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12 新学期福音 

动态报导 三(9/24) 

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我们要把握新生入学的

良机。我们从许多经历

得知，大学生最容易接

受福音的时候，乃是新

生入学的第一个学期。

人接受福音最适合的时

间，就是在转换的时

候。我们一旦错过新生从高中转入大学之际，就等于错失了良

机，要想在学期中得人就困难多了。所以，在开学的时候，我

们要尽全力，传福音给新鲜人。这就如同北方农家种麦子，到

五月间麦子成熟时，人人饭也顾不得吃，觉也顾不得睡。老人

家都喊着说，麦子掉了头，还在家里睡觉么？因为麦子一旦成

熟了，就必须快快收割；否则，很快都落到地里去了。麦子要

掉头，所以不能睡觉，必须在半天之内，统统收割。这个新生

入学，就是麦子掉头，什么都不能顾，不能顾主日聚会，也不

能管其它的事，只管去得着新生；即使不能得着八成，也要得

着五成。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划时代的带领—召会

分项事奉的建立》第二篇 关于学校福音（二）） 

先把华语福音作透 

不能减弱向华语学生传福音的负担和行动，因为开学的季节，

正是华语学生初到美国，心最敞开的时候，我们需要抓住机

会，用他们最容易接受、领会的语言将福音传给他们。先把华

语福音作透，在此基础上，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再操练用英

文传福音。尤其当福音朋友都是华语学生，甚至华语新生时，

要避免只用英语传福音，因为这样即不能得万邦的新人，也不

容易得着初到美国的华语的新生。 

 

 

 

 

请为要来的福音聚会代祷 

校园 日期 

Monterey Park, CA 9/29 

Philadelphia, PA 9/29 

Rutgers University 9/29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 9/29 

 

爱里的提醒 

1. 生命读经 283 篇一年追求已经开始了！快快加入！ 
http://mswe1.org/reading/lifestudy/announcement 

2. 9.30 号，中秋季，传福音的大好时机，不容错过！已经为

您预备好福音材料（后附），欢迎使用！ 

http://mswe1.org/reading/lifestudy/annou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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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处圣徒劳苦传福音的见证 

新泽西 Rider 大学新学期福音 

在秋季学期开学以来，Rider 校园的服事圣徒们针对来到校

园的新生，开始了一系列的福音行动。从新生 orientation 开

始，Rider 校园弟兄之家以及 FTTA-MA 的圣徒们就尽可能

地进入学生们中间，与同学们建立朋友关系，并针对同学

们提出的关于生活和学习的各种问题做出解答。同时，社

区的圣徒们也积极地打开家，邀请新生们单独与几位圣徒

来到家中享受爱宴。在持续了两周的接触过后，9 月 8 日，

Rider 校园服事的圣徒们为新生准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福音

座谈，解答了同学们在生活和真理上的疑惑。 

8 日下午，Rider 校园的服事圣徒们将新生带到会场，并借

着各样的娱乐活动与同学们互有交流。随后的 BBQ 环节

中，圣徒们也鼓励同学们积极参与，并且不失时机地三三

两两与同学们进行人生意义方面的讨论，在与同学们更进

一步加强亲密程度的同时，也为接下来的福音座谈预备

灵。随后，在晚餐的环节，圣徒们在吃饭的同时坐到学生

们中间，与同学们进行了更为热烈的讨论。 

当晚的福音座谈将整个聚会的氛围推向了高潮。开始时的

诗歌为整个座谈奠定了喜乐的氛围，圣徒们借着同声高唱

《得救的证实与快乐》，将每一个人对主的喜乐经历用歌

声抒发给了在场的每一位朋友。随后，得救不久的宋弟兄

和张姊妹的见证则用亲身经历，生动详实地描绘了信主的

过程，以及信主之后所带来的积极的变化。之后，几位弟

兄姊妹们针对同学们和圣徒们提交上来的各种问题进行了

解答。圣徒们用自己亲身的经历，结合主的话，对于困扰

朋友们的问题给出了信实令人满意的答案。最后，弟兄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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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在场的朋友们尝试呼求主名，并向着主有简短的祷

告。当晚，福音朋友们纷纷表示这是一次很新颖的聚会，

并且各自留下了联系方式，并表示愿意继续与我们有接

触。 

服事圣徒们在随后的总结中表示，此次对校园学生们的接

触，社区圣徒们的配搭是极其重要的。借着将有心愿的学

生们单独地邀请到社区圣徒家中，学生们就会感受到比在

大聚会中更轻松的氛围，也更愿意接受进社区圣徒及服事

圣徒们见证的供应。接下来，Rider 服事的圣徒们将继续实

行社区、校园、服事者配搭传福音的道路，使更多的学生

们能够在享受家庭氛围的同时，更加享受神的爱在圣徒们

身上的彰显。 

Rider 校园随后的接触和牧养工作仍然在继续进行。求主祝

福祂在这一地的权益。 

哥伦比亚大学新生福音座谈 
9 月 8 日晚上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了一场迎新爱宴和福音真

理座谈。弟兄姊妹们在 Orientation 期间到校园积极接触新

生，拿到了 200 多位学生的联系方式。当天有 40 多位新生

来到福音座谈，配搭的弟兄姊妹也有四五十位。 

吃饭的时间，大家把座位摆成一排对着一排作，弟兄姊妹

和朋友们马上就聊到了 一起，福音的气氛非常浓烈。诗

歌，见证，信息都是在读的博士圣徒们，非常新鲜 也非常

刚强。最后有老练的弟兄收网，一共 18 位朋友站起来接受

主，弟兄一个一个 带他们祷告，确定他们的救恩。最后有

7 位当场受浸，还有 3 位第二天受浸归入主名。 

请大家为后续的牧养祷告，每周在学校的校园聚会都有几

十位学生来参加，愿主得着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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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tgers 新学期接触了 200 多位新生！ 

 

感谢主！这真的是主的工作，一个月的时间就有 15 为同学

受浸。不知道他们怎么得救这么快，只觉得主行动的脚步

越来越快。其实从 7 月初开始我们有 2 个星期夏季训练，接

下来是学人学者训练，青少年 SST8 月 19 日结束，服事者

都没喘息过，新学期校园迎新从 8/5 接机就开始了。总之，

主把人都送来了，又给了校园福音一个敞开的门，不管你

预备好了没有，都要上战场了。 

我们的祷告是要在第一时间接触到那些真心寻求主寻求真

理的学生，愿主将他们收进神永生的仓里，成为可建造的

材料。今年的学生对福音的敞开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我们

前后接触了 200 华语学生，只有 3 位拒绝，其他都在不同程

度上愿意进一步认识主耶稣，甚至愿意相信接受。 

8/19 至今，我们实行 N23,周周有聚集，无论是生活座谈，

学业座谈还是圣经系列讲座，都有福音短讲，之后填回响

卡，最后有分组交通，回响卡收上来后，先找出那些愿意

相信接受主的，立刻请弟兄们与他们一一谈话，讲清楚受

浸的意义，然后带他们祷告受浸，这样受浸的有 5 位。当

场没有受浸的，一周之内继续跟进，或带到主日或请到家

中，进一步交通答疑，这样受浸的有 5 位，另 4 位在小排受

浸，1 位在 24 小时初信成全受浸。有 7、8 个家分别照顾这

些新人，9/14-15，第一期 24 小时初信成全训练已结束，落

实新人属灵同伴，开始正常基督徒生活。有负担的家都在

继续接触照顾牧养学生们。有一对圣徒借着 8 月份华语训

练接待圣徒并参加训练，得以复兴，与小排里另一家弟兄

姊妹配搭在周六开排接触学生传福音，照顾 4 位新人 6 位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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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朋友，非常喜乐有活力。总之，在 Rutgers 看见一个敞开

的门，一些敞开的器皿，我们需要劳苦：撒种，收割。同

时也的确感觉庄稼发白，工人确少。愿主同在并加恩，赐

圣徒结果子的喜乐，将得救的人数周周加给祂的召会。 

UC Irvine 2012 新学期福音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之间一年已经过去，又到了新

学期收获之际。在新生陆续抵达之前的几周，弟兄姊妹们

时常地带着负担聚集在一起，为着新学期的福音向主祷

告，向主祈求让福音在 UCI 校园有路，并为着各样的接待

事宜交通。 

 

感谢主，在已过的数周里，新生们都非常乐意接受我们的

帮助，有的人需要临时住宿，弟兄姊妹便邀请他们住在自

己家里；有的人需要购置家居用品，弟兄姊妹们便开车接

送。就在这样的接触中，渐渐地我们拉近了与新生之间的

距离，建立了朋友的关系，这样一来，邀请新生参加小排

聚会就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了。 

9 月 1 日，我们在弟兄家中开展了新学期的第一次福音聚会

BBQ，有甜美的食物，配以诗歌与见证，让初到美国的福

音朋友们认识了基督徒是怎样的一班人。 

今年有弟兄有这样的负担，希望能够在服事福音事务时，

能够将学生圣徒与社区圣徒更生机地联系起来，合理的配

搭不仅使学生圣徒得到了成全，也能让社区圣徒们更多地

接触到新生。学生圣徒负责联系并带福音朋友前往社区圣

徒的家中聚会，而在聚会中年长圣徒话语的喂养与供应配

合年轻圣徒生动的见证也颇有效果。一位福音朋友说，参

加过聚会之后，觉得对基督徒的认识与原来不一样了。阿

利路亚！ 

在接下来一周中，我们还将在学校附近的公园举行福音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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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聚会，并在 UCI 校园内有连续三天的福音交流会，将向

福音朋友们介绍“圣经”、“生命”，以及“基督徒”。

希望借着祷告，福音朋友们能够带着清新的心来到聚会，

摸着这位真实可爱的主，为主得着几位平安之子，并成为

召会生活中常存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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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吧（中秋节福音信息） 

 

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那里？（创三 9。） 

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十九 10。） 

神的寻找 

 

你知道这次传福音的头一句话是甚么？就是创世记三章九节的问话：“你在那

里？” 我曾问听福音的人：“你在那里？先生，你在那里？女士，你在那里？年轻人，

医生，教授－你在那里？你必须知道你在那里。”这问话不是审判的宣布，乃是喜信的开

场白。神在寻找人，祂问：“你在那里？” 

人堕落之后，就不真诚、不诚实了。当神问亚当他在那里，亚当若诚实，必会立刻

承认自己的过犯，但他没有这样作。不过，他在回答时承认自己是赤身露体的。（创三

10。）于是神问他：“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

么？”亚当本该诚实的认罪说，“神阿，我的确吃了那树上的果子，求你赦免我。”然

而，他没有坦率承认自己的过犯，却把责任推给女人。他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

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创三 12。）他的回答含示他归咎于神给他

女人，是这女人把那树上的果子给他吃的。说到这里，他才承认吃了。亚当似乎说，“这

不是我的错。神阿，你要为你赐给我的女人所惹的麻烦负责。你若没有把这女人给我，我

绝不会吃那树上的果子。你把这女人给我，是她拿给我吃，我才吃的。”虽然如此，神没

有斥责亚当，因为祂来不是要审判，乃是要拯救。神来到园中的人这里，正像许多世纪之

后，祂的儿子来到世上一样：祂来不是要审判，乃是要拯救。（约三 17。） 

接着神问女人：“你作的是甚么事呢？”夏娃也像亚当一样没有坦率的认错。她

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自从人第一次堕落以来，人类都是这样行的。每当小孩

作错事，他们绝不认错，总是归咎于某人或某事。他们甚至会把责任推给小猫，说，“妈

妈，你若是没养猫，我就不会作那件事。这不是我的错，这是你养猫的错！”我们很清楚

的看见，神应付人第一次的堕落，是来寻找失丧的人，正如多年以后，祂的儿子来寻找拯

救人一样。（路十九 10。）神寻找人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要向人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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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救赎 

 

亚当和夏娃是有罪的，他们也知道自己犯罪，因此他们设法帮助自己，用无花果树

的叶子作裙子，遮盖自己的赤身露体。这表征人用自己的工作遮盖自己的有罪。然而，用

无花果树叶子作的裙子，几天之后叶子就会枯干、破裂，至终会掉落，他们就又完全赤身

露体了。亚当和夏娃又躲避神的面，等待死亡的宣判。然而神来了，不但没有宣判他们的

死亡，反而传福音给他们，告诉他们一个奇妙的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亚当听见

福音以后，立刻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意思是“活”。他相信他和夏娃都活了，不

要死了。亚当既然信了福音，神就用动物（羊羔）的皮子，为亚当和夏娃作衣服，给他们

穿上。（创三 21。）这衣服就将他们完全遮盖了。 

神将羊羔的皮子当作衣服，给亚当和夏娃穿上。这意思是神称义了他们。得称义的

意思就是被神的义所遮盖，也就是被基督自己所遮盖，而不是被任何人造的东西所遮盖。

为要用羊皮作衣服，神必须先宰杀羊羔作为牺牲。羊羔被杀，血流出来，正豫表基督是神

的羔羊，在十字架上死了，祂的血为我们流出，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亚当和夏娃在衣服底

下，表征他们在基督里。基督在十字架上为公义的神所击杀，流了祂的宝血，神才能用基

督来遮盖我们，作我们的义。今天神已经把我们放在基督里，（林前一 30，）并且我们已

经穿上了基督，（加三 27，）如同亚当和夏娃穿上皮子作的衣服。因此，我们不仅罪能蒙

神赦免，还能彀穿上基督来彰显基督。 

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作衣服，给他们穿。（创三 21。） 

你们凡浸入基督的，都已经穿上了基督。（加三 27。） 

虽然亚当和夏娃已经有了豫期的救赎，但他们当时并未得着真正的救赎，他们在性

情里仍然有罪。象征神的生命树，是不可以让有罪的人接触的。因此，祂就藉着基路伯和

发火焰的剑，封闭了生命树的道路。基路伯是神的荣耀的象征，火焰象征神的圣别，而剑

象征神的公义。神的荣耀、圣别和公义封闭了通到生命树的道路，指明人只要是有罪的，

就不准接触神这生命树。（创三 24。） 

通到生命树的路从亚当以来就封闭了，甚么时候这条路才又打通呢？马太福音告诉

我们，当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的时候，圣殿里分隔圣所与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

半。（太二七 50～51。）那幔子从上到下裂开的事实，证明这是神作的，并且证明神与

人之间的阻隔从此除去了。基督的死既满足了神公义、圣别和荣耀的要求，祂的血就给我

们开创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藉着这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隐密处，

就是生命树所在之地。现在我们能彀亲近神。（雅四 8，来四 16。）藉着基督的救赎，神

已经进到我们的灵里。我们需要转向我们的灵，并藉着耶稣的血进入至圣所，在那里我们

能接触生命树。今天我们不再在豫期的救赎之下，我们乃是在享受已经完成的救赎。这救

赎给我们开创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进入至圣所。这条路不在伊甸园中，现今乃在我们的

灵里。现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接触这位活神，祂就是生命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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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藉着祂给我们开创了一条又

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祂的肉体。（来十 19～20。） 

 

浪子的回家 

 

路加十五章讲到浪子回家的故事。当浪子醒悟过来，就决定回到父亲那里去。他豫

备要对父亲说，“父亲，我犯罪得罪了天，并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

作一个雇工罢。”（路十五 18～19。）你若是这个比喻中的浪子，你会对父亲说甚么？

也许你会自言自语：“我要回到父家去。但是我到那里要说甚么，要作甚么？我该叩门

么？我该大声喊父亲，我回家了？我感到惭愧、愚昧，因为我把父亲给我的一切都挥霍

了。已往的生活方式真是不堪回首。我知道我的父亲一定不会在外面等我，他也许在家里

消遣、享受生活。他事事亨通，我一切都不如意。哦，我回家要作甚么？”  

令浪子大为惊讶的是：“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

项，热切的与他亲嘴。”（路十五 20。）浪子也许自言自语：“这真像作梦！我没有大

喊，也没有叩门，但是我父亲跑到我这里来。现在他拥抱我，与我亲嘴！” 

并且，父亲为回家的浪子预备了袍子、戒指与鞋，然后父亲吩咐奴仆把那肥牛犊牵

来宰了，给他们享受。在这里，我们看见基督作义，在外面称义悔改的罪人；那灵作印

记、并神救恩的能力，将悔改的罪人从世界里分别出来。现在我们看见基督也是肥牛犊，

以神圣的生命充满我们，给我们享受。父亲、回家的儿子、以及其他所有的人，都能享受

这肥牛犊。所以“他们就快乐起来。” 这幅图画真是令人愉快！ 

 

让我们再问，人啊，你在哪里？ 

 

爱的神在这万家团圆的节日里，向着流离的我们呼唤。所以向祂应声！无论你在哪

里，现在就回到祂的家中，进到祂里面，享受神一切的丰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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