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29�

���������

� � �

無法投遞時，煩請退回：401台中市東區東英路429巷3號2樓 

發行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1日出版
發  行   所／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台灣萬國兒童佈道團 
發 行  人／馬瑞芝　　　 編輯：鄭彩霞
印 刷  廠／摩西出版社　 
帳     戶／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台灣萬國兒童佈道團
帳     號／20174549

Child Evangelism Fellowship of Taiwan

������������������

www.ceftw.org.tw
喜樂通訊 師資訓練　兒童佈道　異象傳遞

⽂字教材　資源共享

新皮袋
新酒新酒
新皮袋

1-2雙月刊

2018



1

����� ���

����

���
「惟獨把新酒裝在新皮袋裡，兩樣就都保全了。」

   〈馬太福音9章17節〉

　　孩童信耶穌是一時的，但這信耶穌的孩童

若有人能持續關心、陪伴、鼓勵，就能繼續在

信仰耶穌的路上榮耀祂。我們的目標是希望信

主的孩童能持續相信耶穌，直到主耶穌再來的

時候。雖然對人來說，孩童時期，在人生歷程

中，可能只是短暫的一個時期。但是這樣信仰

的基礎，卻能激勵一個孩童，成為青少年後繼

續的跟隨耶穌。

　　當耶穌復活後，要離開門徒時，他曾告訴

彼得要餵養小羊、牧養我的羊、餵養我的羊。

我們可以把餵養當作是：將上帝的話教導他們

，並去遵行。牧養：像耶穌一樣陪伴、鼓勵他

們，持續的相信。我們相信，上帝在每一個教

會中肯定會興起對兒童靈魂有負擔的人，他們

可以回應上帝的呼召，成為兒童牧者，帶領孩

童到耶穌的面前。

　　8351牧養校園計畫需要您的代禱及支持，

若您或貴教會也有負擔更多了解8351牧養計畫

，請洽詢：04-22137693或0933221453或上網

登記www.ceftw.org.tw。若貴教會願意開放講

台，讓我們到教會分享8351的計畫，請填寫下

方的回應表，謝謝您。

　　因為上帝是做新事的神，上帝給我們一個

口號：8351牧養校園孩童。我們期盼2018-202

0年，每年拜訪100間教會，並呼召8000位代禱

勇士，3500位奉獻勇士，100位兒童牧者。能進

入自己所屬教會附近的國小，牧養孩童，使信

耶穌的孩童能每日都在上帝的恩典中成長、茁

壯。

　　2012年我們開始製作出第一套喜樂團主日

學教材，至今已滿六年。2018年上帝使我們能

承接祂偉大的心意：在台灣每一天、每一個民

族、每一個孩童都能聽聞福音。徵召各教會的

兒童牧者人才，接受裝備，進入教會附近的國

小，牧養孩童。萬國的牧養初步計畫：拜訪教

會→跟進有負擔的弟兄姊妹並鼓勵其委身在自

己教會→萬國與教會簽約→提供初階培訓→提

供教材（年度：寒暑假兒童營、學期間辦喜樂

團契、節期課程、兒童靈修教材等）→每週透

過線上備課給予教學指導→協助進入校園晨光

（或課輔班）→每半年評估一次並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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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名稱：

聯絡人： 　　　　電話：（   ）

E-Mail： 

預計安排萬國主日日期：     年    月    日

萬國主日邀請請洽：04-22137693唐匯宇牧師

E-Mail：ceftaiwan@gmail.com

傳真：04-22138310

萬國主日回應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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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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18章1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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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兒童也滅亡，為何？因無人傳福音 ������

台灣有2000多間國小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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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認領牧養

校園計畫

校園福音化，

福音校園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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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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為著國小校園能

有福音進入代禱 。

8351�3500����

我們需要有3500單位，每月300元定期奉獻；

每年我們需要將近1215萬的經費，為著培訓

100位兒童牧者，提供兒童牧者們所需的教材

、課本、兒童靈修小冊，可以實際到校園帶

領兒童歸主並幫助他們生命成長。 

8351���������

這三年我們每年將拜訪100間教會，盼望上帝在台灣呼召100位兒童牧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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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台灣目前有2000多間小學，如果每個國小都有一間教會牧養，

2000間教會牧養2000間小學。

那是何等大的契機，勢必翻轉校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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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信主20年，是第一代基督徒，

從慕道，受洗，參與教會到傳福音。

感謝神，在祂的國，

祂的事工中，算我一份。

　　東區有一個教會，主動打電話找我們。教

會現在只有20多人，沒有年輕人，沒有兒童，

但傳道希望能從社區的國小開始找孩子進來。

雖然現在看起來什麼都沒有，但是他們想在十

二月，從最近的國小開始舉辦「耶穌生日會」

。這個決定似乎透露出無限的曙光，令人感到

興奮，不是嗎？ 

　　更特別的是，今年神為我開門，讓我以母

會的名義，接洽鄰近的兩個國小（預計可接觸

410位孩童），舉辦「耶穌生日會」。我們帶

著牧者的祝福及教會兄姊的支持，能確切實行

教會牧養校園的工作。感謝神！ 

　　我們透過拜訪教會，徵召培訓兒童牧人，

彼此代禱，資源分享，幫助有需要且願意加入

牧養校園的教會。教會週邊最大的兒童禾場，

就在國小校園；如果，教會願意且有人出來牧

養校園，我深信這樣的兒童事工，必定是倍增

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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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時間走訪了幾個教會，雖然有教會回

應說：「我們太忙了，現在無法做外展。」也

有些教會，有一些兒童事工在進行，但舊有的

同工預備撤退（因為自己孩子都長大了），而

兒童主日學的人數也只有個位數。透過分享這

個「牧養校園」的異象後，他們願意嘗試重新

努力。

而今，在神的呼召裡，我成為邀請人一起來，

帶領兒童歸主，願神幫助我能不虧負這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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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51「牧養校園」，2018年我們將正式開

跑，不論您成為8000位代禱勇士的一員，或是

3500位奉獻者之一，甚或成為那100位兒童牧

者的一位。誠摯邀請您一起加入我們的行列，

一起走入校園，一同來領兒童歸信主耶穌。願

在「牧養校園」的計劃中，您也能跟我一樣回

應主說：「主阿，算我一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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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總部「萬國佈道義工團隊」又聚集在一起，

研習有關進入台中三個學校的「聖誕歡樂派」內容。我很感動，

我們進入校園做這個「聖誕歡樂派」，將近十幾年的時間。

這期間常有人異動：有人因為工作關係，無法請假；

有人媽媽生病，需要照顧；

也有人因為自己生病了，無法上場-----等。

���

    還有一個義工，每次都排特休來教「聖誕

歡樂派」；她曾經在一年要上場時，不小心發

生小車禍腳受傷；去年她又回到我們當中。前

年有一位比較年輕的義工加入我們，她在美語

班教兒童；前年義工很多人有事，她說沒有老

師教的班，她通通都可以教。這對我真是一個

福音，我現在年歲大了，沒辦法一口氣教三堂

，因著她的承擔，讓整個事工進行的更加順利。

    其實，節期活動或節期派對，都只是進入

校園傳福音的一個管道而已，孩子聽過一次福

音性信息，需要有人繼續餵養。但是，我們一

直找不到兒童福音教師接手，只能年復一年的

做這種基礎性的工作，實在太可惜了。

    唐牧師之所以領受「牧養校園」的異象，

是大部份的兒童都在校園裡。但是，小學至多

六年，如果我們不把握時間，孩子很快就會長

大。等他們長大，我們要傳就加倍困難。所以

，無論如何，請加入「8351」的計劃，神祝福

您！ 

    我之所以會堅持做這麼久的校園「聖誕歡

樂派」，除了聖誕節是個最好傳福音的節期，

同時也是因為背後有一群愛主的弟兄姊妹默默

支持。

    首先，我們進入校園，都是透過學校的老

師，絕大多數都是基督徒老師，偶而也會遇上

贊同我們理念的非基督徒老師；她們都很熱心

地幫忙推動與聯絡班級。去年我們遭遇到一些

反彈，但是這些勇敢的基督徒老師，仍然堅定

不動搖，鼓勵我不要灰心，繼續做下去。

    再來是經費問題，我們從四處去募集兒童

的「聖誕包」，到最後有人每年固定支持這個

事工。這讓我在推動這項事工時，完全沒有後

顧之憂；我只要專心把教材、教案寫出來，然

後訓練我們的義工去教，事就成了。

    說到我們的義工，除了有幾位是退休老師

，大部分的人都有工作。有一位早上在后里工

作，然後下午趕回來教「聖誕歡樂派」，她告

訴我下午第一堂課她太趕，她可以選第二堂嗎

？你想我會說不可以嗎？因為在她願意趕回來

的那一刻，她愛神、愛兒童的心都被記念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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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神藉著摩西把祂的百姓，從法老王手中

帶領出來進入曠野，在曠野的鄰邦亞瑪力人，

看到以色列百姓從埃及帶出來的金銀財寶，所

以想來攻擊以色列民。摩西發現這種情況，立

刻命令約書亞，請他把人選出來，組織一個軍

隊與亞瑪力人作爭戰，然後摩西帶領亞倫、戶

珥到山上去舉杖禱告。　

　　如我們所知，當摩西舉杖禱告時，山下約

書亞就戰勝了亞瑪利人，當他手酸把杖放下來

的時，亞瑪利人就戰勝了以色列人的軍隊；亞

倫和戶珥一看，立刻就搬了個石頭，請摩西坐

下，然後一邊一個，幫他舉手繼續把神的杖高

舉。

　　什麼時候山上神的杖被高舉，山下的戰役

就得勝。面對全省2000多間的小學，需要更多

代禱勇士，舉起聖潔的手為著校園有牧者起來

牧養代禱。所以，請加入我們「8351」8000名

代禱勇士的行列。目前這事工還在規劃中，但

請先加入目前總部設立的一個「111」禱告群

組，我們一起來守望禱告。以下，是「111」

行動條碼，歡迎掃描加入。

　　去年的「耶穌生日會」雖然受到一些攔阻

，這不過是跟惡者過招而已，全省100多位「1

11」禱告之友，及各區自己的禱告團隊，在背

後守望禱告。這樣還勉強過關。但是，如果等

我們今年全面推動「牧養校園」的計劃時，那

就真正地要與仇敵正面交鋒了。

　　在聖經出埃及記17章：8-16節說：那時，

亞瑪力人來在利非訂，和以色列人爭戰。摩西

對約書亞說：「你為我們選出人來，出去和亞

瑪力人爭戰。明天我手裏要拿著神的杖，站在

山頂上。」於是約書亞照著摩西對他所說的話

行，和亞瑪力人爭戰。摩西、亞倫，與戶珥都

上了山頂。摩西何時舉手，以色列人就得勝，

何時垂手，亞瑪力人就得勝。但摩西的手發沉

，他們就搬石頭來，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

面。

　　亞倫與戶珥扶著他的手，一個在這邊，一

個在那邊，他的手就穩住，直到日落的時候。

約書亞用刀殺了亞瑪力王和他的百姓。耶和華

對摩西說：「我要將亞瑪力的名號從天下全然

塗抹了；你要將這話寫在書上作紀念，又念給

約書亞聽。」摩西築了一座壇，起名叫「耶和

華尼西」（就是耶和華是我旌旗的意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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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人關心我們出版這套教材，所遇到的

困難是什麼？我們的編輯人員不足，以致同工

需身兼數職。我們連一毛的基金也沒有就開始

踏上了信心之路，起初每一季出版的印刷費用

高達45萬，每到月底，我們的腎上腺素就開始

直線上升。至目前為止，初估有數百家以上的

教會和個人使用此教材。不可諱言，若受過「

有效教學法」訓練的老師來使用此教材，較得

心應手。因為我們的重點不是講聖經故事，而

是藉由故事的襯托將救恩和真理內化於孩子們

的心裡。

　　編輯這套教材，走筆至今，有倒吃甘蔗之

境。目前「喜樂團主日學教材」已推廣至海外

，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國，太平洋群島…。

未來的願景是完成24輯，6年一輪後，能更新

再出版單行本。明年也將使用它來牧養校園兒

童，希望台灣的兒童先蒙其利，最終能廣為華

人教會採用。求神大大地使用這份份教材祝福

中國和世界各地的華人老師和兒童，都蒙恩得

造就。  

　　回朔2011年萌生為台灣教會出版一套合乎

聖經，改變孩子生命得救，靈命成長的教材，

這一頭栽進去，如今倏忽已過6年了，「喜樂團

主日學教材」也從發行第一輯輾轉進入了第二

十一輯。從起初對出版印刷的懵懂青澀，尋找

翻譯人才，接洽書房代售，籌措經費，舉辦教

材說明會……。這一路走來，其中的酸甜苦辣

，五味雜陳，不足為外人道。

　　有人問我們，這套教材與其他教材有何不

同？它的特色是甚麼？這套教材的特色是以聖

經為主，救恩和主要真理為輔。目標是使未信

主的兒童能夠藉著本教材聽聞福音；已信主的

兒童能藉由所教導的聖經真理在生活中實踐，

生命有所成長。我們計畫用六年的時間，使孩

子學習明白聖經的全貌。同時幼兒級，低年級

，高年級的學生本是以彩色印刷，圖畫生動，

例證生活化，能激勵孩子落實信仰。它適用於

兒童主日學和教會的社區外展事工。

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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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忿怒時說的話更如火上加油，使人與人之

間的缺裂更大；一時的晦氣說話永遠不能收回

；閒來說三道四更會製造不必要的傷害。

    小心步伐和言行　　石頭言語能絆人

    石頭弄傷手和腳　　言語卻傷別人心

    必須三思後出言　　禁止口出傷人話

　　主耶穌在世上時也有論及舌頭的問題，祂

教導人應如何運用舌頭，在什麼情況下要禁止

它。祂清楚的說明，我們的言語必受到審判。

★「...當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

   (弗5:19上)

★「...口唱心和的讚美主。」(弗5:19下)

★「...常常感謝父神。」(弗5:20下)

★「...彼此順服。」(弗5:21)

舌頭的活動最少會包括以上三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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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頭是人際關係中最大的問題。也許我們會感到詫異，聖經居然

用了這麼多篇幅去討論人身上這最小的部份。舌頭普遍只是數厘

米或數吋長，而且也是藏在嘴裡；可是，它卻可以建立關係，也

可摧毀關係。

　　在神所創造的萬物中，只有人類有說話的能

力。動物不會說話；狗只能吠；牛、豬、馬和鴨

都只會叫，牠們卻不能說話。人類不單只可以思

想，更可以把思想用語言來表達，讓其他人明白

。說話是一個極美妙的恩賜。據專家統計所得，

每個人一天平均約說三萬字；而人在其一生中，

說話所佔用的時間約有十三年。

　　因此，我們必須留心如何使用自己的舌頭。

你我所說的每句話可以改變別人的生命；而這改

變可以是好，也可以是壞。說話可以使人希望幻

滅，可使快樂消失，也可謀殺別人的個性；然而

，話若說得合宜，便可給別人帶來無限祝福 — 

它可使人得安慰、鼓勵、喜樂和肯定。我們可用

言語吸引人來信主，也可把他們趕走。有些人說

話使人得到祝福；有些卻可使人心冰冷。我們必

須謹慎自己的言語。

★「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弗4:29)

★「一切惱恨、忿怒、嚷鬧、毀謗，並一切的

    惡毒，都當從你們中間除掉。」(弗4: 31)

★「並要以恩慈相待...」(弗4:32)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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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6-37)

祂指出，重要的不是我們把什麼放入口，乃是

什麼從我們的口出來。

��������������������

(��15:11)

這些經文告訴我們，聖靈擔憂主要是因為我們

不適當的運用舌頭；正如我們被聖靈充滿時便

會說出合宜的話一樣。

　　祂也指明我們的說話正好表達了我們學似

(或不似)神的程度。 「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

你們的仇敵，為逼迫你們的禱告。這樣，就可

以作你們天父的兒子，因為祂叫日頭照好人，

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

(太 5:44-45)



��
��

　　這些說話確是把所有重點都總結起來，所

以保羅說「最後」。若果我們的心思意念都是

集中在保羅所列出的事情上，我們便不會有「

傾倒」思想感情的問題，也不會有關係破裂的

情形出現。

　　我說了不該說的話

　　這話乃由意念生

　　但我頭腦卻怪責：

　　「這話豈不由你心所出？」

　　〔作者不詳〕

　　你與別人的關係在乎你如何運用舌頭，而

這又是跟你心所想的緊密連繫著。我會在下一

章討論心態的問題。

　　善良的心有如美麗的花圃:

　　善良的思想是根

　　善良的說話是花蕾

　　善良的行為就是果實

　　〔作者不詳〕

　　所羅門在箴言也常常提及安靜的重要(箴

17:28;26:4)，善用舌頭的寶貴(12: 25;15:23)

，和胡亂使用舌頭所造成的傷害(17:9;25:18)。

　　雅各教導我們，從我們如何運用舌頭，可

看出我們是否一個真正得救的人。「若有人自

以為虔誠，卻不勒住他的舌頭，反欺哄自己的

心，這人的虔誠是虛的。」(雅1:26)雅各說明

當一個人真正得救，他怎樣運用舌頭是表達了

他靈性和成熟程度。「原來我們在許多事上都

有過失，若有人在話語上沒有過失，他就是完

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雅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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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緊記，舌頭是由心控制；它只是說

出心裡的話。我們很容易會把思潮和感受

透過言語傾倒出來，因此，舌頭造成的問

題也是由心裡的問題所產生。主耶穌曾清

楚的說明這點。

舌頭上的問題 完

��������������������

��������������������

���������������6:45)

　　在主耶穌之前，所羅門也曾說過相似的說

話。「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

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 4:23)

　　在保羅寫最後一封信給腓立比人時，在討

論完教會分裂和不合一之後，他說了一些很寶

貴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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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有一個父親他的兒子很聰明，覺得學

校課業太簡單，上課睡覺，回家打電動。他的

父親沒有責罵他，只默默為他禱告。爸爸的書

桌和兒子的書桌比鄰，爸爸一大早起來靈修禱

告，兒子一大早起來玩電腦遊戲；爸爸絲毫不

受任何影響。

　　這樣一直到這孩子高三下學期，突然他開

始猛Ｋ書，早也讀，晚也讀，睡覺時還抱著課

本；成績從之前的倒數第二名，急轉成全班第

一名。那年大學聯考，他考上中興大學外文系

；以他考的分數可以直接上台大，但是他想留

在台中跟爸爸一起服事神，所以放棄人人稱羨

的台大。

　　每個人對他這樣大的改變都深感驚訝，問

他原因他只說：「因為我有一位偉大的父親，

他既愛神也愛人，我要跟他一樣偉大。」現在

他快大學畢業了，他可以出國留學，也可以留

在國內當老師。但是，他很淡定的說：「我只

想做神要我做的！」

　　一樣都是爸爸，一個對兒子的生命沒有任

何影響，一個生命確深深地影響自己的兒子。

這個父親曾經說：「孩子們所需要的不是更多

的道理，也不是更多的知識，他們所需要的是

榜樣。只有生命才能帶出生命。」

　　您想留給孩子什麼？萬貫家財？一身的功

夫？這些都會過去。唯有把孩子真實地帶到神

面前，讓神成為他一生的保障與祝福，這才是

一個真正睿智的父親該做的事。保羅說：「你

們要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樣。」〈哥林

多前書 11:1 〉保羅是個身體力行、效法基督

的人，才膽敢對教會說「要效法我」。當一個

父親有生命的榜樣時，他就會帶出偉大的後代

。

　　有一個從小在基督教家庭長大的青年，一

年暑假突然跟父母說他要去澳洲打工一年。去

到澳洲，也不太跟父母聯絡。一年期限到，他

的錢也用得差不多，他心不甘情不願的回到台

灣。父母與姊姊滿心歡喜地去機場接他，卻接

不到他；因為他留了一頭長髮，戴了一頂鴨舌

帽，又穿得很邋遢，沒人認出他來。

　　回來不久後，一天，他跟媽媽說有一位朋

友要來家裡玩。媽媽不疑有他，隨口答應了。

結果他竟然帶回一個比他年長的女孩，媽媽傻

了眼。第二天送走女孩後，媽媽小心翼翼地問

道：「她是你的女朋友嗎？」他低下頭默默地

點了點頭。媽媽又問：「你們牽手了？」他又

點點頭。媽媽再問：「你們抱抱了？」他又點

點頭；當媽媽要再往下追問時，他立刻制止媽

媽說：「媽，你不要再問了！」

　　這事過沒多久，他突然又告訴全家人他要

離開教會；意思是他再也不要當什麼基督徒。

這下全家束手無策。這事傳到牧師耳中，牧師

把他找到辦公室，然後問他：「你為何做這樣

的決定？」他竟然回答：「我看不出基督信仰

對我父親有什麼意義！」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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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1日

～2017年10月31日

收入

生活費奉獻   

經常費奉獻   

事工費奉獻   

教材費奉獻   

其他奉獻   

訓練費收入   

合計 

支出

人事費 

辦公費   

訓練費   

推廣費   

其他費用  

合計  

餘絀  

備註：9-10月發放7-9月

三個月薪津 

$319,332

687,298

21,300

167,576

36,282

21,000

$1,252,788

$4,92,521

396,208

318,866

27,341

62,322

$1,010,278

24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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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主是甚麼人，房子就作

甚麼用處。一所房子它的

名稱常是跟著房主的改變

而變的。假若房主是一個

愛跳舞的人，結果他的房

子就要變作舞廳，假若房

主是一個嗜賭的人，結果

這所房子就要變作賭場，

假若這所房子的主人是一

個好酒的人，結果他這所

房子就要變作酒館，假若

房主是一個敬畏神的人，

結果他這所房子就要變作

聚會所在。假若你把你的

這所房子----身體，奉獻

給主，你作房子，他作房

主，你就要像主耶穌那樣

，你的生活就能彰顯主耶

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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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支會辦公室：
地址：10677台北市大安區

通化街162巷2號
電話：02-26325040
負責人：總部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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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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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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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