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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参加教会家庭营，讲员播放刚制作好

的《宣教士》视频，与大家分享福音如何

传入中国？多少宣教士去到中国？神如何以爱推动他

们前赴后继的进入中国？如何在这块土地上学习语言、

文化、生活方式…，翻越种种的问题、困难？在这块土

地上从拓荒、撒种到扎根于中国，并创办教育、建立大

学、禁烟戒毒、慈善事业、发展医疗…，令看的人深受

感动，为着这些宣教士无私的摆上、爱的服侍、至死忠

心感谢主，也被激励更爱主、服侍主。

七月中，我到香港参加神学院同届毕业25周年的

2天1夜的同学团聚营会，来自港、新、马的同学相聚

一起，非常开心；尤其是自毕业后鲜少见面的同学。大

家有许多说不完的家庭、子女话题，分享不完的事奉心

路历程、面对的种种困难、时代的挑战、还想为主作的

事……。大家也自觉在岗位上事奉的时间有限，但大家

还是愿为主摆上，（在29位同学中，3位已安息主怀，

这3位都在各自的岗位上，至死忠心侍主）。目前大家

的事奉岗位虽不同，有些在较敏感地区服侍，有些在教

会牧养、机构服侍、神学教育、宗派领导、宣教工场、

医疗工作…上服侍。聆听大家的生命故事，有的如何以

祷告安静服侍，有的如何面对属灵的争战，有的如何开

荒建立教会……动或静不同层面的服侍，真是多姿多

采！彼此从分享中受益互勉，彼此代祷。在分享后我们

齐唱班歌：《不悔这一生》   

几许鼓舞声音  都给我作导引  

每一分真挚永留在我心

手仍是牵紧  我心从没变更

但愿共同努力走过这一生

可知盼望天国已渐近

齐互勉共挽手

前面路径纵使多么远  亦甘心

为著遍传福音不悔这一生

基督呼召深恩已烙印

从未怕受创伤  全凭著信

有我主的爱  永护荫

当大家再次唱起班歌时，是激动的、是坚定的、

是不悔的、是欢欣的，眼眶虽有些湿润，心灵却是挚热

的，确知我们是共挽着手，互相鼓励，一生同行在侍主

的同一条道路上。之后我们再唱院歌《要忠心》再次彼

此提醒，我特爱副歌的最后几句：

忠心！要忠心！忠于你的荣耀王；忠心！要忠

心！纵别人变节退后；无论何景况，你要站主旁，愿主

常见你忠心。

是的，我们心志坚定，至死忠心，无怨无悔，好

好跑完这条服侍主的道路。

老约翰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

生命的冠冕。（启2：10下）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

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12：24）我们的主已立

了榜样，主的生命就是那落在地里的麦子，已结出许许

多多的子粒。过去几个世纪，多少宣教士、先贤祖辈，

就是如此以生命来服侍他们那个世代，到世界各个角

落，为人指出生命之道，以致许多人得到永恒的生命，

而这些人也为主结出许多子粒，这些子粒也不断的落在

地里死了，继续结出子粒。这不息的循环，至今使你我

与许多人也都蒙恩。 

面对今天这个时代，无论你我在哪个岗位服侍见

证主，虽然压力是存在的、困难是绝不会少的、挑战是

巨大的、代价是不减的、体力精力是受限的…；但我们

不后退，要向主支取更多力量，刚强地在神的话语上，

不断努力追求，在认识神上，越发增长，在所行的事

上，不停为主多结果子。我希望借以上所分享的能彼此

提醒、鼓励，在各自的岗位上靠主尽力，在祂为你我所

设定的范围忠心服侍，将来一起得主所赐生命的冠冕。

阿们！

林秀英总干事                       

总 干 事 的 话

忠心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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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 童 事 工

梁晓兰传道

现今是一个科技的时代，数码产品已经成为

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例如电脑、iPad、手

机等等，尤其是手机，人人一机在手，形影不离，连好

些小孩也要求父母给他们买一台。有些父母为了制止幼

儿的吵闹、啼哭或不干扰他们工作，就直接把手机或

iPad交给小孩，给他们看卡通、玩电子游戏，渐渐养成

无机不欢的习惯。当孩子进入学龄期、少年期，他们可

以轻而易举进入多姿多彩的网络世界，那股吸引力真是

锐不可挡，有些孩子更是沉迷在网络世界不可自拔。我

们除了给孩子这些科技产品以外，就没有其他更好的实

物产品给他们吗？

我不是说这些产品都不好，他们不可以拥有它，

这些产品对孩子有利也有弊，正如水可载舟，也可覆

舟。通过这些科技产品，带给孩子一些有趣新鲜的游

戏，让顽皮、哭闹的孩子安静下来。孩子可以在指尖之

间获得更多资讯，尤其搜寻课业的有关资料，即快速又

方便，并且有取之不尽的知识和丰富的娱乐。然而，长

期盯着只能听，不能和它说话的屏幕，孩子语言发展必

然受阻。英国的心理学家说：电视屏幕发出的光线压制

了一种叫“褪黑激素”的产生，褪黑激素的减少，使免

疫功能降低，增加细胞DNA变异的机会，容易引发癌

症，感官受到过度刺激，容易导致失眠。同时不假思考

地接受咨询，也让孩子的大脑缺乏锻炼。

孩子在五花八门网

络大洋里，形形色色好

的、坏的资讯通通涌到孩

子面前，他们还在成长的

阶段，分辨力不强，自然

来者不拒，很容易掉入网

络色情文化，或被潮流文

化思想影响。若孩子爱上

数码产品或电子游戏，成

为他们消遣的主要媒介的

话，上瘾的可能性就很大

的，毕竟孩子的自制能力

不强。要上课、做作业，

还要长时间盯着电脑的屏

最好的礼物
幕，还有多少时间和家人、朋友聊天谈心呢？难怪好多

孩子缺乏与人沟通交往的技巧，所谓IQ很高，EQ差，

亲子关系也变得不密切。要避免这些隐忧，父母除了要

掌握如何使用这些数码产品、有效督促和设限帮助孩

子，更有自制的使用这些产品之外。最好的方法，是趁

孩子年幼的时候，尽量少给他们手机、iPad、电脑等产

品。取而代之的应该是绘本，如果我们对绘本有多一点

的认识，就知道这是儿童成长中最好的礼物之一。

绘本是图文并茂，绘者使用色彩的深浅暗亮、丰

富的图象，来传达故事的情境和抽象的意念（有时单看

图就可以领略一二），加上作者使用精简生动的语文，

来表达故事的情节和角色内心的情感，共同呼应内容的

发展，牵动孩子的情感和注意力，难怪好的绘本，使孩

子爱不释手，不逊于手机的吸引力。透过绘本故事，可

以帮助孩子认识周遭陌生的事物，并且调节孩子负面的

情绪。好比生气、害怕和挫折等情绪，透过绘本故事，

让孩子走过相似的情绪经历，使他们的情绪得到认同和

抒发，就不容易压抑在心里，爆发在不好的行为上。

读绘本给幼儿听，是可以帮助他们的语言发展，

虽然幼儿是先看图，来寻找画面的意义，但，当父母唸
文字的时候，孩子在成长中，不断累积这些丰富的词

汇，渐渐明白它的意思后，自然建立了阅读能力的基

础。有位儿童文学家认为唸绘本给孩子听，是父母和孩

子说话最佳的方法，不单

可以观察孩子内心的想

法，也可以促进亲子的

关系。这位儿童文学家还

举了一个例子，有位妈妈

每天晚上要读绘本给女儿

听，觉得不是件容易的

事，于是打开电视的儿童

节目给女儿看，才过了三

四天，那个小女孩关上电

视机，请妈妈给她讲故

事，妈妈说电视机里的叔

叔比她讲得更好听，又有

动画，为什么还要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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唸呢？小女儿说：好看是好看，但是电视里的叔叔不会

抱我和我说话啊！快乐的亲子阅读，不只是传达了绘本

中的故事，更是促进父母和子女的亲密关系，这是孩子

极需要的，好多孩子离不开手机和电脑，是因为回到家

里，没有说话的对象，感觉孤单和无聊。而且亲子的关

系和沟通，将成为孩子人际关系的基础。

好的绘本还可以培养创造丰富想像能力和建立孩

子的正面行为。专家认为丰富的想像力不是天生的，而

是经由直接或间接的体验得来，通过多姿多彩的画面，

帮助孩子想像故事的情境和理解未知的事物，从外观的

图像进入内在的思维和感受，无形中丰富了孩子的想像

力。孩子的生活的经验不深，要他明白一些处事的道

理，产生行为的改变是不容易的。但是，通过绘本故

事，唤起孩子的情感和思想，有愿意尝试改变的心。就

以“门铃又响了”的绘本故事为例吧！故事是讲述妈妈

烤好了十二个香喷喷的饼干，两兄妹正要分着吃的时

候，门铃响了，原来是邻居的两个小朋友，于是他们分

着吃，一人三个饼干，正要吃的时候，门铃又响了，

又有两个小朋友来了，于是他们分着吃，正要吃的时

候，“门铃响了，又有人来了”！故事就是沿着这样情

节发展下去，最后来了十个朋友，加上兄妹两个刚好十

二个。正要吃的时候，门铃又响了，孩子望着盘里的饼

干，要不要开门呢？还是快快把饼干吃掉？作哥哥的

决定先开门，原来是两兄妹的奶奶，她带来一盘香脆可

口的饼干给孙子，这下不是每人一个了，小朋友们皆大

欢喜。故事没有停在这里，门铃又响了，故事才在此结

束，留下一个给孩子想象的空间。要不要分享是孩子共

同经验，孩子跟着故事的情节一起走过挣扎和最后喜悦

的心情，体会分享的快乐。好多孩子听了这个故事，都

乐意分享起来了，这胜过父母对孩子说一百遍要分享来

得有效。

然而我们不可以抱着以故事来教训孩子为阅读的

目的，每次在故事结束时，还加上一句，你要像故事的

小强一样用功、诚实等等。或者要孩子马上回答一大堆

问题，并且要符合你的标准答案，试问孩子对阅读有兴

趣吗？久而久之，阅读变成是一种惩罚，不是享受，孩

子对绘本远而避之，更谈不上喜欢绘本。当然我们可以

和孩子互相讨论，一起分析故事一些情节，但要尊重孩

子的想法，不要马上让孩子认同你的想法，保留日后的

讨论空间。允许孩子拥有自己喜欢的绘本，而不是单单

父母认为对孩子有用的书，以孩子享受阅读为出发点，

不要只一味想着达到某种目的为动机。当孩子享受阅读

的乐趣，就会爱上阅读，自然对手机或电脑的兴致就会

减少。而且好的绘本会带给孩子无穷的乐趣，希望大家

趁早把这份礼物带给小朋友们！

缅 甸 事 工

近几年来我们服侍的区域大多数在缅北，缅

北一带地区经常战争爆发，导致许多人流

离失所，有家不能归。孩子们的学习受影响，我们的服

侍也同样受影响；安排好的工作计划，每每因为战争而

生变。今年原本计划到户板服侍，当地教会的老师、

弟兄姐妹们已经准备就绪，孩子们也等待着我们的到

来……，但由于战争突发，不得已地转移服侍地点。我

们到腊戌公卡学校带领四天的儿童聚会，参加的学生有

370多位。首次在隆邱一所多元民族的学校--恩信学校

带领儿童聚会，参加的孩子有70多位。每天为我们预

备膳食的是隆邱教会一位弟兄的妻子--康金春女士。

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带领她决志信主。

5月7日主日早上，陪同新加坡陈清标牧师及黄楚

珍姐妹，到腊戌荣恩堂讲道。接着，下午到伯特利布

道所。临近布道所时，传来怪怪的声音，不知发生什

么事，一踏进布道所，看到传道及弟兄姐妹围着一位

被鬼附着的姐妹祷告，这位姐妹身上的鬼怎样赶也赶

不出去，聚会时间到了，查师母建议待聚会结束后再

处理。聚会以唱歌开始，那时她的声量也开始提高，

我心想：‘糟了！这样个吵闹一定会影响陈清标牧师

的讲道’，于是不断默默地为这件事祷告。感谢神，陈

清标牧师不慌不忙地上台，很笃定的证道，那姐妹的声

音就慢慢听不到了，太奇妙了！直到陈牧师讲道结束，

都听不到她的声音，还以为她走了，……结果，聚会结

束却看见她还在会场，他身上的鬼已经出去了，姐妹也

恢复正常。我们的主是永远得胜的主。这位被鬼附的是

服侍的心声
李清惠传道

公卡有370多位学生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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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光莉传道

感谢神，能再次出去到不同的地方去服事，

这次很特别，本来计划的地方因为战争和

种种原因就取消，然后转到隆邱、腊戌公卡这两个地

方。             

公卡是一所基督教学校，在这里小学部就有373位

学生、而非基督徒却占了一半以上，所以我选择了这个

题目—“儿童与信仰”，儿童和信仰有关系吗？在圣经

里，马太、马可、路加三位作者都不约而同的说出了耶

一位傣族姐妹，家人把她送来恩慈之家，有时鬼还会来

附着，看到他被鬼附的样子真是苦啊。请为（马四妹）

姐妹祷告，求主救他脱离撒旦的捆绑，成为一个自由的

人，在她家族中为主作活的见证，将荣耀归给主。  

5月10-18日真理中心同工们，第二次与新加坡生

命堂短宣队员们一起配搭，在腊戌缅北基督教学院有三

天老师培训，培训后就接着分别在满羔荣教会、小白

桥各举行两天半儿童聚会。在小白桥，来自三个村子学

校的学生来参加儿童聚会，这次带领了一些孩子决志信

主。这个地方，大多数学生的家长都没有信主，学生决

志信主可能会遭受家人的反对；因此，有一些孩子想信

但怕家人反对。请为小白桥一带的福音工作祷告，教会

特别在不同村子建立学校进行教导工作，神为缅甸开了

一扇传福音的门，藉着学校教导把福音带到各家庭里。

感谢神，这次小白桥儿童聚会看到不少未信主的家长出

席，来帮忙预备孩子们的午餐。这是很好的表现，将一

切荣耀归给神。

代祷告事项

1. 请为以上服侍地方，隆邱恩信学校、腊戌公卡

学校、满羔荣学校、小白桥附近三间学校，求神使用每

位老师成为学生的好榜样，藉着教导把福音传扬出去，

求主保守信主的孩子及坚固他们的信心。

2. 请为10月23-25日在腊戌二个晚上异端讲座，

三天教牧讲座，讲员：林杰华牧师，为林牧师到缅甸行

程祷告。

3. 为11月份最后一周举办神学讲座、密集课程、

函授毕业典礼及真理中心20周年感恩聚会筹备祷告。

儿童与信仰
稣的心声：‘让小孩到我这里来’。可见耶稣是如此的

看重小孩子，也可以看出儿童是极需要信仰（救恩），

腊戌公卡的孩子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再一次的到公卡极

需要救恩的地方，在这里我们用四天的时间来传讲神的

救赎恩典。

第三天我们开始呼召，其中幼稚园就有十位小朋

友决志信主，再三的问了他们也许会遇到的问题，如：

父母反对、不能进家啊、不给吃饭啊等等……但他们还

是坚决的要信。也许有人对小孩子信主不会有多大的期

盼或期待，因为他们还不能自己做决定，凡事都还要依

赖大人，主权不在自己，第二天就有一位妈妈带着孩子

来，要回他的佛像，说：‘小孩子不能信耶稣’。可

是，我还是相信耶稣的救赎恩典已经在他的心里面了，

就像普理查德的书上所说一样：‘即使孩子的成长未必

像我们希望的那样迅速和明显，我仍相信，孩童时期播

下的好种子必将结出果实。又如保罗所说：我栽种了，

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

生命堂短宣队在培训当地的老师

满羔荣儿童聚会120位学生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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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神，今年是我第二次的参与真理中心的

服事。这次服事行程，我察觉到一个奇妙

的现象：每到一个地方，聚会开始到最后一天，每天都

有好天气，聚会一结束当晚就开始下大雨，到下一站聚

会开始时，雨就停了。我们真实经历神的同在，祂奇妙

的恩典伴随着我们，每一站的服事，我们都有充沛的精

神、体力，喜乐地服事。

透过真理中心老师们的教导、带领、提醒和鼓

励，让我们学会了怎样教诗歌、讲故事以及带领儿童聚

会。这次也有机会参加新加坡生命堂的老师培训；三天

培训后，第一站到满羔荣带领儿童聚会，开始时是观摩

老师们怎样带领聚会及教导。

到了第二站的小白桥，老师们就让我们亲自去带

诗歌，讲故事；当时心里感到有些紧张，在教导过程

中，老师们从旁给予协助，让我们尝试将所学的付之应

用，以致铭刻于心，深信这对我以后的事奉有很大的帮

助。

耶稣对他们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

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

人。’（路18：16）

耶稣盼望孩子来到祂面前聆听祂的话，与祂建立

关系，并认识祂。而把孩子带到主面前是我们的责任之

一。 

感谢主，在今年4-5月份一个多月假期间，让我有

机会和真理中心老师们及圣道学院两位同学，还有新加

坡生命堂短宣队的弟兄姐妹、黄楚珍老师，在缅北一带

地方配搭服事神，带领儿童圣经班。这次服事中，受益

匪浅。尤其是看到孩子们非常投入地学习神的话，专心

听老师们讲故事，积极地参与每一项活动，令我非常的

感动。我跟孩子相处时间并不多，可是彼此之间建立了

很深的友谊；离别时，孩子们都依依不舍，很多都含泪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圣道学院三年班学生假期服事心得~~

张长训弟兄带领儿童圣经班

送别。虽然给予他们的是少之又少，可是他们却铭刻于

心，这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深信对孩子们的

生命会有正面的影响。

这次的事奉，让我经历‘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

靠才能，乃是依靠主的灵方能成事’（撒迦利亚书4

：6）。

每天早晨队员们都会以灵修、读经、祷告开始一

天服事，所以整个服事的过程，似乎感觉不到疲累，反

倒沉浸在愉悦及欢乐的状态里面。让我深切体会愿意为

主而放弃某些事情时，祂必以双倍的赏赐回应我们。

张长训弟兄
老师与学生告别时依依不舍

谢谢新加坡生命堂短宣队员们不辞劳苦的教导，

也谢谢真理中心这两年给我在假期中有学习及事奉的机

会，求神继续使用真理中心在缅甸的事工，成为更多教

会的祝福。

钟润琴姐妹

钟润琴姐妹带领儿童圣经班

缅 甸 事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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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神，在近两个月假期中，让我有机会到

不同地方去，带领儿童圣经班。出发服事

之前的三天，在瓦城真理中心作预备的工作，在预备时

感到有一些疲惫，但因着满腔的热忱及渴望，心里充满

了喜乐。

4月24日从瓦城真理中心出发，经过长途跋涉一路

的颠簸，终于到达第一站隆邱恩信学校。在隆邱有四天

的服事中，我不只是可以看老师们怎样带领聚会，还可

以亲身参与教导孩子们。在教导中，看到孩子们不论是

听故事，或是学习神的话、作手工、玩游戏，都热诚积

缅 甸 事 工

钟美梦姐妹带领儿童圣经班

恩信学校儿童聚会

极的参与，他们学习的精神令我非常感动。我的摆上和

付出虽算不得什么，可是对孩子却是有意义和价值的影

响。除了隆邱之外，还有机会到公卡、满羔荣和小白桥

几个地方服事；同时，有机会跟新加坡短宣队员们一起

配搭服事。在整个服事过程中，让我从中学习很多教导

及带领儿童的方法和技巧，这对我往后到教会服事是一

个很大的帮助。

感谢神，在这次服事行程中，让我有健康的身

体，虽然有时会感到困倦，但感谢神每天都赐下足够的

恩典去服事祂。

钟美梦姐妹

书 室 推 介

本期特别推介三本精薄短小、便于随身携带的研经辅助工具--轻便型汇编，欢迎查询。

〈分类经文汇编〉，黄瑞西编著，美国荣主出版社印行

本书乃编者摘选常用的经节，整理分类而成的一本信徒生活实用经文手册。全本圣经满

了神的宝贵应许，供应信徒的生命得以丰盛，导引信徒的生活合乎神旨。我们当牢记‘神的

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藉着祂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林

后一20），盼望神使用祂自己的话语，在生命与生活上喂养和造就每位读者。

〈圣经人地名意义汇编〉，陈瑞庭著，橄榄／华宣出版

圣经中的人名多有属灵的意思在内，研读圣经时若不明白希伯来文与希腊文之原意，就

无从了解其灵意所在。如亚伯兰（崇高的父）改名为亚伯拉罕（多人的父）；扫罗（求问

的）改名为保罗（微小）。你可知道哪些义人有‘恶名’？其中有‘马利亚’意即：背叛

者；哪些恶人却有‘善名’呢？其中有‘耶洗别’意即：贞洁。 

橄榄基金会将这本出版已逾六十年的书重新编整，使其在阅读查看上更为简易方便，并

将内容略作增订，祈望它成为您随身的最佳研经辅助。 

〈圣经动植物意义汇编〉，赵荣台、陈景亭著，橄榄/华宣出版

当你使用这本汇编的时候，你会看到圣经中记载的几千年前动植物，有些难以考证，有

些迄今仍在。在欣赏这些美不胜收的自然生命之余，请记得从这些受造物、经文以及隐喻中

去认识与体会这一切背后的那位万物主宰的神，万事万物无不在祂的手中。

为方便读者查考，本书特编附中文目录（分动物篇和植物篇）及中英文索引。每一个圣

经中的动植物都罗列其：1.属性，2.经意，3.字源追溯，4.对等译字，5.一致译字，6.钦定本

译字，7.和合本译字，8.经文出处。

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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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预告

讲员简介：李玮国老师

爱人如己文创教育工作室负责人；美国哈该领袖学院资

深国际导师；中国红十字会海外特邀专家；中华基督教

文字协会理事。

曾在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出版、营销、教育推广事奉十

五年。长期在港、台、新马、中国及华人地区以全人生

命教育课程推动基督教会家庭教育事工二十五年，并参

与美国哈该学院领袖课程，培育家庭教育专业教师、导

师及职场领袖、教牧领袖。

青（少）年教师&父母亲职教育培育课程 

全人生命教育─体验教育活动引导员培育课程
青（少）年「体验教育」简介

体验教育（Adventure  Education 简称A.E.）是

一套在美国推行30多年之五育课程，此课程结合了辅

导、游戏与反思，秉持「从做中学习」（Learning  by  

doing）的行动教学法。不为参与者提供绝对的答案，

让参与者由活动经验中学习人际沟通、问题解决、受挫

因应、团队互助、信心重建等方面的体验，且藉由引导

员的反思引导，将学习体验转换成积极正向的生命力

量，达到青（少）年身／休闲、心／辅导、灵/信仰三

方面的全人关怀牧养功能。

这项课程包含了一系列创新的过程，从暖身、建

立信任活动、问题分析与解决。课程运作的方式很快的

被不同的科目所沿用，教师们认为透过团队合作的策

略，不但可以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并且可以创造学生

学习上的「高峰经验」（peak experience），让学生

很快掌握到学习的目标。

青（少）年「体验教育」课程安排

活 动 类 型

解冻游戏／熟悉游戏
( Ice Breaker Acquaintance Activities)

低阻碍活动
( De-Inhibitizer  Activities)

信任活动
( Trust and Empathy Activities)

沟通活动
(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做决定、解决问题活动
(Make a decision /Solve the problem )

社会责任活动
( Social  Responsibility  Activities)

个人责任活动
( Personal Responsibilities)

用生命影响生命、生命传递生命、生命建造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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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宗旨： 

学习使用6堂「真爱青春」套装课程，学习如何教

导年轻人健康的两性价值观。

认识年轻人常见的两性问题，学习引导青少年解

开「爱&性」的困难与疑惑。

培训后组成「真爱教学团队」，「陪伴与教导」

年轻人合神心意的婚姻家庭价值。

培训流程 

第一话 幸福的条件 - 培养性心理成熟

第二话 幸福的蓝图 - 亲密关系的发展

第三话 幸福的能力 - 相爱容易相处难

第四话 幸福的距离 - 身体接触的界线

第五话 幸福的守护 - 守着自己的身体

讲员简介：林煜捷老师

FutureHope创二工作室总监；

佳美家庭教育讲师平台课程督

导与训练师；台湾i-family家庭

教育讲师平台总监；台湾家庭

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特约讲师；

上海越宁咨询有限公司特约讲

师；台湾性别教育发展协会理

事。

曾任真爱青春两性教育项目负

责人与培训讲师；台北灵粮堂家庭事工中心组长；彩虹

爱家生命教育协会课程发展部副主任；青春无悔真爱教

育项目负责人与培训讲师；台西爱邻社区服务协会、青

少年辅导实习传道。

培训预告

真爱青春：学习幸福的第一门课
~ 如何与年轻人谈性说爱 ~

日期：11月9日、10日（星期四、五）

时间：7:30pm～9:45 pm

日期：11月11日（星期六）

时间：9am~6pm

地点：待定

课程：

体验教育活动引导员培育课程（人数：50位）

讲员：台湾李玮国老师

真爱青春（如何与年轻人谈性说爱）（人数：70～100位）

讲员：台湾林煜捷老师

培训对象：

青少年的家长、老师、辅导、牧者、学校志工、社工人员等。

由于名额有限！有兴趣的教会、青少年事工负责人、父母或个人，请以

电话或电邮联络（黄金卿姐妹），待地点敲定，将寄予详细资料及报名

表格，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