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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朋友及事工夥伴
從 2021 年 7 月至 9 月的一
季日子裡，我們跨越了昆
士蘭省大學課程第 2 學期
的上半部，我們也渡過了
澳大利亞的三個月冬天。
雖然布里斯本剛剛從最近
的幾次 COVID 肆虐中安頓下來，但我們的心乃掛念
著鄰近的新南威爾斯省，那裡正在有一系列嚴重的
COVID 爆發，我們的許多同工和學生都在那裡忍受
著困難的時刻，因此，Ken 和 Florence 願以平安的禱
告去開始這期的通訊：「 耶和華又要給受欺壓的人

做高臺，在患難的時候做高臺。耶和華啊，認識你
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沒有離棄尋求你的人。」
（詩篇 9：9-10）。
上帝必預備
當我們認識到上帝是我們在患難
中的避難所和高臺，祂的供應就
會在乎人所想所求中實現，正如
創世記 22:14a 的描述：「亞伯拉

罕給那地方起名叫耶和華以
勒。」亞伯拉罕起名耶和華以勒
Yahweh-Yireh，是面對上帝的預
備都帶著毫無疑問的聽從、從不
間斷的順服和堅定不移的信心。 因此 ， 我們願以
“上帝必預備”為這期祈禱通訊的主題 ， 願人們在
身心靈的供應 ， 得蒙保守：「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

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
神。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
你們的心懷意念。」（腓立比書 4：6-7）。
跨越校園
於多年校園事工中，在傳福音
和門徒訓練的經歷裡，我們在
許多方面，都切身走進同學們
的生命領域裡，包括他們的學
習、人際關係和日常生活的需
要。雖然我們會在事工中設立
一些合理的界限，但在許多情
況下，我們可亦會與學生們一
起跨越校園的界限，在重要的生命時刻，和他們一
同走過。在我們的經歷中，也許有些令人深深感動
人的場境，有的是婚禮，也有的是葬禮，當這些時
刻過去後，都會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合宜的關
懷牧養，能幫我們跨越校園，與學生們走過珍貴的
生命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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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禮和葬禮
在這季裡，我們的國際學生群體 (ISM) 中，看到歡欣
的婚禮，也看到傷感的葬禮。
幸福的婚禮
我們非常榮幸能夠參加 2021
年 9 月 18 日 Emma 和 Dante
的婚禮，我們祝福他們一生
相愛和幸福，在這美好而幸
福的人生旅程中，當他們共
同建立生活時，願未來的歲
月充滿持久的喜樂，願他們的愛每天增加，願他們
的婚姻像他們的信仰一樣堅固，願上帝祝福他們。
莊嚴的葬禮
Ken 對 Henry 敬愛和受人尊
敬的父親逝世表示最深切的
同情，Ken 為 Henry 在一年
內失去雙親而感到難過，雖
然我們理解 Henry 對其剩餘
家庭成員有著無法衡量的責
任，然而我們祈禱 Henry 和他的兄弟姐妹能夠堅強生
活，願上帝每天保守他們。
關懷和被關懷
我們關懷和牧養學生，培養他們在靈性上的成長，
並將日常的關懷牧養，轉化為傳福音和門徒訓練。
關懷學生
Ken 在一次查經聚會中遇到
Ali，當看到在路加福音 15 章
經文，談到關於生命的失喪
和尋回時，Ali 在他個人的領
域裡，對生命的意義和價
值，有著深層的疑問。從那
天起，Ken 與 Ali 有定期的會面，探索他的疑問，並
在信仰中追求答案。
導師的關懷
Ken 和 Florence 很感恩 Jim 和
Joy 作為我們的導師，他們
都是非常成熟的基督徒，在
我們在事工和個人生活的指
導上，他們幫助我們很大。
當我們關懷他人的同時，我
們也意識到需要別人的牧養，Jim 和 Joy 是我們不可
或缺的顧問和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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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近況消息
Florence 在今年八月間已踏入第 6 年在大學校園宣
教，她最大的感恩和安慰是學生的生命改變和靈命
成長。
Claire 接受基督
Claire 跟 Florence 查經一段時間
後，在 9 月 9 日 Claire 決定接
受耶稣基督為她的個人救主，
Florence 會繼續栽培 Claire 的靈
命成長。
Della 回到家鄉
Della 已 返 回 薩 摩 亞 ， Florence
仍在網上門訓她。Della 分享：
「我們每週通過 FB Messenger
會面一次， 討論但以理書。通
過學習，我的信心得到了加
強， 但以理書教導我明白，我
們的主是應許的主， 我必須謙卑自己和承認祂。」
Rashmi 和 Vicky 近況
Rashmi 已在雪梨工作，疫情封關三個
月。當她看到詩篇 93：4「耶和華，
在高處有能力。」她就想起以前與
Florence 查經，知道在困難中，神是
看顧的神。
Vicky 告訴 Florence，她的婆婆已昏
迷幾天了，為她祈禱。Florence 懇切
祈求主，使婆婆增加籌歲，Vicky 可
向她傳揚神的能力，會领她歸主。
感谢主! 她甦醒了，Vicky 期待醫院
開放，與婆婆分享福音。
學生的門徒訓練
因受疫情的影響，校園宣教事工的學生人數減少，
我們正思想新的門徒訓練方向。
女新生的門訓
這學期 Catalyst 沒有女新生，
正是神開路，我們被邀請到
JUST 團契分享校園事工，感謝
主! 即日女生 Jasmine 回應，讓
Florence 在校園門訓她。
男新生的門訓
Ken 現指導 Allan 怎樣向 Edwin
作門徒訓練，Allan 是基督徒而
Edwin 則是募道者，他們是好
朋友，Ken 正悉心塑造 Allan 成
為耶穌門徒栽培者，從而幫助
Edwin 更進一步靠近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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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接種 COVID-19 疫苗的訊息，似
乎佔據了我們每天的新聞頭條，
澳洲政府已經採用了廣泛的
COVID-19 疫苗接種政策，推行
國家全民接種行動。 因為我們的
工作需要接觸很多人，所以具有
免疫能力是很重要的，因此我們
必須全面接種疫苗。由於我們身
體 對 疫 苗 的 反 應 不 同 ， Ken 和
Florence 參加了不同的疫苗接種
計劃，Ken 在公立醫院接受 Pfizer
疫苗注射，Florence 則在家庭醫
生診所接受 AstraZeneca 疫苗注
射。我們許多的公共設施和交通
工具都必須使用“Check In Qld”
應用程式，即使在 Power to Change 的事工中，我們
也需要為參與活動的學生和同工設置簽到記錄。
感恩和代禱
• 感谢主 Claire 接受耶稣基督為她的個人救主，為
Claire 禱告，求主堅定她的信心，靈命天天增長。
也為 Della 能找到一份新的工作禱告。
• 感恩 Vicky 的婆婆已經恢復意識，為她救恩代
禱，Vicky 能到醫院探望她，分享福音。
• Ken 和 Florence 已與 12 個未信主學生查經，求聖
靈感動，使他們早日歸主。
• 為 Florence 和同工 Genevieve 籌備計劃 10 月 22 日
的全日 Power to Change 昆省宣教士祈禱日，求主
當天一切運作顺利，請為敬拜隊和托兒服務的需
要代禱。
• 為 Ken 和同工 Josh Wong 籌備 Beyond Brisbane
2022 (由 1 月 31 至 2 月 11 日) 為期兩周短宣訓
練，學生報名截止日期 11 月 6 日。
• 為在澳洲以至全世界於 COVID-19 疫情中受害的
人，能恢復健康和免受感染禱告。

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
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
耶利米書 2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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