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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上映了一套以亞裔家庭為
題材的愛情故事“Crazy  Rich 
Asians”，故事除了突出富豪
家庭的非一般生活文化和價值
觀之外，也明顯看見兩代之間
所守護和追求的不同目標。女
主角對富豪男朋友媽媽的一些
話，亦十分發人心省：「如果
Nick選擇的是家庭（家庭的目
標、價值觀，而非自己的理想
和所愛），他會花餘下的一生
來恨妳。」

父母因著愛，對子女的未來和
前途存在許多期望甚至要求。
不過，今天年輕人面對不同的
社會和文化，他們內心所求
的，卻往往有別於上一代的價
值觀。父母出於愛和保護的期
望，有時反而傷害關係、成為
年輕人痛苦的根源。

因此我們很感受到聆聽年輕人
心聲的重要，盼望透過兩代更
多的了解、信任和體諒，幫助
年輕一代尋找信仰和生命的路
向。我們訪問了葉顏瑋茵博

   《聆聽年輕一代的心聲》: 
                    葉顏瑋茵博士專訪

馬王藹麗

士，她帶我們去探討亞裔家庭
以及青少年的不同特色，明白
現今他們所面對的社會處境，
為聆聽年輕一代心聲打開序
幕。

編:活現成立之初，是為了保全
年輕一代的信仰生命。過去十
六年之久，您看見活現怎樣邁
向這個目標呢﹖有沒有一些實
際的例子可以分享﹖

葉:過去的日子，我們不斷探
索，嘗試掌握時代和年輕一代
的脈搏，在不同階段，都有不
同進路來回應保全年輕人信仰
生命的需要，當中包括: 

1)青少年領袖訓練(YLT)-通過
自信溝通的訓練，幫助青少年
與父母和社會建立關係

2)家庭研討會-與地方教會合
作、為整個家庭包括家長及青
少年提供家庭和關係成長的訓
練日營

3)回應社會議題-主辦了網絡沉
溺、各類精神健康、以及性別
取向等講座

4)「新心行動」的成立(2011) 
-為青年信徒提供大型信仰研討
會、透過文字出版讓年輕人有
發聲的平台、曾以「40日衝擊
運動」鼓勵年輕信徒過委身上
帝的生活
https://presencequotient.org/zh-hant/
services/renewapresencemovement/

5)「活現潛能」的成立(2013) 
-提供性格、選科和就業的專業
評估諮商服務，並開辦軟實力
技巧培訓和推出網上訓練；目
標在於協助年輕一代更有效尋
找生命的路向https://presence-
quotient.org/zh-hant/services/
presence-possibilities/

6)跨代生命導師研討會-招聚家
長、青年事工牧者和年輕人一
起探索跨代溝通與建立關係的
有效模式

7)活現生命規劃課程-整合過
去的培訓材料，幫助信徒、家
庭和個人檢視生命的心靈教
育https://presencequotient.org/zh-
hant/presence-life-planning-curricu-
lum-adult/

編:您認為現在年輕一代，內心
最渴望得到的是甚麼﹖

葉:我覺得這一代的年輕人很需
要被肯定、並找到自己的重要
性。此外,同輩的認同和彼此之
間的關係,也是他們所渴望得到
的。

編:聆聽年輕人的心聲，為何這
樣重要﹖

葉：現時的社會制度很著重精
英教育，十分強調技能的訓
練，傾向以個人的技能來衡量
生命的價值。社會普遍沒有為
年輕人提供平台與環境，去培
育他們個人身份、價值和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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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索。這種趨勢使青年人感
到無望和沮喪。我們希望透過
聆聽年輕人的心聲，可以打開
溝通的渠道，幫助青年人能
找到自我，並能肯定自己的價
值。

編:按您的觀察，大部分的亞裔
家庭和家長看重的是甚麼﹖這
與子女的期望有何不同﹖

葉：亞裔一般很看重家庭的穩
定性，而這穩定性通常與工
作、收入和社會地位掛鉤。自
然家長對子女的學業、前途及
成就，會有要求和意見。年輕
人探索人生、尋找自我的同
時，卻很渴望得到父母無條件
的愛，容許他們放下收入和社
會地位的包袱，追尋自己的夢
想。要融和兩代期望和價值觀
的差異，父母和子女分別都要
意識到自己仍不斷需要學習和
成長，甚至包括放低固有的堅
持、並理念的轉化；而家長特
別需要明白子女所站的社會處
境十分複雜，沿用上一代的目
標，也不保證能邁向成功。

另一方面，有些家庭卻以孩子
為中心，全力配合，讓他們能
發揮自己的夢想。可是，這一
來又擔心孩子不能經濟獨立、
自給自足。因此，年輕人也得
明白現實生活的要求，並為自
己的成長、前途和生活負責
任。

教會青年工作者若能提供平
台，讓家長與青少年有機會交
流、互相聆聽及一同學習和成
長；並在認識社會和年輕人文
化、和有關青少年遇到的衝擊
上，給與家長適時的資訊，這
樣不但可以拉近兩代的距離，
亦能幫助青年人在愛的環境下
開拓自己的人生。

編:活現十六週年餐會，也以
「聆聽年輕一代的心聲」為
題。我們將如何探討這個課
題﹖

葉：我們設計了一套問卷，分
別搜集家長、青少年和青年工
作者對教會青少年工作的感想
與意見，盼望可以得出一些指
標，有助教會檢視目前青年事
工的成效，了解如何進一步聆
聽年輕人的心聲，聽懂他們的
需要，更有效幫助他們成長、
擁有貼地的基督徒人生。

下一代是我們未來的希望，若
能觸摸到他們的脈膊，按他們
心靈真正的所需，來牧養他
們，這不但有助他們行走天
路、邁向成熟成功的基督徒人
生，在教會和社會發揮他們的
影響力；亦能化解兩代之間的
隔膜，成為跨代建立關係和互
相牧養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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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二十年，我一直在教會參

與兒童、青少年及家庭事工的

服侍。從我服侍的體驗，我深

信跨代家庭事工是教導孩童、

栽培年輕人、訓練領袖和裝備

家長培育下一代的關鍵。在一

般傳統教會，兒童、青少年和

成人事工，都是各自獨立運作

的。可是長久下來，我們不難

看見教會中兩代之間因代溝、

文化差異和不同的世界觀而產

生分歧與矛盾，傷害主裡的

合一，嚴重者甚至引來彼此怨

恨和苦毒。跨代家庭事工可為

這些問題提供答案，對於北美

華人教會的處境，這就更為真

實。跨代家庭事工把三個事工

連結在一起，為不同年紀的信

徒創造真誠對話的空間，互相

融合的環境，促進跨代溝通，

使家人的感情更得鞏固。

 

從我的觀察，教會中存在一些

普遍的迷思，或會成為跨代家

庭事工的攔阻﹕

 

迷思一:兒童和青少年只接
受操流利英語的老師

事實上，只要基督徒老師能操

英語、又有教導的心腸，這已

是足夠的條件在教會帶領和教

導孩子。我見過一個中年基督

徒老師，英語相當有限，但他

過去曾參與黑社會的經歷，卻

觸動年輕人的心。他的見證也

鼓勵了青年信徒跨越文化、踏

出自己的舒適圈，去接納與自

己不同背景、不同生命際遇的

人。保羅在加拉太書3:28指出

因著基督，我們在主裡可以合

而為一「並不分猶太人、希利

尼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

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裏

都成為一了。」

迷思二:只有青成年的導師
適合負責兒童和青少年事工

我們相信青成年導師與青少年

和兒童相處時，確實更容易

產生共鳴，但較成熟的成年人

卻擁有更豐富的人生經驗，對

處理事工亦有一個不同層次的

參與。因此，青少年事工的團

隊中，若能兼備不同年齡的導

師，果效一定更為理想。正如

提多書2:3-8提到年長的該成

為年輕的榜樣，而年長的婦女

也該教導年輕婦女。

迷思三:青少年只想與其他
青少年往來

青少年固然重視與同輩之間的

關係和友誼，但他們同時渴

望得到成年人的愛護和指引，

擁有可以跟隨而邁向成熟的榜

樣；因此，學習與成熟的基督

徒相處，亦十分重要。跨代活

動有助年輕人與成年人相處，

而家庭崇拜則是一個很好的平

台，讓家中不同年齡的成員能

一起敬拜，一同追求靈命的成

長。在申命記 6:6-7，摩西強

調在家中教導神話語的重要「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

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

女，無論你坐在家裡、行在路

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

因著家庭事工的服侍經驗，

我發現最有效促進家人溝通，

是透過安排經常的家庭相聚時

間。不少人會安排家庭一起活

動和外遊，這也很有意義，但

深度的溝通某程度仍然欠缺，

因此，刻意和花心思製造機會

讓家人相聚、聊天，是非常重

要和需要的。

 

從牧養兒童及青少年，我看見

孩子成長過程中，總會經歷反

叛期。家長常常投訴期間孩子

的問題，本來像個小天使的孩

子忽然變了個小魔頭。行為態

度是不會一夜之間轉變的，許

多成長問題乃日積月累而成，

所以牧養孩子的同時，裝備家

長是十分重要的。跨代家庭事

工對於親子的互動、關係的結

連，和家庭的裝備，扮演極為

關鍵的角色。教會若能提供訓

練給家長去牧養孩子，這對孩

子的靈命成長，定有積極的作

   跨代家庭事工 :

      服侍家庭及年輕一代的鑰匙
謝梁慧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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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根據針對青少年宗教的國

家研究(1)，年齡介乎十五至

十七歲的青少年，如果父母對

宗教並不重視，當中只有百分

之一，在二十歲以後仍有宗教

信仰。相反，若父母重視和經

常談論信仰、並活躍於教會之

中，這些青少年有百分之八十

二到了青成年，仍會積極參

與教會。這些數據顯示家長與

教會聯手牧養年輕人、引導他

們跟隨基督的重要性。作為教

牧、家長和教會領袖，我懇請

您積極參與，讓我們的下一代

可以擁有不一樣的信仰人生。

願賜恩的主，因您在祂國度所

投資的時間心力厚待您﹗

[1] https://www.huffpost.com/entry/

the-no-1-reason-teens-kee_b_6067838 

[7/4/2019]

作者:

謝梁慧儀在菲利蒙播道會擔任年青

家庭事工傳道一職。她畢業於加州

州立理工大學聖路易斯-奧比斯堡

分校，主修電子工程，並於2016年

從北美基督神學院取得基督教研究

碩士學位。她現正攻讀道學碩士課

程。謝梁慧儀傳道育有兩名成年子

女。她一家都非常珍惜與朋友相聚

的時間，所以特別喜歡和其他家庭

一起渡假，而露營常常都是他們的

首選。

作者(左)與葉博士 

Presence WhatsApp
Send “Your Name” to (626) 550-6263 

WeChat微信                                      Line

與 我 們 聯 繫  Stay Connected with Us

活現致力在家庭、教會、社區裡為兩代建立橋樑。我們定期舉辦活動、
制作博客和視頻，裝備信徒用真理和愛回應文化和社會問題。

我們邀請您通過微信，WhatsApp和Line與我們保持聯繫，以獲取最新消息。
掃描二維碼或將您的姓名發送到以上電話號碼來加入我們。 

我們期待與您進行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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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活現

   南 加 事 工 點 滴
編輯部

一如既往，活現今年繼續按不
同地方教會的需要和邀請，為
信徒提供親子、個人成長、情
緒健康的培訓。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接受培訓
的學員中，多了更年輕的家
長。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讓
家長從子女年幼開始，就意識
到需要學習養育孩子的方法和
技巧，為家庭健康成長打好基
礎。

另外，教會、團契也逐漸體會
「生命規劃課程」對信徒靈程
和成長的重要性。不少教會團
契、退修會，都挑選了生命規
劃當中的課題為主題。未來，
活現會探索更多不同形式，與
教會合作，把這個重要的心靈
教育課程，一步一步融入和落
實在教會日常事工當中。

南加2019上半年最大型的活
動，就是5月18日與橙縣角聲
合辦的「青少年全人培育研習
會」，共服侍了約二百位的家
長與學生。過去，葉顏瑋茵博
士曾幫助橙縣角聲帶領一個「
網絡和網上遊戲沉溺的原因與
治療」的訓練。這次研討會的
焦點，在於青少年情緒健康。
葉博士除了擔任家長研討會的
主題講員，也在籌備過程中積
極參與，因此促成了這次合作
的機會。當天活動的內容和情
形，詳見右方圖片:

鑑於日益重要的青少年心理健康議
題，活現機構協助橙縣角聲中心於
5月18日分別為家長和年輕人，舉
辦研討會及工作坊。

葉顏瑋茵博士與超過100
名家長分享了她對「建造
家庭堅韌力」的看法和實
用建議，她並邀請學生小
組從專家和青年人角度討
論年輕人怎樣以積極態度
面對挑戰。

主題研討會外，家長並可參加由其他
講員主領的專題工作坊了解常見青少
年心理失調症及社區心理健康資源。

另一場針對年輕人的會議
題為「成為社區心理健
康影響者」，由Connie 
Bartlett 博士和數名講
員主持。 約 90名青少年
從中學習溝通和應對技
巧，培訓他們成為心理健
康的影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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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區事工簡報 : 
    北加、聖地牙哥、鳳凰城

馬王藹麗

過去幾年，活現與北加不同教
會和信徒，建立了深厚的情
誼，不少牧者、領袖以及義
工，在這些日子成了活現的好
朋友，當中更有長期以奉獻支
持我們的事工伙伴﹔我們也曾
在灣區先後舉辦過兩次餐會，
與教會合辦過不同的事工，為
此，我們滿心感恩。

在2019年四至六月期間，我們
有機會在神學院和多個教會服
侍﹕

4/30-5/9 美福神學院–
生命規劃（碩士班課程）

5/4 聖荷西華人浸信會–
親子講座

5/5 灣區華人聖經教會  
Alameda 聚會點–
主日講道、親子講座

5/10-12 灣區華人聖經教會  
San Leandro聚會點–
母親節週末主日講道、
親子講座

6/16 灣區華人聖經教會 San 
Leandro 聚會點–
父親節主日講道

6/22-23  匯點教會 Tracy 和 
Pleasanton 聚會點–
主日講道、週末親子講座

此外，我們也透過與教會牧長
的交流，探索家庭事工與青少
年事工結合的需要和發展，也
研究把「活現生命規劃」課程
用於教會日常事工的方向與可
行性。這些寶貴的經驗和交
流，不但有助校準我們事奉的
焦點，亦是我們十分珍惜的主
內團契機會。

年初時，我們接到聖地雅歌華
人傳道會的邀請，在4/14主
日帶領一個親子系列，分別在
主日學班和下午的講座中，牧
養一群渴望學習和家庭成長
的家長和祖父母們。後來才知
道這安排源於一位姊妹，從活
現刊物中認識了我們機構，覺
得我們的理念對他們的家庭事
工十分適切，因此促成了這次
合作。我們看見萬事都互相效
力，也感恩上帝使用我們不
同部門的事工，來服侍祂的教
會。

此外，鳳凰城華人宣道會對活
現的家庭事工，一直十分支
持，不只一次邀請我們前往帶
領聚會。今夏於勞工節長週
末，我們也安排了特約講員劉
慈謙博士，主領教會的退修
會。

靠主恩典和供應，我們願意憑
信心、使用不同的渠道，服侍
更多更遠的群體﹗

聖地牙哥講座

北加活動

Presence Newsletter 活現簡訊 2019 Fall 7



2019年1月至6月

活動概覽

活動次數 接觸人次

總數 37 1,832
活現商數 26 1,622
活現潛能 9 56
新心行動 2 154

活現潛能於3月23日邀得加州職業會計師
王俊女士主講「新稅制對你的影響」講
座。

葉顏瑋茵博士於6月29日在洛杉磯靈糧
教會主講「三代情深」家庭講座。

南、北加州「活現生命規劃」課程

「活現生命規劃」導師訓練課程製作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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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著神的恩典，活現繼續全心全意地為不同年代的人服務。對於
機構而言，資金總是短缺的，因此我們誠意邀請您參與每月的認
獻來支持活現，讓我們可以在社區以至網路上不斷提供培訓和各
種服務資源。我們希望活現能成為教會、家庭、特別是新一代適
時的幫助。

請掃描二維碼進入我們的「奉獻」頁面
來瞭解如何支持活現。願神賜福予您!

總收入:  $61,093

支出:   $129,078

結存:   ($67,985)

活現財務報告

2020 預算
總支出預算：$429,665

$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社區外展

教育產品

信息技術與網站

活現潛能事工

籌款開支

活現新心行動青少年事工

出版與文字事工

訓練課程發展

一般開支與行政

活現商數事工

多媒體

$1.4K

$3.8K

$25K

$28K

$38K

$42K

$42K

$48K

$55K

$67K

$80K

2019年1-6月活現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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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活現潛能」：
  選科與職業探索評估諮詢服務

黃蔡彩紋

經常碰到家長問一個問題：如
何令孩子自發上進? 一般家長
最感懊惱的是看見孩子本質非
常聰明，卻毫無進取的動力，
把精力全投放在網上遊戲及多
媒體的活動上，荒廢了光陰和
學業。

也碰到不少家長眼見即將進大
學的孩子在選科上不知何去何
從而著急。他們擔心孩子一旦
選了不對的主修科而須中途轉
系，費時失事之餘更令孩子充
滿挫敗感；輕則導致情緒低
落，心靈脆弱的可能會從此一
蹶不振，前途令父母擔憂。有
些情況是父母與孩子對選科的
意見分歧，產生矛盾和爭論，
甚至破壞彼此的關係。

活現潛能的選科與職業探索評
估諮詢服務曾幫助許多家庭化
解了以上的難題。這服務開設
至今差不多有六年之久，不少
客戶是由曾參加這服務又非常
滿意的家庭所推薦。今年上半
年，在葉顏瑋茵博士繁忙的日
程表裏，也安排了向六個高中
與剛進大學的年輕人進行測試
和指導。事後，他們都一致認
同這測試和與葉博士個別指
導，有助加深對自己性格的認
識；而這樣的了解對他們選科
和日後進入職場有莫大幫助。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位
高中生，在經過測試和指導，
找到合適自己的主科與職業路
向後，向我們表示以往的散漫
是因為缺乏目標；現在有了目
標，會全力以赴去完成學業。
家長看到孩子這學習態度的轉
變，也感覺非常欣慰。

每次當我看到帶著問題和疑慮
來進行評估諮詢的家庭，在經
過指導後歡天喜地、躊躇滿志
地離開的時候，我都非常感
動；這猶如目睹有人決志信主
得救般的興奮。能幫助年輕人
找到目標、對自己的前途充滿
熱情和希望，委實是一件很美
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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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您的孩子想更深入了解自
己的個性，以致能尋找適合自
己的興趣和職業路向；又或者
您渴望孩子重燃對學習的熱誠
與鬥志，歡迎來電諮詢。我們
期盼藉著這服務，使上帝所賦
予每個孩子的獨特氣質和潛能
得到發展和發揮，讓他們滿足
之餘也能回饋社會，榮耀造他
們的主!
 
註:「活現潛能」為小學、初中生和
他們的家長另設有學習風格和多元智
能評估測試，詳情歡迎來電查詢 
(626)810-5200。 



服務包括:兩份專業測試和個別指導
對象: 高中生、大學生、求職和轉行人仕

客戶對我們的評價,
對他最有幫助和裨益的部分:

E.L.：“了解我的個性及找出某種職業最能
   配合我的個性。”

J.S.：“性格評估有助於我找到目標…。”
 “顧問經驗豐富、非常專業。”

I.W.：“在縮小學科興趣範圍方面很有
   幫助，特別是縮小搜索範圍。”

大學選科和職業探索指導
助你確認你所熱愛的主修科和理想的生涯方向!

Inquiry: 626-810-5200  |  info@ppossibilities.org  |  www.PPossibilities.org
Presence Possibilities aims to help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succeed through professional 

assessments and consultations identifying their personality, unique talents, culture, 
learning style, ideal college major and career. It is an initiative of Presence Quotient®, a 

501(c)(3) non-profit organization based on Christian and family values.

學習風格、多元智能評估
助你了解孩子的天賦，提升他們的學習，促進親子和諧的關係。 



許美基

「活現生命規劃」自2017年推出以來，為參加者帶來不少正面的學習和果效：有的學員重新探索自
己的價值觀，有的審視自己與家人的關係，更有未信主的朋友被課程吸引而願意踏足教會。。。我
們為這一切感謝神！

2019年，神更為「活現生命規劃」課程開了一條全新的路。「活現香港」在剛過去的五月申請了香
港政府的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申請內容是期望透過聯繫高中、大專院校、教會和社區機構，向高中
生提供「活現生命規劃」初階課程（單元 A1 至 A4; 課程內容請參下表），並配合跨代導師計劃，
幫助提升學生們、他們的家庭、以至整個社區的堅韌力。無論此項申請成功與否，「活現」也會於
2020年初在香港深水埗區推行這個整全的方案，盼望不同年齡層的人都能得到這心靈培育課程的好
處。

至於美國方面，「活現」今年
除了在南、北加州提供「生命
規劃」課程以外（詳見右方圖
表），我們正密鑼緊鼓地拍攝
首半部課程 （單元 A1 至 A4
）的視像錄影，用以製作導師
訓練課程。我們的禱告是把「
生命規劃」的訊息通過教會、
互聯網和不同渠道傳播出去，
願意更多人藉此更懂得珍惜和
規劃生命，也更靠近掌管我們
人生的主！

2019 南、北加州「活現生命規劃」課程：

生命規劃主題 針對青少年的問題 生命規劃技巧培訓

A1. 尊重生命價值 – 
    確定人生優先序

缺乏人生長期目標 檢視和重新整理人生優先序

A2. 自我管理 – 
    建立健康的生活和情緒

缺乏生活管理的能力 學習多元的生活管理技巧

A3. 珍惜關係 – 
    學習經營生命中重要和
    親密的關係

缺乏家庭的支持 建立人際親密關係，與家人正面
溝通的技巧

A4. 拒絕誘惑 – 
    以健康的態度面對壓力，  
    來抵禦生命的挑戰和從比
    較而來的誘惑

缺乏壓力應對的能力，無法面
對因過度使用社交媒體帶來的
社會壓力和比較

管理社交媒體的使用、建立自
尊、學習抗壓和應對技巧

日期 地點 課程主題

4/30-5/9 北加州美福神學院 生命規劃碩士班課程
（共八個單元）

6/1 恆愛之家基督教會 A3. 珍惜關係 
– 學習經營生命中重
要和親密的關係

7/26-7/28 羅省東區宣道會
迦密團契家庭生活營

8/31-9/2 中橙縣華人浸信會活泉
團契退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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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心行動2019事工回顧

張穎思

2019年2月1號，活現新心行動
與羅省華人播道會聯合舉辦了
一年一度的信仰研討會，題目
是「傳福音與未得之民」，由
阿罕布拉市Seeds of Life教會的 
Shimazaki 牧師帶領。講員提醒
我們要分享福音、接觸尚未得
著拯救之民。激勵人心的信息
感動了一位年輕女孩的心，那
天晚上當牧師在台上呼召的時
候，她接受了耶穌。讚美主！
我們為這聚會的成果滿心感謝
神！盼望我們未來的信仰研討
會可以繼續激勵感動年輕信徒
的心。

2019年，活現新心行動蒙主祝福，為幫助年輕的一代，舉辦了一些活動，也分享了一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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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活現新心行動亦開始了
「為父母禱告」的青少年禱告
部落格系列，在我們網站上每
兩個月有一次分享。早在2017
年，活現就開始了每月一次的
「父母心禱告會」，讓家長
和有心人為兒女及年輕一代
禱告。為了持續跨代服事的信
念，我們盼望能透過這禱告部
落格，引導青少年學習如何為
父母禱告，並藉著禱告的行動
和想念父母生命中所遭遇的挑
戰，來關懷上一代。部落格網
址如下：https://renewthere-
sponse.org/category/prayer-
blog-series/

今年我們也在4月27日舉辦了一
個為青少年事工守望的禱告聚
會，目標是招聚一些關心年輕
人、對青少年事工有負擔的信
徒、領袖一起交流、分享和禱
告。我們邀請了三位同工分享

他們帶領青少年事工時的掙扎和
成功之處，包括來自羅省華人聖
經宣道教會的Christopher Spolar
牧師，Torrance靈糧堂的 Jason 
Low 牧師，以及West Covina 華
人宣道會恩光堂的青年事工領
袖 Lydia Chan。我們非常感謝他
們誠懇的分享。聽完每位講員的
心聲和掙扎後，我們眼界大開，
很具體看見支持青少年同工和領
袖的重要和需要，好讓神藉他們
去牧養年輕的一代。下半年我們

將會在11月2日舉辦另一場聚
會！我們盼望可以延續這個
平台，讓關心年輕一代的群
體，可以繼續對話和禱告。
敬請留意參與。

另外，我們設計了一些針對
青少年/青少年同工和父母的
問卷調查。這些調查內容和
收集到的數據，可以用來探
索有關年輕一代的需要，為
如何更有效服事他們的靈命
成長、以及教會青少年事工
的方向，提供寶貴的資料。

新心行動會努力為青少年和
青年事工同工繼續舉辦更多
活動，提供更多資源，勉勵
他們活出豐盛的信仰生命。
盼望您可以繼續與我們同工
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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