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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及伙伴同工
这份通讯是 2018 年最后的一期，它本应在上月 2018
年底发布，但由于特别原因，这期通讯需要于这月
2019 年初发出。首先，让我们在祷告中表达衷心的
感谢和上帝的祝福：

愿上帝把一切都更新 (启 21:1-5)，引领我们渡过新的
一年。求上帝让我们天天向善，彼此相劝，并远离
恶事，求圣灵引领我们明白并归向真道。我们祈求
信心和良善，智慧和力量，使我们坚强勇敢，荣耀
上帝。我们祈求上帝使我们免于诱惑和陷阱，能够
站稳脚步，并坚定立场。求主保守及坚固我们的家
人和朋友，在未来的一年里，给予身心灵的健康。
愿圣灵帮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愿我们在这个
不稳的世界中发挥作用，作盐作光，带出和平与希
望。愿我们打开心灵的耳朵，明白主的旨意，聆听
祂的声音，并按着主的话语而行，跟随祂的道路。
在这新的一个年里，愿荣耀颂赞归于上帝。

庆祝 60 岁的生日
Florence 和 Ken 于年底年满 60
岁。在澳洲定居 25 年后，我
们利用这个回港的机会在香港
庆祝我们的生日。我们的儿子

Michael 在这次旅程中也
和我们同来。在我们的

家庭聚会中，我们表达感
谢之情，并给予他们祝
福。

向教会报告事工
除了澳洲本地教会的支持
外，我们很感恩得到在香
港我们受浸和培养的香港
循道卫理联合教会的支

阿们。
从校园到家园
随着布里斯本专上院校学术日程的结束，正如上期
通 讯 提 到 的 Catalyst 团 契 ， Farewell 告 别 聚 会 和
Shindig 毕业宴，Power to Change 的校园活动也步入
尾声，随着昆士兰省宣教组的同工同乐日后，我们
也启程到香港，开展了约一个月长的休假（11 月 16
日- 12 月 12 日）。

持。在这次访问期间，我们
在那里成长的爱华村堂崇拜;
我们到支持我们事工
的沙田堂参与祈祷
会，并被邀请参加堂
区会议，我们向沙田
堂介绍我们在澳洲的
校园事工。

昆士兰省同工同乐日
在感恩的情怀下，我们
昆士兰省宣教同工在
Seventeen Miles Rock Park
庆祝事工季节的结束。
我们感谢上帝一年来的
施恩和 祝福 ，引导 我
们校园 的事 工。我 们
有一位同工患了癌
症，我 们为 她祷告 ，
祈求上帝的医治。
回归宣教
这次回港原本是休假，但却意想不到成为一个特别
的回归宣教。我们不仅相见了家人和朋友，向教会
报告事工，会见事工伙伴，我们还探访了学生以及
他们的家人。蒙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与未信主的家
人一起谈神的话，我们带领了一位家长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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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学园传道会
我们很兴奋能够参观其他在香港学传事工，并会见
那里的同工。在 Lowei
的介绍下，我们到香
港 大 学 HKU 参 加 了
HKCCC 的祷告会，在
分享校园事工时，我
们非常高兴看到 Tom
Jarrett ， 他 是 我 们 UQ 的
MB，现在于 HKU 作交换
生。另一天，我们到 Ken
毕业的香港理工大学
HKPolyU 探访我们的事工
伙伴，我们游览校园时，
发现了 PolyU 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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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我们的事工伙伴
这次旅行让我
们有机会亲自
会见我们在香
港的事工伙伴。
我们感谢他们
对我们事工的
持续支持，并
珍惜每个人的
友谊，我们铭
记他们对我们
很多方面的鼓
励。他们的代祷、奉献和关怀，激励了我们每一天
在校园甚至在家园的工作，向许多有需要的人传福
音和栽培。

探访我们的回归学生
这次旅程还让我们有机会探访我们过去回归的 学
生，我们为他们现在和未来的生活而感
恩，因为我们看到他们有的
已受洗和安顿工
作; 有的已订婚
和计划将来;有
的已结婚而成家立室;
有的已成父母而养育
孩子。然而我们仍继续守望、接
触和关心那些绝望而回并需要帮
助的学生。

服侍学生的家庭
我们很高兴能探访一些
学生的家庭。 Tik 毕业
于 Griffth University，他
已成家，我们和他父母
Ricky 和 Winnie 共进晚

圣诞节和新年
我们提过本期通讯需要延迟发送，是因为我们希望
把这节日期间的生活近况告诉你们。回澳后我们接
触仍然留在布里斯本的学生，Rosalind 和 Sabrina 完
成她们的硕士课程，Sabrina 正寻求博士研究课程，
而 Rosalind 则与 Stephen 一起回国。
在圣诞前夕崇拜中，
我们认识了在昆士兰
大 学 医 学 研 究 所
QIMR 工作的 Kylie，
她有心意帮助海外留
学生，所
以我们邀请 Kylie 和一群
昆士兰大学的博士生到我
们家里吃饭，讨论人生和
分享生命见证。元旦祈祷
会上，我们认识了一位在 Griffith 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的 Kelvin，他正想参与校园的海外留学生事工。
家事分享
Florence 和 Ken 终于可在元旦日休息一天，我们去了
Maleny 山上退修，在我们
反思的过程中，2018 年的
通讯主题总结了一年的回
顾与前瞻。就是在一个新
的和重新开始的时刻，我
们看到了校园事工开辟了
新的基础，活在上帝荣耀的故事里，我们又看见待
收的庄稼而作工，从撒种到收割，从校园到家园，
回应上帝的呼召。
感恩和代祷事项:
• 赞美主，Tik 的父亲 Ricky 接受了基督。求主让他
在信仰上成长，家人在身心灵健康。

餐，餐后我们到他们家里
闲谈，我们从健康的问题
而谈到永生的需要。通过
四个属灵的定律，Ricky 决
定信主和接受耶稣基督。

回应神的呼召
回港休假卻成了回家使命，我們看到新的異象：從
校園到家園，從學生到他們的家庭，從澳洲到 萬
民，上帝甚至呼召我們到遠方。在港期間，有兩個
在東亞地區我們關顧學生
的家庭，邀請我們到他們
那裡探訪，經過禱告和考
慮，我們回應並去了。

• 为 May, Sabrina, Rosalind and Stephen 毕业回国祷
告，他们能继续信仰生活并找到合适教会。
•

赞美主，Sam 已在香港安定下来。他在职场回应
非基督徒的同事们有关基督教的信仰，为 Sam 能
够凭信心建立属灵运动而祷告。

•

感谢主，我们能与在港的兄弟兄姐妹渡过愉快的
时光，愿我们分享的福音在他们心里动工。我们
亦感谢教会和事工伙伴的持续支持。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
的 成 就 一 切 ， 超 过 我 们 所 求 所 想 的。
以弗所书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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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th (伟强) and Florence (少英)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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