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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題：雙向得人的兒童排實行與傳承 

第二篇 

兒童工作的定位與創新作為                                                                        

壹、 前言 

一、得著一個兒童，就是得著他的「一生」；得著一個成年人，就是得著他的「半生」；得著一個      

老年人，就是得著他的「餘生」。 

二、許多在主手中有用處的人，是在兒童時代就被主得著，他的一生有夠多的時間被主製作、構

成，成為合用且貴重的器皿（提後二 20~21），如摩西、撒母耳、大衛、提摩太、…等。 

三、召會中的後代若都能留在召會中受成全，二、三十年後他們就可以長出來成為新一代的領頭      

人，召會就可以生生不息的永續發展。世界的情況也是如此，許多先進的國家都非常重視兒      

童教育，為了厚植國力，他們都趁早、從小培育人才。 

四、兒童工作的前景雖然可觀，但可能要二、三十年後才會享受投資的成果；所以，服事兒童的

人必須有前瞻性的眼光，要有耐心，要有長期投資的打算。兒童工作是「信心的工作」，必

須要有「愛心的勞苦」以及「對主耶穌基督之盼望的忍耐」。（帖一 3） 

五、父母最能影響孩子的階段大概就是嬰幼兒到兒童，這些年輕的父母若有屬靈的眼光，他們應

該站在第一線來服事兒童，而且是拿起主要的負擔來服事。像摩西的母親一樣，要抓住時機

把重要的屬靈負擔「先入為主」的種在孩子身上。箴言二二章 6 節『教養孩童走當走的道路，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六、這些因著兒女來服事的父母，他們的負擔會隨著兒女的長大而轉移，這就需要有一批更年輕

的父母來承接託付。所以兒童服事是「滾動式」的，它的負擔要不斷的傳輸、傳承。 

貳、 兒童工作的沿革與現況 

一、早年兒童服事是附屬於成人聚會之下，兒童工作是以照顧為主，使父母能安心聚會。 

二、隨著人數的加增，兒童服事從照顧轉到教育，是以主日兒童班為主。 

(一) 按年齡分班上課，以唱詩歌、講授聖經故事為主。 

(二) 因著與父母的主日聚會同時進行，就有師資的問題。在老路上的召會生活，主日聚會還

是以「一人講，眾人聽」為主，主日兒童班的師資仍以專任為主。但在新路的召會生活，

採取分區聚會，並且改成「彼此說，互相聽」的方式，人人都要申言，主日兒童班的師

資與各區主日聚會的服事產生拉扯，就慢慢演變成由一些姊妹輪流抽調去服事兒童。 

(三) 因著輪流服事兒童，負擔很難延續，只能維持一個架構；再加上主日兒童班是以教育為

主，不太有福音的開展性。長期下來，主日兒童班聚會越作越弱。 

三、因著新路的帶領，各地也興起兒童排的實行。根據李弟兄的交通，他希望兒童工作在各面都

是多方的（地點、教材、目的、作法、時間）。然而因兒童工作長期積弱不振，一直未能引

起弟兄們的重視與實際上的支持，這項服事多年來僅靠少數有負擔的人（大多是以姊妹為主）

艱苦地支撐著。 

四、隨後因著要喚起大家對親子關係的重視，就花了許多的力氣（人力、物力、財力）來辦兒童

親子健康生活園，編撰了許多兒童品格教育的寶貴教材。但因實行不易，較難以長期延續到

日常生活中。有質的提升，卻不容易有量的擴增。 

五、綜觀各地召會的現況，沒有人會說兒童工作不重要，但在召會生活的實行上，兒童工作在眾

多專項工作上常常被忽視、被冷落。原因是兒童工作要長期投資，無法立即獲得投資報酬。

若要引起重視，兒童工作必須要大膽突破，要有全新的思維，要有創新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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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重新考量兒童工作的定位 

一、兒童工作需要長期投資，並且難以評估未來的報酬率，因為成長的過程還需要經過許多關口

的考驗。如果無法獲得短期投資的報酬，就沒有辦法得到負責弟兄的重視與支持。 

二、兒童工作若沒有得到強而有力的支持，是無法作大、作開。因此，召會中主要負責兒童工作

的人，就要考慮長期投資與短期獲利結合，讓大家覺得服事兒童是「有利可圖」的。這樣才

能扭轉長期被邊緣化、處於弱勢的窘境。 

三、在社區福音開展方面，無論是挨家挨戶叩門傳福音或是馬路福音都會遇到很大的瓶頸，遭受

拒絕的比例很高。人與人之間的戒心很重，福音的人脈難以拓展。 

四、我們把家打開，邀請左鄰右舍或親友同事的孩子來參加兒童排。不僅邀請孩子參加聚會，還

在生活上給予實際的關心照顧，這些舉動會深深的得著父母的心，獲得他們的認同，並向我

們完全的敞開。 

五、認真經營兒童排有一個附帶的效益，就是打開社區福音的門。有許多家會向我們敞開，甚至

全家得救。父母親一得救，全家過召會生活，我們作在孩子身上的就穩固了。  

六、我們稱這樣的兒童排為「雙向得人」的兒童排，既得兒童又得家長。得兒童是「長期投資」，

得家長是「短期獲利」。如果兒童排作出口碑，經過口耳相傳，會不斷的擴展出去。 

七、從投資的眼光看，兒童排對社區福音的開展有很大的助益，我們投資的力道就要加大，甚至

要以全召會的高度來看待兒童工作。 

肆、 雙向得人的兒童排 

一、兒童排的四大管制原則 

(一) 人人盡功用、全體都事奉 

1. 兒童排是經營社區、開展社區福音的命脈，也是召會永續經營的關鍵。既是如此的重要，

這樣的服事就不應該只是少數姊妹的服事。「弟兄們」應該要率先拿起負擔，全心全力

的投入兒童排，帶著聖徒認真的實行。 

2. 我們可以先將兒童排各項的服事列舉出來，有聚會中的服事（例：帶禱告、操練靈、唱

詩歌、講故事、宣讀鼓勵本等）、有聚會前後的服事（例：接送兒童、接觸家長、帶水

果點心、發獎品、擺椅子、當觀眾扶持等），照著各人屬靈的情形與負擔合適的交通與

安排。 

3. 兒童排並不只是在一週的某一天某一個固定的時段、在固定的聖徒家裏聚會而已。會後

的回訪更是重要，需要從生活開始，弟兄姊妹領受負擔編組，列出兒童名單，藉著電話

或看望關心兒童在生活中的操練與學習，如此便可以讓兒童排的負擔落實在生活中。全

區盡功用，便從兒童排的聚會走進兒童的生活，延伸到他的家裏。 

(二) 帶領兒童用靈接觸神 

1. 我們實行兒童排不同於坊間的各種才藝班，也不同於一般基督教的兒童工作。我們的目

標不是教導孩子各項的才藝，甚至不是僅僅傳授聖經的知識。我們的負擔乃是藉著主的

話、詩歌、呼求主名、禱告等，點活他們的靈，帶兒童認識神、信靠神、敬畏神，使得

他們從小「心中有神，目中有人」。這將成為他們一生最大的祝福。 

2. 每一個神所造的人，都是有靈、魂、體三部份，孩子也不例外，他們也有靈可以直接接

觸神；雖然他們尚未受浸，但他們一樣可以藉著呼求主名、禱告、唱詩，與主來往交通

並享受神。他們禱告的時候，主也會摸他們的良心而悔改認罪，經歷喜樂與平安。 

(三) 得著孩童的父母及其家人 

1. 影響孩童最深遠的就是他的家庭，特別是他的父母。如果我們沒有及時抓住機會，向他

的家人傳福音，得著他的父母及家人，將來這些人都有可能成為孩子接受福音最大的攔

阻。 

2. 兒童的家長願意帶著兒童一同參與兒童排非常重要，他們的參與才知道兒童排給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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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為何，並在生活中帶著孩子同步操練、同步成長。參與的關鍵是我們生活中不定時

的「關心」回訪孩子，有個別且深入的接觸，以瞭解孩童生活的操練與學習。家長感覺

貼心、孩子更感受到愛。 

3. 平時亦可邀約家長一同參與兒童排的服事。各區定期或依需要舉辦親子活動，或中短程

的戶外出遊，務必設法邀約孩子的家長及家人一同參與，使他們自然接觸召會生活。 

(四) 培養孩子對人有負擔 

1. 為主得人，結常存的果子，作新約福音的祭司，這是每一個基督徒的天職，這樣的負擔

應該從小就開始培養。 

2. 培養孩子對人有負擔，作得人的漁夫，對孩子是極大的成全，持續教導孩子去愛人、關

心人、列名單禱告，邀約同學或鄰居參加兒童排，如此可以拯救他們脫離自我，擴充度

量，學習信心依靠神。 

3. 我們兒童排的成員若透過孩子親自邀約來的，將會激發其主動參與的熱忱，培養高度的

責任感，這種性格會成為其將來為主使用的主要條件。 

4. 為了幫助孩子對人有負擔，我們大人必須先對人有負擔，所以我們必須率先作孩子的榜

樣列出代禱的名單。同時，帶著孩子「禱告」列出同學或鄰舍的名單。 
二、兒童排的三個實行要訣 

(一) 活教材 

1. 不提供統一的教材，在實行上要根據負擔、要靈活、要隨機應變，避免照表操課。 

2. 活教材的產生 

a. 藉著讀孩子們的光景，瞭解他們的需要，醞釀出屬靈的負擔。 

b. 從負擔訂出合適的主題，根據主題靈活的尋找教材。聖經的事例、自己的見證，甚

至社會的事例都可拿來靈活運用。只要符合屬靈的負擔與聖經的真理，均可作為參

考的教材。 

3. 將活教材帶進生活中務實操練 

a. 可將此階段的負擔化作可實行的點，擺於鼓勵本的操練中，以求落實。 

b. 藉與家長的交通，瞭解孩子生活操練的情形，尋求並調整更新教材，使兒童在生活

中有操練、有成長、有變化。 

(二) 會後會 

1. 兒童排會後會，是在兒童排結束後，照著兒童家長的屬性及需要，而有另一種型態的小

排聚集。它沒有固定的型式，乃是為接觸兒童的家長，而有的生機聚集。 

2. 會後會雖然沒有固定的主題，卻是個不容易的聚會。如何聚得好，聚得有味道，並能將

基督供應出去，這需要我們靈裏儆醒，早有豫備： 

a. 事務方面：需要考慮兒童會後的安置，使家長能無後顧之憂地進入交通；若能預備

簡單水果、茶點，更容易營造交通氣氛。配搭聖徒適時啟動會後會，號召聖徒，重整

聚會「隊型」，使會後會能無縫接軌，順利進行。 

b. 屬靈方面：從平常生活開始預備，藉著週中活力排的探訪，並藉著聆聽鼓勵本，而

知道各家的情形。在會後會就能「借題發揮」來供應基督。 

3. 會後會的內容 

a. 接觸福音家長：兒童排中的福音家長，有的是剛剛來到聚會當中，有的是已經聚會

了一段時間。因為每個人的情況不同，需要在靈中尋求，靈活的因應不同的需要。 

(a) 對於新來的家長，他最在乎的是這群人有沒有接納我。聖徒間彼此熱絡的介紹，

使他們感受被溫暖接納，進而產生認同。 

(b) 兒童家長年齡相近，遭遇人生的問題（兒女管教、夫妻相處、婆媳之間的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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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職業揀選、…）也相仿，藉著我們自己的操練及召會中老練聖徒的經歷分享，

配合相關信息，或善用屬靈書報或影音產品，都可作為會後接觸的材料。 

b. 兒童排事奉交通 

(a) 從孩子們生活中的情形，醞釀共同負擔，產生兒童排操練主題。 

(b) 會後會亦可根據目前兒童排的運作情形，包括孩子的聚會狀況、鼓勵本的分享內

容，兒童排主題的操練情形，彼此敞開交通，檢討改進，尋求突破。 

(三) 鼓勵本 

1. 鼓勵本的實行，是雙向得人的兒童排實行成功的關鍵。 

2. 鼓勵本的實行 

a. 鼓勵本是兒童排的生活操練簿，可幫助孩子將兒童排所學的詩歌、經節、故事，延

續到生活中實際操練。 

b. 鼓勵本可提醒父母在日常生活中，以「鼓勵、欣賞」的教養方式，代替「批評、責

備」。父母態度的轉變，會引導孩子正向發展。 

c. 鼓勵本可協助父母，細微觀察並記錄孩子的變化成長。這種過程會營造出非常美妙

的親子關係，會帶給父母意想不到的驚喜。 

d. 在兒童排「宣讀鼓勵本」時間，孩子站在眾人當中，接受服事者及家長，以正面積

極的方式，表揚孩子在生活中的操練。這對孩子是最大的鼓勵，也是孩子參加兒童

排最大的動力。 

e. 兒童排中若鼓勵本實行得好，不僅鼓勵自己的孩子，也會激勵其他的同伴一起操練；

藉此營造出一個正面積極的屬靈生態。 

f. 經由鼓勵本的實行，活出神人生活的實際，使得兒童家長、甚至福音朋友，親身經

歷活的福音，帶進全家的救恩。 

3. 鼓勵本實行的益處 

a. 是親子間成長的紀錄：生活鼓勵本可記錄父母與孩子的生活，使家長能實際的參與

孩子的學習，與孩子同步成長，這將是親子間的無價之寶。 

b. 以鼓勵代替懲罰：父母也可依照孩子個別的情形，將對孩子的期望，以鼓勵的方式

代替懲罰與要求，使孩子也能在生活中操練。 

c. 孩子成為榜樣：孩子在生活鼓勵本中的操練，就是為主作見證，叫人不可小看他們

年輕。這樣的操練，在同伴當中，彼此也會成為榜樣(提前四 12)。在互相激勵的良

性循環下，孩子們可以成為屬靈同伴，一同學習成長。 

d. 家長同步成長：藉著鼓勵本改善親子、夫妻之間的互動，營造家中屬靈的氣氛。 

e. 帶進全家救恩：父母看見孩子因為操練鼓勵本而改變，會加強父母對兒童排的肯定，

而一同配搭投入事奉；許多尚未信主的家長也因著看見孩子的改變，就信主並毅然

投進召會生活中。  

4. 鼓勵本成功的關鍵，在於家長的看重並且一同參與。父母若能在生活中率先操練，成為

兒女榜樣，使兒女起來跟隨，就很容易成功。 

5. 鼓勵本操練的項目 

a. 鼓勵本是為著孩子設立的，必須適合他們的程度。可以依據兒童的年齡，靈活地設

定孩子操練的項目及方式。 

b. 鼓勵本建議項目： 

(a) 禱告：父母可陪同孩子列出禱告事項及代禱名單，並陪著他一起禱告。使孩子學

習接觸神，信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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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詩歌、經節：兒童排所教導的詩歌、經節、口訣，都是經過慎選的，應儘量鼓勵

孩子背誦；使他們趁著年幼，記憶力最好的時候，多記多背，記念造他們的主。 

(c) 生活主題操練：可依照兒童排當週的內容及負擔，訂定一起生活操練的項目。 

(d) 為幫助父母及孩子操練，養成屬靈習慣，可將上述項目作成表格，天天勾選。 

(e) 值得鼓勵項目：本週孩子在生活中，特別值得鼓勵的事情，家長可記錄下來，在

「鼓勵本時間」一起宣讀表揚。 

伍、 兒童排帶給召會的助益 

一、保守孩子走在正確的路上 

培養兒童從小有敏銳的良心、孝敬父母、用功讀書、熱切愛人、尊重生命，能在言語、為人、

愛、信、純潔上都成為眾人的榜樣，這些是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無法給的。 

二、兒童服事是各專項服事的根 

兒童工作作的好、作的扎實，將來這些孩子將成為中學、大學福音的種子，會帶動各專項服

事。   

三、對區的繁增 

(一) 區的繁增是新路實行重要的目標，所以我們必須大量接觸人。 

(二) 無論「叩生門」、「叩熟門」都不及藉兒童排「入門」來得有效。 

(三) 所接觸兒童的家長皆屬「在職青年」，又在附近「社區」裏，容易相調，並照顧。 這些在

職家庭使各區能本土化、年輕化，必為該區注入一股清新、活潑的水流，使其滿了復興

的光景。 

四、對召會的復興 

(一) 大量的接觸兒童，給社區「活力排」有許多機會去接觸家長。 

(二) 藉著「兒童排」與「社區活力排」的交互運用，相輔相成，會得著許多家成為召會建造

的基層。 

陸、 結語 

一、 兒童工作是非常緊要的，今天不作，明天就後悔。我們若輕忽，召會就無法永續繁增。 

二、 我們在召會中的服事要「忠信」、要「精明」，要殷勤勞苦，還要面對現實勇於檢討、突

破。 

【職事信息】 

在從前召會生活的觀念裡，並不太重視兒童工作。然而，人群社會和文化發展到今天，無論在

社會方面，或是在教育方面，都越來越看重兒童。若是兒童教育作得不成功，社會也不容易健全，

因而有越來越多學者專家，開始注意兒童。 

兒童工作不該僅僅是在弟兄姊妹來聚會時，替他們看管兒童。雖然因著環境，弟兄姊妹聚會必

須把兒童帶來，所以看管兒童這一面的工作，有其必需性；但以今天的情形看來，兒童工作還需要

有一個作用，就是栽培、培育我們的下一代。這是值得我們眾人深思、考量的。 

一九四九年我們在台灣開工時，有幾位今日是各會所長老的青年弟兄，當時他們的父母都未婚；

乃是後來經過我們撮合才結了婚。三十多年後，他們的孩子都長大了，且在召會中事奉，並擔負著

重要的責任。同樣的，去年十一月間我到菲律賓，令我大吃一驚；因為菲律賓眾召會，從南到北都

換了一代，青年的一代都起來了。同工、長老、替我作翻譯的，都是五○年代以後出生的青年弟兄。

這種種情形就給我們看見，兒童工作實在太重要了。 

    神定規人要繁衍增多，遍滿地面。（創一 28。）人繁增、生養了，但生下來的兒童要往那裡

放？多年前，我們並沒有發覺兒童乃是一個大的福音；我們只顧傳福音，卻忽略了兒童也是福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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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子。 

兒童得救了，就成為我們的青少年弟兄姊妹。他們小學畢業，進入國中，就成了國中的福音種

子。我們去作校園工作時，他們就能作內應，把班上的同學帶來；這樣，國中福音就容易作了。若

是一個學校沒有作教員的弟兄姊妹，也沒有學生弟兄姊妹，福音就很難傳進去。然而，一個國中只

要有幾位青少年弟兄姊妹，就好像有幾個『小炸彈』，隨時可以和我們裡應外和，帶一些同學得救。

等到他們畢業進入高中，就成了高中的福音種子。高中三年，可能又帶三倍的人得救。這些弟兄姊

妹畢業了，進入大專，成為大專的福音種子。這樣不斷的翻倍，實在是不得了的事。 

若是這些兒童，從六歲入學起，在兒童聚會中受六年的教育，陸續都得救了；然後，進入國中，

繼續帶領他們，國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學四年，他們總共就接受了十六年的屬靈教育和培養。這

樣，他們一面受了十六年屬世的教育；另一面也在召會中受了十六年屬靈的培育，這是一件何等有

價值的事。 

此外，我們作兒童工作還有一個附帶的功用，就是得著兒童的家人。我們知道，兒童都喜歡結

交朋友，特別是六歲到十二歲的孩子，常常成群結隊。他們不一定聽父母的話，卻能聽朋友的話。

小朋友帶小朋友很容易，他們一起唱唱詩歌，就有福音的作用，同時能把福音傳給其他的兒童。然

而，我們的目的不僅是在兒童身上，更是要藉著兒童，達到他們的父母和兄弟姊妹。 

    有時我們對人太不在乎，好像一兩位算不得什麼；要知道『積少成多』、『聚水成流』的道理。

我們一滴水不在乎，兩滴水不在乎，滴滴不在乎，最後自然不會有『河流』了。所以，在台北這麼

大的一個召會中，要從兒童開始關心，等到他們長大一點時，就會帶人了；再長，就成了召會福音

的種子。這給我們看見兒童工作的重要性，對召會的發展有莫大的關係，盼望弟兄姊妹千萬不要輕

看這事。 

兒童工作既是如此重要，我們應當如何作呢？這件事沒有確實的作法。照我們已往的經歷來看，像

台北這樣大的地方召會，有三、四千人聚會，兒童工作自然不能是單方面的，必須有多方面的作法。

兒童聚會的地點、時間和作法，都應該是多元的，目的也是多方的，連教材也要多方的，不能劃一。

（摘自召會分項事奉的建立第六篇關於兒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