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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多變，神的愛永不改
親愛的證主同路人平安：
時間飛逝，轉眼又進入感恩、歡樂與慶祝
的季節。人心也極度期盼2019年全球經歷的
社會與經濟的動亂能盡快停息，預備踏入嶄新
與展望的一年!

The world changes, but God’s Love will
never change
Dear Partners in Christ,
Time flies, and we are in a season of joy and
thanksgiving. However,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are
waiting for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turmoil to stop
before entering a new year of hope.

2019年，天父恩典相隨，在緊張的壓力
下，美證仍順利地為國內同工提供了牧養培訓
與神學系統培訓，以致他們在困難中能繼續在
真理上和事奉上裝備自己。

In 2019, with God’s provision and grace,
CCIUSA is able to provide training for the ministers
in China to equip themselves preparing them for
times of difficulties.

在中國事工方面，我們幫助偏遠貧困家庭
與教會的「植苗兒童」、「植苗青年」計畫仍
繼續發展。我們為著約3300位被支持的兒童
在這十多年間，在身心靈各方面的成長深深感
恩，為這些逐漸成熟的果子獻上讚美! 相信人
生中的這一段經歷，必會幫助「植苗兒童」與
「植苗青年」建立屬神的價值、人生觀。服侍
的與被服侍的都更體會世界再多變，神的愛永
不改變！

In the remote places of China, we continue
to develop Seedling children and Seedling Youth
programs. We have supported more than 3300
children in the past 14 years. We believe their
experiences will help them establish God’s value in
their outlook on life. Those who serve and those
being served will be more aware of God’s love that
will never change in this changing world. We
have included several thanksgiving letters from the
Seedling children in this issue.

本期《禾場》刊登了幾位植苗兒童的聖誕
節感謝信，表達他們的心聲。

In 2019,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establish
an educational ministry in North USA centering on
family and communities, training how to evangelize
and teaching how to reach to the unbelievers.
We also plan to produce videos of the workshops
available for more people and churches. We pray
that more brothers and sisters will partner with us
in our ministries.

2019年天父還為我們開闢了新的機會服事
教會。美證教育部同工結合教會的資源，舉辦
了以家庭事工為中心的社區福音講座，並培訓
同工如何影響福音朋友，使教會的事工能更進
入未信主的群體。我們也計畫未來進一步完善
幫助教會的訓練，並製作講座視頻，使更多教
會能普遍使用。願天父帶領有負擔的弟兄姊妹
參與我們的服事，成為我們的義工與同工。
2019年我們在教育與書籍銷售上仍有約
五萬的赤字需要您的支持，使事工能繼續發
展。您可選擇在本會網站奉獻或以支票奉獻
「CCIUSA」，幫助我們持續異象，服事神、
服事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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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 陳蓮香
Lillian Chen

In 2019, we are in need of financial support to
carry out our ministries, continuing our mission of
serving God and His church. We have a deficit of
about $50,000 so far. If God opens your heart, you
can donate on our website or send us a check.
Happy Thanksgiving.
Your Partner in Christ,

祝感恩節快樂!

Lillian Chen

您的同工

CCIUSA Executive Director

陳蓮香

關懷 CHINA
來自中國兒童的心聲
中國 MINISTRY Christmas Card

圖/文：溫子
By Win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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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Seeding Project Donor,
Hello!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I
just passed my high school entrance test and entered my
dream high school. There cost in high school is higher.
But your support diminishes my family burden, so I can
focus on my student life. Your help supports more than
my daily life, but also my motivation to go further in
life. I will also study hard to fulfill my dream. I hope
to grow up to be someone like you, who cares, to pay
back to my country, my society. May God bless you.
Wish you a healthy and smooth life!
Yujin Lan (13-122)

關懷 CHINA
來自中國兒童的心聲
中國 MINISTRY Christmas Card

圖/文：溫子

Dear Seeding Project Donor,
Hello, how time flies! I am a junior high student
now. This brought me back when you started supporting
me years ago. My family didn’t have fixed and stable
financial income. The family were heavily burdened. My
parents worked day and night to maintain the family,
and my dad got sick from the heavy workload.
I am grateful for your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to me and my family. So I can walk out of countryside
where I grew up from into the city to seek further
education. My parents support me. I worked hard with
goals as well.
I hope that I can filled my thoughts and my soul
with my continuing hard-working to improve my family
condition. Again, thank you sincerely!
Shanshan Lu (13-81)

Dear Seeding Project Donor,
Hello, how time flies! I am a junior high student
now. This brought me back when you started supporting
me years ago. My family didn’t have fixed and stable
financial income. The family were heavily burdened. My
parents worked day and night to maintain the family,
and my dad got sick from the heavy workload.
I am grateful for your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to me and my family. So I can walk out of countryside
where I grew up from into the city to seek further
education. My parents support me. I worked hard with
goals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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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ope that I can filled my thoughts and my soul
with my continuing hard-working to improve my family
condition. Again, thank you sincerely!
Shanshan Lu (13-81)

教育 TRAINING 關心子女靈命健康專欄 ―
培訓 MINISTRY 讓老爸失望的女兒

冷飲店中擠滿週末出來玩的年輕人，大
笑聲此起彼落；櫃枱後掛著的大銀幕上，正播
放一對情侶的熱情舞姿。
我和妻子靜靜地排隊，等著我們的飲
料。
「嗨！」有人輕輕拍我的左肩，是一位
女性的聲音：「你好，好久不見了。」
我轉身看見一位穿著護士服的女士，有
點眼熟卻叫不出名字。
「阿珍，你好，你的兒子呢？」妻子也
轉身，立刻認出她，兩個女人相互擁抱一
下。

李道宏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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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生產後沒有將新生兒的照片放在社交網站
上，我們也就不便去探訪新媽媽。我女兒結
婚時只邀請了她的父母，沒敢邀請她，因此
就這樣慢慢疏遠了。
過去一、兩年，妻子曾經在超巿遇過她
的媽媽。
「她現在跟孩子的爸爸住在一起，我就
得挑起外祖母的責任。她常加班，托兒所要
關門時，我就得去接小孫子，餵晚餐、洗
澡，女兒下班後她就可以接孩子回家睡覺。
」天下父母心，不論孩子做了什麼不合自己
心意的事，終究還是會接納孩子的一切。

「我剛下班。我今天代班，兒子在我媽
那裡。」她的聲音聽來是高興的，但卻一臉
倦容。

「我的孫子實在好可愛，很帥，像女兒
的男友一樣。我知道為什麼女兒會這麼迷上
他，但……」妻子曾經轉述朋友的話給我
聽。

妻子叫出她名字後，我才想起她是好友
的女兒，與我大女兒同齡，高中時也是同班
同學，功課不錯，那時她父母對她有很高的
期望。

「我看到她們母女間的關係變了很多，從
前叛逆的女兒成為母親後，也成熟許多。」這
是妻子的觀察。

她的父母曾經對我們說：「我的女兒想
讀醫！」我女兒進了大學後，我們偶爾從別
人口中得悉這個女孩未婚懷孕，而且女方家
長並不接受這個男孩。
縱使再要好的朋友，遇到教養子女難題
時，也常不知如何啟口，也不敢打聽。女

「你吃晚餐了嗎？為什麼你也買飲料？
」這算是我的「問候」。
「我點了三明治和冷飲，是給兒子的，
他很喜歡這家店的食物。」她笑著說。
雖然她與大女兒同年，但在昏黃的燈光
下，我注意到她眼角邊的魚尾紋，身材也已

教育 TRAINING 關心子女靈命健康專欄 ―
培訓 MINISTRY 讓老爸失望的女兒

豐腴不少。她原應與其他年輕女孩一樣，
享受著週末無憂無慮、多姿多采的生活，但
是，她現在得趕回家照顧年幼的孩子。
「你們分手了？」我鼓起勇氣問。
「沒有，我和孩子的爸還是住在一起。」
她擠出一絲笑容。
「你在醫院工作？」我指著她的護士服
問。
「我現在負責下午班，再一個學期就能
拿到護士學位。」她興奮地告訴我。
「那真好！真不容易，又要照顧孩子、
又上班、又要持家。」我稱讚她。
「拿到學位，加上你的工作經驗，一定
會加薪的，對不對？」正面的期待遠勝過負
面的遺憾。
「是的，我們準備買個小房子。」妻子
拍拍她的肩膀，點頭讚許。
「你們如果要結婚，我非常、非常樂意
為你們證婚……」我拉著她的手，假裝證婚
的牧師，把假想的戒指交給她。
「你爸爸現在好嗎？」朋友一度為這位
使他失望的女兒大動肝火，幾乎斷絕父女關
係。
「嗯……關係是比以前好些了，我想他
也接納了。」她的眼神有點閃縮。

李道宏牧師

朋友曾經告訴我，他無法接受自己的寶
貝女兒竟然愛上一個「沒有上進心」的男
孩，還「生米煮成熟飯」。父女間的關係本
來就已緊張，為了男友而放棄學業，更使他
說出許多收不回的氣話。
「你爸爸是愛你的，他一直對你有極大
的期望……這是我知道的，你爸是不太會表
達的男人。」我說。
「我知道……我也得承擔我做的決定帶
來的結果，有些事情是沒有回頭路的……」
她紅著眼睛說。
「29號！」櫃台忽然大聲叫著。
「那是我的飲料和三明治，我先走了！
」她看看手中的收據，然後告別。
「請代我們問候你媽媽！」妻子一邊
說，一邊快快地抱了她一下。
「很有意思，那也是她的年紀──29！
」妻子在我耳邊悄悄說。
「才二十九歲哪……」她這麼早就開始
承擔生命中另一個階段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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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ANIZ00uzE：
13.2 我家有個問題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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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選購證主各式
禮品，
全面 7 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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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靈修》―
出版：更新傳道會
作者：張麟至
神學與靈命的關係像是
一種雙螺旋結構。這樣的認
知十分重要。如果我們認定
二者屬於不能分離的雙螺旋
結構，那麼我們的靈修和神
的話語、系統神學也該是緊
密相連的。事實上，這種靈修觀點正是新約
與古教會以來的正統靈修觀點。
此書用《西敏斯特小要理問答》作經
緯，並將巴刻博士名著《簡明神學》中的神
學註釋編入，配上經文、詩歌， 整理成為
這本信徒的深度靈修手冊。
本書共含七大部──聖道論、神論、人
論、基督論、聖靈論、教會論和末世論，編
成八十七課「不一樣的靈修」，帶著信徒一
步一步地向高處行。

《行動靈修學》―
出版：校園書房
作者：帕克．帕爾默 (Parker
J. Palmer)
人只要活著，就有各種
行動。然而，日復一日的行
動生活，不時承受各種風
險、壓力、束縛。工作時，
難免有達不成目標的失敗可
能；想要發揮創造力，可時限緊迫，外加老
闆專制、資源匱乏；用心關懷的對象不能領
會你的好意，甚至反過來傷害你。我們轉個
不停，卻像大機器中的小齒輪；時間表滿滿
滿，卻始終覺得裡面有個空蕩蕩的地方；滿
腔熱血，想用行動改變世界，但到頭來，這
世界真的改變了嗎？自主在哪裡？自由在哪
裡？從心而生的喜悅滿足，又在哪裡？ 所
以，我們需要行動靈修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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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之書：一年的箴言
靈修日程》―
出版：希望之聲
作者：提摩太．凱勒、凱
西．凱勒 (Timothy Keller,
Kathy Keller)
箴言是上帝的智慧之
書，講述了如何活出一個人
的日常生活以及做出以上帝
為中心的選擇。在這一年的靈修日程中，從
箴言書不同的經文裡，提摩太．凱勒每天提
供給讀者一個既新鮮又發人深省的功課。向
來以學識淵博著稱的凱勒，不僅是揭開箴言
中豐富的洞見與藝術般的詩體，也引領我們
走向生命的異象：道德、實際、公義。《智
慧之書》是一本讀者可以日復一日，年復一
年來回味的，來跟上帝和他人滋養更深、更
滿足的關係。此書跟凱勒的《耶穌之歌》（以
詩篇為主的靈修日程）一書是絕佳的配搭。

《認識耶穌：30天馬可
福音靈修材料》―
出版：每日活水編輯小組
作者：朴同成
你是哪一種生命種子，
撒在哪種土地裡？天天默想
神話語，讓你的屬靈生命有
根有基。
有些信徒因為靈修默想時沒有方法，以
致讀不出滋味；又或者剛信耶穌來到教會
的初信者，需要有能夠幫助他們學習默想，
一本簡易入門的靈修默想教材。因此，本
書作者朴同成牧師選取了較為簡短的《馬可
福音》，配合「認識耶穌生平及教導」的主
題，編寫成這本《認識耶穌：30天馬可福音
靈修材料》。
這本材料能夠滿足想要開始有系統按部
就班操練自己靈修默想的弟兄姊妹。並且，
這本靈修材料也能作為初信者的查經材料，

文字 LITERATURE 書房特惠活動及書介
出版 MINISTRY
讓他們透過個人讀經或小組查經的方式，
明白基督信仰的基要真理，並且能開始操
練每天默想神的話，相信這對他們的信仰
成長會有很大的益處。
但願這本靈修材料不僅能幫助弟兄姊妹
打開讀經的胃口，建立與主同行的默想生
活，並且成為教會信仰造就的一塊敲門磚。

《成長靈修學》―
出版：校園書房
作者：梅浩林(M. Robert Mulholland)
在使徒保羅卷疊浩瀚的
著作中，歌羅西書顯得有些
不起眼。長度不過四個篇章
的歌羅西書，既沒有羅馬書
的磅礡氣勢，沒有哥林多
前後書的綿密論證，和加拉太書、以弗所
書，乃至於腓立比書、提摩太前後書比起
來，似乎也少了點故事性與可讀性；在新
約裡，歌羅西書的存在好像有些尷尬。然
而，作家梅浩林可不這樣認為。這位影響
力不下魏樂德與畢德生的靈修大師，涉獵
過古往今來無數的靈性經典，他發現，所
有的靈性塑造與生命成長課題，幾乎都可
在保羅的歌羅西書裡找到。這卷不起眼的
小書，原來蘊含著豐富無比的屬靈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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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便是梅浩林多年鑽研的成果，可
說是歌羅西書的「讀經生活化」。結合了
註釋書才有的學識涵養，以及近四十年來
靈修學方面的積累，梅浩林透過歌羅西書
獨有的語彙「與基督一同藏在上帝裡面」
，全方位詮釋了靈性成長的各種議題；生
動畫面的說明（運用「真我」與「假我」
的對比），以及拍案叫絕的個人經驗（跟
機場客服人員吵架），讓人在深入淺出
的筆法中，學習到各種靈性成長的祕訣，
一口氣讀完，將會發現自己不管是在眼界
上、心態上，都變得更加成熟，更有基督
的樣式。

你渴望生命不斷成長嗎？信主多年後，
你是否覺得靈性日漸枯乾？就讓《成長靈修
學》成為我們每日讀經禱告的案頭書，在晨
更晚禱的靈修時刻，生命可以持續更新，在
永恆中茁壯成長。

《靈修大師們的365則生活
智慧：老箴言與新時代的
會遇》―
出版：(南與北文化
作者：古倫神父 (Anselm Grun)
天天一則教父箴言，時時
經驗信仰智慧
在這本書裡，古倫神父引
用了365則公元300至500年時
的沙漠教父之短文，並將它詮
釋到今日的生活情境當中。過去幾年來，許
多歐洲心理學家對沙漠教父們的經驗非常感
興趣，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他們發覺，
在這些沙漠教父所說的話裡含有豐富的經
驗。沙漠教父們非常仔細觀察了自己的各種
想法。那是人心的根本活動，以前影響著那
些隱修的修士們，而如今同樣影響著我們。
彭迪谷（Evagrius Ponticus, 345—399）是隱
修士作家當中的心理學家，古倫神父從彭迪
谷的心理靈修名著《負面思想駁詞》中，選
出204則克服負面思想與情緒的聖經經文詮
釋，再加上從《教父語錄》（Apophthegmata
patrum）中選出161篇的教父對話，以供讀
者每天默想。
「將臨期」(Advent)是聖誕節前四周，
意指「即將來臨」的意思，這個節期是提醒
信徒要用心紀念基督的降生，並以警醒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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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地 HOLYLAND 《聖徒腳蹤》走在使徒保羅最後的路徑上 楚雲
遊歷 MINISTRY
在加利利海邊的潮水聲裡，在拔摩島上的雲
影裡，都曾探尋過使徒約翰的身影，那飄泊的
腳蹤，不曾停歇，我也如此。直到見著一座小
山丘，赫然標識他的名字，在方形石板下，確
定是約翰埋身處。四角細長的石柱，似乎守護
著這曾經最靠近耶穌的生命，他安息了。這裡
是土耳其的以弗所阿朔山（Ayasuluk）。
若非周遭的斷垣殘壁，說明一座存在過的古
老教堂，千年霜雪掠過此處，也只是一荒塚，
一古墓。

飄泊腳蹤最後停留之處
第一次如此接近，幾乎觸手可及。我回想著
他的一生。
「這人將來如何？」彼得曾指著約翰而追問
耶穌。只因彼得否認主之後，在最不堪的煎熬
時刻，整整三天三夜，唯一陪伴他的，就是約
翰。這小弟兄站在一個屬靈兄長的破口，直到
那身影漸漸恢復起身。抹大拉的馬利亞，在主
復活的清晨見證了這一刻（約翰福音廿章1-10
節）。
此刻，我比彼得更全面的得到所要的答案。
主在客西馬尼園遭捕，直到各各他山被釘懸
掛，門徒驚惶四散逃離。十二使徒前來陪伴在
十架下的，只有約翰。他是主最後的安慰，也
成了主最信任的門徒。為此，耶穌將肉身母親
馬利亞，託給約翰。當耶路撒冷遭難的日子，
跋山涉水，他們來到亞細亞最大的城市以弗所。

經過近三
十年，約翰不
負所託的照顧
馬利亞，直到
命終。而約翰
也在百年之
後，埋身於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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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的聖約翰大教堂，建立於約翰之墓上。

整 整 一
個世紀啊。約翰從年少到年老，他和耶穌出生
在同一個年代，一個莊嚴的世紀。他見證了耶
穌的生死、彼得的生死，甚至保羅的生死。十
二使徒沒有一位比他活得更久了，他有沒有想
過，主為什麼留他在人世的年日如此悠長？長
壽如果是祝福，那為什麼他的晚年淪為一個孤
獨的囚徒，老友飄零，同伴隔絕，只有滄海雲
煙相依，不見一人？
以弗所、士每拿、別迦摩、推雅推喇、撒
狄、非拉鐵非和老底嘉，這以順時針方向，環
狀分散在小亞細亞古代大道上七個城市的眾教
會，必然是約翰生前孜孜不倦、巡迴看望和教
導的對象。只因逼迫驟起，身陷囹圄，所有事
奉全然停止。也因身處孤島，信徒無法探視，
一切消息也都遭封鎖。
「我－約翰就是你們的弟兄，和你們在耶
穌的患難、國度、忍耐裏一同有分…」（啟示
錄一章9節）出於一個終生事奉主而終成孤老
的人，這些話，如同一個莊嚴的宣告，似乎悲
涼，卻是雄壯！

三泉修道院內的聖保羅堂建於保羅遭斬首處，內有三處古泉水遺址，
飾以保羅頭顱像（見右圖）。作者攝影。

聖地 HOLYLAND《聖徒腳蹤》走在使徒保羅最後的路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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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雲

聖約翰大教堂重建的樑柱。（王桂花攝影）

忠心跟隨 與主進入榮耀
「我不撇下你們為孤兒，我必到你們這裏
來。」耶穌曾在最後晚餐席上的溫柔承諾，被
約翰細心記錄，大概連他自己也意想不到，竟
然在垂垂老矣、最孤立無助的時候，那承諾鮮
活的兌現了！
當主日，在拔摩島，身後傳來大聲響，回眸
的瞬間，約翰親睹多年不見的人子耶穌！他來
了，他真的來了！他在約翰背後觀看已有多時
了，一面看，一面不忍，終於現身！
他來，是要告訴約翰，他想念他心愛的教
會，天地動盪，風雨飄搖，他確信仍有一群不
被震動、堅守信仰到底的忠魂，帶進世界和宇
宙的全面更新、全面改變！他們被主稱為得勝
者，他們是基督新婦和
新耶路撒冷最美麗的代
表！
也許更讓約翰驚動
和安慰的，是他看到新
耶路撒冷城牆十二根基
上，有十二使徒的名
字！那不就是約翰最榮
耀的未來嗎？「這人將
來如何？」耶穌沒有直
接答覆彼得，只說「你
跟從我吧！」。

我站在以弗所阿朔山上，面對約翰的安息
地，知道那睡臥在石板下的身軀必將再起，舊
造終結，他要在新造中榮美現身。我想起啟示
錄末了，主和約翰最後的對話。
「我必快來，阿們！」
主說。
「主耶穌啊，我願你
來！」約翰說。
他們相互思念，相互等
候那甜美的約定。

七教會中的以弗所，約
翰停留最長，直到離世。他
一生的經歷和教導，以弗所
作者偕弟兄姊妹走訪，主日在約翰墓旁與信徒分享老
教會必然領受和感悟最多，
約翰榮美的生平，心中滿懷感恩！（王桂花攝影）
他的憂喜悲歡和付出在以弗
所也最深。約翰的所有著作幾乎都在以弗所完
這是最深刻的回答：忠心跟隨，與我一同進
成。他不只是十二使徒之一，他也是以弗所教
入榮耀。
會中被主深深記念的得勝者，他必得著生命樹
的果子！因著忠心到底，主將聖經奧秘的最終
至於約翰，耶穌如此說「我要他等到我來！
啟示交付約翰。主不僅藉天使指示約翰那由天
」那是主對全教會、全世界顯現的時候。
而降的美麗聖城，主也向約翰清楚顯明，因著
愛的跟隨，約翰自己將成為新耶路
撒冷最深榮耀的一部份！
文章來源：
基督教論壇報 /經作者同意刊登 。
https://www.ct.org.tw/1349621#ixzz63BoiCr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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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羅馬城牆外，位於奧斯迪亞大道上的聖保羅教堂。
保羅最終埋身於此。（作者攝影）

聖地 HOLY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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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新、舊約學習團、教會歷史遊學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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