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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 陳蓮香

親愛的弟兄姊妹：
轉不驚覺地已進入了秋季，今年的確是
非常特別的一年，正當春光明媚的時候，全美
一州一州先後陷入 covid-19危機中，如今已漸
漸邁向冬季。過去半年的日子，打亂了全世
界人類的生活，從個人，家庭，教會，福音機
構，各行各業都必須以新的方式來面對。
感謝神，帶領我們過去 9 個月同工們雖然
許多工作都受到嚴重的影響，但是我們仍然有
非常清楚的異象，保持事奉的熱誠，並且以新
的方式來面對事工的轉型，因為我們相信上帝
掌管一切，環境雖然像四面圍牆，但我們心裡
不害怕。我們知道要衝破困難唯一的方法就是
向上飛翔，凡事相信，凡事盼望，仰望那為我
們創始成終的主。
從六月開始我們積極展開網上課程，邀請
專業的講師分享，我們很感恩所舉辦的各類聚
會，參加者來自美國，加拿大，中國，東南亞
以及歐洲。並且很快的成立約30個微信群，聯
繫數千位弟兄姊妹與福音朋友，在群裡面彼此
的鼓勵，代禱，傳遞資訊。
在教育資源方面，我們加強製作親子教
育，信仰傳承，婚姻家庭，職場溝通等各類的
視頻。弟兄姊妹可以從 YouTube 頻道CCIUSA，

本會網站以及透過公眾號找到各類屬靈的資
源，搜尋你需要的各類分享與專題回放。
在關懷中國教會與貧困偏遠地區家庭的事
工上，我們仍然繼續的竭盡所能聯絡當地教
會，繼續供應植苗家庭的需要。因為明白有
許多家庭也是在困難的當中。感谢 神 ，各项 工 作
与拨款都顺利的完成。
到8月底為止，我們在經費上仍然有很大
的虧損，同工不斷努力的工作，但限於環境
的困難，奉獻仍然無法達到目標。到 8 月底
為止，我們整體仍有$ 120,000 的赤字需要努
力，邀請你加入一同建造弟兄姊妹的靈命，
家庭，與教會成長。我們相信一點一滴的奉
獻，都可以積聚成河，幫助我們逐漸恢復正
常的運作。
歡迎你以支票抬頭 CCIUSA 以及網上奉獻
www.cc-us.org 來支持我們的事工。
附上一到八月財務狀況報告。
感謝你在主裏的記念與愛心 !
你的同工
陳蓮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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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項目 Ministries

收入 Revenue

支出 Expenses

結存 Balance

中國福音事工 China Ministry

$75,330.46

$80,744.08

-$5,413.62

教育培訓事工 Education Training

$47,394.88

$67,593.88

-$20,199.00

出版及銷售事工 Literature Ministry

$102,389.64

$132,014.11

-$29,624.47

遊學進修團 Study Tour

$0.00

$0.00

$0.00

行政費 Operation Fund

$92,413.82

$161,006.83

-$68,593.01

總計 Total

$317,528.80

$441,358.90

-$123,830.10

證主 CCIUSA
Message from Executive Director
動向 Latest News

Lillian Chen

3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It is autumn and very soon it will be winter. This
has been a very peculiar year. Amidst the beauty of
spring, the nation falls into a covid-19 pandemic. In
the past six months, the world was overturned. All
walks of life, individuals, families, churches, evangelical
organizations and businesses have to adjust the future
with a new approach.
Thank God for leading us in the past nine months.
Although many of our work has been severely affected,
we still have a very clear vision to enthusiastically
keeping our ministries, and fac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our ministry with new approach. We are not afraid
because we believe God is in charge. The only way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is to look up to our Lord,
believing in Him.
Since June, we have actively launched online
workshops and inviting professionals to share online.
We are very thankful that we have participations from
all over USA, Canada, China, Europe and Southeast
Asia. These people quickly formed about 30 WeChat
groups that connect thousands of people encouraging
each other, interceding for others, and passing on
information.
In terms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we increase the
production of videos on parent-child education,
keeping faith through generations, marriage and
family and workplace communication. Brothers and

sisters can find all kinds of spiritual resources from
CCIUSA YouTube channels, our website, and through
official accounts searching for what they need.
In our Seedling project that cares for churches
and families in China in poor and remote areas, we
continue to try our best communicating with local
churches, and providing for the needy Seedling
families. Thank God, all the work and transferring
of funds wer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As of end of August, we still have a large deficit, a
whopping $120,000 in red. In spite of our hardwork,
the donation has failed to meet our goal. We sincerely
invite you to join us to build up the spiritual life of
brothers and sisters, families and churches. We believe
that every drop of donation will accumulate to help
us gradually return to normal operations.
We welcome you to support our ministry by
sending us a cheque payable to CCIUSA, or donate
online at www.cc-us.org.
The financial report from January to August is
attached.
Thank you for thinking of us and loving us.
Your Partner in Christ,
Lillian Chen
October 5,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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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TRAINING
培訓 MINISTRY

證主網站與 Youtube頻道事工發展

最近常常聽說的一句話是 COVID-19 給了
我們危機，也給了我們轉機。雖然我們周圍
的人群都成了常見面卻仍然不見面的狀態。
遠方的新朋友和弟兄姐妹反倒是常常見。因
為各樣的網路會議平臺，消除了距離和時差
的影響。
感謝神，過去幾個月，我們舉辦了不少
網上講座，受到弟兄姊妹的歡迎。聚會結
束後，我們都會第一時間把講座的內容製
作成完整版及精選版短視頻，放到證主的
YOUTUBE 頻道與微信群，為大家提供隨手可
得的寶貴資源。你只要打開手機/電腦等，進
入YOUTUBE 頻道，搜尋CCIUSA，可以在裡面
發現有超過 20 個的播放清單（PLAYLIST）。這
裡面包括：
•青春期青少年主題，時間管理（高莉娜）、
高 EQ 的婚姻家庭系列（王祈師母）
•在家教育的挑戰（鄭立新牧師）、孩子與教
會系列（陳凱義牧師）
•信 二 代 系 列（李 道 宏 牧 師）、婚姻講座（
傅凱彬牧師，際紅師母）
•樂在家庭與職場系列（孔雷漢卿長老、劉漢
中教授等）、職場溝通系列（孔雷漢卿長老）
證主的這些講座，是根據 COVID-19 疫
情後，每個信徒，朋友在夫妻關係，親子關
係，職場關係中所經歷，所體會和所需要
的。結合聖經的教導與各位講師多個角度的
分析與解讀。用通俗而又專業，熟悉而又精

Allen Mu

准的講解，讓聽眾學習到如何把神的話語
應用在個人的生命中。各位講師所經歷的
各樣案例和人生經驗，也把深刻的道理轉
化成溫柔的言語，讓這些內容進入耳朵，
深入心裡。
證主的 YouTube 頻道的訂閱量也幾乎
從個位數，在短短2個月的時間達到了 3
位數。我們的視頻的觀看次數現在超過
3000次，觀看時長也達到將近 450 小時。
從弟兄姊妹的 Youtube 留言我們也感受到
他們所經歷的鼓勵。有一位 KE 姓的網友
留言說：「謝謝這麼好的分享，聽了幫助
很大。」是的，隨時隨地尋求神的智慧與
啟示。另外一個網友的留言也說：「 Very
Helpful, thank you」
我們也要感謝支持美證事工的各位朋
友，熱心地幫助我們推廣講座和 YOUTUBE
頻道。我們的青少年和家庭親子方面的講
座，在 ZOOM 上曾經有超過1000 人的同時
觀看人數。我們的累計觀看人數已經超過
了萬人。我們也備受鼓勵，願意準備更多
不同主題的講座呈獻給大家。
我們所舉辦的講座，都是證主教育事
工的一部分。證主是一個非盈利機構，
所有經費都是由熱心弟兄姊妹的奉獻來支
持。我們下半年為教育事工的呼籲奉獻是
$80,000。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有 $35,000
的赤字。懇請大家在禱告中紀念，在你個
人受益的時候，也能參與一同配搭，以禱
告與奉獻，與我們同工。使這些資源與上
帝的話語能幫助更多的人。

•請大家繼續關注，訂閱證主的
YOUTUBE 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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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TRAINING
培訓 MINISTRY

父母成長小組反饋

美證父母成長課程致力於幫助與陪伴
在養育孩子過程中遇到困難的父母。透過
連續 9 周（每週 2 小時）陪伴式的學習、互
動分享、家庭行動作業，培養家長積極、
正面的教育心態，糾正教育中的誤區。讓
父母在輕鬆的環境下交流，在愉悅的氛圍
中解決教育問題，更新與子女之間的親密
關係，建立一套實用的教育原則和方法，
幫助您成為一名與孩子共同成長的父母；
成為不僅有愛，且具備愛的能力的父母。
在這個課堂中，我們陪伴許許多多的父母
流淚、歡笑，互相打氣，也一起慶祝他們
的家庭走出困境。若是您在親子教養中遇
到挑戰，請加入我們的學習小組，我們一
同成長。下面是 2020 年暑期班的學員反
饋，非常感謝各位學員的鼓勵！

課程反饋：
我 们 在 抚养 孩 子的过 程 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 无 法
找到迅速的解决办法。莉娜老师的父母成长课让我们将关注点先
回转到自己身上，改变自己，让自己获得心灵的成长，
和孩子建立更好的亲子关系，因为所有的改变需要
从心开始，只有触摸到孩子的心，我们才可能成为
孩子的引路人。我们很喜欢做每周老师布置的作
业，做作业的过程常常成为欢乐的并有价值的亲子时光，感
恩。— Gloria
这门课 特 别 好 ，每次上课 都 有很大收获 。 我尤其喜
欢 老 师举 例 、 现 身 说 法 和小组 分 享。通过 上 这门课 ， 我对 自 己作为
一个母亲有了更清楚的认识，知道自己哪些地方做
得好，哪些地方需要改进。我每次上完课都认真
地做作业，而且很公开跟先生和孩子讨论，让他们监督提
醒我。学完了就用很关键。我推荐年轻的父母们，能
夠尽早上这门课，把自己装扮备好。千万不要觉得孩子已

经 大 了，上课 太 晚了。我已经为 先 生报 了 名，他下
一期上。谢 谢 莉 娜老 师 的 精心准 备 与 付出！—
Lisa
老師的專業誏我在短時間內學習去
幫助我與兒子重新建立愛的關係，誏我
看到自己很多錯誤的地方，而不會因為
自己的不知道而繼續做傷害小孩心理健
康的事。我以前不懂小孩的獨特性常常
會為小孩做錯事去責怪他，不懂得去接
納錯誤，常常只表揚小孩的成就而不懂
的去欣賞他的努力，因而小孩不願面
對新挑戰等等。這堂課也有小組討論，
誏你有時間去思考操練和分享別人的経
驗。我深深感謝老師有這個治本的教
材，誏我學習到和兒子如何正確的改善関
西馬上輓回我和兒子目前的危機！我真
的推薦麗娜老師的小組課程給每位父母
親。— Anne
学习 感悟：每 个 人 的成长环境 ，特别 是 身边 的 父
母、爷爷 奶 奶、外公外婆以及周围 的 环 境 对 一 个 新 的
生命的影 响 是 无 形 的、 点 滴 的 渗 透 。 这 种 影响无论是言 语
或行 动 上 ，特 别 是 在心 灵 深 处对 孩 子的影 响 是 深 远 而 恒
久的！ 过 去 ，我从没 有 学过 如 何做父母，也从没 有 学过 生 命
影响着 生 命的这样 一 些 课 程 。我 无 形 之中就 会 按 照上一
代给 我 们 的 教育模式，引导 我 们 的 孩子。2020
年的非常时 刻 ，很感恩听了高老师 的 课 程 ，仅仅
几堂……，给 我 自己带来 深 刻的感悟是思考和启
迪......，原来 父 母直接影响着 下 一代，更深层 次 的
影响到一个家族以及一个社会。
一个人可以走的
很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得更 远 ！ 感谢 高 老 师 的
陪伴……有你真好！ — Ang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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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LITERATURE 秋季禾場慶豐收
出版 MINISTRY

感 恩主愛，福音證主書房為你推出贈閲
閱讀物和大量特價商品回饋讀者並與你
一起感恩、喜樂迎向未來 !

請按
https:
//www.cc-us.
org/特價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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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LITERATURE
新書介紹 —《基督耶穌的言與行》 編輯部
出版 MINISTRY

本書非常適合教會的聖經教導，小組
查經，個人追求，以及門徒訓練使用。
證主亦在規劃2021年1月舉辦「基督耶
穌的言與行」四堂課公開課程，邀請張西
平牧師分享。相信對弟兄姊妹認識基督耶
穌的一生，必定有莫大的幫助，敬請各位
注意本會消息。

推薦文

《基督耶穌的言與行》
作者：張西平牧師/華人基督徒培訓供應中
心總幹事
出版者：華人基督徒培訓供應中心
頁數：324
基督耶穌是神的獨生愛子，降生人
間，為人捨命，救贖罪人。祂是神榮耀所
發的光輝，也是神本體的真像。因此認識
神的獨生愛子，是基督徒最關注與最重要
的追求 。
耶穌所講的每一句話，所做的每一件
事，都彰顯了神的榮光，而四福音正是從
不同的角度來描述耶穌。有不少信徒在讀
四福音的時候，對於事件的出現常常會有
一些時間先後的紊亂。但作者張牧師卻非
常清楚地帶領我們有系統地追溯耶穌在世
的一生，概括地介紹耶穌的「預備時期」、
「傳道時期」、「受難與復活時期」，根據事
件發生的背景、時間順序、地理範圍，來
詮釋基督所行的事與教導。為了使學習者
更清楚與明瞭四福音對基督一生事件的敘
述，也分別以表格的方式，列出基督一生
中重大事件的出處，以及發生的地點，歸
納整理得十分清晰。更從解經當中帶入屬
靈的信息，開啟我們的心思意念，豐富我
們的屬靈生命。

《基督耶穌的言與行》一書分期分
段，圖文並茂，條理分明，鉅細靡遺，依
照事件時間順序表達，令人豁然開朗，是
華人教會有關基督生平詮釋的精品。
資深聖經學者 馬有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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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LITERATURE 認識聖經的領航員 —
華人基督徒培訓供應中心
出版 MINISTRY
好的聖經詮釋宛如信徒的靈命領航員，
能引導信徒找到正確的研經門徑，吸取生命
的養份，得以真實認識神，剛強行事，活
出神兒女的豐富生命。但厚重的神學研經巨
著，往往令人卻步。如何幫助有心研經的信
徒，能領受研經的快樂？本期特別為你介紹
「華人基督徒培訓供應中心」，簡稱「華
訓」為今日華人信徒所呈獻的聖經資源。
「華訓」秉持「專一教導、供應教材、
培訓門徒、倍增事工」的創立宗旨，以嚴謹
的解經架構，淺白易懂的圖文方式，為信徒
的靈命建造規劃六大系列。

一、新約系列
以新約書卷為內容，從背景序論，到各
章重點，一一解析，在詳細解經之餘，清晰
掌握全書重點，把新約的精粹囊括在層次分
明的架構中，使研經不再成為沉重的負擔，
而變得輕省愉悅。

二、舊約系列
舊約聖經涵蓋許多歷史人物和事件，錯
綜複雜，環環相扣。借助相關的圖表和完整
的題綱，幫助讀者有全面性的鳥瞰和找出
正確的主軸。讓舊約書卷的內容可以清楚呈
現，條理分明。

三、神學系列
神學浩瀚，令人生畏。但好的神學書籍不
但可以清晰解明神學的奧妙，更能幫助讀 。
者在嚴謹的解析中，擁有不偏頗的見
解，掌握神學的精要。

四、教牧系列
主要涵蓋釋經講道法、實用護教學、倫
理學、基督徒氣質事奉與人生等。

五、教導系列
歸納整理聖經中重要專題，條理清晰，
可作為教會培育信徒教導使用。

六、麥克亞瑟新約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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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解經講道方式傳講新約聖經，每本注

編輯部

釋書都以經文解釋為主，不涉及過多的神學
講論，每個段落的思想都自成單元，清楚
列出大綱和思想邏輯，意圖「講明聖經含
義」，讓讀者可以真正聽見神的聲音，進而
回應神的心意。

系列別

書名

新約系列 聖靈的軌跡－ 使徒行傳詮釋(馬
有藻)
新約系列 羅馬人的福音－羅馬書原文詮釋
(馬有藻)
新約系列 烈火雄心－雅各書詮釋(馬有藻)
新約系列 行在光明中－約翰一二三書詮釋
(馬有藻)
舊約系列 揭 開 痛 苦 的 面 紗 － 約 伯 記 詮 釋
(馬有藻)
舊約系列 舊約導讀(馬有藻、張西平)
舊約系列 解 開 發 光 的 話 － 舊 約 困 語 詮 釋
(馬有藻)
舊約系列 智者之言－箴言主題詮釋(馬有藻)
舊約系列 異夢解惑者－ 但以理書詮釋(馬
有藻)
神學系列 祝福或咒詛－苦難神學(馬有藻)
神學系列 新約神學(馬有藻)
教牧系列 實用釋經講道法(張西平)
教牧系列 讀經樂－實用讀經攻略(馬有藻)
教牧系列 解讀心靈密碼-從聖經看氣質、事
奉與人生(馬有藻)
教導系列 成聖大道歐福德(Stephen F. Olford)
教導系列 不 再 是 我 、 乃 是 基 督 歐 福 德
(Stephen F. Olford)
教導系列 正 視 靈 思 約 翰 ． 麥 克 阿 瑟 ( John
MacArthur)
翻譯系列 麥克阿瑟新約註釋 4 －約翰一二
三書(John MacArthur)
翻譯系列 麥克阿瑟新約註釋 6 －彼得前書
(John MacArthur)
翻譯系列 麥 克 阿 瑟 新 約 註 釋 7 － 彼 得 後
書、猶大書(John MacArthur)

https://www.cc-us.org/書室推介

文字 LITERATURE
懷念一代神學大師巴刻
出版 MINISTRY
巴刻 ( James Innell Packer) 回到天父懷裡，
在世 93 年(1926年7月2日-2020年7月17日)。
巴刻出生於英國格洛斯特郊外的一個村
莊。他是一個傳統主義者、知名聖經學者和
作家，被公認是當代最具影響力的福音派領袖
之一，具有「廿世紀最後一位清教徒」之稱，
擅長用簡單明瞭的文字陳述信仰，將真理生活
化。1979年，巴刻轉到溫哥華的維真神學院就
職。這一舉動震驚了福音派世界，但在他的餘
生中卻更擴大了他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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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中最為重要的人物之一」。莫勒稱：「在
我還是一名18 歲基督徒的時候，《認識神》一
書走入了我的生活。」
巴刻作為演說家的名聲可與他作為作家的地
位可相媲美。在這兩個領域，他的慷慨是無人
可比的。從不會因為觀眾太少或者場地太小而
不盡最大努力的。巴刻非常堅定地相信，聖經
中的字句就是神的話語。當他滿意地回顧他十
年來在「聖經無誤國際理事會」所起的領導作
用時，他談到在聖經無誤問題上「守住戰線」。

巴刻認為「神學即靈命；基督徒的生命即
天堂的預演」。讀了神學不應心高氣傲、靈性
退步，而是更認識神、親近神，並帶來敬拜與
生命更新，被神改變。神學是動態的，能形塑
生命，為事工指引方向。對同樣從事神學教育
的筆者真是鼓勵與提醒。

巴刻的優先順序是這樣的:聖經、教會、
正確的神學、生活的聖潔，以及職業。就如此
廣泛的主題寫作，不僅是因為他思想活躍和寬
廣，而且因為他傾心於讓基督徒在所有與生活
有關的主題上都正確地思考。他對於每個領域
的真理都充滿了熱情。

儘管巴刻是一個謙遜的人，拒絕成功學，
但在別人看來他的人生確實是像一個成功的
故事。他的名氣和影響力不是他本來要追求
的。2005年，《時代》雜誌將巴刻提名為25位
最具影響力的福音派基督徒之一。根據《今日
基督教》就塑造福音派的50本書進行一的項調
查，他的經典、標誌性著之作《認識神》一書
排在第五位，(已售出150萬本)迄今膾炙人口。

晚年時，巴刻被問及他留給教會的最後一
句話是什麼時，巴刻回答道:「我想我可以把它
歸結為這幾個字「以各種方式榮耀基督」因為
巴刻一生的事蹟，以及他現在對世界的影響，
這句話可以作為他的墓誌銘。

《認識神》於 1973 年出版，他在其中寫
到了上帝的品格也引用了耶利米書6:16所勾勒
的景象「古道... 是善道」，聲稱他的書是對遵
循舊路的一個呼召。神學家阿爾伯特•莫勒
（Albert Mohler）稱巴刻為「在英語國家福音

巴刻後期最具爭議性的事件是與天主教對
話，遭到許多福音派人士的犀利批判。他堅持
在基要教義上不妥協，並且強調無論是新教
徒、天主教徒或東正教徒均應以恩慈相待，在
基督裡真正的信徒所倚靠的不是信條內容，而
是在生活中有重生的記號。巴刻總在關鍵時刻
適時地高舉「基督論」的核心信仰，堅信這是
聖經的中樞與基督徒信仰的根基，誠如馬丁路
德所標榜的神學理念：「如果我們認識基督是
神的兒子，又是童
女的兒子：一個位
格、兩個本性，從
神來的神性與從馬
利亞來的人性，那
麼我就擁有一切信
仰的知識與寶藏。」

文字 LITERATURE 感念我的靈性導師 — 巴刻
出版 MINISTRY

王兆明博士

作者：王兆明博士 (Dr. David Wang)

王博士現任美國洛杉磯百歐拉大學
( Biola University) 羅 斯 米 德 心 理 學 院
(Rosemead School of Psychology) 副教授。
「心理學與神學期刊」主編。台北中華
福音神學院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in
Taiwan) 兼任老師。

十三年前，當我在神學院唸書的時
候，我正處於在宗教信仰和身份掙扎的深
淵。當許多宗教領導人濫用他們的信仰，
作為壓迫和獲得/保護自己權力的手段時，
我怎麼還能遵循並致力於信仰傳統呢？我
在維真神學院 (Regent College) 遇見巴刻博
士 (Dr. J. I. Packer)，他指導我的論文：「關

於靈性低潮及靈魂黑暗之夜」。那時，我
雖知道有很多靈性的導師，籍着 他 們的書籍
或可以給我幫助。但我想主知道，我最需
要的是用我的眼睛看到在信仰上活生生的
榜樣，而不是侷限於歷史或我內在生命的
東西。
巴刻博士的餘輝、他謙卑的光彩，是
沒有什麼須要證明的，也不是要給別人留
下什麼深刻的印象。回首往事，我意識
到，在現實生活中我親眼目睹的這一點，
比我讀過的任何一本書、或任何神秘的宗
教經歷，對我恢復信仰的幫助更大。謝謝
你的禮物，安息吧，巴刻博士。

懷念你的學生王兆明
2020年7月17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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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 CHINA
我的學校生活
中國 MINISTRY

植苗青年：小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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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文是植苗計畫持的大專學生分享他
的校園生活，也讓我們略略知道在疫情之
下的校園狀況。感謝每一位支持植苗事工
的弟兄姊妹，在這一段經濟不景氣以及失
業率提升的社會環境中，感謝神，植苗計
畫仍然得以繼續供應每一個家庭。

在武漢有遇到主內家庭的朋友，他們對我
非常關心，週末一般都會去參加他們的家庭聚
會。他們有時會約著大家一起到附近的景點遊
玩，我們會在公園的草地上一起玩遊戲，唱詩
歌。不管在什麼地方，他們都會帶領著我們去
親近主。我真的很慶倖，當初剛來武漢讀書的
時候，詢問到了他們的聯繫方式，才能讓我在
武漢順利找到同行的人。

進入大學已經有兩年時間，這其中也感受了
很多不同的經歷。雖然稱不上那種很重大的人
生閱歷，但是於我而言，已經非常有意義了。

經過大半年疫情緊張防控，我回到學校差
不多有一個月了。因為疫情的原因，學校管得
比較嚴，要出校門需要向輔導員申請。周圍的
同學帶著口罩，開始了正常的學習生活。最
近發現，學校越來越關心同學們了，前幾天的
教師節，學校給所有同學發了一張二十元的飯
票，而且這幾天還給每個寢室發了除濕袋，補
助每個寢室空調費五十元，真是太好了。重返
校園，這是一件開心的事，因為我在學校能更
好的控制自己的學習效率，繼續和我的同學學
習。希望在接下來的日子，能更加珍惜時間，
充實自己，提升自己。

先說說我的校內生活吧！我大一在院學生會
做了一年的學生工作，主要是幫忙同學維護權
益等相關活動。後來由於專業課程比較多，我
就退出來了。除了學習之外，我會用空餘時間
去做一些志願活動，或者跟羽毛球隊的同學打
打羽毛球，跟同學們去學校附近遊玩。我參加
過養老院的志願活動，主要是陪陪老人聊天，
以及幫他們買一些生活用品等等。說不上很豐
富，但其實感覺不錯。

關懷 CHINA
中國 MINISTRY

My school life

By Seedling youth-Xiao Mi
protect student’s rights and related activities. I
withdrew when my course load increased. In my
spare time I would do some volunteering works,
played badminton with fellow students or visited
places near school. I had volunteered in a nursing
home, mainly chatting with the elderlies, and helped
them to buy daily necessities. I felt good doing it.

This article is about a Seedling college
student sharing his campus life while letting us
glimpse a bit about the campus life under the
epidemic. We thank all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support the Seedling Ministry. During
this period of economic downturn and rising
unemployment, we thank God that the Seedling
Ministry can continue to provide for all the
Seedling families.
It has been two years since I entered the University. I
have been through many different experiences, although
they are not very important but to me they are very
meaningful life experiences.
Let me first talk about my school life. In my
freshman year, I did a year of student work to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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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Wuhan, I met some Christian friends. They
care about me quite a bit and have invited me to
their weekend family gatherings. Sometimes, they
would take us to some nearby attractions, there we
will played on the grass lawn, or sing hymns. Regardless
of where we are, they will try to lead us closer to our
Lord. I am very fortunate to have found them through
the initial inquiry when first landed in Wuhan.
After more than half of year of intense epidemic
prevention, I have been back to school for almost a
month. The school is very strict because of the epidemic.
We have to apply for permit to leave campus. Normal
life resumes with students wearing masks. Recently, the
school shows their concerns for students by issuing a 20
yuan meal ticket to all students on The Teacher’s Day a
few days ago, and a 50 yuan for air condition supplement
in the bedroom. It is so good. It is a joy to return to
school so that I can learn better and continue to learn
with my fellow students. I hope in the coming days, I
will cherish time more, enrich and improve myself.

聖地 HOLYLAND
遊歷 MINISTRY

懷念聖地之行― 團友網上 Reunion

懷念聖地，也懷念大家！我們盼望邀請參加過證主聖地的弟兄姐妹能
再次相聚。彼此關懷問候，再敘情誼。會中也邀請願意分享照片和心得
的弟兄姊妹，與我們回憶快樂的時光！以 Zoom 方式進行。

1. 日期 : 十一月7日(星期六) 3 pm – 5:00 pm (美中時間)。國語團
內容 : 邀請林承安牧師分享，林牧師為 西雅圖南區證道堂牧師，
曾多次帶領聖地之旅，深受弟兄姊妹愛戴。

2. 日期 : 十一月15日(星期六) 9:30 – 11:30 am (美中時間)。粵語團
內容 : 邀請鄭佑生牧師分享，鄭牧師曾任中國浸信會神學院院長
十八年。擔任證主聖地團隨團講師超過100 團。
邀請函將隨後寄上，歡迎與本會聯絡 (713)778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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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地 HOLYLAND
遊歷 M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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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新約使徒腳蹤16天學習(包括2天遊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