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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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得時不得時，務要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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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散聚網絡的成立

最近幾十年，全球化的人口遷移急劇加速，包括難

民、移民、海外工作及升學等。其中以難民潮最為矚目，成

千上萬難民冒着生命危險，離鄉別井、尋覓安居。據統計，

全球每七個人就有一個是移民。在澳洲，每十個人更有三個

是移民；相信也包括你和我。

面對新移民的福音需要，2010 年在南非開普敦舉行的

香港移民潮與散聚宣教

第三屆洛桑普世福音運動大會特備設專題研討「散聚人口——遷移和宣教」。當

年大會議决成立「全球散聚網絡2010」Global a Network，目的是向普世教會作

推廣及教導有關散聚宣教，可見其重要性。

散聚人口與神救贖計劃

自巴別塔事件，神變亂世人口音並將人分散 (創11) 。從亞伯拉罕離開吾珥

到應許地（創12），聖經便記載不少散聚的歷史。其實散聚人口乃是神的賜福及

救贖計劃的管道，就如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而立國（出19）；以色列人被擄

到巴比倫信仰被重整等（王下25）。

許多學者研究指出，散居者——不論是新移民、難民、或是留學生，在離開

自己國家之後都更容易接觸信仰，與基督建立關係。聖經歷史及現代歷史皆認証

散聚人口對神救贖計劃顯著的意義。

香港移民潮

自從2019年6月社會動盪和2020年7月港版國安法實施後，部分香港市民對

香港存着擔憂，為了自己及子女的未來，他們希望能離開香港，因而掀起新一輪

的移民潮。澳洲政府也大力開放吸引香港移民。同時，部分在香港的澳洲公民也

回流澳洲。移民或回流到澳洲的香港人，多少都帶失落、創傷和苦澀，不知道能

不能適應新環境與生活。

澳洲華人教會的回應

澳洲華人教會確實有需要思考如何配合這移民潮，如何服侍這港人群體，

幫肋他們盡早適應西方異鄉文化，衣食住行，兒女教育，父母安頓和工作的適應

等。教會牧長也要思量，福音信仰如何在新的移民當中傳講。

教會信徒亦要明白接待客人的教導，「不可忘記用愛心接待客旅…」(希

13:2)。神的心意是要我們殷切地款待客旅，包括新移民。教會領袖可能要教育信

徒如何實踐「散聚宣教」。
（文接第２頁）

 華傳東非烏干達事工  p.3



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 葉沛餘傳道 雪梨宣道會樂思堂

過 去 差 不 多 兩 年 時 間 ， 全 世

界都籠罩在疫情的陰霾當中；到執

筆為止，雪梨在洲政府實施強迫性

居家隔離令下已是三個多月了；教

會 需 要 暫 時 關 閉 ， 所 有 活 動 相 繼

停止。面對政府嚴厲的措施，我們

只有同心禱告神：在這封城居家隔

離、“寸步難行”的境况下，我們可以做些什么？

使徒保羅臨終前對提摩太的囑咐，在我的腦海中

廻蕩，“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并

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

人”（提後4:2）。

在封城居家隔離下，我們如何落實這囑咐呢? 教會如

何凝聚弟兄姐妹、不忘領人信主呢？期間教會透過Zoom

平台舉辦外展活動，如信仰研討班、聖經班、中秋慶祝晚

會等，接觸未信主的朋友。也透過電話，以及Zoom平台

去關顧他們。平時他們都是忙忙碌碌，沒有太多時間可以

交談。但是疫情的緣故，大部份時間都被困在家中不得外

出，感覺上他們是多了一些時間和耐性大家閑話家常，也

樂意探討信仰以及人生的問題。

香港移民潮為教會帶來契機，

但也會帶來負面影响。新移民可

能有政治取向和移民心態，對教會

帶來衝擊。求神賜教牧同工，有愛

心、智慧及神的話語，開導及協調

新移民融入教會生活。

香港移民潮與近文化宣教

來自香港的新移民，雖然大都

操粵語，卻與澳洲華人有不同文化

背景。在起居飲食、日用言語及國

家觀，有所差異。為了要貫徹大使

命，教會需要作出適當的次文化調

整，以近文化(M2)而非同文化(M1)

宣教心態，去服侍這些新移民。由

於香港來的信徒年紀可能較輕，跟

一些老化的華人教會有差距，在文

化與牧養期望和要求會有落差。教

會可能需要考慮聘請或培養一些年

輕的牧者來牧養這群信徒。

願神幫助澳洲華人教會承担這

近文化宣教使命。

（文續第1頁）

平時風調雨順，事事順利的時候他們可能聽不入福

音，也不需要什么的救世主；一旦面對一波又一波變種病

毒的肆虐，政府及專家都感到束手無策的時候，他們的心

態有所改變，認識到人的智慧是多麼渺少和有限，生命是

多麼的脆弱和沒有把握。

特別在人感到驚惶失措的時候，聖經的話語就成為他

們最好的安慰和幫助。感謝神的恩典，在這居家令隔離令

期間，教會透過電話，以及Zoom平台關懷慕道者，就是這

様帶領她們决志信主，非常奇妙。

使徒保羅的勸勉“無論得時不得時”，包括縱然周圍

的社會環境、政治環境惡劣，世人不歡迎我們，以及面對

疫情封城的情况下，仍然要様心傳道。并且“……是用諸

般的智慧，勸誡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

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西1:28）。

疫情、居家隔離令只能把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和距離隔

開，但聖靈的工作從來沒有停止，也沒有因此而被攔阻。神

的話語更沒有因此被捆鎖，藉着網絡科技反而傳得更廣更

快。只要我們常存愛人靈魂的心，用諸般的智慧傳揚神的救

恩，神是賜福的，神要成就的工作是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擋

的。但願眾聖徒都把握時機、領人歸主、履行大使命。

   资深宣教导师林安国牧师留下的宣教宝贵遗产——

「塑造教会成为使命群体」课程

差传12课，分四个星期六上课
由专业导师带领，包括课程影片，
专题讨论及阅读文章，
学员可选择实体上课或 ZOOM 线上参加
费用全免  欢迎为宣教基金奉献

日期： 13/11、20/11、4/12、11/12 每周六
时间： 上午9点至12点30分 ( 布里斯本时间）

地址： 631 Beenleigh Road, Sunnybank Hills, 4109 Qld

查询及报名
华传澳洲办事处
      office@gointl.org.au        

      0410406624 張顺牧师 / 0421892617 王建国委员 

布里斯本南区国际宣道会
      0401683424 郑弈斌牧师

 



東非
鰈影

華傳東非
烏干達事工

近日疫情稍為緩和。教會也可如常聚會，盼望信

徒重拾教會生活，熱切追求和渴慕上主的話語。中學生

復課有望，政府暫定明年一月開課。電台福音廣播已於

九月底順利完成，各方面都有正面的反應。

醫療救援事工——在Pakwach區與當地醫生見面開

會，磋商如何幫忙水災地區居民面對蚊患和瘧疾問題。

我們會重點幫助兒童，因兒童患上瘧疾或受其他感染而

延誤醫治，死亡率甚高。現正待收醫生的數據和醫藥建

議，便會進行是次救援事工。

學生事工——現在為停課的升中四學生進行補習，盼

望他們用心學習，為明年五月公開考試作好準備; 也為

補習老師代禱，盼望他們用心教學。

感恩順利與學生導師商討如何在停課期間支援下

年面對公開考試的資助學生。導師們都以過來人的身份

幫助後輩，希望他們勇敢不放棄地尋找自己的夢想; 而

各導師也繼續堅持尋找自己的夢。亦與本屆成績優異的

資助生見面，為他們打了強心針，預備他們未來的升學

計劃。

華人教會過去兩個月一直只能用線上聚會。教會同

工幾乎都先後感染新冠，感恩的是他們都康復了。烏干

達的疫苗不足，感恩我倆上個月已打完兩針疫苗。教會

可以重開，大學也可以逐漸復課，但中小學要再等到明

年一月復課。

貧民窟的問題嚴重，到處是失學兒童。終日無所事

事的孩子更易被利用、被欺負。宣教中心只有限度地開

放，分小組學習，我們盡可能地幫助他們在疫情中不至

自棄。

基於安全考量，很多短宣隊來訪的計劃都不得不延

期。感恩上月華傳總主任王欽慈牧師和英文事工發展的

同工Chris夫婦到訪，也探訪了北部Pakwach的宣教士。

上月，董牧師中了惡性瘧疾，但感恩及早治療。弟

兄姊妹一直為他禱告，兩星期就差不多恢復過來了，我

們深深感受到禱告的力量。我們現在能在烏干達服事很

感恩，作一點點事，卻有很多的祝福。

請大家繼續在禱告中記念我們，讓宣教中

心的運作可以幫助更多因疫情失學的學生。華

人教會也開始同步實體與網上崇拜，求主堅固

他們在困難中的信心。更感恩的是一對成熟的

會友夫婦願意加入教會的同工團隊。

家庭方面，求主幫助我們家的三個小孩子們在線上

學習有積極的態度，盡可能享受學習的樂趣。五個小孩

從早到晚在家，單單是餵飽他們就頭痛，求主給我們有

智慧和耐性教導他們。

最新

消息
!

華傳宣教士 
劉偉鳴 Mark 

梁琬瑩 Yvonne

夫婦 

感恩
事項!

代禱
事項!

• 感恩琬瑩的爸爸在香港手術順利，待覆

診了解聽力情況。

• 感恩偉鳴工作簽証9月初己順利完成。

• 感恩在Pakwach的辦公室及教牧資源中

心 (圖書館) 已順利啟用。

• 繼續記念我們找到合適的居所。

• 記念與巿政府合作，並商討如何在水災

地區支援和減少瘧疾和傳染病的傳播。

• 青年查經班——盼望他們能繼續喜愛、

尋求、認識、跟從上帝；記念查經班重

開日期。

在Pakwach辦公室及教牧資源中心	(圖書館)

在首都坎帕拉華傳非洲資源中心 

(Gospe l  Operat ion Afr ica) 主任 

董上羊牧師及佩恩師母近況



華傳澳洲通訊 2021  •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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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內平安！泰國最近兩周疫情漸有減緩趨勢，政府

也作出與病毒並存的計劃。可望年底開放所有邊界

市府及明年可以恢復實體上學。蘭芬在十月三日接

到泰國外交部的疫苗接種通知，相信在十一月初就

會完成兩劑BNT疫苗的註射。

近期，蘭芬所服侍的教會就有三個家庭感染了新冠肺炎，已陸續出

院在家隔離。患難把弟兄姐妹的心拉近了，彼此幫助，彼此禱告。

感謝神!

秋季怏來臨了！也迎來今年度的下學期，多數學生的學習情緒還可

以，但有少數未能適應自學模式。

代禱事項:

1. 世界要與新冠肺炎疫情共存的情況下，我們都能有平安感恩。

也求神繼續保護我們有健康的身體。

2. 泰國祈禱政府，求神賜與有關的，他們能對國家智慧和智慧的

健康做出決定。

3. 新學期的開學禱告，特別記念那少數仍不適應網絡上學的學

生，求神幫助。

4. 求神繼續保守蘭芬身體健康，不受新冠肺炎及登革熱的感染；

對疫苗接種沒有不良反應。回澳述職一事可以擺上議程了！

5. 為伯特利泰文部在全國各地及臺灣服侍的校友禱告，特別為在

曼谷服侍而剛從新冠肺炎中康復的同工感恩，他們大大地經歷

神，信心更堅固。

泰文部校友禱告會

專欄

蘭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