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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理 通 讯 1

林秀英传道
总干事的话

工也可在那里推广，并可在缅北教会中，继续推动本中

心的其他事工，帮助那里的教会。当有短宣队来访时，

同工可在那里作联系、安排；若同工到缅北与中缅边界

服事，也有中途站，可进行工作安排和歇息，故董事会

于7月底一致通过此计划。目前正进行洽谈，然后预备

购置书架、桌椅…等硬件设施，以及订购所需中缅文书

籍、礼品…等等，和同工的安排，预计开始此事工所需

费用约新币$14,000。请记念、代祷与支持。神在事工

上的带领有时并不在我们的预计中，衪永远是事工的主

宰！

目前，华文教会面对未来的事工，有许多挑战与不

明朗，加上缺乏华文年轻同工承接，这也是华文机构所

面对的挑战，我们将如何应对？我们要更仰望倚靠带领

我们的主帅—耶和华，因衪才是事工的主，必带领我们

迈向未来该有的事工发展与方向，也坚信耶和华以勒，

必为我们预备事工所需经费与同工，来承接与推展衪的

事工。

3月下旬，我答应新加坡神学院6月份派一位神

学生到本中心牧职实习1个月。不久，便收到

约十年前曾在本中心牧职实习的传道人消息，并会在6

月东亚行时见到她；心中非常兴奋，也想在此趟的行

程中，了解她过去在中心的实习，对她的帮助与实用

性。6月抵达东亚后，我们见面交通非常愉快，也了解

她目前的服事情形，而主日学事工是其服事的环节之

一。我有机会去探望其主日学，也和主日学同工有很好

的交流，看见他们的服事，有稳健的成长感恩；后来得

知原来此次东亚行她也是筹委之一，心中感谢神。看见

神奇妙的带领，十年前的小小安排与配搭，竟成就十年

后的事奉平台与机会。在过去的事工上，神常将互不相

识的人放在一起，后来成为同工配搭；有时可能将失联

许久的肢体再次联结，并有机会再次合作。今天的世代

挑战众多，在事工上教会与教会、机构与机构、教会与

机构之间建立平台，是可贵的。既可共享资源、配搭合

作，不但促成事工成长，也将服事网络更广地伸展，神

的作为行事，实在奇妙难测！ 

5月间，有机会与多年在宣教事工上配搭的牧者见

面，探讨缅甸真理中心在缅北开设福音书房，以造就缅

北教会的可能性。因缅北是一个许多不同民族汇聚之

地，而那一带却没有福音书房；这位牧师看见的不只是

华人的需要，希望借此书房也能帮助、造就、祝福当地

不同民族的需要。在与李清惠传道沟通讨论，取得她积

极正面的回应；在董事会谈论时，皆认为是可思考的未

来发展事工之一。未来在当地除书房事工，神学函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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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暨纽顿生命堂联合主办基督教教育讲

座，于5月29-30日两晚假纽顿生命堂举

行，共76人参加。刘清虔牧师分别以《从做人的道理讲

起》和《在挫折与苦难中学习》来阐述此讲座主题，谨

精简挑出其论述以飨未能出席者。

《从做人的道理讲起》

基督教教育的旨趣就是‘要教导人成为合上帝心意

的人’，要让孩子明白人的生命根基在于上帝，应一生

一世为上帝而活，当尽本份以荣耀上帝。合上帝心意的

11个做人道理：

1. 仁爱—以重寻上帝形像

2. 诚实—以作为上帝儿女

3. 正直—以安度人生旅程

4. 负责—以得人十足信赖

5. 谦逊—以建立圆融关系

6. 勇敢—以冲破人生困境

7. 忍耐—以积蓄生命能量

8. 喜乐—以彰显对主信心

9. 怜悯—以成就上帝美善

10. 节制—以保守心怀意念

11. 勤奋—以步入上帝国度

结论说到“如果只知道圣经故事，却不懂做人的

道理，将是一场空。让我们为教会培育下一代的见证

人。”

《在挫折与苦难中学习》

1948年之前，犹太人是经历诸多迫害并四处流浪

的民族，标示在犹太民族身上的记号就是‘苦难’。

因此，在犹太教育里，‘认识苦难’、‘面对苦难’

、‘胜过苦难’、‘不忘苦难’便成了一个重要的精神

命脉。犹太信仰也经常在上帝与苦难之间辩证，故在其

教育中内藏苦难的义蕴。

对苦难怀抱正向的看法，

将之视为使孩子的人格迈

向成熟的催化剂，这是犹

太父母在孩子还小时就必

须深植他们的脑海中。这

样，使他们在未来成长的

岁月中，能与苦难为友，

不去躲避反而能与之和平

相处；在其中寻得化解困难、转化环境的智慧与动力。

这值得追求‘消灾解厄’的华人父母深深反思。因为华

人父母宁可自己承受千辛万苦，也舍不得孩子受一点风

吹草动；且认为能使孩子在最顺利的环境中成长才是好

的父母。一旦孩子受一点委屈，父母就要为孩子出头，

使得孩子承受苦难的能力异常薄弱。

事实上，‘苦难’在基督信仰里，就是一个极大

的奥秘。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从

出生到成长，从传道到被钉死，祂的苦难包括了卑贱、

贫穷、被误解、漂流、孤独、被恶意陷害。而基督教两

千年的历史也是一个充满悲剧的历史，多少殉道者用他

们的血铺陈了一条福音的道路。从更宽广的角度来看苦

难，则悲剧就不再是悲剧。因为上帝不受时间与空间限

制，上帝能将人的恶意扭转成为祂的美意。现在的悲剧

成为明天喜剧的基础；今日的眼泪有可能汇集成明日的

欢笑。

基督教信仰的重要根基便是：上帝说话，我们听

话；上帝做事，我们顺服。因此，面对每一件临到的

事，除了顺服，还是顺服，即使流泪也要顺服。一个基

督徒只当追求上帝的荣耀，求上帝的旨意实现。

训 练 事 工

基督教教育的起点
~~基督教教育讲座报导~~

陈万华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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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别四年，6月份神再次为我开路与预备，重

回东亚这块土地进行主日学老师培训。抵达

当天，重踏这片土地，心存感恩。搭上机场巴士，路上

的一景一物尽入眼帘，心中的感受是复杂与激动。在那

里听见的呼声依旧迫切，看见的需要仍然很大；与此同

时也很感恩，看见有越来越多来自国内外的同工兴起，

积极地来参与，补助东亚这方面的需要。

这次有来自20间教会90位的主日学男、女同工一

起学习，看见也感受他们的用心、认真、积极，愿意去

关怀与建立敬虔的下一代。为着他们有如此的心志感谢

主。在分享中略知当地目前主日学的一些情况，他们希

望我接下来能定期安排系列性的培训，来建立当地的主

日学事工；这也是我的祷告与看见，请祷告中记念这事

工的重启与后续工作，使东亚教会的主日学事工作得更

广、更多、更深、更有系统、更好。期望在这事工上能

帮助东亚教会，建立更整全的儿童主日学事工，有适合

使用的主日学教材，老师都有机会接受主日学培训，能

够好好的教导下一代神的话语。

在接触不同事工的国内外同工中，有一些属年轻

人，看见他们的潜能、魄力、爱主的心，愿为主付代

价，相信神要兴起并使用他们祝福东亚的众教会。 

以下是参加《主日学老师训练》的回应：

我是第一次上课，以前完全没有经验，也不知道从

何下手。经过上老师的课程，让我知道我的责任和我所

缺乏的还有很多种，就比如上课的方法、课程所呈现的

方式，有很多值得去研究的，每一堂课都收获颇多，谢

谢老师。--赵XX

①更了解孩子，知道每个孩子的

特点，并通过8种学习形态来反省

自己的课程设计，来带领不同孩子

的需要；②更了解自己作为主日学老

师在备课、上课中所存在的问题，来

丰富自己的课程；③讲故事中辅助道

具的应用，还有技巧注意点对我帮助特别

大，很大弥补我的欠缺；④老师讲的

问题都是我们在进行教导中，真实遇

到的问题，真的非常受用，直中我们的心。--程XX

很感谢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培训。虽然我是在教会服

侍青少年，但这次学习，给我有很大的帮助。8种学习

形态，特别有效的帮助了解学生的类型，而不是以一种

方式方法去教导，可以学习用多种教学法来设计课程；

讲故事高手，让我大开眼界，老师太棒了。当天晚上，

回家跟我3岁半的女儿练习的时候，发现效果特不错。

这些技巧给我在授课方面，有引导性的帮助。--唐XX

①对故事的环节上，感受特别深，很多的时候，我

们只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②却在孩子学习形态上忽略

了，在以后的事奉中得加强；③深入了解环节，提醒我

要为孩子建立一个资料卡。--马X

更深认识做主日学老师的意义、更多了解教学方

法、有效沟通，拓展视野和老师的风趣、机智友爱的示

范，让我更多思考自己需要怎样努力，怎样做好主日学

老师，并确立自己风格。希望得到神的恩赐，更有荣神

益人的机会。--王XX

宣 教 事 工

感谢主给我在六月份到真理文字中心实习，

在这期间透过林传道和梁传道的指导，我

收获很多，拓宽了我对儿童主日学的认识。

林传道所给的实习清单，很有系统、实用，帮助

我对主日学的资源大概有个整体的理解。首先，我大

概掌握了华文儿童主日学教材的出版社，各种教材的

编排和特色，获取这些的资源的管道。有些的教材我

第一次听过和了解，原来有好多好的材料可以根据主

日学的学生做出合适的选择。虽然中国国内还没有自

己本土的教材，但我盼望将来在此基础上也能开发适

王媛媛
新加坡神学院神学生

真理文字中心牧职实习报告

林秀英总干事

小背包重新出发 ！

合中国本土的儿童主日学教材。

通过中心提供的儿童基督教教育的网站大全，我

从互联网‘认识’了很多的资源，包括了儿童诗歌、杂

志、故事、动画、

儿童布道材料、音

乐剧、生命教育等

方面。有话说“巧

妇难为无米之炊”

，这些网站都给了

主日学老师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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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感

谢神有这

次培训并不是偶然，

而是透过新加坡潘思

典夫妇，在中国把缅甸主日学课程的需要向水果老师分

享，盼望他们到缅甸作培训。要谢谢潘弟兄和美云姐妹

对缅甸的关怀。

没有上《水果》教材培训之前，有很多的人都不明

白水果是什么意思，以为是用水果来作教材，在第一天

老师介绍课程时才知道，原来水果这名称是为了这课程

进入一些国家的方便，目的是让这课程在这些国家帮助

更多人。我们已经有了《水果》教材这课程多年，但不

知道怎样去使用，需要老师来

培训。感谢神，瓦城教会、机

构8个单位都出席，有34位弟

兄姐妹参加此次培训。《水

果》教材故事图片很丰富，是

一套很好的主日学教材，学了

即可使用。因为时间的缘故，

这次不能带大家完成第一年的

制作，盼望经过老师详细的讲

解，各个教会老师们回去后，

能继续的去完成它，借以提升

他们的主日学教导服事。

《水果》教材的老师们

早在2013年就准备到缅甸作

培训，因着种种的原因及拦

阻，迟迟不能到缅甸作培训的

李清惠传道水果
工作，在这期间看到神有祂作事的时间和方法。有一位

钦族迈水姐妹有上过英文《水果》教材的培训，她在教

会使用这教材，看到孩子们很喜欢，学习成果不错。她

曾向一些主日学老师们分享这课程，由于课程内容很丰

富，容易施教，并受孩子们的欢迎。因此，大家很盼望

把这套《水果》教材翻成缅文，去帮助更多缺乏主日学

课程的缅语教会。由于这是一个跨文化的工作，是不是

神叫我们去作呢？我们等候神的带领。

这次看到主日学老师们有积极参与及学习，学员们

回应从培训中，认识各个年龄成长中的需要，水果教材

故事图片非常丰富，学了就可以去用，懂得使用教材，

借使用视觉教材带来的果效，如何去教导孩子认识神，

如何为主赢得下一代。在提后

2章2节，保罗对提摩太说：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

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

导别人的人。可见教导下一代

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在上课中，杨老师讲了

一句宝贵的话：“神把我们带

到你们中间，我们已经教导你

们，下一个任务就是你们要去

完成。每个参加的人都有一个

使命要去完成。”感谢神，这

次的培训看到祂完美的带领，

把一切荣耀归给神。

资源，帮助主日学老师备课、找资源，装备自己。

真理文字中心的资料室也是一个华文儿童主日学老师的

资源库，资料室收集了不同出版社出版的主日学教材、

教案、布道工具、视听教学的教具，DVD，布偶等。这

些资源都成为新加坡主日学老师的祝福。我也学习如何

成立资料室，成为一个资源平台，祝福从事主日学的老

师。

在实习的过程，感谢主有机会能够与梁传道参与

一个儿童营的服侍。我从梁传道那里学习如何筹备儿童

营，准备营会信息材料，手工、作业等，也向梁传道学

习了如何使用绘本来喻道，配合所讲的信息。梁传道对

绘本的使用让我眼前一亮，原来好的绘本是能够帮助

孩子去思考真理，而且能影响孩子的生命。梁传道熟

悉的绘本很多，也向我介绍了不少好的绘本，但她也

提醒我小心使用绘本，有些不一定适合，需要改动。

在这一个月里，很高兴与所有办公室同工的相

处，她们都很可爱，有基督的馨香。她们也很喜爱小

朋友，对与儿童事工有关的新鲜事物都保持敏锐，积

极学习认识。谢谢所有同工在这个月对我的指导和照

顾。在中心实习后，我有一个大的感受就是爱小孩，

才能爱教导小孩；爱上帝，才能喜爱按照上帝的真理

教导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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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叔叔”可说是一本专题绘本，通过所

谓“怪叔叔”的出现，以趣味性带出如

何防范色狼和坏人。或许有人质疑，这样的故事题材适

合小孩子吗？不晓得大家是否留意到6月21日的早报；

有一则以“她们在黑暗中沈默”为标题的新闻，报道了

有关妇女行动及研究协会（AWARE）去年的一项调查

显示，每6人就有一人遭性侵，但只有6%受害者寻求

援助，其实报案数据或未能反映出实况。文中还引述了

辅导员的话“国人因社会治安良好，一般都缺乏安全意

识，而让歹徒有机可乘。应从小灌输安全意识和防范措

施.....。”是的孩子生性单纯，不能分辨恶人的意图，

很容易上了坏人的当。所以应当从小教导，以防范未

然。通过“怪叔叔”此绘本，可以在轻松愉快情况下，

不留痕迹把安全意识深植于孩子脑海里，帮助孩子面临

危险时可以随机应变。

“怪叔叔”绘本用了拟人化的手法，以动物——猪

作为书中的角色，使到人物较具趣味性，而且不致于当

怪叔叔这主角一出场，就给小读者有太大的惊吓。故事

的开头，主角怪叔叔就占了整个跨页，在朦胧色彩的分

格上，好几个穿着不同的服饰的怪叔叔一起出现，加深

了这神秘人物的意境，不知道他到底是谁？他什么时候

出现？他长着什么模样？很可能他以不同的面貌出现，

也很可能是不同的人。不过，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

要抓小猪。我们也不难发现，图中所画的小猪以男生居

多，作者试图暗示，小男孩很可能也是坏人所锁定的目

标之一。

作者利用图像的大小比例和分割的画面，营造出

狩猎者（怪叔叔）和猎物（小猪）之间的张力和紧张气

氛。例如：大部分出现在画面上怪叔叔的画像，总是

比猎物小猪来得特别大。凸显这位怪叔叔，是个强势人

物，在寻找可吞吃的猎物。相反的小猪是处于弱势，而

且总是穿着红色的吊带裤，红色代表危险，并容易暴露

在敌人的视线中，一不小心就会被敌人吃掉。作者除了

在一个页面中表现完整的画面外，同时也利用线条，把

页面分割成二、三或四，然后把画面铺排在这些分格

上，使之有层次又灵活的呈现出来。 

书中提到怪叔叔会注意落单的小猪，会假装自己

是一个迷路的、眼睛看不清楚的、掉了钱的、或打不开

伞的叔叔，急需小朋来帮忙…等等。都反映了现实生

活中，非法之徒所用的伎俩，很实在的帮助小朋友提高

警惕。故事中最逗趣的是，安排两个好朋友在扮演对付

怪叔叔的方法，如拒绝

怪叔叔任何求助，不可

落单要结伴而行，随时

带着哨子防身，快步行

走，不要流连在路上，

孩子在轻松幽默之余很

容易把这些方法记了下

来。

书的结尾，是上文所提的两个好朋友，当他们要

各自回家时，于是用了快步走这一招。他们边跑边笑了

起来，原来他们觉得已经准备那么多，还有什么好怕的

呢？轻松的结尾与疑惧的开头遥遥相对，书的结尾使小

朋友的心情轻松了下来。

故事是结束了，但作者（也是绘者）没有停下笔

来，除了在书后附录“保护我们的孩子”的一些点子给

家长外，还在绘本的后环衬页，现身说法述说她小时

候，曾遇到一位陌生人要给她包子吃，还缓缓跟踪她。

作者回想，若妈妈没有教导她不可吃陌生人的东西、

有人跟踪时赶快走到大马路或店里去，后果实在不堪设

想。语重心长提醒为人父母和师长，不可不教导孩子这

方面的知识，此绘本对大人小孩都适宜。

主日学老师，您有碰到以下的情况吗？
小孩子太熟悉圣经，上主日学课程时失去听圣经故事

的兴趣。

对圣经一些抽象的真理，孩子摸不着头脑。

小孩子对圣经真理只停留在认知的阶段，行为没有多

大的改变。

怎么办？有什么法子可以改进以上情况？

有试过用绘本吗？因为：

●有效使用绘本故事，可增添孩子上课的兴趣；

●透过绘本故事让抽象的概念和感受立体化，使孩

子容易明白；

●藉着绘本故事及问题思考，引发孩子自我思考和

共鸣；

●将所学的真理深化在心里，并有意愿活出来。

什么是绘本？它有什么的好处和特点？

如何有效使用绘本在教导事工方面？

如何掌握故事的提问与讨论？

若您想要多了解以上课题，请来电（67485218）或电邮 

（children@living-wd.com）与梁晓兰传道联络。

儿 童 事 工

“怪叔叔”绘本导读
梁美兰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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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故事对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孩子来说，

一点都不陌生。不管是睡前的床边故事，

或是休闲时间的录音光碟，书架上的童书绘本、圣经漫

画，可说是听到、看到滚瓜烂熟了。因此，很多老师在

教儿童主日学时，会觉得有压力。因为不管使用哪种说

故事的技巧，总会有孩子在底下抢着说下一句，更糟的

是，大部分孩子会明示、暗示的提醒老师：“这堂课很

无趣！”

但孩子们都‘真的’知道这些故事吗？除了一些加

油添醋的戏剧化情节外，孩子们还知道什么？主日学老

师的任务，不就是要引导孩子从圣经故事中，熟悉神的

教导吗？若是孩子们连上课的兴趣都没有，又要如何引

导呢？

台湾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出版的《归纳式查经》

教材，打破了由老师主导的教学模式，不需要再由老师

来讲述圣经故事，而是由学生自己读圣经，自己来说故

事，自己发现神所要教导的真理。

「儿童归纳式查经」不仅能强化孩子的阅读能力，

也帮助孩子建立理解、整合与应用真理的能力，让神的

话语开启孩子的智慧之门。

「儿童归纳式查经」包括『观察、解释、应用』三

个步骤。『观察』就是透过「何人」、「何事」、「何

时」、「何地」、「如何」及「为何」这「六何」，反

复的提问，促进孩子的理解力，再透过师长的『解释』

，引导孩子了解其中意义，并在摘要与『应用』中，帮

助孩子学习整合出自己的意思，变成他自己新的知识与

能力。

这教材的每一课，都可以是一个独立的单元，每

一个参与者，只要跟着读经文，就能找到答案，顺利

回答老师的每个提问，绝对不会因为第一次来，就答不

出来。这将打破过去只有教会资深的学生才能回答的藩

篱，让孩子不仅能阅读经文，更营造‘悦读’圣经的氛

围。因此，归纳式查经当中『观察、解释、应用』的步

骤，正是培养孩子阅读的技巧与能力！

保罗明白的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

从基督的话来的。’（罗十17）透过儿童归纳式查经，

无形中让圣经话语形塑孩子的思维，加上圣灵的运行，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

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

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相信未来，每个孩子都将

可以成为结实百倍的好土！

注：若欲进一步了解此教材详情，请联络销售部同工刘

玲霞姐妹。

教 材 推 介

从小悦读圣经，奠定生命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