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於1995年，一班有差傳負擔的牧者

同工，包括鄭果牧師、黃存望牧師師

母、林安國牧師師母、何俊明牧師師

母及周偉幗教士同心合意為華人教會

的差傳路向交通禱告，並得到多位牧

師認同，於是定意組成差會。於同年

4月得美國加州政府批准成立非牟利

機構，發展成為一間跨宗派華人信心

國際差會。

「華傳」宗旨乃是與海內外教會同負

主的大使命，差派長期和短期宣教

士，透過各種管道和媒介，把福音傳

給普世未得之民，包括華民（奔向骨

肉之親）及萬民（走遍人居之地）。

澳洲通訊
2019  •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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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紀創啟地區宣教趨勢、挑戰和出路  p.2  非洲烏干達訪宣體驗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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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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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

華傳25

請預留時間

同頌主恩

蒙神保守，「華傳」在過去廿多年

穩健發展。目前國際總部聯同香

港、澳門、台灣、新加坡、馬來西

亞、菲律賓、澳洲、加拿大、美國

及中國約二百位前線與后防的同工

一起連成國際性的差傳網絡；在全

球22個國家工場開拓同文化，近文

化及跨文化事工；並為各地區的華

人教會提供宣教平台，合力動員，

征召及差派宣教士去履行主耶穌大

使命的託付。

明年2020年是「華傳」25周年，在

國際總部及各辦事處將舉辦感恩慶祝

會。3月20-22日在布里斯本將有培靈

會、講座及聚餐。3月27-29日在雪梨

有訓練及聚餐。詳情稍后公佈。

1995~2020

封面照片版權: Bill Wegener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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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時機」
  是一個震撼生命、

  翻轉世界觀、
  重整信徒事奉觀的

  精彩旅程！

「華傳」極力推展這宣教生命

課程給每一位胸懷普世的基督

徒。請與「華傳」辦事處聯

絡，或電陳楚雲師母（0406-
722-288），或遊覽Simplymo-
bilising 網址https://simplymo-
bilising.com.au/

现今创启地区的宣教状况，面对重重困难和挑战、却充满契
机。未来趋势和出路，又会如何发展呢？

创启地区近年愈来愈难进入居留，宗教限制愈趋严格。林汉
星博士会分享他十多年来在创启地区的经验及引证，提供一
个崭新的宣教策略。

林汉星博士  
Dr.Michael Lam

林博士早年毕业于维真学院、播道神学院和 
浸会神学院, 获差传学博士。

现为「创启事工有限公司」执行主任。 
「创启事工有限公司」2003年在香港创立，

宗旨在提升创启地区人民的生活素质 
(包括身、心、灵)。

2020年1月10日
星期五
7:30 pm – 9:00 pm

对象：宣教士、差会领袖、
关心宣教的教牧、
差传部成员和肢体

查詢：请联络华传澳洲办事处
office@gointl.org.au
或致電 0419 751 689吳恆堅醫生

华澳浸信会展爱堂
1 Reserve St, West Ryde
 (邻近West Ryde火车站)

粤语主讲

华传澳洲办事处主办 合办

创启地区
宣教趋势、
挑战和出路

雪梨华人基督教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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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月23日（週三）及 10月24日 （週四）  

查詢：王建國長老 0421 892 617 / 陳佳德傳道 0422 188 356

訪宣隊將於11月30日(星期六)抵達烏干達首都Kampala
參予當地華人教會事奉、醫療服事及參觀貧民窟，其后

往北部Pakwach兒童青少年營、教牧培訓等。 

訪宣隊九名隊員來自雪梨四間教會。訪宣前籌備會及

訓練已於七月中及九月底舉行兩次；餘下兩次籌備會

及祈禱會也會陸續在出發前舉行。

轉眼間，離開出發日期漸近；各隊員心情越加興

奮，也忙於接種疫苗及各項出發前的預備。求神

賜給訪宣隊員有智慧、體力和能力，事先作最好

的預備；隊員能適應當地文化，有健康身體。使

我們能夠彈性配合當地教會及宣教士隨時的需

要。願所做的一切努力與準備都能榮神益人。

華傳澳洲辦事處昆士蘭事工組協辦

11月29日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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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烏干達訪宣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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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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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傈僳族布道隊出發前在伯特利聖道神

學院合照

與惠山教會的牧者和服侍的弟
兄姐妹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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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有志推廣差

傳事工教牧同工接洽。

2. 請記念十二月烏干達短宣及明年一月杜

拜短宣的籌備，特別為剛果發生的伊波

拉病毒疫症禱告，求神保守宣教同工。

兰芬专栏

 感恩事項

9月21-27日，跟傈僳族神學生到清邁府清道縣的五個傈僳族村

庄布道。目睹山區的貧窮，有些村落是拜精靈的，青年人和壯

年人到城市讀書或工作，留下老年人和兒童在村里。兒童通山

跑，下一代有很大的福音需要。請為那些已參加布道會且聽聞

福音的村民禱告，求聖靈在他們心中繼續作工，讓他們早日決

志相信耶穌。

 代禱事項

蘭芬下學期在伯特利聖道神學院泰文部的教學侍奉禱告，有一科

是蘭芬第一次教的課程。求神賜下智慧，讓蘭芬能因應學生的情

況來調整課程，讓學生有好的領悟力能理解並應用。

 回澳述職

林蘭芬宣教士、雪梨宣道會希伯崙堂會友，被差派往泰北美賽市

伯特利聖道神學院泰文部教學多年，將於2020年3月底到7月中

回澳洲述職。期望能服事眾教會，歡迎教牧同工與辦事處聯絡安

排證道、分享或主領差傳聚會。

請為各樣安排事宜禱告；特別求神帶領，讓蘭芬能得到澳洲各地

區眾教會的邀請，去分享神在宣教工場的作為。期待神挑起更多

澳洲弟兄姐妹關心普世宣教，及加入宣教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