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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干事的话

林秀英总干事                       

真理中心40岁了！记得好像才刚庆祝完35

岁，这么快便进入40岁的门槛，可想时间

的快速与短促。回想起初从单纯以文字开始服事的本地

机构，一路不断成长到今天跨国建立宣教事工，实在经

历大卫所说的‘祢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祢的路径都滴

下脂油。’(诗65：11)，一切皆是神的恩典、带领与作

为。

真理中心的服事道路，是一条信心之路，是一条

不断长进之路，无论是同工还是事工，我们都在这些年

间不断、也不停的学习如何凭信心前进，也从中不断经

历神无限的恩典与作为，若您长久以来都在收阅我们的

通讯，就会明白我所说的，也亲眼看见神奇妙的工作。

我非常喜欢一首盛晓梅所写的诗歌《恩典够用》，

描绘出我这35年间所走过的事奉心路历程：

停下来回头看一看，祂的恩典一路相伴。

闭上眼用心去感觉，祂的爱从不曾离开。

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乌云背后还是有蓝天。

张开手迎向每一天，祂的恩典一定够用。

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

祂应许永远不会改变，

要相信不论明天将如何，祂恩典一定够用。

每一次跌倒，站起来更刚强，

每脚步走得更有力量，

要相信不论明天将如何，祂恩典一定够用。

这40年，神不只在事工上让我们渐渐成长，继续

服事海内外的不同群体与教会；也让我们有了固定的

基地，2003年神为我们新加坡预备目前这办事处，于

2011年12月底完全还清所有贷款。2012年，适逢缅甸

15周年，也看见缅甸需要一个固定的基地来发展事工，

便开始为他们向您呼吁，并为他们筹款预备经费，终于

在2013年11月与12月，用大家奉献的金钱（近26万新

币）购买了总面积为7,200英呎的3块地。我非常感恩与

激动，因10年间神竟奇妙的为我们预备了两处的“美

地”，让我们可以全心全意往衪要我们发展的事工方向

前进。

目前，缅甸办事处虽购买了地，将开始策划与建

造事工楼，请为我们祷告。盼望在神的恩典下，并您

的参与，能在未来的3-5年间完成缅甸事工楼的建造工

程。

未来的事工发展，我需要在神面前反思、祷告、

寻求，如何使事工能更配合、供应这时代的需求，我更

切祷有新同工的加入来接棒，一起建造神要我们去开

拓、发展的事工。

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

标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

奖赏。（腓三：13-14）无论未来的服事将面对怎样

的挑战，我们只有继续信靠主恩，勇往前行！因我

们相信神的话说：‘祢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祢以

外。’（诗16:2）请您继续支持我们，伴随我们，为

我们祷告，与我们同工，完成神的心意与托负，诚心

所愿。

恩典满满神奇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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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感恩的心，向您汇报过去所作与今年欲

进行的事工，希望得到您的支持与参与：

● 主日学同工下午茶

去年一月至八月共举办了8次，计有32间教会的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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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模式，所面对的问题

与挑战，得以互相交换意见、分享资源。十月份举办

2次“2014主日学同工下午茶”，共有7间教会的10位

同工一起交流分享2014年的事工计划，透过了解彼此

在2014年计划要进行的事工，也有不一样的学习与领

受。盼让更多主日学同工借此交流，更好的发展各自教

会的教育事工，同时，希望能激发彼此支援的效应。

● 训练事工

过去，我比较多在缅甸、东亚与其他地区作主日

学老师的培训，去年我则多在本地不同的教会里进行培

训。去年，有10个月时间，分别在12间教会进行23次

近44堂的培训。从收回的功课与反应中，看见学生的

得着，深知一切都是主的恩典，是主赐予机会与恩典，

让我在培训领域进行服事。

● 教师加油站

感谢主，今年当我在思想如何继续与《主日学同

工下午茶》的参加者进一步保持联系时，让我起了设立

《教师加油站》的念头。初步构思是透过每个月一篇短

文来给予同工加油，打气与鼓励；同时，也欢迎他们将

此电子文章影印分给所属教会的主日学同工，使大家在

2014年的教导事工上，一起‘加油’摆上更美更好的

服事。其实，多年前就发现很多老师在教导过程中常有

出现‘缺油’或‘漏油’的情况，需要有人给他们‘添

油’，但这方面的需要却被忽略了。希望开始跨出这一

小步，真能补给同工们‘加油’的需要。

去年，我到台湾的中国主日学协会，获赠“教师

日志”。这日志刚好派上用场，一些在里面的文章，可

摘录放入《教师加油站》的每月文章，同时也注明这篇

文章的出处，使有兴趣者可购买这些属灵书籍来阅读，

让自己的生命在新一年得到浇灌、成长，不再枯竭无

力，能有生命的见证、活得精彩、发出光辉。

若有意收到《教师加油站》电子短文者，欢迎电

邮或与我联络，也希望得到您的意见与建议，使《教师

加油站》更丰富，作得更好，让更多主日学同工不但‘

加油’也得益。

● 主日学调查问卷

《主日学情况调查问卷》

这是1份有助我们认识与了解本地教会的基督教教

育情况的问卷。去年，透过《主日学同工下午茶》的参

加者，得到8间教会的回馈，不足以作成调查报告，故

计划今年将全面寄给各教会。盼得到支持，以便我们实

际了解本地教会目前的情况、需要与挑战，以便和教会

携手建立更好的教育事工，让每位学生皆成为有素质的

基督门徒。

《主日学课程调查问卷》

新加坡的教会多年来都很重视儿童的基督教教

育，主日学课程亦成为老师很重要的教材来教导主日学

学生。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调查了解现时教会儿童主日学

使用课程的情况、来源…等，以作参考，也向出版社提

供意见，盼有助提升与改善课程资料的素质。

去年，透过《主日学同工下午茶》的参加者，得

到十多间教会的回馈，以致我们得以整理出一份简单

的报告。在去年9月到台湾探访中国主日学协会的同工

时，向他们呈现这份报告，也和他们交流有关在本地教

会使用的“新道光”主日学课程的意见。他们非常重视

所呈的报告和所提出的意见，今年也向我们索取此问卷

参阅。感谢主，盼透过此途径，在主日学的课程上，能

让出版社改善与提供更丰富的内容。同时，也对本地采

用者更有帮助，使教导更贴近学生心灵与灵性的需要，

最终达成全人的基督教教育。

●  2014年之特别工作坊

为配合本中心40周年，我们计划举行一些工作坊

让老师参加，例如：“儿童布道工具巡礼”、“如何使

用不同布道工具向儿童传福音”…等等，目前尚在安排

接洽中，详细情况将另行通知。

若对于以上的事工有任何的询问，或欲进一步了

解（可参阅《2014年4-6月聚会、活动表》），欢迎与

我们接洽。

训 练 事 工

训练事工汇报
林秀英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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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文字中心定期举办交流会，许多教会的

主日学老师和弟兄姐妹也乐意出席参加，

大家在主里相聚交流，彼此学习并成长。

交流会始于2008年，而我是在2013年七月第一次

参加交流会，前后只参加了三次。但每一次的出席，都

让我获益不浅。

去年7月份的交流会，为了配合一些教会的宣教

月，特意设计了宣教的节目，向老师示范如何在教会教

导孩子有关宣教的课题。通过几个游戏站，加强大家对

世界各国的认识；看相片和听解说，了解缅甸的宣教

事工⋯。当天，老师们就像小孩一样兴致勃勃地参与其

中，也激起大家对宣教的热忱。最后，贤妮以独特的嗓

音，丰富的感情朗读绘本《偷话的人》。我印象最深

刻的是她模仿故事里的外国宣教士讲华语的腔调，太

逼真了！当我被故事和

朗读者深深吸引时，心

想：如果孩子有机会听

到这个故事，一定也会

被吸引，从绘本中有所

学习。

交 流 会 除 了 使 用

绘本讲故事，进行生命

教育，也穿插一些特别

的课题，例如在去年9

月“爱人如己”的一课，梁传道特别邀请王玲玲姐妹分

享有关自闭症儿童的课题。这是教会目前开始面对的问

题，所以这样的安排是及时合宜的。从分享中，我了解

了自闭症儿童的生理问题，生活表现，还有教导自闭症

儿童的方法和应该注意的事项。今年1月的交流会，更

是邀请了有三十年辅导经验的潘玛利传道，透过《辅导

把脉》这课题，来了解孩子一些内心问题。藉着潘传道

教导的辅导技巧，并分享处理不同个案的经验，扩大我

对孩童的认识层面，了解目前孩童所面对的问题。

每一次的交流会，梁传道都会介绍一些绘本，让

老师们可以在不同的场合使用，教导不同的课题，例如

有关失智症，多动儿，读书障碍者…。

我觉得交流会为来自不同教会的主日学老师提供

一个交流的平台，大家有机会彼此认识，分享各自教

会主日学的情形、需要

和问题。在交流会所学

习的，老师们可以在自

己教会的主日学派上用

场，使我们的教学更丰

富，使学生受益，大家

在主里一起成长。

“感谢神，因他有

说不尽的恩赐。”（林

后9：15）

儿 童 事 工

江素丽姐妹
伊甸圣经长老会

生命教育交流会感想 

在寻购复活节彩蛋塑胶膜吗？
本中心书室有多款彩蛋塑胶膜供选购。
售价：$4.90 (一包50个) 
欢迎来电与刘玲霞姐妹接洽。

今年真理文字中心40周年，将主办下列特别聚会：

1. 儿童神学与生命教育讲座

 讲员：台湾之刘清虔牧师、刘清彦老师与姜义村老师

 日期：7月31-8月1日（四、五）

 时间：7.30-9.30pm

 日期：8月2日（六）

 时间：9.30am-9.30pm 

2. 主日学老师培训

 将邀请台湾之中国主日学协会培训部老师前来培训

 日期与时间：11月6-7（四、五）7.30-9.30pm

  11月8日（六）9.30am-6.00pm 

注：两个特别聚会的举行地点皆在安排中，确定后将另

行公布。

聚 会 预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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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跨年缅甸访宣，从12月27日至1

月5日，共十天的腊戍服事。参与的事奉包

括：5天的儿童假期圣经班和少年福音营、3天的神学

培训、2晚的青少年和妇女聚会、1天恩慈之家午间聚

会…等。团队由来自8间堂会的30位弟兄姐妹和3位缅

甸真理中心同工，共33人组成。

5天的儿童假期圣经班和少年福音营，是历届最多

天的一次，前3天的活动分别在圣恩学校和温柔孤儿院

两个场地举行，最后2天则集中在圣恩学校举行。儿童

假期圣经班主题《石头家族》，在400多位参加的孩子

中，只有19%是基督徒，学生年龄从7岁至19岁。感谢

主，这次圣经班，有181个孩子决志接受主。少年营主

题《寻》，平均有163位年龄介于14-19岁的青少年参

“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祂的手

段。”（诗篇19篇1节）。这经节出现

在访宣手册里的一篇灵修；作者要我们举目观看满天的

星宿，因为那正指向我们的创造主。虽然当天没有按时

灵修，当晚却恰好抬头望见天上数不尽的闪亮星星。由

于所在之处建筑物颇多、灯火也较亮，说不上是满天星

宿，但对都市人来说，那一幕是平日不可多得的。在缅

甸的好多个晚上，或许是忙着准备活动材料，未曾留意

过头顶上的那片天空。当晚却刚好有个空档，望着天、

数着星，赞叹宇宙之浩瀚、天父之奇妙。后来回去看那

篇灵修，回想起那片星空，又让我再次赞叹：神是信实

的！

就如神在我没有定时灵修时仍按时陈列星星又叫

我抬头观看，神也用我这软弱、亏欠的器皿来参与祂
国度的事工，并自己成就祂的工作。在访宣的团队生

活中，看见弟兄姐妹彼此配搭与扶持、劳心劳力地完成

述说上帝的荣耀、传扬礻也的手段
主所托付的使命、费尽心思地把事工做得尽善尽美；访

宣队员们的用心使我常以为亏欠，更是我事奉的榜样。

访宣期间，或许是气候的变化、或许是尘埃过敏，手上

的湿疹加剧。最恶劣的湿疹处于最常用的右手，又是右

手最常用的食指，做事儿很不方便，仿佛保罗的“一根

刺加在我肉体上”。虽然手上长着湿疹在访宣时很碍事

儿，但也恰恰提醒着我靠着主而非自己的力量来完成祂
的工作。人的力量有限，访宣队一周的营会、聚会、与

活动瞬间就过去了。然而，在人的工作停止之后，神在

每一个孩子与参加者的生命中继续工作，为要把人赎

回、归回自己。

访宣期间更是让我看见神的国度在缅甸这个地区

的拓展。与当地同工的接触中看见神兴起了当地不同族

群的人做传道人，到缅甸各个地域、甚至偏远的山区

去见证神。访宣行程中也有机会参观与接触当地的福音

事工，如学生中心、学校、孤儿院等。这不但让我了解

蔡芮
伊甸圣经长老会

2013/2014跨年访宣报告
加，20位决志接受主，还有其他表示愿意更认识耶稣。

神学培训教导《叙述文查经法》，一年班学生共

有13位，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学生一般上较习惯于讲

授方式学习，初次尝试以开放式方法学习查经，反应还

不错。午间聚会，为恩慈之家孤儿院的孩子们而预备，

分儿童组和少年组。晚间聚会分3组，分别在腊戍华人

基督教会和邦伍福音堂带领两晚的青少年团契和妇女聚

会。

感谢神！虽然在过程中突发状况频频发生，最

后…因有主同在，风浪平息；有主同工，事工成就；有

主赐恩，结果累累；有主赐福，喜乐充裕！将一切颂赞

荣耀归给祂！

黄金卿姐妹

访 宣 感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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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访宣对我而言，不是陌生的字眼。我所属的教会

在印尼所植的教会，常常需要新加坡的弟兄姐妹到那里

支援，探访和教导的工作。所以当金卿邀请我参加真理

文字中心所举办的跨年缅甸访宣，经考虑后，决定参

与，原因以下：

 · 我从未踏足缅甸，缅甸是个佛教国家又刚对外

开放，我认为这个禾场需要上帝的救恩，我对

缅甸这个国家也好奇。

 · 这次访宣会办一个儿童营。我在教会参与儿童

主日学服事，我希望上帝使用我，去服侍缅甸

的儿童。

《手》

整个筹备过程，时间是最大的挑战 - 除了例常的

大组开会，还有在小组的工作讨论与安排，但感谢上

帝的恩典，我看到每个参与的弟兄姐妹都尽心尽力的投

入，将自己的才干献上。我其实蛮讶异当中有一些是几

乎每年都参与，一些在自己的教会都有蛮重的服事。我

想若非对缅甸的负担，要长期委身实在不易。

我在出发前的最后几次会议才知道当中有一段旅

途是需要16小时的车程，长时间的路上旅途（无论是

坐车，船或飞机）对我来说是身心的负担。我感恩我们

所坐的巴士是一级棒的舒服，在夜晚黑暗的奔驰中，上

帝的手保守让我们平安抵达终点。

《脚》

半年的筹备就等这一天的到来，踏上缅甸这块土

地，来到我们所要举办儿童营会的学校。学校的设备虽

然简陋，但孩子学习的热忱不减。几天相处下来，更深

深感受到缅甸人在这块福音瘠地要信主是何等的不易。

当中好多孩子的家庭都是传统信仰（佛教为主），相信

耶稣要面对许多的阻力。

闭幕礼我们为孩子们献诗《神的孩子》，看着孩

子一张张可爱的脸孔，想到上帝何等愿意这些孩子也能

成为祂的孩子，心中默默为他们祝福—上帝啊，愿祢复

兴缅甸，深愿我们所撒的福音种子，能在他们的心中开

花结果…

《眼》

十天九夜的访宣，时间非常紧凑，每天摸黑起

身，除了忙碌于所要进行的活动，我看到：

 · 我们一群不同教会，背景的弟兄姐妹--若非基

于基督的爱，是很难同心与彼此顺服。

 · 我看到弟兄姐妹和睦相处，是何等的善，何等

的美好。

 · 恩慈之家在腊戍的耕耘，查牧师与师母多年无

私的付出及对上帝的信心，是我们的榜样。

 · 当地的教会与福音工场的需要，我们除了在祷

告中记念外，更需要在资源、人手、金钱等等

给予帮助。

感谢神，我能参与这次的访宣，每一次的出去，

开拓了我的眼界，加深了我对宣教的负担，我也相信神

在祂的时间里，会呼召使用我们在不同的领域，成为祂
的宣教士。

当地的需要，更是使我坚信教会在社会中的责任。教会

所办的社会公益充分地表现出他们爱神与爱人的心志、

具体地传扬所持守的真道，也激励我在自己的社区中顾

及邻舍的需要、实践福音、以实际的行动彰显神的爱。

这是访宣后回到本地的使命--不单在访宣短短的几天

中，更是在每一天的生活中述说上帝的荣耀、传扬祂的

手段。

访宣后的回响 李王秀玉师母
圣公会复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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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 甸 事 工

感谢神，缅甸真理中心有机会于2013年12月

7日，与瓦城四间华人教会和两所布道所

联合在缅语卫理公会举行第二届儿童联合圣诞庆祝。

这次儿童联合圣诞，孩子们都知道会有礼物拿，

只是不晓得是什么礼物。当下午所有活动结束，老师们

把礼物拿出来的时候，‘哇…！那么多的礼物’，孩子

们高兴极了，眼睛一直盯住礼物。当拿到老师分发的礼

物，个个孩子兴奋好奇地往袋子里看。看到孩子得礼物

快乐的样子好高兴，儿童庆祝圣诞不只是给孩子得到礼

物，让孩子们一块欢乐而已，是要孩子们去分享耶稣的

爱。 

“圣诞小天使”是这次儿童联合圣诞庆祝的题

目，邀请真光教会刘保罗牧师分享。牧师在分享中，鼓

励孩子们学习天使把耶稣基督降生的好消息，传给他们

的家人、朋友、同学。当牧师问孩子们‘愿意学习小天

使吗？’听到孩子们大声的回答‘我愿意’时，心里好

感动；听到这些天真活泼的声音，对孩子们充满了盼

望，鼓励孩子们与朋友分享耶稣的爱，带领更多的朋友

来教会的主日学。

感谢神，有190多的孩子来参加，事奉人员包括牧

师、传道、主日学老师共40多位，还有一群在厨房里

果敢是属于缅甸的另一个自治特区，此特区

里住着的居民多数是果敢人民。曾经也是

许可种植罂粟（鸦片）最多的领域，家家户户靠种植

罂粟为生。老街就是果敢最重要的中央大城市，在老

街每一条大街小巷都有24小时营业的大大小小赌场，

满色的红灯区酒楼妓院和大烟堂，它被称为小香港一

点都不稀奇，我们也称它为现代‘所多玛俄摩拉’，

这是它给我最深的邪恶印象。

去年9月份，我带着一岁半的女儿加入了真理中

心往‘果敢’的事奉行列，也是我婚后第二次回到

自己的故乡果敢。一路看见了许多的改变，道路宽

阔了，农务的种植增多了。特别是罂粟的代替品橡胶

树、玉米、甘蔗、大米，绿色的稻草味让我回味家乡

啊！令人痛心的是，战乱后的情景，许多建筑物停

工，房屋被毁，果敢人民分散四方。过去威望自满的

自治特区，如今已变成落寞枯萎的荒城；更令人寒心

的是，曾经很傲气的自治特区军服，现在也被换成缅

李清惠传道

辛辛苦苦为我们预备午餐及点心的妈妈阿姨们，有了她

们我们才可以享受美好的午餐。同时，谢谢教会及弟兄

姐妹愿意奉献金钱，礼物及代祷，让庆祝会圆满顺利的

结束，把一切荣耀归给神。  

哇，那么多的礼物！

罗光莉传道新果敢的祝福
军军服。

但是，值得感恩的是，现在的果敢是一个因祸

得福的新果敢。赌场、酒楼、妓院、烟堂，自然而然

的、渐渐地减少了。我最得意的事是，在果敢，不单

华人教会多起来了，各民族基督教会也多起来了，布

道所和基督教机构兴起来了；甚至有教会学校，基督

教孤儿院也得到新果敢政府的支持关怀和帮助。

感谢神！在毒品泛滥的领域里，开了救恩的大

门，在这毒品的窝子里，祂能将‘福音戒毒中心’放

在他们中间。被家人抛弃、被人蔑视小看的吸毒者，

如今靠着福音得了释放，获得新的生命。这是一件令

人好奇的事情，是人以为不可能的事。这让我想起

章伯斯牧师的一句箴言：“神所有的仆人都是平凡

人，他们之所以不平凡，是因着神放在他们里面的东

西。”求神的祝福临到果敢，愿神的救恩临到果敢人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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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始直到现在，神的恩典没有间断过，祂
按时赐下缅甸真理中心所需要的一切，并

照祂的旨意一步一步的引领。缅甸真理中心目前最需要

的，就是属于自己的办公楼和地。在这16年里，关心

真理中心的牧者弟兄姐妹们常常都在问：“有属缅甸真

理中心自己的办公室了吗？”我们很自然的回答：“还

在等待中。”

在缅甸，要进行长期计划的事工，会先考虑到买

地买房子买办公楼等等。因为缅甸仰光，曼德勒房屋的

租金特别高，租金年年上涨。另外，搬迁的繁琐事务也

给事工带来许多的不便。“什么时候真理中心可以拥有

自己的办公室？”是在2000年第一次搬迁时，开始在

我们心中萌发的问题。到目前，我们经历了三次大搬

迁。感谢神！每次的搬迁，都得到教会的牧者弟兄姐妹

大力的帮助；与我们一同经历了搬迁艰难的他们，甚盼

望缅甸真理中心尽快拥有属于缅甸真理中心的办公楼。

的确，购置办公楼的需要对我们而言，是既渴望又迫

切！

在路18：35-43，耶稣进耶利哥城时，有一个瞎

子来求祂，耶稣问瞎子：“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

对主说：“我要能看见。”这是瞎子最需要的，主就

让他看见了。缅甸真理中心进入15年时，林秀英总干

事问：“缅甸真理中心要做什么？需要什么？”我对她

说：“我们需要购置属缅甸真理自己的办公楼。”看到

缅甸（仰光、曼德勒、腊戌、丙武伦）的房地上涨得非

常厉害，而缅甸刚进入开放时期，现在不购买恐怕将来

更没能力购买了。

我们一直考虑在市中心购买办公楼，交通来往较

方便。感谢神，有几位牧者提醒我们，现在好多华人都

往曼德勒‘新城区’发展，交通也越来越方便。经主内

中介李正龙弟兄的帮助，耐心的介绍好多地，带我们去

视察、了解地的状况。

感谢神！终于让我们觅得一块‘美地’；把消息

呈报新加坡董事会，董事会议决购买由两块相邻土地合

并的一大块地。之后，陈望云长老夫妇亲自过来勘察

时，又购买了这地上边的另一小块地，以及那地上原有

的两层楼简陋建筑。结果出乎意料之外，我们竟然买到

这么大的一片地，在曼德勒要买到价格不错，而且三个

连在一起的地，是真的不容易！

感谢神！是神赐予缅甸真理中心用信心等候的厚

恩，谢谢一直关心缅甸真理中心的缅甸及海外牧者弟兄

姐妹，用祷告不断代求向神呼吁的主内勇士，用金钱能

力奉献参与的使者们，求神纪念您们的辛苦和参与。愿

我们暗中的父报答您！

请为缅甸真理中心接下来之事工代祷：

1. 进行打围墙及建办公楼的所有工程

2. 所有施工运作人员的安全

3. 办公楼建造蓝图的拟订

4. 建筑书的申请

5. 在建筑过程中同工所需的决策智慧

李清惠传道
等待是信心的一种操练

“颂主圣歌”是缅甸基督徒最早用的圣诗

本，是由中国而来，由中国山西河南

教会牧者弟兄姐妹收集而成，于一九二一年出版，记

得20多年前容易买到“颂主圣歌”，那是因为当时

有人在印度印刷，打算经由缅甸运入中国，但到了中

缅边界的关卡，被禁止运入，就因此放在中缅边界。

那时，缅甸基督徒也就因此可以买到便宜的“颂主圣

歌”甚至是免费赠送。

十多年来，缅甸真理中心也曾经以付车马费的方

式购买过300多本，早在几年前已经售完，现在部分

教会在用的诗歌本是仰光训练中心印刷的“中，英，

缅”三种文字“颂主圣诗”。“颂主圣诗”在城市很

实用，有的教会在使用一些其他的版本。但大多数教

会还是习惯使用“颂主圣歌”。

特别是教会的一些成年人和较年长的弟兄姐妹，

“颂主圣歌”圣诗本 李清惠传道

他们熟悉“颂主圣歌”不

习惯用其他版本的诗歌。

教会缺乏“颂主圣歌”，

尤其是山区教会，他们没

有能力去印刷，由于山区

教会的需要，常有人到真

理中心来找“颂主圣歌”

。我们考虑在今年印刷“

颂主圣歌”，在缅甸印刷

还算便宜，一本约450面，印刷成本是缅币3500，一千

本的印刷费共缅币三百五十万（新币约$4,600）。

请代祷，盼望能解决缅甸教会的需要，让弟兄姐

妹都有“颂主圣歌”的诗歌本，来赞美敬拜神。若有

负担者，请将奉献寄至本中心，并注明“颂主圣歌”

经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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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尾巴的老鼠》

创作者：李欧·李奥尼/文·图

售价：$16.50（不包括邮费）

小田鼠们在森林

里过着平静快

乐的生活。有一天，一只城

市老鼠路过这里，和他们谈

起城市里过狂欢节的事。田

鼠们心里想，要是他们也能

戴上可怕的动物面具，过一

个自己的狂欢节，该有多好

啊！刚开始，戴着那些有尖牙齿的面具彼此惊吓，真的

很好玩，但是后来，田鼠们开始相信自己真的就是凶猛

的野兽……

刘请彦就对李奥尼简单又饶富智慧的故事非常着

迷，他认为读李奥尼的故事就像在剥洋葱，故事轻巧可

爱，若是从简单又迷人的故事表相层层往里剥，就会发

现其中蕴含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智慧和值得细细思量的严

《音乐老鼠洁洛渟》

售价：$18.00 （不包括邮费）

也是李奥尼的作品，在这本书中，他同样创

造出一个耐人寻味的角色--一尊会发出音

乐的巨大起司老鼠雕像。这尊起司老鼠雕像，是由从来

没有听过音乐的老鼠洁洛渟无意间啃出来的，而她竟然

从这尊雕像听见了优美

的音乐。可是，如果她

把这个起司宝物和她那

些饥饿的朋友分享后，

乐声会就此停止吗？

李奥尼藉由这绝妙

的寓言故事，不仅阐明

友谊和分享的真谛，也

呈现了音乐的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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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6月聚会、活动表
以下是本中心同工负责的教会与活动，我们需要您祷告的支持！

月份 日期  堂会 / 地点  聚会性质 负责同工/讲员

4 5 淡申律浸信会 主日学老师训练 林秀英传道

6 毕士大堂 主日学老师训练 林秀英传道

12 真理中心 主日学同工下午茶 林秀英传道/梁晓兰传道

14 真理中心 主日学同工下午茶 林秀英传道/梁晓兰传道

18 怀恩堂 受难节聚会 梁晓兰传道

20 杨厝港福音堂 复活节聚会 梁晓兰传道

5 10 阳光圣经班 母亲节儿童聚会 梁晓兰传道

17 真理中心 生命教育交流会 梁晓兰传道

18 淡申律浸信会 妇女团契讲道 梁晓兰传道

24 真理中心 主日学工作坊 林秀英传道

31 恩约教会 儿童营会 梁晓兰传道

6 1-3 恩约教会 儿童营会 梁晓兰传道

3-6 烈火雄心宣教营 儿童宣教聚会 林秀英传道

24 基博浸信会 乐龄团契讲道 梁晓兰传道

29 圣玛格烈圣约翰堂 旧约游踪 林秀英传道

童 书 推 介

刘清彦翻译的童书 
肃问题，有时甚至呛辣得令人思绪猛然一惊，如当头棒

喝般的顿悟许多道理。

刘清彦透过这本《绿尾巴的老鼠》，引导他的

学生领悟“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

化……”（罗12：2）的劝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