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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FES）华文组在1970年正式成立，但

早在1950年代，以华语为媒介语的华文学生事工已经在新

加坡个别大专院校开展。在过去的年日里，华文学生事工一路走来，

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正因为有风暴，使今日身处学生工作“风眼”的

我们，更加儆醒，更加清楚知道这样的传承不是偶然而得，从而使我

们在预备下一步时，加倍谨慎——等候寻求神的心意。

这篇短文带领我们一起回顾华文学生事工，如何“以神的话传神

的话”。在教导与传承的路上如何颠簸，但也同时忠于使命，承先启

后。当然也欢迎在这条道路上一起同走的FES华文组校友和学生，发

出回应。更重要的是：以生命影响生命，效法基督回应天父召命的榜

样。今天在校园、教会、社会与国家的层面，我们看到的都是人才济

济，但带着上帝的话语进入人群的，却为数稀少。盼望这样的评语能

够带动我们更多地反省，也使我们更愿意思想天父在祂的孩子们身上

的工作。

整顿

在70年代至90年代，FES华文组不间断地在各校园团契推动“圣

经营”。当时的口号是：“三年一循环，圣经走到完”。而当时的学

生与我们今天的校友都以自己能够在学生时代参加完整的“圣经营”

而自豪。但，在我们迎接廿一世纪的时候，我们也觉察到接下来不能

再以“填鸭式”的营会，在几天之内及几年之内把上帝的话让校园团

契的大专学生囫囵吞枣。

在90年代末期，干事同工们开始着手修正，要整顿我们FES华

文组廿多年来的“金牛”，就是：把“圣经营”的内容转换成“研经

营”的架构。在廿一世纪初期，这样的“研经营”逐渐在每一届的校

园团契当中落实。在营会对“归纳法查经”的学习化成在校园查经

小组每一次的推敲与应用。目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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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后3：16～17）时

至今日，对于“研经营”的整顿，并未停止，因为对福音派信仰的看

重，对神话语的启示与默示都不敢怠慢。更是知道神话语要行在人群

当中，圣经与我们的生活、生命息息相关，所以更是加紧在神话语上

的教导与实践。帮助今日的学生，在校园作盐作光，使他们在明日可

以成为教会的仆人、上帝在社会与国家的见证人。

整合

基督“道成了肉身”，身为祂的追随者，我们也应当以祂的道在

我们有限的肉身上活现。这样的表达实在不能只当作是一个挑战，而

是需要我们以整个生命来摆上，成为活祭，察验神善良、纯全、可喜

悦的旨意（罗12：1～2）！我们不愿意看见“圣经”成为一个学科，

只在校园团契查经时才被提及，或只在主日学或崇拜时阅读。我们的

每一位学生与校友都是在学生时代到毕业后好一段日子，在个人或团

契的层面，不断地探讨挣扎，尝试找出神愿意我们在生活与生命的每

一个细节，如何紧紧抓住祂的应许，活出盼望！

这样的整合不可能是一个方程式，因为我们常常都会在“大家庭

学生事工的前路：

继续“以神的话传神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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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会”听到彼此的勉励，清楚知道神的话真的是两刃的

利剑，把我们里外都监察审视（来4：12），预备我们

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反而我们看到周遭的弟兄姐妹，无

论是常相见，或是偶尔聚聚，都能成为我们操练合一，

彼此相爱的磨石。正如在校园团契当中的我们，每一位

的独特性，不是高举个人主义，更是造就了一批又一批

顺服在“圣经”权柄之下的仆人领袖，建立主的教会，

从中上帝的国度也因此在校园兴起。这样一个“爱神爱

人”的认知，帮助了我们在FES华文组过去的一代的弟

兄姐妹，接着下来，还将继续影响这一代和下一代校园

团契的运作与使命！

整全

潘霍华牧师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十字架的意义是，

分担基督的苦难到最终最完全的时刻，只有完全委身作

门徒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十字架的意义。当神的话真实

地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时，“潜移默化”只是诋毁了神

的主权！唯有在十字架面前全然地倒空自己，我们这

群蒙召的子民才能够实际体现基督那整全的生命。“舍

己”才是每一位在神的话语冲击下，还是愿意谨守遵行

的要诀。没有一丝的花俏，更是没有捷径，唯有每一日

与神也与我们身边的信仰社群一起同行，我们才稍微能

回应基督耶稣的大使命。

今天，我们还是要被撒迦利亚先知提醒：“万军之

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

的灵，方能成事。”（亚4：6）从明白整本圣经就是上

帝赐予我们的福音，到愿意完全将自己交托，成为这福

音的承载体，使我们的邻舍看见我们的生活形态，就能

知道上帝的话真是世人的盼望：这一切都不可能只是理

性思考的结果。让我们每一位：无论是在籍的学生，还

是已经毕业，甚至资深的校友前辈们，都继续不断地愿

意彼此提醒，只有神的话临到，我们才能在大专校园成

就祂的工；直到今日身处不同职场领域的我们，更深知

若不是有神的话语，大家都不会被祂救赎以致使用。就

在我们个人自我的破碎中，借着基督十字架的感召，前

瞻华文学生事工的前路，我们继续领受

神的托付：以神的话传神的话！

赖斯强
FES华文组主任

在3月20日晚上，南洋理工大学的中文基督

徒学生福音团契在校园里举办了一个福音

性的讲座，题目为“活着是为了什么？”这次讲座邀

请了伊甸圣经长老会主任牧师和金链神学院讲师——

张克复牧师作为讲员。

团契的成员在讲座的一个星期前就开始制作宣传

海报，并在讲座的前一天在校园里分发海报和福音小

册子。张牧师在当天的讲座以三大经典的人生哲学问

题作为开场白：1）我从哪里来？2）我为何而生存？3

）我将往哪里去？在讲解《传道书》第一章时，张牧

南洋理工大学中文团契－－福音性讲座
师结合了很多日

常生活的例子，

和引用了社会名

人诸如猫王和迈

克尔杰克逊一直

长期服用精神药

物的事实，及柯

达创始人在事业

处在巅峰时选择

自杀等例子。通过这些分享，张牧师提醒团契的成员

和让非信徒朋友们了解到只追求名利和物质的人生是

虚空的，而唯有信靠神的人生才是丰富实在的，也唯

有圣经才能回答以上的三大人生问题。

学生们在自由问答时段中纷纷提出问题，积极地

和张牧师进行交流。很多参加讲座的非信徒朋友都表

示讲座内容让他们很受启发和有兴趣更多了解圣经。

出席的团契成员也表示颇有得着。

欧琼珊

南大商科第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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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月6日-1月9日

地点：Jubilee Church (长老会禧年堂)

参加人数：28

今年的国大南大联合研经营在长老会禧年堂

（Jubilee	Church）举行，非常感谢禧年堂

能提供我们一个干净整齐的场所，以让弟兄姐妹进行研

经。此次研经营的主题是“当耶和华的话，如泉涌出”

，为的是让大家能更好地认识旧约先知书的部分及了解	

神的话语、神的心意。

依 然 记 得 第 一

天，弟兄姐妹们早早

来到禧年堂的时候，

大家就不分彼此，心

意相通，主动热心地

帮 忙 清 理 场 地 、 打

扫卫生。在神的家里

面，弟兄姐妹都是如

此地热心主动，满满

都是爱。在我们彼此

都不甚相熟的时候，

委员会精心设计的破

冰游戏，把大家的名字

与其中蕴含的美意仅仅结合在一起。通过彼此之间的

询问探查，声声笑语中，我们彼此了解认识。冰层碎裂

下，都是一颗颗活泼渴慕神话语的心。

今年研经营的主要内容是学习查考旧约先知书。干

事们秉着荣神益人的原则，用通俗生动的方式，向学员

们呈现了旧约先知书的精意及其中所蕴含神的美意，使

得以往看似枯燥难懂的先知书散发出它们的魅力。讲课

的程序安排同样是非常合理到位：第一天的学习侧重于

对旧约先知书的整体认识，先是志达干事主讲的旧约综

览，对各旧约书卷进行简单明了的概括，并详细阐述先

知书在旧约和整本圣经里的重要意义，让对旧约不是很

清楚或者很模糊的营员们有了一个很好的整体印象和了

解。再是斯强干事用简易风趣的方式呈现各先知书的主

要内容，让我们对各先知书及其背后的属灵意义都有了

一定程度的认知和了解。第二天的学习侧重于有关先知

书的研读方法和理解方式：冠廷干事先是用鲜明的图表

让我们认识到各先知书所处的时代、对应的以色列支派

和国王，之后他清晰及循序渐进地教导大家如何辨别先

知书里预言的文体，

如公诉、祸哉、应许

等等，并教导我们如

何使用工具书来解读

圣经。这一点对于我

们非常有用，让我们

在阅读复杂深奥的旧

约先知书时变得有迹

可循，不再像以前那

样不知所措。在对旧

约里的先知书有一定

的了解之后，潘朝伟

博士也跟大家分享了

启示文学，让大家对《

启示录》有一种新的理解。最后是淑贞干事和俪今干事

带领大家查考《哈巴谷书》，大家应用第一天和第二天

所学习到的知识和方法来进行实战操练。两位干事带领

大家对《哈巴谷书》进行了一轮深层次的研习，这帮助

大家在研读其它先知书时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在

查考《哈巴谷书》的过程中，又有各种有趣的活动和抢

答，小组之间的成员有了更好的默契和相交、合一。

在最后一天的分享会里，大家彼此分享在这几天

所学到的内容与感动，这再一次让我深深感受到：在神

的家庭里，弟兄姐妹都是如此地善良美好，生命影响生

命，大家的生命借着彼此的分享祝福，得到了主泉水的

滋润，也得到了更好的陶造。

今年的研经营筹委会汲取了去年举办研经营的经

验，所以这次研经营整体上算是非常成功的，感谢筹委

会和干事们背后默默的付出与辛劳。虽然这次只是短短

的3-4天，但大家都度过了一段非常充实

又饱含神活水的时间，感谢主，阿们！

谢乐凯
国大电脑工程系第四年

营员与讲员（潘朝伟博士）和教会同工（赞美弟兄）

2014国大南大联合大学生研经营

弟兄姐妹依依不舍的最后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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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身边的每一

个人，因为“我

们爱，因神先爱

我们”。最后，

职员们也为过去

一年的事奉作检

讨。

感谢干事和弟兄姐妹愿意献出精神和时间参与培训

营。在两天两夜的培训营里，我看到了神在义安校园团

契里大大的恩典和满满的祝福！感谢神的带领，让我们

学习如何在团契里事奉，在校园里作盐作光，为神作美

好的见证！愿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

最后愿与大家共勉之：“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

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

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事奉的

乃是主基督。”（西3:23-24）让我们一起立

志为神作祂那美好的事工，在校园和团契里活

出主爱！

黎佳韵
义安理工护理系第二年

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

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我们希望与团员有更亲密的关系，在服事和团契里

能够合一，也效法基督爱人的榜样。不单单是在团契里

的合一，更要与神合一，在灵命上有更多的成长。作为

新一届的团长，我对自己的能力有很多的疑虑，很多时

候担心这个那个，对自己一点信心也没有。但是有人曾

经这样对我说过，如果对自己没有信心，对神更要有信

心。神是成就一切的那一位，我们不过是做神工作的

人。希望我自己在作团长的这一年，能

够学习放下和交托给神！

赖安琳
新加坡理工食物工程系第二年

感谢神，让我们在义安理工宿舍成功地举办

了一年一度的两天两夜培训营。这次的营

会是为了让团员们能清楚地了解在校园团契委身和事奉

的意义，也学习如何以一颗谦卑的心服事神，带着神的

爱彼此关怀，建立一个合而为一的团契。

在营会的第一天，我们借着俪今干事的分享认识

学生工作异象，之后我们也在小组的讨论时光中，彼此

分享在团契的学习与得着。晚餐后，祺斌（前任义安校

园团契团长）透过游戏和小组讨论带出委身与事奉的意

义，预备新届职员在校园团契里的事奉。

第二天，我们开始探讨关怀事工。因着科技的发达

和课业上的忙碌，“关怀”在团契里渐渐限制在责任的

框架里。借着分享，我们又再一次被提醒在主爱中真心

在3月10-12日，新加坡理工学院校园团契

举行了三天两夜的领袖营。这领袖营的主

要目的是给已卸任和上任职员一段时间来检讨我们过去

一年在团契里所作的节目，同时也讨论团契的异象及方

向，还有策划

来临学期的节

目与活动。我

们 团 契 今 年

的主题是“

合一中的合

一”，主题

经 文 是 希

伯 来 书 1 2

： 2“仰望为

新加坡理工领袖营报道

义安理工学院培训营	

两个团长齐荡秋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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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我刚信主，对圣经和学生团契一无所

知。经教会朋友的介绍，带着一颗探索的

心进入FES在NTU的研究生小组。志达干事和弟兄姐妹

们非常热心地带着我一起研经、祷告。还记得当时我在

博士学业上遇到很大的困难，曾一度想放弃，那时候小

组成员却经常听我倾诉，分享作为“过来人”的经验，

还为我的学业进展祷告。我非常感动有这样一群人愿意

无私地帮助我。每次查经或者祷告会后，我就像已经快

用完了又重新被充满的电池，卸下重担并带足马力回到

学业中。小组活动很多样化，除了读经祷告，还有专题

南大研究生聚会报道

国大研究生中文小组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一直

在查考《约伯记》，这是相当有难度的一

卷书，但是大家还是很热情！我们轮流带领，大家真的

从约伯与上帝的关系上学到很多。《约伯记》对我们来

说已不仅是简单的苦难，而是上帝让我们更深刻地去理

解苦难。感谢主的话语和大家的贡献！除此之外，每个

月的第一周我们会安排祷告会，大家会分享代祷事项，

也会为社会热点祷告。在所有的活动中，我们要特别感

谢志达干事与芳正，他们为小组付出了很多，无论是在

神学知识上，还是在活动组织上。当然，如今他们俩一

个刚结婚，一个在不久的将来要结婚，上帝还是很祝福

哒！至于我的个人情况么......不对，扯远了。我们小组

在2014年一月初又多了一个新生命哦！感谢主保守青儿

主题：毕业后‘？’

日期：22～24/5

地点：Aloha Changi Garden G

目标：让即将离开校园的弟兄姐妹认识并 

 关注在下一阶段的生活见证、属灵 

 生命和群体生活。

内容：专题有职场神学、金钱观、校友与 

 FES的关系、校友分享与专访等。

欢迎大学校园应毕生参加！这次也是首次

鼓励毕业一段日子的校友参加，并反思自

己的工作历程的营会。

讲座、聚餐和郊游。这一系列的活动不仅帮助我认识上

帝的话语、了解宗教的知识、树立属灵的观念、培养灵

修的习惯、享受组里的交流，也让我学习在工作和生活

中如何服侍。非常感恩这一两年在组里的成长，愿上帝

继续带领和光照我们小组，让它成为更

多人了解福音及跟随主的管道。

童杉姗
南大机械工程系(博士班)第四年

国大研究生小组报告
母子的平安。到了二月，我们和南大研究生小组的弟兄

姐妹一起协助筹备志达干事的婚礼。大家献计献策，前

仆后继，终究差一点就让干事感动流泪了。大家都好用

心，我真的可以感觉到大家的火热和上帝对这对新人的

祝福。再回到小组的查经，还有两次《约伯记》就查完

啦。从开始查考《约伯记》到现在，小组也有新的兄弟

姐妹加入，感谢主！在之后的几个月中，陆陆续续会安

排几次专题讲座，至于内容么，请听下

回分解。最后，希望国大研究生中文小

组能够多多地成为别人的祝福啦。

赵家骏
国大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博士班)第二年

联合大学应毕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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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南洋理工就读的第一年内就接触到这个团

契。当时加入团契的想法就只是想在新加

坡找一个华文团契而已，没想到上帝让我在这三年理工

团契的生活中不单单只是参加一个华文团契而已，也让

我在这团契里成长了很多。我被教导在理工生涯中，我

不只是身为一个学生，而是要懂得如何以基督徒学生的

身份来度过这三年的理工生活。我在团契的这三年里担

任了我以前完全没想过我可以担任的职位，如：团长、

南洋理工应毕生分享

一转眼，两年过去了。

就这样，我从理工毕

业了。匆匆地回想一下，当初站在

校园门口仰望天空的那一刻，觉得

很近，但又觉得很远……站在人生

的这一个分岔路上，我的心情是一

点迷茫中带着期盼：对于自己的前

方感到迷茫，也期待着自己的下一

站。

当我回过头去看看这两年的

经历时，我发现，理工的生活也是

很多姿多彩的。在学业上，能够和在ITE一起读书的同

学来到同一个班级，这让我感到很欣慰。毕竟都认识两

年了，大家对彼此都很熟悉，当需要相互配合去完成各

种奇奇怪怪的作业（project）时都会很有默契。为什么

是奇奇怪怪呢？因为某一个作业是叫我们用最便宜的方

法保护3个鸡蛋从7楼被扔下来后却仍不会破。不过，最

后3个从7楼被扔下来的鸡蛋虽然没破，但是还是壮烈地

牺牲在我们的肚子里。

在刚进入理工的第一个课外活动展（CCA	 FAIR）

里，我就选择加入校园团契。我还记得那时迎新茶会上那

好吃的披萨、来自契友们（CFer）温暖的问候，以及找

到一种家的感觉。这就是我要的。非常感恩，除了周末，

我依然可以和拥有同一个信仰的人，一起分享生活中所经

历神的事，还有为彼此祷告，以及一起来赞美神。这个是

之前的几年里我所没有过的经历。就这样伴随着时间的流

逝，一年很快就过去了。在学年末的最后一个月，我当上

了华文团契的文书，接替已经毕业的学长。

然后就到了第二年，也是最

后一年。其实我觉得，这时间过

得太不真实了，一下子就到最后

一年了。很无奈，但是又不能去

改变什么。最后一年里，我经历

了FYP（Final	 Year	 Project）和实

习——理工生涯很重要也很必要的

东西。很多的辛酸和汗水，也有很

多的问题和苦恼，很多时候我向

神祷告问道：“为什么给我这么多

这么难去处理的事情呢？”有一个

很好的回应，经常地去提醒我应该更多去经历神，那就

是“如果我在世上的每一件事都是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的，那么，我还需要神么？”的确，我有很多时候只有

在有困难时才会想起神，这样不好，所以我会低头、认

罪。

这两年里，我在校园团契活动中，和团员们还有干

事一起查经、祷告、灵修。我感觉我很享受这种在一起

的互动。这两年过得很充实，担任文书的经历也让我很

有存在感。虽然我经常会在开会的时候发呆，然后提出

傻傻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我还是很称职的。

当我搞定最后一门考试后，我会突然地发现，明天

再也不用很早起身去上学了，明天再也

不用为没有做完的作业忧虑了，明天再

也不需要整理书包了。我毕业了!

王力
新加坡理工校园团契应毕生

新加坡理工应毕生分享

2013年迎新营

营长、节

目策划和

文书，完

全没有任

何经验的

我完全是倚靠上帝的恩典来服事。对于这三年的委身，

说实话，有时我的疲累让我开始犹豫为何要在自己忙碌

的学业里仍忙于团契的事工，我害怕最后我会两头不到

岸，但是最后上帝却让我在这情况下学习去倚靠祂，顺

服祂，让我深深体会到上帝的恩典够我用。最后我也得

到了一个结论：只要我勇敢踏出第一步，上帝一定会负

责到底！感谢这个团契让我的理工生活

不留白，也深深地体会到了上帝的带领

及保守。

黄佩珊
南洋理工校园团契应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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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时，我却无法

回答。

就这样慢慢地，我

又再一次回到了校园团

契。借着上帝的引导，

我开始融入团契，认识

校园的弟兄姐妹。不知

不觉三年过去了。感恩

在理工的第二、第三年

能在团契里事奉上帝，

从中学习和成长了许

多。虽然有时下课后很

疲惫，但感恩能有与团

契的弟兄姐妹们分享的

时间，以祷告来彼此扶

持。我也开始明白一同建立校园团契，单单是因为上帝

的恩典，否则，我相信我三年的理工生

活不会过得如此充实！

冯绮桦
义安理工校园团契应毕生

感谢上帝让我在理工的三年里经历到祂许多

的恩典。尤其在理工的第三年，我顿时发

现到我的“属灵近视”很深，我常常会太快下决定，导

致我无法看到上帝的大能，慈爱的上帝也没因此而责备

我，反而让我慢慢看到祂的旨意。

我感恩，上帝透过我哥哥让我认识了校园团契。记

得起初我因无法适应环境而几次逃避团契。哥哥一再追

问我为何没去团契，我也用一百零一个理由来回答。就

在有一次，哥哥反问回我为何要有团契和建立校园团契

义安理工应毕生分享

一路以来，从考O-Level到进入TP校园，再

到现在即将毕业，我深深感受到上帝对我

的爱。

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刚到新加坡不久，人生地不

熟，而且我就读O-Level的那间学校已经开课好几个

月，我只上了7个月的课程就去考试了。现在想想，要

不是靠着主，我那个时候哪里来的毅力——每天早上7

点就到学校开始读书，每天晚上也是读到半夜。那段时

间，是我最艰难的时候：想家的心情、学习的压力、对

陌生环境的恐惧，可是上帝却那么爱我，无论在学习，

还是生活上，祂真的全都为我安排好了，教会里也有很

多兄弟姐妹帮助我度过那段最艰难的时期。

后来，我进入TP校园，开始了新的生活。刚开始

的校园生活不过就是每天上课、吃饭、放学。当时，我

也不知道有校园团契的存在，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下，才

知道，原来我们的学校是有团契的！

很庆幸的是，我在TP的第一年里，就加入团契

了。我们每一周都会有一次团契聚会和灵修时间，弟兄

淡马锡理工应毕生分享
姐妹们聚在一起，灵修祷告、唱诗敬拜和赞美。参加了

校园团契，感觉学校生活更丰富了。我们的干事对我们

非常照顾，不只关心我们的生活，也经常做一些食物带

给我们吃。在放假的时候，团契里的弟兄姐妹也会约在

一起聚餐，庆祝生日。时间久了，我们都渐渐对团契有

一种归属感，每次参加团契都感到很温暖。

慢慢到了第二年，渐渐有新的弟兄姊妹加入团契，

我们都在主的爱里相互关心，相互扶持。在干事的带领

下，我们在属灵生命上，也有很大进步。

如今，到了第三年，我即将

毕业，并要开始全新的生活，但

校园团契的生活，是我在这三年

校园生活中最难忘的一份回忆！

闫咪
淡马锡理工校园团契应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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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校友聚会分享

职场风云感想与学习 ③

于今年一月，我参加了人生第一堂的职场讲

座“职场风云”。这次的讲座让我接触到

职场神学的教导，这是我不常在教会或生活中能听闻

的。其中所学习的功课，包括了所有的工作都是神所祝

福的，也是神给人的责任与使命，它并不是我们的始祖

亚当犯罪后的惩罚。除此之外，我们的神本身也是一位

工作的主，祂从创世以前直到现在一直地在工作，更

何况是我们呢！当我们在努力地工作时，我们也要不

断思想其中的意义——如何让神透过我们的工作得荣

耀。	

陈芳芸 
毕业自南大机械工程系(2013)

职场风云感想与学习 ②

大家也许觉得FES华文组为毕业生所举办的专

题聚会都比较针对刚踏进社会的新鲜人。

但当晚所提的，恰恰是大多中文教会对于工作这课题鲜

有提及的教导与问题。最为生动的部分是讲员透过讨

论一碗云吞面的制作，来带出工作的价值。原来今天当

你能够在饥肠辘辘的时候，方便舒适地享受到一碗云吞

面，都是农业、运输、交易、公用工程、建筑、物流、

制造、销售与服务系统配合的结果，也是很多人尽本分

工作的成果。换句话说，服侍人并不单只是某几种职业

的内容，当你在自己工作岗位上诚实尽心，就是间接地

服侍千千万万人的需要，因为你的工作也是其中重要的

一环。传统中文教会通常比较着重鼓励信徒在职场上活

出见证，而比较忽略于教导有关工作在上帝创造中的价

值。当我们更清楚看到上帝赋予工作的价值时，我们就

不会比较肤浅地在乎同事、顾客和老板对我们在职场上

的看法与成就，而是着眼关心他人能否在自己可行的范

围里得到所需的服务和支援，因为最终的果效会影响很

多人能否得到他们的所需。上帝在创造的时候已经开始

服侍人！

讲座中也提及教会与传统观念对于工作分贵贱、守

安息等的问题，我们不论在职场多少年都值得去反思与

探讨。本文不能尽享所学习的，愿当晚

参加聚会者都各有得着。

李卓贤
毕业自义安机械工程系（2001）

&南大机械与航天工程系（2007）

职场风云感想与学习 ①

我毕业已有七年的时间，所以参加有关职场

的讲座这回事对我而言似乎已很遥远。这

次感谢主，让我再次聆听时，有不一样的体会。我在职

场更换过跑道，并处在一个转捩点，而主讲人正击中要

害，让我重新思考自己当初对待职业的态度。原是抱着

跃跃欲试的热情，却没有经过规划和沉淀，便匆匆投入

职场，特别容易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无法承受现实与

理想的差距，加上身心俱疲累，使我不得不停下脚步，

思考前面的方向。很感恩，这场讲座的分享内容是从

圣经的观点出发，让我再次了解工作的本质：它不是寄

托，也不是炫耀。当我们确确实实明白自己的选择和上

帝的旨意挂钩的时候，就能清楚知道工作的意义，自然

在充满挑战的职场上仍能如鹰展翅上腾，并感到喜乐丰

盛。在进入下一个职场时，我会紧记所学

到的，好好享受工作的乐趣。

谭雯穗
毕业自国大中文系（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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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 作 者

吕 明 康

借着他多年在本地牧

养青少年的观察和经

验，真实地表达现今

本地青少年的挑战和

情况，过程中也采用

个案实例，提出具体

的方法与策略，让读

者们掌握并晓得如何更好地牧养青少年。

作者在本书的第一章就让读者们清楚地看到现今时

代青少年在信仰与生活之间所面对的张力与挑战。作者

也提出本地显著的事实，就是在新加坡虽有四分之三是

华人，但讲华语已不再是主流，华语水平已渐渐降低，

这已成为华文教会极大的威胁。

为了应对，一些本地教会在用华文教导时，同时

提供英文翻译资料，帮助青少年更好地在信仰功课上学

习。教会也尽量让青少年在台上台下参与不同的事奉，

让他们更有归宿感，同时发掘他们的恩赐。但这样的做

法有其弱点，那就是：是否每位在回应事奉时清楚自己

的重生，明白事奉的意义呢？作者在第四章表示个别清

楚自己的救恩是不可或缺的属灵培育的重点之一。

我在学生工作里发现有些在教会忠心参与事奉的

青少年人在进入社会后，在信仰上跌倒或渐渐冷淡，比

如：冷漠对待身边有需要的生命，或者害怕主动与人建

立关系，甚至对栽培初信者的成长毫无头绪。作者在书

中提出教会应当鼓励青少年们参与教会宣教或教会以外

的福音机构，如学生工作。我认为，新加坡既是一个宗

教自由的国家，青少年人能在学生时代建立校园团契是

上帝的恩典。学生性是FES学生工作的特征之一，为要

使学生们对身边环境不同的需要有自主自发的敏锐性，

从之愿意委身回应上帝的呼召。在过程中，FES更是需

要教会常积极鼓励当中的青少年人参与校园团契，带着

建立普世教会的天国使命，委身在校园的禾场，操练生

命影响生命，在校园作光作盐。之后，当青少年们踏出

校园门槛并进入社会时，他们能主动回应身边生命的需

要，继续积极地以生命影响生命已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了。

作者也表示神按照心意，呼召合用的器皿成就祂的

旨意，荣耀祂名。在教会呼吁青少年献身于神时，牧者

应当让会众们对献身有正面的认识。当青少年们愿意献

身于神（特别是在本地华人教会里回应神的呼召）时，

教会应当常常在他们的事奉上给予鼓励和指引，使他

们在事奉里更深地享受与主和主内同肢们同走的甘甜之

乐。

青少年们，停下你的脚步看看周围，神已把需要放

置在你身边，等候你用生命回应祂托付你的使命。“不

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

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提前4:12）让我们继续

顺服在神大能的手下，持守对真理的追求，看重信徒之

间的团契交通及守望，时时谨守警醒，同奔天路！

孙俪今干事

书 籍 介 绍

职场风云感想与学习 ④

我是敬华，去年刚从国大校园毕业，已开始

踏入“社会大学”，所以特别对FES华文组

举办的讲座“职场风云”感兴趣。对职场神学认识不多

的我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参加这次讲座，并与大家分享

我在讲座中的得着。

这次讲座是由来自Graduate	 Christian	 Fellowship	

(GCF)的Tim和Gabriel弟兄主讲。让我最难忘的一点就

是……了解自己为什么要工作是很重要的！以下是我自

己的三个得着：

第一，通过职场神学的课题，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更

有效地把神带进我们工作的地方，特别是刚加入职场的

毕业生。至少，我们不会那么容易患上“精神分裂症”

，成为“周末基督徒”。

第二，如Gabriel（凯铭弟兄）所提醒的，清楚工

作意义的人在人生的转折点不会容易动摇、把持不定。

第三，工作重要，但休息也很重要。这是我疏忽的

其中一点，需要多注意。

最终，我在这次讲座中再一次被提醒自己是多么需

要依靠神的恩典，来帮助我能够活出创2：15所要表达

的工作定义	：	“to	serve,	to	cultivate,	to	worship”。

曾敬华
毕业自国大工业系统工程系（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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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是我第一次参加学校短宣，可能也是最

后一次，因为今年我就要毕业了。对于短

宣，我怀着好奇，但同时也知道自己肩负使命，就是要

去服事当地教会，也要在当地（新港）传福音。在第一

次短宣会议之前，我们彼此不知道有谁参加。当第一次

会面时，我们惊奇地发现，这支短宣队伍真的是个“跨

国组合”（multi-national）：有两位新加坡人、两位中

国人、一位马来西亚人，竟然还有一位从香港来参与交

换生计划（exchange）的弟兄。神真是奇妙，让我们

来自不同背景的人能够聚集在一起，同心合意地做祂的

工作。

虽然10、11月已开了两次会，制定了计划并分配

了任务，可是当我们都考完试，真正开始预备内容细节

的时候，才发现时间太不足够了。因为和当地教会沟通

不太顺利，我们不清楚一些关键信息，所以在准备节目

的时候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有很多担心和难以决定的事

情。在踏上往马来西亚的巴士的时候，我们是有点硬着

头皮的，唯一能做的就是祷告，求神的带领，还有团队

之间能有合一的配搭。

一开始的那几天，我们在逐步适应新港的生活和慢

慢了解教会的情况中有点辛苦地度过了。有

几天上午我们进行逐家布道，

下午探访，晚上有夜间

聚会活动，睡眠渐渐有

些不足，人变得比较疲

惫。可是，当地会友真的

是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给

我们送来各种水果、食物。

一位快要80岁的奶奶，看到

我们要讲很多话，还特地一早

骑摩托去给我们买了罗汉果，煮了3个小时的凉茶给我

们喝，真的是令我们觉得非常温暖和感恩。虽然我们觉

得自己准备的工作有诸多不足，可是夜间聚会活动都能

顺利地展开，参与的人数也超过预期，这些都是神的工

作。因为若没有神，凭着我们自己的努力，真的是很难

撑下来，也无法按时开展活动。

在短宣的过程中，有一件事触动我极深。在我们去

探访的一个家庭中，家里的女主人因精神上有一些的不

稳定，需要靠药物维持。因为新港是个小地方，彼此都

熟悉各家的情况，所以这个家庭就有点被排挤和遗弃，

并住在很偏僻的角落。他们的屋子很暗，房顶也破洞漏

水，家里也没有稳定的收入。可是我们看到，神爱世

人，祂没有忘记他们。在他们住的屋子旁边，是一大片

的林地，各种果树、植物都茂密地生长着，如榴梿、菠

萝蜜、香蕉等等，他们有时还能拿一些吃不完的去卖，

神的供应真的是足够的。而这样的家庭，也有神的仆

人——传道人的家庭经常去关心他们，让他们觉得自己

不是被遗忘的。

回来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不舍，也有一些遗憾，许

多事情还有待我们和下一批的队员去做。短宣让我们看

到平时所看不到的，也让我们去做了一些平时不能想象

自己能做的事工。短宣是一个装备我们又非常难得的过

程，让我们更认识神，认识自己，也更学

会感恩、付出和爱。

张怡如
国大科学系统计专业第四年

和当地少年人一起吃早餐

新港福音队分享

儿童事工
全体队员和传道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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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总干事的话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

的，并且祂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

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

在。”（林前15:10）

有些人问我为何每次在签下我所写的信前，总是写

下“在祂的恩典里”（In	His	grace）这一句话？这仅仅

是一个习惯性的用法，还是有其他什么深层的意义？我

现在就告诉你为何。上述林前15:10是一段一直在激励

我的经文，它讲诉了神的恩典在保罗生命中的重要性，

也讲诉了这恩典如何对我的生命产生激励。

在保罗大马色之旅及其奇迹般的悔改信主之前，他

是神的教会凶恶的迫害者，甚至承认自己是“罪人中的

罪魁”（提前1：15）、“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

为使徒”（林前15：9）。然而，“如同未到产期而生

的人一般”（林前15：8），基督向他显现了。保罗黑

暗的过去，相对于基督无条件的拣选，说明了他的一个

坚定重要的信念——不可将神的恩典视为理所当然。

这关于神恩典的理解给予保罗的教导及其终身生

活重大的影响，保罗神学或可争论性地被形容为恩典

神学，他将恩典连于救恩（弗2：8-9）、福音（林后4

：15）、他的事奉（罗15：16），甚至他的软弱苦难（

林后12：9）。最后，保罗也将他被呼召向外邦人传福

音这件事视为神的恩典（弗3：8）。换句话说，保罗其

实向世人宣称他的生命是一连串的恩典，神的恩典开始

了保罗的旅程，也使他持守到底。

因此在保罗书信里，保罗重复地说明神的恩典，

不仅使他称义，也促使他服事神，甚至“比其他人更

勤快”。在保罗的信念里，这神所给予，并与他同在

的恩典，驱使他不间断地事奉神。在另一篇章中，他

用与恩典平行的名称“基督的爱”（林后5:14）作为

驱使(事奉)的力量。同样的观点促使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在其著作《团契生活》（Life	 Together）

中共鸣道：“当一个人在其生命中经历到神的恩慈（恩

典）时，他从此会立志只事奉神”。

在思想及反省上述观点后，让我们在准备踏上来临

的日子时，不是采用奔马的精神（像今年华人农历的生

肖年）：过度褒扬个人信心、独立及个人努力。反而，

保罗从他的生命及事工，劝诫我们要活在一浪接一浪的

恩典里，但同时我们也因为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而更

要努力工作。	

最后，允许我引用一首著名诗歌《唯独恩典》

（Grace	 Alone）的副歌部分，来反思我这个信念及作

为我为大家祷告的内容。	

唯独恩典神供应Grace alone which God supplies

力量未有祂供应Strength unknown He will provide

基督是我房角石Christ in us our cornerstone

只靠神恩奋往前We will go forth in Grace alone

郭志励
FES（新加坡）总干事

翻译：林志达干事

从恩典到恩典

甲：哎哟，忘了下一次查经是几时?  上次干事有报告，都怪自己懒得写下来。

乙：没事儿，全部的资讯都在华文组的网站，上网查就知道了！

华文组网站广告

您是否已浏览了FES华文组翻新后的网站？
上面有各项校园和校友事工的资讯、聚会预告、追随者、中英图书目录，

现在就bookmark起来吧！

http://cw.fessingapore.org
若您想通过电邮收到电子版《追随者》，

请电邮至fescw@fessingapore.org告知。

http://cw.fessingapor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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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理工应毕营

主题：下一步
日期：30/4～2/5

地点：SAF Aloha Seaview Chalet

目的：让即将离开校园的弟兄姐妹作出更好的预备。

内容：专题有当兵、工作、升学、人生目标。

欢迎理工校园应毕生参加！

林志达干事大喜！
2014年2月22日是林志达干事结婚的大

喜之日。当天林志达干事一身西装笔挺与他

的爱人刘欣姐妹在长老会圣约堂（Covenant 

Presbyterian Church）共结连理。愿神赐福林志

达干事与刘欣姐妹的新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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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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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de: 650)
•	 Account No: 650-730393-001

2013年12月-2014年3月财政收支报告

2013年12月 2014年	1月 2月 3月

■	收入	(S$) 37,696.31 26,097.37 25,777.25 39,303.20

■	支出	(S$) 29,165.34 26,409.18 23,324.17 22,92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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