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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證主夥伴們平安：

隨著2019半年的過去，讓我們一同以

感恩的心回顧神的作為!

一、文字事工的進與退

出版、銷售與提高屬靈閱讀風氣一直是

不容易的一項服事。現代人吸收資訊的管道

因網路而改變，容易陷入「淺閱讀」的快餐

式閱讀方式和習慣。資訊量增加了，但｢質｢

卻沒能得到保證。處身在此時代，我們更有

一份鼓勵閱讀優質屬靈書籍的使命，提供「

靈糧」，從平衡與整全的角度豐富信徒的生

命，以致慕道者與信徒們都能在主裏成長。

2019年，我們在鼓勵讀書風氣與提供

閱讀資源上有了更寬廣與深入的服事。

1.	美證悅讀：每周半小時網上讀書分

享。以家庭親子成長為主題，深度閱讀與討

論每一章，並附每章PPT。已讀過的書包括

《教養兒子必學的功課》，《培育女孩》，

《管教心方法》，《做孩

子的心靈導師》，《愛語

秘訣》等。目前關注者已

超過800人，歡迎你加入｢美

證悅讀｢微信平台上的學習

與討論。

2.	心靈悅讀：以採訪與介紹的廣播形

式，介紹作者寫作心路歷程與書中精華，每

集15分鐘。	

《智慧的母親》按此聆聽		

《我的心靈札記》	按此聆聽	

《觸動心弦—屬靈操練導引》按此聆聽	

《妥善｢理抑郁症》按此聆聽

《休息》按此聆聽	

3.	證主月讀：以短文介紹各類主題

書。共十七期。

4.	網路書店：新改版的網路書店日趨

完善，方便讀者購書與取得各項資源。

www.cc-us.org

5. 書籍銷售服務 ：分別在休士頓，

洛杉磯，芝加哥與達拉斯設立書房與辦公

室，提供書展與訂購服務，每年在教會主

日，冬夏令營會與各大聯合聚會提供約100

次書展，服務遍及全美各州。

二、教育培訓事工

「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

體」是我們服事眾教會的目標，忠於聖經

的教導更是信徒成長的關鍵。我們事工的

規劃以建立愛神、愛人、愛家、愛教會的

弟兄姊妹為中心，幫助信徒成長與面對時

代的挑戰。

生命塑造課程3月2日舉辦于莉姊妹

「認識真實的我」六小時專題分享。9月7
日將繼續主辦「生命的覺醒」課程。

聖經教學課程4月26、27日證主/西區

中國教會合辦「新約福音書文體釋經與教

學」課程。

親子家庭教育

教育事工部主任高莉娜傳道在達拉斯

與休斯頓主辦各項親子教育培訓的聚會，

包括：「父母如何與青少年溝通」，「孩

子，你很特別！」，「父母如何與青少年

建立關係」，「幫助離婚家庭的孩子」，

「正確性意識的教導」。	

感恩回顧2019上半年 總幹事  陳蓮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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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ns7lOAQJtY&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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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更為個別教會規劃以家庭

事工為中心的福音預工聚會。帶領未信主

的家長進入教會。歡迎希望進一步了解的

教會與我們聯絡。	

第二代事工

父母與教會如何攜手合作，把第二代

帶到神面前?如何關心他們的靈命健康?

本會第二代事工李道宏牧師，多年來

出版了12冊有關第二代事工系列的書籍，

從夫妻的關係到教會的策略與如何為孩子

禱告等，成為華人教會的祝福。今年上半

年更完成各類視頻與專題分享：

1.	60集《關心兒女靈命健康》視頻，

每集15分鐘並附小組討論。

	 可進入xinerdai.world下載使用。

2.	《親子100》70 餘集視頻，每集1-2
分鐘，從日常生活中的人事物帶出管教兒

女的原則與方法。

www.myredegg.com   (under「jeff lee」)

3.	第二代事工專題分享：李牧師在

Oregon , Phoenix, Houston, Oklahoma，
英國，威尼斯等地的教會分享第二代事

工；並於5月｢任歐華宣教大會講員及威尼

斯馬浸神學院講師。

三、中國福音事工

植苗事工

中國對基督教的壓力雖持續升

高，特別對兒童夏令營施加攔阻，

但證主植苗事工仍得以持續。目前

植苗事工支持兒童約775人，大專

學生15人。累計14年當中，共支持

約3,300名兒童，53名大專學生。

傳道同工證書課程

40餘位同工正接受系統的聖經與牧養

培訓，共18 個｢課程。包括各卷聖經、靈命

操練、教會牧養	、釋經學、釋經講道學、

護教學、基督教教育、宣教學等，幫助同

工們在聖經真理的教導與應用上有更進深

的事奉。

支持傳道人

為偏遠地區同工傳道人，與民工教會

傳道人提供生活補助與關懷。

懇請弟兄姊妹繼續與我們同工，成為

我們的義工與代禱夥伴，並以奉獻支持各

項事工。上半年，我們仍有7萬多赤字需

要努力。如你有感動為同工或事工奉獻，

支票抬頭請寫：「CCIUSA」。你也可選

擇到本會網站 www.cc-us.org 網上奉獻或

電話聯絡 713-7781144。

感謝你的支持。	

請以代禱與奉獻支持我們繼續以

忠心與智慧來服事這世代。

你的同工

陳蓮香		總幹事

感恩回顧2019上半年 總幹事 陳蓮香

https://www.cc-us.org/奉獻

點按
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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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9dnywtQNi9PC0qz6SnszLQ?view_as=subscriber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4EuThBiV5UjL2EybkP2j6A/videos?view_as=subscriber
https://www.cc-us.org/%E5%A5%89%E7%8D%BB
https://www.cc-us.org/%E5%A5%89%E7%8D%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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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Lina Gao達拉斯事工報導

感謝神的預備和帶領，美證達拉斯家庭

事工團隊7月13日為隸屬於北德州中國文化促

進委員會的紫荊花兒童演講社，舉辦了DISC
親子教育福音講座，也為現場的家長們帶去

了親子教育書籍資源。

這次福音講座的目標是幫助家長們瞭

解，每個孩子都是上帝所創造，有著獨一無

二、無與倫比的生命價值。知識和健康固然

很重要，但孩子們全人發展的重要支柱是父

母們的愛、接納與支持。

DISC親子測試工具可以幫助家長從行｢模

式的角度來進一步認識與瞭解孩子。我們一

起學習了如何鼓勵不同行｢模式的孩子；如何

在孩子們的｢強項上給予鼓勵｢，在軟弱上給予

有建設性的引導。

兩個小時的課堂上，家長們敞開心扉分

享自己在親子教育中遇到的挑戰與掙扎，結

束時也久久不願離去，繼續詢問我們未來的

家長系列課程。更感恩的是，他們紛紛表示

期望進到教會裏去繼續學習，也願意更深認

識基督教信仰。，我們服侍的弟兄姐妹們｢此

一起感謝讚美神，求神繼續藉著社區福音講

座帶領更多的華人認識耶穌，回到教會。

我們需要弟兄姐妹們繼續為達拉斯家庭

教育事工代禱，在您的禱告中紀念我們服侍

與經濟上的需要。愿神感動您成｢我們的同

工，與我們一起在這個時代為福音爭戰。

歡迎達福地區希望進一步瞭解此事工的

教會與機構，與本會教育事工主任高莉娜傳

道聯絡 gaolina2016@gmail.com 或致電本

會休斯頓｢辦公室 713-7781144

Plano華人社區福音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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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子女靈命健康專欄

與女兒一次愉快的聊天

「爸，我昨天參加一個朋友的婚禮……

」二女兒興奮地說著。

自從她大學畢業離開家，到別的城市工

作後，除了大節日、親友的婚禮外，我們真

是難得相聚。	

「主持婚禮的牧師講道沒有你講得

好……差太多了！」她幽默地說著，還對著

我扮了個俏皮鬼臉。

	 這幾年來，我們父女關係有極大的突

破，或許是她工作後日漸成熟，也或許是我

這個做爸爸的少了對她的偏見，也不再把她

當作是幼嫩不懂事的孩子。我們的談話不再

是昔日的單向式，而是有更多像是朋友般的

溝通。

做爸爸的也學習多聆聽，不打斷她的

話，她現在已經是長大成人的「孩子」了。

漸漸地，我也學會與她溝通時，先站在她的

位置設想，縱使有時候不一定同意她的意

見，但至少能試著明白她的想法。

「真的那麼差？婚禮上對新人的勉勵，

應該不會太糟糕吧？」我好奇地問，也故意

做出不可思議的表情，等候她的回答。

「爸，那個牧師說，新娘一直都認為單

身並沒有什麼不好，而且喜歡有更多私人時

間來發展事業，但是直到有一天……」女兒

說到這裡忽然停住，像賣關子似的點點頭。

我不得不承認，女兒確是一個說故事高手，

表情十足又非常生動。(嗯——這應該是遺

傳自她的老爸！)

「怎麼了！」我迫不及待的追問，在一

旁的妻子也一起催她趕快說。

「他說，有一天新娘在洗澡時，滑了一

李道宏牧師

跤爬不起來，這時她才突然意識到，她的生

命的確需要有另外一個人來扶持她，好能在

她跌倒時能得到及時的幫助。」女兒帶著一

臉的不屑。

「如果因為怕洗澡跌倒沒有人扶，就決

定要結婚，那就太荒謬了！」她搖搖頭說。

「你……」我很想反駁她，並勸她幾句

「女孩子不要太強」之類的話，但想想還是

覺得不妥而作罷。我明白如果想知道孩子的

心聲，聆聽勝於說教，要孩子跟我們談話，

就要少給批評。我們也深深體會每一個孩子

都不一樣，而孩子也期望我們不要對他們各

人有相同的期待及要求。	

二女兒從小就很能幹、獨立、有主見，

所以也較為好勝，更喜歡與男孩子「較量」

，甚至「看不起」不如她的男生，也難怪不

少男孩子「怕」了她。對一個「越來越傳統

的」爸爸而言，我當然期望女兒早日有個好

的男朋友，也能順利成家。

「還不只這個荒謬理由……」她看我沒

有辯駁，就滔滔不絕的繼續說。

「那個牧師還說，他要借用一句非洲土

著名句來勉勵新人：『你想走得快，就一個

人走，你想走得遠，就要有人陪著走。』」

女兒還學非洲土著的模樣，逗得我和妻子大

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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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erdai.world

「好了，好了，你饒了那個牧師吧！你

知道他的用意是好的就得了。」我們好久沒

有這麼開心地談天。

「爸，難道結婚、離婚幾次，就會走得

更遠？他這樣的舉例實在有一點牽強喔！」

女兒還不肯放過他。

「所以……你還是不想定下來，找個男

朋友嗎？」我趁這個機會，問這個事業心

強、外向又「缺少」東方女性溫柔的女兒。

「爸，你先聽我說完……」她刻意迴

避。

「更妙的是，這個牧師還說，他幫新人

做婚前輔導時，發現他們的個性都很好強，

他們將來一定會時常吵架。」女兒裝著正經

八百的表情，並用手指著我們夫妻。

「天呀，婚禮是要祝福呀！那是警告？

還是咒詛啊？」女兒誇張地說。

「他真的這樣說？不過……其實這對新

人來說，是再一次的提醒，也不算壞事，不

是嗎？」

「唉呀，爸，我是遺傳你的脾氣呀，我

也需要一個像媽媽一樣好脾氣的先生。」這

是第一次聽到女兒的心聲。

「我正在觀察，絕不草率，況且這種事

是急不得的，不是嗎？你不是一直說，寧可

沒有，總比不好的好多了。」她對我扮扮鬼

臉。

「你已經有男朋友了？」我瞪大眼睛看

她。

「你問媽媽吧！」女兒又故弄玄虛。我

看看妻子，她只是給我一個微笑。

「好！我們繼續為你禱告！」我對女兒

點點頭。

信二代牧養相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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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W4iimG-HsU：9.3成為青少年孩子的朋友

關心子女靈命健康專欄 李道宏牧師 7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9dnywtQNi9PC0qz6SnszLQ?view_as=subscrib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W4iimG-HsU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9dnywtQNi9PC0qz6SnszLQ?view_as=subscriber


LITERATURE
MINISTRY

文字
出版

2020證主掛曆―萬古磐石
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

Order Form Download
訂單下載

8

https://www.cc-us.org/images/uploaded/Homepage/2020-OrderForm-OnlyBW-062619-onWebsite.pdf


LITERATURE
MINISTRY

文字

出版
2020證主掛曆―萬古磐石
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 書房特惠活動及書介

《創意無界限：百變聖
經教室》―

霍張佩斯	(基道出版社)

作者是資深教育工作

者，她不單有天馬行空的意

念，更能具體地實踐出來。

本書幫助讀者掌握帶領兒童

聚會的靈活原則。書內教

案專為六至十二歲的兒童而

設，透過與孩子相關的生活

議題及有趣的活動來引導他們明白聖經的

教導。適合教師、父母、主日學、團契和

崇拜的使用。不論是青少年團契或長者聚

會，所有想活潑地傳遞聖經信息的聚會負

責人的必讀之作。三版加入兩篇序文、四

封給兒童、家長、導師、牧者的信及讀者

回應。

《100個課室管理妙方》―

莉莎白‧克里斯基	(中國主日學協會)

老師最重要的任務是在有

管理的原則下，以活潑有趣、

深入淺出的教學方式，讓學生

享受到學習的樂趣。本書提供

100個如何維持上課秩序的好

點子，在避免責罵、處罰孩子

的原則下，透過有趣的活動、

團隊精神的發揮、小小的獎賞

等等，讓孩子活動筋骨的需求

得到滿足；在寓教於樂的過程中，學會服

從紀律的重要性。書中一目了然的編排方

式，讓忙碌的老師可以在最短時間裡運用

自如，是兒童主日學、幼稚園、國小、安

親課輔班的老師們不可或缺的參考書。

《簡-孩子與老師》―

劉趙麗芳(美國福音證主協會)

孩子是幼苗，老師是園

丁。老師用愛心，幫助孩子

慢慢地成長，漸漸地，孩子

卻變成老師的老師。這是一

本生動活潑的教育實用手

冊，內容包括認識幼童到青

少年身心靈的發展、如何預

備課程、兒童遊戲與故事、

從繪圖看兒童心理、愛的管

教、教學活動—遊戲篇與金句篇，以及

100個聖經問答。

教與學•樂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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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工作Easy Job》
― 吳李金麗	(福音證主協會)

本書選輯了十數篇兒童

導師事奉異象及技巧裝備的

精華文章，讓導師能在短時

間內得著事奉孩子的竅門，

並透過經驗分享，彼此激

勵。內容包括:

帶領兒童歸主祕訣、課

室管理技巧、8個週會範例及多元聖經遊

戲(180道配對題、200個擇題、150道是

非題)

《創意教學HIGH》―
霍李菲兒	(中國主日學協會)

本書幫助老師將孩童、

青少年及成人們帶到耶穌

裡，使主日學變得更有創

意，教導方式有變化。內容

包含：創意的挑戰、創意的

過程、創意的人、戲劇、角

色扮演、默劇、模擬遊戲、

說故事、討論、個案研究、創意寫作、音

樂、藝術、及網路學習。

《改變生命的基督徒教育》―

蘇文隆	(台福傳播中心)

基督徒教育應當有全盤

的基督徒教育策略：全齡教

育、主日學教育、特別事工

教育、及職前教育四大體

系。本書採取概論的方式，

以改變生命為中心，專門探

討成人部分，研討如何使教

會信徒因聖經知識而得到生

命的改變及成長；以及如何

由個人生命成長、建立基督化家庭，進

而能使教會的基督徒教育落實。

《引爆學習Very Much》 ―
李菲兒(中國主日學協會)

本書揭露隱藏在生活與成長背後的

四種｢學習血型｢——想像、分

析、務實、動力，透過認識

它們，與學生、同事、配偶

及子女更同心。除此之外，

本書也提出要依各自的喜好

而作出不同的「學習感知」

模式，四種學習模式交錯配

合，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果

效。

教與學•樂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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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溫子植苗兒童的家庭訪問

第一次到

王小妹家訪問

是在2015年的

冬 天 ， 北 方

寒冷的天氣加

上積雪正在融

化 ， 每 個 人

一進門就趕緊

伸手烤火。四個還在讀書的小孩臉頰凍得像小蘋

果一般，問他們冷不冷，每個人都搖頭表示習慣

了，不會冷。當時王家最大的孩子在唸初中，最

小的還未到上小學的年齡。那天我們離開時姐弟

們站在門口向我們揮手再見，那情景至今都還記

憶深刻。

王家父母親都是基督徒，每個主日都開著農

用拖拉車帶孩子們一起去鄉裡的教會參加聚會。

鄉裡教會沒有兒童主日學老師，小孩就是跟著大

人一起聚會。他們耳聽目染，再加上前幾年有植

苗夏令營，多少也對信仰有所了解；雖然大環境

在宗教信仰上多有限制，但	 神的作為總是透過各

式各樣的方式深植在人心中。

目前王家的孩子們都長大不少了。大姐沒讀

什麼書，很早就去外地打工了。剩下的四個小孩

中，老二已經要升上縣城的高三；老四小學六年

級，在校成績都在前五名；最小的老五弟弟也要

升小學四年級了。父母親雖然還可以勞動，但家

裡人口多，勞動力缺乏，2016年被掛牌列｢縣精准

扶貧戶，牌子上顯示計劃脫貧時間是2018年，每

人平均增收目標是人民幣4200。如今時間已過，

掛牌也取下了，理論上也就是脫貧計劃完成了。

看著王家四個小孩在逐漸的讀書成長，姐弟

們和睦相處，幫忙父母做家事，筆者相信這就是

王家最大的資產。我也相信藉由許多資助人長期

以來對兒童植苗事工的支持，更多像王家姐弟們

的兒童，也能夠在他們成長的道路上感受到	神無

比的大愛！

邀請你支持我們繼續尋找更多被忽略的貧困

家庭與植苗兒童，為他們帶來基督的愛與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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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was the 
winter of 2015 
when I first 
visited Xiaomei 
Wang’s family. 
It was a cold day 
in north China, 
the snow was 
melting outside. 

Everyone was eager to warm their hands by the stove 
when we entered the house. The four little kids of the 
family were all cold with blush cheeks like red apple, 
but they all told me they’re used to the cold weather 
and didn’t feel it anymore. The oldest child was in 
middle school, and the youngest hadn’t reach school 
age yet. I still remember vivid how those kids waived 
goodbye outside their door as we were leaving.

The Wang couples were Christians, they drove 
their farmer’s tractor and took the whole family to 

their village church every Sunday. The church had no 
children Sunday school teacher, kids sit with adults at 
the preaching. They have also had VBS (vacation bible 
school) in the summer in the past years. So the children 
have had some understanding and knowledges about 
their faith. Even though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still 
restricts the gospel in many ways, God works through 
different measures to plant life into people’s hearts!

The children are now much older now, their oldest 
girl didn’t stay in school for long and started to work 
at other places at early age. Among the four younger 
ones, the second oldest is about to be senior in city high 
school; the fourth one is in sixth grade and is an excellent 
student; the youngest will be in fourth grade soon. 
Their parents still work in the farm filed to feed family, 

although it won’t cover their cost for their family size. 
The government labeled the family as “Particular Help” 
by the county in 2016. The county’s goal is to change 
this situation in 2018, until their annual income raised 
up to ¥4200/head (about $600) in family. The deadline 
is now passed, and the goal should be met theoretically.

It’s pleasant to watch the kids grow, educated, love 
each other and start helping their parents, this is the 
family’s biggest property. Through Seedling Program, 
many donors have been helping families like the Wangs, 
God’s inimitable love is shown to them through their 
growth!

We invite you 
to support us to take 
care of more needy 
families and Seedling 
children, bringing them 
hope and love from 
Christ.

A Seedling Family Visit By Win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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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弟兄出生在一個貧困的農村家庭，父母

務農養育兒女很不容易。弟兄從小就很懂事、

努力讀書。但是由於父母沒有文化，讀到中

學的時候，課程落下了，沒有人能幫助，以致

后來成績越來越差，也沒有能考入大學。高

中畢業后，H弟兄去南方跟哥哥一起打工。一

位基督徒大姐把房子很便宜地租給哥哥，並且

邀請他們去學習聖經。因為查經班的朋友都很

友好，常常邀請；而且每次周末聚會都有點心

飲料，很溫馨，弟兄倆就養成了去查經班的習

慣。但是那時聽不懂他們講解聖經，只是唱詩

還喜歡。

一年之后，大姐邀請他們受洗，他們就接

受了。回頭看，那個團契的信仰似乎不是很正

確，當時H弟兄也是稀里糊塗就受洗了。那個

聚會沒有主日敬拜，后來一位成熟的主內弟兄

帶他去一家教會聚會，參加主日敬拜。教會裡

的教導正規多了，而且對信徒也有服侍上的要

求。弟兄很投入教會的生活，把教會的事當

作自己的事，樣樣都參與；他的業余時間幾乎

都花在查考聖經，聽講道錄音上了。有一陣子

教會牧師外出，給會眾安排在網上聽一位著

名老牧師的講道、解經。那位牧師講的非常艱

深，H弟兄大部分都聽不懂，但還是很努力地

聽，認真地學。能理解的那一小部分給帶給他

很大感動，讓他對神有了更清楚的認識。記得

有一段講道中，老牧師唱了一首歌，歌詞大致

是這樣的｢『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都是神的

兒子。你們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因此我

們呼叫阿爸，父』(羅馬書8：14-15)歌中所唱

的上帝有父親般親切的情感，常常使他感動的

淚流滿面……	。

教會牧師看到H弟兄對信仰很投入，就推

薦他去讀神學院。弟兄也感受到教會的需要，

想來想去，覺得找不到哪位弟兄或姐妹可以放

下家庭或工作去讀神學院，似乎只有自己最

合適。那時候H弟兄已經工作一段時間了，每

月有幾千塊錢的收入，工廠包住宿，還可以存

幾千。他的家人很不理解他會放棄工作去讀神

學，姐姐特別反對，甚至要求爸爸從家鄉趕到

他工作的地方勸說；同時，弟兄也絞盡腦汁想

讓家人們理解這福音有多麼美好，但是雙方都

沒有能接受對方的意見，一直到今天也就這麼

過來了。

讀神學院的過程中，應教會的要求，H弟

兄轉過一次學，雖然很舍不得當時的同學，仍

然順服了教會。學習快要結束的時候，他越來

越覺得所學的內容太淺，主要是在經歷生命的

操練，而非神學教導。神學院的進修由教會出

資，進修的過程中他有一半時間在教會服侍。

畢業后教會決定留他作見習傳道。

后來H弟兄隨牧師去宣教工場探望了一

次。這裡的需要那麼迫切，深深震撼了他。

特別當時有一句經文一直縈繞心中：『｢我在哪

裡。』服事我的人，也要在哪裡(約翰福音12

：26)。H弟兄覺得這裡實在需要福音、需要傳

道人，就決定留下來。這兩三年來，福音工作

開展的很不容易。似乎怎麼做都很難有人能信

主、能服侍。他讀了許多宣教士的傳記，也漸

漸明白所謂｢成功｢的傳道人並不在於工作的規

模，而是要行在神旨意當中。在這樣艱難的服

侍工場上，弟兄常常流淚禱告，緊緊依靠主。

他感受到，在這裡跟主的關係、對主的認識都

在快速成長。如果繼續留在大城市做傳道，靈

裡不會有這麼多進步。

講到他最喜愛的經文，H弟兄情真意切地

說，有一句經文，他背誦的是文言文版本：｢『吾

當竭力為神無愧之佣、善布真道』(『你當竭

力，……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

道。』(提摩太后書2：15，和合本)。他把這

段聖經裝框挂起來，激勵自己。

H弟兄這樣吃苦耐勞、對主一腔忠誠，就

像西北黃土高原干旱土地上的灌木，堅忍質

朴、緊緊抓住生命的根基，也把耶穌的生命彰

顯在古老貧瘠的中華大地！

編者中國故事―無名傳道者系列 X
《竭力做工的年輕傳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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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less Ministers in China X — 
Gives Himself to the Work of the Lord

Brother H was born in a poor farmer’s family. 
He understands that his parents labored hard to 
raise him up, and was an obedient child since he 
was little.  After high school, he went down south 
and joined his brother for a job. A kind-hearted 
Christian lady rent them a lodge with very low rate. 
The brothers were touched by this Christian’s life, 
and was willingly to go to her bible study when they 
were invited.  

A year later, the Christian lady invited them 
to be baptized and again they followed.   Later, 
he join another church, which focused more on 
discipleship.  There, brother H started to devote 
into church service passionately. He also spent 
almost all his spare time reading the bible and 
listening to preaching. Some online teaching was 
very advanced theology which is too challenging for 
brother H, he could only understand very little of it. 
However, brother H studied the preaching fervently, 
and was deeply touched by the parts that he could 
understand. He recalled that in one of the online 
preaching, the pastor sang an old gospel song about 
Romans 8:14-15 “And all those who are guided by 
the Spirit of God are sons of God. For you did not 
get the spirit of servants again to put you in fear, 
but the spirit of sons was given to you, by which 
we say, Abba, Father.” The song describes God as a 
passionate father, which touched brother H’s heart 
and moved him to tears, every time he sang it.

The church pastor was very impressed by 
brother H’s devoted services and spiritual growth, 
so he encouraged him to study in seminary. H also 
felt the calling too and saw the need from church.  
He resigned from his job to attend the seminary. At 
the time. His family tried their best to stop him from 
giving up worldly pursuits, but brother H also did 
everything he could to persuade them to believe in 
God. Neither was successful, and brother H moved 
on to start his study as a minister.

During his study in the seminary, brother H 
obediently changed school once, under the church 
request, even though he was unwilling to leave the 
classmates he just started to be friends with. Since 

the church supported his study, he worked half-time 
for the church while studying, and was kept as an 
intern minister after graduate.

Later, brother H visited a missionary field with 
his pastor in Northwest of China. The spiritual barren 
deeply pierced through his heart. A Bible verse came 
to his mind repeatedly “If any man is my servant, 
let him come after me; and where I am, there will 
my servant be. If any man becomes my servant, my 
Father will give him honor” (John 12:26). Moved by 
the calling, brother H decided to stay. Over two years 
have passed, there seems not much development in 
his ministry. “It’s very hard to lead people to Christ, 
even harder to keep them in church. “Brother H 
read some biographies of missionaries and gradually 
understands that “success” doesn’t mean that the 
ministry expands a lot, but to be kept in God’s will. 
Under such tough situation, brother H often prayed 
with tear, tightly holds onto the Lord. His spiritual 
growth is much faster than his previous church in 
Metropolitan area.

While talking about the bible verse that he loves 
the most, brother H said he was deeply moved by 
2nd Timothy 2:15, “Let it be your care to get the 
approval of God, as a workman who has no cause 
for shame, giving the true word in the right way.” 
He even framed this verse and hanged on his wall 
to remind himself.

Brother H is a loyal servant to the lord, full of 
love and passion, and he is also as tough as a bush 
in the desert, holding tight onto the ground, rooted 
deeply in the source of life, and works hard to glorify 
His name in this ancient, barren land!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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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友證主聖地遊學體驗

我在讀小學時已信主，常讀聖經，曾夢想踏

足聖地，真正跟隨耶穌的腳｢而行。

現在夢竟成真，神恩何等浩大！這次聖地遊

學難忘的情景包括：(1)參觀皮特拉的遺址；(2)

在死海浮遊；(3)在希西家水道涉水；(4)在加利

利海旁默想耶穌問彼得是否愛這些比愛耶穌更

深；(5)在客西馬尼園橄欖樹下禱告；(6)在聖安

妮教堂和兄姊們用廣東話同唱「｢真偉大」；(7)	

在哭墻前默想禱告。

- 余國亮

常言道：讀萬卷書，不

如行萬里路。我卻認為讀千

次聖經，不如去一次聖地。

透過今次2019年4月26
至5月9日的聖地遊學，我能

夠親身經歷二千多年前耶穌

所行過的足跡和看到超過三

千多年的歷史建築遺跡，實

在歎為觀止。

最難得的是我能夠與一班相識多年同聲同

氣的弟兄姊妹同遊聖地，並享受主內相交的團

契生活。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橄｢山上俯瞰聖城

時，聯想起無罪的耶穌基督為著我的救贖受審

判、背起十字架、被釘死前的慘痛苦況，啟發

我再思如何奉獻一生去事奉祂。

- 王婉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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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及2020 
新、舊約學習團、教會歷史遊學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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