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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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華傳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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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內容  瘟疫中的感言 p.2  疫情、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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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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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鄭葆芸傳道

奔向骨肉之親  走遍人居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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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華傳澳洲董事會在3月28日完成本年的
年議會。由於新冠疫病普世大流行，各董事首次
透過互聯網參予。年議會選立新一屆董事會團隊 
(見右欄)。我們衷心感謝任滿的李德文傳道及薛
永廉執事歷年來的事奉。又熱烈歡迎「容我」牧
師、方傑文執事加入團隊及布里斯班道旺浸信会
主任牧師張順牧師為新一屆董事會主席(見圖)。

感恩前董事謝友德牧師答允成為華傳澳洲顧問。深信新一屆董事會
團隊能更有效服事眾教會、一同推動及參予差傳。

華 傳 澳 洲 年 議 會  

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華傳）

王建國長老
澳洲華傳布里斯班委員

由 於 新 冠 病 毒 疫 情 急 劇
惡化，澳洲政府下令採取更
嚴峻的隔離防護措施，華傳
澳洲董事會在3月13日决定延
遲或取消原訂於3月底一連串
的25週年慶典活動。

非常感謝諸位牧長、同工及
弟兄姊妹們對澳洲華傳事工的支
持、愛護與鼓勵。雖然這次25週
年慶典活動因為新冠病毒的影響
臨時譜上休止符，但我們還是要
感謝神。25年來神帶領華傳在宣
教事工上披荊斬棘，為神國度的擴
張奉獻一份小小的力量。

祈求神繼續帶領華傳未來25
年更上一層樓，為主耶穌之名贏
得 更 多 的 靈 魂 歸 向 祂 。 主 若 允
許，我們計劃於2021年3月舉辦
慶典活動。願神賜福各同工各教
會，願一切榮耀歸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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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從亞當犯罪開始便充滿天災人禍。因著人類的貪婪和縱慾，這個世界只會變得越來越混亂和黑暗。但在

這些苦難當中神提醒他的子民，要盡快把福音傳開。這福音就是提醒人類，主耶穌是唯一的拯救。信徒和非基督徒

都會面對天災人禍。神的子民都與世人一樣，歎息勞苦等候那完全得救贖的日子 (羅8:22-23)，但必須像耶穌比喻中

那聰明的工頭，把生命的房子蓋在盤石上，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太7:24-27）。靠着聖

靈同在的大能，神的子民不單可以在患難中站立得穩，更能積極履行主耶穌所頒布的大使命和大誡命。「這天國的

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纔來到。」（太24:14）當教會如此履行神的使命和誡命，這個世界

便因此找到了真正的盼望。

不要忘記，撒但的滲透就好像這新冠病毒一樣，具有極大的傳染力。撒但的主要目標就是要欺哄教會，好讓她

忙碌地推動各樣「重要」的事工，但卻忽略了那「最重要」的大使命（使萬民成為主耶穌的門徒）和大誡命（盡

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並要愛人如己）。只要教會和信徒都忙碌開會，卻沒有時間去實踐大使命和大

誡命，撒但的策略便成功了。教會便不會再成為世上的光和鹽，也不會像城市建造在山上向世界發揮更大的影響

力。

在這瘟疫急劇的蔓延當中，我們感到很無助，因為隨時都可能被感染或甚至離開世

界。但我們應該關心的不是生命的長短，乃在於我們在地上的日子，有沒有好好完成神所

托付的事情。不要帶着一個遺憾的心情進入永恆，因為我們需要向那愛我的主交賬。求主

幫助各弟兄姊妹在這瘟疫威脅之下，轉眼仰望耶穌。不單只從祂得着屬天的平安

和能力，更加領受神透過這瘟疫要向我們所發出的驚醒，就是珍惜今天，好好愛

主愛人和忠心履行主耶穌基督的大使命來榮神益人。阿門。

世上每一件事，都是先經過他容許才會發

生。主耶穌親自說：「…兩個麻雀不是賣一分銀

子嗎？若是你們的父不許，一個也不能掉在地

上；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所以，不要

懼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太10:28-31)

。保羅更被聖靈感動說：「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

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

的人。」(羅8:28)。故此，當面對全球新冠病毒

疫情，不必問為何神容許這事情發生，而是問祂

透過這些事要向我們發出什麼訊息。歷代以來，

神透過祂所創造的大地、異象、神跡、聖經、先

知或他的僕人都不斷向我們說話。問題是我們有

沒有留意聆聽並順服祂的心意，或留心祂所要我

們學習的功課。

瘟
疫
中
的

感言

馮永樑牧師 (華傳國際總主任)

我們的神是一個關顧萬民的神

聖經告訴我們：

「保護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覺」

(詩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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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計劃於2020年4月30日-5月12日紐澳教牧同工前往黎巴
嫩異象分享之旅，由於新冠疫情，現已暫時押後。

這宣教之旅行程包括參觀推羅及Beqaa Valley的敘利亞難民
事工，婦女及兒童事工；參觀位於貝魯特Horizon總部，及

2020年黎巴嫩教牧同工

異象分享之旅

最近因為新型冠狀病毒普世大流行，所有的國家和人民都變得

十分緊張，也對個人和公眾衞生十分注重，這疫情似乎已經變成一

個「逆情」: 一個沒有人想面對的困難和負面境況。到底我們如何

面對這個疫情呢？弟兄姊妹對於疫情應該如何回應呢？我在當中有

三點的反思。

疫情
 黃鄭葆芸傳道 (華傳澳洲墨爾本委員)

逆情
我們要面對我們的恐懼，而且也不要害怕告訴別人自己的恐懼，反而在基督徒群體裏面，我們怎樣

在恐懼中彼此鼓勵，互相支持，激發對上帝的信靠，在這恐懼的日子中緊緊的倚靠神。

大家對疫情都有不同的反應，但不同的反應不代表這個就對、那個就錯，更不應該互相指責；例

如比較勇敢的去指責害怕的一群沒有信心，又或許害怕的怪責那些有信心的一群缺乏同理心，要是這樣

我們就中了魔鬼的詭計。在這個時候，我們需要彼此體恤，互相尊重，不要跟着世界走，盲目的去搶購

過量的保護裝備和必需品。我們的信心應該建基在神應許的保護和看顧，我們要盡力去保持個人衛生清

潔，這就是我們自己該做的本份。

至於這疫情變成了「逆情」，主要是因為人的心都被完全擄奪了、嚇怕了；生命也改變了，變得孤

獨了，疏離了。這疫情確實叫我們走進了更大的孤獨和自我隔離的光景，我深信這不是上帝的心意。當

我們孤單的時候，若我們能夠把眼睛對準主耶穌，在祂愛和真理中得著安慰和鼓勵，這樣我們就在困難

中得着祝福。但若果我們只在孤單中自怨自艾，怨天尤人，擔憂害怕，惶恐度日，那麼我們就真的進入

了更大的「逆情」了。

讓我們在主裏尋求我們的神，

求主寬恕我們對祂的懷疑和不信，

在這個疫情中找到主的真愛，人間的真情，

免得我們進入更大的「逆情」裏。

探望境內事奉的中國、韓國宣教士等。「華傳」希望能藉此分享之旅，協助推動在黎巴嫩建立華傳中東的宣教
基地。

主若許可，當疫情受控，我們會再次籌辦這異象分享之旅。敬請教牧同工、教會長執留意。

Photo by Ophelie Authier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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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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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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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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芬專欄
按原定計劃，蘭芬在3月25日至7月中回

澳洲述職。但進入三月中旬，新冠肺炎病

毒來勢汹汹，澳洲政府實行了多種限制措

施，使蘭芬不得不考慮，回澳述職的目的

能夠達到嗎？若不能親身到教會與肢體們

面對面的分享，而只能在透過網路見面，

那留在泰國也能如此作啊！若澳洲鎖國半年，蘭芬將無法在

9月前趕回泰國辦理宣教士續期簽證了！得到<華傳>有關同工

同意，决定把述職延期到更適合的時間。這次不能與您在澳

相見，感到很抱歉！也向邀請蘭芬分享的眾教會致上萬分的

歉意! 若神許可，明年再見! 

感恩代禱事項:

1. 全球新冠肺炎病毒的傳播情况

受控及停止禱告，求神憐憫! 

求各國的領袖和人民能同心，

互愛互助，同跨疫情。

2.  各地教會和宣教工場禱告，求神賜下智慧，能有效地牧養和

傳揚福音。

3. 伯特利聖道神學院今年的畢業生禱告，求神讓他們能很快融

入教會的服侍，有愛心，有忠心，能堅忍地侍奉主，服侍人!

4. 泰文部的八位四年級學生禱告，為他們未來一年在教會的全

時間實習，能謙卑受教忠心誠實地服侍，成為教會的祝福

禱告。

5. 蘭芬的鼻子敏感能有好轉禱告，求神

 醫治! 求神降雨把空中烟霾

 洗滌乾净。

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華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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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請記念徵召宣教士，回應神大使命的

呼召。

3. 為新一屆董事會團隊感謝神，祈求團

隊能更有效服事眾教會、一同推動及

參予差傳。

與泰文部老師，和應届的畢業生及第
四年級的學生合照 

為美賽教會的泰文部錄影

謝謝您的支持和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