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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春季學期一完，我便會急不及待地到角聲壘湖
營地裡過暑假。我發覺我每年在營裡生活，都令我成長不
少；無論在體能上、知識上和靈命上都有突破。

回想以前，我性格內向，而且身體虛弱；現在已變得開
朗、坦率、充滿活力。常常留在家中沉迷電腦玩意的我，
甘願在暑假中放棄留在家中長打電玩，而離開城市上山到
角聲疊湖營地，隔絕電腦科技的引誘，對我來說是很不容
易的事。

在營裡，我接觸了來自不同教會的弟兄姊妹。他們很多都
是一班自顧放棄留在城市裡尋找暑期工的大學生。他們都
顧意成為營地義工，一起工作事奉上帝。因為我們要在營
裡整個暑假，我們會一起工作、一起食住，就像一個大家
庭。性格內向的我慢慢地開始懂得怎樣與別人溝通，也認
識了不少朋友。

在營裡，彼此鼓勵和關懷是很重要的。許多時，當精神和
體力都疲倦了時，往往會令我們乏力而躲懶，忘記了我們
的工作是為了事奉上帝而不是為了賺取營費。每當我們

角聲疊湖營地同工 清

我的暑假
...........................................................

得到營友的鼓勵、教會的支持，或營裡弟兄姊妹的關懷
時，就知道辛勞也是值得的，疲倦也會一一過去。我們
的目標，是希望更多人能夠在角聲疊湖營地裡享受大自
然，從中得著上帝的祝福 。

在角聲疊湖營地裡，我做過不同的工作位置，要做的工
作和雜務很多；但同時我學到的也很多；如野外活動、
游泳、箭術、划船、獨木舟及爬山技能等… 

記得當初到角聲疊湖營地時，大家在炎熱的天氣下工作
了一整天之後，都急不及待地跳進湖裡游泳解熱。那
時，不懂游泳的我，總是喜歡
在泳池邊��小睡，又或划船。躺
在湖邊，一邊聽��鳥聲一邊小
睡，暖風柔和地向我吹來，讓
我明白甚麼才是真正的休息，
也感謝上帝叫一天的忙碌結束
了。角聲疊湖營地活動，令我
能夠察覺到很多上帝的大能。
心境平靜，是一個上帝的祝
福，特別是對城市人來說，難
得的是平靜安穩。

後來，我決心學會游泳，因為
游泳可以強身健體，是一種十
分有益健康的活動。現在，我
不僅學會了游泳，還更進一
步，學習了拯弱，成為了救生
員。學會游泳和當上救生員，
也只是我在角聲疊湖營地中的
一些經驗，還有其他很多方
面，要說也說不完。

我覺得我們在營地管理上，有
很多事情是在城市中學不到
的。營地設備維修就是其中之
一，營裡所有的設備維修都是
我們自己動手做的。感覺上，
我和其他營地同工每天都與大
自然在「競爭」。營地每時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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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 �: 工作了一整天，大家都急不及工作了一整天，大家都急不及
待跳進湖裡解熱。
下圖 �: 面對神所創造的自然景色，令圖 �: 面對神所創造的自然景色，令
人心境寧靜，這正是上帝的祝福。人心境寧靜，這正是上帝的祝福。人心境寧靜，這正是上帝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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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聲
疊湖營地

33

天上的天和

天上的水，

你們都要

讚美他！

詩篇 148:4 

刻都是在大自然圍繞下，小動物及天氣的攪擾及破壞力，
比人所做的更利害。很多時，我們今日掃除了一個蜘蛛
網，但第二日早上在同一個位置裡又會結出許多個蜘蛛
網，可以說是「日日新鮮日日甘(利害)」。

營地裡又有一種小動物十分可愛和聰明，但同時也十分喜
愛搗蛋，令人十分煩惱---牠們就是浣熊(Raccoon)。不要
少看牠們那小小的身軀，破壞力可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大。
牠們喜愛到處搜索食物，而廢物桶便是牠們喜愛的獵食目
標。有時候，營友會在晚上活動完結之後，坐在餐廳裡吃
小食聊天。深夜，當大家都返回自己的小屋裡睡覺，遺下
一堆堆食剩了小食時，那正是浣熊出動的時間。第二天早
上，我們睡醒來後，看見那被弄得亂七八糟的餐廳，就知
道「昨晚，營友們一定玩得很開心；而那浣熊又一定吃得
很開心」的了。

營地生活，充滿樂趣，充實了我的人生。當中，我又看見
了上帝所創造的，是何等的偉大﹗大自然真的說出了上帝
的作為。

(下圖是攝於角聲疊湖營地的美景)

疊湖營地在紐約上州的夏理文州立公園(上圖)，離紐約
華埠只是一小時車程。鄰近旅遊景點甚多，疊湖營友除了
參加營地活動之外，亦可順道遊覽。

鄰近的大型購物商場，就在公路17W旁，是購置日常用
品的理想之地。再大型的商品購置所是 Woodbury Co-
mon，是在87公路旁的17號公路上，名牌用品的廠家不
下二百多所，足夠一天活動。

西點軍校是在9W公號旁，離開營地約十五分鐘車程。它
有自辦的遊程，遊人可參觀它的軍械展覽，對這方面有興
趣者值得一遊。

大熊山州立公園是在營地十分鐘的路程，有大型公共泳
池、小型動物園、酒店、溜冰場、球場及遊樂設備，並有
可划艇的湖。大熊山頂建有瞭望塔，可遠眺四周景物。這
是著名的基柏拉川步行徑的中途站，也是值得一遊的。

營地附近又有多個果園，每逢採摘季節，遊人擁擠，園內
多有馬車可供乘坐。

營地處於優越位置，鄰近有上述景點，實在是神的恩典。

鄰近景點值得遊
 東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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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事奉神的人都可以見証「你的恩典夠我用」這一
件寶貴的事實。這也正是我廿多年來事奉中的體會，特
別是在開拓新的事奉領域時就更是如此。

一般人都是按著自己的興趣、才幹和專長去服侍神。但
神對我很多時的帶領都不是順著我的興趣，也不是按照
我的才幹，亦不會根據我的專長。祂常要我做一些從未
做過的事。記得角聲開始時，每一項事工的開展都是一
次摸著石頭過河的經歷，而更加令人驚訝的是，這些工
作總是完全超出我的能力和經驗的圍範之外，完全是一
種新的挑戰。但因著事工的需要，神就每一次都讓我突
破自己的限制。從這些經歷中，我深深地領會到：「神
的恩典在軟弱的人身上特別顯大。」

我自幼就很自卑，也不喜歡讀書，見書就怕；初中時還
經常曠課。十五歲移民，我的中文程度可想而知，如要
擔任書寫工作的話，可說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因為急
需之故，神竟然讓我充當起角聲早期出版通訊的總負責
來；由搜集資料、寫稿、打字、排版、印刷和發行，通
通包辦。後來有一段時間，還在號角寫上專欄。不過，
救急時期過後，一切就都火速地退步了。

事奉是...

不向不能說不能
............................................... 角聲副總幹事葉啟明牧師

不喜歡讀書偏偏要做文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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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年美國通過了大赦法案，角聲得到了為無身份者申請
大赦的資格。我不但對法律全無興趣，更可說是一竅不
通，但因為事工的需要，我又擔任起總負責來，一切從零
開始。一．學習有關申請大赦的知識，包括填表、打手指
模、照相、核查文件；二．制訂工作的程序和原則；三．
編制和教授申請者英語；四．訓練工作人員；五．提供有
關大赦的法律輔導和資詢；六．判核申請表；七．帶領申
請者見移民官。對我來說，這些都是全新的工作，更是我
的弱項。但那年，我們幫助了超過一千位申請者獲得大赦
身份，亦因而開始了社區部的工作。

我是一個沒有音樂細胞的人，也不喜愛音樂。雖然曾彈過
結他，吹過口琴，但那只是年青人逢埸作慶的玩意，除了
在聚會時唱唱詩歌之外，我是絕少會自彈自唱，也很少聽
音樂。所以，音樂對我來說，根本是不會，也不可能成為
一種事奉。

九四年，角聲派我到活主教會協助牧養工作。我當時很想
找一些中英文對照的現代詩歌，卻找不到。一天，我無意
中地以粵語哼出了一首英文詩歌來。後來，我就開始把一
些年青人唱的英文詩歌，填上了粵語歌詞，讓說中英文的
會眾都可以齊心合唱同一詩歌。那段日子，我得了很多靈
感，在很短的日子中，就把三十多首英文詩歌填上了粵語
歌詞。兩年前，覺得有需要鼓勵弟兄姊妹參與宣教，還把
兩首流行曲填上了新詞變成了宣教之歌。現在現代的粵語
詩歌愈來愈多，我在這方面的靈感也大不如前。

一次，我只想作一個很簡單的錄音；手拿著錄音機，內容
都預備好了，但不知怎樣，錄音開始，卻怎也不能將話說
出來。又一次，角聲的大眾傳播部需要我幫忙拍攝宣傳角
聲疊湖營地的部份；負責製作的盧燕華姊妹，知道我在這
方面特別有困難，就把講詞寫在一張大紙上，我只須把紙
上的字讀出來即可。但是，廿多秒的片段，竟然要重錄了

不懂法律偏偏要協助申請大赦

不喜愛音樂偏偏要做填詞工作

不能對咪說話偏偏要做廣播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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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多少次，才勉強完成任務。所以，很久之前，我就
知道自己不是一個可以對著咪高峰說話的材料。現在，
神竟然讓我成為角聲網上電台的節目主持人之一，我確
實是發夢都沒有想過這個可能。經過了半年的努力，也
許我每星期都是耕耘得相當辛苦，但能夠拿出來的質素
距離理想卻還是很遠。不過，我有信心，神會幫助我一
次比一次地進步起來。

回想過去，我發現自己的事奉是一種「水漲船高」的經
歷──需要來到，能力和才幹就會增高；需要過去，能
力和才幹也就回到本來的水位。其實在事奉裡，每一個
成果的背後，都是一個神蹟的結果。而每一次的事奉都
是一個祝福別人，祝福自己的經歷。通過這樣的過程，
神的榮耀就像照在鏡子上的陽光，在那些軟弱的人，就
是那些受助者和幫助者的身上，反射出更耀眼的光芒。

以下是葉啟明牧師填詞之「永恆之城」。

永恆之城
永恆之城多麼的吸引 激發信心令人嚮往永生

信而跟從天國的足印 爭戰到底憑信望共愛前行

1. 憑主一句諾言的應允 踏上這征途
   原知道這路途多險惡 樂意永跟隨
   縱使烽煙遍天地 那怕魔鬼來略侵
   活出精兵的榜樣 我已置死也忠心

2. 神蹟一般豐富的供應 上帝賜安寧
   雲彩一般佳美的見證 喚醒我心靈

   默想天家滿希望 看見天使和萬邦　
   環繞基督的寶座 眾聖屈膝敬拜主

永恆之城多麼的吸引 激發信心 如異象有尊榮
永恆之城多麼的吸引 激發信心 令人嚮往永生
信而跟從天國的足印 爭戰到底憑信望共愛前行

只要有需要不能變可能

美西行日記

37

感謝神，我回美國不久，就得到消息說，印州華人基
督教會願意支持我在三明兒童村的工作，每個月一百美
元，連續三年。後來才知道原來是易明牧師的推薦。易
名牧師與我一家從越南到美國有很長的同工經驗。這一
次在兒童事工再度合作，實在是神的恩典。我為此特地
在三月二十八號，從費城飛到印州，在印州華人基督教
會與弟兄姐妹分享中國兒童事工。雖然當晚是禱告會，
參加的人數不多，但弟兄姐妹對此事工很有負擔，將來
很可能會有短宣隊伍進去。

可是，我發現美國很多地方的華人，
對中國兒童事工的認識還很淺短，更
不要說支持了。於是決定今年有機會
要去一次加州，為兒童事工出點力。
其實去年我也去過一次，可是都是私
人性質的。這一次，希望能夠在一些
教會作見證，鼓勵弟兄姐妹多關心。
終於在四月十二日踏上征途，向西部
行。目的地是羅省、聖荷西、拉斯維
加斯，如有可能，也會去沙加緬圖；
外子特地從賭城趕來羅省與我同行。

感謝神，羅省真光長老會把我列入真
光長老會所支持的不定期宣教士。就
是說有弟兄姐妹奉獻的，他們會寄去
紐約角聲佈道團。也承蒙他們安排，
我在四月十五號的主日學時間，跟他們分享角聲的中國
兒童事工。當日，有大概一百人參加。叫我感動的是散
會後，一個年輕姐妹來跟我要「守護天使申請表格」。
她說�:「佩文姐，你做的事很有意思，我立刻填這個表
格。」另一位姐妹對我說�:「銀幕上一出現那些孤兒的故
事，我就不敢看了。我忍不住就要哭了，我想我不可能
去參觀兒童村，我一定會大哭的。」我告訴她�:「不會
的，你看到孩子一定會很開心的！」她點頭說是。

美西行

許佩文美國西部之行許佩文美國西部之行，行程緊
密；夫婿徐德長從拉斯維加斯密；夫婿徐德長從拉斯維加斯
趕到羅省，與她會合同行。趕到羅省，與她會合同行。

三明華恩兒童村副院長許佩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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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真光長老會分享，我也有機會在恩信教會的周間
查經班裏介紹兒童事工。他們都答應參加四月二十九號
晚的兒童事工分享會。我剛到羅省，角聲分會胡副總監
告訴我他們預料會有七桌，結果一共開了十八桌。

四月十六號與外子乘車去聖荷西市。本來打算在許弟兄
家停留兩天，可惜他因急診留醫，所以到鄧姐妹家住
宿。聖荷西市也聚居了很多從越南來的弟兄姐妹，承蒙
他們招待，也有機會在畢弟兄家有分享晚會。由於時間
關係，在聖荷西市衹能停留四天；此期間，曾到醫院探
望許弟兄。許弟兄有多年在中國事奉的經驗，將來我們
很可能有合作的機會。

下一站是賭城，也是目前外子事奉的地方。感謝神，基督
華人浸信會與維加斯基督教會都
儘量讓我有機會在不同的查經
班、家庭聚會、迎新會中分享。
叫人感動的是在一個查經班分享
後，弟兄姐妹願意奉獻，可是都
沒事前準備。所以衹可向一個有
帶支票部的人借用；後來我發現
同一個人發了好幾張的支票。

感謝神，在賭城有機會見到外
子的弟妹多人。除了一個弟
弟，其他弟妹都信了主，有好
的事奉。尤其是二妹夫，本來
拜偶像很厲害，現在受了水
禮，離棄偶像，讀經禱告。我
很想把他的故事寫給中信，可
是時間很緊來不及，很可惜。

四月二十六號，我自己一人搭車回羅省，外子送我到車
站。這次一別，又要差不多一年後才可以再見面。我流
淚禱告神，在一年內讓我們清楚神的旨意，美國或中
國，不要再兩地分離。請大家也為我們禱告吧。

重返羅省有四次分享。四月二十七日早上在羅省角聲同
工會一次。四月二十九日主日崇拜早午堂在衛理公會羅
省華人美以美會證道。其實我已經十多年沒講道。這次
是很久以前答應的，所以衹得履行諾言。我用雅各書第

一、二章講「信行合一」的道理。散會後，一位老人家
對我說�:「許副院長，你講的得真好，我都聽明白了。你
講得比牧師好。」我連忙把指頭放在唇上告訴她�:「請不
要這��說，我沒讀過神學，你聽得明白是神的恩典。」老
人家很可愛。

　
崇拜後，陳太帶我去吃午餐，是我最愛的越南麵包。兩
點鐘趕去真光長老會參加一個朋友兒子的按牧典禮。四
點半回到家，稍休息。五點十五分馬傳道來載我去北海
漁村準備晚上的分享會。

感謝角聲分會��同工的辛勞。我到了會場，一切已準備就
緒。客人也陸續到來。很高興看到很多熟識的、不認識
的、剛結識的主內同道。碰到曾經來過兒童村的朋友更感
親切。錄影帶把每個人的心帶到
中國兒童村。三個人不同角度的
分享讓人更瞭解兒童村目前和將
來不同的需要。更感謝神的是有
愛主的姐妹已經奉獻了餐會的費
用，讓當晚所得的奉獻全數送給
中國兒童事工。

晚會在九點多結束。當晚收到
奉獻一共是一萬四千三百零二
元。願神祝福所有參與者，你
們的心神看到也知道。

我的壓軸戲是五月一號晚在羅
省角聲副事工主任胡嘉驥家中
的大集會。與去年來兒童村的
美以美教會短宣隊員共進晚
餐，是一個享受，沒有壓力。他們今年也會再來，而且
是七月和十月兩次。我們煮了三明名菜「水煮活魚」，
可是總不及兒童村的小張哥哥煮得好。有人自我安慰
說，他們很快就可以吃到正宗的「水煮活魚」了。

我想我離開我的孩子們太久了，我要回去了。五月二號
在回費城的飛機上，我睡了好長、好香的一覺。當你讀
到這篇文章時，我可能已經身在三明了。再見，美國，
後會有期。

許佩文(左一)在聖荷西一個家庭聚許佩文(左一)在聖荷西一個家庭聚會
中，分享角聲的中國兒童事工。中，分享角聲的中國兒童事工。

曾訪三明兒童村的短宣隊員，在胡宅明兒童村的短宣隊員，在胡宅
與許佩文歡聚．短宣隊將再訪三明。與許佩文歡聚．短宣隊將再訪三明。

38

Passion #7.indd   38-39 2007/5/13   �� 11:1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