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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特別為青少年預備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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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捐獻為聖工擴張境界！

三年前，有一部分的第十三安息捐曾協助位於

莫三比克貝拉（Beira）的莫三比克復臨大學建

立了飲食與營養學系。儘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

困擾，在拍攝這張照片的2021年7月前，建築工

程仍然順利進行。

封面人物：�尚比亞魯桑古大學（Rusangu�University）�31�歲的神學生貝拉辛．查塔布薩（Blessing�
Chatambudza）說，她的生活見證了上帝豐富的祝福。她的見證請見本刊第�10�頁。

©2021年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全球總會
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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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麥克切斯尼

主編

這一季，我們將特別報導南非印度

洋分會，該分會負責監管復臨教會在安哥

拉、波札那、馬拉威、莫三比克、聖多美

普林西比、南非、尚比亞、辛巴威和七個

印度洋島國，包括葛摩、馬達加斯加、模

里西斯、馬約特島、留尼旺、羅德里格斯

和塞席爾的工作。 

該區域人口約2億1500萬人，其中有

420萬名復臨信徒，平均每51人中就有一名

復臨信徒。

這一季第十三安息捐的六個聖工計畫

涵蓋三個國家：安哥拉、馬拉威，和印度

洋島國馬約特島。請參閱右方欄獲得更多

訊息。

如果您想讓你的安息日學課程在本

季活躍起來，可參考提供的照片和補充資

料來配合每則見證。或是右方欄中提供的

更多信息。若需聖工焦點各國家的旅遊景

點和其他景觀照片，您可使用免費的圖

片庫，例如網站：pixabay.com 或 unsplash.

com。

另外，你也可以從網址：bit.ly/sid-2022

下載關於南非印度洋分會資料的電子檔，

或至臉書搜尋face-book.com/missionquarterlies

追蹤我們上傳的補充資料。

你也可以至網址：bit.ly/childrensmission

下載《兒童聖工消息》季刊，或至網址：

聖工計畫：

本季第十三安息捐將幫助南非印度洋
分會設立以下事工：

• 在安哥拉的貝里斯（Belize）興建教
會和小學

• 為座落在萬博（Huambo）的安哥
拉復臨大學（Adventist University of 
Angola）建立男生宿舍

• 在安哥拉的隆貝（Lombe）成立一
所家暴防治中心

• 在安哥拉的盧安達市（Luanda）興
建塞克來小學（Sequele elementary 
school）

• 在馬拉威的馬拉威復臨大學
（Malawi Adventist University）內的
姆祖祖校區 （Mzuzu Campus）建立
一所社區佈道及領袖培訓中心

• 在馬約特島成立廣播電台及佳美生
活健康中心（Better Living Center）

致　親愛的安息日學主理：

bit.ly/adultmission下載《聖工消息》社會青

年季刊，或至網址：bit.ly/missionspotlight下

載聖工焦點影片。此外，你也可至bit.ly/

bank-coloring-page下載為兒童聖工預備的捐

款罐著色紙。

若你需要我個人進一步提供協助，你

可以透過電子信箱：mcchesneya@gc.adventist.

org進一步聯繫我。

感謝你鼓勵教友們關注《聖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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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索露西（Solusi）學院求學是一

件極大的文化衝擊。在1970年代末期，我

是這校園的第一個混血學生。當時我的錄

音帶播放機裡還播放著大量的非洲搖滾音

樂，我也有著和這些音樂一樣的性情。

但復臨教會在我身上看到了一些潛

力，他們給了我一筆獎學金讓我到辛巴威

的索露西、一所處於樹叢深處的學院求

學。我原本計畫在這所學院待一個學年後

就轉學到南非的海德堡大學。但一年過

後，我決定留下來。

在神學課裡我是一個表現普通的學

生。對我來說最棘手的科目是希臘文。

我必須承認，這門課我得過的最高成績

是「C」，有好幾個學期我的成績不是

「C-」就是「D」。我就是沒辦法掌握這

門課。一直到最後一個學期，我還在和希

臘文教授里奧．羅尼歐（Leo Raunio）奮

戰，他是一位和藹但對成績要求嚴格的傳

教士。

羅尼歐先生在1978年、我一開始踏入

校門時就成了我的朋友。他教我下棋，我

們在他家花了好幾個小時下棋。出生在芬

蘭的羅尼歐和大部分人一樣選擇屆齡退休

辛巴威│4月2日　尤金．法蘭舒 （Eugene Fransch）

傳教士改變我的生命

並搬到索露西，在這之前，他曾經在美國

擔任美洲原住民的傳教士，也曾在南非為

大學生授課。他和我分享許多傳教經驗，

我為他選擇在索露西結束他的職業生涯感

到印象深刻。

在希臘文期末考的時候，我知道我會

不及格。在把試卷交給羅尼歐先生時，我

看著他的眼睛說：「博士，我又考不及格

了。」

他微笑著說：「沒關係。」

考試後的那一週，我既緊張又沮喪，

因為我知道沒有通過希臘文就不可能畢

業。我期待畢業，因為除了種種原因之

外，我也計畫要結婚。我無法想像還要再

花六個月重修希臘文。

一週後，羅尼歐先生請我到他的辦

公室談話。他說：「這四年我一直在看著

你，我看到你從一個激進的小伙子變成一

個愛主且用功的年輕人。我注意到，你甚

至還把錄音機裡的音樂從搖滾音樂換成了

基督教音樂。我看到你的生命有所改變，

這個改變讓你更親近基督。」 

我感到驚訝。因為我以為沒有人注意

到那些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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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士改變我的生命
羅尼歐先生又說：「你在其他通過的

科目上表現得很好，我知道畢業對你來說

意義非凡。我知道你已經為了通過希臘文

已用盡全力但失敗了。」 

「但是，我想要給你恩典，」他說。

「我知道在你未來的工作裡，主有祂的計

畫。藉著恩典，我要給你及格的成績讓你

畢業。」接著。他做了一個禱告，求上帝

在未來引導我。 

回到宿舍的時候，我跪下來感謝主。

我對我的未婚妻說：「因著上帝的恩典，

我要畢業了！」

我深深地感謝羅尼歐先生，他的眼光

超越了當下，看見我可能的未來和潛力。

主幫助了我在辛巴威復臨教會擔任18

年的青年事工幹事。在那之後，我在南非

印度洋分會擔任青年事工部幹事並負責其

他的領導職位。我也獲得了一個領導學博

士學位。

我感謝主幫助我明白什麼是恩典，

也讓我明白對於不配得到恩典的人而言，

恩典意味著什麼。羅尼歐先生的榜樣告訴

我，即使在他人不配得到恩典時也要對他

們施恩。 

即使我們處在罪惡的最深處，上帝還

是看見我們的潛力。祂不會因為我們當下

的處境給我們不及格，而是看到我們可以

成就的事。我們同樣也要超越當下，用上

帝同樣的眼光來看他人的潛力。 

2015年部分的第十三安息捐曾幫助索

露西大學（Solusi University）擴充他們擁擠

的學生餐廳，該餐廳本來只能容納500人，

辛
巴
威

見證補充：

‧請一位男士以第一人稱分享這個故
事。

‧尤金．法蘭舒（Eugene Fransch）於
2021年因感染新冠肺炎病逝。
‧里奧．羅尼歐（Leo Raunio）約在尤
金畢業兩年後於1984年過世，享壽
72歲。
‧你可以透過YouTube：bit.ly/Eugene-

Fransch觀看尤金的影片。
‧ 你可以透過臉書網址：bit.ly/fb-mq
下載與此見證相關的照片。

‧你可在南非印度洋分會官方網站下
載聖工焦點和聖工快訊並了解更多
關於該分會的訊息。網址：bit.ly/
sid-2022。
‧ 此聖工消息說明了復臨教會「我願
去」戰略計畫的領袖目標8：「加
強牧師、教師和其他前線工作者的
門徒訓練作用，並為他們提供定期
成長的機會。」 索露西大學的第
十三安息日聖工計畫說明了使命目
標4：「加強復臨教會的機構，透
過耶穌維護自由、全人健康與盼
望，並在人們身上恢復上帝的形
象。」如需更多信息，請造訪網
站：IWillGo2020.org。

聖工焦點：

‧基督教是辛巴威的主要宗教，改正
教基督徒約占人口總數的85%。

撰文／尤金．法蘭舒 （Eugene Fransch）

經擴充後可容納1000人。感謝您對聖工的

奉獻，使許多像索露西大學一樣的復臨學

校得以預備人們在世界各地宣告耶穌即將

復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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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了什麼事？」我問。

「車禍，」她說。

我給她兩個可以聯絡的人名—一位

牧師和一位教會長老。

牧師到達醫院後，二話不說直開口：

「我們要帶你回哈拉雷的醫院」

他問了護理師有關福蒂娜的情況，我

們得知一輛開在我們車後的小貨車把她和

我們的其中兩位乘客帶到了另一家醫院。

她有嚴重的內出血。牧師要求她轉送到我

所在的醫院。

他們叫來了兩輛救護車，福蒂娜和我

就被帶到了哈拉雷。我最後的記憶是從醫

院裡被抬出來。

接下來的兩天，12月24和25日，福蒂
娜和我各自經歷了三場手術。我妻子因扣

上的安全帶而小腸遭到撕裂，危及生命，

所以醫生們就剪掉了她16英吋長（40公
分）的小腸。醫生在她同樣受到重創的左

手掌和左腳也打了一些鋼釘。

至於我，醫生們在我的左前臂植入了

鋼板，在我的右腿則是打了鋼釘。最重大

的手術是處理我脫臼的脊椎。醫生不得不

穿過我的脖子前部進行手術，在我的第四

和第五頸椎上植入物體。後來他給我看了
6

其實在聖誕節前兩天於辛巴威發生了

一場交通悲劇後，我不應該還活著。

12月23日，我和妻子福蒂娜（譯註：
Fortunate，意為幸運）離開首都哈拉雷
（Harare），前往我們的祖父母位於另一
個城鎮的家中，與他們和孩子們一起共度

聖誕節。我們在途中看到很多人站在路邊

舉著手臂，他們希望可以順道搭便車。

時逢聖誕節前的尖峰時刻，公車擠滿了乘

客，大家都急著想辦法回家過節。

我們在路邊看到一位女士，於是停車

載她一程。她上車時，一位男士和另一位

女士哀求我們也順道載他們一程。他們是

陌生人，但我們看到他們擔憂的表情之後

就同意了。這三位乘客坐在汽車的後座，

我們一行總共五人開車上路。

突然間世界變得一片漆黑。

緊接著我發現我的安全帶非常、非常

緊，使我動彈不得，世界變得一片黑暗。

我聽到遠方傳來模糊的聲音。我意識到發

生了可怕的事，也感覺到有人在搖晃這輛

車。接著我聽到救護車或警車所發出尖銳

的警鈴聲。不久，我感到有人把我從車子

裡抬出來之後放到了救護車上。一位護理

師問我她應該要與誰聯絡。

我是個死人（上）
辛巴威│4月9日　阿爾弗雷德．C．馬丘那（Alfred C. Mach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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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椎骨的X光片。「你可以把這個帶到世
界上任何一個醫生那裡，他們一定會跟你

說同樣的話：『你不可能活下來，這張 X 
光片告訴我們，你已經死了，或者肩膀以

下早已癱瘓了！』」他說。

約兩週後，福蒂娜和我出院回家進行

密集的物理治療。接下來的六週，我們重

新學習如何行走。 
那時是我們第一次聽說在這場車禍裡

有五個人喪命。這是一次正面碰撞。另一

輛車是由一個醉酒超速的年輕人駕駛的。

後來我們看到了兩輛嚴重毀損的車輛。兩

輛車是一樣的：都是紅色的本田FIT。我
的時速表停在每小時 55 英里（每小時 90 
公里）的速度上，而他的則停在每小時 
105 英里（每小時 170 公里）。

我們後座的女性友人當場死亡，而另

兩位懇求搭便車的陌生人也在車禍的第二

天傷重不治。撞到我們的那輛車有三位乘

客。其中坐在前座的兩人，也就是喝醉的

駕駛和一位坐在他旁邊的年長女士當場死

亡。坐在後座的男士被送到醫院，至今我

們仍不知他是否活下來了。

這一切讓我和福蒂娜兩人震驚不已。

上帝用一種難以置信的方式存留我們的性

命。

神蹟沒有在這裡停止。在四個月後的

在4月1日，我竟然可以按我先前的計畫，
到索露西大學教授教牧課程。

2015年部分的第十三安息捐曾幫助索
露西（Solusi）大學擴充他們擁擠的學生餐
廳，該餐廳本來只能容納500人，經擴充後
可容納1000人。感謝您對聖工的奉獻，使

見證補充：

‧請一位男士以第一人稱分享這個故
事。

‧你可以透過YouTube：bit.ly/Alfred-
Machona觀看阿爾弗雷德的影片。
‧你可以透過臉書網址：bit.ly/fb-mq
下載關於此見證的照片。

‧你可在南非印度洋分會官方網站下
載聖工焦點和聖工快訊並了解更多
關於該分會的訊息。網址：bit.ly/
sid-2022。
‧此聖工消息說明了復臨教會「我願
去」戰略計畫的領袖目標8：「加
強牧師、教師和其他前線工作者的
門徒訓練作用，並為他們提供定期
成長的機會。」 索露西大學的第
十三安息日聖工計畫說明了使命
目標4：「加強復臨教會的機構，
透過耶穌維護自由、全人健康與盼
望，並在人們身上恢復上帝的形
象。」如需更多信息，請造訪網
站：IWillGo2020.org。

聖工快訊：

‧在當地以「雷鳴的煙霧」（The 
Smoke That Thunders）而聞名於世
的維多利亞瀑布（Victoria Falls）位
於辛巴威和尚比亞的國界，也是世
界最大的瀑布。 

撰文／阿爾弗雷德．C．馬丘那（Alfred C. Machona）

許多像索露西大學一樣的復臨學校得以預

備人們在世界各地宣告耶穌即將復臨的信

息。

讓我們在下個安息天繼續閱讀阿爾弗

雷德的見證。

辛
巴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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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獲得在索露西大學就讀的教會獎學金。

如果沒有獎學金，我和我的妻子就不會得

到醫療救助，我們可能已經死了。我們的

住院費高達36,000美元，在辛巴威來說這
是一筆鉅款。

我不明白為什麼辛巴威唯一有資格為

我進行頸部手術的骨科醫生，在我需要進

行緊急手術的那天竟然有空。他在手術當

天預訂了飛往法國的飛機。他早上為我開

刀，下午便急忙趕上他的飛機。

我問上帝：「祢為何存留我們的性

命？我們應該要當場喪命的。」

我有兩個可能的答案。或許我的妻子

和我在屬靈上都還沒有預備好，因此上帝

賜給我們另一個機會，預備自己迎接復活

的清晨。或許上帝存留我們的性命是因為

我們在祂的葡萄園裡還有工作尚未完成。 
車禍以後，我的禱告生活發生了變

化。我比從前更常禱告，祈求上帝給我力

量，好讓我可以一直行善。我祈求上帝解

決我所有的軟弱，以便我在任何時候死去

時都能與祂和好。

我也請求上帝幫助我不要失去熱情來

執行祂的命令。我禱告說：「無論祢想讓

我在祢的工作中做什麼，請賜給我力量和

8

以文字佈道士的身分服事11年後，我
得到了一筆獎學金，可以讓我在辛巴威的

索露西大學（Solusi University）求學，畢業
後成為牧師。

然而，在課程開始的四個月前，我的

妻子福蒂娜（參上週見證）和我在一場車

禍裡身受重傷。時至今日，還是有許多當

時發生的一些神蹟是我所不明白的。

我不明白妻子和我是如何坐在車子前

座卻還能從一場正面碰撞的車禍中存活下

來，但坐在後座的其他乘客則無一倖免。

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沒有癱瘓。在我

開始進行復健時，物理治療師問：「你是

會禱告的人嗎？」

「是的，為什麼這麼問？」我問他。

「我現在拿著的X光片告訴我，你應
該在頸部以下是癱瘓的，在一般的情況

下，拍出這種X光片的人早已死了。我恐
怕得要特別小心地治療你。」他說。

我不明白救護車怎麼會那麼快抵達車

禍現場。當時在我們的車子後方開著小貨

車的人，正是當地一家金礦的經理，他目

睹了這起事故。他立刻打電話給在金礦工

作的護理師，讓她趕緊開著礦場的救護車

過來。

我不明白我是如何在事故發生前三個

我是個死人（下）
辛巴威│4月16日　阿爾弗雷德．C．馬丘那（Alfred C. Mach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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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情去做。」

有時我會犯錯，但我總是對

上帝說：「很抱歉我做了這樣的

事。但我無法靠自己處理它，請

賜給我力量。」

我祈禱我與上帝可以一直維

持很好的關係。我祈禱：「讓我

做祢要我做的事。 幫助我不要失
去熱情。」

我不知道 2015 年 12 月 23 日
事故發生時上帝做了什麼，但我

知道我還活著，而我會終生事奉

上帝。

2015年部分的第十三安息捐
曾幫助索露西大學擴充他們擁擠

的學生餐廳，該餐廳本來只能容

納500人，經擴充後可容納1000
人。感謝您對聖工的奉獻，使許

多像索露西大學一樣的復臨學校

得以預備人們在世界各地宣告耶

穌即將復臨的信息。

見證補充：

‧請一位男士以第一人稱分享這個故事。

‧你可以透過YouTube：bit.ly/Alfred-Machona看
阿爾弗雷德的影片。

‧你可以透過臉書網址：bit.ly/fb-mq下載關於
此見證的照片。

‧你可在南非印度洋分會官方網站下載聖工
焦點和聖工快訊並了解更多關於該分會的
訊息。網址：bit.ly/sid-2022。
‧此聖工消息說明了復臨教會「我願去」戰
略計畫的領袖目標8：「加強牧師、教師和
其他前線工作者的門徒訓練作用，並為他
們提供定期成長的機會。」 索露西大學的
第十三安息日聖工計畫說明了使命目標4：
「加強復臨教會的機構，透過耶穌維護自
由、全人健康與盼望，並在人們身上恢復
上帝的形象。」如需更多信息，請造訪網
站：IWillGo2020.org。

聖工快訊：

‧辛巴威有16種官方語言，比任何一個
國家都還要多：齊切瓦語（Chewa）、
塞納語（Chibarwe）、英語、卡蘭加語
（Kalanga）、科依桑語（Koisan）、那比
亞語（Nambya）、恩道語（Ndau）、恩德
貝萊語（Ndebele）、聰加語（Shangani）、
紹納語（ S h o n a）、手語、塞索托語
（Sotho）、東加語（Tonga）、札那語
（Tswana）、溫達語（Venda）和科薩語
（Khosa）。 紹納語和恩德貝萊語是最廣泛
使用的語言。

‧大辛巴威（Great Zimbabwe）的城鎮遺跡是
鐵器時代晚期的古紹納（Shona）城 ，現在
被列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也
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最重要的考古地點
之一。它是以堅硬的花崗岩石為原料而組
成三組建築複合體（現已毀壞）的城市。

‧辛巴威也被認為是俄斐（Ophir）的所在
地，俄斐是一座所羅門王取得象牙、黃
金，和其他珍寶的古城。

辛
巴
威

撰文／阿爾弗雷德．C．馬丘那（Alfred C. Machona）

相撞後兩部車的慘狀，其中一部為阿爾
弗雷德的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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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是貝拉辛（譯註：Blessing，

意為祝福），我的生命就是上帝豐富祝福

的確據。

在辛巴威，我的家人們每週日都會上

教堂，但我們並不虔誠。在青少年時期，

我就想事奉上帝，我告訴一位教會領袖我

想要為上帝獨身守貞。

「你有男朋友嗎？」他問。

「沒有，」我回答。

「你應該要先嚐嚐愛情的滋味，」他

說，「然後再回來。」

於是我離開教會並且嚐到了愛情的滋

味，結果就乾脆停止聚會了。

大學時候，我誤交了一些損友。我們

飲酒且時常參加派對。

18歲時，我和一個21歲的男人墜入情

網。我們如同那位教會領袖建議的一樣嚐

到了愛情的滋味，結果我懷孕了。在我成

長的環境文化裡，如果你懷孕了，你就得

和孩子的父親在一起，所以我搬到他和他

母親家中同住。

後來我發現到有許多事並不如我想像

的那樣。我丈夫和我都沒有工作，我們一

天到晚為此而爭吵。 

我們育有兩個孩子，但我們兩人仍然

不斷吵架。我當時並不明白婚姻的意義，

我們兩人都有自己的夢想和希望，而他的

母親似乎一直都很不友善。 

我開始在週日參與我丈夫的教會聚

會。接著我生病了，然後搬回我母親的家

裡長住一段時間。 

在母親家裡，我做了兩個非同尋常

但一模一樣的夢，兩次做夢的時間隔了三

天。在兩個夢裡，我都聽到警報的聲音也

看到人們抱頭逃竄。我也看到一個從天而

降的磐石還有一個指向十字架的箭頭，有

幾個人站在那裡。我聽到一個聲音說：

「悔改吧，因為世界的結局近了！」

我感到困惑。我丈夫的教會從未談到

世界末日。我不知道這些夢是什麼意思。

我丈夫也不明白這些夢，但我告訴

他：「我要去尋找耶穌，當我找到祂時，

我要傳講祂。」

但我可以在哪裡找到耶穌呢？

辛巴威的工作機會很少，於是我和丈

夫搬到波札那找工作。在那裡，我們認識

了一位復臨教會的長老替我們查經。第一

次查經的時候，長老告訴我們世界的結局

祝福他人
尚比亞│4月23日　貝拉辛．查塔布薩（Blessing Chatambudza），3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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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近了，而且耶穌很快就要來了。他給我

們看《聖經》的經文。我終於明白了我

所做的夢。我很高興！ 

透過更多的查經課程，我找到了

《聖經》中的耶穌，並且受洗加入了復

臨教會。

我決心按照自己的信念傳講耶穌。

我找到了祂，現在我想與其他人分享我

對祂的愛。我決定在尚比亞的復臨學校

魯桑古大學（Rusangu University）學習。

不幸的是，我丈夫離開了我和兩個

孩子，和另一個女人結婚。

我努力工作，打掃了很多院子，就

為了要存到足夠的錢來支付最初幾個月

的學費。我的母親幫助了我，而且學校

也允許我加入該校的工作計畫，以幫助

支付接下來幾個月的費用。

我決定讀神學，更進一步了解上

帝，並準備教導其他年輕人，他們可以

擁有和我一樣的希望。無論我們在生活

中做出哪些糟糕的決定，上帝總是準備

好再賜給我們第二次機會。祂渴望向我

們展示祂自己。祂希望人們找到祂，並

向其他人傳講祂。就像我夢中的聲音一

樣，祂在呼召我們改變方向，改變我們

的生活，跟隨祂。祂在說：「悔改吧，

因為世界的結局近了！」耶穌快來了！

我等不及那一天的到來！

見證補充：

‧ 請一位女士以第一人稱分享這個故
事。

‧ 貝拉辛是一名神學二年級生，在尚
比亞南部的魯桑古大學（Rusangu 
University）攻讀學士學位。
‧ 你可以透過YouTube：bit.ly/Blessing-

Chatambudza觀看貝拉辛的影片。
‧ 你可以透過臉書網址：bit.ly/fb-mq下
載關於此見證的照片。

‧ 你可在南非印度洋分會官方網站下
載聖工焦點和聖工快訊並了解更多
關於該分會的訊息。網址：bit.ly/sid-
2022。

聖工焦點：

‧ 1903年，安德森（W. H. Anderson）、
雅各．德查（Jacob Detcha）和幾位
非洲同工從南羅得西亞（Southern 
R h o d e s i a）的索露西站（So l u s i 
Stat ion）出發，前往北羅得西亞
（Northern Rhodesia ）尋找合適的宣
教地。經過大部分時間的徒步旅行以
及安德森差點死於痢疾，他們抵達了
蒙澤酋長（Chief Monze）的領地，在
當時是首都卡洛莫（Kalomo）東北
100英里（160公里）處。蒙澤酋長授
予他們一塊5,436英畝（2,200公頃）
的土地，這就是魯桑古站（Rusangu 
Station）。
‧ 尚比亞是基督教為主的國家，儘管許
多人仍堅守傳統信仰體系的各個方
面。超過四分之三的尚比亞人認為自
己是改正教徒，而羅馬天主教徒佔人
口的五分之一。

撰文／貝拉辛．查塔布薩（Blessing Chatambud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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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繼父下班回家時咆哮著。

「瑪麗！」他喊道。

我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他總是帶

著怒氣回家毆打母親。

在我5歲時，我和我的四個兄弟姐妹

來到納米比亞的一個小鎮與父母暫居。我

們原本和祖母住在大約20英里（35 公里）

外的一個村莊，放假時就會與父母同住。

那天，媽媽在廚房裡忙著，她用布包

著我兩歲的弟弟湯米，並背著做事。

我的繼父隱約出現在廚房門口。

「為什麼晚餐到現在還沒準備好？」

他一邊打媽媽的臉一邊咆哮著。

媽媽尖叫著衝到後門逃到外面。我

的繼父手裡拿著一根大棍子跟在後面。突

然，他將棍子扔向她，媽媽雖然躲開了，

但棍子擊中了小湯米。

湯米的哭叫聲響徹空中時，母親停了

下來。「你殺了我兒子！」她哭了。

同情她的鄰居們上前圍住她，也有人

報了警，然後警察便叫了救護車，還給我

繼父戴上手銬，把他關進監獄。

在醫院中，湯米因為顱骨骨折進行了

緊急手術。事後，醫生流淚說道，男孩腦

部受損，右側將會癱瘓。我的母親和家人

朋友在病房裡聽到這個消息時就哭了。這

時，有一個站在角落裡的人說話了。

「我們可以祈禱嗎？」他說。

他舉起雙手禱告：「我的天父，我不

是以利亞，我也沒有聲稱自己比這個房間

裡的人更聖潔，但我站在這裡，在基督的

恩典下得到庇護。請祢記念這些人，傾聽

他們深切的痛苦成全祢的旨意。奉基督耶

穌的名求，阿們。」

禱告結束後，房間很安靜。我也感到

平靜。我明白天上有一位上帝，而這個人

認識上帝。

兩週後，小湯米出院了。正如醫生所

說，他的右側癱瘓了，他說話也有困難。

幾個月來，我一直想著在那醫院裡的

禱告。我渴望以類似的方式與上帝交談。

一年後，當我 6 歲時，我開始每個安息日

都和一位表弟一起去復臨教會聚會。在我

赴會的那一年，我注意到教友們都像醫院

裡的那個人一樣祈禱。他們似乎認識上

帝。

與此同時，湯米的生活充滿了苦難。

在他 12 歲而我 15 歲時，某天我們坐在一

棵樹下等著祖母煮午餐。突然，湯米昏倒

在地。醒來後，他大叫：「我要死了！」

在彼岸相見
納米比亞│4月30日　歐克恩．馬廷古（Ocrhain Matengu），3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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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他突然安靜下來，停止了呼吸。

祖母急忙呼救，我不由自主地開始

哭，我感到很無助。然後我想起了在醫院

裡祈禱的那個人，我想要平安。我的禱告

簡單扼要。「我還年輕，我沒有能力承

受這種痛苦。請再給我一次機會為湯米的

死做好準備。」我說「阿們」的那一刻，

湯米打了個噴嚏。他接下來連打了三個噴

嚏，奶奶喊道：「他還活著！」我感謝上

帝。

十年過去了，我搬到納米比亞首都

溫荷克（Windhoek），加入了復臨教會，

這是一個禱告的教會，這裡的信徒認識上

帝。

一天，我姊姊打電話說湯米病了。我

立刻想起了我絕望的祈禱，心想：「時候

到了。我借來的時間已將盡。」

我上了一輛公車，跑了  745  英里

（1,200 公里）的路程，來到我弟弟的病床

前。他在為自己的生命而戰，但這次有些

不同。他心中有平安。

「我的時候到了，」他告訴我。「我

有向上帝禱告。我會在彼岸與你相見。而

你也要繼續相信上帝。」

三天後，湯米過世了，但他的話語猶

在耳邊：「我會在彼岸與你相見。你要繼

續相信上帝。」

後來我讀了大學，主修廣播製作並且

畢業，目前在納米比亞復臨教會廣播電台

擔任電台經理。我期待未來可以在彼岸見

到湯米。你也可以期待見到你所愛的人。

請持守對上帝的信靠，直到那一天到來！

納
米
比
亞

見證補充：

‧ 請一位年輕男士以第一人稱分享這
個故事。

‧ 你可以透過臉書網址：bit.ly/fb-mq
下載關於此見證的照片

‧ 你可在南非印度洋分會官方網站下
載聖工焦點和聖工快訊並了解更多
關於該分會的訊息。網址：bit.ly/
sid-2022。
‧ 藉由分享這個故事，歐克恩．馬廷
古（Ocrhain Matengu）希望達成復
臨教會「我願去」戰略計畫的屬靈
成長目標5 ：「訓練個人和家庭進
入聖靈充滿的生活。」透過他在復
臨教會廣播電台的工作，他希望達
成使命目標4：「加強復臨教會的
機構，透過耶穌維護自由、全人健
康與盼望，並在人們身上恢復上帝
的形象。」如需更多信息，請造訪
網站：IWillGo2020.org。

聖工焦點：

‧納米比亞最早的復臨事工始於1937
和1938年，蒙威（J. van der Merwe）
在溫得和克（Windhoek）舉行了
佈道會，有五個人受洗。直到1954
年，「西南非區所」組織起來，且
唯一居住在西南非的貝克牧師（J. 
J. Becker）被任命為會長後才有了更
進一步的宣教工作。

撰文／歐克恩．馬廷古（Ocrhain Matengu）

感謝您為聖工所做的奉獻，幫助在納

米比亞和整個南非印度洋分會傳播耶穌即

將復臨的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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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三比克│5月7日　
大衛．迪歐哥．德．維多利亞（David Diogo de Victoria），29歲

為生而死

年輕的時候，我在安哥拉加入了一個

賣大麻和其他毒品的幫派。

幫派裡有13個人，我從其他人那裡買

毒品來販賣。由於我不吸毒，幫派裡的其

他成員便覺得我似乎自認為比他們高尚，

所以，幫派頭目就找我對質。

「如果你不和我們一起抽些大麻，我

們就要揍你一頓。」他說。

我無計可施，只好妥協。

開始吸大麻以後，我墮入了犯罪的

深淵。我不再只是單純購買毒品轉交給黑

幫，還加入了劫車、搶劫商店和入室竊盜

的黑幫集團。

我們在安哥拉首都盧安達以外的社區

造成了恐慌，警方決定採取行動。在很短

的時間內，他們殺死了我全部的12 個黑幫

夥伴，但不知怎的，我活了下來。經此一

事，我仍不為所動的和一個朋友組織了一

個新幫派。後來我成了一個幫派頭目，非

常沉迷於毒品和犯罪。

我並不為我所過的生活感到自豪。我

曾目睹180個夥伴被警察打死。我個人被捕

40多次，法院3次判我有罪。

在第三次入獄時，我第一次聽說復

臨教會。一位教會成員定期拜訪並替我查

經。

但出獄後，我搬進了一個阿姨的家，

很快又組建了一個新幫派。然而，在搶劫

加油站時出了問題，一名保安被殺了。當

警察得知我在姑姑家時，他們趕來要殺

我。

不知何故，我在突襲中倖存下來。

警察來時我正在睡覺，不知為何，他們上

下搜查時都沒有找到我。我姑姑很害怕便

要求我離開。於是我搬進了媽媽家的地下

室。我媽媽不想要我在她的地下室裡搞出

一個幫派來，於是她帶我去找一個願意幫

助我們的巫醫。

有一段時間，巫醫的咒語似乎奏效

了。四個月來，我沒有吸毒，也沒有犯

罪。我媽媽和我的家人都很高興。但到了

第五個月，我又回到了原來的生活且變本

加厲。我的生活似乎沒有希望了。

然後我遇到了一個人人都稱呼他為皮

普（Pimp）的人。他全身都有紋身，以他

的名字和長相，他過去極可能曾經是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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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黑幫人士。但他說話行事並不像黑

幫一樣。他是復臨教會的信徒。有一天，

皮普給我看〈羅馬書〉8章14節：「因為凡

被上帝的靈引導的，都是上帝的兒子。」

當我聽到這些話時，一個願望在我心

中萌芽，我想要成為上帝的兒子。我對自

己說：「上帝對我也有計畫嗎？」

我開始和皮普一起讀《聖經》。在我

們學習的過程中，我認識了上帝，並意識

到祂也愛我這樣的人。我看到耶穌為我而

死，因為「上帝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

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

反得永生」（約翰福音3：16）。

我的生活開始改變。我決定就此死

去——我想向我的舊生活而死，並在耶穌

裡重生。2013 年，我將我的心獻給了耶

穌，並加入了復臨教會。

今天的我要讚美上帝，我目前正在莫

三比克復臨大學學習成為一個牧師。

我的家人、鄰居和朋友嚴厲責備了

我跟隨耶穌的決定，但我不介意。我只想

在我的餘生中事奉耶穌。我的心是屬於祂

的，我祈禱祂可以使用我來引導許多其他

的心歸向祂，包括我家人的心。

三年前，第十三安息的部分捐款用

於協助大衛就讀的莫三比克復臨大學擴建

新的教室和設備。謝謝你的奉獻。本季第

十三安息捐將協助大衛的家鄉安哥拉達成

四個項目，包括他以前在盧安達所居住的

地方附近建立一所復臨學校。感謝你為慷

慨奉獻進行規劃。 

莫
三
比
克

見證補充：

‧ 請一位男士以第一人稱分享這個故
事。

‧ 你可以透過臉書網址：bit.ly/fb-mq下
載關於此見證的照片

‧ 你可在南非印度洋分會官方網站下
載聖工焦點和聖工快訊並了解更多
關於該分會的訊息。網址：bit.ly/sid-
2022。
‧ 此聖工消息說明了復臨教會「我願
去」戰略計畫的屬靈成長目標5 ：
「訓練個人和家庭進入聖靈充滿的
生活。」第十三安息捐提供給莫三
比克復臨大學和位於安哥拉的聖工
計畫說明了復臨教會「我願去」戰
略計畫的使命目標4：「加強復臨教
會的機構，透過耶穌維護自由、全
人健康與盼望，並在人們身上恢復
上帝的形象。」如需更多信息，請
造訪網站：IWillGo2020.org。

聖工焦點：

‧復臨教會的信息是在1931年時，
由兩位來自馬拉威馬拉穆洛宣教
學校（Malamulo Mission School）
的學生在他們回到當時為葡萄牙
所屬的東非家中而傳入莫三比克
（Mozambique）的。他們兩人進
行了宣教活動，很快地，他們查經
課程的學員就達到了555人。吉丁
（O. U. Giddings）和韋伯斯特（Max 
Webster）前往莫三比克調查莫三
比克對福音的興趣，然後韋伯斯特
於1933年被派往莫三比客的尚畢西
（Zambesi）地區建立宣教工作。
1935年，在總督的許可下，他建立
了一个宣教所並將其命名為穆古路
尼（Munguluni），意思是「光」。

撰文／大衛．迪歐哥．德．維多利亞（David Diogo de Vict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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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對或上帝

貝茜不明白為什麼每個星期日、當她

為了尋找新的敬拜堂而經過復臨教會時，

那裡總是關著門。

無奈之下，她終於停下來，與一位站

在波扎那市中心教堂旁、一處房屋前院裡

的少女說話。

「這所教會什麼時候才開門？」她

問。「他們總是鎖著嗎？」

「這是一所復臨教會，」女孩說。

「但我不知道你是否可以在那裡做禮拜，

因為成為復臨信徒是困難的。」

「妳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貝茜問。

女孩解釋說，來這裡聚會的信徒們既

不參加派對也不佩戴珠寶。「他們喜歡週

六去教堂。」她補充道。

在波扎那，星期六是年輕人參加派對

的日子。

貝茜無法想像退出派對並扔掉耳環的

樣子。「我不能在這個教堂做禮拜！」她

說。

貝茜在一個非基督教家庭長大，對上

帝知之甚少。然而，在高中畢業和大學開

課之間的一段較長的休假裡，她決定成為

一名基督徒。她參與了許多教會的敬拜，

這時候她注意到復臨教會總是在星期天關

著門。

那年秋天，貝茜搬到波扎那的首

都嘉伯隆里（Gaborone）並在大學上

課。 很快，她注意到她的室友索洛費朗

（Solofelang）每週三、五、六都會去教

堂，但她並沒有太在意。相反，她週六去

參加派對，週日找教堂赴會。但教會似乎

沒有研究《聖經》，她覺得自己什麼都沒

學到。

幾個月後，貝茜問她的室友：「你每

週去三次的那間教會是哪一個教會？」

「是一個復臨教會，」索洛費朗說。

「它在星期六做禮拜。」

貝茜仔細打量了她的室友，發現她沒

有戴首飾。然後她想起了那次與家鄉一位

女孩的談話，心想：「我不能在那裡做禮

拜！」

不過，一段時間之後，她開始對週日

的禮拜感到厭煩，也好奇復臨教會是否會

有所不同。她決定去一次—卻不是在星

期六去。

週三，貝茜和索洛費朗一起去了大學

教室，復臨信徒的學生聚集在那裡進行禮

波扎那│5月14日　貝茜．勒欽那（Bessie Lechina），3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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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她對於牧師關於婚姻的分享留下深刻

的印象。貝茜渴望有朝一日能步入婚姻。

得知他們將再次討論婚姻的主題，貝

茜週五晚上和她的室友又一起去參加了。

安息日早上，她和索洛費朗一起去教會，

午餐後參加了查經課。從那天起，她就再

也沒有停止在安息日去教堂禮拜。

貝茜的生活開始發生變化。她發現放

棄珠寶和週六的派對其實很容易。她知道

她可以透過禱告與上帝交談。人們震驚地

看到貝茜成為一個全新的人，他們問了很

多問題。她很高興跟他們分享她的信仰。

貝茜在學年結束前受洗。當她從水裡

出來時，她的室友高興地哭了起來。

現在，貝茜已35歲了，她不僅是三個

孩子的母親，也是波扎那北部的復臨寄宿

學校、東門中學（Eastern Gate Academy）的

一名教師。她的丈夫是學校的業務經理。

她曾經看到學生的生命發生改變—

就如同她在自己的生命中看到的轉變。

「有時父母會把叛逆的孩子帶來給

我們，」她說。「但學生離開的時候，他

們完全不同了。父母對我們說，『非常感

謝！我們的孩子改變了。』」

東門中學（Eastern Gate Academy）與

東門小學（Eastern Gate Primary School）共

享一個校園，東門小學是第十三安息捐資

助的項目，於2017年1月運作。貝茜 6 歲的

女兒喬安娜也在學校唸書，她說：「我祈

禱學校能把更多的孩子帶到上帝面前。」

波
扎
那

見證補充：

‧ 嘉伯隆里（Gaborone）的發音是：
gaa-br-OW-nay。
‧ 索洛費朗（Solofelang）的發音是：

SOLO-fe-lang。
‧ 你可以透過YouTube：bit.ly/Bessie-

Lechina觀看貝茜的影片
‧ 要知道，這則聖工消息中說明的消
遣、娛樂、簡約和端莊的原則反應
了復臨教會第 22 條基本信仰「基
督徒的品行」，其中部分內容是：
「我們蒙召成為一批敬虔的百姓，
思想、感情、行動，都與天國的原
則相和諧。為了讓聖靈在我們裡面
重造主的品格，就讓我們只參與那
些能在我們生命中，產生像基督的
純潔、健康、喜樂的事。也就是
說，我們的興趣和娛樂，應該符合
基督徒對美的崇高品味與標準。我
們的衣著，雖因文化差異而有所不
同，卻當以樸素、保守、整潔為原
則。適合於人的美不在於外在的裝
飾，而在於那以溫柔安靜的心為永
不磨滅之妝飾。」 可以造訪網站：
bit.ly/SDA-FB22以閱讀更多資料。
‧ 你可以透過臉書網址：bit.ly/fb-mq下
載關於此見證的照片。

‧ 你可在南非印度洋分會官方網站下
載聖工焦點和聖工快訊並了解更多
關於該分會的訊息。網址：bit.ly/sid-
2022。
‧ 此聖工消息說明了復臨教會「我願
去」戰略計畫的屬靈成長目標5： 
「訓練個人和家庭進入聖靈充滿的
生活。」東門中學與東門小學說明
了復臨教會「我願去」戰略計畫的
使命目標4：「加強復臨教會的機
構，透過耶穌維護自由、全人健康
與盼望，並在人們身上恢復上帝的
形象。」如需更多信息，請造訪網
站：IWillGo2020.org。

撰文／安德烈．麥克切斯尼（Andrew McChes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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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的希望

新冠肺炎（COVID-19）改變了我的

生命。

我一直都信上帝，而且我從很小的時

候就開始禱告，祈求上帝幫助我找到一個

好丈夫。我渴望一個愛上帝而且會和我一

起到教會聚會的丈夫。但有個大問題是：

我們該去哪一間教會？

孩童時期，我和我安哥拉的父母一起

去教會，我也忠實地遵循它所有的儀式。

但似乎少了些什麼。在我嫁給一個非常好

的丈夫後，我換到另一個教會。四年後，

我換到第三個教會。但我覺得內心空虛，

似乎缺少了什麼東西。我在教會聽到的教

導和我個人生活似乎沒有聯繫。我不確定

上帝是否赦免了我的罪，也不確定祂是否

正在改變我的品格與祂相似。我丈夫當時

也沒有和我一起去教會。

2020年，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緣故全

國進行封城。教會關閉了，我再也不能參

加教會的禮拜。我在YouTube尋找講道的頻

道，結果在希望電視台的頻道找到兩個由

復臨教會牧師主持的節目 。我在觀看時非

常仔細地用我的《聖經》對照他們的《聖

經》經文。我發現我並不熟悉聖經。其中

最吸引我的是遵守《聖經》中第七日「安

息日」。

當我正觀看節目時，其中一位牧師

似乎在直接對我說話。「你想要追隨誰：

是人的規定還是《聖經》裡上帝所傳達的

話？」 他說。

這個問題深深地困擾了我。我從內心

深處回答道：「我想要遵循我的上帝在祂

的「道」裡所說的話。」 

我想到了一位在我家裡工作的年輕女

士。她一開始在我這裡工作的時候，每一

天都會做清潔和做飯的工作直到星期五，

然後在週六休息。她當時解釋說她週六要

在一間復臨教會聚會。但過了一段時間之

後她不再到教堂聚會，而且在週六來工

作。

在我開始意識到安息日的重要性時，

我就找她談了些話說。

「你不再去教堂聚會了，反而在星期

六來我家工作，」我說。「如果你是為了

安哥拉 │5月21日　安多尼雅．米古爾（Antónia Miguel），4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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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的希望 替我工作而停止去教會，那請你再重新

考慮。從現在開始，你可以只在週一到

週五的時候為我工作，因為週六是神聖

的。」

那個時候，疫情稍微緩和下來，

這位年輕女士也可以回到教會。如今，

她正在上受洗前的查經課程。 

同時，我也想要知道更多關於安

息天的事，於是，我打電話給一位復臨

教會的牧師，他的電話號碼是我在網路

上找到的。他很友善，也給了我幾本書

閱讀。我開始在安息日做禮拜並且在

2021年受洗。

今天，我是個新造的人，而且每

一天都發生改變。我知道上帝饒恕了我

的罪，我知道祂正在改變我的品格使我

與祂相似。請和我一起為我丈夫禱告，

讓他認識上帝並和我在每個安息天一起

到教會。

本季第十三安息的部分捐款將

協助安多尼雅的家鄉安哥拉達成四個

聖工計畫，包括在盧安達（Luanda）

建立一所復臨學校，以及在貝里斯

（Belize）市建立一所復臨教會和小

學，在隆貝（Lombe）市建立一所家暴

和諮商中心，並且為位於安哥拉萬博

（Huambo）市的復臨大學建造一座男

生宿舍。感謝你為慷慨奉獻進行規劃。

安
哥
拉�見證補充：

‧ 請一位女士以第一人稱分享這個故
事。

‧ 你可以透過臉書網址：bit.ly/fb-mq下
載關於此見證的照片。

‧ 你可在南非印度洋分會官方網站下
載聖工焦點和聖工快訊並了解更多
關於該分會的訊息。網址：bit.ly/sid-
2022。
‧ 此聖工消息說明了復臨教會「我願
去」戰略計畫的屬靈成長目標5： 
「訓練個人和家庭進入聖靈充滿的
生活。」安哥拉的四個聖工計畫說
明了復臨教會「我願去」戰略計畫
的使命目標4：「加強復臨教會的機
構，透過耶穌維護自由、全人健康與
盼望，並在人們身上恢復上帝的形
象。」如需更多信息，請造訪網站：
IWillGo2020.org。

見證補充：

‧ 1922年，安哥拉迎來第一位前來造
訪的復臨信徒，當時安德森（W. 
H. Anderson）從非洲的其他地區來
訪，探討在該國建立宣教工作的可
能性。第二年，安德森、法蘭爵
（T.M.French），和貝克（J.D.Baker）
在全國各地旅行了一個月後，於中部
高原的雷皮（Lepi）區選擇了一個地
點，並於1924年建立南大西洋聯合會
總部。1928年，安哥拉聯合會成立。
安德森從1924年到1933年擔任會長。
‧ 安哥拉的第一個復臨教會廣播節目於

1953年播出，直至1963年，預言之聲
節目每週從六個廣播站播出。

撰文／安多尼雅．米古爾（Antónia Mig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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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長於牧師家庭並因此認識了

上帝，卻不知道有關祂的第七天「安息

日」。

我的父親是一位福音派牧師，他教我

尊重所有的宗教，但他不肯踏入位於我們

所居住的城市――安哥拉盧安達附近的復

臨教會。他聽聞有關此教會的負面謠言而

感到害怕，於是他禁止我和我們家裡其他

成員進入那所教會。

在成年之後，我搬到另一個城市工

作，我和一個叔叔及他的家人住在一起。

我開始每天午飯時和幾個同事一起學習

《聖經》。一位復臨信徒帶領大家研讀

《聖經》。除了他，其他人都認為星期天

是主日，他聲稱星期六是《聖經》中的

「安息日」讓我很困惑。我想了解更多，

所以他給了我一本復臨信徒的書和一套復

臨佈道家的證道影片。我讀了這本書，也

看了講道，我內心爆發了一場到底是該守

週六還是週日的巨大衝突。

一天，我回到家時發現我的親戚在看

那些講道。

「這個牧師是誰？」我的叔叔問

道。「他真聰明，只講《聖經》裡有寫的

事！」

我心裡想，「我也想要只相信《聖

經》裡寫的話。」 

我開始自己研究《聖經》。在我讀的

時候，我下定決心不跟隨人的傳統，只要

尋求上帝的旨意。

回到我的家鄉，我請求和我的父親以

及他教會裡的其他領袖們開一個會，我向

他們展示我在《聖經》裡發現的新真理。

我談論第七日安息日。〈創世記〉2：2—

3記載，在創造週結束後的一日被定為聖

日，並且在〈出埃及記〉20：8—11記載，

這一日是上帝用祂的手指寫在「十誡」石

板上的紀念日。我提醒他們耶穌在地上忠

實地遵守安息日，祂的門徒也在祂回到天

上之後遵循祂的榜樣。

「你們為什麼不在教會裡教導這個真

理？」我問。

我父親聆聽的時候，其他教會領袖們

指出他們知道第七日是安息天，但是他們

真正的主日
安哥拉│5月28日　
克莉絲汀娜．維塔．卡維比．法拉茲（Cristina Vita Cavimbi Ferraz），2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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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解釋他們為何比較喜歡守星期日，而

且還警告我不要加入復臨教會。

「如果你加入的話，就會喪失你在我

們教會裡服事的職分。」其中一位說道。

「如果我繼續留在這裡服事，那麼我

只會教導《聖經》所說的真理。」我說。

「我會講復臨教會的信息。」

教會領袖感到沮喪，他們寄了一封

信給當地的復臨教會，表示我仍舊是我父

親教會的教友，而不會成為復臨信徒。然

而，我仍然繼續研究《聖經》，後來一位

復臨教會的牧師為我施洗。

如今，我嫁給了一位在我工作期間、

為我查經並教導我有關「安息日」真理的

人。我的三個兄弟已經受洗，我的心中充

滿了喜悅；而我的父母也正在學習《聖

經》，我相信他們很快就會受洗。請為他

們和我的其他家人祈禱，求主幫助他們只

尋求《聖經》中上帝的旨意。

本季第十三安息的部分捐款將協助

克莉絲汀娜的家鄉安哥拉達成四個聖工

計畫，包括她居住在盧安達（Luanda）附

近的地區建立一所復臨學校，以及在貝

里斯市（Belize）建立一所復臨教會和小

學，在隆貝（Lombe）市建立一所家暴防

治和諮商中心，並且為位於安哥拉萬博

（Huambo）市的復臨大學建造一座男生宿

舍。感謝你為慷慨奉獻進行規劃。

安
哥
拉

見證補充：

‧ 請一位年輕女性以第一人稱分享這
個的故事。 
‧ 你可以透過臉書網址：bit.ly/fb-mq
下載關於此見證的照片。

‧ 你可在南非印度洋分會官方網站下
載聖工焦點和聖工快訊並了解更多
關於此分會的訊息。網址：bit.ly/
sid-2022。
‧ 此聖工消息說明了復臨教會「我願
去」戰略計畫的使命目標1：「復
興全球宣教和為宣教犧牲的理念，
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不僅包括牧
師，還包括每個教會成員，無論老
少，都喜悅為基督作見證並成為基
督的門徒」；和屬靈成長目標5： 
「訓練個人和家庭進入聖靈充滿的
生活。」在安哥拉所要實行的四個
聖工計畫說明了復臨教會「我願
去」戰略計畫的使命目標4：「加
強復臨教會的機構，透過耶穌維護
自由、全人健康與盼望，並在人們
身上恢復上帝的形象。」如需更多
信息，請造訪網站：IWillGo2020.
org。

聖工快訊：

‧安哥拉是非洲最後一個從葡萄牙獲
得獨立的國家，安哥拉獲得獨立的
日期是1975年11月11日。獨立後，
內戰從1975年持續到2002年，造成
數百萬安哥拉人死亡。

‧ 安 哥 拉 可 能 是 「 髒 辮 兒 」
（Dreadlocks）髮型的發源地。姆威
拉（Mwila）部落的婦女用壓碎的
樹皮、油、奶油、乾牛糞和草藥的
混合物塗滿頭髮，然後根據其年齡
將頭髮編成許多辮子。辮子通常會
用石粉染成紅色。

撰文／克莉絲汀娜．維塔．卡維比．法拉茲
　　   （Cristina Vita Cavimbi Ferr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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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料之外的求婚

我和家人住在安哥拉首都盧安達

（Luanda），我的父親屬於某個基督教教

派，而我的母親則屬於另一個教派。孩提

時期，我會在星期天跟著父親去他的教

會，而在下一個星期天跟著母親去另一個

教會。直到我18歲時，我完全停止到教會

聚會。我沒有繼續在母親教會的詩班唱

歌，也不再參加我父親教會的青年團活

動。 

「你為什麼再也不和我一起去教會

了？」我母親問道。

「我覺得不自在。」我回答。 

「那就找一間覺得自在的教會，」母

親說，「給上帝一個機會。」 

但我比較想要給世界一個機會。 

在我姊姊訂婚時，她和她的未婚夫不

知何故接受了復臨教會牧師的婚前輔導。

他們決定在結婚後參加復臨教會，我姐姐

開始源源不絕地把《聖經》經文和講道轉

發給我。

然後發生了一系列非同尋常的事件。

一位朋友勸我把心交給上帝，我知道她在

為我禱告，她的話軟化了我的心。同一

週，另一位朋友懇求我為上帝而活。「這

個世界並不美好，」她說。「妳要順服上

帝。」 她和我一起禱告，祈求上帝給我一

個敬畏上帝的好丈夫。她的話觸動了我的

心。幾天後，姊姊告訴我，她覺得被上帝

斥責了，「主說，如果我不警告妳，祂要

向我追討妳的性命。」她說。

我姊姊讀了〈以西結書〉3：18–19，

主說：「我何時指著惡人說：『他必要

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勸誡他，使他

離開惡行，拯救他的性命，這惡人必死在

罪孽之中；我卻要向你討他喪命的罪（原

文作血）。倘若你警戒惡人，他仍不轉離

罪惡，也不離開惡行，他必死在罪孽之

中，你卻救自己脫離了罪。」

我姊姊說話的時候我的心跳不禁漏了

一拍。我試著為自己辯護。「我有去媽媽

的教會。」我說。 

「但你在那邊並不自在，」我的姊姊

說。「去一間復臨教會吧，去他們在城裡

的任何一間教會。給他們一個機會。」

我答應下一個「安息日」去復臨教

會。但我沒有去，因為我被叫去上班。我

在接下來的三個「安息日」都在工作。當

我姐姐打電話詢問有關赴會的事情時，我

解釋說因為工作太多了。 「有些工作不是

上帝賜予的福分，」我姐姐回答說。「你

安哥拉│6月4日　厄斯梅拉爾達．由奧．梅洛（Esmeralda João Melo），2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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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料之外的求婚
安
哥
拉

努力工作是白費的。你需要把工作放在

一邊，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我不知道該怎麼做，但我停止了工

作——而且不是自願的。 我病倒了。診

所的醫生很了解我，因為他已經當了我

四年的個人醫生，之間的關係很好。但

這一次他讓我吃驚。他在為我做檢查的

時候，突然向我求婚。他以前從未對我

表現出任何青睞，我也從未想過他會成

為我的丈夫。但正如他提議的那樣，我

喜歡、也願意做他的妻子。

「我願意嫁給你。」我說。

他微笑。「我是一名復臨信徒，」

他說。「我希望我的妻子也是復臨信

徒。」 

我報以微笑。「沒問題！」我說。

我是認真的。過去幾週發生了許多

不可思議的事。兩個與我交往密切的朋

友和姊姊都敦促我把心交給耶穌。他們

其中一個為我禱告，希望我可以找到敬

畏上帝的丈夫，而且我的姊姊懇切催促

我去復臨教會。現在一個復臨信徒內科

醫師向我求婚並要我成為復臨信徒。我

不能再抗拒上帝的呼召了！我加入了預

備受洗前的研經課程。

如今我已是復臨信徒。我不是因為

醫生向我求婚才成為復臨信徒，也不是

因為我姐姐敦促我才成為復臨信徒，我

更不是因為我在教堂裡感覺很舒服才成

為復臨信徒。我成為復臨信徒是因為上

帝呼召我與祂的子民聯合，這些人是守

祂誡命並擁有耶穌信心的。我的心屬於

祂。

見證補充：

‧ 你可以透過臉書網址：bit.ly/fb-mq下載
關於此見證的照片。

‧ 你可在南非印度洋分會官方網站下載
聖工焦點和聖工快訊並了解更多關於
此分會的訊息。網址：bit.ly/sid-2022。
‧ 此聖工消息說明了復臨教會「我願
去」戰略計畫的使命目標2：「加強和
多樣化復臨信徒在大城市[和]……在未
得之民和未達之民群體中的拓展」； 
屬靈成長目標5：「訓練個人和家庭進
入聖靈充滿的生活。」；屬靈成長目
標6：「增加兒童、青年和青壯年加
入、留存、挽回和參與」；和屬靈成
長目標7:「協助青年和青壯年將上帝放
在第一位，並體現聖經的世界觀。」
在盧安達（Luanda）設立學校的聖工
計畫說明了復臨教會「我願去」戰略
計畫的使命目標4：「加強復臨教會的
機構，透過耶穌維護自由、全人健康
與盼望，並在人們身上恢復上帝的形
象。」如需更多信息，請造訪網站：
IWillGo2020.org。

聖工快訊：

‧ 莽原動物包括水牛、大象、長頸鹿、
河馬、鬣狗、豹、獅子、猴子、牛羚
（gnu）和其他羚羊以及斑馬。昆蟲包
括蚊子和采采蠅，兩者都攜帶嚴重的
疾病。

撰文／厄斯梅拉爾達．由奧．梅洛（Esmeralda João Melo）

本季的第十三安息捐將協助厄斯梅拉

爾達的家鄉安哥拉盧安達（Luanda）建立

一所復臨學校。感謝你為慷慨奉獻進行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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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在基督教家庭出生長大，但我

從來都不喜歡去安哥拉盧安達的教堂。當

我還是個小男孩時，我盡一切所能不去參

加教會那些只為了讓我受洗的宗教課程。

十幾歲的時候，我愛上了搖滾樂，我模仿

搖滾樂手的服裝和生活方式。與此同時，

我開始著迷於撒但的符號。我將這些符號

與優越感和反叛聯繫起來，並將它們畫滿

我的全身。

高中的時候，我最好的朋友崇尚哥

德（Goth）文化，我也跟隨了哥德式的

（Gothic）生活方式， 我穿著黑色的衣

服，把我的指甲塗黑。我的朋友也喜歡搖

滾樂，他用搖滾樂海報和撒但符號裝飾他

的臥室。很快我就染上了酒精和大麻。我

提倡無神論，並公開宣稱耶穌是一個神

話。十幾歲的時候，我開始演奏搖滾樂，

我遇到了一位自稱與魔鬼締結契約的音樂

家，我喜歡這個主意。一天晚上我告訴撒

但，我願意用我的靈魂和他交換，取得音

樂上的成功。

但接著我的生活四分五裂。我的母親

突然間過世，然後我的酒鬼父親比從前喝

得更兇。身為四兄弟裡的長兄，照顧家庭

的責任便落在我的肩上。我覺得我彷彿要

溺斃在一大堆無法解決的問題裡。

在這個危機之中，我向自己許諾再也

不要抽煙喝酒。我開始向上帝禱告，然後

離開了音樂的世界。我開始和一位向我介

紹復臨教會的女性約會，我們一起參加安

息日崇拜聚會。 

但我們分手後，我又繼續和老朋友聯

絡並且很快就恢復我的老習慣。然而，我

並不快樂。許多夜晚我都是喝得爛醉或吸

食大麻入睡，自殺的念頭充滿我的腦海。

我的生活顯得如此漫無目的和毫無意義。

在極度痛苦中，我放聲大哭。我想起了

上帝並向祂祈求幫助。我覺得自己快要死

了，只剩下幾天的生命。我把我的痛苦告

訴了我的新女友，她把我的名字告訴了一

個親戚。那位親戚在獲得心理學學位後，

最近回到了安哥拉。他在國外留學時也成

為了復臨信徒。在與我會面進行諮商時，

他告訴我要單單依靠上帝來建立自己的生

活，並說明如何去實行。

我決心把上帝放在我生命的第一位並

活著的理由
安哥拉│6月11日　葛雷查．沐恩（Graça Muene），2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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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哥拉│6月11日　葛雷查．沐恩（Graça Muene），25歲

撰文／葛雷查．沐恩（Graça Muene）

開始養成健康的習慣。我養成了在做

決定前先禱告的習慣，只尋求上帝的

旨意。隨著禱告成為我生活的一部

分，我再次獲得了夢想的勇氣。我找

到了活下去的理由。

想起我以前的復臨信徒女友，我

決定回到她的教會。我很好奇在參與

安息日崇拜聚會時的感受會是如何。

然而，我的感受使我驚奇；自踏入

教會的那一刻起，我就渴望受洗。聚

會結束後，我馬上加入預備受洗的課

程。和我童年時候不同，我現在想要

學習洗禮的意義並預備好受洗。在班

上，我第一次了解關於耶穌還有救贖

計畫。耶穌對我真實的愛使我更加渴

望藉由洗禮把我的心獻給祂。

今天，我可以說我終於自由了。

我一天天地生活著， 品嚐真實的平安

和無可比擬的喜樂。在生命裡我終於

有了目標和責任：引領人到我們的救

主和創造主那裡 。我一度運用我的影

響力引誘人墮入地獄，但今天我善用

它，藉由基督的幫助，引導人進入天

國。

本季第十三安息的部分捐款將

協助在葛雷查的家鄉安哥拉盧安達

（Luanda）開設一所學校。感謝你為

慷慨奉獻所做的規劃。

見證補充：

‧ 請一位男士以第一人稱分享這個故事。
‧ 你可以透過臉書網址：bit.ly/fb-mq下載
關於此見證的照片。

‧ 你可在南非印度洋分會官方網站下載聖
工焦點和聖工快訊並了解更多關於該分
會的訊息。網址：bit.ly/sid-2022。
‧ 此聖工消息說明了復臨教會「我願去」
戰略計畫的使命目標1：「復興全球宣
教和為宣教犧牲的理念，作為一種生活
方式，不僅包括牧師，還包括每個教會
成員，無論老少，都喜悅為基督作見證
並成為基督的門徒」；和屬靈成長目標
5： 「訓練個人和家庭進入聖靈充滿的
生活。」在盧安達（Luanda）設立學校
的聖工計畫說明了復臨教會「我願去」
戰略計畫的使命目標4：「加強復臨教
會的機構，透過耶穌維護自由、全人健
康與盼望，並在人們身上恢復上帝的形
象。」如需更多信息，請造訪網站：
IWillGo2020.org。

聖工快訊：

‧ 安哥拉大部分地區曾經被茂密的熱帶雨
林覆蓋，但農業和伐木大大減少了熱帶
雨林。現在，安哥拉的大部分地表被不
同種類的草原和零散的樹木所覆蓋（也
就是莽原）。火災（自然或人為）經常
在莽原上發生，因此樹種通常能抵禦
火。西南部的納米布（Namib）是安哥
拉的沙漠，其中長有百歲蘭（tumboa，
學名為Weltwitschia mirabilis），它具有
一根深長的主根莖和兩片寬闊的扁平葉
子，長約10英尺（3米），沿著沙漠地
面生長。

‧ 安哥拉的國樹是 imbondeiro （巨人
樹），也叫做猢猻木（baob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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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長於安哥拉的一個福音教派家庭

中，14歲時接受了點水洗禮。

但我並不滿足於自己對上帝的認識，

因為我總是覺得有一些事似乎不太對勁，

尤其是我對復臨教會的教導感到困惑。我

想知道真正的「安息日」並且不停地問我

自己：「為什麼復臨信徒守一週的第七日

為安息日，但其他的改正教教會卻是守第

一天為安息日呢？」 

這個問題一直如影隨形，最後我問了

教會裡的幾位領袖，希望得到解答。

「為什麼復臨信徒週六上教會，但我

們在週日上教會？」我問。

教會領袖提到要在週日慶祝耶穌從死

裡復活的那一天。但他們沒有一個人能從

《聖經》裡指出一段經文，告訴我耶穌是

在何時把敬拜的日子從週六改到週日。教

會領袖的回答無法說服我。

我開始看希望電視台。頻道的主持人

談到第七天的安息日在十誡裡被高舉。我

看到上帝在創造世界時將第七日安息日分

別出來定為聖日，而耶穌在世時遵守第七

日安息日。 我對安息日的問題得到解答

並感到很滿意。我明白為什麼復臨教會在

一週的第七日敬拜，我決心遵守正確的日

子。 

受點水禮後的兩年，我決定要和耶

穌一樣受全身入水的洗禮並要加入復臨教

會。

我將此想法告訴父親時他暴跳如雷。

他把我從房子裡趕了出去，我不得已搬去

他的姊妹、也就是我姑姑的家住。即使我

不再和父母同住，緊張的局勢還是越演越

烈，親戚威脅要打我，我不知道該住在哪

裡。然而，我繼續在安息日去教會，拒絕

放棄我想受洗的願望。

我以前教會的牧師聯繫了我父親，他

們勸我搬去牧師家同住，而牧師也決心說

服我回到他的教會。他與我懇談了三個星

期，但他無法展示出《聖經》中任何一節

經文表明上帝將「安息日」改為一週的第

一天。最後，他要我離開他的家。

驅逐
安哥拉│6月18日　曼紐．薩爾瓦多．圖達（Manuel Salvador Tunda），1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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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事情似乎已經糟得不能再糟

之時，情況開始好轉。在我每天讀經

的時候，我開始越來越認識上帝和祂

的愛。我認識了懷愛倫並開始閱讀她

的著作。讚美上帝，2021年，我在安

哥拉盧安達（Luanda）的新耶路撒冷

復臨教會（New Jerusalem Seventh-day 

Adventist Church）受全身入水的浸禮。

我為我所受的苦難感謝上帝，那

些苦難使我成為救主更強而有力的戰

士，更加強了我對耶穌基督奇妙大能

的信心。我的傷口已經癒合，只留下

傷疤。我在主裡很喜樂。

請和我一起禱告，求上帝可以觸

動我所愛之人的內心，這樣我們才能

再次全家一起敬拜上帝。

本季第十三安息的部分捐款

將協助曼紐的家鄉安哥拉盧安達

（Luanda）建立一所復臨學校，使許

多兒童對耶穌相關信息的問題能得到

解答。感謝你為慷慨奉獻所做的規

劃。 

安
哥
拉

見證補充：

‧ 請一位年輕男士以第一人稱分享這則故
事。

‧ 你可以透過臉書網址：bit.ly/fb-mq下載關
於此見證的照片。

‧ 你可在南非印度洋分會官方網站下載聖
工焦點和聖工快訊並了解更多關於該分
會的訊息。網址：bit.ly/sid-2022。
‧ 此聖工消息說明了復臨教會「我願去」
戰略計畫的屬靈成長目標5：「訓練個人
和家庭進入聖靈充滿的生活。」；屬靈
成長目標6：「增加兒童、青年和青壯年
加入、留存、挽回和參與」；和屬靈成
長目標7:「協助青年和青壯年將上帝放
在第一位，並體現聖經的世界觀。」在
盧安達（Luanda）設立學校的聖工計畫
說明了復臨教會「我願去」戰略計畫的
使命目標4：「加強復臨教會的機構，透
過耶穌維護自由、全人健康與盼望，並
在人們身上恢復上帝的形象。」如需更
多信息，請造訪網站：IWillGo2020.org。

聖工快訊：

‧安哥拉國旗是紅色，黑色和金色。 這
些含義被記載在安哥拉憲法中：紅色代
表安哥拉人民在衝突中喪生而流出的鮮
血；黑色代表以黑色人種組成的安哥拉
民眾；黃色代表國家的財富；齒輪代表
工業，柴刀代表農民；金色星星是仿照
前蘇聯旗幟上的星星為藍本。

‧安哥拉自然資源非常豐富，是撒哈拉以
南、非洲第二大石油和鑽石生產國。

此篇見證由曼紐．薩爾瓦多．圖達（Manuel Salvador 
Tunda）轉述給新耶路撒冷復臨教會牧師保羅．馬歇爾．賓
托（Paulo Marcial Pi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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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意思是「神蹟」。我的故

事是個神蹟――但或許不是你期待的那一

種 。

我在安哥拉的一個基督教家庭長

大，我忠於我教會的教義，並在家鄉擔任

傳教士。

但在我14歲搬到安哥拉首都盧安達

（Luanda）工作的時候，我無法在當地找

到一個屬於我教派的教會。 

我拒絕在另一個教會敬拜，因為

我堅信只有我的教派才是正確理解《聖

經》。

於是，我每週日都在自己家裡敬

拜，如此過了一整年。

回到家鄉探訪的時候，我發現教會

的聖經老師和我的幾個朋友加入了復臨教

會。

這個消息讓我很不安，我當面嚴厲

批評我的朋友們。

「你們怎麼能接受別教派的教導？」

我責備他們。

我的朋友們沒有和我爭論。

有一天，我去拜訪了我以前聖經老師

的家，問她為什麼會成為一名復臨信徒。

她微笑著歡迎我。在聽到我的問題

後，她解釋說她從《聖經》中了解到上帝

祝福第七天，而不是第一天。

她從《聖經》中向我展示了上帝在

〈創世記〉2章1–3節中創造週結束時將第

七日定為聖日：

「天地萬物都造齊了。到第七日，上

帝造物的工已經完畢，就在第七日歇了他

一切的工，安息了。上帝賜福給第七日，

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上帝歇了他一切

創造的工，就安息了。」

然後她告訴我，上帝在〈出埃及記〉

20章 8—10節的第四條誡命中、記念第七

日為「安息日」：

第十三安息：
一個神蹟
安哥拉│6月25日　米羅哥．布拉加．卡明堯（Milagre Braga Caminhao），2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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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記念安息日，守為聖日。六

日要勞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

向耶和華——你上帝當守的安息日。

這一日你和你的兒女、僕婢、牲畜，

並你城裡寄居的客旅，無論何工都不

可做。」

她微笑的看著我說：「我決定全

心跟隨耶穌。」

她的故事對我來說聽起來很奇

怪，我無法同意她的理念。

她讓我在安息日學習聖經，但我

拒絕再聽她的話。

回到盧安達，我努力恢復正常的

工作，但我無法忘記聖經老師的話。

我工作心不在焉，就連睡覺也睡

不安穩。

我的聖經老師決定要守第七日安

息日的決定使我日夜不得安寧。

最後，我下定決心去一所復臨

教會，弄清楚他們的教友為什麼要守

第七日安息日。我需要獲得滿意的答

案，讓自己能平心靜氣。 

來到下一個安息日，我走進一所

復臨教會。我以前從來沒有進過其他

教派的教堂，但我決心要找到平安。 

我當時需要一個神蹟。

有人告訴一位教會領袖關於我對

安息日的問題，這位領袖向我展示了

聖經老師讀給我聽的相同經文。

我留下來參加崇拜聚會，但那場

聚會的講道並沒有打動我，因為這與

安
哥
拉

見證補充：

‧ 請一位年輕男士以第一人稱分享這則
故事。

‧ 米羅哥（Milagre）的發音為：MEE-lo-
ree。
‧ 米羅哥（Milagre） 正在禱告祈求另一
個神蹟。他請世界各地的人們與他一
起為家人的得救禱告。

‧ 你可以透過臉書網址：bit.ly/fb-mq下載
關於此見證的照片。

‧ 你可在南非印度洋分會官方網站下載
聖工焦點和聖工快訊並了解更多關於
此分會的訊息。網址：bit.ly/sid-2022。
‧ 此聖工消息說明了復臨教會「我願
去」戰略計畫的屬靈成長目標5：
「訓練個人和家庭進入聖靈充滿的生
活。」；屬靈成長目標6：「增加兒
童、青年和青壯年的加入、留存、挽
回和參與」；和屬靈成長目標7:「協
助青年和青壯年將上帝放在第一位，
並體現聖經的世界觀。」在安哥拉的
四個聖工計畫說明了復臨教會「我願
去」戰略計畫的使命目標4：「加強復
臨教會的機構，透過耶穌維護自由、
全人健康與盼望，並在人們身上恢復
上帝的形象。」如需更多信息，請造
訪網站：IWillGo2020.org。

聖工快訊：

‧ 安哥拉男性和女性的預期壽命均為54.5
歲。

‧ 安哥拉的傳統音樂是森巴（semba）。
這個名字可能來自單數的瑪森巴
（Massemba），意思是「肚子的觸
摸」 —這是森巴舞蹈中一種獨特的
動作。這種舞蹈和巴西森巴舞非常相
似，人們相信巴西的森巴舞源自安哥
拉。安哥拉的森巴舞是為了慶祝特殊
場合而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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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第十三安息日聖工計畫

下一季第十三安息捐將協助南美分會在以下地區建堂：

• 科恰班巴（Cochabamba），玻利維亞
• 埃爾阿爾托（El Alto），玻利維亞
• 拉巴斯（La Paz），玻利維亞
• 千里達（Trinidad），玻利維亞
• 布羅多夫司基（Brodowski），巴西
• 毛阿（Maua），巴西
• 里貝朗普雷圖（Ribeirão Preto），巴西
• 桑托斯（Santos），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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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米羅哥．布拉加．卡明堯（Milagre Braga Caminhao）

我在我教會裡所聽的講道是如此地不同，

我很不喜歡。

但是來到下一個安息日，我又去了復

臨教會。下一個安息日，我再度回來。

在接下來的五年裡，我每個安息日都

去復臨教會，不是因為我喜歡，而是因為

我在城裡找不到我所屬的教會。

在那段時間裡，我開始參加一個教友

在家中舉辦的查經小組，以及週末在教會

的洗禮預備班。我逐漸明白，上帝確實將

第七日定為聖日，我心中對祂產生了新的

愛。

我決定只守第七日的「安息日」。

19 歲時，我受洗進入復臨教會。

今天，我充滿了平安和喜樂。耶穌

說：「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

以自由。」（約翰福音 8：32）。

我找到了真理，並因上帝的恩典而獲

得自由。這真的是一個奇蹟。

今日的第十三安息捐將協助米羅哥

家鄉的安哥拉達成四個聖工計畫，包括在

他現居的盧安達社區建立一所復臨學校，

以及在貝里斯（Belize）建立一所復臨教

會和小學，在隆貝（Lombe）建立一所家

暴和諮商中心，並且為位於安哥拉萬博

（Huambo）的復臨大學建造一棟男生宿

舍。十三安息捐的款項也會協助馬拉威和

印度洋島國馬約特島的聖工計畫。感謝你

為慷慨奉獻進行規劃。



記得下載免費為您提供的《聖工焦點》影片，特別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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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臨教會網站

南非印度洋分會 
bit.ly/SDA-SID

東北安哥拉聯合差會
bit.ly/NEAUnionMiss

西南安哥拉聯合差會
bit.ly/SWAUnionMiss

南非聯合會
bit.ly/SAUnionConf

北尚比亞聯合會
bit.ly/NZambiaUC

南尚比亞聯合會
bit.ly/SZambiaUC

中辛巴威聯合會
bit.ly/ZCUnionConf

東辛巴威聯合會
bit.ly/ZEUnionConf

西辛巴威聯合會
bit.ly/ZWUnionConf

明確的捐款目標計畫可以幫助大家更了解並重視全球宣

教，並增加每週的奉獻。您可以決定自己的安息日學班每週 
所設立的聖工捐款目標。將這目標乘以14，可設定第十三個 
安息捐為雙倍目標奉獻。記得提醒安息日學的教友，位於全 
球各地的教會之運作有賴於我們每週的安息日學佈道捐，而 
第十三安息捐將直接幫助南亞太分會的聖工計畫。在第十二 
個安息時，可向教友宣導雙倍捐，並強調本季第十三安息捐 
的目標乃為協助聖工重點計畫，並在安息日學結束時即 刻數
算捐款總數且予以記錄。

網址

安哥拉：政府網站  bit.ly/AngolaGovt

國際線上Nations Online bit.ly/NationsOnlineAngola

維客旅行Wikitravetl  bit.ly/WikitravelAngola

納米比亞：政府網站 bit.ly/NamibiaGovt 

聯合國United Nations  bit.ly/UnitedNationsNamibia

探索納米比亞Explore Namibia bit.ly/Explore_Namibia

南非：政府網站  bit.ly/SAGov 

孤獨星球Lonely Planet bit.ly/LP-SAfrica

維客旅行Wikitravel  bit.ly/WT-SAfrica

尚比亞：政府網站  bit.ly/ZambiaGovt 

大英百科全書Britannica bit.ly/BritannicaNamibia

尚比亞旅遊 ZambiaTourism bit.ly/ZambiaTourism

辛巴威：政府網站  bit.ly/ZimbabweGovt 

世界概況World Factbook bit.ly/WFBZimbabwe

維客旅行Wikitravel  bit.ly/WikitravelZimbabw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