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童時期在主日學首次背誦的聖經金句，就是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

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三16）。幼小心靈

接受了天父的宣教心，清楚認識神愛世人是鐵一般的事

實，可是許多人因不認識神而拜假神，更不明白神賜獨

生子為人類完成救贖，需要有人去告訴他們。於是我向

神禱告，誠心願意走到世界不同的角落，宣揚神的愛和

救恩。神悅納孩童單純的禱告和心願，帶領我一生走遍

亞洲、非洲和北美洲去宣講神的大愛。向同文化、近文

化以至異文化的人傳揚福音，從蒙召受造起到如今，度

過了四十多個寒暑，無論何往，這顆從天父而來的宣教

心一直熱烈地燃燒，我認同使徒保羅所說：「若不傳福

音，我就有禍了。」

我是個單純和不太活躍的人，早期神呼召我向貧

窮人傳福音，我以為會終生留在首個工場　　馬灣島，

做夢也沒想到神讓我先在香港的馬灣開荒佈道，是要訓

練我往海外宣教。然後神帶我越走越遠：先在越南、泰

國、台灣及韓國，單身向近文化的人宣教超過十年，又

有機會進修，多受裝備。後來，神為我預備終身同工江

榮義伴我同行，踏上非洲跨文化宣教之旅，在西非利比

里亞和南非約翰尼斯堡蘭納西亞鎮（Lenas i a）宣教約

二十年之久。在非洲期間，我不但學為人妻，也學為人

自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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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生下忠華，在異文化中養育他到十八歲。更沒有想

到，耶和華以勒的神為兒子打開求學的路，二○○一年

十二月帶我們一家到多倫多市，投入新的事奉。我在那

裏服侍邊緣人，學習向在囚人士、吸毒者、賭徒及殘障

人士個人傳道和栽培。為了服侍這些特殊群體，神賜下

再裝備的機會，讓我在多倫多泉源輔導中心修讀關顧訓

練課程。修畢後，又在香港建道神學院修讀婚姻及家庭

治療研究課程。

回顧過去，神的恩手一直引導我，在不同的國土、

民族和群體中服侍，其中充滿挑戰和學習。我偶爾寫文

章，分享宣教生涯的學習心得，但從未想過要輯錄成

書。幾年前回港時，在香港差傳事工聯會辦公室遇見熊

太，她鼓勵我寫宣教回憶錄，見證神恩；我經過禱告，

神感動我接受這項挑戰。神讓我一生委身作「宣教學

徒」，身處不同環境中有學不完的新功課，這些經歷

是我這個「學徒」之「學途」。首先要感謝神透過「差

聯」給我這個機會，回顧數算主恩，心被恩感，熱淚滿

眶，深感神和許多長輩同工在這個「學徒」身上之教誨

和雕琢，使這個不成器的人不住受「管」與「教」。感

謝神不離不棄的愛和聖靈保惠師的同在，不斷以感動、

教導、提醒、指責和攔阻作為引導，讓我不偏離祂的心

意；如今到了年老衰敗的日子臨近，祂仍然保守我這顆

赤子之心，像孩童般受教領悟，以敏銳的心，聆聽聖靈

的聲音，繼續學習成長，願越來越像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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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差聯」的《往普天下去》開設「宣教學途」

專欄，每期刊登；又蒙同工編輯、打字及校對等工作的

辛勞，使這書能出版。還要感謝恩師高雲漢牧師、國

際事工差會香港區前主任余慧根牧師和中華福音使命團

邱提鴒博士為本書寫序，更感謝滕近輝牧師題字，感謝

許多弟兄姊妹關心和代禱。願將榮耀頌讚歸與召我、用

我、扶持我之三位一體　　聖父、聖子、聖靈的名，祂

是創始成終的主。

由開始動筆到完成書稿漫長的三年歲月裏，我獲益

良多，學習回顧、數算神大大小小的恩惠，心被恩感，

湧出讚美。在宣教歲月裏有許多珍貴的得着，讓我更認

識自己的軟弱和不配，發現和認識神的大能遮蓋我的軟

弱不足，以祂信實的應許：「我的恩典夠你用，我的能

力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扶持我度過每一天，走過

這漫長之四十多個寒暑。多次灰心、舉步維艱，祂背着

我走過高山深淵和幽谷，終生同行，不離不棄。祈求神

繼續保守、扶持我走到人生盡頭，能在見祂面時，被祂

稱讚是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一生信靠順服，走完事奉人

生的道路，我心足矣！

本書內容大概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宣教歷

程」，回顧宣教學途的點滴，包括在本地和海外宣教工

場學到的功課。第二部分是「宣教體會」，論到一些宣

教常遇的問題，以及反省宣教模式。本人才疏學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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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英文都欠佳，或會辭不達意，感激編輯為我修改潤飾，

使讀者可以領會。祈求感動和引導我書寫的聖靈也照樣

感動讀者，使用本人學途之體會與分享，對您說話，讓

您也學到神要您學的珍貴功課，在事奉的路上繼續成長

和邁進，就如詩歌「向前走」的歌詞：

向前走呀！努力向前走，一去不回頭。

向前走呀！努力向前走，前進莫退後。

手扶着犁向後看的人，不配進神國。

向前走呀！努力向前走，主就在前頭。

盧樹珠
二○一○年七月‧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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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創意學途

利比里亞的村莊生活十分簡單，物資短缺。從文明

社會進入叢林村莊生活，就得學習當地人就地取材，廢

物利用，不浪費任何資源，可以說是相當環保。想到天

父是創造的主，擁有無限的智慧，我們是祂的兒女，是

照着祂形像造的，也具有創意思維和創造力，能善用有

限的資源。

一、班迪人之創意無限
1. 善用神創造的資源

1.1. 棕櫚樹

在我們所居住的環境，四周都有棕櫚樹，但並非由

當地人種植，而是神賜給他們以照顧生活所需。棕櫚樹

用途甚廣，不同部分各具用途。我經常看見有人爬到棕

櫚樹頂，取下十分香醇的樹汁，放幾小時便成了酸甜的

棕櫚酒，和知己好友分享，喝得酩酊大醉，不亦樂乎。

棕櫚樹的葉子可用以搭棚；枝幹十分粗壯，可以作木條

製造睡床、桌子和椅子，十分堅固，而且涼快舒適，比

沙發和彈簧床更健康，我們不少家具亦是由棕櫚葉枝做

的。在棕櫚樹頂的葉子下，棕櫚子如一串串碩大的葡萄

般垂掛着。人們取下棕櫚子後放入水中煮爛，浮在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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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呈深橙紅色的，就是美味的食油；提取油後，其渣滓

還可以作燃料；而果核的殼可用石頭打開，用作生火；

內裏有油的果實可供食用，味道很好。當人們摘下棕櫚

子後，可把剩下的粗壯枝子（也稱為「芯」）燒成灰，

然後用水混和，黏性很強，再搓成長欖形，就成為肥

皂，不但可用來洗澡，還可以用來洗衣服，對白色衣服

更具漂白功效。我對當地居民不費分毫、富創意地善用

棕櫚樹各部分，感到十分驚奇，亦讚歎神慈愛的創造和

供應。	

1.2. 新奇食物

a . 	飛螞蟻	

每逢天將下雨，飛螞蟻聯群結隊飛到有燈火的地

方。非洲人就用稻草點燃火把，在火把下面放一大盆

水，引飛螞蟻來掉進水裏。這些飛螞蟻體形大，營養價

值高，令我聯想起施洗約翰以蝗蟲作食物。有時候人們

把掉進水裏的飛螞蟻立刻放入嘴裏吃，或用棕櫚油烹

炸，十分新鮮，甘香美味。

b.	蝸牛	

每逢雨季，樹林內到處都有蝸牛爬行，村民一家大

小拿着麻袋去捉蝸牛，經常都滿載而歸。用烤和煮等不

同烹調方法，加上辣椒和棕櫚油，令人回味無窮。

c.	蛇與其他動物	

當稻米快要成熟，動物就會走到稻田裏吃莊稼，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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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吃小動物，因此到處都可以發現牠們的蹤影。村民喜

歡晚上在稻田旁之小路挖掘坑洞，佈下陷阱捕捉動物。

眾人於日落回家後，除了靠稻草人看守外，就靠陷阱去

捕捉來偷吃的動物，以保護田園。天還未亮，人們趕緊

往田裏看看有沒有捕獲動物，一家老少可以享受野味大

餐了。在我們居住的村子裏，有一位十分能幹的獵人，

他能模仿各種動物的叫聲。當他晚上外出打獵，想要吃

甚麼野味，就扮那種動物的叫聲，引牠們前來。我們與

他為友，常吃到他的獵物，如鹿肉、野豬、穿山甲和許

多不知名的動物。

秋天不少母蛇會產卵，牠們盤伏蛇卵時動也不動，

如石頭一般。村民會到處搜尋母蛇，如有發現，便用網

捕捉，然後宰了，把蛇皮曬乾留用；多以火烤蛇和蛇

蛋，分給許多村民一同享用。此外，他們有些人養了山

羊，一般都會留待婚喪之時才宰來吃。

d.	魚蝦

在我們居住的地方，四周有河流和小溪，村民常

去捕魚或釣魚。那裏的魚蝦多是細小或中型的，要到較

遠、較大的河流才可釣獲大魚。他們每次收穫回來，都

歡歡喜喜，不但自己享用，亦分給鄰居親友品嚐。

1.3. 燃料 

村民每天往返農田工作，在路上撿拾樹枝，回家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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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後用作燃料。每逢旱季，他們（特別是男子及孩子）

都會四處去砍柴，綑起帶回來儲存，待乾了後才作柴

燒；他們曉得雨季時木柴太潮濕，不易燃燒，故未雨綢

繆。若撿到好的木材，就會留着製作家具，而不用作燃

料。

2. 小孩子更具創意

2.1. 足球 

非洲人有兩種天賦才能，一是很會唱歌，還自然地

分部唱，並且很和諧，共鳴感相當高；二是喜歡運動，

表現出色，常在國際比賽中獲獎。雖然在非洲很多村子

都沒有足球場，但非洲人卻從小喜歡踢足球，自製足球

的創意更令我十分佩服。他們在村內搜集破襪子，把破

襪子一雙套一雙，越套越大，就興高采烈地踢這個自製

的足球。較年幼的孩子多用自製的足球，而青少年較常

用真的足球。村長會請出城鎮的人順道購買足球，讓全

村的人練習，準備與其他村子的球隊比賽。他們的團隊

精神很好，十分有默契。

2.2. 玩具

村民的生活方式都是靠勞力和創意，就地取材，

廢物利用。他們用撿回來的鐵罐、鐵絲、鐵圈及破爛的

日本拖鞋、涼鞋等，極具創意地製造出精緻的手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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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華與他兒時的玩伴

摩托車和款式奇特的汽車作玩具。他們一起找來廢物，

共同研製出不同的汽車玩具，亦一起玩，十分享受自己

團隊憑創意製造的成果，快樂無比。有一次有人在田裏

捉到一隻貓頭鷹，把牠翅膀的羽毛剪短了些，使牠不能

飛，送給忠華作玩具，把貓頭鷹綁在他的三輪小單車把

手上，大家一起玩。貓頭鷹亦十分喜歡和這群可愛的小

孩子玩；他們還去捉昆蟲來餵養牠。又有一次，他們在

樹林發現了一隻與母鹿失散了的小鹿，把牠帶回來給忠

華，他們一起用奶瓶餵牠。其後還捉到小穿山甲、田鼠

及一些我不懂得的小動物，他們十分享受神創造給他們

的「玩具」，神又給他們創意，自製許多不同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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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靠神恩惠學習創意
1. 煮食創意 

我的丈夫想到叢林中沒有中國餐館，於是買了不少

食譜和著名菜譜帶往非洲，但沒料到那裏沒有煮中菜的

材料。我實在感到巧婦難為，祈求神賜下智慧去找材料

外，也創作烹調方法，以能達到「非菜中煮」。與我們

同屬一差會的宣教士太太們出版了一本食譜，每人創出

了許多就地取材的食譜，有非菜英煮、非菜美煮、非菜

德煮、非菜澳煮、非菜紐煮的創意佳餚，讓我也介紹創

意材料和非菜中煮的食譜。

2. 搜尋食材

2.1. 竹筍

既然沒有煮食材料，就要就地取材或自行栽種。首

先，我在村子中發現不少河溪旁邊有很多竹子，於是我

在竹子之根部找竹筍，發現竹筍十分粗大，村民從來沒

有吃過，於是我就請村民幫忙，用鐮刀砍下竹筍來。我

削去竹筍粗硬的外皮，剩下裏面嫩的部分，用滾水煮，

經多次換水，直至水不再呈黃色，澀味盡除，便放進罐

子用鹽水浸泡，存放在冰箱裏備用。我發覺用竹筍烹調

肉類相當美味，於是教導非洲人吃，他們也喜歡，用辣

椒和棕櫚油煮起來更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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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種植

這裏一年只有旱季和雨季，陽光充沛，沒有冬天，

加上土地肥沃，十分適宜種植。澱粉質類有稻米、木

薯、玉米、番薯等；瓜菜類種類不多，有茄子、番茄、

豆子、黃瓜、地瓜葉、莧菜等。於是我開始學習種植，

先在後園挖一個洞，把食物的渣滓放進去，為土壤施

肥，然後鋤地鬆土下種。由於沒有農藥，故要種深綠色

的蔬菜，才不會一夜之間被蟲吃光。我拜託好朋友空郵

一些種子試種，經過一段日子，成功種植許多本地沒

有的蔬菜和瓜類，如白蘿蔔、四季豆、青崗菜（上海白

菜）、合掌瓜、冬瓜、小黃瓜等。

2.3. 做糕點和食物 

能成功種植蘿蔔，我真的很高興，因可以做蘿蔔糕

了。沒有粘米粉，就得用杵臼把米舂爛成粉狀，然後用

紗網過濾，用來做蘿蔔糕和芋頭糕。我又用阿華田、糖

和粉等做年糕，還可以做油角、芋蝦等廣東賀年食品，

很有意思。

由於我們住在山上，不近岸邊，故少吃海產。家

人為我們寄來做壽司之紫菜片，我便將番薯葉、洋葱及

罐頭午餐肉煮在一起，又煎蛋皮做壽司，十分美味。我

又做麵包和包子，還教導村民用罐頭的罐子做麵包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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糕，以土製的大鍋子充當烤箱（焗爐）。此外，我用手

搖麵機做麵條和餃子皮，又做刀削麵、油條和咸煎餅，

靠着神賜的創意嘗試烹製食物。單單是使麵粉發酵，已

花了不少心思和時間，開始時做不成，屢敗屢試，不斷

改良；每當成功時，心裏喜樂難以筆墨形容。

3. 創意家居

房子是村民自己蓋的。他們用地上的紅泥做磚，在

太陽下曬乾後，以紅泥漿代替水泥拼合磚塊，實在是就

地取材。紅泥黏性很強，比水泥更耐用，最棒的是不用

花錢買，由創造主慷慨地免費供應，要多少有多少，而

且不用求諸遠方，真是欣賞和讚歎神奇妙的創造大工，

為非洲人預備紅土來造房子棲身。

3.1. 廚房

非洲婦女不是在廚房裏做飯的，而是在房子的前院

或後院之大片空地上，用三塊大石頭拼起來做爐子，把

鍋子放在石頭上，下面就生火燒柴；地上鋪一塊草蓆，

坐在上面洗菜切菜，且不必用砧板，用手拿着菜捲成一

團就切了，十分有技巧。我曾效法她們，但還是不習

慣，要用砧板，否則很容易把手割傷。

我在屋子後面搭建了一個廚房，牆的上半部是紗

網，下半部用磚塊建成，用鋅鐵做房頂。廚房的一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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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存放木柴，為了把柴烘乾，要放在煮飯的爐灶旁，之

後就可用來生火了。廚房的另一角落則造了一個爐灶，

是用白蟻窩的泥建成的，十分堅固，耐得住火燒，也

不會有裂縫。爐灶的表面用水泥弄得平滑，爐上有三個

大小不同的洞：大的在最裏面的一角，把大的土製鍋放

在上面，作烤焗和燒水之用；另外一個洞用作燒菜；最

小的一個洞則用作燒飯。灶旁只有一個洞，可放入柴燃

燒。當火在前面兩個較小的洞口下燃燒，可傳熱至最大

之洞口上的鍋子，燒熱鍋內的水，待飯後洗碗和洗澡時

使用，十分環保。這個設計概念源於自己小時候在新

界或離島的鄉村，看過廚房的爐灶而得到啟發。村中婦

女看我所造的煮食爐灶，感到十分希奇，認為我深具						

創意。

3.2. 籬笆 

我們用樹枝在房子的四周築起籬笆，不但可阻擋

山羊在房子四周便溺，還可以防止好奇的村民站在窗戶

窺看，給自己多點私人空間。我亦在每個窗戶裝上布窗

簾，使我們的家不再像「金魚缸」被村民任意觀看。自

此村民也仿效我們圍籬笆，可見非洲人願意接納外來的

新事物，並且有仿效的智慧。這亦是福音預工，讓他們

對我們帶進村子來的新事物先存好感，日後向他們傳福

音也會較容易。感謝主奇妙的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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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鋪地板

房子是由紅泥建成的，雖然地面用水泥鋪過，但還

是凹凸不平。那時兒子才幾個月大，正在學爬行，即使

我每天多次抹地，卻總覺得地面骯髒。小鎮內有店舖售

賣厚膠蓆，村民通常用來鋪桌子和作為床蓆。於是我按

家裏客廳地板的尺寸，買了一大卷厚膠蓆回來，下雨時

可防止地面濕滑；當天氣乾燥、沙塵很大時，房子因就

近馬路，車子駛過颳起的泥沙常吹進屋內，一天要多次

抹拭，但自從地面和桌子鋪了這種厚膠蓆後，打掃工作

容易多了，也較為乾淨、平滑，可以安心讓孩子在地上

爬行，他也開心多了，跌倒受傷因而減少了。

結語

叢林村子原始、簡樸的生活，與自己原居地的環

境和生活有天壤之別，使我難以完全跟隨村民的生活方

式。然而靠着創造天地的主賜給我智慧和創作能力，學

習善用有限的資源，每天都有新發現。村民的生活，甚

至孩子之創意，都帶給我們無窮的啟迪。他們雖然少受

教育，成人多為文盲，但是他們有神的形像，靠神所賜

的智慧和自己的勞力，去發掘和善用資源，作為日常用

品、食品，甚至建築材料，生活所需大部分都不必花錢

去買，生活充滿樂趣。他們懂得欣賞和循環再用天然資

源，一點不會浪費或糟蹋，叫人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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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以務農維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十分勞

苦。然而他們工餘之時，每當月圓之夜，便三五成群，

載歌載舞讚美神，用自製木鼓和乾瓜子粒穿成之線網，

載着乾瓜搖擊，就發出美妙清脆及和諧的聲響。反觀我

們住在城市的人，一切食品、用品、玩具都是現成買回

來的，應有盡有，不必動腦筋，反而扼殺了神所賜給人

的創意，實在甚為可惜。我回到城市生活，在烹飪和家

居佈置上仍然活用創意，廢物利用，不用菜譜，自己創

作不同食品的配搭，我想是因為自己在非洲生活接近廿

載，深受非洲創意無限之文化薰陶，從創意中更靠近創

造我們的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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