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約在耶路撒冷（上）

郭秀娟  

    聖經說：「亞伯拉罕因著信，蒙召

的時候就遵命出去，往將來要得為業

的地方去；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哪

裡去。」（來11:8）這段經文對每一

個被差往異國文化的宣教士而言，或

多或少都能體會信心之父的心境，而

引發共鳴。但是，對於踏上未知旅程

的利迪亞（Lydia Christensen Prince, 

1890–1975）來說，每一句話卻是她

真真實實的體驗。

    沒有差會的支持和供應，沒有接受

過任何語言和文化的裝備，身上帶著

僅存的家當和一百八十美元的旅行支

票，利迪亞於1928年獨自離開家鄉，

搭船起程前往完全陌生的耶路撒冷，

甚至也不知道在那裡要做什麼！

    憑藉的就是亞伯拉罕一般的信心：

神呼召她去。然而，要追溯這條信心

的旅程，必須先將時空倒退兩年，回

到1926年12月的丹麥。

人生還需要什麼才圓滿？

三十六歲的利迪亞是一名資深老師，

除了擁有教導歷史、地理、丹麥文、

英文的證照，她也是丹麥第一批進修

家政課程的在職教師，後來獲聘在一

所最優秀的學校擔任家政科主任，甚

至教育當局以她的部門作為其他學校

的典範。

利迪亞有一個認識十年的男友，同樣

擁有薪水優渥的教職，兩人都愛好跳

舞、溜冰、莫扎特、祈克果，如今又

在熱愛的城市重聚，男友正準備向她

求婚。兩年前，她還從父親那裡繼承

了一大筆遺產。這樣的人生，夫復何

求？

然而，在年底一個浪漫的夜晚，利迪

亞痛苦地婉拒了男友的求婚，她不太

有把握地這樣說：「我一直問自己，

生命除了事業、房子、漂亮的傢俱，

以及晚年的退休金，是不是還有什麼

更重要的？」為了這個連自己都不知

道答案的問題，她選擇孤單地踏上尋

覓的旅程。

看著書架上一排又一排哲學大師的名

著，最後，視線落在熟悉的聖經。過

去，利迪亞只是為了應付學校的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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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唸聖經，此刻，她饑渴地翻著

新約，讀到耶穌教導門徒說：「你們

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

門，就給你們開門。因為凡祈求的，

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

就給他開門。」（太7:7-8）

   想到自己已經尋找好幾個月了，是

否，耶穌要她祈求呢？可是要向誰

求？需要大聲禱告嗎？她連說了三

聲：「神啊…」，終於突破內心的障

礙，說道：「神啊－－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神是誰？耶穌是誰？聖

靈是誰？…可是，如果祢向我顯明耶

穌是活生生的事實，我就跟隨祂！」

  這時，發生了一件理性無法解釋的

事：耶穌舉起雙手，好像是祝福的動

作，出現在她眼前。她全身顫抖地說

出：「耶穌！」主就消失了。那一

刻，平安充滿她的心，忽然間，禱告

不再費力，感謝的話油然湧出。第二

天，女僕芙柏格來上工，一打開公寓

大門，立刻感受到有事情發生，她很

驚訝地發現主人竟然把從大學起每天

必抽的雪茄扔了。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某日，利迪亞在單車的後輪拿到一

張四方教會的創辦人麥艾美（Aimee 

Semple McPherson）寫的四頁小冊

子，教導關於禱告的力量和向神祈求

「禱告的靈」。利迪亞深深被吸引，

開始殷勤地禱告和讀經，但總是有內

在與外在令她分心的事情，很難突

破。

  1927年2月初的某一天，又是重重的

障礙籠罩她，於是翻開聖經尋找靈

感，讀到約翰壹書一章4節：「我們

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使你們的喜樂充

足。」反覆思想的時候，有一股強

烈的暖流在她全身流竄，令她無法壓

抑，於是抓起立在角落的掃把，翩然

起舞。

  自己也感到十分不得體，不可思

議，極力想克制漲溢的情緒，於是繼

續讀經，讀到第7節：「祂兒子耶穌

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喜樂潮

向她襲來，使她不斷地發出感恩，愈

感恩愈喜樂；最後，從胸臆間湧出一

種自己不認識的語言，句子愈長，愈

感到釋放和滿足。

   緊接著，臥室的牆壁竟然消失，眼

前開展出偌大的空間，只見一群男士

兩腳交叉，圍坐在明月高照的岩石

上，中間是一名跳舞的女子。她一邊

舞動一邊吟誦，穿著繡花長袍，臀部

圍著圍巾，頭上頂著甕。男人則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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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袍，頭上裹著飄逸的白色頭巾。

  利迪亞絲毫不感到害怕，一心只想

加入他們的歡慶，突然之間，景色消

失了。這些人究竟是什麼民族，她百

思不解，那真是她一生中最奇妙的夜

晚。此後，只要她願意，她就能清楚

地說起心中湧出的語言，以禱告親近

主。

  她把這事告訴女僕，芙柏格因為弟

媳參加過五旬節的聚會，聽說一些類

似的事，就安排利迪亞去見他們的牧

師拉斯穆森。利迪亞這才明白自己受

了聖靈澆灌，講說方言。回想自己接

受嬰兒洗和堅信禮的時候，並沒有相

稱的信心，於是決定重新在五旬節教

會受浸。

  這件事立刻傳遍校園，學生和同事

開始與她劃清界線，甚至好友石恩娜

在校內發起請願書，希望學校辭退利

迪亞。信義宗開會處理她的案子，事

情甚至登上了新聞版面：一個說方言

的老師可以在公立學校教書嗎？

  在一切的嘲諷和逼迫當中，利迪亞

甘之如飴，因為她好像耶穌說的比喻

一樣：買賣的人找到重價的珠子，就

去變賣一切所有的，買了這顆珠子。

到了6月底，教育部正式作出判例：

准許利迪亞繼續擔任教職。

異象拼湊的藍圖

  1927年的8月，利迪亞為了尋求屬靈

引導，利用暑假一路穿越瑞典南方，

沿途拜訪不同城市的五旬節教會。她

於8月中抵達斯德哥爾摩，前往最大

的五旬節教會參加主日崇拜，卻沒有

尋到答案。教會報告晚上有剛果來的

卡爾森（Bengt Karlsson）宣教士分

享，利迪亞帶著挫折前往參加，因為

隔天她必須啟程返回丹麥。

  卡爾森的開場白說道：「我們原是

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

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

行的。」（弗2:10）這節經文不斷地

在利迪亞心中迴盪，這就是問題的答

案了──她不需要計畫人生中該做什

麼，而是必須找出神已經為她預備的

工作、特別指定給她的工作，世界上

沒有任何其他人可以代替。

 卡爾森醫師接著分享要在剛果建立

小醫院，總經費在四千美元上下。利

迪亞聽見有人對她說：「妳有錢幫助

他們！」回頭只見一群人忙著拿詩歌

本，根本沒人在對她說話。會後她和

卡爾森夫婦私下會晤，告訴他們她聽

見神的聲音，要為醫院奉獻三千美

金，正是父親遺留給她的財產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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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迪亞和這對宣教士夫婦分享自己

蒙恩的經過，告訴他們異象中跳舞

的女子和裹頭巾的一群男士。卡爾森

醫師笑著說：「今年春天我們從剛果

回來途中，去了一趟聖地，那邊的男

士和婦女的服裝，與妳描述的完全一

樣。」

  此後幾個月，利迪亞開始研究聖地

的歷史和地理。接著，花了許多令人

疲勞的時間跪下來禱告，致力於尋求

神的旨意。她常常想要放棄，那時候

的聖地是許多阿拉伯人和猶太移民爭

鬧不休的地方，毫無吸引人之處。但

聖靈賜她各種方言，透過靈裡的禱告

幫助她，利迪亞常常在方言禱告之

後，再以丹麥文禱告，她自己都十分

驚奇口中說出的內容，她竟然開始愛

上那片土地和其上的子民！

踏上信心的旅程

  1927年12月4日主日，利迪亞和大約

三十名會友參加由拉森穆斯主辦的禱

告特會。整個上午交替著唱詩、禱告

和讀經。午後不久，非比尋常的靜默

臨到眾人，神的同在非常濃厚。利迪

亞跪在地上，感受到主的同在覆蓋著

她，她的心滿懷雀躍和期待，不久，

一張女嬰的臉孔出現在她眼前，躺在

一個箱子裡面，用她黑色、嚴肅的眼

睛，望著利迪亞。

  之後幾天，利迪亞只要一閉上眼睛

禱告，就會看見小孩的臉凝視著她。

這孩子難道是她未來的家人嗎？每次

她為聖地的子民禱告，靈裡就會湧現

有一股暖流，然而，她的理性卻不斷

給她帶來煩惱。最大的煩惱是：錢！

利迪亞已經把父親最後的遺產奉獻出

去了，只要一辭職就無薪水可領。丹

麥的知名宣道團體肯定不會支持她，

因為她在五旬節教會受了水和聖靈的

洗，而五旬節教會的會友都很窮，

也沒餘力供應她。神會叫人奉獻給她

嗎？誰會寄錢到遙遠的國度支持她

呢？

        整整為金錢的供應交戰了一個星

期，她決定當下為金錢禱告，看看

會有什麼事情發生。這時她還保有教

職，此刻若有人為她奉獻金錢，就

是極大的神蹟。因此她作了這樣的禱

告：「神啊，我請求你，在明天午夜

以前，請差派人給我五塊錢。如果祢

這樣做，我就知道祢會差遣人供應

我，即使在耶路撒冷也一樣。」

  一整天，她都為自己作了這麼荒謬

的禱告而自責不已。那天一直到晚上

9點30分，都沒有任何動靜，利迪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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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準備就寢，不料有人敲門，來訪的

是一名學校圖書館理員，在「福音

宣道會」聚會的克莉斯婷（Kristine 

Sonderby）。她說：「我強烈地感受

到，神要我給你這個。」她從皮包

拿出五塊錢，交到利迪亞手上。第二

天，她又多給十五元，自己也不知道

昨晚為什麼那麼做，但她真正想給的

是二十元。

  神的供應是四倍！而且，神使用她

認為絕不可能供應的同事來成就這

事。因此，那年的復活節週末，利迪

亞毅然決然地寫好辭呈，預備工作到

7月學期結束，就開始計劃前往耶路

撒冷的旅程。

  1928年的9月初，利迪亞從哥本哈根

搭船前往馬賽。幾經波折，終於在10

月18日，抵達距離耶路撒冷60公里遠

的特拉維夫港口。

第一個任務

  在耶路撒冷安頓下來，利迪亞分租

了宣教士雷羅娜（Lorna Ratcliffe）

租賃的公寓地下室一個房間。雷女士

告訴利迪亞：「十年前，我也是來到

耶路撒冷，根本不知道前面什麼等著

我。」她敘述如何在神的引導下，一

步步建立起各種事工：主日學、婦女

查經班、監獄福音工作，以及英國士

兵、警察的福音工作。

  雷女士分享這十年是如何地艱難，

但是她一點也不後悔來到這裡，她

說：「耶路撒領本身就是個獎賞，值

得你完全愛她。沒有任何苦難、灰心

喪志、危難可以改變你對她的愛。

」她笑著說：「這就是為什麼詩人

說：『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記你，

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我若不記念

你，若不看耶路撒冷過於我所最喜樂

的，情願我的舌頭貼於上膛！』（詩

137:5-6）」

  同一棟公寓裡，還住有一個盲眼

的阿拉伯老婦人，名字叫倪梅（Ni-

jmeh），她成為利迪亞的好友。這名

信主的老婦人，因為和許多宣教士接

觸過，會說一點英語。她常常到舊城

去「釣魚」──與人分享在基督裡的

信仰。她很有耐心地幫助利迪亞克服

學習阿拉伯語的障礙，這是在聖城最

有用的語言，利迪亞花錢請老師教，

每週上五次課，課後再由倪梅幫她複

習所學到的詞句。

  事實上，倪梅已經禱告多年，希望

神會差派一個人來照顧這城裡無家可

歸的小孩。她相信利迪亞就是神派來

的那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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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年的聖誕節，利迪亞第一次孤單

地度過聖誕夜，來耶路撒冷兩個月

了，身上的錢已快用光，也不知道神

要她在耶路撒冷做什麼，一個人備感

淒涼。12月28日，一個猶太男子來敲

利迪亞的門，求她收留他們夫妻的垂

死女嬰。原來倪梅當天在舊城的城門

碰到這人的妻子，知道他們的難處，

就指點他們來找利迪亞。

  利迪亞當下拒絕了，因為在她空洞

的地下室裡，什麼都沒有，沒有嬰兒

床，沒有藥、沒有食物、也沒有錢，

怎麼收留一個生病的孩子呢？

     幾番掙扎，心中卻浮現一節經文：

「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

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

身上了」（太25:40），

彷彿主親自對她說話一般。

眼看再過一個小時，天就

要黑了，利迪亞連忙趕路，

把這個發著高燒、連醫

院都拒收的孩子帶回家。

小嬰孩的名字叫「緹可

娃」（Tikva），希伯

來文是「希望」的意思。那雙黑眼

睛，正是異象中凝視著她的嬰兒啊，

如今正躺在她的柳條箱子裡！

（待續）

《相約在聖城》英文原著

利迪亞和她的八個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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