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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新学期福音 

动态报导二(9/17) 

新学期福音 

弟兄姊妹在各地校园接触学生时，逐渐发现现在来的学生与以

往相比，本科生的比例增加了很多，接触到的新生中有很多

18、19 岁的大学新生。圣

徒们在向他们传福音，接

触他们的过程中，也发

现，这些本科生的与研究

生相比，特点也很明显：

本科生对福音接受得快，

但不稳定，易流失，生活

中喜欢团在一起，所以在牧养上，需要“群养”，若抓住“孩

子头”，就能带动一群人；研究生接受福音相对慢，比较独

立，爱思考，所以需要更多一对一的牧养照顾。 

另一面，许多地方也华语圣徒也操练用英语传万邦的福音。感

谢主！扩大我们华语的圣徒的度量，承担更多的托福。但弟兄

们也提醒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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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处圣徒劳苦传福音的见证 

MIT 校园真理座谈暨福音聚会 

周六(9/8)晚上，在 MIT 校园的学生中心里我们有了一场荣

耀的福音聚会。借着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配搭，这次的福

音聚会一共有 46 位福音朋友与会。 『寻找的人就必寻见，

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是主亲自来吸引，这些同学还有访

问学者来自大波士顿地区许多校园，有 BU, MIT, Harvard, 

UMass, NEU, 还有 Tufts 等等。最后有 9 位受浸，还有多位

都愿意继续参加基督徒聚集并读圣经。 

请为要来的福音聚会代祷 

校园 日期 

Pasadena City College 9/19 

UCSB 9/22 

UCLA 9/22 

UC Irvine 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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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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的火从学期初就开始焚烧，借着弟兄姊妹的交通与祷

告，庄稼的主开始激动我们，打发人到校园接触新人。许

多去年借着福音真理座谈得救才一年的弟兄姊妹，纷纷拿

起福音的负担，拿着邀请卡到校园中发送给才刚到美国的

学弟妹们。他们都能见证，当我们在传讲基督的时候，心

中感到十分的喜乐，更是经历神的同在。 

福音弟兄们从周五晚上便参加福音小排，当晚已经有约莫

有 10 位福音朋友。我们一面唱着诗歌 663 首，一面听弟兄

分享ㄧ百多年前，主在新英格兰地区如何激动许多美国学

生们在各个校园爱主，甚至答应主的呼召前往当时的中国

传扬福音。他们没有一位不把自己奉献给主，为着福音的

传扬，因为福音是主的托付，更是我们的回应爱我们的主

最正当的路。哦，因为神不愿意一人灭亡。 

周六福音座谈之前，配搭的弟兄姊妹来在一起迫切祷告，

求主释放人前来参加，更宣告祂是得胜的主，困绑那恶

者，我们要与祂一同传这荣耀的福音。这样的祷告，带下

神的祝福。当晚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动』了起来，借着身

体甜美的配搭，会场满了主的同在。福音座谈中，新人见

证，诗歌欢唱，真理传扬，就这样我们又再一次经历了主

耶稣是如何的爱罪人，祂是何等的迫切的要让『万人得

救，并完全认识真理』 

Labor Day 长周末相调、福音聚会中西部一行 

Franklin Church 和 Lawrence Church 弟兄姊妹一行 6 人，8 月

31 日从新泽西出发，先后到 Hershey, Pittsburgh 和 Columbus

相调。我们一路很喜乐，无论是与弟兄姊妹们的交通聚

会、主日聚会，还是与学生们的福音聚会，都看到了主的

同在，看到了弟兄姊妹们的同心合意。感谢赞美主！ 

Hershey 召会的兴起，开始于 2005 年，一位姊妹在华语学生

成全训练中被主摸着，回到 Hershey 后就打开家，召集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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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和福音朋友来聚会。开头的两年，Franklin 的弟兄们几

乎每周都会去扶持，并一同传福音。Hershey 主要服事的家

有 3 个。那里有个 Medical School，常有中国大陆的学者来

访，是他们传福音的主要对象，9 月 1 日的聚会来了三位福

音朋友，其中一位就是大陆的访问学者。弟兄姊妹们也不

辞劳苦，到一个多小时车程外的学校接学生弟兄姊妹来聚

会。本次相调，大家从今年华语学生成全训练的标语诗歌

开始，分享了赎回蝗虫吃掉的时光、有份于神圣的历史、

进入复兴之律等。72 岁的徐老弟兄见证很感人，他说没有

信主的日子真是充满黑暗和不堪，信主的日子真是喜乐、

充实。他 6 年前受浸得救，一直渴慕追求主话，赎回光

阴。今年 5 月还来新泽西参加学生周末团体生活操练，并

一同追求加拉太书，现在正积极背诵加拉太书。他 7 月底

又来参加华语学生成全训练，非常享受，并要把训练录影

带回江西老家去，与弟兄姊妹们分享。 

9 月 1 日我们到达第二站 Pittsburgh，30 多人参加我们的福

音座谈会，福音朋友 17 人，其中 4 人受浸，都是今年八月

刚来的新生。弟兄们回答了“是否真得有神？”“什么是

人生的意义与人受造的目的？”及关于死海古卷等问题。

座谈会结束时没有人立即受浸，但弟兄姊妹们继续与福音

朋友们个别、针对性的交通祷告，结果 4 人受浸。一位作

教授的美国弟兄也前来配搭扶持，见证了身体甜美的一。

学生平时的聚会，主要在两个家里，一是一对学生夫妇家

里，一是五位姊妹组成的姊妹之家。 

 

9 月 3 日我们到达第三站 Columbus，上午与当地圣徒（以英

语为主）擘饼，晚上在 OSU (Ohio State University) 有福音聚

会。60 多位参加聚会，其中福音朋友 12 位，3 位受浸。

OSU 为全美最大、学生最多的校园，6 万多学生，3 位我们

的教授，还有一些博士后。今年 8 月，4 个家借着工作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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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西移到这里，一同为福音摆上，加上英语弟兄姊妹的甜

美配搭，他们带进了召会的新局面：家排聚会得以繁增，

正在交通要扩展出华语申言聚会。 

最后一天（劳工节），我们与英语和华语负责弟兄们共进早

餐，一同晨兴并交通今后的召会生活、小排及主日申言聚会并

与弟兄们的配搭。离别前，我们一同照相留念。看那，弟兄们

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求主祝福 Columbus 召会

的见证，有一个更新的起头、繁殖并扩增，让主得着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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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