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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是祂的身体”，这包括众召会、职事和工作。众召会是身体在地方上得彰显，职事是身体在尽功

用，工作是身体在寻求扩增。三者乃是一个身体不同的显出。  （《工作的再思》，英文版第九章） 

北美校园福音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和经济的腾

飞，越来越多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

来到美国求学。已过三十年，有超过

一百万的华语学生涌进北美各大校

园。从人数统计来看，中国留学生已

过 10 年翻了一倍，从 2000 年的 6 万

人增加 2010 年的 12 万人。 

面对这种情况，圣徒们迫切祷告，求

主在众召会中，兴起人来配合主福音

的工作。在今年的新泽西暑期华语学

生 训 练 及 后 续 三 地 （ Houston, 
Anaheim, Berkley）的训练中，有 158
位弟兄们被圣灵焚烧，奉献自己，愿

意有分于周末的校园服事。这些弟兄

们被编组成军，组成 14 个队，周周

有团体的祷告及两两三三的祷告，并

在周末的时间或乘飞机、或驱车前往

各地校园，配合北美各召会及校园服

事者，开展新学期的福音。 

从 8 月中旬至 10 月底，弟兄们共有

分 101 所校园 70 场的福音，共接触

到新人 2,056 位，受浸 275 位。今年

借着圣徒们的移民及开展，共有 16
处新的校园开始福音行动。把 2009
年和 2010 年秋季福音行动作一对比

（细节见附表一），可以看出，2010
年蒙恩的增长点在于以下三方面： 

1. 福音 N23 的推广及普及 

借着校园研讨，各校园服事的弟兄们

广 泛 推 动 实 行 新 学 期 福 音 N23
（N>=1），利用新学期开学前两周的

“黄金”时间，天天作家庭式福音真

理讲座。今年共有 45 处校园实行福

音 N23，极大地调动了校园服事者、

社区家庭及全召会的配合。 

2. 福音活力排操练的深入实行 

9 月 10 日，余弟兄在 Alhambra 传福

音，把福音聚会与福音活力排（陪新

人读经）生机地结合起来。这样的转

型帮助我们把注意力从带人受浸转到

把人带进活力排的操练中，使一次的

福音带进持续的福音。在随后的福音

聚会中，弟兄们复制这样的操练，共

有 218 个新的福音活力排产生。每场

福音聚会中，有半数的福音朋友站起

来，表示愿意五周内读完约翰福音。 

3. 更多的弟兄们有分于周末校园福音

的服事 

因着圣灵的工作，以及训练的地点从

三处（新泽西、德州、北加州）扩大

到四处（新增南加州），2010 年秋季

愿意奉献周末时间到校园传扬福音的

弟兄们比 2009 年大幅增加。 

到目前为止，除了少数地方之外，全

美新学期的福音大体告一个段落。除

了进一步交通，帮助那些尚未作新学

期福音的地方，能有至少一次的福音

之外，我们需要考虑以下四个问题：

1. 如何帮助周末服事者进一步在各校

园尽功用；2. 如何帮助各地成全初信

圣徒；3. 如何进一步推动福音活力排

的操练实行；4. 如何有第二轮，甚至

第三轮的福音收割。 

为此，弟兄们经过祷告交通，决定有

团体神人生活、初信成全、家中福

音、福音活力排推动（四合一）的实

行：在任何校园（小红点）只要有一

个家愿意打开，人数不限（可以从几

个至十几个或二十几个），根据这个

家的度量不等，由 2 到 4 位 MSW 及

周末服事者前往配合打开的家及当地

圣徒操练四件事：1. 团体神人生活；

2. 初信成全训练；3. 家中福音；4. 
推动福音活力排及新人读经的实行。 

如此实行不仅有助于各校园的福音、

初信成全及生活操练，以达得人、留

人、成全人之目的，更能使周末服事

者在传福音、带初信及团体生活操练

上得着装备及成全。如此实行灵活、

机动，从周五晚到周六晚，又不对当

地召会生活及活动产生太多影响。 

目前，已有 Baton Rouge, Raleigh, 
Alhambra, Santa Barbara, Stanford 等

处操练“四合一”家中成全，反应良

好，值得进一步试验、推广实行。 

11 月 20 日，陈实弟兄与余弟兄在喜

瑞都召会二会所有 12 小时的“南加

州华语学生、青职圣徒暨服事者成全

聚会”。本次聚会总题为“事奉主者

的异象、为人、生活与事奉”，信息

丰富，既有陈实弟兄“打根基”的负

担，又有余弟兄实行的负担。晚上，

陈实弟兄还与青职圣徒就婚姻择偶等

问题有亲密的交通。弟兄们规划每季

均有这样的成全聚会。 

活力排操练 

2007 年新泽西一周成全训练之后，开

始有读经小组的操练，以帮助圣徒建

立追求真理的习惯；并鼓励各个读经

小组都能成为福音小组，操练传福

音、并带福音朋友及新人参加读经小

组，进而受浸，过正常召会生活。 

同时更建立了提醒服事，借着叮咛人

与提醒人的服事，一面帮助操练的圣

徒(联络人)得以坚定持续地操练，一

面增加操练人数与范围；正如以赛亚

五十四章二节说：“要扩张你帐棚之

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

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 

2009 年新泽西一周成全训练之后，读

经小组的操练进而发展为活力排的操

练（三三两两地组成一个个活力

排），包括以下三项： 

一. 福音—每周与活力同伴外出接触

人（“马路福音”）至少一次，或上网

传福音（“网络福音”，包括以电话、

Email、Skype 等方式）至少一次，并

邀请人读经。 

二. 读经—不光自己读，还要与活力

同伴一起读，目标是至少带一个新人

（新面孔）一起读经。 

三. 祷告—与活力同伴有 3x15（每周



至少三次，每次至少 15 分钟）的定

时祷告，以尽代祷的职事。 

换言之，活力排的操练不光是为着追

求真理，更是为着带进新人、结常存

的果子；并以三项都能操练为目标，

以成为黄金活力排。 

2010 年 9 月，活力排的操练有了进一

步的扩展：配合北美校园新学期福音

得人的负担，不仅多方鼓励圣徒进入

福音活力排的操练，更是与校园福音

工作生机地联结：在福音聚会中，圣

徒与福音朋友“作朋友、送圣经、读

圣经”，使一次的福音带进持续的福

音，让与会的福音朋友都能进入读经

活力排。至今已有 247 位新人及福音

朋友在读经活力排操练里，并且已有

福音朋友因读经而陆续受浸。 

目前，福音活力排操练 250 组，人数

860 人（年底的目标是 1,000 人），平

均每周接触到 620 人，“网络福音”

操练人数 320 人；读经活力排操练

1,060 组，人数 3,070 人（年底的目标

是 3,300 人）；祷告活力排操练 690 
组，人数 1,560 人。 

 

 

团体神人生活 

负担的话：青年人住在一起过身体生

活……我的意思不是要开神学院，或

圣经学校，乃是要青年人，住在一起

过身体生活，操练属灵生命。（摘自倪柝

声弟兄三次公开的见证，四五页） 

操练现状：今年华语学生成全训练

后，有 28 个家借着立约进入团体神

人生活的操练。如，有些单身的弟兄

或姊妹，原来与外邦人住在一起，生

活难以从堕落的流中分别出来，但现

在借着三三两两租房同住，或搬进已

有的弟兄姊妹之家，立约操练圣别的

团体神人生活，大大推动了福音活力

排的实行（如 Berkeley, Monterey Park, 
Santa Barbara, Irvine ， Los Angel ，
Riverside 等）。有许多已婚圣徒的家

住在校园附近，都对福音有负担，但

因着生活中缺少相调，传福音常有软

弱。现在，他们尽管没搬到一起，但

照样立约操练团体神人生活，相调在

一起，结果传福音满有冲击力，带进

丰硕的果子（如 Atlanta，Davis，
Gainesville, Chicago, New Jersey，Los 
Angeles 等）。有的已全家搬迁到校园

附近，展开新的局面，如一对夫妇带

着孩子几个月前搬到 Santa Barbara，
结果周周结新果，目前已有 16 位学

生受浸并留在召会生活中。 

海外访问服事团----飞鹰队  

2010 年华语学生成全训练后，8 月 6
日海外访问服事团—飞鹰队立即开始

了第一次的福音行动。美国、加拿

大、台湾和新加坡的服事者从 4 处赶

来，与当地圣徒于短短 5 天内在蒙古

4 个城市中为推广福音一同劳苦，共

受浸 99 位新人。紧接着，又去印

尼、新加坡、泰国、香港特会及福

音；九月下旬飞鹰队在柬埔寨与台湾

及当地圣徒配搭传福音，5 天共受浸

了 134 位新人；10 月初，韩国釜山

ITERO 结束，飞鹰队又立即赶往蒙

古，在 8 所重点校园举办福音真理讲

座，共有 74 位在校优秀的年轻蒙古

学生受浸。 

同时，飞鹰队员们更拿起负担四处奔

波，去探访、牧养从海外学成回来、

分散在数十处城市的学者及各界圣徒

们。借着这样的访问与相调，回来的

圣徒们的心被温暖，他们得鼓励建立

起晨兴、读经小组，接触人传扬福音

并积极进入召会生活的活力操练里。 

十月下旬，在泰国特会前，来自越

南、柬埔寨、老挝、缅甸、蒙古、印

度、尼泊尔及孟加拉各国的带头同工

们与美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和泰

国弟兄们共 30 多位聚集在曼谷，有

两天的祷告与交通。这是第一次的相

调，聚会的灵和谐甜美，话语清楚透

亮，很有主的同在。众人都蒙光照得

激励，多人在主前有悔改并更新奉

献，为主在亚洲的行动（LMA）一齐

努力。现在，同工们继续利用网路，

周周定时守望祷告，并定规每半年集

中于曼谷相调，一同往前。 

户兰团队 

为了成全圣徒奉献作户兰服事的心

愿，并让他们有一个便捷的交通渠道

能够彼此牧养、互相鼓励，一直保守

在奉献的水流里，户兰服事团队开设

了“户兰团队”的 Facebook 账户，目

前共有 366 位参与者。我们在其中设

立了三个封闭群组：一生全时间（33
个成员），网络服事（56 个成员）和

文字服事（53 个成员）。第一项主要

是针对有心愿在两年内放下职业全时

间事奉的圣徒，旨在帮助他们加强信

心，走上全时间事奉的路。后两项主

要是针对在职圣徒，为了帮助他们发

挥所学之专长，在文字和网路福音上

尽功用。目前，在文字服事方面，共

有 5 位弟兄姊妹在英译中的翻译服

事。欢迎弟兄姊妹们积极参与，依照

个人的度量来奉献并服事。 

网路服事 

www.luke54.org ：水 深之处福音网

站；这个网站有两个目的：一，成为

福音祭司（使用网路传福音者）实用

的工作平台。圣徒可以快速、简易地

寄送网站上的各类优质的福音材料

（包括文字、单张、视频）给他们的

朋友。二，提供各种从圣徒们搜集到

创作中最好的福音材料。目前已有

7,000 位圣徒愿意操练作福音祭司。 

blog.sina.com.cn/luke54：水深之处福

音博客；这个博客主体内容皆来自上

述福音网站，让福音管道更为畅通。 

http://blog.sina.com.cn/luke54：水深之

处福音微博；我们鼓励大家成为这个

微博的粉丝，一同供应基督。 

www.tudou.com/home/luke54_com：水

深之处影音宝盒，超过 100 个精选福

音视频，让人短短几分钟内，得着福

音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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