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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本地跨文化宣教 
他們在我們當中，我們卻不知道他們 

 

 

 

 

. . . 1 

هللا اللهسبحان هللا سبحان هللا، سبحان  這是陌生的言語，卻又是熟悉的言語 …。聽了，也

就跟著與他們和唱。他們昂首，有閉目的，全人貫注，身體隨歌聲微微在擺動…；然後，我發現，

我的身體語言和他們的身體語言竟是渾然一致——原來我們是沒有分別的。我在唱，Hellelujah …；

他們用伊朗的波斯語（Farsi）在唱： 

هللا اللهسبحان هللا سبحان هللا، سبحان ، … 

這段讚美、敬拜，讓我體會神愛世人；在這愛裡，世人

原是沒有分別的。祂愛我們，祂亦愛他們；並且，我們

在敬拜中彼此對神的愛的回應，亦是水乳交融。原來，

神沒有忽略這些人，雖然我們忽略了他們…。可笑的

是，我們甚至沒理會他們的存在，也不知道他們正是
我們的鄰舍。（2016 澳洲人口普查，49% 澳洲人是生

於海外，或是海外父母來澳後生下的第二代。） 

五十多位前穆斯林信徒，如今都成了基督的門徒，是我們的弟兄姊妹。他們每位背後都有一個信主

的奇妙故事。有的為了仍在伊朗的家人的安全，和自己在這裏的安全，便更改了自己的名字和身份；

有的因著信仰，正在尋求政治庇護；有的回國是必死無疑的…。這叫你十分欣賞他們對主耶穌存著

的單純信心；同時，卻又已作了全面的權衡，計算了代價。在澳洲的五十

萬穆斯林信徒中，他們是極少的一群；然而，他們歸信基督的見證，卻活

生生地給予我們許多的鼓舞；並且激勵著我們，在本地跨文化宣教上，需

要深深的省思…。 

宣教在門前，這是「全球化」（Globalisation）帶來普世人口移動的實

況。全球近於七千個「福音未得之民」的群體（people groups），其中已

有移居澳洲的，且定居在我們數十分鐘的車程範圍內：有印度群體、中亞

群體、非洲群體、俄羅斯群體…。他們在我們當中，我們卻不知道他
們。這是宣教上的一種惋惜、一個盲點、一個需要向主交待的疏忽。 

惟願我們感應神愛世人的心腸，以祈禱、奉獻和行動來支援本地跨文化

的宣教服事，使福音未得之民在你我中間同蒙基督救贖的惠，以此取悅

我們的神。阿們！ 

  

華傳澳洲辦事處已成立 

本地普世宣教團契 

LocalGlobal Mission Fellowship 

歡迎你來認識和參與我們的宣教服事 

聯絡：劉德福牧師      +61(0)411 209 355     off ice@gointl .org.au  

 

-- 華傳(澳洲) 辦事處主任 劉德福牧師

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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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教會的宣教工作方興未艾，非常需要年輕
人投入委身。今日在宣教工場的華人宣教士平均年齡

偏高，許多工場出現後繼無人的尷尬境地。 

青年人有很多的優點，他們思想敏捷，適應力強，身體

強健，因此也容易學習當地的語言，融入當地的文化。

若能好好栽培引導，必定為宣教工場作出深遠的貢獻。

滕張佳音博士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後現代年青人喜

歡先有親身體驗的學習模式，引發學習動機與興趣，然後再作理論的反省及整合。在終身學習的過

程中，讓年青人多參與在前線服事的機會，在不同的階段才接受適切的裝備吧。」《大使命》雙月

刊 2008年 10月號，第 25頁。 

華傳澳洲辦事處也同樣看到宣教工場青年工人的需要。與此同時，神自己在澳洲的華人教會當中也

正在興起一些年青人願意回應：在各樣青年營會，培靈會中呼召了一批年青人，他們回應神奉獻生

命為主所用。然而我們都知道一個生命的建造實在不是一個短期或者一個培靈奮興會所能做到。這

些青年人需要成熟的靈命陪伴，鼓勵； 更多參與，親身體驗的機會，以及更多的資訊來拓展他們的

眼界和異象；更重要的是持續的動力和心志來踏實地在教會中學習成長。與其等待有「成熟」的青

年被差遣，不如先行一步！ 

感謝主讓華傳以及一群在悉尼服事年青人的青年人同時看見這兩幅圖畫。

於是在神的帶領下，成立青年委身基督徒團契的意念就這樣孕育出來。 

異象：聯合悉尼青年人事工領袖，透過華傳澳洲辦事處的平臺，

服事關顧有感動，曾經委身立志奉獻服事神的青年基督徒。 

目標：陪同這些青年基督徒走過一個過程，在他們走向服事神的路

上成為他們的同行者，鼓勵者，一同與他們尋求神在每一個年輕的生

命中獨一不同的恩賜和呼召。

1 0 月 7 日  (週六 )  

重燃愛火 委身青年日營 
這是一個為願意委身服事， 

或正在尋求委身服事的青年信徒舉辦的日營。 

希望透過營會重燃或更多點燃我們對主耶穌的愛， 

對回應耶穌呼召的熱心和愛心。 

更多思考呼召與走向事奉之路的關係， 

挑戰和實際的步伐。 

如果你也在思想這些問題，想有一個這樣的同路人團契， 

同路人彼此交流，鼓勵邀請你來！ 

請聯絡 

辦事處主任 劉德福牧師    +61(0)411 209 355    office@gointl.org.au 

宣教動員 Sunny     +61(0)430 392 285     sunny.deng@gointl.org.au 

  

 

-- 華傳(澳洲)宣教動員  鄧歡（Su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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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們的宣教士禱告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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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宣&艾兒 
於創啟區宣教， 

對象是九百萬待聞

福音的人 

1．敬宣的父親於 6 月中安息主懷，求主安慰；也為他們兩個女兒禱告，讓她們渴慕

神，身體，生活，工作，學習都蒙保守； 

2. 為他們團隊的福音事工禱告：定期外展，一對一，求神賜智慧愛心，知道如何做； 

3. 為他們的身體健康，出入的平安及經濟的供應禱告。 

林蘭芬  
泰國宣教士 

在泰國清萊伯特利

聖道學院以泰語培

訓泰裔傳道人 

 

1. 為弟兄姐妹在禱告和財務奉獻上的支持和關愛感謝神； 

2. 感謝神開路可以事奉祂；並讓她有機會向不同的年齡群體分享福音，彼此鼓勵。 

3. 感謝神，蘭芬將回來澳洲述職，求主幫助回來有好的休息，並有機會在不同的教

會和團契分享神藉著蘭芬在泰國的工作；求神為蘭芬預備回來後的住宿，以及一

部車方便她的出行。 

容我&芷禹 
C 國實習宣教士 

服事對象是少數 

民族（包括回族） 

 
 

1. 求主幫助能開展一個適合青年人在信仰上建立深入交流，互信互助的團契，並能

吸引非信徒； 

2. 求主保守在 8月中能順利報讀文化及歷史課程； 

3. 在 9月份新學年中，有 6位弟兄姐妹成為教會新同工，求主賜下合一的心事奉；

教會更積極推動學生外展活動，讓更多學生能聽聞福音，並接受教會栽培。 

高陽&陳末 
華傳首對服侍穆士

林群體的宣教士 

對象是二億在南亞

待聞福音的人 

 

1. 求主繼續保守他們的出入安全，特別是最近是本地的獨立日，衝突及爆炸時有發生； 

2. 為能更好學習當地語言禱告，感謝主賜他們一位新老師，求主給更多機會可以練習； 

3. 為他們與本地鄰舍有很好的互動和關係感謝主；求主幫助他們繼續謙卑學習本地文

化；在他們所教授的中文班，以及運動團體裏彰顯基督的愛和祝福。 

 

 
 

  

馬理奧&艾凌
候任雙職宣教士 

預備到 C 國參與營

商宣教，服事大城

市內的長者。 

 
 

1. 為剛剛完結束的籌款分享會感恩，感動 30 多位弟兄姐妹參加，並從分享中得激

勵，求主繼續感動弟兄姐妹在禱告，關懷，經濟上支持他們； 

2. 禱告他們在 C 國的建議書能順利通過審批，便可前往，求主按祂的心意成就； 

3. 為他們一家在預備，等待的過程中，更加固他們對基督的信心和依靠。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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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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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與回應之祈求 歐楚翹 (華澳浸信會展愛堂) 

「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說：甚願祢

賜福與我，擴張我的境界，常與我同

在，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神

就應允他所求的。」  歷代志上 四 9-10 

神啊，我甚願祢賜福與我及我的家人，甚願祢擴張我們侍奉禾埸的境界，甚願聖靈常與我們一家眾

人同在，保守我們不受任何艱苦，患難及遭害，阿門！ 

十多年來，阿比斯的禱告也成了我向主每天禱告的開端，曾是枯竭無力的心靈，在禱告中被主愛的

靈火，再度挑旺起來，宣教的心也是這樣在禱告中得主建立與呼召。 

我仍要向主發出感恩呼求！神阿，我感謝祢，雖然我身邊的人未能完全理解和支持我對宣教服侍的

負擔，這豈也不是主耶穌在世的一些經歷嗎？最後他們都改變了，成為熱衷見證主的門徒！所以求

主使我更有愛心、忍耐、又更能體會耶穌基督祢對世人的深愛與等候，我也要感謝祢，賜予我們從

祢而來兩子一女的產業，使我感受到祢為何那麼迫切的邀請我們加入祢的拯救計劃中，因祢也甚願

得到祢兒女們對祢愛的回應與長成，現在我更要感謝祢的，開展我在宣教事奉上的路徑，引導我加

入本地普世宣教團契 (LocalGlobal Mission Fellowship)，使我能與一眾同感一靈的華人主內肢

體， 透過在悉尼本地之跨文化學習與事奉上，落實行動回應主給我們大使命的呼召，感謝讚美主！ 

神啊！我現在向祢禱求，求祢熾熱的靈火繼續挑旺悉尼華人眾肢體同心回應主的大使命，就像祢如

何熾熱我的靈一樣，又求主大大使用及建立本地普世宣教團契 (LocalGlobal Mission 

Fellowship)，結集召聚更多華人弟兄姐妹們，同心同行，帶著謙卑順服的心與神同工，奉主耶穌基

督名求，阿門！                                                                                                       

 
 
 

  日期：10 月 22 日（主日）          時間：下午 2:00 至 5:00 

地點：華傳澳洲辦事處   Suite 6, 895 Pacific Hwy, Pymble NSW 2073 

跨文化學習 —— 以互動方式學習基本阿拉伯

語言及文化，幫助我們與中東族群建立友誼 

講員：資深本地跨文化宣教士 

查詢：劉牧師 0411-209-355 

 

10 月團契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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