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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指南是针对父母、领袖及教师设

计的，可供个人改善教导技巧，也

可作为教导福音课程及教师进修会

议 的 依 据 （ 见 第 2 1 - 2 2 页 ） 。 

主曾教导：

“我也给你们一条诫命，你们要彼此

教导国度的教义。

“你们要勤奋地教导，我的恩典必伴

随你们，使你们在理论、原则、教

义、福音律法及一切你们必须了解

的、属神国的事务上，都能获得更完

全的教导”（教约88：77-78）。

家庭应是教导的中心，而教会中所教

导及学习的事物则鼓舞著家庭。我们

都有职责要在家中及教会中担任教

师，同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是邻居

和同事的教师；我们以父母、子女、

丈夫、妻子及兄弟姊妹的身分来教

导，我们以教会领袖、班级教师、家

庭教导教师及探访教师的身分来教

导，我们同时也以同事、邻居及朋友

的身分来教导。有时候我们会以言语

及见证来教导，但我们更常以榜样来

教导他人。

复 活 的 救 主 在 加 利 利 海 边 指 示 彼

得：“你喂养我的羊”（约翰福音 

21：16-17）。教导的召唤要求我们

以福音真理来滋养他人的灵魂，并因

此引领他们回到救主身边（见摩罗乃

书6：4）。想一想教导福音在天父子

女的救恩中所扮演的角色，你能想得

出任何比这更高贵或更神圣的职责

吗？

假如你是位家长或新召唤的教师，你

可能会为此项职责感到特别担心。记

得，主随时都会帮助你，他已应许：

只要我们谦卑、有信心，他就会“使

软 弱 的 东 西 变 成 坚 强 ” （ 以 帖 书      

12：27）。在我们努力增进自己的教

学技巧时，可以从以往的经验及目前

生活中所培养的技巧上著手。只要我

们审慎地准备，试著巩固我们所教导

的人并且信赖主，我们的能力就会增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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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性上的准备

当你在灵性上准备自己时，圣灵就会

在你教导课程时指引你、帮助你。圣

灵是教导福音原则和真理的必备条

件。主曾说过：“灵必借著信心的祈

祷而给你们；你们如果没有接受到

灵，就不要教导”（教约42：14）。

下列建议将协助你准备好在圣灵的指

引下教导。

接受按手选派
一旦你蒙受教导的召唤，就要接受按

手选派，并由圣职领袖给你一个特别

的祝福；此祝福将协助你履行召唤。

只要你尽全力履行此教导的召唤，主

就会使你发挥更大的潜能，影响他人

向善。必要时，他甚至会加增你的能

力，使你超越原有的天赋及能力。

寻求圣灵的指引

教导时要寻求圣灵的指引。他能够协

助你了解你所教导对象的需要，以及

如何准备符合这些需要的课程。他会

软化你的心，使你的心准备好接受其

他的灵感及指引。

勤于祈祷
你在研读及准备课程时要经常祈祷，

祈求主的祝福，有时候你可能会需要

作禁食祈祷；你要祈求能了解那些你

所教导的人，并去爱他们。学会辨认

并跟随那些将临到你的圣灵的提示。



研读经文
虔敬地研读经文，如此你便会认识救

主，并在真理的知识中成长。圣灵会

帮助你了解经文，并使你明白经文何

以能符合班员或家庭成员的需要。若

你以祈祷和禁食来辅助经文研读，则

你的能力必会被增强，教导时也必会

得到圣灵的指引。

实践福音
尽全力实践福音的教训；悔改过去所

犯的错，只要你这样做，就将得到力

量和理解力。他人能明显看出你因努

力遵行福音所感受到的平安及快乐。

他们将会感受到你真诚的见证，也会

感受到你因承诺过福音生活所拥有的

力量，他们会因你在生活中的榜样而

受到教导。

有位教师觉得在准备课程时很难获得

圣灵的指引，在她祈祷寻求天父的帮

助时，发现自己心中对某位曾经对她

不友善的邻居仍怀有怒意，于是谦卑

地求主宽恕她。第二天，她去拜访这

位邻居，并为心中对她怀著敌意而道

歉。她因此和邻居更加亲近了，而她

也能够再次享有圣灵的指引。

谦卑
谦卑能够帮助你抗拒想成为众人目光

焦点的诱惑，或是太过于依赖自己的

知识及才能。借著遵行箴言3：5-6的

劝告便能显示出你的谦卑：“你要专

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

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

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主曾经教

导：“你要谦卑；主，你的神必亲手

领导你，答覆你的祈祷”

（教约1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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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你所教导的对象
救主在他尘世的生活中，对每个人都

表现出无比的爱与体谅，他教导穷

人、富有的人、被放逐的人和罪人，

他教我们要爱每一个人，并且互相帮

助。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

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

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约翰福

音13：34）。我们若对我们所教导的

对象表达爱心，他们就会更明了自己

的永恒价值，更热心学习，并更容易

接受圣灵的提示。

身为一位福音教师不只是每星期上一

次课而已，你还需要去爱你的班员，

花点心思去认识他们每一个人，这样

能帮助你更有效地教导。他们也许会

4

在遭遇困难时，在他们没有来上课或

身心有障碍时，需要你的协助。记住

救主那一只迷失的羊的比喻（见路加

福音15：3-6）。

有个孩子不常去上课，他的老师发现

每当与这个儿童的家长联络后，这个

孩子就会在下个星期日来教会聚会。

她尽力经常与他的父母联络，并谈到

她很关心这个孩子。在这孩子的父母

像耶稣般教导



上班没空时，她甚至去学校接他放

学，让他不至于错过初级会班上的活

动。

身为教师，你还可以做许多事与成员

交谊，帮助他们继续奉行福音持守到

底。这对新成员而言特别重要，要时

时让他们感到受欢迎，找机会让他们

来参与课程。要准备自己，以圣灵及

爱来教导福音真理。

教导福音真理
救主教导福音真理。他强调福音的首

要原则及教仪──信心、悔改、洗礼

和接受圣灵。他教导我们要彼此相

爱、彼此服务，也教导与圣职、圣约

和教仪有关的事，以及所有我们必须

知道、必须实行、我们能借以归向他

的事。我们也应该教导经文中的福音

以及近代先知的话语。世俗的题材、

个人的意见，以及推测性或具争议性

的教导，皆不适宜。

救主以简单的方式教导福音真理，他

会运用日常生活中明白浅显的词句、

故事和范例来教导；他的教训里包含

著人人都能明白的共同经验，他谈到

找寻迷失的羊、失落的钱，以及对回

头浪子的喜悦（见路加福音第15章）

。

救主经常引用经文来教导。在课程当

中，经常引领你的教导对象使用经

文；帮助他们知道经文中的人物都是

真有其人，而这些人在努力事奉主

时，都曾经历过试炼及喜乐。提出一

些学员需要从经文中找出答案的问

题。鼓励他们在家里进行个人研读，

教导他们如何进行有效的研读，如何

使用经文中的研读辅助工具。指派班

员作业，让他们必须研读经文及近代

先知的话语。

借著圣灵教导
教师教导时，应寻求有主的灵同在。

一个人可以教导深奥的真理，而班员

也可以专注于能彼此启发的讨论中，

但除非圣灵在场，否则这些都无法在

其心灵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有圣灵同

在时，所有的人对天父及耶稣基督的

爱、对彼此的爱，以及他们遵行福音

的承诺都会变得更加坚强。下列的建

议将有助于你在教学时，邀请圣灵同

在：

 • 上课前先作祈祷。

 • 教导经文及近代先知的话语 。

 • 作见证。

 • 分享自己的经验，也邀请其他人分

享。

 • 使用音乐（见第10页）。

 • 表达你对主及对他人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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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已作了适当的准备，圣灵就会

在你教导时启发你、指引你。也许你

会接受到有关你教导对象的某些启

发，或是你在教导他们时应该注重的

事情；也许你会得到一些想法和感

觉，知道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法教

导他们。只要你谦卑地服从圣灵的低

语，你的勤奋与努力便会更具影响

力，而你也能够帮助教导的对象辨认

圣灵的影响力。

邀请教导对象勤奋地学习
主说：“你们要从最好的书中寻求智

慧的言语；借著研读也借著信心寻求

学识”（教约88：118），每一位成

员都负有努力获得真理知识的责任。

教师的职责便是唤醒他人研读、了解

及实践福音的渴望。为了完成这项职

责，你可以将焦点放在三件事上：

1. 引发教导对象的兴趣并使他们一直

保持兴趣。做到这点的秘诀之一是你

自己要对研究福音有热忱。此外，你

所采用的教学方法要能使你的课程内

容清楚、有趣并且好记（见第9-12

页）；在课程一开始的时候就引发大

家的兴趣特别重要。在你准备课程

时，要找出方法邀请圣灵、以有趣的

开场吸引每个人的注意力，以及将焦

点放在该课程所要教导的教义或原则

上。

2. 鼓励班员参与。计划一些方法，让

每个人都参与课程。你可以邀请一个

人读一段引文、经文或是讲一个故

事；你可以请班员回答问题，并自由

地讨论课程内容；你可以请一位或多

位班员唱歌或弹奏乐器；你也可以审

慎地挑选一位班员，请他针对课程主

题作见证，或述说个人的经验。有时

候事先邀请班员参与是很重要的，因

为这样他们才可以事先练习，并在参

与课程时觉得自在。

有位教师上课的主题是研读《摩尔门

经》的重要性。他邀请班上的男女青

年找出一节改变他们生命的经文，然

后邀请三、四位自愿者站起来跟全班

分享他们所选的经文章节，并说明这

些经文如何改变他们的生活。当他们

每一位都针对《摩尔门经》的力量分



享各自的美好感觉时，能激发班员每

天研读并思考经文的热切渴望。

有些人不太愿意参与。除非你确定他

们不介意，否则不要邀请他们大声朗

读或作祷告。如果你不确定班员参与

的意愿，就询问有没有自愿者，不要

指定一个可能不愿意参与的班员。只

要班员看到参与者受到了尊重与礼

遇，大多数的班员就会渐渐对参与课

程感到自在了。

3. 协助班员应用所学。你也应该协助

班员将课程中教导的事应用在生活

中，这可能包括给予班员指定作业及

挑战，让班员获得与所教导的真理有

关的学习经验。记住：学习福音若不

去遵行便毫无价值。

营造学习的气氛
最好的福音学习环境是团体中的每一

个成员都关心其他人的学习状况。当

教师和班员彼此相爱，协助彼此了解

并遵行福音时，学习的渴望便会增

加。当你和你的教导对象一起努力营

造出积极的学习环境时，班上就比较

不会发生松散分裂的情形。你应该尽

全力去营造这样的环境，并帮助你的

教导对象知道如何在这方面有所贡

献。

下列建议将有助于营造学习气氛：

 • 准时抵达并携带所有必需的教材及

器具。

 • 尽可能使教室干净、整齐、舒适且

不受外界干扰。

 • 准时上下课。

 • 可能的话，迎接并欢迎每一位班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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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做一些能够邀请圣灵同在、增进虔

敬及谦恭有礼气氛的事。

 • 爱你的班员并协助他们能自在地参

与。

 • 问一些能帮助班员专注于课程主题

的问题。

 • 鼓励班员以尊重及体谅之心彼此倾

听。

 • 防范可能会损及或削弱见证、或使

圣灵引退的言谈。

即使在你尽全力营造学习气氛后，还

是可能会碰到挑战。以下建议或许会

有助于你解决常见的一些挑战和问

题：

 • 有干扰发生时，停止说话，直到你

吸引大家的注意之后再继续上课。

 • 若某些班员在上课时聊天，你可以

在下课后私下找他们谈。询问他

们，你们双方可以做些什么来使课

程更顺利。

 • 若有人在班级讨论中太过强势，你

可以直接请其他班员回答问题，或

是礼貌性地暗示你希望听听那些尚

未参与讨论的人的意见。

 • 若班员的意见让讨论偏离了课程主

题，可以谢谢他们的意见，但仍要

将讨论引回课程主题。

只要你找到方法，让团体中的每一个

人都感觉到被爱、被接受，并能顺利

地参与课程，那么干扰课程的情形就

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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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运用很多方法让课程生动有

趣，并且帮助班员学习福音真理。以

下是一些建议：

援用故事和例子
故事和例子能引发并维持班员对课程

的兴趣，也能显示出应当如何在生活

中应用福音原则。

在经文和教师用本中有许多精彩的故

事。上课前，研读你打算要引用的每

一则故事；练习用自己的话来讲述，

如果你是用自己的话来讲故事，而不

只是念故事，班员就会更仔细聆听。

此外，年幼的儿童喜欢用表演的方式

把故事演出来。

运用各种教学方法

有一位初级会的教师总是在一开始上

课时就讲述一则经文故事。举例来

说，如果课程谈的是仁慈，她就讲好

心的撒马利亚人的故事。儿童们会在

心里想像一个被抢劫的人，和那些视

而不见、匆忙路过的人，他们对这位

照顾伤者的撒马利亚人的仁慈和正直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儿童都期待著听

这些故事，教师于是学会运用她的声

音和表情来吸引孩子的注意力，班员

也能更熟悉经文，对经文更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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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图片和实物
救主经常使用简单的物品来教导，他

把福音原则比喻成麦子、沙土、磐石

及人们熟悉的其他东西，好让人们了

解他的教导。比方说，他把天国比作

一个珍贵的宝物，人们会变卖一切来

买这个宝物（见马太福音13：44）。

看看四周。有什么日常用品是你可以

用来帮助班员更了解福音原则的﹖

你也可以使用简单的图画或图片来说

明福音原则，讲述经文故事时可以展

示福音图片集里的图片，在黑板上或

纸上画出简单的图案会让故事更生动

有趣。

有位教师要教导耶稣所说麦子和稗子

的比喻的课程。由于班员们都住在农

村，所以教师知道他们晓得太早拔除

杂草会伤到麦子的嫩苗；于是他准备

了一小捆混杂著野草的麦苗，在整个

课程中展示给班员看。

另一位教师则鼓励班员想出能把悔改

比喻为什么。有位班员说悔改就像肥

皂，能洗净我们的罪。

使用音乐
音乐是在课程中邀请主的灵同在的一

个好方法，音乐可帮助我们表达难以

用言语传达的感受。

教会圣诗教导许多福音原则，而且几

乎可以在任何课程中应用。你可以请

个人、团体、整个家庭或班级一起唱

一首与课程有关的圣诗，也可以请人

伴奏，而自己朗诵歌词；或者也可以

播放圣诗录音带。

有位教师准备了一个关于服务的课

程，她选了一首能辅助这个主题的圣

诗，然后在课程当中邀请一位姊妹念

歌词，请另一位姊妹轻哼这首歌的曲

调；她请班员一面聆听歌词，一面静

静思考歌词的含意。这段音乐让班员

更加感受到服务的重要。



提出能引发深思及讨论的问题

适当的问题会在课程中引发深入的学

习及讨论，问题与讨论对于很多方面

都很有助益，它们可以帮助班员们在

课堂中保持专注，你也可以由此知道

班员是否了解课程；班员则能在回答

及讨论问题时互相教导，他们也可以

学会如何在自己的生活中应用福音原

则。

在准备课程时决定要问什么问题。以

下建议将有所助益。

 • 你提的问题要能帮助班员思考福音

原则以及如何将之运用在生活中。

能引发思考的问题通常是“为什

么”以及“如何”一类的问题。你

应尽量避免问是非题，或其他可以

用一个字来回答的问题。

例如，在教导以救主为我们生活的

中心时，就可以问类似下列的问

题：

“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之上是什么意

思？”

“除了以基督为磐石之外，人们有

时候还会把他们的生活建立在哪些

基础上？”

“当你将生活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

时，你获得了哪些祝福？”

 • 提出能鼓励班员分享个人想法及经

验的问题，例如：

“ 主 为 什 么 命 令 我 们 要 常 常 祈

祷？”

“他如何回答你的祈祷﹖”

 • 提出能帮助班员在生活中应用福音

原则的问题，例如：

“我们要如何更加准备自己，以便

得到祈祷的答覆？”

“你怎样才能知道耶稣基督是世界

的救主？”

“你怎样增强自己的见证，知道约

瑟˙斯密是神的先知？”

11



如果有人问了你无法回答的问题，就

请班员协助你回答，或是告诉他下次

上课时会答覆他。

发问后，不要担心班员会有短暂的沉

默。他们通常需要时间来思考答案。

然而，如果他们看来似乎听不懂你的

问题，你就需要把问题再说一次。发

问时，最好先叫他们的名字，然后再

说出你的问题。

最后，注意不要因为想要教完所有的

课程内容，而提早结束一个进行得很

好的讨论。最重要的是要让班员感受

到圣灵的影响力、增加他们对福音的

理解，以及学习如何在生活中应用福

音原则，并增强他们实践福音的决

心。

邀请特别来宾
偶尔也可以邀请特别来宾到班上来，

你可以请一位配称的成员来作报告、

讲故事或作见证。事先让这位来宾知

道他（她）有多少时间可用。若要邀

请住在你支会或分会地区以外的来

宾，须事先得到主教或分会会长的同

意。

有位长老定额组会长邀请另一位成员

来告诉长老们：如何让家庭教导信息

12

吸引他们所拜访的儿童。这样长老们

不仅对为何要让儿童参与家庭教导探

访有了新的体认，也获得了许多有关

如何帮助儿童参与的建议。

运用活动
跟课程有关的简单活动可以帮助班员

学习福音原则，特别是帮助儿童及青

少年。这些活动必须适合于福音学

习，教会编制的许多课本都包含活动

方面的建议。



 • 名为福音图片集的一套图片，应该

可以在教堂图书室中找到

查看可供使用的物品，以便安排如何

在课程中使用。你不需要准备精致的

教具才算是教学有成效的教师，即使

在简陋的环境下，基督也教导了许多

13

审慎地准备你要教导的课程是一件很

重要的事，如此你才能更有效地讲解

福音原则。下列建议将有助于你作准

备。

找出资源
教会依据经文和近代先知的教训，审

慎地编制了核准的教材。询问圣职或

辅助组织领袖是否有下列资源可供运

用：

 • 由教会出版、可供你的班级使用的

教师用本

 • 供班员使用的经文

 • 刊有近代先知教训的教会杂志

 • 本地语文的经文研读辅助资料

准备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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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中最重要的影响力便是圣

灵，适当地使用教材再加上圣灵的指

引，便能提供学习福音的最佳条件。

尽早开始准备
尽早开始准备你的课程。在授课前数

周研读课程将大有助益，这将让你有

时间去思考课程主题，为课程主题祈

祷，并作适当的准备。

著重课程的目标
你所教导的每一课都应该有一个目

标。例如，以禁食为主题的课程其目

标是在帮助班员了解禁食的祝福，或

是在禁食主日为特别目的禁食的重要

性。课程的讲解和讨论都应该著重在

目标上。

透过研读课程资料及相关经文来决定

课程目标。求主帮你了解对你所教导

的班员来说，该课最重要的信息是什

么。问自己：“上完课后，我所教导

的人们的生活应该有什么改变？”教

会出版的课本中，许多课程都标明了

目标。这些目标可以帮助你决定每一

课应对你教导的对象产生怎样的影

响。

决定要教什么
在你已确定课程的目标后，要决定教

导哪些原则以达成此目标。大部分的

课本都包括了经文、故事及其他可协

助你教导课程的资料。但课程中所包

含的资料通常会比你在限定时间内能

教完的多。在这种情形下，你应该选

择对你的教导对象最有益的资料。问

问你自己：“课程中的哪些教义和原

则可以帮助班员克服他们目前所遭遇

到的挑战？”

如果你需要的资料不在课本或经文

中，请考虑采用总会会长团信息中的

故事与演讲、探访教导信息，以及教

会杂志，特别是总会大会讲辞。

在你决定要教什么时：

 • 审慎地研读课程内容。

 • 列出课程中涵盖的主要教义和原

则。

 • 时时记得你教导对象的需要及背

景。

 • 服从圣灵的指引。

通常最好是专注于一、两个主要原

则。



准备下结论
救主时常将他所教导的事作出摘要并

鼓励人们将之应用在他们的生活中 

（见好心的撒马利亚人的比喻，路加

福音10：30-37）。课程结束时，你

应当复习并将课程的内容作摘要，建

议班员几个应用福音教义或原则的方

法，也邀请他们提出其他方法；鼓励

他们在未来一周中尝试其中的一个方

法。你可以在下一次的课程中问他们

从中学到了什么。

有位教师鼓励他班上的学生用一个星

期的时间，每天默默从事一项服务。

在下一次上课开始时，教师要他们作

简短的报告。有几位班员热烈地分享

他们的经验，以及他们实际付诸行动

时所感受到的喜悦，这些班员正面的

回响促使其他人更愿意去服务。

15

决定如何教导
在你已经决定要教导的内容之后，你

必须决定要如何去教导。研读课程资

料，审慎地沉思怎样才是向你的教导

对象讲解课程的最好方法。你所使用

的方法要能帮助班员了解、并应用你

所教导的原则。

仔细研读课程中所讨论的经文、故事

和其他资料，以及任何其他有助于你

教导教义或原则的经文。准备帮助班

员明白如何将经文应用在生活中（见

尼腓一书19：23）。

亦可考虑采用自己和班员生活中的故

事与实例。例如，一位教师在圣职聚

会讨论智慧语的课程中，讲述了自己

的兄弟戒除烟瘾的经验，有位青少年

听了这一堂课后，决定戒烟。这个例

子说明了瘾君子也能戒烟；聆听这个

故事帮助这位班员决心改变自己的生

活。

想知道能帮助你讲解课程的教学方

法，见本指南第9-12页。



了解你教导的对象是很重要的。要把

班员的成熟度及经验列入考虑；不同

的年龄层有不同的需要，而且有不同

的学习方法。

儿童
儿童在身体、社交、情感和灵性方面

都在成长。在你准备课程时，要记住

每位儿童的特长、能力及需要。

儿童喜欢多样性。用简短的故事、简

单的游戏、图片、实物及歌曲来维持

他们的兴趣。

儿童才刚刚开始学习分享、仁慈和耐

心。借著提醒他们记得耶稣的榜样、

了解你教导的对象

16

鼓励他们效法他来帮助他们克服这方

面的弱点。

儿童很容易信赖及相信他人，他们会

相信你所教他们的事，他们也会观察

并效法你的榜样。

青少年
介于儿童和成人之间的这段时期有时

是艰苦而且充满挑战的，班员可能在

家里、学校和工作方面要承担许多职

责。下列建议或许有助你对青少年产

生长远的影响。

让每个课程都能与他们的生活产生直

接的关联。协助他们了解福音如何能



解答他们的疑问，并帮助他们做有益

的选择。

青少年往往会觉得寂寞或不被了解。

让每个人都成为班上重要的一员；属

符合福音标准团体当中的一员能带给

青少年灵性力量，帮助他们的生活保

持纯净。

尊重他们的意见。鼓励他们参与课

程，并且与你和其他人讨论他们的想

法。

成人
成人班的班员年纪不同，背景、经验

也各异。可利用这种差异来充实你的

课程。鼓励班员分享他们从经验中得

来的智慧，并善用他们不同的才能。

教导福音明白的真理。圣灵会帮助班

员了解真理，并帮助他们在自己的生

活中应用真理。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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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教师，你可以体验那种帮助他人

福音知识成长的喜悦。你为教导福音

所展现的勤奋与忠信，将会帮助他人

对救主培养出坚强的见证并遵行诫

命。

有位主日学教师很担心，因班上有许

多人比他更有资格担任教师，他怀疑

他的教导是否能对他人有所助益。后

来，有一个安息日，一位班员在下课

后私下告诉他，因为她的先生在上他

的课程当中感受到了圣灵，现在已决

心每天召集全家作家庭祈祷，也决心

准备到圣殿去作家庭印证。那位班员

对教师表达了爱，并诚挚地感激这位

教师为了在课程中邀请圣灵所付出的

教导的酬赏

18

努力。那时这位教师的心中满溢著谦

卑之情，他明白了教导的真正目的及

酬赏。

你教导时，将会和学生一起蒙受祝

福。在你研读、准备还有教导课程

时，你的福音知识及对救主的见证将

会增强；你对其他人将有更深切的

爱。只要你谦卑并且勤奋努力地按照

你所教导的来生活，那么在生活中，

你将会更加感受到圣灵的倾注，你的

生活将因召唤为教师的这项服务而更

为丰富。



19

分会会长团应为分会的教学品质负

责。

教师进修协调员的职责
分会成员人数增加后，分会会长团的

一位成员应召唤并按手选派一位教师

进修协调员来监督教师进修计划。协

调员可以是弟兄或姊妹，他（她）是

分会议会的成员，并且是圣职及辅助

组织领袖和教师的资源，能协助他们

改善教导福音的技巧。协调员应帮助

领袖计划、主持教师进修会议，并且

在受到指派时，担任教导福音课程的

教师。

在分会施行教师进修计划

领袖支持教师
圣职及辅助组织领袖应为该组织的福

音教学品质负责。他们要建立优良的

教学模范，帮助教师了解他们召唤的

重要性。领袖应向与他们一起服务的

教师表达感谢、协助及鼓励，领袖若

给予其组织的教师关切的支持和鼓

励，他们在教会中的教学技巧就会日

益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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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进修会议
每位圣职及辅助组织领袖和教师都应

参加每三个月举行一次的教师进修会

议，学习改善教导和学习福音的原

则、方法和技巧。教师进修协调员要

与圣职及辅助组织领袖共同商议，带

头安排计划教师进修会议。会议应在

教师和领袖方便的时间举行，但不要

与固定的星期日聚会时间相冲突。一

般来说，会议不应超过一个小时。

教师进修会议内容可包括：

 • 由一位分会会长团成员、圣职领袖

或辅助组织领袖准备简短的信息，

分享一项教导或学习的原则。

 • 由一位圣职领袖、辅助组织领袖或

教师示范一项教学方法或技巧。

 • 留时间给教师和领袖交换构想，并

讨论协助特定班员的方法。

分会的教师和领袖人数增加时，每一

季可为下列对象举行一次教师进修会

议：

 • 教导18岁以上成员的教师和领袖。

 • 教导12至17岁成员的教师和领袖

 • 初级会的教师和领袖。

这些会议可安排一个月举行一个。

教导福音课程
教导福音课程能为成员在家中和教会

聚会中成为更好的福音教师打下基

础。本指南第21-22页是此课程的纲

要。教师进修协调员应教导此课程，

除非分会会长团召唤分会其他成员来

教导。

分会会长团应邀请成员参加此课程。

一般来说，一次不要超过十个班员，

好让每位班员都能充分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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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
著重于“像耶稣般教导”部分的“爱

你所教导的对象”，也谈及本指南第

16-17页各年龄层特征的部分。请班

员们分享以体谅的心或爱心去关怀家

人或班员时所产生的正面影响力。你

也可以讨论教师要如何按照每位班员

的需要去关怀、滋养他们，特别是那

些新成员和有身心障碍的班员。

第三周
著重于“像耶稣般教导”部分的“教

导福音真理”。强调要忠实、清楚、

简洁地教导教义，以及在课程中使用

经文、建立个人福音研读计划的重要

性。

第四周
著重于“像耶稣般教导”部分的“借

著圣灵教导”。使班员觉得受到鼓

舞，他们能在教导时配称拥有圣灵。

帮助他们学习辨认圣灵，并服从圣

灵。

第五周
著重于“像耶稣般教导”部分的“邀

请教导对象勤奋地学习”。强调教师

可运用哪些明确的方法，来帮助他们

教导的对象接受自己的责任去学习福

音，并更彻底地遵行福音。

教导福音课程纲要

教导福音课程能为所有成员提供机

会，学习如何成为更好的教师。该课

程的教师是教师进修协调员，或是由

分会会长召唤的其他有经验的教师来

担任。该课程在主日学时间或其他方

便的时间上课。如果课程是为了某一

特定组织的领袖或教师举办的，则可

在他们固定的领导人会议当中教导。

若因住家离教堂太远或可供使用的设

备不足，无法在正常的主日学时间上

课，可考虑采用结合在家自修并缩短

课程时数的方式（每一堂课涵盖数个

课程）来授课。

本指南提供了每堂课的建议内容。教

师在准备课程时应采用“运用各种教

学方法”部分所列出的建议。每一堂

课结束时，教师都应鼓励班员将他们

那天学习到的技巧实际在教会课程或

家人家庭晚会当中应用；如此将大为

提升他们的教学技巧。除非有特别的

指示，否则课程应该按照下列进度安

排，用八周的时间来教授。以下是提

供给本课程教师的建议。

第一周
发给每位班员一本教学指南。先浏览

目录，著重于前言和“灵性上的准

备”两部分。强调接受按手选派和遵

行福音以配称拥有圣灵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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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周
著重于“像耶稣般教导”部分的“营

造学习的气氛”。帮助班员了解如何

营造一个大家都能参与且都想学习的

气氛。

第七周
著重于“运用各种教学方法”部分。

计划一个有效的课程需要思考及创造

力，这个部分的教材十分有益。邀请

班员示范或分享他们运用这部分的教

学法的经验。

第八周
著重于“准备课程”部分。帮助班员

了解提早准备课程的重要，并讨论如

何有效地计划及讲解课程。

上课时，在适当的时机你也可以强调

有关“教导的酬赏”部分的内容。邀

请班员们分享教师曾如何造福他们的

生活，以及身为教师，他们曾经如何

帮助他人。

在课程结束后，鼓励参与课程者继续

增进他们的教导能力。如果他们是新

召唤的教师，他们的圣职或辅助组织

领袖应与他们面谈，并简短地告知班

级及班员的状况。之后，他们应定期

报告他们进步的情形，并与圣职或辅

助组织领袖讨论特定的需要及困难；

他们可以邀请一位领袖来参观上课的

情形，并给予任何方面的协助。教师

进修协调员对所有的教师而言，都是

提供持续协助的来源──不论是那些

被召唤为教会中的教师，或是那些在

家中及在领袖职责中必须教导他人的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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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领袖和其他成员可经由教会发行

中心或服务中心、盐湖发行中心，或

透过教会正式网站 www.lds.org 取得

教会物资，包括经文、研读课程、教

会杂志、加门和圣殿服装。

有关家谱事工的资料则可透过教会的

家谱网站取得，网址为

www.familysearch.org。

取得教会物资及寻找家谱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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