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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至今，缅甸一直处在军政统治之

下。五十多年来，百姓从未享有过民主和

言论自由的权利。如今，缅甸将在国际的舞台上宣告走

民主开放之路，这对每一个缅甸人来说，都是一个令人

振奋和鼓舞的好消息。但是由于缅甸的内战从未止息，

许多禁区依旧保留，所以开放的程度仍然是个未知数，

因此要想达到真正的民主，将会有一条漫长的路要走。

新政府上台后，确实努力地尝试进行改革开放，我

们也看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例如水利工程和电讯设施

方面的改良，这是开放的新气象。

缅 甸 的 国

际形象虽已有

所改观，但要

改 变 百 姓 过

去 几 十 年 形

成 的 传 统 观

念、生活习

惯、法制观

念、教会传

统以及教牧

缅甸教会面对开放的挑战
形象，则需经过艰苦的努力和漫长的过程。所以在关注

国家法治，社会文明进步的同时，更应该加强民生的关

注。教会界也要在个人灵命与家庭、教会与社会、宣教

与民主等方面增加关注度。只有这样，缅甸的改革开放

才具有实际意义。

那么作为教会当如何未雨绸缪地去面对国家转型

呢？笔者将从宏观（整个缅甸）和微观（金三角地区，

笔者服侍的地区）的视角来分析缅甸教会面临改革开放

所带来的挑战。

个人与家庭的挑战 

过去几十年，缅甸一直都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在

农村中，若家庭里有两、三个人在田里劳作，一个十

口之家的生活就没有后顾之忧。然而，一旦进入“城

市化”，家庭计划、生活方式都将面临极大的冲击与挑

战。孩子们不仅需要粮食，还需要受教育。但山区里，

一个家庭若有三、五个孩子到城市去念书，父母很难承

担城市昂贵的教育费用，因此会给家庭带来很大的经济

压力，这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家庭所面对的实际问题。

随着人口“城市化”的趋势，我们的宣教策略也必须配

合时代的需要，以减少每当在城市中看到失学孩子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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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我已经学会了，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都可以知

足。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裕；我已经得

了秘诀，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或是饱足，或是饥饿，

或是富裕，或是缺乏，都可以知足。”（腓4:11-12）。

我们将做如下两项努力，求主帮助我们达成主基督

所托付给我们传福音的使命！

（一）信仰立场要稳固

过去，缅甸没有太多的宗派，异端邪说更少。然

而，国家一旦开放，不仅福音派会进入，极端灵恩派和

各种各样的异端邪教也都会趁虚而入，混淆新兴基督徒

的思想。因此持守和教导信徒圣经，稳固信仰立场，不

偏离真理是非常重要的。

（二）事奉心态要坚固

身为教会的同工，要学习耶稣的榜样，既要能吃苦

还要能受气。吃苦指的是工作生活上的劳苦，而受气则

是一个人的生命特质。只有生命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忍

受常人无法忍受的十字架苦难。同时，同工、信徒在苦

难中仅仅靠信是远远不够的，还

要全心依靠主耶稣基督，坚固事

奉心态，把荣耀归于神。全心依

靠神的力量才能胜过撒旦的诱惑

和五花八门的试探，避免造成神

的儿女一失足成千古恨。

“你们要先求 祂 的国和 祂 的

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马

太6:33）

开放的时代需要青年人，教会

也需要更多的青年人装备成为主

合用的器皿。所以，青年人要学

习看淡世上的名利、地位，作出

合神心意的选择，投入到服侍主

的行列。同样，我们也应该首先

亲近神，装备自己的灵命，合力

建立健康有力的教会，以适应时

代的需要，迎接时代的挑战。

今天，神呼召我们，就像当年

神呼召大卫那样来服事这时代的

人。我们将在世界不同的地域，

同心兴旺福音，去完成主耶稣基

督的大使命！ 

中出现的无奈和牵挂。这是个家庭问题，也是社会的问

题，自然也成为宣教的挑战！

教会与社会的挑战

主告诉我们：“你们是地上的盐，世上的光”。随着

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人的道德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越

来越退步，这是实际生活方式和文明社会的写照，也是

一个不争的事实。过去，基督徒在政治的领域内常受到

一定的限制，开放后便可以走向其他领域平等地竞争，

这才合乎民主精神。教会应当未雨绸缪，为时代的需要

做好准备以迎接新契机的到来。例如在大其力，过去只

有一家高中学校，现在已增至三

家。学生中心也如雨后春笋般由

过去的一家女生学生中心增加到

目前的二十几家。感恩的是这里

多数的福利中心都是由本地的传

道人所创办的，失学的孩子既得

到了教会的培养，又能够认识上

帝，成为基督的精兵。有的孩子

将来成为传道人，在当地传扬福

音，扩展神的国度；也有的孩子

将会成为国家的建设者、管理者

或是领袖，努力使国家走向繁荣

和富强。

宣教与民主的挑战 

感谢神，自古以来神的国都是

在艰难困苦中被建立起来的。因

此，当国家走向民主的同时也给

宣教带来一定的挑战。例如，现

在很多集权的国家有很多真的基

督徒，反而一些自由民主的国家

则出现很多假冒的基督徒。原因

是，人们在平安幸福中很难去体

会神的真实性。因此，在面对新

的社会、新的国家政策之时，求

主帮助我们知道如何去应对种种

2012年12月11日，一组由10人组成的马来西亚短

宣队怀着期待的心情出发来到缅甸的仰光体验

短宣生活。他们是借缅甸的进一步开放之际到那里去帮

助工场上的同工与主内的肢体。在这次的行程中，无论

是初次参加的队员还是多次体验过的队员，都得到了很

不一样的收获。

不一样的幸福   

感谢上帝的恩典，短短一个星期的短宣生活，神让

他们高兴而去，满载而归。其中一位20岁第一次参加短

宣的年轻弟兄，开始不久便感概地对队员说：短宣队的

生活与他想像的真不一样。虽然是第一次参加短宣，

但丰富的经历已深深烙在他的心中。他笑称已“摸到”

及“嗅到”短宣的味道了！还有一位弟兄在分享会上

说，使他感受最深的是当地人能够在一个交通十分混

乱，空气污染严重的环境中淡然自若地生活。当他将这

样的环境与自己居住的国家做比较的时候，他发现这个

地方与自己的祖国在现代化和方便等方面相差甚远，这

使他对所拥有的一切向神充满感恩！

在贫穷的德拉（Dala）乡镇里，一位年轻的姐妹有

机会带领当地的一群小朋友敬拜上帝。看着这些衣衫褴

褛，但却在敬拜中脸上一直洋溢着满足和喜乐的小朋友

使她非常不解。后来听到当地同工说了一件事，姐妹才

明白过来。有一回，同工问一个孩子的爸爸，是否愿意

让孩子来参加补习班？爸爸却反问：参加补习班，可以

领到钱吗？姐妹这时才明白原来这里的父母因为贫穷，

宁愿孩子出去打工赚钱，也不会让孩子们来上补习班

的……不同的生活环境，使得父母的决定也不一样。我

们的年轻人从中领悟到自己真是一个幸福儿！蒙福的我

们今天能够施，愿意给予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正如圣

经中所说： 施比受更为有福！ 

不一样的体会

一位多次参加短宣队的姐妹，三年前曾来过缅甸，

这次她再次随团来到，上帝给了她另外一番不同的体验

与收获。首先她很感恩，因为缅甸的开放，使她确信主

不一样的短宣
已为缅甸大开福音之门，主的福音要在这个国家快快地

传扬开来！ 

缅甸的开放吸引了许多商家前来投资，宽敞与干净

的街道两侧开了许多商店。在一些购物中心，许多中国

人、日本人在那里经商。她心里默默地向上帝祷告：愿

主感动更多的基督徒商人到缅甸去投资做生意，以商宣

的方式，为主制造传福音的机会，不但可以将福音的好

消息向当地人和居住在那里的外国人传讲，更宝贵的是

福音可以向更多、更广居住在山区里的未得之民传扬！

感谢赞美主！这位姐妹发现随着缅甸进一步开放，

当地人民的知识水平、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提升了，识

字的人也越来越多。在缅甸的旅店内，她把随身带着的

一本新译本圣经赠送了在旅店中初识但对福音有兴趣

的新朋友。姐妹快乐极了！并希望下回她再去缅甸的时

候，可以带更多的圣经送给那里有需要的人。

同时，姐妹也觉得以后的短宣队员应该在语言上做

好充分预备。特别是能懂得缅语最好。因为在不同的乡

镇里，遇到的许多高级知识分子，虽然我们能够以华语

向他们传福音、沟通以及交换信仰的意见，但若团队中

有能以缅语与他们对话的，更能增加亲切感，并能把福

音传讲得更加清楚明白。尤其是在仰光这个以巴马族居

多的大城市，足够的语言能力使传福音者如虎添翼。在

这一大片硕果累累的禾场上，求主也感动更多的短宣队

到那里去收割已经熟了的庄稼。她深信，上帝爱各族各

民，祂也必兴起当地的巴马族信徒向自己的同胞传福

音，神的心意永远不变。祂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

都悔改！

最后，姐妹深深体会到在这个新时代，当社会一直

在进步，教会应该与社会的发展保持同步。求主帮助我

们，使我们可以顺应这个多媒体、文字传递快捷神速的

时代，履行主所托付的大使命。因此，不管是在教会的

行政管理上或者是在传福音的策略上，我们应当敢于改

变和改善去应对时代的变迁，求主使福音快快传至地

极！

布朗村事工

安族（未得之民）事工

恩盈学生中心

恩盈福音戒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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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奉献将用于支持福音自传会的事工，办公室运作费不超过20%。

不久前，我与先生（肇明）来到新加坡，加

入了福音自传会（东南亚区）服事的大家

庭。抵新后几天，我们便飞到缅甸腊戍，出席了在那

里为期三天的领袖同工营。感谢神！祂打开了我们的视

野，让我们与近两百位缅甸的传道人和神学生欢聚一

堂。他们中有一些是从缅甸各地来的少数民族，有傈僳

族、苗族、阿卡族和緬族等。与这一群可爱的主内肢体

在一起学习和祷告真是快乐无比。让我尤其难忘的是，

当大家一起唱诗赞美主的情景犹如各国各族在天上敬拜

神那般美好！

据说一些传道人是乘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和巴士才

来到会场，他们所服事的地方至今还是福音未及之地，

营会那几天有一个地方甚至还正发生内战！我们为所拥

有的平安感恩。有一位带着3个孩子的年轻寡妇哭着向

我们述说她的遭遇。我们与她一起向上帝祷告，寻求是

否要让自己继续留下来照顾儿童学生中心里的22个苗族

小孩？

我们还参观了一个养鸡场，他们不久前买了1000只

刚孵出4-5天的小鸡和1000只孵出25天左右的小鸡。之

前由于主人经验不足使得他们损失很大。但是感谢主，

胡鼎汉牧师
福音自传会，儿童助学金部新同工

恩典的脚步

倘若您愿意将尚能使用的旧式投影机捐

献给宣教工场使用，请让我们知道。

联系人：罗少华弟兄

电话  ：(65)  6280 0312

电邮  ：arthurl@cnecintl.org

他们通过持之以恒的学习和努力尝试，终于在三年内还

清了所欠的债务和贷款。之后肇明又参观了学生中心的

养猪场，一头头粉红色的猪仔都长得健康活泼，肥胖可

爱。他们通过词养家畜，帮助了一些教会在经济上逐步

独立并发展和壮大。

感谢神！让我们看到宣教工场所遇到的各样挑战，

也看到他们是如何靠神的恩典，勇敢地突破这些困难。

然而我更看到的是：仍然还有900名孩子的生活、教育

没有着落。今天，我把这在我看来又大又难的事带到

各位面前，请您来与我们一起祷告，一起寻求天父的旨

意，认领其中一位或几位的孩子。我更盼望有爱神、爱

人的赞助者来参与‘儿童助学金’事工，使这些无助的

孩子们有正常的生活和受教育的机会，更能认识爱他们

的天父上帝！ （请参考插页）

肇明弟兄与胡鼎汉牧师

需要旧式投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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