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分享时间大纲

我知道我的救主活着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约伯记 19 ：25）。



分享时间及 
儿童会圣餐聚会演出指示

提示 ：邀请儿童从经

文中学习，将有助于

培养他们终生喜爱神

的话语。每周都要筹

划各种方式，邀请儿

童使用经文，并从经

文中学习。有些儿童

可能没有经文，有些

可能还看不懂，本大

纲的学习活动以及第

7、12和 18页的教学

提示，将提供你如何

使用经文教导的建议。

亲爱的儿童会会长团及音乐领袖：

今年你们有机会帮助儿童感受并了解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他们的大爱 。借由圣灵

的见证 ，儿童将会体认到 ，由于耶稣基督在我们天父计划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 ，他

们可以对他有信心 。儿童也会学习到 ，当他们遵守诫命 、服务 、分享福音 、跟随救

主的榜样 ，并为他的第二次来临作准备时 ，他们的信心就会增强 。

感谢你们忠诚地投入此项事工 。我们为你们祈祷 ，也相信你们有能力去爱这些儿童 ，

并教导他们耶稣基督的福音 ，帮助他们按照福音的原则生活 。

总会儿童会会长团

分享时间指示

福音指示

运用本手册来准备每周分享时间中教导的15
分钟课程，你可以用教会核准的其他资料补

充每周的课程， 如《朋友》或《利阿贺拿》。

下列指南有助于筹划及教导课程。

爱你所教导的人。记住儿童的名字，了解他

们的兴趣、才能和需求，借此表达对他们 
的爱。

凭圣灵教导教义。准备课程时，要祈求神的

指引，并努力增强对教导原则的见证，这可

帮助你凭圣灵教导。

邀请儿童勤于学习。本手册不仅可帮助你了

解要教导什么，还可以帮助你了解如何教导，

并邀请儿童勤于学习。每个课程都遵循下列

三�事情，就能更有效地教导教义 ：

1.  介绍教义 。清楚地介绍儿童将要学习的

教义，考虑以言词与视觉并用的方式来教

导。（相关的范例见三月和七月第一周的

课程。）

2.  促进了解 。确保儿童通过歌唱、角色扮演

和读经文等，各种可使他们投入学习的教

学方法，对教义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3.  鼓励应用 。给儿童机会，将教义应用在他

们的生活中。思考如何让他们表达对教义

的感觉，或设立与教义有关的目标。

本手册提供今年度里部分星期的完整课程内

容，其余仅提供建议，并无完整的课程内容。

请以你自己的想法作为课程补充，亦可借由

研读本手册中的其他课程来激发灵感。如果

有第五个星期日，请用来复习之前的课程，

圣灵会指引你筹划和准备课程活动。

与音乐领袖一起合作准备课程，歌唱将有

助于强化你所教导的教义。偶尔可以邀请

教师和他们的班级协助你进行部份的福音

教导。

部分课程建议邀请客座演讲者来参与儿童

会，邀请这些人参与之前，应事先取得主教

或分会会长的同意。

课程附有几项教学提示，有助于提升你的教

导能力，还附有图片，可以让你了解活动的

概况。培养教学技巧固然重要，但你本身的

灵性准备及见证，才是邀请圣灵在儿童的心

中证实这些教义的关键。



1

�圣餐聚会演出
不必指派每一位儿童进行 

有读稿的演讲， 
有效的演出，是让儿童运用

多样化的方式参与。
提示 ：其他教学资源，

如着色页、故事和活

动等，可参考《朋友》

与《利阿贺拿》。运用

这些资源补充课程。

音乐时间

儿童会的音乐应营造虔敬的气氛、教导福音，

并帮助儿童感受到圣灵的影响力，以及歌唱

所带来的快乐。分享时间中应有 20分钟用

来教导音乐，这样你才有足够的时间教唱新

歌，并帮助儿童喜欢唱歌。

本手册附有一首新歌，供儿童在今年学习

（见第 28 - 29页），还有一个名为“如何在儿

童会中使用音乐”的部分（见第 26 - 27页），

以及教导儿童唱歌的额外建议（见第 3、5、

9和15页）。

圣餐聚会演出指南

在主教或分会会长的指导下，儿童会圣餐聚会

演出要在每年的第四季举行。年初就和主教

团或分会会长团中负责儿童会的副主教开会，

讨论初步计划。计划完成之后，请他核准。

根据每个月的分享时间主题为儿童筹划演出

节目。在这一整年当中，将儿童的演讲和个

别的经验记录下来，可供演出中使用。

当你为儿童筹划如何分享今年的主题，想办

法让儿童帮助会众专注于他们所要教导的教

义。准备演出时，请记住以下的准则：

● 练习不应占用太多上课时间或家庭时间。

● 圣餐聚会中不宜使用视觉辅助教材、表演

�装或媒体展示的内容。

本手册所使用的资源 

Children’s Songbook 《儿童歌本》

Teaching, No Greater Call 
《教导，没有更伟大的召唤》

许多课程附有使用图片的建议，你可以在 
《福音画册》、《福音图片集》、《儿童会课本

图片集》，教会杂志和 images.lds.org网站中

找到这些图片。

2015 年课程

一般课程

托儿班 ： 《看你们的小孩》； 
阳光班 ：《初级会 1》； 
选正义班 4-7 岁 ：《初级会 3》； 
勇士班 8-11 岁 ：《初级会 7》

基本课程

阳光班 ：《初级会 1》； 
选正义班 4-7 岁 ：《初级会 3》； 
勇士班 8-11 岁 ：《初级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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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我们信永恒的父神， 
也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我们信神，永恒的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及圣灵” （信条第 1条）。

在此请以你自己的想法补充课程。策划一些向儿童介绍教义的方法，并且帮助他们了解教义，把

教义运用在生活中。问问自己 ：“孩子要怎样做才能学习？我该如何帮助他们感受到圣灵？”

第 1周 ：神是我灵体的父亲。

歌曲 ：“我知道我救主 
深爱我”

（本大纲第 28 -29页） 
Friend, Oct. 2002 , 
46 - 47

实物教学
“实物教学是把抽象的原则

与熟悉的物�连结起来”

（《教导，没有更伟大的 

召唤》，第164页）， 

本实物教学将有助于小孩

了解他们灵魂的本质与身

体之间的关系。

提 示 ：策划一些向儿

童介绍教义的方法，

并且帮助他们了解教

义，思考如何提供小

孩机会去：

● 讨论此项教义。

● 研读与此项教义有

关的经文。

● 用视觉想象出此项

教义。

● 唱一些与此项教义

有关的歌曲。

● 进行与此项教义有

关的肢体活动。

提 示 ：准备分享时间

的内容时，要祈求神

的指引，并寻求圣灵

的影响力。当你凭圣

灵准备与教导时，圣

灵就会证实你所教导

的事情的真实性。

介绍教义 ：向儿童展示一些不同的手套，并

指出这些手套的外观各不相同，就像我们每

个人看起来都不一样。说明无论我们看起来

有多么不同，我们的身体内都有一个灵魂，

而我们的灵魂赋予我们生命。戴上手套并舞

动你的手指来示范，说明手套就像我们的身

体，手就像我们的灵魂。让儿童找出“谁是

我灵体的父亲？”这个问题的答案，请他们

听你读玛拉基书2 ：10的前两句。在黑板上

写“神是我灵体的父亲”。请儿童跟你一起读

出来，说明我们都属于一个大家庭──就是

神的家庭。

促进了解 ：展示一张家庭图片，说明当天父

派遣我们来到世上时，他要我们在家庭中生

活。请儿童举起手，用手指表示家中的人数。

告诉儿童，他们将要唱一首歌，教导他们天

上的家庭和地上的家庭。请一名儿童离开教

室，让其他儿童挑选一个可以藏家庭图片的

地方。请那名儿童回来，找出那张家庭图片，

其他儿童则同时唱“我是神的孩子”《儿童

歌本》，第 2 - 3页）。当他（或她）离图片远

时，让儿童保持坐下 ；随着他（或她）越来

越接近图片时，请其他儿童慢慢站起来。如

果时间允许，也让其他儿童重复进行这个游

戏。讨论歌曲的信息，并见证家庭的重要性。

鼓励应用 ：让每位儿童轮流照镜子。告诉儿

童，每回照镜子时，他们要记住，自己看到

的是一个神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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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喜欢看到自己的 
图画作品。如果你制作  

一个卷轴盒，它可供其他

课程重复使用。这个活动

也可将图画都粘接起来，

做成一个简单的卷轴。

提 示 ： 达林 · 邬克斯

长老说 ：“我们需要

更勤于利用圣诗来使

我们与主的灵保持和

谐，并使我们团结一

致，帮助我们教导和

学习教义”（1995年1
月，《圣徒之声》，第

13页）。参考本大纲

中的提示与活动，学

习在分享时间使用音

乐的各种方法。

促进了解 ：将三张图片贴在黑板上 ：约翰为

耶稣施洗、基督向尼腓人显现及第一次异象。

将儿童分成三组，每组发下列经文之一 ：马

太福音3 ：16 - 17 ；尼腓三书11 ：6 - 8 ；约瑟 ·
斯密──历史1 : 17。要各组讨论自己的经文，

然后向其他儿童报告（1）事件、（2）天父

所说的话，以及（3）如果他们当时在场，会

有什么感觉。请一位儿童读约翰福音5 ：39。
说明我们研读经文与祈祷，就能够得到见证，

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第 2 周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第 3周与第 4周 ：天父和耶稣基督爱我 。

促进了解 ：挑选出教导天父和耶稣基督对我

们的爱的歌，请司琴只弹前两个音，让儿童

猜是哪一首歌曲。一次多弹一个音，直到儿

童猜出来为止。一起唱这首歌，然后讨论从

这首歌中，关于天父和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

我们学到什么，将儿童的想法都列在黑板上。

每一首歌都以相同的方式进行。可考虑使用

下列歌曲 ：“我天父爱我”（《儿童歌本》， 第
16 - 17页），“感谢天父” （《儿童歌本》， 第
15页），“我感受主的爱”（《儿童歌本》， 第
42 - 43页）及“我是神的孩子”（《儿童歌本》， 
第2 - 3页）。

鼓励应用 ：每位儿童发一张纸，请他们画出

一种他们所知天父和耶稣基督爱他们的方式。

可请儿童参考先前活动已列在黑板上的想法。

将这些图画粘在一起，以卷轴盒展示（见《教

导，没有更伟大的召唤》，第 178-179页），

或将它们作成卷轴展开，儿童看图画时，请

司琴弹奏以上其中一首歌曲。

促进了解及鼓励应用 ：将天父向我们表达他

的爱的方式，以及我们表达对他的爱的方式

分别写在不同的纸上。将这些纸放进容器里，

再请儿童一次一人抽出一张，将内容大声读

出来。如果写的是天父表达对我们的爱时，

请儿童举起一条手臂 ；如果写的是我们表达

对天父的爱，就请他们把双手迭放在心上。

给音乐领袖的协助

可考虑以下列方法协助儿童学习“我知道

我救主深爱我”（本大纲第 28 - 29页）：

展示救主祝福尼腓人儿童的图片，用你自己

的话向儿童讲述尼腓三书17：11 - 24的故事。

唱出第一句歌词给儿童听，并加上一个配合歌

词“美丽地方”的动作（如张开你的双臂）。

要儿童唱，并跟着你做动作。请小孩想想配合

每一句歌词的动作，然后一起唱歌，做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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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认教义 ：将信条第 3条写在黑板上，再请

儿童与你重复诵读数次。简单说明儿童不

懂的词汇。（例如，赎罪就是耶稣为了让我

们能悔改并回到神面前所做的事。）擦掉一

两个字，再一起诵读，重复进行，以帮助儿

童背诵。

促进了解 ：讲述下列故事，并邀请儿童站起

来与你一起演出。“有个人走在一条路上（原

地踏步）， 他掉进了一个很深的坑洞里（坐下），

他不断地努力想爬出去，但就是出不去（作

出努力向上爬的样子），他呼喊着求救（小声

地呼救）。另一个人也走在同一条路上，他听

到有人在求救（再次小声地呼救），于是他把

一个梯子放到坑里。那个人爬着梯子从坑里

出来（假装爬梯子），他得救了。” 讨论当那个

第 2 周与第 3周 ：由于耶稣基督的赎罪，全人类都能得救 。

促进了解 ： 将最后的晚餐、基督在客西马尼

园、耶稣被钉十字架及复活图片放置在教室

四周。指着图片告诉小孩，这些是救主在世

最后一周所发生的事件。告诉小孩你将要读

一段能与其中一张图片搭配的经文，请他们

安静思考哪一张图片能与那经文配对。读路

加福音 22 ：13-14，19-20。请大家站起来，

面对着配对的图片，讨论那图所发生的事情。

其他图片也以相同的方式进行（客西马尼园：

路加福音22 ：39-44；耶稣被钉十字架：路加

福音 23 ：33-34，46；复活：约翰福音 20 ：

11-18）。唱一首歌，如“他差遣爱子”（《儿

童歌本》，第 20 - 21页）或“我知天父活着”

（《儿童歌本》，第 8页）。见证耶稣为我们而

死，好让我们能再次与天父同住。

二月 耶稣基督是我的 
救主和救赎主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约翰福音3 ：16）。

在此请以你自己的想法补充课程。策划一些向儿童介绍教义的方法，并且帮助他们了解教义，把

教义运用在生活中。问问自己 ：“小孩要怎样做才能学习？我该如何帮助他们感受圣灵？”

第 1周 ：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和救赎主。

歌曲 ：“他差遣爱子”
（《儿童歌本》，第 20 - 21 页）

提 示 ：儿童如果能将

教义与他们已经知道

的事物连结，就能更

了解教义，每一个课

程开始时，复习上周

所教导的教义，并将

那教义与当天所教导

的真理连结。

借由动作学习
儿童如果能做一些肢体 
动作，学习效果会更好，

也会记得更久。



5

给音乐领袖的协助

促进了解 ：将儿童分组，每组发一张与复活

有关事件的图片（例如，可使用的图片有 ：

耶稣被钉十字架、基督的埋葬、空坟、玛利

亚和复活的主、及耶稣向门徒显示身上的钉

痕）。告诉儿童，不要让别组的人看到自己的

图片。请各组提供线索，让其他儿童猜猜他

们的图所发生的事。猜对时，就让其他组的

儿童看图片。说明由于耶稣基督已经复活，

我们都会复活。

可考虑以下列方法协助儿童学习“他差遣

爱子”（《儿童歌本》，第 20 - 21页）：

● 当你演唱时，请儿童用手指计算他们唱到

“他差遣爱子”这句歌词的次数 ；或者请他

们在唱到问题时起立，唱到答案时坐下。

● 将儿童分成两组，请一半的儿童唱歌曲

中的问题，另一半则唱出答案来回应。

第 4周 ：耶稣基督已复活，我也会复活。

人在坑里和被救出来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什

么感觉。告诉儿童，当我们做错事或者犯罪时，

就像是掉入一个深坑，无法凭自己的力量脱

离。展示耶稣的图片，告诉儿童，就像有人帮

助那个人离开深坑一样，耶稣基督可以帮助

并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再回去与天父同住。

鼓 励应用 ：邀请儿童读阿尔玛书 7 ：11-12 ，
找出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请几位儿童分享

他们的发现。告诉儿童，当我们感到伤心、

难过、害怕或不舒�时，耶稣都了解，他可

以帮我们克�这些感觉。将以下句子写在黑

板上 ：

我感谢救主，因为 __________。

救主会帮助我__________。

请几位儿童分享他们要如何完成这些句子，或

请所有的儿童将自己的答案与邻座的人分享。

促进了解 ：告诉儿童，经文故事中有许多人

因为赎罪而蒙受祝福，分享其中几则故事。可

以和儿童分享的故事有小阿尔玛（见阿尔玛

书36 ：5-27），保罗（见使徒行传8 ：1-3； 9 ：

1-20）及以挪士（见以挪士书1 ：1-8）。每

说完一则故事后，就与儿童一起复习。将一

团纸球抛向一位儿童，请他（或她）说出一

�与故事有关的事情，再请那儿童将纸团抛

回给你。继续进行，直到儿童已说出故事大

多数重要的细节为止。分享你对赎罪的见证。

儿童喜欢参与学习。
当你计划分享时间的内容时，思考各种

能让更多儿童参与学习活动的方式。 
例如，这项活动需要的是一小群儿童，

而非一、两位。

提示 ： 儿童借由动作

与活动来学习。讲述

故事时，让儿童跟着

做简单的动作，借此

使他们参与。活动完

成后，你可以用虔敬

的方式结束这个活动

或游戏，以帮助他们

为下一段学习时间作

好准备。例如，请儿

童慢慢地唱几句歌词，

或者将你的双手分开

放在胸前，请他们在

唱歌时看着你，当你

的双手越靠近，他们

的歌声就要越轻柔。

感谢他们的虔敬。



介绍教义 ： 将下列词汇分别写在不同的纸条

上 ：先知、是、由、神、所召唤的。将纸条

分给五位儿童，安排他们站在儿童会面前，

不按顺序随机地站着，请其他的儿童将词汇

以正确的顺序排列，一起重复诵读此句。

促进了解 ：准备有关摩西、李海和约瑟 · 斯
密如何蒙神召唤的线索。例如，有关摩西的

线索可以是 ：“我是在神从燃烧的荆棘中向我

说话时，蒙神召唤的”、“神召唤我记写圣经

的前五部书”及“神召唤我带领他的人民离

开埃及”。选出三位儿童代表这些先知，请他

们提供线索给全体儿童会。要儿童在认为自

己知道那先知是谁的时候举手，让举手的儿

童一起说出答案，每当他们正确地辨认一位

先知后，就读一段与那先知有关的经文（摩

西 ：出埃及记 3 ：4 - 5；李海 ：尼腓一书 1 ：

5 - 6；约瑟 · 斯密 ：约瑟 · 斯密──历史 1 ：

16 - 17）。指出摩西、李海和约瑟 · 斯密，都

是神所召唤的，告诉儿童，所有的先知都是

神所召唤的。

鼓 励应 用 ：问儿童 ：“我们今日的先知是

谁？”展示教会现任总会会长的图片，说

明他是由神所召唤的。让儿童分班讨论，

如何跟随今日的先知。请各班派一人到前

面来，演出他们在自己的小组中所讨论的

一件事，请其他的儿童猜猜看这儿童的动

作代表什么。请那儿童分享，以这种方式

跟随先知如何使他（或她）的生活蒙受 
祝福。

第 2 周 ：先知为耶稣基督作见证 。

三月 神通过 
先知说话�

“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路加福音1：70）。

在此请以你自己的想法补充课程。策划一些向儿童介绍教义的方法，并且帮助他们了解教义，把

教义运用在生活中。问问自己 ：“孩子要怎样做才能学习？我该如何帮助他们感受到圣灵？”

第 1周 ：先知是由神所召唤的

歌曲 ：“来跟随先知”
（《儿童歌本》，第58-59页）

提示 ： 儿童在分享自

己对福音原则的了解

时，将会感受到圣灵。

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

话、美劳作品和歌曲，

分享自己学到的内容。 

6

促进了解 ： 分享时间之前，先将一张耶稣基

督的图片放在黑板上，并以下列先知的图片

盖住它：以赛亚、施洗约翰、尼腓和约瑟 ·

斯密。 每班分派下列经文之一： 以赛亚书9 ：

6； 马可福音1 ：6-8； 尼腓�书25 ：26； 教
义和圣约 76 ：20-24。要各班儿童读经文，

介绍教义
带活动时，要清�介绍 
你教导的教义，这样 

可以帮助孩子们 

理解并善加运用。

按这里下载字条



第 3周 ：跟随先知能享有平安。

促进了解 ： 展示一张摩西的图片，说明摩西

是一位先知，他带领他的人民到达安全之地。

说明以色列人受埃及法老王的奴役，因此主

吩咐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见出埃及记 3 ：

10）。讲述出埃及记第 14章的故事，请儿童

与你一起演出这则故事。例如 ：“以色列人

跟随摩西越过沙漠（原地踏步），他们来到

海边（以手臂作波浪状）。以色列人往後看

（往後看），发现法老和他的军队紧跟在后（以

双手拍击大腿，制造万马奔腾的音效），他

们很害怕（作出害怕的样子）。”读出埃及记

14 ：13，然后继续说故事。“主吩咐摩西举

起他的手杖（假装举起手杖），海就分开了（将

双臂张开），人民跟随摩西在干地上安全地通

过红海，到了红海的另一边（原地踏步）。当

法老的军队要跟着他们走下海底时，主吩咐

摩西伸出他的手，海水又回到原处（将双臂

靠在一起），法老的军队被淹没在大海里，以

色列人因跟随先知而能化险为夷。”

第 4周 ：神通过先知说话。

可考虑与儿童复习他们本月在分享时间所

学到的教义。例如，你可以 ：

● 重复或扩充之前在分享时间中所进行的一

些活动。

● 展示一张今日先知的图片，然后说 ：“如果

你知道他是谁，请举手。”请儿童将先知的

名字用耳语的方式悄悄告诉他旁边的人，

请几位儿童分享他们对先知的感觉。

● 在儿童演出他们会做哪些事来跟随先知的

同时，唱“来跟随先知”（《儿童歌本》， 第
58-59页）中副歌的部份。

指出是哪位先知在作见证，以及他为耶稣基

督作了什么见证。让某班儿童指着他们读到

的那位先知的图片，并与儿童会分享他们所

学习到的事物，再将那位先知的图片从黑板

上取下。其他三位先知也以相同的方式进行。

指着基督的图片，告诉儿童，所有的先知都

为耶稣基督作见证。

孩子要怎样做才能学习？
准备活动时，问问自己这个问题，

有助于儿童通过参与来学习。 
例如，图中的儿童正在演出 

摩西分开红海的故事。

提示 ：让儿童读自己

的经文，将可强化经

文的重要性并邀请圣

灵。如果可能，请儿

童和你一起查阅至少

其中一段参考经文。

你可以提供页数，并

在你的经文上指出那

节经文，来帮助儿童

查阅参考经文。可考

虑一起将那节经文大

声读出。

提示 ：你在本月已运

用了下列教学方法 ：

断句重组、读经文、

讨论并演出想法、看

图片、参与肢体活动，

以及复习先前的活

动。找寻可以在其他

课程中使用这些技巧

的方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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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解 ：运用代号将神的力量写在黑板上

（例如 ：可将每一个字以一个符号代替）。问

是否有人看得懂。将代号的对照内容写在黑

板上，显示哪些符号代表哪些字，再请儿童

分组解出内容。（提醒儿童不要讲出答案。）

一起读这句话，读教义和圣约1：29。说明约瑟·

斯密如果没有主的帮助，就无法看懂金页片

上的文字。请儿童分享他们知道哪些有关约

瑟 · 斯密如何能翻译《摩尔门经》的事，邀

请几位儿童分享他们对《摩尔门经》的感觉。

第 2 周 ：约瑟·斯密借由神的力量翻译了《摩尔门经》。

介绍教义 ： 告诉儿童，耶稣基督在世时，建

立了他的教会。今天，我们将那个教会称为“原

始教会”。说明耶稣死后不久，他的福音就从

世上被取走。多年之后，他通过约瑟 · 斯密

复兴了福音。准备4张字条，分别写上以下

的句子 ：

1 .约瑟 · 斯密在圣经中读到 ：“你们中间若有

______________的，应当求��神。”（约

瑟 · 斯密──历史 1 ：11）

2. 约瑟 · 斯密前往 _______ 作 ______。
（约瑟 · 斯密──历史 1 ：14）

3. 约瑟看到有一道 _______ 在他头上。 
（约瑟 · 斯密──历史 1 ：16）

4. 天父指着耶稣基督说 ：“这是我的 ______
_______。” （约瑟 · 斯密──历史 1：17）

将儿童分成四组，每组发一张字条。请儿童

读经文，找出缺少的字。让他们不要将答案

写在字条上，而是用耳语悄悄地告诉彼此答

案。要儿童将字条交给另一组，并重复进行，

直到每组都找到所有的答案为止。（答案 ： 
1 .缺少智慧 ；2 .树林，祈祷 ；3 .光 ；4 .爱子）

促进了解 ： 可考虑使用托儿班课本《看你们

的小孩》当中的活动、视觉教材和指偶，来

帮助儿童了解天父和耶稣基督向约瑟 · 斯密

显现（见第 88-91 页）。

四月 耶稣基督通过约瑟 · 斯密 
复兴了圆满的福音

“我们信存在于原始教会中的同样组织”（信条第 6条）。

在此请以你自己的想法补充课程。策划一些向儿童介绍教义的方法，并且帮助他们了解教义，把

教义运用在生活中。问问自己 ：“孩子要怎样做才能学习？我该如何帮助他们感受到圣灵？”

第 1周 ：天父和耶稣基督向约瑟·斯密显现 。

歌曲“耶稣基督的教会”
（《儿童歌本》，第48页）

介绍教义
要清�介绍你教导的教义，这样可以 

帮助儿童理解并善加运用。思考能让儿童 
看到陈述教义的文字，并让他们承诺 

要把它背下来的方法。

提示 ：分组可让更多

的儿童参与。考虑你

儿童会的人数，思考

需要分成多少组才能

使所有的儿童都参与

活动（见第1周）。

◆ ▲●   ❤

= ❤ = ● = ◆= ▲神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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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音乐领袖的协助

第 3周与第 4周 ：耶稣基督通过约瑟·斯密复兴了福音。

可考虑以下列方法协助儿童学习“耶稣基督

的教会”（《儿童歌本》，第48页）：

● 请属于某家庭成员的儿童起立。如果有儿

童属于其他团体（如某个球队、某个俱乐

部还有教会），也重复进行以上活动。让

儿童说明属于的意义（是某个团体里重要

的一份子）。介绍这首歌的方法如下 ：展示

耶稣基督的图片，请儿童一起读教义和圣

约115 ：4。

● 介绍每一句歌词的方法如下 ：请儿童在你

唱每句歌词给他们听时，注意找出问题的

答案。（例如：我属于什么团体？我知道哪

两�事情？我要如何跟随他？）然后请儿

童与你一起唱那句歌词。继续进行，直到

儿童学会整首歌为止。

● 将儿童会分成二组，请一组唱每一句歌词

的前几个字（我们都属于，我知等等），

并请另一组儿童唱完后面的句子，换组再

重复进行。

可考虑在本活动中使用类似 
这样的图。如果你的儿童会 
人数众多，可考虑将儿童 
分成小组来完成活动。

提示 ：不应在戏剧中

扮演天父和耶稣基

督。

提示 ：在教导中融入

儿童会歌曲，这可有

助于儿童记得他们所

学到的教导。“通过

音乐，我们可以很快

地感受和学习��一

些属灵的事物，否则

我们会学得很慢”（培

道 · 潘，《教导，没有

更伟大的召唤》，第

45-46页）。

按这里下载图画

介绍教义及促进了解 ：提醒儿童，耶稣死后

不久，他的福音就从地上被取走了，后来他通

过约瑟 · 斯密复兴了福音，说明复兴是再度恢

复一起的意思。画一张教会的简图，如图示加

上标示（见以弗所书2 ：20；4 ：11-13）。说

明基督在世时，他建立了他的教会。教导儿童

叛教时，将这图剪成碎片。司琴弹奏“在美

丽的春天”（《儿童歌本》，第

57页），同时请儿童将图片

重新拼好（复兴），一起

唱第三段。

促进了解 ：邀请一些支会教友来儿童会，扮

演参与福音复兴的人物（如约瑟 · 斯密〔见

约瑟·斯密──历史1：8-20〕、天使摩罗乃〔见

约瑟 · 斯密──历史 1 ：29 - 35，42 - 49〕、
三位见证人〔见“三位见证人的证词”〕，或

施洗约翰〔见教约第 13篇〕）。他们可能要

穿着简单的戏�。将儿童分组。邀请来访的

教友说出自己扮演的角色，请儿童就他们所

知说出与那些人物有关的事。请来访的教友

分享他们对于所扮演人物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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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解及鼓励应用 ：说明由于耶稣基督，

我们犯错时可以悔改，这意味着我们不再犯

罪，并转向神。说明悔改包括感到难过、请

求宽恕、改正错误，并且不再犯同样的错。

简单讨论这些步骤，强调救主能如何帮助我

们。将儿童分组，每组发一则研究个案。请

他们读研究个案的内容，并讨论他们能做什

么来悔改。例如，有人生气，就打了他的弟

弟或妹妹。他应该怎么做？为耶稣基督让我

们有机会能悔改表达感谢。

第 2 周 ：我能悔改 。

介绍教义 ： 将一张耶稣基督的图片放在黑板

上，画一个有四阶的台阶，通往图片。一起

说出信条第 4条，然后请儿童说出福音的首

要原则和教仪有哪些，你同时把它们写在适

当的台阶上。每说出一个原则和教仪，就用

手指头来数。思考帮助儿童记住信条第 4条
的方法。

促 进 了 解 ：唱“信心”（《儿童歌本》，第

50 - 51页）。将第�段歌词的每一句话都做

成字条，将儿童分成四组，每组发一张字条，

让各组站起来唱歌曲当中轮到他们唱的歌

词。交换字条，重复进行，直到每组都唱过

每一句歌词为止。请儿童演出他们可以表现

�从的方式。（可以各组自己进行，或整个

儿童会一起进行。）与儿童分享增强你对耶

稣基督信心的经验。

五月 福音的原则和教仪 
带领我归向耶稣基督

“我们信福音的首要原则和教仪是：第一，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第二，悔改；第三，
为罪的赦免的浸没洗礼；第四，为圣灵恩赐的按手礼”（信条第4条）。

在此请以你自己的想法补充课程。策划一些向儿童介绍教义的方法，并且帮助他们了解教义，把

教义运用在生活。问问自己 ：“孩子要怎样做才能学习？我该如何帮助他们感受到圣灵？”

第 1周 ：我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因服从而增强。

从《儿童歌本》自行选出
的歌曲

运用黑板
黑板可以是有效的教导工具，

运用简单的线条图画， 
来辅助福音原则的教导。

提示 ：请儿童在小组中

分享，能让更多儿童

有机会参与。分享时

间中，儿童已经按照

班别分组坐好。这些

分组可用于小组活动，

各班教师可协助确使

儿童参与并保持虔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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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周 ：当我被证实时，我接受圣灵的恩赐。

介绍教义 ： 请两位儿童到前面来示范何为承

诺。请第一位儿童说 ：“我答应 _______（把

书借给你），可是你要答应________（还给我）”。

请第�位儿童表示同意，并与第一位儿童手

牵手。说明圣约是神与我们之间双方面的承

诺。在黑板的一边写上，“神应许”，另一边

写上，“我们承诺”。说明当我们受洗时，我

们向神承诺，而他应许我们。

促进了解 ： 事先准备写好下列应许及歌曲的

字条：承受基督的名（“耶稣基督的教会”〔《儿

童歌本》，第 48页〕）；一直记得他（“我知天

父活着”〔《儿童歌本》，第8页〕）；遵守诫命（“遵

守神的诫命”〔《儿童歌本》，第 68 - 69页〕）；

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圣灵”〔《儿童歌本》，

第56页 〕）；回去与他同住（“我是神的孩子”，

第 3段，〔《儿童歌本》，第2-3页〕）。将字条

放入容器内，请一位儿童抽出一张字条，读出

上面的承诺。问儿童 ：“是谁在作承诺，是神

或是我们？”将应许（承诺）写在黑板上正

确标题的下方。要儿童唱那首歌，一边传容

器直到歌曲结束。歌曲结束时，让拿到容器

的儿童抽出另一张字条。每一首歌都以相同

的方式进行，复习这些应许，并为洗礼圣约

的重要作见证。

介绍教义 ： 展示一张儿童接受证实的图片，

并问儿童，图中发生什么事。问 ：“什么是圣

灵的恩赐？”强调圣灵的恩赐就是经常有圣

灵为伴的权力。唱“圣灵”（《儿童歌本》， 第
56页）。

促进了解：邀请一位麦基洗德持有人来儿童会。

准备几个问题让儿童问他，如：你持有什么圣

职？你如何接受圣职？你如何证实某人为教会

的教友？“按手”是什么意思？“接受圣灵”

是什么意思？圣灵会怎样帮助我？请儿童分

享圣灵如何帮助他们的经验。

第 3周 ：当我受洗时，我与神立约。

以儿童作为视觉教材

在视觉教学的内容中加入 
儿童，可以吸引他们的 

注意力，使他们准备好去 
学习。例如，这次的分享 
时间是以儿童示范承诺的 

概念作为开始。

提示 ： 儿童分享他们

对福音的感觉，就能

邀请圣灵。帮助儿童

了解，他们所感受到

平安与爱的感觉是来

自圣灵。第 4周的分

享时间应着重于让儿

童分享圣灵如何帮助

他们。一定要营造虔

敬的气氛，才能达到

这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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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绍教 义 ：小声地说 ：“听得到我声音的，

请将手指放在鼻子上 ；听得到我声音的，请

将手放在头上。”继续进行，利用身体的其

他部位，直到所有的儿童都在聆听你微小

的声音为止。结束时可请他们将双臂交迭。

指出即使你很小声说话，当他们倾听时，仍

然可以听到你的声音，�从你的指示。说明

圣灵是以轻悄、微小的声音和我们说话。

促进了解 ：将一位儿童蒙住眼睛，把他（或

她）带到教室的一个角落。告诉那儿童：“如

果你信任我，也听我的话，我会指引你回到

自己的座位上。”以轻柔的声音指示那儿童

方向，使他（或她）能安全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问 ：“这与圣灵带领我们的方式有何相似？”

分享尼腓断弓的故事，说明如何能将圣灵比

作利阿贺拿（见尼腓一书 16 ：18-32）。可

考虑使用本大纲中其他课程里所示范的动作

（见三月的第3周，或八月的第4周）。说明正

如利阿贺拿是根据人们的信心和勤奋而指引

他们，当我们倾听圣灵的声音时，他就会根

据我们的正义来指引我们。

第 2 周 ：圣灵以微小的声音说话。

介绍教义 ： 将儿童分成三组，帮助他们背诵

信条第1条。指着其中一组儿童，请他们说：“我

们信神，永恒的父。”指着另一组请他们说 ：

“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指着第三组，请他

们说 ：“及圣灵。”重复进行，让每组能轮到

说每一句。（你可以让年龄较小的儿童以举

起手指数数来代表每个句子。）说明天父、

耶稣基督及圣灵，是神组的三名成员。告诉

儿童圣灵是一个灵体，没有骨肉的身体。

促进了解及鼓励应用 ：请儿童翻开经文，然

后一起读教义和圣约130 ：22，请他们注意听

圣灵与父神、神子有何不同？读教义和圣约8：
2。当你说“意念”时，要儿童指着自己的头；

说“心中”时，则指着自己的心，分享圣灵

可能会对你的意念和心中说话的方式（见加

拉太书5 ：22）。可考虑让儿童分享他们感受

过圣灵影响的经验。

促进了解及鼓励应用 ：将儿童分成五组。每

组发下列参考经文之一，要他们指出圣灵如

何帮助我们：约翰福音14：26（安慰及教导）；

尼腓二书 32 ：5（指示我们当做的事）；摩赛

亚书5：2（改变我们的心）；摩罗乃书8：26（使

我们充满希望和爱）；教义和圣约20 ：27（为

基督作见证）。请各组告诉儿童会，他们所学

习到的事。

六月 圣灵为一切事情的 
真实性作见证

“借着圣灵的力量，你们可以知道一切事情的真实性”（摩罗乃书10 ：5）。

在此请以你自己的想法补充课程。策划一些向儿童介绍教义的方法，并且帮助他们了解教义，把

教义运用在生活中。问问自己 ：“孩子要怎样做才能学习？我该如何帮助他们感受到圣灵？”

第 1周 ：圣灵是神组的第三名成员。

歌曲：“圣灵”
（《儿童歌本》，第56页）

提示 ：从经文学习福

音真理，对儿童来说

是很重要的。帮助儿

童在有人读出经文的

时候，集中注意力仔

细地听。当你读出一

节经文时，即使是年

幼的儿童也能听到一

两个特定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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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周 ：借由圣灵的力量，我们能知道一切事情的真实性 。

促 进了解 ：邀请几位支会教友来分享圣灵

如何指引或保护我们的故事。他们可以分

享个人经验、经文或教会历史的故事（例

如， 见《 总 会 会 长 的 教 训 ：惠 福 · 伍 》 
〔2004〕，第46-47页）。将儿童分组，各组轮

替或轮换说故事的人，直到每组都听过所有

的故事为止。请儿童在轮换说故事的人时，

哼唱 “圣灵”（《儿童歌本》， 第56页）。

促进了解及鼓励应用 ：将黑板分成两个栏位。

在一个栏位的顶端上写“重要的决定”，另

一个则写上“邀请圣灵”。让儿童在第一个

栏位中列出他们在一生当中会作的重要决

定。然后要他们在第�个栏位中，写出他们

要如何在生活当中邀请圣灵，使他们在作这

些决定时能得到帮助。

第 3周 ：圣灵会指引并保护我们。

调整课程
依儿童的年龄来调整 
课程，可考虑使用像是 

托儿班课本和教会 
杂志等，其他经核准的 

教会图书中的建议 
及活动。

运用黑板
黑板是有效的教学工具， 

黑板可用来欢迎儿童、问问题、

指出教义、记录想法及说明故事

与概念（见《教导，没有更 
伟大的召唤》， 

第162 - 163页）。

提 示 ：邀请圣灵的方

法之一，就是让儿童

有机会分享他们会做

什么来奉行福音真理。

思考如何在每次分享

时间的课程中给他们

机会这么做。

促进了解及鼓励应用 ：一起读摩罗乃书 10 ：

5 ，见证圣灵会帮助我们学习真理。告诉儿

童，当他们在教堂里、在从事善举时，当他

们祈祷或读经文时，有时会有一种温暖平安

的感觉。说明这种平安的感觉正是圣灵在让

他们知道，这些事情是真实且正确的。将儿

童依班别分组，要各组进行以下活

动之一：（1）玩托儿班课本《看

你们的小孩》中的积木游

戏（见第 29、31 页）。（2）分享圣灵如何

帮助他们的经验。（可邀请教师在各组中率

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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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解：让儿童看一双皮质凉鞋的图片（或

是一张耶稣穿着凉鞋的图片）。说明耶稣基

督就是穿着这样的鞋子周流四方行善事。将

以下的经文写在黑板上 ：“他周流四方，行

善事”（见使徒行传 10 ：38）。要儿童和你

一起重复诵读这句话。在教室四周展示下

列事�的图片 ：耶稣祝福小孩（见尼腓三

书 17 ：21 - 24），耶稣医好瞎子（见约翰福

音 9 ：1 - 17）， 耶稣使睚鲁的女儿从死里复

活（见马太福音 9 ：18 - 19， 23 - 25），及耶

稣喂饱 5 , 000 人（见约翰福音 6 ：5 - 14）。
要儿童假装穿上凉鞋，走向一张图片。 
请几位儿童描述耶稣在图片中所做的事。在

儿童走向下一张图片前，请他们重复诵读这

句话 ：“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因为神与他同

在。”每张图片都重复相同的活动。

第 2 周 ：耶稣基督周流四方行善事。

介 绍教 义 ：准备五张纸，将下列的词汇写

在正面，与其对应的经文写在反面上 ：不要

成就（摩西书 4 ：2）；我的意思（路加福音

22 ：42）；只要（尼腓三书 27 ：13）；成就

（约翰福音6 ：38）；您的意思（约翰福音4 ：

34）。将儿童分成五组，每组发一张。说明这

些经文都传达了耶稣基督如何生活的相似信

息，请教师帮助儿童理解他们所拿到的经文

信息，要各组报告他们的心得，并把纸条贴

在黑板上。请他们帮你将经文依正确顺序排

列，然后一起读经文。

促进应用 ：让儿童提出他们能跟随耶稣基督

的榜样，学习服从天父的诫命的方式。要每位

儿童将一个方式写或画在一张纸条上。将纸

条连在一起，做成一条纸链。指出就像纸链

会因为每增加一个�从的行为变长一样，我

们的信心也会在我们每次�从时增长。

七月 我能跟随 
耶稣基督的榜样

耶稣说 ：“来跟随我”（路加福音18 ：22）。

在此请以你自己的想法补充课程。策划一些向儿童介绍教义的方法，并且帮助他们了解教义，把

教义运用在生活中。问问自己 ：“孩子要怎样做才能学习？我该如何帮助他们感受到圣灵？”

第 1周 ：耶稣基督一直都服从天父 。

歌曲：“来跟随我”
（圣诗选辑，第63首）

介绍教义
带活动时，要清�介绍 

你教导的教义， 
这样可以帮助孩子 
们理解并善加运用。

提示 ： 在儿童会课程

中，做动作可使儿童

积极参与并保持专注。

依儿童会的人数调整

活动。例如，在第2周，

人数多的儿童会可能

需要原地踏步，而非

走向图片。

提示 ： 运用多样不同

的教学方法，儿童的

学习效果会更好。例

如，在第 2周，儿童

辨认教义、看图片以

及进行与教义有关的

肢体活动。

按这里下载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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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音乐领袖的协助

促进了解 ： 以随机顺序的方式在黑板上列出

两份清单── 一份是耶稣基督立下我们应该

跟随的榜样的经文，另一份是与这些经文有

关的歌曲。将儿童分组，每组发一张描述所

列事�之一的图片，请各组将他们拿到的图

片与黑板上对应的经文和歌曲配对。一次一

组，请他们展示图片，说明耶稣所立下的榜

样，并带领儿童会唱对应的歌曲。可考虑使

用以下内容 ：

● 孩童耶稣在圣殿里，路加福音2 ：42-49，
“早日寻求主”（《儿童歌本》，第67页）。

● 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马太福音3 ：13-17， 
“洗礼”（《儿童歌本》，第54-55页）。

● 所以，你们要去，马太福音28：19-20，“我

们要把真理传给万民”（《儿童歌本》， 第
92-93页）。

● 耶稣医治尼腓人，尼腓三书17 ：7-9，“我

陪你走”（《儿童歌本》，第78-79页）。

见证耶稣基督是唯一可以让我们跟随的完美

榜样。

促进了解 ：以纸张剪出一个心的形状，然后

在上面写彼此相爱，将心形剪纸放在你的

经文中约翰福音 13 ：34处。请儿童翻阅你

的经文，找出这张心形剪纸。说明耶稣在这

节经文里教导我们，他要我们对待他人的

方式。请儿童将自己的经文翻到约翰福音

13 ：34，然后一起读出来。可考虑给每位

儿童一张心形剪纸，上面有

经文，放在他们的经文里，

并请他们与家人分享这个活

动。

鼓励应用：请儿童围成一个或更多的圆圈。（如

果没有空间，请一排的儿童转身面对另一排

儿童。）每组发一条线，穿过一颗钮扣，再把

线的两端绑起来。在唱“彼此相爱”（《儿童

歌本》，第74页）时，请儿童沿着�子滑动钮扣。

不时停止音乐，请当时手执钮扣的儿童分享

一个能对他人表达爱的方法。结束时邀请几

位儿童分享其他人对他们表达

爱的经验。

可考虑以下列方法协助儿童学习“来跟随

我”（《圣诗选辑》，第 63首）：

● 鼓励儿童在你�鼻子、挥手和双臂交叉时

照着做。告诉他们，我们能做耶稣所做的

事情来跟随他，要他们在音乐播放时，跟

着节奏用一手的�根手指在另一手的手掌

上打拍子。

● 准备一些写有歌词的脚印。当你每唱一句，

儿童跟唱一句时，请他们一次将一个脚印放

在黑板上，将脚印朝通往救主的图片排列。

第 3周与第 4周 ：耶稣基督的榜样教导我们如何生活。

音乐领袖可借由让儿童将歌词、音乐和视觉教材连结，使儿童投入歌曲教义的学习。

接下未来几周，儿童可重新排列脚印，直到把歌曲学起来为止。

按这里下载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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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解 ：将儿童分组，一组请一位教师读

出或讲述耶稣医治某人的经文故事，如两个

瞎眼的（马太福音9 ：27-31）、一个病人（约

翰福音5 ：1-9）、十个麻风病人（路加福音

17 ：12-19）， 或是大臣的儿子（约翰福音4 ：

46-53）。请儿童画图来描绘故事内容。可请

几位儿童对全儿童会分享他们的图画和故事，

当他们分享自己的故事时，请他们想象被耶

稣医治的人可能有的感受。请儿童在家里与

家人分享他们的图画。

第 2 周 ：耶稣基督能医治病人 。

介绍教义 ：依奇迹一词拼音的格式，在黑

板上画四个格子。请儿童猜猜这是哪个词

汇。填入第一个拼音符号，再要儿童猜一

次。填入第二个，再要他们猜。依序写出
注音，直到他们猜出来为止。告诉儿童，

奇迹是神的力量所造成的不凡事件。将儿

童分组，每组发下列字条之一奇迹、显示、

耶稣基督、拥有、掌管、世界、的、权

能。请各组将词汇依正确顺序排列。   
(按这里下载字条)

促进了解 ：用你自己的话分享耶稣平静风和

海（马可福音4：36 - 39）及使渔网装满鱼（路

加福音 5 ：1 - 11）的故事。邀请儿童做出配

合故事的动作（如模仿风和海浪、拉空的网

及拉装满鱼的网）。利用每个故事见证，这

如何显示耶稣基督拥有掌管世界的权能。要

儿童讨论，这些奇迹曾经如何帮助有需要的

人。

八月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他是奇迹之神

“因为看啊，我是神 ；我是奇迹之神 ；……如果不是依照人类儿女的信心，
我不会在他们之中行事”（尼腓�书 27 ：23）。

在此请以你自己的想法补充课程。策划一些向儿童介绍教义的方法，并且帮助他们了解教义，把

教义运用在生活中。问问自己 ：“孩子要怎样做才能学习？我该如何帮助他们感受到圣灵？”

第 1周 ：耶稣基督是奇迹之神。

从《儿童歌本》自行选出
的歌曲

小组活动
小组活动可以让更多的 

儿童参与学习。 
在分享时间中，儿童 

已经按照班别分组坐好。

可依这些组别 
来进行小组活动。

提示 ： 儿童通过行动

学习。请儿童用动作

来讲故事，在讲故事

之前，与儿童一起练

习这些动作，这可使

儿童在说故事时专心

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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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周 ：奇迹会临到有信心的人身上 。

促进了解 ：邀请几位支会教友以事�见证人

的身分，来儿童会简单讲述下列故事 ：使

拉撒路复活（约翰福音 11 ：1 - 45）；使睚

鲁的女儿复活（马可福音 5 ：21 - 24， 35 -
43）； 使寡妇的儿子复活（路加福音 7 ：11 -

16）； 及基督的复活 （约翰福音 20 ：1 - 18）。
支会教友可穿着简单的戏�，如头巾或袍子。

鼓励他们见证耶稣基督拥有胜过死亡的权

能，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复活。

介绍教义 ：在黑板上写教义和圣约63：9：“但

是，看啊，信心不是凭神迹而来，而是神迹

随着相信的人。”说明这节经文中的神迹也可

以指奇迹。要儿童起立，一起朗读这节经文。

指出信心一词，说明奇迹并非都是戏剧化的

事件，我们必须先有信心，才能察觉生活中

的奇迹。再说明，即使有信心，我们还是会

体验到忧伤、痛苦和煎熬，但神知道我们的

需要，他会眷顾我们。

促 进了解 ：用你自己的话讲述摩西请求法

老让神的人民离开埃及的故事（出埃及记

7 - 10）。开始讲故事之前，请儿童练习制造

搭配某些灾难的音效或动作。例如，儿童可

以动手臂并发出流水的声音，全身到处抓痒

代表虱子，发出哞的声音代表牛，以呜咽代

表生疮。要儿童仔细听你讲故事，告诉他们，

当你把手举起来时，他们可以发出声音或做

动作，来表现故事的内容。当你把手放下时，

他们就应停止。说完每一种灾难后，告诉儿

童，法老还是拒绝让以色列人离开。法老看

见了许多的奇迹和征兆，但他还是不相信神。

将这故事与一则因信心产生奇迹的故事作对

比（例如，以利亚与撒勒法的寡妇、但以理

与狮群、雅列的哥哥，或是监狱里的尼腓和

李海）。如果时间允许，让儿童做出配合故事

的动作。

鼓励应用 ：邀请支会里一到两个家庭分享，

当他们对耶稣基督有信心时，奇迹如何使

他们的生活蒙受祝福。（尽早事先提出邀请，

使这些家庭有时间准备。）见证只要我们有

信心，就能在生活中看见奇迹。

第 3周 ：耶稣基督拥有胜过死亡的权能。

促进了解
演出经文故事，可以让儿童 

更能记得和了解故事。

提 示 ：儿童与人分享

他们在儿童会的所学，

能增强他们对教义的

了解和见证。在第2周，

你鼓励儿童在家中分

享所学，这可提供家

庭讨论福音的机会，

进而巩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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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教义 ：帮助儿童背诵约翰福音 14 ：15的
方法是，画一张爱心图样和一张描绘十诫的

图，将儿童分成二组，将爱心图样拿起来放

在一组儿童的面前，要他们站起来说 ：“你

们若爱我。”再将十诫图样拿起来放在另一

组儿童的面前，请他们站起来说 ：“就必遵

守我的命令。”这样重复进行几次。年龄较

大的儿童可用同样的方式学习约翰福音 14 ：

21的第一部分（“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是爱我的”）。

促 进了解 ：准备纸张，每张各写一条诫命

（如读经文、穿着端庄及遵守智慧语）。将

纸张放入容器内，请儿童选出一张，然后

表演遵守那诫命的方式，让其他的儿童猜

他（或她）在做什么。唱“遵守神的诫命” 

（《儿童歌本》，第 146 - 47页）。唱到副歌时，

请那儿童带领其他儿童表演如何遵守那条诫

命。请几位儿童分享遵守诫命如何使他们蒙

受祝福。

鼓励应用 ：展示“我的福音标准”，与儿童复

习这些标准。说明遵行这些标准表明我们爱耶

稣基督。将下列参考经文分别写在不同的纸上：

出埃及记20 ：7； 出埃及记20 ：8-10；出埃

及记20 ：12； 约翰福音13 ：34-35；摩赛亚

书18 ：10；及教义和圣约42 ：40-41。将儿

童分组，每组发其中一则经文一起研读。要他

们将那经文与福音标准配对，并讨论如何实

践那标准，请他们与全儿童会分享他们的感

想。

九月 我服从耶稣基督， 
因为我爱他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约翰福音 14 ：15）。

在此请以你自己的想法补充课程。策划一些向儿童介绍教义的方法，并且帮助他们了解教义，把

教义运用在生活中。问问自己 ：“孩子要怎样做才能学习？我该如何帮助他们感受到圣灵？”

第 1周与第 2 周 ：遵守诫命，就是表达对耶稣基督的爱 。

背诵经文
背诵经文若能同时看 
视觉教材，将有助于 

儿童背诵。

提示 ： 背诵经文有助

于儿童学习福音教义，

经文的话语可以成为

安慰与指引的来源（见 
《教导，没有更伟大的

召唤》， 第171页）。在

第 1周，重复、短句

和视觉教材这三项有

助于儿童背诵经文。

按这里下载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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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解 ：讲述耶稣基督在尼腓三书 17 ：7， 
9 - 12， 20 - 24中医治和祝福人们的故事，

或请年龄较大的儿童读这些经文。让儿童画

图描绘故事中的某个事物，见证研读经文如

何使你对耶稣基督的爱增加。

鼓励应用 ：唱“早日寻求主”（《儿童歌本》，

第 67页）。告诉儿童，他们能借由阅读或聆

听经文更认识耶稣基督，然后讲述马可福音

10 ：13 - 16中，耶稣祝福儿童的故事。展

示耶稣祝福儿童图片，要儿童想象如果他们

当时也在场，会有什么感觉。邀请几位儿童

分享他们的想法。说明他们可以通过研读有

关救主的经文，而感觉与他接近。

第 4周 ：当我研读经文时，我对耶稣基督的爱就会增加 。

促进了解 ：将儿童分组，请各组研读并讨论

下列经文，找出救主有关祈祷的教导 ： 尼
腓三书 18 ：19 - 20； 教义和圣约 19 ：28， 
38； 88 ：63 - 64。强调救主教导我们要奉

他的名向天父祈祷，这可帮助我们觉得与

他更为接近。

促进了解 ：为每个孩子复印一份托儿班课本

《看你们的小孩》第19页的图画。让儿童为

图画着色，并带回家与家人分享。

促 进了解 及 鼓 励应 用 ：唱《儿童歌本》中

任何一首有关祈祷的歌，如“孩子的祈

祷”（《儿童歌本》， 第 6-7页）或“虔敬  

低头”（《儿童歌本》，第 18页）。与儿童谈

谈，当你祈祷时，你对主的爱如何增长。在

黑板上画一个有四个栏位的图表，在第一栏

顶端写我们的天父，在第二栏顶端写感谢他

赐给祝福，在第三栏顶端写祈求他赐给祝福， 
在最后一栏顶端写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要儿童在自己班级中列出他们所感谢的几项

祝福，然后请各组说出一项他们所感谢的祝

福，并将这些祝福写在第二栏。接下来请儿

童在自己班级中讨论他们可以向天父祈求的

祝福，然后将答案写在第三栏。复习祈祷的

步骤。

第 3周 ：当我祈祷时，我对耶稣基督的爱就会增长 。

着色活动
并不是每个儿童都喜欢着色， 
有些人可能只会在纸上画 

一两笔。着色活动的目的在于能

让儿童看见用视觉呈现的 
课程内容，也可以把 

成果带回家。

提示 ：儿童分享如何运

用教义时，就能在心

中证实这项信息并邀

请圣灵。教导教义之

后，给儿童机会分享

他们如何能将教义运

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提示 ： 规划分享时间，

使年龄较大和较小的

儿童都能参与。例如，

在第 3周，第一项活

动对年龄较大的儿童

效果会比较好，第�

项活动则比较适合年

龄较小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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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认教义 ：将一张全部时间传教士的图片放

在黑板上。告诉儿童，他们会读到一些有关

传道事工的经文。指派一半的儿童读马太

福音 28 ：19-20，另一半则读教义和圣约

133 ：37。请他们分别指出从经文中学到哪

些有关传道事工的教导，然后整个儿童会一

起进行讨论。请目前有家人在传教的儿童分

享他们对传道事工的感觉。

促进了解及鼓励应用 ：要儿童站起来唱“我

希望将来能去传教”（《儿童歌本》， 第91页）。

告诉儿童，天父希望福音能传播到全世界，

他们现在就能准备成为传教士。将一些物品

放在容器内，这些物品（如经文、星期日穿

的鞋子、什一奉献单及心形剪纸）可以提醒

儿童如何准备去传教。请一位儿童从容器中

选出一项物品，分享运用此物如何能帮助他

们准备成为传教士。

第 2 周 ：分享福音可帮助他人归向基督。

介绍教义 ：请儿童起立，一起大声读出教义

和圣约1 ：38，说明先知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展示救主和今日先知的图片，告诉儿童，我

们跟随先知，就是跟随耶稣基督。

鼓励应用 ：唱“来跟随先知”第 9段（《儿

童歌本》，第 58 - 59页）。将儿童分组，请他

们选择一两�在总会教友大会上，从先知和

使徒身上所学到的事情。请一组儿童表演他

们学到了什么，让其他儿童猜他们在做什么。

每组都重复进行相同的活动，在各组轮替之

间唱“来跟随先知”的副歌部份。

十月 教会的使命是邀请 
所有人归向基督

“是的，归向基督，在他里面成为完全”（摩罗乃书 10 ：32）。

在此请以你自己的想法补充课程。策划一些向儿童介绍教义的方法，并且帮助他们了解教义，把

教义运用在生活中。问问自己 ：“孩子要怎样做才能学习？我该如何帮助他们感受到圣灵？”

第 1周 ：跟随先知将有助我们归向基督。

通过重复来学习

儿童通过重复与挑战而学习。 
本活动中儿童重复读出经文， 

并且被挑战要将文字依序重新排列。

提示 ： 使用图片和其

他视觉教材时，儿童

的学习效果会更好，

也记得更久（见《教导，

没有更伟大的召唤》，

第176、182-183页）。

儿童本身就可以作为

有效且生动的视觉教

材。可考虑邀请全部

时间传教士来儿童会，

或请一位儿童装扮成

传教士，而并非只是

展示图片。

按这里下载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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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周 ：圣殿事工帮助我和我的家人归向基督。

介绍教义 ：在黑板上展示一张耶稣基督的图

片。帮助儿童背诵“是的，归向基督，在他

里面成为完全”（摩罗乃书10 ：32）。将这段

经文的每一个字分别写在不同的纸上，将这

几张纸贴在黑板上，不要按照顺序，请儿童

查阅经文，再与你一起读出来。让儿童找出

那段经文的第一个字，在黑板上依照顺序排

好。再读那段经文，并请另一位儿童找出下

一个字。重复进行，直到整句顺序正确为止。

向儿童说明，归向基督意味着对他有信心、

遵守他的诫命、订立圣约并在犯错时悔改。

促进了解及鼓励应用 ： 说明由于耶稣基督的

赎罪， 我们犯了错可以悔改。用纸剪出四个

脚印，在每个脚印上各写一个悔改的步骤 ：

（1）感到忧伤，（2）请求宽恕，（3）改正

错误及（4）不再犯同样的错。将脚印放在

通往耶稣基督图片的地板上，让一些儿童跟

随这些脚印。将儿童分组，每组发一则研究

个案，其中描述儿童可能需要悔改的情况。

例如 ：“有人不听父母的话，把球踢进屋子，

打破了东西。”请他们讨论怎样应用悔改的

步骤。 

促 进 了 解 ：教 导 儿 童“ 我 喜 欢 看 到 圣  
殿”（《儿童歌本》，第99页）的第二段。把

一张圣殿照片藏在八张纸后面，展示这道具。

在每一张纸上写上或画出下列物品：一颗心、

一扇开启的门、 圣约二字、 服从二字、神圣地

方四字、印证�字、一张儿童的照片及一张

家庭图片。告诉儿童，这些都是某首歌曲的

线索。你唱一句歌词，请他们仔细听，让儿

童指出哪个线索符合那句歌词，再请一位儿

童将那张纸拿开。与儿童一起再唱一次那句

歌词，并说明它的意义。你可以请他们做出

与那句歌词有关的动作，每一句歌词都以相

同的方式进行。当所有的纸都拿开，照片出

现时，做动作唱出整首歌。告诉儿童他们现

在就能准备好在长大时配称去圣殿，这样能

使他们更接近耶稣基督。

第 3周 ：我们犯错时，可借由悔改归向基督。

鼓励应用
儿童表现自己怎样将福音原则 
运用在生活中时，就是在学习。

提示 ： “当我们表达对

教导对象的爱时，他

们便更容易感受到圣

灵”（《教导，没有更

伟大的召唤》， 第 31
页）。当你为每位儿童

祈祷，了解他们的兴

趣与忧虑、称呼他们

的名字，并且专心听

他们说话，你对他们

的爱就会增长。

提示 ： 个案研究是生

活中的真实情况，可

以帮助儿童思考及讨

论他们在类似的情况

下能做什么（见第 3
周）。个案研究可帮助

我们明白如何应用福

音原则（见《教导，

没有更伟大的召唤》，

第161-162页）。

按这里下载脚印

按这里下载图案范本



22

促进了解 ： 告诉儿童，有一天有人问耶稣：“谁

是我的邻人？”耶稣说了一个教导我们如何

为人服务的故事来答复他。邀请几位儿童穿

着简单的戏服，扮演好撒马利亚人比喻中的

角色 ：一个旅人、几个强盗、一个祭司、一

个利未人、一个撒马利亚人和店主。用你自

己的话讲述故事（见路加福音 10 ：30-37）
并帮助儿童演出来。问儿童：“关于谁是邻人，

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我们应该为谁服

务？”指出我们的邻人可以是任何有需要的

人。向儿童说明，他们随时都能为他们的朋

友和家人服务，但只有与家长或可信任的大

人在一起时，他们才能为陌生人服务。见证

耶稣基督爱每个人，他要我们为每一个人服

务。

鼓励应用 ：告诉儿童，耶稣要我们为人服务，

这也包括我们的家人。将纸剪成小圆形，每

位儿童都发几个。要他们在每一张圆纸上画

出笑脸，做成“服务笑脸”。鼓励儿童在下周

中为家人作一点小服务。和儿童一起脑力激

荡，想出他们能做的事（如留下赞美鼓励的

字条、收拾玩具或铺床），让儿童在服务的地

方留下一张“服务笑脸”。请

他们邀请家人和他们共同参

与这项活动。鼓励儿童准备

好在下星期的儿童会中，分

享他们的服务如何为家人带

来欢笑。

十一月 当我们为他人服务时， 
就是在为神服务

“你们为同胞服务时，只是在为你们的神服务而已” （摩赛亚书 2 ：17）。

在此请以你自己的想法补充课程。策划一些向儿童介绍教义的方法，并且帮助他们了解教义，把

教义运用在生活中。问问自己 ：“孩子要怎样做才能学习？我该如何帮助他们感受到圣灵？”

第 1周与第 2 周 ：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如何为人服务。

将经文故事 
视觉化

运用日常事物 
做的简单戏�， 

有助于儿童将这则

经文故事视觉化。

提示 ： 某些经文故事

需要依儿童的年龄改

编。

当你在第 1周教导好

撒马利亚人的故事时，

说明如果有陌生人需

要或请求协助，儿童

必须先请自己信任的

大人一同协助，这非

常重要。

提示 ： 分享时间可以

提供机会，辅助对神

忠信计划。第 1周与

第 2 周的�务活动，

将有助于完成《对神

忠信》指南里第 8-9
页所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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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解 ：请一位儿童会领袖走进教室，装

作不知所措，显然需要帮助的样子。例如，

她可能有东西掉了、拿的东西太多，或者正

要安抚一个婴儿。请儿童提出他们可以使用

自己的“援助之手”帮助她的方法。提醒儿

童，在好撒马利亚人的故事中，耶稣教导我

们要为人服务。展示需要帮助的儿童图片，

可考虑使用儿童会课本图片集中的图片。请

儿童分享，在这些情况下，他们可以怎样伸

出援手。再念一次摩赛亚书 2 ：17的前半部

份，然后让儿童念后半部份。

促进了解 ：请儿童在纸上描摹自己的手，再

将家人可以为邻人服务的方式写在他们的

“援助之手”上。鼓励他们在这周的某个时

间从事这项服务，将这些手展示在布告栏上

或墙上，提醒儿童他们可以服务的方式。

促进了解及鼓励应用 ： 请一位儿童到前面

来，让他（或她）的两手与你的两手相比。

指出他（或她）的两手比你的小很多。问像

“我的大手可以把玩具拿起来，你的小手可

以吗？”这类的问题。让所有的儿童都与他

们的教师比手，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指出他

们的手虽然小，但仍然能做很多的�务。唱

“我有两只小手”（《儿童歌本》，第 126页）。

请儿童在唱歌时将双手交迭于胸前。当他们

唱到手的歌词时，请他们举起双手，再很快

地交迭在胸前。

第 4周 ：为邻人服务，就是在为神服务。

介绍教义 ： 将“你们为同胞服务时，只是

在为你们的神服务而已”（摩赛亚书 2 ：17）
写在黑板上，并讨论这节经文的意义。将经

文分成两部分，请一半的儿童念第一个部份

（“你们为同胞服务时”），另一半念第�个部

份（“只是在为你们的神服务而已”）。如此

重复进行数次。

促进了解 ： 唱“助人”（《儿童歌本》，第 108
页），用服务来取代原本歌词中的帮助。重

复唱那首歌，将歌词中的母亲 换成其他的

家人（例如，父亲或兄弟姐妹）。请儿童在

唱歌时，以默剧演出一项他们能为家人所做

的服务。提醒儿童，当我们在为他人�务时，

就是在为神服务。

鼓励应用 ： 在黑板上画一个钟，将儿童分组，

每组分配一个不同的时段。告诉儿童，他们

可以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刻为家人服务。对儿

童说 ：“滴答、滴答，现在_______点，该服

务了！”邀请分配到那时段的组别起立，让

他们分享能在这时段为家人服务的一个方

式。重复进行，直到每组都轮到为止。

第 3周 ：为家人服务，就是在为神服务。

复习教义
以有趣的方式 

来复习教义，将有助于 
儿童记住所学。

提示 ： 运用各种不同

的方法让儿童参与活

动，能使学习过程更

有趣。试着以几种不

同的方式将儿童分组，

如女孩和男孩、穿着

特定颜色的服装，或

者生日是在上半年或

下半年的儿童。

促进了解及鼓励应用 ：请儿童用自己的话重

新讲述好撒马利亚人的故事。使用你在上周

所用过的戏服，以便帮助他们记得，然后给

儿童机会报告上周的“服务笑脸”活动。活

动方法之一，就是制作一个转盘（如右图），

把儿童会每位儿童的名字都写上去。转动转

盘，请课堂上被抽到的一、

两名儿童报告他们的�

务内容，以及那服务如

何让他们和其他人都感

到高兴。在时间允许内

重复进行活动。

按这里下载图案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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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解及鼓励应用 ： 拿四个包装成礼物的

盒子来，每个盒子里应有代表以下一个事

�的一张图片或一项物品，再附一张说明，

介绍那图片或物品所代表的祝福或礼物。

● 事件 ：耶稣的诞生 ；礼物：“天父将他唯一

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作我们的救主。”

● 事件 ：山上宝训 ；礼物：“耶稣基督教导我

们如何过正义的生活。”

● 事件：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祈祷；礼物：

“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得救，以脱离罪”。

● 事件 ：复活 ；礼物 ：“耶稣基督让我们得

以复活。”

请不同的儿童打开各个盒子，讨论我们如何

因每项礼物而蒙受祝福。

鼓励应用 ：讨论可以借由为人服务，表达对

他们的爱，作为献礼物给救主的方式（见马

太福音25 ：40）。 每位儿童发一张纸，请他

们写或画一份他们要献给救主的礼物。然后

要他们将纸对折，再把外观装饰成礼物的样

子。

第 2 周 ：耶稣基督是世界的救主。

介 绍教 义 ： 问儿童 ：“回想你曾经用很特

别的方式来庆祝生日的经验。你做了什么

事？”让几位儿童谈谈他们的生日。说明自

创世以来，天父就要他的先知告诉世人，世

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诞生事件──就是

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诞生。说明这项信息

非常重要，重要到先知们愿意�牲自己的生

命，来为耶稣基督的来临作见证。让儿童重

复诵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如众先知所应

许的一样。”

促进了解 ： 展示几位先知的图片，他们教导

耶稣基督会来临。将儿童分组，每组发一则

参考经文，记载其中一位先知的教导。请各

组轮流以戏剧演出上述记载（见《教导，没

有更伟大的召唤》， 第165-166页），其余儿

童则要猜出他们所扮演的是哪位先知。先知

可包括便雅悯王（摩赛亚书 2 ：1， 5 -7； 3 ：

5-8）、阿宾纳代（摩赛亚书 12 ：1， 9； 15 ：

1-2； 17 ：1， 8 -10）， 及拉曼人撒母耳（希拉

曼书 14 ：1-5； 16 ：1-2）。见证耶稣基督确

实来到世上，有关他的预言都应验了。

十二月 我知道 
我的救赎主活着

“现在，在许多对他作的见证后，最后，这是我们对他作的见证 ：他活着！” 
（教约76 ：22）。

在此请以你自己的想法补充课程。策划一些向儿童介绍教义的方法，并且帮助他们了解教义，把

教义运用在生活中。问问自己 ：“孩子要怎样做才能学习？我该如何帮助他们感受到圣灵？”

第 1周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如众先知所应许的一样 。提示 ： 儿童对于视觉

教材的反应很好。可

考虑使用各种视觉教

材，包括物品、黑板

画图、字条、法兰绒

板和布偶（见 《教导，

没有更伟大的召唤》，

第89-90页）。

提示 ： 当儿童将所学

教导他人时，他们会

记得更好。思考一些

能让儿童在分享时间

或家中这样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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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周 ：我能再次与耶稣基督同住。

促进了解 ： 告诉儿童，他们将报导这个大好

消息 ：耶稣基督有一天会再回到世上。选出

两位儿童扮演电视或报纸的记者，问各班一

些问题。每班发一到两个下列的问题及参考

经文，和几分钟来作准备 ：耶稣基督第�次

来临时有哪些征兆？（约瑟 · 斯密—马太

福音 1 ：28 - 29）；他会怎么来临？（马太福

音 24 ：29 - 31）； 他何时会来临 ? （马太福音

24 ：36， 42， 44）； 当他来临时，正义的人

会如何 ? （教约 88 ：96 - 97）；当他来临后，

政府的情况会是如何（信条第 10条； 教约

29 ：11；45 ：58 - 59）；当他来临后，动物

的情况会是如何 ?（以赛亚书 11 ：6 - 9；何

西阿书2：18）。请两位扮演记者的儿童发问，

让每一组回答。

鼓励应用 ： 与儿童讨论我们能为耶稣基督再

次来临作准备的方法。强调如果我们生活正

义，就不必害怕。请他们在家里与父母讨论

此事。唱“当他再来时”（《儿童歌本》，第

46 - 47页）。

促进了解 ： 儿童会开始之前，将一些用纸做

成的踏脚石贴在椅子底下，在每一个踏脚石

上分别写上下列字词 ：洗礼、证实、祈祷、

家人家庭晚会、领受圣餐、参加教会聚会及

圣殿婚姻。将一张世界图片放在教室的一

端，另一端则放一张耶稣基督的图片。要儿

童尝试着从一张图片跳到另一张那儿。说明

我们必须采取某些步骤，才能再与耶稣和天

父同住。请儿童查看，他们的椅子底部是否

黏了一个踏脚石。请椅子下有踏脚石的儿童

一次一个地到前面来，告诉大家，做石头上

所写的事如何使他们更接近基督。将踏脚石

放在两张图片之间的地板上。继续进行，直

到踏脚石在教室里形成一条路径为止。请一

儿童从世界图片走到救主图片，但只能踩在

踏脚石上。鼓励儿童一直做正义的事，以持

守在能回去与耶稣基督同住的道路上。

鼓励应用 ： 让儿童各自在一张纸上描绘自己

的脚印，然后在脚印上写或画出他们所能做，

以便能再次与耶稣基督同住的一个步骤。儿

童着色的同时，请司琴轻柔地弹奏“我要遵

从神的计划” （《儿童歌本》， 第 86 - 87页）。

鼓励儿童将他们的图画带回家去，与家人分

享。

第 3周 ：耶稣基督有一天会再回到世上 。

有意义的肢体活动
儿童通过参与有意义 

的活动来学习。 
在此活动中，儿童所走的

脚步代表着他们能做 
哪些事情来更接近基督。

思考能让更多儿童 
参与的方法。

提示 ： 为了表达对教

导对象的爱，要诚恳

地称赞儿童，具体地

指出他所做的事。例

如，你可以说 ：“谢

谢你分享你家中的故

事”，而非只是给予笼

统的称赞，如“做得

很好”或“谢谢你”。

提示 ： 筹划你的分享

时间，使年龄较大和

较小的儿童都能参与。

例如，第 3周的第一

项活动比较适合年龄

较大的儿童。筹划改

编此活动，以适合年

龄较小的儿童。

按这里下载踏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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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 你不需要是技

巧很好的音乐家，或

歌声优美，才能使儿

童会唱歌有趣又有

意义。

如何在儿童会中 
使用音乐
儿童会中音乐的目的是教导儿童耶稣基督的福音，儿童会的歌曲能让学习福音更有乐趣，也能邀

请圣灵，并且营造出虔敬学习的气氛。

课前音乐能营造虔敬气氛，有助于儿童准备

好学习福音。儿童抵达时即弹奏或播放音乐，

其他人陆续进入儿童会教室的空档，让儿童

一起哼唱课前音乐。 例如，你可以伸出手，

告诉儿童，当你把手掌打开时，他们应小声

唱 ；当你把手握起来时，他们应哼出旋律。

课前时间可弹奏或播放儿童正在学的歌曲，

这有助于他们熟悉那曲的旋律。指明那首歌

曲，为他们哼唱旋律，再请他们与你一起哼

唱那旋律。

音乐可以让儿童在一来到儿童会时就投入参与。

提示 ： 音乐可以帮助

儿童安静下来，准备

倾听与学习。例如，

你可以把手举高，告

诉儿童，唱歌时要看

着你的手。告诉他们，

当你把手放下时，他

们应更小声且更慢地

唱。感谢他们的虔敬。

运用音乐来教导福音原则

帮助儿童了解，他们不只是在学一首歌，也

是在学习一项福音原则（见《儿童歌本》，

第 iii页）。问问题或通过计算唱过某个字词

或句子几次这样简单的活动，帮助他们专注

于歌曲中所教导的原则（见二月份给音乐

领袖的协助）。

儿童歌唱就是在作见证（见一月，第 1周）。

提醒儿童坐正，以最好的声音来歌唱。当儿

童唱得很好的时候，称赞并感谢他们。

使用课前音乐培养虔敬气氛并邀请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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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儿童参与选择要复习的歌曲，例如，发给

每位儿童一张心形剪纸，请他们将自己的

姓名和最喜欢的儿童会歌曲写在上面。将

这些心形剪纸放在一个标示为“心灵之歌”

的容器里，让他们抽选几首歌来唱。告诉儿

童，儿童会歌曲可以是安慰、指引和灵感的

来源，我们几乎可以随时随地唱这些歌。

在家练习
要有效教唱一首歌曲， 

你自己本身必须先学会这首歌。 
在家练习，使你在教唱时能够看着

儿童，而非你的歌本。

如何教唱一首歌

当你计划如何教唱一首歌时，问问自己下列

这些问题 ：我要怎么吸引儿童的注意力？我

能问什么问题来帮助儿童了解歌曲中的福音

信息？我能留下什么见证给儿童，以巩固他

们？（见 《儿童歌本》，第145页。）

每次都要将新歌的歌词唱给儿童听──不要

只是读出来，或背诵给他们听，如此有助于

儿童将旋律与歌词结合起来。儿童是通过一

遍又一遍，反复听唱而学会一首歌的，他们

不需要用读的方式来学唱歌曲。例如，你可

以请儿童跟着你唱，摸你的耳朵示意儿童在

你唱时，注意听某个词语或某句歌词，然后

以动作表示，轮到他们跟着唱那句歌词。这

样教唱两句，然后重复进行，直到儿童学会

歌词为止。重复下两句（再下两句，依此类

推），直到整首歌都学会为止。

为学习和乐趣来复习歌曲

运用音乐让儿童参与，并提供适当的动作

歌唱时配合动作，可以帮助儿童更快学会一

首歌，也能使他们保持专注。配合神圣歌曲

的动作务必适当。几乎每一首歌都可以用简

单的手势来表达关键字词（见一月的给音乐

领袖的协助）。例如，在唱“我感受主的爱” 
（《儿童歌本》，第42-43页）时，告诉儿童，每

当他们唱到爱这个字时，应将手放在自己的

心上。

有几首有趣的活动歌曲已收录在《儿童歌

本》， 和儿童一起玩得高兴，他们也会觉得

开心。例如 ：

● 和儿童一起以一般的速度唱“头，肩膀，膝，

脚趾”（《儿童歌本》， 第 129页），然后要

他们在你唱得越来越快时跟上你。

● 唱“我希望将来能去传教”（《儿童歌本》， 
第91页）。请年龄较小的儿童假装自己在

骑马，要把《摩尔门经》拿去给住在远方

的人。（他们也可以假装在搭飞机，或搭乘

颠簸的火车。）

提 示 ：有效使用音乐

将可邀请圣灵。唱完一

首歌时提醒儿童，当他

们感觉到爱与平安，就

是圣灵在帮助他们认识

真理。

学会这首歌：练习、练

习、练习

问问自己：

1. 我要怎么吸引儿

童的注意力？

2. 我能问什么问题

来帮助儿童了解

歌曲中的福音信

息？

3. 我能留下什么见

证给儿童，以巩

固他们？

我的歌曲教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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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song goes here

1.
2. 

@ 2002谭咪 · 克里莫与狄瑞娜 · 贝尔（Tami Jeppson Creamer and Derena Bell）。版权所有。  
本曲可复印供教会或家庭于伴奏、非商业演出时使用。每份乐谱皆须列出此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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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song goes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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