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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你一個敞開的門，

是無人能關的！
「那聖潔、真實、拿著⼤衛的鑰匙、開了就沒有⼈能關、

關了就沒有⼈能開的，說：我知道你的⾏為，你略有⼀點

⼒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沒有棄絕我的名。看哪，我在你

⾯前給你⼀個敞開的⾨，是無⼈能關的。」（啟3:7-8）

感謝主的恩典，給萬國兒童佈道團這樣的機會，在暑假我們

藉著CYIA（青少年宣教⾏動）及無字書佈道訓練，透過野外

佈道與三天及五天的聖經班在花蓮、台北、台中、南投、台

南、⾼雄、⾦⾨等地區帶領許多孩童認識耶穌。

THANKS

　　不是我們有什麼能⼒及技巧，⽽是

我們看到聖靈⼤⼤的動⼯在孩童的⾝上

，因為我們所傳講的福⾳，正是上帝吩

咐我們要去告訴孩童的。⽽且聖靈也為

著上帝的話作⾒證在孩童的⼼裡，讓孩

童知罪，悔罪與認罪。看到孩童真誠的

回應上帝救恩的呼召，⼀切辛苦都是值

得的。

　　往年有些教會都期待外國的短宣隊

來台灣，透過英文營會來帶領兒童營。

但今年暑假因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短

宣隊無法來台灣，因此我們接了幾場教

會的兒童營。⽽其中有幾場的兒童營會

，剛開始時那些教會負責兒童的老師或

傳道們，都為著我們直接講耶穌的福⾳

很擔⼼，怕孩童會因此怯步，⽽不再參

加這營會。但事實上，孩童反應都出奇

的好。也讓負責的老師及傳道們更渴望

這些孩童，能聽聞福⾳⽽得救。有⼀位

⼩六的孩童告訴我，這幾天聽我們所分

享的，他決定要信耶穌。

我們體會到

看到、聽到這些的回應，真的體會到這

是上帝給我們⼀個敞開的⾨，是無⼈能

關的。

　　台灣萬國兒童佈道團⼀直秉持著上

帝對我們的呼召，帶領兒童到主的⾯前

。萬國是⼀個憑信⼼⽣活的機構，萬國

的財務政策是：禱告上帝，並告訴⼈。

⽬前台灣因新冠疫情的影響，確實在奉

獻收入上有稍許的不⾜，上帝⾃從給我

們8351的異象，我們的財務⽅向從原本

個⼈需⾃籌⽣活費及事⼯費，改成總⽬

標的⽅式統籌分配。我們實在需要有35

00位的奉獻者，能每個⽉⼩額奉獻，並

持續⼀年以上的⽅式⽀持萬國。因為每

個⽉若有3500⼈，每⼈奉獻300元，就

能籌措每⽉1,050,000元的資⾦，這有

助於萬國的整體發展。

　　請加入8351的⾏列，與我們⼀起帶

領台灣300萬的孩童到主⾯前，期待每

⼀天，每⼀個⺠族，每⼀個孩童能聽聞

福⾳。

唐匯宇



2

��
��總�的� 

為福音犧牲
耶穌向他的⾨徒清楚地表明，執⾏⼤使命要付出⼀定的代價。

 「弟兄們，世⼈若恨你們，不要以為希奇。」（約翰⼀書3:13

）。現在反對的跡象到處都是，幾乎每個星期，我們都聽說有

⼀位同⼯因福⾳⽽受苦。

在整個世界，跟隨基督的代價越來越⼤。但是，與耶穌時代

⼀樣，迫害並沒有阻⽌福⾳的傳播。相反地，它可以加速它

。在美國這裡，我們的文化正在遠離上帝；我們仍然擁有極

⼤的⾃由，但是伴隨著⾃由，責任就是盡我們所能，跨越所

有的街道並到全世界。

COST

　　有25億15歲以下的兒童迫切需要

聽到耶穌拯救世⼈的好消息。主已將

傳福⾳的責任託付給祂的教會，教會

要將福⾳帶到地球的每個⾓落，以便

所有⼈都可以知道耶穌的話：「我就

是道路、真理、⽣命；若不藉著我，

沒有⼈能到⽗那裡去。」（約翰福⾳

14：6）。

　　將福⾳帶給每個孩⼦，每個國家

，每⼀天都是艱鉅的任務，沒有犧牲

就無法實現。為了福⾳，我們在世界

各地的同⼯⼀直在努⼒奮鬥；正如保

羅在腓利比書1：27~29所說：「---

--知道你們同有⼀個⼼志，站立得穩

，為所信的福⾳⿑⼼努⼒。凡事不怕

敵⼈的驚嚇-----。因為你們蒙恩，不

但得以信服基督，並要為他受苦。」

現在世界⼈⼝遠遠超過77億 　　在萬國兒童佈道團的歷史上，上帝使

⽤我們全球同⼯與義⼯的犧牲，得著了許

許多兒童的靈魂－去年我們為主得著了

2550萬的兒童！我們很⾼興喜樂團的數

量增加了30％！這種增⻑的影響是巨⼤的

，因為這是我們的核⼼事⼯，男孩和女孩

每週在各地喜樂團聚會，聆聽神的話；主

祝福我們在當地教會向兒童傳福⾳，並建

立他們成為⾨徒。

　　但是，我們的任務尚未完成。儘管我

們在全世界（除了北韓）建立萬國的事⼯

能，但仍有數⼗億兒童在等待我們去傳揚

福⾳。

　　2018年上帝以路加福⾳10：2激勵我

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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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收的莊稼多，做⼯的⼈少。懇

求莊稼的主，打發⼯⼈到我們中間來。這

是我們的懇求，也請您們不斷在禱告中為

我們禱告。

Reese 
Kauff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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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兒童佈道的那段日子  

⼀次同⼯會，⼀位過去的老同⼯突然傳來⼀張泛黃的老舊照片

，問我們看過那張照片，認識裡⾯的⼈嗎？剛好有同⼯認識其

中⼀⼈～彰化師⼤的彭國樑教授。於是立刻和彭教授聯絡，彭

教授也爽快地寫下當年在⽥中佈道的情形。讓我們細細品味

50多年前的兒童佈道盛況。

⺠國56年（1967）炎炎盛夏的7⽉，8位⼤學⽣，3位輔導哥

哥姐姐，前往彰化縣的⽥中鎮，從事街頭兒童佈道，以及少

年輔育院佈道的事奉。時光⾶逝、歲⽉匆匆，⼀轉眼，那已

經是53年前，遙遠的往事！

THANKS

　　⺠國56年4⽉春末的某⼀天，周神助

哥哥終於和在台北的萬國兒童佈道團，

宣教⼠寇秀莉姑娘接頭，洽商兒童佈道

的⼤計。最後敲定七⽉下旬，以⽥中基

督教⻑老教會為基地，在⽥中鎮的街頭

展開兒童佈道。寇教⼠負責教材的提供

，⼯作前的集訓，與⼯作中的協助與輔

導。周哥哥負責參加的⼤學⽣選招、輔

導、與管理的⼯作，以及和⽥中⻑老會

協調兒童佈道期間的⼀切事宜。

　　⺠國56年7⽉20⽇的早晨，台北為

數6位⼤學⽣，2位輔導哥哥，和萬國兒

童佈道團的寇秀莉宣教⼠，⼀起搭上台

鐵的「平快⾞」南下。加上屏東2位⼤

學⽣北上，⼤夥⼀⾏11入，滿懷兒童佈

道的使命與熱誠，來到⽥中⻑老教會。

彭國樑

　　當年，輔導哥哥之⼀的周神助，擔

任校園團契第⼆年的同⼯，政⼤團契的

輔導。當時，在他的內⼼深處，似乎⼀

直有⼆個福⾳的負擔：第⼀，傳福⾳要

從⾃家開始：使徒⾏傳⼀章8節說：『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上，你們就必得著

能⼒，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

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證。』

⾃「耶路撒冷……直到地極，作主的⾒

證」，頗有傳福⾳當由近處開始傳，越

傳越遠，直到地的盡頭。周哥哥最近處

的「耶路撒冷」，豈不就是他的老家—

彰化縣的⽥中鎮。

　　第⼆，傳福⾳要從兒童起家：羅⾺

書⼀章17節說：『 福⾳本是神的⼤能，

要救⼀切相信的。』在這「⼀切相信的

」之中，當然包括許許多多的兒童。

所謂「兒童」，他們是成⻑之中的孩⼦

，是將來社會的主⼈翁，他們更是教會

未來傳承的希望。因此，建立屬主的教

會，拓展屬神的國度，⼀定要非常看重

「兒童福⾳⼯作」的重要性，⽅能畢其

功於⼀役。

萬�

70周年

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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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22⽇正式集訓，最受歡迎

的課程，是寇姑娘的「如何傳福⾳給兒

童」。她介紹⼀本非常非常⼩、也是⼗

分有效的⼩⼩「書」，這本書只有四⾴

，書名叫做《無字書》。打開來的第⼀

⾴是「⾦⾊」依次是「⿊⾊」「紅⾊」

「⽩⾊」，連同封⾯封底的「綠⾊」，

總共只有五⾊，這五⾊沒有⼀個文字、

也沒有⼀張圖畫。但是，每⼀種顏⾊述

說⼀個真實的事。 

　　⾃7⽉24⽇⾄29⽇，上午在⽥中鎮

的街上做街頭兒童佈道。團員分成3組

，每組3⼈。分別輪流前往事先探勘好

的六處街頭巷尾、牆⾓樹下。我們敲鑼

打⿎、⼤唱詩歌，吸引許多⼩朋友聚在

⼀處。等⼩朋友坐定或是站好之後，團

員張開寫好詩歌的海報紙，帶領兒童唱

詩歌；拿著《無字書》藉由五個顏⾊，

開始講聖經故事，近⼀個⼩時之後，做

完決志的禱告後，預告明天佈道的時間

和地點。向可愛的⼩朋友說明天⾒。每

⼀個⼩組⼜轉到另⼀個街頭巷尾，再做

⼀遍。從早上9點⾄中午12時，整整3個

鐘頭，我們竟然不覺得累？！ 

　　晚上在離⽥中鎮向東⼤約1公⾥外的

彰化少年輔育院佈道。這所輔育院是以

感化矯正失⾜的兒童青少年為⽬的。每

個晚上在彩霞漫天、晚風輕拂的時分，

我們⼀⾏11⼈，分別騎鐵⾺，⼀路前往

輔育院。進入院區，程序嚴謹。⾛入⼀

間中型的活動教室，⼤約⾜⾜可容納2

、3百位學⽣。他們都是台灣各地的英

雄好漢。當整⿑劃⼀的隊伍、⼤聲喊著

愛國的⼝號，⿂貫進入的院童，個個精

神抖擻，那裡像是不良兒童或少年？但

是他們的⼼靈卻是迷失的，幾個晚上的

佈道，決志的院童還真不少。

 　　7⽉30⽇是主⽇，⼤夥⼀起參加⽥

中⻑老教會的主⽇崇拜。午餐之後，那

是收割的時刻。下午2點到4點，我們將

這6天12場街頭佈道所接觸的兒童，領到

⽥中⻑老教會莊嚴、典雅、美麗、⼤器

蘇格蘭風的教堂裡，舉⾏兒童⼤聚會。

整個教會超過50張⻑椅⼦，滿滿都是⽥

中⼩鎮上的兒童與少年，這真是⼀次⼤

豐收，巴不得這些孩童，⼀次決志，永

遠跟隨。

前排左起：張拯⺠牧師(旅美)、彭國樑、寇秀莉宣教⼠、

⽥中教會⻑老、周神助牧師。後排左起：魏立健牧師(旅

美)、饒孝柏牧師(旅美)、穆慧敏(旅美)、蘇德靈(名牧蘇佐

揚三女、旅美)魏憲中(魏牧師⼤姊、景美女中老師)、王美

政(淡⽔國中老師、福⾳讀書會引導⼈)、管⾶霞(旅中台商

企業家、內地數百⼈教會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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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福音是一件何等美妙的事
今年台北花蓮第⼀次合併起來辦理CYIA（暑期基督徒青少年

⾏動），我跟⽟芳師⺟除了在花蓮教導了九天的訓練課程，

也在台北連續兩週與CYIA學⽣⼀起帶領兒童營會。

感謝主，這次花蓮共有10位學員，他們都渴望帶領兒童歸主

，他們也盡⼼竭⼒地學習。在⼀次獻⾝課程，有10位青少年

獻⾝給上帝使⽤。以下，是三位青少年受完訓練後的⾒證。

THANKS

　　這次的CYIA訓練⼤⼤地挑戰我的勇

氣及備課能⼒，我本⾝只要⼀上台就會

非常緊張的，但這次的宣教⾏動上帝真

的很幫助我，使我在台上不慌張，也不

必⼀直看⼩抄。⽽且我不太會跟⼩朋友

互動，要管住他們⼜不能太兇，還好有

上帝的幫助及⽗⺟、朋友的陪伴才讓我

克服困難。

郭明⾀（板橋仁愛浸信會）

　　我覺得在CYIA讓我學到了很多，並

且也教我在困難時禱告，上帝會供應我

所需要的。記得第⼀次在三天聖經班要

講聖經故事時，前⼀天整個⼈緊張得不

得了，⼀直禱告求主幫助我。感謝上帝

，後來上台講故事時都很順利，孩童也

回應上帝救恩的邀請，真的是太奇妙了。

萬翊慈（鶯桃福⾳中⼼）

　　我到花蓮萬榮耕⼼園時，我發現這

是⼀個美妙的地⽅。它有豐盛的餐食、

舒適的住宿環境以及上課的教室。所以

我真的開始了CYIA的訓練。起初，以為

參加CYIA似乎很容易，但開始上課後才

了解這並不像我之前所想的。特別是當

我們需要在同學⾯前練習我們的無字書

，⽽且我們也實際去向孩童傳福⾳，並

練習如何教導聖經課程、宣教故事及孩

童的活動…等，感謝主，讓我們在那裡

的課輔班和籃球場上帶領3DC(三天聖經

班) 。雖然很辛苦但是這還是很值得的。     

　　在CYIA最後⼀天晚上，唐牧師問我

們中間是否有⼈願意繼續向孩⼦們傳福

⾳，那⼀刻我真的覺得我有被呼召要去

向孩⼦們傳福⾳，所以我回應了這個呼

召。 ⼀週後，我來到了基層靈糧的福⾳

中⼼。感謝主，現在我已完成了在CYIA

 的任務，我也希望有⼀天我能成為⼀名

宣教⼠。

楊竣晴（浸信會懷恩堂）

唐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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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CYIA 奇妙恩典
我很感恩現在還在疫情中，今年有2位媽媽、10位青少年參加

台中cyia，我很榮幸可以訓練你們，也可以跟你們⼀起去教三

天聖經班。因為將來如何沒有⼈知道，我們是不是還有這樣的

機會。

我也很感恩這次學員魏⽻凡終於真正決志信主，⽻凡在喜樂

團兩年，我也教過他。但是他總說他信⼀半，這次營會中，

他仍然說他信⼀半。我們所有同⼯為他禱告，並派⼀位男同

⼯再⼀次跟他講解無字書，這次他終於信了。

⽻凡信了以後，⽣命完全改變，⼀掃過去的冷漠與陰霾，⽽

變成開朗活潑的孩⼦。我們在他⾝上真是看⾒福⾳的⼤能。

THANKS

　　  今年年初我卸下軍裝，結束26年

的軍旅⽣涯。當我尋找⼈⽣的另⼀個旅

程，要穿上「屬靈軍裝」時，我參加了

台中CYIA。對⼀個離開學校很久的⼈，

然後⼜跟⼀群青少年⼀起學習，老實說

壓⼒很⼤。但是靠著不斷禱告，我終於

順利完成CYIA九天的課程。

    我是第三代的基督徒，我以前也跟別

⼈傳過福⾳，但總是東漏⼀點，⻄漏⼀

點。這是我第⼀次學習完整的福⾳信息

。當我在⼤會中聽⾒「4�14 」的呼聲

（亦即⼀個⼈在4-14歲期間最容易信主）

，我回應了神的呼召。

　　雖然我現在學習的尚不完全，但當

我回應神的呼召時，我做了⼀個夢，我

夢⾒⾃⼰不但可以傳福⾳給兒童，也可

以訓練別⼈起來承接這福⾳的棒⼦。

陳美⾀姐妹(信義會太保教會)

　　⼤會期間，主預備了⼀位很有愛⼼的

姐妹為⼤會煮飯食。7/25⽇週六結業式，

中區主任鄭緣姐妹開的菜單是義⼤利海鮮

通⼼麵，這位姐妹說她不會做。很奇妙，

在7/22~7/24浸宣教會三天聖經班時，教

會來了⼀個沒有信主的媽媽，接連三天給

⼩朋友做好吃的點⼼。她知道我們週六要

做義⼤利麵，⼀⼤早就來幫忙，因為她先

⽣是廚師，我們當然請她掌廚。那天，她

除了煮好吃的義⼤利麵，還煮了⼀桶可⼝

的珍珠奶茶，讓所有與會的⼈都讚不絕⼝

，真是奇妙恩典。

總部同⼯鄭彩霞

林美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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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字書這本小書 

今年台南區暑假沒有單獨辦「CYIA 」，

但7/10⽇~7/12⽇美真與委員素琴及義⼯秀美老師

在恩慈堂⽤無字書訓練6個青少年，

來聽聽兩個青少年使⽤無字書的感想。 

　　在接受無字書的訓練前，我⼼裡想

無字書真的能讓⼩孩明⽩上帝嗎？還是

有更好的⽅法呢？是等他們⻑⼤後我們

再跟他們分享，這樣的話也許他們可以

更容易吸收；在練習中其實我是慢慢克

服我的⼼態。當到後甲國中傳福⾳時，

他們有⼀些青少年其實很叛逆，所以跟

他分享的時候我壓⼒其實非常⼤。 但當

我看到他們接受耶穌的時候⼼裡就會很

感動 。

　　隔⼀週我們⼜在教會的⼀個英語營

傳福⾳，營會有五⼗多個⼩朋友。當我

⽤無字書跟⼩朋友傳福⾳，我跟他們說

我們⼀起來做決志禱告的時候，⼩朋友

都非常願意的⼀字⼀句地跟我禱告。 

　　這三天我覺得不只是訓練，其實是

⼀個經歷神的時刻，不管是我們訓練的

好或壞，或是我們有沒有機會再去傳福

⾳給⼈，但我相信上帝都為我們預備更

美好的路，⽤這個教材我們可以去傳福

⾳給更多的⼈。

吳紹恩

　　很開⼼可以參加這次的訓練，⼀開

始我其實超緊張的，因為我之前都沒有

到外⾯向別⼈傳講過福⾳，所以我很怕

會被拒絕 。但很幸運的，神讓我第⼀次

的傳福⾳非常順利， 沒有遇到⼤困難， 

聽我傳福⾳的⼩朋友和老奶奶也都很願

意聽我傳講福⾳， 就覺得很感動。

　　我們常聽到說：傳福⾳就像撒種，

把種⼦都栽在⼈們的⼼中，神就會親⾃

來讓它發芽。雖然我們在傳講福⾳的時

候，當下或許對⽅不會⾺上就願意來教

會，或是真正願意讓耶穌成為救主，但

上帝會慢慢在他們⼼中動⼯的。

　　希望上帝可以讓我越來越有勇氣來

告訴世⼈祂為我們做過的事，也讓我從

傳福⾳中越來越信靠祂。  

郭思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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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ia見� 福音傳不盡！

⾦⾨是我的家鄉，對這個家鄉我有很深的負擔。這21年來，

我除了負責⾼雄的事⼯。有機會我也發展⾦⾨的兒童事⼯與

訓練事⼯。

此次⾦⾨CYIA培訓的⽬標：以往偏鄉的特⾊，老弱婦孺居

多，⻑期需要倚靠外來的短宣隊。希望透過這次建造當地

的婦女及兒主的學⽣，之後，持續委⾝在兒童主⽇學的服

事。

MOST

　　 感謝⾦⾨基督教會提供培訓場地

並全⼒⽀持，李師⺟每⽇為我們預備

午餐和晚餐，她愛我們，希望我們每

天吃飽再回家。共有6個兒童（分別

是8歲、9歲、10歲兩位、11歲兩位）

、1位青少年（16歲）及4位婆婆媽媽

（75歲、50歲左右3位）組成。他們

都很⽤⼼學習，也學得很好。

　　教會的空地上，有兒童遊樂區，

每天都有孩⼦來玩，學員可以⽤無字

書佈道，也在7/25野外佈道時，發現

⾦城另⼀處公園，有很多⼩孩，可以

⻑期佈道。

　　8/1上完五天聖經班第五天的⽰

範和練習，我的媽媽獻⾝了，75歲

的她說：「⾃⼰沒有甚麼能⼒，但她

願意被神使⽤，只要⾛得動，神要她

去哪裡，她願意去。」感謝主！感謝

媽媽作榜樣，讓姪⼦姪女學習到服事

的認真和敬畏神的態度。這是神給我

最⼤的安慰和⿎勵！

　　8/4-7上午學員在⾦⾨基督教會五天

聖經班，下午預備隔天的服事。8/5-7下

午，蔡素貞老師（⾦鼎國⼩老師）、⼭外

教會李師⺟和我在⾦⾨⾦湖鎮的⾦湖國⼩

體育館旁的籃球場，為期三天的野外佈道

。有許多打籃球的兒童及青少年在那裡。

帶領數位兒童信主，也和孩⼦打籃球，邀

請他們來參加教會營會。

　　8/7⽇五天聖經班後，本想好好休息，

突然⼭外教會師⺟傳來的訊息說：今天巧

遇⼩⾦⾨師⺟，帶著⼀群⼩朋友，這些孩

⼦是參加之前⼤學⽣辦的夏令營活動才開

始進教會，活動結束後這些孩⼦天天纏著

師⺟，我告訴她可請芠芠傳道去跟他們傳

福⾳，她很⾼興，不曉得妳意下如何？”

⼆話不說，我當然⼜去了。

　　福⾳事⼯需要⻑期耕耘，21年埋下的

福⾳種⼦看⾒它慢慢開花結果，願神早⽇

得著⾦⾨這塊福⾳好⼟。

蔡芠芠



��� 為彼此創造幸福

箴15:17 ：「吃素菜，彼此相愛，強如吃肥⽜，彼此相恨。」 

「幸福」？！每⼀個⼈都想擁有幸福，也不斷追求幸福。⼩

時候，我的⽗⺟時常爭吵，我覺得⾃⼰很不快樂也不幸福。

⼀直到我遇⾒我的⾼中同學，我常常去她家做客；她的家不

是特別富有，但他們全家和和樂樂地⼀起⽤餐，是我畢⽣難

忘的。

HAPPINESS

　　在⼀個家，夫妻相愛，孩⼦就有很

深的安全感與幸福感。其實孩⼦對吃什

麼穿什麼玩什麼沒有太多講究的（講究

的都是⼤⼈啊！）真正能讓孩⼦快樂，

感到由衷的幸福，都是⽗⺟花時間的陪

伴，⼀起出遊，⼀起做有趣的事！

　　曾幾何時台灣離婚率⾼居亞洲第2！

全台每⽇有149對夫妻離婚。⽗⺟離異，

會造成孩⼦很⼤的傷害。但是，貌合神

離的婚姻，其實也會讓孩⼦感到恐懼、

無助、孤獨、惶惑、無所適從。

　　我教會⼀個主⽇學⼩孩曾跟他的⽗

⺟說：「爸爸、媽媽，我們乾脆搬到教

會去住好了，你們只有在教會才不會吵

架。」男女⼤不同，兩個來⾃不同⽣活

背景與習慣的⼈要朝夕相處，共築愛巢

，其實很難。除非兩個⼈在神的愛中不

斷委⾝，不斷成⻑。

　　最近教會⼀個弟兄成功追到⼀位姐

夫妻相愛 妹，他興⾼采烈地跟牧師說：「我追到

×××了！」沒想到牧師卻回他：「這才

剛開始，你要⽤⼀輩⼦追求她！」我的

牧師接著說：「我花了30年的時間追求

師⺟，到現在我還在追求她！」

　　相愛容易相處難，結婚是⼀輩⼦的

事，需要雙⽅不斷的犧牲與付出。我的

牧師告訴我們幸福婚姻的祕訣是：「為

彼此創造幸福！」雖然他牧會很忙，他

不忘分擔家事。只要他可以，他會洗衣

、曬衣、收拾衣服；他也會幫師⺟買菜

、煮飯、打掃家裡。最經典的是，師⺟

⽣老三時，牧師為她做了⼀個⽉的⽉⼦

。

　　夫妻恩愛，才是孩⼦⼀輩⼦的祝福

。孩⼦因為你們美好的婚姻⽣活，他會

嚮往婚姻，以後結婚也會知道如何去經

營⼀個美滿的婚姻⽣活，這樣的傳承才

是兒孫最⼤的祝福。願您們在家中彼此

創造幸福！  

鄭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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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入

8351牧養校園事⼯

訓練收入

SPAN補助款

其他收入

合      計

473,615

40,000

34,280

105 

548,000

2020年 5-6⽉

⽀        出

⼈ 事 費

辦 公 費

推 廣 費

其他費⽤

合       計

601,989

156,527

76,081

11,144

845,741

本期餘絀 應付費⽤(每⽉累積需⽀付款項) -297,741 -2637,128餘絀⼀覽

有禱告同伴問：可以捐贈振興三倍券給你們嗎？可以！ 

1.請書⾯註明以下捐款資料：【連絡⼈、、連絡電話、收據開立抬頭與寄送地址】，以便開立捐款收據。 

2.請將上述捐款資料，連同紙本「振興三倍券」，"掛號"郵寄⾄「台中市東區東英路429巷3號2樓，會計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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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7375040
負責⼈：由總部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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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鄭緣姊妹

台南⽀會辦公室： 
地址：70060台南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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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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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總幹事：唐匯宇 牧師#21

電話：04-22137693

聯絡�訊www.ceftw.org.tw財�法人中����台灣萬��童佈道�
各�會Child Evangelism Fellowship of Taiwan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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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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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東辦公室： 

地址：花蓮縣光復鄉⼤富村
⺠德路29巷12號

電話：04-22137693

同⼯：李家玓傳道

兒童 ⼿機軟體來囉！靈修樂

　　因應⽬前3C的普及性，台灣萬國兒童佈

道團也正式發⾏電⼦版兒童靈修軟體，盼望

借此機會能接觸更多孩童，將福⾳真理向孩

童分享，帶領孩童到主耶穌的⾯前。

　　歡迎弟兄姊妹分享連結，也可以加入萬

國LINE官網或在Google Play查詢台灣萬國

兒童佈道團即可搜尋到此軟體。

　　⽬前只有安卓系統版本，並且會陸續加

入我們翻譯好的靈修及福⾳⼩冊、萬國you

tube頻道等⾴⾯，看看使⽤狀況及⼤家反應

後，未來會考慮發⾏蘋果系統版本，也請為

此事⼯代禱，能成為孩童們的祝福。

可以⽤安卓系統⼿機或平版掃描此QR扣，

便可下載軟體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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