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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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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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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  我牧師

奔向骨肉之親  走遍人居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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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上帝的恩典！讓我有機會參與澳洲華傳

的事奉，向澳洲各教會和牧者們討教宣教的經驗和

策略。每當宣教士來教會分享他們在宣教工場的工

作時，總是有弟兄姊妹們提問，為什麼這些宣教士

願意放棄自己舒適的生活環境，舉家搬遷到一個陌

生、甚至落後的地方，學習新的文化和語言？我的

答案是，因為他們順服上帝的旨意，要把耶穌基督

的福音傳給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其實，傳福音和宣教是上帝對所有信徒普遍的旨意。無論你是

否有上帝特殊的呼召作傳道人或全職宣教士，我們都要傳揚耶穌基

督的福音。為什麼要向周遭的人分享耶穌基督救人的好消息呢？有

下面四個基本的原因：

一、人屬靈的狀況。聖經說，「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上帝的

榮耀」（羅3:23）如果沒有耶穌基督，人們就作罪的奴役，活在痛

苦絕望中，注定要為自己的罪受到上帝的審判。儘管許多人試圖透

過行善、教育或製造宗教來為自己累積功德，但他們永遠都不能達

到上帝的完美標準。

二、上帝的愛與恩典。因著愛，上帝差遣祂的兒子耶穌基督道成肉

身，為我們的罪付出了代價，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了，祂的復活告

訴我們，祂是勝過罪惡和死亡的主。凡信靠祂的人，罪必得赦免，

肉身的死只是暫時的，有一天必定復活，與主耶穌一起在新天新

地裏。這世界需要基督徒去和他们周遭的人分享這空前絕後的好消

息，讓他們有機會認罪悔改。相信耶穌基督為他們生命的主宰。

福音、宣教、大使命    

張順牧師 
澳洲華傳董事會主席

（续页２）



 

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不單影響人民健康、威脅生命安

危，更造成各地經濟大肅條，民不聊生。新冠肺炎疫情對難民及貧民

窟的貧民影響尤為嚴重。

華傳在推動大使命（使萬民成為主耶穌的門徒）時，卻不忘記主

的大誡命（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並要愛人如己）。

「華傳」同工更深心體會到散居黎巴嫩的百萬敘利亞難民、烏干

達及柬埔寨的許多貧民窟貧民、及玻利維亞原居民，他們雪上加霜的

生活困境。「華傳」國際常務董事在四月已啟動「華傳抗疫救災基

金」，緊急援助這些最貧困的人們。而「華傳」澳洲董事會也響應這

緊急援助行動，已率先捐獻1,500澳元入抗疫救災基金。

感謝眾教牧同工及眾聖徒的參與，現已湊得3,600多澳元。「華

傳」澳洲辦事處已將捐獻全數轉交「華傳」國際辦事處用作抗疫救

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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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董上羊牧師夫婦與烏干達宣教土Mukasa在
Namuwongo貧民窟展開Wings of Dream救援
事工。

2. 玻利維亞賑災

3. 敘利亞難民

4. 烏干達賑災

三、主耶穌的大使命。每個跟隨耶穌的人，都有責任去傳福音，使萬民作主的

門徒，並教導他們服從祂的大使命（太28：19-20）。主已賜下聖靈與我們同

在，並且幫助我們讓人們明白福音，從而帶領他們歸信耶穌基督。

四、耶穌基督的應許。耶穌頒佈大使命之後，向祂的門徒們保證了這任務必定

成功，祂說：「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第20節）。

我們不單要向自己的同胞傳福音，也應當踏出我們舒適的安樂窩，去到還

未聽聞福音的民族當中，與他們分享耶穌基督救贖的好消息。二十五年前《華

人普世差傳會》在美國成立，也就是要響應基督所托付的大使命，在華人教會

中推動普世宣教的異象，差派宣教士向世界各地的華人、不同民族傳揚福音，

領人歸主作主門徒並建立教會。

儘管這是上帝對我們個人和教會的旨意，但這並不意味著分享福音和宣教

是件輕而易舉的事。因此，《華傳》成立的使命就是要「結合華人教會資源，

华传抗疫救灾基金

（續頁１）

提供宣教教育，招募、訓練、差派宣教士，並透過其他有效的管道，與

普世教會配搭，共同完成大使命。」

各位弟兄姊妹，祈求聖靈賜你勇氣和憐憫的心，在自己的周遭或

在海外與人分享耶穌基督的福音，也為還未信耶穌的親友、同事、

鄰居和未聽聞福音的族群禱告，讓聖靈在他們心中動工，帶領他

們接受上帝的真理。《華傳》在澳洲的團隊，願意與你們和教會

在禱告、培訓、差派短宣隊和長期宣教士的工作中，一起同心

拹力興旺福音，讓萬國得知上帝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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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英語事工同工朱牧師（Rev Chris Chu）已於今

年4月履新，協調及推動總部及各地區辦事處所服

事的英語堂會及信徒跨文化事工。朱牧師在香港出

生、美國長大，操流利英、法、俄及國語。他曾服

事美國的中國人及韓國人教會；及在中亞洲宣教。

主若允許，我們會安排朱牧師探訪澳洲，與教牧同

工見面，推廣英語差傳及跨文化事工。

華傳通訊英文版Whitefields，由新任英語事

工同工朱牧師（Chris Chu）編輯。內容豐

富，有專題文章，最新宣教動向，圖文並

茂。歡迎訂閱，請電郵info@goimission.org  
“SUBSCRIBE” 。

網上宣教課程推介 

最 新 消 息
华传总部

合辦機構：

澳洲展望宣教中心 Perspectives Australia (Chinese) Incorporated

動員力量（澳洲）Simply Mobilising Australia

華聯會宣教部 SCCCA Mission Department

日期 / 2020年7月27日－8月17日（連續四個星期一）

講師 / 陳永昌牧師、陳楚雲師母

時間 / 晚上7:30-9:30pm

上課方式 / Zoom（粵語）

報名費（包括書本費）/ $20

請轉賬 / PACI Perspectives

 BSB: 062 006  | Account No: 13094296

查詢 / Angela 0411 390 022

報名 / https://forms.gle/VYBx2GuP8K76DCv99

報名截止日期 / 7月20日

TUS宣教课程
第 三 期 导 師 培 训 班 （ 粵 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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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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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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為澳洲及泰國的新冠肺炎疫情得控制，逐漸恢復正常生活

感恩。

2. 感謝神的保守，順利完成了兩周的密集課程，為老師學生

都有喜樂和收獲感恩！特別為學生有智慧和專心完成作業

禱告。

3. 伯特利聖道神學院在29/6會恢復實體教學，但因M國仍有

疫情，故M國學生未能來泰，只能繼續上網學習。求神憐

憫，讓學生能快快回來。

4. 為學生能很快從新適應學院規律的生活，和到教會忙碌的

實習禱告。

5. 為弟兄姊妹的關心感恩。暈眩好了，只是

皮膚敏感時好時差，仍需大家代禱。

施約瑟牧師近况
今年2月，施牧師夫婦離開Dubai，前

往巴西聖保羅市(São Paulo) 繼續宣

教，身份是華傳差會的特約同工。然

而新冠狀疫情，聖保羅市也進入封城

狀態，教會也受到影響暫時不能實體聚會了。待疫情過

後，施牧師夫婦計劃到一小城用粵語做開荒事工。

以往在經濟支持施牧師的教會，仍然可以用宣教的名義在經濟

上支持他們在巴西的宣教生活，所有經濟上的支持可以寄往華

傳澳洲辦事處轉往美國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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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代禱事項

在伯特利學院主日崇拜証道

蘭芬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