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 北美校园福音动态 (特刊一) 
 

9/3/ 2011 
 
 
 

1. 本周末的福音聚会： 

a. 9/9/11, Baltimore, MD. 校园：Johns Hopkins 

b. 9/9/11, Houston, TX. 校园：Univ.of Houston, Rice Univ. 

c. 9/10/11, Philadelphia, PA. 校园：U.Penn, Drexel, BrynMawr, 

Temple, St.Joseph 

d. 9/10/11, Nutley, NJ. 校园：NJIT, Rutgers-Newark, UMDNJ， 

Montclair, Steven and FDU 

e. 9/10/11 Beaufort, TX. 校园：Larmar University 

 

2. 祷告负担： 

a. 为本周各地的福音行动祷告，求得胜的主继续掳掠那些被掳掠的，成为

在各地建造召会的恩赐。 

b. 各地校园开学福音，北美目标要得两千位新人，平均每个校园得二十

人，求主在各地兴起有负担的学生圣徒，和打开的家，作福音的站口，

传万邦的福音，为主得着一批转移时代的年轻人。 

c. 各地圣徒更多的开家，打破玉瓶，使他们的家成为神家，将召会生活作

到家里，真理作到圣徒里，福音作到生活里，使神命定的路得以实现，

各地召会得以繁增。 

 

3. 新生福音做到家 

大批的新生第一次远离家乡，非常需要来自家的关爱。“一餐饭胜过十篇

道”，各地纷纷传来打开家接新生的感人、蒙福的最新见证。（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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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福音做到家 

 
 

荣耀基督显现，引我全然奉献； 
渴望以嘴亲子，投奔于你里面。 
神家是我心愿，伯特利梦实现； 
孤独者有居所，伯大尼家筵宴。 

赦免、相爱、相依，国度生活实际； 
和平、喜乐、公义，城中颂赞洋溢。 
校园、家与邦国，开展遍及全地； 
主名尊崇不已，建造你生机身体； 
打开家，得青年，牧养人，同成全， 
带进荣耀召会，让你能早归回。 

 
 
从 NJ 训练回来，这“建造神的家”的诗歌就在各地圣徒的口中唱响。“打开家，

得青年，牧养人，同成全”，在挑旺的灵中，进入新学期新生福音的预备和开展。 
 
祷告为福音铺路 
 
祷告，祷告，还是祷告。各校园的福音从祷告开始： 
 
UTD 服事的弟兄姊妹们很早就开始为新生祷告，不仅祷告主给他们接触的路，也

祷告这些学生的心向圣徒们敞开，有得救的智慧，成为召会长存的果子。 
 
NJ 训练中燃起的爱火，在各地继续焚烧。尤其是被深深摸着的年轻人们，更是借

着祷告和持续更新的奉献配搭到服事里。个人，三三两两以及团体的祷告聚会，

UCLA 得救几个月的小弟兄、小姊妹们利用各样祷告的机会，积极参与到新学期福

音的预备里。借着祷告，与主更亲密，自然对人更有负担，他们积极联系新生，成

为新生与打开的家之间的桥梁。 
 
借着多而又多的祷告，San Diego 服事校园的弟兄姊妹们认识到成全人的重要，在

开学之前，对得救一年之内的学生弟兄姊妹进行成全训练。借着成全训练，弟兄姊

妹们眼睛得开，看见福音乃是主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要我们在各地散发因认识基督

而有的香气。并且，我们也欠了万国福音的债，需要传万邦的福音。我们个个都不

能空手见主。在新学期的福音行动，被当家的灵充满，满了福音的负担。 
 
Rutgers 的弟兄姊妹们为福音全力以赴，社区也竭力配合。弟兄姊妹祷告到一位灵

里：主是活的，人对很重要。我们不要在这里只做传福音的事，乃要先成为传福音

的人。祷告、奉献第一。让我们预备好，与主配合。赞美神！借着不断的祷告和交

通，圣徒们的配合，愿神祝福校园，将平安之子带来归给祂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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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成福音出路 
 
大批的新生涌入校园，单靠大聚会不能应付校园福音的需要。尤其是新生在各面上

都需要实际的帮助，他们很多是第一次远离家乡，非常需要来自家的关爱。 
 
Rutgers 的圣徒们见证说，“有家的关爱就是不一样，住一天比不住强，住两天比

住一天强。” 
 
Rutgers 在职圣徒请假接机、照顾已接到的学生。先接到会所吃饭，然后送到宿

舍，还没有住处的，接到家中。4 个校区分上下午带他们购物。在学、在职圣徒配

搭联络一同照顾、安顿新生，带购物、找房、办家具等。至 8/22，11 个家打开接

待临时入住 23 人，接机 62 人次。2 位在学的弟兄开 2 辆 15 人 ChurchVan，带新生

购物，往返 2 大校区 12 小时。其中一位弟兄两个孩子只差 1 岁，老二刚满月第一

天。另一位周末、晚上抽空还要去实验室。 1 位姊妹带 17 个新生购物，来回来回

车程相当于从 NJ 开到 Boston。一位弟兄半夜 12 点接机，凌晨 3 点 1 对弟兄姊妹接

待入住。无论是在学圣徒还是学生会从机场接到的新生，只要没有住处，电话打

来，就有圣徒立刻开家接待，并带他们到学校注册、办理各种手续，搬行李到宿

舍、购物、买电话、开银行账户等。一对双职工圣徒家中，几乎天天来学生和圣徒

用饭，弟兄说：“拼了！” 
 
UTD 开 学前，Plano 召会圣徒与 Richardson 召会圣徒配搭，早早就得到 50 位新生

名单，提供接机和住 宿。因为男生数量多，就集中住在 Plano 会所楼上，有圣徒陪

住，过团体生活；女生接待在圣徒家里。从 8 月 12 日至 21 日，共集中接待十天。

每天早晨在会所一起用 早餐，然后用 4 辆福音车送新生到 UTD，晚上再到 UTD
接他们，而每次都会有新生把他们的新生同学介绍来被接待，十天里每天接待 60
到 80 位，前后共接待了 150 位左右新生。 
 
在 接待住宿的十天里，新生们都感受到家人般的关怀，不住在家中的，也有家来

照顾。圣徒们关心新生的需要，积极帮助他们找宿舍，买家具，提供各样的便利。  
 
在 UCLA，圣徒们居住条件差，却是有家的就打开。只要给主出路，主就降下祝

福。没有房间，就打地铺。没有一个家嫌麻烦，无论是深夜还是凌晨，只要有需

要，家就顶上去。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条件实在够不上，但是需要摆在那里，主也

满了祝福印证，住在地下室的，打地铺的照样喜乐地得救。我们涌出的爱不会因为

我们居住的条件打折扣。迄今 UCLA 没有一场大聚会，却借着家的功用，已有九

位得救。 
 
“一餐饭胜过十篇道”。这是我们一位得了复兴的 UT Arlington 的弟兄亲身体验到

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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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主手中同奔天路 
 
 
Seattle 的弟兄姊妹见证说，“我們雖然都很不完 全，看看自己的光景也許會灰

心。但只要我們對主有點心，也“稍微有一點能力”，那我們擺出來的那一千兩很可

能就能爲主賺得更多的 一千兩，甚至五千兩。” 
 
福音实在需要我们每一位圣徒摆上去，家打开，传万邦的福音。奉献在主手中的弟

兄姊妹们，不管我们家的条件如何，不仅是社区的弟兄姊妹打开家，而且学生的宿

舍也可以打开，让学生一受浸就进到这种在家里“挨家挨户”的召会生活。一位刚

刚受浸不久的 Riders 的弟兄将自己的 Apartment（公寓单位）全方位打开，不仅打

开客厅、厨房，也打开卧房给弟兄姊妹聚会，落实打开家的负担。我们实在看见在

家里的聚集何等的蒙主祝福！ 
 
不能提供饭食或住宿的，也可以做联络的据点。有一位在 UTD 读书的圣徒，就是

打开家做 open house，成为新生与圣徒的联络站。 
 
主需要，我们就打开，传万邦的福音，让主早归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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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 

San Diego 在家中举办开学训练 

San Diego圣徒于八月十九至二十一日举办了一次周末开学训练，有十七位学生圣

徒报名参加：大都是得救一年内的学生，来自UC San Diego，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Allian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National University，及Mira Costa 

College；并且有十三个家庭打开家配搭这次训练──几乎所有学生都接待在圣徒家

里过团体神人生活。其中，有十四位弟兄同心合意地配搭七堂的聚会及各项的操

练，九个家庭负责三餐饭食，更有一位圣徒不顾任何麻烦把家打开，作为这次训练

的场所。最为重要的是，圣徒们为这次训练摆上了许多的祷告。   周五晚上大家

一同用餐，学生们邀来了两位福音朋友。其中一位当晚受浸，圣徒们欢欣鼓舞，得

到许多的激励。饭后，享受了诗歌，有两位弟兄配搭交通第一篇信息，说到“操练

灵与呼求主名”。会中大家大声操练灵、释放灵，呼求：哦主，阿们，阿利路亚。

甚至用英语、西语呼求主名，非常享受。接着，有两位弟兄配搭交通第二篇信息，

说到“悔改与认罪”。弟兄们的交通深深触动了众人的良心，个个都悔改、认罪，再

次把自己奉献给主。晚上大家回到接待的家庭，一起交通、晚祷，真是甜美。 

 

周六清晨，各在接待的家里团体晨兴，并用早餐。九点大家准时聚集，进入第三篇

信息── “ 祷读主话”。会中大家彼此操练祷读，细细咀嚼主的话，享受主话甘美的

味道。接着，弟兄们带大家进入第四篇信息──“属灵同伴”，看见我们在基督的身

体里，不能没有属灵同伴；个个都要找到属灵同伴，形成活力排。然后，第五篇信

息说到“基督得胜的福音”，看见福音乃是主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要我们在各地散发

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并且，我们也欠了万国福音的债，需要传万邦的福音。但

愿我们个个都不空手见主。第六篇信息说到“新生福音与福音的生活”，激发我们众

人要对新学期的福音行动，满了当家的灵，满了福音的负担。   周六午餐时，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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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们分组讨论下午福音行动的细节。有两组分到 San Diego State， 一组分到 

Alliant University，一组分到 National University，四组分到 UC San Diego。在弟

兄们交通传福音的一些基本要诀之后，各组就拿着福音单张及 Bibles for America 

卡片，开车到指定地点传福音。有些叩门，有些站在街上发单张，有些到校园里接

触人，甚至有一组到 Mall 里接触店员。两小时下来，发出了许多单张，接触了许

多各样的人，收集了许多email 与电话，也邀请到五位福音朋友参加晚上的爱筵 

(其中一位是昨晚刚受浸的弟兄所邀请的)。值得一提的是，有位学生圣徒接触到一

位说德语的福音朋友，当场就用他学了七年的德语向人传讲福音。   周六晚上爱

筵，学生圣徒分享第一次向人传福音的经历与收获，众人都很得激励。弟兄们鼓励

所有圣徒在要来的一周内，要找到属灵同伴，建立活力排，或一起祷告，或一起追

求，或一起传福音。之后，有两位弟兄用PowerPoint交通福音在中国的历史，给

我们看见一群摆上一切、不顾性命的传教士，如何把圣经及福音带到了中国。他们

所浇在主身上的不是枉费，乃是馨香的见证，见证主的甘甜。   主日清晨，各在

接待的家里团体晨兴、用早餐，并预备主日申言。在擘饼聚会唱诗、祷告、赞美主

之后，大家灵里高昂、喜乐地为主申言。许多圣徒不约而同地分享这个周末开学训

练的蒙恩见证。尤其看到这一位位得救不久，却因福音而洋溢喜乐的学生圣徒，并

听见他们所作的见证，圣徒们都大得鼓励。会后，大家到附近餐馆用餐，并为着要

来的新学年奉献自己、打开家、找活力同伴、享受主、传福音、建造基督生机的身

体等具体行动，而有更多的交通与分享。愿主多方祝福San Diego的校园福音、活

力排、开家、团体生活的实行，好叫祂的旨意得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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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 

祷告,打开会所打开家----UTD新学期福音的开

端 
 
往年 UTD 的新生博士生居多，今年新生 600 多位，硕士生居多，其中 400 多位就

读商科。今年弟兄姊妹很早就开始为 UTD 的新生祷告，不仅祷告主给我们接触的

路，也祷告这些学生的心向圣徒们敞开，有得救的智慧，成为召会长存的果子。

   过去三年圣徒们接触新生但没有接待住宿。今年 6 月，有韩国圣徒来访，住在

会所，7 月召会办团体神人生活训练，有 19 位圣徒住在会所，所以秋季开学前，

弟兄们交通，打开会所，接待学生住宿。   开学前，Plano 召会圣徒与

Richardson 召会圣徒配搭，与大陆学生会接洽，帮助他们服事新生，从他们那里

得到 50 位新生名单，开始借机和提供住宿，男生住 Plano 会所楼上，有圣徒陪

住，过团体生活;女生住圣徒家里。后来又有陆续增加的，包括根据学生会的要求

再扩大接待的，或者来美国之前没有安排，听了同学的介绍与我们联络要求接机接

待的，甚至有临时从机场接回来的。   从 8 月 12 日至 21 日，共集中接待十天。

每天早晨在会所一起用早餐，然后用 4 辆福音车送新生到 UTD，晚上再到 UTD 接

他们，而每次都会有新生把他们的新生同学介绍来被接待，十天里每天接待 60 到

80 位，据留言蒲，前后共接待了 150 位左右新生。另外，在国际学生辅导日，借

着问卷，请人读经的方式，另外接触了 50 位新生。总共接触到的学生接近三百位

。   在接待住宿的十天里，周一到周四，每晚有一小时左右的聚会，先唱诗，然

后圣徒们有次序地介绍，如周一介绍圣经，周二介绍什么是基督徒，进而引导介绍

基督，以及如何成为基督徒，从而带新生尝试呼求主名，周三介绍基督徒所得着永

远的生命以及他们所过的生活，周四介绍人生的奥秘，期间也介绍我们是什么，就

是召会及召会的立场，并不批评任何团体。周五没有集中聚会，而是去各小排，尤

其许多去了英语小排。有一位新生就在英语小排受浸，结了新生中的第一个果子。

周六是福音真理座谈，本地的几处召会配搭一同举办，到会的新生将近 150 位，

其中超过 70 位是第一次来到会所。所有的聚会里，没有 push 学生受浸。结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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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今年来的新同学站起来要求受浸归主。主日的晚上带到华语圣徒家中，让他们

有机会接触召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已过的主日又有一位受浸。   另外一面，圣徒

们关心新生的需要，例如帮助找宿舍，买家具，到 8 月 21 日，所有男生都找到住

处，搬出会所，只有个别女生，稍迟一点找到宿舍。   这期间，有一位在 UTD

读书的圣徒，打开了家做 open house，就是新生与圣徒的联络站。   8 月 27 日

，圣徒们又举办了一次聚会，这是个对前一段劳苦的试验，因为新生都已经搬离会

所和圣徒家，进了宿舍。弟兄们发电子邮件，告诉这些新生周六有聚会，结果，周

六晚上有 70 多位新生来聚会。迄今为止，有近 200 位学生愿意进入读经小组(去

年 30 位)，有 6 位新生已经受浸。   这些被接待过的新生都很怀念那段团体生

活，并且，那些时间里，他们彼此成为朋友。新生们也已经习惯圣徒们的属灵操

练，在圣徒祷告(特别在新人受浸)时，学生们大声说”阿门”。   Plano 召会圣徒与

Richardson 召会圣徒配搭周六(9/3)晚将在 Plano 会所举行福音聚会。 

 
 
附 3. 

Princeton和Rider大学新学期福音聚会报导 
 
    感谢主，上周六（8月27日）赐给我们一个荣耀的福音聚会，两位弟兄受浸归入

主名，每个新人都找到读经伙伴。来聚会弟兄姊妹都可以见证，整个聚会满了主的

荣耀。 

    这次聚会继续进入8月初的新泽西成全训练“打开家”的负担。一位刚刚受浸不久

的弟兄将自己的Apartment（公寓单位）全方位打开，不仅打开客厅、厨房，也打

开卧房给弟兄姊妹聚会，让我们看见在家里的聚集何等的蒙主祝福！我们今年继续

落实打开家的负担，不仅是“伯大尼之家”、“伯法其之家”打开、社区的弟兄姊妹打

开家，而且学生的宿舍也可以打开，让学生一受浸就进到这种在家里“挨家挨户”的

召会生活。 

    这次福音聚会来了5位福音朋友：其中有在Rider学钢琴的研究生一年级学生和

日本同学；一位是Rider本科一年级学生（将住进弟兄之家）；还有一位是圣徒同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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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两位弟兄受浸归入主名。两位学钢琴的同学都跟着我们祷告：“主耶

稣！耶稣是主！耶稣爱我，我爱耶稣！”聚会结尾，弟兄们也比较重地打了读经的

负担，希望每一位愿意读经的福音朋友，都能有一位弟兄姊妹能与他们结成属灵同

伴，一同用《罗马书伴读》陪他们读罗马书。 

    今年在祷告中，主给我们带领，要把福音聚会作得更加细致，虽然会呼召受

浸，但是重点不在受浸，而是呼召弟兄姊妹陪人读经，结常存的果子。为此，今年

我们要借着福音聚会建立起叮咛提醒服事的架构和三三两两活力排的操练。为着能

实行出这样的负担，我们需要有多而彻底的祷告和细致的交通，不能只是有一个热

热闹闹的聚会以后就了了。请弟兄姊妹多为代祷，为着校园福音的往前一同有属灵

的争战。 

    求主继续带领9月2至4日和9至11日的福音聚会，愿主亲自带领许多的学生一同

前来，并且兴起够多的对校园服事有负担的年轻人和社 区家庭，让来的每一位同

学，只要愿意读圣经、愿意和我们有进一步接触，都能有弟兄姊妹黏上去，与他们

读经，请他们到家里吃饭。求主施怜悯给这两所校园，得着一群为主作见证的常存

果子，成全他们，成为转移时代的一班人。 

 

    后记： 

    一、所有的福音朋友和新受浸的圣徒均有圣徒与之“配对”成为读经伙伴。 

    二、唯一尚未祷告的福音朋友将搬进弟兄之家，目前，他住在“伯大尼之家”，很

喜乐地参加所有的日常活动。 

    三、社区圣徒也参加了聚会。我们盼望在校学生能和在职圣徒团在一起，并建

造在圣徒的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