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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主網路學習平台
CCIUSA e-learning 總幹事  陳蓮香

在這個網路學習的年代，證主為大家推出更方便更活用的自學網上資源。我們

陸續整理廣受弟兄姊妹歡迎的講座與課程視頻，靈命進深書籍等為基本材料，加上

每課重點，問題討論，功課作業，把信息轉化為主題清晰，容易學習、討論與實踐

的內容，除了幫助個人學外，亦附有導師Coach輔導功能，導師可回應學員問題，發

揮小組共同學習效果。

課程包括: 

˙破解青春期密碼8課 / 高莉娜傳道

˙工作生活平衡系列17課 / 孔雷漢卿長老

˙不一樣的留學32課 / 劉漢中、貟軍等

˙智慧的父親10周50課 / 大衛•葛蘭

˙智慧的母親8周40課 / 迪妮絲•葛蘭

歡迎按此連接至網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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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本是我們生活的避風港，是家人歡聚的地方，是從上帝設立一夫一妻所開始

的。然而，現代人因為忙碌的生活壓力，文化的沖擊和快速變化的環境，溝通產生障

礙，觀念的差異，代溝，關係破裂等問題層出不窮。許多婚姻與家庭正面臨挑戰，要

建立一個在神眼中「美好的家」，變得困難重重。 

感謝神，在經過禱告

與邀請下，美國證主、加

拿大證主、國際真愛家庭

協會、馬來西亞浸信會神

學院、科林郡恩友堂美滿

家庭事工、哥城華人基督

教會於12月3,4日共同舉辦

「健康家庭大會2021」免

費公開講座，邀請從事家

庭、教育、輔導、陪伴等

各個層面的講員，分享夫

妻相處，親子教養，信仰

傳承，多代關係，單親家

庭，教會角色等專題，從

多方位探討如何建立健康

家庭, 內容完全是建立在聖

經真理的基礎上，結合專

業的經驗, 以國語和粵語分

享，共19堂精彩資訊。

健康家庭大會 2021

http://www.family2021./
大會介紹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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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與兒童期父母成長課程 

從2019年10月開始，證主陸續推

出「青少年父母成長課程」與「兒童

期父母成長課程」，以陪伴、互動式

教學、小組討論與一對一輔導的方式進

行。

「兒童期」父母課程，主要幫助父

母們抓住教養的黃金季節。「在愛中建

立關係」和「在愛中管教」，是課程的

兩條主線。九週的課程與生活實踐，推

動父母們將課堂中的學習帶回家中，利

用生活中的各種時機，訓練孩子的品

格，建立健康的人格。

「青春期」是親子教養最具挑戰的

階段。九周的課程，幫助父母們學習成

為「成長型」父母。課程中，大家一起

學習使用性格測試工具，增進與子女更

多的理解；父母學習用積極的態度，應

對子女態度的挑戰；與子女在道歉與饒

恕中，修復曾經破損的親子關係；檢查

教養觀念中的誤區；為青少年規劃處合

理的界限，讓他們在自由與界限中漸漸

獨立。

在這兩年的課程中，我們先後服事   

366位父母，一起在迎接與歡送之間送

高莉娜傳道

走了一批又一批的父母。同工們用不

住的禱告、眼淚和歡喜（家庭被上帝

的手翻轉），與聖靈一起見證來參加

學習的父母們，不斷地在學習中成熟

與成長，親子關係越來越親密，夫妻

越來越同心。

深願在2022年及以後的日子中，

有更多的同工加入，一起學習與陪伴

每一個家庭的成長。請為我們切切地

禱告，幫助事工的每一步發展都按照

神的心意。我們願意更多弟兄姐妹和

福音朋友走入課堂。我們相信合神心

意的事工，神必定會藉著祂的恩典與

弟兄姐妹的禱告與奉獻供應事工與需

要，讓更多的人看到主的榮耀。

網絡奉獻：

https://app.easytithe.com/app/giving/cciusa
社區家庭福音事工 Community Family 
M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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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c-us.org/家庭事工/
https://app.easytithe.com/app/giving/cciusa


TRAINING
MINISTRY

教育

培訓
青少年與兒童期父母成長課程 高莉娜傳道

2021年8 -10月青少年父母課程學員見

證：

我 從 這 個 課 中 最 大 收 穫 是 信 心 的 功

課。感謝莉娜老師的分享：「什麼時候都

不晚」，這句話讓我放下焦慮。通過課程

的學習，我更多看清在孩子的成長的過程

中，我有諸多父母責任的缺席。看到是第

一步也是關鍵的一步，只有知道問題才會

有機會去調整和改進。剩下就是消化吸收

所學的，變成自己與孩子相處中的實際。

另外，很感謝我們小組的同工和其他媽媽

的分享，讓我從多視角看到其他媽媽的好

的做法，這裡也一併感謝了。

― Linda 

我的三個改變：

1、不發脾氣，鼓勵肯定理解支持12年

級的女兒；

2 、 女 兒 看 出 來 了 ， 說 我 終 於 會

empathy了；

3、母女關係有改善。還需要學習的功

課：自己的情緒管理；區分三種教養方式

的時機，學會熟練運用。我願意成為課程

的小組同工，陪著更多的父母一起走過挑

戰，不斷成熟。

― Lily 

我曾是一個為了即將進入青春期的女

兒一籌莫展以至崩潰的母親。曾經每一天

家裡都充斥了河東獅吼。想管教女兒，卻

把她推的越來越遠。特別感謝高麗娜老師

的父母成長課，將我從疲於奔命的泥沼中

拉出來。教我把眼光放在孩子長遠的成長

上，通過DISC系統的學習，説幫助我更好的

瞭解孩子，又在課上學習針對性的有效溝

通。現在家裡的氛圍完全的翻轉，孩子也

更願意受教了。真的特別感謝這個課。這

裡有生命的滋養，這裡有真誠的陪伴，這

裡更有翻轉生命的能力！

― 小組同工 Jun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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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存感恩 特別優惠

特別推介:

《講道手冊：化經文為講章之旅》

(A Manual for Preaching : The Journey 
from Text to  Sermon)

定價$29.50  預購價$25.00
11月底供應

作者：

古胡威 (Abra-
ham KuruVilla)。亞

伯丁大學博士 (PD, 
University of Aber-
deen )。現任達拉

斯 神 學 院 ( D a l l a s 
Theological Semi-
nary) 講道和教牧事

工高級研究教授。

這是一本幫助

你把合乎聖經的真

理化為生命轉化更新的講道。為每一位

追求與傳講上帝話語的工人而預備。

《靜思100 ─ 系統靈修讀經輔助

（新約篇)》

本手冊以聖經為中心的靈修材料，

對每章中難解經文提出簡單扼要說明、

參考背景、指引與思考問題，帶出現今

生活的應用。鼓勵

讀者規律有系統地

透過每天讀兩章經

文，思想並省察自

己與神的關係，讓

真理來塑造我們的

心思意念、行為與

生活，迥別於一般

以個人感受為中心

的靈修書。

由即日起，於證主網路書店購物結帳時，在 Coupon 欄填上thanks，
即額外減省3元。優惠期至11月30日。

感恩天父的保守看顧
感恩生命中的每一天
感恩有你的相伴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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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留學：留學探討32課(簡體版) 

作者：劉漢中‧貟 貟軍等

早期的「留學」是因為自己國家太

弱，要出去學習新知；現在的「留學」則

有了不同的意義。現在的世界基本上是一

個地球村，也因著網路的發達，不需出門

就可以立時知道世界的現況與潮流。因此

有些人以為自己掛在網路上就是一個「世

界人」，殊不知，這樣的「世界觀」是淺

薄的。

「留學」一個很大的意義在於「學

習」，我們親身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眼

前立即需要的是學習「語言」，學習文

化、學習專業也接踵而至。在「學習」中

一定有壓力，如何抗壓，則是我們對自己

心性的另一種學習。

作者劉漢中早年赴美留學，畢業於加

州理工學院和普林斯頓大學，獲化學工程

學士和博士。畢業後又成功地在職場上取

得傑出成就。其後，擔任大學教授多年，

他長期在「國外」的求學及生活經驗，足

以成為年輕人最實際的建議。更難能可貴

的是，他本著基督徒愛神愛人的基本信

念，也實際身體力行輔導照顧校園中離鄉

背井的留學生。

這本書不但是他個人留學的經驗談，

也是他在留學生中服務離鄉背井的人心得

的結晶，因此所提出的建議，極具參考價

值。

作者還特別邀請在美留學並在職場上

有傑出成的員軍弟兄、馮春梅姊妹、鮑亞

群醫師、劉小青醫師、劉寶蘭姊妹一起，

透過十一類問題探討留學生面對實際問題

與解決方法、如何做方向性的決定、處理

留學危機等等。 

全書有十一大類32章：

1.  求學與留學

2. 留學的準備

3. 文化與語言

4. 自律與留學

5. 人際關係
6. 壓力的處理

7. 研究生生涯

8. 準備畢業

9. 尋找工作

10. 就業的選擇

11. 面對新冠(疫情)                  

本書是為正預備留學或在留學生中奮

鬥的人最佳指引。

此外，劉博士正著手錄製視頻分享各

章重點與帶領者指引，可作為小組討論材

料。

簡體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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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看
每月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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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 溫子喜見植苗計劃區的自立

去幾年，這個村接

待過許多次的短宣

隊，每一位參予短

宣隊的弟兄姊妹都

印象深刻，也為兒

童們帶來許多美好

的回憶。在兒童事

工上可說是相當有

代表性。兒童們一

個一個在長大，從

小 學 開 始 進 入 中

學，甚至植苗青年

中最優秀的兩位大

學生都是成長在這

個村莊，明年就要

大學畢業了。

政府在脫貧攻堅政策下提供各種產業獎勵補

助，數年前筆者就親自看到村長帶領村民們在原

來是種小麥及玉米的山坡地架起水泥柱，嘗試改

種高經濟作物--葡萄。目前產能很好，果實又大

又好，滿山滿野都是葡萄園，在經濟上帶給村民

更多的收入，改善整個村的生活。大部分貧困

戶也都搬遷到城裏，由政府協助找尋打工的機

會及各樣社會資源的服務。

看見這個村莊的成長，我們充滿感恩。但是

在不同的地區，政府資源的分配也不盡相同，

還是有許多地區的發展遲緩，特別在大環境的

限制下，偏遠的山區仍在窮乏當中，需要更多

的關懷。植苗事工仍然會在有限的資源下，鼓

勵與陪伴當地同工一起來關心下一代的身心靈

健康成長！

正當暑假期間協調植苗地區教育補助款發放

時，得到一個地區傳來信息，由於他們當地居民

的經濟狀況已經改善很多，在同工們一起討論

後，決定告知我們，他們村莊的家庭過去十三年

來，每年持續得到植苗計畫的幫助，現在經過多

年的努力，他們在經濟上可以自立了！

這 是 一 個

很特別的偏遠

山區，村長一

家都是教會服

事的骨幹，幾

位家人也有機

會參加神學培

訓。植苗事工

也在十年前，

協助教會加蓋

一樓層屋頂，

增加教會聚會

使用之用。在

暑期更可以開

放成為夏令營

學生的活動中

心，晚上則成

為短宣隊老師

住宿房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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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Text: Winston 

During the summer vacation, while we were 
discussing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educational grants in 
the Seedling areas, I received a message from a region 
that informed us that the economic situation in the area 
had improved so much after years of hard work and the 
continuous help of the past 13 years from our Seedling 
Project that they were able to be financially independent.  

This is a special remote mountainous area. The 
chief of the village is also the head of this church.  Several 
family members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be trained 
in theology.  Twelve years ago, the Seedling Project 
helped the church add another floor to their building. 
The increased space became the center of activity for 
summer camps during the daytime and, in the evening, 

room and board for the short-term mission 
teachers. In the past few years, this village 
had received many short-term missions 
and brought many happy memories to 
the children. This has been a showcase for 
the children’s ministry. The children here 
grow up together from elementary school 
to high school. The two best college 
Seedling students are from this village and 
are graduating next year.

The government had been providing 
incentives and subsidies under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A few years ago, I 
saw the village chief lead the villagers in 

turning the hillsides that had used to grow wheat and 
corn into orchards for grapes, which are high-economic-
value crops. The recent yield is very high, and the entire 
hillsides are full of vineyards loaded with grapes. This 
brings more income to the villagers and improves the 
lives of all of the villagers.  Most of the poor families have 
also moved to the city, where they hope the government 
will assist them in finding jobs or provide other social 
services.

We are full of gratitude to see this village grow 
financially. But in different regions, the distribution of 
government resources is not the same. There are still 
many areas where development has been slow because 
of the constraints of the environment.  Many remote 
mountainous areas are still in poverty and require 
more financial care. Our Seedling Project, with limited 
resources, will work with the local workers to continue 
encouraging and taking care of these areas and promoting 
the physical and 
spiritual growth of 
the next generations.

Happy to see a Seedling 
Area become self-reli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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