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为配合今年 “天天有福音
单张， 周周有福音周讯，月月
有福音月刊，季季有福音季
刊”   的福音负担 ，  并鼓励众
圣徒一同有分于主在全地的
福音行动，特向弟兄姊妹征求
稿件并服事者。弟兄姊妹们或
有故事，或有名人名言，或有
帮助福音的时事消息，或有诗
词歌赋，或有福音小品，或有
灵感，或有见证，皆可踊跃投
稿给我们。字数不在于多，关
键是生动、  贴切、 新鲜、真
实，有助于福音的传扬。一言
以蔽之， 不限篇幅， 不限体
裁，自由发挥。 

       目前， 需要最大的是  “新
人见证” 、  “福音单张”  和  “小
品文苑”。 

新人见证感人之处端在
于“真”，无须长篇大论，无须
戏剧化——正如一位 2010年 1
月 1 日受浸的弟兄所言：“我
的得救与许多弟兄姊妹比起
来非常平淡，仅仅半年，没有
任何起伏，没有什么思想斗
争。我想，或许并不是所有人
都能有一个波澜壮阔，或者说
跌宕起伏的得救。也有姊妹
说，‘越单纯的人，得救得越平
静。’”我们希望收到更多这样

的短见证、“平实”又新鲜的见
证。这样，每个新受浸的弟兄
姊妹都能为主作见证；合在
一起，就是一个又活又真的团
体神人之见证。除了新人得救
见证外，我们还需要“甜美召
会生活”、“团体神人生活”、“脱
离网路霸占 ”、“ 读经活力
排”、“儿童活力排”各类见证。 

“福音单张”体裁不限，字
数不限，可因任何众人感兴趣
的话题作为引子而传福音。 

     “小品文苑”需要弟兄姊妹
用各种文学体裁来丰富供应。
比如，“顺口溜”、古体诗词、
现代诗和抒情散文等体裁都
可以用来传扬、谈论主奇妙的
作为。 

      除了以上栏目外，我们尚
有 17个栏目请大家同来服事。
具体如下： 

• 新人见证  
• 福音信息 

• 福音故事  
• 时事福音  
• 圣经传福音  
• 校园简介  

 

• 福音辩明  
• 传记历史（连载）  
• 希腊文αβγ  
• 福音问答（互动）  
• 石榴放蕊  
• 小品文苑  
• 诗歌欣赏  
• 读经心得  
• 健康爱筵  
• 读者来信  
• 代祷事项  
• 如何探访（月刊）  
• 福音单张  

• 专家访谈  

借助弟兄姊妹们的一同
配搭，我们盼望能建立一个福
音园地，为每个圣徒传福音提
供“配菜”，结合高峰真理的“干
粮 ”，做出自己的 “ 福音菜
肴”来。 

为以上各项服事，我们也
诚恳征求服事者：撰稿人、编
辑、校对、排版和美工。 

为广泛征求建议，我们欢
迎弟兄姊妹批评指正。来信请
寄 weeklygospel@gmail.com ，
或致电 714-827-8222，传真
714-224-5888。 

请弟兄姊妹为这项文字
服事代祷。 
 

愿主祝福你！                       
 
 
学者福音服事者 敬启 

征稿启事 
请为下列“神今日的行动” 

切切代祷：  

一、 更多学者学人进入冬
季训练负担－作神福音勤奋的
祭司， 2010 年每人结一个长存
的果子，  作为祭物献给神。2010
年在北美得 700 个常存的果子。  

二、 请为 2010 年团体神人
生活及园区 8 号楼服事周末营
操练祷告。 

2010 年上半年,盼望北美
各地的学人学者能抽出一周（或
一个周末）分期分批来加州安那
翰,操练过团体的神人生活,并
有分于职事园区 8 号楼服事 。要
来的两个服事时段，请选择： 

第一时段, 48 小时周末操
练.周五晚 7 时至主日晚 7 时,  
2/5-7/2010 ； 

第二时段 ,国际华语特会
之前与期间.周三晚 7 时至主日
晚 7 时, 2/10-14/2010。 

具体报名事项 , 请进入 
www.hebron100.org 网站。 

三、 CRI  (Christian Re-
search Institute)《我们错了》杂志
的出版，扫清主恢复开展的障
碍。愿圣徒兴起，借各种传播媒
体和网站，大力传扬国度的福
音。 

 征稿征服事者启事  

• 福音之家— 加州

大学洛杉矶分校与

校园基督徒简介 

• 为什么有地震？ 
• 平静的受浸 

本期内容 

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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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祷事项 



一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简介  

UC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

杉矶分校的缩写。该校创建于一九一九年，至今已有九十余年的历

史,目前在加州大学系统众多分校之中，是学生人数最多的一所，也

是美国最好的公立大学之一，堪称世界一流学府。 

UCLA 座落于洛杉矶繁华的西木区(Westwood), 占地四百多英

亩，没有围墙，整所大学与城市融为一体，车辆行人可以出入无

拘。古老的欧式建筑掩映在绿树红花之间，随处可见松鼠跳跃嬉

戏。 

该校的文理学院最为庞大，包括人文、生命科学理学、社会科

学等，另有艺术与建筑、牙科、医学、教育、管理等十一个专业学

院。全校共八十个系，三百多个专业，设置三千多门课程，有教职

员工四千余人，学生三万六千多人（研究生一万一千多人），分别

来自一百二十多个国家，是一所典型的国际性大学。 

UCLA 拥有众多世界一流的专家学者。历年来有五位诺贝尔奖获

得者，化学奖得主有三位，物理奖及医学奖各一位，另有四位校友

也荣获诺贝尔奖。有九位教授获美国总统颁发的国家科学奖章，数

百位现任教授获各类学术荣誉及头衔。 

UCLA 的医疗中心连续十四年被美国新闻及世界报道评为西部最

佳。其商学院为全美二十五最佳之一，应用数学与普林斯顿大学并

列第五。UCLA 是互联网的发源地。她拥有全球所有大学中最大的影

视档案库，其图书馆列全美十佳之一。 

UCLA 的运动也是首屈一指，曾夺得十届美国大学篮球联赛

（NCAA）冠军。历年来有二百五十多名来自 UCLA 的运动员参加奥

林匹克运动会，获得近二百枚奥运奖牌 。 

二 华人学者学人生活简介 

UCLA 所在地洛杉矶市是美国西岸第一大城，以气候宜人、风景

优美著称。洛杉矶占地广阔，同时也融合了各种不同文化在其中，

许多新移民选择以洛杉矶为来美的第一站，使洛杉机成为一个多种

族融合、充满了活力的城市。洛杉矶许多地方华人人口比例非常

高，处处可见中文招牌，各行各业都有华语人士，为华人新移民所

喜爱。 

这里不仅吸引了众多海外移民，也吸引了大批留学生。九十年

代以来，从大陆来的学者学人数量大幅度上升。仅在学校的学生家

属区附近，就住着上千位来自国内的学者学人及其家属。据中国学

生学者联合会（CSSA)统计，UCLA 附近的会员已超过二千人。实际

在此居住的华人则要远超这个数目。这里的华人大都聚居在一起，

形成几个较大的华人聚集区。 

    三 校园基督徒及福音聚会  

七十年代,美国各地召会开始重视校园工作，而 UCLA 就是校园

工作的一个重点。那时，在几位英文弟兄的带领下，成立了校园基

督徒学生社团（UCLA Christian Students），工作主要是针对美国学

生。 

自九十年代初，洛杉矶的华语学者学人越来越多。于是在洛杉矶

召会的 Motor 会所开始了华语校园聚会。一九九三年北岭大地震，

Motor 会所被震裂，华语校园聚会失去了固定场所，便在弟兄姊妹家

里轮流举行。一对来自国内的学生夫妇，虽然还没有接受主，却很欢

迎弟兄姊妹到他们家中聚会，那里就成了当时的“福音之家”。每到

周末，弟兄姊妹就带着饭菜和椅子，到他们家聚会。一年后，这对夫

妇先后受浸归入主名，成为 UCLA 华语校园福音第一对常存的果子。

他们在当地与众圣徒一起配搭近十年，直到因工作变更离开加州。 

一九九九年春，南加州尔湾、喜瑞都、哈岗、罗兰岗等召会的圣

徒同来 UCLA 加强华语校园福音。为能接触更多学生，有的弟兄搬到

学生宿舍，有的姊妹去研究生家属楼接触学生和家属。华语聚会的福

音朋友渐渐增多。二○○○年，在校园附近一所小学开始了洛杉矶召

会三会所的华语擘饼聚会。次年，随着聚会人数的增加，有圣徒先后

买下了研究生家属楼附近两栋紧邻的独立房，分别作为弟兄之家和姊

妹之家，从此开始了固定的周五福音聚会，以及主日华语和英语聚

会。此外，在校园每周二中午也有华语圣经学习，周三有姊妹聚会。 

校园圣徒经常出去访问相调。大约每月有一次团体出游，一同聚

餐、唱诗、分享。节假日，则是访问附近召会的最佳时机，这样的相

调扩大了弟兄姊妹的视野，使弟兄姊妹享受彼此的供应。这些年来，

已陆续有三百多位学者学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受浸归入主名。 

因着新人增多，初信成全特别重要，弟兄姊妹们常常彼此鼓励，

一同参加各种特会和训练。有的弟兄姊妹自得救以来，几乎每一堂冬

夏季训练都去参加；有的因为工作学习忙，不能全程参加，也会尽量

参加几天。自二○○二年以来，陆续有许多弟兄姊妹还参加暑期在新

泽西所举办的一周成全特会，特别蒙恩。 

由于会所所在的西洛杉矶房价很高，许多弟兄姊妹在毕业后都搬

离了这里，他们并不是流失了，而是被主带到各地，在当地召会中成

为尽功用的肢体。目前也有少数的家买了房子稳定下来，正常地尽功

用，成为“福音之家”的延续。愿主继续祝福，并兴起更多的“福音

之家”成为祝福的管道，使来到 UCLA 读书的学者学人能与弟兄姊妹

同享这福音。 

    四 UCLA 校园基督徒热忱欢迎新生  

我们热忱欢迎从全球各地来到 UCLA 读书访问的莘莘学子们。有

着同样经历的我们深知，作为留学生刚来到异国他乡，远离亲朋好

友，一面心存对未来的憧憬，一面内心忐忑不安，不知遇到问题时如

何寻求帮助。我们在 UCLA 的校园基督徒愿意在我们工作、读书之

余，尽全力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新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接机：请尽量联络同来 UCLA 读书的同学，坐同一班飞机。 

短期住宿：请尽早联络学校住房或校外公寓。若在下飞机后需要

短期住宿，请提前与我们联络。 

新生生活指南：初来乍到，在校老生可帮助解答新生们在衣食住

行、注册、选课等各方面的问题。 

日常购物：可以与基督徒家庭一同外出购物。 

您若是有任何其他的需要，请与我们联络。 

五 校园基督徒联络方式 

联系人： H.C.林 

E-mail: Hongchanglin@yahoo.com 

联络电话：(310) 689-842 

 

  

福音之家— 加州大学洛杉 
矶分校与校园基督徒简介 

 校园动态  



为什么有地震？ 

      时事福音  

        2010 年 1 月 12 日下午 4 时 53 分，海地发生里氏 7.3 级大地

震。首都太子港等地化为一片废墟。据估计，受灾人数达 300 万，

当局已掩埋了 4 万具尸体，相信还有 16 万人遇难。人们震惊之

余，不禁要问，为什么有地震？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节，门徒问主耶稣，“你的来临和这世代

的终结，有什么兆头？”“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

人迷惑你们……民要起来攻打民，国要起来攻打国，到处必有饥

荒、地震。这些都是产难的开始。”（4 ～ 8）圣经恢复本在七节

注 3 解释“地震”说，“自从基督升天，历代以来，地震不断在增

加，并且到这世代的末了，要更加剧烈。（启六 12，八 5，十一

13，19，十六 18。）” 

       一项调查显示，二十世纪之前的两千年间，大地震次数不超过

十次；自二十世纪开始，每隔二十年，约有八到九次大地震；自九

十年代开始，每一年有二十多个大地震；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每

年有超过三十次大地震。由此可见，地震不断在增加，越来越频

繁。启示录十六章十八节至十九节预言说，“……且有大地震，自

从地上有人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大地震。那大城（指耶路

撒冷城）裂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所以，地震还会更

加剧烈。 

             神原初的创造，一切都是美好的。今天人类所经历的天

灾人祸，不是神原初的心意。神原初没有意思要人受苦，天灾

人祸是人堕落以后才有的。人因着撒但的欺骗、诱惑，而犯

罪、堕落，背叛了神、得罪了神；所以整个人类都在神的审

判、定罪之下，连其他受造之物也都在神的咒诅之下。 

       要脱离这种咒诅，你需要接受主耶稣所成就的救恩。祂本是

无限的神，却在二千多年前成为有限的人，在地上过了三十三

年半的为人生活，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流出宝血，为我们的罪

付了赎价，三日后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如今，祂就像空气

一样无所不在，只要你敞开心，敞开口，和我一起呼求祂的

名，祂就要进到你里面，与你的灵成为一灵，作你永远的生

命，“不能震动的国”（来十二 28）。 

   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主所应许的，祂并不耽延，象有些

人以为祂耽延一样；其实祂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任何人遭毁

坏，乃愿人人趋前悔改。”哦，主回来的日子已经近了，祂的

耽延就是你得救的机会。朋友们，要得救！快快信主—生命脆

弱，不在你我的手中。二〇一〇年，二灵成为一灵，来吧，和

我一起呼求主的名，“哦，主耶稣！哦，主耶稣！” 

转眼间，我来到 USC 半年

多了。在这半年里，我的人生

发生重大的转变，过程却是如

此的平静。 

初到美国的一天，我大学

时期好友约我一起去参加基督

徒的聚会，体验一下。这位好

友刚来美国不久，就已经接受

了主。我想这也是主的安排

吧，让他来引导我。我当时来

聚会可能是出于好奇，但确切

地说，是主创世之前的拣选。

我没有犹豫，就在周五晚上来

到了聚会。聚会让我感觉很温

馨。大家一起祷告，一起享受

主的爱宴，一起读经学习。弟

兄姊妹们的热情让我很快就融

入了这样一个大家庭。 

这个学期一晃眼就过去

了，看似并没有什么波澜起

伏；但是，在一次次的聚会

中，我也许没有意识到，但

是回想起来，却真实地一步

步在向主靠近。在弟兄姊妹

们的帮助下，我读圣经、学

习，不断地去认识真理。 

今年 1 月 1 日我参加了

新年聚会。那天，很多弟兄

姊妹都来了。大家一起包饺

子，作菜，其乐融融。在享

受完爱宴之后，一位姊妹和一

位弟兄提出要在这个特别的日

子受浸，大家非常高兴。在他

们受浸的过程中，有位弟兄一

直笑着看着我，我忽然觉得：

现在就是接受主的时候了。于

是，我也受浸了。     

我的得救与许多弟兄姊妹

比起来非常平淡，仅仅半年，

没有任何起伏，没有什么思想

斗争。我想，或许并不是所有

人都能有一个波澜壮阔，或者

说跌宕起伏的得救。也有姊妹

说，“越单纯的人，得救得越

平静。” 

其实，我只想说，“主耶

稣，感谢你拣选了我，将我从

撒但的国里拯救出来。” 

            （邱弟兄） 

 

新人见证  

         平静的受浸 

……我的得救与许多弟兄姊妹

比起来非常平淡，仅仅半年，

没有任何起伏，没有什么思想

斗争。 

……越单纯的人，得救得越平

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