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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福音月蒙恩專刊

圓神的夢—兒童是一個大的福音

　『傳福音的第三條路，就是兒童福音。

這需要姊妹們接受負擔。聚會的地點不一

定要在會所，最好是在聖徒家裏。利用週

末聚會，把附近的兒童聚集到家中，也請

自己親朋好友的孩子們參加。許多時候，

父母是因着自己的孩子得救的；所以不要

輕看兒童工作。如果從現在開始，我們好

好作六至十二歲的兒童福音，再過十年、

十二年，他們就都會興起來，背負召會事

奉的責任。這好像是慢工，實際上卻很

快。這也是一條上算的路。』（真理、生

命、召會、福音—主恢復中的四大支柱，

一四一至一四二頁。）

　召會在地上的頭一個使命，就是傳福

音。為着主在地上見證剛強的延續，也為

着神經綸行動加強的往前，主僕於八○年

代曾交通到：『兒童是一個大的福音。』

兒童福音的『大』，不僅在於數量的多，

也在於隨着兒童年齡的增長，福音的果效

會加倍擴展，同時，兒童的家長也會自然

被帶進對救恩的享受中。末了，藉着兒童

福音的傳揚，召會將得着剛強的下一代，

延續主在地上得勝的見證。

　為着實現兒童這個大的福音，主僕人從

聖經中尋得一條絕佳之路，就是信徒把家

一百家打開，一千兒童來

打開，讓孩子能彀藉着到我們的家中，進

而到主這裏來。已過十一月兒童福音月，

藉着時代職事的幫助，召會帶領『一百家

打開，一千兒童來』；藉着呼召一百個兒

童家或其他聖徒家打開，我們能圓主僕人

的夢，讓主在台南得着大量的兒童得着福

音。在七靈的加強呼召下，共有一○八個

家登記打開，開家時間也從十一月延續到

明年一月，目前共有九十九家已打開，並

持續開家中。細數主恩，此次兒童福音月

共有四大蒙恩：第一，就是家中為福音禱

告的空氣被建立；第二，打開家為兒童福

音；第三，挑旺兒童的福音熱火；第四，

身體配搭傳兒童福音。（兒童服事者）

家中禱告空氣的建立

全家同列名單、同禱告

　這次兒童福音月我與小三的女兒每晚禱

告：『讓小孩子到主這裏來，讓他們的家

長不要禁止他們』。每週一早上到孩子的

班級晨光教學時，我認識了全班同學，也

邀請他們來參加兒童排。願意拿邀請卡的

孩子，我們回家就寫在代禱表，共為十七

位孩子提名禱告，其中有三位同學來參

加，我們要堅定持續禱告，繼續接觸孩子

們。（1004 鄭林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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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我們家能有分十一月兒童福

音。因着要開家，所以靈裏特別儆醒，過

程中陪着孩子一起列名單，和孩子一起寫

邀請卡，我們也操練全家一同為同學提名

代禱（晚餐和睡前），也鼓勵孩子勇敢發

邀請卡。在邀約的過程中從沒有信心，藉

着禱告而有信心。我跟主要，也求主使自

己有膽量去接觸同學的家長。感謝主，當

天真的來了一個家長帶着兩個小孩子來。

藉着這樣的聚會使小孩子在學校能對同學

更有負擔，也能更放膽邀約班上同學。

（1011 黃陳怡伶）

　我們在福音月裏第一次開兒童排。我看

見自己的女兒是很好的活力伴。與聖徒交

通後，每天晚上都會跟女兒一起禱告。女

兒在凡事上（出去玩、學校、家裏、為妹

妹能禱告等）操練有禱告的生活。雖然我

們家還沒開兒童排，但已經先蒙恩了。發

邀請卡的事上，也是先有禱告，然後再去

發給全班同學。當天來了三位家長，還有

四位小孩子。我們沒有作甚麼，就是禱告

跟祂配合，主就擴大我們的度量，把小孩

子帶來。感謝主！（1401 李吳佳嫻）

　為着打開家有分兒童福音，我跟我的孩

子說，看你喜歡邀誰就邀誰，於是孩子就

開始列名單，大概六至七位，我和孩子一

起為他們禱告。因為我們母子都會忘記，

所以就會彼此題醒。另外有個關鍵，就是

召會的師母們走在我們前面並給與扶持，

就覺得很安心。實際上，雖然所邀約的人

來的不多，卻出現其他參加的人，出乎我

們的意料之外。感謝這些師母們成為我們

的『後盾』，也是我的榜樣。（1401 魯

倍倍）

　在兒童福音開家過程中，我陪孩子列名

單及禱告，成全我和孩子們要有福音的

靈。以前出去運動是運動，現在去運動，

眼睛必須是亮的，要去看我們可以邀請

誰。後來我就跟孩子們一起發單張，慢慢

的，孩子們就對福音及人的感覺變得比較

主動。在排裏我就問他們說，你們要唱那

首詩歌、聽那個故事，這是你們的兒童福

音排。孩子們就主動說要彈琴等等，就讓

孩子們在排裏有機會盡功用，我也會一同

扶持。兒童福音是廣的，兒童們是單純

的。（1101 李陳秀珠）

多方禱告，主開路

　在兒童福音月，我很摸着：『殉道者的

血是召會的種子。我們若要有正確的召會

生活，我們必須有犠牲的靈。』以及『人

是靠軍靠馬，我們是靠萬軍之耶和華。』

我自己經歷開兒童排也是常常失敗，這次

我摸着藉着活力排來開兒童排。最佳的活

力伴是我的弟兄。第一次開兒童排只有我

們家二個孩子，但還是堅定持續的開，第

三次之後終於有家加進來了。這次福音

月，我們就列名單並貼在冰箱上，出門前

就一起與孩子為名單提名禱告。藉着在身

體的交通裏，給我一條出路，就是先發問

卷。問卷全數收回後，再發正式的邀請

卡。當我們這樣作時，家長們都覺得我們

非常的慎重。二十六位同學來了七位。這

是主所作的。願神得着大量的兒童、得着

得勝者。（1301 王莊珍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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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一切都是祂的憐憫！這次開家

的蒙恩關鍵是：同『禱告』、己『放下』，

經歷了從主得着能力的恩典。當知道弟兄

們鼓勵我們為兒童排開家，我須帶着孩子

邀人、帶詩歌及豫備點心時，這對我們兩

個都帶職業的爸媽，的確帶來了壓力；但

經歷中，是我與丈夫的同心禱告，讓壓

力、重擔和愁煩，變成了力量、喜樂及安

慰。

　這次週五晚間要接待外地聖徒，接着週

六下午要為兒童排開家。雖然眼下我們的

家還不知如何打開，但弟兄說我們的家不

打開，誰開呢？我抓着弟兄的手閉上眼一

起禱告，結果弟兄憑着信心答應說：開家

吧！但其實我們成家八年來並沒有好好的

整理過家，只是忙着過召會生活、照顧小

孩和工作；但主使我感到開家的迫切，因

此抓住週二那天跟主過不去的機會，下班

雖然餓了，但不禱告使我無法放下心中的

重擔，這迫使我列下名單一一禱告向主要

人。奇妙的事發生了，禱告完竟有了力

量，寫下邀請卡及傳 line 邀約，並在禱告

聚會中請聖徒們為此同心代禱。

　隔天我和活力伴們一同禱告中發現，因

着我們三個青職的家都是預定週六開家，

所以可配搭的人力是分散的 ! 但在禱告中

一直摸着，主不要我定意作甚麼，或要如

何作，主只要我不斷的禱告仰望祂，因此

越禱告裏面就越輕鬆，越禱告主就讓我越

多的放下自己一切的想法和憂慮，越禱告

裏面就越深信神必負責，我只需要一直聯

於祂。因此無論是送他們去上學的途中，

或是下課接送孩子回家的路上，一有掛慮

就帶着孩子禱告。在他們玩耍間，也引導

他們一同為他們寫的名單代禱。

　這幾天，彷彿主一直藉着孩子提醒我該

走出去邀約。所以我與孩子一同在禱告墊

上禱告，並帶着孩子一同去邀約他們的同

學。沒想到答應會來的孩子竟臨時被爺

爺奶奶接回家了 ! 我帶着疲憊的身體回到

家，不知道今天的開排到底有誰會來？不

知道到底還要不要開家？此時為了兒童

排，我們沒有別的路，再一次夫妻倆同心

合意禱告重新仰望神，禱告完的電話聯絡

中得知，請老師幫忙遞邀請卡的這一對姊

弟從早上就非常期待要來參加兒童排了

排。開排前的 25 分鐘，媽媽寫詩歌海報，

爸爸煮甜點，及預備故事，老大親自到樓

下等他的同學。

　這次雖只有兩個孩子來，但全家都動起

來了，讚美主！實在不是我們能作甚麼，

卻經歷藉着多方的禱告、夫妻同心禱告及

身體的代禱，使我們在禱告中享受神恩典

的眷臨！榮耀歸神！（603 李天義、李蕭

雅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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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兒童排的經營上，我很喜樂。我也常

禱告：『主，這是你的事。』主發起，我

們回應。我很摸着作的時候，我們需要問

主、多仰望、多屈膝，路就開了。這學期

有一個姊妹，在孩子的班上是晨光媽媽，

我們這次配搭邀到一些孩子的同學。我們

也和孩子一同為同學禱告。我能見證在身

體裏是輕省的。（301 江郭淑華）

打開家為兒童福音

接受呼召打開家，就有兒童來

　我是作家庭代工的，在我家出入的都是

無法外出找工作的年輕媽媽們。每次看見

弟兄姊妹週週出去傳福音，我都無法跟

從。在姊妹們的鼓勵下，我們認真向主禱

告，在我家進出的每個媽媽和孩子們，都

要聽到救恩；這就是主給我的福音漁場。

這次兒童排兒童來了十個幼童、兩個青少

年、還有七個福音媽媽，眾人都很喜樂。

我深知主耶穌非常喜歡小孩子。（1501 

許真珠姊妹）

　我上班已經很累，聚會都有點搆不上

了，但是為着孩子我願意操練再打開家，

接待孩子的同學。十一月打開雖然只來了

一個同學和她的小妹妹，孩子兩個開心的

跳起來，因此在十二月份我願意繼續打

開。主阿！我願意盡自己的功用，祝福我

的家和孩子們。（1003 康郁芬）

　我們家蒙恩的開始，是在 line 的兒童群

組上，看到一對小兄妹寫代禱表的相片，

我很受感動，接着看到親子園中女兒同組

的小弟兄也在寫，主實在攪動我，我就帶

着兩個女兒開始寫代禱表，為全班同學

一一提名禱告，我也開始製作邀請函，利

用晨光時間邀請。

　一開始看到只有三十幾個家開家， 我

們大區只有一個家，我深深覺得虧欠主；

我要去打負擔，自己就要率先答應召會的

呼召。這次召會的呼召，讓我又重新燃起

熱火，孩子們自己訂了主日下午四點，半

小時故事結束就一起去裕文國小運動，接

着到裕文圖書館看書，然後回家；時間內

容都是孩子們自己定的，他們好喜樂，我

也好輕省，也邀請了鄰居來。沒想到就是

這麼簡單，我們決定繼續開排。這是主作

的事，榮耀歸祂。（405 曾王柔婷）

　在身體裏就蒙福。我對開兒童排有負

擔，但有時候，想到我的兒童排孩子都沒

有邀到人，裏面就覺灰心。我的孩子因着

三大區兒童主日，開始對同學有負擔，對

同學有感覺，想要邀約人；我也請學校老

師幫忙發邀請卡。感謝主，當天有八個孩

子來，他們的家長也來了。（305 楊蔣得

心）

　在這次兒童福音月我們經歷主所說的，

我手所要作的，你可以吩咐我。無論在那

一團的禱告團裏，我們有共同的負擔，同

心合意的向主要『一百家打開，一千兒童

來』。越禱告越摸着主的心意是要得着更

多打開的家，成為福音的出口！每一次的

開家都是一次次被主擴大度量。去年福音

月我們家來了七個小孩，九個福音家長；

今年連續開家兩天，來了二十一個小孩，

二十一個福音家長。開家就讓主有路！我

們也鼓勵大區裏的兒童家開家，一同經歷

在身體裏配搭的喜樂！主的軛是容易的，

主的擔子是輕省的！願主祝福福音月打開

的 108 個家！（303 於簡瑋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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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打開，恩典祝福臨到

　我是最近才得救的。蒙主的恩典，家中

為兒童福音打開，我的弟兄也得救了。他

看孩子這麼喜樂，覺得接受福音是件很好

的事情。那天我以一首詩歌帶領孩子們進

入對主的享受中。感謝主！（1101 吳慧

音）

　這次開家，最蒙福的是我們自己的孩

子。我們的孩子在先前的兒童排是彆彆扭

扭且不太敢開口，開家之後，他在聚會中

就變得很活潑且積極。打開家主就會祝

福。藉着家打開的實行，更多得着小孩

子，進而接觸青職的家。（1202 陳韋字、

陳黃冠雯）

挑旺兒童的福音熱火

　這是我第一次為着兒童福音打開家，事

前弟兄姊妹的鼓勵及為我們家的禱告，終

使我放下掛慮。而開家前幾天孩子正因感

冒及過敏請假在家，邀請卡也未發，但憑

着信，我相信主會為我預備好一切，雖然

忙亂一切如期舉行。在孩子邀約同學的事

上，我非常摸着以弗所書四章三十二節：

『你們要以恩慈相待，心存慈憐，彼此饒

恕，正如神在基督裏饒恕了你們一樣。』

她特地邀一位平時在班上與她屢有嫌隙的

同學，可以看見神聖生命在她裏面的長

大，只有享受基督作我們的生命供應和我

們的喜樂，才能叫我們心存慈憐。感謝

主，孩子能為着主的福音而學會寬恕的功

課，與同學重拾友誼。（303 吳鄭容朱）

　我很享受孩子們對福音的迫切和負擔。

我騎着機車帶孩子們去邀約時，就有其他

孩子騎着腳踏車也去邀約同學；被邀出來

的同學再繼續騎腳踏車去邀其他孩子，那

種感覺是非常甜美的。兒童福音是孩子們

自己傳。我很珍賞孩子們一同列名單禱

告，孩子要能來是率先要禱告的。另一個

蒙恩的點，是孩子願意去親近他素來不常

親近的同學，那些同學也因着他的親近就

很敞開和喜樂。傳福音讓我的孩子學習

謙卑，為着福音去接觸各樣的人。（1101 

梁王善美）

　因為我們家要開家，不能沒有人來，我

就跟孩子說，我們要出去傳福音，就趁着

週一跟週三下午去傳。下午社區的人大多

在午休，我很灰心，但孩子鼓勵我要堅定

持續；我因他的話受激勵、得鼓勵。他看

到有人，就馬上跑過去把單張拿給人，雖

然不小心跌倒了，但他沒有哭，還是站起

來把單張拿給人。我們受主題醒，不是只

為了兒童福音月傳福音；主阿，給我堅定

持續的靈，我要週週與我的孩子傳福音並

接觸人。（1101 詹吳佳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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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家在週六為着兒童福音打開，因正

逢期中考後，我們和孩子一同禱告、討

論、豫備；孩子福音的熱火被點燃發旺起

來，當天共來了十八位同學。唱着『和風

輕輕吹』，同學們好熱烈，個個聚精會神，

洋溢着喜樂且歡笑聲不斷。此次蒙福的祕

訣，我覺得就是從禱告開始，在身體裏尋

求配搭，一同在靈裏禱告爭戰。有一位家

長和孩子，因有事只能停留二十分鐘，一

到我們家裏即感受到眾人的喜樂和同心合

意，還寫了一段感謝我們及聖徒們的話給

老師，令我十分感動。我能見證，此次不

論有無參與的家長，每一個都是向我們敞

開的。兒童真是個大的福音！一本萬利！

（303 陳楊媖珺）

　為着兒童福音，我陪伴孩子一同列名

單，為同學禱告，一同設計兒童排的內

容。她在學校發邀請卡，放學回到家，還

主動打電話給同學，邀約他們參加兒童

排。雖然過程中，常遭到同學的拒絕，但

鼓勵她不灰心，繼續為同學禱告，繼續邀

約。最終全班有十三位同學來家裏，一同

歡唱詩歌，聽故事。（311 余周慧雯）

身體配搭傳兒童福音

全區全力作兒童

　召會是兒童生命成長的園子，在這園子

裏 1203 區開家作兒童排已進入第十二個

年頭。當弟兄們交通到十一月全召會要有

一千位兒童，開兒童排一百個家，我們特

別儆醒，經過多次的禱告和交通，便分組

開始各項的預備，為着要邀約兒童連同父

母。區裏的小朋友也盡生機功用：列名單、

去禱告、去邀約。十一月八日區裏兩個排

共來了 36 位兒童及 22 位大人一同參與，

誠如親子相調。這次藉着身體的配搭服

事，帶動唱詩、說故事、玩遊戲，真是喜

樂洋溢，正如馬太福音十九章十四節：『耶

穌卻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不要禁止

他們，因為諸天的國正是這等人的。』

（1203 聖徒們）

　我們的小排裏面沒有兒童，起初對開家

有負擔的聖徒，也很久沒有服事兒童了。

但是因着兒童福音月一再的呼召，青職和

中壯的聖徒們，都感覺對兒童有負擔，並

彼此響應，願意從主領受託負，讓小孩子

到主這裏來！一次，週四晚間社區小排

後，就一同為這件事交通丶禱告，並決定

在當週的主日下午走出去，到公園大量接

觸兒童。其中一個家利用週間，陸續接觸

公園附近的幾位兒童和家長；當天，一位

今年三月得救的青職姊妹，也為孩子們豫

備了點心；其它的弟兄姊妹則配搭一首兒

童詩歌。我們大約用一個小時的時間，在

公園裏歡唱兒童詩歌，吸引孩子們前來，

同時也接觸了四位兒童家長。在身體的配

搭中，各盡功用，真是甜美又喜樂！（901 

王謝易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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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尋求神權益，一切需要祂加給

　這次兒童福音月經由負責弟兄的交通，

讓我們知道我們需要的是新路『家打開』

的實行，於是區裏聖徒鼓勵兒童家長在福

音月『家打開』。就在這樣的水流中，我

們家簡單的順從。雖然一開始沒甚麼信

心，覺得邀不到福音朋友也沒關係，就我

們二個小孩自己聚；但是，我相信聖徒總

是用禱告托住我們，並且基督豐滿的身體

成為我們應時的供應。

　謝謝召會為我們印製了美麗的邀請小

卡，我陪同着孩子們製作好邀請卡之後，

孩子們迫不急待的帶着小卡片到學校發送

給全班同學。感謝主，總算踏出第一步！ 

聖徒家長的配搭更是最有力的扶持，讓我

們不致單打獨鬥！聚會當日，深怕參加兒

童排的對象找不到我們家，我帶着孩子們

到路口等待。首先等到的，是召會的負責

弟兄，有了弟兄們的扶持更是讓我們信心

加倍！接着，配搭的一對年長夫婦來了，

配搭說故事的的姊妹帶着她的二個孩子也

到了，我的孩子們的同學及家長也陸續來

到。

　此次最蒙恩的是看到主身體的豐富，也

看到主的祝福超過我們所求所想；聖徒為

我們擺上，除了桌上滿滿的點心愛筵，當

日陪同服事的聖徒與福音朋友的人數相

當，讓福音朋友能得到妥善的照顧，留下

一個美好的印象。（1401 李宗信弟兄、

李許秋萍姊妹）

　這次配搭的兩場兒童福音，很不巧的都

在我大學的期中考週。但是很奇妙，因着

需要配搭，我的時間被壓縮，讀起書來也

就更儆醒、更有效率了。並且我感覺主讓

我去帶詩歌，就是要我停一停，望一下我

們親愛的主，裏面就有了喜樂。這兩次都

是平靜的去，喜樂的回來！『凡投奔你

的，願他們喜樂，永遠歡呼；願你庇護他

們；又願那愛你名的人，都因你歡欣。』 

（詩五 11）（303 楊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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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藉由兒童工作使召會得擴增

　『甚至在我們鄰近的地區也必須有兒童

聚會，這不該視為召會的兒童聚會。這是

在聖徒鄰近地區兒童聚會的工作。我們很

容易建立兩個兒童聚會。一位姊妹每週能

同四位幫手照顧兩個兒童聚會。…我們可

以從鄰近地區聚集一些兒童到我們家裏。

我們可以請兒童坐在地毯上。我們甚至不

需要鋼琴，不需要教材或教科書，只需要

一個活的人。她甚至可以向兒童唱一首

歌。在兩個月內，我們可以建立兩個兒童

聚會。這樣，六個月後，我們會有六個兒

童聚會。一位姊妹不需要直接照顧所有的

聚會，因為別的姊妹會跟隨她的榜樣，有

她們自己的聚會。也許在一位姊妹的指引

之下有十個兒童聚會。這會擴展至一千多

個兒童。這些兒童都聯於他們的父母，所

以藉着兒童，許多家會為召會打開而福音

化。這是社區工作。這些是「熟門」，作

父母的會歡迎我們。雖然今天人被許多事

物霸佔，似乎他們向福音不是敞開的，但

勝過這事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我們自己家

裏有兒童聚會。』（關於召會事奉的談話，

三六至三七頁。）

　為着主在台南的行動讚美主！為着眾聖

徒在兒童福音上對祂豐富的經歷感謝神！

為着許多聖徒的家成為神經綸分賜的管

道，我們更是低頭敬拜主！藉着許多愛主

的家與祂配合，主僕人的夢，就是神的

夢，是可以實現的。許多家打開的聖徒們

可同作見證，我們為着主、為着福音將家

打開，所出些微的代價，卻換得許多兒童

（821 位）、家長（182 位）得着永遠生

命的福分，自己也得着難以言喻的喜樂及

益處。

　主僕於八○年代末交通到，為着加強兒

童福音，甚而帶進召會的擴增，我們需要

持續的將家打開有兒童聚集。這種兒童聚

集（兒童排）是活的，藉着持續的繁增，

也帶進社區福音的擴展。此次兒童福音月

所接觸之 821 位福音兒童、182 位家長，

需要藉着有分在各家中的兒童排，持續存

留於召會生活中；如此，福音便會臨到一

個又一個不信的家中，這些家也會被帶進

召會的建造裏。經過此次兒童福音月，目

前已新增十六個兒童排持續傳兒童福音。

願感動開家聖徒們的靈，加倍的感動你

我，願主繼續祝福在台南的兒童工作，使

召會得着強而有力的開展，願祂在台南的

見證剛強又明亮！（兒童服事者）

登記開家
（家數）

已統計
（家數）

兒童（人數） 家長（人數） 配搭聖徒（人數）
聖徒
孩子

福音
兒童

首次
參加

聖徒
家長

福音
家長

中學 大專 青職 中壯 年長

106 99 386 435 302 311 182 17 16 47 129 21

兒童福音月各項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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