
2010年分享時間大綱

我知道我的救主活著
「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約伯記 19：25）。



分享時間及
兒童會聖餐聚會演出指示

提示：邀請兒童從經文

中學習，將培養他們終

生喜愛神的話語。每週

都要策劃各種方式，邀

請兒童使用經文，並從

經文中學習。有些兒童

可能沒有經文，有些可

能還看不懂，本大綱的

學習活動以及第7、12和

18頁的教學提示，將提

供你如何使用經文教導

的建議。

親愛的兒童會會長團及音樂領袖：

今年你們有機會幫助兒童感受並了解，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對他們的大愛。藉由聖靈

的見證，兒童將會體認到，由於耶穌基督在我們天父計畫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他們

可以對祂有信心。兒童也會學習到，當他們遵守誡命、作服務、分享福音、跟隨救主

的榜樣，並為祂的第二次來臨作準備時，他們的信心就會增強。

感謝你們忠誠的投入此項事工。我們為你們祈禱，也相信你們有能力去愛這些兒童，

並教導他們耶穌基督的福音，幫助他們按照福音的原則生活。

總會兒童會會長團

分享時間指示

福音指示

運用本手冊來準備每週分享時間中教導的 15
分鐘課程，你可以用教會核准的其他資料補

充每週的課程，如朋友或利阿賀拿。下列

指南有助於籌劃及教導課程。

愛你所教導的人。記住兒童的名字，了解

他們的興趣、才能和需求，藉此表達對他們

的愛。

憑聖靈教導教義。準備課程時，要祈求神

的指引，並努力增強對教導原則的見證，這

可幫助你憑聖靈教導。

邀請兒童勤於學習。本手冊不僅可幫助你

了解要教導什麼，還可以幫助你了解如何教

導，並邀請兒童勤於學習。每個課程都遵循

下列三件事情，就能更有效地教導教義：

1. 辨認教義。清楚地介紹兒童將要學習的教
義，思考以言詞與視覺並用的方式來教

導。（相關的範例見三月和七月第一週的

課程。）

2. 促進了解。確保兒童透過像是歌唱、角
色扮演和讀經文等，各種可使他們投入

學習的教學方法，對教義能有更深入的

了解。

3. 鼓勵應用。給兒童機會，將教義應用在他
們的生活中。思考如何讓他們表達對教義

的感覺，或設立與教義有關的目標。

本手冊提供今年度裡部分星期的完整課程內

容，其餘僅提供建議，並無完整的課程內容。

請以你自己的想法補充課程，亦可藉由研讀

本手冊中的其他課程來激發靈感。如果有第

五個星期日，請用來復習之前的課程，聖靈

會指引你籌劃和準備課程活動。

與音樂領袖一起合作準備課程，歌唱將有助

於強化你所教導的教義。偶爾可以邀請教師

和他們的班級協助你進行部份的福音教導。

部分課程建議邀請客座演講者來參與兒童

會，邀請這些人參與之前，應事先取得主教

或分會會長的同意。

課程附有幾項教學提示，有助於提昇你的教

導能力，還附有圖片，可以讓你了解活動的

概況。培養教學技巧固然重要，但你本身的

靈性準備及見證，才是邀請聖靈在兒童的心

中證實這些教義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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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餐聚會演出

不必指派每一位兒童

都要進行有讀稿的演講，

運用多樣化的演出方式，

讓兒童有效地參與。
提示：其他教學資源，

如著色頁、故事和活動

等，可參考朋友與利阿

賀拿。運用這些資源補

充課程。

提示提 其他教學資

音樂時間

兒童會的音樂應營造虔敬的氣氛、教導福

音，並幫助兒童感受到聖靈的影響力，以及

歌唱所帶來的快樂。分享時間中應有 20分
鐘要用來教導音樂，這樣你才有足夠的時間

教唱新歌，並幫助兒童喜歡唱歌。

本手冊附有一首新歌，供兒童在今年學習

（見第28-29頁），還有一個名為「如何在兒童
會使用音樂」的部分（見第26-27頁），以及
教導兒童唱歌的額外建議（見第 3、5、9和

15頁）。

聖餐聚會演出指南

在主教或分會會長的指導下，兒童會聖餐聚會

演出要在每年的第四季舉行。年初就和主教團

或分會會長團中負責兒童會的副主教開會，討

論初步計畫。計畫完成之後，請他核准。

根據每個月的分享時間主題為兒童籌劃演出

節目。在這一整年當中，將兒童的演講和個

別的經驗記錄下來，可供演出中使用。

為兒童籌劃如何就今年的主題分享所學時，

想出可幫助會眾專注於兒童所要教導教義的

表現方式。準備演出時，請記住以下的準則：

● 練習不應佔用太多上課時間或家庭時間。

● 聖餐聚會中不宜使用視覺輔助教材、表演

服裝或用媒體展示內容。

本手冊所使用的資源

Children’s Songbook兒童歌本

Teaching, No Greater Call

教導，沒有更偉大的召喚

許多課程附有使用圖片的建議，你可以在

福音畫冊、福音圖片集、兒童會課本圖片

集，教會雜誌和 images.lds.org網站中找
到這些圖片。

2010年課程

一般課程

托兒班：看你們的小孩；

陽光班：兒童會 1；
選正義班 4-7歲：兒童會 2；
勇士班 8-11歲：兒童會 6

基本課程

陽光班：兒童會 1；
選正義班 4-7歲：兒童會 2；
勇士班 8-11歲：兒童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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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我們信永恆的父神，
也相信祂的兒子耶穌基督

「我們信神，永恆的父，和祂的兒子耶穌基督，及聖靈」（信條第 1條）。

在此請以你自己的想法補充課程。策劃一些讓兒童辨認教義的方法，並且幫助他們了解教義，將

其運用在生活中。問問自己：「孩子要怎樣做才能學習？我該如何幫助他們感受到聖靈？」

第1週：神是我靈體的父親。

歌曲：「我知道救主
深愛我」
（本大綱第28-29頁）
Friend, Oct. 2002, 46-47

實物教學

「實物教學是把抽象的

原則與熟悉的物件連結

起來」（教導，沒有更偉大

的召喚，第164頁），

本實物教學將幫助兒童了

解他們靈魂的本質與

身體之間的關係。

提示：策劃一些讓兒童

辨認教義的方法，並且幫

助他們了解教義，將其運

用在生活中。思考如何提

供兒童機會去：

●討論此項教義。

●研讀與此項教義有關

的經文。

●用視覺想像出此項教義。

●唱一些與此項教義有

關的歌曲。

●進行與此項教義有關

的肢體活動。

提示：準備分享時間的

內容時，要祈求神的指

引，並尋求聖靈的影響

力。當你憑聖靈準備與教

導時，聖靈就會證實你所

教導的事情的真實性。

辨認教義（看實物教學）：向兒童展示一些

不同的手套，並指出這些手套的外觀各不相

同，就像我們每個人看起來都不一樣。說明

無論我們看起來有多麼不同，我們的身體內

都有一個靈魂，而我們的靈魂賦予我們生

命。戴上手套並舞動你的手指來示範，說明

手套就像我們的身體，手就像我們的靈魂。

讓兒童找出「誰是我靈體的父親？」這個問

題的答案，請他們聽你讀瑪拉基書 2：10的
前兩句。在黑板上寫「神是我靈體的父親」。

請兒童跟你一起讀出來，說明我們都屬於一

個大家庭──就是神的家庭。

促進了解（唱歌）：展示一張家庭圖片，說

明當天父派遣我們來到世上時，祂要我們在

家庭中生活。請兒童舉起手，用手指比出家

中的人數。告訴兒童，他們將要唱一首歌，

教導他們天上的家庭和地上的家庭。請一名

兒童離開教室，讓其他兒童挑選一個可以藏

家庭圖片的地方。請那名兒童回來，找出那

張家庭圖片，其他兒童則同時唱「我是神的

孩子」兒童歌本，第2-3頁）。當他（或她）
離圖片遠時，讓兒童保持坐下；隨著他（或

她）越來越接近圖片時，請其他兒童慢慢站

起來。如果時間允許，也讓其他的兒童重複

進行這遊戲。討論歌曲的信息，並見證家庭

的重要性。

鼓勵應用（照鏡子）：讓每位兒童輪流照鏡

子。告訴兒童，每回照鏡子時，他們要記住，

自己看到的是一個神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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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喜歡看到自己的

圖畫作品。如果你作了

一個捲軸盒，還可供

其他課程重複使用。

也可以將圖畫

都黏接起來，做成一個

簡單的捲軸。

提示：達林‧鄔克斯長

老說：「我們需要更勤於

利用聖詩來使我們與主的

靈保持和諧，並使我們團

結一致，幫助我們教導和

學習教義」（1995年1月，

聖徒之聲，第13頁）。參

考本大綱中的提示與活

動，學習在分享時間使用

音樂的各種方法。

促進了解（讀經文）：將三張圖片貼在黑板

上：約翰為耶穌施洗、基督向尼腓人顯現及

第一次異象。將兒童分成三組，每組發下列

經文之一：馬太福音 3：16-17；尼腓三書
11：6-8；約瑟‧斯密──歷史1：17。要各
組討論自己的經文，然後向其他的兒童報告

（1）事件、（2）天父所說的話，以及（3）
如果他們當時在場，會有什麼感覺。請一名

兒童讀約翰福音 5：39。說明當我們研讀經
文與祈禱，就能夠得到見證，知道耶穌基督

是神的兒子。

第2週：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

第3週與第4週：天父和耶穌基督愛我。

促進了解（玩猜謎遊戲和唱歌）：挑選出教

導天父和耶穌基督對我們的愛的歌，請司琴

只彈前兩個音，讓兒童猜是哪一首歌曲。一

次多彈一個音，直到兒童猜出來為止。一起

唱這首歌，然後討論從這首歌中，我們學到

什麼關於天父和耶穌基督對我們的愛。將兒

童的想法都列在黑板上。每一首歌都以相同

的方式進行。可考慮使用下列歌曲：「我天父

愛我」（兒童歌本，第16-17頁），「感謝天父」
（兒童歌本，第15頁），「我感受主的愛」（兒
童歌本，第42-43頁），及「我是神的孩子」（兒
童歌本，第2-3頁）。

鼓勵應用（畫圖）：每位兒童發一張紙，請他

們畫出一種他們所知天父和耶穌基督愛他們

的方式。可請兒童參考先前活動已列在黑板

上的想法。將這些圖畫黏在一起，以捲軸盒

展示（見教導，沒有更偉大的召喚，第178-
179頁），或將它們作成捲軸展開。兒童看圖
畫時，請司琴彈奏以上其中一首歌曲。

促進了解及鼓勵應用（參與肢體活動）：將天

父向我們表達祂的愛的方式，以及我們表達

對祂的愛的方式分別寫在不同的紙上。將這

些紙放進容器裡，再請兒童一次一人抽出一

張，將內容大聲讀出來。如果寫的是天父表

達對我們的愛時，請兒童舉起一條手臂；如

果寫的是我們表達對天父的愛，就請他們將

手疊放在心上。

給音樂領袖的協助

可考慮以下列方法協助兒童學習「我知道

救主深愛我」（本大綱第 28-29頁）：

展示救主祝福尼腓人兒童的圖片，用你自己

的話向兒童講述尼腓三書17：11-24的故事。

唱出第一句歌詞給兒童聽，並加上一個配合歌

詞「美麗地方」的動作（如張開你的雙臂）。

要兒童唱，並跟著你做動作。請兒童想想配合

每一句歌詞的動作，然後一起唱歌，做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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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認教義（背誦信條）：將信條第 3條寫在
黑板上，再請兒童與你重複誦讀數次。簡

單說明兒童不懂的詞彙。（例如，贖罪就是

耶穌為了讓我們能悔改並回到神面前所做

的事。）擦掉一兩個字，再一起誦讀，重複

進行，以幫助兒童背誦。

促進了解（演出故事）：講述下列故事，並邀

請兒童站起來與你一起演出。「有個人走在一

條路上（原地踏步），他掉進了一個很深的坑

洞裡（坐下），他不斷地努力想爬出去，但

就是出不去（作出努力向上爬的樣子），他

呼喊著求救（小聲地呼救）。另一個人也走

在同一條路上，他聽到有人在求救（再次小

聲地呼救），於是他把一個梯子放到坑裡。

那個人爬著梯子從坑裡出來（假裝爬梯子），

第2週與第3週：由於耶穌基督的贖罪，全人類都能得救。

促進了解 （看圖片和讀經文）： 將最後的

晚餐、基督在客西馬尼園、耶穌被釘十字架

及復活圖片放置在教室四周。指著圖片告訴

兒童，這些是救主在世最後一週所發生的事

件。告訴兒童你將要讀一段能與其中一張圖

片搭配的經文，請他們安靜思考哪一張圖片

能與那經文配對。讀路加福音22：13-14，19-
20。請大家站起來，面對著配對的圖片，討論

那圖所發生的事情。其他圖片也以相同的方

式進行（客西馬尼園：路加福音22：39-44；
耶穌被釘十字架：路加福音23：33-34，46；
復活：約翰福音20：11-18）。唱一首歌，如「祂
差遣愛子」（兒童歌本，第20-21頁）或「我
知天父活著」（兒童歌本，第8頁）。見證耶
穌為我們而死，好讓我們能再次與天父同住。

二月 耶穌基督是我的
救主和救贖主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約翰福音3：16）。

在此請以你自己的想法補充課程。策劃一些讓兒童辨認教義的方法，並且幫助他們了解教義，將

其運用在生活中。問問自己：「兒童要怎樣做才能學習？我該如何幫助他們感受聖靈？」

第1週：耶穌基督是我的救主和救贖主。

歌曲：「祂差遣愛子」
（兒童歌本，第20-21頁）

提示：兒童如果能將教

義與他們已經知道的事

物連結，就能更了解教

義。每一個課程開始時，

複習上週所教導的教義，

並將那教義與當天所教

導的真理連結。

藉由動作學習

兒童如果能做一些

肢體動作，學習效果會

更好，也會記得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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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音樂領袖的協助

促進了解（看圖片和玩猜謎遊戲）：將兒童分

組，每組發一張與復活有關事件的圖片（例

如，可使用的圖片有：耶穌被釘十字架、基

督的埋葬、空墳、瑪利亞和復活的主、及耶

穌向門徒顯示身上的釘痕）。告訴兒童，不要

讓別組的人看到自己的圖片。請各組提供線

索，讓其他兒童猜猜他們的圖所發生的事。

猜對時，就讓其他組的兒童看圖片。說明由

於耶穌基督已經復活，我們都會復活。

可考慮以下列方法協助兒童學習「祂差遣

愛子」（兒童歌本，第 20-21頁）：

● 當你演唱時，請兒童用手指計算他們唱到

「祂差遣愛子」這句歌詞的次數；或者請他

們在唱到問題時起立，唱到答案時坐下。

第4週：耶穌基督已復活，我也會復活。

他得救了。」討論當那個人在坑裡和被救出來

的時候，他可能會有什麼感覺。告訴兒童，

當我們做錯事或者犯罪時，就像是掉入一個

深坑，無法憑自己的力量脫離。展示耶穌的

圖片，告訴兒童，就像有人幫助那個人離開

深坑一樣，耶穌基督可以幫助並拯救我們，

讓我們能再回去與天父同住。

鼓勵應用（研讀和討論經文）：邀請兒童讀阿

爾瑪書 7：11-12，找出耶穌為我們所做的事。
請幾位兒童分享他們的發現。告訴兒童，當

我們感到傷心、難過、害怕或不舒服時，耶

穌都了解，祂可以幫我們克服這些感覺。將

以下句子寫在黑板上：

我感謝救主，因為 __________。

救主會幫助我__________。

請幾位兒童分享他們要如何完成這些句子，或

請所有的兒童將自己的答案與鄰座的人分享。

促進了解（回顧經文故事）：告訴兒童，經文

中有許多人因為贖罪而蒙受祝福的故事，分

享其中幾則故事。可以和兒童分享的故事有

小阿爾瑪（見阿爾瑪書36：5-27），保羅（見
使徒行傳8：1-3； 9：1-20）及以挪士（見以
挪士書1：1-8）。每說完一則故事後，就與兒
童一起複習。將一團紙球拋向一名兒童，請

他（或她）說出一件與故事有關的事情，再

請那兒童將紙團拋回給你。繼續進行，直到

兒童已說出故事大多數重要的細節為止。分

享你對贖罪的見證。

兒童喜歡參與學習。

當你計畫分享時間的內容時，

思考各種能讓更多兒童參與學習活動的

方式。例如，這項活動需要的是

一小群兒童，而非一、兩位。

提示：兒童藉由動作與

活動來學習。講述故事

時，讓兒童跟著做簡單的

動作，藉此使他們參與。

活動完成後，你可以用

虔敬的方式結束這個活

動或遊戲，以幫助他們

為下一段學習時間作好

準備。例如，請兒童慢

慢地唱幾句歌詞，或著

將你的雙手分開放在胸

前，請他們在唱歌時看

著你，當你的雙手越靠

近，他們的歌聲就要越

輕柔。感謝他們的虔敬。



辨認教義（斷句重組）：將下列詞彙分別寫在

不同的紙條上：先知、是、由、神、所召喚的。

將紙條分給五位兒童，安排他們站在兒童

會面前，不按順序隨機地站著，請其他的

兒童將詞彙以正確的順序排列，一起重複

誦讀此句。

促進了解（讀經文）：準備有關摩西、李海和

約瑟‧斯密如何蒙神召喚的線索。例如，有

關摩西的線索可以是：「我是在神從燃燒的荊

棘中向我說話時，蒙神召喚的」、「神召喚我

記寫聖經的前五部書」及「神召喚我帶領祂

的人民離開埃及」。選出三位兒童代表這些先

知，請他們提供線索給全體兒童會。要兒童

在認為自己知道那先知是誰的時候舉手，讓

舉手的兒童一起說出答案，每當他們正確地

辨認一位先知後，就讀一段與那先知有關的

經文（摩西：出埃及記 3：4-5；李海：尼腓
一書1：5-6；約瑟‧斯密：約瑟‧斯密──
歷史 1：16-17）。指出摩西、李海和約瑟‧
斯密，都是神所召喚的，告訴兒童，所有的

先知都是神所召喚的。

鼓勵應用（討論和演出想法）：問兒童：「我

們今日的先知是誰？」展示教會現任總會會

長的圖片，說明他是由神所召喚的。讓兒童

分班討論，如何跟隨今日的先知。請各班推

派一人到前面來，演出他們在自己的小組中

所討論的一件事，請其他的兒童猜猜看這兒

童的動作代表什麼。請那兒童分享，以這種

方式跟隨先知如何使他（或她）的生活蒙受

祝福。

第2週：先知為耶穌基督作見證。

三月 神透過
先知說話

「主藉著從創世以來聖先知的口所說的話」（路加福音1：70）。

在此請以你自己的想法補充課程。策劃一些讓兒童辨認教義的方法，並且幫助他們了解教義，將

其運用在生活中。問問自己：「孩子要怎樣做才能學習？我該如何幫助他們感受到聖靈？」

第1週：先知是由神所召喚的。

歌曲：「來跟隨先知」
（兒童歌本，第58-59頁）

提示：兒童在分享自己

對福音原則的了解時，

將會感受到聖靈。他們

可以透過自己的話、美

勞作品和歌曲，分享自

己學到的內容。

6

促進了解（看圖片和讀經文）：分享時間之

前，先將一張耶穌基督的圖片放在黑板上，

並以下列先知的圖片蓋住它：以賽亞、施洗

約翰、尼腓和約瑟‧斯密。 每班分派下列

經文之一：以賽亞書9：6；馬可福音1：6-8；
尼腓二書 25：26；教義和聖約 76：20-24。

指出教義

帶活動時，要清楚指出

你教導的教義，這樣可以

幫助孩子們理解

並善加運用。

按這裡下載字條。



第3週：跟隨先知能享有平安。

促進了解（參與肢體活動）：展示一張摩西的

圖片，說明摩西是一位先知，他帶領他的人

民到達安全之地。說明以色列人受埃及法老

王的奴役，因此主吩咐摩西帶領他們出埃及

（見出埃及記 3：10）。講述出埃及記第 14章
的故事，請兒童與你一起演出這則故事。例

如：「以色列人跟隨摩西越過沙漠（原地踏

步），他們來到海邊（以手臂作波浪狀）。

以色列人往後看（往後看），發現法老和他

的軍隊緊跟在後（以雙手拍擊大腿，製造

萬馬奔騰的音效），他們很害怕（作出害

怕的樣子）。」讀出埃及記 14：13，然後繼
續說故事。「主吩咐摩西舉起他的手杖（假

裝舉起手杖），海就分開了（將雙臂張開），

人民跟隨摩西在乾地上安全地通過紅海，到

了紅海的另一邊（原地踏步）。當法老的軍

隊要跟著他們走下海底時，主吩咐摩西伸出

他的手，海水又回到原處（將雙臂靠在一

起），法老的軍隊被淹沒在大海裡，以色列人

因跟隨先知而能化險為夷。」

第4週：神透過先知說話。

可考慮與兒童複習他們本月在分享時間所

學到的教義。例如，你可以：

● 重複或擴充之前在分享時間中所進行的一

些活動。

● 展示一張今日先知的圖片，然後說：「如果

你知道他是誰，請舉手。」請兒童將先知的

名字用耳語的方式悄悄告訴他旁邊的人，

請幾位兒童分享他們對先知的感覺。

● 在兒童演出他們會做哪些事來跟隨先知的

同時，唱「來跟隨先知」（兒童歌本，第

58-59頁）中副歌的部份。

要各班兒童讀經文，指出是哪位先知在作見

證，以及他為耶穌基督作了什麼見證。讓某

班兒童指著他們讀到的那位先知的圖片，並

與兒童會分享他們所學習到的事物，再將那

位先知的圖片從黑板上取下。其他三位先知

也以相同的方式進行。指著基督的圖片，告

訴兒童，所有的先知都為耶穌基督作見證。

孩子要怎樣做才能學習？
準備活動時，問問自己這個問題，

會幫助兒童透過參與來學習。

例如，圖中的兒童正在演出

摩西分開紅海的故事。

提示：讓兒童讀自己的

經文，將可強化經文的

重要性並邀請聖靈。如

果可能，請兒童和你一

起查閱至少其中一段參

考經文。你可以提供頁

數，並在你的經文上指

出那節經文，來幫助兒

童查閱參考經文。可考

慮一起將那節經文大聲

讀出。

提示：你在本月已運用

了下列教學方法：斷句

重組、讀經文、討論並

演出想法、看圖片、參

與肢體活動，以及複習

先前的活動。找尋可以

在其他課程中使用這些

技巧的方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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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了解（研讀和討論經文）：運用代號將

神的力量寫在黑板上（例如：可將每一個字

以一個符號代替）。問是否有人看得懂。將

代號的對照內容寫在黑板上，顯示哪些符號

代表哪些字，再請兒童分組解出內容。（提

醒兒童不要講出答案。）一起讀這句話，讀

教義和聖約1：29。說明約瑟‧斯密如果沒
有主的幫助，就無法看懂金頁片上的文字。

請兒童分享他們知道哪些有關約瑟‧斯密

如何能翻譯摩爾門經的事，邀請幾位兒童分

享他們對摩爾門經的感覺。

第2週：約瑟‧斯密藉由神的力量翻譯了摩爾門經。

辨認教義（讀經文）：告訴兒童，耶穌基督在

世時，建立了祂的教會。今天，我們將那個

教會稱為「原始教會」。說明耶穌死後不久，

祂的福音就從世上被取走。多年之後，祂透

過約瑟‧斯密復興了福音。準備4張字條，
分別寫上以下的句子：

1.約瑟‧斯密在聖經中讀到：「你們當中若
有______________的，就當求問⋯⋯神。」
（約瑟‧斯密──歷史 1：11）

2. 約瑟‧斯密前往 _______作 ______。  
（約瑟‧斯密──歷史 1：14）

3. 約瑟看到有一道 _______在他頭上。
（約瑟‧斯密──歷史 1：16）

4. 天父指著耶穌基督說：「這是我的 ______  
_______。」（約瑟‧斯密──歷史 1：17）

將兒童分成四組，每組發一張字條。請兒童

讀經文，找出缺少的字。讓他們不要將答案

寫在字條上，而是用耳語悄悄地告訴彼此答

案。要兒童將字條交給另一組，並重複進行，

直到每組都找到所有的答案為止。（答案：

1.缺少智慧；2.樹林，祈禱；3.光；4.愛子）

促進了解：可考慮使用托兒班課本看你們的

小孩當中的活動、視覺教材和指偶，來幫助

兒童了解天父和耶穌基督向約瑟‧斯密顯現

（見第 88-91頁）。

四月 耶穌基督透過約瑟‧斯密
復興了圓滿的福音

「我們信存在於原始教會中的同樣組織」（信條第 6條）。

在此請以你自己的想法補充課程。策劃一些讓兒童辨認教義的方法，並且幫助他們了解教義，將

其運用在生活中。問問自己：「孩子要怎樣做才能學習？我該如何幫助他們感受到聖靈？」

第1週：天父和耶穌基督向約瑟‧斯密顯現。

歌曲「耶穌基督的教會」
（兒童歌本， 第48頁）

指出教義

要清楚指出你教導的教義，這樣可以

幫助兒童理解並善加運用。思考能讓兒童

看到陳述教義的文字，

並讓他們承諾要把它背下來的方法。

提示：分組可讓更多的

兒童參與。考慮兒童會

的人數，思考需要分成

多少組才能使所有的兒

童都參與活動（見第 1

週）。

✖ ▼ ✱ ✚ ◆ ▼ ▲ ● ▼ ❤

D  =  ❤
W  =  ✱

G  =  ●
E  =  ✚

R  =  ◆
F  =  ▲

P  =  ✖
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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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音樂領袖的協助

第3週與第4週：耶穌基督透過約瑟‧斯密復興了福音。

可考慮以下列方法協助兒童學習「耶穌基督

的教會」（兒童歌本，第48頁）：

● 請屬於某家庭成員的兒童起立。如果有兒

童屬於其他團體（如某個球隊、某個俱樂

部還有教會），也重複進行以上活動。讓

兒童說明屬於的意義（是某個團體裡重要

的一份子）。介紹這首歌的方法如下：展

示耶穌基督的圖片，請兒童一起讀教義和

聖約115：4。

● 介紹每一句歌詞的方法如下：請兒童在你

唱每句歌詞給他們聽時，注意找出問題的

答案。（例如：我屬於什麼團體？我知道哪

兩件事情？我要如何跟隨祂？）然後請兒

童和你一起唱那句歌詞。繼續進行，直到

兒童學會整首歌為止。

● 將兒童會分成二組，請一組唱每一句歌詞

的前幾個字（我們都屬於，我知等等），，

並請另一組兒童唱完後面的句子，換組再

重複進行。

可考慮在本活動中使用類似

這樣的圖。如果你的兒童會

人數眾多，可考慮將兒童

分成小組來完成活動。

提示：不應在戲劇中扮

演天父和耶穌基督。

提示：在教導中融入

兒童會歌曲，這可有助

於兒童記得他們所學到

的教導。「透過音樂，

我們可以很快地感受和

學習⋯⋯一些屬靈的事

物，否則我們會學得很

慢」（培道‧潘，教導，

沒有更偉大的召喚，第

45-46頁）。

按這裡下載圖畫。

辨認教義及促進了解（拼圖）：提醒兒童，耶

穌死後不久，祂的福音就從地上被取走了，

後來祂透過約瑟‧斯密復興了福音，說明復

興是再度恢復的意思。畫一張教會的簡圖，

如圖示加上標示（見以弗所書2：20；4：11-
13）。說明基督在世時，祂建立了祂的教會。教
導兒童叛教時，將這圖剪成碎片。司琴彈奏「在

美麗的春天」（兒童歌本，第

57頁），同時請兒童將圖片
重新拼好（復興），一起

唱第三段。

促進了解（聽客座演講者分享）：邀請一些支

會教友來兒童會，扮演參與福音復興的人物

（如約瑟‧斯密〔見約瑟‧斯密──歷史1：
8-20〕、天使摩羅乃〔見約瑟‧斯密──歷
史 1：29-35，42-49〕、三位見證人〔見「三
位見證人的證詞」〕，或施洗約翰〔見教約第

13篇〕）。他們可能要穿著簡單的戲服。將兒
童分組。邀請來訪的教友說出自己扮演的角

色，請兒童說出他們知道哪些和那人物有關

的事。請來訪的教友分享他們對於所扮演人

物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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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了解及鼓勵應用（討論個案研究）：說

明由於耶穌基督，我們犯錯時可以悔改，這

表示我們不再犯罪，並轉向神。說明悔改包

括感到難過、請求寬恕、改正錯誤，並且不

再犯同樣的錯。簡單討論這些步驟，強調救

主能如何幫助我們。將兒童分組，每組發一

則研究個案。請他們讀研究個案的內容，

並討論他們能做什麼來悔改。例如，有人

生氣，然後打了他的弟弟或妹妹。他應該

怎麼做？為耶穌基督讓我們有機會能悔改

表達感謝。

第2週：我能悔改。

辨認教義（學習信條）：將一張耶穌基督的圖

片放在黑板上，畫一個有四階的台階，通往

圖片。一起說出信條第 4條，然後請兒童說
出福音的首要原則和教儀有哪些，你同時把

它們寫在適當的台階上。每說出一個原則和

教儀，就用手指頭來數。思考幫助兒童記住

信條第4條的方法。

促進了解（唱歌）：唱「信心」（兒童歌本，

第 50-51頁）。將第二段歌詞的每一句話都
做成字條，將兒童分成四組，每組發一張字

條，讓各組站起來唱歌曲當中輪到他們唱的

歌詞。交換字條，重複進行，直到每組都唱

過每一句歌詞為止。請兒童演出他們可以表

現服從的方式。（可以各組自己進行，或整

個兒童會一起進行。）與兒童分享增強你對

耶穌基督信心的經驗。

五月 福音的原則和教儀
領我歸向耶穌基督

「我們信福音的首要原則和教儀是：第一，對主耶穌基督的信心；第二，悔改；
第三，為罪的赦免的浸沒洗禮；第四，為聖靈恩賜的按手禮」（信條第4條）。

在此請以你自己的想法補充課程。策劃一些讓兒童辨認教義的方法，並且幫助他們了解教義，將

其運用在生活中。問問自己：「孩子要怎樣做才能學習？我該如何幫助他們感受到聖靈？」

第1週：我對耶穌基督的信心因服從而增強。

從兒童歌本自行選出的
歌曲

運用黑板

黑板可以是有效的教導工具，

運用簡單的線條圖畫，

來輔助福音原則的教導。

提示：請兒童在小組中

分享，能讓更多兒童有

機會參與。分享時間中，

兒童已經按照班別分組

坐好。這些分組可用於

小組活動，各班教師可

協助確使兒童參與並保

持虔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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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週：當我被證實時，我接受聖靈的恩賜。

辨認教義（學習承諾）：請兩位兒童到前面

示範什麼是承諾。請第一位兒童說：「我答

應 _______（把書借給你），可是你要答應
________（還給我）」。請第二位兒童表示同
意，並與第一位兒童手牽手。說明聖約是

神和我們之間雙方面的承諾。在黑板的一

邊寫上，「神應許」，另一邊寫上，「我們承

諾」。說明當我們受洗時，我們向神承諾，而

祂應許我們。

促進了解（唱歌）：事先準備寫好下列應許及

歌曲的字條：承受基督的名（「耶穌基督的教

會」〔兒童歌本，第48頁〕）；一直記得祂（「我
知天父活著」〔兒童歌本，第8頁〕）；遵守誡

命（「遵守神的誡命」〔兒童歌本，第 68-69
頁〕）；有祂的靈與我們同在（「聖靈」〔兒童

歌本，第56頁〕）；回去與祂同住（「我是神
的孩子」，第 3段，〔兒童歌本，第2-3頁〕）。
將字條放入容器內，請一名兒童抽出一張字

條，讀出上面的承諾。問兒童：「是誰在作承

諾，是神或是我們？」將應許（承諾）寫在

黑板上正確標題的下方。要兒童唱那首歌，

一邊傳容器直到歌曲結束。歌曲結束時，讓

拿到容器的兒童抽出另一張字條。每一首歌

都以相同的方式進行，複習這些應許，並為

洗禮聖約的重要作見證。

辨認教義（看圖片和唱歌）：展示一張兒童接

受證實的圖片，並問兒童，圖中發生什麼事。

問：「什麼是聖靈的恩賜？」強調聖靈的恩賜

就是經常有聖靈為伴的權力。唱「聖靈」（兒

童歌本，第56頁）。

促進了解（問問題）：邀請一位麥基洗德聖職

持有人來兒童會。準備幾個問題讓兒童問他，

如：你持有什麼聖職？你如何接受聖職？你如

何證實某人為教會的教友？「按手」是什麼意

思？「接受聖靈」是什麼意思？聖靈會怎樣幫

助我？請兒童分享聖靈如何幫助他們的經驗。

第3週：當我受洗時，我與神立約。

以兒童作為視覺教材

在視覺教學的內容中加入

兒童，可以吸引他們的

注意力，使他們準備好

去學習。例如，這次的分享

時間是以兒童示範承諾的

概念作為開始。

提示：當兒童分享他們

對福音的感覺，就能邀

請聖靈。幫助兒童了解，

他們所感受到平安與愛

的感覺是來自聖靈。第4

週的分享時間應著重於

讓兒童分享聖靈如何幫

助他們。一定要營造虔

敬的氣氛，才能達到這

種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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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認教義（學習聆聽）：小聲地說：「聽得到

我聲音的，請將手指放在鼻子上；聽得到

我聲音的，請將手放在頭上。」繼續進行，

利用身體的其他部位，直到所有的兒童都

在聆聽你微小的聲音為止。結束時可請他

們將雙臂交疊。指出即使你很小聲說話，

當他們傾聽時，仍然可以聽到你的聲音，

服從你的指示。說明聖靈是以輕悄、微小

的聲音和我們說話。

促進了解（參與肢體活動）：將一位兒童矇住

眼睛，把他（或她）帶到教室的一個角落。

告訴那兒童：「如果你信任我，也聽我的話，

我會指引你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以輕柔的

聲音指示那兒童方向，使他（或她）能安

全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問：「這與聖靈帶領

我們的方式有何相似？」分享尼腓斷弓的

故事，說明如何能將聖靈比作利阿賀拿（見

尼腓一書16：18-32）。可考慮使用本大綱中
其他課程裡所示範的動作（見三月的第3週，
或八月的第4週）。說明正如利阿賀拿是根據
人們的信心和勤奮而指引他們，當我們傾聽

聖靈的聲音時，祂就會根據我們的正義來指

引我們。

第2週：聖靈以微小的聲音說話。

辨認教義（背誦信條）：將兒童分成三組，幫

助他們背誦信條第1條。指著其中一組兒童，
請他們說：「我們信神，永恆的父。」指著另

一組請他們說：「和祂的兒子耶穌基督。」指

著第三組，請他們說：「及聖靈。」重複進

行，讓每組能輪到說每一句。（你可以讓年

齡較小的兒童以舉起手指數數來代表每個句

子。）說明天父、耶穌基督及聖靈，是神組

的三名成員。告訴兒童聖靈是一個靈體，沒

有骨肉的身體。

促進了解及鼓勵應用（讀經文和分享經驗）：

請兒童翻開經文，然後一起讀教義和聖約

130：22，請他們注意聽為什麼聖靈沒有身體。
讀教義和聖約8：2。當你說「意念」時，要

兒童指著自己的頭；說「心中」時，則指著

自己的心，分享聖靈可能會在你的意念和心

中說話的方式（見加拉太書 5：22）。可考慮
讓兒童分享他們感受過聖靈影響的經驗。

促進了解及鼓勵應用（討論聖靈的角色）：將

兒童分成五組。每組發下列參考經文之一，

要他們指出聖靈如何幫助我們：約翰福音

14：26（安慰及教導）；尼腓二書 32：5（指
示我們當做的事）；摩賽亞書5：2（改變我們
的心）；摩羅乃書8：26（使我們充滿希望和
愛）；教義和聖約20：27（為基督作見證）。
請各組告訴兒童會，他們所學習到的事。

六月 聖靈為一切事情的
真實性作見證

「藉著聖靈的力量，你們可以知道一切事情的真實性」（摩羅乃書 10：5）。

在此請以你自己的想法補充課程。策劃一些讓兒童辨認教義的方法，並且幫助他們了解教義，將

其運用在生活中。問問自己：「孩子要怎樣做才能學習？我該如何幫助他們感受到聖靈？」

第1週：聖靈是神組的第三位成員。

歌曲：「聖靈」
（兒童歌本，第56頁）

提示：從經文學習福音

真理，對兒童來說是很

重要的。幫助兒童在有

人讀出經文的時候，集

中注意力仔細地聽。當

你讀出一節經文時，即

使是年幼的兒童也能聽

到一兩個特定的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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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週：藉由聖靈的力量，我們能知道一切事情的真實性。

促進了解（聽故事）：邀請幾位支會教友來分

享聖靈如何指引或保護我們的故事。他們可

以分享個人經驗、經文或教會歷史的故事（例

如，見總會會長的教訓：惠福‧伍〔2004〕，
第46-47頁）。將兒童分組，各組輪替或輪換
說故事的人，直到每組都聽過所有的故事為

止。請兒童在輪換說故事的人時，哼唱「聖

靈」（兒童歌本，第56頁）。

促進了解及鼓勵應用（黑板活動）：將黑板分

成兩個欄位。在一個欄位的頂端上寫「重要

的決定」，另一個則寫上「邀請聖靈」。讓兒

童在第一個欄位中列出他們在一生當中會作

的重要決定。然後要他們在第二個欄位中，

寫出他們要如何在生活當中邀請聖靈，使他

們在作這些決定時能得到幫助。

第3週：聖靈會指引並保護我們。

調整課程

依兒童的年齡來調整

課程，可考慮使用像是

托兒班課本和教會

雜誌等其他經核准的

教會圖書中的建議

及活動。

運用黑板

黑板是有效的教學工具，

黑板可用來歡迎兒童、問問題、

指出教義、記錄想法及說明故事

與概念（見教導，

沒有更偉大的召喚，

第162-163頁）。

提示：邀請聖靈的方法

之一，就是讓兒童有機

會分享他們會做什麼來

奉行福音真理。思考如

何在每次分享時間的課

程中給他們機會這麼做。

促進了解及鼓勵應用（玩遊戲或分享經驗）：

一起讀摩羅乃書 10：5 ，見證聖靈會幫助我
們學習真理。告訴兒童，當他們在教堂裡、

在從事善舉時，當他們祈禱或讀經文時，

有時會有一種溫暖平安的感覺。說明這種

平安的感覺正是聖靈在讓他們知道，這些

事情是真實且正確的。將兒童依班別

分組，要各組進行以下活動之一：

（1）玩托兒班課本看你們的小孩中的積木
遊戲（見第 29、31頁）。（2）分享聖靈如何
幫助他們的經驗。（可邀請教師在各組中率

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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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了解（觀看和討論圖片）：讓兒童看

一雙皮質涼鞋的圖片（或是一張耶穌穿著

涼鞋的圖片）。說明耶穌基督就是穿著這

樣的鞋子周流四方行善事。將以下的經

文寫在黑板上：「祂周流四方，行善事」

（見使徒行傳 10：38）。要兒童和你一起
重複誦讀這句話。在教室四周展示下列

事件的圖片：耶穌祝福兒童（見尼腓三

書 17：21-24），耶穌醫好瞎子（見約翰福

音 9：1-17），耶穌使睚魯的女兒從死裡復
活（見馬太福音 9：18-19， 23-25），及耶
穌餵飽 5,000人（見約翰福音 6：5-14）。
要兒童假裝穿上涼鞋，走向一張圖片。

請幾位兒童描述耶穌在圖片中所做的事。

在兒童走向下一張圖片前，請他們重複誦

讀這句話：「祂周流四方行善事，因為神與

祂同在。」每張圖片都重複相同的活動。

第2週：耶穌基督周流四方行善事。

辨認教義（讀經文）：準備五張紙，將下列

的詞彙寫在正面，與其對應的經文寫在反面

上：不要成就（摩西書4：2）；我的意思（路
加福音22：42）；只要（尼腓三書27：13）；
成就（約翰福音6：38）；您的意思（約翰福
音4：34）。將兒童分成五組，每組發一張。
說明這些經文都傳達了耶穌基督如何生活的

相似信息，請教師幫助兒童理解他們所拿到

的經文信息，要各組報告他們的心得，並把

紙條貼在黑板上。請他們幫你將經文依正確

順序排列，然後一起讀經文。

促進應用（製作紙鏈）：讓兒童提出他們能跟

隨耶穌基督的榜樣，學習服從天父的誡命的

方式。要每位兒童將一個方式寫或畫在一張

紙條上。將紙條連在一起，做成一條紙鏈。

指出就像紙鏈會因為每增加一個服從的行為

變長一樣，我們的信心也會在我們每次服從

時增長。

七月 我能跟隨
耶穌基督的榜樣

耶穌說：「來跟隨我」（路加福音 18：22）。

在此請以你自己的想法補充課程。策劃一些讓兒童辨認教義的方法，並且幫助他們了解教義，將

其運用在生活中。問問自己：「孩子要怎樣做才能學習？我該如何幫助他們感受到聖靈？」

第1週：耶穌基督一直都服從天父。

歌曲：「來跟隨我」
（聖詩選輯，第63首）

指出教義

帶活動時，要清楚指出

你教導的教義，

這樣可以幫助兒童

理解並善加運用。

提示：在兒童會課程

中，做動作可使兒童積極

參與並保持專注。依兒

童會的人數調整活動。

例如，在第2週，人數多

的兒童會可能需要原地

踏步，而非走向圖片。

提示：運用多樣不同的

教學方法，兒童的學習

效果會更好。例如，在

第2週，兒童會辨認教義、

看圖片以及進行與教義有

關的肢體活動。

按這裡下載字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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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音樂領袖的協助

促進了解 （讀經文和唱歌）： 以隨機的順

序在黑板上列出兩份清單──一份是耶穌基

督立下我們應該跟隨的榜樣的經文，另一份

是與這些經文有關的歌曲。將兒童分組，每

組發一張描述所列事件之一的圖片，請各組

將他們拿到的圖片與黑板上對應的經文和歌

曲配對。一次一組，請他們展示圖片，說明

耶穌所立下的榜樣，並帶領兒童會唱出對應

的歌曲。可考慮使用以下內容：

● 孩童耶穌在聖殿裡，路加福音 2：42-49，
「早日尋求主」（兒童歌本，第67頁）。

● 施洗約翰為耶穌施洗，馬太福音3：13-17，
「洗禮」（兒童歌本，第54-55頁）。

● 所以，你們要去，馬太福音 28：19-20，
「我們要把真理傳給萬民」（兒童歌本，第

92-93頁）。

● 耶穌醫治尼腓人，尼腓三書17：7-9，「我
陪你走」（兒童歌本，第78-79頁）。

見證耶穌基督是唯一可以讓我們跟隨的完美

榜樣。

促進了解（讀經文）：以紙張剪出一個心的

形狀，然後在上面寫彼此相愛，將心形剪

紙放在你的經文中約翰福音 13：34處。請
兒童翻閱你的經文，找出這張心形剪紙。說

明耶穌在這節經文裡教導我們，祂要我們對

待他人的方式。請兒童將自己的經文翻到約

翰福音 13：34，然後一起讀出來。可考慮給
每位兒童一張心形剪紙，上

面有經文，放在他們的經文

裡，並請他們與家人分享這

個活動。

鼓勵應用（唱歌和分享感想）：請兒童圍成

一個或更多的圓圈。（如果沒有空間，請一

排的兒童轉身面對另一排兒童。）每組發一條

線，穿過一顆鈕扣，再把線的兩端綁起來。

在唱「彼此相愛」（兒童歌本，第74頁）時，
請兒童沿著繩子滑動鈕扣。不時停止音樂，

請在音樂停下來時手執鈕扣的兒童分享一個

對他人表達愛的方法。結束時

邀請幾位兒童分享其他人對他

們表達愛的經驗。

可考慮以下列方法協助兒童學習「來跟隨

我」（聖詩選輯，第 63首）：

● 鼓勵兒童在你摸鼻子、揮手和雙臂交叉時

照著做。告訴他們，我們能藉由去做耶穌

所做的事情，來跟隨祂。要他們在音樂播

放時，跟著節奏用一隻手的二根手指在另

一手的手掌上打拍子。

● 準備寫有歌詞的腳印。當你每唱一句，兒

童跟唱一句時，請他們一次將一個腳印放

在黑板上，將腳印朝通往救主的圖片排列。

第3週與第4週：耶穌基督的榜樣教導我們如何生活。

音樂領袖可藉由讓兒童將歌詞、音樂和視覺教材連結，使兒童投入歌曲教義的學習。

在未來幾週之間，兒童可重新排列腳印，直到把歌曲學起來為止。

按這裡下載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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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了解（畫圖）：將兒童分組，一組請一位

教師讀出或講述耶穌醫治某人的經文故事，

如兩個瞎眼的（馬太福音9：27-31）、一個病
人（約翰福音5：1-9）、十個痲瘋病人（路加
福音17：12-19），或是大臣的兒子（約翰福音
4：46-53）。請兒童畫圖來描繪故事內容。可

請幾位兒童對全兒童會分享他們的圖畫和故

事，當他們分享自己的故事時，請他們想像

被耶穌醫治的人可能有的感受。請兒童在家

裡與家人分享他們的圖畫。

第2週：耶穌基督能醫治病人。

辨認教義 （玩猜謎遊戲）：依奇蹟一詞注音

的格式，在黑板上畫五個格子。請兒童猜

猜這是哪個詞彙。填入第一個注音符號，再

讓兒童猜一次。填入第二個，再讓他們猜。

依序寫出注音，直到他們猜出來為止。告訴

兒童，奇蹟是神的力量所造成的不凡事件。

將兒童分組，每組發下列字條之一奇蹟、顯

示、耶穌基督、擁有、掌管、世界、的、

權能。請各組將詞彙依正確順序排列。

（按這裡下載字條。）

促進了解（聽經文故事）：用你自己的話分享

耶穌平靜風和海（馬可福音 4：36-39）及使
漁網裝滿魚（路加福音 5：1-11）的故事。
邀請兒童做出配合故事的動作（如模仿風和

海浪、拉空的網及拉裝滿魚的網）。利用每

個故事見證，這如何顯示耶穌基督擁有掌管

世界的權能。要兒童討論，這些奇蹟曾經如

何幫助有需要的人。

八月 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
祂是奇蹟之神

「因為看啊，我是神；我是奇蹟之神；⋯⋯如果不是依照人類兒女的信心，
我不會在他們之中行事」（尼腓二書 27：23）。

在此請以你自己的想法補充課程。策劃一些讓兒童辨認教義的方法，並且幫助他們了解教義，將

其運用在生活中。問問自己：「孩子要怎樣做才能學習？我該如何幫助他們感受到聖靈？」

第1週：耶穌基督是奇蹟之神。

從兒童歌本自行選出
的歌曲

小組活動

小組活動可以讓更多的

兒童參與學習。

在分享時間中，兒童

已經按照班別分組坐好。

可依這些組別

來進行小組活動。

提示：兒童藉由行動學

習。請兒童用動作來講

故事，在講故事之前，

與兒童一起練習這些動

作，這可使兒童在說故

事時專心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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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週：奇蹟會臨到有信心的人身上。

促進了解 （聽經文故事）：邀請幾位支會

教友以事件見證人的身分，來兒童會簡單

講述下列故事：使拉撒路復活（約翰福音

11：1-45）；使睚魯的女兒復活（馬可福音
5：21-24， 35-43）；使寡婦的兒子復活（路

加福音 7：11-16）；及基督的復活（約翰福
音20：1-18）。支會教友可穿著簡單的戲服，
如頭巾或袍子。鼓勵他們見證耶穌基督擁

有勝過死亡的權能，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會

復活。

辨認教義（讀經文）：在黑板上寫教義和聖約

63：9：「但是，看啊，信心不是憑神蹟而來，
而是神蹟隨著相信的人。」說明這節經文中的

神蹟也可以指奇蹟。要兒童起立，一起朗讀

這節經文。指出信心一詞，說明奇蹟並非都

是戲劇化的事件，我們必須先有信心，才能

察覺生活中的奇蹟。再說明，即使有信心，

我們還是會體驗到憂傷、痛苦和煎熬，但神

知道我們的需要，祂會眷顧我們。

促進了解（聽經文故事）：用你自己的話

講述摩西請求法老讓神的人民離開埃及的故

事（出埃及記 7-10）。開始講故事之前，請
兒童練習製造搭配某些災難的音效或動作。

例如，兒童可以動手臂並發出流水的聲音，

全身到處抓癢代表蝨子，發出哞的聲音代表

牛，以嗚咽代表生瘡。要兒童仔細聽你講故

事，告訴他們，當你把手舉起來時，他們可

以發出聲音或做動作，來表現故事的內容。

當你把手放下時，他們就應停止。說完每一

種災難後，告訴兒童，法老還是拒絕讓以色

列人離開。法老看見了許多的奇蹟和徵兆，

但他還是不相信神。將這故事與一則因信心

產生奇蹟的故事作對比（例如，以利亞與撒

勒法的寡婦、但以理與獅群、雅列的哥哥，

或是監獄裡的尼腓和李海）。如果時間允許，

讓兒童做出配合故事的動作。

鼓勵應用（聽客座演講者分享）：邀請支會裡

一到兩個家庭分享，當他們對耶穌基督有

信心時，奇蹟如何使他們的生活蒙受祝福。

（儘早事先提出邀請，使這些家庭有時間準

備。）見證只要我們有信心，就能在生活中

看見奇蹟。

第3週：耶穌基督擁有勝過死亡的權能。

促進了解

演出經文故事，可以讓兒童

更能記得和了解故事。

提示：兒童與人分享他

們在兒童會的所學，能

增強他們對教義的了解

和見證。在第 2週，你

鼓勵兒童在家中分享所

學，這可提供家庭討論

福音的機會，進而鞏固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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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認教義（背誦經文）：幫助兒童背誦約翰福

音 14：15的方法是，畫一張愛心圖樣和一
張描繪十誡的圖，將兒童分成兩組，將愛

心圖樣拿起來放在一組兒童的面前，要他

們站起來說：「你們若愛我。」再將十誡圖

樣拿起來放在另一組兒童的面前，請他們

站起來說：「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這樣重

複進行幾次。年齡較大的兒童可用同樣的

方式學習約翰福音 14：21的第一部分（「有
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是愛我的」）。

促進了解（演出十誡）：準備紙張，每張各寫

一條誡命（如讀經文、穿著端莊及遵守智慧

語）。將紙張放入容器內，請兒童選出一張，

然後表演遵守那誡命的方式，讓其他的兒童

猜他（或她）在做什麼。唱「遵守神的誡命」

（兒童歌本，第 146-47頁）。唱到副歌時，
請那名兒童帶領其他兒童表演如何遵守那條

誡命。請幾位兒童分享遵守誡命如何使他們

蒙受祝福。

鼓勵應用（閱讀和討論經文）：展示「我的福

音標準」，與兒童複習這些標準。說明遵行這

些標準表明我們愛耶穌基督。將下列參考經

文分別寫在不同的紙上：出埃及記20：7；出
埃及記20：8-10；出埃及記20：12；約翰福
音13：34-35；摩賽亞書18：10；及教義和聖
約42：40-41。將兒童分組，每組發其中一則
經文一起研讀。要他們將經文與福音標準配

對，並討論如何實踐那項標準，請他們與全

兒童會分享他們的感想。

九月 我服從耶穌基督，
因為我愛祂

「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約翰福音 14：15）。

在此請以你自己的想法補充課程。策劃一些讓兒童辨認教義的方法，並且幫助他們了解教義，將

其運用在生活中。問問自己：「孩子要怎樣做才能學習？我該如何幫助他們感受到聖靈？」

第1週與第2週：遵守誡命，就是表達對耶穌基督的愛。

背誦經文

背誦經文時若能同時看

視覺教材，將能幫助

兒童背誦。

提示：背誦經文能幫助

兒童學習福音教義，經

文的話語可以成為安慰

與指引的來源（見教導，

沒有更偉大的召喚，第

171頁）。在第1週，重複、

短句和視覺教材這三項

教學方法能幫助兒童背

誦經文。

按這裡下載圖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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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了解（畫圖）：講述耶穌基督在尼腓三書

17：7， 9-12， 20-24中醫治和祝福人們的故
事，或請年齡較大的兒童讀這些經文。讓

兒童畫圖描繪故事中的某個事物，見證研

讀經文如何使你對耶穌基督的愛增加。

鼓勵應用（唱歌和討論經文）：唱「早日尋求

主」（兒童歌本，第 67頁）。告訴兒童，他

們能藉由閱讀或聆聽經文更認識耶穌基督，

然後講述馬可福音 10：13-16中，耶穌祝福
兒童的故事。展示耶穌祝福小孩的圖片，要

兒童想像如果他們當時也在場，會有什麼感

覺。邀請幾位兒童分享他們的想法。說明他

們可以透過研讀有關救主的經文，而感覺與

祂接近。

第4週：當我研讀經文時，我對耶穌基督的愛就會增加。

促進了解（閱讀和討論經文）：將兒童分組，

請各組研讀並討論下列經文，找出救主有

關祈禱的教導：尼腓三書 18：19-20；教義
和聖約 19：28， 38； 88：63-64。強調救主
教導我們要奉祂的名向天父祈禱，這可幫

助我們覺得與祂更接近。

促進了解（圖畫著色）：每個孩子複印一份托

兒班課本看你們的小孩第19頁的圖畫。讓兒
童為圖畫著色，並帶回家與家人分享。

促進了解及鼓勵應用（討論祈禱）：唱兒童

歌本中任一首有關祈禱的歌，如「孩子的祈

禱」（兒童歌本，第6-7頁）或「虔敬低頭」（兒

童歌本，第18頁）。與兒童談談，當你祈禱
時，你對主的愛如何增長。在黑板上畫一個

有四個欄位的圖表，在第一欄頂端寫我們的

天父，在第二欄頂端寫感謝祂賜給祝福，

在第三欄頂端寫祈求祂賜給祝福，在最後一

欄頂端寫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要兒童

在自己班級中列出他們所感謝的幾項祝福，

然後請各組說出一項他們所感謝的祝福，並

將這些祝福寫在第二欄。接下來請兒童在自

己班級中討論他們可以向天父祈求的祝福，

然後將答案寫在第三欄。複習祈禱的步驟。

第3週：當我祈禱時，我對耶穌基督的愛就會增長。

著色活動

並不是每個兒童都喜歡著色，

有些人可能只會在紙上畫

一兩筆。著色活動的目的在於能

讓兒童看見用視覺呈現的

課程內容，也可以

把成果帶回家。

提示：兒童分享如何運

用教義時，就能在心中

證實這項信息並邀請聖

靈。教導教義之後，給

兒童機會分享他們要如

何將教義運用在自己的

生活當中。

提示：規劃分享時間，

使年齡較大和較小的兒

童都能參與。例如，在

第3週，第一項活動對年

齡較大的兒童效果會比

較好，第二項活動則比

較適合年齡較小的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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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認教義（讀經文）：將一張全部時間傳教士

的圖片放在黑板上。告訴兒童，他們會讀到

一些有關傳道事工的經文。指派一半的兒童

讀馬太福音28：19-20，另一半則讀教義和聖
約133：37。請他們分別指出從經文中學到
哪些有關傳道事工的教導，然後整個兒童會

一起進行討論。請目前有家人正在傳教的兒

童分享他們對傳道事工的感覺。

促進了解及鼓勵應用（討論傳道事工）：邀

請兒童站起來唱「我希望將來能去傳教」（兒

童歌本，第91頁）。告訴兒童，天父希望福
音能傳播到全世界，他們現在就能準備成為

傳教士。將一些物品放在容器內，這些物品

（如經文、星期日穿的鞋子、什一奉獻單及

心形剪紙）可以提醒兒童如何準備去傳教。

請一名兒童從容器中選出一項物品，分享這

個物品如何幫助他們準備成為傳教士。

第2週：分享福音可幫助他人歸向基督。

辨認教義（讀經文和看圖片）：請兒童起立，

一起大聲讀出教義和聖約 1：38，說明先知
是耶穌基督的僕人。展示救主和今日先知的

圖片，告訴兒童，我們跟隨先知，就是跟隨

耶穌基督。

鼓勵應用（唱歌）：唱「來跟隨先知」第9段
（兒童歌本，第 58-59頁）。將兒童分組，請

他們選擇一兩件在總會教友大會上，從先知

和使徒身上所學到的事情。請一組兒童表演

他們學到了什麼，讓其他兒童猜他們在做什

麼。每組都重複進行相同的活動，在各組輪

替之間唱「來跟隨先知」的副歌部份。

十月 教會的使命是邀請
所有人歸向基督

「是的，歸向基督，在祂裡面成為完全」（摩羅乃書 10：32）。

在此請以你自己的想法補充課程。策劃一些讓兒童辨認教義的方法，並且幫助他們了解教義，將

其運用在生活中。問問自己：「孩子要怎樣做才能學習？我該如何幫助他們感受到聖靈？」

第1週：跟隨先知將有助我們歸向基督。

透過重複來學習

兒童透過重複與挑戰而學習。

本活動中兒童將重複讀出經文，

並且要將文字依序重新排列。

提示：使用圖片和其他

視覺教材時，兒童的學

習效果會更好，也記得

更久（見教導，沒有更

偉大的召喚，第 176、

182-183頁）。兒童本身就

可以作為有效且生動的

視覺教材。可考慮邀請

全部時間傳教士來兒童

會，或請一名兒童裝扮

成傳教士，而非只是展

示圖片。

按這裡下載字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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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週：聖殿事工幫助我和我的家人歸向基督。

辨認教義（讀經文）：在黑板上展示一張耶

穌基督的圖片。幫助兒童背誦「是的，歸向

基督，在祂裡面成為完全」（摩羅乃書 10：
32）。將這段經文的每一個字分別寫在不同
的紙上，將這幾張紙貼在黑板上，不要按照

順序。請兒童查閱經文，再與你一起讀出來。

讓兒童找出那段經文的第一個字，在黑板上

依照順序排好。再讀那段經文，並請另一兒

童找出下一個字。重複進行，直到整句順序

正確為止。向兒童說明，歸向基督意味著對

祂有信心、遵守祂的誡命、訂立聖約，並在

犯錯時悔改。

促進了解及鼓勵應用（討論個案研究）：說

明由於耶穌基督的贖罪，我們犯了錯可以悔

改。用紙剪出四個腳印，在每個腳印上各寫

一個悔改的步驟：（1）感到憂傷，（2）請求
寬恕，（3）改正錯誤，及（4）不再犯同樣
的錯。將腳印放在通往耶穌基督圖片的地板

上，讓一些兒童跟隨這些腳印。將兒童分

組，每組發一則研究個案，其中描述兒童

可能需要悔改的情況。例如：「有人不聽父

母的話，把球踢進屋子，打破了東西。」請

他們討論怎樣應用悔改的步驟。

促進了解（唱歌）：教導兒童「我喜歡看到聖

殿」（兒童歌本，第99頁）的第二段。把一
張聖殿照片藏在八張紙後面，展示這個道具。

在每一張紙上寫上或畫出下列物品：一顆心、

一扇開啟的門、聖約二字、服從二字、神聖

地方四字、印證二字、一張小孩的照片及一

張家庭圖片。告訴兒童，這些都是某首歌曲

的線索。你唱一句歌詞，請他們仔細聽，讓

兒童指出哪個線索符合那句歌詞，再請一名

兒童將那張紙拿開。與兒童一起再唱一次那

句歌詞，並說明它的意義。你可以請他們做

出與那句歌詞有關的動作，每一句歌詞都以

相同的方式進行。當所有的紙都拿開，照片

出現時，做動作唱出整首歌。告訴兒童他們

現在就能準備好在長大時配稱去聖殿，這樣

能使他們更接近耶穌基督。

第3週：我們犯錯時，可藉由悔改歸向基督。

鼓勵應用

兒童表現自己怎樣將福音原則

運用在生活中時，就是在學習。

提示：「當我們表達對教

導對象的愛時，他們便

更容易感受到聖靈」（教

導，沒有更偉大的召喚，

第31頁）。當你為每位兒

童祈禱，了解他們的興

趣與憂慮、稱呼他們的

名字，並且專心聽他們

說話，你對他們的愛就

會增長。

提示：個案研究是生活

中的真實情況，可以幫

助兒童思考及討論他們

在類似的情況下能做什

麼（見第3週）。個案研

究可幫助我們明白如何

應用福音原則（見教導，

沒有更偉大的召喚，第

161-162頁）。

按這裡下載腳印。

按這裡下載圖案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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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了解（參與戲劇演出）：告訴兒童，有一

天有人問耶穌：「誰是我的鄰人？」耶穌說

了一個教導我們如何為人服務的故事來答覆

他。邀請幾位兒童穿著簡單的戲服，扮演好

撒馬利亞人比喻中的角色：一個旅人、幾個

強盜、一個祭司、一個利未人、一個撒馬利

亞人和店主。用你自己的話講述故事（見路

加福音10：30-37）並幫助兒童演出來。問兒
童：「關於誰是鄰人，這個故事告訴了我們什

麼？我們應該為誰服務？」指出我們的鄰人

可以是任何有需要的人。向兒童說明，他們

隨時都能為他們的朋友和家人服務，但只有

與家長或可信任的大人在一起時，他們才能

為陌生人服務。見證耶穌基督愛每個人，祂

要我們為每一個人服務。

鼓勵應用（計畫為家人服務）：告訴兒童，耶

穌要我們為人服務，這也包括我們的家人。

將紙剪成小圓形，每位兒童都發幾個。要他

們在每一張圓紙上畫出笑臉，做成「服務笑

臉」。鼓勵兒童在下週中為家人作一點小服

務。和兒童一起腦力激盪，想出他們能做的

事（如留下讚美鼓勵的字條、收拾玩具或鋪

床），讓兒童在服務的地方留下

一張「服務笑臉」。請他們邀

請家人和他們共同參與這項

活動。鼓勵兒童準備好在下

星期的兒童會中，分享他們的

服務如何為家人帶來歡笑。

十一月 當我們為他人服務時，
就是在為神服務

「你們為同胞服務時，只是在為你們的神服務而已」（摩賽亞書 2：17）。

在此請以你自己的想法補充課程。策劃一些讓兒童辨認教義的方法，並且幫助他們了解教義，將

其運用在生活中。問問自己：「孩子要怎樣做才能學習？我該如何幫助他們感受到聖靈？」

第1週與第2週：耶穌基督教導我們如何為人服務。

將經文故事
視覺化

運用日常物品

做的簡單戲服，

會幫助兒童將

這則經文故事

視覺化。

提示：某些經文故事需

要依兒童的年齡改編。

當你在第 1週教導好撒

馬利亞人的故事時，說

明如果有陌生人需要或

請求協助，兒童必須先

請自己信任的大人一同

協助，這非常重要。

提示：分享時間可以用

來輔助對神忠信計畫。

第1週與第2週的服務活

動，將有助於完成對神

忠信指南裡第8-9頁所列

的目標。

留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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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了解（體驗服務機會）：請一位兒童會領

袖走進教室，裝作不知所措，顯然需要幫

助的樣子。例如，她可能有東西掉了、拿

的東西太多，或者正要安撫一個嬰兒。請

兒童提出他們可以使用自己的「援助之手」

幫助她的方法。提醒兒童，在好撒馬利亞

人的故事中，耶穌教導我們要為人服務。

展示需要幫助的兒童圖片，可考慮使用兒

童會課本圖片集中的圖片。請兒童分享，

在這些情況下，他們可以怎樣伸出援手。

再念一次摩賽亞書 2：17的前半部份，然後
讓兒童念後半部份。

促進了解 （計畫為鄰人服務）：請兒童在

紙上描摹自己的手，再將家人可以為鄰人服

務的方式寫在他們的「援助之手」上。鼓勵

他們在這週的某個時間從事這項服務，將這

些手展示在布告欄上或牆上，提醒兒童他們

可以服務的方式。

促進了解及鼓勵應用 （唱歌）： 請一名

兒童到前面來，讓他（或她）的兩手與你的

兩手相比。指出他（或她）的兩手比你的小

很多。問像「我的大手可以把玩具拿起來，

你的小手可以嗎？」這類的問題。讓所有的

兒童都與他們的教師比手，讓每個人都能參

與。指出他們的手雖然小，但仍然能做很多

的服務。唱「我有兩隻小手」（兒童歌本，

第 126頁）。請兒童在唱歌時將雙手交疊於
胸前。當他們唱到手的歌詞時，請他們舉起

雙手，再很快地交疊在胸前。

第4週：為鄰人服務，就是在為神服務。

辨認教義（背誦經文）：將「你們為同胞服

務時，只是在為你們的神服務而已」（摩賽

亞書 2：17）寫在黑板上，並討論這節經文
的意義。將經文分成兩部分，請一半的兒

童念第一個部份（「你們為同胞服務時」），

另一半念第二個部份（「只是在為你們的神

服務而已」）。如此重複進行數次。

促進了解（唱歌）：唱「助人」（兒童歌本，

第 108頁），用服務來取代原本歌詞中的幫
助。重複唱那首歌，將歌詞中的母親 換成

其他的家人（例如，父親或兄弟姊妹）。請

兒童在唱歌時，以默劇演出一項他們能為家

人所做的服務。提醒兒童，當我們在為人

服務時，就是在為神服務。

鼓勵應用（討論服務的機會）：在黑板上畫

一個鐘，將兒童分組，每組分配一個不同

的時段。告訴兒童，他們可以在一天中的

任何時刻為家人服務。對兒童說：「滴答、

滴答，現在 _______點，該服務了！」邀請
分配到那時段的組別起立，讓他們分享在

這個時段為家人服務的一個方式。重複進

行，直到每組都輪到為止。

第3週：為家人服務，就是在為神服務。

複習教義
以有趣的方式來

複習教義，將幫助兒童

記住他們所學到的事物。

提示：運用各種不同的

方法讓兒童參與活動，

能使學習過程更有趣。

試著以幾種不同的方式

將兒童分組，如女孩和

男孩、穿著特定顏色的

服裝，或者生日是在上

半年或下半年的兒童。

促進了解及鼓勵應用（報告服務狀況）：請

兒童用自己的話重新講述好撒馬利亞人的故

事。使用你在上週所用過的戲服，以便幫助

他們記得，然後給兒童機會報告上週的「服

務笑臉」活動。活動方法之一，就是製作一

個轉盤（如右圖），把兒童會每位兒童的名

字都寫上去。轉動轉盤，請課堂上被抽到的

一、兩名兒童報告他們的

服務內容，以及服務如

何讓他們和其他人都感

到高興。在時間允許內

重複進行活動。

按這裡下載圖案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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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了解及鼓勵應用（討論圖畫和物品）：拿

四個包裝成禮物的盒子來，每個盒子裡應

有代表以下一個事件的一張圖片或一項物

品，再附一張說明，介紹那圖片或物品所

代表的祝福或禮物。

● 事件：耶穌的誕生；禮物：「天父將祂唯一

的獨生子賜給我們，作我們的救主。」

● 事件：山上寶訓；禮物：「耶穌基督教導我

們如何過正義的生活。」

● 事件：耶穌基督在客西馬尼園祈禱；禮物：

「耶穌基督讓我們得以脫離罪而得救」。

● 事件：復活；禮物：「耶穌基督讓我們得

以復活。」

請不同的兒童打開各個盒子，討論我們如

何因每項禮物而蒙受祝福。

鼓勵應用（寫或畫）：討論可以藉由為人服

務和表達對他們的愛，作為獻禮物給救主

的方式（見馬太福音25：40）。每位兒童發
一張紙，請他們寫或畫一份他們要獻給救

主的禮物。然後要他們將紙對摺，再把外

觀裝飾成禮物的樣子。

第2週：耶穌基督是世界的救主。

辨認教義（討論生日）：問兒童：「回想你曾

經用很特別的方式來慶生的經驗。你做了

什麼事？」讓幾位兒童談談他們的生日。

說明自創世以來，天父就要祂的先知告訴

世人，世界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個誕生事件

──就是祂的兒子，耶穌基督的誕生。說明

這項信息非常重要，重要到先知們願意犧

牲自己的生命，來為耶穌基督的來臨作見

證。讓兒童重複誦讀「耶穌基督來到世上，

如眾先知所應許的一樣。」

促進了解（演出經文故事）：展示幾位先知

的圖片，他們教導耶穌基督會來臨。將兒童

分組，每組發一則參考經文，記載其中一位

先知的教導。請各組輪流以戲劇演出上述記

載（見教導，沒有更偉大的召喚，第165-166
頁），其餘兒童則要猜出他們所扮演的是哪位

先知。先知可包括便雅憫王（摩賽亞書2：1，
5-7； 3：5-8）、阿賓納代（摩賽亞書 12：1，
9； 15：1-2； 17：1， 8-10），及拉曼人撒母耳（希
拉曼書14：1-5； 16：1-2）。見證耶穌基督確
實來到世上，有關祂的預言都應驗了。

十二月 我知道
我的救贖主活著

「現在，在許多對祂作的見證後，最後，這是我們對祂作的見證：祂活著！」
（教約76：22）。

在此請以你自己的想法補充課程。策劃一些讓兒童辨認教義的方法，並且幫助他們了解教義，將

其運用在生活中。問問自己：「孩子要怎樣做才能學習？我該如何幫助他們感受到聖靈？」

第1週：耶穌基督來到世上，就如眾先知所應許的一樣。提示：兒童對於視覺教

材的反應很好。可考慮

使用各種視覺教材，包

括物品、黑板畫圖、字

條、法蘭絨板和布偶（見

教導，沒有更偉大的召

喚，第89-90頁）。

提示：當兒童將所學教

導他人時，他們會更能

牢記。思考一些讓兒童

在分享時間或家中這樣

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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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週：我能再次與耶穌基督同住。

促進了解（讀經文和角色扮演）：告訴兒童，

他們將報導這個大好消息：耶穌基督有一天

會再回到世上。選出兩位兒童扮演電視或報

紙的記者，問各班一些問題。每班發一到兩

個下列的問題及參考經文，和幾分鐘來作準

備：耶穌基督第二次來臨時有哪些徵兆？

（約瑟‧斯密—馬太福音 1：28-29）；祂
會怎麼來臨？（馬太福音24：29-31）；祂何
時會來臨 ? （馬太福音 24：36， 42， 44）；當
祂來臨時，正義的人會如何 ? （教約 88：96-
97）；當祂來臨後，政府的情況會是如何（信

條第 10條；教約 29：11；45：58-59）；當
祂來臨後，動物的情況會是如何 ?（以賽亞
書 11：6-9；何西阿書 2：18）。請兩位扮演
記者的兒童發問，讓每一組回答。

鼓勵應用（討論和歌唱）：與兒童討論我們

能為耶穌基督再次來臨作準備的方法。強調

如果我們生活正義，就不必害怕。請他們在

家裡與父母討論此事。唱「當祂再來時」（兒

童歌本，第46-47頁）。

促進了解（參與肢體活動）：兒童會開始之

前，將一些用紙做成的踏腳石貼在椅子底

下，在每一個踏腳石上分別寫上下列字詞：

洗禮、證實、祈禱、家人家庭晚會、領受

聖餐、參加教會聚會及聖殿婚姻。將一張

世界圖片放在教室的一端，另一端則放一

張耶穌基督的圖片。要兒童嘗試著從一張

圖片跳到另一張。說明我們必須採取某些

步驟，才能再與耶穌和天父同住。請兒童

查看，他們的椅子底部是否黏了一個踏腳

石。請椅子下有踏腳石的兒童一次一個地

到前面來，告訴大家，做石頭上所寫的事

如何使他們更接近基督。將踏腳石放在兩

張圖片之間的地板上。繼續進行，直到踏

腳石在教室裡形成一條路徑為止。請一名

兒童從世界圖片走到救主的圖片，但只能

踩在踏腳石上。鼓勵兒童一直做正義的事，

以持守在能回去與耶穌基督同住的道路上。

鼓勵應用（畫圖和著色）：讓兒童各自在一

張紙上描繪自己的腳印，然後在腳印上寫或

畫出他們能做什麼，以便再次與耶穌基督同

住。在兒童著色的同時，請司琴輕柔地彈奏

「我要遵從神的計畫」（兒童歌本，第 86-87

頁）。鼓勵兒童將他們的圖畫帶回家，與家

人分享。

第3週：耶穌基督有一天會再回到世上。

有意義的肢體活動

兒童藉由參與有意義

的活動來學習。

在此活動中，兒童所走的

腳步代表他們能做

哪些事情來更加接近

基督。思考能讓更多兒童

參與的方法。

提示：為了表達對教導

對象的愛，要誠懇地稱

讚兒童，具體地指出他

所做的事。例如，你可

以說：「謝謝你分享你家

中的故事」，而非只是給

予籠統的稱讚，如「做

得很好」或「謝謝你」。

提示：籌劃你的分享時

間，使年齡較大和較小

的兒童都能參與。例如，

第3週的第一項活動比較

適合年齡較大的兒童。

籌劃改編此活動，以適

合年齡較小的兒童。

按這裡下載踏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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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你不一定要是技

巧很好的音樂家，或歌

聲優美，才能使兒童會

的歌唱有趣又有意義。

如何在兒童會中
使用音樂

兒童會中使用音樂的目的是教導兒童耶穌基督的福音，兒童會的歌曲能讓學習福音更有樂趣，也

能邀請聖靈，並且營造出虔敬學習的氣氛。

課前音樂能營造虔敬氣氛，幫助兒童準備好

學習福音。兒童抵達時即播放音樂，在其他

人陸續進入兒童會教室的空檔，讓兒童一起

哼唱課前音樂。 例如，你可以伸出手，告訴

兒童，當你把手掌打開時，他們應小聲唱；

當你把手握起來時，他們應哼出旋律。

課前時間可播放兒童正在學的歌曲，這會幫助

他們熟悉曲子的旋律。指出是哪一首歌曲，為

他們哼唱旋律，再請他們和你一起哼唱旋律。

音樂可以讓兒童在一來到兒童會時就想要投入。

提示：音樂可以幫助兒

童安靜下來，準備傾聽

與學習。例如，你可以

把手舉高，告訴兒童，

唱歌時要看著你的手。

告訴他們，當你把手放

下時，他們應更小聲且

更慢地唱。感謝他們的

虔敬。

運用音樂來教導福音原則

幫助兒童了解，他們不只是在學一首歌，

也是在學習一項福音原則（見兒童歌本，

第 iii頁）。問問題或透過計算唱過某個字詞
或句子幾次這樣簡單的活動，幫助他們專

注於歌曲中所教導的原則（見二月份給音

樂領袖的協助）。

兒童歌唱就是在作見證（見一月，第1週）。
提醒兒童坐正，以最好的聲音來歌唱。當兒

童唱得很好的時候，稱讚並感謝他們。

使用課前音樂培養虔敬氣氛並邀請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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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兒童參與選擇要複習的歌曲，例如，發

給每位兒童一張心形剪紙，請他們將自己

的姓名和最喜歡的兒童會歌曲寫在上面。

將這些心形剪紙放在一個標示為「心靈之

歌」的容器裡，讓他們抽選幾首歌來唱。

告訴兒童，兒童會歌曲可以是安慰、指引

和靈感的來源，我們幾乎可以隨時隨地唱

這些歌。

在家練習

要有效教唱一首歌曲，

你自己必須先學會這首歌。

先在家練習，使你在教唱時

能夠看著兒童，

而非你的歌本。

如何教唱一首歌

當你計畫如何教唱一首歌時，問問自己下列

這些問題：我要怎麼吸引兒童注意？我能

問什麼問題來幫助兒童了解歌曲中的福音信

息？我能留下什麼見證給兒童，來鞏固他們

的見證？（見兒童歌本，第145頁。）

每次都要將新歌的歌詞唱給兒童聽──不要

只是讀出來，或背誦給他們聽，如此會幫助

兒童將旋律與歌詞結合起來。兒童是透過一

遍又一遍反覆聽唱，而學會一首歌的，他們

不需要用讀的方式來學唱歌曲。例如，你可

以請兒童跟著你唱，摸你的耳朵示意兒童在

你唱時，注意聽某個詞語或某句歌詞，然後

以動作表示，輪到他們跟著唱那句歌詞。這

樣教唱兩句，然後重複進行，直到兒童學會

歌詞為止。重複下兩句（再下兩句，依此類

推），直到整首歌都學會為止。

為學習和樂趣來複習歌曲

運用音樂讓兒童參與，並提供適當的動作

歌唱時配合動作，可以幫助兒童更快學會一

首歌，也能使他們保持專注。配合神聖歌曲

的動作務必適當。幾乎每一首歌都可以用簡

單的手勢來表達關鍵字詞（見一月的給音樂

領袖的協助）。例如，在唱「我感受主的愛」

（兒童歌本，第42-43頁）時，告訴兒童，每
當他們唱到愛這個字時，要把手放在自己的

心上。

有幾首有趣的活動歌曲已收錄在兒童歌本，

和兒童一起玩得高興，他們也會覺得開心。

例如：

● 和兒童一起以一般的速度唱「頭，肩膀，

膝，腳趾」（兒童歌本，第 129頁），然後
要他們在你唱得越來越快時跟上你。

● 唱「我希望將來能去傳教」（兒童歌本，第

91頁）。請年齡較小的兒童假裝自己在騎
馬，要把摩爾門經拿去給住在遠方的人。

（他們也可以假裝在搭飛機，或搭乘顛簸的

火車。）

提示：有效使用音樂將

可邀請聖靈。唱完一首歌

時提醒兒童，當他們感覺

到愛與平安，就是聖靈在

幫助他們認識真理。

學會一首歌：練習、練

習、練習

問問自己：

1. 我要怎麼吸引兒
童的注意力？

2. 我能問什麼問題
來幫助兒童了解

歌曲中的福音信

息？

3. 我能留下什麼見
證給兒童，來鞏

固他們？

我的歌曲教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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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song goes here

1.
2. 

@ 2002譚咪‧克里莫與狄瑞娜‧貝爾（Tami Jeppson Creamer and Derena Bell）。版權所有。
本曲可複印供教會或家庭於伴奏、非商業演出時使用。每份樂譜皆須列出此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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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song goes here



4 02047 63265 5

CHINESE

04763 265

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出版

Intellectual Reserve, Inc. © 2009版權所有。台北發行中心印行。英語核准日期：5/07

圖片來源：封面：完美的愛，岱爾‧巴森繪，© Del Parson。第3頁：施洗約翰為耶穌施洗，哈利‧安德生繪，© IRI；基督和摩爾門經中的小孩，
岱爾‧巴森繪，© 1995版權所有；第一次異象，蓋瑞‧卡普繪，©版權所有—不得複製。第9頁：我心中的願望，瓦特‧雷恩繪，教會歷史博物館惠予提供。
第14頁：耶穌醫好瞎子，卡爾‧布拉克繪，丹麥希勒菲力德堡國立歷史博物館惠予提供。第15頁：施洗約翰為耶穌施洗，哈利‧安德生繪，© IRI；你們往普天下去，
哈利‧安德生繪，© IRI。第17頁：耶穌祝福睚魯的女兒，格瑞‧奧申繪，© 1990版權所有。封底：在祂的翅膀下，傑伊‧瓦德繪，© 2004版權所有。


	分享時間及兒童會聖餐聚會演出指示
	分享時間指示
	福音指示
	音樂時間

	聖餐聚會演出指南
	本手冊所使用的資源
	2010 年課程

	一月
	第1週：神是我靈體的父親。
	第 2 週：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
	第 3 週與第 4 週：天父和耶穌基督愛我。
	給音樂領袖的協助

	二月
	第1週：耶穌基督是我的救主和救贖主。
	第 2 週與第 3 週：由於耶穌基督的贖罪，全人類都能得救。
	第 4 週：耶穌基督已復活，我也會復活。
	給音樂領袖的協助

	三月
	第1週：先知是由神所召喚的。
	第 2 週：先知為耶穌基督作見證。
	第 3 週：跟隨先知能享有平安。
	第 4 週：神透過先知說話。

	四月
	第1週：天父和耶穌基督向約瑟‧斯密顯現。
	第 2 週：約瑟‧斯密藉由神的力量翻譯了摩爾門經。
	第 3 週與第 4 週：耶穌基督透過約瑟‧斯密復興了福音。
	給音樂領袖的協助

	五月
	第1週：我對耶穌基督的信心因服從而增強。
	第 2 週：我能悔改。
	第 3 週：當我受洗時，我與神立約。
	第 4 週：當我被證實時，我接受聖靈的恩賜。

	六月
	第1週：聖靈是神組的第三位成員。
	第 2 週：聖靈以微小的聲音說話。
	第 3 週：聖靈會指引並保護我們。
	第 4 週：藉由聖靈的力量，我們能知道一切事情的真實性。

	七月
	第1週：耶穌基督一直都服從天父。
	第 2 週：耶穌基督周流四方行善事。
	第 3 週與第 4 週：耶穌基督的榜樣教導我們如何生活。
	給音樂領袖的協助

	八月
	第1週：耶穌基督是奇蹟之神。
	第 2 週：耶穌基督能醫治病人。
	第 3 週：耶穌基督擁有勝過死亡的權能。
	第 4 週：奇蹟會臨到有信心的人身上。

	九月
	第1週與第 2 週：遵守誡命，就是表達對耶穌基督的愛。
	第 3 週：當我祈禱時，我對耶穌基督的愛就會增長。
	第 4 週：當我研讀經文時，我對耶穌基督的愛就會增加。

	十月
	第1週：跟隨先知將有助我們歸向基督。
	第 2 週：分享福音可幫助他人歸向基督。
	第 3 週：我們犯錯時，可藉由悔改歸向基督。
	第 4 週：聖殿事工幫助我和我的家人歸向基督。

	十一月
	第1週與第 2 週：耶穌基督教導我們如何為人服務。
	第 3 週：為家人服務，就是在為神服務。
	第 4 週：為鄰人服務，就是在為神服務。

	十二月
	第1週：耶穌基督來到世上，就如眾先知所應許的一樣。
	第 2 週：耶穌基督是世界的救主。
	第 3 週：耶穌基督有一天會再回到世上。
	第 4 週：我能再次與耶穌基督同住。

	如何在兒童會中使用音樂
	使用課前音樂培養虔敬氣氛並邀請聖靈
	運用音樂來教導福音原則
	如何教唱一首歌
	為學習和樂趣來複習歌曲
	運用音樂讓兒童參與，並提供適當的動作

	我知道救主深愛我




洗禮







參加 教會聚會







證實







家人
家庭晚會







祈禱







領受聖餐







聖殿婚姻








啟
示


教
儀


耶
穌
基
督







經文


聖職







聖靈


使徒


先知








耶穌基督


顯示


奇蹟







世界


掌管


擁有







權能


的








我的意思，


成就


不要







意思


成就您的


只要








主如是說，


「來跟隨我」，







跟祂腳步，


讓我們來







唯有如此，


才能與神







至愛獨生


兒子合一。








請求寬恕


感到憂傷







不再犯同樣的錯


改正錯誤

















聖約 服從


神聖地方 印證








向


歸


是的，







祂


在


基督，







完全


成為


裡面








服
務轉盤


有
笑 臉 的 服


務








神


是由


先知







的


所召喚





	Btn: 
	Print: 
	Pl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