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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第 1 课 基督教 教育的目标 <旧约：申命记 6：3-15> 

 

1. 尽心尽性尽力爱你的神（6：4-5） 

 

 

2. 牢记所吩咐的诫命（6：6） 

 

 

3. 教育子女，常常谈论，并传给子子孙孙（6：7-9）  

 

 

4. 结论: 祝福（6：10-13）或咒诅（6：14-15）  

 

 

A. 教会使命 

1) 新约：<太 28：19-20> 神的命令 

 

2) 传道 : 确信救赎 

 

3) 礼拜 : <约 4:24> 真诚的礼拜 

 

4) 教育 : 教导神的话语; 理解知识内容;与实践结合; 

       通过教育学习礼拜、社交、传道、奉献。培养更多神的子女。 

 

5) 交谈 : 爱护邻舍，关心邻舍。 

 

6) 服侍（奉献） ： 

   

 B. 教育循环 

1) 基督教教育的目的与目标  

 

2) 组织/行政      

 

3) 各年龄段品行和需求  

 

4) 教育计划和教材的使用  

 

5)方法和材料  

 

6)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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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第二课   什么是教育 

• 通过教师对某一方面新的教导，引导学生从知识，想法，态度等人格上产生变化。 

 

A. 教育的引导 /学习的原则 

1) 耶稣是有权柄的老师（太 2：28-29）  

(1) 从关系和需求的角度出发 

(2) 从我们的处境出发 

(3) 教所有的人  

(4) 通过实质性的模范行为及体验来教导 

(5) 教导真理  

 

B. 四阶段的学习 

第 1 阶段（理性）：认清事实  

 

第 2 阶段（感性）：理解  

 

第 3 阶段（意志）：与实际生活联系  

 

第 4 阶段（习惯）：生活发生变化  

 

  C. 学习圣经 

1) 学习的过程是？ 

2) 我们直接经历的  

3) 圣灵成为我们的同意者 

  4) 圣灵成为我们的同工者 （约15:26, 16:7, 16:13） 

 5) 用四种简要起来  

 

 

 

创造性的教育论 

 

 HOOK ---------BOOK 

 

 

 

      TOOK --------- 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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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礼拜 

 

1. 礼拜是什么？ 

礼拜是遇见神和与神交谈的时间。当小孩子们聚在一起，在神的面前赞美，宣告神的话语， 

并且通过奉献自己，体验神，并且得到神的祝福。 

 

<约4：32，34，约4：23, 24> 

当你用心灵和诚实作礼拜时 天父来到你那里，天父这样寻找在自己面前作礼拜的人。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太21：15-16> 赞美耶稣的小孩子们的赞美是得以完全的。 

 

2. 礼拜与带领者 

孩子们的礼拜效果，关键在于教师和带领者们的灵性和心灵上的准备。 

尊  重  礼  拜：教师要尊重礼拜，并置身于礼拜当中。 

教导礼拜的要素：（礼拜、赞美、物质奉献、祷告、服侍、置身奉献） 

 

3.礼拜前准备 

1) 礼拜带领者是提前15分钟到，准备及整理礼拜堂。准备椅子、礼拜所要用的道具、奉献箱，话筒

、视听觉资料，整理讲道资料，并且把这些资料提前准备好，以便礼拜时随时要用。今天所要教

导的歌和律动，必须在一周之前要与乐器练习一下。 

2) 礼拜开始之前，要与礼拜团一起以祷告来做准备。 

3) 记录小孩子的出席、缺席状况，礼拜后整理椅子和房间。 

 

4. 带领者的进行顺序 

1) 用明亮的声音，简单明了的说话。 

2) 为了让孩子们集中注意力，根据不同的状况，要实行变化性的引导。进行的顺序与赞美诗联系的

话更有效。 

3) Fun/control:  

(1) 要明确需要小孩子们安静的时候（讲道、祷告、奉献）和可以兴奋的时候的区分。 

(2) 周围环境.（引导时） 

①. 小孩子能理解的单词和有一惯性的行动。沉着、用幽默和爱的话语引导礼拜。通过使用

小孩子们能够理解的语言及一贯性的行动以及沉着、幽默和爱的话语，引导礼拜。 

②. 要根据主题，布置礼拜环境 

(3) 创意力：创意性的地打造礼拜项目 

①. 歌有活力的引导.（活跃型地引导赞美诗） 

②. 讲道时务必使用Prop 

③. 小孩子们亲自参与到礼拜（祷告、奉献、唱赞美诗、整顿等） 

             (4）制订一项特殊的项目： 木偶剧、话剧、幻灯游戏、气球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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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礼拜的要素 

 

 

1) 祷告（prayer）： 

在神面前说话的时间。记住祷告是引导全体礼拜的重要顺序之一，在一分钟内，简单明了地做

祷告。礼拜祷告包括悔改祷告、奉献祷告、祝贺祷告以及讲道之后的奉献祷告等。在幼儿部礼拜

中最好不要常常祷告。 

               交小朋友们在祷告前要合上手，闭上眼睛，低头，保持尊敬神的态度。 

结束的时候要说：“奉耶稣的名祷告”。最后“阿门”让大家一起来作。 

 

2) 赞美（praises）： 

选择与讲道话语和主题相符的赞美。适合小孩子的，选择Visuals 律动或Aids的赞美都很好。

要准确传达赞美歌词，简单介绍赞美诗的内容。教赞美诗歌的时候，直接唱或做律动给孩子们看

会比解释说明更有效。但同时也要叫他们祷告赞美，奉献赞美，悔改赞美等比较安静的赞美诗。 

 

** 不要向孩子们提：“让我们一起唱耶稣爱我们的赞美诗，好吗？”等请示的形式说，而是要以

断定得口气说：“我们来唱赞美诗吧！” 

  

3) 圣经通读/圣经背诵：有一个主题的简单的圣经句子。1节内容为最好。 

 

4) 奉献：奉献是因着主的恩典，而感恩献上的礼物。不仅是以比物质报答，他更注重的是身体和

心灵上的奉献。指导给孩子们尽力奉献。 

 

5) 圣经话语: 传达神的话语，对少儿部小孩子有好几种方法，幼儿部不能超过5-10分钟，圣经话

语活动的中心思想是要把耶稣的福音牢记在他们的心里。传达胜景话语时要使用尊重孩子们的

言语和小孩子们容易理解的话语说明。 

 

6) 活动：与礼拜的主题有关的特别活动，所有的老师都要参加。 

 

7) 其它：在特别季节的宴席、纪念、发表、广告、大会等活动时，献上特别的礼拜。 

                例：毕业礼拜、情人节、复活节等 

8) 广告：通知重要的事项，在广告时间介绍新来的小朋友或者生日祝贺，给颁发奖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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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儿童讲道准备：Story Telling（故事式讲道） 

 

故事式讲道是一种让小孩子更加有效地明白圣经真理的重要方法。 

 

1) Story Telling (故事式讲道) 

(1) Bible story周初要从教材中提前学习圣经故事。 

(2) 再次回想那周的主日目标和目的 

(3)好好熟记故事，按照顺序把重要的句子一一写在纸上， 

写完后站在镜子前练习，或者把故事录在Cassette tape录音机里，再不断练习。 

(4)祷告求圣灵的帮助，让学生好好听讲。 

(5)讲故事之前须准备准备的事项 

①. 讲故事的时候，小孩子越少越好  

②. 应坐在低一点的椅子上 

③. 给孩子们看的图画或者东西，按照故事的主题来整理 

④. 拿着圣经，把写在纸上的难懂的地名或写名字放在圣经里面讲故事。 

(让他们知道所讲的故事就是圣经的故事，这非常重要）。 

 

2) 讲故事的时候 

(1)在小孩子面前，一定要对着他们的眼睛，表情要活泼 

(2)集中在故事里，生动地讲故事给他们听，声音带有情感话语来表达出来 

(3)讲故事的时候，根据人物来发出适当的声音来表达出来 

 

(4)不要使用长篇文章，要用动作来表达出对应的话题  

原来意味的单词。不要使用象征性类的单词。 

(5)不要使用藐视孩子的话题。  

(6)清楚的发音，多样的声音，强调的时候须调整声音的速度，暂时中断（为了要集中）： 

出现有趣的故事前，应需要点时间是思考。 

(7)不要因故事的难以理解，而吞吞吐吐的讲故事；背诵故事时， 

不要发出声音。 

(8)要按照故事的顺序讲，而不要重新讲过去讲过的故事。 

(9)让小孩子们参与到圣经故事里 

（模仿划船、走路的动作，拍手，回答问题，重复新的词语或简短的故事） 

(10)故事要短。（3-4岁儿童）4-5分，幼儿部 8-10分 

讲道的中心真理不要放在最后再讲，而是在讲故事当中，时不时地提醒大家，让他们从中得到故事所表达的

目的。 

     1）观察孩子们的反应，改正他们错误的想法。 

         2）通过对话，引导小孩子把今天从故事当中学到的目标，实践于生活当中。提出一个短短的问题

（关于真理、感觉、态度等方面） 。与此题目联系起来，进行活动。（可实践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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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tory（讲道）传达方法 

 

1) Flannel Boards（绒板） 

              绒板的长处 

(1) 孩子们感兴趣，并能集中起来 

(2) 每讲一段故事的时候，加一个拿掉一个 

(3) 经济实用性高。使用方便 

2）Flash Card（使用画图） 

(1) 把画图按照顺序放好 

(2) 画图要在一定适当时间给孩子们看新画图 

(3) 在孩子能看清的情况下，挪动图片 

(4) 不要用图片遮盖教师的眼睛和脸 

(5) 不要给孩子们看太多的画图 

3）Table-Top(use overhead projector)-OHP 

               (1) 选择可以站立的物品 

               (2) 一边讲故事，一边挪东西（这个东西根据故事内容，需要动的时候） 

               (3) 东西要根据时间、背景、故事情节挪动 

4）Obiect Lesson（物体教育） 

(1)选择简单、容易使用的Obiect物体（没有危险性的） 

               (2) 让人很容易看懂的物品，而不是象征性的 

5）puppets（木偶剧） 

               (1) 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木偶，多方面地使用 

               (2) 为了演木偶剧，组成一个木偶剧小组 

6）Video（录相机） 

               (1) 事先观看讲道影像，准备赞美诗歌和特别活动及例子 

               (2) 观看时间约20-30分钟为适当 

7）Role play作用剧（话剧游戏） 

               (1) 准备Prop和演出服 

               (2) 通过演话剧，传达中心内容 

 

8. 讲道的种类 

主题讲 道：神，耶稣（Jesus），救援，罪 等 

道德品格：（圣灵的果子）等 

人  物 中 心：摩西、挪亚、大卫等 

特别的日子: 毕业式、母亲节等 

根据圣经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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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礼拜/ 学校教育案 ( 针对小学生 ) 

 

第一部: 整体礼拜时间           /    /      教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单元:                        这一周教课书的主题 _____课 

单元目标： 准备物： 
 

祈祷 

& 

赞美 

1. 

2. 

3. 

 

指导计划 指导内容 时间 

游戏 

序论 

   3-5  

分钟 

学习 

时间 

Book 

（本论） 

1. 

 

 

2. 

 

 

3. 

 

 

4. 

 

 

20-35 

分钟 

复习时间 

（结论） 

 

1-3 分 

Quiz 

(提问) 

1. 

2. 

3. 

4. 

5. 

 

10分 

祷告 
 

 
1-2分 

礼貌 

言语 

行为 

 向孩子们提出这个月要遵守的礼貌言语及行为，让他们遵守。 

 2-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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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班时间  

 

聚集6名左右年龄相仿的小朋友，组成小组，并且进行分班后的活动，每个小组都由一位补助教师来引导。 

由教师在出勤表上，为来参加聚会的小朋友写上姓名(贴上可爱的小贴图)。 

 

分班时间 内容 

 

时间 

（这是孩子们说说关于自

己的事情的时间）      

分享时间 

 15 

分钟 

手工/绘画 

 

 

 

 

20 

分钟 

背诵当月的圣经句子 

 

 

 

 

10 

分钟 

游戏 

 

 

 10-20 

分钟 

 

* 分享的时间：今天所提到的问题当中，教师选择一项可以实践于生活当中的问题，并且进行分享。   

(请参考主日学分享时间)  

 

* 组织室内或户外游戏。 

 

* 主日学规则：在儿童礼拜或分班时间的一开始，老师把规则念给大家听。 

1. 礼拜或学习圣经的时候，保持安静。 

2. 与朋友和睦相处。 

3. 课程结束后，开始打扫整理。 

4. 尊敬老人，懂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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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 年计划 - 讲道的种类 

 

◇ 主题讲道：神，耶稣，救赎，罪等 

◇ 建立品德：（圣灵的果子）等 

◇ 人物中心：摩西、挪亚、大为等 

◇ 特别的日子： 毕业式、母亲节等 

◇ 按圣经顺序 

 

一年内的学习圣经的内容及活动 - 礼貌言语行为 

 

月 圣经内容 学礼节 活动 

1 

(4) 
救赎 1-5 

培植新年的梦想 

得祝福：学拜年 

接受耶稣  

传福音 

2 

(5) 
顺从 1-4 

情人节：学习实践神的爱、爱邻舍 

集中精神听讲 
背经文大赛 

3 

(6) 

顺从 5-6 

复活节 
按时做礼拜 背经文大赛 

4 

(7) 

十诫命 1- 4 

 

捡垃圾 

准备复活节：棕树主日（圣枝主日），苦难主日、准备

复活节 

背耶稣的大命令 

5 

(8) 

十诫命 5- 8 

家庭之月 

孝敬父母，每天做一件事 

母亲节：感谢父母及家族成员 
父母亲节活动 

6 

(9) 
十诫命 9-12 把东西放到原位 背十诫命大赛 

7 

(10) 
顺服 1-4 跟父母、老师说“是” 制作顺从表格 

8 

(11) 
顺服 5-9 同上 发表顺从表 

9 

(12) 
顺服 10-12, 对于坏事说：“不” 最后一周开运动会 

10 祷告 1-4 每天做祷告 为不信耶稣的人祷告 

11 圣灵果子 1-4 感恩节 感恩节活动 

12 
圣灵果子 5-9 

圣诞节 

学习实践神的爱、爱邻居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圣诞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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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勤表    _______ 班       教师姓名  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出

勤

统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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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拜 发表会 

 1组 2组 3组 4组 5组 6组 7组 8组 

口号         

带领         

赞美/ 

律动 

        

祷告/ 

奉献 

        

讲道/圣

剧 

        

背诵 

经文 

        

手工 

艺 

        

游戏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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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主日学 目录 

 

1. 儿童牧场(主日学)的开始与组织----------------------------------------- 14 

2. 在儿童牧场(主日学)准备的事项----------------------------------------- 15 

3. 儿童牧场(主日学)进行的时间------------------------------------------- 15 

4. 牧场儿童的时间表 例-------------------------------------------------- 16 

5. 在牧场要遵守的规则--------------------------------------------------- 17 

6. 活动期间有效的指导方法----------------------------------------------- 18 

7. 儿童牧者的 7诫命------------------------------------------------------18 

8. 小牧者的委任仪式和委任书----------------------------------------------19 

1) 给牧者  

2) 儿童牧者的承诺书  

3) 儿童牧者任命 

9. 参考资料--------------------------------------------------------------21  

  教材使用方法 

1) 座谈（在主日学怎样教学?） 

2) 分享时间 

3) 有效传达圣经故事 

4) 手工/绘画 

5) 儿童赞美诗 

6) 户外游戏（低年级） 

7) 户外游戏（高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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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主日学的目的( Vision): 

选出一位小牧人，从小训练他怎样侍奉主、侍奉别人，把他培养成一名主耶稣的优秀子女。 

同时，让所有的孩子为成为小牧人做准备。 

目标(Mission Statement） 

让所有来到儿童主日学的孩子，在现实生活当中体现神的话语和耶稣基督的价值观的，诚实、有礼貌的孩

子，同时让他们渐渐成为照顾新来伙伴的“小助手”。 

儿童牧场的教育内容和作用 

a. 通过“儿童主日学”等题目，重复传达神的话语，使他们应用于生活当中。 

b. 在团队当中，让孩子们学会相关规则，让他们学会怎样准确的活动在团队当中。 

c. 让孩子们与自己的兄弟姐妹，还有其他小朋友友好相处。让他们学会团结友爱，互相协作。 

d. 让新来的小朋友很快适应儿童主日学。 

e. 通过儿童主日学，可以传达神的话语（传道）。 

 

 

2. 儿童牧场的开始与组织 

     1) 教会方面 

      通过发放义工广告，召集义工 

    (1)儿童主日学所需的准备 

            教圣经的教材，作手工的材料，购买物品及准备材料，儿童牧者导师及联络负责人。 

         (2)通过初次参加儿童主日学人数决定牧场人数，并且准备儿童主日学的名单。 

         (3)准备教材和做工材料。 

         (4)通过联络，牧场活动的方式宣传儿童主日学。 

         (5)定期举办正规的小牧人导师的聚会，培训并发放教学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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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儿童牧场准备事项 

   1) 各牧场选出一名引导儿童小牧者和儿童的成年带领者和一名儿童牧者。 

     （儿童小牧者候选人：小学 4-5 年级，青少年） 

   2) 成年带领者和儿童牧者要参加每月一次的儿童牧场聚会活动。 

      例）时间：每月第四周， 地点：*** 

   3) 每月儿童牧场聚会活动当中，发放四个星期使用的圣经的学习资料，手工材料。 

   4) 在聚会当中一起，探讨儿童主日学活动当中所发生的问题和想法。 

      儿童小牧人要准备好主日学活动专用的学习用品，并把工具放在专用工具箱，带到主日学活动场所。 

      每个工具箱里必须备有一套蜡笔，铅笔，橡皮擦，剪刀，胶棒等。主日学活动前让小牧者负责携带牧场    

      专用工具箱到会场。 

    5) 为自由活动时间准备好游戏。 

 

3. 儿童牧场的实行时间（儿童主日学的实行时间） 

 1 部: 孩子和成年人一同进行活动的时间（一起朗读儿童主日学的规则） 

  用餐时间 - 和父母一起用餐 

  赞美时间 - 与父母一起唱两首儿童赞美诗（播放 DVD） 

  分享时间 - 每个人简述上一周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大大提高儿童的发表/表达能力） 

       祈祷时间 - 在分享时间得到孩子们的祈祷题目，在这个时间由大人为孩子们祈祷。 

 

 2 部:在另一件屋子里进行儿童主日学活动（一个半小时） 

 成年带领者带领孩子们到屋子里坐好后，开始祷告。 

 老师在出勤表上为那些表现好的小朋友贴上好看的贴图。 

      学习圣经时间：儿童小牧者根据教材,引导孩子们学习圣经） 



 16 

      手工制作时间和打扫房间的时间：30 分钟   

      自由活动时间: 带领孩子们看圣经，放映录像或者做游戏。  

      休息时间：由成年带领者为他们祷告，然后让孩子们睡在各自带来的帐篷里。 

4.（例）儿童主日学的时间表 

晚餐 

时间 

礼拜 

时间 

  和大人一起吃好晚餐。 

（有专门的礼拜时间，可以直接参加便可） 
30分 – 1 小时 

赞美 

分享 

祈祷 

和大人围坐在一起唱两首儿童赞美诗重复两遍，接着进行简单的分享时间，根据孩子

们所提的祷告题目一起做祷告。 

成年带领者与孩子们一起朗读儿童主日学的规则。 

 

10-30分钟 

移动 
成年带领者和小牧人带着孩子们去开展儿童主日学的活动地点。做一份儿童出勤表，

在每周的主日学活动当中，把好看的贴图贴在那些比较听话的孩子。 
5分钟 

学习 

圣经 

 

首先由成年带领者为此次活动祈祷。 

接着由小牧人引导大家，让每一个小朋友说一说自己感恩的事。 

要让每个人都认真听圣经故事，按照圣经内容一一说明给小朋友听。 

（使用布娃娃等道具） 

对小学三年级以上儿童，有时让他们读圣经本文。 

成人带领者讲完故事后，让孩子们再次讲讲刚刚所听到的故事。 

根据教科书里内容，进行游戏 

给孩子们留作业，让他们给两位没有在场的人讲一下刚刚听到的圣经故事。然后为做

完上周作业的小朋友贴上可爱的贴纸作为奖励。 

 

30-45分钟 

赞美 
边唱边跳两首儿童赞美诗，反复做两遍。 

 
5分钟 

手工 
用准备好的材料做手工. 

 
20分钟 

祈祷 
儿童小牧者做结束祷告。 

 
 

自由 

时间 
观看圣经录像, 娱乐（做游戏） 20-30分钟 

休息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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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牧场的遵守规则 

1) 不可以在房间里跑动。 

2) 不可以把脚放在家具上面，不可以从上面跳下来。 

3) 没有主人的允许，不可以玩玩具，不可以在墙上或者家具上乱涂乱画。 

4) 离开前要把房间整理干净。 

5) 得到主人的允许后，才可以吃、喝东西，而且要让别人先吃。 

6) 离开之前要和主人打好招呼，并向房子主人表示感谢。 

 

教室内遵守规则 

1）听从老师的话 

2）举手并得到允许后再发表 

3）老师讲课时，学生不可以与旁边同学讲话 

4）尊敬老人，友爱同学 

5）下课后整理座位及学习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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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孩子们活动时间（做手工，做游戏）的有效指导法 

          不能做的 要做的 结果 

1. 不要对 A，B作品作比较 要注重每个制作者的用心 让每个人觉得自己的进步，并因此高兴 

2. 告诉全体学生该这么做 鼓励孩子们让他们按照各自的意愿做 让每个小朋友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 

3. 对孩子们不关心 关心孩子们的作品(对各自的作品) 让孩子们对自己的作品有自信。 

4. 急于求成 
给孩子们充分考虑，计划，讨论并制作的时

间 
孩子们会很轻松，愉快的参与活动的。 

5. 过分的说明或唠叨 让孩子们自己想 孩子们可以想出自己的点子并实现它 

6. 羞辱别人 

    嫌弃别人慢或者不会做 
只帮助需要帮助的孩子 

通过你的爱和帮助， 

让需要帮助的孩子得到安心 

7.不能使用命令的语调 尊重别人的想法 学会尊重对方的意见，并成为有礼貌的孩子 

8. 按成人的标准要求孩子画画 按照孩子的标准,开发他们的能力 会有一种真实的性格。 

9. 替孩子做工作 让孩子自己做 让孩子们树立独立心,学到各种技术 

10. 采用挖苦的口吻说话 能说明一下你自己画的画吗? 说明并写名字时，像真的一样高兴 

11. 批评(谁做得好、谁做得不好等等.) “画得真好”对每个小朋友的作品给予夸赞 能够体会更深的经验 

 

  

7. 小牧者的七条诫命  

1) 亲切而温和地谈话        

2) 积极地指导、指示孩子。不采用消极的语言。 

3) 承认注意力的短暂，并耐心地指导。 

4) 通过歌曲或者手势教孩子们和新词语。    

5) 耐心地帮助孩子们的正确的行为举止 

6) 在发生问题或特殊状况时，仔细说明给孩子听，然后正确地引导她 

7) 主日学孩子们的活动目的与学习圣经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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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小牧者的委任仪式和委任书  

    1） 小牧者委任仪式上给牧者的一封信 

 

        .__________________牧者： 

           对**主日学小牧者的委任仪式表示祝贺。  

        我相信小牧者随着自己的成长，在社会和神的国度里，成为一名优秀的人物。 

      * 为了让新委任的小牧者遵守以下内容，小牧者的父母以及牧者要经常关注并帮助小牧者的行为 

     举止，好让他们更有效的引导主日学活动，让每个孩子都成为有礼貌的好孩子。 

             只要把这些内容念给所有的信徒听，相信会得到所有父母和孩子们的帮助。 

 

(1) 在每次主日学开始的时候，首先由牧者为大家朗读主日学规则，并且帮助他们遵守。（规则在牧者

的文件夹里） 

(2)小牧者的父母以及成年带领者要在小牧者身边，提醒他的行为举止，成为孩子们的榜样，同时能提    

点其他小朋友成为有礼貌的孩子。 

(3)帮助小牧者遵守牧者规则。（为主日学人员的祷告，每天读一遍所教的功课，准备工作） 

(4)为了充分利用主日学时间,为了更好地引导他们,成年引导者需要仔细观察、引导。（在儿童分享的 

时间，儿童主日学当中的零食时间，睡觉时间以及引导时间，细心照顾好每一位小朋友。） 

       (5)为鼓励小牧者,每三个月准备一份小礼物,在全体伙伴面前向他表示感谢,这样对年纪小的小牧者说会

起很大的鼓励作用. 

 

     儿童牧者的其他侍奉 

    寻找并任命专为儿童牧者祈祷的支援者，让他们每周为小牧者到高 3 次以上。 

    儿童牧者可以在引导礼拜时，作为小助手。他可以成为奉献金管理委员，圣经话剧演员，赞美带领者，玩

偶局负责人等。 

儿童牧者还可以作为儿童活动委员参加礼拜活动。 

 



 20 

2)  小牧者承诺书 

小牧者要遵守以下事项 

(1) 为主日学伙伴所提出的祷告题目，一周至少祈祷两遍。 

(2) 为学习圣经，每天读一遍当周的功课内容。 

(3) 每周照顾好主日学的伙伴，积极引导圣经功课。  

(4) 每年参加小牧者研讨会，接受指导者的专署培训。 

(5) 做主日学伙伴们的行为模范。 

       姓名                签字 Signature                   _   2010 年     月    日 

 

 

 

                                                                                                

 

 

     3） 牧者委任状  

_________ 作为牧者 ，接受培训后，为主日学奉献，现已任命为小牧者。 

201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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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考资料 

  教材使用方法 

1) 座谈（在主日学怎样教学?）------------------------------------------------ 21 

2) 分享时间 ---------------------------------------------------------------- 21 

3) 有效传达圣经故事 -------------------------------------------------------- 22 

4) 手工/绘画---------------------------------------------------------------- 23 

5) 儿童赞美诗--------------------------------------------------------------- 24 

6) 户外游戏（低年级）------------------------------------------------------- 25 

7) 户外游戏（高年级）------------------------------------------------------- 26 

1. 在主日学怎样教学？ 

1） 背诵这个月的经文。 

2） 制作与这一周的圣经相关的手工作品。 

      为每个小朋友的作品贴上好看的粘贴。 

    3）对每堂课的主题要点，进行一次给孩子们容易理解的故事会。 

       每堂课都会有相应的主题和让孩子们更加容易理解的故事。 

           4）主日学活动中，首先由成年带领者在孩子们面前，动听地讲故事给孩子们听， 

接着让孩子们表演  一下木偶剧。 

           5）在提问栏里提出的几个问题当中，选择一项作为分享主题，并一一分享各自的故事。 

      （通过分享，让孩子们自己找到不解的答案） 

 

2. 分享的时间 

这是孩子们说说自己的时间 

      举个例子，说说小学1，2年级 

教师和孩子们围成一圈，坐在一起。首先由老师把小布熊抱在怀里说：“我的邻居是艳姬，艳姬是  

新来的小朋友，所以告诉她，洗手间在哪儿。”(为了表现出讲话人，采用小布熊等玩具，传给旁边的人

会更有效。)然后接着传给身边的同学，说：“俊石，你的邻居是谁？”俊石接过小布熊，有时会跟老师

说的一样。各自按照顺序，拿着小布熊说出自己的邻居是谁。所有孩子说得一样也没关系。通过一两个

月的时间，孩子们会一点一点地学会分享，学会说出自己可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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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家读一读每堂课的“想一想”内容作为结论，接着开始进行做工活动。 

3. 有效传达圣经故事 

1）方法  

   向孩子们传达神的话语时，让孩子们正确理解圣经故事非常重要。讲圣经故事时，我们可以采用    

演玩偶剧等方式，让孩子们从听觉和视觉上理解圣经故事，并且提高他们对圣经的兴趣。 

   玩偶剧的优点： 

    （1）幽默风趣的话剧可以提高孩子们的注意力 

    （2）容易理解并接受 

    （3）孩子们的心灵更容易得到感悟 

    （4）孩子们更容易接受圣经 

          准备事项： 

           （1）制作玩偶及道具，搭建小舞台； 

（2） 练习：1，2个人准备对话（圣经故事剧本）；利用录音磁带会更加方便； 

①. 简单的赞美诗 

②. 圣经故事的台词；利用手套玩偶或手指玩偶 

 

    制作纸碟玩偶和纸杯玩偶： 

     （1）准备物品：纸杯，纸碟，彩色笔，胶棒，彩纸； 

（2） 操作过程： 

①. 让绘画功底好的孩子或大人在纸碟上画人物画像；（不要画得太大或太小）   

- 人物：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青年，儿童等；   

- 道具：可根据圣经人物，为纸碟上的画像制作王冠、帽子等装饰品，贴着使用。 

②. 棍：利用胶带，在纸碟或纸杯的后面贴上筷子，制作就完成了。 

2）复习圣经功课的游戏 

            （1）Tic, Tac, To 

①. 根据今天所学的内容，制作10道问题。 

②. 在课本上画一个大的“#”字 

③. 分成两个组，2组组长猜拳，在“o”符号和“x”符号当中选择自己组的符号。 

④. 由猜拳胜利的组开始答题，互相轮流回答。答对就可以在“#”的一个格里画一次自己组

的符号。 

- 横向或者竖向或者斜向连续画上三个符号的队伍胜利，但是到最后两组都没能连续画

上时，优先占5个格子的队伍算赢。 

（2）让孩子们里外站成两个圆圈，让外面一圈的小朋友们随着歌曲围绕里面的圆圈转。当主持人

 喊：“停！”时，外圈的小朋友们向自己对面的小朋友背诵自己所背的经文，接着对面的小

 朋友再背。然后接着转圆圈。  

3）看着图片讲圣经故事： 

 （1）把圣经故事分为四段，画4幅代表每段故事的图片 ( 木棍图片或符号也可以)。按照顺序分

发给孩子们，并且让他们自己讲一下图片部分的圣经故事。 

   4）同时回答： 

   当孩子们充分理解圣经故事时，挑选4名小朋友，让他们到前面来。 

   接着，让第一位小朋友讲第一段，第二位小朋友讲第二段，依次顺序讲给孩子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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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访问：   

 学习圣经人物后，挑选一位小朋友充当这位圣经人物，并且让其他小朋友注意听讲。接着老师充    

当记者访问这位圣经人物。   

   例： 

     问：大卫大人，您打败了格里亚。我想问一下，他当时有多高呢？   

     答：9尺高吧。 

     问： 当时你没有什么特殊的武器，你是怎么打倒他的呢？ 

     答：我准备了一个**和五个石子，利用**把石子扔向格里亚，石子刻在格里亚的头上，他就死了   

   6）配对游戏 ( 2-4位小朋友一组 ) 

   首先要准备同样或者能够拼成一对的纸，然后在两张配对的纸上写上写词语（要根据当天的主题选择

词语）。接着，让每组成员们一同挑选配对的组合。 

          例：圣诞故事（马利亚，约瑟；东方博士，3份礼物；天使，牧者们；马槽，婴儿耶稣）等。 

   7）排列顺序 

   首先把一张纸剪成8个相同大小的4方形纸片，接着在每张小卡片上写下一个经文的词语。 

然后让先到的小朋友正确摆放他的顺序。我们还可以制作两套，让小朋友们分组（每组2~3名）看那个祖

先完成。   

   孩子们熟悉这个游戏后，我们可以利用其他不同颜色的彩纸，制作旧约圣经目录、新约圣经目录、主

祷文等卡片，一同放进塑料文件包里保管。这项游戏适合高年级的孩子们在圣经功课时间一同进行。 

 

   3．手工/绘画:     

  孩子们很喜欢手工活动，所以选择有关圣经故事的手工材料，让孩子们更加有效的接收圣经故事， 

     并且在手工过程当中让孩子们再次确认神的话语。 

 

a. 不同时期采用不同做工 

1) 节日工艺  

    节日贺卡: 新年, 情人节,复活节鸡蛋 ,母亲节贺卡 ,圣诞节贺卡. 

2) 为装饰 : 门瓜,  电灯开关装饰,  相框, 壁挂 ,  国旗等. 

    装饰工艺：门挂饰，电灯开关装饰品，相框，壁画，国旗等等。 

3) 话剧工艺 (面具, 帽子, 王冠，手套娃娃，扇子，布娃娃等等) 

4) 礼物工艺 

     贺卡, 手镯, 项链, 书, 照片和相框,纸花  

5) 玩具工艺 (折纸球、船、飞机，风筝, 玩具动物等) 

6) 集体活动当中的手工  

    （圣经游戏卡片, 钓鱼,  Tic, Tac, Toe.） 

7) 涂颜色; 经常让孩子们涂颜色会让他们感到厌倦。小学1，2年级的学生很喜欢涂颜色。  

b. 手工主要材料  

1) 纸（薄纸 ,彩色纸, 厚纸），一次性纸杯或碟子； 

2) 彩色笔（蜡笔，铅笔，水彩笔等）, 粘贴,胶棒，铅笔，橡皮擦；  

3) 珠子, 塑料勺子, 木质筷子, 卫生纸卷筒心； 

4) 棉花, 彩带, 报纸, 杂志； 

5) 天然树叶，贝壳，沙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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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工具 

    剪刀, 小刀, 胶棒, 胶带, 订书机, 海面, 毛笔等  

 

d. 开始做手工前，要事先与当天的主题联系起来说明给大家听 

1) 在指定的地方做 

2) 事先准备好材料 

3) 事先准备好垃圾桶,卫生纸 

4) 做工之前，在地上铺好报纸，打扫时会更加方便  

5) 按照做工顺序进行 (涂颜色,剪下形状，涂胶等顺序) 

6) 在自己的作品上写上名字 

7) 一起打扫，整理房间 

8) 让孩子们保管好自己的手工作品，并把它带回家 

9) 儿童小牧人事先准备一个箱子，装好工具，并负责每次携带 

 

4.  儿童赞美诗 

 

人天生就是喜欢音乐的。神喜欢我们赞美他，赞美诗其实是把我们的声音，身心，情感奉献给神，赞

美诗是一种带旋律的祷告，通过赞美诗我们可以表达信仰的表白，传道，赞美，感恩等信仰的所有内容

。如果孩子到8岁也不唱歌，这表示他没学过唱歌，所以要从小教他们唱歌。 

 

1.唱赞美诗的优点 

1)  通过赞美，敬拜神 

2)  体会神与我们同在 

3)  用赞美表白信仰，并且得到确信 

4)  更加容易背诵圣经句子 

5)  传福音 

6)  小时候学过的歌曲，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7)  通过律动表达自己的感情 

8) 学习音乐, 音符，节拍，节奏  

9) 让孩子们产生协调性，并可以组织很好的队伍 

10) 跟随音乐做游戏  

 

2. 赞美诗的种类 

1) 合唱  

2) 器乐 / 节奏乐器 

3) 音乐剧 

4) 唱赞美诗比赛 

5) 赞美游戏 

6) 赞美律动 

7) 赞美/活动,  演话剧, 游戏 

8) 赞美礼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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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导方法 

1) 树立赞美的目的，礼拜，游戏，练习 

2) 选定的赞美诗的时候，要选择适合礼拜传道的赞美诗，而且前两首是人们熟悉的，后一首要选

择比较安静的，能够使人进入准备礼拜的阶段。 

3) 要仔细说明歌词的意义，并准确教好律动 

4) 一句一句交大家赞美，要记住歌词和节拍 

5) 如果歌词是圣经句子，更有助于背诵圣经 

 

4. 户外游戏( 低年级) 

 

1. 一边唱歌一边进绳圈里 

 

准备材料: 用绳子在地上围成圈或者在地上画一个能够容纳六个人的圆圈， 

唱孩子们喜欢的轻快的音乐或CD。 

     

            进    行:      

1) 根据孩子们的人数，在地上画相应的绳圈。 

2) 播放音乐，让孩子们在圈外围着大绳圈转动。 

3) 当音乐停时，孩子们要跑进离自己近的圆圈里。 

4) 每次音乐再次响起之前，拿掉一个绳圈，最后只剩一个圆圈时，很多小朋友都挤进

一个绳圈，这时会很有意思。 

5) 玩游戏的孩子多的时候，要为最后钻进绳圈的孩子鼓掌加以激励。 

 

2) 饮食游戏 

 

准备材料: 无 

进    行:  教孩子们以下动作 

1) 三明治 – 两个人背对背站着 

2) 拧麻花 – 盘腿坐到地上 

3) 贴饼   – 平躺在地上 

4) 玉米花 – 蹦蹦跳跳  

5) 葡萄   – 几个人抱成葡萄形状 

            孩子们熟悉这些动作后，就由老师说：“三明治”，“玉米花”等，让孩子们做相应的动作。 

 

3) 冻结 

 

准备材料：  手纸，沙袋，纸盘（根据孩子的人数定） 

歌    曲: CD (没有也可) 

进    行: 选择一个可以让孩子们玩游戏的场所（画一个圆圈） 

          告诉孩子们：“我们看看能不能顶着手纸走？”，然后帮孩子们把手纸放到他们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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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孩子们走的时候，头上的面巾纸掉下来了，那个孩子就要像雕塑一样站在那里不动， 

         直到老师过来，把掉下来的面巾纸重新放到他的头上，他才可以走动。 

          如果孩子们的人数很多，那应该多找几个老师的帮手。 

 

 4) 按颜色行动 

 

 准备材料:  根据孩子的人数，把三种颜色的彩纸剪成四方形。 

 进    行: 让孩子们围成一圈坐好，按照红色，黄色，绿色的顺序分给孩子们一人一张。当老师

 喊：“红色，兔子跳跳”，拿着红色纸的小朋友要绕着圆圈做兔子跳的动作一圈。

 其他颜色可以与跑，，跳，骑马，慢步走，跳舞等动作连接起来。 

 

5. 户外游戏（高年级） 

1) 扔球/ 沙袋游戏( 8个人以上) 

在地上画一个大的长方形，然后中间画一道横线。 

孩子们分为两组，每组进入一个方格内。接着两组代表用石头剪子布来决定哪组拿球，然后扔

向另一组。如果对方接到球，就再把球仍向对方。打到对方某一个人并且没有接住球，那么这个

人就得出局。 

如果双方有一个人接住扔过来的球，接球一方可以把一名出局的人复原进行游戏。哪一组成员

全部出局就算输。在选择沙袋时，尽量选择轻的，以免打伤。. 

 

2) 排球（使用气球） 

在地上画一个长方形，中间画一道横线，再把孩子们分成两组，每组各进入格内，用石头剪子

布来分输赢，赢的一组先拿球，拍向对方，对方再把球拍过来，（每人只允许排一次）如果一方

把球弄掉地上，就会被扣分，扣分多的一组就算输。 

3)“瞎猫抓老鼠” 

在地上画一个圆圈，然后选一人用手绢蒙住眼睛，其他人拍拍手，被抓到的人就要出局，直到

抓完最后一个人，游戏才算结束。 

4) 木棉花开，1,2,3. 

选出一人做“监督”其他人站在离监督5-10米远的后方，“监督者”背对其他人，喊：“1，

2，3”，然后回头，当监督者喊1，2，3时 后面的人向监督者靠近，当迈步人被监督人发现，

就得牵着监督人的手，直到没有被发现的人走到监督人后边，把牵着的手打下来才能解放。 

 

5)“太阳”和“冰” 

在地上画个圆圈，选一个人当“冰”，另外再选一个人当“太阳”。游戏规则如下，玩游戏的

所有人都要躲着“冰”，因为一旦被“冰”碰到，那个人就变成“冰人”，不能动，直到“太阳”

来碰他，他才能动。“冰”的任务是尽可能不让“太阳”碰到“冰人”，所有人都成“冰人”，

游戏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