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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恩基督教會潘曉明牧師
你以恩典爲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詩篇 65:11）

感謝主帶領 CCLUC 已走過八個

年 頭。 本 人 自 2016 年 返 回 主 恩 基

督教會服事以來，特別是近兩年因

新冠疫情的緣故反而更多地參與了

CCLUC 的事工，經曆並見證了神透

過舒平姐妹及同工們的忠心擺上，對

灣區以及遠方單身弟兄姐妹（包括慕

道友）的祝福—疫情、美國大選、

中美之間的紛爭……固然帶來各種困

難和挑戰，但神的愛和道不被捆綁、

依然被傳開。

作為 CCLUC 的後援教會之一，

主恩基督教會這兩年也加強了與其在

本地福音事工方面的配搭。特別今年 CCLUC 的中秋聚會和感恩見證會

都與本堂職青團契聯合舉辦，推動了職青團契的恢複和發展，也彌補了

CCLUC 同工和資源上的不足。相得益彰，同心合意地興旺福音，何等美

好（腓 1:5）！

在基督裏長進

牧者鼓勵的話 
Encouragement from the pas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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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感謝主 CCLUC 開始以華人單身基督徒為訴求，近

年來神也帶領一些 ABC、ABK 以及其他族群的年輕人加入

聚會 / 活動。隨著疫情的趨緩、社會的重啓，盼望神明年

繼續並更多賜福 CCLUC：

• 興起新同工。

• 豐富的供應。CCLUC 需要有負擔的肢體加入董事會支撐

機構的長期發展；也需要弟兄姐妹，特別是透過 CCLUC

蒙恩的年輕人以感恩的心回饋—如同本人上月在感恩

見證會上所分享的：每天少喝一杯 Starbuck 咖啡、每

周少點一次外賣 / 少下一次餐館就可以有每月的奉獻；

每年少旅遊一次或少換一次電腦 / 手機就可以有年度的

奉獻；不買昂貴的豪宅就可以有長遠的奉獻……

• 生命的長進。“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

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你

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禱告主的人追求公義、信

德、仁愛、和平。”（提後 2:21-22）神帶領我們能夠

在灣區安居樂業，絕不是所謂“五子登科”而已；主耶

穌也依然在這世代揀選、裝備和使用貴重的器皿！你我

願意回應主的呼召、順服神的帶領嗎？

微仆潘曉明 主曆二 O 二一年十二月四日

1.  情人節單身聯誼會 

 Valentine's Day Singles Event

2.  八方雲集團契 Cloud Fellowship

 快樂單身時光 Happy Hour

 雲端讀書同成長 Book Club

3.  單身實體聚會 『願你吸引我』

 Offline Event

4.  CCLUC 董事會 BOD Meeting

5.  關懷與輔導 Care and counseling

6.  單身事工分享會 

 Single Ministry Sharing

2021年單身事工大事記
Ministry Highlights

7.  第二屆同工退修會（實體）

 Coworkers' Retreat

8. 慶祝中秋聯誼會 

 Celebrate the Mid-Autumn Festival

 【有你陪伴皆是團圓】

 【愛在主裏，情滿中秋】

9. 【非營利組織管理】讀書研討會 

 Non-profit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Seminar

10. CCLUC 2021 年單身事工感恩見證會

 Singles Ministry Thanksgiving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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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的來襲導致未婚單身陷入更深的孤獨和孤立，另

一方面，傳統婚姻持續遭受攻擊和貶低，黑暗勢力利用各

種管道和手段，企圖摧毀上帝創造的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

然而，在教會裡和社會上，有一群可愛的基督徒，始終如

一地堅持聖經所教導的婚姻真理，持守過聖潔守貞的單身

生活。但是他們的堅持和需求正面臨著各樣的挑戰和困難。

單身基督徒需更多關注
當今時代，未婚基督徒生活在一個與聖經新舊約完全

不同的時代。教會姐妹多、弟兄少的不平衡比例給擇偶帶

來困難，媒體對婚姻家庭的歪曲，交友網站出現的欺騙行

為……. 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到單身基督徒。

我們必須把單身基督徒從交友到婚姻的過程，納入教

會牧養的軌道，切實地關心他們的成長和需要。約翰福音 

10：14 ～ 15 說：「我是好牧人；

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

我，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

父一樣；並且我為羊捨命。」

當門徒經歷耶穌照顧他們需要

的時候，他們就會越發認識耶

穌，跟隨耶穌。

目前在美國的華人占美國

總人數的 1.4%，華人基督徒占

華人總數的 5%，未婚基督徒

在華人教會的比例較少，教會

有單身團契的占華人教會的 31 

%。中小教會未婚基督徒的人

數從零到 20 人不等，未婚基督徒的擇偶圈子小，他們希望

教會能夠提供一個與其它教會未婚基督徒連結的平臺。但

是，教會擔心自己教會的教導與其他教會的不一致，因此

往往不太鼓勵這樣的連結。單身則認為教會不夠關注他們

的需要，低估了社交媒體對他們的影響。我們做過一個調

查，大學畢業進入職場的未婚基督徒和慕道友，能夠留下

來的比例僅占 5% 左右，每年講一次關於單身議題的教會

占 23% 左右。

解決信仰與現實的落差
我們不能回避困難和問題，要定期向未婚基督徒宣講

符合聖經真理的交友和婚姻家庭價值觀，引導他們正確看

待教會和社會在交友與婚姻中的問題。用同理心和神的愛，

去疏導他們心裡的焦慮、懼怕、自卑、孤獨和掙扎。否則，

共同建造信仰傳承的事工—
淺談單身事工

單身事工研討會

轉載正道七、八月院訊文章 作者舒平 / 正道家庭事工碩士科 現任 CCLUC 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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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LUC 編輯組
美好的婚姻家庭，要從單身預備開始。塑造

單身品格，預備蒙福家庭。幫助單身過一個有意

義且不斷成長的單身生活，是 CCLUC 八年來 持

守的使命。

受 2020 年全球新冠病毒的影響，人與人之

間的距離疏遠，感情淡薄。尤其對單身弟兄姐妹

來說，身在異國他鄉，家人不在身邊，朋友不能

聚會，男女不能約會，只能一個人呆在家裡對

著計算機工作。人在孤獨無奈的時候最容易離開

神，同時也最需要神。為此，CCLUC 在疫情期

間，為單身基督徒舉辦了讀書會，聯誼會，講座，見證分享會，實體聚會等有益於單身身心靈健康成長的活動，幫助單

身在一個健康、有主愛的單身群體裡，建立與神與人的親密關係。

他們會成為「迷失的羊」，離開教會成為「遊牧民」。

我們可以通過單身熱點論壇、講座、交流會、感恩見

證會、聯誼會、單身營會、團契查經，多形式來牧養他們。

並且要花時間真實地陪伴他們，關懷輔導，持續為他們禱

告。如此，他們才會更加地愛耶穌，願意跟隨耶穌，預備

建立基督化家庭，成為主的門徒，用他們的生命見證和婚

姻見證，來影響身邊未信主的年輕人。

從交友到結婚是新生命建造的事工
大多數青年單身都要經歷從大學到職場，從單身到交

友、戀愛、婚姻的人生階段，這讓更多的教會和機構牧者

認識到，單身交友、戀愛、婚姻是教會牧養的一部分，也

是新生命建造的事工。在這個過程中，神要塑造他們，讓

他們學習等候的功課、約會的界限、分手的處理、傷痛的

醫治。讓他們在困境中學習仰望神、依靠神、順服神，並

且利用單身階段參加各項有意義的事工，直到遇見神為他

們預備的另一半。

基督徒從交友到婚姻的過程中，神是他們的大牧人，

教會和機構是與神同工、與單身同行、一起建造新生命的

使者。約翰福音 10：10 說：「我來了，是要羊得生命，

並且得的更豐盛。」讓我們攜手共進，幫助未婚單身群體，

只有這樣，才能向下紮根，向上成長，因為這一群體正是

教會發展的中堅力量。

2021 年單身事工回顧
Singles Ministry Review in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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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1 年的情人節聯誼會。因為疫情的緣故，不能像往

年那樣，舉辦面對面的聚會，CCLUC 透過線上聚會的

方式，為單身們舉辦了聯誼活動，吸引了 50 多位來自

不同州和加拿大地區的單身們參加。今年的情人節活動

主題是“愛從神來 “，特別為單身們安排了講座，討

論和互動，讓疫情中的單身們，有機會同來自不同教會

的弟兄姐妹認識，一起學習和討論如何彼此相愛和有效

溝通，更多的瞭解自己，為自己未來建立家庭做預備。

2.	 建立八方雲集團契。舉辦了兩週一次 “Happy Hour” 

八方雲集團契活動，和讀書會，為疫情中的單身弟兄姐

妹，提供了裝備自己的機會。來自四面八方的教會的單

身基督徒，相聚在一個安全的環境裡，分享自己對單

身，交友，在教會侍奉方面的經歷和個人見證，同時也

擴大了弟兄姐妹的交際圈子。

3.	 單身實體聚會『願你吸引我』。今年 6 月 5 日 CCLUC

舉辦了疫情後的第一次單身弟兄姐妹見面會，吸引了

40 多位來之不同教會的弟兄姐妹參加。參加的單身說

在疫情期間能和這麼多相同背景的單身基督徒見面，心

裡充滿了感恩，因為在教會裡很難認識到其它教會的單

身基督徒。

4.	 慶祝中秋聯誼會。俗話說每逢佳節倍思親，為了讓單身

們在中秋佳節有家的感覺，CCLUC 在 9 月 19 日聯合

主恩基督教會舉辦了慶祝中秋現場聯誼活動【有你陪伴

皆是團圓】 CCLUC 也顧念到外地單身基督徒的需要，

在中秋佳節舉辦了【愛在主裡，情滿中秋】線上聯誼活

動。

5.『先建造同工，再擴展事工』單身事工的發展與延續，

需要建立一個樂於委身的同工團隊 CCLUC 堅持每月

一次同工禱告分享會，因為沒有禱告就沒有事工，是

CCLUC 的一貫堅持的事奉原則。在 7 月 18 日召開了

單身同工分享會，同工們用自己的生命更新而變化的見

證，來鼓勵更多的弟兄姐妹加入單身事工。8 月 13 日

至 8 月 15 日 CCLUC 又舉辦了線下同工退修會，有來

自北加州、南加州和密西根的教會的 7 位單身弟兄姐

妹，加入了同工團隊，為建立同工之間在主裡的友誼與

合一邁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6.【非營利組織管理】讀書研討會。進一步明確 CCLUC 的

使 命， 塑 造

單 身 品 格，

預 備 蒙 福 家

庭， 需 要 單

身 者， 教 會

和 機 構 的 共

同 努 力 來 達

成。

2021 情人節 Zoom 聚會

中秋聯誼會

讀書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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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 CCLUC 八周年！
8 年來，CCLUC 已經成為連結各個教會單身團契的平臺，無論你是來之哪個教會，

也無論你的背景是中國、香港、臺灣、東南亞、美國出生。也無論你從事什麼職業，

在主裡我們都是一家人，都是基督身體的肢體。大家在 CCLUC 相聚，一起分享快樂，

弘揚主愛，見證成長，增進友誼，暢想未來，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8 年來，CCLUC 透過陪伴，教導，關懷與輔導，聯誼等事工，填補了教會單身事

工的不足，為單身事工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我們要感謝多年來無私奉獻、愛主的弟兄

姐妹對 CCLUC 單身事工的大力支持和陪伴，使得 CCLUC 的單身事工能夠持續發展。

2021年 1-11月
累計財務報告 

Income $47,839

Expense $50,845

Balance $-3,006

2021 年奉獻目標 $10 萬；
實際奉獻 $47,839

Flora Ma
下面我從三個方面來分享：

一、理想與等候
我 2005 年從台灣來美國工作，現是一名 nurse。我是

在台灣的眷村長大的，那時候我們常常玩一種遊戲，叫做 "

辦家家酒”，有點類似角色扮演的遊戲。我當時大約是 7-10

歲的年紀，那時我就對 " 妻子 " 還有 " 母親 " 的角色很喜歡，

我每次都是扮演這兩個角色，因為照顧人，煮飯給我的老

公還有孩子吃，會讓我覺得很滿足，很開心，我從小就想

要當 " 妻子 " 還有 " 母親 "，我甚至覺得，我生下來就是要

做太太跟媽媽，我是因為這兩個角色被創造的，所以如果

說 " 等候 " 的話。我應該從那時就開始等了 ~

等 啊 等 的， 等 到 我 念 大 學 時， 我 開 始 夢 想 著，28-

29 歲要結婚，30 歲要生小孩，35 歲要做護理長 (nurse 

manager)，40-45 歲我要有自己的 office，很明顯的，大

家看到我今天在這裡分享這個議題，代表著以上的計畫直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實現。眼看著我的年齡一直往上增加，

卻一直沒有遇見合適的配偶，或著說是沒有遇見符合我的

要求的配偶，我心裡也開始著急，以前為了想趕快把自己

嫁出去，有 date 過幾位長輩為我介紹的朋友，但是卻一

直沒有遇見所謂的“神替我遇備的對的人”，我總是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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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有色眼鏡去 " 挑選 " 弟兄，覺得對方那裡不好，這裡

又不對，而沒有給彼此機會相互認識。我曾經為了遙遙無

期的等候很挫折，跟神 argue，在有一次遇到情感的挫折

時，我又跟神 argue，那一次，聖靈光照我讓我看到我自

己生命的狀態，想想我自己跟神的關係，然後我才看見其

實我對基督信仰有一點不冷不熱，不上不下，沒有跟神建

立起親密的關係，以及一直以來我都沒有預備好要進入一

段關係，去預備建立一個婚姻家庭，也就是說，我生命的

狀態還不足以撐起一個妻子跟一個母親的角色所要承擔的

責任，當神讓我看到這一點的時候，我感謝神沒有讓我在

這樣的狀態下進入婚姻。

二、生命更新而變化
我開始建立固定的靈修習慣，固定的讀經，禱告及服

事，隨著跟神的關係越來越親密，我漸漸感受到祂對我的

生命有奇妙的帶領，因此我在大約三年前暫時放下了我 

nurse practitioner 的工作，回應了神的帶領，進入正道福

音神學院家庭事工科接受裝備，在學習的過程中，我的生

命得到了很大的醫治及改變。

我在今年初給自己定了一個目標，我要學習與人交流，

與人建立關係，因此我在今年初加入 CCLUC 的同工團隊，

跟著一群很可愛的同工們一起服事，在接受裝備及服事

的過程中，我自己可以感受到我的生命跟之前不一樣了，

比如說，我一直覺得我不是一個很會說話的人，我盡量避

免在一群人面前開口說話，但是，現在我可以帶 happy 

hour，讀書會，可以站在臺上分享見證，在這個過程中，

我的自我認識，自我成長以及自我接納，慢慢被神調整，

也被神醫治，更重要的是，神讓我用合神心意的眼光看我

自己，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也用這樣的眼光去欣賞別人，

因為他也是神所愛的，神讓我學習照祂的心意等候及擇偶，

等候有共同信仰以及適合我的人，還有因為認識自己，所

以更加知道我適合找什麼樣的人，透過單身時在服事中的

成長，我才意識到單身的時間是我們生命當中最美好的一

段時間。

我學習到我可以說出我的感受，我可以合理的表達我

的情緒，我也能合理的說出我的需要，我也慢慢學習怎麼

去解決問題跟衝突，我可以原諒過去傷害過我的人，包括

前一段關係，也包括我的家人，在這個過程中，神讓我經

歷到什麼是 " 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也讓我學習如何

去饒恕，如何先除掉自己眼中的樑木，再除掉弟兄眼中的

刺。因此，我改變了我的禱告，與其一直導告求神替我預

備一個對的人，或著是合適的人，倒不如用時間跟神建立 

personal relationship，求神照他的心意，讓我成為對的

人，恢復祂最初創造我的心意，發揮他要我發揮的功能，

讓我能成為我未來配偶服事中的幫助者，還有他生活當中

的祝福，就像創世記 2:18 耶和華神說，我要為他造一個配

偶幫助他，過去我可能不敢講這樣的話，但是現在我可以

說，感謝神，我相信我有這份恩賜，也相信我有這個能力，

因為這些能力及恩賜，是從愛我的天父而來的，也是從服

事神的過程中慢慢被建造起來的。

三、我們一起讓愛飛揚
我們每一位單身的弟兄姐妹，都處在生命當中最美好

的一個階段，盼望我們都能好好享受，也善用這個階段，

在基督裡的等候和操練中，讓自己成為一個對的人。在身

心靈更健康的狀況下去預備自己，進入婚姻，建立家庭。

今天的分享題目是 : 美麗的等候，迎接幸福的未來，

我想這個幸福的未來，指的不單單是進入婚姻，更多的是

我們如何善用這段時間，透過服事及與神建立關係，在這

個過程中我們的生命被神觸摸，被神改變，恢復他最初創

造我們時的美好的心意，也讓我們以合神心意的眼光看自

己，以及合神心意的擇偶觀，就像這次感恩見證會的主題 "

生命更新而變化 "，當我們各按其時成為美好的時候，就是

我們遇見那位一起讓愛飛揚的人的時候，盼望今天在座的

單身的弟兄姐妹們都可以早日脫單，遇見美好的他，兩人

一起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的服事神，那是何等美好的一件

事，盼望在 2022 年，我們一起讓愛飛揚！



8 www.ccluc.org | App.ccluc.org, 1101 San Antonio Rd, Mountain View, CA 94043, (650) 695-7701

單身成長愛合一協會

2021

No.5

Daniel	F：單身基督徒在教會不太受關注，越來越多的單身基督徒沒有結婚，我想這個問題大家都是看到的。

Vincent	S：我曾經在傳統教會聚會了八年的時間，看著教會裡的各位牧者都在積極地傳遞福音，並且花了很多時間和精

力去關顧家庭事工、當地事工、青少年事工、兒童事工等等，唯獨缺少了單身事工。過去的八年來很清楚瞭解到任何事

工都有它的重要性，不過千萬不要忽略了單身事工。

Wei-Ru	C：我們出社會以後好長一段時間單身，有了小朋友以後也會單身，配偶去世也會單身，神在不同階段給我們功

課，教會很少關注。

Event：我看到灣區這邊的人找物件特別的難，特別是基督徒的圈子特別小，教會之間也沒有這樣的看見，對單身弟兄

姐妹進行一些事工和幫助和各個教會的連結，很多教會的單身弟兄姐妹被剩下了。很多在主內找不到，就到外面去找，

這對教會是一個損失。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願意去擺上自己，去參與這個事工的裡面。

『你對跨教會單身事工 有哪一些認識？』
What do you know about inter-church singles ministry?

Lizzie	L：CCLUC 是一個非常棒的事工，因為每個教會單身基督徒並不多，CCLUC 就為各個教會的弟兄姐妹提供了這樣

一個平臺，它組織各樣的活動，包括單身營，線下活動，讀書會，通過這樣的活動，單身弟兄姐妹可以互相認識，互相

瞭解，並且在主裡能共同成長。在這裡有一群都是單身的基督徒，就不會覺得自己是另類，這個環境非常好。

Jason	Y：感恩有 CCLUC 這樣的機構做單身的事工，讓我們在這裡可以認識很多單身的弟兄姊妹。在這裡通過同工，參

加讀書會，可以被建造，成長，更深的認識神。

『第一次參加 CCLUC 的活動的感受是什麼？』
What do you like to join the CCLUC event for the first time?

Philip	T：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這樣的單身團契，有這麼多單身弟兄姐妹聚在一起，

對我來說是一個突破，很少有這麼多單身弟兄姐妹分享他們自己的情況，對我來

說是一個學習，也謝謝有這樣的平臺。

專題訪談

『如何來看待教會的單身事工？』
How do you look at the church's singles ministry?

八方雲集團契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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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on	Y：特別是讀書會，讀了《為約會立界限》 讓自己學到很多單身的時候怎樣認識朋友，並且能以正確的方式和別

人交往，特別學習到在關係裡面要有犧牲，而不是以自己為中心，憑感覺行事，真的感恩 和大家一起學習這本書。透過

參加 happy hour，也可以以一種輕鬆的方式線上與弟兄姊妹們分享，相互學習，真的是個屬靈的家，感謝主，也特別感

謝 CCLUC。

『你在 CCLUC 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What is your biggest gain in CCLUC?

Lizzie	L：我在 CCLUC 這一年，最大的收穫是首先我認識了單身弟兄姐妹同工還有屬靈的長輩，有一個很好的單身基督

徒團契，這一點是很可貴的。第二我學到了單身交友的知識，在這一方面有了預備。個人屬靈方面的成長

Vincent	S：最大的收穫是可以突破自己的界線，跳出自己以往的舒適圈，去做一些以前沒有做過並且充滿挑戰的事工，

讓自己可以在基督的靈裡繼續飛翔。

Yuhong：我也是在服事的道路上成長，把我所學的用在家庭教養子女上。我是 2 個孩子的媽媽，平姐和我說單身事工是

一個硬骨頭，教會有的姐妹讓我放棄，我也動搖過。我說神啊，如果你讓我繼續服事我就順服，到目前為止，神還是讓

我繼續留在機構裡服事，因為我服事上的靈感噴湧而出，我覺得那絕對不是出於我自己的

『為什麼要加入 CCLUC 同工行列？』
Why join the ranks of CCLUC co-workers?

Jason	Y：我自己也是單身也是應該有時間，我願意跟這些同工一起來幫助自己和幫助其他的單身弟兄姐妹，這也是服事

神的一部分。

Daniel	F:	我們對單身基督徒事工需要大力支持的，單身事工很明顯是關於我們眾單身基督徒的事。既然是眾人的事我們

就應該把它做好，把它放在比自己的事情高的位置。在 CCLUC 服事主不同部分的肢體。這個事工是很值得大家來參與的。

Flora	M：感謝神，讓我在單身的時候能夠參與單身事工，在 CCLU 從這個充滿愛的家庭與同工們一同學習，一同成長。

在過去一年裡我深深的感受到，單身事工是一項重要卻又被忽略的事工，而單身的弟兄姐妹是一群相當具有潛力的群體，

因為單身時期是我們生命中許多美好的時期之一，我們可以透過服事活出並且享受這個時期的美好，而參與單身事工的

侍奉就是一個最好的方法之一。

Daniel	F：很多基督徒長期單身，他們可能認為，符合他們標準的基督徒並不多。他們可能認為他們的教會中沒有很多

單身人士。他們可能認為沒有多少像 CCLUC 這樣的基督教組織來說明他們解決約會問題。他們甚至可能認為 CCLUC 做

得還不夠。但是你有沒有意識到，作為一個單身基督徒，你在這個問題上扮演了一些角色。我們都是問題的一部分，但

我們都可以成為解決方案的一部分。我邀請您加入 CCLUC 同工團隊，我們一起解決基督徒單身社區面臨的問題，我們一

起讓愛飛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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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常感謝上週末的活動，辦的很有活力。非常歡喜的

看到有這麼多愛主的弟兄姊妹。我第一次參加主內單

身成長活動，很喜歡這種形式。我堅信只有主的祝福，

婚姻才能走的長遠和幸福。真心希望咱們這個單身成

長活動能越辦越好。

二、每一位真實感人的分享，都讓我很感動，好幾次我的

眼淚差一點流出來。弟兄姐妹在一起能夠彼此分享心

聲，彼此欣賞和鼓勵，彼此代禱，用欣賞對方的眼光

去建立和發展友誼是有很重要的。

三、6/5 疫情後第一次線下活動	The	first	offline	event	
after	the	6/5	epidemic

 春天，吹走了寒氣，吹開了百花，居家一年多的單身

弟兄姐妹，終於在 6/5 相聚了！ 40 位弟兄姐妹在陽

光明媚的下午，在優美的環境，綠油油的草坪地上，

齊心唱詩敬拜，有趣遊戲，美好的分享，甜點品嘗，

度過了一個感恩的聚會。

四、中秋聯誼給異國他鄉的單身帶來家的感覺
 感謝主，來自不同的教會和地區單身弟兄姐妹相聚在

一起。過去大家不相識，但是神的愛把弟兄姐妹連結

在一起。在靈裡弟兄姐妹的心是相通的，在主裡都是

一家人。無論是參加線下活動的單身還是參加線上活

動的單身，都找到主內大家庭的溫暖。同工們花費了

很多時間，前期準備，討論禱告，會場佈置，製作名

牌，準備晚餐、月餅和水果，設計和組織了有趣的聯

誼互動遊戲。感謝主，有主恩基督教會職青團契的積

極參與，互補了機構和教會資源的不足，把一切榮耀

歸給神！

五、讀書會參加者的回饋。跟來自不同地方的弟兄姐妹一

起讀書一起成長，真的是很蒙福的一件事。在過去的

兩個月中，跟著弟兄姐妹們一起讀「為約會立界線」，

不論是以帶領者的角色，或是參加者的角色，讓我體

驗到教學相長的保貴經驗，以及弟兄姐妹們真誠的分

享，更是讓我獲益良多。在過程中也更使我明白，原

來還有很多東西是我不知道的，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學

習的，期盼能有更多的機會享受服事中帶來的喜樂，

品嘗閱讀中而有的甘甜。在書中宣導的弟兄姊妹在一

個安全的支援系統裡彼此坦城分享，能增進彼此的瞭

解，感到親切。另外，通過這次讀書會也加舔了約會

的信心，對可能會碰到的衝突，知到如何面對，仁慈

對待別人，也懂得相護尊重；同時記住自己也是罪人，

問題中首先省查自己，而非怪罪別人，敢於面對和承

擔、也敢於接納和原諒，對未來尋找另一半，心裡多

了盼望。

六、單身歡樂時光Happy	Hour。為單身基督徒提供一個

平臺讓大家可以介紹自己、瞭解他人、結交朋友、關

懷他人並在主內共同成長，通過努力建立一個有愛，

有生命力的單身基督徒團契！單身歡樂時光從讀一

篇聖經開始，然後以聊一個單身的話題為主，最後以

簡短的禱告結束。週六晚上 6-7 點（Pacific time）

CCLUC 每一次的單身歡樂時光，會吸引不同州教會裡

的單身基督徒參加。比如分享自己的最難忘的一次旅

行，大家聊了自己奇妙，有趣，溫馨的各種旅行，借

著單身歡樂時光 增進了彼此之間的瞭解。大家都很喜

歡這樣的交流機會，感覺時間很快就過去了，並都非

常期待下一次活動的到來！

參加者來信回饋 Participant's letter

願你吸引我線下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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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 2022 年同工 
Recruiting volunteers in 2022

盼望有弟兄姐妹帶領禱告小組，帶領八方雲集團

契，組織情人節，中秋節，感恩節，耶誕節活動，組

織有意義的社區活動，定期和不定期，用金錢支持

CCLUC 的單身事工。

使命
塑造單身品格，建造蒙福家庭；在單身季節，過一

個有意義、有價值的單身生活

一、轉型事工	Transformation	Ministry
為了適應數位化時代的需要，網站要轉型，模

式要更新，要把原來的靜態模式改為動態模式，

轉為分享型網站，讓更多的單身基督徒有機會到

CCLUC 的網站上，分享單身基督徒的生活，工作，

信仰和服事。通過建立這個平臺，可以在網站組織

查經班，讀書會，專題討論會，傳福音，宣教，在

彼此分享中去認識有相同信仰，相同背景，相同價

值觀的單身基督徒和朋友，去建立一個基督化家庭，

用基督徒的好見證和分享，去影響身邊的人和社會。

二、日常事工Normal	ministry	Project
1.	自我認識與成長培訓課程

2. 婚前教育與輔導

3.《雅歌》單身營	

4.		CCLUC	八方雲集團契活動
 每月一次，一首詩歌，一段經文，一個單身

所關心的共同話題

5.		傳揚基督教的擇偶婚姻價值觀
 利用情人節，中秋節，感恩節，耶誕節，建

立主內友誼與合一，引領新朋友認識基督教

的價值觀

6.		參與有意義的社區服務
 透過參與有意義的社區服務，為主發光，建

立彼此的瞭解和合一，並在社區為主發光。

 要實現 CCLUC 2022 年事工轉型和日常事

工，需要弟兄姐妹的禱告支援和經濟支持。

感謝主，Word did not find any entries for 

your table of contents. 垂聽了我們的禱告，

預備了一位網站事工轉型的同工，如果神能

供應所需的資金，轉型事工皆有可能，請弟

兄姐妹為此禱告！

6/23 CCLUC 董事會召開
BOD Meeting

來自洛杉磯、芝加哥及矽⾕的董事團隊傾聽了

CCLCC 上半年來的事工報告，對 CCLUC 的事工和多

年忠心服事的同工給與贊賞和鼓勵。CCLUC 在董事

會的帶領下，深信事工將做得更為神所喜悅。

CCLUC 2022 年單身事工展望與願景
Singles Ministry Outlook and Vision in 2022

主題 : 我們一起讓愛飛揚 Theme: Let's fly with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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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身成長愛合一協會

2022年事工的需要
CCLUC 單身成長協會，創辦 8 年以來，感恩上帝的帶領和祝福，透過愛主的弟兄姐妹的無私擺上和奉獻，使

得 CCLUC 的事工得以發展，並且幫助和祝福許多的弟兄姐妹。我們希望您能以禱告支持和經濟支持來回應神

對您的祝福。

“不要為自己積攢財寶在地上；地上有蟲子咬，能鏽壞，也有賊挖窟窿來偷。只要積攢財寶在天上；天上沒

有蟲子咬，不能鏽壞，也沒有賊挖窟窿來偷。因為你的財寶在哪裡，你的心也在那裡。”（太 6:19-21）

為了共同實現神對 CCLUC 單身成長協會的託付，支持 CCLUC 的轉型事工和日常事工可以順利運作，
需要經費 12 萬美金。

1、經常費 8 萬美金 2、網站轉型費 2 萬美金 3、宣傳活動費 5 千美金

4、教育費 5 千美金 5、備用金 1 萬美金

您可以每天奉獻一美元，或者每月固定奉獻 30 美元，50 美元，100 美元，或者

每月奉獻 1000 美元，成為 CCLUC 的核心合作夥伴，如果您有個人的企業，您

也可以每一年按照盈利的某個百分點來奉獻支持 CCLUC 的事工。

您可以採取如下方式來奉獻：

1.  支票奉獻 

 抬頭請寫 CCLUC

 寄往：1101 San Antonio Rd, Mountain View, CA 94043

2.  Paypal 奉獻 

 請掃描左邊二維碼

3.  信用卡奉獻 

 請點擊：

 https://www.ccluc.org/donation

4. 電郵與我們聯絡 : Accounting@ccluc.org or office@ccluc.org

 我們相信，您的奉獻支持，可以使 CCLUC 的事工幫助更多教會的單身的弟兄姐妹和家庭。

 願上帝祝福您和您的家人！

Paypal 奉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