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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信经第六条宣称，“祂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短短一段话，包含了福音的真
理。但是可惜，对许多信徒来说，基督的升天并不是他们信仰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不

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在写这篇文章时，正好是耶稣升天节（5月29日）。对许多教会来说，这仍
然是一个陌生的日子。相对于受难日和复活日，甚至五旬节，鲜少教会注意这个日子。在以下这
篇文章中，我会尝试阐释这条信经如何帮助我们更好的聚焦我们的信仰，并与我们信徒的生活有
什么关系。

有关基督升天的教义，不单是使徒信经的宣称，也记载在东西方教会都认同的325/381尼西亚——
君士坦丁堡信经(Niceno-Constantinopolitan Creed)。这意味着基督的升天，是获得大公教会
普世性与历史性的承认与接受，因为这历史事件深植于圣经里，也为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并教会的
形成开启了序幕，实在是信仰生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基督的升天提醒我们四个重要的信息——

1．升天的真理告诉我们，我们从此需要将我们的眼目转上，不再思念地上的事。使徒保罗说， 
“应当寻求天上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的，是天上的事，不是地上的
事。”（西3:1-2）。复活的信息固然重要，但耶稣向祂复活的第一个见证人抹大拉的马利亚说的
是：“你不要拉住我，因为我还没有上去见父。你要到我的弟兄们那里去，告诉他们我要上去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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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升天的真理告诉我们，那位已升上高天
在父右边的耶稣，有一天将以同样的姿态再
来。虽然这是信经第七条的内容，但是连于
基督升天的真理。天使曾告诉门徒说：“这位
被接升天离开你们的耶稣，你们看见祂怎样
往天上去，祂也要怎样回来。”（徒1:10） 
今天，我们生活在基督的升天与再来的这段 
“已然-未然期”。祂的第一次降临，是以一
个无助的婴孩来到我们中间。然而，祂第二次
的降临，却要以得胜的君王与审判官的姿态
来到。善将得到终极的胜利，恶将被彻底地击
溃，一如《启示录》中所展现的壮丽天城与
羔羊婚宴的异象一样。这对祂的仇敌来说，
不啻一个坏消息；但属于基督的我们却应该渴
盼这件事的成就。初期教会就总是渴盼这件
事的成就；哥林多教会“殷切盼望”那日（林
前1:7），以弗所的信徒则被提醒他们是“受 
了祂（圣灵）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 
（弗4:30）

如果有一天你觉得神似乎离你十分遥远、身边
的事物完全不在你的掌控之中，记得回想那已
经升上高天，如今正在父神右边的基督，并将
你的眼目转回天上。当你承受重大压力、不明
白为什么恶人当道、恶事层出不穷时，记得凭
信心仰望那已经升上高天的基督，因为祂拥有
所有的威严和权势。当你犯罪远离神的时候，
不要忘记升天的基督在父神的面前不间断的为
你代求，好使你能够再次回到神的面前。当你
感到指望断绝，你的生命没有盼望时，记得升
天的主将要回来，祂会将万有服在祂脚下。你
需要与初期教会的信徒们，与古往今来的众圣
徒们，一起殷切盼望祂的再来。

一神学院办学重点明确。创立学院是为
了助教会一臂之力，装备信徒服事。蒙

召全职投入基督教事工的人要做好服事的事工
并赢得信誉，就必须受神学教育。神学教育不
仅关乎学术研究，还涉及学生的整体生命，包
括他们的灵性、感情、群体生活和性格发展。

过去多年来，我们观察到在新加坡和本区域内
服事的校友都表现出色，他们努力不懈、与同
工合作并尊重服事的教会或机构。他们都具有
建立教会并关怀会众的精神。

我们不时接到校友当选领导职位的消息，这不
仅令人振奋，还肯定了学院以神学教育为重的
原则。三一神学院的课程里并未特别安排领导
学这个学科，但众同学学习坚持不懈、正直无
私地向较弱的同学伸出援手。学院里的崇拜和
家庭小组提醒同学，在三一神学院获得的自信
心应该以信靠上帝的恩典与旨意为根基。

若说领导似乎是三一神学院培养出来的，那想
必是学院非正规课程和严谨的课程研读，以及
学院的精神所致。很多同学反映，神学教育比
他们想象中艰难得多。看来，努力不懈加上完
整的研究与勤写论文，已使毕业生装备妥当，
足以在要求甚高的基督教事工上胜任职务。事
实上，在三一神学院生活也是一种训练，能够
帮助他们在时机成熟时步上领导之途。

今天，新加坡实在有太多关于基督徒成长和发
展的会议或研讨会，其中包括如何做领导的讲
座。“做有效率的领导”这类读物和演讲也大
量充斥市场。领导，无论是天生或后天栽培
的，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承担领导职位者必
需具有愿意牺牲的服务精神才行。

每一个领导都必须受到他带领的众人尊重。个
别领导因性格不同而有不同的领导风格，领导
无须‘微观管理’，却应该事必躬亲。有些人

可以讲授领导学，但没有多少亲身的经验，不
能把理论和经验结合起来，因此多半只是纸上
谈兵。

马太福音20章26-28节记载，耶稣提醒那些渴
望学习领导艺术的人：“……你们中间谁愿为
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正如人子来，不
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 看来，领
导的起点是从门徒做起，学习跟从、服事并尊
重掌权者。因此，三一神学院提供为服事的神
学教育。但愿有志于在教会和社会作领导的人
留意耶稣的忠告，切记承担领导职责的先决条
件是什么。

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
的神。”（约20:17）。耶稣托付马利亚的信
息乃是祂即将升天的事实。升天的基督将为门
徒缔造一个与神之间全然不同的关系，即他们
能够称神为他们的父。因着耶稣的升天，祂重
新建立了人与神之间的桥梁，也提醒我们，不
再思念地上的事，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2．升天的真理告诉我们，耶稣真是神的儿
子。祂源自天上，如今回到了天上。现在祂是
这个世界真正的王者，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
属于祂（太28:19-20）。地上的国度将要过
去，惟有祂的国度将永远长存。因此，我们可
以存着信心在世度日。当司提反为主殉道时，
他最后所看见的，就是在天上，复活的耶稣站
在神的右边。徒7:55记载，“但司提反被圣灵
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
站在神的右边”。这是三位一体的神格同时出
现的一幕；圣灵充满司提反，让他看见了父神
的荣耀，又看见耶稣在神的右边。司提反的这
句话，表示耶稣已应验了但7:13-14的应许，
就是祂得着一切的荣耀和权柄。升天的记载告
诉我们，耶稣是神的儿子，死亡无法战胜祂，
因祂有生命的主权。彼得也嘱咐我们：“基督
已进到天上，在神右边，众天使、有权势的、
有能力的，都服从了祂。”（彼前3:22）

3．升天的真理告诉我们，基督现在已成为我
们在父神面前的中保。当我们为过犯所胜时， 
撒旦就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启12:10）。 
然而耶稣却在祂十字架救赎之工的基础上，为 
我们在父神面前代祷和恳求。罗8:34让我们 
清楚看到我们的主成为完全的中保的整个历 
程：“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死了， 
而且复活了，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 
求。”那在父神面前为我们代求的，正是如今 
已升上高天的基督。来4:14-16提醒我们： 
“我们既然有一位伟大的、经过了众天的大祭
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能“坦然无惧地
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的是要领受怜悯，得到
恩惠，作为及时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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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信仰里，创造与救赎之教义是互为
渗透，互为内在的；两者应当相提并

论。使徒信经开宗明义以创造的架构来作信仰
的基础；但整体信经的枢纽、占信经大半以上
的内容侧重在基督论。从耶稣基督的位格、他
在历史时空下的作为、逆转人类命运和死亡的
救赎、复活所带来的更新与转化、乃至在救赎
的成果上恢复了上帝的主权、并且在末后终极
的审判中的更新等，都有形有体的在耶稣基督
身上给揭示出来、作为历代等候终末信徒的提
示与宣信。如果创造论开启了信徒“神─人─
世界”之整全宇宙观，奠定了创造主对被造界
拥有的主权（Lordship of the Creator upon 
His created world），为人类的历史进程赋
于意义和价值；那么，基督论揭示的是被造的
世界亦是上帝自己愿意给于救赎的世界，历史
从神学的角度而言是一个救赎的记录，人类未
来命运的改造也只有在救赎的基础上更新和创
造。可见基督论对救赎论的建构之重要性。

而导致基督教与众宗教不同的，也正是耶稣基
督这神与人之间的救赎中保（mediator）之
复和工作（the reconciling work of Jesus 
Christ）。神藉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
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祂叫万有，无论是
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西1:20）

基督成为了与堕落的被造界主动复和者
（Active Reconciler）。故此与世人和好，与
万物和好不是一个观念，乃是神透过祂自己的
生命（being）及行动（act）来成就。而这神
与世人复和的具体表达完全着落于耶稣基督之
身上。因为耶稣基督是以马内利──神与人同
在之生命，按着祂自己的时间闯进我们的时空
间内（Barth, Church Dogmatics, Vol IV 1, 
UK：T & T Clark, 48）。神闯进弃绝祂的世界
与世人接触；为要成就祂向人所施那不撇下人

3.复和工作也指明人在被拯救一事上是白白地
领受恩典，是站在“基督为我们做成得救的功
夫上”领受恩典的。

若依循着上述救赎与复和之神学用之于华人社
会会遇到什么难处呢？

复和神学与华人文化思想之相形参照

1）华人非信徒对罪之理解和体验有别于基
督教信仰：

许多时候，华人信徒与非信徒最大的沟通之困
难在于“罪观”的注释上。按一般传统的华人
文化对罪的理解是伦理，平面层次的理解，罪
乃是一种过失，当生命的外在表现达不到内在
良知的要求，或者违背了公众的道德纪律之
约束，便是犯罪。而基督教的罪观却不是孝子
之道，也不以伦理道德的平面层次来界定；它
所关注的是神与人之间的救恩关系，是垂直线
的。罪乃是关系的破坏、割裂。当人的生命不
愿意依循着神的旨意、诫命而活，不再愿意持
守着一种契约关系时，便是违逆神、犯罪！这
种罪观的不同一旦与复和的教义联系起来，误
解和差距恐怕就更大。原因是复和的工作“肯
定”了人罪的本质──与神的关系隔绝，惟独
藉基督才能与神和好，不再处在罪中。这等于
说复和的工作判定了人处在一个堕落的实存状
况（existential reality），是全然地活在离 
神的罪的处境中。而在华人传统的观念里，对
这种罪性堕落之看法并不太能认同。一般华人
皆从人本的伦理道德观念入手；犯罪、堕落乃
是一种情态（situation）。活在陷溺，不行
善之际，并不能否定人性本善之本质，所以当
人做坏事只是某一时刻不行善，并不能视之为
天生就是“坏人”，因此犯罪之事实不能导致
人的本质是“罪人”。人只要自觉反省，为善
弃恶，即刻可以脱离罪境了。我想：这恐怕是
华人非信徒最难明白为何一个本质是善的人，
要自判是全然堕落之罪人？为何为善弃恶还要
麻烦地找一位中保耶稣基督的理由之一了！倘
若从伦理道德层次而言，谁也不会自判自己是
坏人的。遗憾的是许多基督徒谈论复和时，常
常忽略道明白自己是从救恩角度入手，无怪乎
仁者义士听起来总听不出那“弦外之音”的奥
秘。

2）华人文化之中没有替代性的拯救观念：

基督在祂道成肉身的拯救工作里，承担了我们
的罪，站在罪人的位置上，代替世人接受神的
审判，以致于在祂的义代替人的不义之下，世
人得以与神和好。这代赎的人性（vicarious 

humanity）是人与神和好的惟一盼望和途径。
然而，这对华人非信徒而言，却是陌生，甚
至没有必要的。因为人本的精神架构底下，仁
心是道德之主体，亦是感通契应天地万物之
源，内在于人，只要扩充本源于内心的仁善，
人就可以与万物和谐了。对于传统华人思维而
言，仁心道德意识与天（神）的关系是趋向光
明面向，而不是一种罪性隔裂之悖逆面向，若
善由心生、善性人人皆有，天人合一就无须由
一外在的代赎之人（vicarious humanity）来
作成复和之工。无形中，藉着耶稣基督与神复
和的他力救赎，要比“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成圣”的自力解脱、当下即是的境界逊色得多
了。华人非信徒不能接受，不认识到“基督为
我们成就的”（Christ for us）恩典，恐怕是
信徒们一生所要努力的功课。

走笔至此，不禁得自问：人真得能在语言论述
的理据上说服他人吗？真的能在人文层次讲得
通、说的对，就让他人五体投地的虚心彻悟
吗？回到根本的起点，叫人“开悟”而认识耶
稣基督的，最终是圣灵，是圣灵那扭转悟性、
苏醒人性的大能，方能行事。不是吗？......

的、信实的恩约（Barth, 36）；这恩约虽被罪 
破坏，却不被拆毁。破坏之恩约藉耶稣基督作
成的工作，得以重建。因此基督道成肉身的复
和工作在本体的意义乃是神自己恩约的成全
（Barth, 67-78）。对人而言，神在基督里要与 
人复和完全是祂爱的理由：祂想施恩典，而藉
着这神与人二性结合的基督成了祂施恩的表达
方式与内容（Barth, 50）。

总括地说，耶稣基督救赎工作对人而言（pro 
me）有几项重大的意义：

1.它阐明了耶稣基督作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
成功地打破罪对神与人之关系的隔离。

2.它在代赎（Atonement）的恩典作为上也直接
地宣判了人是在“被审判的地位上”蒙恩的。

基督论、救赎论
与华人宗教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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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到医院探访一位八十多岁的信徒。
这位信徒非常爱主，在教会热心参与

各种事奉，数十年如一日。他的生活非常有规
律，几十年来一直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早睡
早起，因此很少生病。这次因背部疼痛得厉害
而入院。经过详细检查后，医生诊断为末期脊
椎骨癌，最可怕的是癌细胞已经转移，侵蚀其
他器官，大约还有六至二十四个月的存活期。
这消息对他们一家人犹如晴天霹雳，因为这病
来得太突然了，完全没有前兆。他们一家人抱
在一起痛哭，不能接受这事实，不断地问上帝
为什么，是得罪了上帝还是得罪了人？老信徒
扪心省察，自问对人对神一向诚实，从未亏欠
神，也不伤害人，一辈子虔敬爱主，热心领
人归主，忠心事奉近六十年，还经常在教会讲
道，因此不明白上帝为何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在
自己身上。

最 这个实例反映了今天许多信徒对苦难、病痛和
死亡的观点。信徒往往视灾祸为咒诅，病痛为
管教，死亡为绝望，遇到人生厄运便惊慌失
措，怨天尤人。这可能是因为教会注重教导信
耶稣得福，如：信耶稣疾病得医治、家庭兴
旺、生意兴隆、财物丰富、凡事顺利、平安喜
乐；很少教导信徒如何面对逆境、苦难、灾
祸、病痛和死亡。信徒也很少深入思考“生老
病死”的课题，特别是如何面对老化、病痛和
死亡。

中国诗人杜甫感叹“人生七十古来稀”，诗篇
90:10说人“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
到八十岁”。现代医药科学进步，居住环境和
卫生条件也大大改善，人类有增寿的趋势，但
岁月不饶人，人终归还得一死。护肤品、保健
品或能延缓老化，却不能令人长生不老。“生
老病死”是我们每个人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所以诗人祷告：“求祢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 
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诗
90:12）

“知识爆炸”和“资讯爆炸”的时代以前，老
人备受尊敬——老人称为知识和智慧的宝库 
（伯12:12；32:7），所以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和
尊荣（箴16:31；20:29），所谓“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但在一味强调生产力的现代社
会，老人因生产力不如年轻人而遭淘汰。知识
可随时上网取得，老人的价值也就应声下跌。
老人因体弱多病，加上医药费飙升，成为家人
的重担，被视为消耗社会资源的一群。因此，
轻视老人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老人遭虐待或遗
弃的事件也屡见不鲜，有些老人受到的遭遇更
是令人心寒，惨不忍睹。我国政府近年来因着

今天，教会有必要教导信徒积极看待老化、病
痛、死亡，以及如何预备迎见主。使徒保罗
的“死亡观”是信徒的最佳典范。保罗面对生
死抉择时说的话很有意思。他说：“因为对我
来说，我活着，是为基督；我死了，更有收
获！可是，如果我活着能够多做些有益的工
作，那我就不晓得该怎样选择了。我处在两难
之间。我很愿意离开这世界，去跟基督在一
起；那是再好没有了。可是，为了你们的缘
故，我活着更为重要。”（腓1:21-24《现代
中文译本新修订版》）保罗积极为主而活，忠
心事奉教会。在保罗看来，死亡不是挫败、失
去、丢弃、尽头、完蛋，而是得益、收获、与
基督同在、得着上好的福分。保罗面对生死抉
择时，想到若留在人间能使教会获益，便愿意
留下来继续事奉教会。但主的旨意若是要他离
世，他一点也不惧怕，因为那是最大的福分。
保罗又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
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
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
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
要作死人并活人的主。”（罗14:7-9）。

潘朝伟博士（牧师）

旧约讲师

多种因素，投入许多人力资源解决人口老龄化
的问题。先是李总理去年在国庆群众大会演讲
时宣布的“建国一代配套”，接下来是“终身
健保双全”的建议，还有仍在进行中的“行动
乐龄”小组对话会。令人鼓舞的是对话会的焦
点和社会舆论逐渐由医药费、饮食、保健、运
动等物质和生理方面的需要扩展至心理和社交
层面的需要。其实，不少银发族面对的健康问
题和心理问题都与他们的心灵健康和信仰有直
接或间接的关系，特别是当银发族感到忧郁焦
躁、丧失自信、孤单和失落的时候。

教会多年来积极推动乐龄事工，在许多方面为
乐龄人士作出贡献。根据基督教信仰，人有
灵、魂、体，所以讨论银发族的问题时，除了
他们生理和心理的需要，也不能忽略他们心灵
和信仰的需要。对于银发族的心灵健康问题，
基督教信仰确实对他们大有裨益。

《圣经》里提到上帝有许多应许，其中有不少
是特别针对银发族的。上帝应许凡敬畏并信 
靠祂的人得平安、喜乐、富贵、长寿（箴3:16-
18；9:11），就是到了年老仍要充满活力， 
多 结 果 子 ， 享 受 上 帝 所 赐 的 恩 福 （ 诗 
92:12-15）。上帝应许永远伴随信靠祂的人， 
他们头发斑白时仍会扶持、怀抱、看顾、保护
并帮助他们（赛46:4）。上帝所赐的平安要保
守信徒的心怀意念，信靠祂的人必不惧怕突然
而来的惊恐，躺卧的时候也会睡得香甜（箴
3:24；腓4:7）。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已向世人彰
显了祂丰盛的慈爱，祂永不改变的爱要与信靠
祂的人永远同在 ，没有任何人或事情能使他们
与上帝的爱隔绝（罗8:37-39）。这是何等大的
安慰和保障！这样的信息必定能使许多银发族
得着希望和鼓励。

《圣经》也教导银发族如何积极看待“生老病
死”。信耶稣的人得永生，虽然会死，但必复
活，所以面对死亡时不要丧胆。人的身体虽然
会渐渐衰老，但内在的生命却天天在不断地更
新。要知道，那看得见的，是外在的身体，是
会朽坏的、会死的、暂时的，而那看不见的内
在生命却是不会朽坏的、不死的、永远的。人
死亡的那一刻，不会朽坏的要取代会朽坏的，
不死的要取代会死的，永远的要取代暂时的 
（林后4:16-18；参林前15:50-54）。死亡对信
徒而言只不过是一道通往上帝天国之门，到了
天国，可以享受上帝所赐予的永远福乐。

积极看待

“生老病死”

6 7

道在人间

保罗积极为主而活， 
忠心事奉教会。 
在保罗看来， 

死亡不是挫败、失去、 
丢弃、尽头、完蛋， 
而是得益、收获、 

与基督同在、 
得着上好的福分。

“

”

信徒往往视灾祸为咒诅， 
病痛为管教， 
死亡为绝望， 

遇到人生厄运便惊慌失措，
怨天尤人。 

这可能是因为教会注重教导
信耶稣得福…… 

很少教导信徒如何 
面对逆境、苦难、灾祸、 

病痛和死亡。

“

”



98

7月9-11日举行的三一神学院2014年退修会， 
“注定”让人难忘。

对旧生来说，第一次不是在校园，而是浩浩荡
荡近200名师生入住清新舒适的樟宜湾酒店；第
一次全三一社体有机会三天两夜朝夕相处，在
新学期开始前，一起对焦于神。新生则惊讶地
发现，神学院退修会的气氛一点也不严肃，学

生像热情粉丝一样为讲师尖叫欢呼，讲师与学
生打成一片谈笑风生。

这次退修会的主题是“智性近主，灵命进 
深”，大家除了从精彩的讲台信息得到灵里的
喂养，也透过小组讨论，以及精心设计的团体
活动，既帮助新生融入三一大家庭，亦促进彼
此的友谊。是的，我们要智性近主，也认识彼

此；我们要灵命进深，也增进团队精神。

难忘讲员廖廷发博士的讲道：神学教育是“研
究神”与“经历神”的良性循环，深刻的神学
教育不但是头、手和心的全人发展，更要冲击
我们的眼，改变我们的眼光；难忘毕业生钟锦
祥和陈钦昌，他们真情幽默的分享和鼓励；难
忘大家在极短时间内，同心协力，呈献出风格

2014
学院退修会

吴秋莲（神学研究硕士二年级）

各异、精彩绝伦的表演；难忘在大太阳底下，
完成8个游戏站的汗流浃背，以及沿途美丽怡人
的风景。

难忘，因为上帝的丰盛恩典，赞助者的慷慨祝
福，还有每一位师生的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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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神学讲座： 
文本、神学与宣讲——约翰福音的重读与再思

刘淑平

为 第二晚的讲题是《约翰福音的神学：隐喻与主
题》。曾博士以光与暗、圣殿与指向生命的吗
哪为例解释隐喻是了解信息的记号。他让人看
到这些频频出现的隐喻如何紧扣约翰福音的主
题信息，并且逐步将叙事带至高潮，即耶稣从
死里复活。曾博士借此提醒我们宣讲福音若忽
略复活的信息，就失去了信仰的核心。

第三晚的讲题是《约翰福音的宣讲：方法与问
题》。曾博士强调宣讲者必须以达到经文的目
的作为宣讲的目标。他建议预备讲章的三个步
骤是：1. 将经文分段，且找出叙事所要解答的
问题；2. 经文的应用，即内容与现在处境之间
的关系；3. 观察福音书作者的叙事网，以找出
主要的信息。

提高华文部的学术水平，三一神学院
决定于2014的新学年正式开始举办每

两年一次的华语神学讲座，与英语讲座隔年
轮流。今年的讲员是圣经学者曾思瀚博士。
除了三一神学院华文部的全体师生之外，慕
名而来的牧者、教会领袖与弟兄姐妹都踊跃
参加为期三晚的讲座。

曾博士从文本、神学与宣讲三个角度来讲解
约翰福音。第一晚的讲题是《约翰福音的文
本：结构与细节》，除了讲解约翰福音的详
细结构之外，曾博士也介绍它的原始读者、
写作处境、约翰群体对耶稣的理解、以及作
者如何归纳类比性的故事以组成完整的福音
叙事等细节。

曾博士不单累积了多年的证
道和写作经验，也是资深的
讲道学教授。他的讲课深入
浅出，加上适当的例证，使
教牧、平信徒与神学生都得
到极大的激励。以下是几位
与会者的感言：

曾博士分别从文本、神学、宣讲三方面对约翰福音进行了
阐述。第一次让我系统性的了解约翰福音的结构；隐喻以
及光与暗的对比让自己更进一步理解文本；在宣讲方面则
让我了解到作者、或自己宣讲时转接处理的重要性。

张信宇，三一道硕一年级

曾博士从经文本体寻找神学，呈现精湛有力的信仰内涵，
叫听者直接领受上帝圣言。他教导隐喻方式，让人得以依
循指导汲取更多圣经的亮光。他无私的分享精心研究成
果，又提供经文信息的实际应用，使听众获益匪浅。

谢真珠，海外宣教士

对于初学解经的我而言，最大的收获在于读经的眼光。曾博
士示范了一种穿透力，借着叙事网、叙事者的声音、整体结
构、神学主题，贯穿约翰福音。叙述/故事不再是单一的事
件，而是连串在整个叙事网中。

曾玉芬，三一道硕二年级

特别感谢三一神学院主办了此神学讲座，并邀得曾博士亲临讲授，让吾
人受益良多！曾博士对约翰福音之深邃钻研，配以其深入浅出、不吝传
授的讲解，深深激励了吾人，立志效法其学者风范、牧者心肠兼备之生
命典范。

陈钦昌，圣公会基督救赎堂传道

曾思瀚博士的讲解是贴切的，他细微的分析和入木三分的
观察实在令人佩服。他犀利的眼光，与他深入的研究是分
不开的。曾博士提醒了我或许我的心与耶稣的距离太远，
遮蔽了我的心思意念，更提醒我们追随耶稣是一生一世的
事情。

赵永强，三一道学三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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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体生活

学院社体生活多姿多彩且意义非凡， 

为帮助新生熟悉学院生活的迎新周， 

反映学院超宗派特性的早、晚祷及圣餐崇拜， 

由学生理事会推动、经学院认可的同学教导的  

吉他班和键盘乐器即席创作班， 

由讲师担任家长及属灵导师的家庭小组， 

一年一度的春季大扫除， 

每周贡献一小时的社体服务， 

给学生累积广泛且深入之事奉经验的实地教育，

以及庆祝华人新年、文化之夜、 

祷告日、学院退修会......

三一神学院
4 月15日至19日，北京大学宗教文化

研究院院长张志刚教授与北大哲学
系吴玉萍讲师在陈东风校友（道学硕士
2003，文学研究硕士2005）陪同下访问
三一神学院。访问期间，张院长与魏院
长针对宗教文化研究院与三一未来的交
流与合作进行了初步讨论。三十多年前
张院长曾在本院进行短期交流，这次重
访不但意义重大，也倍感亲切。4月16
日，来宾出席了受难周早祷会，午餐后
参观了图书馆和校园。当天下午，张院

林德平

一次宗教学人与神学人的相遇与交流

左起：林德平博士，陈锦发博士，魏丰年博士（院长），张志刚教授，周
贤正主教，吴玉萍讲师，陈东风校友

张院长与魏院长签署合作意愿书

长与本院讲师进行了交流，他精辟地介绍了宗教文化研究
院的近况以及宗教学在中国的发展。宗教文化研究院是一
个跨北大各院系的研究中心，研究院汇集了一群与宗教相
关的各研究领域之学者，旨在对宗教进行跨学科研究，推
动中国宗教学。张院长的介绍让讲师们对当前中国宗教学
的近况有了具体而重要的认识。交流会后张院长将他的一
些专著赠送三一。4月18日，魏院长与张院长分别代表宗教
文化研究院和三一神学院签署了合作意愿书，开启了北大
与三一的交流与合作，为此次访问划上圆满的句号。张院
长在这次访问中也邀请三一讲师到北大授课，详情正在商
讨中。

长老会STEP成员访问神学院
长老大会训练与体验计划
（STEP: The Synod Training 
and Exposure Programme）
成员于5月21日由刘育伟牧
师和胡智胜传道带领到访
三一神学院。30名成员来
自11间长老会教会和1间独
立教会，他们当中大部分
是大学生，有的在教会、
福音机构或非政府官方机
构事奉。

学院讲师曾广海博士、朱
秀仙博士和刘淑平讲师的
讲座引人入胜，种下并激
发了实习生们对神学教育
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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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消息

 

  慰唁...
图书馆馆长穆耿腾（道学学士1999，神学
博士2014）的岳母于2014年4月13日安息主
怀。谨此向馆长及夫人致以深切慰问。 

魏福顺牧师（道学硕士2006）于2014年5月
28日痛失慈父。谨此向魏牧师及家人致以深
切慰问。

陈志浩牧师（道学硕士2000）的母亲陈玛莉
女士于2014年6月4日安息主怀，享年76岁。
谨此向陈牧师及家人致以深切慰问。

Raphael Samuel主教（神学学士1985）的母
亲Ruby Samuel女士于2014年7月4日安息主
怀。谨此向主教、李福心主教娘（道学学士
1984）及家人致以深切慰问。 

陈济民牧师（道学硕士2012）与太太李宛瑛
女士（三一神学院行政与财政经理），李女
士的母亲于2014年7月14日安息主怀。谨此
向陈牧师及家人致以深切慰问。

Esther Kasinathan（道学硕士2004）的母亲 
Mercy Muttulakshimi d/o Yellau Sittaram 
女士于2014年7月26日安息主怀，享年73
岁。谨此向Esther及家人致以深切慰问。

陈若云女士（家政1951）于2014年7月30日
安息主怀,享年89岁。谨此向陈若云女士的
家人致以深切慰问。

 

  恭贺...

 

  弄璋弄瓦之喜...

 

 

新书介绍

中国移民与新加坡教会的课题，对于许多本地教会来说，可说是个“烫
手的山芋”。因为两者之间的张力、冲力与误会是必然存在的。因此许
多教会的中国人事工都碰到了困难。

单价：S$5

罗翠璧在三一神学院修读课程时，选择以中国人所创办的以马内利基督教会
为研究课题。她的专文将她与以马内利创办人王炜牧师的访谈，特别针对教
会的历史、身份定位与文化互动三方面做出具体的分析，并提出一个重要
的问题：“不少本地教会都有华文崇拜，并有专门服侍中国移民或学生的
事工，为什么中国人要自己开一间教会？”两位本地牧者、三位中国移民牧
者，以及一位三一神学院讲师，亦受邀撰写回应文章。希望这些对话能激发
教会间自由的交流与合作，将福音广传。

——刘淑平讲师,三一神学院

《角声》 
以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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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华文部讲师
刘 毓 江 博 士 近
期 编 著 了 一 本
文集：《环视周
遭：社会现象与
伦理观照》；此
文集由基督教新
加坡长老大会出
版。文集于7月
初印成，经已面
世。

新书推荐

我们敬爱的三一校友们，

一年一度的院庆即将来临，我们特地在院庆期间举办一个“校友返校日”，目的在于
重拾华文部校友之间的联谊，另一方面也期盼在院庆期间，召集诸位校友与我们共商
议事，探讨神学教育在未来的发展，汇集同工在职场的经验和看法，作为学院与教会
建立更深切配搭和互惠的服侍关系。

我们将为您预备午餐，
热切的期待您的出席， 
和我们一齐集思广益。
您的出席是对我们的肯定，
您的参与是给我们的鼓励，
我们等着您！

敬邀您的参加

更多教师及学院书籍，
请浏览学院网上书站 books.ttc.edu.sg

RSVP
请电邮回复 info@ttc.edu.sg

或电话询问 67676677

日期：2014年9月30日，星期二
时间：上午11点半至下午1点（备有午餐）
地点：三一神学院四楼会议厅

 

  告别...
潘乃昭博士及萧经纬博士于2014年6月结束
讲师任期。我们祝愿他们接下来的事奉蒙上
帝祝福。

郭秀玲女士（道学硕士2005）与丈夫Richard Busch先生于2014
年2月6日喜获第二个女儿，取名Cassia Hope Busch。 

Thomas J Isaac（道学学士三年级）与太太Ruth Shamala女士于
2014年3月30日喜获女儿，取名Seraphina Sruthi Isaac。

Menahem Lazuardi Soetedja牧师（道学硕士2006）与太太
Elizabeth Puspasari Tjandra女士于2014年6月2日喜获头胎女
儿，取名Marilyn Nasya Soetedja。

张健安牧师（道学硕士2008）与师母郭美玲（道学硕士2010）
于2014年6月9日喜获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取名张乐杰。

2014年5月4日，下列校友在圣安德烈座堂接受按立，谨此恭祝
他们。

按立为会长者： 
 
 
 

按立为会吏者：  
 
 
 

Le Thi Kim Thoa女士（道学硕士2009）与Luke Van Cong Luu先
生于2014年6月14日喜结连理。

张绍菁传道（道学硕士2011）与卓俊宏先生于2014年6月14日喜
结连理。

Gloria Lita D Mapangdol牧师（神学博士2010）于2014年6月18
日被授任为菲律宾奎松市圣安德烈神学院院长及座堂长。

王晓晖牧师（道学硕士2002）于2014年6月28日被授任为禧年堂
主理牧师。

黄遨游牧师（神学硕士2006）于2014年7月19日被授任为善牧堂
牧正。

Charles s/o Tewer Sahyam牧师 
（道学学士2011, 神学硕士第二年；圣灵堂） 
Dino Veerasamy Thangamany牧师 
（道学学士2013；圣安德烈社区教会） 
黄国恩牧师（道学硕士2007；圣灵堂）

安跃进牧师（道学硕士2010；圣安德烈座堂） 
Martin Peter Jungnickel牧师 
（道学硕士2012；圣约翰圣玛格烈堂） 
陈祯荣牧师（神学硕士2011；圣雅各堂） 
吴宏泰牧师（道学硕士2003；越南宣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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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神学院

地址：  490 Upper Bukit Timah Road
  Singapore 678093
电子邮件： info@ttc.edu.sg     
网址：  www.ttc.edu.sg
电话：  (65) 6767 6677  
传真：  (65) 6767 6477      

致谢

您的参与及支持，对我们极其重要 
您可借着以下几个方式使三一神学院的事工蒙福

三一神学院的运作全靠有心人士的奉献 
您的爱心捐助，我们铭感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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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nity Theological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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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使三一神学院蒙福

三一神学院与四宗华文教会理事会联合主办 
第八届乐龄事工研讨会

人类平均寿命的延长意味着许多退休人士其实不是「步入晚年」而是另一段20至30年的岁月，也就是
四分之一，甚至是三分之一的人生。教会如何及时和有效地回应人口老化所带来的新处境？教牧如何
秉承信仰原则牧养现在以及未来的老年信徒，并且帮助中年信徒以更健康的心态步入老年？这是华文
教会须要共同面对的当前急务。

本届研讨会将邀约数位资深教牧与学者专家前来分享，从而引发教牧同工以及信徒领袖对年长信徒婚
姻与情感生活的关注，同时提供一些实际的方案作为事工的参考。

欢迎教牧与信徒领袖热烈参与。 

日期： 2014年10月16日（星期四） 
时间： 上午9点开始 
地点： 三一神学院

询问详情或报名，请联系赵瑛瑛姐妹，电话：6761 3608，电邮 cdcmc@ttc.edu.sg

主题：老年信徒的婚姻与情感生活 

信徒夜课
鉴于信徒教育和领袖训练及装备的需要，基督教
事工发展中心盼望能够通过信徒夜课，给信徒一
片深入探讨信仰的空间，也为教会提供多层面的
资料及咨询服务。课程是围绕四个重点领域：圣
经科目，基督教教义，当代议题与基督徒事工。

我们邀请您参加9月至11月信徒夜课， 
课程介绍如下：

课程一： 

时间：   
   
地点：  
讲师： 

课程二：

时间：  
  
地点：  
讲师： 

询问详情或报名，请联系赵瑛瑛姐妹 
电话：6761 3608 

或电邮 cdcmc@ttc.edu.sg

讲员： 陈丽玲医生（漳宜综合医院心理医学高级顾问医生） 
 蓝璐璐教授（国立大学法学院） 
 李宗高博士（长老会牧师）

让孩子终身得智慧的教育： 
犹太人的亲子教育智慧囊

9月23日至11月11日 
每逢星期二晚7点半至9点半 
三一神学院1楼，多用途礼堂 
余清杰博士

信仰的旅程：约书亚记信息 

9月25日至11月13日  
每逢星期四晚7点半至9点半 
新加坡长老会禧年堂 
黄清豪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