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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福音营是一个奇妙的经历
--罗蔷

感谢主，2012 年 6 月 8 日- 11 日，我们教会 150 多位弟兄姊妹和福音朋友来到 Abbotsford 美丽的
Summit Pacific College 校园，参加今年的“最美妙的人生--信，望，爱” 福音营。
在这三天当中，我们听来自美国新泽西州的杨弟兄和陆弟兄讲道，分享，唱诗，交通，享受灿烂的
阳光和丰盛的美食，从中体会神的大能和大爱,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喜乐。在这次营会中，听过很
多弟兄姊妹的见证，又有很多福音朋友都决志信主, 十分感人。
我们一家三口从北欧留学工作，然后移民到温哥华，靠着神的带领，跨过了一个一个人生的坎。 每
次唱诗歌“主，你是我最知心朋友”都让我泪流满面,说不出的感激，在国外十几年来的生活象电
影一样一幕幕放过……
我们来到温哥华十多年做了很多的事，自认为既顾到了事业，也顾到了家庭，孩子除了读书以外的
业余爱好也没耽误，基本上是心想事成。但由于太忙，我只知道遇到困难时才会祷告，会求神，会
信靠主，也会自己去教会，却忽略了孩子的教会生活。我曾想找一个教会，是青少年聚会活动多一
些的，每次弟兄姊妹给我传福音，,我都下决心想带儿子去教会，但由于自己不坚定，始终没有坚
持，一下子十多年过去了，直到儿子去东部读大学，才感到非常的亏欠和后悔。 如果我儿子从小
就能信靠主，真正接受主耶稣为救主，无论到哪里都可以找到他属灵的家。 作为父母我们不可能
做到儿子在哪就跟到哪去照顾他，而且人生要遇到多少空虚，坎坷，我们自己不能解决问题，只有
主耶稣才可以永远在他身边，成为他最知心的朋友，看顾他，看顾我们。
感谢主, 这次我的丈夫和儿子都参加了福音营。杨弟兄和陆弟兄的成长经历和大学生活触动了我儿
子，我看到儿子非常喜欢和其他年青人一起，尽管以前他跟他们不太认识。这次福音营使我儿子学
到了很多很多，他愿意以后回到东部去教会参加聚会，更重要的是我祈祷福音的种子播在他心里，
早日决志信主，做神的儿女，“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约 1:12
节) ， 这样才能有信，有爱，有望的美妙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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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妙的人生- 信、爱、望
--王东
“2012 福音营”结束了，我蛮有收获地驾车回家。我的脑海里还在回响着《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这首歌。主，
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 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 在
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搀拉着我, 把我带在你身边, 告诉我当走的路 ……
这次福音营让我有机会静下心来去作一个基督徒生活的回顾。陆弟兄和杨弟
兄，他们的个人在主里的见证，以及弟兄姊妹和福音朋友们共同释放地唱诗歌。这
一切让我的眼泪不停地流。我一边唱着诗歌一边回想我从 2006 年信主以来的生活。
这 5，6 年的基督徒生活就像《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这首歌所唱的那样：“在
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 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搀拉着我, 把我带在
你身边, 告诉我当走的路”。主赐给我和我的家庭一个美妙的人生。即使，我们还没
有走完这一生。但我知道因着信、爱、望， 这将是一个美妙的人生。可以这么说，我是因着
信，得到了主的爱，在爱中过着有盼望的生活。我信主之前也和我在福音营中见到福音朋友
一样，有很多疑问。开始我把教会看成是一个社会组织。我问了许多关于教会的问题。我想，
我知道了教会的组织机构，再知道教会的基本运作和资金的来源。找出谁是收益者或收益集
团。我就能知道这一群人是为了什么。为何他们无缘无故地对我微笑，无缘无故地想帮助我
解决当前的困难，无缘无故地让我免费吃饭，无缘无故地善待我。感谢主，我没有花费太多的时间在疑虑中。主借着诗
歌软化了我的心。我每周六来教会也是因为诗歌吸引了我，我的相信也是因着诗歌。信主之后，经历了主是如何先爱了
我。因为我是神的儿女，是他心爱。“神愛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约
3：16）“我们爱，因为神

先爱我们” （约一 4：19）杨弟兄见证说他知道神爱他，神也爱你们。我也清楚的相信神是

爱我的。我也知道我们基督徒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的，其实就是在这不平坦的生活中神的
爱才显明出来。我大学毕业以后工作等一切顺利，出国前我在一家合资企业混得小有成
就，收入在当时的情景是要保密的，怕被人嫉妒。太太就职中国三大航空公司之一的南
航，还是个有头有脸的。但是我心里对我当时的个人生活，工作状况，社会环境都有许
多不安。最终决定移民。当我来到加拿大之后，发现自己要技术没技术，要体力没体力，
英语就别提了。因着神的爱，主的带领。我们来加拿大时夫妇二人，现在我第二个女儿都五岁了。并且我和太太都有了
专业工作。神在我上学时看护我，在我大雪天开车在高速上出状况时保守我。神的爱无时无刻地临到我们。尤其在我们
夫妻关系上，真的感谢赞美神。我太太在我信主后同年也受洗。在我们刚信主的前两年，老二还小，只有我一个人工作。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还没工作。我一年内被 lay-off 两次。我还记得，那时候去聚会是一件很难的事。太多太多的理
由让我们不去教会了。但是，神是爱我们的，没有放弃我们。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每次去教会都有得着。而且每周心里
有的疙瘩，尤其是夫妻之间的摩擦，等到周末去教会听弟兄姊妹的见证和讲道，好像就是在为我说的，神的话就借着他
们的口临到我。每次去聚会都大有收获。我太太也有同感。神知道我们的一切需要。他是活神。在我的生活中感谢赞美
神的事真是说不尽。
这次福音营让我更加坚信：我们要相信依靠神，神是听祷告的神。这次福音营之前
的祷告聚会很多弟兄、姊妹都来了。众人齐心祷告，祈求。神就做工，预备了弟兄姊妹
的心，预备了福音朋友的心，安排了适宜的天气，预备了丰富的食物，还有其它等等具
体的事情。我和我姊妹都有向我们父母传福音的负担，现在我姊妹的母亲年岁已高，前
一段时间又因发现直肠癌做了一次手术。我姊妹回国一个多月。一方面想照顾一下妈妈，
尽尽孝心。但另一个主要的任务乃是传福音。我们希望妈妈接受主，我们都有一个永生的盼望。回国前我姊妹准备了许
多资料，如书籍，CD,DVD 等东西。虽然传福音没有成果，可能我们常常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去做事，没有依靠神。我
们传扬主的福音一定要仰望神，依靠神。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件事情放在祷告里，求主做工。
感谢赞美神，将荣耀归于神。感谢神在这次福音营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领悟了这次福音营的主题：最美妙的人生
- 信、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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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福音营纪实
--平安
今年的夏天迟迟不肯到来，一直都是阴雨不断，冷飕飕的。教会早已预定于 6 月 8、9、10 日在 ABBORSFORD 举办福音营，
弟兄姊妹为着这次福音营的预备迫切祷告了有小半年，无论是报名参加人数，福音朋友的邀请，路上的交通以及合宜的
天气状况都交托给神，求神看顾。过了五月的长周末，我们的报名参加人数竟从四、五十位一下跳到了一百五十几！不
料距福音营还有一周，天气预报却说那个周末有雨？！
！然而王弟兄信心满满地说，神一定会为我们预备最合宜的天气，
从不落空！
果然，周五上午还瓢盆大雨，中午便开始放晴。下午我们三点到六点是报到登記时间，我们六
点整安全地抵达了营地，但只看到稀疏的几辆车泊在停车场，心里正疑惑着，待我们行李摆放
到房间再出来的时候，却见门口络绎不绝挤满了人，大家都笑吟吟地互相招呼着，十分地亲切
和热闹。到了六点半开饭时间，整个餐厅已坐得满满的了。感谢赞美神！
晚饭后，我们分成年、青年和儿童三组，开始了我们的分组聚会，从新泽西来的陆弟兄和
杨弟兄分别轮流负责成年组和青年组的信息分享。陆弟兄与成年组分享了主题--最美妙的
人生：信、爱、望中的第一条：信。陆弟兄在 AT&T 身居管理要职，他从自己的个人经历
与我们分享了“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罗马书：1：16），信心之道，信
的内涵，信的福分，告诉我们美妙人生旅程的开始，就是信。
第二天一早晨祷前，早起的人在校园里有的三俩相约漫步闲游，有的独自疾走锻練，有的就轻松随意地做着拉伸运动， 大
家都沐浴在这平安祥和的早晨，清新的风拂过颜面，犹如神慈爱的双手借着昨晚的诗歌和信息托住我们， 不禁又哼唱起
来：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
周六上午成年组由杨弟兄与我们分享：丰富的人生旅程—有爱 。杨弟兄有着诸多身份，但他自认为他最重要的身份就是
他是一个基督徒。他风趣激励的演讲，绘声绘色的世间百态描述，将爱的源头，爱的对象，爱的果效，爱的人生清楚地
展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明白：神就是爱！
杨弟兄关于爱的分享不仅激励和鼓舞着福音朋友们，也让我们很多信主多年的信徒感触良多。台下一张张泪流满面的脸
诉说的不是伤心和绝望，而是喜乐和感恩！弟兄姊妹们随后纷纷踊跃地上去为主作见证，是啊！是神的爱将我们从那灭
亡的道路上救了回来，让我们切切实实地经历有神的爱的丰富人生。
下午的自由活动，青年组向成年组发出了排球邀请赛， 他们还预备了双人捆绑踩气球游戏和拔
河比赛，在一片欢笑和激动人心的加油声中，我们感受到神的爱不仅洋溢在弟兄姊妹中，也撒
播在所有来靠近祂的人身上。
晚上杨弟兄带领我们来到了—人生旅程的目标：荣耀的盼望。他谈我们人的所求所想，也谈我
们的担忧恐惧，清晰地藉着圣经向我们表明了救恩的福分是神“藉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
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
（彼前 1：3）他反复强调我们信主之后要确信我们的“有”，
我们有的就是基督,

这就是叫我们有荣耀盼望的根基！圣灵通过弟兄的话有力地敲打着我的

心，使我在我的“有”中也看到了我自己对主的亏欠。 圣灵如此震撼和充满我， 催我悔改，我的眼泪如决堤的河水，
我也按捺不住怦、怦、怦的心跳， 在心里呐喊：“主啊！我爱你！对不起，请你宽恕我，感谢赞美你！
”
会后的自由交通中，大家一边享用着茶点，一边围着杨弟兄继续热烈地探讨。是啊，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岂不是对最
美妙的人生都有着渴慕和追求吗？如果没有神的福音，我们的人生旅程将在哪里起锚，要到哪里才是我们的目标呢？到
了 10：30PM，大家还不肯散去，直到营地管理人员带着歉意提醒我们要锁门了， 我们才意犹未尽地离开。出了门，抬
头一眼就看到二楼青年组的聚会房间中，映着和暖的灯光，陆弟兄还在与一位少年促膝谈心，我想神的大能正通过弟兄
孜孜不倦的殷勤服事来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
周日一大早，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不仅在营地传开来了， 也通过短信方式传到未能参加福音营，还留在温哥华的弟兄
姊妹：这次参加福音营的最为年长的顾老师在清晨五点多钟决志信主了！已九十岁高龄的顾老师这次应邀来到福音营，
与热心事奉的姊妹同住，在清新美丽而安宁的自然中亲身感受了神的光照和弟兄姊妹们的关爱。来的时候还拄着拐杖，
周六上午在唱了那首让大家又蹦又跳的歌以后，拐杖也不要用了！
之后我们的擘饼和信息分享也同样是圣灵充满，陆弟兄和杨弟兄以“祝福的神和蒙福的人”为主题再次将神和天国子民
的特征一一向我们解开，杨弟兄以个人见证特别给我们分享了虚心和清心，很受圣灵感动和启示。愿我们这些蒙神祝福
的人都能有一颗感恩的心， 也能成为我们身边其他人的祝福。
三天的福音营是神荣耀的见证，祂已将喜乐和平安充满了我们每一位参与者的心。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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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Gospel Camp 2012

Sam Wong

This is the very first year that a gospel camp was carried out by the church.
I can honestly say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that it was enjoyable like no
other. Initially, I had a few doubts as I invited my friend to come to the camp,
but at the very last minute, I found out he couldn’t make it. Going into the camp,
I felt as if this was going to be another church conference; listening to messages,
singing songs, just the typical type of meetings that we usually have at Camp
Squeah in Hope. But I was wrong! Listening to the two brothers from New
Jersey shared on their life experiences touched me very deeply, and I found myself trying to hold back tears. They
shared how successful their professions at AT&T were going and also sharing experiences about their children, be it
going through college admission or finishing their PhD program. Through all these sharings and testimonies, I was
very touched that through all their successes as well as failures, God was still their number one priority. They are
successful in everything that they do because they have God, no other reason. Brother Charles Yang even prepared
an activity for us that made me think and really take on a more serious approach when it comes to dealing with
things in my Christian life. He asked each and every young person a question, “What do you want to be when you
grow up?” Ever since I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I was a student
who had a solid grasp of what I wanted to be when I grow up,
either an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or an accountant (It’s no
coincidence that one of my older sisters is an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and the other is an accountant). Throughout the process of
choosing courses and selecting the program that interested me the
most in my first year at university, I rarely put God as my number
one priority. I always ended up making my own decision, and
praying to God to make it work for me. This gospel camp really
opened my eyes and God delivered to me a calling: select a mission for God and put everything in your Christian
life before ANYTHING you want to do. It came to me as clear as ever, because in my entire life, I was always a
decent student while getting the grades necessary to succeed. I remember one of the brothers saying, “Always ask
God for a mission/vision to see what He has in store for you, because God has a plan for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As Christians, what if we are unclear about what our mission is, or what is the plan ahead for us is “hazy”? This
question was asked during the camp, and immediately this verse came to me, Philippians 4:6, “Do not be anxious
about anything, but in everything, by prayer and petition, with thanksgiving, present your requests to God”. The
only way I know what God has in store for me is to pray, and really devote my entire life for God. If I live my life
the way God wants me to live, then everything will fall into place, and I will have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why I
got baptized, why God put me in this blessed family of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what I have to do as an up and
coming serving one? Through this lifelong journey, I know that I have to learn, live, and love God, because
everything else is given to me by the Lord Jesus. My future is all in God’s hands, and I will live every day for God.
Realizing what my mission is and serving God with my whole heart instead of wondering what I will be doing for
my job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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