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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r Not)

亲爱的朋友及事工伙伴   
在布里斯本的 Ken 和 Florence 向您们问安！这期的祈

祷通讯是我们在 2020 年于澳洲秋季出版的第二期季

刊。在这秋尽冬始的日子里，我们经历了持续的疫

症危机（COVID-19），在此先

让 我 们 用 感 谢 的 心 去 祷 告 ：

「天父上帝，当我们感到不安

定时，请帮助我们保持平静；

在恐惧使我们难以承受时，请

帮助我们知道祢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以同理心向也有恐惧

的人伸出援手；帮助我们在社

区隔离措施的情况下以爱心与

人保持联系，因为从神而来的爱消除所有的恐惧。 

祢又向我们应允“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
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 

 
本期祈祷通讯的主题是“不要害怕”。随着我们生

活在新冠病毒疫症流行隔离的日子，澳洲的季节已

经更替，秋天刚过去，冬天正来临，布里斯本的天

气转凉但并不很冷，大学校园的景色亦在转变。在

季节的轮替间，我们仍处于

当前的健康危机中要保持谨

慎，然而我们对上帝的信靠

依 然 。 在 疫 情 （ COVID-

19）校园限聚守则下，学传

（Power to Change）便使用

代替方式（online）继续校园事工。尽管许多的事情

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我们相信上帝的权能，因为

祂是我们的力量和盾牌（诗篇 28：7）。 

 
生活在疫境流行的光景 
在四月这个动荡的月份中，复活节使我们在疫境中

反思，疫境（COVID-19）影响了我们生活的许多方

面。澳洲总理莫理逊（Scott Morrison）勉励国民，在

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基督的牺牲和复活正是希望

和力量的源泉。他说：

「对于基督徒而言，复

活节期是反思和复兴的

时刻，因为当我们记念

耶稣基督的牺牲，祂的

复活和神圣的救赎，带

来我们在疫境中的希望。今天的生活已经改变，在

未来的岁月里，它还会继续改变，国民必须保持社

交距离，尽管我们彼此分隔，信仰彰显着生命的意

义，使我们在灵里合一。」 

 

改变方式的校园福音事工 
至于五月和六月的校园事工，社区隔离措施限制了

我们在团契聚会和查经班与学生会面的方式，我们

必须在网上进行，而

且大多是一对一的。

这种改变从来都不容

易，但它并不打断我

们的事工，然而这过

程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积极成果，虽然参加的人数有

所减少，但在地域范围就有所增加，不仅能在国

内，还能扩展到国际范围，我们可以通过网上会议

与跨省学生甚至海外学生会面。 
 
由于健康危机的影响，许多学生面临各种的挑战，

一些同学有个人抑郁、学习压力、家庭和经济问

题。他们需要很多情感绪和属灵上的

支持。我们与他们同行，并通过运用

圣经的原则去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问

题。因此，我们根据他们个人的需

要，制定了适当的圣经材料给他们。

赞美主！上帝与他们同工，并回答他

们的祈祷，请继续为我们事工和他们祈祷。 
 
Leslie 一个海归学生的见证  

Leslie 是来自厄瓜多尔（Ecuador）的学生，一年前毕

业后回国，去年 Florence 是 Leslie 的门训导师，今年

在疫情中 Florence 继续与 Leslie 在网上进行门徒训

练。以下是 Leslie 的见证：

「 我 去 年 在 昆 士 兰 大 学
（UQ）毕业，在澳大利亚
生活了 5 年。在大学学习期
间，我参与了学传（Power 
to Change）。因此，我与神
的旅程完全改变了，因为我

发现自己可以与神建立个人关系。在我的教会和在
学传的海外学生事工（ISM）中，使我深受上帝和他
在澳大利亚的子民感动，我凭着信念成长了很多，
又发现自己可以成为事工的一部分。去年八月，我
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厄瓜多尔，从那时起，我必须困
难地面对许多挑战，我要再次从新适应一种好像另
类但本属自己的厄瓜多尔文化、人民和社会价值
观。由于缺乏工作经验和人脉，我很难找到工作，
我和家人相处的困扰，也难找到适合的教会，有时
我感到恐惧，由于在寻找工作时缺乏家人的经济支
持。这绝对是一个挑战，但我感谢上帝给我两个朋
友：厄瓜多尔的一个朋友和澳大利亚的 Florence，这
两人鼓励和忠告我，并为我祈祷，我认为上帝差遣
了他们在我这些困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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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在澳大利亚生活了 5 年以来一直没有挣扎的
所有事情，这几个月我不得不在厄瓜多尔生活中面
对。但是我必须学会在所有情况下都信靠上帝，并
继续将我的信仰放在上帝手中。 
 
在 COVID-19 之前，我有机会在短期内有两项工作，
我一直为一份稳定的工作而祈祷，这份工作薪水高
而且与我的学位有关。我 近收到一个我申请的工
作的电话，他们打算雇用我，所有的招聘过程都是
在我国厄瓜多尔的隔离期间进行。因此，我可以肯
定地说，这是一个真正的奇迹，许多人失去了工
作，或将会失去工作，这在厄瓜多尔和其他国家都
非常悲惨，但是我感到被祝福能够在这些所有的情
况中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即使我不够忠心，上帝仍在回应我的祈祷，当我软
弱时，祂还是信实的，所以祂就是我的力量。我想
鼓励您们即使在 困难的时候也要相信上帝，并请
继续为海外学生回国的事情上祷告，他们每个人都
有不同的处境，如果他们周围没有成熟的基督徒，
这可能会充满挑战。因此请为他们祈祷，能找到适
合的教会，并继续在自己的信仰上札根，因为上帝
无处不在，祂照顾祂所有的子民。来自厄瓜多尔的
祝福。 」 
 
Vicky 一个将毕业学生的见证 

自去年 7 月以来，Vicky 一直都参与学传（Power to 

Change）的活动，Florence 指导 Vicky 完成了初信栽

培班（1st Steps）和信徒造就

班（2nd Steps）的课程，之后

又 完 成 海 归 课 程 （  Returnee 

Program）。 Vicky 分享了许多

她的信仰成长情况， 她非常愿

意与家人、同学和朋友分享福

音。例如，Vicky 的家犬去世

时，她从基督教的角度与她妈

妈分享了关于生与死的信息，

这使她妈妈想到了天堂的意义，另一个例子是 Vicky

邀请她的同学回家吃饭，在那里她介入属灵对话并

与他们分享神的故事。 Vicky 可以通过圣经的引证和

教导找到真理，她通过祷告的实践经历到主耶稣。

赞美主，Vicky 决定在回国前在澳洲受洗。 

 

以下是 Vicky 分享她的外展经验：「这是我对上帝的
经历， 近我与很多人谈论了神，他们中有些是非
信徒，有些是基督徒。令我惊讶的是，我的同学 MJ
已经成为一名基督徒，但她自己并不知道。她参加
了网上教会的祟拜数次，一天她被圣经的话语感
动，之后作了认罪祷告（Sinner's Prayer）。当上次我
与 MJ 交谈时，她问我如何成为基督徒，并与我分享
了这个经历，我告诉她，据我所理解，你已经是基
督徒了。 上帝的话语多有能力！」 

 

家事分享 

在 4 至 6 月的日子，为了应付新冠状病毒的健康预

防措施，我们主要的事工和工作，都要留在家中进

行，然而，这也给了我们更多的时间去阅读圣经和

返思神的话语。祈求上帝保守 Ken 和 Florence 每天在

身体，情绪和心灵健康，及每天有足够所需供应。  

 
感恩和代祷  
 

• 感恩 Power to Change 本年 7 月 14 至 16 日举行全

国网上冬令会（Digital Winter Conference DWC），

将超过 400 名学生、宣教士和嘉宾参加。 
 

• 为 DWC 祷告： 

-慕道者可从培训中学习； 

-主席和讲员在会议中都能与参加者有良好互动； 

-技术设置没有困难； 

-宣教士为培训学员做好充分的准备； 

-每个参加者都以开放的心接受神的话。 
 

• 为 Florence 及其团队在策划和推广将于 2021 年 2

月 14 至 26 日举行的 Beyond Brisbane Project 2021

本地校园宣教而祷告，我们会邀请同学于 DWC

分享他们在本地校园宣教活动所领受的学习及启

发。之后，我们将每两周进行一次会议，讨论

Beyond Brisbane Project 2021 的筹备。 
 

• 赞美主，Vicky 决定在回国前接受洗礼，为她八月

的洗礼安排祷告。 
 

• 感恩 Ken 在上学期所教导的 5 名学生完成了学

习：Jesse 已完成海归课程，并准备回国；交换生

Joshua 已完成《生命管理计划》，并将回家继续

后一年的本科课程；David 已结束对哈巴谷书的

研读；Ken 将会在下学期与 Robindro 和 Luke 商讨

新的时间表，继续分别在耶稣的生平和 PODS 的

进一步学习。 
 

• 祈求上帝保守我们的学生，使他们在信仰中成

长。为目前在学的同学能继续在下学期顺利学习

而祷告，亦求神预备新同学祈祷。 
 

• 祈求上帝的怜悯，止息这场疫症灾难，停止新冠

病毒的不断扩散，让感染病毒的人得到医治，保

守人们的身心灵。 

 

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
空。    

诗篇 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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