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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宣教教育 

 

 

 

 

教會要推動宣教事工，必須先對信徒進行宣教教育。        華傳(澳洲)宣教動員鄧歡 
教會有責任向信徒宣講，教導對普世宣教的認識；同時

提供讓信徒可以學習並參與的管道及方法，以培育信徒

建立起合乎聖經的宣教理念，信念，並付諸實踐。 

有人以為宣教教育只是講宣教士的故事，宣教工場的需

要和統計數字。其實不然，要全面深入的認識宣教，並

付諸實行，宣教教育應包括以下各方面： 

1 .  從聖經  認識普世宣教使命，神的救贖計劃如何

從一人和一個民族開始。 

2 .  從歷史  認識神如何使用歷代信徒在本地及異

國，異域成就祂呼召世人回歸的計劃，福音如何在西方

傳播，傳到各洲大地，傳到中國，以及今日教會的發展。學習前人的經驗，取長補短。 

3 .  從策略  認識神在不同時代，不同環境中，如何透過信徒接觸未聞福音的族群，領他們歸回。 

4 .  從文化  認識福音傳播乃在改變福音對象的世界觀，使他們離開黑暗進入光明。宣教士堅守福

音本質，認同當地文化，融入社會，改變人心。 

5 .  從實踐  認識宣教，教導並鼓勵信徒參與教會的宣教事奉，也作訪宣，短宣體驗，從而進入中

宣或長宣。 

安提阿教會按照聖靈的吩咐將兩位領袖差出去（使徒行傳 13:1-3），初期教會由此開始了跨文化宣

教。可見，教會是宣教士的苗圃，成長園地，更是差派宣教士的基地。 若要會眾積極參與宣教，必

須提升教會的宣教氣氛，培育會眾對普世宣教的認識，對普世福音需要的敏銳，並鼓勵參與。 教牧

同工和長執更要以身作則，尤其是負責宣教事工的牧者和差委們，要胸懷普世。 

耶穌的大使命是對所有信徒的吩咐和使命，所以宣教教育不單單是為了裝備“宣教士”，也不是為

了說服信徒成為 “宣教士”，更

是幫助所有跟隨 耶穌的門徒了解

參與宣教並非遙 不可及，不斷學

習成為胸懷普世 的信徒，在神的

呼召與所賜的角 色中實踐出普世

宣教的大使命。 

若有感動支持華傳澳洲事工，奉獻方法如下：  

1.  直接網上轉賬、現金或支票存款  2.   郵寄支票 

請存入 Westpac 銀行： 抬頭：GO International 

戶口名稱：GO International 

戶口號碼： 032-090 345 921                 

 

如需收據，請電郵 office@gointl.org.au 通知存款日期、金額、銀行 
以及回郵姓名地址；或將銀行存款單影印，連同回郵姓名地址寄回本辦事處  

mailto:office@gointl.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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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 

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 

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 

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 

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 

。 

10 月 7 日  (週六 )  

重燃愛火 委身青年日營 
這是一個為願意委身服事， 

或正在尋求委身服事的青年信徒舉辦的日營。 

希望透過營會重燃或更多點燃我們對主耶穌的愛， 

對回應耶穌呼召的熱心和愛心。 

更多思考呼召與走向事奉之路的關係， 

挑戰和實際的步伐。 

如果你也在思想這些問題，想有一個這樣的同路人團契， 

同路人彼此交流，鼓勵邀請你來！ 

請 聯 絡  

辦事處主任 劉德福牧師    +61(0)411 209 355    office@gointl.org.au 
宣教動員 Sunny     +61(0)430 392 285     sunny.deng@gointl.org.au 

  

 

2017 華傳澳洲辦事處 訪宣 
柬埔寨—泰國 
2017 年 12 月 4–18 日 

跨文化服事、文化歷史生活體驗、 

本地社區服務、社區佈道、 

少數民族教會服事  
 
 
 
 

請聯絡： 
辦事處主任 劉德福牧師 0411 209 355  

動員宣教士 鄧歡 0430 392 285   

office@gointl.org.au 

 

路 4: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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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的普什圖人, 

北部 
國家：阿富汗 

民族：Pashtun, Northern 

人口：6,508,000 

世界人口數：43,259,000 

主體語言：Pashto, 

Northern 

主要的信仰：伊斯蘭教 

聖經：完整 

狀況：福音荒涼的族類 

信主的人：少於 2％ 

 
阿富汗的普什圖人,  

南部 
國家：阿富汗 

民族：Pashtun, Southern 

人口：6,855,000 

世界人口數：9,250,000 

主體語言：Pashto, 

Southern 

主要的信仰：伊斯蘭教 

聖經：部分 

狀況：福音荒涼的族類 

信主的人：少於 2％ 

 
阿爾及利亞的 

阿爾及利亞阿拉伯人 
國家：阿爾及利亞 

民族：Algerian, Arabic-

speaking 

人口：26,315,000 

世界人口數：34,085,000 

主體語言：Arabic, 

Algerian Spoken 

主要的信仰：伊斯蘭教 

聖經：新約 

狀況：福音荒涼的族類 

信主的人：少於 2％ 

 
孟加拉國的 

謝赫人 
國家：孟加拉國 

民族：Shaikh 

人口：136,324,000 

世界人口數：

229,702,000 

主體語言：Bengali 

主要的信仰：伊斯蘭教 

聖經：完整 

狀況：福音荒涼的族類 

信主的人：少於 2% 

 

 
柬埔寨的高棉族, 

中部 

國家：柬埔寨 

民族：Khmer, Central 

人口：14,039,000 

世界人口數：15,789,000 

主體語言：Khmer, Central 

主要的信仰：佛教 

聖經：完整 

狀況：福音荒涼的族類 

信主的人：少於 2％ 

 

 
 
 

為辦事處主任劉德福

牧師，動員同工鄧

歡，以及澳洲各城市

的動員小組禱告，求

主保守合一同心的事

奉，使用華傳澳洲成

為本地華人教會信徒

及教會參與普世宣教

的祝福和管道。 

求主繼續恩待帶領在

C 國大城市內的長者

事工，目前宣教士馬

裏奧已經在 C 國一城

市中實地學習考察家

居養老的實際操作

性。求主幫助宣教士

在本地的適應 

澳洲辦事處已成立策

略性的青年宣教推動

小組，求神幫助，包

括：建立全職事奉的

青年關懷小組、籌備

10 月的全職事奉青年

退修日、推動 12 月

的前線訪宣。 

為澳洲辦事處繼續推

動本地跨文化宣教服

事禱告，目前已經成

立本地跨文化團契，

求神幫助，使用團契

能更好裝備本地華人

信徒學習服事來澳洲

的穆斯林群體。 

澳洲辦事處已與

Kairos Australia「把

握時機，宣教生命」

課程成為合作夥伴，

彼此互助。求神祝

福、使用，讓華傳在

全澳洲各城市更有效

建立各堂會和信徒的

宣教基礎和熱誠。 

人口最多的福音未及之民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族）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 太 24:14 

令人警醒的事實 -- 5 0 個人口最多的未及之民  -- www.joshuaproject.net 

• 這 50 個未及族群加起來一共有 14.1 億人口。 • 其中每個族群人口都超過 1,000 萬。 

• 這些族群全都只有不到 2%的基督徒，且接觸福音的

渠道極其有限。 

• 地球上每 5 個人之中，就有 1 個人屬於這 50 個未

及之民。 

• 這 50 個族群的主要宗教狀況：22 個是穆斯林，18 

個信奉印度教，5 個信奉佛教，3 個信奉民族宗教，

1 個無宗教信仰，1 個信奉錫克教。 

• 這 50 個未及族群當中，46 個處在 10/40 之窗中，

43 個處於封閉國家中。 

• 在基督徒可支配的資源中，用在未及之民事工上的，

平均每一美元裡不到一分錢 (<1%)。 

 

• 其中沒有一個族群擁有能夠向整個族群傳福音的本土

教會。 
 

 

“請弟兄們為我們禱告。”    帖撒羅尼迦前書  5 : 2 5  

 5:25 

為華傳澳洲辦事處禱告  

mailto:office@gointl.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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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匯聚宣教同路人，學習, 操練, 實踐本地跨文化宣教               

墨爾本 Ka i ro s 課程之旅分享篇         Ann Lam C3 Church 

感謝神，讓我在此與大家分享在於七月中我和 Peter 與 Christine 夫婦及

劉德福牧師、Annie 師母同行到墨爾本舉辦的「把握時機」生命宣教課程

之旅得著心得。在這短短四天旅程中，我看到當地的弟兄姊妹們如何用心

及努力的學習，深感高興及得著鼓勵。 

感謝神，引領我們認識了當地幾位資深和經驗豐富的參與穆斯林跨越文化

事工弟兄姊妹。 透過他們的分享，我們進一步了解如何接觸穆斯林群

體。同時，我們亦認識了 Dr Bernie Power，並且藉此機會邀請了他參與

我們在八月五日的本地普世宣教團契，分享如何接觸穆斯林的群體。 

這次的體驗令我更加明白神是多麼的奇妙，祂把我們來自不同國家背景的

弟兄姊妹們聚在一起，彼此分享和配搭，並將祂的愛傳遞出去。神讓我們

明白無論在教會，團契裡擔任何職務時，只要深信不疑祂的話語，並時時

刻刻提醒自己要把神的誡命放在生命的中心，在社會上亦要做一個好見證

的信徒，不需要感到恐懼，這樣我們就可以將神的救贖大計傳遞到未能聽

聞福音的族群。 

聖經歷代志下 17 章 9 節記載：「他們在猶大教導，帶著耶和華的律法

書，走遍猶大各城教導百姓」。神的話語再次提醒和教導我們要跟隨祂、

見證真理。今天在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人不能夠自由敬拜上帝，而我們卻

是很自由。無任何迫害地敬拜和侍奉主乃是一個最大的福份。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你有曾否想著將那些未能聽到福音的人群帶到

主面前來跟從祂呢？ 

我認為人生得勝的秘訣是信靠上帝的恩賜和力量，仰望祂的供應，珍惜每一個服事祂的機會，把這最大的福

份分享給其他人。若是你還沒有參加「把握時機」生命宣教課程的話，請快點報名參加啦，好叫我們每位能

成為真正的門徒，把神的救贖大計傳開。讓一切榮耀歸於我主耶穌基督，阿門！ 

 

 
10 月團契聚會 
日期：10 月 22 日（主日） 時間：下午 2:00 至 5:00 

地點：華傳澳洲辦事處   Suite 6, 895 Pacific Hwy, Pymble NSW 2073 

內容：A Taste of Arabic 
跨文化學習 —— 以互動方式學習基本阿拉伯語言及文化， 

幫助我們與中東族群建立友誼 

講員：John & Magda Ackad  
(MECO Middle East Christian Outreach 本地宣教士) 

查詢：劉牧師 0411-209-355 

 

 

逢雙月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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