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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独家经历

四本福音书对复活主显现的叙述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些全属门徒独有的经历，外人无缘参
与。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也不例外，四段叙述，主角各异，但全是门徒，合成众门徒成长突破之生
命组曲，在你我耳边回响……

门徒属灵视障

其中三段叙述的主角终能看见复活主，却同时暴露了各自的属灵视障。

首先是抹大拉的马利亚。她发现耶稣身体不见了，出现眼前的是座空坟，于是如此报告：“有人
从坟墓里把主移走了，我们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2）到了二十13-15，纵然天使慰问，
甚至复活主显现，马利亚仍然立场不改，坚持有人移走了主的遗体。马利亚为何视而不见，无法
认出眼前人就是复活主？因她伤心过度！天使和复活主都同样问她：“妇人，妳为什么哭？”
（13，15）深陷哀愁的马利亚无法自拔，泪眼令她视而不见，无法看见主同在，更遑论看到复活
主掌权的人生永远有新可能，永远有明天。

众门徒接着登场，经文直接道出他们的问题：“门徒因怕犹太人，所在的地方门都关了。”（19） 
难怪复活主显现时两度如此问安：“愿你们平安！”（19，21）这就是门徒的问题：毫无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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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肋旁给他们看，显明祂已克胜一切，曾看似
无法无天的恶势力已变得软弱无力。主耶稣更
承诺平安，赐下圣灵，门徒从此要学习放下惊
恐。打开双目，认清世界非我敌；伸出双臂，
承担世界悲情；展开双足，无怨无悔受差遣，
靠主爱进入被罪捆绑的可怜世界，永不言退。

面对凡事怀疑，无法冒险的多马，复活主特意
为他再度显现，没有谴责，只邀请他伸手查探
复活虚实，终于帮助多马从彻底怀疑跳跃到全
心相信，并不期然发出了伟大的认信：“我的
主！我的神！”（28）将主复活的信仰推往高
峰。

这就是我们的复活主耶稣；祂以难以想像的怜
悯，迁就每人独特困境，设计个别疗方，亲自
同行，引领各人走出困局，会晤祂而经历突破
成长。

你我信主多年，目前是否正受困于某种属灵视
障，无法前行？不要怕，只要信，专心等候
主，祂正前来助你我突破成长！

进一步的邀请

正当众门徒因见复活主而雀跃之际，主继续挑
战多马并众人：“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那没
有看见却信的有福了。”（29）是的，复活主
希望门徒能坚持成长，以致终能达致“不凭眼
见，只凭信心”的信仰境界。

不凭眼见，只凭信心？可能吗？可能！曾有
一人，尚未眼见复活主，已用信心全情怀
抱。此人是谁？正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1- 
10）！

既然如此，愿你我永不原地踏步，反倒竭力求
成长，扎根圣言，靠主恩排除万难、坚持信
托，深知达致“不凭眼见，只凭信心”，更有
福气。

年，新加坡欢庆独立50周年，总理说“借
着庆祝独立50周年，回顾过去的历史，感

恩今天的成就并自信地展望未来。”历史提醒我
们，国家在发展初期有可能偏离正轨。幸好我们
这新兴国家找到立足点并迈向了不凡的未来。对
于国家的兴盛，基督徒也尽了本分，忠心“为国
家谋福祉”（耶利米书二十九7）。

1965年时，三一神学院在师资和经费方面都还未
独立，须仰赖海外宣教士和机构支持。不过，作
为一所联合神学院，在不同宗派竞相宣教的环境
中，她显示了成为本区域协力合作典范的可能
性。

三一神学院走过崎岖不平的道路，遭遇过受误解
的情况。例如学院从一开始就极其注重高水准的
基督教学术研究，这也是学院的特色，有些人却
因此认为学院不太关注学生的灵性塑造。

早在1967年，三一神学院已开办研究院课程，后
成立了宗教社会研究所，这可说是发展研究中心
的起步。设计别具特色的礼拜堂竣工后，三一神
学院明确表明以灵性塑造和纯正的基督教学术研
究为神学教育的两大支柱。

70年代是充满挑战的时期。全世界进入一个“社
会革命”的时代，激发了三一神学院一些学生领
袖起来反抗权威。这些学生领袖向学院的管理部
门要求改变学生生活和课程。僵局导致学生理事
会全体辞职，以示他们对于未能参与学院的决策
深感失望和不满。“动荡不安”的局面使西马来
西亚圣公会教区召回圣公会的学生并退出董事
部。

当时，学院的声誉跌入了谷底。三一神学院的支
持者对三一有负面的看法，受损的名誉历时多年
才得以恢复。无论如何，认真而成熟的信徒仍旧
视三一神学院为值得信赖的机构，有大学毕业生
报名修读刚开办的道学硕士学位课程。

80年代，新加坡教育部邀请学院培训他们的教师
在政府学校教导圣经知识。三一神学院感到非常
荣幸，接受了这个服务大众的良机。新加坡也在

这个年代实施以英语作为学校主导教学语言的政
策，除了主要族群的母语，其它科目都以英语作
为教学媒介语。这个改变长期影响了报读三一神
学院的华文部学生人数。在这期间，平信徒训练
课程逐步增加并继续成为学院关注的重点。

1991年，学院录取了第一位从中国来的学生，开
始与“中国基督教协会”以及“全国三自爱国运
动”建立伙伴关系。今天，许多校友在中国各地
的教会和神学院服事；而三一神学院也一直低调
地与中国教会搭建友谊和互信的桥梁。

其后，1996年突然出现危机，政府为建造地铁而
征用苏菲亚山校园。寻找新校园的事迫在眉睫，
但所需款额高得令人咋舌。这所联合学院会不会
过早宣告结束呢？蒙上帝赐福，董事部全体一致
重申1948年先贤创院时的使命，了解到让学院继
续肩负使命的重大需要，于是认真进行寻找新校
园的事宜。1999年，确定了武吉知马路上段的新
院址。

省思三一神学院从创院直到这关键时刻，对教会
与社会都已尽职尽责。学院仍旧是教会的忠仆，
一丝不苟地为本区域众教会事工装备适用的人
才。作为隶属教会的机构，学院阐释历史悠久的
基督教信仰之教导。作为神学院，传授的主耶稣
基督教导的原则和价值观可做为社会指南。这些
确实是建国不可缺少的部分。三一神学院与新加
坡及其历史密不可分，我们如今以深深的谢意与
明确的目标，同庆新加坡独立50周年。

感，害怕周遭世界，深感危机四伏，因此将自
己彻底封锁、全副武装，不容外人闯入，时刻
和人保持距离。

轮到多马一周后出场，复活主此时已一再显
现，目击者更多次见证：“我/我们已经看见了
主。”（18，25）多马却制定相信条件：“除 
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我的指头探入那 
钉痕，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绝不信。”
（25）情愿怀疑一切，无法轻言信托。多马之
信，说白了，近乎不信！复活主因此劝说： 
“不要疑惑，总要信！”（27）始于怀疑之
信，永远无法全心信任耶稣。

三段叙述、三类门徒：或深陷哀愁，泪掩双
目，视而不见！或满心害怕，只看危机，退缩
封闭！或怀疑一切，疑惑眼神，无法信托！

复活主除去视障

正当三类门徒受困于各自的属灵视障，主耶稣
分别向他们显现，没有责备，更没有采用统一
疗方……

面对伤心欲绝、满眼泪水的马利亚，复活主从
属灵听觉着手：“马利亚”（16），羊认得主
声音，内心开始转动，“拉波尼”（16），马
利亚终于认得主了；但此刻的她仍无法明白主
复活的深意，主因此要她先行动、后理解，向
众门徒宣告复活主建立的全新关系：“你到我
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
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上帝，也是你们的上
帝。”（17）马利亚终于停止流泪，定睛前
望，宣告上帝是天父，众人为手足，彼此擦眼
泪，互爱共前行！

面对惊恐眼神、高度设
防的门徒，复活主

选择“穿墙过
壁”、突然

现身，主
动 将

手
 何威达博士、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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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系列（一）

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是每一位基督徒的
职责，相信基督徒都同意这个理念！然

而，基督徒积极地履行这个职责吗？《角声》
今年将连续刊登三篇以“见证”为主题的文
章，让我们一起回顾、思考与评估我们现今的
堂会与基督徒是否跟从耶稣，并且服从祂的吩
咐。我们会从基督所留下的“见证”模式与榜
样来进行反思。最先要反省的课题是“合而为
一的见证”。

耶稣祈求门徒“合而为一”（约十七章）

耶稣在祂的“大祭司的祷告”里表明祂与父 
“合而为一”的关系（21-22）。接着，祂为
门徒向父神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21）， 
“使他们合而为一”（22）以及“使他们完完
全全地合而为一”（23）。这合一是基于父神
所爱基督的爱在门徒里面，基督“也在他们里
面”（26）。基督在走上十字架死亡道路之前
如此迫切地祈求了三次，可想而知祂的终极意
愿是要门徒合而为一。特别是最后一次，如新
约学者卡森所指出的：“[祂]求神使他们完完
全全地合而为一，丰富地共享那将父与子结合
起来之合一的目的与丰富的爱。”（《约翰福
音》，2007，884）

耶稣如此迫切地祈求门徒与主有“合而为一”
之关系的目的是“叫世人可以信父差了耶稣
来”（21，23）。卡森（884）解释说：

门徒的合一，如果达到该有的完全……不
单能叫世界上许多人深信基督确实是神启
示的至高所在，如基督徒所声称的（你差
了我来），也叫基督徒自己被提升到父对
子的爱中，因为蒙全能者自己所爱，而成

新派的教会继续不断地分裂至今。宗派教会崛
起的因素和情况非常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够
厘清的，但重要的一点是，一些宗派的成立未
必是出于被奉为“创办者”自己的意愿，如马
丁·路德和约翰·卫斯理。

就新加坡而言，根据《新加坡中英教会通讯录
2005-2006》的“教会与福音机构统计表2005”
（新加坡逐家文字布道会，2005），新加坡的
基督教教会包括了11个宗派（308间堂会）与
160间独立教会，而且独立教会继续成立，在过
去的十年里至少增加了40间。由此可想而知，
全世界教会分裂的情况何等严重了！难道教会
无视基督的意愿与不顾念祂托付的使命吗？

早期教会的合一

《使徒行传》记载了门徒为谨守基督“合而为
一”的意愿而尽心竭力的两个事件。

第一件事是关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的寡妇
之“供给”(需要)被忽略了而引起怨言(徒6: 
1)，使徒了解“供给”虽看来只是一件小事，
但若不妥当处理，将会破坏教会的合一。他们
于是“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能
充足的人”(徒6:3)处理这事，为的是确保教会
的合而为一。

另一件事是关于外邦人得救是否必须行割礼 
与摩西的律法(徒15章)。犹太信徒认为外邦 
信徒有必要行割礼以成为神的子民（出12:48-
49），但保罗与他的伙伴却否定这项要求。若
当时的门徒不能消除这个分歧，必会造成犹太
信徒与外邦信徒的分裂。教会的领袖当如何作
出决定？

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
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
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
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
人心的 神也为他们作了见证，赐圣灵给
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凈了
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
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
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
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
信的。(徒15:6-11)

领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商议和辩论后，根据旧
约教训、耶稣的教导以及神在他们中间作他们

为安稳、满足、且完全的……

初期教会的门徒在基督里的合一奠定了福音的
基础，他们显示基督的爱、安稳和满足的生
命，使世人认识福音的真谛。然而，今天的教
会为何继续不断地分裂？

教会不断分裂

历史记载初期的教会早已出现矛盾，主要是因
为罗马帝国东部区域使用希腊语，而西部区域
却用拉丁语，文化差异造成东西两个区域的教
会在沟通上存有思想和理念的差距。主后330
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将首都从罗马迁移至新
建的君士坦丁堡，“罗马的主教成为了凯撒在
西方的权力的承继人。君士坦丁王提升君士坦
丁堡的主教，使其权力与罗马主教平等，以
此抗衡。”（比尔·奥斯汀，《基督教发展史》， 
1991，99）这形成了两个教会中心，不断因权
力与教义产生纷争，最终于1054年发生了“大
分裂”。双方为争取教会的领导首位进行权力
斗争的结果是把教会一分为二——东方的正教
教会(Orthodox Church)和西方的罗马大公教会
(Roman Catholic Church)。但是，教会的分裂
没有因此而停止，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各宗
派教会(denominations)的崛起，导致基督教

合而为一的见证

作

初期教会的门徒在基督里的
合一奠定了福音的基础， 

他们显示基督的爱、 
安稳和满足的生命， 

使世人认识福音的真谛。 
然而，今天的教会为何继续

不断地分裂？

“

”

祂为门徒向父神祈求： 
“使他们都合而为一”（21）， 
“使他们合而为一”（22） 
以及“使他们完完全全地 
合而为一”（23）。

“
”

由此可想而知，全世界教会
分裂的情况何等严重了！ 

难道教会无视基督的意愿与
不顾念祂托付的使命吗？

“
”

的见证人，雅各(耶稣的弟兄)代表议会说出了
决定(15:13-21)，就是不须要行割礼，但要遵
行摩西的某些律法。

若双方都坚持己见，不愿意聆听对方的观点，
也不让神的话与圣灵的引导介入他们当中的
话，后果将不堪设想。他们能达成协议，因为
他们都愿意降服于主，听从主的教导——彼
此相爱、彼此顺服、谦卑、在遵从主“合而为
一”的意愿，放弃高傲和自以为是的态度。

合而为一的基督肢体

我们都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肢体，而基督只有一
个，分裂教会等于分裂基督，这是万万不可做
的事情。若我们深信我们是创造天地、宇宙、
万物之主宰的子民，是主耶稣基督用祂的生命
赎回的门徒，我们是否愿意放下自我，不追求
权力与地位，一生尽心竭力地维护基督肢体的
合一，俾使世人相信我们所传的福音。值得欣
慰的是新加坡大多数的新派教会并非奉行“宗
派主义”，而且愿意彼此交流和合作，为主作
美好的见证。

让我们以《伟大心灵的祷告》的一篇祷文（祈
祷书，一六二六）为教会的合一祈求：

神啊，你是我们主基督耶稣和平之君的
父。求袮施恩，使我们心中牢记纷争而遭
致的危险。求袮除去我们一切的憎恨与偏
见，以及阻碍我们属灵的和谐与合一，因
为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我
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
浸、一神，就是我们众人的父；以致我们
有同一的心灵，在真理与和平里联为圣洁
的一体，同有爱与信，一心一口荣耀袮。
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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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死亡可以使人心力交瘁，尤其是照顾
死者生前的起居饮食的护理者。悲痛与

抱憾之余，情绪亦是相当复杂的。除了面对长
期的精神和经济的压力，本身也必须面对生命
的未知数。一方面，他们可能因为亲人的离世
觉得欣慰，因为死者不再受病痛缠身的煎熬。
另一方面，至亲的死亡带来种种的失落，让在
世的人未能释怀过去，面向未来。

耶稣的逝世，对抹大拉的马利亚、雅各的母亲
马利亚，和撒罗米（可十六1）来说，犹如晴天
霹雳，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耶稣在加利利的时
候，她们曾经跟随他，服事他一段日子（可十
五40-41）。

她们对耶稣被钉十架，仍然无法释怀。在永远
失去一位良师的震撼之后，在悲痛之中，不断
地问：“那些年，我们与拉比相处，目睹神
迹、聆听圣言、琢磨比喻、反思人生，他为何
落得如此下场？”

困惑不解之余，她们的心中更加感到丝丝愤
怒，公义未得伸张，我们就当在所不惜的纠正
错误！问题是，那是一个什么错误？若不是向
当权者为耶稣讨回公道，难道为自己弥补破碎
的梦？

寻求解脱的最好办法，就是到坟墓里以香料去
膏耶稣的身体（可十六1）。通过此行动，表达
宗教的虔诚和个人的委身。这项行动的决心，
不仅为重要的人际关系寻求一个解脱，更重要
的是，为拥抱世界的梦想画上休止符。

处 耶稣被钉十架，代表神为世界带来福祉的时代
终止了。耶稣之死，引发妇女内心之处的悲切
之情，甚至超越亲人离世的伤痛。此时此刻，
只能依靠平安，安抚那破碎的梦想。

她们认为，耶稣既来到这充满罪恶与暴力的世
界，祂的宣告、教导、神迹和赦罪之恩必定能
够改变世界。然而，死亡扰乱了她们的思路，
与此同时，感觉被遗弃了。

要膏耶稣的身体，将面对种种的困难，单是覆
盖陵墓的石头，就能令她们无计可施了（可十
六3）。

无论如何，对她们来说，耶稣的身体是不可被
替代的；独一无二的祂，是她们深爱的人。祂
的肉体，甚至在其腐烂的形式，被撕裂的手和
脚，都意味着祂的存在。

从心理学的层面上，找到耶稣的遗体和膏耶
稣的身体，可能让妇女协调了认知上的失调
（cognitive dissonance）。根据心理学家的

督徒必须随时随地提高警惕（可十三37）， 
委身于主耶稣基督，见证神的启示（J.A. 
Brooks，Mark，1991）。

最辉煌启示的前奏，是让人认识恐惧，震惊 
和沉默。马可提醒我们，抓紧机会和做出选
择，不要高喊“我很高兴故事已经结束！”而
是“别站在那儿，让故事延续！”

一位资深的新约学者指出，“如果你想看到
耶稣，紧跟着他。因为马可故事的结尾，表
示门徒训练的工作已经展开了。”（M.D. 
Hooker，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rk，1991）

在沉默的日子中，斟酌和权衡可行的选择，发
掘隐藏的爱！应付认知失调，千万不要让恐惧
摧毁人类的真善美，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团契和
凝聚力。而在此时，有一个神圣的生命的承诺
从毫无生气的日子破茧而出，克服恐惧。

爱来自耶稣！在马可的眼中，它隐藏于祂的身
份之中。耶稣复活的叙述，紧扣人心，透过沉
默的思考，修复我们心灵的贫乏，反思耶稣的
身份。在复活节期间，为这个秘密解码，感受
那隐藏的爱。在恐惧消失之后，爱促使我们继
续走信仰之路。面对困难的时候，也许会发现
质疑，在自我反思后，可成为通往神的智慧宝
库的通道，而我们想象的困难，上帝已经为我
们解决了。

推论（L. Festinger，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1957），协调元素是能够有效地
减低失调的巨大影响力。

在她们的想法中，找到遗体表示神并没有遗弃
一直坚持到底的跟随者，是合乎逻辑的。这
与逃到无影无踪的门徒们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
比-无私的奉献，彰显“爱会找到表达自己的
方式和场合。”（H.D.M. Spence-Jones，St. 
Mark，1909）

尽管我们能理解妇女的目的和计划，经文却显
示这群女性追随者并不理解复活的意义。事实
上，她们携带香料来到坟墓那里就表明，她们
并没有真的相信耶稣会复活。而洞内的惊人景
象，更是打乱了她们的计划。

同样的，年轻人的出现使她们惶恐不安，致使
他立即告诉她们不要惊慌（可十六5-6）。他吩
咐妇女向门徒宣布耶稣复活了，会在加利利与
他们会面（可十六6-7），她们却“从坟墓那里
逃走，又发抖又惊讶，什么也没有告诉人，因
为她们害怕。”（可十六8）

恐惧成为信仰的绊脚石，而在此时此刻，信仰
的正确回应，理应是克服任何阻碍顺服于基督
的恐惧。从开始到来到坟墓前，妇女一直忠心
耿耿，但听到复活的消息后，一时之间竟变得
惊慌失措，选择落荒而逃，而不是恭敬地离开
（T.J. Geddert, Mark, 2001）。

神秘的启示，让人的深思熟虑显得无能为力，
同时亦揭露了我们有限的渗透力。单凭虔诚与
热忱，根本无法减低认知失调的影响力。

空无一人的坟墓和耶稣复活的消息，让妇女意
识到神隐藏的爱发挥了无比的威力，任何的力
量、知识和智慧都不能抗拒那神性的爱。

显而易见，马可是利用一个不完整却是开放 
的结局，问他的读者或听众，是否愿意让自
己的生活延续这个故事，承担责任，传达
耶稣复活的好消息。若答案是肯定的，基

隐藏的爱
反思马可福音十六1-8

道在人间

空无一人的坟墓和 
耶稣复活的消息， 

让妇女意识到神隐藏的爱 
发挥了无比的威力， 

任何的力量、知识和智慧 
都不能抗拒那神性的爱。

“

”
在悲痛之中，不断地问： 

“那些年，我们与拉比相处， 
目睹神迹、聆听圣言、 
琢磨比喻、反思人生， 

他为何落得如此下场？”

“
”

陈耀明博士

旧约讲师

从心理学的层面上， 
找到耶稣的遗体和 

膏耶稣的身体，可能让 
妇女协调了认知上的失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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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起）：朱秀仙博士、牧师（舍监），叶淑清牧师（注册主任、实地教育主任），陈立寅博士、牧师（亚洲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林德平博士、牧师（副教务主任），魏丰年博士、牧师
（院长），陈锦发博士（陈树南新约教授、教务主任），白瑞健博士、牧师（学生事务主任），余清杰博士、牧师（副院牧），刘淑平讲师

后排（左起）：陈文才博士、牧师，陈耀明博士，曾广海博士、牧师（刘笃信系统神学教授），陈礼裕博士，穆耿腾博士（图书馆馆长），黄光辉博士、牧师，许加顺博士、牧师（基督教事工发
展中心英文部主任），廖廷发博士（舍监），章明舜博士、牧师，郑益民博士（舍监），楚示格博士、牧师（院牧），何威达博士、牧师（基督教事工发展中心华文部主任），潘朝伟博士、牧师

*谢正金博士（周福兴基督教教义教授）在休安息年。

若要了解讲师详情，请浏览学院网站 www.ttc.edu.sg

他所赐的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建立基督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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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大扫除
1月9日（星期五）

陈玉芬（道学硕士二年级，学生理事会副会长）

015年似乎是个多事之秋。

学期才刚开始，三一师生就陆续接到亲人逝世或同学入院的消息。上个星期，新加坡建国总理李
光耀撒手人寰。噩耗传来，震撼了岛国，也撼动了我们三一全体成员。

学生会会长淑恩和我都是马来西亚人，她在我们的聊天群组中问道：“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就职
以后会发生那么多事情？到底上帝要我们学习什么功课？”答曰：“上帝要我们学习去爱，去关
怀。”

这个答案真是太好了。2月初，我们到医院探访即將接受手术的所罗门岛同学——保罗欧凯牧师。
乍見访客，同学特別高兴；他高兴，我們也快慰。同一日，奔赴殡仪馆，吊唁叶老师的父亲。我
们只有二十几个人唱“奇异恩典”、“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虽然沒有歌词，但大家唱得特別
好。短讲的时候，老师脸上的那一份坚定，大概会烙印在我们心中吧。

春节为“那默默的一群”的行动，让我们有机会认识学院所有的清洁阿姨、保安人员、员工，为
他们留下倩影，知道了一点点他们生命的故事。前几天，我们组团到国会向已故李光耀先生致
意。酷热的天气，5个多小时的排队，所有人身上都黏糊糊的，但我们很欣慰能亲自送上三一师生
的致意卡，亲自到国会去悼念。结束的时候，新加坡同学纷纷对国际生说：“谢谢你们！谢谢你
们陪伴我们！”

爱——应该是我们在三一最大的收获。盼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能够种下更多爱，然后，收
获更多的爱。

我从这一届的学生会代表身上学到很多东西——爱、关怀与谦卑。愿上帝祝福我们这个团队，让
我们能更好地服事大家。

前排（左起）：林翠娴、赵永强、林国宏、黄尊源、陈诗韵、楚示格博士（院牧）、陈玉芬（副会长）、麦淑恩（会 
长）、魏丰年博士（院长）、白瑞健博士（学生事务主任）、刘家稳、周鸿明、李莹莹、郑莉频、卓梅蓉、Naw 
Winsome Paul、Thomas Isaac Jacob

后排（左起）：黎传胜、许统民、黄敬文、Pa Hmo、郭佳恩、梁振昌、李汶聪、吴钧杰、陈键文、朱明伟、植家进、
张信宇、林建成、杨永文、黄永智

学生理事会成员介绍 ……

爱——最大的收获
2015年学生理事会

2
向默默付出的同工致谢

庆祝新年
2月26日（星期四）

为学院献出一份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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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年3月6日，英华自主中学*的运动场热闹哄哄，兴奋的喝采声此起彼落，因为浸信会神学院
（浸神）、东亚神学院（东亚）、新加坡神学院（新神）、新亚学院（新亚）和三一神学院

（三一）众师生与校友在那里举行一年一度的院际运动会。运动会以竞技比赛开场，双人三腿赛
跑是其中一个项目。浸信会神学院因为协调与配搭方面极其出色而旗开得胜。足球赛战情激烈，
最终新亚学院脱颖而出，赢得冠军。杀入司令球决赛的是东亚神学院和三一神学院，双方势均力
敌，经过一番精彩的龙争虎斗后，东亚神学院最终击败了三一神学院。运动会的最后一个项目是
躲避球，参赛队伍各由不同神学院的同学组成，借此培养各神学院之间的合作精神。

司令球决赛结束时那一刻最为感人。东亚神学院和三一神学院的球员与支持者站着围成一圈，蓝
红（东亚神学院与三一神学院两队的颜色）两色相间。东亚神学院的Guia Karla Gonzales同学即
兴分享时说那是蛮考耐力的比赛。有个菲律宾同学补充说：“但我们很高兴知道在属灵争战中，
我们是同一阵线，也很高兴知道个
个战友都刚强勇猛并充满热忱。”东
亚神学院成功举办了今年的院际运动
会，举办明年院际运动会的棒子就此
交给三一神学院。

*我们感谢英华自主中学的校长
Winston Hodge先生慷慨借出学校的
运动场让我们使用。

华文神学教育
三一神学院2015开放日

黎传胜（道学学士三年级）

这是我第二次参与学院主办的开放日。开放日是为有兴趣探索神学教育的弟兄姐妹举行的，
借着参观学院、听讲师讲解课程内容、体验上课的情况、与在籍神学生交流，进一步体会

神学教育的意义，也帮助他们思考在哪里受神学教育最为合适。

开放日的活动有：院长勉励、学长分享自己的经历以及旁听一堂新约导论课，而我就是分享自己
经历的人。

我心里常感受到华文教会面临危机。首先，三一华文部的学生人数一直偏低，我入学的那个学
年，华文部本科生只有9名。第二，新加坡华文教会，尤其是青年事工上，能够用华语沟通或传递
信仰的弟兄姐妹已逐渐减少。第三，属灵领袖的年纪越来越大，却没有足够的本地华人信徒接替
牧养事工。

开放日当天，看到参加华文组的弟兄姐妹当中有不少年轻人，当中还有一位能够说流利华语的美
国弟兄，这让我特别感动。我看到了华文教会的希望。希望不只是有年轻人加入神学装备的行
列，更希望看到志同道合的弟兄姐妹同样看到华文事工的重要，不单保存华语，也保留华人文
化。虽然语文程度有限却不放弃、愿意以年轻的岁月来服事上帝。

我抱此希望并有此感动。你呢？

友谊第一
2015年院际运动会

陈思如（道学硕士二年级）

2

感谢主让我能参加三一神学院
开放日，并旁听刘淑平老师的
讲课，充满恩典的一天让我认
识更多主内的弟兄姐妹。

顾博，新加坡圣经教会

开放日主办的很好！我特别喜
欢跟热情友好的老师们一起谈
话。我推荐有兴趣的人参加这
个活动。

Aaron May，圣道基督教会

来自明年筹委会的一段话：

“在赛场上看到学院之间互相为彼此鼓励加油是多么
棒的一件事。俗语有云，‘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我们会继续在来年的赛事里推动这样合一的精神。我
们会继续追求卓越但持守在基督里的合一。”

～三一神学院社体生活委员会主席 林建成

在基督里我们是一家人：东亚、浸神、三一、新亚和新神

运动会不只为师生们在课外提供
一个平台，加强他们的互动与沟
通。它更为各个神学院提供了一
个彼此沟通交流的机会，增强神
学院之间的联系与彼此的了解，
共同荣耀神的圣名！

～张信宇（道学硕士一年级）



1514

三一消息

 

  恭贺...

 

  弄璋弄瓦之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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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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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卿讲师陈佩兰女士（神学硕士2010）的父
亲于2014年12月5日安息主怀，享年89岁，
谨此向她及家人致以深切慰问。

本院注册主任叶淑清牧师（道学硕士1993）
于2月4日痛失慈父，享年91岁，谨此向叶牧
师及家人致以深切慰问。

赵永强（道学学士3年级）的母亲杨新巧女
士于2月7日安息主怀，谨此向永强及家人致
以深切慰问。

本院讲师章明舜牧师（道学硕士2000）的岳
母于2月21日安息主怀，谨此向章牧师及师
母致以深切慰问。

黄英发（道学学士2年级）于3月3日痛失慈
父，谨此向英发及家人致以深切慰问。

李汉温牧师（道学硕士2009）伉俪于2014年
12月31日喜获千金，取名Elisabeth。

曾腾芳牧师（道学学士1993）于1月10日任
职于基督教新加坡长老大会英文中会会正。

Sankaran Dhamodharan牧师（教牧硕士2013）
于1月12日在锡兰India General Mission接
受按立。他隶属亚洲布道团，并且继续服事
在新加坡的印度客工。

颜业顺牧师（博士）（道学硕士1992）于3
月25日任职于基督教新加坡长老大会会正。

Lal Chhandama 牧师（神学硕士2008）当选
缅甸Dairam长老大会执行干事，他于2015年
4月开始上任。 

萧帝佑博士（神学硕士1991）自4月1日起荣
任马来西亚神学院院长。就职典礼于2015年
5月6日在马来西亚神学院举行。

Naw Say Lwai Wah （神学硕士2004）被选为 
Karen 浸信神学院2015年至2018年院长。

三一神学院同仁与新加坡人民共同向

李光耀先生（1923-2015）致敬。

我们国家在他的领导下得蒙福祉，
我们为此感谢神。

愿他安息！
督教全国两会于2015年1月26至2月7日在南京金陵神学院举办第一届“新约圣经研讨
会”，为新约老师们提供进修与交流的机会。本院刘淑平讲师与叶淑清牧师应邀为授课

和分享，分别主讲《福音书导论》以及《如何解读比喻》（叶老师因父亲逝世而提早离开）。 
二位讲师与前圣公会东南亚教省大主教周贤正博士与联合圣经公会翻译顾问彭国玮博士轮流
负责上午两小时之讲课，并于下午与个别老师交流，讨论如何改进教学方法、新约研究资

讯、最新学术研究方向等，双
方皆感受惠无穷。此项目由国
际圣经公会赞助，参加者为22
位省级神学院与圣经学院老师。

除了为神学院校的讲师提供培
训，本院有三位讲师也分别受
邀到上海的复旦大学和华东神
学院讲课。今年5月25至27日，
潘朝伟博士受复旦大学哲学学
院邀请主持为期三天的公开讲
座。曾广海博士和楚示格博士
则受邀在5月和6月期间到华东
神学院授课。

刘淑平讲师

温故而知新
中国神学院校第一届“新约研讨会”

基
由卫理音乐学院与三一神学院出版

《亚洲教会齐欢欣》
这本新赞美诗汇集了18个国家、23
种语言或方言创作的诗歌，附中、
英或印尼译文，共135首。本赞美
诗证明了亚洲信徒极具创作音乐和
诗歌的恩赐。

查询或订购， 
请电邮 msm@msmusic.edu.sg  

或csca@ttc.edu.sg

定价：$35/每本+邮费
预购特价：$20/每本+邮费
机构与教会订购50本或以上，可享5折优惠
预订截止日期：2015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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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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事工发展中心2015年信徒课程

 时间： 2015年7月7日至8月25日， 
  每逢星期二晚7点半至9点半 
 地点： 三一神学院一楼，多用途礼堂 
 讲师： 陈耀明博士

询问详情或报名，请联络李代欣姐妹 
电话：6761 3624或电邮 cdcmc@ttc.edu.sg

Prof William J. Abraham 

Intimacy with Death 
An Invitation to  TRINITY LECTURES 2015

《角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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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基督教研究中心——华文神学系列

《宋尚节与廿世纪 
新加坡华人基督教的灵程》

新加坡华人教会，尤其是使用汉语的基督徒群体，在过去一个世纪，实在有过一段
既坎坷又辉煌的历程。宋尚节可说是这个历程的坐标。1935年至1940年间，宋尚节
博士在新加坡的奋兴布道事工，可谓奠下了华人教会的根基。

本书探索华人教会属灵生命的孕育、形成、传递与变化，俾使当代华人教会能更有
理据地构建自己的记忆与历史，有自信地探索未来的出路。此外，书中所用的新发
现史料，为宋尚节的学术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

查询或订购，请电邮csca@ttc.edu.sg

弥迦书——触动心弦，与神同行

处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神的子民面对巨大挑战与诱惑。先知弥迦并没有因此退缩，反而选择正
视出现在撒玛利亚和犹大中的内忧外患。先知毫不保留地指出，依赖外国势力，军事装备和投靠别
神，都不能取代耶和华和祂与子民所立的圣约。通过暴力和不公平的手段获得的财富，是掠夺的果
实而非神的祝福。罪已经渗透社会的各个阶层，领袖和百姓都必须面对公义之神的审判。先知的“
审判神喻”是与“拯救神喻”掺杂在一起，表示神的愤怒只是暂时性的，经过一段痛苦的净化过
程，神的子民将会得到赦免。

源自公元前八世纪的信息，触动了当年的领袖和百姓的心弦。今日的基督徒，在面对压力与挑战的
时候，我们是否能从弥迦书得到指引，与神同行呢？课程将通过这一段以色列的早期历史，协助我
们反思信息的现代意义。

定价：$15/每本+邮费
预购特价：$10/每本+邮费; 预订截止日期：2015年4月28日

FREE ADMISSION 

Please register at www.ttc.edu.sg  
or email trinitylectures@ttc.edu.sg 

Date : 20 – 23 July 2015  (Mon to Thu)
Time : 8:00 pm
Venue : TTC Chapel

Lecture 1  :  On Grief - Its Agony and Apophatic Character 
Lecture 2  :  On Doubt - Its Content and Resolution in the Face of Death 
Lecture 3  :  On Assurance - Its Tension with Hope 
Lecture 4  :  On the Death of Christ - Its Import for Grief and Suffe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