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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儿童协会和心理卫生学院在2014年的联合调查的
惊人数据显示，“9个少年人中有1个是网上欺凌的受
害者，而近半的受害者过后转而成为欺凌者。”调查
对象是28所学校中3,319位年龄介于12至17之间的学

生，范围相当广泛，调查结果也具权威性。
“网上欺凌”是网络时代的社会问题，人们利用互联网的

便利和隐秘，向他人作出恶意的伤害。受害者不少是青少年，
他们受困于欺凌者的重复恐吓，又怕被父母禁止上网而不敢投
诉，严重的可能患上头疼、情绪低落、心理不平衡、行为失
常、自残，甚至萌生自杀的念头。前耶鲁神学院院长Harold W. 
Attridge曾经提到新媒体除了革命性与全球性地改变人与人之间
的沟通方式之外，亦为心术不正的人提供新的欺凌手法以及败
坏人心的渠道。他语重心长地说：“新媒体将人联系，也使人
孤立。”

新媒体始于数码科技，以数据取代文字、图像和声音。这是
人类媒体革命的第三波，它在互联网的推波助澜之下，影响力
比第一波印刷机的发明，和第二波多媒体的发明有过之而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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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关心“网”中Z少年？
刘淑平讲师



院 长 的 话

向 一 般 牧 师 致 敬

三一神学院每一届毕业典礼都令众同
学特别喜悦并欢庆一番。之所以感
到特别是因为刚毕业的同学即将投
入基督教事工并展开服事的人生，

那是他们回应上帝呼召时踏出的一步。并非
全数毕业生都会成为牧师，但多数毕业生都
会朝着这个方向迈进。

众牧师都极其重视耶稣吩咐彼得的“喂
养我的羊”（约二十一17）这
个指令，自始至终牧养群羊。 
“牧师”一词源自拉丁文，意
即“牧人”，职责是带领群羊
到草地放牧。同样地，牧师的
职责就是照顾会众的需要，喂
养灵粮，使他们灵命健壮，继
续奔走信徒的旅程。

今天，牧师的天职未变，但
事工的领域却扩大了。此外，
平信徒的要求有时让人颇感
畏惧。牧师的工作范围非常广，包括讲道、
教导、督导崇拜、主持婚礼、探访病患、主
持葬礼、主持会议、管理教会同工、辅导受
困扰的人、推动福音事工、发展社会关怀事
工，以及领导整个教会。更确切地说，牧师
肩负“属灵全科医生”的职责，会众有时还
把牧师视为专家呢！因应会众的需求，教会
也多了具专业知识的同工，但牧师仍然以一
个“通才”的身份去接触生命。

教区的生活也有其“繁忙时段”——每
周的主日崇拜。牧师的牧养才干如何，常常
以他在讲台上讲道讲得多好来评估，这是意
料中的事。因此，牧师必须善于安排时间，
好好预备讲章。每个牧师都知道，准备一篇
既清晰又具深度的讲章是耗时而费力的，这
样的讲章，主日崇拜即使结束了，还会使听
道的人继续思考里面的信息。准备讲章对
于牧师是艰苦的工作，因为受过教育的会众

魏 丰 年 博 士 、 牧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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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注意的是，

上帝呼召不完美

和可能犯错的人

做他名下的牧者。

会知道牧师是否透彻研究过经文，有无好好
祷告，所传的信息是否与今日生活相关，能
否让人实际应用信息带出的教导。准备讲章
时走捷径，反映出讲道者纪律不佳。年复一
年，认真准备讲章的牧师讲道技巧和讲章内
容都必有所改进，自然就可以切实地牧养群
羊了。每周都得准备一篇讲章是个苦差事，
久而久之，才华出众的讲员也有江郎才尽之

虞。因此，平信徒多方鼓励牧
师以提高士气是至关重要的。
再加上真诚地提出反馈，必可
帮助牧师磨练讲道的技巧。

工作繁忙的牧师有很多职业
病。牧师在忙碌中若没有意识
到疲劳而硬撑，少用时间祷告
并反思，那么，上帝静谧而微
小的声音很快地就会被世上各
种声浪掩盖了。要是未留意危
险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越受

推崇、越有名气的牧师，受诱惑的风险就越
大。因此，牧师必须常常到上帝的“绿洲”
歇息，获得更新。感谢主，很多牧师都了解
到静修——独自与上帝密谈的益处。有的牧
师则安排时间认真阅读，与时并进，不断学
习，开阔视野。事实上，安静和反思的时间
能提供机会和空间，使灵命进深成熟。牧者
若要好好牧养群羊，自己也必须从好牧人那
里获得喂养（约十11）。

说到底，牧师爱上帝之心使教会事工蒙
福，他们不同的个性、各种恩赐和才干，使
教会事工丰富多彩。更值得注意的是，上
帝呼召不完美和可能犯错的人做他名下的牧
者。激发牧师尽心服事的动力就是期望上帝
的选民成为有信心的群体，以美好的生活品
质来作见证。最后，牧师最欣慰的事莫过于
得知群羊能够自己亲近真正的属灵泉源并从
中得到喂养。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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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从X时代（出生于65至79
年代）、Y时代（80至94），至
Z时代（1995至2014），新媒
体的发展日新月异，现代人已
经无法想像没有新媒体的生活
了。

除了生活的运作，新媒体
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人的内
心。 X、 Y和 Z时代之间，在
心态上有很大的转移。我们的
少年人属于Z时代（简称Z少 
年），是本文的重点。我们需
要知道：Z少年有何特征？新媒
体如何影响他们？我们该如何
关注他们？如何以福音救赎这
一代？

Z少年出生于互联网新科技
层出不穷的90年代。由于手机价格大众化，
他们大部分都拥有手机，因此科技主导了他
们的沟通方式和教育模式。他们透过手机跟
生活圈子里的人联系，也上网结交新朋友。
后者给他们空间为自己设定新形象，也因此
接触到来历不明的社交群体。网上的Z少年走
出了家长、学校与教会为他们设定的界限，
搜寻自己感兴趣的咨询，也可能浏览不良读
物，涉足于不健康甚至危险的误区。网上游
戏使人沉迷，无法自拔。而网上音乐，更是
Z少年的“精神粮食”。家长若以限制上网
为“不二法门”，会导致亲子之间的摩擦。
而且互联网既已成为现代人生活的必需，家
长的“禁令”难免鞭长莫及。那么，我们是
否有其他良策？本文有2个建议：

1、陪伴、沟通与肯定
心理学研究显示，人们上网的主要目的是

为了找到归属感、沟通对象以及被肯定。很

讽刺的是他们越上网，自尊感
越受挫。心理学家E. H. Erikson 
认为自我身份的稳健发展，有
赖于从社会中进行角色、价值
观和身份各层面的探索，然后
将结论融为一个完整的自我身
份定位，但在探索过程中遭遇
的任何挫折，都会对自我形象
与自尊心产生负面影响。爱孩
子的父母、教师和长者比起世
俗化的新媒体，应该是帮助孩
子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和自尊
心的理想导师。可是在孩子的
心目中是否如此？忙碌的生
活、错误的价值观和不谅解的
态度往往就是驱使孩子转向互
联网的原因。为了Z少年的未
来，我们有必要自审：是否能
给孩子归属感，耐心地陪伴、
聆听、肯定和爱他们？

2、Z时代的福音
寻找自我形象的人最需要

的，就是发现自己在伊甸园所
失去的，原来是最完美、最值
得追求的形象；希望被肯定的
人最需要的，就是知道耶稣基
督为了爱他，以自己的性命为
他换取到一个永垂不朽的身
份。然而这福音信息需要以什
么方式传递给Z少年？我们不
但要熟悉他们的文化和语言，
也必须进入网上世界去接触他

们。Thomas Hawkins发人深思的说：“教会
有白发，因为它是福音永恒信息的持有者。
但它亦永远年轻，因为它不断地改变宣讲神
的爱的方式以及活出基督生命的服事。吊诡
的是，教会必须借着改变以保持不变。”

保罗若不是“心意更新而变化”，他就不
可能把出自犹太人的福音，成功地传给罗马
世界各阶层的外邦人。让我们向保罗看齐，
把福音传给Z少年！v

刘淑平讲师
新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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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与回转
反思以赛亚书四十四章6-8节

陈耀明博士

道在人间

一名大学院牧分享他早年受训时的感
受，认为所学的祷告方法让他获益
不浅。离开校园若干年后，却逐渐
发现自己祷告时一味地向上帝说

话，甚至指示上帝应该怎么做。因此，他怀
着羞愧之心改变这个习惯，学习聆听上帝的
声音。起初，他非常不习惯，无法静下心来。
最终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方式，还记下灵修时
领悟到的道理，后来编纂成一
本畅销的灵修著作《 Eterna l 
Vision》（William Sykes, The 
Canterbury Book of Spiritual Quo-
tations）。

显然的是，我们可能因着自
己的需要，往往未能聆听上帝
的话，甚至在日常生活里也无
法倾听别人对我们说的话。时
间和耐心是解决问题的良策，
不愿意聆听，就不能期待听觉
灵敏。事实上，上帝愿意花时
间与我们倾谈，我们却视作当
然，不想抽出时间来聆听。然
而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只是一个表面问题，《旧
约》提醒我们，未能聆听才是问题的症结，甚
至带来严重的后果。

先知以赛亚指出，“当侧耳而听，来到我
这里；要听，就必存活。”（赛五十五3）

聆听才能存活是命令！相信没有人比以赛

亚更适合做出这样的宣告。先知不仅花了三十
多年传扬耶和华是公义之神，还目睹以色列人
悖逆耶和华投靠别神而被掳到巴比伦。以色列
人受尽亡国的耻辱，历尽流放的痛苦，身处膜
拜巴比伦的神明马尔杜克（Marduk）和纳布
（Nebo）的环境，深受异教信仰困扰。以色
列人身心受创，耳边杂音纷扰，还能聆听吗？

耶和华宣布：“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
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神。” 
（赛四十四六）这句话对挣扎
求存的以色列人有用吗？一切
都没了！为什么还要听耶和华
的话呢？为什么要相信不在危
难中伸出援手的耶和华？因着
人犯罪而降怒于人的耶和华还
能带来好消息吗？

耶和华的宣言对于受外邦 
神明诱惑的以色列人无疑是当
头棒喝，催促以色列人必须
醒悟过来。在耶和华的眼里，
外邦神明只是偶像，耶和华
说：“谁能像我宣告，指明，

又为自己陈说呢？让他指明未来的事和必成
的事吧！”（赛四十四7）耶和华向外邦神明
挑战，它们能否“宣告”、“指明”并“陈
说”“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较早前，耶和
华要求外邦神明展现力量并指示子民（赛四十
一21-22），它们若无法应战，就证明它们不

过是人手所造的偶像，不能安抚以色列人的
心。

安抚不只是安慰水深火热中的子民，或者
解答他们对耶和华的疑问。更重要的是，让他
们了解问题何在。耶和华一语道破：“我岂不
是从上古就告诉并指示你们了吗？”（赛四十
四8）从古至今，耶和华一直给予以色列人指
示，而以色列人就是耶和华最好的见证，祂宣
告的话是真实的，也反映了耶和华与人的关系
从不间断。

耶和华与以色列人长期的关系说明了祂是
以色列唯一的神，“除我以外，岂有神呢？诚
然没有磐石，就我所知，一个也没有！”（赛
四十四8）唯有耶和华称得上是“磐石”，是
完全、公平和信实无伪的神（申三十二4）。
称号反映了耶和华的本质，亦说明祂与人的密
切关系，禁止任何竞争者进入这盟约里。可惜
的是，以色列人没有聆听，导
致耶和华与人的关系破裂，结
果是被掳到巴比伦。

无论是公元前六世纪的以
色列人或者是现今的平信徒，
也无论处境如何，聆听而回转
才会把人带回上帝身边，正如
耶和华通过先知耶利米所说： 
“以色列啊，你若回转，回转
归向我。”（耶四1）

以色列人长期悖逆，没有履
行对耶和华的承诺，是因为他
们没有聆听耶和华直接或通过
先知对他们说的话。以色列人
的问题让我们明白，用心聆听能够使我们回
转。人必须通过聆听，优先考虑上帝的心意如
何，也反省自己对上帝的承诺，不断调整内心
的想法，让圣灵引导，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警
惕，以敏锐眼光洞察四周的人与事，识别各种
杂声，心里渴慕上帝，以神圣目的地为生命之
旅的焦点，才可以向目标迈进。 

理性的思维配合聆听的心可以帮助我们回
转到上帝身旁。决定重要事情时，相关的数
据、朋友劝导、专家建议，或以宗教教义给予
勉励，在某种程度上都能够帮助我们作决定，
但最终必须为决定负责的是我们。理智的决定
必须聆听发自内心的声音，得到“活跃性”而
非“孤独性”的鼓励才能勇往直前。无论曾经
历尽沧桑或正在享受前人努力的成果，具有刚
才提到的识别能力，能协助我们聆听与回转，
与上帝同行。v

陈耀明博士
旧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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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修读研究学位时，我们一家有 
幸观赏假爱丁堡剧场（Edinburgh 
 Playhouse）呈现的著名歌剧《悲惨
世界》（Les Miséra-

bles）。这剧场是一具90年历史
的古老建筑物，可容纳3 0 0 0
人，是英国数一数二的大剧
场。当我们进入剧场时，首先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它那宏伟
壮观的大舞台，由上至下让厚
重的红色天鹅绒帷幕将它紧紧
遮住了。音乐响起时，厚重的
帷幕缓缓升起，我们就深陷表
演的魔力中。几小时后，歌剧
结束时，红色的帷幕落下，舞
台以至整个剧场又回复了原来的模样。

 在赛六章里头，先知看到主坐在祂的宝
座上的异象。异象的处境乃是乌西雅王驾崩

的那一年。乌西雅王是一位贤明的君主，治理
犹大国52年之久。祂在位时，将企图侵占犹
大地土的非力士人逐出境外，并建立防护塔，

保护那些住在草场和平原的居
民。5 0岁以下的以色列人，
一生就只知道这一位王，因此
当他驾崩时，犹太人都深陷极
大的震撼中。许多人，包括先
知自己，所问的问题就是：乌
西雅王崩后，犹大国会怎样？
就在这关键时刻，神让以赛
亚得窥天上敬拜的异象。这仿
佛就是神升起了那厚重的红色
帷幕，让以赛亚一睹天上的舞
台。

以赛亚在异象中看到什么？首先，他看见
一个宝座，而主就坐在其上，高高在上，崇高
无比（第1节）。这是为了要提醒他，虽然有

一位王已经驾崩，但那位真正的君王却依然坐
在祂的宝座上。然后，以赛亚看到了撒拉弗 
（第2节），他们是有着六个翅膀的天使，正
在敬拜神。“撒拉弗”一词在希伯来文里头
是“焚烧”的意思。因此，这些天使乃是不断
地燃烧着，且不停地发放光辉与荣耀。只是，
他们的荣光在神极大的荣耀中却黯然失色。
与此同时，他们不住地彼此呼喊：“圣哉！圣
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祂
的荣光充满全地。”圣洁标记
着神的全然超然，而神与造物
之间的差距是如此的巨大，以
至撒拉弗得连连重复“圣洁”
一词三次。最后，为了让以赛
亚知道他所看见的一切并非一
场梦境，在一个天上与人间的
交界场景中，第4节告诉我们圣
殿的门槛震动，整个殿里满了
烟云。这意味着来自时空之外
的天使的声音和天上的烟云，
在那一刻确实地透入人类的时
空里头，以致殿的根基摇动，而殿本身则被烟
云所充满。这是何等一个景象和经验——先知
得以看见主、听见撒拉弗的声音，且感受到神
的亲自临在！

以赛亚的异象对我们今天的敬拜有什么意
义呢？它主要提醒我们，神是永恒地坐在高天
的宝座上且不住地被祂的天使所敬拜。这信息
并不止于这个异象；而这也就是歌剧与异象不
同的地方。就一场歌剧来说，当帷幕落下后，
戏就散场了，观众也相继离开剧场。然而，就
异象来说，当帷幕落下后，那敬拜的事实却在
幕后继续着。身为基督徒所需的，是以信心的
眼睛穿透那厚厚的帷幕，看见神仍然坐在祂的
宝座上接受敬拜。事实上，如果我们真的有信
心的眼睛，就会认识到，其实在帷幕升上以
前，神已经坐在祂的宝座上了。一旦有这样的
看见，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世上的任何敬拜，
只不过是那天上真实情况的苍白影子罢了。我
们在这世上的敬拜永远都不及此刻正在进行着
的真正的敬拜。

那地上的敬拜有何作用呢？尽管地上的敬
拜远远无法与天上的敬拜相比，它还是有其功
用的——我们地上的敬拜乃是引导我们进入天
上的敬拜，是领我们进到神宝座面前的媒介。

所以对于地上的敬拜，应该问的，不是我们在
今天的敬拜中有什么得着？应该问的，是我们
有否通过地上的敬拜，进入及参与天上的敬
拜？我们是否加入了以赛亚所看见的那真正的
敬拜？那真实，未曾停止，永不会终止的敬
拜？

因此，当我们身处各自的生活处境，让我
们不要被在地上所看见的现象分散了注意力，
要操练一双不为厚重帷幕所阻挡的信心的眼
睛，能看见我们的神总是坐在祂的宝座上，直
到永远。v

敬拜的真谛（二）
真敬拜非世上找得到

敬拜系列（二）

陈礼裕博士

身为基督徒所需的， 

是以信心的眼睛 

穿透那厚厚的帷幕， 

看见神仍然坐在 

祂的宝座上接受敬拜。

我们地上的敬拜 

乃是引导我们进入 

天上的敬拜， 

是领我们进到神宝座 

面前的媒介。
1当乌西雅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祂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 
2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
膀飞翔。3彼此呼喊说：

圣哉！圣哉！圣哉！
万军之耶和华，
祂的荣光充满全地！

4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
赛六1-4（和合本）



尊敬的学院董事、院长、讲师、各
位嘉宾、主内弟兄姐妹，同学
们，平安！

感谢大家的支持与代祷，我
们毕业啦！

回想我们刚入学时的情景，每位同学对
神学院都有着无数的憧憬与期待，神学院
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学院的老师如何？同
学又是谁？回想这一切来时的憧憬，如今
在这里的我们，都要毕业了。

三一的学习生涯是艰苦的，这话是真
的，我记得我们刚入学之时，教务主任给
我们以十分精确的数字，以最低的课程要
求计算出了，每周属于自己的时间是极其
有限的。还要加上学院的属灵操练与事工
活动，与教会的事奉的时间。我想，每位
同学都经历过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然而，我们也就是在这种压力下成长，
在这种压力下彼此扶持，在这种压力下，
经历神。有不止一位的同学跟我说过，我
们这几年，若能真的走到毕业的这一刻，

就是神的恩典。今天，我们真的走到这一刻了。
同学们，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等待着拿成绩单

时的心情吗？还记得第一次打开成绩单时的心情
吗？那时我们的心情会为那张纸上的一个A或B而
牵动，甚至彻夜哭泣，而今天，当我们再次拿
到那张成绩单时，还有当初的感触吗？今天，我
们就毕业了，此后不会再有人过问那张纸上的成
绩，然而我们真的毕业了吗？神国里是没有毕业
的，我们最终的成绩，是以生命来呈现，呈交给
上帝，因为，我们即将成为牧者。

大家都抱着一颗期望更加认识神的心情，来
到了三一，而神在三一，却让我们看见了自己。

在三一的学习中，第一次震撼到我的一句

话，就是，其实“我们都不是人”，是的“我
们都不是人”，我们是乃是“次人”，因着始
祖亚当的堕落，我们继承了他的罪性，我们早
已不再是那个有着上帝形象和样式的全人了。
整个三一的旅程，也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不完
全，我们之间有过摩擦、也有过争执。然而，
在毕业退休会的那次圣餐中，我们依然重归于
一。因为，虽然我们不完全，但，我们却有着
神的生命。这种生命的力量，可以帮助我们走
过那些不完全的槛。在毕业班的倒数第二节课
中，大家彼此围绕，为一位带病为我们上了一
学期课的老师祷告，谁曾想过课程会以这样的
方式结束，他真的以生命教导了我们这最后一
课。

我们都是一群蒙救赎的人，因着上帝的恩
典，我们蒙了救赎，

我们也是一群被塑造的人，因着我们的不
完全，我们需要被塑造，

我们更是一群有得着生命的人，虽然我们
已经毕业，但我们也需要再活出神生命的样
式，因为——神国没有毕业礼。

此刻，我们心中有着无尽的感谢，感谢上
帝的恩典、感谢恩师的教诲、感谢教会的祝
福、感谢亲友的支持，感谢陪我走过这段岁月
的各位亲爱的同学。

蒙救赎，被塑造，再体现，2017年三一
神学院第67届毕业生，与大家共勉！谢谢大
家！v

蒙救赎   被塑造   再体现。 。

三一神学院于2017年5月13日在卫理公会巴耶黎峇堂举行第六十七届毕业典礼。“蒙救赎，被塑
造，再体现”是2017年毕业生的纪念册主题。圣公会罗豫敬主教在庄严与愉快的氛围下分享信息。
以下是华文部毕业生张信宇同学（道学硕士2017，神学硕士一年级）代表毕业班同学的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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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来说，受苦的主要问题
是，“为什么坏事总是发生在好人身
上？”追根究底，我们想知道受苦的
根源和原因，尤其是“为什么我们会

受苦？”圣经中备受争议的《约伯记》又是否
提供了对不公受苦的特别看法呢？

三一讲座(Trinity Lectures)是神学院每两年
举办一次的公开讲座，特邀在圣经和神学界进
行尖端学术研究的知名基督教学者出任讲员。
今年七月24至27日的三一讲座，就请来了博
学多才的萧俊良博士为我们解答不公受苦的难
题。萧博士任教于Vanderbilt Divinity School，
是一位杰出的希伯来圣经教授。在第一晚的讲
座中，萧教授以“世界文学的发源地”（In the 
Cradle of World Literature）为主题，通过来自埃
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献，
为与会者讲解古代人类的宇宙观和他们如何看
待公义的问题。考古文物和碑文都显示，受苦
的人并不了解苦难的原因，而其内容也与《约
伯记》有许多相似之处。

圣经经文和古代文献的对比，加上萧教授
的精彩演说，让我们深受启发，开始审视自己
内心深处的想法，也在随后的讲解中，理解到
上帝在约伯的受苦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引发的不
同观点。对熟悉《约伯记》的人来说，关于上
帝的特权与祂如何处理不公受苦的手法，所谓
标准和流行的解读未能令人信服。

根据萧教授的分析，此书的结构与设计反
映了作者向读者发出的挑战，刺激其思维，重
新思考创造、人无私敬虔的可能性、主导文化
的影响等相关课题。因此，他提醒我们不要在
不公受苦的问题上，轻易接受过于简化的答
案。四个晚上的讲座里，除了留下理论性的分

析，萧教授也提供丰富的文本解读，让我们明
白过往的诠释者亦有不同的解读，历代读者和
宗教传统也提供了各种深刻的见解，说明文本
的诠释历史，也会影响我们今天的解读。

萧教授为讲座作出总结，指出若我们想为
不公受苦的问题寻求一个明确的答案，就不能
忽略《约伯记》的神学的意义。从文本的处境
与来源的分析来看，他承认我们的信仰会受到
挑战。因此他建议，尽管要面对模糊的人生与
残酷的现实，在解读《约伯记》时，还是要避
免先入为主地注入单一的神学观，误解了此书
的信息。

讲座上具吸引力的呈现和宝贵的资料分
析，不仅扩大无数与会者的视野，也推动他们
为新见解进行思考，并在问题解答时，踊跃发
言。除了讨论学术的可能性，教牧关怀和证道
课题，甚至是萧教授本身的个人反思，都经过
一番热烈的讨论。

有人告诉我，“直接或隐含的驳斥手法”
是希伯来智慧传统的一贯手法，也有人认为，
应该从智慧书中寻找“生活智慧”。然而，最
值得深思的反馈是“再好的神学思辨，也比不
上以怜悯及同理心陪伴受苦的人”。事实上，
萧教授的回应所展现的学识、真诚和敏感度都
引起了大家的共鸣。v

陈耀明博士，旧约讲师

2017年三一讲座  
约伯和不公受苦的问题

对

请分享当初你选择接受神学装备的原因和经
历。

家欣：选择神学装备是因为相信事奉若要持
续，便需要好的根基。我希望能接受较全面的
神学装备，以挑战自己的信仰思维。这三年中
的装备使我拓宽视野，并有机会与别的神学院
进行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交流，是生命旅程中
的丰富经验。

可否介绍你在读神学之前的教育背景？

家欣：与许多90后同辈一样，从小学到理工学
院，教学媒介都是以英文为主；中学毕业后，
自己也都不太使用华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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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欣：选择修读华文神学课程是一条漫长的
过程，重要的原因有几点。首先是因为自己

一直在华语堂聚会，因此希望赋予与双语
的我们，能成为东西方世界的桥梁。另一个
原因是我在泰国的短期宣教经历有关。在短
宣中，有机会参加为当地高中生举办的华文
营，见证了当中一些泰国人努力学习汉语的
情景，心中深受挑战。当然，生长在新加坡
的双语环境中，我认为我们应该要紧握神所
赐的这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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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欣：最大的挑战是阅读和表达能力，无
论是呈现或写专文。中文阅读资料，用新加
坡的表述可说是‘pattern多过badminton’ 
（新加坡的俚语，意思是很多花样）。简体
中文已经是个挑战，还要面对繁体字甚至是
竖版的华文书籍，心里有时觉得非常沮丧。
但是，感谢主！因为许多华文资料都是英文
翻译过来的，所以我就直接阅读原文。如今
科技发达，谷歌翻译也成为我在面对课业时
的参考工具。最要感恩的，是有天使般的朋
友在帮助审阅和修改我的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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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欣：诚实面对三年的神学学习旅程，我以 
‘七孔流血’形容第一年的经历，第二年是 
‘粉身碎骨’，到了第三年，简直是‘魂飞
魄散’。这样的描述，不是要吓坏有心报读
华文神学课程的新加坡年轻一代，而是如实
表达这条路的艰辛。但是，路虽然艰辛，我
终于毕业了！我希望我的经历能鼓励更多90
后的年轻人，虽然我们的语言能力有限，但
若相信神并且愿意委身，神必定与我们同走
这旅程。我们靠神，凡事都能，并且祂的恩
典是足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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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左起：傅威凯（道学硕士二年级）、陈姿蓉（道学硕
士三年级）、谢家欣（道学学士2017）、白慧玲（道
学硕士二年级）和王志翔（道学学士三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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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年三一神学院迎新会，在
7月3日（星期一）拉开序幕。
唐永明和黄绍伟两位同学主持
了迎新会。今年的新生一共55

人，来自8个国家（地区）。如往年
一样，他们来自各行各业。虽然每个
人的年龄、职业各有不同，但来到三
一的目标却是一样的——回应上帝的
呼召。
新生们怀着期待的心情来参加这两
天的迎新会。前一天半，他们主要
是了解学院的环境、设施、行政
等，做到人人熟悉，以便更好的融
入三一大家庭。最后半天，主要是 
“献心礼”活动。此环节是为了让新
生思想自己如何遇见上帝，而现在委
身为上帝仆人的过程。在思想的过程
中，很多人默默流下了感恩的泪水。
当天每位新生在神学院里向上帝立
约，确定了自己对上帝的顺服，提醒
自己莫失初心、莫忘初衷，坚定走在
神所带领的道路上！v

迎新会

黄思恩（道学学士二年级）

2 年三一神学院的年度退修会于七月六日至
七日举行，主题是“神学教育的塑造和重
塑”，与纪念宗教改革500周年相呼应。王
琦恩博士、牧师在两天的讲座中宣讲路德

的十架神学与荣耀神学的区别，指出我们要悔改，
传讲福音，舍弃自己的意志，相信神在基督里颠覆
了苦难和死亡，相信神透过十字架所显明的是我们
信仰的基础，这样我们才能被神重塑。之后，老师
和同学以家庭小组为单位，对指定经文和讲台信息

进行了反思。主题虽然沉重，但有趣
的破冰游戏调节了气氛，在自由活动
中，各家庭小组在团契中轻松交流并
享用午餐。参与者普遍反映今年退修
会的日程安排很宽松，有利于小组内
的互动；并且大家很喜欢可再次使用
的礼物袋，订制的记事簿和木制的手
持十架。退修会使老师和同学们预备
心进入新学年，也增进了家庭小组成
员之间的了解，同时帮助新生更快融
入三一社体。v

退修会

周岚（道学硕士二年级）

今

我希望通过正规的神学教育来清晰的认识神，顺服神的
带领，正确的做好每一项服侍。三一神学院学术严谨，
包容并蓄，育人有深度，服侍有温度。我在身边牧师推
荐以及神的带领之下来到这里。

马润芝（道学硕士一年级，中国）

我感觉自己的神学知识基础脆弱，无法面对这个价值观
紊乱的时代的挑战。为了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在神的
话语里站稳，迎接各样价值浪潮的冲击，我选择以进修
神学作为提升神学基础的渠道。 

赵妙玲（道学硕士一年级，马来西亚）

月31日到6月8日，陈耀明博士应邀到上海华东神学院，以密集课程方式教导旧约的“历史
书”。在短短的7天里，与28名神学本科二年级学生一起上课，讲解古代以色列史，也为他们
解答历史对信仰的现代意义。在晚间，其他课程的神学生和讲师也出席陈博士的授课。通过
历史概念和各卷“历史

书”的探讨，陈博士激发同学
们进行学术与信仰之间的对
话，并学习如何将知识落实在
他们的生命中。这群年轻且充
满活力的神学生学习态度认真
积极，在课堂上勇于发言，在
课堂外也与老师真诚地交流，
令双方获益良多，充分发挥教
学相长的精神，为华东神学院
与三一神学院往后的合作铺下
美好的基础。

林德平博士、牧师也于5月
3日到5月11日应邀到华东神学
院教授“基督教宗教教育学”
课程。v

学院讲师于华东神学院教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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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贺...

三 一 消 息

慰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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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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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为已有16年历史的校园增添并维修各种设施

• 

• 

• 

装备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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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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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寄给本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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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神学教育七十年

年纪念对于神学院，是回顾历史、为完成使命并于近期达致目标而欢庆之时。明年，
三一神学院将会欢庆服事教会70年，庆祝活动就自然更具意义了。三一神学院创立于
1948年，它的成立始于众宣教士二战期间被囚禁在樟宜监狱时所看见的异象。 

70周年纪念崇拜暨感恩晚宴将会在2018年10月5日举行，学院从2018年1月份开始，
每月都举办庆祝活动，包括：讲道研讨会、以华文教会为重点的座谈会、神学会议、亚洲基督
教研究中心举办的神学研讨会，以及由校友负责的特别节目。“思潮”基督教公共学术中心也
会在校园内办一些活动。此外还有三个特别项目：出版纪念特刊，发行介绍本院的新视频，以
及三一神学院院歌新编曲。 

学院将会适时公布更多详情，各种活动的一览表将会刊登在12月份的《角声》里。请为三一
神学院祷告，期盼2018年欢庆之际，感谢上帝并祈求上帝指引新加坡和本区域未来神学教育的
方向。v

周

书标题是《思主所思，行主所行》，译自卫斯理极为钟
爱的一句话：有基督之心，走路时走路。寥寥数字，道
尽了他的强烈期盼，渴望自己终能彻底体现基督的心事
情思，思基督所思，行基督所行。

本书副题是《卫斯理的救恩教牧神学》。身为神学家，卫斯
理一生在不断阅读，苦思与辩解的过程中，逐渐明白救恩之道正
是要达致思主所思，行主所行的圣洁生命境界。身为牧者，卫斯
理一生致力向世人道明这救恩之道，想方设法引导追随者具体践
行救恩之道，携手踏上救恩之旅，期盼终能一起靠主厚恩，达致
这圣洁生命境界。

希望读者能通过本书的七章旅程，真正与这位十八世纪的基
督教巨人会晤，更被他救恩教牧神学所触动。

8月1日学院为何博士举行了新书发布会。有意购买者请浏览
网站books.ttc.edu.sg 。v

何威达博士、牧师新书介绍

本

者楚士格博士结合过
去十年多在亚洲教学
及崇拜领导的经验，
从圣经的基础探讨崇

拜的意义，并崇拜中的各项元
素，延伸解说崇拜的本质、神
学和架构。书内有关如何实践
四叠崇拜的篇章，尝试探讨企
画崇拜所涉及的神学，启发读
者探索崇拜更新的出路。书中
部分实践建议站在当代亚洲的
处境，为亚洲教会提供了符合
圣经的崇拜实践方向。v

作
Worship: A Practical Guide 

7   HK$200  HK$150 
作者楚士格博士結合過去十年多在亞洲教學及崇拜領導的經驗，

從聖經的基礎探討崇拜的意義，並崇拜中的各項元素，延伸解說

崇拜的本質、神學和架構。書內有關如何實踐四疊崇拜的篇章，

嘗試探討企畫崇拜所涉及的神學，啟發讀者探索崇拜更新的出路。

書中部分實踐建議站在當代亞洲的處境，為亞洲教會提供了符合

聖經的崇拜實踐方向。 
 
本書是筆者所曾讀過有關禮拜學中最好、超教派、教牧與神學生

實用的一本教科書，尤其在各章末尾的摘要與討論議題對學生甚

有助益。 
駱維道牧師（台南神學院教會音樂與禮拜學講座教授） 

此書始於扎實的聖經基礎，掌握早期教會崇拜文獻研究的精義，從實際的崇拜流程指引來增進理解背後

的神學與操作，實為一本顧及全面、平衡各方的崇拜入門教科書。 
譚靜芝博士（建道神學院聖樂系前任系主任、香港聖樂促進會會長兼主席） 

我願向中國教會的教牧同工，包括義工信徒推薦此書，相信本書一定會對我們帶領教會的崇拜實踐生活

和開展牧養事工有所幫助，並帶來神學和靈性上的裨益。              高英牧師（燕京神學院院長） 

這本是傳道人及神學生必備及必讀的好書。                   張振忠牧師（新加坡衛理公會會督） 

這是一本適合崇拜事奉者閱讀的實踐指南。本書針對崇拜與音樂、牧養、時代、文化等實踐議題，給予

精闢的批判和建議，為當代崇拜提供符合真確敬拜觀的實踐方向。 
黃婉嫻博士（新加坡聖道基督教會崇拜與聖樂傳道） 

-------------------------------------------------------------------------------------------------------------------------------------- 
                            優先訂購表              訂購傳真：2739 6030 

書名 原價 優先訂購價 每本郵費 數量 總金額 

超基本崇拜通論 HK$200 HK$150 HK$22 本 HK$ 

訂購 7本或以上，可享免費送貨服務。訂購 7本以下，可到文藝書室取貨或付費郵寄。 

 
神學院／教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姓名及職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 到「文藝書室」取貨（免郵費） 地址：油麻地東方街 10號地下（港鐵油麻地站 A2出口） 
□ 郵寄／送貨，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把填妥的訂購表格及劃線支票（抬頭註明「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 

郵寄至：九龍柯士甸道 140-142號瑞信集團大廈 14樓市務部收。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電話：2367 8031  傳真：2739 6030  電郵：info@cclc.org.hk 

楚示格博士、牧师将出版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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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永文同学（道学硕士三年
级）于4月21日痛失岳父。谨
此向杨同学与太太谢丽芳女
士致以深切慰问。

林函辉同学（道学硕士二年
级）于4月22日痛失慈父。谨
此向林同学与太太林淑芬女
士致以深切慰问。

钟丽薇同学（道学学士二年
级）于4月25日痛失家婆。谨
此向钟同学与丈夫周玉兴先
生致以深切慰问。

本院讲师谢正金博士（道学
硕士1989）于5月21日痛失岳
父。谨此向谢博士与太太李
金华女士致以深切慰问。

陈翠翠医生（道学硕士三年
级）于5月26日痛失慈母。谨
此向陈医生与丈夫雷国保医
生致以深切慰问。

苏毓慧女士（道学硕士1991） 
于7月16日痛失慈母。谨此向
苏女士致以深切慰问。

本院讲师黄光辉博士于7月16
日痛失岳父。谨此向黄博士
伉俪致以深切慰问。

纪木和会督于2017年5月20日
当选为新加坡信义会会督，
这是他的第三个任期。7月
22日于裕廊基督教会举行了
就职典礼。新加坡信义会于
1963年成为管理本院的宗派
之一。

2017年7月4日，新加坡圣经
公会欢庆成立180周年纪念。
新加坡圣经公会还颁发了终
身成就奖给本院已故前讲师
谢秉刚牧师。谢牧师亦为60
年代首位担任新加坡圣经公
会总干事的本地人。奖座已
赠予本院。

植家进先生（道学学士2017） 
与叶灿灿小姐（教牧硕士
2017）于5月6日喜结连理。

Geoffrey Steven Hill 先生（道
学学士2014）与太太Lam My 
An女士(道学学士2013)于6

月16日喜获首名男婴，取名
Owen Gregory。

方国伟传道（道学学士2014）
与太太崔平和牧师（道学硕
士2013）于6月21日喜获男
婴，取名David Ambrose Fong 
Eun Sung。

林建成先生（道学学士2017） 
与邓淑玲小姐（道学硕士
2017）于6月24日喜结连理。

Alpheaus Graham Zobule 博士 
（神学硕士2003）荣任所罗
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的群岛
圣经事工与Kulu语言学院主
任。

陈美娟传道（道学硕士2012）
于7月22日受新加坡长老会按
立为长老会伯特利堂同理牧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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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5) 6767 6677       

廿一世纪新加坡的背景下，本剧嘗试以一个基督徒建国一

代的角度去诠释世界及传统价值观的传承。通过剧中主人

翁林盛德一生的经历，虽然不是那么的一帆风顺，其中也

历尽风霜，也犯过错误，反应出他对家庭亲情，手足友情

的重视。

剧中的一些角色也带出了他们对现今教会的期许，對国家社会价

值观的传承，包括对国家前途的负担，居安思危，种族和階的关注。

最后体现出盛德对“遗产”传承的价值概念。

这剧目主要引用圣经中耶利米的价值观及爱国情操，并体现出这

完全是啓发主人翁人生目标的原动力。

在
华文话剧“遗产”

演出时间：

地点：

电话询问：

电邮：

9月8日，星期五，晚上8点 

9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半，晚上8点

嘉龙剧院

6288 8944 转 221

adminchinese@anglican.org.sg

*凭券入场 

网址： thewill.sg

《我读撒下、撒下读我》从大卫王朝看人生起跌

询问详情或报名请电话：6761 3624
或电邮 cdcmc@ttc.edu.sg

基督教事工发展中心2017年信徒夜课

开撒母耳记下，进入眼帘的是第一男主角：大卫。

这卷书中，当年妇女的诗歌（撒上十八7）成为了大卫生命的实践版本，他取代了第一位 

王扫罗，成为以色列国的王。透过这卷书，使我们看到这位“合神心意”的王，他的“功”

与“过”；他的“起”与“跌”；这位合神心意的王，他并不是“零瑕疵”，圣经既没有盲目

一面倒的“赞誉”，也没有在他失脚时一味的“排挤”。

这卷书让我们看到大卫活生生人性的一面：从他原本有的踌躇满志，到软弱中滑跌，到面对家族的不

和，到面对杀身之祸，到颠沛流离的逃亡……面对不和、分裂、叛变等，犹似深宫争斗，在种种忧患中，

他认定的到底是什么？何以在千多年后使徒行传的作者仍称“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

我的旨意”（徒十三22）

若你也想从大卫成为王之后的种种经历中有所学习，得到生命的提醒，欢迎你参加这趟学习之旅！

翻

时间：
9月19日至10月31日，

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半至9点半

地点： 
三一神学院一楼，多用途礼堂

讲师：
陈淑贞传道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会计系，毕

业后于KPMG任审计师，及后教书。1991年考获

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道学硕士，1991-1994及

2000-2005为新加坡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华文

事工主任，并于1994-1999及2005-2011于香港

播道会恩福堂牧会（主要牧养职青群体）及宣

教。从2012年1月重投新加坡基督徒学生福音

团契服事。有着多年牧养、宣教、信徒领袖培

训、学生领袖培育工作经验及负担。

*附有英文字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