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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以信心繼續前行

新年快樂! 主恩滿溢! 踏上2021年，我們會繼續努力，踏在過去事工的基礎上，開展更有

內容與深度的課程與講座，幫助教會裝備同工，不但更有系統地認識聖經，也學習如何有效地教導。

邀請您與我們同工，一同參予學習，以禱告與奉獻支持我們籌畫各項聚會。使海內外神的兒女同

得裝備，在這末後的日子活出神的榮耀。

2-4月
舉辦粵語主講「從聖地認識聖經」系列講座，邀

請蘇冠強博士、鄭佑生牧師及陳燕薇傳道分享。

總幹事  陳蓮香

1月
張 西 平 牧 師

「 基 督 耶 穌 的

言 與 行 」 公 開

講 座 四 堂 課 已

完 成 ， 共 有 約

900人次參加。

請進入Youtube 
CCIUSA 頻道觀

看講座錄影。

張 西 平 牧 師 講

座視頻：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6sc-
dJtiDkE&list=PLrGBPTxnwFUZv8PJRQvs1kde8F-
P8Lv4YR

2021證主家庭事工系列講座

1•14(週四) 培養有目標的青少年

講員 : 蔣明弟兄•高莉娜傳道

家庭事工

聖地與聖經

家庭事工網上系列講座，為家長們提供每月一次的免

費公開講座，由八位老師分別主講，歡迎參加。請進

入 Youtube CCIUSA頻道觀看講座錄影或掃瞄此QRCode.

1月家庭事工網上系列講座：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g1IRRWwsqfA&t=21s

CCIUSA Youtube
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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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6scdJtiDkE&list=PLrGBPTxnwFUZv8PJRQvs1kde8FP8Lv4YR
https://www.cc-us.org/images/uploaded/Homepage/0225-2021--%E5%BE%9E%E8%81%96%E5%9C%B0%E8%AA%8D%E8%AD%98%E8%81%96%E7%B6%93%E7%B3%BB%E5%88%97%E8%AC%9B%E5%BA%A7_07.pdf
https://www.cc-us.org/images/uploaded/Homepage/2021_ET講座聚會介紹_01.pdf
https://www.cc-us.org/images/uploaded/Homepage/Jan-Mar_2021_證主家庭事工系列講座__03.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1IRRWwsqfA&t=2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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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舉辦「主日學與聖經教導事工研討會」由加拿

大福音證主協會主辦，本會協辦。為參予教會

服事同工提供聖經與教學資源。有國語與粵語

分組，歡迎參加。

「主日學與聖經教導事工研討會」報名：

https://www.eventbrite.com/e/2021-tick-
ets-133865530405

總幹事  陳蓮香

                     1-2月
孔雷漢卿長老主講職場全人整合培訓第一講「職場生涯規劃」，有31位學員參加，透過教導，小組分

享跟進，作業，個人輔導等，提供實際的幫助。請按圖觀看課程介紹影片及參加課程學員心得分享 。

主講：孔雷漢卿長老

          Elaine Kung

「尋求神心意五部曲-職場服事生涯規劃」系列講座第一季之 公開講座
知曉自己，知曉他人，被他人知曉 

尋找機遇、職場定位、量身定制、經營人脈、個人品牌、面試秘訣
Meeting ID : 963 7165 9860 • Passcode : 523399 

簡課程介紹影片：
https://youtu.be/kzKXgN4rahQ 
參加課程學員心得分享：
https://vimeo.com/503601835/2293a9bc1f

2月20日 (週六)

9:30am-11:00am (美中時間)

11:30pm-1:00am (中國時間)

職場事工

課程簡介視頻：https://youtu.be/kzKXgN4rahQ
參加課程學員心得分享：

https://vimeo.com/503601835/2293a9bc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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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kzKXgN4rahQ
https://vimeo.com/503601835/2293a9bc1f
https://youtu.be/kzKXgN4rahQ
https://vimeo.com/503601835/2293a9bc1f
https://www.cc-us.org/images/uploaded/Homepage/2021 職場事工培訓 雙職服事__04.pdf
https://www.cc-us.org/images/uploaded/Homepage/2021 職場事工培訓 雙職服事__04.pdf
https://www.eventbrite.com/e/2021-tickets-13386553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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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證主家庭事工系列講座

成長的父母•美滿的家庭
公開講座•歡迎參加•歡迎為事工奉獻

2021全年12次課程，週四7:30 ― 9:00PM(美中時間)•Zoom ID : 944 9353 9963 • P/W : cciusa

講員：汪俊華醫生
 武 漢 大 學 醫 學 院 醫 學 博
士，北京協和醫學院理學博
士 。 加 州 大 學 三 藩 市 分 校
(UCSF)兒科系博士後。受訓
于康州醫學院成人精神科及
德州西南醫學中心兒童精神
科，獲美國精神病學和神經
病學委員會(ABPN)成人精神
醫學、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
認證。

 現就職於德州達拉斯醫學
城兒童、青少年及成人精神
科執業醫師。

講員：孔雷漢卿長老
 歷任貝爾實驗室和AT&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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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蔣明弟兄
 曾 任 美 國 德 州 儀 器 公 司 副
總裁，管理全球半導體無綫電
話 手 機 混 合 信 號 研 究 發 展 部
門。1996年，獲全美華人協會
傑出成就獎。現任美國Diodes 
Inc. Senior Advisor of CEO。

 蔣明弟兄熱心事主，任科林
郡恩友堂執事與執事會主席，
參與植堂事工，兒童和青少年
事工，主日學，職場事工等，
專注於以聖經的教導與僕人領
袖的領導方式培育弟兄姊妹。

講員：高莉娜傳道
 美國福音證主協會親子教
育事工主任。美國達拉斯神
學院基督教研究碩士，現修
讀事工教育博士。中國科學
院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與心
理諮詢治療研究生。國家認
證兒童注意力訓練師，中國
紅十字會心靈陽光工程YLE
青少年生活教育講師。致力
推動建立和諧與愛主的家庭
親子關係。 主辦單位 :

科林郡恩友堂美滿家庭事工

美 國 福 音 證 主 協 會
CHRISTIAN COMMUNICATIONS INC. OF USA

www.cc-us.org • (713)778-1144

2 •18 (週四)

談青少年
心理健康(一)

ADD / ADHD
講員 : 

汪俊華醫生•高莉娜傳道

3 • 4(週四)

發現與培養孩子
的興趣與能力

講員 :

孔雷漢卿長老•蔣明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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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c-us.org/images/uploaded/Homepage/Jan-Mar_2021_證主家庭事工系列講座__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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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月聖地聚會

粵語主講•歡迎參加

講員：

蘇冠強博士
先後在加拿大、香港
和澳洲取得不同的學
位，涉獵聖經研究、
歷史、考古、商業管
理、教育、視覺藝術、資訊科技等範
疇。熱愛攝影、旅遊和歷史，將信仰
與學識融會貫通，分享聖經考古和歷
史。著作有《傳統與考古的苦路》、
《世界遺產系列─波斯》、《讓石頭
說話》、《歲月長河聖殿山》、《雙
角公綿羊─瑪代與波斯》。

講員：

陳燕薇傳道
加拿大福音證主協會
總幹事，《3D研經
系列》12輯主編。證
主聖地考察團講師與
團牧，帶領聖地團，教會歷史團數十
次。並為多間神學院特約講師。著作
有《眼見風聞微筆觸道》。

講員：

鄭佑生牧師
播道神學院教牧聖工
碩 士 及 大 瀑 布 城 浸
信會神學院教牧學博
士。曾任中國浸信會
神學院院長20年，現職中國浸信會神
學院校牧。曾任職和樂浸信會18年，
建立三間分堂。關注建立基督化的家
庭事工及聖地事工，經常主講戀愛、
婚姻及家庭講座。帶領聖地考察超過
100次。

Zoom Meeting ID : 969 2918 1317       Passcode : 808606
2•25 聖殿山的昨日•今日與明日 蘇冠強博士 
 聖殿山是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的聖地。聖殿山上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會引起各方強烈
 反彈。在數千年悠長的歷史中，你對聖殿山認識多少？

3•11 天經地理 : 認識聖地與釋經的關係 鄭佑生牧師 
 釋經的一個重要的原則就是聖經對當時讀者的意義是什麼，本講座將透過分享去認識及明白

 聖經的實際場景。內容：1) 對釋經的基礎認識   2) 認識釋經與文法、文化、歷史、地理的關係

週四 7:30―9:00pm (美中時間) • 週四 8:30―10:00pm (加拿大時間) • 週五 9:30―11:00am (香港時間)

3•25 聖經寶藏考古行 陳燕薇傳道 
 從十九世紀至今，考古學家發掘出多種文物，對我們了解聖經很有幫助。在預備下一次出門遊

 歷之前，先來了解各地博物館可以提供的資訊，使我們的信仰更有活力、有焦點，旅程更實用 。

4•8 現代猶太人的家庭教育 鄭佑生牧師 
 猶太人一直以來，仍然按照神在舊約聖經對婚姻與家庭的教導來實踐，本講座將著重分享：

 1) 現代猶太人的婚姻家庭觀及具體應用    2) 認識猶太人教養兒女的原則

週四 7:30―9:00pm (美中時間) • 週四 8:30―10:00pm (加拿大時間) • 週五 8:30―11:00am (香港時間)

美 國 福 音 證 主 協 會
CHRISTIAN COMMUNICATIONS INC. OF USA

www.cc-us.org • (713)778-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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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c-us.org/images/uploaded/Homepage/0225-2021--%E5%BE%9E%E8%81%96%E5%9C%B0%E8%AA%8D%E8%AD%98%E8%81%96%E7%B6%93%E7%B3%BB%E5%88%97%E8%AC%9B%E5%BA%A7_0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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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天，天天為兒女禱告 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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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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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年座檯日曆•以禱告贏得我們的第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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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c-us.org/w96_%E7%82%BA%E5%85%92%E5%A5%B3%E7%A6%B1%E5%91%8A365%E6%AA%AF%E6%9B%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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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有藻著作、低價讚美CD及特價書

特價書 留在家中也可享受證主網上書室的優惠及大量回饋書籍。

讚美CD最低價  

特別推介馬有藻牧師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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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c-us.org/%E7%BE%8E%E8%AD%89%E7%B6%B2%E8%B7%AF%E6%9B%B8%E6%88%BF
https://www.cc-us.org/%E9%9B%BB%E5%BD%B1
https://www.cc-us.org/299%E6%B8%85%E5%80%89%E7%89%B9%E5%83%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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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苗青年 春柳植苗家庭訪視―溫暖的家

問題，我也為他做具體分析，提供一些解決的方

法，鼓勵她好好學習。

在生活上，欣怡同學沒有太多的要求，只希

望她的家人都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她就滿

足了。雖然她的年紀較小，再加上她的手臂受

傷，但是能做的家務很多，一直都為家人分擔壓

力。她的家庭經濟雖然困難，父親身體有較嚴重

的腰椎間盤突出，不能幹重活，只能在家裡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事。因此家中只有母親在縣

城工作，供應家庭開支。雖然她的家庭經濟困

難，但是他們相互給彼此的溫暖是很多家庭所沒

有的。她的家庭一直都信奉著上帝，父母親每一

個禮拜天都會去教堂敬拜和讚美耶和華，向上帝

禱告，我深深的祝福他們，願她的家人一切安

康。

通過此次訪視，我喜歡上了這個可愛懂事的

小女孩，她沒有抱怨生活的不公，對生活中的苦

難，她都能理性的對待，是這個年紀裡的孩子裡

所罕見的。她是一個一直傳播正能量的孩子。從

她身上，我感受到她的信心，也鼓勵我以信心去

面對困難。她一直都相信神在眷顧和保守她的家

人。她有著樂觀的生活態度和積極

向上的學習態度等等都讓我十分欣賞。願主

與她的家庭同在，賜福於他們。

結束了學校暑期志願服務活動後，就便有了

空餘的時間可以進行植苗工作的家庭探訪。經過

安排後，我於2020年8月底進行植苗家庭訪視。

這次訪視的家庭是陳欣怡的家庭。家中現有父

親、母親和陳欣怡，一共三人。

欣怡同學是一個準備升四年級的學生，她的

家裡裝修十分簡陋，生活上也非常樸素。欣怡是

一個活潑可愛的小女孩，訪視她的家庭時，看

見她的手臂受傷了，但是我並未看到她悶悶不

樂，反而是熱情的招待我，帶我參觀她的家，等

待我拍照。並且愉快地交談她在學校和家庭生活

的情況。她的學習成績一向很好，但她有一顆謙

虛的心，還向我請教很多的問題，針對她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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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eedling young adult 
Chun Liao

After the volunteer service activities 
of the summer school, there was time 
for the Seedling home visit.  After an 
arrangement I had a home visit in 2020 
late August.  This is the Chen Xinyi’s 
family, a family of three, father, mother 
and Xinyi.

Xinyi is going to fourth grade. 
Her home is sparsely decorated and life 
is simple for the family. Xinyi is a very 
lively and lovely girl. Her arm was hurt 
but she was not gloomy about that.  
Instead, she warmly showed me around, 
waiting patiently for me to take pictures, 
and happily talked about her school and 
family life. Her grades have always been 
good, and yet she has a humble heart 
and asked me many questions. I tried to give her some 
specific answers, and encouraged her to study hard.

Xinyi does not ask for more, just health and peace 
for the family and that is enough for her. She is very 
young, and her arm is hurt, but she tries her best to help 
around the house.  Her family financial situation is tight.  
Her father has a serious disc hernia that prevents him to 
do heavy job and confines him only to some house work. 
So only the mother works in the county and provides 
for the family.  Although her family is tight in finance, 
the warmth and helping each other is something many 

other families do not have.  The family is a Christian 
family. The family goes to church every Sunday giving 
praise to God. 

Because of this visit, I fell in love with this cute 
little girl. She does not complain, she can rationally deal 
with the hardship in life, which is rare among children 
her age. I admire her positive and optimistic attitude 
and a hunger for knowledge. I am encouraged by her 
confidence to face difficulties.  She always believe God 
is taking care of her family. May our Lord be with them 
always, bless them and keep them safe and healthy.

Seedling home visit  - 
A warm hom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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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Y

聖地
遊歷

聖地埃及、以色列、約旦，
						16天出埃及入迦南深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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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c-us.org/%E8%81%96%E5%9C%B0%E9%81%8A%E5%A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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