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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  就近機場為Lehigh Valley International (ABE), Newark International Airport (EWR), 
 Philadelphia International (PHL)：若須接機送機服務，請於報名時註明（接送費用另計）。
�  所有課程務必全程參與：第一天下午三至五點辦理報到入營，傍晚共享愛宴，
 七點半舉行開幕敬拜及課程預習；最後一天下午一點結業感恩見證，於傍晚前離營。
�  若須帶未成年子女赴會，請在備註欄註明子女性別及年齡，以便安排膳宿（歡迎報名兒童營或相關營會）。
�  營地備有被單、毛巾及肥皂。請自備牙刷、牙膏、刮鬍刀、吹風機等個人衛生用品。

生命風景
李靖惠的信仰與導演之路

從臺灣的城市到偏鄉
李靖惠導演行動電影院
繼續邁向國際的舞臺
以創作的紀錄片開啟一扇窗
搭建一座橋
傳遞上帝的慈愛與公義

真情真愛顧長輩
蘇文安談廿一世紀的
基督徒孝道

文字牧者蘇文安從多年家庭
事工和親身經歷中，與您分
享如何將盡孝道當作呼召，奮
力學習，並為自己未雨綢繆。

KRC文化實務營額外加碼心靈饗
宴，勢必精彩，請拭目以待！

夜間
講座引人入勝的

KRC
神國資源文化實務營    

月 10~16
賓州活動
2014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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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營會，我們同心來到父神的寶座前，

恢復生命的豐榮，重燃夢想的火焰。

2014 年，讓我們前瞻未來，挑戰狹隘，發揮恩賜，勇於突破，

 一起活出基督豐盛的應許，向世人傳揚祂的美好。

報名方式

 請上網下載表格之後傳真到：(866) 572-4403
 聯絡電話：(301)515-0124洽梁淦洪弟兄（Kam Leung）
  kamhleung@aol.com
 郵　　寄：Joshua Ishii（張寶維弟兄） 
  P.O. BOX 1068 Newark, CA 94560
 網　　站：http://www.e-krc.org　

 電　　郵：contact@e-krc.org
 線上報名： https://www.eventbrite.com/e/krc-workshop-2014-

registration-10625490127 

費　　用

 所有梯次課程皆四天三夜：成人$400
 （註冊費$100+食宿費$300）。
 小先知、小領袖成長營，5至11歲兒童$230
 （註冊費$100+食宿費$130）。
 4歲及以下幼兒與父母同住，食宿費全免，

 但請自行照顧嬰兒。
 為鼓勵夫妻或全家參與，夫妻一起（不限夫妻營），

 註冊費只算一人（如兩人費用為$400+$300）。

 兩個以上小孩參加兒童營，第二位小孩費用八折優惠。
 凡參加A100/A200藝術營、K100書法營，

 酌收＄30元材料費。

營　　地

�美國賓州聖法蘭西斯退修中心（St. Francis Center for Renewal）
地址：395 Bridle Path Road, Bethlehem, PA 18017, USA  
電話：(610) 867-8890　網站：www.stfranciscenterforrenew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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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100   舞動至臻工作坊　從敬虔到健康

■內容：結合神經肌肉系統與個人特質分析，

使肢體動作與理性、情感、意志融合，

不僅改善個人舉止、人際關係，更通向創意、才華與

技能的寬闊天地。進一步探討內在與外在的讚美舞

動、饒恕與家庭關係︰

 1.  如何操練一些簡單動作以改善自己舉止，使您與

他人的溝通無往不利。

 2.  如何在舉手投足間推開

一扇窗，自其中流淌出

您自己、家庭及朋友的

品味與風格。

 3.  創造屬於您自己、與他

人相處的讚美舞步。

■資格：誠摯邀請有興趣的朋友或青少年、高小學童加入。

■老師：魏貝蒂 Elizabeth (Betsy) Wetzig

 R100   紀錄片賞析與應用　紀錄生命風景初階

■內容： 講師兼具導演、製片、大學老師、影展

策展等多重身分，藉由創作之影片融合

豐富的映演經驗，帶領學員進入紀錄片的

世界，透過紀錄片欣賞生命風景，巔覆一般人對紀錄

片的刻版印象，初步了解一部紀錄片的製作過程，並

探索紀錄片的媒介應用及影響力，讓紀錄片成為推動

相關工作的好幫手。

■資格：對紀錄片欣賞與應用有興趣之人士皆歡迎。

■設備︰無。

■老師︰李靖惠

　 現任大葉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助理教

授。二十年創作生涯，長期關注老人與女

性族群―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生命風

景，作品散發溫柔堅毅的丰采與力量，獲

得許多獎項的肯定。《麵包情人》是繼

《家在何方》、《阿嬤的戀歌》、《思

念之城》、《親親我的愛》、《暗夜飛行》之後【家國紀錄

片】最終回。相關介紹請見本刊46到50頁。

★第一梯次 7/10（四）～13（日）

‧ 神   國   交   流   道 ‧ 7

新課程

 NEW

 F100   聖經理財投資營　智慧理財達到財務自由

■內容與老師：聖經上關於錢財的經文多達2350節，照著行必

然蒙福！本課程由四位基督徒專家結合理論與

實務、為您量身打造投資理財的必勝祕訣。

 1.  聖經理財原則（溫英幹）︰如何將聖經原則

應用到個人生活，以智慧理財之道達到財務

自由的步驟，成為合神心意的好管家。

 2.  退休規劃（江桂芝）︰退休問題（通貨膨

脹、醫療保險、市場變動等），退休金儲備

與極大化，企業退休計畫，長壽趨勢的退休

策略，遺產規劃與奉獻，退休金與課稅。

 3.  投資策略（傅艾瑞克）︰以屬靈眼光對未來

景氣尋求異象、建立資產配置計畫、檢視投

資情況、投資組合的管理、個別投資問題的

指導。

 4.  財金法律（張麗麗）︰美國聯邦與州政府

法律制度、房地產交易、遺產規劃與遺囑擬

定、生前信託等法律解說及相關問題解答。

■資格： 歡迎愛慕聖工、對聖經理財原則與投資實務有興趣的

基督徒或慕道友參加。

 M100  領導管理工作坊　打造全方位領導力

■內容： •   如何在職場凸顯自己的強項―你自

己以及你的同事知道你的強項嗎？

   •  如何在職場面試當中作為贏家？如何從面試中挑

選你的團隊成員？

   •  如何讓自己的意見被重視―如何說可以被聽

見？你的上司聽見你說話嗎？你的屬下聽從或聽

懂你嗎？

   •  在職場與在教會有所不同嗎？如何在職場中有高

績效又不至於犧牲基督徒的原則？如何在教會服

事中憑信心謙卑依靠神又有果效？講求表現是否

有錯？在教會能夠講求表現嗎？

   •  如何能有效地帶領職場團隊、教會小組、教會長

執？如何在眾說紛紜當中制定目標並訂立出路

線，發揮執行力？

■資格： 歡迎凡在職場、教會或機構居領導管理地位者，無論

是自營事業或受委任經營企劃，希望個人或所帶領的

團隊、教會、小組更能發揮效能、影響世界、追求卓

越者。

■老師： 高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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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受共同的靈修聚焦時間、不同營友的交流互動及精彩的藝文活動，達成生命、生活、事奉、文化素養全

方位的成長與突破！課程豐富多樣，有兩梯次供選擇，還有專為5至11歲孩童設計的營會，歡迎闔家光臨！★
  ★

  ★  ★  ★
  ★

  ★  ★  ★  ★

營會

特色

★第一梯次 7/10（四）～13（日）

新課程

 NEW

 W010   點燃寫作火種營　文字零國界，異象跨時空

■內容： 現代基督徒對基督教文學知多少？為

何現有的華文基督教文學常給世人

第二流的印象？難道呈現神和信仰的

寫作，不應當用第一流的文字，以最精

煉、最優美的文筆呈現？但要提升，就需要在基督

信仰中重新定位文學。

 本營會將探討基督教文學的定義，文化與寫作的關

係，文學藝術和教會的關係，21世紀基督徒作者的

挑戰，以及基督徒作者如何從耶穌生命的模式和事

奉的態度，來學習道成肉身的寫作。盼能帶領有心

文字事奉的基督徒，重新看

自己的筆，不再讓自己的筆

流浪。

■資格： 歡迎有寫作負擔或有興趣的

基督徒參加。

■老師： 莫非

 E110  小先知成長營　讓學習與品格接軌

■內容： 盼望孩子有一個終身受益的假期嗎？這個暑假，容讓

魅力十足的老師掌舵，引領您寶貴的孩子揚帆啟航，

走一趟探索發現之旅。讓孩子們直擊聖經真理，與先

知人物面對面，高潮迭起，樂趣不斷。航程備有閱

讀、唱詩、戲劇、遊戲、禱告……絕不沉悶。他們還

將學習根據聖經原則儲蓄，不欠債，培養善用錢財造

福他人的品格。

■資格：與父母或長輩同行的

5至11歲兒童。

■老師：華人兒童事工

 （Chinese Children's 

Ministry)團隊

 L100  夫妻成長營　再譜一曲浪漫情懷

■內容： 想與配偶達到順暢的溝通？想知道

配偶愛的語言嗎？渴望婚姻更上「幾

層樓」嗎？讓我們一起：1.重溫起初戀情，

了解彼此愛的語言；2.再次加強溝通技

巧，學習解決衝突；3.探索夫妻性親密的奧

祕，防止婚姻出軌；4.計畫經營婚姻，讓熱

情永永遠遠。

■果效： 自2006年起每年舉辦，許多夫妻經歷了生命的

改變，對婚姻更委身，更能享受夫妻的親密及

婚姻中的喜樂。

■資格： 渴望與配偶一起成長的夫妻、對幫

助婚姻事工有負擔的夫妻；必須

夫妻一起參加。

■老師： 郭淵棐，劉永齡

 E100   青年領袖英文營   成為國度建造者

■內容： 本營會專為有心追求的年輕人設計，幫助參與者從

課程中真實體會到神國的公義、醫治及豐榮。建立

神國，達到神應許的美好，預備成為團隊合用的同

工。團隊的果效不彰，常因個人不明白自己的恩賜

或極限，或因領導同工忙碌處理突發事務，而對團

隊異象失焦，忘了起初的呼召。本課程希望藉著聖

經中領導人物的經歷，認識自己、重新與神連結，

使年輕人明白如何讓信仰成為與人建立關係的基

礎。領導，不是只關工作與帶領，更是以基督的心

為心！

■資格： 高中11、12年級，大學生及社會青年，願意被神使

用的有心人。

■老師： Deborah Fung, Rev. Grace May, Manni Lee

新課程

 NEW



‧ 神   國   交   流   道 ‧ 9

★第二梯次7/13（日）～16（三）

 C100   關懷的藝術工作坊　從認識自己開始

■內容： 主耶穌來到世上不只是為世人的罪

而死，解決罪的問題，使我們得永

生。祂來世上乃是要讓世人認識祂

的天父，與天父和好，並且恢復豐

盛的生命。

 亞當、夏娃因不信神的話，而聽從

蛇的話，就落入混淆、害怕、與神

隔離的光景中。凡事靠自己，成了

有父的「孤兒」。許多人信主多年

後，生命仍然充滿了憂愁、害怕、

嫉妒、爭競、沒有安全感、負面、羞恥等等，像個屬

靈的孤兒。

 本課程不僅幫助你理出這些問題的根源，並幫助你學

習如何應用聖經，倚靠聖靈，生命被更新，進入神的

命定，活出神應許的豐榮。

■資格： 渴望得著神所應許的豐盛生命，進入你被造的命定，

與神建立親密關係，活出天國子民得勝的生活。如果

這是你的盼望與需要，歡迎你來參加。

■老師： 陳美津、林麗珊 

 R200   微紀錄片製作　  紀錄生命風景進階

■內容： 如何運用影像說故事是本課程的重點，從說自己的故

事開始練習。運用相機、手機或攝影機製作微紀錄

片，涵蓋前製作業、紀實攝影、後製剪接。

■資格： 對紀錄片製作有興趣之人士。需上過紀錄片賞析與應

用—紀錄生命風景初階。

■設備︰ 必備：可錄影之手機或攝影機、相機。個人或家庭故

事相關照片及電子檔。

　　　　電腦︰剪輯用，請盡量攜帶。

■老師：李靖惠

  現任大葉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助理教授。二十年創

作生涯，長期關注老人與女性族群―照顧者與被照

顧者的生命風景，作品散發溫柔堅毅的丰采與力量，

獲得許多獎項的肯定。《麵包情人》是繼《家在何

方》、《阿嬤的戀歌》、《思念之城》、《親親我的

新課程

 NEW

 K100   書法與靈命成長營　書道清娛

■內容： 許老師有幸跟過兩位書法大師，一是傅

申，一是張隆延，今日還跟張老師的高

徒周元鍇習字。張隆延老師說：「書法是高級的嗜

好。」是真的，書法的確能：1.陶養身、心、靈；

2.將藝術注入日常生活；3.表達綜合的生命內涵；

4.將美與人分享；5.道具少、容易學，還能練到八、

九十歲；6.從中悟出靈命的真理。好處多多！本課程

不只臨帖習字，老師還親自示範並介紹中國書法史、

書法賞析與理論，最後會讓同學們將書法成品裱褙托

底。

■資格： 書法愛好者皆可，初學者可正確入門，學有所成者亦

可交換心得。

■老師： 許宗實 

愛》、《暗夜飛行》之後【家國紀錄片】最終

回。相關介紹請見本刊46到50頁。

■助教：連品雯（第二梯次協同教學老師）

  大葉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學士，大學期間製

作第一部紀錄片《中年超人》開啟紀實攝影與

電影製作的興趣。波士頓愛默生學院視覺媒體

藝術碩士，專長紀實攝影，作品探索自我的存

在與認同，是擅長新媒體的新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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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家中發生的故事，可大可小，可長可短，可以是時光

長廊中的某一亮點或衝擊點，也可以是歲月長河中綿

延不絕的山光水色與如夢人生。對某些人而言，家，

是溫馨和樂的天堂；對另一些人而言，家，卻是恐怖

淒慘的地獄。又抑或，天堂與地獄在同一家庭中竟輪

流呈現！

 如何在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的形塑與成長中，來

觀察、記錄、回應、採訪、分享你自己、家族成員或

朋友／同工／同事們，所親歷或聽來的家庭故事？

 本課程將透過講解、範文、視頻及討論分享，來探討

如何以各種可能的文體，書寫「親子」、「婚姻」、

「長輩」、「婚變與單親」、「家族凝聚與信仰傳

承」等家庭故事類別，作為見證故事、專欄散文、講

道舉例或小說題材……等。

 同時敬請期待W260《精彩家庭故事可以這樣寫II》
（規劃探討如何書寫「家人歸主」、「家庭與職

場」、「婆媳與姻親」、「旅遊／休閒／嗜好」、

「家庭難題／災變」等家庭故事類別。）只要修過

W100，即可修此課，不須先修W250。

 E120  小領袖成長營　讓學習與信心接軌

■內容： 「在神的眼裡我是誰？祂對我和我的人生有什麼命

定？」年幼單純的孩子也會仰望星空，發出這人生大

哉問！倘若以「你長大了就知

道」來搪塞，不就等同於任憑

他「長大了就迷失」！？當營

會結束時，您將驚喜歡呼他身

心靈的全方位成長，成為小領

袖，學會和平解決衝突的有效

技巧，快樂地成為家庭、學校

與他人的祝福。

■資格： 與父母或長輩同行的5至11歲兒童，無論是愛打破沙

鍋問到底，抑或貌似沉靜的小哲學家，還是介於兩者

之間，統統來者不拒。

■老師：華人兒童事工（Chinese Children's Ministry）團隊

★第二梯次7/13（日）～16（三）

 A100/A200  藝術欣賞創作營　與靈感有約 

■內容： 創作沒有捷徑，最重要的是要有「看

法」與「想法」，再來就是如何表達。

本課程引導學員打開自己的心與眼，真正進入想與看

的狀態，享受從零到有的創作過程（眼可看、心可

感、口可讚、手可畫）。除了賞析藝術家代表作品，

更可以從彼此作品的觀摩互動中，找到自己對美的觀

點與態度。

■資格： 凡愛美人士均歡迎。不需要繪畫基礎，但需要一顆開

放、專注的心。有意參加者請盡早報名，以確定人數

與互動足夠，達到教學相長的果效。

■老師：周蘭惠   

新課程

 NEW

 W250   家庭故事書寫營 I     至於我和我家

■資格： 已認識文字事奉意義並具備基本寫作技

巧，有心以家庭故事為素材，來操練如何

在生活中實踐信仰、在寫作中見證信仰者。歡迎已修

過W100「文字事奉培訓」並樂於在課堂上分享家庭故

事者，暢敘共享。

■老師： 蘇文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