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分享时间大纲

家庭是永恒的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玛拉基书 4：6）。

10940_266_PST_2014_STOutline.indd 1

23/11/13 11:59 AM

分享时间及
儿童圣餐聚会
演出指示
亲爱的初级会会长团及音乐领袖：
我们今年在初级会将有个绝佳的机会帮助每个孩子了解家庭在天父的计划中是多么重要。儿
童将学习到，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是神所制定，而家庭是神计划的核心，透过神圣的圣殿教
仪，家人可以永远在一起。分享时间的课程可以辅助儿童在自己家中学习和实践的事情。他
们学到的教义将能巩固他们现在的家庭，并帮助他们准备好在未来成为忠信的父母。你们若
每周都能虔敬准备、邀请圣灵，那么，福音真理就能在儿童的心中得到证实。寻找机会让儿
童跟家人分享他们在初级会所学习和感受到的事情。
我们初级会会长团为各位祈祷，并知道主会帮助各位履行这项重要的责任。各位奉献心力教
导、施助儿童和他们的家庭，将会巩固他们。我们爱你们，也衷心感谢各位的忠信服务。
总会初级会会长团

分享时间指示
福音指示

方式来教导。（范例请见八月第三周和十一

运用本手册来准备每周分享时间中教导

月第二周的课程。）

的 15 分钟课程，你可以用教会核准的其他资

2. 促进了解。确保儿童能透过歌唱、角色扮演

到的资讯、视觉教材

料来补充每周的课程，如《朋友》（Friend）

和读经文等各种教学方法参与学习，进而对

及资源可在 LDS.org 的

或《利阿贺拿》。下列指南能帮助你规划及

教义有更深入的了解。

“初级会”单元取得。

教导课程。

线上取得： 本手册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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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鼓励应用。让儿童有机会将教义应用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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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圣灵教导教义。准备课程时，要祈求神的

本手册提供当年度某些

指引，并针对所要教导

星期的完整课程内容，

的原则努力增强见证，

每周都要规划一些方法，

这样可帮助你凭圣灵
教导。

来（1）让儿童辨认教义，

邀请儿童学习。本手册

（2）帮助他们了解教义，

不仅要帮助你了解要教

以及（3）帮助他们在

导什么，还要帮助你了

生活中应用教义。

解如何教导及邀请儿童
学习。若你在教导每个
课程时都遵循下列三件
事情，就能更有效地教导教义：
1. 辨认教义。清楚地向儿童介绍所要学习的教
义。思考如何以口语表达及视觉图像并用的

其余的星期则仅提供建
议，并无完整的课程内
容。请以你自己的想法
补充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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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引你规划和准备课程活动。
你可以与音乐领袖一起合作准备课程。唱歌有
助于强调你所教导的教义。你可以偶尔邀请教
师和他们的班级协助你进行部分的福音教导。

ii

10940_266_PST_2014_STOutline.indd 2

23/11/13 11:59 AM

有些课程则建议邀请客座演讲者来初级会参与
教导。邀请这些人参与之前，应事先取得主教
或分会会长的同意。

分享时间
初级会的音乐应当能营造虔敬气氛、教导福
音，以及帮助儿童感受圣灵的影响力，以及

课程附有一些教学提示，有助于提升你的教

歌唱所带来的快乐。分享时间中应有 20 分钟

导能力，还附有图片，可以让你了解活动的

用来唱歌与教导音乐。这样你才有足够的时间

概况。培养教学技巧固然重要，但你本身的

教唱新歌，并帮助儿童喜欢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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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手册附有一首新歌，供儿童在今年学习（见
第 28-29 页），还有一个标题为“如何在初级
会中使用音乐”的单元，以及教导儿童唱歌的
建议（见第 26-27 页）。
准备： 准备分享时间的

圣餐聚会演出指导方针

内容时，要祈求指引，
并寻求圣灵的影响力。

在主教或分会会长的指导下，儿童圣餐聚会演

情时，想想儿童可用什么方式让会众专注于他

出在每年的第四季举行。年初就要和主教团或

们所教导的教义。主教团的一位成员可以简短

导时，圣灵就会证实

分会会长团中负责初级会的咨理开会，讨论初

地致词，为这次演出作结论。

你所教导事情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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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可在这次演出中运用。在
筹划让儿童分享他们对今年的主题所学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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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凭圣灵准备与教

性。（见《教导，没
有更伟大的召唤》，
第 13 页。）

· 圣餐聚会中不宜使用视觉辅助教材、表演
服装或媒体播映。

资源： 其他教学资源，

如着色页、故事和活动

本手册所使用的资源

2014年课程

本手册所使用的资源如下：

一般课程

《儿童歌本》 Children’s Songbook

托儿班：《看你们的小孩》；阳光班：《初级

《福音画册》 Gospel Art Book
《教导，没有更伟大的召唤》 Teaching, No
Greater Call

许多课程附有使用图片的建议，你可以在
《福音画册》、初级会课本图片集、教会杂志
和 images.lds.org 中找到这些图片。

会 1》；选正义班 4-7 岁：《初级会 2》；勇
士班 8-11 岁：《初级会 6》

基本课程
阳光班：《初级会 1》；选正义班 4-7 岁：
《初级会 2》；勇士班 8-11 岁：《初级会 4》

等，可参考《朋友》
（ Friend ）、《利阿贺
拿》、托儿班课本，和
《福音画册》。运用这
些资源来补充你的课
程。也可以造访 friend.

lds.org ，上面列有刊登

在《朋友》（ Friend ）

，与特定福音主题有关
的资源一览表。这些资
源也可以列印下来，供
教导儿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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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歌曲：
“他差遣爱子”
（《儿童歌本》，第20-21页）

天父准备了一个方法，
让我可以回到他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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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以你自己的想法补充此处的建议。规划一些方法让儿童辨认教义，帮助他们了解教义，并在生活中运用
这些教义。问问自己：
“儿童要怎样做才能学习？我该如何帮助他们感受圣灵？”

有关如何教导此大纲中
之歌曲，见第 26-27 页
的音乐上的协助和建议。

第 1 周：我是神的孩子，有一天也可以变得像他一样。
辨认教义和促进了解（看图片、唱歌、阅读

孩子，有一天也可以变得像他一样”，然后请

经文）：展示几张动物宝宝的图片给儿童看， 一位儿童大声读出来。
问他们每只动物宝宝长大以后会变成什么（比
邀请参与： 儿童在参与

方说，小猫咪长大了，就是成猫）。展示一张

学习的时候会觉得自己

小婴儿的图片，然后问同样的问题。说明人类

很重要。尽可能邀请儿
童到白板上写字或是读

的宝宝很特别，和动物宝宝不一样。一起唱“

出经文，而不是由你做

我是神的孩子”（《儿童歌本》，第2-3页），

这些事。

请儿童听听看，这首歌提到我们是谁的孩子。
请一位儿童读出诗篇 82：6，然后讨论这首歌
和这节经文教导什么。在白板上写“我是神的

鼓励应用（分享）：请几位儿童分享他们如何
感受到父亲或母亲的爱。说明天父也希望我们
感受到他的爱。分享你感受到神的爱的一种方
式，并请几位儿童分享他们如何感受到神对他
们的爱。一起唱“我知天父活着”（《儿童歌
本》，第 8 页），然后请儿童听听看，谁低声
细语告诉我们天父爱我们。

第 2 周：天父预备了一位救主，让我可以回到他的身边。
促进了解（讨论赎罪）：在

助我们继续走在这条路上？”请一位儿童读出

白板上画出一条笔直的道路， 或背诵信条第三条。展示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
在终点标出“与我们在天上

图片，然后简短说明赎罪的意义。告诉儿童，

的父同享永生”。在道路的

基督的赎罪就像一座桥，可以帮助我们回到天

起点贴上一个人的图片。说

父那里，如果我们悔改、服从诫命，我们就能

明这张图片代表我们每个人， 再与他同住。在白板上画一座桥，然后把那张
我们都需要走这条道路，才 人的图片移到道路的尽头。邀请几位儿童分享
能回到天父的身边。告诉儿

他们对耶稣基督以及对他的赎罪的感觉。如果

童，我们不能靠自己回到天

有时间的话，唱“我曾住在天上”（1999 年4

父那里。擦去一部分的道路， 月，《利阿贺拿》，第 C-5 页）。
然后问：“什么事情可以帮

第 3 周：耶稣基督是我可以效法的完美榜样。
辨认教义（讨论榜样）：问：“谁是我们的好

事”（使徒行传 10：38），并且借着服务他

榜样？”在白板上写出儿童的回答，或是请一 人表现出他的爱；他希望我们效法他的榜样。
位儿童写；答案包括耶稣基督。说明以上所有
的人都是我们的好榜样，但是只有耶稣立下了
完美的榜样。告诉儿童，他“周流四方，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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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解（听故事和画图）：在初级会开始前，请四位大人准备好到初级会简短讨论下列其中
一张图画和经文，并讨论我们要如何效法耶稣的榜样。

班级教师可以协助引导小
组讨论、鼓励参与，并维
持虔敬气氛。

约翰福音 13：14-15

马太福音 5：1-2

路加福音 15：4

尼腓三书 17：1-10

将儿童分成四组，分别指派一位大人到各组。
请儿童听这些大人讲救主的故事，然后请他们
在一张纸上画出或写出自己要如何效法耶稣的
榜样。请各组的一位儿童和其他儿童分享他们
学到了什么。
鼓励应用（唱歌）：唱“我愿效法耶稣基督”
（《儿童歌本》，第 40-41 页）。请儿童在这
一周效法耶稣的榜样，并且准备好在下一周报
告他们做了哪些事。

第 4 周：效法耶稣基督，可以让我回到天父身边。
辨认教义（复习）：在白板上画第 2 周的那条

促进了解（听经文故事）：说出耶稣召唤使徒

道路。请儿童说明，是谁让我们可以回到天父

的故事（见马太福音 4：18-22），然后请儿

身边。请几位儿童报告他们在上一周如何效法

童和你一起做动作。范例：“彼得和安得烈靠

基督的榜样。请他们分享他们还可以用哪些方

捕鱼为生。有一天，他们在加利利海撒网捕鱼

提示： 不应让儿童在戏

剧中扮演救主。

式效法耶稣（比如接受洗礼、祈祷、服从诫 （撒网），看到了拿撒勒人耶稣。他们听到他
命）。将他们的回答写在白板上。

说（把手放在耳朵旁）：“来跟从我。”虽然
彼得和安得烈正在工作（拉网子），他们还是
立刻丢下网子（放下网子），跟着他走（原地
踏步）。雅各和约翰在另外一艘船上补网（补
网子）。耶稣叫他们，他们就放下网子去跟从
他（原地踏步）。”问儿童，如果救主对他们
说：“来跟从我。”他们会不会愿意放下手边
的工作。请各班引导其他儿童不出声地比划动

借着圣灵教导： 准备分

作，比如游泳或是玩玩具。请他们在听到“来

享时间的内容时，要祈

跟从我”这句话的时候停下自己在做的动作，

求神的指引，并寻求圣

然后原地踏步。他们在比划动作的时候，举起
耶稣基督的图片，然后轻声说：“来跟从我。”
鼓励应用（讨论例子）：请儿童分享他们今天

灵的影响力。当你凭圣
灵准备与教导时，圣灵
就会证实你所教导事情
的真实性。

可以用哪些方式效法耶稣基督。比方说，他们
可以在父母叫他们作家庭祈祷时听话，或是老
师要他们虔敬的时候听话。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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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歌曲：
“我要遵从神的
计划”
（《儿童歌本》第 86-87 页）

天父为他的儿女准备
了一个计划
“我们神的计划何其伟大！”（尼腓二书 9：13）。
请以你自己的想法补充此处的建议。规划一些方法让儿童辨认教义，帮助他们了解教义，并在生活中运用
这些教义。问问自己：
“儿童要怎样做才能学习？我该如何帮助他们感受圣灵？”

第 1 周：天父为他的儿女准备了一个计划。
辨认教义（说出教义）：请三位儿童到教室

儿童分成小组，把下列经文发给各组；每组一

的前方。请第一位儿童说：“天父”，第二

则或更多：创世记 1：1；阿尔玛书 12：24；

位说：“为他的儿女”，第三位说：“准备了 阿尔玛书 34：32；阿尔玛书 40：12；教义
一个计划”。将儿童分成三组，请每一组站起

和圣约76：62；摩西书 4：2；亚伯拉罕书

来，由这三位儿童当领袖，帮助每一组复诵自

3：22-23。请每一组读自己的经文，告诉其他

己的那一段话。重复进行几次，让每组都有机

儿童这则经文的内容是什么，然后把经文出处

会说每一句话。

写在白板上适当的标题之下。

促进了解（读经文）：说明我们出生以前和天

鼓励应用（画图）：给每位儿童一张分成三等

上的父母住在天上；天父希望我们变得更像他， 份的纸。请他们画出能代表神的计划中每个阶
所以他提出了一个计划。将白板划分成三个部

段（前生、今生、来生）的事物。鼓励他们

分，分别标示为“前生”、“今生”和“来

在家中与家人分享他们的图画。一起唱“我

生”。简短讨论每个阶段（见《忠于信仰：福

要遵从神的计划”（《儿童歌本》，第 86-

音参考资料》〔2004〕，第 100-102 页）。将

87 页）。

视觉教材：儿童对于视觉

教材的反应很好。不妨使

第 2 周：天父吩咐耶稣基督创造地球，做为他儿女的家园。

用各种视觉教材，包括实
物、白板画图、字条、图

促进了解（讨论图片）：说明根据天父的计

板上。 讨论这项创造物为什么对我们很重要。

画和布偶（见《教导，

划，我们必须离开他的身边，所以天父指示

继续进行，直到所有图片都放到白板上为止。

没有更伟大的召唤》，

耶稣基督为我们创造地球。在房间各处展示

请一个人读出教义和圣约 59：18-19，然后请

一些创造物的图片（像是太阳、月亮、水、植

儿童听听看，为什么要创造这些事物。

第 89-90 页）。

物、动物）。请一位儿童选一张图片，放在白

鼓励应用（画图）：给每位儿童一张纸，请他
们画出自己最喜欢的创造物。唱“我天父爱我”
（《儿童歌本》，第 16-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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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周：我的身体是按照神的形像创造的。
让儿童参与，能让
他们有机会积极投
入这项学习经验。

辨认教义（照镜子）：拿一面镜子到几位儿
童面前，请他们描述自己看到了什么（眼睛、
耳朵、嘴巴等等）。说明他们看到的是自己的

9

“形像”。请一个人读出创世记 1：27，然后
请儿童听听看，我们是按照谁的形像创造的。
说明神有眼睛、耳朵、嘴巴，所以我们也有。
（若教导较年幼的儿童，你在说明神也有不同
的身体部位时，可以请他们动一动或摸一摸
这些部位。）

耳

或
用
使
样
怎
该 的
应 我
我 照顾

朵
我应
用或 该怎
照顾 样使
我的

用
怎样使
我应该顾我的
或照

头脑

双手

我应该
怎样
或照顾 使用
我的

眼睛

鼓励应用（玩游戏）：在一个方形积木或纸
方块的每一面，画出不同的身体部位，或写

我应该
怎样
或照顾 使用
我的

耳朵

出其名称。请儿童听或唱出“救主赐我圣殿”
（《儿童歌本》，第 73 页），然后轮流传递
方块。随机停止音乐，让拿到方块的人丢出方
块。问：“天父希望你怎么使用或照顾这个身

我应该
怎样
或照顾 使用
我的

嘴巴

我应该
怎样
或照顾 使用
我的

头脑

体部位？”若时间许可，继续进行活动。

我应该
怎样
或照顾 使用
我的

双手

我应该
怎样
或照顾 使用
我的

第 4 周：选择权是让我为自己作选择的恩赐。
辨认教义（实物教学）：带几样儿童可以二择

促进了解（读经文）：告诉儿童，我们前生还

一挑选的物品。比方说，你可以带两种不同的

是灵体的时候，运用了我们的选择权作正确的

水果、一支原子笔和一支铅笔，或是两种不同

选择；我们所有的人都选择服从天父的计划。

的鞋子。请几位儿童挑选这些物品。说明选择

请一个人读出尼腓二书 2：27。讨论这节经文

的能力是一项恩赐，称为“选择权”，我们

提到，选择跟从耶稣基督或选择不跟从他，各

双脚

纸方块模型可在
sharingtime.lds.org 取得

可以自由选择，但是每个选择都会带来后果。 有什么后果。
鼓励应用（角色扮演）：请每班演出一个情况，
在这情况中他们可以运用选择权来遵守诫命。
（比方说，他们可以演出服从父母，或者是和
朋友分享玩具。）让其他儿童讨论他们的选择
会有什么好结果。
准备：当你在规划分享时

间时，先将该月所有的课
程读一遍，然后依你的时

7

间及初级会的需求，均衡
地安排活动。例如，你可
以在这周进行较长的活动
的一半，下周再完成剩下
一半；或者重复较短的活
动，帮助儿童复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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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三月

“父差子作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作见证的”（约翰一书4：14）。
歌曲：
“令我惊奇”

请以你自己的想法补充此处的建议。规划一些方法让儿童辨认教义，帮助他们了解教义，并在生活中运用
这些教义。问问自己：
“儿童要怎样做才能学习？我该如何帮助他们感受圣灵？”

（《圣诗选辑》，第 116 首）

第 1 周：我可以获得对耶稣基督的见证。
辨认教义（听故事）：说出以下的故事：“雅

促进了解（玩游戏）：制作 10 张字条，写出

各·傅士德会长小时候做了一个恶梦，哭着醒

能帮助人获得见证的几件事，然后在另外几张

过来。他的祖母抱他、安慰他，告诉他，他们

纸条上写出不会让人获得见证的事（字条范例

很安全，因为耶稣基督在看顾他们。他很平静

可在 sharingtime.lds.org 取得）。将一条长绳

地回去睡觉，相信耶稣的确会看顾我们。”告

子或线打上 10 个结，放在地上。请一位儿童

诉儿童，这个经验帮助傅士德会长获得对耶稣

站在绳子的一端，举起一张牌子，上头写着

基督的见证（见“不断成长的见证”，2001 年 “对耶稣基督的见证”。请另一位儿童站在绳
1 月，《利阿贺拿》，第 69 页）。

子的另外一端，举起一张牌子，上头写着“我
可以获得”。让一位儿童选一张字条，然后大
声读出来。如果字条写的事情可以帮助我们获
得见证，就请拿着“我可以获得”牌子的儿童

对耶稣基督

往前走到一个打结的地方；如果上头写的事情
不会让人获得见证，就要他留在原地。继续重
复这个活动，直到这位儿童走到绳子另外一端

我可以获得

的见证

为止。要每个人说：“我可以获得对耶稣基督
的见证。”说明我们的见证会一直成长；只要
我们继续跟从耶稣基督，这一生都作正确的选
择，我们的见证就会继续成长，越来越坚强。

第 2 周：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我可以悔改，让我的罪获得宽恕。
辨认教义（讨论经文）：展示耶稣
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图片，然后
简短复习赎罪的意义（见路加福音
22：39-44）。请一个人读出教义和
圣约 19：16，请儿童听听看，他们
必须做什么才可以享有赎罪的祝福。
促进了解（听经文故事）：讲述小
阿尔玛的故事，请儿童跟着你做出
和故事有关的动作。以下是范例：
“小阿尔玛做了不好的选择（做出不
友善的表情）。他和他的朋友想要
破坏教会。有一天，一位天使来阻
止他；阿尔玛很害怕（装出害怕的样
子）。他太害怕了，结果倒了下来，

角色扮演让每位儿童有机会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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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死掉了一样（装出死掉的样子）。他为自

知，并教导人民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见

己的罪感到很后悔，所以连续三天动也不能动

阿尔玛书第 36 章）。

（静止不动）。最后，他记起来，耶稣基督已
经偿付了代价，也就是耶稣已经赎了他的罪。
他想起耶稣做的事情，觉得非常快乐（高兴
地跳起来）。阿尔玛悔改了，成为伟大的先

鼓励应用（讨论）：简短讨论下列悔改的原
则：（1）了解自己做错了事，（2）为罪感
到忧伤，（3）向天父承认，（4）改正错误，
（5）不要再犯同样的错。

第 3 周：耶稣基督已复活，我也会复活。

提示：在规划分享时间

的时候要考虑时间限

辨认教义（唱歌）：一起唱“主耶稣是否已复

促进了解（听客座演讲者说话）：邀请支会

活？”(《儿童歌本》，第 45 页），或是“耶

中的几位成年成员到分享时间来，扮演下列

稣已复生”（《儿童歌本》，第 44 页）。请

见到复活后基督的证人：抹大拉的马利亚

演讲者讲两分钟左右。

一位儿童说明，这首歌曲教导了哪些事情。告 （见约翰福音 20：1-18），多马（见约翰福音

你可以邀请人数较少的

诉儿童，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所以我们也都

20：19-29），一位尼腓男人或尼腓女人（见

客座演讲者，好让他们

会复活。举起经文，说明我们知道基督已经复

尼腓三书 11：1-17；第 17 章），约瑟·斯密

每个人有更多的时间。

制。比方说，在第3周
的活动中，请每位客座

活，因为我们在经文里读到这件事。说明虽然 （见约瑟·斯密──历史 1：11，14-17；亦见
我们没见过复活后的基督，但是有人见过，还

教约 76：22-24）。请支会成员分享经文故事，

告诉我们他们知道的事情。

并为基督复活作见证。

第 4 周：我可以保持虔敬，来表达对救主的敬意。
促进了解（看图片）：展示一些神圣场所的图

鼓励应用（想出例子）：在白板上写“虔敬”

片，像是客西马尼园、耶稣的坟墓、圣林、圣

和“不虔敬”两个词。将儿童分成几组。给每

殿、教堂。在展示每张图片的时候，问：“这 一组一些小纸片，请他们在每张纸上写出一件
个地方为什么很神圣、很特别？如果你在这个

在教会中表现虔敬或不虔敬的事情。请每一组

地方，你的行为举止会怎样？”讨论虔敬是什

读出他们的字条，一次读出一张。如果那是个

么意思，以及虔敬的行为为什么可以显示出我

虔敬的例子，就请儿童双手抱胸，如果是不虔

们对救主的爱和尊敬。说明我们虔敬的时候， 敬的例子，就动动他们的手指。然后请该组的
就可以感觉到跟他很接近。

一位成员把字条放在白板上的正确标题之下。

游戏： 适当的游戏可以

协助初级会保持虔敬气
氛。游戏让课程有变
化，也让儿童能彼此互
动。游戏也能以有趣的
方式强调你所教导的福
音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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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家庭是神计划的核心
“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是神所制定，⋯⋯家庭是造物主为他子女永恒目标所订
计划的核心”（“家庭：致全世界文告”）。

歌曲：
“家庭从神而来”
（本大纲第 28-29 页）

请以你自己的想法补充此处的建议。规划一些方法让儿童辨认教义，帮助他们了解教义，并在生活中运用
这些教义。问问自己：
“儿童要怎样做才能学习？我该如何帮助他们感受圣灵？”

第 1 周：家庭是神计划的核心。
辨认教义（找出不见的词）：初级会开始之前， 鼓励应用（画图）：请儿童画一个大圆圈，然
在两张椅子的底部各贴上“家庭”和“核心” 后在圆圈中央画出自己的家庭。鼓励儿童把自
两个词。在白板写出下列字样：“__________ 己的图画带回家，并教导家人，家庭是神计划
提示： 在教导有关家庭

是神计划的__________。”请儿童在自己的椅

的事时，要敏于注意初

子下方找出不见的词。请找到的人把这两个词

级会中儿童的家庭状
况。鼓励所有的儿童过
配称的生活，并为将来
有一天能拥有自己的永
恒家庭作准备。

的核心。

放到白板上正确的空格中。请全体儿童念出白
板上的句子。
促进了解（讨论家庭和唱歌）：说明核心的意
思是“必要的一部分”。请儿童用手指比出自
己家中有多少人，讨论为什么每个人都属于一
个家庭。唱“家庭能永远在一起”（《儿童歌
本》，第 98 页）。

第 2 周：父母在家中负有重责大任。
辨认教义（唱歌）：请儿童想一想他们最喜欢
的初级会歌曲。告诉他们，等到你数到三，他
们要全部站起来，一起唱自己喜欢的歌。数到
三，让他们唱歌。停止歌唱，请音乐领袖带他
们唱同一首歌。指出，没有音乐领袖引导他们
的话，就会很混乱。说明如果天父没有给予父
母领导家庭这项重要的责任，家中也会变得很
混乱。
促进了解（讨论父母的责任）：请两位男孩和
两位女孩走到前面。各给他们一样物品，代表
家中的成员（父亲、母亲、儿子、女儿）。站
到“父亲”旁边，说明父亲有责任担任家中的
教长，主领、供养、保护他们。请儿童说出父
亲会做哪些事情来履行这些责任，然后请“父
亲”演出他们说的事情。站到“母亲”旁边，
说明母亲有责任照顾、教养家人。请儿童说出
母亲会做哪些事情来履行这些责任，然后请“
母亲”演出他们说的事情。告诉儿童，父母两
人都有责任作好榜样和教导福音。给每个班级

运用有儿童图案的视觉展示能捕捉儿童
的注意力，帮助他们准备好学习。

一样物品，代表父母如何教导家人（例如：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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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家人家庭晚会课本，或是全家人吃饭、祈

位儿童说出父母可以怎样利用这个物品帮助家

祷，或一起工作的图片）。请每个班级中的一 庭。

表达爱： 为了表达对教

导对象的爱，要诚恳地
称赞儿童，具体地指出

第 3 周：子女有责任服从父母。

他所做的事。例如，你

辨认教义（读经文）：在初级会开始之前，把

促进了解（讨论经文故事）：讲述李海派他

一张写有以弗所书 6：1 的纸条藏起来。请一位

的儿子去取铜页片的故事（见尼腓一书第 3-4

儿童站起来，然后指引他（她）找到藏起来的

章）。用问题来复习这个故事，例如：“孩

纸。比方说，你可以说：“往前走三大步。往

子是谁？父亲是谁？父亲要他们做什么？这

左边走六步。”儿童找到那张纸之后，请所有

件事很容易服从吗？孩子服从父亲的结果是

儿童翻开自己的经文，找到那节经文，然后请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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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儿童大声读出来。说明“在主里”的意思
是“做正确的事”。

第 4 周：我可以表达对每个家人的爱。
促进了解（玩猜一猜游戏和唱歌）：给儿童

三位儿童拿着一张房子的图片，站在离其他两

有关下列家庭成员的提示，如果他们知道你

位儿童较远的地方。问：“你们有家人住在很

说的是谁的话，请他们摸鼻子：父亲、母

远的地方吗？”讨论儿童可以用哪些方式向这

亲、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奶奶、爷

些家人表达爱。鼓励儿童在接下来的一周中找

爷、外婆、外公、阿姨、舅舅、姑姑、叔

出一种方式向家人表达爱。

叔、表哥、表姐。比方说，有关姑姑的提示
可以是：“我是女生。我和你的爸爸一起长
大。我是你的表哥的妈妈。”儿童正确猜出
是哪位家庭成员之后，给一位儿童一样可以
代表这位家人的道具，然后请他站在教室最
前方。说明家庭不一定有全部这些家人，每
个家庭虽然都不一样，但是所有的家庭都有
个共同点，那就是爱。一起唱“快乐家庭”
（《儿童歌本》，第 104 页）。
鼓励应用（讨论家庭）：请一位儿童拿着一张
房子的图片。请几位儿童说出有哪些家庭成员
住在自己家中，以及他们如何向这些家人表达
爱。请第二位儿童站在第一位儿童旁边，并拿
着另外一张房子的图片。问：“谁有家人住在
附近？你要如何表达你爱他们？”最后，请第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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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歌曲：自行选择《儿童歌
本》、
《圣诗选辑》，或教
会杂志中的歌曲

服从先知会让
家庭蒙受祝福
“记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彼得后书 3：2）。
请以你自己的想法补充此处的建议。规划一些方法让儿童辨认教义，帮助他们了解教义，并在生活中运用
这些教义。问问自己：
“儿童要怎样做才能学习？我该如何帮助他们感受圣灵？”

第 1 周：神透过先知对我们说话。
辨认教义（耳语传信息）：在一位儿童耳边轻

6：13-17；创世记

声说“神透过先知对我们说话”。请他（她） 6：18-22；创世记
把这句话轻声传给另一位儿童，直到所有儿童

7：7-12。请各组

都听到这个信息为止。（在人数较多的初级

阅读自己被指派到

会中，可以考虑分成几个小组来进行这个活

的经文，然后轮流

动。）请最后一位儿童站起来，大声说出这个

告诉其他儿童，他

信息。指出，就像大家一个一个地传信息一样， 们学到了什么。问
神也请先知代替他说话（传信息）。
促进了解（读经文和彼此教导）：展示挪亚的
图片给儿童看。将儿童分成四组。给各组下列
的一则参考经文：摩西书 8：20-26；创世记

儿童，他们认为听
从挪亚的信息的人发生了什么事，不听从的人
又发生了什么事（见创世记 7：23）。见证神
的确透过他的先知对我们说话，如果我们服从
先知，就会很安全。

第 2 周：经文里的先知为我的家庭树立榜样。
让儿童参与，能让
他们有机会积极
投入这项学习经验。

辨认教义（效法榜样）：用手拍出简单的节奏， 便雅悯王：摩赛亚书 2：17-18（为人服务）
请儿童跟着你一起拍。讨论什么是榜样。说明
经文里的先知是我们可以效法的榜样。

李海：尼腓一书 1：5（祈祷）
尼腓：尼腓一书 3：7（遵守诫命）

促进了解及鼓励应用（读经文）：将儿童分组。 雅列的哥哥：以帖书 3：9（有信心）
给各组的大人一张下列的字条，请他们读字条
请儿童听听看，这些先知做了哪些事可以做我
上列出的经文给自己组里的儿童听：
重述教义： 儿童在这个

施洗约翰：教约 84：27-28（接受洗礼）

们的榜样。请每一组以“来跟随先知”（《儿
童歌本》，第 58-59 页）的曲调，唱出一段自

月将学到有关“跟随先

小阿尔玛：摩赛亚书 27：23-24（悔改）

创歌词来描述他们那组的先知，然后请他们和

知能让我们的家庭蒙受

约书亚：约书亚记 24：15（侍奉主）

其他的儿童分享他们写的歌词。

祝福”这项教义的一些
经文。可以邀请儿童每
周说出这项教义。

第 3 周：跟随先知能让我的家庭蒙受祝福。
辨认教义（跟从指示）：准备一张纸条，在

促进了解（听演讲者说话）：事先联络几个家

上面写“跟随先知能让我的家庭蒙受祝福”， 庭，邀请他们到初级会分享，跟随先知如何让
然后在初级会开始之前，把字条藏在教室里。 他们的家庭得到了祝福。
请一位儿童跟着你的指示找到字条。说明就
像这位儿童跟从你的指示一样，我们的家庭
也可以跟从先知的指示。请儿童一起读出字
条上的句子。

鼓励应用（唱歌和讨论）：展示一张现任先
知的图片，说明今日有一位先知领导着我们，
只要我们听他的话，跟随他，就会蒙受祝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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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我立刻服从”（《儿童歌本》，第 71 页） 告。请一些儿童分享，服从这些忠告会如何
，把第一句话改成“当先知告诉我”。找出先

让他们的家庭得到祝福。

知在最近一次的总会大会上提出的指示和忠

第 4 周：先知在总会大会中对我们说话。
辨认教义（看图片）：问儿童是否知道今日的
教会是谁在带领，知道的话就站起来。展示一
张先知的图片，请儿童说出他的名字。说明
神透过他向我们说话。展示一张会议中心的图
片。告诉儿童，在总会大会期间，先知会在这
栋建筑物里对我们说话。
促进了解（讨论经文故事）：告诉儿童，神一

雅悯王站在一座塔上说话，那时候他的演讲被

直都是透过众先知对他的人民说话。展示一张

写下来，好让大家都可以读到。请儿童比较便

便雅悯王的图片，并讲述摩赛亚书 2：1-8 中

雅悯王的故事和现代总会大会的情形。

的故事。请儿童演出这个故事。提醒儿童，便

使用简单的道具或戏服能让初级会课程
增色不少，也会吸引儿童的注意力。

表达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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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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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歌曲：自行选择《儿童歌
本》、
《圣诗选辑》，或教
会杂志中的歌曲

圣职教仪和圣殿事工
祝福我的家庭
“凡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马太福音 18：18）。
请以你自己的想法补充此处的建议。规划一些方法让儿童辨认教义，帮助他们了解教义，并在生活中运用
这些教义。问问自己：
“儿童要怎样做才能学习？我该如何帮助他们感受圣灵？”

第 1 周：圣职教仪可以祝福并巩固我的家庭。
辨认教义（唱歌）：一起唱“家中有爱心”
（《儿童歌本》，第 102-103 页）的第二段歌
词，请儿童听听看哪一件事能祝福他们的家
庭。说明圣职教仪能祝福、巩固所有的家庭。
促进了解（讨论图片）：将儿童分成小组，给
各组一张圣职教仪的图片。请各组想出一些提
示，帮助其他人猜出他们的图片中的教仪（例
如：“每个星期日在教会都会有这项教仪”）
。请各组说出他们的提示，让其他儿童猜一猜
他们描述的是哪项教仪。等到他们猜到了之
后，讨论该项教仪如何祝福我们，并把图片

鼓励应用（分享经验）：请儿童在家中与家人
讨论圣执教仪曾经如何祝福、巩固他们的生活。

放在白板上。
彼此教导： 儿童与人分

享他们在初级会学到哪
些事物的时候，就能增
强他们对教义的了解和
见证。在这个月鼓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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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周：圣殿让家庭可以永远在一起。
辨认教义（唱歌）：展示离你们住的地区最

鼓励应用（画图）：给每位儿童一张画有圣殿

近的圣殿的图片给儿童看。请他们唱“我喜

简图的纸（可在 sharingtime.lds.org 取得）。请

欢看到圣殿”（《儿童歌本》，第 99 页）的

儿童在圣殿旁边画出他的一家人手牵手。鼓励

第一段歌词。指出“有一天我要去”这一句， 他们在家中与家人分享他们的图画。
然后在一起唱第二段歌词的时候，请儿童听听
看，为什么教会成员要去圣殿。讨论他们的答
案，并强调圣殿教仪让家庭可以永远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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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周：我现在就可以准备好配称进入圣殿。
辨认教义（唱歌）：请儿童唱“我喜欢看到圣

鼓励应用（玩游戏）：在不同的纸上分别画出

殿”（《儿童歌本》，第 99 页）的第一段歌

嘴巴、眼睛、耳朵、双手、双脚（图画范例可

词，并听听看他们有什么神圣责任。告诉儿童， 在 sharingtime.lds.org 取得）。司琴弹奏“我喜
他们现在就可以准备好在年纪较大时去圣殿。
促进了解（讨论配称）：展示一张圣殿图片。
说明因为圣殿是个神圣的地方，所以只有配
称的人可以进去。告诉儿童，
遵守《巩固青年》当中的标准，
能帮助我们变得配称。将一些
标准分别写在不同的纸条上。
将儿童分组，每组发一张字
条。请各组站起来，说明遵

欢看到圣殿”的时候，请儿童轮流传图画。音

守那项标准会如何帮助他们

乐停止的时候，请拿到图画的儿童说出他们可

准备好配称进入圣殿。

以用这个身体部位做哪一件事，以准备好进入
圣殿（例如，他们可以用嘴巴祈祷、说好话、
讲实话）。若时间许可，重复这项活动。

第 4 周：家谱事工连结我和祖先。
促进了解（唱歌和听故事）：说出以下的故

鼓励应用（着色）：每位儿童各给两张纸，一

事。每次你说到“唱”的时候，请大家唱“ 张上面写着“我”，另外一张上面写着“我的
我在写家谱”（《儿童歌本》，第 100 页）。 祖先”。请他们在标着“我”的那张纸上画
开始先唱第一句，然后每次多唱一句。“有一 出自己。然后请他们回家后向父母询问有关一

歌曲： 和儿童一起唱新

的歌曲时，可以唱一句

个家庭很喜欢音乐和唱歌。

位祖先的事，让他们可以

他们从家谱中知道，他们

在另外一张纸上画出那位

照着唱。每句歌词都重

的祖先玛丽·琼斯和她的

祖先。

复这样做。

给他们听，然后请他们

父母也很喜欢音乐和唱歌。
琼斯家庭也很爱教会。他
们在威尔斯这个国家受洗，
然后决定搬到犹他州。玛
丽的双亲都在旅程中去世
了，虽然玛丽只是个小女
孩，但她还是继续走过大
草原，带着一个木盒子，
里头装满了她父亲所写的
教会圣诗。玛丽后来教导
她的孩子，让他们喜爱唱
歌。今日，她的后代子孙
都很喜欢唱歌。这些孩子
感觉跟玛丽很接近，他们知道玛丽将她对教
会和歌唱的爱传给了他们。”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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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

歌曲：
“洗礼”
（《儿童歌本》，第 54-55 页）

我们借着洗礼和
证实成为教会成员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约翰福音 3：5）。
请以你自己的想法补充此处的建议。规划一些方法让儿童辨认教义，帮助他们了解教义，并在生活中运用
这些教义。问问自己：
“儿童要怎样做才能学习？我该如何帮助他们感受圣灵？”

第 1 周：耶稣基督的教会已复兴。
辨认教义（看图片）：展示一张先知约瑟·斯

促进了解（实物教学）：说明耶稣基督在世上

密的图片，请儿童说出他们知道哪些有关他的

的时候组织了他的教会，其中有圣职领袖和真

事情。说明耶稣基督的教会透过约瑟·斯密复

实的教义。请儿童说出教会中的一些教导和领

兴了。

导职位；他们每说一个答案，就请他们拿一块
积木迭在桌子上，迭成一座塔。迭好之后，说
明这代表耶稣基督的教会。展示基督被钉在十

如果你没有第1周实物教
学所需要的教材，可以
改用你能取得的教材。

字架上和复活的图片，说明发生这些事之后，
大家开始教导错误的事情。简短说明叛教是什
么，然后把那座塔弄倒。讨论约瑟·斯密复兴
教会的召唤，重复说出儿童提出的教导和领袖
职位，然后重新迭起那座塔。见证教会已经透
过约瑟·斯密复兴了。

第 2 周：我借着洗礼和证实成为教会成员。
辨认教义（看图片）：装成记者的样子。告诉
儿童：“欢迎收看好信息联播网！我今天有一
项大好的信息要报导──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成

3. 谁可以为我施洗？（见教约 20：73。）
4. 我要如何受洗？（见教约 20：74。）

为耶稣基督真实教会的成员！这是你一生中可

5. 洗礼象征什么？（见罗马书 6：3-5。）

以做的最重要事情之一。你可以借着洗礼（展

6. 我要怎样为洗礼作准备？（见阿尔玛书

示小孩受洗的图片）和证实（展示小孩受证实
的图片）成为教会成员。”
促进了解（读经文）：将儿童分组，给每一组
下列的问题之一（或更多），以及相对应的参
考经文。请他们想象，如果记者问他们这些问
题的话，他们会如何回答。请他们从经文中找

7：15-16；19：35。）
7. 我在洗礼的时候作了什么承诺？（见摩赛亚
书 18：10。）
8. 我每个星期日领受圣餐、更新洗礼圣约的
时候，会作哪些承诺？（见教约 20：77。）

出答案。

鼓励应用（回答问题）：假装访问一些儿童。

1. 我为什么必须受洗？（见约翰福音 3：5；使

请他们说出他们学到要如何成为教会成员。

徒行传 2：38。）
2. 我 要 到 几 岁 才 可 以 受 洗 ？ （ 见 教 约
6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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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周：圣灵会安慰并指引我。
辨认教义及促进了解（听见证）：请儿童小声

圣灵”（《儿童歌本》，第 56 页）和“让圣

说：“圣灵会安慰、指引我。”请一位教师简

灵来指引你”（《圣诗选辑》，第 83 首）。

短分享圣灵安慰、指引他（她）的经验。

请他们唱到自己写下的事情时，把它圈起来。

鼓励应用（唱歌）：给每位儿童一张纸，请他
们想一想圣灵如何安慰、指引我们，然后把想
到的事情用写下来。请儿童唱下列歌曲，或两
首都唱，然后听听看有没有他们写的内容：“

请儿童说出他们圈起来的事情，然后讨论每件
事情的意思。你也可以请儿童分享没有被圈起
来的事情。请几位儿童说出圣灵带给他们安慰、
指引的经验。

第 4 周：我可以透过圣灵的力量认识真理。

经文： 从经文学习福音

真理，对儿童来说很重

辨认教义（分辨真理和错误）：在一些纸上分

促进了解（读经文）：说明透过圣灵的力量，

别写出显然真实的句子，还有显然错误的句子

我们可以认识真理；我们可能听到圣灵的声音，

出经文的时候，集中注

（例如：“太阳很温暖”、“冰很热”、“星

或是感觉到他对我们的心思意念说话。展示一

意力仔细地听。当你读

星在晚上放光芒”、“火很冷”）。请一位

个头（意念）、一颗心、一只耳朵的图片（图

出一节经文时，即使是

儿童选出一张纸大声读出来，如果这句话是

片范例可在 sharingtime.lds.org 取得）。将儿童

年幼的儿童也能听到一
两个特定的词汇。

真的，就请儿童站起来，如果是错的，就坐下 分成四组，请各组一起大声读出下列经文中的

要。帮助儿童在有人读

来。问：“你是怎么知道的？”每张纸都重复 一则（见“集体朗诵”，《教导，没有更伟大
相同的活动。说明要知道一件事是不是真的， 的召唤》，第 163 页）：教约 11：13，希拉
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透过圣灵的力量。读
摩罗乃书 10：5。

曼书 5：45，教约 8：2，希拉曼书 5：46-47
。每一组在读他们的经文时，请大家听听看那
节经文符合哪张图片，然后相对应地把手放在
头、心或耳朵上。

音乐： 在教导中融入初

级会歌曲，这有助于儿
童记得他们所学到的教
导。“透过音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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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儿童了解，他们在学习福音时感受到的平安和爱，就是来自圣灵
的感觉。一定要营造虔敬的气氛，才能达到这种效果。

没有更伟大的召唤》，
第 45-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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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歌曲：
“早日寻求主”
（《儿童歌本》，第67页）

从事有益身心的活动能
巩固我的家庭
“成功的家庭⋯⋯建立在信心、祈祷、悔改、宽恕、尊敬、爱心、同情、工作
及有益身心的娱乐等原则上，并借着这些原则来维持”（“家庭：致全世界
文告”）。
请以你自己的想法补充此处的建议。规划一些方法让儿童辨认教义，帮助他们了解教义，并在生活中运用
这些教义。问问自己：
“儿童要怎样做才能学习？我该如何帮助他们感受圣灵？”

第 1 周：“在家中向父祷告，使你们〔的家庭〕⋯⋯得蒙祝福”（尼腓
三书 18：21）。
辨认教义（看图片和背经文）：展示耶稣基
督的图片，告诉儿童，耶稣教导说：“在家中
向父祷告，使你们〔的家庭〕⋯⋯得蒙祝福”
（尼腓三书 18：21）。和儿童一起读这段经文
几次。展示一张家庭祈祷的图片，和儿童一起
讨论这张图片。说明在家庭祈祷的时候，我们
会感谢天父赐给我们祝福，也祈求他帮助、祝
福我们的家庭。
促进了解及鼓励应用（唱歌和分享想法）：
请儿童围成一个或数个圆圈。唱“家庭祈祷”
（《儿童歌本》，第 101 页）。请每位儿童分
享自己在家庭祈祷时，会感谢或祈求天父的事

背诵经文能帮助儿童学习福音教义，圣灵会帮助
儿童在一生中有需要的时候回想起这些话语。
所有的儿童都挽着手之后，强调家庭可以透过

情，然后和圈子中的另外一位儿童手挽着手。 家庭祈祷而团结起来、得到祝福和巩固。
背诵经文能帮助儿童学
习福音教义，圣灵会帮

第 2 周：家人家庭晚会巩固我的家庭。

助儿童在一生中有需

辨认教义（重述教义）：将初级会儿童分成三

实行家人家庭晚会，并

要的时候回想起这些

组。各组请一位儿童拿着下列的一个看板，并

应许，定期举行家人家

话语。

请各组的儿童站起来，一起复诵正确的句子： 庭晚会会带来“伟大的
祝福”。展示一张现任
先知的图片，并说明将

“STRENGTHENS
MY”

近 100 年之后，我们的
先知仍然见证，家人家庭晚会能巩固我们的家
庭。请几位儿童代表家庭中的成员，然后请他

“家人
家庭晚会”

“巩固我的”

“家庭”

请儿童交换看板，然后重复此活动，直到各组
都说出这句话为止。
促进了解（呈现坚强的家庭）：展示一张约瑟
F.·斯密会长的图片，说明他在 1915 年开始

们手挽着手站在一起。请另外一位儿童试着将
他们其中的一个人拉开。说明如果能举行家人
家庭晚会，家庭就会更坚强。
鼓励应用（角色扮演家人家庭晚会）：请几位
儿童分享他们想在家人家庭晚会的时候做什么。
将他们的回答写在白板上。鼓励儿童帮忙规划、
参与自己家中的家人家庭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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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周：研读经文让我和家人得到灵性力量。
辨认教义（回答问题）：请儿童弯起手臂，看
看他们的肌肉和力气。问他们，要做什么才会

研读经文让我和家人得到灵性力量

有更强壮的身体。举起你的经文并说明如果我
们读经文的话，我们的灵性会变得更坚强。每
次你举起经文的时候，就请儿童说“研读经
文”。问几个可以用这句话回答的问题，像
是“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我有好的思想？”以
及“我要怎么获得力量去选正义？”问完每
个问题之后就把经文举起来，让儿童回答。
（如果儿童有带自己的经文到初级会，请他们

马太福音
4：4

在重复说“研读经文”来回答你的问题时，举

马太福音
4：7

马太福音
4：10

起自己的经文。）
促进了解（讨论经文故事）：在白板上放三
张图片，代表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 4：1-11 中
受到什么样的诱惑。在每张图片下写出相对
应的经文（马太福音 4：4，马太福音 4：7，

你的经文举起来，让儿童回答，然后请一位儿
童读出这节经文中耶稣基督的回答。说明“经
上记着说”表示耶稣在引用经文。

马太福音 4：10）。说明耶稣基督在受诱惑

鼓励应用（背诵经文）：请各班选择一小段

的时候引用这些经文。大声读出马太福音

经文一起背；这些经文能够带给他们和家人

4：1-11，在读完每个诱惑之后停下来说明， 灵性力量（例如：路加福音 1：37，尼腓一书
然后问：“什么事物让耶稣有灵性力量？”把

3：7，或教约 10：5）。

第 4 周：安息日是休息和崇拜的日子。
辨认教义（重组句子）：给每班一个信封，里

在世界历史中的不同时期写的，但是都教导同

面装着12张纸条，上面分别写出下列句子的一 样的原则。说明守安息日为圣就是做那些会让
安

息

日

是

休息

个字或词安息日是休息和崇拜的日子。请他们
按正确顺序排列这些字。讨论“休息”和“崇
拜”的意思。一起再读一遍这句话。

和

崇拜

的

日子。

我们与天父更接近的事情。
鼓励应用（玩游戏）：请儿童一一说出一星期
的那些天，从星期一开始。请说到“星期日”

促进了解（讨论经文）：在白板上写出下列

的儿童说出一项适合在安息日进行的活动。若

参考经文：出埃及记 20：8-11；路加福音

时间许可，重复这项活动。

经文： 有些儿童可能没

有经文，有些可能还看
不懂。想一想在翻阅经
文的时候要用什么方法
让所有儿童参与。比方

23：56；摩赛亚书 18：23；教义和圣约

说，你可以将经文写在

68：29。说明天父在六天之内创造了世界（伸

白板上，然后一起读，

出六支手指，动一动），但是在第七天，他休

或是请各小组分享一组
经文。

息了（伸出七支手指，静止不动），所以，他
从以前到现在都命令他的子女在第七天也就是
安息日，停工休息并保持这一天的神圣。请四
位儿童读出白板上的经文。请儿童听听看并找
出这些经文教导哪一项原则。指出这些经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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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和儿童一起重述

经文或句子的时候，可
以作些变化。比方说，

遵行福音会让我的家庭获得祝福
“我们信要诚实、真诚、贞洁、仁慈、有品德，并为所有的人做有益的事；的
确，我们可以说我们听从保罗的训诫──我们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我们已
忍受了许多事情，希望凡事都能忍受。任何有品德、美好、受好评或值得赞
扬的事，我们皆追求之”（信条第 13 条）。
请以你自己的想法补充此处的建议。规划一些方法让儿童辨认教义，帮助他们了解教义，并在生活中运用
这些教义。问问自己：
“儿童要怎样做才能学习？我该如何帮助他们感受圣灵？”

你可以请男孩及女孩分
别重述一句话，或是请
他们大声或小声读。

第 1 周：我感谢拥有的所有祝福，来表达我的感激。
辨认教义（听故事和读经文）：简短讲述

动物、圣殿。请儿童闭起眼睛唱“感谢天父”

十个长大麻疯的人的故事（见路加福音 17： （《儿童歌本》，第 15 页），这时候，把一张
11-19）。问儿童，故事中的哪个人表达了感

图片拿走。唱完之后，请他们打开眼睛，看看

激。读出教义和圣约 59：7，问儿童，我们应

哪一张图片不见了。把沙包丢给一位儿童，请

该向谁表达感激，应该感谢他什么。

他（她）分享要如何为那项祝福表达感激。若

促进了解及鼓励应用（玩游戏）：展示各种祝

时间许可，重复这项活动。

福的图片，像是家庭、朋友、食物、家、地球、

第 2 周：我为人服务，就是在为神服务。
辨认教义（读经文）：在白板写出下列句子： 保暖。他很想要有一件保暖的外套，但是他知
我为人__________，就是在为神__________。 道他们连吃饭的钱都不太够。在他生日那天，
一起读摩赛亚书 2：17，然后问儿童，空格里

他的妈妈送给他一件自己缝的保暖外套，他好

应该填哪个词（服务）。请儿童一起重述这

开心。这是他最宝贝的东西。几个星期之后，

句话。

禧伯看见一个小男孩冷得发抖，而他记得那种

促进了解（听故事）：分享以下的故事。
“禧伯·郭会长出生才九天，

感觉。他就把自己的新外套脱下来，送给那个
小男孩。”你也可以播放“外套（The Coat）”
这个影片；影片可在 www.mor-

他的父亲就过世了。他的

monchannel.org/the-coat 取得。

母亲非常穷，帮人家缝衣

讨论禧伯如何为人服务，然后

服维生。有时候，她工作

请几位儿童和教师分享他们

很多个小时都没有休息，

服务的亲身经验。讨论我们为

累得快踩不动缝纫机的脚

他人服务，就是在为神服务。

踏板。禧伯常常爬到缝纫

（有关如何以问题来带动良好

机下方帮她压脚踏板。冬

的讨论，见《教导，没有更伟

天的时候很冷，禧伯只有

大的召唤》，第 68-70 页的相

一件很薄、很旧的外套可以

关建议。)

在初级会说故事的时候，
可以请儿童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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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周：我们信要诚实。
辨认教义（听故事和背诵经文）：讲述这个故

鼓励应用（回应情况）：提出一个儿童可能

事：一个小孩告诉另外一个小孩他去钓鱼的事， 忍不住要不诚实的情况，例如父母问谁把玩
然后夸大地形容他钓到的鱼有多大。问儿童， 具丢在地板上的时候。如果儿童知道怎么做
这个小孩做错了什么事，他本来应该怎么做才

才算诚实，请他们站起来。请几位儿童说说

对。请儿童想一想，信条的哪一条可以帮助他

他们的答案。若时间许可，用不同的情况重

们记得要说实话。一起读出信条第 13 条的第一 复这项活动。鼓励儿童在忍不住要不诚实的
句（“我们信要诚实”）。

时候想到：“我们信要诚实”。

第 4 周：我若遵行福音，就是立下好榜样让其他人效法。
辨认教义（演出故事）：讲述以下的故事，请

促进了解及鼓励应用（读经文和讨论标准）：

儿童与你一起演出这则故事：“你和家人在山

请儿童读提摩太前书 4：12。从《巩固青年》

上露营，突然发生大风雪（发抖）。你看不到

中找出一些你认为适合儿童的标准，分别写在

回到营区的路（手放在眼睛上方，好像在找路

不同的纸条上，放在一个容器中。请一位儿童

的样子）。然后你的爸爸来了，他穿着又大又

挑出一个标准，然后说说和那项标准有关的个

厚重的靴子（原地踏步）。他说：‘我知道路

人经验，或是说说看遵行那项标准为什么会立

故事： 说故事可以吸引

儿童的注意力，帮助他
们了解福音原则和自己
的关系。要熟悉故事，
使你能很有感情、很生
动精采地用自己的话来
讲故事。

在哪里！跟我走！’爸爸在雪地上留下很大的 下好榜样让他人效法。其他的标准也这样进
脚印，让你跟着走。”说明就像我们跟着爸爸

行。唱“我愿意遵行福音”（《儿童歌本》，

的脚印一样，我们如果遵行福音，其他人看到

第 72 页）。

了，就可以效法我们的好榜样。请儿童跟着你
说：“我若遵行福音就是立下好榜样让其他人
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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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致全世界文告”
是神的启示，
可以帮助我的家庭

十月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
可以满足”（约翰福音 15：11）。
请以你自己的想法补充此处的建议。规划一些方法让儿童辨认教义，帮助他们了解教义，并在生活中运用
这些教义。问问自己：
“儿童要怎样做才能学习？我该如何帮助他们感受圣灵？”

第 1 周：“家庭：致全世界文告”是神的启示，可以帮助我的家庭。
辨认教义：展示十诫的图片和经文给儿童看。 促进了解（唱歌）：说明并非所有的家庭都一
问：“这些是从哪里来的？”说明这些都是神

样，但是每个家庭都很重要；神要所有的家庭

透过他的先知所赐的，来帮助我们知道该做什

都幸福快乐，并回到他身边。将家庭文告中的

么。展示一份“家庭：致全世界文告”给儿童 一些句子分别写在纸条上，发给每个班级。请
THE FAMILY
A PROCLAMATION
TO THE WORLD

THE FIRST PRESIDENCY AND COUNCIL OF THE TWELVE APOSTLES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W

E, THE FIRST PRESIDENCY and the Council of
the Twelve Apostles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solemnly proclaim that marriage
between a man and a woman is ordained of God
and that the family is central to the Creator’s plan
for the eternal destiny of His children.

ALL HUMAN BEINGS—male and female—are created
in the image of God. Each is a beloved spirit son or
daughter of heavenly parents, and, as such, each
has a divine nature and destiny. Gender is an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of individual premortal,
mortal, and eternal identity and purpose.
IN

THE PREMORTAL REALM, spirit sons and
daughters knew and worshipped God as their
Eternal Father and accepted His plan by which His
children could obtain a physical body and gain
earthly experience to progress toward perfection
and ultimately realize their divine destiny as
heirs of eternal life. The divine plan of happiness
enables family relationships to be perpetuated
beyond the grave. Sacred ordinances and covenants available in holy temples make it possible
for individuals to return to the presence of God
and for families to be united eternally.

THE

FIRST COMMANDMENT that God gave to

Adam and Eve pertained to their potential for
parenthood as husband and wife. We declare
that God’s commandment for His children to
multiply and replenish the earth remains in force.
We further declare that God has commanded that
the sacred powers of procreation are to be employed only between man and woman, lawfully
wedded as husband and wife.

WE

DECLARE the means by which mortal life
is created to be divinely appointed. We afﬁrm the
sanctity of life and of its importance in God’s
eternal plan.

HUSBAND AND WIFE have a solemn responsibility
to love and care for each other and for their
children. “Children are an heritage of the Lord”

看，说明这份文告是神透过他后期时代的先知

儿童想出一首和他们的句子有关的歌曲。请每

所赐的，要帮助我们的家庭。

个班级轮流大声读出他们的字条，然后带其他

(Psalm 127:3). Parents have a sacred duty to rear
their children in love and righteousness, to provide
for their physical and spiritual needs, and to teach
them to love and serve one another, observe the
commandments of God, and be law-abiding citizens wherever they live. Husbands and wives—
mothers and fathers—will be held accountable
before God for the discharge of these obligations.

儿童唱他们选的歌。见证只要我们遵行家庭文

THE FAMILY is ordained of God. Marriage between
man and woman is essential to His eternal plan.
Children are entitled to birth within the bonds of
matrimony, and to be reared by a father and a mother
who honor marital vows with complete ﬁdelity.
Happiness in family life is most likely to be
achieved when founded upon the teachings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Successful marriages and families are established and maintained on principles
of faith, prayer, repentance, forgiveness, respect,
love, compassion, work, and wholesome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By divine design, fathers are to
preside over their families in love and righteousness and are responsible to provide the necessities
of life and protection for their families. Mothers are
primarily responsible for the nurture of their children. In these sacred responsibilities, fathers and
mothers are obligated to help one another as equal
partners. Disability, death, or other circumstances
may necessitate individual adaptation. Extended
families should lend support when needed.
WE WARN that individuals who violate covenants
of chastity, who abuse spouse or offspring, or who
fail to fulﬁll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will one day
stand accountable before God. Further, we warn
that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family will bring upon
individuals, communities, and nations the calamities foretold by ancient and modern prophets.
WE CALL UPON responsible citizens and ofﬁcers
of government everywhere to promote those
measures designed to maintain and strengthen
the family as the fundamental unit of society.

告中的教导，我们的家庭就会获得祝福。

第 2 周：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在神的计划中是必要的。

This proclamation was read by President Gordon B. Hinckley as part of his message at the
General Relief Society Meeting held September 23, 1995, in Salt Lake City, Utah.

促进了解（听故事和说故事）：讲述亚当的

育儿女）。说明如果亚当和夏娃不结婚，神要

故事，他是地面上第一个人。请一位儿童读

他的子女来到世上的计划就无法实现。请几位

出创世记 2：18，并请儿童听听看天父说了什

儿童重述这个故事。

么（“那人独居不好”）。说明天父创造了夏
娃，她会和亚当结婚。请一位儿童读出创世记
3：20，并请儿童听听看，亚当为他的妻子取
什么名字（夏娃）。接下来，请一位儿童读出
创世记 1：28，并请他们听听看，天父命令亚
当和夏娃做什么（“生养众多”，也就是要养

鼓励应用（画图）：说明天父的诫命是要一男
一女结婚，并养育儿女。这个诫命在亚当和夏
娃的时代很重要，在今天也一样重要。展示
家庭的图片，让儿童指出图片中的男人、女
人，和儿童。

第 3 周：家庭生活如果以耶稣基督的教训为基础，我们就会快乐。
辨认教义（看图片）：请一位儿童拿着一张家
庭的图片。问，我们的家庭生活要以什么为基
础（为准则），我们才会快乐。请另外一位儿
童拿着一张耶稣基督的图片。说明家庭生活以
耶稣基督的教训为基础时，我们就会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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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解及鼓励应用（列表）：在白板上展

请儿童阅读他们拿到的经文，然后在小组内讨

示一张耶稣基督的图片，然后在下方写“耶稣

论要用什么方法在家里遵行耶稣的这项教训。

基督的教训”。将儿童分成三组，给每一组下

请每一组把他们的字条放在白板上，然后告诉

列一张字条和参考经文：“遵守诫命”（约翰

其他儿童他们讨论的结果。各组说完他们的想

福音 14：15），“帮助他人”（摩赛亚书 2： 法之后，讨论为什么遵行耶稣的这项教训会让
17），“爱所有的人”（约翰福音 13：34）。 我们的家庭快乐。
重述故事： 儿童若能重

第 4 周：成功的家庭会一起做事情。

述他们刚才听到的故
事，会更牢记。

辨认教义（参与实物教学）：请四位儿童到教

变得稳固。把下列字词分别写在纸条上：成

室的前方。请每位儿童各握住一条线的一端， 功的、家庭、一起、做事情。把字条绑到绳子
上。请儿童一起读出这个句子。
促进了解（角色扮演）：展示挪亚的
图片，简短讲述挪亚建造方舟，集合
动物，为大洪水作准备的故事（见创
世记第 6-7 章；摩西书第 8 章）。讲
儿童分成小组，请每一组各演出挪亚
的家庭可能合作的一种情形（像是收
集方舟要用的木材、建造方舟、聚集
动物）。请其他儿童猜猜他们在做什
么。说明挪亚的家庭很成功，因为他
们一起做事。

成功的

家庭

一起

做事情

实物教学“用〔儿童〕已知的具体实物来连结无形的概念， 鼓励应用（画图）：说明挪亚的家庭
然后再由那项知识去延伸发展”
一起做事，我们的家人也要一起做事；
（培道·潘，
《教导，没有更伟大的召唤》，第 163 页）。
这一点很重要。给每位儿童一张纸和
而你同时握住这四条线的另一端。请儿童合作

蜡笔，请他们画出家人一起做事的样子。请几

把线编成绳子。指出，把线编织起来会变成一 位儿童分享他们的图片，并说明做他们所画的
条坚韧的绳子，一起做事情也会让我们的家庭

事情如何帮助他们的家庭成功。
经文： 让儿童读自己的

经文，可强调经文的重
要性并邀请圣灵。可以
的话，邀请儿童在他们
自己的经文上将该经文
章节划记，然后一起读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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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

遵行耶稣基督的教训能
巩固我和家人
“以主耶稣基督的教训为基础，最有可能获得家庭生活的幸福”（“家庭：致
全世界文告”）。
请以你自己的想法补充此处的建议。规划一些方法让儿童辨认教义，帮助他们了解教义，并在生活中运用
这些教义。问问自己：
“儿童要怎样做才能学习？我该如何帮助他们感受圣灵？”

第 1 周：“如果你们有信心，你们就对没有看到而又真实的事有希望”
（阿尔玛书 32：21）。
辨认教义（背诵经文）：在白板上写“如果你 上，太阳会下山，但是天不会变黑。请儿童重
们有信心，你们就对没有看到而又真实的事有

述希拉曼书第 16 章和尼腓三书 1：1-13 的故

希望”。请儿童大声读出几次，然后每三个字

事（你可能需要事先请几位儿童准备好说这个

擦掉一个字。请儿童再朗读一次。一次擦掉一 故事）。请儿童朗诵他们背起来的经文，然后
个字，直到儿童可以把这节经文背起来为止。 问他们，那些相信神的尼腓人如何展现他们
促进了解（听经文故事）：请儿童说说看，
他们是怎么知道天黑了。展示拉曼人撒母耳
的图片，说明他预言耶稣基督出生的那天晚

的信心。问儿童，他们觉得那些相信神的人
发生了什么事。邀请一位儿童读出尼腓三书
1：15，19。见证信心的重要。

第 2 周：祈祷就是虔敬地和天父沟通。
辨认教义（找出物品和图片）：初级会开始

到世上，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和天父沟通。问儿

之前，收集或画出人们用来沟通的物品图片

童：“我们要怎样和天父沟通？”展示几张儿

（像是信件、电话、电脑），然后把图片藏在

童和家人祈祷的图片给儿童看。说明每张图片

初级会教室里的几张椅子下。请儿童想象他们

都展现出虔敬地和天父沟通──也就是怀着爱

离家很远，需要和家人联络。请他们找出藏在

和敬意祈祷。请儿童说：“祈祷就是虔敬地和

椅子下的图片，然后讨论这些物品怎样帮助

天父沟通。”

我们和他人沟通。说明我们离开了天上的家来

促进了解及鼓励应用（白板活动）：把祈祷的
四个部分列在白板上。请儿童说
出我们可以感谢天父哪些事，可
以向他祈求哪些事。将他们的回
答写在白板上。请儿童示范在祈
祷的时候要如何表达虔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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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周：悔改就是思想和内心的改变。
辨认教义（显示图片）：准备字条，在每张字

想要加入教会，所以悔改自己的罪、承诺不会

条上面写下这句话“悔改就是思想和内心的改

再打仗，并把他们的作战武器埋了起来。他们

变”这句话。用这些字条遮住一张安太尼腓李

改名为安太尼腓李海人，成为一群努力工作、

海人埋起武器的图片。请几位儿童移开字条， 行为正义的人。”
然后在白板上将字条正确排列出来。请儿童一
起读出这个句子，并用动作强调出思想和内心
这两个词。

鼓励应用（埋“剑”和唱歌）：给每位儿童
一张纸。请儿童画一把剑，然后在自己的剑上
写出一个不好的选择（像是“和弟弟打架”或

促进了解（听经文故事）：告诉儿童，摩尔门 “说谎”）。请儿童说出他们可以怎样选正义，
经中有一群人经历心的改变。讲述以下的故事

然后把他们的纸揉掉或丢掉，表示他们“埋”

（见阿尔玛书第 24 章）：“艾蒙教导一群拉曼 了他们的剑。唱“天父，帮助我（悔改）”
人福音。他们以前很邪恶，但是他们相信艾蒙 （《儿童歌本》，第 98 页）。
教导他们的事情，所以他们的心改变了。他们
学习站： 若你的初级会

第 4 周：宽恕带来平安。

人数很多，可以考虑让
领袖走到各个学习站，

辨认教义（实物教学）：问儿童，如果有人推
他们或是打他们，他们会有什么感觉。举起一
块大石头，然后告诉儿童，这个石头代表这些
受伤的感觉。把石头放在一个长袜中。请一位
儿童来到教室前面，把袜子绑在他（她）的脚
踝上。请这位儿童四处走动。讨论一直去想不
好的感觉如何让我们心情沮丧。说明我们如果
原谅伤害我们的人，就会忘记这些不好的感
觉。请这位儿童解开袜子。请儿童说：“宽
恕带来平安。”

1. 耶 稣 在 十 字 架 上 宽 恕 人 （ 见 路 加 福 音

而不要让儿童换位置。

23：13-34）。
2. 尼腓原谅他的哥哥（见尼腓一书 7：6-21）。
3. 约瑟原谅他的哥哥（见创世记第 37 章；
第 41-45 章）。
将儿童分成三组。派各组到教室中不同的角
落（见“学习站”，《教导，没有更伟大的
召唤》，第 179 页），每个角落都会有一位领
袖或教师简短讨论他（她）准备好的经文故

促进了解（听经文故事）：事先在几天前请

事。各组都到过每一站之后，唱“天父，帮

领袖或教师准备好分享下列一则有关宽恕的

助我（悔改）”（《儿童歌本》，第 52 页）

经文故事：

的第一段。
鼓励应用（分享感觉）：请几位儿童说说宽恕
别人让他们感到平安的经验。
小组： 请儿童在小组中

分享，能让更多儿童有
机会参与。在分享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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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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

我们记念并
崇拜救主耶稣基督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约翰福音 14：6）。
请以你自己的想法补充此处的建议。规划一些方法让儿童辨认教义，帮助他们了解教义，并在生活中运用
这些教义。问问自己：
“儿童要怎样做才能学习？我该如何帮助他们感受圣灵？”

第 1 周：圣餐聚会是记得耶稣基督的时候。
促进了解(（经文和图片配对）：在白板上写
出下列参考经文：路加福音 2：7；马可福
音 10：13，16；马太福音 26：36，39；约翰
福音 19：17-18；约翰福音 20：11-16。将描
绘经文故事的图片放在教室四周（《福音画
册》30、47、56、57、59）。告诉儿童，圣餐
聚会的时候要想想耶稣基督有多爱我们，为我
们做了哪些事情。请一位儿童读出其中一段经
文。请另一位儿童选出相关图片，拿到教室前
面。其他的经文也重复进行这样的活动。
鼓励应用（玩记忆游戏）：在桌子上放类似以

后把这些物品遮起来。请儿童分组进行，写下

下的物品：基督在客西马尼园图片、最后晚餐

他们记得自己看到了哪些东西。让儿童说明每
图片、一片面包、一个圣餐杯、圣餐盘、经 一样物品如何帮助他们在圣餐聚会的时候记得
文、圣诗本。请儿童很快看一下这些物品，然 耶稣基督。

第 2 周：记得耶稣基督能帮助我选正义。
演唱有关教义的歌曲能
帮助儿童学习并记住教义。
如果儿童在听到音乐时能
看到视觉教材或进行
活动，学习效果会更好。
本月的课程建议示范了
运用这项教学法的许
多不同方式。当你规划
其他课程时，可以想出
一些类似的作法。

辨认教义（听经文）：请儿童把眼睛闭起来，
想象如果每个人都选正义的话，生活会变得怎
样。请几位儿童说出他们想象到哪些事。告诉
他们，在摩尔门经时代，有一段时期就是这样，
请一位儿童读出尼腓四书 1：15，17，并请他
们听听看，经文中描述这段时期是怎样的情形。
说明这群人能选正义，是因为他们记得一件很
特别的事情。重述尼腓三书 17：20-25 中的事
件。邀请儿童一起说：“记得耶稣基督能帮助
我选正义。”
促进了解及鼓励应用（唱歌）：用几张白纸遮
住基督祝福尼腓儿童的图片。请儿童想一想能
帮助他们记得耶稣基督的歌曲。一起唱几首这
样的歌。每唱完一首歌，就请一位儿童移开一
张遮住图片的白纸。重复进行，直到所有白纸
都被移开为止。讨论图片中的儿童有了和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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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的经验之后，可能会如何选正义。提

义。请他们说出在日常生活中能做哪些事情

醒儿童，他们如果记得耶稣，就会想要选正

来记得耶稣。

时，将会感受到圣灵。

第 3 周：神的儿子降生到世上。

他们可以透过自己的

辨认教义：问儿童：“你曾经等过哪件特别

福音 2：1-20）。补充儿童没有提到的故

的事情发生？是不是觉得要等很久？当这件事

事细节。唱“群星闪耀”（《儿童歌本》，

终于发生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让儿童有

第 24 页），请儿童想象，牧羊人听到天使唱

机会分享他们的感觉。说明从亚当和夏娃的时

歌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

代开始，天父就应许，会有一个重大的事件发
生。正义的人热切期待这个事件发生。小声告
诉一小群儿童：“神的儿子降生到世上。”请
他们把这句话小声传给其他儿童，然后请所有
的儿童一起小声说出。

分享了解： 儿童在分享

自己对福音原则的了解

话、美劳作品和歌曲，
分享自己学到的内容。

鼓励应用（制作圣诞卡）：给每位儿童一张
纸和一支铅笔或蜡笔。帮助他们将纸折成贺卡
的样子。请他们画出耶稣基督诞生的图片，制
作成圣诞卡，送给家人。请他们在卡片正面写
“神的儿子诞生到世上”。

促进了解（说故事和唱歌）：请儿童说说

The Son of God Was
Born on Earth

他们知道哪些有关耶稣诞生的事（见路加

第 4 周：耶稣基督将再度来临。
促进了解（读经文）：准备下列字条（可在

耶稣来的时候，他看起来会比___________更

sharingtime.lds.org 取得）：

亮（见教约 133：49）。

只有天父知道耶稣再度来临的__________（见

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之后，会和正义的人一起

约瑟·斯密──马太福音 1：40）。

生活__________年（见教约 29：11）。

耶稣会从__________降下（见使徒行传

将儿童分组，每组发一、两张字条。请他们阅

1：11）。

读经文，找出空格中应该填的词。请每一组和

耶稣会穿___________的衣服（见教约

其他儿童分享他们学到的事。

133：48）。

促进了解及鼓励应用（唱歌和分享）：说明我

假基督会__________很多人（见约瑟·斯密

们需要每天记得并崇拜耶稣基督，才能为他的

──马太福音 1：22）。

第二次来临作好准备。请儿童说出他们和他们

邪恶的人会被_________（见教约 29：9）。

的家庭可以做哪些事来作好准备。唱“当他再

太阳会_________（见教约 45：42）。

来时”（《儿童歌本》，第 46-47 页）。

见证： 上课时可以随时

作简短的见证，这样会
邀来圣灵。分享对真理
的见证时，不必使用
“我要分享我的见证”
这类正式的见证用语。
见证可以只是简单地
说：“我知道耶稣基督
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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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初级会中使用音乐
初级会中使用音乐的目的是教导儿童耶稣基督的福音，并帮助儿童遵行福音。初级会的歌曲能让学习更有
乐趣，帮助儿童学习并记住福音真理，还能邀请圣灵到初级会中。
以下是教导此大纲建议之歌曲的范例。你也可以运用这些方法教导其他初级会歌曲。请见之前的分享时间
大纲，取得更多“如何在初级会中使用音乐”的建议。

一月：“他差遣爱子”（《儿童歌本》，第 20-21 页）
让儿童听这首歌。指出这首歌里有问题和回

熟悉这首歌之后，用不同的方式分开唱（例

答。指定一半的儿童唱出问题，另外一半的

如，分男生和女生、教师和儿童等等），来

儿童唱出回答。唱了几次之后，请儿童调换。 复习这首歌。

教唱方式有变化： 想出

二月：“我要遵从神的计划”（《儿童歌本》，第 86-87 页）

一些不同的方式来唱

告诉儿童，神赐给我们一件很特别的礼物。唱

关键词句的图片（像是礼物、天上、家庭、世

歌。儿童反复地听、唱

这首歌的第一段，并请儿童听听看这件礼物是

上、出生），及一些歌词（像是计划、目的、

什么（救恩计划）。展示一幅地图，将遵从神

选择、教导）。请儿童收集这些图片，然后在

的计划回到他身边比作看地图找到目的地。说

你唱这首歌给他们听的时候，按照正确顺序举

明这首歌教导我们神的计划，告诉我们要怎样

起图片。请他们一边跟着你唱，一边看这些

回去和天父同住。在教室各处展示描绘歌曲中

图片和字词。

歌曲，会有最好的学习
效果，

三月：“令我惊奇”，（《圣诗选辑》，第 116 首）
将儿童分成四组。给第 1 组《福音画册》 图片，然后唱他们的那一句。请各组交换图片，
116，然后唱这首歌的第一句给他们听。简短

然后再唱这首歌。重复进行，直到各组都唱到

讨论歌词，然后请他们跟着你唱几遍。每一 每一句为止。唱副歌，然后请儿童听听看，你
组唱每一句歌词，继续这样进行（利用下列

唱到“神奇”这个词几次。和他们一起唱副歌

图片：第2组，《福音画册》108；第 3 组， 几次，然后请他们每次唱到“神奇”的时候，
《福音画册》57；第 4 组，《福音画册》56）。 就把手放在胸口心脏的地方。
唱第一段整段，请每一组站起来，举起他们的

四月：“家庭从神而来”（本大纲第 28-29 页）
找或画出描绘这首歌歌词的

图片放在白板上。教完一句之后，唱出大部分

图画（图画范例可在 shar- 的字，然后停下来让儿童完成那一句。一起唱
ingtime.lds.org 取得）。和

整首歌几次。请一位儿童把一、两张图片拿下

儿童一起唱，在唱每一句的

来，然后再唱一次。重复进行，直到他们可以

时候，一次一张把相对应的

不看图片唱出来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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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洗礼”（《儿童歌本》，第 54-55 页）
准备下列字条：谁、什么时候、怎样、哪里。 同样的方式进行。一起唱第一段整段。一位儿
展示一张耶稣基督受洗的图片。把字条“谁” 童给一张字条和你找到的答案（施洗约翰、很
放在图片旁边。唱出这首歌的第一句，请儿童

久以前、浸没施洗、约旦河）。当儿童拿到的

听听看耶稣去见谁。听儿童的答案，然后请儿

字被唱到的时候，请他们站起来。让他们交换

童跟你一起唱这一句。每一张字条和句子都按

字条，然后重复进行此活动。.
练习： 教唱一首歌曲要

八月：“早日寻求主”（《儿童歌本》，第 67 页）

有成效，你自己必须先
学会这首歌。请在家练
习，这样你在教唱时才

利用图片教导这首歌，一句一句教（图片范例

能看着儿童，而非你的

可在 sharingtime.lds.org 取得）。将所有图片展

歌本。

示在白板上。请一位儿童到教室外面，然后再
请一位儿童把其中一张图片藏起来。请那位儿
童走回教室，然后“寻找”那张图片；其他儿
童在他（她）找的时候唱这首歌，找的人越靠
近图片，就唱得越大声，离得越远，就唱越小
声。若时间许可，重复这项活动。

本大纲中使用的其他歌曲
“主耶稣是否已复活？”（《儿童歌本》， 词的方式回答。运用简单的道具请儿童代表家
第 45 页）
人，并带着各组唱特定的句子。
把第一段歌词写在白板上或写在一大张纸上。“家中有爱心”（《儿童歌本》，第 102唱这段歌词给儿童听，然后简单讨论歌词。一 103 页）。
起唱，然后请已经会唱的一个人擦掉或剪掉一 问儿童，他们家中有什么。唱这首歌的第一段
个词。重复进行，直到儿童学会这一段为止， 歌词，然后请儿童听听看家中还有什么，当他
然后进行另一段。

们听到的时候（爱心），请他们把手放在胸口

“我天父爱我”（《儿童歌本》，第 16- 心脏处。你在唱歌的时候，请他们听听看押韵
的字词或是他们不懂的字词。请一位女孩把第
17 页）。
唱这首歌给儿童听，然后请他们跟着节奏拍
手，让他们熟悉这首歌。帮助他们想出符合
歌词中关键字词的简单动作。弹奏音乐，请

一段歌词的这些字词写在白板上，然后请一位
男孩写第二段的字词。说明这些字词的意思，
然后唱这几句，请儿童跟着你唱。

儿童做动作，不要唱，然后再边唱边做动作。“我曾住在天上”（1999 年 4 月，《利阿
（可以利用图片辅助你教唱这首歌；图片可在
sharingtime.lds.org 取得。）

贺拿》，第 C-5 页）
将儿童分成四组，每组指派歌曲中的一句话。

“家庭能永远在一起”（《儿童歌本》， 给每一组一张纸，请他们画出和他们的句子有
关的简单图画。用他们的图画当做视觉辅助，
第 98 页）
请儿童一边指挥，一边跟着你唱，强调重

一起唱这首歌。

复的旋律模式，像是“世上家庭”和“美满
温馨”。问些简单的问题，像是“我们应该在
什么时候准备去圣殿？”然后请儿童用唱出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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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从神而来

词与曲：
马太·尼利

喜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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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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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马太·尼利（Matthew Neele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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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