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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庭聚会报道
际，各团契热烈响应，积极地接收挑

战书，认领挑战，更以创意的方式执

行挑战。有的校友团契更是愿意以这

挑战书作为和校园团契同工的平台，

抽空回到校园，使他们有机会认识在

校园的学弟学妹，共度团契时光。

执行挑战的数个月后，十月二

十日（星期五）晚上，正是FES华文

组一年一度的大家庭聚会。各校园及

校友团契的弟兄姐妹，扶老携幼，陆

陆续续地抵达善牧堂。在聚会开始之

前，弟兄姐妹们早已站在各自负责的

服事岗位上，帮忙预备聚会的场地，

热情地欢迎到来的弟兄姐妹。弟兄姐

妹们彼此嘘寒问暖，彼此服事，使聚

会场所很快地“温暖”起来。

聚会一开始，大会司仪就一一

介绍各校园及校友团契，让大家彼此

欢迎。今年也多了一间新校园一一

SIM/SUSS中文团契的弟兄姐妹们一

同加入我们大家庭的阵容，之后就由

国大校园团契的弟兄姐妹们带领大家

一同敬拜。紧接着就是今年大家庭聚

会的“重头戏”，各个校园及校友团

契的代表都迫不及待地分享各自团契

在过去数月内执行挑战时所面对的困

难和学习。弟兄姐妹们都专心地聆听

“从心动到行动”｜｜FES

华 文 组 大 家 庭 聚 会

2017以崭新的方式再次汇集了校园

及校友团契的弟兄姐妹，使全员动起

来了！

在四月下旬，大家庭聚会的筹

委们就已向各校园和校友团契发出挑

战书，作为大家庭聚会宣传的第一

炮。挑战书里共设了五大挑战：祷

告、奉献、宣教、属灵成长，以及校

园校友与教会。这五大挑战对华文组

大家庭来说并不陌生。换言之，这五

大挑战，无论是对于个人的属灵操

练，或是群体式的团契生活来说，都

极其重要，缺一不可。但从这五大挑

战中只认领一项挑战，并不表示团契

只看重其一；相反的，我们盼望能召

集“各家”的弟兄姐妹成为大家庭的

一份子，并借着挑战认领这个途径来

发掘新的同工及团契机会，还有开

拓、更新弟兄姐妹们对神国的眼光。

当挑战书被发出之后，筹委们

尽可能地亲自到各校园及校友团契中

作宣传，以确保各团契都清楚这挑战

书的目的及执行原则。筹委们也向团

契提供了许多可在团契里落实挑战的

可靠资源及管道。在挑战书被发出之

大家齐唱《成为我异象》

“从心动到行动”挑战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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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们的分享，一同感受他们的经

历。

透过代表们的分享，我们都亲

耳听见了弟兄姐妹们如何突破环境的

限制，在执行挑战的过程中享受无比

甜美的团契，并发掘了许多事奉及成

长的机会，例如：认领“祷告”挑战

的淡马锡理工团契在为着不同的校

园、国家和个人事项祷告时，开始思

考这样凭表面的网上资讯来为其他国

家祷告是否真的有益处，而促使了团

契自主自发地透过IFES发电邮至某些

国家，好让当地的FES回复告知他们

的代祷事项及最新消息。同样认领“

祷告”挑战的新加坡理工团契也借着

几次的祷告会后，使消逝已久的理工

学生福音队再次卷土重来，他们已计

划明年三月到邻国短宣！认领“宣

教”的国大团契和南大团契也趁机与

大家分享了海外学生事工的需要及挑

战。虽然他们不能直接向海外学生传

福音，甚至有时不知如何与这些海外

学生更深入地交谈，但这并不使他们

泄气，反而让他们更加肯定校园是团

契的禾场。认领“属灵成长”的研究

生团契也在社交媒体上每日轮流分享

灵修得着，大家不仅从中得着许多益

处，更是拉近了彼此的关系。

大家庭！

挑战分享之后，身为华文组主

任的斯强干事向大家分享神在过去一

年如何在华文组施下丰盛的恩典，以

托住学生事工。之后，邱仁发牧师

带领七位华文组新一届的委员宣誓

就职，同时趁这机会提醒弟兄姐妹们

在奔跑天路的过程中，需要常在祷告

中记念、陪跑、打气、提醒及鼓励彼

此。随后，在收奉献时，敬拜团也带

领大家一同唱《成为我异象》，以这

首诗歌为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的祷

告。最后，大家拍了全体照，就开开

心心地到茶叙的地方享用茶点。

每一次的大家庭聚会，大家都

很高兴可以看见久违的弟兄姐妹们

回“家”聚会，甚至在我们当中也

有人深盼着这样的聚会永远都不会结

束。但是，在等候主耶稣第二次再来

前，神的孩子们因祂而聚集，也更因

祂分散到各地去回应十架的呼唤。今

届的大家庭聚会已圆满落幕，但所发

出的挑战仍会持续进行着，所以朋友

们，继续殷勤地“动起来”吧！

孙俪今干事

邱仁发牧师委任七位华文组委员

引言

我在2012年退休。退休后，很多

朋友问我，我怎么安排我退休后的时

间。我把我的生活分成三个部分：

一、我还是几间公司的董事，那些并

不会花我很多时间。二、我现在是两

个孙女的祖父，老大四岁，老二快三

岁。因着她们的缘故，我现在是“动

物园之友”，并且每天送她们上学。

三、我退休时，我的牧师告诉我，人

生并没有所谓的“退休”，这只是人

生的一个转捩点，然后他给了我一个

任务，就是设计一个方案，在属灵方

面督导（mentor）教会的年轻人。

两个事奉

我太太过世后，上帝给我两个任

务。我现在63岁，若每一圈是十年

的话，我应该是来到最后一圈了。在

这最后一圈里，我感谢上帝，祂给了

我两个从祂而来的事奉，这两个任务

都是属于“我在你左右”的事奉。一

我在你左右──属灵导师
编者按：以下是新大校友苏仲贤弟兄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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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贤弟兄于

1977年从新大会计系毕业，在Ernst and Young工作至退休，是一位合

伙人，目前是女皇镇浸信教会的其中一位领袖。他在新加坡浸信会神学院

也参与重大决策的制定，他是董事会的主席，也是莱佛士女中（Raffles 

Girls School）的校董，以及几间上市公司的董事。

（苏仲贤弟兄分享节录）



追随者·2017年12月 │3

个事奉是我非常开心、非常乐意去做

的，但另一个事奉却是我极度不愿

意，一直到目前我还是很不愿意去做

的。然而，我知道这是上帝要我去做

的其中一个事奉。

陪伴患重病的弟兄姐妹

先分享那个我不愿意做的事奉。

我不忙，还有很多空余的时间。上帝

说：“以前你和你的家人怎样接受别

人的恩惠，现在我也要你给予别人同

样的恩惠，陪伴那些患重病的弟兄姐

妹。他们都是走在人生的最后一段路

上。”其实我并不喜欢做这样的事

情，因为很多时候，在我探访这一群

患重病的弟兄姐妹之后，我的情绪极

度低落，倍感压力，无法抽离。我就

好像摩西那样向上帝诉苦说：“我不

是那种与患重病者一起跑人生最后一

段路的人，我不知道要怎样安慰他

们，不知道该讲些什么话，而且也担

心万一我讲错话，那就更不好了。”

然而，圣灵告诉我：“你不需要说任

何话，只要与他们在一起就行了。”

所以，在过去两年里，我都用一段时

间与患重病的弟兄姐妹在一起。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患重病，尤其

是癌症。在我的教会里，就有许多患

癌症的弟兄姐妹。我去探访他们，和

他们在一起。我并不需要说什么，只

拿出我的手机，与他们一起看圣经，

然后听一首诗歌。还记得我的前主任

牧师，他在一年前过世，他患了第四

期的胆管癌，长达十四个月。在他患

癌症的时期，我每个月去探访他两次

到三次。他喜欢吃，所以我每次都买

叉烧包、虾饺、烧卖与他一起吃，然

后与他一起祷告。我们没说什么话，

他看着我，我看着他，我们一起吃，

一起听诗歌，一起听上帝的话语，就

是这样。我还清楚记得，在他去世

前的两个月，他抓住我的手，对我

说：“谢谢你陪伴我同走这段路，带

给我很大的安慰。”这给了我一个肯

定，让我更加确定上帝要我陪伴患重

病者走这一段路程。记得我太太患重

病时，我们整个家庭也是得到教会弟

兄姐妹们极大的扶持和代祷。要是没

有他们与我们同行的话，我们可能更

加难以度过那段日子。既然我之前受

到他人的恩惠，我也要以同样的方式

去回报，陪伴患重病者走人生最后一

段路程。事实上，我并不享受这样的

事奉；即使到现在，我还是不喜欢这

样的事奉；然而，这是上帝要我承担

的服事，我就顺服祂。

有一位姐妹，如今患有第四期的

肺癌，必须长期住院，我该怎样去帮

助她的家庭呢？她在家有三个孩子，

我就去买晚餐给他们吃。这个没问

题，我很乐意去做，而这对那位姐妹

而言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她知道

教会有弟兄姐妹帮忙照顾她家里的三

个孩子。这就是我其中一个“我在你

左右”的事奉。

一对一事奉

另外一个事奉，是我很乐意去做

的，也就是成鸿弟兄所分享的一对一

事奉（编者按：成鸿弟兄的分享刊登

在上一期——2016年十月份的《追

随者》）。上帝很祝福我们这间中型

的教会，虽教会不是很大，但每个星

期天大约有九百人出席中英文堂的

崇拜。为什么我说上帝祝福我的教会

呢？因为我们曾经作过一个统计，在

这九百位出席者当中，有52%是在四

十岁以下（四百多人），所以我的教

会可以说是一所在会友年龄方面非常

年轻的教会。这就是为什么主任牧师

在我退休的那一年告诉我，要是我们

不好好去设计一个方案来帮助这四百

多位年轻人的话，我们真的是对不起

上帝。于是，除了例常的主日学、门

徒训练之外，我与教会的几位传道同

工作了一些安排，以帮助这些年轻人

在灵命上成长。

就 在 四 年 前 ， 我 们 开 始 设 立

一 个 属 灵 督 导 方 案 （ m e n t o r i n g 

program），也就是“一对一”。到

目前为止，我们总共为106位年轻人

和愿意成为属灵导师的弟兄姐妹进行

配对。通常我们会找一位四十岁以上

的年长者作为属灵导师，与一位四十

岁以下的年轻人配对，这些年轻人的

年龄大部分介于十八岁到三十来岁。

我也负责确保那些属灵导师是适合督

导年轻人的，我必须跟进那106位属

灵导师，看他们到底有没有与他们配

对的年轻人见面，以及了解他们督导

的进展。

我们给他们一些原则：在进行一

对一属灵督导时，弟兄与弟兄配对，

姐妹与姐妹配对，分享的内容必须保

密。这并非取代教会门徒训练的事

工，也不是查经，只是给这些年轻人

一双聆听的耳朵，让他们知道有一位

年长的弟兄或姐妹在他们左右，陪伴

他们走人生的这一段路程。我们这些

属灵导师每三个月聚集一次，彼此分

享和鼓励。

由于我已退休，牧师说我有很多

时间，所以我目前与五位年轻人进行

一对一，包括两位博士生、一位会计

师、一位社会工作者和一位补习老

师。我每个月与他们见面一次，见面

方式因人而异，如：吃早餐、吃晚餐

等。有一位从事教育工作的弟兄很喜

欢跑步，我就和他一起跑步，同时藉

此锻炼我的身体。我没有与他们查

经，因为查经是属于教会的事工。我

们之间无所不谈，但我们也有一些原

则：不要谈多过于对方想要让我们知

道的、不要给他们太大的压力、不要

问他们一些他们不愿分享的事，或是

叫他们分享一些很深入的课题等。彼

此之间的关系越深，对方自然就会分

享越多。

我们的“一对一”以三年为限，

属灵督导方案在去年已进入第三个年

头。三年结束后，我们作了一项统

计，询问这106位年轻人当中有多少

位愿意与他们的属灵导师继续走这段

人生路。结果令人鼓舞，绝大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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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觉得被督导是很有意义的，他

们得着很多，并愿意与他们的属灵导

师继续走下去。至于其余一小部分的

人，虽然他们当中大多数不要继续有

正式的“一对一”，但他们仍然希望

能够与他们以前的属灵导师继续保持

联系。有5%的年轻人选择不要继续

被督导，或是要求更换属灵导师。这

也不关乎谁对谁错，也许就是双方个

性不同、彼此间没有“化学作用”等

等的原因。

总体来说，“属灵督导”是一项

非常值得我们探讨的事工。因着这个

事工，之前有很多被督导的年轻人，

现在也愿意去带领和培育第三代的年

轻人。这个带领第三代的事工，在今

年初开始，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

鼓励，因为他们跟着属灵导师走了三

年的路程后，发现到这对自己有很大

的帮助，故愿意负起责任去培育第三

代，也就是那些十来岁的少年人，这

对教会而言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们

提供这些带领第三代的年轻人很多的

教导，并且密切留意他们的进展。我

的教会有十位牧师，其中两位与我一

起负责这项事工，彼此配搭。

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很难与年

轻人有深入的沟通。对于与我配对的

那五个年轻人来说，首六个月的沟通

相当表面化，我只能够问他们：“吃

了吗？”、“你今天做了些什么？”

，一直到六个月之后，我们之间才开

始有较深入的分享。我时常提醒他

们，世上所有的男士，无论是牧师、

成年人或是年轻人，都有三方面的挑

战：金钱、权力和性，他们才了解原

来他们不是唯一有这样问题的人，这

就是教会长者陪伴年轻人探索的其中

一项内容。

我们还有以下几个关怀和栽培年

轻人的事工：

过渡小组

我们发现，在教会这一群年轻人

灵命成长的过程中，流失率最高、最

容易脱离信仰的时期，是在他们大学

毕业后，进入社会工作的首五年。这

是因为在这段时期里，他们的生命面

对非常大的转变，故他们必须作出极

大的调整。为了帮助他们，我们成立

了“过渡小组”，旨在给那些处于大

学毕业后进入社会工作首五年的年轻

人参与，每组八个人。我们为每一组

找一对愿意开放他们家庭的夫妇，每

个月到他们家聚会一次，大家在轻松

的气氛下共进晚餐。享用晚餐后，我

们请他们分享那一周他们在职场上所

遇到的挑战和恩典。目前我们有六

组，也就是有六对夫妇开放他们的家

庭来招待这些“职场新鲜人”。为什

么我们安排每组八个年轻人而不是更

多？因为加上这对夫妇，小组共有十

人，不多也不少，大家有充分的时间

分享他们各自的挑战和恩典，彼此鼓

励。之后，我们再把他们分成两组：

四个女生跟女主人，四个男生跟男主

人，进一步谈论他们因各自的性别所

特别遇到的一些难题。我们曾经作过

一项调查，询问他们觉得这样的聚会

是否对他们有帮助，所得到的答案都

是：所有48个年轻人，没有一个认

为这样的聚会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

甚至有很多年轻人表示巴不得下次的

聚会快快到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

八对夫妇很盛意地招待他们，煮了很

多美味佳肴给他们享用，所以他们都

很乐意出席这样的聚会。

“一对一”代祷

在一次教会讲道之前，我拿了三

百多张小纸条，在每张小纸条上写

下一位在十八到四十岁之间的年轻

人的名字，并把这些纸条放在一个篮

子里，那个时候大概有三百多位年

轻人。讲完道后，我给会友一个挑

战：“有谁愿意负责每一个星期为其

中一位年轻人祷告，把他交托给主，

你们就可以出来，从这个篮子抽一张

有他们名字的纸条。”很感谢上帝，

我发出这个挑战之后，三百多张纸条

全部都被教会的会友领取了！如今，

我们知道在教会中，每一位四十岁以

下的年轻人，都有一位年长者在祷告

中记念他们，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很

大的鼓励。年轻人也知道，有人在为

他们祷告。

然而，我们怎么知道那些年长者

拿了这些年轻人的名字之后，确实有

每个星期为他们祷告？那时候，牧师

分派我一个任务，叫我去跟进。最

初，我每六个月跟进一次，询问每一

位年长者是否有为年轻人祷告。如

今，我每三个月就跟进一次，提醒他

们要为某人祷告的承诺，请他们继续

为年轻人祷告。有一些年长者很诚实

地告诉我，他们很抱歉，真的忘了为

年轻人祷告，谢谢我的提醒。藉着这

样的一个服事，我们让教会的年长者

有所参与，尽他们的责任，在祷告中

把下一代的年轻人和第三代的少年人

交托给上帝。我们教会的年轻人也知

道，有一位年长者在为他们祷告，让

他们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温暖，非

常愿意照顾年轻人的教会。此外，我

们也请年长者打电话让年轻人知道，

他/她是为那位年轻人祷告的弟兄或

姐妹。至于他们要不要进一步约这些

年轻人出来吃饭，就由他们自己决

定。

“每周一封信”关怀事奉

我们的另一个服事项目是：每个

星期由教会的执事和牧师轮流写一

封“信”给我们教会所有四十岁以下

的年轻人，并通过电邮发出，我们叫

这些信为“Red Hot Letter”。信的

长度不可超过450个字，免得年轻人

不去读；在内容方面则是让大家自由

发挥，目的是要给这些年轻人一些鼓

励。我们曾经作过一个统计，大概有

60%的年轻人有去读这封“情书”。

我们做这一切，为的是让我们的年轻

人知道，教会的长者很注重他们身心

灵整体的发展，盼望他们能够像耶稣

那样，在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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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心，都一齐增长。

安排中英文堂年轻人共同服事

教会有中文堂和英文堂，两者的

文化稍有不同。我也考虑到，现在我

是教会的执事，已经63岁了，在走

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不能够永远成

为教会的领袖。我们必须积极地培育

第二代、第三代的人起来，让中文堂

和英文堂的年轻人一起事奉，一起工

作。因此，我们刻意地安排一些活

动，让他们一起事奉，例如：现在有

一群中英文堂的年轻人在柬埔寨，为

那里的孤儿建房子。希望藉着这些联

合活动，让他们建立起彼此之间的关

系，以后他们成为教会领袖时，彼此

间就会更加合作无间。我们也希望透

过这些联合活动，能够帮助中英文部

的弟兄姐妹穿针引线，为他们作“红

娘”。

结语

感谢上帝，让我能够参与这一系

列的事奉，这是我非常喜欢去做的。

每一次我与我的“一对一”年轻人一

起吃早餐、午餐、晚餐或是跑步时，

我很享受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但是

另一个陪伴患重病者的事奉就是我不

愿意去做的；然而，既然上帝要如此

地训练我，教导我，让我领悟到我以

前怎样从别人的身上得到恩惠，现在

我也要以同样的恩惠去帮助那些患重

病的弟兄姐妹，那我就学习顺服。

最后，我要以诗篇71篇18节与大

家分享。诗人大卫在他年老的时候，

以这句话向上帝祷告说：“神啊，

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祢不要离

弃我，等我将祢的能力指示下代，

将祢的大能指示后世

的人。”盼望我在人

生最后一段路程里，

仍能够继续忠心服事

主。谢谢！

2018年3月2日（星期五），晚上7:30-9:30，FES Conference 

Room (North Bridge Centre #05-04)

讲员：刘毓江牧师（国大校友）

题目：再思安息日、重守安息日
“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出埃及记20:8）。安息日是上帝

给属祂的儿女的吩咐，既是律法，更是信心的祝福与操练。如

何守？如何活？也是上帝的儿女对这祝福的回应和操练。

盼在世上和工作中忙碌打拼的你，给自己一些时间、空间，重

思这重要的吩咐和操练。

到时见！！

校友查经聚会

虽在海报上的报名截止日期已过，但营会仍继续接受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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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16日至24日，靠

着上帝的恩典，国大与

南大校园团契携手组织了一支十三人

的短宣队（其中一位是团队里的一对

夫妇未满一岁的娃娃），到泰北进行

为期九天的短宣。这次到泰北，我们

有机会去清莱与回中坡探访当地的事

工。

记得我们抵达清莱的那一天，

傍晚时分我们就已先到访一间少数民

族的学生中心。到了那儿，我们才赫

然发现中心里的学生较年幼，不太适

合进行我们原先计划的专题交谈会。

当时的我心里感到非常着急，一时之

间不知如何是好。在大家临时商讨之

下，最后我们决定藉着浪子回头的比

喻，与学生们分享关于上帝的爱的信

息。虽然这突如其来的状况令我们措

手不及，心惊胆战，但同时也感谢主

藉着这样的管道，让我们再次学习祷

告交托的功课，也从中看见上帝施恩

的手在帮助我们。

另外，我们在清莱也到访由福

音自传会设立的

耕耘学生中心（

福音自传会的宗

旨就是要栽培当

地人做当地的福

音事工）。家长

把孩子们送去耕耘学生中心时，负责

人会先要求家长答应三个条件：一）

不反对孩子接受福音；二）若孩子信

主，在家里不逼迫他们；三）不反对

孩子回应作传道人的呼召。若家长不

同意其中任何一个条件，负责人会请

家长把孩子送到其他的学生中心。在

与中心的负责人和学生们交流时，我

得知大多数的学生来到学生中心平均

五个月内就信主，信主的学生当中也

有许多表态将来愿意到神学院念书，

奉献自己作传道人。负责人注重和严

谨地遵守经营学生中心的宗旨，不但

令我感到敬佩，也看到因着负责人注

重和谨守宗旨，学生中心成了福音的

出口。

除此之外，我们也探访了清莱

与回中坡山上地区的幼儿园事工，也

有机会给小朋友讲圣经故事和教他们

唱诗歌、做手工等。在幼儿园，我们

看到小朋友们几乎每天被灌输祷告、

背经文的习惯。回想起小朋友一字不

漏地背诵圣经金句，以及在吃饭前或

为着彼此的需要而带领其他小朋友祷

告时，我不禁对他们心生敬佩。盼望

上帝借着这些小朋友在当地树立一代

又一代爱祂的子民。

这次短宣让我更加了解海外宣

教士的工作，同时也看到他们服事的

艰辛与心酸。从宣教士的生命让我看

到基督的样式——那个愿意为了他人

的富足而使自己成为贫穷的生命。

周志强
毕业自南大心理学系

（2017年）

编者按：因为上期《追随者》稿件太多，因

此这篇短宣队长的分享被延后刊登，盼藉此

文能继续挑旺我们对上帝国度的负担并恳请

代祷。

泰北短宣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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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从2016年6月开

始，FES华文组于每个月的

一个星期六早晨8点，在闹

市中有一个校友们聚集在一

起的灵修时间。以下是校友

林佳颖姐妹在这段日子参

加“闹市中的灵修”后的心

灵写照……

“毕业后的人生会是怎样

的呢？毕业后的我会

是个怎样的自己呢？会在哪里工作

呢？” 

想必大家曾经想过或正在问这

些问题。我万万没想到毕业后，最令

我担忧的居然是我与神的关系。工作

后，我的灵命健康逐渐亮起了红灯。

开始工作后才真正体验到工作

劳碌所带来的疲惫。工作回家后已筋

疲力尽，也更渴望能有一段“放空”

的时段。渐渐地，这份“渴望”开始

影响我的灵修生活。这个冲击非常地

真实，在我心灵深处的宁静谷也渐渐

变成了干旱之地。记得在去年的应毕

营当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这段挣扎。

那时的我灵命枯干，心里充满挣扎，

也不知如何是好。

主 的 恩 典 大 大 小 小 ， 从 头 到

脚。营会过后，我收到了淑贞干事的

简讯，她想要约我一起灵修，聊聊彼

此的状况。我们就在2016年6月11日

（星期六）开始了第一次的“闹市中

的灵修”。我们也将这份恩典与从各

校园毕业的校友分享。每次的聚会时

间是周六早上八点，这个时间的闹市

非常宁静。在这黄金时间里，我们可

以各自选择一个角落，真正地安静心

来读神的话语，并且学习操练在繁忙

的步伐中找到平安的节奏。每天匆忙

上下班，加上工作中繁忙的节奏，也

许会导致我们的心灵状态仿佛失控的

汽车，很难静下来轻轻听神的声音，

因此这段与神独处的时间是如此地珍

贵。我也非常珍惜透过与弟兄姐妹一

起吃早餐、彼此分享的时光。虽然大

家毕业于不同的校园，但我们仍然能

坦诚地分享，作彼此的守望者。

闹市中的喧哗是否影响了你安

息的步伐？你的心是否就是一片“闹

市”？欢迎校友们“回家”，一起领

受在闹市中的平安与祝福。

“在我心灵深处，

有一座宁静谷，

我和我亲爱的主，

在其中安然漫步。”

林佳颖

毕业自国大社会学系

（2015年）

“闹市中的灵修”校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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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今年研经营的总务，

因 为 是 第 一 次 担 任 总

务，所以不是很明确知道自己的职

责，也在担心身为路痴的我，怎么能

解决营员们的食物问题。营会的第一

天，我担心营长会不会叫我一个人去

买食物呢？就算买得到食物也找不到

回去的路呀！幸好，营长知道我不熟

悉营会的地方，所以就决定天天和我

一起去买食物。而从来没有担任过总

务的我，感觉没办到什么事，反而有

一种学习怎么当总务的体验。

至于参加营会的感想，我可以

说平常除了祷告、自发地灵修，读经

时间简直是屈指可数。不过参加了这

次的研经营以后，我对圣经有了一些

新的认识。虽然参加研经营就像在上

历史课，但是圣经跟历史不一样。我

觉得圣经就像宝藏，不过这个宝藏可

不好找。圣经上的话，可以根据在不

同情况中的运用而意思有所改变，所

以每次读经之后，我再重新思想都会

有不同的得着，但不知道为什么自己

平常就是不会去打开圣经读一读。

这次的研经营，让我感受到干

事们在内容预备方面的那份细心。他

们细心地整理出每个时代的事件、人

物，而他们对圣经的认识

令我由衷地佩服。

刘菁燕 
义安理工护理系

 （第二年）

透过这一次的研经营，我

学到了很多关于先知书

的知识，并且认识了阅读圣经的新技

巧。这激发我想要更深入地研读圣

经，同时也帮助我在遇到一些比较难

以解读的经文时，我能够更好地理解

经文。

能够以2017年研经营营长的身

份来筹备这个营会，对我来说这是一

个很棒的经历，因为当营长不容易，

但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做到了。总体而

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营会，我希望

明年能继续参加研经营。

梁俊昇
新加坡理工电子工程系

（第一年）

这是我第一

次参加这

类型的营会。以前参

加的营会有很多的游

戏时间，但这个营会

却安排了极少的游戏

环节。一开始在开筹

委会议时，看到时间

表排满了课，心里有

点小震惊。不过，参加了三天的营会

之后，虽然过程中很少玩游戏，心里

却还是很喜乐，因为我对圣经有了不

一样的认识。

第一次参加研经营的体验是，

我学到了读圣经不是很快地把经文读

完，而是要慢慢地分析经文里神所要

对我们说的话。今年研读先知书，我

学到了原来圣经记录这些历史，不仅

是要带出那个时代的人做了什么事，

也要显出神如何在他们当中工作。

我很开心参加了这个营会，因

为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朱佳欣
义安理工护理系

 （第一年）

联合理工研经营分享
编者按：2017年10月9日-11日，联合理工研经营假伊甸圣经长老

会举行。以下是一些营员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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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干事的话

FES事工极关键的一环之一

就是我们的同工。其中，

干事们负责进入学生的禾场，在最前

线接触和训练学生，对学生具有影响

力，所以干事们的角色是非常重要

的。为了使干事们的工作得以顺利进

行，其他部门如：行政、财政、通讯

和资源部的同工们也都在各自的岗位

上尽力地给予支援。然而，众所周

知，至少以现况来说，FES是无法同

等地支付同工们在各自专业市场上所

能获得的报酬。

在我与同工们的谈话中，我总

是问他们：即便缺乏经济上的收获和

保障，为什么他们还是选择到FES服

事？以下是我得到的一些回应：“我

是因着对神的爱，及想要让学生们的

生命能有所不同，才决定来服事。对

我来说，比起金钱，看见神如何透过

这事工来改变学生们的生命，这更有

价值。”

“我是得到确据，知道这是神

的呼召才来到FES服事。若我不那样

做，那就是对神的不顺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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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奢 侈 和 舒 适 的 生

活，但我却期待看到神的供应总是足

够。”

我觉得在某些层面来说，他们

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付出沉重的代

价来背起神所托付给他们的十字架。

而身为总干事，我有责任确保

每一位同工的福利都有被照顾到。所

以每一年我们都会竭尽所能地给同工

们准备一个月的薪金，当作每年的

圣诞礼物或者官方称它为年终花红

（Annual Wage Supplement）。为

此，我们需要筹集将近$100,000，

以支付28位同工（包括英文部、华

文组和印尼部）的年终花红。而过去

几年，我们都需要动用我们的储备

金，以弥补我们在奉献收入上的不

足。

请大家把这个请求当作是我们

对同工们表示感谢的表现，让他们知

道他们所做出的牺牲并没有被遗忘。

您可以在您的支票上或者网上转帐中

注明“For Staff AWS”，我们就会

依着您的指示处理。若您要支持FES

华文组的同工们，您也可以再特别注

明“Chinese Work (CW)”。

在去年的同一个月，我分享了

哥林多后书8章13-14节，保罗恳请

教会慷慨解囊，并非是为了要让别人

轻省而使他人受累；却是为要请富裕

的补助缺乏的，这样大家就能均等

了。愿我们能如以下经文所说的，来

结束这一年。

“多的，没有剩余，少的，也

不缺乏。”（哥林多后书8：15）

在祂的恩典里，

郭志励
FES（新加坡）总干事

翻译：吴欣蒂姐妹

神的供应总是足够

基督降世为人，

普世因祂看见真光！

愿这光照亮这个暗世，

照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

 FES华文组每一位委员、干事与同工

祝愿大家： 圣诞蒙恩！新年蒙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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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中，我决定暂时挪后我已

开始一段时间的神学装备，因为发觉

自己不能太有效地兼顾事工、家庭和

学业。为了往后可以更好地服事，我

会开始准备在这两年内卸下FES的服

事（申请安息年或辞职）来全时间读

书。

代求事项如下：

 · 在这一、两年内盼有同工来

接替我在国大的本科生团契

和研究生团契，若能有六至

十二个月的交接时段是最理

想的。

 · 感恩神赐我和惠盈第三个孩

子，预产期是2018年一月中

旬。祈求主让惠盈的生产过

程能够顺利，并且母子的身

心灵都健康。

 · 与惠盈同心以爱、智慧、耐

今年，我的服事生活面对了许

多新的调整，但仍感谢主，因祂一直

都在！最大的调整乃是我在SUSS开

始报读部分时间的社会系课程，因此

今年我无法如往年般全心投入服事。

个人纪律、时间分配及体力常常备受

挑战，目前仍然在适应当中。

除此之外，一直以来主要只负

责理工校园团契的我也在不久前的

十月，卸下了在义安理工团契的服

事，随之接起了FES华文组的大学

开荒事工——SIM/SUSS校园中文团

契。SIM/SUSS校园的学生们各自就

读的校园有所不同，上课时间表不统

一，就连在校园的日子长短也不一。

虽然他们才开始参加团契三个月，明

年也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即将毕业，但

在2017年即将结束的日子，心

中是充满着感恩。

感恩的是，因着上帝的保守，

我可以平安地经过这一年。

也要感恩的是，在校友们各自

处于不同的人生阶段和经历中，我借

着上帝的恩典有机会与他们同行。在

不同的聚会和场合中，和校友们的叙

旧、分享、交谈；谈的不只是近况，

且是在上帝信实的带领下，祂怎样保

守大家在生活上所展现的恩典。这样

的团契、分享和交谈，在你们不知之

中，上帝使用你们的分享，丰富了我

这听者的生命。

还让我感恩的是，今年我深深

地感受到在何时软弱，就在何时经历

到祂够用的恩典和覆庇的应许。

就 在 这 恩 典 下 ， 我 祈 求 的

是：“在新的一年里，继续靠着祢的

恩典上路。”

陈淑贞干事

感恩：为着今年天父上帝奇妙

地带领，使惠珠与我能够在祂的看顾

中继续服侍来感恩。求主怜悯恩待。

代祷：2018年的未知数使我谦

卑，求基督的十架掌管前面的路途，

在生命的需要上坚信圣灵的活泉将不

断地供应。

赖斯强干事

看到弟兄姐妹们仍然特别珍惜团契的

时间，彼此服事及学习，令我感到欢

喜。至于南洋理工校园的情况，团契

始终无法得到校方的承认。在送走了

占团契大部分的第三年的学生后，原

以为团契就要面临关闭，神又再次给

团契添加了三位学生！荣耀归给神！

请大家继续在代祷中记念我：

在面对服事、学业及住在邻国的家人

的需要时，身心

灵难免会疲惫，

却不会失去服事

的毅力及盼望。

孙俪今干事

心来教养子女。君泽、佳彦

和幼子能够认识神和爱祂。

 · 岳父和他那一边的家人能认

识基督和得着救恩。

 · 继续忠心职守，有恒心地坚

守呼召。

结 尾 用 以 下 的 经 文 来 勉 励 大

家！！！

“祂所赐的，有作使徒的，有

作先知的，有作传福音的，也有作牧

养和教导的，为的是要装备圣徒，去

承担圣工，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

们众人对神的儿子都有一致的信仰

和认识，可以长

大成人，达到基

督丰盛长成的身

量。”（以弗所

书4:11-13）

林冠廷干事

干 事 同 工 感 言 与 代 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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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冯绮桦姐妹于2014年毕

业自义安理工学院，过后继续在

新跃大学（SIM）的伦敦大学商

务会计系就读，并在2017年考获

学士学位。在校期间，无论是在

义安或新跃，她都是中坚份子。

她在2017年十月加入FES华文组

干事行列，负责义安理工校园团

契。

感恩在神的带领下，让我有勇

气做出疯狂的决定——进入FES华文

组参与服侍。虽然不容易，但是感恩

在这事奉的路上，有弟兄姐妹的提

醒、鼓励与支持。此外，感谢主赐我

这份恩典，有机会与学生们一起团

契，并与他们一起在主里成长。

我们的代祷事项

我和妻子偉瑩在2017年12月4日

回美国，在那儿逗留至2018年1月26

日，以处理以下事项：

1 . 申 请 新 的 回 美 证 （ R e - E n t r y 

Permit）

此证可以让我们以美国永久居

民的身份在外国工作，并继续维持我

们永久居民的身份。上一次的申请，

从递交申请到获取呈交面部识别和指

纹录制的日期，整个程序花了我们四

十多天的时间。这一次我们将在美国

逗留五十天，请大家为着我们的面部

识别和指纹录制可以在这五十天内完

成来代祷，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必更改

返程机票的日期，也请您们为着我们

的申请得以顺利地被批准来代祷。

感恩：多年前，心中萌起到非

盈利机构如FES工作的念头，但当时

只是想尝试，根本没想到会有实现的

一天。没料到主竟在2010年尾借着奇

妙的安排带领我进入FES，在行政岗

位上服事，一呆就是七年，今年十二

月底卸下服事。感谢主，一路都有祂

信实的带领，自己也从各经历和各同

工身上学习了不少。

代祷：此时卸下服事，盼在接

下来的日子，身心灵能有很好的休

息，也祈求主指引我前面的道路，使

我 明 白 和 顺 服

祂 的 心 意 ， 走

在 祂 要 我 走 的

道路上。

孔令芳姐妹

编者按：吴欣蒂姐妹于2013年

毕业自南洋理工大学，在校园团

契积极活跃的她将为FES华文组

团队注入生气！她已在2017年十

一月成为FES的部分时间行政同

工。

感恩：今年父神让我有机会到

FES工作，曾经有的这么一个想法变

成事实。回想从毕业到现在，父神都

一路引导、一路磨练，至今仍是如

此。习惯散漫、不受拘束的我，在需

要重视细节的行政岗位上备受挑战。

代祷：祈求父神继续带领、打

磨我的个性，让我可以合神心意，也

透过FES这个环境多方了解不同的事

工，预备我未来事奉的方向。

吴欣蒂姐妹

代祷事项：

1. 请在祷告中记念我的健康，在

忙碌的生活中有很好的休息。

2. 求主赐给我聪明智慧与其他干

事和学生一起同工，同心合一

为主做工。

3. 求主不断监察我的心，帮助

我以正确

的心态服

事祂，继

续为祂疯

狂。

冯绮桦干事 

2. 奉献筹集

目前我们的资金只足以支持我

们的服事到2018年的2、3月，所以这

一次的行程，我们也是安排要筹集明

后两年的资金。请为着我们可以筹集

足够的奉献金，以支持我们能继续在

新加坡服事来代祷。我们相信神会供

应一切所需的！

谢贵兴和陈偉瑩夫妇

干 事 同 工 感 言 与 代 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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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0月财政收支报告

日期：30/10/2017 & 06/11/2017

地点：义安理工学院

参加人数：12 人

感谢 主 ， 委 员 们 顺 利 地

举办了两场布道会。我

们在10月30日举办了一场电影布道

会“GOD’S NOT DEAD”，也在11

月6日有一个专题分享“信仰有理性

吗？”。虽然这两场活动的参与人数

不多，没有达到期望中的人数，也没

成功邀约到想宣传的对象，但我们都

从这当中学习了很多。

我从这部电影“GOD’S NOT 
DEAD”中，认识到一个基督徒要在

众人的逼迫下，甚至是在最爱的人或

老师的压迫下仍坚定自己的信仰，是

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这让我想到在

日常生活中，要活出一个有别于世人

义安理工布道会报道

的生命，也一样不容易，有时内心会

挣扎：是否要与众人活得不一样? 我

学到不管情况怎样，都要坚定自己的

信念以及多祷告，并把我们一生交给

永生的主来带领我们前进。活出一个

有别于世人的生命，让他们看见基督

的样式，使他们更容易接受、相信我

们永活的主。不管生活多困苦，只要

相信、坚定地信靠主，主就会在我们

身上做工!

我也从德明执事的专题分享“

信仰有理性吗？”中，学习到信仰是

有理性的。现今科学可以解释生活中

很多的奇事，但是没有人能够用任何

的证据来推翻两千多年的圣经历史。 

我也认识到信仰就是我们心里所相信

为真的；如果我们心里不相信、不肯

定，那我们就不会理性地去相信，更

别说承认基督是永生的主。我们所拥

有的信心，都是源自于我们亲爱的

主。

希望这次的布道会，使大家的

灵命生活更加成长，以及鼓励大家活

出基督的样式！

周敏敏
义安理工护理系

（第二年）

*10月份的收入包括10月20日大家庭聚会所收到的奉献金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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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69.28 37,510.80

■ 支出 (S$) 29,445.80 21,877.14 24,396.55 23,633.45 23,834.63 24,866.79 18,821.69 21,068.09 24,923.60 26,3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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