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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兒 童福 音月蒙 恩報 導
2015 年十一月，全召會各個兒童排，在週週外
出訪人的福音生活裡，齊心投入台島得新人的水
流中。藉著職事信息的幫助，我們看見兒童的福
音工作必須作到家，帶進排，才能有扎實長遠的
果效。
「照著聖言裡的榜樣，傳福音最好的地方是
在我們的家…，行傳五章四十二節說，『他們每
日…挨家挨戶，不住的施教，傳耶穌是基督為福
音。』沒有一個地方像我們的家這麼能說服人。」
(傳福音的原則與實行，二十頁)「我們願意每一
位弟兄姊妹，無論是強的、弱的、前進的、後退
的，家家都要傳福音。我們絕對要守住一個原則，
就是自己家自己傳，不要別人替我們傳福音…，
只要你們肯操練作，就一定作得出來。所以，我
們鼓勵每位弟兄姊妹，都要把你們的家打開，家
家都要傳福音。…有的人原是冷淡不聚會的，就
在這樣的家庭福音中嘗到味道，以後就領頭聚會
了。」
（召會的擴增與開展，一八七頁。）
這段期間共有 42 場家排福音，合計參加兒童
546 人次，家長 685 人次，其中福音家長 186 人
次，福音兒童 246 人次。以下收錄分享這次福音
行動的一些見證，盼聖徒持續為召會下一代禱
告，願主祝福更加倍，使兒童工作越發繁增興旺﹗

各家開排蒙恩見證
見證一
綠光社區兒童排至今已一年，藉七月親子健康
生活園，112 區的兒童來在一起練詩歌並一起參
加排聚集，兒童人數逐漸增到 17 人。十月 112
區在敦煌社區成立兒童排，滿了主的祝福，也有
許多福音朋友，見證開排實在是繁增的路。我們

於 11 月 20 日舉辦兒童福音聚會，在聚會前實在
不知有多少福音朋友會來，只能憑著信心往前，
但藉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禱告，當天來了大人 25
人，兒童 28 人，其中福音兒童有 15 人﹗靠我們
天然的人不能做什麼，只有憑靠萬軍之耶和華帶
領我們，憑信心與主同工，神必將恩典加給我們。
(一大組 蕭張麗秋)
見證二
我們社區有兩個親子排，但香山兒童排也在我
們旁邊。經交通禱告後，我們決定合併 3 個兒童
排，在未來 21 社區共同配搭辦兒童福音。除了詩
歌，背經外，我們多加了闖關和弟兄們的福音短
講。邀約過程中，經歷到主是稱無為有，變水為
酒的那一位。兒童福音將近時，我們的福音人位
一直很少，但我們三個排都迫切禱告，尤其是希
望家長能參加。到了前一晚，人位都還不太確定。
但到了 11 月 28 日早上九點，人從四面八方而來，
甚至有 2 個小朋友是早上在公園遇到的。接著有
家長帶甜點、帶飲料、煮水餃和玉米濃湯，還有
幫我們買 PIZZA 的。最感動的是我們的爸爸全部
都出動，還有青職和大專生一同配搭。每個人都
盡他的功用，大人有大人的功用，孩子有孩子的
功用。我們這次有大人聖徒 18 位，大人福音朋友
5 位，小朋友 33 位。總計 56 位人次參加。感謝
主，藉著傳兒童福音，主使我們同心合意、在相
調中喜樂往前！（二大組 香山兒童排，未來 21
兒童排，MM21 幼幼排）
見證三
10 月中旬弟兄們傳輸負擔，要藉著開家傳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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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我們家就定規 11 月 21 日要打開傳幼幼排
福音。然而，當接近打開家的日子，卻陸續發生
許多的事情，特別是在開家的那一週。週一我得
到嚴重的感冒，胸口悶痛、上吐下瀉。那幾天的
情形非常的軟弱，晚上也無法去參加聚會。隔天，
我的狀況雖稍有好轉，卻輪到弟兄也得了感冒。
星期三早上去參加了幼幼排，一歲多的女兒恩
提中午開始嘔吐，並直到晚上九點還是一直吐，
我心裡非常憂慮，當下就向主禱告，終於十點之
後恩提就不再吐了，我便安心的睡著。但到了凌
晨兩點，換我三歲的大女兒開始吐，吐到整個床
單都是，並繼續吐了數次，我們送大女兒去醫院
急診。那時，我心裡憂慮焦急，一面擔心女兒的
病況，另一面擔心週六的開家受到影響。這時主
提醒
我，
為何
不找
姊妹
們禱
告？
因此
我趕
緊聯絡小區裡配搭的姊妹們為我們家禱告，後來
也聽說，大組負責弟兄們也藉著 LINE 傳遞代禱訊
息，請三大組的區負責弟兄們一起為我們家代
禱。我和弟兄都確信這些都是出於仇敵的攔阻，
一定要在信心中有爭戰的禱告，所以我們就懇切
為週六開家有多而又多的禱告。全家人的感冒嘔
吐在週五就都逐漸康復。
到了星期五的一大早，配搭姊妹和我約好一一
叩訪我們住家的鄰舍。卻遇到尷尬情況，我們家
這棟中的所有住戶竟然都沒人在家。我和姊妹倆
人在嘆息中禱告後，突發奇想請警衛先生幫忙，
沒想到警衛先生一口答應我們，願意幫忙發邀請
卡。但小信的我們仍很狐疑，這樣真的能在明天
約到人來參加嗎？週六早上，奇妙的事情發生
了，我們家雖然只有小小的二十幾坪，沒想到第
一次竟擠下這麼多人。五對福音朋友的家，兩對
弟兄姊妹的家，和許多配搭服事的聖徒們。家中
擠進將近 30 人。其中有兩對福音朋友的家是第一
次接觸我們，也完全沒有聽過幼幼排；一對是弟
兄的高中同學，一對是我們這一棟住戶的 8 樓鄰

居。感謝主，主真是聽禱告的神！當晚，我和弟
兄還不斷地彼此分享數算主豐滿的恩典而睡不著
覺。神為我們所預備的是超過我們所求所想，阿
利路亞，榮耀獻給神！
（三大組 駱詹雅琄）
見證四
十一月的兒童福音月有別於以往的實行，改採
以家為單位，大人、兒童在生活中接觸人。在弟
兄們的交通後，我在晚禱中詢問孩子們想要邀約
誰來兒童排？想要邀請誰來家中遊戲、用餐？雖
然以前我們曾經斷斷續續與鄰居、同學接觸，但
是藉著與兒童排的小朋友一同操練，孩子們開始
建立每天堅定持續為人禱告的生活。
主也垂聽了孩子們的禱告，使代禱的對象能夠
在生活中與我們接觸，甚至參加兒童排。記得那
一天，原本老是在聚會中躺在地上的心靈，終於
端正的坐在椅子上。當她的朋友直率地說：
「我不
要唱歌！」她很有耐心並柔細的說：
「沒有關係，
我以前也跟你一樣，我陪你先坐在這裡唱。」等
到小朋友都上到前面唱唱跳跳時，她又智慧的拉
著朋友的手說：
「現在該我們上台表演囉！」我在
後面看著這幅與以往迥異的情況，心裡非常訝
異，對主也滿了感謝。這是她歷年以來參加兒童
排最認真、最盡功用的一次，真令人刮目相看！
（四大組 張雷嗣汶）
見證五
今年福音月，五大組兒童排、幼幼排安排各樣
的福音行動，希望藉詩歌、展覽與見證，將福音
朋友帶進召會生活，成為建造的同伴。首先是由
已開始
兩年多
的幼幼
排，特
別藉著
今 年
三、五
大組聯
合開展的行動，目前得救的人已有八位。由於人
數增多，受到場地的限制，11 月中開始移到新光
會所進行。福音月安排了兩場福音行動，利用週
三早上幼幼排的時段，將會後會時間擴大為一小
時，加入詩歌、見證與「夫妻相處與家中牧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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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邀約福音家長。另一場開在琪文姊妹家，姊妹
禱告向主要福音對象，希望有兩個孩子的同學可
以參加，孩子也認真向同學邀約，藉此，主挑旺
了大人與孩子福音的負擔。三場次共有福音家長
6 人次與福音小孩 12 人次參加，配搭聖徒 18 人
次與配搭兒童 26 人次，共 62 人次參加！雖然不
是大張旗鼓的福音聚集，但主卻使我們的配搭更
同心和穩固，也使孩子們起來盡功用，並加給我
們有心尋求的福音家長與我們同在。感謝主！我
們所能作的真是微小，但主卻是記念我們在祂面
前一點的心願，讚美主所作的超過我們所求所
想！
綠水排方面，藉著 10/24 兒童排烤肉相調，把
原已搬到竹東的福音朋友的家，全家一起邀回來
相聚，他們還邀了朋友一家，很巧的朋友家竟是
我家隔壁棟鄰居，平日沒機會接觸，藉著相調就
認識了，之後也穩定的來參加兒童排。另一點原
本四月得救的于庭姊妹，因著工作去了台北，離
開召會生活好久，也因著此次相調被邀回來參
加，而她因著感受到弟兄姊妹的愛就被恢復了。
還有秀玲姐妹也是第一次參與召會的活動，藉著
聖徒彼此流露的愛就被吸引了，在隔天的主日聚
會就主動要求受浸，成為神家的親人。
此外，聖徒們為著 11 月的兒童福音行動送會到
家一直迫切禱告，主就興起了看似受逼迫的環境
－有鄰居抗議，卻也因著這環境，就有福音朋友
願意將家打開，即便家住的比較遠，大家也覺得
新鮮和喜樂，且彼此都有更多的敞開。
（五大組 兒童服事）

的信息，內容非常的吸引人。兩場次共來了福音
媽媽 21 人次與福音兒童 25 人次，包含聖徒與其
小孩們共 121 人次來參加。參加的福音朋友中，
除了平常就有在聚會的福音媽媽以外，更有兩位
福音媽媽是從三月底開始，藉著固定每週日下午
公園兒童活動接觸到的。另一位則是新學期開
始，藉著聖徒接觸小孩同學所接觸到的。
在德馨排方面，則是連續四個週六安排活動。
一週與綠水排合辦水源國小戶外相調；另外三週
由聖徒打開家，邀請福音朋友參加。在戶外相調
方面，共有 16 位福音家長與 16 位福音小孩參加。
當天在學校操場一隅，除野餐之外，還藉著唱詩
歌、說故事，彼此認識。在三次打開家方面，共
有福音家長 8 人次與福音兒童 11 人次參加。其中
一位三次都參加的福音媽媽，目前穩定的在我們
每週的聚集中。另外兩個家，則是藉著聖徒幼稚
園大班的小孩，在班上發邀請卡，而來參加的。
其中一個家，隔天便由爸爸帶著，來到公園兒童
活動中，聽故事，唱詩歌；也藉著聖徒與該福音
爸爸的接觸，彼此認識，更聊到他曾經在清華校
園被接觸過的事。
公學乙兒童排的兒童成員原本邁入高齡化情
形，邀約情形常是福音父母“放心”地把孩子交
過來，但自己不來，但藉著我們帶著孩子們向主
禱告，求主給我們新的起頭和新的對象，也使孩
子們共
同有了
福音的
負擔。
藉著禱
告，主
開始了
奇妙的作為。主慢慢使孩子們成為我們的配搭，
原本小六的老大會覺得跟這些中低年級的弟妹們
在一起感到無趣，但主慢慢引導他願意藉著講故
事、演故事配搭，因而帶動其他小朋友也搶著要
服事。此外，主也奇妙調度把兩位福音家長，帶
著孩子穩定的多次前來，而他們也向著福音相當
敞開，並參加福音聚集。
在幾場的聚集裡，其中一次開家在初蒙恩的姊
妹家，她感謝主藉著兒童排，和孩子一同成長，
開始漸漸對人有負擔，也在這次開家中操練，放

見證六
十一月分兒童福音號聲響起。六大組兒童排中
父母聖徒也相繼投入福音的水流中。不僅激起弟
兄姊妹對人的負擔，也看見只要我們與主配合，
主自然將福音的果效賜給我們。有的聖徒因著家
打開，就在自己社區中繼續開排；也有大專的福
音朋友因著來配搭兒童排服事，在全召會的福音
聚會與相關活動中陸續得救；有的在排中來傳福
音，藉著邀約孩子班上的同學，而同學的父母親
一同來，母親就在後續全召會福音聚會中受浸得
救了。這樣傳揚福音的祝福，實是在超出我們所
求所想，在過程中也經歷了聖靈的浪潮與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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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傳揚福音是我們脫離死沉得著活力的秘訣。

人得著供應，也成為福音的站口，得人、留人、
成全人。
（611 區宋陳怡芬姊妹）

參加幼幼排的改變和打開家傳福音的蒙恩
感謝主！這半年來，藉著固定帶兩歲的女兒參
加幼幼排，使我在管教孩子的事上有了奇妙的改
變。以前我自認為自己的脾氣和個性都很好，工
作上對學生也很有耐心。然而在教養孩子的事
上，卻被主一再地暴露。特別是女兒開始有了自
我意識，我就愈強烈的想使用權威掌控她，就此
常常上演了媽媽打罵孩子的劇情。特別是趕時間
或身體疲倦時，我就忍受不了女兒的不配合，開
始提高聲量教訓或拿出愛的小手。起初，孩子哭
一下就順服了。但當她開始會跑、說話時，就出
現老鷹捉小雞的場景，並且用“不要不要…！”
回應我。我深知裡面缺少基督，自己和女兒最需
要的
其實
就是
多多
享受
主。
也藉
著區
裡姊妹們的顧惜和邀約，我開始週二空出時間，
帶女兒參加幼幼排。自從和姊妹們配搭說故事，
帶唱兒童詩歌，裡面的生氣鬼也就不見了，變得
非常喜樂！嘗到了幼幼排的好處，裡面也開始渴
望邀約我身旁的福音媽媽們一同來享受。為了邀
約家長和學生來幼幼排，我便督促自己要堅定持
續參加聚會。且希望他們能來幼幼排，我便帶著
女兒為他們禱告，求主開路，使他們心向神敞開。
感謝主，主也預備，十一月是一個很棒打開家的
機會，姊妹便與我交通把家打開，邀約我社區的
福音媽媽們。因著第一次打開家，很喜樂來了兩
位福音媽媽、四個福音孩子，藉著身體的配搭，
就這樣慢慢開始了。之後為了能夠就近繼續接觸
她們，便和姊妹們交通，有幾次把幼幼排地點改
在我們家，方便邀約鄰居。12/15 那天，出乎意
料竟有三個鄰居媽媽和兩位家長帶著孩子前來。
讓冷清的家裡頓時變得熱鬧起來。也因著社區福
音媽媽們的需要，週二在我家就開始了另一個幼
幼排。願主祝福這個新成立的幼幼聚集，能讓眾

我女兒有一個同學和她同班了三年，她從小一
時就經常會和我分享關於這位同學的消息。這不
禁讓我想起五年前，我另一個孩子剛進小學時的
情形。小孩經常跟老師和其他小朋友發生衝突，
作業不肯寫，考試更是不用說…。所以我得經常
跑學校，不論是陪孩子補寫作業，還是排除一切
的衝突，這所有的狀況都讓我身心俱疲，覺得非
常無助，也就在那個時候，神來遇見了我。這樣
相似的背景，使我一直很想要邀約這個家來參加
兒童排，特別是在學校看到那孩子的父親，是如
此呵護著孩子，盼望他成熟長大，這樣的父愛和
盼望，是更甚於五年前的我。
感謝主，祂為著自己的旨意必有預備。十一月
份有兒童福音聚會，想就此機會邀約他們一家
人。聚會的地方在鄧弟兄的家，距離女兒同學的
家非常近。孩子在邀約之前原本很擔心同學的狀
況，怕他沒有辦法融入，我跟她說放心，我們所
邀約的對象是交託在身體裡，心怡阿姨可以控制
住場面，我們儘管放心的去邀。出乎我的意料之
外，平常一
向膽小的女
兒，非常害
怕被拒絕的
女兒，竟也
抓住了機
會，就拿著
邀請卡，衝
向她同學的父親，邀請他們前來，沒想到神早已
將他們預備好了。
聚集中，神的愛和弟兄姊妹的愛，滿滿的將她
們一家包圍。在神的家中可以放心、安心、不用
擔心，小孩會闖了什麼禍或遭來什麼異樣的眼
光，在這裡就是單純的和弟兄姊妹一起享受神的
話，分享生活的經歷，彼此代禱。感謝主，之後
也藉著全召會福音聚會，再次邀約他們前來，女
兒同學的母親－月櫻姊妹就在當天受浸得救，現
在很健康的被餧養在神的家中。願主祝福這個
家，成為基督恩典的展示。
（612 區何惠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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