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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您分享这段见证是为了印

证这段话——“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

承担甚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

出于神”（哥林多后书3：5）。曾

有人在总干事委任仪式上送我这个写

着这段经文的礼物，至今它仍摆在我

的桌上。

我 相 信 这 段 话 也 印 证 在 F E S

的财务状况上。每年我都寻求可以

确保同工们拿到一个月的常年工资

补贴（AWS）。为此，我们需要

为三十位同工（包括七位华文组的

干事）共筹集12.5万元的奉献。如

果神感动您参与，请在奉献的时候

注明“For Staff AWS”，奉献方

式请参考：https://fellowship.sg/

participate/support-us/ 

在这空前的疫情和其所带来的

经济萧条，我们恳请您继续支持我们

的事工，好使我们的同工可以培养“

一个像基督的领袖群体，在校园、教

会和社会中成为光和盐，并荣耀神的

名”。

郭志励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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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干事的信

当我在2009年被委任为总

干事时，我求上帝两件

事，我当时想，有这两件就足矣。第

一件事是，有坚定的勇气做对的事；

第二件事则是，有智慧去做正确的决

定和行动规划。

然而过了几年之后，我意识到

有许多的倡议和变化都需要时间去实

现，我需要持之以恒才能完成。有

人曾经告诉我说，“做事要有始有

终。”，于是我求上帝第三件事——

忍耐。

再后来我发现，虽然我可能持

续地服事，但我也许只是勉强自己完

成任务。于是我求上帝第四件事——

喜乐。尼希米记8：10说“因靠耶和

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的

确是这样，喜乐坚固忍耐。

在我担任总干事的最后几年，

我求上帝第五件事——让我在现实的

打击，事情未尽人意之后，仍心怀盼

望。我盼望，是因为相信上帝的大

能，相信祂掌管全有，使所有的事各

按其时，成为美好。

现在，当我回看过去担任总干

事的十年，我可以证实上帝是勇气、

智慧、忍耐、喜乐和盼望的供应者，

祂使我从不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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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再一起服事！

讲员当天的分享主题是《成功

秘籍》。我当天最有印象是当讲员提

到摩西的一生时，他把摩西在世上的

前四十年比喻成我们现阶段的人生。

我们就好比摩西一样，在埃及（新加

坡）接受最顶尖的教育，学习一切的

知识。而在接下去的四十年当中，神

让他到旷野中，为的是要造就他，训

练他，塑造他成为一个合适的器皿。

这让我反思了我人生最终的目的是为

何？我们应当如何在我们剩下的人生

中，能够成为上帝使用的器皿，以致

我们也能够像摩西最后的四十年那

样，被神蒙召，作神的工。

谭家俊
南大信息工程与媒系

第二年

分享一

南大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

在10月13日时举办了

20/21学期的第一场福音聚会——《

成功秘籍》，也是我们这个学期第一

个实体聚会。这次的讲座主要围绕并

讲诉了何为真正的“成功”，目的是

想要让观众了解上帝眼中和世俗所定

义的“成功”究竟有何不同。福音讲

座当天总共有三十位出席者，其中包

括了五位新朋友以及三位与我们同步

在线上看直播的朋友们。疫情的来袭

大大影响了我们团契活动的进行方

式。对于团契事奉还不是很熟悉的我

来说，要举办一场这样的讲座是非常

有压力的。所幸的是，在活动的筹划

过程中，身边有一位非常可靠的伙伴

（芷欣）和我一起同工，一起计划和

协调整个聚会。我很感恩上帝这几个

月下来的眷顾和引领，得以让福音聚

会能够顺利地进行。

陈牧师分享说成功应该是用自

己付出或牺牲多少来衡量，而不应该

以自己所拥有的来定义。我们如何正

面地影响身边的人就能够证明我们有

多成功。我认为这样的确比用名利及

财富等成就来定义更加的合理，且更

有意义。我希望在自己的人生里能够

用我的行动去造就别人，也希望在自

己的性格上能培养出值得让别人想模

仿的好属性。

蓝茁懿
南大心理学系

第四年

分享二

我是 家 俊 ， 这 次 福 音 性

聚会敬拜赞美团的钢琴

手。由于疫情的关系，这次聚会的敬

拜赞美并不是现场的，而是预先录制

好的。我个人在新加坡进行阻断措施

之后，有在我的教会（圣雅各堂）进

行过几次类似的主日敬拜赞美的录

制，因此在录制方面是颇有经验，也

能够帮助一起服事的弟兄姐妹尽快的

熟悉整个录制的过程。

我很荣幸也很开心能够参与敬

拜赞美，与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服

事。毕竟阻断措施实行之后，团契就

改为线上进行了、因此这是我们难得

见面的机会。上次能够在团契参与服

事已是上学期的事情了，因此我更珍

惜与弟兄姐妹一同服事的这个机会。

透过这次的服事，我们之间的关系也

变得更加的密切了，非常期待以后都

南大南大

福音性聚会福音性聚会

分享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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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带给我们比较多压力和需要协

调的事，但是神是我们的供应者，祂
保守了整个聚会过程，无论是网络和

科技，或是讲员与传译员的配搭。

我们也感谢神带领六七位新朋

友出席这堂讲座。听了Raphael弟兄

的分享，其中一位新朋友也在问题解

答环节中问了问题。虽然我们通过网

络无法认识这几位新朋友，听他们的

回应，但是我们相信神的话必不徒然

返回祂那里，却要成就神的旨意。

疫情和阻断措施拦阻了团契的

实体聚会，却不能拦阻神的话和福音

的前进。愿神继续通过各校园团契显

明祂对世人的爱，使万民归向祂。

陈劼劼圣
理学系，主修数学

第二年

分享三

同性恋议题近年来越来越

受人关注，在教会里的

基督徒也对此看法不一。感恩听到

Raphael Zhang在国大团契里的分

享，叫我能够再次坚定我对上帝的信

心。

当人们都热衷于是非对错时，

他提供了另一条思路：创造我们的天

父，设立婚姻的主，是如何设计美好

姻缘？祂的旨意不是要我们结婚生

子，或者要我们单身。祂的旨意是幸

福美满的家庭生活或单身生活。祂的

命令从来都不是为了限制我们的自

由，而是为了保护我们，赐给我们丰

盛的生命。一些看似莫名其妙的东

西，当中或许有上帝美好的旨意。

叶瑞凯
理学系，主修数学

第一年

分享二

同性恋对很多基督徒来说

是个非常难针对的一个

问题。在这次的大组活动，非常感谢

有Raphael来带给我们许多不一样的

看法，让我们能够以新的态度看待同

性恋这问题。

Raphael在他的分享当中给了我

们不少的提醒，特别是关于爱，关于

从神而来的爱，也关于我们怎样能在

我们的行为带出这爱。神给我们的命

令，是因为爱；跟随神的指示，是为

了带给我们更多的美好，也能把荣耀

归给神。Raphael也分享了对于同性

恋者，我们在言语行为上应该保持的

态度，如何以上帝的真理来把祂的爱

带给他们。

让我们来以生命来

传达神的爱。

林欣宇
生物医药工程系

第二年

分享一

新加坡在阻断措施第二阶

段时，各个团契仅限于

通过线上会议来聚会，有些以往面对

面布道和传福音的途径无法进行。随

着学生们越来越适应通过线上会议上

课和交谈，团契也有了新的管道来在

校园里传福音。

2020年10月22日，国大团契举

办了一场对外讲座，讲题是《基督

徒如何看待同性恋》。团契邀请了

Focus on the Family Singapore的

Raphael Zhang弟兄分享。身为一位

曾经认为自己是同性恋者的弟兄，他

分享了自己的生命经验，也在其中分

享了圣经对婚姻和家庭的教导。

当关于同性恋的讨论在新加坡

越来越普遍，基督徒向社会宣扬神的

爱和真理更显得紧迫。团契借着这难

得的机会，以双语举办了这场讲座，

希望让校园里更多的学生愿意出席。

国大福音性聚会分享国大福音性聚会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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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一）

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参加团

契，神做事情总有祂的

旨意。虽然疫情使我没办法回到我

的国家，但是也让我能够认识到这个

团契。我在这次营会中最大的收获就

是，学习的合一的重要性。尤其是在

玩游戏的时候，虽然大家都是不同的

团队，但是还是决定一起合作来通过

游戏关卡。

我也很喜欢敬拜和早晨灵修，

虽然要早起有点累，但是我享受彼此

一起分享一起讨论的过程。在斯强干

事的分享中，我也更加理解什么是合

FES华文组始于1970年，当

时FES的总干事是已故孙耀

光医生。在这五十年间，有数次我们

FES华文组五十周年

大家庭聚会报道

都以为华文学生事工无法继续下去

了，例如：教育部停办华校并推行

双语政策。所以，可以将华文学生事

工延续至今，点点滴滴都是上帝的恩

典。

今 年 大 家 庭 聚 会 的 主 题 是 《

传》，意即传承。它准确的描述了华

文学生事工何以延续——一代传承给

一代，一个校园传承给一个校园，学

生传承至校友。这是工人们持守呼召

他们的上帝的善工的方式。当天晚

上，林德平博士的勉励也提醒我们，

把每一个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三大特

色：福音性，完整的布道性还有真正

的学生自主。

这次聚会不只有学生和本地校

友，同时也有许多年无法出席大家庭

聚会的海外校友一起上线参与。五十

周年的大家庭聚会虽然没有如我所设

想的方式举行，但仍然是我会记得的

一次聚会，是我会献上感恩的一次，

因我期许在对上帝的顺服中会有更多

的里程碑。

赖斯强干事

吴欣蒂干事翻译

时间：2020年9月11至12日

出席者：6位

Zoom线上会议

SIM迎新营2020年分享

一，还有它的重要性，例如：教会的

领导人必须同心合一来祷告才能完成

神委派的使命。假如大家都不合一，

是很难完成一件事情的。

我 感 恩 能 参 与 到 这 两 天 的 营

会，让我从中收获不少，也感谢筹委

们的努力筹划，你们辛

苦了！

李侑龙
SIM UOL会计与金融系

第二年

时间：2020年10月30日·出席者：近180位·Zoom线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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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三）

这是 团 契 第 一 次 有 迎 新

营 ， 而 且 是 线 上 的 营

会。起初我很紧张和疑惑，因为第一

次的营会竟然是在线上。当时有两个

问题浮现在我脑海中，首先是营会会

好玩吗？因为在我想象中带领线上游

戏会有多限制，而且对很多人来说这

也很陌生。不知游戏会不会很闷，给

人不好的印象。其次是我很担心整天

看着电脑，会不会很累？出乎我意料

的，游戏都很有新鲜感、很有趣、好

玩。

营会在短短两天一夜就结束，

我十分希望营会能延长一两天。在

营会中，我也从讲员的分享当中学习

到，休息在我们忙碌生活的重要性。

我和弟兄姐妹也有了更好的认识，盼

望明年能再次有这营会！

洪俊豪
SIM UOL 商业分析和数

据科学系 
第二年

分享（二）

很开 心 有 机

会 在 九 月

时，可以通过网络认识

更多弟兄姐妹和学习圣

经的话语。虽然是在线

上进行迎新营，但因大

家 都 很 愿 意 分 享 和 交

流，所以我也参加得十

分投入。

两天一夜的迎新营

节目很丰富，不仅有玩

游戏认识彼此的时间，

还有灵修和干事分享的

时间。其中，让我感触最深的是聆

听干事分享如何做神喜悦的儿女/团

契。

由于疫情的影响，很多活动譬

如上课，崇拜或团契都转为网上进

行，整天待在电脑前使我忽略了跟神

亲近的时间，因而对神失去平安和信

心。分享的内容提醒我在忙碌和忧虑

的生活中更应该向神祷告，诉说我的

软弱，求神介入，在神的里面得享安

息。

除此以外，干事也分享到应从

自己开始改变，在生活中用心灵和诚

实敬拜上帝。我也学习到不应过于享

受安逸，应背起十架，活出对神的见

证，用我们的生命影响更多生命。我

在信主后觉得最困难莫过于持续顺服

于神，与弟兄姐妹合而为一和携手同

行。干事的分享让我明白我的眼光应

从自己的身上移开，学会通过与弟兄

姐妹更多的沟通，一同学习仰望神的

恩典的信实。

愿 神 保 守 每 一 位 弟 兄 姐 妹 的

心，时刻被圣灵充满，以感恩的心看

待生活中的一切，谦卑顺服神的带领

和珍惜与肢体的关系，彼此守望和扶

持。

姜凯琳 
SIM RMIT国际物流及供

应链管理系
第二年

分享（四）

Hi！我是迎新营的营长。

原先我们的计划是筹办实

体营会，因为情况不应许，我们就将

它改成了线上营会。感谢主，虽然我

们在最后临时做了改变，神也带领我

们走过这个挑战，同时带出了营会的

信息。

这个营会的主题是《在疫情底

下做神所喜悦的儿女》，目的是我们

希望提醒学生在新常态下该如何做神

喜悦的儿女，并在弟兄姐妹的同行

下，在各方面活出荣耀神的生命。这

也呼应了团契今年的主题——《从心

合一》。

营会的节目包括讲员分享、灵

修、敬拜赞美及个人和团体游戏。透

过这些的节目，营员们可以学习如何

过个人与团体的生活，增加对彼此的

认识，也让新生们了解在校园里有弟

兄姐妹扶持一起走过学生的生活，以

及帮助他们如何在灵命上的成长。

感谢主，我们可以在忙碌的生

活里，有额外的时间来筹备这个营

会。感谢主，用祢所赐的爱让我们磨

合，彼此学习与包容，也让我们看到

祢的荣耀在各方面彰显。求祢的爱来

充满团契的每一人，也在校园里各个

角落。

阿门！

刘美艳
SIM-RMIT营销系

第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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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Normal, Better MeNew Normal, Better Me》》
系列讲座分享系列讲座分享

分享二

《生产忠仆：有关基督徒身份

与生产力的一点反思》

我们大概不会，或很少会把“

生产力（Productivity）”，这样一

个职场的惯用词，套用在教会的事工

上，或把它列为教会的用语；思想它

与基督徒的身份，更加是我们很少会

去触及的。

很高兴看到FES安排这一系类

以英语主讲的职场系列讲座《New 

Normal, Better Me》，让一群初出茅

庐，刚踏入“社会大学”的小子们，

可以去思考基督徒在职场的责任、身

份以及价值所在。感谢主，仍然有

FES的同工在这类事工上坚持委身。

我在想，在分组讨论的时候，把我这

国大团契的“老校友”分到“青春活

泼”的一组，会否让这些新校友觉得

有压力？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带给他们

一些思考。

生产力（Productivity）——一

个在教会极少听到的词，特别是传

统 教 会 ， 大 概 会 觉 得 谈 论 它 很 世

俗。讲座一开始，讲员让我们定义

这个词，我脑海里很快呈现的答案

是：“precise(精确)、on time（准

时）、practical（实用）”。这些特

质，大概就是在一个重效率的时代，

一个成败论英雄的社会，尤其在香

港、新加坡、吉隆坡这些高度城市化

的地方所注重的。基督徒如何从自己

的身份，思考‘生产力’，换言之，

到底基督徒如何看待生产力？是这次

讲座<Productivity Identity>的主要信

息。

基督徒必须认识优先次序，讲

员以我们熟而能详的，马大与马利亚

的记载，让我们思考这一环。确实，

我们很多时候就像马大，忙得不可开

交，自觉自己爲神做了很多，到某种

地步，失去了自我。我们以“忙”

分享一

很感恩FES在疫情的这段期间

举办《New Normal, Better Me》（

新常态，更好的自己）讲座。透过

这一系列的讲座，来自不同领域的成

功人士分享他们毕业后在职场上的心

路历程，他们如何依靠神，听主的声

音，回应主的旨意。他们真诚地分享

不同的课题，例如：呼召与工作、

时间管理、金钱管理、基督徒的身

份、Virtually Together，给予刚踏入

社会工作的毕业生很好的指引；同

时，也给予工作多年，忙忙碌碌的弟

兄姐妹一些提醒与反思的机会。讲座

过后，参加者也会在zoom分小组讨

论、分享和祷告。

透过这一系列的讲座，我得到

了很多的提醒，也学习了很多。在忙

碌的工作当中，停下脚步来反思生活

课题，是否在家庭、职场以及教会里

，以“效率”来凸显我们的存在，“

我忙故我在”。“上帝真正要的是什

么？”，恐怕我们已经忙到不会去思

考了。

这个讲题，让我这个有点历练

的，今年刚进入不惑之年的“中亨”

，也有不少思考的空间。作为基督

徒，也应当讲求生产率吗？上帝真的

看重这一些吗？我承认我们必须认

真、严肃地看待自己的工作，不论是

职场或教会事工，但我们也许也无形

中将一些世俗公认的，特别是“重结

合主心意？身为基督徒，我们又该如

何在剩下有限的年日里荣耀神？   

梁凤仪 
国大校友(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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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三
《New Normal, Better Me》是

GCF与FES联手为刚进入职场的毕业

生举办的一系列讲座。在讲座中，有

讲员分享、难题解答和小组讨论，让

彼此能交流在职场上的经历，更激励

大家一同寻求主心意。每一次的参与

都让我对工作有许多的反思。

有 一 次 ， 讲 员 分 享 到 “ 效 率

观”不该由公司或老板决定。公司常

以升职加薪奖励在短时间内完成许多

工作的“高效率”者，但在基督徒的

效率观中，所谓的“低效率”，不是

做得少，而是忽略了主托付给我们更

重要的责任。因此，基督徒工作者的

效率观常带有张力，并需要有适当的

取舍。若我们为要在职场上成为“高

效率”者，以致忽略了主同样看重我

们在教会和家庭生活中有委身，在

主的眼中，这仍为“低效率”。这提

醒了进入职场几年的我，必须紧紧连

接于主的肢体，抓紧那永恒的眼光，

好使我不会因完成主没有要我完成的

事，而忽略了主要我完成的事。

同样的，无论你是职场菜鸟，

或已工作多年，都鼓励你参加。相信

这系列的讲座都叫你受益。愿你我都

能一同当讨主喜悦的基督徒职场事奉

者。

张颂宇
国大校友(2017)

果、轻过程”这一套，带进教会，然

后自以为自己能为上帝的国建功立

业、开疆扩土。上帝的国，是上帝自

己亲自建立的。我们要做的，就是确

保自己在岗位上忠于所托，按照圣经

的原则，而不是自认为真心诚意或天

才创意，来敬拜事奉神，宣扬祂的福

音。事奉的结果如何，神自有美意，

无需我们操心。

在耶稣的比喻里，那个被责备

祂又懒又恶的仆人，非因为他的业绩

不如那二千、五千银子的，而是对所

托的，抱持错误的态度。上帝看重的

是我们的心，看我们是否按照祂的旨

意，即圣经的教训行事，而不是我们

完成得有多出色。 

叶定

国大校友(2004)



8│追随者·2020年12月

告后，竟然奇妙地化解了，真的很感

谢神。也感谢神让我从中认识到能

陪伴我同行的弟兄姐妹们。当中的

学习，以及多读圣经和查经方法的提

醒，真的很宝贵。我们要先预备好自

己的属灵生命，才能向非信徒传福

音，传讲神的道。最后也感谢神让我

有好好休息的时间，让我在开学的当

儿，仍然能休息，为新的学期继续奋

斗。

梁信全
义安理工商业科系

第一年

日期：2020年10月12日至16日

参与学生人数：23位

Zoom线上会议

分享（一）

2020年真的是多事之秋（

秋要变年了，哈哈）。但

是，正因为是变化莫测的一年，我才

更加需要依靠神。透过筹划研经营，

我再次经历了神的恩典。当我们交托

给神，让祂掌舵时，万事都会按部就

班的落成。

研经营当中的一些冲突，在祷

分享（四）

大家主里平安，感谢神再

次让我有机会以筹委的

身份与其他弟兄姐妹一起事奉，这也

是我第三年参加研经营了。由于今

年疫情的关系，我们无法聚在一起

营会，转而在线上进行。这是一个特

别的经验，从一开始的毫无头绪，到

顺利地完成营会，都有主的带领在其

中。不得不说这一次的筹委们都非常

地“给力”，虽然大家来自不同的理

工学院，但是都愿意付出时间一起讨

论一起解决所遇到的难题，彼此之间

都有蛮好的配搭。

分享（三）

今年是我第二次当任研经

营筹委了。感谢主又再

次给我机会来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事

奉，一起来服事主。过程中遇到的困

难，比如今年因为疫情营会只能透过

zoom平台进行，报名人数一开始也

不太乐观等，在透过不断地祷告与宣

传，主也为我们预备了来自不同理工

学院的营员一起在这个研经营来学习

主的话语。

感 谢 主 总 是 预 备 最 好 的 给 我

们。凡靠着信心相信主，凡事都能。

只有每日都读神的话语，属灵的生命

才能得以成长。

蒋宗沁 
南洋理工护理系

第三年

分享（二）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研经营，真

的是一个新的里程碑。虽然要做一个

线上研经营让人感到很陌生，庆幸一

起同工的弟兄姐妹是很好的。从这一

次担任筹委的经验中，我觉得我有更

多动力来服事上帝，还发现了随着时

间的推移，我也比较能专注集中。最

后，我觉得我应该进步的是，要自动

地去帮别的筹委们。

杨恩敬
义安理工自动化与机电

系统系
第一年

联合理工研经营联合理工研经营
2020分享2020分享

除此之外，也感谢神为我们预

备了各个理工学院的学生，无论是新

朋友还是老朋友，都愿意花时间参加

这个线上的研经营，一起学习主的话

语。其中也有营员和筹委因着实习或

其他事情不能全程参与，但还是看到

他们愿意抽出时间来参与，都有一颗

想要学习主话语的心。希望大家能在

这次营会中吸收所学习到的，并把它

们应用在各自的生活当中，使我们的

灵命得以成长。

庄德恩
南洋理工护理系

第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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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宗和FES这一次联办青

年线上神学论坛2020，

是因为往年在十二月举行的跨宗派神

学探讨营现今无法举行，但是依然希

望能有平台让不同宗派的青年人以及

讲员，可以针对看待事情的角度、对

问题的观点进行交流。

这次论坛的讲题为《新常态下

的主门徒》，讨论的就是现在对我们

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新冠状病毒疫

情。论坛旨在让青年人去反思现今生

活中因疫情所带来的改变，并且如何

在这些改变下，继续活出讨主喜悦的

门徒生命。通过Zoom的线上会议，

我们聆听到了讲员吴钧杰牧师与许

分享（五）

很感恩今年欣蒂干事

推荐了我当2020年

联合理工研经营的筹委，确实是

一届很独特的营会，主要这是我

们第一次举行线上营会，学会用

科技确实不容易。

这一届研经营波折确实很

多，例如：科技带来的麻烦，

有些弟兄姐妹不是很积极参加，

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不能全程

参与。可是，透过上帝无尽的恩

典，屹立不变的慈爱，我们能够

顺利、精彩的度过这一届研经

营。很感恩筹委们在整个筹备中陪

伴、鼓励我，这在我信主生涯中扮演

了很重要的角色，让我能够在这研经

营中享受到天父透过弟兄姐妹们所带

给我的温暖，还有透过干事们所带出

来的信息。有了你们，这线上研经营

才能够圆满地结束。

从这个研经营，我学会了

要常常阅读上帝的话语，与祂亲

近。唯独亲近上帝、爱慕祂和祂
的话语，就不会给恶者留地步。

此外，我也学到了假教士对教会

的威胁，还有救恩是白白赐给我

们的，而不是自己赚来的。上帝

的话语确实给了我鼓励，让我在

新学期有充足的休息，更多鼓励

和有勇气预备在新学期里与课业

搏斗。

黄凯翔
新加坡理工食品科系

第一年

复顺牧师，关于新常态下的门徒生活

的分享。这次论坛大约有52位参与

者，来自不同的宗派，并且也不局限

于青年人，其中还包括青年导师、传

道人等。

吴牧师谈到了做门徒的标志，

包括大家都熟悉的信、望、爱、常常

喜乐、不住祷告、感恩等。但他也提

出，在新常态的生活体系里，我们能

发掘出新的门徒标志，例如他所提到

的关系性（relationality）与实体性

（incarnational）。许牧师则谈到在

新常态下，门徒会面对各种不一样

的“逼迫”。这些“逼迫”的目的是

一样的——帮助我们成为更合乎主心

意的门徒。

我从这次的论坛中学到与反思

了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学习就是，

从新与从心的思想自己在这个新常态

下的生活方式。我有否给予上帝祂应

得的尊重与赞美，尤其是在没有人看

到的环境下，我的心态有否像以往在

教会里一样，还是因为环境的改变而

改变自己对上帝的态度？我希望这些

问题能常常提醒自己在新常态下，仍

然要保持对神的尊重与敬畏。

董心玺
工程科学系

第四年

神学论坛——神学论坛——

《新常态下的主门徒》感想《新常态下的主门徒》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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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主在今年的冒险中摔跤后开

始慢慢地走着，感恩身边伴侣

的爱心，体现了天父在我身上的关顾。

祈求并期盼来年继续象今年如此的丰

盛，免得逐渐失忆的我，

在平淡中看不清原来圣灵

每刻都赐烟花。

赖斯强干事

2020年即将来到尾声。

回顾今年，不只是活在‘我思故我在’

、‘我信故我在’等的格言中，对我来说也是‘我

学故我在！’的经历。

是的这年，深感外在、内在都充满着挑战：学

习在疫情下与自己、与他人的相处模式与空间；学

习适应对上帝的新敬拜模式、新的服事形式和另类

的教会群体生活。学习摸索并掌握新的科技。深感

在这些学习中，是上帝的恩典

的彰显。感恩！！

求的是：在充满未知的

将来，学的是对祂更深的倚

靠，学的是更存敬畏的心过

每一天的生活。

陈淑贞干事

2020年初，当我决定离开职场进入FES

服事时，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在一个

被疫情笼罩，经济不稳定的大环境下，踏出这

信心的一步。但这正是上帝要我学习的第一个

功课--完全相信祂的时间和顺服祂的带领。我

为着过去半年的服事中，得到许多操练信心和

学习顺服的机会感恩。请您在祷告中纪念我，

愿上帝赐我勇气和谦卑，去面对祂在2021年为

我预备的每一个挑战和磨练。也请为我能够兼

顾事奉与家庭的需要代祷，特别是明年小儿子

即将升上小一。

郭秀惠干事

不知不觉又来到一年的尾声了！虽然来

到第四年的服事，陪伴学生成长有时

难免会感到有心无力。感谢主，身边有弟兄姐妹的

陪伴。学生们也常常成为我的一面镜子，让我反思

也同时成为我的鼓励与安慰。我想这也是生命影响

生命。

请为着我的休息与成长祷告，

使我能继续依

靠主，越走越

贴近主的心。

冯绮桦干事

干
事 同 工 事 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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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过得非常快，才刚适应了疫情带

来的新常态，一年就要过去了。感

谢神，团契能快快地采用电子方式敬拜与继续团

契。可是也祈求神的恩典填补电子方式的不足。

之前能常看到契友互相能有较“自然”地建立关

系，可是现在少了非正式活动，团契以外的互

动，这样“自然”建立的关系或

许较难发生。也祷告学生会敏感

圣灵的呼唤，更主动，用心地与

彼此相顾。

钟宇军干事

似乎目标和愿望清单似乎都没完成，这

一年就已经要过去。感恩这一年的不

确定性，虽然常常感受到自己的不足，但是也在其

中得到学习成长。学生也是我事奉中的镜子，让我

学习带着单纯的心来到神的面前。

愿疫情早日过去，求神继续带领我学习成长，

更明白前面服事的方向，也求神看顾在大马的母

亲。

吴欣蒂干事

缅怀即将逝去的一年，是失去了什么？抑或得着了很多？

FES华文组全体干事同工，委员们敬祝

教会长牧、长执、校友与学生，诸位弟兄姐妹：

在来临的季节中，不断期盼基督君王的降临与显现，使我们的日

子满有恩惠与怜悯，庆祝的欢腾！

学习失去，学习得着，学习适应，学习懊恼，学习新的，也学习

旧的功课----给练习中的我们。

感 想
与

代 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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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分享书籍分享

“一个人或团体的真正问题… 在于已将「向上的移动」当

成他们自己的宗教。这种宗教让我们相信，成功就代

表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

世界常常强调于「向上的移动」，而基督却是「向下的移动」

。这本书的主题谈到我们的侍奉与呼召和我们的灵性的生命之间有

何关系，我们如何入世，却又不属世。

想起最近一次干事们之间略略谈到什么才算是“成功”的事

工。这不容易定义，因为果效不是马上可以见到的，最终的考验是

学生们毕业进入职场后，面对职场和社会所带来的冲击，他们会如

何回应。

这个看似不能马上见效的事工，值得继续吗？

反思刚开始服侍时，我的心情跟团契人数一起起伏不定，以数

字定义我服侍的价值。作者卢云提醒读者，不是要鄙视有功效的行

为，而是这些不应该成为基督徒身份的认同。同时，当我们在生活

中拒绝“失败”，我们又如何看待看似“失败”的上帝呢？

我们是否也有意无意地把「向上的移动」的标准带进我们的信

仰生活，教会或团契里的服侍中，衡量“成”与“败”呢？

这本书简单但却带来冲击。它仅有120页，最后20页包含着小

组讨论问题，以帮助读者不单单读，更是去反思与分享。

冯绮桦干事

 《向下的移动——基督的舍己之路》
The Selfless Way of Christ —— Downward Mobility and the Spiritual Life

2020年1月-11月财政收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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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  收入 (S$) 31,841.00 19,695.00 54,169.88 74,947.23 45,127.00 30,745.66 39,862.22 18,158.67 30,219.47 59,243.08 30,036.87

■■  支出 (S$) 33,024.29 33,187.70 31,551.22 31,369.99 33,755.44 32,499.24 40,275.58 37,013.84 37,904.53 38,624.93 33,637.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