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會簡介

講員介紹

「生之追尋」福音營以傳揚基督耶穌救贖的福音為宗旨。
營會特別邀請富有經驗的講員，圍繞著關乎生命的主題，
並輔以基督教與中國或美國文化、科學與信仰、聖經的權
威以及婚姻與家庭等方面的專題進行探討，真可謂是滿足
心靈飢渴之饗宴。親愛的朋友，喜筵已經齊備，請您接受
我們誠摯的邀請！

蘇穎智 牧師
蘇牧師早年畢業於德州休斯頓大學，
主修哲學和希臘文，獲榮譽學士學位。
後在西南浸信會神學院和達拉斯神學
院深造，獲道學、神學碩士學位以及
教牧學博士學位。蘇牧師先後建立德
州雅靈頓華人教會、香港播道會恩福
堂，並在 2002 年成立恩福聖經學院，
兼任院長及教授，後又創建了聯宇網
上神學院並任院長。除牧會、教導神學外，蘇牧師也是三
十餘本屬靈書籍之作者。其著作主要與傳福音、研經、門
訓、神學及護教等有關。
主題信息: 1.未見而信但有因 2.因信而見的豐盛人生
3.因信，能見未來的事
專題信息： 1.因信，能見更美的家
2.因信，能見神跡奇事

二十多年前，一群初嚐福音甜頭的華人同胞，按捺不住内
心的喜樂，在“傳福音給萬民”的大使命的驅使之下，萌
發了舉辦福音營的念頭，爲使更多的華人同胞同樣得到這
美好的福分。美東地區近三十所華人教會、查經班一起響
應，攜手舉辦「生之追尋」福音營。福音營的宗旨也正迎
合了美東地區許多華人同胞的心靈需求。二十年來，一年
一度從未間斷過，與會人數逐年增長。營會規模由最初的
一兩百人發展到近千人。其中近半數為渴慕真理的福音朋
友。
利用國殤節長周末，放下繁忙的工作、瑣碎的家務和繁重
的學業，闔家來到這美麗的校園，欣賞自然，享受生活，
思考人生，探索永恒生命的國度。

日程安排
日期
5/23

上午

下午

5/24

主題講座/
小组分享

專題講座/
自由活動

5/25

主題講座/
小组分享

5/26

主題講座/
個人見證

專題講座/
自由活動/
問題解答
珍重再見

晚上
註冊 5:00PM 開始
小組長聚集 9:00PM
話劇演出/
主題講座/
小組分享
主題講座/
小组分享

黃子嘉

牧師
黃子嘉牧師於大學畢業後，受神呼召，
獻身事奉。他從聖路易斯的康考迪雅
神學院獲神學博士學位，曾在台灣牧
會 7 年，並在中華福音神學院任教 16
年，擔任該校教務長及院長職務各七
年。 1997 年 9 月到 2012 年期間，黃
牧師便在紐澤西若歌教會擔任主任牧
師。現任若歌教會榮譽牧師。

主題信息:
1. 神的大能：福音是神的大能，不但拯救世人脫離撒但
及罪惡的權勢，也提供信徒大能來面對世上之患難及逼迫
的苦痛，而能安渡此生並進入永遠的榮耀。
2. 神的大愛：福音是神的大愛，神主動差遣祂的獨生子降
世，並且捨身流血來完成救恩，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
反得永生，此恩此愛，無與倫比。
專題信息：1.認識真神
2.認識聖經

林豐樑 長老
林豐樑弟兄成長於臺灣, 1979 年到美工作，1981 年在洛
杉磯羅省基督教會受洗。他曾在 Payless Car Rental
System, Inc.（全美十大租車公司之一）任職董事長兼執
行長 23 年，在工作中，他努力活出生命見證並積極推展
職場宣教；在工作之余，他曾在多個華人教會服事，相繼
擔任執事、長老。目前林弟兄已退休，全時間服事神，在
各地傳揚福音、致力宣教，鼓勵信徒在職場和生活中做榮

神益人的基督使者。
1.美夢成真: 我們每個人的夢可能各有
不同，但是聖經告訴我們：神對每一個
人都有特別的計畫。如何明白 神對我
們的計畫呢？
2.把握現今的機會: 有人説："最有智
慧的人就是最會把握機會的人，機會是
給準備好的人。機會難得，人生常常只
有一次機會，常常一縱即逝。" 如何尋找機會呢？如何準
備好，等待機會呢？機會來了，如何把握機會呢？

基甸

弟兄

基甸，本名程松，旅美成都人，自稱
“網上雲遊理科男，海外文化觀察員”。
復旦大學理學學士，美國阿拉巴馬大學
理學碩士。多年在美從事化工科研開發
和管理工作，2011 年至今從事福音傳
媒工作。1995 年始觸中文網絡，後一
直活躍於其上，網絡寫作受到中國知識
分子關註。創建、管理“基甸連線”等基督信仰網站。著
有《追尋與回歸》和《穿越網絡的信仰思辨》，隨筆、評
論散見於中文報刊。
1.科學已經證明上帝不存在了嗎？科學證明了上帝不存在
嗎？科學與基督信仰的關系如何？現代科學的發展更加佐
證了無神論的信仰還是上帝的創造？科學家怎樣看待這些
問題？
2.生之追尋與心之回歸: 追尋人生意義，回歸心靈家園。
通過一些哲學家、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神學家的心
靈感悟透視基督教信仰對西方文化和社會等方面的影響，
探討人類內心渴望與終極關懷的關系，追尋信仰與人生的
意義。

黃鄧敏

師母
黃鄧敏師母十七歲重生得救，自此奉
獻一生為主使用。黃師母先後於台灣
中華福音神學院獲基督教教育碩士學
位（M.C.E.）, 以及 University of
Missouri - St. Louis 獲教育碩士學
位 (M. Ed.)。黃師母從事基督教教育
四十餘年，曾任教神學院並參與社區
和教會等服事，專注於各年齡階層之
「全人教育」，以及婚姻、家庭、文

字等事工。
「談父母留給兒女的精神遺產」（之一，之二）：留金？
留銀？留產業？誰都知道，人生無法選擇之事不勝枚舉。
為人父母者可有幾許寶貴的精神產業留下給兒女，讓他們
受用不盡，幸福一生嗎？

青少年營
青少年營會是專門為十二至十七歲的
孩子們預備的。每屆營會都吸引了許
多青少年。營會不僅為他們提供了娛
樂和交友的機會，更為他們提供了認
識真理及探討生命之根源的良好機會。
許多孩子在營會中接受耶穌為他們個
人生命的主，可謂一次營會，終身受
益。每屆營會都邀請富有青少年事工
經 驗 的 牧 者 擔 當 講 員 。 本 屆 青 少 年 營 講 員 為 Dean
Kershner. Dean lived seven winters in Russia, travels to
Malawi, Africa three times a year, was born in Montana,
and even has some friends that are ABC!

報名須知

第二十一屆

報名截止日期：2014 年 5 月 10 日或額滿（900 人）為止。
報名方式
網上報名。如果您不方便上網，請委托您所在教會的負責
同工或朋友代您網上報名。

生之追尋福音營
2014 年 5 月 23-26 日 國殤節長周末賓州費城 Eastern
University

詳細信息，請訪問網站 www.rccc.org/gcamp
費用包括三天住宿及早中晚餐：
收費標準
孩童(3-11 歲)
成人(18-65 歲)
12-17 歲，學
生，傳道人，
66 歲以上長著

基督徒
住宿
非住宿
$60
$60
$180
$120

非基督徒
住宿
非住宿
$60
$60
$60
$60

$150

$60

$90

$60

營地簡介
東方大學（Eastern University）位于賓州 St. Davids，距
費城 30 分鐘車程，距美東各州大多在 1-2 小時車程之内。
校園美麗，寬廣，可容納上千人聚會。

“生命在他裏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約翰福音 1：4

講員：蘇穎智 牧師
林豐樑 長老

兒童營

黃子嘉 牧師
基甸

弟兄

黃鄧敏 師母

六至十一歲的孩子們也有他們自己的全天的活動節目。兒
童節目強調互動以增加趣味性和參與性。通過營會，孩子
們可以更直接、更生動地認識聖經的真理。營會為 3-5 歲
的兒童開設了學前班，為 2 歲以下的兒童預備有嬰兒室，
以方便家長參加聚會。

信心人生，認識真神，科學信仰，
把握機會，養育兒女，
福音話劇，展現真實的人生
青少年營，兒童營
營會地址：1300 Eagle Road, St. Davids, PA 19087

聯繫我們
電郵：qfl@rccc.org
營會主席:
陈军 弟兄 732-395-2228
營會副主席: 王振剛 弟兄 732-846-5937

www.rccc.org/gcamp
若歌教會及美東地區近卅所教會協同舉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