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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的圣诞庆典出现双重意外：意外的出席者、意
外的缺席者。纯属巧合？请听马太叙述。

主角是两位王和两群人：新生王耶稣和现任王希律，几位东
方博士和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和犹太人。“王”一字出現四次：
一次指耶稣(2)，三次论希律(1、3、9)。马太的圣诞是新生王與
现任王之对决。

此情此景心情如何？不安！“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
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3)“不安”既形容希律，也形
容耶城的犹太人。希律当然不安！他虽是犹太人的王，但根本
不是犹太人，乃是罗马帝国控制巴勒斯坦的政治工具。听闻犹太
新生王出现，当然不安。要继续为王，便得千方百计置新王于死
地，甚至屠杀伯利恆地区两岁以下孩童也在所不惜，耶稣一家被
迫流亡埃及。希律不安，我们理解，但耶城的犹太人为何不安？

他们熟读圣经，能引经据典说明新王诞生地点，也知新王专
为他们而來(6)。朝拜的行动虽在经文中出现三次，却与他们无
关：首尾两次属风尘仆仆的东方博士(2,11)，中间一次出自于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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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长 的 话

三
一神学院享有新加坡第一所庆祝

70年神学教育的神学院之殊荣。

在圣经中，“70”乃是一个象征完整

与圆满的数字。诚然，我们在神学院生活与

服事诸多方面也已臻成熟，于是用了这个主

题：“世界之光，越照越明”(Maturing as 
‘Light of the World’)。也许，作为一所由第

二次世界大战被拘留在樟宜监狱里的宣教士

所构想出来的神学院，我们的

独特之处乃在我们的缘起常常

提醒我们对于神的呼召义不容

辞的责任。

因此，我们藉着一整年的

特别活动来庆祝这个盛典是合

宜的。这些活动确认了三一对

神学教育具重大贡献的各类事

工。随着2018年的到来，您将

在音乐会上听到三一诗班和谐优美的歌声，

在讲道研讨会上重新得激励、更新，也能在

专题演讲座谈会上更认识“华文教会与华人

世界”。

我们希望您能参加我们的基督徒灵命

塑造研讨会（英文），且从神学座谈会上的

演说得到帮助。目前，一项特别让三一校友

参与的历史之旅暨校友活动的计划正在筹备

中，所筹得款项将用于囚犯们的福利。我们

也将出版一本纪念特刊，记录学院的成长与

发展，并订于2018年10月5日，三一举行70周

年崇拜与感恩晚宴时发行。

在《角声》的中心页面，您将找到一目

了然的庆典活动表。更多详情也可于不断更

新的网站上看到。我们鼓励您腾出时间参加

我们的庆典。

魏 丰 年 博 士 、 牧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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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展望2018年之际，我们为着讲师

之间的信任与团结感谢神。这样的美德带来

了同事间良好的工作关系，也反映出讲师之

间以基督徒的爱为印记的灵命成熟度，也使

正面的协同能量带来增长，为教会及其事工

带来益处。我们为着三一的这股“平安”感

谢神，因为它为我们的社体营造了一个培育

环境，至终使学生们的属灵生命与事工的塑

造蒙福。耳濡目染之余，我们

的毕业生也能在他们所服事的

群体中建立信任与团结，并将

此美德带入教会生活中。

70周年也是计划未来的时

候。我们尤其需要准备领导层

的更新，并确保其交接能顺利

进行。当董事部在制定政策与

决定领导层时，持续三一神学

院的使命是首要的考虑因素。因此我很高兴

让您知道，董事部已经委任了一位副院长，

他就是郑益民牧师(博士)。郑博士将于2018

年1月起就职。在他与家人展开生命中新的篇

章之际，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

在作为“世界之光，越照越明”的当

儿，三一神学院依然是主的仆人。因此，我

们愿以诗人的祈求作为我们谦卑的祷告：   

“愿主——我们神的恩宠归于我们身上。愿

祢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

愿祢坚立。”（诗90:17）。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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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假意的希律之口(8)。如何解释此等荒谬？
他们心知肚明，任何人被称为犹太人的王，
希律必不善罢甘休，腥风血雨必随之而来；
后续发展果然不出所料，一场大屠杀导致无
数小孩死于非命。是的，信仰诚可贵，活命
更重要！新王虽尊贵，希律得罪不得！

难道他们不虔诚？非也，他们按规矩
到圣殿献祭，按时庆祝节期，对圣经滚瓜烂
熟，但仅此而已。若要为信仰付更多的代
价，不行！不能为新王过度牺牲；说白了，
信仰对他们而言属精打细算的利害关系。

用今日的话：主日敬拜沒问题，十一
奉献还行，安全事奉可以，但要付太高的代
价，甚至放弃某种生活方式，
不行！为信仰的是非对错得罪
亲友老板，或需要“狂热”，
甚或性命之忧，不行！我要耶
稣保障的是永生，但此时此地
的现实人生更重要。耶稣要满
足我的需求，不是改变我的方
向。欢迎耶稣排难解忧，但不
要搞乱我的生活。耶城距离伯
利恒约八公里，一般步速約两
个多小时。那天，却无人從耶
城朝拜为他们而生的新生王，
全都怕希律！希律才是王！

请看东方博士！

东方是指今天伊朗、伊拉克一带，古代
巴比伦或波斯的占星术发达，但幾位來自东
方的智者为何千里而来？

第2节道明来意：“那生下來作犹太人之
王的在哪里？”他们深知新王专为犹太人而
生，自己根本是局外人，何苦千里之行？！
到底花多少时间前来？

“于是，希律暗地里召了博学之士來，
查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7)“希律见
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
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
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內的，都杀尽
了。”(16)

看来这段旅程起码花一年多岁月，不
是八公里所需的两个多小时。以古老交通
技术花一年多时间千山万水前来，竟是朝
拜毫不相干的人，“东方博士，千辛万苦步
行千里，所为何事？”此行目的专为敬拜新
生王：“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
他。 ”(2)他们看见明亮晨星，肯定是非凡圣

君，纵然只为犹太人而生，仍坚持花一年多
人生岁月，无怨无悔千里而来。

看哪，没利害关系，不期望好处，只因
新生王本身之尊贵伟大，便认定无论代价多
大、距离多远、时间多久、风险多高，也坚
持千里之行。这是无私的纯洁敬拜，赴汤蹈
火的朝圣。

“他们“终于”看见那星，就大大地
欢喜。” (10)“大大地欢喜”这希腊短语属
加强语法，可译成“他们以极大的喜乐来欢
乐”(They rejoiced with exceeding great joy)
。《吕振中》译成“他们…就大大欢喜，极
其快乐”；不同翻译都无法传达那份非笔墨

所能形容的敬拜情怀。

看 哪 ， 他 们 带 着 价 值
连城的宝贝毕恭毕敬前来： 
“他们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
和他母亲马利亚，就俯伏拜那
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
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   
(11)看哪，东方博士以庄严态度
看待新生王之超凡伟大，精挑
细选珍贵礼物，花近两年时间
远道而来，不望回報朝拜不相
干的新王，且非形式化的例行

朝圣，而是全人投入的忘形敬拜。

双重逆位耶城的犹太人始终不肯朝见
新王，仅八公里之遥仍不为所动。结果，唯
一获准一睹新王风采的是远道前来的东方博
士！唯一获准？明亮晨星本可将远客直接带
到伯利恒，却先带他们往耶城后暂别夜空。
只有当耶城的犹太人执意冷待新生王，明星
才重现夜空(9)，这次只引领博士前赴庆典。
原来圣诞庆典嘉宾须严格筛选，毫无私心、
赴汤蹈火的敬拜者才能出席。

看哪，局外人成自己人，自己人却与耶
稣有缘无分。要成为耶稣的自己人，关键在
乎一心！惟愿我们信主之心像东方博士那样
纯洁，愿为主付代价，成为王者耶稣永远的
自己人。v

何威达博士、牧师
基督教事工发展中心华文部
主任,教会历史和讲道学讲师 

用今日的话： 

主日敬拜沒问题， 

十一奉献还行， 

安全事奉可以，

但要付太高的代价，

甚至放弃某种生活

方式，不行！

世界之光(Lux Mundi),
越照越明

70 周年也是计划未来

的时候。我们尤其需要

领导层的更新，并确保

其交接能顺利进行。

愿上帝在圣诞与新年佳节，
赐你和至爱亲人平安、
喜乐、福杯满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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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在人间 ——
“行公义、好怜悯”

叶淑清牧师

道在人间

”在人间——神差基督“道成肉

身”降临到世上人间，这是我们

欢庆圣诞节的主因——纪念耶稣

基督的诞生，以及祂为世人所作的一切。耶稣

通过祂的死与埋葬、复活后升天坐在全能父的

右边完成了救赎人类之工。这

个历史性的事件发生在两千多

年前。每年都有很多堂会通过

圣诞节举行洗礼的礼仪提醒信

徒怎样从黑暗罪恶的世界进入

光明圣洁的国度。

“道”的诞生、死亡与

复活固然是基督教极其重要的

要义，但我们也不能忽略“道

成肉身”的耶稣在人间“行公

义、好怜悯”的作为，因为这

些作为是我们这些蒙受恩典之“道”的人被

吩咐去行的。我们大都过着安居乐业、丰衣足

食、身体安康、心灵稳妥的生活。但世上有不

少人却活在幽暗漆黑的处境中。我们很难想象

活在战争烽火中、贫穷无钱买食物的饥饿中、

净水难得的干渴中、无家可归的漂泊日子中

的人的辛酸凄凉；还有那些遭受奴隶待遇的工

人、被凌辱糟蹋的妇女、被虐待的儿童、被遗

弃的老者与病患等等，真是不胜枚举。世界上

很多不公不义之事不能都归咎于政治因素，有

许多是因各种不平等的体系，如经济、金融、

企业、教育、社会体系所造成。是否有基督徒

因工作或投资的关系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成为迫

害者呢？

首先，我们要从认识我们的身份开始。

我们既是因信主蒙恩得救，归入基督肢体 

（教会）的人。我们蒙耶稣基

督宝血的洁净，在基督里有“

血缘”关系，已经成为一家

人，无论我们属哪个国籍、民

族、言语，无论贫富、地位高

低、男女性别等各种差异，

我们首要与尊贵的身份是作为

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在基督

里是兄弟姐妹，享有同等的身

份。其次，作为神的儿女，我

们有完全的“保障”，在这“

保障”之下，可以放下自我，关顾他人。最

后，我们的“价值”是由神来规范与定夺，我

们不能，也不应让世界的价值观牵引我们。若

我们忽略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保障与价值，

便很容易与世俗的观念同流，一味追求成为世

人所谓的成功有为的人。

世俗观念驱使人们追求名利双收，为自

己与家人求取更好的生活，这是无可厚非的。

然而有人提倡“贪婪”是好的，因为它能推动

人们积极谋求财富通过开发、发明、发展、改

进、提升等方式。若盈利是终极目标，这会导

致不管用什么手段，只要得丰厚的盈利就去

做，甚至可以不顾员工的死活，例如没有安全

措施考量，以致发生火患或楼塌事件造成无辜

的人命伤亡及其家庭受损也无所谓；又如要求

员工如同奴隶一般地昼夜工作，身体和精神受

损，但只领取微薄的、甚至不足以让一家糊口

的薪金，而老板却视而不见。

唯利是图、贪图钱财的确会造成极多的

人活在贫穷和困苦中。在主里的信徒可以如此

行吗？当然不可以！我们知道“贪财是万恶之

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

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前6:10）例

如，我们当中有人进行投资，交托经纪人负

责，但并不知道所投资的项目是什么，只抱着

有钱赚就好的态度，这有问题吗？若所投资赚

取的利润是剥削员工得来的，我们会赚得无愧

于心吗？能拿这“不义之财”的什一作奉献愿

神悦纳吗？还有，作为消费者的我们，会因购

买到“便宜”物品而沾沾自喜，特别是在圣诞

节和农历新年的疯狂购物期间，殊不知我们有

可能在助长一些无良奸商继续没贬义与欺压员

工！

属基督家庭的成员要如何以主的“道” 

——“行公义、好怜悯”来经商、投资和消费

呢？让我们以耶稣的“道”，以及祂在人间以

身作则“行公义、好怜悯”的事迹作为我们的

楷模来帮助我们反思并正面回应这个问题。耶

稣的“道”要求我们“爱人如己”（太19:19

下），并且“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

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

先知的道理。”（太7:12）这意味着不只是

给予员工一份工作和薪水，还要“爱员工”

如同“爱自己”一样，要对待员工如同我们愿

意被对待的一般。我们要求在一个安全舒适的

环境里工作，同样的要给予员工相同的环境；

我们希望得到的福利，同样的赋予员工。我

们辛勤地工作，也期待员工如此，若他们不愿

意，那“好怜悯”会给予他们机会改正，若仍

旧不改进就只好“行公义”把他们开除。“行

公义、好怜悯”的原则是赋予恩典，也执行公

正，不偏向任何一方面。

耶稣与门徒一起生活约三年的时间，辛

勤工作，给予所有来寻求祂帮助的人回应，且

不要求“回报”。若受助者要回报，祂嘱咐他

们向神感恩，把荣耀归于神！神创造人类，且

叶淑清牧师
注册主任
实地教育主任             
宣教学讲师（华文部）

让我们以耶稣的“道”,

以及祂在人间以身作

则“行公义、好怜悯”

的事迹作为我们的楷模

来帮助我们反思并正面

回应这个问题。

把祂所创造的地球付托给他们，叫他们好生管

理。然而人们却有负所托，全球的污染情况越

来越严重，虽然许多国家不断地呼吁管制，至

今却仍然没有改善，长此以往，气候变化所造

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是否考虑我们投资

的回报除了有可能来自欺压他人外，也有可能

来自破坏生态环境的工业，致使我们可能在无

意中成为千古罪人！所以，我们若进行投资，

愿我们作一个有认知的投资者，尽力保护环境

与员工福利。又或你愿意行耶稣的“道”： 

“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你的财宝在哪

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太6:20上，21）

把我们的财宝投资在“天国”的库存里，使需

要的人得到饱足，漂泊的人得到居所，等等。

若你愿意这样做，你即成为传送好消息的天国

使者。

最后，作为师父的耶稣没有要求祂的   

“衣食住行”要比门徒的来得高档、舒适、豪

华。祂过着简朴的生活，带着简便的行李到处

传道，消费几乎都是在必需品上，对物质生活

没有要求。相反的，我们却被误导要“享受人

生”，即是享用和享有“多物质”的生活。在

消费的当儿，我们几乎把“爱”那些无能力消

费的人忘得一干二净。我们是否愿意效法耶稣

的“简朴”，节制自己的消费，把不必要花费

的金钱捐赠给堂会的福利基金或慈善机构，帮

助他人？

这篇文章只是略提“贪婪”钱财所引发

的一些问题，并以主的“道”作反省。我们的

使命是向活在黑暗中的人们传讲耶稣基督救

赎的福音，也同时活出主的“道”——“行公

义、好怜悯”，帮助他们进入光明的国度。在

欢庆耶稣的诞生以及等待基督再来的期间，愿

我们切记神对祂儿女说的：“世人哪，耶和华

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

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

同行。”（弥6:8）v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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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部分的“敬拜的真谛”系列
中，我尝试指出（一）真正的敬拜
是源自纯全的动机，而且（二）真

正的敬拜不能在这个世界里找到。在最后这
一部分，我打算探讨大部分基督徒应该熟悉
的：即敬拜的对象是圣三一。
三位一体的神学教义是基督教
信仰的核心信念之一，也是把
基督教与其他启示性宗教分别
出来的教导。用以形容这个神
学教义的一般说法：“一个本
体，三个位格”其实是其希腊
原文mia ousia treis hypostaseis 
的直接翻译。这段原文是由
第四世纪的迦帕多家三教父
(Cappadocian Fathers)所构思
阐述的。其中，凯撒利亚的巴西流(Basil of 
Caesarea, AD 330-379)是最早认识到尽管父、
子和灵三个位格是同等神圣，但是我们却应
该因为意识到我们乃是以不同的方式与各个
位格相互联系，所以在敬拜时把祂们加以区
分。在他的专著《论圣灵》(c. 375)中，他这
么写道：

导向神圣知识的途径乃从圣灵，藉
着独一的子，上升到父那里。同样
的，天生的良善、固有的圣洁与君
王的尊严则从父，藉着那独生子，
下达到圣灵那里。[18章47节]

简言之，教父的三位一体论认识到对三
个位格的敬拜虽是密不可分却也是截然不同
的。从这个角度，我要提出两个与我们今天
的敬拜有关的观察。

首先，现今的敬拜常常只是
敬拜耶稣，却完全没有提及圣父或
圣灵。当然，耶稣基督是当受崇
拜的，只是，我们必须谨慎不要成
为有三位一体论之名，却无三位一
体论之实的基督徒。我并不是说敬
拜中的每一首诗歌或每一个祷告
都要提到三个位格。然而当今的基
督中心论 (Christocentrism)却有陷
入基督一元论(Christomonism)的趋
势，以致整个敬拜仅仅只是专注在

基督身上。我们需要记得，耶稣自己则教导
我们，要向“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而使
徒保罗也告诉我们，末期到了的时候，耶稣
要“把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
就把国交与父神”（林前15:24），让我们看
到祂乃视父神为万事的结局(telos)。

其次，我们今天敬拜的诗歌常常把圣父
与圣子混淆不清，到一个地步，已经合二为
一了。就拿赞美歌为例，以下是一首我从信
主后就常接触到的并很受欢迎的诗歌《我要
建立一群大能子民》，歌词如下：

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
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
他们要靠我灵来往此地，
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
副歌：
主啊！兴起！建立教会，
使我们靠祢坚固
[甲]成为合一，祢的肢体
[乙]在祢爱子的国度

仔细察看副歌，就会发现其中圣父和圣
子的混乱。拿[乙]行来说，作词者提到“祢
爱子”，显示了他这里是指着圣父说的；只
是在前一行[甲]里头，他却祈求主使我们成
为合一，成为“祢的肢体”。这
两行的“祢”所指称的若是同一
个对象的话，那么这里就有所谬
误了。因为圣经从来没有称教会
为圣父的肢体；相反的，圣经称
我们是基督的肢体，而基督是教
会的头（林前12:27）

用语上的有缺精确也出现在
另一首很流行的现代诗歌中《有
一位神》的第二节：

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
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
有一位神，高坐在荣耀的宝座，
[丙]却死在十架挽救人堕落。

副歌：
有一位神，我们的神，
[丁]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
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
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这节的[丙]行里作词者提到，这一位
神是“死在十架挽救人堕落”，显然是指着
圣子耶稣说的。但是细察副歌，会发现在 [
丁] 行里头，他却称这一位神“名叫耶和
华”。“耶和华”是旧约父神的名字，所以
这是对圣父和圣子名字的混乱。现今有一些
神学家认为“耶和华”可以指三位一体的名
字，但即便如此，三位一体的名字也并非圣
子的名字，否则就成为圣三一和圣子名字的
混乱。这歌词带给信徒最终的错误印象就是
名字可以互换，以致是 “耶和华神死在十架

挽救人堕落”。但这并非新约的教导。虽然
如此，很多信徒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却毫不觉
察。追根究底，这显示教会普遍上对三位一
体论缺乏深入的认识，也不晓得教父们当初
从圣经中的教导所构思的三一论是如何的演
变与发展。

在信仰的生活中，敬拜的对象是至关紧
要的。我们需要重拾在教会历史中对三位一
体论的认识，才能避免对我们敬拜对象的误
解。v

敬拜的对象是
“圣三一”

敬拜系列（三）

我们必须谨慎不要成

为有三位一体论之

名，却无三位一体论

之实的基督徒。

今天敬拜的诗歌

常常把圣父与 

圣子混淆不清。

在

陈礼裕博士



二月
2日

二月
27日

三月
8-9日

四月
18-19日

五月
15日

七月
23-27日

七月
24-26

九月
10日

十月
5日

三一颂赞之夜

A closed-door conversation with a panel of 
Christian leaders from different traditions, 

organised by the Ethos Institute

三一神学院70周年院庆系列活动概览

走出黑暗...
世界之光(Lux Mundi)

校友回顾之旅

70周年纪念 
感恩崇拜

下午2时30分至下午5时30分
三一神学院

晚上7时30分至9时30分
卫理公会武吉班让堂圣殿

上午9时至下午1时
三一神学院

上午9时至下午5时30分
三一神学院

上午9时至下午4时30分
三一神学院

上午9时至下午5时30分
三一神学院

晚上8时至9时30分 
三一神学院

学院在2018年庆祝70周年纪念。我们以一系列的活动与您分享我们的喜乐，
从年头的“三一颂赞之夜”倒计时至十月5日的70周年纪念感恩崇拜与晚宴。

有关详情和最新资料，

请游览学院网站   

www.ttc.edu.sg

 The Future of the  
Church in Singapore

Christian Spiritual 
Formation:

Its Nature, Potential 
and Pitfalls

Salvation  
and  

Eschatology
 A Theological Symposium

“圣道之光”
讲道研讨会

樟宜监狱
与其他地点

早上11时
三一神学院

讲座、座谈会与工作坊由讲师、
牧师和国际讲员分享。
英语研讨会同步进行。

A seminar designed for persons involved in 
the ministry of spiritual formation

An academic theological symposium 
involving local and regional theologians

校友到樟宜监狱教堂回顾启发创办学院的
异象，并为前囚犯凑款到学院修读神学。

学院合唱团音乐会

Three public lectures presented by  
Prof Tom Gregg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Aberdeen

十月
5日

70周年纪念 
感恩晚宴

晚上7时30分
胡姬乡村俱乐部

免费赠送70页双语纪念特刊
与学院光碟

一个聚焦于“华文教会与华人世界” 
的专题演讲暨座谈会

The Breadth of Salvation:
Broadening our Theological 

Horizons of the Cross,  
Church and World

张振忠会督博士将是特邀讲员

“华文教会与华人世界”

十月
4日

校友回顾之旅
为海外校友

樟宜监狱
与其他地点

这是为海外校友参加
感恩崇拜与晚餐所设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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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介绍你的教育背景，并分享你选择接受神学
装备的原因和经历。

志翔：我和一般的新加坡人一样，从小接受英
语教育，一直到理工学院。那时，在一次的灵
修中，上帝加给了我去服事华文群体的负担。
几年后我便向牧者分享这个负担，并在他们的
引导下，我开始进入全时间的服事。两年半的
服事之后，我进入了三一。

为何你会选择以华文修读神学？鼓励你最终拿
起勇气报读华文神学课程的因素有哪一些？

志翔：选择以华文修读神学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日后要服事的是华文群体，自然需要熟
悉华文的基督教和神学用语，方便日后的牧养
需要。另外，是看到华文教会的需要，看到教
会的华文牧者一个个退休，能够接替他们事工
的人却寥寥无几；加上自己从小在华文教会长
大，已经熟悉了教会的用语，进入华文课程所
需要越过的挑战也小了许多。 

你觉得华文教会可以如何鼓励和支持更多年
轻人献身华文福音事工？

志翔：我觉得要让年轻人对华人教会有负
担、有热情，必需先让他们认识华文教会。
华文教会所要传承的遗产，不单是“紧抓着
不放的”语文那么简单，更是华人的丰富文
化、华人的价值观，这些才是华人之间的共
同语言。我深信这是鼓励他们怀抱华人教会
的起点。

在学习方面你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可否
分享你克服障碍的一些历程。

志翔：进入三一之前从来没有写过那么多
字，读过那么多书，而且还是学术性的书。
其实就是以英文修读神学的学生，也需要花
上一点时间去适应作者的写作方式。都快毕
业了，但我阅读竖版中文书籍的速度还是很
慢，但也养成了做笔记的习惯，大大的帮助
了我在阅读上的理解。

对有意服事华文教会，但因担心语文问题而
选择放弃以华文为媒介接受神学装备的弟兄
姐妹，你有何建议和鼓励的话？

志翔：如果上帝给了你服事华文教会的意
愿，祂一定会帮助你胜过一切挑战的。我想
人生的一大乐事，就是和志同道合的人在一
起，这是我在三一华文部的感觉。
今年8月华文部的本地学生一起呈现了一个节
目，带出的是本地华文教会的发展，从方言
聚会开始，之后发展华语的聚会。我们一组
人，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有退休人士、还
有新移民，一起叙述着教会发展的故事，一
起唱着不同方言的诗歌（夏、潮、粤）。我
们在台上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故事还没有
结束”。华文教会的故事还没有结束。v

987年英语文成为新加坡所有学校的教学媒介，三十年以来，三一不断见证本地子弟
如何在教会的鼓励和培育下献身华文事工，并逆流而上以华文修读神学。本期开始， 
《角声》会连续刊载在三一神学院就读华文神学课程的本地生访问录，目的是让更

多关心华文教会未来的读者了解新加坡年轻一代修读华文神学课程的心历路程，并打破本
地子弟只能修读英文神学课程的迷思。以“路漫志远”为题，形容的不单是这群年轻人，
也包括他们背后的牧者和教会领袖。谨以此系列向这些为华文事工锲而不舍的教会和前哨
致敬。

1
路漫志远：三一华文部90后本地生访问记 (二)

左起：傅威凯（道学硕士二年级）、陈姿蓉（道学硕
士三年级）、白慧玲（道学硕士二年级）、王志翔 
（道学学士三年级）和 谢家欣（道学学士2017）

陈立寅博士(牧师)于2017年8月28日，在三一神学院礼堂举
行的一个特别聚会受委任为刘笃信系统神学教授。这个教授教
席于2002年由一群刘笃信先生(1929-2011)的学生设立。刘先生
于1955年至1983年期间担任英华学校的老师与校长，他在卫理
公会 Kampong Kapor 堂殷勤服事，也是新加坡卫理公会的档案
馆长。

陈立寅博士自2006年起一直任教于三一神学院。三一的学
生从他教导的解经科目和讲道学科目受益不浅。他不仅学识渊

博，也给予实践的指导。除了讲课，他也担任学院的亚洲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的职务。

陈博士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就职演讲：“上帝的话语是上帝的旨意”，反映了他对学术和
牧养的关怀。我们热切期待陈教授在未来的岁月里对教会和公共领域的贡献。v

陈立寅博士受委任为刘笃信系统神学教授

来自新加坡不同大专院校的学者们于10月13日 
(星期五)在学院的校友中心为团契与祷告相聚。

曾广海博士牧师就教会的本质作了简短的分享。
之后，大家进入一场充满活力与高潮迭起的讨论，多
位学者在当中分享和交流了他们对教会的事工与使命
的各个层面的不同观点。

之后，他们以小组的方式同心代祷。聚会结束
后，多位学者仍留下继续团契与享用茶点。

这是由“思潮”基督教公共学术中心(ETHOS)举办的第二次基督教学者团契联谊会。提倡
这个团契的目的是让新加坡各高等学府里身为学者、教育工作者和知识分子的基督教学者齐聚
一堂，彼此学习、互相鼓励与合一祷告。v

基督教学者团契与祷告聚会

1948年10月4日是纪念三一神学院创办的日期。然而，学
院每年的感恩崇拜与晚宴不一定在10月4日举行，原因是学院已
有好些年以10月的第一个周五举办庆祝，以方便各界人士的参
与，今年是在10月6日举行。

感恩崇拜的讲员是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的会长吴乃力牧师
博士。他以耶稣的教训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
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
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约12:24-25）为劝勉，并且引用一位

69周年纪念感恩崇拜与晚宴

吴乃力牧师博士 (右), 
客卿讲师

英国宣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100多年前到中国贵州石门坎的地方宣传福音，在苗族的福音
事业奉献了一生，提醒我们要让人从我们的生命中得见耶稣。

魏丰年院长在胡姬乡村俱乐部举行的晚宴中，强调三一神学院办神学教育的核心宗旨和理
念将会延续，就是服事教会。明年是70周年纪念，学院将举办一系列的活动（8-9页记载了详
情），邀请您前来参与共同感恩与庆贺。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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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为毕业班同学于9月
1 5日至1 6日安排了静
修营。静修营不仅是学

院属灵塑造生活的一部分，更是
天父对应届毕业生的神圣邀约。
同学们都期待能在这特定时刻，
在安静独处中，亲近天父、聆听
祂、和祂对同学事奉上的旨意。

营前导师先预备我们：我们
与外界结连有时、与上帝交通有
时；大家分享有时、独自安静有
时；集合有时、独处有时。在静
修营，大家都乖乖儿地保持安静，不交谈，遑论与外界沟通。在灵修进程中，导师带我们回到
那古老的灵修工具——明阵(Labyrinth)，寻找真我。透过一步一步默想，具体落实安静独处所
涉及的层面——神圣的时间、神圣的空间、以及内心的圣所。那是我第一次的尝试，抱着一个
开放的态度去认识和学习，未行之前也不能估计到行完之后有那么深刻的感受。

静修会中，每位同学都有一段时间与灵修导师个别会面，导师也预备好接待，欢迎受导者
叩门问津。相信同学们都蒙主赐恩，再度被调整与更新。这一次的静修营，确实是一次难得的
属灵经验。这是我们一生要不断操练的，以致我们能随时在内心的密室建立一个流动的圣所。
谨此向学院及我们的两位灵修导师，严家慧牧师和蔡伟山牧师，致谢。感谢主！v

一次难得的属灵经验

林国柱（道学硕士三年级）

学

加坡有8所授予学位的神学院：ACTS学院、圣经神学研究院、浸信会神学院、门徒

训练中心、东亚神学院、新加坡神学院、新亚学院和三一神学院。 

8月11日，7所神学院院长于门徒训练中心彼此团契并讨论事宜。院际运动会把各神学院

的同学聚在一起参加一年一度的运动会，院长团契则是最近才开始相聚。众院长自2012年于

三一神学院首次相聚后，轮流做东，定期相聚，分享各神学院的事工与面对的难处，然后彼此

代祷。

院长团契多年来的成果就是与 

“思潮”基督教公共学术中心于去年 

7月联合举办了“性别、婚姻与教

会”研讨会。相类似的第二次研讨会

于9月30日举行，题目是“公义与公

益”。我们很期待2018年由ACTS学
院院长伍光照博士做东道主的院长团

契聚会。v

三一神学院迎来副院长

新

院长团契

奈相遇”是一群从埃及逃出来的奴隶，被赋予和领受“祭司国度”与“圣洁国民”
之身份和使命的过程。那样一个翻天覆地的转变，在希伯来圣经文本里是以一个 
“礼”的框架来叙述。这是周贤正主教应三一华文部之邀，再次于2017年9月21日

中午，在三一多用途礼堂，向在场师生及校友分享他对“西奈相遇”之“礼”的研究心得。

整个“西奈叙述”从出埃及记19章以色列人来到西奈山开始，到民数记10章以色列人离开
西奈山结束。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创世记人类犯罪离开伊甸园往东边走、远离上帝趋近罪恶，上
帝却主动呼召亚伯拉罕与他立约、主动差遣摩西拯救以色列人。利未记与民数记也是以上帝主动
呼叫和晓谕摩西开始。

西奈的见面仿佛伊甸园的重逢，以色列人重现亚当在伊甸园的祭司职分成为地上的“祭司
国度”。这个新身份惟有在日常生活里透过“十诫”、祭坛以及群体中的义行等等来实现。会幕
的建立，安息日与三大节期（逾越节、五旬节、住棚节）的设
立，让百姓可以从岁首到年终，有规律地参与神圣的空间与时
间。一年一度的赎罪日则是在这个例常节奏中穿插变奏，使百
姓不会忘记，耶和华是怜悯的也是圣洁的。

这一切的“礼”是这个新造群体之圣洁内涵的外在表达，
是对主动拯救他们的上帝之崇拜，当以色列人完全活出来时，
所散发出来的荣美，任谁也会诧异他们曾经是奴隶。v

“西奈”神人相遇 与“礼”的探讨

吴秋莲（神学硕士一年级）

“西

一神学院在紧锣密鼓，筹备2018年七十周年
院庆活动之际，也同时在计划未来。董事会
的首要任务，是要确保三一神学院目前的使

命得以延续，因此委任了郑益民牧师(博士)为副院长，
郑博士将会在2018年1月1日走马上任，以下是有关郑
博士的介绍：

郑益民牧师 (博士 )是新加坡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
之按立牧者，在直落亚逸堂成长，2013年1月加入三
一神学院成为讲师，历任家庭宿舍舍监和学生事务主
任。他在加入三一神学院前，曾在圣经神学研究学院
(BGST)担任系统神学与历史神学讲师，也曾经是学生
福音团契的同工。

益民的十二年中小学是在英华学校渡过，在新加
坡国立大学完成文学学士学位，主修心理学与社会工
作，接着在BGST接受基本的神学训练，然后前往英
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完成了文学硕士学位，主修系统
神学。益民的内心对神学教育的承担与日俱增，最终
引导他走向了爱丁堡大学修读哲学博士学位，成功完
成了一篇关于基督祭司身份的博士论文。益民与妻子
张玉珊育有两名千金，分别是郑昱和郑蕾。v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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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贺...

三 一 消 息

薛添宝博士(道学学士1991) 
于9月13日痛失慈母。谨此 
向薛博士伉俪致以深切慰问。

Richard Liew 博士(神学学士
1964) 9月21日于纽约安息主
怀，享年77岁。谨此向刘博 
士一家致以深切慰问。

叶金豪博士(牧师)11月16日 
安息主怀。1973年，叶博士 
是三一神学院董事会主席， 
时任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卫理 
公会会督。谨此向叶博士一 
家致以深切慰问。

张毓东同学(道学硕士一年级)
与李亚平小姐于8月23日喜结
连理。

慰唁...

本院前讲师葛仁博士 (D r 
Robert Glen)，圣公会传道会
退休宣教士，90年代在三一
讲授教会历史课程。葛仁博
士于8月19日安息主怀。谨此
向葛仁师母致以深切慰问。

本院讲师郑益民博士之外公
于8月20日安息主怀。谨此向
郑博士与师母致以深切慰问。

邀请

报名开放日请电邮 openhouse@ttc.edu.sg
或上网 www.ttc.edu.sg（截止日期：2018年1月13日)

在华语教会长大的马国人，为什么选择在三

一神学院就读道学硕士和神学硕士？因为我

要学习如何思考、与世界对话、塑造自己的

神学、使我能有效的做门徒：新加坡华人社

会所面对之牧养和思潮冲击，让我预见马国

华人教会将面临的挑战；三一老师的指导，

图书馆和讲座活动等，帮助我与世界学术和

思潮接轨，也锻炼了我的灵性情操。

- 刘宜讯（神学硕士班）

三一神学院通过神学教育装备教会领袖和有

志在职场上肩负起福音使命的平信徒，服侍

横跨亚洲各宗派的众教会。来自各国的学生

们在包容并蓄的环境中合一在主里，接受系

统严谨的学术课程、持续正确地塑造自身灵

命、广泛参与丰富的社体服侍。在这里，心

怀平安与严师、同伴携手同行在十架路上，

每日“智慧和身量，都一齐增长”。

- 马润芝（道学硕士班一年级班）

有人曾经说过“教会最好的神学家还没有出

现，而神学院最好的老师还在主日学。”这

短短的一句话承载着传承的主题。传承不是

两代人的事。传承是教会2000年前就不间断

发生的事。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们要留

给后人的遗产是什么？我相信正确的神学是

我们务必要传下去的。 

 - 傅威凯（道学硕士二年级班） 

新学年将在2018年7月开课  欢迎有意报读者申请

报
名
截
止
日
期

所有申请者： 
2018年1月31日

课程详情或财务支援，请浏览三一网站 www.ttc.edu.sg 或电邮询问 registrar@ttc.edu.sg

海外申请者：2018年1月31日 
本地及马来西亚申请者： 

2018年3月15日
文凭课程 神学研读文凭（DipTS）

海外申请者：2018年1月31日 
本地及马来西亚申请者： 

2018年3月15日
基本学位

道学学士（BD）

道学硕士（MDiv）
神学研究硕士（MTS）

研究院学位

教牧硕士（MMin）
神学硕士（MTh）

神学研究文学硕士（MLitt）
神学博士（DTh）

24 Jan 2018, Wed, 8.15am - 2.00pm
TTC Campus @ 490 Upper Bukit Timah Road

2018年1月24日，星期三，早上8点15分至下午2点
三一神学院校园@490武吉知马路上段

Trinity Theological College   
cordially invites you to an              

OPEN HOUSE                 

三 一 神 学 院 
敬邀您参加

开 放 日
恳请您支持三一神学院的事工

您捐献的款项可使本院

备有称职且具献身精神的讲师 
给予学生更大幅度的学费津贴 
为经济条件不足的学生提供奖学金 
保有本区域内藏书极其丰富的神学图书馆 
以最低经费主办讲习班和学术讲座 
为已有16年历史的校园增添并维修各种设施

衷心感谢您为神学教育慷慨解囊。 
您可使用以下方式捐助本院事工：

装备圣徒

回应世界

• 通过银行或自动提款机将捐款转到三一神学院 
于星展银行的往来帐号 033–017261–3

• 以支票奉献。支票抬头请写“Trinity Theological College”, 
邮寄给本:490 Upper Bukit Timah Road, Singapore 678093

• 遗赠三一神学院。学院乐于与您洽谈这项计划。请以电
邮：principal@ttc.edu.sg 或电话 6767 6677 与院长联系

《角聲》以华英两种语分别刊行

阅读英文版，请浏览 

学院网页：www.ttc.edu.sg

基督教事工发展中心2018年信徒夜课

课程：

社会急转型...你我怎么办？
 华文教会的挑战与机会

日期：2018年1月2日至2月13日

时间：晚上7:30至9:30(每逢星期二）

地点：三一神学院多用途礼堂(一楼） 

讲师：李宗高牧师（博士）
更多详情，请浏览学院网页：www.ttc.edu.sg

张霞同学(教牧硕士一年级)于 
8月21日痛失家婆。谨此向张
同学致以深切慰问。

凌健耀牧师(道学硕士2013)于 
8月28日痛失岳母。谨此向凌
牧师与师母致以深切慰问。

林溪潭先生(道学学士1987)于
9月4日痛失岳母。谨此向林先
生与夫人李玲女士（本院前同
工)致以深切慰问。

黄克南牧师(神学学士1970；神
学硕士2005)4月2日于马来西亚
安息主怀，享年78岁。 谨此
向黄牧师一家致以深切慰问。An Inv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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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神学院
490 Upper Bukit Timah Road 

 Singapore 678093
电邮：info@ttc.edu.sg     
网址：www.ttc.edu.sg
电话：(65) 6767 6677       

欢庆您参加70周年
 赞美会   讲道研讨会  

讲员：蔡慈伦博士牧师、四宗领袖以及三一讲师。
讲题：宣讲之更新、“新讲道学”、
宣讲与神学、崇拜礼仪、多元文化等。
请上网 www.ttc.edu.sg 查询，并早日报名以享受报名优惠。

圣
讲 道 研 讨 会

道 光
2018年3月8-9日  •  上午9时-下午5时30分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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