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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朋友及事工夥伴
剛剛渡過了 2021 年的第一季，Ken 和 Florence 很感
恩向你們報告我們今年最新信息在大學校園事工。
在落筆寫下本期的祈禱通訊時，復活節已經過去，
然而復活節的意義仍然持續下去，
耶穌復活後，常向門徒顯現，有 40
天之久，並講天國的事。當升天的
日子，經過 10 天的等待，門徒們
目睹聖靈在五旬節那天降臨，這標
誌著教會普世宣教的開始：「但聖

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
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
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使徒行傳 1：8）。
上帝賜平安
疫症流行中，人在復活節對和平的
指望，在 2021 年從未如此殷切。
聖經中神的名字之一是耶和華沙龍
Yahweh-Shalom（士師記 6:24），
意思是上帝賜平安，希伯來語是指
生命的完整和安全。這就是我們在
校園事工的希望：「願賜平安的神
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帖前 55:23）， 這也是我
們為學生們的禱告：「 願賜平安的神常和你們眾人
同在！阿們。」（羅馬書 15:33）。因此，本期祈禱
通訊的主題是“上帝賜平安”。
2021 年的準備
澳洲昆士蘭省大學的學期始於 2 月中旬。我們會為
新學期提前做好準備。
我們的宣教會議 Nexus
Nexus 是 Power To Change （學
傳）兩年一度擧辦的全國校園
事工會議，匯集了澳洲學傳所
有校園宣教同工，分享事工和
互相鼓勵。Nexus 於今年 1 月
18 至 22 日召開，因疫情關係，各省之間要實體分
隔，並通過網上聯繫。
布里斯本暑期宣教培訓班 2021
Beyond Brisbane Project 是我們
每年的宣教培訓活動， 培訓和
帶領學生在迎新周期間接觸其
他海外學生。今年在 2 月 10
至 23 日舉行，感恩有 18 名學生和 10 位宣教士參
與，通過自然的對話和友善的款待，實踐如何在校
園分享信仰和宣講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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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領袖的分享
布里斯本暑期培訓（Beyond Brisbane Project）是個海
外學生事工（ISM），於每年新學期舉辦的宣教和門
徒訓練活動。今年主題是“蒙主引領，走進世界”
（Into His Present, Out into the World），以下是我們學
生的一些見證。
Estelle 的見證
「Beyond Brisbane Project 是個很好的

項目，建立我分享福音經驗的基礎。
祈禱是我的力量，聖經是我唯一的
“武器”。 我喜歡與人交談以真實了
解多方面如關於他們的宗教、觀念及
其生活目的，然後，也讓我與他們分
享我的世界觀，這是一種榮幸。 在門訓活動中，讓
我真正體會愛是我們所做的一切的核心，如果我們
不首先愛他們，那麼與任何人交談都是沒有意義
的，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啟發，改變了我對福音外展
的認識和透視。」
Levi 的見證
「回首在 Beyond Brisbane Project，我

確實看到很多寶貴的東西需要學
習：謙卑、勇敢和堅持。先說謙
卑，我在很多事情都大大咧咧，但
沒有人責備我，每人都微笑著互相
鼓勵，心中充滿了感恩和服侍他人
的熱情，我需要謙卑悔改。接下來是勇敢，Beyond
Brisbane 的一個重要環節是 outreach，是在大學內跟
國際學生交流信仰，我看到了身上的不足，但我體
會到團契朋友們發自內心又勇敢地向學生表達愛和
關心，真心希望他人能夠得救。最後是堅持，我意
識到自己在這方面的軟弱，我發現這次宣教中，即
使我們遇到的人拒絕福音，宣教朋友們也沒有放
棄，而積極表達對學生們生活和近況的關心，這樣
美好的信心是多麼寶貴呢！宣教的本質其實也是神
自己在背後做的工，基督是內心勇氣和力量的來
源，我們與神一起工作。」
Ethan 的見證
「Beyond Brisbane Project 幫助我重新

調整分享福音的焦點。 分享信仰的信
念促使我增進與上帝的關係和關注他
人的信仰，使我能夠與不同文化和語
言的人進行有意義的交流。我的下一
步是繼續跟進和培訓他人，並努力參
與人們的屬靈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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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的開端
隨著我們進入新的事工季節，昆士蘭大學第一學期
有 13 個學習週，我們期待著努力「要得神在基督耶
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立比書 3:14b）
屬靈運動推動者
我們在 2020 年回顧了學生領袖
（MB）的工作，並建議 2021 年
需要的改變後，我們提出了
“Movement Multiplier”（MM）
的概念。這概念是激勵 MM 們的
祈禱和承諾：*跟隨耶穌並與祂
建立關係；*願意付出時間對學
生進行門徒訓練；*幫助帶領查經；*與其他昆士蘭
大學海外留學生建立團契和基督徒社區；*幫助帶領
和協調其他交誼活動。
校園團契和家庭小組
Catalyst 是個設於校園的團契，
特別歡迎新生參加，而 Houses of
Peace (HoP) 是個基於家庭的小
組，建立組員真誠信任與接納。
今年 ISM 開始以組合模式運行：
1 個 Catalyst 聚會夾着 3 個 HoP
聚會，我們希望能夠培養出更深
厚彼此尊重的團契。
弟兄團契 Men’s Ministry
弟兄團契事工的目標是通過聚
會、祈禱和問責，培養年輕人過
着敬虔的生活和相互支持。三個
男宣教士 Larry、Joshua 和 Ken 帶
領着一羣男生，培養訓練他們，
成為未來的領袖，我們稱這羣組為 Burrito Boys。
夏令會 Breakthrough 2021
Breakthrough 2021 夏令營 於 3 月
26 至 28 日舉行，營會的主題是
Running Together on Mission，主講
者是 Dan Paterson，他概覽聖經的
教導去明白上帝的旨意，鼓勵我
們為萬民作見證，參與宣教的行列。在營會中 Ken
和 Florence 也有教學的工作。
重新安排的復活節外展活動
在昆士蘭大學復活節前一周安排
了為期 3 天的外展活動，名為
Food for Thoughts，向學生免費贈
送十字麵包，以聽取他們對復活
節的想法。因在布里斯本突發的
Covid-19，封城措施推遲了這活動，現將活動改期為
4 月 13 至 15 日，我們將有許多的基督徒學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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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Ken 和 Florence 在 1 月 26 日的澳
洲國慶日慶祝我們 35 週年結婚
紀念，我們的兒子 Michael 在 1
月份慶祝他的 32 歲生日。 Ken
的右肘 康復 情況漸 好和 穩定。
復活節過後，我們在家休息一
周，在此期間撰寫本期祈禱通
訊，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我
們休息一會，從新得力，準備好
在本學期的第二階段工作。我們
希望這祈禱通訊能順利到達您那
裡，帶着我們的關懷與祝福，讓
您知道我們對你們的懐念，並希
望我們在您的禱告中，繼續關注
我們的事工旅程。
感恩和代禱
• 讚 美 主 ， 布 里 斯 本 暑 期 宣 教 培 訓 班 （ Beyond
Brisbane Project 2021）順利結束，並有以下成果：
i.認識了許多大一同學和其他級別的海外留學生；
ii.在國際友誼之夜有 85 人參加，其中 31 位是新朋
友；iii.首次的 Catalyst 團契有 37 名同學出席，其
中有 12 位非基督徒；iv.隨後組織了一次交誼活動
到 Bribe Island 海灘旅行，參加人數眾多。為我們
能把握時機（Kairos）祈禱，在這些場合可以分享
福音、探討信仰和邀請同學們學習聖經。
• 為願意委身成為裝備門徒的屬靈運動推動者禱
告，他們能裝備齊全，帶領小組並分享福音。他
們每隔兩週見面，交替於周四中午在校園午餐和
周三晚上在家中晚餐， 祈禱有更多的學生參加。
• Florence 的 門 訓 學 生 有 Levi 、 Belle 、 Della 和
Vivian，她並且指導一些海歸同學，而 Ken 則門訓
Allan 和 Owen，並輔導一些心靈需要的同學。祈
禱 Levi 願意成為一個忠心的門徒裝備精兵，而
Allan 則熱衷於參與事奉和學習。
• 為 Larry 、 Joshua 和 Ken 今 年 發 展 的 弟 兄 團 契
（Burrito Boys）禱告，讓更多男生參加。
• 為復活節後在昆士蘭大學校園的外展活動禱告，
盼望於 4 月 13 至 15 日重新安排的活動“Food for
Thoughts” 能與學生展開有意義的對話。
• 在新學期開始，求上帝使 Ken 和 Florence 保持健
康，並減輕 Ken 從右肩到右肘的疼痛，使他可以
安然入睡。

願憐恤、平安、慈愛多多地加給你們！
猶大書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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