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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七年第一梯次親子健康生活園蒙恩特刊 
2017.1.13~1.15 

 

 

 

 

蒙恩報導 

這次舉辦普及版的親子健康生活園，主題是

『剛柔順』，時間從一月十三日（週五）晚上七點，

到一月十五日（主日）中午，共三天的訓練行程。

因着不需要住宿，場地在一會所舉行，費用降低了

許多，除去了弟兄姊妹在財物上及時間上的考量因

素，參訓的家超過已往在石門山勞工育樂中心所舉

辦的人數。此次共有七十一個家，大人和孩子共有

二百五十人參加，其中有十幾家是第一次參加。 

第一天晚上詩歌帶動唱，藉着『剛柔順』之性

格主題詩歌，以及一首首兒童詩歌和聖經經節詩

歌，配上簡單的動作，讓孩子及父母能進入課程的

主題，並讓主的話能印在每個人的心中。接着孩子

分三個年齡層的活動：零至四歲的幼幼組、四至六

歲之幼童組、國小以上學齡的孩子。父母也一組一

組有交通，爲了第二天的課程積極豫備。 

第二天週六上午，先集中詩歌帶動唱，然後孩

子分齡進行活動，父母則集中到一樓，先爲課程的

負擔有開啓。王弟兄交通到：『剛』是向着仇敵的，

靈剛強、心志剛；『柔』是向着人的，心溫柔、話

語柔；『順』是向着神的，順從神、服從人。之後

再分三個個別主題的課程，由父母彼此配搭以兒童

排的方式進行，包含唱詩調靈、神話語亮光的開啓、

人物榜樣的傳輸、經歷的應用、再帶進靈裏的禱告。

下午課程結束後，各隊開始積極豫備晚上的闖關活

動；藉由各關精心安排的遊戲，盼望將性格要點作

到孩子們身上，父母藉此也得幫助，讓基督充滿在

每一個家庭裏面。 

第三天主日上午，一家一家在主日聚會中禱告

唱詩、讚美敬拜。接着各組父母彼此分享交通，花

時間陪孩子豫備是值得的，在聚會過程中也蒙了光

照，應該更看重孩子的屬靈教育。之後孩子們的展

覽中，學齡前的詩歌帶動唱，學齡以上的蒙恩見證，

感動並激勵現場的父母們。最後頒發各項操練的獎

項，讓每位願意操練的孩子及家庭得着鼓勵。 

藉着這三天親子園的訓練，使每個參訓的家

庭，不論大人和孩子，都能打下屬靈的基礎，且能

彀在家中繼續有操練，也有兒童排的生活與實行。

願主祝福祂的召會。  （十二會所 劉聖儒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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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輔蒙恩分享 

李幕晨弟兄 

  在分班課程中，我和配搭被分派到嬰幼兒室。

本來以爲要講一點課程的內容，但是一進去看到孩

子們，發覺不能用講的，只能自己先進入，還要操

練靈。小朋友雖然聽不懂我們所說的，但他看得懂

我們所作的，他們的靈是滿有反應。當我轉回到靈

中，轉向主，小朋友就會眼睛發亮，自然有反應；

當然還是有些小朋友讓我覺得不知所措，不知道要

做甚麼，我只能一邊仰望主，一邊求主擴大我，讓

我也能像你那樣低微地服事人。感謝主，藉着這次

的服事使我有新的突破；求主憐憫，能在今後照顧

小羊時，跟隨主的腳蹤，操練卑微溫柔恆忍，肯低

肩負重。 

 

盧晨凱弟兄 

  在這次服事中，暴露我根本沒有剛、柔、順

的性格。服事的起頭，我對這次的服事有很多自

己的想法與意見，外面因着從召會生活學會，不

該發表意見，但裏面卻一直在翻騰，這使我沒辦

法用靈，一直在心思裏打轉，無法剛強主動的服

飾每一個兒童，只是憑以往服事的經驗來應付，

真是虧欠主也虧欠這些孩子。直到第二天的大地

遊戲，我纔真正得着釋放，因爲配搭當關主必須

要更加操練靈，再加上同伴的配搭與扶持，使我

愈講愈喜樂，靈釋放，剛強了，心結就自然解開

了。當我剛強豪邁的主動服事，突破了內向性格

給我的限制後，發現兒童們也變得可愛了。感謝

主，憑着天然的人我作不到的，但只要靈裏剛

強，一切的問題都不是問題。我這次找到一條絕

佳的路，就是只要在靈裏，在那加我能力者的裏

面，凡事都能作，真正、最完全的剛柔順救世主

自己。 

 

陳彥興弟兄 

  這次參加隊輔的服事，與以往神人家庭的

配搭較不同。沒有太多話語傳輸的服事，多是

陪伴，並給親子許多相互操練的機會。 

  我很摸着服事弟兄一直提醒我們要釋放

靈，但這次並不是藉着大聲的禱告等我熟悉的

方式，而是帶動唱、問安、平時的相處。 

  孩子們真是對靈有感覺的，當服事者釋放

靈，帶着啓示傳輸時，他們的眼睛是發亮的，

是有興趣的。因此，裏面有一個感覺，孩子們

的悟性都很好，會舉一反三，當我們來服事他

們時，若只是給一些知識、道德勸勉，也許填

滿了時間，卻浪費了他們的青春；我們更該操

練我們的靈，讓主在靈裏向他們個別的說話，

雖然我們自己的操練也不彀完全，但仍能成爲

主的管道，讓人裏面對正確的事物有建立、有

感應，真是有價值、永遠的事，我願更多操

練，成爲主靈供應的管道。 

 

薛佳元弟兄 

  這次是我第一次服事親子生活園，雖然我

的組別青少年比較多，但在每個的課程分組，

我是被分到嬰幼兒班，很寶貝這般活潑、可愛

的嬰幼兒，表面上他們看起來都在做他門的

事，有時候也有很多情緒化的形情，但在後半

段的操練時間和鼓勵時間上，他們各各都像個

小神人，讓我覺得他們的呼求，真是清新呼求

主的人，並且在主耶穌的光中蒙保守，也使我

操練到剛的性格，剛是剛強不是剛硬，且要加

上柔和的性格，並且順從神的旨意，因爲帶這

種學齡前的真的需要好好的金主是一，反我們

天然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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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蒙恩分享 

一會所親職二區 連陳淑文姊妹 

  馬太十一章二十九節，『我心裏柔和謙卑，因此

你們要負我的軛，且要跟我學，你們魂裏就必得安

息。』主的溫柔顯示在祂進耶路撒冷時乃是騎着驢

駒，意即祂來並非要與人爭戰或爭競，乃是要作溫

柔的王；祂心裏柔和謙卑，亦即不抵抗任何反對，

也不看重自己，在一切的敵對中，主是柔和的，在

一切棄絕裏，祂心裏是謙卑的，因祂認識父的旨意，

因此無論環境如格，祂心裏都有安息，因祂以父的

旨意爲滿足。和孩子相處時，偶有幾次彼此對立衝

突，愈想指正孩子的錯誤，卻愈拉開彼此距離，主

的榜樣提醒我，唯有心存溫柔、話語溫柔，纔能柔

輭孩子的心，也纔能使人得建造。 

 

一會所玉山區 延陳湘詒姊妹 

  在參訓前預備課程雖然少不了有壓力，但在過

程中卻叫我這個人重新得力、得着更新。也叫我更

珍賞我的孩子以及一同配搭課程的家。因着親子園

的訓練使我們在生活及性格上能彀更往前。 

  在與配搭的家一同研討課程時，我非常蒙主光

照，主光照我在生活裏對孩子的話語常是不彀柔和，

我需要更多操練在話語上柔和使孩子被建造。 

  我也覺得現今這個世代邪惡，我們的家更需要

這樣的性格操練，這世代很容易讓我們的孩子對父

母、長輩有很多的理由不順服，藉着順的操練與實

行攻破堅固營壘，使孩子的心都能成爲順從神、服

從人的人。 

 

四會所 孫魏家樂姊妹 

  感謝主！原本我自己帶兩個孩子，大的五歲半、

小的三歲，常常是失敗的、無力的，本希望藉着講

理好好說，最後卻變成責罵。弟兄也常跟我說，媽

媽扮白臉，爸爸扮黑臉，我也常跟孩子說棍子是你

的好朋友，我請好朋友棍子跟你說。 

  還好我們有幼幼排、兒童排的生活，藉着幼幼

操、兒童詩歌、背經或禱告，我們可以有正常規律

的生活。自己和弟兄的關係，本來是很難一起禱告、

晨興，藉着親子健康生活園，回家後知道如何進入，

弟兄也對主較敞開，支持孩子過召會生活，一起爲

孩子的屬靈生活努力，這樣的同心合意真是超過所

求所想。並因着爸爸陪哥哥，發現爸爸又向前跨了

一大步，一同配搭帶孩子。巴望回家後的生活，藉

幼幼排、兒童排，將剛、柔、順作進孩子的性格裏。 

 

五會所成功二區 吳潘庭欣姊妹 

  聚會前拿到手冊和故事，得知親子健康生活園

不單是前來參加，而是在生活中，家長帶着孩子一

起進入，無論是詩歌、故事等，家長都要率先操練，

孩子就會跟上來。我們家老大剛滿四歲，有次一起

收玩具時，跟我們說：『要有耐心，很快就收完了！』

由此可見，平時的行爲和傳輸，他是一點點的在接

受，不可小看。每次睡前關燈後，他就會呼求主名，

說：『呼求主名我就不害怕了！』還要我們陪他唱大

衛的歌，他說就不會作惡夢。經過這次訓練，很享

受跟孩子成爲同伴，彼此激勵、彼此操練，無論是

生活中，還是兒童排、主日，時時轉向主、操練性

格，使我們全家被主充滿，成爲神的彰顯。 

 

六會所忠貞區 張從雪瓊姊妹 

  感謝主，讓我和孩子能有分於『親子健康生活

園』。靈裏很喜樂，但要事先有所預備，我向主尋求、

禱告，在忙碌中抽空操練、預備，也帶着孩子一點

一點的練詩歌帶動唱、背三字訣和七字訣。 

  我和平鎮幾位初信的姊妹是同一組，很珍賞姊

妹雖得救不到一年，卻是竭力的擺上自己，用心預

備，讓我很受激勵。到了分組現場，和八德弟兄姊

妹一同配搭、觀摩，也讓我學很多。另外我也珍賞

這次活動的用心安排。依照各年齡孩子，在課程內

容上、活動上，各有不同的規劃；且有豐富內容的

手冊、配套的 CD、繪本。在場地的佈置上，也細

心的爲幼兒舖設地墊，會場牆上張貼詩歌大字報。

隊輔們也很溫柔，活出人性美德。 

  盼望我們都能持續操練靈，在主裏剛強，以堅

強的意志與主配合，以溫柔的牧養態度，成全我們

的孩子，爲主預備合用的器皿，願主得着我們。 

 

十二會所假日區 黃碩義弟兄、黃黃玉怡姊妹 

  這次的課程內容，不僅小朋友得開啓，我們父



 

4 
 

母也蒙光照。剛強、溫柔、順服我們都很需要。像

主耶穌上十字架，明知要被釘死，仍然順從父的旨

意，實在很剛強。有時我們遇到聚會時，因身體疲

累，可能就不去了。我很需要主這樣剛強的性格。 

  感謝主，這次親子健康生活園的主題是剛、柔、

順，對我是很大的提醒。剛強該是我們對仇敵、對

自己的態度；溫柔是對別人的態度；順是順從神、

服從人。我們常常是對別人的態度太剛硬、不溫柔，

而對神不順從，和神講理由，不順從聖靈的感動。 

 

十二會所會稽區 吳顏美華姊妹 

  感謝主！藉着這次的親子健康園地，操練了剛

柔順的性格，瞭解這三種性格乃與牧養有關： 

  一、牧養的基礎：剛，要靈剛強、心志剛纔能

成爲牧養的人。 

  二、牧養的原則：柔，要心溫柔纔能顧惜人、

話語柔纔能建造人。大衛就是一個柔的人，顧到以

色列的百性，不抵擋掃羅，登基之前受神操練十五

年，成爲以色列第一個君王。 

  三、牧養的目的：順，『順』是對事物、『服』

是對人，有時甚至服而不順。要『順』必先攻破我

們心思的堡壘，在神前不自高，纔能順服神，順服

神所設立的權柄。 

  這三種性格與召會的繁增有密切的關係，孩子

在年幼的時候就能操練剛、柔、順，成爲一個愛主，

遵行主話、愛人、愛召會的人，在兒童排中學習邀

人，使基督身體得着擴增、繁殖。 

 

十三會所信光區 廖文毅弟兄、廖蘇美如姊妹 

  感謝主，召會關心兒童，每年寒假前都會舉辦

親子健康生活園。今年需要背剛、柔、順性格定義，

練習詩歌帶動唱，家長要準備課程。自從拿到課程

CD，姊妹每天都會教孩子，與孩子一同聽大衛的故

事；我也把撒母耳記裏大衛的故事，和剛、柔、順

的性格要點傳輸給孩子，使全家都進入這負擔裏。 

  在訓練過程中，孩子在午休時不順服母親，有

爭執，但因着第三堂順的課程，孩子被主摸着了，

不僅對母親道歉，還在禱告裏向主認罪。這樣的訓

練實在幫助孩子從小就被正確性格規範，並在這個

邪惡的世代裏有判斷力，不至於受影響。 

  藉着預備親子健康生活園，讓我受詩歌的提醒，

『敗壞的話，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按需要說建造

人的好話』。當快要發脾氣時，裏面也有聲音提醒我：

要溫柔，心溫柔，話語柔，話語柔和纔能建造人。

謝謝神訓練我們，使我們一同走建造的路。 

 

十三會所永安區 鍾慶男弟兄、鍾游瑛芬姊妹 

  神所賜的不是膽怯的靈，乃是能力、愛並清明

自守的靈。這是第二次參訓，這不僅是子女的課程，

也是家長的課程，我們要恢復家聚會的實行，也要

帶着小孩去傳福音，週週走出去。社區週週有兒童

排，要鼓勵孩子對同學有負擔，平常陪伴他們晚上

背經、讀經。我要奉獻用有限的時間出去得人，並

陪伴人家聚會，在社區配搭兒童排。 

  這次是我們這個家第二次參加親子健康生活

園，原本因着上次小兒子參加時，非常不順服，使

我們很困擾，所以打定主意今年不要參加，但主沒

有放我們過去，藉着姊妹們不間斷的禱告與鼓勵，

讚美主，我們在最後關頭報名了。 

  主題是剛柔順，對我實在是蒙光照，不斷提醒

我要讓剛柔順的性格先作到我自己的裏面，並需要

不斷的操練在生活中活出剛、柔、順，因爲孩子們

參訓回家後，會說：『你不是說要溫柔，怎麼又生氣，

你要操練溫柔。』孩子眼睛、耳朵無時無刻都在看、

在聽，主重新調整我們，要在生活中作榜樣，操練

過神人生活。 

 

十四會所 鄧春筑姊妹 

  感謝主，讓我們家有機會參加這次親子健康生

活園─剛、柔、順的訓練，因着訓練的安排是要孩

子與家長先備課，讓主的話和真理更多的進到我們

的家庭生活中。孩子非常單純，只要我帶着他唱詩

歌、帶動唱、說故事，他就跟着我一同往前。 

  我在嬰幼兒班配搭順的說故事。在訓練中有許

多的話語交通，說到順從權柄不是對事而是對人，

因爲父母乃是神所設立的權柄，就應當順服，不僅

幫助我調整對父母的態度，也讓我操練將這樣的觀

念傳輸給孩子，幫助孩子從小認識正確的人性。 

  在小組聚會及闖關活動中，幫助我跟孩子有許

多親密的互動，讓我更認識孩子，一直認爲他是聰

明到讓我跟不上，原來他是沒有自信、需要許多陪

伴。願主保守他認識主，一生蒙主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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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會所龍潭區 張陳立欣姊妹 

  這次親子健康生活園的訓練裏，有二個令我印

象特別深：第一個點是詩歌帶動唱，在練習詩歌時，

雖逐漸對詩歌熟悉，但來到這裏，藉着姊妹們的帶

動唱動作，使我對詩歌裏的話更有感覺，且被加強。

第二個點是禱告的關，藉着弟兄的幫助，教導孩子，

將我們輭弱的情形向主敞開，用主的話來抵擋消極，

把主的話接受進來，讓主更多充滿構成在我們裏面。 

 

十五會所建國區 陳中豪弟兄、陳彭玉蓮姊妹 

  讚美主，在親子園剛、柔、順的課程中，爲我

們每一個人加力加恩，讓我們操練靈裏剛強、心溫

柔、話語柔、不主觀、不固執，能順從神、服從人，

能活在靈中，在艱難的環境中依靠主。 

  經過這三天的課程，常常不住的哼唱『靈裏剛

強不膽怯，心志堅剛不動搖，存心溫柔不堅持，話

語柔和建造人，要凡事謝恩，要不住禱告，要常常

喜，這是我的宣告…』這樣與衆肢體調和在一起，

一起配搭受成全，不管是孩子們，更甚是我們大人

們，剛柔順的性格將種在我們裏面，在生活中、在

爲人處世上，能彰顯主的美德。阿利路亞，讚美神！ 

 

十六會所第六區 黃曉婷姊妹 

  這幾天親子生活園最印象深刻的事，就是長老

陪同一起跪地爲着全家禱告，心裏非常的感動，因

爲平常都是看着長老在臺上傳輸給我們。心裏深深

覺得主一直在聽我們的禱告，把祝福加多到我們這

家，也非常光照我們這家，感謝主一切的美意。 

  在孩子身上看見很多的進步。兒子是一個很有

主見的人，讓我很傷腦筋，作媽媽的常忍不住急躁，

跟孩子起爭執，因此天然的個性就這樣顯出來了。

主憐憫我，我常悔改轉向主，求主牧養我，使我柔

和，自己先作榜樣給孩子看。感謝主，這個課程叫

我受益良多。 

 

十七會所正光一區 潘勁波弟兄、潘江筱筠姊妹 

  我很享受每一次全家的參訓，因爲每一次參訓

就會帶進一次新的復興，並且再將我們聖別出來。

不過這次親子健康生活園要父母預備信息並傳講，

這又是另外一種挑戰！要詩歌帶動唱、要預備信息、

要整理內務，還沒上課前就十分焦慮。感謝主，總

有老練、忠信的弟兄姊妹在一旁扶持，也就不覺得

重擔了。藉着剛、柔、順的信息，叫我們看見主耶

穌和大衛的榜樣。闖關部分，我很摸着全家一同的

禱告，孩子和我們平時沒有很多操練，所以就顯得

生疏，一面有曝露，一面也叫我們全家再操練。 

  這次全家能參加剛、柔、順親子園。我很蒙光

照自己並不是一個剛、柔、順的人。我常是向着孩

子、弟兄剛，向自己柔、順，且會爲自己的行爲找

理由─生氣、罵人是因孩子不聽話，晚睡是因我要

休息，不能提前預備信息是因爲累了等等，但『理

由』是撒但所建造的營壘，攔阻人認識神的事，我

們需要一再受成全，建立合主使用的性格！ 

 

十八會所宏太區 周士清弟兄、周羅乙華姊妹 

  因着會所裝修的服事，豫備親子園的時間與心

力就變得很少。但兩次的豫備聚會以及第一天的準

備，讓我感覺我們家是保護在方舟裏的人，也寶貝

過程中和其他家庭的彼此代禱與互相扶持。藉由王

弟兄信息的開啓，爲了成爲合適牧養的人，大衛經

過了很長的豫備時間。直到成爲一個剛強、對神柔

和、順從神與權柄的人。孩子漸漸步入青少年，我

們越來越珍惜能一同參加親子園的機會。 

  很感謝召會的服事，我與孩子能在進入國中前

操練剛、柔、順的性格。主日上午兒童排示範說到

一位小學六年級，爲同學一個個禱告、唱詩歌給同

學聽、向同學傳福音時被譏笑等。但他爲主站住，

摸着剛強是神自己，我們有這寶貝在瓦器裏，要顯

明這超越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願和孩

子一同爲要來這學期奉獻禱告，向同學傳福音，把

握機會。 

 

臺北十九會所 韓甄美施姊妹 

  感謝主使我們有分這次的成全，參加前的預備

使我們一家很蒙恩，抓緊時間操練並進入課程，孩

子的渴慕是我最大的動力，使我配合神在身體裏的

供備。在親子健康生活園與同伴一起操練，是孩子

最喜樂的事，一家一家愛主、追求主，肯出代價操

練，使仇敵蒙羞，將神的國帶到地上。這次的操練

是我們急需的，感謝主的牧養，操練靈剛強，說話

溫柔，順從神、服從人，我們不但有高峰的真理，

也更有實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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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暨學齡蒙恩分享 

一會所青少年區 連亮凱（國二） 

  這次訓練中，我最摸着「順」。求主赦免我，在

家時常頂撞父母，當父母叫我不要滑手機、糾正我

的不對時，我有時會不耐煩的回話。但是神說：「聽

從勝於獻祭，聽命勝於公羊的脂油」。求主使我能時

時活在靈中，常讀主話，用主的劍擊敗仇敵。 

 

一會所青少年國中區 吳恩瑤（七年級） 

  剛開始來參加訓練，我是抱着隨便的心態，因

爲同時要面臨段考和轉學考，根本沒有把主的事放

在心上，也因爲同伴的成績都名列前茅，所以心裏

感到無比的壓力，必須要很認真的準備讀書，纔能

考上滿意的成績。聽到要來親子健康生活園，我很

生氣的對媽媽說，『明明就要考試了，爲甚麼還要來

這裏浪費時間』。但後來纔發現在這裏是無比的輕

鬆愉快。主光照我，祂使我在很多事上都一帆風順，

但我卻不願意相信祂、順從祂，祂給了我許多恩賜，

而我卻沒有奉獻時間給祂。『順』就是順從神、服從

人，也是我很需要操練的地方，求主指引我到正確

的道路，使我能順從祂，並順服祂賜允權柄的人。 

 

一會所青少年國中區 吳恩瑄（六年級） 

  這三天我最摸着的就是剛、柔、順裏的「順」，

因爲我常常用大小姐的口氣和爸媽說話，叫爸爸洗

碗，叫媽媽收衣服。訓練結束，讓我知道應該要服

從權柄，不頂撞，求主讓我作一個「順」的小神人，

叫我在一切環境中，靠主操練學習順服。 

 

一會所青少年國中區 周信安（六年級） 

  我對『順』最有感覺，主先光照我，使我看見

我實在不是一個順的人，每次父母、師長叫我去作

一些事，我都會說：『我不要』，並在心裏告訴自己：

『這是對的麼？這應該不算不順服罷！』在親子健

康生活園，我學到了許多榜樣，也漸漸的發現在學

校對師長的不尊重和不順服，在家中對父母的頂撞

都是不對的。感謝主，求主把順的性格作到我裏面。 

 

一會所 趙欣愛（三年級） 

這次親子園我最喜歡大地遊戲，第一關是填聖

經節，弟兄們爲我們禱告，我發現了自己的性格缺

點，禱告時也很感動，其他每一關都很好玩，最後

全部關卡都過關了，我感覺很開心。這次學到的經

節是以弗所書四章二節『凡事卑微溫柔恆忍，在愛

裏彼此擔就』。回家後好好操練纔會有好的性格。 

 

一會所  謝瑋芸（二年級） 

求主讓我可以像大衛一樣剛強不膽怯，像神一

樣柔和，像大衛一樣順從，並且能一直記得剛柔順

的性格，認真操練，勇敢的邀請同學參加兒童排。 

 

一會所 延書瑢（一年級） 

  這次我最摸着的是剛。我平常碰到新環境和不

認識的大人，會不願去接觸，在聚會中我也不敢申

言；以後我要藉着呼喊主名，讓主耶穌幫助我，使

我不膽怯，不畏縮，能堅持，不怕困難。 

 

五會所 陳紀實（五年級） 

  這次我學到剛柔順的性格課程。剛就是要靈剛

強，心志剛。有一次我因爲不剛強就沒考好；當我

看到考試題目很難就輭弱了，沒有剛強的去面對困

難，沒有認真想一想；考試結束時考卷一半都沒寫

完，有很多會作的題目都沒寫。剛的性格很重要，

回去後我要認真操練。 

 

五會所 張樂銘（二年級） 

  我最喜歡的是大地遊戲。活動中『柔』的這一

關，要我們輕輕的拍氣球，學習和人接觸、說話都

要像拍氣球一樣。我就想起在家中常常對哥哥不溫

柔，回家後我要操練柔的性格，求主耶穌幫助我。 

 

五會所  李聖恩（一年級） 

這三天我都好興奮，因爲有好玩的：可以操練

剛柔順、聽大衛的故事、呼求主名、可以玩大地遊

戲、可以唱詩歌、還有闖關，讓我覺得好喜樂。剛

是靈裏剛強不膽怯。柔是存心溫柔不堅持。順是順

從神服從人。哦主耶穌，求你叫我要順服爸爸媽媽，

不要剛硬，哦主耶穌，感謝讚美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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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會所 張詠晴（五年級） 

  在課程中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是袁叔叔說他出

差去印尼回不來的經歷，說到他如何靠着主，在靈

裏剛強的面對一切的困境，最後突破了困難。聽了

使我很感動，我也要操練在靈裏剛強，能主動面對

困難不膽怯，主動堅持不退縮，操練剛的性格。 

 

九會所  袁中泉（四年級） 

我最喜歡的課程是剛，就是靈剛強，心志堅剛

不搖動，抵擋撒但。一會所四樓有球池，雖然服事

者說若是玩會扣分，我還是很想找機會趁服事者不

在時進去玩，於是我們就操練靈，拒絕了這誘惑。 

 

九會所  許以安（四年級） 

課程中大衛的故事，剛柔順的性格使我感動。

他從小就十分順從爸爸和神的話；且靠着萬軍之耶

和華的名，面對別人不能克服的困難，剛強的擊敗

菲利士人歌利亞；他也柔和的恩待約拿單的兒子米

非波設。我願照着他的榜樣操練，有剛柔順的性格。 

 

十二會所 劉璟霖（四年級） 

  這三天讓我認識剛柔順的性格，剛讓我們剛強，

柔讓我們心溫柔，順讓我們順從神服從人。平時我

會生氣，不順從長輩的教導。順的課程使我知道，

所有的權柄都是神所設立的，順服人就是順從神；

這次回家後我要好好的操練順的性格。 

 

十二會所  黃沛恩（三年級） 

我對順最有感覺，因爲我在家裏常常不順服父

母，父母有時叫我不要看 3C 產品，我卻不順服；

我也常常對父母所教導的說不要，我是不能順服的

人，求主原諒我；我要多禱告，求主耶穌幫助我順

從父母，感謝主。 

 

十二會所  蔣牧恩（三年級） 

感謝主！這一次的親子健康生活園，我學到了

很多帶動唱詩歌。也有闖關活動。這次我們學到了

剛、柔、順的性格，還有三字訣和七字訣。感謝主！ 

 

十三會所青少年區 陳禛（七年級） 

  剛開始知道要參加『親子健康生活園』，只有滿

心的不耐煩，因爲那時大考尚未結束。但這次生活

園的主題是順，要順從神、服從人，我就是沒操練

服從人，師長叫我作事時總是心不甘、情不願。但

在經過這三天的操練，我學到要服從權柄。實在虧

欠，我向神也不順服，祂說東我就作西。主真的很

憐憫我，在我不順服時，沒有背棄我、拋棄我，主

阿，求你讓我在新的一年中，可以更操練順服主。 

 

十三會所  董道柏（三年級） 

在這次的親子健康生活園，我認識了剛柔順的

性格，特別在剛這一方面讓我印象很深刻。我需要

操練靈，只要我的靈剛強就不會膽怯。常常在學校

會被同學說不好聽的話，我就學習常和主說話，我

呼求主時就有一種溫柔的感覺，就比較不會受他們

的影響。從這次課程我纔知道，我能不膽怯是因爲

我操練了我的靈。求主保守我今後能繼續操練，勇

敢剛強的面對每一個困難。 

 

十三會所  廖辰欣（三年級）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操練順的性格。在訓練中我

不順從媽媽的教導，她又生氣又難過，她讓我來學

習，我卻不在乎。我懊悔的向主認罪並且禱告，雖

然我常常不聽話，但是我願意操練順從，求祂幫助

我。後來我去對媽媽說對不起，媽媽也原諒我了，

我以後要繼續操練順的性格，順從神服從人。 

 

十三會所 張奇恩（二年級） 

  我學到了剛強，我每天都要操練剛。因爲我不

敢自己一個人睡覺，每次一關燈我就很害怕。現在

我知道只要我呼喊主耶穌，祂就會陪我，與我同在。

回家後我還要天天唱，向前行鼓起你勇氣，我要作

發光的小明燈。 

 

十三會所  畢勝（二年級） 

我最喜歡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節，因

爲這首詩歌很好聽，主耶穌說凡勞苦重擔的，可以

到我這裏來，因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

的。我可以全心倚靠主，太棒了，感謝主，阿們。 

 

十四會所 張桂淳（四年級） 

  這次我學到了剛柔順，我發現我沒有柔和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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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在學校對同學不溫柔，在家裏對父母也不順

服，我要禱告，求主幫助我建立好的性格。 

 

十五會所青少年區 張以聖（七年級） 

  在這一次的親子健康生活園中，我最摸着的性

格就是「柔」。我常常覺的班上的同學對我的態度都

不是很「柔」，但是我卻沒有發現我說的話也常常刺

傷別人的心。所以我不僅要學習「話語柔」，更要學

習「心溫柔」，讓主的話栽種到我的裏面，使我所說

出來的話，也都是建造人的好話！ 

 

十五會所  陳昱昇（六年級） 

在親子健康生活園中，我學會了剛柔順，這一

組蒙神喜悅的性格。剛就是要主動不被動；要堅持

不動搖；不退縮，不自覺，有作爲；只有在靈裏纔

能剛強。柔是溫柔纔能承受地土，我要作一個會與

人和睦相處的人。順是只要在基督光照的生命裏，

就能在一切環境中，順從神服從人。我們既是神的

兒女，就當好好操練性格，過神人的生活。 

 

十五會所  李怡瑄（三年級） 

這次訓練的主題是剛柔順，剛就要靈裏剛強不

膽怯，心志堅剛不動搖。柔要存心溫柔不堅持，話

語柔和建造人。順是要信而順從神喜愛，服從權柄

不頂撞，希望這次學的剛柔順不只可以進到我心裏，

還能使用在生活上，養成好的性格。 

 

十五會所 陳紹宇（二年級） 

  我最有感覺的是順，年幼的要順服年長的，不

管他比我大多少，我都要順服他，心裏還要樂意；

要順服神，也要順服爸爸媽媽。 

 

十六會所 邱羚潔（四年級） 

  訓練中的三字訣和七字訣，需要學習在生活中

來運用。弟弟不聽我的話，我很生氣，但是一想到

要心溫柔、話語柔，就轉回靈禱告，溫柔的對待他。 

 

十六會所 張基瑄（二年級） 

  我很喜歡『神的飛鷹』這首歌，大家唱歌時，

好像真的在自由飛翔，我特別喜歡和媽媽一起跳帶

動唱，越跳越喜樂。 

十六會所  羅莎（二年級） 

在遊戲的禱告關，有弟兄和我們家一起禱告，

很享受主的同在，我也看見自己的缺點向主認罪，

順從神服從人。在配搭挑擔子這關，我學會了要與

人合作，要剛強主動的操練。回去後要學習在生活

中運用剛柔順的性格對待人，讓人感到溫暖。 

 

十六會所 邱鈺城（二年級） 

  我最喜歡的是大衛的故事，他剛強的打死了大

巨人歌利亞，我要學他不怕困難，順從神，不頂撞。 

 

十七會所  潘子曦（四年級） 

這幾天我學到了許多剛柔順的性格重點，特別

是『剛』，印象很深刻。剛就是剛強，意志堅剛，勇

敢，不剛硬，不動搖，不懦弱，有作爲，成功神旨

意。我在傳福音常是膽怯的，要藉着禱告操練靈，

使我能放膽不怕同學拒絕，勇敢邀他們參加兒童排。 

 

十七會所 陳宣名（四年級） 

  我最喜歡聽大衛的故事，也很羨慕他有剛柔順

的性格。我不彀剛強，我們家有兒童排，我不太敢

邀同學，怕他們會笑我。我也不溫柔，還會欺負妹

妹。我也不順，有時會和父母頂嘴。求主幫助我，

在回家後能認真操練，養成好的性格。 

 

十七會所  潘芯琂（二年級） 

我覺得大衛很勇敢，因爲她靠着神就能打敗大

巨人歌利亞，所以我也要像大衛學習，不要怕狂風

起黑夜深，天天鼓起勇氣剛強壯膽。 

 

十七會所 陳謙柔（一年級） 

  我喜歡大衛的故事，爲大衛是一個剛強的人。

當大衛的妻子被亞瑪力人擄走，大衛因耶和華得以

剛強，奪回亞瑪力人擄走的一切，希望我也能像大

衛一樣，因主得以剛強，敢常常爲主申言。 

 

臺北十九會所 韓多喜（三年級） 

  感謝主！我喜歡闖關，藉着這次的健康生活園，

我開始操練剛柔順的性格。我很開心，因爲我學到

了剛柔順這一組性格的意義。還有許多詩歌，三字

訣、七字訣，回去我要繼續操練，養成好的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