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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春季福音營:
春季福音營: 福杯滿溢
活水的江河
劉珏
我們這次特會的主題是"福杯滿溢"。但在整個信息交通的分享中，並沒有交通到"子孫滿堂的福"，
也沒有交通到"事業亨通的福"，更沒有交通過"錢財發達的福"。 帶領弟兄一開始就以詩篇二十三篇"耶
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為題，一直交通到詩篇十六篇"耶和華是我的產業，是我杯中的分...我
的產業實在美好"。弟兄還以雅各書 1:17 "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從眾光之
父那裡降下來的..."，讓我們看見我們的神乃是萬福的源頭，祂所賜的是生命的福。
整個特會有 5 位香港來的弟兄姊妹作見證，知道見證的順序有無特意的安排，但聖靈一定是作了精
心的設計，完全是按著"福"、"杯"、"滿"、"溢"來見證的。因為帶領弟兄第一堂就啟示了"福"是從神而
來，而 3 位弟兄則相繼作了他們如何得救，如何接受主耶穌的生命成為他們的生命的一個"滿"的見證，
而 2 位姊妹卻見證了她們嫁到她們丈夫家後如何把她們所得的生命見證並傳給丈夫家還未信的家人，並
為他們禱告，使丈夫家裡的人都能一一歸信主，這是一個生命"溢"出來的見證。
聖靈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要見證主耶穌，好叫人能認識他；聖靈也籍著神的話來開始工作，聖靈更
因著神在溫哥華的教會、在香港、在北京、在深圳…多地多方多時多聖徒的禱告，在聚會中開始他奇妙
的工作。約翰福音的第一章就說"生命在他裡頭"，"他"就是我們的主耶穌，所以生命就在主耶穌裡面；
到了約翰福音的第四章，這生命到了我們的裡面，主耶穌說這生命"要在我們裡頭成為泉源"，這是一
個"滿"的過程；到了約翰福音的第七章，主耶穌要讓我們將這在我們裡面的生命"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這樣看來，"溢"出來的生命乃是主對我們的要求和目的，"滿"只是一個過程。聖靈也就藉著 2 位姊妹同
時在臺上作"溢出來"的見證的時候，將聚會推到了高潮，所以當帶領弟兄藉著一首詩歌開始呼召的時
候，"水到渠成"，聖靈就像洪水一樣，衝開了
許許多多人心裡的閘門，許多姊妹都感動得
流淚，更有十幾位的福音朋友決志接受主。感
謝主，讓我們真真實實地經歷了聖靈在我們
中間的工作！
求聖靈繼續在我們身上作更深的工作，直到
我們能流出"活水的江河"來，使我們無論在
哪裡，都能成為周圍人的祝福，成為家人的祝
福，也能成為萬民的祝福，成為萬國的祝福！
香港來的弟兄姊妹們
(前排中間為唐家三兄弟, 左右各為其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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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王東

裡摸爬打滾、爾虞我詐，外表風光但心力交瘁，可
我自己又為他們作了什麼呢？以往每次想向他們
傳福音，心裡就打退堂鼓、沒有勇氣。福音營"福
杯滿溢"信息，使我經歷到主的祝福，我清楚的知
道他的美善。唐氏弟兄、姊妹所做的見證使我剛強
壯膽，我的這些親屬們，他們需要我把主最美好的
祝福傳給他們，他們需要主住在他們裡面。福杯滿
溢，應該是我自己被充滿，又流出來，流給身邊的
人，這才叫滿溢。不管他們對福音能夠領受多少，
但我相信主會做工、會伴我同行，不論走在高山深
谷，我知道，這是最美的祝福。

"在我的歌聲裡，
，我用音符讚美你
我用音符讚美你，
，
"在我的歌聲裡
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頌揚的"
為著這次"福杯滿溢"的福音營，我們在 Sherry 姊
妹的帶領下，用了兩個月的時間預備福音營唱的
詩歌；在這預備的過程中，我的屬靈生命得到了
供應而成長。這些歌曲，曲曲經典，常常縈繞耳
畔。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帶領；那美妙的旋律常
常情不自禁的哼唱起來；在歌聲裡，主的愛得到
弘揚！在歌聲裡，我們的信心得堅固；在歌聲
裡，福音朋友聽到了主的召喚。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認識主耶穌
就是能認識主耶穌，
，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信靠主耶穌
就是能信靠主耶穌。
。"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在這次福音營，我最有得著的就是唐家弟兄姊妹
所作美好的見證，如雲彩圍繞著我們。福音營的
主題是"福杯滿溢"，這來自聖經詩篇 23:5 -"
"在我
敵人面前，祢為我擺設了筵席；祢用油膏了我的
頭，使我的福杯滿溢"，而唐家二哥 Jack 所做的
見證尤其打動我。從我在國內的經歷，深知他信
主是多麼不容易。他的受浸歸入主名，最重要的
是有家人不斷的為他禱告、不斷的傳福音，更邀
請他參加福音聚會有七年之久。雖然遭到他不斷
的推託，但家裡人從未灰心、放棄；最終二哥相
信、受浸。成為基督徒之後的二哥，煥然活出嶄
新的生命，雖然職場環境沒有改變，但他的心改
變了；成為在基督裡新造的人，有喜樂自內心泉
湧。並成為主榮耀的見證。

王東弟兄與劉獻偉姊妹

福音營體會
周順興
福音營，改變了我的人生和思想觀念，從一個
無神論者，轉變為一個基督徒。我深深體會，祢愛
的寶貴，我將永遠追隨祢，一步一步跟著祢走到永
遠，永不後退。
在福音營的日子裡看到了、聽到了唐家兄弟姊
妹對福杯滿溢的體會，及其他弟兄姐妹們對主的
愛，使我深感世上只有一位神、唯一的神，那就是
我們的耶穌，祂是我永恆生命的主，我將永遠得到
祂的愛，我將永遠歌唱一首天上的歌，那就是神的
歌。

"走在高山深谷，
，祂會伴我同行
祂會伴我同行；
；
"走在高山深谷
我知道，
這是最美的祝福。"
。"
我知道，這是最美的祝福
我不僅聯想到我自己的家人，包括父母、姊夫、妹
夫…等等其他親屬都是常年在中國的商業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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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夢成真
崔海霞
一直以來，神學院在我的眼中是迷信的、古老
的、甚至是頑固不化的，花大好的光陰來這裡讀大
學簡直是拿生命在開玩笑，我經常懷疑那些讀神學
院這類大學的學生，他們的腦子是不是有問題？他
們的家長是不是腦子也有問題？帶著對這些問題
的不解，加上我的房東太太催促我一定要來參加這
個福音營，於是週五 Jerry 放學後，我們隨著朋友一
起來到了這個地方。
有人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行萬里路不
如閱人無數。這次探索的福音營之旅，對於我和
Jerry 來說，絕對稱得上是一次奇妙的、萬分收穫的
一次旅程。來到營地，志願者兄弟姊妹都已經出來
迎接我們了，給我們配好了房間的鑰匙，還要親自
帶我們去到房間。等我們放下行李，引領我們去飯
廳吃早已準備的自助晚餐，讓我最為感動的是，我
們之前素不相識，他們一見到我就能叫出我的名
字，當然還包括 Jerry，那種親切感經常叫我覺得自
己無地自容，因為儘管他們對我這般友好，我還是
記不住大家的名字，大家的噓寒問暖襯托出了我的
狹隘與弱小。我早就習慣了出門都是靠著自己，自
己找吃的、喝的、用的等等，很少依靠別人，當然
也不會去為別人去想、去做以及操任何心。在教會
這種大環境中，他們不一樣，他們都在為別人考慮
著，每一個人都在努力地在為別人服務，這種服務
不帶有任何報酬，沒有任何私利的心，越是這樣，
越發覺得感動；每當這個時候，我就在想，要是在
國內，也有這種大量的組織該有多好，大家也這樣
相互扶持，不帶功利自私的這種團體組織一定能給
社會帶來滿滿的正能量。但是，我知道，在咱們中
國，這些太難太難，大環境不允許，人太多了，資
源太少了。在這個弱肉強食的社會裡，優勝劣汰自
然傳承著老祖宗流傳下來的自然界生態法則。
我很慶幸能在我 36 歲的時候來到這樣一個美
麗的國家。這裡的人都是慢節奏，沒有過多的生活
壓力，沒有過多的勾心鬥角，沒有過多的競爭，沒
有加班，沒有勤奮；擁有的，就是這樣原生態的自
然生活，大家都感覺到很滿足。儘管，這對我來說
是極為寶貴的學習閱歷的一年，我沒有別人預期的
那種學術成果，沒有完成國家花錢把我送出來的最
初衷的目的，沒有親朋好友想像的那種出來鍍金，
回國就會升職的美麗夢想。但是我太滿足，太慶幸，
大家想要的，大家預期的，都不是我想要的；現在

我得到的，正是我苦苦經營，苦苦等待了 36 年的美
麗夢想--我要重新為我自己而活！
這次營會的主題是"福杯滿溢"，從香港來的
基督徒一大家子為我們講解著他們的見證，他們
對主耶穌的信仰與深深的愛，那種愛，在那種環
境下，你真的會被感動。我實在想不出這是哪來
的力量，很多人哭了，是真的哭了，流著熱淚唱
著祝福歌，向來鐵石心腸的我也被融化了、驚呆
了，我深深地被這些兄弟姐妹折服了！

崔海霞姊妹與兒子Jerry

Jerry 跟孩子們在一起，有專門的老師照顧培
養，至少三、四個年輕大學生模樣的老師在耐心地
教育著這幫孩子們，他們真的沒有任何報酬，而且
參加這種福音活動還要繳費，換成是我們在國內的
話，肯定會覺得不可思議；但是，在這裡，他(她)
們確實是這樣做的。期間，孩子們學會了唱英文讚
美歌，學會了愛 Love、喜樂 Joy、和平 Peace、忍耐
Patience、恩慈 Kindness、良善 Goodness、信實
Faithfulness、溫柔 Gentleness、節制 Self-control 等
九大主題的真實含義。大的孩子照顧著小的孩子，
他們還組織了球類運動，排球、籃球、足球，孩子
們表現的一點都不差。偌大的一個運動場，孩子們
英勇善戰，非常有愛；室外的廣場上，有人跳起了
小蘋果，還有弟兄帶來了幾大箱柳丁、兩盤超甜的
西瓜…每一個人臉上都掛著笑。
這次的活動，還有來自北京的朋友、臺灣的
朋友、美國的朋友，當然最多的還是咱們溫哥華
的朋友。向籌辦教會福音營的各位致敬，大恩不
言謝，真是福杯滿溢，很多兄弟姐妹都特別熱情
友好，沒辦法一一記錄了。總之，這次活動給我
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我好似也感覺到
自己已經得了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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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Gospel Camp : My cup overflows with Your blessings
Ian Chen
In the children’s camp of the 2015 Summit Pacific College retreat, they learned
about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More specifically, they learned about two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ruit: love and patience. One of the main goals of this camp was
to teach the children to exercise what they learned and not just remember it.
For example, a child might say “I love Jesus” at church meeting but be hurtful
toward their siblings or parents at home. Another goal was showing them that in
order to be called Christians, one must demonstr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at all times.
As a first time children’s camp leader, the preparation for this camp really helped with the execution. It was
very organized because we were following a book and everyone knew what to say and when to say it. During the
camp, I thought it went well as the children looked like they were having fun and learning at the same time. As
for serving the children, it was difficult but one thing I learned was that in order to teach love and patience to
the children, I first must have love and patience towards them.

Theodora Ng
This year for the children’s camp, the children learned about growing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I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opics in the Bible
and as we were preparing to go over two characteristics, I was impressed by the simplicity of the material. Perhaps as I have gotten older, I have learned to think more critically which caused me to overthink,
but through the camp I was reminded to go back to the basics. The characteristics that I have started to think were impossible to achieve
seemed more achievable because
only through the Holy Spirit am I
able to bear good fruit.
So through the camp as I was teaching the children, it seemed like I was
also learning with them. When we were teaching patience, they were
teaching me to exercise patience when they weren’t listening. It was difficult at first but through much prayer and focus on the Lord, we were all
able to abide in the vine, our Lord, who gave us the patience and love to
teach the children. Teaching these children and watching them learn has
really inspired me to want to continually lead them to God’s Word.

Coming Up — Next Issue features testimonies from HK saints!

你錯過今年的福音營嗎? 下期生命園地將有: 香港弟兄姊妹的精彩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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