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訪宣

華傳澳洲通訊

現今時代，交通的快速便利，網絡傳媒帶來的信息互動，生活形態及經濟狀
況的改變已經都實際影響了整個宣教事工的圖畫：從過去決定宣教，便是憑
信破釜沈舟，以不歸路的心志委身工場，到現在一探究竟，親自體驗，然後
權衡作出委身；從以往限於極少數人的參與，到今日信徒都有機會體驗宣
教，並真正認識了解宣教士及宣教工場的實際需要。訪宣在今日的時代成為
一個信徒參與宣教的運動。短宣／訪宣與長宣的人力比例逐年增加：時至今
日據統計，短宣的人力已達到全部宣教人力的半數。

訪宣與隊員

有一位牧者曾說：「訪宣是對信徒最好的培靈會。」這句話實
在是真實的。大多數參與過訪宣的隊員，去前都有抱著能為別人做些什麼的心態，
回來後都分享他們所得到的遠遠多過於他們所付出的。去到一個完全不在自己掌控
之中的地方，在很多平常習以為常的生活裏，隊員們都卻更多的經歷神，以至反思
驚覺原來神的話語，恩典和看顧其實如此真實，並無處不在。有一位姐妹因為身體
曾經患病，在去訪宣之前無比的擔心，也切切的讓支持者及教會為她的身體禱告。奇妙的事，雖然訪宣的
行程緊湊，事工也忙碌，姐妹的身體不但沒有絲毫不適，反而力量滿滿。姐妹回來後，與禱告同行的弟兄
姐妹一同經歷信心更大的飛越，將身體和生命都更加信靠交托在神的手中，更熱心在教會服事並鼓勵其他
弟兄姐妹也走出去，經歷神。
另外，親身的體驗淺嘗宣教的經歷帶來對信仰的反思；在數週的團隊生活裏不僅僅是建立彼此美好的關
係，更是透過一同的生活經歷更多認識自己。好比當彼得被異象所引導，去到哥尼流家，看見並經歷神不
僅揀選猶太人，也將同樣的救恩恩典賜給外邦人時，彼得發出由心的讚美和感慨：「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
人…」。訪宣的經歷也同樣啟發弟兄姐妹對神話語和能力的「真知道」：「原來神真是信實的」；「神真
的是貧窮人的父」；「福音真的是神的大能」；「在神真是沒有難成的事」……

訪宣與工場

訪宣對工場的幫助，很多人都會覺得短短的數週其實對工場
和宣教士沒有太多的幫助。甚至有的弟兄姐妹認為與其花費在往返機票行程的費
用，不如直接將這些錢寄到工程，可能還要好。我想問說，如果你有家人在海外，
你是選擇親自去探望呢？還是將機票行程的費用寄去就好？就同樣的問題，我們在
非洲烏干達訪宣時也問過當地的宣教士，面對物資其實很缺乏的烏干達，是否我們
將我們團隊的開銷直接給當地，是否會比我們來這短短兩週更有益處呢？宣教士的
答案是否定的。團隊所帶來給本地人看得見的愛和關懷，還有給宣教士帶去的關
懷，鼓勵，認同是遠遠無法用物質與金錢來衡量的。
再者，訪宣帶給工場和宣教士實際的幫助可能真是很難在數週之類看到果效。但這
些果效卻是積水成淵，成為工場長期的資源來源。再次提到我們去烏干達的訪宣，我們有一位的隊員是開
修車行的，不僅修車而且很有恩賜教授修車技能。宣教士知道我們有這樣一位有恩賜的弟兄，喜出望外，
因為正好在烏干達有很多的修車行其實卻不懂修車，有很多本地的年輕人也非常想要能學習一些技巧，以
便能找到一份工作。宣教士知道這個需要，無奈他們自己本身無法幫助他們。於是我們在那裏的兩週，弟
兄配合宣教士在烏干達開設了不同級別的修車工作坊。當地人實在感受到我們從耶穌所領受的彼此切實相
愛，將這些做在最小的一個人身上，就是做在主身上。原來神所裝備我們的恩賜，不僅僅止於在教會的事
奉。信徒本身的專業知識，比如，醫療，技師，財務，管理，IT，食物加工制作，攝影，農耕…… 各行各
業都能成為神使用祝福的管道。

訪宣與教會

教會是實踐主耶穌大使命最直接的地方，造就門徒，成全肢體，合一的為主做見證。
當信徒的生命被激勵，以至成為一個有普世胸懷的門徒，那何嘗不是教會極大的祝福。雖然不是每一個信
徒都有呼召成為「狹義」上的宣教士，然而每一位信徒都被呼召有宣教的使命，各司其職，實踐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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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統計大多數在教會中擔任差傳執事，以及在教會中熱心參與傳福音及宣教事奉的信徒大多有參與訪宣的
經歷。我自己所在教會有一位近 70 歲的姐妹，有一次要求報名去柬埔寨訪宣。當時我們不得不有些考量，
因為，第一，姐妹年紀偏大，柬埔寨是一個相對艱苦的地方；第二，去柬埔寨訪宣，我們需要用英文與本
地同工溝通，然後還需要本地同工翻譯成為柬埔寨當地語言高棉語。姐妹完全不懂英文，如何能參與訪宣
呢？ 但這位年長的姐妹單純的回應讓我們無法拒絕她的參與，她說「我只是想去看看那些宣教士他們是怎
樣生活事奉的，我就知道好怎樣為他們禱告，否則，其實我並不知道他們的需要和難處。」姐妹毅然隨隊
前去，雖然如她自己所分享，很多的時候她是又聾又啞，但卻絲毫沒有攔阻她看見並經歷神的工作和能
力。神也如她所願，讓她接觸，看見，聽見那些宣教士們的切實需要。訪宣回來後，姐妹將自己在中國的
退休工資的三分之二拿來資助宣教士，並在教會積極的為宣教士守望禱告，激勵教會更多人回應宣教。因
著小小的信心和踏出，成為教會馨香的祝福。
當然，訪宣也有她的限制與不足之處，所以訪宣前的預備和培訓，和訪宣過程中的及時牧養是必不可少，
以至能盡可能的清除障礙，最大化在訪宣中體驗經歷神在每一位隊員生命中的祝福。再者，訪宣也不能止
於訪宣，不能替代委身的道成肉身的宣教參與。所以訪宣本身是了解和參與宣教的跳板或渠道，但絕不是
目的，更不是目標。
-- 華傳(澳洲)宣教動員 鄧歡（Sunny）

2017-18 華傳澳洲辦事處訪宣
柬埔寨—泰國
2017 年 12 月 4–18 日
跨文化服事體驗
文化，歷史生活體驗
本地社區服務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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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 411 209 355
動員宣教士 鄧歡
+61(0) 430 392 285
office@gointl.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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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宣教守望者禱告
會

如果…

神感動你願意在主的宣教士使命上盡一份力；
你願意為宣教事工和宣教士們付上禱告的服事；
你覺得缺少同伴與你一同走主耶穌的大使命之路；
願意不單單只顧自己的事，也願意顧別人的事；

歡迎你來華傳禱告會！
一個跨宗派，跨教會的宣教路守望者團契！
時間：每個週一 晚 6:30-9:00 (提供簡單晚餐，自由奉獻)
你不需要每週都來，但每週一你都可以來。
地址：華傳澳洲辦事處
詳情請聯絡：Sunny
e: sunny.deng@gointl.org.au m: 0430 392 285

最近代禱：
1. 穆斯林齋戒月於 6 月 25 日結束，求主繼續激
動更多基督徒關註關心這個群體，為華 Local
Global（本地普世） 團契能實際開展關顧本
地敘利亞難民禱告
2. 為關懷跟進青年委身基督徒禱告，求主繼續帶
領能提供一個平臺給委身服事（或思考委身服
事，宣教）的青年基督徒，鼓勵愛主愛人的
心，共同經歷尋找神在每一個身上的呼召
3. 為 12 月柬埔寨-泰國訪宣預備禱告
4. 為本月在墨爾本的 Kairos 粵語及國語的課程
及在籌備中的悉尼粵語課程禱告。

《把握時機》宣教生命 課程 2017 年 9-10 月 。 悉 尼 。 粵 語
程程
9月
10 日

17 日

10 月
24 日

1日

8日

主日：下午 2:00 — 7:00

目的：提高信徒對宣教的意識，掌握進一步的
具體行動和長期參與宣教的角色。協助
教會擁有一套具明確方向和有系統推行
的差傳教育課程，帶動信徒生的成長。
對象：基督徒（歡迎教牧、長執、差傳部長參加）

組長／導師訓練（時間待定）
感恩聚餐結業分享會（10 月 8 日晚）

地點：金寶鎮華人基督教會
60 Oxford Rd, Ingleburn NSW 2565

特色：非一般課堂理論式的課程，配合靈修專
題、成長小組、功課思考、視聽教材及
活動遊戲等，增進學習的效益。有具體
行動的挑戰和建議。
費用：$120（包括材料、證書及課程推廣）
$40（組長 / 導師訓練）

截止報名：2017 年 8 月 10 日
查詢：劉德福牧師
0411 209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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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雙月聚會

從一個禱告開始，那時心被聖靈感動要參與宣教事工。感謝神的帶領於 2012 年 12
月參加了華傳與堂會合辦的「把握時機宣教生命課程」，認識到時機含有的意義
包括時間、機會和挑戰。後來我更明白神的心意乃是要透過他所揀選的代表，招
聚萬族進入他的國度，被揀選的群體，要成為聖潔的國度和基督新婦。當基督再
來，我們將與基督一同掌權，並事奉神直到永永遠遠！可是在基督再來之前，在
這已際未際的過渡期間，我們可為神作什麼去滿足祂的心意呢？
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神
週全的計劃非我們可以想像。
神總得放手讓我們接受鍛鍊，
雖然會感到舉步唯艱，挫敗重
重，回頭看看一腳步一腳印，但這卻是出於神的愛和恩典，我
願意順服在神的掌權下，和更有信心繼續前行。
感謝神於 2015 年中，在劉德福牧師和劉師母帶領引導下成立了本地普世宣教核心
團隊，成為一個拓展本地普世宣教事工的策動團隊。於上期 Maurice 弟兄已有所
陳述，故不在此重複。但我想提及的便是於 2015 年下旬，我們曾到 Auburn 區親
身作了跨文化體驗，包括有目標地一邊步行一邊祈禱，探訪當地商舖，食肆，與
當地居民訪談等等，這都是一個難得的經驗啊！
在神的帶領和保守下，於 2016 年 4 月本地普世宣教團契(LGMF)終於誕生了。團契
逢雙月聚會，是一個匯聚宣教同路人，跨宗派，讓我們能學習，操練，實踐本地
跨文化宣教的平台。及後本地普世領導團隊也順應而生，取代了核心團隊，更有效地，更有策略地領導整個團契。
有些活動也是令我們覺得特別興奮和有意義的。澳洲紐省悉尼在四月正處於初秋， 4 月 29 日迎來是一個陽光
和煦，金風送爽的日子。在這天，Blacktown 市政廳為新移民敘利亞難民設了歡迎會。我們一班 LGMF 的弟兄姊
妹，聯群結隊走進 Blacktown Alpha Park 參與這次活動，為要認識和接觸這些不同文化的群族，希望建立友
誼，有機會傳福音給他們。這正是神的心意－神愛世人，不論民族，膚色，操何語言。
本地普世宣教團契是我們看為寶貴的。團契因神的帶領和應允而誕生，並且要延續下去。當中她守護着神大使
命的信念，並且具有孕育和動員的力量。求神大大地去用 LGMF，像薪火傳承，朝著不斷擴展本地跨文化宣教事
工目標而進發。願神應允我們的禱告，阿門！
-- Christine Mok (宣道會迦南堂)LGMF 團長

8 月團契聚會
日期：8 月 5 日（週六）

時間：上午 10:00 至下午 12:30

地點：宣道會希伯崙堂 51 Hawkesbury Road, Westmead NSW 2145
內容：得著陌生的鄰舍——穆斯林
講員：Dr Bernie
Islam and
Relations
Melbourne

Power
Christian-Muslim
Lecturer
School of Theology

查詢：劉牧師 0411-209-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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