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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感謝神，總主任馮永樑牧師於3月16日

在雪梨主頜「發掘卓越人生使命方向」專

題講座。求神使用他僕人的服侍，激勵教

會弟兄姊妹踴躍參加，建立宣教的心。

2.  3月15日在雪梨舉行本年度的年議

會，選立新一 屆董事會團隊。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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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還記得中學時期我哥哥不知從哪裡學了一首這樣的「疑似」打油詩：

 人生在世 how many？何必日夜 hard study，

只求考試 was pass ，今生今世 be happy。

我們在香港都是中英文夾雜一起講、一起寫的！

少年時候其實很容易滿足，不需要任何大計或遠象。活著為何？人生為何？

這些都不是我們思考的範圍。從來沒有人教我人生使命或人生企劃的重要

性。我們亦缺乏這種智慧，為自己追尋理想、訂定人生目標。我也發覺這種

情況原來是沒有年齡或年代的分別，無論你現在是青少年，成年，中年或耆

英，上述所說的可能就是現在的你和我。

有婚姻輔導專家建議預備結婚的青年男女為新家庭訂立家庭異象宣言 

(family vision statement)，人生教練亦協助人訂下人生異象宣言 (life 

vision statement)，但這觀念似乎並未廣泛被接受，很多人仍未明白人

生使命的重要性。心理學家艾力臣 (Erik Erikson) 提出人的心理社會發展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 有八個階段，而最後一個階段是65歲以上

的，稱為「自我尊嚴或絕望」(Ego integrity vs despair)，是回顧過去的成

就，從而建立尊嚴。反之，若回望過去而自覺一事無成，便會感到內疚，

對人生不滿和失去希望，更可能引至抑鬱和絕望感。故此，正確和正面的

人生目標和使命，能為你帶來豐盛生命。

事實上，聖經已經為主的門徒訂出人生使命的重要原則。馬太福音 22：36-

40 記載主耶穌很清楚的教導：「夫子，律法上的誡命，哪一條是最大的

呢？」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 這是誡命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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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軍之耶和華啊，倚靠你的人便為有福！ 詩篇 8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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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馮永樑牧師

副總主任 : 胡惠強牧師

  林俊仁牧師

  王欽慈牧師

資深宣教導師 : 林安國牧師

宣教士關懷 : 何俊明牧師

  何梁雙鳳師母

人生是否有使命？ 謝友德牧師     

1本期內容  2019澳洲華傳——阿聯酋訪宣 p.2  非洲明珠——烏干達 p.3

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華傳）

（下續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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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主任 : 吳恆堅醫生

顧問 : 張明俊牧師

主席 : 吳恆堅醫生

副主席 : 謝友德牧師

文書 : 李德文傳道

財務 : 薛永廉執事

委員 : 張   順牧師

  王建國長老

  黎俊德長老

  黃鄭葆芸傳道

奔向骨肉之親  走遍人居之地

Happy Chinese New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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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4日澳洲華傳阿聯酋2019訪宣隊正式展開

在杜拜的事工！十幾天以來，我們看見了當地富裕

貴族的豪華生活，也看見了中下階層印度和巴基斯

坦人的拼搏生活；我們看見了沙塵滾滾的風吹沙，

看到了沙漠中獨特的平地起高樓，也看到了沙漠中

珍貴的綠蔭綠樹，內心不禁對澳洲的藍天白雲，綠

意盎然充滿了感恩。 

在近兩周的服事中，我們看到當地華人事工的

需要。阿聯酋是伊斯蘭國家，神沒有忘記這片土地

的百姓們，通過宣教士和弟兄姐妹辛勤的撒種傳福

音，陸續建立了七間教會，和在小島國家巴林也建

立了一個華人教會。

這裡的華人主要來自中國大陸，他們大多是專

業人士、商鋪店主、僱工、和建築工人。各個教會

敬拜聚會時間因對象不同而異；專業人士和沙地

勞工的禮拜聚會都是從晚上8點開始；商城工作人

員，工作時間很長，上午十點到到晚上十點，因此

他們的聚會時間是在晚上11點開始，結束時已是

凌晨1時左右。同工們的服事常常到半夜凌晨才能

回到宿舍休息。

感謝宣教伙伴們長久以來為阿聯酋訪宣隊的代

禱，藉著大家的禱告，訪宣隊經歷神的大能、恩典

與同在！感謝大家對杜拜訪宣的關心代禱，感謝神

親自擔當訪宣隊的統帥，領導同工們，在中東大地

引導人歸向主耶穌基督，愿我們所做都能榮神益

人，榮耀歸主！ 

請繼續為訪宣隊

在阿聯酋所服事的教

會與事工代禱：青年

教會、中華教會、華

傳教會、沙迦教會、

迪拜恩雨之家、沙地

小組、阿布扎比恩雨教會、巴林教會、勞工營區事

工、英語福音事工、跨文化福音事工等等。感謝神

藉著我們所準備的詩歌、見證、分享、專題、和講

道，與當地弟兄姐妹一起學習、建造及裝備屬靈生

命，並向華人朋友見證被主耶穌改變與奮興的生

命。

在下一期通訊，我們會陸續刊登各團友的感恩

及見証分享。

2019澳洲華傳

阿聯酋訪宣
王建國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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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東非的烏干達是個內陸國家，

大多數地區為熱帶氣候。現在大多數烏

干達人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這兩種宗教的信

徒。由於多年戰亂，人民生活困苦；教育、

民生、醫療、社會福利均有待改善。

華傳在烏干達：

1. 華傳自2011年開始，在首都坎帕拉（Kampula）開展華人福音

工作。在首都估計有三至六萬華人。從商華人生活忙碌，生活環

境不容易，不少因語言不通，面對當地文化適應問題。賭場常成

為華人的去處。工場主任董上羊牧師現為華人教會負責人。現在

崇拜聚會人數成人40人，小孩約20人。

2.  華傳在烏干達於2013年成立了名為「Gospel Operat ion 

Africa」GOA的非弁利機構推展當地人事工。當地人事工目前包

括首都貧民窟夢想翅膀事工及北部耶穌愛祖林事工。華傳跟當地

教會／機構合作為夥伴、作同行者，裝備建立當地已有的教會，

培訓培訓者（Train the Trainers），一起服侍當地人民，榮神益

人，領人歸主。

3. 華傳GOA宣教中心事工：2019年華傳GOA己計畫在首都興建

華傳宣教中心。烏干達是華傳在非洲的延伸站（Gateway city），

希望華傳宣教中心的建立能更有效地推動宣教培訓，差派准宣教

士將來到非洲其他工場開荒植堂，服侍華人和當地人。

(以上資料節錄自董上羊牧師撰寫文章，刊登華傳雜誌第55期2019年1-2月

17-19頁。)

華傳澳洲辦事處與華傳加拿大辦事處

合辦「烏干達訪宣體驗團」，由加拿

大辦事處主任李傳頌牧師領隊。

訪宣隊將於2019年11月30日(星

期六)抵達烏干達，事奉包括首都 

Kampa l a華人教會事工(以國語為

主)、貧民窟、醫療服事，及北部 

Pakwach 兒童青少年營、健康教育、

教牧培訓等(以英語為主) 。訪宣隊將

於12月12日(星期四)離開烏干達。 

隊 員 可 選 擇 回 程 時 短 暫 停 留 杜 拜 

(Dubai) 探訪當地華傳事工。

查詢及報名請聯絡吳恆堅醫生0419 

751689 或電郵 office@gointl.org.au

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烏干達
非洲明珠

（續 P.1）

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倣，就是要愛人如己。 這兩條誡命是

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誡命的意義就是指出事情的重要性和

必須性，最大的誡命就是所有基督徒人生中最大的使命基礎和原則，

是一切目標的導向和計劃的準則。作為主耶穌基督的門徒，我們更需

要尋求聖靈引導，在這最大的誡命的基礎上，繼續確立合神心意，又

適合你的性格和熱誠的人生使命。

誠意邀請你參加馮永樑牧師主領的「發掘卓越人生使命方向」專題講

座，一同探索人生使命方向的挑戰。詳情請參閱P4.

非洲烏干達
訪宣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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