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9標題頁

12.

主日學

主日學是聖職的一個輔助組織。所有輔助組織成

立的目的，都是為了幫助教會成員增強對天父、

耶穌基督和復興福音的見證。透過輔助組織的運

作，教會成員可以在努力奉行福音原則時，獲得教

導、鼓勵和支持。

12.1

主日學的宗旨

年滿12歲以上的教會成員都是主日學的成員。其他
宗教信仰的人也歡迎出席和參與主日學課程。主日

學組織的宗旨為：

	1.	透過教導、學習和交誼，鞏固個人與家庭對天父
和耶穌基督的信心。

	2.	協助教會成員在教會和家中「彼此教導國度的教
義」（教約88：77）。

12.2

支會主日學領導人

本章著重於用能夠鞏固個人與家庭的方式，來

管理主日學。主日學領袖要經常複習第3章，該
章列出了領導的一般原則。這些原則包括在靈性

上作好準備、參與議會、施助他人，以及教導

耶穌基督的福音。

12.2.1

主教團

主教和他的諮理要為主日學提供聖職領導。

主教要召喚和按手選派主日學會長。他也要督導主

日學其他同工的召喚和按手選派事宜。他可以指派

他的諮理召喚和按手選派這些人。

主教要指派一位諮理督導支會的主日學，包括

教堂圖書室。這位諮理要定期與支會主日學會

長團開會。他要在主教團會議中報告主日學和

教堂圖書室事務。

12.2.2

支會主日學會長團

支會主日學會長團的成員為聖職持有人。可能的

話，會長要持有麥基洗德聖職。他們在主教團的指

導下行事，並且接受支聯會主日學會長團所提供的

職前訓練和持續協助。

支會主日學會長

主日學會長負有下列責任：

他是支會議會的成員。身為該議會成員，他要參與

培養信心和鞏固個人與家庭的事工（見第4章）。
他來參加支會議會會議時要作好準備，提出關於教

會成員如何能改進在教會和家中的學習與教導的建

議。他要應主教的邀請，在支會議會會議中作訓

練，以幫助支會提升福音的學習與教導。

他要向主教團推薦召喚支會成員擔任主日學會長團

諮理、主日學教師、支會圖書室管理員和助理管理

員。如有需要，他也要推薦一位支會成員擔任主日

學祕書。推薦人選時，他要按照19.1.1和19.1.2所
列的指導方針去做。

他要用這本手冊作為資源，教導其他主日學領袖	

明白其職責。

支會主日學會長和他的諮理

支會主日學會長團成員要通力合作，完成下列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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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要督導主日學在提升福音學習與教導方面的工

作。他們要按照5	.5	.3和5	.5	.4裡的原則進行這些工
作。他們也要用以下方式來支持主日學教師：（1）	
偶爾找他們談談他們的疑問和顧慮，討論為班員服

務的方法；（2）安排時間探訪他們的班級。

他們是支會改進福音學習與教導方面的專員（見

12.5）。

他們要督導教堂圖書室事宜，包括（1）訓練剛被召
喚的圖書室管理員，（2）提供持續的支持和訓練，
以及（3）在徵詢支會圖書室管理員的意見後，提出
圖書室的年度預算。

他們要舉行主日學會長團會議，也要和主教團中督

導主日學的諮理開會。

主日學會長要指派他的諮理督導一部份的責任，例

如，他可視需要而委派的責任包括為不同年齡組開

設主日學課程、為教師提供職前訓練、管理教堂圖

書室，以及幫助主日學教師安排代課教師。諮理要

經常向他回報他們所做的工作。

12.2.3

主日學教師

主日學教師要教導主教團和主日學會長團所指派的

班級。他們要按照5	.5	.4所列的原則教導。

12.2.4

支會主日學祕書

如有需要，主教團可以召喚一位弟兄擔任主日學祕

書。祕書可被賦予以下責任：

他要與會長團商量，以準備會長團會議的議程。

他要出席會長團會議，作筆記，並追蹤各項指派

工作的執行狀況。

他要彙整出席資料，並和主日學會長一同檢視，以

幫助決定用哪些方法來鼓勵教會成員參與主日學。

教師都應該收到這份資料。

12.2.5

主日學班長

在主教團核准下，主日學會長團可以邀請教會成

員擔任主日學各班的班長。班長可以是男性，也

可以是女性。可以請他們在上課前致簡短的歡迎

詞，介紹新班員和訪客，以及邀請班員作開閉會

祈禱；也可以請他們追蹤出席情形，和不常來

上課的班員交誼。

12.3

領導人會議

12.3.1

支會議會會議

主日學會長是支會議會的成員（見第4章）。

12.3.2

支會主日學會長團會議

主日學會長團要定期舉行會長團會議。會長要主領

和主持該會議。祕書要出席這些會議，作筆記，並

追蹤各項指派工作的執行狀況。

議程可包括下列事項：

	1.	閱讀和討論與他們召喚有關的經文章節和
教會領袖的教導。

	2.	討論主日學課程的成效，策劃一些方法來幫助
教師和班員改進。

	3.	策劃一些方法來回應要求，幫助其他聖職或輔助
組織改進學習與教導的狀況。

	4.	檢閱出席紀錄。策劃一些方法來提升班員對
主日學的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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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

與主教團一位諮理開會

主日學會長團要定期與主教團中督導主日學的諮理

開會。他們要在這些會議中一起討論主日學和支會

在學習與教導方面的狀況。主日學會長團成員要對

聚會提出報告和建議事項，並審核計畫。

12.3.4

支聯會主日學領導人會議

支聯會主日學領導人會議通常一年舉行一次，如

18.3.11中所述。支會主日學會長團和祕書都要
出席。主日學教師和負責主日學的主教團成員可

視需要應邀出席。

12.4

主日學課程

主日學上課的時間是在聖餐聚會和排定給聖職、

慈助會及女青年聚會的時段之間。課程時間為

40分鐘。各班自行作開閉會祈禱。不需要有
開會或閉會聖詩。

主日學有成人班和青少年班。核准的課程，包括某

些自選課程，都列在現行的課程指示裡。

12.4.1

青少年班

主日學會長團通常是按照12歲至18歲青少年在1月1
日當天的年齡來分班。例如，會長團可以為所有在1
月1日滿14歲或15歲的男女青年開一個班。青少年要
在同一個班上課，直到第二年。

有關滿12歲的男女青年上主日學的資料，見11.4.3。

12.4.2

年輕單身成人班

有足夠年輕單身成人的支會，可以在主日學時段為

這些人另外開班。教師要使用經文和核准的主日學

課本上課，同時要特別重視年輕單身成人的需要。

12.4.3

幫助有身心障礙的班員

有關了解、接納和教導有身心障礙成員的資料，見

21.1.26和disabilities .lds .org。

12.5

改進支會中的學習與教導

支會主日學會長團成員是支會改進福音學習與教導

方面的專員。他們應主教團或聖職和輔助組織領袖

的邀請，提供建議、訓練和支持。他們要協助領袖

訓練剛被召喚的教師，並改進其組織裡福音學習與

教導方面的工作。

12.6

教堂圖書室

每個教堂都應該有一間圖書室，提供資源幫助教

會成員學習和教導福音。支會主日學會長團要督導

教堂圖書室事宜。

教堂圖書室由於可用空間的緣故而有大小不同，提

供下列部分或全部用品：經文、教會雜誌、教會出

版的圖片和視聽教材、粉筆、板擦、鉛筆、紙張、

電視機、DVD放映機和一台影印機。

支聯會會長團可以授權支會、福音研究所班級和家

譜中心共用教堂圖書室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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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1

支會圖書室管理員和助理圖書室管理員

支會圖書室管理員要幫助領袖、教師和其他成員

了解如何取得和使用現有的教材、物品和設備。他	

（她）要排定圖書室值班表。這個值班表應該確保

所有的圖書室管理員都可以出席每個星期日的聖餐

聚會，而且每位圖書室管理員每個星期日都能夠出

席主日學課程，或是麥基洗德聖職或慈助會聚會。

支會圖書室管理員視需要和其他支會及組織配

合，協調圖書室的使用事宜。他（她）要整理和

維護圖書室的教材和設備，讓教會成員能按簡

單的流程來借用。

圖書室助理管理員在支會圖書室管理員的指導下行

事，分擔他（她）的責任。

12.6.2

由多個支會共同使用的教堂之圖書室領導人

在由多個支會共同使用的教堂，通常共用同一間圖

書室。在這種情形下，經管主教要負責協調圖書室

的使用。他可以任命一個委員會來協調圖書室的使

用，並管理分配給圖書室的預算經費。這個委員會

應該包括各支會主日學會長團的一位成員，以及各

支會的圖書室管理員。

12.6.3

教堂圖書室政策

LDS .org網站裡在教會服務（Serving in the 
Church）單元中的「主日學」（Sunday School）
項下，可以找到有關教堂圖書室的政策。

12.7

支聯會主日學領導人

12.7.1

支聯會會長團

支聯會會長團對支聯會輔助組織的責任列在15.1。

支聯會會長團中負責主日學的諮理也要督導支聯會

各教堂的圖書室。

12.7.2

負責支聯會主日學的高級諮議

支聯會會長要指派一位高級諮議和支聯會主日學會

長團一起工作。這位高級諮議的責任列在15.3。

12.7.3

支聯會主日學會長團

支聯會主日學會長團的成員為聖職持有人。可能

的話，會長要持有麥基洗德聖職。他們身為支聯

會輔助組織領袖的責任列在15.4.1。此外，他們
還負有下列責任：

他們是支聯會改進福音學習與教導方面的專員。

他們要協調支聯會中各教堂圖書室的使用事

宜，包括：

	1.	應支會主日學會長團的邀請，幫助為剛召喚的支
會圖書室管理員提供職前訓練。

	2.	主持為支聯會各支會圖書室管理員和助理圖書室
管理員所舉辦的其他訓練會議。

	3.	確保教堂圖書室有他們需要的教材和設備。

	4.	確 保 支 聯 會 領 袖 有 他 們 需 要 的 教 堂 圖
書室教材和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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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4

支聯會主日學祕書

如有需要，支聯會會長可以召喚一位弟兄擔任支聯

會主日學祕書。如有需要，支聯會會長可以召喚一

位弟兄擔任支聯會主日學祕書。支聯會主日學祕書

的責任列在15.4.2。

12.8

按照當地需要調整主日學組織

在小型的支會或分會裡，主日學會長團的成員也可

以擔任教師。青少年班必要時可以合併上課。在很

小的單位裡，主日學會長可能是唯一的主日學領袖

和教師。在這種情況下，他要為年滿12歲以上的所
有教會成員上主日學課程。可能的話，應該召喚更

多的領袖和教師。

在小型支聯會或區會裡，主日學會長可能是支聯會

或區會唯一的主日學領袖。可能的話，應該召喚諮

理。也可以召喚一位支聯會主日學祕書。

有關按照當地需要調整的一般資料，見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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