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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新加坡后，我以校园

团契干事的身份在FES服

事，刚刚超过一年。若在五年前有人

问我是否会在神的国度里成为全职同

工，我可能会给予其他的答案。 

在过去的15个月里，家人与朋友

常向我提起有关神呼召进入全职事奉

的问题。这事如何发生？而又在几时

发生？我想大多数人都会感到好奇：

在美国生活了16年、从事几份非常

看好的职业、拥有六位数的收入、住

两层楼的大房子、驾着两辆车子、活

出“美国梦”，到底我的“以马忤斯

之路”是怎样走出来的？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是的，回应

神的呼召进入全职事奉的确要牺牲很

多。然而，在这15个月的服事岁月

里，虽然日子不长，神却清楚地向我

显明这些其实不算是我个人已付出的

牺牲。反之，这些都是神帮助我所作

出的选择——每一天所作的选择、有

关追随祂的选择。有人可能觉得我付

出了牺牲（金钱、生活方式、所拥有

的物质等），但说真的，这些更应该

是为要追随祂而当作出的选择。这是

追随耶稣的呼召与生命。若我生命中

所拥有的一切完全不属我，而是祂首

先赐予我的福分，那么我到底已做了

什么牺牲或在牺牲些什么呢？

在过去的15个月里，马太福音19

走过的路 
— 从世俗工作到全职事奉

章16-22节一直地出现并非偶然，当

中提到耶稣遇到那位富足的少年官。

就如这位富足的少年官被挑战作出抉

择，神也提醒我自己也有不断要作出

的抉择。当我愿意顺服祂时，神赐我

一颗学习过着知足与简朴生活的心。

我发现在我拥抱知足与简朴生活的当

儿，神一直给我惊喜！这使我更清楚

地看到：在成为全职干事后所遭遇的

每件事，都是神所赐的福。

有人问我世俗的工作与全职事奉

之间有多不同。当然是会有显著的不

同，但却有许多相似之处。

在世俗的体系里，我参与过普遍

性的管理工作，涉及的范围广泛——

从负责公司的利润或盈亏，到贸易的

拓展与发展、聘请、解雇、员工训练

等。从表面看来，世俗工作的性质可

能与神国的事工非常不一样，但我很

快便察觉出一处非常相似的地方。无

论是在世俗的职业或神国的事工里，

都涉及关系的层面。为了工作或事工

的进行，我们首先需要建立关系。就

如团队合作与关系是企业成功的关

键，神国的事工更是靠着良好的关系

来兴旺——我们与神的关系，并我们

与人的关系。

在神国的事工里，建立真实关系

的催化剂（爱人如己）来自基督。真

挚与长远的关系只有在我们的主里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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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乃是回应神给学生的呼召，这样

的观点使我更加靠近神。我也明白了

两方面：第一、万物都是从神而来（

包括知识）；第二、学得越多，越看

清神存在的这个事实，也让我意识到

要更加依靠神。在团契方面，我学到

了如何融入不同背景的团体，通过这

样的接触使我更加认识其他教会的弟

兄姐妹。不单如此，我透过他们也学

习到如何在各方面服事主，这也是我

参加团契的主要目的。

挣扎

在这三年里，我也有感到无助的

时候，无论在读书或服事方面都一直

看到自己的极限。因这缘故，我很容

易感到灰心，导致我无法看到神的带

领。最终，主在祂的时间以祂的方式

彰显祂爱的作为。我也学习凡事信

靠、交托给祂。信靠主的确是顺服祂
和回应祂的大爱的一种方式。

总体上，在这三年里，我发现我

与神的关系加深了，我觉得这是祂所

期待看见的。

陈伟翔
新加坡理工飞机机械工程系

（应毕生）

能被建立。生命因着我们的主被改变

与更新。身为一位干事，我不断被提

醒神与我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神可以

如何使用我作为塑造学生属灵生命的

器皿。神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的健康程

度正是评估校园团契状况的试金石。

对处于学生时代的你们，我鼓励

你们把校园团契建立在爱神和爱人如

己的呼召上。让我们真切地爱神并爱

我们的邻舍。这可能表示在你帮助自

己之前，你需要选择先帮助其他学

生。就如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中，

我们可能需要大费周章地去帮助一位

被其他学生唾弃或回避的朋友。在

校园团契中建立真挚关系的当儿，我

们彼此之间的同工同劳将成为见证的

光，在神放置我们的校园里荣耀祂。

而对于已经毕业的大家，神把你

们安置在世俗的工作环境中，容许

我以神的话勉励你们：“无论做什

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歌罗西书3：23）

。不要为了世俗职业能给你的收入而

工作，而是在你的工作环境中建立关

系。建立关系将会开启更多扇门，让

我们能与他人分享主的救赎宏恩。

谢贵兴干事

翻译：赖斯强干事

新加坡理工应毕生感言

在理工三年的日子一眨眼

就过了。在这期间，神

向我彰显了祂无限的爱与怜悯。虽然

我有软弱和不顺从的时候，但此时此

刻回顾过往，从团契到学业，各方面

都有我可以数算恩典的时刻。

尽管如此，在三年里我却经历了

很多“诱惑”，例如想考好成绩，甚

至很想更热心地服事。我说这些是“

诱惑”并非因为这些追求是不好或

不属灵的，但我发现我追求这些是

为了得到更好的名声而不是为了神的

荣耀，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

23节所说的：“凡事都可行，但不

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

人。”总而言之，最重要的是在我们

一切所做的都要与神同行，例如：若

你发现你的呼召是在体育方面，那么

你就往那方面去，你就能更多地经历

神的同在和引导。

学习点

在学业方面，我最享受的是能经

历神的同在，我本身用了一段时间才

发现这一点。尽力读书不代表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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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 刚 来 到 南 洋 理 工 学

院，我的目的就只是努

力读书拿好成绩、结交新朋友，以及

成为学院代表参加游泳比赛。那时的

我对信仰一点兴趣都没有。在生活

中，上帝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位陌生

人，但是，上帝并没有放弃我，反而

借着校园团契，重新带领我回到祂的

身边。

南洋理工应毕生感言
从我愿意开始参加校园团契的那

天起，上帝就不断在我的生命里工

作。借着团契的弟兄姐妹和干事的

帮助，我与上帝的关系重新被修复，

在团契也有许多学习服事祂的机会，

例如我在理工的第三年成为团长。除

此之外，上帝也在我的生命中给了我

许多挑战。我不是一个容易依靠别人

帮助的女生，但是上帝却常把我放

在无能为力的情况

下，让我学习如何

信靠祂。也因着上

帝带领了我来到校

园团契，我与祂的

关系变得更加亲密

坚固。我学到了要

如何好好服事主和

我身边的人，也带

领了两位非基督徒朋友信主！

我真心为过去三年的经历向主感

恩！马太福音 6：33-34说：“你们

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这些东西都

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

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

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在这三年

里，神一直用以上这段经文来鼓励

我，愿与大家共勉之。

陈诗韵
南洋理工航空航天工程系

（应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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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大学研经营报道

今年1月，国大团契和南大团契联合举办了联

合大学研经营，主题为“耶稣的脚踪”。我

们用四天的时间研读四福音书。在这次研经营中，我学

习了若要明白比喻，就要先了解福音书的作者如何编排

福音书里的内容，上下文的叙述也须符合比喻的重点。

在营会中，除了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也有机会到

社区关怀机构作义工。营会的弟兄姐妹分两批到两个

不同的机构：一组人去康侍（HealthServe）探访受伤

的客工，并与他们互动，我则去了“愿之心”（Willing 

感谢上帝在过去这学年里带领我们国大研究生

小组，也要感恩有林志达干事与林冠廷干事

陪着我们一起奔跑在世上成圣的旅程。

在这学年内，我们小组例常的活动包括志达干事主

讲的讲座、查经和祷告会。我们也举办过各类讲座，例

如“新旧约概论”、“加尔文神学”、“慕安德烈”

及“撒种的比喻”。通过这些活动，我们吸取了不少圣

经知识，也通过圣灵的帮助更加明白神的心意。更重要

的是我们的灵命得到造就，对神的话语更加渴慕，以及

有能力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

不仅如此，我们在过去这学年开始的期间（去年八

月）也举办了一次布道会，主题为“爱是一种信仰”

，讲员是我们当中的一位交换生——葛沛鑫弟兄。在这

个聚会里，我们有机会与非信徒同学讨论我们所认识的

神，并回答他们对基督教信仰的疑问。另外，神也通过

这个聚会为我们小组加添了新朋友，有些到现在仍参加

我们的聚会！

虽在小组当中有许多组员已经毕业而离开校园了，但

我们盼望上帝会继续带领我们在祂里面的成长。我们也

希望FES华文组继续为我们积极地祷告，愿上帝赐我们能

力和爱心来招待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和有需要

的人，同时在我们组员之间也不忘继续彼此

关怀。

夏捷仁
国大化学工程系研发工程师

小组例常聚会

Hearts），主要是预备和分发食物给有需要的家庭。从洗

菜、切菜、搬货，我觉得服侍有需要的群体不简单，除

了要召集足够的人力，每个人也要愿意长时间地付出精

力和心力。就因如此，参与社区关怀让基督徒有机会向

周遭有需要的群体显示神那份无私的爱。

感谢神每年都透过研经营供应我们这些大学生丰富

的“资源”，让我们有机会好好研读神的话

语。希望明年有更多人参与研经营！

张颂宇
国大会计系（第四年）

国大研究生报告

“爱是一种信仰”布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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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位国大校友委员多年

来“阴魂不散”的邀请

下，我和太太淑敏终于决定参加去年

（2016年）的校友退修营。身为忙

碌老师的我们，在这次 “Spotify OR 

Simplify” 的退修营中，获益不少。

以下是我们的分享：

淑敏：在2016年，我的工作（学

校）增加了对我的要求。我大部分的

时间都花在工作上，使得我与家人、

朋友和独处的时间减少了许多。讲员

的分享提醒了我要更好地安排我的时

间表，因为一个人的时间表反映了他

所看重的事物。这次的退修营教导了

我应该刻意安排时间为家人、朋友、

学生和服事的群体祷告。我也在这次

退修营中与耶稣建立了更深的关系，

回到了基督教信仰的中心。通过退修

营，我也更认识国大的校友们。

铭智：2016年可算是我在事奉和

工作上的安息年。在这一年中，我

刻意放下了一些职责和事奉，让生

活简单化。当我知道退修营的主题

是“Spotify OR Simplify”，我质疑

这营会是否对我有帮助，我以为自己

已经是过着一个简化(simplified)的生

活了。因为我和淑敏在今年（2017

年）有出国宣教的可能性，所以过着

简单的生活，购买了三房式组屋和简讲员：陈智群博士

感谢 神 ， 让 我 有 机 会 参 加

2016年南大校友团契退修

营。离开校园已有八至九年的时间，

与校园或校友的关系早已疏远，但在

筹委主席宏炽的号召下，我踏出了第

一步，回到这个我离开多时的家 。

2016年国大校友退修营感想
单的二手家具，也特意不参与职场上

的竞争。但是透过这次退修营，上帝

让我看见原来我在“思维”这一环还

没有被简化（simplified）。在许多

时候，我的脑子不断地在思考，无法

安静心下来去亲近神。我就像马大，

伺候的事多，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

而没有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在退修营

后，我刻意简化（simplify）我的“

思维”。

这次的退修营让我们回到“那些

年，我们一起在校园团契”的感觉，

不单与干事和校友们有美好的交流，

也彼此学习。每日的灵修分享提醒我

们上帝仍然掌权。参加退修营也帮助

我们的身心灵有休息和恢复的时间。

最后，如果你现在被忙碌繁重的

工作和生活所需压得疲惫不堪，我鼓

励你来到耶稣面前，因为耶稣来不只

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祂更是

要叫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

周铭智
毕业自国大机械工程系

(2009年)

2016年南大校友退修营感想
很奇妙，许许多多陌生的脸孔，

在短短的时间里就打成一片了。虽我

们有年龄的差距、生活背景的差异、

教会宗派的不同，因为神——我们的

父，使我们相聚在一起。

南大校友团契，不一定是我们生

活中必要的一环，但这个特别的团

契，使我再次调整方向，思想神所托

付给我们的责任，彼此鼓励、扶持，

同奔天路。

离开营会以后，也许我又回到自

己的生活圈子；但我深信，我们不必

天天见面，只要一个信息，一通电

话，心中的那份南大情，就会再次燃

烧。加油！                                                                   

谢富祺
毕业自南大经济系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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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月1日至2日所举行的新

加坡理工领袖营，是个

令我敞开眼界的营会。我发现当团长

日期：23/2-25/2/2017

地点：伊甸圣经长老会

参加人数：12人

感谢主，义安理工的委员

们透过这营会更深地彼

此认识，也看见彼此有趣的一面！在

营会里，大家都愿意敞开心来分享与

讨论。

今年的领袖营安排了两个主题讲

座，分别是《生命的事奉》和《时间

管理》。这两个讲座都让我有许多反

思。《生命的事奉》更新了我对事奉

的观点，叫我不再看见事奉只是在教

会或校园团契的

各岗位上服事。

原来我们的日常

作息，如睡觉和

吃东西也是一种

事奉，借着好好

照顾自己的身体

和 健 康 ， 让 上

帝能够使用我们，为祂工作！我们在

生命中所做的每件事都是事奉，这也

是所谓的“生命的事奉”，也因着把

生命献予上帝而结

出了“生命影响生

命”的果子。我也

从尼克胡哲（Nick 

Vujicic）、陈来荣

医生、戴德生等等

的见证中看见他们

如何借着他们生命

的事奉影响了其他人的生命。他们不

是只会做事，也不是只把生命的一小

部分给上帝，而是将他们生命的全部

献给祂。

另 外 ， 在

《时间管理》

的讲座中，让

我留下最深刻

印象的是：讲

员张颂宇弟兄

分享他在国大

团契服事时，他与委员们每周都会安

义安理工领袖营 排有一起同心祷告的时间，有时免不

了会遇到有委员因功课繁忙而请假缺

席的情况，颂宇弟兄竟对那委员作出

如此的回应：“没关系，你可以在我

们进行祷告会时专心做你的作业，但

只 能 做 作 业 ，

不 能 处 理 你 事

奉 的 事 情 。 如

果 你 在 这 段 时

间 也 处 理 你 事

奉 的 事 情 ， 那

你 就 必 须 和 我

们 一 同 来 到 上

帝面前同心祷告。”这番话让我学习

到上帝看重我们内在生命的稳固，胜

过我们为祂所做的一切。学习和事奉

固然重要，但学习和事奉的动力和能

力仍源自于我们内在的生命。

最后，希望透过这个营会，委员

们各自的生命都被主建立，在校园团

契里成为祂的好精兵和好领袖！

冯绮芸
义安理工创新产品设计系

（第三年）

新加坡理工领袖营
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须要注意

每个细节，也须把报告做好。如果没

有其他委员的帮助，这个领袖营就不

可能顺利地进行。

新一届的委员对

自己在委员会的“角

色”有很多疑问，所

以我们这一批要卸任

的委员把我们所有的

报告和经验都与新委

员们分享，让他们对

自己接下来的服事有

基本的了解。

在讨论过程中，

我们思考在接下来的新学年里要如何

更好地“打理”我们的团契，也分享

了我们的期望，如召多一点新生。在

策划过程中，我感受到每个委员都放

了很多心思和努力在筹划团契的各方

面，例如：制定主题“活出异象，完

成使命”、策划查经和节目等。

在营会中，我们也彼此分享自己

在课业和服事上的挑战，并为彼此代

祷。

梁俊乐
新加坡理工机械工程系

（第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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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之旅，是一段怎样的

旅程？

今年4月11-13日，我们在Changi 

Seafront Chalet 举办了联合理工迎新营。 

这次的主题为《恩典之旅》，大家在这

个营会一起了解与回顾各自所走过的恩

典之旅。同时，来自不同理工的学生也

借此机会更加认识彼此、认识各别的校

园团契，并且学习应该如何看待校园生

活。

冯绮芸
节目筹委

大家好！我是佳薇。经过

了 这 三 天 两 夜 的 营 会

后，我没有后悔参加！我在营会里认

识了很多爱神的姐妹和一、两位弟

兄，并且在灵修时，我也从大家的分

享中学习了很多，这些分享让我反思

自己要怎样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

虽然参加这次的营会并没让我的

生活转眼间变得有何不同，但我意识

到自己现在是不配去天堂的，那该怎

么办呢？因此我目前开始分配出时间

读经（从头开始读起）。在这个营会

里，我看到弟兄姊妹都对圣经很熟

悉，但我却不熟。我学习了一样宝贵

的功课，那就是：如果你不读圣经，

你怎么认识你的神？

在节目方面，我认为敬拜赞美和

讲道环节都非常好。总的来说，我觉

得这次营会办得很成功。

谢谢筹委们的辛劳！

曾佳薇
义安理工学院中文系新生

联合理工迎新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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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校园团契在今年2月9

日（星期四）举办一个

福音性聚会，题目为“苦难。为什

么？”

“新年期间，为何谈苦？”——

我铭记当天聚会讲员张克复牧师的这

段引言，这正是我近期的思考与经

历。去年我过得非常苦——读书苦，

研经苦，连做的梦都是苦涩的。谁知

在我实习时，我认识了遇苦之人，周

边亲友也有些在受苦，这使我更不知

该如何应对。

不多说，我想每个人都有遇苦遇

难之时，那么又何谓苦难？

 先来对一些误解作出澄清：

1. 苦难之源乃上帝无能。

a.人之所以能分辨缺陷与完美，

是因为我们心里有一把尺，而那把尺

就是上帝所视为那完美的标准。

ⅰ苦难是完美的缺陷。

b.若神果真无能，何来的完美之

标准呢？

ⅰ神造一切万物之时都视之为“

好”、“很好”。

小结：所以苦难是来自于神。

2. 苦难是没有真实意义的。

a.若苦难来自于神，那么又有何

意义？

ⅰ不是所有苦难的意义是我们能

够理解的。

ⅱ神所允许的苦难都是有意义

的，因为神之所做的都是有意义的（

从圣经的启示可以看出）。

我们在处理苦难这个课题时，不

能离开神的话语。

苦难之源：

1.  罪

a.罪是一种人的选择，而这选择

让自己或他人受苦。

ⅰ例：人为了争夺资源，到处打

仗，导致败国亡家。例：人为了满足

贪婪的欲望，而沉迷于赌博，甚至偷

窃，结果连累全家人一同受苦。

2. 魔鬼

a.圣经中提到的魔鬼是吸引人的

（若魔鬼是可怕的，那么每个人就会

躲开牠的试探而进天堂了）。

ⅰ基督教信仰的内容一直提醒信

徒魔鬼的试探是很危险的。

3. 神

a.神是一位赐福的神，但祂也是

一位降苦难/灾祸的神。

ⅰ若神是一位赐福的神，同时祂
也须要是一位降灾祸的神，因为倘若

神只是一位有能力赐福但无法降灾祸

的神，那么就有一位比神更大的“力

量的源头”有能力降灾祸，而这个“

力量的源头”是神所不能控制的。

b. 神有绝对的审判权。

ⅰ例：一个地方的审判官所裁判

的结果是不可被驳回的，因他有审判

权。

c.神所怀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

ⅰ《约伯记》整个故事是在讲述

神允许苦难临到约伯，但这些苦难

却让约伯比之前更加认识神，对神的

信心更加坚定。最后，神赐他很大的

福气。所以，总的来说，神最终所怀

的意念仍是赐福的意念，虽所赐的“

福”并非如世界所定义的“荣华富

贵”。

苦难。为什么？
——记南大团契福音性聚会

罗 马 书 8 : 2 8 “ 我 们 晓 得 万 事

都 互 相 效 力 ， 叫 爱 神 的 人 得 益

处 ， 就 是 按祂旨 意 被 召 的 人 。 ”  

——所以很多时候苦难的发生是为了

爱神之人的益处（虽然当时是无法立

即理解的）。

约翰福音16:33“我将这些事

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

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

可 以 放 心 ， 我 已 经 胜 了 世 界 。 ” 

——请注意：在神里面是先有平安，

才有苦难。

 那么这一切到底又有何意义呢？

原来身为神的儿女会面对苦难，

是因为神在调教我们。让我欣慰的是

所有的苦难是神许可的，虽然无法避

免，但只要信靠神在掌权，我们就会

有盼望。

就连耶稣也对人间的苦难有感

受，所以我们就可以更确信神能够理

解我们所经历的苦难，并且祂会让我

们有机会更加认识祂。（参约翰福音

11章：耶稣面对拉撒路的死；参诗

篇23篇：大卫如何对神有更深一层

的认识）

 若面对苦难的人是非信徒，我们

就知道其中的原因之一是要使他们归

向神。

张牧师的分享让我意识到，人往

往在自己的软弱里才能看见神的大

能。只有当我处在最低潮的时刻，我

才能经历神的伟大神性。我要更加努

力追求一颗谦卑的心，好让我时时被

提醒在我之上的神之大能。生活里也

有很多苦难，如：犯罪、生离死别、

天灾人祸、如何择偶等，重点在于：

我们如何回应苦难。

林知敬
南大电机电子工程系

（第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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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7日（星期六）

早上，FES华文组干事、

同工和委员们一起聚集于新加坡植

物园，有个集体灵修的时间。有些

委员也带着孩子来加入我们的“灵

修”行列。感谢神在当天早上赐下

美好的天气，让我们在风景优美、

绿意盎然的环境下，一起阅读和默

想祂的话语。

一开始，我们先唱诗敬拜神，

通过敬拜赞美预备自己的心，进入

接下来的灵修时间。

接着，我们来到灵修时间。我

FES华文组同工灵修会
们一起读诗篇139篇，默想神的属

性：神对我们的无所不知、祂的无

所不在，及我们对祂的回应又是如

何。之后我们轮流分享各自在这篇

诗篇所领受的心得，同时数算过去

2016年所经历的恩典，或是分享对

2017年的展望。

在共享属灵的盛宴后，我们一

块儿步行到附近的亚当路小贩中心

用餐，大家都有美好的交流和团契

时间。

孔令芳姐妹
FES华文组行政同工

新书推介
南韩

将

在 今 年 八 月

举 办 东 亚 区

校 园 事 工 三

年 一 度 的 学

生大会（East 

Asia Regional 

Conference，

简称EARC）

，主题是“不友善的年代，作先

知般的朝圣者”（Hostile Times, 

Prophetic Pilgrims）。30年前，

在1986年的EARC，主题就是大家

所看到这本新书的书名：《愿祢的

国降临》（Thy Kingdom Come）

。当年的释经讲员——雷马强佐

（Vinoth Ramachandra）的三篇

讲章第一次以中文呈现，更是为了

今天的教会进言，盼望我们活出主

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愿祢的国降

临，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

在天上！

雷马强佐是国际FES“对话与

社会参与“的秘书，他的博士学位

是核子工程，但他的信念正是回应

上帝的国，使到这位斯里兰卡学者

与他的丹麦籍妻子穷一生服事在他

们本处的学生与教会，也服事世界

各地的校园，把神的国带到每一个

空间，实现神的国。这本小书的内

容经过作者在2013年的亲自修订，

使到我们读得更为适切；全书少过

90页，适合校园与校友小组分三

章来讨论分享。每本的奉献额是：

学生$3，非学生$4。您可透过个

别干事，或到FES华文组在桥北中

心的办公室索取（420 North Bridge 

Road, #05-05 North Bridge Centre, 

Singapore 188727） 。

最后，要感谢香港FES的翻译，

以简易的中文，表达神永恒的真

理。

赖斯强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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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简史 

在2005年，几位前新加坡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前身）基督徒校园

团契（VCF）的校友，觉得应该重新

开始一个属于我们的校友团契。经过

一番商讨后，大家决定于2005年5月

22日傍晚，在国大学会肯特岗会所

（NUSS Kent Ridge Guild House）

召开第一次聚会。当晚有大约35位

校友参加聚会，其中一位校友——卢

耀华博士也分享了他在基督徒学生

福音团契（FES）的事奉经历（他从

1/7/1997至31/12/2004曾经担任FES

的总干事）。 

目前我们联络名册上的校友数目

已经超过80人，而平均出席人数是

25至40人，甚至包括了于2015年开

始加入的部分国大校友。我们的年

龄层从20几岁到70岁，彼此都有很

好的分享与交流。我们也透过电邮和

WhatsApp互通消息，无论是居住在

本地或是远方的校友，都能够彼此扶

持、互相代祷。 

聚会活动 

由于不是正式注册的团体，新大

校友团契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特定

的宗旨或目标；大家是本着过去在校

园的情谊和关系，带着怀旧的心情前

来相聚。前两三年的聚集，通常都是

请参加的校友，轮流分享自己过去的

经历和上帝的带

领，勾起了彼此

对校园往事的回

忆和缅怀。第二

波的节目，是通

过弟兄姐妹个别

的事奉，激励大

家参考借鉴与参与。例如，在2013

年11月，我们邀请校友陈方牧师（

怀恩堂前主任牧师，新加坡神学院副

新大基督徒校友团契

教授）分享宣教的课题；在2015年

7月，我们邀请国大校友朱曾南弟兄

（飞跃辅导中心辅导员）分享他当时

在“一望中心”参与戒赌事奉的经

历；2016年有校友刘淑平姐妹（三

一神学院讲师）

分享“从康希说

起”。团契每年

有3至4次聚会，

多半安排在星期

天傍晚，于校友

的 家 举 行 。 从

2016年开始，我们也组织郊游活动，

从中还认识到在新加坡对我们而言还

相对陌生的一些角落，同时也享受轻

松自在的团契时光。去年3月，我们

到植物园郊游；今年2月，我们游走

铁道、参观日据战争史迹、进入武吉

巴督自然公园，其乐融融 ！ 

节目预告 

今 年 ， 我 们 还 有 另 外 2 次 的 聚

会，主题为“从头说起——谈养生”

，以及年底的感恩分享。 

在此诚邀还未加入新大基督徒校

友团契的弟兄姐妹，参加我们接下来

的聚会，与我们共享团契。有意参

加者，请与FES干事淑贞姐妹（6338 

3665）联络。
罗玉英

毕业自新大电子工程系
（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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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整 个 校 园 见 证 基

督 ” — — 是 F E S 自

2010年所采用的事工蓝图。为要达

至以上的异象，我们拟出了11项重

点事工策略，而“投入读经”就是其

中一项。在全国和校园的层面，有许

多举措和计划已在实行中。就校园的

层面而言，FES在2014年终进行了一

个有关“投入读经”的调查，目的是

要评估我们的学生对于圣经的认识和

投入程度有多深。来自各大学和理工

学院并横跨 FES三个语文事工的318

位学生，参与了这次的调查。

这个调查展示了一些令人鼓舞的

事实，例如：差不多全部参与调查的

学生（99.3%）相信圣经是可靠的，

并在信仰上是有权威的。83%的学生

则在一周内有阅读和考查圣经几次（

有40%的学生甚至是天天如此行），

而68%的学生在一个月内至少有几次

阅读基督徒作品。

然而，我们也关注到一些令人困

惑的实况。当学生被问及为何定期阅

读和考查圣经对他们而言是种挑战，

当中有68%表示他们太过忙碌，而

48%认为原因是他们无法理解圣经。

他们的读经内容涵盖度也令人担忧，

例如差不多有一半（47%）的学生不

知道或没读过那鸿书，而有超多三

分之一的学生则不知道或没读过犹大

书。

看过了调查的结果，在继续培

养学生的圣经知识和读经习惯的当

儿，FES也必须建立一些策略来加深

学生在他们日常生活中投入读经的

程度，这对应了保罗在提摩太后书

3:16-17所鼓励提摩太的话: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

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

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

备行各样的善事。”

有趣的一点是，保罗所提到以上

这些圣经的用处都是非常实在的、具

体的，及会改变生命的：教训、督

责、使人归正及教导人学义。这个目

标也是我们未来在鼓励学生更深地投

入读经的诸般努力下所期盼的成果：

不单是他们的圣经知识有所加增，或

是他们的释经视野被扩展，而更重要

的是他们自己被圣言改变。

我们的查经时段应不单是要提供

更多的知识，而也是要提倡上述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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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当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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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6月16日（星期五）

题目：服侍的更新

带领者：陈淑贞干事

日期：8月4日（星期五）

题目：活出更新的服侍

带领者：林佳和传道（新大校友）

总干事的话

标。我们的“灵修时间”、背经和读

经习惯不单是为了做而做，而是要提

升我们对自己和世界的批判意识，领

悟圣经里的异象是什么，之后催促我

们采取行动。结果就是，生命和社会

将会被更新。

我们可以如何有效地达至以上的

目标？干事和学生领袖之间需要有更

多讨论和脑力激荡的时刻。与此同

时，我也想邀请您与我们分享，在您

投入读经时，您曾有过什么想法、例

子或经历使您察觉有些不对劲儿的地

方，而您有感而发地做了些什么事。

圣经有否让我们更加察觉在我们

的生命中、校园、地方教会和社会里

有什么是须要去做的吗？

郭志励
FES（新加坡）总干事

翻译：孔令芳姐妹

日期：11月10日（星期五）

题目：落实更新的服侍

带领者：罗玉英姐妹（新大校友）

每次查经的时间是7.30pm，地点在FES Conference 

Room, North Bridge Centre #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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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

生命。

2017校友查经预告

投入读经  生命更新投入读经  生命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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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团契（NTU CCF）与国大团契（NUS 

CVCF）在今年的3月2日（星期四）举办

了联合敬拜赞美祷告会。此聚会的目的是要促进这两

个团契之间的关系，让契友分享在各自校园中作光作

盐所面对的挑战，并彼此鼓励。

我们在Utown的Town Plaza一起玩游戏、吃比萨、

敬拜赞美、分享及为彼此祷告。两校的契友们都很欢

畅地互相沟通，更加认识彼此，从中也建立了更深厚

的友谊与在主内的弟兄姐妹之情。

期待下一次的联合聚会！

曹俊博
国大哲学系
（第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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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7月-2017年4月 财政收支报告

★2016年10月份的收入包括10月21日大家庭聚会所收到的奉献金

2016年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17年1 月 2月 3月 4月

■ 收入 (S$) 21,761.90 31,784.95 20,411.01 35,031.12 25,234.26 42,760.00 15,852.52 30,817.00 30,523.67 25,217.84

■ 支出 (S$) 28,675.50 26,868.66 26,806.12 27,823.89 21,746.17 42,558.01 29,445.80 21,877.14 24,396.55 23,63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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