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新学期福音 

动态报导 四(10/01) 

四面的呼声 

一、上面的呼声─主临别惟一的吩咐说出天上的呼声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

门徒（马可十六章十五节，马太二十八章十九节） 

在宇宙中，有四面的呼声，呼召信徒去传福音、拯救人。第一

是上面的，就是主在天上的呼声。这是主临升天的吩咐所说出

的。这吩咐虽然是主在地上的时候所留给我们的，但祂今天在

天上还是这样吩咐我们。按地理说，祂要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

音；按人种说，祂要我们去使万民作祂的门徒。从祂升到天

上，一直到今天，祂这个在上面的呼声，从未停止。历代不断

的有人听见祂这呼声，而答应祂的呼召，往天下各处，传扬祂

的福音。并且祂也用祂主宰的权能，使地上人类中的变迁发

展，适合于祂这呼声所产生出来的行动。尤其自路德改教以

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海上航行东西贯通，就有成群的人答

应祂这呼声，去到美洲、非洲，也来到亚洲各国和，太平洋上

的许多岛屿，向各种民族传扬了祂恩惠的福音。祂仍要继续的

发出祂这呼声，召人去将祂的福音，传遍地面上居人的每一角

落。但愿我们中间有人听

见祂这呼声，且答应祂的

呼召，去使那些从未认识

祂的人作祂的门徒。 

二、下面的呼声─灭亡财

主的哀求说出地下阴间的

呼声 

财主说，我祖阿，既是这

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

以对他们作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路加十六

章二十七至二十八节） 

这是那个灭亡的财主，在阴间火焰里受痛苦的时候，向亚伯拉

罕所发出的哀求。他这哀求给我们知道，今天在阴间里必有多

人渴望他们还活在世上的亲人，得以听见福音，而得蒙拯救，

免去沉沦的痛苦。他们在下面的阴间里，也为他们活着的亲人

对福音的需要，发出哀声。这是关于福音需要第二方面的呼

声。我们岂不也该同情这个悲痛的呼声，去向那些活着还有机

会悔改的世人，传扬那能救他们免去永远沉沦的福音么？ 

请为要来的福音聚会代祷 
校园 日期 

Cal State LA 10/03 

Montclair 10/03 

Houston 10/05 

Portland 10/06 

College Station 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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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mswe1.org/reading/lifestudy/annou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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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里面的呼声─信徒内心责任的催促 

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

便有祸了。…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林前九章十

六至十七节） 

有一件事是非常奇妙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一得救就自然觉

得该传福音；不传，就觉得对不起人，有亏欠，心中虚空，不

平安。我们无论什么时候，一对人传福音，心中就满了喜乐，

有满足，有平安。并且越传越快乐、越释放、越舒服。这是因

为主把传福音的责任，随着祂的救恩，托付了我们。我们一蒙

到祂的救恩，就受了祂这个托付，有了一个属灵自然的责任，

这责任在我们的内心，常因着圣灵的感动，成为一个负担，成

为一种催促的声音，要我们非去向人传福音不可；不去传，就

觉得‘有祸了’。在外人看，我们基督徒传福音，是非常热

心，其实在我们自己觉得，这‘是不得已的’，是由于内心一

种责任感的催逼的。这种出于责任感的声音，可说是关于福音

需要第三方面的呼声，是在我们里面的，是我们不能不听从

的。 

四、外面的呼声─说出今日人急切的需要 

有…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来帮助我们。（行传十六章九

节） 

这是当日那为福音热心，到处奔跑传扬的保罗，在异象中看见

并听见，马其顿人对他所发出的呼声。这种呼声，可说是关于

福音需要第四方面的呼声，是来自在我们之外的人，说出他们

急切需要的。这种马其顿的呼声，在今日是多而迫切的！可惜

我们因着心情不够，感觉迟钝，就忽略了，或者甚至听不见。

我们该求主打动并加增我们的心情，使我们里面的感觉敏锐，

能感觉今日人对福音急迫的需要，听见他们情切的呼声，而答

应他们渴望的要求，去在福音上帮助他们。 

各处圣徒劳苦传福音的见证 

UC Irvine 新学期的持续福音 

 

何等喜乐！看那福音之火在 UCI 的校园里继续燃烧着！ 

新学期的一周福音活动随着 9 月 16 日在 Turtle Rock 社区公

园的野餐聚会正式展开，因着之前一周的持续接触，这次



 3 

野餐我们邀请到了非常多的福音朋友前来参加。在树荫之

下，弟兄姊妹和福音朋友们由弟兄带领着进行简单有趣的

游戏，在游戏中更进一步地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享受

了社区弟兄姊妹们准备的丰盛的食物，更是少不了甜美的

诗歌，在吉他声中，我们一起唱起了“何等的享受”，感

谢主成就了这美好的相调。 

 接下来是为期三天的爱筵与福音交流会，经过对往年福音

行动的交通，学生圣徒们反映更多的诗歌和见证或能更加

吸引刚接触基督的同学，因此在准备阶段针对每一堂的内

容分别挑选了相应的诗歌，用诗歌先抓住同学们的耳朵，

用见证打开他们的心。第一天的主题为“圣经”，共有 28

位福音朋友到场，弟兄生动地将这本书中之书介绍给了在

场的每一位，最后以圣经故事“好撒玛利亚人”结尾，通

过这小小的故事，却又是整本圣经的缩影，来告诉福音朋

友们，圣经乃是将基督的救赎启示给世人，每一个人都需

要这样一位好邻居的爱来医治，才能承受那永远的生命。 

接着第一天结尾时的话题—“生命”，第二天晚上，弟兄

以“活在当下，联于永恒”为主题，举了生活中和历史上

的许多例子，从使徒保罗，到剑桥七杰；从人生的目标，

到永恒的异象，让人看见获得那永远的生命将会使人生产

生怎样的不同。 

第三天的主题是“基督徒”，之前小排上弟兄曾向福音朋

友们提问“你们觉得基督徒是怎样的一群人”，得到了很

多有意思的答案。结合这些答案，我们向福音朋友们介绍

基督徒不是基督教徒，我们不住祷告但是不死守规条，我

们常常喜乐乃是因为与神同在。 

周五各学生小排仍有爱筵与福音聚会，主题是“生命的满

足”，并解答福音朋友信仰上的问题。 

9 月 22 日周六晚上，福音聚会在 Irvine 召会一会所举行。

虽然时间上与学生会的野餐活动有所冲突，但仍然有 20 多

位福音朋友与会。晚上的信息是“神圣的迁移”，渴望福

音朋友能看见并愿意挣开罪恶的枷锁，脱离困苦的囚牢，

从亚当迁入基督里，并进入神儿子那爱与公义的国度。 

感谢主，当晚有 15 位福音朋友表示愿意开始读圣经，更有

2 位弟兄与 3 位姊妹当场受浸归入主名。盼望生命的种子都

是落在好土之上，也让我们能借着祷告持续地牧养小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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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们能成为常存的果实，并在召会中成为神合用的器

皿。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的福音行动 
在过去一个多月里，弟兄姊妹们坚定持续的为新学期福音

祷告，同心合意的接机、接待新生，并在 9 月 14 日举办了

一场福音聚会，这也是新学期第一次全英文的福音聚会。

Baltimore 各种语言的圣徒同心合意，跨越语言界限，纷纷

拿起负担，入校园接触、邀请新生，见证身体的行动。聚

会共有八十人参加，其中包括来自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的十六位新生。 

 

值得提出的是，这次福音聚会见证的是一个身体的行动，

除了 Baltimore 的弟兄姊妹外，还有来自附近几处召会的圣

徒来配搭扶持。马里兰州 Gaithersburg 召会的弟兄姊妹带来

了马州最好的中餐；新泽西全时间训练壮年班的弟兄姊妹

们一行五人也驱车三小时前来巴尔迪摩为福音聚会加力。 

整个聚会满了圣灵的运行。爱宴与诗歌后，壮年班的弟兄

姊妹们以自己的见证为聚会开场，引领大家呼唤主名，并

分享爱神的人是如何得着主的加力的经历；接着向大家传

讲什么是神的佳音以及如何得着这佳音的信息，使新生们

明白这大好佳音是关乎主耶稣的，也是为每一个人的，呼

唤主名就是接受祂的方法。随后，巴尔迪摩的年轻弟兄姊

妹献上了馨香的见证。众弟兄姊妹也各尽功用，陪同照顾

新生，回答新生的各种问题，与他们建立朋友、家人的关

系，并激励新生继续参加召会生活。 

感谢众地方召会在祷告中的纪念，也愿主倾倒祝福，使祂

在所有校园的身体都得到繁增与建造，使祂的子民进入新

的复兴！ 

加拿大 Kwantlen 大学新学期福音见证 
缘起 ：自暑期纽泽西华语学生训练以至烈治文延伸训练以

来，主的灵感动了所有参加的学生圣徒，于是都起来奉献

自己，好有份于神圣的历史，特别是愿有份于新学期即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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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的福音行动。 

 

参与学生：学生们虽来自不同的大专学校，然而此次新学

期的福音行动开展，则以本地唯一的一所 Kwantlen 大学为

主要目标，目前在一起配搭的十六位圣徒当中，初期主要

有四位是 Kwantlen 大学的圣徒，其余的十几位则有来自

Sprott Shaw、 UBC、 VCC 的学生，此外尚有数位在职的圣

徒参与。 

准备内容：因此从训练结束以后，即八月六日起，同学们

便积极地经常来在一起，一同祷告并筹画所有福音行动的

一切准备，其中还包括一项于学生训练之前的预备动作，

就是于七月份学校暑假课还未结束前，两位就读于

Kwantlen 的姊妹便向学校申请了一个社团，名为 Bible Study 

at Kwantlen。因此，所有活动便是以社团名义来接触新生，

其中主要包括在温哥华机场迎接新到的或返校的同学、举

行欢迎晚会、于会中发送圣经为礼物、为每一接受圣经同

学安排同伴、于校园社团日招收新会员等等。 

活动成果：总计活动期，从准备之日算起，前后共计一个

月长。用前两周作准备，后两周则开始机场接机，而这两

周的周四晚上，便进行迎新晚会，晚会上便进行介绍社团

与招收会员送圣经活动。总计这两次前来参加的同学人

次，共计 31 人，送出的中文圣经有 22 本，英文圣经有 18

本，又将所有前来的学生分别搭配在青年圣徒照顾的组数

共有 43 组。 

后续发展： 

1. 从会所走向社区：延续这两周活动之后，即从九月学校开

学迄今，便将所有服事的青年圣徒编组起来，一方面从校

园社团角度分配个人职务，如社长、副社长、文书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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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组、网路组等共十组；另一方面则从服事照顾新同学们

的角度，建立起活力棑的服事架构，因而凡是有挂着同学

的算为联络人，共计十五位；凡一直参与配搭在周四聚会

里的其他圣徒为提醒人，共计五位。因此学校虽然开课

了，因着青年圣徒们的劳苦努力与配搭，每周四仍积极邀

请同学前来参加社团爱筵，已过两周共达到 42 人次；未来

则会将所编组的同学，分别邀请到社区圣徒的家中，以建

立大学生的家中活力棑，此举一方面可兼顾到社区里其他

的大学生，以更多启发学生对校园福音的负担，另一方面

亦可使有心配搭学生工作的社区圣徒，可有服事参与机

会，以一同带进福音的扩展与人数的繁增。 

 

2. 从华语福音走向万邦福音：此外，在所有新学期福音的后

续活动中，另一荣耀的行动，是在开学后的第二周，借学

校提供的社团展览日，四位同学们在时间允许下，与前来

圣徒积极配搭，就在当天借「参加社团即送圣经」为口

号，共计招收了 108 名新会员，亦即送出了 108 本英文圣

经；在此同时，每位拿圣经的同学，都写下了他们于校园

内最方便与我们同学们相聚的时间，相信这将为万邦福音

的传杨，开启了一个新的契机。 

结语：回顾这已过近两个月，主在我们中间的行动，应是

我们许多身历其中过程的所有圣徒，这一生从未经历过

的，我们赞美主，赞美祂是活而满有活动力的神，借着我

们简单的奉献、简单的信，在我们的祷告中推动我们、引

导我们，照着主量给学生们的度量，即今年至少要带 20 人

得救、15 人成为长存的果子、兴起 6 个中干学生的负担，

我们能配搭一起，好似一个团体的祭司体系，满了冲击

力。展望前面的路，相信主仍要继续的赐祝福，若我们一

直谦卑地活在祂面前，扶持、成全学生们，并多位他们一

一地代祷。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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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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