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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
參加過許多次培訓，每次都是無驚

無險。所遭遇的事與培訓的結果都

與預期的相差不遠，所以在不知不覺中就養成了

習慣成自然，沒什麼大不了的心態，這回在傈僳

同工中的培訓，使我們沈睡的心靈被攪動喚醒，

我們每次都要以戰戰兢兢的心來服事。

這回傈僳傳道人的培訓到了廿九人，全部是

男性，年齡在三十至五十中間，有點像民數記第

四章所數點的精壯人士，我們與魚牧師也是第一

次合作，本來以為是他主持培訓課程，我們從旁

配合，一見面才知道，他要我們全盤負責。整整

兩個禮拜的課程要臨時全部挑下，真是大吃一驚

，幸好錦亮兄有足夠的材料，我們才能完成任務，

但也出了一身汗。

與同工們見面了以後，才明白絕大多數的

同工只懂傈僳話和讀傈僳文，魚牧師幫我們將中

文翻成傈僳話，另一位同工彼得翻成英文。相處

幾天下來，才知道彼得在印度讀了六年書及神學，

難怪他的英文程度很好，與矽谷的印度電腦程式

師不相上下，他也懂印度話。我們同時也發現在

難忘的傈僳同工培訓  
文‧供圖∣李力彌 

這族群中，只有基督徒才會看傈僳文字，這本來

不奇怪，因為是早期的宣教士發明了傈僳文的拼

音，用來翻譯聖經及教導聖經，所以傈僳文就流

傳在基督徒中，為了要傳福音，我們要求將屬靈

四律這本小冊翻成傈僳文，並且大量印發，以敷

使用，想定以後我們才悚然發現我們不能用這本

小冊來傳福音，因為未信的人不會讀傈僳文，怎

麼辦呢？

禮拜六下午我們邀請了流動醫療隊來義診及

派藥，一輛中型巴士帶了八、九個人來，一列擺

開，有測血壓的，有量心電圖的，有驗血的，還

有藥局。林林總總洋洋大觀。檢查進行下來，大

部份傈僳同工營養不良，多位有潛伏性瘧疾，更

使人震驚的是；有一位可能是長期胃潰瘍，另一

位是脾臟腫大，而且已經大到相當大，這兩位被

安排做進一步超音波檢查。看到這批同工長期在

很艱苦的環境中奮鬥，實在佩服。我們其實早已

知道這種情形，但親身接觸到，仍然感到深切的

震撼。

另一件使人吃驚的是，過去一年中，物價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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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的情形。過去的培訓，魚牧師提供的交通費是

美金約 300 元，現在的交通費需要美金 1600 元

，而一美元可兌到 1290 捷。

這次的培訓雖然有些驚悸與意外，但是我們

看到神更多的恩典，不但我們沒有缺乏，更看到

與流動醫療隊與羅省羅蘭崗教會的配合，使我們

能完成任務。下次的培訓將在 2008 年的一月中

旬，我們需要傳福音的訓練，更需要牧養、關顧

及植堂的訓練，求主打發工人來，裝備這批傈僳

同工，繼續擴張神的國度。◆



海外宣道雜誌28

海外宣道雜誌 2007年四月－六月28 29海外宣道雜誌 2007年四月－六月28 29

本乎叫他生長的神
文‧供圖∣梁浩 

我們
夫婦，再加上 Aj. Nantachai

和 Aj. Aneck兩位本地同工

一行四人，在六月廿二日經過 Lampon的

Ban Maelek (滿媚纍 ) 探訪海宣本地同工

Lung Lau (勞大叔 )。和他及家人，村民

等有段小敘，稍作停留。接著，就前往

我們要培訓的村寨進發，第一站是Mae 

Sawannoi；六月廿四日主日，當然就回

到海宣自己的工場－Maetho；接著，主

日下午，驅車趕往第二站的培訓教會 Ban 

Tafei，接連五天緊密的行程，給我極多

的視聽教育。

小天堂終將成為大天堂

寂靜燠熱的烈日下，咱們的車子好

像一隻小金龜，在重山疊翠的山脈，幽深

的壑谷，蜿蜒的羊腸小徑間穿梭。最後繞

過一條亂石嶙峋，潺潺流水的小溪，來到

了一個小村落 Mae Sawannoi (小天堂之

意 )。果真名不虛傳，光是自然風光，就

樹木蔥蔥，攀藤絢爛 ，花卉豔麗 ，鳥語

花香，襯上翩翩紛飛的蝶兒， 宛若人間

的世外桃源。從縱橫交錯的高山林木間，

眺高放眼，可測出有廿來戶人家聚落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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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乎叫他生長的神
小天堂。在村口，我們下了車就尋路覓徑

，沿著山坡往上攀登，半途上迎面下來一

位個子短小，溫文儒雅，笑容可掬的男士

。經過交談，知道他是本村的傳道同工。

登及蔥嶺最高處，驀然瞥見一處茅廬，屹

立崖壁間，傲視群山，更顯出獨樹一幟，

是 神用繩量給祂僕人的地界，坐落在佳

美之處，實在美好！

師母是位廿出頭的年輕媽媽，一面

熱情地款待我們，一面要安撫身邊倆個怕

生膽怯的稚齡兒女。傳道先生和我們攀談

多年來的牧養經歷。由於生活在深山裡的

族群，缺乏受教育與外界接觸的機會。上

一代的人，更只會說他們自己的方言，對

於官方普遍使用的泰文，仍然一竅不通。

這都有礙於傳福音和牧養，栽培的工作。

即或有人信主已有相當年日，對於聖經的

真理的認識仍然非常薄弱，並且跟他們過

去膜拜鬼魅的觀念混淆一起，即便找到了

真神，成為永生神的兒女，信仰上仍是換

湯不換藥，無法脫胎換骨，享受神兒女的

一切豐盛神恩。是他們自小傳承怕鬼尊鬼

的觀念，封閉了他們的思想，去認識、體

會我們至尊、至聖、至大的神。

至於留守山區的傳道人，別說神學

教育，連起碼的普通教育，也無福全享。

在山區，師資缺乏，小六畢業，能讀懂聖

經就算了不起，再有三個月或半年的聖經

短期培訓，已是很好的裝備。會眾弟兄姐

妹靈性軟弱，牧養上所遇的疑難雜症，那

就萬萬超出他們能力所及了！

如此背景下，弟兄姐妹作見證、談

論信仰，難免就會以訛傳訛，形成「別的

福音」(加拉太書一章六節 )的問題。縱

然如此，如經上所記載的：「這福音本是 

神的大能」(羅一 16)、並因聖靈的作為 (

約十五 26)，我們仍然可以看見福音事工

在那裡有能有力地拓展開來。因這福音本

是 神的大能 .

晚餐後，我們緩緩走向座落於山腰

間的禮拜堂。在半路上就聽見從禮拜堂所

發出的讚美歌聲，忽遠忽近、悠悠然然、

縈迴飄蕩於山澗。禮拜堂是一間簡單空盪

的混凝土建築物，因為「堂」徒四壁，清

清爽爽，可謂一目了然。雖是簡陋樸實，

比起我們見過其他村落的禮拜堂，還算得

上是五星級建築。聽說這是韓國教會弟兄

姐妹的愛心奉獻支持所蓋成的。

大概有相當的時日，沒有外來的同

工給他們開培靈會，亦或山區裡面，本來

對外就少有連絡，我們和兩位海宣的本地

同工，共四個外地人到訪，就成了村中的

大事。在農忙季節，村民白天在田野幹活

，要到傍晚六、七點鐘才回到家，接著七

點半又有聚會，時間緊湊，沒想到當晚也

有卅多人出席。並且個個聚精會神聆聽講

台的信息，主要講員是我們的葛良同工

Aj. Aneck，我倆雖聽不懂葛良話，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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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會場中，靜觀講員的臉上表情，舉手投

足，有模有樣，聆聽他聲音抑、揚、頓、挫

；張望台下聽眾的反應表情等也是享受。看

見神的恩膏在其中，弟兄姐妹得造就，靈命

得到建立、復興。心裡充滿著感恩和讚美。

然而有一事令人不能忘懷，就是這教堂

外，稀稀疏疏，散落叢林間有七、八戶人家

，還徘徊在救恩的門外。 耶和華，以色列的

聖者說：「將來的事，你們可以問我；至於

我的眾子，並我手的工作，你們可以求我命

定 ( 原文是吩咐我 )。我要在淨光的高處開

江河，在谷中開泉源：我要使沙漠變為水池

，使乾地變為湧泉。我要在曠野種上香柏樹

、皂莢木、番石榴樹和野橄欖樹。我在沙漠

要把松樹、杉樹並黃楊樹一同栽植；好叫人

看見、知道、思想、明白，這是我耶和華手

造的，是以色列的聖者所造的」( 賽四十五

11; 四十一 18-20)。

因此，我們確信，可以舉起我們聖潔的

手，參與 神普世的宣教大業。透過我們的禱

告，相信耶和華 神終會把「小天堂的村落」

變為「大天堂的村落」。這也是我們 神的心

意：末後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超

乎諸山，高舉過於萬嶺，萬民都要流歸這山

。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往，說：「來吧 ! 我們登

耶和華的山，奔 雅各 神的殿」( 賽二 2-3)。

大利大．古米之鄉
    

使徒彼得對坐在殿門口的瘸腿說：「『金

和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拿

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來行走 !』於是

拉著他的右手，扶他起來；他的腳和踝子骨

立刻健壯了，就跳起來，站著，又行走，同

他們進了殿，走著、跳著，讚美神！」( 徒三

1 － 8) 。

一位當地教會的長老作見證說，廿多年

前，Ban Tafei 還是個巫鬼魑魅、民智未啟、

瘴氣瀰漫、疾病叢生的部落。有一天，噩耗

就降臨在這位同工的家庭。他家裡有個幼兒，

患上莫名其妙的怪病：厭惡飲食、沒有胃口，

身體日趨羸弱、瘦骨嶙峋、臉色蒼白，幾近

死亡。在這危急情況下，作父母的愛子心切，

踏遍千山、尋巫問鬼，盼得妙方。常常是鎮

日爬山涉水，試盡千方，卻無所斬獲。孩子

病體拖得奄奄一息。　　　　

就在萬分頹喪，束手待斃之際，想起約

略聽聞過的洋神耶穌會醫病。十多公里外的

鄰村，住有耶穌信徒。此時此地也唯有一試

之途。進入鄰村，交談的話題是單刀直入，

簡單清楚：「我的孩子病得不行了，遍求巫醫

也回天乏術，聽說耶穌會醫病。我想請你們

為我的孩子禱告，若孩子病得醫治，我就也

來信耶穌。」廿多年前，交通比起現在更加艱

辛，禱告完，背著病童，回到家中，累得很

，大人吃了晚飯，心事重重，輾轉難眠。約

莫半夜，孩子大哭，吵嚷叫餓。就那麼一哭，

讓原本絕望的父母從心底相信，是耶穌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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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孩子！因為原先，孩子沒聲沒氣，不吃不

喝的！說到此處，長老加上附註：現在這孩

子已經結婚了，並生了個娃兒，把長老推成

了祖字輩。得意滿足之情，躍然臉上。

兩千多年前「大利大、古米」( 馬可福

音第五章 21 － 43 節 ) 的神蹟，重現於斑 -

他飛村。 神的大能彰顯在這 斑 - 他飛的小

小村落，叫那瀕臨死亡的孩子活過來。村民

和巫師都大大地受到震撼。

長老身旁坐著另一位弟兄，談起信主

經過，情況如出一轍，太太生病，遍尋巫醫

，藥石罔效，最後藉由這位長老介紹，禱告

耶穌，病得醫治就信主。他們都信主廿五年

，十多年，但是對主的個人相交、認識，就

是那麼一次的醫治經歷。其它在聖經上，神

的話語上，日常與主的關係上有甚麼更深、

更進一步的相交經歷，那就是一片空白了。

雖然如此，在村裡仍有神跡發生，信而

歸主的人也日漸增多。 神的家大大地興旺。

於是弟兄姐妹就想在村裡興建禮拜堂，傳揚 

神的聖名。可是不要忘了，魔鬼撒旦是從來

不「歇業」的，並且牠的技倆無孔不入，應

有盡有。村裡不信主的村民對於蓋禮拜堂一

事，議論紛紛，極力反對，設法禁止。導致

剛剛誕生的教會，搖搖欲墜，幾乎一哄而散。

事實上神允許苦難，往往是化妝的祝福

，在村民危言聳聽、重重反對之下，信徒一

籌莫展，事情一拖就是十幾年。五年前， 神

啟迪弟兄姐妹的心：接受建議把禮拜堂建在

村莊的外頭、村莊出入口處。如此一來，不

但平息了與不信村民之間的宿怨；更妙的是，

村子口在山頂上，不但每個村民進出村莊時，

都要經過村口，一瞻耶穌殿堂的榮美；而且，

不管站在村中那一個角落，一座潔白、莊嚴、

神聖的禮拜堂，就竪立眼前，禮拜堂的大

門尖端上，巍巍頂立著十字架；處處見證

著神的名被高舉！

深哉，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是何其

深奧 ! 目前斑 - 他飛教會在 神的祝福中漸

漸成長。當然她也像山區其它的教會一樣

，每天都得面對著巫術異教的敵意和攻擊

，靈糧匱乏，資源短缺，弟兄姐妹在先天

不足，後天失調之艱難中，仍是愛主愛人，

匍匐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