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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期 內 容  

手牽手走進世界  
華傳澳洲辦事處主任。劉德福牧師 

聖經說：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

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

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廿八章 18-20節） 

這段關乎「宣教大使命」的經文，讓我們看見兩幅手牽手走進世界的情境：

首先，耶穌要門徒與祂手牽手走進世界；為此，耶穌應許要與他們同在，

直至世界的末了。另外，你可以想像，門徒回應耶穌的吩咐，匯聚成為

「宣教團隊」，彼此手牽手，帶著福音大踏步地走進世界…。 

孤單的手攪動世界是艱難的！基督徒彼此「聯手」，再接上「天上的手」，

就能夠強而有力地開闢每個宣教領域，並把救贖的福音傳至地極，又把未

得之民帶到基督的跟前。 

華傳是一所國際性的差會，我們的手是伸出來的——我們願意一隻手緊握

基督的手；另一隻手，緊握著你的手；然後你和我遵照基督的吩咐，帶著

福音，手牽手踏進世界的每個角落，你我的手隨處播下基督的愛與拯救…。 

2018 年，是華傳澳洲辦事處踏進世界的宣教年。這一年，我們要接觸

的宣教對象，計有：城市老人、青年民工、少數民族和回民、泰裔神學生

和山區族群、被封閉的穆斯林、最開放的穆斯林國內各階層的中國人、每

天只有一餐吃的非洲青少年、曾被賣為妓如今學習自力更生的非洲婦女、

飄流海外謀生的中國人、還有移居澳洲的福音未得之民…。有些宣教對象

是與我們同文化和近文化的；有些卻是需要「跨越」文化和言語來接觸的。

他們散佈在中國、中亞洲、東南亞、中東阿聯酋、東非洲、澳洲…等。 

你願意和我們一起帶著福音踏進世界的角落，以愛和熱誠，接觸這些神所

愛的人嗎？來吧！讓我們手牽手走進世界，締造宣教的生命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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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 斯   悉 尼  
3‧17（週六） 

晚 7:30–9:30 

柏斯宣道會 

324 Belmont Ave, 

Cloverdale 

榮耀同行  

破繭更新 
敬拜。培靈 

宣教特會 

3‧23（週五） 

晚 7:30–9:30 

天恩華人長老會 

36-40 James St, 

Lidcombe 

3‧17（週六） 

午 12:30–3:30 

珀斯中華基督教會南堂 

9 Gedling Close, 

Parkwood 

 

國度敬拜

者學習日  
主題 

Mission exists 

because 

Worship 

doesn't 

登入網上報名 

3‧24（週六） 

午 12:30–3:30 

天恩華人長老會 

36-40 James St, 

Lidcombe 

 

 

 榮耀在始  
敬拜。詩歌 

培靈特會 

3‧24（週六） 

晚 7:30–9:30 

中央浸信會 

619 George St, 

Sydney 

馮永樑博士牧師 及 團契遊樂園  主領 

 

舉起  
祈禱的手 
人口最多的 
福音未及之民  

伊朗的  

波斯人  
國家：伊朗‧ 

民族：Persian 

人口：32,853

千‧世界人口

數：36,852

千‧主體語

言：Persian，Iranian‧主要的信

仰：伊斯蘭教‧聖經：完整‧受狀

况：福音荒凉的族類‧信主的人：

少於 2% 

日本的  

日本人  
國家：日本 

民族：Jap-

anese‧人

口：120,383

千‧世界人口

數：124,291

千‧主體語言：Japanese‧主要信

仰: 佛教‧聖經：完整‧受狀况：

福音荒凉的族類‧信主的人：少於

2% 

朝鮮的  

朝鮮族  
國家：北韓， 

北朝鮮‧民

族：Korean 

人口： 24,7 

67千‧世界

人口數：78, 

596 千‧主體語言：Korean‧ 

主要的信仰: 無信仰‧聖經：完

整‧受狀况：福音荒凉的族類‧

信主的人：少於 2% 

摩洛哥的 

阿拉伯人 
國家：摩洛

哥‧民族： 

Arab, Moro-

ccan‧人口: 

14,800 千‧ 

世界人口數：

16,792 千‧主體語言：Arabic， 

Moroccan Spoken‧主要的信仰：

伊斯蘭教‧聖經：新約‧受狀况：

福音荒凉的族類‧信主的人：少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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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華傳禱告 
澳 洲 辦 事 處  

感謝神，華傳澳洲辦事處新

一年將持續推動「第一身」

體驗宣教；動員教會和信徒

前往宣教工場支援關懷宣教

士，並以各類恩賜、經驗和

才能協助前線福音工作。現

計劃在 2018年中至 2019年 1

月，舉辦短期訪宣到創啟 C

國、泰國、非洲烏干達、阿

聯酋等宣教工場，或會到訪

聖地，了解當地宣教服事。 

感謝神，明年在創啟 C 國開

創的「雙職宣教」項目—

「家居護老」（Aged Care）

現正按步就班地籌備中。請

繼續禱告，求神預備新一對

宣教士夫婦加入（現階段需

要兩對宣教士夫婦）。 

華傳退休國際總主任林安國

牧師剛證實患上後期肺癌，

求神的平安和醫治的恩典與

林牧師同在，又願主的安慰

與林師母和家中各人同在。

阿們！ 

華傳是一所國際性的信心差

會，求神感動教會和弟兄姊

妹，與華傳同心，在禱告和

奉獻上持我們的普世福音服

事。阿們！ 

請弟兄（姊妹）為我們禱告 
帖撒羅尼迦前書 5:25 

同工動向：動員宣教士鄧歡

姊妹已於去年十二月離任。

求神引導她的事奉。有關華

傳澳洲辦事處的宣教事宜，

請與辦事處聯繫，電郵：

office@gointl.org.au；電話：

0411 209 355。 

 

 

 

   

  

  

 

 

 

 

 

 

 

 

  

 

 

 

 

 

 

 

 

 

 

 

 

 

 

 

 

 

 

 

 

 

 

 

啟動生命力 3.0 青年宣教營 
與宣教工場 零距離接觸 

親身經歷當地的人文與文化，實地體驗宣教士的生活！ 

內容：敬拜、主題講道、專題、工作坊、 

海外宣教士連線、訪談、分享、 

跨文化宣教行動 

營費：澳幣 200 (2月 28日前) 

澳幣 250 (3月 1日起) 

不包括來回機票 

直接網上報名：www.2018missioncamp.com 

年齡：19-40 歲——21 以下需獲得家長同意 

報名者需要得到華傳地區辦事處批准 
 
 

http://www.2018missioncam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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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普世宣教團契 LocalGlobal Mission Fellowship 

從聖經看本地跨文化宣教  (三 )  簡談華人教會的宣教形勢

西方宣教士由七世紀開始冒險到遙遠

的中國，將福音傳給華人，使華人得

福。王有德牧師在倫敦進修時，發現

當地的華人從來未聽過耶穌或福音，

雖然英國差派很多宣教士來華，可惜

忽視本地門前的福音未得之華人。故

王牧師於 1950年在倫敦創辦基督教

華僑佈道會，特向在當地英國和歐洲

的華人傳福音，並建立倫敦中華基督

教會。 

 

 

 

 

 

 

1974年的洛桑國際福音會議成為華人

教會領袖們的挑戰來承接宣教棒，故

於 1976年引起華福運動，凝聚全球

華人教會重視同胞的福音工作。很多

華人教會受了這影響，故不容易談論

跨文化宣教，直至 2007年華福運動

才著重跨文化宣教。可惜一般華人教

會仍然不重視差傳，更何況會談到跨

文化宣教。 

1980年代的華人教會在香港對差傳比

較冷淡，主要關注堂會的發展和擴

堂。當神學院不重視差傳課程或宣教

訓練，怎能培育牧者了解和教導會眾

他們是神的宣教子民，如同以色列民

（彼前二 9-10；出十九 5-6）？1987

年，幾位基督徒與香港差傳聯會和一 

些差會推動恩臨萬邦運動，竭力地動

員教會認識和關懷差傳與宣教，今天

不少教會已發展差傳和宣教事工了。 

近代香港追求成為國際化都市，很多

家庭亦陸續雇用來自菲律賓、泰國、

印尼、斯裏蘭卡的女傭，社會趨向多

元化。教會和差會對門前的未得之群

體漸漸醒悟，建道神學院於 2002年

在市區校園開辦跨越文化研究課程，

供平信徒有機會裝備參與差傳宣教工

作，香港差傳聯會和一些差會也同時

提供差傳課程，跨文化訪宣和短宣機

會。現今不少教會和差傳推動本地跨

文化宣教工作，尤其是菲傭、泰傭、

印傭、南亞裔、非洲人和穆宣的工

作。當教會願意走出第一步，不單使

神的恩臨於萬民，更有深遠的影響，

當這些人回鄉，可 

帶著祝福臨於他們 

的同胞和社區。 

北美洲華人教會還 

是比較保守，缺少 

差傳宣教異象，本 

人曾聽幾間北美華 

人教會推卸考慮本 

地跨文化宣教工作， 

不認為是他們的取向或職責。雖然如

此，洛杉磯的華裔教會 Epicentre 

Church不單歡迎非華人加入教會，也

在本地拓展跨文化宣教，向貧窮社區

的墨西哥人傳福音建立教會，同時發

展海外跨文化宣教工作，也差派不少

非華人往創啟地區服侍。這教會有遠

見，活出神的真理與分享祂的恩典，

造福萬民。 

結論 

宣教是神的心意，祂關懷所有民族的

需要，從舊約時代至今，神顯明祂的

救贖不限於以色列民或某民族身上，

更要基督徒別忘記我們是祂的宣教子

民的身份和職責。在今天的全球化世

界，教會不可忽視神所託付的宣教使

命，也不應該限制聖靈的帶領。 

今天很多穆斯林因國家內戰逃難，遷

移到不同的國家，這些福音未得之群

體已在門前，可惜有差會只差派宣教

士到穆斯林國家，忽略了在門前的福

音對象。教會和信徒需要再從聖經了

解神的教導，別因種族偏見忽略異民

族的需要。我們要記得人類來自同一 

族的需要。 

我們要記得

人類來自同

一根源，別

像以色列民

失職，反而

要走出舒適 

區把握時

機，同時

實踐本地

和海外宣 

教，因神提醒我們在末日：「…有一

位天使飛在空中，有永遠的福音要傳

給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國、各族、

各方、各民。」（啟十四 6） 

…… 全文完  本文摘自華傳雙月刊

2015 年 7 月，作者曾景雯博士，為前

任建道神學院跨越文化研究系系主任

及副教授，亦為華傳前國際董事

 

 

 

 

 

 

電郵  office@gointl.org.au 

地址 Suite 6, 895 Pacific Hwy, Pymble 
NSW 2073 Australia 

郵箱 P O Box 353, Gordon NSW 2072 
Australia 

網站 www.gointl.org.au 

 

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華傳) 
Gospel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OFFICE   澳洲辦事處  

若有感動奉獻支持華傳澳洲辦事處，請選其一方法  

1.  直接網上轉賬或現金、支票存款  

請存入以下 Westpac 銀行 

戶口名稱：GO International 

戶口號碼： 032-090 345 921                

2.   郵寄支票  

抬頭： 

GO International 
 

請電郵通知存款日期、金額、銀行以及姓名或將銀行存款單影， 
連同回郵姓名地址寄回本辦事處；經核實後即發回收據。 

 

mailto:office@gointl.org.au
http://www.gointl.org.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