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他看见那大城中满了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在街
市上，到处如疯似狂的传讲福音，将福音释放出去。
有一件顶希奇的事，就是一个人无论对人讲什么学说或科学，都
觉得顶光荣，但一向人题起主耶稣和祂的福音，就感觉羞耻。这无疑
是撒但所使然的，叫人不能自由的传福音。但是你若有了福音的灵，
你就不以主和福音为耻，反而对人讲起主和福音来，越讲越感觉光荣。
我们要传福音，就得脸皮厚；要脸皮厚，就必须有福音的灵。有了福
音的灵，我们传起福音来，不但能脸皮厚，不感觉羞耻，反而能感觉
光荣。（《圣经要道（卷三），第二十八篇 福音的灵与教会的福
音）

2012 年万邦福音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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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事的话
福音的
福音的灵

我们传福音，必须有福音的灵。什么是福音的灵？就是我们里面
的灵满有传福音的负担，成了我们里面的一种能力，叫我们有一个劲
头，不能不传福音，也叫我们有一种心情，非传福音不可，以至于使
我们像着了迷，什么也不顾，什么也不怕，只顾传福音，只怕人沉沦。
我们在里面有了这种福音的灵，自然就叫我们在外面对福音有了该有
的态度。这是我们应该追求，而向主要的。
福音的灵，第一该是火热的灵。要传福音，就必须灵里火热。当
初的亚波罗就是这样。他灵里火热，对人详细讲论主耶稣的事。我们
要叫福音从我们得着释放，不被我们扣住，我们就必须灵里火热，热
到一个地步，如同疯狂了一样，成了一个‘耶稣迷’，不顾一切的传
扬主耶稣。
福音的灵，第一不只该是火热的灵，并且该有着急的心，看见人
在黑暗中犯罪沉沦，就心里着急。使徒保罗当日在雅典的时候，就是

传扬万邦福音的见证
Hayward 召会得着两个非华语的年轻人！
召会得着两个非华语的年轻人！

和 Rodney 两位年轻人，是通过 Hayward 召会的一个姊妹接触到。
这位姊妹是 Chris 的阿姨，就把他们带到召会生活中。Chris 和 Rodney
刚开始来的时候，正好有爱筵。他们就在爱筵中来认识了我们的弟兄姊
妹，所以那个感觉就非常好.
后来，因着周中有年轻人的聚会，我们就邀请他们。那时他们就开始来
周五晚上的学生聚会。我记得那一个晚上，大家都作见证说到个人得救
的见证。他们很受感动，就起来申言，说到他们以前在蒙大拿的一些生
活的环境和背景。他们从前在蒙大拿，原籍是印地安保留区。那时候，
Chris

1

他们的生活非常放荡，非常不规律。但是听到弟兄姊妹们的见证，就羡
慕这些基督徒的生活。后来，我们再跟他们接触几次，因为他们刚来，
要找学校，看看环境，所以，弟兄就陪他们四处走一走，看一看，也请
他们吃饭，大家就一起来照顾。到了周五，他们就会来参加我们的聚会。
大约经过三、四次，他们里面就很有感觉。我们就带他们祷告，他们也
都呼求主名。下一次，我们在见面时，就读关于受浸的经节，告诉他们
受浸的属灵的含义。他们也愿意敞开。隔天主日，他们就预备好，第一
次到会所来，在擘饼以前，我们就把他们浸入父、子、圣灵的名里！哈
利路亚！从水里出来之后，他们就一同和我们享受饼杯，那样的聚集非
常得喜乐。弟兄姊妹也很得鼓舞。
他们受浸之后，几位服事的弟兄们开始寻求，当如何抓紧时间来照顾，
趁着他们灵里新鲜的时候，把他们好好得培养起来。所以，在周中，有
弟兄们轮流去关心、看望他们，陪他们出去一下，也陪他们读圣经。
最近，有一个大专的特会（college retreat），我们就鼓励他们一起去，
他们也都答应了。在这次特会中，他们就一同上山，跟弟兄姊妹都调在
一起，里面灵里就火热了。我们觉得，这样的照顾，不是只有一个地方
在顾他们，而是愿意交在身体里面，让弟兄姊妹们一同来扶持照顾他们，
盼望他们能够活在召会里，成为建造召会的材料，阿门！（Hayward 召
会，陈弟兄）

我生长的环境很艰苦。没人愿意呆在居留地，那儿问题太多。但我还算
幸运，能离开那里。那时我从来没有借着神的话真正认识神。信主在我
眼里就是另一个世界：总有教堂的聚集，在支起的宽大帐篷里，有传教
士来布道。来加州的时候，我从不认识主，尽管祂一直在我身边。对我
来说，圣经只是一本普普通通的书，教会也不过是星期天人们去唱歌的
地方。
我从小就学习我们民族的宗教传统。印第安人崇尚宗教，有自己独特的
敬拜仪式，有点儿像好莱坞电影里所描绘的。由于学了这些敬拜方式，
当传教士来到我们那里时，我开始感到无所适从。家中老一辈和年轻一
代之间有了分歧：一面是传统，另一面是基督。我夹在中间游移不定。
一开始，我有些困惑，不晓得耶稣是谁。圣经上有祂的记载，据说祂是
为我而死。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但在传统一面，印第安人相信有一位
创造者，为我们造了一切，包括我们的家园和人民。基督徒的信仰跟印
第安传统宗教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到底该选择哪条路？
当我来了加州，了解到召会生活后，我找到了答案。遇见你们，我觉得
自己真得很蒙福。过去，我经历了很多事，犯过很多错。高中时，我总
爱扮酷、喜欢派对，结果坏事接二连三发生。当我跌至谷底，就感觉到
了空虚。一位弟兄对我说，“怎么样，你觉得空虚，觉得路已经走到头
了……”接着，他说了三次“哦，主耶稣”。当时，我整个心里就只剩
下“哦，主耶稣”。
来到这儿以前，我常常很焦虑。由于仇敌的攻击，我犯过很多错。老实
说，我先接触了酒精，之后是香烟，再往后就是毒品…… 这些真得不
堪回首。我跌到谷底，当时遭透了。我确定这是来自仇敌的攻击，尤其
是焦虑。

“我要完全接受
完全接受这位神
接受这位神!…我
这位神 我喜欢这样
喜欢这样的
这样的召会生活！
召会生活！”

大家好，我是克里斯∙海沃德（Chris Hayward），来自蒙大拿比灵斯（Billings,
MT）。我是美国土著人，属于 Crow 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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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被扩大，担起万邦福音的负担。已过周末在新泽西 3 处召会英文真
理座谈会暨福音聚会是个开创。
接续 3 月 3 日在 Nutley 英文相调聚会的交通，圣徒们感觉需要加强英语
的福音工作。弟兄们相继在纽约，Piscataway, Lawrence, Franklin 四处有
后续的交通，继续加强负担，最终确定在 3 月 23 至 25 日的周末有三场
英文的真理座谈会暨福音聚会。
Nutley 召会的圣徒迫切地祷告呼吁主作领帅，看看自己的光景，实在软
弱不能，还没有预备好。但听说从其他地方有基督的肢体来一起配搭，
当地圣徒大得激励，各个语言的圣徒起来竭力配合主在当地的行动。举
个小小的例子，原本弟兄们感觉周五常常是加班、超时工作的日子，也
因着周五的交通堵塞（Nutley 的圣徒居住相对比较分散，真正住在
Nutley 的圣徒目前只有一两个家），就定规没有爱筵，聚会八点开始。
但经过交通，聚会改成六点半开始，预定吃 pizza 和 sub（英文圣徒无
力挑起饭食服事）。借着周四晚上再次交通，华语、韩语的圣徒主动请
缨配搭饭食。周五时，看到极其丰盛的爱筵，心中无法不感慨，身体的
配搭真是甜美，结果就是满溢的丰富。
因着路上交通的缘故，圣徒和朋友们陆续而来，爱筵拖到 7 点一刻才开
始。之前，圣徒则充分利用时间接触那些先到的新人朋友，“拉关系”。
白弟兄就是在那时挖出一个很好的见证，在座谈会快结束时，请那个新
人作见证。
那得力(Nutley)召会
那得力
召会福音座谈
）
召会福音座谈（
福音座谈（3/23）
已过 10 年主实在祝福了华语的工作，得着了许多学人学者。圣灵继续 物质的爱筵之后，大家济济一堂，总共 75 位，包括 13 位新人和福音朋
带领我们往前，看到福音需要突破，我们不该局限于华语的工作，需要 友，一些从 Lawrence 来扶持的圣徒，开始享受 panel 上弟兄们属灵丰
我祖母常说，这是出于某种世代的咒诅（印第安人信这个）。我父亲嗜
酒，母亲吸毒；甚至在那以前，我外祖父就嗜酒。这简直就像无止尽的
堕落。但当我来到这里，我真正感到神在护卫我，我真是蒙福！来到这
儿，我很快就感受到了神的做为。这信仰对我来说就像食物，正是我所
需要的，让我感到满足。
由于过去的堕落，我目前仍在努力恢复。过去，我的生活可不像这样。
那时我在物质上很充裕，以为自己应有尽有，其实是落入了魔鬼的陷阱。
后来才发现，这一切不过是谎言。在这儿得救受浸真好！
我受浸就是为了把过去的一切统统了结。我想洗掉一切过往的，我想重
生。我不愿听仇敌说，“看看你过去都做了些什么，看看你犯过的这些
错……”现在，它不能再对我这么说了。我得着重生了！来到这里，让
我的人生起了 180 度大转变。神是正确的，过往一切都已远去。神一直
都在，祂有祂的方式。很高兴来到今晚的聚会中，我需要这样的聚集，
也很喜乐过上基督徒的生活。弟兄们带我去特会，单是特会本身就很棒。
我受浸了！我也蒙了救赎！我终于回到家，感觉很平安。我也知道了生
命的意义，以及自己该做些什么。
还有很多需要学习，我要完全接受这位神，并活出祂来。我会留在召会
生活里，我喜欢这样的生活！（Hayward 召会，Chris 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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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涌流。弟兄们借着自己的经历、递上来的问题，把神的经纶、神的
心头美意、人为什么需要信主、信主后为什么要受浸等等机要真理传讲
出来。即使得救多年的圣徒，也感觉这福音新鲜，满了供应。
时间过得飞快，眼看 9 点了，显然不能按部就班地进行福音信息的传讲，
白弟兄当机立断，开始呼召，并请一个白人朋友 Chris Hill 见证他的
经历。余弟兄在他见证后，立即起来讲受浸的意义，其他弟兄们追加。
之后，弟兄们就呼召受浸。Chris Hill 第一个站起来，表示要当晚受浸，
接着，一个韩语的朋友站起来；迫切呼召后，一个黑人女生迟疑着站起
来。
当晚，圣徒们异常喜乐激动地见证了他们神圣的迁移，看到他们脸上掩
不住的喜乐，圣徒里面满得激励。
这样，Nutley 召会在身体的配搭下，第一次的英文真理座谈会暨福音聚
会收获了一位白人弟兄、一位韩语弟兄和一位黑人姊妹，神的家中又多
了 3 位亲人。这真是万邦的福音啊!
蒙恩点：
蒙恩点：
1 圣徒突破语言分区的隔阂，进入同心合意：从不吃饭，到英文圣徒的
pizza、sub，再到华语、韩语、英文圣徒积极配搭饭食，产生极其丰盛
的爱筵，圣徒经历了甜美的配搭；
2 各地圣徒前来全力配合主的行动，Panel 上的 7 位圣徒：3 位来自加
州，1 位来自康州，1 位来自新泽西 Lawrence，当地 2 位圣徒；身体福
音带进祝福；

三位新人受浸，一位白人弟兄，一位韩语弟兄和一位黑人姊妹，实实
在在的万邦的福音。
4 Panel 上的 7 位圣徒，2 位白人弟兄，1 位韩语弟兄，其余都是华裔弟
兄，虽然黄面孔居多，但第一位站起来要受浸的是位白人朋友；看见主
奇妙的带领，语言应该 不是我们的障碍。
不足：
1 学生圣徒对人的负担不强，邀请人不多； Church kid 大多平日接触人
不够；
2 预备不够充分；Panelist 圣徒的名字等到他们坐到台上后才自己填写；
3 回响卡忘记发出，没有得到及时的反馈。

3

Piscataway 召会英语
）
召会英语福音座谈
英语福音座谈（
福音座谈（3/24）

3/24 日下午，Piscataway 召会的弟兄姊妹与几位来自加州、康州的弟
兄们一同在罗格斯大学 Busch Campus 校园的学生中心，举办了一场福
音真理座谈会。讲员共 8 位, 学生圣徒，学生工作服事者，Piscataway
圣徒，纽约圣徒，Albany 圣徒， 壮年班圣徒，共约 50 位。
新人前后共有 18 位。6 位由圣徒邀/带来，12 位是现场拉进来，共 5 位
非华裔，其他是华语学生。其中 5 个白人，也有穆斯林。收回回响卡 8
份。弟兄姊妹们在聚会前、聚会中在学生中心接触人，大部分新人都是
临时接触的。
4

1 全召会接受负担传万邦福音，看见我们是欠福音之债的
2 有学生圣徒被眺望，愿意起来在校园接触人传福音
3 去掉了语言隔断的墙，中英文圣徒/学生工作调在一起，同心合意，为
着实行神的旨意
行动：
1 决定于 4/27 在校园举办下一次福音真理座谈
2 列出福音朋友名单，提名祷告
3 服事者每人牧养一位学生圣徒，周周联络牧养。各人确定负担对象，
组成同伴，周三之前出名单
4 开家请学生圣徒，牧养、交通、传输负担

这是有史以来，在 Rutgers 校园第一次英文福音真理座谈及爱宴。之前，
圣徒们有整周的祷告、邀请，到校园发单张，当天（周六）下午，学生
圣徒和社区圣徒继续在学生中心附近发单张邀请同学们前往，聚会开始
后，圣徒们继续在学生中心里外邀学生进来参加。5：30-7：00 座谈，
期间有 18 位新人，大部分是临时邀进来的，座谈结束前有 4 位离开。7
点爱宴开始，圣徒福音朋友彼此交谈，8 点福音聚会开始。有 8 位福音
朋友留下参加。诗歌、信息之后，有 3 位站起来愿意接受。9 点结束。
弟兄姊妹们的灵被挑旺，圣徒们交通出去接触人的见证，一接触人就有
活力，并有负担 4/27 再传一场福音座谈。
总结检讨交通：
3/25 主日聚会之后，有总结检讨交通（～15 人），找出要改进并加强
之处。学生圣徒提出要持 续在校园做福音座谈，操练学生自己做，传
福音得人。
不足：
1 两周预备时间不够充分，应早预备
2 临时拉人，熟面孔少，随时来，随时走了
3 学生圣徒对人对福音负担不够，尤其是 church kids. 平日接触人不
够
4 学生圣徒邀请了同学/朋友，大都没有来
得着：

劳伦斯召会
）
劳伦斯召会英语
召会英语福音座谈报导
英语福音座谈报导（
福音座谈报导（3/25）

召会自 2008 年成立以来，在华语福音传扬上蒙主的祝福，有
加倍的繁增。然而，弟兄们一直渴望在英语福音的传扬上有突破。终于
在 2012 年 3 月 25 日主日晚上，开始了召会成立以来，第一次英语福音
座谈。
因着基督身体上各个肢体的配搭，这一次福音座谈非常蒙主的祝福。这
一次配搭的弟兄有从加州 Pasadena 召会来的 Steven, Ken 和 Michael 三
位弟兄，有从 Malanapan 召会来的 Richard 弟兄，还有本地 Lawrence 召
会的 Ben 弟兄, Christine 姊妹。还有各地来扶持的圣徒，纽约召会的圣
徒 Dale 也过来扶持。福音座谈一共有 40 位圣徒参与，虽然邀请了 10
几位朋友，但是最后只有一位福音朋友 Jenny 前来。弟兄们没有气馁，
Law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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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向着主的祷告乃是：愿今天晚上主的福音是 100%的福音，一个不
落下！
这次福音座谈 Lawrence 召会主要负责的英文弟兄们都来了，华语的负
责弟兄也来了几位扶持，非常的甜美。一开始两位白人弟兄 Ben 和
Richard 的见证生动有趣，活跃了现场的气氛。接下来 Christine 姊妹，
Ken 弟兄，Steven 弟兄们回答问题也非常清晰，满了圣灵的发表。聚会
被喜乐的灵充满，在最后弟兄们对福音朋友得救的负担与渴望感染了每
一位，Lawrence 的 Peter 弟兄虽然没有在座谈席上，也被圣灵推动，来
到前面分享聚会的享受，在非常喜乐的气氛中，呼召 Jenny 受浸。Jenny
姊妹满怀笑脸的接受了呼召，全场真是满了赞美。
受浸时弟兄姊妹一起欢唱 The Rock of Ages。Lawrence 召会的众圣徒，
特别是英语圣徒，在这第一次福音座谈里非常得着供应，也被主复兴，
被传福音的喜乐所充满。这是主所起头的善工，求主继续加力给召会众
圣徒，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有持续英语的福音传扬。召会能以福音负担挂
帅，借着基督身体的配搭，将万邦福音的负担实行出来，成为主回来的
踏脚石！求主纪念万邦福音传扬的负担！

召会英语福音座谈会)
（英语福音真理座谈会）
（英语福音真理座谈会）
2、 为已过几个月华语圣徒们所接触的万邦学生/新人祷告：
a) Hayward 召会
Chris（2/26 日受浸）
Rodney（2/26 日受浸）
b) San Bernadino 召会
Gkia（苗族女生）
c) 洛杉矶召会三会所（
洛杉矶召会三会所（UCLA）
Edris & Sharon Banks(孩子们：Sean & Sarah)
Mrs. Abscal(小学教师)
Sascha Blaschke (男生，19 岁，德国)
Miloslav Surynek (男生，19 岁，捷克)
Gustavo Trentino (男生，20 岁，巴西)
Felipe Borba (男生，19 岁，巴西)
Thiago Medeiros Jansen Villar (男生，18 岁，巴西)
Caio Frazatto (男生，17 岁，巴西)
Maicon Scaravonatto (男生，26 岁，巴西)

4/27
5/9
5/16

Rutgers Univ. (Piscataway
ELAC
PCC

Bruno Janzen (Male, age 29, Brazil)
Roberto Wagner (Male, age 41, Brazil)
Akop Ter-Grigory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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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事项

、 为着要来英语的福音行动祷告：
时间
校园
4/11
CSULA(英语福音真理座谈会)
1

d)
6

男生， 岁，阿米尼亚俄罗斯人)
洛杉矶召会四会所（
洛杉矶召会四会所（USC）

Iesha Jones
Avia Wikerson
Therese Langkjaer
e)

f)

帕萨迪纳 (Pasadena, CA)
加州理工学院 (CalTech)
Brandon Runnels（美国白人博士生，弟兄）
Edward Burns（美国白人博士生，弟兄）
Clemens Wiltsche（奥地利博士生，弟兄）
帕萨迪纳市立学院（
帕萨迪纳市立学院（Pasadena City College）
Benjamin Welsh（去年受浸的白人学生弟兄）
Roxanne Ramirez（去年受浸的墨西哥裔学生姊妹）
Moses（3 月 2 日接触的弟兄，来自肯尼亚）
Beaumont (TX), Lamar Univ.
Fatemeh Hossein Zadehdastak(
)
Christina Williams
Sergio Mendoza

未受浸
g)

h)

i)

Denton (TX), Univ. of North Texas
Shravana Katakan

j)

Arcadia (CA)
Glen
Peter

k)

Bakersfield (CA)
Gabriel Rodriguez Bakersfield College
Clinton Tillery Bakersfield College
Jessica Herrera Bakersfield College
Javier Montejano Bakersfield College
Diana Solorio Cal State at Bakersfield

（印度学生，福音朋友）

一家（美国白人）
一家（美国黑人）
（

的大学生）
的大学生）
的大学生）
的大学生）
的大学生）

（
（
（
（

l)

伊朗籍女生，已经得救，尚

Ithica (NY)
Sarah Chung Cornell Univ.

（

的韩国大学生）

m) Lawrence(NJ)
Kevin Tullaksen Riders Univ.
Jenny 3/25

（

Longwood (VA), Longwood Univ.
Timmy An (
)

韩国大学生

n)

Gainesville(FL), University of Florida
Warner Chase

（美国白人学生，福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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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美国大学生）
日晚受浸）

Monterey Park (CA)
Fwad Cal State LA
Andreas Cal State LA

（
（

的沙特学生）
的美国学生）

o)

Ontario (CA)
Josh

v)
w)
x)
y)
z)
aa)
bb)
cc)

（ ）召会刘弟兄/黄弟兄
（ ）召会白弟兄一家
（ ）召会弟兄之家（家长：吴弟兄）
（
）召会刘弟兄/师母一家
（ ）刘弟兄一家
（ ）召会谢弟兄一家
（ ）召会弟兄之家（家长：冯弟兄/Michael）
（ ）召会刘弟兄一家

Manhattan KS
Monterey Park CA
Monterey Park CA
Montreal Quebec, Canada
Ontario CA
Pasadena CA
Pasadena CA
Plano TX

（愿意受浸）
3、 有些地方的家愿意打开为着万邦的福音，
有些地方的家愿意打开为着万邦的福音，请弟兄姊妹们为他们
代祷：
代祷：
a) Anaheim（CA）召会贺弟兄一家
b) Arcadia（CA）召会徐弟兄一家
c) Bakersfield（CA）召会林弟兄一家
d) Beaumont（TX）召会周弟兄一家
e) Cambridge（MA）召会崔弟兄一家
f) Davis（CA）召会刘弟兄一家
联络方式
g) Denton（TX）召会弟兄之家（家长：何弟兄）
求主祝福您在新泽西华语学生训练/延伸训练中为着万邦福音的奉
h) Gainesville（FL）召会弟兄之家（家长：唐弟兄/刘弟兄）
献！
i) Galveston（TX）召会申姊妹一家
j) Hayward（CA）召会陈弟兄一家
若是您愿意与其他的家庭及服事者一同祷告、寻求如何开家传扬万
k) Hazelwood（MO）召会姊妹之家（家长：杨姊妹）
邦的福音，或是提供您的见证、分享，请您联络学者福音服事者：
l) Houston（TX）召会王弟兄一家
m) Irving（TX）召会李弟兄一家
电子邮件：
：gospel2nations2011@gmail.com
电子邮件
n) Ithica（NY）召会郑弟兄一家
联络电话：
联络电话：714-220-0400
o) Lawrence（NJ）召会张姊妹
Facebook：万邦的福音
p) Lawrence（NJ）召会弟兄之家（家长：胡弟兄）
新浪微博
新浪微博：
微博：万邦的福音(http://weibo.com/2402991850#)
q) Longwood （VA）召会葛弟兄一家
网站：
网站： http://mswe1.org/nationalGospel/index
r) Los Angeles（CA）召会三会所罗弟兄一家
s) Los Angeles（CA）召会三会所刘弟兄一家
t) Los Angeles（CA）召会三会所唐弟兄一家
u) Los Angeles（CA）召会四会所姊妹之家（家长：李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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