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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圣经的福音为根基与方向的大专校园学生

事工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于新马一代萌

芽，并在六十与七十年代于新加坡蓬勃发展。虽然在那

个年代，大专院校在新加坡并还未如今日般普及，但因

为当日的基督徒学生对上帝使命的执着与专注，基督徒

学生不只在校园发挥他们的影响，更是影响了当时资源

尚属贫乏的地方教会；许多教会青年团契照着

校园团契的模式，设立牧养青少年的事工，教

会逐渐被建立并强大。

从八十年代开始，大专校园事工继续朝着

神起初的呼召：在神话语上的查考与大使命的

方向进发；同时新加坡的教会也在那个时候开

始壮大起来。多数堂会的事工也因着牧养的需

求，针对不同年龄层的需要进行聚会并喂养群羊。在那个年代，在

校园团契忙得不亦乐乎的弟兄姐妹，往往也身兼数职——在教会当

起领袖、教导主日学并带领青少年团契。很多时候是边做边学，边

学边做，有许多误打误撞；但更多是在校园团契与同工交换经验与

心得。虽来自不同的教会与宗派，但因为同是青少年事工，在彼此

借镜的过程中，看见神奇妙的带领，兴起了许多在教会与校园的基

督精兵。可能那时的课业相比现在还没这么繁重，在时间的应付上

不会相形见绌；反倒看到教会领袖都非常乐于鼓励年轻人在校园服

事，因为在三、四年后，这些基督徒毕业生都将回到教会，专注地

扶持主内的肢体，并与教会牧者领袖同心配搭建立主的身体。建立

教会的学生工作，使早期的教会牧者与学生团契的干事们之间的关

系异常密切，彼此帮补、守望。当然，在后来，这些学生团契的干

事也成为了教会的牧者。

来到廿世纪末，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FES）的团队规模并没

有特别地扩充，但在本地因着大专教育的普及，又看到大专院校加

速地增加，大专学生的人数更是几何级地倍增，大专校园团契或小

组在各个新旧校园开展。但有一个现象，却是延续到今日，就是校

园的收生人数虽是增加了，但根据调查，基督徒学生的比率在各大

专校园却是维持不变，照理说：参与校园团契或小组的学生人数应

该也是增加了才对；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当然，如前所述：现今的

课业要求的深度与广度都加添了，基督徒学生在忙碌的生活中，又

加上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到大家更加应接不暇。当中不乏看到学生

事工的异象，并尝试参与校园服事，在校园作光作盐的弟兄姐妹，

但是面对课业的要求时，就少来团契一起查经，变成孤军作战。除

了时间和课业的因素，其中一个让基督徒学生分身乏术或推却参与

校园团契的原因是：他们在教会里已经参与很多事工，就算看到学

生工作的重要性，还是没办法要拒绝。

在总结的时候，我们看到过去的年日，教会与基督徒学生福

音事工肩并肩一起走来，而我们又常听到教会牧长领袖对大专校园

学生事工的认同；看到今天及未来的教会接棒人就是经过校园团契

的洗礼，与来自不同国家及教会的同工铁磨铁衍生出来的校园生力

建立教会的学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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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说法：学生既是教会在校园伸出的一只手，同样

校友也是教会在社会伸出的另一只手。

FES的校友事工，是与教会互助互补所配搭和建立

的事工。因着对学生的认识，有感于当他们身为校友在

职场上的挣扎和需要，能有适当的回应与牧养，补足他

们在回到教会、建立教会所需要付上的时间、心力与教

导的能力。校友团契的事工，相信对于校友们毕业后在

教会的付出与服侍是有助益的，校友团

契应该也可以成为他们生命所需的加油

站。我越来越认定：校友事工是：对校

友本身、学生工作和建立教会的三赢关

系的局面和事工。

陈淑贞干事

校友事工是从几时开始？一般的看法是当学生

自校园毕业，参加了应毕营后，校友的事工

才开始。

从时间和阶段上来看，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在服侍

中，我越来越看到，从校园的日子就该让学生看到，在

校园日子的装备与操练，是如何作一个好的“基督徒学

生”，在此基础上，学生毕业后可以在各行各业继续发

挥作“好基督徒工作者”的角色。换句话说，校园事工

是为校友事工打下基础，忽略这一点，那3-4年学生工

作将是很浅薄的。

校友工作是学生工作的自然延伸，是使到学生把自

学生年代就已被灌输的观念，在离开校园、踏入社会时

将它实践出来。从学生到校友，个人作光与盐的照明亮

度与咸度取决于他在踏入社会之前被装备的深度。过去

想想校友事工与建立教会

军；他们看重教会，并且参与地方教会的服事。今天，

我们要如何把握当下的时机，趁着学生在大专校园的三

到四年里，引导他们加入校园的见证行列，陶造他们成

为谦卑的仆人领袖，以致他们能在毕业后，继续在社会

与教会这更大的禾场里，合神所用？当然，我们不是要

这些莘莘学子因为教会与校园两头忙而忽略了学业；也

不想教会的事工因为工人不够而受亏损。但本着学生事

工一直以来都与教会一起配搭同工，盼望我们在天上的

父亲继续保守这样美好的教会与学生

事工唇齿相依的关系。更愿意看到教

会的牧长领袖继续对大专校园学生事

工给与关注和关怀，使前面的道路虽

然走得战兢，却是知道身边的伙伴并

不缺乏。

赖斯强干事

身为神的子民，我们是否常体会到神在这日

夜经历破碎的土地上切切的心意，并愿意

把平安的福音带到神呼召我们之处呢？

3 月 7 日 的 全 天 装 备 会 议 ( E q u i p p i n g	

Conference)聚集了大约260位基督徒学

生和校友，为今届FES全国学生会议	

(National	 Conference)	 掀起了序幕。今

年的主题是“People	 of	 God,	 People	 in	

Singapore”。除了在会议中学生们一

同探讨神的子民在这片土地上的身份

与责任之外，接下来也会有半年的跟

进活动。装备会议所带出的信息将传达

至各个校园团契，借着个人生活的立志

与校园团契的活动策划，把“平安”的福音	

(shalom	movement)	带进校园里。

在全天装备会议中，来自三一神学院的陈立寅博士

借着彼前2:3-12强调，我们今天因蒙受神极大的恩典，

被拣选成为属神的子民。我们这宝贵的身份不单只叫我

们自身体会神所赐的丰盛福份，我们更要为此体贴神的

心意，无论在何处都要如基督道成肉身般地活在人群

中。虽会遭遇不顺服的人群，我们也当时时借着我们的

NC2015报道
言语行为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神

的心意、平安和祝福更常借着属祂子民的顺服临到这片

破碎的土地上。

不仅如此，陈来荣医生也分享到学习乃是

我们一生之久当追求的。认真追求技术上

知识的成长固然是基督徒学生读书的责

任，但成为属神教会的守护人及在这片

土地上的福音使者是否也是我们生命

所追求的？参与者们也在之后的工作

坊中探讨不同的课题，使他们从这里

能思考如何在生活上更实际地回应神的

心意。

全天装备会议的讨论虽叫参与者们

体力难耐，却让他们兴致勃勃地带着与神的

立志离开会场。盼望这么一天的学习，参与者们的

生命得着更新与复兴，愿意将自己的身

体献上，积极回应神的心意与呼召，把

平安的福音带进校园，与神的关系也随

之得着更大的跨越与突破！

孙俪今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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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事，我正与其他担任不同职位的弟兄姐妹一同服事。

为神做工时，我的付出不仅是影响我自己，而也会影响

到其他弟兄姐妹的服事。

在营会里，我们也一同探讨团契目前有何不足和

需要加强的地方。经过一番讨论，我们认为在团契中带

着诚意和爱的关怀工作仍需加强。带着血气的爱是有限

的，因为那是人的爱，但是神的爱是主动与无限的。当

我们把这份神所给我们的爱传下去的时候，我们就能借

着生命影响生命。

虽然我在这一次的领袖营里有负责一些事工，但仍

要感谢其他弟兄姐妹的帮忙和神时时的

看顾，使我们在这三天两夜的营会里有

着很美好的交流与团契。

苏秋瑜
护理系第二年

在这三天的领袖营中，我们新加坡理工基督

徒学生福音团契的职员们都聚在伊甸圣经

长老会。我们在这短短的三天里，一起生活，一起灵

修，一起学习，一起计划团契接下来的节目及方向。虽

然有时我们的团契看来人数很少，但基督的恩典及福分

都够我们用。

在营会里，当我们在回顾及反省团契上学年的活动

及情况时，我发觉我常忘了团契存在的目的：传福音。

很多时候我们都只会管好团契里的事情，将团契外的人

与事物都忘了。真的非常感谢斯强干事在营会里重新提

醒了我们校园团契存在的目的。

在这三天两夜的领袖营里，我借着不同的专

题讲座对自己在这新学年里的服事有了更

深一层的认识，如其中一个讲座“群体动力：你也可以

带领查经”让我体会到在团契里带领查经不只是组长

的责任，身为团契一份子的我也是能够与组长们分担，

同时我也可以帮忙关怀及帮助团员。我也透过另一个讲

座“团队里的委身与配搭”了解到我并不是孤身一人在

在这次的领袖营中，我体会到事奉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全能的主并不需要我们服事祂，但

祂却给了我们机会借着服事来了解祂、亲近祂，祂更是

在我们无助时施恩帮助我们。我们对祂还能再奢求什么

呢？上帝把独一爱子赐下，救赎我们这些罪人，已是极

大的恩典了。所

以当我们在敬拜

上帝时，我们当

存着感恩的心来

敬拜，而不是为

了做而做。

在营会中，

让我印象最深刻

新加坡理工领袖营分享

义安理工领袖营分享 (1)

此外，在营会里也让我在国宏老师的教导下更了

解圣经翻译。通过国宏老师的教导，我看到了各种圣经

翻译的差异，体会到了解圣经故事背景的重要性。除了

这些，也很感谢国宏老师以一个有趣的方式教导我们创

意。我觉得这些知识都可以在往后的日子帮助我们更

好地带领团契。我们都是有福的人，希

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日子可以忠心地服侍

主，通过团契将福音传开。

许庆耀
电脑工程系第二年

义安理工领袖营分享 (2)
的是干事分享到要如何敬拜赞美神。听了她的分享后，

我自觉惭愧，我反思到很多时候我都只是为了完成任务

而做。每一次领唱后都会感觉自己的不诚心，并且没有

带领弟兄姐妹们来到主跟前。透过这次的讲座，我学习

到要预备正确的心态来服事。

此外，我也有机会与弟兄姐妹们拉近彼此的关系，

这样大家才能够同心在校园里建立合而为一的家。更重

要的是，盼望我能够和弟兄姐妹们在主

里一起学习与成长，用主的眼光来看世

界。

钟玮诗
护理系第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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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研经营的委员会里事奉，提醒了我服侍

所带来的祝福。能够与弟兄姊妹共事，并

进一步了解其他校园团契的契友，是一种快乐的经验。

更重要的是能够从弟兄姊妹身上亲眼目睹希伯来书12:1

节当中所提到的云彩般的见证。大家的忠心和乐意服侍

的心对我来说很受鼓舞，也从中荣耀我们同称为“阿爸

父”	的神。

“所以，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

绕着我们，就应该脱下各样的拖累，和容易缠住我们的

罪，以坚忍的心奔跑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赛程；专一注视

耶稣，就是那位信心的创造者和完成者。祂因为那摆在

面前的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轻看了羞辱，现在就坐

在　神宝座的右边。”（来12：1-2）

经文里鼓励我们专一注视耶稣。当中的用词特别

强调专一，专注地举目看耶稣——信心的创造者和完成

者。我们读经的时候也同样需要这种的专注。研经营的

装备就如教导我们如何剥开经文里多层的意义和教导，

这是略读或速读所不能达成的。

奔跑天路旅程的当儿，求神赐我们

敞开、受教的心。让我们不小看每天在

祷告和读经中所投资的时间和精力。愿

主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阿们！

陈秋玲
国大社会科学系第四年

参加这次的研经营让我获益不浅，也认识到渴

慕神话语的大学同伴。我领悟到自己研经

的方式需要改进，而且对明白神话语的热忱和耐心需要

多多增加。研经不是略略地阅读圣经，

而是需要了解每一本书的历史背景，才

能更正确地解释圣经。不但如此，我们

也学习到如何简明扼要地抽出经文的要

点，使经文更易于把握。

陈慧燕
南大环境工程系第一年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研经营，很感恩有机会与南

大主内的弟兄姐妹一起更深入地读上帝的话

语。在这四天三夜的营会里，有许多研经的材料。有些

时候，我感到我无法跟上。可是，当我回顾这四天时，

我发现上帝给我这个巨大的挑战是对我有益处的。虽然

我是来自华语聚会，我的华文程度还是有所欠缺。在这

四天里，我可以锻炼我的华文，更深入地了解圣经里的

详细信息。

此外，弟兄姐妹们也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他们耐心

的教导，让我感受到他们的爱。我们也有一些分享的时

间：当我们听到彼此在大学里所面对的各种困难时，我

们也能以祷告来彼此勉励，这对我是极大的安慰。能在

大学新学期开始之前参加营会，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提

醒：我们生命的每时每刻，都需要主的

恩典、圣灵的引导。感谢主，在这四天

里使我再一次更亲近耶稣，好让我能准

备好我的心，来迎接新的学期。期盼再

次参加明年的研经营！

陆映晖
国大社会科学系第一年

2015的研经营是专注在研读新约书信。我学习了

书信的背景和目的，这让我更好地理解书信的内

容。除了学习书信的背景和目的，我还学到了一个查经的

方法，就是用OIA-“observation”、“interpretation”

及“application”。通过这个工具，它可以让我更好地

理解经文原来的意义，也能让我正确地解经。经过这

四天，我很高兴，因能更了解新约书信。我虽然空空地

去，可是我却满满地回来。虽然我满满地回来，我需要

把我所学的应用在生活中，就好像那些

种子落在沃土里，就发芽生长，结出果

实，收成多达三十倍、六十倍、一百

倍!（可	4：8）

陈美君
南大教育学院应毕生

通过研经营，我意识到了解经文历史背景的重

要性。因为我们若对经文背后的历史没有很

好的认识，有时候会很容易曲解经文真正的意思。我发

现，我们的生活应该总是有圣经的话如影随形地伴随着

我们，并且对于经文有正确的理解对应用是有帮助的。

其次，我也学会使用归纳法来理解

经文。我觉得归纳法也给与我一个很好

的提醒：我不只是要对经文有正确的理

解，也应当让神的话塑造我们的生命。

周志强
南大心理系第二年

联合大学研经营分享



5

学不完的，我读圣经时的态度必须认真恳切，才能从中

有所学习。

最后，我也很高兴通过营会有这个机会认识国大团

契的基督徒，并且和大家一起团契。我感受到了与弟兄

姐妹们在一起的温馨和关怀，虽我们只认识几天，但却

感到亲切。

希望明年能再次有机会参加研经

营，也愿大家把神的话语存在心里，常常

思想。

李骞宇
南大机械工程系第一年

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参加2015年的联合大学研

经营，并且参与侍奉工作。我们在这四天里

研读了新约书信，我从中受益不浅。我最大的得着是更

深地认识了书信的背景，使我了解新约时代的信徒们所

遭遇的逼迫，也让我更能够体会到使徒们所要传达的信

息，与他们鼓励、安慰、警告和嘱咐的话语。我意识到

了上帝奇妙的作为，祂使用初期教会的信徒坚固的信心

扩展了祂的国度，我们今日的信徒也应该以盼望和信心

持守真道。

在这次的营会里，我也学习到了怎样用归纳法来自

己查考圣经。我再次被提醒，圣经拥有的无限智慧是人

在退修营里，我们有充裕的时间静下心、停下脚

步、在上帝的面前，反思过去在灵命和服事方面等是如

何。我们也能体验周遭的景物和聆听弟兄姐妹真心的分

享，以致我们能感恩过去、期许将来，并当我们回到日

常生活中后能有所提醒并重新得力。

希望我的分享能激励您。如果能拨出一、两天的假

期，我非常鼓励您参加今年的退修营。

退修营2015见！

陈心怡
毕业自新加坡理工学院工商管理系

（2006年）

我曾经在八年前去过一次退修营。

还记得那是我从理工学院毕业刚踏入社会

工作的第一年，我很高兴有机会参加那年的校友退修

营。我们去了哥打丁宜的一个度假村。虽然节目非常简

单——有灵修分享和探讨有关基督教信仰课题的时间，

但那是一次很好的体验。

事隔八年，新加坡理工校友筹委又重新举办了退修

营。在前年八月，筹委举办了两天一夜的退修营。那时

我们去马来西亚龟咯的度假村，那是一个很悠闲并能够

远离尘嚣的好地方。有老有少，大家都玩得非常愉快。

去年我们去离新加坡关卡不远，在新山的一个高尔

夫球度假村。

在去年的十月中，我换了一份新的工作。在校友筹

委会议里，我与弟兄姐妹分享我不知能否申请到假期，

因为我还在试用期中，而且才刚开始新工作不到一个月

就要请假，确实不太可能也不太好。但我还是战战兢兢

地向上司提交了假期申请表格，希望能通过。

感恩的是申请很快地被批准了！到最后，我还是报

名参加了退修营！

退修营：对我有很特别的意义。每一次的退修营都

会让我有不同的体验，并使我重新得力。

在以前当学生参与校园团契的时期，我们参加研

经营等营会。那个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和时间建立

与上帝和与弟兄姐妹的关系。当我们毕业后踏入社会工

作，工作和家庭会占据我们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让我们

已无法像之前那么地专注。

结了婚以后，我

总是觉得与校

友团契的关系不应该因为

有了家庭而有所改变。虽

然我的太太不曾参加校园

团契，但是过去两届的校

友退修营我都举家出席。

原因很简单：我相信

家庭是校友生活的延伸。

我觉得校友团契是一个必

须刻意经营的关系。虽然带着两个小不点参加校友退修

营并不简单，尤其是需要自备睡床给小孩，但能够重温

当年校园时期大家一起参加营会的经历却是千金难换。

我期待着下一次的校友退修营，会有更多校友能够

带着小朋友一起出席，在主里也能互相扶持，建立属神

的家庭。

陈家俊
毕业自新加坡理工学院电子、电脑课程系（1997年）

SP校友退修营分享 (1)

SP校友退修营分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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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组里的学习和讨论，我的生命发生了一些明显的

变化，之前的疑惑得到了解释。我常常祷告，感谢主

给予我的教导，也感恩有这么一班弟兄姐妹，让我的

生活与生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恰是“天降甘露雨，

新芽破旧土”。我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对过去的波折

也充满了感恩，我更加爱我的父母，更爱身边需要帮

助的人。我再也没有抱怨，遇到生活上的难题时，我

不再像以前那样消沉。我开始向父母姐妹们表达我对

他们的爱，也会开始道歉；我的耐性越来越好，我也

能更加设身处地地去想一些事情；讲任何话语之前都

考虑其真实性。因为我不断要求自己，要活在上帝的

话语里，活出耶和华的荣耀。我真的很感恩上帝赐给

我的这新生命，让我的生活越来越好。深切祝愿更多

的人能走主的道路，分享那“天降甘霖露”。

这里也特别感谢林志达干事对我们悉心的教导和栽

培，他用耐心的话语、渊博的知识和缜密的辩识让我们

不断信服并获得属灵上的成长。也感谢小组成员，包括

郭灿、陈博、灵君、渊博、常青以及

其他几位组员的讨论和友爱，让我不

断成长，感谢主！

许成委
南大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博士班第二年

资料，做了充足的准备，每个主题都介绍得有理有据，

而且在讲解的过程中都有联系于实际生活。他与组员也

有很多互动，在讨论的过程中引导组员逐渐修正各自的

人生观、价值观。

平时，干事也关心组内成员的生活，经常会相约一

起吃饭，饭后会询问成员的近况，并彼此分享各自在主

内的得着，这一切都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加深了组内肢

体的关系。

今年伊始，组内成员们经过讨论后确定了这一年内

的团契生活内容和各自的分工。虽然有些成员面临着工

作和毕业的压力，但这并没有影响大家

的热忱。希望大家能在圣灵的带领下及

志达干事的帮助下加添心力，继续行走

在真理的道中。

葛沛鑫
国大数学系访问学生

我是在去年加入国大研究生团契的，经过四

个月的学习，我的灵命有了很大的提升，

以下是我的一些体会：

我们每周二有研经会和祷告会。从去年9月份到如

今，我们一起在查考《创世记》。本书的开始记录了世

界被创造的起源、罪和救恩的开始，这对于修正我们的

世界观和人生观有很大的帮助。通过大家在组内的交

通、分享和干事的《创世记》序言，我们对圣经的理解

加深了，并解除了一些由来已久的疑问，比如创世之

谜、生命之谜、语言分裂之谜和大陆分离之谜等等。祷

告会则带给了我很多感动，组内成员不但会分享自己的

烦恼和困难，也会关注时事，为世界上发生的灾难和受

苦的人们祷告，让我感受到了一种深沉的爱。

每周四志达干事会带领信仰进深课程，每周都有

一个主题，我们从去年9月份到如今分别探讨了“事

奉”、“传福音”、“爱情与婚姻观”和“工作与金钱

观”等不同的课题。从内容中不难发现干事查考了很多

一叶飘零落，花谢且知秋；

天降甘霖露，新芽破旧土。

2014年5月份，我在愤懑中思考，我为什么来到

世界？我生于此世的意义是什么？我将来要到

哪里去？我不停地思考这些问题，内心的沮丧胜过寒霜

侵袭过的落叶，不甘却又无奈地“飘零落”。在这段时

间，我也常常思考当今人性的软弱；比如我发现几乎所

有的国人，其表面即便物质丰富、风光无限，可内心的

空虚却无法掩盖：人群的冷漠、欺骗、暴力常常见诸报

端。要拿什么来拯救我们中国人那迷乱空洞的灵魂？后

来在友人的推荐下看了圣经才知道，不认识耶稣基督就

是我内心空虚无助的根本原因。

2014年8月在NTU的一次社团展

览中，我间接得到了	NTU	 FES	林志达

干事的联系方式并很快与他会面。他用简

短的话语给我作了一些关于基督教以及FES的

介绍。于是8月底以后，我开始参加志达干事

所带领的慕道小组，这小组有3-4人，每周三

聚集，讨论内容包括所有的怀疑和问题。到

了2014年底，慕道小组人数又有所增

加。结束慕道课程后，我们又参

加了信仰进深课程，以及

查经小组的活动。

经过一个多学期

国大研究生分享

南大研究生分享



7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

我要感谢上帝让我有机会参与在去年12月

4-6日举行的国大校友退修会。

在12年前从国大毕业后，我就很少跟团契的弟兄姐

妹联络。

感谢主，让我在目前执教的康培中学里认识了王一

信弟兄。2009年，我们在食堂饭桌上的第一次彼此自我

介绍后就一见如故，一拍即合！我们时常在学校里彼此

鼓励、分享及祷告。

因着一信弟兄在国大校友团契的事奉，我从

他分享中或多或少也略知校友团契的动向和活动，

他也时常鼓励我参加国大校友团契的查经和聚会。	

2014年尾，在上帝的美好安排下，一信弟兄鼓励我参加

国大校友团契的第三届退修会。同时，他也建议我在营

会中与校友们分享关于Dr	 John	 C.	 Maxwell领袖栽培的

信息（因我之前曾上过此训练），并带领一些团队建设

活动，我即刻就答应了他的邀请！我还兴致勃勃地替我

的太太和三个小孩报

了名，一同参加这个

在Tanjung	Sutera	的

退修会。

在风景优美和

简朴平静的营地里，

我再次重温和团契弟

兄姐妹一同分享、祷

告、灵修、互动的生

活。虽然自身的年龄

跟刚毕业不久的弟兄

姐妹有段“小小”的差距，但我还是被彼此之间的默契

和坦诚相待感动了！我仿佛回到了十年前在国大小组聚

会时的那般情景和感觉，就是那“跨宗派”又带有“合

一见证”的熟悉感觉！我相信上帝的带领是美好的，赐

2014年12月4日，我踏出家门往CVCF校友退修

会时，心情是有点担心回来后工作量会如何。

不过，在退修会里，看到大家虽然在校园时期并非属于

同一届的团契，但聚集在一起时就可以很自然地开始分

享，让我有种回到家的感觉。	即使分享的主题是比较私

人的，关乎到我们的信仰是否只是头脑上的知识还是深

入我们心里的，大家还是十分愿意敞开心怀来分享，彼

此代祷。短短的几天，可算是一个充电站，帮助我面对

工作时有新的动力，也鼓励我不要只顾

把工作做好，更是要看到如何向我所接

触的人作见证，彼此建立。非常鼓励大

家，下个退修会，一起参与！

雍佳慧
毕业自国大社会学系（2014年）

国大校友退修会分享(1)

国大校友退修会分享(2)

给了我们这群弟兄姐妹在异地有个群体生活的机会。在

营会中，我们彼此分享宝贵的人生经历，见证上帝在每

一个人身上的带领，互相勉励并代祷，激发爱心（来10

：23-35）。

我要借着这个机会向大家呼吁，如果上帝曾经感动

你将你所拥有的一部分回馈校友团契或校园团契，请把

握下一次的邀约，因为上帝要使用你，

并借着你祝福校园里的弟兄姐妹！阿

们！

周德忠
毕业自国大化学工程系（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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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似箭。不知不觉地，三年的理工校园生

活就这样结束了。与神一起走过在理工学

院学习的这条路，有欢笑，有泪水，充满着主的爱与恩

典。

其实，我并不想要，也从来没考虑过会在理工学院

念书。在结束中学生涯后处于生命的分岔口，对于成绩

名列前茅的我，有很多条路可以让我花更少钱、更快地

拿到大专学府的文凭，但是上帝却带领我从马来西亚来

到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学院念书。我看不见也不明白上帝

的旨意是什么，但就因如此我得以认识校园团契。

在学长的介绍下，我在南洋理工的第一年就认识了

校园团契，也参加过一次查经，但是我却没有把团契放

在心上。在我眼里，团契并不是很重要，我一直以忙碌

为理由来逃避团契。契友在简讯中所传达的关心，我也

自从我第一次参与校

园团契之后，团契

就给了我一个很温暖、有爱的

家的感觉。或许是因为那时候

团契有许多弟兄姐妹都和我一

样是留学生，所以多了一份亲

切感吧！但渐渐的我发现这团

契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家，而是

弟兄姐妹们都在主里一同成长

的家。

我出生于一个非信徒的

家庭。在我上中学的时期，我

感恩有机会认识上帝，也看见祂很奇妙的带领，但那期

间我家人都很反对我参与所有基督徒聚会。来到新加坡

后，在神的带领下，我结识了佳怡姐妹，她鼓励我参与

校园团契。在团契里，我当时的干事——沥芳干事也带

领我上栽培课程，同时带领我作了决志祷告。但我仍

旧害怕家人的责备，也曾因为参与团契活动与我母亲

吵架。团契的弟兄姐妹们知道后，时常鼓励我，为我

理工应毕生分享 (2)

祷告。神再次让我看见祂的大

能，祂带领我母亲慢慢地不再

反对我了，反而更担心我参与

团契后没有足够的休息时间。

同时透过团契，我对圣经

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我也在

自身的服事岗位上学习把上帝

的爱传下去，踏出第一步去关

怀别人。我很感恩可以认识上

帝、参与团契，以及认识团契

里互相扶持的弟兄姐妹们。

约一4:12“从来没有人见

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

里面，爱祂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了。”

卢佳欣
义安理工校园团契应毕生

（护理系）

当作没看见。

因着我把学业与成绩放在生命的首位，而不是让上

帝居首位，我与神的关系每况愈下，但是上帝还是很爱

我、忍耐我、耐心等我悔改归于祂。来到我在理工学院

的第三年，有一次与干事的谈话中，上帝借着干事的话

再次激励我回想上帝的爱，也让我看到校园团契的美好

与参与团契的重要性。

就这样，我又再一次回到校园团契，也逐渐融入

团契。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我在团契中学习很多，

比如我应当是个基督徒学生、如何在校园里尽基督徒的

本分、跨出我的舒适圈被主所用等。我的生命也成长了

不少，一切的一切都看到主的恩典。我学习到最大的功

课，就是我不应当只是在知识上认识我的上帝，乃是要

在心灵上与祂相交，与祂有生命上的连接。

感谢主，带领我来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学院念书，也

让我认识校园团契。虽然有点遗憾为什么不早点认真看

待团契，但仍要感谢主在我生命中的恩典。感谢神，让

我的生命里，有这一段在理工学院度过

的美好时光——充满主的爱与恩典的时

光！

黎志华
南洋理工校园团契应毕生

（机电工程系）

理工应毕生分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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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三年就过去了……我还记得当时刚进

淡马锡理工学院读书时，心情十分复杂。

在被邀请参加联合理工迎新营前，我因为无法获取首选

的课程，而想尽办法申诉要拿到它，但却因为区区的一

分，我的申诉最后无法通过。

透过在我教会的姐妹会（裕廊基督教会）里一位弟

兄的邀请，我参加了那年“飞向何方”为主题的联合理

工迎新营，而从中认识了校园团契。我很庆幸那时我决

定参加迎新营，在无法明白神为何把我放进烘焙烹饪课

程的当儿，迎新营让我有机会调整自己的心情，我重新

看见神所赐我的恩赐而把我放进烘焙烹饪课程的美意。

三年来，在淡马锡理工校园团契里，我认识了跟我

一样是基督徒的同学们，我们一起面对考试的压力，一

起面对在作学生时要考虑的选择。三年里也看到团契人

数从一、两人渐渐增长到七、八位学生，我也感到十分

欣慰。有时我会挣扎要不要留在学校参加晚上的团契，

团契里的弟兄姐妹会互相鼓励彼此参加。在这三年里，

我很感恩认识了团契里的弟兄姐妹，让我体会到在校园

当基督徒学生不是渺小的，也不是孤单

的，我们能够一起在校园里通过学业、

生活来见证主爱。

陈家盈
淡马锡理工校园团契应毕生

（烘焙烹饪课程）

理工应毕生分享 (3)

南大校友团契退修会每两年举办一次，去年

(2014)的主题是“风雨同舟，坦然无惧”。

这个主题反映了南大团契的弟兄姐妹打从在校园的日子

开始，无论顺境逆境，都彼此扶持，一齐成长，一直到

毕业后仍以校友团契的形式延续团契生活，在更大的群

体里活出主的爱。

校友团契里较活跃的虽然多是南洋大学时期毕业的

长辈，但看到他们几十年来都一直不停聚会，维系彼此

间的关系，令我非常感动、感恩。他们也很希望年轻的

南大校友也能享受这样美好的团契，

不停地叫我多邀请已毕业的新契友一

起参加校友团契。

南大校友，你看

到了吗？

丘珞君
毕业自南大中文系

（2012年）

我参加了2014年南大校友团契3天2夜的退修

会。

11月27日我们32人分乘7辆车直奔柔佛，入住优雅

舒适的	Le	Grandeur	Palm	Resort。

3天的团契生活，令我难忘：校友之间浓厚温馨的

情谊，亲切融洽，关怀相顾，分享主恩；游戏与天才表

演更是真情流露，充满活力，使满室欢笑喜乐。

今年的主题是“风雨同舟，坦然无惧”。讲员是

FES的淑贞干事，她以保罗依靠圣灵的指引，把福音传

开，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命为例子，带出了校友团契在逆

境中经历神的带领，渡过艰难而正式成立，迄今仍持守

宣扬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促

进校友团契生活，以及活出

信仰见证的宗旨。

幽默风趣的喜华弟兄分

享了以斯帖挫败灭绝犹太人

的阴谋，拯救族人，让我明

白了神往往安排我们身处的

境况，有祂独特的旨意。

南大校友退修会感想(2)

南大校友退修会感想(1)
愿校友团契继续传福音，发光发

热，亲密地合作配搭，彼此分享一切与

神之间的经历，代代相传，一切荣耀归

于我主我神。

郭小萍
毕业自南洋大学会计系（19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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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弟兄们，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要把身

体献上，作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

的事奉。不要模仿这个世代，倒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

变过来，使你们可以查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查验

出什么是美好的，蒙祂悦纳的和完全的事……就像一个

身体有许多肢体，各肢体都有不同的功用；照样，我们

大家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也是互相作肢体。”(罗

12:1-2，4-5)

因着神的恩典，我们组成了新加坡基督徒学生福音

团契的马来西亚居銮福音队。我们的队伍有来自南大、

国大和淡马锡理工学院的在籍学生。虽然来自不同的校

园、不同的国籍，但是在主的恩典中我们亲身见证了什

么是“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这次的短宣我们与佳

美堂会和平安教会合作，主要参与他们的儿童事工，以

及策划在平安教会的青少年升学讲座。我们也在圣诞前

夕与佳美堂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向周围的邻舍报佳音。

在这两间教会的儿童营会中，参与的儿童有些是

基督徒，但有些还未信主。在与孩童交流的时候，我见

证到生命影响生命的重要性。孩子们模仿的对象就是父

母和身边所接触的人。在营会中，尤其是在我们各自所

带领的小组里，神给了我们很多的机会与孩童们建立关

系。透过游戏、短剧、分享圣经故事和小组/个人布道的

马来西亚居銮福音队 2014
(17/12/2014 - 26/12/2014)

时间，我们需要借着主的力量与智慧把这些孩童们引向

基督，以致他们从小就能在神的话语里扎根。感谢主，

在小组布道的时候，神的灵感动一位小朋友的心。在与

她交谈时，发现她来自一个非基督徒家庭。虽然她心里

非常渴望得到基督的爱，但因为以上这个家庭因素使

她“不敢”信主。感谢主，当牧师在第二天与大家确认

信仰时，这位小朋友举手

表示愿意接受基督为她的

救主。圣灵在这位小朋友

的心里动工是何等奇妙的

事！

在这次的短宣中，我

们有很多机会与佳美堂会

的青少年接触。透过逐家

布道和在街上分派传单，

我看到这群弟兄姐妹对传

福音所持有的热诚。踏

入佳美堂会的礼拜堂，我

看到墙壁写着“无墙的教

会”，这是马来西亚长老

大会的精神。透过弟兄姐

妹分享神如何建立他们的教会，并且带领他们，供应他

们的需要，神让我看到祂是教会的元首。“若不是耶和

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徒然劳苦。”（诗127:1）这间

教会领受了神多么丰富的爱，他们也殷勤地把这份爱传

给周围的人。这些弟兄姐妹真的活出了“无墙的教会”

的精神。也许有些人会认为参加短宣需要付出很多。但

是，在这次的短宣，我们的团队领受了不少宝贵的经

验，领受了神丰盛的恩典。这些弟兄姐妹对我们无微不

至的照顾也让我体验到什么是“付出

但不求回报的爱”。

在这里想邀请大家为这两间教会

的教牧与同工代祷，求神继续添加他

们力量，在神的事工上为主发光。

林佳颖
国大社会科学系应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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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

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

事）——彼前4:12

我们住在一个越来越充满敌对及暴力的世界。在

2015年的最初几天，我们看到了骇人的杀戮及屠杀在

被战争撕裂的巴基斯坦及北尼日利亚发生，甚至在相对

和平的国家如法国与美国也不例外，更不用说那些默默

地、不为人所知地在压迫政权暴君下忍受痛苦的人。虽

然不是所有受苦者是基督徒，但当中有许多基督徒却是

为了他们的信仰而受苦。第一个急迫性的问题是：到底

是怎么回事?

虽然我们可能尝试为以上问题想出答案，使徒彼得

在他的书信——彼得前书里却没有尝试那么做。他反而

提出基督徒在如此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应该如何生活

的正确观点。彼得很可能在罗马写成此书（他可能在监

狱里或在忍受逼迫），所以对他来说，居住在一个充满

敌意的世界，并且身受痛苦，是不应感到意外的，我

们从使徒彼得那里能学到关于受苦的什么功课？

(1) 为公义而受苦的祝福（彼前3:13-22）

彼得告诫信徒们说：若他们行善，

虽然没有人能够伤害他们，但受苦仍然

应该是预料中的事。若真的发生了，信

徒就要“被祝福”。罗伯雷顿（Robert	

Leighton）提出了尽管基督徒受苦仍蒙福

的五个理由：受苦使人在仁慈宽厚上

更长进、帮助人更爱上帝、更尊崇基

督、精神上的满足更为丰厚，而且

也能体会到未来的荣耀是远胜过当

前的受苦。1

由于福气已被赐予，信徒不

应惧怕。然而，若我们仍惧怕该怎么办？我

们如何克服恐惧？彼得分享了他的勇气的秘诀，那就

是“尊主基督为圣”（3:15，中文和合本）。若我们很

确定无疑地在心中尊基督为主与王，祂是我们生命各个

方面的最终权威，我们不必害怕人能够做些什么。这样

的一个在心中尊基督为圣的态度，对于生活在一个真实

凶险世界的人来说，在根本上是极必要的。

彼得继续说基督徒不管是处在什么境况，都不该惧

怕。他们都应该找机会见证主，如为他们心中所拥有的

盼望而辩护（护教学），这一切都必须以温柔敬畏的心

来完成（3:15）。换句话说，信徒应该做好准备，为他

们的盼望给予理性的解答。

(2) 为基督而受苦的祝福（彼前4:12-16）

彼得也请求信徒不要对“火炼的试验临到他们”

而感到意外（4:12），他鼓励他们喜乐，作为“与基督

一同受苦”的福气的展现。这福气至终将会在基督荣耀

显现的时候达到完全（4:13）。然而，彼得也警告信徒

在这凶险的世界里，不应该因为“杀人、偷窃或其他恶

行，或甚至因好管闲事”而受苦（4:15）。

(3) 在受苦当中的行为准则（彼前2:11-3:2） 

在受苦当中忍耐时，彼得实际地列下被认知为“责

任义务准则”（Duty	 Code）的清单：“保守你的品行端

正得荣耀”（2:12）、要“尊容那些有权威的”（2:13—

16）、在仆人与主人（2:18—25）以及妻子与丈夫之间

（3:1—2）的关系应是如何。为要实践这些品德，他希

望信徒群体的行为可以作为在充

满敌意的非信徒当中的道德及

正确生活的参照标准。

通过这些清单，理查厄尔

（Richard	 Earl）相信彼得是要提

供道德指引来“树立品格图像，

以此来消除异教信仰者的毁谤，

并作为面对及回答那些喜欢追根

究底的外来者的规章指引，甚至

可鼓励制定一套宣教要旨”。2

对上述各点进行省思后，不

管我们目前在何种痛苦经历中，让

我们在行走过今年时有蒙福的保证、

作见证的勇气、卓越的道德生活，并了

解到“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

都要受逼迫”（提后3:12）。

在祂的恩典里，

郭志励
FES(新加坡)总干事

翻译：林志达干事

2  Earl J. Richard, Reading 1 Peter, Jude, and 2 Peter, A 
Literary and Theological Commentary (Reading the New 
Testament) (Volume 12)

1 Robert Leighton, 1 Peter, The Crossway Classic 
Commentaries

总干事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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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出	(S$) 28,196.02 48,360.46 26,604.96 24,553.15 25,654.90

爱·回
家

日期：2015年10月16日（星期五）

时间：晚上7:30-10:00

地点：圣公会善牧堂

亲爱的校友们，

不晓得大家还记得FES这个大家

庭吗？

有多久没有回家走走了。

今年欢迎您回家参与大家庭聚会。

今年聚会内容稍做简介：

敬 拜 一 “ 家 ” 之 主 、 “ 家 ” 事 分

享、“家”长“家”训、“家”庭照

等……

诚邀您出席！记得预留时间！

大家庭聚会“预告”

联合大学应毕营

华文组网站
·想知道在哪些校园有学生团契？

·想知道校园团契里有什么活动？

·想知道图书馆有哪些好书？

答案就在http://cw.fessingapore.org！（请扫描上面

的QR	code）

网上有近期聚会的预告、同工介绍、校园

和校友事工、追随者、中英图书馆目录

等。若您对我们的网站有何建议，欢迎您

电邮至：

fescw@fessingapore.org

与我们分享。

营会日期：6月1-3日（星期一至三）

主题：职场菜鸟训练营

地点：Aloha Loyang - Sea View Bungalow 15

营会目标为：
·有关于人生观（如何选择人生目标）·属灵生命的操练

透过：校友的分享、专题的讲座（人生目标、金钱观……）让即将毕业的弟兄姐妹，能在心理和思想上预备

自己，来面对人生的下一站。在得到适时的提醒之下，在自己人生的的旅途上为主打那美好的一仗。

若您认识即将从大学校园毕业的弟兄姐妹，您也可以邀请他们参加。

请向淑贞干事查询，电话：63383665   电邮：sookching.chan@fessingapor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