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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及事工伙伴
随着 9 月至 12 月季度的过
去，标志着本年度下学期的
结束；我们学生的毕业典礼
举行后，2021 年也随随告一
段落，这季度给我们带来澳
大利亚夏季的炎热和阳光。
由于 Delta 病毒变体，澳洲
努力稳定了 COVID 的影响，直到 12 月中旬，我们
才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但现在 Omicron 病毒
变体的突发，让我们大吃一惊，随着迫切的威胁，
它引发了疫情大流行似曾相识的感觉。因此，Ken 和
Florence 以祈求主医治大地的祷文开始这期通讯：
「 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

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
荣光必做你的后盾。」 (以赛亚书 58:8)
上帝的旌旗
圣诞节和新年在一年的日子中，
是人们心里最美好的时光，但它
真正的意义，不是人们喜欢的圣
诞钟和闪亮挂饰，也不是呈现给
人们的商业消费主义，圣诞节和
新年提醒我们上帝的慈爱和耶稣
基督给我们的恩典。虽然我们似
乎一直与 COVID 病毒的无形敌
人搏斗，但上帝的慈爱和耶稣基督的恩典仍然坚定
不移，我们可以站稳脚步，因为上帝的旨意如出埃
及记中所描述的那样坚定不移：「 摩西筑了一座
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出埃及记 17:15) 当以色
列人战胜亚玛力人时，摩西呼喊上帝胜利的旌旗 - 耶
和华尼西 Yahweh-Nissi。如曙光快在黎明中破晓时，
我们将要迎接迎新的一年，所以我们写下这期 以
“上帝是我的旗帜”为主题的祈祷通讯，以提醒我
们知道神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祂不会离弃我们 (希伯
来书 13:5)，耶稣基督是得胜的，靠着主耶稣，祂必
给我们胜利(哥林多前书 15:57)。
暑期短宣项目
随着校园季度的结束，也标志着
Power to Change 暑期短宣项目的
开始，让我们可以为明年的校园
事工提前做好准备。暑期短宣项
目的异象是让学生“为使命做好
准备，为生命作好见证”。暑期短宣项目的使命是
通过社区宣教，培养学生成为门徒训练者，他们将
学习、成长并服事于澳洲和海外的福音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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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岸旁和在校园里
暑期短宣的目的是每年接触在澳洲海岸庆祝的高中
毕业生，和欢迎将在大学校园启读的新同学。
海岸旁的高中毕业生(Schoolies on the Coasts)
Gold Coast Schoolies 是昆省 (QLD) 的短宣项目，于
2021 年 11 月 20 日至 12 月 4 日举行，来自 Brisbane
各大学的学生向高中毕业生分享福音和真理。

Summer Project Rye 是维省 (VIC) 的短宣项目，于
2021 年 11 月 22 日至 12 月 6 日举行，旨在通过询问
有关生命和上帝的问题与学生分享福音的希望。

SummerSalt Fremantle 是西澳洲 (WA) 的短宣项目，于
2021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日举行，旨在接触 Fremantle
海岸的人，并与 Perth 各地的年轻人分享福音。

SummerSalt Central Coast 是新州 (NSW) 的短宣项目，
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至 2 月 8 日举行，旨在与海滩游
客和度假者交流信仰问题，提供有关信仰的答案。

大学校园里的新生 (Freshmen in the Campuses)
Beyond Brisbane 是昆省 (QLD) 海外留学生事工 (ISM)
的一个布道和门徒训练项目，在每年大学的学期开
始时，由我们的 ISM 团队策划运行，今年将于 2022
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 12 日举行。
Beyond Brisbane 2022 旨在培训学生
在技能、知识和经验，成为门徒训
练者，为神的国度进入校园和世
界。以下是我们参与者的心声：
Edwin 說：「我将会参与为期两周的宣
教，目标是通过分享上帝的工作来接
触校园里许多的大学生！」
Ocean 說：「我喜欢驾飞机，但我更爱
接触海外留学生！ 能够通过分享福音
来支持他们，这真是太好了。」
Sandra 說：「很荣幸加入这个团队，
看看上帝如何使用我们来扩展祂的国
度，让人们体验祂的爱、怜悯、宽
恕、喜乐和希望。」
Bella 說：「置身在接受基督救恩的一
端，我意识到需要在装备和传扬基督
福音的重要。」
Welton 說：「加深我与基督的关系，
Beyond Brisbane 敦促我准备向人传福
音，就像往日人向我所传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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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alyst 团契休团
10 月 28 日 Catalyst 团契进行
了今年最后的一次聚会。此
后，学生将开始准备他们的
期末考试。由于 ISM 将在
UQ 休会，我们向学生们表
达了充心的祝福。

家事分享
2021 年固然是充满挑战的一年，
但也是坚持不懈的一年，在疫情
封城和社交距离的限制中，生活
仍在继续。在与学生交往和属灵
对话中，常常会接触到关于他们
更深层次的生活问题，许多像这
样的交流，常会与学生们发展成
教牧关怀的关系。当我们关心他
们时，有时我们会感到压力和疲
乏，Ken 和 Florence 很感恩和感谢
Jim 和 Joy 分别成为我们的导师，
在这些情况下帮助我们。
Ken 和 Florence 在本期祈祷通讯结
笔时，我们感恩地向您们致以庆
祝圣诞的喜悦，并愿您们在指望
中迎接新的一年。

UQ ISM 团队年终会议
11 月 3 日，我们 UQ ISM 团
队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事
实上，这是充满挑战的一
年，之后我们共进午餐，因
为这将是这个 UQ ISM 宣教
队工最后一次的会议。
布里斯本同工同乐日
来自布里斯本各宣教队工的
宣教同工于 11 月 5 日聚集在
17 Miles Rock Park 庆祝这年
的结束，聚会结束前差会简
布了明年团队结构的改变。

感恩和代祷
• 感谢主! Ken 门训 Allan 并和 Edwin 查经一段时间
后，Edwin 在 11 月中接受主基督为个人救主，求
主帮助他灵命天天成长，Allan 和 Edwin 也参加
Beyond Brisbane 2022。

短宣训练 Brisbane Project 2022 启动礼
Brisbane Project 2022 由 Josh 和 Ken 共
同策划，在 2022 年 2 月前两周在昆士
兰大学 (UQ) 和昆士兰科技大学 (QUT)
举行。 11 月 22 日举行了启动会议，
概述了该计划，Chris 解释合作事工伙
伴发展 (MPD) ，也作了差遣祝福。
学生接受基督
赞美主，我们看到学生接受耶
稣基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他
们是 Claire 和 Edwin，作为新信
徒，我们祈求他们继续在信仰
上成长，并过得胜的生活。

• 为回国的毕业生代祷，求主坚固她们的信心，能
找到合适的教会和工作。
• 为 Ken 和同工 Josh 筹备 Beyond Brisbane 2022 (1 月
31 至 2 月 12 日) 祷告；为 13 名学生参加 Beyond
Brisbane 代祷，他们要筹款资助参加这训练，求主
预备，通过这培训有效地分享福音和训练门徒。

Edwin
Claire

事工团队岗位变更
2018 ISM
昆士兰宣教团队明年将进行
重大变更，Florence 将加入新
的 Southern Brisbane Team，在
UQ 以 ISM 为重点，Ken 将申 2021 ISM
请 UQ 的校牧 (chaplain)，仍服事于 Power to Change。
毕业学生们的动向
今年 Florence 在 UQ 遇到了 7 名于本年毕业的学生。
他们有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他们都来到 Florence 的查
经班，有些人从不冷不热转为热诚，也有人决定归
信主耶稣基督。 Florence 很感恩，因为每个学生都能
毕业。 Della、Bingbing、Claire 和 Karlie 回国； Sia 和
Henry 搬 到 南 澳 继 续 升 学 ； 而 Jasmine 决 定 参 加
Beyond Brisbane 2022 的短期宣教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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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Ken 和 Florence 在 2022 年转组代祷：
- 当 Ken 完成 Beyond Brisbane 短宣训练后，他会
向昆士兰大学(UQ)学生服务处(Student Services)
申请代表学 园传道会 (Power to Change)的 校牧
(chaplain) 岗位，求主成就这职份。
- 为 Florence 在 2022 年转入新的事工组 (Southern
Brisbane Team)，与本地同工服事澳洲本地同学
及海外留学生，求主帮助 Florence 很快适应，也
使用她在 UQ 校园事奉得力。
• 记念在澳洲以至全世界受 COVID 疫情影响的人，
为他们能恢复健康和免受感染而祷告。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
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
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以赛亚书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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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th (伟强) and Florence (少英)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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