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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朋友及事工夥伴
在布里斯本的 Ken 和 Florence 向您們問安！這期的祈
禱通訊是我們在 2020 年於澳洲秋季出版的第二期季
刊。在這秋盡冬始的日子裡，我們經歷了持續的疫
症危機（COVID-19），在此先
讓我們用感谢的心去禱告：
「天父上帝，當我們感到不安
定時，請幫助我們保持平靜；
在恐懼使我們難以承受時，請
幫助我們知道祢與我們同在；
幫助我們以同理心向也有恐懼
的人伸出援手；幫助我們在社
區隔離措施的情況下以愛心與
人保持聯繫，因為從神而來的愛消除所有的恐懼。
祢又向我們應允“ 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

不要驚惶，因為我是你的神。我必堅固你，我必幫
助你，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你。”」
本期祈禱通訊的主題是“不要害怕”。隨著我們生
活在新冠病毒疫症流行隔離的日子，澳洲的季節已
經更替，秋天剛過去，冬天正來臨，布里斯本的天
氣轉涼但並不很冷，大學校園的景色亦在轉變。在
季節的輪替間，我們仍處於
當前的健康危機中要保持謹
慎，然而我們對上帝的信靠
依然。在疫情（COVID-19）
校園限聚守則下，學傳
（Power to Change）便使用
代替方式（online）繼續校園事工。儘管許多的事情
是我們無法控制的，但我們相信上帝的權能，因為
祂是我們的力量和盾牌（詩篇 28：7）。
生活在疫境流行的光景
在四月這個動蕩的月份中，復活節使我們在疫境中
反思，疫境（COVID-19）影響了我們生活的許多方
面。澳洲總理莫理遜（Scott Morrison）勉勵國民，在
這個充滿挑戰的時代，基督的犧牲和復活正是希望
和力量的源泉。他說：
「對於基督徒而言，復
活節期是反思和復興的
時刻，因為當我們記念
耶穌基督的犧牲，祂的
複活和神聖的救贖，帶
來我們在疫境中的希望。今天的生活已經改變，在
未來的歲月裡，它還會繼續改變，國民必須保持社
交距離，儘管我們彼此分隔，信仰彰顯着生命的意
義，使我們在靈裡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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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方式的校園福音事工
至於五月和六月的校園事工，社區隔離措施限制了
我們在團契聚會和查經班與學生會面的方式，我們
必須在網上進行，而
且大多是一對一的。
這種改變從來都不容
易，但它並不打斷我
們的事工，然而這過
程產生了意想不到的積極成果，雖然參加的人數有
所減少，但在地域範圍就有所增加，不僅能在 國
內，還能擴展到國際範圍，我們可以通過網上會議
與跨省學生甚至海外學生會面。
由於健康危機的影響，許多學生面臨各種的挑戰，
一些同學有個人抑鬱、學習壓力、家庭和經濟 問
題。他們需要很多情感緒和屬靈上的
支持。我們與他們同行，並通過運用
聖經的原則去幫助他們解決遇到的問
題。因此，我們根據他們個人的需
要，制定了適當的聖經材料給他們。
讚美主！上帝與他們同工，並回答他
們的祈禱，請繼續為我們事工和他們祈禱。
Leslie 一個海歸學生的見證
Leslie 是來自厄瓜多爾（Ecuador）的學生，一年前畢
業後回國，去年 Florence 是 Leslie 的門訓導師，今年
在疫情中 Florence 繼續與 Leslie 在網上進行門徒訓
練。以下是 Leslie 的見證：
「我去年在昆士蘭大學

（UQ）畢業，在澳大利亞
生活了 5 年。在大學學習期
間，我參與了學傳（Power
to Change）。因此，我與神
的旅程完全改變了，因為我
發現自己可以與神建立個人關係。在我的教會和在
學傳的海外學生事工（ISM）中，使我深受上帝和他
在澳大利亞的子民感動，我憑著信念成長了很多，
又發現自己可以成為事工的一部分。去年八月，我
回到了自己的國家厄瓜多爾，從那時起，我必须困
難地面對許多挑戰，我要再次從新適應一種好像另
類但本屬自己的厄瓜多爾文化、人民和社會價值
觀。由於缺乏工作經驗和人脈，我很難找到工作，
我和家人相處的困擾，也難找到適合的教會，有時
我感到恐懼，由於在尋找工作時缺乏家人的經濟支
持。這絕對是一個挑戰，但我感謝上帝給我兩個朋
友：厄瓜多爾的一個朋友和澳大利亞的 Florence，這
兩人鼓勵和忠告我，並為我祈禱，我認為上帝差遣
了他們在我這些困難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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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在澳大利亞生活了 5 年以來一直沒有掙扎的
所有事情，這幾個月我不得不在厄瓜多爾生活中面
對。但是我必須學會在所有情況下都信靠上帝，並
繼續將我的信仰放在上帝手中。
在 COVID-19 之前，我有機會在短期内有兩項工作，
我一直為一份穩定的工作而祈禱，這份工作薪水高
而且與我的學位有關。我最近收到一個我申請的工
作的電話，他們打算僱用我，所有的招聘過程都是
在我國厄瓜多爾的隔離期間進行。因此，我可以肯
定地說，這是一個真正的奇蹟，許多人失去了工
作，或將會失去工作，這在厄瓜多爾和其他國家都
非常悲慘，但是我感到被祝福能夠在這些所有的情
况中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即使我不夠忠心，上帝仍在回應我的祈禱，當我軟
弱時，祂還是信實的，所以祂就是我的力量。我想
鼓勵您們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候也要相信上帝，並請
繼續為海外學生回國的事情上禱告，他們每個人都
有不同的處境，如果他們周圍沒有成熟的基督徒，
這可能會充滿挑戰。因此請為他們祈禱，能找到適
合的教會，並繼續在自己的信仰上札根，因為上帝
無處不在，祂照顧祂所有的子民。來自厄瓜多爾的
祝福。」
Vicky 一個將畢業學生的見證
自去年 7 月以來，Vicky 一直都參與學傳（Power to
Change）的活動，Florence 指導 Vicky 完成了初信栽
培班（1st Steps）和信徒造就
班（2nd Steps）的課程，之後
又 完 成 海 歸 課 程 （ Returnee
Program）。Vicky 分享了許多
她的信仰成長情況， 她非常願
意與家人、同學和朋友分享福
音。例如，Vicky 的家犬去世
時，她從基督教的角度與她媽
媽分享了關於生與死的信息，
這使她媽媽想到了天堂的意義，另一個例子是 Vicky
邀請她的同學回家吃飯，在那裡她介入屬靈對話並
與他們分享神的故事。Vicky 可以通過聖經的引證和
教導找到真理，她通過禱告的實踐經歷到主耶穌。
讚美主，Vicky 決定在回國前在澳洲受洗。
以下是 Vicky 分享她的外展經驗：「這是我對上帝的

經歷，最近我與很多人談論了神，他們中有些是非
信徒，有些是基督徒。令我驚訝的是，我的同學 MJ
已經成為一名基督徒，但她自己並不知道。她參加
了網上教會的祟拜數次，一天她被聖經的話語感
動，之後作了認罪禱告（Sinner's Prayer）。當上次我
與 MJ 交談時，她問我如何成為基督徒，並與我分享
了這個經歷，我告訴她，據我所理解，你已經是基
督徒了。 上帝的話語多有能力！」

Previous
Newsletters

家事分享
在 4 至 6 月的日子，為了應付新冠狀病毒的健康預
防措施，我們主要的事工和工作，都要留在家中進
行，然而，這也給了我們更多的時間去閱讀聖經和
返思神的話語。祈求上帝保守 Ken 和 Florence 每天在
身體，情緒和心靈健康，及每天有足夠所需供應。
感恩和代禱
• 感恩 Power to Change 本年 7 月 14 至 16 日舉行全
國網上冬令會（Digital Winter Conference DWC），
將超過 400 名學生、宣教士和嘉賓參加。
• 為 DWC 禱告：
-慕道者可從培訓中學習；
-主席和講員在會議中都能與參加者有良好互動；
-技術設置沒有困難；
-宣教士為培訓學員做好充分的準備；
-每個參加者都以開放的心接受神的話。
• 為 Florence 及其團隊在策劃和推廣將於 2021 年 2
月 14 至 26 日舉行的 Beyond Brisbane Project 2021
本地校園宣教而禱告，我們會邀請同學於 DWC
分享他們在本地校園宣教活動所領受的學習及啟
發。之後，我們將每兩週進行一次會議，討論
Beyond Brisbane Project 2021 的籌備。
• 讚美主，Vicky 決定在回國前接受洗禮，為她八月
的洗禮安排禱告。
• 感恩 Ken 在上學期所教導的 5 名學生完成了學
習：Jesse 已完成海歸課程，並準備回國；交換生
Joshua 已完成《生命管理計劃》，並將回家繼續
最後一年的本科課程；David 已結束對哈巴谷書的
研讀；Ken 將會在下學期與 Robindro 和 Luke 商討
新的時間表，繼續分別在耶穌的生平和 PODS 的
進一步學習。
• 祈求上帝保守我們的學生，使他們在信仰中成
長。為目前在學的同學能繼續在下學期順利學習
而禱告，亦求神預備新同學祈禱。
• 祈求上帝的憐憫，止息這場疫症災難，停止新冠
病毒的不斷擴散，讓感染病毒的人得到醫治，保
守人們的身心靈。

窮乏人必不永久被忘，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遠落
空。
詩篇 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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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th (偉強) and Florence (少英) Chan

Page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