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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校园福音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越

来越多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在美国

求学，已过三十年，有超过 100 万的

华语学生涌进北美各大校园。据统

计， 〇〇二 九年在北美的中国留学生

以从 〇〇〇二 年的 6 万人增加到 9.8

万人， 〇 〇二 一 年将突破 10 万人。

不仅留学生人数在增加，中国大陆来

美国留学人员的组成也发生了变化，

其中最明显的趋势就是低龄化。统计

数字显示，自 2007-2008 学年起，本

科生明显增多，从前一年的 14.7%升

至 20.3% ， 2008-2009 学 年 达

26.7%，共有 26,229 人。2009 年北美

各地方召会中得救的华语学生中本科

生占约 20%。这一趋势还将持续，

本科生恐将成为北美中国留学生的主

体。本科留学生有共同点：在求学之

外，他们许多人都感觉人生虚空、没

有目标，寻求福音。同时这群本科生

也有他们的特点：1）年轻，将在美

国进修四至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2）经济条件好，许多同学都不必课

余打工，业余时间很多；3）面对的

是弯曲悖谬世代的堕落洪流，如未婚

同居、沉迷网路游戏和娱乐节目等。

所以，针对本科生留学增长的趋势和

这一群体独有的特点，我们在北美的

校园福音须应付他们的需要。

〇〇二 九年，新泽西暑期训练后 85

位奉献周末服事的弟兄与全时间的校

园服事者一同配搭，从八月下旬到十

月底 8 周中，在北美从南到北奔跑于

75 个校园，共举办 61 场福音真理座

谈会，共接触福音朋友 1097 人，当

场受浸弟兄姊妹 174 位。在 75 个校

园中，至少 13 个校园是第一次举办

福音座谈会。这 8 周内，校园全时间

服事者及周末服事者共出动 193 人

次，前往北美各地与圣徒们相调，并

配搭开展福音工作。

因着圣灵的作工和我们的配合，北美

校园在二〇〇九年共有约 800 位弟兄

姊妹在地方召会受浸；然而，这还不

到去年北美所有中国留学生的 1%。

今年，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与七倍

加强的灵配合，更多得着这些年轻

人。我们愿意在一下操练和改进：

1．提早接触新人：利用各种渠道，

在学生来美国之前与他们建立联

络，提供接机、短期住宿等力所

能及的服事。我们专门架设了

“ 北 美 留 学 生 网 站 ”

（http://www.xyabc.org），提供北

美各地校园服事者的联络方式，

给要来北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一个

途径，提前联系校园所在的召会

及校园服事者。

2．福音 N23：推广北卡 Raleigh 召

会传福音的蒙恩点，鼓励、配合

各召会和校园操练实行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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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真理座谈会暨福音聚会：盼望今

年有更多的弟兄们能够投入这道

奉献的流，跑更多的校园，接触

更多的学生，与更多的召会配

搭，为主结更多长存的果子。

团体神人生活暨短期成全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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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团体神人生活乃是借着一班有

心实行身体生活实际的圣徒，彼此协

约，共同生活在一起，以操练在团体

原则中追求实际过神人生活。操练是

以家为中心，目的不只是为着个人的

追求与成全，更是为着基督身体的繁

殖与扩增，特别是得校园的年轻人。

周末操练营预尝：为了帮助更多的弟

兄姊妹能进入团体神人生活操练，从

去年年底陆续在南加、新泽西和北加

举办 7 次周末操练营，前后有 300 多

圣徒来住在一起，彼此服事饭食，彼

此追求真理，彼此互相代祷，彼此互

相服事，彼此配搭事奉，彼此同喜同

乐，预尝团体神人生活。

操练现状： 〇〇从二 九年的华语成全

训练后，已有 20 几个家借着立约进

入不同程度的操练。有些是在校的年

轻圣徒，以弟兄或姊妹之家的形式住

在一起操练，如 USC，UCLA 等。

短期成全训练：因着越来越多的在校

圣徒在美时间短促，许多并没有机会

参加一年一度的暑期成全训练，因此

急需在他们返回中国之前给他们有成

全。今年以来我们也利用周末团体神

人生活操练的时间给他们有专题性成

全训练。在已过 4 个月中，我们共在

南加、北加及新泽西举办 4 次这样的

成全训练，主要是在主恢复的异象及

灵的认识与操练上帮助在校圣徒。

200 多位在校圣徒经过这样的训练，

在真理、异象和生命上都得到帮助。

活力排操练

〇〇二 七年八月新泽西一周成全训练

之后，开始了 RSG 的操练，以帮助

圣徒建立追求真理的习惯，借着操练

传福音，带新人参加 RSG 而受浸得

〇〇救，并进入召会生活。二 七年

底，RSG 研讨交通，有了 RSG 的提

〇〇醒服事。二 九年新泽西一周成全

训练之后，进而发展为祷告活力排、

读经活力排和福音活力排。提醒服事

的区域也由北美扩展到欧洲。目前的

操练现况为祷告活力排 670 组 1627

人，读经活力排 1018 组 3192 人，福

音活力排 163 组 544 人。参与提醒服

事的叮咛人有 51 位，提醒人有 243

位，点名人有 1224 位。

美加华语暑期训练

近十多年来，美国每年都有成百上千

的中国留学生信主受浸。对他们成全



的需要迫在眉睫 〇〇，自二 三年起，

在新泽西举办了美加华语暑期训练，

使这些学者学人能更清楚神经纶的异

象，认识基督的身体，使他们成为基

督身体中活而尽功用的肢体。

美加华语暑期训练原本由新泽西一

地，去年扩大到德州与北加州三地举

行；人数也由最早的 200 多人，扩增

至有 3000 多人参加全程。由于成全

的需要大而迫切，今年暑期增加了第

四处南加州安纳翰园区的场地，相信

能让更多的圣徒同蒙主恩。

已过七年，主实在祝福这个训练。许

多年轻人看见异象，愿意一生服事

主，无数的圣徒因着奉献自己而得着

复兴。盼望这些学者学人将来无论到

何处，都能为主的见证站住，并传扬

国度的福音。

访问牧养

学者福音服事的弟兄们出外探访北美

各地校园，广邀学者学人圣徒及服事

者参加暑期一周成全训练，同时探访

校园教授圣徒，及各地散居圣徒，牧

养、鼓励进入一年七次，借祷、研、

背、讲，珍赏职事并被构成，操练活

力排，过召会生活，进入事奉，并鼓

励多与临近的圣徒, 召会有交通。 从

今年 3 月 4 日起已经陆续访问了美国

西南部, 南部，西北部, 中西部的圣

徒。将于 5 月 18 日趁着国殇节特会

期间访问东南部。愿主继续祝福每一

次的访问，把各地的学者学人圣徒更

多调进基督身体的交通里。

文字服事

职事文字是学者福音工作的重要部

分，文字服事主要在福音、成全、资

讯三方面。因应大陆赴欧美学者学人

福音的需要，学者福音针对其特殊背

景，根据有关职事信息，编辑出版了

杂志、小册、单张、投影、纲要、信

息、海报等各类文字及多媒体材料。

《新人》杂志于二〇〇三年创刊，针

对大陆学人学者的福音需要，以简体

字形式并加 www.thenewman.org 网上

版，其读者遍及全球。其中“学者访

谈”栏目之精华九篇已经集成《学者

访谈》小册子。

〇 〇二 一 年第一期杂志在保持一贯的

特色之外，风格更加丰富、生动、活

泼、多样化：以新一代新鲜真实的见

证来得新一代的年轻人；以新的形式

（家书辩论）来摸时代的脉搏。“家

书抵金”为新增栏目，特推出“儒家

对基督”父子对谈四家书。儒家学说

近年在中国盛行，隐隐然成为基督福

音的竞争对手。故此文之推出，摸到

了时代的脉搏，极有福音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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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者福音开始制作电子版《福音 e-

card》、《福音周讯》和《福音月

〇 〇刊》。截至二 一 年五月，已有 80

多张繁体版《福音 e-card》放在“水

深之处”福音网供福音祭司发送，学

者福音网站也会登载简体版；7 期

《福音周讯》和 2 期《福音月刊》在

学者福音网站上，繁体版也将放在

“水深之处”福音网。它们以快捷、

新颖和时效性为主导，其中的“时事

福音”与“校园动态”因其时效性和

丰富的信息而在网路上广为转发。

随着学者新人与日俱增，造就成全的

需要乃迫在眉睫，为此，学者福音编

辑了成全类文字及影音材料，包括：

牧养操练成全交通、初信造就系列、

如何配搭系列（附 DVD），各类福音

单张，新泽西华语暑期训练信息及恢

复本圣经追求小组的负担与实行等。

学者福音网站

http://www.mswe1.org 网站，为圣徒

提供了一个丰富、便捷的资讯界面。

圣经追求、校园福音、团体生活、训

练成全、移民开展、欧洲行动、访问

牧养等栏目提供神最新行动的通启及

报导；校园福音有福音单张、福音周

讯、福音月刊、福音投影和福音信息

等各类福音材料供下载使用；圣经追

求、守望祷告提供真理追求及生活操

练的平台；训练成全包括美加华语暑

期训练、牧养训练、初信成全等方面

的成全信息（影音与文字）；电子新

讯提供学者福音工作最新报导。

特别是今年，学者福音网站以新的面

貌与圣徒见面，页面清楚、明了，也

更方便使用。

http://www.RSGamen.org 网站，是主

为我们预备的圣经追求“火车总

站”，为了方便各地圣徒进入圣经恢

复本的读经操练。网站内容琳琅满

目、应有尽有，举凡与读经有关的材

料、信息、供应，都可在网站上获

取，比如追求材料下载、读经心得、

各地 RSG 见证、报导、圣经问答

（Q&A）等栏目，并有诸多中英文

读经网站的连接，借以帮助我们建立

读经的习惯，使我们被真理构成。

此外，网站也提供了交通平台，比如

论坛分享、论坛见证、论坛发问、每

日读经电子邮件版（e-RSG），使我

们可以与近处或远处的圣徒，与相识

或未曾谋面的圣徒，甚至心上的圣徒

或亲属密友或福音朋友，借着神活而

常存、有功效的话，有生命、真理、

召会、福音上各方面的属灵交流，进

而达到基督身体的扩展与建造，以完

成神永远的经纶。

http://www.gospel123.org 网站，在主

的恢复中最新的说话、珍贵的历史纪

录，已经全部成了网络上活泼的影

音。只要你连上影音快讯就能完全饱

览这些所有在主里丰富又即时的影音

新讯了。

网站包含以下项目：恢复本圣经研

读，神愿意万人得救，并完全认识真

理，召会生活，主恢复历史。请弟兄

姊妹经常上网观赏、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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