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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mond 召会活力排操练服事报导

前言

 圣徒参加人数多过往年

去年暑期，在美国共有三处的暑期华语成全训练，这提供

了圣徒们多于往年可参加训练的机会，因此 Richmond 召

会前去参加的圣徒人数，便明显地多过以往数年，烧回来

的炭火也旺过往年。

 负责弟兄积极进入训练负担

本地数位负责弟兄，除了前去参加训练外，也在训练回来

后，召开几次聚集，以使参加训练的圣徒可与其他圣徒多

有分享；此外，他们也积极顾到周边地方召会的需要，鼓

励参加训练的圣徒前去各地传输负担，以将所得丰富，带

给未能前去的圣徒们。故此，训练的负担得于在众人身

上，一再得着加强。

又于八月底起，负责弟兄们看见实行活力排的重要，非仅

在少数有心愿圣徒们身上得成全并操练而已，更应当是全

召会圣徒们，一起进入的生活，便同心合意地带领众圣

徒，在各区、各排里填写“活力排操练奉献心愿单”，以

激励圣徒寻找活力同伴并一起签字，表明操练的心愿。这

便对往后所有相关的服事立下一极重要的基础。

叮咛人的服事

 八月中上旬

1. 打铁趁热

在训练期间，有鉴同去圣徒们被焚烧的情形，我们深觉这

是为延续祭坛炭火不可多得的机会，而众人均有同感，便

相约于回去后要来在一起，开始有烽火台的祷告。回来后

的第一个周一早上 9:30，九位姊妹来在一起，略有交通后

便一同跪下来，形成第一个祷告活力排。祷告完，姊妹们

也当下交通需加强福音活力排的负担，随后便编成三组，

各组可自行相约出外传福音的行动。

〔见证〕感谢主的怜悯，其中一组，随即于当周周四约好

出外发单张，在同心合意地祷告后，便带着福音单张往社

区去。这一去，主便将平安之子赐给我们。在留下一对夫

妇姓名地址后，我们隔周便一同前去拜访，再隔周便在这

对福音朋友家，开始了读经活力排。于是，三位姊妹便配

搭起来，或于不同排聚会中，或于生活中和他们多有联

系。至终八月底，这对夫妇便同时受浸归入主名。

2. 积极与负责弟兄交通

训练回来后，众圣徒便有感觉须尽快有一次针对启动活力

排的聚会，于是将此负担交通于负责弟兄当中的一位，盼

望赶在他即将去中国之前得以召开。其目的，是使许多在

训练中，已表示回来作点名人服事，或提醒人服事圣徒们

的心愿不落空；同时也召集原有这些服事的弟兄姊妹，好

将新旧的资料合成一契，俾能一同从既有的 RSG，加强为

黄金活力排的实行。

这聚会确实如期于八月十五日召开，但当时前来参加者，

却多为参加训练回来的圣徒，因此，我们无法有效地从既

有服事者手中，收集到召会既有操练圣徒的名单。

3. 收集现有操练资料

但感谢主！与学者福音服事者交通了这情况后，我们便很

快地从他们那儿，收到了去年 Richmond 寄去最近一次，

即七月份的纪录与名单，同时他们也表示，希望尽早能收

到 Richmond 每周活力排操练的资料；当时，我虽尚不清

楚自己是否为叮咛人服事者，但基于宝贝这总体负担的实

行，便在与另一负责弟兄交通后，决定先接下负担作事情

再说。于是我一方面发邮件给当时原有的提醒人，盼望能

在暂代叮咛人的角色中，可收到他们例常提醒的资料，以

作汇整；同时另一方面，亦由每周来在一起祷告的弟兄姊

妹处询问，将他们当周有的操练纪录登记下来，作为一记

录基础，这就形成最早传去 MSW 第一周的资料，即为

8/23-8/29/2009 的记录。

 八月下旬起

1. 全召会填写奉献心愿单

在此同时，将近八月底时，负责弟兄们产生了一个共同的

负担，亦即期望借着圣徒们的更新奉献，而能带领众弟兄

姊妹，一同进入今年暑期训练所交通的黄金活力排的实

行。于是，各区、各排便分别于八月底开始，填写奉献心

愿单，其内容亦如训练中奉献时所宣示：“我愿将我和我

的活力同伴奉献给主，过祭坛与帐篷的生活，作神福音勤

奋的祭司，有分于主今日的行动，以催促主的在来。”



自九月初开始，圣徒们便将填好的奉献心愿单，陆续交给

负责弟兄，经叮咛人整理后，便成为活力排登录资料的潜

在名单。但由于奉献心愿单所表达的，可能是圣徒们已在

操练中的现况，或是即将要操练的心愿，因此，仅有此心

愿单，并不能充分反映圣徒们实际操练的纪录。因此，各

区提醒人尽早地产生，好能逐一确认实际的操练，就成为

接下来的当务之急。从九月初起，共计两个月的时间，凡

所寄给 MSW 的资料，其准确度即随着提醒人的增加，而

逐渐趋于明朗。至十一月的第一周，所有各区的提醒人全

数产生，便首次将总体可见的活力排操练，传给学者福音

服事者，当时总组数达到 131 组。

2. 与提醒人建立交通

当各区提醒人一产生后，叮咛人首先要做的事，就是立刻

与其交通，借电子邮件，感谢他/她服事的心愿，并将学

者福音网站上，所有与服事活力排相关的档案，包括需要

填写的表格，以及该提醒人应提醒的名单，一并寄出去，

好使其明了该项服事的关键性，并期望他/她的配合；而

后在等待一两日后，再以电话交谈，以确定其清楚这项服

事。

3. 提醒人的特色

a. 以姊妹为主

或许因叮咛人为姊妹的缘故，因此各区在指派或交通提醒

人这事上，多考量以姊妹为主；同时，亦有鉴于已过的提

醒人多为各区负责弟兄们，其服事项目原已繁重，而该项

服事，若再交给他们，将会更加重其担子，因此在总共十

二位提醒人中，仅见两位弟兄，其余均为姊妹，并且都是

第一次参与此项服事的。

b. 新蒙恩姊妹亦操练服事

在十位姊妹当中，有三位是蒙恩不久的姊妹，因着她们对

主渴慕，也有正常吃喝享受主的召会生活，因此，她们也

接受负担并尽心地服事。其中一位是去年二月才得救的姊

妹，服事得真认真！

 将近十月份以来

1. 每周详细查看资料

从起头，周周详细查看提醒人填来的资料，便成为汇整过

程中极重要的一件事，我总会在发现问题后，于寄给

MSW 叮咛人之前，一一与有问题的提醒人联系。由于所

收到各提醒人资料的时间，已多半是每周日半夜，因此，

我势必得等至周一早上才开始逐一接触。当然，这多少影

响了既定该寄去 MSW 的时间。

在详细查看资料的过程所发现的问题有：

a. “组数”与“人数”认定不同，如“两组三人”的矛

盾、以为“组数”代表小排编号等等。

b. 对读经、祷告与福音活力排界定不清。

 将传统小排列入活力排、以电话形式读经是否为读经

活力排并不确定？

 以读经前的祷告算为祷告活力排、亦不知圣徒祷告内

容有否加入神今日行动的代求？

 圣徒并未出外传福音或发福音单张，不知如何界定福

音活力排？

（编者按：问题答案参见本文附录“活力排定义表”）

c. 提醒人多少以为交数字是这服事的重点，因此“交通纪

录”栏位疏于填写。

2. 定规每周与数位提醒人祷告

当发现上述的问题时，我心中是十分地急切，然而，每回

到主面前寻求，总学习仰望主而需略放慢脚步；又深感，

虽然初期总是以做好事情本身为目标，但其中心负担，乃

是为着关心每一位圣徒，换言之，对叮咛人而言，其目标

不是在于收集数字，而是要关心并问候每一位提醒人。其

方法就是：借着一起有甜美的交通并一起祷告，而建立起

一种对其点名人健康属灵生活的关心。于是大致从十月份

开始，我便定规要每周和提醒人一同祷告，即便是时而需

打电话校正一些问题，末了，总是以一同为他/她的许多

点名人满有负担的祷告为结束。

这样的交通与祷告，使叮咛人与提醒人彼此建造在一起，

对于问题的沟通始能凑效；又因着我们把焦点转向每一个

个人，无形中发觉，好像越来越多的圣徒成为我们关心的

对象。同时，这样的祷告实行，也加强了提醒人与其点名

人之间一同祷告的负担，达到了示范效果。

3. 与 MSW 服事者探讨黄金活力排的定义

上述所列出有关黄金活力排问题的观察( 问题 b)，是因在

收集资料并与提醒人联络时，注意到有些圣徒当时所实行

的活力排操练各项内容，与从学者福音网站上所读到的，

有所出入。其根本原因在于，祷告活力排与福音活力排，

是去年起一项新的负担与带领，对有些圣徒较为陌生。于

是，为了给他们明确的方向，以便鼓励其进入操练之故，

我便积极与 MSW 服事者交通，并共同探讨黄金活力排的

最新定义。

就在一来一往间，于十一月中，便整理出一份“活力排定

义表”并请 MSW 服事者确认后，便寄给了 Richmond 召

会所有提醒人与负责弟兄们。诚如学者福音编辑的“恢复

本圣经读经小组的负担与实行”上所言：“虽然我们把统

计资料作得越准确越好，但我们最主要是提醒他们属灵的

方面，所以他们能照着既定的作法最好……”

4. 与提醒人紧紧地联在一起

表面上，叮咛人是位于被动，等待收提醒人资料的角色，

然而，若真的只有等待，恐怕所有提醒人都要失去活力

了。因此，如何有智慧地与提醒人之间，化被动为主动，



则是这服事中极关键的一点。换言之，除了在周末收到提

醒人寄来的资料后，基于资料呈现的现象与问题，有必要

与提醒人电话沟通外，在一周之中，叮咛人尚需选择快靠

近周末的时间，借着一些 MSW 网站上的交通、最新动态

报导或“神今日的行动”的代祷事项等等，以电邮方式寄

给每位提醒人。此居一则可与提醒人紧紧地联在一起，二

则间接地发挥了提醒提醒人当快尽生机功用之功效。这也

正如“恢复本圣经读经小组的负担与实行”上所说：“光

是交表不会叫你有活力，但是一定要作得紧，活力才能存

留得更好。”

5. 召开提醒人聚集

当这项服事，已逐渐历经三个月之际，所有的提醒人，对

这项服事要点，也已愈加清楚之时，若能进一步，将大伙

聚在一起，彼此有相调并互相分享经历与见证，同时再借

此机会，用主的话与一些实行操练负担的话，加以勉励，

将可能再对提醒人产生激励，与向前奔跑的动力。基于此

负担，我一方面仰望主的怜悯，一方面也于十一月底试着

与负责弟兄们交通。感谢主！弟兄们交通后，同意于十二

月十三日召集这提醒人的聚会。

随后，我便一面积极通知提醒人，一面准备聚会需要的资

料，例如：截至当时为止 Richmond 召会与北美众召会操

练的总体表现；提醒人服事常见的困惑；“提醒人需要做

什么”等共三类型文件。此外，我也将学者福音编辑的

“恢复本圣经读经小组的负担与实行”中，数篇可供提醒

人参考的交通的话，影印给所有参加者。聚会当天，所有

负责弟兄均前来扶持；提醒人中，除一位因回中国探亲，

一位受可能下雪气候影响而缺席外，其余均踊跃出席，并

有分于见证与经历的分享。感谢赞美主！

结语

提醒人聚会后的第二周，便进入了冬季训练的节期，因着

几位提醒人均前往安那翰参训，又因有些本地圣徒参加录

影训练，再加上冬季假期的影响，连续三周的操练情形，

呈现低落的现象，以致活力排组数递减 (总组数分别为

99,93,111)。但感谢主的怜悯！进入第四周，即一月十日

至十六日这周，其总操练组数又回升至 132 组，与之前最

佳情形时仅差两组。

虽然感谢主的怜悯，我能与众人兢兢业业地，经历主在已

过半年在 Richmond 召会的活力排实行上的带领与祝福，

然而综观全貌，这不过是刚刚起步而已，只不过是稍有了

一点架构和一点动力的注入。事实上，有待仰望主而再需

加强的地方实在很多，例如：需再传输祷告活力排与福音

活力排的负担；需加强提醒人与点名人之间的交通来往；

更需生机地与不同的提醒人多有相调，以保持这服事新鲜

的灵等等。

我们仰望主，能于今年上半年，不论是新人得救或黄金活

力排的同步增长，都能再带进 Richmond 全召会新的复

兴；同时也期望，能成全出新的叮咛人与提醒人，好让更

多的圣徒，一同来肩负主今时代的托付。                                                 

(Richmond 夏姊妹)

附录：                           “活力排定义表”  

祷告活力排:

每组定好时间，至少 15 分钟，在一起祷告。

读经前，特别地分出 15 分钟，按着学者福音网站每周祷告事项上的内容来祷告。

福音活力排: 

二人以上，每周至少有一次，一起出去的福音行动，如：

 发单张

 探望久不聚会的弟兄姊妹

 探望新人

 用电话接触新人传福音

 网上接触新人传福音

福音朋友第一次受邀来参加读经，也可算为操练福音活力排。

读经活力排: 

带进新人读经，而非总是原有圣徒的聚集。

“老人下棋”式读经（与召会中相识多年的圣徒读圣经）。

通过电话、Skype 读经，也算是在操练活力排。



                                        

                                Richmond 召会提醒人聚集－提醒人与叮咛人见证交通                    12/13/2009

提醒人交通:

彭姊妹：

我刚开始打电话的时候，其实压力很大，电话一打过去，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因为我自己心里就很有障碍，

我总觉得好像是在挖人家的隐私。因我从小接受的教导就

是，有些事是很隐秘的，在神里面是很隐秘的，是你跟神

之间的交通，因此刚开始我只能对他们说：对不起，我是

来问那个数字的。但是我觉得，好像慢慢地几次下来，我

也开始调整自己，我其实是很想关心他们，我想知道他们

到底有没有继续操练下去，有没有为难需要我们帮忙。

之后我就慢慢的尽可能地想办法多讲两句，虽然有时候不

知道该如何讲，尤其是面对那些比较不常交通的弟兄姊

妹，他们可能觉得我是来问数字，然后将数字告诉我以后

就准备要挂电话了。而我就会想办法要自己再多讲两句

话：问候一下啊，问问有没有需要代祷的事啊，有没有特

别需要我们来帮忙的啊。

姊妹跟姊妹之间，较容易敞开，跟弟兄就比较不容易。但

是借着这样的服事，主也给我们一些的调整。志芬姊妹打

来电话与我交通，我才发现原来有些事情是我没有注意到

的。志芬姊妹也会直接说，那我们先为这件没有注意到的

事情祷告。那慢慢的我才知道，原来我不是负责填那个单

子的，我是在后面负责代祷，还要负责把代祷的负担写上

去给一同服事的圣徒知道，有这么件事要代祷。我这时觉

得比较释放。感谢赞美主，我现在感觉慢慢地越来越顺一

点，在日常生活中，我还有许多要学习的，求主扩大我的

度量能常常把这些事放在心上，为他们祷告，这是很重要

的。

兰姊妹：

借着活力排的服事，自己也学到很多。因为我不知道，我

以为每一个排我都要去参加，事实上，每一个排我几乎都

有去参加。周一的祷告活力排，还有我们的读经活力排。

我就是尽量去了解，去了我自己就得着供应。但是周四的

那一排因为和我自己的时间有冲突，所以没有去参加，因

此他们那一排我都是用问的。当碰到圣徒生活忙碌的时

候，打电话去偶尔会碰到钉子。我接下这个负担，我自己

也在学功课。大部分的排我可以服事得到，因为基本上我

都有参加；我们自己排的，我就很容易能服事得很好。我

现在看了这个表，志芬姊妹讲，我这个区我参加的排实在

是太多了。真的是很多，你们看我们三区的，我自己的祷

告活力排就占了 8 个排，读经活力排又占了 14 个排，真

的很多。所以感谢赞美主，真的是在学功课。

刘姊妹：

见证一：在成为提醒人之前，我只关心我的家，只想到和

看到我自己的家还有我的小孩。可是成为提醒人以后，我

觉得自己的度量被扩大了。夏姊妹常常打电话叮咛，我觉

得很被成全。现在，我还不是跟他们有很多的交通，而是

比较多的为他们祷告。我觉得在主面前祷告的时间不太

够，因为要念很多人的名字，但是一祷告就很有负担，然

后再跟他们联络的时候，感觉就不象以前那样有距离，现

在比较亲近，比较象一家人。

见证二：我们现在周六晚上的活力排，实实在在就是福音

活力排。我们每周至少有 5 位福音朋友，是至少。象昨天

就有 7 位福音朋友，最多一次聚会是 9 位福音朋友。那这

些福音朋友也都是由福音朋友带来的，还不是弟兄姊妹带

来。可是因为我们排里面的弟兄姊妹都上班，所以他们没

有办法另外再抽时间作福音活力排。

叮咛人交通: 

要避开你所关心的人感觉你去问他要数字，最好呢就是早

一点和他联络，不要到了周六或主日才打电话给他。你可

以计划，比方你挂 5 个组，你就一周先跟三个人打电话，

下一个礼拜再跟其他两个人联络问候。

打电话的目的就是跟他一起祷告。我刚刚开始接这个服事

时，我也是从零开始，我跟各位一样，从零开始学。我刚

开始最重要的就是先把数字顺一顺，顺了第三周第四周以

后，我就有一种感觉，我需要拿起电话来关心每一位提醒

人，我关心的目的就是想和你们有一点祷告。

象第 7 点，有一天我和一个姊妹打电话，她说，“姊妹，

我实在是觉得有一点亏欠，我每个礼拜都向他们要数字，

都没有好好为他们祷告。”那我说，“太好了，那咱们俩个

现在就来为他们祷告吧！”我就抓住她里面的那个感觉，

也是我的感觉，我就和她一起祷告。当祷告时，她的灵就

一直释放，一直释放，我就一直回应，一直回应，我发现

我们两个人在这个服事里面非常被充满，非常享受主在这

个过程中的分赐。而后我们的动力就来了，她的度量就被

扩大了。所以，如果你会怕跟点名人有那种工作的感觉，

你就早一点和他联系，为着是拿起电话来跟他祷告。我真

正体验到管家的职分在于关心，在于分赐生命。末了再问

他，或者不用问，他就会跟你谈到，已过的一周活力排有

多少人，你就赶快记下来。数字是在交通中顺便带出来

的，不是刻意问出来的，是自然而然流出来的一个数字。

但是他摸着的是我们对他的关心，在祷告中彼此得建造。



Richmond 活力排操练蒙恩见证

见证一

借着享受主的话，祂也一直将得救的人数加给祂的召会！

今年 1 月 29 日活力排，弟兄姊妹邀请了 2 位福音朋友

来，他们都不是刚 landing 的，而是已经在本地一段时间

了（5-7 年）。我们一唱诗歌，就将这一位作我们好朋友

的神，介绍给他们。弟兄姊妹一面作见证，一面默默地为

他们代祷。一位上周才受浸的姊妹，立刻就将她上周参加

读经小组所享受马丽亚的故事，分享给他们，“福音的故

事是主爱我们，玛利亚的故事是我们爱主”。接着我们唱

第二首诗歌，生命的活水，流自天上的宝座，可白白来

喝。弟兄们也分享他们的见证，并把这一位宝贝的主介绍

给他们，我们更为他们祷告，并告诉他们喝主所赐的活

水，才能解我们的干渴，而最简单的路，就是呼求主名。

在弟兄姊妹们的帮助下，年轻的宾朋友，就毫不勉强的大

声呼求，他的脸色顿时红润起来，年长的鄂先生也很兴奋

地站起来，与我们一起大声的呼求。弟兄姊妹都为他们感

到高兴，并高声颂赞神。接着弟兄们就将圣经打开，带他

们读“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并问他们是否愿意受

浸，哈利路亚！2 位弟兄立刻点头，并且说愿意（豪气的

北方男儿）！当晚就受浸，成为神的儿女，神家中的亲

人。受浸后，立刻与我们一同进入了我们活力排恢复本圣

经与生命读经的共同追求。会后弟兄姊妹告诉他们，我们

周二祷告聚会、周五活力排与主日的擘饼时段与地点，并

安排是否需接送等相关事宜，好让他们一得救，就进入正

常的召会生活。赞美神，祂实在作奇妙的事！

见证二

上周（Jan. 22）活力排，一位刚 landing 不到两周的洋姊

妹来到我们中间，她第一次来参加活力排，也第一次听福

音。几位新得救的弟兄姊妹，立刻分享他们得救的见证，

芳姊妹去年六月受浸（紧紧地跟随，参加我们每周的聚集

以及 RSG 的追求），先分享她对主话的宝贝与享受。

Linda 姊妹上两周才受浸（每晚与姊妹们电话读经），也

分享她对主话语的渴慕（之前喜欢逛街，现在好像没什么

兴趣了，反而每晚的读经让她很舒畅）。元月一号受浸的

光弟兄，也分享他受浸后，每天都很平安喜乐。宣姊妹

（去年十二月受浸）更分享她如何借着生命读经，看到手

套与手的故事，让她知道，她不过是手套，她需要神来充

满。洋姊妹如获至宝，立刻与我们一同呼求主名，并受浸

成为神的儿女。“凡接受祂的，就是信入祂名的人，祂就

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

主日姊妹参加她受浸后第一次的擘饼，并在会中介绍了她

自己，会后有圣徒邀她一同用中饭，而饭后随即参加了读

经追求。弟兄姊妹们更鼓励她，参加周二祷告聚会，关心

神家中的事（北美学者学人的代祷事项，我们都列入我们

区的祷告事项），她欣然前来参加，并且操练祷告，也将

她上周五与主日所享受的，用她自己的话，发表出来成为

祷告，与我们一同来尽祷告的职事。

见证三

Linda 姊妹是 1 月 15 日才受浸。她有三个小小孩，分不开

身，但是那天神真作了奇妙的工，让她的先生（加拿大本

地人）带三个小孩去麦当劳，她就可以不受打岔地与我们

一同享受爱筵和聚会。会中她很被摸着，但是一直怕她自

己作不好，不敢受浸，但大伙纷纷作见证，“不是我们

能，乃是神能”，元月一日才受浸的光弟兄，更起来分享

他得救的经历，并且问家主人如果大声呼求主，可不可

以？周弟兄说你尽管大声，绝吵不到邻居。光弟兄就大声

呼求主名，此时 Linda 姊妹也有姊妹陪着，站起来大声呼

求，立刻就除去了她心头的挂虑，并且欣然地受浸。她受

浸后，当天晚上回到家，把这件事告诉她的先生，她先生

立刻恭喜她。她也在那一天晚上，主动打电话与姊妹们开

始了读经的追求。

见证四

元月一号是二区的爱筵与数算主恩的日子，还是福音朋友

光弟兄，来参加了我们的聚集，但后因有事，中途就先行

离开去办事情，当我们聚会结束时，他打电话回来，问聚

会是否结束，若没有结束他要赶回来，圣徒们被他感动，

立刻邀请他前往家中继续聚会。他之前听过福音，但在吉

林没有环境让他信主受浸。但就借着弟兄姊妹们的分享见

证，他就立刻下定了决心，说“我要受浸”，弟兄们随即

陪他读了圣经上神的话，“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并

且带他一同读注解，让他明白受浸的意义。姊妹们立刻联

络其他的弟兄们，不到十分钟，人全到齐，欢欢喜喜地为

光弟兄受浸，成为 2010 年主所赐给我们的第一位果子，

感谢赞美主。

回顾已过两年的活力排操练，弟兄姊妹们已养成好的读主

话的习惯，以致在生活中、聚会里，很容易配搭尽功用。

人人能申言，为主说话，个人照着自己的度量，彼此供

应，也彼此学习，让聚会满了活力，也满了内容。当主的

话在我们中间扩展时，主也照着祂的话，将人数加给我

们，我们也学习忠信地邀请他们加入我们的活力排追求，

好叫他们也与我们一同渴慕主话，并被主话喂养，以致长

大，求主记念这些初蒙恩的弟兄姊妹们，让他们坚定持续

地追求主话，并蒙保守一直活在召会生活中，愿荣耀归与

祂，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