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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華傳澳洲辦事處差派的宣教士，例如： 

 

 

 

 

 

現在，華傳澳洲辦事處的現役宣教士，計有： 

 林蘭芬 (Fanny) 專職宣教士，在泰國作跨文化宣教，以泰語

在泰國清萊伯特利聖道神學院任教，並培訓泰裔的神學生和

傳道同工。 

 敬宣 (Josh)、艾兒 (Elle) 專職宣教士夫婦，在亞洲創啟 C國作

牧養和領袖培訓的宣教服事；對象是在 C國最大城市內的民

工。他們培訓民工成為職場上的福音使者，並且為未來的植

堂事工作好準備。 

 約翰 (John )、妮斯 (Liz) 雙職聯屬宣教士 (affiliated)   

夫婦及兩名子女，在亞洲創啟國以醫護、殘障康復的專

業平台，服事被忽略、遺棄、邊緣化的殘障兒童和成年

人；並且結連當地基督徒社群，作切實的社區關懷、生

命再造的服事。 

 玲 (Meow) 雙職宣教士，曾在創啟國少數民族（包括回民） 

的宣教團隊中參與宣教；現在專注兒童扶貧的教育服事，亦擔

任國際學校的部份時間老師。

認認識識我我們們的的宣宣教教士士  
華傳澳洲辦事處的宣教士   

華傳是一個國際性的信心差會，前線宣教士在全球十四個國家內用多元的渠道和

平台作傳福音、植堂和各類與福音相連的社關服事。華傳在八個國家內設立地區

辦事處，其一是在澳洲。過去及現在，澳洲辦事處差派了專職、特約、雙職、聯

屬、短期等等不同類別的宣教士，與華傳前線宣教士團隊結合，為天國努力，作

同文化、近文化和跨文化的宣教事奉。 

 在 C國的少數民族和家庭教會作定期、長線的培訓和福音工作； 

 在泰北作語言和文化學習，參與泰國跨文化服事；並計劃到寮國宣教（計劃

暫未可行）。 

 在泰國以幼兒教育為平台宣教。泰國 98% 是佛教徒，但宣教士藉提供優質幼

兒教育，每天有超過一百五十個泰國兒童在學習過程中認識神和基督耶穌 

 在阿聯酋作短期宣教事奉，在宣教士開墾的七所教會中參與各類事工，並讓

宣教士可以回國述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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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認識識我我們們的的宣宣教教士士 

候任宣教士夫婦容我 (Rong Wo)、芷禹 (Zhi Yu)，現任悉尼教會牧師、師母； 

預備今年四月接受差派，到創啟 C國作宣教實習一年，

服事對象是少數民族（包括回族）；然後決定長期宣教

的可能性。 

候任雙職宣教士夫婦馬理奧 (Mario) 、艾凌 (Emma) 預

計將於今年八月接受差派，以專業管理人才的身份，到 

創啟 C 國宣教，參與一項「營商宣教」的計劃，服事對象是大城市內的長者

（長者人口超過四百萬），以優質的專業培訓和愛心服事，傳遞福音。 

鄧歡動員宣教士，在澳洲全國有策略地聯繫教會和信徒關注主耶

穌大使命的吩咐，建立具體媒介和平台，促進教會和信徒支援、

並參與前線宣教。 

劉德福牧師，華傳澳洲辦事處主任。在華傳普世同 

文化和跨文化的宣教策略中，連繫華傳國際總部和前線宣教工場，

並按澳洲的宣教處境，建立華傳澳洲辦事處的異象、策略和可行的

計劃，著力徵召宣教士，並建立各類平台和機會，策動澳洲的宣教

人力和資源，連接前線宣教工場，作切實的支援。 

伯特利學院於泰國北部佈道需要 

林蘭芬宣教士分享：『今年 19~29/3又是泰文部伯特利學生佈道的時間。…老師和學生…會在泰國北部

地區佈道，分別 (有) …中小學夏令營，…教會探訪和培靈晚會; …個人佈道、探訪……等。 因伯特利

學院最近經費極度缺乏，加上有三所山區教會比較貧窮，故我們要籌募佈道隊的費用 (食物、汽油

費…、文具、獎品等)，估計大概 20,000~30,000銖，約 1,000~1,200澳幣。蘭芬想請你們為這次佈道禱告

(各項籌備、車子有好狀態、旅途平安、參與聚會者有一顆柔軟的心、經費等…)，好嗎？ 謝謝！』 

若有感動負擔奉獻支持，請按下列華傳澳洲辦事處的銀行戶口資料存入奉獻， 

並註明「Thailand Gospel」。 

 緊急需要 —— 柬甫寨短期宣教援助 

華傳柬甫寨工埸急需短期宣教行政支援，協助宣教士及活水教會處理行政和會計工作，由 2017 年 1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 月 31 日。需要信仰生命成熟、有宣教服侍心志、能接受少許跨文化的生活方式、需教

會推薦及自籌宣教經費；但不需具備神學教育或操柬甫寨語。詳情請與華傳澳洲辦事處劉德福牧師聯絡。 

 

若有感動支持華傳澳洲事工，奉獻方法如下：   

11..    直直接接網網上上轉轉賬賬、、現現金金或或支支票票存存款款    22..      郵郵寄寄支支票票 
請存入銀行 Westpac  銀行： 抬頭：GO International 

戶口名稱：GO International 

戶口號碼： 032-090 345 921                 

 

如需收據，請電郵 office@gointl.org.au 通知存款日期、金額、銀行以及

回郵姓名地址；或將銀行存款單影印，連同回郵姓名地址寄回本辦事處 

郵箱 P O Box 353, Gordon NSW 2072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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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筆前，正為“本地普世宣教團契”（LocalGlobal Mission Fellowship）今年第一次的

聚會準備，分享“澳洲敘利亞難民事工”跟進的資料。不禁令我想起這團契的成立，

目標是希望能夠推動及實踐本地跨文化宣教服事。而這念頭全是源自“把握時機”宣

教生命課程。 

感謝主！回想在 2012 年 12 月報讀

Kairos, 上課後不久 即感受到這不是一

般理論式的課程， 而是從四個不同的

角度去看宣教 （聖 經，歷史，策略，

文化）。除課本外， 還加上不同的教材，

活動，分享。廣闊 自己的眼界，世界

觀；價值觀也不斷 被挑戰。加上聖靈

的提醒，感動，我 走出自己的安全地

帶（comfort zone）， 慢慢地被轉化成為

學習做一個有“胸懷普世”心態的信徒！ 進深一步明了神愛世上萬族萬民的心意！ 

更加感恩的是在課程完成後，在 2013 年 9 月神開路，給我有機會參加華傳舉辦到非

洲烏干達的醫療訪宣。在過程中實地體驗跨文化宣教種種不同的挑戰，親自經歷了神

的大能，保守和同在；及團隊合一服事的情誼。去年 2016 年 1 月也感恩再次有機會

回到烏干達，參與青少年全人關懷的事工，實在是非常珍貴難忘的經歷！ 

這幾年間，劉德福牧師，師母分別在不同的教會開辦“把握時機”的課程。我也感恩

有機會參與在悉尼三屆課程的服事，負責不同環節導修課。每次都用不少時間去預備，

務求能將內容以最生動的方式，清楚及準確地向各同學介紹。所以每次都深入重溫得

到新的亮光。令我最感動及受鼓勵的是看見同學們筆下的分享和心聲，感受都他們越

來越投入，越來越掌握到普世宣教的異象。 

基於大家對宣教這一份熱忱，感動，我們於 2015 年 6 月成立了“本地普世宣教團契”

（LocalGlobal Mission Fellowship）。有定時的聚會，互相代禱，激勵，勉勵在澳洲我

們這一個多元文化的家園去操練，推動跨文化的服事！ 

在新的一年，在這 瞬息萬變充滿變化挑

戰的年代，願恩主 繼續使用“把握時機”

宣教生命課程，興 起更多有“胸懷普世”

心志的僕人！ 讓我 們都有勇氣，堅穩地

去回應神的大愛。 不單是蒙福，也能成

為別人的祝福。 

楊蘊玲姊妹。宣道會迦南堂

““把把握握時時機機””課課程程分分享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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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泰国国。。柬柬埔埔寨寨  22001177 年年訪訪宣宣  

 

 

 
  

湄公河（Mekong River）全長四千八百八十公厘，是亞洲最重要的跨國水系。

從中國青海、西藏、云南，流經緬甸（Myanmar）、泰國（Thailand）、寮國

（Laos）、柬埔寨（Cambodia）、越南（Vietnam）五國。湄公河資源豐

富，市場廣闊，原是“生命之河”，所經之地稱為“魚米之鄉”；然而湄公河

也是“黑暗之河”，屬貧窮之邦、佛教堡壘、毒品王國、娼妓市場、愛滋病之

鄉、烽火連綿的戰場、饑荒和水災…… 

這區域就在福音未及之民的『10/40 之窗』内，人民『貧窮、被擄、瞎眼、受

壓制、不得自由』。如何向他們傳福音呢？ 

 

華傳主要事工 
泰泰國國  
教育：政府學校教授國語 

伯特利聖道學院 

宣教資源中心   

跨文化訓練營 

阿卡族教會 

 

 

柬柬埔埔寨寨  
教育：新光幼兒園      

           華傳聖工學院 

本地植堂： 美門教會 

活水教會 

金邊恩典堂屬下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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