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齊莊稼主的心意

唐匯宇

「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
人出去收他的莊稼。」路加福音 10 章 2 節
台灣萬國兒童佈道團從 1951 年開始
由美籍宣教士在台灣設立至今，為著台
灣兒童能聽聞福音而發展許多培訓、教
材、兒童佈道、跟進各樣事工。從 2020
年 -2022 年我們將按照路加福音 10 章 2
節向主呼求，求主預備工人收割主的莊
稼。從 2018 年開始推動的牧養校園計
畫，兒童在哪裡，我們就去那裡。我們
將繼續推動教會、弟兄姊妹，並結合新
三年的規劃，盼望能在台灣成立五個新
的據點，並將同工人數提升至 30 位，能
隨時因應、給予兒童、教會更多的資源
平台。
CEF 的六大文化 -6
「為了神的榮耀而追求卓越的重要 訓練班、出版的教材、使用的設備，以
及表達自己的方式，都舉足輕重。我們
在每一層面都要為了神的榮耀而追求卓
越。」我們的目標是期待：每一天，每
一民族，每一個孩童都能聽聞福音。願
上帝興起、呼召合祂心意的工人，完成
上帝的計畫。

8351 牧養校園三大訴求 ( 一 )
需要 8000 位代禱勇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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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如今，上帝也在台灣呼召可以站在破
口防堵的代禱者，一起為著國小校園能
有福音進入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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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國將結合文字禱告及兒童事工，
來推動並宣傳。
．喜樂通訊 - 每雙月出刊，介紹萬國及
國際動態，各樣服事兒童資訊。
．8351 官 LINE 代禱網絡 - 每週，二次
發佈，為著全台各地國小及教會代禱。
．世界兒童禱告日 - 每年 11 月為萬國世
界兒童禱告月，可以接收到 全世界萬
國事工代禱事項，一起用禱告、宣告
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萬國網站、FB、LINE、雲端 - 透過 E
化能將最新資訊分享、連結
．兒童事工 - 校園喜樂團（晨光、課中、
課後）、週末喜樂團、節期佈道會、寒
暑假兒童營、福音園遊會、野外佈道…
等。

8351 牧養校園三大訴求 ( 二 )
需要 3500 位奉獻者
1. 徵召 3500 單位 ( 教會或個人 ) ，每月
300 元定期奉獻 ( 或年奉獻 3600 元 )。
2. 每年萬國需要 1260 萬的經費，提供培
訓課程，兒童牧養教材、教具、兒童靈
修小冊幫助兒童生命成長。

萬國將結合教材、出版社事工，
來推動並分享。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 共 24 輯，完整六
年課程。從韓國萬國取得，翻譯成為中
文。製作成光碟版及實體書版，課程內
容從創世記到啟示錄，也包含單元、福
音、成長、節期課程，非常豐富、多元。
有教師本、幼兒本、低年級本、高年級
本。

．喜樂團教材 - 與箱書計畫合作，供應
受過訓練的兒童牧者使用，教導兒童聖
經真理。可用在晨光喜樂團、週末喜樂
團。
．兒童靈修教材 - 目前已經出版你需要
知道的事情、每日與神同行 1 及 2，未
來將陸續出版 3-6 冊及兒童靈修樂，幫
助信主的孩童靈命更新成長。
．節期及營會教材 - 每年復活節、聖誕
節、寒暑假兒童營皆有教材提供。
．未來將引進 JYC 青少年喜樂團教材、
更新學齡前喜樂團教材。

．CYIA 青 少 年 宣 教 行 動 - 提 供 教 會、
兒 童 牧 者 培 育 新 的 福 音 種 子 教 師、
助 手。 讓 教 會 的 基 督 徒 青 少 年 有 機
會接受裝備，為主得著更多兒童的靈
魂。
．萬國主日 - 歡迎各教會、機構、團體
能邀請萬國同工，在主日講台、小組聚
會、禱告會中分享萬國異象及事工，萬
國同工皆有傳道資歷，能傳講聖經真理
及分享上帝對兒童的心意。若教會有開
放講台，請您能一年安排萬國主日一
次，讓弟兄姊妹知道兒童的現況，一起
關心兒童。

8351 牧養校園三大訴求 ( 三 )
需要 100 位兒童牧者
1. 這三年我們計劃每年拜訪 100 間教會，
盼望上帝在台灣呼召 100 位兒童牧者。
2. 因為 100 位兒童牧者，代表有 100 間
教會，願意回應上帝的呼召，牧養國
小校園。
3. 期盼教會推薦有呼召及對兒童靈魂有
負擔的兒童牧者，接受裝備進入校園
牧養孩童。

萬國將結合教育事工、萬國主
日，來推動並行動。

聯絡資料

【總部辦公室】

401 台中市東區東英路 429 巷 3 號 2 樓

．電話：（04）2213-7693
．傳真：（04）2213-8310
．E-mail：ceftaiwan@gmail.com
．網站：www.ceftw.org.tw

．喜樂講座 - 提供教會、兒童牧者短期
的單元式課程。
．有效教學法系列 - 提供教會、兒童牧
者長期的套裝式課程。
．兒童事工證書課程 - 每三年舉辦一次，
由亞太教育部負責，台灣萬國協辦為期
三個月，課程將提升兒童牧者對上帝的
認識，知道如何受裝備去教導兒童。也
能知道如何教導老師，培育更多兒童牧
者。
．節期課程研習 - 提供教會、兒童牧者
最新的兒童聚會節目內容，透過直觀式
學習方式， 讓初學者都能立刻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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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稼的主，打發工人！
在 2018 秋 天， 神 把〈 路 加 福 音
10:2〉這令人驚奇，不可否認的事實，
絕對的真理放在萬國領導群的心中。
「這事以後，主又設立七十個人，差遣
他們兩個兩個地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
到的各城各地方去。 就對他們說：「要
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
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
稼。」（路加福音 10:1-2）
既然神已經幾乎在每個國家都插上
萬國的旌旗，然而祂所差派的萬國同工
還不夠。祂告訴我們要如何解決這個問
題：祂要我們懇切禱告，懇求他，乞求，
哀求祂打發更多的工人。在整本《路加
福音》中，我們看到了持續不斷禱告的
例子，甚至到了坦然無懼、堅持到底的
地步。
神在第 1 節給出了明確的指示 – 誰
有責任禱告。 就是那個被命定且被差
派的人，那就是萬國這個大家庭。當聖
靈打開我們的眼睛看到這段經文的絕對
性時，神就把它放在我們的心中，簡單
地接受祂的話語並順服。
ECFA 總裁 Dan Busby 在曾說過：
「聽從神勝於策略計劃。先聽聖靈的聲
音服事將變得更容易，然後再使用策略
計劃來執行神的計劃。」
你知道我計算了過去在 CEF 的 10
年中 , 我們增加了同工。 雖然有同工
退 休、 有 同 工 去 天 堂 , 還 有 一 些 離 開
事奉 ; 除了這些之外 , 我們仍然增加
了同工。 10 年中平均每一年增加 86
人。 每一年有 86 名同工。 我們假設
訂定了一個目標 , 我首先說 ,「為什麼
我們不祈求 1000 名工人呢？」這比現
在全球同工多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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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se R . Kaufman

當我在ㄧ次會議中說：「未來三年
將有 1,000 名工人！」有同工提議說：
「為什麼我們不祈求每天都有一名新工
人，每天增加一名新工人呢？」因此，
你失去的工人會因為你增加新的工人而
抵消人數。因此結果是，每天一名工
人，三年就有 1,095 名工人。
如果我們為此禱告會如何呢？ 世界
上不同的地方將會有更多的工人起來，
在世界各地領兒童歸主。以後我又召
聚了 CEF 八區的區長，跟他們分享這
個策略計劃異象，然後要他們每個人各
自去訂自己的區未來三年新同工的增長
數。最後，我們訂下萬國三年策略計劃：
在三年內增加兩倍的兒童福音人數，從
2 千 2 百 萬 到 4 千 5 百 萬； 在 未 來 3
年增加 1600 工人。我們都相信禱告，
讓我們一起來看神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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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愛而禱告
1937 年，歐爾文牧師創辦了萬國
兒童佈道團。他從神領受的異象是全
球每一個國家，都有一群福音佈道者，
向兒童傳福音。歐爾文牧師開始跪在地
圖上，為每一個國家提名禱告，當他禱
告到蘇俄時，他無法禱告，最後他順服
神。於是，一個國際性的兒童福音機構
于焉而生。
因為萬國兒童佈道團建立在禱告的
根基上，所以禱告事工成為每一個國家
很重要的事工。在每一年 11 月的第一
個星期三，全球的同工與義工會在不同
的地方，為全球的兒童及同工禱告；這
正是萬國兒童佈道團「世界禱告日」的
由來。
去年 11 月 11 日我們開第十屆會員
大會時，在場近 30 人同聲為全球的兒
童及萬國全球的事工禱告，真是感人肺
腑。我們為什麼要為全球、國家、社會、
教會、家庭、親人、朋友、兒童代禱？
除了耶穌的榜樣，使徒保羅的勸勉：「我
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
祝謝。」（提摩太前書 2:1）真正的原
因是因為愛，我們因為愛而去禱告。
當以色列百姓隨從外邦去拜偶像，
得罪神，神使他們三次被擄。耶路撒冷
城牆被毀，城中的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內
街上受餓發昏。耶利米除了自己淚流如
河，也呼籲以色列百姓要起來禱告：「錫
安的城牆啊，願你晝夜不息；願你眼中
的瞳人淚流不止。夜間，每逢交更的時
候要起來呼喊，在主面前傾心如水。你
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餓發昏；你要為他
們的性命向主舉手禱告。」（耶利米哀
歌二章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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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彩霞
今天台灣 0~14 歲三百多萬的兒童
也在仇敵的蹂躪下：因著家庭、教育、
同儕及網路普及，很多小媽媽產生，
花蓮縣居冠；因著多元文化教育觀，
孩子開始對自己的性別模糊：是男？是
女？因著空氣污染，孩子的心血管和
呼吸系統受到極大的威脅；因著饑餓問
題，53% 弱勢兒童長期缺乏含鈣食物，
84% 弱勢兒童長罐頭、泡麵、餅乾，
糖果充饑， 27% 弱勢兒童沒有天天吃
早餐，14% 弱勢兒童沒有天天吃晚餐。
孩子需要什麼？食物、家庭、照
顧、安全、陪伴、教育、醫療、新鮮空
氣 -----------，這些孩子都需要。孩子
更需要耶穌，耶穌的愛，耶穌的保護
與引導。這些年我們推動的 8351 牧養
校園計畫，我們需要 8000 位代禱者、
3500 位代禱者、100 位兒童牧者。懇
求您一起參與這個福音大行動，更用
愛一起來為台灣的兒童守望禱告；這個
8351 的禱告，是每天為台灣 4000 多
間教會及 2600 多所的小學提名禱告。
歡迎您掃瞄 QR 扣，與我們一起用禱告
為兒童爭戰。

緬甸情，天父心！
緬甸這個位於中南半島的東南亞國
家，人口 5567 萬。她是一個佛教國，
接近 89％人民是佛教徒，樂於生前布
施奉獻，相信透過奉獻得以度今生修來
世。仰光的大金塔，先以磚塊砌成塔身
後，再貼上一片又一片、一層又一層真
金打成、如毛髮厚度的黃金箔片，幾百
年來，據說某些地方已貼到好幾吋厚。
緬甸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曾是東
南亞第二大經濟體，更被稱做亞洲的糧
倉，但過去超過半個世紀，卻在軍政府
統治、鎖國政策之下，把這塊魚米之
鄉，推向貧窮深淵，2003 年被聯合國
列為低度開發國家，有三分之一人民，
每天生活在不到一美元的貧窮線之下，
經濟發展看來十分慘澹。

編輯室
維持溫飽。溫飽、上學，對許多流落異
鄉泰國的緬甸兒童是種奢求。所謂的
家，是用竹片和尼龍袋搭起的簡陋屋
寮，沒有電也沒有自來水。
因著緬甸的需要很多國際志工團體
走入緬甸，透過造橋、挖井、蓋教室、
供應愛心午餐、義診與衛教，以及跨國
愛心醫療，與當地居民建立友誼橋樑，
傳揚基督的愛，讓他們尋見永恆的盼
望。為這個經濟貧乏、孤兒眾多、基督
徒僅有 3% 的國家，讓他們能遇見真光，
看見上帝永恆的心意。

2008 年，熱帶氣旋「納吉」侵襲
緬甸「伊諾瓦底省」（Ayarwady），
造成當地百姓逾 10 萬人死亡，是緬甸
有史以來最嚴重的自然災害，也造成緬
甸「生活貧窮」、「毒品氾濫」、「知
識貧窮」（教育不普及）與「醫療資
源落後」的社會問題，特別是伊洛瓦底
省 及 浦 甘（pugan） 萬 佛 塔 城，70 ％
的緬族人是在沒水沒電的克難環境生
活著；而近 4000 萬的緬族人中，更有
70％的收入是低於「國際貧窮線」（每
人每天少於 1.9 美元）；90％的孩子沒
機會讀中學。
因著過去長期內戰及軍事執政，造
成經濟發展停，缺乏工作機會，許多緬
甸民眾偷渡或合法來到泰國邊境，從事
農務、幫傭、建築、工廠 ... 等粗重勞
力工作，收入有限且不穩定，僅能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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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的心
2017 年，美國福音派民調研究機
構巴納集團（Barna Group）調查一群
經常參加教會禮拜的人群，當被問及是
否「聽說過大使命」時，51% 的人都
表示自己不知道這個詞。6% 的信徒不
確定自己是否聽說過「大使命」，25%
的人聽說過但已經不記得是什麼，只有
17% 的人聽說過這個詞並且也清楚它
代表的《聖經》章節。
如果大多數去教會的人都不了解大
使命，那孩子們呢？你可以用什麼方式
來幫助你主日學的孩子們有宣教的心，
並對耶穌最終的命令有熱情呢？你可以
在課程中加入宣教的時間。你可以講宣
教故事，讓他們知道神是如何使用人傳
福音。像馬偕來台、戴德生到中國、
賈艾美到印度、近代宣教之父克理威
廉…。這些只是其中幾個例子，他們都
是令孩子喜愛的驚奇故事。
你還可以談談教會現今支持的宣教
士，或者介紹去年剛來台宣教的萬國兒
童佈道團的美籍宣教士 Jackie Chen。
請宣教士給你一些有關他們在服事地
區的詳細信息和代禱信，並讓孩子們為
他們禱告，或者讓他們寫信鼓勵宣教
士。如果宣教士能拜訪教會，孩子們可
以親眼見到宣教士，那就太棒了。有一
次我們亞太區的教育負責人蔣姑娘拜訪
為她奉獻的一群孩子，他們都感到稀
奇地觸摸她，有位小女孩問她 ：「你
是真的嗎？」如果宣教士無法到教會拜
訪，可以試著讓他用視訊跟孩子們聊
聊，或者讓宣教士傳送一段錄影的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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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anna Frook / 林幸芝編譯
片，告訴孩子們自己的情況，相信這會
讓孩子們永生難忘。
透過你所傳講的宣教故事，孩子們
將明白神是如何使用人傳福音。鼓勵已
得救的孩子成為宣教士。他們不必去另
一個國家宣教，而是鼓勵他們想想就近
的人，學校和家庭中還沒有相信耶穌的
人。有些孩子可能會對跟人談論耶穌感
到緊張，你可以花一些時間讓他們了解
福音的重點，告訴他們如何透過簡單的
福音真理來分享神，罪和耶穌。你也可
以考慮購買一些福音工具，讓孩子們用
來分享福音。孩子們需要知道分享福音
有多重要。花時間教導他們這重要性，
並教導他們如何成為宣教士。請至台灣
萬國兒童佈道團的網站 ceftw.org. tw 點
選「喜樂出版社」，你將找到上述宣教
故事以及兒童分享福音時可以使用的福
音工具。

父親的樣子

編輯室

「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哥林多前書 11 章 1 節 ）
有一個故事這樣說：有三個年輕弟
兄通過一家公司的考試，成為正式職
員。一個是信靠神的弟兄；一個是信仰
一般的弟兄；第三個是懶惰的弟兄。
一天，他們的主管拿了三百份文件，
要求三人在一星期內把資料全部整理
好。三個人正想著怎麼分配工作，信仰
一般的弟兄先開口説：「既然有 300 份
資料，那我們一人負責 100 份。」但是
懶惰的弟兄心裡想：「我們領的是一樣
的錢，如果我可以少做一點，我就賺到
了。」他就跟主管説：「我沒有辦法完
成 100 份，我頂多可以整理 30 份。」
主管聽了很傷腦筋不知要把這 70 份
資料交給誰，信靠神的弟兄看到主管很
為難，就跟主管說：「那 70 份交給我
好了。」主管聽了很高興，就把 70 份
資料交給他。懶惰的弟兄心裡高興的想
著：「真是賺到了，我可以很輕鬆的在
期限內把工作做完，還是領一樣的錢。」

般人的想法及作法工作，也成為一個部
門的副經理；而懶惰的人一生都在跟人
計較，想少做一點，所以他還是一個小
職員。
這三個人的一生，我們可能認為到
此為止。其實不然，這三個人的孩子看
到父親的態度，都效法父親的作為。信
靠神的弟兄的兒子看到他父親積極的態
度，也學習凡事倚靠神，凡事積極面對，
所以他的一生也得到神的提拔及榮耀。
而懶惰的人的兒子看到父親不願付任何
代價、輕鬆的過日子，他也學習父親的
樣子，凡事跟人爭競、比較，工作上偷
懶，所以他終其一生也如此的貧乏。
我們常常希望孩子將來大有成就，
但卻從未想過自己是如何生活與跟隨
神。每個人都應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
跟隨神；因為我們影響的不只是自己，
更影響著我們的後代。

信靠神的弟兄剛拿到 170 份資料有
點憂慮，但是他信靠神，向神禱告，
神就給他智慧，讓他很快的在期限內把
工作完成，而且正確無誤的交給主管。
主管把他的表現看在眼裡，之後有任何
機會總是先想到他，不斷提拔他。他也
把握每次機會，讓自己持續的提昇與成
長。
二十年過後，信靠神的弟兄成為跨
國企業的總經理；信仰一般的弟兄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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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歸主的四種觀念
(1) 傳統觀念
反對悔改是成人的事，兒童無須悔
改。在羅馬書三章 23 節說：因為世人都
犯了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在這節經
文中，提到世上所有的人都犯了罪，包
括孩童也犯了罪，當孩子知罪時，他便
需要向上帝負責，因此必須向兒童傳福
音，讓他們有從罪中得著拯救的機會，
接受相信耶穌不再活在罪中。
反對兒童在基督化的家庭長大絕對
是平安的。 家庭環境對於一個孩子固然
有很大的影響力，但若一個孩子在基督
化的家庭中長大，卻沒有接受救恩，那
麼這個信仰對他來說也只是父母親的，
每一個孩子都必須要有一個可以決定是
否要信主的機會，以至於他們能真正得
救。

(2) 教育觀念
反對兒童從小接受基督品格的教
育，長大一定會決志。當兒童接受了很
多品格的教育，他的品格能夠變好，但
在他得救以前，他的靈命是死的。哥林
多後書 5 章 17 節提到：若有人在基督裡，
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
的了。在這節經文中可以看見，若一個
兒童真正得救，他的生命是會不斷地更
新，因為聖靈會幫助他。在兒童得救之
後所有的改變和學習，才能夠真正成為
他生命的養分。

(3) 心理學觀念
反對兒童不能明白象徵和抽象的觀
念，不能夠分辨是非，所以無法明白救
恩並得救。 馬可福音十六章 15 節說：
他又對萬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
音給萬民聽。在這節經文中，上帝的心
意是要我們向萬民傳福音，不分年齡、
族群。我們常常忽略兒童需要福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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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思婷

覺得他們不能夠明白，但這節經文再次
提醒：兒童的年紀雖然小，但他們有必
要聽見福音，聖靈會親自幫助他們明白
救恩，當兒童渴慕明白的時候，上帝會
賜給他們智慧明白。
就像提摩太從小就明白聖經，在提摩
太後書 3 章 15 節提到：並且知道你是從
小明白聖經，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
穌，有得救的智慧。主的命令是我們必
須向所有年齡的人傳福音，所以我們要
按上帝的心意去完成使命！

(4) 萬國兒童佈道團的理念
支持越早接受耶穌成為救主越好，
能夠從小學習基督的品格。兒童若能從
小接受救恩，他的靈命是甦醒的，是能
夠靠著基督由內裡活出更新的生命。我
支持兒童從小就能得到救恩，因為我們
的責任是要讓這群孩子，明白救恩，得
著救恩，活出真理，能夠發揮屬靈的影
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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