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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IUSA 
Latest News 在靈命成長的路上與你同行 總幹事  陳蓮香

「耶和華必賜力量給祂的百姓，耶和華
必賜平安的福給祂的百姓。」詩29:11

上帝對祂兒女的應許永恆不變，因

祂的信實，祂必垂聽每一個呼求。願在

新的一年，我們都能一同經歷上帝豐富

的厚恩。

2022年，證主繼續以感恩與敬畏

的心事奉眾教會與弟兄姊妹。在屬靈書

籍與電子書的出版、教育培訓講座與課

程、影音視頻製作、宣教關懷等事工

上，證主同工們繼續回應教會的需要，

幫助弟兄姊妹建立信仰的根基，在教

會、在家庭、在職場活出基督的見證。

本期禾場，為你介紹證主『網上教

學平台』的規劃，希望透過更貼近生活

與便利的學習方式來幫助弟兄姊妹追求

成長。我們更盼望你不因疫情而影響

你的情緒與心態，甚至在靈命上停滯不

前。現在，無論你在家中、在教會，都

可以透過下面幾種途徑，充實你的屬靈

生命。

•	閱讀屬靈書籍，規劃成長目標

•	組織網上讀書會，相互鼓勵代禱

•	參加講座與課程，充實自己

•	觀看教育影音視頻，成為隨時的導

師 Youtube	CCIUSA / Youtube 信二代

•使用證主網上學習平台，配合視頻

與課程重點及討論，隨時與同伴一

同學習

新的一年，我們最大的心願是你能與

主更親近，常常有主的話在你心中，環

境雖有限制，但我們的心不被約束，仍

然可以按著合適的方式規劃靈命成長的

光明之路。

願上帝賜福與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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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c-us.org/shop/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mH4o7Fae8cWW0UMnvmRQ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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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學習平台課程介紹與使用方法

2.	 敲開青少年的心門―溝通

3.	 點燃動機的火把―學習模式

4.	 當信仰遇到青春期―信仰挑戰

5.	 制伏生命中的巨人―管理怒氣

6.	 如何與青少年談性說愛―禁欲 & 純潔

7.	 我的孩子在掙扎―青春期心理健康

8.	 孩子的未來不是夢―祝福離家

•不 一 樣 的 留 學 ― 留 學 探 討 3 2 課 簡

體，作者：劉漢中

	 透過書中32章四大類

問題，探討留學生面

對的實際問題與解決

方法，如何做方向性

的決定，處理留學危

機等等。本書是為正

預備留學與在留學生

涯中奮鬥的你最佳的

指引。

•工作與生活平衡系

列課程	作者：孔雷漢

卿

	 簡體17課，每課

15分鐘視頻	+	問

題討論

	 生活在忙碌的現

代，如何能在職

場上有出色的表

現，又能享受每

好家庭關係，活

出豐富人生。課

程共17課，內容

包括:時間的管理，從基礎打造人生，向著

標竿直跑，如何管理家庭，幫助家人訂定

人生藍圖，找到自己人生的節奏。

課程介紹

•	智慧的母親	作者：Denise Glenn迪尼絲•葛蘭

	 8週影片+ 40課學員本，內容包括親子技巧

指引，智慧的母親評估表，繁體。

•	智慧的父親	作者：David 
Glenn大衛•	葛蘭

	 為你解答有關你的婚姻、

孩子、工作和事工的疑

問。這些特別為父親所設

計的十週靈修引導，適用

於各種年齡階層的個人或

團體。

內容包括：

1.	 尋求智慧

2.	 將生命建立在上帝的

話語上—建立關係的

堅固立足點

3.	 與上帝的關係―信靠

4.	 與上帝的關係―順服

5.	 與妻子的關係― 一家

之主

6.	 與妻子的關係― 事奉

你的女人

7.	 與子女的關係―培育敬虔的後代

8.	 與孩子的關係―給他們的三件禮物

9.	 與世界的關係―工作的四項測驗

10.	與世界的關係―事奉的心

•破解青春期密碼
	 作者：高莉娜傳道

	 繁體8課，每課45分
鐘視頻	+	問題	+作

業。

內容包括：

1.	 青春期 ― 危機	

&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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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c-us.org/shop/智慧的母親-網上課程/
https://www.cc-us.org/shop/智慧的母親-網上課程/
https://www.cc-us.org/shop/智慧的父親-網上課程/
https://www.cc-us.org/shop/智慧的父親-網上課程/
https://www.cc-us.org/shop/破解青春期密碼-網上課程/
https://www.cc-us.org/shop/破解青春期密碼-網上課程/
https://www.cc-us.org/shop/工作生活平衡系列-简体-网上课程/
https://www.cc-us.org/shop/不一样的留学简体-网上课程/
https://www.cc-us.org/shop/工作生活平衡系列-简体-网上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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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學習平台課程介紹與使用方法

如何訂購與使用

1.	進入證主網路書店	www.cc-us.org	於商品

分類中選取『網路學習平臺』。

2.	選購你需要的課程並付款，你會立刻從電郵

收到課程使用須知與課程代碼。

3.	請至www.GalileeOne.com註冊你的帳號。

4.	選擇「領取課程」並填上課程代號，即可進入我的課程，開始你的學習之旅。

5.	課程內容有視頻分享，問題討

論，作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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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c-us.org/category/網路學習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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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事工系列講座3 ―
	 	 	與青少年談戀愛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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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TS)基督教研究碩士，現修
讀教育事工博士。中國註冊婚
姻家庭諮詢師(ICMFC)。中國

科學院心理研究所青少年心理健康教
育與心理諮詢治療研究生。中國科學
院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指導師。中國
紅十字會心靈陽光工程YLE生活教育
講師。國家認證兒童注意力訓練師。

2022證主家庭事工系列講座 3

青春期的孩子談戀愛
了，身為家長的你第一個反
應是什麼？堅決反對？擔心
過早有親密經驗？還是全心
祝福？也許很多父母都在擔
心自己不知該如何處理。當
父母鼓勵家人就感情、友誼
和家庭關係進行對話，就可
以幫助您的孩子在聖經真
理，家人的陪伴中，自信地
面對成長帶來的新挑戰。

歡迎為事工奉獻
同心建造健康家庭

掃描或點按
事工奉獻

3月10日週四7:30-9:00PM(美中時間)

3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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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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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c-us.org/家庭事工/
https://www.cc-us.org/
https://cccf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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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朱正中長老	
45年管理經驗。曾任中國可口可樂公司市場部副

總裁、可口可樂申美食品飲料公司總經理及執行副
總裁、國際梅迪派勒媒體公司集團首席營運總裁，
多家國際企業管理運營策略規劃諮詢顧問。

現任正道神學院董事，聖地牙哥主恩堂會友服侍
職場事工。

2022「活出職場真智慧」系列講座

職場的基督徒菁英在現今的時代已經感受到職場上的快速變
化，從實體到虛擬，從實體的交易到線上的採購與服務，從網上
社交媒體到元宇宙，從AI到Avatar，每一層面都在影響我們的生
活。再加上多元化不同世代的人群需要緊密在一起面對複雜的挑
戰，一個簡單的問題出現在許多組織裡，從
管理領導的層面，我們基督徒是否需要新的
領導技能才能完成組織賦予
我們的責任？讓我們一起來
探討這個有趣的問題。

4月2日週六3:00-4:30PM(美中時間)

國語主講		粵語傳譯		歡迎參加	•	Zoom ID 966 0269 9437  P/W 123456

「活出職場真智慧」系列講座―新世代，新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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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c-us.org/職場人生/
https://www.cc-us.org/
https://cccanada.org/
https://www.wam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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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推薦《耶穌故事聖經》
(簡體+拼音版)

編輯部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
也不偏離。(箴言22:6)

在生下孩子的那一刻，我相信父母除了

感動之外，心裡一定也都想著：「我要盡能

力栽培這個孩子……」

在認識上帝之前，我們認為的「栽培」

是給孩子吃好、穿好、將來讓他好好讀書，

成為社會菁英。不知你有沒有發現，很多父

母對孩子的「栽培」項目裡，竟然沒有為孩

子培養好品德、為孩子培養愛人愛物的心；

但其實我們心裡明白，這才是一個人終生安

身立命的倚持。

但這不是社會價值觀對

「成功」的定義，所以，父

母便面臨抉擇：要選擇以社

會價值觀作為教導孩子的依

據？還是以培養孩子品格為

萬事之首？

上帝早在聖經裡告訴我
們：「教養孩童，使他走當
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

離。」(箴言22:6)孩子若是從

小在教會裡長大、從小就把

主的道存在心裡做他一生行

事的準則，這樣的孩子必定

是討人喜歡的孩子，如同「
耶穌的智慧和身量，以及神
和人對他的喜愛，都不斷增

長。」(路加福音2:52)

2019年底，一位姊妹滿

懷熱誠與我們分享從中國來

的北美第二代父母，是何等

期待有一本能自己看得懂、

又能教導兒女看得懂的中文

聖經故事童書；如果這本書

能夠同時以簡體字與拼音出

現，必定對他們大有幫助。

我們很快便決定出版這本曾獲金章獎，

圖與文都非常精緻與主題清晰的《耶穌故事

聖經》簡體拼音版，出版的動機是希望更多

華人家庭擁有一本能影響下一代認識耶穌的

優質書。所以我們也決定向熟悉的基督徒父

母發出邀請，一同以奉獻參與此書的出版，

期盼更多華人家庭能擁有它。

如果孩子在父母的引導下開始閱讀此

書—上帝在人類中間成就的大小事情，我相

信就如第一個故事的結尾所說的：「一個奇

妙愛的故事就這樣開始了……」，愛，便要

在孩子心中開始萌芽。

歡迎試讀精彩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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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離我們不遠，不容錯過!

為父母生命豐盛禱

告：52週與父母建

立平安、喜樂、健

康、蒙福 9 關係

作者：劉梅蕾師母

出版社：

天恩出版社

為父母禱告是尊

榮父母一個最好的開

始，當你把父母的影

像放在你腦海中，並

按著這本禱告手冊深切地、忠實地為他們禱

告時，你才能看見他們的需要―看見就帶來

負擔，負擔就能產生關懷與福音的行動。─
北美矽谷生命河靈糧堂主任牧師／劉彤

練習快樂，達到幸福

作者：

雷洛美、陳小鳴、陶

家琪、鄭靜雯

出版社：

福音證主協會

生 活 在 這 一 個

新的世紀裡，我們的

需求永遠是貪得無厭

的，而持續努力爭取

來的榮耀卻又不知道

回饋社會。在急速努力的過程中，我們是否

迷失了自我、真正的需求與人生的目的？

書中也提供大家認知練習快樂的重要

性，以及達到有效處理的方法；當衝突發生

時，希望書裡一連串的情節可作為借鏡、幫

你解圍，假以時日你必能重回快樂，達到你

嚮往的幸福人生。

美滿靈命成長須知

作者：

鄭以心牧師/博士

出版社：

中國浸信會神學院

美滿的靈命成長不

可能單單透過在觀念上

獲得開闊的經歷而得到

的，信徒必須切實地跟

隨聖靈的感動而行，這

才是真正導致靈命得享

美滿成長的要素啊！深

願聖靈親自使用本書的初步分享，激發多一

些信徒曉得全心全意按照《聖經》的真理

而行。

追求真幸福的實現

作者：侯士庭 (James 
M. Houston)
出版社：

中福出版社

快樂幸福是每個人

都希望得到的，但卻少

有人曉得真正的意義。

若從自我身上尋求快樂

的滿足，必注定失敗，

因為幸福快樂是在不經

意中才能獲得的禮物，

是當忘卻自己而把關心投入他者身上時才能

得著，更重要的是回歸快樂幸福的真源―創

造又拯救我們的上帝。在物慾橫流的世俗文

化不斷衝擊人心之際，我們正需回顧自己所

處的位置，以便在黑夜還未完全到來之前，

及時回轉。

詳情可點按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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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c-us.org/shop/美滿靈命成長須知/
https://www.cc-us.org/shop/追求真幸福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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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 溫子寒假植苗事工報導

地區附近也都出現感染確診的病例，因此管制地

區就更大更廣。一位同工就因爲春節間曾去過隔壁

的縣城，返回家鄉時即便被匡列而需在縣城賓館

隔離14天，而且要經常做PCR檢測，另一位同工

的丈夫從外省返家，也必須在家隔離14天，至大

年初一才能出門，本地同工們外出也都受限制。

經歷過去二年多的疫情影響，大家都期盼因

著疫苗注射的普及，能夠早日鬆綁國境的管制，

如此才能更有效發現並關懷需要幫助的家庭，也

才能夠提供更具體的報導給大家，如此傳遞關懷

的精神也才能繼續保持下去，求	 神保守大家身

體健康，也能繼續為所有的植苗兒童們代禱，讓

兒童們在身心靈各方面也都能逐漸長大！
2022年寒假仍然在疫情未鬆綁的情況下來

到，在縣城讀書的初高中學生們也紛紛回到家

鄉，與家人們相聚準備迎接ㄧ年ㄧ度的春節的到

來。為了能讓植苗事工在疫情的影響下仍然能夠

幫助學生的教育補助，並讓資助人能了解兒童的

成長狀況，仍然採取遠距的方式，由各地的同工

或大學生幫忙處理植苗兒童相關的拍照、填寫

2022年的成長報告表等行政事務。目前整個工作

已經大部分完成，正在進行後續整理中。

大學生第二學期的補助申請也即將開始，在

過去三年中先後也有許多位學生從大專院校中畢

業，開始進入職場，有從事農產品管理，小學老

師，旅遊業導遊，醫療人員，公務員等。甚至

有幾位已結婚且有小嬰兒了。很欣慰看到他們從

小學就有植苗持續的關懷，再加上自己不懈的努

力，終於能夠達到自立！

由於目前的病毒傳播的更快，南北幾個植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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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022 Winter Break has arrived even though 
the Covid epidemic has not let up. Middle school and 
high school student are coming home as in past years to 
prepare for the celebration of the Chinese New Year or 
the Spring festival,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holidays 
of the year. We not only want to make sure that the 
education and financial assistance for the children would 
not be interrupted because of the many challenges Covid 
brings. We certainly wish to report to the children’s 
sponsors of the progress of the children have made. 
Therefore, we asked the local co-workers and college 
students to conduct the annual updates including 
taking photos, preparing the report of the progress of 
the children for 2022 and other related administrative 
task. They have completed the initial report and are in 
the process of preparing for the final report. 

The application for financial aid for the second 
semester will begin soon. In the last three years, we 
have several students who have graduated from college 
or professional school and have entered the job market. 
We have some who are in the area of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tour guides, 

medical personnel and some who worked in the 
government. We even have a few that got married and 
have children. We are thankful and delighted that these 
students who have been supported and sustained by the 
Seedling Ministry from the time they were in elementary 
school have worked hard are now able to achieve their 
independence. 

Currently we are facing an increased spread of Covid 
in our area. Cases were found in the north and south 
of our area. Therefore, the area affected by restrictions 
and control has been broadened. One of our co-workers 
was placed on a 14 days quarantine because of his visit 
recently to a neighboring city. He was also subjected 
to regular PCR testing. Another co-worker’s husband 
had to self-isolate at home since he just came home 
from another city. Because of these restrictions, our co-
workers have been limited in their travel and visit.   

We are hopeful that with the vaccine being widely 
used, restrictions would soon be lifted and that we can 
resume our regular caring ministry to identify new 
needed families and continue to care for those we have 
worked with.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day we can 
report to you with more particularity in keeping with 
our spirit of love and caring as we resume the work of 
the Seedling Ministry.

May God protect you and keep you in good health. 
Please continue to pray for the children of the Seedling 
Ministry. Pray that they continue to grow physically and 
spiritually.

The Seedling Ministry – 
Winter break 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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