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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骨肉之親  走遍人居之地所以你們要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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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欽慈牧師

副總主任	 :	 胡惠強牧師

	 	 林俊仁牧師

宣教士關懷	 :	 何俊明牧師

	 	 何梁雙鳳師母

	 	 馮永樑牧師

本期內容  忠主託付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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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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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	 :	 鄭		鷗牧師

顧			問	 :	 張明俊牧師

	 	 謝友德牧師

	 	 余俊銓牧師

主			席	 :	 張		順牧師

副主席	 :	 李德文牧師

文			書	 :	 王建國長老

財			務	 :	 方傑文執事

委			員	 :	 黃鄭葆芸牧師

	 	 容			我牧師

蒙福的華人教會

 柬埔寨的鄉村福音勇士 p.3

鄭鷗牧師
華傳澳洲辦事處主任

6月份，恩典堂柬語傳道人	
為11位本地信徒施洗

我在柬埔寨短宣2個月，給我一個很深的體會，神

很賜福給華人教會，也會使用華人教會，來成就神的

心意。

我是在金邊恩典堂短宣，代替回北美述職的盧潔香宣教士。這間教會是

由盧教士在20多年前創立的，現有一個中文堂和三個柬文堂及大學生事工。

神很祝福這間教會的中文堂，他們

的成員中有不少是公司的老闆或高層管理

人員，有一定的經濟能力，大部分的弟兄

姊妹也願意奉獻。教會就使用大部分的奉

獻支持本土柬文事工。當然，在支持中，

也包括了不少海外華人教會。

明年是福音進入柬埔寨100週年，

然而這一百年並不平坦，在1970年代紅

色高棉大屠殺後，只剩下為數很少的基督徒。神並沒有忘記柬埔寨，從世界

各地差派宣教士來到這裏，幫助建立本土教會。當中也包括了不少華人宣教

士。

我覺得華人宣教有一個很大的優勢，就是世界各地都有華人移民。而

且，在很多有華人移民的地方，都已經建立了華人教會。如果這些華人教會

建立了宣教的意識，就可以成為當地人民的祝福。

以金邊恩典堂為例，他們的三間柬語分堂都有

很好的發展。華人教會不僅在經濟上支持他們的

傳道同工，並且和他們一起思想，如何繼續擴展

柬語事工，讓更多的柬埔寨人民有機會聽聞福

音，生命有更新和成長。

盼望神使用各地的華人教會，不但成為華人

的祝福，也能成為當地人民的祝福。

華傳澳洲通訊 2022  •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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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傳代禱事項
1.	 為鄭鷗牧師順利完成柬埔寨2個月的短宣而感恩。求主堅固	

他在柬埔寨事奉所留下的果子。

2.	 為林蘭芬宣教士順利完成17週的述職感恩。求主

帶領她回到泰國的宣教生活和事奉。

3.	 求主興起更多的澳洲華人教會，作「華傳」的宣教伙

伴，成為華人和其他民族的祝福。

4.	 求主興起更多的宣教士，回應神的呼召，願意預備自

己，進入宣教工場，特別是在未得之民的群體中，為主

作見證。

蘭芬會在7月19日啟程回

泰，7月20日返抵清萊，稍安

頓後，就投入常規服事。伯

特利聖道神學院已恢復實體教

學，常在學院群組收到師生們

感染新冠肺炎的信息。我們盡

力防範，其余的就求神保守保

護了！畢竟神學教育是基督工

人屬靈生命的培育，是生命影

響生命的教育。讓我們彼此代

禱，在病毒的挑戰下，持續不

懈傳揚福音!

在墨爾本新生命宣道堂宣教主日講道

感恩代祷事项：

1、感謝神透過澳洲各州各教會弟兄姐妹無微不至的照顧，能

順利完成17周的述職！

2、求神繼續在每位有感動的肢體心中動工，讓他們都能受感

而動，在神國度的擴展上，或作本地、海外的宣教士，或

成為支援宣教的同工，以禱告和金錢奉獻支持宣教。

3、為蘭芬返回泰北的旅程平安，健康得保護，教學有體力、

智慧等…代禱！

謝謝您的關心、支持、和禱告！

謹祝：以馬內利！

您的福音夥伴

兰芬敬上



今年4月24日，筆者有幸代表華傳澳洲辦事處主持儀式，並邀請希伯崙堂主任牧師甘冠英牧師頒發15

年傑出服務獎給予林蘭芬宣教士。

今年是林蘭芬宣教士第四次回澳述職，當然被邀請回到母會雪梨宣道會希伯崙堂証道及分享。經歷新

冠疫情封關難阻，久別重逢，各人心中都充滿喜悅和興奮。

林蘭芬宣教士勸勉眾人要謹守禱告及傳道職分——藉禱告作神國度的守望者，有受苦心志並堅信神國

度必成就，渴慕神賜公義冠冕。

回想2005年，林蘭芬宣教士被差派前往太平洋島國塞班島作

為特約宣教士，是華傳澳洲辦事處所差派第一位宣教士，也是差派

教會雪梨宣道會希伯崙堂的第一位。雙重第一！

2007年，林蘭芬宣教士被差派前往泰國事奉。經過泰文訓

練，被安排到泰北美賽市事奉。由於她有超凡的泰文語言恩賜，加

上對培育信徒的心志，最終在伯特利聖道學院泰文部任教，以泰文

教授聖經及神學，栽培泰國及緬甸信徒為牧者，更有效在當地傳福

音、擴展神國。她在少數民族、當地教會、學校、晨曦戒毒所等，

都不遺餘力，勞力作工。

減去兩年在台灣神

學院進修的時間，林蘭芬宣教士在工場的時日已超越15年，遠

超過宣教士平均8年的“壽命”。正如甘冠英牧師在頒發獎狀時

所說，林蘭芬宣教士的持續毅力、過人的適應力、超凡的語文能

力、靈活智力及充滿聖靈能力	 (滿有愛心、智慧及恩賜)	，加上她

的使命感，不單造就下一代信徒，對我們眾人也是一個榜樣。林

蘭芬宣教士獲頒15	年傑出服務獎是當之無愧、實至名歸！

吳恆堅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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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主托付

服務獎牌

2005年林蘭芬宣教士差遣禮

2007年林蘭芬宣教士差遣禮

2007年林蘭芬宣教士與教會同工

林兰芬宣教士
榮獲15年傑出服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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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墨爾本華人浸信會主日講道

在距離柬埔寨暹粒市一個小時車程的鄉村，

我訪問了一位本地傳道人Pastor	 Kundate。他告訴

我，他的心就是想要更多的柬埔寨人聽聞福音。他

本來是一位導遊，神呼召他成為傳道人，在鄉村

中領人歸主。他從一個村子開始，建立了基督教

小學，為村民安裝了自來水，還為夜晚漆黑的鄉村

小路安裝了街燈，並且在晚間教授小朋友英文，也

因此打開了福音的大門。現在他們藉著教英文的途

徑，已經接觸到18個村莊。

他的另一項工作是栽培門徒。他現在有20個

門徒和他一起同工，作小學老師，教晚間英文，向

小朋友和他們的家長傳福音。他請我們為他禱告，

使他有智慧，去帶領門徒，成為基督的精兵。現在

墨爾本華人浸信會通過華傳支持他的工作。

鄭鷗牧師

柬埔寨的
乡村福音勇士

與Pastor Kundate及他的門徒一起用餐

主內親愛的福音夥伴：平安！

久違了，澳洲的寒冬！清萊山上偶有寒風凜冽

的時候，若比起今年澳洲的冬天，寒冷度只是小

兒科而已！但感謝神，主供應了暖呼呼的綠能，無

論在蘭芬的母會、或在應邀分享宣教的各州各教會

裏，都得到弟兄姐妹的熱忱接待、噓寒問暖、無微

不至的照顧，讓蘭芬心窩暖透，更帶著滿滿的愛與

祝福，返回泰北後，與您繼續作神交托給我們<得人

如得魚>的工作。一起加油，好嗎？！您對蘭芬的關

愛和支持，銘感於心，願	神記念及祝福您！

在宣道會希伯崙堂姐妹組分享宣教

這兩、三個月在各州各教會的宣教分享服侍

中，幾乎所有教會都是實體及網路同步進行崇拜。

但從參與實體崇拜的肢體身上，蘭芬感受到他們對	

神宣教事業的關心，在聚會後更給與蘭芬很多的鼓

勵；特別是年輕人，他們對到異國跨文化宣教很有

感動，求	 聖靈繼續在他們心裏作工，禱告不久的將

來，能成為宣教的一股生力軍。讓我們一起向莊稼

的主祈求吧！

專欄

蘭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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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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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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鷗牧師
華傳澳洲辦事處主任

6月份，恩典堂柬語傳道人	
為11位本地信徒施洗

我在柬埔寨短宣2個月，給我一個很深的體會，神

很賜福給華人教會，也會使用華人教會，來成就神的

心意。

我是在金邊恩典堂短宣，代替回北美述職的盧潔香宣教士。這間教會是

由盧教士在20多年前創立的，現有一個中文堂和三個柬文堂及大學生事工。

神很祝福這間教會的中文堂，他們

的成員中有不少是公司的老闆或高層管理

人員，有一定的經濟能力，大部分的弟兄

姊妹也願意奉獻。教會就使用大部分的奉

獻支持本土柬文事工。當然，在支持中，

也包括了不少海外華人教會。

明年是福音進入柬埔寨100週年，

然而這一百年並不平坦，在1970年代紅

色高棉大屠殺後，只剩下為數很少的基督徒。神並沒有忘記柬埔寨，從世界

各地差派宣教士來到這裏，幫助建立本土教會。當中也包括了不少華人宣教

士。

我覺得華人宣教有一個很大的優勢，就是世界各地都有華人移民。而

且，在很多有華人移民的地方，都已經建立了華人教會。如果這些華人教會

建立了宣教的意識，就可以成為當地人民的祝福。

以金邊恩典堂為例，他們的三間柬語分堂都有

很好的發展。華人教會不僅在經濟上支持他們的

傳道同工，並且和他們一起思想，如何繼續擴展

柬語事工，讓更多的柬埔寨人民有機會聽聞福

音，生命有更新和成長。

盼望神使用各地的華人教會，不但成為華人

的祝福，也能成為當地人民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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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傳代禱事項
1.	 為鄭鷗牧師順利完成柬埔寨2個月的短宣而感恩。求主堅固	

他在柬埔寨事奉所留下的果子。

2.	 為林蘭芬宣教士順利完成17週的述職感恩。求主

帶領她回到泰國的宣教生活和事奉。

3.	 求主興起更多的澳洲華人教會，作「華傳」的宣教伙

伴，成為華人和其他民族的祝福。

4.	 求主興起更多的宣教士，回應神的呼召，願意預備自

己，進入宣教工場，特別是在未得之民的群體中，為主

作見證。

蘭芬會在7月19日啟程回

泰，7月20日返抵清萊，稍安

頓後，就投入常規服事。伯

特利聖道神學院已恢復實體教

學，常在學院群組收到師生們

感染新冠肺炎的信息。我們盡

力防範，其余的就求神保守保

護了！畢竟神學教育是基督工

人屬靈生命的培育，是生命影

響生命的教育。讓我們彼此代

禱，在病毒的挑戰下，持續不

懈傳揚福音!

在墨爾本新生命宣道堂宣教主日講道

感恩代祷事项：

1、感謝神透過澳洲各州各教會弟兄姐妹無微不至的照顧，能

順利完成17周的述職！

2、求神繼續在每位有感動的肢體心中動工，讓他們都能受感

而動，在神國度的擴展上，或作本地、海外的宣教士，或

成為支援宣教的同工，以禱告和金錢奉獻支持宣教。

3、為蘭芬返回泰北的旅程平安，健康得保護，教學有體力、

智慧等…代禱！

謝謝您的關心、支持、和禱告！

謹祝：以馬內利！

您的福音夥伴

兰芬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