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分享時間大綱

選正義
「你們⋯⋯今日就可以選擇所要事奉的：⋯⋯至於我和我家， 

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約書亞記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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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時間及 
兒童聖餐聚會 
演出指示

親愛的初級會會長團及音樂領袖：

今年你們有機會教導兒童選正義的重要。學習作好的選擇是天父為我們制定的計

畫中很重要的一環，也會帶來許多祝福。當你們懷著祈禱的精神教導本大綱中的

課程時，要尋求邀請主的靈同在。只要你這麼做，孩子們會學到，他們可以透過

跟隨耶穌基督的榜樣，實踐福音原則和聆聽聖靈的提示，而能在作選擇時得到幫

助。選正義會幫助兒童一直走在回到天父身邊的道路上。

我們感激各位的忠信服務；你們教導初級會的寶貴孩子們，並且愛他們。我們為你

們祈禱，並且知道各位在這項重要的召喚上服務時，主必祝福你們。

總會初級會會長團

分享時間指示

福音教學

運用本手冊來準備教導每週分享時間中的15
分鐘課程，你可以用教會核准的其他資料來

補充每週的課程，如朋友（Fr iend）或利阿賀
拿。下列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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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努力增強對所

教導的原則的見證，這

麼做可幫助你憑聖靈教

導。

邀請兒童學習。本手冊

不僅可幫助你了解要教

導什麼，還可以幫助你

了解如何教導及邀請兒

童學習。教導每個課程

時若能遵循下列三件事

情，就能更有效地教導教義：

 1. 辨認教義。清楚地向兒童介紹所要學習的
教義。思考以言詞及視覺並用的方式來教

導。（相關的範例見五月第三週和八月第

二週的課程。）

 2. 促進了解。確保兒童透過歌唱、角色扮演
和讀經文等各種可以讓他們投入學習的教

學方法，而對教義有更深入的了解。

 3. 鼓勵應用。給兒童機會，把教義應用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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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手冊提供當年度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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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以你自己的想法來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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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與音樂領袖一起

合作準備課程。唱歌有

助於強化你所教導的教義。你可以偶爾邀請

教師和他們的班級協助你進行部分的福音教

導。

有些課程建議你邀請客座演講者來參與初級

會。在你邀請這些人參與之前，應事先取得主

教或分會會長的同意。

線上取得：本手冊所提

到的資訊、視覺教材及

資源可在LDS.org的「在
教會中服務單元」裡線

上取得。

每週都要規劃一些方法，來

（1）讓兒童辨認教義， 
（2）幫助他們了解教義， 
以及（3）幫助他們 
在生活中應用教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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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其他教學資源，

如著色頁、故事和活動

等，可參考利阿賀拿、

托兒班課本和福音畫冊。

運用這些資源來補充你的

課程。也可以造訪friend.
lds.org網站，上面列有刊
登在朋友（Friend）上，
與特定福音主題有關的

資源一覽表。這些資源

也可以列印下來供教導

兒童使用。

準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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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

憑聖靈準備與教導時，

聖靈就會證實你所教導

的事情之真實性。（見

教導，沒有更偉大的召

喚，第13頁。）

本手冊所使用的資源

兒童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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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會課本圖片集，教

會雜誌和網站 images.lds.org中找到這些圖
片。

課程裡附有幾項教學提示，有助於提昇你的

教導能力。並且附有圖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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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時間

初級會的音樂應營造虔敬的氣氛、教導福

音，並幫助兒童感受聖靈的影響，以及歌唱

所帶來的快樂。分享時間中應有20分鐘用來
唱歌與教導音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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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還有一個標題為「如何在初級會使
用音樂」的單元（見第26-27頁），以及教導兒童
唱歌的額外建議（見第9， 17頁）。

聖餐聚會演出指導方針

在主教或分會會長的指導下，兒童聖餐聚會

演出通常在每年的第四季舉行。年初就要和

主教團或分會會長團中負責初級會的諮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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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籌劃如何分享就今年的主題方面所學到的事

情時，想方法幫助會眾把焦點放在兒童所教

導的教義上。主教團的一員可以用簡短的致

詞為這場聚會作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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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表演服裝
或用媒體展示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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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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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選擇權是一項恩賜， 
讓我們可以為自己作選擇
「因此，世人⋯⋯是自由的；⋯⋯他們可以藉著全人類的偉大中保，⋯⋯選擇自由 
和永生」（尼腓二書2：27）。

在此請以你自己的想法補充課程。每週都要規劃一些方法，來（1）讓兒童辨認教義，（2）幫助他們
了解教義，以及（3）幫助他們在生活中應用教義。問問自己：「孩子要做什麼來學習?我該如何幫
助他們感受聖靈?」

第1週及第2週：選擇權是一項恩賜，讓我們可以為自己作選擇。

辨認教義（玩猜謎遊戲）：告訴兒童，你會

在心中想一個詞彙，然後你會給他們提示，

幫助他們猜出這個詞彙。請知道答案的人舉

手。提示可包括下列事項：我們降生到世上

之前就已經擁有這項事物。它是天父賜給我

們的一項恩賜，也是天父為我們制定的計畫

中重要的一環。撒但想要奪走我們的這項恩

賜。我們作選擇時會用到它，它是讓我們能

為自己作選擇的一項恩賜。這個詞彙的第一

個字是選。兒童猜出答案後，大家一起說：「

選擇權是一項恩賜，讓我們可以為自己作選

擇。」

促進了解（觀看實物教學和進行討論）：在棒

子的一端寫上選擇另一端寫上結果，向兒童

展示這根棒子。說明

我

們所作的任何選擇，自然而

然都會產生結果。例如，假如我們選擇去練

習彈奏一項樂器，我們就會越彈越好。假如

我們選擇去觸碰火焰，我們就會被燒傷。請

兒童們看，每次你拿起這根棒子，選擇和選

擇所帶來的結果都會被一起拿起來。請一位

年紀較大的兒童讀尼腓二書2：27，邀請其他
的兒童仔細聽，作正確選擇的結果是什麼（

自由和永生），以及作錯誤選擇的結果是什

麼（束縛和悲慘）。在黑板上畫出一個像此

處所示的簡圖。

幫助兒童了解，我們作好的選擇，就會帶來

自由和幸福；我們作錯誤的選擇，就會帶來

束縛和不幸。

邀請兩位兒童到教室前

面來，每人分別拿著棒

子的一端。請拿著「選

擇」那一端的兒童舉一個好的選擇的

例子（例如，對人說話很親切）；請另一個兒

童分享那項選擇可能帶來的結果（例如，能

建立長久的友誼）。讓其他幾位兒童重複這

項活動。

促進了解（學習經文故事）：在本月的前兩

週裡，教導經文中幾則有關正確的選擇帶來

選擇權
善

自由和幸福

惡 束縛和悲慘

歌曲：「因我是神的孩子」

（本大綱第28頁）

使用經文：從經文學習

福音真理，對兒童來說是

很重要的。關於如何向兒

童教導經文故事的一些構

想，見教導，沒有更偉

大的召喚，第59頁。

透過重複的方式 
來強化兒童的學習。 
保留「選擇與結果」 
棒子，在這一整年的 
分享時間中，還有 

其他機會會使用到。

選擇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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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物教學「用學員已知

的具體實物來連結無形

的概念，然後再由那項知

識去延伸發展」（培道‧

潘，教導，沒有更偉大

的召喚，第163頁）。

自由和幸福，不好的選擇帶來束縛和悲慘的

故事。可用的經文故事包括，救主和撒但（見

摩西書4：1- 4）；尼腓和拉曼、雷米爾（見尼
腓一書第24章、第7、18章）；沙得拉、米煞和
亞伯尼歌（見但以理書第3章）；或阿爾瑪和
挪亞王的故事（見摩賽亞書第17 19章）。每
教導一個故事，就邀請兩位兒童上前來，各

拿著「選擇與結果」棒子的兩端。請一位兒

童說明故事中的人物作了哪些選擇，另一位

兒童則說明那些選擇所帶來的結果。

鼓勵應用（聽故事）：在黑板上放一張耶穌

基督的圖片，畫幾階通往該圖片的階梯。在

一張紙上畫一個簡易的人型貼紙，把這張圖

放在最下面的階梯上。講述一則

兒童日常可能會作某些選擇的故

事，每講出一項選擇，就讓兒童

以起立來表示那是好的選擇，

坐下來表示那是不好的選擇。

例如：「小珍拿走弟弟的玩具，

弟弟就哭了。媽媽問小珍，弟

弟為什麼在哭，小珍回答說

她不知道。」每作一項對的

選擇，就移動人型向耶穌前進一階樓梯。繼

續把故事說下去，直到人型走到救主那兒為

止。討論好的選擇如何帶給我們快樂，幫助

我們更接近主。

第3週：在前生，我選擇了跟從神的計畫。

促進了解（唱歌）：簡短地討論下列概念，然

後和兒童一起唱相對應的歌曲：來到世上之

前，我曾住在天上（「我曾住在天上」，1999
年4月，利阿賀拿，第C-5頁）。我選擇來到世
上，取得骨肉的身體（「我是神的孩子」，兒

童歌本，第2-3頁；「救主賜我聖殿」，兒童歌
本，第73頁）。我會接受洗禮，並獲得聖靈的

恩賜（「當我受洗」，兒童歌本，第53頁；「聖
靈」，兒童歌本，第56頁）。我可以作好準備
去聖殿（「我喜歡看到聖殿」，兒童歌本，第

99頁；「家庭能永遠在一起」，兒童歌本，第
98頁）。我將會復活（「祂差遣愛子」，兒童歌
本，第20-21頁）。

第4週：耶穌基督創造了地球，我可以在這裡學習選正義。

辨認教義（觀看實物教學和進行討論）：向兒

童展示一個裝有許多不同顏色蠟筆的容器，

再展示另一個只裝有一種顏色蠟筆的容器。

問兒童：「如果你要畫一幅畫，你會想用哪一

個裝蠟筆的容器?為什麼?」說明能有許多不
同的選擇是一項祝福，見證天父和耶穌基督

愛我們，祂們希望我們作正確的選擇。

促進了解（著色）：將托兒班課本，看你們的

小孩中第35頁的圖畫影印數份，發給兒童來
著色；或是邀請他們用相同的標題畫出類似

的圖畫。討論圖中的事物是誰創造的，而創

造這些事物是為了什麼。教導兒童，天父希

望我們好好照顧祂的兒子為我們創造的這

個世界，讓兒童分享幾個照顧地球及世上萬

物的方法。邀請兒童將所畫的圖帶回家，讓

父母將它做成一本小書。

在這項活動中，你可以選擇用蠟筆、彩色 
鉛筆、不同的水果或是兒童熟悉的其他物

品，來示範能有所選擇是一項祝福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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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選正義 
就會蒙受祝福
「只要你們確實遵守祂的誡命，祂就會祝福你們，使你們昌盛」（摩賽亞書2：22）。

在此請以你自己的想法補充課程。每週都要規劃一些方法，來（1）讓兒童辨認教義，（2）幫助他們
了解教義，以及（3）幫助他們在生活中應用教義。問問自己：「兒童要做什麼來學習?我該如何幫助
他們感受聖靈?」

第1週：挪亞因選正義而蒙受祝福。

辨認教義（玩配對遊戲）：在黑板上畫一艘

簡單的方舟，準備幾組動物的圖片，要兩兩

成對；發給每位兒童一張圖片，請他們站起

來作出自己拿到的圖片上動物的叫聲，並仔

細聽，看誰也發出類似的聲音。

拿著相對應的圖片的兒童

若彼此找到對方，就請他（

她）們站在一起，直到所有

的動物都配成一對為止。讓

兒童兩兩成對地上前來，將

手中的圖片貼在黑板上所畫

的方舟上。問兒童：「主吩咐

哪一位先知把動物集合到方舟裡?」說明要
把那麼多動物集合到方舟裡，應該是件很困

難的任務，但是挪亞選擇遵從主的命令。

促進了解（讀經文）：向兒童展示挪亞宣講

福音的圖片，讀出摩西書8：20。問兒童，他
們覺得那時的人為什麼不聽挪亞的話。將黑

板平分劃為兩個區域，一邊寫出下列問題，

另一邊將參考經文不照順序地

寫在黑板上：主那時要做什

麼來毀滅邪惡的人 ?（創世
記6：17）。主要挪亞去做什
麼來拯救他的家人 ?（創世
記6：18）。挪亞做了什麼來
選正義 ?（創世記7：5）。請
兒童讀出這些經文，並找出

每個問題的答案。向兒童展示挪亞造方舟的

圖片，說明有時候選正義可能會很困難。問

大家：「挪亞選正義而得到哪些祝福?」鼓勵
兒童分享，他們若選正義，就會蒙受哪些祝

福。

第2週：耶穌的門徒選正義而蒙受祝福。

促進了解（讀經文，著色和運用人偶）：與

兒童一起讀出下列有關耶穌的門徒如何選正

義的記載：路加福音10：38-42（馬利亞）；馬
太福音4：18-20（彼得和安得烈）；使徒行傳
9：1-9，17-20（保羅）。討論這些人因選正義
蒙受了哪些祝福。為每一位兒童畫一

個簡單的人型（或運用2006年1月，
利阿賀拿，第F13頁，及2006年2月，
利阿賀拿，第F11頁「趣味欄」裡
的經文人偶）。讓兒童為人型著

歌曲：「選正義」

（聖詩選輯，第148首）

虔敬：兒童可以透過有趣

的活動和動作來學習，

同時依然保持虔敬的態

度。「虔敬並不等於完

全的寂靜」（培道‧潘，

「虔敬帶來啟示」，1992
年1月，聖徒之聲，第 
22頁）。

可以用簡單的人偶來演出 
課程的某些部分，它們是強調 

主題及吸引兒童注意力的好工具 
（見教導，沒有更偉大的召喚， 

第176-177頁）。

網站sharingtime.lds.org裡有圖畫範本

按這裡下載圖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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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出教義：這個月兒童

將學到有關「我們選正

義，就會蒙受祝福」這項

教義的經文範例。可以考

慮在每次課程的一開始，

邀請兒童唸出「我們選正

義，就會蒙受祝福」。

色再剪下來，做成木棒人偶或手套紙偶，邀

請兒童運用他們的人偶重述其中一則故事。

例如：「我名叫保羅，從前我迫害跟隨耶穌的

人。後來我在異象中看到耶穌，耶穌要我不

要再迫害祂。我選擇跟隨耶穌，並在我餘生

中擔任傳教士。」

鼓勵應用（複習經文故事）：邀請兒童在家

裡運用他們的人偶，對家人重述這些經文故

事。鼓勵他們與家人分享故事中的人物如何

選正義，及如何蒙受祝福。問兒童，在接下來

的一週裡，他們要如何選正義。

第3週：尼腓選正義而蒙受祝福。

促進了解（參與戲劇演出）：讓兒童扮演尼腓

服從他父親與主的事蹟（例如：見尼腓一書16
：18-24，30-32；尼腓一書17：8，17-18，48-53
；尼腓一書18：9-21）。可以考慮讓他們運用簡
單的戲服和道具（有關戲劇的資料，見教導，

沒有更偉大的召喚，第165-166頁）。一起讀出
尼腓在尼腓一書17：3所說的話。

鼓勵應用（唱歌）：展示一月所用的「選擇

與結果」棒子，邀請兒童分享關於選擇與結

果，他們還記得哪些教導。告訴他們，我們

所獲得的許多祝福，都是因為作好的選擇的

結果。邀請兒童想一想，他們怎樣可以像尼

腓一樣，作好的選擇。請兒童唱「尼腓的勇

氣」（兒童歌本，第64-65頁），一邊唱歌，一
邊傳「選擇與結果」棒子，然後隨機停止音

樂，請拿到棒子的兒童分享自己所能做的一

個好選擇。請這位兒童將棒子交給另一位兒

童，請他（她）分享那項好選擇會帶來什麼祝

福。在時間允許內重複進行此項活動。

第4週：現今的教會成員會因選正義而蒙受祝福。

促進了解（分享故事）：邀請初級會中幾位

兒童的父母或祖父母，請他們分享自己或他

們的祖先選正義的故事；可以講述他們如何

選擇加入教會的故事。在每一個故事之前，

請兒童要仔細聽，這些教會成員怎樣選正

義，以及他們因為這麼做而如何蒙受祝福。

在每一個故事之後，請兒童說出這些成員怎

樣因選正義而蒙受祝福。可以考慮請兒童畫

出那些故事的情景，然後在初級會及家中與

他人分享他們的圖畫。

視覺輔助教材可以提升兒童的學習情形。 
視覺教材不要太複雜，要能讓兒童專注在 
課程的信息上，而非該視覺教材上。

sharingtime.lds.org 
有木棒人偶範本

按這裡下載木棒人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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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的先知教導我 
要選正義
「我兒，記住，在你年輕的時候要學習智慧；是的，在你年輕的時候就學習遵守神的誡

命」（阿爾瑪書37：35）。

在此請以你自己的想法補充課程。每週都要規劃一些方法，來（1）讓兒童辨認教義，（2）幫助他們
了解教義，以及（3）幫助他們在生活中應用教義。問問自己：「兒童要做什麼來學習?我該如何幫助
他們感受聖靈?」

第1週：神透過活著的先知說話。

辨認教義（觀看示範和背誦經文）：請一位

兒童到教室前面來，請其他兒童照著他（

她）的指示做。小聲地告訴那位兒童一些簡

單的指示，像是「告訴他們拍手拍三下」或「

告訴他們站起來原地踏步」。讓幾位兒童輪

流來當領袖。說明他們雖然沒有聽到你所給

予的指示，但是大家都能照著指示做，因為

他們知道要跟從誰。問大家，如果要知道天

父對我們的旨意，我們應當跟從誰。展示教

會現任總會會長的圖片，請兒童一起說：「神

透過活著的先知說話。」讀阿摩司書3：7，把
兒童不懂的詞彙作一番解釋，幫助兒童背誦

這節經文（見教導，沒有更偉大的召喚，第171-
172頁）。

第2週：總會會長團和十二使徒都是先知。

辨認教義：在黑板寫上「總會會長團和十二

使徒都是先知」。告訴兒童，在耶穌基督後

期聖徒教會，有總會會長和總會會長團的兩

位諮理以及十二使徒領導我們。說明總會會

長團和十二使徒是先知。

鼓勵應用（玩配對遊戲）：收集總會會長團

及十二使徒定額組其中六位成員的圖片，在

另外的六張紙上分別寫下他們的姓名。將圖

片及姓名正面朝下放在黑板上，請一位兒童

翻開一張圖片，再請另一位兒童翻開一張

姓名；若圖片與姓名不符，就將它們翻回背

面放回去，再讓另外兩位兒童來選。若可配

對，小聲地告訴這兩位兒童，那位領袖在最

近的總會大會上所教導的一項福音原則（見

旌旗（En s ig n）或利阿賀拿最近的總會大會

專刊），請他們演出遵行該項福音原則的一

種方式，讓其他兒童猜他們在做什麼。

歌曲：「堅守正義」

（兒童歌本，第81頁）

問問題：問題可以鼓勵

學員參與和討論。問問題

有助於看出兒童是否了解

所教導的教義，並鼓勵他

們去沉思（見教導，沒

有更偉大的召喚，第73
頁）。例如，你可以問

類似這樣的問題：「天

父怎樣對教會成員說話?
」以及「你曾因為跟隨

先知而得到哪些祝福?」

三月

08710_265_2012OtlnSharingTime.indd   6 7/29/11   8:2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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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週：神的先知和使徒在總會大會上對我們說話。

促進了解及鼓勵應用（玩遊戲）：將總會會

長團及十二使徒定額組的幾位成員在最近的

總會大會上所說的信息，各歸納成一句話，

分別寫在幾張紙上。將它們與對應領袖的圖

片一起排放在黑板上，就每一則信息進行討

論。請一群兒童離開教室。拿走黑板上的一

則信息。請兒童回到教室來，並且一起討論

到底少了哪一則信息。請他們選一首符合該

信息的初級會歌曲，一起唱出來；邀請兒童

建議能應用該信息的一些方法。其他信息也

用同樣的方式重複進行。

 第4週：我選擇跟隨先知 
就會蒙受祝福。

辨認教義（唱歌）：唱「來跟隨先知」的第9
段歌詞及副歌（兒童歌本，第58 -59頁）。邀
請兒童仔細聽要跟隨先知的理由，請兒童一

起說：「我選擇跟隨先知就會蒙受祝福。」

促進了解（扮演經文故事）：告訴兒童以利

亞和撒勒法的寡婦的故事（見列王紀上17
：8-16），邀請兒童與你一起演這個故事。例
如：「主要先知以利亞到一個名叫撒勒法的

城市去（原地踏步），先知到了那裡，就看到

一名婦人在撿柴（假裝在撿柴的樣子），以利

亞請那位婦人給他一杯水喝（假裝給人一杯

水），和一塊餅吃。那位婦人告訴以利亞，她

只有一點點麵粉和油，要做餅給她的兒子吃

（搖頭表示拒絕）。以利亞告訴婦人，先去為

他做些餅來，神就會給她更多的麵粉和油。

婦人聽從以利亞的話（假裝揉麵），她的油和

麵粉足夠用來做餅許多天（假裝在吃東西）。

」重複上述的活動來演出摩西和銅蛇的故事

（見民數記21：5-9）；以及尼腓和銅頁片的
故事（見尼腓一書第3-4章；5：21-22）。請兒
童分享故事中的人物因為跟隨先知的忠告，

而得到哪些祝福。

鼓勵應用（討論先知的教導）：問兒童：「我

們現在的先知是誰 ?」展示教會現任總會會
長的圖片，說明他是神所召喚的。把兒童分

成小組進行討論，要如何跟隨現任先知；請

各組的幾位兒童分享他們的想法，邀請兒童

選出他們可以在這一週跟隨先知的一個方

式。製做一個小東西作為提醒，讓他們帶回

家與家人分享。提醒兒童，他們可以在總會

大會時聆聽先知的話語，並鼓勵他們和家人

一起聆聽或觀看總會大會。在總會大會後的

那一週，邀請幾位兒童分享自己聆聽先知的

話語及跟隨先知的教導的經驗。

提示：思考一些方法，讓

兒童和他們的父母知道網

站conferencegames.lds.org
上有哪些可用的資源。

重複：兒童透過重複來學

習。在第2週和第3週，你
將運用不同的方式來向兒

童教導相同的教義，這麼

做會讓兒童有機會強化對

教義的了解。

將兒童分組，可以讓更多的

兒童參與課程。有許多分

組的方式，例如，可以請

兒童以班級為單位一起

合作；或是將年紀較長的

兒童與年紀較小的兒童

配對分組。各組都應該

有一位成年人負責督導。

根據所教導的兒童的年齡及能力

來改編活動。在第3週的活動中， 
可以在書面信息之外增加圖片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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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教導我 
要選正義
「我給你們作了榜樣，叫你們照著我向你們所做的去做」（約翰福音13：15）。

在此請以你自己的想法補充課程。每週都要規劃一些方法，來（1）讓兒童辨認教義，（2）幫助他們
了解教義，以及（3）幫助他們在生活中應用教義。問問自己：「兒童要做什麼來學習?我該如何幫助
他們感受聖靈?」

第1週：耶穌基督是我的完美榜樣。

促進了解（讀經文和畫圖）：在一大張紙上

寫出「耶穌基督是我的完美榜樣」。將這張

紙剪成簡單的四片拼圖，將下列句子各寫在

這四片拼圖的背面上：

• 祂以身作則顯明接受洗禮的正確方式（見
馬太福音3：13-17）。

• 祂以身作則顯明如何愛人（見馬可福音10： 
13-16）。

• 祂寬恕傷害祂的人（見路加福音23：34）。

• 祂以身作則顯明如何祈禱（見馬太福音6： 
5-13）。

唱「我願效法耶穌基督」（兒童歌本，第4 0 - 
41頁）。請兒童們解釋，這首歌曲教導了哪些
事情。展示基督的圖片，告訴兒童，基督藉由

祂完美的榜樣，教導我們許多事情。將兒童

分成四組，每組各發其中一塊拼圖和幾張白

紙，請他們一起讀出經文，再將他們要如何

跟隨基督榜樣的方式畫在紙上；請各組將他

們的經文和圖畫作一番解釋之後，將拼圖拼

在黑板上。完成整個拼圖之後，請大家一起

說出：「耶穌基督是我的完美榜樣。」

第2週及第3週：耶穌基督教導我正確的生活方式。

辨認教義（唱歌）：唱「勇於正義」（兒童歌

本，第80頁）。請一半的兒童仔細聽，我們要
怎樣才會得到快樂；請另一半的兒童仔細聽

誰會幫助我們及告訴我們該怎麼做。討論兒

童從這首歌曲學到哪些教導。

促進了解（玩猜謎遊戲和讀經文）：準備幾

張字條，上面寫著下列詞彙和參考經文：飢（

馬太福音5：6）；照（馬太福音5：16）；愛（馬
太福音5：44）和禱告（馬太福音6：6）。展示
山上寶訓的圖片，說明耶穌在山上教導祂的

門徒，祂當時的教導現在稱為山上寶訓。拿

一張字條給一半的兒童看，請他們將上面的

詞彙演出來，讓另一半的兒童猜；一起讀出

對應的經文，幫助兒童了解基督的教導，以

及我們如何能跟隨祂的榜樣。其他的字條及

經文也按照同樣方式重複進行。

鼓勵應用（討論個案研究）：將下列耶穌基

督的教導分別寫在四張紙上：（1）飢渴慕義，

歌曲：從兒童歌本自行選

出關於耶穌的歌曲

你可以依照兒童的年齡

與人數來改編活動。

例如，在第1週的活動
中，若你的初級會人數

很多，你可以準備幾組

拼圖。對年齡較小的兒

童，教師可以讀出經文，

再幫助兒童畫圖。

教導福音原則時，要幫助兒童找出

在生活中加以運用的方法。

四月

照

愛

飢

網站sharingtime.lds.org上有字條範本

按這裡下載字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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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兒童大聲讀出經文， 
注意每一位兒童的 
能力，要幫助每一個人

都能成功地參與。

（2）你們的光要照在人前，（3）要愛你們的
仇敵，（4）向天父禱告（可以考慮為年紀較
小的兒童準備描述這些教導的圖片）。將這

些紙張分別放在教室不同的地方。準備幾則

可以幫助兒童運用這些教導的個案研究（見

教導，沒有更偉大的召喚，第161-162頁）。例

如，「在學校裡有人嘲笑你、罵你，你會怎麼

做?」複習上面猜謎遊戲裡的經文，並說明教
室裡所展示的這些紙張與那些經文相對應。

為兒童一一讀出個案，邀請他們站在寫著能

幫助他們選正義的教導的紙張前。請幾位兒

童分享他們會作怎樣的選擇。

第4週：當我效法耶穌基督，我感受到救主的愛。

促進了解（唱歌和作選擇）：唱「我感受主的

愛」（兒童歌本，第42-43頁）。寫出幾則描述
兒童可以如何跟隨基督的某項教導之個案研

究，並把可以找到該項教導的經文出處放進

來。以下為幾則範例。

撒拉要她的妹妹不要用她的蠟筆，但是她妹

妹還是一直拿撒拉的蠟筆來畫畫。如果要效

法耶穌，撒拉可以：

 a. 生妹妹的氣。
 b. 把蠟筆藏起來。
 c. 原諒她的妹妹。
馬太福音18：21-22。

約翰和朋友在踢足球，他注意到有個男孩

一個人站在那裡看他們踢球。如果要效法

耶穌，約翰可以：

 a. 嘲笑那個男孩，沒人要和他在一起。
 b. 不管那個男孩，繼續跟自己的朋友

玩。

 c. 邀請那個男孩和他們一起踢球。
約翰福音13：34。

請一位兒童讀出一則個案，接著請他（她）

一次念出一個答案。請其他的兒童在聽到能

效法耶穌榜樣的答案時站起來。請幾位兒童

一起大聲讀出對應的經文，並討論耶穌的教

導。討論在這種情況下，效法耶穌的榜樣，如

何能幫助我們感受到救主的愛。每一則個案

都用同樣方式重複進行。

鼓勵應用：邀請兒童在這個星期中，去做耶

穌希望他們做的事情。告訴他們，在下週你

會請他們一些人分享自己做了什麼，以及怎

樣感受到救主的愛。

給音樂領袖的協助

可以用以下方法協助兒童學習新歌：

• 請兒童在唱到某個特殊的詞彙時做些手
勢，或運用手指來計算唱到某個詞彙的次

數。例如，唱「祂差遣

愛子」（兒童歌本，第

20-21頁）時，請兒童用
手指來計算，他們唱了

幾次「愛子」。

• 為歌曲中的每個句子
選一張代表的圖片或

詞彙，將它們放在同一

張紙上。例如，當你唱「祂差遣愛子」（兒

童歌本，第20-21頁）時，將「天父祂怎樣教
導人，關於愛和溫柔?」這一句歌詞，用一
個心形的圖案及溫柔這個詞彙來代表。將

「祂差遣愛子主耶穌，帶

來平安聖潔。」這一句歌

詞，用一張基督降生圖及

平安這個詞彙來代表。

你可以讓兒 童在唱歌

時，拿著這些圖片來參與

課程。

08710_265_2012OtlnSharingTime.indd   9 7/29/11   8:2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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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接受證實

我會受洗

我接受洗禮並被證實為 
教會成員，就是選正義
「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叫你們的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 
（使徒行傳2：38）。

在此請以你自己的想法補充課程。每週都要規劃一些方法，來（1）讓兒童辨認教義，（2）幫助他們
了解教義，以及（3）幫助他們在生活中應用教義。問問自己：「兒童要做什麼來學習?我該如何幫助
他們感受聖靈?」

第1週：只要我悔改就會得到寬恕。

促進了解（參與實物教學）：每一位兒童各

發一塊小石頭，請他們把石頭放

進鞋子裡，再邀請他們站起來

走一走。問兒童鞋子裡有個石

頭，走起路來感覺如何。問他

們，罪和石頭有何相似之處。（

讓人不舒服，讓我們不快樂。）請

大家把石頭拿出來，再問他們，悔改及獲

得天父的寬恕和把石頭從鞋子裡

拿出來，有何相似之處。說明由

於耶穌基督，我們可以悔改我

們的罪，獲得寬恕。作見證，悔

改是天父賜給我們的一項美好

祝福，悔改能帶給我們快樂。

第2週：接受洗禮與證實就是在效法耶穌的榜樣。

促進了解（玩記憶遊戲和讀經文）：展示施

洗約翰為耶穌施洗以及一位兒童接受洗禮

的圖片，讓兒童注意看圖片20秒，然後將圖
片收起來，請兒童告訴你，他們能從這兩張

圖片中找出哪些相同的地方。你可以將他們

的答案列在黑板上。

讓兒童讀教義和聖約20：72-74，找出誰能為
人施洗，以及應當怎樣執行洗禮。邀請兒童

分享他們所找到的答案。向兒童強調，執行

洗禮的人必須持有聖職權柄，而接受洗禮者

必須被浸沒，也就是完全浸在水中。再次展

示那兩張圖片，指出耶穌及那位兒童都是由

持有聖職權柄之人，為他們執行浸沒洗禮。

鼓勵應用（著色和唱歌）：影印托兒班課本

看你們的小孩第111頁，發給每一位兒童來著
色。唱「洗禮」（兒童歌本，第54-55頁），鼓
勵兒童要像耶穌一樣接受洗禮，邀請一位最

近受洗的兒童，與大家分享他（她）洗禮的情

形。

歌曲：「當我受洗」

（兒童歌本，第73頁）

提示：在第1週的活動
中，你還可以邀請一位兒

童背著一個裝滿石頭的袋

子，然後示範悔改就像是

把石頭從袋子裡拿出來。

五月

網站sharingtime.lds.org
上可取得托兒班課本

按這裡下載 
托兒班課本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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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週：聖靈會幫助我。

辨認教義（觀看實物教學）：請一位兒童站

在門邊，將他（她）的眼睛蒙起來，請他（

她）在沒有幫助的情況下，試著去找到自己

的位子坐下來。重複這項活動，但這一次，請

另一位兒童扶著他（她），帶他（她）走，來

引導蒙起眼睛的兒童。和兒童一起討論，為

什麼眼睛蒙起來的兒童在第二次比較容易

找到他（她）的座位。說明聖靈會在我們的生

活中給我們指示，帶領我們。邀請兒童一起

說：「聖靈會幫助我。」

促進了解（唱歌和玩配對遊戲）：在黑板上

寫出幫助。唱「聖靈」（兒童歌本，第56頁），
邀請兒童數一數，歌曲中提到聖靈會做哪些

事情來幫助我們的事情。

在初級會之前，準備10張
紙，正面畫上選正義盾牌。

下面有5句描述聖靈會如何
幫助我們的句子，把每個

句子都分成兩半，分別寫

在10張紙的背面上：聖靈
會安慰我們；聖靈為耶穌基

督作見證；聖靈會教導我們；

聖靈會告訴我們什麼事該做，什麼事不該做；

以及聖靈會幫助我們做對的事。將紙張有選

正義盾牌的那一面朝上，不按順序地放在黑

板上。邀請一位兒童翻開一張，大家一起念

出上面所寫的詞句；再選另一位兒童來翻開

另一張紙，大家再一起念出上面的詞句，看

看能不能配對。如果配對成功，就將它們拿

下來；如果不能配對，就再翻回去。一直重複

直到全部完成配對為止。

鼓勵應用（討論經文）：將兒童分組，每組發

一則下列的參考經文：約翰福音14：26；約翰
福音15：26；尼腓二書32：5；教約11：12。請
各組讀出他們的經文，並討論該節經文的意

義。邀請兒童及他們的教師分享，他們曾經

感受到聖靈影響的例子。

第4週：領受聖餐就是在更新洗禮聖約。

促進了解（討論聖約和讀經文）：說明聖約

是我們和天父之間雙方面所立下的神聖約

定；我們承諾要做某些事情，而當我們做了

哪些事，天父應許會賜給我們祝福。提醒兒

童當我們接受洗禮，我們就與天父立下了聖

約，並且說明我們領受聖餐，就是在更新洗

禮的聖約。將聖餐祈禱文中說明我們領受聖

餐許下承諾要去做的事情，以及天父對我們

的應許作成字條（見教義和聖約20：77，79）
。將字條發給幾位兒童，請他們在你大聲讀

出那些經文時，按照正確的順序站起來。

讓所有兒童都參與：

你可以讓年紀較小的兒

童與年紀較大的兒童配

對分組，來增加其參與

的程度。例如，在第4週
的活動中，可以由年紀較

小的兒童拿著字條，而由

年紀較大的兒童協助他們

按照順序站起來。

準備：在準備課程，以及

根據兒童的年齡、能力及

情況改編課程時，要尋求

聖靈的指引。例如，有些

課程建議只用幾分鐘來教

導，這時你可以用自己的

構想來補充課程。

讓兒童參與視覺示範，能吸引他們的

注意力並鼓勵他們參與課程。

網站sharingtime.lds.org
上可取得選正義標誌

網站sharingtime.lds.org 
上有字條範本

按這裡下載標誌。

按這裡下載字條。

08710_265_2012OtlnSharingTime.indd   11 7/29/11   8:2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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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遵行福音原則 
來選正義
「我會去做主所命令的事，因為我知道，主決不命令人類兒女去做任何事情，除非祂為

他們預備道路，來完成祂所命令的事」（尼腓一書3：7）。

在此請以你自己的想法補充課程。每週都要規劃一些方法，來（1）讓兒童辨認教義，（2）幫助他們
了解教義，以及（3）幫助他們在生活中應用教義。問問自己：「兒童要做什麼來學習?我該如何幫助
他們感受聖靈?」

第1週：我祈求天父賜給我力量去做對的事情。

促進了解（討論祈禱）：向兒童展示電話或

是其他的溝通用品，討論它的使用方式。問

兒童，我們要如何與天父溝通。說明就像撥

打電話號碼與某人在電話裡交談一樣，我們

可以祈禱來與天父溝通；我們可以祈求天父

賜給我們力量去做對的事情。每班各發一張

描述不同形式的祈禱圖片（例如，個人祈禱、

家庭祈禱、祝福食物或班級祈禱），請各班

向其他的兒童展示他們的圖片，並說明圖片

上是那一種類型的祈禱，以及在什麼樣的時

間、地點及情況下會作這樣的祈禱。

鼓勵應用（玩遊戲）：在兩個空鋁罐底部各

打一個小洞，用繩子將兩個罐子連起來。將

繩子拉緊，請兒童輪流小聲地透過某個罐子

說出他們要祈求天父如何幫助他們做對的事

（例如，要說實話、要虔敬或是對人要親切）

，並請另一位兒童在另一個罐子那邊聽。分

享天父曾經賜給你力量去做對的事情的經

驗，或邀請一位兒童分享他（她）的經驗。見

證天父會聆聽並答覆我們的祈禱，祂會賜給

我們力量去做對的事情。

第2週：當我繳付什一奉獻，天父會祝福我。

辨認教義及促進了解（觀看示範）：說明什

一奉獻就是把你所賺的錢的十分之一經由主

的教會交給神。向兒童展示10個硬幣，問他
們應該用幾個硬幣來繳納什一奉獻。展示繳

付什一奉獻的信封及奉獻單，說明我們填寫

奉獻單，把什一奉獻的錢和奉獻單放進信封

裡，然後交給主教或他的諮理。

歌曲：「尼腓的勇氣」

（兒童歌本，第64-65頁）

邀請聖靈：當你憑聖

靈教導時，聖靈會為你

所教導的福音原則之真

實性作見證（見教導，

沒有更偉大的召喚，第

45-46頁）。

六月

08710_265_2012OtlnSharingTime.indd   12 7/29/11   8:2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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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教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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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應用（玩遊戲和聽見證）：展示能代表

繳付什一奉獻所得到的祝福之圖片和物品，

像是聖殿、教堂、詩歌本、兒童歌本、初級會

課本和經文。告訴兒童，因為有什一奉獻基

金，教會才能提供這些物品。把這些圖片和

物品蓋起來，拿走其中一兩項，再掀開所遮

蓋的布，請兒童猜猜少了哪些東西，這樣重

複進行幾次。說明什一奉獻也會帶來許多肉

眼看不見的祝福（見尼腓三書24：10），請一
兩位成人來分享，他們因繳付什一奉獻所得

到的祝福。

第3週：我會遵守智慧語，只吃和飲用對身
體有益的食物，不會食用不好的東西。

促進了解（讀經文和玩遊戲）：一起讀出哥

林多前書3：16 -17，邀請兒童分享這節經文
對他們的意義。說明天父希望我們好好照顧

自己的身體。把對身體有益或

有害的各種食物及飲料的圖

片放在一個罐子裡（像是水

果、蔬菜、麵包、酒和香

菸）。將托兒班課本第

43頁影印下來，作成拼
圖。請兒童輪流從罐子

裡拿出一張圖片來，如

果拿出來的圖片上的食物對我們有益，就請

該兒童在黑板上拼一塊拼圖；如果對我們有

害，就從黑板上取下一塊拼圖，這

樣一直玩到拼圖完成（罐子裡好

的食物的圖片必須比有

害的多）。請一位成人

或兒童分享他（她）因

遵守智慧語所得到的祝

福（見教約89：18-21）。

第4週：我會穿著端莊，尊重神所賜給我的身體。

辨認教義（觀看圖片和讀經文）：在黑板上

寫：「我的 是 。」

展示一張聖殿的圖片，問：「聖殿為什麼這

麼特別?」讓兒童翻開經文找到哥林多前書6
：19。請他們和你一起大聲讀出來，並請他
們找出這節經文怎樣談到他們的身體。問他

們要填上什麼詞彙來完成黑板上的句子（身

體、聖殿）。請大家一起站起來，念出黑板上

的句子。

促進了解及鼓勵應用（唱歌和討論）：告訴

兒童我們的身體是聖靈能夠居住的聖殿。唱

「救主賜我聖殿」（兒童歌本，第73頁）的第
一段。邀請兒童分享天父希望我們怎樣穿著

及其原因。說明神的先知一直告誡神的兒女

要穿著端莊。邀請兒童在你讀出鞏固青年中

的「服裝儀容」單元時，仔細聽身體的哪些

部位不應當露出來。請兒童想一想他們怎樣

能穿著端莊。丟一個柔軟的物品給某個兒

童，邀請他（她）分享自己的想法，再請他（

她）將那物品丟給另一個兒童，由那位兒童

來分享他（她）的想法。這樣持續進行下去。

我的身
體

和天父
的一樣

我和天
父一樣

，

有一張
臉。

我和天
父一樣

，

有兩隻
腳。

我和天
父一樣

，

有兩隻
手。

網站 sharingtime.lds.org 
上可取得托兒班課本

按這裡下載
托兒班課本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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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遵行福音原則
來選正義
「因此，讓我們忠信地遵守主的誡命」（尼腓一書3：16）。

在此請以你自己的想法補充課程。每週都要規劃一些方法，來（1）讓兒童辨認教義，（2）幫助他們
了解教義，以及（3）幫助他們在生活中應用教義。問問自己：「兒童要做什麼來學習?我該如何幫助
他們感受聖靈?」

第1週：禁食和祈禱可以鞏固我的見證。

辨認教義（觀看實物教學）：準備兩張字條，

各寫上禁食和祈禱。邀請兩位兒童各拿一張

字條肩並肩站在一起，再請另一位兒童從他

們兩人之間穿過去。請站在一起的那兩位兒

童把手臂緊勾在一起，請同一位兒童再一次

試著從他們兩人中間穿越過去。指出當兩位

兒童連結在一起時，他們的力量就更強大。

說明當我們把禁食和祈禱結合在一起，力量

就會更加強大。在黑板寫上：「禁食和祈禱

可以鞏固我的見證」，然後請兒童一起念一

遍。

促進了解（仔細聽經文和參與實物教學）：在

你讀出阿爾瑪書17：2-3的同時，請兒童仔細
聽，摩賽亞的兒子們做了哪些事情，使他們

在福音中變得更為堅強。邀請兒童在每次聽

到幫助摩賽亞的兒子們更為堅強的事情時，

就用力彎起手臂，強化肌肉。

問類似下列的問題來進行有關禁食的討論：

「什麼是禁食?」「為什麼我們要禁食?」「我
們什麼時候該禁食?」以及「禁食的時候為什
麼要祈禱 ?」（見約瑟‧胡適令，「禁食的律

法」，2001年7月，利阿賀拿，第90-93頁）。請
每一位加入討論的兒童拿著紗線或細繩的

一端，而你用手拉住每一條紗線或繩子的另

一端。討論結束時，請兒童拉著繩子到教室

中間來，把他們的細繩匯集成一股強韌的繩

索。說明我們編入繩索的每一條細繩都讓這

條繩索更強韌。幫助兒童了解，同樣地，我們

每次的禁食與祈禱都會增強我們的見證。

第2週：待人親切就是要對人做好事及說好話。

辨認教義（背誦經文）：在黑板寫上「要以恩

慈相待」（以弗所書4：32）。每一個字下面寫
上從1到6的數字；請兒童從1到6輪流報數，
要所有的報1的人站起來說：「要」，再立刻坐
下；然後請所有報2的人站起來說：「以」，再
立刻坐下；其他的字繼續這樣做，這樣重複

進行幾次，然後請所有的兒童一起念整個句

子。

促進了解（聽故事和唱歌）：告訴兒童一個

有關仁慈的故事，像是「為迦勒仗義執言」

（2009年3月，利阿賀拿，第F8-F9頁）。請兒
童在故事中聽到親切的行為時，就豎起兩手

的大拇指；聽到不親切的行為時就把大拇指

轉向地板。唱「愛心由我而起」（兒童歌本，

第83頁）。請兒童在唱到我們應當親切對待
的對象時，站起來。再唱一次，請他們在唱到

「愛心由我而起」這句歌詞時，把兩手的大

拇指指向自己。

歌曲：「蓋房子」

（兒童歌本，第132頁）或從
兒童歌本自行選出的歌曲

提示：教導禁食的概念

時，要記住，小孩子不

需要禁食。

視覺教學有助於兒童

了解抽象的概念。

祈禱
禁食

七月

網站sharingtime.lds.org 
上有字條範本

按這裡下載字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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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應用（分享待人親切的方法）：運用字

條、圖片或簡單的道具（例如領帶代表父親，

或柺杖代表祖父）來表示某些在兒童生活中

會出現的人物（像是父親、母親、姊姊妹妹、

哥哥弟弟、祖父、朋友或是老師）。將這些物

品發給幾位兒童，邀請他們到教室前面來，

讓每一位兒童對他們拿到的物品所代表的

人物，說些好話，或是做些關懷他（她）的

好事。然後請他們把字條、圖片或道具交給

其他的兒童。在時間允許內重複進行此項活

動。

第3週：虔敬就是對神深深的愛與敬意。

辨認教義（唱歌）：準備一些繩子及心形剪

紙，作成項鍊。將「虔敬是愛」（兒童歌本，

第12頁）歌詞中的關鍵詞彙或句子分別寫在
心形剪紙上（例如，安靜地坐著，想念，想

起等等）。邀請幾位兒童戴著這些

項鍊，唱「虔敬是愛」，請唱到他（

她）項鍊上詞彙的兒童，虔敬地走

到教室前面來；邀請帶著項鍊

的兒童依照順序站好，再唱

一次。

鼓勵應用（討論虔敬）：準備寫著眼睛、雙

手、雙腳、耳朵、嘴巴和心的字條，或是畫出

這些部位的簡單圖片。將兒童分組，每組各

選一或兩張字條或圖片，請各組用言語

與動作來分享這個身體部位可以表現

出對神的愛與敬意的一些方

式。

第4週：誠實就是不論結果如何 都會說實話。

促進了解（討論結果）：準備幾則

個案研究（見教導，沒有更偉大的

召喚，第161頁）在其中兒童將面臨抉擇，要
誠實或是不誠實。例如，「你打了弟弟，媽媽

問你，弟弟為什麼在哭。」問：「誠實可能帶

來的結果是什麼?」再問：「不誠實可能帶來
的結果是什麼?」幫助兒童了解，從短時間來
看，誠實的結果可能會帶來麻煩，但是從長

遠的眼光來看，誠實會帶來平安

與快樂。

鼓勵應用（寫一段韻文）：（在教師的協助

下）邀請各班就誠實寫出一句話或是一段韻

文。例如，「說實話，說實話，我會永遠說實

話。」請各班與其他兒童分享他們的句子，

鼓勵他們在受到誘惑想要不誠實的時候，就

重複念出這句話。

在進行視覺教學時

請兒童參與，可以吸引

兒童，也可以幫助

其他的兒童更專注。

經文：讓兒童讀自己的經

文，會強化經文的重要性

並邀請聖靈。若可行，邀

請兒童在他們自己的經文

上將該節經文劃記，然後

一起讀出來。

想念

想起

安靜地

坐著

網站sharingtime.lds.org上有圖形範本

按這裡下載心形剪紙。
上有心形剪紙範本

按這裡下載心形剪紙。

按這裡下載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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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我選擇讓我的生活中充滿
能邀請聖靈的事物
「任何有品德、美好、受好評或值得讚揚的事，我們皆追求之」（信條第13條）。

在此請以你自己的想法補充課程。每週都要規劃一些方法，來（1）讓兒童辨認教義，（2）幫助他們
了解教義，以及（3）幫助他們在生活中應用教義。問問自己：「兒童要做什麼來學習?我該如何幫助
他們感受聖靈?」

第1週：結交益友能幫助我選正義。

促進了解及鼓勵應用（聽故事）：講述以下的

故事：「有兩個男孩在路旁發現一雙舊鞋子，

他們看到在不遠處有一位男子在田裡工作。

一位男孩提議，他們把鞋子藏起來，看看那

位男子會有什麼反應。」讓兒童分享，他們會

對這個男孩說什麼。然後把剩下的故事說完：

「年紀比較大的那個男孩提議，不要把鞋

子藏起來，反而要在兩隻鞋子裡各放一枚銀

幣，他們就這麼做了。不久那個男子回來了，

他發現那些銀幣，他非常感激，他跪下來獻

上感恩的祈禱。他提到，他的太太生病了，孩

子也都沒有東西吃，不論幫助他的人是誰，

他都祈求主祝福他。那兩位男孩心裡都覺到

很溫暖，並且很慶幸他們選擇了正義」（見戈

登‧興格萊，1993年7月，聖徒之聲，第52頁）
。邀請幾位兒童分享，他們的好朋友曾經幫

助他們選正義的經驗。

第2週：我應閱讀、聆賞和觀賞天父所喜悅的事物。

辨認教義（觀看實物教學）：向兒童展示一

盤水果和一盤泥土，問他們哪一盤好吃，為

什麼?說明天父要我們在我們的心中裝滿對
我們有益的事物，而非對我們有害的事物。

邀請兒童說：「我要閱讀、聆賞和觀賞天父

所喜悅的事物。」作些簡單的動作來代表閱

讀、聆賞和觀賞。

促進了解（討論教義）：告訴兒童，如果我們

作了天父所不喜悅的選擇，就會失去某些重

要的事物。在你讀出鞏固青年中「娛樂與媒

體」的第一段時，請兒童仔細聽那項重要的

事物為何（亦見「我的福音標準」）。問兒童

他們有沒有聽到當我們作了錯誤的選擇，我

們會失去什麼（聖靈）。兒童分成三組，讓他

們輪流前往下列三個學習站：「閱讀」、「聆

聽」及「觀看」。在每一個學習站裡，邀請兒

童閱讀、聆聽以及觀看天父所喜悅的事物。

討論當我們閱讀、聆聽和觀看天父所喜悅的

事物時，他們有什麼感覺。

歌曲：「我願效法

耶穌基督」

（兒童歌本，第40-41頁）

學習站：若你的初級會

人數很多，可以考慮讓

領袖走動，從一組換到

下一組，而不要讓兒童

換位置。

故事：講故事能吸引兒童

的注意力，幫助他們聯想

起教義。要熟悉故事，使

你能很有感情、很精采地

用自己的話來講故事。

08710_265_2012OtlnSharingTime.indd   16 7/29/11   8:2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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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圖：讓兒童將所學畫

出來，可以強化他們對教

義的了解。鼓勵他們與家

人分享所畫的圖，可以讓

他們學得更多。

依據初級會人數來改編

課程，可以讓更多兒童參

與。若你的初級會人數

很多，可以考慮在這個活

動中準備很多個籃子，

讓兒童在小組中分享。

第3週及第4週：我應在安息日做幫助我與天父接近的事。

辨認教義（背誦經文）：告訴兒童，你要給他

們一些提示，請他們找出一條重要的信息。

將出埃及記20：8中每一個字的第一個注音
符號（ㄉㄐㄋㄢㄒㄖㄕㄨㄕㄖ）寫在黑板上，

說明這些注音符號是那信息中每一個字的第

一個注音符號。下一個提示是，展示摩西與

十誡的圖片，然後邀請兒童翻到出埃及記20
：8，並一起讀出來。讓兒童找出黑板上的注
音符號與這節經文的關聯。讓兒童重複念出

這節經文幾遍，同時指著黑板上的注音符號

來幫助兒童背誦這節經文。

促進了解（討論和著色）：將兒童分成四組，

每組指派他們讀鞏固青年「安息日舉止」單

元中的一段。請他們就所分派到的段落進行

討論，然後與其他的兒童分享他們學到的事

物。發給每位兒童一張紙，邀請他們畫出一

些適合在安息日做的好事；請幾位兒童與初

級會其他人分享他們所畫的圖畫內容。鼓勵

他們在家裡和家人分享所學習到的事物。

促進了解（進行經文活動）：在初級會之前，

準備一個裝滿紙條的籃子，紙條代表接下來

活動中的嗎哪。將以下問題寫在黑板上：

以色列人在曠野時，主給了他們什麼東西作

為食物?
他們每天可以收取多少?
第六天時，他們要怎麼做?
到了安息日，情況有何不同?

在你講述以色列人收取嗎哪的故事時，請

兒童仔細聽這些問題的答案（見出埃及記

16：11-31）。請他們在聽到答案的時候站起
來，讓一位兒童重述問題答案所在的那一段

故事，然後你再接下去把故事說完。故事講

完後，和兒童談談，天父為什麼不要以色列

人在安息日收取嗎哪。請兒童閉起眼睛，假

裝在睡覺，很快地將「嗎哪」散放在教室的

各個角落。請兒童張開眼睛，收取他們自己

份內的嗎哪（一人一到兩個）。請他們將嗎

哪放回籃子裡。每個兒童將嗎哪放進籃子裡

時，請他（她）說出一項適合守安息日為聖的

事情。

給音樂領袖的協助

可以用以下方法協助兒童學習「我願效法耶

穌基督」（兒童歌本，第40-41頁）：

• 唱這首歌給兒童聽，邀請兒童用手指來計
算你唱到耶穌基督或耶穌這些詞彙的次數。

再唱一次，請兒童跟著你的歌聲打拍子。

• 在初級會教室牆上展示簡單的圖片，圖片
中寫著歌曲中每一句歌詞的關鍵詞彙（像

是效法、跟隨、言語行為、愛、誘和聽），將

教室前方的牆壁空下來。當你唱這首歌時，

請兒童仔細聽，邀請他們指著你所唱到的

歌詞圖片，請一位兒童將那張圖片拿到教

室前方的牆上，請大家一起唱那一段歌詞；

然後你繼續唱下一句，針對每一張圖片都

重複上述的活動，再邀請兒童把整首歌唱

幾遍。簡短地為效法耶穌基督的重要性作

見證。

心中
跟隨

言語行為

彼此相愛

聽
愛

教訓

誘

關懷

網站sharingtime.lds.org上有圖形範本

按這裡下載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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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 十誡教導我
要愛神及神的兒女
「如果你愛我，就要事奉我，並遵守我所有的誡命」（教約42：29）。

在此請以你自己的想法補充課程。每週都要規劃一些方法，來（1）讓兒童辨認教義，（2）幫助他們
了解教義，以及（3）幫助他們在生活中應用教義。問問自己：「兒童要做什麼來學習?我該如何幫助
他們感受聖靈?」

第1週：遵守誡命就會得到祝福。

辨認教義（觀看實物教學）：邀請一位母親

帶著她的嬰兒來參與分享時間，邀請兒童談

一談能保護嬰兒安全的一些規則。告訴兒

童，我們是天父的兒女，祂愛我們，祂給了我

們誡命或規則，來保護我們的安全，使我們

快樂。展示摩西與十誡的圖片，簡短地告訴

兒童，摩西是如何得到這些誡命的（見出埃

及記第19-20章）。

促進了解（唱歌）：將下列三句話寫在黑板

上：「崇敬神」；「孝敬父母」和「尊重他人」

。告訴兒童，十誡的內容可以分為這三個類

別。將兒童分組，每組發一首與一個領域有

關的歌曲，請各組選出一些人來唱歌（例如，

只有男生唱，只有女生唱，或是穿紅色衣服

的人唱）。唱完之後，請一位兒童將歌曲名

稱貼在正確的類別名稱下面。可以考慮運用

下列歌曲：「週末」（兒童歌本，第105頁），「
我立刻服從」（兒童歌本，第71頁），「我的父
親」（兒童歌本，第111頁），「耶穌基督的教
會」（兒童歌本，第48頁），「愛心由我而起」
（兒童歌本，第83頁）。

鼓勵應用（唱歌）：唱「遵守神的誡命」（兒

童歌本，第68 - 69頁），請兒童仔細聽，遵守
誡命會得到哪些應許。邀請他們分享，遵守

誡命會蒙受哪些祝福。

第2週：我應崇敬神。

促進了解及鼓勵應用（讀經文）：天父賜給

摩西的頭四條誡命，教導我們要崇敬神。將

以下句子寫在黑板上，將參考經文分別寫在

四張紙條上。

 1.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 。

（出埃及記20：3）

 2. 不可為自己雕刻 。（出埃

及記20：4）

 3. 不可 耶和華──你神的名。

（出埃及記20：7）

 4.當記念 ，守為聖日。（出埃及

記20：8）

將兒童分成四組，每組發一條參考經文，請

他們讀出經文，並在黑板上找出相對應的句

子。請第一組將句中空白的詞彙填上，並帶

領大家一起將句子念一遍。討論這條誡命的

意義，請兒童提出怎樣能遵守這條誡命的意

見。將他們的回答寫在黑板上。其他三組也

以相同的方式進行。鼓勵兒童從黑板上的建

議中選出一項建議在這個星期中加以遵行。

小組：將兒童分組可以

有效地讓更多的兒童積

極參與課程。

崇拜神 
並尊敬神

尊重他人孝敬父母

週末
我 

立刻服從
愛心 

由我而起

我的父親
耶穌基督 
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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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教會編寫的課程可

能無法針對你兒童的特殊

需求來教導。你了解他們

的能力與狀況，可以改編

這些分享時間的課程，讓

它們在你的初級會中發生

效用。

第3週：我應孝敬父母。

辨認教義（背誦經文）：簡短的複習一下，上

週所學到的經文，請幾位兒童分享他們做了

什麼來遵守那些誡命。將兒童分成四組，每

組發一張下列的字條（見出埃及記20：12）。

邀請第一組站起來，將字條上的句子念一

次，然後坐下；其他組別也按照順序這樣做。

請各組將字條傳給下一組，重複上述的活

動，直到每一組都念過每張字條。邀請所有

的兒童站起來，一起將這條誡命再念一次。

鼓勵應用（玩遊戲）：將兒童分組，請每一

組想出孝敬父母的一些方法，邀請各組用默

劇的方式演出他們的想法，讓其他的兒童猜

他們在做什麼。猜出答案時，就請該組中的

一位兒童，將他們的想法寫在黑板上。

第4週：我應尊重他人。

辨認教義（討論尊重）：告訴兒童，今天有一

位非常重要的人物要來初級會，請他們示範

該如何表達對此人的尊重。請兒童猜猜看這

人是誰，一邊哼唱「我是神的孩子」，一邊將

紙星星別在每個兒童身上。說明每一個人都

很重要，我們應當尊重每一個人，告訴兒童，

十誡中有好幾條誡命教導我們要尊重他人。

促進了解（討論個案研究）：說明十誡教導

我們，不可偷竊也不可說謊，這是我們尊重

他人的一種方式。準備幾則個案研究（見教

導，沒有更偉大的召喚，第161-162頁），讓兒
童在其中面臨是否選擇要誠實的情況。將兒

童分組，每組發幾則研究個案。請他們讀出

每個個案，並討論在每個情況下要如何做到

誠實。

要找機會對每一位兒童表達你對他們的愛， 
如果你對教導的對象表達你對他們的愛， 

他們會更容易感受到聖靈，也會更熱衷於學習 
（見教導，沒有更偉大的召喚，第31頁）。

使你的日子

所賜你的地上 
得以長久。

當孝敬父母，

在耶和華── 
你神

網站sharingtime.lds.org上有字條範本

按這裡下載字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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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教師提出有效的

問題，能引導兒童說出

經過思考的答案。要避

免提出是非題。

每一個人都可以得到
聖職的祝福
「還有，凡接受這聖職的，就是接受我，主說」（教約84：35）。

在此請以你自己的想法補充課程。每週都要規劃一些方法，來（1）讓兒童辨認教義，（2）幫助他們
了解教義，以及（3）幫助他們在生活中應用教義。問問自己：「兒童要做什麼來學習?我該如何幫助
他們感受聖靈?」

第1週：配稱的男青年在年滿12歲時可以接受聖職。

辨認教義（看圖片）：向兒童展示耶穌基督

設立聖餐教儀的圖片。說明基督將聖餐賜

給祂的使徒以及在摩爾門經中的門徒們。祂

要求他們在祂離開後，要繼續祝福和傳遞聖

餐。一起讀出尼腓三書18：5-6，問兒童類似
這樣的問題：現在是由誰來祝福聖餐?由誰傳
遞聖餐?人要持有什麼能力才能祝福和傳遞
聖餐?

促進了解（討論教義）：說明聖職是神的能

力，來為世人服務和造福世人的。基督在後

期時代教導我們，只要符合這兩項要求，每

一位男子都可以持有聖職。第一項是到達一

定的年齡。請兒童在聽到你說出男孩可以接

受聖職的年齡時站起來，慢慢地從1數到12
。告訴兒童，另一項要求是這位男孩必須配

稱。說明要配稱的意義是什麼，並說明男孩

和女孩都可以運用「我的福音標準」來幫助

自己了解如何過配稱的生活。

鼓勵應用（參與肢體活動）：將兒童分組，

每組分派「我的福音標準」裡的其中一項標

準。請各組想出可以代表該標準的一個簡單

動作，用幾個詞彙來代表某一條標準，請被

指派到那項標準的組別站起來，表演他們的

動作。重複進行，直到每組都輪完為止。說

明遵行這些標準可以幫助男孩保持配稱以持

有聖職，並接受聖職教儀，也可以幫助女孩

保持配稱以接受洗禮和聖殿教儀等聖職教

儀。

第2週：經由聖職，我們可以接受救恩的教儀。

辨認教義（觀看實物教學）：請一位兒童拿

著一把撐開的雨傘，讓幾位兒童站在傘下，

把雨傘比作聖職，指出若下雨了，不只是撐傘

的那一個人，而是雨傘下所有的兒童都可以

得到祝福，不被雨淋濕。經由聖職，我們可

以接受救恩的教儀，好讓我們能回去與神同

住。

提示：要敏於察覺兒童

的家庭狀況。強調聖職

可以使每一個人蒙福，不

論他（她）是男性還是女

性。家中沒有聖職持有人

的兒童，則可經由家庭教

導教師、親戚及教會領袖

來接受祝福。

實物教學能引發兒童的

興趣，吸引他們的注意力，

或講介福音原則。

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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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禮

幫助兒童積極參與 
課程，能幫助他們把 
所學到的教義 
加以內化。

促進了解（拼拼圖）：將下列詞彙分別寫在

五張紙上：洗禮，證實，（男性的）聖職教儀，

聖殿恩道門和聖殿印證。把每一張紙切開，

做成一份拼圖。向兒童簡單說明教儀是什麼

（具有屬靈意義的神聖儀式或行為），再告

訴兒童，若要回去與天父同住，我們需要一

些必要的教儀。在黑板上畫出五個階梯，把

耶穌基督的圖片放在

最上層的階梯上。將

兒童分成五組，每組

發一份你所製作的拼

圖。請他們把拼圖拼

好，再與初級會的其

他人分享，關於拼圖

上的教儀他們所知道

的事。讓各組依照適

當的順序把拼好的拼

圖放在黑板上的階梯上。

第3週：經由聖職的祝福，我可以得到強化的力量。

辨認教義（討論教義）：請兒童伸出雙手，看

看自己的手。問他們，雙手如何幫助他們玩

耍、工作及準備好去教會；邀請他們以默劇演

出每一個答案。再問他們，人們如何運用雙

手來幫助他人。說明聖職持有人可以運用他

們的雙手為我們作祝福，那些祝福會幫助和

鞏固我們。

促進了解及鼓勵應用（看圖片和分享經驗）

：將聖餐、洗禮、證實、嬰兒祝福和施助病

人的圖片張貼在教室四周，說明每一張圖片

中所進行的事。邀請兒童在紙上描畫出自己

的雙手，再剪下來。請兒童在每張手形剪紙

的正面寫上自己的名字，邀請他們將一張手

形剪紙貼在自己曾經藉由聖職持有人的手所

接受的教儀圖片旁。選出幾張手形剪紙，邀

請寫上名字的那幾位兒童分享聖職如何祝福

和鞏固他們的經驗。講述尼腓三書17：11-25

中耶穌祝福小

孩的故事。把耶

穌與小孩的圖

片放在教室正

前方，邀請每一

位小孩把第二

張的手形剪紙

貼在圖片四周。

說明聖職持有

人有能力奉耶

穌基督的名行

事；他們可以祝

福我們，就像如

果耶穌在這裡，

祂會那麼做一

樣。

第4週：長大時，我可以去聖殿為我的祖先接受教儀。

辨認教義及促進了解（著色）：提醒兒童，如

果要回去與天父同住，我們必須接受某些特

定的聖職教儀。請他們說出這些必要的教儀

有哪些。說明有許多人沒有機會接受這些教

儀就過世了，他們需要我們的幫助。向兒童

介紹，你有哪位祖先沒有接受這些教儀就過

世了。每一個兒童發一張簡單的人形剪紙，

請他們在其中一面畫上自己的樣子，另一面

畫出你所講的那位祖先（若兒童知道自己某

位尚未接受教儀的祖先，他（她）可以畫那位

祖先）。請他們將自己的人形剪紙拿到面前，

念出本週的主題；一邊請他們在念到「我」

時，將人形翻到畫著自己的那一面；念到「祖

先」時，再翻到畫著祖先的那一面。

經由 

聖職 
我們可以接受 
救恩的教儀

洗禮

證實

聖職教儀

聖殿恩道門

聖殿印證

網站sharingtime.lds.org 
上有字條範本

按這裡下載字條

08710_265_2012OtlnSharingTime.indd   21 7/29/11   8:24 AM



十一月

遊戲：遊戲能增加課程

的變化，讓兒童與人互

動，同時以一種有趣的

方式來強化所教導的福

音原則。

我現在就可以選擇
當傳教士
「祂又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馬可福音16：15）。

在此請以你自己的想法補充課程。每週都要規劃一些方法，來（1）讓兒童辨認教義，（2）幫助他們
了解教義，以及（3）幫助他們在生活中應用教義。問問自己：「兒童要做什麼來學習?我該如何幫助
他們感受聖靈?」

第1週：我可以藉由為人服務來當傳教士。

促進了解（進行角色扮演）：讀出馬太福音25
：34-40，說明當我們為人服務時，就是在為天
父服務（見摩賽

亞書2：17）；服務
可以帶給我們快

樂，幫助我們再

與神同住。請幾

位兒童以角色扮

演的方式演出幾

項服務的善行，

像是給飢餓的人

食物、與孤單的人

作朋友、或是探訪

生病的人。讓其他

的兒童猜角色扮

演的內容為何。展示

一張傳教士的圖片，問兒童，傳教士如何為神

服務。說明當我們為人服務，就是在當傳教士。

鼓勵應用（玩遊戲）：製作一個遊戲板，上面

有一條由六種顏色繪製而成的道路，通往耶

穌的圖片。準備一個有六個顏色的轉輪，顏

色要與遊戲板的相同。在每一個顏色上寫出

兒童可以服務的

對象，像是父親

或母親、一位朋

友或某個鄰人。

選出一位兒童來

轉轉輪，看轉到

誰，請他說出可

以為那人服務的

一種方式。然後

請他將遊戲板上

的棋子前進到與

轉到的顏色相同

的那一格。讓另

一位兒童重複以上

的遊戲，直到棋子走到救主的圖片為止。提

醒兒童，當我們在為人服務時，就是在為神

服務。唱「助人」（兒童歌本，第108頁）。

第2週：我可以作好榜樣來當傳教士。

辨認教義（觀看實物教學）：在初級會之前，

用積木蓋一個建築，再將它蓋起來，不要讓

兒童看見。（若沒有積木，也可以在黑板上畫

一個圖案，再用一張紙遮起來。）向兒童描述

你所蓋的建築，說明你是怎麼蓋的。然後發

給幾位兒童一些積木，請他們蓋出像你所蓋

的建築；當他們完成後，掀開蓋住你的建築

的布，指出兩者之間的不同。請兒童再蓋一

次，這次他們可以看著你的建築作範本；說

明當我們有榜樣可以跟隨的時候，許多事都

會變得簡單多了。

22

善加利用機會來鼓勵兒童思考，用

適合他們年齡的問題，或是促進學

習的情境來鼓勵兒童思考。

為家人和他人服務， 

就是在為神服務。

網站sharingtime.lds.org上有遊戲板及轉輪範本

按這裡下載遊戲板及轉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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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劃一些能在活動一開始

就吸引兒童注意力的方式。

例如，在這個活動中， 
兒童會很有興趣想知道 
會從袋子中拿出 
什麼東西。

促進了解及鼓勵應用（聽故事和唱歌）：展

示一些圖片，簡短的講述幾則年輕人作好榜

樣的經文故事（例如，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拒

絕飲用國王的酒〔見但以理書1：5 -16〕；沙
得拉、米煞和亞伯尼歌〔見但以理書3：4-29
〕和但以理在獅子坑〔見但以理書第6章〕）
。展示一張傳教士的圖片，問兒童，傳教士

怎樣作好榜樣。說明我們作好榜樣

時，就是在傳教，

因為我們的榜樣

會讓他人想要進一

步認識耶穌基督。

分享你所見到支會或分會中兒童的一些好榜

樣。

請兒童唱「照耀」（兒童歌本，第96頁）。請
他們一邊唱，一邊在教室裡傳一個紙做的太

陽，每當歌聲停止時，請當時拿到太陽的兒

童分享他（她）怎樣可以作好榜樣（例如，待

人親切、說實話或邀請朋友參加初級會）。

邀請每位兒童製作一個自己的紙太陽，上面寫

著「我會作一個優秀的好榜樣」。請兒童舉起

自己的太陽一起唱「我像一顆星」（兒童歌本，

第84頁），「基督要我做太陽光」（兒童歌本，
第38頁），或是「照耀」（兒童歌本，第96頁）。

第3週：我可以教導朋友認識耶穌基督和祂的教會。

辨認教義（觀看示範）：跟幾位兒童握手，用

角色扮演的方式邀請他們來參加初級會，學

習有關耶穌的事。請這些受到邀請的兒童再

去邀請其他的兒童，直到所有人都被邀請為

止。說明主希望我們每個人都當傳教士，教

導我們的朋友認識耶穌基督和祂的教會。

促進了解（聽故事）：分享賓賽‧甘曾講述

的，有一位初級會的男孩成為優秀傳教士的

故事：有位男士在火車上問一個男孩關於摩

爾門教會的事，那個男孩把所有的信條背誦

出來，那男士很欽佩男孩這麼了解自己的信

仰，所以他就到鹽湖城來進一步了解教會（見

「持有聖職的榮幸」，1976年2月，聖徒之聲，
第64-69頁）。說明學習信條可以幫助我們現
在就當傳教士。

鼓勵應用（複習信條）：準備13張紙，上面分
別寫著1-13的數字。將兒童分組，請各組選
一張紙，然後一起學習與其數字相對應的信

條。各組準備好之後，請他們背誦其信條給

其他的兒童聽，然後再選另外一張紙，在時

間允許下繼續進行此項活動。

第4週：我現在就可以為全部時間傳道工作作準備。

辨認教義（觀看與傳道事工有關的實物）：

準備一個袋子或皮箱，裡面裝一些全部時間

傳教士會用到的物品，例如安息日穿的皮鞋、

領帶和經文。邀請幾位兒童分別從袋子拿出

一項物品，展示給其他的人看。問兒童，為什

麼光是有這些東西，還不能讓一個人作好準

備成為傳教士。讀教義和聖約84：62，邀請兒
童仔細聽，每一位傳教士還需要哪一件事（

見證）。為獲得個人見證的重要性作見證。

促進了解（看圖片和回答問題）：幫助兒童了

解見證最重要的要件。展示一些代表那些要

件的圖片（例如，天父愛我們，耶穌基督是

我們的救主，約瑟‧斯密是先知，耶穌基督

後期聖徒教會是主真實的教會，以及我們有

活著的先知在領導我們）。針對每張圖片提

問幾個問題，像是：這是什麼 ?這是誰 ?你知
道哪些關於這項教導的事?你要如何鞏固自
己對這件事的見證?請兒童說出他們可以向
哪些人分享他們的見證。向兒童作見證，當

他們與人分享自己所知道的事情時，他們的

見證就會增長，也就是在為傳教作好準備。

提示：可以考慮運用每月

的經文作為任何分享時間

課程的補充。可以在初級

會教室中展示每月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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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
「看啊，我是耶穌基督，神的兒子。我是世界的生命和光」（教約11：28）。

在此請以你自己的想法補充課程。每週都要規劃一些方法，來（1）讓兒童辨認教義，（2）幫助他們
了解教義，以及（3）幫助他們在生活中應用教義。問問自己：「兒童要做什麼來學習?我該如何幫助
他們感受聖靈?」

第1週：天父差遣祂的愛子來到世上。

辨認教義（複誦活動韻文）：和兒童一起重

複唸以下的活動韻文幾次：

天父差遣祂的愛子來到世上。

祂來的時候是一個小嬰兒。（雙手作搖籃狀）

祂像你我一樣地長大。（彎腰再慢慢站起來）

因為祂愛我們，（雙手放在胸前）祂為我

們而死。（坐下）

因為祂復活了，我們也都會復活！（再站起來）

說明在經文中，耶穌告訴我們，祂是神的兒

子。一起大聲讀出教義和聖約11：28。（你可
以在你讀到這節經文的那個部分時，邀請年

紀較小的兒童說「神的兒子」。）

促進了解（畫圖和聽故事）：請每位兒童從耶

穌基督降生的故事中，畫出某個場景或是某

個人物（例如，馬利亞、約瑟或是牧羊人）。

重述在路加福音2：4-17及馬太福音2：1-12
中的紀錄。邀請兒童在你講故事時的適當時

機，舉起他們所畫的圖片。你也可以在這個

活動中唱一些兒童歌本（見第22-33頁）中的
聖誕歌曲。如需在教導中運用音樂的建議，

請見教導，沒有更偉大的召喚，第172-175頁。

第2週：耶穌的智慧與身量，並神和人喜愛祂的心都一齊增長。

辨認教義（唱歌和背誦經文）：展示顯示基

督從嬰兒成長為兒童及成人的圖片，一起唱

「耶穌也曾是個小孩」（兒童歌本，第34頁）
。請兒童來說明，這首歌曲教導我們哪些有

關耶穌的事。運用一些簡單的動作代表耶穌

的成長來幫助兒童背誦路加福音2：52，例
如：智慧（用手指著頭），身量（伸展肌肉），神

（雙臂交疊在胸前）和人（向一位朋友揮手）喜

愛祂的心。

鼓勵應用（讀經文和參與活動）：把教室分

成四個區域，各區分別放置下列其中一個標

誌：耶穌的智慧增長──教約88：118；耶穌
的身量增長──教約89：20；神喜愛耶穌的
心增長──教約8 8：63；人喜愛耶穌的心增
長──箴言18：24。在每個區域安排一項簡
單的活動，像是有關天父和祂的誡命的問題

（「智慧」），這些問題要適合兒童的年齡；

讓兒童參與講故事， 
可以幫助他們 
專心和投入。

在這項活動中，兒童可以體認到耶穌以前像他們 
一樣長大，而感覺與耶穌基督更貼近。

耶穌的 
智慧增長 神喜愛耶穌

的心增長

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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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量尺以紀錄每位兒童的身高；一張紙

來畫有益健康的食物（「身量」）；以及利阿

賀拿中有關見證及友誼的故事（「神喜愛耶

穌的心」與「人喜愛耶穌的心」）。說明我們

和耶穌一樣都會長大──「智慧與身量，並

神和人喜愛祂的心都一齊增長」（路加福音2
：52）。將兒童分成四組，請一位成人帶領一
組到某個標誌那裡，大家一起在那裡讀出經

文，參與活動。當兒童從一區移動前往下一

區時，彈一些輕柔的音樂。

第3週：耶穌基督是世界的光與生命。

辨認教義（進行經文活動）：在教室內相對

的兩面牆上各放上基督降生與死亡的圖片，

告訴兒童，你會讀出一些有關耶穌降生的徵

兆或是祂的死亡的徵兆的經文，請兒童在你

讀經文時，把頭轉向相對應的圖片（若你的

初級會人數很少，你可以讓孩子走向相對應

的圖片）。讀出尼腓三書1：15、19、21；8：20
、22-23。討論耶穌基督如何把光帶給世界。
請兒童用雙手蒙住眼睛，想像如果沒有光，

他們在生活上會遇到哪些挑戰；把這些挑戰

與如果沒有福音，我們會面臨的挑戰作一比

較。讀出約翰福音8：12，邀請兒童仔細聽，
我們必須怎麼做，才不會走在黑暗裡。

促進了解（玩猜謎遊戲）：說明有許多象徵

能幫助我們記得，耶穌是世上的光；其中一

些可以在聖誕節時看到。在袋子裡放一些這

樣的象徵（像是蠟燭、紙做的星星或燈具）。

請一位兒童把手伸進袋子裡，摸摸其中一項

物品，猜猜哪是什麼，然後再拿出來給其他

的兒童看。請那位兒童分享耶穌所做的某件

事，怎樣把光帶進我們的生活中。再用其他

的物品重複進行這項活動。

鼓勵應用（畫圖）：發給每個兒童一張太陽

形狀的剪紙，請他們寫出或畫出他們跟隨耶

穌基督的光的一種方法。鼓勵他們與家人分

享他們所畫的圖片。

第4週：約瑟‧斯密看見耶穌基督，並為祂作見證。

促進了解（拆禮物）：將一張第一次異象的

圖片包裝成一份禮物，說明許多人都會送禮

物來慶祝生日；問兒童，我們在聖誕節慶祝

誰的生日，說明還有另一位重要人物的生日

也在12月。邀請一位兒童來拆開禮物，看看
這位壽星是誰；告訴兒童，12月23日是約瑟‧
斯密的生日。討論第一次異象，說明由於約

瑟‧斯密看見耶穌基督，並為祂作見證，使我

們都得到了一些很重要的禮物。在黑板上寫

「由於約瑟‧斯密看見耶穌基督，並為祂作

見證，使我們得到的禮物」。準備四大張紙，

每張各寫出下列一項禮物：「我們有摩爾門

經」，「我們今日在世上有真實的教會」，「我

們有聖職」和「我們知道天父會聆聽並答覆

我們的祈禱」。

將兒童分成四組，每組各發一張紙，請他們

畫出該項禮物，再請他們把所畫的圖當作禮

物送給下一組。邀請各組向其他的兒童展示

及說明他們的禮物，再把圖畫貼在黑板上。

鼓勵應用（為耶穌基督作見證）：請兒童閉

上眼睛，想想他們可以跟誰分享福音這份禮

物。告訴他們，他們可以像約瑟‧斯密一樣，

為耶穌基督作見證。

複習：12月份是個適合用
來作復習的好時機。可以

考慮重複之前某個課程的

活動，邀請兒童分享他們

在上一週如何在生活中實

踐教義，或他們怎樣與家

人分享該教義。

由於約瑟‧斯密看見 
耶穌基督，並為祂 
作見證，使我們得到 

的禮物

我們有 
摩爾門經。

我們今日 
在世上有真實
的教會。

我們知道天父
會聆聽並答覆
我們的祈禱。

我們 
有聖職。

網站sharingtime.lds.org 
上有字條範本

網站 sharingtime.lds.org  
上有太陽圖畫範本

按這裡下載圖畫。

按這裡下載字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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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初級會中
使用音樂
初級會中使用音樂的目的是教導兒童了解耶穌基督的福音，並幫助兒童遵行福音。初級會的歌曲能

讓學習更有樂趣，幫助兒童學習和記住福音真理，並邀請聖靈。

下列建議可以幫助你透過音樂教導兒童了解福音，這些範例有助於你教導本大綱中所提議的歌曲。

額外的建議請見2010年及2011年分享時間大綱中的「如何在初級會中使用音樂」。

透過音樂教導福音

初級會中某些極為重要的課程是透過音樂

教導的，「音樂可以增進兒童對福音原則的了

解，鞏固他們的見證」（教導，沒有更偉大的召

喚，第174頁）。思考如何向兒童問問題，以幫
助他們了解歌曲的意義。例如，「選正義」（

聖詩選輯，第148首）教導，在生活中作決定
時，我們並不孤單，聖靈會指引我們作正義

的選擇。在黑板上畫3個選正義盾牌，裡面寫
上下列問題：「誰會指引我們選正義?」，「聖
靈的協助會在何時照耀著我?」和「選正義會

得到哪些應許?」指著第一個盾牌，一起讀出
問題，請兒童在你唱歌時仔細聽，然後在聽

到答案時站起來。請他們和你一起重複唱出

答案幾次。這麼做會幫助兒童把歌詞併入旋

律記起來。其他的問題也重複進行這樣的活

動。針對兒童比較於難以理解的句子或詞彙

進行討論。唱整首歌，並提醒兒童，唱這首

歌時就是在作見證，只要我們聽從聖靈的指

引，聖靈會幫助我們作正義的選擇。

讓所有的兒童都參與音樂活動

兒童不論其年齡大小或能力高低，都喜歡音

樂，也樂於參與音樂活動。音樂的節拍有助

於兒童記住歌曲和歌詞所帶來的信息。當你

唱「堅守正義」（兒童歌本，第81頁）時，可以
思考用不同的拍子與音量。可以考慮教導兒

童認識一些音樂專有名詞，像是圓滑地（緩

慢而流暢地）及斷音地（快速而不連貫地），

讓兒童用這兩種方式來唱這首歌。

兒童也喜歡作動作來參與，像是打拍子或是

配合歌詞作動作。在「蓋房子」（兒童歌本，

第132頁）中，手部動作可以幫助兒童專注在
歌詞上。你也可以在唱「尼腓的勇氣」（兒童

歌本，第6 4- 65頁）時運用動作，例如，請兒
童在唱到「我願往」時，用一隻手臂假裝拿

著盾牌；唱到「我願做，做主吩咐的事」時，

假裝拿著一把劍高舉過頭；唱到「我知道主

問問題：運用問題來讓

兒童參與課程。問題可以

幫助兒童專心聽，並增加

對福音原則的了解（見兒

童歌本，第145頁）。記
住，提出問題的方式要讓

兒童在唱歌時，能找出問

題的答案。

強化福音原則：在分享

時間中運用音樂，有助於

強化初級會會長團所教導

的原則。「音樂是課程中

邀請主的靈同在的一個好

方法。音樂可幫助我們表

達難以用言語所傳達的感

受」（教學指南〔2001
〕，第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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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鼓勵兒童在家人家

庭晚會中、研讀經文時，

以及其他適當的時機，唱

初級會的歌曲。

預備道路，祂希望我服從」時，在原地踏步。 邀請兒童為歌曲想出適當的動作（某些動作

可能不適合在聖餐聚會演出時使用）。

複習歌曲來強化福音原則

教唱歌曲時，你需要時常重複，讓兒童能學

起來；你也需要在一年中，複習教過的歌曲，

好讓兒童在腦海中記住這些歌曲。教完一首

歌之後，要用各種有趣的方式來複習。即使是

在聖餐聚會演出之後，也要繼續唱歌，讓兒童

可以記住這些歌曲。可以考慮把希望兒童復

習的歌曲寫在不同的物品上（例如，花瓶裡

的花、池塘裡的紙魚、火雞身上的羽毛、樹上

的葉子或是教室裡四處貼著的心形剪紙）。

請兒童一次選出一項物品，然後唱那首歌。

以下為如何複習歌曲的一些額外建議（網站

sharingtime.lds.org上有視覺教材範本）：

• 歌唱骰子：製作一個每一面都寫有不同動
作的骰子，請一位兒童擲骰子，來決定唱

歌時要作的動作。

• 女生唱或男生唱：製作一個男孩的圖片與一
個女孩的圖片，把它們分別黏貼在兩根木

棒上。在複習歌曲時，變換圖片來表示該誰

唱歌；這樣做會讓兒童積極投入。

• 歌唱人偶：把托兒班課本看你們的小孩第63
頁的圖片影印後剪下來，發給每一位兒童

著色；將圖片黏貼在紙袋上，作成人偶。邀

請兒童拿著人偶一起唱歌。

• 丟沙包：邀請一位兒童把一個沙包或紙團
丟進籃子裡；如果他（她）第一次就丟進

了，就請大家唱那段歌詞一遍；若他（她）

第二次才丟進去，就請大家唱兩遍，以此

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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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我是神的孩子

快樂地 詞與曲：珍妮‧貝莉

1.我        在        世            上              能          有       所       選           擇。           正
2.我        心        裡            感              覺          安       全       快           樂，           家
3.我        為        家            人              快          樂       地       服           務，           用

義           選   擇           祝       福       我           和           全   家           人。
人           的   愛           帶       給       我           平           安   祝           福。           因  我
好           行   為           助       家       人           信           心   穩           固。

是                神            的       孩       子，        獲       賜        真           光：           聖

靈             引    導            助       我        行           正        義        道            路。

珍妮‧貝莉 © 2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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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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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有身心障礙的兒童
救主教導「你的兒女都要受主的教訓，你的兒女必大享平安」（尼腓三書22：13）。

初級會領袖身負重要的職責，要教導所有的兒童耶穌基督的福音，包括有身心障礙的兒童。初級會

歡迎每一位兒童，愛他們、滋養他們並接納他們。在這樣的氣氛下，所有的兒童可以很容易就了解

天父和耶穌基督的愛，並且可以感受到和辨認出聖靈的影響。

每一位兒童對神來說都是寶貴的，都需要愛、尊重和支持。

照料在初級會中有身心障礙的兒童的需求

時，要與他人一起商量。

 1. 與兒童的父母商量，父母通常比任何人都
了解自己的孩子。他們可以教你如何照料

他（她）的需求、他（她）能專注多久的時

間以及他（她）最喜歡的學習方式。例如，

有些兒童對音樂最有反應，有些則喜歡故

事、圖片、經文或動作。運用各種不同的

教學方法，以確保運用最能幫助每位兒童

學習的方式。

 2. 與初級會的其他領袖和教師一起商量。透
過祈禱和通力合作，找出能幫助每位

兒童感覺被愛及學習耶穌基督福音的

各種方式。

 3. 與支會議會一起商量。聖職及其他輔助組
織的領袖可以針對如何幫助有特殊需求

的兒童提出意見。有一個支會，他們的大

祭司小組提議，要給一位自閉症男孩一個

「初級會爺爺」，每個星期都和他坐在一

起。（理想的情況是每週都由同一人陪伴。

）這麼做的確幫助了那位男孩專心上課，

也讓他感受到愛。

羅素‧培勒長老說：「很清楚地，我們當中那

些有了寶貴孩子的人，已被賦予神聖高貴的

管家職務，因為神已任命我們以愛、信心之

火和了解他們的真正身分的心來圍繞今日的

兒童」（「看你們的小孩」，1994年10月，聖
徒之聲，第48頁）。

某些有身心障礙的兒童對視覺提示 
很有反應。運用此處所示範的提示，來代表

現在該祈禱、該安靜下來，或是該唱歌了。

關於如何幫助有特殊需

求兒童的 進一步資訊，
請見教導，沒有更偉大的

召喚，第38-39頁，以及 
disabilities.lds.org 。

改編課程：你可能需要

依照身心障礙兒童的需

求來改編分享時間的課

程。改編的幾個例子請

見 sharingtime.lds.org。

網站sharingtime.lds.org上有人型範本

按這裡下載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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