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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主 CCIUSA
感恩踏上2022
動向 Latest News

感謝主， 12 月 3,4 日健康家庭大會在
你的支持與參予中順利完成，約 2,700人
次參加，我們的目標是透過大會各堂的信
息，為全球華人家庭提供資源，建立健康
的基督化家庭。因此在專題的規劃上包括
有夫妻關係，親子教育，信仰傳承，多代
關係，單親家庭與教會角色等六大方向。
開幕典禮中王美鍾牧師，葉高芳牧師的分
享，更提醒我們守護家庭，為家而戰。信
息十分寶貴。
聚會雖結束，信息仍然說話。我們
希望每堂的教導與分享能繼續成為全球
華人教會與信徒的幫助。你可從Youtube
CCIUSA / www.family2021.org 與信二代
課堂觀看每堂錄影，鼓勵你不但自己觀
看，更轉發給你的朋友與弟兄姊妹，甚至
可以一同分享討論，這樣你會有更豐富的
收穫。

總幹事 陳蓮香

展望未來，我們會繼續以這六大方向
為目標，提供家庭講座、課程、書籍､視
頻等資源，成為教會與信徒的幫助。同
時，希望這些材料也成為教會接觸福音朋
友的管道。
證主的事奉是成為眾教會的資源供應
站，幫助教會陪伴弟兄姊妹成長。

2022 即 將 來 到 ， 我 們 已 作 好 規 劃 ，
在聖經教導，家庭成長，職場事奉上為你
預備更多資源。邀請你成為證主的同行
者，2022年我們的事工與行政預算需要80
萬，當中只有約 30% 是由書籍銷售與聚會
收費而得， 70% 的經費需要教會與弟兄姊
妹支持。邀請你成為「證主之友」，以奉
獻支持我們的事工。
感謝你的記念與支持，證主才能按著
上帝的心意來服事。願上帝加倍賜恩給你!
祝聖誕蒙恩 新年快樂 !
美國福音證主協會
總幹事 陳蓮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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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

家庭事工系列講座 1 ―「父母之道」

羅堅老師

資深教育機構創辦人，
專注於家庭教育培養已經
20年。首創MCS(使命、品
格、服務)幸福密碼理念，一
直致力於推動建設有MCS特
質的家庭，把MCS變成家庭
的一種生活方式。
Paul Tripp ( 保 羅·區 普 )
牧師的暢銷書《父母之
道》的中文譯者。美國
Josh McDowell (約瑟·麥道
衛)博士《六A的力量》培訓
課程的設計者。在過去的20
年，持續在全球訓練家庭教
育講師，支持建立社區MCS
父母學習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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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證主家庭事工系列講座 1
1月13日週四 7:30-9:00PM(美中時間)
1月14日週五 9:30-11:00AM(北京時間)
• 國語主講 公開講座 歡迎參加
• Zoom ID 832 6207 0156 P/W 1234
會中成立《父母之道》
讀 書 小 組 14 堂 課 ， 幫
助你在養育孩子的過程
中，重建自己與天父、
與子女的關係。由羅堅
老師親自帶領。

掃描或點按
事工奉獻

歡迎為事工奉獻
同心建造健康家庭

教育 TRAINING
培訓 MINISTRY

父母成長課程感恩重聚

11月 14日 美 滿 家 庭 事 工

父母 成長 學習 小組 邀請 往期 學
員，舉辦感恩重聚分享見證
會。 感謝 親愛 的同 工們 悉心 籌
備這 次活 動， 讓8 0多 位新 老學
員與同工們透過zoom連線有
機會 再次 歡聚 一堂 。大 家在 歡
樂地 氣氛 中， 重溫 父母 小組 課
程知 識、 聆聽 短講 、也 一起 分
享、 見證 課程 為自 己親 子關 係
帶來的美好改變。
整個活動由同工與學員互
相問 候開 始， 藉著 視頻 啞謎 與
選擇 填空 等遊 戲， 大家 重溫 了
父母 課程 學習 過的 內容 。學 員
們美 好的 見證 分享 ，再 次激 勵
大家 將課 程中 學到 的教 養知 識
繼續不斷地應用在親子關係
中。 為了 讓父 母們 離開 小組 課
堂， 依然 保持 安靜 成熟 的親 子
教養 態度 。我 們在 活動 中安 排
了針 對往 期學 員的 短講 信息 「
教養 兒女 的一 停、 二看 、三 通

過」 ，期 望藉 此能 再次 提醒 父
母們把所學付之行動。
感恩聚會不單召聚不同期
的學 員們 有機 會互 相認 識， 藉
著分 享互 相學 習。 也讓 同工 們
更多 了解 這個 課程 如何 幫助 不
同年 齡、 面臨 不同 挑戰 的父 母
們面 對教 養危 機， 每個 家庭 又
是如 何有 智慧 地將 學到 的教 養
方法 應用 在親 子互 動中 。同 工
們更 是歡 喜地 見證 不同 期課 程
的父 母們 生命 被更 新， 展現 出
更加 成熟 的生 命特 質。 同時 ，
更看 到神 透過 兒女 給父 母帶 來
的挑 戰， 成為 促進 父母 成長 成
熟的美好契機。
活動最後，美證為每位來
參加 活動 的家 長提 供了 美證 出
版的 《為 青少 年禱 告4 0天 》電
子版 ，贈 送獲 獎的 學員 最新 出
版《 父母 之道 》， 鼓勵 學員 們
繼續 鼓足 勇氣 ，積 極面 對親 子
教養 的挑 戰， 成為 不斷 成長 的
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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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莉娜傳道

教育 TRAINING
年父母小組課程繼續與你同行 高莉娜傳道
培訓 MINISTRY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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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我們
將繼續以全年
滾動的方式，
開辦父母成長
小組課程。你
想預備自己成
為更好的父母
嗎？歡迎來參
加 1 月4日開始
的「父母成長
小組課程第一
階」(詳見招生
信息)。
家有少年初
長成？或你正
面臨青少年教
養難題？歡迎
來 參 加 3月 26
日開始「父母
成長小組課程
第 二 階 」 ( 1-3
月班滿額，詳
見招生信息)。

教育 TRAINING
2022「活出職場真智慧」系列講座
培訓 M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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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LITERATURE
出版 MINISTRY

聖誕特價好書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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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 CHINA
疫情中的植苗
中國 MINISTRY

圖/文: 溫子
工又不敢與外界有關連，因
此仍需輾轉寄出，這種情況
至 今 （ 2021 年 底 ） 仍 然 如
此，尚未看到國境解除管制
的消息。
新宗教管理條例的限
制，就讓許多的短宣隊無法
進入植苗地區，新冠肺炎的
疫情也更限制了個別的服事
機會，這期中也發生了其他
的嚴重災情，有許多的弟兄
姐妹們與我聯繫，表達他們
雖無法再組短宣隊去植苗
區，但是卻仍然關心植苗地
區的現況。

2019年底新冠肺炎的疫情突然發生，當時仍
在境外的我不知其嚴重性，仍然準備 2020 年初
寒假期中進入植苗地區服事，慢慢的傳出的消息
越來越多，終於緊急撤離返美，後來各地就緊急
封城的狀況出現了。
返美後繼續與植苗地區的教會同工聯繫，得
知即使偏遠山區的道路也全部封閉，不準外人進
入，也不允許教堂的聚會，中小學校也停止上
課，因此 2020 上半年的植苗活動全部暫停，只
有植苗大學生的資助仍透過網上溝通與關懷。
到了 2020年 4月開始，美國疫情開始嚴重，
植苗地區反倒是慢慢緩和下來，但是國境的管制
仍然沒開放。暑假期間的兒童教育補助發放，就
協調由當地的植苗大學生幫忙處理相關的工作，
如要寄給資助人的兒童成長資料相片等，當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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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特別的是有一間教會
主動的表達他們的感恩心
聲：『因為經由各種不同的努力與政府的協助，
嘗試種植較高的經濟作物，這幾年葡萄豐收，收
入上改善許多，植苗兒童家庭生活都很好了，因
此就不再領收植苗對他們的資助。感謝資助者一
直以來的愛心幫助，感謝你們的辛勞付出！上帝
祝福！』。這也是我們的期待，藉由弟兄姐妹們
長期的關懷有需要的貧困兒童，初期許多讀小學
的兒童，現在都已經是高中，甚至大學畢業了。
雖然外界有許多的變化，但感謝 神的恩典！
一切都仍然在祂的掌握之中，期望疫情能早日平
息，如此就能再見到各地的植苗兒童，代表許多
資助人去關心他們，更與弟兄姐妹們分享，見證
神奇妙的恩典！

關懷 CHINA
The Seedling Ministry in the Photo/Text: Winston
中國 MINISTRY midst of the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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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siders”. At times they have to utilize indirect channels
of communication which could cause some delays. The
situation continues the end of 2021. We have not heard
the restriction would be relaxed any time soon.

Toward the end of 2019, Covid-19 came suddenly.
At the time, I was outside of the States and was not
aware of the severity of the epidermic. We were planning
for our annual Seedling Camp for the Winter break.
The news of the Covid spread started to trickle in and
we decided to leave immediately. Shortly after we left,
emergency locked downs of cities and regions became
more common.
After we came back to the States, we tried to make
contact with our local churches and co-workers and
found out that roads in and out of even the remotest
places have been closed. No one was permitted to get
into the area. Church gatherings were prohibited, all
schools were closed. For the first part of the year, all
activities for the Seedling Ministry had stopped. Only
the College financial aids and caring remained open
through our on-line communication.
By April 2020, the situation in the U.S. became
quite severe while the Seedling Ministry locations had
improved. However,
the
restrictions
mandated by the
officials were still in
place. The summer
school for children were
coordinated and led by
our college students.
Our usual updates and
news of the children
who received financial
support had been a
challenge. The local
co-workers had to be
more cautious in their
direct communication
with those who are

Because of the recent new policies on the restriction
of religious activities, many short term mission teams
have not been able to visit our Seedling Ministry locales.
In addition, the limitation of travel because of COVID
have further restricted our contact and the opportunity
to serve our churches even though there were other crisis
and disaster we are aware of. Many brothers and sisters
told us that even though they were not able to organize
short term mission to visit this year they continue to
care about our Seedling ministry.
There is a special heartfelt gratitude from one of our
churches that we want to share here. “Due to our hard
work and assistance from the government, for the last
few years we were able to plant some economically more
efficient products. In the last few years, we have some
great harvest. Therefore, with the improved income
of the families we are no longer in need of financial
assistance from the Seedlings Ministry. We are thankful
for your financial support and love in the past. May God
bless your hard work.” This is indeed our hope and prayer
for the families. Because the long term financial support
of brothers and sisters for the needy children, they were
able to attend elementary school in the beginning of our
ministry. Many of these children have gone on to attend
high school and some have graduated from college.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changes in the outside
world but thanks be to our God, who holds tomorrow
and He reigns. We pray that the pandemic situation will
be under control soon so we may again visit the children
and to show them your love and support in person. We
hope to again share with you what they have done and
be witnesses to God’s grace and blessing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