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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的帶領及保守，澳洲華傳很快就展開差
傳事⼯，並於2003年9⽉悉尼舉⾏第⼀次訪宣訓
練班、2004 年悉尼委員到墨爾本協助推動華傳事
⼯、2005年短宣隊到越南胡志明市、2005年澳洲

       在2005年����傳�派�⼀位�約宣�⼠ — 林����到塞�島事奉�並
於2007年7⽉�派�到泰�⼯場�服事當�兒童��在��學院�戒�所服事�在
2008年�����成為�約宣�⼠在����事奉�其��續���宣�⼠被�
派往����不同的城市����泰國服��在普世的宣�事⼯中�雖���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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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你們�去�使�⺠作我的⾨徒... ⾺太福⾳

澳洲華傳⼆⼗載澳洲華傳⼆⼗載澳洲華傳⼆⼗載

p.4 20�年�會信息

         回想這⼆⼗年中，神的恩⼿⼀直拖帶
着澳洲華傳的⼯作，藉華傳推動及祝福澳
洲華⼈教會的差傳事⼯。⾸先在2002年，
神感動鄭家祥弟兄成為澳洲辦事處第⼀任
董事會主席，其後有各董事陸續加⼊，包
括墨爾本、布理斯本及柏斯委員。更有張
明俊牧師、鄭智斌牧師及謝友德牧師成為
顧問。在2008年8⽉神帶領余俊銓牧師成為
澳洲華傳第⼀任主任。劉德福牧師2012年4
⽉接替為主任⾄2018年8⽉離任。感謝神帶
領鄭鷗牧師於 2022年2⽉上任。

         華⼈福⾳普世差傳會 (簡稱華傳)，是神藉著⼀群有差傳負擔的牧者、同⼯於
1995年在美國組成的⼀間超宗派華⼈信⼼國際差會。2002年8⽉澳洲辦事處在紐省
註冊成為⾮牟利福⾳機構，成為華傳國際總部旗下地⽅辦事處之⼀；並於2003年3
⽉底在雪梨舉⾏成⽴典禮及宣教異象分享晚會。澳洲辦事處配合國際總部的事⼯，
在澳洲華⼈教會推動普世宣教的⼯作。

�史�發展

推動�傳事⼯

       華傳的使命是藉着與眾華⼈教會的配搭，差派
宣教⼠向普世的萬⺠還福⾳的債。在澳洲辦事處
的同⼯都積極地主領聚會和參與各⽅⾯的差傳事
⼯。我們到不同的教會主領宣教主⽇、崇拜講
道、宣教聚會分享、宣教課程訓練，亦有宣教事
⼯的座談會，和宣教祈禱會等。

08/2008 聘任余俊銓牧師為澳紐辦事處主任

中信與澳洲華傳合辦第四屆太平洋華⼈宣教研討會及2009年合辦第五屆太平洋華⼈
宣教研討會等。單在2009年，澳洲華傳在各⼤⼩的堂會和公開聚會，共有109次，
約共9300多⼈次參加；當中超過250⼈在不同聚會中回應對宣教⾏動的呼召。

07/2007 差派林蘭芬宣教⼠到泰北⼯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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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恆堅長老

 



     可以和其他委員⼀同在澳洲華傳辦事處事奉、互相的⿎勵和定下⽬標，這
都是神的恩典。為了能更有效地⿎勵和影響其他的信徒，我對⾃⼰有⼀定的
期望 ― 就是令⾃⼰對差傳有更深的認識，⽽透過參與短宣是其中的⼀個⽅
法。澳洲華傳辦事處在過去⼆⼗年都有舉辦不同類型的短宣或是訪宣的活
動，包括越南、柬埔寨、泰北、創啟地區，或者遠⼀些的有烏⼲達、杜拜、
阿聯酋、烏克蘭和巴西短宣等。

     在短宣中當然有深刻的體驗，和更加明⽩到宣教⼠們事奉的艱⾟；同樣我
們也親眼看到神藉着宣教⼠奇妙的作為。短宣給弟兄姊妹有很多的提醒和感
受，就如⼀位師⺟的分享：「這次短宣的旅程，使我對主的愛有很深的體
會；在安逸的環境中過基督徒的⽣活，好像已成為⼀種習慣；⼼逐漸剛硬、
服事主好像成了⼀種責任。⽽這⼗天的⾏程却使我再次思想主對我的⼤愛和
對失落⼈的憐憫⼼腸，能體貼主耶穌的⼼就是我們傳福⾳最⼤的動⼒。」

      回想我在1975年信主的時候，適逢是教會差傳主⽇和差傳晚會；那年
的主題是：「傳到地極」。對⼀個初信主的信徒來說，「傳到地極」的信
息在我⼼裡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神也將差傳的負擔放在我⼼裡。奈何在各
樣的⼯作、教會的事奉、和多⽅⾯的負擔，却沒有機會積極地參加宣教。
隨著在教會不斷成⻑，我覺得差傳事⼯是⾮常重要，就像布樓 (Johannes
Blauw) 所說：「沒有奉差遣進⼊世界的教會，不配稱為教會；在基督的
教會之外，找不到真正的差傳。」不錯，教會是需要對差傳有使命感和委
⾝，⽽信徒是教會的⼀部份；所以對每⼀位信徒都有這個要求和期望。⼜
好像紐⽐⾦(Lesslie Newbigin) 所說：「教會⼀旦停⽌差傳事⼯，就會失
去其基本特質；沒有教會的差傳事⼯，與沒有差傳事⼯的教會，都是怪
物。」這些神學家所說的，都很深刻地記在腦海中。

      雖然我沒有很清楚的宣教⼠呼召，但我卻深信⼀句話：「你若不是
⼀個傳者，就作⼀個差者。」這句話⼀直⿎勵我參與差傳。若不是⼀
個宣教⼠，就作⼀個差傳推動者（mission promoter）吧！對於我來
說，參加華傳澳洲辦事處就是⼀個差傳推動者。藉着華傳的事奉更加
能夠幫助其他信徒，其他教會參與差傳。如果我們要將福⾳傳遍萬
邦、同⼼合意的廣傳福⾳，我們就應讓普世的華⼈教會都⼀起動員起
來。澳洲華傳辦事處最⼤的使命就是與澳洲眾華⼈教會配搭，藉着各
樣的事奉去提醒或⿎勵信徒參與宣教。

我的�傳⼼

短宣的�刻�驗

     很多時候短宣也會給我們反省⾃⼰屬靈的⽣命，就好像另⼀位隊友這樣分享：「神讓我看到泰北和緬北在物質上的
貧乏，然⽽他們臉上的笑容、孩⼦們的天真無憂和悅⽿的讚美歌聲却告訴我：他們內⼼充滿了平安和喜樂，他們不⽤
和其他⼈⽐較，⽣活原來可以很簡單。為什麼我們無論擁有多少，還是不知⾜、覺得不夠呢？為什麼我們的⼼裏總是
愁煩呢？究竟是我們這些物質豐富的⼈幸福，還是他們那些物質貧乏但⼼靈富⾜的⼭區村⺠幸福呢？」
     過去三年新冠⼤流⾏，短宣活動被迫取消；期盼短宣及訪宣的活動，能夠早⽇恢復、再踏上宣教旅程。

成為教會的�伴     現今是⼀個團隊的世代，宣教的事⼯也不例外。宣教的事⼯越
來越龐⼤，需要越來越繁多；沒有⼀個信徒擁有所有的恩賜、沒
有⼀間教會擁有所有的裝備和設施。宣教事⼯基本是⼀個團隊的
事⼯。在澳洲辦事處，我們也深信團隊服事是必然的。我們不單
是屬於「華傳」架構下的⼀個單位，也是澳洲眾華⼈教會的伙
伴。我們深深明⽩到要服事澳洲華⼈教會，就要和教會建⽴密切
的伙伴關係、擕⼿合作成為⼀個普世宣教的團隊。藉着服事澳洲
各地的華⼈教會，我們希望能夠提供差傳的訊息、教導⼀些差傳
的知識，徵召有⼼事奉的宣教⼠，盼能建⽴⼀個更強、更有效的
團隊；我們需要有團隊精神，才可以達到全球化的宣教⽬標、⿑
⼼合意的去推動差傳。

(筆者曾任澳洲華傳辦事處董事會主席及 2018-2021代主任）

01/2019 杜拜、阿聯酋短宣隊

11/2019 烏⼲達短宣隊



專欄
親愛的福⾳夥伴：
     新春進步！
     願 神的平安與您同在！
     進⼊2023年，泰國這邊已幾乎從疫情的陰霾中⾛出來了！若不是美賽與⼤旗
⽴之間的泰緬邊界遲遲沒有開放，以致旅遊業還未完全恢復的話，疫情？曾經
有過嗎？⼩⼼防疫？可能早被遺忘了！⽣活在貧窮邊緣的⼈們所關⼼的是：如
何熬過今天，懷舊可是既奢侈、⼜無⽤呀！
     蘭芬呢？前周偷得浮⽣半⽇閑，皆因感染了流⾏感冒！躺在床上，全⾝疼痛
酸軟，可腦袋不願休息，胡思亂想，不禁⾃憐⾃艾起來！試想，⼈⽣哪會沒病
沒痛呢？但因宣教緣故，孤單⽣活在異域，也因⽣病使⼈變得依賴，再加上新
春佳節倍思親，突然想起過去宣教期間，⾃⼰必須孤單地⾯對和度過的每⼀次
患病和受傷，想到病懨懨的⾃⼰還得起床為⾃⼰煮⼀鍋粥來消饑吃藥、或翻櫃
倒箱去找多⼀床棉被來抵禦體內不斷冒起的寒氣，竟然傻呼呼地化⾝為林黛
⽟，鬱鬱寡歡，淚⽔盈眶！感謝 神！偶然的軟弱使我更懂得珍惜與家⼈和弟兄
姐妹⼀起的時刻。
     沉思回顧這⼗多年的宣教歷程，平安喜樂仍然居多！有⼀經歷是蘭芬⾄今難
忘的。這事件發⽣在初期宣教時，那時蘭芬及同⼯在滿忠村服事，以教導英⽂
作為開荒佈道的平臺。有⼀年的教師節，我們課後督導的⼩學⽣們，在他們學
校臨時提前中午放學後，就來探訪我們。恰巧我們公幹還沒歸家，他們就乖乖
地在炎⽇下，滿頭⼤汗地等了⼀個⼩時。我們回來⾒到他們時，⾮常驚訝！就
⽴刻開⾨，拿冰⽔給他們解暑，問明後才知道他們想向我們⾏<謝師禮>。但不
瞭解此習俗的禮儀是否與他們的宗教信仰有關聯，最後我們建議他們向我們鞠
躬表達敬意，⽽我們就奉耶穌基督的名為他們和他們的家⼈祝福禱告，他們接
受了！禮儀結束後，學⽣們感動地致謝，我們既激動⼜喜樂，哽咽到說不出話
來！感謝 神賜予這甜蜜蜜的經歷，憶起⼼靈仍激動如昔！

office@gointl.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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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恩代禱事項�

⼀、 為去年年底的兩天退修，靈裡得休息，知道該如何重整
事⼯的⽅向感恩。
⼆、 為三⽉下旬全學院佈道禱告。中⽂部留在北部⼭區。泰
⽂部會到泰國東北部或泰國南部佈道，現等候該兩地教會的
回復，今周會議決。也請為佈道的各樣預備禱告，求 神賜學
⽣⼒量與智慧，懂得如何分配時間去兼顧學習及預備佈道。
三、 為泰⽂部四年級學⽣在尋找實習教會禱告，求神預備。
四、 為泰緬拉祜族⾨訓事⼯繼續禱告，⼆⽉及四⽉的第三周
有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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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是每⼀個信徒的召命，華傳
作為以華⼈為主的宣教機構，讓
散佈各處的華⼈透過不同的⽅式
參與和⽀持宣教，實在是難能可
貴。我們為華傳⼆⼗年來的貢獻
感恩，更盼望神能繼續使⽤和祝
福華傳的事⼯，榮神益⼈。

⿈鄭葆芸牧師（墨爾本董事）

感謝主
，帶領

華傳⾛
過⼆⼗

年

的路，
也⾒證

了華⼈
教會參

與

宣教的
努⼒。

盼望神
繼續使

⽤

「華傳
」，與

華⼈教
會⼀起

⾛

出去，
祝福萬

⺠。

鄭鷗牧
師（華

傳澳洲
主任）

⼆⼗週年感⾔

感謝主耶穌的恩惠與慈愛，眷顧澳
洲華傳渡過⼆⼗載。願在未來的歲
⽉，澳洲華傳能⿎勵與帶領更多華
⼈教會參與普世宣教，領⼈歸主，
作主⾨徒，滿⾜主⼼意！
張順牧師（澳洲華傳董事會主席）

回顧過去：以感謝的⼼情，數算慈愛信實的豐盛恩典⾯對當前：以勇敢的精神，迎接宣教時局的變化挑戰放眼未來：以興奮的態度，期盼偉⼤榮耀的萬⺠歸主王欽慈牧師（華傳國際總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