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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及事工伙伴
刚刚渡过了 2021 年的第一季，Ken 和 Florence 很感
恩向你们报告我们今年最新信息在大学校园事工。
在落笔写下本期的祈祷通讯时，复活节已经过去，
然而复活节的意义仍然持续下去，
耶稣复活后，常向门徒显现，有 40
天之久，并讲天国的事。当升天的
日子，经过 10 天的等待，门徒们
目睹圣灵在五旬节那天降临，这标
志着教会普世宣教的开始：「但圣

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
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马利亚，直
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使徒行传 1：8）。
上帝賜平安
疫症流行中，人在复活节对和平的
指望，在 2021 年从未如此殷切。
圣经中神的名字之一是耶和华沙龙
Yahweh-Shalom（士师记 6:24），
意思是上帝赐平安，希伯来语是指
生命的完整和安全。这就是我们在
校园事工的希望：「愿赐平安的神
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帖前 55:23）， 这也是我
们为学生们的祷告：「 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
同在！阿们。」（罗马书 15:33）。因此，本期祈祷
通讯的主题是“上帝赐平安”。
2021 年的准备
澳洲昆士兰省大学的学期始于 2 月中旬。我们会为
新学期提前做好准备。
我们的宣教会议 Nexus
Nexus 是 Power To Change （学
传）两年一度举办的全国校园
事工会议，汇集了澳洲学传所
有校园宣教同工，分享事工和
互相鼓励。 Nexus 于今年 1 月
18 至 22 日召开，因疫情关系，各省之间要实体分
隔，并通过网上联系。
布里斯本暑期宣教培训班 2021
Beyond Brisbane Project 是我们
每年的宣教培训活动， 培训和
带领学生在迎新周期间接触其
他海外学生。今年在 2 月 10
至 23 日举行，感恩有 18 名学生和 10 位宣教士参
与，通过自然的对话和友善的款待，实践如何在校
园分享信仰和宣讲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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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领袖的分享
布里斯本暑期培训（Beyond Brisbane Project）是个海
外学生事工（ISM），于每年新学期举办的宣教和门
徒训练活动。今年主题是“蒙主引领，走进世界”
（Into His Present, Out into the World），以下是我们学
生的一些见证。
Estelle 的见证
「Beyond Brisbane Project 是个很好的

项目，建立我分享福音经验的基础。
祈祷是我的力量，圣经是我唯一的
“武器”。 我喜欢与人交谈以真实了
解多方面如关于他们的宗教、观念及
其生活目的，然后，也让我与他们分
享我的世界观，这是一种荣幸。 在门训活动中，让
我真正体会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核心，如果我们
不首先爱他们，那么与任何人交谈都是没有意义
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启发，改变了我对福音外展
的认识和透视。」
Levi 的见证
「回首在 Beyond Brisbane Project，我

确实看到很多宝贵的东西需要学
习：谦卑、勇敢和坚持。先说谦
卑，我在很多事情都大大咧咧，但
没有人责备我，每人都微笑着互相
鼓励，心中充满了感恩和服侍他人
的热情，我需要谦卑悔改。接下来是勇敢，Beyond
Brisbane 的一个重要环节是 outreach，是在大学内跟
国际学生交流信仰，我看到了身上的不足，但我体
会到团契朋友们发自内心又勇敢地向学生表达爱和
关心，真心希望他人能够得救。最后是坚持，我意
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软弱，我发现这次宣教中，即
使我们遇到的人拒绝福音，宣教朋友们也没有放
弃，而积极表达对学生们生活和近况的关心，这样
美好的信心是多么宝贵呢！宣教的本质其实也是神
自己在背后做的工，基督是内心勇气和力量的来
源，我们与神一起工作。」
Ethan 的见证
「Beyond Brisbane Project 帮助我重新

调整分享福音的焦点。 分享信仰的信
念促使我增进与上帝的关系和关注他
人的信仰，使我能够与不同文化和语
言的人进行有意义的交流。我的下一
步是继续跟进和培训他人，并努力参
与人们的属灵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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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的开端
随着我们进入新的事工季节，昆士兰大学第一学期
有 13 个学习周，我们期待着努力「要得神在基督耶
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腓立比书 3:14b ）
属灵运动推动者
我们在 2020 年回顾了学生领袖
（MB）的工作，并建议 2021 年
需要的改变后，我们提出了
“Movement Multiplier”（MM）
的概念。这概念是激励 MM 们的
祈祷和承诺：*跟随耶稣并与祂
建立关系；*愿意付出时间对学
生进行门徒训练；*帮助带领查经；*与其他昆士兰
大学海外留学生建立团契和基督徒社区；*帮助带领
和协调其他交谊活动。
校园团契和家庭小组
Catalyst 是个设于校园的团契，
特别欢迎新生参加，而 Houses of
Peace (HoP) 是个基于家庭的小
组，建立组员真诚信任与接纳。
今年 ISM 开始以组合模式运行：
1 个 Catalyst 聚会夹着 3 个 HoP
聚会，我们希望能够培养出更深
厚彼此尊重的团契。
弟兄团契 Men’s Ministry
弟兄团契事工的目标是通过聚
会、祈祷和问责，培养年轻人过
着敬虔的生活和相互支持。三个
男宣教士 Larry、Joshua 和 Ken 带
领着一群男生，培养训练他们，
成为未来的领袖，我们称这群组为 Burrito Boys。
夏令会 Breakthrough 2021
Breakthrough 2021 夏令营于 3 月
26 至 28 日举行，营会的主题是
Running Together on Mission，主讲
者是 Dan Paterson，他概览圣经的
教导去明白上帝的旨意，鼓励我
们为万民作见证，参与宣教的行列。在营会中 Ken
和 Florence 也有教学的工作。
重新安排的复活节外展活动
在昆士兰大学复活节前一周安排
了为期 3 天的外展活动，名为
Food for Thoughts，向学生免费赠
送十字面包，以听取他们对复活
节的想法。因在布里斯本突发的
Covid-19，封城措施推迟了这活动，现将活动改期为
4 月 13 至 15 日，我们将有许多的基督徒学生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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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Ken 和 Florence 在 1 月 26 日的澳
洲国庆日庆祝我们 35 周年结婚
纪念，我们的儿子 Michael 在 1
月份庆祝他的 32 岁生日。 Ken
的右肘康复情况渐好和稳定。复
活节过后，我们在家休息一周，
在此期间撰写本期祈祷通讯，这
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休息
一会，从新得力，准备好在本学
期的第二阶段工作。我们希望这
祈祷通讯能顺利到达您那里，带
着我们的关怀与祝福，让您知道
我们对你们的懐念，并希望我们
在您的祷告中，继续关注我们的
事工旅程。
感恩和代祷
• 赞 美 主 ， 布 里 斯 本 暑 期 宣 教 培 训 班 （ Beyond
Brisbane Project 2021）顺利结束，并有以下成果：
i.认识了许多大一同学和其他级别的海外留学生；
ii.在国际友谊之夜有 85 人参加，其中 31 位是新朋
友；iii.首次的 Catalyst 团契有 37 名同学出席，其
中有 12 位非基督徒；iv.随后组织了一次交谊活动
到 Bribe Island 海滩旅行，参加人数众多。为我们
能把握时机（Kairos）祈祷，在这些场合可以分享
福音、探讨信仰和邀请同学们学习圣经。
• 为愿意委身成为装备门徒的属灵运动推动者祷
告，他们能装备齐全，带领小组并分享福音。他
们每隔两周见面，交替于周四中午在校园午餐和
周三晚上在家中晚餐， 祈祷有更多的学生参加。
• Florence 的 门 训 学 生 有 Levi 、 Belle 、 Della 和
Vivian，她并且指导一些海归同学，而 Ken 则门训
Allan 和 Owen，并辅导一些心灵需要的同学。祈
祷 Levi 愿意成为一个忠心的门徒装备精兵，而
Allan 则热衷于参与事奉和学习。
• 为 Larry 、 Joshua 和 Ken 今 年 发 展 的 弟 兄 团 契
（Burrito Boys）祷告，让更多男生参加。
• 为复活节后在昆士兰大学校园的外展活动祷告，
盼望于 4 月 13 至 15 日重新安排的活动“Food for
Thoughts” 能与学生展开有意义的对话。
• 在新学期开始，求上帝使 Ken 和 Florence 保持健
康，并减轻 Ken 从右肩到右肘的疼痛，使他可以
安然入睡。

愿怜恤、平安、慈爱多多地加给你们！
犹大书 1:2
主内
Kenneth (伟强) and Florence (少英)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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