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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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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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俊銓牧師

主			席	 :	 張			順牧師

副主席	 :	 李德文牧師

文			書	 :	 王建國長老

財			務	 :	 方傑文執事

委			員	 :	 黃鄭葆芸牧師

	 	 容			我牧師

剛剛過了復活節，深願主耶穌的救恩

臨到萬民，像在華人教會中一樣。

在3月26日舉行的澳洲「華傳」的年

會中，我們選出了新一屆的董事委員。主

席：張順牧師，副主席：李德文牧師，文

書：王建國長老，財政：方傑文執事，委

員：黃鄭葆芸牧師和容我牧師，顧問：張

明俊牧師、謝友德牧師和余俊銓牧師。吳恆堅醫生和黎俊德長老今年休安息

年，但仍會協助「華傳」的事奉。

當天下午，在悉尼中央浸信會為鄭鷗牧師擔任澳洲「華傳」主任舉行了差

遣禮，有100位嘉賓出席，包括來自各教會的牧者、長執、同工和弟兄姊妹。

「華傳」的國際主任王欽慈牧師特意從美國趕來澳洲，並在差遣禮上介

紹了「華傳」的事工。王牧師提到「華傳」的宣教工場分為四個區域。亞洲，

南美洲和北美洲，非洲和歐洲，中東和中亞洲。事工包括：開荒佈道、栽培訓

練、社區扶貧、難民事工和神學教育等。2021年「華傳」一共差出了11位新

宣教士。

中央浸信會的代理主

任牧師Rev Ken Clendinning

在差遣禮上分享了創世記

12:1-4的信息。他以亞伯拉

罕為例，講到如何回應神的

呼召。他說，神對我們個人

和教會都有神的心意，我們

都需要明白神的心意，回應

神的呼召。當我們願意回應

神的呼召，我們就能經歷神的祝福，我們也能成為祝福別人的人。

鄭鷗牧師在回應中說，他非常清楚神的呼召和帶領，也有教會和「華傳」

的印證。相信神必定會帶領澳洲「華傳」，與眾華人教會一起同工，成為很多

民族和群體的祝福。

澳洲「華傳」新里程

 東非烏干達近況 p.3

差遣禮：差遣禱告

差遣禮：「華傳」董事會



從2月開始擔任華傳的澳洲主任以來，我被問到最多的兩個

問題是：「華傳」具體在做些什麼？「華傳」與其他宣教機構有

什麼分別？我願意藉著這個機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華傳」希望與華人教會一起成長，看到更多的華

人教會成為以宣教為導向的教會（missional church），成為神祝

福萬民的一個管道。

神的心意不單單是讓華人成為蒙恩的人，神更加期望我們

能夠把神的恩典傳下去。所以，華人教會成為宣教的教會，不是

一個選項，而是必須要努力的方向。「華傳」願意與眾華人教會

同心同行。

因此，「華傳」希望與華人教會建立伙伴的關係，並與其

他宣教機構一起合作，為華人教會提供宣教資源，宣教教育和宣

教實踐。我們盼望與華人教會一起在宣教上成長，同時，也盼望

看到華人教會成為宣教機構和宣教士的支持者。

在宣教課程之後，我們還會為華人教會提供宣教實踐的機

會。過去，「華傳」曾組織訪宣隊到烏干達、迪拜、柬埔寨、

泰國等地，讓弟兄姊妹親身經歷宣教體驗。由於疫情，訪宣體驗

被迫暫停。盼望疫情之後可以繼續為華人教會提供宣教體驗的機

會。

其實，教會在本地已經有很多機會作宣教體驗。澳洲已經

成為了一個多文化多民族的國家，當中包括不少鮮聞福音的群

體。我盼望華人教會能夠意識到這些群體的需要，為他們提供生

活上和屬靈上的幫助。

無論是宣教教育課程，還是宣教體驗，最終的目的是要看

到華人教會在宣教上的成長和成熟，看到有更多華人願意委身，

成為宣教士，被神使用祝福萬民。「華傳」願意陪伴弟兄姊妹一

起成長，最終走上宣教之路。願神在萬民中得榮耀！

伙伴
鄭鷗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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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遣禮：各教會的牧者

差遣禮：所有與會者大合照



2. 祖林事工 - 劉偉鳴、梁琬瑩夫婦

感恩宣教士劉偉鳴瘧疾已痊癒，多謝代禱。3月初我們已打

了第二針疫苗，並沒有太大副作用。為方便交通出入，已

考獲電單車牌。

3月中聘請了一位女同工Brenda幫忙文書/資源中心、跟進

女性資助學生、及協助青年事工。請記念她的適應和與男

同工 Ivan 的配搭。

因烏干達政策改變，NGO機構需與巿政府簽署協議書方可合

法在當地服侍和辦活動。我們已遞交申請，請記念批核。

為學生福音工作感恩，現已進入另一中學 Nam-high開始與

學生有團契 和信息分享。學生參加踴躍，盼望聖靈引導和

吸引他們繼續參與，認識聖經和真理。

請記念四月底教牧培訓重開，暫只聯絡到10位學生，還有

15位失去聯絡。

Pakwach 水災地區 - 在過去一個旱季，水退了很多; 盼望四

月雨季來臨時，水不再泛濫。因 Pakwach 的地價和租金不

合理地颷升，我們還等候合適地方作服侍，相信上主有祂

的安排。請記念祖林事工能尋找更合適的地方服侍當地的

牧者、居民和青少年學生。

記念香港疫情，盼望港府可早日放寬海外港人回家的政

策。主若許可，我們計劃年底回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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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况東非烏干達

1. 首都堪帕拉GOA事工 - 

    董上羊/蔡佩恩夫婦

感恩全家在聖誕節崇拜後確診Omicron，經過兩

週隔離已全部康復；本地同工Winston也同時康

復；經過隔離期後，GOA事工在1月中旬已順利

恢復實體。

3月初Joseph Han宣教士一家已平安抵達烏干

達，開始他們第一任期服事。

3月底，馮永樑牧師夫婦再次抵達烏干達，給予

非洲工場宣教士探訪與關懷，及領袖訓練。

請為即將到訪非洲工場的同工行程平安代禱，他

們是李傳頌牧師（四月底）以及王欽慈總主任 

（五月中旬）；王牧師將主領5月中舉行的烏干

達宣教士退修會，並會進行東非工場開拓考察。

董牧師夫婦將於5-6月完成工場交接，及返回澳

門述職。請為交接及子女回澳門報讀心儀學校禱

告。

冯永梁牧师夫妇探访及举行领袖训练。

中学生福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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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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	鄭鷗牧師

+61 439 139 801

PO Box 353, Gordon
NSW 2072 Australia

www.gointl.org.au
office@gointl.org.au

    華傳代禱事項：

1. 感謝神澳洲辦事處年議會在26/3順利舉行，選出新一屆董事；

並在26及27日在多間教會事奉，分享差傳信息。

2. 感謝神為澳洲辦事處預備了鄭鷗牧師為辦事處主任；鄭牧師就

職及差遣禮已於26/3順利舉行。願神使用鄭牧師，讓澳洲的宣

教事工有更佳的發展。 

3. 請記念「華傳」與華人教會建立伙伴關係，舉辦宣教課程，組

織訪宣隊，徵召宣教士，回應神大使命的呼召。

感 謝 神 的 保 守 ， 蘭 芬 已 平 安 在 2 3 / 3 抵

達澳洲雪梨，會分別在雪梨、墨爾本（13-

23/5/2022）和布里斯本（17-27/6/2022）

不同的教會分享。蘭芬非常期待與你們見面，

分享主耶穌在泰國的奇妙作為！然後在七月中旬會返回泰国，繼續

服侍。懇請您為蘭芬在各教會的述職禱告，愿能被神使用，鼓勵更

多弟兄姐妹關心普世宣教，不但在禱告、金錢上參與宣教，更能實

際地踏出訪宣、短宣及長宣。

伯特利聖道神學院會在四月中招生，

然候五月中旬開始新的學期，恢復實體

授課，只是仍不曉得學生能否到教會作

週末的實習，因清萊山區的染疫人數仍

很高。若不能實習，不但學生缺乏參與

實際牧養；又因學生每天留在學院，學

院支出將會增加。請代禱，求神感動並

供應！

感恩和代禱事項：

1. 感謝神的保守，能平安返回雪梨；並賜下機會到各處教會分享。

2. 請為上面所提到有關學院的招生及學生的需要等事情禱告。

3. 請為中文部今年M國的畢業生禱告，他們正式加入全時間服侍

行列，在內戰動盪和疫情肆虐雙重困難下，求神堅固他們的信

心，能專心仰望  神，勇敢的服侍。

4. 請特別為應届畢業的先庭傳道禱告，她本有機會留在泰國，但

為了忠于神的帶領，她返回M國的山區服侍，因那里的福音需

要太大。

5. 請為蘭芬左膝盖因退化帶來的疼痛及走路困難的問題，求神颷

治，能有力量完成述職的服侍。

蘭芬與先庭傳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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