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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干 事 的 话

林秀英传道                       

感恩，再次透过通讯

与您见面，这是神

的恩典，正如缅甸同工的分享，

每早晨能与居住在远方的家人问

候而得到回应，心中就充满感恩

与赞美。的确，‘每早晨这都是

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哀

三23)。新冠疫情在全世界至今已超过一年半，但仍未

见有減弱的迹象，每一个人似乎必须与它共存，而且它

的变异，越来越难以捉摸，我们都必须随时与它起舞，

作出应对、调整与改变，这已成了我们的新常态。

本中心的事工也因疫情作出许多对应的调整与改

变，在神的带领引导下，今年更为缅甸开设新的事工：

1. 辅导事工

今年初与翱翔辅导中心之袁凤珠姐妹见面，讨论

未来在缅甸开启辅导事工的合作配搭，同时也讨论今年

在缅甸主办之家庭讲座、辅导课程、心理治疗课程、主

日学课程等。也参观了该辅导中心的设备与摆设，以便

构思在事工楼内设置辅导中心。

2. 网络线上课程

4月底新加坡圣经公会道耕学院负责同工张牧师与

我谈论，透过本中心在缅甸的事工，一起为缅甸教会

的需要，在圣经门徒培训事工方面配搭，为他们提供网

络线上课程，该学院的课程从圣经与宣教的角度出发，

拓展全方位师资培训，同时也开发门徒培训课程，围

绕12板块：认识圣经、属灵操练、宣教使命、卓越领

袖、健康心灵、婚姻家庭、生涯规划、优质管家、事工

推动、目标设定、智慧沟通和技能培训。并秉持圣经的

原则和指导，盼提升缅甸基督徒在各个领域中过讨上帝

喜悦的生活。

缅甸同工于6月份安排教牧交流会分享这事工，

并开始进行推广，与道耕学院目前的课程同步进行推

出，9月我们将与新加坡华文道耕学院联办一年制【圣

经宣教事工证书】的课程，目的是让在疫情期间缅甸教

牧领袖同工可以在线上继续进修学习与成长。 

目前新、缅事工在网上的服侍计有：

1. 网上儿童视频

‘疫起来敬拜’、‘毅起来敬拜’、‘一起来敬

拜’、‘童’来敬拜、‘走向自由’新系列(8月)。

2. 网上主日学

线上儿童乐园。

3. 网上培训

新、缅主日学师资培训、基督教教育研讨会、工

作坊、缅甸神学院培训(9-10月)、老师家长研习

课程(11月)。

4. 网上事工交流会

新、缅主日学同工、新缅访宣队员交流会、缅甸

神学函授学生交流会、缅甸教牧同工交流会、新

缅网宣事工交流会。

5. 网上生命教育事工

彩虹的生命、生命教育交流会(9月、11月)。 

6. 网上宣教

缅甸：青少年讲座(学生中心、教会)、少年讲座

(10月)、儿童圣诞庆祝会(12月)。

7. 网上讲座

缅甸：健康、家庭、亲子、心理健康、圣经(9

、11月)、成人讲座(9月)。

8. 网上课程

缅甸：基本辅导课程、心理治疗课程(10月)、每个

月道耕学院合作主办各类课程。 

以上聚会不只服侍在本地的教会，同时也服侍在

东亚、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日本、加拿大、

美国、南非、澳洲、纽西兰…等国的肢体。而且有些讲

座、课程之视频仍在本中心的网页与YouTube上继续供

人游览点击，感谢神的恩典！

祈求我们的大元帅，在未来继续率领我们开拓祂
要我们作的事工，也请您继续与我们同工，为我们新、

缅的同工祷告，感恩有您的配搭！

与‘疫’共舞与‘疫’共舞

LW News Aug 2021 Ch.indd   1LW News Aug 2021 Ch.indd   1 11/8/21   11:28 AM11/8/21   11:28 AM



真 理 通 讯 2

当谈到“基督教教育事工”的时候，马上映

入我们脑海的是“它”属于教会的哪一个

部分？简言之，举凡以培训、学习、传授的方式等途

径，帮助基督徒在灵性上成长的教育部分，就属于基督

教教育的范畴。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主日学和查经

班等这类有关栽培和训练性质的活动。然而，若要比较

完整地思考什么是基督教教育，我们当把眼光从“主日

学”和“查经班”延伸到课室以外。

广义方面，在教会和教会生活中，在人与人相处

环境中，能让信徒经历生命的塑造和更新，学习主耶稣

的样式，这些都在基督教教育的范围内。因此，除了主

日学、查经班和门徒训练之外，讲道、诗班、退修会、

团契、宣教、外展等都包括在基督教教育中。

另外，教会的教育事业包括成立幼稚园、中小

学、高等学府等教育机构，这些在港、台、欧美等国家

早已行之有年。而基督徒父母或家族，在家中依据圣经

的教导，对子女儿孙所施予的管教，或参与带福音性质

的亲子活动，是基督徒家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冠疫情给世界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无远弗届，人

类在学习、工作、社交、卫生习惯和接收信息的方式，

永远地被改变了。在可预见的未来，病毒将在地球存留

一段时间，短则3年，长或超过5年，而在这将近两年

疫情的催逼下，运用网络平台和通讯科技继续工作、上

课、消费和通讯的“新常态”，改变了人们的生活面

貌。

一、疫情下基督教教育的趋势

在新加坡政府施行各种措施延缓疫情的高峰期，

陷入实体课室全面停摆的情况。为了应对新常态下对网

络教学的需求，教牧和教员需要花时间编制教材及合

成视频，而书面讲义或资料则需要提前扫描或经数码化

处理，将教材数码化。而教育数码化(Digitalisation of 

Education)是指应用数码科技改变传统教学过程和环境

的教育趋势。也就是说，在新常态下，不论教学方法、

知识递增的过程、学习环境和经验都在转变中，改变的

不仅仅是教材而已。

专家把千禧年世代比喻成“数码原住民”(Marc 

Prensky，2001)。若要设计和制作一套能够“吸引他

们眼球”的课程或课业，需要我们做出改变并克服各种

挑战。线上学习和在实体课室上课的差异包括：

1. 时长：2小时的实体课程照搬到网络课室，已变得不

实际且过于冗长。把原本2个小时的教学内容，浓缩

成四段时长各不超过20分钟的视频，反而有利于教

学效率。根据学员反馈，不超过10分钟的教学视频

较受欢迎。

2. 课程架构：教学时必要的提问和即时反馈，能够让

教员掌握学员是否理解内容、是否需要调整教学进

度。让学员询问或分享意见的时间，可以让教员评

估当下的学习气氛是否热络，内容是否枯燥。

3. 上课时间和地点不受限：科技迅速传递信息的方

式，让学员们可以随时随地学习、做功课或分组讨

论，教员们也能提供远程督导、布置和批改作业

等。

4. 多元的学习体验：网上各式各样的信息与资料，能

丰富教学内容与趣味性；在图文教材和影音的感官

刺激下，学习动力、追忆和实践能形成整全的学习

体验。 

二、疫情下基督教教育的反思

有报道*1显示，疫情中教会线上外展次数与崇拜人

数有所增加，多数堂会希望疫情后继续保留线上崇拜的

方式。这是振奋人心的消息，同时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反

思的问题：教会把基督教教育数码化的趋势当作是“应

急措施”，或是“未来的愿景”？如果教会的态度是后

者，那么我想提出三方面的视角。

a. 数码鸿沟。科技的发展带来了数据和信息撷取方式

的大洗牌。因各种原因，导致一部分人口无法跟上

网络发展和线上通讯的步伐。

b. 网速、网络覆盖率和对接科技产品的对接发展参差

不齐。事实上不是所有家庭和社会、社区或个人都

具备同样优越的条件去参与，并从数码化教育的

过程中受益。国际电信联盟*2发布的2019年数据显

示，像我们新加坡这样拥有先进网络科技、完全覆

盖网和网络安全的国家并不多见。失去政府拥护网

络的支援，个人、家庭和教会将无法顺利进行教育

数码化的目标，更不必说主日线上崇拜、主日学或

新常态下
基督教教育的发展和趋势

林德平牧师（博士）
三一神学院教务主任、李怀光宗教教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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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视讯平台了。

c. 使用者的考量。在网络使用率多达98%的新加坡，

教会推行线上主日学的同时，也必须认识网络信息

对孩童和青少年在认知和学习方面的影响。父母是

孩童参与网络活动的重要陪伴者和监督者。没有了

父母陪伴，孩童—特别是幼童—就无法参与线上学

习。教会不能假设每一个会友、每一户家庭都能顺

利上网，或有效地使用网络及科技产品。即使像我

这样的成人，也可能面对新应用软件的考验，需要

熟悉科技的人帮忙解困。 

三、疫情下基督教教育的发展

那么，教会和基督教教育机构依循疫情后‘无网

不利’的发展趋势，未来应该朝着哪个方向发展呢？是

混合式(线上崇拜以及实体崇拜双向进行)，或是继续推

进线上崇拜而舍弃实体崇拜？ 

线上课程的成功，完全仰赖国家实现了宽带网络

和5G科技才可能实现。这是“强者更强，弱者更弱”

的发展偏差。

教会在继续对外宣教时，要关注不同国家和地区

的数码科技水平，以及在地接收者的信息掌握能力。倘

若当地的网络渗透低、覆盖率不全或网速太慢，是无法

照顾到教会需要的。

德国一个网站发现，喜欢线上主日学的孩童，也

同时比较喜欢音乐、美术、影像图片、文字内容少，不

长篇大论、迎合五感官输入学习法的提供者。学习者

接收信息的专注力，如果不能维持长于20分钟，是否

意味着未来的“数码原住民”将无法拥有深入思考的能

力？过去整1小时的课程，给予学习者思索和分析的机

会，转换成20多分钟、甚至10多分钟的视频教学，线

上课程是否能起到学习、实践和体验的作用？ 

让我以教会短宣说明。过去，我们带领会友和他

们的孩子出国探访外地的教会，这种短宣活动，能让信

徒亲身经历和体验当地民情和文化面貌。现在，有一类

的虚拟网上旅游，用镜头让观众看当地名胜和美食；试

问这样的方式能够替代亲临实地的宣教吗？这两者的学

习方式和体验是截然不同的，虚拟上的探视，无法完整

呈现实体教学和异地生活的体验。因此，教会或教育机

构，需要认可并全力维护实体教学在整全教育中的必要

性与重要性。

结论

诚如“使徒行传2章41节
下

～47节
上

”所描述的那

样，实体教会的团契生活，是一个特殊的信仰学习空

间。线上教学将成为基督教宗教教育重要的一环，但它

无法、也不应该取代实体教学。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很多教会已经实现线上崇

拜、主日学、查经班、细胞小组等一年多了，这里我想

为教会提供三个原则。

(一)教学再精彩，也无法在线上‘复制’实际学习

的完整体验。善用教育数码化带来的优势和资源，开拓

有效的线上实力的同时，也致力于恢复教会实体聚会，

双管齐下为主内肢体提供完整的学习环境。

(二)教会应当努力缩小个别信徒和家庭，在数码科

技方面的鸿沟，因为没有电脑还是无法获得教会的信

息。除了电子传讯保持联系之外，教会或许仍然需要传

统书面通知或印刷文宣及福音信息。

(三)制定更全面的宗教教育与教学目标是重要

的。基督教的宗教教育不单单是为传授知识，更是

一个建立关系、塑造品格、分辨真伪善恶的属灵过

程。为了维护健康的教育环境和生态循环，我们也当

检视网络作为主要学习空间所带来的问题，让年轻

一代的基督徒和他们的家长或长辈，重视全方位的

属灵教导，不让自己成为‘习惯性不上教会’的信

徒。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审慎思考和认真面对的考验。                                                                  

【完】

1. 德国信义宗联会的网站：https:/ /www.lutheranworld.org/

news/covid-19-online-worship-increases-outreach-and-

attendance

2. 国际电信联盟2019年数据：https://www.itu.int/en/Pages/default.

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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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在家办公”，按时工作。在工作之余，她也积极运

动，练习芭蕾舞，拉小提琴解闷。从欧菁仙的积极态度

和时间的安排，就知道她并没有虚度隔离的时光。

疫情至今已有一年半，就是大约547天，你是如何

度过呢？

我认识住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少女，当她上中一那

年，刚好是疫情的开始，从此，上网课的时间比面对

面授课的时间多了。她不喜欢上网课，觉得太闷了。结

果，她无法自律地上网课，学习效率就可想而知了。疫

情若再拖一两年，她可能就成为一个“没有中学生活记

忆”的中学生，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

儿 童 事 工

江素丽干事

在疫情期间，“隔离”已经成为一个众所周

知的名词，大家也能接受在不同情况下的

隔离，例如，被感染冠病；与冠病患者有密切接触；从

国外入境…隔离期一般是14天，曾经一度长达21天。

在酒店隔离，有些人吃饱睡，睡饱吃，结果，他们直

喊“闷死了！”有些人则是有备而去，他们善用个人时

间和空间进行有意义的活动，度过充实的14天，不让

生命留白。正如以弗所书5：16所说：“要把握时机，

因为这时代邪恶。”(新译本)

本地艺人欧菁仙在近期从法国回新加坡探亲时，

就需要在酒店隔离21天。她这次回来不是放假，照

这一 年 多 来 我 们 推 出

了“乐龄空中节目”

，或许有人觉得奇怪，真理中心的

节目怎么从地上搬到空中去了？是

否转型到空中要闯出一片天来呢？

非也！让我道出其中的来龙去脉

吧！

记得去年四月份开始疫情的

阻断措施，我们既不能回到教会聚

会，也不能进行小组或团契聚会，

对好些年长人士的冲击是比较大

的，由于他们不善于使用科技的产品，如手机、电脑和

人联系，更不晓得从什么管道摄取灵命的养份，他们格

外感到孤独和无奈。面对这般年长者的需要，岂可坐视

不理呢？想到21世纪的今天，科技高度的发达，有网

络、视频、视讯…等等，无疑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途径，

于是想到录制音频放上YouTube，可以转发给乐龄人

士，来帮助年长者的心灵需求，于是凭着一颗单纯和信

心就开始了这个工作。

很感恩的是有一位姐妹愿意作我们的义工，帮忙

读稿。我们对录音工作毫无经验，一切从摸索中学习。

我和那位义工各自在家中录音，却不谋而合的做了同样

事情，就是把窗门、冷气关上。当录音完毕，我们两人

同样的满头大汗，事后彼此提起此事，我们不约而同哈

哈大笑。即便闭门录音，是无法完全杜绝环境的噪音，

只是纳闷音频里的风声从哪来？原来是电脑的电流声，

应该是电脑年事已高，走起路来所发出的气喘声吧，于

是换了一台新电脑，并使用一种功能很好的麦克风，果

然杂音减少，音质清晰多了，难怪古人说：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嘛。

音频制作需要掌握正确的语音，所以录音前必须

要查考字典和重复的练习读音，注

意声调和语气的转换，开始之初，

我一口气录完整篇讲稿，一有读错

的地方，又再从头开始再录一遍，

有时来来回回好几遍，当节目录制

完毕时几乎要断气。不久后掌握了

电脑软件的录音功能，晓得如何删

除错误的部分，以及如何分段复制

音频，就节省了很多气力，这就是

学习新科技的好处。

因着过去有好一阵子接触儿

童生命教育，而儿童生命教育的教材往往穿插绘本故

事，在情理的讲述中，铺陈故事的情节，有激荡人心的

作用，故事嘛本来就是老少咸宜，于是把绘本故事简

化，将其融入乐龄节目中，希望可以收到激励人心的效

果。不久发现这方式不是很妥当，节目明明在乐龄世

界，怎么转个弯跑到儿童乐园去呢？感官上似乎让人有

这种错觉，没办法啦，硬着头皮自己来写有关老人的故

事。20分钟内的音频节目，内容需要尽量简练，要有

深度，要自创故事，同时合乎年长者的需要，写稿就变

成是一个大挑战，很多时候望着电脑，电脑似乎也看着

我，却不知如何下笔。

神是智慧的源头，每当我连线到天上的时候，主

就赐下祂的话语、灵感和智慧，甚至无意中找到适合的

材料使我完成稿件。即便为寻找音频的开场和结尾的音

乐来祷告时，“星空下的祝福”的光碟就在我脑海中闪

过，后来还蒙制作人的同意让我们使用。若不是神的同

在和恩典，是无法顺利完成每一次的音频制作。正如诗

篇127篇1节说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

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

儆醒。”

生 命 教 育 事 工

梁晓兰传道
乐龄空中节目之来龙去脉

不让生命留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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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理 通 讯5

耶稣，并懂得紧紧依靠主

耶稣。--谭生春传道

向 来 我 教 导 孩 子 常

常是命令式，长大了的孩

子，最不喜欢这样的教导

方式，有时搞得全家头破

血流的。平时我对两个孩

子很少赞赏、鼓励，感觉

一直要求他们改变这个，改变那个，自己的确什么都不

是。感谢主，藉此课程，让我醒觉自己应该改变方式，

学习先赞赏才要求，并加以鼓励孩子。被父母肯定的孩

子，才会更有信心。求神帮助我，能更好的来带领两个

女儿健康的成长。--李双翠传道

袁老师提醒做父母的我们应该学会控制自己的脾

气。做父母的不是心情好的时候，就放任孩子，心情不

好的时候，就凶孩子、惩罚孩子，这样会对孩子的成长

产生很多负面的影响。

我们应当去了解孩子的性格和心情，耐心的了

解、关心孩子们的需要。学会多去了解他们在想什么、

要表达的是什么？ --杨园美姐妹

提醒父母在那里有破口，儿女就会在那里被攻

击；帮助父母看见儿女是父母的镜子，先要管理好自己

的情绪，才能管理好自己的家。--王菊美传道

回顾过去的一年半，为了教会和孩子的需要，我

硬着头皮学习制作视频，也努力在Zoom平台作线上教

学。一路走来不容易，虽然辛苦，我却在各方面获益良

多，同时成为孩子的祝福。所以，我要感恩在过去的

547天，自己的生命没有留白。

如果疫情还要拖多365天，或者730天，你又打算

怎样生活呢？

主耶稣在世33年，传道时间只有3年半。从4福音

书的记载，我们看见耶稣是努力不懈地教导天国的事，

祂也医病赶鬼…照顾众人属灵和肉体的需要。来到生

命的最后阶段，祂仍不间断地教导门徒真理，医治耳朵

被削的士兵，拯救同钉十字架的强盗。耶稣在世上的日

子，让人看见上帝的大爱，并完成救赎世人的使命，祂
丰盛的生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由于疫情催化了数码时代快速来到，因此促使许

多中年人、老人拼命学习科技、新技能，尤其是在生活

线上挣扎的小贩。当世界上的人都在为今生的事努力

时，主日学老师也应该积极学习科技，掌握新的教学技

巧，为的是培育孩子的属灵生命。

疫情爆发初期，所有主日学老师一时都乱了方

寸，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对线上教学一无所知，大家只

好采用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播放视频给学生观看。如果

一年半后的今天，主日学老师仍然以这种方式进行，孩

子不但无法有系统地学习圣经，连老师也可能会丧失教

学的能力。

真理中心就本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原

则，决定与其长期供应视频给教会，不如教导老师掌握

线上教学的技能，然后在各自的主日学牧养自己的小

羊。首先，真理中心在6月和7月举办了7次的简报制作

课程，教导31位老师利用简报制作诗歌、金句和圣经

课的视觉教材。此外，通过一次的交流会也与老师们分

享如何进行线上教学。藉着举办课程和交流会，老师们

不但对线上教学有进一步的认识，同时，也加强他们对

线上教学的信心。最后，真理中心也预备举办《线上儿

童乐园》，这是一个线上主日学，目的是让那些无法参

加实体和线上主日学的孩子，有机会继续上线参加主日

学，学习神的话语。只要教会和老师有这几方面的需

要，我们将会不遗余力给予协助。

在疫情中生活虽然艰苦，但是我们要靠着主，依

赖祂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弗6:10)。今天，主日

学老师若不怕困难，勇敢学习新知识，掌握新科技，我

相信在疫情结束时，老师们一定可以在实体和线上自如

地教学。最宝贵的是，在老师不间断的教导下，孩子们

的属灵生命可以继续成长。当然，老师和孩子的生命都

不留白！

李清惠传道

处在疫情和国家政治变动中，看到海外许多

牧者、弟兄姐妹不断关心及为缅甸祷告。

感谢主，在这非常时期里，让我们仍然不断有学习的机

会。在4-5月份透过袁凤珠姐妹四堂的《家庭讲座》，

帮助许多弟兄姐妹看到神对‘家’的心意。

神看重家庭，把看守家园的责任赋予父母。家是

传承信仰的地方，父母有传承信仰的责任；家是第一个

宣教的地方，父母要负起传福音的责任，把神的话语传

递给孩子，让孩子从家人身上看到所相信的神；家是影

响孩子一生最主要的地方，带领孩子敬畏神，经历神的

祝福。家也是撒旦攻击的对象，特别在这不断变动的时

代，弟兄姐妹需要不断为家人祷告守望。

从弟兄姐妹回应中，看到当中很多作父母的，都

不知道如何拿捏权柄，在教导上感到失去了权威，在管

教孩子上遇到很多的艰难。从袁凤珠老师教导中，学习

到如何使用神给父母的权柄教导孩子，把孩子带到神面

前，让孩子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培育他，继续把信仰传

承下去，让他的下一代也成为敬畏神，蒙神赐福的人。

感谢神看到牧者、弟兄姐妹都积极参与学习，从

中得到帮助，把一切荣耀归给主。以下是学习者的心

声：

我明白了棒力区的重要，就是孩子与父母在一起

的时间，十年或是二十年，一定要带领孩子接受相信主

家的使命
缅 甸 事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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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理 通 讯 6

“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给了每个好学

者一个不停追求充实自己的动力。

“知无涯，生有涯”，在这短暂人生和疫情的肆

虐下，神依然给了我们很多学习的机会。这都是祂的恩

典，缅甸真理中心有机会与新加坡圣经公会道耕学院配

搭，在圣经门徒培训事工方面，为缅甸和泰国提供该学

院的网络课程。感谢神让课程能伸展到缅甸、泰国土地

上，祝福每一位愿意参与学习的牧者及弟兄姐妹。

今年6月3日，我们在ZOOM线上平台为此事工举

行了一次教牧交流会，由于当晚网络的问题，41位受

邀的教会牧者中，有35位顺利出席交流会。会上透过

总干事林秀英传道的介绍，以及道耕学院课程负责人张

牧师和同工的分享，让与会者认识了这课程，是一个继

续学习的好机会，最终我们决定从6月7-9日开始，与

其他地区同步进行《人在江湖之出类拔萃》的课程。

感谢主！虽然时间紧促，但牧者及弟兄姐妹都很

积极的报名参与学习，使我们得到很大的鼓舞，盼望透

过课程，让牧者、弟兄姐妹得到装备。

2021年6月7日，欧国彪牧师主讲的【人在江湖之

出类拔萃】的第1课，缅甸各地教会有53位的弟兄姐妹

报名参加，第二和第三晚上，各有超过67位上线。每

次在课程前，看到发到微信群里，已预备好在等待中的

照片和每晚课堂结束后，弟兄姐妹们留下的感谢话语，

‘真理’与‘道耕’
何荣菊传道

和获益的回应，再再显露好学者的追求态度，心里特别

为这事工的存在感谢神的恩典，也谢谢新加坡圣经公会

道耕学院，愿意与真理中心在神的道上一起合作。祈求

成就这事的神，引导我们前面的路程，让缅甸的牧者及

弟兄姐妹，在真道上拥有更多学习的机会。

以下是参加【人在江湖】系列课程者的心声，愿

意与大家分享：

想要有好的习惯，好的榜样影响人，先要有好的

思维，好的思维从敬畏神而来。--杨家惠(腊戌华人教

会)

通过小事培养行动：每天我们都费时间在手机

上，牧师提醒我，我们应该优先亲近主，而不是优先看

手机，培养每日与主同行的生活。--杨彩兰(当阳华人

教会)

印象最深刻的话：‘好习惯让你一辈子都享受不

尽它的利息，坏习惯让你一辈子都偿还不完它的债务’

、‘盐不是做出来的，而其本身就是盐’。

实用于生活和家庭的话：人的思考取决于动机，

语言取决于学问和知识，而行动则多半取决于我们的习

惯。--李云霜(仰光华人教会)

学习把被动的自我，化为主动的自我。但愿能够

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张纯帼(‘38码’芒丙基督万

民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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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理 通 讯7

己的能力，还是寻

求神的带领？我们

可以做足准备，但

关键时刻是否敏感

于神的带领，体贴

上帝的心，适当地

用神的话语引导他

们？

整 个 网 宣 过

程 中 我 的 心 是 忐

忑的：我能够与他们建立关系吗？会有技术上的问题

吗？“…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

上显得完全…”(哥林多后书12:9)感谢主，祂的应许再

次实现。相信神已经借用这次网宣触碰了缅甸青年人的

心。我们也需要继续为他们与他们的国家祷告，因为唯

有神成就一切。

受邀帮忙这次的网宣时，我刚完成东岭学校

3个月的事奉装备课程，确定了我应该往

宣教这方面来探讨服侍。加上以前曾参与缅甸访宣的青

年营，以及现在世界的变化，迫使我们需要用新的方法

来宣教，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就答应参与这次的网宣。

第一次要通过网络来接触、关怀、鼓励人，是绝

对有挑战的。我们这些在新加坡的人都常体会视频会议

疲劳症(Zoom Fatigue)，更何况我们还要应对缅甸局势

的挑战。这次的网宣能顺利完成，真的满满是主的恩

典！预期的网络中断没有发生，同工与筹委都能按着最

后一分钟得知的信息做出调整，组长们的尽力配合- 大

家都是带着一颗服侍的心来献给神。能够与他们同工是

我的荣幸！

神知道我的能力。原本10位青年的小组，最后只

有5位上线。虽然分隔两地，又只有那短短的互动时

间，但能感受到缅甸青年人的挣扎。不止为生活，甚至

生命挣扎，他们其实也询问信仰到底在他们的人生中是

否起着作用、什么样

的作用。

我 们 在 新 加 坡

所面对的挑战是不一

样的，不能也不该轻

率地说出鼓励他们的

话，但根本上，我们

许多人也在学习把生

命的主权交托给神。

就如这次网宣带领小

组 讨 论 ， 是 靠 着 自

1. 疫情改变了一切 

疫情开始似乎局限了一切宣教的计划与行动，但是

ZOOM的广泛使用却突破了这限制。另一方面，网

路的稳定性及成本，构成另一种挑战。

2. 科技改变了宣教的思维

科技进步，让我们可以克服空间的局限，但是空中

的见面并未让我们看清或能得知对方的确实需要及

所面对的挑战与诱惑。

3. 互联网的普及改变了人的视野，价值观面对更大的

网宣感言

网宣感想与心得 萧淑惠
圣公会诸圣堂             

王国璋
圣公会诸圣堂

挑战。金钱的诱惑、对权力的追求、对美好世界的

渴望……等等，是不可避免的引诱与试探。信仰的

实践与事实的残酷，挑战我们对神的信靠。这不是

三言两语便能解决的问题。信仰的考验就在现实的

生活中，我们这些过来人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4. 通过与当地的老师、牧师、同工的多方面事前的沟

通与探讨，或许可以补上这些缺口。但是最终能陪

伴当地信徒成长的，终究还是本族本乡的领袖、同

工、牧者。

缅甸青少年网宣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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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理 通 讯 8

《五指祷告》册子$8，买5本送1本(邮费另计)

祷告有如属灵生命的呼

吸。《五指祷告》为孩子们

提供一个简单的祷告模式，

帮助他们从小培养祷告的生

活方式。家长们可以采用册

子的颂赞、感恩、悔改、祈

求、祝福的祷告范文(中英文)

，与孩子一起祷告。

《来跟从我》$12(邮费另计)

以“鱼”为主题的儿童主日学教材

以鱼为主题的理念：顺

应天父创造的主意，设计合

适和有意义的活动，让孩子

在做中学习、玩中学习。通

过提问策略、美术制作和桌

面游戏，加深孩子对以鱼为

主题内容的了解，更加明白

其圣经真理。

《情绪智商》$18(邮费另计)

从圣经故事和绘本学习情绪管理

目 的 是 鼓 励 与 指 引 教

师/父母透过说圣经故事、绘

本阅读、活动作业，与孩子

真挚交流讨论、互相学习，

培育孩子辨识情绪、情绪表

达、情绪理解与情绪调节。

要培育孩子的高情绪，除了

透过生活中积极正面的人生

观与处世态度来建构，更要

在平日的教学互动中，与孩

子一起体会学习情绪管理的乐趣和观念，以身作则在生

活中实践孩子的属灵生命。

套装特价：《情绪智商》+《来跟从我》$25(邮费另计)

上课方式：

以ZOOM视讯进行，包括分组、活动、问与答

对象：

主日学老师、父母、儿童工作者

报名：链接https://tinyurl.com/253fhbnf

或扫描QR码

报名费：

每位SGD 15

神学生每位SGD 12

截止日期：

31/10/2021                                           

询问与联络：

真理中心

黄金卿姐妹resource@living-wd.com  

WhatsApp: 9877 0045

联络时间：周一至周五 9.30am-4.00pm

（凡圣公会会友请直接向各自圣公会教会报名）

出版：真理文字中心    地址：60 Kaki Bukit Place #06-07 (Lobby B) Eunos Techpark, Singapore 415979
电话：6748-5218    电邮：livingwd@singnet.com.sg    网址：www.living-wd.com

主编：林秀英    编辑：陈万华    设计：Shallum Design

书 籍 推 介

~~周美丽牧师、林美莲博士合著

电邮《真理通讯》
若您希望今后只通过电邮收取本中心的电子

版《真理通讯》，请在回邮信封上注明，并清楚写

上您的电子邮件邮址，同时附上信封上的贴纸资

料，以便处理；或直接通过电邮，注明：电邮《真

理通讯》，并列明信封贴纸上的姓名与地址，电邮

至：literature@living-wd.com 即可。

谢谢您帮助我们节约资源！

真理中心与圣公会新加坡教区华文部

联合主办「主日学教师家长研习课程」

13/11/2021（星期六）上午9:00注册  9:15-1:00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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