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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 并 没 有 受 过 “ 属 灵 督 导 ”

（mentoring）这方面的专门训练，

我只是作一些陪伴别人、一对一的事

奉，而且开始时还不是我主动发起，

而是在一个特别的情况下开始的。

我如何开始作一对一的事奉

在澳洲，大部分的英文堂会众都

是年轻的第二代，他们是一群在澳洲

长大、思维非常澳洲化的年轻人。

在悉尼，年轻的基督徒普遍上都受

到圣公会大学事工的影响，其中一

项非常棒的项目是Ministry Training 

Strategy (MTS)，就是鼓励有心志考

虑全职事奉的青年用两年全职的时

间，跟着一位牧师学习。MTS会提供

牧师和学员讨论的资料。在这两年

内，学员亲身体会在教会全职事奉的

内容，然后才决定全职事奉是否适合

他，是否这是他应走的道路，决定后

他才到神学院受造就。

当时在我会众里就有一位年轻人

来找我，问我可否让他跟着我进行两

年的MTS。他刚大学毕业，已在教会

中参与事奉。那时候，我正好参加了

几个MTS的公开聚会，故就义不容辞

地答应他了，并且在教会预算中加了

一些经济上的补贴给他。就这样，我

开始了我人生第一个一对一的事奉。

我们每个星期都会有一次见面交

谈的时间，谈话内容包括他在事奉里

的苦与乐、他的祷告读经生活、他的

日常生活、他的喜好和他的烦恼。在

交谈的过程中，我也很自然地谈到

我在你左右──

属灵导师
编者按：以下是新大校友郭成鸿牧师于2017年5月21日在新大校友

团契聚会“我在你左右——属灵导师（mentoring）”的分享节

录。成鸿牧师于1975年从新大化学系毕业，之后前往澳洲继续进

修，并获得土木工程系博士学位。他是污水处理专家，是世界各地

很需要的人才。他于2000年进入澳洲的神学院进修，于2005年开始

担任悉尼希伯仑宣道会的英文堂牧师，直至2014年退下成为该教会

的义务牧师。

自身的生活喜好和烦恼。我知道这位

20来岁的弟兄的强项和喜好是带领

查经和教圣经，以及一对一门训；而

他最不喜欢的就是组织行政，所以我

就刻意安排他统筹教会退修营。

我了解他感到苦不堪言，但这是

给他的训练，而全职事奉是没得选择

的。

另一方面，这位弟兄也是一个很

会品尝咖啡的年轻人。因着他，我也

受到影响，开始喜爱喝好喝的咖啡。

这也是我作一对一事奉所得到的福份

和享受，所以我们都是一杯咖啡一对

一，一边喝咖啡，一边谈话。

在我们一对一的交谈中，每隔一

两周，我们就会讨论MTS所提供的

资料。基本上，讨论的内容都涉及

三个C：Character，Competence， 

Conviction（灵性品格、事工及圣经

神学的体会与领受）。当然，我们也

彼此代祷，为彼此的需要代祷，为彼

此在主里的成长代祷。

两年后，这位弟兄进入神学院修

读道学硕士课程。毕业后，他加入

OM（Operation Mobilization）为当

地宣教士，向阿拉伯族群宣教。当

然，我也请他认真考虑成为自己教会

的牧者，但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在他之后，又有另一位比他更年

轻的年轻人，要求我当他的MTS牧

师。他就是上述第一位参加MTS的年

轻人作一对一门训事奉所接触的其中

一位年轻人，也就是第一位年轻人

的“下一代”。后来，他进入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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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读道学硕士课程。如今，他成为我

们的主任传道，牧养英文堂。

这两位年轻人都已经有全职事奉

主的心志，而我主要做的只是陪伴他

们、与他们谈话聊天、讨论MTS所提

供的资料、讨论事奉的苦与乐、讨论

生活、彼此代祷、安排他们在教会事

奉学习的机会。我与他们谈信仰、谈

生活、谈对不同事物的看法，这一切

都带给我在思考上有许多的冲击与更

新。这些年轻的第二代可不是乖乖

牌，无论你说什么，他们都有另一套

看法，甚至一转身就去查谷歌，看看

你讲的是否正确！这也促使我不断学

习，学习聆听和尊重他们，也藉此机

会自我反思。

我为什么继续作一对一的事奉

因着大学事工的影响，英文堂的

年轻人在他们的校园里有一对一的习

惯，彼此鼓励跟随主耶稣，更进一步

认识主，这也促使英文堂开始过着一

个自发性的团契生活。虽然不是人人

都有一对一的伙伴，但相当自然的，

他们自己自发性地作出安排，完全没

有硬性要求，而是双方愿意投入时间

见面交谈。就好像之前所提及的那两

位参加MTS的年轻人，他们自身也和

另外几位安排一对一会面；而我这个

当牧师的反而要向他们学习，当然我

也因此更加鼓励他们当中作一对一的

事奉。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他们都是

弟兄对弟兄，姐妹对姐妹。

当时，我们的英文事工委员会也

都受到一本书的影响，书名是“The 

Trellis and The Vine”（《葡萄支架

与葡萄树》），由当时的一位MTS 

主任所写。他提出教会把太多时间，

甚至全部时间都放在葡萄树的支架，

而忽略了葡萄树本身。我们必须做“

人”的工作，而不是只做组织节目的

工作。组织节目是葡萄树的支架，而

不是葡萄树；葡萄树是指主耶稣的

羊、主耶稣的门徒。我们要主耶稣的

门徒茁壮成长，而不是教会建筑、组

织、财政、节目等越来越壮大。一对

一的事奉是长远的，与同一个人继续

一对一、与他同行、彼此鼓励、彼此

建立，这可不是八课或十课就结束的

门训课程可以达成的。

正因如此，身为牧师的我也开始

向这些年轻人学习，继续作一对一的

事奉。我向几位弟兄提出要和他们一

对一。就这样，直到如今我还在继续

作一对一的事奉。有些是每周一次，

有些是每月一次。过去几年来，我曾

经和我的长老——一位今年已是78

岁、很可爱的弟兄作了几年一对一，

也和20来岁的年轻人一对一。有些

已经停止一对一，而也有一些新的弟

兄加入，所以，我所“陪跑”的人，

年龄从20多岁到70多岁都有。

我自己也看见上帝安排一对一的

对象，让我能继续作这方面的事奉，

当中有一位是来自中国大陆四十来岁

的弟兄。几年前，我在我们自己宣道

会的证书班授课，当时他是第一次来

上课。那时候，他刚移民到澳洲，在

澳洲只有几个月的光景；我们从来不

曾见过面，他甚至不是来我们希伯仑

堂聚会的，而是去另一间宣道会。

上完课后，他来找我，我以为他要

问我与课堂相关的问题，没想到他竟

问我：“你可否个别帮助我思考神学

圣经信仰的问题？”那时我请他先去

询问他自己的牧师。过了几天，这位

弟兄的牧师打电话给我，认可我可以

帮助这位弟兄在这方面的需要。就这

样，我们开始了每月一次一对一的交

谈，如今已经是第三个年头。

顺便一提的是，那第二位请我作

他MTS牧师的年轻人，当时我们每个

星期二都一起吃中餐、喝咖啡，无所

不谈。如今他当了英文堂的主任传

道，这个习惯还是改不了。我们每个

星期二仍然在一起吃中餐、喝咖啡，

无所不谈。有趣的是，他的爸爸比我

还年轻，所以我的咖啡比他的大杯。

我们一对一做些什么

一对一的谈话内容因人而异，但

双方都会一起读圣经，最终目的就是

鼓励彼此跟随主耶稣，在认识主方面

不断地进深。

简单来说，我们一个月见面一

次，每次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左右，甚

至更长的时间。我们谈天说地，内容

包括彼此分享生活和工作状况、心

得、发展的机会；我们也谈到读经祷

告生活、事奉生活、对主恩典的体

会、有趣的事、不快乐的事；当然内

容会因人而异。目前在我陪伴同行的

弟兄中，有三位是打工的年轻弟兄，

其中两位是电脑专业，一位是精算专

业，因此我也有机会听听他们的行业

是做些什么，不过，大部份的时候我

都听不懂！这三个都是前途无量的年

轻人，其中一位还常常出国公干，最

近又出国两个月，所以要等他回来再

继续和他一对一；有时候，我必须提

醒他不要只顾工作而忘记主。当然另

一个话题就是寻找配偶，因为他们都

还没有女朋友。

我另一位陪伴同行的是一位三十

来岁的年轻弟兄和他的太太。他们刚

刚开始做饮食生意，我和这对年轻人

是一对二。之前在他们准备结婚时，

他们来问我和我太太燕玲可否为他们

作婚前辅导，当时我们就答应了，和

他们一起有八次的会面交谈。时间过

得很快，如今他们已育有两个分别为

三岁和五岁的女儿，但其中一个患有

轻微的自闭症。经过这么多年，我和

他们都很熟悉了，因此谈话就非常直

接。很多时候，话题都是环绕在生意

上、生活上、养育孩子的挑战等。

过去几年，燕玲的侄儿住在我们

家，这位侄儿就在我们家隔邻的麦考

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就

读，他去年年底刚完成学业回到新加

坡。之前在读大学的日子，他说他已

信主，但我们知道他对信仰的态度并

不是很清楚认真，也不愿意参加教会

崇拜。既然他不愿意来我们的教会，

他住在我们家一阵子后，我就问他是

否愿意每周一次和我一起看圣经。感

谢主，他愿意。就这样，这几年来，

我们都尽量每周一次，每次一个半钟

头一起看圣经。我们从读约翰福音开

始，让他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就这

样，他逐渐了解信仰的内容是跟随主

耶稣。有趣的是，他也开始教导他在

新加坡的女朋友这些信仰的内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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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他的女友来澳洲找他，我们三

人一起看圣经后，他告诉我，他的女

朋友也愿意信靠主耶稣！我们都为这

事非常感恩。燕玲的侄儿在他大学就

读的最后一年，也开始愿意和我们一

起去崇拜。

所以，我们一对一的谈话内容是

因人而异。当然，前面提到的那位四

十来岁的中国弟兄，和我谈的内容几

乎都是关于神学圣经信仰上的看法和

困惑，但无论如何，我和一对一的对

象都会一起查经。我以前曾经和他们

查考过约翰福音。查考到一个程度，

觉得够了，就换为查考罗马书。目前

我们都在查考罗马书，读一段经文

后，我们就一起来讨论应用。我们一

段一段、一章一章地查考。每个人查

考的进度都不一样，有些只查几节，

有些则查一整章。所以每次开始查经

时，我会问对方上次我们查到哪里。

我只问对方，不问我自己，因为与这

么多人一对一，我记不了！对方必须

记得上回查到哪里。如果对方也不太

记得，就大略从一个地方开始，所以

是很轻松的。不是一个既定的节目，

而是一起来查经。在这方面，我帮助

他们找出圣经的信息和应用，并且也

教导他们如何读懂圣经。查经过后，

我们彼此会提出各自的代祷事项，以

彼此代祷作为结束，然后定下下次见

面的日期和时间。

我们见面的地点则是因人而异，

如燕玲的侄儿，当然是在我家；至于

那对年轻夫妇，就安排在他们家，每

一次都有机会享受好喝的咖啡和甜

品，因为他们就是正在经营这方面的

生意；其他会面的地点也包括教堂、

百货市场、俱乐部等等，视大家方便

而定。如今大家都有智能手机，圣经

也可以随身带，很是方便。

在时间安排方面，那一对搞饮食

业的年轻夫妇须营业到晚上十点钟才

打烊；他们与我定下的时间是晚上八

点钟，我八点钟之前不吵他们；到了

八点，我到达他们家门口，打电话联

络他们，在几分钟之内，他们就开门

让我进他们家了。在那个时间，他们

的孩子已经睡觉，在生意方面他们已

经安排其他员工接手了。我不知道他

们怎么处理，不过每一次他们都在

家。在澳洲，从事饮食行业的人是相

当紧张的；不过，只要他们有心，他

们就会安排时间。当然，其中有几位

是退休人士，比如那位70多岁的长

老，在时间上比较自由，但是年轻的

那一批大部分时间还在打拼，跟新加

坡的年轻人一样。

“一对一”文化的建立

对我来说，“一对一”是一种文

化。我是向我的会友学的，而不是我

教导我的会友这样做。那些年轻人在

他们的大学时期已经有这个习惯，所

以他们很自然地在这间教会里自发

性地进行一对一。二十来岁的年轻

人，会找和他们处于相同年龄层的人

一对一，也会找比他们年轻的人一对

一，这已是一种文化。这是我们教会

的福气，其他没有这种文化的教会真

的是要从头做起，但是我发现年轻人

只听年轻人的，他们不会听大人的

话。我牧养的那个堂会，大多数都是

年轻人，所以我慢慢让那些年轻的领

袖来做。他们讲同样一句话，其他人

就听，我讲就不行了，所以我就不讲

了，由他们来讲。

我所得到的福份

对于这样的事奉，我很有满足

感，因为我知道我是在做“人”的工

作，是更加直接的，符合主耶稣颁布

给我们的大使命，所以在这事奉上，

我很喜乐，也很满足。我们没有门训

课本，只有圣经。我们也没有定下我

们一对一要持续多久，一年、两年，

或是更长的时间，视彼此的生活情况

而定，例如：有一位弟兄最近回去纽

西兰，我们就只好停止一对一。我对

自己完全没有任何要求，也没有压

力；对我所陪伴同行的弟兄，我也对

他完全没有要求和压力，因为我相信

灵性的成长、更新和改变，完全是圣

灵的工作，而不是我的工作，只要我

们不离开圣经就行了。更有福的是，

我有机会和不同年龄、不同背景、不

同文化的弟兄交流，使我能够不断地

学习，自己也因此成长、被更新和改

变，这事奉也使我更加喜爱阅读上帝

的话，继续不断地深入研读探讨圣

经，使我能够帮助我的弟兄，同时也

造就了自己。一对一是以彼此为对象

的一对一，正如保

罗在罗马书1章12

节说：“这样我在

你们中间，因你与

我彼此的信心，就

可以同得安慰。” 

校友查经预告
校友查经主要目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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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邀您参加将要来临的查经：

主题：落实更新的服侍

日期：10/11/17 (星期五)

时间：7.30pm

地点：FES conference Room, North Bridge Centre #05-04

讲员：罗玉英姐妹 (新大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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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在参加EARC之前，我很少思

考或想到社会上的问题。身为神的子

民，EARC让我学到如何把神和这社

会看为一体——基督与社会是分不开

的，同时也使我开始培养出一颗愿意

为社会服事的心。虽然并非每一个人

是基督徒，但盼望我的这份爱尽可能

地拯救一些人。

陈伟翔
新加坡理工

飞机机械工程系(应毕生)

EARC分享（一）

东亚区学生大会（EARC）

让我真正感受到东亚区

EARC分享（二）

在新加坡这小岛国里，我们

都生活得很安逸。我们大

多数人从小到大都被灌输一个普遍的

价值观：自己只要管好自己的事，不

要去管他人的事。一般的新加坡青年

人只是注重好好读书、毕业、找工

作、结婚生子……我们变得很被动，

对于没有干扰我们生活的事，我们一

概不理。直至我参加了东亚区学生大

会（EARC），神开阔了我的视野，

并让我明白一个基督徒不应只满足于

现况。

在EARC里，透过各讲员的教

导，以及来自各国组员的分享，我看

到校园以外、新加坡以外、邻国以

外，甚至是亚洲以外所发生的事。世

界各地发生这么多不公义的事，我却

一点也不晓得、不在乎。令我印象很

深刻的是，在大会的其中一个晚上，

我们为周边的不公义向神哀哭，学习

耶利米的心肠。那时候，神让我看到

我的心僵硬了。在大学读书的这两年

来，我以为我忠心服事主，努力读

书，每天尽我自己

的本分，这样的生

活已经很不错了，

可是我没有发现到

在繁忙的课业里，

甚至在团契、教会

生活中，我的心已

不自觉地渐渐刚硬

起来。我只顾自己

的事，却忘了我身

编者按：三年一度的东亚区学
生大会（East Asia Regional 
Conference，简称EARC）
于8月3日至9日在韩国仁川的
延世大学举办，主题是：不友
善的时代，作先知般的朝圣
者。FES华文组有八位学生参
与，请用心阅读每一位弟兄姐
妹的反省，盼望也能成为我们
的反省。

弟兄姐妹们所面对的挣扎。虽然平日

在新闻上也能看到关于东亚区人民

遭受逼迫的报道，但却没有像我在

EARC所看到的那样令我震撼。在大

会里，来自不同国家的基督徒各自分

享他们的背景，真实地显出他们对基

督教信仰不易动摇的精神和热心。他

们的分享提醒了我，虽然身处于不同

的环境，但也要继续靠主奔跑前面的

路程。

此大会也让我看到基督与社会的

边有伤心的人、哀哭的人、绝望的

人。记得当我重新流泪的时候，我不

只是为了世界的不公义和苦难哀哭，

更为近年来我的心变得冷漠向主悔

改，求主原谅。

世界上有数不清的不公义之事，

我可能没有办法解决。我没有办法使

一个国家的经济突飞猛进，改善贫民

的生活，但是我可以祷告。不是说我

的祷告有多大的能力可以改变这个世

界，但我必须从自己开始，透过祷告

求主将我的心融化。但愿神会透过我

的祷告塑造我，使我成为祂所悦纳的

仆人。

流泪不是软弱的表现，因为这表

示我们还在乎。若我们根本不在乎，

我们要怎么在世上作盐作光，怎么

还能说我们是天父的孩子

呢？

陈奕
南大中医系
（第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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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行为或者灵命。对此，我感谢

神用祂的话语提醒我：“这样看来，

我们各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

明。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

可定意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

物。”（罗马书14:12-13）

李佳音
国大心理学系

（第三年）

度上，给钱是最容易的。我们须知捐

款与慈爱公义之差；耶稣为救我们亲

自降临在我们的泥泞当中，而我们身

为耶稣的效仿者，给钱虽固然重要，

但却是不足够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

亲自踏入社会去与人沟通、帮助别

人、持守公义、好施怜悯。

虽然领受良多，但因篇幅有限，

无法分享所有得着。但愿以此文鼓励

并挑战读者们反思各自的生命，活出

讨神喜悦的生活。

曹俊博
国大哲学系
（第三年）

EARC分享（三）

很感恩有这样的机会能在8

月3日至9日参加东亚区学

生大会（EARC）。此大会让我大开

眼界，增广见闻，不仅让我认识了来

自各国的弟兄姐妹，也让我学习从一

个新的视角来看自己的生命、教会、

世界和上帝。在这大会中，让我感受

最深的就是Rev. Dr. Munther Isaac

的解经。他为我们讲解了耶利米书，

并带领我们以先知般的视角来看现今

的世界。这样的换位思考也让我反思

我自己的生命。

我从18岁开始积极在教会服事，

将很多时间都投入教会的事工当中。

因此，我觉得自己很属灵、很伟大，

EARC分享（四）

在长达七日的东亚区学生大

会（EARC）中，我意识

到自己离现实的世界有多么遥远。每

个清晨的灵修资料都激励我环顾我所

处的群体、社会、国家，仔细思考到

底谁在承受着怎么样的患难和痛苦。

原来，苦难对于我，对于我周围

的人，都近在咫尺。耶利米书所描述

的人们在痛苦中的呼声，原来在21

世纪里依旧那般真实，只是或许在某

些物质条件丰富的社会中，痛苦变

相地通过心灵和精神的匮乏吞噬着我

们。对于这一切，我一直犹如瞎子般

视而不见。罗马书12章15节说，“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

哭。”通过每天早晚的讲座，我才明

白，哀哭原来有它的意义，神并没有

离弃在哀哭中的我们，哀哭后我们仍

有来自耶稣基督的盼望。

在一首英文诗歌“Hosanna”

（ 和 撒 那 ） 的 歌 词 里 ， 有 一 句 如

下：Break my heart for what break 
Yours, Everything I am for Your 
kingdom’s cause（破碎我心皆为祢，

奉献我全人单为祢国度）。耶稣道成

肉身，进入人世间。我们既作为祂的

跟随者，更应该进入世界，把祂的福

音和盼望带到哀痛、哀恸的人群中。

EARC分享（五）

我十 分 感 恩 ， 能 有 机 会

在 东 亚 区 学 生 大 会

（EARC）的敬拜赞美时段担任伴

唱。当我站在台上的时候，我领悟到

了敬拜不只是用歌声，也要用心灵。

我看到来自不同国家的弟兄姐妹以同

一种语言一起敬拜同一位神，有些举

好像在为别人牺牲自己的时间与未

来，但上帝告诉我们，慈爱、公义与

怜悯是祂所喜悦并要我们去行的。（

耶利米书9：24；弥迦书6：8）若是

这样的话，我这些年在教会的服事

又有哪些是行出了慈爱、怜悯与公义

呢？在教会服事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我真的认识上帝吗？我认为这也是我

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这次大会让我领悟到，教会应当

更多地融入社会，带着从神而来的爱

来作光作盐。Dr. Isaac说在经历苦难

时，我们总是问：“上帝，祢在哪

儿？”但作为上帝在这世间的代表，

教会的沉默让人更加不安。很多时

候，我们觉得给钱就好了，但某种程

同时，参加EARC的这七天让我

看到了更真实的自己。我在多元文化

的环境中时常受到异文化的挑战，总

是潜意识地以自己的文化标准来衡量

起手，有些则开始大哭。每人来到主

的面前，以一颗赤裸裸真诚的心向祂
呼求。我亲眼目睹神的国度是多么地

广大，万国万邦都要称

颂祂的名。

陆映晖
国大历史系

(第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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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弟兄姐妹所面对的问题，还有我

们各人每天所会面对的个人挣扎。

总的来说，我意识到我的神真的

是那么奇妙和伟大。虽然神似乎沉

默，但祂总是陪伴在我们身边：当我

们受苦时，祂与我们一起受苦；当我

们高兴时，祂也与我们一同欢喜。一

切所发生的事都有神的原因，因此无

论我们身处哪个国家或我们在面对什

么挑战，我们应该把握每个机会活出

我们的信仰。我非常感恩，神透过

EARC赐给我这么一个更加认识祂和

亲近祂的机会。

陈诗韵
南大机械工程系

（第二年）

的生活。

我也对上帝的手所做的工感到惊

叹，祂不仅在这些国家设立了学生事

工，就连一些宗教较敏感且不自由的

国家也开始了当地的学生工作。愿神

继续带领学生事工，通过学生事工在

东亚建立祂的国度。

李骞宇
南大经济与机械工程系

（第四年）

EARC 分享（六）

参加EARC对我来说是一个

很新鲜的体验，因这是我

首次参加一个这么大规模的基督徒学

生大会。

在大会中，我们研读耶利米书，

从中学习如何在这动荡不安的时代里

作世上的光，宣告神的话。我在大会

中最大的收获是有机会与来自其他国

家的学生交流。从中，我更深一层地

认识到东亚各国的基督徒们所面对的

EARC分享（七）

“我是一位基督徒。”这

句话听起来可能很简

单，但如果我们仔细地剖析一位基督

徒的本分，那么这句话的确是一句很

大胆的宣言。我们经常将灵命成长等

同于读圣经、赞美伟大的神、与神团

契。何等完美的画面，但故事就在此

结束。与神的关系是我们唯一应该关

注的关系吗？其实一个整全的基督徒

（Holistic Christian）也应该建立以

下的关系： EARC分享（八）

在我参加EARC的前几天，

我对这个大会的态度是：

我要结交很多国外的朋友，还要享受

韩国的文化，但是神让我从这个大会

挑战。有些社会、政治问题以前对我

而言只不过是报章上的新闻，但通过

大会，我意识到这些课题的真实性，

以及这些问题如何深深地影响了人们

基督徒常在圣经里看到上帝不喜

悦提倡不义的恶人，但可笑或可悲

的是，我们基督徒则建立教会的围

墙，将自己与外界的不公义和罪恶隔

离，并为自己找借口：“反正我们也

无能为力。”你可能正想：“哎哟！

你把基督徒形容得那么糟糕，那你要

我怎么样？”首先，我想我们要开始

学习关心周围的事，并常常祈求神的

怜悯。至于各人应该如何对社会的不

公义作出具体的反应，那就根据神给

予他的感动。我也在尝试弄清一些矛

盾：

“我这害怕又微不足道的声音，

如 何 成 为 社 会 有 需 要 人 士 的 声 音

呢？”

“当恶（由圣经所定义）伪装为

善，或不明显为公然的恶，我应该如

何成为耶稣的见证呢？”

“我如何在上帝的标准上不妥

协，同时适当地将神的教导呈现给社

群，以避免他们产生抗拒，反而让他

们有兴趣愿意与我们作更进一步的讨

所带走的收获比我预期中的更多。

藉着EARC，神打开了我的眼

睛，让我看见这个世界的破碎和人类

自私的行为，也使我为着我能住在一

个平静的国家而大大感恩，但同时我

感到十分羞愧，因为我从来不关心在

新加坡以外的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在

我的小组里，我不仅听到来自其他国

论？”

“而且，身为一位完美主义者，

我该如何看待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和我

自己这个不完美的作品，同时仍持守

恒心为主作世界的光和盐呢？”

希望未来的我再次说“我是一位

基督徒”时，会有全然不

同的感受。

陈慧燕
南大环境工程系

（第四年）

自己

他人

社会 神

大自
然Holistic

Christian
( 整全的基督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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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感恩在四年前，我有机

会加入南大校园团契这

个大家庭。我很喜欢校园团契这个属

灵的家，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主内的

弟兄姐妹，跟他们一起同奔天路，也

学习了很多宝贵的功课。

回顾过去的四年，我发觉主的恩

典真的够我用。在这四年里，虽然有

时功课忙碌，学校的测验接踵而来，

国大校园团契在4月6日（

星期四）举行2016/17学

年的最后一次大组聚会，那也是应

毕生参加的最后一次大组。当夜，契

友们一起回顾在即将结束的学年里，

神如何带领大家一起朝向“合一中的

合一”这个方向迈进。身为应毕生的

我，也与其他应毕生一同分享在校园

和团契中的感恩经历和勉励的话。当

晚我们也收到了许多祝福：学弟学妹

们精心预备了团契礼物给我们，校友

们也特别出席来迎接我们加入校友团

契。

时间飞驰而去，我见证了神在我

大学生涯中的作为，并知道这四年的

经历不是偶然的。在大学求学的这段

日子让我看清了我的软弱，以及在什

么方面需要改变 (时间管理、完美主

义、自我形象的问题)。我也领悟到

不要因着羞愧而逃避面对我的缺点，

也不要因我的缺点而感到沮丧，因为

我还在学习当中。

这短短的四年是个屡败屡战的过

程。这过程让我体会到罪的代价：罪

不但使我们与神隔绝，罪也使人与人

之间有隔阂。所以，我既蒙了神赎罪

的恩典，神把我放在一群爱祂爱人的

弟兄姐妹当中来教导我，与他们一同

学习背起十架，努力放下自我。若

不是神的爱，我不可能有机会来到

祂面前，更不可能拆下面具活出真

正的自己。正如以弗所书4：22-24

所说：“就要除去你们那照着从前生

活方式而活的旧人。这旧人是随着迷

惑人的私欲渐渐败坏的。你们要把心

灵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

是照着神的形象，在公义和真实的圣

洁里创造的。”有时我觉得迷失了方

南大应毕生感言
但是每当回到校园团契中，我就会感

觉如释重负。弟兄姐妹们热情亲切的

问候，令我当下沉重的心情顿时烟消

云散。每逢星期二，我都很期待晚上

去团契参加小组查经，学习神的话

语。每逢星期四，我更期待去团契参

加大组活动，与弟兄姐妹们一起交

流，彼此勉励，在主爱中共同成长。

我也要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在团

契中参与服事，并与来自不同教会的

弟兄姐妹一起同工，对我来说这是一

种很好的学习体验。在事奉中有时会

感到很无奈，特别是当学校的功课繁

重的时候，我就会感觉精疲力尽，找

不到继续服事的动力，但是上帝不断

地透过许多弟兄姐妹来提醒鼓励我，

让我感到在这条路上我并不孤单，令

我得到了极大的安慰与鼓励。

毕业了，意味着迈入职场的生活

即将开始。以前常听说学长和学姐毕

业后都很怀念他们在学生时期所度过

的校园团契生活，我现在终于明白他

们的感受了，但无论如何，我深信神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祂自己

美好的计划。愿神继续带领各位应毕

生，在职场上都能够继续为主作盐作

光，成为主耶稣基督美好的见证人。

愿神也看顾还在校园中求学的弟兄姐

妹，让他们能够很好地兼顾团契生活

和学业，在校园中继续传承使命，为

主得着更多的人。

李家晟
南大化学工程系

(应毕生)

向，但总会有弟兄姐妹通过他们的言

行、劝勉和祷告提醒我“先寻求神的

国和义”(马太福音6:33)，而我也在

其中经历了神奇妙的供应。

团契有许多活动：大组讲座、小

组查经、布道训练、关怀活动……一

旦策划和执行团契活动久了，会容易

使人不自觉地陷入“搞活动”的状态

与模式，而忘记了活动其实只是一个

使人(包括领导人) 更亲近神的平台。

大家一起透过参与活动而产生的生命

交流和彼此的见证才是宝贵！

愿神继续眷顾我们，在校园内外

都忠心于祂！

郑育婷
 国大社工系

 (应毕生)

国大应毕生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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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一些重要的课题，如我们应该如何

管理我们所赚取的钱，以及我们应该

如何选择下一段道路。总的来说，我

很高兴有机会参加这样一个有趣和难

忘的营会！

陈诗韵
南洋理工航空航天工程系

（应毕生）

今年FES华文组联合大学应

毕营“幸福列车”，为

期四天三夜（5月17日至20日），在

Aloha Loyang Sea View Bungalow 

举行。这次营会的主题是“幸福列

车”，用意是要让应毕生试着想象毕

业后的生活，就有如列车转换轨道（

从校园到职场）的过程，置身其中的

他们可能会感受到过程中的“波动”

。营会的讲座和座谈会的题目就针对

应毕生在转换轨道时可能会面对的“

波动”而设，例如：人生目标、金钱

观、工作观、进入职场后在教会服事

联合大学应毕营
所会面临的挑战等。

此 外 ， 应 毕 营 也

给予应毕生与校友一

个可以放慢“生活车

速”、宁静反思的机

会。还记得在应毕营

的最后一晚，我回想起过往四年大学

生涯里的点点滴滴。看到这一路走

来，有期望，也有失望；有开心，也

有泪水。然而，无论身处于逆境或顺

境，我从中都见证到我们所信的神确

实是一位垂听祷告的神，也看到祂确

实像诗人所说的“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

的帮助”（诗篇46:1）。虽然在逆境

下会感到彷徨无助，灰心丧胆，但如

今回首一看，才晓得神把我们放在逆

境中是要陶造我们，让我们学习更加

倚靠祂，经历祂的信实与恩典。

除了在营会中有丰富的得着，我

也特别为着能有机会和其他应毕生及

校友一起策划今年的应毕营而感恩，

因为看到一起同工的校友虽各自得为

平日的工作忙碌，却仍在营会的筹备

上热心服事，让还未踏入职场的我感

到惭愧但也倍受鼓励。

愿神亲自引领与保守每位应毕生

从校园转换轨道到职场的旅程！

周志强
南大心理学系

（应毕生）

今年 的 联 合 理 工 应 毕 营

在 5 月 1 3 日 至 1 5 日 假

Treehouse Villa (Changi) 举行，主

题为 “转累点”。

应毕营的目的是让应届毕业生有

机会透过营会内容获得适时的提醒，

及学习如何预备自己进入下一个人生

阶段。要有一颗关注生命、意识上帝

的同在及要与祂同行的心，是何等地

重要。难得的是，同时也有别的同路

人（其他校友）一起同奔此路。

通过营会，我们也被提醒，在往

后的日子里我们必须做出许多不同的

决定，而有些决定会比其他决定更难

做。 

感恩的是，这个营会帮助我们这

些刚毕业的“新鲜人”留意和意识毕

业后所会面临的各种难题。营会中也

讨论了几个比较常见的课题，例如：

是否应继续学习或出外工作，以及男

女关系。

对我而言，参加应毕

营，令我觉得非常愉快，

因 为 透 过 营 会 的 各 项 环

节，如用餐和游戏时间，

我可以有机会和其他校友

接触。我也觉得大家在营

会里所讨论和分享的内容

真的对我有极大的帮助，

因为这些内容有助于我思

联合理工应毕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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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干 事 的 话
Gusti ora sare, Gusti ora lali.

上句是爪哇语（印尼的民族语言

之一），其意思是“神不睡觉，神不

忘记”。

当我们看到政治动荡、社会不

公、经济破坏和自然灾害在世界许多

地方发生，我们常会问：“神啊，祢

在哪里？”当我们自身经历某种疾

病、别人严酷的对待、痛失所爱的人

或工作，我们常会想：“神啊，难道

祢不管吗？”当我们坚持地爱着，即

使付出的爱没有回报；虽看到的果效

不大但仍继续服事；虽眼前不见一丝

盼望但仍继续相信隧道的尽头会有亮

光，我们常会喊说：“神啊，祢还在

做工吗？”我相信以上这些问题在我

们这段短暂的人生旅途中并不陌生。

我曾问过以上相似的问题，尤其

是和FES事工有关的问题。主啊，我

已花了无数个日夜，毫不懈怠地尝试

使一个学生亲近祢，但看来他好像连

寸步都没离开他放荡不羁的生活！主

啊，我们已在各校园策划活动和节

目，为要接触更多学生，使他们可以

认识祢，但看来这些举动却像是打在

一堵“无声无息的墙”！主啊，我们

已构思和策划可以更稳定为FES带来

收入的方式，但账目不敷看似挥之不

去！主啊，祢在睡觉吗？主啊，祢忘

了我们吗？

之后，我就想起以下的经节：

因为神并不是不公义，以致忘记

了你们的工作，和你们为祂的名所

表现的爱心，就是你们以前服事圣

徒，现在还是服事他们。（希伯来书

6：10，新译本）

以上这节经文的确带给我不仅是

极大的鼓励，更是一种肯定：神没有

忘记我们为祂所做的一切，而这份信

心是建基于神自己的属性之上——祂
是全然公义的。祂终究将把万事矫正

过来。祂会针对看似得胜的混乱场面

和罪恶做出公义的判决。甚至在个人

层面，祂知道我们为祂流下的汗水和

眼泪，祂在乎我们为祂付出的牺牲和

爱心。

因此，在你们当中，可能有些人

在质问神是否晓得他们亲身在经历些

什么，尽管放心：祂永不睡觉或打盹 

。在你们当中，可能又有些人现在正

指责神忽略了他们，尽管相信：祂没

有忘记你，或漠视你手所做的。

最后，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以上

的确据对我们而言也是个及时的提

醒，因我们已进入新的学期和迎接新

生加入我们的校园团契。前一阵子我

们已接触和迎接大约600至700位学

生（说英语、华语及印尼语的学生）

，请与我们一起祷告：愿神的同在和

大爱促使我们更加确切地要“服事圣

徒，并继续服事他们”。

神不睡觉，神不忘记!

在祂的恩典里，

郭志励
FES（新加坡）总干事

翻译：孔令芳姐妹

华文学生事工撰史（那时

刻，我在）引颈待盼，

千呼万唤的《那时刻，我在》将在今

年十二月出炉。真的是出炉，因为这

本书是用了作者（刘纫馨姐妹）的热

忱，与我们大家（过去和现在参与校

园事工的弟兄姐妹）的热诚，一起烘

烤精心炮制的！

之前在筹备时，原本想要趁着大

家庭聚会一鼓作气让大家一起拿到这

本一书两册的烫手山芋，但因为内容

设计的复杂度，不想这本“巨作”最

终虎头蛇尾，出来的效果千疮百孔。

故现在我们预定今年十二月才慢工出

书
籍介绍 细活，也请之前预定书本的校友肢体

们海涵，继续为着这项事工祷告，忠

心作祂的追随者！

以下为这两册书的封面，让大家

先睹为快。

奉献额：$50（校友或非学生）

，$40（学生）

赖斯强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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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16日至24日，有13位弟兄姐妹一起参

加了泰北短宣。这次的短宣很特别，其中一

个原因是团队很大，队员中不只有在籍学生、毕业生，

也有工作人士和幼小的婴儿。通过校园团契，我们认识

了彼此，并且能够一同在短宣里服事我们的主。从短宣

的预备到结束，神使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特点和经历，

以让我们彼此配搭和同工。感谢神丰富的供应，在整个

行程中我们见证了祂的同在与赐福。

出发前，我们发现行李超重，重量比所预购的60公

斤多出了差不多10公斤。因为廉价航空的柜台已经完全

机械化，所以即使行李超重0.1公斤也需要付费。我们尽

力调整和分派所要携带的东西给各个队员，而最后称出

的行李重量是59.9公斤！感谢神，我们不必支付额外的

费用，祂的恩典够我们用！在这段行程的开始之际，神

通过这件事告诉我们，祂与我们这支短宣队同在。

在整个短宣的过程中，感谢神保守大家都有健康的

身体，大家在上下山的旅程中也经历主赐下的平安。虽

然在这八天中有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但神都看顾，让

我们能顺利地解决，比如：有一天在我们所住的地方，

其中一扇房门的把手坏了，导致我们开不了门，一位姐

妹和我被困在房里。感谢神，最后我们获救被放出来，

把手也被修理好，这件事也没有耽误到我们当天的行

程。

在回来新加坡要入境时，其中一位弟兄不小心把护

照留在飞机上，因为他不是新加坡人，所以不能以身份

证入境，刚好当天也正好是公共假日的周末，大使馆的

电话一直联系不上。当下有许多的忐忑和不安，我们不

知须要等多久，也不知这弟兄是否会被送回泰国（因为

程序上是要把他送回原本起飞的地方）。在机场外和机

场内都有队员陪着他一起等，也有许多弟兄姐妹和家人

一起祷告，求神动工使他能尽快处理好行政上的手续，

让他能够顺利地回家休息。感谢神有尽责的工作人员帮

忙，结果在差不多四个小时的等待后，那位弟兄总算能

够入境新加坡。这件事仿佛在对我们说，即使短宣已结

束，神的同在却没有停止。当我们回到各自在平日生活

的岗位中，神依然与我们同在。照样地，这一点也提醒

我不要忘记在日常生活中向别人传福音的需要，我应该

带着同样关怀他人灵魂的心来接触所遇见的每一个人。

这次的短宣也让我对宣教工作有更多的反思。无论

是泰北山上美丽的风景，或是夜里的满天星空，上帝美

好的创造实在让我惊叹。当然，沉浸在这片美丽的大自

然环境里，意味着我们离开了城市的舒适，也少了平日

熟悉的环境和便利。

但是，当在那儿服事的泉华老师分享他过去20年里

在山上的服事时，我发现我当时所体会的“不方便”和

他所经历的实在是无法相提并论。以前山上的交通系统

并不发达，多数的人都以双脚代步。我们平时短短5分

钟的车程，对他们来说却是相等于20分钟上山、下山的

运动。若要购买在山上无法获取的物品，他们需要乘搭

每日一趟的货车到山下的市区。若没赶上回程上山的那

一趟货车，他们就必须漏夜留宿在城市里。泉华老师所

分享的许多经历和见证，让我实际了解到委身服事海外

族群所要付出的代价。更重要的是，这让我反思，到底

是怎样的神、怎样的呼召能让一个人完全摆上，委身在

回中坡的事工当中那么多年，并且持续到今

天？

陈秋瑾
国大文学社科系

（应毕生）

泰北短宣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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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神，由南大研究生团契

所主办的“学姐知道”

迎新茶会已走过了三个年头。三年

前，在一次聚会中，大家聊起了各自

刚入学时的酸甜苦辣，除了感谢神的

带领，举办一个以华人研究生新生为

对象的迎新茶会，以帮助他们更好地

适应校园生活的想法，也在我们心中

萌芽。

来南大读硕博的中国学生是一个

非常庞大又独特的群体，他们往往

已 在 中 国 完 成

了本科或者研究生的

教育，有很强的思辨能力和科学意

识，崇尚理性思维，同时在未来将会

成为一个影响社会进步的重要群体。

然而，他们来到这里却面临着很多不

为人知的苦闷：语言障碍、生活习惯

差异，以及巨大的学习和科研压力。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新加坡，他们都

是一个非常自我压抑的群体：抑郁症

高发、自杀率居高不下、生活环境单

一、封闭、负能量又重。正因为如

此，他们也是一个需要爱和关注的群

体，故通过校园团契认识神，成了一

个他们被神救赎的重要管道。

当我们从耶稣基督、阿爸父那里

领受了儿女职分的那一刻，世界并

不是与我们脱离关系，相反地，身

为基督徒的我们承担了更重大的社

会责任——作光和盐。爱生活，爱

邻舍，让不认识神的人通过我们看

见神的爱，并把这一切荣耀归给神，

成为了我们终生的使命。因此，面对

华人研究生新生这个需要光和爱的群

体，我们应如何把神的爱和温暖带给

他们，成为了我们举办“学姐知道”

的动力。感谢神，三年前懵懂、青涩

的我们依然靠着神的赐福和大能，成

功举办了第一次“学姐知道”

迎新茶会。从此以后，我

们也多了一重身份——学

长和学姐，而随着与这些

新生共同成长的同时，他

们也知道了我们的另一个身

份——基督徒。

同深受“猴子变成人”

这一观念影响的中国学生谈

信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尤其是崇尚“科学”教育的观

点使他们将一切宗教视为“愚昧”

和“迷信”。然而，当他们接触到由

高学历的师兄师姐所组成的基督徒群

体时，他们的观念开始发生了转变。

尤其是当他们看到，同样面对科研的

痛苦、生活压力的这些基督徒竟可以

用一种与压抑、挣扎苦痛完全不同的

方式生活时，他们开始对这种从心灵

深处给予力量的信仰产生了很大的好

奇。“是什么给了这群人直面痛苦的

勇气？是什么让这群人跌入谷底后又

重拾盼望？”当他们开始探索这些问

题的时候，就开始看到主爱的力量运

行在当中。

感谢上帝，在过去的三年里，我

们在活动中接触到数以百计的研究

生，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开始思考生命

的意义。尽管很多人还没有信主，但

我们相信，如果神真的拣选他们，他

们终究会发现这份爱的奥秘。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这个以非

信徒为主的活动是一个纯粹以传福音

为目标的活动，而活动的效果也应该

根据最后有多少人信主来计算。然

而，我们却不这么认为。如同神说，

要爱你的邻舍，要爱人如己，而不是

说只要爱你的基督徒邻舍，要爱那些

信徒如己。这份爱是给所有人的，如

同雨为信徒而降，也为不信的人而

降，我们应不拘泥于身

份，向世界活出爱。

钟洋
南大研究生

化学与生物医学工程系

向世界活出爱
——记“学姐知道”三周年（南大研究生迎新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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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爱美丽山（Mt. Emily）。看不见

前方，又不知道还要走多久——这个

游戏仿佛对照我们未知的人生，也反

映出不管前路有多坎坷，耶稣都已走

过，也战胜了。因此，我们只要踏出

信心的脚步，紧紧跟随在前方为我们

开路的主耶稣。

藉着大家的祷告、鼓励、扶持以

及上帝的带领，整个营会终于顺利地

圆满完成，但营会的结束也代表着我

们在新学期的启程。盼大家在这个学

期里要记得常说“主，我跟你走！”

在此要特别感谢马基的牧者们让

我们租用场地，而且还很热情地接待

我们，并与我们一起用餐，藉此可以

看到马基虽是一间小小的教会，却洋

溢着满满的温暖。

庄恩婷
国大环境学系

(第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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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S$) 15,852.52 30,817.00 30,523.67 25,217.84 33,830.33 21,917.10 45,755.44 20,2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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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这个环节，作为这个

营会的起点。学长们坦诚

地分享他们的学习经历，

为营员们营造了一个温馨

的氛围。学长们的分享也

激励新生们踊跃发问，竟然有新生询

问要如何在学习、教会事奉、校园团

契生活上找到平衡，这反映了新生们

有意愿在校园团契里服事的心志。

第二天，我们亲爱的冠廷干事给

我们上了两堂讲座。他的讲座激发我

们思考读书到底有什么目的，我们

又应该如何在所选修的学

科中荣耀神。同时，我们

也进行一项互动性的情景

测试（Situational Test）

，一起探讨若我们身处可

能在校园发生的不同情境

时，我们应该如何回应，

以作世上的盐和光。

营会当然也少不了游

戏！在众多游戏中，让我

们印象最深刻的是“瞎子

领 瞎 子 ” 。 组 员 们 蒙 上

眼，排成一直线，一步一

步地跟随在前面的组长登

国大欢迎营在8月25日正

式拉开帷幕，并在次日

（26日）的傍晚时分圆满落幕！这

两天一夜的营会在马来亚基督教会（

简称：马基）举行。今年参加的人数

共有十七位，其中四位是新朋友。营

会的主题是“主，我跟你走”，希望

大家在新学期开始之际，再次思想我

们读大学到底有什么意义？作为基督

徒学生的我们又有什么责任？

第一天，我们一起享用热腾腾的

泰式火锅后，就进行“学长学姐来分

国大欢迎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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