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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FES华文组的大

家庭聚会于2018年10月

19日在女皇镇正道堂拉开序幕。今

年的主题定为“那时刻，我在”，除

了感恩历史书《那时刻，我在》的出

版，也希望透过作者和在不同时期参

与校园团契的校友的读后感，可以使

出席的弟兄姐妹有共鸣。

聚会一开始，由新加坡理工校园

校友团契的弟兄姐妹带领大家唱诗，

《我们又在一起》仿佛就是我们一众

不同校园的弟兄姐妹的写照。唱完

诗，紧接着就由纫馨姐妹、曾南传

道、杰维弟兄、维兴弟兄分享。纫馨

姐妹除了感恩过程中弟兄姐妹的帮

助，也分享了校对过程中因为稿件遗

失的过程发现了衣部“祢”这个错别

字，让人不禁感叹神自己的动工。

三位弟兄也分享了在阅读的过程

中回顾无论是前辈还是自己在校园走

过的年日，感恩曾经在校园里与弟兄

姐妹的同工，感恩前辈们在这些年的

坚持和衷心的服事，同时也鼓励这时

刻的契友们了解这时代的需要，并找

适合的工具来连接和帮助信徒。最后

维兴弟兄也以希伯来书12:1“因此，

我们既然有这么一大群见证人，如同

云彩围绕着我们，就让我们脱去各样

的重担和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藉着忍

耐去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鼓励

大家。

短短的分享之后，由斯强干事总

结并报告过去一年神如何地供应华文

组，也请大家为着所缺乏的代祷。志

豪弟兄也报告让大家知道华文组新增

了一个奉献的管道——Paynow，鼓

励大家把奉献的负担放在各自的心

中。

今年也不例外的有一段代祷时

光，我们现场邀请大家两三人一组一

起来为着不同的校园和

FES的事工来代祷。代

祷结束后，就是委员就

职典礼。今年我们邀请

了新大校友王白磊长老

为我们主持就职典礼。

王长老在带领六位委员

大家庭聚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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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 过 去 的 9 月 2 8 日

至 3 0 日 ， 我 们 主

办了FES三年一度的Nat iona l 

Conference 2018 (NC18)。尤

记得18个月前我们开始筹备的时

候，从来没想过最后包括学生、

校友志工和同工在内会有207位

出席者。

事实上，当筹委们决定NC18

的主题将会着重在启发学生从冷漠到怜悯，从自我中心

到牺牲和委身时，我开始问自己：真的会有学生出席

吗？这个主题不只是旨在动摇学生的舒适圈，更看起来

是贬低他们；通常年轻人并不喜欢被指教或者论断。

而当筹委决定要以体验式学习来进行时，我的忧虑

就更甚了。这样不走寻常路线的方式会奏效吗？会因此

产生争议吗？学生又会认真地对待并且在其中得到更深

刻的学习吗？

很显然的，我所有的担忧都是徒然。靠着神的恩

典，透过这三天两夜密集的行程和接触，学生对这

样的学习过程有很好的反馈。超过90%的参与者觉得

NC18“好，并且有我帮助”或者是“很好，对我非常

有帮助”。对于体验式学习，参与者给了3.6的平均评

分（满分4分）。除此之外，有96%的参与者表示NC18

让他们认真思考去离开一个冷漠和自我的生活模式，或

者启发他们去培养一个怜恤的心，并且在自我牺牲的委

身里成长。能够看到学生们对失落的族群有更大的怜悯

以及对神有更深的委身实在鼓舞了我们。

同样的，我深信对于怜悯和委身的呼召也跟校友有

着切身的关系。即便他们已经毕业多年不再是学生，因

着降伏于基督十架的爱，他们不只是在信仰上有长进，

更是可以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成为基督的见证人。

最 后 ， 在 这 年 关 将 近 的 时

刻，请让我以方济会修士的祝福

勉励我们“聪明明亮”的学生和

校友们。求神使我们有跟聪明和

明亮相反的——足够愚蠢。愿“

足够愚蠢”使我们可以在怜悯和

委身上持续燃烧自己，“在世上

带来改变，好叫我们靠着神的

恩典能够做出别人认为无法做的

事。”

愿上帝祝福你，

对容易的答案、不完全真实的事、肤浅的关系，不会有平安。

好叫你能大胆地追求真理和全心去爱。

愿上帝祝福你，

对不公平的事、对别人受压迫和被剥削的事，充满愤怒。

好叫你能不懈地为公义、自由与和平工作。

愿上帝祝福你，

为受苦的人、被拒绝的人、受饥饿和失去所珍惜的一切的

人，流泪。

好叫你能伸手安慰他们，把他们的痛苦变为喜乐。

愿上帝祝福你，

够愚蠢，相信你能在世上带来改变。

好叫你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做出别人认为无法做的事。

（《方济会修士的祝福》 翻译出自校园书

房出版社）

郭志励总干事
吴欣蒂姐妹翻译

总干事的话

怜悯与委身
愿神赐我们足够的愚蠢

宣誓就职之后也给大家进行勉励。

最后，在收取奉献之后，现场

140多位弟兄姐妹一起拍了全体照。

从照片可以看出，大家相聚一起的时

候都充满了喜乐。在享用茶点的时

候，各校园弟兄姐妹也趁机拍各团契

的合照，除此之外，大家不分年龄、

校园的交流声在礼堂里显得格外温

馨。

每次大家庭聚会看到这样的场

景，都格外感谢神这些年以来的恩

典，在校园这个地方把不同背景、教

会的大家都聚集起来为神作见证。因

为曾经在校园团契得到了许多的祝

福，我们衷心希望学生工作的异象可

以一直延续下去，直到我们头发斑白

了都能在大家庭聚会里倾诉神满满的

恩典。

吴欣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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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从他们的角度考虑他们的感

受。我发现自己有时对这些人的行为

和态度其实反映出的是自己的骄傲。

我在营会中被提醒，不可以把上

帝所赐给我的一切当作理所当然的，

NC18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鲜

的体验。营会中有一系列

发人深省的活动，目的是让参与者思

考一些社会问题，如气候变化、社会

分化等等。这些问题并不新，但我们

往往不经意地忽略它们。我发现我在

投入于日常生活的过程中，已经渐渐

地把这些问题不当作一回事。但是，

这些问题不会因此而消失，它们在我

们的社会里还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

紧迫。

NC让我重新面对并更深入地思

考这些问题。特别是第二天的模拟活

动，让我经历到社会中弱势群体的日

现代人只需滑一下手机，

便可在网上低价购买各

种各样的物品，但本工作坊揭示了网

购的隐性代价。网上购物不仅加剧了

塑料包装废弃物以及碳足迹这两方面

的环境问题，它也引发一些过度消费

的行为。这些问题促使我们反思自己

编 按 ： 今 年 的 F E S （ 基 督 徒

学 生 福 音 团 契 ） N a t i o n a l 

Conference当中两位学生的回

响

National Conference 
网上购物工作坊

身为消费者的意念：我们到底缺乏什

么，导致自己不断地渴望拥有更多，

甚至不惜牺牲环境？

这工作坊使我反省每次做出不必

要的购物选择时，心里的感受。我开

始自行检讨，思考自己是否因心灵的

空虚而追求物质上的丰盛，或是否过

也要多考虑我身边人的需要和感受。

作为基督徒，我的生活不应该是环绕

着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和成就，而是以

神的眼光看待世界，以基督的爱来爱

世人。我应该谦卑自己被神使用，献

上神所赐我的一切去祝福别人，而不

是因为觉得自己无能为力而逃避社会

上的问题。

身为基督徒学生，我希望自己能

够刻意地踏出教会和学校的小圈子，

不要忘记社会的现实，并培养爱心预

备踏入社会，作这世界的光和盐。

李骞宇
南大机械工程与经济系

（第五年）

于依赖物质上的满足却忘了神是世界

的源头。工作坊的结论就是我们必须

再次把自己完全交付于神。虽然听起

来有些抽象，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

点。调整心态后，再调整行动。工作

坊导师们也与我们分享对抗过度网购

的实际攻略，这包括了计算自己的花

费，评估每件物品的价值所在，并且

使用交换物品的方式来压制自己想拥

有新物品的欲望。这些都是克制网购

成瘾的有效方法，但我还是得说：积

习难改。若你有相同的感触，让我们

继续恳求神每日更新我们的心并且帮

助我们作有智慧的管家。希望我们能

够一起仰望神，而不是祂所造的一切

事物！

蔡思爱
国大传播与新媒体

（第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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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们面对很知识经

济的社会。新加坡是搞

知识经济的，所以人们也很会拼。你

们现在就要想如果毕业了，要不要再

去考一个硕士，我鼓励你们有机会读

要读。因为有一天，只要活在新加

坡，满地都是大学生。打拼的社会一

定要自我提升，知识经济体一定带来

终生学习。

以前计算机科学很吃香，现在不

知道要不要读，因为读完了它又换

了。终生学习。什么时候轮到你毕业

呢？“直到我见主面的那一刻”。终

身学习一定带来很多的竞争。你不

读，别人读。但是你读了以后，你就

没得停了，你变成要终身进修。奉劝

大家一句，你做工可以终生学习，你

读神的话，难道不应该终生学习吗？

一定要终生学习。今天，有时候基督

徒的问题是，没有终生学习神的话

语。神的话只留给传道人学习，你只

是礼拜天来听讲道，拿三、四点回

去。我们应该终生学习神的话语，尤

其是知识分子，这是你该有的一个态

度。

你外面的东西都懂得自我提升，

在社会里都懂得打拼，但是关乎你的

生命、生死存亡的挣扎，你有没有终

生学习？第四，我们活在一个消费的

社会。

消费者会花钱，自古以来都有，

不过现在价值观都改变了。我小的时

候，大家提倡的是节省。我们老师总

说，“节省是一种美德”。消费社会

不是这样说的，他们说：“节省是一

种美德，消费是功德”。 

你不花钱，政府会很害怕。因为

你什么都不花，国家的经济没办法发

展。以前节省是美德，现在你走到哪

里都说“请快来消费。”，整个社会

都在促销。你不促销，这社会怎么会

成长？所以，上至政府下至平民你都

要消费，你不能用很旧的东西，你要

换；你不换的话，我就让它报销，不

让你用太久，东西就不要太耐用。家

私不是给你耐用的，家私美观就可

以，每两年换一次；电脑三年一定要

换一次，不换不可以。买东西、用东

西是没有错的，不过促销的结果是，

你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你很多的判断

越来越短暂。你对很多东西都觉得不

耐久，你去教会听到“昨日今日到永

久，耶稣基督是一样的”

， 你 会 疑 惑 这 是 什 么 来

的？你每一天用的东西一

直在报销，一直在报废，

你每一天一直在变。变得

太久、消费过度的人，他

看东西会没有长远的价值

判断。所以，现代人很难

有永恒的观念。消费社会

带来的价值观改变，以至

人有时候很难想永远的东

西，他在乎的是当下。在这样的社会

框架下，你连娱乐休闲的观念都不同

了。

原本休闲的意义是在你工作之

后，要对生命有一定的调整，所以有

休息、休闲。你工作之后很闷，你要

松懈你的身心灵，你去玩一下是没有

错的。休闲是给你调整的，玩耍是一

种好的价值。无论你喜欢不喜欢，在

人的生命里需要有一些休闲时间。你

们这种读惯书的，就比较能自律。年

轻人有时候很容易叛逆，因为拜一到

拜五已经上课了，拜六还要去补习，

补完习又叫你学各自才艺。好不容易

礼拜天，又叫你上主日学。所以，他

休息的观念，慢慢被压榨的时候，很

多东西开始失调。休息，你可以做各

种各样的事，只要你身心愉快；调整

后、玩乐后、休息后，睡觉起来，你

很精神那就是好的。工作以外的休

闲，是神在创造之后给的安息的观

念。神创造了六天，造各种各样的东

西，最后连人都造出来了。祂设了一

个榜样，第七天定为圣日。祂是在说

我创造用了六天，第七天不是假期，

不是假日。圣日是跟过去六天的劳动

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神安息日有没有做工？我告诉

你，有。神有做一种工是六日没有做

的。耶稣说“我父天天不断在做工”

，但是第七天圣日的工是不同的。你

说，“牧师你一定是说来教堂，来做

礼拜。”你做礼拜好像交差那样。神

做的工不是叫你来做礼拜。有人讲安

息日，我们基督徒就要守那日没有做

工，你要拿一天的假期。你说，“好

啦我守一个钟半就好，然后我就去玩

了。”你说主日基督徒休息就是做礼

拜。礼拜是需要的，但神不是要你安

息就是来做礼拜，你可以有各种各样

的休闲；但是重要的是，安息日是说

你的生命需要有次序。所以就算你公

司需要赶工，礼拜天做工，或者有些

工人是礼拜天做工的，从拜六晚上做

编按：3月2日的校友聚会《再思安息日，重守安息日》带来回响。

把刘毓江牧师（博士）的全文记录，成为校友与学生的祝福。9月

的《追随者》是前面的部分，愿大家领受整篇的福分。

再思安息，当守安息再思安息，当守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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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天亮，可能礼拜天晚上或者礼拜一

崇拜。不是说有没有守那个日子，而

是神在创造的次序里面，一个生命一

定要有工作的时候。马克思讲的是对

的，劳动是需要的。但是，你不可以

只有劳动没有休息。所以第七天，我

神自己休息。

我们基督徒或者圣经讲，七是完

全。六天是不完全的，七才是完全

的。“七天是完全”里面包括了两个

神学要素，就是怎么才叫生命的完全

呢？你要有劳动、勤劳，也要加休

息，才是完全。

完整的人性是有劳动加休息。七

天有这两样因素。所以，你不要以为

你主日拼命地事奉就是讨神的喜悦。

因为你拜一做到拜六是没有休息的。

在神的眼光当中，如若你是一个工作

狂，也是不合神的心意的。重要的不

是零和关系——我在新加坡做工作五

天，休息两天，还是澳洲人工作四天

半。不是这个零和关系，而是你这两

种的时间里有没有工作加休息。如果

你每一天工作之后都有休息的元素，

你礼拜天就不需要休息太多。最惨的

是，拜一到拜五你都做的要死，礼拜

天就是休息半天也不够。所以神说我

自己也不做工是什么？你们这个被造

界的，要有休息也要有工作的层次。

申命记说外邦人来做客旅的，连

牛啊羊啊都要停也。为什么呢？因为

连农作物都要休耕，牛羊马匹这些都

要休息，这是有神学意义的。今天很

多人都在重提生态神学，就是生态环

保。地球就是做过头生病了。启蒙时

代，人发明科技以后，科技对自然是

不饶人的。哪里有树木就是有纸浆，

哪里有橡胶园就是有钞票。结果我们

身边有哪一样是自然的？除了我们人

是自然的以外，都是人工的。自然一

直被淘汰，或者被利用、滥用。    地

球是神造的，是很美的，但是地球已

经生病了。以前只有浪子讲，我得罪

了天得罪了我爸爸。今天我们整个大

地已经秃头了，我们连天都不放过，

为什么会有温室效应？因为你污染过

度，大地已经变质了。

你工作加休息才是正确的。在古

代的时候，耶和华要你休耕，你的牛

羊马匹也要让它停。你少赚一点好不

好？你那天有客旅来，叫客旅也不能

做工，大家都停。停一停不是坏事。

但是，当他进到迦南看到迦南人没有

停，拜巴力五谷丰收而我们却不可

以。耶和华说你要做见证，有时候钱

不需要赚那么多，有命赚钱没有命花

钱。跟他讲，“以色列人，你要去迦

南作见证。”但是，当他看到别人的

价值观有钱赚就会觉得拜巴力似乎也

不错。所以，以色列人很奇怪的，他

拜完巴力五谷丰收，他又来跟耶和

华忏悔。先知跟他们说，你们不能

这样，你们这是亵渎耶和华。他们

说，“我没有嘛，我拜巴力我也拜耶

和华，为什么不可以？”这是因为价

值观改变了。

你发现耶和华的方法不一样，因

为神说这个大地是我造的，有一些东

西你要停。安息日简单讲是什么呢？

是你的生活要有次序。休息有时，耕

种有时，娱乐有时。做到没有玩也是

不对。传道人有时候做过头也很容易

神经衰弱，他也是要有休息的时间。

耶和华要的是什么呢？是守安息这个

习惯。祂定一个日子给古代比较没这

么发展的人都要有次序；而现代却是

做到，一班制的教会，三班制的社会

（One shift church in a three shift 

society），是做过头了。现代人的

社会框架是有工作、学习、娱乐、消

费。有娱乐好吗？好。不过你的娱乐

是玩到礼拜天后，礼拜一累的要命。

然后拼命花、拼命买、拼命用。你就

会发现你做工做的要死，然后你又要

知识经济，读又读的要命。玩又要玩

的很疯。

你要玩，你要花，你花不够，你

要赚更多来花。

你会发现他们是两对双胞胎——

工作加学习给你的生命素质是你有竞

争、有压力。你又要工作又要学习，

并不是坏事；但是你扭曲在哪里呢？

你休息的时候，你拼命地玩。我读

了五天，我玩也要玩够本。你的玩乐

变成是解压。另一种是，你去释放。

在压力竞争之下，你要解压、你要释

放。

现代人找不到解压的方式，他就

用钱来买。他买了之后，他回到工作

上会很不开心，因为他办公室里要处

理的工作还是那么多。没关系，两天

后再去一次。他用钱买放松。所以

现代人很喜欢去Spa，在那里好像皇

帝的感觉。现代人需要的，一种是解

压，一种是宣泄。所以现代人很喜欢

喊，喊到来你去教会也在喊。我们的

生命因为太累了，所以需要有一些不

同的东西，结果变成解压跟释放。

但问题是，不知不觉你休息的时

间、安息的时间，并没有真正地调整

你的身心灵。你只是短暂的解压，你

办公室文件还是一样多，但是你用更

多的钱去买解压，你就促进了消费社

会里因果的循环。你要买很贵的东

西、花很多的钱才可以买到一点的休

闲和解压；你要用很多钱去疯狂才会

买到跟拜一到拜五读书、工作不同的

感觉。所以演唱会特别多人去看，为

什么呢？因为他说，现场不一样。有

些教会也跟你说，“要来崇拜，现场

不一样。”

是不一样的，但那是种没有面

孔、群体的感性表达。所以我们得回

归究竟神为什么给你安息日？你可以

解压、释放，但是如果你看经文，“

所有的都停下来”，然后有一段很

奇怪的东西，就是15节“你也要纪

念..埃及…守安息日”

你什么工都不做，你坐在那边

做什么？你要思想耶和华救你。你

说，“就是崇拜咯，跟神建立关系

咯，感恩咯，因为耶和华救你出埃

及。”耶和华在做的工是什么？

反省的工。

你要进迦南地之前，你要想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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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在埃及是耶和华救你出来。不只

是纪念祂的恩典，而是你在埃及时，

督工要打你，三更半夜叫你起来打

你、鞭你，你是奴隶没有自由，但

是耶和华大能的膀臂救你出来。你要

做的是什么工？你要思念祂的恩典，

也同时做安息的工——不只是想耶和

华、崇拜祂，而是你要反思。现代人

最糟糕的是，他没有在安静下来的时

候想想为什么我忙了那么多年的工

作，一直忙不完？想想我玩了这么多

东西我不会腻吗？这其实不用太长的

时间。

有时候我们灵修，好像是跟神说

我有读完了。灵修是你的灵性要停下

来，想一想，回归你的灵魂深处，思

想你吃喝玩乐工作里耶和华的恩典。

你可以回顾恩典，也可以回归灵魂深

处想想你自己。有一个哲学家说，每

一个人一定要回归你的灵魂深处，思

想生命的价值跟意义，重新地整装，

装备他的灵魂。

耶和华救你从埃及出来，以色列

有一天你进了迦南，不要忘记做一样

就算在休息的时候都要有的工——你

要懂得反思自己。

你的头脑是别人无法替代的。我

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脑，别人是不能替

你想的，但是你可以反思。

开车的人，一上去就检查照后

镜，为什么呢？因为望后镜是帮助你

向前的。读圣经、读过去的历史，是

为了帮助你走将来的路。你说我读了

一次，有沟没有通。你读的时候，你

静心地读，不管读多读少，你沉淀地

读。圣灵会帮助你看到前面，就像望

后镜帮助你向前。读过往圣经的话，

是为了消化、沉淀、反思帮助你向

前。主啊，我看过去别人曾做过的，

求主让我思考我的工作、人事关系、

人际关系、功课，我有没有整顿。你

要的是次序，要的是休息里面有醒

觉。现代人最糟糕的就是太累了。解

压不坏，解压完了又如何？解完压还

是懵懵懂懂的话，你会发现你的人生

不是走冤枉路，就是打转的路。直到

有一天你好像灵魂苏醒说，“我觉得

这样没有意思”，你才开始想。耶和

华要的不是守不守安息日，而是你守

安息的日子有安息的要素在里面。所

以人每一天都要有一些灵修，不管长

或短，这是为了要给你的脑停一停。

你要回顾过去，瞻望将来，让圣

灵和基督的话带你走。求主帮助我

们有这样的态度来处理“什么是守

安息”。因为耶和华在乎你的生命。

现代人很容易就累。以前也是24小

时，以前的工作没有现在忙吗？以前

的工作更加吃力；是现在吃力后，

没有停。你没有休息、休闲，更重

要的是没有反思：我一直这样做、

这样读，有没有意义？你要反思回顾

你自己，以至于你可以给你的生活回

归安息日，回归秩序。我觉得这个才

是神学的意义上，为什么神要设安息

日给人。这是恩典来的——“我没有

叫你每天都做工，我救你出埃及是为

什么？我给你有安息的日子，因此你

可以做不同的人，因为你可以停一

停，你可以给自己有时间想。”今天

最可怕是很多人想都没有想，你上一

次跟你的家人说有意义的话是什么时

候？“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人与人之前有无限的熟悉，说不

出的陌生。你有没有去想，教会就是

一个有情的天地，因为你我都是天父

的孩子，我们可以不可以打造一个有

情的天地。我们花多一点点的时间，

建立多一点的深交。为什么要团契？

因为是合一（communion）不是沟

通（communication）。很会讲话，

那是公关；沟通，做生意也会的。合

一是我有一些问题我可以跟你分享、

分担，而不是赶场子，一场又一场。    

我很喜欢看港剧。《宫心计》里佘诗

曼叫“刘三好”，寓意做人要存好

心，做好事，讲好话。于是我突然有

灵感，我们要做“刘三要”，你的身

心灵要在安息日有这“三要”。身体

休息是必要。你说，这么不属灵。头

痛怎么读经？你休息好再读。身体休

息后记考题也记得比较准。身体休息

是必要的，因为你活在后现代。

心理的健康是需要。你不平衡，

你觉得我玩不够，玩到礼拜天没有

11点不回家。所以每一个人拜一脾

气特别差，因为我今天做工要等到拜

六还有五天。礼拜天就要玩够本，你

弥补嘛，你放纵嘛。不是说做的东西

不对，是你宣泄后，心理不平衡。所

以现代人都要交给辅导员，要别人帮

你解密，我是什么型。心里的健康是

需要的。灵性的成熟是重要。我没有

忽略。重要，哪里可以不要？你一年

比一年丰盛是因为你懂的反思、反

省。你懂得心灵的感受要怎么调，生

活的次序是怎么样的，就算你没有赚

很多钱，神还是会让你开心的。你的

心灵跟灵性是重要的。社会给你的价

值观，不一定是坏的，不过可以是不

一样的。新加坡人什么都有，但是不

快乐。你买很多，买回去你觉得……

我的人生哲学是，幸福不是你拥

有的，享受的比别人多，而是你计较

的比别人少。所以，有时候我跟那些

老人讲，我们新加坡人做爸爸妈妈也

要懂得孝顺孩子。因为我们都教，你

们要孝顺父母，父母就会爱你们多一

点，这很难；不如你孝顺他，他爱你

也好。人跟人之间，有时候不是对错

还是辈分的问题，是沟通的不够，了

解的不够。新加坡社会什么都有，但

是不快乐。但是你有神的话，有神而

来的人生哲学。你要求主，求圣灵像

老师保惠师光照我们。人需要有苏醒

的灵。这个社会没有对我们太坏，但

是我们要做不同的人。大家有同样的

钱、同样的东西后，耶和华给你有苏

醒的灵。望后镜一定是向前的，求主

让我们可以有向前的动力。

刘毓江牧师（博士）

吴欣蒂姐妹整理



追随者·2018年12月 │7

针对上个星期的讲座之《苦

难有意义吗？》，本周大

组的讲座邀请到了一位自闭症母亲与

我们分享她的心路历程。

Ms Brenda Tan 育有两名子女，

分别为13岁的儿子Calder以及10岁

的女儿。Calder在13岁时被诊断出

患有自闭症。这完全颠覆了Brenda

和她丈夫的人生。自闭症患者大致上

有三大方面有别于常人，分别是沟通

方式，社交能力以及生活习惯。他们

似乎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与周围的

人没有太多的接触。Calder属于中度

自闭儿，他时常会发出让人捉摸不透

的声音和重复一些无厘头的动作，因

此遭受许多旁人的冷眼与嘲讽。这对

于Calder来说或许不是个问题，因为

他并不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但是对

身为母亲的Brenda来说却是难以抚

平的伤痛。眼看着儿子因为一些毫无

恶意的举动而遭受歧视却无法保护自

己，她心里有许多的无奈。

儿 子 在 大 庭 广 众 情 绪 失 控 是

Brenda最大的担忧之一。有一次，

她带着Calder到Kovan买午餐，打算

之后接女儿放学。当时Calder开始反

复地拍打她的肩膀，仿佛想要一些东

西。不料，Calder却因为母亲稍微带

有刺激性口吻的回应而受惊吓，顿时

情绪失控。他开始狂打母亲，赤脚跑

向马路，躺在地上打滚。Brenda当

时不知所措，一方面急着想办法安抚

儿子，另一方面又因为他打母亲的行

为而感到难过。所幸有位路过的热心

人士将母子俩送到附近的巴士站。当

时，他们因为经过了一番折腾而感到

疲惫不堪，两人瘫坐在地上。她惘然

想起女儿还在学校等待着她，但却实

在是无力去接。束手无策的她向上帝

祷告，呼求神帮助她。之后她奇妙地

遇见了女儿同学的帮佣路经巴士站，

就嘱咐她帮忙把女儿接回家，度过了

难关。

以上只是Brenda所经历过的其中

之一。Calder的存在的确改变了她的

生命。结婚之前的她是充满自信的，

认为只要努力就一定能达到所设定的

目标。但自从Calder的出现，她才发

觉有许多事情是她无法主宰的。当她

在最无助，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

她学习依靠，交托和仰望神，求神

以祂自己奇妙的方式来帮助她和儿

子。Brenda也透露由于自己是基督

徒，所以心里有盼望，期盼到了新天

新地就不再有眼泪和悲伤。但对于非

信徒而言，自闭症患者的家人大多时

间都生活在痛苦，忧郁和绝望中。经

过调查，自闭症患者的父母亲最普遍

的挂虑莫过于担心孩子无法独立养活

自己，以后无依无靠。同时，他们也

因为亲戚朋友的嫌弃与鄙视而感到沮

丧。Brenda渴望身边经历着同样问

题的朋友能因着信靠耶稣而得到盼

望。

Brenda在分享过程中提到了作基

督徒不意味着不会遇到苦难。相反

的，我们都和非信徒一样，各自在人

生不同方面都面对着一些挫折，挑

战或试炼。但是有一样十分重要的不

同之处就是我们有主耶稣在前头为我

们挡风遮雨，牵引我们。祂是平静风

浪，在水面上行走的神，是我们可依

靠的磐石。因此，当我们在面对困

境，感觉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时

候，让我们不仅仅只是看见前头波涛

汹涌的风浪，更是要看见且坚信在风

浪之上掌管万有的神。祂能，且愿意

助我们走过坎坷的崎岖路。

分享的尾声，Brenda也提出了一

些我们能为自闭症患者及家人做的宝

贵建议。在列出之前，我想强调我们

必须意识到所有的行为追究到底都源

自同一个跟源，那就是神的爱。

我们应该更深入地认识自闭症，

通过阅读有关的书籍或上网查阅资

料，并致力于分享给身边的亲朋戚

友，让他们更了解自闭症患者的习

性，提高对自闭症的意识。这能纠正

许多人对自闭症的错误观念，排除鄙

视的现象，同时塑造更包容和仁爱的

群体。

我们能够在祷告中持续纪念自闭

症患者以及他们的家人，求神保守怜

悯他们，赐予力量面对挑战，也求神

赐我们爱心去爱他们。

当面对自闭症患者，我们应该学

习耐心地对待他们，专心聆听他们想

表达的观念，细心观察和包容他们特

别的举动。在教会里，我们能帮忙照

应他们，好让他们的父母能安心，毫

无旁虑地听道。我们最起码能做到的

是真心诚意地关怀自闭症患者，尝试

与他们沟通，走进他们的世界。

最后，虽然许多自闭症患者不善

于以说话的方式沟通，但他们在打字

能力方面相对来说会比较强。所以我

们能利用科技，以Whatsapp等社交

媒体与他们沟通。

人生有许多的苦难，但哪里有苦

难，那里就有彰显神的荣

耀的可能。让我们继续信

靠前行，为主发光。

林祐任
国大理科系（第一年）

编按：10月4日的国大校园团契聚会是《苦难有意义吗？》。10月11

日的聚会继续以实践为主轴，盼望大家从苦难的意义得到更大的启

发。

坎坷也要走：
一位自闭儿母亲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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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事同工事奉感言与代祷
感恩：

在2018年经历天父上帝奇妙的带领，每一个转角祂都看顾，每一个祷告祂都垂听。在GoForth宣教大会向天父

上帝说：无论何处去，我心已备妥；祂就差我去疗养院照顾妈妈。带着感恩继续走进2019。

代祷：

继续在未知中，只单单仰望十架的能力，在新的人与事中看到到活祭的更新。请代祷

华文组的同工需要；无论是行政同工或是事工的干事，都祈求上主供应，建立校园与学

生，服事校友与教会。

特别记念内子与我在身体的状况，精神上都有圣灵恩待，主爱充满。

赖斯强干事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

（传3:1）

当每一天的日子都是在服侍的日程中度过的时

候，脑子常常想的是如何回应各方面的需要。我为着

生命的年岁能被上帝使用来服侍祂而感恩。过去曾听

说‘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我曾认为，未必需要

休息也能继续走长路。

但是当经历到缺乏休息就会发生力有不逮的状况

时，“嗯！是的，我需要好好的照管上帝所赐‘圣灵

的殿’，以致它在休养生息中能继续在祂所赐的时间

服侍祂。”

愿在您的代祷中

被记念，我在未来六

个月的安息不但能够

享受安静，更能经历

在平静安稳中得力的

应许！

陈淑贞干事

2018年一眨眼就过去，回顾这一年是在感谢

上帝的带领把淡马锡理工校园团契的契友们

聚集在一起，一起进行事工，一起在考试时分发福利

包，一起到马来西亚短宣。

很高兴在这一年也看到学生们在信仰上的成长，

对神的话语更渴慕也更寻求神。愿神持续看顾学生明

年去菲律宾短宣的准备，也保守学长姐们毕业后学弟

妹们可以顺利地接棒。

我们夫妇已经开始着

手安排2019年的事工，

请为着我们筹集2019年

的经费代祷。

谢贵兴与陈伟瑩夫妇

从开始在FES全时间事奉，我就被派到国大团契来服事。这6年里学习

好多，也有酸甜苦辣的美丽回忆。为了往后可以更好服事，我将放

下FES的工作，并且于2019年7月开始在三一神学院接受装备。

代求事项如下：

1. 感谢有一群委身的校友愿意为学生事工尽一份力。

2. 与接替国大的本科生团契和研究生团契的同工们有好的交接。

3. 与惠盈同心以爱、智慧、耐心来教养子女。愿三个小孩能够认识神和爱祂。

4. 继续以忠心持守、有恒心的坚守呼召。

林冠廷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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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想起一整年事奉的颠簸时，我也想起了有位牧师在步入2018年后的

几天留给了我的一句话：“一切都本于恩，始于信，成于爱”。这句

话虽是出于牧师的笔，但我想更是出于神的恩惠，在我还未迎接接下来一年的挑

战前，就先调整了我的信仰核心。今年面对的信仰冲击尤其多，就在我被神修

剪的日子里，过程虽叫我难受，我却实实在在地经历成长，体验信仰之甘甜。

代祷：生活依然忙碌，但愿我不盲也不茫。求主赐我所需的力量，兼顾服

事、课业及照顾邻国家人的需要。

孙俪今干事

2018是充满变化的一年，小儿约希的出生、论文的写作、FES华文组的全

职事奉接肿而来。这种急速变化迫使我必须快速成长起来。感谢主的杆，

在我迷茫时教我如何跟随祢；感谢主的杖，在我软弱时鞭策我、教导我。这一

年，主的恩典在我生命中留下深深的痕迹。请为小儿约希的成长祷告，也为我能

同时兼顾事奉和家庭的事情祷告。

林国宏干事

时间过的好快啊！不知不觉已进入华文组

服侍第二年了。当我回想服侍的初衷

时，却惊讶地发现自己起初对服侍的野心与傲慢。

服侍的过程有苦有乐，常有未知数，同时也体会到

自己是多么的有限。唯能学习谦卑

寻求主，靠主刚强前行。感恩神在

这一年的修剪，虽然痛，但却带来

成长。盼望在新的一年里，能够继

续忠心谦卑地跟随主，也有智慧

地把学生指向基督。

冯绮桦干事

一眨眼就是一年了，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在

FES的行政上同工并且有机会可以以学

生以外的角度了解学生事工。

不久前在跟一位校友交流的时候彼此都非常认

同学生事工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在校园团契的日

子都对我们的生命有莫大的滋养。

愿学生们可以珍惜在校园装

备的日子，也恳请大家继续

为FES在人事、经费上的需要

代祷与支持。至于我，惟愿我

更认识神，知晓祂心意。

吴欣蒂
（行政同工）

十架的大爱今临到

以马内利得蒙主恩

事主一年满有喜乐

来年主里更蒙大福

FES华文组每一位委员、干事与同工

祝愿大家：圣诞蒙福！新年蒙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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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神让我能担任这次研经

营的营长，让我有一群

很棒的委员。他们真的帮了我不少

忙，也帮我减轻不少负担。作为营

长，我认为自己没有很好的完成我的

工作，因为没有很好的计划，但在神

的带领下，营会还是顺利的进行下

去。

虽然研经营并不是一个很休闲的

营会，但我没有后悔参加这次的营

会。在这次的研经营，我学到了很多

关于新约和书信，也学会了怎么更好

的查考和阅读圣经。在研经营我不但

能与神亲近，也能更认识不同理工学

院的弟兄姐妹。他们带给营会更多乐

趣，我们在一起能互相学习和鼓励。

感谢干事们能抽空来为我们准备讲

座，用心的来为我们解释和解答。

我希望大家都能记得这次学到的

东西，应用在生活上。

雷佳颖
淡马锡理工学院资讯科技

（第一年）

虽然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联

合理工研经营，但真的

是获益不浅。从干事们的分享中，我

学到了很多关于新约的历史，如新约

正典的形成以及初期教会信徒所受到

的逼迫。我也学会了怎样用归纳法查

经 (OIA) 来研读圣经。在营会的最后

一天，我们也通过小组活动，把前两

天所学的都应用在查考雅各书一到二

章。我本身也从两次的小组灵修中学

到了很多。虽然组员们大多都是初次

见面，但大家还是很乐意分享他们从

神的话语中所学到的。

我也很荣幸能够在这次的营会中

参与筹备的工作。虽然当财政并不容

易，但还是很感谢委员们给我的支持

与鼓励。更感谢神再次给我了一个服

侍的机会，以及让我透过这次的营会

与祂更亲近，对圣经有更深一层的认

识。

沈信 
新加坡理工应用戏剧与

心理学系

大家好，我是今年联合理

工研经营的宣传。在营

会里，我们大家都聚在一起来学习神

的话语，也更加了解圣经。营会真的

使我学到了很多，比如说，我学会了

圣经的历史，七种犹太人，保罗的路

程等等。

当研经营的宣传真不容易，因为

这是我第一次担任这个岗位。虽然是

第一次，我很开心营会得以圆满的结

束。为此，感谢上帝的帮助和看顾。

谢谢。

陈洁瑜
新加坡理工学院商业管理

（第一年）

参加了今年的研经营的确

让我更认识神的话语，

也更加懂得如何查考神的话，鼓励了

我应当每日都查考神的话语，也学习

在上帝面前谦卑、顺服、受教。这届

研经营主题为“信仰之门”，反映出

我们应当敞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和

祂一起度过未来的生活，活出耶稣基

督的样式。

干事们的分享与教导简易明白，

让我可以深入地了解从未了解过的圣

经故事，也认识了许多来自不同学院

的兄弟姐妹们。很感恩能有机会参加

这一年一度的研经营，也担任了节目

策划人员。说实话，策划往往赶不上

变化，时不时便有些突发状况；然

而，藉着上帝的保守看顾，一切节目

都顺利进行，三天两夜的研经营也划

上完美的句点。万分期待明年与接下

来的研经营，也鼓励弟兄姊妹有机

便参加，一起奔向那扇

门。

 孙采妮 
 义安理工学院护理系

（第一年）

联合理工研经营报道联合理工研经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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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一次参与这类型

的营会，与以往参加的

有所不同。以前参与的营会大多数都

是透过游戏来带出有关圣经与福音的

信息，而这个营会却让我以研读圣经

的方式来更了解圣经。这是一个很好

的体验。

透过这次的研经营让我了解新约

圣经是以怎样的标准来决定哪27卷

书形成正典的，也让我学习到许多新

约里书信与福音书的历史。我也透

过使徒行传看到神怎样藉着圣灵使保

罗帮助众教会，以及保罗为了主的福

音而殉道。我们也在营会中学习新约

书信的格式，并应用这些格式来尝试

写出类似的书信。除此之外，我们也

透过OIA的方式来查考经文，并应用

OIA来更了解经文所要表达出来的意

思。

庄德恩
南洋理工学院护理系

（第一年）

我开心自己参加了这次的

研经营，同时兼任研经

营的文书。从这次的研经营我成长了

很多，也对神的话了多解了不少。虽

然这个营会的流程非常紧凑，但是我

也因此学到了很多读圣经的技巧，这

让我在灵修时更加丰厚，也让我更加

明白圣经的内容。除了学到怎样以对

的方式来读圣经，我还学到了圣经的

历史。历史是整个圣经的一部分，是

不能被忽略的。这次研经营让我更加

认识淡马锡理工的朋友们和其他学校

的朋友们，三天两夜的相处和沟通确

实让我跟大家更加熟悉起来。

我明年一定还会再参与研经营

的！

刘琦英
淡马锡理工学院幼教系

（第一年）

在新 加 坡 工 艺 学

院 （ S i n g a p o r e 

Polytechnic）信主的时候，当时有

一位栽培初信徒的学校老师，他的名

字是刘华发。后来当我成为干事后就

认识到他的兄弟：刘华德牧师。而且

还知道刘华德牧师是FES华文组早期

的干事之一。

刘华德在1975年至1978年担任

华文组的干事，当时候的FES华文

组的同工都是‘孤军作战’；身为

干事，既要负责工艺团契，也要负

责大学的事工。感谢主！因着之前

刘华德在毕业工作一段日子后加入

Discipleship Training Centre（门徒

训练中心）受装备，在教导和引导方

便都使学生大得助益。当然，更重要

的是：刘华德牧师谦卑服事主的生

命，深深地影响着与他共事的委员、

学生、校友与同工。

笔者虽然没有真正地与刘华德牧

师在FES或长老大会共事过，但是，

他的牧者胸怀与对学生事工的负担，

却在我这个晚辈的心中刻下烙印。当

我在华文组服事的时候，刘华德牧师

已经在伦敦牧会整十年了，但他每

年都会回新加坡一

趟，看望家人。他

每趟回来，除了与

家人相聚之外，他

一定会打电话到华

文组在圣经大厦的

办公室，约我们吃

饭。

90年代的华文组事工团队常常

也是‘人丁单薄’，刘牧师Uncle 

Walter Lau的鼓励与劝导真的是我们

的动力！笔者当时候觉得这位言谈‘

不徐不慢’的牧师，不只是给予我们

在事工经验的分享，也是在一种生命

的态度上，对于当时‘年少激进’的

我，不能不说是一种震撼教育。就这

样，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随着

我们之间每年见面一次，使我获益匪

浅。2015年的大家庭聚会，刘牧师

在其中的分享，落在学生与校友的心

中，循循善诱，言犹在耳。

刘牧师终于在1998年回到新加坡

牧会，但他是更加忙碌了！不只在长

老会伯特利堂，当然，还包括众圣纪

念堂的事工；加上他在考究《华人传

统信仰》，他又例常地在三一神学院

授课。我后来在1999年在三一神学

院读书，我们之间见面相聚的次数，

说真的，还是一年一次。在三一神学

院碰面的次数是最多的；包括他后来

在患癌治疗期间，我们偶然也会在三

一图书馆外巧遇。

当刘牧师和我都在新加坡时，我

们的联系方式就是通过流动电话，

聊上几句，鼓励多多。当他在治疗

期 间 ， 我 们 的 联 系 方 式 ， 成 为 了

sms。极至他辗转去台湾接受治疗

的时候，当sms不可能时，就变成了

whatsapp。他还是每次关心我，最

后一次在今年1月

19日时，刘牧师提

到他和素碧师母将

要回来时，他说：

听说新加坡因天气

的转变，导致多人

生病欠佳。Please 

take care！刘牧师

从来没有停止关心我。。。

今年8月1日（星期三）是我的50

岁生日，之前学生说要庆祝，我就向

他们说：老友住院弥留期间，实在没

有心情，向他们推辞，说谢谢。当晚

我在南大，收到邱仁发牧师发出的信

息：刘华德牧师安息！忠心耿耿的主

仆！。以这篇的文字庆祝刘华德牧师

事主（学生事工），牧养（伦敦、新

加坡），孜孜不倦，背十架，荣归天

家的生命！

思念老友：刘华德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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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0月财政收支报告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 收入 (S$) 38,949.05 43,878.99 14,886.38 18,139.58 26,857.41 24,722.20 24,743.68 17,641.38 34,534.45 40,255.20

■ 支出 (S$) 22,353.26 29,234.47 23,701.14 30,390.57 25,326.11 31,262.03 34,936.98 29,671.83 29,796.04 29,97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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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赖斯强      ■ 设计：Shallum Design      ■ 承印：Refine Printing Pte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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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对《红楼梦》也

没什么感觉，因为没

读过，以为是情情爱爱，而且是很扭

捏的情情爱爱，听了讲座才知道，原

来是那么伟大，一定要读。”

“ 很精彩的《红楼梦》，很有收

获的夜晚。”

华文组在9月17日 邀请感兴趣的

人在中秋佳节，到桥北路的会议室听

听《红楼梦》的故事，以上是参加者

的回应。

近年来，本国的华文文学活动相

当活跃，不难找到可以参加的文学讲

座，文学比赛，书展，书介等，但是

对我们的学生和校友，除了时间，这

些活动 似乎有点“遥远”，但是我

们又觉得当我们要讨论信仰与华人文

化，却对中国古典文学没有一些基本

的认识，是不可能有深入的研讨。我

们又如何在查经班、祷告会、小组会

议、迎新营、应毕营等，诸多的聚会

中，安排另一类的活动？如何在汪洋

中国古典文学中去选择？ 

很偶然的，看到了长老会的陈金

瑞牧师在一些社区活动中，介绍《红

楼梦》的相片，灵机一动，就让这本

被公认是中国最伟大的巨作，经典中

的经典，做为我们抚触古典文学脉动

的开始吧！当然是恭请金瑞牧师当讲

员。为了节省资源，我们同工设计的

典雅的海报也只是电子版，宣传也只

是通过手机传发。首次办这种文学讲

座，如果只有寥寥无几的听众，那就

真的对不起讲员了。 

令人兴奋的是当晚竟有30多位学

生，校友，还有非信徒朋友赴会， 

讲解后的诗句朗读、茶叙交流，播放

着不同版本的“红豆词”的吟唱和音

乐，营造了些许文艺的气氛。 

金瑞牧师从“小说在生活中”引

言，简介作者曹雪芹的家族背景、写

作特点、藉着图表呈现出书中庞大的

人物设定、故事与重点人物介绍、以

插图说明特别的事件，最后，一副雪

景画面，一句“大地一片白茫茫，真

干净。”结束书本情节的叙述。

金瑞牧师16岁开始读《 红楼梦》 

，多年阅读的心得，才能在当晚，

引导我们反思这本被她的老师，《

红楼梦》的翻译家闵福德教授（Prof 

John Minford）称为“ 中华文化的

百科全书”，为什么是：“盛世的夕

阳，史诗的挽歌”（白先勇）；她也

引用了她最欣赏的文学大师白先勇的

评说：书中儒道佛的哲学思想（儒

家—年青努力，进取；道家—中年受

挫、超脱；佛家—晚年真正了悟）；

全面关照人生（尊重选择，刻画人性 

；心怀大爱，人人平等；灵性感性，

理性冷静）；而大观园是真善美的综

合体验（欧丽娟），也可能是曹雪芹

心中的理想国。

讲员留给我们最后去思考的是作

家刘再复所提出的“忏悔意识”， 

刘再复认为：“《红楼梦》是中国古

代小说中，唯一有忏悔意识的文学作

品，是一部伟大的忏悔录，他认为贾

宝玉最后出家，是灵魂的救赎，是生

命的完成。” 

 陈金瑞 / 刘纫馨报道

初听《红楼梦》
《红楼梦》分享会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