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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 陳蓮香

證主新網站與你見面 www.cc-us.org
保 羅 在 以 弗 所 書 1:17-18 為 信 徒 禱 告 :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上帝，榮耀的父，
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使你
們真知道他。
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
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聖徒中得的
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並知道他向我們
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每一位神的兒女，都可以領受上帝已
為我們預備的豐盛基業，並且經歷主的大
能。感謝主的恩典，祂為我們預備與成就
的，超過我們所求所想。從過去一年多充
滿艱難的日子中，我們能在眾教會與弟兄
姊妹的支持與幫助下，在信徒裝備與各項
事工上尋求上帝的心意，更得到
許多在事工上的同路人的幫助，
透過網上講座與媒體結合，提供
聖經教導､家庭事工與職場事奉
等資源，幫助信徒在任何時間與
地點都能夠得到提醒與教導。
經過數月的努力，我們配合
事工的轉型，更新證主網站與
網路書店，更清晰地把各項資源
整理歸類，便於搜尋。現在你可
以在證主網站 www.cc-us.org 了
解我們的事工，使用文字與影音
材料隨時學習，豐富你的屬靈
生命與生活，建立合神心意的價
值觀。在家庭，職場，教會與社
會，活出基督的見證。
詳情請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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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提供的資源包括:
• 家庭事工資源
• 第二代事工
• 聖經教導資源
• 門徒訓練資源
• 職場事奉
• 網路書店
• 證主Youtube
• 聖地遊歷資源
如有進一步需要，請與我們聯絡。也邀
請你在事工上支持我們，為我們禱告與奉
獻，使同工能繼續忠心的事奉，各類事工
也能在神的帶領下服事更廣大的群體。

證主 CCIUSA
Visit CCIUSA new website
動向 Latest News

Executive Director
Lillia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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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 CCIUSA new website www.cc-us.org
Paul prayed for believers in Ephesians 1:17-18: "I
keep asking that the God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the
glorious Father, may give you the Spirit of wisdom and
revelation, so that you may know him better.
I pray also that the eyes of your heart may be
enlightened in order that you may know the hope
to which he has called you, the riches of his glorious
inheritance in the saints, and his incomparably great
power for us who believe."

Every child of God can receive the abundant
inheritance that God has prepared for us and
experience the power of the Lord. Thank the Lord
for his grace; what He has prepared and accomplished
for us is more than we can ask and think. Over the
past year, we have been able to seek God’s will in the
equipping of believers and various ministries with the
support and help of the churches,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the many fellows that walk
with us.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online lectures and media, we can provide
resources such as Bible teaching, family
ministry and workplace ministry to help
believers regardless of where they live.
After months of hard work, we
have transformed our ministry, updated,
and organized our website and online
bookstore for easy access. Now you can
learn more about our ministry on our
website. You can search for literature
or audio-visual materials to enrich your
spiritual life, build a foundation that is of
God’s heart and be a testimony of Christ
in your family, workplace, church, and
society.
Please click

The resources on our website include the following:
• Family Ministry
• Second Generation
• Bible Teaching
• Discipleship
• Workplace Ministry
• Online Bookstore
• CCIUSA YouTube
• Holy Land Study Tours
Please contact us if you need further help. We
also invite you to support our ministries, pray for us
that we are faithful, and that we can serve a wider
group of people under God’s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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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情領袖每周課程
家長們的得力助手

高莉娜 傳道

•歡迎觀看親情領袖視頻

親情領袖每周課程  家長們的得力助手
國家需要有領袖氣質的管理者，職員盼
望一個有領袖氣質的老闆，學生渴求一個有
領袖氣質的老師，球隊得勝在於有領袖氣
質的教練，那麼，請問，你的孩子有一對
充滿領袖氣質的父母嗎？「親情領袖」是由
美國福音證主協會(CCIUSA)與科林郡恩友堂
(CCCFC)美滿家庭事工，聯合舉辦的zoom系
列親職教育課程。

2020 年隨著疫情的發展，父母們不但
要在家上班，還需擔負起帶領孩子們在家上
學、運動、屬靈生命建造的責任，越來越
多的家長遇到「在家教育」的親子關係的挑
戰。為回應特別時期的特別需要，親情領袖
課程於2020年秋季開始，由五位老師教導，
每週日兩個小時在 zoom 上帶領自北美各地
的父母們一起學習成為有愛心，有生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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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有擔當，有遠見的家長，成為孩子們
願意跟從的領袖。
去年秋季至今，每週固定有一百名左右
的 家 長 按 時 參 與 zoom 學 習 。 同 時 ， 美 證
（李道宏牧師）也將當週課程編輯成視頻教
程，上傳至WeChat 信二代公眾號，YouTube
等不同的網絡載體，發送給世界各地的華人
家長。根據平台的統計，每週有近千個用戶
繼續利用視頻錄像一起學習此課程。
感謝神的恩典，雖然疫情給生活帶來諸
多的難題與挑戰，但是我們也看到，挑戰越
大，我們神的恩典就更大。願親情領袖課
程，能夠陪伴父母們不斷成長，當教會開放
的時候，參加課程的父母都能夠成為鼓勵、
建造其他正在經歷教養掙扎的父母們的祝福
者和有愛心的領袖。

教育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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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場活出使命

牟平

•歡迎觀看「職場講座視頻」
由於 COVID 疫情的影響，職場人士在
工作，家庭，生活方面都遇到極了挑戰。
大部分上班人士辦公地點從公司轉到家
裡，從按時上下班，轉到依賴網路，靈活
掌控時間。在這個迅速改變的時刻，行業
受到衝擊而必須面對轉型，大幅的裁員也
帶來恐懼。從 2020 年 4月開始，我們回應
弟兄姊妹的需要，積極籌備職場培訓，講
座與座談會，與你一起面對挑戰，共同成
長。

2020-2021職場事工
2020 年 5-7月，幫助在歐洲的華人信
徒和教會，舉辦為期 10 周的《不一樣的
工作》職場培訓。內容包括神對人在職場
計畫，預備和培育，以及如何在職場做
光，做鹽，見證基督，榮耀主名。

2020 年 8-9月，為期5周的「樂在職場
與家庭」講座與座談會。服事北美及亞洲
的職場基督徒。邀請多位講員分享。主題
也涵蓋職場、家庭與服事的平衡；如何在
職場發光，不一樣的職場規劃與逆境處理
等。參加者超過 1000 人，都有豐富的收
穫。

2020 年底至 2021 年證主與職場使命
事工進一步合作，規劃孔雷漢卿長老「雙
職事奉，全面領袖」系列課程。每季一
期，包含四堂培訓課程與小組職場門訓，
個人輔導，公開講座及同學互助式成長小
組。學員們都得到非常具體實際的幫助，
不但在職場與家庭中有更卓越的表現，更
確定自己的人生目標。目前已完成 3 期的

培訓，參與的信徒都成為服事他人的榜
樣。
其中一名學員李姐妹分享：「參與
這個課程把她從井底之蛙，帶到了一個
廣闊天地。原來一個信徒還可以這樣的
面對職場的挑戰，生命發生翻轉，並仍
然可以在教會中服事眾人。」李姊妹現
在已經成為職場和教會中多人的祝福。

2021 年 10 月第四期「雙職服奉，全
面領袖」課程即將展開。同學都翹首企
盼這個課程再次上線。也歡迎新同學的
加入，請留意本會消息。

2022年職場事工計畫
2022 年 美 國 證 主 繼 續 與 職 場 使 命
事工聯合舉辦英語「雙職服奉，全面領
袖」課程。目的是在説 明 在北美及其他地
區的基督徒，使用他們的工作語言，塑
造屬靈生命，建立生命根基，並能在職
場上見證上帝。 2022 年的課程會有更針
對性的主題和更深入的討論。仍然以生
命影響生命的門訓方式建立職場事工的
發展。
同時我們也會使用這些已有的課程
資源，發展為網上學習平臺使用，使更
多人能自發性地成立學習小組，使用各
主題的錄影，文字整理與問題討論等方
式，隨時學習。
請支持我們的事工，幫助我們繼續
把各項資源從多方面發展它的效用，使
更多人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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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8月證主家庭事工系列講座

文字 LITERATURE
cc-us.org 證主網路書店全面更新！
出版 M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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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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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好書•心靈得力

暑假期間因疫情不便到聖地一遊，唯在書上滿足旅遊的渴求

尋找祂鄉的意義

眼見風聞，微筆觸道

從聖地看聖經

作者：鄭佑生

作者：陳燕薇

作者：莊百億

從聖地的環境和文化作為
開啟經文內容的鑰匙，以
實例深入解釋聖經中的不
同事件或用詞，用精簡的
文字，加上圖片，使經文
更立體，更活潑地呈現在
讀者的眼前。

本書內容包含「從聖地看聖
經」及「聖經文物與史地」
兩部分。作者藉著聖經實例
的探討及照片、圖表的呈
現，幫助讀者從聖地的歷
史、地理等因素，以立體
「時間」與「空間」的眼光
深入剖析，在聖靈引導中，
追尋神工作的軌跡，以更瞭
解作者所寫經文的原意。全
本彩色印刷，有精美之圖
片、詳細之說明，及經文索
引等，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工
具書。

鄭佑生牧師自 1985 年起帶
領信徒前往聖地考察，至
今多達 50 次以上。本書綜
合作者的經驗與知識帶你
一起走過以色列的 2000 年
lease click
歷史文化，圖文並茂向你
展示約旦、以色列和埃及
的地方建設，從聖地蹤跡
中，默想昔日聖經記載的
事跡，讓你領略這聖地所
發生的事跡所給予你的意
義，並讓你心存感恩，頌
讚主愛。

「如果我們不認識主的愛，我們不能期望會愛主。我們不單問自己愛
主嗎？更要問自己愛主有幾分、有多深、有多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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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祂鄉的意義》鄭佑生

關懷 CHINA
兩代的植苗兒童
中國 MINISTRY

圖/文: 植苗青年 柳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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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雖然物理有些不好，但是他也積極地向我詢
問如何學好物理。他的積極好學也使他進入了學
校的重點班。他也是一個愛運動的男孩，他看起
來很健康，最喜歡的運動是跑步，時常參加學校
裡的跑步比賽。當我問到他將來有什麼打算嗎，
他搖了搖頭，可能他現在還小沒這麼多的計畫，
或許也是迷茫。願主能帶領他走向正確的道路，
我也相信他會一直跟隨主的腳步。
我第一次見到韋俊並不是這一次家訪，而是
以前在主日學。那時他是小學三年級學生，靦腆
可愛，在主日學學習時，他總是在那一群吵鬧小
孩子中最安靜最認真的一個。明亮清澈的眼睛睜
得很大，仿佛渴望能見到天父一般，願主能一直
賜予他平安喜樂。如今看到他，那個安靜認真的
小男孩長大了，眼裡的明亮清澈還是依舊，我想
他還是和我們一樣深愛著我們的天父。

經過聯繫植苗家庭後，我們前往了韋俊的家
中，進行訪問工作。剛剛到達他家時，他們熱情
地招待，臉上的喜悅讓人感到舒心。經過了一番
交談，我瞭解到，韋俊的家中有四口人，父母工
作不穩定，而姐姐剛剛畢業進入社會，前往了深
圳打拼，韋俊就就讀於中學八年級。
在這番交談中，我感覺韋俊是一名充滿上進
心、開朗、勤奮的孩子。剛剛見到他時，感覺有
點害羞，。但是他的笑容很陽光，學習情況良

再來說說我對他生活環境的感受，他家尚未
裝修，家中的牆面上到處露出磚頭。家中的交通
工具是一輛電瓶車和一輛摩托，看起來也是有些
年頭了。家中也堆積了一堆廢品，等積存多了拿
去換錢。他們也很樂觀，我想這就是上帝賜予的
喜樂吧!
我想到自己接受植苗的資助這麼多年，感覺
我的人生彷彿翻了盤。如今我又看到了另一位受
助兒童韋俊，使我感慨萬千，也為他感到快樂!
感謝植苗帶給我們這麼多的愛，願上帝賜福
保佑。

關懷 CHINA
中國 MINISTRY

Two generations of
Seedling Children

A Seedling youth
Liu Yu

it was because he is still young or that he is still
searching for his future plans and direction. Pray that
God will guide him to the right path. I believe he will
be following the steps our lord has for him.

After making the connection with a Seedling
family, we were able to visit Weijun at his home. The
family welcomed us warmly. Their smiling faces made
us felt right at home. After our visit we ha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family situation. There are four
members in the family. The parents do not have stable
employment. Wejun’s sister has just graduated from
school and started to work at ShenZhen. Weijun is in
the 8th grade.
I found Weijun to be optimistic, open, mature,
ambitious and hardworking. He was a little shy in the
beginning but quickly gave us his big sunny smile. He is
a good student but readily admits that he needs to work
on his Physics class. He even eagerly asked for our advice
how to improve his Physics.
He likes sports and appears to be athletic and in
very good health. His favorite sport is running and have
competed in the sport at school. I asked him if he has
any plans for the future. He shook his head. May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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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remembered the first time I met Weijun was
in our Sunday school. He was in the third grade
at the time. He was shy and quiet among the
group of children who were noisy and active. I still
remembered his bright eyes which reminded me of
someone who was searching and longing for our
heavenly father. May God grant him peace and joy.
When I saw him this time, he has grown a lot from
that little boy. His eyes are still bright and eager and
searching. He reminds me of my younger self who
loved our heavenly father.
From what we saw, we can tell his home has not
been completely built and in need of repair. There are
many areas where the walls have many exposed bricks.
They have for transportation is a electromobile and a
fairly old regular motorcycle. I could see a lot of rubbish
or trash in the house that I imagine were collected to resell at a later date for money. However, I was impressed
that the family seems to be optimistic despite their
circumstances. I can say that there is joy that can only
come from our God.
I reflected on the years that I was supported by
the Seedling Project which has helped to turn my life
around, and now I am witnessing WeiJun who is the
next generation of Seedling Children. I am truly happy
for WeiJun.
We are thankful that the Seedling Project has
brought us so much love. May God bless you.

聖地 HOLYLAND 2022 新、舊約聖地團
遊歷 M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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