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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笔之际，脑海中浮现一个人物，他就是

高保罗牧师（Dr. Paul E. Kauffman）

。高牧师生于美国的一个宣教士家庭，在中国山东

长大，后来返回美国念神学，也曾在加拿大及美国

牧会。1955年回返亚洲，在香港设立了『亚洲归主

协会』，于1965年7月来新加坡开展福音工作，并于

1974年设立了亚洲分会——『真理文字中心』。

高保罗牧师对亚洲人灵魂的热爱，对亚洲宣教禾

场的看见，对呼召使命的坚定与持守，令我敬佩！他

希望藉着布道把福音广传，将人完完全全的带到上帝

的面前；并以栽培与训练来建立主的教会，他的这份

宣教心肠深深地影响了我的布道与宣教生命。

记得1970-90年代正值文字布道的“旺年”。

那时，『真理文字中心』出版了许多的福音单张、圣

经函授课程等来供应教会的需要，她的文字布道足迹

遍及了星马各城各乡，而我有幸见证了这段福音丰收

的年代。这也推动、鞭策并奠定了我日后的奉献道路

与事奉的方向，也愿意效法高牧师，像他效法耶稣基

督在世传福音的美好典范。是的，福音要向前继往开

来，传向更远的地方。

『真理文字中心』乃因

宣教异象而产生的“灵果”

。在过去的40年间，她不但

发展本地的福音事工，与教

会紧密配搭，上帝也赐给她

向周边国家宣教的异象，其

中缅甸分会于17年前成立就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17年

来，『缅甸真理文字中心』

也秉持着“真理精神”把福音传入更遥远的地区，特

别是在偏远的山区村庄，并带领许许多多各年龄层的

人来归向耶稣。她在文字的事工上提供了许多宝贵的

资源，如圣经注释书的缅文译本、福音单张、主日学

教材等等，也因此祝福了当地的教会。

随着缅甸的开放，相信我们必看见缅甸福音禾场

上的庄稼可以收割了，这意味着急需众教会的参与、

配搭，携手合作，投入更多的资源：人力、物力、财

力等，使救灵的福音事工更能全面及快速地拓展。是

的，真理文字中心要向前续航，航向更深、更远的福

音海洋。

『真理文字中心』成立的那年我才12岁，没想到

10年后我竟成为中心的一份子，如今更有幸成为董事

成员之一，希望您也有份参与。停笔之际，我相信因

有圣灵所赐的能力以及众教会的同心，『真理文字中

心』必然会持守上帝所赐的异象，完成祂所托付的使

命。

最后，诚邀您与我一同藉着“主祷文”来向上帝

献上最虔诚的祈祷，诚心所愿！

承继异象，向前续航
刘友升牧师

真理文字中心董事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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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能与真理中心庆祝40岁的生日，心里

充满喜悦和感恩。这次周年的主题为“

侍主四十载·同心创未来”。当我看见40这个数字的

时候，不禁联想起“空中霸主——老鹰”。老鹰是世

界上寿命最长的鸟类，它可以活到70岁。但是它在40

岁时，必须做出非常惨痛，却是很重要的决定。那就

是选择：等死，或经过十分痛苦的更新过程。鹰到了

40岁，它的爪子开始老化，无法有效地抓住猎物。它

的喙变得又长又弯，严重阻挠它的进食。它的翅膀变

得十分沉重，因为羽毛长得又浓又厚，使得飞翔非常

吃力。

此时它要飞到高山陡削的悬崖筑巢，首先它要把

老化的喙用力地撞击山石，直到它脱落，然后忍痛地

等候新的喙长出来。当新的喙长出来后，

便用它把双爪的脚趾一个一个地拔

出来。完成了这两项工作，它还

需要用锋利的喙把身上双翼的

羽毛一根根地拔掉。然后忍受

饥饿与疼痛，过了5个月漫长

的日子，翅膀上新的羽毛长出

来了，老鹰从此重获新生，再

次在空中翱翔，延续多30年的寿

命。

以赛亚先知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

从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以赛亚先知必定观

察与了解老鹰的生活习性，所以他提出一个崭新的观

念，服侍上帝的人要有如鹰展翅上腾的经历。如鹰展

翅上腾，意味着：

一、超越困难：老鹰的飞行是逆流而上，当鹰突破气

流腾空进入空气中的气流，它便能够顺着气流轻松的

翱翔。我们的生命是属神的、属天的生命，是天上的

国民（弗二6；腓三20）靠着

主加给我们的力量，就能够驾

驭人生及侍奉的各种困难。

二、属灵远见：神要约伯留

意，老鹰的视力超强「从那

里窥看猎物，它们的眼睛可

以从远处观望。（伯三十九

29）」老鹰可以在5公里以外

看见它的猎物，在猎取的过

程，不会转移注意力直到捕捉到猎物。当神给我们一

个异象，我们是否能够集中注意力，无论前面有什么

阻碍？我们是否能像老鹰目光远大，努力达成神赐予

我们的梦想呢？

三、返老顽童：大卫看见神如何赏赐老

鹰，重生的生命（诗一○三5）。

提醒我们也要像老鹰那样，到40

岁的时候，必须做出困难的决

定，脱去旧喙、旧的脚趾，旧

的羽毛，这样做很痛苦，但是

只有这样才能够再获得30年的

岁月。

教会或机构为了生存，就必

须开始一个改变的程序：舍弃旧有的

观念、习惯、思想和传统。我们必须脱去从

前的包袱，如鹰冒着疼死、饿死的危险，自己改造自

己，重塑自己，与自己的过去诀别，这一过程就是一

个死而复生的过程。我们要自我更新、勇于改变，掌

握新知和新时代的优势，同心共创真理的未来。

超然的生命
陈士福先生

真理文字中心董事

文字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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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主四十载·同心创未来
1974--2014

“侍主四十载，同心创未来”是真理文字

中心庆祝感恩的主题。回想过去这四

十载神在本中心的各个事工里，充满了祂的作为（参

看事工演进表），实在要赞美祂的信实与祂的恩典不

断。

进入真理文字中心是因为主的呼召—让小孩子到

我这里来！当时真理文字中心刚开始［儿童归主部］

，借《真理乐园》儿童函授课程，向儿童传福音，带

领儿童归主是我当时主要的服事，后来服事渐渐扩

大，藉儿童布道会、嘉年华会、布偶剧…等等各种途

径接触、带领许许多多儿童认识主，甚至今日有时会

偶遇一些当时参加此课程的学生，今天已在教会积极

参与服事，一方面感恩，另一方面也肯定服事下一代

的重要与价值。

近代宣教运动除提出［10/40］之窗外，近年

前“公元二千遍传运动”国际主任布路易博士，再提

出另一个视窗［4/14之窗］，目的在呼吁教会和宣教

机构关心年龄由4岁至14岁之间的儿童与少年，向他

们教导基督信仰的价值观，因他们是未来社会的决策

者。4-14岁这个年龄层的儿童与少年，在全球约有

23亿，这群庞大的人口禾场，需要我们的关注。因这

年龄阶段的儿童与少年，是学习最佳时期，也是求知

欲强的时刻；而且最易受教，态度开放，包括对福音

信仰，所以是接受救恩的黄金阶段。从历史可见许多

人在这年龄阶段信主；在美国，决志信主的人中，有

85%是在4-14岁之间决志；换句话说，美国教会在廿

世纪最多新信徒的年龄层介于4-14岁之间。另一方

面，人一生的道德观与世界观，大部分都在这阶段奠

下根基，一旦接受主，神的话在他们心中生长，也将

成为他们一生的指标，从而影响社会、改变世界。栽

培4-14岁的一代被神使用，在圣经中不难看见，神使

用儿童、少年去改变世界，

例：摩西、撒母耳、大卫、

约西亚、以斯帖、耶利米、

献五并二鱼之儿童…等，神

不单用青、成年人，祂也使

用儿童、少年来完成祂对万

民的永恒计划，所以要关注

［4/14之窗］。 

7月间，参予“GoForth 

2014新加坡全国宣教大会”的其中一个工作坊，刚好

听见怀恩堂蔡耀杉牧师在分享其教会的宣教教育时，

当中穿插了从小在教会长大的会友的分享。该姐妹是

第4代信徒，对儿童的宣教教育，她分享‘不要放弃

下一代！因孩童可能在小时候对神的话没感受，那并

不代表永远如此，乃是神的时机未到…。’令我特别

有同感，这也是为何至今我仍积极呼吁教会要关注下

一代的布道与栽培。特别近期在伊拉克不断传出令人

痛心的消息：儿童被斩首、抡杀后排列展示、少年儿

童被训练成为战士，展示被杀人头、儿童、少年女孩

被迫成为‘儿童新娘’…我们不但要为他们迫切祷

告，更求神怜悯，让他们有听福音、认识主的机会; 

另一方面更要守望我们的下一代，希望他们快快认识

主。

若你观看［4/14之窗］的视频时，你会听见那些

不同国家的孩子的请求：不要让我们迷失！不要失去

我们！在“同心创未来”的前题下，我们的‘未来’

除发展事工外，也要关心4-14岁之儿童、少年，为

主赢取他们，为未来的社会、教会、国家好好培育他

们，使他们成为主的精兵去影响、改变未来的世界，

为天国打美好的仗。

感恩40 · 关注4/14
林秀英传道

真理文字中心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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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新加坡真理文字中心

已经40岁了。在这40年成长与服事的岁

月里，看到神藉着新加坡真理文字中心（简称真理中

心）不但带给新加坡众教会祝福，也带给缅甸众华人

教会无数的祝福。   

首先，感谢神让总干事及董事们看到缅甸在各

方面的缺乏及需要，就在1997年开始了缅甸真理文字

中心宣教的服事，在缅甸第二个大城市曼德里设立了

缅甸真理文字中心。当时正处在封闭中的缅甸，提供

教会所缺乏的资源，如圣经，属灵书籍，主日学教材

等。

1999年7月份，我进入缅甸真理文字中心服事

时，正好是真理中心庆祝成立25周年庆。真理中心进

入缅甸至今已有17年了，神透过真理中心在缅甸这

17年里，籍着圣经、属灵书籍、主日学教材、福音单

张、圣经函授课程，在教会及教会学校举办儿童、青

少年、成年聚会，神学院基督教教育的教导，主日学

老师培训、青少年领袖培训等。藉各个层面的服事传

扬基督，服事众教会。

是您带来了祝福
李清惠传道

缅甸真理中心干事

2000年开始，新加坡

真理中心组织了缅甸短宣

的服事。在这10多年里，

看到短宣队每次由不同教

会、机构的牧者及弟兄姐

妹，积极参与缅甸城里、

山区的宣教事工，让缅甸

华人教会、学校、学生中

心、孤儿院，都得到了许

许多多的造就和帮助。短

宣队的服事不但带给教会

帮助，缅甸真理中心的同工们每次在参与短宣的服事

中，也得到许多学习的机会；每一次短宣队的到来，

也带来许多教材，补助了我们在各个地方教材上的缺

乏。另一方面，短宣队的队员们也借着短宣的服事，

看到缅甸福音禾场的需要，愿意参与为缅甸代祷和关

怀。感谢神，在过去默默的摆上，华人教会看到了真

理中心在缅甸所作的工作，得到华人教会的肯定。

缅甸真理中心是一个帮助同工们成长的地方。

自神学毕业后，虽然曾在教会及开荒工场上

事奉了7、8年，但是当我进入真理中心事奉

时，感到自己什么都不会，因为在教会和在

机构的事奉有好大的差别。感谢神，给缅甸

真理中心的同工们有服事众教会的机会。感

谢神，有总干事林秀英传道的栽培和鼓励，

以及新加坡真理中心同工们的协助，给缅甸

真理中心的同工开发许多学习的空间，让我

们不断地在观摩与实践中成长。求神大大地

使用真理中心，继续成为祝福缅甸众华人教

会的导管。

儿童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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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主四十载·同心创未来
1974--2014

今年2014年是新加坡真理文字中心庆祝40

周年，打从公元2000年开始，神给我14

次的机会，随真理中心到缅甸，与缅甸的真理中心同

工配搭，作了许多宣教的事工。1990年我从神学院毕

业之后，我的心志是要牧养神的教会。在公元2000年

我第一次到缅甸宣教，我坐的小巴士后排椅子很高，

我的脚悬在半空中摇晃了八个小时，到了目的地我双

脚酸痛难行，但想到主耶稣为我们舍身流血，我所受

的算不得什么。从那次宣教开始，我就祷告计划将来

如何走上缅甸宣教之路。

14年前的缅甸非常封闭，第一次到那里宣教，经

历军人在宾馆外看着你出入、路上军人随时查看你的

证件、不能一大群人穿同样的衣服在路上走、电话很

难接通、没有网络等等。14年后的今天，缅甸渐渐开

放，路上很少看见军人、电话网络样样通，连高山上

简陋的饭馆都有免费的wifi，可以随时和家人联络报

平安。正因为缅甸渐渐开放，我们就要快快把福音带

进缅甸，免得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

傲，趁着开放进入单纯的缅甸人心里，以后要传福音

就更多拦阻和更加困难了。

过去我和几十位弟兄姐妹一起随真理中心到缅

甸办假期圣经学校，教导几百位从各乡村来的小孩，

后来几年我有机会在神学训练中心教课。最近两年，

缅甸真理中心负责上缅甸华

福进修大会的青少年事工，

我负责向青少年讲道。来参

加的三、四百位可爱的青少

年坐在你面前，有信主和没

有信主的，我要向他们说什

么呢？我的负担是教导青少

年基督徒紧紧抓住神的话，

不论将来缅甸如何开放，神

的话能帮助他们抵挡各种诱惑。我也劝勉青少年非信

徒，要快快信靠主耶稣，免得他们迷失在世界的私欲

里，过着痛苦的生活。

我心中非常矛盾，希望缅甸开放人民生活改善，

又担心开放会引来许多诱惑。我只好和时间赛跑，按

着神的安排，每年到缅甸还福音的债，尽能力坚固和

带领更多青少年来信靠主耶稣，将来他们长大了，不

论到哪个城市读书工作，都会站稳在主耶稣的话语上

不会动摇，还能为主耶稣作见证，带领他们的同胞信

靠主耶稣。

我感谢神有新加坡和缅甸真理文字中心同工的

配搭，让我的宣教工作可以顺利进行。40年来，真理

文字中心的同工忠心用文字、训练、教导来遵行主耶

稣的大使命。他们不计代价的付出，不论是在新加坡

或在缅甸，都看见他们的付出有显著的福音果效。在

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要同心合意为神抢救灵魂，这

是我们被神恩召之后不可推卸的责任。让我们与新加

坡和缅甸的真理文字中心配搭，也与你的教会同心配

搭，为福音付上代价，拯救许多需要福音的群体。

我们为真理文字中心过去40年向神感恩，也为

他们迈向未来向神求恩，求神赐他们足够的人力和财

力，发展新加坡和缅甸真理中心的福音事工，为神得

到万民，扩展神的国度，完成神的旨意，满足神的心

意。

真理40年，缅宣14年
 陈德泉牧师

长老会锡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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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4年投入服事

布道与栽培事工

主要通过文字进行

事工于1980年受教育制度改革*的影响

（*以英文为第一语文）

1987年开始经济独立

89年开始布道事工以‘群体’式策略推展

91-93年间参与菲佣事工

93年开始推动乐龄布道工作以及推动佳音遍狮城布道运动

90年代文字事工步入‘夕阳’阶段

1996年开始推动中国工友事工

1997年设立宣教事工~~缅甸真理中心

自1997年本地事工转为纯中文事工

2003年得新加坡‘基地’— 办公室

2005年真理中心完全自主（脱离亚洲归主协会）

2007年协办《马礼逊来华200年》历史图片展与特别聚会

2008年与2010年协助筹办《唐崇荣儿童布道会》

2010年底开始负责新加坡华福会事工之《以斯帖团契》

2012年付清购买新加坡办公室贷款

文
字
事
工

福音单张

福音广告

圣经函授课程

（中／英文）

将圣经函授课程引入：教会、学生

团契、青年团契、少年感化院、戒

毒所和监狱等

成为‘桥梁’--藉毕业生联谊会、

音乐布道会、福音电影招待会等聚

会，将函授学员引入教会

应外劳事工需求，提供教会外文福音册子（汉、泰、

日、淡、印尼文）

印发基层福音单张

编印《追根究底寻真宝》—基层

圣经函授课程

将圣经函授课程装订为栽培材料供教会使用

1994年间缅甸籍函授学员增多

1995年出版乐龄布道手册

1996年之后，本地文字事工转型—代售／代理主日学教材

2002年出版中国工友福音单张

继续代售／代理主日学教材

2008年开始引进港台《生命教育》课程，以及儿童绘本

2011年开始参与编印《以斯帖团契》简讯
文
字
事
工

儿
童
事
工

儿童福音单张

《真理乐园》

--儿童圣经函授课程

藉举办*儿童聚会

*儿童嘉年华会（也协助教会筹办）

*布偶剧表演(跨足马、印、泰、菲等

东南亚地区)

推介《真理乐园》予教会学校、托

儿所、幼稚园

90年代开始以主题配套形式带领多元儿童聚会与营会：

布道、造就、差传

积极在新、马两地带领儿童布道聚会

2000年间获 Mathetes Centre 授权翻译并教导儿童版《新

旧约游踪》

2003年出版儿童诗歌光碟--

《星空下的祝福》

2005年间与教会配搭举办儿童宣教营

2007，2009年分别编印中文版《儿童读经表》，印发中英

文版《儿童读经表》及习作

2008年开始推动《生命教育》交流会

2011年推出童书导读《游走绘本花园》

儿
童
事
工

训
练
事
工

《当代门徒》

--门徒训练函授课程

函授学员来自中文圣经函授毕业

生、教会青年团契

训练工作也包括开办各类专题讲

座、生活讲座、主日学事工训练和

差传会

88-89年间与其他福音机构紧密配搭，举办训练会与讲座

90年代开始开办多类型训练班与讲习班：儿童工作、基

督教教育、布道工作

1995年开始有许多机会举办、主领儿童事工训练

1996-2001年间与卫理公会联办3届基督教教育考察团

2000年开始积极推动儿童主日学事工；同年资料室启用

2003年开始使用资料室开办工作坊

继续与教会联办培训课程、讲座

2008年首次举办生命教育培训

2012年与教会联办儿童事工讲座

2013年开始设立‘主日学同工下午茶’

训
练
事
工

宣
教
事
工

1980年间参与纽、澳宣教士于组屋

区开办的露天儿童布道会‘Happy 

Hour’；同时协助推动英文部儿童

事工与训练事工

85年开始，外来劳工的涌入，汇成‘现成的宣教禾场’

；与教会配搭展开宣教工作

1996年末到缅甸探访函授学员，了解当地禾场情况

1997年设立缅甸真理中心，文字事工得以延续

1999年首次与腊戍举办主日学老师培训

2000年首次组织访宣队

2001-2002年间完成4季福光儿童主日学教材出版

2002年底开始神学函授课程事工和缅文翻译工作

2002年首次泰北主日学培训

2003 -2005年间完成4季福光少年主日学教材出版

2004年开始参与东亚宣教工作

2005年举办首届神学函授结业礼暨神学密集课程

2008年间完成53科神学学位课程翻译，接着进行修订工作于

2012年完成修订与印刷工作 

2009年首次负责上缅甸华福进修大会‘小组组长训练’及主

领儿童进修会工作 。同年，中心设立青少年事工

2012年开始筹购缅甸真理中心办公室，2013年购得地皮

2013年承办上缅甸华福进修大会第一届‘青少年进修会’

宣
教
事
工

40周年真理中心事工演进表
1974 1983 1984 1993 1994 2003 2004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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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4年投入服事

布道与栽培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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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于1980年受教育制度改革*的影响

（*以英文为第一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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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与2010年协助筹办《唐崇荣儿童布道会》

2010年底开始负责新加坡华福会事工之《以斯帖团契》

2012年付清购买新加坡办公室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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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将函授学员引入教会

应外劳事工需求，提供教会外文福音册子（汉、泰、

日、淡、印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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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所、幼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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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道、造就、差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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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游踪》

2003年出版儿童诗歌光碟--

《星空下的祝福》

2005年间与教会配搭举办儿童宣教营

2007，2009年分别编印中文版《儿童读经表》，印发中英

文版《儿童读经表》及习作

2008年开始推动《生命教育》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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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徒训练函授课程

函授学员来自中文圣经函授毕业

生、教会青年团契

训练工作也包括开办各类专题讲

座、生活讲座、主日学事工训练和

差传会

88-89年间与其他福音机构紧密配搭，举办训练会与讲座

90年代开始开办多类型训练班与讲习班：儿童工作、基

督教教育、布道工作

1995年开始有许多机会举办、主领儿童事工训练

1996-2001年间与卫理公会联办3届基督教教育考察团

2000年开始积极推动儿童主日学事工；同年资料室启用

2003年开始使用资料室开办工作坊

继续与教会联办培训课程、讲座

2008年首次举办生命教育培训

2012年与教会联办儿童事工讲座

2013年开始设立‘主日学同工下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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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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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工

1980年间参与纽、澳宣教士于组屋

区开办的露天儿童布道会‘Happy 

Hour’；同时协助推动英文部儿童

事工与训练事工

85年开始，外来劳工的涌入，汇成‘现成的宣教禾场’

；与教会配搭展开宣教工作

1996年末到缅甸探访函授学员，了解当地禾场情况

1997年设立缅甸真理中心，文字事工得以延续

1999年首次与腊戍举办主日学老师培训

2000年首次组织访宣队

2001-2002年间完成4季福光儿童主日学教材出版

2002年底开始神学函授课程事工和缅文翻译工作

2002年首次泰北主日学培训

2003 -2005年间完成4季福光少年主日学教材出版

2004年开始参与东亚宣教工作

2005年举办首届神学函授结业礼暨神学密集课程

2008年间完成53科神学学位课程翻译，接着进行修订工作于

2012年完成修订与印刷工作 

2009年首次负责上缅甸华福进修大会‘小组组长训练’及主

领儿童进修会工作 。同年，中心设立青少年事工

2012年开始筹购缅甸真理中心办公室，2013年购得地皮

2013年承办上缅甸华福进修大会第一届‘青少年进修会’

宣
教
事
工

40周年真理中心事工演进表
1974 1983 1984 1993 1994 2003 2004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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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第一年我们这群“新兵小将”初出

茅庐，兴致勃勃地尝试了早上教学，午后

VBS的安排。教华文科的到了晚上还得挑灯批改作业

至深夜，真是苦不堪言。那教音乐和英语课的是否乐

在其中？呵呵，那你可得去问问当事人了。

难忘当年在圣光学校篮球场上看到了满天星斗的

夜空，不禁感叹：“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挥不去在VBS最后一天所听见，孩子们一声声

的“老师，您还要再来……”

擦不掉所见到的那群小二以外学生们没机会参与

VBS的失落及期盼的眼神。

任你随意去访问任何一个去过缅甸访宣的队员，

总有某个队员会告诉你：

那一年我们对“雨后彩虹”有了全新的体验，唱

着即应情又应景的“大雨降下大水往上涨”；

那一年我们想要在下一年就再次出发，万事都准

备妥当了，但却因为治安因素而被迫延期，神静

静地说，“别急，时候还未到……”；

那一年我们爬上了祷告山，很奇妙地，却没有一

个人有腰酸背痛的状况；

那一年我们和他们一起过感恩节，领略到什么

叫“将你的十分之一献上”；

那一年我们在参观工场时，牧师不小心打破了他

们在制作的砖块；

那一年我们去看了“吸毒村”，不禁想起去年参

观的戒毒村；

那一年我们第一次再度回到同一个地点带领

VBS；

那一年我们要册封“神爱这个地方”为主打歌；

那一年我们第一次在月光下举办了电影布道会；

那一年我们开始跨年访宣……那一年……；

每一年，我们都从头到尾经历了神大大小小的恩

典……。

回想当年，我们口出狂言，想要兵分两路，甚至

分几路地带领聚会，

忆起往时，我们雄心壮志，想像着带领几百人的

大型VBS聚会的盛况，

神却认真聆听了队员们的戏言和默想，一步又一

步地宣召、装备、引领前行，一一地实现。

啊，为主来梦想，为主来发光！

看着参与的队员们各尽其职，深深体会什么叫万

事互相效力。

看到参与的队员们从不认识到开始心接近，更有

变成好朋友的，深深感受什么是在主里是一家

人，什么是爱。

看着参与的队员们逐渐地成长，成为精兵，更有

多人无惧地挑战自己的极限，只为了在访宣队期

缅宣点滴散记
李慧秀姐妹

圣公会诸圣堂
十四载的岁月、十次的旅程

没有一次不经历神的带领、教导、磨炼、丰富的供应……

训练事工



9

间能为主毫无保留地献上。

无私无量，无怨无悔，无畏无惧，无愧于神的呼

召。

噢，这都是每次访宣之行可从队员们身上见到

的。

一人一生献一年，这是199X年我在神面前立的

约。去了这么多次访宣，是不是已经meet the 

quota？该怎么数才算数呢？我不知道，也不想去

数算，我只知道我怎能跟神斤斤计较呢？

常有人好奇地问，我也常常自问：“为什么要去

这么多次缅甸访宣？”

我想，我也深信：

只要你的口还能说“以后我们应该……我们可

以……”，

只要你的心还能为那里的任何一件事任何一个人

而悸动，

只要你的泪还能为那里的任何一情一景一物而盈

眶或掉落，

致
谢

在那里，就有你该去的地方，

在那里，就有需要神爱和救恩的人，

在那里，就有你还未为神完成的事。

那，你的心又在哪里呢？

经上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每一回的访宣归来，身上总有抹不掉的尘土，

心中总有撒不开的经历，灵里总有撤不了的揪

心，

这，都如神恩典的印迹。

那，你愿意一起来，一起去，一起走吗？

长老会锡安堂	 $ 4,000
蔡福泉	 $ 100
陈琪芳	 $ 100
洪怀玉	 $ 50
梁毓花	 $ 100
李庆华	 $ 100
刘友升	 $ 100
吴丽珍	 $ 50	

许南美	 $ 100
余达泉	 $ 100
Wee	Hian	Peng	 $ 2,000

衷心感谢以下教会
与弟兄姐妹为本中心
40周年各项庆典所作

特别奉献：

侍主四十载·同心创未来
197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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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真理文字中心”（简称“真理”）与

一位远住北区的基督徒的我来说，十五年

来关系密切，真是结出千枝万叶，只能说都是恩典。

这段故事该怎么说呢？那仿佛遥远又近如昨日。

还记得我受浸洗礼不久，即受呼召进入儿童事工

服事。或许会问，什么是蒙主所召？是需要时间和等

待的。那时，在幼儿园的课室里、教会儿童主日学的

课室，看见小孩流露出灿烂与渴慕的眼神，即有了一

个责任在心头：“孩子们需要的耶稣，但该如何告诉

他们呢？”于是寻求又寻找，当然因为“凡祈求的，

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太7：8）回想忙碌的时光虽然匆匆，但不虚度，因

为祂真的开门，开了一道幼教专业的门，让我接受专

业的训练，又开了真理文字中心的门，接触基督教育

的教材和培训。

当时教会邀请“真理”团队，到了北区的义顺基

督教堂（圣公会）（简称“义顺堂”）来开办儿童主

日学教师的培训。林秀英传道多次的受邀，来教导我

们约二十位的主日学老师，当时，已听闻资深的主日

学老师说，数年来“真理”都常来到“义顺堂”做培

训老师的工作，我感恩说：“Is my turn!” 那时，我

从林传道的教导里，亲身体验她的多才多艺，思想敏

锐、富有创意、毫无保留的教导，使到我能认识到用

孩子的方式、孩子的思维和孩子的眼光来看事物，获

益至今，使我在服事上，不

敢怠慢，不敢松懈。

因此我认识到，儿童主

日学是幼儿教育，也是基督

教教育，更是圣经里的教师

职分，是教导真理的人，而

对象是所有的小孩！随后几

年，渐渐理解“真理”在缅

甸开展的儿童事工，再次开

阔我的视野，明白到许许多多的

孩子都需要福音，当然，这更需

要受装备和委身的圣经老师。当

我越接触真理中心，越明白它是

一个以服事众教会的福音机构，

不分宗派、多方面的在儿童事工

上来服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的献上她的使命。

近几年来，我参加了由梁晓兰传道所带领的“

生命教育交流会”，定期召开聚会和培训，内容透过

活泼生动的绘本，以图文载道，结合游戏和体验的方

式，带出课题的重点。有时穿插口述圣经加上以绘本

为喻道，带出圣经真理，我再次领受另外一位传道无

私的教导。激发我在几年前，在自己的教会开展了以

生命教育绘本为主轴、用游戏和烹饪的活动为辅助的

外展活动‘周末彩虹号’，每月每两周一次，为期一

年多，向邻里孩子传讲主耶稣拯救的讯息。

我服事的日子里，实‘仰赖’ “真理”提供的主

日学教学资源：各类的圣经、儿童圣经、圣经图书、

每学期的道光教材、儿童赞美诗歌光碟、福音卡通影

片、有福音字句的礼物、精选的绘本等，还有资料室

可借出的受难节、复活节、圣诞节的教材、教具；主

题舞台剧的材料和道具、各种教学与游戏的点子书籍

和绘本，都是我密存的宝藏，藏在“真理”。

“ 真 理 ” 的 林 秀 英 传

道、梁晓兰传道、林黄金卿

师母、刘玲霞和陈万华姐妹

同工们，都成了我侍奉的榜

样，也深感奔往天国的路上

有兵、有马也有伴，我在“

真理”庆40周年的日子，已

被祝福的我献上真挚的、永

远的祝福和感谢！

梁萍秀
圣公会义顺堂

恒久的祝福

宣教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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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仅接受现金／支票付款

24/11/2014 - 22/12/2014
逢周一至周五

早上10时至下午5时

中文书籍、礼品、童书、
生命教育和各年龄主日学教材供选购

童书85折，6本以上8折

真理文字中心40周年

特价品折扣高达40%

侍主四十载·同心创未来
1974--2014



12

真理文字中心暨巴特礼基督教会联办

主日学师资培训课程
马秀兰老师主讲

★ 欢迎主日学校长、负责教材之同工参加此特别时段之

交流会，认识新道光主日学教材。

费用：6-7日单堂  $20 (报名费包括讲义、茶水费用)  

 8日单堂 $30 (报名费包括讲义、茶点费用)

 全修 $80 (报名费包括讲义、茶点、午餐等费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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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报名截止：27／10／2014  

逾期费: $5 

报 名 处：真理文字中心

 60 Kaki Bukit Place, #06-07 (Lobby B) 

 Eunos Techpark, Singapore 415979.

查询电话：67485218（黄金卿姐妹）

Email:  resource@living-wd.com

Fax:  68410207 

名额有限  报名从速

报名表

姓名:  (中)                                                          (英)                                                                                                

地址:                                                                                                                                                                      

联络电话: (HP)                                                      (O)                                                                       性别：男 / 女                   

Email：                                                                                            事奉岗位:                                                           　

教会: (中英文)                                                                                                                                                       

（请在参加选项打✔）

参加：□《建构多元智慧的主日学》$20 □《圣经故事情境探讨与教学》$20

 □《儿少活力查经ABC》$30 □《儿童信仰建造实务》$30

 □全修 $80

费用共：$                                      

请在＊号处圈上您的意愿：我＊会／不会参加新道光主日学教材推介交流会。

 我＊允许／不允许 在此讲习班后，使用我的个人资料并与我联系。

日期：6 - 8／11／2014（星期四至六）

时间：7：30pm－9：30pm（星期四至五）

 9：30am－5：30pm（星期六）

举行地点：巴特礼基督教会

  4 How Sun Drive, S (538526)（近Bartley地铁站）

讲员简历：

马秀兰老师

华人主日学师范学院教务长兼海内外

培训讲师

曾任：板桥浸信会传道

学历：台湾浸信会神学院道学硕士

☆若有需要可自行复印此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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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时间表
日期／时间 课程

06／11 星期四

7.30-9.30 pm

建构多元智慧的主日学

·何谓多元智慧

·多元智慧的教学方案

·课程设计与发展

07／11星期五

7.30-9.30 pm

圣经故事情境探讨与教学

·探讨圣经故事情境教学法

·创设情境帮助学生探索信仰

·应用情境引导学生解决问题

08／11星期六

9.30 am-12.30 noon

1:30-2:30 pm

2.30-5.30 pm

儿少活力查经ABC

·活泼多元方式总结经文概念

·培养儿少主动探索经文能力

·动态活动反思建构信仰根基

★ 新道光教材推介

儿童信仰建造实务

·孩童灵命发展

·孩童七项属灵操练

·培育积极喜乐的孩童

mailto:resource@living-w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