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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生活營

豐盛的平安
但謙卑人必承受地土,
以豐盛的平安為樂. ~ 詩篇三十七:11
活出真平安
趙明 Angela
2019 年的生活營已經過去了，但留下的的確大
大改變了我的實際生活。
正如謝弟兄在第一天晚上所交通的，我們信息
已經聽得太多了，但實際生活還是老樣子。這一次
沒有特定的信息、講道，有的是關於平安的聖經節、
詩歌和出自聖靈的即時見證分享。
我非常享受每天的經節和對應的詩歌。經節
是每天遞進的，什麼是平安？平安在哪裡？如何
得到平安？如何經歷並活出真的平安？在詩歌的
引導下，經由經節的反覆選讀和禱告，最後是弟
兄姊妹的自由見證分享。每一段都扎扎實實地進
入我的心，把我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境界。

是仍舊按原計劃來溫哥華參加生活營。在等待檢
驗報告的幾天裡，姊妹每晚都睡得安穩。第一個
活檢是沒有問題，但第二個是剛才收到通知：一
切正常。姊妹把一切榮耀都歸於神，也告訴我
們：要為人求平安之前，自己要先經歷神賜的平
安，並相信神會賜平安！
最後和大家分享一段營地裡的詩歌：
遮蓋我，在你大能手中。
當大海翻騰波濤洶湧，我與你展翅暴風上空，
父你仍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靜知你是神。
我靈安息，在基督裡。你大能使我安然信靠。
願我們都經歷並活出神的真平安！

"約翰福音14章27節：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
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
的。你們心裡不好憂愁，也不要膽怯。"
在見證分享階段，香港的端容姊妹上去分享
了一段關於真平安的實際經歷，大大地震撼了我
們大家。大意是這樣的：端容姊妹發現她的弟
兄，就是去年來的史弟兄最近很疲勞，催他去驗
血，結果發現癌症指數大大超標，需要進一步的
檢查。因為史弟兄的同學和同僚都是醫生，都說
活檢的提取物不是很樂觀。這正好發生在生活營
前，但姊妹和弟兄有禱告，有來自神的平安，於 李林弟兄、趙明姊妹、郭端容姊妹與史有毅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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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端容 Karstin Kwok(香港)
我是郭端容姊妹，我弟兄是史有毅。去年，
我弟兄參加了溫哥華教會生活營，他充滿喜樂的
回來，一方面被神的話充滿，另一方面，強烈地
感受到溫哥華教會弟兄姊妹的愛與關懷。所以鼓
勵我今年一起前往參加聚會。
今年生活營的主題是「豐盛的平安」，但我
卻剛剛經歷了一件人看為不平安的事。
在我們來溫哥華之前兩星期，我發覺我弟兄
很疲倦，精神體力也變差了，所以我建議他去抽
血檢查。一星期後，報告回來顯示血液中有不正
常的癌症指數，比正常指數高出一倍，弟兄本身
是醫生，在他同班同學所給的意見下，立刻被安
排全身的電腦掃描(Petscan)以定位癌細胞的活躍
地方。幾天後，掃描報告顯示弟兄的咽喉部份有
不尋常的癌細胞活躍情況，所以立即安排作咽喉
內窺鏡檢查加抽活性細胞組織化驗。同時間，因
這血液癌指數也與大腸癌有密切關係，所以醫生
也建議照大腸內窺鏡加抽活性細胞組織化驗。由
於這兩個檢查化驗的結果在我們上機前還未能發
放，所以我們帶著一個不平安的心情來參加這次
生活營。
弟兄是一名已有三十年經驗的急症室醫生，
他對病理的認識固然比我多，但當我看見他在一
星期內進行三個突如其來的檢查，並在前後過程
中看出他有不安，我開始感受到這次可能真的出
了問題，也開始思想是否是他三年前割了右腮口
水腺腫瘤的後遺症？或是會有復發轉移變為癌細
胞等等思想，不斷湧現我腦海中。我雖不知將會
怎樣，但我只知道神掌管明天，一切必有神的旨
意和安排，所以我只好把一切憂慮交給神，因為
知道神必顧念我們。
我因不想使同行前往溫哥華生活營的弟兄姊
妹擔心，因為弟兄姊妹帶著一份喜樂的靈前往，
不想因此影響大家的心情。也不想家人憂慮，因
我們聚會後還得前往多倫多參加哥哥女兒的婚
禮，所以決定不把事情告訴身邊的任何人，即或
同行前往溫哥華的禱告同伴Pauline姊妹，我表現
正常，開開心心與他們同往，任何同行弟兄姊妹
也不察覺我們心中的重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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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端蓉姊妹(左)與趙明姊妹(右)
我只是把這事告訴神，向神傾訴，向神投
倚。在出發前兩天，神感動我把這事告訴教會一
位長老程蒙恩弟兄，他在電話中與我切切禱告，
仰望主的憐憫，求主開恩並把所有交給主手中，
不過程弟兄也建議我們也許取消這行程，免得報
告發放後，若有不良結果會延遲處理，影響健
康。程弟兄甚至說可致電溫哥華教會負責弟兄為
我們解說因由，但我再三說不必麻煩弟兄，看主
怎樣帶領，便怎樣行吧！
五月十五日到達溫哥華，受到溫哥華教會弟
兄姊妹熱情的款待，一切憂傷掛慮完全忘記。可
是當天晚上回到酒店，半夜睡醒，我在矇矓睡眼
前看到弟兄站在床邊徘徊，想他必因時差而不能
入睡，但細問下，他說咽喉活細胞組織報告應該
那天發放，但卻仍然未收到消息，我們只好一起
禱告，求神憐憫施恩。第二天晚上，入營前一
晚，半夜中(香港時間是日間)弟兄接到醫生的電
話，報告正常，咽喉部位沒有發現癌細胞，非常
感恩，神使不可能的成為可能，榮耀歸神！
五月十七日入了生活營，第一晚神已經親自
藉著帖撒羅尼迦後書3:16：

"但願那平安的主，藉著一切各樣的方法，親自
賜給你們平安。願主與你們眾人同在。"
使我重新認識我們的主是「平安的主」祂就是平
安、祂就是平安的源頭，在世上雖然有苦難，但
在主裡面有平安。
神並藉耶利米書33:6：

"看哪，我要使這城得以痊癒安舒，使城中的人得
醫治，又將豐盛的平安和誠實顯明與他們。"
給我帶來心中的把握，知道神所賜的平安，不但
與我同在，還帶下醫治的能力，使人痊癒安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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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得醫治，因為主所賜的是「豐盛的平安」，
祂的誠實必顯明在我們中間，所以我對主保守醫
治的信心大大加增。當天晚上，回到房間裡，一
點不安都沒有，我那幾天從來沒有因時差而不能
入睡，無論入營前後，在酒店內或營舍房間，我
都能安然入睡，這是罕有的，因為主是平安，也
賜我平安，並賜我豐盛的平安，外面雖然有風
浪，但心中卻是湧出一份莫名奇妙的平安！
入營第一晚半夜醒來，弟兄接到第二位醫生
同學的短訊，大腸瘜肉活細胞組織化驗結果顯示
一切正常，只是良性瘜肉而已，那刻心中有說不
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因為神不單聽我們的
禱告，還在過程中給我們享受祂所賜那出人意外
的平安！
主是奇妙的策士，祂巧妙的雙手引我們走正
路，沒有人能像主，賞賜平安與救贖。面對人一
生有千般的波浪，就像這次的波浪，並不能使我
們絕望，因為我們已找得真正的平安，所以往後
無論我們遇到任何狂風巨浪，深信不但不會使我
們絕望，反而因主的憐憫和拯救，心中必定會喜
不禁淚滿眶，因為只有主所賜的平安才能滿足我
們心中的願望，人生裡必然盡是晴朗！願主親自
祝福，使我們天天相信並享受主豐盛的平安！

鄭國鳴 Derek Cheng
感謝主，今年讓我有機會(也是我第一次)參加
教會的生活營。這次的體驗有點特別，因為生活營
裡全程沒有講道，裡面只有詩歌、聖經話語和弟兄
姊妹的見證。可是，就這樣，竟然帶出那麼豐盛的
內容和給我們那麼豐富的得著。
我記得在生活營前幾個星期，弟兄在呼召詩歌
服事時，沒有要求我們是否會唱或能唱到什麼水
平，他只要求我們一顆願意的心，只要唱得齊整，
盡量表達歌詞的意思。結果，連我這個從來沒有學
過音樂，沒有受過什麼唱歌訓練，甚至沒有進過詩
班服事的人，都能被納入這次的詩歌組。感謝主，
這幾天的聚會，不少弟兄姊妹都說，這次詩歌不但
選得好，唱得也好。當中沒有突出個人唱功，只顯
出一片和諧整齊。真的是，只要我們每個人願意把
自己那小小的一份擺上服事，蒙神悅納使用，神的

詩歌服事的弟兄姊妹
大能就顯在這一群人身上。
這次獻唱詩歌一共有二十首，選詩歌時是沒有
刻意要為哪些人唱，但出來的效果，卻好像每一個
人都感覺到，總有一首詩歌的歌詞是對著他自己說
的，所以，每一首詩歌都能感動一些人。外面的世
界雖然是紛亂的，但"我心因神寧靜平安"；"面對
人一生千般的波浪"，但"難把我陷入迷茫"，因
我"現已找得平安，全賴基督真光"。"洪水泛濫之
時，耶和華坐著為王...直到永遠"。詩歌歌詞再配
合選讀聖經裡的話語，觸動弟兄姊妹的心，使他們
爭先恐後地站出來作見證。
生活營的主題中「平安」一詞，中文聖經裡的
翻譯除了「平安」，還有「和平」與「和睦」(和諧
之意)，英文就譯作 Peace。教會的生活正正顯出
"神召我們原是要我們和睦"，"用和平彼此聯
絡"，"是用和平所栽種的（結出）義果"。主留下平
安給我們，叫我們作平安之子，傳和平的福音，去
報佳音，報好信，傳救恩...。離營途中甚至回到家
裡，神的話語不斷在腦海中泛出，口中也不期然哼
出祂的詩歌–這個生活營真是一個豐盛的筵席。

陳永祺姊妹與鄭國鳴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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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偉信 Wilson Lee(香港)
這是我和我姊妹第一次參加溫哥華教會的生
活營。今年參加生活營是因著Pauline姊妹是生活
營的忠實推薦者，過去幾年不斷向我們推介生活
營，說她如何被主燃起，得著基督話語的寶貴，
詩歌中聖靈的湧流，聖徒自由交通見證如何經歷
基督，眾人很有得著！也鼓勵我們一同參加。於
是今年就被她的熱誠打動了。

鍾玉琼姊妹(左)與李偉信弟兄(右)

聖靈湧注
今年生活營主題是「豐盛的平安」，心想大
家都明白什麼是平安，多少也經歷過基督的平
安。但什麼是豐盛的平安？自己倒也沒有想過。
平安不就是平安嗎？還有什麼值得深入探究？帶
著好奇入了生活營，聽聽何謂豐盛的平安。
小子以為生活營中除了自由交通還會有簡短
信息，怎知謝弟兄一開始就說這生活營不是一個
人傳講信息，乃是大家一同分享見證在生活中對
主的經歷，一切由聖靈帶領，鼓勵弟兄姊妹隨靈
分享，或是見証、或是詩歌、或是宣讀經文。這
倒是我第一次參加這種自由分享式的營會，卻見
證聖靈豐富的工作、水流般的供應。唱詩時弟兄
姊妹投入一同高歌揚聲敬拜讚美，聖徒們此起彼
落地站起來頌唱或是宣讀歌詞或是禱告，聖靈就
把基督的愛、主的同在傾注在我們眾人身上。
聚會中弟兄姊妹毫不吝嗇地踴躍出來交通神
在他們身上奇妙作為：有經歷交通意外中得蒙保
守的平安、有經歷家庭巨變後卻有主看顧的平
安、有收到律師信追討多年前因駕車傷及路人的
索償卻主賜平安、有晚上手機電池耗盡失去導航
卻蒙主平安引路歸家，這大大小小的見證叫人阿
們主確實是賜平安的主，祂所賜的平安是世界不
能給的，也是世人不明白的，卻實實在在可經歷
並生活的。
當我們一起唱【我將平安賜給你】的時候，
感到浸透在聖靈的平安裡！心中頓時明白平安不
獨在乎患難得解、風浪止息，乃是怒濤中的安
穩、風雨中的寧靜、忙碌中的安息，因主耶穌不
單賜平安，他自己就是平安！祂把我們藏在祂懷
中，就是把我們藏在最深的平安裡。洪水氾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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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祂坐著為王，祂的寶座絲毫不動搖。弟兄姊
妹藉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唱、同聲宣讀聖經經
文，聖靈就把我們帶到平安的源頭。
平安不應只停在個人身上，我們更要作和平
之子，把和平種子撒播在人身上，為別人、為家
人、為教會帶來平安，也為他們禱告祈求平安。
有一位弟兄的分享很摸著小子：我們身上出現小
腫塊我們很容易就說:「有癌了!」。這不但叫自
己憂愁，也把憂愁散播出去。那刻聖靈提醒，我
們不要撒憂愁的種子，相反，我們要撒平安的種
子，多說勉勵人、造就人的話，這不但叫人得安
慰也叫人得勉勵去經歷主的平安。家庭不和睦豈
不也是我們缺乏忍耐？輕易指責，彼此埋怨，卻
沒有把和平撒出去。生活營中主向小子說話，要
在家中作和平之子，建立夫妻和睦，以包容代替
批評，以溫柔代替激動！
熱情款待
今次生活營我們也體會到聖徒的愛心和熱情
款待。入營前有不少溫哥華教會聖徒午宴或晚宴
招待，並在會所設愛筵款待我們香港來的肢體，
為我們親手作美食，實在感到你們的愛心也感激
你們的勞苦。生活營中，兩地聖徒抓緊機會認
識、相交，尤如良朋相聚，沒有隔閡、真摯交
通、彼此代禱，此情此景真如聖經說「弟兄和睦
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營中一個下午，好些聖徒還特意開車帶我們到
附近的瀑布公園遊玩，漫步樹叢間，輕談瀑布
前，他們的熱情與笑容實在叫我們深刻難忘！感
謝主，縱然分隔兩地，在基督裏，我們是神家的
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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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讚美
感謝主耶穌帶領了我和姊妹參加今次的生活
營，讓我們認識主是豐盛的平安，讓我們體會兩
地聖徒的相愛。求主繼續賜福溫哥華教會，使你
們更多同心、更多一同經歷主豐盛的平安、更多
見證主的豐富，叫我們同作和平之子，在各處撒
播和平的種子，為教會求平安，使基督得榮耀！

李佩霞 Amy Lee
為著這次的生活營，我只有讚美再讚美，感謝
主！賜下豐盛的平安。
第一次參加特會沒有講員，主講者就是我們
的主耶穌﹔沒有太多人的話，只有主的話作我們
生活營的中心，叫我們認識神，不單認識祂是賜
平安的神，更認識神就是平安，是可經歷並生活
的。無論環境如何，祂仍是神，仍坐著為王，賜
下平安帶領我們經過，使我們享受在風浪中的平
安，也藉著詩歌把我們的主多方面的發表出來。
四天三夜的生活營實在太寶貴、太豐富了，感謝
主，幾乎每一首詩歌都是我的經歷，聖靈的帶領
是何等的奇妙，每一次的分享都是在聖靈的感動
下將所經歷的分享出來，感謝主，榮耀歸神！
第一次參加詩歌服事，實在經歷主的同在，
弟兄姊妹在一個心思意念裡服事主，顯出彼此相
愛的光景。感謝主，營會結束後雖然很忙，但心
思意念仍在營中，非常的享受主的同在，巴望主
的同在繼續帶領祂的教會，彼此挑旺、彼此鼓
勵，使我們愛主的心加增、教會被建造，使主心
滿意足，哈利路亞！榮耀歸神，平安歸給衪所愛
的教會！
感謝主，在溫哥華會所聚會將近半年，我已
享受家的感覺，跟這裡的弟兄姊妹也能調合在一
起，一同來配搭事奉，一同來敬拜主，心中的喜
悅沒法用言語來表達，只能說:「感謝主!」。神
的家何等美好，有主、有弟兄姊妹一同走天路。
主托付給我們的使命，在我們這代能實行，使主
的名被高舉、福音被廣傳、教會被建造，以迎接
主的再來。教會被建造需要每一個弟兄姊妹的那
一份，在教會生活中，不單有真理的裝備，更需

要有聖靈的同在，使教會生活更豐富。但願在神
的家興起更多有負擔的弟兄姊妹，來參加週二晚
上的禱告聚會。這是一場屬靈的爭戰，在這末後
的時代得著更多的青年人、少年人、孩童，一面
在神的家中蒙保守、一面叫他們有操練與主相交
的生活；也願主得著更多作父母的，在家中先作
一個敬畏主的人來影響我們的孩子，在家中建立
祭壇，叫我們的孩子蒙保守。因這世代太可怕
了，這一切都需要有人起來，靠著主站立得穩，
而有力量走屬天的道路，能成為主的管道。
這二十多年靠著主的恩典，一直將自己交託
給主，接受主在我身上的造就，在環境中看見主
奇妙的帶領，使我心眼得開，看見主的美善、主
的奇妙。神永遠美好的計劃，是我眼睛未曾看
見，耳朵未曾聽見，心也未曾想過的祝福，神的
奇愛是何等的長闊高深，深願我們每一個都能有
這樣的看見，能將自己和一家都奉獻給主，為主
而活，榮耀歸神，不配的分享，願主來使用！

李佩霞姊妹(右)與女兒Esther(左)
Esther Li
Peace is something everyone strives for at
one point or another in their lives. The businessman will seek peace in the middle of his stressful
meeting; the mother will seek peace as her newborn wails in the wee hours of the night; the student will seek peace as he finishes his undergraduate degree and does not see a clear path in 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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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the patient will seek peace as she under-

Him, He is with you; in your shameful hours when

goes treatment after treatment of chemotherapy.

you cry out to Him for forgiveness and peace, His

Peace is something that’s so sought after that peo-

hand is already extended to you to call you home.

ple will even pay to attend spiritual meditation re-

Peace is knowing that in every season, no matter

treats, enter floatation therapy tanks, seek advice

the situation, His plans are always, always to pros-

from professionals, and then will take a picture of it

per (Jeremiah 29:11, NIV). Peace is knowing that

and post it on Instagram, declaring that they’re ‘at

He is enough, even when we are not enough.

peace’ or that they’ve ‘found peace’. But is this really peace?

1 Peter 5:7 NIV says, “Cast all your anxiety
on him because he cares for you.” We share our

The theme for the young people’s meeting

anxieties and burdens with our parents, because

was the 3 P’s: Praise, Pray, and Peace. Through

we know and trust them; we should carry this atti-

praise and prayer, we’re able to find the real peace

tude even more towards our Heavenly Father, the

that comes from the Lord alone. It’s easy to praise

Creator and Giver of peace. There is a God who

the Lord when things are smooth sailing and all is

loves me beyond my understanding and that at

well, but we can praise Him through the storms

any given moment, I can seek solace in Him.

knowing that He will never put us through trials that
we cannot handle and that when things become too
difficult to bear, He will be with us every step of the
way. We can also come to Him through prayer.
When we’re cau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tempest, it’s
easy for us to cry out to the Lord in prayer at that
moment, but the Lord longs to be our friend, not
just someone who answers our cries. If we exercise
praying to Him daily, then we can cultivate a relationship and deeper trust in our Lord. Through regular praise and prayer, we experience this everlasting and very present peace from the Creator of
peace Himself, no matter what the world throws at
us.

Bowen Zhu
The Spring Camp arrived at a timely manner
for me. I was weighed down by the worries this
world has to offer. I could not find peace anywhere
I turned to. My heart was in confusion, turmoil, and

According to John 14:27, the peace that the

doubt almost every moment. However, I can really

Lord gives is not as the world gives, so we have to

feel God speaking through each of the serving

scrap our idea of worldly peace because the peace

ones at the camp. I also had some great fellow-

He gives surpasses understanding. The Lord’s

ships with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ir words re-

peace comes in the form of internal contentment

ally encouraged me, and gave me hope that no one

that He has provided us with nothing more and

else can give but God. Only God can give true

nothing less than we need, and that He is with us

peace. I was truly moved by the Camp this year.

always, be it in the green pastures or in the valley of

The theme of the Spring Camp this year was
the peace of the Lord. The young people’s side
used John 14:27 as our main passage. We are

death. Isn’t that a wonderful and peaceful thought?
That in your happiest hours when you forget abou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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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e to memorize the entire John 14:27. Every
time I recited this verse, my heart can calm down in
spite of all the worries I had. It’s not a sudden
change in one’s heart that brings everlasting peace,
but rather a voice that assures you everything is in
His control. Through this assurance, we can have
peace within our heart, so we can no longer be
troubled or afraid of the worries of this world. This
peace can only come from our Lord by abiding in
Him. Though we can find temporary peace in the
world, they will eventually fade away when troubles
come again. To obtain this peace, we need to continuously give our praises to God and pray earnestly for this peace.
Also, one of the passages we shared on was
Psalms 23. We can rely on our Lord, for He is our
Shepherd. He makes us eat from green pastures,
and drink from still waters. He provides everything
we need in our lives, so what do we need to worry
about? Moreover, we should have this peace from
the Lord in our hearts not only in times of calmness,
but in times of trouble as well. With the Lord by our
side, we have nothing to fear. The peace of the Lord
has the power to bring us through both times of

calmness and times of troubles, as long as we trust
in Him.
I was especially touched with brother Chia’s
message on Sunday. He said that to be anxious is
to fear uncertainties in the future, but we already
know our future is to live with God in eternity, so
what do we have to be afraid of? I was also moved
by Brother Chia’s sharing of the situation that the
author faced when he wrote the song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He experienced so much trauma in his
life, how can he still have the peace to write this
song of praise? The authoror must’ve felt so much
pain, agony, and strife in his heart. Yet in spite of
this negative encounter in his life, he still gave praises to the Lord. By continuing to praise the Lord, he
gained this internal peace that can only come from
God. Even though the author had suffered such
great losses in his life, his heart is at peace. In comparison, our worries are almost nothing compared to
his experiences. Therefore, we should give our
praises to the Lord despite our circumstances, and
the peace of the Lord will be given to us, so our
hearts can no longer be troubled or afr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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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善娟 Annie Liang
今年的兒童生活營，從孩子們的經歷及回饋，
顯明了主的同在與祝福。首先，兒童們從不同的年
齡(Kindergarten 到 Grade 7 )都很投入聚會，無論是
影片、課程、活動和詩歌等等。Sunny 弟兄的兩個
孩子出營後還要求再回去生活營，當知道一年只有
一次的時候感到非常失望，因為還得等很久。兒童
們的確很喜歡，很享受且留戀這次的生活營。還有
大一點的孩子們在營會結束回家後，仍憶起在營會
裡的情景，給他們留下了美好的時光和回憶。
兒童們都很享受唱詩歌也非常投入，就如 At
the cross 這首歌, 雖然內容對兒童是比較深，但他
們仍很投入，也有感受。Grade 1 的 Elijah 說唱詩歌
是他最喜歡的時間，不少兒童出營後仍繼續唱營會
的詩歌。
這次的主題是天路歷程，講述一位基督徒在走
天路的過程中所經歷的一系列的困難，以及得到幫
助、鼓勵和扶持，使信心增長的過程。他們雖然年
幼，內容也頗深，但藉著影片，以動畫的形式讓整
個過程用他們能懂的方式呈現，使他們能領會。然
後在上課時再把重點與兒童們分享，並結合不同的
活動讓他們有更深的領受。

比如 Scale The Way 的活動，帶領他們用他們
喜歡的畫水彩畫的方式，重溫了影片裡面那基督
徒所經歷的每一站路途。又藉 Obstacle Course 的
娛樂讓他們經歷到：在遇到困難的時候不輕言放
棄；在難處中有屬靈同伴的幫助與扶持可以使他
們的信心增長，更有力量去得勝。還有 Sleep Over，
兒童們跟部分年長、中年、青年人藉著互動來完成
唱詩歌和背誦經節的任務，讓他們切實感受到神
的大家庭的溫暖。團隊合作讓孩子們之間的聯繫
更緊密，關係更親密。Tie-Dye with Sarah and High
Schoolers 活動中，每位兒童都為自己設計了一個
滿了色彩的布袋。
愛心郵箱 Love Express 讓他們充
滿了期待和渴望，也享受到被愛的喜悅。每個孩子
都很驚訝，竟然收到 4 到 6 張來自家長、老師、同
學的愛心卡片和小禮物。當他們看到滿滿的郵箱
時，感動得異口同聲地說"Full of love"。
我們也藉此引導他們將感謝表達給為他們辛
苦的老師們；對在營會期間 Joy 姊妹所擺上的勞
苦，每個孩子都寫下他們的感謝，連年齡最小的
Alex 也簽了名， Grade 7 的 Edward 和 Simon 自告
奮勇地將謝卡親自送給 Joy 姊妹；同時也帶領他
們將感恩歸給愛我們的主耶穌。
再有，感謝主！來自美國的吳小萍姊妹對於
孩子的成長有負擔要與家長們分享，題目是"作智
慧的家長，強化屬靈教育"，給家長們很多的啟發
和具體實行方面的建議。
最後一點，老師們在帶領兒童整個營會的過
程中充滿了感動：為孩子們的投入，為孩子們的
得著，為孩子們的享受，為孩子們的認真態度...
等等。營會中兒童們在態度和行為上有了很大的
轉變，這都是聖靈的工作和神的祝福。哈利路亞，
榮耀歸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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