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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珏
温哥华四、五月的天，忽冷忽热，忽晴忽雨。但对神在温哥华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来说，要在四月底复活节长周末去 Hope 参加
一个生活营的特会，我们为天气的祷告从来都是信心十足的。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也不只一次地经历过我们所信的那位是掌管天地、
调度万事的神。我们的祷告从特会前的一个月就开始了。我们的祷告不单单为了天气，为了交
通，为了饮食，还为了各项聚会 ―― 儿童聚会、青年聚会和成人聚会的每一环，我们更为着
每一个要去的弟兄姊妹求告主预备我们的心，让这次的信息能够再次激活我们，翻转我们，使
整个教会能够复兴，使主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能够有路。
主是信实的。他爱他的教会，他也听他仆人们同心合一的祷告。主不仅再一次让我们经历
到他在天气上的掌管，同时也让我们大大地享受到了他亲手为我们预备的营地，实在可称为“世
外桃源”。我们的聚会就是在这样“与世隔绝”的环境中，从诗歌到信息，一个接一个地交通、分享着，实在让我们享受了没有“世
俗”的困扰，只有主的同在。
当主的信息“君尊的祭司”从带领弟兄口中释放的时候，主把我们带到了高处。我们是何等蒙福的、被拣选的族类啊，我们竟
被神提升入神的皇室家族。想到最近举世瞩目的英国皇室婚礼，有多少人羡慕这样的婚礼，又有多少人羡慕 Kate 这个当代“灰姑娘”
的故事啊。人的眼光实在太狭窄了，能看见的只不过是地上的、会过去的事，而 Kate 所嫁的也只不过是英国皇室而已；而神要我们
看到的却是天上的事，要去的乃是至高神、天地主的皇室，这是何等的荣耀无比！神把我们从比“灰姑娘”更烂更低的地位中救赎
出来，目的就是要我们归向他，好让我们管理他所造的一切，就是“---- 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 ”（创
1：26）。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不要把自己看低了，我们乃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也成为了君尊的祭司。我们和世人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要在世界、世俗之上“看”并“行”的。我们既有如此身份就当分别自己为圣，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
我们要进的国度是圣洁的。我们既被蒙召成为神的子民，就当把自己归给神。
感谢主如此恩待他自己的教会，在这非常的时代给了我们这沉重的信息来敲打我们的心，就像当初麦基洗德应时来提醒亚伯兰
一样（创 14：17－23）。实在求主继续让这个信息在我们心里作工，使我们能甘心情愿地让主使用，正如罗马书 12：1“将身体献
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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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
2011 年的春季生活营对我来说是又一次美好的生活体验，
怎么讲？没电视，电话，又没上网。是因为我实在再一次
感受到圣灵的同在，又一次预尝了日后天上的美味，天天
只需聚会，祷告，赞美和交通。
这一次的主题是君尊的祭司，看来是大而抽象的题目，但
感谢主，实在是主应允了我的祷告， 借着弟兄们的口向我
说话。
在加拿大这个不同文化的国度打拼了十几年，工作稳定了，
生活安逸了，孩子长大了，父母也老了。人到中年，进入
了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家里有各样大大小小的事情等着我们这些顶梁柱去担当；做了十年的基督徒，
也聚了十年的会，照理说道理都能背了，怎么事到临头还是六神无主，经不起试炼而自己跌倒了呢？ 我
常常问主，这到底是为什麽？ 这一次三天的聚会，弟兄们层层剥开主的话，大大的点醒了我。
我是谁？我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司”
（彼前 2：9）。我是在创世前就被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创
14：19）选好了的，而且神造我们就是为了“管理海里的魚， 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 和全地，并地
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创 1：26）。管理就是作君尊的祭司，也就是说神是要我作一名君尊的祭司。不但如
此，神还预备了自己的儿子主耶稣作我们君尊的祭司 – “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诗 110：
4）所以我不但是，而且有君尊的祭司。当我有紧急需要的时候，主耶稣（君尊的祭司）会随时出现，带
给我平安，仁义，把天地的主，至高的神的祝福也带给我（创 14：17-23）。
明白了我的身份让我
很兴奋，但为什么实
际上我没有管理任何
一切，而是受到所有
事物的缠累呢？弟兄
的话让我豁然开朗，
原来我不是聪明的童
女，灯里没油了，器
皿里也没油了（马 25：
1-13）。这实在是我现
在的光景。
怎么办呢？我需要天
天的操练，
“总要趁着
还有今日”
（来 3：13），
让我每天都“离俗归
耶和华”
（民 6：1-2）。
回到温哥华后，我试着每天早上祷告主，求主的怜悯，救我不作糊涂事而作一个合乎主心意的人。一天
的事一天当就够了。
感谢主，让我再次体会了神的恩典。而且我最近常常有一种紧迫感，怕再见主的时候交不了功课，怕主
说“我不认识你”(马 25：13). 愿主怜悯我，
“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愿一切荣耀颂赞尊贵都归于神， 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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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生活营孩子分两个班，小班 3 到 6 岁和大班 7 到 12 岁。大班有 13 人，小班
7 人，加上 2 岁的 Hannah 共 21 人。
我们这次题目是关于旧约中约瑟的故事。故事分成三部分，即约瑟被卖到埃及之
前，约瑟在埃及的生活，以及约瑟如何赦免他的弟兄。我们通过不同的形式如电
影，游戏，读圣经故事，讨论，涂色，字谜，表演话剧等向孩子们讲解整个故事
的前因后果，发生经过，以及我们应该从中学习什么，如何应用在自己日常生活
中去。
第一部分主要讲述雅各的彩衣及如何被自己亲兄弟们卖到埃及为奴。引用的经节
是雅各 3：16：
“在何处有嫉妒、分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For where
there is jealousy, there is disorder. ” 所以我们不应当让嫉妒在心中存在。
第二部分主要讲述约瑟被卖到埃及后的遭遇，包括他如何被下在监里，及如何成为埃及宰相。整个经历中约瑟
信靠神，也被神所用。正如箴言 3:5 所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箴 3:6“在你一切所
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Proverb3:5-6 “Trust in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lean not on
your own understanding. In all your ways acknowledge Him; And He shall
direct your paths.”
我们教导孩子们这个真理如何应用在生活中：我们不能预测未来。要学习约
瑟无论在如何的境遇下都能信靠神，听从神而来的声音和指引，把我们全人
都交托在神的手中。罗马书 8:28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
益处。Romans 8:28"And we know that in all things God works for the good of
those who love Him."
第三部分讲述赦免.Forgiveness，约瑟的兄弟们在遭遇饥荒时到埃及买粮食，约瑟如何与他们相认，如何赦免
他们，以及接父亲及以色列全家到埃及居住。因为约瑟知道是神派他在他们以先去到埃及，为的是通过他来拯
救以色列的全家。
在这些故事学完之后，又用话剧的形式让孩子们来参与表演，加深对故事的理解。孩子们很喜欢，很享受儿童
营的学习经历，同时也学到了信靠神以及赦免的功课。
在这次课程准备中，我通过与弟兄姊妹合作，我自己有一些感想与得着：
1.肢体之间互相合作，各尽功用，缺一不可：以往这些课程的准备都是 Daisy 在做，而这段时间尽管她很忙，
但仍然挤出时间来帮助老师们出主意，准备电影 DVD 以及和 Jeff 一起准备诗歌，还负责了在生活营中的儿童
司琴。Joshua 也利用晚上花很长时间为我们把中文话剧翻译成英文。由于上课时老师人手紧，邓余，朱亦静
，刘珏，蔡向音等姊妹主动担起上兩堂課的担子，比较辛苦。尤其是小班孩子小，加上老师人手不足，更是辛
苦。每位老师都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刘宪伟姊妹从国内刚回来，还来不及倒时差就开始为生活营的儿童服事
作准备。
2.有份于服事是神的祝福，无论是对老师，对孩子，对教会。过去我有时觉得给孩子们上课会耽误自己听道，
是一种损失，而通过更多的服事经历，我感受到在服事孩子的过程中，更首先是自己更深地认识神，经历神的
过程。因为在准备过程中，我自己首先会更多地认识神的话，被神的话摸着，
这些话会更深地进入到我的心里，从而使我有更深的认识，也对我的生活有更
多的帮助和指引。孩子们从小就学习神的话，明白真理，他们的一生会少走许
多弯路，也会伴随着神的祝福。孩子们也是教会的未来，老师们在神带领下的
服事，也是神对我们教会的祝福。
3.愿众弟兄姊妹多为孩子们祷告，为儿童服事的老师祷告，也为着因孩子们的需
要，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参与儿童服事而祷告。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Annie 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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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America Christian Centre
www.naccvan.com

8850 Selkirk Street, Vancouver, BC. Canada V6P 4J8

Intentional Christian Living
--Theodora Ng

Before we even began to talk about our main topic, Brother Dave
talked about how we lived a life of hypocrisy. We put on masks to
cover our face and show others what we want them to see: a good
person. However, God doesn’t want us to be that way, because it is a
form of lying. Therefore Brother Dave taught us that every morning
we should give ourselves to the Lord and say, "Lord I love you, I
consecrate this day to you". Most importantly we must daily read His
word because God's word will be alive in us to nourish, strengthen,
and transform us. When we are in the word, the Lord will be with us in the word, and through it we can
experience Him and our minds will be one with the Lord. We should not keep this experience to ourselves and live
out Christ daily, by preaching the Gospel “As we go...”(Matthew 10 : 5-8).
When we are willing to consecrate each day to the Lord and our will will be aligned with the Lord. If we
continue to live our own concept, we will miss God and His will for us. Daniel in the Bible, is a good example
that we should follow, he trusted the Lord with all his heart and he cared for the Lord’s will. He does everything
in his own power to satisfy the Lord. We also need the Lord to be our everything. He needs to be first in our lives
because He is the one and only living God.
One of the Lord’s will is to preach the Gospel. It is our goal as Christians to tell others about God, not
because we are forced to, but because we want to save the lives of others and tell them about God’s love. If we
don’t preach the Gospel to the unsaved, they shall surely die in the Lake of Fire, and God doesn’t want people to
die. He sent Jesus his only son to die for our sins because God wants us to live with Him forever. Therefore we
must preach the Gospel as we go and take every opportunity to tell others about God because a life can be so
easily slipped away if we don’t grab hold of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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