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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訓
•證主父母成長課程學後感

證主動向
•為主贏回第二代
•Reclaming Our
		 Second Generation
for God

中國事工
•愛心植苗傳遞福音，
情暖山村兒童
•Bringing God's Love to
		 the Seedling Children

文字出版
•歌頌母愛

聖地遊歷
•「從聖地認識聖經」系列講座
•聖地埃及、以色列、約旦，
16天出埃及入迦南深度行

證主 CCIUSA
為主贏回第二代
動向 Latest News
孩子，是上帝賜給每一位父母的產業，
也是家庭喜樂的來源。看著孩子從可愛的嬰
孩成長為獨立的成人，雖然當中經歷不少操
心，勞苦，但在愛的互動中也得到極大的滿
足。然而，因著近年來從社會，從學校，不
正確的觀念洶湧而來，遠離與摧毀真理，大
大影響著下一代。作為家長，我們正面臨一
場爭戰。證主特別為你提供各類資源，希望
你能從中得到幫助，站穩在聖經的基礎上，
為主贏回第二代。

總幹事 陳蓮香

Children are a gift from our Lord and the
source of happiness for a family. It brings great
satisfaction to watch our children grow up to be
independent adults even though it involves a
lot of hard work and worry.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profusely incorrect concepts from society
or school are destroying the Truth and greatly
affecting the next generation. As parents, we
are facing a battle. CCIUSA is providing all kinds
of resources to help you stand firm in the Bible
and win back the second generation.

•參加每月一次『證主家庭事工』系列講座，每周主日「親情領袖」課程。也可於會後觀看
Youtube/CCIUSA 講座回看視頻，不單你自己得到提醒，有可利用於小組共同觀看與討論。
•Participate in the monthly“CCIUSA Family Ministry” lecture series and in the“Family Leader-

ship”course every Sunday. The lectures will be available on the CCIUSA YouTube channel and can
also be used for group viewing and discussion.
詳情請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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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laming Our Second
證主 CCIUSA
動向 Latest News Generation for God

Executive Director
Lillian Chan

•使用<破解青春期密碼>視頻系列課程，
配合八堂課學習大綱，使用當中的問
題，作為小組討論之用。需要學習大綱
者請與我們連絡 cciusahouston@gmail.
com。
•Use the “Cracking the Adolescence

Code”series of 8 video courses. The outlines and questions of the courses are
useful for small group discussion. If you
need a study outline, please contact us at
cciusahouston@gmail.com.

•隨時觀看 Youtube/CCIUSA 以及 Youtube/
信二代頻道，超過 1600多段家庭事工分
享影片，包括親子教育，信仰傳承，心
理健康，單親家庭，職場事奉等，由專
業講員與牧者的分享信息。
•Watch the CCIUSA and Second Generation

Youtube channels at any time. We have
more than 1600 videos on Family Ministry.
These include Parent/child Education,
Faith Legacy, Mental Health, Single Parent
Families, Workplace Ministry, etc. The
speakers are professional speakers and
pastors.

•參加「青春期父母成長課程」，20人為一組，
一周聚集兩小時，以三個月時間進深學習並透
過一對一輔導，學習與生活結合，收到更大效
果。
•Join the “Parental Growth during Adoles-

cence”course. Each group of 20-25 people will
meet for two hours per week for three months.
The one-on-one tutoring and life lessons will be
very beneficial to you.

詳情請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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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TRAINING
培訓 MINISTRY

父母成長課程學後感

孩子，是上帝賜給每一位父母的產業，
也是家庭喜樂的來源。看著孩子從可愛的嬰
孩成長為獨立的成人，雖然當中經歷不少操
心，勞苦，但在愛的互動中也得到極大的滿
足。然而，因著從社會而來不正確的觀念，
大大影響著下一代。家庭面臨極大的挑戰。
特別對青春期的孩子影像相信每一位元家長
都會今日的青春期孩子的特成長。

也出現了裂縫，家裡的爭吵越來越多。我
當時覺得什麼事情都可以妥協，但是牽涉
到教育孩子的絕對不能妥協。我現在覺得
自己錯了，夫妻之間難免會在管教孩子的
方式方法上出現分歧，一方做出讓步以確
保夫妻關係不受到破壞是最重要的，因為
夫妻關係是建立健康的第二層以及第三層
關係的基礎。

•厘清了親子關係以及管教之間的平衡

•受益於課程簡潔的內容編排，回家作
業以及課堂分享

孩子到了青春期，我對自己做父親的能力
產生了很大質疑。一會兒覺得應該成為孩
子的朋友(其實就是建立良好的關係)，一
會兒覺得還不能完全做朋友，應該有些父
親的威嚴(其實就是管教)，所以人會一直
處在糾結的狀態中，而當自己越來越失去
對孩子的控制力時不禁產生巨大的懷疑，
不知究竟該往哪裡走。這次課程厘清了我
內心長久的困惑，建立親子關係是基礎，
但不是全部。管教是必要的，但不能以犧
牲關係作為代價。孩子處於不同的年齡階
段，關係和管教的平衡點也會不同。管教
有視窗期，一旦錯過視窗期後，硬性管教
就非常難奏效了。

•深刻認識到家庭中各層關係順序的重
要性
夫妻關係第一位，和孩子的關係第二位，
和父母的關係第三位元，這個順序的澄清
給了我很大的啟示。前幾年，因為在管教
孩子的方法上出現了分歧，導致夫妻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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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一位來自澳洲的父親

課程的內容非常精簡，沒有任何拖泥帶
水。記得老師曾經說過重要性的比例：上
課占20%，課內分享占30%，回家作業占
50%。當時覺得老師故意誇大了回家作業
和課內分享的重要性，現在經歷後覺得的
確如此。回家作業的巧妙之處是不僅練習
了課上學到的知識，而且給每個家庭創造
了一次改變親子關係的機會，作業成了變
化的催化劑。課內分享也非常寶貴，不僅
可以讓自己厘清思路，也可以從其他學員
那裡獲得啟發。這是本次課程編排設計的
巧妙之處。

文字 LITERATURE
出版 M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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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頌母愛

證主與您一起「歌頌母愛」，
特別推薦數本書籍與大家分享及
優惠八折特價！(按此查看詳情)
我們作基督的使徒、雖然可以叫人尊重、卻沒有向你們或向別人求榮耀、只在你們中
間存心溫柔、如同母親乳養自己的孩子。我們既是這樣愛你們、不但願意將 神的福音給你
們、連自己的性命也願意給你們、因你們是我們所疼愛的。 ― 帖撒羅尼迦前書二章6-8節
母愛是永恆、無條件且接近完美的。
母愛的永恆性正是反映上帝愛世人的完美品質。

媽媽的禱告大有功效
特價 $11.60
原價 $14.50

― 摘自百寶書4-8《母愛芬芳》‧中華國際聖經協會

合神心意的母親
特價 $12.00
原價 $15.00

媽媽，妳的人生可以不一
樣！

十個愛孩子的聖經法
則，讓妳教出敬虔愛主
的孩子！

媽媽，生命的力量

如何為你的孩子禱告

特價 $8.76
原價 $10.95

特價 $11.96
原價 $14.95

媽媽，妳是按神的形象所
造成，並且擁有賜予生命
的力量！

父母親的禱告可以成為孩
子永遠的力量及幫助！

智慧婦人：成為合神
心意的才德女子

清心守候的女人

特價 $11.96
原價 $14.95

你是否想成為建立家室的
智慧婦人？你是否想成為
合神心意的才德女子？

特價 $8.76
原價 $10.95

一本分享女人如何快樂自
處的書。

關懷 CHINA
愛心植苗傳遞福音，
中國 MINISTRY 情暖山村兒童
在經歷新冠肺炎疫
情的風雪後，草長鶯
飛，春回大地，桃花滿
地開。2020年2月13、14
日，我與藍傳道一同前往
加吉、弄通、古思、弄
盆、丹丁五個教堂，給貧
困山村的小孩子定時發放
愛心植苗的資助。
又是新的一年，我們
一同來到熟悉的地方，
看著孩子們天真純樸的
臉龐，他們滿臉期待的看著我們。各個地區的負
責人也都提前做好準備，組織好所有的學生，井
然有序地為孩子量身高，稱體重。作為其中的一
員，我耐心地為每一個孩子照相存檔，指點孩子
們填寫好填好<成長報告表>給資助他們的人，整
理收集各教堂人員的簽名冊，協助各點負責人發
放補助。
此外我也抓住機會與各負責人交談，瞭解植
苗兒童們的家庭情況。身處大山裡的孩子，大多
是貧困戶，有些孩子是孤兒，和爺爺奶奶生活在
一起，從小就缺少父愛母愛。本是無憂無慮玩耍
的年紀，卻早已承擔起家庭的重任。而有些孩子
是留守兒童，因為家境貧困，父母常年都在外工
作，一年到頭就回家一兩次。所以山裡的孩子早
當家，洗衣做飯樣樣都得會，喂豬喂羊種玉米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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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苗青年 藍 玉 相
樣得精通，在大人的眼裡
他們也是一個小大人了!
看見一個一個質樸純
真的孩子，他們除了珍惜
上學的機會外，更是願意
學習聖經與禱告，我相信
他們一定能夠結出豐碩的
果子，成為懂得感恩與熱
愛生活的孩子，並且每一
個都是上帝的寶貝。愛心
植苗計畫為貧困的家庭帶
來了希望，溫暖與愛。

我自己也是多年來得到植苗計畫的幫助，不
但完成高中學業，更申請到植苗大學獎學金，可
以繼續攻讀。今年夏天，我也將踏入社會，成為
一位小學老師。回想過去的年日，每年得到資助
人的幫助，鼓勵著我繼續向前。我也希望每一位
植苗的兒童也能夠有機會像我一樣，走向美好的
前程。
經過這次親身參與發放教育經費的工作，感
受到這些得到資助的貧困學生收穫的不僅是物質
上的幫助，更是精神上的鼓勵。祝福他們在主耶
穌的恩典中成長，有一天，他們也能夠成為一個
感恩回報社會，見證基督的信徒。

Bringing God's Love to
關懷 CHINA
the Seedling Children
中國 MINISTRY
After a long
and stormy winter
storm of the
Covid pandemic,
spring is here.
Lush grass and
peach blossoms
are everywhere.
On February 13
and 14, Minister
Lan and I traveled
to five churches
located in JiaJi,
N o n g To n g ,
GuSi, NongPen
and DanDing to
deliver the periodic Seedling assistance to the children
from the poor mountainous villages.
We have returned to a place we are familiar with
and were glad to see the familiar faces of children who
were anxiously waiting for us. The local coworkers
have already prepared the students lining up for us to
take measurements of their height and weight so we
can update their report. I was responsible to take their
pictures, help them to fill out different forms.We also
assisted i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funds to the students.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talk to the co-workers
about these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y circumstances.
Since the children are from the mountains, most of them
are from poor families. Some of them are orphans who
are living with grandparents. They have not experienced
the love of fathers and mothers from a very young age.
Normally they should be worry free and carefree but

A Seedling youth
YuXiang 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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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household. Some of
the children are what are called the ‘left behind children’
since both parents have left for work in another city or
province. The parents can only afford to come home
once or twice a year. So, these children are on their own
and be responsible to run the household, cooking, doing
laundry. Some of them have become experts in raising
pigs, goats and even growing corn. In the eyes of the
adults, they are mini-adults.
These children treasure any opportunity to attend
school and are more than willing to study the Bible and
learning to pray. I truly believe they will be fruitful,
successful, living a full life and with gratitude. Each
child is precious in the eyes of God. The Seedling Project
brings hope, warm and love to them.
I am a living proof since I am a beneficiary of
the Seedling Project. I was able to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and was the recipient of a college scholarship so
I can continue my studies. This coming summer I will
entering society as an elementary teacher. Looking back,
I remember the help I receive every year from a sponsor
that encouraged me to move forward. I am hoping that
every child in the Seedling Project would have the kind
of opportunity that I had and can look forward to a
bright future.
Speaking from experience, the assistance from the
Seedling Project was more than financial or material
help. More importantly it is the spiritual encouragement
the students received. You are blessing them with the
encouragement they need to grow in the grace of Jesus. I
believe that one day they will become witnesses for Christ
and will give back with gratitude to their community.

聖地 HOLYLAND
遊歷 MINISTRY

從聖地認識聖經  系列講座

二月底開始，證主推出『 從聖地認

第二堂—『 天經地理—認識聖地

識聖經』粵語系列講座。分別邀請對聖

與釋經的關係』，鄭牧師精闢介紹基礎

地歷史，地理與文化有深厚研究的蘇冠
強博士，陳燕薇傳道，鄭佑生牧師分享
不同專題。

釋經應注意之處，並且說明當我們了解
聖經時代的文法表達，歷史背景，文化
與地理等因素時，更能幫助我們更準確
地認識聖經。

第一堂—『 聖殿山的昨日，今日

與明日』已順利完成。聖殿山，是在
聖經歷史中舉足輕重的聖殿所在地，也
是最令聖地遊歷者嚮往的地點。蘇博士
帶領我們從大衛時期預備建殿開始，談
到第一，第二聖殿的歷史及將來第三聖
殿可能發生的事。也談到現今在聖殿山
上的金頂清真寺及阿克薩清真寺為何對
回教徒這樣重要。說明詳盡，更附聖地
與世界各大博物館的相關圖片，彌足珍
貴。弟兄姊妹都大有收穫。

第三堂—『聖經寶藏考古行』，陳
燕薇傳道帶領我們從世界各大博物館陳
列出聖經時代有關的物件等，提供給我
們第一手的資訊來了解當時的背景，證
明神話語的真實。
第四堂講座『 現代猶太人的家庭

教育』於4/8舉行，由鄭佑生牧師主講。
歡迎各位參加。

ID: 925 5286 0151• Passcode: 808606
各堂講座已公佈在 Youtube CCIUSA
頻道，歡迎上網收看。

按此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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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地 HOLYLAND 聖地埃及、以色列、約旦，
遊歷 MINISTRY
      16天出埃及入迦南深度行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