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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朋友及事工夥伴
本期的祈禱通訊是 2019 年最後的一期，我們選擇在
2020 年初發布這期通訊，我們希望它的內容不單是
反映往年的工作報告，而且還能作為展望來年的發
展指引。我們想引用 CS Lewis 的一席話在新的一年
期間向您們問候，他説過：
「 未來迎接我們的事物，遠比
過去遺落的更美好。 」他雖然
實際上是這樣說過，但他的用
意並不是那常被人用來表達對
未來樂觀的語境。這話是寫給
Mary Willis Shelburne 女士的一
封信，安慰她如何面對死亡，生命的終結。
在這一年裡，我們經歷了許多事情，澳大利亞渡過
記錄中最熱和最乾燥的天氣，而且發生有史以來最
嚴重的叢林大火。聖經給了我
們可許多鼓勵和安慰，腓立比
書 3 章 13b-14 節：「忘記背
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
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
面召我來得的獎賞。」CS Lewis
的明言啟發了我們在困難處境
中倚靠上帝永恆的旨意。
回歸安好
讚美主，在過去的一年裡，於昆士蘭大學（UQ）海
外學生事工（ISM）有着豐收的成果。在 2019 年的
整 個 學 期 中 ， 約 有 65
名學生持續參加 Catalyst
團契，每周平均有 7 個
新朋友和 11 個募道者。
今年有 24 位同學決志
成為基督徒，25 位他們
的家人和朋友也信主跟
随耶穌。
當我們歡迎初到的新學生時，也向畢業中的同學表
示祝賀，我們很感恩他們既在學習上取得了學術成
就，亦在信仰上認
識到主耶穌基督。
當中有許多人承諾
繼續他們的屬靈之
旅。我們歡欣看到
他們畢業，願意受
訓成為門徒，並願意作門徒訓練者，在他們的家鄉
和各地帶領屬靈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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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留學生是他們國家的棟樑，上帝把他們送到海
外校園，通過向留學生傳福音，讓他們結出屬靈的
果子，培育回國的基督徒，幫助他們預備好自己，
傳播福音的種子，信仰
和基督徒的價值觀進入
人們的生活中，福音得
以普世傳揚。今年我們
有 14 位 同 學 畢 業 回
國，感謝主，其中一些
已找到當地教會，一些已找到安定工作，我們祈求
其餘的都能找到適合的教會和工作，他們繼續與上
帝保持親密關係。
慶祝昆士蘭省 Power to Change 40 週年
2019 年是 Power to Change（學傳）昆士蘭省校園事工
成立 40 週年
的日子，在
八月間，我
們與經歷半
個世紀的新
舊 同 工 共
聚，與學生校友和事工夥伴一起感謝上帝在這些年
來的保守，我們聆聽各人的分享。
回家的使命
Ken 和 Florence 從 11 月中旬到聖誕期間，離開布市
回香港探訪。我們作了不少事情，其中包括相見家
人朋友去分享見證；向事工夥伴報告我們的事工；
會面關懷回歸的學生。有兩次探訪值得詳述：

香港學園傳道會
我們走訪了香港學園傳道會
（HKCCC）地域辦事處，我們有
機會和當地一些同工會面，我們
與香港學園傳道會總幹事 Alfred
Leung 分享了各自的事工，我們為
香港當今破裂分歧的局勢祈禱，亦為面對這時代挑
戰而服事的同工們禱告。

到日本和解之旅
我們帶着沉重的心情到日本去安
排一個會面，讓我們的侄兒去見
他病危的父親。長期以來，他們
的關係破裂，透過聖經話語幫助
中，在長時間的交談後，他們握
手並擁抱，父親和兒子完全和好，我們為他們的和
解歡欣和感到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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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黎明的祝福
Ken 和 Florence 在聖誕節那天
返回布里斯本市，我們在清
晨曙光中到達，耀眼的朝霞
引起了我們的注目。當我們
眼目看到燦爛的光輝時，我
們卻意識到澳洲的土地正在
燃燒，我們的心就在這聖誕的黎明禱告祝福，祈求
主賜力量、勇氣和希望，使我們有忠心、能力和機
智，去幫助那些受危難的人。
新年的異象與展望
當我們踏進新一年事工的時候，我們期待着“未來的
事物，比過去遺落的更美好”，通過忠心服事“要得神
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福音廣傳
Beyond Brisbane Project 是每
年舉 行 的短 期宣 教 項目 ，
我們培訓和帶領學生，於迎
新周期間在布里斯本的主要
大學，接觸海外學生和傳福
音。Beyond Brisbane Project
2020 已於去年 10 月下旬啟動，招募並培訓學生領
袖，準備他們在今年 2 月 9 日至 21 日參加佈道活
動，宣教士和學生領袖們將一起出隊，接觸其他學
生，展開屬靈對話，並把福音信息傳達。

終生門訓
栽培是門徒訓練重要的一環，隨主走過人生階段，
以下是其中一位同學的分享：
「這個學期，我開始與非信徒分享福音，Florence 常
幫助我和為我祈禱，當我害
怕被拒絕，人們不感興趣聆
聽的時候，她鼓勵我。我們
還邀請他們參加英語會話班
和 Catalyst 團契，我們關心
他們、分享了上帝的愛、為
他們祈禱。“Salt Hours”是個很好的機會，培訓我
與陌生人分享福音，讓我可以在實踐中學習，我希
望不停的分享，成為終生門徒。」

海外學生事工（ISM）100% 差傳 的異象
耶穌在約翰福音 15 章中談到要多結果子，深耕細
作，生命相連在主裏面，在個人
生活中實踐終生門徒的使命，在
社羣中建立訓練門徒的榜樣。我
們懐着對海外學生事工（ISM）
“100% 差傳”的願景：幫助學
生們在靈性上不斷成長；在社羣
中繼續推動屬靈運動；並在家園裡找到合適的教會
和團契。

Previous
Newsletters

家事分享
在 11 月至 12 月間我們經歷了一
段繁忙的海外探訪。回家後我們
請假一週休息，為即將來臨的事
工季節做好準備，我們去了陽光
海岸腹地的
Montville ， 回
顧過去的一
年；我們去
了布里斯本
市郊的 Mt Coot-tha，計劃未來的
一年。在此期間，我們得知侄兒
的父親在日本去世，那天是他在
醫院慶祝生日後的一天，當天他
在家人在牀邊陪伴下，窗外出現
了彩虹，他平安離世。雖然我們無法掩蓋悲哀的心
情，我們卻感謝他在天堂安息。
感恩和代禱
• 讚美上帝在校園事工的恩典，Florence 帶領 8 位同
學及朋友信主，她還門訓 14 位學生，並跟進 6 個
海歸者；Ken 與研究生，博士後研究員和教職員
工建立關係，發展基督徒團契。當 Ken 和 Florence
與人分享福音的同時，我們也栽培和關懷他們。
• 讚美主，我們的學生參加了各種的暑期短宣項
目，他們在海外宣教事工中都得到寶貴的經驗。
• 為在 1 月 11 至 17 日於悉尼舉行的全國差會會議
和在 1 月 25 至 27 日於昆士蘭州進行的宣教士退
修會禱告。
• 為 2 月 9 日至 21 日的 Beyond Brisbane Project 2020
本地校園佈道活動祈禱。
• 祈求急需的雨水來緩解叢林大火，無私的勇氣去
撲滅叢林大火，並慷慨的捐贈以幫助遭受叢林大
火之苦的人。
• 為 Ken 和 Florence 有健康的身心靈去事奉，有平
衡的事奉與休息生活，及有足夠每天所需的供
應。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
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以弗所書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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