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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IUSA 
Latest News 向華人社區傳福音的好方法 總幹事  陳蓮香

感謝主，美國福音證主協會與達拉斯科

林郡恩友堂（簡稱CCCFC）合作，籌備了兩

個月的家庭小組課程於8月23日順利開始。

CCCFC的社區福音執事對社區福音事工深

有負擔，與證主相互合作，開放教會教室作

為社區福音小組的上課地點。因此，CCCFC

教會家庭小組和華人社區福音小組，兩天內

先後拉開帷幕。更感恩的是五位對社區福音

有負擔的弟兄姐妹們，願意成為我們福音小

組的同工，一起參與服侍。

同時，應7月華人社區福音講座父母們的

需要，證主與紫荊花兒童講演社，聯合舉辦

為期9周的《父母成長系列》小組課程。令大

家始料不及的是，20個名額僅開放兩天就報

滿了。願神透過從社會團體的管道，把基督

徒的見證與福音傳遞出來。

我們需要弟兄姐妹們繼續為證主與各教

會的家庭教育事工代禱，在您的禱告中記念

我們能更落實與靈活地配合教會的需要，並

8月23日的週五教會家庭小組與週六的

社區福音小組分別由教會牧者熱烈歡迎參加

的福音朋友，希望他們在未來的8周中瞭解

與認識教會，並願意留在教會繼續成長。

求主賜豐盛的恩典、屬天的智慧給服侍

的同工，用教導和陪伴來觸摸父母的心，

讓他們經歷從神而來的改變和更新，成為有

愛、並有能力愛的父母。

能遵行主的大使命，把人帶到神面前。也邀

請你在教育事工的經濟需要上成為我們的後

盾。願神感動您成爲我們的同工，一起在這個

時代為福音爭戰。

歡迎進一步希望瞭解此事工的教會與

機構，與本會教育事工主任高莉娜傳道聯

絡，gaolina2016@gmail.com 或致電本會

休斯頓爲辦公室 (713) 778-1144

•達拉斯科林郡恩友堂社區福音小組的起動

•社區福音講座—《父母成長系列》小組課程

2



TRAINING
MINISTRY

教育

培訓
2019王祈老師休士頓各教會巡迴聚會 3



TRAINING
MINISTRY

教育
培訓

體貼孩子的心
「媽媽錯了！我錯了！」病床邊的中年

女士握著床上少女的手哭得幾乎崩潰。我以

朋友及醫生雙重身份進入加護病房，探望她

已好幾天昏迷不醒的大女兒。

「媽媽會改變，我一定會改的！」我站

在床尾，輕輕地按摩她毫無反應的腳趾頭。

雖然事隔十多年，但那天的情景至今難

忘，在那病房裡發生的事，至今一直深深影

響我教養兒女的方式。

「如果你醒來，媽媽再也不會逼你練小提

琴，雖然已經買了很貴的樂器，但媽媽不在

意了；如果你不喜歡鋼琴，也沒有關係，我

們可以……不！媽媽不再堅持女孩子要學音

樂了。」這位母親雖然知道我也在病床旁，

但她已不介意別人聽到她的哭訴。她的女兒

躺在病床上，全身插著不同的管子，這個女

孩此時基本的生理功能全都倚賴機器輔助。

「如果……你不喜歡數學，我也不會要求

你重複練習，你可以不去補習班！我只要你

開心，高高興興地上學，高高興興地回家，

媽媽就心滿意足！女兒，你是上帝給我最好

的禮物。」她哭喊著。我一邊聽著這樣的「

懺悔」，一邊檢查吊在床邊各種點滴藥物。

我聽說這女孩是一個非常優秀的高中生。

「媽媽也不再要求你一定要拿班上前三

名，只要你有努力媽媽就滿足。上帝已經給

你聰明智慧，媽媽應該感謝神。所以，我不

會再說什麼，我也不再計較你的考試成績。

」在那不大的加護病房中，醫療器材運作時

發出不同的節拍和聲響夾雜著這位母親激動

的呼喊聲，顯得格外悲戚。 

「只要你醒過來，身體好起來，你可以

交你喜歡的朋友，媽媽都答應，我不會再反

對。如果你們要去約會，媽媽還是會提醒，

但是會尊重你的選擇，媽媽不會再刁難你

們。」這位母親喃喃自語著。我可以想像一

個既優秀又漂亮的女孩兒，一定有許多男孩

追求，聽起來她們母女的關係還蠻緊張的。

的確，青少年的社交問題總是給家長帶來許

多張力。

「你爸爸忙工作，我也有自己的事要

忙，但我答應你，以後一定會抽空陪你去逛

街、去看電影。我也不會答應你之後，再找

其他理由不讓你和你朋友去。」

我與這家人並非深交，這些家裡的事我

是第一次聽到。据我觀察，醫生們對這位少

女能否清醒，或是醒後有沒有後遺症，還有

一些保留。

「只要你醒過來，媽媽答應，我一定會聽

你說話，我再不會插嘴，只要你醒過來，媽

媽會安靜聽你說話。只要你願意說，我都會

仔細聽。只要你醒過來，媽媽也不會再說：

『你妹妹比你更認真努力！』我也不再說：

『你一定要給你弟弟妹妹做好榜樣。』媽媽

絕不再與你和別人比較，我會完全接納你！」

趴在床上的母親終於坐直起來，第一次抬

頭對著站在床沿另一邊的我說：「請你為我

的女兒禱告，好嗎？求上帝讓她好起來，我

會做一個體貼孩子的心的媽媽！」她央求我。

後註： 這位少女現在已經大學畢業，也

有很好的職業，並且已建立自己的家庭。

信二代牧養相關資源
歡迎免費使用李道宏牧師

主講「信二代牧養」— 關心

子女靈命健康60集視頻，網

址 xinerdai.world 。

本文可配合觀看「信二代

牧養」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8HudvOqGc7M：

6.3 神賜兒女 他們也是屬神

關心子女靈命健康專欄 李道宏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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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房特惠活動及書介

《教養兒女GPS—掌握黃金十年的教養
指南》―

高偉雄  (橄欖出版社)

作者多年在教會帶領青

少年，與太太一起養育女兒

健康成長，並有作為輔導員

的專業訓練及臨床經驗。這

本書可謂華人家長養育兒女

的「手冊」，讓父母掌握養

育孩子頭十年的基本重要理

念。書中有很多育兒心得及

實際生活例子，觸及父母們最棘手和最需要

得到解決的問題。如：父母的角色、養兒育

女的目的、如何與孩子良性溝通、如何管教

孩子（懲罰和獎勵孩子的原則）、電子媒體

對孩子的影響、家庭性教育、如何糾正孩子

的偏食習慣（使孩子有健康的身體）、如何

培養孩子的情商和良好品格、處理手足紛爭

以及預備孩子進入青少年等等。  

本書兼備學術理論與實際應用，是10歲

以下孩子的父母和準父母必讀的教科書；是

指導父母們能成功稱職防患未然的GPS；它

也是青少年父母們亡羊補牢的指引；更是從

事教育和輔導工作者必讀的參考書。建議您

們先讀完整本書一遍。然後，選擇您需要的

主題去細讀並實行之。那麼您們和孩子們就

有福了！  

小組手冊: ―

本書兼備學術理論與實際

應用，是10歲以下孩子的父母

和準父母必讀的教科書；是指

導父母們能成功稱職防患未然

的GPS；它也是青少年父母們

亡羊補牢的指引；更是從事教

育和輔導工作者必讀的參考書。建議您們先

讀完整本書一遍。然後，選擇您需要的主題

去細讀並實行之。那麼您們和孩子們就有福

了！  

《愛語秘笈：與新一代溝通5式 》―

蓋瑞‧巧門 (Gary Chapman) (福

音證主協會出版)

今天的青少年生活在一個多

元主義的世代，很容易迷失了

方向。作為父母、老師、教會

領袖和導師、青少年工作者，

實在需要用愛去扶持他們，幫

助他們健康地成長。本書曾獲

2001年度ECPA家庭書類金牌

獎，是《愛之語》的作者另一

力作。對於如何向青少年表達愛、培養他們

的獨立和責任感，都有實際的指引。誠意獻

給每一位關心新一代的人。

「青春是什麼？」多認識、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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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你走過青春期 》―

艾蓋瑞、羅勃‧貝南合著 (中

國學園傳道會出版社)

青春期是一段五味雜陳的

美妙時光。青少年拚命想成為

大人，家中充斥各種張力。但

不是非要離開父母，才能離開

童年！

或許有些父母發現自己彷

彿迷失在外太空、困難重重，

跟青少年子女關係緊張，可能

在幾近絕望中得到此書。請放心，我們會

為您分析孩子叛逆的種種原因，提供處理

方式，並指引您全家安穩爲重返地球爲。現在

就開始了解如何與青少年子女並建立美好

關係，更進一步培養健康的家庭認同感；

開始力阻叛逆狂潮、恢復家庭和諧，都還

不嫌晚！本書願與您攜手，走過陪伴子

女成長的青春年日。期待將來，您們會發

現已長大成人的子女，成為你們最好的朋

友！ 

《天天為青春期孩子禱告》―

羅德．蓋奇 (Rodney Gage) (

校園書房出版)

誰敢說教養青少年是容易

的？！你知道那個過程─他

們叛逆、退縮，而且常常大

吼：「你到底要我怎樣啦？」

把父母親挫敗到了極點。

這本給青少年父母的靈修

書籍，可以讓你解開疑惑，並

且告訴你如何透過滿足你青春

期孩子真正的需求，進入他們的世界。藉

著反省、光照和研讀聖經，你將學會如何

了解及回應你青春期孩子的看法、動機和

行為的改變。這本九十天的靈修書，讓

你能真正應用神的真理，滿足你個人、

孩子及全家的需求。藉著經文的光照，

了解神對我們個人的旨意，本書將能豐

富和啟發父母教養青少年的時光。

《培育女孩》―
詹姆斯‧杜布森 James Dobson (福音證

主協會出版)

家庭、親子問題專家杜

布森博士，歷時三年餘的精

彩之作。以最新對女孩的研

究為基礎，且以一貫務實風

格，幫助讀者面對教養女孩

的過程中一定會遇到的種種

挑戰—同伴的壓力、飲食與

健康、學業的競爭、戀愛與

性、愛情的選擇、人生目標

的 尋 求 等 。 內 容 豐 富 ， 為

父母與老師提供引導，培育女孩成為堅

強、健康、傑出、有自信的女人。

《為教會中的青少年禱告40天 》―

李道宏牧師 (福音證主協會出版)

每當看見青少年在教會

裡往來出入時，我們都會有

不同的感受與反應。有些人

會微笑感恩，欣見年輕的一

代有福氣在教會裡成長；有

些人會皺眉煩惱，認為他們

只 懂 玩 樂 ， 對 屬 靈 的 是 少

有興趣。也有些則為教會青

少 年 的 虧 欠 而 心 痛 。 與 其

擔心，何不一起加入禱告行

列？深信神會垂聽我們的祈求，以祂的

奇妙大愛觸摸每一個青少年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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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溫子植苗青年的暑期體驗

為期兩個月的暑假對

一位大學生而言，正是可

以放鬆心情在家休息，或

是出門旅遊，或是參加一

些夏令營會等等的好時

機。然而對大部分植苗青

年來說，暑假是用來打工

或實習的，為了增加實際

工作體驗，並且賺點錢補

貼下學期的學費，減輕家

裡的經濟負擔。

他們暑期打工，有的

在工廠裝配線做組裝，每天工作12小時；有的在

農場養鴨，每天清晨5點起床趕鴨子去稻田覓食，

直到下午5點，有空時還要幹些其它的雜活，例如

摘西瓜等；有的當學生家教，輔導高中理工科課

業；也有念旅遊專業的則在高級飯店實習，從基

層學習許多細微的服務。以下就是其中幾位植苗

青年的暑期生活體驗。

小玉第一次自己一個人到深圳工廠打工，遇

到了各式各樣的人，積極向上的和不斷抱怨生活

不易的都有。小玉開朗活潑，每天工作12小時，

雖然很累，但是還是很樂觀。她也感覺自己很幸

運，同廠工人都很照顧她，遇到不懂的，他們

都很樂於幫助，並告訴小玉下次再遇到這類問題

時應該如何去解決。小玉很感謝他們，也感謝上

帝，每次遇到事情，都能順利的解決，小玉知道

主在保護著她。    

小順則是在學校申請到大型五星級酒店的實

習機會，與同學們一起前往大城市實習。實習中

小順被分配到餐廳學習相關作業。光是對本身制

服整潔的要求以及盤筷刀叉等的擺設小細節，就

讓小順開了眼界。通過這次的實習體驗，小順更

加知道了學習的重要性，想要在社會立足，就需

要有足夠的知識武裝自己的頭腦。

每次與植苗青年見面或聯絡時，我總會關心

他們的學習與生活狀況，以客觀方式輔導他們

面對各種問題。我常叮囑他們不只要有健康的身

體，也要將眼光放遠，及早在各方面裝備自己，

並在可以的環境下找尋團契，在靈裡與其他的弟

兄姐妹一起追求，在主裡建立正確的人生價值

觀。我希望這些植苗青年在成長的過程中，也都

能更多的體驗到 神的恩典一直與他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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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most college students, the long summer is a 
good chance to relax, travel or go to camps. However, 
the students supported by our Seedling Project would 
have to find a job or internship, to gain some experience 
and also earn some money to lighten some financial 
burden for their families.

Some of them work on assembly lines for about 
12 hours a day; some work in farms raising ducks from 
5am to 5 pm leading them to feed in the field. They 
would also perform other farm jobs such as picking 
watermelons. Some other students tutor high schoolers 
in science, some who major in Tourist may worked in 
restaurants to learn the basics starting from the very 
bottom. The following accounts are some stories of their 
summer experiences.

It’s the first time ever for Jade to work by herself 
in a factory, where she meets all kinds of people: some 
are optimistic while some whines pretty much about 
everything. Jade is an outgoing girl. She works for 12 
hours a day, tiring but still happy. She also feels lucky 
because she gets along well with her colleagues and 
they are eager to help and give her useful advice. Jade 
is thankful for the people around, and she’s also very 
thankful to the Lord that problems are easily solved, 

since the Lord is protecting her.

Shun was admitted for an intern job 
at a five-star restaurant in a metropolitan 
area. He was assigned to the catering 
department. A lot of details such as how to 
dress and the proper way to set a table are 
really eye-opening for him. Because of this 
experience, Shun realized even more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learning, and that one 
should be well equipped and have adequate 
knowledge in order to find his place in the 
society.

Every time when I talk to a Seedling youth, I want 
to know about their life and study, try to offer them 
objective counsels and advice to help them face various 
difficulties.Very often, I reminded at they should take 
care of their health, and also have a vision for the future, 
equip themselves in every aspects of their lives. I remind 
them and encourage them  to join a local fellowship so 
they can grow together with brothers and sister so they 
can build a proper world. I pray these young people can 
experience more about God’s grace as they grow and 
walk with the Lord.

Summer Experience of Seedling Youth By Winsto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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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新、舊約學習團、教會歷史遊學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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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c-us.org/%E8%81%96%E5%9C%B0%E9%81%8A%E5%AD%B8%E5%9C%98
https://www.cc-us.org/images/uploaded/%E8%81%96%E5%9C%B0%E9%81%8A/0308-2019-%E5%BC%B5%E4%BC%AF%E7%AC%A0%E7%89%A7%E5%B8%AB-Form-2pp-3.pdf
https://www.cc-us.org/images/uploaded/%E8%81%96%E5%9C%B0%E9%81%8A/0319-2020-DaytonChurch-2pp-3.pdf
https://www.cc-us.org/images/uploaded/%E8%81%96%E5%9C%B0%E9%81%8A/1018-2020-%E8%A8%B1%E4%B8%AD%E7%94%9F%E7%89%A7%E5%B8%AB-2pp-2.pdf
https://www.cc-us.org/images/uploaded/%E8%81%96%E5%9C%B0%E9%81%8A/1111-2020-%E6%9D%8E%E9%8C%A6%E7%8E%B2-Form-2pp-6.pdf
https://www.cc-us.org/images/uploaded/%E8%81%96%E5%9C%B0%E9%81%8A/0515-2020-%E6%96%BD%E7%91%8B%E5%8D%9A%E5%A3%AB--2pp.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