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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耶

穌是我們的中保，當我們為這些禱告時，上帝

就在這些地方掌權、居首位。我們要呼求主，

打開福音的門，使我們能進入國小校園，將主

的福音告訴孩童。

　　台灣有2000多間國小校園，這證明，我們

的政府知道教育孩童的重要。但當我們信任的

政府，為著教育孩童，卻用不合適的教材來教

導他們時，我們也需要拿起我們屬靈的權柄，

求主的救恩臨到國小校園的孩童，讓他們得著

上帝的恩典。

　　請加入我們8351牧養校園計畫，盼望每一

天、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孩童都能聽聞福音，

並且持續的相信耶穌基督。我們相信當我們願

意每天為著我們所在的國家、城市、教會、國

小校園禱告。主的國就要降臨在我們的台灣，

城市、教會、國小校園，主的旨意就能行在地

上如同行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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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現在正與以西結的時代類似，那時，

猶大國上下非常的混亂，許多問題層出不窮，

政治、經濟、社會極其腐敗。上帝非常的痛心

，因為全國上下一起背離祂的旨意。審判已經

定下，但上帝仍然渴望有人起來為自己的國家

認罪、悔改，但是上帝竟然找不到一個。

　　當我想到此，我也看見台灣正在一個背離

上帝心意的罪惡裡，需要有人起來為台灣代禱

。聖經說：「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羅馬

書6章23節）審判已經確定，若不悔改，一點

機會都沒有。您是否曾經想過，為什麼在挪亞

時代、所多瑪、蛾摩拉時代，沒有一位孩童得

救？我們都說孩童很單純、容易相信，但為什

麼在孩童中間沒有義人？因為那時代社會極其

邪惡、混亂、墮落，連孩童都陷落在極大的罪

惡中，無法正確的對罪惡認識，甚至顛倒是非

。

　　上帝正在呼召你！起來，站在破口防堵。

為著我們的國家、城市、教會、附近的國小校

園認罪、悔改、呼求、禱告。提摩太前書2章5

節說：「因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間，只

����������������������������
教會名稱： 

電話： （   ）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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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感恩節等節期舉辦研習會。這些課

程不僅訓練牧區工作者如何在班級教導孩童故

事、金句、詩歌、遊戲等基本技巧。更進一步

教導領兒童信主、教導信主兒童成長、教導兒

童靈修----等進階課程。甚或培育兒童全職牧

師。

　　今天許多基督徒兒童工作者都在某種程度

上以其他東西取代福音，動機是希望能吸引兒

童，以為活動越多，他們便會越留心聽。我們

不可忘記「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

的話來的。」(羅10:17)。求神給我們智慧，

知道如何將「道」放在課程裡。

　　校園福音工作確實不是一條易路，從環境

看處處都是險境，困難重重。但神大過一切的

環境和攔阻，我們需要用信心的眼光去看牧養

校園事工。用禱告去突破重圍，為神作夢。你

願意加入這條信心的行列嗎?請與我們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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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一直也是各種宗教和多元團體的兵家

必爭之地。以往是慈濟的大愛媽媽，近年我們

才如夢初醒，驚覺到撒旦的手在我們毫無知悉

時，已藉著性別平等之名伸進小學了。面對台

灣2000多間大大小小的小學，神給教會的立場

是什麼?我們如何去滿足這麼龐大的需要?還是

我們繼續坐擁愁城呢?

　　今年，神給台灣萬國兒童佈道團的異象是

牧養國小兒童，使每一個兒童能聽聞福音。面

對這麼大的禾場，也是極大的契機，需要教會

一起來承接這樣的使命。神給我們的策略之一

，就是協助教會培育兒童牧區的人才。未來每

一位參與的牧者和兒童工作者，必須思考「我

為什麼要牧養校園的兒童?」，「我為什麼來

教兒童?」「我如何成為一個好老師?」「我要

教導孩子什麼?」

　　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萬國

兒童佈道團為這樣的需求，亦配合教會的需要

，設立了短期訓練(密集週末班)，亦即初級課

程(喜樂講座)，中期(十週)進階課程(有效教學

法)，長期的訓練(兩週、三個月)為領袖級課程

(導師級課程、兒童事工學院)等。並在復活節



　　由於學校晨光時間，教材的選擇可以多樣

性。因此，目前向美國申請翻譯兒童的靈修教

材「你需要知道的事情」。目前美國總部仍未

回覆，請代禱，為美國總部能順利給予中文版

權，謝謝。

　　另外，教材部將從2019年起提供「寒假兒

童營會」的課程。預計是三天聖經班的課程，

目標是：幫助已信主的兒童在主裡成長。2019

年的主題是：基督徒生活。課程內容是：五件

神不能做的事、危險的金錢、講話要小心。這

些內容分別被放在「喜樂團主日學教材」的第

5、2、3輯內。期許能幫助教會，對於已信主

的小朋友，提供在主裡成長的教導。

　　面對台灣廣大的兒童禾場，教材部極需您

伸出禱告的手托住，萬國兒童佈道團所有的教

材事工。也請繼續為「喜樂團主日學教材」的

製作與編輯代禱。求神幫助教材部，能製作精

美又符合現代兒童需求的教材，實現牧養校園

計劃的異象，榮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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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養校園計劃，需要提供有計劃的教材給

義工、委員及同工使用，向兒童佈道並幫助兒

童在主裡成長。很感謝神，萬國兒童佈道團已

經成立「喜樂兒童出版社」！這是向政府立案

核可的出版事業；可使萬國兒童佈道團的教材

，擁有專屬的出版社來編輯、發行及經銷。

　　教材部該負責什麼呢？教材部從出版社已

發行的教材，配合事工，製作出符合受過訓練

的委員、義工及同工等，需要發展兒童事工的

教材。特別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配合出版社

的版權管理，才能製作教材。所有的教材版權

，必定屬於台灣萬國兒童佈道團；且由「喜樂

兒童出版社」發行及經銷。

 

　　2017年聖誕節教材「前所未見」(20輯)

（註），今年十月提供。已在萬國兒童佈道團

的官網，免費下載。（註：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使用的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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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

5天聖經班

學校晨光教材
(9月-上學期)

聖誕節

永遠是真的(18輯)

回轉/姆媽快跑

回轉 和 第16輯
（內含詩歌等）

基督的誕生(16輯)

三月(免費下載)

六月(需購買)

八月(需購買)

十月(免費下載)



　　「111」禱告行之有年，約110人參與。不

過，它禱告的內容只侷限在萬國的人事物。唐

牧師希望以後這個「111」，能包含為台灣、城

市、教會、學校禱告。現在一週出一次，以後

能一天出一次。目前「111」，有Line群組，歡

迎您掃瞄加入。

　　第一次唐牧師跟我們分享「牧養校園」的

異象，我覺得太難，因為今年四月我在校園做

「兒童歡樂派」，遭到一些攔阻。唐牧師說那

是因為禱告的人太少，隨後他又說：「你有沒

有想過挪亞時代、所多瑪與蛾摩拉城的兒童為

何沒有得救？因為沒有人代求，也沒有人傳福

音給他們！」

　　是的，面對台灣2,653,415的孩子，我們

需要起來哭求，我們需要起來傳揚福音！今天

主仍在問：「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

呢？」你願意起來回應說：「我在這裡，請差

遣我！」〈以賽亞書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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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未讀神學院以前，我在出版社上班，

編寫文章是我的工作。進入萬國，很自然就接

手文宣這一塊，當然這也包含每雙月出版「喜

樂通訊」。一直以來，我把這份刊物定位在傳

遞兒童工作異象、分享教學資源、報導萬國事

工及建造父母與弟兄姐妹…等。

　　自唐匯宇牧師九月正式接任總幹事的職位

後，他從神領受「牧養校園」的異象，他希望

通訊以後能朝向報導校園福音事工的方向，比

如校園的動態、各區拜訪教會牧師的回應、兒

童牧者進入校園牧養的美好見證、兒童被牧養

得救的見證…等。

　　除了「喜樂通訊」編輯方向的改變，配合

「牧養校園」的各樣文宣、小手冊、展示版及

宣傳短片，都是今後需要快馬加鞭製作的。基

本上，這都需要巧思，您若有這方面的長才，

願意協助我們，歡迎打電話到總部來。

　　談到禱告事工，萬國的服事很重。同工除

了自己禱告以外，很需要更多弟兄姐妹舉起禱

告的手來代禱。所以，10幾年來，我一直負責

萬國的禱告事工，每一週我們同工一起禁禱，

每一週我也對外發出「111」的禱告信，所謂的

「111」就是1人1天為1事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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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灣國小校園牧養事工，招募代禱者、奉獻者、兒牧人才，成為教會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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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以西結書22章30節「我在他們中間尋找一人重修牆垣，在我面前為這國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滅

絕這國，卻找不著一個。」如今，上帝在台灣也在找尋可以站在破口防堵的代禱者。

在台灣很多孩童都在校園裡，但國小校園是對福音最封閉的地方，因此我們需要徵召8000位代禱者，

一起為著國小校園能有福音進入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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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國兒童佈道團的經費，全仰賴個人、團體的支持及奉獻，我們需要有3500單位，每月300元定期為我

們奉獻，每年我們需要將近1215萬的經費，為著培訓教會內的兒童牧者人才，因為若有100間的教會兒

童牧者被興起，就能牧養100間的國小校園，這是很值得投資的事情，另外我們也會提供兒童牧者們所

需的教材、課本、甚至是兒童靈修小冊，可以實際幫助兒童生命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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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年我們每年將會拜訪100間的教會，盼望上帝在台灣教會呼召100位兒童牧者起來。因為100位兒

童牧者，代表有100間教會，願意回應上帝的呼召，成為兒童牧者，牧養國小校園。我們也想到，如

果能讓這些兒童牧者全職來事奉上帝，那麼可以使他們更加專注在教會兒童事奉上，成為教會的祝福

。如此，我們相信：每一天、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孩童能聽聞福音的目標，很快就會成就。願上帝得

著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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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牧人才建造

校園牧養教材

兒童事工

行政事務

人事費

��

訓練課程（喜樂講座、每週兒童牧者

研習會、有效教學法訓練課程、節期

研習會、寒暑假兒童營研習會）

學期間教材、節期教材

寒暑假兒童營教材

兒童靈修教材

兒童學期間禮物

車資、文具、印刷

生活費

100人*10,000元

100人*15,000元

12,000人*150元

12,000人*100元

100人*1200元*12月

100人*25000元*12月

合計

1,000,000

1,500,000

1,800,000

1,200,000

1,440,000

30,000,000

36,4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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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手機)_____________(宅)________________E-mail___________________ 

願意參加：□8000位代禱者 □3500位奉獻者 □100位兒童牧者，請與我聯絡。

奉獻方式：□信用卡  □郵局轉帳  

我願意： □一次奉獻新台幣__________元  □按月奉獻新台幣____________元

                  

授權期間：自 ________年________月至 ________年________月止

---------------------------請填寫下列表格------------------------------

~信用卡奉獻授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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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 份 證 字 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授權碼：_______________(本欄免填)   單位代碼：               (本欄免填)

~郵局自動轉帳付款授權書~

戶名：_____________________儲戶身份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存簿儲金局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帳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總會會計：趙小姐   電話：(04)22139320   傳真：(04)22138310

聯絡地址：401 台中市東區東英路429巷3號2樓

奉獻收據可作為抵稅憑證，請小心保存！願上帝賜福您！

奉獻徵信，歡迎上我們的網站查詢，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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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1牧養校園計畫回應單



「看哪,弟兄(當然也指姊妹)和睦同居(或同

工),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詩 133:1) 

詩人用兩種方式來形容弟兄姊妹的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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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一並不等如一致。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

獨特之處,包括我們的性向、背景,甚至是國籍

或宗派。合一亦不等於我們會自自然然的對一

些事物有相同的見解。每一個人對同一事情可

有截然不同的看法,甚至持相反的意見;但重要

的是,這些必須是在正確的態度下進行,不會對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產生尖銳化的拉力或磨擦。

合一是:

�������������

有同一目標和負擔。 

有同一心志和精神。

有同一信心和信念。

就算是與某些人的意見完全相反，仍願意與他

在同一教會或機構繼續事奉。 

若你能仔細思想、研讀詩篇 133 篇，並細心

考究如何應用,將會給你莫大裨益。 

願意彼此接納、考慮和聆聽持不同意見的

人所說的話。。 
 

願意以正確的態度接受領導者的決定，或

在某些情況下，按大多數人的意願做事，

但當然要有正確的方向

●合一是善的

●合一是美的 

信徒合一地、和睦地相聚一起是合乎

聖經和道德標準的。 

不合一卻是壞的、錯誤的。 

合一是令人感到快慰的,令人樂於欣賞

和參與的。

不合一卻會令人感到討厭和噁心。 

有些好東西未必會令人感到愉快;但相反,一

些壞東西卻不一定會使人生厭。可是,信徒

合一是一件又好又令人快慰的事情。  

德文聖經把原文「合一」這個字翻成「和諧

」的意思。這個譯詞真有意思,它幫助我們更

了解合一的意義。管弦樂團是由很多不同的

樂器所組成,雖然這些樂器在同一時間演奏著

不同的音符,但它們卻是非常和諧地演奏著一

首樂曲!



8

�������� ����������������������������������

身為一位好老師,詩篇裡的詩人知道怎樣用

實例來教學,來幫助人明白和掌握課題的重

點;因此,他將合一與他的讀者所熟識的兩

樣東西來作比較。

��������������

●合一「好比那貴重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

流到鬍鬚,又流到他的衣襟。」(篇133:2) 

合一好像祭師所用珍貴的油。

●合一「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

(詩133:3上)

合一有如旱地的甘露。

合一有好味道。

合一是滿有香氣。

合一使人舒暢。

合一使人感到清新。

在一個乾旱的國家中,露水是最受歡迎,因為

它帶來滋潤和清新的生機,它使植物生長,使

大地變成一片新綠,非常漂亮。同樣,合一也

把生氣、成長和美麗,送到家庭、教會和事

工當中。

　　對於「在會幕裡」獻祭的人,油的氣味

使他們感到舒適。合一確是寶貴的祝福,對

於我們屬神的人,是一個美好的經歷。一切

工作都非常順暢,在「運作」上毫無磨擦。

　　對於在神家「以外」的人,合一的氣味

都是很受歡迎的。沒有一樣別的東西比合

一的香氣更能吸引非信徒;同樣,沒有一樣

比分爭和結黨更能使他們反感。因此,主耶

穌在約 17:21 這樣禱告說:

「使他們都合而為一......叫世人可以信你

差了我來。」

合一就好像甜美的香氣,上達於神。當神看

見我們合一地相處並一起事奉,便會滿心歡

喜。

在詩 133:3 下,神對合一有兩個應許。

����������������

●有合一的地方,便得到神的祝福。
　　「...因為在那裡(有合一的地方)有耶和

華所命定的福...」

　　神祝福合一的家庭,神祝福合一的教會,

神也祝福合一的機構。按同一道理,相反的也

是真確:神並不會祝福分黨分派的家庭、教會

或機構。我曾見證過無數的事件:當同工之間

,同工與領袖之間,或是同工與領導層之間有

嚴重的分歧時,就算他們仍繼續他們的事工,

卻已很難見到神的祝福降臨他們中間。然而

,若果事奉者同心工作,神便會大大賜福。

●有合一的地方,便有永遠的生命。

 「......因為在那裡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

就是永遠的生命。」

　　我們同心工作的人當然不能賺取永生的

生命,永生是神賜給信祂之人的禮物。但當

我們合一的話,神必會祝福我們的事工,未信

主的孩童會接受救恩,他們便可得到永生的

生命。合一不單使我們得到祝福,它也會帶

給我們周圍的人無限的福氣。

　　相反地,若果我們不合一的話,我們的事

工便會受到攔阻,也不能領人歸主。

　　人際問題往往都是由小小的意見不合—，

很容易因沒有即時化解，或一時無法容忍的小

事而起；這些「小事」卻可以演變成口頭上或

書面上的批評；跟著這些批評會愈滾愈大，面

對這些批評而產生的情緒，可以消耗人大量的

心力、浪費很多時間、也製造很大壓力。如果

這些力量用在神的事工上，會更有價值。若不

把這些問題及早處理妥當，它將會演變成最後

的分裂，不論分裂是公開或是隱藏的。神的事

工也許會繼續，但骨子裡問題仍存在而且不斷

長大。結果，情況會變得很可悲，事工不被神

祝福，孩童的需要被忽略。最後，神也離開這

個群體，帶走祂的榮耀，於是便成了「以迦博

」(撒上 4: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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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巧不成書，他的岳母也得了癌症，常常

來他們家居住。他說他一生一直在恐懼三個摯

愛的女人會死亡離開他，因著他的的恐懼，導

致他成為一個「謹慎」的父親。

　　這問題有解嗎？有，當父親真實面對自己

的恐懼，為此認罪禱告，求神的愛大大充滿時

，父親得釋放的同時，孩子也得釋放。那五歲

的男孩晚上洗澡時，耶穌跟他說：「現在，我

要洗去你身上所有的恐懼。」第二天妹妹生病

了，這五歲的哥哥說：「不要怕，我為你禱告

。」一夜之間，他成了勇敢的小男孩。

　　父母都是非常愛自己的孩子，都盡可能的

想保護孩子不讓他有任何的危險，所以總是會

不斷的提醒孩子要「小心謹慎」，甚至不惜用

「嚇的」。但父母需要去思想自己所傳遞出去

的提醒裡面帶著什麼，才不會在自認為的愛中

，不斷的傳遞出限制孩子生命自由及偉大的恐

懼。你的生命所傳遞出去的是帶給孩子自由還

是恐懼？願您和您的孩子一起在神的愛中驅除

恐懼！     

　　這是真實的故事，一個年輕的爸爸分享說

：「我七個月大的孩子，不知為何最近老是很

容易驚醒，並很愛哭。但是，當牧師抱他時，

他平靜安穩下來，不哭了。」

　　原來孩子的阿公得了癌症，自孩子生下來

，阿公想抱他也無法抱。阿公癌症生病有很長

的一段時間，年輕的爸爸一直在死亡的恐懼中

。最近阿公過世，家裡更是一片哀傷，沒想到

心中充滿愛，去年剛當外公的牧師一抱這孩子

，孩子馬上不哭了。

　　另外一個故事是，一個五歲的男孩，一直

都在父母很好的教養下，也在教會主日學接受

很好的教導，但是卻膽小如鼠，老師請他做一

點什麼，他都說：「我不會！我不能！」

　　原來他有一個非常「謹慎」的父親，他擔

心孩子游泳會溺死，騎小腳踏車會摔傷，他給

孩子很多的限制，結果孩子變成很膽小。為何

這父親會如此「謹慎」？因為他生命中有許多

的懼怕。

　　這父親一直以來的恐懼是他剛結婚不久，

他的太太就得了腦瘤，而且這種腦瘤是很難動

手術拿除的。感謝主，後來神行了奇妙的神蹟

，太太手術成功了。以後，他們生了一男一女

，但女兒生下來就少了一個左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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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同工生活費

辦公費

事工費

訓練收入

專款奉獻

兒童事工奉獻

教材收入

收入合計

支出

人事費

經常費

活動費

教材支出

捐贈

支出合計

本期餘絀

499,555

308,128

22,000

164,361

35,843

5,607

3,450

1,038,944

598,546

257,307

204,049

100,000

1,926

1,161,828

-122,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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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支會辦公室：
地址：11485台北市內湖區
地址  康寧路三段99巷39弄92號B1
電話：02-26325040
傳真：02-26319307 
負責人：黃韞 姊妹

台中支會辦公室： 

地址：40149 台中市東區
東英路429巷3號ㄧ樓

電話：04-22132683
傳真：04-22138310
同工 鄭緣姊妹

台南支會辦公室： 
地址：70060台南市西區
地址  臨安路一段48號5樓
電話：06-2268785
傳真：06-2268839
負責人：林美真 傳道

高雄支會辦公室： 

地址：81359高雄市左營區
光興街58巷8號4樓

電話：07-5574730
傳真：07-5575852
負責人：蔡芠芠 傳道

屏東支會辦公室： 

電話：0932567732
聯絡人：蔡芠芠 傳道

總部辦公室： 
地址：40149台中市東區東英路

429巷3號二樓

會計專線：04-22139320

總幹事：唐匯宇 牧師

電話：04-22137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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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 Evangelism Fellowship of Taiwan

�� 為響應環保，本團開始寄發電⼦版喜樂通訊，您若不需紙本，煩請來電
04—22137693，或e-mail：wendycef@gmail.com。
請先告知姓名、名條上的編號，以利刪除。再告知您的e-mail與電話，
以利聯絡。謝謝您的協助與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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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樂兒童出版社： 
地址：43249台中市大肚區
地址  遊園路一段87巷2弄48號
電話：04-26915561
同工：丁永青　弟兄
手機：0953-355676
郵撥帳戶：喜樂兒童出版社
郵撥帳號：22817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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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七月起，
新竹辦公室暫時關閉。
教會或弟兄姐妹有事需聯絡，
請洽總部，
電話：04—22137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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