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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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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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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	 :	 鄭			鷗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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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傳澳洲辦事處於2003年在雪梨成立，為澳洲各地的

華人教會提供宣教平台，合力動員、征召及差派宣教士去履

行主耶穌大使命的託付。

澳洲辦事處主任一職，自2018年8月空缺至今。感謝

神，神感動吳恆堅醫生及王建國長老，相繼出任辦事處代主

任，應付事工的需要。經過三年多的等候及仰望，神終於應

允禱告，帶領祂的工人回應呼召。華傳澳洲董事會及華傳總

部於2021年12月底委任鄭鷗牧師 (Rev David Zheng)為澳洲

辦事處主任，其任期由2022年2月1日開始。

鄭鷗牧師在北京長大，大學期間决志信主及受洗。80年代後期移居雪梨，

蒙召接受神學訓練，並熱衷宣教。90年代踏上宣教路，被差派到香港，在遠東

廣播作宣教士16年之久。其後回到雪梨牧會，曾在華人長老會及中央浸信會事

奉。牧會期間，不忘參與和推動宣教，並有豐富短宣隊宣教體驗。過去兩年，

鄭牧師擔任雪梨華聯會宣教部負責人，為雪梨地區的華人教會作宣教培訓，並

成立了「澳洲展望宣教中心」。

感謝神呼召及帶領鄭鷗牧師加入華傳澳洲團隊，我們期望華傳澳洲辦
事處能更有效推動華人教會熱心宣教，使華人教會成為神祝福萬民的合用
器皿。但願眾華人教會牧長及領袖，在禱告、人力資源及財政上，繼續支
持華傳澳洲辦事處發展宣教事工，履行大使命。 

鄭鷗牧師就職及差遣禮將於3月26日下午2時在雪梨中央浸信會舉行。華

傳澳洲董事會誠意邀請你出席，共頌主恩。(請柬刊登於第2頁)

神應允禱告

張順牧師
華傳澳洲董事會主席

 波斯灣畔巴林教會現況與代禱    p.3



感謝主的帶領，我從2月開始擔任「華傳」澳洲的主任，當中經歷到神很奇妙的引導。

先自我介紹一下。我是David鄭鷗牧師，在北京的一個家庭教會成長。來到澳洲後，在SMBC接受神學裝備，
並結識了我的太太Janice，她也是我最好的助手。我們婚後育有一女，她已經結婚，在教會也有很好的服侍。

神一直把宣教放在我的心裏。我在中國接受過宣教士的栽培，在SMBC也接觸到很多宣教士，我們一家後來
踏上了宣教的路，被差派到香港，在遠東廣播作宣教士16年，藉廣播牧養中國教會的領袖，向他們介紹植堂和宣
教的觀念。

我回到澳洲悉尼牧會期間，也一直有參與和推動宣教。我差不多每年都會帶短宣隊作宣教體驗。過去兩年，
我擔任了悉尼華聯會宣教部的負責人，為悉尼地區的華人教會作宣教培訓，並成立了「澳洲展望宣教中心」。

我發現華人教會需要在宣教上更加努力。我就禱告神，求神讓我在推動華人宣教上被神使用。神垂聽了我
的禱告，為我預備了一位年輕傳道，接替我的教會工作。神又帶領我和「華傳」取得了聯系，「華傳」也是我們
教會所支持的宣教機構。

在我和「華傳」聯絡的過程中，我發現彼此對宣教的異象都很一致，希望推動華人教會熱心宣教，使華人
教會成為神祝福萬民的合用器皿。能夠被「華傳」任命為澳洲主任，有神奇妙的安排和帶領，我心中充滿了感恩
和喜樂。

我今年60歲了，全職事奉也有28年了。回想走過的路，都是神的恩典。在每個階段的事奉，都經歷到神奇
妙的帶領，被神使用，在當中也有許多的學習和成長。之前事奉的經驗，都將成為下一個事奉的基礎。

我希望華傳能夠成為澳洲華人教會的支持，幫助各教會作宣教普及教育，組織短宣隊作宣教體驗，鼓勵和
陪伴有心志的弟兄姊妹踏上長宣的路，幫助教會開展本地跨文化事工。我們華人教會真的很蒙神的祝福，盼望我
們一起把神的祝福傳給更多的人。

在歷史的每一個階段，神都呼召祂的百姓，一起來事奉祂，完成祂所託付的使命。神交給我們的責任可能
不同，扮演的角色也可能不同，但我們事奉的是同一位主。我相信，現在就是最好的時機，神要使用我們華人教
會來祝福萬民。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
（以斯帖記4:14）

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 (華傳) 澳洲辦事處
謹訂於 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星期六〉下午二時
在雪梨中央浸信會 (619 George Street Sydney) 舉行
華傳澳洲辦事處主任鄭鷗牧師就職及差遣禮，恭請

撥冗光臨   共頌主恩

華傳澳洲辦事處董事會敬約
差派教會雪梨中央浸信會簡迪明牧師暨教牧同工敬約
(即時直播安排，將刊登於華傳澳洲辦事處網頁www.gointl.org.au) 

神的
預備

鄭鷗牧師

請
柬

華傳澳洲辦事處

中央浸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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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象中主說：“你若不去傳福音，這些人都要如此滅亡！”

中東巴林王國位於西亞波斯灣的穆斯林島國，總人口150萬其中本
地人口71萬。沙特阿拉伯位於巴林西部，只需45分鐘車程；伊朗則位
於巴林北方200公裏處。目前，巴林族裔的基督徒人數約有1000人，歐
美、亞非等其它族裔的基督徒人數則占總人口的14.5%，合法註冊的教會
有12間。

隨著巴林王國政治宗教和文化的逐漸開放，大批華人在巴林工作學
習，巴林教會在神帶領施約瑟牧師及同工的努力下於2016年1月開始了主
日聚會。自2017年以來，我們個人布道173人次，決誌135人，在巴林受
洗歸主23人。除了每周的主日崇拜、禱告和查經聚會，還有每周一次的
監獄探訪，陪伴女囚40多人學習聖經；教會每天一小時的讀經聚會，但
因疫情都被迫停止了。

2019年7月神在禱告中清楚地給了我們事工的方向，青少年英語角
的開辦，使很多年青人進入了教會蒙福之地，目前英語角已有16人決
誌，其中10人受洗歸主。

2021年神擴張我們的帳幕，堅固我們的橛子。在龍城商鋪中工作的
店員，多是講英語的亞非族裔，他們有些是基督教家庭背景，但在這個
偏遠的北部，沒有地方聚會敬拜神，我們看到了這些靈魂的需要，經過
兩年的禱告求神預備委身成熟的工人和資金，於2021年12月25日聖誕節
我們啟動了英文堂的事工，2022年2月起，將在每主日晚11點開始英文堂
聚會，願主的羊都歸羊圈，主的心意得滿足，榮耀頌讚和感謝都歸給我
們的三一真神。

福音異象分享及代禱

代禱一：2019年沙特千年塵封的大門終於打開了，12月我們和施牧師一
同前往沙特實地考察，我們禱告求主預備一條通往沙特的福音之路，我
們也盼望在那未得之地建立一個華人教會，使主的聖名在那個穆斯林偶
像的中心之地被高舉，使呼求主名之人可站在沙特的高處揚聲讚美，求
主把我們腳掌所踏之地都賞賜給我們。

代禱二：現在巴林龍城4-7歲的孩子大約有20多人，我們還在禱告中尋
求聖靈清楚的帶領：“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求主預備我們一切師資教材
的需要，賜給我們夠用的恩典開辦一個中文班來接待這些孩子和他們的
父母，為這些靈魂歸主打一場美好的仗。

~巴林教會Ruby傳道

波斯灣畔
巴林教會
現況與代禱

東非
烏干達
近况

對離鄉背井的宣教士，在疫情肆虐
下仍然盡心竭力地工作，推展大使命，
實令人感動欽佩。Omicron進入烏干達
境內，包括首都堪帕拉及至北部的Pak-
wach。烏干達是採用群體免疫方式，來
抵預Omicron的侵襲。願我們在禱告中
懇切記念宣教士身、心、靈的健康！

請記念祖林事工。宣教士劉偉鳴發高
燒，證實再染瘧疾，求主大能醫治盡快
康復。水災地區的「社區醫務所」已於
一月投入服務，記念各村籌委的商討和
跟進。

首都堪帕拉董上羊牧師全家在十二月底
確診Omicron。為他們康復感恩，孩子
們已回去學校上課了。為教會在一月中
再次恢復實體崇拜感恩；二月底有台灣
實習宣教士抵達。請為夢想翅膀事工支
持的學生都順利返校代禱，求神保守他
們的平安。

3Photo by Sofiya Kozy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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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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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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為澳洲辦事處預備了新同工

鄭鷗牧師。願神使用鄭牧師，讓澳
洲的宣教事工有更佳的發展。

2. 請記念徵召宣教士，回應神大使命
的呼召。

專欄

不知不覺已過了2022年農曆新年了!  

在此祝您: 新年平安，靈命進步，家庭幸

福，侍奉有力!

這學年伯特利聖道神學院的教學完全是以網路方式進行，

將在三月舉行畢業典禮。感謝 神的看顧保守! 

感谢 神給與機會在剛過去的聖誕佈道會中，把耶稣降生

拯救世人的大好消息傳給一布朗族村庄（丹仔村）的村民，以

後將會繼續跟進。請常常在您的禱告中記念！

在畢業典禮後，蘭芬將啓程回澳洲述職約四個月，到各州

教會的宣教分享仍在安排中。若您的教會、團契或小组對宣教

有負擔，歡迎聯絡蘭芬，十分期待能有機會與您們分享！（蘭

芬的電郵是lanfenlin60@gmail.com）

感恩和代禱事項

1. 感謝 神在疫情中的看
顧保守，無論在健康和服
侍上都經歷神的恩典。特
別感謝神賜下福音夥伴和
支持的教會與蘭芬同工。

2. 請為要出去實習一年的七位學生都有實習的工場感恩，也
請為本屆畢業生中尚有一位還在等待侍奉的工場禱告。

3. 請為回澳述職行程事宜平順代禱，求能如期啟程到各教會
小組分享一切平安順利。

4. 請爲蘭芬的宣教基金籌募需要禱告，求 神供應!

謝謝您的支持和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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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 鄭鷗牧師

+61 439 139 8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