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園地
第三十一期 (2014年6月) 北美基督徒中心出版

2014 福音營: 歡樂的人生
歡樂的人生哪裡找〜 2014 春季福音營
趙明
今年福音營的主題是「歡樂的人生」，三天下來，郝弟兄用聖經與大家全面地交通了如何得到
歡樂的人生。不光使初來的福音朋友認識了：＂神就是愛，就是喜樂＂，主內的弟兄姊妹更是大受
鼓舞。
每一堂的信息都十分摸著我，其中最有感受的就是提摩太前書 6:6 -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
是大利了。歡樂的人生是一個知足的人生。
郝弟兄在分享的詩篇 90 篇第 9-10 節裡提到：我們度盡的年歲好像一聲歎息；我們一生的年日
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
在世界裡，我們有快樂，但都是短暫的，因為我們很快又去尋找下一個目標和獵物。＂人心不足蛇
吞象＂，我們永遠不會滿足。人的一生在無止境地追求中到達終點，留下的只是一聲歎息。正如打
水的撒馬利亞婦人(約翰福音 4:3-29)，已經有五個丈夫，現在有的，並不是她的丈夫。婦人一次次
失望，終究找不到人生的滿足。
那麼到底有沒歡樂人生哪？聖經告訴我們唯有主耶穌能滿足。約翰福音 7:37-38 - 節期的末日，
就是最大之日，耶穌站著高聲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 ' 從
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活水就是神的生命，就是聖靈、活水的泉源。當我們得到了這泉源，
我們在任何境況下都能滿足了。
在這兒分享一段郝弟兄最喜歡的經節 - 腓利比書第四章 10-13 節：
4:10 我靠主大大地喜樂，因為你們思念我的心如今又發生；你們
向來就思念我，只是沒得機會。
4:11 我並不是因缺乏說這話，我無論在什麼景況都可以知足，這
是我已經學會了。
4:12 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饑餓、
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秘訣。
4:13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講員 郝繼霖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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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什麼？
張健
感謝主此次差遣他的僕人，香
港的郝弟兄來我們生活營傳講
神的話語。當我暫離世俗的攪
擾，專心聆聽弟兄的交通，每次
都大有得著。但最讓我驚奇的是郝弟兄藉著四個
字「下來、上去」講明了「信什麼？」這個似乎明
白又難以說清的問題。

之前當有人問起我為什麼要信基督的時候，
往往我會說出很多的理由，但當被問起基督徒究
竟信什麼的時候，反而覺得很模糊，始終覺得沒法
簡單明瞭的表達自己究竟信了什麼。主借著郝弟
兄給了我四個字「下來、上去」。「下來」就是我
們相信耶穌基督是神差遣下來。羅馬書第十章 6
節：唯有出於信心的義如此說：「你不要心裡說，
誰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領下基督來)」。
「上
去」就是我們相信耶穌基督死而復活升天上去。羅
馬書第十章 7 節：誰要下到陰間去呢(就是要領
基督從死裡上來)？以前讀經時肯定也讀到這處
經節，但從未注意，即使注意也沒有理會。
羅馬書第十章 8-9 節繼續說：他說：「這道
離你不遠，正在你口裡，在你心裡。」就是我們所
傳信主的道。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相信神叫
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
在我們向福音朋友傳講福音的時候，最讓我感
到卻步的是我們基督徒在世人的眼裡是「神神叨
叨」甚至「迷信」的一群人。我母親就經常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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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裡關照我身體有狀況了要去看醫生，不能信了
神就不看醫生。每次我都要解釋一番。因為害怕被
人看成是「神神叨叨」或「迷信」，我們不敢放膽
傳講主的道。在信仰缺失的地方和人交流的時候，
稍微有良知的人都會說：不管是基督教還是佛
教，只要相信點什麼總比沒有信仰好。這話聽起來
有道理，但卻成了抵擋真道最頑固的盾牌。這也是
為什麼在信仰缺失的地方，敵基督、假先知、迷信、
拜偶像甚至巫婆神漢大行其道的原因。今後我知
道我可以用這最簡單的四個字向世人說明我相信
了什麼。至於為什麼要信耶穌，每個基督徒都可以
見證因為信了耶穌給自己帶來的生命的改變。作
為基督徒，我們不需要說什麼大的道理，只要活出
神的生命，叫世人知道和看見基督徒生命的改變，
主福音種子自然種到他們的心裡。當世人知道信
了耶穌，我們的罪惡可以得到赦免並得著神的生
命，全人得到徹底的拯救，我們可以卸下一切的愧
疚和包袱，可以通過悔改而得蒙救贖，並且這樣的
救贖是主耶穌白白賜給的時候，有多少人還能找
到理由去抵擋這樣的恩典呢？
實在感謝主藉著郝弟兄生活的經歷，在幾天
的交通裡為福音朋友也為我們這些聖徒們分享了
很多聖經經節和見證。從經節到現實，又從現實回
到經節，讓我切實感受到神的恩賜，並且如何運用
神寶貴的恩賜來生活。
讓我們大聲說「凡信他的人，必不至於羞愧。」
哈利路亞！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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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終前得救

郭玉昌
我的太太，好姊妹肖文雅於2013年12月24日
因患胰腺癌去世，安息主懷。
她是一個無神論者。在中國，領導讓她寫入
黨申請書，她不寫。她不要加入任何組織，不受
組織的約束。來加拿大後，我於2006年4月16日
受浸，牧師、朋友和我多次勸她信主，她都不
肯。但她願意參加教會的一些活動。我多次給她
傳講福音，她冰冷的心逐漸開始融化，對基督有
了一些正面的認識，但還是不肯受浸，說：「基
督在我心中就行了。」

從受浸這天起，肖文雅就像變了一個人似
的。舊事已過，一切都是新的了。她臉上有了笑
容，聽讀經很認真，像著迷一樣，還不時提些問
題。有一天，我下午4點去醫院，一見面她說：
「老郭，我要吃飯。」我說：「5點半才吃晚飯
呢。」她說：「你怎麼這麼傻呢,
我要聽讀經
啊！」住院牧師看她如飢似渴地學習聖經，就從
醫院借來放錄機，給她聽一些牧師、傳道人的講
道資訊。有時她聽得笑出聲來，有時點點頭，神
的話像雨露一樣澆灌著她乾枯的心。
醫生徵求她治療方案時，她堅持不治療、不
搶救。她是個病人，又是一位臨終的人，從受洗
到去世不到兩個月，在此期間，她沒流一滴淚，
沒有一點兒痛苦的表現，沒有一點兒遺憾。她看
到我們難過流淚，反來安慰我們，「不要這樣，
我是名基督徒，要到天家，過更快樂的生活。」
她多次說，我成為一名基督徒，信靠主是我一生
最大的祝福。
的確，是基督在她心中，是基督的慈愛和眷顧
伴她走完人生最後的日子。感謝讚美主！

張健弟兄(左)與郭玉昌弟兄(右)

2013年10月，她感覺身體不適，吃飯後想
吐、腰疼。去看醫生多次，總以為是胃病。11月
1日去列治文醫院看急診，經做CT診斷為晚期胰
腺癌，已擴散到整個腹部，醫生說壽命3～6月。
11月18日她住院當天就跟我講：「老郭，趕快請
牧師，我要受洗！」當天下午3點，同在堂教會
陳牧師在王弟兄的陪同下來到醫院給她施洗，成
為一名基督徒。對她的這一決定，牧師、教會的
弟兄姊妹都很高興：肖文雅有福了、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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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靠救我的主誇耀
王會軍
題記：
喜樂的人唱不出憂傷的歌！因為耶穌基督就是我
們的喜樂和力量，我要靠救主的名誇耀！
沒有認識神，我們度盡的年歲，好像一聲歎息。
（詩篇 90：9下）
很感恩這次生活營神帶領我們和一位來自香
港的弟兄一同傳福音，雖然他是講員，但更多的
時候給我們看見一個屬靈的人在神面前如何存清
潔的良心，謙卑順服神的引導，正如詩篇34:2唱
的: 我的心必因耶和華誇耀；謙卑人聽見，就要
喜樂。郝弟兄有可誇耀的屬世成功，卻看不到一
絲因為蒙福而自傲的驕俗之氣，始終將一切榮耀
歸給神。更有一顆催促莊稼的主差遣工人收割的
熱切之心，為著教會的傳承滿有恩典和憐愛，實
在值得我們服事神的人學習，凡事尊主為大。
福音營中，郝弟兄借用詩篇90篇描述沒有主
耶穌的人生：勞苦愁煩，轉眼成空，如飛而去。
因為人若不相信神，一生的日子就在神的震怒之
下，其罪孽擺在神的面前，他們的隱惡更是顯露
在神的審判光中！原來萬物在那與我們有關係的
主眼前，都是赤露敞開的，並且被造的，沒有一
樣在他面前不顯然的。人一旦離開神這活水的泉
源，為自己鑿出池子，卻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
子。無論你如何努力，都擺不脫勞苦愁煩！所謂
虛空的虛空，如煙飛去！
人靠自己能夠知足嗎？不用看別人，看我們
自己，就知道什麼是欲壑難填！比如手機一樣，
不知不覺我們擁有太多我們原本不需要的東西，
可我們還是在搜集，還是在無止境的為明天積累
預備，因為我們作不到如飛鳥那樣一心仰望神的
供應，因為我們還是不願意放下，我們還有辦法
自己施展義行，卻不知這一切也赤裸展開在神面
前，願神憐憫我們，不再為世上不能長久、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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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會軍弟兄(左一)與張弟兄、講員合影

如煙飛去的東西而愁煩。經上說:貪財是萬惡之
根，有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用許多
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深哉，神的話實在精純，比
精金更加精準。如果我們的作為沒有和神的工程
掛鉤，一切努力和追求不過都像草上的花，日頭
出來，草必枯乾，花必凋謝。世上的東西終究不
能滿足靈魂的虛空。
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
(提摩太前書6：6下)
既然世界上的人和事如此不能長久，不能倚
持，我們該如何擁有一個積極而滿有飽足的人生
呢？求神指教我們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
著智慧的心，這是郝弟兄的勸告，也是神人摩西
面對苦短人生的禱告。因為世上的誘惑和事物實
在太多，很容易叫我們漏掉我們的日子，包括屬
靈的福氣，所以我們唯有在耶穌基督裡才能真正
明白什麼是有恆久價值和不能朽壞的東西，值得
我們去投資和追求。因為惟有基督才使我們與神
的產業有分，而且滿有天上屬靈的福氣和產業！
求神憐恤我們，使我們一生飽享聖愛不偏
離。就像大衛飽足喜樂的金詩：你必將生命的道
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
有永遠的福樂。什麼時候我們沐浴在神的慈悲憐
憫之中，什麼時候我們就能口唱心和：論到世上
的聖民，他們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悅的。因為人
生最可怕的就是愚昧無知的人不認識自己的糊
塗，阻擋神還認為自己在服事神，或者行著正直
和公義。願神憐恤我們，賜給我們回頭的亮光，
認識到我們所有隱而未現的罪，真正體會屬肉體
的可惡，才能真正為神所用，成為神聖潔的器
皿，榮神益人！願我們真正寶貝愛惜神的選民，
看他們又美又善，彼此激勵堅固，使神的愛落實
在看見的地方！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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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也勉勵我們求神使我們早早飽得祂的
慈愛，好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認識神越
深，越寶貝和神的同行，越願意信靠神作我們
的安慰和磐石！很多時候我們在思想和意念中
尊神為大，卻在生活行動中忘記了神的存在和
祂願意祝福我們的心！我們越早放下個人的長
處和努力，越體會到神的真實，越願意將自己
交 託 在 神 的 引 領 中 ！我 們 的 難 處 是 沒 有 意識
到：不是神不願意祝福我們，而是我們沒有足
夠的信心和智慧完全信靠順服！人饑餓非因無
餅，乾渴非因無水，乃因不聽耶和華的話(阿摩
司書 8:11)。如果我們早日明白神的憐憫和大
愛，早日投身其中，我們也必早日蒙福，神也
早日在我們身上得到榮耀和滿足。願我們認識
神更多更深，更喜愛祂的慈愛！

窮、或飽足、或饑餓，我們都能靠那加給我們
力量的耶穌基督，平靜安穩、喜樂地生活。雖
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
不效力，田地不出糧食，圈中絕了羊，棚內也
沒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
神喜樂(哈巴谷書3：17-18)。這是我們勝過環
境和試探的秘訣，祈求神使我們常常喜樂！什
麼時候我們渴慕並時刻尋求神的祝福和帶領，
什麼時候我們就可以在基督耶穌裡誇勝，祂是
愛我，為我捨己，在十字架上成功了救贖，叫
我們一切蒙召的人活著不再是自己，乃是基督
耶穌在我們裡面活著！面對生活的挑戰，我們
不祈求神挪去攔阻船前行的巨石，只求神有足
夠的河水使船越過石頭。喜樂的心就是良藥，
而耶穌基督就是我們喜樂的新生命！

我們還得學習住在主裡面，求神照著他使
我們受苦的日子和我們遭難的年歲，叫我們喜
樂。什麼時候我們真正認識神，或豐富、或貧

我的心必靠耶和華快樂，靠他的救恩高興
(詩篇 35:9)。如果我們擁有了主耶穌，就開始了
歡樂的人生，祂的話、祂的名就是我們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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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深處滿足的喜樂
劉獻偉
弟兄姐妹們，不知你們是否常常覺得年紀越
大，幸福快樂的感覺就越少；在生活的重壓下，
常常悵惘，而不是喜樂。相比而言，孩子們的喜樂
那麼真實、那麼容易。人生中充滿了起起落落，撲
面而來的不過是生活，我自己更不記得自己有多
少天不能開懷大笑，我們的一生真的像聖經中所
講的不過是勞苦愁煩，如飛而去！直到在這次福
音營中看到郝弟兄，他的身上不但有基督徒應有
的喜樂，更傳講了該怎樣得到這種喜樂！
一方面，我想好多弟兄姊妹都像我一樣深深
地折服於郝弟兄的幽默談吐，和一個個讓人捧腹
大笑但卻引人深思的見證。郝弟兄本人站在我們
面前，就是充滿了喜樂。如果我們用搜尋引擎來查
找郝弟兄，你會發現他是一個熱愛工作，並且很有
工作成就的人。但是他謙卑在主面前，每週末不辭
勞苦，往返于深圳和香港之間，服事並事奉主。我
印象最深的一個見證，是他竟然在星期一的早晨，
一邊爬樓梯，並且是三步併做兩步，一邊嘴裡大聲
唱著喜樂的歌曲去上班。要知道這樣的一個動作
讓旁邊聽見的清潔工都大為讚歎！在郝弟兄看
來，工作的場地是主賜的甘美之地，是主為我們每
個人用繩丈量的，在他的內心深處有喜樂和滿足，
並能讓這喜樂漫溢，從心底湧出，影響到周邊的每
一個人，同時能為主做美好的見證！反觀我自己
往往是在星期天的晚上就開始愁煩，因為星期一
又要開始一周繁重的工作。對於工作，更多的是抱
怨；對於生活，更是疲于應付。因此，我告誡自己，
在從福音營回來工作的第一天，改變自己的態度，
用愛來擁抱工作；自己不經意的變化，被周圍的
同事看見，都覺得驚奇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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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獻偉姊妹(右一)

另一方面，在聖經中其實有很多關於喜樂的
金句，比如﹕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
(箴言 17:21-23)
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
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詩篇 16:10-11)
其實主已經將喜樂的心放在我們的靈裡，但
我們不會使用、不會聆聽。我們總是像使用工具箱
那樣使用主，只在我們最需要的時候拿來，不需要
的時候放在一邊，所以我們的人生處處碰壁，但仍
不自知。如果我們能時時刻刻活在主的話裡面，那
將會容易許多。在這次福音營中，郝弟兄更將重點
概括成四句話：
Teach us. Compassion on your servant. Satisfy
us with your mercy. Make us rejoice.
我們要學會數算自己的日子，我們需要主對我們
的憐憫，這樣我們才能有永遠的福樂！

我想這一次的福音營，每位弟兄姊妹、福音朋
友都不同程度的有所得著，願這些話語成為我們
人生的幫助，願喜樂從我們的心底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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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ould tell the Spring Gospel Camp this year was a great experience for both our new friends and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 meetings,
where we listened to a brother from Hong Kong, Peter Kok, were rich
and easy to follow. What I took away from the messages he shared
with us was that we must know what we believe in, that our Lord Jesus
rose from the dead and ascended into heaven. I thought the way he
emphasized this fact was very important, and a good message to listen
to, as a reminder for our everyday lives.
All of the young people enjoyed the camp very much. From the morning meetings, to lunch, and
through the evening, you could tell everyone was having a good time. I especially enjoyed the time when
we had singing. With brothers and sisters leading the singing, and a couple of good songs, the singing was
very upbeat and energetic, and you could feel that the Lord was in our midst for the meetings. I also helped
with the children’s meeting this year, writing and playing in a modern skit of the parable of the Prodigal
Son. I found this to be a somewhat tiring, but very rewarding experience. It was great to revisit the parable
and add a twist to it for the children, especially when we saw them listening intently during the time we
were on stage. Overall, the camp this spring was a lot of fun, and a very rewarding experience spiritually
for myself, and, from what I observed, many, many others.
- C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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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Gospel Camp :

One of the things that touched me during this year's Gospel Camp was the story of Nick Vujicic, a person
who was born without arms or legs. It was during the second evening meeting that we were shown a video of
his life and his ministries in Europe. My mother had actually shown me his story before at least a year ago.
What really touched me this time is that the video showed him showing love for everyone he came across.
One case that stuck out from the rest was when he asked some troublemakers during one of his speeches to
come up because he wanted to give them a hug. The leader of the troublemakers burst into tears almost immediately after he hugged Nick, showing that he was touched by Nick's love.
It makes me really happy that God was able to use Nick as a vessel in order to spread the Gospel. The
verse that comes to mind when I was reminded of what he is doing is John 9:1-3, which states: Now as Jesus
passed by, He saw a man who was blind from birth. And His disciples asked Him, saying, ''Rabbi, who
sinned, this man or his parents, that he was born blind?'' Jesus answered, ''Neither this man nor his parents
sinned, but that the works of God should be revealed in him.''
I thought afterwards, if he can be happy and he can make others happy despite not having limbs, then I
should not be stressing out about things in my life, but instead I should be more relaxed and focus more about
spreading God's love and joy of salvation.
Another experience that I felt was touching was one of the songs we sang. The translated title of the song
was ''The Joy of the Lord Is My Strength''. I really liked the melody because it made me feel joyful. This was
the joy that we can experience by experiencing God by laying all of our worries on Him.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 should learn to do more. When I first heard about this year's Gospel Camp, I was in the middle of studying for exams. My parents asked me if I wanted to participate, and I quickly made the decision to go. I'm glad
that I made this decision.
All in all, I really enjoyed this year's Gospel Camp.
I was happy that we had a lot of Gospel Friends joining
us this year. I hope that they can take the words of this
year's camp to heart and continue to come to meetings
and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rd. I also spent a
lot of time helping the children. They were very energetic and it was fun helping them with the activities.
This limited how long I was able to listen to Peter Kok's
messages, but I am glad for the time that he was able to
spend with The Young People.
This year's camp has been a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me and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and I hope that I will
be able to continue to participate in the future.
- K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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