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謝神！華傳澳洲在3月15日完成本年的

年議會，選立新一屆董事會團隊（見右

欄），並且享受了主內的團契。同時，

華傳團隊的牧者、領袖亦代表華傳探望

雪梨眾教會，主講宣教信息，激勵教會

和信徒熱衷遵從主耶穌的大使命，讓 

「萬民」有福音可聽。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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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憐憫，

藉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彼前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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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傳澳洲年議會 

1本期內容  踏上黃沙路 p.2      世界華人福音運動「澳紐華福 2019 大會」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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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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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6日華傳澳洲與宣道會希伯

崙堂合辨專題講座，共有70多

位來自十多間教會弟兄姊妹參

加。馮永樑牧師 （華人福音

普世差傳會國際總主任) 帶領

予會者探索人生使命方向的

挑戰：由如何辨識神的帶領、

發掘獨特的潛能、到如何決定

核心價值和人生使命都有詳盡的講

解，令各人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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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莉

那裡是寸草不生、鳥不拉屎旳荒漠，半個世紀

前發現石油之後，1971年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阿聯

酋）崛起。靠着每年豐富的石油收益，政府將虛幻

的海市蜃樓打造成現實的繁華之地，令人嘆為觀止

的人工島；人工灌溉的綠洲相繼出現，摩天大廈的

高度屢破世界紀錄。

那裡有尋金的商機，那裡就有中國人，聞說全

盛時期有三十萬的中國人、極需福音。主耶穌說: 

踏上
黃沙路

	

作為主耶穌的門徙，我們應該如何回應祂的呼

召、改變世界呢?

今年一月，我和十一位信徒參加了「華傳澳洲

辦事處」舉辦十五天阿聯酋杜拜訪宣，行程包括阿

布扎比、阿治曼、巴林及杜拜等地區。這次宣教

旅程極具挑戰！短宣隊員與當地同工緊密合作，由

施約瑟牧師、師母帶領下，服事信徒及把握機會傳

福音。我們帶領聚會、查經班、小組、詩歌領唱、

主日學、兒童事工、探訪及講道等，實在忙的不得

了。除星期五崇拜外，很多時聚會要待信徒十時放

工後，在深夜十二時才能舉行。

在阿聯酋杜拜等各酋長國，有為數頗多的中國

人，極需要福音。施約瑟牧師、師母全然委身，在

過去十多年的耕耘、無私的事奉，履行主耶穌所頒

佈的大使命，將福音傳開，建立了七間教會。短宣

Stephen Yu杜拜短宣后感		
隊員見証他們夫婦的委身及犧牲，大受感動和鼓

勵。施牧師年屆六十五，離退休不遠，但似乎沒有

作什麼具體安排，只因為全情投入阿聯酋杜拜福音

事工。

在杜拜，我在兒童事工及崇拜事奉，分享神的

話語及救恩。願撒下在孩童的福音果子，到時候便

能收割；更願當地教會能積極發展兒童事工。感謝

神有機會接觸一羣來自烏干達基督徒勞工；和他們

一起查經，這真是一次跨文化宣教體驗。

我們應如何回應神的呼召、改變世界呢?我看到

神帶領短宣隊員在阿聯酋杜拜經歷挑戰，讓我們得

到造就、被神磨練、運用恩賜，學效基督。這次短

宣經歷幫助我塑造事奉方向，我肯定再會回到這福

音禾場，與施牧師、師母等並肩作戰！我深深體會

到當神呼召時，我們的回應就應該是信靠、順服，

授受主耶穌的差遣。

「若有人服事我，就當跟從我；我在那裡，服事我的人

也要在那裡；」（約12:26）主給了華傳異象，祂要祂

的僕人到那裡。十二年前施約瑟牧師回應了主的呼召，

去到那裡拓荒華人事工。施牧師本身的理念是神要他在

那裡服事，那裡便是他的家。經過多年的耕耘，施牧師

在這些回教國度，建立了七間華人教會。

今年一月一支從澳洲出發的12人短宣隊，往訪阿聯酋

的宣教工場，體會當地宣教士的辛勞，及事工上的需要。

此行所見卻是百業皆蕭條，頗多商人和工人撤走，究竟滾

滾紅塵的煙花之地，它的繁華會否如泡沫般消失?世事難

料，感謝神，老早已給施牧師和同工們清晰的異象—建立

有宣教使命的教會。施師母在《迪拜中華教會十周年感恩

見證集》中留言:「不要忘記我們是一個宣教的教會，今日

我們在迪拜，明日主可能帶我們到地球的另一個地方，願

家人們『宣教情不變，同作主精兵。』」

2



短宣讓信徒能舉目向田、看見有多少福音未及

的群體，有多少傳福音的挑戰；短宣具教育性

及推廣作用。                     
 林安國牧師「差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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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mpa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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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乌干达
访宣体验 

 2019年12月
今年1月神帶領短宣隊員在阿聯酋杜拜事奉，看見

廣大福音禾場，面對傳福音的挑戰。這次短宣雖然艱

辛，然而卻挑起隊員宣教心志、並塑造事奉方向。部份

隊員已計劃 2020年１月4-18日再會回到這福音禾場，

與施牧師、師母等並肩作戰！歡迎你考慮加入短宣隊

伍。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如有查詢，請聯絡王建國長老0421892617 或電郵

office@gointl.org.au

訪宣阿聯酋杜拜2
0
2
0
年

2020年    黎巴嫩教牧同工異象分享之旅
國際總主任馮永樑牧師在華傳第56期（2019年3-4月）撰寫文章「流奶與蜜之地」，分享黎巴嫩的福音契機及

作為華傳中柬延展站的構思。

除了以色列，黎巴嫩是中東地區另一個非穆斯林國家。福音派信徒只佔人口百份之一，福音事工具極大潛

能。再加上平原聚居很多敘利亞難民，婦女及兒童事工特別興旺，但極需要外援的幫助。這裡有極大福音禾

場等待收割！

華傳希望能在黎巴嫩建立宣教基地；現正計劃2020年5月教牧同工異象分享之旅，由馮永樑牧師帶領。歡迎教

牧同工、教會長執加入短宣隊伍。如有查詢，請聯絡吳恆堅長老 0419751689 或電郵office@gointl.org.au

額滿
，歡
迎預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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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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ite 6, 895 

Pacific Highway, Pymble
NSW 2073 Australia
PO Box 353, Gordon
NSW 2072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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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華人福音運動「澳紐華福 2019 大會」

• 為一月底、二月初往泰國東北Nong Jot村佈

道感恩, 有十多位村民决志信耶稣。

• 三月十九至廿十一日伯特利泰文部師生們暑

期佈道，前往美斯樂的邦沓教會服事。這間

是拉怙族及云南華人教會。期間舉辦兒童青

少年營，主題是KFC （Kids For Christ），有

90多人參加。

• 四月將預備下學期在伯特利聖道學院及晨曦

門訓中心所教授科目。

• 四月尾將參加泰國華人宣教士退修會。

於2019年3月20-23日在南澳阿德萊德Victor Harbor舉行。這次會議的主

題是「華人教會傳與承」，講員分別是華福總幹事陳世欽牧師和Dr. Sam 

Chan，共有三個主題工作坊，福音事工機構或差會共有15個，160多位參

加者來自澳紐各地區華人教會的教牧長執和信徒代表。

華福運動的精神和核心價值是「華人教會，天下一心；廣傳福音，直到主

臨！」這次華福會議的重點是華人教會的承先啟後、跨代結連，讓身處不

同地區的華人教牧與信徒一同向三一神委身，承接整全福音使命的棒，在

這世代榮耀三一神。履行基督普世差傳的大使命，是教會群體與所有信徒

當完成的共同使命。每位信徒都需承擔責任與使命，手牽手肩並肩心連

心；教會之間彼此連結配搭，齊心協力興旺福音。 

感謝主，「華傳」在會議場地展示長桌，擺設華傳雙月刊，歷年華傳事工

介紹海報，全球各地華傳宣教事工概覽，並播放宣傳視頻影片，向與會者

介紹華傳24年來在各地的宣教事工成果，並贈送林安國牧師所著「雀躍宣

教路」與牧長代表，有多間教會牧長熱誠詢問，並有興趣參與華傳宣教事

工。

感謝主為「華傳」預備了這次向眾教會分享事工的美好機會。

兰芬专栏

代禱事項
1.  感恩3月年議會順利舉行。

2.  感恩馮永樑牧師主領「發掘卓越

人生使命方向」專題講座，有來

自十多間教會70多位信徒參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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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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