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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台灣在5月24日大法官釋憲同婚議

題，竟然宣布民法「未允許同性婚姻」是

違憲。這讓台灣一夕之間，變成第一個亞

洲地區承認同性婚姻的國家。這對身為台

灣人的我們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打擊。因

為當我們的國家承認同性婚姻時，我們好

像都被綁架了，無法表達我們的不認同。

　　如今我們責無旁貸，因為台灣是我們

的國家，我們需要起來為台灣禱告。我們

要宣告台灣屬於上帝的，不是政客們可以

操弄的。台灣的權柄是在上帝的手中，求

主赦免我們看重人而不看重上帝。讓我們

點燃禱告的烽火，讓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美國總部在1951年差派宣教士來台設

立台灣萬國兒童佈道團，至今已有66個年

頭。上帝的心意始終要我們把目光放在0-

14歲的孩童身上，因為得著孩童就得著一

個世代。

　　2017年，上帝給我們一個負擔，就是

聯合台灣眾教會，牧養國小校園，建立禱

告祭壇，把國小校園當作教會的牧區。上

帝必從教會興起及呼召牧養兒童的牧者，

接受裝備，進入兒童校園牧區，牧養主的

小羊。

　　在台灣319鄉鎮，有2000多所公立國小

，我們發現許多的國小附近都有教會。如

果每間教會都能起來牧養附近的國小，那

麼在台灣每一天，每一個民族的每一個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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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生活費

辦公費

事工費

訓練奉獻收入

專款奉獻

兒童事工

教材奉獻

����

221,410

142,288

200

3,500

19,800

4,300

2,500

393,998

��

人事費

經常費

活動費

教材支出 

����

 339,309

 142,642

  94,816

  40,415

   617,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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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在天上的父，也是這樣不願意這小子裡失喪一個。」

童就有機會能聽到福音，他們就有機會選

擇耶穌成為他們的救主。

　　透過每週的晨光時間來牧養校園的孩童

，將上帝的應許告訴他們，使孩童走在上帝

為他們所預備的道路上。那是多麼令人歡喜

快樂的事情！

　　上帝的心意就如同馬太福音18：14所說

：「你們在天上的父，也是這樣不願意這小

子裡失喪一個。」

請為著我們2018年的計畫代禱：

1.請為我們在2018年，全省同工能拜訪100間

　教會，願教會有人可以回應上帝的呼召代

　禱。

2.請為能有100間教會，願意回應校園牧養事

　工，並築起校園禱告祭壇代禱。

3.請為我們內部能整合資源，所有事工能全力

　配合代禱。

4.求上帝為我們預備所需的人力、物力、財力

　代禱。

2017年4月1日~2017年4月30日

22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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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慕義堂敬拜團帶領大家盡情的敬

拜後，台中靈糧堂洪真哲牧師充滿能力的

禱告，台中思恩堂杜明達牧師恭讀今天的

經文，馬太福音十三章44~46節：「天國

好像寶貝藏在地裡，人遇見了就把他藏起

來，歡歡喜喜的去變賣一切所有的，買這

塊地。天國又好像買賣人尋找好珠子，遇

見一顆重價的珠子，就去變賣他一切所有

的，買了這顆珠子。」

　　接著慕義堂與水湳聖教會甜甜圈喜樂

團獻唱了一首充滿熱力的「我已經決定」

，當大家還在亢奮中時，主領陳秋信牧師

感概地說：「我們拍手，不只是他們獻唱

的好，而是現在是少子化世代，我們很難

得看到這麼多孩子！」

　　接著聖光神學院陳吉松院長以「上帝

國的價值」勉勵大家，院長的引言很吸引

人，他說巴西有一個人買了一間房子，後

來發現牆壁的夾層藏有黃金，他很誠實去

警局報案，警局說那房子現在是他的，所

以黃金也屬他。這人因買房子而致富，同

樣我們找到耶穌這個寶貝，我們的人生也

完全被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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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按牧團〈陳吉松院長、羅大衛牧師、于金堂牧師、杜明達牧師、洪真哲牧師、
阮嘉昇牧師、許舜瑜牧師〉入席後，一場充滿神的榮耀的按牧禮拜於焉開始。

　　再來是萬國同工與水湳聖教會聯合詩班

獻唱「立在基督磐石上」，水湳聖教會詩班

，一直以來都有好的指揮帶領，四部合唱有

相當的水準，在他們渾厚的歌聲中，我們再

一次被提醒一切要立在基督磐石上，其餘的

根基全是沙土。

　　詩班獻唱後，進入今天的主軸按牧。唐

匯宇牧師16歲接受萬國兒童佈道團最早期的

師資訓練，五專時期參加「暑期基督徒青少

年宣教行動」〈CYIA〉，在最後一天的獻身

之夜，奉獻自己一身作兒童工作。年少的他

，夢想做一個蛋糕師傅，也曾去超群喜餅店

做學徒。幾經生命的轉折，走上全職事奉的

道路，在接受聖光神學院的神學裝備後，他

毅然決然投身在這兒童的禾場上，18年服事

的道路，如今成為新一代的領袖，榮耀歸與

神。  

　　按牧後，是一個簡單隆重的總幹事交接

儀式，由現任董事長謝德賓長老主持林美珍

傳道與唐匯宇牧師的交接。以後，有遠從澳

洲的亞太地區區長羅大衛牧師及萬國第一任

被按牧的阮嘉昇牧師的勉勵。最後，唐匯宇

牧師感謝大家百忙中來參加他的按牧。在大

家均手提一盒唐爸爸和唐媽預備的點心盒，

歡欣喜樂的各自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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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約書亞是摩西長期的右手，

他從摩西學到一切如何以上帝的方式領導

以色列民。就像約書亞一樣，唐匯宇牧師

已經和林美珍傳道一起工作了很長的時間

，從她那裡學到了關於領導萬國兒童佈道

團的一切。

　　我相信委員會和台灣的同工會順服他

，像以色列人順服約書亞的領導。約書亞

的事工與摩西不同，摩西領導以色列人出

埃及，約書亞要帶領以色列人進迦南地；

唐匯宇牧師的事工和林美珍傳道的不同。

333

亞太地區區⾧羅⼤衛牧師

申命記34章9節告訴我們約書亞因為摩西按手在他頭上，就被智慧的靈充滿，以色
列人便聽從他。今天前任總幹事林美珍傳道和我們按牧團按立唐匯宇傳道為牧師，
我祈求耶和華給他智慧，使他能領導台灣的同工事奉耶和華。

　　我在報紙上看到，最近台灣成為亞洲

第一個允許同性婚姻合法的國家。這對基

督徒來說，是一個非常傷心的消息。唐匯

宇牧師需要神的智慧，解決所有這些變化

，繼續把台灣的孩子帶到基督裡。

　　最後，我鼓勵唐匯宇牧師將會像約書

亞一樣剛強壯膽，完成神所交託給他的使

命，並堅定地說：「至於我和我的家，我

們必定事奉耶和華。」〈書24：15〉

萬國第⼀任被按牧的阮嘉昇牧師

　　牧師的職責就是牧養群羊，唐牧師除

了對外代表萬國兒童佈道團，對內更需要

牧養同工。唐牧師要花時間關心同工，建

造同工的靈命，同工生命的景況對了，就

會帶出團隊美好的服事。

　　一個機構的牧師對外不斷要拜訪眾教

會，跟牧長連結；對內要花很多時間跟同

工開會商討事工，一般來講時間是不夠用

的。所以我期待唐牧師會有一個很強的行

政助理，協助他處理一般行政，這樣他才

不會被行政工作困住。

　　唐牧師很年輕，年輕很好，有衝勁，

有魄力，有企圖心。但是，相對的也需要

更多的磨練。所以需委員、同工、弟兄姐

妹支持他，不斷為他禱告，不只為他個人

禱告，也為他全家禱告，讓他在服事上沒

有後顧之憂。

機構的同工被按牧是好的，因為一般教會比較能夠接受一個牧師在台上講道。所以，
以後唐牧師將代表萬國兒童佈道團在各地分享兒童工作的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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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一位幸福的媽媽嗎？母親節剛過

，這個問題言猶在耳。恰好，那天看好消

息電視台一個分享節目，也談到詢問了媽

媽們反應的答案，原來只有歐洲及北美部

分國家的媽媽覺得幸福，台灣媽媽們的痛

苦指數竟高達百分之八十，甚至到百分之

九十。

　　真有這麼糟嗎？台灣媽媽的痛苦指數

竟有這麼高？回想當年剛懷孕時，是怎樣

的欣喜，又小心翼翼的保護自己到產期，

這一切都歷歷在目。我的弟兄也從我懷孕

開始，就盡力的接送我出入，至於陪伴散

步、購物----等，就更不在話下了。雖然

，育兒的過程中，總有些令人煩心或緊急

的狀況。但只要想起，孩子開始發出笑聲

，開始會翻身，開始會走路邁開人生的第

一步，開始喊爸爸媽媽…..等。這些生命

悸動的時刻，總是那麼的甜美，令人喜悅

。

　　特別是現在，兒女分別上研究所及大

學。自己在這一兩年身體上經歷了一些的

病痛，需要有人關心幫助，更深深覺得當

時進入婚姻，並且生養兒女真是一個蠻大

的祝福。回想養育兒女最初的前十年（最

辛苦費體力），以後的後十年（亦師亦友

的彼此成長期），這真是世上最穩賺不賠

的投資，也是生命最自然、寶貴的大收成

啊！難怪詩篇127:3-5說 ：「兒女是耶和

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他所給的賞賜

。少年時所生的兒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

箭袋充滿的人便為有福；他們在城門口和

仇敵說話的時候，必不至於羞愧。」

　　環視現今社會，好些人不婚，或不生不

養，原因不一而足。但眼見這美好生命延續

的祝福就要落空，真令人嘆息。所以當看到

去年2月新聞報導台中太平區有一張家五代，

過年回娘家一同團聚，成員5代約500多人。

哇！這樣家族開枝散葉，生命的延展與擴張

，真不是人可以用理智或計畫想像的。

　　過去的我，因為學管理，也曾凡事按自

己所定的計劃而行，而今，幡然悔悟。感謝

主，在生養兒女的這個歷程裡，還好沒有一

路錯到底，能學習從創造主的眼光及設計中

，來體會祂的心意。難怪彼得曾說：「順服

神，而不順服人是應當的。」讓我們持續為

我們的下一代願意按神的心意，努力與神同

工，生養眾多，遍滿地面，好好治理這地，

永不放棄、堅持地繼續守望禱告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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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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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新⽵⽀會韓世馨傳道與夫婿⼀起牧會宣教，
故2017年七⽉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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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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的確據是指信耶穌基督的人，知

道及肯定下列兩個事實：他肯定自己獲拯

救，是神的兒女及有永遠的生命。他肯定

自己一次得救，永遠得救，永遠都是神的

兒女，且不單在目前，將來仍然一樣有永

生。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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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教導信主孩子有關救恩的確據

時，不應只告訴他們此刻已有了永生，更

重要的是要告訴他們。若他們是真正的得

救，決不會失去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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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已知道此一事情是何等的重要，故應訂立目標，在下列時間教導孩子：

�

作為日常事工的其中一個重要部分，下列是教導這一題目的其中五個方法：

查經班的主題研究，雖則不是太多，但仍有下列選擇：

������

 ◇腓立比禁卒一家信主的經過(徒十六19-34)，並強調31節的應許。 

 ◇彼得在五旬節當日的講道(徒二1-41)，並特別強調38及39節。 

◇ 主耶穌及尼哥底母(約三1-16)，並特別強調15及16節。

    領孩子歸主後，應隨即藉神的話

(尤其是那些你用來使他信耶穌的)指

示給他知道。若他是相信基督，他現

在已經獲拯救，成為神的兒女。強調

這是神的話，聖經所說的。一個好的

方法是在牆上掛上一幅大月曆，並將

孩子的名字寫在他信主的日子上。這

樣，你便能時常指出那日子給他看，

幫助他將這日子牢記。你也可以請他

在月曆上指出該日子，並問他在那天

做過些甚麼事情，好使他有機會作見

證。

���������

    你應在主日學或喜樂團的日常教

導中，定期將這有關得救確據的功課

，向孩子講解。若此教訓能在你的教

導事工中成為其中一個主旨，孩子對

得救的確據便會少了一些問題。

�����

 ◇浪子的比喻(路十五11-32)，並特別強調父親如何迎接孩子回家。 

◇  法利賽人及稅吏(路十八9-14)，這比喻幫助了解甚麼是真正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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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在查經所引用並作為研

究的經文，並沒有救恩確據

的教導，然而應用這些經文

時，卻會帶出此一中心信息：

�六至八章有關挪亞的記載，

其中心真理是「神是信實的

」。因此 (在應用層面上) 

，「祂的應許，永不落空，

若你相信基督(約三16)，祂

應許你有永生，所以你能絕

對肯定自己有永遠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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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路加福音二十四章1至

35節寫耶穌往以馬忤斯

一段路的中心思想。這

段經文顯示主耶穌如何

重視及使用聖經的經文

，也指出聖經說會發生

的事，定必成就。因此

(在應用上)聖經說一個

人相信基督就已得救(

徒十六31)—他就得救！

神的話是永遠真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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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彼得的跌倒及復興的中

心思想(路二十二31-34；

路二十二54-62;可十六7;

約二十1-10；約二十一1-

17及徒二14及其後)。

「彼得能夠復興，是因為

主耶穌為他禱告，祂亦為

你禱告，因此(在應用上)

你能確定自己永不走失。

」

作為特別題目或主旨，提出「你如何肯定自己是已經得救的？」在上這一課時，可預

備八張視覺教材，每張寫上下列其中一句，並配以相關圖畫：

  ◇ 我如何能肯定？�

  ◇ 聖經是神的話— 全然真確

  ◇ 神的應許，永不落空

�◇ 祂應許拯救那些相信基督的人

  ◇ 相信祂— 你會永遠得到拯救

  ◇ 你會看到生命的改變�

  ◇ 耶穌基督正為你禱告�

  ◇ 聖靈賜你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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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個好的經文：「我將這些話寫給你

們信奉神兒子之名的人，要叫你們知道自

己有永生。 」(約壹五13) 「我的羊聽我

的聲音,我也認識他們,他們也跟著我。我

又賜給他們永生；他們永不滅亡，誰也不

能從我手裡把他們奪去。我父把羊賜給我

，祂比萬有都大，誰也不能從我父手裡把

他們奪去。」(約十27-29)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那聽我話、又

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生；不至於定罪，

是已經出死入生了。 」(約五24)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定罪了

。」(羅八1) 經過一些日子後，上述的經

文都是可以熟讀背誦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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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心就是相信」(Faith�is�just�believing)
◇ 「除去、除去、除去—我所有的罪孽已被

　　除去」(Gone,gone,gone –all my sins are gone)

◇ 「信實何廣大」(Great�is�Thy�Faithfulness)
��

　　已得救的孩子清楚明白得救確據是十分重

要的。這些確據無疑是從聖靈而來，卻會使用

像你及我這些教師去將神的話指示給孩子，好

使他們知道自己是已經被拯救了，並肯定永不

會失去救恩。

　　因此，不要推卸責任，確保在你的事工中

，時常根據聖經，簡單及經常地重複溫習這一

課題。



五月八日到十二日，來自上百國1,500

多位CEF同工和義工出席。開幕式總裁

提到大會主題： 

777

萬國兒童佈道團每三年舉辦⼀次國際會議

今年適逢八十週年慶祝，自1937年以來傳福音給兒童的人數達到2億2千萬。
CEF總裁考夫曼（Reese Kauffman）說：「今年我們歡慶神在事奉史上的信實。」
故定主題「歡欣」──聚焦慶祝這80年來服事的驚人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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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歡欣，以神為樂，專注看神作了什麼，

  而不是我做了什麼，將一切歸榮耀給神。

2.為北韓禱告，推動喜樂團的兒童為北韓

  禱告。

3.未來的遠景：「Every Child,Eevery 

  Nnation，Every Day 」，每一天在每

  一個國家向每一個小孩傳福音，並幫

  助孩子穿上軍裝，成為神的門徒。
����

�

�
整體的信息環繞在觀看神的榮耀，專注

於神的榮耀，神的榮耀是我們的服事的

動力，生命的動力，熱情的所在，盼望

的基礎，可以忍受一切的困難。

　　每天早晨有禱告時間，為世界各地的

同工與事工禱告。每天都有五百多位自世

界各地同工聚集禱告，每天主持人邀請不

同地區同工站在他們所在地區的大地圖上

，有負擔的人上前去為他們按手，其他人

則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禱告。來自世界各地

的人，站在自己的地圖上，接受來自世界

各地的禱告，這種在肢體裡的愛與連結，

讓我的心深受感動與震撼。

�

�
報告世界八大區的事工，並有八大區域

的攤位展覽。分享八十年來，神在萬國

兒童佈道團所做的奇妙開展。

�

�
兩個時段各八個項目的工作坊，包含對

兒童事工的技巧，團隊事奉的組成，個

人生命的成長，特殊地區的事工，個人

可以按自己的需要去挑選。

�

�
慶祝時刻，跳舞，拍照，爆米花，棉花

糖，擦皮鞋，專業的按摩服務，美國人

想得出來的歡慶時刻活動。

　　最後一晚的閉幕式，總裁提到神使用

破碎軟弱的器皿影響整個世界。再次鼓勵

一切從主而來，所有榮耀從神而來。看見

神做什麼，看見神的手在你的事工上，永

遠記得他會帶領你經過最痛苦的時候。每

一天帶領每一個兒童認識神，並且把神的

話放入孩子的心，為孩子穿上軍裝，幫助

他們有能力面對世界的爭戰。須要有人在

他們的生命中栽種。總裁請了一個小小孩

站在椅子上，小男孩一口氣把箴言三章完

全背出來。為我們示範孩子需要被教導，

而這是你我的挑戰。

　　與會結束，帶著滿滿的屬靈祝福，世

界各地的同工，回到自己的地方，繼續奮

勇為主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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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讓我能夠參加今年在美國

舉辦的國際會議暨八十周年慶，因著參

與此次會議，使我重新思想起神對我的

呼召，祂差我進到兒童福音工作的禾場

，一生服事祂。

　　此外，也因著在這次大會中與各個

不同國家的同工交流，更擴張了我的視

野。更重要的是，因著此次會議，使我

看見神在這八十年中，在萬國兒童佈道

團全球各地區的恩典與奇妙作為，感謝

神使我能恭逢其盛。

　　雖然我即將暫停在萬國兒童佈道團

的服事，前往新加坡金鍊靈修神學院接

受裝備，但仍感謝神，在這即將留職停

薪的前夕，藉由此次的國際會議提醒我

莫忘初衷。感謝主，榮耀歸神。

���

　　感謝神 ，這是我第二次參加萬國

的國際會議，第一次是在21年前。這次

參加會議有兩個大收穫：第一，萬國兒

童佈道團真是一個禱告的機構。每天清

晨同工在一起的禱告，雖然我語言不通

，但是可以感受到大家靈裡相通與火熱

愛主與愛靈魂的心，發自內心深處的祈

禱聲，非常震撼我心。

　　第二，萬國兒童佈道團真是一個屬

神的機構。同工們是那樣熱切愛主與服

事主，甘心情願為主擺上，盡心竭力為

主而活，一心一意帶領兒童歸主與屬靈

的成長，並且專注在神的榮耀與作為上。

　　每一堂的信息都是如此震憾我心，

我雖獻身事主已達27年，但站在這裡，

真是一個小晚輩，為能

成為萬國兒童佈道團機

構的一員，承接創辦人

歐爾文牧師以六十歲高

齡領受傳福音給世界兒

童的異象與祈禱的心志

，如今八十年過去，神

使用了更多的繼承者完

成這使命，我竟然是其

中之一，何等蒙恩。

���

�　　我最感動就是總裁考夫曼（Reese 

Kauffman）最後一晚的閉幕式的勉勵，

他說自1937年以來我們傳福音給兒童的

人數雖達到2億2千萬，但未來我們要努

力的方向，除了繼續傳福音給未曾聽聞

福音的兒童，更需要注重教導兒童真理

，孩子8～12歲是記憶力最好的時候，

把神的話放入孩子的心，等於為孩子穿

上屬靈軍裝，幫助他們有能力面對世界

的爭戰，因為現今是末世，人心邪惡。

這很激勵我，往後的服事上要更努力教

導孩子神的話語，讓他們在這末世靠主

剛強得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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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IA英文全稱是Christian Youth In Action

中文即為暑期基督徒青少年宣教行動。

������������������CYIACYIACYIACYIACYIACYIA

　　早在30幾年前，台灣萬國兒童佈道團即開始在本地利用每年暑假徵召各地基督徒青

少年（小五到社會青年）投入台灣各鄉鎮在地宣教工作。目標：透過訓練及五天聖經班

的實施，基督徒青少年宣教士們在各地傳福音給兒童，領孩童認識耶穌。

　　長久以來，參加過的青

少年們，不斷不斷的見證：

CYIA的訓練著實改變了他

們的生命與服事。

������������

現在我們已知道此一事情是何等的重要，故應訂立目標，在下列時間教導孩子：

�

�
參加訓練時，紮實的課程與實習，與夥

伴們緊密的團隊作戰，享受美好的團隊

合作與情誼。

�

�
五天聖經班的宣教行動，走進台灣各地

鄉鎮，領孩童認識耶穌，並實際與各教

會互為肢體，為主作工，喜樂滿滿。

�

�
年輕時，神的感動與呼召，甚至讓個人

有機會獻身為主而活。從此，不論在自

己教會的配搭服事，或者是未來的服事

奠定基礎。今年6月剛按牧的唐匯宇牧

師，他也是因為五專時，參加當年的CY

IA，領受神的呼召，成為兒童事工的全

職服事者。

　　我們是憑信心服事神的機構，忠心並

堅持在地的宣教事工。如果您願與我們共

同栽培台灣小宣教士，請使用我們的帳戶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台灣萬國兒童佈道

團，帳號：20174549，請註明為CYIA奉

獻。願神祝福您及您的家庭與教會！ 

　　今年我們預定7/7日至7/15 日在虎尾

全人關懷中心教會訓練，預計招收青年少

年共30名。初估今年CYIA費用總計316,000

元，而我們每名學員僅收費5,500元，經費

明顯不足，尚差15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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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 以利沙接受神的任命

第二課 以利沙與寡婦的油

第三課 書念婦人之子復生

第四課 乃縵的大痲瘋得醫治

第五課 以利沙相信神的保護

第六課 相信好消息吧！

���

第七課 保羅成為基督徒

第八課 保羅學習順服神

第九課 保羅成為宣教士

第十課 保羅學習靠主喜樂

第十一課 保羅在受試煉時經歷神的平安

第十二課 保羅期待他的獎賞

������

第十三課 永遠是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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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本合輯

各年級學⽣本

各年級光碟

故事及詩歌光碟

250元

80元

250元

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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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唐匯宇 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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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90078屏東縣屏東市
光復路2號

電話：08-7323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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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04-22139320

總幹事：林美珍 傳道

電話：04-22137693

����www.ceftw.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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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接⼆連三聽到朋友的孩⼦無端「拒學」，這些孩⼦的年齡層都在⾼⼀或⾼⼆。這種突
如其來的狀況，並不在⽗母預期的計劃中，為了不讓事情惡化，很多⽗母直接把孩⼦送到國外
就學。
　　暑假快到，我需跟⼀班四年級晨光的孩⼦揮別，因為他們升上五年級後，我將不會再有機
會教到他們。為了審慎起⾒，我重新給他們複習最簡單的耶穌降⽣的故事，結果他們竟然記得
不是很清楚。我說：「這我沒講過嗎？」他們說：「有，但講到⼀半你就講到別的地⽅去。」
　　「怎麼會這樣？到底哪裡出了問題？」原來每次上課，我講什麼，他們就打岔，為了回答
他們的問題，我常常忘了我⾃⼰講到哪裡。這情況⼀直到期末快結束，他們才安靜下來乖乖讓
我從頭到尾講完⼀個故事。
　　外⾯的世界⼀直在敗壞，我們的孩⼦不斷在受不好的影響。在⼈權⾼漲的世代，孩⼦的⾃
我不斷地澎脹，苦了⽗母，也苦了師⾧。感謝神，耶穌是真光、道路、真理、⽣命，只要我們
不向惡者低頭、妥協，我們的孩⼦永遠有盼望。
　　新任總幹事唐匯宇傳道，6⽉4⽇在眾⼈的祝福中順利按⽴成為牧師，也和前任總幹事林美
珍傳道順利交接。這歷史性的⼀刻，將帶領台灣萬國兒童佈道團進⼊⼀個新的世代。
　　「每⼀天，每⼀個民族，每⼀個孩童有機會聽聞福⾳！」，和教會攜⼿⼀起進⼊台灣319
鄉鎮，2000多所公⽴國⼩，是新任總幹事從神領受的異象。相信您會舉起禱告的⼿繼續為我們
禱告，也會與我們⼀起進⼊校園傳福⾳，更會在財務上⽀持我們。神祝福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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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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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