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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神的带领及保守，澳洲华传很快就展开差
传事⼯，并于2003年9⽉悉尼举⾏第⼀次访宣训
练班、2004 年悉尼委员到墨尔本协助推动华传事
⼯、2005年短宣队到越南胡志明市、2005年澳洲

       在2005年����传�派�⼀位�约宣�⼠ — 林兰���到塞�岛事奉�并
于2007年7⽉�派�到泰�⼯场�服事当�⼉童��在圣�学院�戒�所服事�在
2008年�����成为�约宣�⼠在创��区事奉�其后陆续���宣�⼠被�
派往创��区不同的城市����泰国服��在普世的宣�事⼯中�虽���办事

处所�演的⾓⾊��是很�⼩�但却�合了不同�⽅�会的信徒⼀�为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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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你们�去�使万⺠作我的⻔徒... ⻢太福⾳

p.4 20�年�会信息

         回想这⼆⼗年中，神的恩⼿⼀直拖带
着澳洲华传的⼯作，藉华传推动及祝福澳
洲华⼈教会的差传事⼯。⾸先在2002年，
神感动郑家祥弟兄成为澳洲办事处第⼀任
董事会主席，其后有各董事陆续加⼊，包
括墨尔本、布理斯本及柏斯委员。更有张
明俊牧师、郑智斌牧师及谢友德牧师成为
顾问。在2008年8⽉神带领余俊铨牧师成为
澳洲华传第⼀任主任。刘德福牧师2012年4
⽉接替为主任⾄2018年8⽉离任。感谢神带
领郑鸥牧师于 2022年2⽉上任。

         华⼈福⾳普世差传会 (简称华传)，是神藉著⼀群有差传负担的牧者、同⼯于
1995年在美国组成的⼀间超宗派华⼈信⼼国际差会。2002年8⽉澳洲办事处在纽省
注册成为⾮牟利福⾳机构，成为华传国际总部旗下地⽅办事处之⼀；并于2003年3
⽉底在雪梨举⾏成⽴典礼及宣教异象分享晚会。澳洲办事处配合国际总部的事⼯，
在澳洲华⼈教会推动普世宣教的⼯作。

历史与发展

推动�传事⼯

       华传的使命是藉着与众华⼈教会的配搭，差派
宣教⼠向普世的万⺠还福⾳的债。在澳洲办事处
的同⼯都积极地主领聚会和参与各⽅⾯的差传事
⼯。我们到不同的教会主领宣教主⽇、崇拜讲
道、宣教聚会分享、宣教课程训练，亦有宣教事
⼯的座谈会，和宣教祈祷会等。

08/2008 聘任余俊铨牧师为澳纽办事处主任

中信与澳洲华传合办第四届太平洋华⼈宣教研讨会及2009年合办第五届太平洋华⼈
宣教研讨会等。单在2009年，澳洲华传在各⼤⼩的堂会和公开聚会，共有109次，
约共9300多⼈次参加；当中超过250⼈在不同聚会中回应对宣教⾏动的呼召。

07/2007 差派林兰芬宣教⼠到泰北⼯场

文：吳恆堅長老

 
文：吴恒坚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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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总部



     可以和其他委员⼀同在澳洲华传办事处事奉、互相的⿎励和定下⽬标，这
都是神的恩典。为了能更有效地⿎励和影响其他的信徒，我对⾃⼰有⼀定的
期望 ― 就是令⾃⼰对差传有更深的认识，⽽透过参与短宣是其中的⼀个⽅
法。澳洲华传办事处在过去⼆⼗年都有举办不同类型的短宣或是访宣的活
动，包括越南、柬埔寨、泰北、创启地区，或者远⼀些的有乌⼲达、杜拜、
阿联酋、乌克兰和巴西短宣等。

     在短宣中当然有深刻的体验，和更加明⽩到宣教⼠们事奉的艰⾟；同样我
们也�眼看到神藉着宣教⼠奇妙的作为。短宣给弟兄姊妹有很多的提醒和感
受，就如⼀位师⺟的分享：“这次短宣的旅程，使我对主的爱有很深的体
会；在安逸的环境中过基督徒的⽣活，好像已成为⼀种习惯；⼼逐渐刚硬、
服事主好像成了⼀种责任。⽽这⼗天的⾏程却使我再次思想主对我的⼤爱和
对失落⼈的怜悯⼼肠，能体贴主耶稣的⼼就是我们传福⾳最⼤的动⼒。”

      回想我在1975年信主的时候，适逢是教会差传主⽇和差传晚会；那年
的主题是：“传到地极”。对⼀个初信主的信徒来说，“传到地极”的信
息在我⼼裡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神也将差传的负担放在我⼼裡。奈何在各
样的⼯作、教会的事奉、和多⽅⾯的负担，却没有机会积极地参加宣教。
随著在教会不断成⻓，我觉得差传事⼯是⾮常重要，就像布楼 (Johannes
Blauw) 所说：“没有奉差遣进⼊世界的教会，不配称为教会；在基督的
教会之外，找不到真正的差传。”不错，教会是需要对差传有使命感和委
⾝，⽽信徒是教会的⼀部份；所以对每⼀位信徒都有这个要求和期望。⼜
好像纽⽐⾦(Lesslie Newbigin) 所说：“教会⼀旦停⽌差传事⼯，就会失
去其基本特质；没有教会的差传事⼯，与没有差传事⼯的教会，都是怪
物。”这些神学家所说的，都很深刻地记在脑海中。

      虽然我没有很清楚的宣教⼠呼召，但我却深信⼀句话：“你若不是
⼀个传者，就作⼀个差者。”这句话⼀直⿎励我参与差传。若不是⼀
个宣教⼠，就作⼀个差传推动者（mission promoter）吧！对于我来
说，参加华传澳洲办事处就是⼀个差传推动者。藉着华传的事奉更加
能够帮助其他信徒，其他教会参与差传。如果我们要将福⾳传遍万
邦、同⼼合意的⼴传福⾳，我们就应让普世的华⼈教会都⼀起动员起
来。澳洲华传办事处最⼤的使命就是与澳洲众华⼈教会配搭，藉着各
样的事奉去提醒或⿎励信徒参与宣教。

我的�传⼼

短宣的�刻体验

     很多时候短宣也会给我们反省⾃⼰属灵的⽣命，就好像另⼀位队友这样分享：“神让我看到泰北和缅北在物质上的
贫乏，然⽽他们脸上的笑容、孩⼦们的天真⽆忧和悦⽿的赞美歌声却告诉我：他们内⼼充满了平安和喜乐，他们不⽤
和其他⼈⽐较，⽣活原来可以很简单。为什麽我们⽆论拥有多少，还是不知⾜、觉得不够呢？为什麽我们的⼼⾥总是
愁烦呢？究竟是我们这些物质丰富的⼈幸福，还是他们那些物质贫乏但⼼灵富⾜的⼭区村⺠幸福呢？”

     过去三年新冠⼤流⾏，短宣活动被迫取消；期盼短宣及访宣的活动，能够早⽇恢复、再踏上宣教旅程。

成为教会的�伴     现今是⼀个团队的世代，宣教的事⼯也不例外。宣教的事⼯越
来越庞⼤，需要越来越繁多；没有⼀个信徒拥有所有的恩赐、没
有⼀间教会拥有所有的装备和设施。宣教事⼯基本是⼀个团队的
事⼯。在澳洲办事处，我们也深信团队服事是必然的。我们不单
是属于“华传”架构下的⼀个单位，也是澳洲众华⼈教会的伙
伴。我们深深明⽩到要服事澳洲华⼈教会，就要和教会建⽴密切
的伙伴关係、擕⼿合作成为⼀个普世宣教的团队。藉着服事澳洲
各地的华⼈教会，我们希望能够提供差传的讯息、教导⼀些差传
的知识，徵召有⼼事奉的宣教⼠，盼能建⽴⼀个更强、更有效的
团队；我们需要有团队精神，才可以达到全球化的宣教⽬标、⻬
⼼合意的去推动差传。

(笔者曾任澳洲华传办事处董事会主席及 2018-2021代主任）

01/2019 杜拜、阿联酋短宣队

11/2019 乌⼲达短宣队



專欄
�爱的福⾳伙伴：
     新春进步！
     愿 神的平安与您同在！
     进⼊2023年，泰国这边已⼏乎从疫情的阴霾中⾛出来了！若不是美赛与⼤旗
⽴之间的泰缅边界迟迟没有开放，以致旅游业还未完全恢复的话，疫情？曾经
有过吗？⼩⼼防疫？可能早被遗忘了！⽣活在贫穷边缘的⼈们所关⼼的是：如
何熬过今天，怀旧可是既奢侈、⼜⽆⽤呀！
     兰芬呢？前周偷得浮⽣半⽇闲，皆因感染了流⾏感冒！躺在床上，全⾝疼痛
酸软，可脑袋不愿休息，胡思乱想，不禁⾃怜⾃艾起来！试想，⼈⽣哪会没病
没痛呢？但因宣教缘故，孤单⽣活在异域，也因⽣病使⼈变得依赖，再加上新
春佳节倍思�，突然想起过去宣教期间，⾃⼰必须孤单地⾯对和度过的每⼀次
患病和受伤，想到病恹恹的⾃⼰还得起床为⾃⼰煮⼀锅粥来消饥吃药、或翻柜
倒箱去找多⼀床棉被来抵御体内不断冒起的寒⽓，竟然傻呼呼地化⾝为林黛
⽟，郁郁寡欢，泪⽔盈眶！感谢 神！偶然的软弱使我更懂得珍惜与家⼈和弟兄
姐妹⼀起的时刻。
     沉思回顾这⼗多年的宣教历程，平安喜乐仍然居多！有⼀经历是兰芬⾄今难
忘的。这事件发⽣在初期宣教时，那时兰芬及同⼯在满忠村服事，以教导英⽂
作为开荒佈道的平台。有⼀年的教师节，我们课后督导的⼩学⽣们，在他们学
校临时提前中午放学后，就来探访我们。恰巧我们公⼲还没归家，他们就乖乖
地在炎⽇下，满头⼤汗地等了⼀个⼩时。我们回来⻅到他们时，⾮常惊讶！就
⽴刻开⻔，拿冰⽔给他们解暑，问明后才知道他们想向我们⾏<谢师礼>。但不
瞭解此习俗的礼仪是否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联，最后我们建议他们向我们鞠
躬表达敬意，⽽我们就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和他们的家⼈祝福祷告，他们接
受了！礼仪结束后，学⽣们感动地致谢，我们既激动⼜喜乐，哽咽到说不出话
来！感谢 神赐予这甜蜜蜜的经历，忆起⼼灵仍激动如昔！

office@gointl.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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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的�恩代祷事项�

⼀、 为去年年底的两天退修，灵裡得休息，知道该如何重整
事⼯的⽅向感恩。
⼆、 为三⽉下旬全学院佈道祷告。中⽂部留在北部⼭区。泰
⽂部会到泰国东北部或泰国南部佈道，现等候该两地教会的
回复，今周会议决。也请为佈道的各样预备祷告，求 神赐学
⽣⼒量与智慧，懂得如何分配时间去兼顾学习及预备佈道。
三、 为泰⽂部四年级学⽣在寻找实习教会祷告，求神预备。
四、 为泰缅拉祜族⻔训事⼯继续祷告，⼆⽉及四⽉的第三周
有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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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是每⼀个信徒的召命，�传
作为以�⼈为主的宣教机构，让
散佈各处的�⼈透过不同的⽅式
参与和⽀持宣教，实在是难能可
贵。我们为�传⼆⼗年来的贡献
感恩，更盼望神能继续使⽤和祝
福�传的事⼯，�神益⼈。

⻩郑葆芸牧师（墨尔本董事）

感谢主
，带领

�传
⾛过⼆

⼗年

的路，
也⻅证

了�⼈
教会参

与

宣教的
努⼒。

盼望神
继续
使⽤

“�传
”，与

�⼈教
会⼀起

⾛出

去，祝
福万⺠

。

郑鸥
牧师（

�传
澳洲主

任）

⼆⼗週年感⾔

感谢主耶稣的恩惠与慈爱，眷顾澳
洲�传渡过⼆⼗载。愿在未来的岁
⽉，澳洲�传能⿎励与带领更多�
⼈教会参与普世宣教，领⼈归主，
作主⻔徒，满⾜主⼼意！
张顺牧师（澳洲�传董事会主席）

回顾过去���谢的⼼��数�慈爱信实的�盛恩典
⾯对当�����的�神���宣�时局的变�挑战
放眼未来��兴奋的态度�期�伟⼤��的万⺠归主
王钦慈牧师（�传国际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