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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開展報導
目前在南非有十處地方召會，聚

會總人數約為四百人。衣索比亞共有
十八處召會，約七百位聖徒；迦納約
有五百位聖徒。另外，在奈及利亞
（Nigeria）也有開展，但因治安不
是很好，限制了福音的工作；尚比亞
（ Z a m b i a ） 和 辛 巴 威
（Zimbabwe）經濟雖不穩定，但今
年各有兩對夫婦去開展。這些國家當
中，南非的生活水準最高，物價也很
高，住宿費用甚至比美國更昂貴。目
前工作的中心，是每年三月和九月在
南非首都普勒托利亞（Pretoria）的
兩次職事性特會。

主話擴長門徒增

       宗教脫離奧秘陳

當我們作學生工作時，主也把在
職聖徒加進來。那時有位牧師講道，
提到恢復本聖經很好用，可是很難
買，據他所知只有一個地方－就是我
們的書房－可以買到。於是，他就把
我的電話號碼給說出來；他的話語被
人錄下來，後來又複製在光碟上，資
訊就流傳開來了。有個團體聽到這個
消息，要向我訂三十本恢復本聖經，
我卻不一次全部賣他，限制每人只能
購買三本，甚至要買聖經還得預約；
這是為着接觸人。若僅僅一手交錢，
一手交貨，那太簡單了，也不能實際
的接觸人。我們把握機會，好好跟人
談話，留名字，留電話，談談他對主
有什麼看法。這樣作，就得了很多
人。我們談完這一人，再和下一人介
紹聖經。藉著這樣一個一個地接觸，
我們在兩年內賣了一千五百本新舊約
聖經恢復版含註解，也成立了許多讀
經小組（Recovery-version Study 
Group，RSG）。

讀經小組多起來，我們卻沒有那
麼多服事者應付需要；我們只有六個
人配搭，真是供不應求，有作不完的
工。因此，他們常是找齊了五個人或
八個人，就自己開始讀，隨便抓一卷
書就讀，讀錯了就讀錯了。因此，我
們現在很需要全時間服事者前來配
搭。有心配搭的人，要先被構成，而
且要會講英文。雖然這裏有本地話，
但我們並不強調使用本地話，都是用
英文。目前人數最多的讀經小組是在
週二晚間，沒有愛筵，也不流行愛
筵。人就簡單帶著聖經來，一同追求

看見異象同合一

       解開真理放光明

我本來在台南服事。當時有聖徒
去南非做生意，發現那裏的召會生活
受消極事物的影響，偏離了使徒的教
訓。這位聖徒回到了台灣，就和弟兄
們交通那裏的難處和需要。於是，我
便在身體的交通中前去南非服事，這
一去就是十八年。弟兄們告訴我，要
去，就要像一粒麥子埋在那裏。在南
非服事的頭三年，我先適應環境，直
到第五年服事纔有些結果。進展雖
慢，當地聖徒的心卻得着安慰，因他
們看見我是在那裏和他們一起生活，
一起服事。我也在書房賣聖經，常有
聖徒聽了我對恢復本聖經的介紹就流
眼淚，因為他們摸着主話中的亮光。
他們不是在意我英文講得好或不好，
語言並不是他們所關注的焦點，他們
渴慕的是真理的亮光。

這些年間，南非眾召會的蒙恩可
從召會光景和事奉兩面來說。在召會
光景方面，聖徒們因着看見相同異象
而得着加強。我剛到南非時，聖徒們
因為離開這分職事的異象與供應，對
於開展沒有甚麼信心；所以我們起頭
先不注重人數，而是先從異象作起，
幫助聖徒看見這分時代的職事。當聖
徒們能在同一異象裏同心合意，自然
就帶進祝福，人數加增。首都普勒托
利亞的聚會人數，由二○○七年的七
十人，繁增迄今有二百三十人聚會；
主恩待我們，這五年來，週週都有新
人加進來！非洲是以黑人為主，但我
們得了很多白人。在事奉上，我們除
了幫助聖徒進入職事，這幾年還注重
得青年人；這是召會往前的方向與動

在我家門前搭帳篷，睡睡袋，自己作
菜，輪流用廁所，凡事都自己來。我
家只有一間浴室，而且當時我姊妹懷
孕，他們就問我姊妹甚麼時候要用浴
室？我說七點，他們就從凌晨四點開
始排隊，輪流使用浴室，七點之後就
不用了。一天早上起來，我看他們一
手拿毛巾、一手拿聖經，排隊等着要
用浴室，我就跟主禱告，求主開路，
不能一直讓他們這樣住帳棚、睡睡
袋。

我禱告了五年，終於有一天，會
所原址被拆掉；蓋起一棟新的大樓，
這是主豫備的。當大樓蓋好時，還沒
有開辦全時間訓練，又經過八年，普
勒托利亞全時間訓練（Ful l- t ime 
Training in Pretoria，FTTP）纔在二
○一三年開辦。第一期訓練先向着南
非召會的青年人發出呼聲，有十三位
弟兄姊妹報名參訓，現在也接受非洲
其他國家的報名，但因著訓練中心空
間有限，只得限制報名人數。

在已過的年間，那些暑假來搭帳
篷、追求聖經的學生中，有很多都去
美 國 安 那 翰 參 加 了 全 時 間 訓 練
（Full-time Training in Anaheim，
FTTA）；他們結訓後回到南非，現
在和我一同配搭學生工作，也有些人
服事訓練中心。我們在主恢復當中服
事學生的原則，乃是得一個就成全一
個，然後再鼓勵他們參加全時間訓
練，使他們成為合乎主人使用的貴重
器皿。

力。當我們藉着主恢復中的文字，幫
助人認識這時代性的職事，以得學生
新人時，主也將在職聖徒加給我們。
然而，因着新人們多有基督教背景，
所以我們並不提倪柝聲或李常受，以
免有人因為曾經接受不正確的資訊而
向我們關閉，我們只需要打開聖經，
逐章逐卷地向他們解開聖經。

吹響號角得青年

       愛慕主話受成全

關於藉着文字工作得着青年人，
我要更詳細地說到我們的蒙恩。二
○○○年左右，有一天有位大學生打
電話到書房來，表明要買『有解釋』
的聖經。我跟他說，『我知道你的意
思，我這裡有你要的聖經。今天週
五，你週日再來。』但他等不及，當
天就和另外三位同學一同到書房。本
來只有一位同學打算要買聖經，但聽
過我們的介紹之後，四位同學都決定
要買恢復本聖經，又買了許多其他的
書報。

有趣的是，其中一本書報是神的
經營（God’s Economy）。我說這
是一本好書，他們就接受了；但他們
之所以對這本書有興趣，是因為學生
沒有錢，想知道神怎樣叫人經營賺
錢。他們都是基督徒，我們也邀請他
們參加聚會；後來，我每週五晚上陪
他們讀聖經，從七點直到十一點，然
後他們纔坐一小時的車回家。後來他
們會自動帶其他學生來，讀經小組的
人數越來越多。

在二○○○年的暑假，他們有十
八位學生來找我，問我能不能在暑假
陪他們讀聖經？後來這十八位學生就

非洲民情及開展概況

非洲人在價值觀、文化等諸多方
面都和臺灣人有巨大差異。因生活水
平低，大多數人只看眼前、只顧當
天。在歷史上，非洲人受歐洲人的影
響深遠，造成他們有明顯的自卑感，
覺得自己低人一等，一生的定命就是
要為別人作工，接受別人的幫助。但
反過來說，由於覺得自己能力不足，
作不了甚麼事，反而比較願意投靠
神，例如南非登記在案的基督徒人數
可達全國人口的七至八成，許多人是
一面信主、一面拜偶像，這就是他們
所謂的『投靠神』。他們很迷信，相
信許多神祇，有偶像就拜。

目前主的恢復在非洲有幾處開展
較 深 入 的 國 家 ， 包 括 衣 索 比 亞
（Ethiopia）、迦納（Ghana）、和
南非（South Africa）。這三地召會
的開展已有一段歷史，因此規模較
大，人數較穩定。三地的地理位置恰
成一三角形，搭飛機來往各約六小
時。因機票昂貴－從南非到衣索匹亞
的票價與從台灣到名古屋的票價相
同，使得這三處召會較少在開展上一
起行動。整個非洲大陸，以衣索比亞
和迦納兩國連線為分界，連線以北是
以回教信仰為主，以南則以基督徒為
主；天主教徒人數並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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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行動在非洲－南非、迦納開展報導

打『預防針』。曾有一位弟兄的母親
反對他與我們一同聚會，他卻和母親
說，『我跟這些人在一起，我就更愛
主、更愛聖經；如果這是邪教，我寧
願參加這個邪教。』這位弟兄正是因
為看見，而與主站在一起！

維持喜樂話靈禱
       持續澆奠新酒盈

在服事中要維持喜樂，秘訣乃是
話、靈、禱。全時間事奉主的人，需
要裝備儲存的話和時代性職事的話，
前者如生命讀經，讓我們有深厚的基
本構成後者如主藉弟兄們所釋放時代
性的話，則使我們有服事的動力。在
南非，全時間服事者每早上都來在一
起共同追求，深入的追求使我們被話
構成。另外，我們也有許多禱告，出
去接觸人時就會對人有負擔、有興
趣。

一如二○一三年春季長老及負責
弟兄訓練信息中所提到的，當我們藉
着經歷基督作出產酒的葡萄樹，並藉
着被祂這新酒充滿，我們就能在祂裏
面並同着祂成爲奠祭，使神和人喜
樂。奠祭是酒加在基本的祭上，就是
聖徒們的信；而保羅作為奠祭加在信
徒的信心上，就是他勞苦中的喜樂。
在腓立比的信徒使保羅這酒有地方澆
奠。他怎樣成為腓立比人的奠祭而喜
樂，聖徒們也照樣是我們的喜樂。有
些人服事到後來沒有信徒，沒有人成
為他的喜樂他的酒就沒地方奠，他的
服事就枯乾了。

此外，我們自己要對話有胃口，
弟兄姊妹們才會跟着有胃口。這裏的
聖徒極其寳愛晨興聖言，每追求完一

兩個小時；很多人是這樣被帶到召會
生活裏。在二○一二年的兩週成全訓
練中，有許多在職聖徒請假來參加，
藉此他們被成全，異象更清楚。

除了聖經，我們也必須非常熟悉
主恢復中的書報，因為福音朋友和其
他基督徒團體都會來到我們的書房，
要我們介紹、推薦書報。雖然福音在
非洲相當普及，但僅止於西教士所傳
福利平安的福音，因此一般基督徒的
真理相當薄弱。我們的書房雖然小，
但人一旦進來了就不想出去，因為主
恢復中書報裏的真理亮光太豐富了。
藉著我們的傳講，人就被這職事所吸
引。

有一次，我向人介紹『亞伯拉
罕、以撒、雅各的神』一書，提到在
亞伯拉罕身上、以撒身上、雅各身
上，有記號三一神的工作。沒有人跟
他們講過這樣的話，他們一聽就感動
流淚。我們當講到約翰福音十四至十
六章，乃是啟示三一神與三部分人的
調和，人聽了心裏很有感覺，連男生
都抱著我流淚。從來沒有人告訴他
們，四福音是從四個角度描繪主耶
穌；很多人都因着我們的介紹買了恢
復本聖經。他們在聚會中聽信息就流
淚，因為亮光這麼清楚！這些真理我
們都聽習慣了，他們卻從來沒有聽
過，因此非常珍賞。

我們書房的書報不是免費贈送
的，每一本都要人自己購買，免得人
不珍惜，拿免費書報去墊床腳。人若
是不出代價而得到書報，就不會珍
惜，這和歐洲的情形大不相同。因着
有些團體對主的恢復並不友善，我們
一面讓人看見真理，一面也會替聖徒

本晨興聖言，聖徒們都問，『可不可
以再讀一次？太好了，我們想要再讀
一次！』申言聚會時，我們常要彈琴
提醒聖徒，時間到了，不能講太多，
讓別人才會分享。大家都講，並且搶
著講。這時代職事的說話，真是豐富
又有膏油！

代禱事項

我們服事的人力原本就很有限，
現在要兼顧學生工作和全時間訓練中
心，更是捉襟見肘，因此亟需眾召會
為這裏的工作禱告，並記念二○一三
年開始運作的全時間訓練中心，好使
更多青年人得救且被成全。特別要提
到的是，這裏的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四
十，使南非召會財務負擔沉重，每個
月都是憑信心往前。南非的聖徒幼
嫩，你們在身體裏的交通和代禱，是
我們不可少的扶持。

這裏服事的需求實在太大了，我
們因爲忙碌，幾乎沒有時間跟眾召會
交通，因此許多聖徒不清楚這裏的情
形。我們盼望藉着這份刊物，向眾人
傳達主的恢復在南非的近況，願主祝
福這裏的服事，能繼續往前！

                      （黃約翰弟兄訪稿）

迦納開展報導
看見榮耀異象

       跟上獨一職事

我在迦納開展一共五年多，目前
在台南市召會服事兒童專項。一九八
一年一月四日，我小學六年級的時候
在台北市召會二十會所受浸並參加兒
童聚會；到了國中，全家搬到了新
竹，和當地的大專生一起過召會生
活，當時很受清、交大學生弟兄們的
榜樣所激勵。我跟清華大一的陶國清
弟兄配搭兒童服事，每周我們都會有
一次為着兒童服事的禱告；升上了高
中，我就在學校裏面配搭小排聚會，
同時也繼續有兒童服事。跟着同伴們
一同服事、過召會生活，真是喜樂無
比。在升上大學之前，我與當時的服
事者林受恩弟兄有些交通，問他該去
念哪一所大專院校比較合適？他建議
我去台南的成功大學，因為在那裏召
會生活很好、能成全人，於是我就決
定去讀成大。我記得到了成大的第一
天，就把行李搬進了弟兄之家，於是
我整個大學生活都在弟兄之家裏受成
全。剛好陶國清弟兄也考到成大研究
所，所以我們又在一起配搭。在成大
學生中心，我跟着五、六十位清心愛
主的弟兄姊妹一同過召會生活。成大
學生中心有很好的伙食團，所以我們
每一餐都會回到學生中心喫，與同伴
之間有很好的相調。

大一的時候我就立定志向要全時
間服事主，所以每週都有固定的晨
興、家聚會、讀經、禱告、追求、叩
門、牧養、小排、主日服事，往往兩
週內就會讀完當期基本訂戶的書報。

成大弟兄之家的家風非常好，所以我
有一個非常健康的召會生活。當時的
服事者黃約翰弟兄也盡可能花時間陪
伴並成全我們。經過了四年弟兄姊妹
之家的成全後，我就去服兵役兩年，
並於一九九五年八月份正式參加全時
間訓練第七期。

當時與我一同從台南北上參訓的
弟兄有陳志峰、傅仲光、陳賢錫。同
期學員中，目前還在全時間服事的有
盧正五、翟兆平、吳東力、曾萬俊、
以及鄭天俊弟兄（目前在希臘）等
人。在訓練的第二年，我到了交通大
學弟兄之家服事；在一九九七年，我
回到台北擔任第九期訓練的輔訓。在
我受訓練的時候，劉晨曦弟兄是我們
的訓練教師。他去了迦納一趟回來，
就向我們交通非洲開展的負擔，使我
很有感覺、也把這個交通帶進禱告裏
面。在一九九七年，傅仲光弟兄先去
非洲迦納（Ghana）開展，我在一九
九九年結束輔訓的服事之後，同年八
月份也前去非洲迦納。

我會去非洲開展的原因，是因着
受訓期間劉晨曦弟兄交通在迦納的情
形，使我很受感動。我要去迦納之
前，需要通過教師們的口試，口試教
師宋高弘弟兄問我說，『你確定要到
非洲開展麼？』我說，『是的。』接
着他問我的姊妹說，『妳同意你的弟
兄到非洲開展麼？妳要跟他一起去
麼？』我的姊妹很單純地說，『阿
們。弟兄怎麼說，我就是跟隨。』其
實，我們倆並不曉得在非洲生活真是
很不容易，疾病、食物、水資源缺乏
等等都會造成生活上的難處，但是我
的姊妹與我有同樣的心願，我們並沒

書房，也將奈及利亞的書房交給當地
弟兄們服事，我們的書報在那裏推廣
得相當好。

殉道栽召會  建造成新人

 在這幾年海外開展的過程中，有
幾件事令我永生難忘。每一年四月和
十二月，Dick Taylor和李隆輝兩位弟
兄都會從美國來迦納參加特會和訓練
並訪問我們。他們都很寶愛我們這兩
個願意離開台灣到非洲開展的家；當
他們看到我們的孩子時，都很珍賞我
們向主的奉獻。我們常對他們說，其
在 這 裏 能 作 的 實 在 很 有 限 ， 但 是
Taylor弟兄卻對我們說，『你們只要
在這裏活得好就行了，因為我們的生
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我們的
生活就是一個活的見證。』這樣的交
通給我們影響很大。二ＯＯ一年十月
份，傅仲光弟兄在奈及利亞因車禍過
世，這件事對奈及利亞青年聖徒們造
成很大的震撼。他們覺得一個如此年
輕有為的弟兄，竟然為了主的緣故，
甚至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國家而犧牲生
命，他們說，『不能再讓其他國家的
弟兄姊妹為我們犧牲了，我們青年人
需要起來，擔負起主的恢復在奈及利
亞的見證。』所以他們起來，站住直
到如今。正因如此，奈及利亞當地的
負責弟兄們都相當年輕，大多在四十
歲以下，他們也仍問候傅姊妹一家平
安。誠如初期召會教父曾說的：『殉
道者的血是召會的種子。』福音不僅
是用口來傳、用生活來傳、也得用血
來傳。

我們在奈及利亞也作生命讀經的
廣播，範圍達到七個州，果效非常

有考慮那麼多。長話短說，我們就在
身體的差遣下到了非洲迦納的特馬
（Tema）。

迦納的風俗民情

 迦納治安還好，當地人對於外國
人的態度很友善，只要我們留意一下
自身安全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因此
那裏是一個安全的地方；在民生方
面，水源比較不穩定，物質上比較缺
乏，只喫的到五種蔬菜，但是土地還
算是肥沃，只要人願意去耕種就都會
有收成；在通訊方面，電話會時通時
不通，在對外聯絡主要是靠電子郵
件。在宗教上，住在南方的人有一半
以上是基督徒，並且多屬於靈恩派，
另外百分之二十是回教徒；住在北方
的人因為較靠近撒哈拉沙漠，所以有
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回教徒。迦納當地
人對於福音的接受度基本上算是高
的，但是真出代價過召會生活的人卻
不多。因為大多數的人只希望從我們
的身上取得一些好處，所以我們需要
有屬靈的辨別力，只要人對聖經和書
報沒有興趣，我們就不會再繼續接觸
他。

  關於迦納人的特質。第一，他
們相當尊敬家中長輩。若是我們得着
了一個家，這個家的第二代大多會承
繼父母的生活、繼續留在召會生活
中。第二，他們的生活步調很慢，每
天中午都休息到三點鐘，到傍晚六點
鐘就下班了，所以當地人民的快樂指
數非常高。第三，他們曾經受英國統
治，所以比較客氣，不會真誠的待
人；若是他們不喜歡你，並不會直接
的表現出來。因為他們比較會在表面

對待人，不會在愛裏說實話，所以面
臨真理的問題時，就會出現一些難
處。所以我們真的需要屬靈的辨別
力，並且讓他們知道，我們這裏只有
真理，只有基督，這樣我們纔能得着
扎實的尋求者。

凱旋行列撒香
       國度版圖開拓

 我們剛到非洲得重新適應的第一
件事，就是一切的環境，所以只能一
面仰望主、一面更新我們的奉獻。在
禱告中，我們感覺需要將這一分職事
推廣出去，所以我們在開展初期的主
要的負擔是設立迦納福音書房，一面
推廣職事，一面尋找年輕的尋求者。
當時在迦納已經有三十處的地方召
會，使用的語言是英文，所以我們必
須 從 美 國 安 那 翰 的 水 流 職 事 站
（Living Stream Ministry）進書，
並盡力把書報推廣到當地的尋求者手
中。我們也開辦生命讀經的廣播節
目，藉着廣播，得著許多尋求者主動
打電話跟我們聯絡、接觸我們，或邀
請我們去訪問他們。其實我們最主要
的負擔是，將這一分職事推廣到尋求
者手中，讓他們藉着認識這分職事而
被帶進召會生活中。

二ＯＯ一年，吳有成弟兄和林鴻
弟兄到迦納來訪問我們，並建議我們
有 一 個 家 可 以 到 迦 納 大 學
（University of Ghana）開展。所以
我 們 家 就 接 受 了 負 擔 從 特 馬
（ T e m a ） 搬 到 首 都 阿 克 拉
（Accra），並在迦納大學附近租了
一個房子，就開始一面推廣職事，一
面作學生工作。當時全迦納就只有傅

仲光弟兄跟我們兩個家在服事，傅弟
兄在特馬服事書房，而我們家在迦納
大學開展校園。

 在迦納，主要的開展方式是找到
尋求者，所以我們在當地召會都非常
看重冬、夏季錄影訓練。我們辦錄影
訓練，對聖徒的要求相當嚴格，受訓
者只要一遲到就不能進入會場。我們
也要求聖徒們操練禱、研、背、講
（Praying－Studying－Reciting－
Prophesying），這對當地人來說是
一個很大的挑戰，但是聖徒們都很能
彀接受這樣的操練。每一次錄影訓練
都是為期二十四天，用十二天看錄
影、另外用十二天用來禱、研、背、
講。雖然整個時間很長，但是聖徒們
都很樂意操練。我們在當地服事的重
點，就是辦冬、夏季錄影訓練，以及
幫助當地聖徒實行神命定之路（God 
Ordained Way）。由於他們平日生
活步調緩慢，所以事務的服事會比較
輕，但是屬靈的服事就需要特別儆醒
豫備。另外，交通並不發達，所以一
年之中只有兩次全國性的特會，並且
錄影訓練只有在特馬以及首都阿克拉
纔會有，其他地方僅有一般性的召會
生活。迦納眾召會之間相距至少都有
二、三百公里遠，而且交通費用很
貴，所以聖徒們比較出不起代價來
往，於是我們兩個服事的家只能每三
個月到半年之間到各地方召會走動相
調訪問。

我們在非洲開展後期的重點在奈
及利亞（Nigeria），因為在那裏有
兩億人口、尋求者的數目是迦納的三
十到五十倍。我們每兩個月會去一
次，在那裏推廣書報，後來我們設了

好，我們頗能藉此得着大學生。他們
對真理相當渴慕，每次我們從迦納到
奈及利亞參加特會，都會感覺到他們
的靈相當洋溢。無論晨興、禱告、小
排、主日，他們在話上的經營都是相
當豐富的，讓我們很受激勵。尤其是
青年人每周主日聚完會後不會馬上離
開會所，他們都會拿出書報來彼此交
通分享，直到下午三點鐘，他們非常
的渴慕職事的說話。當地聖徒每週二
實行禱告聚會，週三和週四是小排聚
會，週六會出外叩門傳福音，主日聚
會就操練申言，所以他們在神命定之
路的操練上作得非常扎實。

另外對我而言，海外開展最不容
易突破的，就是我旣有的文化背景。
當我到了海外，纔認識自己很受文化
的限制。若是要產生出一個新人，在
就一定得沒有猶太人、外邦人、為奴
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一切。這個
感覺只有實際在海外纔能體會的到。
我需要脫開自己的文化背景，凡是基
督以外的人、事、物都會造成建造的
攔阻。卽便是好的實行也都需要經過
主，而我們的標準就是在於職事的說
話；職事怎麼說，我們就怎麼作，就
怎麼帶領。但是相對的，對於當地聖
徒的生活習慣、觀念，我們不需要太
去改正他們，我們在這裏只供應基
督。而最大的困難就是，因為背景不
同、觀念不同外面不同而影響建造，
我們裏面的生命是一樣的，阿利路
亞。我們只要高舉基督作人位，一切
的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但是離開了
基督，就甚麼都是問題了，所以基督
與十字架是召會一切難處的解答。在
非洲這裏，我們真的可以看見一個團
體新人的雛形出現。在非洲，我們的

文化、膚色都和別人不一樣，但是我
們同有一位主，在同一個靈裏同飲於
一位靈。我一生從來沒有想過會去非
洲，但是這幾年來他們每一個新造裏
的故事都一直刻畫在我心中的深處。
我很珍賞當地的弟兄姊妹，雖然他們
明白是含的後代，是受咒詛的，但是
他們有一個尋求的心、力爭上游，一
抓住主就非常依靠。也因着外面的環
境不好，所以他們更珍惜屬靈的供
應。我們會珍賞他們、會寶愛他們，
這個愛是從主的生命而來的。當然，
他們也很寶貝我們的服事，好幾次他
們都希望我們能再回去非洲開展，但
是今天我有四個小孩子，所以還要等
一段時間纔能再回去。

我們兩夫妻剛去非洲的時候都很
年輕，我二十九歲、姊妹二十五歲，
小孩子九個月大。我很珍賞姊妹的單
純，在物質條件缺乏的情況下，她也
沒有任何問題，所以我們之間很少有
配搭的難處。只是一直以來，她都是
處於水土不服的狀態下，這一點對她
來說比較辛苦。我們在非洲只能彼此
的依靠、彼此作同伴互相扶持，所以
不大會起甚麼大爭執。反而是回到了
台灣，我纔發現常常忽畧對姊妹的照
顧，對她相當的虧欠，所以我開始重
新學習顧到姊妹的感覺。我覺得能有
分於非洲的開展，是主的憐憫。主也
給我一個最好的配搭，就是我的姊
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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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開展報導
目前在南非有十處地方召會，聚

會總人數約為四百人。衣索比亞共有
十八處召會，約七百位聖徒；迦納約
有五百位聖徒。另外，在奈及利亞
（Nigeria）也有開展，但因治安不
是很好，限制了福音的工作；尚比亞
（ Z a m b i a ） 和 辛 巴 威
（Zimbabwe）經濟雖不穩定，但今
年各有兩對夫婦去開展。這些國家當
中，南非的生活水準最高，物價也很
高，住宿費用甚至比美國更昂貴。目
前工作的中心，是每年三月和九月在
南非首都普勒托利亞（Pretoria）的
兩次職事性特會。

主話擴長門徒增

       宗教脫離奧秘陳

當我們作學生工作時，主也把在
職聖徒加進來。那時有位牧師講道，
提到恢復本聖經很好用，可是很難
買，據他所知只有一個地方－就是我
們的書房－可以買到。於是，他就把
我的電話號碼給說出來；他的話語被
人錄下來，後來又複製在光碟上，資
訊就流傳開來了。有個團體聽到這個
消息，要向我訂三十本恢復本聖經，
我卻不一次全部賣他，限制每人只能
購買三本，甚至要買聖經還得預約；
這是為着接觸人。若僅僅一手交錢，
一手交貨，那太簡單了，也不能實際
的接觸人。我們把握機會，好好跟人
談話，留名字，留電話，談談他對主
有什麼看法。這樣作，就得了很多
人。我們談完這一人，再和下一人介
紹聖經。藉著這樣一個一個地接觸，
我們在兩年內賣了一千五百本新舊約
聖經恢復版含註解，也成立了許多讀
經小組（Recovery-version Study 
Group，RSG）。

讀經小組多起來，我們卻沒有那
麼多服事者應付需要；我們只有六個
人配搭，真是供不應求，有作不完的
工。因此，他們常是找齊了五個人或
八個人，就自己開始讀，隨便抓一卷
書就讀，讀錯了就讀錯了。因此，我
們現在很需要全時間服事者前來配
搭。有心配搭的人，要先被構成，而
且要會講英文。雖然這裏有本地話，
但我們並不強調使用本地話，都是用
英文。目前人數最多的讀經小組是在
週二晚間，沒有愛筵，也不流行愛
筵。人就簡單帶著聖經來，一同追求

看見異象同合一

       解開真理放光明

我本來在台南服事。當時有聖徒
去南非做生意，發現那裏的召會生活
受消極事物的影響，偏離了使徒的教
訓。這位聖徒回到了台灣，就和弟兄
們交通那裏的難處和需要。於是，我
便在身體的交通中前去南非服事，這
一去就是十八年。弟兄們告訴我，要
去，就要像一粒麥子埋在那裏。在南
非服事的頭三年，我先適應環境，直
到第五年服事纔有些結果。進展雖
慢，當地聖徒的心卻得着安慰，因他
們看見我是在那裏和他們一起生活，
一起服事。我也在書房賣聖經，常有
聖徒聽了我對恢復本聖經的介紹就流
眼淚，因為他們摸着主話中的亮光。
他們不是在意我英文講得好或不好，
語言並不是他們所關注的焦點，他們
渴慕的是真理的亮光。

這些年間，南非眾召會的蒙恩可
從召會光景和事奉兩面來說。在召會
光景方面，聖徒們因着看見相同異象
而得着加強。我剛到南非時，聖徒們
因為離開這分職事的異象與供應，對
於開展沒有甚麼信心；所以我們起頭
先不注重人數，而是先從異象作起，
幫助聖徒看見這分時代的職事。當聖
徒們能在同一異象裏同心合意，自然
就帶進祝福，人數加增。首都普勒托
利亞的聚會人數，由二○○七年的七
十人，繁增迄今有二百三十人聚會；
主恩待我們，這五年來，週週都有新
人加進來！非洲是以黑人為主，但我
們得了很多白人。在事奉上，我們除
了幫助聖徒進入職事，這幾年還注重
得青年人；這是召會往前的方向與動

在我家門前搭帳篷，睡睡袋，自己作
菜，輪流用廁所，凡事都自己來。我
家只有一間浴室，而且當時我姊妹懷
孕，他們就問我姊妹甚麼時候要用浴
室？我說七點，他們就從凌晨四點開
始排隊，輪流使用浴室，七點之後就
不用了。一天早上起來，我看他們一
手拿毛巾、一手拿聖經，排隊等着要
用浴室，我就跟主禱告，求主開路，
不能一直讓他們這樣住帳棚、睡睡
袋。

我禱告了五年，終於有一天，會
所原址被拆掉；蓋起一棟新的大樓，
這是主豫備的。當大樓蓋好時，還沒
有開辦全時間訓練，又經過八年，普
勒托利亞全時間訓練（Ful l- t ime 
Training in Pretoria，FTTP）纔在二
○一三年開辦。第一期訓練先向着南
非召會的青年人發出呼聲，有十三位
弟兄姊妹報名參訓，現在也接受非洲
其他國家的報名，但因著訓練中心空
間有限，只得限制報名人數。

在已過的年間，那些暑假來搭帳
篷、追求聖經的學生中，有很多都去
美 國 安 那 翰 參 加 了 全 時 間 訓 練
（Full-time Training in Anaheim，
FTTA）；他們結訓後回到南非，現
在和我一同配搭學生工作，也有些人
服事訓練中心。我們在主恢復當中服
事學生的原則，乃是得一個就成全一
個，然後再鼓勵他們參加全時間訓
練，使他們成為合乎主人使用的貴重
器皿。

力。當我們藉着主恢復中的文字，幫
助人認識這時代性的職事，以得學生
新人時，主也將在職聖徒加給我們。
然而，因着新人們多有基督教背景，
所以我們並不提倪柝聲或李常受，以
免有人因為曾經接受不正確的資訊而
向我們關閉，我們只需要打開聖經，
逐章逐卷地向他們解開聖經。

吹響號角得青年

       愛慕主話受成全

關於藉着文字工作得着青年人，
我要更詳細地說到我們的蒙恩。二
○○○年左右，有一天有位大學生打
電話到書房來，表明要買『有解釋』
的聖經。我跟他說，『我知道你的意
思，我這裡有你要的聖經。今天週
五，你週日再來。』但他等不及，當
天就和另外三位同學一同到書房。本
來只有一位同學打算要買聖經，但聽
過我們的介紹之後，四位同學都決定
要買恢復本聖經，又買了許多其他的
書報。

有趣的是，其中一本書報是神的
經營（God’s Economy）。我說這
是一本好書，他們就接受了；但他們
之所以對這本書有興趣，是因為學生
沒有錢，想知道神怎樣叫人經營賺
錢。他們都是基督徒，我們也邀請他
們參加聚會；後來，我每週五晚上陪
他們讀聖經，從七點直到十一點，然
後他們纔坐一小時的車回家。後來他
們會自動帶其他學生來，讀經小組的
人數越來越多。

在二○○○年的暑假，他們有十
八位學生來找我，問我能不能在暑假
陪他們讀聖經？後來這十八位學生就

非洲民情及開展概況

非洲人在價值觀、文化等諸多方
面都和臺灣人有巨大差異。因生活水
平低，大多數人只看眼前、只顧當
天。在歷史上，非洲人受歐洲人的影
響深遠，造成他們有明顯的自卑感，
覺得自己低人一等，一生的定命就是
要為別人作工，接受別人的幫助。但
反過來說，由於覺得自己能力不足，
作不了甚麼事，反而比較願意投靠
神，例如南非登記在案的基督徒人數
可達全國人口的七至八成，許多人是
一面信主、一面拜偶像，這就是他們
所謂的『投靠神』。他們很迷信，相
信許多神祇，有偶像就拜。

目前主的恢復在非洲有幾處開展
較 深 入 的 國 家 ， 包 括 衣 索 比 亞
（Ethiopia）、迦納（Ghana）、和
南非（South Africa）。這三地召會
的開展已有一段歷史，因此規模較
大，人數較穩定。三地的地理位置恰
成一三角形，搭飛機來往各約六小
時。因機票昂貴－從南非到衣索匹亞
的票價與從台灣到名古屋的票價相
同，使得這三處召會較少在開展上一
起行動。整個非洲大陸，以衣索比亞
和迦納兩國連線為分界，連線以北是
以回教信仰為主，以南則以基督徒為
主；天主教徒人數並不多。

打『預防針』。曾有一位弟兄的母親
反對他與我們一同聚會，他卻和母親
說，『我跟這些人在一起，我就更愛
主、更愛聖經；如果這是邪教，我寧
願參加這個邪教。』這位弟兄正是因
為看見，而與主站在一起！

維持喜樂話靈禱
       持續澆奠新酒盈

在服事中要維持喜樂，秘訣乃是
話、靈、禱。全時間事奉主的人，需
要裝備儲存的話和時代性職事的話，
前者如生命讀經，讓我們有深厚的基
本構成後者如主藉弟兄們所釋放時代
性的話，則使我們有服事的動力。在
南非，全時間服事者每早上都來在一
起共同追求，深入的追求使我們被話
構成。另外，我們也有許多禱告，出
去接觸人時就會對人有負擔、有興
趣。

一如二○一三年春季長老及負責
弟兄訓練信息中所提到的，當我們藉
着經歷基督作出產酒的葡萄樹，並藉
着被祂這新酒充滿，我們就能在祂裏
面並同着祂成爲奠祭，使神和人喜
樂。奠祭是酒加在基本的祭上，就是
聖徒們的信；而保羅作為奠祭加在信
徒的信心上，就是他勞苦中的喜樂。
在腓立比的信徒使保羅這酒有地方澆
奠。他怎樣成為腓立比人的奠祭而喜
樂，聖徒們也照樣是我們的喜樂。有
些人服事到後來沒有信徒，沒有人成
為他的喜樂他的酒就沒地方奠，他的
服事就枯乾了。

此外，我們自己要對話有胃口，
弟兄姊妹們才會跟着有胃口。這裏的
聖徒極其寳愛晨興聖言，每追求完一

兩個小時；很多人是這樣被帶到召會
生活裏。在二○一二年的兩週成全訓
練中，有許多在職聖徒請假來參加，
藉此他們被成全，異象更清楚。

除了聖經，我們也必須非常熟悉
主恢復中的書報，因為福音朋友和其
他基督徒團體都會來到我們的書房，
要我們介紹、推薦書報。雖然福音在
非洲相當普及，但僅止於西教士所傳
福利平安的福音，因此一般基督徒的
真理相當薄弱。我們的書房雖然小，
但人一旦進來了就不想出去，因為主
恢復中書報裏的真理亮光太豐富了。
藉著我們的傳講，人就被這職事所吸
引。

有一次，我向人介紹『亞伯拉
罕、以撒、雅各的神』一書，提到在
亞伯拉罕身上、以撒身上、雅各身
上，有記號三一神的工作。沒有人跟
他們講過這樣的話，他們一聽就感動
流淚。我們當講到約翰福音十四至十
六章，乃是啟示三一神與三部分人的
調和，人聽了心裏很有感覺，連男生
都抱著我流淚。從來沒有人告訴他
們，四福音是從四個角度描繪主耶
穌；很多人都因着我們的介紹買了恢
復本聖經。他們在聚會中聽信息就流
淚，因為亮光這麼清楚！這些真理我
們都聽習慣了，他們卻從來沒有聽
過，因此非常珍賞。

我們書房的書報不是免費贈送
的，每一本都要人自己購買，免得人
不珍惜，拿免費書報去墊床腳。人若
是不出代價而得到書報，就不會珍
惜，這和歐洲的情形大不相同。因着
有些團體對主的恢復並不友善，我們
一面讓人看見真理，一面也會替聖徒

本晨興聖言，聖徒們都問，『可不可
以再讀一次？太好了，我們想要再讀
一次！』申言聚會時，我們常要彈琴
提醒聖徒，時間到了，不能講太多，
讓別人才會分享。大家都講，並且搶
著講。這時代職事的說話，真是豐富
又有膏油！

代禱事項

我們服事的人力原本就很有限，
現在要兼顧學生工作和全時間訓練中
心，更是捉襟見肘，因此亟需眾召會
為這裏的工作禱告，並記念二○一三
年開始運作的全時間訓練中心，好使
更多青年人得救且被成全。特別要提
到的是，這裏的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四
十，使南非召會財務負擔沉重，每個
月都是憑信心往前。南非的聖徒幼
嫩，你們在身體裏的交通和代禱，是
我們不可少的扶持。

這裏服事的需求實在太大了，我
們因爲忙碌，幾乎沒有時間跟眾召會
交通，因此許多聖徒不清楚這裏的情
形。我們盼望藉着這份刊物，向眾人
傳達主的恢復在南非的近況，願主祝
福這裏的服事，能繼續往前！

                      （黃約翰弟兄訪稿）

迦納開展報導
看見榮耀異象

       跟上獨一職事

我在迦納開展一共五年多，目前
在台南市召會服事兒童專項。一九八
一年一月四日，我小學六年級的時候
在台北市召會二十會所受浸並參加兒
童聚會；到了國中，全家搬到了新
竹，和當地的大專生一起過召會生
活，當時很受清、交大學生弟兄們的
榜樣所激勵。我跟清華大一的陶國清
弟兄配搭兒童服事，每周我們都會有
一次為着兒童服事的禱告；升上了高
中，我就在學校裏面配搭小排聚會，
同時也繼續有兒童服事。跟着同伴們
一同服事、過召會生活，真是喜樂無
比。在升上大學之前，我與當時的服
事者林受恩弟兄有些交通，問他該去
念哪一所大專院校比較合適？他建議
我去台南的成功大學，因為在那裏召
會生活很好、能成全人，於是我就決
定去讀成大。我記得到了成大的第一
天，就把行李搬進了弟兄之家，於是
我整個大學生活都在弟兄之家裏受成
全。剛好陶國清弟兄也考到成大研究
所，所以我們又在一起配搭。在成大
學生中心，我跟着五、六十位清心愛
主的弟兄姊妹一同過召會生活。成大
學生中心有很好的伙食團，所以我們
每一餐都會回到學生中心喫，與同伴
之間有很好的相調。

大一的時候我就立定志向要全時
間服事主，所以每週都有固定的晨
興、家聚會、讀經、禱告、追求、叩
門、牧養、小排、主日服事，往往兩
週內就會讀完當期基本訂戶的書報。

成大弟兄之家的家風非常好，所以我
有一個非常健康的召會生活。當時的
服事者黃約翰弟兄也盡可能花時間陪
伴並成全我們。經過了四年弟兄姊妹
之家的成全後，我就去服兵役兩年，
並於一九九五年八月份正式參加全時
間訓練第七期。

當時與我一同從台南北上參訓的
弟兄有陳志峰、傅仲光、陳賢錫。同
期學員中，目前還在全時間服事的有
盧正五、翟兆平、吳東力、曾萬俊、
以及鄭天俊弟兄（目前在希臘）等
人。在訓練的第二年，我到了交通大
學弟兄之家服事；在一九九七年，我
回到台北擔任第九期訓練的輔訓。在
我受訓練的時候，劉晨曦弟兄是我們
的訓練教師。他去了迦納一趟回來，
就向我們交通非洲開展的負擔，使我
很有感覺、也把這個交通帶進禱告裏
面。在一九九七年，傅仲光弟兄先去
非洲迦納（Ghana）開展，我在一九
九九年結束輔訓的服事之後，同年八
月份也前去非洲迦納。

我會去非洲開展的原因，是因着
受訓期間劉晨曦弟兄交通在迦納的情
形，使我很受感動。我要去迦納之
前，需要通過教師們的口試，口試教
師宋高弘弟兄問我說，『你確定要到
非洲開展麼？』我說，『是的。』接
着他問我的姊妹說，『妳同意你的弟
兄到非洲開展麼？妳要跟他一起去
麼？』我的姊妹很單純地說，『阿
們。弟兄怎麼說，我就是跟隨。』其
實，我們倆並不曉得在非洲生活真是
很不容易，疾病、食物、水資源缺乏
等等都會造成生活上的難處，但是我
的姊妹與我有同樣的心願，我們並沒

書房，也將奈及利亞的書房交給當地
弟兄們服事，我們的書報在那裏推廣
得相當好。

殉道栽召會  建造成新人

 在這幾年海外開展的過程中，有
幾件事令我永生難忘。每一年四月和
十二月，Dick Taylor和李隆輝兩位弟
兄都會從美國來迦納參加特會和訓練
並訪問我們。他們都很寶愛我們這兩
個願意離開台灣到非洲開展的家；當
他們看到我們的孩子時，都很珍賞我
們向主的奉獻。我們常對他們說，其
在 這 裏 能 作 的 實 在 很 有 限 ， 但 是
Taylor弟兄卻對我們說，『你們只要
在這裏活得好就行了，因為我們的生
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我們的
生活就是一個活的見證。』這樣的交
通給我們影響很大。二ＯＯ一年十月
份，傅仲光弟兄在奈及利亞因車禍過
世，這件事對奈及利亞青年聖徒們造
成很大的震撼。他們覺得一個如此年
輕有為的弟兄，竟然為了主的緣故，
甚至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國家而犧牲生
命，他們說，『不能再讓其他國家的
弟兄姊妹為我們犧牲了，我們青年人
需要起來，擔負起主的恢復在奈及利
亞的見證。』所以他們起來，站住直
到如今。正因如此，奈及利亞當地的
負責弟兄們都相當年輕，大多在四十
歲以下，他們也仍問候傅姊妹一家平
安。誠如初期召會教父曾說的：『殉
道者的血是召會的種子。』福音不僅
是用口來傳、用生活來傳、也得用血
來傳。

我們在奈及利亞也作生命讀經的
廣播，範圍達到七個州，果效非常

有考慮那麼多。長話短說，我們就在
身體的差遣下到了非洲迦納的特馬
（Tema）。

迦納的風俗民情

 迦納治安還好，當地人對於外國
人的態度很友善，只要我們留意一下
自身安全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因此
那裏是一個安全的地方；在民生方
面，水源比較不穩定，物質上比較缺
乏，只喫的到五種蔬菜，但是土地還
算是肥沃，只要人願意去耕種就都會
有收成；在通訊方面，電話會時通時
不通，在對外聯絡主要是靠電子郵
件。在宗教上，住在南方的人有一半
以上是基督徒，並且多屬於靈恩派，
另外百分之二十是回教徒；住在北方
的人因為較靠近撒哈拉沙漠，所以有
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回教徒。迦納當地
人對於福音的接受度基本上算是高
的，但是真出代價過召會生活的人卻
不多。因為大多數的人只希望從我們
的身上取得一些好處，所以我們需要
有屬靈的辨別力，只要人對聖經和書
報沒有興趣，我們就不會再繼續接觸
他。

  關於迦納人的特質。第一，他
們相當尊敬家中長輩。若是我們得着
了一個家，這個家的第二代大多會承
繼父母的生活、繼續留在召會生活
中。第二，他們的生活步調很慢，每
天中午都休息到三點鐘，到傍晚六點
鐘就下班了，所以當地人民的快樂指
數非常高。第三，他們曾經受英國統
治，所以比較客氣，不會真誠的待
人；若是他們不喜歡你，並不會直接
的表現出來。因為他們比較會在表面

對待人，不會在愛裏說實話，所以面
臨真理的問題時，就會出現一些難
處。所以我們真的需要屬靈的辨別
力，並且讓他們知道，我們這裏只有
真理，只有基督，這樣我們纔能得着
扎實的尋求者。

凱旋行列撒香
       國度版圖開拓

 我們剛到非洲得重新適應的第一
件事，就是一切的環境，所以只能一
面仰望主、一面更新我們的奉獻。在
禱告中，我們感覺需要將這一分職事
推廣出去，所以我們在開展初期的主
要的負擔是設立迦納福音書房，一面
推廣職事，一面尋找年輕的尋求者。
當時在迦納已經有三十處的地方召
會，使用的語言是英文，所以我們必
須 從 美 國 安 那 翰 的 水 流 職 事 站
（Living Stream Ministry）進書，
並盡力把書報推廣到當地的尋求者手
中。我們也開辦生命讀經的廣播節
目，藉着廣播，得著許多尋求者主動
打電話跟我們聯絡、接觸我們，或邀
請我們去訪問他們。其實我們最主要
的負擔是，將這一分職事推廣到尋求
者手中，讓他們藉着認識這分職事而
被帶進召會生活中。

二ＯＯ一年，吳有成弟兄和林鴻
弟兄到迦納來訪問我們，並建議我們
有 一 個 家 可 以 到 迦 納 大 學
（University of Ghana）開展。所以
我 們 家 就 接 受 了 負 擔 從 特 馬
（ T e m a ） 搬 到 首 都 阿 克 拉
（Accra），並在迦納大學附近租了
一個房子，就開始一面推廣職事，一
面作學生工作。當時全迦納就只有傅

仲光弟兄跟我們兩個家在服事，傅弟
兄在特馬服事書房，而我們家在迦納
大學開展校園。

 在迦納，主要的開展方式是找到
尋求者，所以我們在當地召會都非常
看重冬、夏季錄影訓練。我們辦錄影
訓練，對聖徒的要求相當嚴格，受訓
者只要一遲到就不能進入會場。我們
也要求聖徒們操練禱、研、背、講
（Praying－Studying－Reciting－
Prophesying），這對當地人來說是
一個很大的挑戰，但是聖徒們都很能
彀接受這樣的操練。每一次錄影訓練
都是為期二十四天，用十二天看錄
影、另外用十二天用來禱、研、背、
講。雖然整個時間很長，但是聖徒們
都很樂意操練。我們在當地服事的重
點，就是辦冬、夏季錄影訓練，以及
幫助當地聖徒實行神命定之路（God 
Ordained Way）。由於他們平日生
活步調緩慢，所以事務的服事會比較
輕，但是屬靈的服事就需要特別儆醒
豫備。另外，交通並不發達，所以一
年之中只有兩次全國性的特會，並且
錄影訓練只有在特馬以及首都阿克拉
纔會有，其他地方僅有一般性的召會
生活。迦納眾召會之間相距至少都有
二、三百公里遠，而且交通費用很
貴，所以聖徒們比較出不起代價來
往，於是我們兩個服事的家只能每三
個月到半年之間到各地方召會走動相
調訪問。

我們在非洲開展後期的重點在奈
及利亞（Nigeria），因為在那裏有
兩億人口、尋求者的數目是迦納的三
十到五十倍。我們每兩個月會去一
次，在那裏推廣書報，後來我們設了

好，我們頗能藉此得着大學生。他們
對真理相當渴慕，每次我們從迦納到
奈及利亞參加特會，都會感覺到他們
的靈相當洋溢。無論晨興、禱告、小
排、主日，他們在話上的經營都是相
當豐富的，讓我們很受激勵。尤其是
青年人每周主日聚完會後不會馬上離
開會所，他們都會拿出書報來彼此交
通分享，直到下午三點鐘，他們非常
的渴慕職事的說話。當地聖徒每週二
實行禱告聚會，週三和週四是小排聚
會，週六會出外叩門傳福音，主日聚
會就操練申言，所以他們在神命定之
路的操練上作得非常扎實。

另外對我而言，海外開展最不容
易突破的，就是我旣有的文化背景。
當我到了海外，纔認識自己很受文化
的限制。若是要產生出一個新人，在
就一定得沒有猶太人、外邦人、為奴
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一切。這個
感覺只有實際在海外纔能體會的到。
我需要脫開自己的文化背景，凡是基
督以外的人、事、物都會造成建造的
攔阻。卽便是好的實行也都需要經過
主，而我們的標準就是在於職事的說
話；職事怎麼說，我們就怎麼作，就
怎麼帶領。但是相對的，對於當地聖
徒的生活習慣、觀念，我們不需要太
去改正他們，我們在這裏只供應基
督。而最大的困難就是，因為背景不
同、觀念不同外面不同而影響建造，
我們裏面的生命是一樣的，阿利路
亞。我們只要高舉基督作人位，一切
的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但是離開了
基督，就甚麼都是問題了，所以基督
與十字架是召會一切難處的解答。在
非洲這裏，我們真的可以看見一個團
體新人的雛形出現。在非洲，我們的

文化、膚色都和別人不一樣，但是我
們同有一位主，在同一個靈裏同飲於
一位靈。我一生從來沒有想過會去非
洲，但是這幾年來他們每一個新造裏
的故事都一直刻畫在我心中的深處。
我很珍賞當地的弟兄姊妹，雖然他們
明白是含的後代，是受咒詛的，但是
他們有一個尋求的心、力爭上游，一
抓住主就非常依靠。也因着外面的環
境不好，所以他們更珍惜屬靈的供
應。我們會珍賞他們、會寶愛他們，
這個愛是從主的生命而來的。當然，
他們也很寶貝我們的服事，好幾次他
們都希望我們能再回去非洲開展，但
是今天我有四個小孩子，所以還要等
一段時間纔能再回去。

我們兩夫妻剛去非洲的時候都很
年輕，我二十九歲、姊妹二十五歲，
小孩子九個月大。我很珍賞姊妹的單
純，在物質條件缺乏的情況下，她也
沒有任何問題，所以我們之間很少有
配搭的難處。只是一直以來，她都是
處於水土不服的狀態下，這一點對她
來說比較辛苦。我們在非洲只能彼此
的依靠、彼此作同伴互相扶持，所以
不大會起甚麼大爭執。反而是回到了
台灣，我纔發現常常忽畧對姊妹的照
顧，對她相當的虧欠，所以我開始重
新學習顧到姊妹的感覺。我覺得能有
分於非洲的開展，是主的憐憫。主也
給我一個最好的配搭，就是我的姊
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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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開展報導
目前在南非有十處地方召會，聚

會總人數約為四百人。衣索比亞共有
十八處召會，約七百位聖徒；迦納約
有五百位聖徒。另外，在奈及利亞
（Nigeria）也有開展，但因治安不
是很好，限制了福音的工作；尚比亞
（ Z a m b i a ） 和 辛 巴 威
（Zimbabwe）經濟雖不穩定，但今
年各有兩對夫婦去開展。這些國家當
中，南非的生活水準最高，物價也很
高，住宿費用甚至比美國更昂貴。目
前工作的中心，是每年三月和九月在
南非首都普勒托利亞（Pretoria）的
兩次職事性特會。

主話擴長門徒增

       宗教脫離奧秘陳

當我們作學生工作時，主也把在
職聖徒加進來。那時有位牧師講道，
提到恢復本聖經很好用，可是很難
買，據他所知只有一個地方－就是我
們的書房－可以買到。於是，他就把
我的電話號碼給說出來；他的話語被
人錄下來，後來又複製在光碟上，資
訊就流傳開來了。有個團體聽到這個
消息，要向我訂三十本恢復本聖經，
我卻不一次全部賣他，限制每人只能
購買三本，甚至要買聖經還得預約；
這是為着接觸人。若僅僅一手交錢，
一手交貨，那太簡單了，也不能實際
的接觸人。我們把握機會，好好跟人
談話，留名字，留電話，談談他對主
有什麼看法。這樣作，就得了很多
人。我們談完這一人，再和下一人介
紹聖經。藉著這樣一個一個地接觸，
我們在兩年內賣了一千五百本新舊約
聖經恢復版含註解，也成立了許多讀
經小組（Recovery-version Study 
Group，RSG）。

讀經小組多起來，我們卻沒有那
麼多服事者應付需要；我們只有六個
人配搭，真是供不應求，有作不完的
工。因此，他們常是找齊了五個人或
八個人，就自己開始讀，隨便抓一卷
書就讀，讀錯了就讀錯了。因此，我
們現在很需要全時間服事者前來配
搭。有心配搭的人，要先被構成，而
且要會講英文。雖然這裏有本地話，
但我們並不強調使用本地話，都是用
英文。目前人數最多的讀經小組是在
週二晚間，沒有愛筵，也不流行愛
筵。人就簡單帶著聖經來，一同追求

看見異象同合一

       解開真理放光明

我本來在台南服事。當時有聖徒
去南非做生意，發現那裏的召會生活
受消極事物的影響，偏離了使徒的教
訓。這位聖徒回到了台灣，就和弟兄
們交通那裏的難處和需要。於是，我
便在身體的交通中前去南非服事，這
一去就是十八年。弟兄們告訴我，要
去，就要像一粒麥子埋在那裏。在南
非服事的頭三年，我先適應環境，直
到第五年服事纔有些結果。進展雖
慢，當地聖徒的心卻得着安慰，因他
們看見我是在那裏和他們一起生活，
一起服事。我也在書房賣聖經，常有
聖徒聽了我對恢復本聖經的介紹就流
眼淚，因為他們摸着主話中的亮光。
他們不是在意我英文講得好或不好，
語言並不是他們所關注的焦點，他們
渴慕的是真理的亮光。

這些年間，南非眾召會的蒙恩可
從召會光景和事奉兩面來說。在召會
光景方面，聖徒們因着看見相同異象
而得着加強。我剛到南非時，聖徒們
因為離開這分職事的異象與供應，對
於開展沒有甚麼信心；所以我們起頭
先不注重人數，而是先從異象作起，
幫助聖徒看見這分時代的職事。當聖
徒們能在同一異象裏同心合意，自然
就帶進祝福，人數加增。首都普勒托
利亞的聚會人數，由二○○七年的七
十人，繁增迄今有二百三十人聚會；
主恩待我們，這五年來，週週都有新
人加進來！非洲是以黑人為主，但我
們得了很多白人。在事奉上，我們除
了幫助聖徒進入職事，這幾年還注重
得青年人；這是召會往前的方向與動

在我家門前搭帳篷，睡睡袋，自己作
菜，輪流用廁所，凡事都自己來。我
家只有一間浴室，而且當時我姊妹懷
孕，他們就問我姊妹甚麼時候要用浴
室？我說七點，他們就從凌晨四點開
始排隊，輪流使用浴室，七點之後就
不用了。一天早上起來，我看他們一
手拿毛巾、一手拿聖經，排隊等着要
用浴室，我就跟主禱告，求主開路，
不能一直讓他們這樣住帳棚、睡睡
袋。

我禱告了五年，終於有一天，會
所原址被拆掉；蓋起一棟新的大樓，
這是主豫備的。當大樓蓋好時，還沒
有開辦全時間訓練，又經過八年，普
勒托利亞全時間訓練（Ful l- t ime 
Training in Pretoria，FTTP）纔在二
○一三年開辦。第一期訓練先向着南
非召會的青年人發出呼聲，有十三位
弟兄姊妹報名參訓，現在也接受非洲
其他國家的報名，但因著訓練中心空
間有限，只得限制報名人數。

在已過的年間，那些暑假來搭帳
篷、追求聖經的學生中，有很多都去
美 國 安 那 翰 參 加 了 全 時 間 訓 練
（Full-time Training in Anaheim，
FTTA）；他們結訓後回到南非，現
在和我一同配搭學生工作，也有些人
服事訓練中心。我們在主恢復當中服
事學生的原則，乃是得一個就成全一
個，然後再鼓勵他們參加全時間訓
練，使他們成為合乎主人使用的貴重
器皿。

力。當我們藉着主恢復中的文字，幫
助人認識這時代性的職事，以得學生
新人時，主也將在職聖徒加給我們。
然而，因着新人們多有基督教背景，
所以我們並不提倪柝聲或李常受，以
免有人因為曾經接受不正確的資訊而
向我們關閉，我們只需要打開聖經，
逐章逐卷地向他們解開聖經。

吹響號角得青年

       愛慕主話受成全

關於藉着文字工作得着青年人，
我要更詳細地說到我們的蒙恩。二
○○○年左右，有一天有位大學生打
電話到書房來，表明要買『有解釋』
的聖經。我跟他說，『我知道你的意
思，我這裡有你要的聖經。今天週
五，你週日再來。』但他等不及，當
天就和另外三位同學一同到書房。本
來只有一位同學打算要買聖經，但聽
過我們的介紹之後，四位同學都決定
要買恢復本聖經，又買了許多其他的
書報。

有趣的是，其中一本書報是神的
經營（God’s Economy）。我說這
是一本好書，他們就接受了；但他們
之所以對這本書有興趣，是因為學生
沒有錢，想知道神怎樣叫人經營賺
錢。他們都是基督徒，我們也邀請他
們參加聚會；後來，我每週五晚上陪
他們讀聖經，從七點直到十一點，然
後他們纔坐一小時的車回家。後來他
們會自動帶其他學生來，讀經小組的
人數越來越多。

在二○○○年的暑假，他們有十
八位學生來找我，問我能不能在暑假
陪他們讀聖經？後來這十八位學生就

非洲民情及開展概況

非洲人在價值觀、文化等諸多方
面都和臺灣人有巨大差異。因生活水
平低，大多數人只看眼前、只顧當
天。在歷史上，非洲人受歐洲人的影
響深遠，造成他們有明顯的自卑感，
覺得自己低人一等，一生的定命就是
要為別人作工，接受別人的幫助。但
反過來說，由於覺得自己能力不足，
作不了甚麼事，反而比較願意投靠
神，例如南非登記在案的基督徒人數
可達全國人口的七至八成，許多人是
一面信主、一面拜偶像，這就是他們
所謂的『投靠神』。他們很迷信，相
信許多神祇，有偶像就拜。

目前主的恢復在非洲有幾處開展
較 深 入 的 國 家 ， 包 括 衣 索 比 亞
（Ethiopia）、迦納（Ghana）、和
南非（South Africa）。這三地召會
的開展已有一段歷史，因此規模較
大，人數較穩定。三地的地理位置恰
成一三角形，搭飛機來往各約六小
時。因機票昂貴－從南非到衣索匹亞
的票價與從台灣到名古屋的票價相
同，使得這三處召會較少在開展上一
起行動。整個非洲大陸，以衣索比亞
和迦納兩國連線為分界，連線以北是
以回教信仰為主，以南則以基督徒為
主；天主教徒人數並不多。

打『預防針』。曾有一位弟兄的母親
反對他與我們一同聚會，他卻和母親
說，『我跟這些人在一起，我就更愛
主、更愛聖經；如果這是邪教，我寧
願參加這個邪教。』這位弟兄正是因
為看見，而與主站在一起！

維持喜樂話靈禱
       持續澆奠新酒盈

在服事中要維持喜樂，秘訣乃是
話、靈、禱。全時間事奉主的人，需
要裝備儲存的話和時代性職事的話，
前者如生命讀經，讓我們有深厚的基
本構成後者如主藉弟兄們所釋放時代
性的話，則使我們有服事的動力。在
南非，全時間服事者每早上都來在一
起共同追求，深入的追求使我們被話
構成。另外，我們也有許多禱告，出
去接觸人時就會對人有負擔、有興
趣。

一如二○一三年春季長老及負責
弟兄訓練信息中所提到的，當我們藉
着經歷基督作出產酒的葡萄樹，並藉
着被祂這新酒充滿，我們就能在祂裏
面並同着祂成爲奠祭，使神和人喜
樂。奠祭是酒加在基本的祭上，就是
聖徒們的信；而保羅作為奠祭加在信
徒的信心上，就是他勞苦中的喜樂。
在腓立比的信徒使保羅這酒有地方澆
奠。他怎樣成為腓立比人的奠祭而喜
樂，聖徒們也照樣是我們的喜樂。有
些人服事到後來沒有信徒，沒有人成
為他的喜樂他的酒就沒地方奠，他的
服事就枯乾了。

此外，我們自己要對話有胃口，
弟兄姊妹們才會跟着有胃口。這裏的
聖徒極其寳愛晨興聖言，每追求完一

兩個小時；很多人是這樣被帶到召會
生活裏。在二○一二年的兩週成全訓
練中，有許多在職聖徒請假來參加，
藉此他們被成全，異象更清楚。

除了聖經，我們也必須非常熟悉
主恢復中的書報，因為福音朋友和其
他基督徒團體都會來到我們的書房，
要我們介紹、推薦書報。雖然福音在
非洲相當普及，但僅止於西教士所傳
福利平安的福音，因此一般基督徒的
真理相當薄弱。我們的書房雖然小，
但人一旦進來了就不想出去，因為主
恢復中書報裏的真理亮光太豐富了。
藉著我們的傳講，人就被這職事所吸
引。

有一次，我向人介紹『亞伯拉
罕、以撒、雅各的神』一書，提到在
亞伯拉罕身上、以撒身上、雅各身
上，有記號三一神的工作。沒有人跟
他們講過這樣的話，他們一聽就感動
流淚。我們當講到約翰福音十四至十
六章，乃是啟示三一神與三部分人的
調和，人聽了心裏很有感覺，連男生
都抱著我流淚。從來沒有人告訴他
們，四福音是從四個角度描繪主耶
穌；很多人都因着我們的介紹買了恢
復本聖經。他們在聚會中聽信息就流
淚，因為亮光這麼清楚！這些真理我
們都聽習慣了，他們卻從來沒有聽
過，因此非常珍賞。

我們書房的書報不是免費贈送
的，每一本都要人自己購買，免得人
不珍惜，拿免費書報去墊床腳。人若
是不出代價而得到書報，就不會珍
惜，這和歐洲的情形大不相同。因着
有些團體對主的恢復並不友善，我們
一面讓人看見真理，一面也會替聖徒

本晨興聖言，聖徒們都問，『可不可
以再讀一次？太好了，我們想要再讀
一次！』申言聚會時，我們常要彈琴
提醒聖徒，時間到了，不能講太多，
讓別人才會分享。大家都講，並且搶
著講。這時代職事的說話，真是豐富
又有膏油！

代禱事項

我們服事的人力原本就很有限，
現在要兼顧學生工作和全時間訓練中
心，更是捉襟見肘，因此亟需眾召會
為這裏的工作禱告，並記念二○一三
年開始運作的全時間訓練中心，好使
更多青年人得救且被成全。特別要提
到的是，這裏的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四
十，使南非召會財務負擔沉重，每個
月都是憑信心往前。南非的聖徒幼
嫩，你們在身體裏的交通和代禱，是
我們不可少的扶持。

這裏服事的需求實在太大了，我
們因爲忙碌，幾乎沒有時間跟眾召會
交通，因此許多聖徒不清楚這裏的情
形。我們盼望藉着這份刊物，向眾人
傳達主的恢復在南非的近況，願主祝
福這裏的服事，能繼續往前！

                      （黃約翰弟兄訪稿）

迦納開展報導
看見榮耀異象

       跟上獨一職事

我在迦納開展一共五年多，目前
在台南市召會服事兒童專項。一九八
一年一月四日，我小學六年級的時候
在台北市召會二十會所受浸並參加兒
童聚會；到了國中，全家搬到了新
竹，和當地的大專生一起過召會生
活，當時很受清、交大學生弟兄們的
榜樣所激勵。我跟清華大一的陶國清
弟兄配搭兒童服事，每周我們都會有
一次為着兒童服事的禱告；升上了高
中，我就在學校裏面配搭小排聚會，
同時也繼續有兒童服事。跟着同伴們
一同服事、過召會生活，真是喜樂無
比。在升上大學之前，我與當時的服
事者林受恩弟兄有些交通，問他該去
念哪一所大專院校比較合適？他建議
我去台南的成功大學，因為在那裏召
會生活很好、能成全人，於是我就決
定去讀成大。我記得到了成大的第一
天，就把行李搬進了弟兄之家，於是
我整個大學生活都在弟兄之家裏受成
全。剛好陶國清弟兄也考到成大研究
所，所以我們又在一起配搭。在成大
學生中心，我跟着五、六十位清心愛
主的弟兄姊妹一同過召會生活。成大
學生中心有很好的伙食團，所以我們
每一餐都會回到學生中心喫，與同伴
之間有很好的相調。

大一的時候我就立定志向要全時
間服事主，所以每週都有固定的晨
興、家聚會、讀經、禱告、追求、叩
門、牧養、小排、主日服事，往往兩
週內就會讀完當期基本訂戶的書報。

成大弟兄之家的家風非常好，所以我
有一個非常健康的召會生活。當時的
服事者黃約翰弟兄也盡可能花時間陪
伴並成全我們。經過了四年弟兄姊妹
之家的成全後，我就去服兵役兩年，
並於一九九五年八月份正式參加全時
間訓練第七期。

當時與我一同從台南北上參訓的
弟兄有陳志峰、傅仲光、陳賢錫。同
期學員中，目前還在全時間服事的有
盧正五、翟兆平、吳東力、曾萬俊、
以及鄭天俊弟兄（目前在希臘）等
人。在訓練的第二年，我到了交通大
學弟兄之家服事；在一九九七年，我
回到台北擔任第九期訓練的輔訓。在
我受訓練的時候，劉晨曦弟兄是我們
的訓練教師。他去了迦納一趟回來，
就向我們交通非洲開展的負擔，使我
很有感覺、也把這個交通帶進禱告裏
面。在一九九七年，傅仲光弟兄先去
非洲迦納（Ghana）開展，我在一九
九九年結束輔訓的服事之後，同年八
月份也前去非洲迦納。

我會去非洲開展的原因，是因着
受訓期間劉晨曦弟兄交通在迦納的情
形，使我很受感動。我要去迦納之
前，需要通過教師們的口試，口試教
師宋高弘弟兄問我說，『你確定要到
非洲開展麼？』我說，『是的。』接
着他問我的姊妹說，『妳同意你的弟
兄到非洲開展麼？妳要跟他一起去
麼？』我的姊妹很單純地說，『阿
們。弟兄怎麼說，我就是跟隨。』其
實，我們倆並不曉得在非洲生活真是
很不容易，疾病、食物、水資源缺乏
等等都會造成生活上的難處，但是我
的姊妹與我有同樣的心願，我們並沒

書房，也將奈及利亞的書房交給當地
弟兄們服事，我們的書報在那裏推廣
得相當好。

殉道栽召會  建造成新人

 在這幾年海外開展的過程中，有
幾件事令我永生難忘。每一年四月和
十二月，Dick Taylor和李隆輝兩位弟
兄都會從美國來迦納參加特會和訓練
並訪問我們。他們都很寶愛我們這兩
個願意離開台灣到非洲開展的家；當
他們看到我們的孩子時，都很珍賞我
們向主的奉獻。我們常對他們說，其
在 這 裏 能 作 的 實 在 很 有 限 ， 但 是
Taylor弟兄卻對我們說，『你們只要
在這裏活得好就行了，因為我們的生
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我們的
生活就是一個活的見證。』這樣的交
通給我們影響很大。二ＯＯ一年十月
份，傅仲光弟兄在奈及利亞因車禍過
世，這件事對奈及利亞青年聖徒們造
成很大的震撼。他們覺得一個如此年
輕有為的弟兄，竟然為了主的緣故，
甚至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國家而犧牲生
命，他們說，『不能再讓其他國家的
弟兄姊妹為我們犧牲了，我們青年人
需要起來，擔負起主的恢復在奈及利
亞的見證。』所以他們起來，站住直
到如今。正因如此，奈及利亞當地的
負責弟兄們都相當年輕，大多在四十
歲以下，他們也仍問候傅姊妹一家平
安。誠如初期召會教父曾說的：『殉
道者的血是召會的種子。』福音不僅
是用口來傳、用生活來傳、也得用血
來傳。

我們在奈及利亞也作生命讀經的
廣播，範圍達到七個州，果效非常

有考慮那麼多。長話短說，我們就在
身體的差遣下到了非洲迦納的特馬
（Tema）。

迦納的風俗民情

 迦納治安還好，當地人對於外國
人的態度很友善，只要我們留意一下
自身安全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因此
那裏是一個安全的地方；在民生方
面，水源比較不穩定，物質上比較缺
乏，只喫的到五種蔬菜，但是土地還
算是肥沃，只要人願意去耕種就都會
有收成；在通訊方面，電話會時通時
不通，在對外聯絡主要是靠電子郵
件。在宗教上，住在南方的人有一半
以上是基督徒，並且多屬於靈恩派，
另外百分之二十是回教徒；住在北方
的人因為較靠近撒哈拉沙漠，所以有
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回教徒。迦納當地
人對於福音的接受度基本上算是高
的，但是真出代價過召會生活的人卻
不多。因為大多數的人只希望從我們
的身上取得一些好處，所以我們需要
有屬靈的辨別力，只要人對聖經和書
報沒有興趣，我們就不會再繼續接觸
他。

  關於迦納人的特質。第一，他
們相當尊敬家中長輩。若是我們得着
了一個家，這個家的第二代大多會承
繼父母的生活、繼續留在召會生活
中。第二，他們的生活步調很慢，每
天中午都休息到三點鐘，到傍晚六點
鐘就下班了，所以當地人民的快樂指
數非常高。第三，他們曾經受英國統
治，所以比較客氣，不會真誠的待
人；若是他們不喜歡你，並不會直接
的表現出來。因為他們比較會在表面

對待人，不會在愛裏說實話，所以面
臨真理的問題時，就會出現一些難
處。所以我們真的需要屬靈的辨別
力，並且讓他們知道，我們這裏只有
真理，只有基督，這樣我們纔能得着
扎實的尋求者。

凱旋行列撒香
       國度版圖開拓

 我們剛到非洲得重新適應的第一
件事，就是一切的環境，所以只能一
面仰望主、一面更新我們的奉獻。在
禱告中，我們感覺需要將這一分職事
推廣出去，所以我們在開展初期的主
要的負擔是設立迦納福音書房，一面
推廣職事，一面尋找年輕的尋求者。
當時在迦納已經有三十處的地方召
會，使用的語言是英文，所以我們必
須 從 美 國 安 那 翰 的 水 流 職 事 站
（Living Stream Ministry）進書，
並盡力把書報推廣到當地的尋求者手
中。我們也開辦生命讀經的廣播節
目，藉着廣播，得著許多尋求者主動
打電話跟我們聯絡、接觸我們，或邀
請我們去訪問他們。其實我們最主要
的負擔是，將這一分職事推廣到尋求
者手中，讓他們藉着認識這分職事而
被帶進召會生活中。

二ＯＯ一年，吳有成弟兄和林鴻
弟兄到迦納來訪問我們，並建議我們
有 一 個 家 可 以 到 迦 納 大 學
（University of Ghana）開展。所以
我 們 家 就 接 受 了 負 擔 從 特 馬
（ T e m a ） 搬 到 首 都 阿 克 拉
（Accra），並在迦納大學附近租了
一個房子，就開始一面推廣職事，一
面作學生工作。當時全迦納就只有傅

仲光弟兄跟我們兩個家在服事，傅弟
兄在特馬服事書房，而我們家在迦納
大學開展校園。

 在迦納，主要的開展方式是找到
尋求者，所以我們在當地召會都非常
看重冬、夏季錄影訓練。我們辦錄影
訓練，對聖徒的要求相當嚴格，受訓
者只要一遲到就不能進入會場。我們
也要求聖徒們操練禱、研、背、講
（Praying－Studying－Reciting－
Prophesying），這對當地人來說是
一個很大的挑戰，但是聖徒們都很能
彀接受這樣的操練。每一次錄影訓練
都是為期二十四天，用十二天看錄
影、另外用十二天用來禱、研、背、
講。雖然整個時間很長，但是聖徒們
都很樂意操練。我們在當地服事的重
點，就是辦冬、夏季錄影訓練，以及
幫助當地聖徒實行神命定之路（God 
Ordained Way）。由於他們平日生
活步調緩慢，所以事務的服事會比較
輕，但是屬靈的服事就需要特別儆醒
豫備。另外，交通並不發達，所以一
年之中只有兩次全國性的特會，並且
錄影訓練只有在特馬以及首都阿克拉
纔會有，其他地方僅有一般性的召會
生活。迦納眾召會之間相距至少都有
二、三百公里遠，而且交通費用很
貴，所以聖徒們比較出不起代價來
往，於是我們兩個服事的家只能每三
個月到半年之間到各地方召會走動相
調訪問。

我們在非洲開展後期的重點在奈
及利亞（Nigeria），因為在那裏有
兩億人口、尋求者的數目是迦納的三
十到五十倍。我們每兩個月會去一
次，在那裏推廣書報，後來我們設了

好，我們頗能藉此得着大學生。他們
對真理相當渴慕，每次我們從迦納到
奈及利亞參加特會，都會感覺到他們
的靈相當洋溢。無論晨興、禱告、小
排、主日，他們在話上的經營都是相
當豐富的，讓我們很受激勵。尤其是
青年人每周主日聚完會後不會馬上離
開會所，他們都會拿出書報來彼此交
通分享，直到下午三點鐘，他們非常
的渴慕職事的說話。當地聖徒每週二
實行禱告聚會，週三和週四是小排聚
會，週六會出外叩門傳福音，主日聚
會就操練申言，所以他們在神命定之
路的操練上作得非常扎實。

另外對我而言，海外開展最不容
易突破的，就是我旣有的文化背景。
當我到了海外，纔認識自己很受文化
的限制。若是要產生出一個新人，在
就一定得沒有猶太人、外邦人、為奴
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一切。這個
感覺只有實際在海外纔能體會的到。
我需要脫開自己的文化背景，凡是基
督以外的人、事、物都會造成建造的
攔阻。卽便是好的實行也都需要經過
主，而我們的標準就是在於職事的說
話；職事怎麼說，我們就怎麼作，就
怎麼帶領。但是相對的，對於當地聖
徒的生活習慣、觀念，我們不需要太
去改正他們，我們在這裏只供應基
督。而最大的困難就是，因為背景不
同、觀念不同外面不同而影響建造，
我們裏面的生命是一樣的，阿利路
亞。我們只要高舉基督作人位，一切
的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但是離開了
基督，就甚麼都是問題了，所以基督
與十字架是召會一切難處的解答。在
非洲這裏，我們真的可以看見一個團
體新人的雛形出現。在非洲，我們的

文化、膚色都和別人不一樣，但是我
們同有一位主，在同一個靈裏同飲於
一位靈。我一生從來沒有想過會去非
洲，但是這幾年來他們每一個新造裏
的故事都一直刻畫在我心中的深處。
我很珍賞當地的弟兄姊妹，雖然他們
明白是含的後代，是受咒詛的，但是
他們有一個尋求的心、力爭上游，一
抓住主就非常依靠。也因着外面的環
境不好，所以他們更珍惜屬靈的供
應。我們會珍賞他們、會寶愛他們，
這個愛是從主的生命而來的。當然，
他們也很寶貝我們的服事，好幾次他
們都希望我們能再回去非洲開展，但
是今天我有四個小孩子，所以還要等
一段時間纔能再回去。

我們兩夫妻剛去非洲的時候都很
年輕，我二十九歲、姊妹二十五歲，
小孩子九個月大。我很珍賞姊妹的單
純，在物質條件缺乏的情況下，她也
沒有任何問題，所以我們之間很少有
配搭的難處。只是一直以來，她都是
處於水土不服的狀態下，這一點對她
來說比較辛苦。我們在非洲只能彼此
的依靠、彼此作同伴互相扶持，所以
不大會起甚麼大爭執。反而是回到了
台灣，我纔發現常常忽畧對姊妹的照
顧，對她相當的虧欠，所以我開始重
新學習顧到姊妹的感覺。我覺得能有
分於非洲的開展，是主的憐憫。主也
給我一個最好的配搭，就是我的姊
妹。



南非開展報導
目前在南非有十處地方召會，聚

會總人數約為四百人。衣索比亞共有
十八處召會，約七百位聖徒；迦納約
有五百位聖徒。另外，在奈及利亞
（Nigeria）也有開展，但因治安不
是很好，限制了福音的工作；尚比亞
（ Z a m b i a ） 和 辛 巴 威
（Zimbabwe）經濟雖不穩定，但今
年各有兩對夫婦去開展。這些國家當
中，南非的生活水準最高，物價也很
高，住宿費用甚至比美國更昂貴。目
前工作的中心，是每年三月和九月在
南非首都普勒托利亞（Pretoria）的
兩次職事性特會。

主話擴長門徒增

       宗教脫離奧秘陳

當我們作學生工作時，主也把在
職聖徒加進來。那時有位牧師講道，
提到恢復本聖經很好用，可是很難
買，據他所知只有一個地方－就是我
們的書房－可以買到。於是，他就把
我的電話號碼給說出來；他的話語被
人錄下來，後來又複製在光碟上，資
訊就流傳開來了。有個團體聽到這個
消息，要向我訂三十本恢復本聖經，
我卻不一次全部賣他，限制每人只能
購買三本，甚至要買聖經還得預約；
這是為着接觸人。若僅僅一手交錢，
一手交貨，那太簡單了，也不能實際
的接觸人。我們把握機會，好好跟人
談話，留名字，留電話，談談他對主
有什麼看法。這樣作，就得了很多
人。我們談完這一人，再和下一人介
紹聖經。藉著這樣一個一個地接觸，
我們在兩年內賣了一千五百本新舊約
聖經恢復版含註解，也成立了許多讀
經小組（Recovery-version Study 
Group，RSG）。

讀經小組多起來，我們卻沒有那
麼多服事者應付需要；我們只有六個
人配搭，真是供不應求，有作不完的
工。因此，他們常是找齊了五個人或
八個人，就自己開始讀，隨便抓一卷
書就讀，讀錯了就讀錯了。因此，我
們現在很需要全時間服事者前來配
搭。有心配搭的人，要先被構成，而
且要會講英文。雖然這裏有本地話，
但我們並不強調使用本地話，都是用
英文。目前人數最多的讀經小組是在
週二晚間，沒有愛筵，也不流行愛
筵。人就簡單帶著聖經來，一同追求

看見異象同合一

       解開真理放光明

我本來在台南服事。當時有聖徒
去南非做生意，發現那裏的召會生活
受消極事物的影響，偏離了使徒的教
訓。這位聖徒回到了台灣，就和弟兄
們交通那裏的難處和需要。於是，我
便在身體的交通中前去南非服事，這
一去就是十八年。弟兄們告訴我，要
去，就要像一粒麥子埋在那裏。在南
非服事的頭三年，我先適應環境，直
到第五年服事纔有些結果。進展雖
慢，當地聖徒的心卻得着安慰，因他
們看見我是在那裏和他們一起生活，
一起服事。我也在書房賣聖經，常有
聖徒聽了我對恢復本聖經的介紹就流
眼淚，因為他們摸着主話中的亮光。
他們不是在意我英文講得好或不好，
語言並不是他們所關注的焦點，他們
渴慕的是真理的亮光。

這些年間，南非眾召會的蒙恩可
從召會光景和事奉兩面來說。在召會
光景方面，聖徒們因着看見相同異象
而得着加強。我剛到南非時，聖徒們
因為離開這分職事的異象與供應，對
於開展沒有甚麼信心；所以我們起頭
先不注重人數，而是先從異象作起，
幫助聖徒看見這分時代的職事。當聖
徒們能在同一異象裏同心合意，自然
就帶進祝福，人數加增。首都普勒托
利亞的聚會人數，由二○○七年的七
十人，繁增迄今有二百三十人聚會；
主恩待我們，這五年來，週週都有新
人加進來！非洲是以黑人為主，但我
們得了很多白人。在事奉上，我們除
了幫助聖徒進入職事，這幾年還注重
得青年人；這是召會往前的方向與動

在我家門前搭帳篷，睡睡袋，自己作
菜，輪流用廁所，凡事都自己來。我
家只有一間浴室，而且當時我姊妹懷
孕，他們就問我姊妹甚麼時候要用浴
室？我說七點，他們就從凌晨四點開
始排隊，輪流使用浴室，七點之後就
不用了。一天早上起來，我看他們一
手拿毛巾、一手拿聖經，排隊等着要
用浴室，我就跟主禱告，求主開路，
不能一直讓他們這樣住帳棚、睡睡
袋。

我禱告了五年，終於有一天，會
所原址被拆掉；蓋起一棟新的大樓，
這是主豫備的。當大樓蓋好時，還沒
有開辦全時間訓練，又經過八年，普
勒托利亞全時間訓練（Ful l- t ime 
Training in Pretoria，FTTP）纔在二
○一三年開辦。第一期訓練先向着南
非召會的青年人發出呼聲，有十三位
弟兄姊妹報名參訓，現在也接受非洲
其他國家的報名，但因著訓練中心空
間有限，只得限制報名人數。

在已過的年間，那些暑假來搭帳
篷、追求聖經的學生中，有很多都去
美 國 安 那 翰 參 加 了 全 時 間 訓 練
（Full-time Training in Anaheim，
FTTA）；他們結訓後回到南非，現
在和我一同配搭學生工作，也有些人
服事訓練中心。我們在主恢復當中服
事學生的原則，乃是得一個就成全一
個，然後再鼓勵他們參加全時間訓
練，使他們成為合乎主人使用的貴重
器皿。

力。當我們藉着主恢復中的文字，幫
助人認識這時代性的職事，以得學生
新人時，主也將在職聖徒加給我們。
然而，因着新人們多有基督教背景，
所以我們並不提倪柝聲或李常受，以
免有人因為曾經接受不正確的資訊而
向我們關閉，我們只需要打開聖經，
逐章逐卷地向他們解開聖經。

吹響號角得青年

       愛慕主話受成全

關於藉着文字工作得着青年人，
我要更詳細地說到我們的蒙恩。二
○○○年左右，有一天有位大學生打
電話到書房來，表明要買『有解釋』
的聖經。我跟他說，『我知道你的意
思，我這裡有你要的聖經。今天週
五，你週日再來。』但他等不及，當
天就和另外三位同學一同到書房。本
來只有一位同學打算要買聖經，但聽
過我們的介紹之後，四位同學都決定
要買恢復本聖經，又買了許多其他的
書報。

有趣的是，其中一本書報是神的
經營（God’s Economy）。我說這
是一本好書，他們就接受了；但他們
之所以對這本書有興趣，是因為學生
沒有錢，想知道神怎樣叫人經營賺
錢。他們都是基督徒，我們也邀請他
們參加聚會；後來，我每週五晚上陪
他們讀聖經，從七點直到十一點，然
後他們纔坐一小時的車回家。後來他
們會自動帶其他學生來，讀經小組的
人數越來越多。

在二○○○年的暑假，他們有十
八位學生來找我，問我能不能在暑假
陪他們讀聖經？後來這十八位學生就

非洲民情及開展概況

非洲人在價值觀、文化等諸多方
面都和臺灣人有巨大差異。因生活水
平低，大多數人只看眼前、只顧當
天。在歷史上，非洲人受歐洲人的影
響深遠，造成他們有明顯的自卑感，
覺得自己低人一等，一生的定命就是
要為別人作工，接受別人的幫助。但
反過來說，由於覺得自己能力不足，
作不了甚麼事，反而比較願意投靠
神，例如南非登記在案的基督徒人數
可達全國人口的七至八成，許多人是
一面信主、一面拜偶像，這就是他們
所謂的『投靠神』。他們很迷信，相
信許多神祇，有偶像就拜。

目前主的恢復在非洲有幾處開展
較 深 入 的 國 家 ， 包 括 衣 索 比 亞
（Ethiopia）、迦納（Ghana）、和
南非（South Africa）。這三地召會
的開展已有一段歷史，因此規模較
大，人數較穩定。三地的地理位置恰
成一三角形，搭飛機來往各約六小
時。因機票昂貴－從南非到衣索匹亞
的票價與從台灣到名古屋的票價相
同，使得這三處召會較少在開展上一
起行動。整個非洲大陸，以衣索比亞
和迦納兩國連線為分界，連線以北是
以回教信仰為主，以南則以基督徒為
主；天主教徒人數並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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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預防針』。曾有一位弟兄的母親
反對他與我們一同聚會，他卻和母親
說，『我跟這些人在一起，我就更愛
主、更愛聖經；如果這是邪教，我寧
願參加這個邪教。』這位弟兄正是因
為看見，而與主站在一起！

維持喜樂話靈禱
       持續澆奠新酒盈

在服事中要維持喜樂，秘訣乃是
話、靈、禱。全時間事奉主的人，需
要裝備儲存的話和時代性職事的話，
前者如生命讀經，讓我們有深厚的基
本構成後者如主藉弟兄們所釋放時代
性的話，則使我們有服事的動力。在
南非，全時間服事者每早上都來在一
起共同追求，深入的追求使我們被話
構成。另外，我們也有許多禱告，出
去接觸人時就會對人有負擔、有興
趣。

一如二○一三年春季長老及負責
弟兄訓練信息中所提到的，當我們藉
着經歷基督作出產酒的葡萄樹，並藉
着被祂這新酒充滿，我們就能在祂裏
面並同着祂成爲奠祭，使神和人喜
樂。奠祭是酒加在基本的祭上，就是
聖徒們的信；而保羅作為奠祭加在信
徒的信心上，就是他勞苦中的喜樂。
在腓立比的信徒使保羅這酒有地方澆
奠。他怎樣成為腓立比人的奠祭而喜
樂，聖徒們也照樣是我們的喜樂。有
些人服事到後來沒有信徒，沒有人成
為他的喜樂他的酒就沒地方奠，他的
服事就枯乾了。

此外，我們自己要對話有胃口，
弟兄姊妹們才會跟着有胃口。這裏的
聖徒極其寳愛晨興聖言，每追求完一

兩個小時；很多人是這樣被帶到召會
生活裏。在二○一二年的兩週成全訓
練中，有許多在職聖徒請假來參加，
藉此他們被成全，異象更清楚。

除了聖經，我們也必須非常熟悉
主恢復中的書報，因為福音朋友和其
他基督徒團體都會來到我們的書房，
要我們介紹、推薦書報。雖然福音在
非洲相當普及，但僅止於西教士所傳
福利平安的福音，因此一般基督徒的
真理相當薄弱。我們的書房雖然小，
但人一旦進來了就不想出去，因為主
恢復中書報裏的真理亮光太豐富了。
藉著我們的傳講，人就被這職事所吸
引。

有一次，我向人介紹『亞伯拉
罕、以撒、雅各的神』一書，提到在
亞伯拉罕身上、以撒身上、雅各身
上，有記號三一神的工作。沒有人跟
他們講過這樣的話，他們一聽就感動
流淚。我們當講到約翰福音十四至十
六章，乃是啟示三一神與三部分人的
調和，人聽了心裏很有感覺，連男生
都抱著我流淚。從來沒有人告訴他
們，四福音是從四個角度描繪主耶
穌；很多人都因着我們的介紹買了恢
復本聖經。他們在聚會中聽信息就流
淚，因為亮光這麼清楚！這些真理我
們都聽習慣了，他們卻從來沒有聽
過，因此非常珍賞。

我們書房的書報不是免費贈送
的，每一本都要人自己購買，免得人
不珍惜，拿免費書報去墊床腳。人若
是不出代價而得到書報，就不會珍
惜，這和歐洲的情形大不相同。因着
有些團體對主的恢復並不友善，我們
一面讓人看見真理，一面也會替聖徒

本晨興聖言，聖徒們都問，『可不可
以再讀一次？太好了，我們想要再讀
一次！』申言聚會時，我們常要彈琴
提醒聖徒，時間到了，不能講太多，
讓別人才會分享。大家都講，並且搶
著講。這時代職事的說話，真是豐富
又有膏油！

代禱事項

我們服事的人力原本就很有限，
現在要兼顧學生工作和全時間訓練中
心，更是捉襟見肘，因此亟需眾召會
為這裏的工作禱告，並記念二○一三
年開始運作的全時間訓練中心，好使
更多青年人得救且被成全。特別要提
到的是，這裏的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四
十，使南非召會財務負擔沉重，每個
月都是憑信心往前。南非的聖徒幼
嫩，你們在身體裏的交通和代禱，是
我們不可少的扶持。

這裏服事的需求實在太大了，我
們因爲忙碌，幾乎沒有時間跟眾召會
交通，因此許多聖徒不清楚這裏的情
形。我們盼望藉着這份刊物，向眾人
傳達主的恢復在南非的近況，願主祝
福這裏的服事，能繼續往前！

                      （黃約翰弟兄訪稿）

迦納開展報導
看見榮耀異象

       跟上獨一職事

我在迦納開展一共五年多，目前
在台南市召會服事兒童專項。一九八
一年一月四日，我小學六年級的時候
在台北市召會二十會所受浸並參加兒
童聚會；到了國中，全家搬到了新
竹，和當地的大專生一起過召會生
活，當時很受清、交大學生弟兄們的
榜樣所激勵。我跟清華大一的陶國清
弟兄配搭兒童服事，每周我們都會有
一次為着兒童服事的禱告；升上了高
中，我就在學校裏面配搭小排聚會，
同時也繼續有兒童服事。跟着同伴們
一同服事、過召會生活，真是喜樂無
比。在升上大學之前，我與當時的服
事者林受恩弟兄有些交通，問他該去
念哪一所大專院校比較合適？他建議
我去台南的成功大學，因為在那裏召
會生活很好、能成全人，於是我就決
定去讀成大。我記得到了成大的第一
天，就把行李搬進了弟兄之家，於是
我整個大學生活都在弟兄之家裏受成
全。剛好陶國清弟兄也考到成大研究
所，所以我們又在一起配搭。在成大
學生中心，我跟着五、六十位清心愛
主的弟兄姊妹一同過召會生活。成大
學生中心有很好的伙食團，所以我們
每一餐都會回到學生中心喫，與同伴
之間有很好的相調。

大一的時候我就立定志向要全時
間服事主，所以每週都有固定的晨
興、家聚會、讀經、禱告、追求、叩
門、牧養、小排、主日服事，往往兩
週內就會讀完當期基本訂戶的書報。

成大弟兄之家的家風非常好，所以我
有一個非常健康的召會生活。當時的
服事者黃約翰弟兄也盡可能花時間陪
伴並成全我們。經過了四年弟兄姊妹
之家的成全後，我就去服兵役兩年，
並於一九九五年八月份正式參加全時
間訓練第七期。

當時與我一同從台南北上參訓的
弟兄有陳志峰、傅仲光、陳賢錫。同
期學員中，目前還在全時間服事的有
盧正五、翟兆平、吳東力、曾萬俊、
以及鄭天俊弟兄（目前在希臘）等
人。在訓練的第二年，我到了交通大
學弟兄之家服事；在一九九七年，我
回到台北擔任第九期訓練的輔訓。在
我受訓練的時候，劉晨曦弟兄是我們
的訓練教師。他去了迦納一趟回來，
就向我們交通非洲開展的負擔，使我
很有感覺、也把這個交通帶進禱告裏
面。在一九九七年，傅仲光弟兄先去
非洲迦納（Ghana）開展，我在一九
九九年結束輔訓的服事之後，同年八
月份也前去非洲迦納。

我會去非洲開展的原因，是因着
受訓期間劉晨曦弟兄交通在迦納的情
形，使我很受感動。我要去迦納之
前，需要通過教師們的口試，口試教
師宋高弘弟兄問我說，『你確定要到
非洲開展麼？』我說，『是的。』接
着他問我的姊妹說，『妳同意你的弟
兄到非洲開展麼？妳要跟他一起去
麼？』我的姊妹很單純地說，『阿
們。弟兄怎麼說，我就是跟隨。』其
實，我們倆並不曉得在非洲生活真是
很不容易，疾病、食物、水資源缺乏
等等都會造成生活上的難處，但是我
的姊妹與我有同樣的心願，我們並沒

書房，也將奈及利亞的書房交給當地
弟兄們服事，我們的書報在那裏推廣
得相當好。

殉道栽召會  建造成新人

 在這幾年海外開展的過程中，有
幾件事令我永生難忘。每一年四月和
十二月，Dick Taylor和李隆輝兩位弟
兄都會從美國來迦納參加特會和訓練
並訪問我們。他們都很寶愛我們這兩
個願意離開台灣到非洲開展的家；當
他們看到我們的孩子時，都很珍賞我
們向主的奉獻。我們常對他們說，其
在 這 裏 能 作 的 實 在 很 有 限 ， 但 是
Taylor弟兄卻對我們說，『你們只要
在這裏活得好就行了，因為我們的生
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我們的
生活就是一個活的見證。』這樣的交
通給我們影響很大。二ＯＯ一年十月
份，傅仲光弟兄在奈及利亞因車禍過
世，這件事對奈及利亞青年聖徒們造
成很大的震撼。他們覺得一個如此年
輕有為的弟兄，竟然為了主的緣故，
甚至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國家而犧牲生
命，他們說，『不能再讓其他國家的
弟兄姊妹為我們犧牲了，我們青年人
需要起來，擔負起主的恢復在奈及利
亞的見證。』所以他們起來，站住直
到如今。正因如此，奈及利亞當地的
負責弟兄們都相當年輕，大多在四十
歲以下，他們也仍問候傅姊妹一家平
安。誠如初期召會教父曾說的：『殉
道者的血是召會的種子。』福音不僅
是用口來傳、用生活來傳、也得用血
來傳。

我們在奈及利亞也作生命讀經的
廣播，範圍達到七個州，果效非常

有考慮那麼多。長話短說，我們就在
身體的差遣下到了非洲迦納的特馬
（Tema）。

迦納的風俗民情

 迦納治安還好，當地人對於外國
人的態度很友善，只要我們留意一下
自身安全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因此
那裏是一個安全的地方；在民生方
面，水源比較不穩定，物質上比較缺
乏，只喫的到五種蔬菜，但是土地還
算是肥沃，只要人願意去耕種就都會
有收成；在通訊方面，電話會時通時
不通，在對外聯絡主要是靠電子郵
件。在宗教上，住在南方的人有一半
以上是基督徒，並且多屬於靈恩派，
另外百分之二十是回教徒；住在北方
的人因為較靠近撒哈拉沙漠，所以有
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回教徒。迦納當地
人對於福音的接受度基本上算是高
的，但是真出代價過召會生活的人卻
不多。因為大多數的人只希望從我們
的身上取得一些好處，所以我們需要
有屬靈的辨別力，只要人對聖經和書
報沒有興趣，我們就不會再繼續接觸
他。

  關於迦納人的特質。第一，他
們相當尊敬家中長輩。若是我們得着
了一個家，這個家的第二代大多會承
繼父母的生活、繼續留在召會生活
中。第二，他們的生活步調很慢，每
天中午都休息到三點鐘，到傍晚六點
鐘就下班了，所以當地人民的快樂指
數非常高。第三，他們曾經受英國統
治，所以比較客氣，不會真誠的待
人；若是他們不喜歡你，並不會直接
的表現出來。因為他們比較會在表面

對待人，不會在愛裏說實話，所以面
臨真理的問題時，就會出現一些難
處。所以我們真的需要屬靈的辨別
力，並且讓他們知道，我們這裏只有
真理，只有基督，這樣我們纔能得着
扎實的尋求者。

凱旋行列撒香
       國度版圖開拓

 我們剛到非洲得重新適應的第一
件事，就是一切的環境，所以只能一
面仰望主、一面更新我們的奉獻。在
禱告中，我們感覺需要將這一分職事
推廣出去，所以我們在開展初期的主
要的負擔是設立迦納福音書房，一面
推廣職事，一面尋找年輕的尋求者。
當時在迦納已經有三十處的地方召
會，使用的語言是英文，所以我們必
須 從 美 國 安 那 翰 的 水 流 職 事 站
（Living Stream Ministry）進書，
並盡力把書報推廣到當地的尋求者手
中。我們也開辦生命讀經的廣播節
目，藉着廣播，得著許多尋求者主動
打電話跟我們聯絡、接觸我們，或邀
請我們去訪問他們。其實我們最主要
的負擔是，將這一分職事推廣到尋求
者手中，讓他們藉着認識這分職事而
被帶進召會生活中。

二ＯＯ一年，吳有成弟兄和林鴻
弟兄到迦納來訪問我們，並建議我們
有 一 個 家 可 以 到 迦 納 大 學
（University of Ghana）開展。所以
我 們 家 就 接 受 了 負 擔 從 特 馬
（ T e m a ） 搬 到 首 都 阿 克 拉
（Accra），並在迦納大學附近租了
一個房子，就開始一面推廣職事，一
面作學生工作。當時全迦納就只有傅

仲光弟兄跟我們兩個家在服事，傅弟
兄在特馬服事書房，而我們家在迦納
大學開展校園。

 在迦納，主要的開展方式是找到
尋求者，所以我們在當地召會都非常
看重冬、夏季錄影訓練。我們辦錄影
訓練，對聖徒的要求相當嚴格，受訓
者只要一遲到就不能進入會場。我們
也要求聖徒們操練禱、研、背、講
（Praying－Studying－Reciting－
Prophesying），這對當地人來說是
一個很大的挑戰，但是聖徒們都很能
彀接受這樣的操練。每一次錄影訓練
都是為期二十四天，用十二天看錄
影、另外用十二天用來禱、研、背、
講。雖然整個時間很長，但是聖徒們
都很樂意操練。我們在當地服事的重
點，就是辦冬、夏季錄影訓練，以及
幫助當地聖徒實行神命定之路（God 
Ordained Way）。由於他們平日生
活步調緩慢，所以事務的服事會比較
輕，但是屬靈的服事就需要特別儆醒
豫備。另外，交通並不發達，所以一
年之中只有兩次全國性的特會，並且
錄影訓練只有在特馬以及首都阿克拉
纔會有，其他地方僅有一般性的召會
生活。迦納眾召會之間相距至少都有
二、三百公里遠，而且交通費用很
貴，所以聖徒們比較出不起代價來
往，於是我們兩個服事的家只能每三
個月到半年之間到各地方召會走動相
調訪問。

我們在非洲開展後期的重點在奈
及利亞（Nigeria），因為在那裏有
兩億人口、尋求者的數目是迦納的三
十到五十倍。我們每兩個月會去一
次，在那裏推廣書報，後來我們設了

好，我們頗能藉此得着大學生。他們
對真理相當渴慕，每次我們從迦納到
奈及利亞參加特會，都會感覺到他們
的靈相當洋溢。無論晨興、禱告、小
排、主日，他們在話上的經營都是相
當豐富的，讓我們很受激勵。尤其是
青年人每周主日聚完會後不會馬上離
開會所，他們都會拿出書報來彼此交
通分享，直到下午三點鐘，他們非常
的渴慕職事的說話。當地聖徒每週二
實行禱告聚會，週三和週四是小排聚
會，週六會出外叩門傳福音，主日聚
會就操練申言，所以他們在神命定之
路的操練上作得非常扎實。

另外對我而言，海外開展最不容
易突破的，就是我旣有的文化背景。
當我到了海外，纔認識自己很受文化
的限制。若是要產生出一個新人，在
就一定得沒有猶太人、外邦人、為奴
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一切。這個
感覺只有實際在海外纔能體會的到。
我需要脫開自己的文化背景，凡是基
督以外的人、事、物都會造成建造的
攔阻。卽便是好的實行也都需要經過
主，而我們的標準就是在於職事的說
話；職事怎麼說，我們就怎麼作，就
怎麼帶領。但是相對的，對於當地聖
徒的生活習慣、觀念，我們不需要太
去改正他們，我們在這裏只供應基
督。而最大的困難就是，因為背景不
同、觀念不同外面不同而影響建造，
我們裏面的生命是一樣的，阿利路
亞。我們只要高舉基督作人位，一切
的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但是離開了
基督，就甚麼都是問題了，所以基督
與十字架是召會一切難處的解答。在
非洲這裏，我們真的可以看見一個團
體新人的雛形出現。在非洲，我們的

文化、膚色都和別人不一樣，但是我
們同有一位主，在同一個靈裏同飲於
一位靈。我一生從來沒有想過會去非
洲，但是這幾年來他們每一個新造裏
的故事都一直刻畫在我心中的深處。
我很珍賞當地的弟兄姊妹，雖然他們
明白是含的後代，是受咒詛的，但是
他們有一個尋求的心、力爭上游，一
抓住主就非常依靠。也因着外面的環
境不好，所以他們更珍惜屬靈的供
應。我們會珍賞他們、會寶愛他們，
這個愛是從主的生命而來的。當然，
他們也很寶貝我們的服事，好幾次他
們都希望我們能再回去非洲開展，但
是今天我有四個小孩子，所以還要等
一段時間纔能再回去。

我們兩夫妻剛去非洲的時候都很
年輕，我二十九歲、姊妹二十五歲，
小孩子九個月大。我很珍賞姊妹的單
純，在物質條件缺乏的情況下，她也
沒有任何問題，所以我們之間很少有
配搭的難處。只是一直以來，她都是
處於水土不服的狀態下，這一點對她
來說比較辛苦。我們在非洲只能彼此
的依靠、彼此作同伴互相扶持，所以
不大會起甚麼大爭執。反而是回到了
台灣，我纔發現常常忽畧對姊妹的照
顧，對她相當的虧欠，所以我開始重
新學習顧到姊妹的感覺。我覺得能有
分於非洲的開展，是主的憐憫。主也
給我一個最好的配搭，就是我的姊
妹。



南非開展報導
目前在南非有十處地方召會，聚

會總人數約為四百人。衣索比亞共有
十八處召會，約七百位聖徒；迦納約
有五百位聖徒。另外，在奈及利亞
（Nigeria）也有開展，但因治安不
是很好，限制了福音的工作；尚比亞
（ Z a m b i a ） 和 辛 巴 威
（Zimbabwe）經濟雖不穩定，但今
年各有兩對夫婦去開展。這些國家當
中，南非的生活水準最高，物價也很
高，住宿費用甚至比美國更昂貴。目
前工作的中心，是每年三月和九月在
南非首都普勒托利亞（Pretoria）的
兩次職事性特會。

主話擴長門徒增

       宗教脫離奧秘陳

當我們作學生工作時，主也把在
職聖徒加進來。那時有位牧師講道，
提到恢復本聖經很好用，可是很難
買，據他所知只有一個地方－就是我
們的書房－可以買到。於是，他就把
我的電話號碼給說出來；他的話語被
人錄下來，後來又複製在光碟上，資
訊就流傳開來了。有個團體聽到這個
消息，要向我訂三十本恢復本聖經，
我卻不一次全部賣他，限制每人只能
購買三本，甚至要買聖經還得預約；
這是為着接觸人。若僅僅一手交錢，
一手交貨，那太簡單了，也不能實際
的接觸人。我們把握機會，好好跟人
談話，留名字，留電話，談談他對主
有什麼看法。這樣作，就得了很多
人。我們談完這一人，再和下一人介
紹聖經。藉著這樣一個一個地接觸，
我們在兩年內賣了一千五百本新舊約
聖經恢復版含註解，也成立了許多讀
經小組（Recovery-version Study 
Group，RSG）。

讀經小組多起來，我們卻沒有那
麼多服事者應付需要；我們只有六個
人配搭，真是供不應求，有作不完的
工。因此，他們常是找齊了五個人或
八個人，就自己開始讀，隨便抓一卷
書就讀，讀錯了就讀錯了。因此，我
們現在很需要全時間服事者前來配
搭。有心配搭的人，要先被構成，而
且要會講英文。雖然這裏有本地話，
但我們並不強調使用本地話，都是用
英文。目前人數最多的讀經小組是在
週二晚間，沒有愛筵，也不流行愛
筵。人就簡單帶著聖經來，一同追求

看見異象同合一

       解開真理放光明

我本來在台南服事。當時有聖徒
去南非做生意，發現那裏的召會生活
受消極事物的影響，偏離了使徒的教
訓。這位聖徒回到了台灣，就和弟兄
們交通那裏的難處和需要。於是，我
便在身體的交通中前去南非服事，這
一去就是十八年。弟兄們告訴我，要
去，就要像一粒麥子埋在那裏。在南
非服事的頭三年，我先適應環境，直
到第五年服事纔有些結果。進展雖
慢，當地聖徒的心卻得着安慰，因他
們看見我是在那裏和他們一起生活，
一起服事。我也在書房賣聖經，常有
聖徒聽了我對恢復本聖經的介紹就流
眼淚，因為他們摸着主話中的亮光。
他們不是在意我英文講得好或不好，
語言並不是他們所關注的焦點，他們
渴慕的是真理的亮光。

這些年間，南非眾召會的蒙恩可
從召會光景和事奉兩面來說。在召會
光景方面，聖徒們因着看見相同異象
而得着加強。我剛到南非時，聖徒們
因為離開這分職事的異象與供應，對
於開展沒有甚麼信心；所以我們起頭
先不注重人數，而是先從異象作起，
幫助聖徒看見這分時代的職事。當聖
徒們能在同一異象裏同心合意，自然
就帶進祝福，人數加增。首都普勒托
利亞的聚會人數，由二○○七年的七
十人，繁增迄今有二百三十人聚會；
主恩待我們，這五年來，週週都有新
人加進來！非洲是以黑人為主，但我
們得了很多白人。在事奉上，我們除
了幫助聖徒進入職事，這幾年還注重
得青年人；這是召會往前的方向與動

在我家門前搭帳篷，睡睡袋，自己作
菜，輪流用廁所，凡事都自己來。我
家只有一間浴室，而且當時我姊妹懷
孕，他們就問我姊妹甚麼時候要用浴
室？我說七點，他們就從凌晨四點開
始排隊，輪流使用浴室，七點之後就
不用了。一天早上起來，我看他們一
手拿毛巾、一手拿聖經，排隊等着要
用浴室，我就跟主禱告，求主開路，
不能一直讓他們這樣住帳棚、睡睡
袋。

我禱告了五年，終於有一天，會
所原址被拆掉；蓋起一棟新的大樓，
這是主豫備的。當大樓蓋好時，還沒
有開辦全時間訓練，又經過八年，普
勒托利亞全時間訓練（Ful l- t ime 
Training in Pretoria，FTTP）纔在二
○一三年開辦。第一期訓練先向着南
非召會的青年人發出呼聲，有十三位
弟兄姊妹報名參訓，現在也接受非洲
其他國家的報名，但因著訓練中心空
間有限，只得限制報名人數。

在已過的年間，那些暑假來搭帳
篷、追求聖經的學生中，有很多都去
美 國 安 那 翰 參 加 了 全 時 間 訓 練
（Full-time Training in Anaheim，
FTTA）；他們結訓後回到南非，現
在和我一同配搭學生工作，也有些人
服事訓練中心。我們在主恢復當中服
事學生的原則，乃是得一個就成全一
個，然後再鼓勵他們參加全時間訓
練，使他們成為合乎主人使用的貴重
器皿。

力。當我們藉着主恢復中的文字，幫
助人認識這時代性的職事，以得學生
新人時，主也將在職聖徒加給我們。
然而，因着新人們多有基督教背景，
所以我們並不提倪柝聲或李常受，以
免有人因為曾經接受不正確的資訊而
向我們關閉，我們只需要打開聖經，
逐章逐卷地向他們解開聖經。

吹響號角得青年

       愛慕主話受成全

關於藉着文字工作得着青年人，
我要更詳細地說到我們的蒙恩。二
○○○年左右，有一天有位大學生打
電話到書房來，表明要買『有解釋』
的聖經。我跟他說，『我知道你的意
思，我這裡有你要的聖經。今天週
五，你週日再來。』但他等不及，當
天就和另外三位同學一同到書房。本
來只有一位同學打算要買聖經，但聽
過我們的介紹之後，四位同學都決定
要買恢復本聖經，又買了許多其他的
書報。

有趣的是，其中一本書報是神的
經營（God’s Economy）。我說這
是一本好書，他們就接受了；但他們
之所以對這本書有興趣，是因為學生
沒有錢，想知道神怎樣叫人經營賺
錢。他們都是基督徒，我們也邀請他
們參加聚會；後來，我每週五晚上陪
他們讀聖經，從七點直到十一點，然
後他們纔坐一小時的車回家。後來他
們會自動帶其他學生來，讀經小組的
人數越來越多。

在二○○○年的暑假，他們有十
八位學生來找我，問我能不能在暑假
陪他們讀聖經？後來這十八位學生就

非洲民情及開展概況

非洲人在價值觀、文化等諸多方
面都和臺灣人有巨大差異。因生活水
平低，大多數人只看眼前、只顧當
天。在歷史上，非洲人受歐洲人的影
響深遠，造成他們有明顯的自卑感，
覺得自己低人一等，一生的定命就是
要為別人作工，接受別人的幫助。但
反過來說，由於覺得自己能力不足，
作不了甚麼事，反而比較願意投靠
神，例如南非登記在案的基督徒人數
可達全國人口的七至八成，許多人是
一面信主、一面拜偶像，這就是他們
所謂的『投靠神』。他們很迷信，相
信許多神祇，有偶像就拜。

目前主的恢復在非洲有幾處開展
較 深 入 的 國 家 ， 包 括 衣 索 比 亞
（Ethiopia）、迦納（Ghana）、和
南非（South Africa）。這三地召會
的開展已有一段歷史，因此規模較
大，人數較穩定。三地的地理位置恰
成一三角形，搭飛機來往各約六小
時。因機票昂貴－從南非到衣索匹亞
的票價與從台灣到名古屋的票價相
同，使得這三處召會較少在開展上一
起行動。整個非洲大陸，以衣索比亞
和迦納兩國連線為分界，連線以北是
以回教信仰為主，以南則以基督徒為
主；天主教徒人數並不多。

打『預防針』。曾有一位弟兄的母親
反對他與我們一同聚會，他卻和母親
說，『我跟這些人在一起，我就更愛
主、更愛聖經；如果這是邪教，我寧
願參加這個邪教。』這位弟兄正是因
為看見，而與主站在一起！

維持喜樂話靈禱
       持續澆奠新酒盈

在服事中要維持喜樂，秘訣乃是
話、靈、禱。全時間事奉主的人，需
要裝備儲存的話和時代性職事的話，
前者如生命讀經，讓我們有深厚的基
本構成後者如主藉弟兄們所釋放時代
性的話，則使我們有服事的動力。在
南非，全時間服事者每早上都來在一
起共同追求，深入的追求使我們被話
構成。另外，我們也有許多禱告，出
去接觸人時就會對人有負擔、有興
趣。

一如二○一三年春季長老及負責
弟兄訓練信息中所提到的，當我們藉
着經歷基督作出產酒的葡萄樹，並藉
着被祂這新酒充滿，我們就能在祂裏
面並同着祂成爲奠祭，使神和人喜
樂。奠祭是酒加在基本的祭上，就是
聖徒們的信；而保羅作為奠祭加在信
徒的信心上，就是他勞苦中的喜樂。
在腓立比的信徒使保羅這酒有地方澆
奠。他怎樣成為腓立比人的奠祭而喜
樂，聖徒們也照樣是我們的喜樂。有
些人服事到後來沒有信徒，沒有人成
為他的喜樂他的酒就沒地方奠，他的
服事就枯乾了。

此外，我們自己要對話有胃口，
弟兄姊妹們才會跟着有胃口。這裏的
聖徒極其寳愛晨興聖言，每追求完一

兩個小時；很多人是這樣被帶到召會
生活裏。在二○一二年的兩週成全訓
練中，有許多在職聖徒請假來參加，
藉此他們被成全，異象更清楚。

除了聖經，我們也必須非常熟悉
主恢復中的書報，因為福音朋友和其
他基督徒團體都會來到我們的書房，
要我們介紹、推薦書報。雖然福音在
非洲相當普及，但僅止於西教士所傳
福利平安的福音，因此一般基督徒的
真理相當薄弱。我們的書房雖然小，
但人一旦進來了就不想出去，因為主
恢復中書報裏的真理亮光太豐富了。
藉著我們的傳講，人就被這職事所吸
引。

有一次，我向人介紹『亞伯拉
罕、以撒、雅各的神』一書，提到在
亞伯拉罕身上、以撒身上、雅各身
上，有記號三一神的工作。沒有人跟
他們講過這樣的話，他們一聽就感動
流淚。我們當講到約翰福音十四至十
六章，乃是啟示三一神與三部分人的
調和，人聽了心裏很有感覺，連男生
都抱著我流淚。從來沒有人告訴他
們，四福音是從四個角度描繪主耶
穌；很多人都因着我們的介紹買了恢
復本聖經。他們在聚會中聽信息就流
淚，因為亮光這麼清楚！這些真理我
們都聽習慣了，他們卻從來沒有聽
過，因此非常珍賞。

我們書房的書報不是免費贈送
的，每一本都要人自己購買，免得人
不珍惜，拿免費書報去墊床腳。人若
是不出代價而得到書報，就不會珍
惜，這和歐洲的情形大不相同。因着
有些團體對主的恢復並不友善，我們
一面讓人看見真理，一面也會替聖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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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晨興聖言，聖徒們都問，『可不可
以再讀一次？太好了，我們想要再讀
一次！』申言聚會時，我們常要彈琴
提醒聖徒，時間到了，不能講太多，
讓別人才會分享。大家都講，並且搶
著講。這時代職事的說話，真是豐富
又有膏油！

代禱事項

我們服事的人力原本就很有限，
現在要兼顧學生工作和全時間訓練中
心，更是捉襟見肘，因此亟需眾召會
為這裏的工作禱告，並記念二○一三
年開始運作的全時間訓練中心，好使
更多青年人得救且被成全。特別要提
到的是，這裏的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四
十，使南非召會財務負擔沉重，每個
月都是憑信心往前。南非的聖徒幼
嫩，你們在身體裏的交通和代禱，是
我們不可少的扶持。

這裏服事的需求實在太大了，我
們因爲忙碌，幾乎沒有時間跟眾召會
交通，因此許多聖徒不清楚這裏的情
形。我們盼望藉着這份刊物，向眾人
傳達主的恢復在南非的近況，願主祝
福這裏的服事，能繼續往前！

                      （黃約翰弟兄訪稿）

迦納開展報導
看見榮耀異象

       跟上獨一職事

我在迦納開展一共五年多，目前
在台南市召會服事兒童專項。一九八
一年一月四日，我小學六年級的時候
在台北市召會二十會所受浸並參加兒
童聚會；到了國中，全家搬到了新
竹，和當地的大專生一起過召會生
活，當時很受清、交大學生弟兄們的
榜樣所激勵。我跟清華大一的陶國清
弟兄配搭兒童服事，每周我們都會有
一次為着兒童服事的禱告；升上了高
中，我就在學校裏面配搭小排聚會，
同時也繼續有兒童服事。跟着同伴們
一同服事、過召會生活，真是喜樂無
比。在升上大學之前，我與當時的服
事者林受恩弟兄有些交通，問他該去
念哪一所大專院校比較合適？他建議
我去台南的成功大學，因為在那裏召
會生活很好、能成全人，於是我就決
定去讀成大。我記得到了成大的第一
天，就把行李搬進了弟兄之家，於是
我整個大學生活都在弟兄之家裏受成
全。剛好陶國清弟兄也考到成大研究
所，所以我們又在一起配搭。在成大
學生中心，我跟着五、六十位清心愛
主的弟兄姊妹一同過召會生活。成大
學生中心有很好的伙食團，所以我們
每一餐都會回到學生中心喫，與同伴
之間有很好的相調。

大一的時候我就立定志向要全時
間服事主，所以每週都有固定的晨
興、家聚會、讀經、禱告、追求、叩
門、牧養、小排、主日服事，往往兩
週內就會讀完當期基本訂戶的書報。

成大弟兄之家的家風非常好，所以我
有一個非常健康的召會生活。當時的
服事者黃約翰弟兄也盡可能花時間陪
伴並成全我們。經過了四年弟兄姊妹
之家的成全後，我就去服兵役兩年，
並於一九九五年八月份正式參加全時
間訓練第七期。

當時與我一同從台南北上參訓的
弟兄有陳志峰、傅仲光、陳賢錫。同
期學員中，目前還在全時間服事的有
盧正五、翟兆平、吳東力、曾萬俊、
以及鄭天俊弟兄（目前在希臘）等
人。在訓練的第二年，我到了交通大
學弟兄之家服事；在一九九七年，我
回到台北擔任第九期訓練的輔訓。在
我受訓練的時候，劉晨曦弟兄是我們
的訓練教師。他去了迦納一趟回來，
就向我們交通非洲開展的負擔，使我
很有感覺、也把這個交通帶進禱告裏
面。在一九九七年，傅仲光弟兄先去
非洲迦納（Ghana）開展，我在一九
九九年結束輔訓的服事之後，同年八
月份也前去非洲迦納。

我會去非洲開展的原因，是因着
受訓期間劉晨曦弟兄交通在迦納的情
形，使我很受感動。我要去迦納之
前，需要通過教師們的口試，口試教
師宋高弘弟兄問我說，『你確定要到
非洲開展麼？』我說，『是的。』接
着他問我的姊妹說，『妳同意你的弟
兄到非洲開展麼？妳要跟他一起去
麼？』我的姊妹很單純地說，『阿
們。弟兄怎麼說，我就是跟隨。』其
實，我們倆並不曉得在非洲生活真是
很不容易，疾病、食物、水資源缺乏
等等都會造成生活上的難處，但是我
的姊妹與我有同樣的心願，我們並沒

書房，也將奈及利亞的書房交給當地
弟兄們服事，我們的書報在那裏推廣
得相當好。

殉道栽召會  建造成新人

 在這幾年海外開展的過程中，有
幾件事令我永生難忘。每一年四月和
十二月，Dick Taylor和李隆輝兩位弟
兄都會從美國來迦納參加特會和訓練
並訪問我們。他們都很寶愛我們這兩
個願意離開台灣到非洲開展的家；當
他們看到我們的孩子時，都很珍賞我
們向主的奉獻。我們常對他們說，其
在 這 裏 能 作 的 實 在 很 有 限 ， 但 是
Taylor弟兄卻對我們說，『你們只要
在這裏活得好就行了，因為我們的生
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我們的
生活就是一個活的見證。』這樣的交
通給我們影響很大。二ＯＯ一年十月
份，傅仲光弟兄在奈及利亞因車禍過
世，這件事對奈及利亞青年聖徒們造
成很大的震撼。他們覺得一個如此年
輕有為的弟兄，竟然為了主的緣故，
甚至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國家而犧牲生
命，他們說，『不能再讓其他國家的
弟兄姊妹為我們犧牲了，我們青年人
需要起來，擔負起主的恢復在奈及利
亞的見證。』所以他們起來，站住直
到如今。正因如此，奈及利亞當地的
負責弟兄們都相當年輕，大多在四十
歲以下，他們也仍問候傅姊妹一家平
安。誠如初期召會教父曾說的：『殉
道者的血是召會的種子。』福音不僅
是用口來傳、用生活來傳、也得用血
來傳。

我們在奈及利亞也作生命讀經的
廣播，範圍達到七個州，果效非常

有考慮那麼多。長話短說，我們就在
身體的差遣下到了非洲迦納的特馬
（Tema）。

迦納的風俗民情

 迦納治安還好，當地人對於外國
人的態度很友善，只要我們留意一下
自身安全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因此
那裏是一個安全的地方；在民生方
面，水源比較不穩定，物質上比較缺
乏，只喫的到五種蔬菜，但是土地還
算是肥沃，只要人願意去耕種就都會
有收成；在通訊方面，電話會時通時
不通，在對外聯絡主要是靠電子郵
件。在宗教上，住在南方的人有一半
以上是基督徒，並且多屬於靈恩派，
另外百分之二十是回教徒；住在北方
的人因為較靠近撒哈拉沙漠，所以有
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回教徒。迦納當地
人對於福音的接受度基本上算是高
的，但是真出代價過召會生活的人卻
不多。因為大多數的人只希望從我們
的身上取得一些好處，所以我們需要
有屬靈的辨別力，只要人對聖經和書
報沒有興趣，我們就不會再繼續接觸
他。

  關於迦納人的特質。第一，他
們相當尊敬家中長輩。若是我們得着
了一個家，這個家的第二代大多會承
繼父母的生活、繼續留在召會生活
中。第二，他們的生活步調很慢，每
天中午都休息到三點鐘，到傍晚六點
鐘就下班了，所以當地人民的快樂指
數非常高。第三，他們曾經受英國統
治，所以比較客氣，不會真誠的待
人；若是他們不喜歡你，並不會直接
的表現出來。因為他們比較會在表面

對待人，不會在愛裏說實話，所以面
臨真理的問題時，就會出現一些難
處。所以我們真的需要屬靈的辨別
力，並且讓他們知道，我們這裏只有
真理，只有基督，這樣我們纔能得着
扎實的尋求者。

凱旋行列撒香
       國度版圖開拓

 我們剛到非洲得重新適應的第一
件事，就是一切的環境，所以只能一
面仰望主、一面更新我們的奉獻。在
禱告中，我們感覺需要將這一分職事
推廣出去，所以我們在開展初期的主
要的負擔是設立迦納福音書房，一面
推廣職事，一面尋找年輕的尋求者。
當時在迦納已經有三十處的地方召
會，使用的語言是英文，所以我們必
須 從 美 國 安 那 翰 的 水 流 職 事 站
（Living Stream Ministry）進書，
並盡力把書報推廣到當地的尋求者手
中。我們也開辦生命讀經的廣播節
目，藉着廣播，得著許多尋求者主動
打電話跟我們聯絡、接觸我們，或邀
請我們去訪問他們。其實我們最主要
的負擔是，將這一分職事推廣到尋求
者手中，讓他們藉着認識這分職事而
被帶進召會生活中。

二ＯＯ一年，吳有成弟兄和林鴻
弟兄到迦納來訪問我們，並建議我們
有 一 個 家 可 以 到 迦 納 大 學
（University of Ghana）開展。所以
我 們 家 就 接 受 了 負 擔 從 特 馬
（ T e m a ） 搬 到 首 都 阿 克 拉
（Accra），並在迦納大學附近租了
一個房子，就開始一面推廣職事，一
面作學生工作。當時全迦納就只有傅

仲光弟兄跟我們兩個家在服事，傅弟
兄在特馬服事書房，而我們家在迦納
大學開展校園。

 在迦納，主要的開展方式是找到
尋求者，所以我們在當地召會都非常
看重冬、夏季錄影訓練。我們辦錄影
訓練，對聖徒的要求相當嚴格，受訓
者只要一遲到就不能進入會場。我們
也要求聖徒們操練禱、研、背、講
（Praying－Studying－Reciting－
Prophesying），這對當地人來說是
一個很大的挑戰，但是聖徒們都很能
彀接受這樣的操練。每一次錄影訓練
都是為期二十四天，用十二天看錄
影、另外用十二天用來禱、研、背、
講。雖然整個時間很長，但是聖徒們
都很樂意操練。我們在當地服事的重
點，就是辦冬、夏季錄影訓練，以及
幫助當地聖徒實行神命定之路（God 
Ordained Way）。由於他們平日生
活步調緩慢，所以事務的服事會比較
輕，但是屬靈的服事就需要特別儆醒
豫備。另外，交通並不發達，所以一
年之中只有兩次全國性的特會，並且
錄影訓練只有在特馬以及首都阿克拉
纔會有，其他地方僅有一般性的召會
生活。迦納眾召會之間相距至少都有
二、三百公里遠，而且交通費用很
貴，所以聖徒們比較出不起代價來
往，於是我們兩個服事的家只能每三
個月到半年之間到各地方召會走動相
調訪問。

我們在非洲開展後期的重點在奈
及利亞（Nigeria），因為在那裏有
兩億人口、尋求者的數目是迦納的三
十到五十倍。我們每兩個月會去一
次，在那裏推廣書報，後來我們設了

好，我們頗能藉此得着大學生。他們
對真理相當渴慕，每次我們從迦納到
奈及利亞參加特會，都會感覺到他們
的靈相當洋溢。無論晨興、禱告、小
排、主日，他們在話上的經營都是相
當豐富的，讓我們很受激勵。尤其是
青年人每周主日聚完會後不會馬上離
開會所，他們都會拿出書報來彼此交
通分享，直到下午三點鐘，他們非常
的渴慕職事的說話。當地聖徒每週二
實行禱告聚會，週三和週四是小排聚
會，週六會出外叩門傳福音，主日聚
會就操練申言，所以他們在神命定之
路的操練上作得非常扎實。

另外對我而言，海外開展最不容
易突破的，就是我旣有的文化背景。
當我到了海外，纔認識自己很受文化
的限制。若是要產生出一個新人，在
就一定得沒有猶太人、外邦人、為奴
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一切。這個
感覺只有實際在海外纔能體會的到。
我需要脫開自己的文化背景，凡是基
督以外的人、事、物都會造成建造的
攔阻。卽便是好的實行也都需要經過
主，而我們的標準就是在於職事的說
話；職事怎麼說，我們就怎麼作，就
怎麼帶領。但是相對的，對於當地聖
徒的生活習慣、觀念，我們不需要太
去改正他們，我們在這裏只供應基
督。而最大的困難就是，因為背景不
同、觀念不同外面不同而影響建造，
我們裏面的生命是一樣的，阿利路
亞。我們只要高舉基督作人位，一切
的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但是離開了
基督，就甚麼都是問題了，所以基督
與十字架是召會一切難處的解答。在
非洲這裏，我們真的可以看見一個團
體新人的雛形出現。在非洲，我們的

文化、膚色都和別人不一樣，但是我
們同有一位主，在同一個靈裏同飲於
一位靈。我一生從來沒有想過會去非
洲，但是這幾年來他們每一個新造裏
的故事都一直刻畫在我心中的深處。
我很珍賞當地的弟兄姊妹，雖然他們
明白是含的後代，是受咒詛的，但是
他們有一個尋求的心、力爭上游，一
抓住主就非常依靠。也因着外面的環
境不好，所以他們更珍惜屬靈的供
應。我們會珍賞他們、會寶愛他們，
這個愛是從主的生命而來的。當然，
他們也很寶貝我們的服事，好幾次他
們都希望我們能再回去非洲開展，但
是今天我有四個小孩子，所以還要等
一段時間纔能再回去。

我們兩夫妻剛去非洲的時候都很
年輕，我二十九歲、姊妹二十五歲，
小孩子九個月大。我很珍賞姊妹的單
純，在物質條件缺乏的情況下，她也
沒有任何問題，所以我們之間很少有
配搭的難處。只是一直以來，她都是
處於水土不服的狀態下，這一點對她
來說比較辛苦。我們在非洲只能彼此
的依靠、彼此作同伴互相扶持，所以
不大會起甚麼大爭執。反而是回到了
台灣，我纔發現常常忽畧對姊妹的照
顧，對她相當的虧欠，所以我開始重
新學習顧到姊妹的感覺。我覺得能有
分於非洲的開展，是主的憐憫。主也
給我一個最好的配搭，就是我的姊
妹。



南非開展報導
目前在南非有十處地方召會，聚

會總人數約為四百人。衣索比亞共有
十八處召會，約七百位聖徒；迦納約
有五百位聖徒。另外，在奈及利亞
（Nigeria）也有開展，但因治安不
是很好，限制了福音的工作；尚比亞
（ Z a m b i a ） 和 辛 巴 威
（Zimbabwe）經濟雖不穩定，但今
年各有兩對夫婦去開展。這些國家當
中，南非的生活水準最高，物價也很
高，住宿費用甚至比美國更昂貴。目
前工作的中心，是每年三月和九月在
南非首都普勒托利亞（Pretoria）的
兩次職事性特會。

主話擴長門徒增

       宗教脫離奧秘陳

當我們作學生工作時，主也把在
職聖徒加進來。那時有位牧師講道，
提到恢復本聖經很好用，可是很難
買，據他所知只有一個地方－就是我
們的書房－可以買到。於是，他就把
我的電話號碼給說出來；他的話語被
人錄下來，後來又複製在光碟上，資
訊就流傳開來了。有個團體聽到這個
消息，要向我訂三十本恢復本聖經，
我卻不一次全部賣他，限制每人只能
購買三本，甚至要買聖經還得預約；
這是為着接觸人。若僅僅一手交錢，
一手交貨，那太簡單了，也不能實際
的接觸人。我們把握機會，好好跟人
談話，留名字，留電話，談談他對主
有什麼看法。這樣作，就得了很多
人。我們談完這一人，再和下一人介
紹聖經。藉著這樣一個一個地接觸，
我們在兩年內賣了一千五百本新舊約
聖經恢復版含註解，也成立了許多讀
經小組（Recovery-version Study 
Group，RSG）。

讀經小組多起來，我們卻沒有那
麼多服事者應付需要；我們只有六個
人配搭，真是供不應求，有作不完的
工。因此，他們常是找齊了五個人或
八個人，就自己開始讀，隨便抓一卷
書就讀，讀錯了就讀錯了。因此，我
們現在很需要全時間服事者前來配
搭。有心配搭的人，要先被構成，而
且要會講英文。雖然這裏有本地話，
但我們並不強調使用本地話，都是用
英文。目前人數最多的讀經小組是在
週二晚間，沒有愛筵，也不流行愛
筵。人就簡單帶著聖經來，一同追求

看見異象同合一

       解開真理放光明

我本來在台南服事。當時有聖徒
去南非做生意，發現那裏的召會生活
受消極事物的影響，偏離了使徒的教
訓。這位聖徒回到了台灣，就和弟兄
們交通那裏的難處和需要。於是，我
便在身體的交通中前去南非服事，這
一去就是十八年。弟兄們告訴我，要
去，就要像一粒麥子埋在那裏。在南
非服事的頭三年，我先適應環境，直
到第五年服事纔有些結果。進展雖
慢，當地聖徒的心卻得着安慰，因他
們看見我是在那裏和他們一起生活，
一起服事。我也在書房賣聖經，常有
聖徒聽了我對恢復本聖經的介紹就流
眼淚，因為他們摸着主話中的亮光。
他們不是在意我英文講得好或不好，
語言並不是他們所關注的焦點，他們
渴慕的是真理的亮光。

這些年間，南非眾召會的蒙恩可
從召會光景和事奉兩面來說。在召會
光景方面，聖徒們因着看見相同異象
而得着加強。我剛到南非時，聖徒們
因為離開這分職事的異象與供應，對
於開展沒有甚麼信心；所以我們起頭
先不注重人數，而是先從異象作起，
幫助聖徒看見這分時代的職事。當聖
徒們能在同一異象裏同心合意，自然
就帶進祝福，人數加增。首都普勒托
利亞的聚會人數，由二○○七年的七
十人，繁增迄今有二百三十人聚會；
主恩待我們，這五年來，週週都有新
人加進來！非洲是以黑人為主，但我
們得了很多白人。在事奉上，我們除
了幫助聖徒進入職事，這幾年還注重
得青年人；這是召會往前的方向與動

在我家門前搭帳篷，睡睡袋，自己作
菜，輪流用廁所，凡事都自己來。我
家只有一間浴室，而且當時我姊妹懷
孕，他們就問我姊妹甚麼時候要用浴
室？我說七點，他們就從凌晨四點開
始排隊，輪流使用浴室，七點之後就
不用了。一天早上起來，我看他們一
手拿毛巾、一手拿聖經，排隊等着要
用浴室，我就跟主禱告，求主開路，
不能一直讓他們這樣住帳棚、睡睡
袋。

我禱告了五年，終於有一天，會
所原址被拆掉；蓋起一棟新的大樓，
這是主豫備的。當大樓蓋好時，還沒
有開辦全時間訓練，又經過八年，普
勒托利亞全時間訓練（Ful l- t ime 
Training in Pretoria，FTTP）纔在二
○一三年開辦。第一期訓練先向着南
非召會的青年人發出呼聲，有十三位
弟兄姊妹報名參訓，現在也接受非洲
其他國家的報名，但因著訓練中心空
間有限，只得限制報名人數。

在已過的年間，那些暑假來搭帳
篷、追求聖經的學生中，有很多都去
美 國 安 那 翰 參 加 了 全 時 間 訓 練
（Full-time Training in Anaheim，
FTTA）；他們結訓後回到南非，現
在和我一同配搭學生工作，也有些人
服事訓練中心。我們在主恢復當中服
事學生的原則，乃是得一個就成全一
個，然後再鼓勵他們參加全時間訓
練，使他們成為合乎主人使用的貴重
器皿。

力。當我們藉着主恢復中的文字，幫
助人認識這時代性的職事，以得學生
新人時，主也將在職聖徒加給我們。
然而，因着新人們多有基督教背景，
所以我們並不提倪柝聲或李常受，以
免有人因為曾經接受不正確的資訊而
向我們關閉，我們只需要打開聖經，
逐章逐卷地向他們解開聖經。

吹響號角得青年

       愛慕主話受成全

關於藉着文字工作得着青年人，
我要更詳細地說到我們的蒙恩。二
○○○年左右，有一天有位大學生打
電話到書房來，表明要買『有解釋』
的聖經。我跟他說，『我知道你的意
思，我這裡有你要的聖經。今天週
五，你週日再來。』但他等不及，當
天就和另外三位同學一同到書房。本
來只有一位同學打算要買聖經，但聽
過我們的介紹之後，四位同學都決定
要買恢復本聖經，又買了許多其他的
書報。

有趣的是，其中一本書報是神的
經營（God’s Economy）。我說這
是一本好書，他們就接受了；但他們
之所以對這本書有興趣，是因為學生
沒有錢，想知道神怎樣叫人經營賺
錢。他們都是基督徒，我們也邀請他
們參加聚會；後來，我每週五晚上陪
他們讀聖經，從七點直到十一點，然
後他們纔坐一小時的車回家。後來他
們會自動帶其他學生來，讀經小組的
人數越來越多。

在二○○○年的暑假，他們有十
八位學生來找我，問我能不能在暑假
陪他們讀聖經？後來這十八位學生就

非洲民情及開展概況

非洲人在價值觀、文化等諸多方
面都和臺灣人有巨大差異。因生活水
平低，大多數人只看眼前、只顧當
天。在歷史上，非洲人受歐洲人的影
響深遠，造成他們有明顯的自卑感，
覺得自己低人一等，一生的定命就是
要為別人作工，接受別人的幫助。但
反過來說，由於覺得自己能力不足，
作不了甚麼事，反而比較願意投靠
神，例如南非登記在案的基督徒人數
可達全國人口的七至八成，許多人是
一面信主、一面拜偶像，這就是他們
所謂的『投靠神』。他們很迷信，相
信許多神祇，有偶像就拜。

目前主的恢復在非洲有幾處開展
較 深 入 的 國 家 ， 包 括 衣 索 比 亞
（Ethiopia）、迦納（Ghana）、和
南非（South Africa）。這三地召會
的開展已有一段歷史，因此規模較
大，人數較穩定。三地的地理位置恰
成一三角形，搭飛機來往各約六小
時。因機票昂貴－從南非到衣索匹亞
的票價與從台灣到名古屋的票價相
同，使得這三處召會較少在開展上一
起行動。整個非洲大陸，以衣索比亞
和迦納兩國連線為分界，連線以北是
以回教信仰為主，以南則以基督徒為
主；天主教徒人數並不多。

打『預防針』。曾有一位弟兄的母親
反對他與我們一同聚會，他卻和母親
說，『我跟這些人在一起，我就更愛
主、更愛聖經；如果這是邪教，我寧
願參加這個邪教。』這位弟兄正是因
為看見，而與主站在一起！

維持喜樂話靈禱
       持續澆奠新酒盈

在服事中要維持喜樂，秘訣乃是
話、靈、禱。全時間事奉主的人，需
要裝備儲存的話和時代性職事的話，
前者如生命讀經，讓我們有深厚的基
本構成後者如主藉弟兄們所釋放時代
性的話，則使我們有服事的動力。在
南非，全時間服事者每早上都來在一
起共同追求，深入的追求使我們被話
構成。另外，我們也有許多禱告，出
去接觸人時就會對人有負擔、有興
趣。

一如二○一三年春季長老及負責
弟兄訓練信息中所提到的，當我們藉
着經歷基督作出產酒的葡萄樹，並藉
着被祂這新酒充滿，我們就能在祂裏
面並同着祂成爲奠祭，使神和人喜
樂。奠祭是酒加在基本的祭上，就是
聖徒們的信；而保羅作為奠祭加在信
徒的信心上，就是他勞苦中的喜樂。
在腓立比的信徒使保羅這酒有地方澆
奠。他怎樣成為腓立比人的奠祭而喜
樂，聖徒們也照樣是我們的喜樂。有
些人服事到後來沒有信徒，沒有人成
為他的喜樂他的酒就沒地方奠，他的
服事就枯乾了。

此外，我們自己要對話有胃口，
弟兄姊妹們才會跟着有胃口。這裏的
聖徒極其寳愛晨興聖言，每追求完一

兩個小時；很多人是這樣被帶到召會
生活裏。在二○一二年的兩週成全訓
練中，有許多在職聖徒請假來參加，
藉此他們被成全，異象更清楚。

除了聖經，我們也必須非常熟悉
主恢復中的書報，因為福音朋友和其
他基督徒團體都會來到我們的書房，
要我們介紹、推薦書報。雖然福音在
非洲相當普及，但僅止於西教士所傳
福利平安的福音，因此一般基督徒的
真理相當薄弱。我們的書房雖然小，
但人一旦進來了就不想出去，因為主
恢復中書報裏的真理亮光太豐富了。
藉著我們的傳講，人就被這職事所吸
引。

有一次，我向人介紹『亞伯拉
罕、以撒、雅各的神』一書，提到在
亞伯拉罕身上、以撒身上、雅各身
上，有記號三一神的工作。沒有人跟
他們講過這樣的話，他們一聽就感動
流淚。我們當講到約翰福音十四至十
六章，乃是啟示三一神與三部分人的
調和，人聽了心裏很有感覺，連男生
都抱著我流淚。從來沒有人告訴他
們，四福音是從四個角度描繪主耶
穌；很多人都因着我們的介紹買了恢
復本聖經。他們在聚會中聽信息就流
淚，因為亮光這麼清楚！這些真理我
們都聽習慣了，他們卻從來沒有聽
過，因此非常珍賞。

我們書房的書報不是免費贈送
的，每一本都要人自己購買，免得人
不珍惜，拿免費書報去墊床腳。人若
是不出代價而得到書報，就不會珍
惜，這和歐洲的情形大不相同。因着
有些團體對主的恢復並不友善，我們
一面讓人看見真理，一面也會替聖徒

本晨興聖言，聖徒們都問，『可不可
以再讀一次？太好了，我們想要再讀
一次！』申言聚會時，我們常要彈琴
提醒聖徒，時間到了，不能講太多，
讓別人才會分享。大家都講，並且搶
著講。這時代職事的說話，真是豐富
又有膏油！

代禱事項

我們服事的人力原本就很有限，
現在要兼顧學生工作和全時間訓練中
心，更是捉襟見肘，因此亟需眾召會
為這裏的工作禱告，並記念二○一三
年開始運作的全時間訓練中心，好使
更多青年人得救且被成全。特別要提
到的是，這裏的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四
十，使南非召會財務負擔沉重，每個
月都是憑信心往前。南非的聖徒幼
嫩，你們在身體裏的交通和代禱，是
我們不可少的扶持。

這裏服事的需求實在太大了，我
們因爲忙碌，幾乎沒有時間跟眾召會
交通，因此許多聖徒不清楚這裏的情
形。我們盼望藉着這份刊物，向眾人
傳達主的恢復在南非的近況，願主祝
福這裏的服事，能繼續往前！

                      （黃約翰弟兄訪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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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納開展報導
看見榮耀異象

       跟上獨一職事

我在迦納開展一共五年多，目前
在台南市召會服事兒童專項。一九八
一年一月四日，我小學六年級的時候
在台北市召會二十會所受浸並參加兒
童聚會；到了國中，全家搬到了新
竹，和當地的大專生一起過召會生
活，當時很受清、交大學生弟兄們的
榜樣所激勵。我跟清華大一的陶國清
弟兄配搭兒童服事，每周我們都會有
一次為着兒童服事的禱告；升上了高
中，我就在學校裏面配搭小排聚會，
同時也繼續有兒童服事。跟着同伴們
一同服事、過召會生活，真是喜樂無
比。在升上大學之前，我與當時的服
事者林受恩弟兄有些交通，問他該去
念哪一所大專院校比較合適？他建議
我去台南的成功大學，因為在那裏召
會生活很好、能成全人，於是我就決
定去讀成大。我記得到了成大的第一
天，就把行李搬進了弟兄之家，於是
我整個大學生活都在弟兄之家裏受成
全。剛好陶國清弟兄也考到成大研究
所，所以我們又在一起配搭。在成大
學生中心，我跟着五、六十位清心愛
主的弟兄姊妹一同過召會生活。成大
學生中心有很好的伙食團，所以我們
每一餐都會回到學生中心喫，與同伴
之間有很好的相調。

大一的時候我就立定志向要全時
間服事主，所以每週都有固定的晨
興、家聚會、讀經、禱告、追求、叩
門、牧養、小排、主日服事，往往兩
週內就會讀完當期基本訂戶的書報。

成大弟兄之家的家風非常好，所以我
有一個非常健康的召會生活。當時的
服事者黃約翰弟兄也盡可能花時間陪
伴並成全我們。經過了四年弟兄姊妹
之家的成全後，我就去服兵役兩年，
並於一九九五年八月份正式參加全時
間訓練第七期。

當時與我一同從台南北上參訓的
弟兄有陳志峰、傅仲光、陳賢錫。同
期學員中，目前還在全時間服事的有
盧正五、翟兆平、吳東力、曾萬俊、
以及鄭天俊弟兄（目前在希臘）等
人。在訓練的第二年，我到了交通大
學弟兄之家服事；在一九九七年，我
回到台北擔任第九期訓練的輔訓。在
我受訓練的時候，劉晨曦弟兄是我們
的訓練教師。他去了迦納一趟回來，
就向我們交通非洲開展的負擔，使我
很有感覺、也把這個交通帶進禱告裏
面。在一九九七年，傅仲光弟兄先去
非洲迦納（Ghana）開展，我在一九
九九年結束輔訓的服事之後，同年八
月份也前去非洲迦納。

我會去非洲開展的原因，是因着
受訓期間劉晨曦弟兄交通在迦納的情
形，使我很受感動。我要去迦納之
前，需要通過教師們的口試，口試教
師宋高弘弟兄問我說，『你確定要到
非洲開展麼？』我說，『是的。』接
着他問我的姊妹說，『妳同意你的弟
兄到非洲開展麼？妳要跟他一起去
麼？』我的姊妹很單純地說，『阿
們。弟兄怎麼說，我就是跟隨。』其
實，我們倆並不曉得在非洲生活真是
很不容易，疾病、食物、水資源缺乏
等等都會造成生活上的難處，但是我
的姊妹與我有同樣的心願，我們並沒

書房，也將奈及利亞的書房交給當地
弟兄們服事，我們的書報在那裏推廣
得相當好。

殉道栽召會  建造成新人

 在這幾年海外開展的過程中，有
幾件事令我永生難忘。每一年四月和
十二月，Dick Taylor和李隆輝兩位弟
兄都會從美國來迦納參加特會和訓練
並訪問我們。他們都很寶愛我們這兩
個願意離開台灣到非洲開展的家；當
他們看到我們的孩子時，都很珍賞我
們向主的奉獻。我們常對他們說，其
在 這 裏 能 作 的 實 在 很 有 限 ， 但 是
Taylor弟兄卻對我們說，『你們只要
在這裏活得好就行了，因為我們的生
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我們的
生活就是一個活的見證。』這樣的交
通給我們影響很大。二ＯＯ一年十月
份，傅仲光弟兄在奈及利亞因車禍過
世，這件事對奈及利亞青年聖徒們造
成很大的震撼。他們覺得一個如此年
輕有為的弟兄，竟然為了主的緣故，
甚至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國家而犧牲生
命，他們說，『不能再讓其他國家的
弟兄姊妹為我們犧牲了，我們青年人
需要起來，擔負起主的恢復在奈及利
亞的見證。』所以他們起來，站住直
到如今。正因如此，奈及利亞當地的
負責弟兄們都相當年輕，大多在四十
歲以下，他們也仍問候傅姊妹一家平
安。誠如初期召會教父曾說的：『殉
道者的血是召會的種子。』福音不僅
是用口來傳、用生活來傳、也得用血
來傳。

我們在奈及利亞也作生命讀經的
廣播，範圍達到七個州，果效非常

有考慮那麼多。長話短說，我們就在
身體的差遣下到了非洲迦納的特馬
（Tema）。

迦納的風俗民情

 迦納治安還好，當地人對於外國
人的態度很友善，只要我們留意一下
自身安全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因此
那裏是一個安全的地方；在民生方
面，水源比較不穩定，物質上比較缺
乏，只喫的到五種蔬菜，但是土地還
算是肥沃，只要人願意去耕種就都會
有收成；在通訊方面，電話會時通時
不通，在對外聯絡主要是靠電子郵
件。在宗教上，住在南方的人有一半
以上是基督徒，並且多屬於靈恩派，
另外百分之二十是回教徒；住在北方
的人因為較靠近撒哈拉沙漠，所以有
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回教徒。迦納當地
人對於福音的接受度基本上算是高
的，但是真出代價過召會生活的人卻
不多。因為大多數的人只希望從我們
的身上取得一些好處，所以我們需要
有屬靈的辨別力，只要人對聖經和書
報沒有興趣，我們就不會再繼續接觸
他。

  關於迦納人的特質。第一，他
們相當尊敬家中長輩。若是我們得着
了一個家，這個家的第二代大多會承
繼父母的生活、繼續留在召會生活
中。第二，他們的生活步調很慢，每
天中午都休息到三點鐘，到傍晚六點
鐘就下班了，所以當地人民的快樂指
數非常高。第三，他們曾經受英國統
治，所以比較客氣，不會真誠的待
人；若是他們不喜歡你，並不會直接
的表現出來。因為他們比較會在表面

對待人，不會在愛裏說實話，所以面
臨真理的問題時，就會出現一些難
處。所以我們真的需要屬靈的辨別
力，並且讓他們知道，我們這裏只有
真理，只有基督，這樣我們纔能得着
扎實的尋求者。

凱旋行列撒香
       國度版圖開拓

 我們剛到非洲得重新適應的第一
件事，就是一切的環境，所以只能一
面仰望主、一面更新我們的奉獻。在
禱告中，我們感覺需要將這一分職事
推廣出去，所以我們在開展初期的主
要的負擔是設立迦納福音書房，一面
推廣職事，一面尋找年輕的尋求者。
當時在迦納已經有三十處的地方召
會，使用的語言是英文，所以我們必
須 從 美 國 安 那 翰 的 水 流 職 事 站
（Living Stream Ministry）進書，
並盡力把書報推廣到當地的尋求者手
中。我們也開辦生命讀經的廣播節
目，藉着廣播，得著許多尋求者主動
打電話跟我們聯絡、接觸我們，或邀
請我們去訪問他們。其實我們最主要
的負擔是，將這一分職事推廣到尋求
者手中，讓他們藉着認識這分職事而
被帶進召會生活中。

二ＯＯ一年，吳有成弟兄和林鴻
弟兄到迦納來訪問我們，並建議我們
有 一 個 家 可 以 到 迦 納 大 學
（University of Ghana）開展。所以
我 們 家 就 接 受 了 負 擔 從 特 馬
（ T e m a ） 搬 到 首 都 阿 克 拉
（Accra），並在迦納大學附近租了
一個房子，就開始一面推廣職事，一
面作學生工作。當時全迦納就只有傅

仲光弟兄跟我們兩個家在服事，傅弟
兄在特馬服事書房，而我們家在迦納
大學開展校園。

 在迦納，主要的開展方式是找到
尋求者，所以我們在當地召會都非常
看重冬、夏季錄影訓練。我們辦錄影
訓練，對聖徒的要求相當嚴格，受訓
者只要一遲到就不能進入會場。我們
也要求聖徒們操練禱、研、背、講
（Praying－Studying－Reciting－
Prophesying），這對當地人來說是
一個很大的挑戰，但是聖徒們都很能
彀接受這樣的操練。每一次錄影訓練
都是為期二十四天，用十二天看錄
影、另外用十二天用來禱、研、背、
講。雖然整個時間很長，但是聖徒們
都很樂意操練。我們在當地服事的重
點，就是辦冬、夏季錄影訓練，以及
幫助當地聖徒實行神命定之路（God 
Ordained Way）。由於他們平日生
活步調緩慢，所以事務的服事會比較
輕，但是屬靈的服事就需要特別儆醒
豫備。另外，交通並不發達，所以一
年之中只有兩次全國性的特會，並且
錄影訓練只有在特馬以及首都阿克拉
纔會有，其他地方僅有一般性的召會
生活。迦納眾召會之間相距至少都有
二、三百公里遠，而且交通費用很
貴，所以聖徒們比較出不起代價來
往，於是我們兩個服事的家只能每三
個月到半年之間到各地方召會走動相
調訪問。

我們在非洲開展後期的重點在奈
及利亞（Nigeria），因為在那裏有
兩億人口、尋求者的數目是迦納的三
十到五十倍。我們每兩個月會去一
次，在那裏推廣書報，後來我們設了

好，我們頗能藉此得着大學生。他們
對真理相當渴慕，每次我們從迦納到
奈及利亞參加特會，都會感覺到他們
的靈相當洋溢。無論晨興、禱告、小
排、主日，他們在話上的經營都是相
當豐富的，讓我們很受激勵。尤其是
青年人每周主日聚完會後不會馬上離
開會所，他們都會拿出書報來彼此交
通分享，直到下午三點鐘，他們非常
的渴慕職事的說話。當地聖徒每週二
實行禱告聚會，週三和週四是小排聚
會，週六會出外叩門傳福音，主日聚
會就操練申言，所以他們在神命定之
路的操練上作得非常扎實。

另外對我而言，海外開展最不容
易突破的，就是我旣有的文化背景。
當我到了海外，纔認識自己很受文化
的限制。若是要產生出一個新人，在
就一定得沒有猶太人、外邦人、為奴
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一切。這個
感覺只有實際在海外纔能體會的到。
我需要脫開自己的文化背景，凡是基
督以外的人、事、物都會造成建造的
攔阻。卽便是好的實行也都需要經過
主，而我們的標準就是在於職事的說
話；職事怎麼說，我們就怎麼作，就
怎麼帶領。但是相對的，對於當地聖
徒的生活習慣、觀念，我們不需要太
去改正他們，我們在這裏只供應基
督。而最大的困難就是，因為背景不
同、觀念不同外面不同而影響建造，
我們裏面的生命是一樣的，阿利路
亞。我們只要高舉基督作人位，一切
的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但是離開了
基督，就甚麼都是問題了，所以基督
與十字架是召會一切難處的解答。在
非洲這裏，我們真的可以看見一個團
體新人的雛形出現。在非洲，我們的

文化、膚色都和別人不一樣，但是我
們同有一位主，在同一個靈裏同飲於
一位靈。我一生從來沒有想過會去非
洲，但是這幾年來他們每一個新造裏
的故事都一直刻畫在我心中的深處。
我很珍賞當地的弟兄姊妹，雖然他們
明白是含的後代，是受咒詛的，但是
他們有一個尋求的心、力爭上游，一
抓住主就非常依靠。也因着外面的環
境不好，所以他們更珍惜屬靈的供
應。我們會珍賞他們、會寶愛他們，
這個愛是從主的生命而來的。當然，
他們也很寶貝我們的服事，好幾次他
們都希望我們能再回去非洲開展，但
是今天我有四個小孩子，所以還要等
一段時間纔能再回去。

我們兩夫妻剛去非洲的時候都很
年輕，我二十九歲、姊妹二十五歲，
小孩子九個月大。我很珍賞姊妹的單
純，在物質條件缺乏的情況下，她也
沒有任何問題，所以我們之間很少有
配搭的難處。只是一直以來，她都是
處於水土不服的狀態下，這一點對她
來說比較辛苦。我們在非洲只能彼此
的依靠、彼此作同伴互相扶持，所以
不大會起甚麼大爭執。反而是回到了
台灣，我纔發現常常忽畧對姊妹的照
顧，對她相當的虧欠，所以我開始重
新學習顧到姊妹的感覺。我覺得能有
分於非洲的開展，是主的憐憫。主也
給我一個最好的配搭，就是我的姊
妹。



南非開展報導
目前在南非有十處地方召會，聚

會總人數約為四百人。衣索比亞共有
十八處召會，約七百位聖徒；迦納約
有五百位聖徒。另外，在奈及利亞
（Nigeria）也有開展，但因治安不
是很好，限制了福音的工作；尚比亞
（ Z a m b i a ） 和 辛 巴 威
（Zimbabwe）經濟雖不穩定，但今
年各有兩對夫婦去開展。這些國家當
中，南非的生活水準最高，物價也很
高，住宿費用甚至比美國更昂貴。目
前工作的中心，是每年三月和九月在
南非首都普勒托利亞（Pretoria）的
兩次職事性特會。

主話擴長門徒增

       宗教脫離奧秘陳

當我們作學生工作時，主也把在
職聖徒加進來。那時有位牧師講道，
提到恢復本聖經很好用，可是很難
買，據他所知只有一個地方－就是我
們的書房－可以買到。於是，他就把
我的電話號碼給說出來；他的話語被
人錄下來，後來又複製在光碟上，資
訊就流傳開來了。有個團體聽到這個
消息，要向我訂三十本恢復本聖經，
我卻不一次全部賣他，限制每人只能
購買三本，甚至要買聖經還得預約；
這是為着接觸人。若僅僅一手交錢，
一手交貨，那太簡單了，也不能實際
的接觸人。我們把握機會，好好跟人
談話，留名字，留電話，談談他對主
有什麼看法。這樣作，就得了很多
人。我們談完這一人，再和下一人介
紹聖經。藉著這樣一個一個地接觸，
我們在兩年內賣了一千五百本新舊約
聖經恢復版含註解，也成立了許多讀
經小組（Recovery-version Study 
Group，RSG）。

讀經小組多起來，我們卻沒有那
麼多服事者應付需要；我們只有六個
人配搭，真是供不應求，有作不完的
工。因此，他們常是找齊了五個人或
八個人，就自己開始讀，隨便抓一卷
書就讀，讀錯了就讀錯了。因此，我
們現在很需要全時間服事者前來配
搭。有心配搭的人，要先被構成，而
且要會講英文。雖然這裏有本地話，
但我們並不強調使用本地話，都是用
英文。目前人數最多的讀經小組是在
週二晚間，沒有愛筵，也不流行愛
筵。人就簡單帶著聖經來，一同追求

看見異象同合一

       解開真理放光明

我本來在台南服事。當時有聖徒
去南非做生意，發現那裏的召會生活
受消極事物的影響，偏離了使徒的教
訓。這位聖徒回到了台灣，就和弟兄
們交通那裏的難處和需要。於是，我
便在身體的交通中前去南非服事，這
一去就是十八年。弟兄們告訴我，要
去，就要像一粒麥子埋在那裏。在南
非服事的頭三年，我先適應環境，直
到第五年服事纔有些結果。進展雖
慢，當地聖徒的心卻得着安慰，因他
們看見我是在那裏和他們一起生活，
一起服事。我也在書房賣聖經，常有
聖徒聽了我對恢復本聖經的介紹就流
眼淚，因為他們摸着主話中的亮光。
他們不是在意我英文講得好或不好，
語言並不是他們所關注的焦點，他們
渴慕的是真理的亮光。

這些年間，南非眾召會的蒙恩可
從召會光景和事奉兩面來說。在召會
光景方面，聖徒們因着看見相同異象
而得着加強。我剛到南非時，聖徒們
因為離開這分職事的異象與供應，對
於開展沒有甚麼信心；所以我們起頭
先不注重人數，而是先從異象作起，
幫助聖徒看見這分時代的職事。當聖
徒們能在同一異象裏同心合意，自然
就帶進祝福，人數加增。首都普勒托
利亞的聚會人數，由二○○七年的七
十人，繁增迄今有二百三十人聚會；
主恩待我們，這五年來，週週都有新
人加進來！非洲是以黑人為主，但我
們得了很多白人。在事奉上，我們除
了幫助聖徒進入職事，這幾年還注重
得青年人；這是召會往前的方向與動

在我家門前搭帳篷，睡睡袋，自己作
菜，輪流用廁所，凡事都自己來。我
家只有一間浴室，而且當時我姊妹懷
孕，他們就問我姊妹甚麼時候要用浴
室？我說七點，他們就從凌晨四點開
始排隊，輪流使用浴室，七點之後就
不用了。一天早上起來，我看他們一
手拿毛巾、一手拿聖經，排隊等着要
用浴室，我就跟主禱告，求主開路，
不能一直讓他們這樣住帳棚、睡睡
袋。

我禱告了五年，終於有一天，會
所原址被拆掉；蓋起一棟新的大樓，
這是主豫備的。當大樓蓋好時，還沒
有開辦全時間訓練，又經過八年，普
勒托利亞全時間訓練（Ful l- t ime 
Training in Pretoria，FTTP）纔在二
○一三年開辦。第一期訓練先向着南
非召會的青年人發出呼聲，有十三位
弟兄姊妹報名參訓，現在也接受非洲
其他國家的報名，但因著訓練中心空
間有限，只得限制報名人數。

在已過的年間，那些暑假來搭帳
篷、追求聖經的學生中，有很多都去
美 國 安 那 翰 參 加 了 全 時 間 訓 練
（Full-time Training in Anaheim，
FTTA）；他們結訓後回到南非，現
在和我一同配搭學生工作，也有些人
服事訓練中心。我們在主恢復當中服
事學生的原則，乃是得一個就成全一
個，然後再鼓勵他們參加全時間訓
練，使他們成為合乎主人使用的貴重
器皿。

力。當我們藉着主恢復中的文字，幫
助人認識這時代性的職事，以得學生
新人時，主也將在職聖徒加給我們。
然而，因着新人們多有基督教背景，
所以我們並不提倪柝聲或李常受，以
免有人因為曾經接受不正確的資訊而
向我們關閉，我們只需要打開聖經，
逐章逐卷地向他們解開聖經。

吹響號角得青年

       愛慕主話受成全

關於藉着文字工作得着青年人，
我要更詳細地說到我們的蒙恩。二
○○○年左右，有一天有位大學生打
電話到書房來，表明要買『有解釋』
的聖經。我跟他說，『我知道你的意
思，我這裡有你要的聖經。今天週
五，你週日再來。』但他等不及，當
天就和另外三位同學一同到書房。本
來只有一位同學打算要買聖經，但聽
過我們的介紹之後，四位同學都決定
要買恢復本聖經，又買了許多其他的
書報。

有趣的是，其中一本書報是神的
經營（God’s Economy）。我說這
是一本好書，他們就接受了；但他們
之所以對這本書有興趣，是因為學生
沒有錢，想知道神怎樣叫人經營賺
錢。他們都是基督徒，我們也邀請他
們參加聚會；後來，我每週五晚上陪
他們讀聖經，從七點直到十一點，然
後他們纔坐一小時的車回家。後來他
們會自動帶其他學生來，讀經小組的
人數越來越多。

在二○○○年的暑假，他們有十
八位學生來找我，問我能不能在暑假
陪他們讀聖經？後來這十八位學生就

非洲民情及開展概況

非洲人在價值觀、文化等諸多方
面都和臺灣人有巨大差異。因生活水
平低，大多數人只看眼前、只顧當
天。在歷史上，非洲人受歐洲人的影
響深遠，造成他們有明顯的自卑感，
覺得自己低人一等，一生的定命就是
要為別人作工，接受別人的幫助。但
反過來說，由於覺得自己能力不足，
作不了甚麼事，反而比較願意投靠
神，例如南非登記在案的基督徒人數
可達全國人口的七至八成，許多人是
一面信主、一面拜偶像，這就是他們
所謂的『投靠神』。他們很迷信，相
信許多神祇，有偶像就拜。

目前主的恢復在非洲有幾處開展
較 深 入 的 國 家 ， 包 括 衣 索 比 亞
（Ethiopia）、迦納（Ghana）、和
南非（South Africa）。這三地召會
的開展已有一段歷史，因此規模較
大，人數較穩定。三地的地理位置恰
成一三角形，搭飛機來往各約六小
時。因機票昂貴－從南非到衣索匹亞
的票價與從台灣到名古屋的票價相
同，使得這三處召會較少在開展上一
起行動。整個非洲大陸，以衣索比亞
和迦納兩國連線為分界，連線以北是
以回教信仰為主，以南則以基督徒為
主；天主教徒人數並不多。

打『預防針』。曾有一位弟兄的母親
反對他與我們一同聚會，他卻和母親
說，『我跟這些人在一起，我就更愛
主、更愛聖經；如果這是邪教，我寧
願參加這個邪教。』這位弟兄正是因
為看見，而與主站在一起！

維持喜樂話靈禱
       持續澆奠新酒盈

在服事中要維持喜樂，秘訣乃是
話、靈、禱。全時間事奉主的人，需
要裝備儲存的話和時代性職事的話，
前者如生命讀經，讓我們有深厚的基
本構成後者如主藉弟兄們所釋放時代
性的話，則使我們有服事的動力。在
南非，全時間服事者每早上都來在一
起共同追求，深入的追求使我們被話
構成。另外，我們也有許多禱告，出
去接觸人時就會對人有負擔、有興
趣。

一如二○一三年春季長老及負責
弟兄訓練信息中所提到的，當我們藉
着經歷基督作出產酒的葡萄樹，並藉
着被祂這新酒充滿，我們就能在祂裏
面並同着祂成爲奠祭，使神和人喜
樂。奠祭是酒加在基本的祭上，就是
聖徒們的信；而保羅作為奠祭加在信
徒的信心上，就是他勞苦中的喜樂。
在腓立比的信徒使保羅這酒有地方澆
奠。他怎樣成為腓立比人的奠祭而喜
樂，聖徒們也照樣是我們的喜樂。有
些人服事到後來沒有信徒，沒有人成
為他的喜樂他的酒就沒地方奠，他的
服事就枯乾了。

此外，我們自己要對話有胃口，
弟兄姊妹們才會跟着有胃口。這裏的
聖徒極其寳愛晨興聖言，每追求完一

兩個小時；很多人是這樣被帶到召會
生活裏。在二○一二年的兩週成全訓
練中，有許多在職聖徒請假來參加，
藉此他們被成全，異象更清楚。

除了聖經，我們也必須非常熟悉
主恢復中的書報，因為福音朋友和其
他基督徒團體都會來到我們的書房，
要我們介紹、推薦書報。雖然福音在
非洲相當普及，但僅止於西教士所傳
福利平安的福音，因此一般基督徒的
真理相當薄弱。我們的書房雖然小，
但人一旦進來了就不想出去，因為主
恢復中書報裏的真理亮光太豐富了。
藉著我們的傳講，人就被這職事所吸
引。

有一次，我向人介紹『亞伯拉
罕、以撒、雅各的神』一書，提到在
亞伯拉罕身上、以撒身上、雅各身
上，有記號三一神的工作。沒有人跟
他們講過這樣的話，他們一聽就感動
流淚。我們當講到約翰福音十四至十
六章，乃是啟示三一神與三部分人的
調和，人聽了心裏很有感覺，連男生
都抱著我流淚。從來沒有人告訴他
們，四福音是從四個角度描繪主耶
穌；很多人都因着我們的介紹買了恢
復本聖經。他們在聚會中聽信息就流
淚，因為亮光這麼清楚！這些真理我
們都聽習慣了，他們卻從來沒有聽
過，因此非常珍賞。

我們書房的書報不是免費贈送
的，每一本都要人自己購買，免得人
不珍惜，拿免費書報去墊床腳。人若
是不出代價而得到書報，就不會珍
惜，這和歐洲的情形大不相同。因着
有些團體對主的恢復並不友善，我們
一面讓人看見真理，一面也會替聖徒

本晨興聖言，聖徒們都問，『可不可
以再讀一次？太好了，我們想要再讀
一次！』申言聚會時，我們常要彈琴
提醒聖徒，時間到了，不能講太多，
讓別人才會分享。大家都講，並且搶
著講。這時代職事的說話，真是豐富
又有膏油！

代禱事項

我們服事的人力原本就很有限，
現在要兼顧學生工作和全時間訓練中
心，更是捉襟見肘，因此亟需眾召會
為這裏的工作禱告，並記念二○一三
年開始運作的全時間訓練中心，好使
更多青年人得救且被成全。特別要提
到的是，這裏的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四
十，使南非召會財務負擔沉重，每個
月都是憑信心往前。南非的聖徒幼
嫩，你們在身體裏的交通和代禱，是
我們不可少的扶持。

這裏服事的需求實在太大了，我
們因爲忙碌，幾乎沒有時間跟眾召會
交通，因此許多聖徒不清楚這裏的情
形。我們盼望藉着這份刊物，向眾人
傳達主的恢復在南非的近況，願主祝
福這裏的服事，能繼續往前！

                      （黃約翰弟兄訪稿）

迦納開展報導
看見榮耀異象

       跟上獨一職事

我在迦納開展一共五年多，目前
在台南市召會服事兒童專項。一九八
一年一月四日，我小學六年級的時候
在台北市召會二十會所受浸並參加兒
童聚會；到了國中，全家搬到了新
竹，和當地的大專生一起過召會生
活，當時很受清、交大學生弟兄們的
榜樣所激勵。我跟清華大一的陶國清
弟兄配搭兒童服事，每周我們都會有
一次為着兒童服事的禱告；升上了高
中，我就在學校裏面配搭小排聚會，
同時也繼續有兒童服事。跟着同伴們
一同服事、過召會生活，真是喜樂無
比。在升上大學之前，我與當時的服
事者林受恩弟兄有些交通，問他該去
念哪一所大專院校比較合適？他建議
我去台南的成功大學，因為在那裏召
會生活很好、能成全人，於是我就決
定去讀成大。我記得到了成大的第一
天，就把行李搬進了弟兄之家，於是
我整個大學生活都在弟兄之家裏受成
全。剛好陶國清弟兄也考到成大研究
所，所以我們又在一起配搭。在成大
學生中心，我跟着五、六十位清心愛
主的弟兄姊妹一同過召會生活。成大
學生中心有很好的伙食團，所以我們
每一餐都會回到學生中心喫，與同伴
之間有很好的相調。

大一的時候我就立定志向要全時
間服事主，所以每週都有固定的晨
興、家聚會、讀經、禱告、追求、叩
門、牧養、小排、主日服事，往往兩
週內就會讀完當期基本訂戶的書報。

成大弟兄之家的家風非常好，所以我
有一個非常健康的召會生活。當時的
服事者黃約翰弟兄也盡可能花時間陪
伴並成全我們。經過了四年弟兄姊妹
之家的成全後，我就去服兵役兩年，
並於一九九五年八月份正式參加全時
間訓練第七期。

當時與我一同從台南北上參訓的
弟兄有陳志峰、傅仲光、陳賢錫。同
期學員中，目前還在全時間服事的有
盧正五、翟兆平、吳東力、曾萬俊、
以及鄭天俊弟兄（目前在希臘）等
人。在訓練的第二年，我到了交通大
學弟兄之家服事；在一九九七年，我
回到台北擔任第九期訓練的輔訓。在
我受訓練的時候，劉晨曦弟兄是我們
的訓練教師。他去了迦納一趟回來，
就向我們交通非洲開展的負擔，使我
很有感覺、也把這個交通帶進禱告裏
面。在一九九七年，傅仲光弟兄先去
非洲迦納（Ghana）開展，我在一九
九九年結束輔訓的服事之後，同年八
月份也前去非洲迦納。

我會去非洲開展的原因，是因着
受訓期間劉晨曦弟兄交通在迦納的情
形，使我很受感動。我要去迦納之
前，需要通過教師們的口試，口試教
師宋高弘弟兄問我說，『你確定要到
非洲開展麼？』我說，『是的。』接
着他問我的姊妹說，『妳同意你的弟
兄到非洲開展麼？妳要跟他一起去
麼？』我的姊妹很單純地說，『阿
們。弟兄怎麼說，我就是跟隨。』其
實，我們倆並不曉得在非洲生活真是
很不容易，疾病、食物、水資源缺乏
等等都會造成生活上的難處，但是我
的姊妹與我有同樣的心願，我們並沒

書房，也將奈及利亞的書房交給當地
弟兄們服事，我們的書報在那裏推廣
得相當好。

殉道栽召會  建造成新人

 在這幾年海外開展的過程中，有
幾件事令我永生難忘。每一年四月和
十二月，Dick Taylor和李隆輝兩位弟
兄都會從美國來迦納參加特會和訓練
並訪問我們。他們都很寶愛我們這兩
個願意離開台灣到非洲開展的家；當
他們看到我們的孩子時，都很珍賞我
們向主的奉獻。我們常對他們說，其
在 這 裏 能 作 的 實 在 很 有 限 ， 但 是
Taylor弟兄卻對我們說，『你們只要
在這裏活得好就行了，因為我們的生
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我們的
生活就是一個活的見證。』這樣的交
通給我們影響很大。二ＯＯ一年十月
份，傅仲光弟兄在奈及利亞因車禍過
世，這件事對奈及利亞青年聖徒們造
成很大的震撼。他們覺得一個如此年
輕有為的弟兄，竟然為了主的緣故，
甚至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國家而犧牲生
命，他們說，『不能再讓其他國家的
弟兄姊妹為我們犧牲了，我們青年人
需要起來，擔負起主的恢復在奈及利
亞的見證。』所以他們起來，站住直
到如今。正因如此，奈及利亞當地的
負責弟兄們都相當年輕，大多在四十
歲以下，他們也仍問候傅姊妹一家平
安。誠如初期召會教父曾說的：『殉
道者的血是召會的種子。』福音不僅
是用口來傳、用生活來傳、也得用血
來傳。

我們在奈及利亞也作生命讀經的
廣播，範圍達到七個州，果效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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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考慮那麼多。長話短說，我們就在
身體的差遣下到了非洲迦納的特馬
（Tema）。

迦納的風俗民情

 迦納治安還好，當地人對於外國
人的態度很友善，只要我們留意一下
自身安全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因此
那裏是一個安全的地方；在民生方
面，水源比較不穩定，物質上比較缺
乏，只喫的到五種蔬菜，但是土地還
算是肥沃，只要人願意去耕種就都會
有收成；在通訊方面，電話會時通時
不通，在對外聯絡主要是靠電子郵
件。在宗教上，住在南方的人有一半
以上是基督徒，並且多屬於靈恩派，
另外百分之二十是回教徒；住在北方
的人因為較靠近撒哈拉沙漠，所以有
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回教徒。迦納當地
人對於福音的接受度基本上算是高
的，但是真出代價過召會生活的人卻
不多。因為大多數的人只希望從我們
的身上取得一些好處，所以我們需要
有屬靈的辨別力，只要人對聖經和書
報沒有興趣，我們就不會再繼續接觸
他。

  關於迦納人的特質。第一，他
們相當尊敬家中長輩。若是我們得着
了一個家，這個家的第二代大多會承
繼父母的生活、繼續留在召會生活
中。第二，他們的生活步調很慢，每
天中午都休息到三點鐘，到傍晚六點
鐘就下班了，所以當地人民的快樂指
數非常高。第三，他們曾經受英國統
治，所以比較客氣，不會真誠的待
人；若是他們不喜歡你，並不會直接
的表現出來。因為他們比較會在表面

對待人，不會在愛裏說實話，所以面
臨真理的問題時，就會出現一些難
處。所以我們真的需要屬靈的辨別
力，並且讓他們知道，我們這裏只有
真理，只有基督，這樣我們纔能得着
扎實的尋求者。

凱旋行列撒香
       國度版圖開拓

 我們剛到非洲得重新適應的第一
件事，就是一切的環境，所以只能一
面仰望主、一面更新我們的奉獻。在
禱告中，我們感覺需要將這一分職事
推廣出去，所以我們在開展初期的主
要的負擔是設立迦納福音書房，一面
推廣職事，一面尋找年輕的尋求者。
當時在迦納已經有三十處的地方召
會，使用的語言是英文，所以我們必
須 從 美 國 安 那 翰 的 水 流 職 事 站
（Living Stream Ministry）進書，
並盡力把書報推廣到當地的尋求者手
中。我們也開辦生命讀經的廣播節
目，藉着廣播，得著許多尋求者主動
打電話跟我們聯絡、接觸我們，或邀
請我們去訪問他們。其實我們最主要
的負擔是，將這一分職事推廣到尋求
者手中，讓他們藉着認識這分職事而
被帶進召會生活中。

二ＯＯ一年，吳有成弟兄和林鴻
弟兄到迦納來訪問我們，並建議我們
有 一 個 家 可 以 到 迦 納 大 學
（University of Ghana）開展。所以
我 們 家 就 接 受 了 負 擔 從 特 馬
（ T e m a ） 搬 到 首 都 阿 克 拉
（Accra），並在迦納大學附近租了
一個房子，就開始一面推廣職事，一
面作學生工作。當時全迦納就只有傅

仲光弟兄跟我們兩個家在服事，傅弟
兄在特馬服事書房，而我們家在迦納
大學開展校園。

 在迦納，主要的開展方式是找到
尋求者，所以我們在當地召會都非常
看重冬、夏季錄影訓練。我們辦錄影
訓練，對聖徒的要求相當嚴格，受訓
者只要一遲到就不能進入會場。我們
也要求聖徒們操練禱、研、背、講
（Praying－Studying－Reciting－
Prophesying），這對當地人來說是
一個很大的挑戰，但是聖徒們都很能
彀接受這樣的操練。每一次錄影訓練
都是為期二十四天，用十二天看錄
影、另外用十二天用來禱、研、背、
講。雖然整個時間很長，但是聖徒們
都很樂意操練。我們在當地服事的重
點，就是辦冬、夏季錄影訓練，以及
幫助當地聖徒實行神命定之路（God 
Ordained Way）。由於他們平日生
活步調緩慢，所以事務的服事會比較
輕，但是屬靈的服事就需要特別儆醒
豫備。另外，交通並不發達，所以一
年之中只有兩次全國性的特會，並且
錄影訓練只有在特馬以及首都阿克拉
纔會有，其他地方僅有一般性的召會
生活。迦納眾召會之間相距至少都有
二、三百公里遠，而且交通費用很
貴，所以聖徒們比較出不起代價來
往，於是我們兩個服事的家只能每三
個月到半年之間到各地方召會走動相
調訪問。

我們在非洲開展後期的重點在奈
及利亞（Nigeria），因為在那裏有
兩億人口、尋求者的數目是迦納的三
十到五十倍。我們每兩個月會去一
次，在那裏推廣書報，後來我們設了

好，我們頗能藉此得着大學生。他們
對真理相當渴慕，每次我們從迦納到
奈及利亞參加特會，都會感覺到他們
的靈相當洋溢。無論晨興、禱告、小
排、主日，他們在話上的經營都是相
當豐富的，讓我們很受激勵。尤其是
青年人每周主日聚完會後不會馬上離
開會所，他們都會拿出書報來彼此交
通分享，直到下午三點鐘，他們非常
的渴慕職事的說話。當地聖徒每週二
實行禱告聚會，週三和週四是小排聚
會，週六會出外叩門傳福音，主日聚
會就操練申言，所以他們在神命定之
路的操練上作得非常扎實。

另外對我而言，海外開展最不容
易突破的，就是我旣有的文化背景。
當我到了海外，纔認識自己很受文化
的限制。若是要產生出一個新人，在
就一定得沒有猶太人、外邦人、為奴
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一切。這個
感覺只有實際在海外纔能體會的到。
我需要脫開自己的文化背景，凡是基
督以外的人、事、物都會造成建造的
攔阻。卽便是好的實行也都需要經過
主，而我們的標準就是在於職事的說
話；職事怎麼說，我們就怎麼作，就
怎麼帶領。但是相對的，對於當地聖
徒的生活習慣、觀念，我們不需要太
去改正他們，我們在這裏只供應基
督。而最大的困難就是，因為背景不
同、觀念不同外面不同而影響建造，
我們裏面的生命是一樣的，阿利路
亞。我們只要高舉基督作人位，一切
的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但是離開了
基督，就甚麼都是問題了，所以基督
與十字架是召會一切難處的解答。在
非洲這裏，我們真的可以看見一個團
體新人的雛形出現。在非洲，我們的

文化、膚色都和別人不一樣，但是我
們同有一位主，在同一個靈裏同飲於
一位靈。我一生從來沒有想過會去非
洲，但是這幾年來他們每一個新造裏
的故事都一直刻畫在我心中的深處。
我很珍賞當地的弟兄姊妹，雖然他們
明白是含的後代，是受咒詛的，但是
他們有一個尋求的心、力爭上游，一
抓住主就非常依靠。也因着外面的環
境不好，所以他們更珍惜屬靈的供
應。我們會珍賞他們、會寶愛他們，
這個愛是從主的生命而來的。當然，
他們也很寶貝我們的服事，好幾次他
們都希望我們能再回去非洲開展，但
是今天我有四個小孩子，所以還要等
一段時間纔能再回去。

我們兩夫妻剛去非洲的時候都很
年輕，我二十九歲、姊妹二十五歲，
小孩子九個月大。我很珍賞姊妹的單
純，在物質條件缺乏的情況下，她也
沒有任何問題，所以我們之間很少有
配搭的難處。只是一直以來，她都是
處於水土不服的狀態下，這一點對她
來說比較辛苦。我們在非洲只能彼此
的依靠、彼此作同伴互相扶持，所以
不大會起甚麼大爭執。反而是回到了
台灣，我纔發現常常忽畧對姊妹的照
顧，對她相當的虧欠，所以我開始重
新學習顧到姊妹的感覺。我覺得能有
分於非洲的開展，是主的憐憫。主也
給我一個最好的配搭，就是我的姊
妹。



南非開展報導
目前在南非有十處地方召會，聚

會總人數約為四百人。衣索比亞共有
十八處召會，約七百位聖徒；迦納約
有五百位聖徒。另外，在奈及利亞
（Nigeria）也有開展，但因治安不
是很好，限制了福音的工作；尚比亞
（ Z a m b i a ） 和 辛 巴 威
（Zimbabwe）經濟雖不穩定，但今
年各有兩對夫婦去開展。這些國家當
中，南非的生活水準最高，物價也很
高，住宿費用甚至比美國更昂貴。目
前工作的中心，是每年三月和九月在
南非首都普勒托利亞（Pretoria）的
兩次職事性特會。

主話擴長門徒增

       宗教脫離奧秘陳

當我們作學生工作時，主也把在
職聖徒加進來。那時有位牧師講道，
提到恢復本聖經很好用，可是很難
買，據他所知只有一個地方－就是我
們的書房－可以買到。於是，他就把
我的電話號碼給說出來；他的話語被
人錄下來，後來又複製在光碟上，資
訊就流傳開來了。有個團體聽到這個
消息，要向我訂三十本恢復本聖經，
我卻不一次全部賣他，限制每人只能
購買三本，甚至要買聖經還得預約；
這是為着接觸人。若僅僅一手交錢，
一手交貨，那太簡單了，也不能實際
的接觸人。我們把握機會，好好跟人
談話，留名字，留電話，談談他對主
有什麼看法。這樣作，就得了很多
人。我們談完這一人，再和下一人介
紹聖經。藉著這樣一個一個地接觸，
我們在兩年內賣了一千五百本新舊約
聖經恢復版含註解，也成立了許多讀
經小組（Recovery-version Study 
Group，RSG）。

讀經小組多起來，我們卻沒有那
麼多服事者應付需要；我們只有六個
人配搭，真是供不應求，有作不完的
工。因此，他們常是找齊了五個人或
八個人，就自己開始讀，隨便抓一卷
書就讀，讀錯了就讀錯了。因此，我
們現在很需要全時間服事者前來配
搭。有心配搭的人，要先被構成，而
且要會講英文。雖然這裏有本地話，
但我們並不強調使用本地話，都是用
英文。目前人數最多的讀經小組是在
週二晚間，沒有愛筵，也不流行愛
筵。人就簡單帶著聖經來，一同追求

看見異象同合一

       解開真理放光明

我本來在台南服事。當時有聖徒
去南非做生意，發現那裏的召會生活
受消極事物的影響，偏離了使徒的教
訓。這位聖徒回到了台灣，就和弟兄
們交通那裏的難處和需要。於是，我
便在身體的交通中前去南非服事，這
一去就是十八年。弟兄們告訴我，要
去，就要像一粒麥子埋在那裏。在南
非服事的頭三年，我先適應環境，直
到第五年服事纔有些結果。進展雖
慢，當地聖徒的心卻得着安慰，因他
們看見我是在那裏和他們一起生活，
一起服事。我也在書房賣聖經，常有
聖徒聽了我對恢復本聖經的介紹就流
眼淚，因為他們摸着主話中的亮光。
他們不是在意我英文講得好或不好，
語言並不是他們所關注的焦點，他們
渴慕的是真理的亮光。

這些年間，南非眾召會的蒙恩可
從召會光景和事奉兩面來說。在召會
光景方面，聖徒們因着看見相同異象
而得着加強。我剛到南非時，聖徒們
因為離開這分職事的異象與供應，對
於開展沒有甚麼信心；所以我們起頭
先不注重人數，而是先從異象作起，
幫助聖徒看見這分時代的職事。當聖
徒們能在同一異象裏同心合意，自然
就帶進祝福，人數加增。首都普勒托
利亞的聚會人數，由二○○七年的七
十人，繁增迄今有二百三十人聚會；
主恩待我們，這五年來，週週都有新
人加進來！非洲是以黑人為主，但我
們得了很多白人。在事奉上，我們除
了幫助聖徒進入職事，這幾年還注重
得青年人；這是召會往前的方向與動

在我家門前搭帳篷，睡睡袋，自己作
菜，輪流用廁所，凡事都自己來。我
家只有一間浴室，而且當時我姊妹懷
孕，他們就問我姊妹甚麼時候要用浴
室？我說七點，他們就從凌晨四點開
始排隊，輪流使用浴室，七點之後就
不用了。一天早上起來，我看他們一
手拿毛巾、一手拿聖經，排隊等着要
用浴室，我就跟主禱告，求主開路，
不能一直讓他們這樣住帳棚、睡睡
袋。

我禱告了五年，終於有一天，會
所原址被拆掉；蓋起一棟新的大樓，
這是主豫備的。當大樓蓋好時，還沒
有開辦全時間訓練，又經過八年，普
勒托利亞全時間訓練（Ful l- t ime 
Training in Pretoria，FTTP）纔在二
○一三年開辦。第一期訓練先向着南
非召會的青年人發出呼聲，有十三位
弟兄姊妹報名參訓，現在也接受非洲
其他國家的報名，但因著訓練中心空
間有限，只得限制報名人數。

在已過的年間，那些暑假來搭帳
篷、追求聖經的學生中，有很多都去
美 國 安 那 翰 參 加 了 全 時 間 訓 練
（Full-time Training in Anaheim，
FTTA）；他們結訓後回到南非，現
在和我一同配搭學生工作，也有些人
服事訓練中心。我們在主恢復當中服
事學生的原則，乃是得一個就成全一
個，然後再鼓勵他們參加全時間訓
練，使他們成為合乎主人使用的貴重
器皿。

力。當我們藉着主恢復中的文字，幫
助人認識這時代性的職事，以得學生
新人時，主也將在職聖徒加給我們。
然而，因着新人們多有基督教背景，
所以我們並不提倪柝聲或李常受，以
免有人因為曾經接受不正確的資訊而
向我們關閉，我們只需要打開聖經，
逐章逐卷地向他們解開聖經。

吹響號角得青年

       愛慕主話受成全

關於藉着文字工作得着青年人，
我要更詳細地說到我們的蒙恩。二
○○○年左右，有一天有位大學生打
電話到書房來，表明要買『有解釋』
的聖經。我跟他說，『我知道你的意
思，我這裡有你要的聖經。今天週
五，你週日再來。』但他等不及，當
天就和另外三位同學一同到書房。本
來只有一位同學打算要買聖經，但聽
過我們的介紹之後，四位同學都決定
要買恢復本聖經，又買了許多其他的
書報。

有趣的是，其中一本書報是神的
經營（God’s Economy）。我說這
是一本好書，他們就接受了；但他們
之所以對這本書有興趣，是因為學生
沒有錢，想知道神怎樣叫人經營賺
錢。他們都是基督徒，我們也邀請他
們參加聚會；後來，我每週五晚上陪
他們讀聖經，從七點直到十一點，然
後他們纔坐一小時的車回家。後來他
們會自動帶其他學生來，讀經小組的
人數越來越多。

在二○○○年的暑假，他們有十
八位學生來找我，問我能不能在暑假
陪他們讀聖經？後來這十八位學生就

非洲民情及開展概況

非洲人在價值觀、文化等諸多方
面都和臺灣人有巨大差異。因生活水
平低，大多數人只看眼前、只顧當
天。在歷史上，非洲人受歐洲人的影
響深遠，造成他們有明顯的自卑感，
覺得自己低人一等，一生的定命就是
要為別人作工，接受別人的幫助。但
反過來說，由於覺得自己能力不足，
作不了甚麼事，反而比較願意投靠
神，例如南非登記在案的基督徒人數
可達全國人口的七至八成，許多人是
一面信主、一面拜偶像，這就是他們
所謂的『投靠神』。他們很迷信，相
信許多神祇，有偶像就拜。

目前主的恢復在非洲有幾處開展
較 深 入 的 國 家 ， 包 括 衣 索 比 亞
（Ethiopia）、迦納（Ghana）、和
南非（South Africa）。這三地召會
的開展已有一段歷史，因此規模較
大，人數較穩定。三地的地理位置恰
成一三角形，搭飛機來往各約六小
時。因機票昂貴－從南非到衣索匹亞
的票價與從台灣到名古屋的票價相
同，使得這三處召會較少在開展上一
起行動。整個非洲大陸，以衣索比亞
和迦納兩國連線為分界，連線以北是
以回教信仰為主，以南則以基督徒為
主；天主教徒人數並不多。

打『預防針』。曾有一位弟兄的母親
反對他與我們一同聚會，他卻和母親
說，『我跟這些人在一起，我就更愛
主、更愛聖經；如果這是邪教，我寧
願參加這個邪教。』這位弟兄正是因
為看見，而與主站在一起！

維持喜樂話靈禱
       持續澆奠新酒盈

在服事中要維持喜樂，秘訣乃是
話、靈、禱。全時間事奉主的人，需
要裝備儲存的話和時代性職事的話，
前者如生命讀經，讓我們有深厚的基
本構成後者如主藉弟兄們所釋放時代
性的話，則使我們有服事的動力。在
南非，全時間服事者每早上都來在一
起共同追求，深入的追求使我們被話
構成。另外，我們也有許多禱告，出
去接觸人時就會對人有負擔、有興
趣。

一如二○一三年春季長老及負責
弟兄訓練信息中所提到的，當我們藉
着經歷基督作出產酒的葡萄樹，並藉
着被祂這新酒充滿，我們就能在祂裏
面並同着祂成爲奠祭，使神和人喜
樂。奠祭是酒加在基本的祭上，就是
聖徒們的信；而保羅作為奠祭加在信
徒的信心上，就是他勞苦中的喜樂。
在腓立比的信徒使保羅這酒有地方澆
奠。他怎樣成為腓立比人的奠祭而喜
樂，聖徒們也照樣是我們的喜樂。有
些人服事到後來沒有信徒，沒有人成
為他的喜樂他的酒就沒地方奠，他的
服事就枯乾了。

此外，我們自己要對話有胃口，
弟兄姊妹們才會跟着有胃口。這裏的
聖徒極其寳愛晨興聖言，每追求完一

兩個小時；很多人是這樣被帶到召會
生活裏。在二○一二年的兩週成全訓
練中，有許多在職聖徒請假來參加，
藉此他們被成全，異象更清楚。

除了聖經，我們也必須非常熟悉
主恢復中的書報，因為福音朋友和其
他基督徒團體都會來到我們的書房，
要我們介紹、推薦書報。雖然福音在
非洲相當普及，但僅止於西教士所傳
福利平安的福音，因此一般基督徒的
真理相當薄弱。我們的書房雖然小，
但人一旦進來了就不想出去，因為主
恢復中書報裏的真理亮光太豐富了。
藉著我們的傳講，人就被這職事所吸
引。

有一次，我向人介紹『亞伯拉
罕、以撒、雅各的神』一書，提到在
亞伯拉罕身上、以撒身上、雅各身
上，有記號三一神的工作。沒有人跟
他們講過這樣的話，他們一聽就感動
流淚。我們當講到約翰福音十四至十
六章，乃是啟示三一神與三部分人的
調和，人聽了心裏很有感覺，連男生
都抱著我流淚。從來沒有人告訴他
們，四福音是從四個角度描繪主耶
穌；很多人都因着我們的介紹買了恢
復本聖經。他們在聚會中聽信息就流
淚，因為亮光這麼清楚！這些真理我
們都聽習慣了，他們卻從來沒有聽
過，因此非常珍賞。

我們書房的書報不是免費贈送
的，每一本都要人自己購買，免得人
不珍惜，拿免費書報去墊床腳。人若
是不出代價而得到書報，就不會珍
惜，這和歐洲的情形大不相同。因着
有些團體對主的恢復並不友善，我們
一面讓人看見真理，一面也會替聖徒

本晨興聖言，聖徒們都問，『可不可
以再讀一次？太好了，我們想要再讀
一次！』申言聚會時，我們常要彈琴
提醒聖徒，時間到了，不能講太多，
讓別人才會分享。大家都講，並且搶
著講。這時代職事的說話，真是豐富
又有膏油！

代禱事項

我們服事的人力原本就很有限，
現在要兼顧學生工作和全時間訓練中
心，更是捉襟見肘，因此亟需眾召會
為這裏的工作禱告，並記念二○一三
年開始運作的全時間訓練中心，好使
更多青年人得救且被成全。特別要提
到的是，這裏的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四
十，使南非召會財務負擔沉重，每個
月都是憑信心往前。南非的聖徒幼
嫩，你們在身體裏的交通和代禱，是
我們不可少的扶持。

這裏服事的需求實在太大了，我
們因爲忙碌，幾乎沒有時間跟眾召會
交通，因此許多聖徒不清楚這裏的情
形。我們盼望藉着這份刊物，向眾人
傳達主的恢復在南非的近況，願主祝
福這裏的服事，能繼續往前！

                      （黃約翰弟兄訪稿）

迦納開展報導
看見榮耀異象

       跟上獨一職事

我在迦納開展一共五年多，目前
在台南市召會服事兒童專項。一九八
一年一月四日，我小學六年級的時候
在台北市召會二十會所受浸並參加兒
童聚會；到了國中，全家搬到了新
竹，和當地的大專生一起過召會生
活，當時很受清、交大學生弟兄們的
榜樣所激勵。我跟清華大一的陶國清
弟兄配搭兒童服事，每周我們都會有
一次為着兒童服事的禱告；升上了高
中，我就在學校裏面配搭小排聚會，
同時也繼續有兒童服事。跟着同伴們
一同服事、過召會生活，真是喜樂無
比。在升上大學之前，我與當時的服
事者林受恩弟兄有些交通，問他該去
念哪一所大專院校比較合適？他建議
我去台南的成功大學，因為在那裏召
會生活很好、能成全人，於是我就決
定去讀成大。我記得到了成大的第一
天，就把行李搬進了弟兄之家，於是
我整個大學生活都在弟兄之家裏受成
全。剛好陶國清弟兄也考到成大研究
所，所以我們又在一起配搭。在成大
學生中心，我跟着五、六十位清心愛
主的弟兄姊妹一同過召會生活。成大
學生中心有很好的伙食團，所以我們
每一餐都會回到學生中心喫，與同伴
之間有很好的相調。

大一的時候我就立定志向要全時
間服事主，所以每週都有固定的晨
興、家聚會、讀經、禱告、追求、叩
門、牧養、小排、主日服事，往往兩
週內就會讀完當期基本訂戶的書報。

成大弟兄之家的家風非常好，所以我
有一個非常健康的召會生活。當時的
服事者黃約翰弟兄也盡可能花時間陪
伴並成全我們。經過了四年弟兄姊妹
之家的成全後，我就去服兵役兩年，
並於一九九五年八月份正式參加全時
間訓練第七期。

當時與我一同從台南北上參訓的
弟兄有陳志峰、傅仲光、陳賢錫。同
期學員中，目前還在全時間服事的有
盧正五、翟兆平、吳東力、曾萬俊、
以及鄭天俊弟兄（目前在希臘）等
人。在訓練的第二年，我到了交通大
學弟兄之家服事；在一九九七年，我
回到台北擔任第九期訓練的輔訓。在
我受訓練的時候，劉晨曦弟兄是我們
的訓練教師。他去了迦納一趟回來，
就向我們交通非洲開展的負擔，使我
很有感覺、也把這個交通帶進禱告裏
面。在一九九七年，傅仲光弟兄先去
非洲迦納（Ghana）開展，我在一九
九九年結束輔訓的服事之後，同年八
月份也前去非洲迦納。

我會去非洲開展的原因，是因着
受訓期間劉晨曦弟兄交通在迦納的情
形，使我很受感動。我要去迦納之
前，需要通過教師們的口試，口試教
師宋高弘弟兄問我說，『你確定要到
非洲開展麼？』我說，『是的。』接
着他問我的姊妹說，『妳同意你的弟
兄到非洲開展麼？妳要跟他一起去
麼？』我的姊妹很單純地說，『阿
們。弟兄怎麼說，我就是跟隨。』其
實，我們倆並不曉得在非洲生活真是
很不容易，疾病、食物、水資源缺乏
等等都會造成生活上的難處，但是我
的姊妹與我有同樣的心願，我們並沒

書房，也將奈及利亞的書房交給當地
弟兄們服事，我們的書報在那裏推廣
得相當好。

殉道栽召會  建造成新人

 在這幾年海外開展的過程中，有
幾件事令我永生難忘。每一年四月和
十二月，Dick Taylor和李隆輝兩位弟
兄都會從美國來迦納參加特會和訓練
並訪問我們。他們都很寶愛我們這兩
個願意離開台灣到非洲開展的家；當
他們看到我們的孩子時，都很珍賞我
們向主的奉獻。我們常對他們說，其
在 這 裏 能 作 的 實 在 很 有 限 ， 但 是
Taylor弟兄卻對我們說，『你們只要
在這裏活得好就行了，因為我們的生
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我們的
生活就是一個活的見證。』這樣的交
通給我們影響很大。二ＯＯ一年十月
份，傅仲光弟兄在奈及利亞因車禍過
世，這件事對奈及利亞青年聖徒們造
成很大的震撼。他們覺得一個如此年
輕有為的弟兄，竟然為了主的緣故，
甚至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國家而犧牲生
命，他們說，『不能再讓其他國家的
弟兄姊妹為我們犧牲了，我們青年人
需要起來，擔負起主的恢復在奈及利
亞的見證。』所以他們起來，站住直
到如今。正因如此，奈及利亞當地的
負責弟兄們都相當年輕，大多在四十
歲以下，他們也仍問候傅姊妹一家平
安。誠如初期召會教父曾說的：『殉
道者的血是召會的種子。』福音不僅
是用口來傳、用生活來傳、也得用血
來傳。

我們在奈及利亞也作生命讀經的
廣播，範圍達到七個州，果效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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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考慮那麼多。長話短說，我們就在
身體的差遣下到了非洲迦納的特馬
（Tema）。

迦納的風俗民情

 迦納治安還好，當地人對於外國
人的態度很友善，只要我們留意一下
自身安全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因此
那裏是一個安全的地方；在民生方
面，水源比較不穩定，物質上比較缺
乏，只喫的到五種蔬菜，但是土地還
算是肥沃，只要人願意去耕種就都會
有收成；在通訊方面，電話會時通時
不通，在對外聯絡主要是靠電子郵
件。在宗教上，住在南方的人有一半
以上是基督徒，並且多屬於靈恩派，
另外百分之二十是回教徒；住在北方
的人因為較靠近撒哈拉沙漠，所以有
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回教徒。迦納當地
人對於福音的接受度基本上算是高
的，但是真出代價過召會生活的人卻
不多。因為大多數的人只希望從我們
的身上取得一些好處，所以我們需要
有屬靈的辨別力，只要人對聖經和書
報沒有興趣，我們就不會再繼續接觸
他。

  關於迦納人的特質。第一，他
們相當尊敬家中長輩。若是我們得着
了一個家，這個家的第二代大多會承
繼父母的生活、繼續留在召會生活
中。第二，他們的生活步調很慢，每
天中午都休息到三點鐘，到傍晚六點
鐘就下班了，所以當地人民的快樂指
數非常高。第三，他們曾經受英國統
治，所以比較客氣，不會真誠的待
人；若是他們不喜歡你，並不會直接
的表現出來。因為他們比較會在表面

對待人，不會在愛裏說實話，所以面
臨真理的問題時，就會出現一些難
處。所以我們真的需要屬靈的辨別
力，並且讓他們知道，我們這裏只有
真理，只有基督，這樣我們纔能得着
扎實的尋求者。

凱旋行列撒香
       國度版圖開拓

 我們剛到非洲得重新適應的第一
件事，就是一切的環境，所以只能一
面仰望主、一面更新我們的奉獻。在
禱告中，我們感覺需要將這一分職事
推廣出去，所以我們在開展初期的主
要的負擔是設立迦納福音書房，一面
推廣職事，一面尋找年輕的尋求者。
當時在迦納已經有三十處的地方召
會，使用的語言是英文，所以我們必
須 從 美 國 安 那 翰 的 水 流 職 事 站
（Living Stream Ministry）進書，
並盡力把書報推廣到當地的尋求者手
中。我們也開辦生命讀經的廣播節
目，藉着廣播，得著許多尋求者主動
打電話跟我們聯絡、接觸我們，或邀
請我們去訪問他們。其實我們最主要
的負擔是，將這一分職事推廣到尋求
者手中，讓他們藉着認識這分職事而
被帶進召會生活中。

二ＯＯ一年，吳有成弟兄和林鴻
弟兄到迦納來訪問我們，並建議我們
有 一 個 家 可 以 到 迦 納 大 學
（University of Ghana）開展。所以
我 們 家 就 接 受 了 負 擔 從 特 馬
（ T e m a ） 搬 到 首 都 阿 克 拉
（Accra），並在迦納大學附近租了
一個房子，就開始一面推廣職事，一
面作學生工作。當時全迦納就只有傅

仲光弟兄跟我們兩個家在服事，傅弟
兄在特馬服事書房，而我們家在迦納
大學開展校園。

 在迦納，主要的開展方式是找到
尋求者，所以我們在當地召會都非常
看重冬、夏季錄影訓練。我們辦錄影
訓練，對聖徒的要求相當嚴格，受訓
者只要一遲到就不能進入會場。我們
也要求聖徒們操練禱、研、背、講
（Praying－Studying－Reciting－
Prophesying），這對當地人來說是
一個很大的挑戰，但是聖徒們都很能
彀接受這樣的操練。每一次錄影訓練
都是為期二十四天，用十二天看錄
影、另外用十二天用來禱、研、背、
講。雖然整個時間很長，但是聖徒們
都很樂意操練。我們在當地服事的重
點，就是辦冬、夏季錄影訓練，以及
幫助當地聖徒實行神命定之路（God 
Ordained Way）。由於他們平日生
活步調緩慢，所以事務的服事會比較
輕，但是屬靈的服事就需要特別儆醒
豫備。另外，交通並不發達，所以一
年之中只有兩次全國性的特會，並且
錄影訓練只有在特馬以及首都阿克拉
纔會有，其他地方僅有一般性的召會
生活。迦納眾召會之間相距至少都有
二、三百公里遠，而且交通費用很
貴，所以聖徒們比較出不起代價來
往，於是我們兩個服事的家只能每三
個月到半年之間到各地方召會走動相
調訪問。

我們在非洲開展後期的重點在奈
及利亞（Nigeria），因為在那裏有
兩億人口、尋求者的數目是迦納的三
十到五十倍。我們每兩個月會去一
次，在那裏推廣書報，後來我們設了

好，我們頗能藉此得着大學生。他們
對真理相當渴慕，每次我們從迦納到
奈及利亞參加特會，都會感覺到他們
的靈相當洋溢。無論晨興、禱告、小
排、主日，他們在話上的經營都是相
當豐富的，讓我們很受激勵。尤其是
青年人每周主日聚完會後不會馬上離
開會所，他們都會拿出書報來彼此交
通分享，直到下午三點鐘，他們非常
的渴慕職事的說話。當地聖徒每週二
實行禱告聚會，週三和週四是小排聚
會，週六會出外叩門傳福音，主日聚
會就操練申言，所以他們在神命定之
路的操練上作得非常扎實。

另外對我而言，海外開展最不容
易突破的，就是我旣有的文化背景。
當我到了海外，纔認識自己很受文化
的限制。若是要產生出一個新人，在
就一定得沒有猶太人、外邦人、為奴
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一切。這個
感覺只有實際在海外纔能體會的到。
我需要脫開自己的文化背景，凡是基
督以外的人、事、物都會造成建造的
攔阻。卽便是好的實行也都需要經過
主，而我們的標準就是在於職事的說
話；職事怎麼說，我們就怎麼作，就
怎麼帶領。但是相對的，對於當地聖
徒的生活習慣、觀念，我們不需要太
去改正他們，我們在這裏只供應基
督。而最大的困難就是，因為背景不
同、觀念不同外面不同而影響建造，
我們裏面的生命是一樣的，阿利路
亞。我們只要高舉基督作人位，一切
的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但是離開了
基督，就甚麼都是問題了，所以基督
與十字架是召會一切難處的解答。在
非洲這裏，我們真的可以看見一個團
體新人的雛形出現。在非洲，我們的

文化、膚色都和別人不一樣，但是我
們同有一位主，在同一個靈裏同飲於
一位靈。我一生從來沒有想過會去非
洲，但是這幾年來他們每一個新造裏
的故事都一直刻畫在我心中的深處。
我很珍賞當地的弟兄姊妹，雖然他們
明白是含的後代，是受咒詛的，但是
他們有一個尋求的心、力爭上游，一
抓住主就非常依靠。也因着外面的環
境不好，所以他們更珍惜屬靈的供
應。我們會珍賞他們、會寶愛他們，
這個愛是從主的生命而來的。當然，
他們也很寶貝我們的服事，好幾次他
們都希望我們能再回去非洲開展，但
是今天我有四個小孩子，所以還要等
一段時間纔能再回去。

我們兩夫妻剛去非洲的時候都很
年輕，我二十九歲、姊妹二十五歲，
小孩子九個月大。我很珍賞姊妹的單
純，在物質條件缺乏的情況下，她也
沒有任何問題，所以我們之間很少有
配搭的難處。只是一直以來，她都是
處於水土不服的狀態下，這一點對她
來說比較辛苦。我們在非洲只能彼此
的依靠、彼此作同伴互相扶持，所以
不大會起甚麼大爭執。反而是回到了
台灣，我纔發現常常忽畧對姊妹的照
顧，對她相當的虧欠，所以我開始重
新學習顧到姊妹的感覺。我覺得能有
分於非洲的開展，是主的憐憫。主也
給我一個最好的配搭，就是我的姊
妹。



南非開展報導
目前在南非有十處地方召會，聚

會總人數約為四百人。衣索比亞共有
十八處召會，約七百位聖徒；迦納約
有五百位聖徒。另外，在奈及利亞
（Nigeria）也有開展，但因治安不
是很好，限制了福音的工作；尚比亞
（ Z a m b i a ） 和 辛 巴 威
（Zimbabwe）經濟雖不穩定，但今
年各有兩對夫婦去開展。這些國家當
中，南非的生活水準最高，物價也很
高，住宿費用甚至比美國更昂貴。目
前工作的中心，是每年三月和九月在
南非首都普勒托利亞（Pretoria）的
兩次職事性特會。

主話擴長門徒增

       宗教脫離奧秘陳

當我們作學生工作時，主也把在
職聖徒加進來。那時有位牧師講道，
提到恢復本聖經很好用，可是很難
買，據他所知只有一個地方－就是我
們的書房－可以買到。於是，他就把
我的電話號碼給說出來；他的話語被
人錄下來，後來又複製在光碟上，資
訊就流傳開來了。有個團體聽到這個
消息，要向我訂三十本恢復本聖經，
我卻不一次全部賣他，限制每人只能
購買三本，甚至要買聖經還得預約；
這是為着接觸人。若僅僅一手交錢，
一手交貨，那太簡單了，也不能實際
的接觸人。我們把握機會，好好跟人
談話，留名字，留電話，談談他對主
有什麼看法。這樣作，就得了很多
人。我們談完這一人，再和下一人介
紹聖經。藉著這樣一個一個地接觸，
我們在兩年內賣了一千五百本新舊約
聖經恢復版含註解，也成立了許多讀
經小組（Recovery-version Study 
Group，RSG）。

讀經小組多起來，我們卻沒有那
麼多服事者應付需要；我們只有六個
人配搭，真是供不應求，有作不完的
工。因此，他們常是找齊了五個人或
八個人，就自己開始讀，隨便抓一卷
書就讀，讀錯了就讀錯了。因此，我
們現在很需要全時間服事者前來配
搭。有心配搭的人，要先被構成，而
且要會講英文。雖然這裏有本地話，
但我們並不強調使用本地話，都是用
英文。目前人數最多的讀經小組是在
週二晚間，沒有愛筵，也不流行愛
筵。人就簡單帶著聖經來，一同追求

看見異象同合一

       解開真理放光明

我本來在台南服事。當時有聖徒
去南非做生意，發現那裏的召會生活
受消極事物的影響，偏離了使徒的教
訓。這位聖徒回到了台灣，就和弟兄
們交通那裏的難處和需要。於是，我
便在身體的交通中前去南非服事，這
一去就是十八年。弟兄們告訴我，要
去，就要像一粒麥子埋在那裏。在南
非服事的頭三年，我先適應環境，直
到第五年服事纔有些結果。進展雖
慢，當地聖徒的心卻得着安慰，因他
們看見我是在那裏和他們一起生活，
一起服事。我也在書房賣聖經，常有
聖徒聽了我對恢復本聖經的介紹就流
眼淚，因為他們摸着主話中的亮光。
他們不是在意我英文講得好或不好，
語言並不是他們所關注的焦點，他們
渴慕的是真理的亮光。

這些年間，南非眾召會的蒙恩可
從召會光景和事奉兩面來說。在召會
光景方面，聖徒們因着看見相同異象
而得着加強。我剛到南非時，聖徒們
因為離開這分職事的異象與供應，對
於開展沒有甚麼信心；所以我們起頭
先不注重人數，而是先從異象作起，
幫助聖徒看見這分時代的職事。當聖
徒們能在同一異象裏同心合意，自然
就帶進祝福，人數加增。首都普勒托
利亞的聚會人數，由二○○七年的七
十人，繁增迄今有二百三十人聚會；
主恩待我們，這五年來，週週都有新
人加進來！非洲是以黑人為主，但我
們得了很多白人。在事奉上，我們除
了幫助聖徒進入職事，這幾年還注重
得青年人；這是召會往前的方向與動

在我家門前搭帳篷，睡睡袋，自己作
菜，輪流用廁所，凡事都自己來。我
家只有一間浴室，而且當時我姊妹懷
孕，他們就問我姊妹甚麼時候要用浴
室？我說七點，他們就從凌晨四點開
始排隊，輪流使用浴室，七點之後就
不用了。一天早上起來，我看他們一
手拿毛巾、一手拿聖經，排隊等着要
用浴室，我就跟主禱告，求主開路，
不能一直讓他們這樣住帳棚、睡睡
袋。

我禱告了五年，終於有一天，會
所原址被拆掉；蓋起一棟新的大樓，
這是主豫備的。當大樓蓋好時，還沒
有開辦全時間訓練，又經過八年，普
勒托利亞全時間訓練（Ful l- t ime 
Training in Pretoria，FTTP）纔在二
○一三年開辦。第一期訓練先向着南
非召會的青年人發出呼聲，有十三位
弟兄姊妹報名參訓，現在也接受非洲
其他國家的報名，但因著訓練中心空
間有限，只得限制報名人數。

在已過的年間，那些暑假來搭帳
篷、追求聖經的學生中，有很多都去
美 國 安 那 翰 參 加 了 全 時 間 訓 練
（Full-time Training in Anaheim，
FTTA）；他們結訓後回到南非，現
在和我一同配搭學生工作，也有些人
服事訓練中心。我們在主恢復當中服
事學生的原則，乃是得一個就成全一
個，然後再鼓勵他們參加全時間訓
練，使他們成為合乎主人使用的貴重
器皿。

力。當我們藉着主恢復中的文字，幫
助人認識這時代性的職事，以得學生
新人時，主也將在職聖徒加給我們。
然而，因着新人們多有基督教背景，
所以我們並不提倪柝聲或李常受，以
免有人因為曾經接受不正確的資訊而
向我們關閉，我們只需要打開聖經，
逐章逐卷地向他們解開聖經。

吹響號角得青年

       愛慕主話受成全

關於藉着文字工作得着青年人，
我要更詳細地說到我們的蒙恩。二
○○○年左右，有一天有位大學生打
電話到書房來，表明要買『有解釋』
的聖經。我跟他說，『我知道你的意
思，我這裡有你要的聖經。今天週
五，你週日再來。』但他等不及，當
天就和另外三位同學一同到書房。本
來只有一位同學打算要買聖經，但聽
過我們的介紹之後，四位同學都決定
要買恢復本聖經，又買了許多其他的
書報。

有趣的是，其中一本書報是神的
經營（God’s Economy）。我說這
是一本好書，他們就接受了；但他們
之所以對這本書有興趣，是因為學生
沒有錢，想知道神怎樣叫人經營賺
錢。他們都是基督徒，我們也邀請他
們參加聚會；後來，我每週五晚上陪
他們讀聖經，從七點直到十一點，然
後他們纔坐一小時的車回家。後來他
們會自動帶其他學生來，讀經小組的
人數越來越多。

在二○○○年的暑假，他們有十
八位學生來找我，問我能不能在暑假
陪他們讀聖經？後來這十八位學生就

非洲民情及開展概況

非洲人在價值觀、文化等諸多方
面都和臺灣人有巨大差異。因生活水
平低，大多數人只看眼前、只顧當
天。在歷史上，非洲人受歐洲人的影
響深遠，造成他們有明顯的自卑感，
覺得自己低人一等，一生的定命就是
要為別人作工，接受別人的幫助。但
反過來說，由於覺得自己能力不足，
作不了甚麼事，反而比較願意投靠
神，例如南非登記在案的基督徒人數
可達全國人口的七至八成，許多人是
一面信主、一面拜偶像，這就是他們
所謂的『投靠神』。他們很迷信，相
信許多神祇，有偶像就拜。

目前主的恢復在非洲有幾處開展
較 深 入 的 國 家 ， 包 括 衣 索 比 亞
（Ethiopia）、迦納（Ghana）、和
南非（South Africa）。這三地召會
的開展已有一段歷史，因此規模較
大，人數較穩定。三地的地理位置恰
成一三角形，搭飛機來往各約六小
時。因機票昂貴－從南非到衣索匹亞
的票價與從台灣到名古屋的票價相
同，使得這三處召會較少在開展上一
起行動。整個非洲大陸，以衣索比亞
和迦納兩國連線為分界，連線以北是
以回教信仰為主，以南則以基督徒為
主；天主教徒人數並不多。

打『預防針』。曾有一位弟兄的母親
反對他與我們一同聚會，他卻和母親
說，『我跟這些人在一起，我就更愛
主、更愛聖經；如果這是邪教，我寧
願參加這個邪教。』這位弟兄正是因
為看見，而與主站在一起！

維持喜樂話靈禱
       持續澆奠新酒盈

在服事中要維持喜樂，秘訣乃是
話、靈、禱。全時間事奉主的人，需
要裝備儲存的話和時代性職事的話，
前者如生命讀經，讓我們有深厚的基
本構成後者如主藉弟兄們所釋放時代
性的話，則使我們有服事的動力。在
南非，全時間服事者每早上都來在一
起共同追求，深入的追求使我們被話
構成。另外，我們也有許多禱告，出
去接觸人時就會對人有負擔、有興
趣。

一如二○一三年春季長老及負責
弟兄訓練信息中所提到的，當我們藉
着經歷基督作出產酒的葡萄樹，並藉
着被祂這新酒充滿，我們就能在祂裏
面並同着祂成爲奠祭，使神和人喜
樂。奠祭是酒加在基本的祭上，就是
聖徒們的信；而保羅作為奠祭加在信
徒的信心上，就是他勞苦中的喜樂。
在腓立比的信徒使保羅這酒有地方澆
奠。他怎樣成為腓立比人的奠祭而喜
樂，聖徒們也照樣是我們的喜樂。有
些人服事到後來沒有信徒，沒有人成
為他的喜樂他的酒就沒地方奠，他的
服事就枯乾了。

此外，我們自己要對話有胃口，
弟兄姊妹們才會跟着有胃口。這裏的
聖徒極其寳愛晨興聖言，每追求完一

兩個小時；很多人是這樣被帶到召會
生活裏。在二○一二年的兩週成全訓
練中，有許多在職聖徒請假來參加，
藉此他們被成全，異象更清楚。

除了聖經，我們也必須非常熟悉
主恢復中的書報，因為福音朋友和其
他基督徒團體都會來到我們的書房，
要我們介紹、推薦書報。雖然福音在
非洲相當普及，但僅止於西教士所傳
福利平安的福音，因此一般基督徒的
真理相當薄弱。我們的書房雖然小，
但人一旦進來了就不想出去，因為主
恢復中書報裏的真理亮光太豐富了。
藉著我們的傳講，人就被這職事所吸
引。

有一次，我向人介紹『亞伯拉
罕、以撒、雅各的神』一書，提到在
亞伯拉罕身上、以撒身上、雅各身
上，有記號三一神的工作。沒有人跟
他們講過這樣的話，他們一聽就感動
流淚。我們當講到約翰福音十四至十
六章，乃是啟示三一神與三部分人的
調和，人聽了心裏很有感覺，連男生
都抱著我流淚。從來沒有人告訴他
們，四福音是從四個角度描繪主耶
穌；很多人都因着我們的介紹買了恢
復本聖經。他們在聚會中聽信息就流
淚，因為亮光這麼清楚！這些真理我
們都聽習慣了，他們卻從來沒有聽
過，因此非常珍賞。

我們書房的書報不是免費贈送
的，每一本都要人自己購買，免得人
不珍惜，拿免費書報去墊床腳。人若
是不出代價而得到書報，就不會珍
惜，這和歐洲的情形大不相同。因着
有些團體對主的恢復並不友善，我們
一面讓人看見真理，一面也會替聖徒

本晨興聖言，聖徒們都問，『可不可
以再讀一次？太好了，我們想要再讀
一次！』申言聚會時，我們常要彈琴
提醒聖徒，時間到了，不能講太多，
讓別人才會分享。大家都講，並且搶
著講。這時代職事的說話，真是豐富
又有膏油！

代禱事項

我們服事的人力原本就很有限，
現在要兼顧學生工作和全時間訓練中
心，更是捉襟見肘，因此亟需眾召會
為這裏的工作禱告，並記念二○一三
年開始運作的全時間訓練中心，好使
更多青年人得救且被成全。特別要提
到的是，這裏的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四
十，使南非召會財務負擔沉重，每個
月都是憑信心往前。南非的聖徒幼
嫩，你們在身體裏的交通和代禱，是
我們不可少的扶持。

這裏服事的需求實在太大了，我
們因爲忙碌，幾乎沒有時間跟眾召會
交通，因此許多聖徒不清楚這裏的情
形。我們盼望藉着這份刊物，向眾人
傳達主的恢復在南非的近況，願主祝
福這裏的服事，能繼續往前！

                      （黃約翰弟兄訪稿）

迦納開展報導
看見榮耀異象

       跟上獨一職事

我在迦納開展一共五年多，目前
在台南市召會服事兒童專項。一九八
一年一月四日，我小學六年級的時候
在台北市召會二十會所受浸並參加兒
童聚會；到了國中，全家搬到了新
竹，和當地的大專生一起過召會生
活，當時很受清、交大學生弟兄們的
榜樣所激勵。我跟清華大一的陶國清
弟兄配搭兒童服事，每周我們都會有
一次為着兒童服事的禱告；升上了高
中，我就在學校裏面配搭小排聚會，
同時也繼續有兒童服事。跟着同伴們
一同服事、過召會生活，真是喜樂無
比。在升上大學之前，我與當時的服
事者林受恩弟兄有些交通，問他該去
念哪一所大專院校比較合適？他建議
我去台南的成功大學，因為在那裏召
會生活很好、能成全人，於是我就決
定去讀成大。我記得到了成大的第一
天，就把行李搬進了弟兄之家，於是
我整個大學生活都在弟兄之家裏受成
全。剛好陶國清弟兄也考到成大研究
所，所以我們又在一起配搭。在成大
學生中心，我跟着五、六十位清心愛
主的弟兄姊妹一同過召會生活。成大
學生中心有很好的伙食團，所以我們
每一餐都會回到學生中心喫，與同伴
之間有很好的相調。

大一的時候我就立定志向要全時
間服事主，所以每週都有固定的晨
興、家聚會、讀經、禱告、追求、叩
門、牧養、小排、主日服事，往往兩
週內就會讀完當期基本訂戶的書報。

成大弟兄之家的家風非常好，所以我
有一個非常健康的召會生活。當時的
服事者黃約翰弟兄也盡可能花時間陪
伴並成全我們。經過了四年弟兄姊妹
之家的成全後，我就去服兵役兩年，
並於一九九五年八月份正式參加全時
間訓練第七期。

當時與我一同從台南北上參訓的
弟兄有陳志峰、傅仲光、陳賢錫。同
期學員中，目前還在全時間服事的有
盧正五、翟兆平、吳東力、曾萬俊、
以及鄭天俊弟兄（目前在希臘）等
人。在訓練的第二年，我到了交通大
學弟兄之家服事；在一九九七年，我
回到台北擔任第九期訓練的輔訓。在
我受訓練的時候，劉晨曦弟兄是我們
的訓練教師。他去了迦納一趟回來，
就向我們交通非洲開展的負擔，使我
很有感覺、也把這個交通帶進禱告裏
面。在一九九七年，傅仲光弟兄先去
非洲迦納（Ghana）開展，我在一九
九九年結束輔訓的服事之後，同年八
月份也前去非洲迦納。

我會去非洲開展的原因，是因着
受訓期間劉晨曦弟兄交通在迦納的情
形，使我很受感動。我要去迦納之
前，需要通過教師們的口試，口試教
師宋高弘弟兄問我說，『你確定要到
非洲開展麼？』我說，『是的。』接
着他問我的姊妹說，『妳同意你的弟
兄到非洲開展麼？妳要跟他一起去
麼？』我的姊妹很單純地說，『阿
們。弟兄怎麼說，我就是跟隨。』其
實，我們倆並不曉得在非洲生活真是
很不容易，疾病、食物、水資源缺乏
等等都會造成生活上的難處，但是我
的姊妹與我有同樣的心願，我們並沒

書房，也將奈及利亞的書房交給當地
弟兄們服事，我們的書報在那裏推廣
得相當好。

殉道栽召會  建造成新人

 在這幾年海外開展的過程中，有
幾件事令我永生難忘。每一年四月和
十二月，Dick Taylor和李隆輝兩位弟
兄都會從美國來迦納參加特會和訓練
並訪問我們。他們都很寶愛我們這兩
個願意離開台灣到非洲開展的家；當
他們看到我們的孩子時，都很珍賞我
們向主的奉獻。我們常對他們說，其
在 這 裏 能 作 的 實 在 很 有 限 ， 但 是
Taylor弟兄卻對我們說，『你們只要
在這裏活得好就行了，因為我們的生
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我們的
生活就是一個活的見證。』這樣的交
通給我們影響很大。二ＯＯ一年十月
份，傅仲光弟兄在奈及利亞因車禍過
世，這件事對奈及利亞青年聖徒們造
成很大的震撼。他們覺得一個如此年
輕有為的弟兄，竟然為了主的緣故，
甚至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國家而犧牲生
命，他們說，『不能再讓其他國家的
弟兄姊妹為我們犧牲了，我們青年人
需要起來，擔負起主的恢復在奈及利
亞的見證。』所以他們起來，站住直
到如今。正因如此，奈及利亞當地的
負責弟兄們都相當年輕，大多在四十
歲以下，他們也仍問候傅姊妹一家平
安。誠如初期召會教父曾說的：『殉
道者的血是召會的種子。』福音不僅
是用口來傳、用生活來傳、也得用血
來傳。

我們在奈及利亞也作生命讀經的
廣播，範圍達到七個州，果效非常

有考慮那麼多。長話短說，我們就在
身體的差遣下到了非洲迦納的特馬
（Tema）。

迦納的風俗民情

 迦納治安還好，當地人對於外國
人的態度很友善，只要我們留意一下
自身安全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因此
那裏是一個安全的地方；在民生方
面，水源比較不穩定，物質上比較缺
乏，只喫的到五種蔬菜，但是土地還
算是肥沃，只要人願意去耕種就都會
有收成；在通訊方面，電話會時通時
不通，在對外聯絡主要是靠電子郵
件。在宗教上，住在南方的人有一半
以上是基督徒，並且多屬於靈恩派，
另外百分之二十是回教徒；住在北方
的人因為較靠近撒哈拉沙漠，所以有
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回教徒。迦納當地
人對於福音的接受度基本上算是高
的，但是真出代價過召會生活的人卻
不多。因為大多數的人只希望從我們
的身上取得一些好處，所以我們需要
有屬靈的辨別力，只要人對聖經和書
報沒有興趣，我們就不會再繼續接觸
他。

  關於迦納人的特質。第一，他
們相當尊敬家中長輩。若是我們得着
了一個家，這個家的第二代大多會承
繼父母的生活、繼續留在召會生活
中。第二，他們的生活步調很慢，每
天中午都休息到三點鐘，到傍晚六點
鐘就下班了，所以當地人民的快樂指
數非常高。第三，他們曾經受英國統
治，所以比較客氣，不會真誠的待
人；若是他們不喜歡你，並不會直接
的表現出來。因為他們比較會在表面

對待人，不會在愛裏說實話，所以面
臨真理的問題時，就會出現一些難
處。所以我們真的需要屬靈的辨別
力，並且讓他們知道，我們這裏只有
真理，只有基督，這樣我們纔能得着
扎實的尋求者。

凱旋行列撒香
       國度版圖開拓

 我們剛到非洲得重新適應的第一
件事，就是一切的環境，所以只能一
面仰望主、一面更新我們的奉獻。在
禱告中，我們感覺需要將這一分職事
推廣出去，所以我們在開展初期的主
要的負擔是設立迦納福音書房，一面
推廣職事，一面尋找年輕的尋求者。
當時在迦納已經有三十處的地方召
會，使用的語言是英文，所以我們必
須 從 美 國 安 那 翰 的 水 流 職 事 站
（Living Stream Ministry）進書，
並盡力把書報推廣到當地的尋求者手
中。我們也開辦生命讀經的廣播節
目，藉着廣播，得著許多尋求者主動
打電話跟我們聯絡、接觸我們，或邀
請我們去訪問他們。其實我們最主要
的負擔是，將這一分職事推廣到尋求
者手中，讓他們藉着認識這分職事而
被帶進召會生活中。

二ＯＯ一年，吳有成弟兄和林鴻
弟兄到迦納來訪問我們，並建議我們
有 一 個 家 可 以 到 迦 納 大 學
（University of Ghana）開展。所以
我 們 家 就 接 受 了 負 擔 從 特 馬
（ T e m a ） 搬 到 首 都 阿 克 拉
（Accra），並在迦納大學附近租了
一個房子，就開始一面推廣職事，一
面作學生工作。當時全迦納就只有傅

仲光弟兄跟我們兩個家在服事，傅弟
兄在特馬服事書房，而我們家在迦納
大學開展校園。

 在迦納，主要的開展方式是找到
尋求者，所以我們在當地召會都非常
看重冬、夏季錄影訓練。我們辦錄影
訓練，對聖徒的要求相當嚴格，受訓
者只要一遲到就不能進入會場。我們
也要求聖徒們操練禱、研、背、講
（Praying－Studying－Reciting－
Prophesying），這對當地人來說是
一個很大的挑戰，但是聖徒們都很能
彀接受這樣的操練。每一次錄影訓練
都是為期二十四天，用十二天看錄
影、另外用十二天用來禱、研、背、
講。雖然整個時間很長，但是聖徒們
都很樂意操練。我們在當地服事的重
點，就是辦冬、夏季錄影訓練，以及
幫助當地聖徒實行神命定之路（God 
Ordained Way）。由於他們平日生
活步調緩慢，所以事務的服事會比較
輕，但是屬靈的服事就需要特別儆醒
豫備。另外，交通並不發達，所以一
年之中只有兩次全國性的特會，並且
錄影訓練只有在特馬以及首都阿克拉
纔會有，其他地方僅有一般性的召會
生活。迦納眾召會之間相距至少都有
二、三百公里遠，而且交通費用很
貴，所以聖徒們比較出不起代價來
往，於是我們兩個服事的家只能每三
個月到半年之間到各地方召會走動相
調訪問。

我們在非洲開展後期的重點在奈
及利亞（Nigeria），因為在那裏有
兩億人口、尋求者的數目是迦納的三
十到五十倍。我們每兩個月會去一
次，在那裏推廣書報，後來我們設了

好，我們頗能藉此得着大學生。他們
對真理相當渴慕，每次我們從迦納到
奈及利亞參加特會，都會感覺到他們
的靈相當洋溢。無論晨興、禱告、小
排、主日，他們在話上的經營都是相
當豐富的，讓我們很受激勵。尤其是
青年人每周主日聚完會後不會馬上離
開會所，他們都會拿出書報來彼此交
通分享，直到下午三點鐘，他們非常
的渴慕職事的說話。當地聖徒每週二
實行禱告聚會，週三和週四是小排聚
會，週六會出外叩門傳福音，主日聚
會就操練申言，所以他們在神命定之
路的操練上作得非常扎實。

另外對我而言，海外開展最不容
易突破的，就是我旣有的文化背景。
當我到了海外，纔認識自己很受文化
的限制。若是要產生出一個新人，在
就一定得沒有猶太人、外邦人、為奴
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一切。這個
感覺只有實際在海外纔能體會的到。
我需要脫開自己的文化背景，凡是基
督以外的人、事、物都會造成建造的
攔阻。卽便是好的實行也都需要經過
主，而我們的標準就是在於職事的說
話；職事怎麼說，我們就怎麼作，就
怎麼帶領。但是相對的，對於當地聖
徒的生活習慣、觀念，我們不需要太
去改正他們，我們在這裏只供應基
督。而最大的困難就是，因為背景不
同、觀念不同外面不同而影響建造，
我們裏面的生命是一樣的，阿利路
亞。我們只要高舉基督作人位，一切
的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但是離開了
基督，就甚麼都是問題了，所以基督
與十字架是召會一切難處的解答。在
非洲這裏，我們真的可以看見一個團
體新人的雛形出現。在非洲，我們的

文化、膚色都和別人不一樣，但是我
們同有一位主，在同一個靈裏同飲於
一位靈。我一生從來沒有想過會去非
洲，但是這幾年來他們每一個新造裏
的故事都一直刻畫在我心中的深處。
我很珍賞當地的弟兄姊妹，雖然他們
明白是含的後代，是受咒詛的，但是
他們有一個尋求的心、力爭上游，一
抓住主就非常依靠。也因着外面的環
境不好，所以他們更珍惜屬靈的供
應。我們會珍賞他們、會寶愛他們，
這個愛是從主的生命而來的。當然，
他們也很寶貝我們的服事，好幾次他
們都希望我們能再回去非洲開展，但
是今天我有四個小孩子，所以還要等
一段時間纔能再回去。

我們兩夫妻剛去非洲的時候都很
年輕，我二十九歲、姊妹二十五歲，
小孩子九個月大。我很珍賞姊妹的單
純，在物質條件缺乏的情況下，她也
沒有任何問題，所以我們之間很少有
配搭的難處。只是一直以來，她都是
處於水土不服的狀態下，這一點對她
來說比較辛苦。我們在非洲只能彼此
的依靠、彼此作同伴互相扶持，所以
不大會起甚麼大爭執。反而是回到了
台灣，我纔發現常常忽畧對姊妹的照
顧，對她相當的虧欠，所以我開始重
新學習顧到姊妹的感覺。我覺得能有
分於非洲的開展，是主的憐憫。主也
給我一個最好的配搭，就是我的姊
妹。

代禱事項

* 在迦納當地能彀興起更多青年人參
加南非的全時間訓練，有更多的器
皿承接當地的託付。

* 為主的恢復在迦納與奈及利亞得着
更多年輕的尋求者，並帶進召會生
活中。

* 因當地聖徒的財務較不足以供應他
們到其他國家相調，所以希望有更
多的弟兄姊妹前去訪問。

* 請為着我們家的四個孩子禱告，希
望他們都能成為得勝者，將來到四
個不同的國家去開展。

                      （潘承恩弟兄訪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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