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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及事工伙伴
2021 年的上学期过去了，回顾过
去 6 个月日子的大学校园事工，
总带着复杂的心情。在第一季
中，我们欣然看到布里斯本暑期
短宣培训班 2021 的完满结束；
学生领袖们（Movement Multiplier
MM）的重新委身和承诺；校园
的团契（Catalyst）和家庭小组（Houses of Peace ）的
互相配合和共勉。然而，在第二季里，我们则带着
些沉重的心情，因为我们所居的城市受到新冠疫情
的威胁，布里斯本市分别在 4 月和 6 月需要封城，
我们大部份同学在这里都安然无恙，但他们有个别
的亲人在海外的家乡遇难。因此，Ken 和 Florence 愿
以同心祷告，开启本期祈祷通讯：「 我的心哪，你

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
名！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
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
病。」（诗篇 103:1-3）。
上帝的医治
圣经里有多个上帝的名称，每个
名称都揭示了祂在某个方面的属
性。耶和华拉法 Yahweh-Rophe 是
其中的一个名称，希伯来文的意
思是上帝的医治（出埃及记
15:26b），拉法在整个旧约中被使
用了 60 多次，神应许医治、治愈
和康复。这是我们的指望，确信得到耶稣的祝福：
「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 有一个长大麻疯

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
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
麻疯立刻就洁净了。 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
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察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
礼物，对众人做证据。』」（马太福音 8:1-3）。所
以，我们引用“上帝的医治” 作为本期祈祷通讯的
主题。
复活节后的外展活动
由于布里斯本市的 COVID 封
城，为期 3 天的昆士兰大学
复活节后外展活动被重新安
排在 4 月 13 至 15 日举行，向
学生赠送十字面包以听取他
们对复活节的想法。我们感
恩能够与一些新同学进行属灵对话，并能在接下来
的数周继续与他们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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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至远的学生见证
海外学生事工（International Student Ministry ISM）的
本质并不受地域远近距离的限制，为了应付 COVID
的情况，我们扩展了对近在咫尺和身在远方学生的
关怀和门徒训练。
Della 的见证
「以赛亚书 49 章 15 节浮现在

我的脑海中：『妇人焉能忘记
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恤她所生
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
不忘记你。』，使我回忆起在
2021 年的上学期，我身处于昆
士兰大学的 Market Day 活动中，我坐在一女士身
傍，她是位 Power to Change 的同工，正在谈论基督
和救恩的信息。我不觉地决定与这位女士分享上帝
在我家中施行神迹奇事的见证，同时我亦分享我在
基督信仰的重担和问题。我被邀请参加第一次
Catalyst 团契，在那里我认识了 Florence ，她问了我
一个基本的问题：『我认为我会去天堂吗？』我立
即回答“不”并分享我的感受，我是个罪人，也是
个酒鬼，尽管是基督徒，但我的心充满了愤怒和伤
害。Florence 对我进行了门徒训练，从那时起我们每
周都见面并探索主的话语，这些会面重振了我逐渐
衰落和充满疑虑的信心，我学会了饶恕并寻求主的
饶恕和接纳，我开始向我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朋友
分享我在课程中领会的经文。与遇到 Power to Change
同工之前相比，我现在处于一个更好的光景。我逐
渐意识到，这些会面不是巧合，而是主的奇迹在带
领，祂没有离弃我，也没有忘记我。」
Mona 的见证
「我很感谢神将 Florence 带到

我的身边。过去的这一年我经
常承受身体和精神的压力，学
业和工作的轮番“轰炸”让我
时常处于情绪崩溃的边缘。不
过我特别感恩过去的一年，正
是各种各样的压力把我推到神的面前去寻求祂的帮
助。尤其是在与 Florence 的交谈和查经中，通过圣经
的人物—路得和但以理，让我学习神在人身上的工
作和在遇到困难时身为基督徒要如何面对。虽然我
们是通过网络的形式，不能面对面的交流，但是每
一次都能看到神透过 Florence 向我传达的信息。此外
还要感谢 Florence 一直为我的学业、工作、灵修等方
面的代祷，让我不至于在低谷时失了信心。
M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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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期的最后一次 ISM 团队会议
ISM 团队于 6 月 16 日在我们家
中举行了上学期最后一次的会
议，会后我们转到一家日本餐
厅进行庆祝、告别、反思并共
进午餐。当渡过了上学期的完
结时，我们庆祝新信徒归向基
督和旧信徒信仰复兴；我们告别海外实习生完成学
习，返回工作或被差遣到禾场；我们并反思上帝如
何在工作中带领我们走过挑战。
学期休假期间的款待
学期之间的休假不一定会导致事工的停顿，恰恰相
反，学期休假让我们有时间与事工伙伴沟通和建立
关系，也可关怀和牧养学生，为此，我们在这个休
息时间在家中举办了 2 次聚会。
6 月 18 日的聚会
这聚会是为一群印度学生而举
行，他们有印度教和天主教的
不同信仰背景，我们还邀请了
一位同工和一位教会朋友来与
他们分享基督教的信仰。

家事分享
传福音可有疲惫，但也可以是一
种自然而令人满足的生活方式。
在这几个月里，Ken 和 Florence
体验了 传福 音成为 生活 的一部
份 。 在 一 天 的 黄 昏 ， Ken 和
Florence 到 Wellington Point 看日
落，当我们作自拍的时候，有个
女孩自愿过来帮忙，之后我们聊
了很久，这女孩名叫 Zoey，是个
昆士兰大学的学生，我们邀请她
参加我们前面提到的聚会。在同
一个聚会中，我们认识到一个叫
Ella 的女孩，她也是昆士兰大学
的学生，我们邀请她来我们当地
的教堂参加主日礼拜，她果然来
了。又一天，我们来到 Toowoomba 探访我们的事工
伙伴，当我们在公园散步时，遇到了一位女士和她
的小儿子，在言谈中她向我们透露，他们刚刚和丈
夫儿子一家到澳大利亚定居，来了 Toowoomba 只有
数月，她发觉自己刚怀了身孕，因感到生活还未适
应，正考虑堕胎，我们和她一起祈祷，她接受了基
督并愿意珍惜刚怀的胎儿。

6 月 25 日的聚会
这次聚会是为一群中国学生而
设，他们混合着信徒和非信
徒，我们看耶路撒冷考古纪录
片，分享生命的见证，并一同
讨论对圣经真理含义的解释。

感恩和代祷
• 感恩昆士兰大学复活节后外展活动完满结束，能
与新同学进行属灵对话并继续与他们会面。

QLD/NSW 年中冬令会 (MYC) 2021
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斯州联合年中会议（MYC）定
于 6 月 28 日至 7 月 2 日在 YMCA Camp Warrawee 举
行，主题是“祢的国降临”，主讲者是 Peter Luu，
他引用圣经路加福音，讲述关于天国降临的意义：
存在、追求、内涵和旨意。

• 颂赞主! 在六月份我们邀请两组非基督徒学生来晚
饭，以庆祝考试完毕。谢谢有宣教心志的朋友如
Adrian, Kelvin 和 Jiali 来帮忙，愿主报答他们。当
晚聚会大家乐融融，鼓励两位未信主同学已参予
教会崇拜。求主引领其余未信主的同学也有兴趣
到教会崇拜。

局部的封城
由于新南威尔斯州的 COVID
爆发，会议在局部封城下展
开，我们新南威尔斯州的参与
者无法前来，但我们昆士兰州
的参与者仍小心翼翼地全心参
与这会议的程序。

• 感谢主，MYC 鼓励到 Allan 在第一次参予找朋友
分享福音，非常兴奋，为此感恩，为他日后喜爱
传福音祷告。

全面的封城
一天后，由于昆士兰州的
COVID 爆发，昆州也封城，会
议不能在实地进行， 我们转移
到网上继续，感恩所有主讲课
程、大多数的研讨会和培训班
都能够顺利完成。

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
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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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Florence 门训 Della 和 Mona，他们终于在
Sem1 毕业了。求主祝福她们前面道路，爱主更深
并继续扩展属灵运动。

• 在 Sem2，Ken 和 Florence 会跟进十二个未信主的
同学，为撒种，种子生长祷告，在回国前归主。
• Toowoomba 的女士在 7 月 7 日信主，为她在信仰
上继续扎根，为她刚怀的胎儿健康成长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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