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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主日學（以下稱兒主）

是許多基督徒孕育靈命的

啟蒙地，一向看重屬靈教育的

信友堂，從牧長到教師同工都

努力地耕耘、培育這塊苗圃。

經過多年的發展與更新，

目前信友堂兒主分為幼稚級與

兒童級。幼稚級從二歲開始按

年齡分啟蒙、幼幼、小幼、中

幼、大幼五個班級。兒童級則

按學年分六個班級，期使每個

孩童能從二歲開始接受屬靈教

育直到小學畢業。課程一年分

四季，每季十三週按聖經次序

安排課程。由於本身的需求與

考量，信友堂兒主使用的是

自己編排的課程，而不外購教

材。基本上，從幼稚級到兒童

級每個年級、每週都上不同的

課程，以期讓孩子從創世記到

啟示錄對整本聖經有完整的認

識，每週有新的學習。除了教

材教案，教會兒童部還安排定

期的兒主師資訓練課程，除了

幫助教師們教學更新，且不斷

訓練新同工加入服事團隊。

靈命的啟蒙
在兒主服事能和學生一起體會與經歷信仰的真實

是最大的收穫與喜樂，也因為挑戰與瓶頸，

學習從備課到教課都從禱告開始禱告結束，是與神同工的練習。

／蔡雅敏 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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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兒主服事三十幾年的何

詠霓老師，回憶當初的信友堂

兒主大約只有二、三十個孩

子，感謝神今天增長至三百多

個孩童。當初使用的是中國主

日學協會出版的道光兒童教

材，隨著教會的增長，同工們

發現外購教材在各方面都無法

符合本身的需求；因而開始著

手整理教會多年購買各出版社

的兒主教材，按聖經次序涵蓋

整本聖經內容的原則，編排成

今日信友堂兒主的教材。課程

大致分幼稚與兒童兩大循環，

不但避免讓孩子進入中、高年

級再上重複課程感覺乏味；在

教具的使用與預備上能更加充

分使用和豐富、多元。

兒主的蛻變

1998年，由於康貢島華師

母加入信友堂兒主的服事，使

信友堂兒主的教學開始脫離傳

統進入新的階段。尤其是幼稚

級教學，不但加入幼教觀念，

翻譯國外的教案，增添各樣幼

兒教具，採用角落活動，配合

聖經故事設計遊戲⋯使幼稚級

課程更加活潑、有趣，讓每個

主日來教會上課的幼兒都快樂

學習。

同時，康師母也開始有系

統的師資培訓，讓當時已在兒

主服事多年正經歷瓶頸的何老

師有了新的領受和學習。在教

學上，開始跳脫早期呆板的方

式，不只是照課本講個故事，

寫寫作業，作作手工、吃吃點

心⋯而已，進而全心思考課程

的真理、使用合適的教具、各

種回應活動、手工⋯確實達到

教學目標。在觀念上，從以

往「以老師為中心」的教學方

式，改為「以學生為中心」的

教學理念；不再是老師教了什

麼，而是學生學到了什麼；不

是教完一堂課打發時間，而是

在每週短短寶貴的時間裡，確

實幫助學生學到聖經的真理和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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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教會對兒主事工的看

重，初期採取鼓勵老師去參加

教會外面機構舉辦的各種教學

進修課程，多方面學習說故事

技巧、教具製作、圖片應用、

布偶⋯以充實老師的教學；後

來更在康師母的安排下，數次

帶領核心同工出國受訓，參加

美國教會的師訓課程，觀摩教

學，採購教材⋯甚而邀請國外

教師來台授課，累積兒主的軟

體資產。

困難與挑戰

然而，何老師覺得做而主

老師最大的挑戰，即每次授課

前要找出該段聖經課程適合該

年齡孩童學習的信息真理，能

讓孩童理解的呈現法，使他們

每次上課都能感受到聖經的真

實、活潑而絞盡腦汁。為了要

幫助孩子們打開一扇看見真理

的窗戶，常感裝備不足、教

學無力，經常讓自己沮喪、

卻步。此外，除了本身的教學

預備，每每到了課堂上又常有

意想不到的突發狀況、混亂的

課室的秩序、學生的情緒等問

題，以致老師無法達到預期的

教學目標，也相當挫折⋯。

因此，教會兒童部針對教

師們的需要，每年舉辦兩次

全體兒主老師訓練，在屬靈

與教學上使老師們得到裝備

與更新，加強老師之間的交流

與團契。此外，老師個人的成

長與充實，穩定的聚會及肢體

間的代禱都是老師有形無形的

幫助。何老師分享她經常在聽

道、查經和肢體的分享中，自

己先從神的話中有所領受，才

能透過課程幫助孩子們學習，

和學生一起體會與經歷信仰的

真實是她最大的收穫與喜樂。

同時，也因為挑戰與瓶頸，使

她學習從備課到教課都從禱告

開始禱告結束，知道這是與神

同工的練習；當然，為班上的

學生禱告，更是另一個「愛

人」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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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滿滿

對長年在兒主服事的老師

而言，看到昔日兒主的孩子，

逐步在教會成長，進而加入服

事甚至一起同工，最感到欣

慰！何老師表示兒主的服事對

她而言，不但成全她對教育領

域的嚮往，一路走來更是恩典

與祝福滿滿，更感謝家人的支

持，讓她能夠盡力服事，未來

她還是會在這個領域繼續學

習，因為這是神所喜悅的事，

也是她所鍾愛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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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助教為起點，開啟兒主服事

之路

2007年桂英邀請我去兒童

主日學擔任三四年級班的助

教，她跟我說：「不要擔心

啦！妳只要上課前先去排好桌

椅、擦白板、備妥聖經，老師

上課時妳負責維持好秩序就可

以了。」聽起來不錯，沒有壓

力，於是我就去了。兒主校長

非常貼心地安排讓我去不同老

師的班級當助教。所以我看到

了桂英、麗屏、紀宏長老、純

瑜等兒童主日學前輩的教學功

力，每位老師都有不同的風格

和教法，我佩服極了。因知自

己沒口才，資質又魯鈍，所以

非常慶幸自己不必當老師。

輕閒的日子不到一年就結

束了，桂英跟我說：「妳可以

來當主教老師了啦，教材都是

現成的，妳只要事先讀熟就可

以啦！試試看啦！試試看再

說。」但她沒說的是要先和康

師母備課試教。「 和康師母備

課！」 可以想像我有多緊張，

備課那天自己的汗腺水龍頭故

障了，嘩啦啦不停地流，手帕

都全濕了，真對不起康師母

得忍受汗臭味。康師母細心地

兒童主日學的學習分享
傳道書九章7節

「你只管去歡歡喜喜⋯⋯因為神已經悅納你的作為。」

歡喜快樂地一起來兒童主日學學習吧！

／李陳立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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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節節經文指導，並重點提示

後，請我回去寫教案。以前寫

教案都是敷衍應付完事，因為

知道學校沒人看啦！有生以來

第一次超級認真寫教案。

付代價認真寫教案當然是

大有好處的，第一次上場，對

教學內容熟得不得了，自己也

比較不擔心了。雖然康師母很

認真地全程帶著鼓勵地微笑坐

在下面聽，我仍感覺自己好像

是特地講給她聽的，時時注意

她的反應，孩子們好像成了配

角，所以這也是我挺失敗的教

學。好在後來和其他老師交換

經驗，知道只要有康師母坐

鎮，幾乎沒有人不緊張的，我

的心就大得安慰了。

兒主教學 樂趣無窮

其實兒主的課程每季只會

安排每位老師2-3次主教，所

以負擔也並不重，最主要的是

自己要安排好時間備課。開始

我的兒主教學生涯後，碰到過

最頑皮的一班，要不就是講得

比老師還多，要不就是拿著聖

經玩，要不就是不停地扭來動

去，甚至扭著扭著人就滾到地

上去了。我當然會報告扭蛋的

父母，所以文化執事、國美傳

道都曾被我請來教室坐鎮過。

每位主教的老師大概都有

自己的小小班規，要孩子們不

講話、不扭來動去真的很難達

成，所以去年開始我的班規很

簡單：一、可以講話，但是

不可以發出聲音。二、可以睡

覺，但是不可以閉上眼睛。

三、可以在座位上扭來動去，

但是不可以碰到別人。孩子們

都記得比我還牢喔！

教學相長 造就孩子也成就自己

印象最深的是去年10月教

到「財主與拉撒路」的那課，

康師母先前給了我極有幫助的

重點提示：「要讓孩子們知道

信主的急迫性」。我先在網路

上找到一段英文版的財主與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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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路故事影片，當天邊放映

我邊講解。沒想到影片放映完

後，孩子們非常踴躍地提問，

讓我大吃一驚，甚至有些措手

不及的感覺。他們非常關心他

們自己和家人死後的狀況，更

在乎他們已經犯了罪怎麼辦？

如果認罪後又犯罪怎麼辦？

信主後又犯罪怎麼辦？如果還

來不及認罪就死了怎麼辦？父

母不讓他們來教會怎麼辦？祖

父母不願信主怎麼辦？當他們

的問題一一得到解答後，我循

往例要為他們禱告，但第一句

禱告剛說完，他們竟主動地跟

著我一句句地作了認罪決志禱

告。讓我有機會看到神大大地

動工、賜福、成就祂的美意在

這些孩子們的身上。更讓我這

個完全不配的人可以有機會與

主同工，經歷祂的恩典與憐

憫。這樣的兒童主日學經驗，

給了我非常大的激勵，第二天

我發了簡訊告訴康師母，因為

我想對於一生在兒主全心投入

的師母而言，她一定很樂於知

道她先前提醒的課程重點讓孩

子們有這麼熱烈的反應。

我們的上帝其實是很有趣

的，因為祂知道我這人因不善

與人交往，所以養成對孩子們

保持距離的個性，故而特別讓

我在兒主好好學習。就像先前

我對短宣持負面意見，祂就讓

我親身經歷、明白短宣的意義

和重要。

去年我先生去美國（美好

的天國）後，有天過馬路時碰

到康師母，師母提醒我該回來

兒童主日學啦！感謝師母的提

醒，否則我還不知要自怨自艾

多久咧！今年回到第三堂兒主

前，我看看課表發現幾乎一整

年都是康師母和伯昌兩個人輪

流主教，可以想像他們有多辛

勞！主必記念他們全然的付出

和擺上。我認為在兒主是一項

非常棒的學習機會，而不是一

項服事。因為當你準備教材

時，可以讓自己更認識主，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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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自己得到的最多；每一次面

對不同的課程內容，就有機會

更熟悉那段經文。以及在孩子

們臉上看到他們更認識主時的

快樂而得的快樂。所以在兒主

學習是我最喜歡的。

各位弟兄姊妹，請不要擔

心你不會教，耶穌會讓你從無

變有，只要你有願意與祂同

行同工的心。傳道書九章7節 

「你只管去歡歡喜喜⋯⋯因為

神已經悅納你的作為。」歡喜

快樂地一起來兒童主日學學習

吧！尤其第三堂很缺兒主老師

喔！我們需要你！上帝更悅納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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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教兒童主日學，因為—

1、看到自己三個孩子的成長，在教會兒童主日學認識主，自己

也有責任學習教學。

2、看到老師們不計名份的奉獻，做在孩子身上的功夫，自己也

有義務效法付出。

3、看到兒童們熱情純真的回應，自己也受到激勵，知道主愛容

易進入孩子的心靈。

4、知道聖經故事彰顯神的偉大，自己也需要從另一種兒童能理

解的角度設法詮釋。

5、能夠和委身在兒童工作的老師助教們一起同工，感到無比的

單純與感動。

6、能夠讓家長專心、放心地參加崇拜，必能使主的道更加進入

家庭當中。

7、在兒童成長進入各級團契之後，自己仍然可以認識或是接觸

教會部份的新生代。

8、為了備課，在聖經的認識上更加有收穫，在教學的設計上更

加有創新。

「喜愛教兒童主日學的

20個理由」
／傅紀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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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看見教會兒童部的全職同工不辭辛勞地使出全力陪伴兒童，

自己由衷敬佩。

10、看見資深的家長們和長執同工們投入教學，自己更有分擔與

傳承的責任。

11、這是信友堂傳統上最重視和最為人稱讚和效法的教會事工之

一。

12、兒童們能夠在年幼時越多認識主，紮根越深，長大後越能愛

主愛人。

13、透過不斷地復習與教學，同樣的經文永遠有新的亮光與收

穫。

14、對於比較不常使用的聖經章節，仍然能夠有機會接觸。

15、對於比較陌生的聖經歷史和人物，也有查考的機會與動力。

16、透過備課能夠讀取教案內前人的預備內容與多家出版品的文

章。

17、有機會參加每年的兒童主日學師資訓練會和老師們的郊遊或

是退修會。

18、有機會被教學過的兒童們包圍，稱你一聲「老師」，深知意

義非凡。

19、可以不斷的學習與成長，因為兒童工作的計劃永遠趕不上變

化。

20、可以見證並分享這一切，吸引更多人投入這份有意義的服

事。

以上有沒有那幾項因素，吸引您此刻為此禱告和預備呢？

一起來加入這份有趣又富挑戰的兒童教育事工吧！

願主耶穌喜愛小孩子來親近祂的那份純真，常在我們眾人

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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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小時候那個年代，老

師是極受尊重的職務，

老師說的一句話在兒童甚至家

長的心中都是非常的有份量，

因此在我母親心中，她都希望

她的小孩都能去當老師。我印

象中我們小時候有人升高中考

試，她都希望我們考師專（五

年制），升大學時她一心盼望

我們可以考上師範大學，可惜

她都失望了，還好後來我妹以

修教育學分方式因而可到小學

當老師。因著母親的期待，其

實我也有想當老師的夢想，想

不到神奇妙的帶領讓我也成了

「重要」的老師—信友堂兒童

主日學老師。

早期我對兒主老師的印象

可能跟大家一樣，覺得姊妹比

較合適擔任，我們也確實發現

兒主老師姊妹多很多，但實際

上弟兄可能更適合擔任兒主老

師，而且目前非常需要的弟兄

加入。加入兒主後才發現有好

幾位忠心長期在兒主服事的長

執及弟兄很值得我學習。我會

加入兒主有兩個原因，一是當

我想要參與保羅事工服事時，

我真的當了老師
聖經有許多的地方都提醒我們，要將神的事一代傳一代下去⋯

／林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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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保羅事工服事的對象有大

部分是兒童，於是覺得自己應

該先加入兒主學習服事裝備自

己，也因此可以投入保羅事工

服事。其次是有一次跟沈師母

聊天時分享到，我和宏桂沒有

小孩，沈師母回應我說教會的

小孩就是我的小孩，我想想也

對，便把這事放在心裡。

「你只要謹慎，殷勤保守你

的心靈，免得忘記你親眼所看見

的事，又免得你一生這事離開你

的心，總要傳給你的子子孫孫」

（申四9）。「神啊，我到年老

髮白的時候，求祢不要離棄我！

等我將祢的能力指示下代，將祢

的大能指示後世的人。」（詩

七十一18）聖經有許多的地方

都提醒我們，要將神的事一代

傳一代下去，不然他們會忘記

神和神的恩典，所以我就很自

然的想投入兒主服事。

在目前這五六年的服事中

有幾件感恩的事：

1.在備課中使我對一些基

要真理重新認識。平時我們很

少認真想過使徒信經，因著教

課使我可以一而再，再而三思

考其意義，每教一次就會更深

的思考，使我獲益良多，這實

在要感恩。

2.神使我認識許多上帝所

寶貝的兒女。教會的孩子們真

的很有意思，他們有愛說話、

有安靜、有頑皮、有認真的，

其實老師所做的很有限，但我

們奇妙的神還是帶領他們逐漸

成長，有時候在教會遇到一些

已經升到國中高中的孩子，他

們還會問聲老師好，或是聽到

他們一些在教會服事的消息，

你會覺得他們真是長大了，就

會覺得很感恩。

3.在教主日學過程中神使

我更加認識我自己。我原本一

直以為我是脾氣很好的人，不

太會動怒，可是等我教了兒

主，才知道我是那麼容易就生

氣，只是因我被打斷上課節奏

或是我所預備的內容孩子們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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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不高，因此我可以來學習改

變自己，這是不是很值得感謝

神。

就在寫這篇文章的前兩

週，兒主上課後竟有個孩子拿

了暑期出去玩時多買了個紀念

品（小小鑰鎖圈）要送給我，

我欣然接受，那天心裡真是很

高興，很感恩。真是願神使用

我們這些老師，將神的事告訴

他們，使他們得以認識有一

位神何等愛他們，使他們可以

來接受主、信靠神，一生跟隨

神。

最後我誠摯邀請對兒主有

興趣的弟兄姊妹（尤其是弟

兄），歡迎加入我們服事的行

列，成為蒙福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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