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秘密的天差

主啊，祢曾經
開了瞎子的眼，
如今，求祢障了

他們的眼！

改編自安得烈弟兄及約翰、伊莉莎白•席勒最暢銷書籍“奉天承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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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讀者，

我名叫安得烈，有人稱呼我安得烈弟兄。你可能覺

得有點傻──我生於1928年，作為弟兄有點太老

了吧！然而，當我們決定跟隨耶穌，我們便成為上

帝家庭的一員，我們的兄弟姐妹遍滿世界各地！

你馬上要讀到我的故事了，我經歷過刺激的冒險歷

程，全都是真實的故事！我的冒險之旅至今還沒有

結束哩！作為上帝家裡的一員，永遠都是一種冒險

──你不知上帝將要領你到哪，也不知祂將要你做

什麼。我盼望你也會擁有自己的冒險之旅。

 
主内兄弟，

英國

愛爾蘭

這是荷蘭，我所
居住的國家

這是我年輕時的照片



他很喜歡冒險，總愛幻想自己是一名情報員，或是跟可怕
的“敵人”奮力作戰、勇不可擋…可是，安得烈的冒險有時
也使他惹麻煩。

上教堂時，他總會偷偷溜出去玩；他從哥哥的小豬儲蓄罐
偷錢；有一次，他用玻璃蓋住了鄰居的煙囪口，當煙回冒
時濃煙滾滾，安得烈便躲在一旁暗笑。

哥尼流

貝斯

很多年前，那時你還未曾出生哩，有一個男孩名叫安得
烈，他與家人住在荷蘭。



安得烈11歲的時候，第二次世
界大戰爆發了。很快，他的小
鎮便被德軍接管。他們燒毀房
屋、把不喜歡的人都殺了。

他們還把鎮上人的
食物取走。安得

烈的家人經常
餓肚子。



有一晚，他故意等到四個士兵快靠近的時候，點著鞭炮
引線，然後撒腿便跑！

安得烈希望把敵人
趕走，他決心讓他
們吃點苦頭。有一
天，他把白糖放在
一個中尉車子的油
箱裡，於是車子便
發不動。

士兵從用手電筒照到了
他，一直追來，安得烈
躲進一個種滿了包心菜
的菜園。他以為追兵都
走了，便站起來──可
是… 站住！



安得烈17歲那年，仗打完了！德軍終於撤離了，大家歡喜
得哭了出來。他得到一些麵包乾帶回家，一進門就嚷: “吃
的來啦! 吃的來啦! ”

鞭炮? 没有啊! 搜搜我吧!小

子，鞭

炮在哪?

士兵從褲子搜到帽子都搜不到，只好讓他離開，其實鞭炮
早已濕漉漉的被手汗給泡透了。



安得烈一直追求冒險，他決
定從軍去。母親不願意，卻
也無法讓他改變主意。

臨行前，母親把自己的聖經
送他。他一直認為上教堂很
無聊，也不常讀聖經，但最
終還是把它帶去了。

有一天，安得烈與朋友散步，突然發現
敵兵無處不在──中埋伏了！他們轉身
快跑，但敵兵從後追來。安得烈覺得腳
下猛然一陣劇痛，他栽了下去再也爬不
起來──一顆子彈穿過了腳踝！

安得烈被選派遠赴重洋到印尼，可是，那並不是他期望的
冒險。以前受訓的時候打的是紙靶，如今打的是人家的父
兄骨肉…他恨透了自己。

我不喜歡這
種冒險！

砰!



將來走路，要
用拐杖了。

安得烈滾進壕溝，
敵兵從身旁跑了過
去。後來朋友們冒
著戰火，順著壕溝
用擔架把他抬走。

醫生商量是否需要
把安得烈的腳鋸
掉。通過手術，腳
終於保住了，可是
醫生說…

回到荷蘭，他入住傷兵
醫院。一天晚上，他覺
得很無聊，剛好有一場
福音聚會，他便去了。
一個男人談到耶穌。

講員為他祈禱，安得烈
卻忍不住笑起來，他
不認為這會帶來什麼改
變。

安得烈以為冒險
已走到了盡頭。

Ha 

ha!



但安得烈錯了。第二天，他翻開母親
的聖經，竟然看得懂，以往不明白
的地方，如今豁然貫通，他一路看
下去無法停止！
安得烈想多瞭解上帝，他不但去
教會，而且去得很勤。他離開
軍醫院後，與家人一起生活，
他買了一輛自行車，光用好
的那條腿踩，每晚騎車到
不同的教會聚會。

一個暴風雪的夜裡。

回想過去的冒險歷程…
滿以為會讓他興奮雀
躍，但卻只有傷心和憤
怒。他決定把生命交給
神，看神會如何為他預
備冒險歷程。

主啊！如果祢
肯指示我道
路，我願意跟
隨祢，阿們。

如果你願意，也可
以作這樣的禱告。

早晨醒來的時候，安得烈心裡滿有喜樂！他知道生命在上帝
手中是安全的，他興奮地等候上帝為他預備的冒險歷程。



他們問安得烈為什麼
這樣快樂，他說了耶
穌的事，後來大家更
一起跪下禱告。

另一個晚上，安得烈做
了一個夢。夢見自己在
巧克力工廠裡工作，那
裡的人統統都是愁眉苦
臉的。

安得烈醒來，知道上帝要派他到
城裡的工廠。這倒不是他一直期
待的那種冒險，但他知道工廠裡
的人需要聽到耶穌。他迫不及待
要告訴他們神有多愛他們。



他們開始與工人交
朋友，有些人決定
跟隨耶穌。後來，
可侶成為了安得烈
的妻子。他們一起
到各處冒險。

起初，安得烈很不喜
歡那裡。身邊的人對
他苛刻無禮，看來他
們根本不想認識神。
他弄錯了嗎？

他認識了工廠裡的一個女
生名叫可侶，她是一名基
督徒，也是上帝差派到工
廠上班的！她告訴安得烈
這些人其實不壞──他們
只是不快樂。



當他站起來，覺得受過傷
的腳猛然扭了一下。他
試著往地上踩，居然好好
的，他走了幾步，一點也
不痛！上帝竟已治好了他
的腳踝！

無論何時、 
何地、何事，
只要是祢的旨
意，我一概 
   聽命。

幾年後，安得烈認為是時候離開工廠
了。他希望到蘇格蘭的格拉斯高學習
聖經。但他猶豫──那時他不會說英
語，加上腳有毛病。

...嗷！ ...噢！ ...嘿嘿！ ...喲！

有一天,安德烈禱告的時候,
忽然醒悟到,在上帝沒有解
決不了的難題 。



在格拉斯高聖經學校，安得烈更多認識神，並更堅定信靠
祂。在那兒，他看到一段廣告，說在波蘭的華沙將舉行一
個大會，歡迎任何人參加。安得烈很驚訝──1955年，波
蘭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他們不喜歡基督徒。

安得烈決定參加，一心想找出在華沙是否仍然有基督徒。
他收拾行李，坐火車前去。他在那裡會發現什麼呢？



到了華沙，安得
烈感到很孤單
──在波蘭連一
個熟人都沒有！
但他知道上帝與
他同在。看著波
蘭成千成萬前來
參加大會的青年
男女。

他抵達後數天便是星期天，安得烈坐
計程車去教堂──他很驚訝波蘭仍有
基督徒，他們仍能聚會！但他們的生
活很艱難。他們總是被政府監視，教
會領袖被捉，聖經學校被迫關閉。

波蘭的基督徒
看到安得烈非
常高興──得
知其他國家的
基督徒為他們
祈禱，他們都
很高興。

這些人認 識耶穌嗎？

現在我們知

道，我們並不

孤單。



 

他確信上帝是在告訴他，幫助生活在類似波蘭那樣地方的基
督徒，他們因跟隨耶穌的緣故，而遭受攻擊。
安得烈下一個旅程，是另一個共產主義國家──捷克。星期
天，安得烈進了一家教堂。他坐在一位老太太的後面，她把
聖經高高舉起。

他發現坐在身邊的人都在看她的聖經，原來他們都沒有聖
經。有人用筆記本把聖經一句一句的抄寫下來──當時的
捷克，人民要購買聖經是很困難的。

安得烈在波蘭的時候，
讀到一節經文：

“你要警醒，堅固那剩下將要衰微的⋯”



有些國家不允許，有些很難找到聖經，安得烈想要把聖經
帶進去給當地的基督徒。但如何帶進去呢？
回到荷蘭，告訴大家他的想法。朋友們給他金錢，於是他
可以買很多聖經；有一個家庭甚至送他一部藍色的車子，
好讓他把聖經送去。

他用車子滿載聖經進入的第一個國家是南斯拉夫，在那裡
帶一本以上的聖經入境已屬違法。

主啊，祢曾經開了瞎子的眼，
如今，求祢障了他們的眼！臨近邊境，

檢查員等著
要搜他的
車子。他
初試“奉天
承運”的禱
告。

停!



安得烈停住車子。檢
查員查看他的露營用
具，福音單張就藏在
睡袋裡！他們卻沒有
發現！

另一人叫他把箱子拿
出來。混在衣服裡面
的，又是一大堆聖
經！他們東摸西敲
的，接著會怎樣呢？

檢查員竟讓安得烈入境，他簡直不敢相信──是上
帝不讓他們看到那些聖經!

感謝主!



安得烈帶來的聖經在南斯拉夫有
迫切的需要。他到一個聚會地
方，那裡被人群擠得滿滿的。他
們都想多知道有關耶穌的事。他
問多少人有聖經? 一共才只有七
個人舉手。那天晚上，安得烈在
神面前立定決心，無論如何都要
讓神的兒女們得到供應，把聖經
送到神要他去的地方。

如果他們沒有聖經，怎能知道耶
穌曾說的話、曾做的事呢？

在接下來的幾年，上
帝把安得烈帶到歐洲
各處。

當時，保加利亞的一些教會連
一本聖經都沒有。安得烈認識
了一個人名叫彼得，他用打字
機把聖經複製。當安得烈搬出
一箱箱的聖經，彼得哭了──
他實在太高興了。

你們誰有

聖經？



在羅馬尼亞，安得烈認識了一個養雞的家庭。因為他們是
基督徒，政府把雞蛋統統拿走。安得烈問他們為什麼不離
開？他們回答“這片地方需要有人為神作見證啊！”

在俄羅斯，安得烈把聖
經帶到莫斯科。有一
次，他把100本聖經送
給一位俄國基督徒，交
收地點竟是著名的紅場
──這樣做很危險，但
越是大模大樣，反不招
疑。湊效了！聖經安全
地分發給蘇聯各地的基
督徒。

保守
秘密、
小心保
管。



安得烈很快就發覺到，一個人實在不能應付那麼多工作，他
需要別人的幫助。起初，只有幾個人幫忙偷運聖經、探訪那
些非常艱難的基督徒，他們在自己的國家跟隨耶穌是違法
的。現在，〈敞開的門〉已有員工過千，是一個為繼續安得
烈工作而建立的團隊。

在哥倫比亞，暴力的幫派
人士很不喜歡基督徒，他
們常攻擊教會領袖和他們
的家人。〈敞開的門〉幫
忙營運一所兒童之家，在
那裡，孩子們可以安全地
學習、交朋友。

在伊拉克，成千上萬的家庭
離開家園以逃避伊斯蘭國，
他們攻擊和殺害與他們信仰
不同的人──當中包括了基
督徒。〈敞開的門〉聯同其
他團隊一起幫助這些家庭獲
取食物、食水和藥品。

世界各地!



朝鮮是全球作為基督徒最
危險的地方，成千上萬的
人因跟隨耶穌，而被關進
監獄。〈敞開的門〉幫助
逃離朝鮮的秘密信徒，教
導他們更多認識耶穌，並
且給予日用品讓他們帶回
朝鮮。

在埃及，基督徒的孩子往往
不能接受良好教育。老師把
他們的座位安排在教室的最
後面，他們常被忽略。〈敞
開的門〉幫助他們開辦特殊
班，教導基督徒孩子和大人
認字。

在某些中亞地區，聖經
是被禁止的。〈敞開的
門〉與夥伴合作把聖經
偷運給當地的秘密信
徒。



看完以後，希望你喜歡我
的故事。也許，有一天你
也會跟我一樣去冒險──
到世界各地偷送聖經和探
訪秘密信徒！但如果你想
幫助你受逼迫的家人，那
就不用等，馬上去做吧！

祈禱! 你跟神說的時候，
祂就垂聽。我們不一定知
道在其他國家基督徒的名
字，或他們的需要──
但神知道。下載“全球守
望地圖”並祈禱。神愛他
們，我們可以求祂幫助。

加入冒險!

在這小書中，你能找到它們嗎?

親愛的

耶穌，

請祢幫 

  助...



奉献支持！每天儲蓄來奉
獻支持遠方正受逼迫的家
人。也可告訴別人他們
的故事。無論你選擇做什
麼，你可以為你受逼迫的
家人帶來巨大變化。

写一封鼓勵信吧! 基督徒因
跟隨耶穌的緣故遭到攻擊，
有時會感到孤單，像所有人
都已經把他們忘記了。但
是，如果你畫一幅畫或寫一
封信交到他們手上，他們會
知道你正為他們祈禱！到〈
敞開的門〉網站，瞭解更多
資訊吧。

補充...

• 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於 1939-45

• “違法”的意思是“違反法律”

• 今天某些國家的名字，情況或邊境已經改變了

 
想多瞭解〈敞開的門〉，可到 www.opendoors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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