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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IUSA 
Latest News 編者高莉娜姊妹帶領《美證悅讀》

感謝神的恩典，帶領高莉娜姊妹於2019年一月加入本會擔任培育事工主任。

高姊妹畢業於達拉斯神學院中文部基督教聖經研究碩士。為國際註冊婚姻家

庭諮詢師(ICMFC)，於北京根基成長教育講師與父母教練執業六年。從事家庭婚

姻、親子教育等培訓工作。在輔導眾多家庭的過程中領受異象，2016年進入達拉

斯神學院接受裝備，在聖經真理上紮根，預備自己服事眾教會與家庭。未來將規

劃本會培育事工，幫助教會信徒靈命更新與裝備事奉人才。

如在教會同工培訓與個人輔導上有需要者，請與高姊妹聯絡。歡迎你加入

《美證悅讀》微信平台，與高姊妹每周二線上閱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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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  陳蓮香
2019年度
部分培育事工計劃

生命需要成長，信徒需要裝備！

新的一年開始了，相信每一個信徒都渴

望，能夠在聖經話語中更新自己與神的關

係、與家人的關係，也更能夠在教會的服侍

中從新得力。使我們能夠有智慧地支取從神

而來的喜樂與活力。並有能力將更新的生

命，彰顯在與親人的互動、教會的服侍，以

及能夠在這個支離破碎的世代中，活出基督

的生命。

證主期望以神的話語（聖經）為信徒生

命成長的推進器。藉著個人屬靈生命成長、

協助家庭建立親密的關係、幫助教會發展第

二代事工的訓練，讓信仰不僅僅在我們這一

代生根結實，更能夠藉著我們的生命影響生

命，將信仰傳承給下一代。

以下是證主2019年度已規劃的各項教育

事工:

生命更新事工：

｢認識真實的我｢與｢生命的覺醒｢兩個主題。    

生命塑造系列課程由TESOL和心理輔導

碩士、中國國家2級心理諮詢師、Birkman認

證教練、Prepare/Enrich輔導員、哀傷分享事

工輔導員、弗州心理健康諮詢師協會會員

（FMHCA）于莉老師(Kimberley Yu)主講，

她在Audire屬靈指引學校(Audire School 
of Spiritual Direction)接受訓練、實習和督

導。過去的20年一直在幫助個人、夫妻和團

隊在個人成長與關係成長上，經歷上帝的同

在、生命蘇醒與更新。	

信徒裝備事工：聖經文體與教學法課程

由西南浸信會神學院宗教教育碩士、加

州惠斯敏特神學院宗教學聖經研究碩士及卡

利蒙神學院教牧學博士劉秀嫻傳道(Pastor 
Dora Liu)主講。主要教導新約福音書中有關

神蹟、教訓與神蹟等文體與教學法；舊約聖

經文體釋經與教學法。

家庭親子事工：

親子教育與高EQ課程由加州Azusa Pacific 
University領導學碩士畢業，專攻自我領導及

家庭領導的王祈老師(Debbie Hwang)主講。

父母成長系列講座由達拉斯神學院基督

教聖經研究碩士、國際註冊婚姻家庭諮詢師

（ICMFC）、中國科學院青少年心理健康教

育指導師、國家認證兒童注意力訓練師、根

基成長教育機構的父母教練高莉娜老師(Lina 
Gao)主講。	

第二代事工：

生長於基督徒家庭，少年時隨父母移居

美國的李道宏牧師。他是四個孩子的父親，

也是多年行醫的醫生和教會的牧師。他瞭解

華人父母的文化和心理，也瞭解華人後代在

美國成長的掙紮。同時，從牧師的角度，他

也深深的瞭解華人教會『第二代事工』的挑

戰。他所寫的｢愛主第二代系列｢從不同年齡

段、不同側面啟發華人父母和牧長，如何突

破自己屬靈上、文化上的障礙，把兒女真實

地帶到主的面前來。

李牧師是高產的作家，截至2019年已著

書13冊，內容覆蓋了基督徒牧者、父母、夫

妻面臨的教養難題。同時，他也即將錄製完

成60集、五分鐘的視頻教導。這個視頻系列

的主題是《關心兒女的靈命健康》，期望能

夠幫助新媒體時代的父母們，用新的學習模

式建造家庭與兒女的生命。

我們期望所提供的每一個課程不再僅僅

是一場｢培訓｢，而是一個｢培育｢生命的過程。我

們更渴望藉著一系列課程的｢培育｢與｢陪伴｢，

幫助信徒在生活上能有一個新的跨越。願上

帝的慈愛與恩典伴隨我們這一年的生活與侍

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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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2019年度教育培訓課程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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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MINISTRY

關懷
中國

編者中國故事―無名傳道者系列IV
《曠野中的道路》

放棄學業，應主呼召

我是2003年在德國留學的時候歸主

的。當時為了學習神的話語，我們組織了

一個小型的查經班，由於我們是當地第一

批信主的中國人，一切都要“自給自足”

。為此，我在網絡上報讀了一個聖經學院

的課程，沒想到，我的人生也因此有了一

個巨大的轉變！

網絡的課程，不僅讓我在真理上有了

全面的裝備，也開拓了我對於服事的眼

界，看到了一條『與眾不同』的服事之

路。2005年，雖然我還未完成全部的學

業，但上帝呼召我回國事奉。經過一年的

禱告尋求，我最終選擇順服呼召。

孤獨寂寞，唯主相伴

回國以後，上帝讓我看到中國當時有

超過2億的網民，其中不乏『未得之民』；

同時還有很多基督徒，由於異地打工的原

因找不到教會，或者在本地教會得不到足

夠的屬靈餵養。上帝給我負擔開始網絡事

工。有在線查經、個人協談以及婚姻輔導

等等。

剛開始的時候，真可謂舉步維艱：沒

有教會支持、沒有固定收入，甚至沒有弟

兄姊妹的理解。雖然生活上有困難，事奉

中也受傷害，幸好還有主相伴左右。每次

來到祂面前的時候，總能得｢安慰與鼓勵，

重新得力、再次出發。

感恩祝福，賴主恩典

網絡的服事一干就是7年，回頭想來，

若非上帝的恩典，絕無可能堅持下來。每

當有弟兄姊妹告訴我，因｢我們（我和我太

太）的服事他們對上帝有了更深的認識，

或者和上帝的關係又更進一步，我都深感

欣慰！我真知道這不是我做了什麼，乃是

上帝愛中國的教會、愛中國的弟兄姊妹，

藉著各種的平台、工具，給予他們最切實

的餵養。

	『我的恩典夠你用的』（林後12:9）

雖然現在主要的服事方向已經不在網

絡，但無論何時我都確信，祂的恩典夠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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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ve up study and reply to Lord’s calling
I converted in 2003 when I was studying 

in Germany. We organized a small Bible group 
to study Bible. Since we were the first Chinese 
group converted to Christianity, we have to learn 
to self-sustain ourselves. So I applied a online Bible 
college course. This changes my life dramatically.

This online Bible course, not only equipped 
me in truth, but also expanded my view of service 
in the Lord. I saw a “unique” path to serve Him. In 
2005, I was called to return to China to serve my 
Lord even I didn’t finish my study in Germany yet. 
After one year’s praying and searching, I chose to 
submit myself to His calling and return to China.

Lonely, but not Alone, 
After returning to China, God opened my 

eyes and I saw that there were over 200 million 
netizens in China. Many of them are “unreached 
and unengaged” people group. There are also many 
migrant Christians who can’t find church since they 
were far from their hometown. And many can’t 
receive enough pastoring from their church. I had 
the burden from my Lord to serve online ministry, 
which includes online Bible study, personal touch 
and marriage consoling and etc. 

It was really challenging at very beginning, 
I don’t have church support, and stable income. 
Sometimes, I could be misunderstood by other 
brothers and sisters. Although I had hardship to 
sustain my life and hurts in service, I had my Lord 
by my side. I had His comforting and encouraging 
whenever I came to Him. I regain the strength and 
be relaunched.

Blessings from His grace
I worked as online ministry for seven years. 

When I looked back, I see His grace to me to 
support me serving Him. Whenever a brother or 
sister shared with my how my (my wife and I) 
service help them to know our God more, or they 
are closer to the Lord. I am deeply gratified. I really 
don’t know what I have done. It is our Lord, He 
loves Church and believers in China. He provides 
the most solid supply to through different platform 
and tools. 

“My grace is sufficient for you”2 Cor. 12:9

Though my main serving focus is not on 
internet, I deeply believe at anytime that His Grace 
is sufficient for me. 

EditorNameless China Ministers IV — 
He Makes My Way

6



LITERATURE
MINISTRY

文字

出版
編者1月特價書推薦 7

http://cci08.dyd.solutions/%E7%89%B9%E5%83%B9%E5%A0%B4


HOLYLAND
MINISTRY

聖地
遊歷

2019 新、舊約學習團、教會歷史遊學團

(國語團)

8

http://cc-us.org/Portals/0/cciresources/2019-Holy%20Land/2019-All-HL-info-LS-052918-Web.pdf?ver=2018-09-07-144153-633&timestamp=1536349392611
http://www.cc-us.org/Portals/0/cciresources/2019-Holy%20Land/0305-2018-%E6%9E%97%E6%89%BF%E5%AE%89%E7%89%A7%E5%B8%AB-Form-2pp.pdf?ver=2018-06-04-160615-317&timestamp=1528146875428
http://www.cc-us.org/Portals/0/cciresources/2019-Holy%20Land/0317-2019-%E6%B1%9F%E6%A6%AE%E6%86%AB%E7%89%A7%E5%B8%AB-Form-2pp.pdf?ver=2018-06-04-160652-550&timestamp=1528146903977
http://www.cc-us.org/Portals/0/cciresources/2019-Holy%20Land/0327-2019-%E6%96%BD%E7%91%8B%E7%89%A7%E5%B8%AB-Form-2pp.pdf?ver=2018-06-06-093607-697&timestamp=1528296815513
http://cc-us.org/Portals/0/cciresources/2019-Holy%20Land/0425-2019-%E9%84%AD%E4%BD%91%E7%94%9F%E7%89%A7%E5%B8%AB-Form-2pp.pdf?ver=2018-06-15-110832-937&timestamp=1529078981010
http://cc-us.org/Portals/0/cciresources/2019-Holy%20Land/1222-2019-%E6%9D%8E%E5%A0%B1%E9%B3%B4%E7%89%A7%E5%B8%AB-081318-2pp-2.pdf?ver=2018-08-14-121833-423&timestamp=1534268577445
http://cc-us.org/Portals/0/cciresources/2019-Holy%20Land/Spain%20Portugal%20tour%202019%20May%205-17%20flyer%20color%20(1).pdf?ver=2018-08-16-134322-677&timestamp=1534445152497
http://cc-us.org/Portals/0/cciresources/2019-Holy%20Land/0909-2019-%E6%9E%97%E6%89%BF%E5%AE%89%E7%89%A7%E5%B8%AB-Form-2pp.pdf?ver=2018-06-04-160746-627&timestamp=1534432226270
http://www.cc-us.org/Portals/0/cciresources/2019-Holy%20Land/0517-2019-%E8%91%9B%E5%9C%8B%E5%85%89%E7%89%A7%E5%B8%AB-Form-2pp.pdf
http://cc-us.org/Portals/0/cciresources/2019-Holy%20Land/1011-2019-%E6%BD%98%E5%BE%B7%E7%89%A7%E5%B8%AB-Form-2pp.pdf?ver=2018-06-12-123635-503&timestamp=15288251678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