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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國亮牧師 

家庭事工教授 正道神學院院長
CCLUC 高級顧問

我個人已經從事這種家庭事工 30 多年，深知道這個單身的事工是非常

的重要，對日後的婚姻和家庭成長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感謝主特別的恩典，

在六年前，感動 Sue 姐妹有這樣一個負擔，來做這個事工，我亦有機會參與

其中、我相信這個事工的成立是對各地單身基督徒有很大幫助，我也特別感

謝上帝跟主恩基督教會能夠支持這個福音機構成立，來服侍眾教會，求神恩

待單身基督徒成長協會在以後做的更多、做的更大，做的更好，作為更多單

身弟兄姐妹們的祝福。

黃維仁博士

國際著名的臨床心理學家，任教於美國西北大學醫學院，
被譽為“Dr. Love”（愛情博士）CCLUC 高級顧問

我很高興看到在灣區有一群弟兄姐妹關懷許多單身朋友們的他們身心靈

方面的需求。要藉著各式各樣成長的活動，幫助他們學習了解自己，了解別

人，建立和神心意的婚姻、戀愛、家庭價值觀。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事工。

願神大大祝福這個事工，我想著這也是眾教會的一個祝福。也願大家一起來

支持、鼓勵這個機構，讓它能服事更多的有需要的單身的朋友們。

感恩

CCLUC 成立 6 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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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我的神啊， 
我要一心稱讚你；我要榮耀你的名，直到永遠。詩篇 86:12

2019 年是一個充滿感恩和學習謙卑的一年。因為在事工和經費上都經歷神的帶領，
感謝主幫助我們學習交託，使我們在這充滿挑戰而又豐滿的一年，天天活在恩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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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LUC 六週年
感恩見證會  

CCLUC 六週年“活出生命的愛”感恩見證會，定

於 2019 年 12 月 7 日星期六舉行。會上有歷年參加

CCLUC 單身營會的代表分享，他們在 CCLUC 所受到

的教育，得到的祝福和生命的改變及成長，見證神在

他們婚戀大事的奇蹟。亦感恩邀請到國際知名鋼琴家

Sandra Wright Shen 帶領音樂敬拜，陳少豪牧師主講

" 找回愛的關係”。感恩會回顧六年來的事工歷程，感

謝長久支持和幫助 CCLUC 事工的教會，捐獻者和同

工，並且報告 2020 年事工計劃，呼召更多的單身參與

CCLUC 事工，使更多的教會和弟兄姐妹來支持和關注

CCLUC 這個有意義的單身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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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貫宗牧師

主恩基督教會主任牧師  CCLUC 董事會主席
感謝神建立了 CCLUC，我看見神如何使用這個事工去

服侍一群常被教會所忽略的單身者。看見神如何在這充滿

挑戰的事工上大大使用 Sue 姊妹等同工，當中滿有恩典。

感謝神在財務和資源都賜下豐盛的供應。我祈求神提供能

互相配搭的團隊， 讓 CCLUC 更有創意，更好和更有效去

服侍單身者。亦能和其他教會一起携手服侍不同教會和社

區的單身者。

陳安娜

愛家協會華語部主任  CCLUC 董事會董事
我參加 CCLUC 的事工有將近四年了，我看到這個

事工的重要性，因為我關心家庭。我曾介紹幾個人參加

CCLUC 的聚會，他們去了之後回來告訴我，他們心裡感受

到有人關心他們，他們的生命也得到很大的改變，他們也

知道婚姻怎樣的往前走，所以鼓勵更多人能夠把這個事工

介紹給他們的親戚朋友，如果有教會的弟兄姐妹還是單身，

鼓勵你們來參與這個事工。

林慈敏博士

正道神學院院長協談學副教授 
CCLUC 董事會董事

感謝神，從第一次的營會，跟林國亮牧師一起搭配，

看到很多同工的擺上，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得幫助，這幾年

來，CCLUC 舉辦很多活動、營會，還有甚至關懷單身者的

父母親，所以，神真的非常祝福這個機構。我覺得這是非

常美的一件事工，我深深的相信健康的單身者會建立健康

的家庭，健康的家庭就會建立健康的教會。

會長、同工感言

CCLUC 能夠走到今天 6 週年，我們要感謝神的恩典和

祝福！ CCLUC 的事工是一個跨教會的事工，是一個不太

被重視的單身事工，是一個沒有成型經驗的新事工，如何

做好這個事工？同工們可以做的就是靠著禱告仰望神，堅

持每週兩次的禱告會，把大大小小的事工都通過禱告來尋

求神的旨意，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同工們的任務就是順

服神的帶領。2018 年第二季度到今年上半年，所收捐款一

下子減少了 70%，給事工帶來很大的挑戰，可是同工們並

不驚慌，因為戴德生說 : “如果我們肯順服主，則該負責

的是衪，不是我們”。“我們單以禱告求神供應我們財務

上的需要，祂會感動適合的人作為供應的管道。今年下半

年神奇妙的帶領，填補了經費上的需要，讓我們再一次經

歷神的作為。

我們相信完善的婚前教育和輔導，能帶領單身明白何

為神所喜悅的婚姻，幫助他們建立與神更加親密的關係，

建立一個基督化的家庭。CCLUC 還把事工延伸到婚後輔

導，带人信主，用行動去把神的榮耀在弟兄姐妹中顯露出

來。感恩主恩基督教會在各方面的支持和幫助，感謝為這

個事工忠心擺上和奉獻的弟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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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的單身們盼望已久的單身營會

於 5/17-5/19 成功舉辦！神提供最了適

合單身的講員 Pastor Benjamin Chen & 

Sharon Chen。參加營會的弟兄姐妹認

為這是最棒的一次營會，不但聽到過去沒

有聽到的擇偶婚姻信息，而且認識了很

多來之不同教會的弟兄姐妹，大家聚在一

起暢所欲言分享自己在工作中、家庭中、

交友擇偶中、教會事奉中的喜樂和挑戰，

得到相互的共鳴和鼓勵，認為這是一個

難能可貴的營會，讓他們的心意得到更

新而變化。（詳情請看後面見證分享） 

第五屆跨教會單身基督徒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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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講座和培訓課程 
1） " 活出生命的愛 " 成長系列英文課程 - 
 "Are you ready for relationship"- 
 Practice Happiness 

已於 8/10 日順利完成 ¸ 感謝 Jamie 姊妺
帶領各學員從不同角度探討如何踢走尋找快樂
的障礙，從而使自已和其他人有安寧和諧的相
交而變得更具吸引力。堂上大家都有熱烈的討
論，學員亦表示獲益良多。我們為此非常感謝
加力量給我們的主。 

2） " 活出生命的愛 " 成長系列中文課程 -  
 " 如何找到適合自己的婚姻伴侶 ?"  

“如何找到適合自己的婚姻伴侶？”專題
講座和討論已於 10/26 週六舉行。由機構負
責人 Sue 主講，她結合服事單身多年所積累
的經驗，用聖經的教導和實踐神學，剖析了灣
區單身所面臨的各種挑戰和迎戰策略。參會的
弟兄姐妹對如何面對單身的各種挑戰，展開了
熱烈的討論，大家盼望 CCLUC 能夠繼續舉辦
類似的研討會，進一步幫助到弟兄姐妹。 

營會重聚 BBQ
8/24 的 BBQ 活 動 真 是 太 棒

了！這不是一個普通的燒烤活動，
從準備到結束，全部都是由第五
次 營 會 的 單 身 弟 兄 姐 妹 Sophie, 
Maggie, David, Joel, Ling, Luke, Emily, Phinna, Allen, Galbert 等
人籌備設計。為了預備好這一次的 BBQ 活動，他們放棄了自己的休
息時間和繁忙的工作來禱告、討論、分工和準備 BBQ 活動。BBQ 活
動的當天有音樂敬拜，禱告、分享、遊戲和豐富的美食和烤肉，凝
結著同工們的愛心和勞苦。BBQ 活動在主恩教會漂亮的草地上伴隨
著音樂而開始，在夜幕降臨的燈光下帶著一個感恩和喜樂的心而結
束。願神祝福同工們的擺上，也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向他們學習，
參與 CCLUC 這個關乎單身成長的有意義事工。 

《婚前協談証書培訓》課程 
完善的婚前教育和輔導，對教會的家庭事工擔當了重要的角

色，為此，正道福音神學院與 CCLUC 單身成長協會，於 6/29  在
灣區舉辦了第二次《婚前協談證書培訓》課程。由正道福音神學
院院長，家庭事工教授，30 年資深婚姻家庭事工專家，華人唯一
祖父級 Foccus 訓練師林國亮牧師教授。 

培訓課程的主要目的是訓練和裝備教會的牧師、傳道人、輔
導員，有 45 位教牧同工參加，榮耀讚美歸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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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有幸和太太受邀，在

灣區華人單身基督徒營會擔任講

員。老實說，我們沒有參加過這

個性質的單身營會，之前不禁在

想，是怎麼樣的人會來參加呢？

但營會之後，我們的感覺只能用

“驚喜”來形容。 

參加的弟兄姊妹的質素非常高：不論是外表，談吐，

心態，靈命，都是非常有質量的年青人，而且大家都非常

謙卑，對於信息內容非常願意思考，對於所有大會安排的

活動都很認真參與，在小組分享時，也都很願意敞開分享。

相信不論是否有在這裡找到合適的對象，每個參加的人，

都有交到好的朋友，也都有自我成長！ 

希望 CCLUC 在南加州也能辦這樣的營會，祝福南加

州在尋覓的單身基督徒們！

驚喜的營會 ▽ Emily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 CCLUC 舉辦的基督徒單身營會。

雖然不知道這是一個怎麼樣的營會，但是我還是選擇參加。

經過了三天兩夜的營會後，我很慶幸我有去。在這次的經

歷裡我很感恩可以認識到一群基督徒，他們很勇敢的在小

組分享的時候訴說他們的感情經歷，有好的也有傷心的。

看到弟兄姊妹無私的為對方禱告我很被感動。牧師也用保

羅書信來鼓勵我們不要跟任何人比較，而是要好好的來經

營我們自己與神之間的關係，活出一個討神喜悅的生命。

好讓我們無論在富裕或貧窮，單身或結婚都可以有主的平

安在我們裡面，並且知道神有一個美好的計劃在我們的生

命裡。 

我也很感謝 CCLUC 的工作人員們，他們為了這個事

工也花了很多心思。也因他們對神的信心，讓我們看到神

奇妙的供應，祂供應足夠的房間給這次去的人。願神繼續

的賜福這個事工。 

見証分享
營會講員 : 
Pastor Benjamin Chen & Sharon Chen 

情人節、中國新年聯誼分享見證會 
在 2/9 矽谷的單身們聚在一起慶祝情人

節、中國新年。主恩基督教會提供了寬敞的活

動場地，弟兄姐妹把會場佈置的溫馨漂亮，非常

有節日的氣氛。大家歡喜快樂唱詩讚美神，主持

人 Paul 弟兄帶領遊戲，迅速打開陌生的局面，彼

此認識和交流。聯誼會上有一對曾經參加 CCLUC 

活動和輔導的新婚夫婦 Jeff and Xinyu 做了美好的

見證分享： “在約會和婚姻中與神同行” 。還有

Jamie 姐妹的主題分享” Love and Laugh”. 如何

建立聖經根基的婚戀觀。感謝同工們的愛心和大家

的參與，讓大家度過一個充滿愛的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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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潔生活 ▽ Mike

這是我的第四次參加 CCLUC 舉辦的跨教會單身基督

徒營會。我看到今年營會的屬靈氣氛已經升級，每天早上

七點多鐘各個小組的弟兄姊妹坐在一起靈修，進行深刻的

討論，並一起祈禱。講員的信息、和過去曾參加營會結婚

的夫妻見證、也觸動了我們的心。我們需要在上帝的國度

中被確認為單身，並被要求為主獻出愛的犧牲生活。 

CCLUC 的營會不僅幫助來自不同教會的兄弟姊妹相互

認識，而且還鼓勵我們在主裡過充實而有意義的生活。當

我們看到我們周圍的約會道德低落時，CCLUC 尋求恢復敬

虔約會關係的美麗，和作為單身基督徒的聖潔生活的榮耀。

願神繼續祝福 CCLUC 的事工。 

獨一無二的單身營會 ▽ John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 CCLUC 跨教會單身营會，是我的

牧師及之前參加過 CCLUC 營會活的姊妹也向我推薦這次

營會。營會充滿了大量不同的活動，比如有趣的破冰遊戲，

大量精彩的崇拜，有見地的信息，感動的見證，每日小組

QT，每日禱告，小組靈修，小組討論，性格測試，觀看各

小組自編自演的搞笑短劇，以及一些相反的性別觀點和指

導講員很懂我們忙碌的單身基督徒在約會生活中的掙扎，

他的妻子是一名家庭治療師，從女性角度給我們指點。另

外還有一對夫婦是以前參加過 CCLUC 跨教會單身營會和

講座，他們的見證分享讓我好感動。 

我能感覺到 CCLUC 同工真的對單身事工很有負擔和

激情， CCLUC 跨教會單身營會絕對是獨一無二的，非常

值得參加和支持 ! 

堅持學習求神帶領 ▽ Teresa

我很喜歡参加 CCLUC 跨教會舉辦的活動，雖然我住

在東灣頗遠的 , 但 CCLUC 無論舉辦基督徒單身營會，讀書

會，和擇偶交友關係的講座，都是按照聖經的教導，我都

很樂意参加， 讓我獲益良多。也從参加活動中認識一些主

内弟兄姊妹， 建立友誼。很高興 CCLUC 的創立 , 非常衷心

感谢 CCLUC 同工們的愛心和關心，儘管她們有自己的家

庭和兒女需要照顧， 仍然付出寶貴的時間，關心我們這些

單身弟兄姐妹，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可以互相認識，

學習和鼓勵。雖然並未遇上合適的人，但我相信神有祂的

計劃和旨意，我會繼續堅持参加和學習，屬靈成長，求神

帶領 ｡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我想分享我最

喜歡的金句之一，"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

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  ~ 箴言 3:5 - 6 

婚戀的奇跡 ▽ Forest & Julia

在我 30 歲的時候，爸媽就盼望我早點結婚生子。信主

以後，我參與教會和公司團契很多不同的服事。我的爸爸

因為我去教會又花時間又奉獻錢，尤其是一直沒有對象，

對我由不解到氣憤。雖然我沒有女朋友，卻發生過無數次

的暗戀， 這種暗戀從一個星期到半年的都有，結束於人家

宣布要和未婚夫結婚了，這時我覺得自己需要做的是要提

升自己，讓自己配得上美麗可愛的屬於我的 Soul Mate。

一年過去了，五年過去了 , 我的另一半在哪裡呢？ 天父似

乎沒有回復我！ 2015 年我參加了 CCLUC 跨教會單身營

會，我在營會中熱心地服事。我審視自己的生命內涵，還

有哪些不是屬神的，我發現我並不是全然聖潔，我有網絡

色情的問題，我就重回神的面前！不停的禱告至完全徹底

地過聖潔的生活！持守眼目的聖潔！神也在各方面修剪我

的脾性，讓我變成一個溫柔、謙和、细心的人， 做事先想

到神的原則和人的需要。

神等了我 12 年，2016 年終於奇蹟出現了！我認識了

我太太 Julia -- 她就是神為我揀選的 Soul Mate，那一年我

活出生命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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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已經 40 和 48 歲了。因為有神的帶領，我們很快就結婚

了，在準備婚禮和婚後生育的問題上，我們經歷了很大的

挑戰，是神幫助我們走過了高山和低谷。神不但祝福我的

事業發展，而且今年 4 月 20 日我們生了一個可愛的兒子。

我們要感謝神為祂作見證和傳福音，願神使用我們的見證

祝福更多的年輕人。

營會改變了我 ▽ Maggie 

今年是我第一次參加 CCLUC 組織的單身營會，我是

在營會的前一天下午報名，名額已滿，CCLUC 的同工看到

我要參加營會的決心，就決定把她們的房間倒給我住。我

當時也不明白為什麼我那麼強烈地要參加這次營會，後來

我才明白神是藉助我參加單身營會來向我講話。這一次營

會有一對曾經參加 CCLUC 營會和講座的夫妻來分享“等

▽ 孟諭
 

最早被問起要不要去參加婚前輔導，那時雖然還不確

定何時會結婚，但想必可以藉由輔導來改善雙方之間的關

係，提早發現問題為之後的婚姻打下穩固的基礎。Sue 是

我們的輔導員，也是教會的長輩。她說婚前輔導就要從男

女兩人確定關係後，以結婚為目的的交往才大有幫助。 

首先她推薦我們讀《婚姻的意義》這本書。原本我對

婚姻沒有什麼了解，就只覺得婚姻是兩個人相愛，決定一

起走一輩子，正常的情況下一步就是步入婚姻。這本書從

聖經和基督教來探討婚姻是什麼，我最主要了解到婚姻是

神所設立的，是非常神聖的。婚姻中夫妻彼此相待，應該

有了男女朋友，還要繼續學習
新婚夫婦見證分享 -

從交往，接受婚前教育，情侶測試，婚前輔導到走向婚姻的殿堂

像基督耶穌和教會的關係，丈夫待妻子如同自己的身體，

妻子順服丈夫如同教會順服神。 

第二，輔導員讓我們做 Foccus《婚前測試問卷》，從

問卷答案可以看出我們之間有哪些方面共識，哪些方面需

要改進，通過早點討論達成共識。輔導員在我們交往過程

中常常關心我們、與我們討論、為我們禱告。感謝神，讓

我們在輔導過程中，在教會、團契、小組學習中成長。 

 今年六月初我們結婚了，感謝神讓我們相遇，雖然有

很多摩擦，但想必是神要透過彼此來使自己成長。也在婚

姻裡操練和見證神。希望透過我們、可以讓周圍的朋友和

家人，見證基督徒的婚姻，把神的愛也傳給他們。 

 

候的功課”，分享的姐妹 Victoria 提到在她十年的單身生

活中，她怎樣全心全意而又喜樂的去服事神，去參加不同

的宣教。其實我在教會也聽了很多宣教方面的講道，我對

宣教不但沒有什麼感覺而且有懼怕，但是 Victoria 的故事

很觸動我。我覺得心裡好像有一個什麼堅固的堡壘開始被

破碎了，我的靈開了。有一個很輕微但是很清晰的聲音在

我心裡說：我也想去。營會結束以後，我參加了教會禮拜

二的禱告會，師母突然提到 7 月的台灣短宣報名 5 月底就

要截止！我當時就震驚了，突然 Victoria 的見證就回到我

的腦海，我很清楚的明白了神為什麼要我去參加單身營會。

我當時最大的擔心是我的簽證 2019 年的 8 月 7 號到期。

可恰巧，短宣是 7 月份，我回來正好是 7 月 28 號。這次

的營會，準確的說是被神使用，來成就神對每一個人的最

好的愛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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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探訪單身
感謝神，感動同工利用午餐時間和下班以後，到部分

單身工作的公司去探訪和關心他們，並且打電話給第一次

到第五次營會的單身弟兄姐妹，了解他們的需要，聽取他

們的意見，共同尋求 CCLUC 明年的事工異像，同工們願意

用行動把神的愛傳遞給單身，這讓他們很受感動。

▽ 雅琇

我們在 2016 年來到北加州，加入山景城的主恩基督

教會。當時我跟孟諭大約交往了 2 年，也從學生進入到職

場。2017 年我們開始做婚前輔導，一開始輔導員讓我們做

了《婚前測試問卷》，結果當時顯示我們在幾個方面的想

法很不一樣，輔導員開始鼓勵我們參加一些關於婚姻的講

座和 CCLUC 第四次單身營會，從以前我就對婚姻非常的

嚮往也很期待，但是當時孟諭並不和我有一樣的想法，當

我們開始一起去讀書學習婚姻是什麼，也參加教會的親密

之旅主日學，我們開始漸漸地明白兩個人應該如何相處，

怎麼解決衝突，也更清楚婚姻的意義。 

“在婚姻中應當捨己”- (Timothy Keller) ，我想這

是婚姻當中最難的功課，也是一輩子的功課。我們從開始

交往的甜蜜期，到磨合期吵了很多架，最後因著有共同的

信仰以及彼此都想學習如何在婚姻中繼續走下去，我們的

關係逐漸的穩定下來。輔導員在當中經常為我們禱告，也

常常關心我們的信仰狀況及我們的關係，我漸漸地感到在

教會當中有屬靈長輩的教導及關心是令我感到踏實的一件

事。 

當我們與神更接近，我們與彼此的關係也會更加親近。

我也重新開始有更固定的靈修時間，這都使我們的關係更

好了。感謝神，我們在 2019 年 6 月結婚，進入了婚姻關係。

然而我不是說我們已經得著了，婚姻的路上，願我們都學

習常存敬畏神的心，彼此順服。

莅⡹买䩛ず䗱䒊鸤�
CCLUC　需要一群有活力、有激情、有創意、擁

有良好的教育和專長的你 / 妳 來籌備和計劃活動。誠

意邀請你／妳和身邊朋友一齊與我們携手同心建造一

個有愛的單身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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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期舉辦不同形式工作坊

2）專題講座和研討

3）婚前教育和輔導

���� 䎃✲䊨㾝劆

愛的行動
—第一次營會同工—

神帶領 CCLUC 6 年了，我也做過 CCLUC 的同工，親

眼看到已婚的同工們白天上班，晚上照料家務和孩子，為

了 CCLUC 的各項事工工作到半夜。有的單身雖然至今還

沒有遇到適合自己的婚姻伴侶，但是他們 6 年來一直堅持

參加 CCLUC 的各項活動，尋求神的帶領。更讓我感動的

是那些為 CCLUC 事工的禱告者和支持者，過去我不相信

有人會主動奉獻金錢，6 年當中讓我看到了，並且親自看

見有一個曾經參加單身營會的姐妹，主動來奉獻金錢，她

自己的生活卻很簡樸。希望他們的生命見證，能夠感召更

多的單身弟兄姐妹來參與 CCLUC 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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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關懷

輔導

聯誼

✽ 希望收到e檔的讀者，請電郵office@ccluc.org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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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 - 單身成長協會 
文稿編輯 - 編輯組
單身成長協會團隊

禱告和經濟支持 

請大家為 CCLUC 明年事工計

劃的落實禱告，求神呼召更多的

弟兄姊妹參與這個事工，CCLUC   

明年經費預算為 10 萬元，也求

神供應，讓這個事工可持續發

展。希望有更多的教會來關注和

支持 CCLUC 的事工。

歡迎奉獻支持單身成長協會事工，

請用以下方式 : 

奉獻金額 $                                                                        

□ Cash 現金  

□ Check 支票 (Payable to 抬頭請寫“CCLUC”)     

□ PayPal: ccluc.office@gmail.com  

□ Credit Card 信用卡 : □ Visa  □ Master    

 Name on Card 姓名                                                                            

 Card Number 卡號                                                                            

 Expires Date 有效日期                                                                            

 Signature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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