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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自我的懇求



「亞伯拉罕說：我雖然是灰塵，還敢對主說話。」
創世記 18 章 27 節

       亞伯拉罕超越本身的利益（攸關生
死），來到上帝的面前，他比喻自己在
上帝面前好像灰塵一般，但他仍然敢向
上帝發出懇求。原因並不是因為亞伯拉
罕不怕上帝，而是亞伯拉罕知道上帝能
赦免及拯救。

       今天你和我是否也敢這樣在上帝的
面前，勇敢的向上帝懇求呢？台灣的兒
童需要聽聞福音，求主為我們開福音的
門，可以進入孩子多的地方（國小校
園），向他們分享耶穌基督的救恩。我
們要相信上帝若同意，就沒有什麼不能
做的。因為祂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祂樂意赦免及拯救，這是上帝的本質。

        國小校園福音的門好像關得很緊
密，如何能進入校園傳福音呢？這讓我
想到之前跟一個人的對話，對方是一位
大學教授，當他知道萬國在印尼也有兒
童佈道事工時感到非常的驚訝。因為他
也曾經到印尼招生過，知道印尼是回教
國家，且對基督信仰是非常敵對的，他
說：「怎麼可能在回教國家傳福音呢？」
我說：「在上帝沒有難成的事！」上帝
總是有辦法，差派工人去收割祂的莊
稼。

      在台灣的基督徒們，邀請您一起為
著國小校園能有福音可聽代禱，去年
12 月份我們就在台灣各地以及國小校
園分享慶祝耶穌生日派對。感謝上帝的
帶領，看到許多孩童渴望罪得赦免，也
因為接受耶穌的救恩心裡喜樂。唯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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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能使人得著真正自由，上帝要我們如
同亞伯拉罕為著所多瑪蛾摩拉懇求一
樣，也為著台灣兒童懇求。更求主打發
工人出去，求主在各地教會興起兒童的
牧者，願意接受裝備，進入國小校園去
帶領兒童歸主，並且牧養他們。

      三月我們將在各地舉辦復活節研習
會，今年主題「因為神愛你」想邀請教
會牧者推派同工參與培訓，期待有更多
兒童牧者被主使用，進入孩童當中帶領
兒童歸主。請參考我們這次通訊內容介
紹。

       懇求代禱永不息、福音帶領兒童到
主前！

總幹事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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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起萬國這個有 69 年歷史的機構，
可能教會會覺得這是一個一成不變的老
店：除了佈道，還是佈道；69 年始終
如一，從來沒有改變過。但是，也因為
萬國對福音的堅持，69 年來在各種環
境考驗下，她依然屹立不搖。

      其實萬國 69 年不是沒有經過水和
火，但因著同工愛兒童的心沒有更改，
每個季節恩典脂油滿滿。我相信本著
神的心意：「你們在天上的父也是這
樣，不願意這小子裡失喪一個。」（太
18：14），以及「我不以福音為恥，
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
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羅
1：16）

       神要使用萬國成為這末後世代拯救
兒童的金燈塔，福音真光要照耀全台
灣；兒童不僅靈魂得救，更要成為門徒
跟隨主。萬國要與神對齊，與眾教會連
結一起，成就神在創世前美好的旨意。

       回想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參加萬國
的「耶穌生日會的研習會」，覺得太有
趣了；直到如今 , 幾乎沒有停止過每年
為兒童舉辦「耶穌生日會」。約七、八
年前我又有機會參加台中區的「有效教
學法ㄧ」，雖然我覺得這是一套很棒的
訓練。但是，我沒有立刻去實踐與應
用，一直到我參與整個晨光教學團隊，
才發現萬國所教的是寶貝，是按著神的
心意，清楚的教導救恩真理，帶領孩子
真實的決志信主 , 也更加深了我對兒童
靈魂得救的負擔。

       以後，我接著接受「有效教學法
二」、「有效教學法ㄧ導師訓練」、「學
齡前訓練」---- 等訓練，我成為台中區
配搭的訓練導師。因著成為導師群的一
員，我更加認識萬國，跟著一群使命相
同的人並肩作戰，服事這一代的兒童。

       三年前，台中區主任鄭緣老師邀請
我成為中區的委員。成為委員後，我除
了繼續參與訓練的部分，也透過一次次
開會與參與，更加認識萬國同工與了解
萬國內部實際的情況。去年 11 月 11
日在第十屆會員大會，我被推選為董事
會的一員。因為我居住台中，離台中總
部辦公室較近，所以被推選為董事長。

       感謝神！我是一個平凡的家庭主
婦，我沒有特別的才能幫助萬國。但 
神呼召我來為萬國禱告，使用我來協助
唐匯宇牧師與萬國所有同工與義工，一
起完成這末後世代的兒童福音大使命。

萬國 - 一座拯救兒童
靈魂的金燈塔

陳飛飛

董事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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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

       如果要逃亡，你會打包什麼？萬國
南蘇丹教育負責人安妮特記得她逃離的
那天，由於只有很短的時間來收拾自己
的物品逃離南蘇丹，她選擇收拾一些萬
國聖經課程、金句教材及宣教故事。
       為何安妮特會做此選擇，她說：「我
知道無論我走到哪裡都會有孩子……而
且我將能夠使用它們來影響男孩和女
孩。」上帝給了安妮特對孩子如此的
愛，即使在這樣的危機中，傳福音給孩
子仍是她生命中首要的任務。
       據世界展望會 2019 年報告指出，
現在全球每 6 名孩子中，就有 1 名住
在受戰亂影響的地區，他們的生活，
極有可能在一夕之間變調，失去安身之
所、成為難民。
      南蘇丹，是非洲東北部一個內陸國
家，2011 年從蘇丹獨立。諷刺的是，
迎接這個新國家的並非是希望。南蘇丹
因為總統與副總統的政治鬥爭而爆發
內戰，戰爭帶來的惡夢比在蘇丹時期還
要慘烈。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數據，自
2013 年以來，已有超過 400 萬蘇丹人
流離失所，其中 80 萬以上的洪災湧入
了鄰國烏干達的難民營。在南蘇丹所有
難民中，超過一半（63％）是兒童。
       其實，難民曾經和你我一樣擁有完
整的家、穩定的求學和工作機會。但是
戰爭迫使他們逃亡，得步行數十甚至上
百公里才到得了安全之地，有些孩子被
迫拿起槍，甚至目睹極度暴力，承受這
個年紀不該承受的痛苦。
聯合國基金會估計，南蘇丹約有 1 萬
9,000 名兒童被武裝團體綁架成為童兵
或遭性侵。這些孩子經歷你我無法想像
的極端暴力，被武裝團體控制的日子，
猶如一場無法清醒的夢魘。

      難民營的生活很艱苦，人們擠在一
起，幾乎沒有物資。人們拿到塑膠袋，
用它來蓋他們的「家」。萬國南蘇丹總
幹事弗朗西斯他也是一名難民，他說：
「目前，每人收到大約 10 磅玉米粉和
豆類，以及一點食用油，這要用一個
月 ...... 卻沒辦法。因為他們所在的地方
很小，所以沒有賺錢的機會。他們甚至
不能挖掘或耕種。」疾病在如此擁擠的
人群中迅速蔓延，人們幾乎沒有獲得醫
療的機會，幾乎每天都有人死於可治療
的疾病。弗朗西斯說：「生活的每個層
面都很困難。」
       弗朗西斯說：首先挑戰我們的是面
對飽受驚嚇的孩子，難民營中的許多孩
子因看到許多暴行，對未來產生恐懼與
害怕；另外，他們也需要尋找失散的家
人或面對家人已死亡而失去家人的事
實。
      面對這種情況，大多數人都會崩
潰。當然，這些對於萬國的同工，也很
艱難，但是同工對上帝的信靠 --- 從過
去到現在都是堅定的。對於逃難的人，
花時間努力找回自己失去的一切是可以
理解的，但這不是萬國的同工關注的焦
點。儘管面臨難民的種種困難，但同工
知道他們正處於一個為基督得著兒童的
絕好機會之中。
      耶 穌 說：「 所 以 你 們 要 去， 使
萬 民 做 我 的 門 徒， ……」（ 馬 太 福 音
28:19）。有時「去」不在我們的計劃
中，但上帝將我們帶到了一個新的地
方，並給我們能力，能夠在困境中完成
祂的旨意。

難民營的奇蹟
代禱之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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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的第一年，就有大約 50,000 名兒童
得到了援助。在今年上半年，我們已幫
助 183,000 名兒童！

      我相信上帝可以使用我們繼續拯救
南蘇丹所有兒童的靈魂，請為我們禱
告： 
       1. 營地相距遙遠，為我們能找到到
達營地的途徑。我一直信任上帝，相信
祂會為我的同工預備摩托車，這樣他
們就可以毫無困難地到達那些營地。
這樣，我們可以拯救孩子的數量增加一
倍。
       2. 也祈求上帝的恩典在痛苦中給我
們平安，請祂給我們耐心並致力於履行
祂的旨意 ---- 在難民營拯救兒童。

      當南蘇丹全境陷入內戰，每個人都
在為自己的生命而逃亡！萬國南蘇丹的
同工在逃難的過程中，沒有時間坐下來
傷心難過，他們忙於主的工作，要接觸
神所安排的孩子。在帶領孩子接受耶穌
成為他們救主的同時，他們正在為成千
上萬的孩子提供真正的庇護所。
      萬國南蘇丹總幹事說：「我們的團
隊已經在難民營培訓了主日學老師，在
萬國肯亞團隊的幫助下，培訓了 79 名
青少年。這些青少年在受完訓後，立刻
在難民營舉辦五天聖經和喜樂團。」弗
朗西斯繼續興奮地說：「一個青少年
可以接觸 200 至 300 個兒童。更令人
欣喜的是，一些青少年繼續參加了為期
12 週的兒童事工學院的課程 ，現在有
四名去年畢業的學員計劃成為萬國全職
同工。」
      弗朗西斯說：「上帝為孩子們聽福
音提供了巨大的機會，我們好激動！難
民營內的學校中有 55 個喜樂團。上帝
除了使用我們向兒童傳福音，還讓我們
可以將兒童團體帶離難民營，帶到他們
到附近城鎮有聖經營地的城鎮居住。」
      弗朗西斯又說：「離開南蘇丹時，
我們以為我們的事工就要結束了，但我
們意識到上帝正在使一切變得美好。在
南蘇丹，由於資源有限，我們只是在小
範圍內工作。現在，我們與來自各個地
區的南蘇丹人在一起，我們被集中在一
個很小的區域裡，來自南蘇丹各地的孩
子們在這裡聆聽以前聽不到的福音。」
      目前在南蘇丹，每年可以容納多達
15,000 難民名兒童，但在烏干達難民 

「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發現，你們豈不知道嗎？
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以賽亞書 43:19）

上帝在難民營拯救兒童 編輯室

代禱之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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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與兒童 李東俊

編者按：去年九月高雄支會新加入了一位新委員李東俊牧師，他是韓國
宣教士，目前是中華浸信宣道會武昌真光教會的兒童牧區的牧師。

       我在國中時因看一部港片，開始對
中國文化有負擔。高一時，我回應神對
我的宣教呼召，大二我到東北六年半，
學習華文與中國文化。27 歲時我回韓
國服兵役，服完兵役後，因為當宣教士
最好先有一般社會的歷練，所以我在韓
國工作了七年。

      2007 年我加入中國福音會韓國區
會成為宣教士，為了能在中國自由的傳
福音，剛好有一個商標公司需要在中國
開拓分公司，所以我以公司總經理的身
份在中國一邊工作，一邊牧養教會。

        4 年半的時間我在山東、上海、----
等地牧養弟兄姐妹，在牧養的過程中，
我覺得自己需要接受中文的神學訓練，
一位朋友介紹我高雄的聖光神學院，於
是，2012 年我正式到聖光神學院就讀。
畢業後，我到中華浸信宣道會武昌真光
教會的青年牧區服事。

      2018 年我成為兒童牧區的牧者，
這也是一個很奇妙的改變。因為我在台
灣比較看不見一個屬於兒童的基督教文
化，針對孩子基督教的禮品不多，例如：
聖誕節、復活節、生日的邀請卡及可愛
的福音單張等。我在中國大陸曾經跟一
位弟兄合夥開一間禮品公司，但因為當
時中國基督徒仍處於習慣接收贈送的禮
物，不容易花錢主動購買，所以我們暫
時停業。

      我希望以過去的經驗，能為兒童做
一些屬於他們的東西。去年聖誕節，我
為萬國做了一批「耶穌棒棒糖」，（見
附圖）去年年底我也做了一批「聖經人
物著色月曆」；另外我們也用 Rap 的
方式教導兒童金句，用 Rap 教導孩子
背誦金句，不僅有趣，孩子也可以歷
久不忘；我們放在 YouTube 上，歡迎
您 上 網 去 看：https://www.youtube.
com/user/mishajun

      我希望未來繼續發展更多屬孩子的
東西，如：兒童聖經、兒童聖經桌遊 
（目前已有創世紀與出埃及記）、聖誕
節 & 復活節的邀請卡、福音單張 -----
等， 也希望引進韓國兒童詩歌，翻譯
成中文，我個人覺得韓國的兒童詩歌比
較活潑。

      我所以成為萬國高雄的委員，除了
萬國兒童佈道團是一個很專業的兒童福
音機構，希望與萬國合ㄧ。最後我有個
異象，希望成立“城市兒童禱告會”，
為了預備下一代的起來，成為台灣眾教
會的祝福。

新委員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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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生日派對又一章 徐淑玲

      經過這次的經驗，我另有一個心
得，以前我對 8351 牧養校園的概念很
模糊。
      而這次上帝卻親自開了我的眼界，
讓芠芠傳道和我看見了 8351 牧養校園
最好的人選，其實是小學的基督徒老
師。因這次我們親眼見證到，該校的一
位基督徒老師，僅用一學期的時間，在
每天晨光時間、下課和午餐時間及放學
時間，播放敬拜讚美詩歌給孩子們聽，
而這個班級的孩子截至目前為止，已經
會唱 30 多首詩歌。老師自己見證說，
班上孩子生命的改變及班級上課學習的
氛圍都變得不一樣了。
      因此，神讓我看見一個夢想，如果
有更多小學老師信主，更多基督徒老師
為主站立起來，更多教會為學校、為老
師、為孩子禱告。萬國樂意提供教材，
並陪伴訓練老師。那 8351 校園牧養的
計劃將可以很快達成，台灣的 300 多
萬兒童信主，將是指日可待的！因為在
神沒有難成的事。

      去年聖誕節那一週，芠芠傳道和我
連同一些義工，我們一起進入高雄市的
一所國小，教了 27 班耶穌生日派對。
出乎意料的，孩子的心田超級柔軟，大
部份都決志信主。老師也相當配合，除
了協助我們生日派對進行，其中也有一
些老師決志信主。
      老師們均說去年聖誕節的節目非常
豐富，特別是故事部分，從以賽亞預言
耶穌降生，到耶穌來到地上，釘死復
活，到新天新地耶穌坐著為王。他們覺
得第一次對耶穌為何出生，有一個清楚
的了解。這實在出乎我們的意料，因為
我們在預備的過程中，一直擔心這樣講
會不會太艱深。
      這次可以這麼順利在學校傳福音，
要歸功於聖靈的工作和學校一位退休兩
年多的黃老師，她在過去 10 年，逐班
邀請老師開放班級，雖然也經歷幾次的
困難及挫折，並沒有打消她對主的熱
情。而且持續不斷，在學校晨光時間給
孩子講故事。因為她非常愛這個學校，
退休後不但繼續留下來當志工，更協助
關心學校老師。10 年前她嚐試邀請萬
國高雄區同工協助傳講聖誕節的由來，
從此開始了每年的耶穌生日派對。沒想
到成效出奇的好，孩子們一個一個的信
了主，生命也有改變，更有孩子自己進
入教會，接受牧養。
       去年耶穌生日派對，要用五天跑完
27 個班級，對芠芠傳道和我，體力上
實在是個挑戰。感謝主！祂為我們預備
了一些義工來協助我們，他們各個都 
是福音戰士，看了幾場我們的教學，就
立即開始配搭，跟著我們在班上教了起
來。

「你們豈不說到收割的時候還有四個月嗎 ? 我告訴你們，舉目
向田觀看，莊稼已經熟了，可以收割了。」( 約四 : 35)

8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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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讓孩子得到答案 Claire Koenig 寫 /
林幸芝翻譯

       幾乎每位老師都能證明孩子們喜愛
發問，但是，當問題霸佔了課堂，主日
學上課的時間就會不夠。你知道孩子們
會問多少問題呢 ?
      在 YouTube 上的一段影片中，三
組父母將 GoPros 固定在孩子的腳踏車
頭盔上，早上戴上頭盔，並記錄他們從
醒著到當天晚上睡覺的那段時間。實驗
的目的是要找出這三個孩子一天平均
問多少問題。影片中原本的預測是 288
個問題，而他們的統計結果竟是 312
個問題！你可以想像，如果一個老師同
時面對這麼多問題的轟炸，會是如何！
單單一個人來處理這問題，將會是令人
難以承受的。
      試看看用這些有效的策略來幫助你
課室管理，即便你的學生有一大籮筐的
問題，你也能招架得住。

｜請學生將問題留到課程結束｜
      在聖經課程結束後，設定一段時間來
回答孩子們的問題。讓孩子們知道你會
有這段時間，而你應當進行適當的計畫，
這樣你就不會忽略它。這種方法適用於
孩子較少的主日學課程。唯一的缺點是，
孩子們可能偶爾會忘記他們想問的問題。
｜請孩子將他們的問題留給他們的小
組長｜
       雖然孩子可能會忘記他們原來的問
題，但我們可以肯定，他們還會有很多
其他問題。在小組討論時，他們可能會
想起他們原來的問題！請務必為孩子設
置特定的提問時間，尤其是在小組討論
時。
｜使用 " 問題罐子 " ｜
      告訴孩子，如果他們在上課時有問
題，他們可以站起來，寫下他們的問題，
放進教室後面的問題罐子裡。下週花些 

時間與學生單獨或在課堂上回答這些問
題！如果你的學生還太小不會寫字，讓
一個小組長坐在後面，幫他們把問題寫
下來。這種方法非常適合某些人，但是
會影響某些人的注意力。
｜指定其他組長或老師在主日學時幫
你回答問題｜
      如果 " 問題罐子 " 會讓你的學生不專
心，而你有足夠的主日學同工，請試著
在主日學時指派其他組長或老師在主日
學時幫你回答問題。他們可以坐在孩子
們中間、站在每排的旁邊或者坐在教室
後面，按照適合你主日學的方式來編排。
告訴孩子，如果他們有問題，他們可以
與後面的小組長交談，讓你繼續教課，
而你不必擔心孩子走動的問題，因為你
的同工可以隨時監控現場。
｜在教學中回答問題｜
      在教學中問問題，這可用來強調重
點、使聖經人物與孩子產生關聯、甚至
可以成為故事轉場的連接詞。你可以問
這樣的問題，例如 :“你認為彼得也問過
這個問題嗎？”或“你認為保羅也想知
道同樣的事情嗎？很有可能！讓我們來
看看，接下來他會發生什麼事！這些話
是利用孩子提出的問題作為轉場，並運
用回答孩子的問題來回到課程的一種有
效方法。如果問題太多，這種方法可能
會太費時，而且通常在較小的教室環境
中，效果會更好。
    你可能會發現，你需要結合這些策略，
來滿足主日學事工的需求。更何況每個
孩子都不同，讓我們找到適合他們的方
式來回答他們的問題。

教學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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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思婷

3) 救恩的必要條件：信心 ---
       救恩是上帝所賜的恩典，並不是我
們的努力才能得到，因此孩童得救是上
帝所賞賜的恩典。而信心也是上帝所賞
賜的，在聖經中以弗所書 2 章 8 節 : 你
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
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信心也是上
帝所賞賜的，因此我們需要竭力向兒童
傳揚福音，而上帝會親自將救恩賜給孩
童，使他有信心，並且相信接受耶穌基
督 !

1) 個人見證 ---
      在我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我進入教
會，兒童主日學的老師幾乎每天陪伴我
靈修，認識上帝的話語，因為我的小學
在老師的家的對面，所以我一放學就會
到老師家，老師會為我禱告、陪我讀上
帝的話。在週末的時候，會鼓勵我去教
會，並且帶著我去參加福音隊。
      我也在小學時選擇跟隨上帝！在我
國中的時候，我看重課業、友情大過參
加小組，所以我只有參加主日就離開教
會了，這段時間雖然有了很多自由的時
間，但是我內心卻很不踏實，也做了很
多不正確的選擇 ( 例如 : 跟同學吵架 )，
種種的原因，讓我在升上高一的那個暑
假，我決定要回到教會中，也回到小組
中，我想是因為姐妹的邀請，也因為我
曾在國小時有老師的陪伴，而使我能夠
再一次回到教會中。
       回到教會以後，在這幾年中，我成
了小組長，和青少年一起在主裡面長
大，也在我大一的這一年，決定委身在
幼兒主日學服事上帝！

2) 統計資料 ---
       根據美國萬國兒童佈道團一個非正
式的統計，85% 的基督徒是在都是在
4 至 14 歲之間重生得救的！（見下圖）

使用其他證據支持兒童可以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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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愛世人，差派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到地上。
耶穌被一些邪惡的人嫉妒，不相信祂是上帝的兒
子。即使耶穌沒有做錯任何事，他們也逮捕了耶
穌。他們整夜無數次取笑耶穌並毆打他。他們向
他吐口水，打他的臉和頭，然後用鞭子打他的背。
        但是耶穌並不討厭這些卑鄙的人。當他們傷害他時，他甚至為
他們祈禱！即使他們決定殺死他，他也不會試圖傷害他們或對他們
說卑鄙的話！耶穌為愛走上〸架路，釘死、復活、升天，有一天要
再來。
      「因為神愛你」是今年復活節的主題，金句–羅馬書5章8節，
詩歌–《你有聽過嗎？》，遊戲– 尋找復活蛋，手工– 復活節〸字架。
節目豐富，歡迎使用。有關教材詳情，請上我們的網站：www.ceftw.org.tw

復活節教材介紹
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