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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不可能的成为可能 

 

上帝的故事 

这些发生在芽笼的真实故事确实是关于上帝的故事。时

光荏苒，我们一次次遇到了不可能的事，也一次次见证

了上帝的神迹，教会我们这事关于祂，而不是我们。 

 

耶稣看着他们，说： 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 马太福音 19:26 

 

上帝，这是不可能的！ 

这些事是怎么发生的呢？还记得当时，我从沈氏大道走

到芽笼 23 巷的十几分钟时间里，根本无法控制自己汹涌

流出的眼泪。因为上帝刚刚告诉我为什么这些女孩子总

会在芽笼街上穿梭徘徊，毕竟，从口音就可以听出她们

是来自我出生的国家。 刚开始，我搞不懂为何这些女孩

子会出现在新加坡这个特殊的地方。当我将这些疑问托



付上帝时，突然间明白了，她们是在芽笼的红灯区女

郎。 

 

那是 2007 年，也是我从中国移居新加坡后的第 14 年。

因为要参加青年使命团的门徒培训课程，我第一次来到

新加坡的红灯区芽笼。五个月后课程即将结束，我很开

心终于能离开这里了。因为，我既然无法帮助这些称为

同胞的女孩子，那最好的方法就是闭上眼睛“逃离”这个地

方，之后就再也不需要见到她们，也无需为她们感到心

痛了。 

但其实，那时我已经感觉到上帝呼召我全职来服侍这些

女孩子。就像圣经旧约中的摩西试图逃避上帝的呼召一

样，我告诉祂所有我觉得不可能的因素： 我的孩子还

小；我缺乏服侍经验；我缺乏神学培训；我也没有任何

的资金来帮助她们。 

而且，生活中还有新的机遇正等待着我——我唯一的孩

子大卫刚好三岁，可以放心送他进托儿所了。我已经整

装待发，准备重新进入职场，再次大展拳脚。 

如果进入职场的话，我既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又能经

济独立，也可以祝福和帮助其他人。相反，做一个服侍

上帝的全职同工是我生活中从没有过的计划。 



但是上帝以一个问题挑战我： 哪里是你的心之所向？ 你

整个计划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这个问题把我内心深处的想

法赤裸裸地呈现在祂面前。 

自从成为基督徒之后，上帝就翻转了我的生命，让我见

证在基督里的盼望如何带领我走过生活中各样的环境。

我深信，能够经历上帝所赐的盼望是一件极受祝福的

事。现在，上帝把服侍芽笼女郎的负担放在我的心里，

我知道祂要我把这份爱传递出去，让这群深陷生活泥淖

中的特殊群体也能找到对生命的盼望。 

我在这位慈爱的上帝面前流泪祷告，深知祂明白我心里

最深的意念，祂明白我对这些芽笼女郎的牵挂。最终，

我以全然地顺服来回应——如果祂想要我全职服侍这群

红灯区女孩，我就愿意这样做。 

那以后的三个月里，我一直在寻求上帝的带领。当时我

对于如何帮助这些女孩没有任何头绪，而且，我非常害

怕自己要走上芽笼街做服侍的时候，也会被误认为是芽

笼女郎而被客户搭讪，因为这肯定是接触她们必然要做

的事。 

 

“你永远不会孤单前行” 

那些天，我无法安然入睡。 在一个无眠之夜，我凌晨爬

起来，走进我经常寻求上帝并向上帝祈祷的书房。结婚

五年了，直到那天早上我才注意到一件会影响我整个服



侍的重要物品。 在书桌上，摆放着我先生凯文最爱的利

物浦球队的球衣纪念品，上面印着：“你永远不会孤单前

行。” 

毫无疑问，这是上帝通过利物浦队的口号在告诉我，祂

会陪伴我走过整个服侍的旅程。尽管有了来自上帝的应

许，我还是在后来的日子里倍受试炼。比如，一开始我

希望青年使命团和芽笼的教会能来和我同工，但是他们

都觉得没有准备好，所以全都拒绝了我。因此，我感到

非常的孤单。不仅身边的人，包括我自己，都开始质疑

上帝是否真的要呼召我来从事这份充满挑战的工作。  

一天下午，我抱着三岁的大儿子大卫坐在回家的车里，

心中再次涌起阵阵沮丧——原本以为可以依靠的芽笼区

基督徒竟然都回绝了我的同工请求，如果在芽笼连个落

脚的地方都没有，我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时， 

一辆车突然插入我前面的车道，而印在车背后的字非常

醒目地跳入我的眼帘：“你永远不会孤单前行”。 

这种不可思议的经历让我精神大振，我终于回应上帝—

—即使面对挑战，我也愿意与祂同工来帮助这群女性，

唯一条件是祂要提供所需的资源，以便我能全心投入到

帮助芽笼女郎的实质工作中。 

上帝做到了。青年使命团很快联系了我讨论彼此同工的

可能性。在芽笼事工整个起步阶段，常常有这样的情况

发生，就是在我们还没说出需要之前，已有正好够用的

款项奇迹般地供应给我们。往后的几年也是一样，有时



在我预备筹款之前，就收到全部款项，而捐款者甚至不

知道我们的需求、只依据上帝的感动就这样做了。上帝

确实忠于祂自己的承诺！ 

 

怜悯之心的种子 

上帝在我心里种下了怜悯和负担的种子，并且让种子生

根发芽。这个旅程对我

来说并不简单，可以

说，我有过很多心痛和

沮丧的时刻。如果不是

上帝一路带领，我永远

不会在这事工之中如此

顺利地服侍十二年之

久。 

 

我还依稀记得阿玲，她

是上帝让我接触的第一

个芽笼女郎。在我上圣

经学校的那三个月里，

几乎每天早上 8 点半，

她都会准时地站在学校

向信宣之家所租用的课

室外面，专心地聆听我

2017 年 2 月，邝崇文弟兄带我

参观信宣之家位于芽笼 11 巷的

新中心大厦。“我们是带着上帝

给我们新使命重回芽笼！”邝弟

兄信心满满地说。他代表信宣之

家提供给芽笼事工需要时可以使

用的另一个场所。   

确实，自从2010 年开始为芽笼 

事工代祷之后，信宣之家在201

2 到 2014 年每年都带队参加芽

笼事工组织的芽笼圣诞报佳音活

动，更在这些年当爱加倍也有其

他活动时，提供其场所给芽笼事

工使用。而更奇妙的是，2017

年 3 月，我们接到爱加倍的通知

说爱家倍堂确定四月开始装修工

作，所以芽笼事工根本不需要另

找新地方，马上就从爱加倍堂搬

入信宣之家。上帝知道我们的需

要，提早预备了地方给我们！ 



们每天课程开始之前的敬拜歌曲。由于我和凯文要先送

大卫去托儿所之后才来学校，所以我们每次进门时都会

遇到阿玲。两三次碰面之后，我们自然而然地开始互相

点头打招呼。阿玲不懂英文，但她后来告诉我说那些优

美的旋律让她从沉重的生活中找到了安慰。 

 

困难和收获 

虽然在初期和这些女孩建立友情似乎很顺利，但帮助她

们的过程却一点也不简单。 事实上，我和我的团队都感

受到情感上的巨大消耗。 

比如，我们曾经从芽笼“解救”了这样一位女士，并把她安

置在青年使命团的基地。为了顺利就读这家机构的圣经

学校，她决定和男朋友做个了断，他曾是她在芽笼的客

户。哪料这位男士在她的手机联系人里找到了我的号

码，发短信大骂我拆散了他们两人。两周后，由于圣经

学校无法如期进行，这位女士又改变主意，偷偷地与男

友取得联系。后来，女士的男友就开着车来到青年使命

团的基地里当着我们的面大摇大摆地把她带走了。 

虽然面对着很多压力和背叛，我也经常问自己：“她们真

的会改变吗？” 事实上，我很快地承认，作为接受过高等

教育的自己，我过去确实从心里看不起这些女性。如果

上帝没有让我看到只有祂的大能才能把这些女性从捆绑

中释放出来，如果不是上帝将怜悯的种子播种在我心

里，我早就放弃了。 



 

困难是数不尽的，但回报永远比困难更多。 在与妓院老

板和店员建立友情的过程中，我和我的团队记下他们的

生日并按时为他们庆祝。我的丈夫凯文会特地打印出他

们每个人的庆生照片，放到相框里，把它作为生日礼物

之一送给寿星们。 在我们为他们唱生日快乐歌和祈祷的

时候，都能看到他们脸上灿烂的笑容，这些笑容都是无

价之宝。对我们来说这可能是微不足道的礼物，但对他

们却意义重大。因为鲜有人记得他们的生日，更少有人

会这样为他们庆祝生日。 

在事工的初期，除了需要面对这些女孩的背叛， 我还要

面对义工团队的合一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教会

我学习作为一个领袖，如何在处理团队冲突之中继续地

向前迈进。在某些令人心灰意冷的日子里， 上帝也会挑

战我，让我重新思考自己究竟是为何坚持这项事工，并

专注于此。 

坚持这样的服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有一天我询

问上帝，我能做的毕竟有限，而且我总有一天会离开这

地回归天家。那么谁会继续向芽笼的女性分享祂的爱

呢？ 那天我带着这个疑问走出阿裕尼地铁站，立马就看

到位于地铁站旁边一家教堂上的十字架，我彷佛听到上

帝轻轻地跟我说： “你只是个开始，我在芽笼的基督徒会

接手这个任务。” 

 



所以，多年来，无论是在青年使命团或是救主堂的带领

下， 我都谨记芽笼事工是属于芽笼的教会。 除非上帝指

示我该停了，否则我都会作为上帝国度的桥梁，继续连

接芽笼的教会帮助芽笼红灯区的女性。 

 

万事开头难 

2008 年刚开始做芽笼事工的光景总是令我记忆犹新。那

时我对于如何着手毫无头绪，但为了不忘记上帝给我的

呼召，我选择每周两次来芽笼走街串巷，希望上帝能给

我让事工开始运作的灵感。1994 年开始，我就在新加坡

经营一家进出口中国货品的代理公司。很多时候，当我

漫无目的地走在芽笼街上时，往往被手机声“惊醒”，是公

司的客户来电询问货品的报价。而这个时候，我仿佛如

梦初醒，意识到我自己的生活圈子和芽笼这群红灯区女

郎居然有如此大的反差。很多次我都问自己，公司和家

里的事情已经一大堆，而我竟然还这样花费时间、漫无

目的地在芽笼街头徘徊，究竟是为了什么？！  

在我看来，最好是以邀请这些女孩子来参加活动作为开

始，和她们交朋友、建立联系、去了解她们以后才知道

怎么去帮她们。 但那时还没有任何一家芽笼的教会愿意

和我合作，给我提供场所来开展这些活动。然而往往在

这些沮丧和充满疑惑的时刻，神迹总是不经意地发生并

带给我惊喜，提醒我上帝的呼召和应许是真实的。只有



在那些孤独和艰难的日子，我才感到与上帝是如此的亲

近。  

 

芽笼基督徒和救主堂 

爱加倍堂是我第一个接洽的基督教机构。对我来说，爱

加倍是个战略性的地点，因为这家教会门口就有很多来

自中国的芽笼女郎站在街边招徕顾客。 我可以单纯地邀

请她们到爱加倍来喝杯茶、讲讲话，就可以和她们交朋

友了解她们。 但是，尽管我多次与爱加倍洽商，他们依

然拒绝。  

芽笼基督徒并不是毫无怜悯之心，他们拒绝我是有原因

的。自从 2006 年，来自中国的红灯区女郎开始充斥芽笼

街头时，一些芽笼的教会就曾向她们敞开大门。但是，

教会很震惊地发现这些女性们来教堂参加聚会后，仍然

继续站在门口招揽生意。也有一些教会相信了其中一些

女孩被骗或被逼入丑业的凄惨故事，掏钱帮助她们买机

票回家。但过不了两个月，同样的女孩又出现在芽笼街

头站街。因此，后来我就能理解为什么芽笼的基督徒团

体包括爱加倍堂不再对红灯区女性敞开大门了。他们已

经失望至极！甚至，爱加倍堂的苏牧师每次来教会的时

候，都会驱赶那些站在门口揽生意的女郎。 



当然，我们都不会想到，十年之后，也就是在 2018 年苏

牧师竟然成为芽笼事工现在所隶属的橄榄叶之家的理事

之一。只有上帝才能完成如此奇妙的翻转！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次苏牧师去海外参加一个营

会时，上帝感动他的心，令他开始反思自己对那些红灯

区女性冷漠拒绝的态度。 回国后的一天，苏牧师坐在爱

加倍的大堂里，向外望着门口的大街，默想上帝的心意

——其实这些站在街边的女郎也是上帝所爱的人群。正

在这时，一个中国女孩子走近爱加倍的大门，由于入口

的反光玻璃，她并不知道里面有人。她环顾四周，确定

没人之后，马上对着刻在爱加倍大门上的 “耶稣是主” 铜

字，开始低下头闭眼祷告，泪水从她的眼中不停地流下

来。而在大门里面，不经意目睹这一切的苏牧师也泪流

满面。 他立即让他的助理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说爱加倍

愿意开放场所给芽笼事工使用。自此芽笼事工就一直免

费使用爱加倍的场所，一直持续到了 2017 年爱加倍堂重

新装修才搬出。 

至于我的教会救主堂，是如何加入我们的同工行列则是

另一个奇妙的故事。救主堂是一个拥有几千位会友的大

型教会，而我只是里面一个非常平凡的会友。 许多年

前，我参加过教会的一些培训课程，当时就认识了救主

堂国际部的博牧师。在上帝呼召我关怀芽女郎后，我曾

经和博牧师分享了我对这个社群的负担，她也一直很关

心并与我探讨一些可行性，尤其是帮助我梳理工作和家



庭责任方面的问题。但由于救主堂位于女皇镇，离芽笼

很远，而当时我急需寻找一个位于芽笼的地方开始我的

工作，所以并没有机会详细地和本教会牧者分享。 

后来有一天，因着工作上的往来，苏牧师和救主堂的主

任牧师洪牧师见面聊天。洪牧师就提及爱加倍堂现在和

芽笼事工合作为红灯区女性提供的辅导服务。他也告诉

洪牧师，他曾多次拒绝我，直到上帝责备他让他悔改。

据说当洪牧师听到了苏牧师终于同意提供爱加倍场所给

芽笼事工运作时，他的眼中噙着泪水，给了苏牧师一个

大大的拥抱。  

因此，有一天当我和博牧师在救主堂见面会谈时，我很

惊讶地看到洪牧师竟然也出现在会议室里。他告诉我

说，救主堂不但会尽量支持芽笼事工，并且会资助我个

人的经济需要。确实，从 2008 年起，救主堂每个月都定

时给我的银行账户汇入一笔奉献。 

 

“我会照顾你所爱的家人！” 

从事这份事工最大的挣扎之一，就是我总是需要在工作

和陪伴我的三个年幼孩子之间做出选择。 多年来，我一

直因没有足够的时间辅导他们的学业而感到愧疚。因为

经济条件有限，我从来没给他们报读任何课外辅导班。 

因此在 2016 年底时，我很认真地考虑是否要离开芽笼事

工。芽笼事工在红灯区已经做了先锋的工作，我们已经



铺好路，和大部分的芽笼妓院建立了很好的信任，现在

的妓院实际上已经很欢迎基督徒。任何的基督徒团体，

即使不隶属芽笼事工之下，也能轻而易举地在芽笼开展

活动。 况且，我的大儿子大卫，明年马上要参加小六会

考了，我认为我需要在大卫备考时多陪伴他。  

2016 年 12 月，芽笼事工与爱加倍堂的苏牧师合作，一

起组织了“芽笼寻求主面”的聚会。我们邀请了芽笼的各个

教会和那些也在芽笼红灯区做服侍的基督教团体，一起

寻求上帝在这个时期对我们的带领。 

在那次聚会中，我的脑海里很意外地有了一幅画面——

那是个下雪天，上帝拉着我三个儿子的手走在雪地里，

他们都穿得很暖和。 我尝试拉近画面看个究竟，发现我

和凯文都不在里面。我明白，上帝很清楚地通过这个异

象告诉我，祂会照顾我的孩子！我立即向上帝忏悔我不

忠于祂呼召的想法， 并且再次向祂立定心志，除非上帝

叫我离开，否则我不会自己决定离开芽笼事工的服侍。 

 

爱邻如爱己 

2017 年， 我花了一整年的时间来考量上帝是否带领芽笼

事工在这个季节脱离救主堂而独立运作。我曾几度有这

样的疑问，不知道上帝是否把对帮助芽笼红灯区的负担

也放在芽笼众教会里。 在一次读经中，马可福音 12 章

29-31 节当中提及的爱邻如己的经文深深打动了我。 上



帝的心意是要我们基督徒关爱邻里，包括那些红灯区的

邻居。 

我有幸与救主堂的新主任黄牧师恳谈，谈到上帝似乎在

带领芽笼事工转向橄榄叶之家。橄榄叶之家是我们在

2014 年注册的一个非营利机构，这是给前红灯区女性提

供技能培训，使她们能融入社会的中途之家。神让万事

互相效力，让信神的人得益处，黄牧师不仅首肯了我们

的决定，更在芽笼事工独立运作之后让救主堂继续支持

芽笼事工的工作。 

2018 年 4 月 10 号，我见到了爱加倍堂的新主任玉清牧

师和国际部的金牧师。这是芽笼事工独立运作之后，我

第一次要洽谈合作的芽笼基督教团体。那天早上，在我

例常的每日读经时间里，我又读到了路加福音 10 章 27

节：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并且要

爱邻舍如同自己。” 

 

上帝信守他的诺言 

2017 年初，信宣之家的邝崇文弟兄带我参观他们刚装修

好的中心大厦，同时一起探讨与芽笼事工合作的可能

性。我和他分享了我在 2016 年底考虑准备离开芽笼事工

以便陪伴大卫小六应考的心路历程。邝弟兄叹了口气，

说道： “这只是我们孩子成长中的一个考试而已啊。” 他



的话让我豁然开朗，我开始把对大卫升学考试的担忧交

托到上帝的手里。  

有一天，我开车外出，在某个十字路口等红灯时，我突

然意识到车窗右边正是大卫梦寐以求想报读的那一家中

学。当时，我心里有个意念浮起来：“大卫会如愿以偿进

入这学校。”。 这怎么可能呢？！ 我对这个想法感到难

以置信，因为那是个自主招生的学校，而大卫在考试中

并没有被选中。但是，上帝说到做到。 小六会考后，那

所中学邀请大卫用会考的成绩再次申请。虽然大卫的成

绩并不是最好的，但负责面试的老师对大卫从小到大都

没有参加过任何补习辅导班感到很意外。最后大卫竟然

被录取了！由此，我真的经历了，上帝从来不会失信于

那些顺服祂的子民！  

 

过去 12 年在芽笼事工的服侍中，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体验

了在每个困境中上帝是真实存在的，并且在成长中学会

与祂合作，一起克服所有的不可能。 

当你读到这本《上帝在芽笼》的故事时，如果你正经历

挫折，不要悲伤和气馁。和我一样，你也绝对不是孤身

一人在面对这些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