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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信基督掌權！
——寫在“中國福音大會2020”之前

■本刊编辑

伴随着2020即将走向终点的脚步，大疫仍在反复，大选进入更大的混乱;牵动

世界、搅动美国、可能让无数人雀跃也会让无数人失望的大选结果，仍然在地平

线以下;人心陷入了更深的撕裂与焦虑......

作为天国公民的基督门徒，我们虽然拥有超越的生命特质，但既然仍生活在

地上，就难免受到瘟疫流行、大选之乱、社会动荡、人心撕裂的影响与裹挟，信

心的目光会变得迷离，以至于看不清天上的宝座;生命的态度会变得模糊，一时间

找不准生活的目的或方向...... 教会因疫情和社会动荡，也开始人心涣散，或出

现扰攘、分歧与纷争。

2020，实在写尽了末后世代的各种故事，画尽了天灾人祸和社会乱象的各种

图画。 

现在我们要问，当2020走向终点，永远消失在时间的河流中之前，我们需要

宣告的和人们需要听到的是什么呢？ 是——

基督仍然掌权！

坚信基督掌权，就是坚信“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但4:17，25，32）。

祂既在古时照着自己的权柄废王立王，今天也照样在美国的大选中彰显祂的主

权。虽然结果可能超出我们的期待，但神允许发生的事，背后总有祂的计划和旨

意。当选者或做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或做祂眼中“看为恶”的事。做“正

事”者蒙神赐福;做“恶事”者必遭刑罚。因此，面对美国大选后的极度混乱，我

们应该用一种属天的目光和性情，冷静观察，恒切祷告，看神的旨意是如何行在

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美国这个国家，在反叛神的路上已经走得太久太远。 半个世纪以来，意识形

态和价值观变化巨大，道德堕落的速度也十分惊人。川普当政的这几年，开始向

保守主义价值观回归，但却遭到自由派政党、主流媒体、资本大佬和科技巨头多

种势力的联合抵抗。这次大选，更是洞穿了民主制度的底线。

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相信基督掌权的基督徒，一方面要清楚自己的天国公

民身份，一方面要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祷告神赐下智慧和力量，尽管艰难，却

仍要尽力在社会中使合乎圣经的价值观得着宣扬。 基督掌权，是基督以祂的道在

人的国中掌权，是借着祂的身体（就是教会）在人的国中掌权，借着教会将真理

之光照进黑暗世代，引人悔改归主，彰显基督的掌权。 

坚信基督掌权，就是坚信神对祂的教会必赐下完全的保守，神必帮助祂的儿

女做好各样准备，无论面对怎样的变化与动荡，总会叫我们立定在基督真理的磐

石之上，操练敬虔，建造教会，传福音，救灵魂，发挥盐与光以及山上之城的功

用，在基督再来的盼望中，在黑暗的日子里，继续为主作美好的见证。

但愿经过2020这个灾难之年的众教会，能够尽快从疫情的打击下，开始恢复

正常的聚会，恢复真实的敬拜与事奉;尽快从撕裂与伤痛中走出来，一同面对各样

的危机与挑战。 但愿教会能以最快的速度，从敷衍与涣散的状态中，从不同的政

见带来的分歧与分裂中，回到基督肢体的团契中，以基督的国度为念，寻求在真

理中的合一，彼此扶持，同走属天的道路。 

最后，我们要告诉弟兄姊妹的，是关于举办“中国福音大会2020”的消息。 

大会时间是2020/12/27-31日。经过2020各样艰难的众教会和主内肢体，需要缠裹

与安慰，需要提醒与责备，需要悔改与更新——“中国福音大会”将要提供的，

正是这样的信息。 

请为大会祷告。 请预备好你的心、也预备好时间，出席这次的属灵筵席。

愿基督掌权，荣耀归主！

2020年，无疑是不平静的一年。从年初开始席卷全球的大灾，到竞争激烈撕

裂美国的大选，岁月静好的昔日似一去不复返，人们心中盼望的“正常生活”不

知何时才能出现。 

在这打破常规的一年，本机构的事工也迅速相应作出了调整。上半年，我们

迫切为疫情祷告，投入世界性的疫情救援事工;下半年，同工们每周两次迫切为美

国的撕裂和大选祷告，并播发以圣经价值观引导弟兄姊妹参与大选的文章。

下半年我们还有一项很重要的事工：举办“中国福音大会2020”（通过网络

直播）。 

经历了2020的灾难、动荡与撕裂，下一步，教会当如何从各种“灾难后遗

症” 中（如无法实体聚会带来的人心涣散）得着医治？ 如何使在大选中撕裂的伤

口得着缠裹？ 教会如何成为社会灵性与道德方向的引导者？ 这些都是本次福音大

会要解答的问题。 

特殊的时刻，特殊的大会！“中国福音大会2020”的特殊之处在于：

众多优秀的讲员云集，将为您带来12堂深刻有力的时代信息！ 

一批中青年传道人兴起，为您提供20堂实用专题：从属灵生命的建造，到婚

姻家庭、人际关系，涵盖了信徒生活的方方面面。 

现场敬拜直播，使您感觉“身临其境”，品尝弟兄姊妹网络相连敬拜的甜

蜜。

本次大会讲员中，我们大家所熟悉、所尊敬的卡森博士，将再次担任大会讲

员;他将以以赛亚书39章及40章这两章经文，讲出“圣经中最令人悲伤的篇章之

一”和“圣经中最有盼望的篇章之一”这两堂信息。 

本次大会给您带来的一个惊喜就是，除了卡森博士，还有5位英文讲员会第一

次在中国福音大会传讲信息。 

美国三一神学院系统神学研究教授范浩沙博士（Dr. Kevin J. Vanhoozer）将

向我们传讲“教义与神学对当今教会信仰的重要性”、“基督徒如何学习及应用

教义与神学”两堂信息;

在美国威斯敏斯特神学院（WTS）任教40多年，著名的新约、圣经诠释学、系

统神学教授溥伟恩博士（Dr. Vern S. Poythress） 与太太韦戴安博士（Dr. Diane 

M.Poythress，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宗教改革历史和神学博士）也联袂出席大会，他

们夫妇将为我们带来1堂大会信息：“旧约中的中保以及终极的中保基督”，以及

3堂专题信息：“创世记中的基督”;“诗篇中的基督”和“路得记中的基督”。 

还有美南浸信会神学院院长慕勒博士（Dr. R. Albert Mohler），国会山浸信

会主任牧师狄马可牧师，也将出席本次大会，相信您一定期盼听到他们的讲道信

息。 

所有的英文信息，均配有中文翻译。

华人教会中众人所熟知、所尊敬的黄子嘉牧师、刘传章牧师，及王峙军牧师

也将再次出席福音大会。当然，历届福音大会带领赞美敬拜的赵约翰牧师将再次

与大会赞美敬拜团一起带领弟兄姊妹敬拜。赵牧师正在研读美国崇拜研究学院

（IWS）的崇拜学博士，相信这次他与赵师母定会为大家带来更加充满活力的信

息。 

虽然是通过网络，但大会仍设有实体场地的聚会。感谢主，芝加哥活水福音

教会将为大会提供实体聚会场地;为了增强现场感，大会将现场直播每堂信息前的

赞美敬拜;而除了英文讲员，其他讲员也尽量在大会现场直播。

20堂生活化实用专题，涵盖基督徒生活（家庭、婚姻、第二代等）的各个层

面。专题均留有解答问题时间，会众可以与讲员互动。 您会注意到，专题讲员中

一批年轻的传道人已经出现，他们的服事也必祝福着年轻一代的会众。 

更多大会信息，请访问福音大会网页（感谢主，今年的福音大会网页是迄今

最为美观、好用的网页，推荐您一试）：

https://www.gospel4china.org/

特殊的时刻，特殊的大会！“中国福音大会2020”是跨越地域阻隔的大会：

本届大会将通过网络向全球的基督徒直播，所以无论你在什麽地方，都可以参加

这次大会。敬请您为本次大会祷告，也请您扫描海报中的二维码报名参加 。 

生命季刊最近创建各种新媒体事工

因着环境的变化，微信会在9月20日后禁止在美国运行。因此，生命季刊所开设的几

个微信公众号，将由本刊国内同工继续运行。下面的二维码均为国内读者可以登录

的，自左开始为：生命季刊3/北美动态/新生命热线三个微信公众号，及生命季刊国

内网站/生命季刊土豆频道，敬请您扫描并转给您国内的亲友：

为了尽量使用更多媒介传播合乎圣经真理、切合时代需要的信息，目前，生命季刊已

经在北美的社交媒体中陆续开账号，开博客。敬请您扫码关注我们：

电话: (630) 837-7551  微信公众号： cclife3
网页：www.cclifefl.org    Email: cclife@cclife.org

阅读生命季刊微信文章请扫描二维码-->

   生命季刊  生命季刊     生命季刊      生命季刊     北美动态    北美动态    生命季刊 

Youtube频道 “万维网”博客   Facebook   Twitter      Facebook  Twitter    主网页 

奉獻支持

敬请为本机构各项事工的需要代祷。

有感动支持本机构事工的教会和弟兄姊妹，请使用下面的链接奉献：

https://www.cclifefl.org/View/Article/128

 * QuickPay 奉献方式操作指南：

 目前最方便的网上奉献方式是使用QuickPay with Zelle

 （北美大部分银行均提供这项服务），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1.登录您自己的银行账户，找到Pay bills & QuickPay with Zelle ®

 2.点击Add New recipient

 3.点击Send money with QuickPay with Zelle

 4.填写收款人姓名Recipient name: CCLiFe

 5.Recipient Email: cclifefl@outlook.com

 6.请在Memo中，填写您的地址（mailing address）

 敬请您在完成奉献之后，再发一个Email至cclifefl@outlook.com ,告诉我们您的  
  mailing address及奉献金额，我们可以确定您的地址，及时把奉献收据寄给您。

* 美国支票奉献：支票抬头 CCLiFe 

   请寄至：CCLiFe, 670 Bonded Pkwy, Streamwood, IL 60107 USA

* 加拿大支票奉献：支票抬头 CCLiFe Canada

 请寄至: PO Box 76575 Super Center, Markham, ON L3R 0N5 Canada
Email: cclifecanada@gmail.com

使用“微笑亚马逊”网站购物
即可为生命季刊奉献！

登录 https://smile.amazon.com
搜索 Chinese Christian Life Fellowship Inc (Streamwood, IL)
选为 “Your Charity”
照常选购商品，Amazon自动把货款的0.5%奉献给生命季刊

特殊的時刻，特殊的大會特殊的時刻，特殊的大會

Gospel for China Conference 2020

中國福音大會2020

主題主題：：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
時間：2020年12月27-31日時間：2020年12月27-31日    Dec 27-31, 2020Dec 27-31, 2020

将通过 Zoom/YouTube 全球播放 
网络报名已经开始：www.ccl ifefl .org

扫码报名-->

請代禱！請踴躍報名參加！

Dr. Carson     Rev. Dever    Dr. Mohlor   Dr. Poythress   Dr. Vanhoozer
 卡森博士         狄马可牧师       慕勒博士        溥伟恩博士       范浩沙博士

 黄子嘉牧师      刘传章牧师    赵约翰牧师 赵恩慈师母   王峙军牧师

<--扫码观看
大会预告短片

大会网页
www.cclifefl.org

www.gospel4chin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