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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华文组一年一度的大家庭聚会已在10月16日圆

满地假圣公会善牧堂举行。适逢今年也是FES华文组创

立45周年的日子，所以今年聚会的主题“爱•回家”，

对我们在FES华文学生工作底下的受惠者来说，也特具

意义。

当晚的聚会由新加坡理工校友和校园的弟兄姐妹拉开帷幕，带领大

家敬拜一“家”之主，随后主席邱恩惠姐妹欢迎大家：回“家”。

接着，透过主任赖斯强干事的“家”事分享，让出席的校友和校园

的弟兄姐妹明白今天校园华文学生工作的契机和挑战：在新加坡要被打

造为一个亚洲区域的教育中心的趋势和环境之下，FES学生工作面对发

展和人手的张力，大家的记念和代祷成了前方事奉者和禾场最好和最有

力的支持。聚会中我们也没有忘记为着今天各校园团契的现况和需要来

代祷——在投影片的简介之下，斯强干事带领大家为各校园团契的代祷

成为馨香的“家”庭祭坛，让我们都为“家”来守望和祷告。

在记念华文组成立45周年的大家庭聚会，我们想若能找到早年的校

园干事当讲员将会特别有意义。感恩的是，这次我们能邀请到曾为长老

会伯特利堂主任刘华德牧师为当晚的讲员。虽然今天他已退下主任牧师

并为教会之荣休牧师，按他在华文组早年当干事的身份和服侍，深信他

以“家”长的身份，给予我们的“家”训，是最适时的提醒。

刘华德牧师的分享让我们重思当晚大家的聚集是“因爱回家”。这

爱也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在FES这个属灵家庭里，上帝让我们在年少的

日子，就可以在祂的家中以真诚真挚的心敬拜和事奉祂。这好比被神所

拣选的雅各：看到上帝的恩典和祝福，看到上帝如何打开天国的门，让

他享受并领受这属灵的福气。

在校园学生工作底下被祝福的我们，在校园的日子，我们都曾在校

园中设立“祭坛”：我们曾一同敬拜事奉主，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教会

背景，但校园工作美的地方就是不同教会、不同宗派的弟兄姐妹，都可

以在同尊耶稣为主的团契中一同领受真理与恩典，并且可以一起接受装

备和成长。这种纯真的情谊，体现纯真的团契生活与生命。校园中的经

历，让我们在深受上帝的恩

典和祝福之余，没有忘记上

帝要如何藉着校园的这扇“

天窗”让恩典和祝福散发出

去：从校园的日子，成为我

们未信主的同学的祝福；离

开校园之后，这恩典和祝

大家庭聚会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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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的丰盛美食。若不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这“精英”

团，我们不可能有机会享用这种大团队才可享用的优

待。

每年退修营的参与对我而言都是一个挑战，因工作

的缘故，我只能到最后关头才知我可不可以参加。每次

的参与也都非常地感恩和享受。有多少次我们能放下工

作，好好地静下来让身心灵得到休息呢？

每年的营会都让我重新调整我在生活中的优先次

序。神是应当在生命里居首位的，而不是工作、社交圈

或智能手机。若不注意或没有被提醒，我们很容易就在

不知不觉中远离那先爱我们的主了。

退修营让我找回自我……我起初对神的那份爱、执

著和情。倘若你们有机会参加的话，不要错过哦!

蔡博恩

毕业自新加坡理工建筑与地产管理系

(1997年)

福，如何在我们的家庭、教会、社会和国家中散发出

去。

深信对校友们来说，当晚聚会的意义是：“回家—

再出发”。而对校园弟兄姐妹来说，当晚聚会的意义

是：怎样“从家出发”。

大家领受了长辈刘华德牧师出自肺腑的劝勉后，刘

牧师主持了委员们的就职礼，承接在“家”中的承担。

很多校友在当晚的茶叙时间，都反应当晚的大家

庭聚会真的很有“回家”的感觉。因在就职礼之后，我

们就让出席的弟兄姐妹给“家”用——其实这是奉献的

环节，跟着就是拍“家”庭照，最后的结束是让大家享

受“家”庭聚餐——茶叙。

由于大家在时间上配合得蛮好，在各项的流程中没

有拖延，以致在茶叙和聚餐中，大家可以与久没见面的

昔日校园战友嘘寒问暖。

大家在毕业之后，往往因为工作、家庭、教会服

侍，已少有见面的机会。昔日宝贵的情谊、彼此看着大

家在属灵上成长的日子，似乎只成了美好的回忆。深

愿：FES华文组每年的大家庭聚会，成为你我属灵生命

的交流站。本着昔日在校园纯真的交往、单纯的属灵生

命，成为你我在世界上打拼、忙碌生活的一个驿站。在

这个驿站添茶补水，没忘记在这个驿站稍微停留，成为

你我因爱回家，并再出发的驿站，以致我们可以在添补

心力后，一同完成托付与使命。

陈淑贞干事

今年的营会得来不易。原本的日期延后，地

点也换了，人数也变少了许多。

但感谢神!	 Tanjung	 Sutera	 Beach	 Resort	 依然愿

意接待我们这8大2小的团队。不仅如此，我们还可免费

使用一个可容纳超过200人的冷气大堂和享用每餐都吃

2015	年理工校友退修营感想2015	年理工校友退修营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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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的认识，这也成了开始建立我们彼此间关系的一座

桥梁。在当中弟兄姐妹也“临危受命”——临时被赋予

带领游戏环节的重任，使我们体现和经历团体合作的力

量。

我感谢上帝不只带领和保守这个退修营，也赐每位

弟兄姐妹有合一的心彼此帮忙和鼓励。

盼望接下来的退修营，我们所培养的感情能够继

续延伸，并且有更多弟兄姐妹能够与我们一起参加退修

营。

陈诗仪

毕业自新加坡理工机电系

（2004年）

今年已不是我第一次参加校友团契退修营，

但参与筹备却是第一次。

虽然最后的参加人数只有八位，但感恩的是：我们

几位虽在繁忙的工作和生活中，却能够抽出时间“在退

隐中得力”。	

从筹备讲起，干事介绍营地（Tanjung	 Sutera	

Resort）给我们，之后大半筹备都环绕在需要和营地负

责人联系住宿与设备的细节。我们前前后后做了好一些

改变，他们也都尽量答应我们的要求，并作出相应的调

整和供应。这都是要献上感恩的：因为要不是有舒适的

环境，我们就无法如此投入在每一段灵修时间中。

我们这八位也都有参加去年的退修营，今年又在这

个退修营里再次相聚，使彼此在灵命与近况上有了更深

自2012年开始的新校友查经，至今已完成两次

循环的“新校友查经系列”和一次的“延伸版校友查

经系列”。

校友查经的主要目的是让离开了校园的毕业

生，在面对新的身份和职分，不忘记如何在生命上的

更新带来委身上的更新，能在所处的环境中——特别

是在职场上，成为“光”与“盐”，成为活出使命的

毕业生，落实对教会的建立。

2015	年理工校友退修营感想2015	年理工校友退修营感想

2016年校友查经“新系列”
校友查经在明年2016年，会以“更新”为主

题，内容为：身份的更新、自我的更新、信仰的更

新、期待的更新等。愿透过校友查经来祝福：所有的

校友在毕业后的生命能有所更新，以致大家在职场上

能有更深更远的生命见证。

大家可以上网浏览校友查经的日期。

**明年第一次查经将在3月18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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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毕业后，我投身于“上班族”的日常生

活里，生活在忙碌中打转，开始面对来自世界

的诱惑及压力。在教会的事奉，也逐渐变成了机械式的

例行公事。曾几何时，那满腔事奉的热诚，因毕业后生

活的繁琐事务，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去年因为事务繁忙，婉拒了参与退修营的邀请，并

与筹委会说好今年会参加。

今年，相同的邀请再次发出。我就依照约定，答应

参加这次在龟咯（Kukup）的退修营，也接下了带领敬

拜赞美的任务。

我们从营会开始到结束，面临着不少的挑战：包

括出发前一天负责弹奏吉他的团员就因有事不能出席、

场地网络出状况而导致营会资料不能下载、有团员一时

搞“失踪”而其他人出动搜寻、忽然间被告知房间要被

别的团体使用，而受到不必要的惊吓等等。所幸，这

今年的国大校友退修营是我毕业后第一次参

加的退修营，之前毕业后因工作忙碌而常

常无法参与。今年年初的立志促使自己无论多忙都要抽

空参加。	

今年营会主题是：开到水深之处（路5：1-11）。

在这三天两夜的营会里，我反省到自己的水深之处

是：在我的生命中，上帝透过不同的事件来改变我对祂
的认识。就像西门彼得的经历：

他按照耶稣的吩咐去行，并从刚

开始只是称耶稣为夫子，到最后

称耶稣为主。我看到神总是奇妙

地透过一些事件来加深我们对祂
的认识。

很多时候我们跟随主的情形

就像西门一样：当耶稣在讲道，

些困难在团员间

的合作之下，都

一一地被迎刃而

解。

现在回想起

来，营会中所遇到的，不正是自己在生活中所遇到的种

种困难的缩影吗？“如果凡事都保持冷静，向神祈求并

与身边的人合作，没有事情是我们解决不了的”，我深

刻地感受到，这正是神透过这次的营会教导我的功课。

营会期间，弟兄姐妹在用餐时，也一起聊天并谈论

当今基督徒所面对来自世界的各种挑战。这些课题是我

在自己的教会中没有机会和其他弟兄姐妹谈论的。非常

珍惜这次的交流，因为这让我回到昔日在大学中自由谈

论时事的时光。这些事件对信仰的冲击，使我重新思考

自己在信仰上有否走歪。

三天两夜的营会，让我有机会重新认识自己，认识

自己的不足，让我有机会向神祈求祂的帮助。我在此要

向筹委会付出的辛劳道谢。希望来年的退修营有更多的

团员参加，彼此认识并互相勉励！

彭浩智

毕业自国大药剂系

（2007年）

我们却忙着洗网（忙碌于工作、家庭、教会等等）。当

神要求我们完成不合乎我们计划的任务时，我们可能也

像西门彼得的回应：跟神诉苦，然后拖着脚步去完成。

不过我们是否能一生跟从主，就取决于我们是否像西门

彼得一样，愿意放下自我和成见来顺服神。

我非常感谢淑贞干事及弟兄姐妹们的真诚分享，在

短短几天的团契生活中不只让我重温校园团契的甜蜜生

活，也让我意识到在基督里我们是

一家人的意义。

希望明年能够继续参与退修营!

钟丽薇

毕业自国大生物科学系

（2011年）

2015国大校友退修营感想

2015国大校友退修营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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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上帝让我参加今年的研经营。在这三天

的营会中，我被提醒了虽然人有时会软

弱，经历灵命低潮时最重要的是继续仰望神。让我感到

奇妙的是，神如何借着不同的作者把旧约历史的种种

事迹记载得如此真实。我过去听了这么多零碎的圣经故

事，原来它们都是互联的。它们的发生更是在神的计划

中。

让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学习是归纳法(OIA)及“起-

承-转-合”的查经方式。感恩的是在我的小组里有个姐

妹常常鼓励我们大胆地问问题，好使我们可以更深入地

了解经文。

这是我第二次参与这营会，我借着营会认识到来自

自从我四月千里迢迢来到新加坡求学后，这

是我第一次参加研经营，也是我第一次接

下担任组长的服事。一开始我并不太愿意答应接下这服

事，因为我没有信心可以胜任组长这个位子，也自觉没

经验，但在最后我仍旧答应了，我想可能是因为我耳根

子软吧……

我是个很难在早晨起床的人。每天要早起灵修对我

来说简直就是个难题，更挑战的是我还要带领组员们一

同灵修。感谢主，小组里的弟兄姐妹们都愿意配合我。

让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第二天的灵修。当天灵修的内

容就好像往我的脑袋敲了一下，使常常将信心只在急需

时才用上的我发现，其实信心就如同我们每天呼吸的空

这是我第一次参与校园团契的联合理工研经

营，也是我第一次担任财政一职。我不曾

在营会里担任财政，所以一开始就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去

做事。很感恩上帝让我有这个学习的机会，也借此让我

认识大家。因为我常在新环境中表现内向，但很感恩的

是大家都很友善，使我很快地就融入了大家的圈子，同

心服事神。

最感恩的事是：在这个研经营中，我学习到很多不

同的方法去研读圣经。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大略看过，

或是只把它当故事去理解或解读，并没有真正地、深入

地去探讨或是了解神到底要透过祂的话语、祂的真理给

不同理工的弟兄姐妹们。这也是我第一次在这营会中担

任小组组长。起初，我对这服事没什么信心，因为我不

是个很善于说话的人。但我发现神非常奇妙，祂使我借

着自己的不足来晓得祂的大能。我周围有很多弟兄姐妹

也愿意帮助我，使我变得更刚强壮胆及心里充满喜乐。

我更是在早晨灵修默想中，借着	“耶和华是有怜悯，有

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诗103：8-12）

这段经文，体会到神爱世人，我们要用

我们的生命来回应祂的爱。

吴倩恩

共和理工学院材料科学系第二年

予我们什么正确的教导或生活方向的指引。因着这次的

研经营，我不再只是略读圣经，单单只把它当故事看，

而是用所学到的方法去了解我所相信的到底是怎样的一

位神。我也从圣经人物及他们的事迹中学习到我能够在

生活当中怎样运用对神的信心、怎样才能在我的生命里

彰显神的大能及祂对我的大爱。在这里，我想鼓励那些

还未参加过研经营的弟兄姐妹，明年也

可以一起参加我们的研经营，一同在基

督里来与神建立一段美好的关系。

梁佳乐

南洋理工学院护理系第一年

气，每时每刻我们都需要它。

淑贞干事带领我们一起玩的圣经游戏，也让原以为

对圣经很熟悉的我摔了一跤。对我而言原本看似容易的

路得记，却让我在游戏中经历了一题都答不出的尴尬情

况。过程中神似乎在教导我要学习谦卑。

最后，我没为自己答应作组长而感到后悔，因为在

神的带领下我真的学到了很多！

陈矜颖

义安理工校园护理系第一年

联合理工研经营营员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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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出去给更多失丧灵魂的心志。透过此方向的设定，目

前小组中的慕道友人数逐渐地增长，我深信这是神的计

划。当我们心里愿意的时候，祂必定会供应我们，求主

继续保守我们。盼望通过我们的新组长彬彬的带领，小

组能够在传福音、栽培和职场的事工上荣上加荣，恩上

加恩。

林芳正

国大电子工程系博士班应毕生

大家好，我叫钟洋，来自南大研究生小组。

我出生在一个有家庭教会背景的家庭，虽

然从儿时开始接触信仰，但一直非常懵懂，并不坚定。

尽管成长过程中有神很多的恩典和祝福，但我并没有完

完全全归向祂，属灵生命也很摇摆不定，甚至在读大学

时，花花绿绿的生活曾一度让我迷失。

真的很感谢神没有放弃我，在祂的带领下，我终于

来到了梦寐以求的新加坡留学。但在我充满压力和挑战

的生活里，信仰和生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成长，直到我

遇见了这群人——FES	 NTU研究生小组的弟兄姐妹，我

终于重新回到了神的家。在神面前，所有的罪与痛苦的

回忆终于得到了赦免与安慰。小组中的每一个成员，虽

都曾经或正在经历生活的重压和挑战，但这使我们不仅

更团结，也更体会到神的带领和爱。我们彼此代祷，互

国大的研究生小组从创

办到现在，都让我看

到神非常大的祝福！虽然被称为研

究生小组，但大部分的组员都已经

毕业了。因着神的带领和生活的变

迁，有的人结了婚（骆畅&照娜、

景多、中华）、升级作父母（晗

松&祉含、晓峰&青儿）、完成了

博士学位（马慧、彬彬、芳正）

、本科毕业后仍然留在国大工作/

念硕士（怡如、宏琛），或是来新加坡为交换学生（沛

鑫）等。在这一切过程中，弟兄姐妹也不断持守在团契

主内一家人的关系里，在属灵生命和科研工作生活里不

断地成长，彼此相爱、扶持、鼓励、分享，也更敏感于

他人的需要。经历了这一切，感受到神无尽的恩典和怜

悯，看着来自不同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如此地在主里彼此

相交，心里有非常大的喜乐及感恩。

自2015年4月份，我们小组逐渐开始往传福音和关

怀的方向迈进。小组陆续策划了传福音训练、探访、慕

道班训练的装备，目的是要组员能持有把这福音信息分

南大研究生分享

国大研究生分享

相鼓励，用基督的爱扶持彼此走过最无助、最绝望、最

阴暗的日子，也许挑战和困难并没有结束，但我们却感

觉到在团队中那生命的成长。

感谢志达干事一直以来尽心尽力的引导和奉献，

不只作为我们的属灵长辈，更作为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家

长，让我们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一直努力前进。感谢

每一个弟兄姐妹，大家相亲相爱，不管顺境逆境，都用

基督的爱彼此鼓励。感谢上帝，让我们小组成为我们温

暖的家。

现在回过头来看自己的人生，才发现神如此地爱

我。我来新加坡求学的这一路，其实是我重新认识自

己、认识信仰、认识真理、认识主爱的过程。神的旨意

就是让我们来到小组，彼此相爱，成为彼此的祝福。没

有经历过黑暗的人无法体会光明的可贵，因为曾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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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与知识
书籍介绍

信仰与知识
唐佑之博士

罪中挣扎，才明白信仰和神的爱是真正的荒漠甘泉。如

今的我们，依旧在黑暗中向着光明前行，并希望这光可

以照亮身边的人。当我们在迎新茶会中帮助新生熟悉校

园生活的时候，我们明白，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兼具使

命，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负有责任。我们知道并坚

信，神会在未来的路上继续带领我们学习祂的样式，并

把福音传扬给需要祂的每一个人。花开花谢，不管我们

离开小组，或者有“新鲜的血液”注入，愿神爱永在吾

家！

阿们！

钟洋

南大化学与生物医学系博士班第二年

这本在1978年出版的小书，实在让当年

刚信主的我茅塞顿开。在接受栽培的时

候，在FES华文组的图书馆发现这本

只有200多页，却能够全面地探讨理

性与信仰（宗教哲学）、心理与信仰

（宗教心理学）及良知与信仰（宗教

社会学），令我如获至宝！过后在三

一图书馆的书架上无意间也看到这本

书，那时已经是进入廿一世纪了，但

看到里面的内容，还是非常地适切，

一针见血！轮到我介绍书籍，又适逢

今日的教会和社会都是风雨交加，真

的是要多多反省我们所信的，免得人

云亦云，落入一种宗教的框框里：虽

有天上的珍宝，然则我们还是活得异

常空虚，有信仰的人变得与世人争长

短。

如前所述，本书分为三大部分：在前面的第一

部分，唐佑之博士主要是帮助读者不排斥理性与知

识，建立一个以圣经为根基的价值观，但同时知道神

要我们从祂的话语中建立思想，确定知识，以致我们

这些有幸接受教育的人，可以把我们所认知的以深入

浅出的方式与旁人分享、论证。第一部分后面的地方

则积极讨论神观、自由、苦难与命运等课题。第二部

分既以第一部分为平台，就直接进

入宗教经验，甚至如信心与得救的

基本要理，唐博士都讲得分明。第

二部分主要是在建立信仰宗教的心

理，借着属灵的操练，建立一个以

生命为见证的信徒生活。最后第三

部分，也就是我到今天最叹为观止

的：唐博士的洞见，在上个世纪到

如今，都是不可多得的！从社会、

文化到经济与政治，从而反思我们

基督徒在教会的责任，我们读了就

知道什么是：自惭形秽。教会今天

还是需要更多地靠着主恩，见证主

名！

盼望短短的介绍，能开启我

们对理性信仰、见证信仰与教会信仰的求知欲、操练

度，以及使我们更多仰望基督十架的摆上，荣耀归

主！

赖斯强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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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干事的话
过去五十年，新加坡蒙受了经济富庶的祝

福。从人口数据来看，基督徒可说也从此

经济繁荣中受益。然而，作为一个主要受中产阶级专业

人士所拥戴的宗教，基督教予人一种只能吸引社会较富

裕阶层的印象。同时，这也导致了精英主义，即只有相

同社会地位（译者注：即较富裕阶层）的人会被教会社

交圈子所接纳，至于其他人则会遭受歧视。

从我对新加坡教会现象的观察来看，我担忧我们可

能会陷入世俗物质主义的陷阱。在此忧虑下的另一层隐

忧，是我们观察到在新加坡兴起的一些大教会（Mega	

Church），是具有讽刺性地被“忠心的基督徒会被赐

予幸福与成功的福气”之教导所标示。最近一份调查

报告，题目为《上帝掌管下的区别》(Different	 Under	

God)	，由	Terence	Chong	及Yew-Foong	Hui	所编辑，

显示了来自大教会的受访者有百分之八十五同意或非常

同意以上这个教导。

虽然我们兴奋地看到许多人来到大教会，但我们

仍然要加倍小心这些人的真实意图及信仰。通称为“成

功神学”（Prosperity	 Gospel，有时也叫作“健康与

财富神学”Health	 and	 Wealth	 Theology	 或“超级恩

典”Hyper-Grace）的基本谬误是假设我们的上帝只

关注赐予祂的恩典及祝福；其他的都不重要。迈克•布
朗（Michael	 Brown）在其所著《超级恩典—揭露当代

廉价恩典信息的危险》（Hyper-Grace:	 Exposing	 the	

Dangers	of	 the	Modern	Grace	Message）简略地陈述

如下：

再一次地，许多人自我欺骗地假设自己已“接受基

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然而却没有首先接受基督

为他们的主。上帝的儿子并不是在祂子民的罪里拯救他

们，而是把祂的子民从罪里拯救出来。从罪恶里被拯救

出来，是要从忽略及藐视上帝的主权里被拯救出来，这

是放弃自我意愿及自我愉悦的过程。

简单地说，“超级恩典”肯定是不符合圣经及非基

督教的，我们必须把新加坡的教会从这种“超级恩典”

的枷锁里释放出来。这是教会继续向前发展的肯定路

径。

在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里，我们尝试去处理这问

题——通过教导及训练我们的学生成为门徒的当儿，与

他们分享什么是牺牲以及计算信仰的代价，而不是要求

上帝满足他们所要的东西。大部分校园团契的学生节目

及活动在财务上都是自费的，团契中也强调关于简朴生

活以及从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淡出的教导，学生也被鼓励

在金钱上奉献来支持FES的事工。我们在此作个振奋人

心的报告：2014年FES常年事工预算有将近2.5%（或约

25,000元）是由学生奉献的。我们的学生不仅没有专注

在经济上蒙受赐福，反而学习怎样“自己不足，把‘他

们’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可12：44）。

惟愿我们被上帝所建立的这新一代所激励。这新

的一代将会站稳立场，并活出一种生命来对抗潘霍华

（Dietrich	 Bonhoeffer）在超过七十年前就已警告我们

的“廉价恩典”（cheap	 grace）——一种没有付上门

徒代价、没有十字架、没有基督耶稣的恩典。

	在主恩里

郭志励

FES （新加坡）总干事

翻译：林志达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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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事奉感想与代祷

感恩代祷：

2015年的诸多国内外研讨与学习，并没有将我

五马分尸，反倒让我深深惭愧，也为此感恩。更是

求主带领接下来能照着已策划的进度，在个人与团

队的事工上，把所应当落实的，

按部就班，积极地去推动。求父

神额外开恩怜悯！

赖斯强干事

个人事奉感想与代祷
时间飞逝，回想近4年前因

妈妈健康的缘故，考虑从香港转

移回来新加坡服侍。

今年5月至9月，也因妈妈

健康的缘故，经历了侍奉家庭两

头忙的日子。

深深体会到能有个无后顾之

忧专心专注的服侍机会，完全是上帝的恩典。

感恩：

在艰难的日子，是弟兄姐妹的代祷和扶持，才能行

至今日。

代祷：

在可以被上帝使用的日子，能有身心灵的健康，承

担服侍所需的摆上。

陈淑贞干事

个人事奉感想与代祷
感恩事项：父母亲年纪老

迈，本来在这个时候身体应该

会有很多问题，但感谢神的带

领，特别妈妈几次头晕跌倒后

都安然无恙，也使我在事奉中

没有后顾之忧。

代祷事项：

1.	 求神继续保守父母的身体健康，但更重要的

是能认识神，他们去了教会好几年，也信了

主及上过一些课程，但对信仰似乎还是一无

所知。

2.	 国大研究生小组：目前稳定聚会的基督徒人

数稀少，但慕道友却还真有一些，求神使基

督徒组员能好好服事教导慕道友，使他们信

主，并带领新上任组长彬彬有聪明智慧来领

导小组，也希望稳定聚会的基督徒人数能增

加。

3.	 南大研究生小组：现任组长明年应该会到美

国作交换生，求神亲自拣选新的组长。

林志达干事

个人事奉感想与代祷
时间飞逝，在华文组的服

事已进入了第四年。服事的道

路如同坐上了云霄飞车。当停

下脚步回想服事初衷时，发现

起初对事奉的野心。在事奉过

程的苦乐参半中，更发现自己

需常常谦卑学习求主带领自己

前行，忠心将学生工作的异象

传达给学生们。也求主赐给我智慧晓得如何分配时

间，在牧养学生的同时，也能照顾身在马来西亚家

人的需要。

孙俪今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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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事奉感想与代祷
感谢神今年在我生命中的带

领和每一天的供应，不仅在事工的

层面，也在家庭、教会和个人成长

的方面。小弟的代求事项如下：

	· 继续以忠心和恒心来坚守

呼召

	· 与夫人同心以爱、智慧、耐心来教养子女

结尾用以下的经文来勉励大家	！！！

耶和华的慈爱永不断绝，祂的怜悯永不止息。

每天早晨都是新的；祢的信实多么广大！

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业分，所以，我必

仰望祂。”	-	哀	3:22-24

林冠廷干事

个人事奉感想与代祷
尤其是这几年，每到岁末，

都会看到信实的神在各经历中的

主权和带领。

“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

神……”（诗46：10）回顾2015

年，这一节经文浮现在我的脑海

里。今年因脚伤而被迫休假一个

月，从一开始难以适应无法活动自如的生活，直至

最后深切体会到要常回到神面前安静休息的重要

性，整个过程都有神的医治和保守。年事已高的父

亲也刚在11月平安经历过一场手术，每一次陪伴父

亲就医的过程也经历神赐下的力量和恩典。为着这

一切经历感谢主。

愿主继续指引我前面的服事道路（FES、校友

团契和教会），并赐我力量智慧来处理每日的行政

事务，也祈求主保守父母和家人身心灵的健康。感

谢弟兄姐妹在代祷中的记念。

孔令芳姐妹

办公室同工

（编注：林冠廷干事在今年11月8日喜得千金，以下

为他的分享）

新宝宝分享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

产业，腹中的胎儿是祂的赏

赐。（诗127：3）

感谢神今年又为我和

惠盈添了一个新的小生命。

第二次重温作父母的经历，

让我们有机会再次经历天父上帝对祂子民的爱与供

应。

我们为女儿取名“Esther	 佳彦”。名字的灵感

来自以赛亚书	52：7：“在山上报佳音，传平安，	报

好信息，传扬救恩，	 那人的脚踪何等佳美啊！	 ”他

对	锡安	说：“你的上帝作王了！”

我们为人父母希望她成为一位用一生宣告天上

君王佳音和平安的使女，因而被神与人视为佳美。

请各位校友、学生及同工在祷告中记念我们的

一家：

	· 让我们在教养孩童走他们当行的路上的这一

方面不至怠惰（箴22:6），因为我们希望他

们到老，也不会偏离神的道路。

	· 让我们时时都寻求和事事都顺服神的道路，

使祂的的爱、智慧和光常伴随着我们的家

庭。

	· 求神赐我们信心来信

靠祂每天的供应是够

用的，使我们只管专

心寻求祂的国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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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追随者》有什么最新报导？

下次校友查经是什么题目？

华文组的同工团队里有谁？

要如何奉献予华文组？

本月华文组有何代祷事项？

下一次大学研经营在几时？

目前在哪些校园里有团契？

图书馆里有什么好书？

您要的资料全在弹指之间！现在就扫描上面的QR码吧！ 
http://cw.fessingapore.org

还有更多问题？？？

华文组新网站华文组新网站

救主的降临带来真光的盼望，
马槽的谦卑促使我们仰望十架，
无比的礼物充满世人的心灵！

FES华文组每一位委员与干事同工们祝愿大家：

圣诞蒙恩！新年蒙福！

若您想以GIRO方式支持FES华文组事工，
请电邮或写信向我们索取申请表格，或到
http://cw.fessingapore.org/participate/offering
下载表格。您也可用电子转账的方式，将您
的奉献金存入以下的账号：

•	 Account Name: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 (Chinese Work)
•	 Bank: OCBC (Code: 7339)
•	 Branch: Coleman / OCBC Centre (Code: 650)
•	 Account No: 650-730393-001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	收入	(S$) 20,283.79 26,033.78 31,592.90 33,384.52 20,986.45 14,882.58 19,812.68 26,298.71 42,225.00 24,331.85 22,877.80

■	支出	(S$) 26,604.96 24,603.15 25,654.90 25,808.22 24,194.37 31,951.77 27,495.47 26,577.14 24,370.52 29,425.25 22,965.02

2015年1月-11月财政收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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