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n & Florence’s Newsletter
Connecting People to Jesus
and each other on Campus
www.powertochange.org.au

(耶和華拉法 -上帝的醫治)
Volume 6 Issue 2
Apr-Jun 2021

親愛的朋友及事工夥伴
2021 年的上學期過去了，回顧過
去 6 個月日子的大學校園事工，
總帶著複雜的心情。在第一季
中，我們欣然看到布里斯本暑期
短宣培訓班 2021 的完滿結束；
學生領袖們（Movement Multiplier
MM）的重新委身和承諾；校園
的團契（Catalyst）和家庭小組（Houses of Peace）的
互相配合和共勉。然而，在第二季裡，我們則帶著
些沉重的心情，因為我們所居的城市受到新冠疫情
的威脅，布里斯本市分別在 4 月和 6 月需要封城，
我們大部份同學在這裡都安然無恙，但他們有個别
的親人在海外的家鄉遇難。因此，Ken 和 Florence 願
以同心禱告，開啟本期祈禱通訊：「 我的心哪，你

要稱頌耶和華；凡在我裡面的，也要稱頌他的聖
名！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的一
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醫治你的一切疾
病。」（詩篇 103:1-3）。
上帝的醫治
聖經裡有多個上帝的名稱，每個
名稱都揭示了祂在某個方面的屬
性。耶和華拉法 Yahweh-Rophe 是
其中的一個名稱，希伯來文的意
思是上帝的醫治（出埃及記
15:26b），拉法在整個舊約中被使
用了 60 多次，神應許醫治、治愈
和康復。這是我們的指望，確信得到耶穌的祝福：
「耶穌下了山，有許多人跟著他。 有一個長大痲瘋

的來拜他，說：『主若肯，必能叫我潔淨了。』耶
穌伸手摸他，說：『我肯，你潔淨了吧！』他的大
痲瘋立刻就潔淨了。 耶穌對他說：『你切不可告訴
人，只要去把身體給祭司察看，獻上摩西所吩咐的
禮物，對眾人做證據。』」（馬太福音 8:1-3）。 所
以，我們引用“上帝的醫治” 作為本期祈禱通訊的
主題。
復活節後的外展活動
由於布里斯本市的 COVID 封
城，為期 3 天的昆士蘭大學
復活節後外展活動被重新安
排在 4 月 13 至 15 日舉行，向
學生贈送十字麵包以聽取他
們對復活節的想法。我們感
恩能夠與一些新同學進行屬靈對話，並能在接下來
的數週繼續與他們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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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近至遠的學生見證
海外學生事工（International Student Ministry ISM）的
本質並不受地域遠近距離的限制，為了應付 COVID
的情況，我們擴展了對近在咫尺和身在遠方學生的
關懷和門徒訓練。
Della 的見證
「以賽亞書 49 章 15 節浮現在

我的腦海中：『婦人焉能忘記
她吃奶的嬰孩，不憐恤她所生
的兒子？即或有忘記的，我卻
不忘記你。』，使我回憶起在
2021 年的上學期，我身處於昆
士蘭大學的 Market Day 活動中，我坐在一女士身
傍，她是位 Power to Change 的同工，正在談論基督
和救恩的信息。我不覺地決定與這位女士分享上帝
在我家中施行神蹟奇事的見證，同時我亦分享我在
基督信仰的重擔和問題。我被邀請參加第一次
Catalyst 團契，在那裡我認識了 Florence，她問了我一
個基本的問題：『我認為我會去天堂嗎？』我立即
回答“不”並分享我的感受，我是個罪人，也是個
酒鬼，儘管是基督徒，但我的心充滿了憤怒和傷
害。Florence 對我進行了門徒訓練，從那時起我們每
週都見面並探索主的話語，這些會面重振了我逐漸
衰落和充滿疑慮的信心，我學會了饒恕並尋求主的
饒恕和接納，我開始向我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朋友
分享我在課程中領會的經文。與遇到 Power to Change
同工之前相比，我現在處於一個更好的光景。我逐
漸意識到，這些會面不是巧合，而是主的奇蹟在帶
領，祂沒有離棄我，也沒有忘記我。」
Mona 的見證
「我很感謝神將 Florence 帶到

我的身邊。過去的這一年我經
常承受身體和精神的壓力，學
業和工作的輪番“轟炸”讓我
時常處於情緒崩潰的邊緣。不
過我特別感恩過去的一年，正
是各種各樣的壓力把我推到神的面前去尋求祂的幫
助。尤其是在與 Florence 的交談和查經中，通過聖經
的人物—路得和但以理，讓我學習神在人身上的工
作和在遇到困難時身為基督徒要如何面對。雖然我
們是通過網絡的形式，不能面對面的交流，但是每
一次都能看到神透過 Florence 向我傳達的信息。此外
還要感謝 Florence 一直為我的學業、工作、靈修等方
面的代禱，讓我不至於在低谷時失了信心。
M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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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期的最後一次 ISM 團隊會議
ISM 團隊於 6 月 16 日在我們家
中舉行了上學期最後一次的會
議，會後我們轉到一家日本餐
廳進行慶祝、告別、反思並共
進午餐。當渡過了上學期的完
結時，我們慶祝新信徒歸向基
督和舊信徒信仰復興；我們告別海外實習生完成學
習，返回工作或被差遣到禾場；我們並反思上帝如
何在工作中帶領我們走過挑戰。
學期休假期間的款待
學期之間的休假不一定會導致事工的停頓，恰恰相
反，學期休假讓我們有時間與事工夥伴溝通和建立
關係，也可關懷和牧養學生，為此，我們在這個休
息時間在家中舉辦了 2 次聚會。
6 月 18 日的聚會
這聚會是為一群印度學生而舉
行，他們有印度教和天主教的
不同信仰背景，我們還邀請了
一位同工和一位教會朋友來與
他們分享基督教的信仰。

家事分享
傳福音可有疲憊，但也可以是一
種自然而令人滿足的生活方式。
在這幾個月裡，Ken 和 Florence
體驗了 傳福 音成為 生活 的一部
份 。 在 一 天 的 黃 昏 ， Ken 和
Florence 到 Wellington Point 看日
落，當我們作自拍的時候，有個
女孩自願過來幫忙，之後我們聊
了很久，這女孩名叫 Zoey，是
個昆士蘭大學的學生，我們邀請
她參加我們前面提到的聚會。在
同一個聚會中，我們認識到一個
叫 Ella 的女孩，她也是昆士蘭大
學的學生，我們邀請她來我們當
地的教堂參加主日禮拜，她果然
來了。又一天，我們來到 Toowoomba 探訪我們的事
工夥伴，當我們在公園散步時，遇到了一位女士和
她的小兒子，在言談中她向我們透露，他們剛剛和
丈夫兒子一家到澳大利亞定居，來了 Toowoomba 祇
有數月，她發覺自己剛懷了身孕，因感到生活還未
適應，正考慮墮胎，我們和她一起祈禱，她接受了
基督並願意珍惜剛懷的胎兒。

6 月 25 日的聚會
這次聚會是為一群中國學生而
設，他們混合著信徒和非信
徒，我們看耶路撒冷考古紀錄
片，分享生命的見證，並一同
討論對聖經真理含義的解釋。

感恩和代禱
• 感恩昆士蘭大學復活節後外展活動完滿結束，能
與新同學進行屬靈對話並繼續與他們會面。

QLD/NSW 年中冬令會 (MYC) 2021
昆士蘭州和新南威爾斯州聯合年中會議（MYC）定
於 6 月 28 日至 7 月 2 日在 YMCA Camp Warrawee 舉
行，主題是“祢的國降臨”，主講者是 Peter Luu，
他引用聖經路加福音，講述關於天國降臨的意義：
存在、追求、内涵和旨意。

• 頌讚主! 在六月份我們邀請兩组非基督徒學生來晚
飯，以慶祝考試完畢。谢谢有宣教心志的朋友如
Adrian, Kelvin 和 Jiali 來幫忙，願主報答他們。當
晚聚會大家樂融融，鼓勵兩位未信主同學已參予
教會崇拜。求主引领其餘未信主的同學也有興趣
到教會崇拜。

局部的封城
由於新南威爾斯州的 COVID
爆發，會議在局部封城下展
開，我們新南威爾斯州的參與
者無法前來，但我們昆士蘭州
的參與者仍小心翼翼地全心參
與這會議的程序。

• 感谢主，MYC 鼓勵到 Allan 在第一次參予找朋友
分享福音，非常興奮，為此感恩，為他日後喜愛
傳福音禱告。

全面的封城
一天後，由於昆士蘭州的
COVID 爆發，昆州也封城，會
議不能在實地進行， 我們轉移
到網上繼續，感恩所有主講課
程、大多數的研討會和培訓班
都能夠順利完成。

親愛的兄弟啊，我願你凡事興盛，身體健壯，正如
你的靈魂興盛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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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Florence 門訓 Della 和 Mona，他們終於在
Sem1 畢業了。求主祝福她們前面道路，愛主更深
並繼續擴展屬靈運動。

• 在 Sem2，Ken 和 Florence 會跟進十二個未信主的
同學，為撒種，種子生長禱告，在回國前歸主。
• Toowoomba 的女士在 7 月 7 日信主，為她在信仰
上繼續扎根，為她剛懷的胎兒健康成長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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