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總主任馮永樑牧師在華傳

第56期(2019年3-4月) 撰寫文

章「流奶與蜜之地」。以下是

文章的撮要，與你分享黎巴嫩

的福音契機及作為華傳中柬延

展站的構思。

話你知

• 黎巴嫩本來屬於神應許摩西和祂子

民的流奶與蜜之地。當年約書亞帶

領以色列人爭奪了這地為業（約書

亞記11：17-18），分派給亞設和

那弗他利兩支派為業。後來，因他

們犯罪背叛神，故此神便將他們所

享有的福地都留給了外邦人。

• 黎巴嫩這字的原文是「白色」的意

思，描寫長年積雪的高山（耶利米

書18：14）。黎巴嫩的平原經常

有來自高山溶解的冰水所滋潤，故

此可以種植各樣的美好農產品。黎

巴嫩也擁有在地中海旁邊漫長美麗

的海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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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馬太福音28:19

國際總部
「華傳」是一間超宗派的華人信心差會，目標

是協助各地華人教會參與普世差傳，回應大使

命，朝向福音傳遍天下，使萬民作主的門徒。

澳洲辦事處

會牧 : 陳道明牧師

總主任 : 馮永樑牧師

副總主任 : 胡惠強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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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關懷 : 何俊明牧師

  何梁雙鳳師母

異象分享之旅

本期內容  華傳非洲GOA宣教中心  p.2  非洲烏干達訪宣體驗 p.3

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華傳）

旨在向澳洲各華人教會傳遞差傳異象、推動

差傳教育、發掘及招募宣教士、支援工場和

宣教士。

我們樂意與各華人教會合作回應大使命。如

需要差傳講道、教育、短宣協助，歡迎與辦

事處聯絡。

代主任 : 吳恆堅醫生

顧問 : 張明俊牧師

主席 : 吳恆堅醫生

副主席 : 謝友德牧師

文書 : 李德文傳道

財務 : 薛永廉執事

委員 : 張  順牧師

  王建國長老

  黎俊德長老

  黃鄭葆芸傳道

奔向骨肉之親  走遍人居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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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巴嫩主要的工業就是旅遊業，非

常歡迎遊客來觀光及享用他們的美

食和海灘。

• 黎巴嫩實在是一個多災多難的國

家。走過長達15年（1975-1990）
的內戰後，又經歷許多內部的政治

衝突，直至2008年才穩定下來。

現在黎巴嫩算是一個穩定、積極重

建發展中的國家。

• 除了以色列，黎巴嫩是中東地區另

一個非穆斯林國家。福音派信徒只

佔人口百份之一，福音事工具極大

潛能。再加上收容了超過百萬的敘

利亞難民，婦女及兒童事工特別興

旺，但極需要外援的幫助。這裡有

極大福音禾場等待收割！

• 當難民在難民營中遇到基督徒愛

心款待時，他們都很願意認識耶穌 

（也是回教徒所尊敬的老師）是否

是真神和救主。神更藉着異夢向許

多回教徒顯現，確定他們所聽聞的

耶穌就是真神。

• 黎巴嫩享有頗高程度的宗教自由。

福音派教會在這裡可以自由公開傳

道。因此，回教徒在這裡信主的機

會也比較大。黎巴嫩的教育制度是

強調學習英語。因此，這裡比其他

地區容易找到操雙語（英語和阿拉

伯語）的信徒。

2020年黎巴嫩教牧同工

（下續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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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的兒童事工特別興

旺，但需要外援的幫助。

很多難民兒童都沒機會接

受教育。在這裡所辦的基

督教學校，都可以公開向

孩子們傳福音。

祈求神

• 祈求神感動更多能操英語

的華人信徒到黎巴嫩作短

期或長期的教育、醫療和

福音工作。你真的不能想

像，在這裡會有這麼大的

福音禾場等待收割。

• 信徒能把握這敞開的時

機，參與這地方已開始的

福音工作，為黎巴嫩基督

徒的復興出一份力。

• 主若許可，「華傳」希望

能在黎巴嫩建立華傳中東

的宣教基地。祈求神幫助

我們的領袖團隊更清楚衪

的心意，在中東地區開展

跨文化的宣教事工。

• 賜我們一顆敏銳的心，

明瞭主在黎巴嫩的工作心

意。

實際行動

華傳現正計劃2020年5月1-11
日紐澳教牧同工異象分享之

旅，由馮永樑牧師親自帶領。

歡迎教牧同工、教會長執加入

短宣隊伍。如有查詢，請聯絡

吳恆堅長老 0419751689 或電

郵 office@gointl.org.au

華傳非洲GOA宣教中心
烏干達首都坎帕拉是華傳在非洲的延伸站（Gateway city）。華傳國際董事會

於2018年議決在烏干達首都坎帕拉興建華傳宣教中心，盼能更有效發展事工。

准宣教士可以在這裡接受宣教培訓，然後到非洲其他工場開荒植堂，服侍華人

和當地人。華傳宣教中心對坎帕拉華人教會發展也有一定的貢獻。

感恩事項
1. 感謝神豐富預備，GOA同工們已於今年5月初，順利購買物業，佔地0.46

畝，超過二萬平方呎。

2. 6月初已進行翻建工程，進展順利，教會地基已經建好！

代禱事項
1. 翻建工程順利完成，並於今年底舉行中心開幕禮。

2. 購買及翻建工程費用，尚欠約五十萬美元。求主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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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P.1）



華傳澳洲辦事處與華傳加拿大辦事處合辦「2019
年烏干達訪宣體驗團」。訪宣隊將於2019年
11月30日(星期六)抵達烏干達，事奉包括首都 

Kampala 華人教會事工(以國語為主)、貧民窟、

醫療服事及北部 Pakwach 兒童青少年營、教牧培

訓等(以英語為主) 。訪宣隊將於12月12日(星期

四)離開烏干達。 

感謝神，這「訪宣體驗團」備受眾弟兄姊妹踴躍

支持。訪宣隊九個名額很快已滿。九名隊員來自

雪梨四間教會。第一次訪宣前籌備會及訓練已於

七月中舉行；餘下三次籌備會及祈禱會也會陸續

在出發前舉行。

禱告事項
1. 感謝神，訪宣隊員雖來自四間教會，但卻能組

織在一起服事神。求神幫助我們能彼此認識、

接納及建立，靠著神的愛追求合一的心。求神

幫助我們能與加拿大的隊員有美好配搭，同心

服事，榮耀主名！

1. 從聖經66卷書看到神一直在創造、編寫、掌

管人類一切的歷史。祂是唯一全能的導演、製

作、編劇和主角。在人類歷史進程中，不斷上

演的是祂的故事History，全本聖經傳講的生命

之道，都啟示我們三位一體的神自己就是一位

差傳宣道的神。

2. 感謝眾教會牧者長執和弟兄姐妹對華傳各項事

工的關心、支持與代禱。藉著您們的禱告，激

勵華傳各項宣教事工能經歷神的大能、恩典與

同在！華傳在主的帶領下，2020年一月份將繼

續差派訪宣隊前往阿聯酋，探訪並裝備於7個酋

長國中，華傳宣教士在父神恩典帶領下所建立

的眾教會。 

非洲烏干達訪宣體驗 

2020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訪宣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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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求神賜給訪宣隊員有智慧、體力和能力，幫助

事先作最好的預備，包括身體檢驗及免疫接種。 

3. 求神帶領我們在每次的籌備會討論中，都有深

入分享與詳細的計劃。 

4. 為默默在烏干達各地服事的宣教士同工領袖們

禱告，求神供應他們在那地所需，將福音傳與

同胞及當地人們！ 

5. 伊波拉病毒在鄰國剛果肆虐。求神憐憫、醫

治。求神幫助訪宣隊員能適應當地文化、天

氣、水土、飲食…，出入平安，有健康身體。 

6. 求神帶領訪宣隊同工們有合一的意念與信心，

使我們為這次訪宣能夠彈性配合當地教會及宣

教士隨時的需要。願所做的一切努力與準備

都能榮神益人。求神看顧訪宣隊員身心靈的健

康，健壯同工們屬靈生命的需要，家人們都有

神恩典的照顧，與聖靈同工，齊心為福音努力

爭戰！

 2019年12月

3. 2020年訪宣隊由來自悉尼、布里斯班、墨爾本共14 
位牧者、長執和弟兄姐妹們。7月份已展開了第一次

的籌備會議，未來的幾個月每月都將舉行短宣注意

事項的培訓，加深隊友之間對事工的認識與隊工合

作的融洽默契。 

4. 在此請求您們為華傳2020年前往阿聯酋的訪宣隊所

有的事工籌備與計劃獻上您的禱告。求神賜福訪宣

隊同工們同心合意，藉這次訪宣為主耶穌的名齊心

努力，期盼旅居中東大地的華人同胞朋友們，能更

蒙神的恩典與賜福！求神親自帶領訪宣隊的籌備，

賜恩典於訪宣各項活動和內容的策劃安排，使都能

引人歸向主耶穌基督，愿訪宣隊所計劃的每項事工

都能榮神益人，榮耀歸主。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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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 奉獻• 支持

查詢• 聯絡

直接網上轉賬 或

現金存款

請存入Westpac銀行

戶口名稱

GO International

戶口號碼

032 090 345 921

(澳洲辦事處經常費)

郵寄支票

抬頭

GO International

請電郵通知

office@gointl.org.au 

姓名、存款曰期、金額及 銀行，

以便發回收據。

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華傳）
Gospel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OFFICE 澳洲辦事處

代主任: 吳恆堅醫生

+61 (0) 419751689
Suite 6, 895 

Pacific Highway, Pymble
NSW 2073 Australia
PO Box 353, Gordon
NSW 2072 Australia

www.gointl.org.au
office@gointl.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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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伯特利聖道神學院第二、三年級學生合照 與臺灣浸信會神學院的同學合照於磐禧山 

（他們來伯特利聖道神學院中文部作客座老

師)

華傳代禱事項
1. 澳洲辦事處主任一職仍然懸空，祈求主

差派合適的繼任人選。歡迎有志推廣差

傳事工教牧同工接洽。

2. 請記念十二月烏干達短宣及明年一月杜

拜短宣的籌備，特別為剛果發生的伊波

拉病毒疫症禱告，求神保守宣教同工。

蘭芬的感恩代禱事項

感恩事項

1. 六月和七月都很忙碌，但感恩是心靈有平安!

2. 感謝 神的保守，在空調壞掉而天氣又極其炎熱的情況下，雖

然有輕微皮膚敏感，但身體仍很健康，能睡能吃能喝感恩!

代禱事項

1. 蘭芬任教的泰文部全體學生禱告，讓他們在炎熱天氣和趕作業

的壓力下，仍然有足夠精神，旺盛的戰鬥力，平穩的情緒，和

健康的身體禱告。

2. 蘭芬在晨曦門訓中心所教導的泰文部學生代禱，讓他們能學以

致用，把剛學習到的個人佈道方法，向戒毒村裡還未信耶穌的

朋友傳福音。

3. 現在是登革熱的高峰期，求神保護不要患上登革熱。

4. 華傳在泰國清邁的福音中心需要教中文，或英文的老師禱告，

因唯一教中文的宣教士明年三月就離開工場，回臺灣進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