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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是纪念圣子耶稣基督诞生的节日。耶稣第一次降临世
间所蕴含的意义重大深远,值得我们深思——宇宙的创
造与主宰者竟然成为人，实实在在地生活在祂所创造的

人中间，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奇妙的喜讯！

然而，在世人欢庆圣诞节日期间，却有不少人倍感孤单寂
寞，甚至觉得生无眷恋而自寻短见，活着对他们来说只是悲伤与
痛苦，毫无意义。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经历过“神与人同在”之
奥秘与喜乐！

“神与人同在”、“神住在人的中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贯穿《圣经》的旧约和新约。神造人的意愿本是要与人同在，
以“爱”与人联系。神亲临伊甸园与亚当、夏娃团契，《圣经》
描述“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
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创3:8)人躲藏起来，
不敢见神因为他们不听从神的话(参创3章)。神虽然惩罚犯过错
的人，但神没有放弃或离开人，即使是杀害弟弟的该隐，神仍向
他显现并与他同在(参创4章)，然而该隐却选择“离开耶和华的
面”(创34:8)，不愿与神同在。这是世人的写照，基督徒是否
也会如此？

《圣经》记载了不少与神同行或同在的人物，例如：以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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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神与我们同在



学院70周年的庆祝已经结束，但全年
各项庆祝活动的美好记忆将会留在
大家心里。2018年10月5日，承蒙

众前院长、前讲师、神学教育合作伙伴、教
牧、教会领袖与校友出席周年纪念崇拜及感
恩晚宴，本院深感荣幸。当天，三一神学院
大家庭成员来自海北天南，大家欢聚一堂。
但愿刊载了庆典报道和花絮的本期《角声》
会成为您的珍藏。 

一年来繁忙的活动逐渐止息，第70个里程
碑促使我们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驻足思考学
院的前景。神学教育无法避免当今数码时代
所造成的冲击，但是无论未来
的新发展对学院的影响是好是
坏，我们都必须整装待发。 

不久前，“思潮”基督教
公共学术中心举办的一场会议
上，我告诉会众，数码时代所
带来的跨越，是我们难以想象
的。数码化使学院在教学和学
习两方面都更加方便，也更有
效率。图书馆的藏书和期刊
数码化后，减少了储存印刷本所需的书架空
间和整体成本。有关信仰和神学的论文和文
章，都很容易通过互联网从世界任何一个地
方取得。通过在线课程，可以教导远至数千
公里之外的学生，学位就由没有校园、单靠
一个办公室来运作的神学院颁发。

然而，这种方式对于有意全职事奉的学生
却有负面影响。例如，通过电子学习的途径
就可获得神学学位，无须参与崇拜和社体生
活，也没有监督或指导，那么，很可能就大
大削弱了传统意义上的灵命塑造了。

数码革命还产生出阅读数码信息的一代
人，他们只习惯简短的数码信息，因为很容
易阅读和理解。然而，根据最近在《海峡时
报》（2018年8月6日）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
显示，“偏爱阅读数码信息并不意味着有更
好的学习成果”。观察结果显示，印刷本的
读者人数下降，尤其是基督教著作的读者大

魏 丰 年 博 士 ( 牧 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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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已导致教会里的年轻人不太理解圣经和
神学。教会领导层必须设法解决会危及下一
代个人信仰的有害影响。

身为基督徒，无论平信徒或神职人员，我
们都受敦促要思考、查究并提出批判性的问
题（徒17:11），做神学思考（研究并反思经
文），才是真正相信并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因此，我们务必共同努力，接触数码时代的
年轻人，为将来建造坚固的教会。这个呼
召，吁请各神学院与众教会更加紧密合作，
一起迈向这个目标。

我们必须注意，现时代的
神学院或许会忽略了当尽的福
音职责。我们或许不在宣教工
作的最前线，但神学院可在宣
教这方面发挥作用。我们可以
安坐在美好的学术环境中为主
作见证，但我们必须考虑到多
元种族和多元宗教的社会处境
下，不同信仰之间的敏感问
题。三一神学院参与宣教使命
的方式之一是通过“思潮”基

督教公共学术中心在公共平台传递基督教信
仰。

三一神学院思考其未来的方向之际，明确
的一点是：这所联合学院仍然会以神学院的
定位，继续紧密地参与教会各层面的生活。
数码时代或许会带来拦阻和不少挑战，但与
众教会间稳固的伙伴关系，以及从神而来充
满希望的异象，使三一神学院能做好准备迎

向未来。v

2

神同行(创5:22,24);挪亚与神同行(创6:9)；
神应许亚伯拉罕并且一直与他同行(参创12章
至25章)；神与以撒同在(创26:3,24)；神与
雅各同在(创28:15;参31章)；神与约瑟同在 
(参创39章)。

当以色列(雅各)将离世时，神与他同在
的经历使他信心满满地向约瑟保证“神必与
你们同在”(创48:21)。同样的，神对摩西
说：“我必与你同在。”(出3:12) 神应许约
书亚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
你同在。”(书1:5)

神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吩咐摩西建
会幕，把以色列12个支派的帐棚围着会幕而
设，表明神居住在以色列人的中
间，与他们同在、同行。然而，
神与人同在的意愿却不是人的意
愿！以色列的历史记载了神与他
们同在，以及神对他们的慈爱与
容忍，然而他们却一而再，再而
三地背叛与神所立的约，选择离
弃神。即便如此，神也没有遗弃
人，祂不断地差派先知呼唤他们
回转，但他们无动于衷导致以色
列人最终亡国与成为俘虏，落入
悲惨与凄凉的境地。

神不遗弃人，也不放弃人！时候到了，神
差天使向约瑟显现，吩咐他娶已怀孕的马利
亚为妻，因为圣灵临到马利亚身上，她所怀
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路1:35;太1:20)，并且人
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意思就是“神
与我们同在”(太1:23)。之前，神的天使已
对马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
主和你同在了！”(路1:28)“主和你同在
了”意味着神的意愿没有改变，祂乐意与敬
畏祂的人同在，从创世至今仍然不变！

圣诞节纪念耶稣的诞生再次提醒我们——
神的意愿是要与祂所创造的人同在！有如
马利亚受孕是从圣灵来的，我们成为基督的

门徒也必须从圣灵重生(参约3 
章 ) ， 并 且 耶 稣 差 圣 灵 内 住
在 门 徒 里 面 ， 与 门 徒 永 远
同 在 ( 约 1 4 : 1 6 - 1 7 ) 。 新 约
多 处 记 载 圣 灵 在 使 徒 与 门 徒
的 生 命 里 见 证 了 神 与 他 们 的
同 在 。 保 罗 在 书 信 中 教 导 ：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
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

督的。”(罗8:9)所以，属基督的门徒必然
有神的灵，即圣灵住在心里，这是神与我
们同在的印证。既然如此，我们要敏锐内
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因是“圣灵将神的爱
浇灌在我们心里。”(罗5:5)所以，属基督
肢体的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
的心”(弗4:3)，“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帖前5:19)，也“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弗
4:30)，凡事都要“靠圣灵行事”(加5:25)。

愿我们的意愿如同神的意愿，通过内住在
我们里面的圣灵与神同在、同行！在圣诞与
新年佳节期间，愿我们“靠着圣灵，随时多
方祷告祈求……，为众圣徒祈求……，使我
[们]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
秘”(弗6:18-19)，向世人见证神的真实与属
性，邀请他们来一同经历“神与我们同在”
的喜乐！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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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的话

叶淑清牧师

注册主任
实地教育主任             
宣教学讲师（华文部）

愿上帝在圣诞与新年
佳 节 ， 赐 您 和 至 爱
亲 友 平 安 、 喜 乐 、 
福杯满溢！

“神与人同在”、

“神住在人的中间”

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贯穿《圣经》的

旧约和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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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务主任 
基督教教育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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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华人社会见证基督、推动基督教
和华人文化对话的事上，新加坡华
文教会有着无法推卸的使命。同
时，新加坡的母语政策也使到华文

教会具有和世界各地的华裔/华侨教会不一样
的处境和优势（这些政策包括：将华巫印三
大种族的母语列为官方语言、为
三大族群成立官方媒体并提供至
少13年的母语教育）。以教会与
华人社会、中华文化以及新加坡
双语政策的三重关系为轴，本文
尝试阐述构成华文教会自我定位
的三维坐标。

教会的福音使命

根据新加坡2010年的人口普
查，新加坡有七成居民住在组屋
区，其中超过半数（150万人）来
自讲华语或方言的家庭；而在15
岁至44岁的年龄层中，仍有近100万人口通晓
华语或华英语。这些数据提醒我们，华文福
音事工仍是教会无法逃避的使命。事实上，
华语和方言仍是许多新加坡华人所熟悉和觉
得亲切的语言，也是教会进入社区所须具备
的条件，不少英语教会也因福音的缘故开设
华文聚会——新加坡卫理公会三一年议会的
17间英语堂会中就已经有16间开设了华文崇
拜。

论到教会的福音使命，不得不提的是，华
人社会对基督教仍普遍存在着误解、不解和
偏见，华文教会如何与华人社会发展长远的

关系，如何在社区中展现基督的恩惠、天父
的慈爱和圣灵契合的大能，这是教会不能没
有的问题意识。从福音使命的视角来看，华
文教会与华人社会的关系是教会自我定位的
一个重要坐标。教会如何利用现有的优势去
鼓励和帮助新一代走入社区、植根社群，这

将考验各代人对教会的本质以及
福音使命的认识与认同。

教会的文化使命

对于东亚的华人教会和世界各
地的华侨教会来说，教会的中华
性（Chineseness）是一个不证
自明的课题；对本地的建国一代
和华校生基督徒来说也是如此。
但是，随着80后一代华语使用
频率和能力的下降，新加坡的华
文教会最终是否会变成一个完全
西化、对中华文化不再熟悉的群

体？在华裔教会和华侨教会之间，新加坡华
文教会能否走出自己的道路？从更广的视角
来看，这不单是华文教会需要处理的问题，
也是新加坡的华人社会需要面对的课题——
究竟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华人性在未来会经历
怎样的嬗变？因此，可以说，这是一个具公
共面向、社会和教会都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这里头寓藏了教会的文化使命。

海峡时报记者袁昕曾说过：“虽然有些人
可能认为，拥抱华族文化是一个崛起中的大
国对新加坡的另一种文化殖民，但我觉得，
已经独立53年的新加坡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独

特基因，它让我们难以被任何区域强国所拉
拢。”新加坡社会是否真的有
了“自己的独特基因，”我觉得
这仍有待讨论甚至争论。但是，
无论如何，华文教会所拥有的
文化光谱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它
让教会为基督教信仰和中华文化
提供一个独特的对话空间。问题
是，这个信仰与文化对话的空间
还能存在多久？华文教会的定位坐标

新加坡华文教会速写系列（三）

教会如何利用现有的优

势去鼓励和帮助新一代

走入社区、植根社群，

这将考验各代人对教会

的本质以及福音使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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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德平博士（牧师）

华文教会应学习关心国家

的双语政策，并看到自己

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华文教会与新加坡的双语政策

和大中华圈的华人社会不同，华语不是
新加坡华人的共同语言。新加坡被英国殖民
过，独立后经全球化浪潮的洗礼，自1987年
起又推行以英语为第一语文的教育政策，华
人之间以英语沟通已是常态。因此，不少人
有意无意地将华文教会等同于欧美的华侨或
韩侨教会——两者都是无法或不愿以主流语
言为聚会语言的教会。这个说法不完全错，
但却忽略一个事实：华语是新加坡的官方语
言，是新加坡华人子弟在学校的必修课。

新加坡的教育部明言，双语教育政策旨在
保留亚洲的民族传统与价值观，它力图使到
新加坡各族的下一代不会与自己的族群文化
完全脱节。虽然新加坡母语教育的“实验”
难关重重，成败也众说纷纭，但它所反映的
那种看重种族文化的思想是宝贵的，它避免
新加坡在文化上被单元化，是新加坡走出殖
民心态和抗御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
的重要国策，同时，它也是华文基督教在新
加坡存在的客观条件。本文认为，华文教会

神
是
爱

应学习关心国家的双语政策，并看到自己所
扮演的重要角色。

华文教会和华文事工见证了
双语政策从课室走入民间的可
能。和英语教会相比，华文教
会更有资源和责任为新加坡的
双语政策作出贡献。因此，教
会应更谨慎回应将事工单语化
的呼声——至少，教会需要清
楚知道，这是和国家政策走相

反方向的决定。我的祷告是：新加坡的华文
教会最终能在华侨教会和华裔教会这两个形
态以外找到自己的样子，并在普世华文基督
教的发展进程中找到自己的角色。v



回顾2018年

上（左至右）:圣道之光讲道研讨会(华文; 3月8至9日)，圣道之光讲道研讨会(英文; 3月8至 
9日)，基督教灵性塑造研讨会(5月15日)

中（左至右）:华文教会与华人世界会议(4月18至19日)，校友回顾之旅--樟宜监狱教堂(9月3日以
及10月4日)

下（左至右）:校友回顾之旅--苏菲亚山礼堂(9月3日以及10月4日)，感恩崇拜(10月5日)



三一神学院协助建立了和谐与团结的新加坡
副总理在70周年感恩晚宴上致辞：

“一个和谐而团结的新加坡”

潘仁义主教、三一神学院（三一）董事部主
席，纪木和会督、三一董事部副主席，魏丰年
牧师（博士）、三一院长，三一社体，嘉宾
们，女士先生们，

我很高兴今晚能与你们一起庆祝三一神学
院的70周年院庆。这是三一神学院一个重要
的里程碑。

在过去的70年来，三一为建立一个更强大
更团结的新加坡做出了许多的贡献。 

一个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的新加坡

今天，新加坡各族群比过去任何一个时
候，更有必要携手建立一个更和谐与团结的社
会。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的一份报告指出，
新加坡是232个国家中在宗教上最为多元化的
国家。

然而，我们却能够相安无事地和平共处，
甚至参与彼此的宗教节庆。每一年，我们都可
以看到非回教徒与他们的回教友人在斋戒月期
间一起开斋进食，非印度教徒在小印度参加色
彩斑斓的屠妖节庆典。

而圣诞节是许多新加坡人，不分宗教信
仰，所喜爱的佳节。我们彼此祝贺“圣诞快
乐”、“屠妖节快乐”，或是“开斋节蒙福平
安”。

我们今天所享有的和谐并不是偶然得来
的。我们也不能将它视为理所当然的。世界上
许多地方，无论是在种族或宗教上，排他主义
与不容异己逐渐抬头。

在我们的区域里，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主
义继续威胁着我们的和平。在新加坡，我们仍
然不断发现激进化的人士。数码科技与社交媒

体的迅速发展使得不容异己与激进的思想越来
越容易散播，也为我们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

为了维护我们的和平与稳定，我们必须站
稳立场，坚决反对这些思想，并发出强烈信
号，表明我们对相互尊重与和睦的支持。

这就是为什么政府一贯地坚持与我们的民
间团体及组织密切合作，通过各项政策如教育
及住屋措施，和各种项目与平台如全国族群与
宗教互信圈，或简称IRCCs，以期扩展我们的
共同空间，并促进各个社体之间更深入的互相
了解。

藉着一起合作，我们能够防止心怀不轨的
人士或群体利用这些差异来分化我们的社会，
拆毁我们的社会结构。当面对分歧时，我们应
当介入互相尊重的对话，把重点放在我们彼此
相似之处和共通的人类本性上，而非凸显我们
之间的不同。

三一神学院：并肩合作

在过去的70年里，三一帮助建立了一个和
谐和团结的新加坡。这乃是建基于二次大战期
间被囚于樟宜监狱的复原教教会领袖的远见。
这些领袖们看到牢墙外美好的愿景，即不同宗
派的基督教徒可以为着新加坡基督教的发展及
社会的改善而一起协力合作。

战争结束不久后，圣公会、卫理公会和长
老会教会就聚集起来，于1948年10月开办这
所联合学院。1963年，路德宗教会参与了这
三个宗派，使学院更为壮大。

三一不仅培育了来自新加坡主流教会的牧
者，也培育了来自独立教会的牧者。更为重要
的，是三一一直把给予各宗派牧者的培训与我
们多元种族与多元文化的社会处境联系起来。

这意味着了解并尊重他人的信仰，拒绝助
长隔离、诋毁他人宗教的教导和做法。这样的

处境化需要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怀和思想，并且
对于建立一个和谐与团结的新加坡至关重要。

通过你们的学位课程，你们不仅为新加
坡，也为本区域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尼、印
度及中国，培育了学者及仆人领袖。今天，约
有2,300名三一校友在东南亚及全球各地的教
会与福音机构服事。

很高兴看到今晚前来出席的校友们热情的
回应。 我祝贺你们所有人，也祝愿学院一切
顺利。

你们也与世界各地的知名院校合作与展开
交换项目。这包括了美国的耶鲁神学院、中国
上海的复旦大学，及纽西兰的奥塔哥大学。这
些合作项目反映了这些知名院校对贵院的极度
重视。

作为新加坡主要的基督教机构之一，你们
也积极接触其他宗教团体，组织跨宗教对话，
以促进宗教和谐。

例如，2004年你们就与新加坡基督教全国
教会理事会（NCCS），连同马来专业人士协
会（AMP）一起举办了一个题为 
“世俗国家，道德社会”的研讨会。这个研讨
会使回教与基督教的领袖、学者和专业人士聚
在一起，探讨宗教在新加坡扮演的角色。

近期，你们积极地参与由(NCCS)与新加坡
回教理事会（MUIS, 回理会）联合主办的首
届“搭桥” 活动。你们的讲师们也在回理会
与和谐中心所举办的活动中发表演说。

三一也与南大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
（RSIS）签署谅解备忘录，为该研究院提
供“多元社会跨宗教关系学”单元课程。我对
你们所付出的努力深表赞许。这些努力有助于
加强我们多元信仰社体之间的联系，并促进有
意义的对话。

总结

三一社体，女士先生们，

在你们庆祝70周年之际，再次祝贺你
们！在过去的70年里，三一竭力履行其Lux 
Mundi，意即“世界之光”的院训。

你们给予教会与社会的服事使得贵学院在
新加坡及本区域闪耀着光芒。当我们展望未来
之际，如三一这样的宗教机构将会继续扮演关
键的角色，以维护新加坡的和平与和谐。

我敦促你们继续与政府和各个社会团体培
养彼此间的理解、建立更密切的友谊，并缔造
一个更为和谐与团结的新加坡。

但愿你们与你们的会众大蒙祝福，大享快
乐。v

张志贤先生

新加坡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

Photograph: Courtesy of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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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兴起知识增广……惟独我主睿

智流传，真理普照赫奕辉煌……惟

靠耶稣独一真神，方能寻见奥秘泉

源……吾人受教三一学院……

上述几句引自三一神学院院歌，多年来都

在三一礼拜堂四壁内回荡。2018年10月5日上

午，学院举行70周年感恩崇拜时也不例外。当

天，学院礼拜堂座无虚席，只为见证三一神学

院历史已抵达特殊的里程碑。学院为欢庆70周

年院庆，全年举办了多项庆祝活动。一年一度

的感恩崇拜是欢庆的高潮，三一全社体，无论

新旧成员，都借着Timothy Dudley-Smith写的

赞美诗感谢上帝：“主，历年间，你施恩、保

守、引领……光阴的主，信众感恩歌颂。”出

席感恩崇拜的包括几位前院长、一些前讲师、

多位本地和海外校友，以及学院的特邀嘉宾。

感恩崇拜的讲员张振忠博士(牧师)是新加坡

卫理公会会督，也是三一神学院校友。张会督

以思考学院院训“世界之光”强调院训是个提

三一神学院70周年感恩崇拜

穆耿腾博士、图书馆馆长

邦 2018年10月5日晚，是三一神学院70周年一系列庆祝的高潮，与其说它为全年的庆祝
划上句号，不如说是为新里程碑拉开序幕！

晚宴照例在胡姬花俱乐部举行，但却是三一第一次的千人宴。当晚嘉宾如云，包括
董事与宗派领袖、合伙教会与机构代表、前院长与讲师、现任讲师、200多位本国与国际校友、
各教会领袖与代表，以及在籍学生。为晚宴加添一份隆重气氛的是特别来宾---新加坡副总理兼
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先生。这意味着晚宴不但是三一神学院大家庭的“喜事”，也是新加
坡社体值得庆贺的“美事”。

晚上6时半开始，宾客陆续抵达俱乐部会客厅。老友间热情的问候、新交的殷勤引见，在一片
欢笑声中此起彼落。七时半，副总理在魏丰年院长以及宗派领袖的陪同下准时抵达。他和蔼的
笑容与平易近人的态度，为晚宴增添了亲切的气氛。副总理的致辞是晚宴的焦点。他祝贺三一
欢庆七十周年，并谢谢学院不遗余力地为教会培育能尊重不同宗教的牧职人员，同心缔造“一
个和谐而团结的新加坡“。他观察到三一这种包容并蓄的态度源自于二战期间同得异象的创始
人，不同宗派联手开办这所联合学院，为新加坡、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培育学者及仆人领袖。
副总理也赞赏三一与世界名校的交换计划、跨宗教的对话与合作，以及为南大拉惹勒南国际研
究院(RSIS)提供“多元社会跨宗教关系学”单元课程。他鼓励三一努力迈进，继续履行院训“世
界之光”的异象。致辞完毕，副总理与院长、宗派领袖率会众异口同声高唱“生日快乐”歌，
并同切七十周年蛋糕。

院长的致辞简单扼要，因为他的信息都编入学院制作的录像短片中。5分钟的短片叙述学院的
历史、院训Lux Mundi 的意义、三一课程、属灵塑造活动、以及对外的合作项目，包括“思潮”
基督教公共学术中心(ETHOS )与为RSIS提供的课程等。

每年三一晚宴最令人难忘的，肯定是曾广海夫人所指挥的诗班献唱。男同学合唱与男女同学
大合唱的感人献唱，使听众享受具专业水准的演出，将整个晚宴推入高潮，代表学院与会众将
感恩颂赞归给至高神，也将晚宴带入尾声。

众人唱完院歌以及祝祷之后，副总理与宾客寒暄片刻后才离席。全体嘉宾也依依不舍地离
开，深感这不仅是晚宴的结束，也是另一个蒙福的七十年的起点！v

世界之光照耀之夜：记70周年感恩晚宴

三
刘淑平老师、新约讲师

醒，向所有进入三一神学院大门的人见证耶稣

基督乃是真光。上帝把学院安置于山上——前

苏菲亚山与目前的山景校园，这正好提醒讲

师、学生、校友和学院董事，光是不能隐藏

的，我们都暴露在世人面前，是清楚可见的。

而且，他与本地和世界各地众多校友互动中

看到一个值得赞赏的特点，就是大家都渴望作 

“世界之光”。众校友通过各自的事工，承担

重责，默默苦干，造福众教会、各群体、各族

群、特殊群体和各国，体现了学院的院训。

张会督也为学院有扎实的学术、良好的基

础设施及妥善的财务计划感恩。他重申这是学

院成熟的确实迹象。这也强调了学院的承诺：

延续创院元勋的异象，培训教牧、同工、宣教

士、神学教育者和上帝的仆人。

当天的崇拜中，全体会众也见证了学院颁发

长期服务奖予叶淑清牧师(20年)、林德平博士

(牧师)(10年)和李宛瑛女士(10年)。v

张振忠会督（右）证道 领受饼和杯

三一诗歌班献圣诗 同声敬拜 与宾客一同享受爱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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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
何威达博士（牧师）、启承主任，教会历史和讲道学讲师 

回顾历史：华文部的创办(1952) 启承：三一神学院信徒教育

一神学院创办时适逢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结束之后，也正是新中国政权(1949)的开

始。此后，处在‘宗派后期’的中国‘三自’教会与西方教会之间的圣工合作与人才交

流随告中断。这对处身于东南亚的教会，尤其是一向与大陆“祖国”母会保持着密切关

系，并且依赖中国教会提供教牧人才的华文教会，曾经引起了极大的冲击。

学院倡设华文部的确是诸先贤有运见智慧应对时代的挑战，也是众教会回应圣灵呼召的行

动。1952年，随着通晓华英双语的老师们逐年增加, 连同陈观斗牧师 (Rev Andrew K T Chen), 
第一批中西牧师先后加入华文部讲师阵容者计有：傅乐明牧师(博士)(Rev Dr John R Fleming)、
吕荣光牧师(Rev John J K Lu)、慕乐真牧师(博士)(Rev Dr Frank K Balchin)与宋煦伯牧师（博

士）(Rev Dr Hubert L Sone)于1月14日在苏菲亚山第6号正式上课。

随着学生教员的人数日益增加蚩，学院越发需要正规的设备。在学院成立的首十年，三一的设

备得到隐定发展，尤其是从1956年以后，蒙金陵协和神学院创设部(Board of Founders of Nanjing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大力赞助，除了常年拨款资助扩充图书馆购置新书及设备外，该创设

部董事会也资助学院建造院长住宅(1956)，苏菲亚楼(1958)以及圣约翰楼(1960)。后复蒙神学基

金会(Funds for Theological Education)与其他义款协助建筑一座四层楼，设备周全(冷气)的图书馆

及两个单位的讲师宿舍(1966)。v

三
陈振光博士（牧师）、三一前院长（1975-1982）

参加三一70周年院庆平安返抵香港，感谢学院院长暨列位同工无微不至的款待，实在

衷心感谢。

 我于1962年毕业，至今已是56年，若从入学开始计算，刚好是60年了，时移世易，

世事多变，沧海桑田，新加坡已变得我差不多认不出来了。所以，此次旧地重游，真是感慨万

千，同班同学能出席者可谓绝无仅有，就算我认识的先后同学若干位都已在时间的摧残下，呈现

老态或健康不再，甚至卧病在床，实使人唏嘘不已。

还记得60年前，由于香港神学院校只得几间，自己所属的教会只承认“三一”为培训神学生的

院校，当年坐飞机并不流行，而且机票十分昂贵，我和另两位同学黄玉麟牧师和周耀基牧师只有

乘邮轮赴新，由香港到新加坡需四天时间。到埗时，当年院长宋煦伯博士特来接船，送我们返回

宿舍。我们当年住的宿舍是前卫理女子中学，虽然简陋，但学习生活却十分愉快。

当年多位敎授是我深深怀念的，计有：宋煦伯院长伉俪，卓伟院长伉俪，谢秉刚牧师，许玉

庆夫人，林悦禧女士，刘葆英女士，许敏士牧师，吕荣光牧师等。他们的教导至今仍留下深刻印

象，为他们对三一的贡献，感谢天父上帝。在我的记忆中当年在“三一”攻读的香港神学生约有

十多位，各人毕业后都在香港教会中各有独特的贡献。

参与母校70周年纪念，回顾过去，睹物思人，感触良多，除了对离世的同学深表怀念，深信他

们作工的果效必随着他们，他们所结的果子必发芽增长千百倍，同时我也感谢母校的优良培训，

惟望主继续带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为东南亚和世界各地培训更多神学精英和教会优良牧

者，使各地教会能继续为主发光发热，荣神益人，是所厚望也。v

七十院庆有感

刚
李炳光牧师（神学学士，1962）

1948年的三一神学院到底是在哪一年开始投身平信徒神学教育呢？答案是1988年和
1997年，学院史册《十字路口》这样叙述：

原来三一早在30年前便已怀抱平信徒神学教育，认定这是她的使命之一，
更在1997年成立基督教事工发展中心，有系统地培育信徒，造福教会。

面向2019年，基督教事工发展中心将易名为启承，表明七十岁的三一在未
来对平信徒神学教育的信念。

启承乃是新创的复合词，为要从三方面阐明三一认定的信徒神学教育。

首先，启承意指“启示+传承”。信徒神学教育须扎根于上帝在基督里的启示，既保存在圣经
内，更藉大公教会传承下来。

其次，启承也指“启迪+承认”。信徒神学教育力求学员的心思意念经历属天启迪，能心口如
一承认所信的道。

最后，启承更指“启程+承担”。信徒神学教育最终是要信徒再度启程，以热爱与睿智迈开新
步，在职场与教会承担天国大业。

愿主帮助三一能持守启承之道，装备圣徒，建立教会。v

启承夜课

“我信主再来！问题是何时?”  
再思基督教末世论

章剑文法政牧师（博士）

日期：

时间：

地点：

1月9日至2月27日

每逢星期三晚上7点30分

三一神学院多用途礼堂

更多详情，请浏览学院网页

www.ttc.edu.sg

1988年4月4日同时开办华文与英文的平信徒领袖神学教育，
由……学院讲师授课。……十年后，1997年7月，为提高给平
信徒同工的训练水平，学院成立了基督教事工发展中心……
颁发信徒事工证书和信徒事工文凭。 

陈礼裕博士
的博士论文

出版了
1 0月 1 6日，学院为

陈礼裕博士出版的新

书 The Trinity and the 
Religions举行了发布

会。讲师、同学与校

友聚集在会议室，聆

听陈博士以英语分享

他写作的经历与心

得，由陈师母传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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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贺...

三 一 消 息

下列校友获新加坡卫理公会按
立：

华人年议会（2018年11月15日）
副牧
胡文莹牧师（道学硕士2013）

长牧
曾国华牧师（道学学士2011）
崔平和牧师（道学硕士2013）
石训深牧师（道学硕士2014）

三一年议会（2018年11月22日）
副牧
何文龙牧师（道学硕士2016）
傅志辉牧师（道学硕士2014） 
张勇信牧师（道学硕士2016）
杨永兴牧师（道学硕士2016）

长牧
黄汉文牧师（道学硕士2013）

Kandiah Karunasekara  牧师（神
学硕士1999）今年初于斯里兰卡
卫理公会年议会中当选为区域主
席。他将会于2020年1月正式就
职并接任职务，任期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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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聲》阅读英文版，请浏览 

学院网页：www.ttc.edu.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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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裕凯同学（道学硕士一年
级）与太太林思洁女士于7月27
日喜获千金，取名恺琳。

Vo Nhan Tu 同学（道学硕士
2010）与 Chau Tran Thai An 
同学（道学硕士2015）于8月11
日喜结连理。 

黄玉清牧师（道学硕士2014）
于9月8日获基督教新加坡长老
会按立为爱加倍堂主理牧师。
 

Joseph Vasanth Sathyan  同学
（道学学士二年级）与太太
Priyadarsini 于9月9日喜获麟
儿，取名 Jonathan Sathyan。

傅威凯同学（道学硕士三年
级）与王靖瑜小姐于11月23日
喜结连理。

Rev Dr Scott Sunquist受聘为
戈登康威尔神学院 (Gordon-
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 
院长。宋博士于1987至1995年
在三一神学院讲授教会历史，
是美国长老会差派的宣教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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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慰唁...

傅先伟长老（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
席、联合圣经公会的挚友与事工伙伴）于2018年8
月20日安息主怀，享年74岁。谨此向傅长老娘与
女儿致以深切慰问。

陈志英女士（道学硕士1991）于9月2日痛失慈
父，谨此向欧思源先生（道学学士1992）与陈女
士夫妇致以深切慰问。

Rev Dr Scott Sunquist（1987-1995年讲师）与
Nancy 师母于9月22日痛失女婿，谨此向宋史国博
士（牧师）与家人致以深切慰问。

Martin Peter Jungnickel  牧师（道学硕士2012）于
11月2日痛失慈母，谨此向Martin牧师、师母与家
人致以深切慰问。

潘志成牧师（神学学士1987，神学硕士2004）的
岳母于11月日安息主怀，享年92岁。谨此向潘牧
师与家人致以深切慰问。

李雪珍女士（道学硕士1993）11月16日痛失兄弟
Peter。谨此向李女士与邱明理牧师（道学硕士
1993）致以深切慰问。

到中国发表专文与演讲

耿卫忠牧师（神学硕士 2003）
于2018年10月23日当选为上海
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主席。

Rev Prem Tamang 牧师（道
学学士 2011）于2018年11月
17日就职为尼泊尔、加德满
都Church of Christ the Living 
Hope（圣公会）牧正。

蔡严信同学（道学硕士二年
级）与太太李施慧喜获麟儿，
蔡伟山牧师(神学学士1985；教
牧硕士1995）与严家慧牧师 
（道学学士1985)喜获孙儿。

陈耀明博士、旧约讲师 

018年，陈耀明博士受邀到中国发表专文与演讲。

10月20日至21日，陈博士到北京参加由中国社

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宗教研

究院共同主办的“基督宗教经典文献学——处境化的圣

经研究国际论坛”。来自政界、学界、教界30余所高校

及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分别参与这个国际盛会，通过四

个论坛的讨论，分别从历史、哲学、文献、文化比较及

现状研究的角度，对基督宗教进行客观与深思熟虑的讨

论。21日早上，陈博士从“文献”的角度，发表专文：“余民、移民、疑民：新加坡教会应付

本土化问题的初探”。当天下午，他也对来自国内的学界、教界的旧约专家发表的专文进行了评

议。

11月14日至16日，陈博士到上海参加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上海宗教文化研究中心、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基金会共同主办的“《圣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个

常年研讨会已经步入第八年，来自国内与外国的学者、研究员和领导人积极参与讨论。15日下

午，陈博士从“历史”的角度，发表了“移民与族群认同：被掳巴比伦与被掳归回的视角”的专

文。16日下午，他也为专文进行评议，与来自国内科研机构的研究员以及国外学者分享研究的成

果。

11月21日，陈博士到上海华东神学院演讲，题目是：“旧约先知的职分与预言”。与会者包

括讲师和来自不同课程的神学生。面对启发性的教导与深入浅出的呈现方式，学生们不仅勇于发

言，也与老师真诚交流，让双方在教学与学习上获益良多。v

亚洲基督教研究中心的贡献与终结

洲基督教研究中心（亚心，Th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ity in Asia, CSCA）于

2001年10月4日成立，旨在严密探究地理政治和种族宗教都属多元化的东南亚环境里，

基督徒有什么样的生活、思想和使命。

第一任的主任华勇博士（牧师，2001-2004）着重于宣教研究。当潘乃召博士（牧师，2005-

2014）接任后，研究范围扩大至亚洲基督教以及信仰与社会。在此期间，组织了研究小组，举办

了研讨会和议会，并且出版学术性的书籍与刊物。

然而，学院领导经过漫长的审议和重新评估后，决定在2018年底结束亚心的运作，不是因为亚

心的愿景的不可行性，而是学院已经与新加坡基督教全国教会理事会以及新加坡圣经公会联办了 

“思潮”基督教公共学术中心（ETHOS），转向公共领域作出贡献。

潘博士所开始的宣教史档案工作已经转移到学院的图书馆，由馆长负责继续进行收集东南亚基

督教的文献，整理和存档的工作。除此以外，亚心出版的书籍（共67本，包括明年的出版）是这

个研究中心贡献以及在未来的年日继续贡献给教会的礼物。为此，我们感谢上帝！v

陈立寅博士（牧师）、刘笃信系统神学教授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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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丰年博士、牧师（主编）， 郑益民博士、牧师（副主编）， 

叶淑清牧师（华文主编），刘淑平讲师，陈礼裕博士，廖廷发博士，  

章明舜博士、牧师，丁秀珍姐妹，黄葆铃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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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一神学院的装备，除了学术之思考与

掌握以外，还有社体服务的实践。借着灵命

塑造和社体服务，可以反思我们在上帝国度

的服侍。透过与不同国家的同学一起生活，

彼此学习、成长、守望及磨合。”

- 卓俊宏 （道学学士三年级）

三一神学院
服事教会70年

 

三一神学院自1948年以来一直守在这事
工的最前线。

三一神学院的环境对于装备人从事福音
工作大有裨益，因为学生社体非常多
元，导师既有爱心又很尽责，课程也相
当严谨。

听听我们的同学怎么说：

三一神学院 邀请

2019
开放日

2019年1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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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者将有机会聆听讲师授课、参加

早祷会、与师生们交流并用餐以及参

观校园；若需要咨询，参与者还可以

与讲师进行一对一面谈。

请上网报名 
https://ttc.edu.sg/oph2019/

新学年将在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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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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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及马来西亚申请者： 
2019年3月15日文凭课程 神学研读文凭（DipTS）

海外申请者：2019年1月31日 
本地及马来西亚申请者：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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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在三一，跟随良师认识神，与良友结伴

经历神；与神同行的日子里，依靠神捕捉

到生命中的盲点，看到苦难背后神的恩典，

重新诠释了人生经历。在不断的破碎与重

建中，持续回归到生命的真实。在与神联

结中，得以挣脱枷锁，得到释放、自由与平

安。”- 马润芝 （道学硕士二年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