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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別2019全球政治與經濟上的緊張與壓

力，2020在期待中來到。

展望新的一年，相信難關仍未過去，中國

教會面臨的挑戰仍在，讓我們繼續以禱告守

望，堅守召命，成為教會的輔助與資源供應

者。幫助信徒建立合神心意的生命，活出和

平和盼望的信息。

過去1/4世紀，神使用「證主」在國內不

斷開拓。細數之下，結合全球各地區證主的

力量，我們通過正規渠道，已出版了87款基

督教書籍，發行量達200萬冊！這些書籍在教

會與福音朋友間流傳與發揮默默的果效。

此外，為了裝備中國各地56間神學院、

聖經學校等同學，每年更安排『贈書活動』

，送贈不同組合的工人牧養適用的套裝書

籍，以輔助一批又一批服事主的工人踏上服

事之路。

新的一年，我們不知道神以何種方式來打

開這道福音大門，但我們願意堅守崗位，成

為教會資源供應的橋樑，繼續與上帝同工，

經歷與見證只有上帝才能做的事。

 Y Y Y Y Y Y Y Y Y Y Y Y

邀請您加入我們的團隊

我們需要聘請一位全職事工發展主任。對

服事眾教會有熱誠與負擔，樂意分享異象與

建立關係。曾接受神學或正接受神學裝備。

有負擔者請與我們聯絡。

總幹事的話
Message from Executive Director

總幹事  陳蓮香
Lillian Chen

只有上帝才能做的事—
200萬冊的神蹟

As we say goodbye to the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ensions of 2019, we welcome 2020 with 
anticipation.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w Year, we 
know that many of the adversities are not yet behind 
us. Churches in China are especially still facing 
challenges. Let us continue to lift up each other in 
prayer and to uphold the calling from God to be 
the support and resource provider for the Chinese 
churches and to equip the saints to live a life pleasing 
to God, and to reflect His message of peace and hope.

In the last quarter of a century, God has used 
CCI to develop and expand its ministries in China. 
A look-back shows that through the combined effort 
of the CCI family in different regions, at least 87 
Christian book titles were published through official 
channels, with a total circulation of 2 million copies! 
These books have been a tremendous resource to the 
churches, Christians, as well as seekers.

In addition to publication, in order to equip 
the students of 56 seminaries and Bible schools in 
China, every year we have sponsored “Book Gifting 
Events” to provide different but suitable sets of books 
to God’s servants to help them to effectively minister 
to their flocks. 

In the New Year we do not know what means 
God will use to keep the door of the Gospel open in 
China, but we are committed to our calling to be the 
resource provider and a bridge among the churches. 
We look forward to continue to work with God and 
to experience and witness things only God can do!

Y Y Y Y Y Y Y Y Y Y Y Y

We invite you to join our CCIUSA family

We need to call a full-time Director of Ministry 
Development. If you are passionate and burdened 
to work with churches to share visions and to build 
relationships, and you have received or are receiving 
seminary training, we welcome you to contact us to 
explore the opportunity to become part of the CCI 
family.

Things Only God Can Do – 
The Miracle of Two Million Co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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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生命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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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誰訂購的？」聖誕節過後一星

期，我收到一個包裹。

「我的！」讀大學的大兒子馬上回

應，並順手從我手中拿去包裹。

「哎喲，幹嘛這麼……到底是給誰的

啊？」我追問。

「給我的女朋友！」兒子說。

這一年來，大兒子開始有意無意提及

一個女孩子。每次他放假回家，我和妻子

總會問：「什麽時候帶回來給我們看看？」

他卻總是說：「只是普通朋友而已！」今

天卻直截了當說「給我的女朋友」，看來

情況不同了。

|||||||||||||

戀愛是子女成長必經階段，家長卻會

擔心他們遇到困難時不懂如何處理，又或

不曉得與異性相處之道、如何訂定親密界

線、如何面對分手等等。

父母的人生經驗比孩子豐富，也了解

孩子的成熟度，雖然我們的出發點是為孩

子著想，但應該明白戀愛中的年輕人不容

易接受逆耳忠言，所以，如何讓孩子聽得

進我們的關心，是需要一些方法的：

保持親子對話

當孩子的選擇與我們的期望有極大差

異時，若選擇不接納、不理睬，這必定

導致親子關係惡劣。孩子如果知道父母不

喜歡、挑剔、反對他們選擇的異性朋友，

便往往選擇迴避分享戀愛的感受，也不願

聽取任何建議或勸告。家長越激烈干預或

阻止，孩子就越反感，「物極必反」使孩

子更靠緊那個我們不喜歡的人，甚至做出

後悔的決定。然而，不干預不等於放棄溝

通，家長必須向子女說明白所擔憂的，並

期望他們遇到感情難題時，願意主動找父

母傾訴與求助。

不批評、不攻擊

有些家長會用諷刺甚至粗魯的字眼稱

呼孩子的朋友，這非常不明智，只會使孩

子更加袒護他的朋友而堵塞親子溝通的管

道。我們要控制自己的情緒，不批評、不

攻擊。或許不能改變孩子的決定，但至少

不要親手破壞親子關係。

給予時間和空間

最重要的關鍵是給予子女時間和空間，

就能減少親子關係中的緊張，也不致失去

彼此的信任。很多時候，孩子在交往一段

時間後，自己會察覺這個關係值不值得繼

續，所以我們根本不需要在一開始時就厲

聲或以冷漠態度堅持反對。

 

檢查自己的標準與期望

聰明和冷靜的家長會更多反思自己為什

麽如此反對孩子這個異性朋友？我們對孩子

朋友不好的第一印象是否不公平？可以再

給對方一個機會嗎？若有更多的了解及認

識，是否會改變我們的看法？世上沒有完

美的人，我們應當檢查自己的期望和標準

是否合理。「日久見人心」，再多一些時

關心子女靈命健康專欄― 
什麼時候可以見她？

李道宏牧師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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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子女靈命健康專欄― 
什麼時候可以見她？

李道宏牧師

間的相處，我們可能就會看見對方的特

質。

提前的禱告與教導

為孩子未來的配偶禱告。許多父母沒

有想到在孩子年幼時，就把孩子的婚姻放

在禱告裡。如果我們認為孩子的配偶是他

(她)一生中最重要的選擇，為什麼我們不

切切祈求神為孩子安排一位敬虔愛主、愛

人的好配偶？

在孩子年幼時，家長便與孩子分享交

異性朋友的標準或期望，往後孩子開始交

異性朋友時，都能減少不必要的摩擦。看

著孩子越趨成熟，慢慢的構建個人的社

交經驗，找到一生好友，家長在這個過程

中，若能夠陪伴和有適時的扶持，確實是

溫馨的過程。

|||||||||||||

「她是你女朋友了？」我問。兒子輕

輕一笑。

「能問那禮物是什麼嗎？」我緊追著

問。

「筆記本！」他有點不好意思地回

答。

「筆電？那麼貴！」我吃了一驚。

「不是！是真皮做的記事本。」他靦

腆地說。

「這麼溫柔啊，寫下每一天的感受。

你們不是天天通電話、視頻嗎？真是羅曼

蒂克！為什麼不在聖誕節前給她？」我盯

著眼前比我高出一個頭的這個英俊年輕

人。

「這是情人節的禮物。爸，你怎麼問

這麼多？你和媽媽交往時，不是也寫了幾

百封信！」他給我一個鬼臉。

「八十封信而已！」

「我們什麽時候能見她一面？」我忍不

住又再追問。

牧養第二代信息相關
歡迎免費使用李道宏牧師主講「信

二代牧養」— 關心子女靈命健康60集視

頻，網址 xinerdai.world 。

本文可配合觀看「信二代牧養」視

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G-
gr0pxWRYE&t=56s：

16.3 信二代的婚姻—深信神最好的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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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介紹 ―《怎樣教出信二代》

《怎樣教出信二代》―
出版：真哪噠

作者：翁彩薰

神家庭是宣教

的禾場，「成為孩

子的父母」是一項

神聖的呼召！

基督徒父母必

須有家庭宣教士的

呼召，以生命影響

生命，完成神所託

付的使命，在教養

兒女的過程中帶領

他們跟隨主，作主

的門徒。更應擔負

起在家門訓的責任，在親職教養的過程中，

把生命價值觀和道德標準建立在基督信仰

的根基上，為孩子的生命中建立起基督的品

格。父母的同心同行、靈命進深，才能讓兒

女成長與進步，培養出敬虔的「信二代」。

教會是由家庭組成，落實家庭門訓是建

造健康教會最根本的方法。

現今教會的治理模式有點像企業的經

營，注重事工而忽略建造門徒。其實教會不

僅要提供家庭實行門訓的材料，也要把家庭

視作一個牧養單元，把家長和孩子一起當成

門徒來牧養，裝備父母建立家庭祭壇，基督

徒父母成為兒女的祝福。如此一來，教會豈

有不增長的理由呢？

(李順長牧師/飛揚協會會長)推薦序：

近兩百年西方文化的巨大貢獻是，找到
了科學的研究方法，並運用在科技與軍事
的領域，領導了物質文明的躍進。最近數
十年西方文化的主要敗筆是，家庭的解體

和道德觀念的崩裂，在扭曲的自由觀和一
面倒的人權思想領軍之下，加速了文明的
沒落。在這背景的襯托下，彩薰的大作更
顯得切合時代的需要。

 本書一開始就以「虎媽戰歌」為例，
論述美國華人父母「卓越」的價值觀與
聖經的「品格」價值觀之差異，指出「品
格」是聖經的倫理基礎，並從舊新兩約的
先聖先賢，尋找家庭兒女品格教育的成敗
例證，探索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與原理。

作者在這個領域上，以使徒的熱誠，和
先知的眼光，指出完善化家庭門訓的可能
之路—

1. 指出美國年輕人離棄教會的六大理由

2. 建議家庭門訓的三個主軸：

    ．禱告是門訓策略的關鍵

    ．關係是家庭門訓的引擎

    ．真理是家庭門訓的核心

3. 提供一般知識來輔佐聖經真理

    ．從教育心理學看親子的依附關係

  ．從神經生理學看大腦的成長與教
育的關係

4. 從父母教養兒女的四種風格，及其
優點缺點，做父母的教育兒女指南針

家庭的親子關係和信仰傳承及道德教
育，誠然是重大的論題，處理起來也是千
頭萬緒，作者將研究所得，清楚地整理出
可行的方法，我們得感謝作者的智慧和努
力！   

從本書學習方法並實踐在家庭中的父母
有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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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閱讀中更深認識神

《天天認識神》―
出版：校園 • 作者：巴刻

神認識神是我們基督徒

一生的課題，神的廣大、深

邃 值 得 我 們 一 而 再 、 再 而

三地咀嚼。經典之作《天天

認 識 神 》 ， 是 編 選 自 《 認

識神》、《信有藍天》二本

書的靈修書。書中的文字深

入淺出，完整而深入地引領

讀者，探討認識神的每個層面，並配合經文

和默想、回應、禱告等等，將重要的思想觀

念用簡單、明瞭的文字呈現，帶領我們有方

向、有系統地正確的認識神。讓我們將看似

死板板的教義活出來，體現信仰就是生活，

生活即信仰的成熟生命。認識神不再遙遠、

與我無相關，而是時時刻刻、深入生活的靈

性課題。 

《站在神的應許上》― 出

版：證主

作者：麥克斯•路卡杜

神的應許是真實的，但在

每天的生活中似又非常遙遠。

本書助你握緊聖經中關於生

活、神的引導、人際關係、智

慧、基督徒生命等應許，讓你

每天「站在神的應許上」。書

中每篇都有一段溫婉細膩的小

品，可供默想和反思；又有一

段向神的禱告，可作為每天靈修之用，或是

心靈乾渴、疲乏者的得力泉源。

《一切在神》―出版：環球

作者：戴佳恩

本書藉經文默想帶你進入『住在基督裡的

喜樂』一份與主同行的親密邀約，一段主愛筵

席的時光領受在基督裡 默想的甘甜、禱讀的

酣暢、背經的喜樂！

當基督的新婦在默想、

背誦神的話語上下工夫，沒

有一項勝利是不屬她的。願

神透過書中的禱讀帶你進入

神同在的水流裡，開口說出

靈與生命，將耶穌的光帶入

身心靈。

神的道如活水，源源湧

流入我心靈，流入我心思，

流入我身體，充充滿滿地有

恩典有真理，有醫治有造就 有生命有榮耀 。

《神人之約》― 出版：希望之聲

作者：陳希曾

基督徒中第一個提供鑰

匙，得以解開舊約寶庫的是

第一世紀的司提反；他在殉

道前夕，當著七十議會和聖

經學者面前，不只複習整部

舊約，還解釋舊約。

當時在場的保羅感受良

深，將之記錄下來，提供給

醫生路加，這就成了使徒行

傳第七章的講章。後來，保羅不只踩在司提反

的血跡上繼續前進，而且錄在使徒行傳第十三

章的第一篇講章，居然是接續司提反未完成的

講章，繼續複習舊約，解釋舊約。凡此種種，

足以證明元首基督的豐富在主升天之後，已經

儲存在祂那奧秘的身體—教會裡。

聖靈的使命就是要引導我們進入一切的真

理；這樣，摩西五經不再是謎；舊約也不再是

一卷封閉的書。當神的話語一解開，就發出亮

光來；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

義，果然都是有益的。等待主的再臨。它不單

代表了信仰的意義與傳統文化，也幫助信徒調

教生活的焦點。我們要預備自己的心，迎接救

主的降生，讀經靈修、詩歌默想、禱告會，具

節期特色的崇拜都可以幫助我們儆醒等候，省

察自己的心是否已預備好迎接基督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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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
中國

本期報導的四個植苗家庭訪問都是由美證支

持的大專學生完成，我們除了得以更詳細瞭解

植苗兒童的成長狀況與家庭背景外。更高興植

苗青年(植苗支持的大專與神學生)也一同參與了

服事的行列，使培育生命這份使命除了在資助

人、機構中進行外，更從這些被培育成長的植

苗青年人中產生。雖然他們的文筆不一定十分

通順，但這份樂意服事與責任心是令我們喜悅

與感恩的。看見這份愛與關懷一代傳承一代，

這是何等令人興奮的事，感謝神!

家庭專訪一

姐姐叫藍夏碟，今年十六

歲，現在是一名初三生；弟

弟叫藍天騰，今年十一歲，

就讀于小學。他們家的情況

比較特殊，是單親家庭，只

靠爸爸一個人支撐家裡的支

出。家裡還有一個奶奶，現

在已經八十多歲了，身體行

動越來越困難。媽媽在他們

小的時候就離開了他們，問

到他們想媽媽嗎?他們說以前是很想，但是時間

一久，已經慢慢淡化了，有爸爸在就挺好的。

他們家庭確實比較困難，從小參加愛心植苗活

動的他們也得到了不少幫助，同時他們的家庭

情況也得到了政府的關注。以前我還在讀初中

的時候，因為他們也還比較小，家裡離得也比

較近，所以我去聚會的時候都會招呼上他們。

現在他們長大了，也會經常參加主日學。

家庭專訪二

麽藍晰，今年十五歲，

是一名初三生。因為爸爸

媽媽都外出打工，從小跟

阿姨一起住，一直到小學

五六年級，爸爸才長期待

在家。她的家人現在還不

認識主，但是他們希望藍

晰能經常去教會參加主日

學，能多花時間去和朋友

交談。由於爸爸媽媽常年

不 在 家 ， 她 性 格 比 較 內

圖/文：溫子令人興奮的植苗家庭報導

向，但是去參加主日學後變化了不少，現在已

經是一個落落大方的大姑娘。藍晰和藍夏碟是

從小玩到大的好朋友，他們經常結伴去參加主

日學。藍晰家裡還有一個兩歲多的小妹妹，比

較小，還沒有參加主日學的活動。

家庭專訪三

藍聖宇，今年十七歲，

現在在縣裡面的職業技術

學校讀高二。非常值得高興

的是，他的家人都非常的愛

主。他最大的特點就是高，

在我們這邊一米七的人已

經非常高了，然而他長到

了一米八。他這個人不是很

愛說話，跟別人交談時總是笑容滿面，非常的

可愛。家裡現在有兩個小孩讀書，他有一個姐

姐和我一樣在讀大學，也是我的好朋友。但是

他爸媽的身體情況不太好，只能在家裡務農，

收入不多。他們在學校的開支，一般是哥哥扶

持，他的其他姐姐現在都已經成家，有時可能

也會幫忙。藍聖宇在家的時候非常勤奮，幫爸

媽幹農務活，非常懂事。在學校裡，他也表現

非常優秀，在班裡擔任班長一職，在學習方面

獲得優秀獎。

家庭專訪四

哥哥叫藍晨迅，今年十

五歲，就讀初三；弟弟叫藍

天祺，小學三年級。他們的

媽媽，奶奶都是主內人，但

是爸爸還沒有認識主，平常

是跟媽媽奶奶去參加聚會。

這兩小孩也是從小就開始參

加愛心植苗活動，經常參加

聚會。他們家裡的情況比較好一點，爸爸媽媽

都外出打工，奶奶在家照顧兩小孩。這兩小孩

都是住宿生，週末才回家。家裡的奶奶身體也

還算硬朗，家務不需要哥哥操心。所以他們的

重心在學習上比較多。雖然平常不用做家務，

但是他們都會，家裡忙的時候，還能搭把手。

就像豐收季節，他們兄弟兩都去幫忙掰玉米與

扛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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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report of the four families of the Seedling 
Ministry has been gathered by the college students 
that are supported by CCIUSA from interview they 
have conducted.   We not only are able to bring to 
you a more detailed family background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Seedling children, more importantly we are 
witnessing the growth and participation of service of 
our youth. It is evident that our mission to nurture and 
transform lives are more than financial, organizational 
but is transforming lives. Their participation is not how 
well they wrote or report,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eir 
willingness and joy in serving the Lord. Their heart to 
serve bring us great pride, joy and thanksgiving. What 
an inspiration to witness how the caring and love pass 
from one generation to another. Thanks be to God.

Family visit 1
The sister is Xiadie Lan 

who is 16 years of age. She is 
in the 8th grade. Her brother 
who is 11 years old and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Their family 
is a single parent household with 
the father to be the main support 
and a grandmother who in the 
80’s and cannot get around too well. Their mother had 
left the family when the children were small. When asked 
if they missed their mother their response was that they 
used to. However as time passes not so much anymore 
and they still have their father. The family has received 
assistance from the Seedling Ministry. Because of their 
circumstances, they have received some assistance from 
the government. When I (the reporter) was in middle 
school and the kids were small, I used to go by their 
house to bring them to church meetings.  Since they 
are older now and they regularly attend Sunday school 
on their own.

Family visit 2
Xi Lan is 15 years old and 

she is in the 8th grade. Both 
mom and dad left home for 
work. She stays home with the 
aunt until she was in the 5th or 
6th grade and her father stayed 
home permantly. The family 
does not know Christ but they encourage Xi Lan to 
go to Sunday school and spend time making friends. 

Inspiring portraits of families of the 
Seedling Ministry

Winston

Maybe because her parents were not home when she was 
younger, she was kind of shy. I think going to Sunday 
school helped her to be a more outgoing young lady 
now. Xiadie Lan and Xi Lan are childhood friends and 
they often times meet to go to Sunday school together.  
Xi has two younger sisters who are too young to attend 
Sunday school.

Family visit 3
ShengYu Lan is 17 years old 

and is attending a career technical 
school in the county and is a junior. 
He is from a family who loves the 
Lord. The first thing you notice 
about ShengYu is his height. In 
our area, 1 meter 7 is considered 
tall and ShengYu is 1 meter 8. He does not talk much 
but always has a smile on his face. A very lovely person. 
There are still two children who are attending school. 
His older sister is a good friend of mine and studying 
in the university. The health of the parents of ShengYu 
is not very good and they can work outside of the 
home and only farm a little with limited income. The 
expenses of school for the two little ones are paid by 
the older brother and some assistance from the sister 
who is married. ShengYu worked hard in helping out 
his parents in farm work at home. At school he studied 
hard and was elected president of his class and received 
many awards of excellence.

Family visit 4
ChenXun Lan is 15 years old 

and in the 8th grade. His younger 
brother who is in the 3rd grade is 
Tianqi Lan. Their father still does 
not know Christ but their mother 
and grandmother are believers of 
Christ who take them to church 
and the seedling ministry activities 
regularly. The family’s circumstances is comparatively 
good because both mother and father work out of the 
home. The children stay with the grandmother who care 
for them when they are home from the boarding school 
on weekends. The children are able to focus on their 
studies since the grandmother is still in good health and 
is able to take care of the housework. The brothers are 
very responsible and help out at home especially during 
harvest time to work in the corn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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