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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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週年感恩慶典綫上聚會 p.2  新常態的差傳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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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向骨肉之親  走遍人居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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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67篇

願萬國得知神的救恩

吳恆堅醫生
華傳澳洲代主任

詩篇67篇是一篇感恩的詩，是以色列人慶祝土產豐收時而獻唱的詩歌
（6節）。除感恩外，詩人更向神祈求賜福憐憫、求神彰顯祂的慈愛(1節)。
特別之處，詩人不單為以色列人、更為萬民祈福、叫世界能得知神的道路及
神的救恩(2節)。

詩篇67篇也可被稱為差傳詩。詩人滿有胸懷世界的心，他的心願是外
邦、列國、萬民都認識神，稱讚神及敬畏神(3、5、7節)。在短短七節，詩人
就有十次提到世界、萬國、萬民、列邦。很明顯、詩人認識神的心腸。他深
心知曉神賜福以色列人、是叫他們成為別人的祝福。正如神與亞伯蘭立約，
神應許亞伯蘭成為大國、賜福給他、叫他的名為大、好叫別人得福。地上的
萬族都要因亞伯蘭得福。 (創世記12:1-3)

1 願神憐憫我們，賜福於我們，用臉光照我們，

2 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萬國得知你的救恩。

3 神啊，願列邦稱讚你，願萬民都稱讚你！

4 願萬國都快樂歡呼，因為你必按公正審判萬民，引導世上的萬國。

5 神啊，願列邦稱讚你，願萬民都稱讚你！

6 地已經出了土產，神，就是我們的神，要賜福於我們。

7 神要賜福於我們，地的四極都要敬畏他。

反思

神是我的神、但同時也是萬民的主! 

神賜福給我們、不是叫我們獨自享福，而是叫我們成為別人的祝福。

其實神的心意、豈也不在耶穌所頒佈的大使命、讓我們見到嗎? 

神拯救我們、也同樣差遣我們與他人分享基督的救恩，使萬民作祂的
門徒。

我們如何成就神的心意呢? 如何獻上一點點力，好叫那七千個未得的族群
能早日得聞福音？           (文接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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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宣教」專題講座已於8月8日完滿舉
行。華傳候任國際總主任王欽慈牧師 (Rev John 
Wang) 提出五方面探討:

• 靈魂深處的反思
• 福音使命的辯論
• 福音傳球的片傳
• 宗教意識的更新
• 非我不可的角色

其後、由林祥源牧師、邱顯正牧師及林厚彰博士作回
應及分享。歡迎大家在以下網址重溫當日講座。 

「疫情下的宣教」 
https://www.gointl.org/index.php#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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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干達需要你的禱告
華傳宣教士劉偉鳴、梁琬瑩夫婦在烏干達北部村落Pakwach服事。 
近個多月暴雨成災，600多間房屋被摧毀，大量農作物被淹沒，
人民生活飽受影嚮。他們的房屋，屋頂是用乾草搭建，牆身是用
晒乾的泥土建成，故此屋子浸久了必倒塌。請記念村民們的生
活，家園的重建及減輕水浸後的蚊患。

新冠病毒蔓延全球，世界各地的防疫措施
改變了世人的生活模式，這種改變預期會延續
一段時間，形成後疫情的新常態生活模式。在
新常態下，差傳使命需要如何調整呢？

首先，全球在疫情大流行下，具備網絡條
件的宣教工場都以網上進行宣教工作。這種既
遠且近的網絡宣教平台成為當前急務。有宣教士表示他們的網上聚
會多了些慕道者參加，過去一些沒有來聚會朋友也參加網上崇拜；
事實上，在疫情期間更多人思想有關人生的問題。然而，網絡上
(Online)的工作不能代替網絡外(Offline)的關係建立，因此，使用
網絡宣教同時要配合個人接觸。在疫情期間，面對面的工作當然受
到限制，但是仍然可以透過社交媒體、電郵和電話等，來保持聯絡
建立關係。

另外，這次疫情亦提醒宣教士和差會，對本地同工的栽培。在疫
情下，一時間出現林林總總不同的網絡培訓課程，需要過濾選擇；這
些知識傳遞，若能加上宣教士的引導作經驗實踐，更能事半功倍。

最後，在新常態下需要重新思想整全福音的宣教使命 (The 
Wholistic Mission)。疫情期間導致經濟下滑，很多人需要緊急救
助。若能夠加上長期支援或技術訓練，達到自力更新的果效，更為
理想。華傳在烏干達北部的福音中心，有一個社區農場，幫助當地
人作農耕培訓，便是個好例子。

編者語：回應整全福音的宣教使命，華傳設立「抗疫救災基
金」，特別為烏干達貧民、黎巴嫩難民、玻利維亞原居民及柬埔寨
貧民提供援助。如弟兄姊妹受感動想參予捐獻抗疫救災基金，可以
直接網上轉賬或現金存款或郵寄支票，並註明抗疫救災基金。

新常態的差傳使命
李傳頌牧師 華傳加拿大主任

 (續P.1）

行動

讓我提供以下幾方面、供大家參考
如何參與普世宣教工作。

首先多閱讀宣教士見証及認識不同
的差傳機構、從他們的通訊、雜
誌、網址等，去認識普世宣教工作
的情況、禾場的需要。

其次是祈禱 - 為自已禱告、能明白
神的心意，成為流通管子、立志成
為他人的祝福。也為各地的宣教士
禱告、願主保守他們身心靈健康、
事奉有果效。也不要忘記為萬民禱
告、願萬國得知神的救恩。

很多差會都是信心差會，你可以
透過金錢奉獻支持差會及教會的
宣教事工。

最後，鼓勵大家身體力行，疫情
過後，投身參與訪宣、短宣及長
宣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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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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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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記念徵召宣教士，回應神大使命

的呼召。

蘭芬專欄
感恩代禱事項

1. 請為清萊疫情受控，除了要

遵守最基本的防疫措施外，

生活恢復正常而感恩。

2. 伯 特 利 聖 道 神 學 院 中 文 部

的M國學生，因M國疫情惡

化，下學期可能會繼續以網

上教學方式進行。有些學生或因家庭經濟原因，或因網路收

訊差，暫時休學。請為M國疫情早日得到控制，和學院有智

慧去支援這群學生代禱。

3. 泰文部和中文部的泰籍學生已恢復實體教學，請為他們的學

習，實習，和屬靈生命有進步代禱。

4. 因泰國經濟不景氣。有幾位泰文部的學生，教會和家人沒法

繼續支持他們。而學院的奉獻收入也受到嚴重影嚮，請為此

需要禱告，求 神感動人心。

美賽教會<早晨恩言>錄影分享

泰文部學生跟蘭芬慶生

編者語: 倘若您禱告後有負擔，可以直接網上轉賬或現金存款或郵寄支票，
並註明伯特利聖道神學院泰文部學生(BBI Thai)。歡迎你直接與澳洲華傳辦
事處聯絡，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