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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新学期福音 

动态报导一(9/13) 

 

新的复兴 

复兴之律来临，昼夜循环不息， 

随时随地洋溢赞美，福音遍传四极。 

团体神人生活，在地如同在天， 

求主时刻保守我们，新鲜直到主前。 

新的黎明，新的复兴，主我奉献，奉献今天； 

靠你得胜，因你更新，直到恩主显现。 

各地参加 2012 年新泽西暑期华语成全训练的圣徒，在复兴

之律中，借着同心合意的祷告，燃起新学期福音之火，为

各地召会带来新的复兴。圣徒们通过各种途径，如网上的

QQ 群，校园中的中国同学会，或在校园摆桌子等，拿到

附近校园新同学的名单。并联络这些同学，为他们提供所

需的帮助，很多圣徒都是全家摆上，接机、接待、送饭、

送菜，帮助新

同学们开账

户、办手机、

买东西，在生

活上照顾他

们。通过这些

接触，与同学们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并带他们进入到我们

生活中，带他们认识圣经、神、基督与召会。 

各处召会也抓紧机会，适时举办福音聚会，收割已经成熟

的庄稼。从新泽西华语成全训练及 5 处延伸训练结束后至

今，借着圣徒们的劳苦，全美各处的校园中，已经举办了

至少 25 场福音聚会。除陆续得救的以外，借这些福音聚

会，又收获了 70 多个果子。 

各处圣徒劳苦传福音的见证 

NCSU 新学期福音又蒙福了 

感谢主的恩典，感谢身体的配搭及圣徒们的同心合意。

NCSU 新生接待小站，今年又蒙福了！ 

请为要来的福音聚会代祷 

校园 日期 

Johns Hopkins 9/14 

Northwestern U. 9/15 

UCSD， SDSU, AIU, NU 9/15 

Standford (mountain View)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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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过的一个月，因着主的怜悯与祝福， 我们能够接

触，接待， 照顾一些今年新生。从 8 月 1 日至 15 日，

我们总共为 50 位新生提供了接机及接待。 在接待站为

110 多位学生提供了 15 天的饭食 （在人不能的，在神

凡事都能！）。 校园服事者也为 24 位同学提供了 Labor 

Day 的海边旅行。 学生弟兄姊妹尽了特别的功用，尤其

是从新泽西训练或特会回来的学生弟兄姊妹，灵里特别

火热，特有服事的灵。 

 

主也特别祝福我们同心合意地传福音做见证， 在过去一

个月， 主陆续把得救的果子加给我们： 8/6 日一个； 

8/8 两个； 8/12 两个； 8/17 一个； 9/1 一个； 9/7 两

个； 9/9 一个。其中本科 4 个， 研究生 4 个， 访问教

授 2 个。 

请为我们的后续跟进祷告，并祷告在要来的中秋节，感

恩节， 每个家都能打开，邀请新生到家里做客。荣耀归

主！ 

Newton 圣徒们同心合意带来校园福音的祝福 

周五(8/31)晚上的小排聚会和周六下午的福音聚会见证

了圣徒们的同心合意。弟兄姊妹们彼此扶持配搭，个个

尽功用带进了神在 Newton 召会的祝福。圣灵充满聚

会，很有主的同在 。整个周末受浸的新人有 8 位，其中

2 位是大一新生，3 位研一的学生和 3 个社区的朋友。

此外，成立弟兄之家的计划也在主日借着圣徒们的交通

得以确定实施。 

周五到达李弟兄家的小排聚会，当晚有约 10 位福音朋

友，大部分是新生。晚上的聚会中，借着唱诗歌，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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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们开始分享他们的见证和对主的经历和享受，向新

来的同学传福音。当晚受浸两位新生和一位社区的朋

友。 

 

周六下午 5：30 在 Newton 会所举行校园福音聚会。以

福音座谈的形式回答福音朋友的问题。座谈结束后福音

朋友们在自己的位置上用晚餐，旁边的弟兄姊妹则陪同

他们继续回答他们的问题作为福音座谈的延续。晚餐

后，在享受诗歌的同时，弟兄带着福音朋友们祷告。当

晚受浸 5 人。 

罗德岛、Yale、 MIT 福音座谈 

好的开端：9 月 7 号星期五晚上，在罗德岛的林弟兄

家，我们开始了第一晚的福音聚会。学生主要来自

RISD，Johnson and Wills college,当晚两位同学呼求主

名，一位受浸。这位受浸的女生(Tan Jun）父母都是基

督徒，以前在国内公会，受浸要考试，所以一直未受

浸。白弟兄说，今晚我们就两个考题：一、耶稣是谁？

二、怎么接受祂？在听完弟兄们的讲解后，白弟兄考

她，“耶稣是谁？”“God-man！”她说，“好，答对

了！”白弟兄说。“那怎么接受耶稣？”“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 Jesus is Lord!"她答道。“好，你可以受浸

了！”她受浸后很是喜乐，为另一位得救还在犹豫受浸

的女生做了很好的见证，极大的鼓舞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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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大大作工：8 号中午我们来到 MIT，中午与弟兄们

用餐交通，下午 3 点半开始祷告，弟兄姊妹们同心合

意，迫切求主在 MIT，Harvard 等大学打开福音大门，

兴起一批年轻人，得着厉害的器皿。祷告的灵很强，

哇！我真的没体会过这么强有力的祷告！祷告完了大家

就真的是一了，接着我们就像一只军队一样出发奔赴会

场。哇！真的是一个心，一张嘴，一起做。三十多位从

附近各大学来的福音学生朋友源源不断地走进会场，我

们祷告，神已答应，接下来就静看圣灵的做工了：弟兄

姊妹们被圣灵充满，完美配搭，精彩信服地回答了每一

个问题，当晚 29 张回响卡，9 人得救受浸，男生找弟

兄，女生找姊妹，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属灵同伴。聚

会中的两句话我印象很深，一句是当他看到有 9 位福音

朋友上台跨出受浸的那一步时，他说：“太好了。”一

句是在晚上看完受浸回去的路上，他说：“这是圣灵在

大大的做工啊！”赞美主！时候近了，祂是得胜的那一

位！愿圣灵在各大校园都大大地做工！ 

 

 

神其妙的工作：10 号下午 4 点我们来到耶鲁大学开始和

当地的圣徒为 5 点的福音座谈祷告。和昨天一样，祷告

很强很释放，我们也都有确信和平安神答应了我们的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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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但刚祷告完就被告知，圣徒们所联络的福音朋友到

时都来不了。不过神是信实的，很快通过打电话临时找

朋友，上街临时拉学生，很快也来了十多个。有些是弟

兄姊妹同一个实验室的同学，其中牟弟兄便一人叫来了

好几个师弟师妹。当晚弟兄们对各种问题的回答堪称完

美。不愧是耶鲁，提出的每个问题都很有价值也很难回

答，但弟兄们在灵里搭配，并没有陷于问题本身，而是

把所有问题都引到神，耶稣，那灵，神的计划上。比如

有一个学生提了一个一个关于大爆炸，进化论，和神创

造的问题，我当时捏了把汗，但 Mike Louis 弟兄的回答

立马让我紧绷的心舒缓下来。Mike 并没有反驳大爆炸和

进化论的错误，只是顺着大爆炸和进化论往前推，都会

推到一个点或一个物种上，这个点或这个物种如何来

的，无法解释，只有可能是神的创造。白弟兄又补充

道，达尔文物种起源的最后一章写道，最起初的一个或

几个物种一定是造物主所创造的，而且这些物种是造物

主吹气产生的。如此简洁清晰有力的回答令所有福音朋

友信服不已。当晚三个得救受浸，其中两位是耶鲁的博

士生，一位是博士生的母亲，而这位博士生头天晚上刚

刚受浸，她在这个聚会中作了美好的见证！咱们这位信

实的神，我们祷告，祂便答应。 

10 分钟从街上拉了个耶鲁博士得救受浸：10 号下午 4

点我们赶到耶鲁大学，和当地的圣徒开始为 5 点的福音

座谈祷告。祷告的灵很强，我们也很得释放，内心的感

觉是主已经答应给我们准备几个了。但刚祷告完，便有

弟兄告诉我们所联系的福音朋友到时没有一个会来。 

（此时已是 4 点 50 时，只有 10 分钟就要开始了） 我当

时一愣，觉得怎么可能呢？主明明已经给了我们确实的

答复，我们内心也有强烈的确信和平安。主是不会干这

样的事的！主给我们这种情况，一定是有祂的美意在后

面！于是我和一个崔弟兄便出去拉人，路上我们彼此鼓

励：主是信实的，祂已答应我们的祷告，祂既然允许这

种环境出现，一定是为我们预备好了至少一个，我们就

走一圈，把那个带回来就行了。结果没过多久，对面就

走来一个中国学生（Wang Minglei），我上去把他叫

住，还没等他开口，我就一股脑地说了一通：“现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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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福音聚会，听过福音吗？没有？那你一定要听听。人

活一辈子一定要听过福音啊！福音就是好消息。这个好

消息就是神成为人，就是耶稣，祂在地上活了 33 年半

完全无罪的生活，之后为了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祂

的血就洗净了我们人的罪啊，现在我们只要呼求祂的

名，接受祂作我们的救主，我们就罪得赦免，这个神啊

就进入到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享有祂的生命！”然后

又说其实神是进到我们的灵里，神是个灵啊，神造了

人，人也有灵啊！接着我就给他讲了人的三部分，人和

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什么？想没想过？……最后我说，怎

么样？现在有时间吗？我现在就带你去听。他说他和同

学约好了要去运动。我说：你运动可以天天都运动，但

你要认识神的机会就这一次啊！还打什么球，赶快和我

走吧！他点点头，我就带他往回走，路上我上来就告诉

他罗马书 10 章 13 节：凡呼求主名的都必得救。我说咱

们做个实验，一起呼求主耶稣三次怎么样？还没等我开

口呼求，他就已经呼求了一遍，之后我们又一起呼求了

两次。之后我把他带进会场介绍给弟兄们。接下来的近

三个小时，他听得津津有味，尤其在回答提问这个环

节，他被完全吸引。弟兄们配搭，很好的回答了各种苛

刻的问题，诸如：大爆炸，进化论和神创造是什么关

系？操练灵与佛教的灵修有什么区别？信神之后的感觉

怎么确定不是心理作用？长话短说，他当晚得救受浸。

受浸之后他对我说：谢谢你！  

2012 杜克大学新学期福音和团体神人生活 

感谢主！在已过的一个月中，借着社区弟兄姊妹和校园

服事者同心合意的祷告和配搭服事，主实在祝福 DUKE

校园的福音传扬。我们总共接机了５４位新生，在连续

１０天的福音爱宴中共接触了约７０位新生，弟兄／姊

妹之家为２０多位新生提供了１到２晚的临时住宿。８

月１８号，2 位弟兄受浸； ８月２４号，1 位弟兄和 1

位姊妹受浸；８月２５号， 又有一位姊妹受浸。 目前

已有５位新得救的弟兄姊妹，愿大家在祷告中纪念他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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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更大的祝福是，一些弟兄姊妹在得年轻人、成全年

轻人的异象和负担里，搬家或购房到离 DUKE 校园５

分钟车程的一个新社区里面，目前已有两个圣徒之家，

两个弟兄之家，一个姊妹之家，总共有１６位弟兄姊妹

在一起操练神人团体生活。感谢主，让我们在基督的身

体里一同有份于主在 DUKE 的行动！ 

 

 

 

更多信息，请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mswe1.org 

 

联系方式： 

请弟兄姊妹们将您那里要举办的福音行动信息告诉我们，

我们会把它张贴在学者福音的网站上，请众圣徒在身体中

一同为其祷告。您那里在得人、留人、成全人上有任何的

蒙恩见证，也请发送给我们，我们会把这样的见证交通在

身体中，成为众人的鼓励。愿主祝福祂的身体。 

电子邮件：campusgospel100@gmail.com  

电话：714-827-8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