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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福的一程   董美琴牧師 

 

 

透過張大華、王寶玲牧師們，早已認識查天

儒、張茂蘭牧師夫婦，也早被邀請往緬甸走

一趟，了解他們的事工。事實上，早在 2009 

因颶風摧毀了萬千緬甸南邊沿海的家園，那

時柴灣堂回應，奉獻了二萬元給二十個家庭重建他們的棚屋。2011 年，查師母

來了教會，在崇拜中分享了他們遍及緬甸的事工，特別是德昂人的新工作；感

謝神，肢體積極的奉獻竟達九萬之多，這也給我知道是時候去訪宣了。 

 

 接下來的是，誰去呢？今次不像

往日公開招募因神將一意念放在我

心中，就是讓我們的教友讀中學的

子弟一起走進神的工作中，叫他們

看見神是怎樣的神，也使他們體會

自己的「幸福」 是甚麼一回事。因

此，我與他們的導師分享，也請他

們一起前往 「揍仔」，否則，我是

無法如願的！感謝神！他們真的願意當起全人導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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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的，我們那三、五、七天的訪宣對當地的事工起了的只是煙花燦爛一時

的效應而矣，但真正在訪宣受惠的卻是我們： 

 

 - 體會神愛世人的真實 —— 在昆明我們看見神愛家舍的孩子、理解神開展

雲彩會的助學工作、感受神在緬甸中部及北部顧念成千上百的學生、各類少數

民族的村落。 

 

 - 體驗肢體和睦同居同工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 我們三代年歲一行八

人，在這八天之中同食同住同工。每天早禱、晚禱叫我們既屬靈又親密。在緬

甸的四天總是歡歡喜喜地或在室內、或在陽光下負責了七場不同會衆的活動，

看見孩子們臉上的笑容，更有心滿意足之感。 

 

 - 體察生活水平的差距而明白我們是何等豐足 —— 緬甸仍是六十年代的

模樣，貧窮與落伍往往是結伴的。對第一次踏足緬甸的我們，不用多言也會心

裏有數。但他們的聖光堂卻有千人聚會，祈禱會也有差不多二百人來參加；查

師母就是說他們的資源不足，否則我相信主的工作可以做得更好更多。 

 

 對從沒有參與訪宣的你，我們

誠邀你踏出一步，走上蒙福的一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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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滿途            張寶惠姊妹 

 

 

上帝照祂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裡使

我們一切所需的都充足。神的供應超過

我所想所求，想不到此次訪宣得弟兄姊

妹的支持，使我免費參與訪宣，多謝大

家的支持。 

 

 大爹！大媽！這是誰？這是緬甸恩慈之家所有人對查牧師及查師母的暱

稱。而他們也真是恩慈之家名符其實的大爹、大媽，二十年來他們堅心依靠上

帝建立了十三家恩慈之家，最多的有 160 名學童、最少也有 18 名；恩慈之家共

有同工 120 多名呢。感謝主，這全是神的愛，讓他們能在一起共同服待緬甸這

貧窮的地區。查牧師夫妻不但關心愛護恩慈的孩童，連其它山區的弟兄姊妹也

關心備至，幫助他們引水做井，貸款給他們餌養小雞，對弟兄姊妹生活近況瞭

如指掌，難怪大家會尊稱他們為大爹、大媽。 

 

 在這次的訪宣中，使我學到神給我們

每人有不同的恩賜，我們應如何發揮這

些恩賜。信、望、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唯有愛心能造就人，我們不是依靠個人

的智慧、能力，而是依靠全能的主，才

能成就神的大功、才能造就別人的生

命。感謝主賜我此次訪宣機會，擴闊我

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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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閉的國，開放的心        吳潤洪弟兄 

 

 

神的心意，有些時候總是讓人不能參透。然而這

卻反可成為鍛鍊我們的信心，叫我們親身體會到

上帝施恩典行奇事的美妙時刻。 

 

 小弟的雙足堪稱得上是多災多難，失驚無神

便會患上了古靈精怪的雜症。這一回輪到左脚姆

指甲任意妄為，它其中的一邊粗暴地插入鄰居腳

指頭肉之中，紅腫、含膿、發炎隨之而來。為了確保不耽誤去緬甸的行程，於

是快快四出尋找合適的醫生做手術，並千叮萬囑要在聖誕節前趕及痊癒。最終

脚指倒也爭氣，真的乖乖地準時康復過來。誰知道一波雖平，一波卻又起；在

同一隻脚姆指甲的另外一邊如倒模般發生同一樣的狀況，可不同的是出發的時

間已迫在眉睫，就算華陀再生準也不能既做手術而又不留港休養。在別無選擇

下惟有下定決心暫且擱下不管，讓脚指傷患痛楚伴隨這八天路程，待回港後再

儘快處理。我自問為神的緣故這麼盡心盡力地去治理這一小隻脚指頭，為的只

是要毫無顧慮飛往緬甸參加訪宣去，那為什麼神竟讓這事情發生？神這次到位

的提醒是就算我們竭盡一切努力為祂作工，不代表難題會遠離我們。面對不如

己願的事，我們該做的就是單單順服，順服祂的旨意。曾有宣教士受差遣時懷

抱雄心壯志，卻帶著失落而回。他們不愛主不委身麼？絕對不是，但這可是一

份寶貴的信心功課。 

 

 如大多數人一樣，緬甸對我來講是相當的陌生，所有對它的認知只來自新聞

報導的零碎片段和一位受人敬重叫｢昂山素姬｣的傳奇女子。印象中這國家是非

常封閉並落後，受軍人高壓統治，難怪令人望而生畏，避之則吉。但其實親身

踏進這片土地上，並不如想像之中的可怕。沒有漫遊覆蓋致電回港是真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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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網吧提供慢速上網可電郵回家；機場的原始人手運作是真的，但旅館也有

熱水供應使我們逃離凍水淋浴的惡夢；軍人和軍事建築物四處可見是真的，但

我們也沒有被他們干涉任何活動。說實在的，我們經過的地方跟中國內陸城市

和農村是沒大差別的。 

 

 這次訪宣主要是了解一個宣教團體在緬甸不同地方的工作。不知道大家在二

十多歲是如何的光景，但創辦這宣教團體的牧師師母在如此年輕的時候已經委

身要服侍緬甸此地，他們不但領人歸主，更培育信徒成為領袖，薪火相傳。表

面看著，牧師是一位溫文儒雅的牧者，師母就擔當著眾人開心果的角色。然而

這一對宣教俠女所牽動著的宣教規模十分龐大，有百多位同工在緬甸各城市中

開展事工，是我在多次訪宣中都從未見到過的。 

 

 這數天我們就跟著師母走訪各個聚會點，

既有比較完善的學生中心，也有簡陋的農村學

校。但無論何地，都看得到一群天真活潑的小

朋友，而我們每一位團友的心都被他們的單純

所溶化了。他們沒有城市的豐富物質與頻繁的

資訊，但只要與他們唱唱歌、玩玩遊戲，就可

看到他們臉蛋上流露著那樣滿足的笑容。還有

認識一位當地少年信徒，年紀輕輕就立志讀神學牧養家鄉信徒，沒有一絲動搖，

奉獻未來給主。耶穌說：「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我想，在

緬甸裡，心靈著實不輕易受外界所纏繞，真的可看見神更清楚一點，更開放地

迎向上帝。反倒是香港太多引誘，不其然令我們分心，令我們迷失。 

 

 人生，其實真的可以簡單一點。 

 

 原來，封閉的國並沒什麼可怕，封閉的心才真正的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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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開我眼、得我心        張寶怡姊妹 

 

大家好！我是張寶怡！今年十三歲！今次

是我第一次去訪宣，亦是第一次去到緬甸！

首先，我很感謝神，可以讓我去到緬甸訪

宣！起初，我以為緬甸是一個落後的地方，

全地都是鄉村！在我出發前，我也以為是這

樣。感謝神! 我們是住在市區中的酒店。要

不然，當我們回來時，你看到的便是一群數

天沒有洗澡的訪宣團隊。 

 

 今次旅程可說是長途跋涉的，要由香港飛昆明，再轉飛緬甸曼德勒。然後乘

七小時車程往臘戌。因為臘戌才是我們真正的目的地。 

 

 當我們到達曼德勒時，因為已經是夜晚。所以便往眉苗的恩慈三家與小朋友

聚會。那裏的小朋友很可愛，無論三歲還十三歲，都能在這裏找到。雖然如此，

但是我們也有一大困難，就是在溝通方面。他們聽不懂普通話和英語。我們就

只好用動作來表達我們的意思。但是，儘管他們不明白遊戲甚至詩歌的意思，

但他們亦懂董牧師跟他們講述神的話語！這也是感謝神的帶領！ 

 

 另一天，我們便啟程往臘戌！雖然旅途比較長，而且當天下雨，但是神的帶

領令我們安全到臘戌。因為到達時已是黃昏，在恩慈之家吃飯後，便到公卡(一

個事工名字）！在那兒，我第一次帶遊戲！我緊張得很！不過，幸好神賜智慧

予我，令整個遊戲可以順利進行！ 

 

 

 之後，在緬甸逗留了三天，但是我已覺好像過了七八天一樣。在三天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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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參觀了很多查師母和查牧師成立的事工。神賜給他們的力量真大。無論是學

生中心還是恩慈之家，他們都可以打理得井井有條。神真的賜給他們無限的智

慧！在參觀事工時，我們亦會與小朋友聚會。我們發現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

都很單純。不像香港的小朋友一樣，三歲便拿著 iPad 學生字。他們的生活環境

真比我們惡劣得多！雖然如此，他們也會靜靜地聽我們講解。他們亦一學即曉，

又聰明又乖巧。 

 

 在整個旅程中，我深深地體會到

禱告的力量。每天的早禱會、晚禱

會，都會讓我們各自開口去讚美，感

謝神過去的帶領和保守。因為在緬甸

的基督徒，他們甚麼事都會向神禱

告，無論大事小事，他們都會告訴主

耶穌。因為他們知道主耶穌主宰一

切！ 

 

  

 所以，經過今次訪宣，我已向神承諾，我要每天靈修、禱告！ 

 

 感謝神！Thank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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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不得        鄭穎芹姊妹 

 

  

在這次訪宣出發前幾個月的飛躍小

組，Joey 姐詢問我們有沒有人想參加

聖誕緬甸訪宣。那時，就猶豫自己是

否應該參加這次訪宣。最後，我卻答

應了 Joey 姐。其實，那時不是只有我

和寶怡答應參加，還有幾位朋友呢﹗可惜，他們有別的事，所以推辭了。到了

出發的那天，我還在猶豫，是否應該「錨底」(編按：「錨底」是臨時退卻的意

思)。但最終都因自己想看在緬甸那兒的事工，所以就出發了。 

 

 

 在緬甸，自己一直以為會

是帳篷的生活，原來是住賓館

(政府要求遊客一定要住酒

店) 。真的感謝神，查牧師和查

師母非常熱情呢﹗只是我還是

被他們家的狗們嚇了一跳呢﹗

同工們還隨著我們不吃辣的習

慣，乾脆不煮辣呢﹗那些小朋

友也很熱情﹗他們也很聽我們

的話呢﹗我真的很想再去，真

捨不得他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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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祢的國降臨        呂彩頌姊妹 

 

 

 

 每次去訪宣，都是被祝福過於祝福別

人，驚嘆神如何叫萬事互相效力，叫愛

祂的人得益處。 

 

 由年初向飛躍小組傳遞這趟訪宣的異象，到陸續有起初承諾同行的弟兄姊妹

最終因各種因由退出，出發前的我一直信心軟弱。隊員中有一半是首次參加訪

宣，加上有兩位少女同行，深感責任重大，倍感擔心。但意想不到的是我們這

三代人的配合卻成了令人鼓舞的隊工。 

 

 抵埗當日完成第一晚的聚會，我便失聲了；朱洪的「痛」腳又再受創；還未

數 Kenneth 哥哥被重行李壓得瘀黑脹大的手指。但當我看著寶怡頂上用她自己

無甚信心的普通話領詩，和一向不大習慣在教會中當帶領角色的老公開始站出

來分享見證和講解遊戲，我心裡只有感恩。對外聯絡發施號令的有 Helen 姐；

對內照顧兩位小妹妹的有寶惠，我也就安靜的欣賞神如何誘發每一位隊員的恩

賜。 

 

 臨行前我什麼藥都帶上，就是忘了喉嚨發炎的藥，根據過往經驗，恐怕也要

啞上好幾天。當無醫生無藥物可依的時候，人反而才更能依靠神。大家都為我

禱告，誰會知第二天便碰上另一隊訪宣隊，領隊是醫生，吃了他的藥，我第二

天便重新投入工作，一直到回港後第二天，我才徹徹底底的病上整整一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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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訪宣回來，我對「公平」有了新的領悟。從小到大，我一直是一個草根

出身的基層市民，一心以為有穩定捐款奉獻予不同的機構或事工，也就從來沒

想過自己會是聖經裡的「財

主」。當我們走過一條又一條

與世隔絕無人問津散落山野的

村落，我不斷問自己和他們到

底有什麼不同以致我今時今日

可以過著香港這樣的生活，而

不是生在偏遠的山區。世人總

愛把貧富懸殊歸咎於上帝不公

平，但我們可曾想過，上帝的

公平並非在於分發每人一千，

而是在於要獲分配一千的人把財富重新分到獲分配一百的人手中，這才是受造

者更需要學習的公平。我深信上帝的公平，我更深信祂會希望由祂所愛的人去

彰顯祂的公平，而這正正是當我們唸著「願祢的國降臨」時最重要的身體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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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次         張瀚懷弟兄 

 

 這是我第一次參與的訪宣， 加上對緬甸這神

秘國度沒有丁點兒的認識，出發之先不免有點兒

憂心，恐怕自己在訪宣旅程中未能作出貢獻，亦

擔心緬甸的治安、政局對我們行程的影響。但祂

真的是為我供應開路的上帝，旅程當中無論是住

宿交通食物衞生狀況，都遠超我們的期望，就是

超重行李也能在毫無攔阻的情況下過關，像雲上

太陽一樣，當我們還不曉得的時候，祂己為你我

而預備。 

 

 我們在緬甸不同的地方舉行了多次聚會， 走訪了不少的村落，採訪不同的

家庭，了解他們的需要，跟他們一起禱告。在聚會中我們跟當地小孩子中學生

玩了很多不同的遊戲，並分享當中相關的聖經信息。我不知道匆匆數天的行程

可為緬甸的朋友帶來多少的支持，多少的轉變，但看見孩子們在過程中熱烈的

參與，簡單的遊戲已能讓他們樂

上半天，我體會到開心快樂其實

可以來得很簡單，不需要禮物，

不需要豐厚物質回報，只單單的

投入，與你生命中的夥伴結連，

就能得到最單純的快樂。生活環

境中有太多的物質供應有時候反

而使人更不開心，更難得到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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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緬甸山區讓我們再

次看到神所創造的美麗

世界。藍天綠地黃花繁

星，小豬小狗小兔小鴨

小雞小貓小牛我們可真

見了不少。而在這個樸

實的環境中，人們往往

更能貼近神。 在外出打

獵之前，當地信徒也會

先禱告，希望得到上帝

的保守。但隨著所謂的

生活進步，太陽能及蓄電池的普及，以及電視機的出現，人的焦點便開始變得

模糊，亦導致以往座無虛設的晚間祈禱會變得冷清。我們要為緬甸的教會禱告，

更要儆醒身處在香港這個充滿誘惑城市裡的弟兄姊妹，免受美麗的事物迷惑，

離開紛雜世俗的綁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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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遙遠的國度        梁健熙弟兄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訪宣，也是第一

次進入緬甸這個國度。緬甸是一個這麼

近那麼遠的地方，或許你聽過她的名

字，認為她的首都是仰光(其實 2005 年

已遷都至內比都)，對她有著零星的印

象，腦中散落著軍人政府、昂山素姬、

披著紅衣的僧人、水災、貧窮等等形象，但卻總不能在腦海中把她勾劃出來。 

 

 誠然，在旅程開始前的確很擔憂。擔心物資太多行李超重、擔心同行兩位年

青人的安全、擔心水土不服等等。人們對著不可知的事，害怕憂慮是自然的反

應。我們被教育要三思而後行，任何事都應權衡利害輕重，這無疑是我們在社

會生存的安全法則。但神卻籍著這次訪宣，讓我在信仰中反省，世上並沒有比

神更可靠的靠山，靠著神，萬事都行。而我的擔憂，很可能是我的抽離錫身，

缺乏信心的反映，這很可能成為與耶穌一同背負那長滿木刺的十字架的阻礙，

使我繼續做一個形式化，接受便宜舒適福音的基督徒。 

 

 當天天色陰霾，進入曼德勒機場，過了三重的平排關卡，再在末端遇上一個

斥喝你名字的軍人，對緬甸的印象的確不好。不過那陰霾卻隨即被查師母的熱

情款待、小朋友的親切笑容一掃而空。小朋友的單純信心，真的令我自慚形穢。 

 

 在整個旅途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當

地信徒單純依靠著神的信心。他們無論生

病，打獵等，也會先向神禱告。他們的缺乏，

反而令神在他們的生命中豐足。反之我們在

城市生活，或許懂得很多方法去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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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時我們卻因而少了去倚靠神。讓我反省是否我沒有讓神在我生命中作工，

捉緊神上好的恩典。 

 

 我們在當地參觀了查牧師

夫婦在緬甸的事工。在短短的

二十年間，他們的同工人數已

增至一百多人，不止在我們參

觀的臘戍，也在緬甸各處開展

了神的工作。最令人驚嘆的

是，雖然服務範圍如此的廣

闊，但當師母帶我們到訪各處

的事工時，她對不同村落的村

民的個人需要瞭如指掌，讓我

們看到她開展以人為本的福音事工的親和力。在離開時，在高空鳥瞰緬甸這個

國度，見到很多村落相隔很遠，一個一個相隔深山之中。實在令我深深感受到

查牧師夫婦在緬甸傳福音的魄力及艱難。這也令我想起我們的幸福，原來很多

人因為交通、資訊的不發達而未有機會接觸福音。我們在香港蒙福、有資源的

一群，豈不應為神的國再努力一點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