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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朋友及夥伴同工
感謝上帝的信實，賜予校園事工的豐收。當我們在
傳播福音種子的過程中，經歷哥林多後書 9 章 10 節
所說：「那 賜種給撒種的，賜糧給人吃的，必多多
加給你們種地的種子，又增添你們仁義的果子。」
查爾斯.史丹利牧師在他“30 生命原則＂一書中道：
「你收穫的比你播種的更多，比你播種的還要 長
久。」我們感謝你們與我們的伙伴關係，實踐大使
命。在這時刻，正是收割的季節。
撒種和收割
耶穌在馬太福音 13 章 23 節說：「撒在好地上的，就
是人聽道明白了，後來結實，有一百倍的，有六十
倍的，有三十倍
的。」
當今年學期結束
時，感謝主！海

外留學生事工（ISM）有 60 名
學生信主，8 名學生在布里斯
本教會接受洗禮，另一名學生
在香港受浸。
門徒訓練結構（Discipleship Tree）
耶穌繼續說：「天國好像一粒芥菜種…這原是百種
裡最小的，等到長起來，卻比各樣的菜都大，且成
了樹…」（馬太福音 13：31-32）
Florence 在本學期帶領 13 名
學生學習聖經，其中有 4 名
慕道者。她開設了 9 個小
組，其中包括 5 個課程，有
信仰探討班，初信栽培班，
信徒造就班，門訓計劃和海
歸課程。 多麼令人興奮！
Sam 和 Tracy 分別於 9 月
23 日和 10 月 28 日在香港
和布里斯本受洗。Shamien
和 Icey 在 8 月 27 日和 10
月 28 日跟隨耶穌基督。
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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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rence 現正訓練一些领導學生，她們是已完成信徒
造就班的 Carolyn，Nikita 和 Sabrina。Florence 鼓勵她
們與她一同帶領信仰探討班。 我們為她們的勇氣而
感恩。我們看到她們信心成長，充滿愛心。

門徒訓練結構:
Ellen → Nikita → Icey
Carolyn → Shamien
Sabrina → Gloria (慕道者)

學生見証

Shamien 的故事
「我來自一個非宗教家庭。作為一個孩子，我常常
跟隨我的基督徒鄰居到教堂。 但我從未考慮成為基
督徒。在昆士蘭大學市場日，我去了 Power to Change
展位並填寫了一份調查表。 後來我收到了 Florence
的信息，邀請我和她一起學習聖經。在學習的過程
中，我覺得與上帝親近，祂幫我渡過艱難時刻。所
以我決定跟從耶穌。在 Florence 和 Carolyn 的幫助
下，我認罪和認信的禱告，於 2018 年 8 月 27 日接受
主耶穌基督為個人救主。從那時起，我再不感到孤
單，我在靈性中得到快樂，在學習壓力中不再 哭
了。我對自己變得更有自信。」

Icey 的故事
「當我在國內大學讀書時，我聽到來自英國的老師
的分享，如何成為基督徒。有一天，我遇到
Florence，她邀請我參加 Catalyst 團契。我很驚訝在那
裡見到我的同學 Nikita。我被邀請加入信仰探討班。
我認識了耶穌，但有很多我無法完全理解的問題，
但是我仍然感受到上帝對我的祝福。突然間，上帝
開了我的心，在 10 月 28 日，星期日晚堂的崇拜後，
我決定跟隨耶穌。通過 Robert 牧師指導的認罪和認
信的禱告，我接受了耶穌基督作為我個人的救主。
Kenneth 和 Florence 給了我祝福。 我感到平靜和快
樂。」
Shamien 和 Icey 對我們有很大
的鼓舞。Shamien 作為一個只有
10 週的新基督徒，已在校園裡
分享她的見證；而 Icey 加入信
仰探討班 5 個月後，她回到教
會，上帝通過講道打開了 Icey
的心，她正在學習如何向父母分享她的見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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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事工
在一年的耕耘中，Ken 在教職員事工上已看到了一些
鬆土。UQ 小組每月都有定期聚會，我們開始有專題
討論，這月我們談到
了“基督徒在科研中
怎樣自處＂；雖然
QUT 沒 有 小 組 ， 但
Ken 與那裡 3 名教員
建立了牧養關係；最近
Ken 通過教會的聯繫，與
Griffith University 的 Finance
和 IT 部門 2 名員工進行了對話。Ken 也受到各校牧
的鼓勵。
團契休團，歡送會，畢業宴
ISM 的福音團契 Catalyst 於 10 月 25 日舉行今年最後
一次聚會，此後學生開始期末考試；10 月 26 日依依
不捨地歡送我們敬愛的
訪問學生 Danni 和朋友
Rebecca，她們將分別返
回韓國和美
國；畢業宴
Shindig 是道
別畢業離校
的學生，今
年在 10 月 20 日舉行，我們差遣他們和獻上祝福。在
這些喜悅的時刻, 也充滿著離別情緒。
屬靈運動模式
來自美國的訪客 Rebecca 有
一顆擴展教會事工的心，
Darren 邀請她到布里斯本學
習 Power to Change 的屬靈運
動模式，以至她可以更好地
準備在美國教會的門徒訓
練。 她在布里斯本逗留 2 個月期間，Florence 幫助她
帶領全新的信仰探討課程，並給她一些建議。
Rebecca 努力學習不同的課程，我們期待看到上帝成
就她在教會中事奉。
準備新季節
莊稼收成之後我們必須為上帝托附我們的一切做好
準備。 當本地宣教
（Gold Coast Schoolies）
和海外宣教（EA and WA
Missions）在進行中，海
外留學生事工（ISM）團
隊 正 策 劃 2019 年 的
Beyond Brisbane 事工，準
備在明年接觸學生。
ISM 團隊明年亦會擴大，新的 QUT ISM 將與現有的
UQ ISM 同時運作。

Previous
Newsletters

感恩和代禱事項:
• 讚美主，Florence 的學生 Sam 和 Tracy 已經受洗;
Shamien 和 Icey 亦成為新的信徒。 求主讓他們在
信仰上扎根和成長。
• 為 Florence 的倍增門徒訓練事工禱告，她的主要
學生 Carolyn, Nikita and Sabrina 能致力成為門訓事
工的栽培。 祈求她們繼續在校園受訓，並願意成
為 2019 年的學生領袖（MBs）。
•

為 Shamien 能融入在 St Lucia 的地方教會，也為
她在馬來西亞休假時能參加那裡的原住民教會
（Orang Asli Ministry）。

•

為 Icey 在暑假期間回到家鄉，她將與家人分享她
的見証，並能夠找到合適的教會。

•

為 Gloria and Sandy 在信仰探討班更多認識耶穌。
Gloria 在道教背景長大，她父母要求她保持道教
信仰；Sandy 說需要時間去接受耶穌。Gloria 和
Sandy 已經參加聖經課程有 3 個月了，但願意繼
續來學習。請為她們祈禱，有一天能接受耶穌。

•

讚美主！去年 Florence 能培訓 Jenna。 今年 9 月
她已成為 ISM 宣教團隊一員，現在 Florence 是
Jenna 的前線導師，給予她關懷和支持。

•

明年，我們每月將欠缺 600 元，因此我們需要尋
找新的夥伴同工，請 為上帝的供應而禱告。

•

我們將於 11 月 16 日至 12 月 10 日回到香港，在
此期間，我們將探訪家人並到教會報告事工。 請
為我們的旅程祈禱。

家事分享
Florence 和 Ken 於今年十月和十一月到
達 60 歲之齡。當我們明白生命永恆的
目標時，我們事工的呼召就變成了終
生，我們感謝陪伴我們同行的人。

我感謝那給我力量的我們主基督耶穌，因
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事他。
提摩太前書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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