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新学期福音 

动态报导 五(10/15) 

家家传福音 

我们要带领每位弟兄姊妹，在自己家里自己传讲福音。这实在

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推动。小排中干要负起这个责任，常常鼓励

弟兄姊妹，也题醒弟兄姊妹，在自己家里自己传福音。虽然在

自己家里自己作，可能不会作得那么标准，但味道却是更好

的。以饮食为例，若是我们都在外面吃饭，可能吃的都是山珍

海味，但吃起来总不是那么亲切；自己在家里吃，即使只有咸

鱼、豆腐，都会备感亲切。所以，自己传福音的确会有另一番

味道。好比在一个排

里，若是有一家的弟兄

姊妹不是太刚强，也不

太来聚会，却正巧轮到

他们家传福音，他们就

会开始寻求并有些预

备。可能作丈夫的会题

议读约翰三章十六节，

说到神如何爱世人；然

而，他又没有太多把

握。眼看聚会时间快到了，他只好请妻子先听听看他怎么说；

说了半小时后，这位弟兄可能觉得，有些地方需要改进，就赶

紧去查读相关书报。可见，在自己家里传福音，不仅可以带不

信的人得救，自己更会先蒙恩。如此传福音就不会是个重担，

反而是个享受；越传越有享受。（划时代的带领—召会的扩增

与开展   第十二篇 家家传福音） 

各处圣徒劳苦传福音的见证 

费城福音行动报导 

腓 1：27 只要你们行事为人配得过基督的福音，叫我或来

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关于你们的事，就是

你们在一个灵里站立得住，同魂与福音的信仰一齐努力； 

感谢赞美主！荣耀归与祂！费城召会今年新学期的福音行

动，在一群刚得救不到一年的华语学生弟兄姊妹配搭下，

有条不紊地进行。在八月初新泽西华语成全训练中，学生

们接受成全并奉献自己，愿意为福音而活。他们来在一起

祷告、交通，挑起了在校园传福音的负担。他们在身体的

交通里一同建网站、联络来求学访问的学人学者、安排接

机及短期住宿；他们与社区弟兄姊妹一同配搭不分昼夜前

往机场接机；他们自己的宿舍俨然成了旅馆，随时接待没

请为要来的福音聚会代祷 
校园 日期 

CalTech 10/15 

Rugters 10/18 

东岸秋季特会福音 10/20 

NCSU 10/20 

Yale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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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及时找到住宿的学人学者。社区弟兄姊妹也被他们在主

里爱的流出所催促，积极配合他们的福音行动。一位年过

八旬的师母把家完全打开为福音，日夜不停服事他们接触

到的学人学者。很多社区弟兄姊妹不顾每天工作的疲劳前

往机场接机。在 6 周的时间里，我们接触到近百位的学人

学者。很多学生对福音都非常的敞开，愿意与我们有更多

的接触。我们相信主会纪念我们在祂里的劳苦。9 月 29

日，在新泽西弟兄的扶持下，我们在身体里、同心合意地

举办了一场福音真理座谈暨福音聚集。这次的聚集约有 110

位参加，其中 35 位是我们接触到的福音朋友。真理座谈

时，学生们踊跃提问，弟兄们用神的话及自己对主的经历

作答。八位弟兄姊妹一同为主作见证，其中七位得救不到

一年。他们生动活泼的见证吸引着福音朋友。最后的福音

信息“真正的佳音”更是摸到福音朋友的内心深处。感谢

主，有超过 20 位的福音朋友与我们一起有祷告、呼求主

名，其中 6 位当晚即受浸归入主名。 

今年的福音行动有两大亮点：其一，新人积极参与福音行

动。总的感觉是学生在带领我们社区的圣徒奔跑属天的赛

程。他们参与各样的服事，包括话语服事。在这次的福音

真理座谈暨福音聚集中，我们接受学人学者福音服事弟兄

们的交通，大胆地让年轻弟兄姊妹操练在话语上服事。这

些新蒙恩的弟兄姊妹大多是在去年九月之后蒙恩得救。这

得归于在 2011 年新泽西华语成全训练中几位弟兄姊妹的奉

献和弟兄姊妹坚定持续的祷告。借此，费城召会在过去一

段时间里蒙了主极大的祝福，主奇妙地把许多清心爱祂的

华语学人学者加到了我们中间。藉著开办新人成全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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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圣徒的属灵喂养和人性顾惜，其中一部分成长为长存的

果子。这还要感谢新泽西华语学人学者服事者不断提供各

种机会让他们得成全。这群弟兄姊妹喜爱召会生活、愿意

操练享受主。他们就像一张白纸，让主做成祂的杰作。我

们天天都能看到他们的成长。为此，我们只有向主献上我

们的感谢和赞美！其二，在一个身体里服事。很多的华语

弟兄姊妹因着学生们的奉献和摆上，被挑旺起来。弟兄姊

妹来在一起祷告、交通，把个人意见摆在一边。弟兄姊妹

同心合意，各人按其度量在身体里尽功用。 

愿主继续加倍地祝福费城召会。愿主成就我们在新泽西华

语学生成全训练中的奉献：一年内得 50 位新人、一个姊妹

之家和一个弟兄之家作团体神人生活操练、十个社区家庭

打开为福音。 

芝加哥召会传扬万邦福音及华语圣徒的蒙恩见证 
今年 9 月 22 日，芝加哥召会举办一场福音聚会，对象是各

民族，各支派，各方言，各邦国。福音聚会的主题是：恢

复本圣经。当天与会者共 130 位，福音朋友约 30 位，包括

英语、韩语、西班牙语、波兰语、华语等。对一个人口 800

万的大城市而言，召会背负着传扬福音的责任。所以从去

年起，芝加哥召会就定规每一个月有一个周末，全召会外

出叩门访人，使圣徒的生机功用得着启发。而此次的福音

聚会，就好像是收网，使所有接触过，渴慕真理的人，都

能进一步的被带进召会生活。 

这几年主在芝加哥的华语圣徒中间，作了复兴的工作。先

是在 2010 年，主领了老老少少共 67 人，如同雅各的两营军

队，到新泽西参加华语学生成全训练。感谢主！一周的训

练，神将身体调和在一起，把更丰盈的体面加给我们，使

我们得着更丰盈的俊美。训练结束后，我们都愿意奉献作

神的飞鹰，展翅翱翔，并受主差遣，将国度的福音带给万

邦。 

回到芝加哥后，我们在几件事上坚定持续的操练，第一，

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每个小排和主日，我们

都竭力进入主现今的说话。甚至在 2011 年，我们还扶老携

幼到安那翰，参加现场训练及祷研背讲。回来后，一些刚

进召会生活的弟兄们就接受负担，在每个主日的申言聚会

前，轮流鸟瞰当周信息，学习为主说话，把主说出来。 

第二我们坚定持续擘饼。前几年我们虽带了许多学人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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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但因着工作的压力、生活的重担、孩子的学习，召

会生活常仅止于小排聚会。感谢主，2010 年新泽西训练完

后，所有去参加的圣徒，都开始看重主日分别，连他们所

带得救的新人，也同他们一样看重。我们都愿意坚定持续

的擘饼，直到喝新的日子。 

第三我们坚定持续祷告：从 2006 年 8 月起，主兴起一批愿

意作祷告战士的姊妹，我们两两三三私下祷告，也每周一

次来在一起祷告。我们学习在香坛献上祷告，就是在基督

里并同着基督作为香所献的祷告。我们知道这样的祷告能

支配宇宙，就是支配神恩典的分赐，并推动神圣行政的执

行。 2010 后，祷告的人加增了，我们经历基督这真大卫是

那拿着大卫钥匙的，借着在基督里的祷告，我们领受权柄

关闭阴间的门，也得着权柄开启国度的门，为着建立神的

国，就是神的管治，并建造神的居所，就是神的殿。 6 年

来，多少召会的行动都因着我们坚定持续，风雪无阻的祷

告而得著成就。 

第四我们坚定持续的传福音：借着主的话作铁轨，祷告作

动力，福音的列车就发动，开到每个校园，主就照祂话的

应许，叫我们月月结新果。 

第五我们存着单纯的心用饭：每个主日会后，我们一起用

餐，所有的新人，福音朋友都受到最好的顾惜，主就把得

救的人数和我们加在一起。 

今年初，当我们得知华语学生的延伸训练要在芝加哥举行

时，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为着美国中西部

地区 13 个州，华语圣徒的广大需要，神验中我们，使我们

有分于这荣耀的行动。忧的是，我们华语圣徒主日平均聚

会人数大约 50 位，如何能应付这么大的需要?然而，马太福

音廿五章 24 节的注解说到，主是忍心的人，表面上，主的

工作总是从无开始。祂似乎要求我们在一无所有的情形下

为祂工作，没有撒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簸散的地方要收

聚。这不该是借口，让领一他连得的人忽略他恩赐的运

用，这该迫使他运用信心，将他的恩赐使用到极点。我们

站在主可靠的话上，学习将恩赐运用到极点。我们也得着

保罗在林后三章 5 节所说之话的鼓励，因为我们借着基

督，对神有这样的深信。并不是我们凭自己够资格将什么

估计像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我们之所以够资格，乃是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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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为此，我们操练在祷告上先配合上去。弟兄姊妹们定意，

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得救年日长短，我们都接受主的数

点，人人穿上祭司袍，各个都供职，这是我们最合理的事

奉。我们认识我们是无有，祂是万有，我们是无能，祂是

无所不能。我们的祷告是多的，我们的交通是多的。弟兄

姊妹经常在白天从法老的工作得释放之后，晚上就为着延

伸训练的需要来在一起交通祷告，并出外竭力邀请新人参

加训练，为着抓住机会让小羊能得成全。因着华语圣徒的

奉献摆上，主也感动了其他语言的圣徒，乐意把家打开接

待，并一同配搭服事。 

为了此次延伸训练，我们觉得除了本地圣徒要动起来，外

州的圣徒也该在这蒙恩的机会上有份。所以我们就和一位

年长负责弟兄开车到各州邀约圣徒参加。在今年 6 月，我

们共跑了 7 个州，访问了 11 处的圣徒。我们经历雅歌 7

章，新妇与主同工，分担主的工作。我们经常一趟就需要

开 7〜8 个小时，从早晨开到晚上。我们与主一同出到田间

(中西部的特色就是一望无际的黄豆田和玉米田)，晚上与主

一同在村庄住宿。清晨我们又同主起来往葡萄园去，为要

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感谢主！一路看

望，我们发现主在中西部各地都有祂的葡萄园，虽然大小

不一，但葡萄都开花，石榴都放蕊，风茄都放香，在他们

的门口都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许多感人的见证，都是

为良人存留的。我们也跟各地的负责弟兄有甜美的交通，

他们也响应。就这样，有人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

们就去，众人欢欢喜喜的来到芝加哥过节，甚至还有其他

语言的圣徒，也被吸引报名参加此次的华语延伸训练。 

感谢神！祂用永存不变的爱召出我们来，最后有超过 200 位

大大小小的圣徒，在祂慈绳爱索的牵引下，来到芝加哥一

同过节。祂松开我们腮上的轭，并温和的喂养我们。第一

天，主医治我们，缠裹我们，诱导我们，对我们的心说

话。第二天祂使我们活过来，第三天祂使我们兴起，我们

就在祂面前活着。我们能见证，因着弟兄姊妹竭力追求认

识祂；祂向我们出现确定如晨光，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

润大地的春雨。祂使我们得从神的经纶看宇宙的历史，人

类历史中的神圣历史。我们虽都在人类的历史里出生，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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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圣的历史里重生。我们都愿意奉献自己活在召会中，

就是活在神圣的历史里。我们也愿意不走一般基督徒的

路，而是走得胜的路，作大能者，以与那独一的大能者相

配。 

在实行上，弟兄们特别鼓励我们要奉献每个今天，当晨光

东方升起时，要回应主的呼唤，起来向主唱歌；每早晨接

受升起之公义日头翅膀的医治，享受新鲜怜悯如同甘露的

滋润，得着新的复兴。弟兄们也鼓励我们要同心合意上山

取木料，为着神家的建造，各个都打开自己家门，好迎接

万邦罪人。也一同配搭牧养新人，使他们成熟长大献与

神。 

感谢主！第三天主果真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祂面前活

着。为着叫主能加倍补还我们被蝗虫吃掉的日子，为着能

成为大能者的一部份，弟兄姊妹即刻祷告交通，定规在芝

加哥的三所大学，向所有华人学者传福音，共 6 场。最后

全召会在 9 月 22 日传一场万邦的福音。 

为着这 7 场的福音聚会，弟兄姊妹各个都拼上去，从制作

福音单张到发送：年长的扶年长的，年长的约在职的，在

职圣徒彼此相约，夫妻带孩子，妈妈带儿子，到学校附近

的公园及大街小巷，学生群居之处，一家家一栋栋的叩门

访人。感谢神！天天都可见到传福音报喜信者佳美的脚

踪，处处都可闻到得胜俘虏所散发的香气。 

每场聚会，弟兄们轮流操练传福音，放胆讲明福音的奥

秘。新蒙恩的弟兄姊妹也轮流作见证，述说蒙主奇恩的故

事。校园间彼此相调配搭，那景象实在是极美至善，传完

福音后的喜乐真是可以满足的。这样的喜乐激发其他语言

圣徒的爱心。韩语圣徒制作生命读经 CD 到韩国超市发放，

西班牙语，英语的圣徒也出外邀请人参加 9 月 22 日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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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在这次万邦的福音中，有一个西班牙语的团体，

他们平常已经在读恢复本圣经，适逢这次交通的主题就是

恢复本圣经。他们就差了几位探子来参加我们的座谈。后

来，经由弟兄们的交通得知，他们窥探的结果是：这里的

葡萄一挂要两人抬，这里的大山滴新油，小山流奶，这里

有水流流出，可以滋润人，所以有些人正考虑要进到主的

恢复。负责弟兄们也喜乐，觉得这样传讲万邦的福音，是

启发圣徒生机功用的路。感谢主！福音聚会虽然结束，弟

兄姊妹对人的负责没有结束，我们继续祷告，继续牧养，

盼望一个个都收进主的仓里，一个个都成为常存的果子并

结果子的枝子。至终，众人都成为大能者，与基督这独一

的大能者一同回来，结束这世代，带进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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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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