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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情绪是告诉别人我们如何看这个世界的另一种语言。情绪对一个

人的影响很大，正面的情绪提供爱与快乐的力量，负面的情绪也

有它们一定的作用。孩子从出生到8岁以前是情绪人格发展最重

要的阶段，而照顾者与教育方式是否得当，影响至关重要。对儿

童实施情绪教育，无论国内外，已被证实对儿童的影响是正向

的，包括行为、学习及心理层面。但却少有教师推行情绪教育，

教师们大多关注儿童的认知成就，忽略情绪的重要性。 

看着自己的孩子在基督里健康成长，相信是每个基督徒父母的心

愿。出版《情绪智商》的目的，是鼓励与指引教师/父母透过说

圣经故事、绘本阅读、活动作业，与孩子真挚交流讨论、互相学

习，培育孩子辨识情绪、情绪表达、情绪理解与情绪调节。其

实，孩子的情绪智商并不会依随知识教育同步成长，而是需要以

爱与包容为基础来培养。要培育孩子的高情绪，除了透过生活中

积极正面的人生观与处世态度来建构，更要在平日的教学互动

中，与孩子一起体会学习情绪管理的乐趣和观念，并且以身作

则，在生活里实践孩子的属灵生命。 

上帝祝福您与您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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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这本书《情绪智商》 

1．特色 

 教案分成三个概念：《正面情绪》、《负面情绪》、《责

任篇》。《乐中学情绪智商图书系列》是由林美莲博士与

周美丽牧师编写的绘本。这12本绘本的内容分别为： 

正面情绪 

《我会说不！》、《我会说话》 

《我很高兴》、《我要爱自己》 

负面情绪 

《我好嫉妒》、《我好生气》 

《我很伤心》、《我很害怕》 

责任篇 

《我会关心别人》、《我很棒》 

《我独一无二》 、《我的责任》 

 阅读绘本不仅容易吸引大人和小孩参与，增进亲子间的互

动和情感，很容易在阅读中产生共鸣，分享彼此的阅读心

得和生活经验。在享受阅读乐趣的同时，也在轻松的环境

中讨论情绪管理，除了12本《乐中学情绪智商图书系

列》，还加上延伸绘本阅读。 

 这本书加上活动评量，协助教师来评估教学的质量并做教

学后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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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说明 

 教师／家长先带领孩子引起动机的活动，准备孩子听与情

绪有关的圣经故事。 

 接着，教师／家长读《乐中学情绪智商图书系列》里的绘

本。如果无法购买这系列的情绪智商的图书，可以用延伸

阅读的绘本取代。 

 再来，通过活动作业来巩固孩子对该情绪概念的认识。 

 最后用活动建议里的活动与祷告作为结束。 

3．情绪领域的观察表格 

 

情绪领域能力 可观察孩子的面向 是／否 备注 

情绪辨识 
• 能察觉自己的情绪？ 

• 能察觉他人的情绪？ 

    

情绪表达 

• 能用口语表达自己的情绪？ 

• 会表达出对他人及环境的同理情

绪？例如：“你的小狗刚死了，

我想你一定很伤心。” 

    

情绪理解 

• 能知道自己在不同情境下，有不

同心情吗？ 

• 能理解对同一件事情，两个人的

感受未必相同？ 

    

情绪调节 

• 在伤心时，是否会调整自己的情

绪？ 

• 在生气时，是否会调整自己的情

绪？ 

    

如何使用这本书《情绪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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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动机 《木头人》游戏 

1. 老师请几位小朋友面向众人坐着，然后在请数位小朋友拿着羽毛轻

扫他们的颈项、手臂等身体部位。 

2.  坐着的小朋友需忍耐着不能动及发笑，不被羽毛骚扰。 

3.  游戏结束，老师说：“羽毛就像生活中的一些诱惑，会不断干扰我

们。今天的圣经故事中，耶稣也遇见了诱惑，让我们看看他如何面

对。” 

我会说“不” 

经文： 马太福音 4 : 1-11 

金句：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篇 119 : 11） 

目的： （1）让孩子认识耶稣受试探的故事。 

 （2）让孩子学习选择做上帝喜欢的事，拒绝做上帝不喜欢的事。  

圣经故事 《耶稣受试探》 

老师提问： 

1.  魔鬼叫耶稣做什么，就可以得到食物和财

富？（魔鬼叫耶稣做上帝不喜欢的事。） 

2. 耶稣为什么能抗拒魔鬼的诱惑？ 

 （因为耶稣熟悉上帝的话，只选择做上帝

喜欢的事。） 

3. 假如有人叫你们做些不应该做的事，例

如：玩火，你们会怎么办呢？ 

 （让小朋友自由作答。老师可引导小朋友

思想耶稣如何面对试探， 如：背诵上帝的

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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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 老师讲故事《我会说“不”》， 然

  后引用绘本导读里的问题提问。  

学会说“不” 

看看下列情况，将你可以答应的事，在格子里画个“”；不可以答

应的事，在格子里华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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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保护自己 

想一想，平时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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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好公民 

什么是好公民应该做的事？什么又是好公民不应该做的事？将第7页

的图片剪下来，贴在适当的位置。 

我不应该做的事  我应该做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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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好公民 

将图片剪下来，贴在第 6 页适当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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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一 《制作书签》 

 老师可将金句印在长形卡上，给小朋友在上面画上喜欢的图案，

做成书签。 

活动二 《对与错》 

 准备至少10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小朋友会遇见的试探，如： 

1.  我向爸爸妈妈撒谎，因为我假设他们不会容许我出席朋友的 

 生日派对。 

2.  我在没有经过朋友的同意下，擅自索取他的东西使用。 

 让小朋友抽一张纸条，并表示当面对纸条上的情境时，他的回应

是什么。 

活动三 背诵金句（诗篇 119 : 11）  

活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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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祷告 

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每一天都需要

做许多选择。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将

你的话藏在心里，引导我们在做决

定时，能够做出上帝喜欢的事。奉

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活动评量 

1. 小朋友认识圣经故事《耶稣受试探》。 

2. 小朋友能了解为什么有时需要说“不”。 

3. 小朋友能选择做上帝喜欢的事。 

总结 

让孩子明白我们在生活中会面对

不同的诱惑，但只要像耶稣一

样，依靠上帝的帮助和教导，就

能做正确和上帝喜欢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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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动机 《王后是怎样的》游戏 

1.  老师说：“王后是国王的妻子。你们猜想，王后平日会做些什么？” 

2.  请一位小朋友扮演王后，做出王后平日会做的事，然后请其他小朋友

猜，如此类推，重复几次。 

3.  游戏结束，老师说：“今天我会为大家讲一个关于王后的故事，让我

们看看以斯帖王后跟大家刚才扮演的王后有什么不同。” 

我会说话 

经文： 以斯帖记 3 – 9 章 

金句： 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箴言 25 : 11） 

目的： （1）让孩子认识以斯帖的故事。 

 （2）让孩子学习坚持做正确的事，说适宜的话。  

圣经故事 《勇敢王后 - 以斯帖》 

老师提问： 

1.  犹太人遇到什么危险？ 

 （哈曼很讨厌犹太人，打算把他们全都杀

 掉。） 

2.  以斯帖怎样帮助犹太人同胞？之后怎样？ 

 （以斯帖冒死求见国王，国王处罚了哈

 曼，使犹太人得以安全。） 

3.  你们会像以斯帖一样，说适宜的话吗？勇

 敢做正确的事吗？（让小朋友自由作

答。老师可适当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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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 老师讲故事《我会说话》，然后引

  用绘本导读里的问题提问。  

对不起 

如果你不小心把别人的积木撞倒了，你的心情会怎么样？将它画出

来。 

画一画，帮助你的同学把积木重新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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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谢谢！ 

看看下面的图，然后在对话框中写上适当的短语：“对不起”、“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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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貌用语 

写一些。当你遇到以下情况时，应该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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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一  《爱的冠冕》 

 老师分给每一位小朋友长纸条（约可以围绕一个头的长度）。 

 请小朋友在长纸条画上喜欢的图案。 

 用胶水将长纸条的两端贴好，既成“爱的冠冕”。 

活动二  《说不出的爱》 

 老师准备几张纸条，上面写着爱的言语。如： 

 我爱你们。 

 耶稣爱你。 

 爱你在心口难开。（给高年级的学生） 

 邀请一位小朋友以动作表达纸条里的内容，让其他小朋友猜。以

此类推，重复玩几次。 

 游戏结束时，帮助孩子明白说话的能力是很重要的。说话帮助我

们表达我们的想法和心意。上帝赐我们说话的能力，不是要我们

说伤害人的话，而是要我们说适宜的话和做正确的事。 

 若有时间，老师可以提供小朋友一些情境，问小朋友什么是伤害

人的话，什么是适宜的话。 

活动三  背诵金句（箴言 25 : 11） 

活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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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祷告 

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赐给我们说

话的能力。求主耶稣教导我们不小

看自己的年纪小，让我们能够常常

做正确的事和说适宜的话。帮助我

们不说话惹爸爸妈妈生气，也教导

我们常常说鼓励人和关心人的话。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活动评量 

1. 小朋友认识圣经故事《勇敢王后–以斯帖》。 

2. 小朋友明白为什么会说话那么重要，因为会说

话能表达我们的想法和心意。 

3. 小朋友能了解什么是适宜的话，什么是伤害人

的话。  

总结 

以斯帖运用才干与勇气，拯救同

胞。以斯帖也在国王面前说适宜

的话。祈求上帝帮助我们说适宜

的话与做正确的事。  



20 

 

引起动机 《快乐》 

1.  老师引导小朋友把下图中能带给你快乐的事物圈起来（提供图片）。 

 
• 总结：快乐是很棒，很享受的感觉。  

礼物 宠物 蛋糕 汉堡包 喝汽水 

我很高兴 

经文： 路加福音 15 : 8-10 

金句：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上帝的使者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路

加福音 15 : 10） 

目的： （1）让孩子学习与朋友分享福音的好消息。 

 （2）让孩子认识喜乐的特征。  

圣经故事 《失钱的比喻》 

老师提问： 

1.  妇人失去一块钱时，她会有什么感受？

你怎么知道？（紧张和伤心，因为她点

灯仔细地打扫房子。） 

2.  当妇人找到那一块钱时，她又有什么感

受？她做了些什么？（她很高兴。她邀

请她的朋友和邻居来一起庆祝。） 

3.  如果你失去一件很宝贵的东西，你会尽

力去找吗？（让小朋友自由作答。） 

4.  当你找到了失去的宝贝东西时，你会有

什么感觉？你会怎样表达？（让小朋友

自由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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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 老师讲故事《我很高兴》，然后引

  用绘本导读里的问题提问。  

快乐不快乐？ 

什么事情会让你感到不快乐？先在下面空白的格子里画出来，然后将

下列两张图沿着蓝色框线剪下来，再沿着虚线折一折，你看到了什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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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兴 

什么活动让你感到高兴？把其中的各种感觉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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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建议 

活动一  《喜乐3步骤》 

 老师向小朋友解释高兴和喜乐都是很棒的感觉。喜乐则是从上帝

而来，能持续不断，它不会被周围的事情影响。试把下图中能让

你高兴的事物圈起来，并把那可以带给你长久喜乐的事物画上方

框。 

 

 成为一个基督徒可以给你真正的喜乐，因为没有人可以夺走主耶

稣对你的爱。以下3个步骤和经文，能让你得到这份永远不变的喜

乐，祈求耶稣成为你的救主： 

 认-向上帝承认你是个罪人、悔改、转离你的罪。罗马书 3 : 23  

 信-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约翰福音 3 : 16 

 动-行动；表明你相信耶稣基督是救赎主。罗马书 10 : 9-10 

活动二  《我找到了》 

 老师可以找几张迷宫图（不同的难度）与小朋友一起玩。 

 老师问小朋友，“如果一个人迷路了，他会有什么感觉？”（答

案：他会很害怕和伤心。） 

 老师再问小朋友，“若果有人帮助这迷路的人找到回家的路，那

个人会有什么感觉？”（答案：那个人会很高兴。他会对帮助他

的人说“谢谢你”。） 

 最后，帮助小朋友明白当一个人不是基督徒时，他就好像一个迷

路的人，找不到主耶稣。若我们能够帮助他找到主耶稣，这个人

不但会得到喜乐，主耶稣也会很高兴。问小朋友：“主耶稣为什

么会很高兴？” 

 因为我们帮助迷路的人找到他； 

 因为那个迷路的人找到回家的路； 

 因为主耶稣喜欢我们帮助人等等。（让小朋友自由作答。） 

活动三  背诵金句（路加福音 15 : 10）  

冰淇淋 秋千 玩具 十字架 电子游戏 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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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祷告 

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为我死在十字

架上。谢谢你洗净我的罪，拯救了

我。谢谢你让我知道找到你的路。求

主耶稣帮助我，赐给我勇气，让我愿

意告诉我的朋友有关你的事，让他们

也能找到你。我们可以一起高兴欢

喜，因为他们找到你了。 奉主耶稣基

督圣名祷告。阿们。  

活动评量 

1. 小朋友认识圣经故事《失钱的比喻》。 

2. 小朋友能够明白失而复得的喜乐。 

3. 小朋友愿意列出一个朋友的名字，要与他分享

找到主耶稣的路。  

总结 

当我们找回失去的宝贵东西时，

这是一件高兴和喜乐的事。如果

一个人不认识主耶稣，他就好像

迷路的人找不到路，找不到主耶

稣。让我们祷告主耶稣，加添我

们的勇气，把可以找到主耶稣的

路告诉我们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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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动机 《镜子里有谁？》  

1. 老师拿出一面镜子，问小朋友镜子里有谁？ 

2.  鼓励小朋友说出：“我看到某某某。”（引导小朋友说出在镜子里

看到自己） 

3. 总结：上帝创造了你和我。 

我要爱自己 

经文： 创世记 1 : 26-31，2 : 7-24 

金句： 上帝就照着祂的形象造人。（创世记 1 : 27上） 

目的： （1）让孩子知道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故事。 

 （2）让孩子了解上帝爱我们，我们也要爱自己。  

圣经故事 《亚当与夏娃》 

老师提问： 

1.  上帝创造亚当之后，为何又要创造夏娃

呢？（因为上帝觉得亚当一个人生活不

好，所以造了夏娃作他的伴侣。） 

2.  上帝很爱亚当和夏娃，希望他们能怎样

相处？（上帝希望他们相亲相爱。） 

3. 上帝爱我们，我们也爱祂。你们会用什

么方法向上帝表达爱呢？ 

 （让小朋友自由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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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 老师讲故事《我要爱自己》，然 

  后引用绘本导读里的问题提问。  

特别的我 

剪下第 4 页的各种衣服与鞋子，选择你所喜欢的样式，贴在本页的自

画像上，别忘了，还要画出你的五官和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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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的我 
剪下各种衣服与鞋子，选择你所喜欢的样式，贴在自画像上。别忘

了，还要画出你的五官和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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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一 《上帝造了一个特别的人》 

 请小朋友围圈圈站好。 

 老师站在圈中间，然后说出其中一个小朋友的特征，例如：“上

帝创造了一个特别的人，他穿了一件红色的外套。”小朋友要按

提示猜出老师所说的是谁，猜到需要举手说：“我是上帝创造

的。” 

 每次出题都要以“上帝创造了一个特别的人”开始。 

 游戏结束，老师提醒小朋友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是上

帝的宝贝，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 

活动二 《谢谢你们给我生命》（手工） 

 预备材料：三角形的小旗子；浆糊；不同图案的娱乐周刊；剪

刀。 

 让小朋友从娱乐周刊中剪出自己喜欢做的事、喜欢的动物、食

物、玩具等，然后按自己的创意把剪出来的图案贴在小旗子上。 

 修饰小旗子之后，在上面写下小朋友的姓名，然后让小朋友把小

旗子送给爸爸妈妈，告诉他们：“谢谢你把我带到世上来，我会

好好照顾自己，珍惜你们给我的生命。” 

活动三 背诵金句（创世记 1 : 27上） 

活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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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祷告 

祷告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创造我和赐给

我生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父的

宝贝，都是特别的孩子。恳求天父

教导我们要爱惜生命、照顾自己和

爱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奉主耶稣基

督圣名祷告。阿们。 

活动评量 

1. 小朋友能理解圣经故事《亚当与夏娃》。 

2. 小朋友能解释为什么要彼此相亲相爱。 

3. 小朋友能说出自己身上的1-2个特别之处。  

总结 

我们都是上帝创造的。上帝爱我

们，也希望我们能够相亲相爱。

我们要学习爱惜自己和他人，并

以感恩的心回应上帝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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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动机 最有趣的梦 

1.  老师请小朋友闭上双眼，安静片刻，想一想自己做过的有趣的梦。 

2.  老师请小朋友睁开眼睛，分享一下他们的梦。 

经文： 创世记 37，39 : 1-6 

金句： 平静的心使肉体有生气；嫉妒使骨头朽烂。（箴言 14 : 30） 

目的： （1）让孩子了解约瑟的兄弟因嫉妒他，把他卖到埃及。 

 （2）让孩子学习知足，了解嫉妒心态的后果。  

圣经故事 《约瑟和他的兄弟》 

老师提问： 

1.   为什么约瑟的哥哥憎恶他？（因为约瑟得

 到父亲的偏爱，他又做了两个梦，暗示他

 们将要向他下拜） 

2.  嫉妒的哥哥们对约瑟做了什么事？（把约

 瑟卖到埃及） 

3.  约瑟被卖到谁的家？他在那里担任什么

 职务？（波提乏的家，他担任管家） 

我好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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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 老师讲故事《我好嫉妒》，然 

  后引用绘本导读里的问题提问。  

体会你的感觉 

请把嫉妒的表情画出来。 

然后，选择你认为适合这个感觉的颜色给下面的心涂上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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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该怎么办？ 

当时的情况： 

请写出或画出你与别人（同学或家人）发生冲突的情境，以及你处理

的方法和结果。 

处理的方法：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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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一  制作“感恩彩衣”（手工学习） 

 老师预先制作“衣服”形状的空白卡片和彩色条状纸张给每一位小

朋友。 

 鼓励小朋友将要感谢上帝的事画或写在条状纸张，然后贴在衣服

上，直到一件充满上帝恩典的彩衣逐渐完成为止。 

活动二  好坏苹果（视觉学习） 

 老师预先将“虫子”条状的软糖塞进一个苹果里，在上课前把苹果

完整的一面面向小朋友。 

 （将苹果举起）告诉小朋友：我们的心没有嫉妒时，它就有如苹果

完整的一面。啊… 这苹果看起来很好吃。（老师刻意在“虫子”旁

边咬一口）咦… 这是什么？“虫子”！ 

 （将“虫子”那一面转向小朋友）告诉小朋友：嫉妒的心就像虫子

生长在这苹果里看不见一样，会慢慢从里面侵蛀整个苹果，使好苹

果变成坏苹果。所以我们要选择不做“坏苹果”，不要对别人怀嫉

妒的心，要常常数算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 

活动三  背诵金句（箴言 14 : 30）  

活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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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祷告 

活动评量 

1. 能理解圣经故事《约瑟和他的兄弟》。 

2. 能说出妒忌是不好的，会使我们的心变坏。 

3. 能说出 1-2 种让自己不嫉妒的方法。 

总结 

嫉妒是不好的，它会使我们的心变坏。当你嫉妒别人时，可以

数一数上帝的恩典，像制作彩衣一样；也可以想想好苹果和坏

苹果的例子，求主帮助你选择做好苹果。  

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为我们死在十字

架上。谢谢你流出宝血将我们的罪洗

净，使我们的心清洁。主耶稣，求你帮

助我们保持清洁的心，不要让嫉妒把我

们的心变坏。愿你教导我们数算你的恩

典，使我们成为感恩的人。奉主耶稣基

督圣名祷告。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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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动机 大扫除工具 

1. 老师在白板上写上 

• 扫把·手巾·水桶·吸尘机·洗洁剂·刷子（或其他工具） 

2. 老师提问： 

• 在家里大扫除时，你们最常用的是什么工具？让我们来投票。 

3. 老师为投票结果做一个小总结，并指出： 

• 我们在家里大扫除时，可能会用不同的工具。 

• 不过，耶稣为上帝的家“大扫除”时，却没有用我们常用的工

具。他用了什么？让我们来看看。 

我好生气 

经文： 约翰福音 2 : 13-22 

金句： 即使生气也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以弗所书 4 : 26） 

目的： （1）让孩子知道耶稣洁净圣殿的故事。 

 （2）让孩子学习生气时，调节自己情绪的方法。  

圣经故事 《耶稣洁净圣殿》 

老师提问： 

1.   耶稣和门徒进入圣殿后，看到怎么样的情景？ 

 （有很多摆卖的摊位、混乱、吵闹，充斥欺诈、影响人敬拜上帝）  

2.  耶稣看见了，有什么反应？他用了什么工具来洁净圣殿？ 

 （耶稣拿起了绳子当鞭子，把牛羊赶出去，也赶走殿里作买卖的人，

 推倒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并责骂他们把圣殿当作买卖的地方）  

3.  你们认为耶稣为什么有以上的反应？（让小朋友自由作答。老师可引

 导小朋友思想耶稣愤怒的原因，如：不满宗教领袖的买卖活动等。） 

4.  你生气的时候有什么行动？你是如何平息怒气？ 

 （让小朋友自由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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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 老师讲故事《我好生气》，然 

  后引用绘本导读里的问题提问。  

关于生气 

朋友不小心把你的玩具弄坏了，你会有什么感觉？把你的表情圈出

来。 

如果是你不小心把朋友的玩具弄坏了，你又会有什么感觉？将你的表

情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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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生气（一） 

当你生气的时候，身体是不是越来越热的感觉？根据图中小女孩的情

绪变化，在她旁边的温度计画上相应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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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生气（二） 

今天小猫很不高兴。请你沿着那些令它生气的事，带它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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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一 《生气工具》（行为替代学习） 

 老师预先把做好的 □手  □脚  □口  □眼  字卡（要附上图片）分给学生。 

 老师请学生说一说，如果生气时， 

 手会怎样 – 打人…… 

 脚会怎样 – 踢人…… 

 口会怎样 – 大喊大叫…… 

 眼会怎样 – 瞪人…… 

 老师再请学生说一说，如何调节生气的情绪， 

 手可以怎样 – 画画…… 

 脚可以怎样 – 踢球…… 

 口可以怎样 – 唱歌…… 

 眼可以怎样 – 看书…… 

活动二 应用《平息怒气的方法》（怒气调节学习） 

 请你双手放在膝盖上，很舒服地坐着。 

 请你把“胶布”贴在身上或手背上。 

 请慢慢地深呼吸。每深呼吸一次，想起上帝的爱和宽恕，身体就

会愈来愈放松。 

 继续深呼吸，放松你的面部肌肉……放松你的肩膀……放松你的

左手……放松你的右手……放松你的身体…… 

活动三 背诵金句（以弗所书 4 : 26）  

活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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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祷告 

活动评量 

1. 能理解圣经故事《耶稣洁净圣殿》。 

2. 能了解导致生气的原因。 

3. 能说出 1-2 种让自己冷静下来的方法。 

总结 

每一个人都会生气，让我们明白“生气却不要犯罪。”我们可

以通过不同方法来调整情绪，可以好好处理怒气，不让怒气破

坏我们的人际关系。   

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你也

会生气。祈求主教导我们为上帝不喜欢

的事情生气，不要乱发脾气。如果我们

随便发脾气，求主赦免我们。也求主帮

助我们在生气时，不要伤害别人、不要

伤害自己，更不要伤主的心。奉主耶稣

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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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动机 《传讯息》游戏 

1. 老师请小朋友排成两队。 

2.  老师将一个讯息告诉第一位小朋友（讯息内容要令人开心的），请

该小朋友将讯息传给另一位小朋友，如此类推，直至最后一个小朋

友收到讯息为止。 

3.  老师请最后一个小朋友说出讯息内容。 

4.  老师问：当我们收到好消息时，会欢喜快乐。当我们收到坏消息

时，你会有什么感受？ 

我很伤心 

经文： 约翰福音 11 : 17 - 44 

金句： 耶稣哭了。（约翰福音 11 : 35） 

目的： （1）让孩子认识耶稣使拉撒路复活的故事。 

 （2）让孩子知道主耶稣明白我们伤心的心情，也会安慰我们。  

圣经故事 《耶稣使拉撒路复活》 

老师提问： 

1.  马大和马利亚对拉撒路的死有什么感受？

她们的朋友做了什么事？（她们都很伤

心，而且哭泣。朋友们都来安慰她们。） 

2.  耶稣看见马利亚哭的时候，他怎么了？他

做了什么事？（耶稣也哭了。他后来使拉

撒路复活。） 

3.  你曾经为了什么事而伤心哭泣？（让小朋

友自由作答。老师可适当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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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 老师讲故事《我很伤心》，然 

  后引用绘本导读里的问题提问。  

哪里痛？ 

看看图中的情景，说一说哪里会有痛的感觉。然后将下面的胶布剪下

来，贴在合适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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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难过 

请参照例子将让你觉得难过和开心的事情画出来。 

例： 

画一画。 

开心 收到礼物 

难过 玩具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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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建议 

活动一 《制作耶稣使拉撒路复活故事手偶》 

 请小朋友将印好的马大、马利亚、耶稣、拉撒路和众人涂上颜

色，然后剪下，逐个贴在手套指头位置。 

 鼓励小朋友利用手偶跟别人分享耶稣使拉撒路复活的故事。 

活动二 《我来安慰你》 

 老师带领小朋友围圈圈坐，准备两三个故事情景和问题，如：明

明的小狗死了，他整天都闷闷不乐，非常伤心。我们可以做些什

么来安慰他？带领小朋友一起讨论和面对问题。 

 老师问：“当你伤心时，你会向谁倾诉呢？”“如果你的朋友很

伤心，你会怎么样安慰他？” 

活动三 背诵金句（约翰福音 11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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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祷告 

总结 

伤心是一种正常的情绪。当我们伤心时，我们难免会哭泣。主

耶稣伤心时也会哭，所以他能明白我们的感受。伤心时，我们

可以告诉耶稣我们的感受，并且让他来安慰我们。有时候，我

们则可以成为安慰别人的人。  

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安慰我们的主。当

我们伤心时，你能够明白我们的心情，

而且会安慰我们。恳求主教导我们懂得

如何安慰那些伤心的人，与他们一起克

服伤心的事，在主里面经历喜乐。奉主

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活动评量 

1. 小朋友认识圣经故事《耶稣使拉撒路复活》。 

2. 小朋友知道伤心时，主耶稣明白他的心情，也

会安慰他。 

3. 小朋友知道若有其他小朋友伤心，他可以安慰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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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动机 《大风吹》游戏 

1. 主持人道：“大风吹。”| 小朋友问：“吹什么？”| 主持人说：

“吹女孩子。” 

2. 所有的女孩子都要站起来，找位子坐下来。找不到位子的做主持

人。以此类推，可以玩几轮。 

我很害怕 

经文： 马太福音 8 : 23-27 

金句： 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

助。（诗篇 46 : 1） 

目的： （1）让孩子理解耶稣平静风浪的故事。 

 （2）让孩子学习在害怕时以祷告向耶稣求帮助和平安。  

圣经故事 《耶稣平静风浪》 

老师提问： 

1.  门徒乘船时，遇到什么危险？他们有什

么反应？（他们遇到大风浪，感到很害

怕，并立即向耶稣求救。） 

2.  耶稣有没有帮助门徒，赐他们平安呢？ 

 （有，耶稣使风浪静止。） 

3.  有什么事或东西会令你感到害怕？为什

么？（让小朋友自由作答。老师可适当

引导。） 

4.  当你们感到害怕时，会怎样向耶稣求帮

助？（让小朋友自由作答。老师可适当

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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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 老师讲故事《我很害怕》，然 

  后引用绘本导读里的问题提问。  

关于害怕 

将你害怕的人、事、物（例如：很凶的邻居、可怕的怪物或一只大

狗）以画画、拼贴或是照片的方式表达出来。 



48 

 

声音的表情 

请为这张图画出声音，你可以画悦耳的乐声，也可以画刺耳的噪声。

画完声音后，记得要画出听的人的表情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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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怕 

下面的事物中哪些让你感到害怕？在图旁的圆圈里涂上黑色。 

草丛里的蛇 

邻居家的狗 

打雷与闪电 

陌生人靠近自己时 

看恐怖故事书 

其他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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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一 《彩虹伞》 

 老师请小朋友一起手掌朝下，握着彩虹伞边沿站好。（彩虹伞可

以床单代替。） 

 老师说：“小朋友，这张彩虹伞是一片大海，现在海面起了小

浪。”然后，请小朋友轻轻上下摇动，使彩虹伞轻轻晃动。 

 老师可以“小浪”、“中浪”及“大浪”作指令，让小朋友按指

令用不同力度摇动彩虹伞。 

 最后，老师说：“耶稣平静风浪！”所有小朋友要将彩虹伞放

下，然后一起坐到彩虹伞上，拍掌说：“耶稣赐我平安！” 

活动二 《感恩海报》 

 老师准备一张蓝色的纸板，标题写着《感谢耶稣让我不害怕》。 

 提供小朋友不同颜色的纸张，让他们一起制作感恩海报，借用所

提供的纸张写下耶稣如何让他们不害怕。小朋友也可以选择以画

来表达。 

 将制作好的《感恩海报》摆在显眼的地方，让小朋友彼此分享他

们的故事。 

活动三 背诵金句（诗篇 46 : 1） 

活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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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祷告 

总结 

小朋友容易受到惊吓，打雷和黑暗等会吓坏他们，令他们情绪

不安。通过耶稣平静风浪的故事，让小朋友知道耶稣是上帝的

儿子，他有管治万物的权柄，以及赐人平安的能力，鼓励小朋

友在受到自然力量或其他事情所威吓时，向耶稣祈求平安与安

慰。  

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你是上帝的儿子。谢谢你

时时与我同在，并在我遇到危难时搭救

我，将我害怕的心情转变为平安和安慰。

恳求主常常提醒我，叫我受到惊吓时，记

得向你祷告祈求。帮助我成为一个勇敢的

孩子，不轻易感到害怕。奉主耶稣基督圣

名祷告。阿们。 

活动评量 

1. 小朋友认识圣经故事《耶稣平静风浪》。 

2. 小朋友知道害怕时，他们可以向主耶稣祷告求救。 

3. 小朋友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能赐他们平安和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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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动机 《不动取物》游戏  

1.  请小朋友围一个大圆圈坐在地上，然后在圆圈中间放几个豆袋。 

2.  请小朋友尝试在不动双腿的情况下，想办法取得圆圈中间的豆袋。 

3.  请小朋友分享双腿不能动的感受，让他们明白到身体的各部分都很

重要。  

我会关心别人 

经文：  马可福音 2 : 1 – 12  

金句：  耶和华啊，求你医治我，我就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你是

 我所赞美的。（耶利米书 17 : 14） 

目的： （1）让孩子明白瘫子的朋友很有爱心，并相信耶稣能医好瘫子。 

 （2）让孩子学习以行动和说话，关心和帮助生病的人。  

圣经故事 《瘫子的朋友》 

老师提问： 

1. 瘫子怎样进入房子，以得见耶稣？ 

 （他的四个朋友用绳子把他从屋顶缒到

房子内。） 

2.  耶稣欣赏瘫子的四个朋友的哪些方面？ 

 （耶稣欣赏他们对瘫子的爱及对他的信

心。） 

3.  你们试过生病时，得到朋友的关心和帮

助吗？（让小朋友自由作答。） 

4. 当你们的朋友生病时，你们又会怎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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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 老师讲故事《我会关心别人》， 

  然后引用绘本导读里的问题提问。  

关心与问候 

公鸡生病了，小猪、小牛和小猫这些好朋友们一起到医院去探望它。

想想看，它们会对公鸡说什么？请你把它们送的礼物画出来。 

它们送给公鸡的

礼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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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关心家人 

当他们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想想看，在空格里

画出你的做法。 

  

妈妈做饭时， 

不小心切到自己的手。 

  

爷爷不停地咳嗽，全身发冷。 

  

姐姐在院子里扫地。 

  

弟弟的故事书破了，他很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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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一 《运送瘫子》 

 老师在课室地上画出红、黄、蓝、绿四个区域。 

 将小朋友分四组，给每组一条大毛巾和一个洋娃娃。 

 请每组组员各拿着毛巾一角，将毛巾张开，并把洋娃娃放在毛巾

上扮作瘫子。 

 小朋友站在起点，当老师发号施令，例如：“耶稣在红区。”各

组便要合力将“瘫子”安全地送到红区，最快的一组可获得一枚

心形贴纸；若中途把“瘫子”弄跌了的，便要被罚停一次，如此

类推，以获得最多心形贴纸的一组为胜。 

活动二 《我关心你》 

 老师为每一个小朋友预备空白心形卡片，以及一些彩色笔和漂亮

的贴纸。 

 请小朋友想想身边有哪些生病或需要鼓励的朋友或长辈正需要他

的关心。 

 让小朋友亲自制作爱心卡片，并将爱心和关心的话写在卡片里，

送给那生病或需要鼓励的朋友或长辈。 

活动三 背诵金句（耶利米书 17 : 14）  

活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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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评量 

1. 小朋友理解圣经故事《瘫子的朋友》。 

2. 小朋友能形容关心别人的感觉是美好的。 

3. 小朋友能说出一两种以行动或说话关心和帮助生病的人。  

总结 

每个人都试过生病，生病时除了需要适当的治疗外，亲

友的关心同样重要。当自己或别人生病时，可向耶稣求

帮助，并学习瘫子朋友的爱心，关心和帮助生病的人。  

总结与祷告 

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在我生病和软弱时，总是得到

家人、老师和朋友们的关心和帮助。求主教导我也懂

得如何用我的行动和言语去关心和帮助身边有需要的

人。主耶稣，我相信你，恳求你来医治（某某某）/ 

帮助（某某某），让（某某某）在生病软弱时，能够

得到主耶稣的关心和帮助。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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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动机 《神射手 》游戏  

1. 老师预先用报纸搓成纸球。 

2.  在白纸上画一个箭靶，贴在墙上。 

3.  请小朋友轮流掷纸球，看谁能掷到中间红心位置。 

4.  总结：要击中红心真不容易。有一个小牧羊人不但一次击中目标，

还要把巨人击倒。  

我很棒！ 

经文： 撒母耳记上 17 : 1 – 49 

金句： 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战争全在乎耶和华。 

 （撒母耳记上 17 : 47） 

目的： （1）让孩子认识上帝帮助大卫打败巨人歌利亚的故事。 

 （2）让孩子学习认识自己的优点。  

圣经故事 《大卫击败歌利亚 》 

老师提问： 

1. 大卫用什么武器将歌利亚击倒？ 

 （大卫以一颗小石头将歌利亚击倒。） 

2.  为什么大卫能战胜歌利亚？ 

 （因为上帝与他同在，帮助他、赐他勇

气，使他能战胜歌利亚。） 

3.  你遇到挑战时，会怎样求上帝帮助呢？

（让小朋友自由作答。） 

4. 你有什么才干可以让上帝使用？ 

 （让小朋友自由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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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 老师讲故事《我很棒！》，然后引

  用绘本导读里的问题提问。  

我做得到（一） 

看一看，哪些是你能做到的事情？请沿着路线涂上你喜欢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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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建议 

活动一 《装饰小石头》 

 请小朋友在小石头画上自己的自画像和布置小石头。 

 然后在背面写上“GOD”字，表示上帝每时每刻都与我们同在，

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活动二 《救生旗子高高挂》 

 老师准备足够的报纸、胶纸和吸管，将小朋友分成4 - 6人一组。 

 分给每一组小朋友：一张报纸、胶纸和20-30支吸管。 

 小朋友必须在指定的时间里，搭起一个高架子将救生旗（报纸）

升起来。 

 总结：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和才干。游戏让我们学习到只要

我们愿意彼此合作，我们其实很棒，可以使用有限的资源，搭起

高高的求救架子，并且解决眼前的困难和挑战。 

活动三 背诵金句（撒母耳记上 17 :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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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虽然我年纪小，但谢谢你赐给我许多

的恩赐和才干。当我遇到挑战和困难时，我可以使用

这些恩赐才干来可服困难，甚至可以帮助别人。求主

赐我勇气，在需要我的情况下，让我能像大卫一样勇

敢站出来被主使用。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总结 

通过大卫打败歌利亚的故事，教导我们学向大卫，以信

心和勇气面对与克服挑战，并认识自己的才干，让上帝

使用我们。 

总结与祷告 

活动评量 

1. 小朋友理解圣经故事《大卫打败歌利亚》。 

2. 小朋友能说出 1-2 个自己的才干和优点。 

3. 小朋友若能主动列出回家后要收拾玩具或书包等简单

任务，更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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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动机 双胞胎  

1.  出示一些“双胞胎”照片，请小朋友分辨两个相似的人有何分别。 

2.  出示一些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人的图片，请小朋友说出人们的样

子有什么不同。 

3.  总结：上帝的创造很奇妙，世界上没有两个

一模一样的人，每个人都是与别人不同的。  

我独一无二 

经文： 撒母耳记上 16 : 1 – 13 

金句： 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撒母耳

记上 16 : 7下） 

目的： （1）让孩子理解耶西的八个儿子故事。 

 （2）让孩子能欣赏上帝所造的每一个人都有与别人不同的外貌。 

圣经故事 《耶西的八个儿子》 

老师提问： 

1. 故事中，耶西有多少个儿子？他们有什么相同的地方？他们跟其他人

的儿子有什么不同？（八个儿子都比人强壮俊美，身手不凡。） 

2.  耶西最小的儿子叫什么名字？他跟兄长有什么不同地方？ 

 （他的名字叫大卫。他比兄长矮小，但面貌充满生气。） 

3.  你有没有兄弟姐妹？你跟他们长得像不像？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让小朋友自由作答。） 

4. 你想，上帝会不会因为不喜欢你的外貌而爱你少些？例如：因为你的眼

睛太小而不爱你？因你的嘴唇太厚而不爱你？ 

 （上帝绝不会偏心，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祂所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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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 老师讲故事《我独一无二》，然后

  引用绘本导读里的问题提问。  

我的样子 

画一画你在不同时期的样子，并且将当时你喜欢或者不喜欢的东西和

会做的事情写下来。 

这是我婴儿时候的样子。 

我喜欢__________________。 

我会____________________。 

这是我2岁时候的样子。 

我喜欢__________________。 

我会____________________。 

这是现在的我。 

我喜欢_________和_________。 

我会__________和__________。 

不喜欢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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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心和手背 

你的手心和手背是什么样子？画一画，或用小手做个可爱的印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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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长辈 

观察家人的样貌，然后对应表格，在符合下列特征的方格里打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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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都独特（一） 

用画画或贴照片的方式，介绍你的家人，并说一说你与家人之间相似

和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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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都独特（二） 

请从下列项目中，选出与你有关的，并在旁边的格子里打个“✓”。

再从你的班上找出符合以下描述的小朋友，将他/她的姓名填写在旁

边的横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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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建议 

活动一 《就是不一样》 

 老师准备不同难度的“找不同”图案，从简单到难。依此类推，

玩几轮。 

 总结：尽管两张图案表面看起来好像相同，但只要仔细看就能发

现有些地方就是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只要你

仔细观察和认识自己，你也可以找到上帝赐给你的特别恩赐。 

活动二 《独一无二的书签》 

 老师预先找出小男孩和小女孩的身体轮廓，将这些轮廓印在白色

卡片上。 

 老师准备剪刀、不同颜色的毛线、彩色笔或其他可以设计卡片的

材料。 

 按小朋友的性别将印好的身体轮廓卡片分给大家。 

 指示小朋友把自己和独特的地方画在卡片上。 

 画好后，按身体轮廓将卡片剪出来，串好彩色毛线。书签完成。 

活动三 背诵金句（撒母耳记上 16 : 7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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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创造主。你创造的每一个人

都不一样。我们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长相、声音、

性格或恩赐才干。恳求天父教导我们好好爱护和照

顾自己，也善用你赐给我们的恩赐才干。让众人知

道我在你的眼中是独一无二的。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祷告。阿们。  

总结 

在上帝眼中，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上帝不会因为你长

得不一样而少爱你一点。有时，上帝会使用我们的特质

来祝福别人。所以我们要爱惜自己，也要学习欣赏和接

纳和我们不一样的人。  

总结与祷告 

活动评量 

1. 小朋友理解圣经故事《耶西的八个儿子》。 

2. 小朋友能说出一两个自己与众不同的特质。 

3. 小朋友有自信的形容自己的特质，因为知道这特质是

上帝所赐。这是接纳自己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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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动机 《伊甸园》游戏 

1.  老师先教导小朋友念金句：“耶和华上帝在东方的伊甸园立了一个

园子。”创世记 2 : 8。 

2.  请小朋友围圆圈站好，并模仿花儿左右摇摆身体。 

3.  由老师开始念出：“耶和华上帝在东方的伊甸园立了一个园子，园

子里有（动物或植物的名称）。”小朋友便要扮演该动物或植物。 

4.  老师念完后，可邀请一位小朋友重复念金句，如此类推，继续游

戏，直至所有的小朋友被点过名为止。  

我的责任 

经文： 创世记1 : 26, 28-29 ; 2 : 15, 19-20 

金句： 上帝赐福给他们，上帝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

它；要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和地上各样活动的生物。” 

 （创世记 1 : 28） 

目的： （1）让孩子认识上帝把管理和爱护自然的责任交给人类。 

 （2）让孩子学习做上帝的好管家，爱护自然和注重环保。  

圣经故事 《美丽的伊甸园》 

老师提问： 

1.  亚当和夏娃住在哪里？ 

 （亚当和夏娃住在伊甸园。） 

2.  上帝把什么重要的工作交给我们？ 

 （上帝要我们好好管理和照顾他所

创造的大自然。） 

3.  你们喜欢大自然吗？你们最爱的是

什么？（让小朋友自由作答。） 

4.  你们会如何爱护和珍惜大自然，当

上帝的好助手呢？（让小朋友自由

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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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 老师讲故事《我的责任》，然后 引

  用绘本导读里的问题提问。  

责任 

在不同的场合，我们有不同的责任，将下列场所里我们的责任写或画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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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尽力 

请将你尽力做好的事情写下来，并写出完成后的感受。 



73 

 

家庭合作日记 

这一周里，你做了哪些家务？是谁帮助你完成这些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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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建议 

活动一 《第二个机会》 

 老师准备一些可以再循环的物品和手工材料，让小朋友用自己的

创意给物品赋予新生命。 

 老师告诉小朋友物品再循环的重要性和意义，帮助他们明白许多

物品经过巧思处理后可以拥有另一个用途，无需急着把它们丢

弃，浪费资源。 

活动二 《我的责任》 

 老师可安排带小朋友到附近的组屋区楼下或公园拾垃圾，尽爱护

环境清洁的责任。 

活动三 背诵金句（创世记 1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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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 

亲爱的创造主，谢谢你创造了这个世界和赐给我们

许多丰富资源。求主帮助我们成为大地的好管家，

让我们在能力范围内珍惜和保护环境。求主教导我

们不要浪费食物，也赐我们创意重新使用再循环物

品，更不随意浪费主所赐的资源。奉主耶稣基督圣

名祷告。阿们。  

总结 

小朋友对大自然都有一份好奇和喜爱，但很多时候只停

留在欣赏和享受的层面。我们应该教导小朋友认识爱护

大自然是上帝交给我们的责任，让他们学习爱护大自

然，并享受其中的一切。  

总结与祷告 

活动评量 

1. 小朋友理解圣经故事《美丽的伊甸园》。 

2. 小朋友明白自己被赋予管理大自然的责任。 

3. 小朋友可以说出 1-2 种保护大自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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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绘本 

  EQ 情绪绘本 延伸阅读绘本 

1 《我会说不》 《你千万别上当啊》 

作者：[美] 莫·威廉斯 

画者：[美] 莫·威廉斯 

译者：孙宝成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 《我会说话》 
《会说话的手》 

作者：朱自强 

画者：朱成梁 

出版社：连环画出版社 

3 《我很高兴》 《大家一起玩好开心》 

作者：[日] 上野明美 

画者：[日] 上野明美 

译者：彭懿、周龙梅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4 《我要爱自己》 
《谁是第一名》 

作者：萧湄羲 

画者：萧湄羲 

出版社：明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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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绘本 

  EQ 情绪绘本 延伸阅读绘本 

1 《我好嫉妒》 《小凯的家不一样了》  

作者：[英] 安东尼·布朗 

画者：[英] 安东尼·布朗 

译者：余治莹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2 《我好生气》 
《我变成一只喷火龙了》  

作者：赖马 

画者：赖马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3 《我很伤心》 
《爱哭公主》 

作者：赖马 

画者：赖马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4 《我很害怕》 《阿惠和妹妹》 

作者：[日] 筒井赖子 

画者：[日] 林明子 

译者：季颖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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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绘本 

  EQ 情绪绘本 延伸阅读绘本 

1 《我会关心别人》 《没关系，我帮你》 

作者：郝广才 

画者：[意] 罗伯塔·安嘉拉茉 

出版社：海燕出版社    

2 《我很棒！》 《长颈鹿不会跳舞》 

作者：[英] 吉尔斯·安德烈 

画者：[英] 盖伊·帕克·里斯 

译者：麦豆、兰童 

出版社：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3 《我独一无二》 《花格子大象艾玛》 

作者：[英] 大卫·麦基 

画者：[英] 大卫·麦基 

译者：任溶溶 

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  

4 《我的责任》 《慌张先生》 

作者：赖马 

画者：赖马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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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圣经故事和绘本学习情绪管理 

作者简介（一） 

林美莲博士于2007年获得西澳大学的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

《新加坡学前教师对创造思维的洞察力》。目前，是新加坡

卫理公会女皇镇堂的堂会学校校长。她也是职总优儿学府母

语课程策划总管。拥有近20年学前教学和培训经验，在课程

设计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拥有近20年学前教学和培

训经验，在课程设计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多次接受媒体的访问，

分享有关学前教育的心得，并经常到国内、国外讲学。出版了24本EQ 读

物，适宜0－8岁的幼儿阅读。  

作者简介（二） 

周美丽牧师于2017年获得新加坡三一神学院神学硕士学位。

目前，是新加坡卫理公会宏茂桥堂的协理牧师。周牧师是一

名合格的灵修导师，也是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培训部灵性塑

造事工的主任。周牧师拥有20年的牧养经验，在培训和灵性

塑造方面累计了的许多宝贵的经验。她于2016年开始和林博

士一同编写MC名创教育出版的《乐中学情绪智商图书系列》，以及其他

儿童主日学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