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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短宣
◎陳品竹

緬甸震撼
這次預備得倉促，沒先認識緬

甸。雖對過去的軍政府略有所聞，還

是按著對泰國的印象前往緬甸，心想

兩國就在隔壁，情況應該差不多，結

果是大大吃驚。

掉行李～

一到緬甸，我的行李就掉了。那

時，在轉盤看到一個相似的行李，直

覺是有人拿錯，並不擔心，留下行李

條號碼、旅館名稱給機場人員，就離

開了。但是生長於緬甸的保羅和榮麗

的反應卻讓我大大不安，他們說，可

能是有人看到裡面有許多物資，心生

覬覦，直接拿走……感謝主，第三天

晚上，拿錯的人就把行李送來了。但

他們的反應，卻讓我瞭解，原來這真

是無法掌握的國家。

失聯～

到了才發現，原來緬甸沒有「國

際漫遊」。手機無法通訊、電話卡一

張要好幾佰元台幣、在旅館打電話更

是非常昂貴，僅存的方式是旅館的

慢速網路。我們每天早出晚歸，我

終於擠出時間上網，卻遲遲無法連上

gmail……旁邊一位西方人來救我，只

見她先進入 google、輸入某種關鍵字、

選擇出現的項目中排行「第三」的那

↑ 打叉的行李要打開檢查



33第 43 卷 2期 2011 年 6月

短宣見證

項、就連上了，真是奇哉怪也！我猜

想，是網路設了很多防護、擋了很多

網頁，以致於要用這種奇怪的路徑…

總之，我終於用癟腳的英文發信給台

灣報平安。

管制～

外國人到緬甸，只能在「安全範

圍」內出入，因此保羅只帶我們在仰

光一帶參訪、服事。尤有甚者，外國

人不能住在市區「以外」，所以我們

只能住在仰光市內的旅館，每天花四

～五個小時的交通時間，往返郊野與

市內，真是舟車勞頓、人仰馬翻。

被嫌棄的美金～

事情總要有始有終！緬甸之行

以行李失蹤開始，以付不出旅館費做

結。

早早知道旅館要付美金，我們卻

準備了一堆 20 元舊鈔，全沒想到會

出差錯。離開旅館時，我們掏出這堆

美鈔，要付旅館費，卻見櫃臺小姐皺

著眉，一張張檢查，凡有髒污、折損

的，都被歸為「拒收之列」，只見那

疊美金越疊越高，最後，共有 500 元

美金被拒。

因櫃臺小姐擔心這堆舊鈔被銀行

拒絕，堅持要我們用 100 元新鈔來付

款，但偏偏我們個個口袋空空……算

算時間，該出發去機場了，但對方毫

不通融，兩邊僵持不下……還好，榮

麗的姑姑住在附近，家裡也有美金，

我們就去借了美金來付款，並帶著一

疊被拒絕的鈔票返台。

總結～

行過緬甸，才知道長年在軍政府

的統治下，這是個封閉、貧窮、限制

多多的國家。連仰光市內都沒幾間銀

行、百貨，多半是攤位與市集；大學

畢業生在這裡也沒什麼發展機會，人

才外流；而克倫族的教會，至今都會

忽然無緣無故被強迫拆遷、關閉……

如此，也更讓我珍惜在緬甸看到的種

種事工，因為知道它何等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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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迴醫療事工
早晨七點半離開旅館，沿著寬

大的馬路開往市郊，一個半小時後，

彎進泥土路，那路看來通常是牛馬走

的，中間鋪高，覆有碎石，兩邊則是

陡落。我們的車一路不是右傾就是左

斜，在烈日與塵沙中蹣跚了將近一小

時，終於進入林木覆蓋的村落。

保 羅

與當地同工

合作十年的

巡迴醫療事

工， 具 體

化為一輛老

舊的巴士，

在 眼 前 展

開：

這輛巴

士是個流動診所，內有手術室、旁邊

還有露天「X 光室」，十年來，巡迴

各地、醫治百姓。

保 羅 回 憶： 當 年， 他 聽 到 緬 甸

各地的呼聲，開始有這個念頭，神就

把同工帶來；當他們需要醫療車時，

就遇到一個人願意售出二手車，讓他

們可以便宜買到車子…保羅說，他的

服事，神常在吃喝中就連結各樣的資

源、事工就這樣自然開展；他總是把

許多人拉進來一起服事，從不做單打

獨鬥的事！

巡迴醫療車一年來一次，一次停

3~4 天。我們抵達時，附近的村民早

已聞風而來。在簡短的佈道後，就開

始看診，下午開刀。當地許多村民罹

患甲狀腺瘤，沒有醫療資源，只能看

著瘤一天天長大，懸在脖子邊上，直

到醫療隊來，才能開刀清除。那天下

午，我們見證了公車內的手術，也看

到 切 除 下

來，半個拳

頭大的紅色

肉瘤。手術

後，病患的

家人就用擔

架把她抬下

車，放在一

間空房中休

養、等麻醉

退去（沒有病房、更沒有加護病房），

熱忱的蘇醫生則繼續下一台手術……

聽說那天他開到晚上十一點多。

那天下午，我們也在鄰近的傳道

人家中與師母聊天。

他 們 一 家 來 此 已 經 七、 八 年，

從三個家庭開始，至今有八十多個會

友。一方面，他們與巡迴醫療隊配搭，

供應醫療資源、一方面，也在每日的

探訪中，有需要食物的就給他們食

物、有需要衣服的就給他們衣服，在

這樣實際的關懷中，把耶穌介紹給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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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師母說，最高興的事，莫過於有

人願意接受耶穌為救主！

隔天，我們看了巡迴醫療隊的

「基地醫院」預定地，保羅指著眼前

那片青青綠草，對我們說，他與同工

希望能在這片土地上蓋起兩棟三層高

的醫院，好讓需要進一步醫療、看護

的病人有地方去；也期待能設置類似

保險功能的「互助金」，讓這醫院能

自給自足地持續下去。

如同義捉哥所說：我們看到，當

百姓無法出來尋找幫助，上帝就派人

進入他們當中，耶和華果真是看顧人

的神！從蘇醫生（外科）、露西醫生

（麻醉）身上，我們看到謙和的生命

與事奉的喜樂；從當地的師母身上，

看到長久的委身；這些看見，叫我們

深深感恩。

禱告事項：

1. 原有的二手醫療巴士經過十

年，已經非常老舊，希望能換

為韓產的新巴士，求主供應經

費（約美金 14 萬元）。

2. 接下來，要籌備興建「基地醫

院」、也盼設立「具保險功能

的互助金」。求主供應所需資

源與專業人士。

3. 盼望有外來的醫生來與當地醫

生交流，提供新資訊。

↑ 基地醫院興建地

教育大樓的興建
因著 2008 年的緬甸風災，保羅

結識了浸信會系統某教區主任吞牧師

（負責 300 多間教會）。他們一起救

災，也彼此連結、發展各樣事工。

其中一樣，就是教育中心的建

造。緬甸政府的義務教育十分含混，

學生若不補習，根本學不好，但若全

科補習，每個月要花近 70 元美金，

等於一個成年人的收入，貧窮的家庭

根本負擔不起。吞牧師期待克倫教會

的下一代得著好的栽培，七、八年前，

就招聚了擔任教職的弟兄姊妹，來為

孩子們補習，讓程度不錯的貧窮學生

來此做準備，考大學。當時，60~70%

的學生都考上了大學，但後來因場地

被收回，這事就停了下來。兩年前，

他向保羅提起這事，保羅就放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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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盼望為克倫教會的學生蓋一

個教育大樓。 

保 羅 去 一 間 教 會 借 用 廁 所

時，看到教會旁邊有一塊長方形

的長廊，他靈機一動，興起念頭，

想在其上加蓋教育中心。他找教

會同工商量，事就成了。如今，

這長廊上加蓋了兩層，樓下為聚

會用大廳，樓上共有三間大教室，

一間圖書館，一間電腦教室，一

間辦公室，即將竣工，只差內部

的桌椅、櫃子等設施。

保羅張羅硬體，吞牧師招募

師資和學生、教會負責硬體和設

備的管理。今年暑假，期待教育

中心就能啟用，服事克倫族學子、

藉著靈修、補習、主日崇拜建造

他們，也盼能藉此帶領未信主的

學生及家人歸主。

我們談著、走著、走到教育

中心的頂樓吹風。夕陽漸落，看

著保羅與當地同工有這樣美好、

同心的配搭，使神所託付的夢想步步

成形、化為實際，甚是感恩，也是羨

慕。

禱告事項：
1. 各樣硬體都告就緒，但仍需約

120-150 位學生使用的桌、椅、

圖書館書櫃等設施，尚需美金

伍仟元，求主供應。

2. 電腦方面，需數台二手筆記型

電腦，以提供電腦教學，求主

供應。

3. 緬甸的環境封閉、資訊缺乏，

盼望有高中老師和高中、大學

生來與這裡的師生交流。

　（�作者為台北信友堂宣教部傳道、短宣

隊領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