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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美地，宣揚福音       

二○○九年二月，我們到了主為
我 們 所 豫 備 的 美 地 ─ 弗 萊 堡
（Freiburg）。這是個位於德國西南
部的大學城，人口約有二十萬，學生
人數多達三萬。當地沒有我們中間的
聖徒，我們就照着負擔，堅定的把家
打開，邀約當地青年人來同讀聖經，
認識新約的職事。

一日下午，我們同心禱告之後，
決定到附近公園裏接觸人。我們手裏
拿着福音單張，心裏卻是忐忑不安；
好不容易鼓起勇氣向一位德國男士遞
上一張『人生的奧祕』的福音單張，
對方卻冷冷地拒絕，當下只覺裏面福
音的熱火瞬間被澆熄了。回去後，我
們再次跪下禱告，求主在這個城市開
福音的門，並向主要在二○○九年底
之前給我們兩位一同聚集、追求主話
的德國青年人。

因着這次奉獻和神七靈的加強，
驅使我們每天在語言課程結束後，到

時常不肯否認己。在過程中，我們逐
漸摸索出語言學習的原則，乃是每天
要堅定持續的學，並要操練開口講
說。操練講說就是否認己，我們常因
怕說錯而不肯說，又因怕難就說得
少。當我們內顧自己、不肯否認己，
就漸漸不開口，德語自然無法進步。

主常光照我們，來到這裏主要的
負擔就是要接觸本地人，把高品福音
傳給他們；倘若我們德語說不好，要
如何傳講呢？要如何與人深入的談
話，進而把豐富傳輸到人裏面呢？語
言不好，幾乎是不可能做到。因此我
們鼓勵有負擔到海外開展的弟兄姊
妹，一定要把語言學好，不然很難在
海外為主所用。

擴大度量，得着加力

中國人是最講究『喫』的民族，
對『喫』的講究幾已成為文化和血輪
的一部分。臺灣菜餚不僅美味，也有
豐富的食材，這使我們更不易適應歐
陸的飲食習慣。在這裏，人們晚餐僅
以麵包或沙拉、馬鈴薯果腹；沒有新
鮮的海鮮，也沒有百樣的蔬果。若是
選擇外出用餐，不僅花費高且分量
少，隨意點餐就要七、八歐元（不含
小費）。

 我們在德國生活，張羅飯食因此
成了姊妹生活中的重要功課。起初還
覺得新鮮，長期下來卻是苦不堪言，
因此特別需要有司提反的靈，也就是
剛強的靈和犧牲奉獻的靈。在豫備小
排愛筵時，姊妹操練隨時禱告聯於
主，藉着呼求主名、聽信息並唱詩來
享受主，主就不斷擴大她的度量。甚

弗萊堡大學的學生餐廳門口接觸學
生。我們向主禱告，每天都要拿到一
個學生的e-mail纔離開。那段日子真
是經歷『你們中間，若有兩個人在地
上，在他們所求的任何事上和諧一
致，他們無論求甚麼，都必從我在諸
天之上的父得着成全。』（太十八
19。）主將願意留下通訊資料的學生
帶到我們面前，幾週下來便累積好些
名單，我們就寄信邀約這些學生參加
讀經小組。

開家牧養，基督增長       

感謝主，祂是信實的，祂從不誤
事。這樣傳福音幾個月後，主就把兩
位德國青年弟兄帶到讀經的聚集中。
一開始我們真是恐懼戰兢，不知該如
何經營這個讀經小組：一面擔心所豫
備的中國菜不合他們胃口，一面又擔
心我們德語不流暢，加上有限的英語
和種族文化的隔閡，會使他們不願再
來了。但主提醒我們，只需忠信地將
職事話語供應給人，祂自然會在人心
裏作工。

 同時，主藉着身體上的肢體豐富
地供應、加強我們。在讀經小組剛開
始的兩三個月內，有近十位聖徒從各
地來看望我們；每一次有聖徒來，都
給這兩位德國青年極大的震撼和屬靈
益處。他們發現原來在全地竟有一班
『瘋狂』愛主的基督徒。我們深信，
是主聽了各地聖徒們的禱告，堅定祂
在這地的見證。

 往後的日子，主繼續把敞開的聖
徒們加給我們，我們真是寶貝他們的

輛七人座的福音車，使我們不僅可以
在主日全家出門，還可以邀約當地聖
徒一同前往斯圖加特相調。我們迫切
要把弗萊堡的聖徒們更多帶到身體的
聚集裏，好使他們在身體裏接受牧
養，看見基督身體的榮美。感謝主聽
我們的禱告，因着接送的服事，這裏
的聖徒們能一同有分特會和相調聚
集。

參加特會，向主絕對

在歐洲工作收入高，每月的開銷
也非常可觀；光是必需的花費如房
租、保險等就占去收入的五分之四。
在歐洲，每年有三至四次在各地的例
行特會；但因着交通及住宿費用昂
貴，有時一次特會兩個人共要花費約
五百歐元，實在令人卻步。在這裏，
參加特會就像我們在臺灣出代價到美
國參加特會訓練一樣。有時我們也想
把錢存起來為着日後所需，但主總是
得勝的，祂自己常施情吸引，感動我
們出代價來跟隨祂。

 這真的是主的憐憫，使我們不被
錢財及許多物質的享樂所霸佔。特別
是在西歐，人們生活安逸奢華，我們
活在其中很容易隨着世代潮流起貪
念，購買一些想要卻未必需要的物
品。藉着操練出代價參加特會，主訓
練我們在錢財的事上讓祂經過，也把
我們從這世代分別出來，作相反的見
證！

翻掉個性，學習外語

在這裏，最受苦的事可說是學習
語言。我們一面感歎年輕時沒有好好
學習，一面也看見自己性格的缺失，

同在。其中一位寶愛這職事的德國老
弟兄（今年他已經八十一歲了）見
證，他若早一點認識倪柝聲弟兄和李
常受弟兄，便不會浪費幾十年的光
陰，在其他團體中尋尋覓覓。所以我
們能生在主的恢復裏，是神何等的憐
憫！ 

最叫我們喜樂的是，藉着讀經小
組的追求，聖徒們裏面的基督逐漸加
多、增長。有次排聚集中，我們讀到
創世記中雅各的夢，看見神需要一個
家，好在地上得着安息。在小排結束
的禱告中，聖徒都願意把自己奉獻給
主，為着神家的建造；那天晚上我們
好像禱告到天上去了！我們見證，主
藉着這些親愛的聖徒鼓勵我們，因他
們就是我們的榮耀、喜樂和冠冕！

看見身體，切慕聚集

 二○○九年全德語區特會之後，
我們從主領受負擔，要出代價有分於
臨近城市的擘餅聚集；因此每個主日
早晨，我們六點之前就出門，搭乘火
車到離弗萊堡約三個半鐘頭車程的斯
圖加特（Stuttgart）參加擘餅聚集，
會後再搭四小時的火車回家。因着舟
車勞頓，回程途中身體常感疲倦，但
靈裏總有說不出的喜樂。我們就這樣
每週到斯圖加特聚會，持續了一年
多。現在回想起來，真覺是主的恩
典，在我們裏面加強、供應我們。

 二○一一年底，我們從臺灣再回
到弗萊堡。因着多了一個寶寶，我們
不能再像已往那樣隨意往來斯圖加
特。但主藉着身體的交通，豫備了一

已過幾年間，主一直把歐洲開展
的負擔放在我們裏面；雖然不知道該
去那裏，甚麼時候去，要怎麼去，但
我們操練忠信地將這負擔一再禱告在
祂面前。二○○八年夏季訓練期間，
在一個為着歐洲和美國中西部開展的
特別交通中，我們同着許多青年聖
徒，再次更新的奉獻自己，將海外開
展的心願擺在身體中。

當我們回國時，主成就祂的應
許：申請的德國研究工作通過了。主
在祂的主宰中豫備了一切！回顧這段
在德國近四年的日子，裏面實在敬拜
主，祂是牧養我們一生直到如今的那
一位。主的憐憫，使我們這個家能有
分祂在歐洲的行動。

 去德國之前，主先帶我們到安那
翰（Anaheim）參加一期的歐洲移民
訓練，不僅再次更新我們的異象，且
在真理上裝備我們。訓練卽將結束之
際，一位施訓者與我們交通說，『今
天是身體的時代，主不是要藉着屬靈
大漢作甚麼，乃是藉着身體上小小的
肢體。不要害怕，有這新約的職事和
整個基督的身體作後盾。』這段交通
給我們極大的鼓勵。讚美主！我們不
是單獨前往歐洲開展，而是在身體裏
一同爭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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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ke）、新生鐸夫（Count von 
Zinzendorf）等；他們將主恢復的流
一直延續下去，使主在歐洲有路往
前。然而這復興的光景卻因着仇敵的
工作和人為政治的攙雜，成了死沉的
宗教，一如啟示錄中撒狄召會的光
景：『按名是活的，其實是死的。』

  當我們在街頭發送福音單張，
看見一張張年輕的面孔魚貫而過，裏
面真向主有一個吶喊：『主阿，得着
這一代，成為轉移時代的青年人！』
他們在尋找新的事物，盼望能滿足內
心的渴求，但他們還沒找着最有價值
的人生。誰能把主恢復中解開的真理
帶給他們呢？誰能解答他們生存之意
義的疑惑呢？求這位莊稼的主催趕更
多的工人，前來收割祂的莊稼。主在
數世紀前在這裏得着一批愛祂、尋求
祂的信徒，我們深信今日還要在這地
得着一班得勝者，作祂在各城市剛強
明亮的見證，好迎接祂的回來！

至有弟兄打趣說道，週週來小排的原
因乃是因為飯菜好喫，天天來喫也願
意。這話使姊妹很得鼓勵。

經歷新人，建造身體

在弗萊堡的召會是由許多國籍的
聖徒所組成，包括德國本地、波蘭、
俄籍、巴西及亞洲等，因此在配搭過
程 中 ， 時 常 被 主 暴 露 我 們 的 『 攙
雜』。不僅活出、觀念、生活模式受
所屬之文化背景的影響，我們也常用
已過召會生活的經歷，來評斷當地召
會生活該如何往前。但這些若取代了
基督自己，將會使身體失去和諧，也
不蒙主祝福。

『在此並沒有希利尼人和猶太
人、…，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
之內。』在新人裏只有基督是一切！
為此我們常操練否認己，學習凡事交
通，並讓基督居首位作一切，藉此就
能經歷並顧到身體的平安，而在身體
中和諧一致地配搭。感謝主，藉着召
會生活中實際的配搭，擴大我們的度
量，叫我們更加珍賞召會是一個新
人。願主藉着聖徒們在身體裏的配搭
交通，叫身體漸漸長大，以致在愛裏
把自己建造起來。

答應呼召，承接託付

在全時間訓練的課程中，藉着教
師們的開啟，使我們認識自十六世紀
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改教運
動以來，主的恢復在歐洲行動的軌
迹。主使用德國有二個世紀之久，在
這裏得着了一批愛祂、尋求祂的聖
徒，包括路德馬丁、史賓奈（Philipp 
Jakob Spener）、富朗開（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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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有時一次特會兩個人共要花費約
五百歐元，實在令人卻步。在這裏，
參加特會就像我們在臺灣出代價到美
國參加特會訓練一樣。有時我們也想
把錢存起來為着日後所需，但主總是
得勝的，祂自己常施情吸引，感動我
們出代價來跟隨祂。

 這真的是主的憐憫，使我們不被
錢財及許多物質的享樂所霸佔。特別
是在西歐，人們生活安逸奢華，我們
活在其中很容易隨着世代潮流起貪
念，購買一些想要卻未必需要的物
品。藉着操練出代價參加特會，主訓
練我們在錢財的事上讓祂經過，也把
我們從這世代分別出來，作相反的見
證！

翻掉個性，學習外語

在這裏，最受苦的事可說是學習
語言。我們一面感歎年輕時沒有好好
學習，一面也看見自己性格的缺失，

同在。其中一位寶愛這職事的德國老
弟兄（今年他已經八十一歲了）見
證，他若早一點認識倪柝聲弟兄和李
常受弟兄，便不會浪費幾十年的光
陰，在其他團體中尋尋覓覓。所以我
們能生在主的恢復裏，是神何等的憐
憫！ 

最叫我們喜樂的是，藉着讀經小
組的追求，聖徒們裏面的基督逐漸加
多、增長。有次排聚集中，我們讀到
創世記中雅各的夢，看見神需要一個
家，好在地上得着安息。在小排結束
的禱告中，聖徒都願意把自己奉獻給
主，為着神家的建造；那天晚上我們
好像禱告到天上去了！我們見證，主
藉着這些親愛的聖徒鼓勵我們，因他
們就是我們的榮耀、喜樂和冠冕！

看見身體，切慕聚集

 二○○九年全德語區特會之後，
我們從主領受負擔，要出代價有分於
臨近城市的擘餅聚集；因此每個主日
早晨，我們六點之前就出門，搭乘火
車到離弗萊堡約三個半鐘頭車程的斯
圖加特（Stuttgart）參加擘餅聚集，
會後再搭四小時的火車回家。因着舟
車勞頓，回程途中身體常感疲倦，但
靈裏總有說不出的喜樂。我們就這樣
每週到斯圖加特聚會，持續了一年
多。現在回想起來，真覺是主的恩
典，在我們裏面加強、供應我們。

 二○一一年底，我們從臺灣再回
到弗萊堡。因着多了一個寶寶，我們
不能再像已往那樣隨意往來斯圖加
特。但主藉着身體的交通，豫備了一

已過幾年間，主一直把歐洲開展
的負擔放在我們裏面；雖然不知道該
去那裏，甚麼時候去，要怎麼去，但
我們操練忠信地將這負擔一再禱告在
祂面前。二○○八年夏季訓練期間，
在一個為着歐洲和美國中西部開展的
特別交通中，我們同着許多青年聖
徒，再次更新的奉獻自己，將海外開
展的心願擺在身體中。

當我們回國時，主成就祂的應
許：申請的德國研究工作通過了。主
在祂的主宰中豫備了一切！回顧這段
在德國近四年的日子，裏面實在敬拜
主，祂是牧養我們一生直到如今的那
一位。主的憐憫，使我們這個家能有
分祂在歐洲的行動。

 去德國之前，主先帶我們到安那
翰（Anaheim）參加一期的歐洲移民
訓練，不僅再次更新我們的異象，且
在真理上裝備我們。訓練卽將結束之
際，一位施訓者與我們交通說，『今
天是身體的時代，主不是要藉着屬靈
大漢作甚麼，乃是藉着身體上小小的
肢體。不要害怕，有這新約的職事和
整個基督的身體作後盾。』這段交通
給我們極大的鼓勵。讚美主！我們不
是單獨前往歐洲開展，而是在身體裏
一同爭戰！

Francke）、新生鐸夫（Count von 
Zinzendorf）等；他們將主恢復的流
一直延續下去，使主在歐洲有路往
前。然而這復興的光景卻因着仇敵的
工作和人為政治的攙雜，成了死沉的
宗教，一如啟示錄中撒狄召會的光
景：『按名是活的，其實是死的。』

  當我們在街頭發送福音單張，
看見一張張年輕的面孔魚貫而過，裏
面真向主有一個吶喊：『主阿，得着
這一代，成為轉移時代的青年人！』
他們在尋找新的事物，盼望能滿足內
心的渴求，但他們還沒找着最有價值
的人生。誰能把主恢復中解開的真理
帶給他們呢？誰能解答他們生存之意
義的疑惑呢？求這位莊稼的主催趕更
多的工人，前來收割祂的莊稼。主在
數世紀前在這裏得着一批愛祂、尋求
祂的信徒，我們深信今日還要在這地
得着一班得勝者，作祂在各城市剛強
明亮的見證，好迎接祂的回來！

至有弟兄打趣說道，週週來小排的原
因乃是因為飯菜好喫，天天來喫也願
意。這話使姊妹很得鼓勵。

經歷新人，建造身體

在弗萊堡的召會是由許多國籍的
聖徒所組成，包括德國本地、波蘭、
俄籍、巴西及亞洲等，因此在配搭過
程 中 ， 時 常 被 主 暴 露 我 們 的 『 攙
雜』。不僅活出、觀念、生活模式受
所屬之文化背景的影響，我們也常用
已過召會生活的經歷，來評斷當地召
會生活該如何往前。但這些若取代了
基督自己，將會使身體失去和諧，也
不蒙主祝福。

『在此並沒有希利尼人和猶太
人、…，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
之內。』在新人裏只有基督是一切！
為此我們常操練否認己，學習凡事交
通，並讓基督居首位作一切，藉此就
能經歷並顧到身體的平安，而在身體
中和諧一致地配搭。感謝主，藉着召
會生活中實際的配搭，擴大我們的度
量，叫我們更加珍賞召會是一個新
人。願主藉着聖徒們在身體裏的配搭
交通，叫身體漸漸長大，以致在愛裏
把自己建造起來。

答應呼召，承接託付

在全時間訓練的課程中，藉着教
師們的開啟，使我們認識自十六世紀
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改教運
動以來，主的恢復在歐洲行動的軌
迹。主使用德國有二個世紀之久，在
這裏得着了一批愛祂、尋求祂的聖
徒，包括路德馬丁、史賓奈（Philipp 
Jakob Spener）、富朗開（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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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美地，宣揚福音       

二○○九年二月，我們到了主為
我 們 所 豫 備 的 美 地 ─ 弗 萊 堡
（Freiburg）。這是個位於德國西南
部的大學城，人口約有二十萬，學生
人數多達三萬。當地沒有我們中間的
聖徒，我們就照着負擔，堅定的把家
打開，邀約當地青年人來同讀聖經，
認識新約的職事。

一日下午，我們同心禱告之後，
決定到附近公園裏接觸人。我們手裏
拿着福音單張，心裏卻是忐忑不安；
好不容易鼓起勇氣向一位德國男士遞
上一張『人生的奧祕』的福音單張，
對方卻冷冷地拒絕，當下只覺裏面福
音的熱火瞬間被澆熄了。回去後，我
們再次跪下禱告，求主在這個城市開
福音的門，並向主要在二○○九年底
之前給我們兩位一同聚集、追求主話
的德國青年人。

因着這次奉獻和神七靈的加強，
驅使我們每天在語言課程結束後，到

時常不肯否認己。在過程中，我們逐
漸摸索出語言學習的原則，乃是每天
要堅定持續的學，並要操練開口講
說。操練講說就是否認己，我們常因
怕說錯而不肯說，又因怕難就說得
少。當我們內顧自己、不肯否認己，
就漸漸不開口，德語自然無法進步。

主常光照我們，來到這裏主要的
負擔就是要接觸本地人，把高品福音
傳給他們；倘若我們德語說不好，要
如何傳講呢？要如何與人深入的談
話，進而把豐富傳輸到人裏面呢？語
言不好，幾乎是不可能做到。因此我
們鼓勵有負擔到海外開展的弟兄姊
妹，一定要把語言學好，不然很難在
海外為主所用。

擴大度量，得着加力

中國人是最講究『喫』的民族，
對『喫』的講究幾已成為文化和血輪
的一部分。臺灣菜餚不僅美味，也有
豐富的食材，這使我們更不易適應歐
陸的飲食習慣。在這裏，人們晚餐僅
以麵包或沙拉、馬鈴薯果腹；沒有新
鮮的海鮮，也沒有百樣的蔬果。若是
選擇外出用餐，不僅花費高且分量
少，隨意點餐就要七、八歐元（不含
小費）。

 我們在德國生活，張羅飯食因此
成了姊妹生活中的重要功課。起初還
覺得新鮮，長期下來卻是苦不堪言，
因此特別需要有司提反的靈，也就是
剛強的靈和犧牲奉獻的靈。在豫備小
排愛筵時，姊妹操練隨時禱告聯於
主，藉着呼求主名、聽信息並唱詩來
享受主，主就不斷擴大她的度量。甚

弗萊堡大學的學生餐廳門口接觸學
生。我們向主禱告，每天都要拿到一
個學生的e-mail纔離開。那段日子真
是經歷『你們中間，若有兩個人在地
上，在他們所求的任何事上和諧一
致，他們無論求甚麼，都必從我在諸
天之上的父得着成全。』（太十八
19。）主將願意留下通訊資料的學生
帶到我們面前，幾週下來便累積好些
名單，我們就寄信邀約這些學生參加
讀經小組。

開家牧養，基督增長       

感謝主，祂是信實的，祂從不誤
事。這樣傳福音幾個月後，主就把兩
位德國青年弟兄帶到讀經的聚集中。
一開始我們真是恐懼戰兢，不知該如
何經營這個讀經小組：一面擔心所豫
備的中國菜不合他們胃口，一面又擔
心我們德語不流暢，加上有限的英語
和種族文化的隔閡，會使他們不願再
來了。但主提醒我們，只需忠信地將
職事話語供應給人，祂自然會在人心
裏作工。

 同時，主藉着身體上的肢體豐富
地供應、加強我們。在讀經小組剛開
始的兩三個月內，有近十位聖徒從各
地來看望我們；每一次有聖徒來，都
給這兩位德國青年極大的震撼和屬靈
益處。他們發現原來在全地竟有一班
『瘋狂』愛主的基督徒。我們深信，
是主聽了各地聖徒們的禱告，堅定祂
在這地的見證。

 往後的日子，主繼續把敞開的聖
徒們加給我們，我們真是寶貝他們的

輛七人座的福音車，使我們不僅可以
在主日全家出門，還可以邀約當地聖
徒一同前往斯圖加特相調。我們迫切
要把弗萊堡的聖徒們更多帶到身體的
聚集裏，好使他們在身體裏接受牧
養，看見基督身體的榮美。感謝主聽
我們的禱告，因着接送的服事，這裏
的聖徒們能一同有分特會和相調聚
集。

參加特會，向主絕對

在歐洲工作收入高，每月的開銷
也非常可觀；光是必需的花費如房
租、保險等就占去收入的五分之四。
在歐洲，每年有三至四次在各地的例
行特會；但因着交通及住宿費用昂
貴，有時一次特會兩個人共要花費約
五百歐元，實在令人卻步。在這裏，
參加特會就像我們在臺灣出代價到美
國參加特會訓練一樣。有時我們也想
把錢存起來為着日後所需，但主總是
得勝的，祂自己常施情吸引，感動我
們出代價來跟隨祂。

 這真的是主的憐憫，使我們不被
錢財及許多物質的享樂所霸佔。特別
是在西歐，人們生活安逸奢華，我們
活在其中很容易隨着世代潮流起貪
念，購買一些想要卻未必需要的物
品。藉着操練出代價參加特會，主訓
練我們在錢財的事上讓祂經過，也把
我們從這世代分別出來，作相反的見
證！

翻掉個性，學習外語

在這裏，最受苦的事可說是學習
語言。我們一面感歎年輕時沒有好好
學習，一面也看見自己性格的缺失，

同在。其中一位寶愛這職事的德國老
弟兄（今年他已經八十一歲了）見
證，他若早一點認識倪柝聲弟兄和李
常受弟兄，便不會浪費幾十年的光
陰，在其他團體中尋尋覓覓。所以我
們能生在主的恢復裏，是神何等的憐
憫！ 

最叫我們喜樂的是，藉着讀經小
組的追求，聖徒們裏面的基督逐漸加
多、增長。有次排聚集中，我們讀到
創世記中雅各的夢，看見神需要一個
家，好在地上得着安息。在小排結束
的禱告中，聖徒都願意把自己奉獻給
主，為着神家的建造；那天晚上我們
好像禱告到天上去了！我們見證，主
藉着這些親愛的聖徒鼓勵我們，因他
們就是我們的榮耀、喜樂和冠冕！

看見身體，切慕聚集

 二○○九年全德語區特會之後，
我們從主領受負擔，要出代價有分於
臨近城市的擘餅聚集；因此每個主日
早晨，我們六點之前就出門，搭乘火
車到離弗萊堡約三個半鐘頭車程的斯
圖加特（Stuttgart）參加擘餅聚集，
會後再搭四小時的火車回家。因着舟
車勞頓，回程途中身體常感疲倦，但
靈裏總有說不出的喜樂。我們就這樣
每週到斯圖加特聚會，持續了一年
多。現在回想起來，真覺是主的恩
典，在我們裏面加強、供應我們。

 二○一一年底，我們從臺灣再回
到弗萊堡。因着多了一個寶寶，我們
不能再像已往那樣隨意往來斯圖加
特。但主藉着身體的交通，豫備了一

已過幾年間，主一直把歐洲開展
的負擔放在我們裏面；雖然不知道該
去那裏，甚麼時候去，要怎麼去，但
我們操練忠信地將這負擔一再禱告在
祂面前。二○○八年夏季訓練期間，
在一個為着歐洲和美國中西部開展的
特別交通中，我們同着許多青年聖
徒，再次更新的奉獻自己，將海外開
展的心願擺在身體中。

當我們回國時，主成就祂的應
許：申請的德國研究工作通過了。主
在祂的主宰中豫備了一切！回顧這段
在德國近四年的日子，裏面實在敬拜
主，祂是牧養我們一生直到如今的那
一位。主的憐憫，使我們這個家能有
分祂在歐洲的行動。

 去德國之前，主先帶我們到安那
翰（Anaheim）參加一期的歐洲移民
訓練，不僅再次更新我們的異象，且
在真理上裝備我們。訓練卽將結束之
際，一位施訓者與我們交通說，『今
天是身體的時代，主不是要藉着屬靈
大漢作甚麼，乃是藉着身體上小小的
肢體。不要害怕，有這新約的職事和
整個基督的身體作後盾。』這段交通
給我們極大的鼓勵。讚美主！我們不
是單獨前往歐洲開展，而是在身體裏
一同爭戰！

Francke）、新生鐸夫（Count von 
Zinzendorf）等；他們將主恢復的流
一直延續下去，使主在歐洲有路往
前。然而這復興的光景卻因着仇敵的
工作和人為政治的攙雜，成了死沉的
宗教，一如啟示錄中撒狄召會的光
景：『按名是活的，其實是死的。』

  當我們在街頭發送福音單張，
看見一張張年輕的面孔魚貫而過，裏
面真向主有一個吶喊：『主阿，得着
這一代，成為轉移時代的青年人！』
他們在尋找新的事物，盼望能滿足內
心的渴求，但他們還沒找着最有價值
的人生。誰能把主恢復中解開的真理
帶給他們呢？誰能解答他們生存之意
義的疑惑呢？求這位莊稼的主催趕更
多的工人，前來收割祂的莊稼。主在
數世紀前在這裏得着一批愛祂、尋求
祂的信徒，我們深信今日還要在這地
得着一班得勝者，作祂在各城市剛強
明亮的見證，好迎接祂的回來！

至有弟兄打趣說道，週週來小排的原
因乃是因為飯菜好喫，天天來喫也願
意。這話使姊妹很得鼓勵。

經歷新人，建造身體

在弗萊堡的召會是由許多國籍的
聖徒所組成，包括德國本地、波蘭、
俄籍、巴西及亞洲等，因此在配搭過
程 中 ， 時 常 被 主 暴 露 我 們 的 『 攙
雜』。不僅活出、觀念、生活模式受
所屬之文化背景的影響，我們也常用
已過召會生活的經歷，來評斷當地召
會生活該如何往前。但這些若取代了
基督自己，將會使身體失去和諧，也
不蒙主祝福。

『在此並沒有希利尼人和猶太
人、…，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
之內。』在新人裏只有基督是一切！
為此我們常操練否認己，學習凡事交
通，並讓基督居首位作一切，藉此就
能經歷並顧到身體的平安，而在身體
中和諧一致地配搭。感謝主，藉着召
會生活中實際的配搭，擴大我們的度
量，叫我們更加珍賞召會是一個新
人。願主藉着聖徒們在身體裏的配搭
交通，叫身體漸漸長大，以致在愛裏
把自己建造起來。

答應呼召，承接託付

在全時間訓練的課程中，藉着教
師們的開啟，使我們認識自十六世紀
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改教運
動以來，主的恢復在歐洲行動的軌
迹。主使用德國有二個世紀之久，在
這裏得着了一批愛祂、尋求祂的聖
徒，包括路德馬丁、史賓奈（Philipp 
Jakob Spener）、富朗開（August 



踏上美地，宣揚福音       

二○○九年二月，我們到了主為
我 們 所 豫 備 的 美 地 ─ 弗 萊 堡
（Freiburg）。這是個位於德國西南
部的大學城，人口約有二十萬，學生
人數多達三萬。當地沒有我們中間的
聖徒，我們就照着負擔，堅定的把家
打開，邀約當地青年人來同讀聖經，
認識新約的職事。

一日下午，我們同心禱告之後，
決定到附近公園裏接觸人。我們手裏
拿着福音單張，心裏卻是忐忑不安；
好不容易鼓起勇氣向一位德國男士遞
上一張『人生的奧祕』的福音單張，
對方卻冷冷地拒絕，當下只覺裏面福
音的熱火瞬間被澆熄了。回去後，我
們再次跪下禱告，求主在這個城市開
福音的門，並向主要在二○○九年底
之前給我們兩位一同聚集、追求主話
的德國青年人。

因着這次奉獻和神七靈的加強，
驅使我們每天在語言課程結束後，到

時常不肯否認己。在過程中，我們逐
漸摸索出語言學習的原則，乃是每天
要堅定持續的學，並要操練開口講
說。操練講說就是否認己，我們常因
怕說錯而不肯說，又因怕難就說得
少。當我們內顧自己、不肯否認己，
就漸漸不開口，德語自然無法進步。

主常光照我們，來到這裏主要的
負擔就是要接觸本地人，把高品福音
傳給他們；倘若我們德語說不好，要
如何傳講呢？要如何與人深入的談
話，進而把豐富傳輸到人裏面呢？語
言不好，幾乎是不可能做到。因此我
們鼓勵有負擔到海外開展的弟兄姊
妹，一定要把語言學好，不然很難在
海外為主所用。

擴大度量，得着加力

中國人是最講究『喫』的民族，
對『喫』的講究幾已成為文化和血輪
的一部分。臺灣菜餚不僅美味，也有
豐富的食材，這使我們更不易適應歐
陸的飲食習慣。在這裏，人們晚餐僅
以麵包或沙拉、馬鈴薯果腹；沒有新
鮮的海鮮，也沒有百樣的蔬果。若是
選擇外出用餐，不僅花費高且分量
少，隨意點餐就要七、八歐元（不含
小費）。

 我們在德國生活，張羅飯食因此
成了姊妹生活中的重要功課。起初還
覺得新鮮，長期下來卻是苦不堪言，
因此特別需要有司提反的靈，也就是
剛強的靈和犧牲奉獻的靈。在豫備小
排愛筵時，姊妹操練隨時禱告聯於
主，藉着呼求主名、聽信息並唱詩來
享受主，主就不斷擴大她的度量。甚

弗萊堡大學的學生餐廳門口接觸學
生。我們向主禱告，每天都要拿到一
個學生的e-mail纔離開。那段日子真
是經歷『你們中間，若有兩個人在地
上，在他們所求的任何事上和諧一
致，他們無論求甚麼，都必從我在諸
天之上的父得着成全。』（太十八
19。）主將願意留下通訊資料的學生
帶到我們面前，幾週下來便累積好些
名單，我們就寄信邀約這些學生參加
讀經小組。

開家牧養，基督增長       

感謝主，祂是信實的，祂從不誤
事。這樣傳福音幾個月後，主就把兩
位德國青年弟兄帶到讀經的聚集中。
一開始我們真是恐懼戰兢，不知該如
何經營這個讀經小組：一面擔心所豫
備的中國菜不合他們胃口，一面又擔
心我們德語不流暢，加上有限的英語
和種族文化的隔閡，會使他們不願再
來了。但主提醒我們，只需忠信地將
職事話語供應給人，祂自然會在人心
裏作工。

 同時，主藉着身體上的肢體豐富
地供應、加強我們。在讀經小組剛開
始的兩三個月內，有近十位聖徒從各
地來看望我們；每一次有聖徒來，都
給這兩位德國青年極大的震撼和屬靈
益處。他們發現原來在全地竟有一班
『瘋狂』愛主的基督徒。我們深信，
是主聽了各地聖徒們的禱告，堅定祂
在這地的見證。

 往後的日子，主繼續把敞開的聖
徒們加給我們，我們真是寶貝他們的

輛七人座的福音車，使我們不僅可以
在主日全家出門，還可以邀約當地聖
徒一同前往斯圖加特相調。我們迫切
要把弗萊堡的聖徒們更多帶到身體的
聚集裏，好使他們在身體裏接受牧
養，看見基督身體的榮美。感謝主聽
我們的禱告，因着接送的服事，這裏
的聖徒們能一同有分特會和相調聚
集。

參加特會，向主絕對

在歐洲工作收入高，每月的開銷
也非常可觀；光是必需的花費如房
租、保險等就占去收入的五分之四。
在歐洲，每年有三至四次在各地的例
行特會；但因着交通及住宿費用昂
貴，有時一次特會兩個人共要花費約
五百歐元，實在令人卻步。在這裏，
參加特會就像我們在臺灣出代價到美
國參加特會訓練一樣。有時我們也想
把錢存起來為着日後所需，但主總是
得勝的，祂自己常施情吸引，感動我
們出代價來跟隨祂。

 這真的是主的憐憫，使我們不被
錢財及許多物質的享樂所霸佔。特別
是在西歐，人們生活安逸奢華，我們
活在其中很容易隨着世代潮流起貪
念，購買一些想要卻未必需要的物
品。藉着操練出代價參加特會，主訓
練我們在錢財的事上讓祂經過，也把
我們從這世代分別出來，作相反的見
證！

翻掉個性，學習外語

在這裏，最受苦的事可說是學習
語言。我們一面感歎年輕時沒有好好
學習，一面也看見自己性格的缺失，

同在。其中一位寶愛這職事的德國老
弟兄（今年他已經八十一歲了）見
證，他若早一點認識倪柝聲弟兄和李
常受弟兄，便不會浪費幾十年的光
陰，在其他團體中尋尋覓覓。所以我
們能生在主的恢復裏，是神何等的憐
憫！ 

最叫我們喜樂的是，藉着讀經小
組的追求，聖徒們裏面的基督逐漸加
多、增長。有次排聚集中，我們讀到
創世記中雅各的夢，看見神需要一個
家，好在地上得着安息。在小排結束
的禱告中，聖徒都願意把自己奉獻給
主，為着神家的建造；那天晚上我們
好像禱告到天上去了！我們見證，主
藉着這些親愛的聖徒鼓勵我們，因他
們就是我們的榮耀、喜樂和冠冕！

看見身體，切慕聚集

 二○○九年全德語區特會之後，
我們從主領受負擔，要出代價有分於
臨近城市的擘餅聚集；因此每個主日
早晨，我們六點之前就出門，搭乘火
車到離弗萊堡約三個半鐘頭車程的斯
圖加特（Stuttgart）參加擘餅聚集，
會後再搭四小時的火車回家。因着舟
車勞頓，回程途中身體常感疲倦，但
靈裏總有說不出的喜樂。我們就這樣
每週到斯圖加特聚會，持續了一年
多。現在回想起來，真覺是主的恩
典，在我們裏面加強、供應我們。

 二○一一年底，我們從臺灣再回
到弗萊堡。因着多了一個寶寶，我們
不能再像已往那樣隨意往來斯圖加
特。但主藉着身體的交通，豫備了一

已過幾年間，主一直把歐洲開展
的負擔放在我們裏面；雖然不知道該
去那裏，甚麼時候去，要怎麼去，但
我們操練忠信地將這負擔一再禱告在
祂面前。二○○八年夏季訓練期間，
在一個為着歐洲和美國中西部開展的
特別交通中，我們同着許多青年聖
徒，再次更新的奉獻自己，將海外開
展的心願擺在身體中。

當我們回國時，主成就祂的應
許：申請的德國研究工作通過了。主
在祂的主宰中豫備了一切！回顧這段
在德國近四年的日子，裏面實在敬拜
主，祂是牧養我們一生直到如今的那
一位。主的憐憫，使我們這個家能有
分祂在歐洲的行動。

 去德國之前，主先帶我們到安那
翰（Anaheim）參加一期的歐洲移民
訓練，不僅再次更新我們的異象，且
在真理上裝備我們。訓練卽將結束之
際，一位施訓者與我們交通說，『今
天是身體的時代，主不是要藉着屬靈
大漢作甚麼，乃是藉着身體上小小的
肢體。不要害怕，有這新約的職事和
整個基督的身體作後盾。』這段交通
給我們極大的鼓勵。讚美主！我們不
是單獨前往歐洲開展，而是在身體裏
一同爭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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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ke）、新生鐸夫（Count von 
Zinzendorf）等；他們將主恢復的流
一直延續下去，使主在歐洲有路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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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按名是活的，其實是死的。』

  當我們在街頭發送福音單張，
看見一張張年輕的面孔魚貫而過，裏
面真向主有一個吶喊：『主阿，得着
這一代，成為轉移時代的青年人！』
他們在尋找新的事物，盼望能滿足內
心的渴求，但他們還沒找着最有價值
的人生。誰能把主恢復中解開的真理
帶給他們呢？誰能解答他們生存之意
義的疑惑呢？求這位莊稼的主催趕更
多的工人，前來收割祂的莊稼。主在
數世紀前在這裏得着一批愛祂、尋求
祂的信徒，我們深信今日還要在這地
得着一班得勝者，作祂在各城市剛強
明亮的見證，好迎接祂的回來！

至有弟兄打趣說道，週週來小排的原
因乃是因為飯菜好喫，天天來喫也願
意。這話使姊妹很得鼓勵。

經歷新人，建造身體

在弗萊堡的召會是由許多國籍的
聖徒所組成，包括德國本地、波蘭、
俄籍、巴西及亞洲等，因此在配搭過
程 中 ， 時 常 被 主 暴 露 我 們 的 『 攙
雜』。不僅活出、觀念、生活模式受
所屬之文化背景的影響，我們也常用
已過召會生活的經歷，來評斷當地召
會生活該如何往前。但這些若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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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在新人裏只有基督是一切！
為此我們常操練否認己，學習凡事交
通，並讓基督居首位作一切，藉此就
能經歷並顧到身體的平安，而在身體
中和諧一致地配搭。感謝主，藉着召
會生活中實際的配搭，擴大我們的度
量，叫我們更加珍賞召會是一個新
人。願主藉着聖徒們在身體裏的配搭
交通，叫身體漸漸長大，以致在愛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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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以來，主的恢復在歐洲行動的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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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宗義弟兄 殷徐梓紋姊妹訪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