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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朋友及事工夥伴
隨著 9 月至 12 月季度的過
去，標誌著本年度下學期的
結束；我們學生的畢業典禮
舉行後，2021 年也隨隨告一
段落，這季度給我們帶來澳
大利亞夏季的炎熱和陽光。
由於 Delta 病毒變體，澳洲
努力穩定了 COVID 的影響，直到 12 月中旬，我們
才度過了一段相對平靜的時期，但現在 Omicron 病毒
變體的突發，讓我們大吃一驚，隨著迫切的威脅，
它引發了疫情大流行似曾相識的感覺。 因此，Ken
和 Florence 以祈求主醫治大地的禱文開始這期通訊：
「 這樣，你的光就必發現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醫

治要速速發明，你的公義必在你前面行，耶和華的
榮光必做你的後盾。」 (以賽亞書 58:8)
上帝的旌旗
聖誕節和新年在一年的日子中，
是人們心裡最美好的時光，但它
真正的意義，不是人們喜歡的聖
誕鐘和閃亮掛飾，也不是呈現給
人們的商業消費主義，聖誕節和
新年提醒我們上帝的慈愛和耶穌
基督給我們的恩典。雖然我們似
乎一直與 COVID 病毒的無形敵
人搏鬥，但上帝的慈愛和耶穌基督的恩典仍然堅定
不移，我們可以站穩腳步，因為上帝的旨意如出埃
及記中所描述的那樣堅定不移：「 摩西築了一座
壇，起名叫耶和華尼西。」(出埃及記 17:15) 當以色
列人戰勝亞瑪力人時，摩西呼喊上帝勝利的旌旗 - 耶
和華尼西 Yahweh-Nissi。如曙光快在黎明中破曉時，
我們將要迎接迎新的一年，所以我們寫下這期 以
“上帝是我的旗幟”為主題的祈禱通訊，以提醒我
們知道神是永遠與我們同在，祂不會離棄我們 (希伯
來書 13:5)，耶穌基督是得勝的，靠著主耶穌，祂必
給我們勝利(哥林多前書 15:57)。
暑期短宣項目
隨著校園季度的結束，也標誌著
Power to Change 暑期短宣項目的
開始，讓我們可以為明年的校園
事工提前做好準備。暑期短宣項
目的異象是讓學生“為使命做好
準備，為生命作好見證”。暑期短宣項目的使命是
通過社區宣教，培養學生成為門徒訓練者，他們將
學習、成長並服事於澳洲和海外的福音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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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岸旁和在校園裡
暑期短宣的目的是每年接觸在澳洲海岸慶祝的高中
畢業生，和歡迎將在大學校園啟讀的新同學。
海岸旁的高中畢業生(Schoolies on the Coasts)
Gold Coast Schoolies 是昆省 (QLD) 的短宣項目，於
2021 年 11 月 20 日至 12 月 4 日舉行，來自 Brisbane
各大學的學生向高中畢業生分享福音和真理。

Summer Project Rye 是維省 (VIC) 的短宣項目，於
2021 年 11 月 22 日至 12 月 6 日舉行，旨在通過詢問
有關生命和上帝的問題與學生分享福音的希望。

SummerSalt Fremantle 是西澳洲 (WA) 的短宣項目，於
2021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日舉行，旨在接觸 Fremantle
海岸的人，並與 Perth 各地的年輕人分享福音。

SummerSalt Central Coast 是新州 (NSW) 的短宣項目，
於 2022 年 1 月 27 日至 2 月 8 日舉行，旨在與海灘遊
客和度假者交流信仰問題，提供有關信仰的答案。

大學校園裡的新生 (Freshmen in the Campuses)
Beyond Brisbane 是昆省 (QLD) 海外留學生事工 (ISM)
的一個佈道和門徒訓練項目，在每年大學的學期開
始時，由我們的 ISM 團隊策劃運行，今年將於 2022
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 12 日舉行。
Beyond Brisbane 2022 旨在培訓學生
在技能、知識和經驗，成為門徒訓
練者，為神的國度進入校園和世
界。 以下是我們參與者的心聲：
Edwin 說：「我將會參與為期兩週的宣
教，目標是通過分享上帝的工作來接
觸校園裡許多的大學生！」
Ocean 說：「我喜歡駕飛機，但我更愛
接觸海外留學生！ 能夠通過分享福音
來支持他們，這真是太好了。」
Sandra 說：「很榮幸加入這個團隊，
看看上帝如何使用我們來擴展祂的國
度，讓人們體驗祂的愛、憐憫、寬
恕、喜樂和希望。」
Bella 說：「置身在接受基督救恩的一
端，我意識到需要在裝備和傳揚基督
福音的重要。」
Welton 說：「加深我與基督的關係，
Beyond Brisbane 敦促我準備向人傳福
音，就像往日人向我所傳的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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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alyst 團契休團
10 月 28 日 Catalyst 團契進行
了今年最後的一次聚會。之
後，學生將開始準備他們的
期末考試。由於 ISM 將在
UQ 休會，我們向學生們表
達了充心的祝福。

家事分享
2021 年固然是充滿挑戰的一年，
但也是堅持不懈的一年，在疫情
封城和社交距離的限制中，生活
仍在繼續。在與學生交往和屬靈
對話中，常常會接觸到關於他們
更深層次的生活問題，許多像這
樣的交流，常會與學生們發展成
教牧關懷的關係。當我們關心他
們時，有時我們會感到壓力和疲
乏，Ken 和 Florence 很感恩和感謝
Jim 和 Joy 分別成為我們的導師，
在這些情況下幫助我們。
Ken 和 Florence 在本期祈禱通訊結
筆時，我們感恩地向您們致以慶
祝聖誕的喜悅，並願您們在指望
中迎接新的一年。

UQ ISM 團隊年終會議
11 月 3 日，我們 UQ ISM 團
隊舉行了最後一次會議。事
實上，這是充滿挑戰的一
年，之後我們共進午餐，因
為這將是這個 UQ ISM 宣教
隊工最後一次的會議。
布里斯本同工同樂日
來自布里斯本各宣教隊工的
宣教同工於 11 月 5 日聚集在
17 Miles Rock Park 慶祝這年
的結束，聚會結束前差會簡
佈了明年團隊結構的改變。

感恩和代禱
• 感谢主! Ken 門訓 Allan 並和 Edwin 查經一段時間
後，Edwin 在 11 月中接受主基督為個人救主，求
主幫助他靈命天天成長，Allan 和 Edwin 也參加
Beyond Brisbane 2022。

短宣訓練 Brisbane Project 2022 啟動禮
Brisbane Project 2022 由 Josh 和 Ken 共
同策劃，在 2022 年 2 月前兩週在昆士
蘭大學 (UQ) 和昆士蘭科技大學 (QUT)
舉行。11 月 22 日舉行了啟動會議，
概述了該計劃，Chris 解釋合作事工夥
伴發展 (MPD) ，也作了差遣祝福。
學生接受基督
讚美主，我們看到學生接受耶
穌基督為他們個人的救主，他
們是 Claire 和 Edwin，作為新信
徒，我們祈求他們繼續在信仰
上成長，並過得勝的生活。

• 為回國的畢業生代禱，求主堅固她們的信心，能
找到合適的教會和工作。
• 為 Ken 和同工 Josh 籌備 Beyond Brisbane 2022 (1 月
31 至 2 月 12 日) 禱告；為 13 名學生參加 Beyond
Brisbane 代禱，他們要籌款資助參加這訓練，求主
预備，通過這培訓有效地分享福音和訓練門徒。

Edwin
Claire

事工團隊崗位變更
2018 ISM
昆士蘭宣教團隊明年將進行
重大變更，Florence 將加入新
的 Southern Brisbane Team，在
UQ 以 ISM 為重點，Ken 將申 2021 ISM
請 UQ 的校牧 (chaplain)，仍服事於 Power to Change。
畢業學生們的動向
今年 Florence 在 UQ 遇到了 7 名於本年畢業的學生。
他們有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他們都來到 Florence 的查
經班，有些人從不冷不熱轉為熱誠，也有人決定歸
信主耶穌基督。Florence 很感恩，因為每個學生都能
畢業。Della、Bingbing、Claire 和 Karlie 回國； Sia 和
Henry 搬 到 南 澳 繼 續 升 學 ； 而 Jasmine 決 定 參 加
Beyond Brisbane 2022 的短期宣教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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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Ken 和 Florence 在 2022 年轉组代禱：
- 當 Ken 完成 Beyond Brisbane 短宣訓練後，他會
向昆士蘭大學(UQ)學生服務處(Student Services)
申請代表學 園傳道會 (Power to Change)的 校牧
(chaplain) 崗位，求主成就這職份。
- 為 Florence 在 2022 年轉入新的事工組 (Southern
Brisbane Team)，與本地同工服事澳洲本地同學
及海外留學生，求主幫助 Florence 很快適應，也
使用她在 UQ 校園事奉得力。
• 記念在澳洲以至全世界受 COVID 疫情影響的人，
為他們能恢復健康和免受感染而禱告。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
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
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以賽亞書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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