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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的話

俞翠嬋主任
加爾文（John Calvin）說：
「除非，神的知識真
實地栽種在人的內心裡，我們無法將罪從人的心
裡連根拔除。」加爾文所提到的神的知識並不是
擁有神學的學位或掌握有關神的學說和理據。加
爾文所提到的「神的知識」其實是指與三位一體
神親密的相交，透過生命的互動和順服認識神的
真、善、美。這是經驗的知識，順服的知識，聖靈
內住的知識，也是屬靈的奧秘。這也是我這一週
打算在「屬靈塑造指引：與他人接連」這個成長
小組裡與同學們分享的其中一句話。
這段日子來，許多人感嘆世界上問題太多：瘟疫、
戰爭、通貨大膨脹等。應該可以這麼說，今天沒有
人不被這世紀大災難所連累。很多人期盼世界可
以經過這個災難的洗禮之後變得更好，或者至少
恢復正常（如果苦難不是世界的正常）。更多人努
力地在這些苦難中力求突破和得勝有限的自我。
屬於神家的孩子們，更是努力不懈的把我們所認
識的最好的禮物—福音—分享給這個苦難的世
界。我們深知，如加爾文所說的，要解決這個世界
苦難的問題，需要從神與人的關係開始。
我們習慣從自己的能力和期盼開始。我們努力改
善、爭取、辯論、參政、研究….多元的能力被使用
起來、多種的方案被提出來、多層的研究在進行
著、多種的期盼被凝聚起來。只是我們常常只能
在人的層次做思考和貢獻，因此我們能夠給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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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帶來的進步也繼續停留在人的想像和能力範
圍內。這種進步的副產品常常不是令人吃驚，就是
讓人大失所望。
這個世界的問題需要人願意從更高的層次做思
考，也需要比人更高的神的介入。聖經告訴我們，
神從來沒有放棄，而且不斷介入。聖經的盼望讓
我們可以引頸期待祂在這苦難日子中正在為我們
做的「美麗無比的事」。願愛我們的主，再次醫治
我們的眼睛，使我們都可以看見！
正如魯益師（C.S. Lewis）给我們指出的：
「我們
的主發現我們的慾望不是太強烈，而是太弱。我們
是三心二意的生物，在喝酒、性和野心上玩弄，當
無限的快樂傾倒給我們時，我們就像一個無知的
孩子，想在貧民窟繼續做泥餅，因為我們無法想像
要領我們到海邊度假的意思是什麼。我們太容易
滿足了。」
C.S. Lewis：
“Our Lord finds our desires
not too strong, but too weak. We are halfhearted creatures, fooling about with drink
and sex and ambition, when infinite joy is
offered to us, like an ignorant child who
wants to go on making mud pies in the slum
because he cannot imagine what is meant
by the offer of a holiday at the sea. We are
far too easily pleased.”
2022.08.29

澳洲華人教會的挑戰
本年六月初我參加了由耶魯大學神學院舉辦的中國
神學會議，是次的主題是「學術神學與離散神學」
（Academic and Diasporic Theologies）。與會者
中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其中一位在美國出生和成
長的年青華人參會者論及「美國華人神學」
（Chinese
American theology），給我們活在澳洲的華人教會
一些值得反思的地方。
這位年青學者從其自身經驗指出，
「美國華人」本身就
已是一個不容易處理的概念。我們或許會認為，這不
就是活在美國的華人嗎？是的，那麼他們除了活在美
國以外，還有什麼共同特徵？那不就是有共同族裔淵
源嗎？然而，即或從客觀事實來說，華人本身就是一
個很多元的族群，多數可能是從中國大陸、台灣和香
港來的移民，但也有不少是來自包括泰國、越南、星
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的華裔族群，與會者中
也有從這些地方來或在當中服事的。他們原居地也有
不同的生活環境和文化，移居的也有晚近的或已幾代
的，對華人教會的參與以至對中文的熟練程度也很大
分別，要指出「美國華人」的共通處原來殊不容易。這
位年青學者也帶點打趣地說，在學術上我們通常事事
要求準確，但若真的要對美國人講清楚什麼是「美國
華人」的話，似乎只能否定地說：我們不是白人，不是
黑人，也不是拉丁美洲裔（Hispanic）的；但要說我們
是什麼，卻真的難以講清楚！
對於我這位生活在澳洲僅三年半的新移民來說，這

林子淳老師

不也是我們「澳洲華人」面對的情況嗎？並且我們的
多元性絕不在美國之下。2021年的澳洲人口普查告
訴我們，澳洲居民中有超過一半其父或母是移民，祖
先屬華人的並不少，約有5.5%。當然，這其中已包括了
上述提及的許多亞洲國家在內；即或在我們當下MST
中文部的同工和同學中，也大概反映出這種情況！這
除了是統計數字上的有趣狀況外，也是給澳洲教會的
挑戰：我們當如何牧養「澳洲華人」？除了提出種種
具體策略以外，或許首先應該要問的是：究竟我們的
對象是誰？我們想像的「澳洲華人」是怎樣的？這也
是從神學接連到生活的重要環節。
或許我們會認為，教會不可能像政府那樣，做些什
麼調查統計來理解「澳洲華人」狀況。然而即使從日
常生活我們也可知道，原來在這裏不能把「華人」都
想像成跟自己一模一樣的人。如上所及，大家的原居
地、生活在這裏的日子長短，以至平常所操的語言和
生活習慣可能都不同，
可是卻因在耶穌基督裏我們都
同歸於一個大牧人！倘若保羅認為在主裏可以不分
猶太人和希臘人，連自己的骨肉之親在福音的事工上
也沒有偏幫，有著更近親關係的「澳洲華人」便更難
找到理由在教會裏作出區別。這當然不是說教會不應
分開不同語言和年齡的事工，這在實際操作上是有需
要和方便的，但在推動上帝國的事工上卻不應分開彼
此。再者，華人基督教在歷史上的確是後來者，我們
接受了經歷以希臘、羅馬以及歐洲人為主流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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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都是偶然的發展；當下亞洲、非洲和南美洲的信
徒人口已超越了傳統的基督教世界！現在我們也偶然
地生活在一個非以自己原來語言文化為主導的地方，
自己和後代卻可能定居於此並融入其中。從同一次的
人口普查我們也知悉，澳洲人口中承認自己為基督徒
的下降了不少，連一半也沒有，但不少澳洲亞裔教會
卻有增長之勢。那麼「澳洲華人教會」除了自己的骨肉
之親以外，又當如何在此時此地承接福音的棒子？
這個問題也不是當下的華人教會獨有的。縱觀教會
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基督教在不同時代和不同地域
都面對相似的問題。誰是我的鄰舍？誰是我的福音
對象？這很多時不是我們自己去挑選的問題，而是上

帝在此時此地給我們的機遇和挑戰，祂差派我們到
什麼人中去作成怎樣的工。MST中文部一直以來在
培育中文教會的同工，但本校從歷史上就是一個培
育宣教人材的基地，也常有華人在英文部裏接受裝
備，而最近我們也開辦了牧養第二代的證書課程，這
是我們跟「澳洲華人教會」一起成長的歷程。因此我
們祈禱的，不單是「華人教會」的人數增長，因在上
帝國裏「並不分猶太人、希臘人，自主的、為奴的，或
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
（加3
：28）上帝在生命中對你和對「華人教會」的託付是
什麼？願意我們都不斷尋求從上而來的心意，更求主
差遣我們去成就祂國度的事工，阿們。

華人神學研究中心消息
我們感謝神，華人神學研究中心10歲了！研究中心將於2022年11月16日晚上7時至9時舉行感恩會，數算神的
恩典，並在當晚推出《墨爾本華人教會的足跡》一書，書中簡述歷史稍微悠久的墨爾本華人教會在墨爾本的發
展。歡迎弟兄姐妹出席，一同見證神在過去一百多年在墨爾本華人教會所留下的恩典記號。
華人神學研究中心已在2022年8月份完成了耕心線上課程系列（五）
『彌足珍貴小書卷』的課程，分別由陳廷
忠老師、邵施施傳道及胡武傑傳道講述俄巴底亞書、哈該書、提
多書、約翰二、三書、猶大書。此系列的課程也將在2023年3月
開課，耕心線上課程系列（六）
『釁隙：聖經教你如何面對人際
衝突』。另外，研究中心也正在計劃籌備出版一本有關神學與心
理學的文集，盼望能在2023年下旬出版，敬請代禱。
若要詢問更多有關研究中心的事工及短期課程，
可以電郵至
info.cscc@mst.edu.au 獲取更多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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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部動態
墨爾本神學院內部證書
墨爾本神學院(中文部)內部證書自2022年開辦以來，
「佈道與門徒栽培」、
「聖經與生命銳變（一）」及「如何
發展青少年事工」都受到教會領袖、校友及信徒歡迎，榮耀歸給神！
願這課程能夠造就信徒，祝福教會，在這個世代更好地傳揚耶穌基督的福音。
本年度的第四個課程是「兩代溝通的藝術」，將於11月份舉行。
「兩代溝通的藝術」
日期 ：11月21、23、28、30日、12月5、7日(逢星期一、星期三)
時間 ：6:45pm – 8:45pm
地點 ：MST (5 Burwood Highway, Wantirna Vic 3152)
老師 ：梁錫年(臨床心理輔導員)
因有人愛心奉獻支持本課程，此次學費有調整 ：
證書課程 ：原費＄330，現為 $110。
旁聽課程 ：原費＄220，現為 $55。

此優惠僅對「兩代溝通的藝術」而已，名額有限，請
不要錯過。報名請掃二維碼

2023年計劃將推出以下四個課程

報名查詢 ：
電郵聯絡 ：reception.chinese@mst.edu.au
辦公室電話 ：+61-3-98817800（選項2）

「聖經與生命蛻變（二）」
「舊約與事奉塑造」
「新約與事奉塑造」
「文化智商與澳洲處境的事奉」

具體時間，請留意神學院有關課程
宣傳及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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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部動態
中文部第二學期開放日
墨爾本神學院中文部舉行第二學期開放日，讓有志裝備或希望了解神學教育的弟兄姊妹能有親身體
驗實體上課及校園生活，並了解中文部課程。

日期 ：9月6日(星期二)、白天 ：10:00am - 3:30pm 、晚上 ：5:30pm - 8:00pm

校友會動態
MST校友生命團契
日期 ：每月第四周週一下午13：00-14：30
方式 ：通過線上Zoom進行或線下；
內容 ：
• 主題式討論、分享；
• 事奉上和信仰上分享，見證與討論
• 為校友的需要禱告；
• 每季度不定期舉行線下實體活動；

歡迎校友們參加每月的線上生
命團契。
為方便校友彼此聯繫，目前已建
立的校
友會的各個群組保持不變。但
若有意參
加生命團契的校友可以與校友會
主席邢
嘯珉牧師聯繫，電話：045230
3016。
校友會主席刑嘯珉牧師，盼望
MST的校
友會真正成為對於校友的生命
有益處、
對神學院的發展有幫助的生命團
契！

參與團契原則 ：
• 認同以生命團契為基礎的MST校友會異象；
• 需要並願意生命聯結、生命分享、彼此造就；
• 願意盡量參與每月線上的生命團契活動和其他的活動；
• 本著造就生命的目的，坦誠地表達自己的狀況和觀點，同時各自尊重不同的信仰傳統和觀點，避免
血氣和沒有建設性的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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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洲團契
綠洲團契成立的目的，是特別為女神學生、女傳道人和神學生、傳
道人的妻子們所預備的一個團契。藉著團契生活，姐妹們可以在
基督裡建立真摯的友誼，彼此代禱、彼此守望、分享歡樂，分擔憂
勞，一起學習在主裡成長。
以下是今年的團契活動。
• 3月23日舉行了迎新聚會，歡迎新同學及神學生太太
• 5月10日 本計劃外出慶祝母親節，因疫情的關係，仍以網上
分享為主。當天有朱海仁傳道的見証分享；有畢業生及畢業
生妻子的分享；大家也分享對母親的感恩，並以自己喜愛的
經文來彼此共勉。
• ８月10日 邀請校友鄭小康傳道分享醫學講座，主題：談癌不
色變。神學生Sherry Hong分享Gospel Can的癌症關懷事
工。最後大家同心為罹患癌症的姐妹們代禱。

活動預告 ：
10月5日 將舉行感恩分享代禱聚會，歡迎女神學生、女傳道人和神
學生、傳道人的妻子們參加。
聯系人 ：
廖師母 0422411137
張師母 0405050588
許李雪花( Phoebe ) 03 9881 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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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及入學感言
感謝神！2022年第二學期共有9位新同學分別報讀以下不同課程，其中一位是單科修讀。請為他
們獻身的心志、專心的學習、教會的實習、生活的需要、身體的健康和家庭的支持等代禱。

道學碩士
感恩牧者的鼓勵和神學院老師、同工的幫助。雖經歷許多掙扎，但感謝神藉著這些
掙扎，預備了我的生命，讓我能不看環境、自己和別人，單單憑著對神的信心走出這
一步。也深知接下來的每一步唯有靠著主才能成行。希望在學習中更多經歷神，把知
識轉化成生命，裝備自己成為有生命有使命的器皿，服侍主的教會。

王雅敏

因著神的帶領來到墨爾本神學院中文部，看到學院的使命與訓練的優先次序，正是我
所經歷的也是在繼續追求的。我聽到主的呼召，申請來校學習。靠著主的恩典，我期盼
在學院裏和老師，同學們一起得到主為我們所預備的最好的一切。

鄭宗基

神學研究碩士
去年學士後道學文憑畢業後，我覺得神學裝備的道路才剛開始。之前的學習打下了
根基，我需要繼續在這基礎上進深學習。感謝神的恩典，為我們提供MST這麼好的
學習環境和老師們的辛勤教導，期待與同學們在真道上一同裝備和成長。

陳穗鈞

在事奉中，深深感受到自己的神學裝備不足，很高興能夠再次重返校園學習。對我而言，這
是一次反思過去侍奉的時刻，也是提升侍奉深度的時刻。期待與老師和同學們，無論是在
生活中、課程中都能一起分享和成長。

劉欣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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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後道學文憑
開心和感恩在今年可以來到墨爾本神學院讀書，感謝並相信是主自己一步步的帶
領。在國內信主的好些年，一直思考是否能為主做些什麼，就如宣教或者其他事工，
現今想的不是我做什麼，而是希望被主裝備更新後能做祂合用的器皿。

傅怡
感謝主！從我2008年決志信主到現在，神一直帶領著我。決志後，在香港的母會一直
接受不同的裝備。去年移居到墨爾本，神呼召我要為自己好好裝備，讓福音傳遍天下，
成爲神合適的器皿。願主賜我有智慧去研讀祂的話，阿們！

詹嘉倫

神學文憑
各位老師同學們好，我叫高賢，英文名字叫Grace。感謝神學院給了我這個機會，
可以
上神學院，這是我夢寐以求的。感謝丈夫對我的支持，感謝主的幫助和帶領，感謝
主給我這個時間，更深裝備認識他並服事他，系統學習神學，讓思維被改變。

高賢

收到入學通知書，心情是激動的，興奮，很快自己將來到學校用知識來裝備自己，這樣
自己可以更好的服侍神，更好的傳福音。在神的感召下，自己成為一名平信徒，在讀聖經
的過程中，逐漸了解神。這次有機會來神學院讀書，我一定要好好把握這次機會，來裝
備自己。在神的指引下，明天會更好。阿們！
項學軍

單科修讀
感謝神讓我有機會入讀神學院，雖然三年前的我報名不成功，但從中也讓我看見神
的時間不早也不晚剛剛好，當神把我預備到可以來讀神學階段的時候我才可以順
利入學。感謝神讓我能夠懷著一顆謙卑敬畏的心，信心渴慕的心，安靜專注的來系
統的學習神學課程，裝備自己能夠在將來的生活中，職場上，人際關係中，亦是未來
的宣教中都能夠有更紮實的真理和生命的基礎。

李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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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同工動態與代禱
俞翠嬋 牧師/博士 ─ 中文部主任
1. 這個學期負責四門課程的教學和指導 ：
「早期新約教會」、
「保羅與哥林多教會（希臘文釋經）」、
「
新約進深研究」、
「屬靈塑造指引-與他人接連」。其中三門科目都有外請老師的協助，非常感恩。
2. 與新西蘭Laidlaw 神學院合作的書已出版，與12位澳洲和新西蘭學者一同做神學與社會職業的反
思和對話。我的文章注重探討路加醫生的醫學背景與其神學表達，特別關注路加的福音敘述如何
也是當代心理和全人治療的神學呈
現：
“Food, Table Fellowship, and
Human Flourishing in Luke,“ in
Practicing Faith， edited by Lisa
Spriggens & Tim Meadowcroft .
3. 將於9月21-10月3日與丈夫劉牧師帶
一個30人的學習團到德國參加第42屆
奧巴馬高受難劇。同時參觀馬丁路德
改教運動發源地及意大利羅馬、梵蒂
岡城等。祈禱神豐盛的道與我們同行，
供應保護，使每一位參加者都得心靈
的更新，靈命的復興。

陳廷忠 牧師/博士 ─ 華人神學研究中心主任
第二學期課程已經開始，非常感恩能再度講授《後先知書
與聖卷》的課程，重新將資料整理、錄視頻、與同學們實
體交流，這都是樂事。研究中心八月份的耕心綫上課程也
已開課，我負責講解《俄巴底亞書》與《約翰二、三書》，
如入真理寶藏，得益最多的還是自己，也很感恩。
至於寫作計劃，擱置了一個學期的《耶利米書注釋》，現在
又重新拾起來了，要在一年之内完成，超過13萬字，雖然
知道這是不易，但還是抱著興奮的心情，來享受研究神話
語的喜樂，請代禱。另外，已經與香港一出版社協商，將多
年前翻譯的《沙漠教父言行錄》修訂再出版，但需要時間，
也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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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玉強 牧師/博士 ─ 講師

服事範疇與代禱事項 ：
儘管在過去的一年裡，師母和我面對著前所未有的健康挑戰，我們更是經歷了主出人意外的平安與喜樂。
感謝讚美我們的恩主！我們也要在此特別感謝許多教會和弟兄姐妹對我們無私的關顧。你們的關顧不單是
溫暖了我們的內心，也更豐富了我們的靈性！
教導服事 ：作為部分時間的老師，這個學期負責教導基督教發展史（下）的課程。學生可以藉著混合形式
（實體加網絡）和純網絡的形式修課。
講道服事 ：主日教會講台和神學院講道的事奉。
學生關顧 ：帶領成長小組—以“在服事中成長”
為主題的學習。
家庭關顧 ：關顧師母的健康需要。
宗派成員 ：澳洲華人衛理公會長牧。
神學團體 ：世界華人循道衛理宗（WFCMC）
衛斯理神學委員會澳洲的代表。

林子淳 博士 ─ 高級講師
2022年是充滿挑戰的一年，大家仍在適應新的校務系統運作，但感恩新舊老師同工同心服事，請大家為
以下事宜代禱 ：
1. 感恩中文部首批神學碩士研究生陸續完成他們的論文，請為中文部處理最後的程序順利禱告。
2. 隨著ACT的制度變化，以及香港牧職神學院（CMI）的發展需要，
中文部與其合作在來年起將轉
型，請為前面的發展代禱。
3. 感恩子淳本年度在研究出版方面；在疫情下反倒有不錯成果，及後會有兩部著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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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求開放中文神學主日
一直以來，蒙神的恩典和華人眾教會的鼓勵，我們得到多間教會樂意開放主日講台，讓
學院的講師能在弟兄姊妹當中傳遞中文神學教育負擔。我們深盼各教會能繼續開放主日
講台，作為神學主日，以便和弟兄姊妹分享神學教育的異象和負擔；若蒙惠允，請和學院
辦公室聯絡，以便安排講員。辦公室電話：03 9881 7800

財務狀態
我們中文部經費的來源除了從學費收入外，也需要各華人教會和個別基督徒為中文神學教育奉獻。
2022年中文部的經常費預算為A$1,100,000（包括華人研究中心及網絡課程的預算），感謝神！亦
感謝弟兄姊妹的禱告和奉獻，2022年上半年度的財政達標，收支平衡。請繼續和我們一起在神面前
仰望和記念。
我們學院已獲得澳洲稅務局的批准，成為奉獻免稅領受者（Deductible Gift Recipient），弟兄姊妹
給予我們的奉獻，從澳幣二元起，
可獲得免稅！
奉獻款項支票抬頭 Cheque Payable to: Melbourne School of Theology
或銀行轉帳（請電郵通知鄺弟兄 dkwong@mst.edu.au）
銀行 ：Westpac 帳戶名稱：Melbourne School of Theology
帳戶號碼 ：BSB 033 107 Account No.: 384 543
通訊地址 ：MST Chinese Department
5 Burwood Hwy, Wantirna VIC 3152, AUSTRALIA

查詢申請課程和相關的資料
可到中文部網頁chinese.mst.edu.au之下載
資料處, 下載新生入學申請表或
電郵聯絡 : registrar.chinese@mst.edu.au
辦公室電話 : +61-3-9881 7800（選項2）
Melbourne School of Theology is authorised to deliver courses for the
Australian College of Theology. ABN 58 004 265 016 CRICOS Provider Code: 02809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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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爾本神學院中文部
Melbourne School
of Theology
Chinese Department
5 Burwood Hwy,
Wantirna VIC 3152,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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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部簡訊
學生見證分享

數算主的恩典
Joseph同學
『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詩篇65：11）
儘管17歲開始讀經和禱告，但直到七年後，我想我才
是真正的重生和認識真理，也開始明白跟隨神的帶
領，經歷神的恩典。
曾在2014年夏天，我在北京讀了兩個月神學後，被
員警以“非法宗教集會罪”逮捕拘留而中斷學習，經
歷了神奇妙的拯救後，反而確定了神讓我去海外的
帶領。經過一年零四個月的“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
哪裡去”的掙扎和祈禱後，在神的帶領下，我來到了
印尼。
直到今年2月份來到墨爾本之前，已經在印尼六年
了。六年中，侍奉、工作、家庭，蒙神的祝福，就都有
了。雖然經歷很多痛苦、軟弱、掙扎、挑戰，得過兩次
致命的登革熱病（熱帶地區常見的致命性疾病，通常
由攜帶登革熱病毒的蚊子叮咬引起，癥狀和發燒類
似，不及時治療，
會因為內出血而死亡），遭遇一次
危險的車禍，多少次要放棄又不得不繼續的工作和
生活挑戰，但時過境遷，已經忘記那些痛苦和難處，
只記得主的恩典，而且幾年中學會了印尼語，沒有了
語言障礙後，感到神擴張境界的喜樂，印尼也成為了
我的第二家鄉。去年還有了一定的積蓄，作為帶著一
家人過來讀一年GDD的預算。
從2021年6月7日（想起來也很有意思，這天正是我
女兒一周歲的生日）有想法來澳洲讀神學以來，我們
經歷了很多神的帶領和恩典，我要來數算和分享主
的恩典。

一、大學畢業證書和成績單公證
作為海外學生申請學校，大學畢業證書和成績單公
證是必不可少的。2021年6月，問了仲介和一些大學
同學後，都不知道怎樣辦理，似乎必須要自己回國，
但當時疫情肆虐，以當時的機票價格和隔離政策，回
國的代價是不可承擔的。在禱告一個月後，一位大學
同學讓我聯繫一位在校的大學老師。感謝主，一天
後，大學畢業證和成績單的英文版公證就拿到了。
二、澳洲開放邊境的時間
入學面試是2021年10月份，廖老師在線上面試我
們，面試完我想還不知什麼時候能去澳洲。當時澳洲
已經lockdown一年多了，看似還要lockdown很久，
想著是否要等到2023年，但廖老師說：
“不用擔心，
神會開路。
“果然面試完的第二個禮拜，新聞說再過
兩個月，澳洲就可以進入了。不得不感歎廖老師的大
有信心。
三、給女兒辦理護照的事
2021年12月初收到ACT的邀請函，知道2022年2
月22要開學典禮，就要趕快開始申請簽證了。由於
一開始以為去澳洲可能要等到2023年，加上疫情，
一直也沒有給女兒辦理護照。本來在印尼辦理護照
也是很快，一周左右，也沒有擔心。但因為我和我太
太國籍不同，需要在大陸辦理很多公證才能給小孩
辦理護照。先不說回國後辦理公證好不好辦，僅僅
是回國往返和隔離，這個經濟和時間代價已經是不
可承擔了。問了很多仲介，像我這種情況的，從來沒

有成功給小孩辦理出護照，除非回國辦理完善的公
證。本來想著就要卡在這裡，難以繼續了。又禱告了
幾個禮拜後（難以忘記那段時間每天晚上在陽臺
上、夜空下禱告），想到在幾個月前剛認識的一個朋
友，就問了一下他，果然在他的説明下，我們去了辦
護照的地方，三天後，我女兒的護照已經寄到家裡
了。感恩主，祂安排我們認識的每一個人，都有祂的
美意。收到護照的時間已經是2022年1月20號左右
了，在網站上研究一番後，開始提交各種資料申請簽
證，2022年1月25號做完體檢，完成了申請的最後
一步後，又開始了禱告的時間，兩周後，2022年2月
10號，郵箱裡收到了一家人去澳洲的簽證。
四、澳洲租房子
辭去工作後，2022年2月18號，到達墨爾本，在酒店
隔離了幾天後，參加了開學典禮。開學典禮的第二天
即2月23號，在網上看到一個離學校距離合適的房
子出租，
中午就打電話給房東，房東說：
“你打電話
真及時，本來房子已經被預定了，但租客今天早上說
暫時來不了，我就不租給他了。”在一個同學的説明
下，當天晚上我們就搬進去住了。不僅如此，房東也
不收我們押金，房子雖然小，但里面的傢俱還很齊全
（餐桌、書桌、衣櫃、洗衣機、冰箱、微波爐、烤箱）
，這情況在澳洲是比較少見的，我們也省下了很多費
用。感謝神的預備。
五、購買車子
來墨爾本之前，本沒有買車的打算和預算，想著可
以租學校附近兩公里之內的房子，走路上學就好了。
但只能租到離學校5公裡外的房子，而且公交車要等
很久，一家人也要經常購物出行等，買車是勢在必行
了。也就開始為買車的事情禱告。學校的一位同學看
到消息後，剛好想賣車，一周後，就以很優惠的價格
將車賣給了我們。這時間是多麼的合適啊。
六、腳趾甲手術
『你到神的殿要謹慎腳步......』
（傳道書5：1）
我的右腳趾，在去年6月份，也就是開始申請來讀書
的那個月出現了毛病，
甲溝炎讓我的腳趾甲傷口一直
不能痊癒，在印尼做了一次手術，疼了三天三夜，止痛
藥當時幾乎沒什麼效果，但後來竟慢慢地痊癒了。說
來奇怪，在出發前的兩周，我的左腳也出現了同樣的

毛病，還是要做小手術，到了墨爾本後，去了一家GP，
醫生說他們不做手術，要是做手術，要去醫院排隊，
像我這種小毛病要排隊好幾年，真是讓人苦惱的消
息。後來諮詢很多同學和認識的人，似乎除了去醫院
排隊，或用很多錢去私人醫院，也沒有別的方法了。
那只能禱告。我心裏的計劃就是等到放假再去治療，
在快要放假之前兩周，一個同學告訴我boxhill有個
GP，
可以去試一下，到了假期，做了預約之後，那位基
督徒醫生，就說他可以做這個手術。在假期，我的腳
做了兩次小手術，慢慢痊癒了（如果誰還可以在墨爾
本找到第二家GP做這個手術的，至少我很難相信。）
本來在印尼有這手術的痛苦經歷，本來都有心理陰
影了，哪知在boxhill做的兩次小手術一點都不疼，
為此特別感恩。我想我的腳出現問題，也有主的美意
吧，一邊讓我經歷祂的恩典，一邊提醒我當謹慎腳
步，當一個人的腳受傷的時候，思想和行動就不得不
格外地謹慎了。
還有主為我和我太太預備兼職工作的事;主保守我們
身體健康的事（儘管上學期很多的熬夜、壓力，但感
謝主，沒有生過病）;主預備實習教會的事（牧師在小
組和建立教會上很有經驗，而這正是我來澳洲之前
所最期待學到的）;主為我預備一些傳福音對象的事;
等等，我想我是寫不完了。每一次主對我們禱告的回
應，看見帶領和幫助，雖然沒有歡呼，但內心著實充
滿了喜樂。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
得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
的。』
（馬太福音11：28-30）
八月15，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