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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的長周末， 我們全家參加了我們會所舉辦的 2008 春季生活營。 前兩年， 因種種原因都未能成

行, 每每看到弟兄姊妹們回來後的照片和見證， 都使我們特別向往， 而我則特別想感受被聖靈再次摸到

的感覺。  

               回想起五年前我剛蒙恩受洗時， 實在是神的恩典， 我常常被聖靈感動流淚， 熱切禱告， 殷勤服侍，

關心弟兄姊妹， 在聚會時出聲贊美， 心裏火熱， 時時感到聖靈的同在。 但是漸漸地， 我變得象溫呑水， 

不冷也不熱， 去會所都像是例行公事。 大家表面可能看不出來， 但我自己知道我已不在擘餅時大聲贊美， 

怕出醜； 禱告也馬馬虎虎， 因爲想到主自會安排； 弟兄姊妹間也少了靈裏的交通， 因爲自己家裏的事

也夠多了； 雖然我也會上台背聖經， 聚會時做筆記， 討論起經節來頭頭是道， 但我明白我與神的關系

出了問題， 聖靈已很難感動我。 我很著急， 但實在無能爲力， 我只有壹個禱告：主,  不要丟下我！ 

                來到生活營， 我壹直期盼著。 漸漸地， 在弟兄的交通裏， 我再次大大地“享受”主。 這次的主

題是“上好的福分”, 聖靈就是這福分,  我們只要“情詞迫切地直求”(路 11:5), 也就是禱告, 就能得

到。 弟兄又交通到我們這有限的人竟然能接觸到無限的造物主,  這是何等奇妙的事。 這些交通又讓我嘗

到了“主恩的滋味” 是何等的甘甜。 我享受著每壹堂的信息, 就象這次的這首詩歌裏唱的: “坐在我主

耶稣腳前,  聽他向我說美言。 與主親近，喜樂之源, 天天願在此流連！” 

        感謝贊美主, 他是信實的！ 他沒有丟下我！ 在小組晨更時， 在用餐時, 在聚會時, 在唱詩時, 在自由散   

步時, 在時時, 在處處, 我都感受到神的同在, 聖靈的同在！ 

        在營地裏, 我又再壹次向弟兄姊妹敞開心扉, 在靈裏彼此交通； 在唱詩時無比享受； 在主日的擘餅聚

會時, 大家紀念主, 享受著主, 個個被聖靈充滿, 我不由自主地出聲贊美, 會堂上充滿了禱告贊美聲, 讓我

預嘗天上的滋味, 哈利路亞, 贊美主！ 

這次的生活營結束後, 我們全家滿載而歸。 夫婦間同心合壹，女兒學會感恩。我們熱切地盼望下壹次的特會快快到來。    

                                                            

               生活營專刊  
 本年春季生活營由五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在 BC 省 Abbotsford 市（離溫哥華約一個多小時車程）的 Columbia Bible 

College 舉行。住營人數大約九十多位，還有十多位的弟兄姊妹於主日開車到營地參加聚會。此次聚會除了像往年

分為青少年（英語）和成人（華語），還特別加了兒童組。每組各有專題交通；也有幾次是集合在一起聚會。 
  本次生活營各方面都有主的同在，無論是聚會時的唱詩、贊美、禱告、敬拜、信息、見證；或是每一天的生

活，一起用餐，一起運動等，大家都在平安和喜樂的靈和氣氛中享受屬天上好的福分。 

  

茲將生活營中的點滴和照片於本

期的生命園地刊出，與眾聖徒分

享。願一切頌贊，榮耀全歸給神。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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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领受 
在生活营的四天三夜中, 嚐到马利亚在主脚前的喜乐(路十:38-42) , 魂裡得

着极大的安息, 心田也得到福雨的滋润 (诗歌: 祝福赐下有如甘霖) , 享受到不仅
是地上温哥华美丽的春天 , 更独自漫步在属天的花园裡与主相亲 ! 是的 ! 我已
得着那 “上好的福份”。 

原来 “上好的福份” 老早我们就已经得到了, 只因自己的自以为义, 使我们
(马大) 享受不到那个 “上好的福份”! 忙了半天还被批, 值不值? 马大不就是我们的写照吗? 真好! 张弟兄上台平反
了马大, 精彩! 更好的是谢弟兄上台说出了关键点: 马大是事奉’事’, 不是事奉’主’以致事多人烦, 怨言不自觉出口! 实
在感恩都是可贵的提醒 , 深感 “自以为义” 是主所不喜悦的! 
再一次读此处时, 看到主对马大的对话不再是责备, 而是极大的怜惜疼爱! 等候马大(我)的回转到祂的安息裡!  

啊! 你的爱是何等的深! 何等的深! 主! 是祢的怜悯, 祢施恩又施恩, 又再次施恩! 阿门! 
 

 

 

 

 

 

 

 

 

 

 

 

 

 

 

 

Abbotsford 
生活营照片 

2 



让圣灵充满我们 
                                     

父、圣子、

圣灵，三而

一的神是我们基督徒

的唯一信靠,是我们安

身立命的根本。慕道

受浸以来,我对圣父、

圣子的涵义和关系比

较清楚。我知道有了

圣父，才有圣子和圣

灵 。 但 是 圣 灵 是 什

么？我不太明白。通

过 三 天 生 活 营 的 聚

会，我的灵命有了长

进。我开始懂得了“圣

灵就是真理”《约一、

五章、7 节》。懂得了

神的话语就是真理，

就是圣灵。我们属灵

的生命来自于神和神

的话语。 

当然,因为圣父、圣子、圣灵是三而又是一的。所

以，也可以说，圣灵就是圣父和圣子。反之亦然，圣

父、圣子也是圣灵。但从具体深入地理解圣灵这个层

面上说，从如何才能让圣灵充满我们心里的意义上说，

圣灵就是神的话语，就是圣经里的内容。 

    属世界的肉体如果没有水和食粮的供应，生命就

会枯竭死亡。我们作为蒙恩得救的人，属灵的生命，

就是灵命，如果没有神的话语的指引浸润，没有神的

灵粮活水的喂养浇灌，就没有圣灵的充满。灵命就会

软弱枯干。要做到让圣灵充满我们，就要读经、祷告、

聚会、听道，就要唱诗、交通、见证。做各种各样服

事神、让神喜悦的事。 

肉体的生命每天需要不断地、定时地补充水和食

粮。人是铁，饭是钢，少吃一顿饿得慌。一个蒙主神

恩灵魂得救的基督徒，要渴慕真理，遵神旨意，就要

每顿谢饭，每天都向神、主耶稣基督祷告、读圣经，

背圣经,用神的话语充实自己、装备自己、指引自己。

从属灵信主的意义上说，这和每天的喝水吃饭一样重

要，甚至更重要。 

吃饭喝水是为了满足身体的需求，不但每天不能

停止，对营养的需求还要丰富多样。不论是蔬菜、水

果、还是肉类、主食乃至饮料，都要多样化，身体才

圣 
 

我们靠圣灵得着力量，

靠圣灵为人行事。我们

的良心就会顺从圣灵

的感动。圣灵在我们心

中就会结出丰硕的果

实。这就是“仁爱、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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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健康不生病。为了满足灵命存活生长的需求，读经

祷告唱诗，同样需要多样的内容，需要多方面的吸取。

不是只读少量的圣经，只参加每星期的聚会就可以保

证不跌到，不迷失。 

只有做到不停顿地、多方面地接受神，听神的话

语，每天读经祷告，才会让圣灵充满自己，象玛利亚

一样，得到不能夺去的上好的福分，丰丰富富，永永

远远。 

每顿的饮食可以有不重复的内容,但人的一生进

食的东西基本上都是重重复复的。一辈子信靠主，不

论是读经、祷告、听道，还是唱诗、交通、见证，一

辈子服事神，做荣耀神的、让神喜悦的事，重重复复

地去做，在各种环境下去做，毫无疑问是完全必要的。 

我们虽已有圣灵住在心里。但还得让圣灵更多充

满我们.让圣灵与我们的心共同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就会被圣灵引导，顺着圣灵而行。圣灵就会帮助

我们胜过自身的软弱，在圣灵和情欲的相争中立于不

败之地。我们靠圣灵得着力量，靠圣灵为人行事。我

们的良心就会顺从圣灵的感动。圣灵在我们心中就会

结出丰硕的果实。这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加、五章、22、

23 节》我们心里有了圣灵的果实,就能凡事忍让，夫妻

恩爱如初，不会热战或冷战，兄弟姐妹和睦相处，同

事之间同心协力。就能够倚靠圣灵的盔甲抵御撒旦的

搅扰和邪灵的入侵，战胜情欲的败坏，战胜“不义、邪

恶、贪婪、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战胜“怨

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事实的、

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

的”种种罪事。 

我蒙召得救，称神为父的时间不长。有了对圣灵

初步的认识，是在灵命的道上进了一步。感谢主，打

开我的眼睛和耳朵，开启我的心灵。让我对主耶稣基

督的信心更加坚固，信靠更加坚定。“你要专心仰赖耶和

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

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三章、5 节》主耶

稣的话语将永远带领着我。 

三天生活营的收获，区区千把字难以表述完全。

我把对于圣灵的初步认识和大家交通分享，希望得到

主内弟兄姊妹们的指教。 

                  

 - 恩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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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tter Portion of Blessing  Jushua Peng 
The story of Mary and Martha (Luke 10: 38-42) was the focus for the young 

people during the spring conference. Mary sat at the Lord’s feet, listening to His 
word, but Martha was too busy preparing dinner. The story symbolizes our time and 
service to the Lord. Often, we are like Martha – too busy to serve the Lord. Our 
environment can make us feel like the Lord is not important or the devil keeps us 
busy doing other things. In the end, is it worth being so busy? Although Martha’s 
intentions were noble, she was distracted and began complaining, whereas Mary 
showed dedication to the Lord and wasn’t going to miss the 
opportunity to spend time with Him. If we don’t spend time with 
the Lord, we won’t know Him.  

To strive to be like Mary in our services, we need to be 
captured by the Lord’s beauty and have  his Spirit saturate us. 
We also need to be set free from religious duties to let the Lord 
shine on us. It is then, when we can save our best for the Lord and 
rest in His embrace. But most importantly, our service must come out of love for 
Him.  
 
 

 

Garden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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