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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秋，我去泰北的金三角，在鸦

片大王所管制的区域认识了苏牧

羊牧师，那年他59岁。他带着我走遍了那里许多崎岖不

平的山路，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一个“不惜一切”要把福

音带给那些穷苦、凄惨、无盼望的人的宣教热情。感谢

上帝的恩典，我们同工十五年，一起见证着真神伟大的

作为！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

死了，仍旧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果实来。”                                                                                                                             

（约翰福音12：24）

整装待发传福音

苏牧羊牧师年轻时曾是一名军人。1942年，当他

从军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得了无法医治的重病。战友把

他抬到一间没有人住的空

屋，让他在那里慢慢等死。

就在他感到最孤单、最绝望

的时刻，一位白衣使者出现

在他面前，并和他说话，过

后他的身体就慢慢复原了！

许多年过去，苏牧羊早把这

个特别经历忘得一干二净！

然而，神却没有忘记。1968

年，在一个布道会上，苏

牧羊第一次听到福音。神藉着一名从香港到泰北的宣教

士向他呼唤“归回羊群”，这时他才想起重病时的那段

奇遇，苏牧羊接受了耶稣。从此，神改变了他的整个人

生！

苏牧羊信主时虽已52岁，但神却大大使用他，使

他成为一名福音的拓荒者、宣教的勇士！是他把福音的

种子带到泰北的金三角。为了传福音，他每天背着一个

小麻布袋，里面放着圣经和福音单张，从一座山走到另

一座山，挨家挨户探访。遇到路人，他便派单张给他

们，并开始讲述福音。就这样，年复一年，神不断地把

得救的人数加添给这个地区。

拓荒植堂事奉神
苏牧羊接受耶稣后，非常渴慕上帝的话，每天认

真研读圣经并亲近上帝。信主第二年，就在鸦片大王的

堡垒上，建立了第一间教会—昌堪真光堂。之后，神继

续使用他建立了许多教会，其中一间甚至是在一块原本

要建佛庙的地方建起了基督教会！这真是神的大能与恩

典！他的妻子玉兰目睹丈夫的爱心和异象，十分支持他

的工作。当有人半夜来敲门时，她会和丈夫一同聆听他

们的问题。苏牧羊自学讲

道、个人布道与门徒训练，

后又到曼谷伯特利神学院

接受短期圣经课程训练。那

时，苏牧羊也学会中医针

灸，以致他后来也能藉着为

病患针灸治病而有机会向他

们谈信仰传福音。得到装备

后的他，更在神永恒的事工

上跃前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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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许多从中国南来的难民没有机会读

书，苏牧师热心关怀他们的需要，就在那里建学校。开

始的时候，苏牧羊先为他们提供免费的幼稚班和识字

班，并以圣经为主要的教材，每次授课一小时，课程受

到大家的欢迎。虽然他治学严厉些，但仍受大家的尊敬

和爱戴。1976年，苏牧羊与福音自傳會建立了亲密的合

作伙伴关系，开始了“儿童助学金”计划，以基督教的

教育模式教导孩子和引导他们认识真神。

人如其名，苏牧羊不单单怜悯华人，他也爱克伦

族、瑶族、拉祜族、阿卡族、苗族以及傈僳族等其他

族群。尽管他们有不同的语言、风俗和宗教，但都拜祖

先、偶像和精灵，其中也有一些人染上鸦片的毒瘾。这

里的女人地位低贱，男人好逸恶劳。苏牧师凭着坚韧与

毅力，不但一心一意地把福音传给这群受邪恶控制、被

孤立的人，还大发爱心牧养他们。

美好的战已打过

苏牧师也是一名循循善诱的老师。他一生培育了

许多年轻的基督徒，他们效法苏牧师，跟随他全职事

奉主。为了在金三角地区开荒、植堂及向少数民族传福

音，他们建立圣经学校来训练装备工人。1984年，苏牧

师进一步与福音自傳會合作在回海圣恩教会的旁边建立

一间三层楼的回海福音圣经学校，藉此训练了许多传

道人并都投入到日后传福音的行列中。苏牧师又被称

为“一杯茶的苏老师”——苏老师喜欢在家门口放一张

小桌子，桌上摆一个大壶茶和几个茶杯，以茶水招待那

些又热、又疲累，又要到市集的过路客，他一边和他们

喝热茶休息，一边就跟他们分享福音。

69岁那年，苏牧羊经过长途跋涉，攀山越岭走了

七个小时，来到回梅岭村找到许多住在那里的瑶族、

阿卡族和拉祜族人，向他们传讲“只有一位真神，在

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

稣”（参提前2：5-6）的福

音信息，结果带领了许许

多多少数民族归向基督，

神也因此改善了那里人民

的生活水平。从此，回梅

岭村又被称为“耶稣村”。

苏 牧 羊 牧 师 的 生 命

就是为上帝而活的生命。

他从来不惧怕来势汹汹的

魔鬼撒旦，总是宣称“我

们是基督的精兵，传福音

绝 不 后 退 ， 要 靠 着 上 帝

的力量和恩典前进！”是

的 ， 上 帝 是 磐 石 ， 也 是

避 难 所 ！ 在 传 福 音 的 大

使命中，他倒空自己，极

力到处寻找亡羊。他引领

了受掳之地的文盲、非法

移民、孤独的军人、吸毒

成瘾的人、受虐待的战俘

或村民归向基督。71岁那

年，他又找到两个从未听闻福音的瑶族村庄，关怀他

们，牧养他们直到他筋疲力尽，完全走不动。1990年3

月25日苏牧羊牧师安息主怀，享年74岁，他的一生为主

足踏之地留下了佳美脚踪！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

尽了，所持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

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在那日要赏给

我的；不但赏给我，也赏给所有爱慕他显现的人。”

（提后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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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张师母，是张牧师在香港真理堂开

个人演唱会的时候，她是伴奏，我是刚刚

成为香港中华传道会的同工。故此，在满满的大堂内，

坐的位置只能惊鸿一瞥地见到她出场。她出场也并非传

统地从后台出来，而是坐在观众席的前排，放下两个小

孩，（仲光和尚在襁褓中的娴光），步行上台，投入伴

奏。给我一个很特别的感觉， 就是: 张牧师有一位贤慧

持家的妻子，具才德又不露光芒地支持他的出色歌唱事

奉。

第二次见张师母，是中华传道会邀请张宝华牧师

从美国回来担任教区副监督一职的欢迎会中。还记得张

师母那天穿了一袭浅蓝色和白色格子相间的泰绸旗袍；

两个孩子黏着她，她用一手搭在孩子身上，温娴地面露

笑容，接受同工们的欢迎。她的风范，在当时的芸芸师

母中极少见。后来才

知，她是中华民国驻

泰国大使的女儿，难

怪有此风采。

张牧师在香港中

华传道会出任副监督

期间，成立了现时的

中心堂，他当时是九

龙教会的主任牧师。那时，教会没有年轻人，张牧师就

和当时在学生中心服事的范荣香，以打篮球活动来吸引

中学生。打球后，在他家吃饭、团契。教会的青年工作

就是这样开始的。今天，这些球员和张牧师一家仍保持

着很好的联系。张师母一见我们，总会说：“你们来了

啦，好啊……”继而在厨房内张罗忙着，一会儿，大家

就开心地吃饭、查经。“你们来了啦，好啊……”这句

话，至今仍在记忆中响着。外子范荣香牧师的学生工作

策略: 打球和在家吃大锅饭，师承于张师母。

张师母对神的事工，是全然去摆上地支持。当时

教会除了要发展青年事工，跟着就是儿童和主日学。 

感谢神，张师母和林本立师母二人同心协力开拓儿童主

日学事工。张师母对贫苦家庭背境的儿童，是特有爱

心。当时，我们的教会，位于九龙塘约道，是高档住宅

区，在九龙塘和九龙城之间，有一个地区叫九龙仔公

园。张师母每个主日，一大早，就会开着车子，把一班

来自九龙仔公园附近地区，周末没有任何节目，在街上

她那持续不息的爱·忆张刘年璋师母
（1934年 — 2014年） 

和公园里玩耍的孩子，一车车地载了

来。虽然有其他人反对，说会影响

教会的形象，但这些批评，毫不影

响她对贫苦孩子和家庭的关心，她

继续对这些孩子的需要付出爱。

这点，我印象很深。

在主日学的学生中，有一

个孩子，因家庭破碎，个性

变得很难相处。张师母、

张牧师两人把他收留，在

家中住了两年。在这些事

上，张师母虽然总是默默地做，从不张扬，但她心中对

有需要孩童的关怀，和无时无刻都充满着对他们怜悯的

心，是很明显的。

除了她实际的关怀，在香港期间，她一有空，当

两个孩子上学，不在家的时间，就会来办公室，她不是

做张牧师的秘书，乃是帮忙翻译儿童助学金孩子给赞助

者的信。每次见到一些特别的内容，她都会很留心地替

孩子们表达，为他们开心，也替他们难过。

1973年，张牧师一家返美国三个月进行报告及筹

款工作，把我也带上。行前，我每天都上他们的家练

歌，张师母替我们司琴，她很有耐心地一次又一次地弹

奏。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每一首歌，她总是满心愉悦

地弹，而且还会吹着口哨来唱和，我怎学都学不会吹口

哨，真羡慕她那轻快愉悦的哨子声，道出了她内心的安

祥、满足和喜乐。

我们在美国从加州开车上路，经过中部，到达东

范张秀明师母



4

事工: 本土教会●圣经学院●认领民族●儿童助学●创启事工●整全宣教

福音自传会 / 国际福音协传会
美国: 1117E. Westview Court, Spokane, WA 99218. Tel: (509) 343-4000   Fax: (509) 343-4015
华人事工部: North California Office - 10600 Pasadena Ave Cupertino, CA 95014-5917   Tel :(408)873-1299   Fax :(408)873-1287
加拿大: 8500 Torbram Rd. #56, Brampton, ONT L6T 5C6. Tel: (905) 458-1202  Fax: (905) 458-4339
英国: Armstrong House First House - Robin Hood Airport Don caster DN9 3AG.  Tel: 013-02-710273  Fax: 013-02-710027
澳洲: P.O. Box 711, Five Dock, NSW 2046, Tel:  (02) 97128222   Fax: (02) 97125055
日本: 1001, 2-7-63 Nishinakahara, Shizuoka-shi 422.  Tel/Fax: 054-283-9317
马来西亚: 93, Jln Emas 1, Tmn Sri Skudai, 81300, Skudai, Johor, Malaysia.  Tel: 02-07-5577034  Fax: 02-07-5588284
新加坡: 134/136 Braddell Road, Singapore 359919. Tel: (65) 6280-0312 Fax: (65) 6280-0078

所收到支持福音自傳會事工的奉献金，20%将运用在办公室的操作费上。

《我们的孩子长大了》
英文版出炉了！

岸，再返加州，历时三个月，我们大部份由弟兄姊妹招

待，真的要住 Motel  6 时，张师母就会上超市买一个生

菜，一些牛肉碎，当电饭煲的饭就快熟时，把牛肉调了

酱油，豆粉，放在饭面上焗熟。生菜用开水烫一下，一

顿热腾腾的晚饭就预备好了。有好几次，她会提议招待

那些接待我们的主人，请他们找朋友来吃一顿，由她主

厨晚餐。饭后甜品就是我作见证，张牧师分享工场上的

事工。令人感恩的是，每次师母都使你很惊讶地煮出一

顿令十来二十个美国弟兄姊妹都食指大动的整桌菜肴。

由于张师母在康奈尔大学主修营养学，故她煮的菜是又

好吃又健康。这一招，我后来替国际福音协传会做筹款

工作时也学会了。通常，收到的回应也特别好﹗

张师母是系出名门的大家闺秀，但她一点儿都

没有架子。一次，我们见到一幅中国字画，我完全不

懂，但她却说，这是齐白石的画。我很奇怪为何她一看

就知，我就要找字画的签名才晓得。问她怎晓得，她

说，“小时候，爸爸带我们去胡适伯伯家中玩，我见

过…。”她很平和纯朴，偶然在一些场合，才会不经意

地泄露出来她那书香门第的背景。

有次，张牧师要替她买一件衣服，她说，“不要

啦，我够了…”。结果呢，张牧师偷偷地买了给她。她

很开心地接受并且说，张牧师很有眼光，替她挑的，她

全部满意。她就是这般可爱。

张师母已息了世上的工作，但她对神国度事工上

的尽忠，显示在她对张牧师的爱和全心全意地支持张牧

师从神那儿所领受的使命中。其中，最让她动心的一

项事奉，就是关顾贫乏中的孩童。这是一份持续性的

负担，从开始认识她，到她回到天父怀中的那天，我相

信，一直没有停止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