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俠 女 歌 蓮 
從嚴鳳山牧師口中，得知他尊稱妻子歌蓮為俠

女。事緣歌蓮遇事鎮定，且喜拔刀相助，令他們的異

族婚姻平添不少色彩。出身美國密芝根州的歌蓮，於

慕迪神學院唸書時，在神巧妙安排下，在港結識了嚴

牧師，從此神將兩顆心相連在一起，並在印度事奉了

十多年，生下三名兒子。以下是歌蓮細談她的人生種

種、及事奉觀等。 

 

俠女背景 歌蓮出身於美國的密芝根洲，家中有五個哥

哥、三個姊姊、兩個弟弟，她排行第九。「我的性格

比較剛烈，有時甚或有點情緒化，但我喜歡幫助人。」

歌蓮坦然道。究其歌蓮的俠女性格是如何形成的？從

訪問中，知道她成長於一個天主教家庭。父親是一位

工廠主管，嚴厲的、直率的酒徒；母親同樣在工廠工

作，為人勤奮。歌蓮認為家庭對她的性格形成有一定

的影響。21 歲時，歌蓮相信主，神帶領她一步步更靠

近祂的心意。接著，歌蓮進入慕迪神學院唸神學士課

程，並於 1986 年畢業。1991 年，她畢業於東北大學，

獲碩士學位。2004 年，她修畢拜奧那神學院的跨文化

課程，獲博士學位。 

 

俠女情緣 在慕迪唸神學士期間，歌蓮主修宣教。那

時，有一位教授對她的影響較深，她曾經在印度生活

25 年。老師對於印度人信奉印度教，跟永生沒法遇上

那種失落感，歌蓮認定是神對她的呼召、負擔。24 歲

那年，她跟嚴牧師邂逅了，那時他 26 歲。歌蓮在嚴牧

師的神學院裡，作為期四星期的暑期實習。嚴牧師那

時彈結他，跟這位藍眼棕髮的女孩一起唱詩。「我的

負擔是到印度服侍印度教徒」歌蓮道。嚴牧師喜不勝

收地回應「我也是」。就是這樣一段美麗的異國情緣

開始了。但在訪問時，細查之下，原來那年歌蓮原本

申請到日本實習的，礙於種種原因，日本工場董事會

不批准她的申請。神的安排就是如此奇妙！ 之後，他

們互相通信，並於 1985 年結婚。直至他們正式出工場，

歌蓮才第一次踏足印度。 

 

行俠初期﹝1991-1994﹞在這期間，歌蓮主要學習語

言。在 1993-1994 年，她開始探訪不可接觸階層，這主

要是城中的鄉村人。由 1994 年開始，直至今天，夫婦

倆的負擔仍是這批人。 

行俠中期﹝1994-2005﹞在這段期間，歌蓮接觸低下層

的婦女，並她們的孩子。另外，歌蓮教授英文，對象

是兒童、女孩、在政府學校唸書的女子、語言學校的

專業人士，後者包括在當地事奉的跨文化同工、營商

者。那時每班人數約 6 至 9 人。在事奉中，歌蓮認識

到在政府學校唸書的女孩比較物質主義。同時，她認

為在德里的不可接觸階層，並不一定如想象中那麼窮

困。他們有些有房子，並可在政府機構中任職，他們

也是具有資源的一群。因為低下層在城市中較容易隱

藏他們的身分，他們當中有些甚或較有學識。 

 

行俠近期 ﹝2005-至今﹞2005-2007 年夫婦倆返美述

職，並於 2007 年八月他們再次返回印度繼續事奉。如

今歌蓮的職務跟嚴牧師一樣，同樣是工場主任。歌蓮

並不隸屬於任何一個隊工，相反她跟嚴牧師總管整個

印度事工。她主要作策劃、行政事奉，向每個人負責。

她關心在印度事奉的男女同工，如每月會透過電話跟

隊長談話，每三個月會見跨文化同工一次，瞭解他們

的近況。另外，夫婦倆嘗試在新工場開展商人、祭司、

高等種姓的事工。還有，她也作訓練事奉，如已開展

的英文教育項目。 

 

俠女家庭「我現時是雙職女性，既是家庭主婦，也參

與事奉。我的三個孩子雖各有不同的性格，喜好，但

他們的發展也很平均。他們都是好孩子，學業成續不

俗。現時大兒子、二兒子均在美國上大學，分別就讀

三年級及一年級。三兒子則在印度實行家庭教育，主

要由我教授，另外我們也聘了一位本地人教他數學。」

歌蓮道。「尤記起大兒子小時候，因為有免唇的關係，

作了多次手術，但神的恩手一直看顧他。而且在極大

的困難中，我們也經歷到極大的喜樂。今天，可以看

到的是，大兒子有一顆愛人靈魂的心，他現正修讀跨

文化發展課程。」歌蓮歡然道。 

 

俠女喜樂 歌蓮在德里事奉時，曾帶領比金鋪村的婦女

認識主。她可以看到她們的性格有所改變，今天有些

婦女甚或當起領袖來。「我現時學習享受在瓦拉納西

的事奉，我們努力工作，以至可以讓工作順利完成。

這裡有很多歡笑聲，因為我們跟一些很有趣的同工一

起事奉。他們是很好的事奉伙伴，我也可以看到他們

的事奉有一些成果。」說時歌蓮臉上露出欣悅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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俠女困難 「在我們來印度之前，可沒有太多人來這

地事奉，所以我們可算是試驗品。猶記起當我們在北

方語言學校唸書時，適逢寒冷天氣，兒子病重，我那

時多麼害怕二子會抵受不住這股刺骨的寒風。」雖然

她是嚴牧師眼中的俠女，但當說到兒子時，歌蓮愛子

之情卻洋溢無遺。歌蓮在這聖城生活，但屬靈爭戰對

她來說，並不是一件困難的事。她對於這課題並不很

敏感。在歌蓮的眼中，這些廟宇也不算很骯髒。現今

的工場氣候炎熱、不時有昆蟲來探訪。再者由於水管

破裂的緣故，她不能用浴室，且沒有電力供應，但歌

蓮認為這些都不是大問題。 

 

俠女風範 從嚴牧師口中，得知歌蓮不單在外好打不

平，不怕賊，好仗義。在家中，歌蓮也有獨特的角色。

比方，輪軚破了，是歌蓮換車軚，嚴牧師在旁幫忙打

傘。家中失火，嚴牧師慌忙執拾護照，歌蓮則趕去救

火。當中性格、國籍的不同，不單難不到他們，反而

起了很好的互補作用，且增添不少歡笑色彩。難怪在

印度這個男性社會中事奉，對她來說可不是太困難

呢。 

 

俠女減壓「首先，我要肯定自己有足夠的睡眠、運動。

另外，我會讀經、默想經文。還有，當我正在生一個

人氣的時候，我會肯定自己不會跟那人談話一會兒，

那就是將自己從這處境中抽離一會，好讓思緒有過

濾、沉澱的時刻。」這可是她戰勝環境的秘笈。 

 

俠女語錄「我認為不是每個人都需要上工場的，所以

最重要的是弄清楚神的呼召。若弟兄姊妹來印度之

前，可以為印度人祈禱，在自己的國家嘗試接觸這些

群體，那麼就會較容易適應在這裡的服侍；這裡需要

真正委身事奉的人。」歌蓮說。 

 

俠女未來 對於前路，歌蓮認為她仍會繼續作總工場

主任。退休大計？歌蓮認為她還沒有這打算，因為還

有一段路要走。但當她退休的時候，她希望自己有一

筆養老金，以致不會成為孩子的負擔。歌蓮認為她不

是一個先鋒人物，但當她知道有甚麼需要完成時，就

會繼續幫助推動這些事工。現在，她希望不單能維持

現有的事工，她還打算透過隊工，建立新事工。 

 

誠願神在歌蓮心中已動了的工作，能繼續下去，讓她

能本著愛在新的事奉工場、新的事奉崗位中，能更盡

心事奉主，成為家人、同工、當地人的祝福。 

(採訪及整理： 黃桂蓮) 

主 愛 穆 民 
摩洛哥全國有超過九成的穆斯林國民，這次 Fès

（摩洛哥第三大之城市）之行，我看到神要跟隨主的人

用「諸般的智慧（去傳揚祂），勸戒各人，教導各人，

要把各人在基督裡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西一 28）

當地的宣教士透過教學、友誼建立等，在日常生活中將

福音這個好消息與人分享。在十天的行程中，我主要在

一間小學舉辦的營會教授英語，每一天可以與十位老師

及八十位小學生出外認識整個社區，時間雖短，但感恩

能夠與他們建立良好的關係，也讓我擴闊眼界。 

 

 

最令我深刻的是看到摩洛哥人擁有很強烈的音

樂感，他們可以隨時隨地歌唱和跳舞，記得我們每天下

午出外參觀的車程中，老師和學生在擠迫的車廂內，拍

著窗框，打拍著用阿拉伯語和法語唱出的民謠，我也從

他們身上學了三首阿拉伯語歌。與穆民相處是神一直給

我的異象，神也給我容易結識朋友的恩賜，記得有一天，

有一位老師主動問我一個中文字，她想學習「生命」的

中文字是怎樣寫法，她一筆一劃的在黑板上寫上，我當

時十分感動之餘，也再次認證每一個人，縱然我們是不

同的膚色和民族，都想明白生命的真諦。 

 

最後一天營會要結束了，大家都因著要分開而留

著眼淚，互相擁抱。當我與每一位擁抱時，我心中為著

他們默禱，因為發覺原來我所擁抱的所有人，都不認識

耶穌基督才是真神，求主憐憫。但願神祝福整個摩洛哥

的工場，有主的愛伴隨，讓所有人都能有聽福音的機會。

 (作者 Jasm ne 於三月參加本差會短宣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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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記 念 我 們 的 團 隊 
 香港辦公室 

1. 有幾位姊妹正申請本會短期宣教，請記念她們的申請過程及預備行程。 
2. Jasmine 姊妹已完成短宣體驗平安回港並主的保守，求主引導她前面方向。 
3. Anita 姊妹在港實習將於 5-7 月協助辦公室工作，請記念她的事奉。 
4. 總幹事甘堅信牧師將於五月底回美國述職，求主記念差會運作及事工發展。

 嚴鳳山夫婦同工 
1. 請記念他們預備 5 月份的訓練課程。 
2. 有兒子要籌旅費往菲律賓實習。 
3. 嚴師母將於 5 月底來港教學，求主記念她教學的預備及保守整個行程。 

 亞蟲同工 
1. 她三月參加語言督導員課程，求主讓她所學的幫助新同工。 
2. 請記念未信主的三個兄弟及三個姐姐。 
3. 請記念她的敏感的腸胃，求主醫治。 

 登山者同工 
1. 請記念她預備第二階段的語言考試。 
2. 請記念她前面的事奉方向。 

 小枝子夫婦同工 
1. 請記念他們述職期間，在各教會分享能讓更多人關心工場的需要。 
2. 他們在港認識二位未信朋友，盼望有機會向他們傳福音。  

 野橄欖同工 
1. 請記念她與當地人所建立的友誼並有機會向他們分享福音。 
2. 求主給她更多福音對象及好鄰居。 
3. 她的語言不斷進步並能與當地人有更深入的溝通 

 
 

驢仔同工 
1. 感謝主！她已取得半年簽證。 
2. 請記念她在比邦的生活並賜她恩典過經常停電的炎夏。 
3. 求主賜她足夠語言能力可以應付日常生活。 

 小黑炭同工 
1. 她正在預備出工場，求主預備更多代禱者及經濟支持。 
2. 五月份將舉行異象分享就職禮，求使用這聚會讓更多人能關心工場需要。 

 

奉獻項目及方法 
我願意奉獻支持： 
□ Christar Hong Kong, Ltd./恩光使團辦公室經常費 

□ Christar Hong Kong, Ltd./恩光使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宣教同工 

□ 一次奉獻港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定期奉獻港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每 _____一次，由 ____________(月/年) 起至 ____________(月/年) 止 

姓名﹝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先生 □ 女士  

﹝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英∕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聯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抬頭：Christar Hong Kong, Limited / 恩光使團有限公司 或直接存入香港匯豐銀行戶口 819-095118-838， 

並將存根寄回通訊地址：P.O. Box 656, Shatin Central Post Office, Shatin, N.T., Hong Kong/新界沙田郵政局中央郵箱 656

號，以便發放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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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會 消 息 
 

        

總幹事來港 

     本差會總幹事 

   Steve Coffey 
     將於 13-19/5 來港 

開會及主領聚會。 

 

 

       嚴師母來港 
     嚴師母 ColleenYim 

       將於 29-31/5 來港 

在播道神學院任教密 

集課程及主領聚會。 

 

 

 

          

           

  

第 21 屆恩臨萬邦運動 

青年宣教動員大會 

 

主題：Go 4 Mission— r u ready? 
日期：5 月 31 日至 6 月 1 日 

包括：座談會及差傳奮興會                  Welcome! 
地點：九龍塘真光書院                                                                   

詳情及報名請與香港差傳事工聯會聯絡 
或致電 2392 8223 及瀏覽以下網址 
http://www.hkacm.org.hk 

 

電子郵箱：christar.hk@gmail.com   網址:http://www.christar.hk.org 

辦事處：大圍積德里 24-26 號富昌樓 4 樓 A 室   電話：2602 0355   傳真：3013 9540 

差會的月禱會 

日期：8/4, 13/5, 10/6 (星期二) 

時間：7:30 - 8:30 pm 

(6:30-7:30 pm 一起晚膳，歡迎參加) 

地點：恩光使團辦公室 

沙田大圍積德里 24-26 號富昌樓 4 樓 A 室 

(大圍火車站 A 出口直行至馬會投注站對面) 

 
  如有查詢可致電金堅信牧師 2602 0355 或 90275675

  

中亞洲異象分享 

五月份差會月禱會將有小枝子夫

婦分享事工及工場情況，日期為 13/5

晚上 7:30 至 8:30，於本差會辦工室舉

行，歡迎參加，詳情可致電差會查詢。 異象分享就職禮 
    誠意邀請你們參加小黑炭

同工的異象分享暨就職禮。 

日期：18-5-2008 (星期日) 

時間：下午 3:00 至 5:00 

地點：沙田博康村基督書院 

      (馬鐵沙田圍站 B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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