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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第一次乘搭飞机出国是为着参加当时在菲律宾举行的东亚

区学生事工会议（EAST	ASIA	REGIONAL	CONFERENCE）；2015

年生平第一次飞离亚洲是去墨西哥（MEXICO）参加世界学生事工大会

（WORLD	 ASSEMBLY）。当年的21岁小伙子，现在已经47岁；同样的

是：学生事工的大家庭所给予的学习和对普世学生事工带来的憧憬与雀

跃，丝毫未减！

整千人参与的大会，却并没有带来一丝陌生感。来自170多个不同

国家的学生与校园的同工们（当然也包括一些委员）在大会每时每刻的

交流，使身在其中的我感到应接不暇。通常我们听到一些事工的报告，

都是“报喜不报忧”，但我们在这十天领受的是：普世学生事工增长

了，但这些的增长却是在忧患的状态中颠簸向前。在我们认识的美国或

瑞士的学生事工体系里，过去十年都面对某种的逼迫：校园的行政架构

直接要求基督徒学生针对校方的反歧视规条，就这项条约接受非信徒成

为校园基督徒团契的领袖。当然我们都知道：非信徒参与基督徒团契并

且成为领袖的或然率微乎其微，而且当身边的基督徒组织都签署了备忘

录，我们不签吗？是的，在这些地方的学生同工们都决定不签，因为我

们的忠诚是在神与人的面前，更重要的是神喜悦我们见证祂。这些校园

事工因此不能接受当地校方的津贴，或者因此不能在校园继续聚会。校

园学生事工并没有因为这样的状况而停滞不前，反而在这种诸般拦阻的

十年里，有了非常显著的增长。校园团契不在校园里运作，迫使学生发

挥更大的自主性，神的信实将学生事工带到新的领域，开拓了学生同工

2015 IFES WORLD ASSEMBLY

世界学生事工大会
（7月21日至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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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年的事工，之后全体职员在策划会议的时候一同

聚集讨论。策划会议在04/06-06/06、08/06-10/06

、25/06-26/06、30/06、02/07和09/07的晚间时间，

于FES	 Conference	 Room或国大校园进行。在这会议

当中，我们探讨各部门所设定的目标和事工，并讨论

要以怎样的方式带出团契下一年的主题“在爱中建立

基督的身体”。

一个学年即将来临，国大团契第49届职员会的事工

也陆陆续续地开始了。当我们展望眼前新的一个学年，

虽然有许许多多的未知数（如会有几位新生？契友是否

会继续参加团契？），但我们深信一

切都在主的手中。神如何带领之前的

第48届职员会，也必定如何带领我们

走过前面的一年。我们职员会所需要

做的，就是将身体献上，甘心被主使

用；心意更新而变化，察验何为神的

善良、纯全、可喜悦的

旨意（罗12:1-2）。

陈俊翰
国大校园团契第49届

职员会主席

们属灵的视野！在一些学生事工被约束的国家，情况更

是如此：不在校园运作，神反而带领校方在某一种程度

上认同了基督徒学生团契的存在，继续得着在校园里的

学生！虽然在一些地方的政权在某方面已经改善了这样

的情况，但学生同工们都知道前面的路不容易继续走，

但大家都靠着主走下去！在这个大会中，不管是台上的

报告分享，或者是工作坊讲座，甚至在餐桌上的交流，

所听到的都是这类“忧喜参半”的分享。

因此，每天早上在听台上的灵修证道时，无论是

腓立比书，或者但以理书，我们不会只听到一位讲员，

而是两位讲员，从他们的角度诠释该段经文。这样的铺

设，不尽然是为了新鲜感，更是帮助我们在神的话语上

采取更广度的聆听，从人的处境，反思圣经在我们的处

境所发挥的可塑性。而这一篇篇不一定由著名讲员分享

的灵修证道，在在表明之前所述，各地学生事工所面对

的光景与状况，这一切在神的话语中得到新的亮光，看

见天父上帝要赐下更多的可能性予祂的百姓：如何在苦

难中发挥更大喜乐的力量，感染自己更是影响他人；如

何在逼迫中，甘心乐意服事那些压迫你的人，使神的名

被高举、得更大的荣耀！借着圣灵，这些信息都打进大

家的心，使整个大会给予每一位参与者的造就，是神亲

自的建立：在报告、教导、分享或议事时，看见祂的手

引领我们，在我们的肩膀安慰我们。

就敏感度而言，我只能够分享在这次世界学生事

工大会，接纳了：希腊、澳门、蒙古、巴勒斯坦和南苏

丹进入国际学生事工（IFES）的大家庭。但真正被接纳

的学生事工不只这些，因为大会特别交代我们要谨慎分

享。但是若我们从这五个国家来看，有些其实早在好多

年前就已经有学生事工，反而今天却在面对大苦难时，

他们加入了IFES。神的作为实在奇妙，有时我们身在其

中，反思：确实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但逐渐体会圣

灵的工作后，心中不禁发出：哈利路亚！

四年后会在南非举行下一届学生事工大会，我们不

一定会参与其盛。但我们早已参与其盛，就如这次大会

的主题，由三种国际学生事工的主要语言：西班牙语、

法语和英语带出──共同在基督、在差传、在校园里。

赖斯强干事

一个学年又过去了，国大团契第48届职员会

的服事也来到了尾声。当我们回顾过去的

一年，虽然过程当中曾经历高低起伏，但是回过头来都

能够看到上帝一步步的带领、恩典和教导。

第48届职员会全年检讨会议

于11/05-16/05的晚间时间在国大

校园进行，而这也是第48届职员会

在过去一个学年结束后所要完成的

最后一项事工。这会议的目的是：

检讨团契在过去的学年里是否有达

到所设下的目标、检讨各事工的果

效，并给予第49届职员会一些建

议。前主席也安排时间给我们每位

职员进行个人感恩分享，回顾一年

来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

而正当第48届职员会全年

检讨会议结束后，紧接的就是第

49届职员会各部门商讨如何安排

国大校园同工检讨策划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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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似箭，一转眼，我已毕业了。我十分

感谢上帝在我读大学的这段时期，把我

安放在南洋理工大学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的华文组

(NTUCCF)	里。

我从小就认识神，在英文教会里长大。一直以来，

我都是以英语和家人朋友沟通。因此，我会去参加中文

基督徒团契可说是有点“奇怪”。我并不是特意想参加

中文的基督徒团契，这更是我上大学之前所意料不到

的。现在回想起来，我

相信这全都是神美好

的安排。

2011年，我在

入学之前收到了来自

NTU的信件，里面装

着各项课外活动的传

单，包括NTUCCF迎

新营的传单。我被这

迎新营的传单和其主

题“作盐作光”所吸

引，而我那时候正好

有空，所以就这样决

定参加迎新营。

迎新营的第一

天我很紧张，

因为我不认识

任何人，也不

擅长以华语交

流。不过，NTUCCF

的 学 长 们 都 很 热

情，十分热烈地欢

迎我，让我觉得很

自在。我在迎新营

里感受到在基督

里大家同为肢体

的亲情和归属感，而这让我决定在

NTUCCF	留下来。	

四年来，我没有后悔过参加NTUCCF

这个决定。在大学里，忙碌的生活和各样

的纷扰很容易使人失去方向，忘记人在世

上活着的真正意义。每星期的聚会都帮助我把目光转回

至十字架，提醒我要把神放在人生的第一位。团契的学

长们都很爱神，他们的榜样激发我要像他们一样为主而

活，并积极服事神。我很感激他们对我真诚的关怀和照

顾。我也很期待敬拜赞美的时间，从来没有听过《赞美

之泉》诗歌的我每逢敬拜赞美时都会被这些动人的诗歌

深深地打动，也会不知不觉地流泪。透过另一个语言来

认识神，我对我们所服事的神有了更深的了解。团契的

查经和讲道也教导我如何在这错综复杂的世界里活出基

督徒学生的身份，这是很重要的。

我也很感谢神让我两年都有机会参加泰北短宣。能

够亲自看到并参与南大校友团契在泰北所创办的事工，

我感触良深。南大校友团契确确实实地活出了基督的

爱，1990年代就开始在泰北山区传扬主的福音，并帮助

村民提升、改善生活。泰北南大教育委员所创办的三间

幼儿园今日仍在成长着，造福一代又一代的儿童们，让

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

靠着主的恩典，我在大学期间也参加了为期两个学

期的Gcube课程。Gcube课程让我对圣经有了全新的理

解，也是我灵命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参与长达一个月

的Gcube越南短宣与NTUCCF的泰北短宣，大大增加了

我对宣教的认识。

此外，身为应毕生的我被邀请参加联合大学应毕营

和南大校友团契迎新茶会，让我体会到这个大家庭的温

馨。南大团契在上个世纪50年代成立，确实享有悠长的

历史。南大校友很关心我们这批新一届的应毕生，也愿

意花心思来认识我们，令我们很感动。他们谦卑地与我

们分享他们的人生道路。虽然这些前辈校友们年纪已不

轻，但仍看到他们火热的信心，在他们退休的年日里仍

积极地把福音传给身边的人、服事主，实在令人钦佩。

我很高兴能当NTUCCF和南大校友团契大家庭的一

份子！☺为这四年在NTUCCF里的丰富得着感谢神！

周秀勤

南大校园团契应毕生

（资讯工程和媒体系）

南大应毕生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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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学生课业的压力可谓非比寻常，不仅如

此，学生所面对的选择太多，大大地分散了

学生的注意力，校园福音事工也受到不小的影响，似乎

今日学生的福音使命已较从前淡薄。

3月18日晚间我们请到陈来荣医生在FES会议室来

与我们分享。他并没有像说教似地告诉我们传福音有多

重要、要怎样传福音等，而是用比喻——路加福音13

：6-9来谈这话题：无花果树虽然三年没结果子，但没

有被砍下来，反而是通过掘开土，加上粪来帮助它结果

子。来到现实层面，这比喻也许可带出这样的意义：很

多时候我们对于传福音的事容易灰心及放弃（把树砍下

来），而忘了自己对别人的本分，我们应该努力传福音

及服事别人。

接着，陈医生通过让大家分小组来画出这个比喻的

活动，让大家各自去建构这个图像，并描述图像中各组

成部分（无花果树、管园的等等）对组员的意义，以及

自己可以尽上的本分，让组员自己去思考反省这福音使

命对他们的意义。

陈医生也带出另一个信息：我们要让人们不仅看到

福音能使人得永生，福音更是有大能的，甚至能改变人

实际生活的处境。例如他在云南的事工，不仅是涉及到

所谓的福音（当然是间接的），也使人得到医疗帮助，

使整体医疗环境改善。此外，陈医生也指出我们在福音

事工或任何社福事工的参与不能总是帮别人解决问题；

要使当地的人能自己承担福音工作、掌握一定的生活技

能，也是很重要的。

林志达干事报导

学生宣教日 寄：唐佑之牧师@神的家
唐牧师：

五月从同工口中知道您息劳归主，

又看见您生前为自己预草的归家文告: 

为着您的一生著书无数而感恩，建立一

个又一个主内的同道同工，将一切荣耀

归予天上的父！

我从未与您见面，但在我信主初期，进入FES华

文组图书馆的时候，就读了您翻译或著作的书。当时

我开始参加每周三在校园的祷告会，但觉得自己不会

祷告，就在书架上发现了《伟大心灵的祷告》，是您

翻译的。读完后，我的祷告还是没有进步，不是书不

好，是我不行。之后，我参加圣经营/研经营，虽然有

兴趣读好旧约，但没有工具书实在不行。书架上您一

本本不是很厚的旧约入门丛书，正适合我这个懒人！

《牧野的芦笛》使我明白旧约的文学体裁；《信心的

呼喊》引导我进入先知书的门槛。在神学院进修时，

您在2000年之后的著作，诸如苦难神学和崇拜学的课

题，不管书有多厚，我都可以一口气读完。

您这位素未谋面的属灵导师给予我的实在太多，

是言语不足以致谢的，仅以这篇短文来纪念。盼望主

内弟兄姐妹通过您和其他大师的著作，使我们可以被

陶造，学习在真道上建立生命，在生活中发光作盐！

赖斯强干事

编按：今年5月15日，华人教会的一代学者、牧者－－

唐佑之牧师荣归天家，故笔者特别写了这篇短文，不

只为悼念，更是激起我们看书学习之心。

在我读大学三年级时，借着神奇妙的带领把

我带入国大校园团契。虽然在当中的参与

只有短短一年半的时间，但我却领受了神丰富的恩典。

起初害怕面对新环境、新面孔的我带着消费者的心态来

出席大组的活动。但神却了解我的心，透过当天的讲座

调整我参加校园团契的心态，教导我要以一个建立团契

成为造就人的群体的心态来参与团契。感谢神的感动，

使我当天勇敢地作出这个立志：以神喜悦的心态参与团

契，以及存谦卑的心让神带领。

神让我看到校园是个多么大的福音

禾场，同时也在智慧和心志上装备我去传

福音。感恩神透过短宣让我经历到祂的信

实、慈爱、恩典和爱。在事奉中，我有学习

也经历到祷告的力量。也感谢神让我在小组

里见证到弟兄姐妹彼此分享、互相勉励、用神

的话来激励彼此，以及把一切的焦点都放在神

的身上。

我特别记得当我

身为迎新营的筹委之

一时，神让我在筹委小组里

见证到经文林前12：12-26在弟兄姐妹当中的

落实。虽然大家处于不同的岗位，但是若有人需要帮忙

时，其他的 弟兄姐妹都乐意给予帮助。神透过团契

渐渐打开了我的心眼，让我看到校园里

所需要被关怀的群体。校园中的确充满

了许多分享福音的机会。盼望我们在

任何时刻都能够把握时机传扬主爱、

宣扬主名！

林佳颖
国大校园团契应毕生

（社会学）

国大应毕生分享

学生宣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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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操守、正当的恋爱观，还有在追求事物时应持有的正

确态度。应毕营也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不管我

们在做什么，都必须是基督在先，职业在

后。

王佳怡

义安理工校园团契应毕生

（护理系）

了四年里的成长、神的看顾与带领。在这四年当中，神

带领我经过每一次的挫折。回头看，我亲自地体验到“

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主祢的爱和手将我紧紧抓

住，也牵引我走接下来的人生道路”。

林佳颖
国大校园团契应毕生（社会学）

我是佳怡，来自义安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

于2015年正式加入校友列队（也就是毕业

啦）。之前在校园里就读的是护理系，而其中一个关于

我校团契的特点就是：团员大部分都是

白衣天使呢，哈哈。

身为一名基督徒学生，我不得不

承认，在每天的生活里持守自己的信

仰，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在校园

里不必面对世界的尔虞我诈，而且还

能享受师长们的庇护。在如此平静的

环境当中都可以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更别

说是毕业后校园以外的花花世界了。

在被世俗充斥的环境里，罪——是其中

一个非常容易陷入的“美丽陷阱”。

参加了应毕营后，才发觉到自己灵性的

懦弱，一个不小心，就可能会跌倒。听完牧

者和干事们的分享，才

意识到踏入社会后持守

信仰的重要性。我在

应毕营里获益良多，

所学习的内容包含了

一个基督徒应有的职

联合理工应毕营分享

感谢主的带领，让我渡过了四年的大学生

涯。当了这么多年的学生，目前处在这个

过渡期的我难免会觉得人生有一点点的失去方向，在寻

找工作的期间里也会感到一点点的忧虑，但要知道“星

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我们应当更为谨慎。感恩今

年的应毕营把我的焦点从这一堆的“一点点”转回到神

那里。我们常问自己的人生目标是什么？耀华博士主讲

的讲座《人生目标和事业选择》提醒我，我们的人生目

标应该与神的创造目标一致。神创造的目标就是让我们

能够成为祂的儿女，把祂放在我们生命的中心，并且与

祂合而为一。若我们从这变化多端的世界里寻求生命目

标，那我们的生命会充满不安。相反的，信实的神让我

们能够活在祂永恒的应许中。我们可以从圣经中寻找神

的旨意、我们的人生目标。在一切事上，先求神的国和

义，要知道神的意念和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

我非常享受最后一晚的各人“静坐”时光，回顾

联合大学应毕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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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一次

参加联合理

工迎新营。除了和我一样

第一次参加营会的一位姐

妹，我对所有的营员都很陌

生。但是很快的，因着弟兄姐妹们的热情接待，我开

始与大家熟络起来。

在这个迎新营里，借着早晨的灵修和干事们的讲道

与教导，我学会了如何更亲近耶稣基督。我也与弟兄姐

妹们玩了不少好玩的游戏。其中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游

戏是：首先我们各自抽到彼此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假名，

接着营员们要开始轮流呼叫假名，想尽办法让自己或自

己的组员坐上四张已被筹委们设定的“王”椅。大家彼

此帮助，彼此刁难，一下把对方的小组叫下“王”椅，

一下让自己坐上“王”椅，整个过程让我难以忘怀。另

一个游戏则是在晚上和一些仍不想睡觉的弟兄姐妹们玩

的“间谍”游戏，这使我和大家建立了更深的关系。

虽然我不是和大家一样即将要到理工学院就读，因

我即将要进入的是南洋艺术学院(NAFA)，但是借着这个

营会，我更勇敢地踏出第一步跟别人说话

了。

林家韵
南洋艺术学院

平面传播系（第一年）

联合理工迎新营新生分享
还记得，由于在营会第一天遇到许多陌生的

面孔，我很紧张。但是很感谢主，我从这

营会中得着了很多。在整个营会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第一天晚上的“天使与魔鬼”游戏。从这个游戏中，

我体会到生命里真的有许多风波与挣扎，这使我有时觉

得无奈与无助。每一年需要面对的事情也不同。作为学

生有学生的烦恼和忧虑，因为在学校里需要面对许多的

试探，同时我作出的每个决定都会带来后果。但是，我

相信靠着上帝的信实和能力，祂必定带领。

除此之外，这个游戏也大大地提醒我，作为基督

徒，要发光并不容易，常要警惕自己不要随着这世界的

潮流。但无论如何，我都知道，看顾我的

天父必定帮助。

林碧升
共和理工学院

绿色建筑与能源管理系（第一年）

我会参与这次的迎新营，是因为我哥哥和姐

姐都曾经活跃于校园团契，也在团契里服

事，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上帝在他们生命中的动工和成

长，因此在还没进入理工学院就读之前，我就对校园团

契很感兴趣。再加上，我近来在教会上了一些课程后，

让我想在这个营会多认识上帝的话语、结交新朋友、享

受团契的时光。

在这个营会中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使我感触良多

的“天使与魔鬼”游戏。游戏前，我们都被安排到营地

附近的咖啡店享用晚餐，然后一同在营地外等候这个游

戏的开始。在游戏的过程中，我们每组几个人都只能共

同使用一支手机的手电筒功能在一间黑漆漆的屋里走

动，像侦探般到不同的地方收集不同的线索，以调查这

个游戏主角自杀的死因。游戏结束后才知道主角背后有

一段悲哀的故事。在小组分享时间里，我深深地体会到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多么需要上帝来填满我们空虚的

心，也看到了团契的重要性：在团契里，弟兄姐妹们可

以一同学习上帝的话语，彼此勉励对方。过程中，有一

句经文也深深地提醒着我：“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

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

相爱。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

徒了。”（约13：34-35）这短短的游戏预备了我即将

进入校园的生活，提醒我在接下来三年的校园生活里可

能会出现的一些试探，使我开始知道要如何去面对它

们。

很感恩我能参加这次的迎新营!	认识

到很多亲切的弟兄姐妹，还

有上帝的话语!

冯绮芸
义安理工学院

创新产品设计系（第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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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学校寄出的警告信

等等，以揭示“他”到底

是一个怎样的人，有着一

些怎样的软弱。筹委希望

通过此游戏，能够让大家

思考自己生活中的某些方

面是否与“他”的有所相

似。透过所布置的暗示，

筹委也希望能够向大家揭

示大学生活的种种试探：

喝酒、赌博、复杂的男女关系、被成绩捆绑等等。很多

时候，人的表面只是“冰山一角”，我们需要深入地了

解那个人的生活，才能够知道是什么造就了这样的一个

人。

营会已圆满落幕，盼望无论是新生或旧生，都能够

在新的学期里过着充实与丰盛的生活！主的恩典够我们

用！

钟思恩

国大中文系（第四年）

迎新营主席

八月四日至六日

举行的迎新营

迎来了25位弟兄姐妹，当

中有七位是新生。大家在

三天两夜的营会中建立了

许多美好的关系，同时也

通过营会里的各种活动学

习了许多宝贵的功课。

营会的主题定为“眼

定基督为至宝，主内一家

同奔跑”。主题包含了两个部分：一、筹委希望所有的

弟兄姐妹都能够在新的学期还没开始之前，重新立定心

志，打从心底知道什么才是至宝、什么才是有永恒价值

的；二、团契就是一个大家庭，我们都是一群同路人。

我们所跑的属灵道路与奔向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因此，

我们能够彼此扶持，携手在校园里为神发光发亮。

营会里其中一个重要的活动是我们在第一天晚上

所安排的“冰山一角”。“冰山一角”是一个“体验

性”游戏：筹委制造了一个虚拟人物，并布置了两个房

间，尝试将一个人的生活赤裸裸地呈现在大家面前。房

间里隐藏了许多暗示，如：手机简讯内容、父母吵架的

今年的迎新茶会于7月3日傍晚7时举行，地点

是在FES桥北路会所。当天约有30位校友

出席。当天和往常的校友聚会一样不乏美食，由一群旧

南大校友为大伙们准备爱心晚餐，而聚会也就在如此充

满主恩的情景下掀开序幕。当晚骏扬弟兄带领敬拜，随

后由珞君弟兄带领破冰游戏。通过一轮温馨且幽默的分

享（儿时志愿vs现今职业），校友们从中更认识彼此,也

了解校园/校友团契在彼此生命中所留下的种种蒙主爱的

经历。但愿主继续看顾且保守新校友们的

信心，大家藉着校友团契在主爱中彼此扶

持、激励，一起同奔天路，阿们！

严维杰
毕业自南大机械工程系（2008年）

国大迎新营2015

南大基督徒校友团契2015年迎新茶会简报南大基督徒校友团契2015年迎新茶会简报

新校友合影（左起：梁智伟、蓝建铭、周秀勤、林扬竣

和喻海湾）

当晚聚会照片

活动动向：

中秋聚会
日期：10月3日（6时半开始聚餐）

地点：林兴成弟兄府上
21A Barker Road, 
Singapore 309921

节目：猜灯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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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都只在经文和诗歌当中读到“耶和华是

全能的神”，但对于“全能”这两个字并

没有深入去思考其意思。这次的泰北短宣让我们明白了

什么是“全能”。

在上山的途中，沿路的风景真的是让我们每一个队

员目瞪口呆。放眼望去，一片恬静的大自然，偶尔出现

几间小茅屋、几片稻田，一点城市的喧嚣都没有。车子

越往高处开，映入眼帘的就只剩下绿油油的连绵高山，

静静地被云海包围着。不久，路上就剩下我们一辆车，

小心翼翼地在这深深的山谷里开着，往我们的目的地前

进。遥望无边无际的天空，深觉自己是多么渺小，而上

帝的创造是那么美丽！回中坡的夜色更是叫人着迷。站

在神所造的大自然中，头上那片布满星辰的夜空，让我

们不禁发出惊叹：“人算什么？你竟然眷顾关怀！”耶

和华是全能的，祂手所作的并非人所能想象的。

我们算什么呢？我们这些常骄傲、软弱、不配的

人，神竟然爱！真感恩慈爱的神给予我们这服事祂的机

会，让我们逐步地认识祂的大能，享受祂丰盛的恩典，

学习唯有基督是我们的盼望与力量。总的来说，我们在

短宣中学习到：祷告、相信、顺服、爱。

耕耘中心青少年事工

我们到泰国的第二天就与耕耘中心活泼的青少年接

触。由于这群青少年的学校离家很远，所以都居住在中

心里，受刘牧师与同工的栽培。相信他们到中心并非偶

然，而是神精心的安排，因为许多青少年都经历到神的

爱，并接受耶稣的救恩。虽然我们与青少年之间有语言

的隔阂，但感恩有几位同工为我们翻译。希望我们能继

续在祷告中纪念这些青少年能作世界的盐和光，在主道

上扎根结果。

 清莱、回中坡与明利村幼儿园／英文班

神的恩典多而又多，感恩在泰北有三间幼儿园，让

小朋友从小就有机会听到福音。幼儿们天真可爱，唱诗

歌时声音活泼响亮。令我们惊讶的是：当清莱幼儿园的

春兰老师邀请一位小朋友为已经离开到另一间幼儿园的

同学来祷告时，小朋友便站出来带领祷告，完全没有拒

绝老师。从小朋友的身上，我们看见凡事要祷告交托，

祷告也不必害羞。祷告是一个与神说话、亲密的恩典。

在幼儿园教导的过程中，我们都经历了从神而来的勇

气，特别是我们当中惯于以英语交流的弟兄姐妹。与孩

童接触后，我们都为他们的救恩和他们是否能坚持信仰

至老而烦恼，但我们唯一能做的是时常为他们祷告，相

信神有祂自己的时间和美意。

神确实是大能的，祂能在罪人身上动工，兴起祂忠

心的仆人。在泰北的时间遇到了很多爱主的同工，其中

一位是春兰老师，她的服事令我感触良多。一个人离乡

背井到人生地不熟的泰国不容易，必须把信心的基础建

立在神身上，把一切

荣耀归于神，服事才

能持久。记得春兰老

师时常都会祷告：开

车之前祷告、活动前

后祷告、出外前后祷

告、常常祷告。春兰

2015年6月联合大学泰北短宣队分享

耶和华是全能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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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紧紧倚靠主，紧紧抓住主，全因她相信我们的主，

是全能的！

另一位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回中坡的金秀老师。

她是在本地的一位传道人，一家四口在山上的一家教会

服事，另外还兼顾着英文补习班及幼儿园的事工。基于

人力资源的缺乏，金秀老师的事奉很吃力。身为一个传

道人，她要管理教会会友，有些会友在吸毒、奸淫、

喝酒的罪中不断徘徊，让她十分沮丧。平时，她和一位

同工也要带领幼儿园的学生，傍晚则和丈夫一起教英文

班。夜晚来临时，若丈夫不在家，她和两个女儿还要提

心吊胆，害怕家里进贼等。这种身体与精神上的疲劳不

是我们能够轻易了解的。这两位老师不只是帮助当地孩

子的学习，她们还背负着这些灵魂救恩的负担。所以我

们当为她们祷告，求神天天加添她们力量和信心，道路

虽崎岖也不要气馁，愿她们不断从神得喜乐平安。

回中坡布道会

在回中坡的最后一天，我们为英文补习班的学生预

备了一个布道会。我们心里觉得紧张和害怕，虽然巴不

得每一位学生信主，但不知他们是否能明白和接受我们

所预备的短讲。我们按着年龄把学生们分成三班，用图

画、圣经故事和生活经验来带出福音。我们虽然不是能

言的人，但感谢神赐给我们口才和勇气。虽然很少学生

举手表示对福音有兴趣，让我们感到很失望，但求神在

适当的时间给他们心中这福音的种子浇水施肥，让他们

随着成长的岁月，渐渐亲身体验到主的慈爱与信实，以

致最后忠心地跟随主。

回中坡戒毒所

我们也探访了回中坡戒毒所。从中，我们感到很欣

慰，因为看到许多毒犯因为戒毒所的事工而认识耶稣，

也因此成为新造的人，摆脱毒瘾。有几位还献身回到戒

毒所服事。求神不住地赐他们力量拒绝毒品，特别是在

充满诱惑的回中坡。求神在他们生命中彰显自己的荣耀

与大能，使他们的信心日日加增。

在回中坡的这几天都由杨大妈负责膳食。杨大妈

与夫君本来都是瘾君子，但信主之后，他们的生命也大

大地改变了。现在的杨大妈忠心侍主：每逢福音队上山

时，她都精心预备餐餐的丰盛佳肴。从她细腻预备的晚

餐和带队去探访山上居民，我们在她身上看到了神的慈

爱与大能。若非她亲口叙述自己的经历，我们根本不会

察觉她曾经被毒瘾缠身。耶稣真的能够使一切都更新，

改变人的曾经，赞美主！

回中坡探访

我们在回中坡进行探访时，遇到了一位半身不遂

的老爷爷、一位遇子不孝的穷寡妇，及一位独自养育两

位孙儿的老奶奶。我们无法帮到什么忙，只能求神帮助

他们渡过生活上的难关，供应他们一切所需，无论是在

金钱、家庭方面，都求神怜悯他们。求神也赐给他们活

下去的意志，在困难中仍然紧紧跟随主的脚踪，为主而

活。

说完了其他人，也该说说整个团队了。在短宣中，

我们有许多时候感到失望、疲累、无奈，因为所预备的

节目必须更改或觉得许多方面能再做得更好。团队内也

有出现误会、不满，及相处时因观点、信念、习惯不同

而起磨擦。这些事使团队感到身心灵的疲累，所以我们

在祷告中求神调整心态、除去私心，使我们的意念更像

主，从中渐渐放下自我，在主内同心。这都有神的保守

在当中。回头一望，原来我们本不配，神却愿意使用我

们。这是神的恩典与智慧。在祂，凡事都能。

以赛亚书40：29-31说道：“疲乏的，祂赐能力；

软弱的，祂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

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他们必

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短宣队确实领悟到自己的不足和神的全能。求神让我们

回到自己的生活岗位时继续为祂分别为圣，不断寻求祂
的国。

 

全体队员合著



10

（consciousness	 of	 God’s	

presence）。

第三点其实是从正面的角

度来诠释第一点。一个炫丽、

蒙神赞许的人生是透过日常生

活的人事物来展现的。

作者所列举的范围分别

是：家庭、人际关系、性、物质、言语以及思想。

最后，若要过着表里一致的基督徒生命，我们必须

先存着一颗寻求神的心，因为这无形中使我们寻求祂的

圣洁和公义，并且效法祂的样式。同样

的，一个信徒若要在凡事上多结果子，

必须先寻求赐下属灵果子的圣灵。

林冠廷干事

《表里一致》（Consistent	 Christianity）出版于

1960年，是高力富（Michael	 C	 Griffiths）之作，但它

已经绝版了。小弟希望借着这一篇书籍介绍显出此书里

的“宝”，特别也是鼓励年轻一代的弟兄姐妹们来一同

寻“宝”。

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会不难察觉到自己在一些生

活层面上的不一致——换句话说，就是行事为人没有与

被召的恩相称。作者试着剖析这些“通病”与盲点，并

且建议所当持守的态度和行为。

以下是简介：

首先是以圣经的话语反驳并批评生活二分化的观念

（spiritual-worldly	 dichotomy），就是只有有关教会、

事工、基督教的事物才配称得上是“属灵”，而其他事

物一概被视为“属世”。

其 次 ， 我 们 要 时 时 刻 刻 意 识 到 神 的 存 在

《表里一致》	-	高力富著
书籍介绍

亲爱的校友们，不晓得大家还记得FES这个大家庭吗？有多久没有回家走走了。今年欢迎您回家参与大

家庭聚会。今年聚会内容稍做简介：敬拜一“家”之主、“家”事分享、“家”长-“家”训、“家”

庭照……诚邀您出席！记得预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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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干事的话
基督徒社群有两类人。其中一类的人追求发

展基督徒的理智，他们以逻辑为工具，避

开主观性，鄙视任何理性不能理解的东西。他们查考基

督教信仰的学说及教义，如同在进行一项理性、哲学及

科学上的调查，而且特别专注在理智上错综复杂的部

分，力求其精确性。这些就是所谓的“讲求理性的人”

（people	of	the	mind）。

另一方面，另一类的人则追求将个性塑造成具有

基督的样式，按照他们的习惯及优先顺序，通常倾向于

立基在每天的日常生活及与人交流相处。对他们而言，

实际生活及效法基督比神学知识更重要，他们通常具有

敬虔爱主的品行，生命里散发出一种内在美。占据他们

心房的，是在属灵生命历程中活出基督徒的美德。这些

是“讲求生命情感的人”（people	of	the	heart）。

我们常听说“讲求理性的人”是从西方哲学文化

的影响下获取其传统，而“讲求生命情感的人”则在东

方价值体系里得其根源。这种刻板印象把这两组人两

极化及对立化了，而在新加坡这个“环球城市国家”

（global	 city-nation），当“东方和西方相遇”时，这

样的张力是再真实不过的了。这些对比描绘代表了两个

阵营所持有的观念及事实，这在基督教群体里是很常见

的。

这种刻板印象所带来的影响也扩大到教会的生活及

事工。一间在新加坡的教会宣称把握正确的基督教教义

是过敬虔信仰生活的秘诀：当思想及理性问题摆正了，

生命中其他方面也会跟着摆正。把理性摆在优先也在这

教会事工所强调之处显示出来——他们定期提供密集的

神学及信仰教义课程。毫无疑问的，对个人内在生命经

历的关注这一方面就很少被强调，而和上帝同行的属灵

生命历程的反思也被放在次要地位，有时甚至被视为主

观的、没有根据的行为。

另一方面，另一间教会的传统则强调灵性上的经

验，广泛推广情感的自然抒发、内在自我的发现，并把

信仰视为一种感受。理智及对理性的运用被视为次要，

甚至被贬抑。至于灵性及直觉经验的建立，以及对个人

内在情感的关切，则被支持赞同。

然而，我觉得这种刻板印象（译者注：即理智及情

感的对立）是具分裂性的及导致不和谐，它建议我们追

求“作理智的门徒”或“作生命情感的门徒”，而不能

同时兼有两者。1在所谓理智与情感的尖锐对立之间，

巴斯卡（Pascal）所表达的智慧“情感具有它本身的理

由，是理智所不能理解的”荡然无存，在我看来，这种

对立其实是一种虚假的两难关系，是一种谬误。2

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2：5所提醒我们的是很有

启发性的：“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保罗吩咐

腓立比信徒以基督的心为心的目的是什么?在之后的经

文中（腓2：6—11），保罗从基督的道成肉身到祂愿

意顺服至死做了描绘。基督完全了解自己作为上帝的存

在（译者注：基督理性及知识的一面），但祂并没有紧

抓住这特殊的身份，反而使自己一无所有，取了奴仆的

样式——人（译者注：基督情感的一面）。保罗想要挑

战腓立比信徒，若那位是上帝者愿意降卑自己到如此程

度，那他们身为有罪的被造物，岂不是更加要在基督徒

的生命中降卑自己。这是腓立比信徒所应该具有的“基

督的心”。

换句话说，“以基督的心为心”（译者注：包含

理智与情感）其实与“活出谦卑的生命”是无法被区别

的。理智与情感不是不同类别之物。我引用卡尔•土鲁

曼（Carl	 Trueman）在他的文章里所说的：“在这篇

文章里，基督教理性的本质并不是制定在知识论的范畴

里……而是，在这里所强调的是谦卑……基督徒的理智

是建基在谦卑的心之上的。”3

所以，作为对以上这样一个事实的回应，让我们

力求过个平衡的基督徒生活——给予知识理性肯定、

怀着谦卑的心及采取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同时以托马

斯•肯必斯（Thomas	 Kempis）在《效法基督》（The	

lmitation	of	Christ）所写的祷词来祷告：

“主啊！这是一个完全人的本分事，绝对不使他

的思想转离对天上事的关注，在许多值得关注的事情当

中，确实也是这样，也不要让这些事就这样过去而不闻

不问。不是使人的情感完全麻木，而是享有某种自由活

泼的心灵，使任何受造物都不会有过度

及不适当的感情喜好。”

郭志励	

FES（新加坡）总干事	

翻译：林志达干事

1 译者在征求作者同意的情况下做出以下解释。作者在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在情感与理智二者之间只能选择一种而放弃另一

种；更不是说二者是对立及互相排斥的，也不是理智与情感之间有一种是比较根本及重要的。相反的，作者认为两者都重要，只是我们可能无法

同时追求两者。换句话说，我们在某阶段先追求其中一种，然后在另一阶段再追求另外一种，而不是片面地只讲求一种。
2 作者引用巴斯卡的言论，不过是要说明理智与情感各有各的功用，是不可被另一方所取代的。另外，所谓“虚假的两难关系”指的是看似对立的

两个概念，例如信心与证据、上帝的主权与人的自由等，其实不是真的对立，不是非此即彼的互相排斥关系，而是两者都有它的意义与价值，我

们并非必然要在二者之间做一个选择，介于两者之间的其他可能性及解释是存在的。
3 Carl Trueman, What Is Mindless Christianity?, Themelios Vol 32 Issue 3 (May 2007),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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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组网站
（http://cw.fessingapore.org）

已浏览过我们的网

站？若还没，现在就

扫描上面的QR码吧!

网站内容包括近期的

聚会预告（如查经班、理工及大学各

营会）、《追随者》、中英图书馆目录

等。若您对网站有何建议，或您想通

过电邮收到《追随者》，欢迎您电邮

至fescw@fessingapore.org与我们联

系。

FES华文组出游
2015年7月11日（星期六）早

上，华文组众同工和委员们一行

十三人兴致勃勃地到滨海湾花园

（Gardens by the Bay）出游。当

天大家在不同主题的花园里一起

为着三大友族同胞代祷，间中也

有破冰游戏。感谢神赐下风和日

丽的天气，大家也有美好的相聚

和代祷时间。

若您想以GIRO方式支持学生事工，欢迎您
以电邮或书信方式向我们索取申请表格，又
或者上华文组网站 http://cw.fessingapore.org/
offering下载表格。您也可以用电子转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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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月-7月财政收支报告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	收入	(S$) 20,283.79 25,983.78 31,592.90 33,384.52 20,986.45 14,882.58 19,812.68

■	支出	(S$) 26,604.96 24,553.15 25,654.90 25,808.22 24,194.37 31,951.77 27,495.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