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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st News 求主開拓我們的地界 總幹事  陳蓮香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的一場

俄烏戰爭已超過一個月，逃亡難民超過

380萬，雙方死亡人萬餘，帶來的影響

席捲全球。當我們面對這場爭的同時，

更警惕我們想到耶穌在橄欖上對門徒

說:「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
你們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不要驚
慌。這些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末期還沒
有到。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
必有地震、饑荒。這都是災難的起頭。
然而，福音必須先傳給萬民。」可13:7-
8,10

是的，越在世紀的疫情與戰亂中，

人心何等渴望找到可以信靠的對象，除

去內心的恐懼與不安，找到安息之處，

這也正是最需要福音的時代。

2020年3月疫情開始，證主與加州

普世豐盛神學院合作成立「宣教關懷團

契」，邀請在世界各地華人宣教同工在

網上聚集，分享他們在宣教工場服事的

狀況與難處，從彼此的事工與生活分享

中互相鼓勵。安排宣教專題報告，提供

視頻資源，幫助同工裝備進深。我們也

特別定期以愛心關懷同工家庭需要等。

透過在主面前同心代禱，彼此激勵成為

前行的力量。

三月中，團契邀請正在宣教工場服

事多年的南非，以色列，阿富汗，敘利

亞愛與柬埔寨華人宣教士，分享他們在

當地的挑戰，在暴亂國家中的生活，了

解難民的心境，如何與難民的相處中分

享福音等親身經歷。

我們為每一位忠心事奉的宣教同工

獻上感恩，他們願意付上代價，去到福

音前線，跨越文化與自己的舒適圈，在

動盪，甚至戰爭中傳楊福音，顯明基督

的愛。也歡迎你為宣教關懷團契的事工

代禱與支持。

同時，我們也邀請你使用證主在網

上的視頻資源，與身邊的朋友分享福

音。在這個時刻，緊緊抓住傳福音的時

機，開拓我們的眼光與地界，在本地，

在異鄉，以禱告、奉獻與實際行動參予

傳福音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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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MSA	職場事工策略連盟	
裝備職場人士展現生命力

為了協助教會推動職場事工，幫助

職場的弟兄姐妹學習如何將聖經原則

運用在職場，找到自己的命定，在職場

中活出信仰，裝備雙職事奉的領袖，拓

展職場事工聯絡網，美國10個福音機

構：3Q領導力學院，基督使者協會，職

場使命，美國福音證主協會，北美基督

燈檯協會，GoLiveServe，正道神學院，

天路事工聯會，The ology of Work
(工作神學)，扭轉力學院，聯合組成

「職場事工策略連盟 Work as Mission 
Strategic Alliance」簡稱WAMSA，一起推

動職場事工。

WAMSA事工的方向

服事對象以北美為主，亞洲，歐

洲為輔。與教會聯合，與信徒互動。

以4E：Encourage 鼓勵，Equip 裝備

Empower 賦能，Expand 拓展的方法，

鼓勵成熟教會成為倡導者，努力扶持各

地的中小教會，滿足當地職場人士生命

需要。借助網絡工具，通過專題講座，

小組分享，導師引領等方式，鼓勵基督

徒將基督的生命展現在職場，在職場中

見證基督的大能。

WAMSA事工的核心價值

尊主為大，榮耀主名；合乎聖經的

職場教導，適應時代與文化變遷，靠

主持續追求卓越與高品質的職場工作表

現，互為肢體，共建國度。 

WAMSA事工的使命宣言

我們的使命是借助網絡及網絡工

具，通過專題講座，小組分享，導師引

領等方式，鼓勵基督徒將基督的生命展

現在職場，在職場中見證基督的大能。

鼓勵：鼓勵基督徒上班一族在職場中經

歷屬靈生命的操練，面對挑戰，發揮影

響力；

裝備：裝備雙職事奉者在辦公室、機

構、家庭、堂會等，建立職場點燈的門

訓事工； 

賦能：透過生命教練的陪伴來賦能雙

職事奉者達成生命轉換與倍增及屬靈傳

承；

拓展：拓展雙職事奉教會的網路，分享

案例，建立策略聯盟，國度連結，共同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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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MSA	職場事工策略連盟	
裝備職場人士展現生命力

WAMSA事工主要包括三方面

1.每月圓桌會議：邀請教會牧師、

長老、執事和職場事工領袖，一起來探

討、交流職場事工的重要性、需求、策

略等，每月一次聚會，半年一期，帶領

者是有豐富職場經驗與開拓教會經驗，

既有聖經真理做基礎，又有實際的事工

交流和討論，中間分小組禱告和關懷，

最後有一對一的交流，參與者更能在職

場事工中找到新的方向和新方法。在學

習與交流中，不僅獲得了更多的資源， 

而且找到更多的同路人。

2.一年一次的「職場即工場，本地

到全地」職場特會：2021年第一次舉

辦，邀請十多位對職場事工有負擔的牧

師長老、事工領袖和在職場的弟兄姐妹

們，從不同的角度 來分享交流、共同提

升，從世界各地吸引了1500 多人報名參

加；2022年的特會安排在6月10日週五

晚上舉行，詳情請見 wamsa.org，歡迎

大家上網報名參加。

3.平時，這十個機構提供各種講座

和課程，有靈性成長的，有職場實務教

導，例如：有給牧者預備的：「一室教

會植堂運動」，「如何牧養和幫助上班

族，建立教會裝備雙職事奉」；有給弟

兄姐妹預備的，「科學與基督教信仰」

，「天路職場主日學系列」，「《活出

職場真智慧》系列講座」，「忙碌：職

場&家庭中的靈修操練」，「360度發挖

你人生的命定」，「第一與唯一網路課

程」，『「職場使命」同工培訓』，這

些講座和課程介紹和報名鏈接，都按照

分類列在 wamsa.org 網站上，每月的月

初和月中更新， 歡迎關注和使用。

（*十個機構的名字按英文字母順序

排列， 無先後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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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亂中的福音

近月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戰事，掀起二

戰以來最大的難民潮。這場戰爭對於遠在

千里外的我們來說，除了油價上漲外，似

乎沒有太大的關聯，甚至無關痛癢。

「你沒有吃過苦，也沒有經歷過戰

爭！根本無法體會在戰火中的徬徨無助。」

三十多年前，父親幾次提醒我。

雖然我沒有親身經歷過槍林彈雨，可是

我曾在非洲協助戰後重建，也參與過種族大

屠殺後難民的醫療照顧。是的，我決不能

說，我了解！但是，我接觸過被鄰居強暴、

親友遭屠殺的受害者。我深深體會到，種族

分歧的仇恨如同撕破的衣服，即使補了，但

那補丁卻永遠存在，礙眼又刺心。

過去三十年，我們教會也領養過兩家

越南船民“Boat People”，我們也有緬甸難民

青少年的事工。接觸難民使我認定，老移

民應該幫助新移民，同時更能經歷主耶穌

的吩咐帶來的祝福：

「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
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
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
顧我；我在監裏，你們來看我。」馬太福

音25:35-36

美國證主和加州的普世豐盛神學院合

作，成立宣教關懷團契，每月一次邀請世

界各地的華人宣教士分享他們的服事，3
月12日舉辦<戰亂中的福音>公開講座，由

來自南非、耶路撒冷、柬埔寨、中東、阿

富汗的同工分享他們在戰亂、種族宗教張

力、大屠殺等情況下照顧難民的經歷。同

時也分享如何在美國接觸和幫助新到的阿

富汗難民家庭。

我們歡迎你觀看這次聚會的精華版，請

按連結：https://youtu.be/yP9QWDZHOV0
或從 Youtube 信二代中搜尋「戰亂中的福

音」，有各地宣教同工更詳盡的分享。

如你希望進一步了解宣教團契事工，

歡迎與我們連絡。

李道宏牧師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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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推介專題：耶穌是主 編輯部

你們說我是誰？
作者：張永信
出版社：
基道出版社

本書分為八部，替我們

詳盡闡釋了耶穌在世的不同

角色，並這些身分背後所蘊

含的深意，讓讀者得以全面

並立體地認識耶穌。不但如

此，本書更輔以「末了的

話」及「靈思小品」，這些

信息不時穿插全書，帶領讀者與作者一起反

思和默想，使得本書成為一本學術深度與信

仰溫度兼備的作品。

榮耀的基督與當代信徒
作者：陳若愚
出版社：
基督工人神學院

耶 穌 基 督 死 後 三 日 復

活、四十日後升天，在父

神的右邊同享榮耀，遠離人

間，超越受造的時空。究竟

祂與今日在地上的信徒有何

關係？本書結集了十四位學

者及牧者的研究，從聖經啟

示、神學歷史，實踐事奉等角度，探討這奧

妙而實際的問題。本書的信息是：若榮耀的

基督成為我們的異象，我們的生活、倫理、

敬拜、事奉都會有更新的表現，而華人教會

也將會如鷹展翅上騰。

耶穌是誰
作者：但以理•哈割頓 
(Daniel J. Harrington)
譯者：車倩瓔
出版社：
宗教教育中心

本書是新約《聖經》的

入門，旨在補充而非取代第

一手資料，並帶領讀者思考

各書卷的核心主題：耶穌是

誰？為何祂如此重要？前一

個問題檢視拿撒勒人耶穌的身分─既是歷史

人物，也是與天父同在的復活基督；後一個

問題探討耶穌怎麼影響基督徒的生命─靈性

觀(與上帝及他人的關係)、倫理觀(行事為人

及其原因)和教會觀(與其他基督徒的相處)。

耶穌說我是
作者：蔡忠梅
出版社：
福音證主協會

《耶穌說我是！》蔡忠梅

牧師繼《無價的珍珠─路得

記》後，又一屬靈鉅作！這

世上，是誰在出生前，就已

擁有生前傳記？這世上，是

誰能以「我是」作為自我介

紹，而且不需多做解釋？這

世上，有誰是最好的醫生，一但醫治，就必

完全痊癒？

四月份復活節優惠，證主網路書店全面九折
（聖經與特價品除外）

詳情可點按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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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份復活節優惠及新禮品特價

仿古冷凝瓷杯墊 ― 
 四件套

樹脂擺件•愛的真諦 ― 樹脂雕塑

時尚冷凝瓷杯墊 ―
 四件套新品

手繪十字架  ― (樹脂雕塑手工彩繪上色)

 主禱文 / 奇異恩典

筆筒 ― 追求良善/珠光紫藍色
 常常禱告/珠光淺綠色
 耶穌愛你/珠光粉色

聽道筆記本 ― 受洗紀念
 綠葉

經文木雕.約3:16 ― 紅木色

按各圖
查詢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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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c-us.org/shop/810319037273/
https://www.cc-us.org/category/禮品/金句卡-文具/
https://www.cc-us.org/shop/300g/
https://www.cc-us.org/shop/110g/
https://www.cc-us.org/shop/204g/
https://www.cc-us.org/shop/十字架-奇異恩典-手繪/
https://www.cc-us.org/shop/810319037266/
https://www.cc-us.org/category/禮品/桌上擺設-禮品/page/2/


CHINA
MINISTRY

關懷
中國

圖/文: 植苗青年 以撒 植苗家庭訪問

我們，我們在他

家進行了一個小

聚會，一起唱了

幾首詩歌。順花

家離聚會地點也

是蠻遠的，但全

家都還是固定參

加每週聚會。冬

天氣溫很低時就

是圍在火堆前烤

火取暖，夏天時

父母就要先砍柴

擺放風乾，以便

讓廚房有柴火燒

飯，冬天也有足

夠木柴使用。

順 花 的 父 母

在他們村是出了

名的勤快，每天

早上七點起來準備一天的勞作，家庭收入主要是

靠種植大白豆和養殖牛羊，也租一小塊土地種植

水稻。今年順花家養了八頭豬，三頭羊，兩頭

牛。我們去探訪的時候，前幾天剛好他家還生了

一窩小豬仔，一共6只，全家辛勤地工作，每天

花在喂牛羊的時間就需要一個小時。家中奶奶今

年也是將近七十歲了，每天還在堅持幫忙家裡面

做一些簡單的事，也是為這個家付出了很多。

願上帝祝福這個家庭，希望她家能越來越

好，兩個孩子的學習也能更上一層樓，讓這個家

庭充滿了 神的祝福。

順花今年12歲，就讀小學六年級，成績中

上。從小學一年級就接受愛心植苗的資助，至今

已經六年，今年暑假後就升上初中了。

家中有五口人，她有一個可愛的妹妹今年五

歲，他父親準備明年讓她妹妹去讀小學。順花的

父母親對孩子的學習特別關注，因為他父親認為

好好讀書以後才不用像現在一樣過得辛苦。因為

家離鎮子比較遠，山上的孩子基本上因為山上沒

有幼稚園而只能等年紀稍微大一點再去上學。

我去探訪的前一天下了大雪，這邊下雪還算

好，不會造成災害，我是和我母親一同前去探

訪，順花一家人也是非常熱心，抽出時間來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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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Text: 
Issac, a Seedling youth

Shunhua is twelve years old and is in the 6th grade. 
She is an above average student. She has been supported 
by the Seedling ministry since first grade. After the 
summer break, she will be attending middle school.

There are five members in her family. Her adorable 
younger sister is five  years old. Her father has decided 
to enroll her in elementary school. Although he believes 
that educating the children will give them a better live, 
he was not able to send the five-year-ld to kindergarten. 
The kindergarten in the closest town is still too far for 
his young daughter.  Therefore, many children from the 
mountains like them have to wait till the children are 
older to start school. 

It snowed heavily the day before my visit. Fortunately, 
it was not on the level of a disaster. My mother was able 
to come with me for the visit. The family welcomed us 
warmly and we fellowship and sang. The family lives 
some distance from our meeting place but the family 
attended church regularly. When the weather is cold, 
they would keep warm by the fire. In the summer the 

parents would chop wood for cooking and later use for 
firewood for the winter. 

Shunhua’s parents are known to work hard. They 
would get up about seven o’clock to prepare to work 
for the rest of the day. The family income is mainly 
dependent on growing beans and keeping cows and 
goats. They have also rented a small plot to grow rice. 
This year they have 8 pigs, 3 goats and two cows. A few 
days before our visit, a sow just gave birth to a little of 
6 piglets. The whole family pitches in. It would take an 
hour just to feed all the animals. Even the grandmother 
who is almost 70 years would insist on helping out 
around the house and contribute her part.

May God bless this family. We pray that their 
lives would continue to improve and that their wish 
for betterment and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for the two 
girls will continue. May the family be filled with the 
many blessings from God.  

A home visit to a 
Seedling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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