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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 卷首语

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
愿你们平安。

• 简讯与代祷

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刻向你们问安，心中实在有着一个非常不同的感觉。2008年是

• 疲累并喜悦的08年

中国的多事之年，也是全世界的多事之年。四川的8.0级强震和如今越演越烈的全球性金
融、经济海啸都在向我们高声宣示着一个动荡的年日——无论我们脚下赖以生存的大
地，还是心中所依赖的财富，其实根本不可靠。我们的平安在哪里？什么是我们的依
靠？当整个世界都在盼望着走出经济低谷，重新获得经济与生活上更大保障的时候，我
们盼望的“救赎”是否也完全一样？

• 从无到有的事工
• 《教会》杂志14期内容简介

我们最大的安慰与保障就是福音――基督传讲并成就的好消息。Spafford在1871年的

• 2008年1-11月财务报告

芝加哥大火中几乎失去所有的财富，不久太太与四个女儿又在前往英国的途中遭遇船
难，仅太太一人生还。Spafford前往英国与太太相聚，经过女儿遇难的海域时，受圣灵感

• 你我能做什么

动，写下了不朽的《我心灵得安宁》。是的，地震的天灾和战乱的人祸，可以将我们剥
夺得一无所有。但，那只是外面那些看得见的。也只有此时，我们才更深体会和理解自
己在基督里是多么富有、多么稳妥。原来我们生活在基督的国里，我们在基督里；可见
的都是暂时的。福音本身不是目的，福音指向神的国、指向基督。福音不仅是基督道理
的开端，福音其实是一切的一切。愿这样的好消息、神悦纳人的禧年带给你我最深的安
慰与依靠。
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危机是上帝改变
世界的时候。四川之震震醒了国人的灵魂，全中国的教会与机构
也齐聚四川，打破门户，彼此配搭，参与救灾。四川是中国教会
学习与社会互动的起跑线，也是基督徒们悔改、开始怜悯与宣教
事工的出发点。在全球性的金融、经济海啸中，中国的金融因为
处于与世界接轨的初期，得以保全；同时，因为过去十年贸易顺
差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政府得以用“国家财政投入”的形式，来
缓解因出口骤减所带来的经济冲击。这场自1929年以来最大的全
球性经济危机，势必导致世界格局的重新洗牌，中国的国际地位
必然提高—―其实已经提高。宣教历史让我们看见，以西班牙为
主的天主教和以英国为主的新教，以及后来的美国、甚至当今的
韩国，都是借其国力扩张之势开展大规模的宣教事工。在上帝扭
转世界的时候，我们要问：教会在哪里，你我准备好了么？
基督的福音带给我们生命完全的平安，因为我们生活在神的
国度里；同时，基督的福音也带给我们充满激情的挑战，因为我
们生活在神的国度里。愿福音的安稳与呼召在这动荡的年日改变
你我的生命。

总干事

一乐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
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
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今天这经应验在
你们耳中了。
～路加福音4:8-21

简讯与代祷

亲爱的代祷同伴，你好!

在线语音教室的特别购买需求
网络培训事工引领式教学其创新、有效性除了在于其小班教学、分学期
过程监督、班级学习氛围之外，师生间实时语音的互动授课、答疑探讨
不可谓不是关键之处了。实时的语音教室系统所带给大家的活泼、真实
的互动是将虚拟世界中的真人联系在一起，进行生命交流的核心要素。
但可惜的是，真正能以达到语音教室各项需求的系统均是价格不菲的商
用付费系统。而我们至今所使用的，是一套DEMO试用版，其中除了对
于参与人数以及功能上有限制之外，在安全性以及带宽共享上均有着相
当大的问题，已经出现过几次学员、老师不能登录的紧急情况。面对即
将到来的2009年的新班级，其问题已经日渐突出。购买一套正式的语音
教室的需求如此迫切，以至不得不请对于培训网事工有负担的肢体为此
献上恒切的特别祷告。我们盼望在年内可以有一笔特别的资金用于购买
正式版本语音教室。
愿神亲自怜悯看顾祂手的工作，藉您的代祷和奉献赐福华人教会！
（奉献方式请参看最后一页的回应单）

疲累并喜悦的08年

—— 培训事工部主任 落麦
提交量也是随之成正比增长。从改版前的每月平均60-100份作业，到改
版后每月500份的作业量，其中的增幅也不可谓不大。虽然平台的改进带
来了批改作业在技术上的一些便利、快捷，但是每一份作业的仔细阅
读，用心批阅却是无可替代的。作为掌握学员第一手的情况，以便针对
性进行辅导的根基性工作，批改作业是培训网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时，
作为培训网对学员进行学习过程管理的重要手段，作业的批改也都直接
影响着学员的学习态度、学习热情以及学习品质。因而及时、认真负责
的批改是培训网一路走来，颇得学员认可的直接原因之一。

疲累的08年
一晃又到年底，又到该做总结的时候了。回首
培训网过去的一年，不禁思绪纷飞。的确这一年是培
训网经历一次蜕变的一年，太多的变化，太多的不
易，以至现今回想起来仿佛是经过了好多个年头一
般。也真是感慨惊讶于神大能双手的扶持！而细细想
来，08年度最大耗费时间、精力的工作莫过于SKYPE的
授课、大量的作业批改、招生以及升学工作以及平台
改版的技术开发调试、学员数据库的搬迁。

你将种子撒在地
里、主必降雨在其
上．并使地所出的
粮肥美丰盛．

招生以及升学工作：

~ 以赛亚书30:23

08春季引领式快班以及08秋季引领式快班的招生，是培训网在08年
度当中极其重要的一项改革措施。即在原有的纯靠学员自学的自主式模
式上，每年开设春季、秋季两个引领式快班，由老师一定程度上带领学
员进行网络面授辅导，分学期督导其在一年当中完成全部的必修课学习
的模式。此引领式快班的推出，由于其面授辅导、小班教学、互动活泼
的特点而吸引了不少学员报名。虽然只是一期招收20人的班级，但是报
名的肢体也都过百。加上我们对于招生特别增设的一对一网络复试，因
而报名招生期间的工作量也较之平时增大很多。

SKYPE授课：
作为自主式向引领式学习的过渡阶段产物，自07年8月份开始，除了
节假日之外，每周日晚间在SKYPE使用实时语音与几位培训网老学员进行2
个多小时的授课、学习交流是这一年当中颇为艰难的一段经历。一位老师
需要在一年当中连续每周教授全部11门必修课程，不可谓不是一次类似长
跑的经验，中途屡屡都有想要放弃的冲动。而当今年10月19日结束全部授
课时回首，内心实在是充满着敬畏与感恩。深知唯有靠着神的大能大力，
我们方能由始至终地走完这条路。教授课程的老师是如此，学员亦是如
此。

平台改版的技术开发调试、学员数据库的搬迁：
08年4月份的系统全面改版，同时也带来众多技术性的开发、调试、
搬迁等项工作。在维护日常工作之余，往往都需要同工在深夜进行技术
性维护工作。而很多技术性问题发生的时候都需要紧急处理，同时也仿
如一个巨大的漩涡，消耗着大量精力于无形之间。

作业批改：
当一觉醒来，打开电脑查收邮件，每天总是有几十封作业提交通知，
尤其是周末过后，上百封提醒邮件摆在眼前时，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小的压
力。随着培训网不断为国内弟兄姐妹所知晓、注册人数快速上升，作业的
喜乐的08年

学员来信以及发帖摘录：

虽然08年度从授课、教学到行政事务，再到技术性工作，时
常令人倍感疲累。而每每看到学员们对真理的渴慕追求，认真谦
卑受教的心，并收到他们的鼓励问候，听到他们真诚的分享时，
便着实令我深感神借着学员们所带给我从祂而来的安慰而重新得
力。更当整理出如下的一份对照表后，心中的宽慰也是油然而
生，深知再没有比事奉永活的真神更为有价值的事物了。神为我
们所预备的实在超过我们所思所想所求！

“老师，主内平安！感谢神，通过网络这样一个平台使你们将福音的消息
在有华人的地方进行传扬，也使我们不能在学校上神学的信徒能够通过网络接受
到神学的培养。真的非常感谢你每一次认真的改我的作业，你的认真让我惊讶！
感谢神，你通过自己的侍工给我们学员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也会努力的认真
的做好我的作业。愿神祝福你们的工作，纪念你们的辛苦。以马内利！”
“你好，老师，我刚开始接触这些课程，刚开始做得很快，可是你批改了
我的第一课作业后，我知道我的答题太过表面了，应该更加深入，所以接下去的
都要重新做了，我打算用更多的时间来做每一课题，希望等我重新做过之后再麻
烦你批改，谢谢！！！”

08年网络培训系统改版升级前后的对照表
项目
改版前

改版后
（包括
引领式
的推出
）

对比

注册
人数
15

100

1 : 6.7

网站
点击率
600

4300

1 : 7.1

作业
提交量
80

500

1 : 6.25

年均
结业人数
1-2

25-40

。
互动措施

•
•
•
•
•
•
•

平台自动订阅
QQ群
学员通讯
实时聊天系统

1 : 20

代祷以及事工的支持需要
培训网在08年的增长发展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事工的拓展需
要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包括增强师生互动所需要的人力资源投
入、软硬件的投入，特别急需的是一套在线语音教室软件系统。
而眼下的经济衰退、金融海啸，无疑会对其产生相当影响：一些
计划无法如期进行，工作方向不明朗等。因此，我们切切寻求关
注培训网事工肢体祷告的扶持，愿主亲自引领、充份供应保守各
项事工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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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助教邮箱
国度网学员论坛
助教邮箱

投入资源

•
•
•
•
•

每周佳文分享
每周代祷事项

•
•

每学期问卷调查

半职同工1人
义工
全职同工1人
教师团队(相
当于半职同
工1人）

“谢谢老师为学生们的辛勤工作，
透过这次问卷调查，我们也进一步
了解了自己的学习环境、状况和继
续努力的方向。感谢、赞美阿爸父
神赐给我们如此美好、温馨、家一
般的学校！阿门！哈利路亚！”

“看 了 老 师 对 调 查 问 卷 的 分 析 报
告！我 很 感 动！在 主 面 前 是 可 喜 悦
的！老 师 们 这 样 细 致 的 服 侍，值 得
2 : 10
1:3
我 思 索 - 我 当 如 何 面 对 我 侍 奉、生
活、工作中的点点滴滴？面对教会目前的光景，我应该安静、静默！我提议为
年轻人提供一个空间，让年轻人有自己的团契生活的建议，（青年团契的组
建）虽然没有得到同意！结果并不满意，但我从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言语的
过失一样可以拦阻神的工作！或许我真不知道何为嬉笑的言语吧！由于教会对
我个人的不认可导致了神家事工被拦阻，我在主面前深感内疚和歉意！求主带
我悔而改之！面对老师们的孜孜不倦，我更应该竭力装备自己的生命！除去卑
贱的事，预备作主的器皿！也让我多多地知道主！有分辨的恩赐为真理而争
辩，捍卫真理！归正基督的一致性和多元性且符合圣经的纯正信仰！”
语音教室面授答疑
平台互动讨论区

•

义工

网络基督使团通讯

从无到有的事工

—— 技术同工

Jack

转眼又从岁首到了年终，在受命写这篇文字的时候，重新回首去反
思和总结这两年走过的事奉道路，更加不由自主地再次感谢神这两年的恩
典和带领，使我虽然经过了一路的艰辛，却留下了一路的赞美，即使遭遇
一路的挫折却充满了一路的感恩。
记得是在06年8月加入CCIM的，适逢《教会》期刊草创之际。当
时，还没有从新鲜感中脱离时，就承蒙总干事一乐交付了一个对于那时的
我来说，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需要在40天之内，即在06年的9月11日
之前，在网站上出版我们针对国内推出的第一份电子网络期刊——《教
会》杂志。在我这个毫无网站管理和制作经验的新手面前，一切都需要从
无到有，一切都必须从零开始。
现在回想起来，仍会奇怪当时是哪里来的信心，居然就那样答应下
来。那时作为总编的何当还好，起码在他所负责的组织、编辑稿件以及把
握杂志的整体架构和方向上，还能称得上是驾轻就熟，胸有丘壑。虽然是
第一次做杂志，倒也不会了无头绪。可是对于当时作为一个自从十年前毕
业后就再没有接触过软件和编程，几近于茫然的我来说，在这短短的40
天之内，既要熟悉陌生的UNIX系统和数据库软件，也要学习应用开放源
代码网站软件，更要学会并运用开放源代码网站软件去制作和建立杂志的
新网站，制作杂志的网络版。一时间，既生再作冯妇之感，又兴力不能及
之叹，只觉的浑浑噩噩毫无头绪，浑然不知应该从何处着手。

贪婪的产物

《教会》杂志第14期内容简介

《教会》杂志度过了他两岁的生日，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大家面前，杂
志的封面和封底也重新做了精心的设计和调整，主题和内容的安排也力求
更加贴近教会当下的需要并在真理上作正确的回应，以期望更好地服务大
陆家庭教会。
第十四期的文章使用了较多的原创稿，这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希望
能够建立一个作者群，更有时效地提出问题和做出回应。第14期的焦点文
章是陈彪牧师的《贪婪的产物》，论及美国的次贷危机和中国的奶粉事
件。如果说第十三期的《现在是什么时刻？》是从历史的角度来反思我们
的信仰和神学所处的位置，那么陈牧师在这篇文章中是在告示我们，我们
的内心是处于怎样的时刻。他借着这两大事件直接地将我们的欲望的堕落
和行为的败坏指给我们看。并在真理上反省我们如何在这个悖逆弯曲的世
代，逃避诱惑、私欲及贪婪，来表明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并且在恩典和智
慧中，追求公义、敬虔、信心和爱心的价值观，成为在这末后的世代耶稣
基督美好的见证人。是篇很有力量的文章。本期《教会》出刊时正值圣诞
节临近，对此杂志也提早预备了一些传福音事工上的讨论文章，如子衿的
《圣诞节与传福音》，对教会中存在的错误的观念和方法做出探讨，相信
会对牧者和教会有所启发和建造。这一期还有其他的原创的稿件，如《不
义的钱财》、《从“于丹现象”反思教会讲台事奉》、《请你来当陪审
员》、《愿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等，都是值得一看的好文章，我们将这一
期杂志当成一份小小的素祭献在神的面前，愿神悦纳和使用。

在无数次的祷告祈求得力后，在不断地与同工尝试和探讨后，在同
工的大力相助和恩慈包容下。终于，得以将我们机构的第一份网络刊物；
我们办公室的第一期杂志网刊；我个人独立制作的第一个网站，在9月11
日按时完成并且推出面世。

文章摘要：

虽然已经过去了很久，但是每每再回想到这里时，我心里就满了感
恩和赞美。

基督徒无论是家庭理财还工作伦理等方面，常常被世界的价值观所牵引和
洗脑，自己却浑然不知圣经中丰富智慧的教导。

即使在这样的日子里，经过这样的艰难和软弱；即使在这样的事奉
里，面对这样的迷茫和愁烦；纵然当时的信心如此软弱，但却仍得蒙恩主
保守。使我们可以靠着主恩而不至羞愧，靠着神的应许而彼此造就。
仍记得当时激动的心情，虽然当时制作的很粗糙，而且各方面的设
计和制作也很幼稚，甚至于仍然存在种种的瑕疵和缺陷。但是，由于我们
所见证的是这样一份刊物，如何从概念到实体的最后
实现，不啻于看见自己的孩子诞生般的喜悦。更深的
体会，也包括了心里那种深深的感动，神借着这样的
今年《教会》各期
经历使我完全明白，这一切都不是依靠自己的才能和
网络版下载总量
力量，而是经历了神的恩典和保守以至于事工成就后
第9期
8118
的喜悦；也让我在这样的经历后，明白了自身的软弱
第10期
9486
和主恩的同在与甘甜。感到了为主作工，与主同工的
第11期
8828
幸福和愉悦。记得当时和同工分享时，至今仍使我记
第12期
4802
忆犹新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主从来不让我们在他
第13期
10770
的事工上孤立无助！”

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从事经济活动，就如从事任何其他的活动一样，要想
靠自己保持道德上的纯洁是根本不可能的事，除非有上帝恩典的超然介
入。惟有耶稣基督赦罪和成圣的福音是我们的依靠。

——陈彪，《贪婪的产物》

无论我们怎么做，其实都并不重要。真正最紧要的，是我们在做各样事情
时，是秉着怎样的心态。正如基督耶稣所教导我们的一样，你的财宝在那
——子衿，《圣诞节与传福音》
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但是，世界固然罪恶，世事固然是最小的事，基督徒却不能离世（约
17:15；林前5:10），不但不能离世，还要在这些最小的事上忠心，就是
——康来昌，《不义的钱财》
尽心、诚实、努力。
神已经把那叫世人与他和好的信息（林后5:19）交托给我们。把握这点至
关重要。传福音的精义就是讲论圣经为基督所作的见证，这包括了一套非
——金·瑞德贝格，《用爱心说诚实话》
常具体的圣经事实。
释经者需要有“求真”的动机，而不是“求利”的动机。今日有人释经或
听讲也是以求利为动机的。他们要讲的和要听的，是经典当中他认为有用
的，这实是对经典的一相情愿的使用，甚至不惜牺牲经典的本意，而成全
他们自己的意思，名义上却又说是在讲经论典。
——紫晶，《从“于丹现象”反思教会讲台事奉》

现在正值这个事工以及我的事奉两周年之际，谨
以此小文，见证主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恩典和荣耀。
《教会》每期发行量：印刷版 3000份 费用成本约为$4,443，每本约为$1.50。
电子版 电子邮件发送约650份

第14期已出刊，敬请大家下载浏览。https://www.churchchina.org。
PDF图文版：https://www.churchchina.org/files/200811/cc0811.pdf
Word纯文字版：https://www.churchchina.org/files/200811/cc0811.doc
订阅、投稿：CHURCHCHINA@GMAIL.COM !
请支持《教会》的事工，代为传播，谢谢！

戴德生最大的“过错”，就是想把福音传给中国内地的民众，这是既不被
中国人所理解、也不被英国人所赞赏的愿望。在那个中西初识的时代，他
在扬州的“出现”和“存在”便足以引起一场中英战争。
——亦文，《请你来当陪审员》

这样的敬拜赞美，表面上给传统教会的崇拜注入一股活力，也似乎吸引了
一些年轻人参加聚会。但背后是一股教会世俗化的洪流，正在腐蚀教会的
正统，进而对教会产生长远的负面影响，使教会腐化，诚令人忧心忡忡。
——李健安，《从敬拜赞美看后现代主义对教会的影响》

宣教的中心不是我们这些去宣教的人，甚至也不是福音对象本身，而是
神，是神自己的荣耀，是使神得到神应得的、最美好的敬拜。
——老漫，《愿万国得知你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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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络 基 督 使 团 回 应 单
我愿意关注事工的发展，为同工与事工祷告
□订阅电子邮件代祷信

□订阅信件式代祷信

它的量带通遍天下，
它的言语传到地极。

□杂志主编生活费 $_____

□ Mrs.

□ Ms.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络培训学员 $_____
□网络培训负责人生活费 $_____

Furom.guodu..org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络培训语音教室 $_____

Bible.ccim.org

□其他事工$_____

Www.PrayForChina.net

□每年

Web.ChinaPeixun.org
Www.ChurchChina.org

城市______________省/州______________

奉献方式：（支票抬头请写：CCIM）

Www.ChinaPeixun.org

□每季

□每月

□一次性

邮编______________国 家______________

金额：□$100 □$50 □$20 □$_____

我愿意实际参与事工的工作

Tel_________________Fax_________________

网络培训事工：□教师

能
我

□ Mr.

(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会》杂志 $_____

你

□ Rev.

我愿意为事工奉献金钱

E-mail: cciminfo@gmail.com

什
做

我的姓名

□助教

《教会》事工：□编辑

？
么

技术事工：□系统管理

□翻译
□网页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者

□其它特长_____

请寄至： CCIM

CCIM 透过"PayPal" 接受在线 信用卡奉献。

P. O. Box 610153,
Newton, MA 02461-0153

（美国地区可获免税收据，美国以外地区或其他奉献方式请与我们联络）

了解中国信徒、教会动态，参与网络辩道、传福音
国度网FORUM.GUODU.ORG
为您提供交流平台、沟通渠道，了解中国、中国信徒、中国教会
动态；开设各类论坛，以改革宗神学为主，信仰装备力量最强；提供
开放性平台，服务网民进行福音、神学等信息交流、对话、探讨，以
及为其他机构开设内部性平台，服务同工团队、团契、事工研讨。

2008年1-11月财务报告
Jan—Nov 08
Ordinary Income/Expense
Contributions Income
Expense

$30,091.92

寻找各类文章、资源，圣经查寻、注释
WWW.CCIM.ORG 为您提供纯正信仰资源文库。

Publication
Utility (ISP, telephone), office
rental, travel

$14,266.44

关注中国教会建设

Staff, project, operation

$50,443.43

《教会》WWW.CHURCHCHINA.ORG
立足大陆本土，探讨当代中国教会实际事工、神学应用。

订阅、投稿：CHURCHCHINA@GMAIL.COM

装备自己、参与服事
中国学人培训 WWW.CHINAPEIXUN.ORG
信仰纯正的网络神学培训
问询：MCTEETUTOR@GMAIL.COM

$6,002.25

Total Expense

$70,712.12

Net Ordinary Income

-$40,620.20

Other Income (Interest and Currency Gain)

$3,771.28
-$36,848.92

Net Income

为中国祷告
WWW.PRAYFORCHINA.ORG
关注中国大陆动态，每周提供及时的代祷事项。

奉献支持
P. O. Box 610153, Newton, MA 02461-0153

网络基督使团
P. O. Box 610153, Newton, MA 02461-0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