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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種家庭教養孩子風格:
心理学家鲍姆令德提出了教养方式的两个维度：要求和反应性。要求是指父母是
否对孩子的行为建立标准，并坚持要求孩子达到这些标准。反应性是指对孩子接受
和爱的程度，以及对孩子需求的敏感度。
I.权威型教养: 最有利于孩子成长的扶养方式。主要表现为：
1. 对孩子温和并充满感情，言语交流较多。2. 会耐心倾听孩子的观点，鼓励孩子独
立，同时会有一定的限制和控制。3. 设立恰当的目标，并要求儿童服从和达成这些
目标。4. 支持孩子的积极行为。这样的孩子长大后社会能力和认知能力出色，自信
心强，有较好的自控力，心境乐观，积极，成就感较强。学习也更勤奋，学习成绩
好。

II. 专制型教养: 这类父母对孩子的要求严厉，提出很高的行为标准，有些标准和要
求甚至不近情理。孩子抵触会收到体罚或其他惩罚。这种教养方式孩子长大后会出
现比较多的焦虑，退缩，往往不快乐。在学校有比较好的表现，长大后能尊敬师
长，孝敬父母。

III.. 放纵型教养：父母对孩子充满了爱与期望，很少对孩子提要求，孩子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儿童很难学习自我控制，为所俗为。这种教养方式长大后孩子表现得很
不成熟，自我控制能力尤其差，自我中心，固执，很难跟同龄人相处。啃老族，对
父母缺乏尊重，并表现出很强的依赖。
IV. 忽视型教养：父母对孩子的成长漠不关心，既没有要求也没有关心。极端的忽
视是对孩子的虐待，是对孩子情感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剥夺。这种环境长大的孩子，
社交能力不良，自控和独立能力都比较差。温和而坚定是正面管教一直以来的目
标，与权威型教养方式任务一致，即温和有效地沟通，坚定原则
https://www.jianshu.com/p/23ac30238244
Pray for your child everyday

每日為孩子代禱守望
1/01 -1/07
感謝讚美神的信實與慈愛
親愛的天父:
感謝讚美你的信實與慈愛, 帶領 (孩子的名字 )
過去一年來平安, 健康 , 快樂地成長。求天父保守孩子在新的一年 , 每天懂
得感恩, 每天懂得依靠你的信實與慈愛, 每天行在你的旨意中, 討你的喜悅,
心思意念蒙你悅納 ,在主的愛裡一天天成長, 神和人喜悅 (孩子的名字)的心
都一齊增長。
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 阿們

1/08 -1/14
仰望神的救恩及帶領
親愛的天父:
感謝讚美你 , 讓主耶穌降世為人 ,住在我們中間 , 體會人的軟弱 ,又勝過罪惡, 為
我們成就救恩。
求天父叫 ( 孩子的名字 )認識自己的軟弱 , 知道單靠自己不能勝過罪惡 , 願意跟
隨主並接受救主為生命的主。求主開(孩子的名字)的心眼願意順服聖靈, 依靠
聖靈的帶領。
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 阿們
1/15 -1/21
感謝仰望神的慈愛及恩典
親愛的天父:
感謝讚美你無微不至的愛, 求你帶領(孩子的名字)認識你的慈愛,心裡寶貴你的
救恩。
每天與老師及同學有美好的關係 , 改變 ( 孩子的名字 )不好壞習慣 ,救 ( 孩子的名
字)脫離一切的兇惡,
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 阿們
1/22 -1/30
承認神是永恆 , 聖潔的君王
親愛的天父:
感謝讚美你是永恆的君王,是統管萬有的主,萬民都敬拜獨一的,永活的真神。
求天父幫助( 孩子的名字 )跟隨主 ,每天行在真理及光明中, 不隨從撒旦的謊言,
凡事追求聖潔公義,也願意與人分享救恩的好處, 把祝福帶給周圍的人。
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 阿們

Believe in t he power of prayer
Have a blessed f amily!
相信禱告的能力, 願神祝福你的家庭!

Chinese School & Parent meeting schedule (2:00-4:00pm)
1/2020 題目/講員
1/05
停課日( 新年假)
1/12
上課日( 小晉 弟兄)
兒童主日學老師培訓 (1:00pm-- Lunch in Room
1C Building I )
1/19
上課日
1/26

中國新年美食
停課日( 中國新年假)

Kids Sunday school Schedule (10:00am -12:45am)
1/2020 Topics, message & bible verses
Obadiah the Prophet
1/05
1/12
1/19
1/26

Awana
1/2020
1/3
1/10
1/17
1/24
1/31

God promised to restore Israel and rule the earth as King.
Obadiah
The Captives Came Home
God kept His promise to bring His people home.
Ezra 1 –3
The Temple Was Rebuilt
God’s people rebuilt the temple to glorify God.
Ezra 4 –6; Haggai
Zechariah the Prophet
Zechariah said the Messiah is coming.
Zechariah

Schedule (Fridays 7:30-9:30pm )
Topics
NO AWANA
Leap and Bounds
Pick your own team
NO AWANA
Flashlight Night

我來了, 是要叫羊, 或作人 得生命, 並且得的更豐盛.
約翰福音 10:10

“ 豐盛 ” 這個詞在希臘語中是 perisson ，意思是 “ 非常、非常
高、無法測量、更多、有餘的、數量豐富，大大地超過人所能
期望或預期的。簡而言之，耶? 應許我們的生命遠比我們想像
的要好，讓人想起哥林多前書 2:9 的一個概念：“神為愛他的
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
想到的。
豐盛的生命並不包含豐富的物質。如果要是這樣的話，耶? 將
會是 最 富有 的人 。 但是 事 實恰 恰相 反 ( 馬 太福 音 8:20) 。
豐盛的生命是永恆的生命，這個生命起始於我們來到基督面前
並接受他為救主的那一刻，而且持續到永恆。
聖經對生命的定義,特別是永生是由耶? 自己提出：“認識? 獨
一的真神，並且認識? 所差來的耶? 基督，這就是永生”(約翰
福音 17:3)。
這個定義沒有提到能活多少天、健康、繁榮、家庭或職業。
事實上，它提到的唯一的事就是認識神，這是一個真正豐盛生
命的關鍵。豐盛的生命是什麼？首先，豐盛是精神的富足，而
不是物質的。事實上，上帝並不過分關心我們生活的物質環
境。 他向我們保證，我們不要為自己的衣或食憂慮(馬太福音
6:25-32;腓立比書 4:19)。第二，永生，一個基督徒真正關心
的生命，不是由生命的長度決定，而是由與神的關係決定。這
就是為什麼，一旦我們迴轉並接受聖靈的禮物，我們就說已經
有了永生 (約翰一書 5:1113)，最後，一個基督徒的生活圍繞著
“ 在恩 典 中成 長 ，並 認 識我 們 救 主 耶? 基 督 ”( 彼得 後書
3:18)。 (https://www.gotquestions.or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