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的行動在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開展報導
跟你想的不一樣的國家
聽到『巴基斯坦』，大多數人
想到的是恐佈、危險的國家--有
『塔利班』（Taliban）恐佈分
子、人肉炸彈事件—但在這廣大
的國家裏，那只是少數的極端案
例，絕大部分的地方都是安全。
巴基斯坦雖然不是一個富裕的國
家，但一般生活物資非常豐富，
日常生活必需品、蔬菜、水果…
等，豐富齊全，甚至找得到中式
調味料。在大城市裏，也有大型
購物廣場、百貨公司，唯一美中
不足的地方是水、電、瓦斯無法
充足的供應。
巴基斯坦雖然是回教國家，其
基督徒人口卻達四百至八百萬甚
至可能更多（因官方統計刻意疏
忽基督徒的緣故）。大多數散居

在不同城市中的基督徒區（Christian
colony），與回教徒區比鄰而居。甚
至有些區域是回教徒和基督徒混居在一
起的，彼此沒有太多的互動，偶爾會有
零星衝突。八成以上的基督徒居住的區
域都是較差的區域：不僅地勢較低，街
道上沒有鋪水泥、柏油，下雨時路上常
滿了泥濘。這裏的法規、福利、職缺多
是為着回教徒，所以基督徒較不易找到
好的工作，特別是政府單位的『鐵飯
碗』。沒有好的工作及收入，其下一代
也就不容易接受良好的教育。因此，基
督徒的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即便有高學
歷，也不一定有好工作。所以大部分基
督徒父母，對於兒女的教育不太重視，
擁有高中學歷算是中上水平，有大學學
歷是少數，當然，還是有極少數拿到碩
士、甚至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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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恢復工作的起源
二ＯＯ六年，一位巴基斯坦的
弟兄接觸到主的恢復，並與一位
美國的弟兄多有交通和追求，就
於二ＯＯ七年開始在一村落有讀
經追求，二Ｏ一二年五月份，他
向服事LMA（Lord’s Move to
Asia）的弟兄們，發出馬其頓的
呼聲，請求弟兄們差派人來巴基
斯坦開展。同年八月，兩對從中
國來的夫婦，在信心裏帶着從主
來的託付、為著身體的需要，踏
上了這一個鮮為人知且看似充滿
危險的國家。
這兩對夫婦先着重當地語言的
學習，並且為著得着敞開的門，
天天屈膝禱告。在當地聖徒協助
及主在環境中的安排，他們遇到
了一些敞開的家，至十二月中
時，已經得着二十位以上的基督
徒並一位大學生回教徒受浸，到
隔年三月初時，共有近四十位受
浸，他們的情形非常的敞開，對
主恢復的真理非常認同。
二Ｏ一二年十二月，那時在印
度的我，接到弟兄的通知，要我
前往巴基斯坦協助成全新人，在

複雜的簽證手續後，於十二月十八
日，我搭上行駛印巴間，前、左、後
皆有警察攜槍護送的公車，踏上了這
一個弟兄們再三叮嚀注意安全的國
度。
起初到巴國時，聖徒們每週三及主
日輪流在不同的聖徒家裏聚會。聚集
中，我們成全新人呼求主名、禱讀主
話，並分小組以禱讀的方式進入余潔
麟弟兄所編的『初信餧養』，之後再
以小組為單位展覽，分享他們禱讀中
所摸著的話語。經過幾次聚集中的操
練後，新人們都能『一個一個的申
言』，這樣的聚集真是榮耀。之後，
在我回印之後，中國內地來的兩對夫
婦繼續成全聖徒過神人生活，堅定持
續的晨興、家聚會和排聚會。直到二
O一三年三月十日，就在全國第二大
城市拉合爾（Lahore）成立了第一個
在巴基斯坦的召會：目前有十六個家
穩定的接受牧養，並緊緊跟隨這份職
事，每週召會生活人數約為五十五
人，主日聚會人數約三十五人。
除了拉合爾有召會外，巴國另也有
兩處召會的成立。首都伊斯蘭馬巴德
（Islamabad）於二O一四年三月二
日也成立了召會。而在距拉合爾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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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命定之路的實行
在巴基斯坦的開展乃是藉着實
行神命定之路：以福、家、排、
區為架構，生、養、教、建為內
涵。我們傳掦的對象為當地的基
督徒，雖也可向回教徒傳福音，
但因有些回教教派較激進，在不
清楚他們的背景下，為了安全之
顧，我們目前只向基督徒傳主恢
復的真理。
時車程的-卡蘇爾（Kasur），也於同
年三月底開始有主日擘餅聚會。伊斯
蘭馬巴德召會目前共有十一個家接受
照顧，召會生活 人數約為四十四
人，主日聚集人數約二十二人，主日
聚會分為早上和晚上兩場。而在卡蘇
爾目前有八個接受照顧的家，週間成
全聚會約有二十人，三月底首次主日
擘餅人數約五十四人，聚會都是在聖
徒家裏聚集。
我們在拉合爾今年底的目標是再得十
個完整的家，讓召會生活人數達到九
十人；而於伊斯蘭馬巴德召會則盼望
人數能再繁增一倍；卡蘇爾則是能再
得著二個家，讓聚會人數穩定在三十
人，並開展兩個新的城市。

我們藉着禱告，在信心裏至基
督徒區域繞繞或叩門，若遇見敞
開邀請我們進入家裏的人，我們
就用詩歌、真理來接觸他們；二
O一三年六月起，在開展裏，我
們透過針炙醫病來關切人的狀
況，使人向我們敞開，當一有家
敞開，我們就帶他們操練呼求主
名、禱讀主話並藉晨興、家聚會
和排聚會追求認識真理。藉此，
主恢復那純淨、豐富、滿了生命
供應的真理，就一點一滴地敲開
他們的心房，願意介紹親戚朋友
與我們認識，並藉着愛筵和相
調，使我們與聖徒、以及聖徒彼
此之間有建造。這樣的實行使我
們見證了伊斯蘭馬巴德召會金燈
臺的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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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藉着舉辦青年成全訓練、服
事者訓練和全國性相調特會來加強
各地召會的見證，及得着更多的尋
求者。
青年成全訓練的對象包括在職青
年和學生，這是二天一夜以上的全
時間訓練，有一同晨興、追求、豫
備飯食、禱告、外出湧流…等團體
神人生活的操練，幫助他們認識

『神的經綸』、『主的恢復』、
『奉獻愛主』並『成為轉移時代的
青年人』。有弟兄分享，以前不懂
為甚麼我們在生活中經常喊『哦，
主耶穌』，如今他不僅知道，也成
為喜歡呼求主名的人。另有姊妹分
享，她在訓練中摸着基督的愛，更
新對奉獻的認識，且願作個奉獻的
人，將時間、財物、身體擺上，並
隨時豫備好對主全然奉獻；因爲她
對文字翻譯有負擔所以經過訓練之
後，她就成爲我們翻譯服事上的好
幫手。
服事者訓練則是針對召會服事
者。除追求內容不同外，其餘皆與
青年訓練相同。訓練着重於幫助服

事者在服事異象及內容上得更新
與加強。他們需要率先經歷約翰
生命修補的職事，學習在生命裏
服事人。一位青年弟兄被這樣信
息摸着後，看見自己心裏的光景
何等攔阻生命的長進，因而在主
面前有認罪的禱告，並將信息向
家人及弟兄姊妹分享。幾乎所有
人都在聚會中流淚奉獻，求主對
付剛硬的心，不再有石頭與荊
棘，讓生命有真實的長進。
全國性相調特會已舉辦過兩
次，原則上每半年一次：二O一
三年十一月於拉合爾，二O一四
年三月於伊斯蘭馬巴德。拉合爾
的特會，共來自八個城市，約一
百五十位聖徒參與，總題是『神
在創世記和啟示錄中的中心異
象』（The Central Vision of
God in the Books of Genesis
and Revelation）。我們使用
『創世記結晶讀經（一）』的信
息，一共有三篇：『生命樹的異
象』（The Vision of the Tree of
Life）、『生命水河的異象』
（The Vision of the River of
Water of Life）和『夏娃作亞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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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的豫表』（The Type of Eve
as the Counterpart of
Adam）。聖徒都摸着，需要藉著
喫喝主、被變化、被建造成為基
督的一部分；也有許多人開始呼
求主名：『哦，主耶穌；哦主，
阿們』。許多聖徒認為分小組追
求和人人申言非常新鮮和享受，
這翻轉已往他們在宗教裏聚集的
觀念。
這次特會有一位美國和三位臺
灣來的弟兄一同配搭話語服事。
其中兩位臺灣來的醫生弟兄，在
行李中裝滿醫療用品和藥物。因
着基督徒普遍貧窮的緣故，有人
有蛀牙或傷口化膿兩年也無經濟
能力看醫生處理。一位老姊妹有
多年心臟問題，因為喫弟兄開的
藥，爬樓梯也就不再成為負擔。
這兩位弟兄提供的醫療服事，大
大顧惜當地的聖徒，也使他們向
我們和主更加的敞開。
今年在伊斯蘭馬巴德特會，約
一百位聖徒與會，共來自六個城
市，其中十三位是來自其他的基
督教團體。這次特會的負擔接續

『創世記結晶讀經（一）』的信
息， 總題為『建造方舟』
（Building the Ark），信息內容
分別為：『改變時代的生活與工
作』（The Life and Work That
Changed the Age）、『建造方
舟以改變時代』（Building the
Ark to Change the Age）、『服
事者的異象』（A Vision of a
Serving One）。聖徒們藉著進入
這些信息纔知道方舟與自身的關
係：我們需要建造召會，就是今日
的方舟，作成自己的救恩。其中，
也有人回應，要跟隨異象，就如李
常受弟兄跟隨倪柝聲弟兄，不是跟

隨人而是其所領受的異象。其中第
三篇信息是特別為着雷瑪
（Rhema）書報的接觸者，他們多
為公會牧師。弟兄們盼望藉此信
息，傳輸承繼已往、搆上時代、終
極總結的異象，並期盼照此異象來
服事，而非依循人的傳統與己意；
會後他們對特會內容反應良好，並
願意再參與。目前，一位在拉合爾
的牧師，每週都邀請弟兄們前去分
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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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工作
在巴基斯坦開展的第一年，拉
合爾召會成立以前，我們只有五
週的『初信餧養』和十來首詩歌
可用。召會成立後，為著聖徒們
屬靈生命的長大，我們急切需要
翻譯更多的屬靈書報來餧養人。
二O一三年七月底，我們開始尋
找大量的翻譯人員，不單在網路
上登廣告，也至基督徒區域尋找
並徵求學生及在職青年。我們不
僅請他們作文字翻譯的工作，更
盼望藉着這份職事的豐富，主能
向他們說話，並得着他們。兼職
翻譯人員開始時有二十位以上，
經篩選、淘汰後，最少時僅剩兩
位。但我們在信心中仍每天堅定
持續的禱告，而主也持續的將翻
譯人員加給我們。目前服事翻譯

的人員共七位弟兄姊妹，其中五位
是青年人。當中有一位碩士生弟兄
曾活躍於基督徒團體，但因著被絆
跌，而轉變為無神論者，並向人傳
講無神論，卻因翻譯工作之故與我
們接觸，從冷淡、不喜樂、不禱
告、也不相信人的情形，轉為天天
晨興，參加主日聚會、並為主申言
的弟兄。已過在伊斯蘭馬巴德的特
會，他在服事上也竭力擺上自己的
那一份，同時，文字服事上亦即將
完成第四本書報的翻譯。主將這樣
一位弟兄加給我們，使我們倍受鼓
舞。文字工作目前已翻譯三十四首
詩歌和十一本書報，有五本書報正
在翻譯，已翻譯書報分別為：初信
餧養、生命課程卷一與卷二、生命
樹、轉移時代的人、一個在神計畫
中的青年人、聖經中的基本啟示、
正確的姊妹前20篇及創世記結晶讀
經（一）晨興聖言、我們急切的需
要-靈與生命、生命的認識。只是
這些書報都還尚未校對。這方面的
需要仍然很大。
（許兼貴 弟兄）

代禱事項
1.

興起關鍵完整的家和人，脫離宗教觀念，認定主恢復純正的真理。

2.

得著翻譯的人才，看見主恢復的異象，忠信的推廣職事的豐富。

3.

藉2014年青年暑期成全訓練，得着更多青年人作主合用的器皿。

4.

得着更多區域向主恢復的真理敞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