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

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

醒。」詩篇一二七 1

提到緬東恩盈工場，我總是想起這節經文。這

工場的發展、服事的群眾、開展的事工，若不是耶

和華的應許與看顧，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

還記得 2010 年 4 月，第一次與短宣隊踏足這工

場，只知道主要服侍百多二百名的學生，為他們預

備每天的活動，詩歌、聖經故事、手工、遊戲等，

後來才了解這「中文學生中心」只是「恩盈宣教事

工」的一部份。

恩盈宣教事工的創辦人何靈生牧師，蒙神呼召，

一家遷往緬東大其力市開展福音事工。二十多年神

實在使用他，除了建有學生中心外，還有華文學校、

緬文學校、戒毒所、神學院。何牧師更看到山區和

特區的需要，在不同的地點設立學校和佈道所，從

當地一個信主的家庭開始，把福音傳給未得之民。

服侍的對象從華人開始，轉到不同的少數民族。神

不單使用何牧師、師母，並大大賜一群願意委身服

侍的同工；每次看到他們的忠心服侍，心中總是得

到鼓勵，也為他們感恩。

近年由於當地政局關係，特區常有內戰，外國

人無法進去服侍，只有當地同工能繼續在特區牧養

和佈道，所以心中特別惦掛著他們。他們面對艱苦，

生活沒有方向，也沒有渠道能認識賜恩典與生命的

救贖主，心中得不到喜樂與平安。我一直祈求與渴

望能再踏足他們的地土，與他們分享神的愛與恩，

分享從上而來的喜樂與平安。

另一個惦掛的是在文明社會很難想像的一個族

群，是拜鬼的群體。與大其力市距離四小時車程的

景棟市，山上有一條村落，當中有巫師，定期有拜

鬼和祭祀的儀式。雖是覺得很新鮮，因從未遇見過，

但心中有說不出的沉重，他們很需要認識至真至活

的神。感謝我們的主，祂愛這族群，差派了忠心的

傳道人一家在那裡服侍，建立信任，漸漸地把福音

帶給他們。

福音工作從來都不容易，但在這十年的日子，

我探訪緬東工場有十多次，每次都看到神奇妙的作

為，超過人所想所求。我無法明白神是如何使恩盈

的宣教工作一件一件的成就，只知道祂就是那位行

大事不可測度，行奇事不可勝數的神。

心中感恩，不單是因為能參與其中，更因為能

親眼看見神的愛、祂的呼召、人的順服。在人認為

不能的事，因著愛與應許，神卻一一成就，祂是配

得榮耀與讚美！

(作者為本會董事 )

緬東訪宣分享摘錄
見證神的大能

梁陳麗琳 ( 尖沙嘴浸信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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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 2019 年是我和丈夫劉惠濂第四次到大

其力訪宣。幾天的行程當中，出現不少動人時刻，

讓我驚覺神的奇妙作為。

1) 恩盈福音戒毒中心新堂獻堂禮

新堂兩年內建好，全是恩典，何靈生師母分享：

「信心有多大，神的恩典就有多深，神豐富的供應

超過所求所想！」訪宣隊站在新堂中獻唱詩歌時，

猶記起當年在舊堂與一班戒毒朋友一起聚會的情

景，今天神奇妙的作為，讓一切都更新了！

行程第六日再訪戒毒中心，與他們一起敬拜分

享見證。飯後是個別接觸時間，和我分享的弟兄只

有 25 歲，他猶如自己的孩子一樣親切。分享後，這

孩子問我：「老師，妳叫甚麼名字？我會記著，並

且會為妳禱告，求主賜妳健康身體！」這孩子的回

應，使我十分感動，原意想鼓勵他，但神卻透過他

堅固我的事奉生命。

2) 景棟三隆傳道的異象及服侍

三隆傳道在景棟服侍 AN 族，他的異象和熱誠使

我深受感動。他為了回應神的呼召，捨棄舒適和優

質的環境，選擇過清貧的生活，竭盡所能為 AN 族創

造文字、語言及音樂，神亦顧念他的需要，為他預

備並肩而行的同工，讓他不致孤單。今天我是否願

意為主放下自己的選擇，離開安舒區，順服主的安

排？

3) 恩盈學生中心教課及遊戲活動

訪宣隊有兩晚在中心和孩子們一起玩集體遊

戲，當時我輸了，孩子要向我說「耶穌愛你」，並

將哈哈笑貼紙貼在我的臉上。有位女孩，在說出「耶

穌愛你」之後，竟加上「我也愛你」，讓我感受到

孩子的生命充滿主的愛。他們沒有因為自己是孤兒，

或是遠離家鄉要在中心生活成長而心生怨恨，反而

能夠喜樂地與人分享主的愛。喜樂原來可以很簡單，

就如這群孩子一樣，以單純的心領受所擁有的，不

計較得失，常存感恩的心便能感到滿足，開心過每

一天。

在訪宣中，深深體會彼此在不同環境中生活，

每天各自遇到不同的困難，但因為大家同是神的孩

子，只要專心仰望倚靠神的帶領，便能經歷平安和

喜樂。你是否渴望經歷神的奇妙作為？

「動人時刻、神的作為」

黃玉音 ( 九龍城潮語浸信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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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大其力訪宣體驗分享

感謝神再一次帶領我和太太玉音到緬甸訪宣，

這也是我的期待。這次我們一行 19 人，包括 4 位小

朋友。在這行程中，小朋友們都很乖，真是值得讚

賞！

雖然行程不太緊密，但我們也去了很多地方。

我們很榮幸，可以參與戒毒中心禮拜堂的獻堂禮，

在感恩崇拜中獻詩。看到戒毒中心有一所堅固的禮

拜堂，心中真的為他們十分感恩。而個人有很特別

的經歷，就是這次探訪戒毒中心，竟然可以衝破語

言障礙，單獨用很不純正的普通話和戒毒的弟兄分

享，實在感謝主賜我勇氣，勝過軟弱。我體驗了靠

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我們也到過距離恩盈中心很遠的景棟。這地方

的生活和以前的黃果園差不多，都是十分窮困，村

民大多是 AN 族人。傳道人三隆是一個很有使命感的

傳道，他為AN族人編寫聖經和文字，過程十分艱辛，

真的令我佩服萬分。求主加能賜力給他，使他能完

成神交給他的任務。

此外，就是去探訪黃果園的村民。這裏和以前

差不多，都是很窮困，每家都有很多子女，所以食

物常常都不足夠。他們在橡膠園工作，但工錢很少，

所以十分需要幫助。

我們也在恩盈中心帶領活動，和一班小朋友一

起玩，十分開心。看見這裏的生活已有改善，心裡

為他們感謝天父，因為神知道各人的需要，按時候

供應，真是十分感恩！

行程中最感恩的是神十分眷顧我們，為我們預

備了最合適的天氣，使行程非常順利。另一方面，

我們的團隊很合一，合作愉快，有美好的見證。

在此，再一次感謝神，帶領我們平安前去，安

全返回香港。

劉惠濂 ( 九龍城潮語浸信會 )



2011 年 3 月，第一次跟隨浸差會 ( 當時由連達

傑牧師領隊 ) 考察緬東差傳服侍，到訪位於泰緬邊

境大其力市的緬東恩盈宣教中心，創辦人為何靈生

牧師夫婦。其後，該中心正式成為浸差會認領的緬

東工場。此後，在 2012 年至 2015 及 2019 年間，我

參與了五次緬東訪宣服侍，也在 2016 年參與一次緬

東第四特區考察。

《浸聯網》以「宣教工場深度行——緬東」為

題，邀請參加者分享，為配合主題，我選擇分享

2016 年 3 月的緬東第四特區考察。

那是接連中國雲南邊境的一個緬甸特別行政

區，距離大其力巿約 250 公里，但由於山路崎嶇，

卻要用上 6-8 小時才能到達。特區雖屬緬甸，卻由

當地的親中軍閥政權管治，居民以華裔的果敢族為

主，說華語，用人民幣，但他們大都沒有緬甸國民

身份，也不是中國公民，可算是無身份的一群！

我們到了主要經營黃賭毒活動的孟拉巿，及鄰

近遍佈貧困小農村的色勒山區。這裡是緬東恩盈宣

教中心認領的「國內宣教工場」，他們在色勒、南

板山區開辦了數間華文小學，並建立佈道所，以服

侍不同村莊的居民。

這次考察我有幾點深刻的感受：

1) 感恩：看到我們所支持的緬東工場，不單在

大其力市有教會、神學教育、福音戒毒、辦學及照

顧孤兒等服侍，還實踐到遠方宣教的差傳使命。

2) 感動：目睹遠自中國温州的年青宣教士願意

離鄉背井，委身到特區內資源匱乏的山區教導小孩，

與貧苦人分享福音。

3) 激勵：親聞曾接受美禾聖經學院造就的年青

緬甸少數群族傳道人，實踐使命到不同的山嶺村莊

牧養困苦流離的小羊。

雖然當下的香港正處於艱難、困惑的大環境，

但比起這些長期在飢寒貧困，無身份無倚靠的群族，

我們豈可因一時的困境而忘記他們的需要 ? 我們需

要給小子們一杯涼水！

感恩、感動、激勵

彭淑嫻 ( 牛頭角浸信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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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今年 3 月 9 至 16 日的緬甸短宣，因新冠肺

炎病毒擴散下，更多經歷神的同在及信心。神的意

念高過人的意念，人的安排怎樣都會有不足，但倚

靠神的旨意，信心交託，祂就成就美事。

短宣隊出發前一天還有很多變動，啟程或取消，

兩位隊員退出了，是否能成行？姚牧師鼓勵隊員切

切祈禱交託神，禱告中神給我的話是：「你要專心

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已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

的事上都要認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 箴言三章

5-6 節 )。

這次短宣的領隊是姚牧師，其他成員還有一個

家庭，夫婦二人帶著四個年幼的子女：兒子 13 歲、

女兒 11 歲、一對 9 歲雙胞胎的女兒。一行 8 人，在

3 月 9 日懷着平安、喜樂，充滿信心的出發。在 8

日的短宣過程中，感受小孩子的活潑及音樂的天份，

雖然發生很多不是預定的變化，但神一直與我們同

在。

平安往返

第七天是主日，因疫情的關係不能到教會崇拜，

牧師安排我們在酒店的花園崇拜，四個小孩子用不

同的樂器配搭詩歌敬拜，我擔任主席及讀經，孩子

的父母祈禱，姚牧師分享以弗所書四章 7-16 節，鼓

勵大家各盡其職，建立教會。最後，牧師鼓勵各人

向神行獻心禮，才結束崇拜，我深刻體會神的愛及

同在。感謝神，短宣隊出入都有神同在，平安往返！

耶和華必在你前面行，祂必與你同在，必不撇

下你也不丟棄你，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 申命

記三十一章 8節 )

海蘭（大埔浸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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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訪宣體驗

母親篇

疫情中，就像末日將到，如經上預言：「地要

大大震動，多處必有饑荒、瘟疫，又有可怕的異象

和大神蹟從天上顯現。」( 路加福音二一十 11) 在

這次疫情中，各地政策也相當混亂，很多團隊都不

能到外地短宣。能夠前去，確是主開傳道的門，更

使我深感主對人靈魂的迫切。提摩太後書四 2 說：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

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

在泰國阿卡永生中心及緬甸恩盈學生中心和戒毒

所，我看見了宣教士們如何聽從主命在「得時不得

時」都要作主的工，更激勵我也要在什麼時候都傳

道，不要為自己安排甚麼，計劃甚麼。

在恩盈戒毒中心，我坐在最後排。當戒毒者唱

詩歌時，我的淚水不停地流下來。他們共約 50 人，

歌聲雄厚，精神奕奕地唱著「主是他們的力量」時，

震撼著我心，彷彿看見主的榮光在他們身上。原來，

有時主在我們不知道的時候在用我們呢！正如戒毒

的弟兄只是坐著，已使我有說出不來的感動。他們

或許會覺得是被離棄的人，沒有用的，但我覺得他

們是被主愛所包圍的一群，主要用他們每一個人來

見證衪。主真是滿有大能！

又因為疫情，局世多變，我們的行程也多變。

在緊密的行程中，我們只能有大半天的日子在恩盈

孤兒院與弟妹相處。早上和他們一同搬木頭，玩遊

戲，爬樹摘桑子吃。中午一同吃飯，下午有幸可以

教他們彈夏威夷小結他。簡陋的課室裏，充滿著好

奇心的孩子。一位小妹妹帶我參觀他們的宿舍，我

問她在這裏快樂嗎？她笑著回答：快樂！從她真摯

的笑容，看到她並不孤單，感謝主賜她一個大家庭。

宿舍設備並不很好，但孩子們天天能一起生活、學

習、玩耍，生活雖然簡單但很快樂，連我的女兒也

被吸引想留下來。道別時，他們很可愛，連連揮手

道別，直至看不見我們的車子。我的淚水忍不住了！

不知道還有多少貧窮的小村莊、多少孩子、多

少家庭，是還未聽聞福音、還未認識神的。我很想

到那未聞之地。雖然我不能改變他們的生活質素，

但我希望能讓主的愛成為他們的力量與詩歌！

(作者為宣道會大澳堂 )

圭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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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心

芷月

茵愉

慕天

孩子篇

從前，我以為

住在孤兒院的人遠不及我

們幸福，當我到過那裏探訪，

正面和他們談話後，他們因着

認識主耶穌而一生快樂。感

謝主，神與他們同在！

參加了這次短宣

後，知道戒毒所裏的人已經

完全相信耶穌了。當初以為，戒

毒所裏的人一定很凶惡，原來他

們信主後，主改變了他們成為慈

祥的人，所以感到很感動！

緬甸的傳道人常問我要不要長期在那裏，那時我很衝動很想留下來，可是泰國的關口一定要我們走，所以我很失望。但感謝主給我們能探訪緬甸。感謝主！如果有機會我會與他們一起生活。

在泰國的孤兒院裏，他們的飯菜很簡單，使我發現，我們一家都很幸福，食物很充足。感謝神給我幸福的家，以後我不會再浪費食物了。

同時，我再想，要多些分享神的福音給世界各地的人。



2019 年盛夏，悶熱又潮濕，沒有藍天白雲，煙

塵滿佈的香港，人潮依舊喧鬧，漫無目的人群一如

以往為生活奔波。基督徒傳福音、宣教本應是理所

當然的事，可是我們卻隨波逐流，為追求眼前的物

欲滿足，傳福音、宣教的火早已黯淡了，拋諸腦後。

可是神依然顧念我們，容讓我一家有這福份，拋開

世俗煩囂往緬甸短宣。

緬甸，一個被遺忘的國家，它在上世紀初本為

商業都會。人民飽受暴政蹂躪，幾經滄桑，來到今

天，昔日的自由璀璨早已煙消雲散，只剩下落泊荒

涼。緬甸教會沒有高聳宏偉的建築，也沒有甚麼豐

富的物資；相比我們金雕玉砌的香港教會，實在是

天淵之別。可是，匱乏的教會卻不辭勞苦支撐著繁

不一樣的短宣

多的事工，從事教育、辦學，照顧孤苦無依，以致

上山傳教全都一手包辦。最壞的局勢，也時最好的

時刻。

上帝僕人何靈生牧師不辭辛勞，奔走於烈日炎

炎的泰丶緬崎嶇山野，給幹農務的村民和逃避戰亂

流離失所的難民一個安身立命的居所，也給他們一

個認識神的機會。福音就是這樣一點一滴，年復年、

日復日用同工的一雙手傳遞開去。感謝主！讓我這

個插科打諢的基督徒開了心眼，喚醒躲在聖經裏的

我，回到真實的世界。最後，我大膽鼓勵大家不要

只拿著聖經說道理，參加短宣讓上帝開你們心扉，

向着短宣標桿直跑吧！ 

ANSON( 粉嶺浸信會石湖墟浸信會福音堂）

在教會生活多年的教徒，必聽過弟兄姊妹們說

「我們要活像基督」。怎樣才能活像基督呢？「天

天背起十架」，是否那麼容易？我在 2018 年和

2019 年分別兩次到緬甸訪宣。感謝主！打開了我的

眼睛。看到恩盈中心的何靈生牧師，不辭勞苦地奔

走於泰丶緬間崎嶇山野，接濟因戰亂流離失所的難

民，給他們一個容身之所。又看見彼得傳道為了更

多緬甸人能夠聽到福音，跑到荒蕪的無名小村 ( 後

來正名為四家村 ) 來，配搭四個家庭傳福音。彼得

傳道的生活只靠主日聚會信眾帶來的米粒奉獻。經

過多年默默耕耘，四家村已變成十多戶的小村落，

甚至培養更多緬語的傳道人。又看到 AN 族的三隆傳

道，希望更多族人能聽到福音，努力地將自己的族

群語言創製成文字，希望有一天能夠有一本 AN 族文

字的聖經。又看見黃果園的一些信徒家庭，因為政

看到基督的樣式

府不斷打壓宗教而搬遷，但他們依然堅信主和依靠

主。反觀自己，在無憂安定的生活下說要活像基督，

實在有點比不上和慚愧。感謝主！在 2018 年緬甸訪

宣後，我決定正式洗禮，跟隨主耶穌，作衪的門徒。

2019 年，在主的恩典下，我再與丈夫和兒子一同到

緬甸訪宣。在這次訪宣，神 讓我兒子看到幸福不是

必然，而且快樂是很簡單。更意想不到兒子竟然計

劃在 2020 年再次參加緬甸訪宣，可惜因新冠肺炎疫

情的影響而擱置行程。我看到緬甸的牧師丶傳道人

和信徒，滿有基督的樣式，背上十字架為的是廣傳

福音。

各位弟兄姐妹，我誠意邀請大家參加訪宣，支

持訪宣為上帝為同工作鹽作光，重燃起自己久已冷

卻的心！

VIVIAN( 粉嶺浸信會石湖墟浸信會福音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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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暑假，我到了緬甸短宣。對於我這個「城

市仔」來說，實在是一個很深刻的經歷，書本上、

老師和父母的教導都不會提到。長輩的教誨：擁有

財富不等於擁有幸福。當我到達緬甸的時候，看見

那些在學校的小朋友連鞋都沒有，卻滿面笑容地在

黃色的沙土地上踢足球，我心裏明白，金錢並不等

於幸福。短宣的時候，我多次探訪「恩盈中心」學

校，跟學校裏的小朋友說話，了解他們很大部份都

是來自破碎家庭。可是，看着他們一個一個滿佈笑

容，在操場上踢著一個快要成為碎片的足球時，心

裡頓時泛起一絲悲傷。我終於明白到其實幸福可以

很簡單！如果你經常不高興或者經常情緒低落，只

需要祈禱和想起那些簡單的孩子，你的心情就會好

轉過來。「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與其留在家中

羨慕別人，倒不如自己出來走訪各地傳福音，你會

從中學到一些不同的事。所以不要害怕，立定心志

向著標竿直跑！

譚珈熙 ( 粉嶺浸信會石湖墟浸信會福音堂）

幸福可以很簡單

2016 年，為推動會內兄姊對普世宣教的認識及

參與，輾轉有幸參與了香港浸信會差會主辦的緬東

訪宣，與會內一些年青人一起首次踏足這個亞洲國

家；其後，又於 2018 年再度參與。

兩次的緬東訪宣體驗，有很多印象深刻的地方，

但礙於篇幅所限，只分享箇中一些點滴。其中最深

刻的可算是從當地牧者的身上看到事奉的榜樣，無

論是何靈生牧師、師母，還是楊傳道、馬傳道……，

他們各人都是盡心竭力的事奉上帝，而且對自己所

事奉的群體，包括小學生、家長、戒毒中心的弟兄，

都是滿有愛心的關懷，並以上帝的說話去造就他們。

當中何牧師總是能以上帝的心懷去關顧當中的弱勢

群體。記得有一次，牧師知道有些果敢族難民來到

緬東訪宣經歷、感想

他們當中，沒有居所，身無分文，牧師就馬上動員

了教會的兄姊為他們提供地方居住，給他們吃，藉

此關心他們身心靈的需要，確實值得我學習。

此外，在景棟跟隨三隆傳道到 AN 族村莊探訪，

有機會與村民分享福音，帶領她信耶穌，也是上帝

給我最大的禮物。並且，人生中首次與 AN 族巫師對

話，討論信仰，既戰兢，也明白當地福音禾場的廣

大，實在十分需要上帝打發更多忠心的工人出去，

為祂收莊稼。

最後，盼望上帝的說話成為我們的提醒及激

勵︰「趁著白日，我們必須做那差我來者的工；黑

夜將到，就沒有人能做工了。」(約九 4)

杜紹忠傳道 ( 紅磡浸信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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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女長大了，可以安心做自己想做的事──參

加短宣了。感恩！全家都熱烈鼓勵我去，怕熱怕昆

蟲、愛乾淨的大女兒竟然肯陪我參加。感恩！神極

厚恩！上機前除了擔心颱風玉兔影響行程外，大

女兒也染病，連說話都有困難，然而，最後都能

如期出發。晚上九時多終於到達酒店，快速安頓

行李，就立即「醫肚」，道路旁的檔攤都收拾得

七七八八，遲一步就沒得吃了。

第二天早上六時多祈禱會後，到恩盈小學負責

活動。入口有一大籃球場，一群靈巧小孩在物資短

缺環境中，用腳下拖鞋作為籃球，投籃能力卻很高。

禮堂坐滿近二百名小學生，聚會時很專心，有禮貌，

有規矩。大女兒以為只需幫小丑姐姐更換衣服，化

妝，不知也需要在表演中跟小丑姐姐對話，在沒準

備的情況下加上失聲，大女兒急忙求主幫助，終於

可以開聲說話，表演順利完成。感謝趙傳道鼓勵女

完成事奉 - 回顧 2018 年緬甸訪宣

兒事奉，更在領隊面前誇讚她的琴藝，訪宣獻唱作

司琴。自信心極小的她連番拒絕，避無可避下，祈

禱求主開路。經領隊鼓勵下順利完成事奉。

回家後一次閒談，大女兒向弟妹分享緬甸山區

探訪的經歷。在派送小禮物時，三隆傳道請她拿禮

物給一位手抱嬰孩的女子，年紀跟她相約，原來是

位小寡婦。十來歲就成了寡婦，更要養育這手抱的

小生命，往後日子？弟妹聽罷無動於衷，但大女兒

心有所思。

大半年後，第二屆出發，聽說有年輕人參加（是

第一屆隊員的兒子），一家三口同去，同團還有兩

個家庭四位小朋友，最小的只有五歲。那位年輕人

珈熙的訪宣分享中有句：「這次訪宣打開了我的眼

目，讓我自己的目標更明確。」我看了很有衝動，

祈求主感動兒子和細女兒參加緬甸訪宣，讓他們在

迎接這花花世界（正式工作）之前，放眼看另一個

活生生有神蹟的世界。在恩盈中心、戒毒村、神學

院黃果園、AN 族的三隆傳道身上等等，都看見了神

蹟。

劉瑞眉、馬詠欣 ( 筲箕灣潮語浸信會）



17

2016 年是我第一次參與緬東訪宣體驗團，給我

印象最深刻的是探訪恩盈戒毒中心。在香港，我從

沒有接觸過戒毒人士，只在電視、電影中看過，對

他們的印象是面色蒼白、衣衫凌亂、精神恍惚的樣

子，所以當知道要訪問戒毒中心時，少不免有點害

怕。

但上帝的帶領很奇妙，以為到戒毒中心只是聚

會，傾談後便會完結，怎料領隊安排我們與戒毒中

心的弟兄一起做家務，體驗弟兄們在戒毒中心的日

常工作。我們分為幾個小隊，我分派入了「豬小

隊」，主要到豬欄清潔和幫忙豬隻洗澡。在這時，

我與弟兄們打破了隔膜。他們常常會感到自卑，缺

乏信心與人傾談，但當我們對清潔豬隻無法入手時，

他們充當老師，耐心的教導我們。此時我也放下害

探訪恩盈戒毒中心

怕，與他們傾談，在過程裡有說有笑。傾談中，知

道有些弟兄從前不信上帝，到戒毒中心才決志；有

些甚至更打算完成戒毒後，到神學院讀書，供上帝

使用。這都深深感動著我！

這次訪宣回港後，我仍記掛戒毒中心裡的弟兄

們，很想為他們做一點事，但不知道可以做甚麼。

直到 2017 年，第二次到訪緬東，再次到恩盈戒毒中

心，重遇了第一次到來時一起傾談的弟兄，他的一

句話讓我銘記至今：「沒想到從這麼遠的地方會有

人記掛我們，這份關心已經很足夠。」我知道我不

能做甚麼，但若上帝應允，我期盼能關心更多心靈

軟弱的人。

願主祝福恩盈各項事工，祝福緬甸！

Kit ( 元朗浸信會 )

第一次踏足緬東是在 2014 年。還記得出發前

媽媽很擔心問：「那裏的飲用水和食物衛生嗎？治

安會不會很混亂？要不要打預防針？凡事都要小

心……」短宣出發前，教會也為隊員講解當地文化

和分工等事項。時間一天一天過去，很多預備工作

好像仍未做好，但心裏又想要為緬東多預備點活動

及物品。我就是懷着這種心情去緬東的。

當第一次見到恩盈中心的小朋友就感到非常親

切，每個都非常可愛而且很喜歡跟我們相處，這就

使我反思真正滿足和快樂的定義。由於我的普通話

神給我的領受

真是太普通了，教他們課堂時真的萬分緊張。感恩！

小朋友們都非常投入。還有我們各隊員合作演話劇，

雖然有點手忙腳亂，卻在歡笑中渡過，相信當中必

有神的幫助及帶領。

我們還探訪戒毒中心。在新聞中，時常都聽到

金三角毒品禍害等事情，當中聽到弟兄分享見證，

又見到弟兄由當初在戒毒中心受到服侍，之後被神

感動去服侍其他弟兄，真是感到經上所說：「若有

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

新的了。」（哥林多後書 5:17）這事工在當地確是

需要，但一點也不容易經營。

彭玉麟 ( 鑽石山浸信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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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膽傳講 ......

在報名參加緬東訪宣時，我抱着很想傳福音的心情，很想把

在這一年所學習得到的傳福音技巧實踐，服侍當地人。而透過這

次訪宣發現自己有很多需要學習的地方。

訪宣的第二天，我們有機會到黃果園探訪村民。由於不熟悉

當地風俗，所以在家訪的時候不懂如何打開話題，感覺有點尷尬。

但我們的領隊經驗豐富，作了一個示範，她藉着一粒種子或我們

的受造述說上帝的創造和奇妙作為。這讓我明白，原來傳福音可

善用對象身邊的事物或職業，從而使他們了解上帝與他們的切身

關係。

此外，在探訪過程邀請人講見證的時候，我們組內一個讀中

三的組員，勇敢積極地分享見證，毫不膽怯。讓我想起聖經這樣

鼓勵我們：「……也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膽開口講明

福音的奧秘……」（以弗所書六 19）其實，只要放膽去傳講我們

經歷神，並把對象交托給神就是了。

因此，即是在這次短宣中未把握機會，我也期待在往後的日

子，緊記着「靠着聖靈的大能，採取主動，單單傳講基督，並將

結果交托給神」。鼓起勇氣，在校園裡延續訪宣的熱心，實踐大

使命，把握每次傳福音的機會。

Charis 高諾韞 ( 沙田浸信會 )

緬東工場的負責人是何靈生牧師，其中印象最

深刻的是，他用一輛電單車換了一幅非常非常大的

土地，就是現在用來發展福音事工的地方，可見其

信心之大。聽著何牧師講述過去發展恩盈各個工場、

事工、未來的發展方向……，好像輕描淡寫，但當

中的起跌實在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可見看見神如何

重用何牧師。同時，也感受到何牧師對神的忠心、

謙卑及幹勁，真是令我自愧不如！

是次在短宣中的主日崇拜時，聽到兒童獻唱的

詩歌，雖然歌詞是用緬文唱出，但聽起來彷彿聽到

當中的意思，令我感動得流出眼淚。我愛上這個工

場！

其後，我也有再到緬東短宣。緬東給我最大的

得着，相信是何牧師的事奉榜樣，工場上有很多成

功，也有不少挫折，但見到的是謙卑，凡事都依靠

神，凡事都禱告，凡事都相信神的供應。這說起來

容易，但何牧師真的做得到呢！

短宣的體會鞭策我更認真更投入教會的事奉，

相信這是神給我的領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