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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地極>系列之五：湄公流域事工

湄公流域事工
湄公河流域內的族群十分多

元，不同語言及文化在這片土

地上百花齊放。這些族群的

人口少則數千人，多至兩千

萬人，他們都迫切需要：

母語聖經譯本、融入當地

文化的教會，以及委身當地

的同工。湄公河流域涵蓋東亞南

部、緬甸、泰國、柬埔寨及越南。

湄公流域大部分族群的基督

徒極少，有的族群尚未聽聞基督

福音。但我們感謝上帝，因為有的族

群正積極拓展教會，並

差派宣教士向其他族群

分享福音。

金三角

人口超過

6千萬
超過

100個
族群

長度延伸超過

4500公里

漁業、

農業、

水力發電、

運輸業的

主要來源

超過

3700種
野生動物

湄公河巨鯰

世界第三大鯰魚

雨季
6月-11月

迫切需要

各種語言的

聖經譯本

寮國緬甸

泰國

湄公河上游

湄公河下游

*湄公河資料引用自：Mekong-delta-tours.com/news/5-interesting-facts-of-mekong-river.html
*人口、族群資料引用自：pray.omf.org, greatermekong.panda.org/discovering_the_greater_mekong/people_of_the_greater_mekong/

MEKONG
REGION湄公河流域



湄公流域故事

阿卡族 Akha

人口：90萬

分布：

中國、緬甸

寮國、越南

白族 Bai

人口：200萬

分布：中國

布依族 Bouyei

人口：300萬

分布：中國、越南

布魯-雲喬族 Bru

人口：24萬

分布：寮國、泰國、越南

布朗族 Bulang

人口：12萬

分布：中國、緬甸

布努族 Bunu

人口：85萬

分布：中國

侗族 Dong

人口：300萬

分布：中國

哈尼族 Hani

人口：76萬

分布：中國、寮國、越南

苗族 Hmong

人口：600萬

分布：中國、寮國

緬甸、越南、泰國

克欽族 Kachin

人口：100萬

分布：中國、緬甸

作為福音大門的族群們

門戶族群（Gateway People），

像是拉祜、傈僳、克欽、克木、布

魯-雲喬等族當中都已具有相當

比例的基督徒和教會。我們的異

象是希望看到他們成為福音的門

戶；與他們的族人或其他少數民

不顧危險的呵護

一大早，我們團隊的兩位年

輕女同工嘉莉和碧卡就出發前

往阿克族（Kher）探訪初信者，

這一趟騎摩托車得顛簸11小時，

且必須在天黑以前抵達，而當地

並無人事先為她們安排留宿之

地。兩週前她們去探訪並留宿，

夜裡有些醉漢闖進她們睡覺的

地方，欲強行上床。幸好，她們

毫髮無損地逃了出去。

嘉莉和碧卡常掛念阿克族

裡的信徒，掛念那第一次有信徒

聚集敬拜神的村子——阿克族

的首間教會。

最重要的是，她們將自己全

然交託給上帝，騎上摩托車，迎

著滂沱的冷雨，走上崎嶇的道

路。

求主在湄公河流域各民族

中賜下足夠的撒種者，讓人們都

能聽聞好消息。

湄公河流域未曾聽聞福音的各民族



來去山村行走禱告
與神同行

克倫族 Karen

人口：500萬

分布：

緬甸、泰國

低地寮族

Lowland Lao

人口：350萬

分布：寮國

克木族 Khmu

人口：86萬

分布：寮國、泰國、越南

瑤族 Mien

人口：84萬

分布：中國、寮國

泰國、越南
拉祜族 Lahu
人口：80萬

分布：中國、寮國

緬甸、泰國、越南

巴奧族 Pa’O

人口：85萬

分布：緬甸、泰國

寮國潘族 

Lao Phuan

人口：30萬

分布：寮國

撣族 Shan-Tai

人口：600萬

分布：中國、緬甸、泰國

傈僳族 Lisu

人口：120萬

分布：中國

緬甸、泰國

水族 Shui

人口：40萬

分布：中國

在東南亞某偏遠山區住著

一群總計十萬多人的Sunny族（化

名），以務農維生，所得勉強糊

口，過著貧窮的日子。他們的傳

統宗教混合了佛教與泛靈信仰。

2012年時他們當中還沒有任何

教會，只有不到10位基督徒。

約翰（化名）那時已經在當

地服事了好些年，一邊做生意，

一邊學習當地文化。路加福音十

章20節觸發他開始行走禱告，耶

穌說：「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

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

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約翰

知道，若是想看見Sunny族經歷

屬靈突破，必須要有來自世界各

地基督徒的投入。Sunny族事工

需要各樣類型、為期不一的宣教

工人，包括禱告短宣勇士。

在2012至2016年間，有超

作為福音大門的族群們

門戶族群（Gateway People），

像是拉祜、傈僳、克欽、克木、布

魯-雲喬等族當中都已具有相當

比例的基督徒和教會。我們的異

象是希望看到他們成為福音的門

戶；與他們的族人或其他少數民

族分享福音。傈僳族的阿索正在

富能仁中心接受裝備，這個中心

旨在訓練門戶基督徒成為照亮萬

國的光。他和妻子原本計畫在緬

甸的撣邦建立一間小小的傈僳教

會，然而，在政府禁止人民種植

鴉片後，許多教會成員必須遠走

他鄉尋找工作機會。當阿索向上

帝尋求接下來當走的路，上帝就

把撣族的兒童帶到他面前。此刻

阿索正在學習撣語，並且對於帶

領這些孩子歸入主名充滿負擔。

願這些門戶族群能成為照亮

周遭族群的光！



鎖族 So

人口：12萬

分布：寮國、泰國

黑泰族 Tai Dam

人口：90萬

分布：中國、寮國

泰國、越南

傣仂族 Tai Lue

人口：150萬

分布：中國、寮國

緬甸、泰國、越南

泰沅族 Tai Yuan

人口：700萬

分布：寮國、泰國

他連族 Talieng

人口：5萬

分布：寮國

越南土族 Tho

人口：8.3萬

分布：越南

佤族 Wa

人口：85萬

分布：中國、緬甸

壯族 Zhuang

人口：2000萬

分布：中國

中國

其它61個人數更

少的少數民族

寮國

其它150個人

數不足5000

的少數民族

過45支行走禱告短宣隊來拜訪

約翰服事的地區，並為200多個

Sunny村莊禱告。大部分的隊伍

來自美國，但也有來自世界其他

國家，像是新加坡、澳洲或泰國

的短宣隊。每次的短宣旅程大

約為期三到十天不等。

OMF美國辦公室的禱告動

員主任麥可也注意到行走禱告

的重要性：「當置身於自己為之

禱告多年的『現場』，令我感到

某種覺醒，」他又說：「當你在現

場禱告，你會聞到、看到並接觸

到你所禱告的對象。這將引發

更深刻、更具洞察力的禱告。」

行走禱告之旅的事前準備

作業比旅程本身還來得長。約

翰會定期聯繫即將來訪的短宣

隊隊長，提供行前禱告建議，以

及後勤預備所需細節。他會要

求短宣隊從家鄉出發前就開始

行走禱告。抵達目的地後，短宣

隊會接受職前訓練，約翰會說

明行走禱告在上帝心意中扮演

的角色，並教導為這些群體禱告

的方式。

隨著短宣進行，隊員們不只

是禱告，也和當地人建立情誼。

有時候他們會為著Sunny族遇到

的醫療或屬靈需求禱告。短宣

隊曾遇到一位呼吸有困難的先

生，他們為他禱告，狀況隨之改

善。第二年，有另一支短宣隊前

往那位先生的村莊，那人竟主

動要求受洗，村裡的其他人也同

樣要求受洗。之後，約翰回到當

地訓練那一小群信徒，這就是

Sunny教會的起始。

短宣隊在行走禱告期間遭

遇各種挑戰。越野摩托車會不

定期出狀況。曾有一位隊員輪

胎上的螺絲在荒郊野外突然掉

落，所幸很快就有一輛休旅車停

了下來，並且剛好有多餘、且符

合摩托車規格的螺絲，於是整

個隊伍可以繼續禱告行程。不

過有時挑戰更猛烈，有好幾次，

村子的領袖並不信任來訪的外

國人，或有警察直接要求隊伍離

開。

行走禱告隊伍曾多次造訪

某個區域兩年之久，都不見當

地有任何人信耶穌。然而，隨著

時間累積，這地區有愈來愈多

Sunny人跟隨耶穌，就如同東南

亞其他地區。這地區現在有六

間教會、250位Sunny族信徒。

「每 個產 生 屬靈 突 破 的

地方，都曾有行走禱告隊伍走

過」，約翰如此說。現在他的

事工也有些轉變，他更多訓練

Sunny信徒作門徒，在附近的未

得族群中行走禱告。上帝在各方

面回應了約翰的禱告——透過

行走禱告短宣的興起。當然，還

需要動員短宣隊員進一步投入

長宣，或是以財務行動支持事

工。現在，上帝也興起Sunny信徒

自己承接這項事工。



林鉅峰、唐德怡
在嘉義梅山進行植堂工作

2006年加入台灣工場時，

我從未想過會在偏鄉開拓教

會，更不用說要我在一個全新

的地點開始新的植堂團隊。原

本我決定要做自己熟悉的事

工，住在熟悉的城市。但14年後

的今天，我和我先生在梅山開

始鄉村生活，看著上帝不斷地

開門。我是何等人，竟覺得偏鄉

植堂不適合我？

去年八月，我們舉家搬到

嘉義縣梅山。我們抵達時，都

不覺得會馬上開始甚麼事工。畢

竟，我們才剛搬到這個小地方，

只認識一個人——在當地小學

教書的非基督徒老師。但是上

帝卻打開了進入學校的門，讓

我們能夠藉此認識學生和他們

的家庭。剛開始我們用英文跟

一年級學生講聖經

故事，每

周 三 為

二年級學

生舉辦兒童俱樂部 （有點像是

兒童主日學的課程，還有些手

工），葡萄（鉅峰的綽號）則為

三年級學生成立桌球社團。

認識這些學生一學期後，

我們舉辦了第一次的聖誕活

動。結果有很多家庭報名參加，

多到甚至必須要分兩場舉行，

我們的驚喜可想而知！更讓我

們驚訝的是，這些家長不是把

這些孩子帶來，自己就走掉，而

是全程參與活動，包括聽聖誕

故事。當孩子們在裝飾繽紛的

聖誕餅乾時，我們就把握機會

認識家長們。這是他們第一次

參加這樣的活動，而且非常好

奇為什麼我們會來到梅山。

緊接著，我們又為一、二年

級的學生舉辦冬令營，這又讓

我們有機會更認識家長們。後

來由於疫情，不能舉辦復活節

活動，但是我們藉著每週忠心

的做學校活動，持續和學生保

意想不到的起點

持聯繫。與此同時，上帝為我們

開了另一扇門。一位和我們關

係很好的非基督徒老師主動提

出要讀聖經。哇！真是沒想到！

所以我們就和她約時間碰面，

用綜覽的方式先讓她認識整本

聖經的故事。

認識鄰居也令我們喜樂。

我們搬來梅山後，他們對我們

就非常好奇，如果在外頭或者

是等垃圾車的時候碰到鄰居，

我們都會和他們聊天。他們當

中許多人都是務農的，所以有收

成時，常常很大方的跟我們分

享土產，而我們也會禮尚往來，

以香蕉蛋糕作為答謝。聊天、

食物、笑聲、問問題、認識他

們—— 我們逐漸看見這些都是

植堂很重要的部分。

上帝藉著建立關係來讓一

切開始。到頭來我發現，如果我

能夠和鄰居聊天，如果我能夠

在社區當個好鄰居，如果我

能夠建立友誼——那麼我

就能夠做偏鄉植堂，而你

也能。



心然文化 ◆ 美術設計

2020年7～8月 收支表
  收入   支出

項目 7-8月 年度累計 項目 7-8月 年度累計

宣教事工奉獻 1,147,530 3,591,620 人事費用 594,651 2,400,146

宣教士支持奉獻 4,316,085 14,783,517 行政及宣教推動費用 246,321 1,041,852

國際事工奉獻 855,650 2,171,879 宣教士生活費及國際事工費 5,171,735 16,955,397

收入合計 : 6,319,265 20,547,016 支出合計 : 6,012,707 20,397,394

7-8月餘絀 :  306,557 年度累計餘絀 :  149,622

重視基督徒管家的職責，珍惜自然資源（謎之聲：同時也節省郵費），鼓勵大家多多訂閱電子版快報。若要

將紙本訂閱更改為電子版本，可掃描右方QRcode訂閱電子版，或電郵 tw.comm@omfmail.com
用行動關愛受造世界 訂閱電子版

內地會網頁

懇請為湄公流域禱告 ◆願主在此地興起基督徒成為各族之間的宣教士，使

他們知道祂是創造主、天父與生命的救主。

◆為正在進行的多種語言聖經翻譯計畫禱告，願讀聖經

的人能了解祂的道並得救。為在當地興起更多同工加

入傳福音的大使命禱告。

◆願有更多工人去接觸尚未聽聞福音的族群，並在他們

當中服事。願這些族群能接受上帝的道並認識祂。

◆願當地基督徒在各方面都能榮耀祂，在家庭、職場、

鄰居和教會中站立得穩，做見證以贏得人心。

台灣辦公室有好幾個針對不同族群、不同

國家的禱告小組，常常因為時間有限、分身乏

術而無法親自與會嗎？或者你有點靦腆，不好

意思走進這些神秘的圈圈呢？

沒關係，2020年的最後，就讓我們使出最

強合體技，四個禱告會一次滿足！歡迎各路英

雄來認識這些需要代禱的群體，也連結更多

關心宣教的同路人，展望新的一年～

特別預告 OMF大合體禱告會

宣教聚會 (2020年10月～2020年12月)

 日期  時間

 10月12日(一) 19:00-20:30

 10月26日(一) 19:00-20:30

 10月27日(二) 19:00-21:00

11月 9日(一) 19:00-20:30

11月24日(二)  19:00-21:00

 12月28日(一) 19:00-21:00

聚會內容

日本禱告小組：咖啡廳宣教情（林黛均宣教士）

東北亞禱告小組：大同江邊的宣教火炬

P4M（為穆斯林禱告）：福音使者的腳蹤 

日本禱告小組：出教室，入曠野~一個日文老師成為宣教士的故事（黃家琦宣教士）

P4M（為穆斯林禱告）：大象國的神秘客 

特別禱告會：OMF大合體禱告會 

地點

內地會辦公室

校園團契（捷運公館站）

靈光堂（近科技大樓站）

內地會辦公室

靈光堂（近科技大樓站）

校園團契（捷運公館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