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傳澳洲通訊  2018‧05 
 

 

本地跨文化宣教：從華人到伊朗人 

 

舉起祈禱的手——穆斯林

齋戒月 . . . . . . . . . . . . . p.2-3 

與教會連繫—  —墨爾本

及布里斯本 . . . . . . . . . . p.2 

2 01 8 年泰北青宣  +  短宣  

現已接受報名  . . . . . . . . . . p.3 

 1 

 

歡迎‧奉獻‧支持 

直接網上轉賬或 

現金支票存款 

請存入 Westpac 銀行 

戶口名稱 

GO International 

戶口號碼 

澳洲辦事處 

032-090 345 921 

劉德福牧師 

032-090 159 264 

郵寄支票 
抬頭 

GO International 

請註明 

澳洲辦事處 或 

劉德福牧師 

請電郵通知存款日期、金額、  

銀行及姓名或將銀行存款單 

影印，連同回郵姓名地址寄回 

本辦事處郵箱；經核實後 

即發回收據。 

 

查詢‧聯絡 

 
 

辦事處主任  劉德福牧師 

+61 (0) 411 209 355 

Suite 6, 895 Pacific Highway, 

Pymble 

NSW 2073 Australia 

P O Box 353, Gordon 

NSW 2072 Australia 

www.gointl.org.au 

office@gointl.org.au 

 

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華傳) 
Gospel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OFFICE   澳洲辦事處  

4 

 

澳洲通訊  

2018‧05 

 “神只有一個兒子, 卻使他成了宣教士。”  大衛﹒李文斯頓 

按約書亞計劃（Joshua Project）2018 年最

新的宣教統計資料，全球有 17,009 個族群

（People Groups），其中有 7,078 個族群是

「福音未得之民」；佔全球總人口 42%，共

31 億 4 千萬人。要進到這些族群中傳福音，

需要跨越嚴峻的政治（如極權、無神政

府）、宗教（如伊斯蘭教）、地域（封閉、

落後）、和衛生等障礙。許多未得之民，仍

處於封閉的「福音之門」外。 

然而，隨著全球人口流動的大趨勢，一些福

音未得之民因著自願（如留學）或非自願

（如逃難）的原因，竟然聚居在我們的境

內，成為我們的鄰舍。這是「宣教來到門

前」的「時機」。我們又怎可以錯過它呢！ 

在墨爾本有一所華人教會，因應神奇妙的引

領，以跨越文化的愛心，服侍了和幫助了他

們的伊朗人鄰舍；結果，華人教會衍生了一 

個伊朗人的會眾；數年間，把福音傳給說

「波斯語 Farsi」的穆斯林，還為超過 130 名

伊朗信徒施洗，成為全澳洲最成功的「本地

跨文化宣教」的服侍之一；亦引來多方向他

們學習和探究。以下撮錄了對這華人教會牧

師的專訪。 

問：神是怎樣引導你和你的教會開始跨越文

化地服侍在墨爾本的伊朗群體呢？ 

牧者：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我們宗派內的

一位牧師結識了一位伊朗青年（他現在已是

我們的「波斯語會眾的牧者」）和一對開始

參加教會的伊朗夫婦（他們都是說波斯語

的）。因著彼此關係的建立， 這位青年亦開

始參與教會，並且帶了很多的伊朗朋友來到

教會。 

2014 年，我開始在這教會事奉，整個教會都

很清楚，我們需要開始一個新的   （下續 p.4） 

「波斯語」的會眾，並且提升這個事工，尋求全澳洲和海

外的資源來幫助建立它。在 2015 年 8 月 23 日，我們就

開始了第一次的波斯語崇拜聚會。從此，神讓這個會眾漸

漸增長；因為我們當中實在有一些心意想同的弟兄姊妹，

他們都深愛著這些伊朗人，願意跨越文化地與他們在信仰

的掙扎中同行，引導他們拼棄舊有的信仰，又學習過得勝

的基督徒生活；並且陪伴他們經歷許許多多在心靈、情感

（如家人離散）、經濟、和肉身的難處。 

問：你們和你們的教會曾否對這個跨文化的伊朗人事工

產生疑慮呢？ 

牧者：是有的；同時，也是沒有的。是有的，因為在文

化、語言、和信仰背景（他們是從穆斯林背景改信基督

的）上的不同，多少帶來障礙，讓我們不容易建立有深度

的關係。然而，也是沒有的，因為我們接納他們是與我們

「沒有分別」的，彼此都是教會的成員。雖然，我們缺乏

充足的經濟資源來更有效地幫助這項「伊朗人事工」，我

們相信神是會供應這些說波斯語的弟兄姊妹的需要。我們

也鼓勵他們堅穩地持定對神的信心，繼續跟隨祂前行。 

問：請你扼要地形容一下這項跨文化的伊朗人事工，在

你的教會中產生最美好、最有價值的果效是什麼？ 

牧者：可以從兩方面分享：首先，若你了解這些帶著伊斯

蘭教背景出生和成長的伊朗信徒，你必曉得神在其中浩大

的恩典，讓他們能夠承受宗教上的威嚇、逼害，並且真誠

地悔改，相信基督。這實在是很美的事。 

還有，他們的家人和親屬，現在或身處伊朗，或在澳洲的

穆斯林群體中。他們改信基督，給家屬帶來真實的危險和

困擾。然而，他們願意公開地承認基督，又要活出基督徒

的見證。這真是寶貴不過。 

問：請問這個向伊朗人作的本地跨文化宣教，現在最需

要什麼支援？ 

牧者：我們極需要代禱和奉獻支持。我們的異象是為他們

提供生活上的幫助（他們許多仍是難民或尋求庇護者 

Asylum Seekers）和屬靈上的建立。當中實在需要多方面

的支援。 

 華傳澳洲辦事處現正探索和推動本地跨文化的宣教服

侍。神若感動你在這方面學習、參與服侍和奉獻支持，

請與華傳澳洲辦事處聯絡。謝謝。 

 

本地跨文化宣教：從華人到伊朗人 （續 p.1） 

 

採訪。翻譯  

劉德福牧師。華傳澳洲辦事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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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拉其普特人  (穆斯林 )   
國家：巴基斯坦‧民族：Rajput 

(Muslim traditions)‧人口：

1,685 萬‧世界人口數：1,954

萬‧主體語言：Panjabi, West-

ern ‧主要的信仰：伊斯蘭教‧

聖經：新約‧受狀况：福音荒涼

的族類‧信主的人：少於 2% 

沙特阿拉伯 (沙特納吉迪語 )阿拉伯人   
國家：沙特阿拉伯‧民族：Arab, 

Saudi-Najdi ‧人口：1,2078 萬‧ 

世界人口數：1,577 萬‧主體語

言：Arabic, Najdi Spoken‧主要的

信仰：伊斯蘭教‧聖經：部份‧受

狀况：福音荒涼的族類‧信主的

人：少於 2% 

土耳其的土耳其人  
國家：土耳其‧民族：Turk‧       

人口：5,339 萬‧世界人口數：

5,716 萬‧主體語言：Turkish‧  

主要的信仰：伊斯蘭教‧聖經：

完整‧受狀况：福音荒涼的族類

‧信主的人：少於 2% 

烏玆別克斯坦 (北 )的烏玆別克人  
國家：烏玆別克斯坦‧民族：

Uzbek, Northern‧人口：2,394

萬‧世界人口數：2,740 萬‧主

體語言：Uzbek Northern ‧主要

的信仰：伊斯蘭教‧聖經：新約

‧受狀况：福音荒涼的族類‧信

主的人：少於 2% 

舉起祈禱的手 
人口最多的福音未得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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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會  

連繫…  

林蘭芬宣教士分享當下泰國宣教的各類服侍、機會和需要。劉牧師講解華傳（澳洲）的宣教 

異象、策略和多元化宣教事工，並為教會和信徒舖設各類參與前線 

   宣教的平台。感謝各堂會牧者領袖的參與，亦謝謝墨爾本華        

人浸信會 

李永良傳道 

及新利班地 

區浸信會王 

建國長老的 

協助。 

辦事處主任劉德福牧師

偕同於泰國服侍十 

年，正回澳述職的 

林蘭芬宣教士， 

於二月及三月分別 

到訪墨爾本及布里斯

本，主領教牧同工及 

堂會領袖會議。 

今年 5 月 16 日至 6 月 14 日為穆斯林的齋戒月(Ramadan) ，讓我們多為穆斯林禱告祝福。盼望基
督徒能以理解的心為他們禱告，進而更深認識神對穆斯林的愛。更求神按祂的智慧慈愛引領穆斯
林的族群信主。若想更多為他們禱告，請登入 30天為穆斯林世界禱告網站 www.30dayschinese.org 
 

探訪雲南華人及少數族群教會、基督教學生中

心、福音戒毒所、基督 工人的聖經學院；參與

友誼佈道、教導中文或英文及淺嘗跨文化佈道 

 

17 - 23/11 

短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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