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洲通訊
2021  •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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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巴嫩的工場近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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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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主任	 :	 王建國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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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入12月，世界各地都洋溢着聖誕節的氣氛。但在疫

情下，人們無奈地要適應新的生活模式。我們的思想與行為

都產生了巨大變化。由於長期處於被隔離和孤立的狀態，我

們的生活亦變得間接性被封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亦陷入一

個新危機。當人失去安全感，就會對身邊環境或事物產生懼

怕心理。我們應當如何管理情緒是一個極度需要關注的問

題。「我懼怕的時候要倚靠祢。我倚靠神，我要讚美祂的

話；我倚靠神，必不懼怕。血氣之輩能把我怎麼樣呢？我

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敵都要轉身退後。神幫助我，這是我所

知道的。我倚靠神，我要讚美他的話我倚靠耶和華，我要讚美他的話。我倚靠

神，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詩篇 56:3-4; 9-11)

當大衛逃避掃羅的追殺，面對非利士人的排擠，他只好裝成瘋子逃避敵

人。令人驚訝的是，縱然大衛生命受到威脅，在情緒極度困擾而產生懼怕和不

安的時候，大衛仍然選擇倚靠神。「我懼怕的時候要倚靠祢！」

神學家魯益師（C. S. Lewis）對人所看重的事物，有這樣的討論：

Aim at Heaven and you will get Earth ‘thrown in’: 

aim at Earth and you will get neither.

當你定睛在天上，你會同時得着天上和地上一切；

當你定睛在地上，你會同時失去天上和地上一切。

如果人的心思是投放在上帝的國，他的生活模式，包括行為、時間、精神

和財富的運用，都與擴展上帝的國有關。那麼我們的眼目定睛在天上還是地

上？我們的心思是投放在那裡?

當整個以色列民族來到紅海前，面對一片大海，後面又有埃及的士兵追

殺，似乎不可能有生存機會。但上帝就把紅海分開，讓整個以色列民族行過紅

海，如同走在干地之上。那些天生瞎眼、不能走路、患了多年血漏病、長大麻

瘋病的人，似乎不可能康復，但主耶穌就把他們醫治。

在封城期間，雖然我們被逼要過着隔離的生活，但卻給我們有機會專心安

靜在上帝面前，重新認識創造生命的主，重新檢視我們自己的靈性。我們是否

看見靈性上需要被拆毁的地方？我們是否願意讓神重建我們的屬靈生命？有很

多習慣、性格、價值觀、人際關係，好像沒可能改變。不要忘記在人所不能，

在神卻能。因為上帝是一位能夠改變人心的神。

我懼怕的時候要倚靠祢

李德文牧師
華傳澳洲辦事處董事(雪梨)

（文接第２頁）

 阿聯酋阿布扎比教會近况  p.3



黎巴嫩的工場近況 馮永樑牧師

因着經濟極之低迷，許多黎巴嫩人不單只要面

對疫情擴散的問題，現在更面對糧食短缺的困難。

可想而知，敘利亞的難民便更加苦不堪言。最近更

聽聞因為人民對政府處理經濟和民生的問題非常不

滿，內戰可能隨時一觸即發。

雖然黎巴嫩面對非常惡劣的經濟和政治環境，

但福音事工和教會卻仍然不斷增長。「華傳」在推

羅的合作夥伴，教會事工不單止沒有停頓，反而因

着福音的需要更在各地增設分堂和福音站。他們也

憑信心開辦農場和醫院來幫助製造更多就業機會，

以及提供許多難民的醫療需要。

由 華 傳 澳 洲 辦

事處主辦及布里斯本

南區國際宣道會協辦 

「塑造教會成為使命

群體」差傳12課，己

於12月11日完成。課

程由王建國長老及張

順牧師帶領，使用宣

教導師前華傳國際總主任林安國牧師所製作的寶貴宣教課材。

此次學員包括14名實體上課及9位ZOOM線上參加。所有參

與的教會和學員均可取得林安國牧師所主講，由台灣GoodTV錄

製的「空中主日學—塑造教會成為使命群體」的視頻鏈接、課堂

討論問題、課後閱讀文章與作業。期盼畢業學員能在各自教會推

動及裝備信徒參予宣教的大使命。

華傳將按需要不定期的舉辦這項課程培訓，歡迎教牧同工或

弟兄姊妹與華傳辦事處聯繫。

（文續第1頁）

在黎巴嫩的敘利亞難民營

我們在中部地區的合作夥伴 Maranatha Mission 也見證

許多敘利亞難民歸主。當地的教會也正蓬勃地增長。

求主憐憫幫助這個國家和當中的敘利亞難民能渡過這段

非常黑暗的日子。更求主幫助這個國家能悔改歸向真神。

我們盼望能在經濟上繼續支持「華傳」在當地的合作夥

伴。請切切為黎巴嫩禱告。

主若許可，我們計劃明年五月可以派訪宣隊前往黎巴

嫩，支援當地宣教夥伴的事工。求主感動和興起各地弟兄姊

妹一同來參與。香港辦事處有年輕弟兄已申請明年前往黎巴

嫩，作兩年的宣教實習。請為這弟兄禱告。

人若將專注的焦點放在眼前的環境，

只會看見自己的缺乏和無能，內心就會產生

懼怕和焦慮。「倚靠神」就是要將我們專注

的焦點校正，轉眼仰望上帝的恩典與同在，

重新檢視我們與上主的關係。「倚靠神」就

是不住的禱告、不住的讚美、不住的感恩，

不住的從神支取力量。我們要抓緊上帝的應

許，祂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

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當我們這樣做的

時候，敵人還能把我們怎麼樣呢？我們內心

的懼怕、孤單、無助還能把我們怎麼樣呢？

聖誕節是記念耶穌基督的降生，為我

們捨命在十架上，並從死裏復活成就救贖工

作。這個重要的節期提醒我們要預備自己，

心裏常存盼望等候耶穌基督再次降臨。

水深之處再不是危機四伏的地方。相

反，水深之處已成為一個經歷

神豐盛恩典的地方。

願上帝時刻與您們同在﹗



東非
鰈影

華傳宣教士 
劉偉鳴 Mark 

梁琬瑩 Yvonne

夫婦 

水災地區的水患嚴重

11月青少年營

阿聯酋
阿布扎比教會近況

12月
感恩代禱

感恩，終於找到合適又合理價錢的新居所，已喬遷

個多月，在執拾和適應中。

記念我們其中一名補習老師——Faith，她

因右腎漲大，身體變得虛弱和下腹感到痛楚。感恩近期

Faith的右腎漲大情況穩定，痛楚沒有了。

記念水災地區的水患，在雨季中有增無

減。感恩巿政府與八條村的領袖達成共識——臨時在

水災地區建立「社區醫務所」；現正籌備中，盼盡早運

作，以減少該區的瘧疾和傳染病的散播。我們會在藥物

上作支援。

感恩11月中的青少年營已順利完成，當中大

部份的中三學生 (共13位) 都立志跟隨基督。禱願聖靈親

自引領他們明白真理，與主建立關係，尋找神在他們身

上的旨意。

記念琬瑩的皮膚敏感，並記念我們尋找合

適可信的工人協助。

自今年3月份，阿布紮比教會一直都是在Zoom上聚

會，仍未能在St.Andrew Church實體聚會；因為阿布紮比

政府要求所有的教會必須重新申請。我們雖然按照要求遞

交了申請表，但目前還沒有得到允許實體聚會的通知。

懇請澳洲眾教會的牧長、弟兄姐妹們為此獻上代

禱。

由於教會長時間沒有實體聚會，加上好多弟兄姐妹

們相繼回國，所以目前教會處在最為艱難的時期。無論是

教會人數，還是教會的事工、運作、資金等各方面，都受

到了很大的影響及挑戰。因此我們只能尋求仰望主的施恩

與憐憫，好讓我們盡快渡過這段艱難時期……

但非常感恩的是，阿布紮比教會的眾弟兄姐妹們在

信心及各項屬靈事工的服事上，還是依然的火熱，真是感

恩主的賜福！

我們盼望和期待着澳洲華傳訪宣隊再次來到阿

聯酋，給我們帶來更多生命的餵養！

願神賜福澳洲眾教會！

以馬內利！

阿布紮比教會張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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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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國長老

+61 421 892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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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華傳澳洲董事會委任王建國長老為澳洲辦事處代主任，任期由

2021年12月6日起，直至另行通告。華傳澳洲董事會並感謝吳

恆堅醫生過去3年多肩負「華傳代主任」一職，願主賜福看顧。

2. 林蘭芬宣教士於明年4月到7月中返回澳洲述職，歡迎眾教會

邀請分享差傳信息。請與辦事處聯絡。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 神! 在地上平安歸與祂所喜

悅的人!>（路加福音二:14）願主耶穌基督所賜的平

安，充滿您和您的家庭，也願祂的平安臨到那些正身

受天災戰爭和疫情影響的人們!

    蘭芬所居住的清萊府，在十一月開啟了與新冠肺炎病毒共存的政

策，國內的遊客逐漸增加，而新冠肺炎確診的人數也步步攀升。感

謝主，多是癥狀較輕的，教會中的弟兄姐妹也能有些收入。教會計

劃十二月恢復實體敬拜，和考慮舉行聖誕佈道會的可能性。蘭芬計

劃了參加一些街頭派福音單張的佈道事工。

感恩和代禱事項:

一. 過去兩個月，泰國與新冠肺炎病毒共存下，人們生命有平

安感恩。

二.  求神繼續保護，特別為要返回實體敬拜，聚會，教學，和

佈道事宜等，求神保護，免受新冠肺炎病毒的感染。

三.  蘭芬在十二月聖誕期間參與的街頭佈道事工禱告，求神使

用，預備人們的心靈，接受福音。

四. 2022年4月到7月中返回澳洲述職的各樣安排禱告。也求神

帶領能到各教會分享。

教導成人主日學

     蘭芬剛完成一為期兩周的密集課

程，也完成了兩劑的BNT疫苗註射，

現在開始安排明年四月到七月中返回

澳洲述職的事宜，求神帶領，能受邀

到不同的教會中分享，願神使用!

華傳特別消息

專欄

蘭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