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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教 花 園

七 彩 玉  
記七位在我宣教路
上留下軌跡的朋友
文∣黃瑋玲

紅是我多年來一直資助，素未謀面的高

中生。然而我卻因為她踏上宣教之路。

當外子考慮是否要接受長老的邀請

擔任工場主任一職時，我對外子說若沒有

神的話語和感動，我是不會去的。幾個月

過去了，神沒有回音，我心中暗暗高興。

過了不久，有一天晚上，我參加教

會的洗禮聚會，在會中一位姐妹開始朗讀

「奇異恩典」，當她讀到前我失喪，今被尋

回，瞎眼今得看見，神使我想起紅來。

紅是從山上的苗村到城市來讀高中，

因家境貧窮，寄居在一個家庭中，幫忙主

人煮飯、看小孩、來換取住宿。有一天主

人發現不見了 20 泰銖 ( 美元 5 角 )，他

一口咬定紅是小偷，紅百口莫辯。最後她

服下農藥，以死來表明她的清白。這時神

的話臨到我 : 你願意為第二個紅到泰國去

嗎 ? 那裡有很多紅需要人去關心，你願意

為我去嗎 ? 我流著淚回應說我願意。

紅死於 1997 年聖誕前夕，年 14 歲。

紅死後，主人找到他遺失的 20 泰銖，還

紅的清白。

橙是一位苗族被搶親的女主角。

那一年，橙不過是一位 17 歲的姑娘

，她的性情開朗、活潑。她能背所有她會

唱的詩歌。

蒙召後，他請求外子送她到聖經學

校讀書。開學前兩個星期某天凌晨，橙被

一卡車的苗族青年搶走了。搶親是苗人的

風俗，家境貧窮的青年，只能用搶親的方

法來完婚。

「紅」，一個令人心酸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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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花園幾天後，我們開車經過泰國最高的

「依他儂」山，最後終於在一個小城的荒

山中，找到了橙，她的夫家正在用人工開

墾一片新田地。橙一見到我們就哭著要跟

我們回家，吵著要去聖經學校讀書，真叫

人心酸。即將離去時，我到車上拿一份為

橙預備的結婚禮物，當她打開那灰色絨布

的小首飾盒，看到懸掛在金項鍊上的十字

架時，橙頓時大哭。十字架刺痛她的心

，她不明白為什麼神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

在她身上 ? 她不明白什麼是神的旨意 ? 在

荒山野地裡，橙的哭聲特別淒慘，我們這

些無能的阿贊 ( 泰國人對傳道人的稱呼 )

只有陪伴著她一起哭泣。

不久，聽到橙的先生酗酒，而且在

外有女朋友，橙的父親多次勸告無效，最

後在二位村長出面的協調下，以 8,000 泰

銖 (200 美元 ) 作為對橙的賠償，結束了

這段為期八個月的婚姻。

當我再見到橙時，是在苗族青年人

的退修會中，她面帶憂傷，那天詩歌的歌

詞使她淚流滿面。橙生長的苗村不能接納

一個曾經被搶親，又離婚的婦人。

橙有何罪 ? 她只不過是苗族迷信風

俗下的犧性品。過了不久，又聽說有一個

男人從另一個村子來提親，橙的父親立刻

答應這個婚事。我為橙高興，心想她終於

找到了歸宿。幾年後，我才知道橙不過是

成了那個男人的小老婆。

雖然時間在流逝，橙的哭聲，至今

記憶猶新，恍如昨日。想到她曲折的人生

，我會心痛，眼淚也會奪眶而出。然而「

因他所遭遇的是出於神、我就默然不語。」

，這節經文卻給我帶來莫大的安慰。

黃是 Y 城出名的腦神經外科醫師。

他一流的醫術，仁慈，風趣和樂觀

的性格，使他在他國家中享有盛名。我聽

黃不止一次的作見證說，他一生的心願是

要做窮人的醫師。雖然黃並不貧窮，但他

沒法做到像主耶穌的模式「耶穌走遍各城

各鄉、在會堂裡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

又醫治各樣的病症。」那一年，神為黃預

備了醫療車，並賜下福音的伙伴。黃成了

醫療車的主管，是一位志工。

有一年，黃和兩部醫療車計劃在

十二月到 S 城出診，S 城是一個佛教城，

位於一個偏僻、貧窮的島上，是一塊福音

的硬土。醫療隊要開二天的車程才能到達

S 城。當 S 城的居民和鄰近的村民聽說黃

和醫療車要來為期一星期的會診，有三千

多的病人期盼他們的來臨。醫療車走後，

據說有上千人決志信主。不久，那城基督

徒的人數從原來的 750 人增至 2,500 人。

主為黃所成就的，超過他所想所求。

當黃看到他的民族被不講理的政府

欺壓，被刁難，甚至有被殺害的危險時，

他不顧生命的危險替他們說話，替他們陳

情，因黃深知神給他今天的位份豈不是為

了他的民族嗎！

黃使我想到經上所說「你要盡心、

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誡命中的

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就是要愛人如己

。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

總綱。」

黃活出了這兩條誡命。他的生命滿

有基督的馨香。

綠是 Y 城一位出名的牧師。

「紅」，一個令人心酸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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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第一次看到綠時，作夢都

沒想到他擁有神學博士學位，是浸信

聯會的總幹事，管理幾千個浸信會，

因綠的為人極其謙和。

當綠從總幹事退下來後，收到

不少邀請函，然而他卻選擇成為一個

宣教士到 S 城去培訓另一族群。S 城

位於一個偏僻，貧窮的島上。這個族

群，至今還沒有自己的聖經。綠說如

果他不把握機會開始作培訓工作的話

，異端也很快會來到這城。

有一天，我在 Y 城的候機室裡，

遇見一位神父，他問我來 Y 城的目

的，我告訴他是來探望黃和綠。神父

立刻回答說「你非常幸運，認識二位我們

國家中最優秀的人材。」

綠為了這未得之族，甘願放棄在城

市中更好的職位，綠有四個還未成年的孩

子，為這位弟兄的信心和犧牲獻上感恩，

懇求主加倍的賜福綠的培訓工作。

青是一位韓國牧師，也是宣教士。

我在泰文班上認識了青和他的太太

。一次的談話中，知道青曾在蘇聯做了

14 年的宣教士，並且建立了教會。那年，

青 55 歲，決定再開始一個新的宣教工場

。青以前曾做過和尚，所以他選擇泰國為

他的第二個宣教工場。

青提及他在蘇聯宣教時，遇到困難

重重，加上治安不好，青的車子常常被偷

，每偷一次，差會就買一輛車給他，青的

車子一共被偷了六次

之多。青心灰意冷，

他想告訴差會，他要

打道回府，不做宣教

士了。青十二歲的女

兒提醒他，這是一場

屬靈的爭戰，需要用

禱告來戰勝黑暗的權

勢。後來他的女兒、

母會和差會一起迫切

的為青代禱，宣教的

工作才有進展。

在泰文班上，青

的太太是最用功的一

位。有一天晚上，她為了讀完一個月的泰

文，還不能認識泰文字和講泰文，而大哭

了一場。

韓國國土面積只相當於中國的吉林

省，而出產的的宣教士卻居世界第二位，

僅次于美國。看到韓國的弟兄姐妹為福音

的緣故，不畏懼學外語的艱難，投身世界

各國跨文化的宣教，值得我們敬佩。但願

中國教會在宣教上能迎頭趕上韓國教會。

藍不是一個人，乃是一個團契。

團契的成員都是單身及沒有孩子的

夫婦，團契約有五十多人。

那一年四月份的一個主日，外子在

講臺上宣佈他要放下職業，再過三個月將

會離開教會，走上泰國宣道工場。教會的

弟兄姐妹們萬分驚訝，特別是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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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是 藍 的 輔 導

，相處多年，相知甚深

，看到他們的信仰從初

信到成長，為他們獻上

感恩。想到將要離開時，

心中萬分的不捨。那天

下午剛好是藍的同工會

，離愁充滿整個同工會，

最後在一個接一個的禱

告中，都流下依依不捨

離開的淚水。

藍大概曉得外子對

錢沒有什麼概念，也不

知道需要籌款，因為是

長老邀請他作工場主任。藍開始為我們籌

了第一筆的宣道款。藍所做的，相信主必

記念。

那一年在外的感恩節，聽到藍用「

全球星」(GlobalStar)，在電話中的留言，

他們熟識的歡叫聲，使我們興奮不已，好

像他們就在身旁，我們又相聚在一起。此

後，外子不時聽藍的留言，大概想藉此治

療我們常發的思家病吧。我們一直保留藍

的留言，直到一次的停電後，留言才消失

。藍是我們宣道路上不可缺少的伴侶。

紫是一位充滿愛心，傳道又行道的長老。

是他邀請我們走上跨文化宣教的路；

是他教導我們做神僕人應有的品格；是他

勉勵我們服事神的人，不要畏懼艱難，要

倚靠耶和華，心裡堅固；是他用他服事的

經歷教導我們：不

要為錢財憂慮，神

的工作，神會負責

；是他勸勉我們要

以「衪必興旺，我

必衰微」的心志來

服事神；是他每天

清晨為我們和宣教

士們在施恩座前求

，為的是要我們在

前線能打美好的仗

。最後，是他以身

教來教導我們「不

要自己伸冤、寧可

讓步、聽憑主怒。」因他深信主說，伸冤在

我，我必報應。

寫到這裡，想到紫在晚年被人攻擊，被

人譭謗和他所受的委屈，不聽話的眼淚開始

奔流。紫乃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又像羊

在剪毛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紫

的生命和事奉，是我們的榜樣。

紫於 2005 年一月九日在睡眠中安息主

懷，享年 84 歲。

【後記】在我宣教路上留下軌跡何止這七位

朋友，其實有許多的弟兄姐妹，如同雲彩圍

繞著我，因他們所付的代價，使我有力量戰

勝各種各樣的沮喪和攻擊，也能面對宣教工

場上不同的壓力和挑戰。謹撰寫此文來記念

海宣四十週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