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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主 CCIUSA
總幹事的話
動向 Latest News
親愛的弟兄姊妹：
轉眼之間 2020 年已過去一半，從三月開
始美國進入人人自危，以全新的方式展開新常
態生活。我們也在這一波全球性巨浪中被衝擊
著。書店從四月開始關閉，五月開始部分時間
營業。1-6月文字銷售下降55%，奉獻減少50%
，聖地遊歷事工暫停，在中國的服事也受到影
響。雖然在一片低迷中，但同工們仍相互打
氣，回想過去四個月間，神給我們許多服事的
機會。弟兄姊妹也很關心我們的狀況，在此與
你分享 :

1. 家庭事工短視頻製作

信二代

˙家庭事工部製作短視頻超
過300 集，內容包括關心子女
靈命健康、教導孩子禱告、
讀經、宣教與家庭講座等。
跨越地域的限制，傳遞到世
界各地，特別在一些兒童無法到教
會的國家與地區，願神使用。

˙得到馬鞍峯 教 會授權為 150 集兒童
聖經故事卡通劇場配上中英文字
幕，對兒童明白聖經與學習語文都
非常有果效。感謝神，甚至有教會
使用這些故事，編寫成主日學教材來教
導兒童。

2. 網上專題與微信群服事
˙ 六 月 份 我 們 舉 辦 了「 在 家
教育」與「信仰傳承」專題分
享，以及每週一次的「破解青
春期密碼」等課程。一個多
月間共服事了來自美國、加
拿大、中國、歐洲、澳洲等
不同國家 4000人。會後迅速成立了家庭
事工，青少年事工與蒙恩的母親等 20 多
個微信群以及信二代公眾號，提供資訊
與相互關懷學習。
˙下半年，我們會繼續提供家庭親子講
座、職場培訓課程與講座，聖地專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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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 陳蓮香

享，門徒訓練專題等網上聚會，請代禱
記念，使各聚會的規劃能幫助弟兄姊妹
在靈命與生活上活出基督的風采。
美證悅讀

蒙恩的媽媽群

證主青少年事工-7

3. 青少年課程開發專案
˙青少年在信仰上常會遇到迷失與難題，
對家長而言也是一大挑戰。我們計畫成
立青少年課程開發專案，邀請對事工有
負擔與專業的基督徒參予，籌募經費與
構思課程內容，訓練導師，幫助青少年
家長培育下一代。

4. 推動閱讀與發展互動閱讀平臺
˙閱讀與成長是密不可分的，我們仍會繼
續出版優質屬靈書籍與裝備課程，透過
網上教學，分享與互動，使願意追求與
成長的信徒與領袖能得到幫助。
對於事工的轉型與發展，我們是興奮的。
雖然前面的難處還有許多，但我們相信神的
供應與你在主裏的支持。此時此刻，邀請你
考慮為「證主」作特別奉獻。我們希望在八
月底以前籌得 $80,000 奉獻。使同工能繼續忠
心地事奉。
再次感謝你對我們事工的認同，讓我們一
同投入轉化生命，裝備門徒，建立教會的使
命。你可以網上奉獻 www.cc-us.org 或支票
奉獻 CCIUSA 支持我們，所有奉獻都可做為免
稅使用。
感謝你在主裏的記念與愛心 !
你的同工
陳蓮香

2020.07.20

證主 CCIUSA
Message from Executive Director
動向 Latest News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Half of 2020 has passed. Since March, USA has
entered a dangerous pandemic, and everyone tries to
begin a different norm in life. We at CCIUSA have
also been impacted greatly. The bookstore was closed
in April and reopened partially in May. The sales
from January to June are down 55%, donation is
down 50%, the holy land tours are canceled, and the
ministries in China are greatly affected. Although we
are in a downturn, our co-workers are upbeat. Looking
back on the past four months, God has given us many
opportunities to serve. Brothers and sisters are also
concerned about our situation. We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the following:

1. Production of short videos of family ministry
• Production of more than 300 short videos on
“Caring for the Spiritual Health of Children”,
“Teaching Children to Pray”, “Reading
Scriptures”, “Understanding Mission and
Church”, “Cracking the Adolescent Code”,
and other family lectures, all these transcend
geographical limits and brings the resources to
brothers and sisters all over the world.
• The Saddleback Church has given us permission
to add Chinese and English captions on their
150 Children Bible Story Cartoon Theater series.
These offer a very effective way for the children
to understand the Bible and learn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s. Some churches have already
used the stories from the videos as their Sunday
school materials.

2. Offering online special topics
and courses
• In June, we have organized
online courses such as “The
Challenges of Education at
Home”, “Raising Children to
Follow Jesus ” and a weekly course on “Cracking
the Adolescent Code”. Thus far, we have 4000
viewers from USA, Canada, China, Europe and
Australia. After the Zoom meetings, 20 WeChat
groups were formed quickly, such as Family
Ministry, Youth Ministry, and Mother of Grace

Lillian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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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s. Together with the Second-Generation
Ministry, many are able to learn and participated
together.
•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20, we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these courses with the addition
of Workplace Training and Workplace
Communication lectures, and Holy Land
Special Topics. Please remember these in your
prayers.

3. Launching Youth Curriculum Project
• Teenagers often encounter loss and difficulties in
faith, this is a big challenge for parents. We plan
to set up this project and invite the participation
of other professionals who have the expertise
and burden to help to develop, to raise funds,
set courses contents, train mentors, and help
parents to nurture their second generation.
4. Promote reading and develop interactive reading
programs
• Reading and growth is inseparable. We will
continue to publish high quality spiritual books,
and through online teaching and sharing helping
willing leaders and believers to grow.
We are excited about the transforming and
developing of the ministries. There are many difficulties
ahead. However, we believe in God’s provision and
your continuing support. At this moment, we invite
you to consider making a special donation to support
these new initiatives. Our goal is to raise $80,000 by
the end of August.
Thank you again for your support in partnering
with us in transforming lives, equipping disciples and
building up the Church. You may donate online on
www.cc-us.org or send checks payable to CCIUSA.
All donations are tax-deductible.
Thank you for thinking of us and loving us.
Your Partner in Christ,
Lillian Chen
CCIUSA director
Julyy 20, 2020

教育 TRAINING
培訓 MINISTRY

王祈老師公開講座

講員

王祈老師公開講座

祈老師
王
：

國語主講•免費講座•歡迎參加

2020年8月15日(周六)
上午9:30—11:00 (美中時間)
Zoom Meeting ID : 988
Passcode : 12345

0803 0016

•高EQ夫妻與親子關係的起步
•如何化解夫妻與管教子女的衝突
•如何建立高EQ的家庭
講員介紹 ：
•加州 Azusa Pacific University 領導學碩士，專攻自我領導及家庭領導。
•加州「全人豐盛教育推廣中心」 研發、編寫教材、教學與訓練。
•洛杉磯「全人豐盛教會」黃宏生牧師之師母。
•曾任美國洛杉磯中文廣播電臺『愛的方程
式』節目製作主持人18餘年。
•美國家庭更新協會諮詢委員、美國「愛與衝
突」事工諮詢顧問。
•IML ( Institute for Motivational Living) 認證的
「行為分析顧問師」。
•著作：《高EQ驚人的影響力》、《優質下一
代的教養關鍵》、《一分鐘搞定你的孩子》、
《一分鐘搞定自己》、《一分鐘EQ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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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祈老師親子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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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報名

講員

王祈老師親子教育課程

祈老師
王
：

六小時課程，收費$20，請先報名。
報名 : 請掃描二維碼進入報名網站

2020年8/27•9/3•9/10•9/17(周四)
網路報名
晚上7:30—9:00 (美中時間)
1.
2.
3.
4.
5.
6.
7.

對孩子的情感滿足和獨立性訓練雙管齊下的方法。
愛帶來順服，傷害則為孩子帶來悖逆。
放棄不管與無效管教都會造成霸道的孩子。
幫助父母有智慧地應用「修正」與「處罰」，改善孩子不良行為。
給孩子培養能力的機會，是孩子自信的來源。
幫助孩子成功的訣竅在於父母少說多問。
有禮的家庭環境及父母循循善誘，可以教導出懂得尊重的孩子。

講員介紹 ：
•加州 Azusa Pacific University 領導學碩士，專攻自我領導及家庭領導。
•加州「全人豐盛教育推廣中心」 研發、編寫教材、教學與訓練。
•洛杉磯「全人豐盛教會」黃宏生牧師之師母。
•曾任美國洛杉磯中文廣播電臺『愛的方程式』節目製作主持人18餘年。
•美國家庭更新協會諮詢委員、美國「愛與衝突」事工諮詢顧問。
•IML ( Institute for Motivational Living) 認證的「行為分析顧問師」。
•著作：《高EQ驚人的影響力》、《優質下一代的教養關鍵》、
《一分鐘搞定你的孩子》、《一分鐘搞定自己》、《一分鐘EQ
教練》。

美國福音證主協會
CHRISTIAN COMMUNICATIONS INC. OF USA

Tel:713-7781144 • www.cc-u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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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 MINISTRY

樂在工作與家庭系列講座

Zoom Meeting ID : 932 5033 5712
免費講座 Passcode : 123456

講員：孔雷漢卿長老 Elaine Kung

每週六9:30 — 11:00AM(美中時間)
講員：劉漢中教授 Hon-Chung Lau

9月5日

8月22日
如何在不同階段
平衡家庭，工作和
服事

不一樣的職場規劃

9月12日
如何面對職
場逆境

8月29日
S.H.I.N.E 成功
的職場溝通
講員介紹：
•畢業於美國康奈爾和普林斯頓大學，電機和材料科學
雙修。
•歷任貝爾實驗室和AT&T前總監33年，並任多個技術
和業務領導職位。
•曾獲傑出商業女性、職業成就獎、最具活力管理者等
多項榮譽。
•基督使者協會董事,
工作神學項目—中文董事會主
席，Lausanne洛桑職場事工董事。
•1996年創辦Called To Work「職場使命」事工。服事
海內外教會和社區，提供融合信仰於工作的技巧、領
導力、職涯發展規劃、婚姻關係、教養子女等培訓。
•提出「感謝神，今天是星期一」的口號擴展到全美
國，鼓勵弟兄姊妹在職場中接受神的祝福也成為他人
的祝福。

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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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福音證主協會
CHRISTIAN COMMUNICATIONS INC. OF USA

www.cc-us.org

講員介紹：
•畢業於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和普林斯頓大學，獲化學工
程學士和博士。
•曾在殼牌(SHELL)公司任職35年，從事科研、技術發
展、工程作業、部門主任、項目經理、總工程師、技
術評估、培訓、招聘等職位。
•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工程學院教授及新加坡科技局高
級科學顧問。
•美國萊斯大學化工系客助教授。
•服事海內外教會的弟兄姊妹在職場中活出見證。
•著作有《不一樣的工作-職場探討22課》，《不一樣
的留學》(出版中。

協辦單位：

国际基督徒华商协会
International Chinese Christian Business Association

www.iccba.net

教育 TRAINING
培訓 M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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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應用

COVIDE-19 的爆發，是一個讓世界改變
的轉捩點。我們的工作，學習和生活狀態
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學校停止面授課
程，教會停止了聚會，大型活動全部喊停，
公共場所關閉，限流等等。讓我們一遍又一
遍的刷新對這個新常態的認識。證主也是在
這樣的大環境中，學習面對新常態，適應新
常態，調整事工方向。

微信平臺
我們也充分利用微信平臺的特點和優
勢。把短視頻內容分享到微信公眾號和微信
的群組當中。微信公眾號，讓我們的弟兄姊
妹可以接收到不斷更新的資訊。而微信群組
的設立，讓所有參與者與證主的關係更加有
粘性。
根據不同的主題，我們建立了「證主青
少年群 (1~9) 」。證主的事工的最新諮詢會
及時送達所有參與者的手邊。他們有的問
題，也在最短的時間發到我們的網路中，互
動，交流，成長。我們還建立了「蒙恩的媽
媽群」-服侍單親媽媽群體，「兒女靈命成
長群」( 2個) — 關注信仰傳承，「證主的弟
兄群」( 2 個)主內弟兄成長，「證主家庭事
工群」— 願意參與家庭事工服侍的弟兄姐
妹，「婚姻課程群」— 在主內的婚姻家庭
主題成長群。證主在這些群裡面服侍的弟兄
姊妹的的人數目前已經達到了2000 多人。

臉書FACEBOOK

Youtube頻道
美證專注於視頻網路的推進。我們在以
往的 YOUTUBE 視頻頻道裡面，根據不同的
主題和講員，我們設立了 16 個播放清單。
截止發稿時，我們累計的視頻容有 152 個長
短不一的視頻內容。這裡涵蓋的主題包括：
夫妻關係，親子關係，職場發展，個人
禱告系列，信仰傳承系列，艱難母親系列
等。這些內容針對目前基督徒的家庭問題，
從實際生活的點點滴滴，把神的話語和聖經
原則通過各個講員傳遞給眾教會和弟兄姊
妹。我們的視頻的流覽量比 COVID-19 之前
增加了4倍，觀看時長也增加了3倍以上。我
們也從眾弟兄姊妹的積極回饋中得到安慰與
鼓勵。

證 主 也 通 過 臉 書
(FACEBOOK) 這個平臺向大
家介紹各項培訓，講座，
事工。我們從 2月份開始就
保持每週三次的臉書內容
的更新。更新的主題包含圖書推薦，事工介
紹，資源分享等。我們臉書的點贊和轉發量
是以前的3倍之多。歡迎大家繼續在我們的
臉書頁麵點贊，轉發。
證主也仍然在不斷的學習，來適應當今
的網路世界和新的社交媒體。我們的目的是
借用這些管道，把證主的資源不斷的送到教
會的弟兄姊妹的身邊。訓練信徒，裝備領
袖，建立教會。

文字 LITERATURE 我在那裡可以尋見上帝的面？
出版 MINISTRY
《每日生活禮讚：日常生活
的屬靈操練》(Liturgy of the Ordi-

nary: Sacred Practices in Evertday Life)

作者：黛詩‧沃倫 (Tish Harrison

Warren)
出版者：福音證主協會
想想自己每天清晨，一睜開
雙眼，心裡是被什麼充滿？是立
即浮現日常瑣事，甚至是需要馬
上處理的事而感覺到匆匆忙忙或
心煩意亂？或是在心情安穩與感
謝中開啟新的一天？
生活中的每一件正在發生、將要發生的
事，都是迫在眉睫的，有的是讓人愉悅，但更
多的卻是讓人愁煩、擔憂的事。我們的心，常
被這些「雜事」所充滿而憂愁於不知該如何解
決，日子也在抱怨與不滿或擔憂中度過。
對有信仰的人來說，我們理智上知道世上
一切都在上帝裡，都是在主的允許下發生，但
基督徒仍然會愁煩、擔憂、不滿或抱怨。 4月
份，我們介紹了 150年前出版的經典書《信徒
快樂秘訣》，作者史哈拿師母告訴我們基督徒
也與世上所有人一樣，會擔心、會愁煩，但是
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不同的是：基督徒有一位可
以交託萬事的上帝。即使當我們禱告交託後，
憂愁又回到心裡時，我們仍可以一而再、再而
三地禱告交託給上帝，直到心裡平安為止。
今年 5 月，證主出版一本新書《每日生活
禮讚：日常生活的屬靈操練》，正是與《信
徒快樂秘訣》相互呼應。作者提醒我們：每
一個基督徒每個清晨一睜開惺忪睡眼，便如同
領洗，脫去昨日舊我，進入新的一天、新的生
命，這新的生命在一天清晨一有覺知時，便緊
緊與主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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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作者談到在摺被鋪床時體會「習慣」
是如何影響著我們，當然，信仰的許多固定儀
節或許也如同「習慣」般影響著我們的信仰、
影響著我們的心思意念。後續乃至刷牙梳洗、
找不到鑰匙、每天中午匆匆的一餐、在婚姻中
的磨合、遇到交通阻塞時、和朋友聯繫、自己
獨處休憩、直到夜晚臨近，準備入睡時，每一

美證 編輯部

天的每一件事情，都與我們的
主、我們信仰息息相關、緊緊相
繫。作者說：我們看為微小、無
關緊要的日常生活，上帝卻認為
充滿意義，因為這些都是祂要賜
給我們豐盛生命的一部份。上帝
總是在我們實際所在之地來祝福
我們。
勞倫斯弟兄(Brother Lawrence)
說：「為了愛上帝，我們就該不
厭其煩地處理日常瑣事，因祂
看重的，並非我們的成就有多偉
大，而是我們展現的愛心有多深
刻。我們不該揣測自己是否在起點就失敗，
而是我們期待自己終將養成令人喜出望外的
習性，自然而然結出美好的果子。」
這是一本日常生活的屬靈操練提醒，正
如台北靈糧神學院專任教師林瑋玲所說：作
者從一天的生活瑣碎事，談到「我是誰」的
身分確認，教會儀式與禮儀對信徒的塑造，
關愛訓練身體做神聖器皿，認罪與赦免的操
練，聖餐與消費主義的反思，互祝平安的操
練，工作與召命……等在神眼中的意義，體
會上帝在每一件「瑣事」上的同在。它會帶
領你進入更成熟的思考，跳脫習慣成自然的
習以為常，改變單一思考的模式，寬廣你的
眼界。
本書特別邀請中華福音神學院系統及歷史
神學教授周學信博士為讀者說明「禮儀、典
禮、儀式」在基督教信仰中的源流與意義。
使這個主題更加完整呈現。
此外，本書每一章結束後附「討論問題」
及「建議練習」，適用於教會的讀書小組、靈
修的輔助閱讀或是靈命塑造課程的參考書。
在全球 Covid 19 的威脅與政治的動盪中，
許多人每天幾乎只能做著同樣的事，看似重
覆又無聊，對未來充滿了未知與無奈。願我
們以每天的瑣碎事做為屬靈操練的起點，一
點一滴突破身心靈的瓶頸，自己走出一條光
明的路!
歡迎訂購 www.cc-us.org 美證網路書店

文字 LITERATURE 「破解青春期密碼」系列講座—
編輯部
高老師介紹的書籍
出版 M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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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 CHINA
疫情中的植苗兒童
中國 MINISTRY
從 2020 年初開
始，中國受疫情影
響，無論在工作就
業，民生經濟，學
習方式等都有許多
變化。植苗地區因
地處偏遠山區，人
口亦較稀少，病毒
感染並不多，但對
於一些在縣城工作
的父母卻會有面臨
被解雇，出現經濟
藍神管
的困難。兒童上學
也一度中斷。感謝神，中國疫情漸控制，願神
恩待每個家庭，幫助這些沒有工作的父母能重
新出發，一切能逐漸回到正常。
以下是兩個植苗家庭在疫情期間的狀況:
（一）藍神管同學從小就受到植苗事工的關
懷，現就讀小學四年級，父母都在縣城打工，
他們不想讓孩子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愛，一年多
以前，便將小孩們接到縣城同住。
藍神管同學很懂事也很乖，放學之後去接弟
弟妹妹回家，學校的成績也在中上，回家之後
會自動自發做學校作業，讓父母省心不少。平
常也會與弟弟妹妹在門前廣場玩遊戲，簡單的
角色扮演就讓
小朋友玩得不
亦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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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稱謝

圖/文：溫子與

今 年 初
藍神管
發生疫情，
縣城的工廠與商店全都關閉了，頓時生活上就
沒有收入了，為了減少生活開支，他們一家子
只好回到農村，孩子們也在家幫爸媽幹農活。
如今疫情已經穩定，也再次回到縣城，恢復以
前的生活型態與學校生活了！
（二）藍小謝同學小時候住在山區，初中時
搬到縣城，現就讀高一，爸爸是傳道人，在縣
城教堂講道，媽媽在牧養另一個小教會。父母
在家中帶著孩子們做家庭聚會，每天要求孩子
至少讀一章聖經，也因此全家生活上充滿了 神
的祝福，在課業上也不用父母擔心，真是感謝
神！
疫情期間，小謝同學很認真地完成網上每
一項作業，有時需要幫父母做農活，一周上傳
一次作業給老師批
改。疫情在小謝的
家鄉並沒有造成太
大的影響，生活也
逐漸回復到往常的
樣子，願上帝祝福
著她們一家 。

藍稱謝

關懷 CHINA
Seedling Children during the
中國 MINISTRY Covid-19 pandemic

Since the
early
2020,
China
has
been affect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employment, economy,
and education. In the Seedling areas because of their
remoteness, and sparse population, the rate of virus
infections is less. However, the parents that work in
the city have a higher chance of unemployment and
financial difficulties. 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 is
interrupted for a while. Thank God, the pandemic in
China is slowly under control. May our Lord have
mercy on all the families, helping the parents to start
afresh, and returning life to normal.
Below are the lives of two Seedling families during
the pandemic:
1. Lan Shenguan has been supported by the
Seedling Project since very young, now he is in 4th
grade. His parents work in the city. They do not want
their children’s childhood to be
deprived of parental love, so the
children were moved to the city
to live with them a year ago.
S. Lan is well behaved. His
school grades are above average.
After school, he will pick up his
brother and sister home, and will
finish his home work by himself
saving his parents a lot of worry.
Usually he will play games with
his siblings in front of their house.

By Win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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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he
pandemic broke out,
all the factories and
shops in the city
were closed. Their
income
suddenly
disappeared. To save
money, the family
moved back to the
village. The children
helped around the
house and in the
field. Now when the
pandemic has stabilized, they move back to the city
resuming their city and school life as before.
2. Lan Xiaoxie lives on the mountain when he is a
child, and moves to the city in Junior High, now he is
in the first year of High school. His father is a minister
in a city church, mother also shepherds another small
church. The parents lead family worship with him, and
requiring him to read at least a chapter of the Bible
every day. The family is full of God’s blessings. It is also
thankful that the parents do not have to worry about
his schoolwork.
During the pandemic, X. Lan diligently completed
all the course works on the internet, and uploaded his
homework to his teacher once a week. He sometime
helps his parents with field work. The pandemic does
not affect Lan’s hometown that much. Life also returns
to normal gradually. May our Lord bless this family.

聖地 HOLYLAND
遊歷 MINISTRY

朝聖之路 Pilgrimage Road

喜愛聖經的基督徒都喜愛上行之詩，
特別是詩篇121篇。
詩篇121篇1-4節
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他必不叫你的腳搖動；保護你的必不打盹！
保護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覺。

水管破裂，市政府派了一批維修人員去修
復，跟著一起去的還有幾位考古學家。在修
理期間，考古學家發現了一段又長又寬的
石階，這些石階通向古代西羅亞池（Shiloah
Pool），古時朝聖者在登聖殿山前，都會到
這裡進行淨身儀式。他們相信，這條街道就
是聖經裡，上百萬的猶太人一年上聖殿三次
守節（逾越節、五旬節、住棚節），向上帝
獻祭時所走的路。

這裏說到上帝會保護行者的腳步。猶太
人每年三次會上耶路撒冷朝聖，他們一邊走
一邊唱詩歌。為什麼是上山去呢？因為聖殿
是在摩利亞山上，這山週圍都是山谷。他們
上聖殿前先要潔淨自已，剛好西羅亞池就在
山腳下，因此這池便成為朝聖者潔淨自己的
地方。

「朝聖之路」的歷史可回溯到第二聖
殿時期，距今約有2000多年。這條街道以
西羅亞池為起點，一直延伸到鄰近西牆的
羅賓遜拱門（Robinson's Arch）附近，直到
現在還可以看到以前直達猶太教堂（Jewish
Temple）的階梯遺跡。

這條朝聖之路與現在的車路平行，但朝
聖路一直延伸到羅賓遜拱門。去過聖地團的
人都知道，當經過了希西加水道，每個人
出來休息，坐在台階 抺 乾 淨腳穿上鞋子的地
方，就是西羅亞池的旁邊。西羅亞池現在屬
於私人資產，已無法盡情遊覽。但從這裡走
回幾步便可以看到一個門口，這就是朝聖之
路的開始。

根據第一世紀羅馬猶太歷史學家弗拉維
奧˙約瑟夫斯（Titus Flavius Josephus）的說
法，每到猶太節日就會有大約270萬猶太人
到耶路撒冷朝聖，帶來25萬以上的祭牲來
獻祭。幾乎所有猶太朝聖者都會從這條路進
入耶路撒冷；在第二聖殿時期，許多當時有
名的學者、領袖，包括耶穌，幾乎肯定都會
走這條路。這證明猶太人和耶路撒冷有歷史
關連.

能發現「朝聖之路」其實是個巧
合。2004年，耶路撒冷東南方的Silwan村汙

這朝聖之路終於在2019年 6月30日開放
了!

「朝聖之路」的發現證實猶太人和
耶路撒冷之間有長久的歷史關係。
(圖片來源／The Temple Institute-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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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新約使徒腳蹤16天學習團
(包括2天遊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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