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角 声

世

三 一 神 学 院 院 讯

2016年  4月份

俗社会中存在美善的公共价值，这是圣经的教导。虽
然，保罗劝罗马教会“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
新而变化”（罗12:2上），但他随后即说：“作官的原
不是要使行善的惧怕，而是要使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

惧怕掌权的吗？只要行善，你就可得他的称赞”（罗13:3）。保
罗的教导并无冲突：一方面，罗马教会须要注意价值观世俗化的问
题，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罗马社会不存在公共的美善价值。正
因为社会中存在共善，使徒彼得如此教导信徒：“你们在外邦人中
要品行端正，好让那些人，虽然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会因看见你们
的好行为而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上帝。”（彼前2:12）

在1991年至2007年之间，新加坡出现四份有关公共价值的报
告：“共同价值观白皮书”（1991）、“新加坡家庭价值观”
（1993）、“新加坡21愿景”（1999）和“国民教育信息”
（2007）。2014年，教育部学生发展课程署以上述报告为基础，
设置了《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标准》，显示新加坡价值教育内容的
延续性与积累。

新加坡的品格与公民教育是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国家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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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共善与基督徒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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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长 的 话

借 着 研 读 
与 思 考 塑 造 灵 性

神学教育旨在培育基督教群体的信仰。
信仰，虽然是个人的事，但最终必塑
造人的灵性，提高人的仁义道德，使
人真诚关怀他人。人常以为神学教育

是一种学术研究，其实不然，神学教育带领人
走上一个改变心思意念的心灵之旅，使人的心
思意念更贴近上帝的旨意和所定的人生目的。

这并不表示为达到那目标就
得修完一个神学学位课程，但认
真对待信仰的基督徒必定会不断
学习，以保持“心意更新而变
化”（罗12:2）。日理万机的很
多平信徒都已经意识到要更亲密
地与上帝联系，抽空研读并思考
是不可少的。生活在城市里，通
常不容易聆听上帝的声音，因
此，这些平信徒都渴望有机会学
习如何把灵性和生活中的各种需
求结合在一起。

三一神学院致力于履行装备
平信徒的承诺，因为他们是全教会生活与使命
的骨干。为响应信仰与实践相结合这项需求，
学院将会举行周末静修班，让信徒受更扎实的
属灵操练。

我们认为从周五傍晚到周六傍晚为时24小时
的静修班，时间虽短，但已足以教导参加者学
习静修。我们希望学员一旦掌握了基本的属灵
操练，就可以自己进行类似的静修。静修班结
束后，学员可要求安排与属灵导师会面，一对

魏 丰 年 博 士 、 牧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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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教育带领人

走上一个改变心思意念

的心灵之旅，

使人的心思意念

更贴近上帝的旨意

和所定的人生目的。

一的接受指导，以便巩固学到的功课。今年，
学院将会举行三次静修班，明年起每年举行四
次。首次静修班会在5月6至7日举行，由本院讲
师曾广海博士、牧师与陈文才博士、牧师担任
指导老师，将以英文进行。

装备平信徒是本院不断在进行的事工。很多
平信徒参加了本院的夜间课程后都认为课程切

合所需。越来越多平信徒以选修
生的身份来上日间课程，由于他
们是全职工作的，因此每个学期
只能修读一门学科。

本院寻求服事教会的各种方
式时，所得到的其中一项反馈启
发我们为信徒开办文凭级别的神
学教育课程，因此推出了神学研
读文凭（DipTS）课程。这是高
素质的基本神学课程，供信徒作
个人进修或为担任信徒领袖而接
受装备，以便日后在教会事奉。
这个课程今年7月起开办。

现今很多基督徒尝试探索真实信仰的更深一
层，这让我们深受激励。很多教会越来越关注
灵性塑造，强调属灵操练和门徒训练，这就更
能够预防基督徒受世俗文化影响而变质，因基
督徒蒙召原是去改变世界的。

三一神学院是众教会的同工，参与装备信
徒、使信徒成为门徒的事工，不断给予健全而
扎实的教导，并鼓励信徒实行属灵操练，使教
会得以保持生气勃勃，满有见证的景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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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价值观的教导——包括责任
感、坚毅不屈、正直、关爱与和
谐，第二部分涉及社交与情绪管
理的能力培养，第三部分则属于
公民教育的范畴。针对第三部
分，前教育部长王瑞杰说：“第
一，我们的学生应成为忠心耿耿
的公民，对新加坡有很强烈的归
属感，为国家利益、防卫与安全
献身；第二，他们应关怀别人，
愿意尽己所能改善别人的生活；
第三，在一个多元种族社会里尽
力促进社会凝聚力与种族和谐；
最后，对社区、国家及全球课
题，应有能力作出反应，并作出
正确的决定。”

以宏观视角来看，自17世纪西方启蒙运动
以来，科学精神为主导的现代化西方教育崇尚
价值中立的理念，强调学校当以传授知识和科
技为主要任务。如今，面对家庭教育功能的式
微、激进分子不断颠覆传统的举动，以及全球
化趋势中价值观的日趋多元，正规教育如何帮
助下一代面对价值真空和价值混淆所带来的迷
失？学校如何维系社会的价值共识？这些都是
值得教会关注的公共问题。

《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标准》纳入国家层
面的价值论述，反映了新加坡社会现有的公共
价值观，是多数新加坡人价值取向的写照。对
他人的尊重、负责任的处事待人态度、坚定、
诚信、关爱他人的怜悯之心，和与人和平相处
的意愿，这些都是基督教所强调的处世之道，
教会因此当为社会中存在这些价值共识而感
恩，因为它们关系到社会的集体福祉。

要在国家层面推出一套公共价值的论述不
易，然而，其传承与积累将更为艰难，所需的

是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决心与耐
心。公共价值的成型既需要岁月
的磨练，又会面对瓦解的威胁，
代际之间也可能出现价值变迁的
挑战。因此，教会应积极地参与
共善的维护与传承。在这方面，
基督徒的群体见证扮演重要的角
色。

基督徒秉承圣经的教导而实
践彼此尊重、彼此相爱与合一的
生活方式，这本身已经是一个具
有社会意义的见证。当教会在国
人面前展现出一种超越社会阶
层、文化背景，甚至是政治立场
的生活型态时，这本身就是一
种能启发社会想象的见证行动。

透过构建基督教独特的群体生活，教会是在展
示，同时也是在传播一种独特的生活态度和价
值。这是教会所不应落人后的公共责任。

当然，要在多元社会的处境中展示共善的
可能，教会便须要透过神学教育来深化与拓展
信徒的信仰认知与视野，因为神学是基督教价
值观的基础。如何为信徒提供完备与适切的信
仰教育，以帮助信徒在多元社会的语境中拥有
体现福音和维护共善的能力，这是当代教会的
教育使命，其公共意义不应被忽视。  v

林德平博士、牧师
副教务主任  
基督教教育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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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
“信仰的本质”

潘朝伟博士、牧师

道在人间

当今是以财经为主导的时代，有钱就有
势。因此各国都争相成为世界或区域
内最富强的国家，各财团也争相成为
最富有、最先进、最具

影响力和竞争力的财团。各家公
司想尽办法发展业务，希望成
为行业中的领头羊。人人使尽
浑身解数，想早日登上公司里一
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宝座。现今
很多公司事事讲求经济效益，
常常探讨如何提高生产力。公
司以生产力衡量员工的表现，
生产力高的获晋升，生产力低
的被降职，甚至遭裁退。政府
鼓励各家公司尽量自动化，以
机器取代工人，提高生产力；
呼吁员工持续进修，提升技能，
增强竞争力。为了更美好的生

活，人人不停地忙碌赚钱，不断自勉：“爱 
（要）拼才会赢。”整个社会像一股龙卷风把
所有人都卷入了进去，人人都在疯狂追求。没

有人能幸免，大家停不下来，
只能跟着跑、跟着转，不停地角
逐。强大的龙卷风时不时抛出一
些人来，就是那些精疲力尽、患
上绝症、患精神病、英才早逝，
以及暴毙身亡的人。许多人因厌
倦了这种无谓角逐的人生，退出
江湖，寻找内心宁静，追寻宗教
信仰，或过个隐退生活。

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
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
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
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
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
享安息。”（太11: 2 8 - 2 9） 

教会应该是让疲惫心灵遇见耶稣的最佳场
所，使迷路者得方向，忙乱者得安宁，疲
惫者得安息，困乏者得力量，软弱者得变刚
强，受伤者得医治，病痛者得痊愈，悲伤
者得安慰，忧愁者得喜乐，绝望者得盼望。
信徒本是世上的光和盐，福音的见证人，
基督的肢体，耶稣恩典和能力的导体。耶
稣应许信他的人要得着“更丰盛的生命” 
（约10:10）。初期教会信徒的生命散发出一
种极富感染力的喜乐、爱心和信心，他们的满
足感远超物质、身份、地位和权柄能给予的。
他们的富足感深受众民羡慕、尊重，许多人因
此信主归入教会（徒2:43-47; 4:32-34）。

使人纳闷的是，当代信徒似乎已经失去光
和盐的特性，既没有体会到耶稣所说“更丰盛
的生命”，也未体验到初期教会
信徒那种喜乐和活泼的教会生
活。当代信徒和非信徒没有两
样，心灵同样饥渴，不断追随时
尚，抢购新款电子产品，探寻新
鲜娱乐活动，追捧影星、歌星、
球星，情绪跟着偶像身边发生的
事起伏。有些信徒追求物质享
受、贪恋名牌、渴望名誉地位，
和一般人没有两样。为了拥有名
贵轿车、豪华公寓、有地房产、
信用金卡、高尔夫球俱乐部会籍
而忙着赚钱，疲于奔命，主日没
有时间参加崇拜，平日无暇灵修
或享受天伦之乐。

除了信徒，教会也受世界影
响。有的教会有如世俗的企业，
有的教会以商业的模式来管理。这些教会的
领袖以生产力来衡量教牧同工的表现，加薪
多少、花红多少、能否升职都直接和生产力
挂钩。好些教会领袖认为教牧同工忙碌是好
事，活动繁多是美事；大教会就是成功的教
会，每天忙碌的牧者是好牧者。这些观念导
致众教会之间明争暗斗，众牧者彼此比较。
世俗的龙卷风已吹进了教会，把大家吹得团
团转。一听闻哪一个教会发展得很成功，人
数暴增，就组团观摩，希望学到“绝招”， 
使自己的教会也兴旺起来。哪一个地区有“复
兴”的现象，就前往考察，希望能感染一点灵
气，把复兴之火带回来，或依样画葫芦，模仿

当地得复兴的模式，希望自己的地区也能复
兴。结果牧者半死不活，信徒筋疲力尽。教牧
和同工又忙又累往往是缺乏安全感、受同侪的
压力和虚荣心驱使造成的。近来频频听到牧者
和教会领袖因教会活动过多而劳累过度，精力

耗尽，患上“倦怠症”（burn-
out）。信徒白天工作忙碌，晚
上和周末还要到教会参与各种活
动或服侍，结果身心疲乏，精力
透支，心灵也得不到安息。

教会领袖是否应该放缓脚
步，重新思考，世界的价值观是
否已潜入了教会？教会是否已受
世俗影响，过于注重生产力，关
注人数增多过于优质属灵生活？
保罗提醒我们：“不要效法这
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察验何为上帝的善良、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
12:2）这句话，《当代圣经》
的译文非常生动：“你们不可追
随世界的潮流，反要思想不断的

更新，这样就明白上帝的旨意，知道什么是善
良、完美、上帝喜悦的事情了。”我们是不是
迷失在“时代潮流”中的羊？愿我们听到牧者
慈声呼唤：“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
力在乎平静安稳。”（赛30:15）愿我们回归
信仰的本质。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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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朝伟博士、牧师
旧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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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事工发展中心华文部主任
教会历史和讲道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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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次主日崇拜后的对话
记得十多年前某次主日崇拜后，

一对夫妇特地告诉我：

当日的简短对话竟然印象深
刻，至今不忘，我不知道这对夫
妇的疑问有多大代表性？到底有
多少基督徒觉得旧约与他何干，
犹太民族宗教史对他们此时此地的信仰人生关
系不大？

或许这种心态颇为普遍，因此，坊间流行
的福音论述或是教会的讲道与教导，“旧约
成份”（尤以犹太文化成份）极少，近乎缺
席……

旧约完全缺席的福音讲述
年青时为了有效传福音，曾努力学习“几

套”福音讲述方法，回想起来，这些福音讲述

方法竟有三个共同点：
首先，救主耶稣身为犹太人的民族身份完

全不用及，只要耶稣曾是道成肉身成为人便
足够了，他出身于任何族群似乎都没所谓！
其次，主耶稣钉十架的时间与地点完全不用提
及，他是否在二千年前的耶路撒冷城外身死十
架丝毫不会影响我们的福音讲述，只要他曾经
受死、流血、埋葬、复活、升天，那就是完整

的救赎了！最后，这些福音讲述
都是始于上帝创造天地与人类犯
罪堕落（创世记1至3章），然后
便可以直奔道成肉身的圣子和他
的十字架，至于整本旧约圣经，
绝对可以略去不谈！

我当然深信任何人只要“口
里宣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
他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
（罗马书10:9），但如此的福音
讲述，主耶稣在其中变得肤色不

明，失去具体轮廓，彻底苍白，更遑论什么血
肉挣扎。纵然我们诚心宣认道成肉身的圣子确
实是完全人（fully human），但通过这样的福
音讲悔罪归主的基督徒，或会觉得主耶稣乃天
外来客，基本上不吃人间烟火。

旧约边缘化的基督教
按我观察，悔罪归主的基督徒踏入教会

后，听到的主日崇拜讲道，大部分都在讲解新
约经文，尤以福音书的篇章；扪心自问，我多

年来的讲道也呈现这种失衡现象，特别钟爱福
音书，讲解旧约次数相对甚少。

偶尔在主日崇拜迎来了讲解旧约的宣道
者，但他们很多时候所采用的解读角度，主要
是下列三种：

其一是将旧约等同律法，视新约为福音或
恩典，将两者对立看待，旧约结果判为负面角
色；其二是在圣诞节和受难节期间讲解先知
书，以预言应验的模式引证上帝如何策划耶稣
的诞生和受死，旧约结果沦为过去式；其三是
选取个别诗篇进行讲解，作为信徒学习祷告的
榜样，旧约的历史背景结果被搁
在一旁。

至于旧约众圣又该如何才能
踏足今天的教会生活呢？按我观
察，旧约众圣主要是通过少年或
儿童的教材作为登场舞台，假如
成年基督徒希望在教会内与旧约
众圣会晤，就必须参加进深查经
班或门徒课程才成，否则只能自
行阅读旧约，才能一睹他们的风
采。

个人的观察难免以偏概全，
例外情况应该存在，实际现状大
概也会比上述描述来得健康，无
论如何，今天的基督教在一定程
度上有将旧约边缘化之嫌。

然而若要真正明白基督信仰
的真意，我们决不能将旧约边缘
化！这让我想起了一段经文：路加福音24:13-
35……

以马忤斯路上的密集研经班
主耶稣复活的主日下午，两位愁眉不展的

门徒从耶路撒冷出发前往以马忤斯，全程十一
公里。他们出发前已知悉埋葬耶稣遗体的坟墓
竟成空坟，甚至听闻有人遇上天使宣告主已复
活。然而这些消息非但无力消除沉郁，甚至也
不能引起好奇心，两位门徒仍然愁容满面离开
耶城。

复活主终于现身！奇怪，他竟隐瞒身份，
化身路人甲，不让门徒认出庐山真面目。因为
门徒双眼从“迷糊了”到“明亮了”（24:16， 
31），希腊文在动词上均采用被动式，显示这
是上帝主动令他们双眼暂时蒙蔽。难道他们直
接看到复活主不好吗？何苦延长二人愁苦直到

日落西斜？为何如此呢？
原来这段双眼被蒙蔽的以马忤斯路上，路

人甲要特地举办密集研经班，只有如此，才能
彻底解愁消苦，重新振作……

当日研经主题是“基督不是必须受这些苦
难，然后进入他的荣耀吗？”，研经范围是摩
西五经和先知书（24:26-27）；按犹太正典，
先知书包括了旧约圣经的历史书和大小先知
书。如此看来，当日的旧约研经范围涵盖了旧
约圣经之大部分书卷。

至于研经内容，路加虽然没有交代，但研
经效果却清晰可见。

两位门徒在晚餐席间认出复
活主后，并未被复活主之瞬即失
去踪影打乱心情而再度失落，反
因路人甲在下午“讲解圣经”
而继续满心“火热”，甚至急
不及待，连夜赶路，重返耶城
（24:32-33）。当两位火热门徒
在耶城找到十一位门徒后，复活
主竟然再度显现，并且再度举行
另一轮的旧约研经班，而这次研
经的涵盖范围甚至扩大至全本犹
太正典：“摩西的律法、先知的
书，和诗篇”（24:33-53）。

这段以马忤斯路上的旧约研
经班，竟能使失落丧志的基督门
徒重拾心志，帮助他们在信仰上
重新站稳。

一点心愿
“旧约与我何干？！”但愿这种想法早日

在教会绝迹，但愿更多人（包括我）能在旧约
众圣的信仰路上不断瞥见新约基督的身影，在
旧约世界中更能深切体会十架信仰的真义。  v

瞧，我们的圣经（一）
“旧约与我何干？！”

圣经系列（一）

何威达博士、牧师

到底有多少基督徒 

觉得旧约与他何干，

犹太民族宗教史 

对他们此时此地的 

信仰人生关系不大？

当两位火热门徒在耶城

找到十一位门徒后， 

复活主竟然再度显现，

并且再度举行另一轮 

的旧约研经班， 

而这次研经的 

涵盖范围甚至扩大 

至全本犹太正典： 

“摩西的律法、 

先知的书，和诗篇”。

何牧师，你上次讲道提到基督徒都是亚
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当时被你搞糊涂
了：‘我们既不属于旧约时代，更非犹
太人，怎会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回
家后拼命翻查圣经，最后在
加拉太书3:29《和合本》读
到：‘你们既然属乎基督，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
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你
讲得对，我们因信耶稣真的
成了亚伯拉罕的子孙。



从伊甸园到三一蔬果园

一蔬果园自2014年7月开始，带给我
们不少喜悦、希望和激励。我们开始
蔬果园的时候，只想给大家一个劳动
和纾解学习压力的平台，以及让国际

生在短假期间可以享用一些蔬果。在这同时也
培训学生栽种安全的食物与其他农作的知识。
他们若到贫穷的第三国家宣教，可以将所学得
的经验和科技传授给当地的居民，帮助他们在
这方面的发展。

然而，经过两年后，我们发现蔬果园提升
了师生的神学反思、提高我们被委托管理大地
的意识、开阔我们与园艺各界的交流，并且使
师生不仅享受丰收的喜悦，更是影响了我们的
生命和呼召。

以下是几位华文部同学的神学反思：

1）罗成赞——耶和华的园子——从美丽的
伊甸，到三一的菜园，美丽园林都离不开辛勤
的护理。

创世记第二章，东方的伊甸园里
迷人的田原风光，无不诉说上帝奇
妙的创造和护理之功。我们三一
的菜园，虽然不比伊甸园那样
多姿多彩，却也“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结满果实的木瓜

树、造福整个社体的水根蔬菜、茁壮的香蕉
树、茂盛的帝王苗，等等。更为有趣的是，这
里还有自动灌溉系统。所有这些，让本来荒废
的一片三角地带，变得生机盎然。这是多位老
师、同学、教会的农业“达人”们辛勤工作
和呵护的结果。教会就有如这个“园子”，需
要辛勤的园丁，也就是牧者，对教会的每一个
人进行呵护。稍一懒惰，就会杂草丛生；稍一
懈怠，就受虫害袭扰。我们的上帝是辛勤的园
丁，我们呢？ 

2）吴黎明——“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
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乎那使它生长的上
帝。”（林前3:7）。

每当收成的时候，不由的感慨上帝的奇妙
和能力，亦给紧张学习的同学们带来了的喜
悦之情。但有时同学们和老师所付出的努力却
得不到回报。如我们栽种了花生、黄瓜，最终

都没能有好的收成，甚至颗粒无收。这无
形中不由得让我体会，我们所付出的

并不能算什么，一切都在乎叫他们
成长。我们将来毕业之后步入职
场，我们手中所做的或许就像
我们今日在这菜园中所劳作一
般，当我们不泄气，我们所做

的神必定成就在当中。

3）刘智民——上帝差遣祂的独生子拯救了
我们；通过园艺服务，我体会到上帝也借着成

为祂众儿女的我们来拯救大地。
记得第一次到园艺服务，我毫无常识，不

但分不清楚植物的名称，甚至连剪草与撒种
也不懂。每周的学习是磨练自己在烈日下的耐
力，日复日从枯燥的剪草、翻土、洒水工作
中，我终于明白到种植的工作其实是一项拯救
的服务，因为植物基本的需要是干净的水、空
气与土壤。当我们任凭杂草在菜园里丛生而不
清理，不但种不出好的蔬果，还有可能孳生蚊
虫，危害环境。我从中反思到上帝差遣祂的独
生子，道成肉身为了拯救罪人、赦免与洁净信
祂的人，恢复我们与祂创造时的关系，并且明
白我们受托管理这地。如今我們愿意去拯救这
被破坏和污染的大地与环境吗?

4）孙磊——上帝是宇宙的园丁，祂创造人
类看管与修理大地（创2:15），让我们生活在
上帝国度的“已然和未然”之间。 

每当我看到植物从粪堆和泥土中发芽，它
使我在无望中看到希望，在黑土中看到更新的
生活。也许有一天将不再有枯萎和害虫，但我
仍会看到植物、
水果诉说上帝奇
妙的作为，并将
赞美和荣耀归给
我们的上帝。通
过作物的生长和
收成，我感受到
上帝的供应和恩
典。每一次参与
园艺，我都感受
到与上帝生活的
滋味，虽然还没
有完全实现，
但我边工作，边
等候那一刻的来
临！  v

余清杰博士、牧师，基督教教育和实践神学学讲师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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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明舜博士、牧师，教会历史讲师；吴秋莲翻译（神学研究硕士二年级）

斯兰国既不是回教也不是一个国
家！”出席这次信仰与社会论坛者都
清楚听到了这个信息。2016年2月23
日，三一的亚洲基督教研究中心主办

了一场题为“ISIS：极端主义的威胁与新加坡
回教群体”的论坛，主讲人是南洋理工大学的
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RSIS）副教授莫哈末博
士（Dr Mohamed bin Ali），他在演讲中有力
地重申了上述要点。出席者还包括新加坡回教
理事会（MUIS）属下的新加坡回教战略合作
协会（Strategic Engagement of the Islamic Reli-
gious Council of Singapore）会长再诺先生（Mr  
Zainul Abidin bin Ibrahim），以及MUIS属下和
谐中心（Harmony Centre）负责人穆哈末宗教 
师（Ustaz Muhammad Fazalee bin Ja’afar）。

莫哈末博士的演讲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
分，他追述了ISIS（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
国）在这几十年间如何发展及壮大，并解释为

什么全世
界有那么
多回教徒
被这个组
织的一些
意识形态
所吸引和
说服。例
如，ISIS
声称它所

做的是在成就末世预言，这帮助它招募了不少
渴望有分于末世事件的同情者与士兵，后者甚
至不介意为此殉道。这个组织善于利用现代传
播技术，这使它的触角无远弗届。

在总结这部分的演讲时，莫哈末博士简略地
提及新加坡面对的宗教极端主义威胁，这在过
去的几十年主要源自激进组织回教祈祷团的活
动。

在演讲的第二部分，莫哈末博士针对我们应
该如何回应宗教极端主义的威胁，提出他的意
见。他指出，透过军事行动来解决问题，效果
是有限的。从长远来看，我们更需要一个侧重
于有效反击ISIS意识形态的‘软’战略。这也
是他任副主席的宗教改造小组（Religious Reha-
bilitation Group，简称RRG）在新加坡所进行的
工作。

RRG是由一群回教宗教领袖组成的志愿团
体，他们付出时间和精力为那些在宗教极端主
义法令下被拘留的人提供正确的信仰指导和辅
导。它也出版印刷物和举办讲座，以反击那些
对回教教义的极端解释。在辅导的过程中， 
RPG成员会纠正被拘留者对回教的错误理解与
观念，并对他们表达关怀与关心，因为许多人
是在社会中被边缘化才会转向宗教极端主义。

在随后的问答时间，莫哈末博士熟练地回答
了现场听众的多个“烫手”问题。最后，他以 
“我们要不断站出来反对ISIS，不能给它任何
的合法性”之宣告结束这次论坛。  v

宗教极端主义与我们的回应 
信仰与社会论坛

伊

宗教在社会起的作用

谢正金博士，系统神学讲师

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
tre）最近的研究报告，新加坡是世
界上宗教最多元化的国家。百分之八
十多的人口有宗教信仰并隶属信仰群

体。约百分之十九的人口是基督徒。
新加坡显然是个具不同宗教信仰的社会，虽

然如此，宗教在公共场所起什么样的作用这个
问题众人还有争议。有些人主张宗教对社会有
贡献，宗教的教导理当广为宣传。另有一些人
则认为宗教是属于个人的，因此应该禁止在公
共场所传教。

3月22日，“思潮”基督教公共学术中心与
陈川仁部长及潘仁义主教在“思潮会话”这项
年度活动中讨论了这个重要的课题。

陈川仁先生现任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潘仁
义主教为圣公会新加坡教区主教。

当天的“思潮会话”进行了近80分钟，讨论
的内容广泛而极具活力。涉及的问题有：教会
对建国的贡献，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基督
教群体如何协助加强社会安全。

约200名来自各个不同宗派和教会的信徒出
席了当天的会话活动，当中有好些重要的基督
教领袖如卫理公会会督、新加坡国家基督教理
事会总干事，以及Evangelical Fellowship of Sin-
gapore的领导。

“思潮”基督教公共学术中心（http://
ethosinstitute.sg）是由新加坡国家基督教理事
会、三一神学院和新加坡圣经公会联合创立的
基督教智库。

“思潮会话”是一项年度活动，借此向重要
的基督教领袖和专家陈述当代最重要且最紧迫
的各种课题。  v

根

一神学院刘笃信系统神学教授曾广海博士、牧师（Rev  
Dr Simon Chan）受委任为《亚洲神学期刊》（Asia Journal of 
Theology，AJT）新任编辑。曾博士对于出版和编辑工作有非
常丰富的经验。1957年东南亚神学教育协会创立时，三一神学

院是16个创立成员之一。如今曾博士任编辑一职，说明了三一全力支持
协会是毋庸置疑的。

《亚洲神学期刊》自1987年创刊以来，就是研究亚洲对于圣经、神
学和处境化课题看法的主要资源。《亚洲神学期刊》合一的取向也有助
于让同属三个协会的各神学院共享资源与同工，促进彼此了解并相互 
合作。

《亚洲神学期刊》是同行评审的期刊，每年出版两期，主要在东南
亚、印度和北美地区销售。欢迎投稿。稿件可发到ajt@atesea.net给编辑
曾广海博士。  v

三
Limuel Equina 博士，东南亚神学教育协会（ATESEA）执行董事

曾广海博士受委任 
为《亚洲神学期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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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起）：陈志伟，曾祥婷，蔡秋波，周鸿明（会长），张信宇（副会长），杨永文，陈健文，朱明伟， 
陈晓冬

后排（左起）：郑益民博士、牧师（代学生事务主任），董恒毅，植家进，李子建，林国宏，李汉伦，汪思恩，吴钧杰， 
陈秋燕，周勇，何茵，李莹莹，刘格宁，Naw Winsome Paul，Luu Quynh Anh，吴声亮，林明忠，王志翔，Jeremy 
James s/o Veda，林建成，曾益琪，魏丰年博士、牧师 (院长)

学生理事会成员介绍 ……

献银毫书捷报，猴挥金棒迎新春”。
正如这副春联所述，2015年的学

生理事会带领三一社体书写下了众多 
“捷报”，在丙申猴年，新一任学生

理事会正式接手这“金棒”，带领三一社体踏
上新的旅程。

在三一，大家最希望的莫过于门门功课
都拿A。在竞选时，我提出了希望同学们都
能取得属于自己的A的期许，A可以是“态
度（Attitude）”、“能够（Able）”、“爱
（Ἀγάπη）”、“阿门（Amen）”。后来，有
人问我，有没有第五个A？我想，虽然A是每位
在三一的同学都希望得到的，但这并非三一生
活的全部，如果要寻找第五个A，这必须是我们
在三一生活的全部，那应该就是“上帝（Ado-
nai）”。

我们的生命应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在三一，
或许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说着不同的语
言，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我们却是作为基

督的肢体彼此联结。2016学生会就职礼上，
学生会主席周鸿明引用彼得的话，将这种关系
比作“活石”，我们是要被建造成属灵的殿
（彼前2:5），虽然我们有着不同的性格与文
化，但却彼此尊重与造就，共同在信心中成
长。

三一的每一项活动都能帮助我们彼此建
造。2016年的学生理事会搭建新的平台，预
备各样的活动，希望帮助大家更有效地沟通，
让彼此之间有更好的了解。2016年学生理事
会的愿景是“享受肢体的配搭，活出一体的
生命”。我们必须记得，毕业后，我们需服侍
的是不同的群体，因此三一的每一项活动、每
一个事工都需要大家的参与，借着不同的人或
事，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上帝的同在，感受到我
们互为肢体的喜悦，并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体的
生命。我相信，当我们能够同心追求这第五个
A（Adonai）时，在追求的过程中，我们将会
得到所有的A。  v

羊
张信宇（道学硕士二年级），2016学生理事会副会长

基督的肢体，彼此联结
学生理事会

016年3月14日，新加坡三一神学院、浸
信会神学院、东亚神学院和新加坡神学
院众师生齐聚英华自主中学，参于2016
年院际运动会。绿茵场上，各式竞技依

次上场，运动员矫健的身姿与看台上热情的观
众，呈现出一道健康活力的风景线。

躲避球最先开赛，来自不同学院的学生组
成联队，彼此对抗的同时，增进各院校学生
间的互动，当球被抛出那刻，你我没有院际之
别，只有合作向前。队长球赛场上哨音一响，
气氛瞬间沸腾，双方队员都铆足了劲，不仅男
生阳刚英武，女生也是勇敢非常，数轮竞技
后，三一神学院力压群雄，获得队长球冠军。
足球赛场上，各队球员生龙活虎，以灵活的战
法、敏捷的身手，务求获胜，最终新加坡神学
院获得足球赛冠军。

今年除了绿茵场上的体能竞赛，主办方还

特别安排了脑筋急转弯比赛和打字快手比赛，
让更多的师生可以参于赛事活动。机敏灵活的
脑筋急转弯问答中，不时传来笑声、掌声，东
亚神学院在激烈竞争中获胜。打字快手的参赛
者无不神情专注，手指快速击键，不断刷新打
字速度纪录，最后前五名选手获得了奖品。

今年院际运动会的主题是“健康竞技·健
康信徒”，提醒忙于学习的神学生，不仅要追
求学术与灵性的成长，也要拥有健康的身体，
才能更好的完成神对你我的呼召。三一神学院
成功主办了今年的运动会，颁奖礼后，三一神
学院院长魏丰年将象征比赛主办权的奖杯交到
新加坡神学院院长沈立德手中。赛后笔者访问
了一些同学，他们都表示院际运动会不仅能活
跃学习生活，更能促进本校和校际间同学的友
谊，拉近彼此的距离，很有意义，期待明天再
相会。  v

2
谢章（道学学士三年级）

照片：黄添贵

健康竞技·健康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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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贺...

三 一 消 息

慰唁...

我们邀请您祝福三一神学院的事工

三一神学院的运作全赖有心人士的慷慨捐助 
我们欢迎您的奉献

您的奉献将用于为新加坡以及这个区域 
培训弟兄姐妹投身各种事工和牧养教会

您可通过以下方式给予学院爱心奉献：

支票奉献，支票抬头请写“Trinity Theological College” 
将支票寄至：三一神学院 
       490 Upper Bukit Timah Road. Singapore 678093

通过银行或自动提款机将奉献款额转到三一神学院于星展银行的
往来帐号：DBS  033 - 017261 - 3

遗赠三一神学院，我们很乐意与您洽谈这项计划，您可通过电邮
（principal@ttc.edu.sg）或电话（67676677）与院长联系

《角聲》以华英两种语言分别刊行
阅读英文版，请浏览 

学院网页：www.ttc.edu.sg

Isaac Raju Vedamuthu 牧师（道 
学学士2009）2015年11月7日于

淡米尔卫理公会礼拜堂（肃街）

受按立为以马内利淡米尔年议会

的长牧。

黄意聪法政牧师（道学硕士 
1992）于2016年1月10日就职为

圣安德烈座堂牧正。

Steven Asirvatham 牧师（道学
学士2011）2016年1月10日于圣

安德烈座堂受按立为荣誉法政牧

师。

吴东河牧师（道学学士2000）自

2月1日起回返母校担任圣彼得楼

舍监一职。

Ticoalu Engelbert Hendrikus Pe-
ter（神学硕士一年级）与Steph-
anie Karijanto 小姐于2015年12月
7日喜结连理。

张绍菁传道（道学硕士2011）与
先生卓俊宏于2015年12月22日喜
获千金，取名卓奇恩。

张勇信（道学硕士三年级）与妻
子杨莉婷于1月6日喜获第二胎儿
子，取名张凯恩。

方国伟先生（道学学士2014）与
崔平和小姐（道学硕士2013）于
1月9日喜结连理。

郑智名先生（道学硕士2011）
夫妇于2月25日喜获千金，取名 
Josephine。

印尼 Rudy Chandra 牧师（道学
硕士1998）于2015年10月9日安
息主怀，谨此向牧师一家致以深
切慰问。

赵炳江牧师（神学研读证书 
1957）于1月1日安息主怀。

印尼 Susanty Parsaoran Manul-
lang 牧师（道学硕士2006）于1
月7日痛失慈母，谨此致以深切
慰问。

陈爱玉传道（教牧硕士2010）于
1月25日安息主怀，谨此向陈传
道一家致以深切慰问。

越南河内 Jacob Vu Hong Thai 牧
师（道学硕士2003）的父亲于2
月18日安息主怀，享年80岁。谨
此向Jacob牧师一家致以深切慰
问。

阮立文女士（道学硕士2008）于
2月20日安息主怀，谨此向阮女
士一家致以深切慰问。

蔡妙珠（神学研究硕士一年级）
的哥哥，蔡永光弟兄，于3月20
日安息主怀，谨此向其家人致以
深切慰问。

余雪娟女士（神学学士1972）的
父亲，余履真牧师，于3月28日
安息主怀，享年91岁。谨此向余
女士一家致以深切慰问。

Caole Gladys Grace（道学硕士三
年级）的父亲于4月1日在菲律宾
去世，谨此致以深切慰问。

恭贺...

Subversive Liturgy:  
Christian Worship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Ethics and Ecology

亚洲基督教研究中心2016年英文讲座

rom a theological perspective, the liturgy is not one of many possible forms of worship, but is the very 
embodiment and expression of the Church’s faith. Far from being a ritualistic activity, it has radical 
and far-reaching social-political and ecological implications. These lectures will show how the church’s 
engagement with these societal issues develops out of the liturgy, and why the modern church needs to 

practice a theologically sound liturgy. 

Free admission.
Please register online at www.ttc.edu.sg. For more information, email: csca@ttc.edu.sg.

19 July The Liturgy as Enactment of the Faith of the Church
20 July The Liturgy and the Formation of an Ethical Community
21 July The Liturg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reation

Rev Dr Simon Chan is Earnest Lau Professor of Systematic Theology at Trinity 
Theological College. He is author of numerous books including Liturgical Theology: 
The Church as Worshipping Community (IVP, 2006) and Grassroots Asian Theology: 
Thinking the Faith from Ground Up (IVP, 2014).

Speaker: Rev Dr Simon Chan

F

7:45pm   @   TTC Chapel

“Marriage, Human Sexuality and the Church” 英文研讨会

“思潮”基督教公共学术中心与新加坡7所神学院联办

日期：2016年7月6日
时间：早上9点至下午4点半
地点：圣安德烈座堂（新圣殿）
注册详情：请在5月浏览学院网页：www.ttc.edu.sg 

日期：5月6至7日，9月2至3日，11月4至5日

时间：周五下午4点半至周六下午5点半

地点：三一神学院 
属灵导师：曾广海博士、牧师与陈文才博士、牧师

2016年英文静修班

每次静修班仅限12位学员参与。 

更多详情，请浏览学院网页：www.ttc.edu.sg

加坡的几所神学院校已有多年联办常年运动会，并且学院院长在前几年开始了聚会与
团契。在最近一次的聚会中，众神学院校的领袖认为有必要举办这个课题的研讨会，
开始了新加坡神学院校第一次的合作联办。

这次研讨会由三一神学院主持，“思潮”基督教公共学术中心策划。参与的神学
院校有Biblical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浸信会神学院，Discipleship Training Centre，东亚
神学院，新亚学院，新加坡神学院和三一神学院。 

研讨会讲员有谢木水博士（新加坡神学院），Mr Quek Tze-Ming（Biblical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苏诺铭博士（荣誉会督）和谢正金博士（三一神学院）。

新



学道爱人、活出真我
跟杜尼耶探讨生活与服事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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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事工发展中心2016年信徒夜课

7:18“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
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
不得我。”使徒保罗这番话确是我们很多时候生
命的写照。不论信主多久，服事多么积极，我们

哪个人没有秘密、伤痛与内疚？谁不感到孤寂、不安与脆
弱？ 

杜尼耶（Paul Tournier，1898-1986）医生洞察世界的破
碎，人性的罪恶与脆弱。他融会了医学、心理学与神学的
深厚理解与切身体验，提出一些可落实的做人与助人的见
解。他的二十几部著作都针对信徒现实生活的处境。他的
《角色与真我》曾为《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 认定
为基督教界影响力巨大的50本书之一。

杜尼耶的见解有助于我们了解自己的个性与行为、也能
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身边的人，并我们正在帮助的对象。欢
迎弟兄姐妹参加，特别欢迎从事牧养、医疗、辅导等助人
专业的同工一同前来探讨，但愿神通过杜尼耶的敬虔、睿
智与慈怀，启发我们的新人生与新事奉。

罗

探讨课题：1 杜尼耶与他的《角色与真我》
2 为人的意义与挑战 - 每个人都有秘密 / 自我探索
3 孤单 / 恐惧
4 男女 / 婚姻 / 家庭
5 人生四季的美景与挑战
6 信心与疑惑 / 内疚与恩典
7 在破碎的世界跟随基督
8 医治与新生

时间：

地点： 

7月5日至8月30日，
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半至9点半
*8月9日国庆日暂停一课*

三一神学院一楼，多用途礼堂

讲师：

李宗高博士是新加坡长老会牧师，也是圣经公会华人事工委员会主席。他于
1981年至2005年执教于三一神学院，教导基督教教育、教牧辅导学、教牧神
学、老年牧养学等课程。除教学之外，他曾先后担任该院学生主任和院牧等职
位。退休后继续参与本地、马来西亚、中国等地神学院与大学的教学。他于
1995年创办乐龄学院，并担任院长至2013年。他喜欢音乐与打乒乓。

编辑委员：

魏丰年博士、牧师（主编），叶淑清牧师（华文主编）， 

刘淑平讲师，廖廷发博士， 陈礼裕博士， 

李宛瑛姐妹，聂一聪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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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