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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充满感恩，因神不断以他的信实恩惠保守带领缅甸真理中心的事工。明年缅甸真理中心将步入服事的

第十五年头。我们带着欢欣喜乐的心，计划于2012年2月于缅甸曼德里举办十五周年庆典。

同时，特别邀请《父母教练》一书的作者--黄夏成老师在《婚姻家庭特会》里主讲。

特会将分别在缅甸和本地举行，请参阅最后一版的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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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教会作为一个基督信仰的群体，被赋予了传扬福音与

教导的使命（太28:18-20）。如今来到21世纪，在后现代

思潮的冲击下，教会需要有敏锐的属灵触觉，对后现代人

的需要作出相应的更新与变化，并在布道的模式上思索

如何更有效地照顾到他们的需要。

后现代思潮冲击下的人性面貌
后现代社会的特点是多元化、人际关系疏离、自我膨

胀等，强调宗教是个人的信仰行动，对超自然作无约束的

探索和诠释及追求各种的神秘经验，如：新纪元运动、瑜

伽术等。不再看重有系统的宗教及绝对真理的存在，重

要的是上帝对我是“很灵验”就够了，将信仰的对象功能

化与随意化。

再者，因着资讯科技的发达，后现代的社会被塑造成

为一个快速且多元的信息社会，如：卫星电视、网际网路

等随手可得，人的生活节奏变得更快速，产生了各种漂浮

不定的价值观与期望。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如何作出正确

的价值判断及接收正确的资讯？这使得后现代人在理性

的层面上产生了莫名的困惑感。

不但如此，后现代文化被称为“消费文化”。当人活在

忙碌的状态中时，便靠大量的消闲娱乐来弥补紧张的情

绪，导致赚钱是为了消费，消费是为了工作，最终跌入了一

种恶性循环的生活方式。而当丰裕的物质生活、消费娱乐

不能满足人的情感需要及带来丰盛的生命时，生命变得

悲观和绝望，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与安全感，关系经不起

考验，强调“跟着感觉走”。

在信仰方面，后现代人虽尊重信仰的自由，却反对基

督徒将自己的信仰与价值强加于别人。教会作为基督信

仰的群体，要如何回应后现代人的身心灵的需要，这是我

们目前的挑战，也是布道事工的当前急务。

检视过往星马教会布道的模式
过往星马教会的布道模式深受西方的影响，所采用

的是“宣讲式”及“生活化”的布道模式。所谓“宣讲式”

的布道模式即要求信徒忠心宣讲及清楚信仰的内容，并

以一个已预备稳妥的信息或一个主题为主，如：三福、四

律、福音桥等，信徒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掌握福音的内容，

且可以薪火相传下去，最终希望听者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信主。不管是大型或个人的布道方式，其成败取决于圣

灵在人内心的工作而非传者的责任。但它忽略了后现代

人基本上不接受有绝对真理的存在及重视个人的隐私

权，因而容易陷入机械化和非人化的传道方式。由于传者

不敏感听者的感受，又缺乏对当时处境的掌握，常给听者

带来一种“被侵犯”、“被骚扰”的厌烦感觉。

至于“布道生活化”的模式，则是一种强调入世、关系

式的布道，注重效法耶稣的榜样，即进入人群中与世人认

同，刻意培植一个温馨和有爱心的环境并建立良好关系，

然后才与人分享福音，这使得传福音在很自然、轻松的环

境中进行。它着重信徒生活的见证和活出基督的样式，但

有些教会在传递及推动“布道生活化”的模式上，并未作

出有系统及积极性的推动，致使信徒无法在后现代人的

生活中发挥其影响力，在领人归主的事奉上感觉贫乏无

力。

后现代教会布道模式之献议 

在后现代的思潮冲击下，教会需要持守福音的核心

内容，并以不同的方式肯定人的需要。有鉴于此，笔者提

出“归属先于归信”及“与人共舞”的布道，希望借此能为

教会带来些许的帮助。

“归属先于归信”的布道模式是初期教会的模式。初

期教会属于少数群体，面对多元文化、异教林立、政治压

迫的处境下，仍然活出彼此相爱、生死相系并建立强而有

力的团契，这与后现代的处境很相识，因为后现代人向往

及认同小群体的温馨。“归属先于归信”的模式使未信者

有机会先观察信徒的生活及感受教会的爱心，才对福音

产生兴趣。而当他们感受、体会和经历教会是一个有爱有

情的群体时，就会产生归属感，情感的需要便能得着满

足，最终信主是指日可待。因此教会应当发挥其影响力和

爱的感染力，使未信者喜欢教会的生活并产生归属的情

怀。

“与人共舞”的布道模式强调传者与听者之间的关

系，两个人肩并肩、边走边谈，待听者愿意聆听，才与他分

享，如同一起共舞，期望通过自然的态度与别人接触，为

的是帮助对方走回正途，毕竟，后现代人重视个人的感受

和关系。因此，后现代的传福音模式应该考虑听者的独

特性，不单是在传递福音内容的切入点，还要针对对方的

需要，甚至在传递的方法上，也要考虑听者的性格与思维

方式等，通过多层面将福音广传。

结语
我们必须承认，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教会将面对

更广泛和更深远的影响。我们能否适切地回应这种新的

世界观、保持信仰的活力、作美好的见证，这是我们应不

断省思的问题。我们必须认清后现代人的人性面谱及他

们的身心灵层面的需要，并在布道的模式上不断给予更

新和变化，以不变的真理及运用多元化、多样性的方式，

将福音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样，我们才能积极地为主得着

万民、服事上帝、满足上帝的心意。

在后现代思潮
冲击下的教会布道模式

缅 甸 事 工

刘友升牧师 
(真理中心董事主席)

去年底，我再次随真理中心组队到缅甸作跨年访

宣，我被安排带领一组人在腊戍棵三胆的果兴

小学举办假期圣经班（VBS），有127位学生参加，该校只

有五位老师，当中三位是基督徒。当我们到了腊戍，在恩

慈之家得与该校的一位非常年轻的圣经科老师见面、了

解情况，才得悉该校的正副校长原来不是基督徒，不但

如此，他也分享在该校服事所面对的种种压力与难处。听

后，心里的压力更大，因为此次我所带的这队组员中，有4

位是第一次参加的少年人，我自己不但要教课，也要照顾

这几位少年人，确保他们的安全、确定他们有预备所分配

带领的工作，还有他们的服事态度……等等。真是要切切

祷告，每天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服事，队员们彼此提醒不要

在言语行为上成为他们的绊脚石。感谢神，神真好！不久

前收到该校正校长的来函，愿与您分享，共颂主恩。（此

信未经处理，一字不漏的呈现。）

亲爱的短宣队的老师们

大家好！今年承蒙你们不弃，光临我们棵三胆村果兴小

学校给予孩子们培训与教导，真是万分感激。此次你们把

主耶稣对世人的爱，深深地烙印在孩子们的心灵里，让他

们更了解到主耶稣对世人的爱是不分地域、不分国度、不

分种族、更不分贫富的，这种爱是多么的崇高与伟大啊！因

为你们的教导有方，孩子们更是从心底里就喜欢上你们，

爱上你们，当然就乐意接受你们。在你们回去后，他们就像

失去了什么宝贝的东西似的，仍沉醉在那多日来欢乐的气氛

里，谈不绝口。

我亲爱的老师们，从元月元旦开始，一连数日，你们都

在为敝校的孩子们操心劳苦，无私地奉献出宝贵的财力与

精力，让我们深深地感动与敬佩，经过商讨，元月五日早

晨，卿备便餐，本是慰劳你们之意，不料下午你们还是付了

五万缅币的餐费给我们，不但令我们惭愧得无地自容，大

家的心里着实过意不去，尤其在元月七日早，接圣光学校

的通知说：你们临行前，还赞助敝校三十万缅币，要我们前

往领取，现已如数领取到了，我代表果兴小学办学同工以

及全体师生们真诚地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我们会把这钱用在有价值的地方，用在急需赞助贫困学

子的身上，定不会辜负你们的一番好意，请放心，我们欢迎

你们明年再来，孩子们也在殷切地期待着明年你们还能来

给他们上课培训，不要让孩子们失望吧！神会保佑你们！

耑此     敬祝

大家事业顺利！万事如意

 果兴小学校长
 戴洪义敬书
 2011年1月8日

主恩满溢的跨年访宣
黄金卿姐妹

4月12至20日是缅甸的新年，就是缅甸最隆重庆祝

的泼水节，只要是生长在缅甸土地的缅甸人，无

论大城市小乡村，都载歌载舞热烈的庆祝这节期。4至5月

是缅甸缅文学校学生们最渴望期待的两个月暑假。在这

期间也是缅甸华福上下基督徒最欢乐、最丰盛、最复兴的

时刻，神藉着祂的老仆人们在30多年前，就开始选择缅甸

的泼水节期间开办缅甸华福基督教联合进修大会，至今

已是缅甸华福第卅一届的联合进修大会了。

感谢神！愿使用缅甸真理中心的同工们，及从新加坡

来的短宣队；在华福第廿九届到卅一届的进修大会中，缅

甸真理同工能以在儿童部的事工上服事。在每一年的事

奉里，让我们都经历神不同的作为和奇迹，使我们在服事

中时刻经历祂那料想不到的恩典。

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和准备，终于在4月8日的早晨向

着目的地（腊戍）出发，经过7-8小时的车程到达了目的

地，9-12日我们以三天半短短的时间培训儿童部的老师

们，他们大多是高中部的青年学生，他们之前就自愿报

名参与是次儿童部工作，个个充满了年轻的活力。感谢

神！32位的青年成为了我们的好助手、好同工，这是我们

料想不到的恩典。13日早上老师们心里紧张的在准备迎

接报名参加营会的儿童们，直到黄昏将近开幕礼，不料

料想不到的恩典！
谭生荣传道

的恩典又出现了，报名处的老

师兴高采烈的跑来说：‘老师，

老师，报名的儿童已经有290

多了。’吓了我们一大跳！怎么

办？每年参加的儿童最多只到

200位，我们今年也只预备220

份的作业、手工及礼物...等。

 感谢神！祂丰盛的慈爱和

怜悯成就了今年第卅一届的进

修大会，让我们可以顺利的进

行至闭幕圆满的结束。在闭幕

的晚上，同工们安排了一个‘献

心会’，这一瞬间整个会场变

得宁静，这是从开幕以来最安

静的时刻，真是让人心得到了

安宁和安息。透过‘献心会’，神让我们再一次经历祂那

料不到的恩典，传道者在讲台上呼召时，有21位青少年（

未信家庭的子女们）愿意走上台前决志信主。感动人心的

时刻到来，整个会场发出了师生们哭笑欢乐感恩的声音，

那真是欢呼的赞美声也是感恩的泪水，是我们的神在我

们中间行了许许多多我们料想不到的奇异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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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主，让我

们有如此好的福

分，来到XX教会

接受‘主日学老师

辅导’。很亏欠，

因为工作原因，我

只听老师后面几节

课 。不过令我 很

感动，学了很多对我以后主日学工作有

很大帮助。

我觉得‘如何带领复习游戏’给我

最大的帮助。教导学生的真理，都需

要复习，才能帮助他们明白记忆并运

用到生活里。可枯燥的复习也许起不

到真正作用，所以有了有趣复习游戏，

可以提高学生的兴趣，让他们真正去

领受记忆所学的真理。这些课程更让

我明白以后对主日学的侍奉，给了我很

大感动、帮助，能更有信心、力量去带

领主日学。

--黄洁加

五月初，我首次‘单枪匹马’前往

东亚进行主日学老师培训工作，其中

四位参加者给予上述的回应。是次，

共有来自22间教会的70多位主日学

同工、教牧、新主日学老师参加培训。

参加者认真的学习、积极的参与、私

下的询问；最后，真诚立志要把主日

学事工建构起来，好好培育下一代…

。这趟培训是我第一次单独负责一

周的培训，启程前还蛮担心是否能胜

任？但最终亲身体验了‘神的恩典够

用’，真是打从心里感谢祂，将一切

荣耀归给祂。

传承教导与培育职事
之前，我仅以

为主日学就是把

小朋友聚集在一

起，避免主日敬

拜 的 会 场 受 影

响；当我来 到这

里受训之 后，我

对主日学有全面

的方向，我清楚地知道了，信主就是

让小朋友从小懂得敬畏耶和华，不管

是以后人生路上，都有很大很大的帮

助。

所上的课程中，关于整个主日学的

教学流程的课题，对我未来的事奉有

很实际的帮助。这次训练，让我对主日

学工作的负担加重，我会努力，也求神

帮助我日后的服侍。

--黄常英

讲故事：用生命诠释出来的圣经真

理，能抓住孩子的心，而一个故事会

讲和讲得好，差很多。只有好好的把

它诠释出来，加一点技巧，才能抓住孩

子的心。不然，他们会觉得枯燥乏味，

听不下去。感谢神，也求主让我有讲故

事的恩赐，教导孩子学习真理，一同长

进。

所上的课程中，关于讲故事、教唱

诗歌、复习游戏、创意教金句的课题，

对我未来的事奉有很实际的帮助。                                                                                                           

--曾小红

因为我没教过主日学，所以这次的

训练让我对主日学的教导过程有一个

大致的了解，也让我知道主日学的工作

对教会、对传福音的重要性。我觉得

老师上课生动、有趣，内容也清楚、明

白，还有在做手工、资源回收方面让我

看到神给老师的智慧。而从老师教导

过程中，看到爱的体现。在行政和课

室管理方面，往往是被我们忽略的，

还有就是老师的资格和职责方面，也

没有重视，通过这次培训，让我们认

识到了。

--李宗秀

东 亚 行

林秀英传道

缅 甸 事 工

嗨！您好？我的名字叫大白（福音车），今年是我

进入缅甸真理中心的第四年了。在过去的三年

里，主人驾着我从东到西、北到南，不知登上了多少个大高

山，滑过多少的大斜坡，并在我身上装满形形色色的大包小

包…真的好累！好辛苦！我有时候真想好好的休息休息！

今年不知怎么了？主人驾着我出差才到大半路，我就累垮

了。这次我真的生病了，主人们把我送进了修理院，还花了

主人的一大笔钱，经过四天的修理疗养，我终于恢复健康

了，并且比以前强壮多了。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

同你们的道路。”（赛55:8）

五月份的儿童及青少年的聚会原本计划在靠近中国边

境的一个自治区南板，此地居住的是阿卡族及佤族，我们

为此事工祷告一年多，日期临近时传来消息，得知这条路

线的附近有战争发生，随时会有抓兵抓车的危险。许多牧

者及弟兄姐妹用爱心提醒我们，在这样的状况中转变了

我们服事的方向，我们转到腊戍十英里的邦帕村，果敢山

区南状及缅北贵慨恩育小学三所学校。

神的作为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神不让我们到南板服事

及福音车的问题，回想真是神的意念就是如此。感谢神的

恩典！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祂。

4月30日在邦帕举办整日青少年生活营会，早上9点至

下午4点结束，有70多位青少年出席参加；参加的青少年

都是留在家中做农活的。由于在附近的村庄学校都是小

学，这里的青少年人小学毕业都要到城里去打工，有一些

去到边境打工，有的小小年纪就结婚。许多的青少年不单

离开家，甚至离开了教会；才进入社会就离开了神，并且

染上各样毒品及病毒等…青少年一旦离开家，就是家人

的担心，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吧！

1. 学业得提升及足够的老师； 

2. 让他们在收割时有好的丰收；

3. 求神坚固青少年的信仰生活；

4. 求神救他们脱离险恶及生活试探。

大白生病了！ 李清惠传道

有人曾经说：“人们常常一边活在奇迹之中，一

边咒骂这世上没有奇迹。”，人忘了能活着一

天就是奇迹。在这一次的服事行程路途上的点点滴滴

都给了我很深的感触，‘神是如此的恩待，我岂能不事奉

祂呢？’终于让我领悟‘宁愿被烧尽，而不愿生锈’的意

义。

神真是太奇妙了，我们无法用言语形容表达祂的奇妙

恩典！今年缅甸北部的雨水来得特别早，一连串服事旅

程都有风雨伴随着我们。4月29日早上我们就往腊戍邦帕

前行，因为在路途中福音车出了问题，我们天黑才到达腊

戍，第二天的清晨我们才到达邦帕，开始了青少年整日的

事奉。

邦帕是一个小小的村子，有28个家庭，每一个家庭的

工作是种植农物谋生，最值得显耀兴奋的是整个村都是

信主家庭。南胡和小白桥是邦帕邻村，所以我们就将这三

个村的小学联合在一起举办圣经班，2-5日参加聚会的有

从5岁至16岁的儿童青少年共有160多位。

雨不停的下，风雨交加的天气，前往第二站的事奉真

的遇到了困难，我们只有不停的祷告。南状是果敢的小山

区，南状学校乃是地区的中心中学，并不是教会学校，只

有几位学校老师是基督徒，学校有340多名学生，若这一

次的行程不成功，我们会十分愧疚。第二 天，我们看见了

阳光，天空终于晴朗，神的作为太奇妙了。9日的下午，我

们终于来到南状，有当地的区长、村长、校长及老师们在

等待迎接我们，并与我们一起共享晚餐。在南状的五天没

有下过一场大雨，直到我们从南状坐车（拖拉机）下到户

里时，刚下车就来了一场轰隆大雨。神的

作为实在太奇妙了，我们只有感谢神。

5月14日，我们来到最后一站的服事

点--贵慨恩育小学，此学校有260多名

学生，16日开始了儿童圣经班。我们今年

教导的主题是“变变新生命”，可见主题

和我们服事时的天气直接相连，真是‘

变变新天气’。最终我们要谢谢在我们的

生命中、生活中、服事中，行出神迹奇事

的神！在每一场大雨里、晴天里，祂都同

行，在顺境逆境中，祂仍然同在。

罗光莉传道风雨中的奇迹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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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 童 事 工

7月份的生命教育培训和亲子讲座刚刚落幕，然

而，对我们来说，正要继续不断的努力，开垦这片

生命之园，耐心的去灌溉和施肥，让生命教育的种子可以

在本地茁壮的成长，盼成为果实累累的园地。

这次是本中心第四次主办生命教育的培训和讲座，

换句话说，本地大多数的弟兄姐妹接触生命教育时间并

不很长，或许有些人还不很清楚什么是“生命教育”。其

实，“生命教育”是引领孩子寻索生命的价值，进而肯定、

爱惜与尊重生命，以仁爱之心与人与大自然共存，建立自

信与能力面对任何环境的改变，并去认识生命的创造者，

因一切生命的答案、动力和能力，都要在这生命源头里

才找得到。所以我们所接触的生命教育课程，主要以人

与己、人与人、人与环境及人与生命为四个面向去探讨生

命。

生命教育课程内容，大多以主题相关的故事或绘本，

作为信息主要内容。绘本故事很贴近孩子的生活经验，容

易引起孩子的共鸣。再透过一些问题讨论，来帮助孩子思

考主题的重点。当然有的还有延伸活动及体验活动，甚

至还有作业，主要是帮助孩子以自己的经验来思考生命

问题，把正确的信念内化在心中。

而刘清彦老师擅长讲故事，他透过绘本的分享和讨

论，将故事的内容和意涵与圣经及金句连结，来教导主日

学生明白真理，成为他教导的特色和风格。那些难理解的

圣经真理或金句，藉由图画书的转化和连结，孩子们就很

容易明了，很自然进入他们的思维和生命中。他也看见很

多孩子因此而结出美好属灵果子。因此，刘老师很愿意分

享他独特的教导方式，我们从他的教导，也可以领略一二

吧！从接触生命教育一直到有效应用在主日学教学上，是

一个过程，需要时间及不断的操练。这一年多来，我们设

法透过生命教育交流会，让大家更能掌握如何藉着绘本

为喻道，带出圣经真理。也看见好些弟兄姐妹，在节日和

主日学的联合聚会上使用绘本，在学校假期的对外举办

的儿童营会，也使用生命教育的营会教材。

然而，本地的生命教育似乎只局限在教会对外举行的

活动。如何透过生命教育帮助社区的孩子呢？似乎困难

重重。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与远东福音广播机构的同工刘

姐妹谈起，我们是否可以联手透过空中节目，播放生命教

育的绘本故事。这样的构思等了一年多时间，直到最近远

东福音广播机构开始FM105.5的新电台，刘姐妹想录制

儿童节目，终于落实了这个计划（神也为我们预备一些录

音的义工）。这真是一件叫我何等兴奋的事，神在空中开

创了一条道路，希望这样一个节目可以带给更多孩子的祝

福，让他们拥有正面的价值，活出键全的人格。  

生命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不是马上就可以看得到成

效。而现今的人们是讲求快速、实际与果效，要这个园地

开出茂盛的生命之花，仍然充满种种的挑战。希望生命教

育的同行者，本着热诚与恒心一起努力开垦这片园地吧！

感谢神的恩典，很难得有机会再次邀请到三位

来自台湾的讲员：台湾师范大学任教人类发

展与家庭学系的黄迺毓博士，儿童文学创作、儿童阅读教

育者刘清彦老师，和现任中原大学人文教育学院艺术史

讲师的宋珮老师，齐聚于本地主领由本中心与卫理公会

女皇镇堂于7月22日至26日假该堂，联办的生命教育培训

和亲子讲座。

感谢神，我们乐见192位参加培训和82位参加讲座的

主日学教师、教育工作者、儿童工作者和父母，愿意付代

价在忙碌的生活中，特别拨冗参加聚会接受培训与聆听，

皆是为了下一代的生命与信仰的建造而努力。

黄迺毓教授，多年以来，以不说教、不讲大道理，欲能

引君入雍的独特风格亲身示范了阅读童书的乐趣。在是

次聚会里她向与会者娓娓谈论“生命教育概论”，分享“

享受阅读-亲子共读有妙方”和“读出生命力-谈阅读的

生命建造”。

著作非常丰富的刘清彦，除了写书也是说故事专家，

非常注重人生经验的传承。他再次分享所拿手的“启发孩

子思考的故事阅读”，和“图画书在儿童主日学的应用”

两个课题。而“启发孩子思考的图像阅读”讲解，和“格

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与基督信仰”解析，由热爱研究图画

书，温文尔雅的宋珮老师负责是最好不过的安排。

在聚会后，得到的许多回应里，发觉许多与会者仍想

要了解认识这些课题更多、更深、更通透，不容否认的要

在几天8、9个小时或4个小时（培训和讲座）里充分了解

吸收，到有充分掌握所论及的课题，是不易办到的事。我

们将所得到的回应作一番整理，发觉有一些书籍能辅助、

补满这些回应的需求。兹推介下列几本书：

《儿童神学》--孩童的属

灵思维操练，刘清虔著。这是

一本写给大人的书，帮助父母

和儿童主日学老师有系统的教

导孩子，让孩子的信仰不只是

在主日学唱唱跳跳，听听圣经

故事而已，他们需要有人协助

他们将一系列的故事整合为一

套系统的神学知识，并将之运

用在生活之中，透过‘知与行’

来塑造他们的属灵生命。培养儿童的神学思考能力，便

是使儿童能够将所习得的基督信仰的真理运用在日常生

活之中，能够以他们日常琐事为对象，从圣经的观点来思

考。（售价$12.00）

童书的题材广泛有趣，是亲子沟通的理想素材。父母

若善于选取运用，即可跟孩子浅谈生活，也可启发孩子探

索自我与世界，认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以下两本书鼓励

父母利用故事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藉童书体验生命的

多彩与多姿。                                                     

《亲亲小豆芽》--丰富孩

子属灵生命的30个故事，香港

宗教教育中心出版。这本书鼓

励与指引父母透过说故事、玩

游戏，与孩子真挚交流讨论，

互相学习，从而丰富孩子的信

仰生活，培养信仰的识见和价

值。本书罗列的30个故事循‘

上帝与我’、‘灵命成长’、‘活

出基督’三个信仰主题编排，

期望培育孩子去爱上帝和爱人。父母一方面引导孩子认

识和相信上帝爱他们，以包容、宽恕、分享的心彼此服

事，爱惜生命，做个上帝喜悦的好孩子。（售价$17.40）

《亲亲孩子亲亲书》--领

孩子寻索生命的价值，也是由

香港宗教教育中心出版。本书

以生命教育为目标，精选16本

童书，归纳为四个主题：认识

生命、人格成长、爱与分享、关

心世界；内容包括导读、问题

讨论、延伸活动及主题分享。

书中资料能帮助父母深入理解

主题，跟孩子谈心玩耍，从而带领孩子建立健康的生活态

度与自我价值观。（售价$17.40）

“哗! 你看起来气色不错，不像动过手术的

人。”“是啊，這是见证大家代祷的成

果。” 這是我对探病者的回复。

我于7月12日动了大肠手术，化验结果是我患上结

肠直肠癌第三期，从8月10日开始会进行8次的化疗，所

以接下来我将‘放大假’，接受治疗与休养。

回想整件事看见神掌管我们的一切（生命，事奉，

甚至生病... ...），整个过程都有衪的带领与铺排。五月

中旬东亚行回来后忙于下半年的事工时，接到消息说

我的大肠有异，那是在一宣教会中预备展览的时候，当

时是感到很突然，也因身体无何异样，有些不敢相信，

也有点担心，最终祷告交托神。六月份进行一连串的检

验，定于7月26日作手术，我便开始把下半年的工作作了

培 训 报 导 ／ 书 籍 推 介

真理儿童图画书
 梁晓兰传道

“本土生命花园”杂感

一些处理，但神有衪的安排，将手术提前2周，结果在很

匆忙中将所负责的各个里里外外的工作再作一番调整，

神的时间有时不是我能理解，但手术与化验结果出来

后，便明白神作事永不误时！因提早手术，我的淋巴腺

18粒中只有1粒被影响，这非常感恩。另外，我为不需放

置排泄袋在体外，也不需再动第二次手术而感恩。从入

院至今皆看见神诸般的慈爱与恩典的彰显，特别透过许

多教牧，弟兄姐妹，海外肢体（有些我不很熟悉）借代

祷，探访，慰问，鼓励来支持我，令我非常感动，谨此向

大家表达我真挚的谢意。

在我‘不在家’期间，盼望您仍继续以祷告与各方面

来支持新缅的同工与事工，让神的事工继续前进并使人

得福，也请继续为我祷告。

林秀英传道耶和华是我的‘医者’…

一起建造小孩的生命与信仰



真 理 通 讯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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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6841-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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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2
年
特
会
预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