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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醫療短宣服侍感想         林彩屏 

   

  謝謝大家的代禱、守望。這一次的緬甸醫療服侍，讓我體會到神的慈愛和充足的供

應。 

 

  今次我們一行八人，其中一位姊妹是從美國過來參與，事前大家未有機會分享、集

訓，但當我們一起合作，團隊的精神，同感一靈的心，叫我們一同經歷……萬事互相

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我們當中只有三位護士，今次同行沒有西醫或中醫師。面對開診，每次也感到有壓

力。每派一粒藥物，都用信心去禱告，求神祝福村民。藉著我們的服侍，我們有機會

接觸到未信者。記得有一次，一位大媽前來看病，一直嚷著頭痛、失眠。仔細詢問情

況，她開始哭泣起來。她説原來大兒子到中國雲南打工，但遲遲沒有回來，後來才知

道被騙，沒有工資，也好像被當地政府收監。她很擔心兒子情況，故心情很壞。面對

大媽的情況，其實我知道沒有任何藥物可以治療，唯一方法，只有祈禱。結果，我拉

著大媽去找牧師和師母，我們就只有教她學習交託，和跟她分享馬太福音六章 26節，

天父眷顧天上飛鳥的故事。 

 

  除了開診，我們也有機會

去探訪當地會友。記得一幕

尤其深刻。我們去到一位住

山區的大爹家中。大爹是第

三代的基督徒，曾經離棄過

耶穌，現在已回轉。他的家

境非常貧窮，房屋是用泥加

草堆成。平常靠種粟米維持

生計。大爹分享他的身體健

康不好，有坐骨神經線痛，

沒有錢看醫生，唯有祈禱倚靠神。他的大女兒曾小產多次，因著沒有下一代，心裡愁

煩。他把需要帶到教會中，整間教會的弟兄姊妹也為大爹的女兒禱告，結果一年後，

她終於懷孕，到現在已是三個孩子的母親！上帝的確是有恩慈、有憐憫，祂從不偏待

人。我們短宣隊沒有什麼可以給他們，只有為他們祝福、禱告！我們一行探訪了兩個

家庭，雖然每個家庭都面對不同困難，但當邀請他們一起禱告，他們總是點頭感恩。

完成了探訪，我們和大爹一起坐車回教會參加短宣隊預備的晚會。大爹立刻換了一件

很乾淨的恤衫，與我們一起去。我很欣賞他「隆重」重視回教會參加聚會。我們一起

坐著開蓬貨車，沙塵滾滾，大爹與其他會友有說有笑在 談，感覺真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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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在今次短宣中，我體會到當地傳道同工牧養的困難。每家每戶都分散在不同

山頭，那邊交通也不發達，沒有公共交通工具，他們要到教會，有些要步行大半天，

又或到主日等著傳道人接送和探訪。信徒家中也很難有聖經，年紀大的一軰也是文盲，

他們是很需要傳道人到家中栽培、牧養。還記得聽到的一個見證，一位六、七十歲的

緬甸老傳道，年紀大了才學駕駛摩托車，見到他時，是跌到「損手爛腳」，頭破血流，

面上還是掛著笑容説：「感謝主，還好！」他一邊耕種養活自己，一邊駕著摩托車去栽

培！他們在艱難裡，仍然堅守主的託付，餵養主的小羊。反觀自己，生活安逸，但卻

因為忙碌著地上的生活，輕看了主所交託的！ 

 

「活出愛」是一首在當地很多弟兄姊妹都喜歡唱的詩歌。歌詞説到「耶穌的愛激勵，

敞開我的生命，讓自己成為別人祝福」，今天我們仍然活著，盼望就像歌詞所説，能敞

開自己生命，成為別人的祝福！ 

 

希望有一天，我們也能一起去到緬甸，把基督的愛與不同種族、文化的人分享！ 

 

 

禱告的力量                           梁靜雯                   

   

  在 2016 年 9 月，有機會隨中華褔音使命團到緬甸，展開了 8 天的短宣。這一次的

旅程，讓我更深的經歷神的同在，思考與神的關係和對未來生活的方向。來自不同教

會的弟兄姊妹，當中兩位為牧者，一位師母，一行 8 人（7 人香港，1 人美國），展開

了這段奇妙的旅程。 

 

  緬甸是一個佛教國家，約有 6000 萬人，有 7 個主要少數民族，（撣、克倫、若開、

欽、克欽、克耶和孟），八成是佛教徒，基督徒約佔 9%。在大城市可用英語或普通話。 

 

  基於對服侍對象和工場的認識極為有限，文化的差異，供電和天氣不穩定等情況，

所以集訓時亦只能預定不同的服侍方案，行動極具機動性。另外，由於個人的普通話

水平不好，更令我更擔心自己未能應付。 

 

  我們在學生中心、教會、神學院和村莊服侍，有醫療服侍、探訪、健康講座、青年

晚會、講道、敬拜和獻詩。 當中的恩典，多如天上的繁星。團隊中未有人能熟練使用

樂器，所以只帶備了鈴鼓。當我們在緬甸不同的地方服侍，都有當地的同工或弟兄，

為我們彈奏樂器。 

   

  緬甸又稱為“免電”，在出發前和服侍的期間，經常都為穩定的電力禱告，8 天裡

我們只遇上兩次停電，一次在晚上休息的時侯，另一次是完成服侍的最後一天，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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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機場的早上。對我們的服侍和日常生活，可說是沒有帶來不便和影響。 

 

  讓我感受較深是到一位主內的大媽（當地對女性長者的稱呼）的家作探訪，她家境

富裕，兩年前因椎間盤突出曾動手術，手術後雖能活動，但每天仍受腰痛困擾。近日

丈夫和兒子亦相繼回天家，令她更添憂愁，生活失去活力。 

 

  我們一行四人，剛到她家時，她愁眉滿臉，不願多談。我們一位姊妹先替她按摩背

部和手、唱詩歌和祈禱，其後牧師帶唱“唱一首天上的歌”，與大媽分享個人患病的

經歷，之後一起禱告。破冰點開始出現，大媽主動要求跪下禱告，我們亦一起跟隨，

她道出很久沒有一起禱告。我亦與大媽分享“痛痛朋友”，可與痛楚交個朋友，與他

共活。最後我們牽着她，在花園散步，邊唱雲上太陽，伴着天父創造的藍天與白雲。

憂憂愁愁的相遇，滿有喜樂的道別。 

 

  在不同的服侍中，弟兄姊

妹的同心、合拍、主動和順

服，絕不像第一次合作，笑

聲與喜樂，滿滿的在我們當

中。 

 

  若不是天父的慈愛，聖靈

的感動，眾人的同心，禱告

的力量，以我們微小的力量，

確未能完成這些事。 

 

  弟兄姊妹的同心，讓我想起一首詩歌 “從心合一，同心合意，讓我們先求神國和義，

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感謝天父讓我識這一班弟兄姊妹，使我有機會學習，豐富了

我的生命！ 

 

  感謝為我們代禱的弟兄姊妹！感謝當地同工的配合！願天父保守緬甸，讓更多未得

之民得到褔音！讓我們繼續為神擴展祂的國！ 

        

 

緬甸醫療短宣感言                麥笑芬 

  感謝神，讓我有機會去缅甸短宣，本來參加是次短宣有些戰戰兢兢，因除醫療服侍

外，還有佈道事工，因講普通話能力欠佳，故要講健康講坐、見證和個人佈道就成為

我的難處及壓力，及至與機構負責人見面溝通後，雖然他們也有给我鼓勵，但我卻覺

得我個人能力未必能達到他們的要求，是次參加人數只有八人，有些分工，未必能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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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也要去作，心中有些不安，有考慮到參加是次短宣是否合宜時，經禱告後，神要

我參與這事工，必然给我適合的安排，因在神裡豈有難成的事，心中的壓力和不安也

漸漸消除，更積極地學習普通話。 

 

  靠主得力，更超出我們所想所求，雖然我們只有八人，卻能彼此合作及配合，所作

的工卻可一一順利地進行，而只排練了一次的默劇，在晚會上大家都表演得很纯熟，

能表達出主題，無論青少年，成人也看得很投入，牧師、陳傳道所講的訊息，也給當

地人與短宣隊員得到勉勵和提醒，我也相信天國的福音種子也種在他們心中。 

 

  無論在醫療服侍，牙科保健，健

康講座，探訪和福音晚會或佈道，

組員也抓緊個人傳道的機會分享福

音，更有人決志信主，感謝神。 

 

  我們到過弄曼的華文學校、學生

中心、腊戌教堂、眉苗聖道學院和

兒童之家，大大看到一片禾場，需

要工人去撒種和收割，他們不但在

生活和知識上貧乏，在心靈上也需

要關懷和得到神的救恩、神的愛，

求主憐憫他們，讓更多人關心他們。 

 

  參加是次緬甸短宣，更深體會宣教的需要，宣教士、當地牧者、傳道人等的勞苦，

也需要金錢的奉獻，期望在香港有更多信徒明白宣教的需要，有負擔，承傳宣教工作，

奉獻給主，阿門。 

 

                  

緬甸醫療短宣感言           蔡宇霞 

 

行在主道，必蒙祝福 

 

  所有的事發生絕不是偶然的，而是主在當中已安排一切，只要人願意完完全全以神

為優先，必然可以行在恩典之路上。我是在今年 4月報名參加 2016緬甸醫療短宣，回

想 8 年前透過恩臨萬邦宣教大會，填寫回應表，表示樂意關心宣教士，隨後中福團跟

進，邀請參與宣教有關的聚會「宣教情尋會」。我在當中參與了兩年，認識了很多關

於宣教的工作，擴闊了我對差傳工作的視野，同工李姊妹亦幫助我了解自己，啟發了

我對生命成長的追求，本人其後亦入讀了中華神學院，用晚間時間進修神學課程，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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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亦在其後時間去了緬甸工場投身宣教工作，而「宣教情尋會」也因著同工去了工

場，轉了模式，我也因為上神學課的緣故，沒有參與中華福音使命團的定期聚會。取

而代之是參與一些他們的特別聚會及奉獻支持他們的工作，“因為你的財寶在那裡，

你的心也在那裡。”(太 6:21)。雖然少了參與聚會，但昔日剛參與聚會的目標：至少

去一個工場，實地了解，仍未忘掉，這促使我在本年完成晚間神學裝備後，於 9 月 26

日至 10月 3日前往緬甸工場了解當地工場需要。 

 

  9 月 25 日晚我完成了教會傳福音的事工後，就收拾心情準備明天的宣教行程。由於

我仍未預備好服侍用的默劇音樂，所以我就托弟弟幫我處理，弟弟二話不說，就幫我

找了一些背景音樂，我聽後發現很配合我們短宣隊的表演劇目「椅子」，真是十分感

恩，我還怕找不到合適的音樂呢？！我用了剩下的時間來打掃房子，希望在我出發之

先，先服侍我的家人，求神祝福我家人身體健康早日信主。當我完成了家務，弟弟致

電，原來他趕不及上船，要再買船票，我不好意思，也和他道歉，原來他打來的目的

不是找我晦氣，而是致電向媽媽報平安！為了答謝他的無條件幫忙，他臨走前請我幫

佢補的一條“爆軑”褲，我馬上補好它，本來想側側膊叫媽媽幫助，最後我都是覺得

應該由我補這條褲。 

 

  9 月 26 日早上我開始有點緊張，因為緬甸這地方很陌生，在去機場的路途中我收到

很多教會弟兄姊妹的分享及勉勵，更有同事問好。我忽然感受到的是地上的事是很難

完完全全處理好，不要說等處理好某某某事，我才去服侍，這是行不通的，因為地上

的事永遠做不完，永遠不能完美地劃上句號，這是我第一個學習的功課。當我到達機

場時，看到來自美國的那位隊員，感謝神親自作工感動有心的肢體參與短宣。在路途

中，我們不斷感恩，感謝神預備一切，由沒有投影機，到有投影機，並且人人都帶著

滿滿的物資要祝福當地的人！當然我們也不忘要通知各禱伴懇切為我們的行程祈禱，

保守過關物資不要被扣查，到機場後可以盡快與接機的傳道人見面。感謝神一一成就

我們的禱告，萬事都蒙祂保守。在過去的七天服侍當中，我很感受到與主同工的甜美

與得勝！除了祝福人也能造就人，更能經歷上帝的同在，祂是一個又真又活的神，亦

是一位感動人奉獻的神。今次是我首次跨文化的短宣，也是我完成晚間兼讀神學課程

後第一個短宣，能夠學以致用，並且看到自己的成長及不足，真是十分感恩。 

 

代禱的重要 

 

  在預備本次短宣的行程，我們有 4 個晚上預備，在每一個集訓的晚上，都很強調禱

告的重要，所以我們鎖定目標，就是要懇切為本次短宣祈禱，求神開道路及加力給我

們，以下是我們出發前的代禱清單，我們不單是自己祈禱，更廣發予弟兄姊妹，讓她

們能具體為我們禱告。感謝神給我先調整自己心態，寫出今次緬甸短宣的宣言，讓自

己目標明確，與神和隊友同工。神一一成就我們的禱告，超過我們所想所求！禱告是

讓人經歷神的最好方法，讓弟兄姊妹與我們短宣隊員，一同經歷神，我更可以分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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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短宣的成果，讓弟兄姊妹知道祈禱帶來的果效。 

 

順服合一的重要 

 

  記得在我初信主的時候，牧者告訴我要學「聽話」，或許當時牧者知道我不明白順

服的意思，就用最簡單的意思

「聽話」，好像父母勸勉孩子

們「聽聽話話」，這對我畢生

受用。在教會 10 多年的成長

中，我看見撒旦最常用來挑啟

爭端，就是透過團隊服侍的時

間，因著大家各持己見，不願

放低自己，嫌隙就出現，不合

一的團隊就出現了。所以我很

明白，團隊事奉必須要聽從屬

靈長輩的吩咐，著眼於服侍對像的需要，為要神的名被高舉，人人都有得救的機會。

感恩在本次的短宣行程中，我們每一位肢體都彼此扶持，例如帶詩歌需要找同伴，就

有姊妹主動說可以配合；在帶領活動時需要道具，就有姊妹在當中用心鑽研，為聚會

預備最好；在探訪當地會友的時候，有姊妹建議唱首歌，大家就同心一同唱，沒有考

慮好不好聽，懂唱與否，我十分感受到神的靈在我們中間，使我們在服侍中同感一靈，

專心服侍，真是好得無比，猶如合作無間，一隊最佳拍檔一樣。在最後一天的短宣行

程，我們有評估的時間，在當中大家都表示，很感恩是次合一的事奉，大家在當中都

十分喜樂，彼此說笑，牧者更表示我們是一群順服的門徒，感謝神讓我確切看到順服

帶來的祝福，就是事奉主有喜樂，服侍的對象得幫助。要有順服的團隊，自己必須先

要成為一個順服的人，在團隊中彼此影響，彼此造就。 

 

愛主所愛的重要 

 

  認識差傳的人都知道在世界各地的工場都有很多需要，包括服侍的工人，金錢和代

禱的需要，至於是否有回應真是

視乎人對上帝愛的回應，保羅在

他的書信中也有分享「還福音的

債」，哥林多前書 9:16-17“我傳

福音原沒有可誇的，因為我是不

得已的。若不傳福音，我便有禍

了。我若甘心做這事，就有賞賜；

若不甘心，責任卻已經託付我

了。”這段經文是在最後一天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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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牧師為我們主領聖餐時讀出來的，特別深刻！在短宣的行程當中，有肢體告訴我，

她每一年必定會參與一次短宣，既然自己有能力去旅行享受，為什麼不投放時間予上

帝國度的工作呢？！其實她也是受著一位同行的肢體鼓勵，期望這種價值觀能夠薪火

相傳，造就信徒靈命，使更多未信者有機會聽福音。當我們甘心樂意事奉，神就會大

大使用我們，使我們能夠有一顆愛主所愛的心，主是那位愛世人的主，祂很關心未信

主的人的靈魂，我們信了主的人既然蒙恩得著甘甜的救恩，就當關心未信主的人需要，

所以我就求主在本次的服侍中，開我眼睛讓我能夠看見祂要我看見的事情，聽到祂要

我聽到的聲音。記得在 9月 29日的探訪中，第一位探訪的對像是一位患有腰椎盤間突

出的老姊妹，她因為丈夫及兒子雙雙離世，心中憂愁，我們嘗試與她作深交她也不太

開放。但我們不看環境，只相信神會開路，繼續用心去關愛她，感恩聖靈與我們同工，

讓她願意開放，更主動提出跪下禱告，很體會到聖徒相通的美善，更發現神為她預備

一個跪墊，如果沒有跪墊真的害怕老姊妹身體承受不了，勇敢走出去踏出第一步去祝

福人，必定能夠帶來果效，叫尋找的尋見，叩門的給他開門。 

 

 

神作事從沒間斷 

 

  今次的行程去了很多工場，有學生中心、神學院、教會、學校等......每一個都看

到神奇妙的作為，更感恩在貧窮的偶像敬拜的地方，仍然有忠心神的僕人為主擺上，

雖然做傳道的收入很低，但為了召命，找一些工作來幫補生計，再用生計來補貼福音

事工的開支，比起我們所講的營商宣教真是更高層次，更具個人成長的深度，這種操

練真的是當地人才可以這樣，我也深信是昔日的屬靈前輩所作的榜樣，繼續延伸。在

緬甸有聖經學院培育及裝備信徒真是極美的服事，因為本土神學生能夠返回自己成長

的地方，繼續服事，是最原汁原味，最能回饋工場的需要。在參觀聖經學院當中，有

機會與當中的學生溝通，很感恩看到他們的笑臉，人人都勤力學習，分擔庶務，期望

學有所成回歸教會服事，祝願他們繼續持守學院的教道，在偶像敬拜的地方高舉主名，

因為神昔日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 

  

 

只把我所有的給你                 羅朱小文 

      

  這次緬甸醫療短宣的行程緊湊，八

天裡探望了弄曼、腊戌和眉苗的幾個

華人教會、學生中心和神學院，服侍

內容也相當充實。我們八個成員分為

醫護組和福音組，醫護組除了為當地

人提供醫護意見及藥物治療，更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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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中心的少年人提供護齒服務及青春期衛生講座；而福音組則為候診者和其家屬作個

人談道、分享福音、扭汽球、做手工、玩遊戲….。雖然我們有分工，但感謝主，很多

時候，祂提供機會讓我們無分彼此，互補不足地配搭事奉，無論在開診、傳福音、家

庭探訪、培靈佈道聚會、青少年晚飯、主日崇拜等等，短宣隊都充分發揮了高效能的

團隊精神。 

    短宣回來後整個星期，腦海中仍縈繞著一張張純真稚嫩的臉孔，一雙雙明亮好奇

的眼睛，安靜地排坐在地板或矮櫈上的樣子；無論是華文學校的學生，學生中心寄居

的孩子，甚或是禮拜堂的少年人，他們都似有所期待，指望能從這班陌生的短宣隊員

得著什麼。相信每年都有短宣隊到緬甸來探望他們，捐贈一些物資：包括用品及小禮

物，希望能稍微改善他們的生活；提供一些遊戲及活動，為他們的童年增添歡愉的回

憶。心想：孩子們，你們就滿足於這些嗎? 你們期盼的目光令我聯想到使徒彼得叫那

坐在聖殿美門求乞的定睛看他，然後說「金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今天，

我也仿傚彼得這樣說：「金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孩子們，願你們明白，

金銀縱然可以有好些用處，但是金銀不能供應你屬神的生命，不能滿足你屬靈的需要。

惟有救主基督是生命的源頭，惟有祂才能供應生命，滿足你最深處的渴求。不同的短

宣隊到來，都是回應主耶穌愛的呼召，到福音未得之地，作鬆土耕耘的工作，甚願你

們長大後，不但能成為神的兒女，更能成為傳福音的精兵。 

  

   

緬甸醫療短宣分享                  陳華勝傳道 

 

滿有主恩同在的旅程 

 

    我是第一次參加醫療短宣，對於醫療短宣的運作一無所知，而且相隔上次參與短

宣已有 7 年之久，起初確是有點擔心，但另一方面，心情卻又是既期待又興奮。在幾

次的集訓中，對工場有了初步的認識，團隊也彼此分工和配搭，自己雖然亦從各方面

預備了不少資料，但從過往短宣的經驗和對宣教的知識，也不得不叫我帶著認真、謙

卑和謹慎的態度踏上這次

緬甸之旅。 

 

    在緬甸幾天的服事中，

我有機會與幾位有經驗的

醫護人員一起配搭服事，

亦能夠親身接觸來求醫的

居民，彷彿就像是與耶穌

一同服侍當地的居民一樣。

他們給我的印象是很聽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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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秩序、很有耐心，不論是看病以前的聽講座，還是取葯以後聽福音，他們都是順

服地跟從我們的安排和指示。我們所接觸的大部份都是緬甸的華人，他們很單純，一

般的都是以務農和畜牧為生，物質上的條件雖然不算是太好，但在他們簡樸的生活當

中，卻令我羨慕那種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簡單和親切。 

 

    那裡，不單是當地的民風純樸吸引我，在眉苗聖道學院畢業的傳道人，他們的生

命也同樣吸引我。在弄曼學生中心的楊傳道夫婦，就是當地的傳道人。他們日常的工

作，除了要照顧十多位從鄉村或山區來到城市讀書青少年人，讓他們以低廉的價錢甚

至於是豁免收費入住學生中心。他們不但要照顧青少年們的起居飲食、功課輔導、學

習聖經，而且還要包他們每天兩輪往來緬文學校、中文學校的汽車接送。平日，傳道

人還要在學生中心後面的一塊農田，種種疏菜和火龍果，還要養雞、養豬，每星期更

有幾天要到中文學校當教師。而主日要將學生中心變成教會，負責主日崇拜講道及安

排不同事奉這就是必然的了。 

    傳道人的事奉可以說是與他們的生活密不可分，每天與學生中心的青少年們一同

生活，根本就不會有什麼下班時間或私人時間，可見傳道人的全人奉獻與委身。當然 

，因著他們的言教和身教，生命活出美好的榜樣，學生中心的青少年們也養成了分擔

家務的責任。他們的生活雖然是過得比較清苦，但和他們一同相處，也不難感受到他

們在一起生活那種關心和滿足，就像初期教會的基督徒聚集一起生活，以聖經的教導

實踐在他們的生活當中一樣，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就像是在地上已經享受那未成全

臨到的天國之生活，多麼使人羨慕啊！ 

 

    在那短短 8 天的旅程中，還有很多很多難忘的片段和深刻的經歷，不論是團隊之

間事奉的默契和彼此的同心、包容；或是探訪中所接觸的信徒，大家在生命中的互勵、

交流；更甚的是在主日崇拜中生命被神觸碰。這一切一切都令我深感神恩典的浩大，

求神向我顯明在這一切經歷背後，祂有什麼更高更美的旨意！ 

          

 

 緬甸短宣感想                  楊景仙 

  緬甸總給我一種神秘的感覺。一個封閉多年，內戰頻生的國家。很感恩，藉著這次

為期八天的短宣，我能踏足這個既陌生又充滿傳奇色彩的國土。 

 

  我們一行八人在九月二十六日從香港出發到緬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在當地的同工

悉心安排下，我們走訪了多個工場，其中包括學生中心，聖道學院，教會及孤兒院。

首兩天，我們短宣隊走進比較偏遠的山區，在當地的學生中心和不同教會進行醫療服

務，健康講座，和舉行培靈聚會。 我們所服事的對象，無論是學生，家長或村民，大

部分都會説華語。他們來自當地的華人僑民家庭或少數民族。住在學生宿舍的小朋友

都是來自邊境山區極貧窮的家庭。白天他們到學校上課，下午回到宿舍繼續學習及接



 

 

 10  

觸神的話語。有兩個晚上我們跟小朋友有遊戲時間及舉行佈道會。看見他們可愛的面

孔，真摯的笑容，在遊戲時是那麽盡情，在敬拜讚美時是那麼盡心和盡力。小小年紀，

歌聲雄亮且上達天庭。當我們做默劇的時候，他們又是那麼投入和認真欣賞。他們的

笑聲真的讓台上台下打成一片。這一刻，真的感到神的愛和神的同在都包圍着這間山

區教會。 

 

  我們亦為學生們做些牙齒保健，教導他們健康知識。除了宿舍裡的學生，當天也有

很多村民前來求診。當地山區醫療資源匱乏，衞生環境較差，孩子營養不良，水電不

足等問題仍然有待改善。我們能為他們提供半天的服務實在非常有限。盼望以後能為

他們在醫療方面做得更多，做得更好，能為他們多走一步。 

 

  我們在弄曼和眉苗有機會探訪一些家庭及作傳福音的工作。印象最深刻的是探訪一

家來自果敢族的家庭。老先生及他的家人在八年前因內戰逃離家園來到這裡。他們家

幾乎是家徒四壁。雖然看起來好像已被社會遺棄的人，但神並沒有離棄他們。他們雖

然物質缺乏，但他們心裡有耶穌，看出他們有一份屬天的平安。  

 

  行程中最讓我感動的是看

到宣教士們為回應神的呼召，

把福音傳給那些來自貧窮村

落的小孩  子和那些缺乏父

母照顧的孤兒。宣教士要把

福音帶進未得之民當中，要

叫一個都不能少。那份決心

和毅力，那顆忠心事奉和順

服神的心，讓我心感敬佩。

透過他們的生命見證，讓人

明白什麼是真正的豐盛人生。雖然我們的短宣已結束，但我在緬甸工場所遇見的每一

個人，所看見的每一件事，都會銘刻在我的心上。為不同學生中心那些孩子們祈禱，

為聖道學院的老師和同學們祈禱，為孤兒院的小孩祈禱，更為當地的宣教士和同工們

獻上無限的祝福。 

 

 

醫療短宣服事後記                      羅達雄  

     

  剛送走了中福團 2016 緬甸醫療短宣隊離開眉苗之後，又迎來中福團緬甸同工會，我

留下來是應總幹事朱牧師所囑咐，與同工們有幾天時間的分享。其實我心底裡還懷念

與短宣隊員走過遙遠的緬北路、所作過服事的工，所遇過的人和事；其中最堪告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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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那班很優秀的隊員。我們七人是來自香港各教會的肢體，卻因有心參與醫療宣教

服事而走在一起，後來又臨時加上一位美國三藩市的隊友。那原是一支「雜牌軍」，卻

因經過幾次集訓後，我們能夠彼此認識、同心祈禱、一同策劃事工、參與各項預備的

事，以致成為一支基督的精兵。在那天的朝陽中，我們同心踏上事奉主的天國路。在

整整一個禮拜中，大家真的心連心，一起開拓服事主的國度，藉著醫療服事、健康講

座、個人佈道、關懷探訪、培靈佈道會、青少年晚會等等，把主的佳音四處宣告，大

家做到同力戰傾出真愛盡獻，我為他們向主獻上何等的感謝。現在他們已完成服事回

港去了，我卻能夠安靜休息，回味及思考主的深恩。 

 

    是次中福團半年一次的同工會有 18 位同工來參加，當中有多對夫婦一同事奉的太

太，因要留下照顧兒女或教會的事務而未克前來赴會。開會禮由緬甸工場主任李牧師

主持，總幹事朱牧師以《哥林多前書 3：10-17》傳講「建造神殿的工程」勉勵同工。

之後幾天上午八時至午正，我們分別由美國中福主席盧牧師主講：「從約拿書看神的工

人」和我負責講授的：教會行政管理。同工們多分佈在緬北第十三區服事，有些離開

眉苗很遙遠，亦有些同工服事的地區甚至不許外國人進去的。他們就各自在那裡服事

不同群體，有時難免感到孤軍作戰，鮮有人支持和分擔，更沒有同工團契的聚會。對

於有機會每半年一次聚在一起參與中福團同工會，自是感到有點支持和關心。更有機

會聆聽總幹事和其他牧者的勉勵和分享，使乾渴心靈得到一點點的滋潤。 

 

    每天下午至晚上九

時，我們亦機會聆聽各

同工事工的報告，那是

最精彩的時刻，他們分

享半年來各人在崗位上

值得感恩的事、一些有

待加把勁的事；更有各

人健康變化、家庭或兒

女的代禱事項等等，之

後大家齊心同聲禱告。

我看到大家都願意開放

自己，使團隊能休戚與共，同心事奉，互相代禱，誠是主的恩典。最後一晚仍由李牧

師主領閉會禮、朱牧師傳講信息勉勵眾同工，及後由我負責聖餐禮，那是同工首次一

起參加主的盛筵。我邀請一位牧師和一位女同工協助襄禮，祝餅和頒酒時，眾同工都

逐一前來恭領主的身體和寶血，同工再走到盧牧師面前，他逐一的為每一位同工摯誠

的祝福，那份主裡同心同在的感覺誠令人感讚。聖餐禮後同唱：「大家一同來作工」，

更是激勵眾心的詩歌。之後中福團總幹事朱牧師向八位資深同工頒發「授權施行聖禮

的證書」，因為山區教會未必有牧師，要施行聖禮有困難，令他們在牧養上有缺失，故

授予資深同工執行聖禮之權，以表對他們當地教會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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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次我有機會留下參與這個同工聚會，深感主給我機會與同工相聚的時刻，互相建

立與支持，使我也自覺是團隊的一份子，藉此機會同建緬甸中福團的團隊精神，感謝

主。差會不能沒有宣教的異象，中福團也不能沒有宣教夢。異象和異夢是聖靈澆灌的

明顯象徵，不是為了讓被聖靈所充滿的人，有自我良好的感覺，或有靈性及情緒高漲

的表現；最重要的是領受使命要去宣告：神國的福音。「願以手相牽，衝破風與浪，齊

共勉標竿奔向直往。」 

 

 

 

 

~完~ 

 

 

 

行程小記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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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我們的分享，能挑起你的宣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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