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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孩子帶到主耶穌面前
──專訪康貢島華師母談信友堂兒主事工

／黃茗芬 採訪

每個主日，信友堂兒童主日

學（以下簡稱兒主）從幼

稚級到兒童級，有超過300個

孩子在教室裡聆聽聖經故事教

導，這一大群孩子們都有一個

共同經驗，只要是「康師母」

來上課，再怎麼頑皮的孩子都

會認真專心，這不但因為孩子

們對康師母又敬又畏，也因為

心裡充滿期待:知道康師母愛

他們，向來會用有趣的方法來

教聖經故事，使他們總有豐富

的收穫。

投入信友堂兒主事工
轉眼二十載

回溯康貢島華師母在信友

堂兒主最初的腳步，是1995

年9月與康來昌牧師一同來到

信友堂服事，康牧師專職聖經

教導，康師母專心投入建立兒

主事工。兩人帶給信友堂弟兄

姊妹(成人與兒童)豐豐富富

的屬靈生命建造，轉眼間已滿

二十年。

事實上，在來到信友堂服

事前，上帝已經在兒主事工多

元裝備康師母。24歲蒙召、

進入中華福音神學院就讀時，

康師母主修基督教教育。她

說，「教會不只是講台信息與

牧師的牧養，教會更是學校，

要重視基督教教育，並且要埋

進去、經過長時間耕耘，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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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果效的生命投資。」當時

台灣教會在這方面很缺乏，加

上那時的觀念重視成人事工，

忽略兒主，然而，基督教教育

(涵蓋年齡是零歲到老年)的

訓練卻讓康師母有不一樣的眼

光，「教會要復興，就要栽培

兒童的屬靈生命；透過神所賜

予的諸般智慧，定能幫助兒童

事工有喜悅的果效。」在那個

階段，康師母經歷過在大樹

下、屋簷下、原住民山區、大

廣場上教兒主，她說，「雖然

外在環境並不好，但我卻在兒

童的眼睛裡看到盼望，以及他

們經歷被主愛後的生命改變，

讓我明白兒童的靈魂在耶穌眼

中何等寶貴。」

進入美南浸信會總部
學習與操練

康牧師夫婦華神三年到學

碩士畢業後，康牧師到美國讀

神學博士，康師母進入美南浸

信會總部學習與操練，長達

10年。在這個看重基督教教

育的宗派裡，神大大拓寬與掘

深康師母對兒主事工的眼界，

她像海綿般不斷的吸收、受

訓、累積各種不同的實做方

法。美南浸信會看重生命長

遠、整體、有計畫、按部就班

的栽培，在建築設計上，一整

排的教室比教堂還大，其中最

好的教室(空間與採光)是給

兒童使用。在軟體上，他們出

版許多有系統的主日學教材，

同一個年齡教材有2-3種以

上，能克服城鄉差距達到最好

的建造生命果效。十年間，康

師母也看到美南浸信會的弟兄

姊妹活出豐盛紮實的生命，敬

畏神，愛人都落實在生活中，

生命有根基，能持續產生全職

傳道人、宣教士，以及許許多

多樂意在教會配搭服事的同

工。透過美南浸信會這幅結實

纍纍的屬靈生命畫面，上帝讓

康師母更加感受到基督教教育

的價值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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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友堂牧長團隊有共同看見
看重並支持兒童事工

康師母回憶，二十年前，

她的負擔和領受能在信友堂實

踐，要感謝沈正牧師帶領整體

教牧同工和長執團隊有共同的

看見：看重並支持兒童事工。

因此，在更新並加添教室的軟

硬體，包括課桌椅、教具、櫥

櫃、教材等設備上提高很多預

算，願意付代價，來建立孩童

的信仰根基。從在信友堂兒主

服事第一天到現在，康師母都

堅持每年有計劃的整體師資培

訓，以及和每位主教老師有一

對一的備課訓練，為的是栽培

兒主老師有清楚的聖經觀，提

升自己的靈命（多讀經禱告親

近神），和教課技巧，這樣才

能幫助兒主的孩子，一個一個

的到主耶穌面前。

她說，「每位老師都是寶

貝，備課訓練是認識老師、愛

老師的機會，能和老師有些生

命交流與交心，彼此打開生命

真相，分享代禱。我們建立的

關係不僅是同工，而且是互為

肢體的家人。神恩待我，將我

放在一群對事工很委身的團隊

裡，一路走來從不孤單。同工

們甘心樂意、不計較個人成就

與掌聲，有了共同目標，就願

意一起做，遇到困難一起解

決，這非常寶貴。她們帶的小

團隊也延續同樣精神，我們一

起在服事中很喜樂。」曾和康

師母一對一備課的老師應該都

有一種共同的感受，從兒主事

工的角度來看，康師母具有把

關者、領羊者、訓練者、創新

者等多重角色，然而在這些角

色背後始終如一的，是一顆質

樸溫暖的傳道人為牧之心，這

讓整個大團隊在兒主事工裡的

生命交流和繁重付出，都因此

而顯為美好。

透過精采特會
向教會內外孩童傳福音

康師母也為兒主帶來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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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與新策略，其中最重要的是

建立「特會」─復活節兒童

活動、快樂兒童營與兒童聖誕

夜。後來有蔡碧文傳道青出於

藍的兒童音樂營和讀經營。她

說，「兒主是每周一小部分、

循序漸進的教孩子，暑假的快

樂兒童營(像美國的Vacation 

Bible School)和其它特會，

則幫助孩子們有整體觀並深入

學習一個重點，讓孩子們印象

深刻、學得透徹，像種子落在

好土裡，生根結果。」

第一次辦快樂兒童營時

便接待150位孩童(目前則是

每年300位孩童)。150個名額

裡，包括教會兒主孩童與社區

的孩童，目的是向教會內外的

孩童傳福音。兒童營的每個環

節(音樂，戲劇，體能，聖經

故事，手工，聖經應用與回

應，教會佈置)都需要很多人

力，康師母廣邀弟兄姊妹和辦

公室牧師同工一起參與。那時

很多老媽媽親手做點心給孩子

吃，陳偉仁長老請假在戲劇裡

扮演浪子回頭的老爸爸，迦拿

婚宴裡的新人由黃文強牧師夫

婦飾演，還情商康牧師扮演悔

改的撒該，以及學青團契擔任

小組長等……，目的是透過動

員教會的眾弟兄姊妹來殷勤喜

樂的服事孩童，不但有力的向

孩童廣傳福音，同時造就一批

批年輕人參與各樣服事，包括

對外地兒童短宣。細數這些已

經傳承下來的經歷，康師母的

臉龐洋溢著明亮且幸福的笑

意。

鼓勵老師創新教學法
傳遞熱情給孩子

只要和康師母聊起兒主事

工，她總是綻放熱情活力，滿

腦子都是新點子，她說，「這

些年來並不覺得累，因為上帝

的恩典，讓我一直看到盼望，

神也不斷給予栽培神國人才的

點子，並幫助我持續尋找閱讀

各種資料，將新點子帶入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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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談到兒主事工與教學方

法的創新，康師母直指核心的

說，「兒主事工的重點不是

『講課』，孩子好動、注意力

短、理解力有限，要用創新多

元的方式才能滿足孩子。為了

吸引孩子更認識神，老師的教

學法不能一成不變，教學法的

創新便是傳遞熱情給孩子。課

程中孩子們都知道老師是否充

分預備，若喜歡老師的教學

法，會大大增加他們在課堂的

參與和理解力。」

此外，創新的教學法能持

續帶給孩子學習上的挑戰，並

幫助孩子在學習聖經真理過程

不致成為頭大身小的法利賽

人。兒主事工和教學法常保創

新，意味同工和老師要不斷經

歷「生產之苦」的熬練，康師

母引用「我們傳揚他，是用諸

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

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裡完完

全全地引到神面前。」(西一

28)來自勉與勉勵同工團隊。

她說，「我也是經過不斷的操

練和學習，才熟能生巧，這是

長年一點一滴的累積過程。」

過去20年，台灣社會經歷

許多變化，兒主事工如何在創

新中迎接大環境的挑戰，康師

母認為有兩個方向很重要，第

一，以不變應萬變。兒主事工

的根基是聖經，課程編排涵蓋

三年一循環幼稚級與六年一循

環兒童級，以此架構來落實聖

經教導，不因環境變遷而改

變；第二，要更新而變化。康

師母持續積極涉略雜誌、新聞

與進修學校相關課程(遇到好

的課程，她會熱切地推廣給同

工和老師去上)，來認識和熟

悉大環境的變化，特別是校園

裡與信仰背道而馳的法案，以

及吸引孩子的3C產品和媒體

資訊，要認識和了解才能把

關，才能夠陪伴幫助孩子去面

對他們的困境和挑戰。

兒主的服事帶給康師母個

人屬靈生命許多真實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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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說，「我要活在孩子面前，

所傳的信息與信仰是自己要能

先活在當中，這是很大的挑

戰。而服事過程會有許多人際

關係上的磨合，這需要一次次

來到上帝面前謙卑下來，才能

有多走一哩路的面對力量；和

不同個性、特質、恩賜的老師

溝通需要有智慧，這也需要先

來到上帝面前，才能有神的愛

心和溫柔。因此，我更珍惜每

日讀經與默想，領受上好的福

分。在年復一年的教學中，常

得聖經真理亮光，被神的愛激

勵，使我在教學中，生命更長

進，更成熟，能積極熱忱喜樂

享受的服事。」

看到孩子經歷栽培傳承服事
是神美好的賞賜

康師母認為，從家庭的角

度來說，當孩子進入神的國

度，會對家庭產生許多正面影

響，也就是當教會栽培孩子，

自然會吸引父母走進教會、追

求生命造就，教會因此從小到

老各年齡層都同得幫助，自然

增長。事實上，並不需要等

20年才能看到栽培孩子的生

命果效，這些年來，信友堂的

孩子經歷栽培一一站出來服

事，在服事中承擔領袖之責，

甚至進入兒主團隊當老師。康

師母說，「面對服事，他們全

力以赴，像蒲公英般，隨著

聖靈的引導在不同崗位上服

事神。常在不經意間，一封

email，一通電話，或直接走

到我面前，這些在教會受兒主

栽培的孩子們，分享他們生命

的成長，是我的喜樂，將孩子

帶到主耶穌面前，是神讓我

今生就看到服事的賞賜與滿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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