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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信徒，健康的家庭，健康的教會
九月27-29三天密集的行程中，王祈師
母在休士頓五間不同的教會中分享了「作自
己家庭關係的治療師」、「更新的父母，有
效的管教」、「雙贏的親子互動」、「高EQ
的婚姻與家庭」、「幸福不是沒有衝突」等
主題。
350多位父母分別學習如何建立正確的
家庭教育、親子互動理念，更重要的是如何
自我建立健全的身心靈。學員們從聖經的教
導、自己的責任與聖靈的能力中，自我反
省，找出問題所在，並作出行為上的改變。
正如以弗所書4:20-24「你們學了基督，卻
不是這樣。如果你們聽過他的道，領了他的
教，學了他的真理，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
上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
的；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並且穿上
新人；這新人是照上帝的形像造的，有真理
的仁義和聖潔。」
教養兒女不是為兒女解決問題，不是把
他們服事得好好的，帶出去體面。乃是有目
標、有規劃地教導兒女在不同階段自己可以
處理的事。從小懂得自己的責任。王師母的
《優質下一代的教養關鍵》（繁體版）與
《好父母必學的12堂課》（簡體版），列
出了不同年齡孩子，在哪些方面自己可以
自理，從小便幫助他們建立獨立不依賴的能
力。今天的社會，物質的供應過於豐裕，連
父母也容易落入此陷阱中，盡量滿足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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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然而品格的長期培育更為重要。正
如房子的地基，為孩子打下聖經真理的根
基、建立正確的價值觀與生活的態度，才
是教養兒女最大的價值。
王祈師母在短短的行程中，為眾教會帶
來極寶貴的信息，感謝神!我們更為這一年
來神帶領我們在家庭事工方面的服事與提
供的各項資源感恩:
• 王祈師母每年配合到各州分享夫妻
與親子教育課程，舉辦各項家庭教育師資
培訓。
• 李道宏牧師第二代事工(信二代xinerdai.world) 提供各項影音與書籍、課程與分
享。並特別為小型教會提供訓練。
• 迪妮絲.葛蘭(Denise Glenn)與大衛.葛
蘭 (David Glenn) 從母親與父親的生命改變
課程與專題分享中，帶出靈命的更新。
• 高莉娜傳道的親子教養與社區家長
外展事工，家庭事工同工訓練等。
歡迎你進入證主網站 www.cc-us.org或
與本會事工發展部牟平弟兄聯絡，我們可
提供教會與各人所需的各樣資源，建立建
康的信徒、建康的家庭與建康的教會。

教育 TRAINING
培訓 MINISTRY

達拉斯教育事工報導 ―
見證分享

美證福音家庭事工兩個小組系列課程已
經進行過半，非常感恩，我們收到弟兄姐妹
們積極的反饋。一位姐妹名叫Angela的姐
妹致信我們，說到：

非常感謝美證 “父母成長系列”的這
個大課程。雖然課程完成了還不到一半，
我已確實領悟了不少。尤其講到對孩子「
接納」這點——本來我一直認為，自己這
些年來對孩子付出全身心的愛和孜孜不倦
的照顧，在“接納”這一點上，應該沒有
問題。可我完全沒有意識到對孩子的要求
和處理問題的方式上，少了一些認同，一
些理解和換位思考。
真正的愛是什麼？應該像神愛著世人
一樣毫無條件；真正的接納是什麼？應該
是當孩子做了超過我們所能接納的底線的
事，我們還能夠一樣的愛他、接受他，並
且站在他身邊幫他一起面對、改變。

Lina Gao

另外，我們父母在要求自己的孩子
們不斷成長的時候，是否也要求自己和
孩子一起成長和改變呢？ 當我把課程中
學習的內容慢慢運用到生活中，每周都
發現自己在微妙地、一點點地改變。
我不求多，只要有進步。建造更好的
親子關係是一門藝術，而開啟這扇門的
鑰匙是無條件的愛！願這份愛裡有我們
父母的成長和智慧。謝謝美證給那麼多
有需求的家長開設這個系列課程，課程
不僅幫助我家改善了親子關係，也增進
了我們夫妻之間的關係，附加與其他的
人際關係都得到了改善。謝謝你們！
美證親子課程期待可以幫助、陪伴更
多渴慕在家庭關係上成長的弟兄姐妹們，
學習以聖經為原則的教養方法，進入以
神為中心的家庭生活。同時，通過這個事
工，期待可以得到更多親子教育事工的經
驗，與更多的華人社區和教會建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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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TRAINING 關心子女靈命健康專欄 ―
培訓 MINISTRY 婚前性行為
「阿姨，能在這裡和你們碰面，實在太
特別了！」一位我們熟識的妙齡少女興奮地
和妻子擁抱。
我們來到這個大城市旅遊，約好在她住
處附近的餐廳碰面。
「叔叔，你還是老樣子，做牧師的日子，
還好嗎？」幾年沒見，她仍然嘴甜。我們看著
她和姊姊從小長大，也曾經是她們的主日學老
師，看她們猶如像自己的孩子一般。
「這裡的房租一定不便宜？ 開銷之後，
還有積蓄準備結婚嗎？」我半開玩笑地問她。
「省不了多少錢！」她第一次皺眉頭。
「你們姐妹怎麽不住在一起，好節省開
銷？」我追問。
「她和男朋友一起住，也在附近，馬上
就到了。」她微笑解釋，毫不介意提到姐姐
與男朋友同居的事。
「上次見面，是多久之前？」妻子插了
一句，暗示我不要再多問。
談到年輕人的靈命，無法避開性的議題。
過去半世紀以來，性開放、同居、婚前
性行為已被視為等閒，年輕人開始性行為的
年齡急降都是事實。年輕基督徒對性的觀念
改變，他們的性行為也成了一些研究和調查
的議題。
美南浸信會發起「True Love Waits」運
動(真愛值得等待，1993)，許多教會也相繼
推動，這是鼓勵青少年在教會公開宣告要保
持貞操直至進入婚姻。
遺憾的是，根據幾項多年追蹤的研究顯
示，這項運動無法真正改變年輕基督徒有婚
前性行為的事實(唯一有差別的是首次性行
為的年齡延遲了一些。)現在，甚至超過半
數的基督徒認為彼此交往一段時間後，同居
是可以接受的。這些同居的年輕基督徒認為
他們之間有特別的感情、有特別的關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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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道宏牧師

能在他們的信仰教導之外被神接受的。「我
們愛神，也愛彼此」是他們給自己的理由。  
教會和家長該如何面對社會這種道德標
準？在我們堅持神的原則、聖經教導的同
時，如何面對這個事實？家長、第二代事工
負責人及牧者，又能做什麼幫助教會中的第
二代？
幫助年輕基督徒選擇異性朋友，面對性
的引誘等等議題目，絕不是一篇文章或一本
書就能清楚解說的，雖然，不同作者或牧者
都提出不同的觀點及意見，但以下幾點是最
基本又極其重要的：
1. 從小教導孩子聖經原則，對於婚前性
行為不是沒有理由的反對，而是在不同年齡
層時，強調持守貞操的益處，這是基督徒家
長的責任。
2. 認識青少年的處境，從他們的朋友、
喜歡的音樂以及各樣慣用的媒體等等，瞭
解他們的實際情況。重要的是要保持親子關
係，才能持續對孩子有影響力。
3. 父母自己的婚姻美滿，有溫暖的家庭
並不一定保證青少年子女行在正路上，但是
破碎的家卻是青少年性行為加增的一大主
因。健康的婚姻關係更是能教導子女正確的
男女角色，以及提供該效法的榜樣。
4. 同儕對孩子有極大的影響力。家長不
僅要清楚自己孩子的情況，也應該熟悉他們
的朋友，包括家庭背景、價值觀與道德觀。
我們能做什麼？從小開始的教導，給子
女楷模，保持良好的親子關係，認識他們的
朋友，不斷地開導及接納，尤為重要的是持
之以恆地為孩子禱告。

牧養第二代信息相關
本文可配合觀看「信二代牧養」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zUdsq91EBU：16.2 孩子交友婚姻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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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 Form Download
訂單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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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自己的有限和界限
《為領導立界線：給在劇變時代持續學
習的領袖》― Boundaries
for Leaders: Results, Relationships, and Being Ridiculously
in Charge
出版社：校園書房
作者：亨利．克勞德 (Henry
Cloud)
譯者：柯美玲、宋偉航
作怎樣的領導者，才能
帶領自已、帶領團隊，達成績效目標？
亨利．克勞德博士援引神經科學的最新
發現，闡明領導者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打造
出能夠讓天下英才傾力發揮的環境。要怎麼
做到這一點呢？答案就是創造界線──優秀
的領導者懂得創設明確的架構，主動決定哪
些事可以發生、哪些不行！
成功領導者的七大「界線力」：
＊幫助部屬把注意力集中在最重要的事
情上。
＊營造適當情緒氛圍，提升部屬的大腦
效能。
＊促進組織內的人際連結，激發活力與
動能。
＊打造企業思維，限制負面想法與後天
無力感。
＊授與自主權，掌控所有能夠推動成果
的活動。
＊以推動成果的行動為核心，打造高效
能團隊。
＊明定界線，自我領導，守護未來願景。
本書充滿克勞德博士擔任企業教練的案
例，提供卓越領導者需要的工具和技巧，實
際且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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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溝通立界線：談判藝術的技巧》―
Boundaries Face to Face
出版社：台福傳播中心
作者：亨利．克勞德 、 約 翰 ．
湯 森 德 (Henry Cloud, John
Townsend)
譯者：蔡岱安
本書是美國百萬暢銷名著
《過猶不及》的續集和姐妹篇。
你是否有問題需要與人解
決，卻一直難以啟齒？
你是否有面對煩惱，而不知如何找特定
的對象開口？
你是否一再拖延那場需要面對面的對話
或交涉？
多數人將面對面的溝通或談判視為極其
困難，需要特定技巧，以及一旦失誤就可能
造成更糟糕的敵對關係，因此，若非必要，
或尚未到極其嚴重程度，就能免則免了。現
實卻非如此，我們每天都應該去面對衝突。
當你決定正視問題時，把臉轉向對方，才是
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健全的界線溝通包括了同理心、感情同
在、澄清問題、肯定與認可對方，而你將成
為一個改變的推動者。書中以許多「溝通」
的範例來教導你如何有功效地和周遭的人，
例如：配偶（21章）、約會對象（22章）、
年幼的兒女（23章）、同事（26章），以及
父母，成年的子女，掌握權柄的人等等，一
起面對衝突，正視問題。最後，你也將會懂
得如何輕鬆地將自己的真實需要或內心渴望
與他人適度地溝通，不僅讓對方察覺問題的
存在，也阻止對方越線的行為。
   本書將使你能更積極主動地去擴展真
誠、親密、圓滿的人際關係。教導你如何與

文字 LITERATURE
書房特惠活動及書介
出版 MINISTRY
人進行一場有果效的界線溝通。了解如何
與配偶、約會對象、子女、同事、上司、
父母或是其他任何人，進行健康而完滿的
對話。

《為孩子立界線》―
Boundaries with Kids
出版社：台福傳播中心
作者：亨利．克勞德 、 約
翰 ． 湯 森 德 (Henry Cloud,
John Townsend)
譯者：吳蘇心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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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愛心，避免自私自利，卻忘記自己的有限
和界限。想要擁有一個平衡健全的生活，明
確的界線是很重要的。作者針對我們經常面
對的問題，以合乎聖經教誨的真理為基礎，
引導我們如何向身邊的人，甚至自己，建立
健全的界線，以至能掌握自己的生活，知道
甚麼時候說「好」，甚麼時候說「不」。

作者簡介

本書乃金章獎暢銷書《過
猶不及》的姊妹作。
書中兩位心理醫師教導父母從如何說
「可以」和「不可以」來跟孩子設立界
線；父母也可以設計出一份計畫，幫助孩
子體會在適當的規則裏自行負責的生活。
同時，本書針對不同年齡層孩子的管
教給予相當可行的觀點和作法。本書適用
於從事嬰幼兒到青少年的事工人員、教
師、教練、托幼保母、青少年輔導員及父
母們。

《過猶不及：如何建立你
的心理界線》 ― Boundaries: When to Say YES When
to Say NO to Take Control of
Your Life
出版社：台福傳播中心
作者：亨利．克勞德 、 約
翰 ． 湯 森 德 (Henry Cloud,
John Townsend)
譯者：蔡岱安
本書榮獲美國基督教福音派出版人聯
會「金牌書籍獎」。基督徒常常專注在要

克勞德博士

湯森德博士

(Dr. Henry Cloud)

(Dr. John Townsend)

美國知名的諮商顧問及臨床心理學家。
全國性的電台節目《新生命直播》（New
Life Live!）聯合主持人，「克勞德—湯森德
診療所」及「克勞德—湯森德資源」聯合創
辦人。客戶遍布於《財富》500大企業，經
常受邀在媒體、大型公開會議，以及企業內
部演講。在個人成長與企業領導方面，經驗
豐富，提供企業領導人和一般職場人容易理
解，又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
克勞德與湯森德博士也是「立界線」系
列的百萬暢銷作家，合著《為孩子立界線》
、《過猶不及》、《為工作立界線》、《為
婚姻立界線》、《界線對談-－談判技術的
技巧》等界線叢書，以及《職場軟時力》、
《成長神學》、《安全的人》、《負責的力
量大》、《神要開道路》、《偉大小孩養成
術》等書。已翻譯為中文的著作20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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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惠       
8/1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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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Teacher Chen,

親愛的陳老師：
您好！一直很想
感謝您，謝謝您這麼
多年以來，對我的資
助。您每次都從那麼
遠的地方過來，又急
急忙的離開，這個過
程肯定很辛苦吧！這
麼多年來您一直為我
們默默付出，同時您
也是看著我長大的。我
是第一批被您資助的孩
子，如今我已經上大學，已經長大了，真的是十
分的感謝您。我沒有什麼可以報答您的，但是我
希望您的身體健康，工作順利，蒙神祝福。

圖/文：溫子
By Winston

How are you? For a
long time I have wanted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you
for the financial support
throughout the years. Every
time you traveled such a
long distance to visit us
and stayed for such a short
time; I could only imagine
how tiring the trip must
have been. Thank you for
your sacrifices all these years. As one of the first group
of kids that received your support, I have grown up and
am now in college. I am very thankful to you. There is
nothing I can give you in return but to wish you good
health, rewarding ministry, and God bless.
EnHui Li
8/20/2019

關懷 CHINA
植苗青年的來信
中國 MINISTRY

圖/文：溫子

陳老師您好！
很感謝神一路的看顧與
保守，以及祂把您從遠方帶
到了這個地方。也讓我們在
主的愛中相認。我從第一次
見到您到如今已有十幾年的
時間了。您從黑髪走到今天
頭髪漸白，這歷史和時期都證
明了您為這片土地付出了許
多。您的服事給我許多的鼓
勵與幫助，在我的記憶裡，
您總是默默無聲、謙卑服
事，每件事都是親力親為，
而且也是異常的細心，負
責。您總是不畏艱辛翻山越
嶺、走家串戶去探訪學生家
庭。在每次活動中為學生拍
下照片，也為他們沖洗照片，交予孩子們。
這一路走來，您都見證著基督美好的生命與
美好的生活。也為我們樹立很好的榜樣。
曾經，對於許多山區的孩子來說，上學
是一件非常不容易與奢侈的事情。許多與我
同齡的同村人都輟學了。但在您把那一份份
來自遠方的愛與幫助帶到這片土地後，我發
現上學的山里的弟兄姊妹也多起來，從小學
到初中，然後到高中，如今也幫助更多的弟
兄姊妹進入到大學，接受更高一層的教育。
我也受到從遠方來的幫助。以至於我能在
艱難的的兩年神學裝備期順服的渡過。使我
今天能夠再次更好地進入到禾場、更好的服
事。對於我來說，有許許多多的功課是需要
學習的。而老師您的擺上與付出。也給我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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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值得細細學習的功課。
我也要努力在基督裡過一
個謙卑順服，用愛心服事
的生活。
我也盼望將來努力去
用真心與愛心服事他人，
更好地用生命去分享基督
的愛，見證基督美好的生
命、謝謝您為我、為這
片土地付出那麼多，相信
那一個個種子，會漸漸成
長，結出美好的果子。現
在也已有一些種子漸漸趨
於成熟。
我在這裡盼望陳老師您
身體健康、喜樂、平安永隨。
余建英
2019.8.14

關懷 CHINA
Letters from Seedling Youth
中國 MINISTRY

By Win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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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Teacher Chen,
Thanks to the Lord for His care and protection,
and for bringing you to us from afar so that we can
know each other in His love. It’s been more than ten
years since we first met, and in these years your black
hairs have turned gray.
It is a witnesses how
much you sacrificed
for this land. Your
service helped me and
encouraged me a great
deal. I remember you
as being very quiet and
humble, everything is
hands on. And you’re
also very detailed and
think of everything,
very
responsible.
You would tirelessly
climbed the mountains
and walked the valleys
to visit the students’ families. You took their pictures
and printed and brought back to them. Everything
you did is a testimony of the life of Christ, and also
set a great example for us.
For kids growing up in the mountains, going
to school is very difficult and a luxury. Many people
my age dropped out from school long time ago. But
I found more and more brothers and sister started to
go to school since your visit. From elementary school
to junior high, and some went on to high school and
even entered college. The support from far away also
helped me finish the very tough two year of studies
in the seminary to be equipped to enter the harvest
field and better serve in the ministry now. There’s
a lot I need to learn, your sacrifice and service is

something I can learn from. I’ll try my best to lead
a life of serving humbly in Christ.
I hope to serve others with love, share Christ’s love
with others and witness Christ’s life. Thank you
for all you’ve done for me and
this land. I believe the seeds
you planted will grow and
bear wonderful fruits, some of
which we can already see.
Best wishes for teacher
Chen to be healthy, joyful and
full of peace!
JianYing Yu
8/14/2019

聖地 HOLYLAND
遊歷 M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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