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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别 于 以 往 的 大 家 庭 聚

会，今年为了欢庆新加

坡学生福音团契六十周年庆典，FES

中、英、印尼语三部门以及GCF共

500多名学生以及校友们齐聚在国大

多用途体育厅1，一同庆祝学生福音

事工走过的一甲子的年日。

聚会一开始由英文部的干事带领

大家唱诗敬拜，看着全场老中青超过

三代人共唱一首诗歌赞美我主，颇有

各方各族前来敬拜的意境。紧接着由

郭志励总干事以“家”的概念来勉励

大家，即便我们来自于不同的教会，

说着不同的语言，甚至有不同的肤

色，但是在主里面我们就是一家人。

晚宴开始，除了被邀请担当义工

的学生们，其他学生也自愿协助“端

盘子”、收拾盘子，甘心乐意的服事

在场的长辈以及同辈，我心中不禁为

着他们的热心感谢上帝。在大家闹哄

大家庭聚会
——新加坡学生福音团契六十周年庆典报道

哄享受团契和美食的同时，当晚的讲

员柯伟生弟兄（曾在90年代为英文

部干事）在其中分享。

回顾过去上帝在新加坡的学生

事工中所做的一切固然重要，但我

相信未来怎么在新加坡继续以上帝

的心为心来展开学生事工也是重要

的。2020年FES华文组五十周年的大

家庭聚会已经开始筹备，请您为着整

个筹备来代祷。也愿我们在欢庆的同

时，也愿圣灵继续感动我们，行在主

为校园团契预备的道路上谦卑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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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二）

这是 我 第 一 次 参 加 研 经

营，我很高兴看到来自

不同理工学院的弟兄姐妹一起学习关

于神的话语。听完干事们的分享，小

组讨论确实可以帮助我更好地理解。

透过分享我们个人的观点，使我们可

以一起学习彼此造就。

令 我 最 深 刻 的 是 归 纳 法 查 经

(OIA)。学习了如何分段，然后给每

个段落的经文加上标题后，我能够更

好地阅读和理解圣经。这三天两夜让

我更近一步学习到神的话语和跟弟兄

姐妹们一起交流。

张浚傑
新加坡理工机械工程系

第一年

分享（三）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透过

这一届的研经营再次看

见神的亮光。虽然过程是辛苦的，

但收获却是一个惊喜。感恩上帝无私

的爱，让我们能和弟兄姐妹从不同的

理工聚集在一起。鼓励每一位弟兄姐

妹能参与下一届的研经营，也愿神保

守每一位营员们都能持续地把上帝赐

给我们的话语放在心中，活在神的星

球。

孙采妮
义安理工护理系

第二年

分享（一）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参加研经

营，也是第一次作为一个

营会的筹备委员。开始时是很抗拒

的，害怕自己会做的不好，害怕时

间不够用。可是感谢主，在主的带领

下，这个营会很顺利地进行也很顺利

地结束了。

在这短短的三天两夜里，感觉自

己真的进入到了神的星球，一整天的

生活都充满着上帝的话语，让我了解

了上帝的话语对基督徒的重要性，也

学会了如何使用方法来阅读圣经。

由于我是一个不爱阅读的人，不

管是小说，漫画等等，我从来都不

碰，圣经更不用说。偶尔被妈妈唠叨

了几下，才会用电话看一看圣经。但

是经过这次的研经营，我希望在往后

的生活中，我可以每天都能抽空去阅

读圣经，去更近一步地了解圣经，让

生活充满上帝的话语。感谢这个营会

让我理解到这么多。

蒋宗沁 
南洋理工护理系

第二年

理工研经营2019《神的星球》 
日期：2019年10月8至10日

地点：伊甸圣经长老会

人数：1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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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六）

嗨，我是启诠。我在学校

团契的这三年，很有幸

能够参加三年的联合理工研经营。我

在研经营最大的挣扎是精神上的消

耗。因为在这三天的研经营里，将近

三分之二的时间我们都在努力查考圣

经，努力听干事们所教的。这整个过

程虽然非常累，但是我还是坚持，因

为我知道这对我的属灵生命有很好的

操练。感谢主我能够有一个与弟兄姐

妹一起学习的美好时光！希望明年有

机会参加我最后一轮的研

经营。

林启诠
南洋理工工程与商业系

第三年

分享（四）

感谢上帝赐给我们这一个

机会来参加营会，一起

学习主的话语。

虽然营会只有三天，但这三天都

过得很丰富——能够更认识旧约，又

可以跟来自不同的理工学院的弟兄姐

妹们一起互相认识，互相团契，感受

到在主里有的默契和关爱，真的让这

个营会变得更印象深刻！

在这次的营会中，我是其中一名

筹备委员。虽然刚开始不是很认识大

家，第一个会议大家也感到很尴尬，

但在干事和神的引领下，大家愿意互

分享（五）

这个圣经营对我来说是个

从世界的负担中暂时休

息的机会。在研经营前，我祷告和读

经的时间越来越少。但是来到圣经

营，我觉得我更亲近上帝，更了解祂
在旧约里，从摩西五经到诗歌，要表

的意思，更了解上帝的旨意。归纳法

查经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之前很少

接触到解经的方式，所以我认为圣经

的故事只是故事，没有什么生活上的

应用可以学习的。但是从这圣经营学

的解经方式，我认识到圣经的故事其

实有很多能学习的应用。撒母耳记上

的一至二章看起来只是个故事，但如

果仔细的解经，就会从这两章学到在

世界混乱中做圣洁的人，做上帝所喜

悦的人。归纳法查经让我了解到其实

圣经上有比我们想象多的

答案。

叶瑞泽
新加坡理工工程系

第一年

相包容，一起合作，把这次的营会安

排得好，让我感到很欣慰！

身为一名委员，如果我说这份服

侍很简单，那我就在说谎。在安排

中，我有时忘了一些任务，或安排中

出了一些状况，必须马上解决。但靠

着神的引导和大家的协助，我感恩营

会可以顺利地进行！

陈恩典 
义安理工电影、音效与录

音系
第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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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新发展及一众年轻毕业生的沉重

心声。接着由C国的代表很恳切地为

香港祷告。随后由C国的代表领诗，

第一首歌就以华语唱了‘愿主的恩惠

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

。。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一首大

家耳熟能详、平时能朗朗上口而不太

在意内容的诗歌，在主领轻柔的歌声

下，好多人开始暗自流泪，也有人低

声啜泣甚至哀鸣。大家都大大地得安

慰。我想这是圣灵所作人与人复和的

工作。

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

能。（太19：26）矛盾冲突不一定

解决了，但是一旦转眼仰望神，真正

的复和就变成可能。此乃敝人此行小

小心得。共勉之。

谭宏炽
南大校友

分享（一）

八月份与太太以及来自新

加坡的一群校友们一同

参加了在日本东京举行的EAGC。夏

日炎炎，蝉鸣声不绝于耳。我们就在

代代木的国立奥林匹克纪念青少年综

合中心与来自东亚及东南亚地区不下

十个国家或地区的大专毕业生齐聚一

堂。

这一次会议的主题为“职场关系

之复和”（Reconciliation At Work）

。坦白说，那几场的主题信息分享，

我都已不太记得。但是在那几天的聚

会中，不论是各个国家或地区代表的

事工报告时段或者小组分享讨论的时

间，却着实开了我的眼界。大会现场

宛如一个小小联合国大会，代表们可

随意用自己的母语分享，也会有他人

帮忙翻译。这也包括了主题信息时，

后台有各国代表同步翻译为本国的语

言。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能够同

心聚集领受同样的信息，这是唯有在

耶稣的国度里才可能发生的事。

期间，亚太国际社会间种种的冲

突正在持续不断发酵当中，各国也

有因内部或外部因素引致的政局动

荡，例如：日韩贸易冲突、台湾同性

平权运动、东南亚一带恐怖主义势力

的渗透及反贪污问题等。这其中最受

关注的无非就是正如火如荼进行着的

香港反修例运动。犹记得香港代表上

台报告事工近况时，特别分享此运动

分享（二）

这次 E A G C 主 题

为“Reconciliation at 

work”，以“破碎”与“和解”为

主题。日本总干事在EAGC开始时，

表示他希望日本在二战后能与其他国

家修复关系。他主动为日本二战恶行

道歉，带领我们开始“和解”之旅：

EAGC (East Asia Graduate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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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也视“救赎者”为基督，

不是自己

3. 注目基督，从神给我们的身份

和基督徒团体中找到盼望和契

机

 EAGC扩展了我的视野，让我看

见许多“破碎”，但也让我看见“和

解”的可能。但愿我们能成为神的“

和解”使者，与弟兄姐妹一起在世上

见证神如何把“破碎”化为“和解”

。

张颂宇
国大校友

我从决定跟随耶稣到现在

有三年多了。但这次的

布道会又重新提醒我，我的生命是耶

稣的死换来的。

上帝差遣祂的儿子耶稣成为人，

来到世界上。耶稣在十字架上受尽屈

辱、体会人的无能并且死亡，经历彻

底的失败。但耶稣在三天后复活，显

出上帝的荣耀、全能及胜利。没有犯

罪的耶稣在残酷的刑具十字架上，为

了我们所有人的罪，付上本是我们该

付的代价——「死亡」。祂承受了这

个咒诅，为的是要恢复我们与上帝之

间的破裂关係，拯救我们免于与上帝

永远分开。耶稣担当了这个咒诅，成

为我们的祝福。

其实耶稣并不是被夺去生命，而

是祂选择捨弃的，为的是要换回我们

的生命。每次想到耶稣对我的爱大到

愿意捨弃自己的生命，就觉得很感动

也很不可思议。这又再次提醒我要为

祂而活，把这份爱活出来，让更多人

体会耶稣祂己的爱。十字架不仅彰显

了耶稣的牺牲和爱，也彰显了上帝的

公义和恩典。上帝是公义的，所以有

人为罪付上代价；上帝也是有恩典

的，所以付上代价的是耶稣而不是我

们。

我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听见耶稣

的故事，让我相信祂，也让我的生命

被祂改变。原本的骄傲被破碎，慢慢

学习耶稣的谦卑。我感谢神，透过这

国大福音性聚会

——《耶稣的十架与我何干？》
次布道会再次提醒我，耶稣也体会过

人的无能。所以我不用再靠著自己的

力量过日子，而是可以坦承面对自己

的无能为力，并完全倚靠全能的神。

那天，很多非信徒朋友来到布道

会。有被朋友邀请来的，还有自己主

动来参加的。我看见很多契友是多么

渴望身边重视的人可以认识耶稣，多

么希望可以把生命中最美好的礼物分

享给更多人；也看见神的美善吸引了

人来认识祂。愿神感动每一个来到布

道会的人，相信神、跟随耶稣。

柯明诗
国大英文系

第五年

——《耶稣的十架与我何干？》

从伊甸园万物与神关系和谐；后来罪

使种种关系破裂；最终耶稣到世上使

万有与神和好。这都说明我们身为基

督徒，也要成为使人和睦的人，也有

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

 EAGC期间，我有机会听到其他

国家弟兄姐妹分享自己国家目前经历

的破碎。新加坡虽然社会比较安稳，

但反思中，也发掘自己经历许多破

碎——职场中人的价值与薪水或产量

挂钩、家庭关系、教会不合一等的破

碎。要从“破碎”到“和解”，我从

EAGC领受了三部曲：

1. 勇敢指出破碎，不选择逃避或

假装看不见

2. 为破碎哀叹，反思破碎如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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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为营会带来了更多的欢乐和笑

声。大家一同在主里休息，从都市繁

忙的步伐中暂时停歇。

营会中讨论了很多关于如何在职

场坚守信仰，也运用很多小组活动让

彼此更了解在职场上的挑战；并如何

靠神胜过这些挑战。大家彼此分享和

鼓励，让彼此都意识到自己不是独自

一人的。把自己心里压抑的心情都说

出来，并彼此在祷告中纪念。

借此，我鼓励各位校友多多参与

退修营。除了“退下”和“休息”之

外，也能和往日的校园契友一同相

聚，何乐而不为呢！

王佳怡
义安理工校友

分享(一)

还记得第一次参加联合理

工校友退修营，纯粹是

为了与校园的老朋友聚一聚。短短的

四天三夜，却意外的让我们受益良

多。从那年开始，我们每年都会安排

时间，预先请假，为的就是能够参加

联合理工校友退修营。

一年一度的退修营，让我们有机

会在繁忙的生活中停下脚步，离开城

市的喧嚣，安静在神面前。第一次参

加联合理工校友退修营，我们还是单

身；婚后，我们继续每年参加退修

营。但是我们的孩子出世那一年，我

犹豫了。到底要不要参加营会呢？但

是我先生忠伟认为，带着年幼的婴儿

参加营有什么困难呢？所以，那年我

们就带着五个月大的女儿一起参加退

修营。今年，我们一家四口也一起参

加营会。

我们要感谢筹委的付出，为我们

策划营会，安排住宿、膳食。我们很

享受与弟兄姐妹的团契时间。虽然我

们来自不同的校园，拥有不同的背

景，在各自的教会崇拜，但是我们都

来自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而最大的

共同点就是：我们一同事奉真神上

帝。我们在这营会中也能够学习如何

卸下重担，信靠神，重新得力。

希望更多理工校友能一起参加明

年的退修营！

傅芳莹/先生王忠伟
新加坡理工校友

分享（二）

大家 好 ！ 我 是 佳 怡 ！ 我

是 义 安 理 工 学 院 的 校

友，于2015年毕业，主修护理系 

(nursing)。至今已经离开校园四年

了，也在职场上全职工作了四年。

第一次接触退修营是在2018年，

淑贞干事联系了我并鼓励我参与。当

时的我很挣扎，因为工作并不容易申

请连假。还记得那时营会的主题是‘

闹市外的宁静谷’，于是我就带着对

神的追求和想要休息的心情报名参加

了营会。

很感动，在营会的几天，我能够

见到当年在校园团契熟悉的面孔。大

家因着神的爱，从四面八方聚集在一

起，有些校友甚至还带来了新生的宝

联合理工校友退修营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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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什么都看不到。”

最后，牧师给我们布置了一道思

考题：你追求的，是怎么样的“完美

人生”？各个小组都进行了热烈的讨

论，也分享了各自的看法。

“完美人生”大概是每个人都渴

求的，可怎么样的人生才是完美的

呢？我想，每个人赋予完美的定义都

不同。小时候，总觉得自己的生命中

有很多遗憾，于是就安慰自己“没有

遗憾的人生不完美”。现在想来，我

们确实都需要一些遗憾和软弱，给上

帝一些空间来对我们彰显祂的爱与大

能。

这次的福音聚会主题，非常引人

深思。它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要的是

一个怎么样的人生，什么样的人生才

算完美。我想，我从这次福音聚会最

大的收获，就是学习到神可以将我们

的不完美变成完美，因为祂知道我们

的软弱，祂会籍着我们的不完美，来

彰显祂的名，所以没必要特意去追求

所谓“十全十美”的人

生。

冯诗雯
南大中文系 

第四年

南大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配

合十月十日，邀请来自圣

雅各堂（St. James Church）的陈

祯荣牧师到校园举办了一场福音聚

会——《十全十美的人生》，主要分

享路加福音5章1-12节。

通过分享西门彼得一个以捕鱼为

生的渔夫，跟着耶稣的指示到水深之

处，尽管不情愿也依旧撒下渔网，最

后渔获丰富的故事，牧师问我们是否

也能像彼得一样，放下专业的骄傲来

听从神呢？是否愿意为了跟随主而放

下我们的专业呢？

彼得、约翰和雅各都经历各种苦

难，为基督献上生命。生活中我们放

下坏的，例如我们的坏习惯，很容

易；放下好的，例如财富、资源却很

难。然而，在我们放下的时候，上帝

才可以给我们更多。

牧师也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

提醒，就是叫我们不要拿自己去跟别

人比较。我们认为自己的人生不完

美，是因为我们看到别人的生活更

好，更完美。然而，神所为我们预备

的都不一样，我们的命定和要走的路

也都不一样。我们真的不需要去与别

人攀比，因为我们已经拥有那最好

的，而祂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

此外，牧师也有分享到，即便是

彼得也不是完美的。完美的生命是有

的，但要经过磨练的生命，才能经历

神，不是走在“好”的方向就是十全

十美。

我想，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

生命会有磨练，没有永远的一帆风

顺，总会有一些挫折和跌倒。牧师在

分享中提醒我们，我们不应该在开始

了我们的计划后，才求神祝福；而是

应该在开始前先求神来指引，在过程

中来调整我们。

牧师也以毕德生的一句话作总

结：“我们相信一切事情，特别是那

些看起来像灾难的事件，都是上帝手

中的材料，为的是要塑造我们成为一

个赞美的生命。我们全然相信如此，

南大双十福音聚会

——十全十美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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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一）

诗篇第一篇形容有福的人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并昼夜默诵思想。这样的人好像一棵

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

总不会枯干，他所做的凡事都顺利。

不知道大家是否和我一样，心中

渴望把根扎在溪水旁，天天结出果

子，与主亲近。但是我们的内心却往

往是一道急流。繁华城市的喧闹，忙

碌生活的苛求，自我的追求，都会使

我们无法平静安稳。只有在安宁的幽

谷中全然享受上帝的同在，就能从主

那里重新得力。然而，圣经里所强调

的“安静”不是偶然的，而是时时刻

刻努力及刻意操练和营造的。

很感恩，由校友团契所主办的“

闹市中的灵修”给我一个很棒的平台

来操练“安静”和灵修。每个月一次

的星期六早上，我和校友们会聚在一

起，然后各自选择一个角落，安静下

自己的心来默想神的话语。我们灵修

的时间是早上八点，那时闹市中还是

非常宁静，与平时人来人往的景色大

不相同。我也深深体会到原来“安

静”不是在乎我们的外在环境或生活

步伐，而是一种心境。无论何时何

地，只要我们的心与主的心联系，我

们都会在主里得到平安。而每一次一

个小时的灵修，都在提醒我要珍惜这

样与神亲近的时刻，避开在脑海中嘈

杂的声音，尽力去跟随主的声音。若

我们每一天都能这样聆听神的声音，

抓着神的盼望，我们的生命就会活得

更加精彩充实。

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的，这

是我参与“闹市中的灵修”的第三个

年头。它陪伴了我三年多的研究生生

活，在变化多端的研究生涯中，成为

我归回安息的港湾。每一次的聚会都

提醒我要天天保持这样的灵修生活，

也帮助我在面对困难时学习靠着神的

话语站立得稳。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也学习在百忙之中回到神的面前，在

闹市的生活中重新领受神的祝福和力

量。

林欣怡
国大研究生团契
第四年 (博士生)

闹市中的灵修
分享（二）

在一 个 星 期 六 早 上 起 来

感 觉 有 点 不 一 样 ， 有

一点期待，有一份宁静。试着让自

己安静下来聆听祂微小的声音。在

繁 忙 的 新 加 坡 城 市 ， 能 有 一 段 时

间 保 存 着 ， 让 自 己 能 慢 下 来 等 候

上 帝 ， 是 休 息 ， 也 是 一 种 专 心 。 

我们的灵修会在每个月的其中一个星

期六早上，在市中心约见。之后，干

事就会给我们一段经文。我们一开始

会先分开，各自默想、灵修。最后集

合分享得着，也不忘记吃早餐。

我觉得灵修后能和弟兄姐妹分享

是一件值得感恩的事。平时一个人灵

修难免会分心拿起手机滑一滑，但能

有一个专属的时间来灵修，让我可以

清楚地把时间分别出来。而且，弟兄

姐妹彼此分享，得着也很多。有趣的

看见，不同深度的见解等都带给我鼓

励与新的观点。

我很感谢能认识这一群的弟兄姐

妹也希望有更多的校友能

参与！

罗奇恩
新加坡理工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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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干事的话
又到了一年的尾声。每年

的这个时候我总是在恳

请大家为着FES同工的常年工资补贴

（Annual Wages Scheme，AWS）

来奉献。当我在思考今年应该写什么

的时候，我不自主地陷入忧愁里。我

心里隐隐约约有一道声音在哀叹：“

为什么我要年复一年地重复这样恳请

呢？为什么不能是我们的主，耶和华

以勒，施行祂丰富的恩典，奇迹般地

来为我们预备呢？”

毫无意外的，这样的念头不断地

充斥在我的脑海中。我发现文字言语

并不能清楚地表达这些需要，似乎一

切的方法都显得徒劳无功。以下是我

过去三年曾经写过的一些内容：

总干事的话（2016年11月）：筹

集奉献是FES委员和同工共同的责任

在FES，筹集奉献以支持事工，

包括同工的薪资等，是FES委员和同

工共同的责任。我们鼓励同工与校友

还有他们教会的领袖分享事工的需

要。我们感恩的是，来自教会的奉献

在整体奉献中所占的比例，对比八年

前，已经从百分之八增长到百分之二

十。

与此同时，FES委员也与三个语

言部门（英文部，华文组以及印尼

部）的委员一同从校友群体中筹集奉

献。看到百分之七十的奉献来自各团

契毕业的校友，我们倍受鼓舞。虽然

其中只有半数的校友每个月奉献，其

余半数的校友大多选择一次性的奉献

或者偶尔奉献。

总干事的话（2017年11月）：同

工们所做出的牺牲

在我与同工们的对话中，我总是

会问：即便缺乏经济上的收获和保

障，为什么他们还是选择在FES服事

呢？以下是我得到的其中一个回应：

“到FES来服事并不是一个容易

做的决定。我曾有过好些可以获取更

高薪金的工作机会；然而，在计算各

种风险和代价之后，我很清楚我将要

面对的是什么。我不期望能过一个 

舒适并奢侈的生活，但我却期盼能看

到神的供应总是足够的。”

总干事的话（2018年1月）：被

遗忘的生命

我 相 信 他 们 的 心 底 会 响 起

Margaret Clarkson于1954年写的这

首诗歌：

“照样差你，去作工不望赏赐，

不贪名誉，不求感激爱顾；

忍受责备，忍受讥讽与藐视，

照样差你，独自为我劳苦。”

唯愿你们虔诚地考虑我所发出的

恳求。当我们的同工们“活出一个被

遗忘的生命以至于基督被记念”时，

愿你们的摆上也能让他们知道他们手

所作的工彰显了基督的荣耀。

然而，为了使我不继续忧愁，圣

灵适时地、温柔地劝诫我：难道过去

那些恳求神不都充充足足地供应了

吗？难道那些求助的过程不是帮助我

单单相信神而不是人还是系统吗？所

有的答案都是肯定的，我确实知道

的。耶和华以勒不是一个口号，我们

每年都真实地看到和经历到神的供

应。

得到以上的回应，我重新为着我

们的同工会得到一个月的常年工资补

贴（AWS）来交托。为此，今年我

们需要为32人的同工团队（包括英

文部，华文组以及印尼部）筹集将近

$130,000的奉献。如果神感动你，

请你在支票、PayNow注明“For 

Staff AWS”。其他详情请参https://

fellowship.sg/participate/support-

us

最后，请允许我重复保罗对哥林

多教会的劝勉——慷慨不是要这人受

累，那人轻省，而是秉着均平的原则

使富余的可以补足缺乏的。让我们翘

首以盼，经上所记的能够实现：

“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

有缺”（哥林多后书8：15）

郭志励总干事

翻译：吴欣蒂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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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 事 感 想 与 代 祷

感恩：

主 赐 恩 典

让我能够在不

足中继续向前

追随主脚踪，

感恩今年每一

个服事的时机

都能清楚看见

主手恩领。感恩校友与学生在FES一

起团契，成长！

代祷：

在许多未知的事上仅仅求主赐勇

气等候父神掌管前路，肯定布满荆棘

的日子，主赐内人和我在更多的决定

当中怀抱主的心。

赖斯强干事

进入

第

三年的服侍，

似乎觉得更适

应了。虽然如

此却并没有变

得更容易。每

一年面对不一

样的挑战，从

中却看到上帝怎样透过挑战磨练塑造

这个容易胆怯的我。曾问上帝为何会

把我放在这里，因为看到自己有许多

的不足。但又被提醒到服侍是恩典，

我只是一个人，不是神。

请为着我的家人祷告，也求神赐

我一颗像约瑟的心——无论环境如何

仍然倚靠敬畏神，选择不做得罪神的

事。

冯绮桦干事

在上半年经历了半年

休息，休假期间，

让我可以学习放慢：灵修的时

间可以慢慢细尝上帝的话语，

看过去没有时间看的书，做没

有时间做的事情…..，经历在休

息中领受的是另一种的丰盛。

休息中不单让我‘心灵’有丰

富的盛饕，也让我‘身’有着

因休息而得力的机会。

深盼：掌管时间的主，在我

学习活好祂所赐的每一天的同

时，也对祂的认识，每日有所

加增：爱祂所爱，重祂所重。

阿们！

陈淑贞干事

去年的某一天，信主多年，但也离开教会好些年的父母突然对

我说想回去教会。我打铁趁热，决定今年卸下新加坡教会的

服事，每个周末回去新山陪父母上教会。我一直以为这个决定是为了父母

的信仰好处，直到现在才惊觉这决定也及时地让我有了经历上帝医治的空

间，使我从疲惫的服事中再次得到更新。谢谢主常以祂的爱托住我的脚

步，也让我不禁开始期待明年将面临怎样的挑战与成长。

2020年，仍得继续每天与时间赛跑，兼顾事奉与课业。愿能在您的代

祷中得记念，生活虽忙碌，我却对主不盲不麻！

孙俪今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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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 事 感 想 与 代 祷

在这 半 年 里 ， 我 在 F E S 和

CVCF领受了很多。一踏

入这新的事工，就有幸被邀去参加

IFES四年一度的国际会议。在那里，

我亲身尝到了一点天堂的滋味——看

到万国万民带着各自文化的魅力献上

给主，一同赞美、团契，并且建立彼此。

因着国际会议和FES图书馆的书籍，我也意识到了

一个更广大的宣教意义，明白神所要拯救的不单单限

于各人的灵魂，也包括了一切祂所造的。

学生们的信心也让我看到自己在信心路程的不足。

在CVCF的这段日子，看到学生们能毫不犹豫的邀请非

信的朋友参加团友的晚餐团契。换着是我，可能会担

心尴尬，可是学生们都不担心这一切。看到了，发现

自己的勇气真的比不上这年轻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是

我在信心上的榜样。

半年里就能领受了那么多，使我非常期盼接下来

在FES旅程，也更希望自己能有贡献与FES这美好的事

工。

钟宇军干事

不知不觉在FES服事已经2年的时间，今年7

月从行政同工转换至干事的身份，至今仍

在学习中。进入校园看见可爱的学生们仿佛看见曾经

懵懂的自己。和学生的互动中，神也让我看见自己的

软弱。

请为着我能持续在服事的道路上可以不断进步、面

对自己和学习谦卑来代祷。

吴欣蒂干事

今年服事的亮点无疑是看见神如何改变和塑

造学生的生命——几乎整个团契的学生参

与了菲律宾的短宣，并且透过短宣被神塑造。祂也在

两位在毕业生的信仰生命里画下了惊叹号。这个旅程

也促使学生可以一起同工——透过彼此鼓励、训练、

在准备的过程中与神同行，学生们也学会了彼此相

爱，甚至有学生从中体验到神对他们的呼召。这对我

们来说真是非常大的鼓励。

时光飞梭，如今已经已经是我们在FES服事的第四

个年底，也是我们在FES服事的最后一年。请为着继续

有工人响应神的呼召投入学生事工来代祷，也为着我

和内人在2020年将去到新的服事岗位来代祷。

谢贵兴与陈伟瑩夫妇

FES华文组委员与同工们与诸位一起感恩，颂恩

感恩主赐充裕的2019年，
使我们的路径都滴下脂油！

愿天父，圣灵与基督的大爱在2020年让我们笑迎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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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10月财政收支报告

8月 9月 10月 2019年1-10月

■ 收入 (S$) 20,570.00 111,063.00 59,270.53 376,499.65

■ 支出 (S$) 34,970.70 33,346.43 32,654.75 335,673.70

悼念孙耀光医生

前FES总干事，孙耀光医生已与2019年10月14日

下午9点40分安息主怀，享年83岁。

笔者未曾在服事中接触孙耀光医生，但是在整理FES过

去的会议等档案记录时常见孙医生的踪迹，并且同工拟邀的

名单上也常听到孙医生的名字，这也让我对他感到好奇。后

从同工的分享中得知孙医生对新加坡学生事工的影响，其在

FES 二十三年的服事以及他谦卑的作风给同工们留下了深刻

的榜样。

仅以这篇的文字庆祝孙耀光医生衷心事主，孜孜不倦，

背十架，荣归天家的生命。

吴欣蒂干事

若您想通过划线支票来奉献，抬头请注明FES Chinese 
Work，之后把支票寄致华文组办公室（地址在此页最
下方）。
若您想使用GIRO方式，欢迎您以电邮或书信方式
向我们索取申请表格，或到https://fessingapore.org/
participate/support-us/下载。
您也可使用电子转帐（Internet Bank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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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 code: 7339）
 ·Branch: OCBC Centre（Branch code: 650）
 ·Account No: 650-730393-001
 ·Paynow UEN: S60SS0021F

主内弟兄姐妹，我们感谢您在听到FES华文组

面对财务困境时，积极奉献使华文组在十

月份截至的账目从不敷转为盈余，暂时躲过了危机。我

们清楚知道一次性的奉献只能够暂时拖延华文组再次

进入危机，却不能长久解决问题。因此，我们急需要

1000位校友们从现在开始，在接下来的12个月，每月

认献$30（相等于每天$1)，使华文组每月有固定最少

$30000的奉献收入。若校友们的财务情况允许，愿意

每月认献多过$30，我们也为您感谢主。

校友们可以登入您们各自的银行网页或应用程序，

设定每月固定转帐给华文组。

以下是一些本地银行的指示参考：

DBS-Setup Standing Instruction for Local Funds Transfer

https://www.dbs.com.sg/personal/support/bank-local-funds-

transfer-setup-recurring-funds-transfer.html

UOB-Setting Up Recurring Funds Transfer

https://www.uob.com.sg/personal/eservices/mobile/

recurring-fund-transfer.page

OCBC - Setting Up Recurring Funds Transfer

https://www.ocbc.com/personal-banking/online-banking/

funds-transfer.html

FES华文组财务小组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