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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主的怜悯！ 

 

在UCI的校园今年秋季开展行动上, 与以往服事上有很大的改变与突破。我们第一次与

服事undergraduate 的英文full timers team (8位)及12 位FTTA一起配搭，共同参

与，服事从中国来的UCI graduate 新生. 

 

同时又因着看到今年八月份NCSU(The Church in Raleigh) 校园工作的成效及报告,尤

其是得知从8 月2 日到8 月19 日开学18 天的时间里，圣徒们在为新生购置的公寓里天天

晚上提供免费的爱宴，及各种配搭服事及各小排的弟兄及姊妹的投入摆上, 以致开学前

新生受浸20位。看到这个见证，我们很得着激励. 因此服事UCI的圣徒们与华语负责弟

兄们交通如何服事UCI新生后, 一致认为接机后至开学前二周是决定他们对主敞开及接

受主的关键时刻。  

 

经过交通后, 我们立刻订出了更新的计划 并展开了我们为期接待二周的详细 schedule 

如下: 以9/3 15位新生同时到达LAX机场为例. 

 

1.  接机接机接机接机: : : : 师师师师兄服事兄服事兄服事兄服事UCIUCIUCIUCI圣徒圣徒圣徒圣徒    

    1）安排接待 

 我们在七、八月就主动联系今年入学的新生, 并附上我们自已作了一个网站 

www.ucischolar.com，并所将有活动皆指示于内.尤其是EE居多,同时亦联系UCI中国同

学会，告之我们能接机及提供临时住宿。因此他们给了我们10位名额, 因此从9/2 至

9/12共接了30 位新生. 其中一次(9/3)同时接了15位.而动用了5部车, 其中4部全部是

UCI师兄圣徒负责开自巳的小车去接.其中三位都是去年来的新生,受浸不到一年而买了

车. 另一位是二年前来的老生. 另加一部可装40个大行李的cargo van.往年接机与接待

新生好像都主要是社区弟兄姊妹的事，在校学生弟兄姊妹好像参与不进去. 今年完全改

观.因有几位老生受浸并有经常读经,并正常过召会生活 因此就进入服事，所以第一时

间接触新生的是师兄圣徒而非社区圣徒.  

 

    2）里应外合: 师兄/社区服事UCI圣徒 

 

师兄接机后送到学校, 立刻辨妥学校住宿手续及办银行账户.晚餐送至家庭吃饭.第二 

天由一位师兄带领十来位新生至UCI campus tour后，由UCI服事家庭接手,带至申请

cell phone及买家具.因UCI宿舍是空无一物,没有任何家具.10几位新人,人人订购全新

单人床.才$50-$60.晚上又送至家庭吃饭.刚来前几天都在忙着买家具及新生们彼此搬家

具. 由于15位同学都是来自不同的学校, 因借着QQ部落格认识，他们一起结伴，买同一

班飞机, 来美之前, 在北京见了一次面, 因此到达学校后, 大家都一起行动,聚会,买东



西. 借着新生服事新生.充分展现团体互肋合作默契.当然在同一时段要服事15位, 对服

事者, 确是一大考验, 所幸靠主的恩典, 以及我们有一部大的cargo van, 因此他们全

部所需的家具,床及桌椅,逐曰一一解决. 

 

2. 2. 2. 2. 开学开学开学开学前聚前聚前聚前聚会会会会活活活活动动动动如下如下如下如下: 

  1) 9/4 (周五)参加第一次Friday night中文小排聚会. 白天到学校各系报到及

载着他们办事买日用品, 买完后直接载到参加晚上小排聚会:爱宴、唱诗歌、及听见证

等。人人尽功用，几位社区与学生弟兄姊妹开始调在一起。 

 

 2) 9/6 参加第一次主日聚会. 

 二十多位刚来几天至少12位参加了第一次主日聚会.他们不但参加中英合并主日

聚会，及第二个section 的英文gospel meeting，该聚会由英文弟兄带领.他们很喜欢, 

问了一些奇怪有趣的问题.中午安排到圣徒家中吃饭.约15位新生来聚会. 

 

 3) 9/7 Monday night UCI校外对面社区公园BBQ.  

 邻近的 Church in San Juan Capistrano的社区圣徒7-8位第一次投入,对UCI学

生有负担，与我们一起配塔服事.英文full timer team 及一些undergraduate 英语圣

徒及30 以上新生加上华语服事圣徒,共60-70位.吃完 beef steak, 开始唱诗歌、及听

见证等. 因有炭火在烤火炉, 气氛甚好. 

 

 4) 连续二周的周一至周三每晚在学生宿舍家里供应晚餐 (9/7 to9/9, 91/14 to 

 9/16), 目的: 饭后读短篇”人生的奥秘” 6个unloked keys每天读二个keys; 用

英文 PSRP追求. 参加老生/新生 约15 到 20. 有负担服事者供应饭食, 偶而外购. 

 

 5) 二晚9/10 (周四)and 9/17 (周四) 在campus内租用较大场地.较正式华语福

音讲 座.包括晚餐, 诗歌, 见证, 交通主题:如何读圣经.参加老生/新生 约 40 to 60. 

老生尽功用带诗歌作见证. 

 

 6) 9/14, 9/15 及9/16, 12:00-02:00 pm 在UCI Student Center 由英文服事

undergraduate的全时间圣徒8-9 位主办,给三个seminars.用power point进行.1.God’s 

Divine Life. 2. Two Trees. 3. Christ & Religion.学生约6-12 位参加. 最后一天, 

人数最多, 新生10位,6位Full timers 加上12 位FTTA trainees, 共30 多人.  

  

 7) 9/11 (Friday)邀请参加第二次的UCI学生小排聚会.送至英文小排. 中英文小

排各有20个. Church in Irvine 有三个会所, 每个会所主日约120位. 中文圣徒约120.

英文200. FTTA 约40多位. 

 

 8) 9/12 03:30 pm to 06:30 pm 全召会华语圣徒欢迎新生公园相调. 圣徒120位. 

 新生约30位.活动: 球类比赛, 团体游戏,晚餐,诗歌,及老生见证. 活动全由圣徒

师兄及师姊主办. 



 

 9) 9/13参加第二次主日聚会, 鼓励新生养成聚会模式习惯. 让他们觉得新奇及

享受.他们都愿意来.中午安排到圣徒家中吃饭. 约12新生来聚会.与第一次一样多.饭后

带去买菜. 

 

 10) 9/16(周三) 二个家庭匹配塔邀请较畅开的新生在晚上到圣徒家中吃晚饭并

有交通, 结果在为他祷告中, 还不是为他受浸祷告, 学生却主动提出受浸要求. 并要求

另一位服事弟兄来看他受浸, 因为前三天主曰中午在他家吃完午饭后, 有三位弟兄姊妹

同时替他理发,他就几乎感动地想要受浸.结果忍了下来, 事后他说二天后又被邀请来吃

饭,心理就告诉他跑不掉了, 认了愿意接受邀请准备打算受浸了.而另一位同被邀请的室

友, 却怕得不敢来.  

 

 11) 9/19 的华语全召会正式的123福音聚会. 

 (06:00 pm)开始, 约150位包含30位福音朋友.共8位受浸, 其中4位新生及2 对

couple post doc. 

 

3. 3. 3. 3. 开学开学开学开学后之喂后之喂后之喂后之喂养养养养    

    

1) 6位受浸后立刻参加每个主日08:30 am-09:30 am 的初信的牧养班. 与去年/前年的

受浸老生约15位一起追求上下二册的”初信喂养”的晨兴. 上完后立刻开始加入擘饼聚会

及第二堂的英文福音聚会-专为UCI中国学生成立的小班. 实在不简单, 主日一大早, 

08:00am 要起床, 参加初信班, 对一个刚来的新生, 确实付了不小的的代价.因此还是

有些心愿不够强不能早起而错过了成全聚会. 

 

2)开学后UCI服事圣徒到巳受浸的新生圣徒家中读一周一次的RSG.对还未受浸的新生及

畅开常来小排的学生常去访间并关心他们. 至于对功课较忙而不能来者, 服事圣徒亦会

访问他们. 

 

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开学前二周由以上活动可知的确是一波接一波不断, 这次我们抱着试着做的研发

(R&D)的精神, 采取”密集感动” 或”连续感动”- 而不是仅感动一二次而巳.那意思, 就

是利用二周, 天天白天带他们买东西搬家或处理一些事. 晚上我们天天供应饭食,然后

就是利用饭后一小时把神的话语(含诗歌的时间)送进到他们里面.不管他们喜欢不喜欢

听, 总是有一些话进去. 二周下来一般反应还好, 反正在家又没有炊器及碗盘, 天天有

的吃,他们乐得清松一般都会来.如此果效如何? 结果是女学生较opened 在服事一周左

右,４位同系女生皆是刚本课毕业最先主动要求受浸.从15位中看起来, 读硕士文科的女

生,才22岁 在他们属灵事上居然比起10位读工科的男生硕博士开启的快.男生对神的存

在的事上受了唯心/唯吻论的深远影响,还是紧守不放,反应总是慢半拍, 在聚会中经常

会提出不少问题讨教一番好像非要搞清楚, 推理得通, 证实了经历了, 还要看看在一群

死党当中谁先梃不住,才愿意受浸. 这需要一段日子.并在私下沟通中.当然我们会从中

挑出平安之子, 单独邀出, 各各击破. 



 

总而言之, 弟兄姊妹共为30 位UCI 中国新生提供了接机及临时住宿服务，及提供了免费

饭食、及协助办理手机、银行账户、学校注册、交通运输、购物等服务。因主的怜悯，

主祝福我们，到9/25开学前，开学前已有新生受浸６位 (女生4位, 男生2位),一位从其

他州transfer已受浸的女生二对post doc. 夫妇4位. 共11位.另有11 位未受浸者都来小

排聚会, 因此12位全部参加英文小排聚会,10位参加二个华语UCIgroup 因此造成老生华

语小排反而很少新生, 这倒是奇特, 华语努力半天, 大部份奉送给英语小排. 因此华语

服事圣徒需要走出去并送会到家作喂养的工作. 

 

关于新受浸之学生之读经情形,是值得观心的,要赶快上手.目前祗维持一周读一次. 但

其中已受浸的一位男生(27岁博一交换生)已开始跟一位师兄及服事圣徒三人一起skype 

conference call每天周一到周五07:10 am to 07:50 am一同晨兴及读经，再加上主日

晚与其他学生面对面四位一起追求RSG. 预定一年后就可读完新约圣经一遍或大部份, 

到明年这时候, 他就可在话语上来尽功用,服事新生了.但还没受浸的，望大家为他们继

续祷告。我们的目标:今年在New Jersey 训练中宣告,今年至明年九月要受浸30位为常

存的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