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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子的学生事工

学

生事工在50年代的岛国

说到流利地使用中文一定是来自中国

萌芽，一开始就是在当

和马来西亚的基督徒学生了。很多时

时的中文大学，在医学院建立一批

候学生与学生因为在平时上课都用英

批的学生事工的时代见证人。这都是

语，彼此见面时会话顺理成章就是英

当年非常独特的环境下的结晶：当时

语了，也没有什么喜欢或不喜欢的成

马来亚大学全部的本科生都在长堤彼

分存在。一些使用中文的堂会会把这

岸，只有医学院在岛国；一间由华人

样的现象视为挑战，一些宗派就反而

社群出钱出力建设座落在岛国最西部

跨越这样的视野，直接以英语当作青

的中文大学。这都是当年独特的环境

少年事工的媒介语，务求让青少年人

产下的初熟之果，献在祭坛上焚烧至

在领受教导的时候，以他们最熟悉的

今。现今的新马早已分家，大学里也

语言得到最多的长进，让他们日后以

从原来的只有医学院，到理工校园的

成熟的灵命选择使用哪一个语言服事

林立。原有的中文大学也已不复存在

教会的群体。

，但学生事工继续结果累累，在今

若是大家注意上文，不难发现今

日新加坡的华人教会界领袖就是明

天在校园使用中文的学生虽然大多是

证！

本地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有好一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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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非常多处都一再验证上

自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学生。国际学生

帝是一位创造局势，呼召人去见证祂

的普遍性已经从上个世纪的国际学生

的那一位。很多时候那创造出来的还

事工到今时今日国际学生成为校园学

不一定是优势，但在形势当中，被呼

生事工的常态。只是今天的基督徒学

召出来的个人或群体利用当时独有的

生还是对于身边的国际学生敏感不

时空，忠心追随主心意，谦卑地服事

足，还是流于事工的形式。犹记得上

主的羊群。这就如校园的学生事工，

个世纪一位反对特别针对国际学生

借着在校园的年日，忠心地追随满足

事工的团长 4，在他在校园的最后一

主的心意，谦卑地摆上自己青春的岁

年，还决定继续留在职员会负责推动

月 ，为主燃烧焚尽！

国际学生事工。当年还流行在宿舍一

2

早在80年代，华文学生事工就差

起饭后看电视，他也就每天饭后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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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抱歉！冒犯诸位与南洋理工大学有关的读者。现今的NTU，除了中文系是以中文教学（个别
一些科目还是用英文），其他科系都是一律英文。
2. 弥迦书6章8节
3. 新加坡读经会在80年代终止他们的中文中学生团契事工。
4. 常把这位弟兄比喻成大马色路上的扫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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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的独立思维和办事能力。但有一样

有好些弟兄姐妹在踏入校园团契

他乡游子的困惑，才会不计代价的摆

不可或缺的就是不断寻求天父上帝的

时立志委身，但就是没有那股生命

心意，在一个科技发达，瞬息万变的

热诚，就算在职员会也大概尽责罢

学生事工走了一甲子，在数字上

世代，找到学生在校园见证的主轴。

了。但在有机会自己成为交换生时，

的一轮可能代表完美；但真理上是否

不是被功课学业打压，乃是在刻苦中

无论去亚洲还是世界的那一个角落，

完美，除非行在主为校园团契预备的

背十架仰望主；更不是被时代的潮流

却领略了校园学生事工的真义，回来

道路上谦卑顺服才是十架路，即便坎

牵着鼻子走，茫然无方向。选择那上

后不只大发热心，也找到上帝的心

坷，仍然凭着圣灵的方向，扶犁向前

好的福分，主动来到主殿中，一生一

意，愿意顺服！当然不是鼓吹要去

5

世寻求祂的荣美，知道行出主旨才是

当交换生，只是我们实在需要有爱人

真喜乐！

如己的心，能够领受上帝要我们体会

上。

。
赖斯强干事

5. Vision and Continuity in Our Time,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 2009, 今日华文学生事工的挑战，王美雄、郁君彰、巫顺昌、赖怡
兴，pp77~80

在

SPCCF领袖营

这两天一夜的领袖营

职员则从中学习。我很感恩有这段彼

里，我们检讨过去的事

此交流和彼此学习的时间。

此相爱、互相建立，认真看待神所托
付给我们的使命。
在这个营会中，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分享，也更认识彼此了。我们为

工，也开始计划团契在下个学年的方

此外，国宏干事和斯强干事与我

下个学年订下的主题是“认清我们的

向及活动。在讨论的过程中，前职员

们分享了一些专题来预备我们在校园

身份”，盼望能够帮助各团员们认清

们分享他们的经历和见证，新一届的

的事奉。干事们的分享提醒了我校园

自己基督徒的身份与责任，活出基督

团契的重要，也让我反思该如何在校

的生命。我希望职员们在这个营会中

园里作光作盐。“我赐给你们一条新

有所得着，更期待与他们一起“认清

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

我们的身份”，一起喜乐的为主做

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

工。

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
们是我的门徒了。”（约13：34-35
）因此，我们在事奉的道路上更要彼

义安领袖营分享
义

刘乐贤
新加坡理工资讯科技系
第二年

干事教导了我们一些解压的方案以便
来年的一学年我们可以面对各种压

安理工学院华文基督团

力。午餐后即开始设定2019年的主

契于一月十二日和二月

题、目标、活动等。

二日这两天在FES会议室举办了两天

感谢上帝使这两天的训练营都顺

的训练营，目的是为了让刚上任的新

利进行，所有接任的事项都得以完

职员们能更多了解和策划新一年的团

成。这一年的主题为’新的心跳’，

契活动。第一天共有七位出席者，当

象征新学员们在校园感受到上帝的奇

中包括旧职员，新职员和绮桦干事。

妙作为，在生活中活出信仰。我们也

早上的灵修活动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对

新职员与绮桦干事的合照

事奉上帝的心态，从中学习谦卑顺服

领下，2019年的计划书得以顺利完

眷顾与赐福校园福音团

侍奉上帝。敬拜赞美亲近上帝后，便

成。

契。

由勇齐带领破冰游戏，过程中欢笑

第二天则有六位出席者。早上依

声连连。吃过午饭后，我们便开始

然有灵修活动，接着敬拜赞美阿爸父

策划19/20年的计划，在旧职员的带

神。这天我们了解了彼此的爱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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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信极大的突破将要发生，上帝必定

孙采妮
义安理工护理系
第一年

2019年研经营心得
感

谢主，让2019年大专联

团契的弟兄姐妹们。从一开始我只

合校园团契研经营圆满

认识来自南大校园团契的朋友，到我

结束。我是这一届的研经营的节目策

们彼此认识了解，一起同心策划这个

学生。在透过一系列密集的解经课

划，瑞隆。

营会的过程都是十分美好的。对于研

程，我特别感慨，记录在圣经里的每

在2018下半年刚收到邀请询问愿

经营的筹委们，谢谢你们每一位在各

一句话都是那么有力量、那么真实。

不愿意担任研经营筹委时，我的内心

自岗位的付出，以及在游戏环节尤其

在我所在的小组（D组），我们一起

其实是挣扎的。我

讨论课程的要点，及一起查雅各书。

担心只是大学一

我从中学习了很

年级的我无法胜任

多，尤其是归纳

筹委的职位，加上

式查经法，让我

担心无法抽出时间

对查经有更深一

来筹备研经营。但

层，系统化的了
解和学习。我也

是神却藉着我身边
的人事物不断提醒

很享受与D组成

我“不可叫人小看

员一起团聚的时

你年轻，总要在言

光。

语、行为、爱心、
信心、清洁上，都
做信徒的榜样。”
（提后4：12）。靠着神的带领，我

是圣经寻宝游戏的配

才能有信心能够在研经营这个活动委

合，让这个营会能够顺

身交托给神。我也十分感谢主把我安

利进行。我也十分谢谢

排在节策，从中让我学习如何策划活

斯强干事和国宏干事每

动和使活动顺利地进行。

次在会议时都能提供一

在筹备营会的过程中，感谢神让
我认识了来自不同教会、不同大专

些建议和经验，让我们在
筹备这个营会
时避免了很多
以上就是我在研经

障碍和困难。
我也尝试在研究营的节

营担任节目策划的学习和反省。也希

目流程中加入一些新东

望在主的带领下，下一届研经营也能

西，当我看见营员们

顺利举行，激励更多人来一起学习查

十分享受营会的过程

考圣经。谢谢。

时，我真的很感谢神
的带领，让我们付出
的努力没有白费。

林瑞隆
南大生物工程系
第一年

除 了 筹 备 营
会，我和其他筹委
同时也是研经营的
追随者·2019年5月 │ 3

校友聚会报告

感

谢主的带领，于3月8日

此外，每个月校友们会有一个星

一次的闹市中的灵修，会在6月8日

进行了本年度第一次校

期六早上到市内各繁忙地段中寻找幽

早上8点在Esplanade MRT Exit F集

友查经，适逢妇女节，我们查考圣

静处，进行“闹市中的灵修”，盼望

合，诚邀各位校友一同来思想上帝的

经中不为人熟悉的妇女—寡妇利斯

大家在忙碌的生活环境和节奏之中，

话语。

巴的故事（撒母耳记下21：1-14）

仍能找到安息之处，一起来到上帝的

。在民族大义、在上位者的权力斗争

殿中，互相支持、默想、祷告。下

林国宏干事

之下，渺小又毫无影响力的利斯巴，
她失去一切，却透过她在末路中的坚
持，以其唯一剩下的力气和尊严，去
守护别人可能看为小但却是她生命全
部的事，最后竟能间接地成为拯救其
国家的关键！这寄语在职场上的信
徒，在“小事”上忠心，在绝境下仍
然有盼望，我们对信仰的坚守并非徒
劳无功，相反，可能会得主大大使
用，慢慢改变周围的人和事。

《诗经》讲座报道

在

3月11日傍晚，南大校友

知半解”的领域。我们常听到“窈窕

被牵引，而我们也乐得当专心的学

谢月馨姐妹带领我们进

淑女，君子好逑”，读“好”时都是

生，一字一字地读下去，孜孜不倦。

入《诗经》的世界。一个简单的分享

以第四声，但其实应当是第三声。月

每一首诗背后带着当时的文化，

却引出许多大家以为知道却其实“半

馨姐教导的功力使我们一首一首诗地

使我们这些现代人“茅塞顿开”。早
在我们的“华人世界”已经就有向“
偶像”的马车投木瓜的“追星”行
为。借着诗的表达，进一步认识这些
夸大的行径，不是现今的人才有。还
有就是：“逃之夭夭”，原来取自《
桃夭》的“桃之夭夭，乍看还以为古
人错别字了，殊不知井底蛙其实是我
们自己。引颈待盼接下来的讲座！
赖斯强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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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基督徒校友团契2018年退修会侧记

--聚真情，话真意，传承信仰，南大情
(这篇文章曾刊登在上期南大通讯，不过已稍作修改)

校

友期盼的二年一度退修

不是出身南大的

会，不知不觉在欢愉的

他，可是对南大

氛围下落幕了。三天二夜的相聚，承

团契的历史，如

载着跨越老、中、青三代，在主里浓

数家珍。他带领

浓的情谊。今年赴会者共有40位，

大家走入当年在

其中以年长者居多。年长的兄姐们，

南大团契生活的

尽管岁月苍老了他们的面容，衰弱了

印迹，激励大家
重新对信仰的反
思、尤其在困顿
不稳当的时刻，
他们的体魄，可是心依旧是那年的

仍要全然的顺服，让生命彰显神更大

心，情依旧是那年的情。大家忘了年

的荣耀......

龄，与年轻一代的弟妹，儿孙辈们共

分组讨论时的聚真情，话真意；

同体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

游戏时的欢笑声；餐桌上的融洽交

美，何等的善！”

流，为的是传承——传承我们的信

聚会现场，处处看到大家因久别
相逢，眼中流露出依旧是当年相见的
喜悦和兴奋。老友相聚话从前，往事
成了一首悠远的歌。
主题讲员是年轻的林国宏干事。

仰，传承我们对南大校友基督徒团契
的一份真挚情意。
郭芬珠
南洋大学校友
10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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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理工学院应毕生感言

要

学会把想法搁在一边，带着谦卑地态

简单地描述我在校园团

校园团契里有来自许多不同教会

契的日子，就好像一个

的弟兄姐妹，各自都有不同的背景。

小孩认为自己所看到的很多、懂得也

而就是因为这样，使我对其他教会有

曾经有一位干事说，做事情很容

很多。而到头来是自己沉浸在自己的

更深一层的认识。透过查经、好玩的

易，但要正真地体会到背后地意义并

世界里，因为还有很多的事情是你不

节目我们有机会向彼此分享、交流以

且享受与神的同在就是截然不同的事

知道的。

及鼓励。记得我刚接受团契里的事奉

情。所以当我们感觉力气用尽，灵命

时，对自己似乎很有信心会把事情做

枯干时，记得团契里有一群与你一起

好，并且在时间安排上也会处理地很

奔走天路的弟兄姐妹们来扶持你。不

妥当。但是，神总是把我们放在另一

要忘了天父也一直与你同在。

度去学习。

角度来看到自己的不足。我怎么知道
的呢？就是当我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
并且提出来我的观点时，弟兄姐妹和
干事就会以另外一个的观点来反问我

杨紫云
新加坡理工学院策划管
理三年级

使我更进一步去思考。来到团契，我

义安理工应毕生感言

三

年在理工学院求学的日

试着带读经等活动，我就去尝试。过

子的里，我觉得自己有

了一段时间，有契友问我想不想当职

了蜕变。这三年，团契是我唯一参加

员；想不到我还当了两年的职员，在

的课外活动。我来自马来西亚。一个

两种不同的职务上服事。

人初次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刚入学

第一年当总务的时候，我吊儿郎

的时候，其实我选择了很多个课外活

当地过。那个时候，绮芸是团长，常

动。可是，学业太繁重的缘故，所以

常会提醒我忘记做的事，开会要注意

我只参加了一个课外活动——校园团

的，要记录下来的。可是我常常只听

契。

不记，不知道她有没有被我气死。第

留在团契是因为这个团契的成员

三年的时候，我是秘书，因为知道这

很热情。刚刚开始的前半年，团契生

个职务的重要性，所以一开始接受这

活过得懵懵懂懂。有时候学长姐让我

个职务的时候，就给自己设下了目
标——改变自己，专心开会，合理地
安排时间。最后，我成功了达到自己
设定的目标。也因为在这个职务上服
事，我养成了常常按时做事的习惯，
学业与课外活动都没被耽误。相反
的，我自己还很满足。最后，我最感
恩的是，在我考试或遇到困难时会祷
告；结果，事情都顺利
解决了。
刘菁燕
义安理工护理系
应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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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马锡理工应毕生感言
感

谢主！三年的校园团契
生活充满主的恩典。我

第一次听到在理工学院有校园团契是
我哥哥告诉我的。他和我分享校园团
契能够使我在理工校园的生活更有意
义，不但能够交到新朋友，与他们学
习也能听到主的话语。我犹豫了一段
时间终于决定参加校园团契。
记得我刚进入校园团契的第一
天，我十分兴奋和紧张，因为我不认
识任何人也好奇团契是否跟哥哥说的
一样那么的美好。一进入校园团契
里，我就待了三年。这三年在校园团
契里，我学到了许多圣经的知识也
经历了神的同在和供应。我学到了

感受到了家人的爱和关怀。我们的团

宾短宣。这一次的经历很特别。因为

要怎样用归纳法OIA（Observation,

契生活除了在校园里度过也到贵兴干

我们除了学习团队精神和彼此服侍，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来

事夫妇的家及Simon老师的家。学校

也学习到怎么用动物的粪便做花草树

阅读和了解圣经。再来，校园团契也

假期的时候，我们都会去干事的家团

木的肥料、制作香蕉饼干和花瓣的卡

让我学习和体验到要如何带领敬拜和

契，一起敬拜赞美，聆听神的话，玩

片。我们还参加了几间教会及学校的

举办活动。最重要的是校园团契让我

乐和享用晚餐。在特别的日子，像是

活动。透过这些活动，我们有机会与

过新年，我们也

当地的居民互动交流。我也很荣幸被

会去Simon老师

选上分享关于信心，试探和罪的主

的家一起团契。

题。

去年，我们

感谢神使用我做祂的器皿使每个

也因为上帝的恩

人都听得懂我所分享的，也各自有所

典得以与新加坡

领受。菲律宾短宣结束后，代表着我

理工校园团契一

在校园团契的日子也差不多告一段落

起去士古来短

了，因为我要毕业了，贵兴干事夫妇

宣。感恩的是，

也要回去美国了。虽然很难过也很担

我们能够把在团

心校园团契未来的发展，但我深信主

契里所学到的都

的恩典够我们用。新的干事会更好的

应用在当地的事

带领团契，团契不但在人数上也在灵

工上。在士古来

命上也会越来越兴旺。愿主也祝福即

教会我们带领了

将进入职场的我能够不忘记在团契里

儿童、少年人，

所学到的，继续与主有亲密的关系，

以及大人的崇

常常读圣经，歌颂主，也能够抽出时

拜。很感谢主让

间回去校园团契。愿荣耀尊贵都归给

我们学习侍奉主

上帝！阿门！

与人。因着主的
恩典，我们今年
三月二十六日至

罗奇惠
淡马锡理工幼儿教育
（应毕生）

四月八日到菲律
追随者·2019年5月 │ 7

联合大学
应毕营预告
不

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火锅爱好者？
有些人爱吃火锅

或许是因为我们可以
自由的加入自己爱
吃的料，而且又
能够慢慢的品
尝一系列的美
食。
如果火锅的
锅是我们的职场，
料理是我们在乎的“
升职加薪”，“业绩”，“老
板的夸奖”，“同事的眼光”等，目前的我们
最想捞到的是什么呢?

沉浸在如此多样化，每

天忙得没有时间好好的“为我们的未来或永恒
做打算”的状态中，我们更加的要停下来为我
们的永恒“做打算”。
呼吁每一位应毕生和校友参与今年5月24至
27日在Changi Seafront Chalet A举行的联合
大学应毕营，本次主题为《海底捞箴》。盼望
我们在这次的营会中学习操练安息，等候，信
靠，顺服。求神让我们每时每刻最想要捞的是
祂的箴言—神的话。当我们的未来像雾一样弥
漫，如同在雾中航海时一样的焦虑，迷失时，
愿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指南！
若你们不能参与营会，也欢迎你们出席星
期六（26/05/2019）的聚餐和座谈会！今年座
谈会的主题为：关系。我们邀请了毕业自各校
园和不同年届的校友分享他们在毕业后与神/家
人/同事/朋友的关系中所面对的挑战，以及他们
如何去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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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谁在水边养斑点羊》

认

识张文亮教授是因为他的作品名总是古灵精怪，让人充
满好奇。“为什么《创世记》里记载上帝参与生产斑点

羊的篇幅，竟然比记载创造天地的篇幅更长？”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我去年买了这本书。直到2018年即将跨2019年那段期间，才突然
阅读这本书，没想到竟然成为我跨年反省的材料。
这是作者在美国带领《创世记》查经时关于雅各生平事迹的笔
记。结合他在生活中发生的大小事和对科学的理解，让我对圣经对
雅各的记载有更深入的了解。并且，上帝透过作者对雅各的经历的
反思提醒我对祂诚实，承认我肉体的需要（创28：19-22），相信
祂没有忘记我们的祷告。（创31：13）。
最后，这本书里的分享浅白易懂且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使
读者容易进入雅各所面对的情境里，体验上帝当时一步一步的带
领，实在适合各年龄层的读者阅读。
吴欣蒂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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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宣教日分享

校

园使命宣教日在三月十四日在FES
Conference

Room

举行。主题是FOJI-

（Fear of Joining In），跟往年不一样的是今年以体验
式的方式进行。参与的人数约70位，其中约30位是校友
和干事们。

体照。

宣教日这个节目对我来说非常具有意义，我很高兴

那 是 一

可以参与其中。游戏和活动都计划得很好。首先，我们

项十分有

被要求在世界地图上写下自己对东亚各国的印象。然

挑战性的

后，我们玩了一个游戏，叫出彼此的名字，无法及时叫

任务，因

出下个名字的就得‘受惩罚’。游戏结束后，我们按照

为跨文化

彼此被叫名字的次数跟着地上画好的格子走相对的步

交流非常
艰难。我问
自己：我们
真正的目的和出
发点是什么？出
发点将影响行动
和表现。我并不
只想达成拍团体
照的目的，而是

数，然后观察我们整组人之间的差距。反思问题也让我

要深入地认识‘村民’，并且跟他们交朋友。单只拍团

们去思考，我们似乎习惯性的会叫一些 人 ， 忽 略 一

体照将使宣教起反作用，宣教的核心应该是为了认识他

些人。被叫到的人到底希望被叫吗？没被
叫到的会觉得被忽视吗？带着这样的反
思，我们去到了下一站。
来到第二站，我们就为之前的世界

人，然后才带领他们认识耶稣基督。
我自己在教会里也参与
一项义工活动，专注于问题
少年。‘阿狗村’就让我想起

地图活动里的一些国家代祷。这一站的

那些问题少年，我在那间宿舍

内容包括了之前我们写下的印象和那

的目的是否只是单单做义工，

些国家的一些真实状态。不像我们平

还是要真正地认识他们，成为

常对这些国家的基本知识，我学到了

他们的朋友呢？

应该关注其他国家的需要，尤其是那些不起眼的，

当晚的宣教日，我获益良

也同时扩展我对这些国家的认知。最后，我们前往‘阿

多，并且深受内心的挑战。每一项活动和游戏都经过周

狗村‘这一站，收到的任务就是要跟那些‘村民’拍团

详的筹备工作，也实行地非常有条理，对宣教息息相
关。我会牢牢记住这些经验，并以它们为鉴，使自己对
他人尤其是非信徒的互动加以改善。
杨文轩
SIM UOL 会计与金融系
第二年
梁语轩整理
SUSS翻译与口译系
第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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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干事的话

休耕：一甲子的学生事工，未完待续

在

FES庆祝学生事工迈入一
甲子的时候，我们决定以

三年的时间轴来帮助我们制定未来的
方向：休耕（2019），耕犁（2020
），播种（2021）。由于对农业名
词不熟悉，在这之前我几乎没听过“
休耕（fallow）”这一词，直到我查

着，能够使我的工作有成果”（腓1

如毕德生信息版圣经里的对歌罗

了字典才知道这是指让土地荒芜一阵

：22a）。休耕对痴迷于产值的我来

西书1：10-11的理解，我们需要不

子。当我再去翻查圣经里对“休耕”

说太违反常理了。

断地学习上帝是怎么的工作，那么我

的解释时，我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收

当更深地反思时，我意识到产值

们就可以学习怎么做手里的工，以至

获。

和丰盛也许对我和FES事工来说是最

于我们可以在这长久的路途上持续得

一个没有产值的季节？

难舍弃的偶像——服事和接触更多的

力。

“六年之内你要耕种田地，收取

学生和校友，更多的活动，更多的节

聆听的功课

地的出产；但是第七年，你要让地歇

目，更多的影响力，更多的事工合作

除此以外，当我们在等待神在我

息，不耕不种”出23：10-11a

等等等…虽然不容易注意到，其实比

们里面动工的时候，我们相信今年也

起依靠上帝，我们更依靠的是我们的

是“寻求耶和华（Hos.10：12）”

经验、系统和我们对成功的衡量。

和聆听的时候。

上帝在律法里命令以色列人在第
七年的时候休耕是为了公义和恩典。
休耕的重点是“使你民间的穷人可以

渐渐的，我们忘记了上帝才是“

在这喧嚣的世代里，比起表达，

有吃的；他们吃剩的，田间的野兽可

土地”的拥有者，祂有祂的主权。不

聆听的操练是罕见且“不时尚”的。

以吃；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这

管休耕的日子里看起来多么的贫瘠，

可是相反的，聆听神和彼此聆听却是

样作”（出23：11）。换句话说，

我们要学习的是，让“土地”完全的

贯穿整个圣经的命令。

上帝挑战他们体验“没有产出的季

休息和走过这个“毫无产出的季节”

迪特里希·朋霍费（Dietrich

节”是为了那些被忽略和被剥削的

是上帝教导我们依靠祂的其中一个方

Bonhoeffer）说“正是因为神爱我

人。我们的上帝是多么的公义和满有

法。

们，所以祂聆听我们和我们的祷告”

慈爱啊！

补充营养，重获肥沃

，所以聆听神和祂的话是我们爱祂的

为了回应上帝心意而休耕的今

我很喜欢Ken Chitwood在他的文

表现。同样的，我们在学习彼此相爱

年，如何确定这段休耕期可以使那些

章《公义里的关键成份：休息》（A

的时候也应当学习聆听。事实上，迪

在我们当中“被忽略和剥削的”得着

Crucial Ingredient in Justice Work:

特里希也指出“谁不再聆听他的弟

益处呢？在FES的事工里，谁是那些

Rest）

兄，他很快就不会听神的话了。”

本该被祝福、照顾却被忽略的人呢？

“让一个土地休耕…是一个农夫

因此，FES今年会踏上聆听之

我们可以做什么使到这些人“可以有

让土地能够补充营养和重获肥沃最

旅，聆听我们事工参与者——不管是

吃的”呢？

好的方法。它也阻止了土地受到侵

学生、干事、校友还是教会的声音。

蚀——植物的根部可以自由生长以至

透过聆听的操练，我们祈求上帝供应

于可以在风雨中防止水土流失。”

我们足够的养分，好让FES可以经过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休耕的概念
并不吸引我。休耕是不是意味着这一
年上帝要我们什么都不做呢？这听起

换句话说，在休耕的这年里，我

来又慢，又停滞又没产值。难道耶

们得以休息并且相信上帝不止会用“

稣不是在安息日也医治病人并且挑

路上用的食物（创45：23）”来喂

战那些逼迫祂的人说“我父作工直

养我们，祂也会滋养我们的韧性，使

郭志励总干事

到现在，我也作工”（约5:17）？还

我们在未来面对风雨的时候得以忍耐

吴欣蒂姐妹翻译

有保罗的信念“如果我仍在世上活

到底。

一甲子之后，仍然持续地耕犁学生事
工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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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大学团契报道

南

大团契（NTU

CCF），

有了简短的自我介绍，而划拳后胜者

当中彼此给予鼓励和建议，各校园互

国大团契（NUS CVCF）

将带着输的人继续向其他人介绍，直

相学习，满满的收获。

和新跃大学团契（SIM/SUSS CCF）

到所有人排成一条直线。场面乱中有

最后学生以年级分组，即大一至

于三月七日（星期四）在新加坡国立

序，勾起学生们儿时的传统玩意，不

大四的学生个别分组。在组别里分享

大学（NUS）进行了学年第二次的大

亦乐乎。第二个破冰游戏为“倾向选

各自所面对的喜乐与困难，彼此代

学联合聚会。

择”，荧幕投出不同的二选一选项，

祷。同个年级的思维频率以及所面对

此次的聚会由敬拜赞美开始，合

让契友们在两个选项中选择自己平日

的担忧接近，彼此更能够感同身受，

一的敬拜增添团契的属灵气氛，让不

的习惯，更多认识彼此的同时，也更

并为此祝福和祷告。

太熟悉的彼此也像是在同一个家庭

加认识了自己。

里，极其温馨。

感恩此次短短的聚会，满满的收

破冰游戏后，所有学生分成了四

获。期待下一次的联合

接下来进行了破冰游戏，游戏为

个组别，由各校园团契的团长上前分

聚会！

最传统的“剪刀、石头、布”，为了

享自己校园里的牧养和布道的服事，

让彼此有更多的认识，在两人划拳前

再由各小组里详细分享与讨论。过程

罗毅良
南大土木工程系(第三年)

2 018年 12月 - 2 0 1 9 年 3 月 财 政 收 支 报 告

2018年12月

2019年1月

2月

3月

2019年1-3月

■ 收入 (S$)

69,093.13

46,203.00

29,360.59

19,215.64

94,779.23

■ 支出 (S$)

64,411.27

34,752.02

32,289.01

31,826.15

98,86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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