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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第一部分
内容简介

1. 主日学教材
分类书目
http://www.ccbookstore.com

福光主日学
http://www.ccfellow.org

中国主日学协会
http://www.cssa.org.tw

介绍儿童主日学教材，儿童影音（国、粤、英），其
他书籍。
是以圣经为本，配合生活性教导的主日学课程，分为
幼稚、儿童、少年三大类含学生本与教师本，其中儿
童级还有家长本，图文并茂。 可下载为 PDF
 主日学教材：出版主日学课程、辅助教材、视听辅助
教材，以推广全人全龄主日学事工。
 主日学教员培训：举办主日学教员训练会及课程，协
助教会培养主日学教员，提高教学水准，达到教学效
果。
 出版宗教教育、属灵书籍，发展文字事工，造就信
徒，关怀人群，广传福音，服务教会。
 供应属灵书刊、教会用品、视听辅助教材。
 可在线购买书籍、光盘等。

http://www.sundayschool.org.tw

是《中国主日学协会》附设，为海外华人培育基督教
会主日学优质教师。提供台湾各地区的主日学师资培
训的消息。

校园网路书房

书籍介绍。

华人主日学师范学院

https://shop.campus.org.tw

http://www.godoor.net

各出版社，福音机构网站。有部分链接已经过期，尚
未更新。

美门福音网路书店

儿童事工材料，儿童生命教育绘本。

基督教站点

http://www.ecbook.com.tw

浸信会出版社
http://www.bappress.org

列有浸信会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书目，部分书籍提供
PDF 下载，如《缤纷小树苗》儿童崇拜教材。
主日学教材为主题式圣经课程。不可在线购买。

宗教教育中心

《童心爱主》主日学课程。不可在线购买。

http://www.rer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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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彩桥

七彩桥系列各年龄段的儿童主日学教材，包括：幼儿

http://www.gospellightworldwide.org/
园、初小、中小、高小。不可在线购买。
china/

香港万国儿童布道团
http://cef.org.hk

有效教学法系列主日学教材
http://www.cef-china.cn

台湾万国儿童布道团
http://www.ceftw.org.tw

香港播道会主日学教材
http://www.evangelpress.org

香港读经会
http://www.hksu.org.hk/

华恩传媒
http://gdsmedia.org/publications/

提供儿童圣经暑期班的教材，儿童宣教故事课程 、
儿童喻道故事等。 可在线购买。(粤语)
三年循环的儿童主日学教材，包括：诗歌、金句、圣
经课程。可打包下载彩色视觉教材。
喜乐团主日学教材，共九辑，每辑都有学生本、教师
本，分为幼儿级、低年级、高年级。
这套教材是播道会文字部在 2005 年完成出版中国教
会第一套按年龄分级，有婴儿级至进修级的完整主日
学课程。总共分为婴儿级、幼儿级、幼稚级、小学
级、中学 级和进修级。
出版了儿童读经材料，如《特别时光》系列、《每天
天讯》系列、《小麦包》系列，适合 6-12 岁的孩
童。大多每个系列全套 12 册，每册为 30 天的读经
材料，按主日编排，内容有趣、激发孩子思想。
华恩传媒推出由新加坡朝圣者圣约教会所编设并使用
的教材《儿童教理问答系列》。可免费下载。这套教
材包括：
- 幼儿教理问答– 圣经历史教理问答（初级）
- 威斯敏斯德小教理问答介绍
- 圣经历史教理问答（中级）
– 品格塑造增刊
内容简介

2. 儿童故事与金句
基督徒生活网/幼儿圣经金句版
http://cclw.net

圣经各卷书的一句重点经文，共 66 个儿童金句，配
上非常漂亮的画面。

儿童图画圣经故事
http://cclw.net/other/ChildBible
Story/index.html

图文摘自《亲爱的耶稣》新约的 26 个简单故事＋彩
色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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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自《睡梦乡》系列的 42 个故事；取材自圣经以
睡梦香系列儿童故事
http://cclw.net/other/etgs/index. 及 21 个真实的感人故事，教导孩子真善美与信望爱
html
的真谛。
金苹果喻言
http://cclw.net/other/jpgyy/inde
x.html

75 个喻道故事，适合青少年看。其中：兔子跟火车
赛跑、蚊子和狐狸的希望、狐狸的演说、老丝瓜瓤
子、 狼与狐狸的联盟等。

圣经、故事与技巧
http://cclw.net/other/sjgsyjq/ind
ex.html

梅，威廉 著。教导如何讲故事，颇有水准也很实
用。包括：故事的价值、圣经趣味化、故事的开头、
故事气氛的创造、故事人物的构造、 圣经故事的叙
述等。

慕迪儿童故事集

共 102 个故事，也适合青少年阅读。

http://cclw.net

少儿品格故事
不同的品格故事。
http://cclw.net/other/sepggs/ind
ex.html
在「守护孩子唯一的童年」的服务宗旨下，提供完整且
信义基金会/小袋鼠幼师网
http://www.hsinyi.org.tw/kindergartner/index.aspx

约拿之家
儿童圣经故事

系统化的服务，陪伴父母、老师、孩子一起成长。给父
母有：奇密亲子网、学前教育、父母学习馆；给亲子
有：实验托儿所、小太阳杂志、亲子教室、亲子馆…；
给幼师有：小袋鼠幼师网。

旧约，新约之故事。可在线阅读所有书籍。

http://www.jonahome.net

儿童圣经故事
http://www.cbible.net

超级妙妙书
http://zhhant.superbook.cbn.com/

Revelation Media
https://www.revelationmedia.co
m/

Free Bible Images
http://freebibleimages.org

旧约 125，新约 120 个圣经故事。可在线阅读所有
书籍。
是视博恩制作的儿童网站，内容包括儿童《圣经》游
戏、广播节目、灵修材料等，以多元化的方式帮助儿
童学习更多《圣经》知识，还有互动答问环节，提高
儿童学习《圣经》的兴趣。
Our children are bombarded by every form of secular media. From social media
to video games, to TV on demand and the internet, every possibly distraction is
delivered up except for what they really need and long for — engaging and
culturally relevant Christian media.
From our families to the field, RevelationMedia is on the forefront of delivering
engaging and culturally relevant animated films. Films that promote Biblical
literacy, discipleship and world evangelism. Films that are ALWAYS free to the
missionary and to those who support our work.

可以免费下载圣经故事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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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儿童灵修，
儿童灵修，祷告

内容简介

儿童灵修--神所命定的画笔
http://cclw.net/other/shenmindindebi
hua/index.htm

共 26 篇儿童灵修作品。

真理周课

以史古兰著的「领小朋友来」改编。52 个短小精悍
的课程，有圣经小故事、让少儿一整年的学习之用经
文、金句、祷告、问题。

http://cclw.net/book/zlzk/index.html

我的第一本祷告
http://cclw.net/other/wddybdg/index.
html

在这本书里，可以找到按各种主题而编辑的祈祷文。

儿童讲道集

莱尔著 。共 8 篇讲道。男孩女孩玩耍、早日寻求
http://cclw.net/other/ertongjiangdaoji 神 、小物和聪明、 两只熊 遵行真理的孩子、小
/index.htm
事 、一个快乐的小女孩、不再有哭号等。
内容简介

4. 主日学老师培训

活泼的教学
一、你喜欢哪一种教学法？二、我们寻找某种教学法
https://bible.fhl.net/sundayscho
的目的在哪里？三、教学方法千百种 四、教案制
ol/sundayschool10.html
作、确立教学目标的重要性 五、 最後，几项提
醒 ；回应和讨论。
主日学的班级经营
一、班级经营的意义与目的；二、班级经营的重要
https://bible.fhl.net/sundayscho
性：班级经营为教学第一要务；三、班级经营的范
ol/sundayschool5.html
围；四、成功的班级经营；五、主日学班级经营的优
势与限制；六、结语；七、案例讨论。
当孩子不想上主日学
http://a2zmy.fhl.net/gb/son/son161.html

文章 作者：陈小小

如何办好儿童主日学
https://bible.fhl.net/sundayscho 文章 作者：梁望惠
ol/sundayschool18.html
更美主日学
http://cclw.net

陈婉仪著，作者多年搜集、整理主日学的相关资料，
是主日学老师的教学指南和良伴。包括主日学校运作
图、主日学行政、如何招募、训练师资、假期圣经学
校的策划等。

圣经在主日学教学上的运用
http://bible.fhl.net/sundayschool/sun
dayschool12.html

文章 王荣义主讲，梁望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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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故事的技巧原则
https://bible.fhl.net/sundayschool/su
ndayschool11.html

有效教导儿童
http://cclw.net

文章 邱琼苑主讲，梁望惠整理。
25 课

主日老师师资训练

中国学人培训材料，事工系列；内容特别注重主日
http://www.jonahome.net/files02/OCM_ 学教师备课的艺术、如何带领儿童唱诗、背诵金句，
TEP/gb/m406.htm
说圣经故事等。第八课则介绍富有创意的多种教学
法。
师资训练
邓敏著。本书的重点在于发现自己，曾经在教导中所
http://cclw.net

不曾发现过的［盲点］，并能重新调整教导的偏差，
以达到师生共同成长的目标。「以学习者为中心」的
教学过程、教学方法等。

鸽子儿童福音师资训练

这一套教材主要强调主日学的重要性，使主内肢体都
认识到孩童需要救恩。共 15 课

http://cclw.net

儿童导师培训课程
http://www.cef.org.hk

万国儿童布道团。对儿童导师培训课程、讲座的介绍
和线上报名。

主日学教育事工的评估项目
http://abundantlife.myweb.hinet.net

评估事项

儿童主日学师资训练
http://www.cclw.net/book/etzrx
szxl/

8课

5. 儿童布道与福音
儿童信仰问答
http://cclw.net

内容简介
145 个简单明了的信仰问与答。

有效教导儿童
http://cclw.net

以圣经、福音为主题，并实行在生活中。包括：如何
引导孩子归向基督，如何将圣经故事应用在孩子生活
中等。共 25 课。

儿童天地网站

为一站式福音与栽培教导，全新动画，增添互动元
素。

http://www.lovekid.hk

与主同行网
http://www.cbible.net

儿童专栏内容：该如何与小朋友分享福音？如何帮助
他们进一步认识上帝？你想成为好老师吗？引导孩童
认识圣经、鼓励小孩祈祷、儿童福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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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课程
http://cclw.net

适合 12 岁的儿童，共 6 个课程，其中有浪子回头、
约沙法的故事、耶稣被钉十架等。包括主题、教学计
划、大纲、事件、应用、邀请、复习题等。

耶稣是谁？
http://www.greatcom.org

由国际学园传道会制作的全球性基督教网站，除了中
文版外亦有多国语言，内容介绍拿撒勒人耶稣和教会
的诞生，在网站內亦可观见「耶稣传」电影，而「四
个属灵的定律」的信息能够让孩子明白如何接受基
督。

香港万国儿童布道团
http://www.cef.org.hk

包括：儿童布道、导师培训、儿童圣经班教材…等资

童心喜乐团(香港)
www.j4paidion.com

服事内地儿童主日学，以及协助推动儿童及青少年事
工。具主日学老师培训课程 7A 奇妙教学法 (Seven
Amazing Teaching)，学员最终能成为初级主日学的导
师，实用而活泼地带领儿童团契及多元的儿童聚会。
或成为高级主日学导师，有实用的方法牧养儿童有活
泼的灵性。另外还有供给家长、儿童工作者的《资源
共享》和《童讯》的文章。

台湾万国儿童布道团
http://www.ceftw.org.tw

该机构藉由各种的儿童事工师资训练、实际的福音行
动，带领儿童归主。并透过文字教材，协助众教会、
个人，使儿童工作者在心志、技巧上被建立，达成领
儿童归主，在真理上造就儿童，增长教会，荣神益
人。

料和消息。

II. 第二部分
1. 儿童诗歌
红豆园地
http://redbeangarden.com

蒲公英希望基金
http://www. dhf.org.tw

内容简介
有许多分类的儿童诗歌(以英文为主)
 成人诗歌可以网上听，以中文为主
 有 12 个福音动画(其中关于无字书的动画)


线上《蒲公英》希望月刊，家长和孩子一起閱读，透
过故事中的人物、情景，彼此分享心得，使亲子关系
更加紧密。老师可使用为课外教材，在课堂中带领学
生共同閱读、讨论，体验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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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儿童音乐
http://song4kids.com

介绍在香港地区儿童基督教音乐教材与资源，儿童基
督教唱片资料库。该网站提供的网站链接，可以帮助
搜索更多儿童敬拜的歌曲。

赞美之泉
http://www.sop.org

儿童敬拜专辑，如《赞美的孩子最喜乐》、《新造的
人》、《小小的梦想》等 6 个专辑。可下载歌谱和
部分歌曲的 PPT。

旷野呼声音乐频道
http://music.kyhs.me/

可下载中英文儿童诗歌专辑，约有 39 张专辑。该网
站也可下载部分歌词、歌谱。

雅歌
http://www.ysong.org

提供 20 个中文儿童诗歌专辑和 100 首最受儿童欢迎
的诗歌。

童声合唱
http://cclw.net

共 27 首儿童诗歌歌词。如：平安如江河、小小精兵
跟随主等。可直接下载。

欧赞音乐
http://omnipromusic.com

台湾新北。欧赞儿童事工致力于音乐出版与举办儿童
音乐会，属“现代儿童圣诗”，发行有《圣歌特赞
队》系列专辑，目前共有 5 张，提供歌谱下载。

2. 儿童游戏
儿童主日学游戏 100 个
http://cclw.net

说故事游戏
http://www.hsin-yi.org.tw

内容简介
100 个精彩的小游戏，如：破冰、圣经故事、圣经时
代、教会生活、品格塑造、背诵金句、复习圣经、特
殊节期。大人们在团契时也可以用这些游戏来增加气
氛。
通过故事内容，作游戏，延伸故事的感染力。

3. 儿 童网站
宗教教育中心
http://www.rerc.org.hk
彩虹世界
http://www.rainbow.org.hk

内容简介
介绍儿童事工的书籍。
由天道传基协会制作的儿童属灵网站，网站内容以彩
虹世界为主题，让孩子认识多元化的知识，认识创造
主。内容以认识圣经为基础，网站內提供很多分享故
事文章，以健康纯正为题材，让小孩大人一起思想內
容，共同在主里快乐地成长，亦欢迎投搞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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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儿童布道团
http://www.cef.org.hk

介绍一些 CD，关于儿童生活故事与圣经故事

中华育儿网
http://www.babycom.cn

含视频、儿歌、儿童动画、营养食谱、儿童故事、儿

根基成长教育
http://www.rootedu.com

北京根基成长教育机构成立于 2003 年，专注于以品
格为中心的领导力教育，通过线上线下的服务，帮助
家庭、社区、学校和企业建立品格根基。

童影院…

网站设有百万品格家庭、品格学校、根基父母网络学
院、培训等专栏。出版《亲子根基》杂志。
4. 童书、
童书、绘本、
绘本、动画

内容简介

爱心树绘本馆致力于引进最优秀的国外儿童文学作
http://www.douban.com/doulist/ 品，扶植国内原创作品，推广儿童阅读的理念及方
法，让更多的人从小就养成热爱阅读的习惯！
121887/
小毛虫成长日记
于福音视频网上播放，围绕虫虫乐园小动物的生活趣
http://www.fyyy7.com/mlist/22_
事，从故事中学习小朋友间相处之道。
1.html
小书虫童书坊
www.kidsbook.com.tw

儿童书店

花栗鼠绘本馆
http://blog.roodo.com/shimarisu

儿童书店 Shimarisu Picture Books

远流博识网
www.ylib.com

远流网路书店，内有亲子 • 童书选项，推介童书和网
上购书。

儿童文化馆
http://children.cca.gov.tw

台湾文建会儿童文化馆--绘本花园单元中有许多精
彩的图画书，以语音动画的形式呈现。还包括深入导
读、玩游戏、加入讨论、涂鸦分享、教案分享和随堂
测验选项。（每月制作一部全新的绘本动画，五日更
新。）

登入有问题

提供亲子线上线下多元、有趣、分龄、专业、好玩的
信谊小太阳亲子书房
资讯，带着大小爱书人进入阅读的世界，与好书相知
https://www.facebook.com/hsin
相遇。
yibookstore/
-9-

宝宝书屋
http://www.kidsbook.cn

在‘精选绘本’罗列 12 个绘本馆出版推介的精选图
书，包括：蒲蒲兰绘本馆、启发精选绘本、信谊世界
精选图画书、爱心树绘本馆、海豚绘本花园、蒲公英
童书馆、儿童心灵成长图画书系、悦读阅美绘本、东
方娃娃、无字图画书创始人、飞思精品绘本馆和飞思
精品科学馆。

格林绘本网

格林文化於 1993 年成立，结合了全球三十多个国
家、一百余位插画家以及二十余位编辑，共同制作儿
童绘本，已出版六百余本风格优美、艺术品味高的精
致图画书，并多次获得国内外的插画大奖。网站内设
有书系总览、分龄适读、作绘者介绍、动感书本等选
项。

http://www.grimmpress.com.tw

福音中国
http://www.fuyinchina.com

圣经动画，圣经图片，其他…

烤箱读书会
http://www.goodtv.tv

《烤箱读书会》是好消息电视台的一档儿童节目，节
目分为烹饪和绘本讲解两部分，既新颖有趣，教孩子
做出美味的点心，又引导孩子思考，并带出亲子的互
动。
此网站收集 2012 年以来的过往节目，可在线观看。

福音影视网
www.fuyin.tv

给小朋友观看的福音动漫里，有《迷途 Stray》、
《生命之光》、星夜大逃亡》等动画短片，以及《小
平与小安》、《小冒险家传奇》、《小毛虫箴言剧
场》和《圣经小战士》。
内容简介

5. 儿童杂志、
儿童杂志、书藉及文章
小太阳杂志
http://littlesun.hsin-yi.org.tw

www.ccfamily.org

【信谊基金会】与法国幼儿出版的龙头老大【巴亚出
版社】联手合作。以符合 10-42 个月大的孩子易
懂、好学、好念的角度切入，故事简短适宜孩子的阅
听长度；内容符合孩子的生活经验与情绪发展，最容
易引起幼儿的共鸣，也适合父母念给孩子听。
乐天伦全家浏览亲子乐园 尽享培育天伦之乐,亲子乐
园精选文章，建立儿女品格 (苏绯云博士)， 孝敬父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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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越童书林
http://www.rerc.org.hk/tc/childr
enbooks.aspx

宗教教育中心《飞越童书林》电子版刊物，乃为推动
童书阅读文化，并为辅导老师及从事儿童阅读文化推
广者提供实际支援。

信谊“奇蜜亲子网”
www.kimy.com.tw

*亲子购物 *育儿 gogo *家庭讨论区 *亲子玩家 *亲
子相簿

为人父母，为人师表
http://cclw.net

作者：唐崇荣博士。

小羊网站（使徒出版社）
http://lamb.pct.org.tw

小羊月刊:专题、艺文欣赏、知识领域、心灵成长；
小羊妈妈：生命教育一起来、亲子天地、亲子共玩、
亲子共读、亲子共享和生命花园。

爱家协会中文网站
http://www.familychina.org

涵刮亲子关系：0-5 岁、5-13 岁、13-21 岁、父
亲、母亲等课题相关资料与文章。

文桥传播中心—小活力
http://bridge.org

文桥双月刊的亲子相关文章。

好牧人杂志
http://www.sundayschool.org.tw

在网站的一栏提供有“好牧人杂志下载区”专栏。
《好牧人杂志》双月刊是一份教育刊物，提供教会主
日学所需的各项教学资源，是教师的好帮手。

http://www.dfww.com.cn

《东方娃娃》/《东方宝宝》杂志是凤凰出版传媒集
团旗下，江苏少儿出版社和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
推出的中国婴幼儿期刊。《东方娃娃》和《东方宝
宝》是中国唯一在海外分印和发行的婴幼儿杂志.

根基成长教育
http://www.rootedu.com

出版《亲子根基》 杂志。

III. 第三部分
1. 儿童学习

内容简介
在蒲公英希望网里，内涵：中英文学习、成语大搜

蒲公英种子学习
http://hope.dhf.org.tw

寻、读书会、故事开眼界、幽默橱窗、阅读急转弯…

http://www.dhf.org.tw/

等儿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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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
www.rainbowkids.org.tw

「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以服务儿童与家庭为目
标，透过培训生命教育志工(彩虹妈妈等)，以多元化
方式(如故事绘本思考教学，体验学习、创意戏剧
等)，配合各地小学、社区、家庭，建立儿童生命与
品格教育的工作。盼望帮助下一代建造正向生命信念
与能力。

学习与发展
http://jpkc.ecnu.edu.cn

认识儿童学习与发展。

2. 儿童身心理
学龄期儿童发展与辅导一席谈
http://bible.fhl.net

内容简介
1.儿童发展的一般特征 2. 学龄儿童期的发展任务 3.
学龄儿童期的辅导策略 4. 特殊儿童辅导实务经验分
享。

放心医苑网
http://www.fx120.net

儿童心理网站。

儿童孤独症
http://health.sohu.com

认识儿童孤独症。

宝宝专题
http://www.aijk.com

22 种儿童心理异常要注意。

儿童心理发展
http://jpkc.ecnu.edu.cn

儿童心理发展的阶段。

发展迟缓儿童
http://disable.yam.org.tw

台湾身心障碍者服务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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