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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及事工伙伴
从 2021 年 7 月至 9 月的一
季日子里，我们跨越了昆
士兰省大学课程第 2 学期
的上半部，我们也渡过了
澳大利亚的三个月冬天。
虽然布里斯本刚刚从最近
的几次 COVID 肆虐中安顿下来，但我们的心乃挂念
着邻近的新南威尔斯省，那里正在有一系列严重的
COVID 爆发，我们的许多同工和学生都在那里忍受
着困难的时刻，因此，Ken 和 Florence 愿以平安的祷
告去开始这期的通讯：「 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

做高台，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耶和华啊，认识你
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
（诗篇 9：9-10）。
上帝必预备
当我们认识到上帝是我们在患难
中的避难所和高台，祂的供应就
会在乎人所想所求中实现，正如
创世记 22:14a 的描述：「亚伯拉

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
勒。」亚伯拉罕起名耶和华以勒
Yahweh-Yireh，是面对上帝的预
备都带着毫无疑问的听从、从不
间断的顺服和坚定不移的信心。因此，我们愿 以
“上帝必预备”为这期祈祷通讯的主题，愿人们在
身心灵的供应，得蒙保守：「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

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
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
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 4：6-7）。
跨越校园
于多年校园事工中，在传福音
和门徒训练的经历里，我们在
许多方面，都切身走进同学们
的生命领域里，包括他们的学
习、人际关系和日常生活的需
要。虽然我们会在事工中设立
一些合理的界限，但在许多情
况下，我们可亦会与学生们一
起跨越校园的界限，在重要的生命时刻，和他们一
同走过。在我们的经历中，也许有些令人深深感动
人的场境，有的是婚礼，也有的是葬礼，当这些时
刻过去后，都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合宜的关
怀牧养，能帮我们跨越校园，与学生们走过珍贵的
生命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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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和葬礼
在这季里，我们的国际学生群体 (ISM) 中，看到欢欣
的婚礼，也看到伤感的葬礼。
幸福的婚礼
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参加 2021
年 9 月 18 日 Emma 和 Dante
的婚礼，我们祝福他们一生
相爱和幸福，在这美好而幸
福的人生旅程中，当他们共
同建立生活时，愿未来的岁
月充满持久的喜乐，愿他们的爱每天增加，愿他们
的婚姻像他们的信仰一样坚固，愿上帝祝福他们。
庄严的葬礼
Ken 对 Henry 敬爱和受人尊
敬的父亲逝世表示最深切的
同情，Ken 为 Henry 在一年
内失去双亲而感到难过，虽
然我们理解 Henry 对其剩余
家庭成员有着无法衡量的责
任，然而我们祈祷 Henry 和他的兄弟姐妹能够坚强生
活，愿上帝每天保守他们。
关怀和被关怀
我们关怀和牧养学生，培养他们在灵性上的成长，
并将日常的关怀牧养，转化为传福音和门徒训练。
关怀学生
Ken 在一次查经聚会中遇到
Ali，当看到在路加福音 15 章
经文，谈到关于生命的失丧
和寻回时，Ali 在他个人的领
域里，对生命的意义和价
值，有着深层的疑问。从那
天起，Ken 与 Ali 有定期的会面，探索他的疑问，并
在信仰中追求答案。
导师的关怀
Ken 和 Florence 很感恩 Jim 和
Joy 作为我们的导师，他们都
是非常成熟的基督徒，在我
们在事工和个人生活的指导
上，他们帮助我们很大。当
我们关怀他人的同时，我们
也意识到需要别人的牧养，Jim 和 Joy 是我们不可或
缺的顾问和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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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近况消息
Florence 在今年八月间已踏入第 6 年在大学校园宣
教，她最大的感恩和安慰是学生的生命改变和灵命
成长。
Claire 接受基督
Claire 跟 Florence 查经一段时间
后，在 9 月 9 日 Claire 决定接
受耶稣基督为她的个人救主，
Florence 会继续栽培 Claire 的灵
命成长。
Della 回到家乡
Della 已 返 回 萨 摩 亚 ， Florence
仍在网上门训她。 Della 分享：
「我们每周通过 FB Messenger
会面一次， 讨论但以理书。通
过学习，我的信心得到了加
强， 但以理书教导我明白，我
们的主是应许的主， 我必须谦卑自己和承认祂。」
Rashmi 和 Vicky 近况
Rashmi 已在雪梨工作，疫情封关三个
月。当她看到诗篇 93：4「耶和华，
在高处有能力。」她就想起以前与
Florence 查经，知道在困难中，神是
看顾的神。
Vicky 告诉 Florence，她的婆婆已昏
迷几天了，为她祈祷。 Florence 恳切
祈求主，使婆婆增加筹岁，Vicky 可
向她传扬神的能力，会领她归主。
感谢主! 她苏醒了，Vicky 期待医院
开放，与婆婆分享福音。
学生的门徒训练
因受疫情的影响，校园宣教事工的学生人数减少，
我们正思想新的门徒训练方向。
女新生的门训
这学期 Catalyst 没有女新生，
正是神开路，我们被邀请到
JUST 团契分享校园事工，感谢
主! 即日女生 Jasmine 回应，让
Florence 在校园门训她。
男新生的门训
Ken 现指导 Allan 怎样向 Edwin
作门徒训练，Allan 是基督徒而
Edwin 则是募道者，他们是好
朋友，Ken 正悉心塑造 Allan 成
为耶稣门徒栽培者，从而帮助
Edwin 更进一步靠近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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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接种 COVID-19 疫苗的讯息，似
乎占据了我们每天的新闻头条，
澳洲政府已经采用了广泛的
COVID-19 疫苗接种政策，推行
国家全民接种行动。因为我们的
工作需要接触很多人，所以具有
免疫能力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
必须全面接种疫苗。由于我们身
体 对 疫 苗 的 反 应 不 同 ， Ken 和
Florence 参加了不同的疫苗接种
计划，Ken 在公立医院接受 Pfizer
疫苗注射，Florence 则在家庭医
生诊所接受 AstraZeneca 疫苗注
射。我们许多的公共设施和交通
工具都必须使用“Check In Qld”
应用程式，即使在 Power to Change 的事工中，我们
也需要为参与活动的学生和同工设置签到记录。
感恩和代祷
• 感谢主 Claire 接受耶稣基督为她的个人救主，为
Claire 祷告，求主坚定她的信心，灵命天天增长。
也为 Della 能找到一份新的工作祷告。
• 感恩 Vicky 的婆婆已经恢复意识，为她救恩代
祷，Vicky 能到医院探望她，分享福音。
• Ken 和 Florence 已与 12 个未信主学生查经，求圣
灵感动，使他们早日归主。
• 为 Florence 和同工 Genevieve 筹备计划 10 月 22 日
的全日 Power to Change 昆省宣教士祈祷日，求主
当天一切运作顺利，请为敬拜队和托儿服务的需
要代祷。
• 为 Ken 和同工 Josh Wong 筹备 Beyond Brisbane
2022 (由 1 月 31 至 2 月 11 日) 为期两周短宣训
练，学生报名截止日期 11 月 6 日。
• 为在澳洲以至全世界于 COVID-19 疫情中受害的
人，能恢复健康和免受感染祷告。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
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耶利米书 2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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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th (伟强) and Florence (少英)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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