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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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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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柬埔寨從殺戮場到蓬勃發展的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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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向骨肉之親  走遍人居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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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恆堅醫生
華傳澳洲辦事處代主任

代主任	 :	 吳恆堅醫生

顧			問	 :	 張明俊牧師

	 	 謝友德牧師

主			席	 :	 張			順牧師

副主席	 :	 吳恆堅醫生

文			書	 :	 黎俊德長老

財			務	 :	 方傑文執事

委			員	 :	 王建國長老

	 	 黃鄭葆芸牧師

	 	 容			我牧師

	 	 李德文牧師

以弗所書3:6這奧祕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裡，藉著福
音，得以同為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

掃羅（保羅）在大馬色路上與主相遇，被召為外邦人
的使徒。保羅傳講福音及努力建立教會，不遺餘力！在三次
宣教旅程，他足跡踏遍歐、亞多個城鄉。公元五十七年，保
羅寫信給羅馬教會，為他準備探望羅馬；當時羅馬教會有猶
太信徒及外邦人信徒。

福音的奧秘與大使命

羅馬書15章8-12節可以說是整本羅馬書的主題及寫信的目的——就是要把福
音繼續向外邦人傳講。保羅指出基督是為了真理，而做猶太人的僕人，祂的來臨
正好應驗了神在舊約應許列祖的話。然而，基督不單止是為猶太人，祂也是為了
外邦人而來，作普世人類的救主，叫所有人因信，得到憐憫、恩典而歸向神，歸
榮耀給神！這是闡釋了以弗所書 3章保羅講論福音的奧秘。

保羅對舊約聖經融會貫通，引經句典，令人讃嘆！僅僅在9-12節，四節裡保
羅引用舊約為証:

•	9節——如經上所說：「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稱讚祢，歌頌祢的名。」是

引自撒下22章50	節——大衛的禱願

•	10節又說：「你們外邦人當與主的百姓一同歡樂。」引自申命記32章43

節——摩西的詩歌

•	11節又說：「外邦啊，你們當讚美主！萬民啊，你們都當頌讚祂！」出

自詩篇117篇1節

•	12節：「又有以賽亞說：將來有耶西的根，就是那興起來要治理外邦

的，外邦人要仰望祂。」引自以賽亞書11章1、11節。

保羅引用經文包括了摩西五經、歷史書、詩歌及先知書，也就是代表全部舊
約。保羅引經句典，其實要當時羅馬教會的猶太信徒，明白神普世救恩，要徹底
改變他們狭窄的觀念。原來神的救恩一早已經是預備給所有人，包括非猶太人，
包括你和我。

對今天的信徒，保羅也提醒我們神的心意——從舊約直至如今，神的心意
是叫所有人藉着基督的憐憫、恩典，憑着信心，能與神和好，然後去榮耀神！其
實，這個就是主耶穌基督頒佈大使命的目的，去使萬民作主的門徒；教導我們去
使所有人——猶太人及外邦人——都能歸入基督大家庭。

（文接第２頁）

 阿聯酋華傳植堂教會近況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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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杀戮中的再生》一书中，作者

描绘了一个受苦20多年的教会；宣教

先驱者的辛勤工作被多年的战争和灾祸

所摧毁。今天的情况却大不相同。柬埔

寨多年来一直享有巨大的增长。千禧年

代的孩子们看到了希望、机遇和繁荣。

基督教会正在成长，享受宗教自由，与

他们的祖父母的时代大不相同，相比之

下，他们几乎没有受到迫害和苦难。

华传先驱宣教士

90年代后期柬埔寨刚刚摆脱战争和

内乱, 华传便开始工作。 在林安国牧师的

带领下，华传引进了第一批先驱宣教士。

当时，先驱者的目标是散居海外的华人社

群。他们目睹了那一代人的贫穷和灵里的

饥饿。他们开展了学生中心兼宿舍。将基

督介绍给年轻人。在宿舍和中心里引进纪

律训练。宣教士极力为这些孩子建立以圣

经教导为基础的生命。渐渐地，教会被建

立起来。其中一些孩子现在已经是忠心事

奉上帝的成年人。

高棉语宣教事工

世纪之交，不同批次的华传宣教士抵

达柬埔寨。他们看到了华人社群以外的需

求。他们的目标是讲高棉语的国民。这些

宣教士并不介意学习一门新语言的艰辛工

作。他们开始纯粹讲高棉语的事工。宿舍和

教育是与当地人和社区联系的主要策略。

面 對 大 使 命 ， 我 們 可
能 會 覺 得 責 任 龐 大 ， 困 難
重重。但保羅在13節提醒我
們 ： 「 但 願 使 人 有 盼 望 的
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
安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藉
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
保羅鼓勵我們仰望神，信靠
神；因為神是那位使人有盼
望 的 神 ， 祂 因 着 我 們 的 信
心，藉着聖靈的能力，能夠
將各樣的喜樂平安充滿我們
心裡面。

但願我們都能明白這福
音的奧秘，仰望這位賜盼望
的神，與主同工，履行大使
命、在萬民當中稱讚、歌頌
祂的名！

（續第１頁）

通过与当地人的关系，一些宣教士前往遥

远的省份，如磅湛、西哈努克和马德望。

事工与挑战

与早期的柬埔寨比较，当今的宣教士

面对着不同的挑战。他们接触的当地人多

关心物质享受。宗教有时被视为不必要的

包袱，除非它们是有被利用的价值，或有

助于他们达到自身的要求和期望。因此，

作主门徒、基督的主权、天天背负十字

架、成为基督真正的跟随者，是事工目前

所面临的挑战。

今天，华传在柬埔寨的宣教士有10

位。这个工场是个成熟的工场，也是华传

其中一个宣教延展站。柬埔寨的宣教士都

是经验丰富的宣教士，能够培训和领导年

轻的新兵和实习生。目前，在柬埔寨的华

传宣教士发展的事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植堂    

2. 神学教育    

3. 语言教育    

4. 宿舍    

5. 社区关怀

2023年，柬埔寨福音派将庆祝福音

进入柬埔寨一百年。请为柬埔寨教会祷

告，因为目前正面对派别分裂的威胁和错

谬教导，部分原因也是因着互联网的广泛

使用所造成。

柬埔寨教会从杀戮场走过了漫长而

艰难的道路。90年代的传教士看到了

一片生机勃勃的工场。让我们为这个工

场祷告，愿它继续发展，结出耐久的果

实，蓬勃生长。

柬埔寨
胡惠强博士牧师 华传国际副主任（东亚/东南亚）

從殺戮場到蓬勃發展的工場

疫情中派發口罩

Photo by Humphrey Muleba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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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國長老  
華傳澳洲辦事處董
事(布里斯本)

2020年初施約瑟宣教士牧師夫婦離開阿聯酋，
適逢新冠病毒肆虐，波斯灣阿聯酋也未能倖免。在當
地的華人都深受影響，現簡介幾間由華傳牧養的教會
近況：

東非
鰈影

在烏干達北部的Pakwach工場

事奉最新近況:

•	新冠疫情引發封城8星期

已暫告一段落，可以穿州

過省了;	 但仍然要宵禁及

教會仍要暫定聚會60天。

•	教會停止聚會期間，舉行

了12次電台廣播；感謝

不同的教牧領袖分享主的

話，帶領肢體彼此守望禱

告。

•	送贈藥物，已幫助了120

多位確診新冠疫病的病

人。

•	Pakwach的水災仍持續，

水還未有退去，蚊患處

處，感染瘧疾人次上升。

•	現正與同工及Pakwach教

牧商討電台廣播的形式和

時間安排。

八月代禱

•	感恩，當地同工Ivan早前

感染瘧疾及新冠病，現已

痊癒和復工。求主繼續醫

治瘧疾及新冠病患者，安

慰在惶恐和不安的心靈。

•	請繼續記念烏干達的疫情

受控，不再蔓延。記念宣

教士出入平安及事奉有

力。

•	願主親自看顧靈裡貧窮的

人，讓他們明白真理和進

入天國。

首都阿布札比教會——張建停牧師夫婦從東北前來牧養，但因疫情目前沒
有實體聚會，經濟拮据，財務狀況非常需要主內的支持；信徒目前大概有二
十多人參與缐上聚會，信徒聚會情況穩定。 

迪拜中華福音教會——今年1月委任神學畢業的藍雲飛夫婦為教會傳道。因
疫情會友流失不少，目前聚會實體與線上同步進行，參加人數約四十人，兒
童事工已緩慢開始。教會經濟能力尚可自給自足，同時也支持巴西的華人宣
教事工。

迪拜華傳教會——暫由陶春龍弟兄帶領執事同工負責管理，另有一位正進修
神學的朱琳弟兄負責部份講壇及小組事工。目前缐上聚會約有三十多人。奉
獻仍算充足，時有幫助阿布札比教會及其他宣教需要。

沙迦教會——劉中華傳道已離開，現由范文俊弟兄負責帶領，另有新加坡陳
偉德牧師作顧問牧師。因疫情信徒部份流失。為節省開支，已將教會租用的
屋子退租，暫時用缐上聚會。目前經濟壓力不大，參加聚會人數約二十人。 

迪拜青年教會——於一年多前聘請蔣馬可牧師夫婦前來牧會，由香港同心園
差會負責支持，是同心園差會名下的宣教事工之一。目前主日崇拜有兩堂，
分別聚會是星期日深夜及星期五下午，因疫情仍以缐上為主，以年青人居
多。信徒工作環境及經濟能力較好，並有計劃搬去更大地方，已開始建堂籌
款，兩堂聚會人數約四十人。

另中國勞工教會——迪拜恩雨之家，因疫情缘故目前已經停止聚會，待日後
疫情減緩再重做計劃。

波斯灣海島國家巴林教會的事工，由新西蘭的女宣教士Ruby傳道負責帶
領，設有英文班及青少年事工。巴林社會經濟下滑，弟兄姊妹的生意不振，
教會經濟匱乏，幾乎不能供應傳道人生活，需要主內更多支援。因疫情教會
聚會人數不多。

原阿聯酋華傳植堂教會施約瑟牧師夫婦退而不休，目前旅居在巴西聖保羅
市牧會，蒙呼召協助當地二間華人教會的牧養及門徒培訓的事工。

請為世界以及阿聯酋的疫情禱告，求神賜下憐憫與醫治，恩典臨到
祂所創造的大地，使疫情早日停止蔓延，願疫情使眾人願意有悔改
的心，蒙神赦罪，歸信主耶穌得救恩。阿們！

阿聯酋華傳
植堂教會近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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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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 Box 353, Gordon
NSW 2072 Australia

www.gointl.org.au
office@gointl.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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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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記念徵召宣教士，回應神大使命

的呼召。

泰國第四波新冠疫情來勢洶洶，近日確診人數過

兩萬!	 伯特利聖道神學院只能繼續網上教學。在

緬甸服事的校友，有染疫治療中的，也有因染疫

離世的，所以同工們的心情蠻沈重的!
專欄

蘭芬網上証道及教學

最近雨季，傾盆大雨，學院的路鋪滿清苔。上周我滑倒，扭傷左

腳踝，感謝神的保守，現在左腳踝患處已消腫，還有一點疼痛。

突然，<妳老了!>這句話閃過腦際，真的是歲月不饒人！提醒蘭芬

要把握時間忠心服事，並要享受在宣教工場服事的時日。

代禱事項:

一、	求神賜平安及繼續保護大家，特別是在戰火和疫情雙重攻繫

下的緬甸同工，基督徒和人民。

二、	為疫情能受控，和為泰國政府能買到足夠疫苗禱告。

三、	求神繼續保守蘭芬出入有平安，身體健康，不受新冠肺炎及

登革熱的感染。蘭芬已在私家醫院登記了注射莫德納疫苗，

等十月底來貨了才有得接種。

四、	為學生們求智慧，能透過網路上課，大大得著。也為蘭芬正

在預備下學期的課程繼續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