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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見耶穌 - 我與主的相遇 

所羅門牧師是 ICCFMissions 國際基督徒宣教中心的創始人及領

導人。這裏他談及他如何在接近死亡時，與主耶穌相遇、被醫

治和被拯救。以及他曾被提到天堂和地獄，還有他如何領受主

耶穌給他的使命 - 將福音傳至世上未得救的人當中等經歷。他

與主耶穌的相遇令其生命完全的改變起來。 

 

我看見耶穌 - 

我與主的相遇 

 
所羅門 福羅倫豪 

Solomon A. Folorunsho  

www.iccfmissions.org 
www.homefortheneedy.com 

 

前言 

當你打開這小冊子時，我的心盼望去到世界上那些仍未接受主

耶穌基督為救主的人群中。 

當我定意用我的生命將福音傳廣到地極時（約 4:39, 路 2:49），

我禱告主將真光照進人(正閱讀這小冊子的你)的生命中，像祂照

進我的生命一樣。 

現今在世，沒有太多東西能存留於人的生命中。許多人的夢

想，像在未開始萌生就已滅亡。亦有許多人，有著一段又一段

破碎的關係，最終他們會發現，他們像被死亡吞沒了似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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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沒有實現的抱負如同墳墓般充滿全地，原因在於這些抱負

從來沒有以主耶穌基督作為成功的主要元素。 

今天讓我勇敢地說，耶穌已活著！墓地永不能把祂捆著！祂是

活著！死亡不能控制祂！祂是活著，並正預備把你生命中所有

沮喪的墳墓關起來。 

感謝 

我感謝在 Emuhi Village 的弟兄，在我受逼迫的時間支持我。還

有那些在 Christian Missionary Church 之會員和主席，因著您們使

我能有機會初嘗事工的滋味。 

我心存感激神讓我在 Owo 所遇見的代禱者, 特別是他們的領袖

對我在事工上所給予的鼓勵和指引。 

特別嗚謝那些在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Centre For Missions 的宣教

士和會員。 

感謝傳教士 Moses, Ben 牧師, Evelyn, Paul 及很多曾為這小冊子付

出並使這小冊子成功出版的朋友們。願神賜予你們當得的獎

賞！ 

誠獻 

我誠獻這見証給那位信實且彰顥其完美旨意在我生命的主耶穌

基督。沒有主耶穌基督，我想我無法寫出”誠獻”這二字。無

論如何，我發現獻身給主耶穌，將在人的生活方式上設定一個

永遠的準則，而那準則將充滿你生命中每一個部份。 

再者，我誠獻這小冊子給全世界主內的肢體們，及那尚未歸回

的迷失羔羊和將要花時間看畢我生命見証的你。我真誠的盼

望，你將透過耶穌在我生命的奇妙作為及祂如何轉化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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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所感動。如果神能在尼日利亞(Nigeria) 的一個小村莊中找到

我－所羅門，不論你在那裏，祂也能找到”你”。 

此外，我誠獻這小冊子給那些正在其處景中尋找答案的非信

徒。或許你也如舊我般在發問同樣的問題－我從何而來? 我是誰? 

我應往何處去? 容讓我在這裏對你的心說句鼓勵的話…，答案其

實已經在你心裏，它正等候透過那真正的生命源頭-耶穌來對你

顯現。 

請先坐好，放鬆並讓我的見証帶領你回到我的過去、現在及未

來。那曾這被世界捆著、弄瞎眼睛直到一天….我看見耶穌！ 

推薦  - 德國牧師 GUNTHER GEIPEL 

素來只有少數人像來自尼日利亞的所羅門牧師叫我印象深刻，

他既是我的弟兄又是我的朋友。他曾看見主耶穌、天堂和地

獄。他的心為那失迷的人而燃燒。他的書是其中一部能叫人從

罪、巫術，神秘主義，怪異，撒旦主義和許多邪惡中得到拯

救。 

同樣地，我們也需要主耶穌基督的救贖;所羅門的見証小冊子是

一部預言性的小冊子，能挑戰我們並給我們慧眼進到神的計劃

中。 

在尼日利亞，每天"復興"在許多人的生命中帶來很多超自然的

經歷就如你和我所經歷的，尤如聖經中的基督活現在非洲一

樣。對所羅門牧師來說，最重要是每一位基督徒能尋見神，並

在聖靈的引導下去找出神在其生命的呼召、目的，並事奉在其

中。只有這樣，才能有使徒性的復興，它是個不會轉眼消失但

會持續和增長的復興，直至主耶穌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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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羅門牧師探訪德國期間，我們不只是教導神的話語，同時

在聚會中見証神的神蹟奇事。當這謙卑的僕人所羅門牧師教導

和展示神活活的話語時，神的能力就在我們當中。所羅門牧師

帶著藏在他深心處的福音國度走遍歐洲; 好讓其他人知道神的國

度和快要來臨的君王耶穌基督！經過一個又一個的聚會，歐洲

開始被轉化是透過這小冊子的作者和其訊息而來的。 

今天就將你的生命投資在永恆的生命上，因為在你想不到的一

天你將站在神面前交賬。來，從所羅門牧師的經歷中學習吧！

他是如何被救主打開其眼簾，看到以往他心未曾知道、眼未曾

看過及他從不知道一直存在著的愛。有誰知道，你可能將會是

下個站在耶穌面前。所以，我期望這小冊子將成為烈火燃燒你

的靈魂，就如我的弟兄、好友所羅門牧師將生命的話語帶進我

的生命中。 

德國, Gunther Geipel 牧師, Vogtlaendischer Leiterkreis 

推薦  美國德州牧師 WAYNE OSBORN 

這是何等的榮幸能夠為這本有能力的小冊子”我看見耶穌”寫

上推薦。即使是普通的讀者，也能被這小冊子帶來巨大的衝

擊。 

我是一個堅固的信徒，我認為見証書籍應該如鏡子般能反映作

者其現實生活。當我在 2004 年 4 月到德國事奉時，我有幸能跟

所羅門牧師會面。從我們關係的起初，明顯地我們不只於普通

的傳道關係。我們初次的會面和關係是被命中註定及出於聖

靈。在接著無數個星期和月，在神的旨意和所羅門牧師的堅持

下，推動我和妻子探訪尼日利亞。在 2004 年秋季，我們透過在

尼日利亞三星期的激烈服事過程中，親身認識到這本小冊子的

作者 (又是一位牧者、宣教士及神的僕人) 的心和其生命。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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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同工，執事、和傳教士們的虔誠品格和屬靈氣節給予小冊

子真實性的影響力，使讀者之生命得著改變。所羅門牧師的使

命是去到世界最偏遠的地區接觸那未得之民，以完成普世宣教

的任務。 

當你閱讀這小冊子時，願你也同樣渴慕如所羅門牧師般與那偉

大的主耶穌基督相遇。你的生命同樣地將經歷被更生改變，這

改變使你的生命帶來目的和永恆的意義。願你因著閱讀這滿有

恩膏的小冊子而得著啟發和祝福。 

Wayne D. Osborn  

美國德州洛克市(Lockhart) The Gospel Lighthouse Church 主任牧師 

 

 

第一章 我的出 生 

 

祖父的盟約 

有誰能阻攔神的工作??又或者是，誰能傷害那為著特別任務而

送到世上來的嬰孩??你將會從我的個案中看到答案是”沒有

人”!!  

耶利米書 1:5; 46:10 

我的祖父曾是毒辣或據字典毒辣(diabolical)的意思： 

1. Of, concerning, or characteristic of the devil; satanic. 

關於，或魔鬼撒旦的特性。 

2. Appropriate to a devil, especially in degree of wickedness or 

cruelty.  

適切於形容魔鬼，尤其是在邪惡或殘忍旳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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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與魔鬼交易來延長他的生命。我父親是他的長子，他與魔

鬼協議的契約是每一次我父親生了一個男孩，男孩該以死來延

長我祖父的生命。當我媽媽生產她的長子時，她痛苦地看著其

長子在悲慘的情況下死去。在祖父其邪惡契約的蒙蔽下，她沒

有意識到問題來自何處，可憐的婦人呢！她還可以做什麼呢？

她不得不冷靜地承擔所有的痛苦。只因所有人都因我祖父而懼

怕。 

當她有的第二位兒子出生，她立時知道悲劇將要再次發生。她

喃喃自語地說:「哦！這個兒子會活嗎?」她的恐懼是可以理解

的。正如她所料的，第二位兒子也是死於不知不覺間。 

期後她生了兩個女兒，她們都活著。接著我媽媽懷了我。她

說﹕「哦，但願我所懷的也是個女兒。我怎能眼白白看著第三

個兒子死在我眼前呢！」 

在介乎第二位兒子的死和我的出生，我的祖父過世了。隨著我

祖父的過世。或許人們會想我的媽媽現在可以如釋重負吧?? 事

實並非如此！祖父的一位親戚來告訴我媽媽，她不應該歡喜，

只要他還活著，她將生產其兒子在墳墓內。 

奇妙的生產 

當媽媽在生產我的過程中，醫生正搶救那位曾對我母親說出詛

咒的親戚。榮耀歸給神！在那親戚逃過危險前，我正在享受新

鮮的空氣了。 

 

第二章 我的生命 

與疾病作伴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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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還是七天大起，我便不停地與疾病作伴成長。在我腋下發

現一個很大的腫塊，對當時一個七天大的嬰兒來說，真是太重

了！我的母親想我快活不了，但我仍然活著。當時的我從沒有

享受過一次持續健康的生活，只有一個又一個的疾病來纏繞

我。那時，生病似乎變成了我生活的一部份。同時，不速之客

(邪靈)常常在下午四時或黃昏時來找我。除此之外，我生活在女

巫，精靈和其他辟邪所帶來的恐懼之中。每晚都是惡夢和壓

迫。 

學校生活 

在校的日子也不太好過。由於長期生病，我常常缺席，又或是

在放學前，我因病被帶回家中。 

儘管如此，我仍能趕上我的學業，在校內的名次中，我常常是

名列前茅，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在小學時，我的光榮為我贏得

的敵人比朋友還多。 

不論在班上或是朋輩中我是軟弱和年紀最小的一個; 其他較年長

的、大的和較強壯的常在放假前(派發成積報告前)恐嚇我說: 

「你這個病鬼，若你的名次或分數比我們好的話，我們將打你

進地獄去。」放假期間，我常充滿恐懼，因怕那些男孩會來伏

擊我。因此，我會在他們不察覺前，拿我的成積報告後便趕快

地流走。有一段時間，我刻意不正確回答試卷上的問題，這樣

我便能逃過班上那些男孩的威脅。但另一邊，由於我的積分比

平常低，在家中我便受到父親嚴厲的處罰和痛打。 

主內姊妹瑪莉的異象 

在我們鄰近的村落，住著一位在主裏重新的姊妹瑪莉。這位姊

妹曾被整個村民痛恨和高度的迫害。一段時期，她被放逐。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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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她打招呼、進她家、與她作買賣的，總會招來整個村的憤

怒。但她仍然持定。 

當我還小的時候，瑪莉曾到訪我家，並對我父母說出一個有關

我的異象。瑪莉對我父母説:「我有一個關乎你兒子的異象。我

看到你的兒子將如我般在主裏重新得救，而你們將迫害你的兒

子。但他將為此福音持守並在日後成為福音的傳道者，並將很

多人從黑暗中帶進光明。」 

宿舍的夢 

一次，在我上學的學校宿舍中，我發了一個夢，亦因我給同學

們講述這個夢，而令整個宿舍陷入一個熱鬧的氣氛中。在我的

第一個夢中，我看到了一群會眾，當中有白人和黑人、有男性

和女性、有大有小、有不同身份的人，而我正在牧養他們。當

我還在這個夢中，有另一個夢出來，在夢中我騎著單車穿過城

市，小鎮，村莊，營舍，而我手中搖著鈴，並告訴人們悔改。

我醒來的時候開始不受控制地狂笑。當我與其他同學敘述這個

奇怪的夢時，他們也跟我一起狂笑。 

兩件大事 

在那兩個有關宿舍的夢後，仇敵仍想要取我的生命。自我出生

後，藥物常與我作伴成長，甚至充滿了我的櫃子，就連我的呼

吸和口水都有著藥的味道。在其中一次注射幾乎導致我變成终

身瘫痪。那次在我的臀部注射後，我其中一條腿變得僵硬，當

場很快就膿腫起來。經手術後，那流出來的膿多得令人難以置

信。慶幸至今找仍然活著！ 

一天晚上，當我仍在學校，我遇見一個如人形般異常高的鬼

形。自此以後，我開始不停地暈倒。這次暈倒，村民把我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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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來。約午夜時昏，一輛車載著我回家。沿途介乎於 EKPOMA

及 IRUEKPEN 的地方, 有一股力量把軚盤拖動以致司機在驚慌中

大叫起來，那股力量似要把我們的車輛投進附近的深谷中。突

然，奇怪的釘鑽進車輛的前輪子，這樣使車輛避過了跌進深谷

中。當我們到了 EKPOMA 這地方，我竟然完全沒有大礙。那實

在是個奇蹟!  

 

在我黑暗心處的一線光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約翰福音 1 章 9 節 

一件事很明顯的，不論我們與創造者的距離有多遠，我們的心

不住的盼望和響往那真正的創造主來到我們生命中。 

這麼多年來的非信徒生活中，神的光不停地照進我那黑暗的心

中。在我深心處，有些問題不停地煩擾我 – 我從那裏來的? 我

為何在此? 我該往何處去?  

那時候，即使在興奮的舞蹈比賽或是其他屬地的歡樂過後，這

些問題像是一個巨大的空隙在我的心裏，仍然不停地困擾著

我，且未能得到回覆。但同時，對於我在中學時聽到有關創造

的故事和伊甸園裏所發生的事，仍常常回到我的思想上。 

初嚐耶穌的滋味 

當我仍在學時，有一位傳教士來校講道。我發現我很專注地聽

他的講道，即使那不是我一貫的作風。他的講道感動了我，使

我願意決定將我的生命交給神，決旨後我感到很高興。但日子

不久，當我離開那個福音地，我的朋友誘惑我走回舞場上，隨

即我離棄了曾經所作要跟隨耶穌的決定。 



10 

 

另一個奇怪的巧合 

在我的社區，那裏有一個恐怖的神社，而祭司的職位都是由我

家族承接的。每當祭司離世，在家族中最年長的男人接任祭司

職位前，祭司的長子須承接祭司一職三年。因此，每位長子在

童年時也曾在神社中得到啟蒙。當中有一個忌諱，就是不可告

知外人有關啟蒙時所發生的事或任何一個神聖秘密。我們亦因

此相信”神靈”是不會饒恕任何一個違反這忌諱的局外人或叛

徒。我們也聽了其他有關這神社的奇怪和可怕的故事。作為我

父親的長子，我也不例外。每次當我預備被啟蒙時，一個又一

個的問題或是疾病難阻我被神社啟蒙。有一次，當我將安排被

神社啟蒙時，我和我的表弟(他曾被神社啟蒙過) 在農場上。好

奇的我，當然想知道有關被啟蒙的過程是怎樣。當他正告知我

時，突然一根木棍不知從何處而來打傷了我的前額。血濺當

場，我便暈倒了。那次的意外又再一次阻止我進行啟蒙。 

 

第三章- 我與主相遇 

神秘主義的欺騙 

在連續被疾病、謀殺或仇敵侵害的恐懼下，導致我依靠邪術和

招魂。我就成了靈媒的常客，這讓我熟悉他們的儀式。 

我的願望是要成為一名化學工程師，核科學家和幫助窮人和受

壓迫者。可是我卻被推到一個錯誤的境地，但上帝因著祂的計

劃把我救離撒旦的手。 

當中有一位玄學家因著他經常能準確地預測有關國家或個人事

宜，使他變得被受歡迎，這樣他也成了我的偶像。當我在報章

上得悉尼日利亞玄學社刊登招生廣告，我便急不及待走到班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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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申請入學。那個時候，我得悉我將會被取錄並開始我的學

習。此後，我將被分配到一位”老師”，他將教導我、引導我

和每天給予我資訊。我從沒有違背他。這些都使我好奇的心感

到興奮。 

我被告知這位”老師”是一位在聖經中的安慰者，他將教導我

們所有事及引導我們認識真理。我卻不知道他們在欺騙我與邪

靈立約，而不是聖經所談到的聖靈。我回到我的村莊以預備開

學。就在預備的時候，我得了一個不治之症，使我一直臥床不

起，直至我與主相遇。 

危在旦夕 

耶和華的名、是堅固臺．義人奔入、便得安穩。箴言 18:10 

當你看到前一章，我只是個滿有野心且想擁有一切生命能賦予

的青年人。從一個跳舞場走到另一個跳舞場。我從跳舞比賽及

話劇中獲得一定的知名道。想要變成邪教組織成員和頻頻拜訪

巫醫，給了我一種安全感。而我所不知道的是在基督以外是沒

有安全和肯定的。 

撒旦，我們的仇敵，可以隨時來回折磨或終止您的生命。 

那時我的野心每天在變大。我只想要的是最好的生活。同時

間，一個突如其來的惡疾把我打挎，這個惡疾在英國和傳統的

醫治方法下也起不了作用。我的親友拼命拯救我的性命。當每

一個已知的治療和藥物也無法治癒我時，我們採取了本地一種

毒辣的治療手段。 

可憐的我將近死亡。一位巫醫對我說: [青年人，仇敵施了一個

法術在你身上。你被迷著且眾神也拒絕安撫您。準備好你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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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吧！]這不是沒有收取我費用的。我的希望破滅了，回家以迎

接死亡。 

每晚都好像比平日長。我翻勝在疼痛和痛苦中，只盼望黎明快

些來到能帶給我一點舒緩。可是黎明來了也沒有幫助。水樣物

質從我腫脹的腿中滲出來並散發著惡臭，使周遭的人都不喜歡

靠近我。死盯著我的臉。現在我拼命地只想活過來，可是所有

我信的只讓我失望。就連巫醫以動物和人類糞便的混合物所製

成的符咒和我的護身符也不能給我幫助。我突然恍然大悟！在

自問我現在是否真的就要死了嗎？下一步會發生什麼事?我會去

到那裏? 恐懼籠罩了我，那是個黑暗和寂靜的晚上。 

我的疾病如何開始?? 

一天晚上在我的村莊裏，我與友人到外試著認識女孩子。我突

然感到我的腿有點奇怪。我設法找路回家。我父親指責我說: 

[我豈沒有警告你不應夜間在外活動嗎?] 

不久，我雙腿腫脹起來，同時有惡臭的水樣物質滲出。情況來

到一刻使我不能走出屋外。在我被局限在床上之前。我常去尋

找女朋友的地方有一個基督徒團契，當中有一位女基督徒給了

我一本名叫"主的劍"的基督教雜誌，由約翰·賴斯(JOHN R. RICE)

編寫。臥病在床的日子，我閱讀了這本雜誌。 

忘不了的晚上 

這個躺在病床上的我，曾經擁有充滿光彩和應許的生命。但軟

弱的身體逐漸在消退我的生命。事實在前，我將不能看見下一

個早晨。疾病的痛苦和死亡的恐懼把我嚇倒了。那時的我被嘶

嘶聲和呻吟聲貫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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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我已無力背誦任何在我兒時所學過的宗教祈禱，或是呼

求在我家族和其他神明的幫助。不僅如此，到目前為止所有這

些神明都無法幫助我。我完全地對"它們"失去了信心。而村裏

其他人似乎正呼呼大睡，有誰真的關心我這個正臥在床上垂死

的鄰家男孩。雖然我拼命想要活著？當我獨自面對我的困境，

而我的心好像要呼出最後一口氣時.....一些真實和超自然的事發

生。那是個忘不了的的晚上！ 

一個十字架在我面前，其上有一個人，他的手腳均被釘於十字

架上。血液隨他手、腳、刺穿的肋四濺出來。我的痛苦完全無

法與他相比。整個畫面是充滿了愛與犧牲。從十字架上的那個

人對我這樣說：兒子，我不是導致你生病的原因。那是魔鬼因

著你的罪而造成的。如果你能相信我並為著你的罪悔改，我會

赦免你一切的罪並醫治你的病。詩篇 107:15-16 

醫治和赦免 

沒有一位演說家的詞或是最出色的作家筆下可以把我們的神奇

妙的作為描述得再好。他的作為真是高深莫測。讚美主!! 

對於一個垂死和不配的罪人，祂以其奇異的方式來彰顯祂的恩

典。熱淚在我的面脥上流下。我回答說，「主啊！我相信。我

將我的生命給祢並且悔改。救我。」立時，那死亡的恐懼離開

我，所有痛楚也沒有了。有一份從未經歷過的平安流進我的思

想裏。那是真實的。我知道我已被救贖及醫治。讚美主！哈利

路亞！ 

探訪天堂和地獄 

當我還在高興的同時，有一個天堂的異象進到我的思想中。那

時，我站在一個美麗的城門外，其中所發出的光芒和榮耀是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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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以言語來形容。當時我站著深深被那道閃爍的光芒所吸

引，我看見一大群人在歌唱、敬拜一個被那道光芒和榮耀所包

圍的人，祂的榮光充滿了整個天堂。 

當我還在觀看這個人，我發現祂是主耶穌基督，那榮耀的王。

主耶穌手執一本大書走到我面前。在書面上寫著「生命手

冊」。主打開了新的一頁並用筆寫下我的名，而該頁上寫著

「主耶穌的寶血」這句子。同時祂對我說:「願你平安！」。路

加福音 10:20,  啟示錄 20:15。 

祂對我展現那榮美的天堂，祂又說這榮美的國度是為我預備

的，但現在還不是時候讓我進來。主又對我說尚有無數好像我

的人屬於這個國度。 

我見到在那大書上有其它空頁，主接著對我說: 「現在尚有很多

人想要籍著我而得救。」祂說:「去，並把這些人名填上在這本

生命冊上的剩餘空位和空頁上。」在祂說話的同時，有一位天

使走到我身旁並把我帶到陰沉的漆黑當中。當時我聽到人在極

大的折磨下的慘叫聲。我看到了一個看起來又深又大的湖，它

滿是火，還有人在當中受著極大的折磨。他們舉哀，嘶嘶聲和

咒罵。有些人則在指責別人。以賽亞書 14:9，路加福音 16:19-31 

我留意到一些已死去的人是我認識的。他們告訴我要回去地上

去警告其它人，以阻止他們來到這裏。我們開始再次沿直線被

提升，天使便離開我去了，我的靈魂便回到我的身體上。 

我的轉變 

經過這奇遇後，我從所有罪中悔改過來，扔掉了所有我從巫師

所得的護身符，打破了我與異性的不道德關係，停止到的士高

跳舞及放棄以往世俗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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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姓 

我將我的姓名由 AIDAMEBOR 改為 FOLORUNSHO。Aidamebor

其意思是“偶像 JUJU 是可畏的”，而 Folorunsho 的意思是“神

會照顧你”。事實上，我的生活得到了轉化，同時我也成為了

新造的人。 

首次以基督徒身份參與聚會 

在我得救和被醫治的晚上是周六。翌日清早，我請我的弟弟為

我剪頭髮。他對我所說的感到難以置信。然而，在順服下，他

為我剪了頭髮。 

我看了一本聖經。是一本已部分撕裂的標準修訂版聖經。在參

與的那個團契中，整個時間我只有不住的哭泣。當牧師在講道

時，他就像知道我在周六晚上所發生的事情般。當時候到了，

我站起來見証神如何救贖我和醫治我，整個教會大大復興起

來。我的轉變成了整個社區的話題。 

自我被更新改變後，我再沒有回到那個我從前愛認識女孩子的

地方。 

經歷聖靈的洗 

自我轉化後七日，聖靈的能力臨到我身上，使我說起新的方言

來。從那時起，我為耶和華的熱心不斷的增加，並開始到不同

地方見證和宣講。使徒行傳 1:8; 2:4 

悔改後的爭戰 

自我更新改變後，一位弟兄送我一本由作者 Kenneth E. Hagin 寫

的信徒的能力 (The Authority of the Believer)一書。這本書及接著

的另一本書如何釋放你的信心 (How to Turn Your Faith Lo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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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很大的幫助。當我讀完第一本書『信』後，晚上第一個考

驗來了。一個物體站在我面前，好像野獸般的人形物。他咄咄

逼人地跟著我。我立時想起在聖經所讀過的，我對著那人形物

說﹕「你，撒旦，我奉耶穌基督的名捆綁你，並把你趕出

去。」就這樣完了。路加福音 10:19, 腓立比書 2:10-11。 

我是多麼歡喜地知道，「耶穌」這個名字是擁有如此巨大的力

量，連惡魔和撒旦也站立不住。第二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

看到一個裝作美麗的物體，外表看來很友善，但我感到邪惡瀰

漫著四周。然後我想起了奉耶穌基督之名的能力，並說：

「你，這黑暗的力量，我捆綁你，並以耶穌之名趕出你們。」

同樣地它離去了。 

在我改變後的第四天，我又發了一個夢，在夢中我站在骯髒的

水裡，而那是屬一位女神的。在水中有很多魚和蛇被女神所控

制。他們想要觸摸我的腿和傷害我，但每當他們想靠近我一點

時，有些火焰就從我身上出來打退他們。然後，我問自己，我

在這裏幹什麼呀！於是我奉耶穌基督的名把那女神捆綁並趕出

去。一切都消失了！有了這些經歷，使我在信心上增長起來。 

數個晚上後，我被送到我弟弟其公司辦事。在回家的路上，我

們必須經過一個孤僻的小學後院。在後院中，我聽到些奇怪的

聲音在黑暗中（不是人類的聲音）進行會議。作為一個信徒，

我想起了我的權柄，於是我發出了這樣的命令，說﹕「你們在

這裡進行會議的女巫和巫師們，我奉耶穌的名捆綁並趕出你

們。」這樣他們都逃到遠遠去了。 

當我們漸漸靠近家門，同樣奇怪的聲音又出現在樹頂附近。於

是我又發出同樣的命令，同樣地怪聲消失了。在此事後不久，

我騎著電單車到了另一個村莊，在我父親學校的後花園中取一

些准山的塊莖。那時我騎著電單車快速地行駛，在我慣常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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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突然分了岔，而我發現自己困在叢林中。一個意外！在發

生的同時，我看到了一隻神聖的手，把我從電單車上拿起來並

放到一張床似的物上。魔鬼想要取我的生命，但神卻把我拯救

出來。那事件中我只有小部份牙齒受損而己。從此，我戰勝了

撒旦、疾病和恐懼。 

瑪利的異象被成就 

瑪利所看到有關我生命的異象都一一地出現。當我生命得著重

生，我父親強烈地逼迫我，使我不得不離家以追求神在我生命

的乎召。自此，我的父母親約有十年之久不知我的行蹤。經過

這漫長的時期，他們聽說了我的行蹤，並開始聽到關於我所作

的。就在那時，他們改變了對我的態度並接受了我的異象，甚

至變成我異象的一部份。 

 

第四章 我的事工 

順服所領受的呼召 

要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旦權下歸向

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使徒行

傳 26:16-18 

曾經提到在天堂美麗的城門口，神對我說要去把像我這樣的人

帶領他們歸入基督，並且將他們的名字填在生命冊上，亦因為

那些在地獄中我所遇見的人，他們要求我把訊息帶回到他們在

地上所愛的人中，我便被差派全職宣講耶穌基督的福音。 

在我生命轉化後所參與的一個團契中，我當了同工。開始時我

參與歡迎的工作，及後去到當兒童導師等等，直至我服侍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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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會眾講道。神在短時間內把我裝備起來以面對那將要來的任

務。 

我滿心熱忱地回應神給我的呼召，我曾參與一個事工，在那裏

我被指派牧養教會。而在每個我被差往到的教會都迅速增長起

來。在短短的日子，這些教會在人數和靈命上都增長起來。 

來！幫助我們 

即使在我所牧養過的教會中如何成功，但我並不滿足，因為我

不是完全在幹神所呼召我的事。不僅，我知道祂對我的呼召是

多於牧養教會的會眾。 

我又得到一個啟示，當中我看到在我服事的事工，其監督員附

近有一張大椅子。那又高又大又著名的座位是為我存留的，但

當我看著那很多人期待我坐上的椅子時，我覺得這不是上帝要

我做的，於是我決定到鐘樓的外面去。 

在我面前的景象既使人同情又可怕。我看到當我被提到那著名

的座位以作鬆弛、慶祝及組織時，有很多不同種族，年齡和地

位的人均朝著一個方向移動。那條人龍很長，使我不能看到其

盡頭。那是一個可怕的景象！因為這些人都落入火湖中。他們

的嚎啕大哭把我的心撕碎了。當這些人掉進地獄中，他們都向

我招手以求幫助。自此，我將不再一樣。 

更多的啟示 

我看到自己探訪世界各地不同的國家。有時，我看見飢餓和瘦

弱的人招我來餵養他們。囚犯們也招我來為他們打開監獄的大

門。有些上了鎖的人會招我來把他們從捆綁中釋放出來。有些

病人會招我來以醫治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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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多個我所得的啟示中，我曾看見一棵有能力的樹坐落在世

界的中央，其樹枝遍逹地球所有角落和縫隙，在樹枝上佈滿了

數以億計的果子，它們都熟透了。接著神對我說: 「這是仍存留

的莊稼，就是那些在世上未得之民，你去到他們當中並把他們

帶到我的國度來。這就是我救贖你的原因。」約翰福音 4:35 

在這以後不久，我又看到一個異象，我看到很多的果子聚集在

地球上不同的地方，在不同文化，在不同部落和人民中。神對

我說，去到所有的部落和世界各國中，並如我所呼召你的去把

這些果子都收集到我的國度裏。 

從一處走到另一處 

自我在接受主耶穌成為我救主的同一晚，我領受到神對我的呼

召，還有以後看到的啟示。我有強烈的衝動去履行主給我的異

象。這領我到許多教會，事工和他們的領導團隊中，甚至到假

先知那裏。部份對我的回應是蔑視和嘲笑，有些人更懷疑我。

這使我很困惑。 

在這其中，我得了一個異象，我看到了有一條路正帶領我到那

些我已認識的事工們中。我說，讓我去到這些事工們中，使他

們能夠引導我如何回應神對我的呼召和如何完成祂要我做的工

作。 

在啟示中，我來到第一個地方，這個事工正為著他們的紀念日

而慶祝。事實上，他們對我從神所領受要解救世界上數以億計

未得救的靈魂不掉進地獄的事亳無興趣。 

接著我探訪另一個事工，他們正進行大廈維修工程，對我並沒

在意。同樣的故事不停出現在我所探訪的事工中。有些在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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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所擁有的產物和名聲，但卻沒有一個對拯救靈魂一事顯出

關心。 

尤其在我遇到一位神重用的”屬靈”男士，他正忙於洗他的新

車胎。我走近他並說。「先生，我領受到神呼召我是去拯救世

界失迷的靈魂。可否請給我一些建議，我如何做才能回應神對

我的呼叫呢？」他不屑地看著我，並再次俯身專注洗他的車

胎。 

在困惑中，我回到起頭，不知道為什麼我竟讓那些應該與我有

相同異象的人這樣差的對我。不久，我意識到，我應該再回那

些我曾探訪過的事工，或許他們現在會對我有所關注。當我正

打算行動之際，引向他們的道路給關閉起來。 

當我仍然在那裏，我細心的觀察，我看到了一個美麗，狹隘又

古舊的道路。我有一股衝動要走在這條路上。正當我走在這條

道路上。我看到了一個精緻，堅固的大樓坐落在一個磐石上。

這幢樓是由黃金，白銀和寶石建造的。 

在這幢樓上，我遇到一位年紀老邁且白的宣教士。他來迎接我

並說﹕「歡迎光臨！我等了你很久。現在是時候到我回國

了。」他將這幢樓的鑰鎖匙交給我後，接著他起程回到他的老

家去。 

當我目送他離開時，他把我拉得近近的，並告知我那將會遇到

的事情。他告訴我不用擔憂，當我完成我要做的工作，他會回

來帶我回他的國家去。遠遠在山上，我看到他走向一個很精緻

及榮美的國家。當我帶著那條鑰匙回到那幢樓的陽台時，那異

象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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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複雜起來，我試著穿洲過市去詢問有關在異象中所遇到的

那又老又白的宣教士一事，因他把服侍在這個國家很久的工作

交給我。在這個過程中，我遇到了一位弟兄，他是個非常謙遜

和關懷的人。他組織了一個為未得之民禱告的代禱小組。這位

弟兄是神為我預備以幫助我了解整個異象的意思。因此，我留

下來與這位弟兄短時間的相聚，同時牧養不同教會，以證明神

對我的呼召。 

 

 

等候的時間 

在我與那位弟兄短暫的相處後，在 1988 年我回到班尼城(BENIN 

CITY)等候神，並用了兩年零三個月的時間來進修、禱告和尋求

神的面。那段時間，我得到神的指引且對聆聽神聲音的敏感度

也漸趨成熟。 

事工的開始 

神召我在班尼城(BENIN CITY)建立一個以接觸未得之民為異象

的宣教機構。 

在順服聖靈的帶領下，我如舊約時代的門徒般(路加福音 10:4)身

無分文地回到班尼城，我相信神會供應我的需要。感謝神，一

年復一年，神透過供應我一切所需來証明祂的信實和祂對我的

呼召是真的。 

於 1991 年，我開始了”國際基督徒宣教中心”(International 

Christian Centre For Missions) 以回應那為要拯救未得之民的異

象，及那從神而來天上的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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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基帕王啊，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使徒行

傳 26:19 

自此之後，這事工已建立了兩百多間教會及至今(2007 年 6 月記

錄)擁有 49 位全職宣教士服侍於世界各地的城市，城鎮，村莊，

營地，部落及沿河地區等未得之民中。 

總結 

哦！誰會想到一個如我般垂死的罪人能夠得蒙耶穌基督的拯救?? 

哦！誰會想到在眾多罪人中耶穌基督能得知我的存在?? 

誰曾想到祂竟然救贖我這樣曾失迷和任由我在罪中死的人? 不

料，現在他饒恕我的罪愆，用其寶血把我洗淨，以祂的話語來

裝備我，並使用我成為祂的使者去到不同國家中，以對每一個

被造的宣揚祂的好消息。 

我親愛的朋友，當你正閱讀這小冊子……你是否一位委身及重

新得救的基督徒?? 你要剛強壯膽，不要回頭望，因為你的神必

與你同在。你的盼望在天上，同時你的獎賞正在天上等著你。 

你是否一個倒退中的基督徒?? 去找回那起初的愛心，要知道耶

穌仍然愛你，祂會饒恕你，並再一次重建你並在你的生命作

工。 

或許你是一個如我從前般是個罪人?? 你需要主耶穌正如我需要

祂一樣。祂已預備要救贖你如祂救贖我一樣。無論你在那裏，

祂正與你同在，並在敲你的心門。當你願意打開心門讓耶穌進

入，你的生命將變得不再一樣。 

“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

到他那裡去，我與他他與我一同坐席。”啟示錄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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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願意讓耶穌基督成為你的救贖主?? 請按以下的禱文禱告。 

**************************************************** 

親愛的天父，我全心來到祢面前。 

求祢饒恕我的過犯。我願意從以往的過犯中悔改過來。 

主耶穌，請祢進入我的心，把我從罪中洗淨過來。救贖我並賜

我永恆的生命。 

親愛的聖靈，請祢進入我的心，願祢的能力和同在充滿我。奉

耶穌基督之名，請祢用祢的話語帶領我、引導我，並指教我。 

父神，請幫助我如祢的孩子般，以知道祢在我身上的旨意，並

完成祢把我帶到這世上來的使命。 

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門！  

**************************************************** 

您與主的相遇未必和我所經歷的一樣，因為主按我們每個人個

別的需要來與我們相遇。 

我禱告神你能每天與主耶穌在個人的關係進深的建位。我鼓勵

您透過禱告，團契及閱讀聖經來親近祂。 

我親愛的朋友，我以極大的信心對你說﹕「有一天您也將要宣

告...我看見耶穌！」 

聯絡地址 

有關輔導及更多資訊﹕ 

國際基督徒宣教中心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Centre For 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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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45 Umamwen Street, Ogida Qtrs., 

 Box 11700, 

 Benin City, Edo State, 

 Nigeria 

 

行政部辦公室電郵地址﹕admin@iccfmissions.org 

宣教部辦公室電郵地址﹕missions@iccfmissions.org 

網               址﹕www.iccfmissions.org 

辦 公 室 電話: 00234 –802 3369690 

 00234 – 803 3441246 

傳  真  號  碼﹕    00234 – 52 2506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