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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基督徒中心出版

2013 福音營: 更豐盛的生命

主是活水泉
陳惠忠
這次參加福音營的可分為幾組人:受邀參加的朋友們、弟兄姊妹們、服事者、年青人和
兒童。目前為止，還沒有人回應覺得在營會中會悶、會累的。我覺得在這次福音營有
些地方很特別，與上次營會比較，我們實在是得到了些東西。信息部份，就如許多弟
兄姊妹所分享的—主耶穌是活水泉。另外在詩歌部份，從前的營會沒有像這次一樣唱
這麼多詩歌，所以整個聚會中間的光景是超過以
往的。 還有晨更的安排，讓我們每天都有一個美
好的開始，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不覺得疲勞困倦。
陳惠忠

因為主與我們同在，祂是供應的，是活的，祂在我
們裡面。當眾人聚集時，祂就在我們中間。

這是這次營會特別的光景，也可以說這是聖靈的運行、主明顯的
同在，也可以說是活水的泉從我們中間流出來。上次營會主題是“最
美妙的人生”，這次說到“更豐盛的人生”。人人都想要美妙及豐盛
的人生，但是除了透過主耶穌，我們無法得著這樣的人生。我相信我們的朋友可以與我們一起得著這樣豐
富的人生。願神繼續用祂的生命來供應我們。

1

生命園地 第三十期 2013.08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基督徒？神是誰？長什麼樣？...我說: 姐呀，這些
李相軒

問題解釋不清，解決不了我心中的問題，我是不會信

祝福，多麼美好的詞句。聽到它不禁讓人浮想聯

的。即使是在我辦理移民加拿大手續，忍受著等待的

篇：子女們給父母的祝願；長輩們給孩子們的祝

煎熬、苦盼無期之時，或是姐姐常讓我和他一起禱告

福；節假日親朋好友們的相互問候。 那一聲聲凝滿

求主施恩的時候，我也是口中答應， 卻從沒做過一

溫馨和希望的話語，滋潤著每一個人的心田，帶給人

次。我不認為有主，更不信祂能幫我成功。當我腳踏

們無盡的希望、憧憬和歡樂。我們身邊的每個人都渴

上這個國家，開始新生活的時候，面對姐姐閃亮的目

望得到他人的祝福，然而，來自我主耶穌的祝福，卻

光、堅定的話語—“跟我去教會”，我知道，躲不過

曾被我抵擋在門外。

了。在教會聚餐、唱讚美詩、聽講道，礙於面子，臉

耶穌基督，對於我來講早已經通過書籍、影視聽

上掛著笑，目光卻是冷的，心是關著的。借著倒時差

過看過，簡單瞭解過。但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

的理由打瞌睡，甚至是去到教會卻躲在車裡睡覺，總

下，從小到大接受的都是正統的教育，無神論，早已

之想法子躲避，也用這樣子告訴大家—我！不！信！

在心底牢牢地生根發芽，根本就不相信什麼神呀佛

姐夫病了，在那段時間裡儘管我們有著最好的醫

的。初中學習的生物課程、達爾文的進化論更是告訴

院、先進的醫療設備，但在病魔面前，我們顯得那麼

我世界的起源是什麼，人是從哪裡來的。“怎麼可能

弱小，無力阻

是神創造的人與自然”—這就是我的口頭禪。林林總

止病痛對姐

總不同時期學到的知識告訴我，宗 教就是人編撰出

夫的折磨。姐

來的，只是統治階級用以役使臣民的工具而已，基督

姐開玩笑說，

教也不例外。人類的發展進步，靠的是自身的力量，

是因為前幾

而不是靠神助，更不是上天的一位無形大能者預先設

年姐夫太忙

計好的。有了這樣的觀念，自然而然我對一切宗教信

了，沒時間休

仰退避三舍，敬而遠之。每與友人談起宗教，自是以
頑劣的態度待之，從來沒想到宗教會進入我的生活。
二姐和姐夫一家旅居加拿大多年，忽然有一天，

息，主藉這個
李相軒(左一)與兒子、姊夫合影

機會讓他休

息休息。姐夫說在病痛中和弟兄姊妹一起禱告，主的

他們告訴我他們信了基督教，成為虔誠的基督徒。仍

恩典降臨到他身上，病痛開始慢慢離開，很快就康復

在中國大陸的爸爸媽媽以及我們餘下的姐弟三個得

了。從那時起，就有個聲音在我的心裡微微的響起。

到這個消息，不是震驚，而是覺得十分荒唐可笑。看

姐夫他是個好人，聰明、能幹、有思想，樂於助人。

著他們提供的影像資料、手撫著厚厚的聖經，想著姐

看到我冥頑不化、不接受福音、死硬的樣子，不止一

姐他們說過的:在加國工作壓力大，文化差異、過著

次跟我溝通講道理，我總是會很認真地聽，而後一笑

無親無友的單調生活，才終於明白，受過高等教育的

而過。其實，從內心深處我並不拒絕神論，也相信有

他們無非是藉著教會、藉著教友來打發孤寂的時光。

神，其實我也在無人的時候禱告，也很喜歡唱讚美詩

每次姐姐想說服我信教，我都有十萬個為什麼反問

歌，但就像大多數還沒有信主的人一樣，總想分析分

她：為什麼基督教讓人向善，崇尚和平，世界上發動

析再分析，為什麼會有神，為什麼…？

戰爭的人卻不乏基督徒？為什麼犯罪的人裡也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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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我們真的很有福，在我剛來加拿大三個

又真又活的神
姚建國

月的時候參加了福音營。營會開始前，回國探親的姐
姐還叮囑姐夫一定要把我帶到福音營。謝謝愛我的
姐姐與姐夫，他們真是為了讓我們得到福音而費盡
心思。福音營開始的第一個分組聚會上，一首我第一
次哼唱的詩歌—最美的祝福，擊碎了我的頑固不化，

非常榮幸能參加這次福音營，並且在活動中決志
信主。 自從 2009 年移民溫哥華開始就陸續參加教會
的福音聚會，每次參加活動，
內心都有平安和喜樂，和弟
兄姊妹一起唱詩歌時，我會

敲開了我的心扉：

情不自禁地受到感染跟著一
在無數的黑夜裡,我用星星畫出你，
你的恩典如晨星讓我真實的見到你。
在我的歌聲裡，我用音符讚美你，
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頌揚的。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認識主耶穌。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穌。
走在高山深谷，他會伴我同行，
我知道這是最美的祝福。
(最美的祝福 取自 讚美之泉《讓愛走動》專輯)

起歌唱。在這裡我找到家的
感覺，更加奇妙的是我的女
兒四歲開始參加教會星期六
的聚會，每到這個時候總要
求我們帶她參加聚會。

姚建國

2011 年我搬家到較遠的南 Surrey，因此很少再參
加教會活動，兩年來為生活到處奔波忙碌，心裡總覺
得少了些什麼。2012 年是我家庭較艱難的一年，我的
岳父因癌症動手術並不幸於半年後去世。在他與病魔

唱著這首歌，腦海裏翻滾著前半生的苦樂哀愁，想著

纏鬥的半年中我們想盡一切辦法來減輕他的痛苦，也

蹣跚走過的我沒有真正領略過有誰在我傷痛的時候

找到國內的弟兄姊妹向他傳福音、為他禱告。感謝主，

撫慰我。唱著，我的心開了，他進來了，我回家了，

老人家走的很平靜安詳。

我哭了。這是我們的家，是主耶穌給我們的家。在這

2013 年，教會的王會軍弟兄幫我介紹工作，在經

個家裡我們讚美主，感謝他給我們的愛，讓我們的生

過遞交簡歷、推薦信和最後面試後，我一直忐忑不安

命更加豐盛。

地等待結果，因為兩年前我也申請了同樣工作卻被拒
絕。王弟兄對我說: 你就向神禱告，神會做工的。非常
奇妙，我如願得到了這份工作，我相信這是神為我預
備的，我所信的神是信實的。
還有一件事情使我確信神是又真又活的: 我於
2013 年 5 月開始申請父母的探親簽證，也開始禱告希
望能夠順利，果然 6 月上旬取得簽證，父母並于 7 月
順利來溫哥華探親。最近看新聞得知加拿大的簽證中
心員工於 6 月份開始罷工，所有簽證都受到影響。我
不禁一身冷汗，如果材料晚遞交幾天，可能不知要等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
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
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約翰福音三:16）”

上多長時間，父母的探親也不會這麼順利。
這些經歷使我相信我所信的神，是真神，是聽禱
告的神。神的大愛、救贖大恩與慈愛憐憫，使我今天
不能遠離神。我要感謝讚美祂，為祂作見證。感謝神，
因祂有說不盡的恩賜（林後九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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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營回顧

詩歌帶來最深切的感動 : 《最知心的朋友》、
《輕訴》、
劉成先

感謝主！這次的福音營不僅使福音朋友被神的

《歸入甜美的你》、《信的故事》、《雲彩》、《生命
如此好》、《何等快樂日》、《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福音所觸動，也使我這個基督徒所獲良多。

這些晨禱、福音、主日的詩歌，每一首都牽動人心。

福音是神的大能 : 從福音營前開始禱告求神將祂所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認識主耶穌！”當看到

預備的人聚集，到期間弟兄姊妹的配搭服事，再到最

帶領弟兄的真情流露，有的弟兄姊妹眼含淚水，有的

後多人的決志。真讓我看到聖靈在其中奇妙的作為。

高舉雙手，有的拍著節拍，“主啊，我感謝你！”不

美好的交通 : “神的話一打開就發出亮光”。陸弟兄
講臺交通迦拿的喜筵，讓我重新思想這個神跡。迦拿

禁從心底發出！

對聖靈催促的領悟 : 早在 5 月我經歷神的醫治，但因

雖然是個小地方，但這個筵席的規模是很大的，因為

為我對作見證一向態度保守，就想過段時間再看看、

喜酒都用盡了。所以我們信主的人，不要把所有精力

驗證一下，這一拖就一個月過去了。在福音營的時候

耗費在追求世界的榮耀財富上面， 而是只要照主的

總覺的沒合適的機會， 同時也有去年福音營自己草

吩咐，將“缸倒滿了水”。更讓我感恩的是， 在餐桌

率見證的陰影，所以就一直壓著不敢作見證。當營會

上與陸弟兄單獨的交通把卡住我多年的攔阻挪去。弟

中我跟青年人打籃球時左腳扭了一下， 我深深感到

兄把我以往所接受的一些我自以為很清楚的教訓，

一種責備。 於是我在主日時站起來作以上那個交通

用他的親身經歷啟發我放下重擔努力向前。並將一直

的見證，正好姊妹給我這個書面的機會，下面我就簡

激勵他的詩歌 395 首與我分享:

要的見證得醫治的過程 :

我今面向高處攀登，天天努力，日日上升；
在我途中，禱告不住：使我立足更高之處。

5 月 31 日我在工作休息時間跟同事提到我長時
間以來腰痛的事，他就勸我多休息，給我出主意找醫
生開假條等等，我心裡很不以為然， 心想:“時候還
沒有到”。休息結束後我獨自下到工作崗位，突然心
裡就有一個聲音：“你真依靠神了嗎？”就在這一瞬
間，一股清涼的感覺從上穿過我左邊身體，頓時我左
腰間那個卡了個鈕扣似的感覺沒有了，我活動一下，
很自如。我當時很驚喜，又努力想留住這一刹那的感
覺並急切地想這是怎麼回事。順著這個問號，我回憶
以前，其實自己真是沒有單單依靠神，禱告是禱告了
但是馬虎而過，又是休息，又是物理治療，又是吃藥，
又是鍛煉。雖然心想靠神，但實際卻是依靠外在的努
力，沒有交託。那一刹那的靈裡悔悟，就蒙了主的憐

見證的能力 : 兩位弟兄的見證，特別是陸弟兄對“等

憫。唉！要是早有這樣的領悟有多好，我白白受這麼

候”的分享提到他兒子在選擇大學時所學到的功課，

長時間的苦，但再轉念一想，其實就是自己頭腦裡的

以及他在工作生活中如何依靠主， 讓我看見一個信

“時候還沒到”的實際到了。

靠主的人就應該過一個以神為中心的生活—凡事禱
告、凡事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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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的日光

一天的營會從晨更開始。 我們七點半就聚集在
蕭暉

會堂大聲唱詩歌讚美我們的神。 郝姊妹的琴加上陳

2013 年 6 月 28 日我和女兒剛剛回到溫哥華的第

惠忠弟兄的指揮，特別能挑動我們的歌聲和感情，讓

四天，就有幸參加了福音營。感謝陳師母幾周前就告

我們在一天開始的時候就把心意全然歸向主。 我還

訴我這個好消息， 讓我把這幾天的時間分別出來好

記得第一首詩歌是《清晨的日光》:

好地與主親近；趙明姊妹前一天夜裡主動來電告知
在營地要注意的事項及需攜帶的物品， 讓我感覺到
很被照顧；其次感謝王會軍弟兄和鄧余姊妹特地開
車從 Richmond 到我住的 Burnaby 接我去營地。我離

開加拿大十年，腦中雖有一些對於溫哥華的記憶，但
是馬上要開車跑長途卻是不敢，好在教會有安排，這
樣我就可以一無顧慮地去參加營會了。

雖經漫漫長夜，晚星也都消滅，
神卻未曾忘記他所定的永約。
當我們正徘徊在死蔭之地離不開，
有一清晨的日光從天而來。
是神憐憫的心腸，眷顧罪人的憂傷，
把我們的腳引導平安路上;
我們唱這詩歌的時候， 也正好有一縷早晨的陽光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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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Summit Pacific College，周圍山野環繞，

進會堂來，照在我們的身上也照在我們的心裡：主耶

有鳥兒的鳴唱和微風拂過，頭頂上藍天碧日白雲朵

穌就是我們生命的日光啊！祂照耀我們的人生路，驅

朵，這對久居鬧市深圳的我來說，有說不出的舒適

散我們的憂傷，施我們以拯救，賜我們平安與喜樂。

感。最讓我感到

營會的主題是《更豐盛的人生》。陸弟兄和楊弟

窩心的是教會十

兄分享了他們信主的經歷和在教會中的服事與成長。

幾年前認識的弟

讓我最有感觸的是，他們日常工作非常的繁忙，陸弟

兄姐妹們，居然

兄是高層管理人員，楊弟兄是技術專家，他們除了做

都還能叫出我的
名字。謝弟兄和
謝師母永遠都那
蕭暉姊妹(右)與趙明姊妹(左)

麼笑容可掬，

好本職工作，在事業上取得成就之外，同時又是教會
的骨幹，花很多的時間在教會作主工。跟他們比起來，
我自覺慚愧。雖每週日去聚會，但是平時卻很少在深
圳的教會參與服事。
四天的營會一轉眼就到了分別的日子，我真想

Grace姊妹早晨還陪我散步，Roselyn姊妹連我女兒

時間更長一些。能有這樣一段專屬的時間跟主親近、

都認出來了(要知道小朋友當時離開溫哥華的時候只

跟眾弟兄姐妹們一起過教會的生活，真是件幸福的事

有三歲)，真沒有想到大家會如此熱情，讓我有一種

情，而不久後我也要

回家的感覺，既陌生又親切，情感上一下子就有了

再回到深圳。不管我

歸屬感。十年不是一個短的時間，可以讓人遺忘很

將要在哪裡生活，我

多事情，但在教會這個大家庭裡，因著主的眷顧與
眾弟兄姐妹的愛，讓一個遠離的遊子一點也不感到
隔閡的，迅速和大家融在一起過教會的生活。想到
這些，我就不由地要感謝讚美我們的主!

知道我們所信的主
耶穌都在眷顧著我
們，而因著信，祂也
讓我們的人生更加
美好和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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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營分享
熱– 2013 福音營

鄧余
趙明

這次福音營兒童部分約

如果有人問我這次福音營的最大感受是什麼，

有二十多位 13 歲以下的小
朋友參加，主題是 “Growing in friendship with Je-

我一定說是“熱”了。
常年習慣了溫哥華涼爽的夏季，這次的

sus” (在與耶穌的友愛中成長)。內容主要是教導孩子

Abbotsford 之行實在感受到了久違的夏日味道，讓我

們:耶穌愛他們，也是他們的朋友，同時讓孩子學習

彷彿回到了上海。高達

在領受耶穌的愛時也能用祂的愛去愛別人。

攝氏 32 度的高溫，加上

感謝主，這次有許多弟兄姊妹花時間預備並全

飯廳和房間沒有空調，

時間或部分時間參與在兒童營的服事，會後也留下

大家一致不停的喝水和

繼續準備隔天的課程至深夜，讓我從中看見是主的

找涼快的地方。最絕的

愛激勵大家一起擺

是講員陸弟兄，自備傳

上。我主要與 Grace

統的紙摺扇隨身攜帶，

姊妹負責帶領大班

讓我想起在大陸的日子，只可惜忘了拍照。早上去晨

的小朋友一起做一

更的路上，打招呼就是問”睡的好嗎?”。無論或誠實

個特別的手工玩具。

或客氣的回答，大家的眼都有些腫。

這個玩具是在空罐

不光天熱，大夥的心也越來越熱，甚至彷彿不睡

中放入二十種小玩

覺精神卻越來越好。感謝神，再一次派遣了祂忠實的

意，再以鳥飼料填滿罐子，外蓋上寫上所有小玩意的

僕人- New Jersey 的楊弟兄和陸弟兄來到我們中間，

名稱，便可以按著名稱找出罐中被鳥飼料掩蓋住的

帶來神的話語，也再一次挑熱我們的心。

小玩意。原本做玩具的用意是讓他們可以送給更小

這一次福音營的主題是“更豐盛的人生”。在晨
更中我們溫習了約翰福音十 10:“我來了，是要叫羊
〔或作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無論我們是
誰，曾經有如何的經歷，認識主耶穌才是我們最大的
福氣。當我聽到和看到楊弟兄和陸弟兄自己的見證，

的小朋友，但其實他們自己也很喜歡，一做好就開始
玩起來。當告訴他們這玩具將被送
給其他小朋友時，大部分的孩子都
很高興，但當中年齡較小的就很不
願意把玩具給出去。

謝弟兄時時蓋過我們的歌聲，謝師母永遠忙碌的身

營會的最後一天我們看見一個

影，陳弟兄在靈裡帶領的詩歌，郝老師一直都給力的

美好的畫面－這些小朋友在台上將這些玩具送給更

琴聲，所羅門弟兄老是默默無聞來回擺弄音響的身

小的小朋友，同時也送給了幾位大朋友及兩位講員。

影，等等，等等，等等…。這些是神活的見證，正如

我真的很為我們這些孩子覺得驕傲，他們每人都願

那天上的雲彩，時時提醒我已得到天下的至寶—主

意將這親手做的玩具送出去，並且真誠的對收到禮

耶穌基督，我的人生已經更豐盛。

物的人說”耶穌愛

感謝神再一次對教會說話，再一次為教會添加
人數，再一次挑旺聖徒心裡的火，願它越來越熱，直
到主再來。

你”，感謝讚美主！
願主祝福所有的小
朋友，以及所有參與
服事的弟兄姊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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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will you honour God?
……..Sharing from youth group
I want to honour God by reading the Bible every
night & doing morning watch every morning. - Jean
I will honour God by spending time with him
through prayer and reading his word. - Emily
I will continue to read the bible and pray
daily, no matter where I am. - Cory

I want to honour God by reading more
of His word daily, and spend less time
on the computer. - Peter

I will honour God by praying every night,
playing piano on Sunday meetings, to praise
& worship God at the Sunday meetings, and
to listen to His word. - Rachael
I will honour God by finishing the New
Testament by the end of 2013. - Jeff

I want to honour God by devoting at least 1/2 hour to 40
mins of my time everyday to spend with Him, either to read
the bible or to pray & worship. - Anna

I will honour God by inviting a few friends to
our Sat. meeting; start the day off with God
and pray for a few mins every morning. - Sam

I will honour God by incorporating
more of Him in my daily life. - Ian

I will honour God by coming to
the meetings every week and
praying every night. - Danny

I want to honour God by thinking
more and praying more. - Jocelyn
I want to honour God by understanding God’s
words and the testimonies to God and being
able to apply those examples in my life by taking
time to read the bible everyday. - Yina
I want to honour God by knowing His words better. - K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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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Gospel Camp

During the Canada Day weekend, more than 100 people attended the
gospel camp hosted at Summit Pacific College at Abbotsford. Uncle David
and Uncle Charlie joined us all the way from New Jersey to share their life
journeys with God. During the meetings, we touched on four blessed characters in the Bible, which were Ruth, David, Esther and Daniel. The one
thing they all have in common is how they honored God and God honored
them back tenfold. When the two uncles shared their testimonies for God, I
was able to see how faithful they have been to God. Even if it meant changing their life completely around they were still able to praise God and accept God’s plans for them. Uncle David used to be one of the top cellist in
China as well as in the university he attended in the States, but when he
realized being a professional cellist would not allow him time to serve God
he chose to honor God and specialize in the computer science area without
any hesitation. In the end God honored him back by giving him one of the
most prestigious positions in AT&T and granting him the grace to serve
God. Many times we are weak when it comes to making decisions to honor
God. We tend to choose what feels the easiest to us and ignoring God’s
will for us. At the gospel camp, God taught me through the two brothers
to follow and honor Him and He will do the rest.
- Susan

What Uncle Charlie had prepared for the young people, I felt, was valuable
to everyone and really touched the young people. The most memorable meeting Brother David had with us was when he spoke to us about choosing what
God wants for us. He told us about how he decided to give up his life of being
a professional cellist to follow what God had planned out for him in computer
sciences. The success he has achieved despite not being familiar with the field
really gave great testimony to the grace of God’s will. Brother David tied in
the idea of following what God planned with choosing a university to go to,
which, being a recent high-school graduate, I could relate to. I had originally
planned to go into commerce for post secondary, but decided to take a communications program after a suggestion from Brother Daniel, before he moved
to the Church in Delta. I really think this is the program God chose for me, and
after this conference, I have renewed spiritual vigor in pursuing the glory that
God has planned out for all of us. Amen.
- C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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