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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聲疊湖營地，座落在紐約上州風景優美的夏理文州立
公園的疊湖營地，離華埠只是一小時車程。營地背山面
水，環境優美，風景秀麗。角聲疊湖營地隸屬基督教角聲
佈道團，是角聲青少年重點事工之一。

每年夏天，角聲疊湖營地都會舉辦不同活動，為新移民家
庭及青少年提供一個好去處，在渡過漫長的暑假之時，亦
有機會接觸福音，認識神。

現時，營地有三千多平呎的大屋，可容八十多人住宿。如
經擴建，可增至容納二百五十人。營地設有衛生完善的廚
房和膳堂，可作集會及活動中心；又有醫療站作急診及包

福 音 大 本 營
 韋子江.................................................................................

活 力 大 家 庭

紐 約 角 聲  

裹救傷處。活動場所包括籃球場、游泳場所、划船及其它
康樂活動設備。營地內共有十四座野營宿舍及其它五座營
屋，用作辦公室、員工宿舍或退修營之用。

角聲的目標，就是希望在一個健康的大自然環境之下，為
青少年提供有益身心的集體康樂活動，並為他們進行有計
劃的學術補習。營地裡的導師，亦會關顧青少年的生活及
交友問題﹔更重要的是，角聲經常在營地舉辦文化講座及
福音聚會，一方面讓新移民增加對美國的認識，加速融入
新環境，增強生活的適應能力；另一方面，則幫助他們明
白人生的目的，培植個人修養，注入有神同在的新生命。
換言之，角聲疊湖營地絕不是豪華的渡假村，而是一個專
為華人新移民家庭及青少年而設的福音大本營。

疊 湖 營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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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聲疊湖營地所舉辦的各種活動，可
謂多彩多姿，使參加者能於大自然環境
中體驗野外生活。在傳揚福音的大前題
之下，營地裡的群體活動，不但陶冶了
人與人之間的互助互愛互勉情操，更在
彼此關懷照顧之中，體現基督的大愛精
神。這些活動，不少都是專為青少年而
設，當中亦有一些是為成人及家庭而
設，歡迎參加。

今年暑期所舉辦的活動，包括：

1. 救生員訓練營
經訓練後可獲紅十字會拯溺証書，可受
聘為海灘及泳池救生員。
日期：第一營：�2�0�07年�6月�2�5-�29日
      第二營：�2�0�07年8月�6-1�0日

2. 速成游泳營
目標是使參加者於一周內學會基本泳
術，由專業教練教導游泳技巧，家長與
兒女可以一起學習。送射箭划艇課程及
參觀活動。
日期：第一營：�2�0�07年7月�2-�6日
      第二營：�2�0�07年7月1�6-�2�0日
      第三營：�2�0�07年7月�2�3-�27日
      第四營：�2�0�07年8月�6-1�0日
      第五營：�2�0�07年8月1�3-17日
      第六營：�2�0�07年8月�2�0-�2�4日
      成人及專上學生游泳營：
              �2�0�07年�6月18-�2�2日

3. 益能野外生活營
是一個多元化的學習訓練營，包括： 
體能、游泳、球類、救傷、計畫活動、 
帶領技巧、責任感。適合1�6歲至�3�0歲人
士�/家庭參加。
日期：第一營：�2�0�07年�6月�2�5-�29日
      第二營：�2�0�07年8月�6-1�0日

4. 家庭野外營
使闔府能在大自然中享受生活趣味。野
外生活項目有：日常生活智能、操作工
具、生活小手工等，加添生活趣味。
日期：第一營：�2�0�07年7月�4-�6日
      第二營：�2�0�07年8月�27-�29日
      第三營：�2�0�07年8月�29-�31日

5. 獨木舟訓練營
由經驗教練教導操作美式獨木舟技巧，
保送參加州立公園獨木舟比賽。
日期：�2�0�07年7月�2�3-�27日

6. 教會活動
營地開放多個周末和周日，與各教會舉
辦多類型福音營或活動，以廉價的費用
及充足的設備，配合教會作福音活動。

有關角聲疊湖營地的活動詳情及參加細
則，可瀏覽角聲疊湖營地網站：�h�t�t�p�:�/�/
�w�w�w�.cam�p�h�era�ld�.or�g。

多姿彩

營地活動
歡迎你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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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地主任。那時，我只是輔助性質，只在暑期協助。

營地在葉啟明的領導下，三位木匠以短短一個多月的時
間，便把營地修理妥當，使之可以提早了一年開放。而
葉師母陳紫娟雖然身患腎病，經常要到醫院去洗腎，但
也常在營地作工事奉。

初期(由第一年到第五年)的營地活動，都以青少年暑期渡
假營為主，由葉啟明夫婦及魏永達夫婦主持。節目除了
一般暑期營的游泳、划艇、手工、遠足等之外，還多設
了一項讀書，成為角聲疊湖營地的特色。

當時，聘請營地同工有一定的困難，尤其是水上活動方
面更不容易。但神居然讓一位西人出任此要職，而且是
任勞任怨地做了三、四年。他又教曉了一群青少年游泳
及任救生員。現時，角聲壘湖營地中的游泳教練及拯溺
教練，都是當年培育出來的。

後來，營地還開設了針對新移民子
弟需要的英語學習營。特點是上午
是上課時間，學習英語，當中有體
育活動；午膳之後是數學時間。到
三時之後是課後活動，晚上又有溫
習時間，另有福音活動。不過其後
因人手不足而停止了。

一九九五年，葉啟明因為要協助活
主教會，辭去了營地主任的職務。
這主任一職，便落在我的身上，但
卻並非全職，由鄺偉略和梅光照協
助。這時，營地一直都在辦理青少
年福音營的工作。

一九九九年是營地最艱辛的一年。當時的一位營地副主
任，以所花的時間及人手，與所辦的活動不相稱，而提
議青少年福音營不再在疊湖營地舉行，而改到其他地方
去。疊湖營地便陷入了停辦的危機中。我並非角聲的職
員，也沒有參與事工會。不過，有一次，因為我不用上
課，便到角聲總部去「逛逛」，不意角聲正在進行事工
會議。勞伯祥牧師看見了我，便問我關於營地的看法。
大家商討到營地前景的問題。最後，勞牧師和委員認為

一九八零年代，我從香港移民來美國。身為教師，對露
營並不陌生的我，常感到新移民的生活一點也不輕鬆，
而且活動資源缺乏，華人較少機會參與露營的活動。

一次，我帶著學生參加一個露營活動。當時，營裡的猶
太籍主任對我說：「帶著營友在營中生活一星期，這一
整個星期，每天與營友相對，你教他們甚麼都可以，向

他們說甚麼都可以。」他的話，深
深地印在我的腦海裡。「露營時，
你向他們說甚麼都可以。」-- 這不
正是一個傳揚福音的好機會嗎？

於是，我開始與接觸到的有關人
士，談到籌辦一個由華人基督徒主
理營地的理念。但是，事情一直沒
有進展，當然也沒有結果。最後，
我向神說：「神阿，你來作主罷，
要成要不成，都全仗你了。」這以
後，我專心轉向學業。一九八九
年，我大學畢業了，葉啟明弟兄(即
現時角聲副總幹事葉啟明牧師)亦
處理完了協助移民辦理大赦入籍的
事。這時，神開始作工了。

在一次遠足迷途中，我又來到了當年的那個營地，再次
遇上了那位猶太籍營主任。他把各種營地租用資料給了
我。我拿到了這些資料，開始認真地去計劃營地工作，
並細想應交由哪些人，哪個機構去籌辦。這時，我想到
了基督教角聲佈道團。

經過董事會會議之後，角聲決定採納我的建議，並由葉
啟明統籌辦理營地。葉啟明亦因而成為了角聲的第一位

角聲疊湖營地
由當年說起

 角聲壘湖營地總監馮建康...................................................

角聲
疊湖營地

馮建馮建康(右)向營友講解活動須康(右)向營友講解活動須康(右)向營友講解活動須
知。他與角聲疊湖營地的始創，知。他與角聲疊湖營地的始創，
有著深厚的淵源。有著深厚的淵源。

每年都每年都有義工到營內來幫忙，以有義工到營內來幫忙，以有義工到營內來幫忙，以
助活動進行。射箭是營內受歡迎助活動進行。射箭是營內受歡迎
的活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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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神所交托的地方，不能輕言放棄，於是，營地得以
保留，逃過了停辦的威脅。

那時仍在學校教書的我，看見營地面對的問題，也感到
十分無奈。我的計劃是教書二十五年之後退休，然後
加入角聲。當時，我也求問神說：「神阿，是誰來做
呢？」神那時讓我作出了一個決定，叫我離開已任教十
多年的學校，轉職到另一間以白人學生為主的學校任
教。我當時的想法是：如果可以，我便多教幾年書，否
則便離開我的教書工作崗位。

在�2�0�0�0年代的這段時間，神亦感動了了教會一些弟兄，
加入角聲疊湖營地事奉的行列。他們分別負責了營地烹
飪、維修等工作。�2�0�0�3年，「家是福音營」活動，重回
老巢，在疊湖營地舉行，不過，營地仍不能支援第三期
過百名參加者的需要。

結果，在�2�0�01年到�2�0�0�3年之間，
我的教書工作幹得並不如意，學
生多不受教。因此，�2�0�0�4年，我
辭去了學校的教席，正式轉任角
聲同工，嘗試以百份百全人投入
來辦理角聲疊湖營地。

以後的這幾年，營地裡的一些設
施，如洗手間、浴室的設備都有
了更新及改進。最近，營地裡的
�41�5室也要來個大翻新，工程仍在
進行中。

角聲疊湖營地近年舉辦了各種不同
活動，有適合青少年的，也有適合
家庭的，多是一些以培養興趣為主

的活動；有玩樂、有參觀等節目，最不能缺少的，就是
各種福音活動。疊湖營地也開放給其他教會使用，週未
時間可供教會作退修會等活動。今年，疊湖營地已安排
了一連串活動，讓青少年及各家庭，能在活動中碰見真
神，得著福音。

願神繼續使用角聲疊湖營地，成為一個榮神益人的地
方。

早期角聲疊湖營地的工作人員，都是由教會弟兄姊妹組
成，多是義務性質，或只收取象徵式的車馬費。每年的
工作人員都在四月至七月間招募，幾乎都是臨時組成。

導師與營友的數目都是吻合的，有多少營友，就需要有多少
導師。過往的日子，我們都可以從兩者的人數中，見出神的
安排。曾經試過夏令營快要開始，報名的營友已差不多滿
額，但卻仍欠導師。也曾試過廿多位導師已有，但營友人
數卻還不足；不過，到了日期，總又營友與導師俱全。每
次嚇得心驚膽跳，但神總是帶領這
營地事工，順利度過了十個年頭。

現時，營地同工人數不多。但也設有
各種職位，互相配合事奉，包括：營
主任、副主任、活動主任、廚師、維
修、總務及文書等。他們全部都要「
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進入營地工
作，就要樣樣皆能；首重的是游泳、
拯溺，其他如烹飪、接待、文書、維
修及清潔等亦要兼顧。在營地工作，
要施展十八般武藝，才能應付需要。

神每年都安排不同人手在營內工
作。初期有兩位弟兄來廚房幫手，
與一位黎弟兄合稱「三王」。黎弟
兄手持抹布，兩位弟兄守著洗碗盤，每餐兩百多件食具，
一一洗抹乾淨。大家都稱讚營地的廚房最清潔乾淨。現時
營地中洗碗的「洗、過、淨」程序，也是從當時定下的。

現任營地活動主任的戴弟兄，本來是營地助理，後來自
告奮勇去學習當拯溺及游泳教練，最終都考上了並當上
活動主任。現時，角聲疊湖營地已有自己的游泳及拯溺
教練，這方面已不假外求。我們當然希望有更多弟兄姊
妹能投身其中，考取這等證書，在角聲事奉幫忙。

營內工作如耍藝
   般武藝皆能

疊湖營地的水上活動極受年青人歡營地的水上活動極受年青人歡
迎。在神的帶領下，營地的活動計迎。在神的帶領下，營地的活動計
劃每年都得到廣泛的支持。劃每年都得到廣泛的支持。

營地職員要營地職員要兼顧的事務繁多。各兼顧的事務繁多。各兼顧的事務繁多。各
人雖有自己的職銜，但仍需走位人雖有自己的職銜，但仍需走位
配搭，互相補足。配搭，互相補足。

 角聲壘湖營地總監馮建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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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角聲疊湖營地的各種活動，吸引了無數青少
年參加，亦在他們心田中撒下了福音種子。這些福音種
子，得到了澆灌和照料，不少參加者因而認識了主耶

穌，得著了救恩。這正是角聲疊湖營地主要的
目標。事實上，在這些得救的年青人當中，更
有一些進而參與服事，在營地中被主使用。以
下的幾個年青人就是其中一些例子，他們有如
營地上開得燦爛的花朵，迎向太陽歌頌神。
(附圖均為疊湖營地裡所見的花朵。)

阿�T哥
阿�T十四歲時，第一次來到角聲疊湖營參加活
動，與營友很合得來。十年後的今天，他已經
大學畢業。當他知道營地需要游泳教練及救生
員，便請櫻承擔責任，努力學習考取專業資
格。現時，他已擁有這兩項資格，並在營裡服
事。阿�T是透過營裡的活動而認識主，相信主
的。出營之後，他不斷參加教會的聚會。由於
他對音樂亦有專長，所以很多年青人都喜歡與
他交往。

阿�H哥
 
阿�H是紐約布祿崙一間教會的弟兄。本來，他
打算中學畢業後便到別州工作。後來，馮建康
請他到營地中負責廚師職務。入營工作，使他
很有感受，也有些得著。最後，他決定留在紐
約繼續升學。現在，他暑期就在疊湖營地工
作，平時上大學繼續學業。來營地後，阿�H在
他的教會中的參與也較以前活躍，不單只是參
加聚會，也會提出建議，更多參與。看見他為
神的事工而更加投入，使人不得不感謝神。

阿�C哥
阿C是馮建康的學生。但卻並不是馮建康邀請他入營的。
初來時，他並不會做營裡的工作。後來明白了營裡有缺乏
和需要，漸漸加入服事。他現時仍在念大學，暑期間在營
中幫忙。他會玩一手好結他，現已成了營裡的一個好幫
手。阿C在營裡已經三年，是在營裡成長的一個基督徒。
他希望可以成為一個對主忠心的僕人。

阿�C姐
阿C在9�0年代已經開始入營，在營內當導師。她個性爽朗
大方，很得營主任讚賞，因而獲邀加入角聲。她在營裡結
識了她的另一半，下營後「秘密」來往，結果有情人終成
眷屬，二人成為一體。婚後更添了小寶寶，一家三口樂也
融融。現在，她在角聲兼任要職，可說是在營地沃土中成
長的美麗花朵。

營地福音土壤肥沃 綻開事奉花朵

... 我要使沙漠

變為水池，使

乾地變為湧泉。

以賽亞書41:18 

 東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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