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CI (P) 143/03/2017MCI (P) 130/03/2019

角声 2019年  12月份

三 一 神 学 院 院 讯

林灿杰博士（牧师）

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
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
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

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创 
1:26-27)

创一26-27描述神在创造的第六日照着祂的形象创造了人，
有男有女。“照着神的形象创造”是什么意思？我们需要
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一点：古代世界如何看待形象，特别
是神的形象，以及创世纪对形象有什么看法？

在古代世界里，神和国王的形象被视为他们的代表。而国
王也被视为照着神的形象所造。因此，国王被视为神在世
上的代表。创一26-28说：神赐福给人，授予他们特权来治
理和管理其余的受造物；管理显然是国王的职责和功能。
诗篇八章进一步肯定神创造人，使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
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派他管理神手所造的一切。

虽然古代世界只视国王为神的代表，创世纪却确认，所有
的男女都拥有神的形象，都是祂在世上的代表。然而这并
不意味着国王或人在肉体上与神相似；他们只是体现神的
权柄与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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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五1-3进一步将神在亚当身上的形象样式
与亚当在赛特身上的形象样式联系起来。约
翰·华尔顿认为，创世纪五章采用一个父与
子的意象来描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的。
虽然我们可以把婴孩当成是他们父母的形
象，但相似之处可能仅仅是在外型方面。
当婴孩成长时，他们内在所潜伏的父母的形
象逐渐在他们身上成长。不久后，孩子们
开始体现父母的态度，表情和性格特征。同
样的，创世纪五章的父与子的意象表明了人
具有在神的形象中成长的能力。神创造了我
们，并赋予我们能力体现祂的属性如爱、忠
诚、正义和智慧等。     

综上所述，“照着神的形像创造”意味着
我们是神在世界上的代表；神把
管理受造物的责任交给了我们，
并赋予我们能力在祂的形象中成
长，体现祂的属性。

气候变化，拯救环境，关怀创造
和其它类似的片语提醒我们，
人类的行为对环境和动物世界所
造成的各种破坏。这些片语强
调了我们在治理受造物方面的失
职。不久前，学院的一位讲师
在论及关怀创造的讲道中说，关
怀受造物是“为神、为我们、 
为永恒”。“为神”提醒我们摆脱以人为中
心的创造观；神创造世界主要是为了自己，
而不是为了我们。神已经使我们成为祂的管
家，赋予我们征服和管理世界的职责。我们
不是世界的主人，可以对它予取予求；神才
是世界真正的主人，祂把祂的世界交由我们
去管理，去关怀。  

试想，你把你的公寓租给一些租户，租约
的规条包括：空调必须定期保养，照顾好
家具，定期缴付电费，签约后租户才能进住
并使用公寓。租约到期后，当你检查你的公
寓时，发现橱柜严重受损，马桶塞住了，窗
帘撕裂，家具毁坏，你会有什么感受呢？失
望？愤怒！试想：我们破坏了神美好的创造
物，祂的感受又是如何？    

我们就像那些租户，我们管理世界不只是为
了我们，或是为了其他的受造物。我们主要
是为了神；祂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和主人。
无论我们是照顾或破坏这个世界，我们都必
须向神负责任。许多人已经提出各种不同的

建议来保护环境，但正如坎波洛的观察，这
还是非常不足够的：   

我读非基督徒环保主义者的书，或听他
们的演说，常常发现他们有个根本的毛
病。他们往往以开明的自我利益为根
据，要求人克制或自律。他们指出，要
是我们知道什么对我们有益，我们就会
用更环保的方式来生活，因为这才是唯
一合理的生活方式。可是，这观点还是
很不足够的，关键是我们自己必须成为
截然不同的人。

坎波洛呼吁我们要成为完全不同的人，让我
们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以自我为中心
的行为可以追溯到人的罪。事实上，亚当和

夏娃的罪摧毁了人在神的形象中
成长以及体现神属性的能力。因
此，神的拯救不仅要我们脱离罪
和死亡，祂也正努力地恢复祂在
人身上的形象。保罗在罗八28-29
说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
的人得益处。罗八29告诉我们这
益处是神的旨意，就是要爱神的
人符合祂儿子的形象。 

效法基督是一个终身的旅程，涉
及到我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上

的转变。这转变也关系到三个方面：神，他
人和自己。在西三1-14中，保罗描述了脱去
旧人和穿上新人的各方需要：三9指出这新人
是“照着造他的主的形像在知识上不断地更
新”。西三14进一步指出爱是贯通全德，在
所列的美德中居首要的地位。保罗的陈述呼
应了耶稣最大的诫命，即爱神和爱邻舍。当
圣诞节临近时，让我们莫忘基督道成肉身是
要将我们改变成祂的形象，使我们能把神的
形象体现出来。让我们在爱神和爱邻舍，以
及爱护受造物方面继续成长，这是转变成神
的形象的关键。v

一神学院有幸拥有一个博学多才、
尽心竭诚的教师兼学者的团队，以
牧者心怀来指导学生。众讲师多

年来培养的同工情谊，使我们学院有更优质
的神学教育。讲师的真诚关系是个模范，在
巩固三一神学院的精神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这一点也反映在学院的社体
生活中。

然而，讲师并不足以构成完整的
学院。尽管有人说，一所学院
充其量也只能和其讲师一样好，
但我相信，学院与其学生一样 
“好”也是事实。以三一神学院
的情况来说，从学生群体中实践
的各种善行，就可以衡量出学生
有多好。且让我详细说明。

首先，申请修读神学课程者必须
清楚知道自己是蒙上帝呼召的。
经过讲师面试和评估之后，若发
现申请者心存矛盾或还不肯定是
否蒙上帝呼召，院方就会建议他
们推迟读神学的计划，直到进一
步确认为止。三一神学院是教会
的神学院，也属基督的身体，因
此，自当严格遴选有意投入基督
教事工的人。

其次，有人以为我们录取学生的政策是优先
考虑申请者的学历，其实不然。应该说，
我们非常重视申请者是否已经准备好面对严
苛的神学教育。神学的基本学位课程或许会
非常苛刻，课程除了学术研究，还有灵命
塑造、社体生活、实地教育和其他职务的准
备。此外，申请者还必须获得教会领导认
可。

其三，教会使命不断扩大，值得庆贺的一个
事实是，上帝呼召人去服事的范围并不限于

牧养工作、教会事工或宣教事工。今天的处
境里，很多人是蒙召在自己的职场上或专业
领域里从事特殊事工的。其实，受过神学教
育的平信徒在自己职场上的见证，填补了教
会全职教牧和同工的不足之处。目前，组成
三一神学院社体的，都是确知蒙上帝呼召，
愿意以上述两种方式来服事的同学。

新一批同学已经接受装备，使
三一神学院社体增添更多活
力。来自海外的同学受到新加
坡籍同学（占大多数）盛情款
待，就在校园里体会到基督的
爱。但情况并非单行道般只来
而不往、受而不施，因为海外
来的同学也以自己的方式投桃
报李，使新加坡籍同学深受激
励。因此，我们的校园生活充
满了基督徒的善行，超过我们
所求所想的(彼得前书2:12)。

尽管严格的学业要求压得人喘
不过气来，我们的同学还主动
发起服事毗邻的圣法兰西斯卫
理公会学校年轻学子的计划。
几年前，当市区线还在施工
时，我们的同学也向群集在学

院附近的客工伸出友谊之手。

我们不敢说本学院是个完美的社体，但是，
听到众同学在周五崇拜中分享见证时，我们
就确知三一神学院同学已深刻理解何谓蒙上
帝呼召。众同学的多元文化、种族、才华和
能力使学院受益匪浅。他们都协力为学院打
造更美好的未来，让学院名副其实地是“世
界之光”(Lux Mundi)。

我们为过去71年来的这一切以及所领受的各
种恩惠感谢并颂赞上帝！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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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丰 年 博 士 ( 牧 师 )

院长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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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灿杰博士（牧师）
新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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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在人间

我们能为保护地球做些什么？
叶淑清牧师

造了人之后“就赐福给他们，又对
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
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

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创1:28）神赐予人的福祉是让人活在地球
上，享受大自然的景色与供应——欣赏青山
绿水、喝甘甜的水、呼吸新鲜的空气以及吃
地上长出有机的、富有矿物质的
蔬菜水果，俾使人类的身心灵都
健康，活得快乐自在！

然而，人类要享用这一切的美好
事物也当负起“治理和管理”地
球的责任！

古时候，人类把神所创造的大自
然（山、河、树、石等）当作神
明来祭拜，后来，随着科学的进
步，人类逐渐驾驭大自然，使用
大地的资源来建设社会。然而，
很多人却滥用资源来谋取利益、满足他们的
贪念，在建设与制造的过程中完全不顾及环
保问题，导致大自然的空气、水源与土壤受
污染。

我今年亲眼目睹多辆汽车、巴士以及大卡车
在马路上奔驰时喷出浓浓的黑烟！这种情景
是过去很多年偶尔才会看到的。这样的事在
世界上享有“清洁城市 (clean city)”美誉的
新加坡竟然屡见不鲜！我给陆路交通管理局
（LTA）发了4封电邮，告知我在巴士站等车
的时候看见某路线的巴士喷黑烟。也许你会

认为我这么做没有意义，是枉然的！就如那
些为了“气候变化”问题而走上街头或在公
园里静坐示威的人群，他们的嚷嚷得到什么
果效吗？似乎没有！

最近一篇由1万1千多名属不同领域的科学
家联名发表在《生物科学》杂志上的文章指

出：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
已经升级为气候紧急情况( Cl i -
mate Emergency)。这是一个红
色警告讯号。世人若不改变生活
方式与谨慎使用地球资源将导致
气候加速恶化，造成的灾害将无
法回转补救！地球已经“破烂不
堪”，我们能为保护地球作些什
么？

环保人士早在50年前为抗衡人们
浪费与消耗有限的资源而提出了
3“R”的环保概念——减量或减

少(reduce)、重复使用(reuse）、循环再用
(recycle)。其后，有人在3“R”之外增添了
其它的“R”，如拒绝(refuse, reject)、回收再
用(recover)、复原(restore)、环保再教育
(re-education)等。这些环保概念与 
“治理与管理地球”的责任以及基督徒“简
朴”的属灵操练息息相关。傅士德(Richard 
Foster)在《属灵操练礼赞》(Celebration of 
Disciplines)书中讨论“简朴的操练”时 
(100-101页)指出：

现代的文化缺少内在的实质，也缺少外

表的简朴生活方式。

…………

由于我们缺少一种属神的中心，以致
我们对安全感的需要教我们疯狂地依
附物质的东西。我们必须清楚了解，
现社会贪求富裕的欲望是心理上的毛
病。它所以有这毛病，是因为与实体
完全脱节。我们渴望得着那些我们既
不需要也不享受的东西。……大众传
播的各种宣传，叫我们深信，赶不上
时髦便是赶不上实际。如今应该是我
们醒悟过来的时候，叫我们看出一项
事实，就是效法一个病态的社会，便
等于自己有病。除非我们看出，我们
的文化，在这一点上多么不平衡，否
则我们便不能对付我们里面的这种崇拜 
“玛门”（金钱物质）的精神，我们也
不会羡慕基督徒的简朴。

简朴的操练是实践信靠神赐予并且保管我们
生命一切所需的，也操练与他人分享所有的
资源，实践的操练意味着拒绝无意义和无谓
的消费。我们个人可以做些什么？

首先，我们无论在哪个领域工作，都应该考
虑所做的是否会造成或增添大环境的污染。
如制造业在生产过程中须兼顾保护生态环
境，以及所制造的产品使用时要避免污染空
气、水源与土地。

其次，树林的消失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原
因之一。我们可以拒绝使用或减少使用树木
制造的产品如木制家具、纸张等。我们可以
用手帕代替纸巾擦手、擦汗、擦口，用竹制
的纸巾代替木制的，等等。一些堂会已经把
每周的周刊上线让会友用电话或电脑下载

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已经升级为气

候紧急情况(Climate 
Emergency)。这个是

一个红色警告讯号。

神

阅读，不再用纸印刷。另一些堂会减少印刷
量，只供应给不使用手机或电脑的会友。又
有一些堂会减少印刷的项目，把一些资料如
奉献清单（姓名、款项）贴在布告栏，这同
时也可避免个人的信息外传。

另一类应该拒绝或减少使用的是一次性的产
品，特别是塑料产品。我们若携带水壶外
出，既可以省钱不必在口渴时买饮料，也同
时为环保尽了绵力。有些人常“打包”食物
回家、到办公室或聚会地点享用，若能自己
携带容器，不用塑料盒或发泡胶(Styrofoam)
盒，是简朴的美德。三一神学院的行政同
工即以玻璃容器或重复使用塑料食盒打包午
餐，他们拒绝使用一次性的塑料产品。

此外，教会举办活动的时候常提供正餐或茶
点，这时我们可以作两项既简朴又环保的操
练。第一，准备的食物与饮料不要过量而造
成浪费，并且减少肉食。第二，拒绝使用一
次性的产品如盘碗、筷子、刀、叉、汤匙、
杯子、吸管等。

最后，我们可以拒绝购买不必要的物品，如
最新型的手机、电脑，最时髦的服饰等。这
是操练简朴的美德，也同时环保。家里没有
用到的物品可以送给他人使用，若不知道可
以送给谁，可送给回收机构。

新加坡政府现正积极增强国人的环保意识以
及提倡“零浪费”的生活方式。循环回收箱
子的标签也作了改进：一、注明它不是食物
与饮料的垃圾桶，也不收取使用过的纸巾、
发泡胶产品。二、循环回收箱收取可以循环
的纸张、金属，以及清洗过的塑料与玻璃容
器。三、标签提醒居民把大件的物品以及可
重复使用的物件捐赠出去。

要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改变生活方式，过“简
朴的生活”——拒绝购买不必要的东西、尽
量减少必需品的用量、重复使用物品直到它
不能用了，并且循环再用，我们的地球就能
健康一些，我们也同样能活得比较愉快！v

叶淑清牧师

注册主任
实地教育主任             
宣教学讲师（华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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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先启后论复兴系列（三）

天定胜人？复兴有望？
撒迦利亚书的反思(下)

陈耀明博士

陈耀明博士
旧约讲师 

时 候 我 会 想 ， “ 认 知 失 调 ”
（cognitive dissonance）心理学上
的一个名词，是否适合用在被掳归

回的犹太群体的身上。根据这个理论，当人
面对一个新的环境时，发现自己在心理上出
现两种相矛盾的想法，对新环境、人事和社
交活动，新的理解（新认知）和旧的理念（
旧认知）有明显的冲突，以至
于行为和态度变得不一致，因
而出现一种不舒适或紧张的状
况。

公元前六世纪，犹太人从巴比
伦回到了应许之地后发现，
景物依旧，人面全非。面对百
般的阻扰，重新打造自己的家
园是当务之急，而圣殿的重
建工作被耽搁了。更令他们困
扰的是，就算圣殿完成了重
建，期待已久的复兴并没有实
现。事实上，理想与现实有一
段差距，新的环境和种种压力，加上期盼的
落空，令人不禁怀疑耶和华是否使以色列能
重整旗鼓，挫败感，使人原地踏步，裹足不
前。

撒迦利亚书的前八章阐述了神和子民之间的
问题，除了说明列祖犯下的过错，也要求
当时的听众要积极面对困境，投入重建的工

作。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复兴没有来
到，波斯依然执政，敌人也蠢蠢欲动，子民
可能会想，“人定胜天？复兴无望？”是当
下的写照。

事实上，第九章和第十章的叙事，让我们上
了“认知失调”的一课，说明人生往往有意

想不到的变化。第九章的前
八节似乎要回应早前的负面
想法，通过耶和华将会对列
国的审判，带来了“天定胜
人，复兴有望”的鼓励。
更振奋人心的是，一幅美好
日子的图画出现在尾声，耶
和华将善待子民，农作物丰
收，风调雨顺的日子将会到
来（亚九16-17）。

我们可能认为，第十章并不
是负面的，因为耶和华将
把北国支派从放逐之地“领

他们到基列和黎巴嫩；这地尚且不够他们居
住”（亚十10），而亚十一1-3似乎也证实了
这点，叙事是从黎巴嫩的高原向南伸展，经
由巴珊的树林地区来到了约旦河谷。但仔细
一看，经文呈现的并非是复兴而是毁灭的一
面。黎巴嫩遭受到的破坏是巨大的，大部分
的草场毁坏了，动物没能幸免于难，牧人也
因此巨变而哀嚎。

好景不常，情况却急转直下，整个正面气氛
变得紧张；第十章的前两节指出，耶和华表
达了他的不满，要求子民向耶和华而不是家
神祈求雨，无论是家神、卜士、做梦者都未
能尽忠职守，以致“众人如羊流离，因无
牧人就受欺压”（亚十1-2）。负面的情况
说明，归回群体也重蹈覆彻，误听领袖的残
言，像谗言列祖盲目地投靠别神。问题显
示，离耶和华早前的承诺还有一段时间上的
距离，而经文把问题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
那就是耶和华对牧人的不满。

撒迦利亚书十一4-17也加强了耶和华愤怒的
表达，为第九至十章和提供了
衔接的功能。第八节指出，“
一個月之內，我廢除了三個牧
人”，说明了神非常重视领袖
的素质，他们必须负起照顾与
引导群体的责任。若他们因私
欲而滥用权力，多行不义，将
最终被神除去。领袖的行为引
起了连锁反应，其误导是殃及
池鱼的，耶和华宣告，“牧養
他們的並不憐憫他們。我不再
憐憫這地的居民。看哪，我要將這些人交在
各人的鄰舍和君王手中”(亚十一5-6)。

从管理群体的层面来看，犹太领导层误导了

子民走向灭亡之路。正确的教导似乎没有出
现在群体中。这提醒今天的教会要好好利用
讲台和多个沟通管道，传递正确的信息。教
会的管理在一方面纠正教导方法和建立本
身的教育体系，另一方面考虑如何领导群体
学习正确的教导和深化其内容。双管齐下的
做法是有必要的，正所谓“管理是把事情做
好，领导是做正确的事情”。更重要的是，
无论整个过程的想法是提倡追根溯源，精益

求精和远瞩高瞻，从咨询（有关过去），培
训（有关现今）到辅导（有关未来），管理
群体的领导必须相信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
中。事实上，由始至终，当年的犹太领导层
都不相信神所发出的警告。

领袖和子民双方都有共同的责任，就是认识
神，管理好自己。犹太群体的遭遇说明了人
必须学习如何面对历史中的神，我们也像他
们，面对各种的引诱，一不小心堕入陷阱，
让罪恶在生命里根深蒂固了，不仅失去本身
的判断力，任由人摆布，事奉也陷入困境。
因此，要调整认知失调，必须把焦点放在领

袖的身上，他在管理本身和通
过带领群体的过程中展现其品
格、承担、勇气、信心、沟通
等素质。

带领群体的确是需要良好管理
的要素，加上领袖的激励，
才能建立领袖与群众的持久信
任。对于像教会的一个组织来
说，领导意味着比工作描述
更多的参与，在建立群体的凝

聚力时，许下的承诺比任何工作合同的措辞
更有说服力，才能塑造会众的灵命。简单来
说，“管理是关于有效的安排和沟通，领导
是关于实际的培育和质素。”

先知的宣告不但预告了犹太人的未來，而且
阐明人神关系的关鍵。圣城与整个犹太人的
社会是靠着耶和华与列祖所立下的圣约和借
着神的应许才能享有繁榮与丰盛的日子。领
袖与百姓都有责任去分辨那些自称代表耶和
华的声音。先知的忠告揭露了犹太人的基本
问题：人定胜天和自我心態。若没能及时调
整认知失调，再多的应许也无补于事，只会
盲目追随无能的领袖，相信美丽的謊言，最
终整个社会要面对失败和惨痛的结局。v

理想与现实有一段差距，新

的环境和种种压力，加上期

盼的落空，令人不禁怀疑耶

和华是否使以色列能重整旗

鼓，挫败感的感觉，使人原

地踏步，裹足不前。

有

管理是关于有效的安排

和沟通，领导是关于实

际的培育和质素。



2002年以来，三一神学院四次获赠捐款
设立冠名教席，凸显了学院对基督教学术
研究的重视。今年8月29日，三一重申这
一学术承诺，任命林德平博士（牧师）

为新设立的李怀光宗教教育教授。这第五个教授席
位是由李怀光牧师的家人慷慨捐赠的。李怀光牧师
的服事包括在长老会伯特利堂担任教牧55年，建
设明新学校、长老会中学、众圣纪念堂与众圣之家
疗养院。他曾获王鼎昌总统颁发的卓越乐龄公民奖
（Outstanding Senior Citizens Award），也曾从
纳丹总统手中获颁公共服务星章。李牧师的儿子李
宗高牧师（博士）曾是三一的教职员、长老会的牧
师。

这五个教授职位不仅反映了三一的专业水平，也反
映了她同时追求健全神学与学术卓越的责任。李怀
光教席之前，是陈树南新约教席（陈树南基金于
2002年捐赠）、刘笃信系统神学教席（刘笃信的学
生于2001年捐赠）、周福兴基督教教义教席（卫理
公会巴耶利峇堂于2008年捐赠），以及阿尔汉会督
旧约教席(巴克路卫理公会礼拜堂于2009年捐赠)。
现任教席教授分别是新约陈锦发博士、基督教教义
谢正金博士，及系统神学陈立寅博士。 

林德平博士（牧师）是受任加入他们行列的一时之
选。他是三一的副教务主任，长期任职于三一的教
职员团队（曾短暂被外调至新加坡浸信会神学院担
任院长），他是浸信会的按立牧师，也是东南亚神
学教育协会神学联盟评议会(ATESEA Theological Union 
Senate)的成员。林博士的任命引人注目之处在于，
他主要以华语授课，有别于其他教席教授。林博士

自

在学院礼拜堂的就任演讲也是用华语进行的，并通
过耳机同声传译成英语。 

林博士的演讲以“信仰、语言与宗教教育”为题，
除了向教会大声疾呼本土方言对宗教教育的意义，
也呼吁新加坡的教会从本地的淡米尔语教会及华
语教会支取丰富的资源，发展以母语为主的宗教教
育。演讲分三个部分，以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
带来福音本土化开始，继而考察教会与新加坡双语
政策之间的关系，最后是探讨在母语已经成为第二
语文的当下，母语宗教教育在新加坡的可行性。 

林博士请大家注意本土化与福音传开之间的联系。
他指出，虽然新加坡的双语程度很高，但英语正成
为所有种族家庭的主要用语。尽管如此，在教会中
推广双语对教会来说是一件好事，这能够增加社体
意识、扩大社区服务，以及促进跨文化交流。

林博士的结论是，新加坡的教会能够奋起迎接双语
的挑战。如果我们能克服这个挑战，甚至可能激励
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与印度侨民教会。

三一从1952年开办华文部以来，就面对双语教学所
带来的挑战。学院付出很多努力提供高质量的华文
教学，以至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除了高
素质的讲师提供优质的华文教学外，学院还对华英
生一视同仁。这包括双语崇拜，以及在学生理事会
里面公平代表华文学生。林博士的任命进一步凸显
学院的双语文化。事实上，委任一位浸信会牧师担
任一位长老会牧师命名的教席，也突出了学院的跨
宗派特色。

我们期待新上任的李怀光宗教教育教授完成伟大的
事情。愿上帝丰丰富富地祝福他的服事。v

李怀光宗教教育教授
章明舜博士(牧师)，学生事务主任、教会历史讲师 
翻译：吴秋莲 (神学硕士二年级）

左到右: 副院长, 郑益民博士(牧师); 李怀光宗教教育教授,林德平博士(牧师); 周福兴基督教教义教授,谢正金博士; 
陈树南新约教授, 陈锦发博士; 刘笃信系统神学教授, 陈立寅博士; 院长,魏丰年博士(牧师)。李宗高博士(牧师)致词。

林德平博士（牧师）演讲。
林德平博士（牧师）与夫人，李宗高博士（牧师）

与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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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及基督教协会于2019年9月5日到访三一。访问团
由八位代表江苏省与淮安市的成员组成。江苏省教会是继山东省教会后另一个三一重
要的合作伙伴。这次的领队是江苏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张克运牧师。v江

来自江苏省基督教会的访客

11

《敬拜十二问：荣耀上帝的敬拜》：
新书发表会

士格博士（牧师）是三一神学院崇拜礼仪的讲
师，他最新出版的书是《敬拜十二问：荣耀上帝
的敬拜》。这本书的发表会在三一神学院举行，

除了本院学生出席外，也有一些校友与教牧参加。发表会
由林德平博士（牧师）主持。

发表会以问答方式进行。其中一道印象深刻的问题是：楚
博士为什么在出版了《超基本崇拜理论：跨宗派实践指
南》的前提下，又写下了这本《敬拜十二问》？楚博士风
趣地解释说前一本的《超基本崇拜理论》虽然名为超基
本，但还是相当的学术性，可能对一些平信徒来说帮助不
大。因此，他萌生了以用简单的用语浅白地带出敬拜的方
方面面的念头，帮助一般平信徒能重新认识何谓敬拜。

楚博士也提到很多时候实际操作的方便已经简化了敬拜，这是危险的。正确的作法应该是坚持
敬拜里每项程序的意义而去安排操作的细节。他也提到很多传统的礼仪也可以灵活地变通，但
要清楚达到原有的目的。他期许三一的学生回到教会时要坚定但灵巧地守护着教会敬拜的崇
高，并让会众在其中真正地敬拜。让我们带着学习的心来阅读《敬拜十二问：荣耀上帝的敬
拜》。v

楚
郑有祥（道学硕士二年级）

感恩崇拜简讯 
应展望（神学研究硕士一年级）

2019年10月4日迎来了七十一周年院庆。院领导、董事们、
全体教职员工、学生、嘉宾和校友一起在三一礼拜堂参加
感恩崇拜。

院长魏丰年牧师博士的致谢道出了神在这一年对三一的丰
满恩典：讲师们有机会去上海举行退修会。他们不仅对在
校神学生们精心栽培，还参与“信仰热线”做义工，这是
开放给社会人士解惑答疑机会的平台，表达了学院对社会
宗教和谐的关注和尽一份力量。

新加坡长老大会会证黎志强牧师的证道让会众聆听到三一的终极目标是完成大使命。作为三一
的神学生，我们不仅要尽心尽力实践大使命，并且要有信心的盼望，大使命是可以完成的！

愿三一继续培训世界各地教会牧者和领袖，继续成为东南亚各国神学教育的先锋，成为本国本
地的祝福，成为世界的影响，向着终极目标完成大使命迈进。
  
感恩晚宴侧记 
张丽（道学硕士三年级）

今年的感恩晚宴再次假胡姬乡村俱乐部举行。当晚宾客如
云，包括学院的董事与新加坡各宗派领袖、合作教会和机
构代表、八十余间教会领袖和代表、校友、现任讲师、学
院行政同工和在籍学生等。

在大家享受美味丰盛佳肴的同时，来宾们也在席间走动，
与新识旧友分享这一年经历的恩典与得着。在籍学生们也
纷纷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与讲师们合影留念，或是找近
几年刚刚毕业的学长们询问一些服事中的心得。整个晚宴
都洋溢着喜乐关爱温馨的气氛。

宴席近半时，魏丰年院长进行了简短的致辞，他勉励众人忠于神给三一的使命——传扬福音，
并在打好神学基础、致力于跨文化交流和委身宗教和谐这三方面继续努力。

大家恋恋不舍地离开，深知神在下一年必继续信实地带领三一，也期盼明年的十月再聚。v

三一神学院七十一周年

无与伦比的基督：希伯来书的神学信息
陈礼裕博士

日期：
时间：
地点：

1月7日至2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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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承夜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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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神学院对神学教育的承诺包括了更新讲师这长远的规划，确保新讲师定期加入讲师行列，
以便长期性地服务教会。三一神学院也非常感谢承诺做本院特别伙伴的教会，赞助讲师全部或
部分薪金。在此介绍两位新讲师和赞助他们在三一神学院服事的教会。

伟君牧师是新加坡卫理公会(三一年议会)
的长牧，他从2005年起担任卫理公会牧
师职务。赵牧师目前隶属雅德门卫理公会
(Aldersgate Methodist Church),他曾担任

多所卫理公会礼拜堂青少年事工同工、牧者与主理牧
师，以及多所卫理公会学校的校牧。赵牧师是前诉讼
律师，在英国莱斯特大学攻读法律，其后受聘在英国
(Lincoln’s Inn, 1993)和新加坡(1997)担任律师。

赵牧师也是三一神学院校友(道学硕士2005)。他曾在
柬埔寨卫理公会圣经学校(金边)任教，还为三一神学
院的基督教事工发展中心讲授过几项课程。赵牧师是
三一神学院的储备讲师，在美国富乐神学院修读实践神学博士学位，已处于完成论文的最后阶
段。他极有兴趣研究实践神学、基督教教育、领导学与批判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赵牧师非常
期待2020年1月份起讲授基督教教育和领导学时与众同学互动并彼此学习。

赵师母许爱珍女士是巴克路卫理公会的一名辅导员，目前正在美国富乐神学院修读神学文学硕
士课程(MA in Theology)。赵牧师与师母育有三名孩子:宣喻(15岁)、宣临(14岁)和宣信(10
岁)。v

赵

13

新讲师加入三一事奉团队

增煌博士获长老会伯特利堂与众圣纪念
堂支持，并受基督教新加坡长老大会认
可，2020年1月份加入三一神学院。

加入三一神学院之前，余博士在新加坡学园传道会事
工之一的东亚神学院讲授旧约课程四年。1994年，
余博士回应上帝呼召而加入新加坡学园传道会全职事
奉。过去多年来，他在新加坡学园传道会的学生事工
和宣教事工参与了各种不同的事奉，如：门徒训练、
教学、培训以及领导力发展等。

余博士在新加坡神学院取得神学学士学位与文学硕士
学位。2016年，在美国伊利诺斯州迪尔菲尔德的三一

福音神学院修完博士学位课程。他研究的课题是“以赛亚书中的和平之约”。他将会在三一神
学院讲授旧约科目。

余博士与师母丽珊女士一起在新加坡学园传道会服事时相识而结为连理。他们育有两位千金：
洁悯（14岁）和劼祈（11岁）。余博士以平信徒领袖的身份在伯特利堂事奉，一家人都在伯特
利堂参加崇拜。余博士说：“感谢上帝带领我到三一神学院服事，也感谢伯特利堂给予支持，
我才得以如此事奉。”

余

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哪，你们都
当颂赞祂！”来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三一在
校生为着相同的信仰齐聚一堂，当然要用各自

的民族风情来欢庆我们的相聚、感谢赞美主。这就是三一的
文化之夜。

8月30日下午五点，三一广场上热闹非凡，中庭上空飘扬着
17个国家和地区的国旗和区旗，广场两侧摆满各国同学们
亲手制作的家乡美食，大家穿着各自的民族风节日盛装陆续
到场，文化之夜就在欢声笑语中开始了。

同学们的家乡美食遍及中国、日本、土耳其、印度、东南亚，各国的节目表演更是精彩绝伦：
舞蹈和武术博得满堂喝彩，赞美主耶稣的歌声语言跨越欧洲亚洲远至大洋洲，预演万国万民齐
敬拜。

在三一求学，时间绝对是稀缺资源，大家联合出品如此精彩的文化之夜，诚如魏院长开幕致辞
所说：“大家把时间做为礼物献上，同时也分享彼此的馈赠。” 我们虽有各自的民族文化，
我们更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就是尽心尽力爱主耶稣基督，因为祂是文化的主，是至善至美的源
头和归属。v

“万
郑有祥（道学硕士二年级）

祷告日感想

爱中建立”是今年祷告日的主题，包括接
纳、塑造与和好三个元素，围绕着上帝、
自己与他者三个角色进行灵修与默想。其

中元素来自华文部课程《教牧灵性塑造》之感受的整
合，磨十字架的灵感来自妙玲学姐灵修体验之分享。

祷告日筹备人员包括15位中英文部的同学，当内容、形
式和方案有了初步构思后，于7月初准备了一次磨十字
架的体验，并对所需时间、音乐、效果等进行交流后进
行调整。

而后与副校长、院牧以及学生事务主任等沟通整个方案
的流程和内容，最终确定各灵修站点，其设计由指定负
责人构思，虽分的资金很有限，但布置超出所求所想，
有向教会、朋友和自家所借各物件，更有动手制作的图画与装饰，校园的石头、枯叶、树干、
报纸。各场地文字指引、logo设计、翻译和与证道老师的沟通等工作同步进行，同学们齐心为
与各个站的安排出力。

整个筹备中体验到紧张、担忧与破碎，但却是美好的经历，感恩同路人的扶持与接纳，这是一
次充满爱与成长的回忆。v

“在 
文天月（道学硕士二年级）

文化之夜

学院目前有三位储备讲师，他们分别在爱丁堡大学、牛津大学与多伦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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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贺...

三 一 消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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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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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恳请您支持三一神学院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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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寄给本学院: 
490 Upper Bukit Timah Road, Singapore 678093 
 
以二维码扫描通过 PayNow UEN No. T01CC1488C
来转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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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负责人，当我在六月底正式为第十届乐龄人生研讨会展开宣传时，原以为衰老与
死亡既是华人社会的传统禁忌，报名人数大概有限，想不到新加坡华文教会在信仰
上远比想象的成熟，弟兄姐妹反应异常热烈，早在八月底便需要提早截止报名，到

了9月10日，接近三百人勇敢打破禁忌，出席这个由三一神学院与乐龄学院联办的研讨会，用
一整天时间直面大会主题《觅道寻真、笑谈生死》。

早上三堂讲座先后迎来本院副院牧何威达博士、诗巫卫理神学院院长邱和平博士和陈笃生医院
慈怀护理部家庭科的周慕仪医生，分别以《巨人不死、代代相传》、《潇洒走一回》和《活得
精彩、走得自在》为题，从圣经神学、教牧辅导、医学护理等角度全面探讨老化与死亡的严肃
课题。整个早上在礼堂内不但遇上一双双认真思考信仰人生的眼神，也听到礼堂内此起彼伏的
笑声，更有会众真诚提问与讲员的专业回应。身为负责人的我感受到华文教会已经逐渐学会从
基督教信仰找到直面生死的丰富资源。

午餐过后，参加者先后投入大会安排的五个工作坊之其中两个，或学习体会死亡带来的哀伤 
（邱和平博士），或尝试走进年长者的心灵世界（符志明牧师），或明白衰老前应预先安排护
理计划（杨玉凤社工），或体会独居老人的生活状貌（谢汉新长老/梁荣建弟兄），或认识失
智病患的本质（许庆豪先生），通过五个与衰老死亡相关的工作坊，参加者更全面具体地学
习相应观念与技能去怀抱挑战，令年老岁月变得精彩，诚如副院长郑益民博士在开幕致辞所
言：“当这个世界将死亡视为洪水猛兽，教会宣告基督在十架上征服了死亡。很多人在死亡面
前只有绝望，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而是通往身体复活的中途站。”v

身
何威达博士(牧师),副院牧、教会历史和神学讲师

觅 道 寻 真 、 直 面 生 死 ：
记 第 十 届 乐 龄 人 生 研 讨 会

《角聲》 

以华英两种语文分别发行

欲阅读英文版， 

请浏览学院网页： 

www.ttc.edu.sg

下列校友获新加坡卫理公会按立：

华人年议会（2019年11月14日）
副牧
何秀芳传道（教牧硕士2017）
陈书铭传道（道学硕士2016）
吴钧杰传道（道学硕士2017）

长牧
周美丽牧师（道学学士，神学硕士2017）
尤永深牧师（道学硕士2004）

慰唁...

林青青女士（神学研究硕士2014）于8月6日痛失母
亲，谨此向林女士及家人致以深切慰问。

郑鸿恩牧师（道学硕士2014）的父亲于8月18日安息
主怀。谨此向郑牧师与家人致以深切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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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年议会（2019年11月21日）
副牧
林建成牧师（道学学士2017）
潘国鸿牧师（道学学士2015） 
徐顺发牧师（道学学士2009）

长牧
方国伟牧师（神学硕士2016） 
何圣贤牧师（道学硕士2014）

谢莉（道学硕士2012）于7月1日受恩群基督教
会按立为牧师。

林孝圣（道学硕士2016）受第44届马来西亚基督教
卫理公会砂拉越华人年议会按立为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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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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学年将在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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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31日

课程与财务详情，请浏览三一网站 www.ttc.edu.sg 或电邮询问 registrar@ttc.edu.sg

本地申请者： 
2020年2月28日文凭课程 神学研读文凭（DipTS）

海外申请者： 
2020年1月31日 
本地申请者： 
2020年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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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们带着盼望，从关乎信仰的种种

思考和具体的生活实践中，接受神的装备，回

应神的呼召。在这里，导师带我们进入一个又

一个伟大的心灵，去遇见基督，遇见另外一片

天地，遇见另外一个自己。”

- 薛夏强（教牧硕士一年级）

三一神学院
服事教会71年

 

三一神学院自1948年以来一直服事教会。

学院的环境对于装备教牧与信徒从事福音
工作大有裨益，学生社体非常多元，导师
各尽其责，並有严谨的课程。

听听我们的同学怎么说：

“在学院的华文部，我是唯一来自缅甸的学

生。这里的功课量对我来说相当的繁重，我也

常感到紧张，觉得有压力，挑战非常大。但

感谢神，这段日子有老师和同学们不断地鼓励

我，对我伸出援手。即使面对挫败，也有老师

和同学的陪伴和爱护，帮助我度过难关。感恩

在三一的大家庭里，有机会和来自不同国家

的同学一起学习，让我能够享受多彩多姿的生

活。”- 熊惠玲（道学硕士一年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