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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及事工伙伴
我们很感恩在 7 至 8 月的祈祷通讯再次与您们问
安。当秋播冬收的冬季谷物收成后，春播的夏季谷
物播种时间就要开始。在校园里，当我们告别毕业
的学生后，同时我们也欢迎新来的同学。

A4/99 Gregory Terrace, Spring Hill,
Queensland, 4000, Australia
Home: +61(0)7 3832 3680
Mobile: +61(0)412 096 119 (Florence)
+61(0)401 803 041 (Ken)
Email:
florence.leung@powertochange.org.au
kenneth.chan@powertochange.org.au

受感动，因为神在我离开前给了我许多的恩典， 我
真实地知道神关怀我们每个想法和感受，即使我们
忘记，神也永远不会忘记。 ”Jane 回到家后，她带
领了朋友 V 归向基督。请为 Jane 祈祷，她寻求在自
己的校园里事奉，毕业后，求主引领她前面道路。
目前她的教会正遭受到逼迫。

庆祝毕业同学
在 Florence 照顾下，她很高兴有 3 名学生毕业，她们
是来至印尼的 Nikita，来至中国的 Icey 和来至厄瓜多
尔的 Leslie，值得感恩的事，除了她们在学术上都取
得了成就外，她们并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她们的救
主。赞美上帝，在这些日子里 Florence 帮她们完成门
徒训练。真 的是太奇妙 了！当今年 Florence 指导
Lesile 事工训练后， Leslie 于 8 月 4 日回厄瓜多尔，
两周后她带领她的父亲信主了。我们期望看到我们
的同学在大学毕业后能准备好自己，继续在他们的
家乡或任何地方继续这属灵运动。我们愿这群海归
者，不论在生活、教会、职业、和与家人相处，都
有神的祝福。我们为正在申请毕业签证并在这里找
工作的 Nikita 和 Icey 祷告。

告别海归同学
在今年上学期，Florence 给 Jane 作门徒训练，于 7 月
6 日，我们告别了这可爱的姑娘，她已经和我们在一
起有一年了，现在她要回国去完成她硕士学位的最
后一个学期。 Jane 对耶稣大有热心，她恒常邀请她
的同事和朋友来参加教会和我们的活动，并寻求不
同的途径例如安排晚餐，与人分享信息。在告别 Jane
的时候，我们
都很不舍得，
但却期待着神
所装备她回到
中国的使命！
临走前，她邀
请了她的同事
Cathy，她是来
自中国的女孩，到 Darren 和 Yun 家里吃饭，席中
Jane 与 Cathy 分享福音，Cathy 就在当晚接受了耶
稣！上帝的作为很奇妙，甚至在 Jane 离开的时候也
使用她。 Jane 说：“赞美上帝。上帝是如此爱我
们，那真是一个奇迹，上帝回答了我的祈祷，我很

欢迎开学同学
在下学期 Florence 认识了 Vicky，并邀请她参加查经
班，Florence 坚定了 Vicky 的信仰，并教导她如何与
人分享耶稣的福音，于 8 月 14 日 Florence 帮助 Vicky
带领 Elaine 信主。以下是 Vicky 的故事：
“当 2016 年，我在美国参加学习交流计划时，认识
了耶稣和福音，学习交流结束后，我带了一本圣经
回国，这是我在美国的教会送给我的礼物。虽然我
从没有忘记福音，几乎每天我都会独自阅读圣经，
但在过去的三年里，我没有机会去教堂和结识新的
基督徒朋友，直到我来到澳大利亚的旅程为止。在
Power to Change 的一次活动中，我遇到了 Florence。
Florence 对我来说是一个
非常友善和值得信赖的
人，因此当她提议每周
与我一起学习圣经时，
我很高兴地答应。有一
天，我的家人吵架得很
厉害，每次我致电给他
们，他们都向我哭泣，
我感到非常伤心，沮
丧，无助和虚弱，因为我目前离他们很远。我 向
Florence 谈了这个事情，她建议我把这个问题放在祷
告中。从那时起，每次见面，Florence 都会为我和我
的家人祈祷，我记得在那个星期天去教会时，我真
诚地向上帝祈祷诉说了关于我家人的事，我忍不住
要流泪。令人惊讶的是，两个星期后，我妈妈给我
电话，告诉我，他们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和平
解决了，你无法想像那时的我是多么感激，因为这
对我来说就像是个奇迹，因为以往我的家人坚持己
见，并不寻求解决方法，我真的以为这次我的家人
无法拯救，我内心深处知道，只有上帝才能做到这
一切，上帝确实听了我的祈祷，祂从不放弃我和我
的家人。电话结束后，我感到非常感谢，我停不住
的眼泪祈祷，赞美和感恩上帝。我真的要感谢
Florence 的仁慈和无私，从我在澳大利亚人生旅程的
开始，到我再次与上帝恢复密切的关系，她都与我
同行。亲爱的主，感谢你在我生命的美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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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to Change 是一个宣教差会，
起初成立于美国，名为学园传道会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澳洲学
传始于 1967 年，名叫澳洲布道协会(Lay Institute for
Evangelism) ， 首 要 事 工 在 大 学 校 园 ， 取 名 Student
Life，其后的 50 年中，我们的差会已发展成为多个
事工组织，最后以 Power to Change 为总称。

家事分享
加入 Power to Change 后改变了
我们对宣教的理解和实践。
Ken 和 Florence 在 8 月份参加
了以 Glocal Missions 为主题的
BST Missions Conference 2019，
我们感恩可委身上帝的普世使
命（太 28:19），从本地到地
极（使徒行传 1：8）。我们
很荣幸有 Power to Change 的领
袖悉心
带领，我 们 很感谢 Darren 和
Yun 在海外学生事工（ISM）
的指导。我们更感蒙福与那些
将生命献给上帝的学生一起走
过人生旅程。

校园事工

感恩和代祷事项：

校园事工（前名是 Student Life）致
力于在澳洲每个大学里，能看到属
灵运动遍达每个校园,福音广传每
个学生，以至他们的生命与基督有份。

• 赞美主，Florence 在 7 月认识了新同学 Vicky，并
帮助她在属灵上成长，在信仰上扎根。 Florence
在 8 月协同 Vicky 带领 Elaine 信主。

Power to Change (学传) 昆士兰州 40 周年庆典
Power to Change 在澳洲渡过了 50 年歴史之后，今年
8 月昆州地区的校园事工也庆祝成立 40 周年纪念，
经历半个世纪的新旧同工，
并与学生校友和事工伙伴聚
首一堂，我们聆听各人的故
事和分享神的恩典。

Power to Change (学传) 是谁

青年事工
青年事工是由两个架构合并而
成：Youth Ministries Australia (1979)
和 Creative Arts Ministries (2004)，
成立于 2005 年，其异象是看到年轻人能热心跟随耶
稣，并带着使命去让创意艺术工作者为基督影响世
界，我们有 180 多名青年工作者在不同中小学服务。

教会运动
教会运动的使命是为了建立门徒
运动，其目的是兴起教会和倍增
社群，以致教会社群事工得以坚
固，并通过以下事工的帮助，生命的果子能够 长
存，信靠耶稣过着得胜的生活：MyFriends 帮助人们
通过友谊一起去认识神；SHIFTm2M 帮助属灵领袖跟
随耶稣去建立门徒训练运动；MC2 帮助门徒建立和
倍增宣教社区团体。

家庭事工
家庭事工希望通过提供一些实用的课程和不断增长
的关怀网络，去帮助人们建立和谐健康的婚姻和家
庭关系。

全球援助网络（Global Aid Network）
全球援助网络（GAiN）是 Power to Change 的
一个人道支援合作伙伴，这组织的使命是通
过救援项目去帮助有需要的人，用言行去展
示上帝的爱。 GAiN 在菲律宾，柬埔寨，缅甸，泰国
和印度都有医疗短宣和社区发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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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主，海归同学 Jane 在 7 月份带领她 2 个朋友
归主；Leslie 在 8 月份带领她的父亲信主。
• 感恩 Ken 已完成为回国的海归学生而准备的训练
教材 (Returnees Program)。
• 现在 Florence 有 9 个查经班，与此同时，她要兼
顾牧养新宣教士 Jenna；指导新学生领袖 Shamin，
Kayla 和 Mona ； 跟 进 海 归 同 学 Jane ， May ，
Sabrina，Rosalind 和 Leslie。为这些人的属灵需要
和求主引领她们人生方向而祷告。
• 为新信徒 Vicky，Emily K，Levi，Rashmi，Gloria
和 Elaine 的信仰成长而祷告，为他们当中的 Gloria
和 Elaine 能找到适合的教会。为慕道者 Sandy，
Jessie W 和 Lucy F 能接受耶稣而祷告。为新朋友
们能与我们建立良好的关系并对学习圣经感到兴
趣而祷告。
• 为 Ken 的教职员事工中与一些新来的研究学者
Siu-Po，Shao-Chuan 和 Felix 的会面而祷告。 Ken
正与他们建立关系，希望日后能与他们分享基督
教的信息。
• 为 Ken 和 Florence 有健康的身心灵去事奉，有平
衡的事奉与休息生活，及有足够每天所需的供
应。
主内

Kenneth (伟强) and Florence (少英)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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