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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
林秀英传道                       

今日的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是社会未

来的栋梁，是明日的教会。但面对今日希

奇古怪、五花八门、充满试探陷阱的资讯，对我们的儿

童来说是危机四伏。我们要把握时间，抓住机会为主去

得着他们。

1. 是神的心意：太18:10上; 可10:14; 可16:15

［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

失丧一个］（太18:14）从圣经角度看，在整个

救恩计划里面，神的心意是愿看见儿童得到救

恩，衪并没有把他们排除在福音门外。

2. 儿童需要福音：罗3:23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

有了罪。］（诗51:5）儿童也是罪人，心里藏

有犯罪的动机，例：说谎、妒嫉…，所以也属

失丧的灵魂，他们需要福音的大能，来拯救与

改变他们。

3. 儿童能明白救恩：提后3:15

从救恩的角度，这是许多人的质疑，认为儿童

还那么小，他能明白救恩吗？［万国儿童布道

团］的创始人欧尔文，开始向儿童传福音时也

有此疑虑与困拢，但当他向儿童传福音并再三

的与他们个别陪谈后，证实儿童在小时候也能

明白救恩，因此于1934年创立［万国儿童布道

团］，超过半个世纪在世界各地向儿童作传福

音的工作，引领许多儿童认识主，归向主。

过去本中心在70年代中也开始积极作这方面的

服事，透过聚会、文字--真理乐园函授课程，

向许许多多新、马、汶儿童传福音，有许多孩

子因此认识主并相信主，也在教会中成长，有

些今天在教会中的不同层面上服事主。

4. 是信主的黄金时期：

从成长阶段的角度，心理学家认为儿童时期是

受教的心挺强的阶段，他们的心正如一张白

纸，任我们在上面勾划美丽的色彩图画。如果

我们能在这个年龄引导他信主，将对他的一生

起着不同凡响的影响。有许多先贤他们都是在

儿童时期信主，例：马太亨利11岁得救，以

撒·窝特9岁得救。

5. 更长的事奉时间：箴22:6

这是从事奉的角度与效应来看，越早信主的孩

子，参与教会事奉的时间越长。大布道家慕迪

在一次布道会中带了1个大人、2个小孩信主，

他回家告诉家人：［我今天带领2个半人信主！

］（2个小孩，1个大人），他明白小孩比大

人有更长时间来事奉主。我从小母亲就让我去

主日学，在成长岁月里，老师给我许多机会服

事，14岁便在主日学、诗班、青年团契参与服

事。

6. 带来救恩连锁效应：

我听见也看过以下的记载：

爱德华·金宝 ( Edward Kimball ) 是芝加哥一名

鞋店店员，也是主日学老师，他深爱孩子们。

他用自己空闲的时间，探访芝加哥市中心区年

幼的街头顽童，想领他们归向基督。透过他，

一位名叫慕迪 ( D.L.Moody ) 的男孩，1858年

得救了。慕迪长大后，成了传道人。1879年，

慕迪领了一名年轻人信主，他名叫迈尔（F.B. 

Meyer），长大后，也成了传道人。迈尔热心于

个人探访，领了一名年轻人信主，他名叫查普

曼 ( J. W. Chapman )。查普曼长大后，也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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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人，把基督的信息带给一名棒球选手，他

名叫信恩德 ( Billy Sunday ) 。信恩德身兼运动

员与布道家，在北卡罗来纳州沙洛特（Char-

lotte）举办复兴聚会，那场聚会相当成功，于

是另一位名叫末底改·哈姆 ( Mordecai Hamm 

) 的布道家，应邀到沙洛特讲道。就在哈姆讲

道时，一位名叫葛理翰 ( Billy Graham ) 的年轻

人，把他的生命交给耶稣。

这都从领一名儿童信耶稣开始。（记载取自比

尔·威尔森 Bill Wilson 所著的《他 是 我 的 孩

子 》‘Whose Child is this?’）我们虽不知在

所带的孩子中，神会如何使用他们，但一个孩

子信主，却有可能带来其他家庭成员或他的朋

本中心于2012年10月13日，假千禧楼（巴耶

利巴）为缅甸真理中心十五周年，举行题

为“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感恩晚宴。感谢神，当晚邀

得近300位教牧、长执、机构同工，以及主内弟兄姐妹

拨冗出席同颂主恩；聚会于傍晚6时开始，晚宴则于晚

上7时30分开始至9时结束。

缅甸同工李清惠传道分享缅甸事工，以及当地福

音禾场与教会属灵装备的需要；长老会锡安堂陈德泉牧

师风趣生动的分享他多年参与访

宣的所见所闻，同时为缅甸的购

置办公室需要发出呼吁。接着，

本中心董事主席刘友升牧师情词

迫切的勉励与挑战，呼吁与会者

为缅甸真理中心筹购办公室的需

要给予奉献支持。感谢神，当晚

收得的奉献为$53,054.50，加上感恩晚宴前后收到奉

献，合共$73,684.50。

李清惠传道自1999年7月加入缅甸真理中心，从

负责儿童事工、培训事工，并多年透过服事与教会、

神学院建立紧密的

关系，得到当地华

人教会的肯定。董

事会于2012年7月

议决提升她担任缅

甸办事处干事。因

此，特趁这个周年

庆典，在神与众人面前为她举行就职典礼。

感谢神，当晚虽然在播放事工简介短片时，因电

脑出状况导致播放出现故障；但得蒙在场一位弟兄的出

手相助‘抢修’成功，在聚会之后晚宴开始时，顺利

播映。宴会间，也藉短片播放分享真理中心访宣队于

2011/2012跨年访宣，以及历届访宣的服事片断情景。

感谢神丰盛的恩典！引领缅甸真理中心十五年来

的服事，截至今年1月，筹购缅甸办公室奉献共收到

$257,448.60。请继续为缅甸购买办公室之事宜祷告，

求神为我们预备‘美地’扩展祂的事工。

友的信主，那是何等宝贵。

7. 为教会未来储备人才：

带领儿童信主，不但会带来教会的增长，也会

为教会储备人才，有统计说，普遍上教会会

友中有80%是由儿童期信主的信徒组成，在宣

教士中有70%是在儿童期悔改蒙召的，例：吉

姆·艾略特 ( Jim Elliot ) 、戴德生 ( Hudson 

Taylor ) 。我在以上也说过，在教会事奉多年，

也看见如此的情景。

盼望我们看见带领儿童信主的价值与宝贵，多关

注、推动与支持这方面的事工，让更多这一代的儿童认

识主，培育他们成为教会未来的生力军。

《缅甸真理中心十五周年感恩晚宴》报导

陈万华姐妹
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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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新加坡的第七天有人问我“新加坡给你

的感觉如何？”停顿了一会儿…我回答

说：“我还没有抓到任何感觉，也还没有体会到任何感

觉。”这样回答不晓得是否让问的人尴尬难堪？但经过

46天的新加坡生活体验，感觉就不一样了。感谢神丰

厚恩惠，让我有机会到访新加坡，46天观摩教会、机

构、福音禾场并学习一系列的《把握时机》课程，到了

十多间教会分享缅甸真理中心在缅甸的事工，也到马来

西亚的波德申参加了第四屆世界华人基层福音会议。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办出国护照，既兴奋又紧

张；但要与妻子和7个月的女儿分离50天，我的心真是

既牵挂又难舍。50天虽然不算长，对我来说也不是很

短，靠主的恩典总算度过了这思念妻女的日子。就让我

用几句来分享新加坡给我的感觉吧！它高尚优美、先进

繁华，政府爱民如子，胞邻如兄。身为新加坡的子民是

有福气的，是其他邻国子民所羡慕。

2012年9月28日第二次踏入新加坡国土，这50

天的行程，承蒙总干事林秀英传道及董事们

的安排，有10多次机会在教会、神学院、机构、团契

讲道分享缅甸真理中心事工；同时，有机会观摩教会

及参加其他的聚会。特別是参加10月1-4日马来西亚波

德申第四屆世界华人基层福音会议，来自14个地区及

国家的参加者及事奉人员共245人。开幕礼上，陈世钦

牧师传讲“活出基督传扬的人生”三要点：一、睁开你

的眼看见他们的需要，二、打开你的心去感受他们的处

境，三、伸出你的手去帮助需要的人。有几个残障机构

带着残障弟兄姐妹来参加，在聚会中看他们的表演，听

他们的分享，很受感动。听了该基层福音讲座，知道缅

甸是个‘基层’的国家，自己也是属于基层；对于残障

的人，不但国家没有关怀，教会也没有实际的关怀举

措，残障的人都得完全靠赖家人照顾。无论在社会或家

里，他们都感到自己是没有用的废人。在聚会中，有机

会与牧者弟兄姐妹分享缅甸残障事工的需要，有的牧者

们对缅甸事工颇有负担，想到缅甸看看，相信缅甸开放

会带来改变。 

10月13日缅甸真理中心15周年感恩晚宴中，看到

新加坡之行有感
李清惠传道

缅甸同工新加坡之行

那么多牧者弟兄姐妹

出席，给我们很大安

慰和鼓励，知道我们

在 缅 甸 事 奉 并 不 孤

单。在晚宴里，特别

为着缅甸真理中心购买办公室筹款，也得到新加坡许多

关爱缅甸事工的牧者弟兄姐妹的代祷支持及奉献。

感谢神，上了《把握时机》课程及参加宣教聚

会，让我对宣教有了更多了解及认识，缅甸是个多民族

的国家，要作跨文化事工必须要了解该民族的文化。我

好高兴在办公室林老师及同工们帮助下，能找到好多我

们需要的儿童、青少年资料，以及浏览资料室书籍。这

次，时间上虽然感到有点匆忙，但很充实；让我学到好

多，也吃了好多在缅甸没有吃过的食物，要谢谢吴多才

弟兄把舒服房子让我们住宿，给我们很多方便，求神记

念。我们得到额外的恩典，有机会到连新加坡同工都沒
有机会去的旅游景点。真的要感谢神，让我们每天享受

祂的爱，同时，谢谢所有同工、董事、牧者及弟兄姐妹

的爱心及招待，让我们吃得白白胖胖、健健康康的回到

缅甸。

从未有过的真感觉…
谭约瑟传道

特别要感谢那用厚爱

浇灌我们的神，也要感谢新

加坡真理文字中心所有的董

事同工及爱主弟兄姐妹的付

出，让我们缅甸同工在新加

坡享受不尽盛宴，更要感谢

林秀英总干事为我们安排所有的行程并一切的课程学

习。

在所有的课程中，启发我更深去事奉的就是《把

握时机》的生命旅程，启发我担负缅甸的宣教使命。在

这落后贫穷基层、民族族群多元化，以及97%未听闻福

音的国家，透过把握时机宣教生命课程，三个周末主日

近40小时的旅程，再一次点燃我对缅甸的宣教负担。

最终我明白神让我生存在缅甸的目的和方向，完完全全

因基督，也是完完全全为缅甸。这些就是我从未有过的

真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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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莹姐妹（圣约播道会）

访 宣 报 道

我的耶稣，信靠耶稣的我
半年的筹备就等这一天的到来。是我们24人全军

武装为传扬福音去宣战。这是一场考验我们每一个人身

心灵的考试，准备功夫更不在话下。但是疲累的我并没

能完全进入状况，还是有少许的不足和怠惰。认为我已

经去了这么多次，应该可以驾轻就熟。怀着这样的态度

和心境就让我经历了神给我的功课，而往往要学习的早

就预备了… 我经历了正恰恰是我们这次营会的主题 。

我们都是神的器皿用于传扬祂的爱，所以参与是

祂给与我们的恩典，就算我们有再不足之处，神的工作

还是会以祂的旨意而完成。那我惟有带着感恩和信靠耶

稣的心去承当被委派的责任。

我的耶稣，归向耶稣的我
两天在圣光学校的“生命游戏”揭露了人性的百

态和存在着的黑暗诱惑。同学们经历了一场模拟人生旅

程的游戏，可是游戏里同学们的圣经教导和道德观却面

临了极度的挑战和抨击，一个个像骨牌式的倒下。最终

陈牧师的抉择篇让同学们带走了揪心的思索和抉择，到

底选择耶稣还是这个世界…也让这个营会画上了句点，

但却是同学们在人生中的一个起点--选择归向耶稣。

我的耶稣，效法耶稣的我
在假期圣经营第三天的手工里，那一个个的脚印

仿佛是孩子们迈向

耶稣的脚踪。卡时

的孩子都来自基督

徒家庭，决志做个

基督徒。而他们的

立志跟随耶稣却是

一生一世的。当我

知道虽然这个村落都是基督徒

却有不少的少年人是瘾君子，

这也意味着属灵的争战是实实在

在的。但是有再大的阻挠也必有再

大的恩典。求神怜悯和垂听这些孩子们的祷告，立志一

生一世效法耶稣的榜样，脚步不离。

我的耶稣，献给耶稣的我
闭幕礼上那首牵绊着我们每个人的歌《每天的祷

告》--“哦主啊，求祢改变我，心思意念愿祢来雕

琢，使我能更加像祢，带着耶稣的香气。哦主啊，求祢

吸引我，带我进入祢圣洁居所，让我今天为祢活，完全

献上为活祭，奉献一生跟随祢”。孩子们献上的就是他

们那颗童真真挚的心，永远跟随耶稣。他们的凝聚转眼

就是我们老师们的榜样和学习。

老师们的奉献也是有目共睹。先前说到个人的长

处和不足也让我们的队员产生不少的摩擦和插曲。但是

因为我们24人都怀着一个相同的理念，那就是为主来

献上自己。所以个人的不足和不愿意都在彼此的欢笑和

谅解中褪去，而相对也浮出了兄弟姐妹在主里领受到的

恩典和相互扶持。就像一幅24拼图一样，缺一不可。

每个人的岗位都是神锁定的，只要我们坚守岗位，撒旦

就无机可乘。

所以：不是我可以，是在神可以；不是我够好，是神

真美好；不是我愿意，是我愿顺服。

2012-2013缅甸跨年访宣虽然结束了，但我们仍

然缅怀和记念那片还在松土的田地和孩子们的救恩。惟

有继续切切为着缅甸祷告和期待另一次为主扬旗宣教的

旅程……

访 宣 感 想

感谢主！靠主的恩典，去年真理中心于12月

底再次组队到缅甸作跨年访宣。数一数，

真理中心的访宣工作，不知不觉也进入了第十次。这些

年来，神让我们体会访宣是一个改变生命的旅程，适切

的安排不但使受访的群体得着生命改变，访宣队员的生

命也经历更新与成长，与神的关系也更亲密。每一次

的访宣，都让我们有不同层面的体验与感动、学习与

反思，特别是在福音工场的探访，聆听在各工场上的情

况、需要、困难、挑战；也有机会关心当地的传道人、

为他们祷告、奉献支持他们的事工。这次我们也有机会

探访以前所奉献支持的福音工场，看见事工的发展，心

被激励。

此次访宣队共有24人，来自7间不同的教会，当中

有教牧、领袖、平信徒，用了整半年的时间开会、讨

论、祷告、制作视觉教材与金句游戏、编集习作、编

写剧本、预备节目等筹备工作，于2012年12月27日- 

2013年1月6日踏上为期11天的缅甸行。

此次我们在腊戍的事工……虽然是辛苦，但神让

我们经历透过祷告，他的能力是在我们这群软弱人的身

上显得完全。队员们身体虽疲惫、软弱，神都带领我们

完成每一天当完成的工作，神的恩典是满满的，神的带

领是奇妙的，感谢神！

黄金卿姐妹
改变生命之旅

我的耶稣，耶稣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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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 歌罗西书3：2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

是我的门徒了。” - 约翰福音13：35

以上两节经文总结了我这次访宣的感想和经历。

中学时代在团契里曾委身说要参与宣教，但一直

没有踏上第一步。虽然有参与教会里的宣教事工，但

总觉得那只是教会服侍，不算真正宣教。经过了20多

年，我总算可以说：“我去访宣了！”　　

感谢神，很奇妙地让我的第一次访宣跟真理文字

中心到缅甸。

其实，这次访宣跟在教会服侍的感觉很相似，因

为已从会友得知真理文字中心的事工，而自己也曾经在

儿童和青少年事工服侍过。虽然，所做的一样，服侍的

经历却因为队员们而不一样；再加上自己是第一次同

行，倍受队员们的照顾。打从首几次的开会，我就被整

队的团结感动。这是一群来自不同教会、背景的人聚在

一起，要把自己最好的献给神。大家都很忙，但不计较

地付出，尽自己的能力，同时扶持彼此的软弱。是的，

弟兄姐妹彼此的服侍应该是这样的，才能体现真理和恩

慈！

在整个过程当中，最困难的是访宣前的预备。我

们的会议常开得很迟，隔天还要上班，再加上要备课、

准备手工、练习诗歌等等。原本，在一周的时间里，我

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想自己和工作的事。这次访宣让我有

十一天的时间单单想上帝的事，让我意识到自己忽略了

上帝国度的事，是我必须调整的。

在儿童圣经营的最后一天，村民们给了我们每人

一个绣上他们民族图案的布袋。这不是我的第一个布

袋，但是最有意义的，因为它将会提醒我这次访宣中所

经历的一切……

萧淑慧姐妹
圣公会诸圣堂

上面的事  地上的事
访 宣 感 想

非常荣幸！我是真理中心资料室的第一位会

员--‘真理之友’。记得1999年，我是

刚刚就任一间中文教会的儿童事工传道。当时，中文

资源十分有限，而上网搜寻资料也还不普遍。真理中心

资料室的设立，对我而言无疑是好消息，因为它为华文

教会提供了教学计划、故事、信息、话剧，以及视觉辅

助教材等资料。成为会员让我多了一个寻得好资源的管

道，其材料可在教会不同类型的聚会与活动上使用。

除了丰富的儿童材料，在真理同工们多年忠诚经

营下，对资料室内所存储的资

料了如指掌，可以随时预

备给予援助。由于这个因

素，我常向真理中心寻求

点子和协助。虽然资料室

所印制的‘资料一览表’

罗 列 既 丰 富 又 全 备 的 资

料，但不能取代个人的接触。

当有需要的时候，我很习惯先通过电话向他们寻求建

议；多数时候，我的诉求都迅速得到满意的解答。

也许因为这样，让如今在英文教会服事的我，仍

然不放弃成为‘真理之友’的会籍。虽然这是中文资料

室，但好些资料有英文译本，甚或原本就是英文版本资

料。更何况，一些看似过时的资料却仍然适宜今日使

用，只要稍加修改变通，就一样对现代受群有效。

去年12月份，为了柬埔寨儿童短宣队一些节目的

预备，我再一次到真理中心寻找资源，结果让我搜寻到

很棒的圣诞节信息和两个有趣的剧本。有了资源在手，

让这班11、12岁的儿童短宣队员可以全程自行预备这

趟短宣节目，并很好的呈现出来。

这些年来，我不但是‘真理之友’，‘真理’中

心也成了我服事道上‘之友’。

为真理中心对本地教会教导事工所提供的佳美服

事，深感欣悦的同时，我盼望真理中心资料室在扩充与

发展需要上，也可以得到更多的支持。

资 料 室

‘真理’亦吾友 于素娟传道
The People’s Bible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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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回我的生日，总干事林秀英传道对

我说：“没有东西送给你！”（每次当同

工生日时，我们都会联名送样礼物给生日的同工）接着

又说：“你猜猜看这是什么样的礼物？”没有东西又岂

是有东西的礼物呢？这应该是一本书名吧！果然是书！

是一本漫画绘本。书一到手就让我爱不释手，好东西要

与人分享，于是把书介绍给一些朋友，他们同样爱上这

本漫画绘本，难怪它蝉联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绘本的线条画面非常简单，大部分留白，颜色以

黑白为主色，再搭配温暖的红色，生动有趣的动物造

型，浅少幽默的文字，却引人开怀一笑，且有着丰富的

意涵，发人深省的哲理。故事的主人翁是小猫奇奇和小

狗小欧，在一个特别的日子，奇奇想送一份礼物给他的

好朋友小欧。送一份对方没有的

东西，该是新鲜又好玩的吧！但

是小欧什么都有了，奇奇绞尽脑

汁终于想到送‘没有东西’，可

是去哪里找‘没有东西’呢？于

是根据一些蛛丝马迹去寻找，如

大人说：“电视没有东西好看”

，“商店没有东西可买”，小孩

说：“没有东西可玩”，奇奇到

处寻寻觅觅，但总是发现有东西

看，有东西玩，更是有新奇的东

西可买。

后来，奇奇想到在盒子里

装上‘没有东西’送给小欧。为了要给小欧更多的‘没

有东西’，他把小盒换成大盒子。奇奇捧着比他身体

还大的盒子送到小欧的面前，盒子那么高那么大，小

欧要踮起脚趴在盒子上才可以看到盒子里面的东西，可

是里面没有东西呀！小奇奇赶紧的说：“对呀！没有东

西…”“只有我和你”。于是奇奇和小欧拥抱在一起，

静静看着窗外的点点繁星和一轮明月，享受着‘没有东

西’和窗外的一切东西。

这个故事看来简单却有很多的意涵。例如书中的

人说：“没有东西”，怎样才算是‘没有东西’呢？ 

在这物资非常丰富的年代，怎么可能‘没有东西’呢？

我们不单拥有基本所需要的东西，还有许多可以让我们

选择的东西，如各式各样新款的衣服、鞋子、手机、电

脑…等等，以及多姿多彩的吃喝玩乐的消费，真是眼花

缭乱。只不过当欲望被满足，拥有这些东西的新鲜感消

失了，人们又会觉得‘没有东西’。当新的东西冒起，

又一窝蜂的追寻，甚至为了享受这些‘东西’，废寝忘

食或掏尽腰包去得到，有可能只是为了享受消费那一刻

所带来的满足感。为了这些东西，更可能失去休闲的时

间？失去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失去与朋友的联系，甚

至失去与神亲近的时间。似乎得着却好像失去了什么。

书中的小欧看来似乎没得着什么礼物，但，他却享受了

一段甜美时光。朋友，您怎样看待这个得与失呢？

接到一个空盒子，没有任何东西，若是你，你会

有什么反应呢？小欧接受奇奇的拥抱，证明他同意奇奇

的“没有东西”“只有我和你”。他懂得和明白甩掉‘

东西’，去拥抱那位没有东西的朋友，有一位‘懂得’

的朋友，何等难得。奇奇的空盒子真的没有东西吗？从

图画里看见奇奇趴在窗口，绞尽

脑汁在想要送什么礼物给小欧，

而这时的小欧已呼呼大睡，奇奇

为了好朋友牺牲了睡眠。奇奇为

了寻找‘没有东西’，他看电视

机、观察孩子玩乐及找遍了商场

的所有东西，弄得头昏眼花，为

的是给朋友一份特别的礼物，空

盒子里承载的是奇奇的浓情和真

意，他不单花时间去找礼物，还

花时间陪伴小欧。

其实小欧已经收到一份看

不见却体会得到的礼物，就是珍

贵的友情。关系不只是靠物资去维持，更是付出真诚的

关爱和时间去建立，而且是双方的付出。在最后的一页

无字图，是小欧在礼物盒里，奇奇身上缠着包装丝带在

戏耍，似乎暗喻他们彼此是对方的礼物，成为对方的祝

福。若果是！真需要一种舍己的精神才行，哪怕会打架

的狗和猫，也可以成为朋友，和睦相处呢！

可参考的经文：

诗篇133：1“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

善，何等的美！”。

提摩太前书6：8 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哥林多后书6：10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

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

样都有的 。

（若有意购买此绘本，请向刘玲霞姐妹联络）

儿 童 事 工

没有东西送给你
梁晓兰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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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今有下列职位空缺，欲聘请有心志、热

心爱主者一起同工，扩展神的事工。

㈠ 儿童事工助理干事

职责：负责推动与发展儿童事工

 ·年30岁或以上，至少中学毕业者

 ·通晓中英文，懂中文电脑；

 ·性格开朗、活泼，一颗爱儿童灵魂的心；

 ·已／曾参予儿童方面的事工；

 ·有带领儿童聚会经验，对生命教育有所认识

更佳；

 ·受神学或儿童方面训练者优先考虑。

㈡ 财政兼销售

职责：负责一切财政事务与名单；销售推广属灵

书籍、文字材料

 ·年25岁或以上，至少中学毕业者

 ·通晓中英文，能使用电脑；

 ·懂会计；

 ·喜欢阅读属灵书籍；

 ·性格开朗、喜与人接触；

 ·具有关工作经验者更佳。

㈢ 宣教事工干事

职责：负责推动与发展本中心宣教事工

 ·年25岁或以上，至少中学毕业者

 ·中英文兼通，懂中文电脑更佳

 ·神学毕业将优先考虑

 ·对宣教有负担者，喜与人接触；

 ·具有宣教工作经验者更佳。

有意申请者，请将个人相片（恕不退还），履

历、得救见证、联络地址、电邮、手机号码、薪金要

求等，寄来或电邮至本中心。

若有任何询问，可来函或致电与我们联络。也

请在祷告中记念我们这特别的需要，谢谢。

主日学同工下午茶
林秀英传道

“喂！ 请 问 您 有 空 来 和 我 们 喝 下 午 茶

吗？”这是我近日常说的电话话题。

感谢主，过去两个月训练与儿童事工第一次主办的《

主日学同工下午茶》，共有16间教会20位同工出席，

过程中有美好的交流与分享，参加者回应：不但能认

识来自不同宗派与堂会之同工，也较广泛了解彼此教

会主日学的状况和运作模式，所面对的问题与挑战，

有人形容“大开眼界”，得着许多讯息、实用的资

料…，一直希望与等待有如此的聚会，有所看见与学

习；甚至有人建议我们常常举办。

主办此茶会的目的：

1. 提供交流的平台。

2. 讨论可行之方案、守望代祷。

3. 了解与参考不同堂会主日学的运作、困难与 

 挑战。

4. 展望未来，提升主日学事工。

5. 真理中心可提供的资源与支援。

交流会的内容：

1. 了解个自主日学之运作，例：

 ·教职员、学生人数、班级、全龄化

 ·外展事工、布道工作/聚会的情况

 ·主日学形式、时间、所使用的课程

 ·除主日学课程外有添加什么培育课程／

材料，例：生命教育材料

2. 主日学面对什么挑战与需要：

 ·学生来源与趋势

 ·教师是否足够，每年训练教师计划

3. 展望未来

4. 真理中心可提供的资源与支援帮助…等

5. 分享代祷需要。

接下来主办的时间为：

1. 20/4/2013（星期六） 2:00—4:30pm         

2. 22/4/2013（星期一） 2:00—4:30pm

3. 27/5/2013（星期一） 2:00—4:30pm

欢迎有兴趣者可任选其中之一天出席，请致电

或电邮children@living-wd.com与梁晓兰传道联络。

我们的祷告是求主恩待所安排的《下午茶》聚

会，让更多主日学同工因交流而更好的发展教育事

工，也借此能获得彼此支援的效果。

聚 会 报 道

聘征 同
工

mailto:<4E0E><6881><6653><5170><4F20><9053><8054><7EDC><6216><7535><90AE>training@living-w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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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至6月聚会、活动
月份 日期  堂会  /  地点  聚会性质 负责同工

四月 6 圣三一堂／圣约翰圣玛格烈堂 主日学老师训练 林秀英传道

13 女皇镇卫理公会 儿童聚会 梁晓兰传道

14 救世军碧山华文教会 主日学老师训练 林秀英传道

28 救世军碧山华文教会 主日学老师训练 林秀英传道

五月 5 卫理公会武吉班让堂 主日学老师训练 林秀英传道

12 救世军碧山华文教会 主日讲道 林秀英传道

14 基博浸信会 长者团契讲道 梁晓兰传道

19 救世军碧山华文教会 主日学老师训练 林秀英传道

25 真理中心 生命教育交流会 梁晓兰传道

26 救世军碧山华文教会 主日学老师训练 林秀英传道

31 纽顿生命堂 儿童事工讲座 刘清虔牧师

六月 1 纽顿生命堂 儿童事工讲座 刘清虔牧师

9 卫理公会天恩堂 主日讲道 林秀英传道

23 救世军碧山华文教会 主日学老师训练 林秀英传道

30 救世军碧山华文教会 主日学老师训练 林秀英传道

30 圣公会善牧堂 主日学儿童崇拜 梁晓兰传道

我们期盼您的参与！我们需要您的代祷！

神学思考与生活运用
儿童事工讲座

简易大纲： 1. 从圣经故事学神学思考

 2. 从神学思考到生活运用

讲 员： 刘清虔牧师

日 期： 5月31日至6月1日(星期五-六)

时 间： 晚上7时30分至9时30分

地 点： 纽顿生命堂 16 Newton Road, Singapore 307995.

报 名 费： $20/=

报名方式： 请填妥附上的报名表格，连同报名费寄来。

注：谨以收到报名表及报名费为正式报名 (支票注明付给Living Word Ltd.)

截止日期：23/5/2013

联 络 人：黄金卿姐妹（Tel: 67485218）

主办单位：真理中心与纽顿生命堂联合举办

在儿童的信仰教育中，一个顶重要的环节便是：如何让圣经的「故事」转化

成清晰的「信息」，并在孩子的心中成为确实的「信念」，最后将信念转

化成日常生活里的「行动」。

继上一次「在变迁社会中谈儿童的宗教教育」之后，刘清虔牧师将进一步阐释如何从生动的圣经故事

中，提呈出明确的信仰价值，使孩子得以在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中，仍拥有正确的方向

与稳定的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