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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服帶領，勇闖創啟之地
編輯室

問：妳是日本人嗎？青島雁子這個名字很日

本化啊！

答：不，我是道地的香港人，在香港出生和成

長。青島雁子只是代號，是堂會的姊妹替我起的，

完全與日本無關。

問：妳為甚麼會到創啟地區去？妳是怎樣選

擇工場的？

答：不是我自己選擇的，是神的帶領，我順服

差會的安排。想當年，領受了作宣教士的異象，卻

沒有特定的目標，和差會商量後，接受安排到西亞

洲去。後來，因為這地區的局勢很不穩定及種種的

原因，差會把我召回，再差到現在的熱帶工場去，

參與特殊群體的工作。

問：很多人都認為宣教最難的是學習語言，

妳同意嗎？

答：對，學語言並不容易。年紀大，學不會，

不是一個藉口，是實情。但只要堅持，就可以學

會。

我學習現在工場上的語言，首兩年是一班同學

一起上課，當時很高興，說錯了大家一起笑，說對

了大家一起鼓掌。

很不容易過了兩年，第三年開始學習特殊群體

的語言，並且是每週五天的個別教授，初時的確很

不習慣。我要學習這個群體有關信仰和聖經中常用

的詞彙，才能夠與他們分享。其實，兩年的學習仍

未能好好掌握基本語言，現在要多加一種，對我來

說是有難度的。

問：那妳是怎樣學好語言的？

答：要學好一種語言，必須有清晰的目標；有

異象，就知道方向，就會堅持下去，就能用心學

習，就會學得很好。

看電視學語言是一個好方法，初期我特別喜歡

看電視廣告和兒童節目，因為當聽得懂單字時，就

很興奮，有成功感。

此外，多與人談話，說錯了不怕別人笑，也是

一個方法。

普 世 宣 教

青島雁子是一位由香港前往創啟群體中的女宣教

士，趁她回港述職，筆者抓著她做訪問。透過她的分

享，我們可以更清楚一位宣教士在工場的生活，知道

如何關懷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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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妳是單身的，一個人在工場會感到孤單

嗎？孤單時，妳會怎樣排解？

答：孤單感必定有，而且不一定是單身才有，

一個家庭單位也會有，尤其是當地仍未有團隊，當

想到龐大的未得之民時，單人匹馬如何能面對，孤

單感就會湧上心頭。

其實，一個人的生活，有群體相處，也有獨處

的時刻，無論是否在工場，也會有孤單的時刻，只

要承認這種感覺是存在的，是生活的一部分，就不

會有任何不安了。

同時，要找出這種感覺從何而來，知道原因，

便可找方法舒緩。若是生活的目標清晰，就容易克

服這種感覺。但若長期陷於迷惘之中，就必須找人

傾談了。

問：妳有沒有出現特別孤單的時刻？

答：有！在香港的家人曾經出現難以面對的問

題，但自己身在海外，不能幫助他們，這種心情沒

有人可以傾訴，自己就特別感到孤單。此外，也曾

因為某些工作不知如何入手，又沒有隊工可以共

商，就感到很孤單；雖未至於受困擾，但必須承認

自己有這樣的情緒。

問：你會思鄉嗎？

答：肯定會！我喜愛的素菜之一是菜心，記得

當時在西亞洲，吃不到菜心。一次，差會主任來探

訪，帶我到一間較高級的中菜館吃飯，

點了一碟菜心，我咬了一口，眼淚就湧

上來。空運來的菜心，軟軟的，充滿了

家鄉情味。怎會不思鄉啊！

問：妳在香港教會是關心青少年的

牧者，妳認為年青人宣教，適合嗎？

答：我盼望更多年青人可以投入宣

教事奉。年青人有夢想，有衝勁，有熱

誠，更有膽量嘗試。他們看事物的角度

未必與成年人相同，這就可以找到新的

入手點，只要給予機會和時間，他們可

以積累經驗，從錯誤中學習。而且，年

青人較容易學會語言，也有更長的時間服侍。

問：如此，如何組織他們？

答：首先看他們對那一個群體有感動，他們若

喜歡某個群體，就會願意投身。而年青人喜歡三五

成群，所以我鼓勵兩、三個年青人組成一隊，不一

定要有牧會經驗，尤其到創啟地區，但最好有基

本的神學裝備。在工場，由一位導師(mentor)來帶

領，兩三年間相信會有所作為。今日的未得之民群

體中有很多年青人，由年青人來接觸年青人，才容

易擦出火花。

問：用甚麼方法可以鼓勵年青人宣教？

答：很難一概而論，因為每一個教會青年群體

的背景、年齡都不同，所用的方法也不同。總的來

說，可以選用年青宣教士的見證給他們作榜樣，鼓

勵他們。其實，父母、屬靈長輩、牧者都是榜樣及

推動者。

問：你對年青人宣教有那些提醒？

答：我期望年青人渴慕神的話，掌握今日世界

的走勢及發生的事情，對工場環境的觀察也很重

要。感動、熱誠都是主觀的，但工場上有很多客觀

的現實，例如：在很多群體中只可接觸同性別的

人，有些敏感的話題不能說等等。尤其是開放地區

的年青人，說話習慣了沒有阻攔，到了一些受限制

的地區便很容易觸雷。所以要知道自己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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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要培養自己一些良好、健康的嗜好，

否則會感到生活苦悶，便容易有後退之心了。

問：今日，很多需要福音的地區都很難獲得

宣教士簽證，你認為香港人仍有出外宣教的機會

嗎？

答：機會仍很多！可以以專業宣教或營商。例

如現今各地都有中文熱，可以藉教中文申請簽證。

我曾有機會在工場的大學聽中文課，很多同學

一起上課，但發覺那位老師所講的內容有些不大正

確，普通話的發音也不是很準確。所以，若有人願

意好好修讀中文，然後申請當地的教席，一定可以

獲得簽證。所以，看當地有甚麼需要，以專業或其

他方式宣教，是今日要走的宣教路線。

問：妳對今日教會有甚麼鼓勵的說話？

答：一切要從成年人做起，我鼓勵教會裏的傳

道人和家長、基督教學校的老師們，要教導年青人

做一個合神心意的人。首先自己要有理想，無理想

的一代怎能寄望下一代有理想呢！敬虔的父母才能

培養出敬虔的下一代啊！我們要以基督教的信仰影

響下一代，不要讓世界的文化影響下一代。

宣教是付出的，不能計算利益，正如救恩是神

白白的賜與，並沒有要我們付出分毫，祂只是要

我們把祂的好消息廣傳開去。今日社會裏市儈的文

化、追求功利的風氣、利益算盡，愛心包容淪為空

談，不要被這些風氣影響下一代，否則就難以有人

願意宣教了。

期望香港教會在宣教事奉上飲水思源，當年若

沒有宣教士來華，怎會有今天的我們！我們也要

認清教會存在的目的，就是服侍那些未聞福音的人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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