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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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輔以基督教与中國或美国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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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介紹

手，與子偕老不是一個過了氣的紅樓夢，而是一個得到愛
再付出愛的過程。

張伯笠牧师: 突破生命的困境

望龍鳳 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是每一個父母的心願。然而，

第一講:

在信心中突破

第二講 : 在愛心中突破
第三講:

在盼望中突破

美國北维州和新加坡豐收華夏教會創
會牧師。他曾是記者、作家、北大人、
通缉犯、逃亡者、偷渡客，他曾是普
林斯頓大學訪問學者，也是美國台灣
腎臟醫院的垂死 客。救主耶稣基督的
拯救，使他出死入生，成為新造的人。一九九五年底，張
伯 笠将 自己 奉獻 為主 所用 ，獲 洛杉 磯正道 福音 神學 院
（Logos Evangelical Seminary）道學碩士學位。現為新
加坡神學院（Singapore Bible College）教牧學博士候
選人。

黃小石長老: 生命,時間,盼望
十多年前，一群初嚐福音甜頭的華人同胞，按耐不住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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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年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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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滿足參加人數不斷增長的需要，營會選擇在美麗的東方
大學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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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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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小石博士是一位物理學家，台灣大學
物理系畢業，美國康乃爾 (Cornell)
大學物理學博士。過去四十年曾在美國
普林斯頓大學、羅格斯大學、匹玆堡大
學、美孚 (Exxon) 實驗室從事教學研
究工作。所發表的論文共有一百六十多
篇，曾獲普朗克研究獎（Max Planck
Research Prize）及美國物理協會會士
（Fellow）。他也是今年“科學與信仰”專題的講員。
1979 年，他與若歌查經班的信徒，一起建立了若歌教會。
黃小石博士現為美國新澤西州若歌教會長老，多年來經常
應邀到世界各地演講，反應熱烈，享譽海內外；且勤於筆
耕 ，相 關論 著見 於各 刊物 。其 中文 著作有 《真 理的 追
尋》、 《苦難的尋思》、《愛的真相》、《善惡的省
思》、《生命的追尋》、《信的真諦》、《天河拾貝》、
《實存的真象》等。

陳德春師母：婚姻與子女
執子之手 人心自古以來，都
會期望一個持久炙心的愛：執子
之手，與子偕老。曾幾何時，在
人的不安全感里，害怕受到傷害，
害怕吃虧，害怕付出的得不到回報；婚姻成了一個合則來
不合則散的搭檔，夫妻彼此提防， 結果卻是彼此都受到
傷害，倆個人都吃虧了。聖經上說“愛里沒有懼怕，愛既
完全，就把懼怕除去”。我們在這里願意跟您分享一種沒
有懼怕的愛，永不吃虧的愛，並且回報滿滿的愛。執子之

孩子是否喜歡成龍成鳳？或許他喜歡做一只快樂的小鳥，
或許他希望像林中的羚羊。在北美橄欖球和二十一世紀多
元化的背景下，封建社會士大夫觀念中的龍鳳是否會顯得
格格不入? 多少的親子關系，在成龍成鳳的壓力下，演變
成關系破裂無法溝通的結果。什麼是真正對孩子最好的？
在這個多變的世代，什麼是孩子最需要的，什麼又是可以
讓父母對孩子放心的？我們願意在這裡提供您一條道路。
陳德春師母從事輔導已逾十年，她持有基督教輔導碩士，
系統神學碩士，和教牧學博士學位。德春師母曾在精神病
院擔任臨床藥師八年，常和病人及醫護人員接觸。德春師
母至今仍然在接受心理學裝備。在這十幾年的輔導經驗裡，
德春師母看到生命成長及改變對人際關系改善的重要性。

于張瑜芬師母: 職場與生活
引向職場成功的重要品格 在當
今的網絡時代下，人們看似更獨立地
工作，但與同事的競爭卻更加激烈。
當我們被要求“坐在家裡工作”以節
省公司開銷的時候，我們的工作如何
能得到認同？什麼是我們在職場取得
成功所應具備的品格？

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 基督徒相信我們不能同時“事
奉兩個主”。那我們如何才能在家庭生活和競爭日趨激烈
的職場之間保持一個平衡的生活呢？
于張瑜芬師母，集成方案科技公司總裁，也是創立人。公
司成立之前，她曾任 AT&T 和貝爾實驗室資深系統分析員
達 17 年。賢妻、良母、同工、領導、神忠心的僕人，盡
管瑜芬師母在生活中有多種角色必須扮演，她卻仍總是盡
善盡美的將各樣責任盡到，職分互不相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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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iel Liu.
Dan 現就讀於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他常
常帶領紐約新澤西地區各青少年的團契和退修會。

報名須知

第 十 九 屆

報名截止日期：2012 年 5 月 19 日或額滿為止。
在 2012 年 5 月 12 日前報名，有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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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信息，請訪問網站 www.rccc.org/gcamp

生之追尋福音營
2012 年 5 月 25-28 日 國殤節長周末
賓州費城 Eastern University

費用包括三天住宿及早中晚餐：
收費標準
孩童(3-11 歲)
青少年(12-17 歲)
成人(18-59 歲)
60 歲 以 上 長 者 、
學生，或傳道人

兒童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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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
優惠
$45
$120
$160
$110

正常
$55
$130
$170
$120

非基督徒
優惠
正常
$45
$55
$45
$55
$45
$55
$45
$55

營地簡介
東方大學（Eastern University）位于濱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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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張伯笠
陳德春

黃小石
于張瑜芬

生命與福音，科學與信仰，婚姻與家庭
福音話劇，展現真實的人生
青少年營，兒童營

www.rccc.org/gcamp

日程安排
日期
5/25
5/26
5/27
5/28

上午

下午

主題講座/
小組分享
主題講座/
小組分享
主題/見證

專題講座/
自由活動
專題講座/自由活
動/問題解答
回程

營會地址：1300 Eagle Road, St. Davids, PA 19087
晚上
註冊
話劇/主題講
座/小組分享
主題講座/
小組分享

聯繫我們
張劍弟兄

jianzhangru@gmail.com

葉信輝弟兄

a_abeyeh@yahoo.com

若歌教會及美東地區近卅所教會協同舉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