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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路易博士—“改变世界”运动的发动者之

一，在他的著作《培育4-14新一代来改变

世界》中，强调栽培4-14岁之间的儿童和少年的重要

性。他呼吁教会和宣教机构共同关心这个年龄层的孩子

们，教导他们基督信仰的价值观，因为他们是未来社会

的决策者。

圣经中有些例子如撒母耳、大卫与耶利米等人都

在他们年纪尚幼的时候，便蒙神拣选呼召，进而接受

栽培。我们的主耶稣对属灵的敏感和顺服，亦是在祂

年少的时候便已产生，12岁的时候开始履行祂的使命

（路2：40，49）。之后在马太福音18：3-4中记载说，主

劝导门徒应当学习小孩子那受教和谦卑的样式，19：14更

清楚地教导我们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

他们；因为在天国里，正是这样的人。”

儿童事工：奠下一生的信仰基础

4-14岁是信主与学习的最佳阶段。这个年龄层的孩

子一般上求知欲强，容易受教，同时也对福音开放。因

此信主后，若神的话语在他们的心中滋长，基督教的真

理会成为他们一生的指标，他们便能影响社会，进而改

变世界。

其实福音自傳會在这70年来已经做了许许多多儿童

及青少年的事工。这事工已影响了无数的生命，也栽培

了许多的教会领袖。目前，藉着我们《儿童助学金》事

工开始的26间SAC学校、17所孤儿院与12间学生中心，

正赞助着整4千名的儿童与青少年……我们很需要您的

参与。请来与我们一起赢得这4-14岁的孩童吧！得到

这下一代的孩子，教会便能薪火相传！

大专事工：为教会塑造领袖的途径

我们亦邀请您来参与另一项重要及富有挑战的事工 

— 大专事工！

感谢主！我们在许多国家的城市中推动着大专生的

事工。这个事工犹如儿童事工一样重要，因为大专事工

是向这个国家的知识份子传福音。得到他们就是得到将

来社会上的专业人才或中层阶级以上的人士，可为国家

产生基督徒领袖。因此若他们在大专时期认识主，并培

训成为主的门徒，那么他们不但将成为教会的中流砥

柱，他们也将直接影响国家的未来。

若您有兴趣要知道如何支援以上两项事工，欢迎您

来与我们联系。若您要知道我们儿童事工的果效，可以

向我们购买由福音自傳會编写的《我们的孩子长大了》

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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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邓文心，是景颇族。年幼时候

我的家住在佤邦一个平顺和睦的

小村庄里。虽然穷乡僻壤，但是那里的

居民都过着自由自在的耕种生活。可是，对我家来说却

是好景不常。我的父亲突然遭遇车祸不幸离世，致使家

人措手不及更身心交瘁。原本美满的家庭顿时陷入生活

的困境中。世事变化真是无常，叫人奈何不得！然而，

感谢神，在这骤变中上帝有祂奇妙的旨意！ 

我的妈妈是一名坚强、能干、聪明又有智慧的女

性。她不仅在傍晚带领着一家大小读经祷告仰赖神，她

也四处奔波、到处行医，为了养活一家而努力地工作。

耶和华以勒，祂赐给妈妈有行医的恩赐，一家人因而不

致挨饿。妈妈甚至还能施舍，帮助其他穷人。感恩！

我感谢神带领我来到腊戍的恩慈之家，一个之前

从未听闻过的大家庭。神让我在这里有机会求学和成

长。虽然我需要离开家人，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

和“家”中，但我在这里可以享受到牧长和老师们无微不

至的爱与关怀。恩慈之家就是神赐给我的另一个“温馨

的家庭”。藉着《儿童助学金》我不仅完成了小学教育，

更重要的是，神赐给我认识耶稣基督救赎恩典的机会！

感谢神藉着逆境，让我看到祂奇妙的作为！祂的

作为坚定了我对祂的信心！我深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在这世上，比我糟糕的人不胜其数，他们都需要得到帮

助！愿主帮助我，紧握祂的应许，继续努力求学，将来

有一天求主使我有能力去帮助那些贫困的人，用神的爱

去爱他们，也将主耶稣的救恩带给他们！

邓文心（缅甸）奇妙主恩

我今年13岁，就读于小学五年级。

因着神的眷顾和怜悯，今天我可

以数算主恩。

我出生在缅甸北部的南砍，一个非常偏僻贫困的

小村庄。我家里有五个兄弟姐妹，我排行老二。本来父

亲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支柱，后来因患病而离开世界。这

对我们家里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大的打击。

父亲去世后，母亲为了维持生计而需早出晚归努

力工作。即便如此，母亲那微薄的工资仅仅能让我们勉

强糊口，至于念书识字，更是不可能的事！感谢神无微

不至的爱，祂是孤儿寡妇的神。祂没有遗忘弱势群体，

祂顾念我们一家的软弱和需要。就在这特别的日子里，

数算主恩 唐月东 （缅甸）

神为我们打开了恩典的门 — 九岁开始，我和哥哥接受

《儿童助学金》的赞助，有机会到缅甸腊戌的圣光中学

念书。在这里，我们不但可以安心学习世上的知识，同

时也能获得灵里的满足和喜乐！透过主日学，我们可以

从圣经中学习敬畏神的智慧！

感谢神带领我的学习一直都很平顺，成绩也常常

名列前茅。我感谢用爱心和金钱资助我念书的赞助者— 

您是有福的人。因圣经上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

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箴言19:17）

今天我透过赞助者爱心的帮助，能够在爱主、做事和学

习上长进，我也愿主帮助我，将来能够成为帮助别人的

人，成为他人的祝福！

我从小生长在贫困缅甸蒙柏的山区

里。我有两个姐姐，她们都没有机

会念书。

然而，因着上帝的恩典，2010年我来到了腊戌的

恩慈之家。因着赞助者的支持，我可以念书和过正常的

生活了。我感恩赞助者的支持和祷告，我也在这里认识

了主耶稣！

是神的恩惠，把我从一个最简单的字都不会写、

述说主恩 李菊亚（缅甸）

不会看、又自卑且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人，改变成为一个

能够在少年团契中读经、祷告、敬拜与赞美上帝的教会

肢体。感谢主！在喜乐中的事奉使我倍感生命更加充

实，更有意义！

我盼望将来长大后可以成为一名好老师，在学校

中为主做光做盐，带领学生归向主。请您继续为我祷

告！



3

杨春达 （缅甸）

四岁那年，我失去了父亲。当

时弟弟还在母腹中，母亲带

着我和弟弟，度过了那坎坷艰难的七

年。在那七年里，母亲没有能力供我上学。面向未来，

我看不到任何一丝希望！

然而，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就在我十一岁那

年，在神的带领下，妈妈带着我和弟弟来到缅甸腊戌的

恩慈之家。我和弟弟因此有了念书的机会（当时我念小

学二年级）。妈妈就在恩慈之家的厨房里做事。来到恩

慈之家这个充满爱的大家庭里，神让我看见前路充满希

望，使我对未来充满憧憬！从有上餐没下餐的过去到今

天能够天天都吃得饱足，我内心充满感恩！我知道这一

主恩的滋味
切恩典源自神，神藉着一群爱主、愿意舍己去服侍他人

的主内牧长、老师与弟兄姐妹的付出而成就的！

屈指一算，我享受神丰丰富富的恩典已将近七

年。现在，我已是一名茁壮成长的青少年。我深知，

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恩典，能有为我人生的信仰和知识打

下坚实基础的机会，除了要感谢上帝对我的赐福与眷顾

外，就是要感谢我的赞助者藉着《儿童助学金》所给予

我的培育和资助。

愿神继续使用《儿童助学金》事工。使之在这个

时代，通过正规教育塑造更多生命，培育更多爱主的弟

兄姐妹，造就更多愿意传递神大使命的传道人，去为主

赢得万民！

我1984年12月9日

出生在柬埔寨金

边。1990年，我随着双亲、哥哥和弟弟迁到马德望省

内。2004年高中毕业后，我便到金边市一所大学里念

书。大学期间我住在一所称之为“寻导”的大学生宿

舍，一处让来自不同省份的莘莘学子可以在金边市居留

的房子。

我与另外7名女生一起住在女生宿舍里。我们和睦

共处，互相帮助，最使我们欢愉的时光便是在傍晚时分

一起查经祷告的时刻。我第一次听到“耶稣”这个宝贵

的名字是在查经祷告的时候。我每天读圣经，碰到不必

上课的时间我也读圣经。2004年，一位来自美国香港人

教会的宣教士到我们这里分享见证。听了之后，我的心

深受感动。同年12月5日我相信了耶稣，并在隔年12月5

日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但是，在这一年里，我的信心时

常摆动，尤其是在不信主的朋友面前，我的言行与他们

一样，因为我害怕我的信仰会使他们不再与我做朋友。

然而，感谢神，在我决定与主同行之后，祂带领了许多

人在我的身旁不断地鼓励我，坚定我做主门徒的心志。

在六年的宿舍生活中，是神改变了我的生命与许

多价值观。我从一个悲观的人转变成一个有喜乐、有勇

气去爱别人的人。与同学们的相处，除了在生活上互相

勉励，我们也在信仰的道路上一起向前迈进！宿舍的集

体生活也教导了我团队精神并与他人和平相处之道。感

谢神！祂也让我在他人的生命中遇见祂！“寻导”宿舍

中心是一所充满上帝的温馨、爱、喜乐与和平的地方。 

我与 Khlaut Rithy在“寻导”宿舍中心彼此认识，

并在2010年4月9日结婚。感谢上帝的大爱！婚后祂赐给

我们两个女儿。约翰一书4：19：“我们爱，因为神先

爱我们。”“你们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这一切都必

加给你们。”（马太福音6：33）

现在，我是一家杂志社的总编辑。我的同事们都

知道我是一名基督徒。虽然有时他们会嘲笑我，但我求

神在他们心中动工。有时，他们遇到困难，会找我与他

们一起祷告。求主帮助我透过我的生命影响他们的生

命，使他们也能体会上帝对他们的大爱，并愿意接受耶

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

生命的转变 Mrs. Sam Dalis（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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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柬埔寨的菩萨省，今年29

岁，已婚，育有一名两岁的儿

子。2004年，我初中毕业后便到金边市的大学念书。期

间由于叔叔的介绍，我住进“寻导”宿舍中心，目前我

的妹妹也住在那里。 

住进“寻导”宿舍中心，原本只是为了寻找一个

住处，一个可以专心学习，使我顺利完成学业的地方。

我更不打算参与任何宗教活动，特别是基督教。因为我

担心它会摧毁我所信奉的佛教。我一直提醒自己：我是

不会信奉基督的。但是，按照宿舍规定，每晚我要参加

他们的查经班。平时我是不读圣经的，唯有在查经的时

候我才翻阅圣经。每次读圣经，我的理智告诉我圣经不

是真实的。这样的状况维持了一年，一直到我渐渐发现

宿舍一些基督徒同学，他们的生命与我大学里面的同

学非常不一样！宿舍里的基督徒时常关心我，肯帮助别

人，并且懂得彼此尊重。我从他们的生命中看见了平安

与喜乐！而我呢？比起他们有很多的不足。我的依赖性

很大、对自己也没有什么信心、又害羞、不活泼，而且

也没有什么办事能力。后来，在查经的时候，我觉察上

帝通过一些经文触动我的心灵。终于有一天，我勇敢地

向神敞开自己的心扉，接受耶稣作我个人的救主。之

后，神就开始改变我，但我自己没有觉察，直到我决定

要受洗归入主名。当时牧师对我说：你信主前与信主后

真是判若两人啊！这时我才知道自己有那么大的转变！

原来神改变了我！祂用在“寻导”宿舍中心的日子，按

照祂的方式教导我，并坚固我的信心。2005年8月14日

我接受洗礼成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

加入教会后，我从微小的工作开始学习忠心服侍

上帝。每个主日早晨我参与事奉，如抹地。这样做并非

为了得到别人的赞扬。牧师告诉我，我已经变得比较独

立了。我感谢神藉着祂的话语改变了我许多个性，祂使

我更加坚强。我也开始学习与别人沟通，并关怀在我周

围人的需要。我相信神在我的身上一定有祂美好的计

划。 

大学毕业后，神赐我一份工作，是帮助那些被拐骗

的女生，并以圣经的话语带领她们回转到上帝面前。我

的这份工作留给我深刻的印象：神，祂真好！祂在职场

上为我预备了许多基督徒扶持我，使我心灵得到更新。

后来上帝又赐给我另一份新的工作，就是当一名工程经

理，这也是一个可以服侍祂的地方。当我的同事们需要

得到帮忙，我会全力帮助他们。这样我就有更多的机会

与他们分享福音并与他们一起祷告。愿神帮助我在职场

上荣耀祂的圣名！经上说：“因我自己知道我为你们所

定的计划，是使你们得平安，而不是遭受灾祸的计划；

要赐给你们美好的前程和盼望。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耶29：11）

感谢主！我现在是和夫家一大家人生活在一起，

非常愉快！虽然他们还都不信主，有时还让我感觉有些

为难。但细细想来，我还是很有福气的。因为主耶稣的

大使命常常在我的心中：“我要向群山举目，我的帮助

从哪里来呢？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诗

121：1-2）。因此，我一直在为我的家人、亲戚和朋友

们有一天能够回转到上帝的面前而祷告！

感谢赞美主！我想这应该就是上帝把我带到“寻

导”宿舍中心认识祂的目的和计划吧！

神美好的计划 Mrs. Gnonn Danet（柬埔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