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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的話

向兒童傳福音的重要 唐 匯宇
「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
  ( 馬可福音 16 章 15 節 )

      主耶穌要離開門徒之前，告訴那些
相信祂的人，要傳福音給”萬民”聽。
這裡所謂的萬民，並沒有年齡上的限
制。那代表，所有的人都需要聽福音，
連很小的小孩也需有人向他們傳講福
音。羅馬書 10 章 13-14 節說：因為「凡
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然而，人
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見他，
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
呢？」
 
     為什麼向兒童傳講福音是那麼的重
要，因為孩子的性情是單純，當聖靈引
導孩子時，他們對罪很有反應的，渴望
罪得赦免的喜樂。在聖經中主耶穌常以
兒童為例子。當門徒爭論天國裡誰是最
大的，耶穌讓一個小孩站在他們當中，
並對門徒說，人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
樣式，斷不能進天國。主耶穌說的乃
是，不要以為你可以進天國，你若不回
轉，單純的像個孩子般的相信並倚靠上
帝的救恩，你能靠自己的行為進入天國
嗎？！
 
      孩子對於福音有極強烈的渴望，我
們需要去告訴兒童，上帝愛他，並為他
的罪預備了救恩，只要他們願意選擇相
信就可以得著。台灣萬國兒童佈道團六
大文化的第四點「向兒童傳福音的重
要」，就是在提醒我們所做的：不斷有
機構在有需要的兒童身上作美善的事，
是很重要的。

      我們應要心懷感激，相信神是使用
這些機構來幫助受了傷的兒童。但神
對萬國兒童佈道團的呼召有別於此，
萬國兒童佈道團的首要任務是要把福
音傳給兒童，兒童要得著救恩，在神的
話語裡受造就。我們一定要堅守原則。 
 
      台灣萬國兒童佈道團很樂意與教會
及個人分享，如何向兒童傳講福音。
目前我們推動 8351 牧養校園，因此
我們有一系列的課程，能幫助您，由
淺入深，循序漸進的向孩童分享救恩，
歡迎您主動與我們聯繫，可以先加入
我們的 LINE 官網，將您的需要告訴我
們，我們可以幫您或教會介紹合適的
課程。感謝主的恩典，目前我們也翻
譯並製作了一些可以讓兒童自行閱讀
的福音小冊及兒童靈修手冊，歡迎您
隨時注意我們 LINE 官網的訊息，我們
會不定期的發佈相關免費索取書籍的
連結，可線上申請這些書籍贈送給您
所接觸的孩童。願上帝賜福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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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委員介紹

花東區的祝福與未來
編按：花東地區去年加入了一位新委員陸秀麗女士，她是捷進顧問公司 (Direct Line 
Consulting Co.) 的創辦人及捷進貝克國際證照總經理；捷進是國內著名的留學輔導
及美國會計師證照培訓機構。陸委員非常有創意，50 歲開始學畫畫，竟然畫了滿室
的美畫，堪稱才女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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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為何要在花東區推展成長禮？ 
   答：我認為成長禮是一個人一生中的
重要里程碑，成長禮也是基督徒的成長
的標的：激勵自己再在聖經真理進深、
活出美好、成為有影響力的基督徒。光
復是阿美族大本營，我們參考原住民成
長禮及以色列成長禮的特色，幫助孩子
們建立生存技能及認識以色列歷史與上
帝對人類的計畫、如何讀聖經、健康管
理、時間管理等培訓。
 
◎ 問：您將如何協助萬國推動 8351 牧
             養校園計畫？
   答：我目前在幫家玓傳道先進入教會
開烘焙福音預工課程，我提供所有食材
費，她先與教會建立好關係，再推廣
8351 及使用萬國教材。

◎問：您為何會加入萬國成為花東區的 
           委員？
   答：我在花東光復鄉信望愛青少年學   
園及啄木鳥全人發展協會擔任志工十
年， 經協會總幹事彭伯華委員認識唐牧
師。認識唐牧師是神奇妙的安排，我記
錯火車時刻表，伯華送我上車發現要晚
兩小時我要搭的火車才會到。故趁此機
會帶唐牧師到我家介紹萬國 8351 的事
工。當天我就鼓勵萬國回花東重立辦公
室，我願意負擔一年人事費用。

◎ 問：您對兒童事工有何期待？
   答：我在美碩士期間主修兒童教育也
在台灣教會擔任主日學教師多年。我深
知道上帝愛兒童也喜歡兒童親近祂。做
討主喜悅的事是我心所願。引導兒童在
人生起跑點就有上帝的同在與聖靈的指
導是件幸福的事情比世上財寶榮華富貴
都可貴。我希望在花東成立基督徒青少
年及兒童成長營以聖經真理裝備他們在
世上成為耶穌的精兵及得勝者。

◎ 問：您在花東區有何兒童事工計劃？ 
   答：下一個目標，我期望萬國在大富
國小策劃男子成長禮及女子成長禮營
隊。像以色列成長禮一樣，裝備台灣兒
童成為傳福音的小精兵。課程內容包括
品德、生活技能、聖經真理、生活常識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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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介紹

我愛台灣
       我在中國出生並長大，由於多年
受進化論影響，我很難接受耶穌。我
知道我是一個罪人，多次在學校打架，
不尊重媽媽，欺騙別人。達爾文的進
化論「適者生存」深深地影響了我，
我確信我不是最好的，我要在社會中
生存的唯一方式，必須撒謊。這不是
一種好的生活方式，我一直在尋找一
種更好的方式，但是我在共產主義的
中國找不到。

       2000 年， 我 去 了 德 州 Sugar 
Land 的美國高中。一位基督徒朋友不
斷邀請我去團契。起初，我不知道什
麼是團契，所以不斷找藉口，後來在
一個星期五的晚上我和他一起去了。
在那次團契中，我體驗到與其他任何
地方不同的愛。不久，我接受了耶穌
成為我的救主，很快我就受洗。

      在我大學畢業之前，我找到了一家
石油和天然氣公司的工作。作為管道
壓力工程師，我的收入非常高。我因
此而驕傲，由於錯誤的驕傲，我離神
很遠。但聖靈用祂的話提醒我：「你
們不要為自己在地上積蓄財寶，地上
有蟲蛀，會鏽蝕，也有盜賊鑽進來偷
竊；而要為自己在天上積蓄財寶：天
上既沒有蟲蛀，也不會鏽蝕，也沒有
盜賊鑽進來偷竊。」（馬太福音 6：
19-20）。

     我感到主呼召我為祂工作，主叫
我把自己的寶藏存在天上，祂希望我
服侍祂，全職服侍祂。祂讓我想起了
Shirlen 家的宣教之家，我跟著他們
開始學習如何向公立學校的孩子傳福
音。
             

      在這期間，我開始學習憑信心生活
的功課。我問主：「你能提供我生活一
切所需的東西嗎？比如房貸、車貸、水
電費、食品、瓦斯費和路費嗎？」聖靈
提醒我：「所以你們應當先尋求神的國
和神的義，這一切都將加給你們了。」
（馬太福音 6:33）我知道主呼召我並
會供應我，所以，我去讀宣教神學院。 

      去年我來過台灣，主帶我到雲林縣
崙背鄉，我有機會探訪了幾個孩子的家
庭。我發現崙背鄉，單親、吸毒、外
配、隔代教養的家庭，比比皆是；孩子
通常和他們的祖父母一起成長，孩子上
了中學容易加入幫派，這些孩子的情況
觸動了我的心，因為，我也是從一個破
碎的家庭長大；我的媽媽在 12 歲時離
開了我去了美國；當我還是一個青少年
時，我感到灰心沮喪，我感到前途一陣
迷惘。然而，當我在休斯敦遇到一群基
督徒，耶穌的愛找到了我。原來，主在
很久以前，已經預備我成為這些弱勢孩
子的牧者。所以，我會用我的一生來分
享上帝對他們的愛和恩典。主使用我為
祂贏得台灣兒童的靈魂！

陳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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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I 報導

也談台灣兒童事工學院

      這是我第一次到台灣，也是第一次
擔任「兒童事工學院」的中文翻譯。我
自己也曾在美國總部上過「兒童事工學
院」，課程內容大同小異，特別是聖經
課程的教導，全世界是一致的。

      我深深體會到台灣萬國兒童佈道團是
非常有福氣的，能得到蔣珍妮宣教士（亞
太區現任教育負責人）及鍾娜宣教士（亞
太區訓練導師），兩位資深又優秀具國
際水準的導師，全程兩個月教課與指導，
這是主所賜的莫大恩典。蔣珍妮宣教士
是一位很嚴謹的導師，當台灣同工教得
合乎標準和很好時，她會給與鼓勵；相
對的，有偏差與錯誤時，她也不吝指正。

      台灣同工每個都很優秀，也很忠心。
最令我難忘的是有兩位同工在不同的課
堂裡，她們同樣是示範「乃縵」的聖經
課程，兩個人用不同的方式呈現，但救
恩信息講的一樣清楚完整。這次比較可
惜的是大會沒有一個全職的行政同工，
同工除了教課還要擔負部分大會行政工
作，所以每一個人都非常疲累。

      這一次大會的學生也很特別，有完全
沒有兒童工作經驗 15 歲、17 歲的青少
年，也有教學經驗很豐富的主日學老師，
更有已經受過多次訓練的導師回頭來上
課。雖然導師和學員面對不同的挑戰，
但是看到不同年紀的弟兄姊妹一起來接
受裝備，真是十分感恩！

             

      我 8/3 日離開台灣，將前往香港
教課和探望家人，然後返回美國的
家。我期待台灣教會有更多年輕人及
弟兄姐妹起來接受萬國的各項福音師
資訓練； 因為搶救兒童靈魂實在太重
要了，孩子在我們手上只有 14 年或
15 年的時間，等孩子上了高中，他們
就很難接受福音，上了大學，困難度
更大，所以我們一定要在孩子還沒有
被世界得著以前，得著孩子。求神祝
福和保守台灣的兒童事工！

梁麗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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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按：梁麗瓊傳道曾是美國加州的同工，因為家庭搬遷的緣故，她改做亞太區及美國
的義工。她教導小孩、培訓福音教師，更花大量時間協助翻譯亞太區師資培訓的資料、
福音小冊及兒童靈修手冊。七月她更遠從美國到台灣協助我們在遠東科技大學開辦的
「兒童事工學院」，擔任大會一個月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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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孤單
兒  童  角

       有一次營會來了 30 名兒童，其
中 9 名來自孤兒院。在早晨靈修過
後，十歲的 Nikolka 留下來跟我說：
「我想看到神或者觸摸到祂。」我向
她解釋道：「神是個靈，祂無所不在，
祂是看不到的。」「祂無所不在？祂
看得到我？祂也和我在一起嗎？」
Nikolka 問道。

      在進一步交談之後，Nikolka 接
受耶穌成為她個人的救主。由於過去
的疏忽，Nikolka 在各方面的發展遲
緩了，因此孤兒院的孩子都嘲笑她，
造成她很大的傷害。我用主禱文幫助
她，問她是否願意原諒那些曾經傷害
她的人。Nikolka 猶豫了一下，最後
決定原諒那些傷害她的人。

      我幫助她一句一句禱告，當她禱
告完說：「阿們！」。她瞪大眼睛看
著我，很開心地說：「哇，太棒了！
一切的不快樂都消失了！」但是到了
晚上，Nikolka 很傷心，她不想回家，
因為耶穌在這裡。

      我提醒她，現在耶穌已經住在她
心裏，並與她在一起，包括孤兒院。
她立刻回答說：「現在我明白了！我
下午哭了，神給了我一個不要哭的想
法，因為祂和我在一起。」

      Nikolka 並不是孤兒院唯一接受耶穌成
為救主的孩子，同一天，Nikolka 的姐姐
Kaja 也與一些老師討論對神的看法。「我
不相信神！」她聲稱，但在她講的同時，
她又大聲嘶喊說：「但我想要相信！」。
當她接受耶穌為救主時，她也感受到她的
情感被醫治，包括那些因性虐待而帶來的
傷口。

      她不斷變換的臉部表情，反應出上帝
的平安；她對她活潑的小弟弟的憤怒變成
了寬容。我們知道那個星期在營地裡有四
個孤兒院的孩子，但他們彼此不了解，他
們都害怕在孤兒院成為基督徒。每個人都
說：「他們一定會嘲笑我到我死為止！」 

       那天晚上，我們要求那些在營地接
受 耶 穌 的 人 站 起 來。 其 中，Nikolka，
Kaja，Samuel，Elizabeth，以及 Martin
和 Kamil 站起來。他們環顧四周，一起
大聲喊叫：「你也信耶穌了！」六個孤兒
院的孩子一起信耶穌，從此他們不再孤單
了。

捷克同工 DANIEL FÉ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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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享  街

在課堂中傳講救恩信息

       您會不會有在傳講舊約故事時，
不知道如何把救恩信息講得清楚明
白？在課堂中傳講救恩信息的方法，
可以幫助您輕易解決這個難題。

      一般一堂課會包含詩歌、金句、
聖經課程、遊戲、手工及點心⋯⋯等
節目。救恩信息都會在聖經課程時傳
講，新約故事講神的愛 ˋ 人有罪 ˋ
耶穌是神的兒子 ˋ 耶穌為我們釘死與
復活，故事結束時呼召，很自然。但
在舊約故事，要跳脫人物與時空，老
師很費力，學生也常感困惑。但，把
救恩信息放在其他節目傳講，老師講
得清楚，學生也聽得明白。 
 
      詩歌，您可以教孩子唱福音詩歌。
例如，只有一位真神：「只有一位真
神，就是造化主，給我吃，給我穿，
常常保護我。只有一位救主，能給我
免 罪， 我 靠 祂， 聽 祂 話， 我 的 主 耶
穌。」對一個新班，我常常反覆唱好
幾次後，我才會教另一首新歌。
 
       金句，您可以教孩子背誦福音金
句。例如，希伯來書 9 章 22 說：「若
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了。」人犯罪
使我們與愛我們的神分開，耶穌代替
我們的罪被壓傷、受痛苦，祂流出的
血，能夠洗清我們的罪，讓我們跟神
不再有隔絕。這是耶穌兩千年前所做
的工作，今天一樣有功效，只要支取
耶穌的寶血，生命就不再一樣。

             

      遊戲，「耶穌拳」，主降生（手做
搖籃狀）、主十架（左手放在右手肘
上）、主復活（雙手高舉）。選一個孩
子在前面當拳王，全部的人向後轉，當
老師喊耶穌拳時，所有的小朋友全部轉
回來，同時比一拳，跟拳王一樣的就坐
下。孩子很喜歡這個遊戲，我有一個晨
光班級，整個學期只玩這個遊戲。

      手工，我曾給孩子做過「天堂撕紙
畫」，先印一張天堂的輪廓，然後讓孩
子用色紙大塊大塊貼上去。我也曾經用
紙黏土給孩子做「生日蛋糕」，告訴孩
子人有兩個生日，一個是出生時當爸爸
媽媽的小孩，ㄧ次是接受耶穌成為神的
小孩。

     「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
誡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裡
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歌羅西書 
1:28），求神給我們智慧如何在在課堂
中傳講救恩信息。

鄭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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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10 招聚百姓，使存活的日子，學
習敬畏上帝，並且百姓要教訓兒女這
樣行

☆以色列民不僅自己需要謹守遵行上
帝的律例典章，上帝也吩咐做父母的
必須教訓兒女學習敬畏上帝，一個孩
童真實敬畏上帝，必須從得救開始，
一個得救的孩子必須真實得救，才有
辦法活出敬畏上帝的生命，所以我們
必須向孩子積極傳福音，好讓他們在
年幼的時候就學習敬畏上帝，而當他
們長大之後可以傳給下一代。

   申命記 6:1-9
   V.1-3 要遵行上帝的誡命、律例、典
章，使子子孫孫可以一生敬畏耶和華，
並且能在流奶與蜜之地享福
    V.4-6 要愛主，主所吩咐的話都要記
在心上，無論在哪裡都要殷勤教訓兒
女遵守

☆主的命令是要我們殷勤的教訓我們
的兒女遵行上帝的話語，我們必須要
向兒童傳福音，因為當兒童明白救恩
之後，除了我們殷勤地教導之外，聖
靈能夠幫助兒童活出敬畏耶和華的生
命，並且發自內心的遵行上帝的話語 !

兒童歸主系列 ( 一 )

向兒童傳福音的聖經根基

       盧思婷 Sally，三重靈糧堂會友，
目前是大二，並願意委身在兒童主日
學的服事。今年暑假 7 月參加台灣萬
國兒童佈道團「兒童事工學院」課程，
這是她在課程中寫的報告，我們將分
六次刊出。

      
      這世代的孩童活在黑暗中，孩童很
需要從上帝來的光，因為在這個世代
有很多的試探，3C 產品的吸引，還有
暴力、色情，這個世界知道未來是這
些孩子主導，因此急著想要將他們吞
吃，但聖經約翰福音 8 章 12 節 : 耶穌
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
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
命的光。」我們必須向兒童傳福音，
讓他們不用再被罪所挾制，能得以自
由 ! 我們是孩子屬靈的長輩，需要擔
起這個責任，搶救更多的靈魂，以至
於下一代的基督徒能成為這世代的中
流砥柱，抵擋從世界來似是而非的一
切道理 !

｜ 舊約章節｜
    申命記 4:1-10
    V.1 以色列民必須聽從遵行神的律例
典章，得以存活，並且進入應許之地
    V.9 要謹慎、殷勤保守心靈，不要忘
記所見過的，要將一切所經歷的事傳
給子子孫孫

盧思婷

08

確立向兒童傳福音的需要

向兒童傳福音的聖經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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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命記 11:18-21
   V.18-21 必須將上帝的話記在心裡，
無時無刻都要教訓兒女，使百姓存活的
日子可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樣多

☆主的命令是，要教訓兒女將上帝的話
存在心裡，以至於存活的日子可以增
多，我們必須向兒童傳福音，當他們得
救以後，上帝的話便能存在他們心中，
並能行在生活中 !

    申命記 31:9-13
   V.9-13 摩西吩咐每七年要宣讀一次律
法，要使男、女、孩子，並寄居的人聽
見，使他們學習敬畏耶和華，也使那些
未曾曉得這律法的兒女聽見，學習敬畏
耶和華。

☆宣讀律法的時候，包括孩子在內也要
遵行這律法，代表孩子可以學習敬畏耶
和華，我們必須向兒童傳福音，因為他
們也是上帝所看重的，是可以明白福音
並且遵行上帝話語的人 !
 

    詩篇 78:1-8
   V.1-5 要將耶和華的美德和他的能力並
他奇妙的作為，述說給後代聽
   V.6-8 後代子孫也要起來告訴子孫，叫
他們仰望神，不要向他們的祖宗一樣頑
梗悖逆

☆必須要將上帝的能力傳揚給後代的子
孫明白，也要提醒子孫不要步上祖宗悖
逆的後塵，兒童必須歸主，以至於他們
一生的道路不會走向悖逆頑梗的路，而
是完全的順服上帝的帶領 !( 未完待續！ )

台灣萬國兒童佈道團收支表

108年7月

收 入
8351校園事工
其他奉獻
其他收入

$379,201
18,111

450
 

  

合        計 397,762 

支 出
人  事  費
辦  公  費
訓  練  費
推  廣  費
其他費用

$480,183
26,058
76,950

5,000
48,981

      

  

合        計 637,172 

餘        絀
累積餘絀

-239,410
-1,271,991

   

CMI 期間新市
長老會四天聖經班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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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世界觀是什麼？
教材介紹

09

     如果您在網絡瀏覽器中輸入“worldview”，您可能
會發現超過 4500 萬條結果。這個詞自啟蒙時代以來一直
存在，並由有影響力的德國哲學家伊曼紐爾康德創造。 

       那麼今天一個人的世界觀有什麼重要意義呢？一個人
的世界觀是所有個人的感知和信念的基礎。巴納研究小
組最近的一項研究顯示，今天只有 4％的北美年輕人擁有
聖經的世界觀。這是一個驚人的統計數據！它呼籲基督
徒採取行動！ 

    萬 國 兒 童 佈 道 團 提 供 豐 富 的 培 訓 資 源， 也 提 供 以
聖 經 為 根 基 的 教 材， 幫 助 主 日 學 老 師 建 造 已 信 主 兒
童 的 靈 命， 同 時 也 在 課 程 中 穿 插 救 恩 信 息， 帶 領 未
信主的兒童信主。喜樂團主日學教材，我們花費了六
年 的 時 間， 今 年 終 於 把 24 輯 教 材 全 部 完 成 並 發 行。 

歡迎您進入我們的網站 www.ceftw.org.tw，找到您想用
的教材。我們也有 24 輯喜樂團主日學教材一覽表，歡迎
掃描下方 QR code，即可看到所有資訊。

1-24 輯一覽表
及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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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據抬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公)______________(宅)_____________ 手    機：___________________
收據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奉獻方式
每月奉獻：□300元   □500元   □1000元 □2000元 □每月_____________元
ㄧ次奉獻：□3600元 □6000元 □12000元 □單次_____________元  

●信用卡奉獻
本人同意提供下述信用卡號，於當月代扣轉帳
信用卡別：□聯合信用卡 □美國運通卡 □VISA □MASTER □JCB
信用卡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發卡銀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末3碼____________________
信用卡有效期限：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請對照信用卡填寫)
簽        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與信用卡簽名同字樣)

※同意本團將奉獻資料提供財政部作為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
   □是＿＿＿＿＿〈請提供收據抬頭身分證字號〉 □否

●郵局自動轉帳
    請週一至週五下午1:00過後來電04-22137693轉24分機趙姊妹詢問, 謝謝°

●其他奉獻方式
     郵局劃撥：帳號-20174549
     帳        戶：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台灣萬國兒童佈道團

●銀行電匯
    銀行代號：004   解款行：台灣銀行信義分行
    帳        號：0540-04-070272      
    戶        名：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台灣萬國兒童佈道團

●台灣Pay掃描QR奉獻
    請先下載安卓的台灣Pay軟體，並註冊，即可使用掃描
    此QR扣奉獻。若有操作上的問題，歡迎查詢台灣Pay網
    站說明，若您透過台灣Pay奉獻，請再到我們LINE官網
    留言，說明您何時透過台灣Pay奉獻，確認後我們會開
    立奉獻證明。可抵稅喔！    

《奉獻同意書》
※奉獻同意書填寫後，請傳真至04–22138310或郵寄40149
    台中市東區東英路429巷3號2樓收，傳真後請週一至週五
    下午1:00過後來電04-22137693轉24 趙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