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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校园宣教日

成就神的旨意

当保罗向在彼西底的

安提阿的人解释福

音时，基督是这信息的中心（徒

13：30-33）。基督是那复活升

天的主，相对的，保罗强调大

卫王仅是一个仆人。“大卫在世

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

了……”（徒13：36）上帝在每

一个世代都兴起新的仆人来成就

祂的旨意，同样的，上帝也呼召这世代的仆人来成就祂的旨意，来宣扬

那升天的主基督。成就祂的旨意是宣教的基础核心，我们被呼召，首先

及最重要的，是顺服，而不是将宣教策略化，甚至不是满足一些需要。

这是一个跟随主耶稣基督的呼召，耶稣在海岸对彼得说的第一句话是“

来跟从我”（太4：19）。基督对彼得说的最后一句话还是“你跟从我

吧”（约21：22）。

许多人只记得戴德生的名言：“若我有一千英镑，中国应该拥有

它。若我有千条命，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但不是有太多人留意那

封他写给妹妹阿美拉的信的下一句：“不，不是中国，是基督，我们有

可能会为祂做太多事吗？”荣耀基督才是戴氏最终所关切的。在中国内

地会的历史中，上百的年轻人，包括著名的剑桥七杰，通过将耶稣福音

的好消息传到中国内地来荣耀基督。

宣教地貌的改变

一百多年前，大部分宣教士都来自西方，例如欧陆、北美、澳大

利亚及新西兰。史上著名的1910年爱丁堡宣教大会，就有95%以上的

参加者是西方人。宣教之前是“从西方到其他地方”，但今天超过一半

以上的宣教士是来自西方以外的世界，包括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

而且，全球人口的移民现象也制造了前所未有的宣教机会。例

如，现在有超过一百万名中国劳工在非洲大陆，他们很多都未听过耶稣

基督的福音。另外，在任何时刻，都有超过六万名中国留学生在英国求

学。

虽最初由路易斯•布朗（Louis	 Bush）在二十年多前所提出的10/40

窗户的需要至今仍不变，城市宣教的需要与挑战却变得俞发明显，因为

目前世界已有超过50%的人口住在大都市，而都市贫民仍然是目前最受

忽略的族群之一。

整全的宣教

在第三次洛桑世界宣教大会（Lausanne	 Ⅲ	 Congress	 on	 World	

在2014年3月25日，约有40多位学生聚集在FES-GCF会议室，

一同参与华文组的“校园宣教日”，为要提高现今校园弟兄姐妹

的宣教意识。当晚有学生分享校园团契所组织的短宣队出发到国

外短宣的经历，也有代祷委身的时间；讲员是来自海外基督使团

（OMF）的国际总主任：冯浩鎏医生，以下是他的讲章大纲。

“在我们的世代成就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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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ngelization）所发表的开普敦宣言（The	Cape	Town	

Commitment）言明：

“在整全的宣教概念里，我们的（宣教）宣言将有

社会影响，我们呼吁人们在他们生命的各层面以爱及悔

改来回应。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参与也有福音性的影

响，我们成了耶稣基督改变生命的恩典的见证人。”

“如果我们忽略这个世界，我们可说是背叛了上帝

差派我们到这个世界去服事的命令；如果我们忽略了神

的话语，我们变成对这个世界毫无贡献。”

福音宣教是言语上的信仰宣称再加上福音的外

显，是言语的也同时是视觉的（译者注：即看得到的

好行为）。宣教常常是通过言语、行为及品格表达出

来的，这尤其对于那些在创启国家（Creative	 Access	

Nations）——即宣教士及教会工作人员不受欢迎之地

事奉的弟兄姐妹有关系。

Christopher	 Wright	 用五个关键词来涵括神子民的

使命：传福音、教导（建立教会）、怜悯、公义（服事

社会）及对神创造的关切。使命的这五个层面全都与

基督的主权有关。戴德生曾说：“如果基督不是一切的

主，那祂就根本不是主。”作为神子民的我们的使命，

就是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层面、社会及整个创造中承认耶

稣是主。

三年一度的宣教大会于今年的7月9日至11日

在三一基督徒中心（巴耶利峇）以响亮的

主题“振全教会侍万民”如火如荼地进行了。邀请的讲

员阵容强大：冯浩鎏医生（牧师）、纪木和会督、戴继

宗牧师博士、李振群博士等。三天的宣教大会

节目丰富，除了连续三个晚上由冯浩鎏医生（

牧师）主讲的三个连贯性的讲座：“重整”、“

重振”和“重启”之外，还有各种不同主题的工

作坊、青年宣教会和宣教研讨会等。这三天的宣

教大会让我从不同的角度重新思想“宣教”在一

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应该占有什么地位，也让我

反思“福音”的内容。总的来说，今年的宣教大

会给了我很多的领受，同时也留下了很多问题让

我继续地思考。

宣教大会的第一天举办了以“福音，音不in？”为

主题的青年宣教会。三位教牧（从圣经、牧养与宣教的

角度）、八位青年代表以及观众就一些关于福音的内容

的问题（如：愿不愿意传福音与属灵生命成长的成熟度

有没有关系？如何利用自己的专业传福音？）掀开了激

烈的讨论。青年代表、教牧同工与观众三方有来有往，

说出自己最真实的想法，促使我重新思考传福音就只能

是拿着福音单张在街头随意地找人来传，或者传福音也

可以是一种日常生活的表

现，在任何地方都作一个

好见证？传福音的机会是

自己制造出来的，而究竟

我们是要“传”福音、“

藏”福音，甚至是“缠”

福音（指抓住某个人不停

地“纠缠”，为了要传

福音给他）都由我们自

己决定。

青年宣教会过后，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及学习到

很多功课的是海外基督使团带领我们玩的“生命游戏”

。游戏开始前，我们每个人都拿到十粒珠子，供我们去

到六个不同的游戏站玩游戏。每一个游戏站的游戏都有

自己特殊的象征；海外基督使团的同工在游戏结束后一

一为我们解释。其中有一个游戏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

一粒麦子落在土里

Harold	Schofield医生(1851-1883)，一位优秀的牛

津大学医学系毕业生，奉献自己到中国内地山西省向人

们传福音。他不仅从事一些医学工作，也能有效地用中

文向当地人传福音。不幸的是，他在32岁就英年早逝，

许多人都思索他的生命是否浪费了。然而，Schofield医

生的事迹却燃起了新一波的从英格兰大学毕业的大学生

委身到中国宣教的运动，这里头就包括剑桥七杰。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

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

来。”（约12：24）任何要服事基督的人都要跟随祂。

 译者：林志达干事

GoForth宣教大会2014

——振全教会侍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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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眼瞎呢？谁比

我差遣的使者耳

聋呢？谁瞎眼像

那与我和好的？

谁瞎眼像耶和华

的仆人呢？”但

愿我们不要比瞎

眼的更瞎，比耳

聋的更聋。我们

可以向所有人发起宣教的挑战，可以就“宣教”这个课

题提出很多讨论与计划，但是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祂
首先挑战的，也是我们的心。当神

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立刻放

下一切，完全顺服于祂的呼召吗？

同时，冯医生也叫我们时时警惕，

时时谦卑服事，不要以为自己到别

的国家宣教，我们就是他们的“救

世主”。我们应当卸下骄傲，谦卑

来到主的面前，事奉祂，而不是我

们自己。冯医生最后也鼓励我们：应当有圣洁的生活、

不住的祷告、乐意的奉献。愿我们靠主得力，在服事祂
的当儿，享受祂的同在。

三天的宣教大会的确开阔了我的视野，让我对宣教

有了更深一层的思考。这次的经验是神

的恩典，我上了一堂宝贵的课，我们三

年后见！

钟思恩
国大中文系第三年

们必须用自己的非惯用手来抄写一段外文，奖励是塑胶

圈。这个游戏玩起来格外累人，奖励又不和其它游戏一

样（其它游戏的奖励是一定数量的珠子），因此也不像

其它游戏那么受欢迎。但是，就是因为它的特殊性，才

引起了一群人（包括我自己）的好奇心，迫不及待想知

道游戏蕴含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终于，游戏结束了，海

外基督使团的义工要求我们把所有赢得的珠子交还给他

们，塑胶圈却可以留着。一名海外基督使团的同工开始

向我们讲解游戏。原来，我们所抄写的外文，是取自箴

言的一段经文！我们为了完成任务所花的时间与精力都

不是白费的，而我们之后所会得到的奖励，没有人可以

夺走。多么触动人心的一个启发！

凡是做在永恒当中的，都不是白费

的。我们知道什么才是那有永恒价

值的吗？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是什

么吗？以弗所书5：15-17这样说

道：“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

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作糊涂

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三天晚上由冯浩鎏医生（牧师）主讲的“重整”

、“重振”和“重启”也给了我许多启发。尤其在最

后一个晚上，当他说到“重启”的时候，更是令我有深

刻的反省。冯医生引用了四个圣经人物：亚伯拉罕、摩

西、撒母耳和以赛亚对耶和华上帝的呼召有即时性的回

应与顺服向我们说明：当上帝呼召我们时，我们应该像

他们一样，立刻回答：“我在这里。”冯医生也从以赛

亚书42：18-19向我们发起警告：“你们这耳聋的，听

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看见。谁比我的仆

青年神学探讨营
Youth Theological Camp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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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总干事的话

在2014年五月初，我代表东亚区参加由国

际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IFES）所组织

的一个工作小组，它称为影响力测量队伍（Measur-

ing	Impact	Team）。第一次的影响力测量队伍会议在

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会议讨论的内容是：到底测量

IFES学生工作的影响力本身有无圣经的基础。如果答

案是肯定有的话，那就要发展出一个架构来进行IFES

事工影响力的测量。

讨论并不容易。

测量我们事工影响力的程度到哪里？这问题在

某种程度上可算是一个禁忌，箴言16：9“人心筹算

自己的道路，惟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换句话说，

人可以在一个节目中尽心尽力，但只有上帝能使他成

功。另一个我们对以上的问题可能有的认知是：我们

可能坠入“数字陷阱”（什么东西都用数字衡量）或

成为“成功导向的事工”（是否要在执行一项节目/事

工的决定上纯粹基于其实用性）	。

然而同时我们都知道我们必须是全部资源的好

管家（包括金钱），这资源是上帝通过我们的支持者

及毕业生交托给我们的，所以其中一个来知道我们到

底“有多良善及忠心”的方法，就是去测量。

即使我们可以同意应该测量事工的影响力，但要

测量什么？我们如何对“影响力”下定义？哪些领域

是关键的还是较次要的，它们又是基于什么被分类？

我们用的又是什么测量工具？这些都是需要时间去深

思熟虑的。

在这里给各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其复杂性，我

们衡量事工，可以基于它的发展程度，而使用几种方

法。若是一个事工是在开拓性（pioneering）阶段，

那衡量它的存在（presence）就是唯一合理的工具（

在这个校园工场里有多少位干事、学生及义工）。若

这是一个发展中或处在较发展阶段的事工，评估它的

节目活动（events）及成果（outputs）就是必要的

（学生和干事在干什么？他们如何做？几个学生听过

福音讯息，或上过门徒课，或是被训练过？）最后，

对于一个成熟的事工（mature	 movement），那它们

的事工成果（outcome）或影响力（impact-我们

在个人、组织及社区层面上所造成的短期及长期的改

变）就是我们该衡量的。

同样地，在我们新加坡的环境里，我们也该问下

述的问题。在下来的二、三十年，我们是否会看到我

们的基督徒毕业生拥有一个全球性的、可见的及带来

转变性的影响力？不仅在基督徒圈子里，也在公共领

域里；不仅在属灵的事上，也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最后，不仅只关注死后的世界，也关注现世及此刻的

生活。

虽然影响力测量队伍会继续召集及开会，我们还

是无法确定那些用来测量IFES事工影响力的工具是否

能有效地被设计出来。虽然如此，我想我们应该都能

认同斯托德（John	Stott）在他的著作《基督话语下的

学生—用圣经来影响世界》（Students	of	the	Word	-	

Engaging	with	Scripture	to	Impact	Our	World）的最

后一段话：

让我们向主耶稣基督献上自己，作为改变世界的

作用者（agent），作为盐来遏止社会的腐败，也作为

光来照进世界的黑暗角落并驱散它。我们也不要寻找

借口，将自己发展成一个渺小群体而安于现状，即使

是百分之二的人口也可以造就一个我们企盼看见的改

变。

我以一个十九世纪在麻萨诸塞州波士顿市的美籍

牧师——Edward	 Everett	 Hale的几句简单的话作为结

束：

我只是一个人，但我就是这一个，（译者注：我

一个人还是能发挥功效）

我不能做所有的事，但我可以做一些事。

我可以做的，就是我应该做的，

而我应该做的，因着神的恩典，我会去做。

郭志励
FES（新加坡）总干事

翻译：林志达干事

存在、成果和影响力
测量或不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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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能够给我们这样难

得的机会相聚在一起，

同时也在祷告中记念那

些想来却没能来到的弟

兄姐妹。

敬拜后，我们玩了

一个名为“合家欢”的纸牌游戏。借着这个游戏引导我

们分享……玩到凌晨快12点钟，我们便去休息。

在睡梦中结束美好的一天，也预备新一天的来临。

本来我还说要早起看日出，但却没有起来，反倒是淑贞

干事和闫咪这两只勤劳的小蜜蜂，已早早起来锻炼身

体，还给我们准备了早餐。感谢她们！我早上匆匆忙忙

地起来洗漱完毕后，便静下心来带领早间敬拜，接着干

事便带领我们灵修。

这2天1夜的营会，带给我满满的回忆：第一次带

领敬拜很紧张，感谢Jessica的耐心陪练与经验分享，

感谢闫咪和干事的鼓励与支持，让每一个

环节都很顺利。最后，感谢上帝一直的陪

伴，阿们！

黄佩
淡马锡理工电子工程系（第二年）

着我。想到这里，我相信神会按祂的意思带领我前面的

道路。

若你就要毕业了，请你不要错失这个机会去思想、

去寻找毕业后神对你的带领。相信有耶

和华作我们的指引者，我们能积极面对

接下来的挑战！

陈骏扬
南大电子工程系应毕生

感谢神让我在大学生涯结束前有机会参加最

后一次的营会。在这短短的三天两夜里，

能够和南大与国大的弟兄姐妹一起学习和团契，真的

是一件开心的事！

在这次的营会里，有一种思想一直在挑战着我。

那就是：“我毕业后，到底要做什么？”你可能觉得

这是个奇怪的问题。当然是找份好工作，有好的发展

等。不错，这些的确值得去想一想，但我更想要知道

的是：接下来的十年，二十年，我的计划到底是什

么？

通过营会里的讲座，我对自己有了更深的认识。

发现自己对金钱的观念其实不强，也没有真正好好地

花时间去了解或思想神在我生命中接下来的计划。在

营会的第二天，我们都被给予一些时间，来反省一些

问题，其中一题就是要我们去思想神如何带领我们度

过大学生涯。仔细想想后，发现我的大学

生涯是充满恩典的（能进大学已经是恩

典）。虽然大学生涯的发展没有像我想象

的那样顺利，还是面对了一些挫折，但回

过头来，就发现其实神在锻炼着我，在

我最软弱无助时，神是一步一步地带领

联合大学应毕营报告

这一次是我生平第一次和校园里的基督徒学

生在外一起生活野营，感想颇多：

它：-促进我们彼此间生命的交流，

它：-提供了一个在主里相互认识及彼此影响的机

会。

那天我们按着约定的时间，大家聚集在目的地

（Aloha	 Loyang），把大包小包的行李和食物搬进我们

那个2天1夜的“窝”。

安顿好一切之后，我们就停下来欣赏周边的风

景。Jessica开始弹奏她带来的电子琴，我和闫咪出于

好奇，争着要Jessica教我们弹琴，这一刻想起那场景

仍感觉很温馨。

感谢上帝的保守，没有下雨，不一会儿，BBQ丰盛

的晚餐（烤鸡翅、果汁、水果拼盘、色拉……）便出炉

了……BBQ后，

我们在住处附近

散步，享受上帝

的创造。之后便

回到住处参加由

Jessica带领的

晚间崇拜。感谢

淡马锡理工团契生活营（2014年6月9-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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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第一次踏入团契，是在迎新营。从来没

有参加校园团契经历的我，完全不认识校

园团契，只觉得是个可有可无的“活动”。决定继续来

团契，主要是因在营会里交到了朋友。

第一个学期，就懵懵懂懂地度过了。终于到了假

期，参加了团契的短宣。当时的队长——薇贞姐妹	——

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是在团契信主的，虽信主年

数比我少，但她对神的诚恳、她不住的祷告、她对真理

的信心，对我而言，都超越了我。那时我看到参加团契

能带来这样的改变，也渴望自己也能经历。

当然，只有神才能带来这种改变，团契始终只是

一个管道。但，我在校园的四年里，真的觉得参加校园

团契在我的生命中是个关键的经验。在大学的日常生活

里，能和一群学长们，探索如何为主作见证，彼此守

南大应毕生分享

国大应毕生分享
望，帮助我不再作一位“星期天”

的基督徒。过后，学长学姐们一个

个毕业离开，自己也作了学姐，继

续向学弟学妹们学习，更加领悟到

祷告与传承的重要性。

离开了团契，才发现自己多么地想念团契。之前在

团契里学到的功课，帮助我建立稳固的根基：我确信我

的神是真的，我明白我的基督徒身份是核心，我的标杆

是基督。虽然工作生活有许多挑战，但我坚定不放弃。

今天，还在团契里的弟兄姐妹，要好好地珍惜在团契里

的时光！愿那些已毕业的，也不忘记之前在团契里所学

习的，更加为着校园团契继续地祷告！

雍佳慧
国大校园团契应毕生（社会学）

毕业咯！感谢天父的恩典，让我顺顺利利地

完成学业。同时在团契里，不论是灵命的

成长，还是服事的过程，都在我这大学生涯里烙下了深

深的印迹。虽说四年的时间感觉很漫长，但岁月如梭，

在不经意间时光一晃就过去了，大学生涯终于划上了句

号！回顾过去四年来我在团契的点点滴滴，心中虽有千

言万语，却真不知从何说起，只能用“感恩”二字来表

达。

还记得第一次参加团契的迎新营（Freshmen	

Orientation	Camp	-	FOC），懵懵懂懂的我遇到那么多

热情的弟兄姐妹，感觉团契好温暖，也许就是这股暖流

让我在团契里一呆就是四年。在这四年里，我当了三年

的职员，从大一时候身为一个契友，到大二的财政，再

到大三的灵修同工，最后大四是副团长兼宣传，很感谢

主的呼召、引领与保守，能让我在团契里学习服事祂。

从刚开始一点都不会，然后慢慢学习、摸索，到最后熟

能生巧，都要感谢圣灵的引导与扶持。

此外，我也要感谢几位干事、助理干事以及其他师

长们循循善诱的教导、爱心的鼓励和关怀。还有感谢过

去和我一起服事的同工们以及弟

兄姐妹，他们的同心配搭、关爱

与支持，我们才能一起把工作做

好！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现在毕业了，即将离开学校，离开团契，但是，这不是

一个结束，而是未来新的征程的开始，就像在南大与国

大的联合应毕营里演薏传道与我们分享的“校友与FES

的关系”：毕业后，我们不但应该善用我们各自的专长

为基督作见证，也要履行一个校友的职责——支持FES

的工作和延续校友之间的关系网。其实她说得很对，那

些与我们一起走过大学生涯的契友们日后将会成为扶持

我们属灵生命、引导我们做人生重大决定的好友！

最后，我衷心祝愿南大学生福音团契能够继续在

校园里为主作光作盐，愿主的爱与你们每一个人同在，

无论你是在职场上的，无论你是未毕业的，无论你在何

方！

林叶韡

南大校园团契应毕生（商业会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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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应毕

营。第一次参加的时

候，觉得营会非常有意义，所以

今年就有感动成为筹委，以筹委的

身份来服侍。整个营会的筹备工作

都看到了上帝的带领，我也与其他

的委员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我从

讲员的分享中学习了很多，特别是

对于工作的态度有很大的改观。这

营会也让我能够重新思考人生的方

向，使我能在上帝的面前安静下来

并审查自己。在繁忙的社会里，我

们是否已经迷失方向了呢？

丁予
新加坡理工学院校友

（信息技术科系）

在今年的应毕营里，我

感觉到有很大的收获。

虽然看到的弟兄姐妹都是熟悉的面

孔，但特别的却是这次营会的内

容。在营会里，我们谈了不少话

题，如当兵、升学、工作、人生

等。这些讨论帮助我们应毕生有更

好的准备，以在职场上可以持守我

们的信仰，作讨主喜悦的基督徒。

在这短短的三天里，除了有很多的

学习，也听到了很多校友的分享。

这些分享都激励了我们，让我们知

道这条路不是自己一人在走的。感

谢主让我参加这个营会，让我得到

装备，也被鼓励！愿主一直与我们

同在！加油！

黄祺斌
义安理工学院应毕生

（心理学与社会系）

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能

参加今年的应毕营，让

我受益不浅。

在即将踏入社会的当儿，身

为一位毕业生的我觉得非常无助，

也不懂得如何收拾和整理自己的心

情。在应毕营里，弟兄姐妹们的鼓

励和分享，让我放下了不少的心。

透过圣经的话，我们也被教导要如

何好好地装备自己，让自己能在工

作岗位上作光作盐，荣耀神的名。

即将成为护士的我，要面对的更是

身心灵的工作，因这份工作需要很

多的耐性和爱心。因此，我更要依

靠仰望上帝！我们爱，因神先爱我

们！

欧秀萍
南洋理工学院应毕生

（护理系）

联合理工应毕营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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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理工学院第一年的第二周开始参与校园

团契，那时的我并不了解校园团契。渐渐

地，在团契里我发现到学姐学长们都很热心地在这个团

契事奉。他们的热心促使我也想与他们一样为这个团契

出一份力。大约去年的八月份，俪今干事问我要不要在

今年的迎新营事奉，我当时就立刻答应了。在去年的十

月份，来自不同理工的筹委们就开了第一次的会议。

我、庆耀和安琳担当营会的节目策划，安琳是我们

节目策划的领导。我们这些节目策划人从去年十月份到

营会的开始都一直有聚集讨论及策划营会的节目。在策

划过程中，我们都盼望营会能留给大家长久的回忆。其

中一个小游戏是每个营员都有自己

的玻璃瓶，来装其他弟兄姐妹们写

的信。这样多年过后，玻璃瓶就会

提醒每个人这三天的团契。更难得

的是，在营会前，庆耀一个人从马

来西亚千里迢迢地带来了营员们的

玻璃瓶，真的很感谢他!

在大家都几乎预备好等待营

会的来临时，我们却开始担心经

费、时间的超支、大家是否会玩得

开心等问题。在最后的一分钟，我

们仍不断更改节目，但“这都是外

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

道的。”	（太6:32）。所以，在最后关头虽仍无法百分

之百地肯定所有节目的策划，但是我们却在这当中学会

了交托。

我们每个筹委和小组组长都提前一天到达营地，为

营会做准备。在大家紧锣密鼓地准备迎新营的各项活动

和上帝的带领下，这次的迎新营终于是顺利地进行，也

成功地结束了。

参加完这次的营会，让我学到了很多，如：团结合

作、互相帮助、懂得交托，在服事主的道路上尽管还是

有很多的不足，但是我们仍要用一颗火热的心去事奉，

因为我们所做的是事奉，都是积财宝在天上的。恳求主

多加赐给我们智慧和力量去做一切荣耀祂的事！也求主

多加地赐福我们校园团契！

任思
南洋理工学院

机电一体化工程系第二年

在我进入理工之前，我还没决定要参与哪个

课外活动。同时，我已听闻理工学院快速

的生活节奏会使人容易迷失，这促使我决定参加校园团

契。当教会里的一位弟兄邀请我参

加校园团契迎新营时，我就在想，

在理工生活还没开始前就认识团契

里的弟兄姐妹也好，所以就答应去

参加营会了。

在前往营地的路上，学长学

姐们都很友善，也乐意和大家交

谈，我们也开始渐渐认识彼此。在

营会的三天里，我都过得很愉快，

认识了好多来自不同理工学院的弟

兄姐妹，和他们玩较“暴力”又好

玩的游戏，一起学习、分享、讨论

神的话，清楚神所给予我们当走的路。

我很感谢上帝的带领，让我来到这营会，使我有足

够的时间来思想我所听的道，也有讨论的时间，这些都

帮助我许多。最后，我希望能喜乐地和团契里的弟兄姐

妹一起在灵里成长，彼此关心！

罗奇恩
新加坡理工学院

电机电子工程系第一年

联合理工迎新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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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为了让弟兄姊妹之间可以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也为

了让每个人都有更多的时间敞开分享，我们在查经聚会

时采用小小组（弟兄小组和姊妹小组）的方式来进行。

除了查经之外，我们也继续我们的祷告会，借着祷告彼

此连结，记念彼此的需要。还有，大家也会安排时间一

起运动打球，一方面可以强身健体，另一方面也有助于

大家建立更深的相交关系。求主继续带领

我们在祂里面，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活

出更丰盛的生命来。

陈博
南大交叉学科研究生院（博士班）二年级

帝在我生命当中有着更大的命定，属灵生命又再次被挑

旺。

“天使与魔鬼”这游戏，是我觉得最有意义的时

刻，提醒了我在生活中常会遇到挑战信仰的人，甚至遇

到一些事情叫人信心动摇。但只要回到神的话语——真

理，就能使我再次恢复与神的关系。

感谢所有筹办这次迎新营的弟兄姐

妹！我十分享受在其中。在此也希望有

更多新生加入校园团契的大家庭！

李怡慧
淡马锡理工学院商业系第二年

成员们都对主的话语有了更准确的把握，也更希望在自

己的生活中能够活出主所喜悦的样式：知道无论在什么

情况下，我们都要刚强壮胆，仰望主的恩典和应许，依

靠主的大能大力作刚强人。

在肢体团契方面，弟兄姐妹之间除了同心祷告和彼

此代祷，在小组学习时段之外大家也经常有个人学习和

生活层面的交流，还会一起进行运动、聚餐、烧烤等活

动，这一切都使彼此的联系更亲密了。感谢主的托住，

让大家能一同享受天父的慈爱和主内团契的甜蜜。求主

继续保守和带领，让国大研究生小组更好地去造就组内

的弟兄姐妹，在至圣真道上建立，在爱中增长，也为着

团契迫切祷告，愿团契能够继续吸引更多还未信主并渴

求爱的同学来，希望他们能在这里更多

地认识主耶稣，找到自己属灵的家。

武照娜
国大微生物系（博士班 ）应毕生

感谢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的带领，南大研

究生团契在2014年经历了不少变化。在去

年小组一起查考《约伯记》的过程中，我们慢慢发现，

小组中有好些弟兄姐妹对于信仰基础的认识有许多的

欠缺，以致很难在忙碌及充满压力的学习生活中活出基

督的喜乐。因此，从今年年初开始，团契订下了今年的

新目标——“扎根信仰基础”，立志一起在主里打稳根

基，共同成长。在志达干事的建议下，我们选用苏颖智

牧师所著的《新生命、新生活》作为我们的学习辅助材

料，这套课程通过查考圣经的方式，回答了很多信仰最

基本的问题，不仅能帮助弟兄姊妹澄清一些对信仰的错

误观念，更能为大家属灵的成长立下稳固的根基。另

“……乐在主内同工，不是自己单独追求，也爱彼

此建立。主住里面联络一切，同心合意恒切祷告，灵里

合一爱里同工，主内一家。”

上面引用宋尚杰牧师所作圣诗《灵里生活》，我

认为以上述诗句来描述国大研究生团契的状况真的是极

为合适。感谢主教导我们作为基督徒不应“孤军奋战”

和“独自飞翔”，而应该在团契小组中与主内肢体连络

得合式，彼此建造，并一同为主作工。

国大研究生团契在对圣经的查考上极为重视。小

组从2013年下半年到如今，进行了《约伯记》和《启示

录》的查考。这两卷书可谓是圣经诸多卷书中比较特殊

的。尤其是现今时代，大家偏向对苦难避而不谈，对基

督徒应承担的责任总有推卸，而以上提到的这两卷书却

教导我们直面人生的苦难，及在末后时代，身为基督徒

的我们在面对逼迫和患难时应有的态度和责任。通过组

内成员一起的分享、学习和志达干事的精辟总结，组内

借着迎新营，我认识了很多来自各校园的弟

兄姐妹，一同渡过了愉快和充实的三天。

从开始的尴尬到渐渐彼此认识，并在小组里彼此分享、

造就与建立，我们越来越熟识了。

迎新营给了我许多开学前的提醒，如：我此时在

校园、家庭与教会里兼顾许多的角色，但我必须常常在

人生的岔口处做以主为中心的决定。作个为主发光的门

徒是我正迈向的目标。我借此得到最大的安慰莫过于当

我再一次被提醒上帝往往不按我所预料的方式来成就祂
在我生命中的命定。虽然我已当了10多年的基督徒，有

时仍觉得灵命枯干，缺乏滋味，但当时刻提醒自己，上

南大研究生报告

国大研究生报告

联合理工迎新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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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月尾到六月中的学校假期里，国大校园

团契第48届的职员会在每个周一至五的傍

晚和周六早晨都有开会，来策划团契在2014/15学年的

事工。	以下是策划的过程：

第一个星期 (26／5 - 30／5)

在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第47届的职员和第48届

的职员一起进行几天的全年检讨会议，目的是要清楚地

回顾每一个部门在2013/14年里所做的事工。在当中，

大家都带着一颗受教的心和真实的话语来彼此鼓励并给

予意见。事工检讨的内容包括：

1.	开始的目标、所考虑的相关因素

2.	如何推展

3.	进展过程

4.	事后感言

我们非常感谢神，在检讨的过程中看到祂在过去

一年里的带领和恩典，看到神对国大华文团契的爱与同

在。不但如此，我们也可以从检讨中发现团契中的问题

和可以进步的地方（例如：团员们在个人布道／传福音

方面表现较冷淡等），让新职员们可以在这些方面帮助

团契的弟兄姐妹。最后，已卸任的第47届职员也给予新

上任的职员勉励的话语和实用的提议。

第二个星期 (2／6，3／6，7／6)

在第二个星期里，我们非常感恩有淑贞干事（2／6

）、冠廷干事（3／6）和俪今干事（3／6）来到我们当

中为新的职员进行领袖训练。在当中，我们学习到事奉

的正确态度、忠心的功课、FES和华文团契的历史、神

是我们事奉的中心和使命这宝贵的功课。在7／6，我们

开始讨论团契的主题、主题经文和团契的方向。在讨论

的过程中，大家都积极地参与，也从中整理出一个更清

楚的团契目标。经过商讨后，主题最终被定为“改变生

命的目标：从自我中心到以基督为中心”，而主题经文

是“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

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

大。”(腓1：20)

第三个星期 (9/6 - 13/6，16/6)

在第三个星期里，各部门分享了他们所要落实的事

工，让每一位都可以彼此认识各部门的目标和所担任的

职务。每一项事工都是透过一轮的讨论才被通过，这样

的过程十分漫长和耗精力，又加上有弟兄姐妹是在下班

后才开始讨论的，讨论的过程十分不容易。即便如此，

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在面临讨论中的挫折、僵持和

时间的逼切时，我们还是靠主恩在16／6完成了策划。

非常非常感谢主！在16／6，有两位校友也参加了那天

的策划，并带来一些食物和勉励的话语。我们感谢他们

的参与，也感谢主让我们的团契有一群关心和支持团契

的校友们。

代祷事项

1.	为每一位职员的灵命成长祷告。他们的生活非

常忙碌：学业、教会的事奉等。求主帮助他们

在团契职员会里学习忠心，以谦卑的心来事奉

并效法主耶稣。

2.	为团契里的弟兄姐妹祷告。在国大可以活出基

督的榜样，把主的真理和爱带入校园中，使更

多人能认识主耶稣和相信祂。

	 主内，

 冯得信启
国大校园团契第48届职员会主席

国大校园职员会策划报道                                                

第48届职员简介

陈秋瑾

学府：新加坡国立大学

主修：社会工作／第二年

黄安琪

学府：新加坡国立大学

主修：生物／第二年

冯得信

学府：新加坡国立大学

主修：化学工程／第三年

张颂宇

学府：新加坡国立大学

主修：会计与信息系统（双学位）／第二年

傅瑞琪

学府：新加坡国立大学

主修：化学工程（第二年）

陈俊翰

学府：新加坡国立大学

主修：生物医疗工程（第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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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旧约人物雅各来帮助我们重新思想认

识这位被神所拣选的先祖。他的性格：贪

婪、自私、狡猾、工于心计。他——乏善可陈。他成

长的环境——系出名门：祖父——亚伯拉罕：一位伟

大的族长；父亲——以撒（以今天的话来说，是典型

的“二世祖”）；妈妈——利百加：刚愎自用，工于心

计；哥哥——以扫：粗豪外向，与雅各这位生活圈子不

广，常留守家中与妈妈为伴的弟弟成了强烈的对比。	

假如个人性格是属灵生命的第一个设定，人的成长背景

便是第二个设定。

雅各对上帝的认识，可能源自祖父——亚伯拉罕（

他应该和祖父相处了15年），及至父亲——以撒。但这

些“属灵经历”充其量只是隔岸观火，耶和华——神对

他来说，祂到底是谁呢？

经历过骗取长子的名分，得到的却不是所期望的长

子名分的权益，反而是生命性格冲击旅程的开始：兄弟

反目，安危堪虑；使性格内向、在荫蔽下成长的孩子，

变得居无定所，被逼过着漂泊的生活。

作者让我们看到上帝没收回祂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因亚伯拉罕的信心和义行，神拣选了雅各为这约的继承

人。神没按人的章法作拣选，从雅各的身上和经历，让

我们再次看到神的拣选是超越了人的理性和规矩。（罗

9：10-16）

离开别是巴这安乐窝，是遭难的日子，但也却是

他与上帝面对面的经历，纵然一切都不在自己的掌握之

中；对比起在别是巴，未来的日子对雅各性格上是一个

彻底的拆毁。

但上帝：没有放弃一个乏善可陈的人；因：祂是一

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

两次在伯特利与上帝的相遇，期间相距了二十年以

上。

第一次首遇上帝（创28:10-22）：那时的他一无

所有，生命安危受威胁。对于上帝，他不知道这位祖父

所供奉的神，祂会？祂可

以？怎样帮助他。他与上

帝的对话，充满了条件（

创28:19-22）。他称那地

方为伯特利（“上帝殿”

的意思）。

第二次重遇上帝（创

35:1-15）：漂泊廿多年

后，这时的雅各，对上帝

的敬拜，对祂的称呼是“伊勒伯特利”（创35:7），何

解？“伊勒伯特利”是上帝的家的上帝。雅各对这地标

再度命名，是一个更新记忆的行动。过去对上帝的认识

充其量只是头脑上的认识，而如今在生命种种经历后，

雅各确认：信仰的焦点是上帝自己。

雅各与上帝相遇的经历：与我何干？

每个基督徒都有自己与上帝初遇的故事。那时我们

对上帝的认识可能也只是头脑上的认识。实际上就在我

们生命的任何时刻，也就在此时此刻，上帝其实就在我

们的生命中带领着我们，引领着我们。如雅各生命的历

程，面对未知的前路，竟然发现：“耶和华真在这里，

我竟不知道”（创28:16）。上帝一直在我们杂乱无章

的生活中，我们困苦无告的时候，宣告祂就是我们的上

帝。祂一直与我们同在。

伯特利是雅各属灵生命的起点。在那里首遇上帝，

建立个人关系，这是属灵生命的地标。我们每个人都有

这属灵的地标，问题是我们有留意和珍惜这地标吗？上

帝从古至今都是参与在我们的生命中，来转化我们的生

命。

深盼这本，如作者所说：“是介乎读经札记、灵修

小品与信仰反省”的小书，但我更愿意把这本：集合对

经文观察、归纳、生命反省和应用提醒的好书——介绍

给你。

陈淑贞干事

书 籍 介 绍

《植根生活的信仰》
- 梁家麟著

到	http://cw.fessingapore.org
→关于我们→历史，找出华文组在哪年成立，答案呼之欲出！

事工资讯、聚会预告、图书馆目录、追随者文章，
全在华文组网站，快到此一游！

若您想通过电邮收到电子版《追随者》，请电邮至fescw@fessingapore.org告知。

考考大家，FES华文组今年几岁了？

http://cw.fessingapor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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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新加坡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华文组）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 (Chinese Work)
420 North Bridge Road #05-05 North Bridge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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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63383665  Fax: 63382054
Homepage: http://cw.fessingapore.org
E-mail: fescw@fessingapore.org

编辑：赖斯强

设计：Shallu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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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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	收入	(S$) 26,097.37 25,777.25 39,303.20 30,117.72 17,300.52 27,094.00 26,301.16

■	支出	(S$) 26,409.18 23,324.17 22,926.93 25,377.21 26,348.98 25,217.30 25,519.28

2014年1月-7月财政收支报告

日期：2014年10月17日（星期五）

时间：傍晚7时30分

地点：圣公会善牧堂 Church of the Good Shepherd
2 Dundee Road, Singapore 149454. 

(Next to Queenstown M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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