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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母從事教育，我從小在教會

長大，曾多次決志信主。中學就讀拔

萃女校。15歲時曾隨父母去泰國北部

短宣，參加演出默劇，角色是蒙恩罪

人。想不到就在劇中，神感動我，讓

我明白主耶穌為我的罪而被釘死。回

來後，爸爸鼓勵我參加受浸班，我也

把生命主權交給神，16歲受浸，那年

是1992年4月。

走進熱帶雨林

中學畢業後，我去英國讀大學預

科。該校360個學生來自80個國家，

讓我眼界大開，看到各地的需要。因

為那次去泰北短宣時，我發覺醫生拿

簽證比其他人方便，為了方便宣教，

便在1995年進愛丁堡大學的醫學院。

2000年11月，我去非洲加蓬

（Gabon）宣教醫院短宣。我有四個

月假期，計劃用兩個月去非洲體驗，

看神是否呼召我去非洲宣教；另兩個

月我希望回香港認識一個華裔男友，

因為在愛丁堡難得看到一個華人。上

飛機前，朋友說：「說不定妳在非

洲會認識一個人呢！」我說：「怎可

能？那裡是熱帶雨林區呀！」

到了加蓬，看到宣教士們捨己忘

我的精神，十分佩服。但我覺得，我

沒這本事。我在日記寫下七個不能做

宣教士的原因，告訴神，我不喜歡蛇

蟲鼠蟻、怕吃苦、膽子又小等。

巧遇另一半

一個早上，我在海灘上來回散

非洲的呼聲
黃凱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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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與神角力，一直到下午三時。

最後終於投降，對主說：「請用我

一生！」次日回醫院，碰到宋安理

（Henri Samoutou，高級眼科手術

技師，眼科中心主管），晚上醒來，

居然預感他將是我的丈夫。怎麼可能

呢？才有一面之緣，不知道他是否已

婚或有女朋友。但神感動我看路得

記，讀到第一章11至16節，更越發

清楚，安理就是我一輩子要跟的人。

可他是非洲人，我和他屬於兩個不同

世界。神又感動我看民數記十一章23

節：「耶和華的膀臂豈是縮短了嗎？

現在要看我的話向你應驗不應驗。」

當時，我在加蓬只剩下兩個禮

拜。安理不會講英文，我們用法文交

談。我的法文又不好；但很奇怪，我

們都明白對方。後來知道，安理第一

日見到我，也有同樣的感動，並且也

為這事禱告。我們等了四年才結合，

因大家都很審慎。那時我們沒有電

話，沒有電郵，只憑信件溝通，一年

見面一次。父母知道我和貧窮落後的

非洲加蓬人談戀愛，又無法和安理溝

通，真有點擔心。

傳奇生命，神作大工

安理比我大兩歲，是家裡第12

個孩子，上面有十個兄姊先後夭折，

安理為村民們檢驗視力安理在進行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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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剩下他和第十個哥哥。安理出世

後，他母親想，這孩子也必要死，便

把他的姓氏改作Samoutou，意思是

沒有希望。

安理四歲，媽媽去世。他父親帶

著兩個孩子回鄉，交祖母撫養。他們

讀書，每天來回要走七公里路。師長

和同學看見安理終日愁眉苦臉，不交

朋友，給他綽號「憤怒的小男孩」。

安理15歲時，應鄰座同學Roger
的邀請去教會。牧師講道時，正中他

的要害，他想：「我得罪了神！」那

晚，安理整夜失眠。

第二個主日，他再去教會，會

後一位女士問他有沒有問題，他問： 

「如果神愛我，為甚麼讓我四歲喪

母？全世界最疼我的人是媽媽。」

原來他十多年來一直把這問題藏在心

裡。那位女士說：「我不知道，但我

知道生命在神手裡。祂對你的人生有

美好的計劃。」安理回家哭了很久，

他信了耶穌，生命漸漸改變。我認識

他時，他很安靜、平和、喜樂，看甚

麼都很正面。他沒有經過輔導，就是

神改變了他。

加蓬事主

真湊巧，我倆都是在1992年的復

活節主日受浸的。認識四年後，我們

也選在復活節的禮拜六結婚。其後，

安理到英國讀了兩年神學，我也進修

有助非洲宣教的課程，如婦產科、熱

帶醫藥和愛滋病等。2005年6月，長

女曉恩（Cherissa）出世。2006年10

月，神帶領我們回非洲加蓬的宣教 

醫院。

加蓬兩年，我們沒有薪金，但從

沒缺乏，覺得自己像君王那樣富有。

非洲的熱帶雨林區十分落後，常常停

電，沒有水，有很多蛇蟲鼠蟻，沒有

餐廳，生活很不方便；但我們生活得

很開心。神藉我們賜福給很多人。那

裡的盲人五分之四能治好，因為大部

分是白內障。一個小手術，花費約一

百多港元，就能使一個人重見光明，

多麼有意思！我們又給他們配眼鏡，

並做其他眼科服務。

非洲當地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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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感謝神！起初眼料中心有

Christian Blind Mission資助，後來

能自食其力。醫院有很多部門，每

年有1,700人決志信主。最難的是栽

培。我們在附近鄉村建立了教會，搭

一個類似帳幕，用鐵板建造的教會，

有120人聚會。主日學只有我一個老

師，學生80個，他們不懂法文字母，

沒有筆，我藉教法文引導他們認識聖

經。安理帶領聚會，每主日講道，做

門徒訓練，栽培本地信徒領袖。我們

做得很開心，還做很多其他事工，例

如：幫助有需要的人上學、幫忙愛滋

病中心等。常有很多短宣隊來訪。

去到剛果

2008年，我懷第二個孩子，因

第一胎有困難，所以回英國待產，並

服事當地的留學生。我們沒有忘記非

洲，一直等候神的帶領。英國也有很

多事奉機會，有些福利不錯，又有薪

酬，供孩子讀寄宿學校；但我們知道

這不是神要我們去的地方。

2009年11月，我們心裡有感

動去剛果。那裡有一間宣教醫院，

主診醫生是 Dr. Joseph Harvey。 

他十年前在加蓬認識安理。我們問

Harvey醫生需不需要我們，Harvey
醫生說他們正需要一個眼科中心。

2010年3月，外子回加蓬事奉，

才到就有400個病人候診。加蓬有眼

科中心，需要還是這麼大，剛果沒有

眼科中心，需要又是何等大呢！後來

他去剛果視察，第一日有5個人去看

他，次日12個，第三日30個，第五日

有百幾人。但安理對我說，剛果的情

況比加蓬更糟，資源缺乏，「如果在

市場看見一袋米，不立刻買下，可能

就要等上好一段時間才再有米。石油

氣也是奇缺。人人都用腳踏車⋯⋯生

活很艱難。」

那時我們已有三個孩子，開辦中

心的費用沒有著落。如何是好？於是

天天迫切禱告。每早晨都像聽見有聲

音說：「請過來幫忙我們！」聖經上

說：「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

辭，就當向那應得的人施行。」（箴

言三27）我們覺得，我們應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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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最左）全家

那地方又有需要，應該要去。到了

2012年4月，我們不顧一切，毅然舉

家遷到剛果，憑信心設立眼科義診中

心“New Sight”。

是的，我們要學習技術，但也

要鍛鍊心志。譬如，我們很怕向人

募款，怕宣傳自己。我們喜歡安安靜

靜地行醫助人；但是，如果因為我們

怕，沒有資金維持診所，無法幫助失

明的人，我們就需要學習克服害怕，

把需要告訴人。

我是個平凡的女子，在香港鋼

筋水泥的森林長大，要去非洲熱帶雨

林生活，談何容易？但神幫助我們，

還有弟兄姊妹愛心的支持，我們的

事工就可以繼續下去，使許多人重見 

光明。

女兒表現令人感動

有人對我說：「我永遠做不到

你們所做的事。」是的，大部分人不

會做我們所做的事；同樣，我們也不

能做其他人所做的事。在主裡我們要

配搭，叫神的道傳開，使更多人蒙恩 

得救。

我們的大女兒曉恩（Cherissa）
六歲換牙時聽朋友說，把門牙放在窗

台，牙齒仙女會來取去門牙，留下現

金。於是，她把掉下來的門牙放在窗

台上，她爸爸就討她開心，暗地裡把

門牙取去，留下兩磅銀。曉恩立刻要

把錢捐給“New Sight”。我教她用

這些錢買了點材料做餅，拿去賣。她

賺了四磅銀，再用來買卡片去賣，兩

個月內賺了40磅。我們將這40磅奉

獻給教會。她每賺到港幣200元，就

能幫助一個盲人接受手術，多麼有 

意義！

神可以用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

但願我們都獻上自己，在主手中，使

多人蒙恩得救。 

（余黃國凱採訪、整理）

編者按：欲了解並支持 New Sight事工，請瀏覽網 
站 (www.newsightcongo.com); facebook (New 
Sight Congo); twitter (@newsightco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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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學前後，開始想到人生的意

義，但是因為我不願謙卑把生命的主

權交給神，所以一直尋尋覓覓，不能

認識真理。

經歷神，生命改變

大學畢業後，我希望藉教書回

饋社會，也許也想尋找神，便選擇到

一間基督教非牟利的私立中學教書。

婚後不久，我與丈夫黃謂儒決意參加

教會生活，可是靈命和聖經知識都很

淺，直到婚後一年半，女兒凱欣出生

的那個晚上，我緊握著主的手，走

過死亡。「凱欣」是凱旋歡欣之意。

自此，我體會每一天都是神額外的賜

我珍愛的女兒──凱欣
黃范漸好

福音再臨到我

小學前，我隨堂姊參加過幾次兒

童聖經活動。小學也有機會聽福音，

中學時更認識不少基督徒，但是我

想：我要永遠與父母在一起，不論今

生來世。如果他們不能去天堂，我就

不去；所以我不願意信耶穌。

作者 （右）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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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心中為此無限歡欣，女兒英文名

字是Joyce，也是歡樂的意思。

記得女兒出生那天，我被推進產

房時，心中默禱，求主與我同在，就

睡了。後因大量出血，血壓過低而昏

睡過去。昏迷中，神讓我感覺到祂是

愛，我在祂的懷抱裡，不論人信不信

祂，祂仍在。在昏睡中，我聽到眾聲

高唱：「和散那，耶和華以勒！」整

個過程還有很多細節（因為醫生告訴

我丈夫，我在手術過程中心臟曾停頓

過）。這經歷徹底改變了我的生命。

在主裡教養女兒

醒過來時，我翻閱聖經才知道

「耶和華以勒」的出處。這金句一直

帶領我教養女兒，直至今天仍不斷地

學習「放開」的功課。神若要取去女

兒，就得放手；放開她，就像亞伯拉

罕獻以撒──很難過，但是需要做。

此外，還有兩節金句帶領我教養

女兒：一節是：「兒女是耶和華所賜

的產業。」我只是管理產業的人，所

以要好好管理，隨時要交出去的。另

一節是：「兒女是勇士袋中的箭。」 

我努力把箭朝著紅心射去。放出之

後，箭會否受到狂風、飛來的雀鳥或

石頭移動了軌道，就非我所能左右的

了。丈夫和我在不可停止聚會的信念

下，一直帶著女兒參加教會不同的聚

會和活動，所以我常說，女兒是在教

會長大的。

盡我們所能去做

一直以來，我和外子都盡我們

所能做的去做。我們想，她應學會自

己照顧自己。於是讓她不斷有機會參

加小女童軍、學習自衛術、拯溺等活

動，及爭取不同類型之經歷等等，為

的是要她學會獨立，保護自己。讓她

到法國文化協會學法文，為的是多學

一種語言；聘請私人鋼琴老師教她彈

琴，不考公開試，為的是只要她有

音樂感，不要讓她有壓力。七十年代

末及八十年代初，父母帶幼童出國旅

遊不甚普遍，她未足兩歲已有機會出

國，為的是讓她學習如何看管行李、

按時出席導遊安排的行程，學習自 

主⋯⋯。

我們教凱欣，每個人都是平等

的，常與她唱「耶穌喜愛小孩，不論

紅黃藍白黑，都是耶穌寶貝」；所以

凱欣從小對補鞋伯伯、警察叔叔、清

道夫先生都很有禮貌。我們又教她做

人之原則，因為聖經說：「萬事都互

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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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是愛主、信耶穌基督的弟兄。

我得坦然承認，當獲悉她和宋安

理結婚之決定時，作為父母的我們，

一方面尊重她的決定；但也沒有極度

的興奮。即時之反應乃是與數位牧者

溝通，並且堅持女兒與安理必須接受

婚前輔導。因為結婚是人生大事，況

且是與非華裔人組成家庭。深信女兒

新家庭之建立正如其他新家庭一樣，

必須有上帝之印證，才可得到祝福，

才有能力迎接新的環境。

其實，在女兒青少年時期，我們

已與她談過有關傳福音、服事神、服

務人的裝備。她15歲時已隨我們夫

婦到海外作多次之短宣事奉。我相信

這些經歷引致她入大學選修醫科。她

父親一向對差傳很有負擔，多年來在

教會參與事奉，對宣教也很了解。所

以這幾年我們默默地作他們隨時的幫

助，讓他們做他們計劃要做的事，不

去干預。

後語

其實，目前我不大喜歡談女兒一

家的離別，實在有些傷感；而且一直

以來，我都是安靜地在丈夫、女兒的

背後──我是凱欣的媽咪、黃校長的

太太。我很樂意這樣介紹自己。

事謝恩」，「聖靈用說不出來的嘆息

為我們禱告」，還有詩篇第廿三篇

等。我也把長輩對我的教導，例如：

「得人恩果千年記，得人花戴萬年

香」教給她，教她懂得感恩、報恩。

將女兒交託給神

凱欣是我們的獨生女，試想，

她要嫁到澳門，我都會覺得遠，很捨

不得！那年，當我知道她要嫁給一個

非洲人，如果說我沒有矛盾，沒有心

情起伏，那是騙人、騙己。不過，早

在她離港赴英升學，她爸爸陪她上路

時，已跟她討論過擇偶的唯一條件：

作者（左二）夫婦與女兒一家攝於往剛果宣教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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