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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主 CCIUSA
總幹事的來信
動向 Latest News Letter from the Executive Director
親愛的證主同行者平安：
感謝神的恩典，經過同工與義工的努
力，最新改版的中文及英文事工網站與網路
書店(www.cc-us.org)已正式完成，其中包
括「讀書尋寶」、「網路書店」、「第二代事
工」、「每月禾場電子版」、「網上奉獻」及
各部門事工介紹、英文網站事工報導，都為
你提供更多閱讀，裝備與一同參予神國使命
的資源。
四月底，我們與西區中國
教會合辦劉秀嫻老師的『福音
書文體釋經與教學』聖經教導
課程與同學教學示範。幫助教
會委身神話語的弟兄姊妹更認
同在神面前的事奉與掌握事奉
的方法。願神使用與祝福每一
位忠心的聖經教導老師，為建立主門徒而繼
續忠心與努力。
五月，我們將推出李
道 宏 牧 師 『 信 二 代 』 60
集視頻xinerdai.world，
歡迎進入本會網站關注,
並作為小組討論材料。
願神繼續使用我們的
侍奉，成為眾教會的祝
福。

總幹事 陳蓮香
Lillian Chen

We Peace to you, all partners with CCIUSA,
Grateful to the Lord’s blessings, the new
version of Chinese and English website (www.ccus.org) and online bookstore were finally launched
with the contribution of staffs and volunteers. The
new website includes “Treasures in books”, “Online
bookstore”, “Sticky Faith”, “Field of Harvest”,
“Online Donation” and introduction to all ministry
departments, many of the ministries synchronized on
English website. It provides you with more reading
and equipment of heavenly mission resources and
others with your involvement.
We held teaching and demonstration course
on “Gospel Genres Interpretation and Teaching” by
Prof. Dora Liu with WHCC by the end of April.
Through this course, we hope to help churches
prepare those believers who dedicate to God’s
Word to recognize their calling before the Lord
and grasp the methodology of church service. May
our Lord bless and uses each faithful
Bible teacher to build up disciples and
continue their diligent service.
We also launched “2nd Gen.
Believer” 60-episode videos at
website xinerdai.world. We welcome
everyone to visit our website and take
the advantage of our resources as cell
group discussion curriculum.
Hope CCIUSA’s ministry is in
God favor to serve and bless churches.
Attached your donation receipt. Blessings from
our Lord to you abund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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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TRAINING
第四屆北美華人基督教教育研討會
培訓 MINISTRY

3

教育 TRAINING
「父母成長」系列課程-2
培訓 M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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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LITERATURE
「信二代」視頻資源介紹
出版 MINISTRY
自美證出版筆者第一本「愛主的第二代
系列」的書籍後，感謝神繼續給我負擔，幫
助我又陸續出版了近十本相關教導的書籍。
這些書籍內容涉獵：如何養育子女從小認
識神、夫妻關係、教會要認真關注信二代需
要，以及信二代要為自己靈命成長負責等
等。
身為作者，我實在感到不配，每每看到
許多家庭受益，教會對信二代靈命成長意識
加增，就不住感謝神。每當有讀者或信徒家
長滿有熱情地學習和尋求這方面的材料時，
更令我深受安慰和鼓勵。
但令人遺憾的是，仍然有許多信二代沒
有得到應有的信仰栽培，結果離開教會甚至
失落了信仰。我思想這是不是因為他們的
父母仍然不知道自己有養育愛主第二代的神
聖責任？隨著互聯網 (特別是移動通信)的普
及，我們看到現今是絕佳機會，使更多家長
能得到極其重要的知識和提醒，這包括子女
屬靈的健康、親子關係，以及如何更有效為

李道宏牧師

5

孩子禱告。因這些內容相互關聯，必須同步
進行。
「關心兒女靈命健康」是經過近半年的
努力，專業製作的六十集教育視頻，每集大
約四分鐘，其中裡涵蓋了一、兩個關鍵性的
議題。這些視頻資源適合父母作為個人學習
的資源，也適合應用於教會小組或主日學的
學習。 視頻連接網址是 xinerdai.world 。
我盼望這
些嶄新、吸引
人及更完整的
資源，能夠讓
我們的神更多
得著「虔誠的
後 裔 」（ 瑪 拉
基2:15），能
夠成為多人和
眾教會的祝
福。

xinerdai.world

文字 LITERATURE 回到上帝最初創造的我 —
新書《恢復我心》(Restore My Herat) 簡介
出版 MINISTRY

李文茹

聖經教導：｢ 婚 姻，人人都當尊重。 ｣ ( 來
十三4)
身在婚姻裡的人都明白，對方有時候
實在很難得到我們的尊重！我們想當然爾
的反應是：「問題當然是他/她造成的，我
是一肚子的委屈啊！」
當真如此嗎？
我想，迪妮絲‧葛蘭一定經歷過太多
夫妻對彼此的指責、埋怨，所以，她很清
楚很多時候，問題其實是出在自己身上。
也是出於對上帝的認識，她知道上帝
造的人本是一切美好，只是，人類在自己
營造的社會、環境裡，心裡受了傷，以至
於許多人是帶著扭曲的人生觀漸漸成長；
在這種不自覺的扭曲中，不但造成別人的
痛苦，自己更是不解為什麼都是別人對不
起自己，讓自己這麼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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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單獨使用。全書按著步驟
一步一步帶領讀者認識、更深的進入
上帝的心意，更深的瞭解上帝是如何看我
們。在六週的過程中，迪妮絲幫助讀者一
開始先明白神早就揀選我們，然後，神是
如何接納、更新、安慰、喜悅我們，以致
走到最後一週時，讀者可以歡然地接受神
給祂女兒的裝飾，神把我們裝飾成祂美麗
的新娘，我們要與主同享婚宴。
當我們的心被主修復、明白自己在主
的心裡有何等地位時，世界上的疏離、空
虛、對自己不滿意……都將無法存在我們
內心，因為，我們已經在主裡看清楚了自
己的價值。

迪妮絲寫了這本《恢復我心》(Restore
My Heart)，她想以她的經驗、以上帝的初
衷告訴女性朋友：先返回自己內心，檢查
自己是不是維持著上帝初造我們的那份美
好？唯有在那種美好的狀態中，我們才能
持平的論人斷事。

這本教材別樹一幟地以猶太人婚禮傳
統這個全新的視角，引導女性讀者透過經
文及書中虛構的愛情故事，看見自己如何
被上帝深愛與接納，以致知道我們是可以
有能力用上帝無條件的愛，來愛自己的家
庭。

這本書用討論的方式(教材式)寫成，
很適合小組使用，但如果想自己隱密的與
上帝面對面，找出自己的問題，它也很適

建議你試試這本教材的引導，你一定
會發現自己的心一日新過一日。

文字 LITERATURE
慶祝母親節•全書室八折
出版 MINISTRY

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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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我心

Restore my Heart
迪妮絲‧葛蘭 Denise Glenn
福音證主協會出版
這本教材以猶太人婚禮傳統這
個全新的綾角，引導姊姊們
透過經文及書中虛構的愛情故
事，看見自己如何被上帝深愛
和接納，並且可以用上帝無條
件的愛來愛自己的家庭。
適合不同年齡已婚式未婚姊妹
分組及個人使用。

清心守候的女人

Lady in Waiting: Developing your Love
Relationships
鍾黛比/肯潔琪 Debby Jones
雅歌出版社
妳在等候什麼？一個白馬王子？一個溫
馨的家？一份穩定的事業？若已擁有這
些，那妳真正在等候的是什麼？
本書絕非專為單身者而寫，其獨特處在
於未把重點擺在女人的婚姻狀態上（諸
如單身、已婚、離婚或寡居），而是探
索女人的心境，引導女人定睛於那位真
正了解她內心渴求的惟一真神。

芬芳下半場

I'm Too Young to be This Old
芭比‧史密斯 Patricia “Poppy” Smith
雅歌出版社
作者以生動幽默的文字，闡釋如何以愉悅、無懼的心靈面
對人生的過渡期，並探討深邃的心靈問題和生命外在層面
的改變，如：健康和外貌逐漸老化、父母更加年邁、是否
重回職場……等諸多問題。本書將激勵讀者飛越中年危
機，以嶄新的洞見，扭轉這段歲月成為一生的黃金時期。

關懷 CHINA
中國 MINISTRY

植苗青年的生命歷程

小武出生在一個基督化的家庭，家人
很早就帶著他一起參加教會聚會。小時
候去教會是因為那裡有好多小孩子能一起
玩，老師還會講聖經故事，發糖果。不知
不覺地，聖經故事便在小武的生命中產生
了啟蒙的作用。例如：信就能得救，神是
無所不能的….等等教導都漸漸烙印在幼小
的心靈中。小時候，小武經常發燒，但是
很少打針吃藥。爸媽爺爺奶奶總是滿有信
心禱告，使他得到醫治。小武清楚的記得
有一次發燒了，躺在床上，奶奶就跪在床
邊帶著他禱告，小武不一會兒就睡著了。
醒來之後，他便能直接去找鄰居夥伴玩
了，回家之後奶奶問還他身體如何，小武
說：「沒事了。 」奶奶就說這是神給的醫
治，小武也相信這是神的醫治。
初中時上學的時間越來越長，就與神
越來越遠，甚至開始懷疑神的存在，也越
來越迷茫。那時候他遇到事情才禱告，沒
有事就想不起來禱告，小武心裡沒有神
了。直到八年級的時候，因為身體衰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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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溫子

原因需要每天
喝中藥，住進
了恩典之家受
照顧（教會裡
辦的孤兒之
家）。因著每
天禱告與睡前
讀一章聖經，
他感覺靈裡又
再次成長。過了沒多長時間，小武的病也
就好了，這是他的生命的又一次成長。
高中三年中，小武是班長，在班裡很
忙，不過這也促進了他與神的關係更近。
有好多事情不能或不知道怎樣解決的時
候，小武就禱告，求神幫助。許多困難與
挑戰便順利的解決。這也讓小武越來越與
神親近。每年的夏令營中，小武也扮演著
大哥哥的角色，幫助老師帶領兒童們唱歌
及講聖經故事。
現在小武已經遠離家鄉，去別的省上
大學了。對於未來也有所規劃，是ㄧ位相
當成熟的大學生。在校時得到同學們的喜
歡，每週也有機會參加服事與聚會。相信
神會一直保守看顧小武與其他的植苗大學
生，讓他們在學校時能充實地裝備自己，
未來也能更多榮神益人，成為其他植苗兒
童的好榜樣！

關懷 CHINA
中國 MINISTRY

Testimony from a Seedling Student

Woo was born in a Christian family
and was taken to the church since he was
very little. He liked church since there were
interesting games, playmates and bible
stories, even free candies. Gradually, some
bible stories enlightened him. Teachings
such as: believe, so that you’ll be saved; God
can do everything etc. rooted in his little
heart. When he was little, Woo got sick often. His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always pray with faith
at the time. He still remembers that once he got
fever and laid in
bed, grandma
kneeled beside
him and prayed.
He started to
fall into sleep,
after he woke
up, Woo was
fine and went
directly to play
with boys in his
neighbor. His grandma told him the Lord healed
him, and he also believes it was God’s work.
He started to be busy in his school work during
middle school, getting far from God. He became
more and more confused and even doubt the
existence of God. He still prayed when something
unexpected happened, but forgot about God most
of the time. Until when he was in eighth grade,
he got very sick and started to take herb treatment
daily, and live in a church orphanage for people to
take care of him. Woo read a chapter of the bible

Winston
and prayed daily
there, his spiritual
life started to grow
again. Sometime
later, he was
healed, and also
got stronger in
spirit.

During high school years, Woo was leader of
his class and was very busy at school, this drew him
closer to the Lord. While facing difficult situations,
he prayed for God’s help. Many difficulties were
solved smoothly, and he became closer to God. In
our summer camps, Woo act as the older brother
for the campers and helped the teachers to lead
them to sing and teach them bible stories.
Woo is now away from home in college. He
is a mature young man now and has his plan for
the future. He is liked at college, active in church.
We know the Lord will guide him and many other
Seedling students, equip them to glorify His name
and be examples for other Seedling k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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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地 HOLYLAND
遊歷 MINISTRY

我愛橄欖山，我愛約旦河
聖地游有感

我愛橄欖山，我愛約旦河
我愛橄欖山，我愛約旦河，
雙腳踏著耶穌的足跡，
猶太聖地把主追尋。
啊，橄欖山，啊，約旦河，
你記述著多少耶穌的神跡，
你日夜唱著基督的贊歌。
我愛橄欖山的青岩石，

聖地游有感

耶穌曾坐在石上講預言。

思念聖地已多年，

我愛山旁客西馬尼園，

今日終於置身間。

你與門徒告別十架成救恩。

猶太全地三百里，

我愛耶穌走過的路，

南北馳騁十二天。

我唱著詩歌沿路上山崗。

聖經歷史尋古蹟，

我愛約旦河的長流水，

耶穌蹤跡作主線。

耶穌曾在河水受洗禮。

朝聖之旅喚門徒，

我愛約旦河旁加利利，

與主同行圓心願。

這裡你平靜風浪得人如得魚，
你的大愛像河水流淌不盡，
我願與你湖邊把篝火燃。
啊，橄欖山，啊，約旦河，
耶穌的教誨我銘記在心，
天國的道路我永遠追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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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更多詩歌在證主臉書(Read More)……

賀長明弟兄

聖地 HOLYLAND
遊歷 MINISTRY

2019 及 2020
新、舊約學習團、教會歷史遊學團

(國語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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