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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職宣教的裝備                          -- 劉漢中博士 (華傳國際雙職宣教工場主任) 

像全職宣教士一樣，雙職宣教士在上工場之先

需要週詳的裝備。要注意的裝備包括以下： 

（一）靈命的造就：宣教士的靈命比聖

經的知識或事奉的經驗更重要。在宣教工場身

傳比口傳更有效。故此，敬虔的生活，對神的

依靠和順服，願意為主受苦的心志是每一個準

宣教士的必需學習的功課。 

（二）佈道与門訓：雙職宣教士在出工

場之前需要有友誼佈道和門徒訓練的經驗。友

誼佈道包括與同事和朋友傳福音和帶人信主。

門徒訓練包括一對一和小組形式的跟進和幫助

信徒在靈命上長進。 

（三）跨文化事奉：本地跨文化的事奉

和海外短宣的經驗都是印證作宣教士呼召的途徑。前者包括關懷在本地的外國留學生，新移民或非

華人。後者包括到海外作短宣或訪宣的體驗。 

（四）工作的經驗：在各行各業，有特殊技能的專業人仕都是受歡迎的。雙職宣教士都應該

在職業上累積知識和經驗，好叫他們能夠在職業上見證主。五年以上工作的經驗是必須的。 

（五）教會的參與：雙職宣教士需要有一個差派他的教會在後方用禱告甚至經濟上支持他。

故此，他需要在出工場之前有教會事奉的經驗，使他學習肢體的生活和與弟兄姊妹配搭事奉。 

雙職宣教士最有效的裝備是在職場中把工作與信仰結合，用聖經的原則待人接物，在工作中榮神益

人，贏得同事們的信任，影響他們信主。他先作職場中的傳道者才能作跨文化的雙職宣教士。 

 

 
 

 
 

 

                   

華傳準雙職宣教士 馬馬理理奧奧，，艾艾凌凌    將於八月到工場實習，預備到 C國參與營

商宣教，服事大城市內長者。以優質專業培訓和愛心服事，傳遞福音。 

懇請代禱：~ 求神按祂的心意成就這事工； 

~ 求神保守我們家庭適應各樣變化，憑信心仰賴神的供應； 

~ 求神感動更多弟兄姊妹在奉獻支持，令籌款目標早日達到。 

若有感動支持，奉獻方法如下： 

1.  直接網上轉賬或現金、支票存款入以下 Westpac 銀行     

專戶名稱：GO  International  銀行(BSB) 及戶口號碼：032-199    297898 

2.  郵寄支票 

抬頭：GO  International    請註明：Mario  &  Emma   郵寄往以下郵箱地址 

請電郵通知辦事處存款人姓名、日期、金額和銀行所在地區；或將銀行存款單影印，連同      

姓名、回郵地址，寄回本辦事處郵箱；經核實後即發回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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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一顆疲累卻興奮的心，在 2016年 12月 28日抵達 YC。在差不多 20小

時的飛機旅程中，神讓我經歷了祂恩典的陪伴，也給我知道到這一趟的短宣

是一個滿有恩典的旅程。因為我在 GZ機場把行李丟失而且錯過轉接航班，

但卻之後又把行李尋回，並且順利接上另一趟航班。神讓我知道在這次差不

多兩個月的短宣中，我需要牢牢的抓住祂，

經歷祂。在這次的短宣中，其中有幾樣的事

情和經歷對我有著深刻的體會。 
 

在整個短宣的體驗中，第一個要面對的挑戰

就是要適應一個不同文化、環境和完全陌生

的地方。在剛抵達 YC的時後，首先要處理的就是解決日常生活的所

需，以及建立當地人際關係網絡。感謝神，當地的華傳宣教士在我到

來之前，已經為我找到住宿的地方，而且也教導我如何解決生活的基本需要，讓我能夠在兩個星期

之後已經適應當地的生活。對我來說，神使用這段時間打開了我的眼睛，使我重新認識到教會在差

派宣教士到一個不同文化的地方去宣教時，不要一味以事工為中心，而忽略了宣教士在一個新地方

展開事工之前，是需要經歷一個適應的階段。而這段經歷也讓我重新思考宣教不是只是一個事工的

開展，乃是整個生命和生活上點點滴滴的擺上。另外，這段時間要讓我可以明白作為長期宣教的宣

教士要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學習如何處理在一個不同環境中宣教的孤獨感。在這次短宣中，

神透過祂的話語，並在澳大利亞的弟兄姊妹的代禱和鼓勵，讓我可以在這段時間經歷神的同在，也

懂得如何靠神得力來處理自己的孤獨感。 
 

在事工上，這次宣教也使我對中國的教會有更多的認識，更深入的理解。而其中有三方面： 

第一，是城市教會與農村教會的對比。我所參加的城市教會是一群有活力，願意分享，願

意委身的年青的弟兄姊妹。他們大部分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也在社會不同崗位

上工作，是相對有理性的一群弟兄姊妹。屬靈資源雖然沒有海外教會的豐富，但基本的屬

靈資源還是足夠，弟兄姊妹也比較多機會能夠接受比較全面的聖經知識。可是，農村教會

則是另外一個境況。農村教會的弟兄姊妹。他們通常都是農民或是參與勞動工作，而且大

部分都是比較年長的。縱然在文化水平上沒有城市教會中的年青的弟兄姊妹高，可是論屬

靈的熱心，卻是當仁不讓。這些弟兄姊妹喜歡唱詩歌，對一些聖詩比較耳熟能詳。他們都

有一顆渴慕神的心，但在聖經知識的理解上相對較弱，資源上也明顯缺乏。 

第二，是 C國教會所處在的社會和政治環境。在這次短宣中，我真實體驗了如何在一個

受到信仰限制的社會環境中，弟兄姊妹如何在面對限制的環境下，依然堅持靠著神的恩典

與帶領，熱心在生活中和職場上為主作見證仍然可以將神的福音和祂的教導傳揚出去，並

且充滿喜樂來敬拜和聚會。我同時也看到，宣講耶穌基督救恩的福音。這也使我對澳大利

亞教會的狀況感到一絲的悲哀，因為我們縱然有着信仰自由的環

境，但對福音的宣講卻是充滿冷漠，好像

啟示錄中神對老底嘉教會的責備，好像是

富足，卻是貧窮的。 

第三，是向回族傳福音的挑戰。YC是

位於 NX 回族自治區的省會城市，而回族

是當地最大的少數民族。因為回族都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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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宣&艾兒 
於創啟區宣教， 

對象是九百萬待聞

福音的人 

1. 為年輕的本地全職同工，求神帶領，使用； 

2. 為身心靈的健康，特別艾爾的胃病和鼻敏感，求主保守看顧 

3. 為家人：女兒，老父親（91歲），求主看顧保守家人。 

林蘭芬  
泰國宣教士 

在泰國清萊伯特利

聖道學院以泰語培

訓泰裔傳道人 

1. 為在伯特利學院及在多家教會中忙碌的事奉，求主加添力量，能培養造就 

      本地同工，也幫助本地教會成長； 

2. 為蘭芬的健康，最近開始燒田，煙霧迷漫，呼吸困難，求神額外保守； 

3. 為蘭芬家人的得救代禱。 

玲（Meow） 
華傳雙職宣士，以專業

平臺，在創啟地區提供

扶貧，教育的社區服

務，並參與福音工作 

1. 為 Meow 在補習中心及國際學校的事奉感謝，求主保守學校老師能以身 

      作則，言傳身教，將主的愛在學生及家長當中； 

2. 為 Meow 在 7月底完成在華傳的宣教服侍禱告。求神帶領她前面的事奉 

   計劃和安排。 

約翰&妮斯 
華傳附屬宣教士 

以雙職平臺， 

偕同一對年幼子女 

在創啟區事奉 

1. 他們一家 7月會回到菲律賓，求主幫助他們能忠心的完成在 C國最後階段的服事； 

2. 為他們在 C國服事三年中與他們同行的禱告同伴及支持者感謝神，將榮耀歸於神； 

3. 為他們回去能照顧年邁的父母，他們一家能繼續在不同的地方忠心的服事神， 

       求主恩待。 

容我&芷禹 
C 國實習宣教士 

服事對象是少數 

民族（包括回族） 

 

1. 為進入工場二個月期間在語言，文化適應及生活安頓中經歷神的保守和供應 

       感謝主； 

2. 因那地方既幹燥又經常有風沙，求主賜平安和健康； 

3. 為六、七月間到泰北參加宣教士訓練營的平安和學習順利禱告。 

高陽&陳末 
華傳首對服侍穆士

林群體的宣教士 

對象是二億在南亞

待聞福音的人 

1. 為我們能適應高溫代禱，最近我們身體都出現不適的狀況； 

2. 為我們的語言學習禱告，求主幫助我們能夠掌握與應用困難的語言； 

3. 為我們在文化的差異與適應禱告，在跨文化的適應過程能有平靜安穩的心。 

 

 
奉以伊斯蘭教，而回族社會本身又是一個封閉型的社會，

信仰都是代代相傳，又帶有濃厚的家族色彩，所以要帶領

回族信主，接受耶穌基督作他們的個人救主是非常困難和

充滿挑戰。而 C 國的回族有差不多六千萬人，因此，這是

一個很大的禾場，並且需要有耐性地建立關係，從而可以

帶領他們歸入基督。 

 

這次的短宣雖然只是有大約兩個月的時間，但卻讓我有一

個深刻和難忘的經歷，並對宣教有一個新的認識和體會，特別是看到神的手如何在世

界不同地方上工作。另一方面，我也被宣教士的委身和弟兄姊妹的熱心所鼓勵，盼望

神可以讓我有機會能夠繼續回到 YC 參與當地的教會和福音工作。 

-- 周敬達傳道 (Leo Chow) 

 

 為為我我們們的的宣宣教教士士禱禱告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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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的引領，我和太太分別在 2012和 2014年參與 Kairos課程。之後，神感動學員們遵行主耶穌

的教導，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在澳洲這個多元文化的國家裏，已有很多不同種族的人居

住，尤其是在大城市，如悉尼，墨爾本等。未聞福音的族群也在澳洲出現。學員們和劉牧師，師母

透過祈禱向神尋求祂的心意。在 2015年中，本地普世宣教核心團隊成立。經過多次會議和禱告神，

團隊定下三個方向， 

其一、透過定期擧行的「本地普世宣教

團契」去互相鼓勵弟兄姊妹成為胸懷普

世的基督徒； 

其二、回應當下本地跨文化宣教的機會，

服事抵達悉尼的敘利亞難民， 

其三、選定本地福音未得之民，作長線

和有策略的跨文化宣教。 

深深感受難民的需要。由於他們國家的背景，來到新的國家居住，實在是不容易適應，加上文化的

冲擊，語言不通。Anglicare還有多個訓練去幫助本地澳洲居民去服事敘利亞難民。我和太太被神

感動，參加了 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 (ESL) Training，在過去三至四月的六星期裏和其他

教會的弟兄姊妹一起學習。老師除了教導我們如何預備教材和技巧之外，他也教導我們要有主耶穌

的愛心和耐心去接受他們。團隊現正與 Anglicare安排去到現有的 ESL class參觀和實習，我們期

待透過 ESL class與難民接觸，和他們建立友誼，一方面另他們感受到被接納，容入本地社會，感

受主耶穌的愛，另一方面是透過服事，願主耶穌幫助我們在靈裏長進。在本地作跨文化宣教的方向，

團隊透過禱告，神給了我們兩個民族為服事對象，土耳其穆斯林族群和印度教族群。我們看見這兩

個族群，很虔誠的敬拜他們的神，但我們的心為他們失喪的靈魂而焦急。團隊現習中向土耳其回教

族群接觸，但我們對回效信仰認識有限，怎樣去接觸認識他們呢？感謝神，讓我能聯絡上以前共事

的朋友 Magda和她的丈夫 John，多年前他們由埃及移居悉尼。現在他們也是服事中東的回教族群，

關心他們，向他們作主耶穌的見證。在四月的團契裏，John & Madga和我們分享回教的信仰背景，

讓我們了解多些回教信仰。團隊也希望能去接觸回教人仕，我們期望 John & Magda可以在八月的團

契裏為我們帶領一個工作坊-如何和穆斯林建立友誼。最後，請為「本地普世宣教團契」代禱，願神

的名得着榮耀。                                                                                       -- Maurice & Juliana (宣道會迦南堂) 

6 月份團契聚會  宗旨：匯聚宣教同路人，學習、操練、實踐本地跨文化宣教  (逢雙月聚會) 

 

 

我們團隊禱告神怎麼實

踐這三個方向，神回應

禱告，在服事敘利亞難

民的方向，神帶領團隊

聯絡 Anglicare機構。

在去年，我和太太及其

他隊員參與及完成 

Refugee Response 

Training Modules 1&2 

日期：6月 25日（主日） 

時間：下午 3:00至 5:00 

地點：華澳浸信會展愛堂 

1 Reserve St, West Ryde NSW 2114 

內容：主恩澤中華——宣教士 

查詢：劉牧師 0411-209-3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