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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IUSA 
Latest News

證主
動向

•提供屬靈書籍與課程

Provide Christian books and workshops

•舉辦事奉工人及主日學校老師培訓

Church workers and
Sunday School teacher training

•幫助貧困地區兒童與青少年接受教育

Educational subsidies for needy students

•與宣教機構連結，提供屬靈資源

Work with mission agencies to 
provide Christian resources

•出版文字資源

Publishing and Literature resources

•分區辦公室供應全美屬靈資源

Regional offices providing spiritual
resource in US

•網路書店

Online bookstore

•鼓勵閱讀風氣與讀書成長小組

Reading Clubs

•信徒培育與事奉裝備

Build and equip believers

•第二代事工/家庭與教會

2nd Generation ministry/Family ministry

•家庭親子教育課程

Family and Parenting education courses

•社區福音外展事工

Community gospel outreach ministry

•聖地講座與遊歷團

Holy Land Lectures and Tours.

歡迎各教會使用本會各項資源，培訓師

資等，事工詳細內容請參www.cc-us.org與

facebook 。

願藉著你的支持，使證主繼續成為神忠

心的管家與祝福的管道。

Welcome to use all our resources. For details, 
please check different ministries at www.cc-us.org 
and our Facebook.

Your support is a conduit for CCIUSA as a 
blessing for others.

亞馬遜公司通過微笑亞馬遜的採購平

臺，幫助非盈利公司得到更多的財務支持。

您在 AmazoSmile的採購平臺，採購金額的

0.5% 會從亞馬遜的利潤中直接捐助給美證的

帳戶。

如果您對這種方式有任何問題，進入這

個網頁流覽，瞭解：

www.cc-us.org/amazonsmile

迎向挑戰，共建神家
在 AmazonSmile購物也可以捐助證主

總幹事  陳蓮香
Lillian Chen

Amazon runs a program called AmazonSmile 
whereby it will donate 0.5% of your purchases to the 
eligible charity of your choice. CCIUSA is registered 
as an eligible charity. 

To take advantage of this, you must make your 
purchases on the smile.amazon.com site rather 
than the usual www.amazon.com. For details, please 
check different ministries at www.cc-us.org and our 
Facebook.

教
會

培

訓
事工 Education and Training M

inistry

中
國

福
音事工 China Ministry

文
字事工 Literature Ministry

2020迎向挑戰，共建神家
Facing Challenge, 

Building His House in 2020

舉手之勞，捐助證主 Easy and handy for donation to CCI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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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Y

芝加哥基督徒大會報導
達拉斯社區福音聚會學員來信

2019年底聖誕過後，正當各人正在安排全家出遊與各項活動

時，1500多人卻抽出難得的假期參加了芝加哥2019華人基督徒大會。

從2005年開始第一屆的大會，美國證主自始至今成為每一屆文字

資源的主要供應者，為大會提供優質的屬靈書籍與有關信徒成長的資

源。 美證芝加哥資源供應中心現由江東姊妹與何信滔夫婦負責，忠心

服事眾教會十餘年。 開放家庭接待購書與諮詢的弟兄姊妹。

無論天氣如何惡劣，同工依然盡其所能為中西部的教會和各類營

會提供屬靈書籍與會後跟進服務。每年到各州擺設書展次數超過四十

餘次，使文字資源發揮最大功能。

在現今閱讀風氣普遍衰微的時代中，雖然每

年都必須面對財務赤字的壓力，同工們仍堅守崗位，為教會與弟兄姊妹的

成長代禱與努力。2019年的大會，我們更增設一個事工攤位，介紹證主

在教育培訓與宣教資源上提供的資源與服事，向教會推薦講師等……。

我們期盼美證能與眾教會連結得更緊密，從多方面輔助教會一同在基

督裡經歷成長與突破，成為見證神與榮耀神的教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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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謝麗娜老師為我們奉獻了如此精彩的課程，讓我們學到了很多有關培養孩子的知

識，也讓我認識到以前沒有關注和理解的諸多問題。例如：「接納就是無條件的愛。」以

前常會不自覺地加上 條件，而自己卻全無意識到。又如：「改變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件

事。」有時自己急於看到結果，缺乏等待的耐心。還有，以前總覺得

如果對孩子太多讚美會寵壞孩子，現在通過課程深入學習，領會到讚

美能給孩子以鼓勵，使孩子變得更陽光，得到前進的動力。我還學

會了如何讚美孩子，使孩子在讚美聲中不致產生驕傲自滿的情緒，

真是得益匪淺。

通過持續不斷的課程學習，我們變得更有耐心了，能夠包容孩

子的一些行為，而以前是不可能的。因為我懂得了這是一個過程，

需要時間去改變；通過課程的學習，使我能更好地理解孩子，讀

懂了孩子的情緒表達，也學會了如何幫助孩子舒緩緊張和抑鬱的

情緒。通過課程，我也重新審視了自己，端正了自己的認識，自

我得到提升。

特別感謝這次課程的主辦單位。並希望能發揚光大，使更多

的人受惠。

牟平
學員

芝加哥基督徒大會報導

達拉斯社區福音聚會學員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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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生命的更新

按此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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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MINISTRY

文字

出版

2020年在武漢肺炎病毒的驚恐與不安

中過度，這一場災害正逐步漫延到世界其

他地區。在此人人自危的環境中，主的兒

女如何在其中仍以依靠與寧靜安穩的心經

歷主的同在與平安?

從今年二月開始，我們規劃了「在證

主‧讀經典」全年閱讀計畫，目標是透過

屬靈大師的經典著作，使聖經的教導成為

我們信仰的基礎與面對逆境的力量。今期

文章將詳細地介紹經典著作與獎勵辦法，

邀請你與我們一起成長，在閱讀裏，與神

的心意相通。

經典書何處尋

很多人都知道經典可貴，也明白讀經

典書可以為人帶來何其豐富的滋養，但常

常是經典難尋，或是不知某書是否為經

典。證主編輯群也是讀者，深深了解這其

中的遺憾無奈。2020年，先以證主出版又

廣受弟兄姊妹喜愛與得造就的十本經典書

為主，不單簡短摘要地重點介紹，更列出

書中經典名句，加深閱讀者印象。如果您

從前已看過此書，現在正是重溫好書的時

候，好書耐讀，經過多少個世紀，仍是無

葛睿思
「在證主‧讀經典」—
    在閱讀裏，與神的心意相通

價的珍珠，經得起一讀再讀。如果您從前

沒有看過此書，或許現在正是認識它的好

時機。 

這是一個新嘗試，我們試著想要找回

渴望讀經典的好朋友，一起在閱讀裏，與

神的心意相通；一起在閱讀裏，共品一份

溫醇濃厚的信仰傳承。

獎勵辦法

歡迎加入「在證主‧讀經典」行列，

你可以個人閱讀或與愛書人共讀分享。證

主不但為你提供優惠特價，更配合獎勵活

動。你現在便可以網上登記為「在證主‧

讀經典」會員。

凡參加「在證主‧讀經典」並寫下

200字以上的心得分享者，可享有「證

主使用券」$10.00元；全年完成經典

書六本並每次分享心得的弟兄姐妹，

更可另享有「證主使用券」$100.00
元；完成四、五本者$50.00元。

任何疑問可直接與書室同工聯絡:

713-778-1144或 cciusahouston@
gmail.com

2020「在證主‧讀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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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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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睿思二月經典書 「神的計畫」

《神的計畫》

作者：巴刻

翻譯者：尹妙珍

神在生活這條路上，不

想偏離神的基督徒常會問：

˙神會如何引導我的工

作、我的交友戀愛、我的人

際關係？乃至我的未來？神

對我的這些人生事，有計畫

嗎？我該怎麼知道呢？ 

˙世界上發生的這些苦

難，是神的計畫嗎？

每當我們一聽到「神的計畫」時，心裡

最先浮現的幾乎都是這樣的問題，作者說，

這些問題都重要，但不如另一個「『真正』

了解神的計畫」來得重要。

難道，我們素常理解的「神的計畫」方

向錯了嗎？

作者在書中首先告訴我們一個基督徒應

該用什麼心態面對生活；如果有不愉快的事

情闖入我們的生活，我們便期望神可以立時

救贖我們脫離這痛苦，作者說這絕不是神對

我們的心意，這也是作者形容的「按摩式熱

水浴缸」的信仰基本論調——只要輕鬆、只

要舒服，這種想法是不要痛苦，輕看了痛苦

在成聖過程中所佔的地位。所以，不經痛

苦，只要舒服，絕不是神對我們的計畫。

作者接著建議：要明白

神對我們的計畫，第一件要

做的事是讀聖經。聖經記載

了神在這個世界工作的事

實——包括在過去、現在

和將來的工作。神對人類、

對世界的計畫，清楚表露

在這完整的記錄中，所以，

作者在這本書裡討論的次序

是：先認識神，然後在認識

神的基礎上，進入神對我們

生活的期待，這個「生活」

當然涵括了喜樂、生病、失

望……，最後進入我們對神

的信心，當我們的信心在神面前站立得穩

時，神對我們的計畫便豁然開朗。

在讀聖經這件事上，作者也提醒我們，

大多數基督徒都認為如果能在聖經裡讀到一

點點能撫慰自己的片段就足夠了，所以，每

一次都是讀其中幾節經文。這樣的讀法讓我

們看不到聖經全貌，作者說這種讀經態度只

是「一種尋求自然宗教的方式，卻不是尋求

真正信仰的方式。」如果我們讀聖經只是想

尋求安慰而片段的讀，怎能在聖經裡看見主

對全人類、全世界的計畫呢？但如果我們把

目標轉向正確方向，「得安慰」是必然會產

生的副產品。

在討論基督徒的工作、休閒、快樂和財

富管理時，作者特別提醒讀者：我們的選擇

會顯出我們是誰？我們是怎樣的人？我們想

要成為什麼樣的人？最後，我們真正變成了

怎樣的人？一個人的生命被什麼控制和模

造，那個「什麼」實在就是他所敬拜的神。

二月經典書「神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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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二月經典書
《神的計畫》經典短句

我是一個蒙救贖的人嗎？如果我以前

在罪中，如今成為神的孩子，我應該用什

麼原則生活？作者建議：

1. 我今後的生活要向神負責，要因

著感謝神的恩典而順服神，藉此

榮耀神。

2. 我要在生活中學習愛鄰舍。

3. 我的生命是自由的，我可以自由

且心滿意足地為神工作。

4. 我以後的生命是充滿盼望的。

神正在做什麼？祂「要領許多的兒子

進榮耀裡去。」(來二10)祂正在拯救一大

群罪人。神的計畫就是救贖祂的孩子，可

是，我們只站在自己的立場把它看小了，

我們只想到「解決我自己生活的問題」便

是神對我的計畫。

神的計畫是要祂的兒女得享祂所賜的

引領、喜樂、成為聖潔，在得到這些果實

的過程中，我們要經歷脫去好逸惡勞的本

性，進入一個基督徒真正應該有的生活方

式；也唯有在這樣一路學習的過程中，我

們便看見自己改變的軌跡，以至於能應付

生活中接踵而來的負面事件：例如生病、

失望，乃至絕望，最終進入認識自己，也

就是神按著祂的形象所造的自己，而這才

是神對人的計畫、神的心意。 

葛睿思

˙ 生命是神創造的，只有祂才能把生命

的意義告訴我們。

˙ 神的心意是希望人能尋到自己身為人

的快樂。

˙ 當我們說「人只是為了神的榮耀而

活」時，並不是說人沒有價值，而是

指出生命要如何才能有意義和價值。

˙「按摩式熱水浴缸」的信仰基本論調

是只要輕鬆、舒服，這種想法是不要

痛苦，輕看了痛苦在成聖過程中所佔

的地位。

˙ 萬事都互相效力，叫神的兒女所得的

「益處」，並不是只得到即時的紓解

和安慰，而是至終成為聖潔和塑造成

基督的模樣。

˙ 神總是以放眼將來的角度，來引領我

們的今天。

˙ 認識基督的愛，使我們有愛的動力。

˙ 唯有藉著聖靈，聖經才能實際引領我

們。

˙ 除非人在道德和屬靈上有更新改變，

他才能在各種情況中，看到神希望成

就的事。

˙ 始終認真，是正直基督徒生活的一個

標記。

˙ 從屬靈生命角度來看，我們之所是，

永遠比我們之所行來得

重要。

《神的計畫》經典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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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室盤點後大優惠

書室盤點後大優惠，所有 CD、DVD 及

一切詩歌本全面七折，最低優惠每片$2.99 起！

勿失良機，快到證主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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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YLAND
MINISTRY

聖地
遊歷

德國瑞士宗教改革之旅見聞(上)

神2019年9月10日到22日

懷著對宗教改革前輩的敬佩，

我和西雅圖南區證道堂教會的

弟兄姐妹一起開始了德國和瑞

士之旅。這次由美國福音證主

協會主辦，Mary Shih 領隊，西

雅圖南區證道堂教會林承安牧

師牽頭。共有25位弟兄姐妹參與，馬里蘭蓋

城華人宣道會的高雯姐妹，Susana Peng姐

妹與我同行，這次行程主要是參觀德國的馬

丁．路德和瑞士的約翰.加爾文的宗教改革運

動，感受極為深刻。

這次旅行有幾點感受最深的地方。

1. 路德宗教改革的聖地威登堡

 (Wittenberg)

小城很美麗安靜，只有不到五萬人。

以前最多的時候350萬人。這里以前的修道

院，馬丁・路德改教以後就變成了他的家。他

的太太美麗賢惠有六個孩子，他還收養許多

孩子，每天吃飯都有二，三十人。馬丁・路

德的95條貼在宮廷教堂外的門口，反對贖

罪卷的發售。

他也送給他的

頂頭上司主教

Albrecht 一份

95條。他的頂

頭上司卻不理

他，而是轉給

羅馬的主教。馬丁・路德在宮廷

教堂用德語向會眾傳講贖罪券

與神的恩典。

2. 馬丁・路德的勇敢

教皇下詔書要路德悔改。

路德不甘示弱，於1520年12
月10日清晨，當著威登堡的教授和學生們，

在城門外的廣場上燒毀利奧教皇的詔書。路

德把教皇的詔書投在烈火裡，並且宣告『因

為你污損神的真理，願神把你毀滅在這火

裡。』城門現在已經沒有了，所以種下這顆

橡樹以紀念當時路德燒詔書的地方。

3. 德國的埃爾福特 (Erfurt) 的奧古斯
 修道院 (Augustinian Monastery)

導遊的講解，當時他們早晨4:00就要

起床禱告，然後出

去討飯，每天鐘聲

敲響的時候他們要

在一起禱告敬拜。

為了訓練他們謙卑

的態度。他們每週

還有一次，自我檢

討的時候，包括犯

罪的意念，路德有

一次告解了七個小

時，他覺得怎麼做都不能滿足神的要求，都

有犯罪的感覺，但是通過聖經開了他的心，

讓他明白羅馬書的因信稱義。

4. 德國的瓦爾特堡 (Warburg)

是馬丁・路德躲避教皇憤怒藏身地方，路

德在短短的11週內就完成將新約從拉丁文翻

高志平姐妹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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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瑞士宗教改革之旅見聞(上) 高志平姐妹

譯成德語。因為印刷術在那個時候的蓬勃發

展，這讓馬丁・路德翻譯的德文新約迅速在德

國的百姓中流傳。1534年翻譯工作終於完

成。德語版聖經印刷出來了。他到死之前都

一直在不斷地修改他的聖經翻譯。

5. 艾森・赫 (Eisenach) 小・鎮

這裡是馬丁・

路 德 成 長 的 地

方。1521年，

他 又 重 新 回

到 這 裡 ， 那 時

候 他 已 經 改 寫

了 歷 史 ， 他 把

聖 經 翻 譯 成 德

語 。 他 改 變 了

教會，德國語言和社區。著名的音樂家巴赫

(Johann Sebastian Bach) 也是在這裡上的中

學，他們還是同一個學校畢業。這裡的教堂

也是他們兩個人都在唱詩班裡服事過。現在

這個聖喬治教會仍然在彈奏巴赫的讚美詩。

馬丁・路德也會寫詩歌，他曾經寫過一百多首

詩歌，讚美神。我們教會用的生命聖詩第50
首《堅固保障》就是他寫的。路德的信徒皆

祭司的思想影響到每一個人，就是我們要在

工作中榮耀神。

6. 德國沃爾姆斯 (Worms)

1521年4月

馬 丁 ・ 路 德 站 在

前主教宮殿，在

查理五世大帝和

皇宮貴族面前，

說除非聖經證明

我是錯，我不收回我的著作。我不信任教

皇，因為他們經常犯錯，而且自相矛盾。

我所說的話是來自神的話。所以我不會收

回我的話，神幫助我，阿門！

7. 德國沃爾姆斯三一教堂做禮拜

林牧師為我們講成聖的道路。他引用

了彼得前書一章16節，『因為經上記著

說，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悔改受洗只是成聖的第一步。我們要繼

續學習神的話，選擇不犯罪。之前我們

是不得不犯罪，因為我們被罪所控制。

馬丁・路德說唯獨聖經，所以我們要熟讀

聖經。幫助我們成聖。

牧師問我們為什麼信耶穌，是上天

堂嗎？是得永生嗎？我們信耶穌的目的

是為了榮耀神的名。

・馬丁‧・路德對宗教改革的貢獻 ・ ・

• 教義方面，強調聖經的權威，因信

稱義及信徒接祭司。

• 他的著作給教會許多的幫助，讓信

徒更明白真理。

• 他將聖經翻譯成德文，方便德國百

姓讀聖經・。

• 重建教會的制度和崇拜的儀式。用

德文代替拉丁文來舉行崇拜。注重

講道和唱讚美詩・。

• 鼓勵神職人員結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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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聖地埃及、以色列、約旦學習團

已滿

已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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