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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服事的需要—廣泛打開家、大量得兒童
福音書中主耶穌對待孩子的榜樣
我們知道主耶穌非常愛小孩。聖經三本對觀福
音書－馬太、馬可、路加都說到同一個故事，但
重點不一樣。在馬太福音主說：
「讓小孩子到我這
裏來！」因為諸天之國裏都是像這樣的小孩子。
如果不回轉像小孩子，我們很難進國度。如果我
們的召會中找不到幾個愛主的小孩子，我們大人
也很難進國度，因為找不到可以效法的對象。馬
可福音則給我們看見，主耶穌不只抱著小孩子，
還熱切的為他們祝福。有人帶小孩子來只有一個
心，不需要主禱告、祝福，只要主摸摸他們就可
以了。只要把小孩子帶到主這裏來，他是跑著、
爬著、鬧著、跳著，只要被主耶穌摸一下，都要
蒙福。我們也要效法主耶穌，讓小孩子到我這裏
來。你傳福音給大人，你要逼他，請他吃牛肉麵，
你要不辭勞苦，抓他來；但是傳福音給小孩子，
只要「讓」他們進來，他們就會進來了。第二就
是「不要禁止」
。小孩子都是主動、積極的衝進國
度的。我們需要有一顆寬廣的心，讓小孩子到主
這裏來，不要禁止他們。抓住任何機會，摸摸他
們、顧惜顧惜。他們來到兒童排，雖然什麼都不
懂，在那裏打滾、搗蛋，但是他們都會摸到主耶
穌，至終他們都會改變。

李弟兄對兒童工作的負擔
李常受弟兄從 1967 年起就有一個極重的負擔
－召會應當起來厲害的作兒童工作，因為兒童是
一個大的福音。甚至我要說是最大的福音。只要
「讓」和「不要禁止」
，你周圍的社區、大樓、鄰
居的兒童，只要碰著你，到你家，禱告主，他們
就都得救了。在各種年齡層的福音上，我們可說
是花盡力量，但還有一個一本萬利的力量，只要
花一點，我們就能得萬人，就是推動兒童福音。
1967 年全臺主日聚會人數大概不到六千，李弟兄
就要求兒童人數作到三倍－兩萬。過了八年，1975

年他又對臺北的長老說：
「我十年前對你們說臺北
要作一萬兒童，如果臺北作一萬兒童，隨著他們
年齡增長，到了初中、高中同樣就是一萬，到了
大學就是一萬乘以三分之二，因為有四年，若算
研究所共五年，就是一萬乘以六分之五。我們可
能都不需要對大人傳福音，光是從兒童長上來的
就一直都有八千個在召會裏面，在大學裏面盡功
用。」過了十年，1985 年他又說臺北要作一萬個
兒童。這個負擔他一直沒有過去。所以當我們從
主和李弟兄接受兒童工作的負擔，在我裏面就一
直盼望圓這個夢。

兒童工作的需要－廣泛的開家
1985 年以後，臺灣眾召會人數的比例已經改
變，早期臺北和全臺人數比是 1：1，現在是 1：2，
所以若臺北要作一萬，全臺應該作三萬兒童。現
在我們全臺主日聚會人數就是三萬，所以你的召
會若有一千人，就要有一千兒童；召會有多少人
主日聚會，就要作多少兒童。李弟兄只要講到兒
童，他裏面就只有一個圖畫，就是廣泛的開家。
以前是說三百家，每家三十個兒童，就可以有一
萬。現在是說一家十個孩子，所以要有一千家。
所以異象很簡單，第一，兒童既是一個大的福音，
我們就要朝大量得兒童來努力。第二，要得這麼
多孩子並不難，多開一個家，多得十個孩子；多
開兩個家，多得二十個孩子；你只要多開一個家
就可以。剛才那位得救三個月的弟兄作見證，我
非常受激勵，因為我看見一位半百老翁作兒童工
作！李弟兄說，你們這些有孩子的家一定要作兒
童排；你們這些沒有孩子的家，最好也要作兒童
排；你們這些阿公阿媽，最好也要作兒童排。兒
童排是誰都可以作的。現在作兒童最厲害的是阿
公阿媽，哪一個家不是靠阿公阿媽養第三代？只
是他們的錄影帶不夠用，都打開歌仔戲、布袋戲，
或是小叮噹、卡通。其實我們若有材料，在家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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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一放，帶孩子禱告禱告，再邀一邀其他家，阿
公阿媽就開排啦！盼望這個負擔能夠作到眾人的
裏面。（陳洵弟兄交通摘自高雄召會週訊第 1284
期）

兒童工作蒙恩關鍵—作到家、帶進排、全區
作
兒童工作第一件事，是傳兒童福音，但不是靠
大會傳福音，第二是聚兒童小排，這個才是落實
兒童福音的所在，讓他有魚池雞窩，可以下蛋可
以養雞，可以留住他們長大。因此教兒童小排能
長命一直存下去的有兩項基礎工程，雙軌道讓火
車頭能開得動，是過神人生活，做性格培養。這
兩個是相輔相成，性格加強生活，生活操練性格，
使他走得長久，至終產生繁殖擴增，再下去專特
成全得初熟果子。……兒童工作是福家排一起來
的，兒童還沒受浸，很難分什麼界線，所以福加
排一起來，都做在排裏，這裏有件事，基礎工程
所提的家，家一復興了，父母也復興了，孩子就
蒙福了，人就留住了，就得餵養成全了。…盼望
全召會讓家庭健康起來，有負擔就是挨家挨戶，
是送會到家，尤其你帶著孩子一起去的。送了兩
三家，把他們拉在一起就是活力排。一個兒童排，
三個家庭，一部廂行車，車子上一路禱告一路唱
詩，那就是兒童排，生活化的經營。家得家，家
養家，家建造家，就是挨家挨戶。
兒童要長存，都應該去拜訪他父母，讓他知道
我們是怎樣的人，告訴他你的兒子女兒多棒。如
果有送會，我們兒童要作到兩萬是很容易的。去
看時間不要長，只要繞過一遍，我們經歷兒童的
反應要比大人強烈的多，你在兒童排看到跟在他
家看到的感覺不一樣，你去他家坐過，他就記得
你，兒童就更敞開了。李弟兄在新路的實行：送
會到家，乃是神命定之路的負擔所在，若不能把
聚會作到家裏去，是主恢復的一大失敗，如果我
們把家做成禮拜，那就越失敗，所以我們主動送
會到家，挨家挨戶。（2015 年 5 月王元享弟兄於
全台兒童服事者交通內容節錄）
在今天的水流裏，我們要藉福音叩訪、送會到
家、引進活力排。建立福的架構、帶進家的牧養。….
我們有許多特會、訓練，但是人沒有辦法留下來，
這是由於這只是在公眾面前，我們還需要送會到
家。人不容易留下來，是因為沒有作到家（作到
基礎上）。保羅在以弗所三年之久，或在公眾面
前，或挨家挨戶，他晝夜不住的流淚勸戒聖徒。
他的榜樣，使我們看見需要挨家挨戶，也就是送
會到家。這是兒童工作突破的路：作到家、帶進
排、全區作。
（2015 年 11 月王元享弟兄於全台兒
童服事者交通內容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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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實在是實行神命之路的命脈，它是傳福
音、牧養教導新人最適宜的所在，是身體生活的
據點，也是事奉神的單位。如果召會能得著更多
穩固的家，主見證的擴展就會加速的往前。所以
我們要鼓勵聖徒們積極的實行家庭「神人生活」
的操練，好好經營自己的家，並為著神經綸的往
前，學習把自己家打開，成為社區福音的站口，
得人的憑藉。特別，藉著做親子幼幼排、親子兒
童排，使我們所傳的福音，不只是造就個人的得
救，而是一家一家的被帶進召會生活－今日的方
舟。
今天兒童工作是在身體中聖靈的水流裏往
前。所以我們該配合召會的帶領：週週走出去，
一面有分於福音叩訪的行動，那些福音兒童的家
就是我們主要的對象。另一面我們也要學習送會
到家，在新人家裏建立家聚會以實行牧養，好叫
所得著的新人（家）都能穩固地留在召會中，並
且成為盡功用的活肢體。巴望聖徒們都殷勤的實
行，好叫主能將得救的人與我們常常加在一起。

親子幼幼排蒙恩見證
■ 打開家有分兒童服事必蒙神祝福
我和弟兄剛結婚的時候，是住兩人式套房。婚
後，東西開始越堆越多，只剩可以走路的通道。
我們漸漸覺得家裏的空間越來越小了。若有了孩
子，空間實在不夠用。於是，我們開始向主尋求，
把換屋的事交託給主，並向主有一個奉獻的禱
告，我們向主說：「你若開路為我們預備大一點
的房子，我們願意為著你的需要，把家打開。」
在換屋的過程中，主實在祝福我們，我們很順
利地把舊套房賣掉，買到新屋。搬到現在住的社
區，已有二年多。從搬家以來，主確實多方的眷
顧我們。首先，主照著弟兄向祂的祈求，我很快
就懷孕並順利地生產。等孩子大了一點，開始有
弟兄姊妹向我們傳輸開家開排的負擔。一開始，
是傳輸開社區排的負擔，後來，又加上開幼幼排
的負擔。我心想怎麼有這麼多負擔呀？其實，當
弟兄們傳輸開社區排的負擔時，我們沒有太多為
難就答應了，因為我們知道這是我們向主的奉
獻。但是，提到要開幼幼排時，我剛開始是有些
擔憂的。一方面，覺得自己的孩子不到一歲，育
兒經驗有限，深怕無法幫助別人。另一方面，擔
憂人數的問題，擔心如果都沒有人來參加我們的
幼幼排，恐怕會面臨關排的窘境。後來，與姊妹
們交通我的擔憂後，在身體的扶持與供應中，使
我比較勇敢往前。我自己也向主禱告說：「若開
幼幼排是讓你自己更多的加到我裏面，我願意配

搭開排，若這是個工作，我實在不願意。」
讚美主！主是垂聽禱告的神。幼幼排開排至
今，已有半年多之久，主真是藉著開排，製作我
這個人，成全了我。以前我對人沒什麼負擔，但
因著幼幼排，我開始對人熱切，在生活中會主動
關心人，甚至拉著弟兄迫切為人的靈魂禱告。性
格上，我變得更積極了。除此之外，主也不斷地
擴大我的度量。以前我都覺得我是個度量大的
人，但是開排以來，主讓我更認識自己，發現我
對人的包容和愛是有限的。曾經，有位福音媽媽
的小孩把我的小孩推倒，我的小孩馬上嚎啕大
哭。這樣的情形真是考驗我對人的愛到底有多
少。一開始，我對此事耿耿於懷，一度還懷疑對
方的小孩是行為異常的小孩。但是，主光照我，
我的愛何等短缺！我向主認罪悔改，求祂的愛來
充滿我，以神的愛和神憐憫的心腸來愛人。很奇
妙地，類似的情形再度發生，我不再看是對方的
問題，而是轉到神面前，為對方代禱。神的愛在
我裏面就增長了，也叫我這個人蒙了拯救。
配搭服事的過程中，也讓我看見身體相調的重
要。聖徒們需要更多的來在一起，更多的調在一
個身體裏，才能帶下神的祝褔。前幾週，邀約了
一位福音媽媽到聖徒家用餐，原本的用意只是純
粹用餐相調，沒料到這位福音媽媽竟然在大家一
起唱詩歌及彼此分享的過程中受了感動，最後她
流淚禱告，決志受浸歸主。阿利路亞！當大家在
同心合意的靈裏彼此配搭，就能輕易地結果子。
感謝主，憐憫我，一步步帶領我往前，把我建造
到基督的身體中，使我經歷神在我裏面的擴展。
願主興起更多的家，為著祂的需要，把家打開，
成為神流通的管道。（陳邵雅琪姊妹）

奇怪喔，怎麼心裏有股莫名的喜樂呢？」回到家
後，先生還會經常與孩子們一起唱兒童詩歌，和
孩子們童言童語的呼求主名。漸漸地，先生從排
斥基督信仰，轉而願意接受認識真理，進而享受
這位主耶穌，並在今年的 3 月 4 日和我的婆婆一
同受浸得救了！
因著參加幼幼排，排裏的姊妹們成了我的屬靈
同伴，在生活和屬靈上給了我許多幫助，因著她
們的服事、代禱，使我能夠恢復主日聚會以及過
召會生活。我們一家五口穩定的召會生活，在未
得救的娘家父母中，使我們成為主的見證，並從
世俗的生活中分別為聖。召會就是方舟，我們活
在召會中，不僅蒙神保守，並在面對各樣的環境
中學習操練靈，使我和弟兄得著內裏神聖生命的
加強和供應。我娘家的父母親在今年 10 月底時，
面臨了他們人生裏最嚴峻、痛苦的艱難考驗，此
時，我和弟兄成為家中為主說話的出口，區裏弟
兄姊妹們迫切的為我們家禱告，讓我那曾經堅決
反對基督耶穌的父親能夠接受神，也讓我的母親
轉向神。阿利路亞！2015 年 11 月 4 日，父母親
一同接受神的救恩，一同受浸歸入神愛子的國
裏！這是我連作夢都不敢想像的，主的應許真是
信實堅定！
因著參加幼幼排，會後會的內容給我很大的幫
助，使我從一個「教養」孩子的母親，轉成一位
「牧養」孩子的母親。在已過的 7 年裏，我是一
位全心投入教養孩子的全職母親，我閱讀大量坊
間流行的教養書籍，嘗試不同風格的教養方式，
我的 3 個孩子們像被實驗的小老鼠般全盤接受我
自以為好的教養方式，然而，我們在那樣的教養
裏卻沒有平安喜樂。在幼幼排裏，我看見姊妹們
在牧養孩子的路上，雖然面對各樣的問題，卻不
失去盼望和喜樂，並和孩子們一起學習享受主的
同在。有喜樂的母親才有喜樂的孩子，我學習先
享受基督，才能把這神聖的生命分賜給我的孩子
們，這是世俗的教養裏所沒有的。
感謝主把我們帶進幼幼排，祂的豐富和恩典就
是這樣流進我的全家。現在幼幼排已經成為我和
孩子們不可或缺的生活，而幼幼排中的兒童詩歌
和經節更是成為實際，進到我們每日的生活中，
我的孩子自然而然就在家中或車上唱起詩歌、唸
出經節，孩子們能夠這樣蒙恩，是我當初無法預
想的。記得有一次弟弟和二姊彼此搶玩具，二姊
即唸出「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路六
38），弟弟聽了便停止搶奪也跟著一起二姊唸，
彷彿受到了提醒而彼此謙讓。感謝讚美主，把我
們帶進幼幼排，使我們經歷主成為我們一切的實
際。（榮江怡玲姊妹）

■ 藉親子幼幼排帶進全家的救恩
當我帶著孩子們從上海回到新竹生活後，心裏
總是渴望回到召會裏。但由於 10 多年來幾乎沒有
過召會生活，實在不知從何開始，與誰聯繫。感
謝主，祂是聽禱告的神！因著一位姊妹的幫忙聯
絡，幼幼排的姊妹們開始來探望我，並邀請我帶
著孩子們參加小排，孩子們和我都非常享受這樣
的生活。在進入小排至今這一年半裏，我恢復了
召會生活，而這位又真又活的主，更是不斷傾倒
祂的憐憫與恩典，使我的全家受浸得救。
首先，是我那心裏剛硬的先生受浸得救。先生
原先非常排斥基督信仰，無論我如何向他傳福
音，都聽不進去。自從 2014 年 8 月，先生從上海
移民到新竹娘家後，白天沒有工作，因著無聊以
及喜愛孩子，他毫無戒心的參加幼幼排，陪著孩
子們玩。記得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先生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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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分幼幼排的操練改變家中的氣氛

『只要心思卑微，個人看別人比自己強。』小松
鼠巧巧的媽媽對他說：我們爬樹的本領都是神所
賜的，因此我們絕不可自誇，卻要凡事倚靠神，
感謝神。巧巧立刻向主禱告：『主耶穌，對不起，
我太驕傲了，以為自己什麼都比別人好，求你幫
助我，使我順利回到家。』讀到這裏我立刻向主
悔改，主啊！你知道我裏面一切的情形，感謝你
的暴露和煉淨，我一面悔改一面讚美，主用兒童
教材對我施行祂的管教和成全。
在幼幼排裏也一路看著孩子的成長；不只是外
面生命的長大：學習排隊洗手，坐好吃點心，更
有規矩，更會等待，更願意開口。看到他裏面生
命的成長：呼求主名，唱詩歌，禱告，幼幼排的
東西就不知不覺做到孩子的裏面。在孩子一歲多
時，有天晚上弟兄陪睡出來，拿了一段影片給我
「聽」，原來是黑暗中，孩子躺在嬰兒床上，自
己在睡前禱告：『哦主，阿們，哦主，阿們』聽
著他那還不太會講話的牙牙語禱告，我心裏真是
有說不出來的喜樂。隨著他愈來愈會講話，有時
候我忘了帶他睡前禱告，他還提醒我『媽咪，禱
告！』『哦主耶穌，謝謝你，保守我們，阿們。』
在這樣濃濃口音，不太連貫卻又真摯萬分的禱告
聲中，我在孩子身上看到了起初的愛。珍賞孩子
在主面前是如此的單純，那麼的真實。
幼幼排中所帶領的操練也改變了我們的家庭氣
氛，我們操練當你憂慮時，想發脾氣或是難過哭
哭時要唱詩歌，所以我們家詩歌聲變多了；當他
鬧彆扭時我要先轉向主，呼求主名，唱詩歌，取
代了已往的不耐煩，在靈中與孩子表同情，使他
也能從情緒中轉出來。幼幼排教孩子操練說「對
不起，沒關係」時，我要先做榜樣對他說對不起
或是在他搗蛋被要求道歉時，操練赦免，對他說
沒關係。如此，幼幼排看似在成全孩子，實際上
卻是在成全父母。
羅馬書八 28：『還有我們曉得，萬有都互相效
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真的是主，祂知道我的需要，在祂預定的時間裏，
賜給我一個孩子，藉著孩子讓我到祂面前，藉著
孩子來成全我。祂沒有忘記我兒時的奉獻，我曾
把我婚姻，家庭，孩子奉獻給主；甚或訓練時奉
獻自己交在主訓練手中。我會有忘記或不想交給
主的時候；但主是信實的，祂不曾忘記。主愛我
們，為我們預備了自己的屋子，也在我們裏面興
起了一個羨慕，能打開家，讓幼幼排能做在家中，
讓弟兄能一同享受及配搭。對照結婚當日的宣
告：『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感謝讚美主，這就是祂的美意：『叫萬有互相效
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曾黃苓伊姊妹）

我從小生長在一個敬虔的基督徒家庭，在兒童
班長大，畢業後即答應主的呼招參加全時間訓
練；當主繼續呼召第二年訓練時，我卻開始與主
摔跤，向主硬著心不肯答應呼召。往後在職的三、
四年間，雖然沒有離開召會生活，但對主的享受
卻不如當日新鮮。
結婚後沒多久我便懷孕，然而我最不希望的便
是懷蜜月寶寶，因我認為該等一切就緒再來準備
生育的事，我記得當時主說：『祂有美意不必
測。』；但接下來的懷孕過程卻不是很順利，我
開始經歷孕吐、吃安胎藥、身體不適、與婆家的
磨合、弟兄的無法感同身受、工作上主管的不放
人。甚至孩子出生後，婆家傳統宗教的壓力、長
輩對新手媽媽的否定、成家計畫反覆延宕等等。
主就是把我擺在這樣一個四面為難處處受壓的環
境中，那時主只跟我說：『要為那逼迫你的人禱
告。』但是我沒有辦法，我坐月子的時候每天哭，
弟兄也因為工作的關係長時間不在，好像我唯一
能做的事就是向朋友訴苦。
在孩子兩個月大時，發燒住院，我陪著他在醫
院住了一週，每天就看著孩子抽血檢查，跟婆婆
兩個人大眼瞪小眼，長輩隨便一句無心的話就可
以讓我躲到廁所大哭；我當時甚至跟我弟兄說，
要是我不是一個愛惜生命的人，要是我不是一個
對孩子有愛的母親，我隨時可以從窗戶跳下去。
主提醒我：『要赦免人七十個七次。』如同歌林
多後書四 7～9：『但我們有這寶貝在瓦器裏，要
顯明這超越的能力，是屬於神，不是出於我們。
我們四面受壓，卻不被困住；出路絕了，卻非絕
無出路；遭逼迫，卻不被撇棄；打倒了，卻不至
滅亡。』又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
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我開始操練
在遇到環境的時候，不像已往在心中謾罵，而是
為他們禱告。
感謝主，在去年四月，孩子六個月大時，主帶
領我們到新竹租屋；同年六月藉著姊妹連上幼幼
排。我還記得那時和弟兄第一次參加幼幼排時的
喜樂，我心裏知道，這就是我所想要的，這就是
我所想要給孩子的！就算時間來不及，我還是要
用推車推著孩子到會所參加幼幼排的會後會，就
是想讓孩子在會所的地上爬一爬也好。就這樣慢
慢的進到服事配搭中；一開始我很害怕講故事，
半推半就下都要把整個故事逐字背起來，甚至拿
來禱讀才有辦法講。就在一兩次受到肯定後覺得
自己好像有那麼一點才能，驕傲的心便開始萌
生；那時候剛好進到第十八課：松鼠巧巧和奇奇
的故事。故事搭配的聖經節是腓立比書二 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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