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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後書3章1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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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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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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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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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摩太後書 3 章 15 節

       在第三章前半段，保羅告訴提摩太，
末後世代將發生的事。那些曾經相信耶
穌為救主的人，他們背離了上帝的旨
意，生命呈現出很多問題，且無法活出
耶穌的生命。為什麼會這樣？保羅特別
提醒提摩太，回想他是如何信主的 ---
是藉著從小明白聖經。
     「得救的智慧」並不是讀聖經能得
救，而是「因信基督耶穌」。唯有在基
督裡，聖靈在我們內心引導，使我們能
如同羅馬書 12 章 2 節所說的「不要效
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當我們相信並倚靠上帝，聖靈會帶領我
們，給我們智慧明白聖經的真理，活出
耶穌的生命。
      最近我跟一位牧師的兒子聊天，他
曾看過很多屬靈的書籍，也知道很多道
理，但只限於頭腦的理解。他甚至認為，
若要行出真理是極其困難的。我問他目
前有讀經的生活嗎？他說，有啊！但都
是片段，無法很有系統的讀聖經。聽到
這裡，讓我想起，我也曾經有一段讀經
的曠野期，一直反覆的讀某些書卷，但
總覺得無法讀完。有一天，我問上帝，
我該怎麼讀聖經呢？聖靈立刻啟示我，
你一打開手機就先看聖經。哈利路亞！
感謝主的憐憫，耶穌是我的救主，祂樂
意告訴祂的兒女如何遵行祂的旨意。
      我們很開心看到孩童因信耶穌而得
救，但我們需要進一步教導孩童成長的
真理。其中之一就是：讀聖經，並照著
去行。因為我們相信，聖靈會在孩童的
心中動工，引導孩童行出真理。

      台灣萬國兒童佈道團，第五大文
化：以聖經為基礎，清楚表達福音的
重要。兒童可以理解簡單的福音信
息，成為神的兒女，這是萬國兒童佈
道團最基本的原則，我們所作的每一
件事都基於這事實。耶穌基督的好消
息是上帝拯救能力的彰顯。我們一定
要清楚和明確地表達福音信息。
      因此，我們發展出一系列如何透
過聖經真理教導孩童的課程，能幫助
您及教會，在這末後的世代，把孩童
帶到上帝的面前。8351 牧養校園，
需要更多人起來禱告、奉獻、行動，
完成上帝對台灣 270 萬兒童的救恩計
畫。11 月是我們的世界兒童禱告月，
邀請您與我們一起為世界兒童代禱。 
       12 月我們將積極入校，與孩童分
享聖誕節的由來，邀請您加入我們的
代禱行列，一起為台灣的孩童代求。
請加入我們的LINE官網接收最新消息。

總幹事的話   

孩子能夠明白聖經 唐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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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話實在是又真又活的。 因此，
你可以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方閱
讀聖經相同的部分，神卻啟示你新的
東西。 去年秋天的某一天，當我讀到
《路加福音》時我被路加福音 10：2 的
話重新感動了。 我更深入研讀，並在
數週內與十位聖經學者和牧師交通，
以確定我對這節經文的理解。   
       當我們向神禱告時，我們專注於我
們對神的要求。 但是當我閱讀和重讀
路加福音 10：2 時，我注意到神親自
給我們這代禱事項。 耶穌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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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要我們求祂打發更多的工
人至禾場收莊稼。

☆有極大的需要。數百萬的人從未聽    
   聞福音，而目前沒有足夠的工人去告 
   訴他們。
☆許多生命迫切需要改變。他們與神 
  隔絕，走向滅亡的道路。但神改變  
   人的生命變得更美好並得著永生。
☆工人服事失喪的、被遺忘的和貧窮    
    的人，並帶給他們歡樂，希望和愛。
☆通過有效的培訓，工人將變得更加  
   有膽量、有能力的見證人，他們也可
   以培訓其他人。
☆有愛心的工人不會遺忘別人；他們 
   忠實地為那些失喪、困惑和受傷的人 
   禱告。
☆主的工人帶來改變。他們透過他們 
   的生活、所說的和所愛的做見證。 

        為了履行神吩咐“去 ... 使萬民 ...”
的大使命，工人必須出去。人們需要
聽聞福音的信息才能得救。莊稼已經
熟了，機會之窗的年歲很短，而現在
就是最佳時刻，我們必須在孩子還小
的時候得著他們。   
       神要我們誠摯地禱告，懇求祂，乞
求祂，哀求祂。 這是非常強烈的字眼，
它說出我們內心的狀態，即是需要對
失喪的人有負擔。   
        我相信路加福音 10：2 的絕對性。
讓我們按照神的話去做吧！這一定有
效。你願意誠摯地與我一起禱告，求
神差派更多的工人進入祂的禾場嗎？

美國國際總裁  Reese R . Kau man

收割莊稼差派工人

路加福音 10 章 2 節：「就對他們說：要收的莊稼多 ， 作工的人少 。 
所以 ，你們當求莊稼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

亞太會議信息



亞太會議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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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3 日～ 9 月 27 日，萬國兒
童佈道團亞太地區 29 個國家 130 幾
位同工，齊聚緬甸樂天酒店，舉辦為
期五天的國際會議。早上我們有敬拜、
禱告、聖經教導、亞太區教育訓練、
美國總裁分享、下午有兩堂工作坊，
晚上有培靈信息，第三天緬甸一日遊。
      「我來了為要照你的旨意行！」
（希伯來書 10：9）是這次亞太會議
的主題。緬甸的全國總幹事也為這次
大會做了一首主題歌：「主啊！我來
了為要照你的旨意行。打開我的眼，
明白你的旨意。若祢不向我們顯明，
我們沒有看見，就什麼都不能做。今
日神的話實實在在的告訴我，世上所
有的兒童，祂要他們進入天國，不願
意這小子裡失喪一個。」
      感謝緬甸 85 位同工，在緬甸總幹
事的帶領下，同心合意的配搭，讓我
們每一個人每天盡興的享受在主裡的
一切豐盛。雖然我們語言不盡能通，
但是在各國的翻譯下，我們一起哭，
一起笑。
      當聽聞一位同工因為在某個國家轉
機時，在機場拍了一張照片，上傳到
Facebook，結果被禁止入境。我們一
起同聲為他代求，終於有人協助他平
安的回到他原來服事的國家。
      柬埔寨的總幹事也在一天早上跟我
們分享她如何倚靠神發展柬埔寨的事
工。她是韓國差派出去的宣教士，一
開始她是跟先生一起去的，後來先生
在柬埔寨過世，她回韓國療傷了好一
段時間，神又一次呼召她回柬埔寨。
現在她的女兒及兒子都跟她在柬埔寨
一起服事。

鄭彩霞我來了為要照你的旨意行！
       還有一位馬紹爾群島的負責人，她
是菲律賓差派出去的宣教士。馬紹爾
群島，是位於北太平洋的島嶼國家，
土 地 面 積 為 181 平 方 公 里， 人 口 為
68,480 人，分散定居在由 1,156 個島
嶼組成的 34 個珊瑚環礁上。這位宣教
士除了要忍受與家人分離的煎熬（她
的先生和孩子還留在菲律賓），她每
次都要搭乘小船去各個小島傳福音與
訓練。
      五天的會期很短，我們在共同守聖
餐後，搭機飛往自己的國家。除了期
待三年後再相聚，也只能在禱告中彼
此代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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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玓林美珍緬甸驚艷！
       這次前往緬甸參加亞太會議，或許
是在辦理的過程，又是飛機改期，費
用增加，家人囑咐緬甸是豬瘟疫區，
緬甸北邊內戰…，在在使我不看好。但
神的預備真是使我一路嘆為觀止，從
疑慮轉為驚艷！

      今年暑假在台南參加「兒童事工學
院」，在課程中看到很多 PPT 上都有
亞洲各個國家的照片。這次在亞太會
議，看見 29 個國家同工出席；突然
間感覺從平面的印象走進了立體且真
實的活化場景裡。
     晚會中各個國家的代表穿著傳統
的服裝，搖晃著國旗慢步走進會場的
舞台上，這一幕幕的景象出現時，眼
眶莫名的被薰濕。想起 80 年前歐爾
文先生被聖靈感動創立萬國兒童佈道
團，80 年後全球各國各族仍能堅守在
為兒童靈魂得救的崗位上努力著，若
不是神的作為絕沒有人能成就。
      這次有機會和緬甸的總幹聊天，我
誇她在短短十年間能建立 85 名同工，
真是不簡單。沒想到她卻一臉嚴肅
說，緬甸還有很多地方的孩子需要更
多的同工，請我為緬甸代禱。這些人
這些事，點點滴滴如雲彩般的見證，
深深的觸動我心弦。

緬甸的感動！

亞太會議感想

     驚 艷 一， 大 會 的 信 息 很 激 勵 人
心，特別 Morgan 牧師以一幅”The 
Palace of Prayer”來講解「主禱文」，
實是前所未見 ( 見圖 )。「願祢的旨意
成就 ..」我們可以將萬事帶到主前求，
但需要有一種態度，就是「願祢的旨
意成就 ..」。是的，一切都是由神來
成就。就如同雅各書所言「主若願意」
( 雅各書 4:15)。

       驚艷二，緬甸 83 位同工同心合一
的服事，細緻周全的安排，特別是每
天的詩歌敬拜，令人超感動。許多亞
太區同工說： 緬甸大會辦得太好了，
後面的舉辦國，要超越都難哦！

       驚艷三，緬甸的食物很好吃，無
論是路邊攤的炒麵，炒飯，炒米粉。
有 40 年前台灣的古早味！買東西可以
殺價，連坐計程車也可以議價耶！五
星級的 Lotte 飯店，裡面的裝潢，設
備，美麗的湖面，豐富的早餐，三溫
暖，坐在泳池的躺椅上欣賞湖光落日…
為緬甸這場超棒的身心靈饗宴和驚艷
向神獻上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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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是萬國最好的名片
       萬國兒童佈道團的使命宣言是「每
一天、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孩童」都
能聽聞福音。要達到這個目標，教材
是不可或缺的。  如何得著「每一個
孩童」？不管是培訓或者向兒童傳福
音，我們都需要教材的配搭。亞太區
教育負責人蔣姑娘表示：「我們去年
更新了有效教學法一和二的培訓教
材，使培訓更有果效，學員有更好的
學習。」。不管是使用福音單張向兒
童傳福音，或者給兒童問答寶做跟進，
我們都需要有恩賜的作者、藝術家、
編輯設計的人員、翻譯人員、校對人
員、和印刷的人力。

      然而許多貧窮的國家像馬拉威共和
國，沒有能力購買教材，因此我們與
「復興運動協會」合作「箱書」專案，
免費將視覺教材、聖經課程、兒童閱
讀書籍、福音單張，運送到需要的國
家，特別是人無法進入的第三世界，
每一箱的福音教材，可以使 650 名兒
童聽聞福音。

      如何使「每一個民族」聽聞福音
呢？那就得透過翻譯，全世界較正式
的語言超過 1700 種，如今萬國兒童
佈道團的教材已翻譯成 90 種語言。今
年台灣萬國兒童佈道團出版的兒童教
材，如：每日與神同行、你需要知道
的事，都經過長時間的翻譯、繁瑣的
校對、精美的設計和編輯，透過高品
質的教材，我們呈現出 CEF 的文化 -
我們要為了神的榮耀而追求卓越。  

      如何使兒童「每一天」聽到神的話
呢？那就是推動兒童靈修，台灣萬國
兒童佈道團今年出版了每日與神同行
的第一冊和第二冊，我們盼望明年能
出版第三冊和第四冊，同時我們正在
翻譯兒童靈修樂，也盼望將來能夠將
這些內容做成 APP，讓更多兒童能更
方便的閱讀神的話。  教材是我們得著
失喪兒童的最佳利器，同時人們透過
教材認識萬國兒童佈道團，因此我們
可以說，教材是我們最好的名片。

林幸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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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度的聖誕節又來臨，您是不
是也想趁此聖誕佳節將聖誕的喜樂帶給
世界？猶記得去年我們全省同工與義
工，儘可能地在開放的小學、幼稚園、
社區活動中心、才藝班 ---- 等地方，
傳講耶穌降生的好消息（參照右邊的圖
片）。
      因著整過社會的變遷，校園的開放
越來越緊縮，不少的縣市已下令校園不
能有福音，或是以教育中立的法令來抵
擋。約翰福音 9 章 4 節：「趁著白日，
我們必須做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將到，
就沒有人能做工了。」我們需要趁著福
音的門還敞開，一起來向兒童傳福音。
      
      今年耶穌生日派對非常豐富，跟往
常一樣有聖誕詩歌、遊戲、金句、聖誕
節故事、手工 ---- 等節目。各區也舉
辦「耶穌生日派對研習會」，歡迎您
向各支會洽詢，或上我們的網站查看 
www.ceftw.org.tw
      
      我們是一群極熱愛兒童靈魂的兒童
使者，因著景氣影響，我們的經費見絀，
同工的薪資不斷耽延，無法如期發出。
歲末年終，您個人或公司要節稅，請支
持我們這小子中的一個。奉獻請用郵局
劃撥，帳號：20174549，帳戶：財團
法人中華基督教台灣萬國兒童佈道團；
或參照第 10 頁的奉獻同意書。感謝您
的奉獻與支持，神祝福您！

將喜樂帶給世界 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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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來為世界兒童禱告 編輯室

世界禱告日的目的：
1. 為世界兒童的靈魂得救禱告。
2. 為 全 球 萬 國 兒 童 佈 道 團 的 同 工 與   
    事工代求。

如何參與世界禱告日：
1. 向本會索取資料〈文字檔或 ppt〉，      
    可以在教會、團契、小組或家裡禱告。
2. 歡迎您到各支會辦公室禱告，請與    
    各區辦公室聯絡。
3.11 月任何一天，邀請同工到教會、 
   團契、小組 ---- 等聚會，帶領「世   
    界禱告日」，時間可長可短，15 分、 
   30 分、60 分均可。若您有感動，歡 
    迎隨時與我們聯絡，謝謝您的參與， 
    神祝福您！

      世界人口已在 2019 年 5 月達到 77
億人，但全球 0-14 歲兒童人口總數不
到 20 億。

＊現在每40秒就有1名兒童死於瘧疾。
＊小學適齡兒童的失學人數為 6,700  
   萬。1/2 的失學兒童生活在撒哈拉 
    以南的非洲地區。
＊每天，全球約有 1,000 名新生兒經   
    由母體感染愛滋病病毒，當中大部分 
    未能獲得適切治療的嬰兒，均活不過 
    兩歲。
＊估計現時在發展中國家，約有 1.5 
    億名 5 至 14 歲的兒童從事童工活動。
＊ 根 據 最 新 數 據， 全 世 界 每 年 約 有 
     120 萬兒童被拐賣。
＊全球 18 歲以下的兒童中，分別約有 
    1.5 億名女童及 7,300 萬名男童，被 
   強迫進行性行為或遭受性暴力對待 
    和剝削。
＊ 全 球 30 萬 名 兒 童 參 與 了 世 界 各 
   地 的 衝 突， 遭 受 虐 待、 剝 削、 受 
     傷，甚至死亡。童兵一般會被用作戰 
     鬥員、信差、間諜、搬運工、廚師， 
     而女童更會被迫從事性服務。

       兒童在罪中失喪，他們不僅需要聽
到福音信息，更需要我們舉起聖潔的
手為他們禱告。台灣萬國兒童佈道團
每年十一月的第二個星期三，是全球
性的禱告日。每年這一天，我們全球
所有的同工，會在這一天同心合意禱
告。屬靈的勝利是從忠心的禱告而來，
您是我們的同工，我們竭誠邀請您一
起來參與。

世界禱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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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年我們推動 8351 校園牧養
計 畫， 期 待 徵 招 8000 位 代 禱 者、
3500 位奉獻者、100 位兒童牧者。
希望透過拜訪教會徵召人，建立團
隊，在校園或社區成立兒童事工。達
成每一天，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孩童
能聽聞福音的佈道工作。並且持續教
導孩童神的話語，在信仰純正教會成
長做門徒。
      為了堅持我們的策略及目標，今
年暑假萬國舉辦了為期兩個月的「兒
童事工學院」，訓練了不少福音教師
與導師。當然，校園牧養這樣的事
工，一直以來挑戰也不小；時不時就
會有老師或家長對教學有意見，諸
如：不能講太多教義或信仰的事；孩
子秩序或自律的訓練等等也是義工老
師要克服的。這也是需要更多代禱者
同心守望的原因。
      為何我們堅持繼續作校園牧養 ?
一則，孩童仍在黑暗中，需要福音。
二則，箴 22:6「教養孩童，使他走
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開始校園事工主動接觸孩童，這是一
個長遠目標啟動，期待更廣泛的傳福
音給孩童並開始建造他們成為耶穌的
門徒的任務。當然這需要許多弟兄姊
妹，眾教會齊心努力。
      近年來持續在校園的工作，經歷
與神同工的美好，但不可否認的，校
園的開放越來越緊縮，不少的縣市已
下令校園不能有福音，或是以教育中
立的法令來抵擋任何的品格教育課
程 .. 等等。

      正當我們似乎要氣餒時，團隊中有
一位老師，她與我們分享，有一天她的
孩子跟她說：「媽媽，將來什麼樣的人
會在國小校園裡呢 ? 或許未來義工媽媽
不能進校園講故事。但是，若現在教會
就如同萬國所作的，直接傳講福音帶領
孩童接受主，並且造就他們成為門徒，
成為主耶穌的見證人，小宣教士。那麼，
主的福音會跟著我們各教會，各家庭裝
備出來的孩子，進入校園。他們每一個
就是校園福音使者。」哇！我們一群人
興奮了起來！你呢？期待神感動你與我
們一同站在兒童禾場上並堅持下去，願
神祝福保守兒童事工。

為主站立的穩 ! 鄭緣

但以理書 11:32：「惟獨認識神的子民必剛強行事。」

      恭喜，因鄭緣姐妹在台中區服事
超過三年，全力發展地區事工有成，
且符合同工手冊升任主任資格。全國
委員會自今年 10 月起，正式任命鄭
緣姐妹為台中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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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弗所書 1:1-3、6:1-4
V.1:1-3 保羅寫信給聖徒包括孩童
V.6:1-4 作父親的，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
養育他們 !
☆我們必須竭力傳福音給孩童，以至於他
們能夠成為忠心服事上帝的人。作父母的
人也要用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因此
孩童必須在幼年得救，以至於他們可以走
在上帝為他們預備的道路中。

(1) 馬太福音 18:1-14
V.1-9 若不回轉成為小孩子的樣式，斷不
得進天國，且絆倒小孩子信主的人有禍了 !
V.10-14 用迷路的羊來比喻，天父不願這
小子裡失喪一個 !
☆從這段經文看見上帝愛孩童的心，並且
對門徒說，若不回轉成為小孩子斷不得進
天國，因此小孩子是能夠接受福音並且得
救的，小孩子的生命中有謙卑和完全信靠
的特質，我們必須將耶穌基督的救恩告訴
孩童，以至於他們能相信耶穌，進入神的
國度 ! 而上帝也重重的警告，不要絆倒小
孩子，在信仰上必須堅固孩子的信心，陪
伴他們的屬靈生命長大 ! 在後面迷失的羊
的比喻中，也看見天父愛孩童的心是不願
失喪一個孩童，我們若能體會天父上帝的
心，就必須承擔將福音傳給孩童的責任，
完成這福音的使命，好教孩童能夠得救，
不再活在黑暗中 !

兒童歸主系列 ( 二 )

向兒童傳福音的新約聖經根基 盧思婷

福音書

使徒書信

(2) 馬可福音 10:13-16
V.13-16 耶穌歡迎孩子來到祂的面前，吩
咐門徒不可禁止孩子來到神面前，並且為
孩子按手祝福 !
☆耶穌責備門徒禁止孩子到他面前來，耶
穌很生氣門徒所做的事，從這裡可以看見
耶穌希望每個孩子都能夠到他的面前來尋
求祂 ! 而我們的使命就是必須將這世界的
孩子帶到耶穌的面前，讓他們可以相信接
受耶穌，就如同耶穌所說因為天國正是這
樣的人，我們要去搶救這群謙卑、願意相
信的孩童。

(3) 提多書 1:6
V.1:1-2 長老的兒女必須信主，使他們無可
指責。當長老的兒女信主後，才能在做任
何的事工上，讓人信服，因為兒女是與長
老最親近的人 !

(2) 歌羅西書 1:1-2、3:20-21
V.1:1-2 保羅與提摩太寫信給歌羅西的聖
徒，聖徒包含兒童 !
V.3:20-21 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恐
怕他們失了志氣。
☆要起來傳福音給孩童，讓他們在年幼的
時候就可以得救，不要讓他們失了志氣，
而是在主裡面有目標、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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