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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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過死蔭幽谷 p.2  烏干達疫情告急/柬埔寨本土宣教士 p.3

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華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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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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國長老
華傳澳洲辦事處董事(布里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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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侍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說： 

「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去做我召他們

所做的工。」徒13:2

聖經讓我們看到人類歷史長河中，唯有

永恆的上帝在掌管人類歷史的現在過去和未

來的一切。祂是唯一全知全能全在的製作總

監，人類歷史進程中的每一天都在上演祂的

故事 (His-story)。這位三位一體的神就是掌

管宇宙萬有和人類生命之道的神。祂託付每一個主耶穌的跟隨者，

肩負起主大使命傳承與傳遞的責任。每一間靠主生命與寶血所建立

的教會與福音機構，都是主所差遣傳承福音與宣道的使者。感謝主

帶領華傳26年來在世界各地回應主耶穌大使命的呼召與實踐。

使徒行傳13章使徒保羅開始肩負起神託付向外族人傳福音的大

使命，同時神也讓我們看見祂親自參與大使命差傳的過程:

神的託付

•	 神親自呼召：巴拿巴和保羅同工前往異國他鄉傳道，展開宣

教旅程，成為日後歷世歷代所有宣教機構和宣教士們的榜

樣。

•	 神親自差遣：神不斷的呼召、差遣信徒與祂一起建立神的國

度；宣道是神给予信徒的使命。回應大使命的呼召與實踐，

是信徒對基督信仰當然的委身。	

•	 神親自引領：聖靈降臨，門徒的生命被改變，聖靈引導他們

為大使命盡心盡力，往各地去傳主的救恩，為基督作見證，

將上帝應許的福介紹給世人。

主耶穌道成肉身，是拯救世人的救主，祂為每個信徒立下差傳

宣道的榜樣。使徒們走過的每個宣教的腳印，都充滿了聖靈的工作。

願我們都被聖靈充滿、被聖經真道充滿，宣講神愛世人、拯救世人的

福音，肩負起責任，履行大使命——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並

教導他們成為門徒。

信仰的生命結出信仰的果子，讓我們更熱心於主耶穌的大使

命，更有能力的前往各地為主耶穌作見證，將人帶到神的面前與神和

好得神救恩，去成就詩人的禱願“要叫世界都得知祢的道路，萬國都

得知祢的救恩。” (詩67:2)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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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我和師母獲一對朋友夫婦邀請，乘紅

寳石郵輪到紐西蘭旅遊。適逢新冠疫情在全球迅速蔓

延，被迫提前于3月19日回雪梨。獲當局批准上岸，原

地解散，但需隔離。誰知隨後有712名乘客、202名船

員受感染，更有22人死亡。

我和師母在回雪梨後第5天確診感染，出現咳嗽、

嘔吐、血壓降低及發熱。入院後病情反覆，一度呼吸

困難，需要在深切治療部治理。經過13天治理後康復

出院，心中除了感恩神的醫治及保守外，也令我反思

生命，就讓我與大家分享以下領受的功課及反思。

一、神掌管生命
郵輪返回雪梨後當獲准無需隔離，我們迅速離

船回家休息。其後一位主內姊妹督速我們測試，又剛

好兒子探望，安排救護車，車往我們心想醫院。在醫

院獲醫護人員悉心醫治護理。住院13天的費用頗為

龐大；感恩私人醫療保險全數支付。我們在整個過程

中深感神在掌管我們的生命。

二、不奪取神的榮耀
留院期間，有大量慰問電話及短訊，從四方八

面傳來，送上關心、鼓勵及問候。這令我飄飄然，覺

得是“知名人士”，非常喜悅這麼多人認識及關心

我，而忽略感謝神。我求神原諒我，奪取了祂的榮

耀。其實這麼多人關心我們，是因為神感動他們的愛

心，我們理應將榮耀歸給神，不應覺得我們是應該

的。

三、更加珍惜家人的關係
經過這一場疫病，我們與子女及家人的關係，

由“好”變至到“更好”，我們深深感受他們的關懷

及敬愛。當得悉我們染到疫病，他們為我們擔心到流

淚。住院期間，每天都探訪或發短訊問候，我們深感

被愛，對他們的愛心也加深。為我們五個孫兒都愛主

及事奉主，心感快慰！

四、更加珍惜主內情誼
留院期間，弟兄姊妹真誠關心、問候及代禱，令

我們心受感動及鼓勵。有遠在香港一個基督徒家庭及

一位素未謀面住在珀斯的醫生也經常問候。我學會了

鼓勵及關懷寳弱肢體的重要。

五、主答允聖徒的祈禱
我們只通知了4個人我們染上疫病，但這消息很

快就被傳開。世界各地有很多人為我們禱告，令我們

感激萬分。有過千人在中國為我們禱告，也有英語教

會及神學院師生記念我們。我深信父神答允眾聖徒的

懇切禱告，榮耀歸主名！

六、更珍惜事奉的機會及年日
行過了這疫症的死陰幽谷，我更加珍惜事奉神的

機會。正如我以前勉勵教會會眾，信徒不應單向神求

長壽；正確的態度是求長壽以至我們可以有更多機會

及年日服待主！

七、對苦難有更深認識
若然病痛及苦難能幫助我們認識基督更多、愛主更

深，這樣苦難也有它的好處。若神允許苦難降臨，我們

也要欣然接受；使徒保羅為主受苦亦成為我的榜樣！

但願主耶穌看顧保守你們！

行過死蔭幽谷
── 新冠疫病後生命反思

張明俊牧師  
華傳澳洲辦事處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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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干達第二波疫情爆發，疫情異常嚴峻，連華人確診病例

都驟增。總統發佈新一輪疫情防控措施。由6月8日起，首

都坎帕拉封城6星期，教會關閉、學校停課及暫停聚會42

天。由於醫療落後，疫苗不足，醫院全滿了，且氧氣及藥

品缺乏。烏干達異象教會宣教士陳金龍弟兄全家確診。請

為烏干達禱告吧！求疫苗和氧氣以及藥物能夠盡快進來！

求神憐憫! 

華傳宣教士劉偉鳴 Mark 梁琬瑩 Yvonne夫婦在烏干達北

部的Pakwach工場事奉最新近況：

• 近日有兩條村在爆發疫情，已過100宗確診個案；聽

聞很多村民仍質疑新冠病的真實性；求主憐憫當地的

村民。由於封城42天，很多事工要暫定。

• 在Pakwach已找到合適舖位作

辦公室及教牧資源中心（圖書

館) 。窗簾和書櫃已完成安裝，

餘下書籍分類、編碼上架。

• 5月14和28日入校小四至六舉辦 

「性健康教育講座」已順利完成。

• 教牧培訓在5月22 - 29日已復

課，20位教牧學習積極。求主鼓勵教牧們繼續有學習

和認識神話語的心。

• 已與一村落相討與他們共同合作維修他們的水井，改

善水源問題。

1. 求主憐憫及保守，賜下平安及健康，可以繼續服事。

2. 偉鳴工作簽証9月初到期，我們5月初已到首都辦理續

簽文件，記念申請順利。

3. 年屆21年的老爺車近日接連發生故障。求主保守出入

順利及平安。

教牧培訓

行過死蔭幽谷
── 新冠疫病後生命反思

柬埔寨人口約有一千六百多萬人，絕大部份是佛

教徒(93%)。由於多年戰亂，人民貧窮，基建設施貧

乏；相當多精壯的成年人在戰亂喪命，剩下老弱、傷殘

及婦孺。政府對宗教活動尚算開放，然而基督徒只佔人

口2%，傳福音及建立教會面對重重困難。

就在這艱辛的環境，神呼召了Kundate牧師回應當

地福音的需要。他曾是柬埔寨導遊，在經濟上可以相當

豐足。然而他卻甘心回應神的呼召，完成神學課程，選

擇成為一個牧者，在暹粒市(Siem Reap)中的一間教會

服侍，收入尚能提供一家六口的家庭一個安舒的環境。

然而他被偏遠落後鄉村居民的福音需要感動，將自己完

全獻上被神所使用，决心成為當地本土宣教士。教會從

暹粒市遷到郊區的蘇南村(Sounsah) 。教會約大20多位

門徒，大部分是年輕人。

Kundate牧師在蘇南村承

接了一間有90多名學生的小

學，成為小學校長，在教育孩

童不遺餘力。Kundate牧師以

蘇南村為基地，刻意接觸14條

落後鄉村的村民，向中學生教

授英語。鄉村的居住環境是非

常簡陋，通常整條鄉村沒有足

夠的照明設施。他們利用木屋

下面的空間作為英文班的圖書

館及課室。

透過探訪村民、Kundate牧師及團隊幫助村民裝置

街燈提供照明、舉辦福音晚會，目的是要得著那些仍未

Kundate牧師 

疫情告急
烏 干 達

東 非 鰈 影 

6 月 代 禱 事 項

供書教學

Kundate 牧師全家福 

（文接第4頁）

柬埔寨
本土宣教士

得救的靈魂。他每天花很多時間穿插

在這些落後鄉村中，作牧養、門訓及

傳福音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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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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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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芬感恩代禱事項:

• 疫情底下有平安感恩。

• 求神繼續保護，保守身體健康，不受新冠肺炎及登革熱的感染。

也為蘭芬出入平安禱告，因下雨天，青苔地，很容易滑倒。

• 疫情能受控，和為泰國政府能買到足夠疫苗禱告;

• 學生适應網路教學禱告，讓他們有耐心，專心的學習。

• 蘭芬預備下學期的課程禱告，求神賜智慧和能力，能夠備符合學

生的程度的教案

學院開學了，因第三波的疫情，只好網路教學！因

此，蘭芬比較繁忙! 最近天天傾盆大雨，學院池塘

的水位每天升高，心裡難免擔心，房間會被水淹。

加上，登革熱也來凑熱鬧，蘭芬倍受蚊子喜歡的體

質，真的受罪！所以懇請大家代禱!

蘭芬網路教學

穌南村被當地一些人稱為耶穌的村庄，很可能是由於Kundate牧師幫助村

民裝置街燈的原故--因為有耶稣的地方就有光明。Kundate牧師竭力為村民提高

生活質素，除了照明工程、也幫助村民水利工程、及協助建造一個養雞場。

2017年及2019年，墨爾本華人浸信會有兩隊訪宣隊前往暹粒市及蘇南村

探望Kundate牧師，被他「犧牲自己、全然為主」的事奉大為感動及激勵。知

悉Kundate牧師的入息低微，主要是學校的校長賺取的，再加上一些技能收入 

(如修理汽車)支撐著。在蘇南村及隣近村落福音禾場的宣教費用就是單憑信

心，仰賴天父供應。訪宣隊員深受感動，也覺識基本上如果沒有其他外來的幫

助，福音很難傳遍當地。訪宣後，他們與教會分享，並獲教會在祈禱及金錢上

支持Kundate牧師本土宣教事工。2020年疫情肆虐，墨爾本華人浸信會雖未能

差派訪宣隊，卻邀請「華傳」參予同工，繼續積極推動柬埔寨福音工作。

看到福音禾場之大、作工的人少，生活在資源豐富澳洲的你，會否考慮支

持Kundate牧師本土宣教事工呢？通關後，你會否考慮參加柬埔寨訪宣之旅？

（續自第3頁）

專欄
蘭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