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灵带领基要
带领指南

牧养基要
第五课：儿童 青少年事工
LESSON 5: MINISTRY TO CHILDREN AND YOUTH

导论
本课程是门徒训练概要里牧养基要单元的一部分。本单元将有助于尚未接受训练、正在作牧者的
领袖，有助于寻找牧者的教会，以及有助于追求牧者角色的人。本单元会列出一个牧者在一个教
会可能需要承担的许多责任，以及会友应当预期他们的牧者做什么。本课也包括了一些具体的挑
战，例如事奉不同的年龄层，以及教会增长方面的考虑。

对象
这一系列课程的对象是在信仰上迈向成熟，并渴望事奉神的信徒。对于鼓励人服侍的教会领袖有
裨益，也有助信徒认出自己的属灵恩赐。
带领指南是要帮助组长预备课程，可同时和门徒训练概要的其他材料一起结合运用。请访问我们
的网站 www.dechinese.org。

经文引用自中文圣经新标点和合本。允许使用。版权所有。
所有其他内容版权归©2019 加拿大环球广播所有，只要是为了传福音并且不对所使用的材料收费，可以自由使用。查看更多许可证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discipleshipessentials.org/licen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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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课探讨针对儿童、青
少年事工的重要性，并
注重少儿的圣经基础。

教会并不是单为成人而设。每个健康的教会都包含各年龄层的人 。
可是，并非每种人口都得到相同的时间和注意。年轻人能自决的时
候，就会离开教会，教会应该关注这个问题。本课不是用娱乐和与世
界竞争的方式留住年轻人在教会内，而是造就少儿今日就成为教会的
中坚份子，而非单单等到将来！很多教会支援父母培训孩子成为门
徒。参与儿童布道的成果也是有目共睹。你可以邀请在少儿事工方面
有成功经验的本地教会领袖一同参与本课 ，分享他们的事工。末段
的个案研究也有帮助。

导论
（选择两或三个问题)
 当你童年时，哪些成人对你有重要影响？当你少年时，哪些成人对你有重要影响？
 若你在童年时接触基督教信仰，谁教导你有关神的事？在你的属灵成长上，教会扮演什么
角色？
 你的文化怎样看待儿童？忽略？尊敬？以现在的身份被爱？还是以将来成为的身份被爱？
 你的教会投放最多时间和精力的事工是什么？某一特定人口？某一类人？还是对各年龄层
和不同需要的人都一视同仁？
 若你想协助少儿知道神有多爱他们，以及他们对神有多重要，你会怎样做？怎样说？怎样
向他们表达这个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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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读
以下面各点指导你的小组。

教导
 儿童事工是什么？： 教会经常反映周遭文化的态度，不管好坏。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
儿童都被认为不重要和没有价值。 在另一些地方，儿童则被尊重，社会绕着他们的需要
转。这两种极端都不反映神的愿望。
 儿童事工的核心：简单来说，儿童对神极度重要，不单是因为他们成为成人后，
事奉和爱神的潜能，也因为他们今日的身份——神的宝贵创造。因此，儿童也对
我们很重要。对神的国度来说，每一个孩子都重要。让孩子有机会听福音，信心
增长，以及鼓励成为教会成员的活动，都是儿童事工的构成要素。
 儿童事工的位置：父母担负教导孩子成为门徒的基本责任，教会应该：
o
o
o
o

在门徒训练的任务上，鼓励和支援父母
在教会内提供机会，让孩子敬拜和事奉
对于没有基督教背景的孩子提供门训
向还未认识神的孩子传福音

 儿童事工的影响力：向孩子传福音和门训对他们有巨大的影响。教会的未来健康
也靠赖孩子维持信仰。我们以儿童事工塑造教会的未来。让孩子知道他们对我们
很重要，他们就知道自己对神很重要。
 儿童事工的重要性：神的话教导我们，孩子很重要 。耶稣给我们对孩子大爱的
模范。有一次，门徒想要把孩子赶走，好让耶稣能把时间给予更重要的人，耶稣
就责备门徒。
o
o
o
o
o

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
这样的人” (马可福音 10:13-16)。
耶稣说不可轻看他们 (马太福音 18:10)。
耶稣说要有小孩子的样式 (马太福音 18:3)。
令小子犯罪，或继续犯罪是得罪神 (路加福音 17:2)。
神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 (马太福音 21:16)。

 为何儿童事工重要:教会看重布道和门训，也会聚焦于儿童 。儿童事工不是单单增加儿童
聚会，或规划空间，让孩子在周日崇拜时段得到娱乐 。
 孩子是罪人并需要福音：孩子看来天真无邪，但他们的心都偏向自己而不是神。
他们就如成人一样需要福音 (罗马书 3:23)。
 孩子愿意接受福音：世界各地的研究显示，4-13 岁的人最愿意接受福音。万国
儿童布道团指出，20 个基督徒中，有 19 个在 25 岁前相信。巴纳研究组发现，
只有 6% 的人在 13 岁后成为基督徒。
www.dechines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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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能够悔改相信：耶稣以孩子为信仰的例子，他知道他们能够回应福音。即使
在年幼时，孩子也能表达信心和悔改。他们比成人更能承认自己需要帮助以及接
受救恩。他们也不需要理解信仰的所有奥秘才愿意相信神！
 孩子需要道德指引：心理学研究发现，孩子的道德发展在 9 岁前完成。孩子在幼
年时，已建立对于好和坏的观念，以及对公义和顺从渴求。我们教导他们神的律
例和爱，他们就可以活出尊荣神的生命 。
 孩子还有一辈子：孩子也能分享福音和建立神的国度！他们年幼时就相信，将来
还有很多年事奉神。他们也许会决定委身基督教事工，而不是单单累积财富。
 孩子有独特的学习需要：若孩子不能目睹真正的信仰，或者对教会没有归属感，
他们可能会离开教会。我们必须注意，用于成人的门训方式，对孩子来说并不是
最好。这不是说孩子在任何时候都应该从成人中分别出来，但在部份事工活动中
聚焦于儿童会有好处 。情况就如妇女查经班，或者男士祷告会。
 孩子的心智是世界的目标： 世界想要赢取孩子的心，不会等孩子长大才影响他
们。孩子开始上学，就学习思考、阅读和写作。广告以吸引的包装和产品对准孩
子。贪心、权力和欲望开始控制孩子的思想。我们要祷告，求神保守孩子的心
智，在世界掌控他们之前，决定跟随耶稣。
 孩子是现在和将来的教会：少儿事工很重要，不单是因为他们是教会的未来，也
是今日的教会。若他们已经认信，并属于神，他们今日就在神的国度里，他们就
可以像成人一样敬拜、事奉、学习和爱。他们也是教会的未来领袖。我们影响他
们，也就是影响未来的神国。
 儿少的独特需要：教会的儿少聚会、事奉和活动必须考虑这个年龄层的独特学习和团体需
要：
 真理：耶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约翰福音 14:6)。孩子需要耶稣，需要挑战所
信，教导神的话，不是要让他们在成人学习时，在另一个房间中忙着。
 乐趣：年轻人爱玩乐！任何为儿童设计的聚会，必须包含玩乐的元素，容许笑
声、游戏、奇特和表达欢愉。神的话可以生动和参与的方式教导，而非不敬。游
戏、话剧、讲故事、视觉教材、服装、布偶和视觉艺术都是儿童事工中经常使用
的。
 特定的学习环境：像口语学习者与文盲，儿童极度偏好听和看，而不是单单阅读
资讯。 他们需要简单的语言和清晰的解释。他们也更受益于能够回应动作或触
觉的经验。创造艺术品来回应故事，一起扮演故事角色，利用玩具或教具表达所
学，有动作的游戏，以及容许多元经验的环境都帮助少儿学习和跟别人联系。
 即时应用：孩子的脑和识字仍在发展中，我们必须把教导的内容即时应用。少儿
只专注当下，未必能长远思考。需要把所学的或者故事内容确认和以新的方式重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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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系：儿少渴望连系和归属感，也许比成人更甚。他们强烈认同领袖，期望与他
们亲近。儿童聚会应该提供好榜样以及彼此连系和游玩的机会 。
 安全感：儿童不能保护自己，也会害怕新环境。他们需要感到安全的地方和陪
伴。成人领袖在任何时候，必须以儿少的最大利益为前题。 为保障孩子不会受
到伤害，领袖需要受到强制的监察。
 认同：儿童需要受到注意，少年人渴望归属感和认同。他们都需要认同为对社区
有贡献的个体。我们承认神赐予孩子的恩赐并鼓励他们使用，教会也参与孩子的
门训，整个社区就会得着祝福。
 健康的儿童事工：教会可以不同方式牧养儿少，就如教会有不同恩赐，也可以不同方式来
使用。另外，也有一些常见的失败儿童事工，我们要留意和避免：

健康的儿童事工

不健康的儿童事工

看重和训练领袖

未受训带领

看重儿童事工，就会看重教会内服奉他们
的。我们必须为他们提供培训和资源。

差派没有恩赐的人来带领儿童，后果可能灾难
性。儿童事工不适合欠缺经验、信心和懦弱的
人。

提供有意义的崇拜

只聚焦于玩乐

让孩子参与崇拜，同时有意义的学习，可以
是与成人一起，或分龄进行。孩童也能真实
地信仰和崇拜。

儿童聚会聚焦于玩乐活动， 只教导少量神的
真理。错误地以为儿童年幼，不能理解有关神
的事，所以要用其他方法吸引他们去教会。

支援父母

代父母负起属灵责任

教会期望及装备父母成为孩子生命中的首要
属灵影响。提供父母所需的指导、培训和资
源。教会也对来自非基督徒家庭的孩童进行
门训。

父母以为教会是布道和门训的专家，把基督教
教育的责任交给教会。在家中也很少谈论神。
教会有很多教导和培训少儿的聚会。

鼓励多代崇拜

总是分隔不同年代

让孩童与成人一起崇拜，并提供机会，让不
同年龄的人汇集、崇拜和学习。建立师徒关
系或多代活动，鼓励教会的健康成长。

父母与孩子总是分开教导。孩子从没机会看到
父母崇拜。少年、成年和长者从来没有机会彼
此学习。

儿童在教会中活跃

娱乐孩子，让成人可以崇拜

儿童可用不同方式在教会事奉和参与所有教
会活动。他们可参与崇拜，并且有特定的角
色，例如诗班，排座椅，或招呼新来的儿
童。

认为儿童必须与父母分开、安静和忙着，好让
成人能真正崇拜，这种态度并不健康。儿童事
工并非照管服务。儿童聚会必须给予孩子属灵
的益处。

对所有年龄层传扬整全的福音
理解儿童也需要福音，把完整的讯息、适合
年龄段的教义、圣经故事和基督化的生活模
式教导他们。以他们能理解的方式教导真
理，并不隐藏。

www.dechines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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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布道和门训的策略：教会认为儿少事工重要，可借着外展到社区，并且以孩童联系成
人来建立神的国 。这事工需要独特的策略，但是会因应社区的需要和会众的能力(恩赐)
而有分别。
 使用有恩赐的人：因应儿童布道和门训的重要性，教会中最有恩赐的领袖应该在
儿童事工中事奉！小心挑选事工的领袖和义工。儿少事工领袖理想的资格包括：
o
o
o
o

爱神
爱人
有同情心
良好沟通能力

o
o
o

有耐性
受年轻人爱戴
有创造力

 创造空间：在社区创造让儿童喜爱的空间，与成人的教室不同 。考虑年轻人可
以一起安坐、参与运动、玩耍和创作的地方。若能提供少儿事工专用的空间，他
们会有家的感觉。
 超越周日：周日早上是教会聚集崇拜的时段，儿童事工却可以在一周的任何一日
举行！考虑周中俱乐部、学校假期的营会、在社区和教会举行的活动和展示会，
以及在会友家中举行的圣经班或聚会等！试想：在儿童活动的地方接触他们。
 服侍社区：观察社区内儿童、少年和家庭的需要。教会怎样展示神对儿童的爱？
你怎样展示成为教会的家庭一份子，家庭能够得益？

任务:
把组员分成 5-7 人一组。分给每组 2 个在本课最后的个案研究，确保所有个案都有讨论到。若有
需要，可加入你的个案。每组都要回答以下问题。

这教会如何有效布道和为儿少门训 ？
这教会如何支援父母门训孩子？或装备成人领袖门训非基督教家庭的孩子？
这教会如何装备儿童成为未来的领袖？并在今日使用他们的恩赐？
儿童事工如何丰富教会并扩张福音进入社区？
提问组员对儿少事工果效的研究结果。你也可以继续讨论在你们社区内可行的点子。

教导:
 结论：儿童布道有很多方法。 若好消息能以他们能理解的方式表达，幼龄儿童也能相信
耶稣。儿童是结果子最多的布道受众，这段短短的时间是个人委身耶稣的最有可能时段。
设想针对儿少的事工如何能成为教会建立神成长国度，以及神大能得闻策略的一部份。

www.dechines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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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
 你的教会最少接触以及最需要属灵领袖关注的是哪一群人？ (考虑长者、其他语言、民
族、妇女、学生和文盲。)
 你曾否参与儿少事工？有什么做得好或需要改善的？
 你何时决志跟随耶稣？儿童在表示相信前，需要知道什么？
 年轻人为何离开教会 ？教会如何留住年轻人？为留住他们而提供娱乐，会有何危险？

祈祷
以祈祷结束。祈求神预备热心向儿少布道的领袖，以及年轻人得闻福音并得拯救。祈求教会看重
儿童，并以事工支援家庭。祈求神透过儿少生命得荣耀 ，以及多世代教会都同心敬拜和受祝福。
儿童事工个案研究 #1
美华受雇为一家中型教会儿童事工的主管，这教会有很多年轻家庭。她在教会中找出对儿童事工
有热情和恩赐的人，建立团队。她提供培训，让他们更好地教导主日学，又在周中提供刺激的儿
童俱乐部，更开展暑期营会。其中一个项目，是创造机会，让孩子能够崇拜以及在教会中事奉，
而非旁观。她成立了由关爱的成人领导的兴趣小组，教孩子乐器、领敬拜、演译圣经故事以及布
偶。这些小组也为社区内的家庭组织项目，让儿童参与教导同辈有关神的事。儿童从美华和教会
获得支援，让他们不单成为教会的被动成员，也学习到神给他们的独特恩赐，并带朋辈相信耶
稣。教会在社区内建立了好名声，又吸引更多家庭参与。

儿童事工个案研究 #2
小黄和小李是一个只有很少基督徒地区的宣教士。经过一年，都未能带领人归主，他们就开始转
移焦点。他们在教会物业后面的空地划出了足球场，又提供免费电脑和语文班。并在学校下课
后，为邻近的孩子提供功课辅导。数月后，很多孩子来踢足球、学习，乐在其中。直到孩子来参
与活动，小黄和小李都没有跟该区的成人建立正面的联系。一段时间后，他们邀请孩子参与圣经
班，一年后，很多人参与周日崇拜和有部份人受洗。 教会主要由年轻人和儿童组成，但是父母
也陪同参与。由于针对儿童的项目占了大部份的事工，年轻人成为领袖，受教导向朋辈儿童表达
福音。小黄和小李没有沮丧，也没有对教会失去希望，神在所定的时间，就以反传统的方式建立
教会！

儿童事工个案研究 #3
林伟是一家大教会的牧者，这教会在周日奉行特定的模式。成人在礼堂一起崇拜，儿童分成不同
年龄组别到不同的教室学习神的话。林伟眼看家庭关系削弱，不同世代不能互相学习。教会有成
功的儿童聚会，例如营会、课后俱乐部和少年小组，但是年轻人在成人的崇拜空间感到不自在。
林伟和长老决定必须有彻底的改变。他停止所有分隔的儿童聚会， 并调整讲道，加入故事以吸
引儿童，为成人加以讲解。有需要时，在讲道时鼓励孩子画图画或走动。林伟又建议儿童事工团
队发展适合个别家庭使用的教材，以在学校假期建立家庭为本的圣经俱乐部，而不是在教会举行
营会。他们也培训家长对社区内的孩子布道和门训，并由自己的孩子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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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养基要

儿童事工个案研究 #4
张亚山牧养一个大城市内一家教会的年轻人。他发现这些年轻人最大的挣扎是面对将来失业和不
能照顾未来的家庭。他们转离神，寻求非法活动以求存。很多破碎家庭，年轻人也缺乏正面榜
样。所以，张亚山开展新计划。他培训年轻人准备就业，鼓励基督徒企业家给予实习经验。又资
助年轻人开展小生意：绘画招牌、食品制作、单车快递、修车和木匠。张亚山让他们看到，神的
话如何应用在生活中的每种情况，提供了大量的门训机会，以及辛勤工作的意思。教会开始抓住
信任年轻人和他们的潜力的异象。教会中的部份人集合资金，供一些人接受高等教育。社区内的
企业开始雇用教会的年轻人，因为他们负责任又值得信赖。张亚山和其他领袖带他们参与历险活
动，以建立团队精神、沟通能力、领导力和自信心。教会外的人也受到吸引，参与聚会，认识耶
稣。结果，很多年轻人留在教会中，成为领袖，建立基督化的家庭。

儿童事工个案研究 #5
在一家小农村教会，只有几个孩子，也没有特定的儿童聚会。带到教会的孩子，在崇拜时就在外
面玩耍。若是参与崇拜，就会被视为不守规矩和扰乱。爱珊是个寡妇，她很关心这些孩子。她开
始在外面坐，并告诉他们圣经故事。孩子很感兴趣，很快就爱上这位奶奶。教会眼看这位有爱的
妇女能解决儿童的噪音问题，就鼓励她继续。爱珊教导几个年轻妇女讲圣经故事。她们讲解一直
受到忽略的福音。年轻妇女受到领袖培训，而孩子也认信。教会开始随着儿童事工增长。最后为
孩子建立在崇拜前独立的圣经班。孩子背金句、学习并开始跟随基督。父母发现孩子对圣经的兴
趣，也开始在家中阅读，很感激陈爱珊起初对孩子显示的爱 。

儿童事工个案研究 #6
年轻的夫妇张一凡和朱小莉对家庭一起事奉和学习充满热诚，他们有几个年幼的孩子。他们的教
会在周日有传统的分龄主日学系统，但是他们认为可以更进一步。教会中的大部份成年人并非在
基督教家庭长大，也不知道怎样在家庭中进行属灵教育。所以朱小莉在教会开展了家庭事工。她
教导父母如何门训孩子，又开展父母与孩子一起活动和学习的项目，邀请朋友一同参与。还有由
会友教授的木工、糖果制作、音乐和运动工作坊，最后是与活动有关的短短的圣经课。教会逐渐
看到这事工如何帮助教会中的家庭。结果，他们成立了家庭祷告与敬拜之夜，还每年差派 6 个家
庭参与短宣。在这些旅程中，孩子学习演译福音话剧和唱诗歌，而父母则参与当地工作和布道。
张一凡和朱小莉成为几个家庭的师傅，在家中崇拜，又帮助经历危机的家庭 。结果是更强的家
庭得到装备以参与布道和门训。新的家庭加入教会，有些年轻人成为教会资助的全时间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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