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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兩年的全時間訓練，這些青年人現
在大都在召會中盡生機的功用。

越南召會生活現況       

目前越南共有四十四處召會，聖
徒約三千四百位，有正常召會生活者
約一千七百多位。今年的繁增目標是
達到五十處召會，聖徒三千七百位。
胡志明市召會為越南人數最多的召
會，聖徒約五百位，正常召會生活者
約三百五十位，分成十一個區，在七
位聖徒的家中聚會。雖然目前只能在
聖徒家中聚會，空間受限制，但每逢
聚集時，聖徒們唱詩、禱告、讚美釋
放靈而不受限制。主在這裡預備許多
愛主的弟兄姊妹打開家讓主使用。他
們自己使用小房間，讓出主要的空間
讓召會聚會，他們也成了主祝福的管
道。另一面，主也在外面環境有預
備。因著東南亞各國居民彼此來往並
不需要簽證，所以每年各國聖徒間常

我重新進學校學語言。當我越覺得自
己不能時，主就要我不信靠自己而完
全倚靠祂作一切。經過半年在大學的
學習，雖然越語進步不快，但現在很
有負擔要把越語學好，為着能在這服
事主、服事眾聖徒。

第二、配搭服事青職，脫開文化
與經歷，學習多交通多禱告。在胡志
明市召會約有百分之五十是青年人
（青職加上大專），青職聖徒約一百
五十位，但正常聚會的青職不到一百
人。當青職家不多，能打開家服事的
青職就更少。看到這種情形，我便很
有負擔想好好服事他們，畢竟青職在
召會的服事上太重要了。我開始與姊
妹交通、禱告，尋求該如何服事較
好，也與負責弟兄交通。剛開始，我
照著已過服事的方式與經歷來服事，
但經過半年並沒有多少果效。正當我
有點灰心，不知如何往前時，藉由追
求職事書報，並與已過服事我的弟兄
交通，就很受題醒需要先能進入當地
的情形、文化，才能找出服事他們的
路。真理、負擔不改變，但方式是可
以改變的。已過半年，我們已有兩次
青職相調。今年下半年的目標，是要
先建立服事架構，使服事的家彼此之
間有更多相調交通，並開始走出去看
望青職的家，一同操練神人生活，以
及幫助單身的青職建立活力排。

第三、學習與姊妹同心合意，以
一個完整的家配搭服事。已過兩年，
因着在訓練中心配搭輔訓，姊妹成了
家眷，不容易一同配搭服事。現在來
到越南，剛開始也幾乎都是我單打獨
鬥。但因着服事的瓶頸，以及神人家

有相調、訪問，藉此不僅帶進身體的
交通，也讓交通常保新鮮。 

早期越南受法國統治，所以房屋
建築，飲食，甚至宗教信仰都受法國
影響。越南的人口有百分之六十五是
佛教徒，其他的百分之三十五則是天
主教徒。在越南南部天主教徒非常
多，像是胡志明市旁邊的同奈省，路
邊都是天主教堂。每天清晨四點，就
會看見全家扶老攜幼，穿戴整齊一同
上教堂晨更，小學生就穿著學校制
服，再打個漂亮的領巾，五點半晨更
完，就看到一批一批的人蜂擁回家。
我們一般五點半才正要外出陪晨興，
他們竟然已經聚完會了。到了主日，
因為人太多，主日崇拜必須從早到晚
分批，每場快散會時，就能看到教堂
周圍擠滿人車等著擠進去聚會。不僅
屋內滿了人，屋外排滿小板凳，還有
許多人擠不進去，乾脆坐在旁邊草地
上，或是機車上，真是壯觀。只是不
知道他們是真來聚會享受神，還是來
聊天。此外，一般的民宅不論是屋外
的裝飾、物內的擺設，一眼就可以讓
人認出這是天主教徒，因為到處是馬
利亞的像。

在越南的召會中有許多聖徒，是
花上很大的代價從公會或是天主教轉
到主的恢復。他們多是從小蒙恩，全
家信主，但因著家人對主的恢復不認
識，所以當得知他們轉到主的恢復就
逼迫他們。有一位姊妹，全家是天主
教徒，甚至她母親在教會中還有服
事。她有一位同事是主恢復中的弟
兄，這位弟兄邀她參加青年聚會。她
因為摸著聖徒熱切的接待以及操練靈
享受主的喜樂，就決定受浸並轉到主

開展見證分享

 我們家來到越南，原是要配搭服
事拿細耳人訓練，所以就住在訓練中
心兩個月。然而因著語言學習緩慢，
所以決定搬到胡志明市進大學學習越
語。當時，我所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
關於住的問題。我一面找，一面也跟
聖徒多有交通禱告。因着主奇妙的帶
領，我們家成為了胡志明市第二戶姊
妹 之 家 （ 目 前 有 五 戶 弟 兄 姊 妹 之
家）。聖徒為着能有弟兄姊妹之家已
禱告兩年多，因著我們來，事就這樣
成了。目前有五位姊妹一同過團體的
生活。而第二個面臨的問題是讀書問
題。因著一同來越南的健明弟兄已進
大學學越語一個月，於是我也跟著進
入同一所學校就讀，也解決了第二個
問題。第三個孩子就讀學校的問題，
也在居住地的附近，找到合適的學
校。雖然班上同學都是越南的孩子，
但老師會說一點中文，至少在溝通上
還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經過了一年在越南的生活，我覺
得主在幾方面很成全我：

第一、在學語言的事上，主摸到
我個性上的限制。在訓練中心受訓
時 ， 我 的 英 文 分 班 是 C 班 （ 最 後
的）。我一直覺得，其他事我都還可
以勉強，但語言是我最輭弱的部分。
不過，主在移地訓練時曾幫助我看見
語言的重要，也興起我的負擔。二
○○六年，我有機會至海外開展。不
知道主是否因顧念我、知道我在語言
上的輭弱，所以那時帶我到一個講中
文國家開展。但六年後，在我三十七
歲時，主卻再帶我來到一個國家需要

的恢復。但仇敵不罷休，鼓動她的家
人逼迫她，不僅在電話中責罵她，回
家時還對她冷嘲熱諷，甚至鞭打責
罰。感謝主！姊妹不僅剛強為主作見
證，現在更住進姊妹之家，因為她確
信她所信的乃是又真又活的神。

另有一對兄妹，也是從小在公會
中，因著聖徒接觸而轉到主的恢復。
他們不僅積極參加各樣的聚會，也欣
然答應聖徒每天清晨六點一同電話晨
興。雖然他們常說，實在不懂晨興聖
言在講什麼，但仍然很享受每早晨在
靈裡接觸並吸取神。主賜他們很好的
胃口，使他們像來到糧倉一樣盡情享
受，每逢聚集他們會問許多問題，想
要知道更多，因為他們嚐到這位新鮮
活潑的耶穌，所以他們的追求是欲罷
不能的。這樣的見證實在很多，我們
相信這都是主在越南要興起更多的見
證人。

現在越南的經濟情況並不太好，
胡志明市是全越南最大城市，人口約
一千萬，也是越南最大的經貿大城。
許多學生到胡志明市讀書後，就習慣
留在這找工作並生活。一個大學生的
薪資並不高，一個月大約為兩百至兩
百五十塊美金。雖是如此，聖徒的奉
獻卻是豐富的。胡志明市召會的奉
獻，還要顧到其他召會的需要，甚至
特別的行動，如拿細耳人訓練、召會
福音行動、大專工作、召會訓練…
（為顧到聖徒的情形，有些行動是不
收錢或只收部份的錢以鼓勵更多聖徒
參加）。雖然外在環境是這樣，但如
同弟兄們所說的，『物質輕，靈命
重』，聖徒們清心愛主，追求主，過
召會生活。

主的恢復在越南的歷史       

主在越南的恢復，完全是聖靈的
工作。一九六五年因著倪弟兄兩本書
報《坐、行、站》及《正常的基督徒
生活》翻譯成越文，一些在基督徒宣
道會（CMA）的聖徒開始接觸這份
職事。一九六七年，主藉著一位牧師
注意到倪弟兄的著作，他們積極獲得
更多的屬靈書報，並將更多倪弟兄和
李弟兄的著作翻譯成越文。到了一九
八○年，一些聖徒藉著職事的書報，
看見一地一會的原則，便脫離宗派，
開始照著聖經有正確的基督徒聚集。
但那幾年，主的恢復受外在環境的限
制，無法與外界有好的交通。直到一
九九五年，藉著一位聖徒移民到美國
與水流職事站有交通，有一位美國同
工便在隔年訪問越南，主在越南的恢
復才正式跟身體有交通。九八至九九
年，越南服事弟兄們開始走出去。到
馬來西亞、新加坡相調，享受基督身
體的豐富與甜美。二○○一年有一些
弟兄到台灣相調訪問一個月，對於召
會生活的實行，得著更深的幫助。到
了二○○八年，負責弟兄們看見成全
青年人的重要，開始拿細耳人訓練。
雖然這是非正式的訓練，但到目前已
有五期共八十九位青年聖徒完成訓
練。也有將近二十位聖徒赴菲律賓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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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行動在越南－越南開展報導

代禱事項

1. 請為恢復本聖經的翻譯禱告

越南還沒有恢復本聖經，目前只完
成四卷心臟書的翻譯，新約恢復本
還要兩年纔能完成。

2. 請為召會的下一代禱告

越南現在剛開始有兒童、青少年的
服事，大專青職已有一段時間，但
架構還不健全，特別青職這一環還
很弱，召會許多的服事、見證、話
語供應，都還擔在五、六十歲的弟
兄們身上。因此我們也很需要為着
下一代的興起、受成全能承接託付
禱告。

3. 請為能有更多的家打開服事禱告

在胡志明市年青的家因著受經濟壓
力的影響，能正常過召會生活的比
例不高，能服事的家更少，要來這
半年盼望能一個一個家的看望餵
養，盼望主能在這興起更多青職的
家、一同追求主、愛主、服事主！

4. 請為聖徒們更多享受召會生活並實
行活力排禱告

受外在環境影響，聖徒間少有互
動，也不習慣交通。所以常只有聚
會生活，缺召會生活。最近一年，
負責弟兄們重新追求活力排信息，
一面追求、一面帶著聖徒們操練。
請為聖徒們能看見親密且徹底的交
通、多而透徹的禱告的重要，不僅
為調和立下基礎，為聖徒藉著操練
活力排而實行神命定之路禱告。

庭生活操練的提醒，我加強與姊妹的
交通與禱告。我們不僅一同晨興、追
求、交通、禱告，現在更進步到一同
外出看望、餵養。一台機車坐一家四
口，雖然在越南是常有的，但對我們
還是第一次。有一回，我們一家四口
騎兩個多小時去看望一個家。早上
去，下午回，來回五個小時，小孩都
在車上睡著了，但我們很喜樂，因為
能全家一同服事。

第四、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
切信的人。目前環境仍然有限制，無
法公開的傳揚福音，只能找熟門接觸
人。聖徒們雖然對福音很有負擔，但
並非每位聖徒都有傳福音的經歷。對
青職聖徒，我們不僅成全他們，也鼓
勵他們平時接觸人，有行動時他們才
能邀約到人。他們邀約同事、同學、
未信主的家人和朋友等，我們就配搭
傳講。今年六月底，台灣壯年班有五
位聖徒來胡志明市開展。四天的開展
行程中，有一場聚會聖徒們邀約到四
十一位福音朋友，當場有十五人受
浸。隔兩天，又有三人受邀來到會所
受浸。四天一共受浸三十一位，使得
聖徒們大得激勵，也經歷福音是神的
大能，要救一切信的人，只要我們與
祂配合，祂就能作大事。



2

成兩年的全時間訓練，這些青年人現
在大都在召會中盡生機的功用。

越南召會生活現況       

目前越南共有四十四處召會，聖
徒約三千四百位，有正常召會生活者
約一千七百多位。今年的繁增目標是
達到五十處召會，聖徒三千七百位。
胡志明市召會為越南人數最多的召
會，聖徒約五百位，正常召會生活者
約三百五十位，分成十一個區，在七
位聖徒的家中聚會。雖然目前只能在
聖徒家中聚會，空間受限制，但每逢
聚集時，聖徒們唱詩、禱告、讚美釋
放靈而不受限制。主在這裡預備許多
愛主的弟兄姊妹打開家讓主使用。他
們自己使用小房間，讓出主要的空間
讓召會聚會，他們也成了主祝福的管
道。另一面，主也在外面環境有預
備。因著東南亞各國居民彼此來往並
不需要簽證，所以每年各國聖徒間常

我重新進學校學語言。當我越覺得自
己不能時，主就要我不信靠自己而完
全倚靠祂作一切。經過半年在大學的
學習，雖然越語進步不快，但現在很
有負擔要把越語學好，為着能在這服
事主、服事眾聖徒。

第二、配搭服事青職，脫開文化
與經歷，學習多交通多禱告。在胡志
明市召會約有百分之五十是青年人
（青職加上大專），青職聖徒約一百
五十位，但正常聚會的青職不到一百
人。當青職家不多，能打開家服事的
青職就更少。看到這種情形，我便很
有負擔想好好服事他們，畢竟青職在
召會的服事上太重要了。我開始與姊
妹交通、禱告，尋求該如何服事較
好，也與負責弟兄交通。剛開始，我
照著已過服事的方式與經歷來服事，
但經過半年並沒有多少果效。正當我
有點灰心，不知如何往前時，藉由追
求職事書報，並與已過服事我的弟兄
交通，就很受題醒需要先能進入當地
的情形、文化，才能找出服事他們的
路。真理、負擔不改變，但方式是可
以改變的。已過半年，我們已有兩次
青職相調。今年下半年的目標，是要
先建立服事架構，使服事的家彼此之
間有更多相調交通，並開始走出去看
望青職的家，一同操練神人生活，以
及幫助單身的青職建立活力排。

第三、學習與姊妹同心合意，以
一個完整的家配搭服事。已過兩年，
因着在訓練中心配搭輔訓，姊妹成了
家眷，不容易一同配搭服事。現在來
到越南，剛開始也幾乎都是我單打獨
鬥。但因着服事的瓶頸，以及神人家

有相調、訪問，藉此不僅帶進身體的
交通，也讓交通常保新鮮。 

早期越南受法國統治，所以房屋
建築，飲食，甚至宗教信仰都受法國
影響。越南的人口有百分之六十五是
佛教徒，其他的百分之三十五則是天
主教徒。在越南南部天主教徒非常
多，像是胡志明市旁邊的同奈省，路
邊都是天主教堂。每天清晨四點，就
會看見全家扶老攜幼，穿戴整齊一同
上教堂晨更，小學生就穿著學校制
服，再打個漂亮的領巾，五點半晨更
完，就看到一批一批的人蜂擁回家。
我們一般五點半才正要外出陪晨興，
他們竟然已經聚完會了。到了主日，
因為人太多，主日崇拜必須從早到晚
分批，每場快散會時，就能看到教堂
周圍擠滿人車等著擠進去聚會。不僅
屋內滿了人，屋外排滿小板凳，還有
許多人擠不進去，乾脆坐在旁邊草地
上，或是機車上，真是壯觀。只是不
知道他們是真來聚會享受神，還是來
聊天。此外，一般的民宅不論是屋外
的裝飾、物內的擺設，一眼就可以讓
人認出這是天主教徒，因為到處是馬
利亞的像。

在越南的召會中有許多聖徒，是
花上很大的代價從公會或是天主教轉
到主的恢復。他們多是從小蒙恩，全
家信主，但因著家人對主的恢復不認
識，所以當得知他們轉到主的恢復就
逼迫他們。有一位姊妹，全家是天主
教徒，甚至她母親在教會中還有服
事。她有一位同事是主恢復中的弟
兄，這位弟兄邀她參加青年聚會。她
因為摸著聖徒熱切的接待以及操練靈
享受主的喜樂，就決定受浸並轉到主

開展見證分享

 我們家來到越南，原是要配搭服
事拿細耳人訓練，所以就住在訓練中
心兩個月。然而因著語言學習緩慢，
所以決定搬到胡志明市進大學學習越
語。當時，我所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
關於住的問題。我一面找，一面也跟
聖徒多有交通禱告。因着主奇妙的帶
領，我們家成為了胡志明市第二戶姊
妹 之 家 （ 目 前 有 五 戶 弟 兄 姊 妹 之
家）。聖徒為着能有弟兄姊妹之家已
禱告兩年多，因著我們來，事就這樣
成了。目前有五位姊妹一同過團體的
生活。而第二個面臨的問題是讀書問
題。因著一同來越南的健明弟兄已進
大學學越語一個月，於是我也跟著進
入同一所學校就讀，也解決了第二個
問題。第三個孩子就讀學校的問題，
也在居住地的附近，找到合適的學
校。雖然班上同學都是越南的孩子，
但老師會說一點中文，至少在溝通上
還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經過了一年在越南的生活，我覺
得主在幾方面很成全我：

第一、在學語言的事上，主摸到
我個性上的限制。在訓練中心受訓
時 ， 我 的 英 文 分 班 是 C 班 （ 最 後
的）。我一直覺得，其他事我都還可
以勉強，但語言是我最輭弱的部分。
不過，主在移地訓練時曾幫助我看見
語言的重要，也興起我的負擔。二
○○六年，我有機會至海外開展。不
知道主是否因顧念我、知道我在語言
上的輭弱，所以那時帶我到一個講中
文國家開展。但六年後，在我三十七
歲時，主卻再帶我來到一個國家需要

的恢復。但仇敵不罷休，鼓動她的家
人逼迫她，不僅在電話中責罵她，回
家時還對她冷嘲熱諷，甚至鞭打責
罰。感謝主！姊妹不僅剛強為主作見
證，現在更住進姊妹之家，因為她確
信她所信的乃是又真又活的神。

另有一對兄妹，也是從小在公會
中，因著聖徒接觸而轉到主的恢復。
他們不僅積極參加各樣的聚會，也欣
然答應聖徒每天清晨六點一同電話晨
興。雖然他們常說，實在不懂晨興聖
言在講什麼，但仍然很享受每早晨在
靈裡接觸並吸取神。主賜他們很好的
胃口，使他們像來到糧倉一樣盡情享
受，每逢聚集他們會問許多問題，想
要知道更多，因為他們嚐到這位新鮮
活潑的耶穌，所以他們的追求是欲罷
不能的。這樣的見證實在很多，我們
相信這都是主在越南要興起更多的見
證人。

現在越南的經濟情況並不太好，
胡志明市是全越南最大城市，人口約
一千萬，也是越南最大的經貿大城。
許多學生到胡志明市讀書後，就習慣
留在這找工作並生活。一個大學生的
薪資並不高，一個月大約為兩百至兩
百五十塊美金。雖是如此，聖徒的奉
獻卻是豐富的。胡志明市召會的奉
獻，還要顧到其他召會的需要，甚至
特別的行動，如拿細耳人訓練、召會
福音行動、大專工作、召會訓練…
（為顧到聖徒的情形，有些行動是不
收錢或只收部份的錢以鼓勵更多聖徒
參加）。雖然外在環境是這樣，但如
同弟兄們所說的，『物質輕，靈命
重』，聖徒們清心愛主，追求主，過
召會生活。

主的恢復在越南的歷史       

主在越南的恢復，完全是聖靈的
工作。一九六五年因著倪弟兄兩本書
報《坐、行、站》及《正常的基督徒
生活》翻譯成越文，一些在基督徒宣
道會（CMA）的聖徒開始接觸這份
職事。一九六七年，主藉著一位牧師
注意到倪弟兄的著作，他們積極獲得
更多的屬靈書報，並將更多倪弟兄和
李弟兄的著作翻譯成越文。到了一九
八○年，一些聖徒藉著職事的書報，
看見一地一會的原則，便脫離宗派，
開始照著聖經有正確的基督徒聚集。
但那幾年，主的恢復受外在環境的限
制，無法與外界有好的交通。直到一
九九五年，藉著一位聖徒移民到美國
與水流職事站有交通，有一位美國同
工便在隔年訪問越南，主在越南的恢
復才正式跟身體有交通。九八至九九
年，越南服事弟兄們開始走出去。到
馬來西亞、新加坡相調，享受基督身
體的豐富與甜美。二○○一年有一些
弟兄到台灣相調訪問一個月，對於召
會生活的實行，得著更深的幫助。到
了二○○八年，負責弟兄們看見成全
青年人的重要，開始拿細耳人訓練。
雖然這是非正式的訓練，但到目前已
有五期共八十九位青年聖徒完成訓
練。也有將近二十位聖徒赴菲律賓完

代禱事項

1. 請為恢復本聖經的翻譯禱告

越南還沒有恢復本聖經，目前只完
成四卷心臟書的翻譯，新約恢復本
還要兩年纔能完成。

2. 請為召會的下一代禱告

越南現在剛開始有兒童、青少年的
服事，大專青職已有一段時間，但
架構還不健全，特別青職這一環還
很弱，召會許多的服事、見證、話
語供應，都還擔在五、六十歲的弟
兄們身上。因此我們也很需要為着
下一代的興起、受成全能承接託付
禱告。

3. 請為能有更多的家打開服事禱告

在胡志明市年青的家因著受經濟壓
力的影響，能正常過召會生活的比
例不高，能服事的家更少，要來這
半年盼望能一個一個家的看望餵
養，盼望主能在這興起更多青職的
家、一同追求主、愛主、服事主！

4. 請為聖徒們更多享受召會生活並實
行活力排禱告

受外在環境影響，聖徒間少有互
動，也不習慣交通。所以常只有聚
會生活，缺召會生活。最近一年，
負責弟兄們重新追求活力排信息，
一面追求、一面帶著聖徒們操練。
請為聖徒們能看見親密且徹底的交
通、多而透徹的禱告的重要，不僅
為調和立下基礎，為聖徒藉著操練
活力排而實行神命定之路禱告。

庭生活操練的提醒，我加強與姊妹的
交通與禱告。我們不僅一同晨興、追
求、交通、禱告，現在更進步到一同
外出看望、餵養。一台機車坐一家四
口，雖然在越南是常有的，但對我們
還是第一次。有一回，我們一家四口
騎兩個多小時去看望一個家。早上
去，下午回，來回五個小時，小孩都
在車上睡著了，但我們很喜樂，因為
能全家一同服事。

第四、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
切信的人。目前環境仍然有限制，無
法公開的傳揚福音，只能找熟門接觸
人。聖徒們雖然對福音很有負擔，但
並非每位聖徒都有傳福音的經歷。對
青職聖徒，我們不僅成全他們，也鼓
勵他們平時接觸人，有行動時他們才
能邀約到人。他們邀約同事、同學、
未信主的家人和朋友等，我們就配搭
傳講。今年六月底，台灣壯年班有五
位聖徒來胡志明市開展。四天的開展
行程中，有一場聚會聖徒們邀約到四
十一位福音朋友，當場有十五人受
浸。隔兩天，又有三人受邀來到會所
受浸。四天一共受浸三十一位，使得
聖徒們大得激勵，也經歷福音是神的
大能，要救一切信的人，只要我們與
祂配合，祂就能作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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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兩年的全時間訓練，這些青年人現
在大都在召會中盡生機的功用。

越南召會生活現況       

目前越南共有四十四處召會，聖
徒約三千四百位，有正常召會生活者
約一千七百多位。今年的繁增目標是
達到五十處召會，聖徒三千七百位。
胡志明市召會為越南人數最多的召
會，聖徒約五百位，正常召會生活者
約三百五十位，分成十一個區，在七
位聖徒的家中聚會。雖然目前只能在
聖徒家中聚會，空間受限制，但每逢
聚集時，聖徒們唱詩、禱告、讚美釋
放靈而不受限制。主在這裡預備許多
愛主的弟兄姊妹打開家讓主使用。他
們自己使用小房間，讓出主要的空間
讓召會聚會，他們也成了主祝福的管
道。另一面，主也在外面環境有預
備。因著東南亞各國居民彼此來往並
不需要簽證，所以每年各國聖徒間常

我重新進學校學語言。當我越覺得自
己不能時，主就要我不信靠自己而完
全倚靠祂作一切。經過半年在大學的
學習，雖然越語進步不快，但現在很
有負擔要把越語學好，為着能在這服
事主、服事眾聖徒。

第二、配搭服事青職，脫開文化
與經歷，學習多交通多禱告。在胡志
明市召會約有百分之五十是青年人
（青職加上大專），青職聖徒約一百
五十位，但正常聚會的青職不到一百
人。當青職家不多，能打開家服事的
青職就更少。看到這種情形，我便很
有負擔想好好服事他們，畢竟青職在
召會的服事上太重要了。我開始與姊
妹交通、禱告，尋求該如何服事較
好，也與負責弟兄交通。剛開始，我
照著已過服事的方式與經歷來服事，
但經過半年並沒有多少果效。正當我
有點灰心，不知如何往前時，藉由追
求職事書報，並與已過服事我的弟兄
交通，就很受題醒需要先能進入當地
的情形、文化，才能找出服事他們的
路。真理、負擔不改變，但方式是可
以改變的。已過半年，我們已有兩次
青職相調。今年下半年的目標，是要
先建立服事架構，使服事的家彼此之
間有更多相調交通，並開始走出去看
望青職的家，一同操練神人生活，以
及幫助單身的青職建立活力排。

第三、學習與姊妹同心合意，以
一個完整的家配搭服事。已過兩年，
因着在訓練中心配搭輔訓，姊妹成了
家眷，不容易一同配搭服事。現在來
到越南，剛開始也幾乎都是我單打獨
鬥。但因着服事的瓶頸，以及神人家

有相調、訪問，藉此不僅帶進身體的
交通，也讓交通常保新鮮。 

早期越南受法國統治，所以房屋
建築，飲食，甚至宗教信仰都受法國
影響。越南的人口有百分之六十五是
佛教徒，其他的百分之三十五則是天
主教徒。在越南南部天主教徒非常
多，像是胡志明市旁邊的同奈省，路
邊都是天主教堂。每天清晨四點，就
會看見全家扶老攜幼，穿戴整齊一同
上教堂晨更，小學生就穿著學校制
服，再打個漂亮的領巾，五點半晨更
完，就看到一批一批的人蜂擁回家。
我們一般五點半才正要外出陪晨興，
他們竟然已經聚完會了。到了主日，
因為人太多，主日崇拜必須從早到晚
分批，每場快散會時，就能看到教堂
周圍擠滿人車等著擠進去聚會。不僅
屋內滿了人，屋外排滿小板凳，還有
許多人擠不進去，乾脆坐在旁邊草地
上，或是機車上，真是壯觀。只是不
知道他們是真來聚會享受神，還是來
聊天。此外，一般的民宅不論是屋外
的裝飾、物內的擺設，一眼就可以讓
人認出這是天主教徒，因為到處是馬
利亞的像。

在越南的召會中有許多聖徒，是
花上很大的代價從公會或是天主教轉
到主的恢復。他們多是從小蒙恩，全
家信主，但因著家人對主的恢復不認
識，所以當得知他們轉到主的恢復就
逼迫他們。有一位姊妹，全家是天主
教徒，甚至她母親在教會中還有服
事。她有一位同事是主恢復中的弟
兄，這位弟兄邀她參加青年聚會。她
因為摸著聖徒熱切的接待以及操練靈
享受主的喜樂，就決定受浸並轉到主

開展見證分享

 我們家來到越南，原是要配搭服
事拿細耳人訓練，所以就住在訓練中
心兩個月。然而因著語言學習緩慢，
所以決定搬到胡志明市進大學學習越
語。當時，我所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
關於住的問題。我一面找，一面也跟
聖徒多有交通禱告。因着主奇妙的帶
領，我們家成為了胡志明市第二戶姊
妹 之 家 （ 目 前 有 五 戶 弟 兄 姊 妹 之
家）。聖徒為着能有弟兄姊妹之家已
禱告兩年多，因著我們來，事就這樣
成了。目前有五位姊妹一同過團體的
生活。而第二個面臨的問題是讀書問
題。因著一同來越南的健明弟兄已進
大學學越語一個月，於是我也跟著進
入同一所學校就讀，也解決了第二個
問題。第三個孩子就讀學校的問題，
也在居住地的附近，找到合適的學
校。雖然班上同學都是越南的孩子，
但老師會說一點中文，至少在溝通上
還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經過了一年在越南的生活，我覺
得主在幾方面很成全我：

第一、在學語言的事上，主摸到
我個性上的限制。在訓練中心受訓
時 ， 我 的 英 文 分 班 是 C 班 （ 最 後
的）。我一直覺得，其他事我都還可
以勉強，但語言是我最輭弱的部分。
不過，主在移地訓練時曾幫助我看見
語言的重要，也興起我的負擔。二
○○六年，我有機會至海外開展。不
知道主是否因顧念我、知道我在語言
上的輭弱，所以那時帶我到一個講中
文國家開展。但六年後，在我三十七
歲時，主卻再帶我來到一個國家需要

的恢復。但仇敵不罷休，鼓動她的家
人逼迫她，不僅在電話中責罵她，回
家時還對她冷嘲熱諷，甚至鞭打責
罰。感謝主！姊妹不僅剛強為主作見
證，現在更住進姊妹之家，因為她確
信她所信的乃是又真又活的神。

另有一對兄妹，也是從小在公會
中，因著聖徒接觸而轉到主的恢復。
他們不僅積極參加各樣的聚會，也欣
然答應聖徒每天清晨六點一同電話晨
興。雖然他們常說，實在不懂晨興聖
言在講什麼，但仍然很享受每早晨在
靈裡接觸並吸取神。主賜他們很好的
胃口，使他們像來到糧倉一樣盡情享
受，每逢聚集他們會問許多問題，想
要知道更多，因為他們嚐到這位新鮮
活潑的耶穌，所以他們的追求是欲罷
不能的。這樣的見證實在很多，我們
相信這都是主在越南要興起更多的見
證人。

現在越南的經濟情況並不太好，
胡志明市是全越南最大城市，人口約
一千萬，也是越南最大的經貿大城。
許多學生到胡志明市讀書後，就習慣
留在這找工作並生活。一個大學生的
薪資並不高，一個月大約為兩百至兩
百五十塊美金。雖是如此，聖徒的奉
獻卻是豐富的。胡志明市召會的奉
獻，還要顧到其他召會的需要，甚至
特別的行動，如拿細耳人訓練、召會
福音行動、大專工作、召會訓練…
（為顧到聖徒的情形，有些行動是不
收錢或只收部份的錢以鼓勵更多聖徒
參加）。雖然外在環境是這樣，但如
同弟兄們所說的，『物質輕，靈命
重』，聖徒們清心愛主，追求主，過
召會生活。

主的恢復在越南的歷史       

主在越南的恢復，完全是聖靈的
工作。一九六五年因著倪弟兄兩本書
報《坐、行、站》及《正常的基督徒
生活》翻譯成越文，一些在基督徒宣
道會（CMA）的聖徒開始接觸這份
職事。一九六七年，主藉著一位牧師
注意到倪弟兄的著作，他們積極獲得
更多的屬靈書報，並將更多倪弟兄和
李弟兄的著作翻譯成越文。到了一九
八○年，一些聖徒藉著職事的書報，
看見一地一會的原則，便脫離宗派，
開始照著聖經有正確的基督徒聚集。
但那幾年，主的恢復受外在環境的限
制，無法與外界有好的交通。直到一
九九五年，藉著一位聖徒移民到美國
與水流職事站有交通，有一位美國同
工便在隔年訪問越南，主在越南的恢
復才正式跟身體有交通。九八至九九
年，越南服事弟兄們開始走出去。到
馬來西亞、新加坡相調，享受基督身
體的豐富與甜美。二○○一年有一些
弟兄到台灣相調訪問一個月，對於召
會生活的實行，得著更深的幫助。到
了二○○八年，負責弟兄們看見成全
青年人的重要，開始拿細耳人訓練。
雖然這是非正式的訓練，但到目前已
有五期共八十九位青年聖徒完成訓
練。也有將近二十位聖徒赴菲律賓完

代禱事項

1. 請為恢復本聖經的翻譯禱告

越南還沒有恢復本聖經，目前只完
成四卷心臟書的翻譯，新約恢復本
還要兩年纔能完成。

2. 請為召會的下一代禱告

越南現在剛開始有兒童、青少年的
服事，大專青職已有一段時間，但
架構還不健全，特別青職這一環還
很弱，召會許多的服事、見證、話
語供應，都還擔在五、六十歲的弟
兄們身上。因此我們也很需要為着
下一代的興起、受成全能承接託付
禱告。

3. 請為能有更多的家打開服事禱告

在胡志明市年青的家因著受經濟壓
力的影響，能正常過召會生活的比
例不高，能服事的家更少，要來這
半年盼望能一個一個家的看望餵
養，盼望主能在這興起更多青職的
家、一同追求主、愛主、服事主！

4. 請為聖徒們更多享受召會生活並實
行活力排禱告

受外在環境影響，聖徒間少有互
動，也不習慣交通。所以常只有聚
會生活，缺召會生活。最近一年，
負責弟兄們重新追求活力排信息，
一面追求、一面帶著聖徒們操練。
請為聖徒們能看見親密且徹底的交
通、多而透徹的禱告的重要，不僅
為調和立下基礎，為聖徒藉著操練
活力排而實行神命定之路禱告。

庭生活操練的提醒，我加強與姊妹的
交通與禱告。我們不僅一同晨興、追
求、交通、禱告，現在更進步到一同
外出看望、餵養。一台機車坐一家四
口，雖然在越南是常有的，但對我們
還是第一次。有一回，我們一家四口
騎兩個多小時去看望一個家。早上
去，下午回，來回五個小時，小孩都
在車上睡著了，但我們很喜樂，因為
能全家一同服事。

第四、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
切信的人。目前環境仍然有限制，無
法公開的傳揚福音，只能找熟門接觸
人。聖徒們雖然對福音很有負擔，但
並非每位聖徒都有傳福音的經歷。對
青職聖徒，我們不僅成全他們，也鼓
勵他們平時接觸人，有行動時他們才
能邀約到人。他們邀約同事、同學、
未信主的家人和朋友等，我們就配搭
傳講。今年六月底，台灣壯年班有五
位聖徒來胡志明市開展。四天的開展
行程中，有一場聚會聖徒們邀約到四
十一位福音朋友，當場有十五人受
浸。隔兩天，又有三人受邀來到會所
受浸。四天一共受浸三十一位，使得
聖徒們大得激勵，也經歷福音是神的
大能，要救一切信的人，只要我們與
祂配合，祂就能作大事。



成兩年的全時間訓練，這些青年人現
在大都在召會中盡生機的功用。

越南召會生活現況       

目前越南共有四十四處召會，聖
徒約三千四百位，有正常召會生活者
約一千七百多位。今年的繁增目標是
達到五十處召會，聖徒三千七百位。
胡志明市召會為越南人數最多的召
會，聖徒約五百位，正常召會生活者
約三百五十位，分成十一個區，在七
位聖徒的家中聚會。雖然目前只能在
聖徒家中聚會，空間受限制，但每逢
聚集時，聖徒們唱詩、禱告、讚美釋
放靈而不受限制。主在這裡預備許多
愛主的弟兄姊妹打開家讓主使用。他
們自己使用小房間，讓出主要的空間
讓召會聚會，他們也成了主祝福的管
道。另一面，主也在外面環境有預
備。因著東南亞各國居民彼此來往並
不需要簽證，所以每年各國聖徒間常

我重新進學校學語言。當我越覺得自
己不能時，主就要我不信靠自己而完
全倚靠祂作一切。經過半年在大學的
學習，雖然越語進步不快，但現在很
有負擔要把越語學好，為着能在這服
事主、服事眾聖徒。

第二、配搭服事青職，脫開文化
與經歷，學習多交通多禱告。在胡志
明市召會約有百分之五十是青年人
（青職加上大專），青職聖徒約一百
五十位，但正常聚會的青職不到一百
人。當青職家不多，能打開家服事的
青職就更少。看到這種情形，我便很
有負擔想好好服事他們，畢竟青職在
召會的服事上太重要了。我開始與姊
妹交通、禱告，尋求該如何服事較
好，也與負責弟兄交通。剛開始，我
照著已過服事的方式與經歷來服事，
但經過半年並沒有多少果效。正當我
有點灰心，不知如何往前時，藉由追
求職事書報，並與已過服事我的弟兄
交通，就很受題醒需要先能進入當地
的情形、文化，才能找出服事他們的
路。真理、負擔不改變，但方式是可
以改變的。已過半年，我們已有兩次
青職相調。今年下半年的目標，是要
先建立服事架構，使服事的家彼此之
間有更多相調交通，並開始走出去看
望青職的家，一同操練神人生活，以
及幫助單身的青職建立活力排。

第三、學習與姊妹同心合意，以
一個完整的家配搭服事。已過兩年，
因着在訓練中心配搭輔訓，姊妹成了
家眷，不容易一同配搭服事。現在來
到越南，剛開始也幾乎都是我單打獨
鬥。但因着服事的瓶頸，以及神人家

有相調、訪問，藉此不僅帶進身體的
交通，也讓交通常保新鮮。 

早期越南受法國統治，所以房屋
建築，飲食，甚至宗教信仰都受法國
影響。越南的人口有百分之六十五是
佛教徒，其他的百分之三十五則是天
主教徒。在越南南部天主教徒非常
多，像是胡志明市旁邊的同奈省，路
邊都是天主教堂。每天清晨四點，就
會看見全家扶老攜幼，穿戴整齊一同
上教堂晨更，小學生就穿著學校制
服，再打個漂亮的領巾，五點半晨更
完，就看到一批一批的人蜂擁回家。
我們一般五點半才正要外出陪晨興，
他們竟然已經聚完會了。到了主日，
因為人太多，主日崇拜必須從早到晚
分批，每場快散會時，就能看到教堂
周圍擠滿人車等著擠進去聚會。不僅
屋內滿了人，屋外排滿小板凳，還有
許多人擠不進去，乾脆坐在旁邊草地
上，或是機車上，真是壯觀。只是不
知道他們是真來聚會享受神，還是來
聊天。此外，一般的民宅不論是屋外
的裝飾、物內的擺設，一眼就可以讓
人認出這是天主教徒，因為到處是馬
利亞的像。

在越南的召會中有許多聖徒，是
花上很大的代價從公會或是天主教轉
到主的恢復。他們多是從小蒙恩，全
家信主，但因著家人對主的恢復不認
識，所以當得知他們轉到主的恢復就
逼迫他們。有一位姊妹，全家是天主
教徒，甚至她母親在教會中還有服
事。她有一位同事是主恢復中的弟
兄，這位弟兄邀她參加青年聚會。她
因為摸著聖徒熱切的接待以及操練靈
享受主的喜樂，就決定受浸並轉到主

開展見證分享

 我們家來到越南，原是要配搭服
事拿細耳人訓練，所以就住在訓練中
心兩個月。然而因著語言學習緩慢，
所以決定搬到胡志明市進大學學習越
語。當時，我所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
關於住的問題。我一面找，一面也跟
聖徒多有交通禱告。因着主奇妙的帶
領，我們家成為了胡志明市第二戶姊
妹 之 家 （ 目 前 有 五 戶 弟 兄 姊 妹 之
家）。聖徒為着能有弟兄姊妹之家已
禱告兩年多，因著我們來，事就這樣
成了。目前有五位姊妹一同過團體的
生活。而第二個面臨的問題是讀書問
題。因著一同來越南的健明弟兄已進
大學學越語一個月，於是我也跟著進
入同一所學校就讀，也解決了第二個
問題。第三個孩子就讀學校的問題，
也在居住地的附近，找到合適的學
校。雖然班上同學都是越南的孩子，
但老師會說一點中文，至少在溝通上
還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經過了一年在越南的生活，我覺
得主在幾方面很成全我：

第一、在學語言的事上，主摸到
我個性上的限制。在訓練中心受訓
時 ， 我 的 英 文 分 班 是 C 班 （ 最 後
的）。我一直覺得，其他事我都還可
以勉強，但語言是我最輭弱的部分。
不過，主在移地訓練時曾幫助我看見
語言的重要，也興起我的負擔。二
○○六年，我有機會至海外開展。不
知道主是否因顧念我、知道我在語言
上的輭弱，所以那時帶我到一個講中
文國家開展。但六年後，在我三十七
歲時，主卻再帶我來到一個國家需要

的恢復。但仇敵不罷休，鼓動她的家
人逼迫她，不僅在電話中責罵她，回
家時還對她冷嘲熱諷，甚至鞭打責
罰。感謝主！姊妹不僅剛強為主作見
證，現在更住進姊妹之家，因為她確
信她所信的乃是又真又活的神。

另有一對兄妹，也是從小在公會
中，因著聖徒接觸而轉到主的恢復。
他們不僅積極參加各樣的聚會，也欣
然答應聖徒每天清晨六點一同電話晨
興。雖然他們常說，實在不懂晨興聖
言在講什麼，但仍然很享受每早晨在
靈裡接觸並吸取神。主賜他們很好的
胃口，使他們像來到糧倉一樣盡情享
受，每逢聚集他們會問許多問題，想
要知道更多，因為他們嚐到這位新鮮
活潑的耶穌，所以他們的追求是欲罷
不能的。這樣的見證實在很多，我們
相信這都是主在越南要興起更多的見
證人。

現在越南的經濟情況並不太好，
胡志明市是全越南最大城市，人口約
一千萬，也是越南最大的經貿大城。
許多學生到胡志明市讀書後，就習慣
留在這找工作並生活。一個大學生的
薪資並不高，一個月大約為兩百至兩
百五十塊美金。雖是如此，聖徒的奉
獻卻是豐富的。胡志明市召會的奉
獻，還要顧到其他召會的需要，甚至
特別的行動，如拿細耳人訓練、召會
福音行動、大專工作、召會訓練…
（為顧到聖徒的情形，有些行動是不
收錢或只收部份的錢以鼓勵更多聖徒
參加）。雖然外在環境是這樣，但如
同弟兄們所說的，『物質輕，靈命
重』，聖徒們清心愛主，追求主，過
召會生活。

主的恢復在越南的歷史       

主在越南的恢復，完全是聖靈的
工作。一九六五年因著倪弟兄兩本書
報《坐、行、站》及《正常的基督徒
生活》翻譯成越文，一些在基督徒宣
道會（CMA）的聖徒開始接觸這份
職事。一九六七年，主藉著一位牧師
注意到倪弟兄的著作，他們積極獲得
更多的屬靈書報，並將更多倪弟兄和
李弟兄的著作翻譯成越文。到了一九
八○年，一些聖徒藉著職事的書報，
看見一地一會的原則，便脫離宗派，
開始照著聖經有正確的基督徒聚集。
但那幾年，主的恢復受外在環境的限
制，無法與外界有好的交通。直到一
九九五年，藉著一位聖徒移民到美國
與水流職事站有交通，有一位美國同
工便在隔年訪問越南，主在越南的恢
復才正式跟身體有交通。九八至九九
年，越南服事弟兄們開始走出去。到
馬來西亞、新加坡相調，享受基督身
體的豐富與甜美。二○○一年有一些
弟兄到台灣相調訪問一個月，對於召
會生活的實行，得著更深的幫助。到
了二○○八年，負責弟兄們看見成全
青年人的重要，開始拿細耳人訓練。
雖然這是非正式的訓練，但到目前已
有五期共八十九位青年聖徒完成訓
練。也有將近二十位聖徒赴菲律賓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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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1. 請為恢復本聖經的翻譯禱告

越南還沒有恢復本聖經，目前只完
成四卷心臟書的翻譯，新約恢復本
還要兩年纔能完成。

2. 請為召會的下一代禱告

越南現在剛開始有兒童、青少年的
服事，大專青職已有一段時間，但
架構還不健全，特別青職這一環還
很弱，召會許多的服事、見證、話
語供應，都還擔在五、六十歲的弟
兄們身上。因此我們也很需要為着
下一代的興起、受成全能承接託付
禱告。

3. 請為能有更多的家打開服事禱告

在胡志明市年青的家因著受經濟壓
力的影響，能正常過召會生活的比
例不高，能服事的家更少，要來這
半年盼望能一個一個家的看望餵
養，盼望主能在這興起更多青職的
家、一同追求主、愛主、服事主！

4. 請為聖徒們更多享受召會生活並實
行活力排禱告

受外在環境影響，聖徒間少有互
動，也不習慣交通。所以常只有聚
會生活，缺召會生活。最近一年，
負責弟兄們重新追求活力排信息，
一面追求、一面帶著聖徒們操練。
請為聖徒們能看見親密且徹底的交
通、多而透徹的禱告的重要，不僅
為調和立下基礎，為聖徒藉著操練
活力排而實行神命定之路禱告。

庭生活操練的提醒，我加強與姊妹的
交通與禱告。我們不僅一同晨興、追
求、交通、禱告，現在更進步到一同
外出看望、餵養。一台機車坐一家四
口，雖然在越南是常有的，但對我們
還是第一次。有一回，我們一家四口
騎兩個多小時去看望一個家。早上
去，下午回，來回五個小時，小孩都
在車上睡著了，但我們很喜樂，因為
能全家一同服事。

第四、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
切信的人。目前環境仍然有限制，無
法公開的傳揚福音，只能找熟門接觸
人。聖徒們雖然對福音很有負擔，但
並非每位聖徒都有傳福音的經歷。對
青職聖徒，我們不僅成全他們，也鼓
勵他們平時接觸人，有行動時他們才
能邀約到人。他們邀約同事、同學、
未信主的家人和朋友等，我們就配搭
傳講。今年六月底，台灣壯年班有五
位聖徒來胡志明市開展。四天的開展
行程中，有一場聚會聖徒們邀約到四
十一位福音朋友，當場有十五人受
浸。隔兩天，又有三人受邀來到會所
受浸。四天一共受浸三十一位，使得
聖徒們大得激勵，也經歷福音是神的
大能，要救一切信的人，只要我們與
祂配合，祂就能作大事。

（黃俊明弟兄訪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