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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向不一樣的一年

在這個感恩的

日子裡，敬祝各位

聖誕快樂!

感謝你多年來

對證主事工的肯定與關懷，鼓勵我們在困難的

當中仍然學習依靠主與忠心地事奉，在這困難

的一年，同工們也格外的同心與努力，雖然我

們遇到前所未有龐大的經濟赤字與事工推展的

攔阻，卻督促我們以全新的方式來繼續提供教

會與弟兄姊妹需要的資源。

2020年我們在事工上做了一些調整：

1.	透過網上家庭事工的培訓課程與講座，幫助

跨越地區的弟兄姊妹建立基督化的家庭。

從6月到10月底，共舉辦三十個聚會，參加

人次超過6000人。證主也與教會配搭開辦

父母成長課程與家庭事工同工訓練，一方

面陪伴父母面對家庭的問題，提供深入的

輔導與幫助，同時也為教會培訓同工。

2.	製作講座錄影視頻與家庭事工的各類免費影

片資源。透過YouTube/CCIUSA頻道以及信

二代公眾號，提供超過1000段家庭教育影

片。每天點看人數在800-1000人之間。	

3.	透過數十個不同性質的微信群以及公眾號，

傳送各類聚會消息，每日為家人禱告卡與

經文卡，回答有關問題等，與弟兄姊妹保

持更直接的溝通。感謝神，每天有數千位

來自北美，中國與歐洲的弟兄姊妹與福音

朋友的關注，彼此激勵。

4.	得到馬鞍峰教會授權，為100集新約以及舊

總幹事  陳蓮香

約聖經故事配上中文字幕，傳送到世界各

地，特別為缺乏兒童事工資源的中國地區

提供聖經教導資源。有些地區甚至使用這

些聖經故事作為兒童主日學的課程。家長

們也使用來為孩子說聖經故事。

這一切事情的的成就，都不是在我們年初

的計劃當中。神以他的大能與恩典，透過同

工與義工的同心努力，跨越地界的限制，也

使我們對中國的服事得以持續。

2021年我們繼續朝向以下幾方面發展：

1.	出版	Dr. Abraham Kuruvilla	講道法與研經系

列，葉美珠老師憂傷輔導課程，高莉娜傳

道青少年培育課程等。提供牧者與事奉同

工裝備資源。

2.	規畫40多堂不同的網上課程，包括聖經教

導，家庭教育，心理健康，職場事奉，聖

地講座等。這些課程都會製作成錄影，提

供信徒在小組與主日學中使用，並且不受

地點的限制。

3.	與教會更多的配搭，舉辦家庭事工同工訓

練。提供講師與視頻，作為教會裝備信徒

以及傳福音的管道。

4.		繼續透過植苗計畫幫助中國偏遠地區兒

童，大專學生與教會，帶領兒童認識耶穌。

懇請你成為我們的夥伴，以代禱及奉獻來

支持我們各項資源的製作與同工的需要，使

證主能夠繼續遵行主的使命，以文字與影音

成為教會的資源供應站。

事工項目	Ministries	 收入	Revenue	 支出	Expenses				 結存	Balance		

中國福音事工	China Ministry	 $106,792.82 $183,067.25 -$76,274.43

教育培訓事工	Education Training	 $7,2845.14 $94,327.82 -$21,482.68

出版及銷售事工	Literature Ministry	 $146,091.02 $169,960.95 -$23,869.93

遊學進修團	Study Tour	 $0.00 $0.00 $0.00

行政費	Operation	Fund	 $115,114.29 $183,124.90 -$68,010.61

總計	Total	 $440,843.27 $630,480.92 -$189,637.65

Christian Communications Inc of USA financial Report (January to October 2020)
備註：遊學進修團收入為淨收入
Study Tour Income is Net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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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her in a new year Lillian Chen

Wishing all a very Merry Christmas!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that with our Lord’s help we are able to go through 
this difficult time to serve Him faithfully. Our staff has 
work extremely hard. The unprecedented economic 
deficits and obstacles to function normally have 
pushed us to serve the needs of churches by using 
new methods.

In 2020 we have made some adjustments:
1. We helped brothers and sisters build up 

their Christian families through our family ministry’s 
online training and seminars.  From June to October, 
we have organized 30 online workshops, more than 
6000 people have participated. We also have worked 
with churches providing training courses for their staff 
and Family/Parents workshops for the families. 

2. Free videos from the lectures are produced 
providing more than 1000 family educational videos 
on YouTube/CCIUSA and Second Generation official 
account. These generate more than 800 to 1000 views 
per day.

3. We are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brothers 
and sisters from North America, Europe and China 
through more than 10 WeChat groups and official 
accounts, providing them with news of various 
lectures, sending them prayer and scripture cards and 
answering their questions.

4. Saddleback Church gave us permission to add 
Chinese captions on their videos of the 100 Old and 
New Testament Children Bible stories. These are sent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particularly to China where 
Children resources are inadequate. Some areas have 
used these as their children Sunday school curriculum.

None of these are planned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but because of God’s provision and the 
concerted efforts of our staff, we are able to serve all 
churches and continue with our China ministry.

In 2021, we will continue to develop toward 
the followings:

1. Publish Dr. Abraham Kuruvilla series on 
preaching method and Bible studies, Ms. Meizhu 
Ye’s counseling courses, and Ms. Lina Gao with other 
family educators’ on family and youth courses. These 
will provide resources to equip pastors and ministers.

2. Plan to have more than 40 different online 
courses, including Bible teaching, family education, 
mental health, workplace ministry and Holy Land 
lectures. All these will be made into videos providing 
resources for small groups and Sunday schools. 

3. Hope to work with churches more on 
organizing various lectures and providing videos to 
equip believers and for evangelism.

4. Continue our Seedling Project to help the 
needy children, college students and churches in 
remote area in China, and leading many to Christ.

We implore you to work with us, support our 
ministries and staff so that CCIUSA can continue 
to fulfill our mission providing resources for the 
churches.

事工項目	Ministries	 收入	Revenue	 支出	Expenses				 結存	Balance		

中國福音事工	China Ministry	 $106,792.82 $183,067.25 -$76,274.43

教育培訓事工	Education Training	 $7,2845.14 $94,327.82 -$21,482.68

出版及銷售事工	Literature Ministry	 $146,091.02 $169,960.95 -$23,869.93

遊學進修團	Study Tour	 $0.00 $0.00 $0.00

行政費	Operation	Fund	 $115,114.29 $183,124.90 -$68,010.61

總計	Total	 $440,843.27 $630,480.92 -$189,637.65

Christian Communications Inc of USA financial Report (January to October 2020)
備註：遊學進修團收入為淨收入
Study Tour Income is Net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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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耶穌的言與行—專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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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oom.us/j/93696248965#success
https://www.cc-us.org/images/uploaded/Homepage/0112-2021--%E5%9F%BA%E7%9D%A3%E8%80%B6%E7%A9%8C%E7%9A%84%E8%A8%80%E8%88%87%E8%A1%8C-LS__01.pdf
https://www.cc-us.org/hom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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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培訓
2021年證主家庭教育事工計劃 高莉娜 傳道

感謝主，因著祂奇妙的的恩典與帶領，雖

然經過史無前例的2020年，但我們的事工沒

有停止，反而在網絡化教育中有了新的突破與

進步。藉著網絡媒體的傳播，同工們的合一服

侍，我們分別從以下幾方面來共建家庭事工。

1)	舉辦網上家庭教育課程與講座。2021年我們

面向世界各地華人家庭，規劃了十二期不同

主題的家庭教養網絡講座。聚會安排請參附

表。期望這些課程與網絡資源，能成為您好

幫手，陪伴您在教養孩子的路上繼續同行。

2)	規劃父母成長課程，以20人的小班制來進

行，結合教導與輔導關懷。我們格外感謝達

拉斯地區的六位義工姐妹加入服事的行列，

因著她們每週付出愛心陪伴，使父母成長小

組課程更能達到深度的效果。除了之前舉辦

的「0-12歲父母成長小組課程」之外，新推

出「9-18歲青少年父母的小組課程」。期望

這兩個系列課程，能夠針對不同年齡層的家

長，在九周的小組學習中，為正在面臨教養

挑戰的父母，提供安全溫馨的學習和成長空

間。

 3)	 我們重視與教會

合作同行。2021年會

繼續緊密地與教會合

作。提供為期六個月

的社區福音課程教導

與同工訓練。利用網

路與實地教學相結合

的方式，祝福本地華

人社區，帶福音朋友

認識耶穌。歡迎對家

庭事工有負擔的教會

與我們聯繫。

衷心的邀請您成

為美證家庭事工夥伴

與同工，以禱告、資

金、時間支持我們，

與我們一起肩負起神

國拓展的事工。

代禱事項：	

	 求神興起各地的同工加入我們的服侍團隊。

	 求神讓我們定睛在教會與家庭的需要上，提

供更加符合家庭教育需要的資源。

奉獻請登錄：

 https://app.easytithe.com/app/giving/cciusa

支票抬頭：CCIUSA

備註：社區家庭福音事工	

2021證主家庭事工系列講座

主辦單位	:	科林郡恩友堂美滿家庭事工、美國福音證主協會

	 日期	/	時間		
主題	 講員

一月		 (1.14)	 培養有目標的青少年	 蔣明、高莉娜

二月	 (2.18)	 談青少年心理健康	1-ADD\ADHD 汪俊華、高莉娜

三月	 (3.4)	 發現與培養孩子的興趣與能力	 蔣明、孔雷漢卿	

四月	 (4.15)		 天天為兒女祝福	 李道宏牧師、陳蓮香	

五月	 (5.6)		 談青少年心理健康	2-焦慮	 汪俊華、高莉娜

六月	 (6.10)	 成為有領導力的父母！	 蔣明

七月	 (7.15)	 信仰傳承	世代蒙福！	 鄭立新牧師

八月	 (8.19)	 新學期，啟動學習力！	 高莉娜

九月	 (9.16、23)			 大學申請專題講座(中、英文)	 蔣明、孔雷漢卿

十月	 (10.14)	 做自己家庭關係的治療師	 王祈

十二月	(12.2)	 教養順服的孩子，難嗎？	 高莉娜

星期四 7:30 - 9: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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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特賣

感謝教會與弟兄姊妹

一直的支持，聖誕溫情送舊年，

迎接2021新時代。

提供最低優惠: 

數百款書籍最低至 6 折，

影音產品 7 折，

免費贈送福音單張、

書籍、光碟等等。

靈糧自用或作聖誕送禮最佳。

請瀏覽證主書室網站

cc-us.org/特價場

《怎樣教出信二代?》

 定價：$16.00

 七折優惠價：$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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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c-us.org/%E7%89%B9%E5%83%B9%E5%A0%B4
https://www.cc-us.org/search?q=%E6%80%8E%E6%A8%A3%E6%95%99%E5%87%BA%E4%BF%A1%E4%BA%8C%E4%BB%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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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特點：

˙ 每天一則重要經文，不錯過聆聽上帝要對

我們說的話，保守自己天天不離開神的話

語。

˙ 經文解說，帶給父母重要提醒，幫助我們

定睛於上帝的心意不偏離。

˙「給父母的建議」，切入生活，成為父母

的參考指引。

˙ 每天陪伴父母一同向神獻上祈求與感謝，

以禱告結束。

	 365天一天翻閱一頁，每天跟著檯曆的內

容為孩子，也為自己獻上禱告，每天都在

上帝的寶抱中度過。

˙ 版面設計清新，閱讀舒適。

˙ 座檯日曆形式，方便案頭閱讀。

禱告不是改變神，而是讓神來改變我

們。當我們天天按著神的心意祈求時，不但

能看見神在孩子生命中所做的改變，更會發

現我們自己也被神改變。

《為兒女禱告365》檯曆也是送禮最好的

選擇，聖誕期間讓我們獻給親朋好友這一份

既珍貴又有意義的禮物，也為2021年新的開

始預備以禱告經歷神的祝福。

《為兒女禱告365》檯曆
讓我們一同經歷禱告帶來的祝福 編輯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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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神心意的關係建立：
門訓實踐指引》

作者：歐格理	(Greg Ogden)

譯者：黃雅蓓

本書是歐格里牧師《合神心意的門徒》

系列第一本出版的書，在他撰寫後續的五

本門訓課程之前，他清楚地介紹要使門徒

訓練落實的重要關鍵—門徒關係的建立。

鼓勵教會與弟兄姊妹在推動門徒訓練之

前，先閱讀本書，了解關鍵的要素，才能

夠產生有生命力與繁衍能力的小組。

許多人認為做基督徒是因為「基督為

我們成就了救恩」，而做門徒卻是「我們

要為基督做一些事」；也就是說，很多人

認為作基督徒表示「我將從神領受許多好

處」，成為門徒則表示「我必須付上某些

代價」。但是在三年傳道生涯中，主耶穌

很清楚的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

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路

九23)

這樣看來，耶穌需要的是能夠為福音

「付上代價」的人。但如何才能培育基

督徒成為自動自發、能夠繁衍、全然委身

的耶穌基督跟隨者呢？作者提出他的答案

是：從聖經裡學習如何在基督裡成長、成

熟，以致能繁衍下去。

教會是主耶穌的身體，「造就門徒」自

然應當是教會的使命，那麼，為什麼今日

教會卻通常沒有預備好提供培育的環境來

培養自動自發、能夠繁衍、全然委身的耶

穌跟隨者呢？

作者提出他的遺憾：當今的教會被「眼

前景象」所俘虜，教會鼓勵會眾參加一個接

一個的「活動」或「課程」，但頻繁的「活

動」或「課程」常會帶來豐收的假象，我們

可以數算完成活動/課程的人數，然後歡呼有

多少人受到造就。然而，參加「活動」、「課

程」的人，是否真能夠成為願意放下自己一

切、跟隨基督的人？藉助於「活動」或「課

程」往往會忽略了要成為跟隨基督的人，有

一個雙重的先決條件—付代價和委身，缺

一不可，而這兩者都無法隱身在群眾裡。

艾姆斯（Leroy Eims）曾經尖銳的批判

說：「門徒無法大量生產。我們無法把人丟

入一個活動/課程裡，然後希望看到門徒從

生產線另一端冒出來。門徒訓練需要投注時

間和付上個人心力。」

回到實際面，對有些人來說，培育信

徒願意為信仰付代價和委身，這太花時間

了，當前聰明的做法是「減少攔阻，讓福

音廣傳」—「讓福音廣傳」這是多冠冕

堂皇的決定！可是抱持這樣想法的教會領

導人也不得不承認：教會諸多事工完全符

合「20-80」的原則：20%的人服務80%的

人，由於沒有儲備人選，讓參與服事的人總

是那些人，也總是精疲力竭。而且完全沒有

把握在自己離開後，是否有人可以延續教會

裡各項事工；大多數基督徒領袖幾乎都不重

想要影響人就必須貼近人心：
淺談「門徒訓練」的意義

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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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影響人就必須貼近人心：
淺談「門徒訓練」的意義

編輯部

視領導力轉移的工作。但衡量一個人事

工的成敗，端視此人離開後事工是否蓬

勃發展。

作者提出耶穌呼召十二門徒，實際

就是「門徒訓練」，這個模式並非一

門課程或一套教材，而是分享自己的生

命。馬可福音中關於呼召十二使徒的記

載：「祂就設立十二個人，要他們常和

自己同在。」（可三14）耶穌無法在人群

中傳遞祂的人格、信息和使命，祂需要

生命的投資、可教導的時刻、人格塑造

的相遇機會以及短期宣教的操練聚會，

這些都不能透過對觀眾講述而達成。因

此，耶穌選擇藉由關係建立的生命投資

做為塑造門徒的途徑。與基督一起相處

的關係，就是塑造門徒品格和逐步灌輸

耶穌使命的基礎。耶穌專注於少數幾個

人，因為那是栽培人和傳遞祂心意和異

象的方式。

門訓的核心是「關係」，一位或多

位信徒投注心力於彼此身上，為要在基

督裡成長達到成熟。赫爾（Bill Hull）認為

門訓是：「刻意的培育門徒，以愛的關

係為根基，彼此守望。」作者對門訓的

定義是：「門訓是刻意建立的關係，我

們與其他門徒相伴，為要在愛中彼此鼓

勵、裝備和挑戰，得以在基督裡長大成

熟。這也包括了裝備門徒去教導別人。

」門訓特質是關係上的投資，目的要培

育在基督裡長大成熟的工人。

活動/課程有規定的時間長度，門訓

關係卻沒有；關係是依照組員當時生命

中的需要和情況而調整的。

至於「門徒訓練」的具體方法，馬

太福音中給了我們耶穌差派十二使徒最

詳細的描述：清楚的指示、清楚的授權

和清楚的期許。

想要影響人就必須貼近人心，歐威

爾（George Orwell）說：「我們如今落

在低谷中，智慧人的首要責任是重述顯

而易見的真理。」

9



CHINA
MINISTRY

關懷
中國

圖/文：溫子
2020植苗事工報導
難處越大 恩典越多

合，終於順利的完成暑假

的教育補助發放以及兒童

照相的工作。有關2020年

度兒童成長報告表，因客

觀因素的考量只好暫停處

理。

在中國的服事方面，

我們雖然遇到不少的困

難，但全能全知的神卻為

我們開一條新的道路，今

年我們剪輯1000多段的教

育視頻影片與兒童聖經故

事，這些資源也成為了供

應給國內教會與植苗地區的極大幫助。

今年全球的人民都在難關當中，但透過許多

資助的弟兄姊妹的支持與相助，使植苗的經費能

夠到達每一個需要的家庭當中，幫助我們能夠繼

續完成對村民與孩子的承諾，衷心的感謝你。祈

求神賜福每一位愛的使者。

也邀請你加入資助植苗兒童的行列，繼續為

偏遠山區以及農村的兒童門提供身心靈的關懷。

2020年的確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年，許多事

情都在我們意料之外逐一的發生。

循著往例，在今年初寒假開始，帶著弟兄姐

妹們的愛心及送給兒童的禮物前往植苗地區，

但因當時國內疫情仍是十分嚴重，植苗地區

也因全面性的交通封鎖，居民也無法外出與上

學，因此寒假行程中途被迫取消。上半年期間

只能透過網路的連絡來瞭解植苗家庭的狀況。

疫情嚴重期間，大部分家長都面臨無工作狀

態，直到四月才漸漸有工作機會，就如同一位

家長反應『雖然可以外出作工了，但是活不像

以前那麽多，工價減了不少，今年能糊口已經不

錯了。』

到了暑假，植苗地區雖然已經解除居民外出

的限制，但是對海外入境需要集中隔離，而且不

同省份各有自己不同的規定，並沒有統一的一次

隔離即可，因此仍然不適合按著以往的方式執行

植苗的愛心關懷。經過許多次與當地同工的協

調，並且動用植苗大學生的協助，透過多方的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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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Winston

2020 indeed is a very 
special year. Many things 
are beyond our expectation. 
According to previous plan, 
early this year I am supposed 
to go into the Seedling areas 
in China bringing gifts to the 
children, but the epidemic is 
so severe that the local areas 
are blocked, people cannot 
go to school and work so 
that I have no choice but to 
cancel the trip.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I have to learn about the situation of 
the Seedling families through the internet. Most of the 
parents are jobless until jobs begin to open in April. One 
parent lamented: “Although I can find job, but it is not 
the same, the wages are so much less. I can make ends 
meet this year is already pretty good.”

Come summer, the travel restrictions on locals have 
been lifted. However, there is quarantine problems for 
overseas entry. The quarantine when enter the country 
is not enough, because each province has their own 
quarantine regulations. So it is impossible to implement 

all the work to the many Seedling areas. The summer 
education subsidy is solved by verifying the transfer of 
money by many coordination of the local co-workers 
and from assistance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The 
children’s pictures are also taken.  However, the 2020 
children progress reports have to be suspended due to 
many factors.

In spite of all the difficulties we have faced in serving 
China, the Almighty God has opened a new path for us.  
We have edited more than 1000 educational and children 
Bible story videos. These resources will be a great help to 
the churches in China and to the Seedling areas.

This year, the world is overwhelmingly unstable, 
but we are able to send the funds to all the needy 
Seedling families because of the help and support from 
many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can continue to fulfill 
our promise to the villagers and children because of 
you.  We sincerely thank you and may God bless your 
faithfulness.

We also invite you to join our Seedling projects to 
bring physical and spiritual help to those in the remote 
areas in China.

2020 Seedling Project Report - 
More adversities more Grace

11



HOLYLAND
MINISTRY

聖地
遊歷

聖地重敘歡樂多

帶領弟兄姊妹前往聖地學習與遊歷

是我們其中一項事工，受到疫情的影

響，2020許多已計劃的以色列與使徒行

蹤團也只能暫時取消。因此，十一月初

我們特別為過去參與的團友規劃了國，

粵語「聖地團團敘」。

國語團團敘

十一月七日下午三點特別邀請林承

安牧師以國語主講「定睛向前，整裝待

發」。有25位團友參加。林牧師曾為

證主帶領五次團，先後遊歷約旦、以色

列、埃及、土耳其、希臘、德國、法

國及瑞士。在聖經的分享與生活的照顧

上，都令團友們印象深刻。除了林牧師

的鼓勵外，三位團友分別以投影片來帶

領我們重回顧令人難忘的旅程。每一位

都十分詳盡地預備，令我們十分感動。

粵語團團敘

十一月十四日早上八點半，特別邀

請了鄭佑生牧師以粵語主講「使徒佳美

的腳蹤」，透過介紹彼得，約翰與保羅

的生平及他們的勸勉，信息深刻令人感

動。聚會有40多位參加，甚至有澳洲的

朋友。團友大多彼此認識，久未見面，

氣氛非常熱絡，踴躍地回憶快樂的時

光。

聚會後，我們也以問卷了解弟兄姊

妹是否願意參加本會2021年2-3月的聖地

講座，並選取希望學習的課程。幫助我

們有更好的課程規劃。歡迎有興趣學習

的朋友參加。

聖地講座預告

聖經寶藏考古行	(Museum Walk)

天經地理	:	認識聖地與釋經的關係

認識以色列的麽期：住棚節、逾越節、五旬節

猶太人家庭教育的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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