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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na Club 簡介 

 

Awana 宗旨 

以教導孩子要作「無愧的工人」為宗旨。 

提摩太後書二章 15 節 

「你當竭力，在 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

工人, 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Approved Workmen Are Not Ashamed』的

縮寫, 為 Awana 名稱的由來。 

Awana 乃是以聖經原則為基礎的國際兒童

事工， 幫助孩童發展以基督為中心的品格，

透過特別設計的教材，有系統地實踐計劃，

藉由遊戲及獎勵，讓孩童在歡樂中認識神的

話語，接受基督的救恩。  

Awana 強調紀律及團隊，領袖及孩子均需

穿著制服；準時及不缺勤，將獲特別嘉許，

以鼓勵孩子認真順服, 在規範中學習, 以及培

養他們的責任心。 

Awana 特色 

1.聖經為本，認識真理       

2.注重紀律，建立品格 

3.均衡發展，培養自信       

4.親子學習，關係培增 

Awana 教導兒童及成人認識聖經，中心思

想就是神的話語所啟示的救恩福音。藉著背

誦聖經來達成 Awana 的目標，並帶領孩童

歸主並訓練他們來服事主。 

同工在與隊員的家長建立關係上，扮演著特

別的角色，他們是教會外展事工很重要的部

分。 

 

 

 

 

 

 

 

Awana 目標 

鼓勵本教會幼稚園到國小五年級學童及社區

的孩子來參加 Awana。 

1、 傳福音 

吸引孩子們到 Awana 營隊，將基督耶穌的

福音傳揚給他們，進一步向家長與朋友同學

們傳福音，帶領全家與更多人進到教會。 

2、 門徒訓練 

兒童得救後，就要鼓勵，訓練孩子們，進而

輔導他們來服事主。經由領導、服事與見證

來裝備孩子們， 

引導他們立志，以向普世傳福音為己任。 

活動內容 

開幕與閉幕式及遊戲課程      30 分鐘 

手冊研習時間（背誦聖經）   20 分鐘 

信息時間（恩典福音信息）   25 分鐘 

Awana 的識別制服 

在課程中導師與隊員們都穿著制服，以彼此

聯絡，產生歸屬感與合一的心。 

Awana 的獎勵制度：  

自信的源頭來自品格、心靈上的真理. 

每月頒發--- Awana 強調背誦聖經，以聖經

經文為座右銘. 孩子通過手冊背誦聖經的測

驗與完成某一階段的手冊，為自己累積分數。

此外，良好的行為（表現正面的舉止、穿制

服、 攜帶聖經與手冊來聚會…）也會獲得分

數以茲鼓勵。 

特別獎勵 --- Awana 的基礎為分享恩典的

福音. 孩子若能成功邀請同學朋友來參加每

月一次的迎新日,會有折價 coupon 和

Awana Money, 可以用來裝備自己與朋友

所需的 Awana 制服與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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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B SCHEDULE 

Subject to change on occasion 

 

 

FEES 

Registration:  FREE.   

 

Uniforms: 

Sparks Vest    $16 

T&T Shirts         $16 

Handbook      $10 

Sparky Handbook Bag     $6.00 

T&T Drawstring Backpack $6.00 
 

 

 
 
 
 
 
 
 
 
Clubbers must complete their Entrance 
Booklet before receiving their uniform 
and handbook. 
 
 

Awards will be given ONLY to clubbers 

in uniform. 

 

 

 

 

CLUB RULES 

Move quietly and orderly from activity 

to activity; remain quiet during 

Teaching Times.  Clubbers should stay 

with their leader during Large Group 

Time.  Clubbers should give full 

attention to the leader or speaker. 

 

 

 

 

 

 

 
 
 

 

 

 

 

 

 Sparks T&T 

7:45-7:50 Opening Ceremony 

7:50-8:10 Large Group Games 

8:10-8:35 Handbook Large Group 

8:35-8:55 Games  Handbook 

8:55-9:00 Closing  Ceremony 
 

The three-count for individual discipline  
 
Count one - Give a child a specific warning that 
his behavior is inappropriate and he has been 
warned enough times. 
Count two - Ask your director to speak with the 
child.  
Count three - Have your director take the child 
aside and remove him from the activity for a 
time. The director should speak to the child’s 
parents when they arrive. 
 

 

家長重要須知 
1.家長在家裡幫助孩子聖經背誦和邀請

朋友, 孩子可得額外分數與獎勵。 

2.擔任 volunteer/helper為家長的義

務, 孩童也期待父母的參與。 

3.到達與離開活動時, 家長必須將車停

在停車區, 切勿讓小孩獨自進出, 簽

到需有家長陪同孩子直至報到處, 不

可把車停在流動的通道路上。活動結

束簽退時,請注意進出的車輛與其他

小孩與家長的安全。 

4. 家長有任何問題與提議, 請先向行政   

/簽到桌的同工反應, 若之後情況仍

不改善, 可與負責行政的同工和

Commander第二次溝通。Commander

會謹慎處理, 並向家長報告. 

   感謝家長給予有關 Awana的任何建議

, Commander會以愛心與耐心協助, 

並做最妥善的安排。 

5. 關於紀律規範的原則, 請詳細閱讀 

CLUB RULES-  The three-count for 

individual discipline  

 

 

 

http://www.jerusalembaptist.com/ministries/children/awana-approved-workmen-are-not-ashamed/
http://www.yesfaithworks.com/gods-lo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