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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周年纪念特刊

“角声欢庆SG50”

月四日新加坡植物园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新加坡的首个世界遗产项目。李显龙总
理过后也在面簿上表示这是给新加坡人的一份金禧年礼物。拥有156年历史的植物园的确

是新加坡人庆祝建国50周年所值得高兴的成果之一。这份贺礼反映了新加坡的树木比新加坡的
建国历史悠久；也显示是新加坡的绿化理念使新加坡成为一个花园城市。改善生态环境
不仅使居民的生活舒适，更吸引游客和有意愿参与新加坡建国的世界精英来此就
业定居，所以树木对建国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更何况是以德树人！

中国古籍《管子》的话曰：“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
莫如树木；百年之计，莫如树人”。这句话寓意国家、民
族、家庭得以生生不息，绿化和培育人才须要规划和精心呵
护；树人之工程尤其关键，因为树人不当将影响国家和社会的
存亡。古人云：江山代有后人出，一代新人换旧人。如此人类
社会才能永续繁衍、生生不息。

百
年
树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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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输在终点”。输在起点的孩子起步慢，
但若我们鼓励孩子开开心心地自发性学习，
让他们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勇于挑战真
理，如此他们也不一定输在终点。所以，我
们要培育输得起的孩子，希望他们都能赢在
终点。

根据基督教教育的观点，树人的教育不是输
赢的两极化，而是生命的教育。生命的教育
有很多解说，在此只提出单纯的含义：圣经
中强调基督徒在上帝的审判台前是一个合上
帝心意的人，爱神和爱邻舍。爱神，不只是
内在圣洁的生命和正直的价值观反映神的
爱，更是真诚地爱近邻以及帮助有需要的社
体人士。所以，圣经中树人的教育不在乎栽
培下一代成为赢家，而是要让我们的下一代
跟从耶稣，完成神委托他们在地上的旨意。

跟从耶稣者至少具备三个信念特色：（1）他
们是服事民众的仆人；正如耶稣来“不是受
人服事，而是要服事人”（可10:45）；（2）
他们是愿意为耶稣和福音舍命的人，他们不
重视得与失因为耶稣教导：“凡是想救自己
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但为我和福音牺牲生
命的，必救了生命”（可8:35）；（3）他
们是不断学习不为明天忧虑的人，且先考虑
神的公义和怜悯以及天国的大业；他们愿意
成就大我，牺牲小我，目的是为遵行神的旨
意，正如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
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太6:33）
他们如此行不仅丰富我们的人生，也祝福其
他的群众。

从上述的信念，我们要如何培育下一代呢？
愿改变从父母和教会开始，好让我们的家人
可以效法我们如同我们效法基督。愿新加坡
不仅在未来50年更加繁荣，更愿我们的下一
代能成为能屈能伸、乐意为国为民、全心全
意为行天国旨意而牺牲的神国子民！

一期《角声》里，我曾提到三一神学院从
1965年到2001年，亦即创院至告别苏菲

亚山校园那段历史。学院与我国一样，过去这些
年来也经历了很多重大的挑战和变数。然而，靠
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于国内外的使命都比过去成 
熟了。

2001年9月，三一神学院重新在武吉知马路上段
安家落户。牛乳场自然保护区近在咫尺，环境舒
适，特别适宜神学训练。希望这里可以成为三一
永久的家园，但我们常意识到2046就必须更新租
约这个事实。

三一神学院迁址反映了在新加坡生活的共同体
验——得经常适应改变，因为我们生活在为求经
济发展而不断改变景观的国家。实际上，我们对
于改变深有体会，因为搬迁后没有多久，无数房
屋很快地就侵占了我们一度宁谧的静修胜地。但
让人喜出望外的消息是2015年12月开始运作的新
地铁线的山景站就设在学院门前。

世纪之交给予三一神学院很多发展的机会。2002
年，学院获赠首个教授席位。其后，学院开办了
自己的神学博士学位课程，为新加坡和本区域的
众神学院培训师资，进一步增强了学院致力于基
督教学术的志向。然而培训平信徒也是三一神学
院的重要事工，因此2005年开设了神学研究硕士
课程，使平信徒可以在职场上作见证。

新加坡国家基督教理事会过去十几年在神学研究
和出版方面都有赖三一神学院协助，这种合作关
系促使新加坡国家基督教理事会、三一神学院与
圣经公会在2014年联合创立了“思潮”基督教公
共学术中心（Ethos）。这个中心有基督教“智
库”的作用，帮助信徒反思各种重要课题以便向
社会作见证。

三一神学院的课程继续为学生打好坚固的神学基
础，方便日后协助多半受过教育的社会群众解决

困难。修读全日制基本神学课程只须3年，毕业
后就步入终身事奉的道路。因此，学院不愿让基
本技巧课程，如圣乐、辅导或管理之类的科目冲
淡了神学课程的内容。那些基本技巧可在修完神
学课程后再学习。

自1965年至今，三一神学院取得很大进展。如
今学院已不再依赖外国支助，讲师90%是新加坡
人。然而学院享有国际声誉，因此有很多机会和
本区域内外的各神学院合作。学院严谨的双语学
位课程，使来自不同宗派和教会传统的同学在国
际社群的环境中吸取整全的属灵和知识精髓。

学院深受激励的是，过去50年，三一神学院劝勉
个别信徒和众教会更忠诚爱主、爱邻舍，这些事
工使国家蒙福。很多人响应学院的呼声，献出时
间和金钱，或通过各种管道使广大的社会人士蒙
福。学院参与建国50年大业的方式是沉默且深 
刻地栽培信徒的灵命，使他们富有无私的奉献 
精神。

因此，欢庆建国50周年并意识到肩负产业保管者
的重任之际，感谢上帝让学院和国家一同步过数
十年岁月。我们热切祈愿新加坡能够不断繁荣进
步。祝愿新加坡在冲突和威胁日趋频密的区域中
逐渐发挥和平使者的作用，成为东南亚广大百姓
蒙福的中介。

在新加坡庆祝建国50周年当儿，确实有许多
可欢庆的成果。然而，从新闻的报导、观察
和反思新加坡年轻人的动向，令人忧心下一
代的品格，担心他们是否如建国一代的前辈
能吃苦耐劳，经得起往后50年的艰巨考验，
愿意服务国家和人民，甚至献上生命呢？单
看今年发生在年轻人身上的三起事件：（1）
兄弟谋杀案；（2）因无聊殴打客工，练习打
架技术；和（3）以媒体来挑战法律。这只是
反映了年轻人所面对的问题的冰山一角，问
题还包括年轻人自杀的倾向、忧郁症、学生
在学校被霸凌、性和咨商精神等等。除了年
轻人的问题，也见成人犯罪的上升。对于一
个教育者而言，我不得不反思这些新闻对我
们提出了什么警告？为培育国家现在和未来
的栋梁，要以德树人会面对哪些挑战呢？教
会和家庭生活又须要作出怎样的调整呢？

我们的家人由于承受不了各种的生活压力，
很有可能患上忧郁症、强迫症等病症，而
且也有可能把病症传承给孩子。除此，我们
的孩子由于在温室中成长，他们的心如玻
璃一般脆弱，不一定有自主和生存的能力去
面对欺负他们的同学以及有可能遇到的各种
逆境。新加坡的教育制度确实培育了许多
娇娇学子。作为家长的我们可能因资源逐渐
丰裕，有能力捐助慈善工作。然而孩子的内
在心灵却缺乏资源，他们会读书，甚至会赚
钱，但不一定会做人，不一定有恻隐之心，
不一定会主动济贫扶弱和愿意作出牺牲。在
树人方面，我们不得不掏心自问，我们的孩
子是否有足够的智慧面对生活、生存以及生
命的种种挑战？

在树人方面，我们需要怎样的智慧呢？大家
都非常熟悉龟兔赛跑的故事，输在起点的乌
龟，却没有输在终点；而赢在起点的兔子，
却又没有赢在终点。因此，我们要重新思考
我们的教育哲学：我们的孩子赢在起点，也
许就是输在终点的原因。填鸭式与记忆式的
学习得到高分不代表孩子真的聪明或有“自
我”学习的能力。其实，这反而埋没他们自
发性的学习能力，使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兴趣
或能力何在。一直在补习制度、被过度保护
或在规范中学习的孩子，很有可能导致他们
无法主动思考、自发学习、失去前瞻和对应
的能力，甚至会导致厌世和轻生，最后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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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严谨的双语学位课程，
使……同学吸取属灵特质 

和完整的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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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孩子赢在起点， 
也许就是输在终点的原因“ ”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 
十年之计，莫如树木； 
百年之计，莫如树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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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的话
由新加坡独立50周年话三一神学院

（第二篇） 
服事教会和国家的神学院

祝愿新加坡逐渐发挥 
和平使者的作用， 

也成为东南亚广大百姓 
蒙福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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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系列（二）

神国的福音

迫。伯克莱在19世纪下半叶报导：“悔改信主
的华人社会党徒遍布全岛，使私会党的人数减
少。这些受基督影响而退党的人对私会党的利
益带来威胁。”（孙，59）私会党感受到威胁
是因为他们强大的势力被削弱了。

私会党决定反击。在1849年初，报章报导
基督徒被袭击，他们的农场被洗劫，房子
被烧毁，这一切造成1851年一连串暴力事
件的发生。……许多人被二十到五十人一
组的打手狙击，家园被毁。警察部队势
力单薄，无力控制局势。因此一个星期以
来，全岛弥漫着混乱、暴力和恐惧，直等
到自愿者和印度犯人被征募协助警方，以
及新派来的一支为数五十人的印度兵抵达
后，秩序才恢复正常。但到那时已约有五
百名基督徒丧失生命。（孙，59-60）

原来新加坡在开埠30年后曾约有5百名基督徒
为主殉道，正如新约的初期教会和历代基督的
教会都蒙受世界相同的待遇。今天仍然一样，
新闻不断报导世界各地有基督徒受压迫，被杀
害，就如最近在肯尼亚发生的事件：4名索马里
宗教极端组织“青年党”激进分子携带炸弹闯
入莫伊大学校区，对非穆斯林学生[意指基督
徒]发动袭击，造成147人死亡。我不知道每位
殉道的基督徒是否都明白相信基督可能须要付
出生命，也不确定他们是否甘心乐意地为主殉
道，但耶稣曾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
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
命的，必得着生命。”（太 16:24-25）所以，
信耶稣不该是轻率的决定，这是关乎人生命的
重大抉择。

其实，早期在新加坡宣讲神国福音的工作非 
常艰辛。虽然有许多宣教士来到新加坡，但早
期（1819-1840）的果效却令人失望（孙，35-
36）。其中的原因包括宣教机构与被派来的宣
教士仅把新加坡视为过道，如同当时前来的
中国人和印度人，只为经商，并不是要长久居
留。另外，来自中国各区域的华人说不同的方
言，使宣讲福音的工作难上加难。然而，“造
成基督教不能广传最重大的因素也许是基督

原来新加坡在开埠30年后 
曾约有5百名基督徒 
为主殉道...... 

信耶稣不该是轻率的决定， 
这是关乎人 

生命的重大抉择。

“

”

耶稣复活和升天后， 
门徒领受耶稣所应许的圣灵， 

他们的生命得到圣灵赐予的能力，
为主作见证。

“
”

造成基督教不能广传 
最重大的因素也许是基督徒

的生活失去见证。
“

”

徒的生活失去见证。”（孙，36）宣教士米怜
(William Milne)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信徒的问
题时说：

天主教徒和基督徒公开和厚颜的亵渎圣
日：在商业上贪婪、撒谎和欺骗；甚至醉
酒、道德沦丧、恶待奴隶，这些恶行也不
时出现在那些传讲福音的人身上。这一切
使回教徒更加不愿接受基督教。回教徒难
得见到基督教令人信服的一面，因此就当
基督教完全没有好的东西。对一种连其跟
随者都漠视上帝真理和责任的宗教，他们
是根本无法产生好感的！（孙，37）

今天的信徒和传道者是否也如此：贪婪、撒
谎、欺骗、酗酒、道德沦丧、恶待客工和佣人
呢？

失去“见证”的信徒 

这一方面，悔改信主的人为数不少；另一方
面，没有遵行主基督的教训，以致失去“见
证”的信徒也大有人在。他们不但没有活在神
国的福音里，反而藐视和弃绝真理，甚至成为
拦阻别人进入神国的绊脚石！我们是属于哪一
种基督徒？

前面提到曾“有几万人聚集”到耶稣那里，但
这些人来得快，也消失得快，因为耶稣告诉他
们：跟从祂的人要把生命交付给祂，且以祂为
榜样。若基督徒没有每天持守基督的话、为主
作见证，活出神国的福音，这样有名无实的基
督徒聚集，即便人数有几万名，又有什么见证
可言！在此声明，我不是说参加禧年祷告日的
基督徒是如此，我只是想提醒自己和大家，重
点是基督徒每天活在神国的福音里，那么每天
就会有远超过5万个祷告的声音向神献上赞美的
祭，为教会、世界和群体的需要献上祈求，并
且以生命见证神活在我们当中！

庆祝新加坡建国50周年(SG50)之际，
政府和许多机构举办了各种的庆祝活

动，并赠予人民礼包和给予各种优惠，让国人
从年头开始至年底同庆国家的繁荣与进步！新
加坡国家基督教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of Singapore, NCCS) 和新加坡福
音教会联谊会(Evangelical Fellowship of 
Singapore, EFOS)于7月5日假新加坡国家体育
场联合举办了“前所未有的基督教历史节目；
毕生仅有的一次祷告聚会”。此次聚会的目标
是：5万人在同一天和同一个地点聚集祷告，同
心合一为国家祈祷与祝福这个多元化国家里的
每一个人。

《角声》上期的见证篇之“合而为一的见证”
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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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的禧年祷告
日(Jubilee Day of Prayer)再次见证新加坡堂
会的合一精神，遵从耶稣向天父祈求门徒合而
为一的祷告（约17章）。

宣讲神国的福音

5万多名基督徒聚集在一起祷告，宣告神的主
权、耶稣的救恩与圣灵的临在，成为新加坡教
会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回顾耶稣在世上的 
时候，即使有群众围绕听祂宣讲与教导，人数
最多的记载也仅是“有几万人聚集”（看路
12:1），应未达5万人之多吧！耶稣从来没有举
办过祷告大会或布道大会，祂所行的神迹奇事
使祂的名声传播四方，群众是因慕名而来的。

耶稣除了自己宣讲，祂也呼召12个使徒“差

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路9:1)。过后，祂 
“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地在祂
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
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路
10:1,9) 耶稣在世的时候即训练祂的门徒效法
祂的模式宣讲神国的福音——通过治病、赶
鬼、行神迹奇事，引领人“悔改，信福音”(可
1:14下)，进入神的国。祂升天之前，再次吩咐
门徒使万民成为祂的门徒，通过往普天下去传
讲，信的人奉父、子和圣灵的名领受洗礼，并
且教导他们主耶稣教导的话来生活在神国的福
音里（太28:19-20），让人们从日常生活中体
验耶稣基督是复活的救赎主和主宰。

耶稣复活和升天后，门徒领受耶稣所应许的圣
灵（徒2章；看约14章至16章，耶稣给予关于
圣灵的教导），他们的生命得到圣灵赐予的能
力，为主作见证（徒1:8）。《使徒行传》也被
称为“圣灵行传”，因它陈述门徒顺从圣灵的
引领，大胆地宣讲福音、行神迹奇事，也为主
承受逼迫、坐牢，甚至为信主耶稣基督殉道。

神国的福音临到新加坡

根据孙耀光《在祂手中》（2001，第二版，56-
57）的记载，基督徒在新加坡也曾经遭受逼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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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学 教 育 装 备
为 服 事 与 事 工

一神学院的学生来自各行各业，从21岁刚刚毕业的青年到60多岁的退休人士都有，大

家的共同志趣是回应上帝呼召。三一神学院的学生生活是非常奇妙的塑造之旅，训练

学生综合神学的理念和事工的实践。

三一神学院的迎新会和退修会是一年一度的活动，在新学年之始举行，帮助全体师生为这个

学年预备好自己的心志。

2015年7月6日星期一，67名从本区域11个不同国家来的一年级新生抵达学院，他们对迎新周

三 的活动充满期待。迎新委员会主席黄永智分享他对迎新会节目的看法：“我们邀请背景各异

的高年级同学分享他们在三一神学院的生活感受，最后以一个纪念仪式结束迎新会。我们请

新同学写下自己确信蒙召到三一神学院进修这件事，写下之后保存起来直到毕业。迎新会的

每一项活动都强调基督徒群体携手同行是必要的。”

学生理事会主席麦淑恩说：“看高年级同学不知疲倦地协助新同学安顿下来并融入三一社体

是一件赏心乐事。三一神学院弥漫着合一精神的氛围，这有助于新旧同学建立坚固的情谊。

我觉得没有比这样展开新学年更好的方式了！”

吴钧杰（道学硕士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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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对话、思考及重整
十天印尼“宣教与布道”之旅

鄢琳（道学学士一年级）

015年5月18日至28日，我们一行14
位三一神学院一年级的同学，在讲

师连俊伟牧师的带领之下，展开了一趟
为期十天的印尼“宣教与布道”之旅。
在这趟难忘的旅途中，我们跟随讲师到
达了印尼的巴淡、雅加达、巨港以及北
干巴鲁等地方，先后拜访了设在雅加达
近郊山上的CIPANAS神学院；巨港在狭
缝中艰难求存的华人基督教会恩典堂；
北干创校已经10年的少英三语学校以
及设在其近郊的韩国宣教学校等。整个
旅途可谓舟车劳顿，可是同学们都很投
入。因为透过身临实境的观察、零距离
的沟通，结合讲师每天所教导的知识，
短宣之旅启发了大家的思考，使我们重
整对“宣教与布道”事工的认知。

时间过的飞快，转眼旅途已经结束。综

2

合这十天课堂上的理论学习，“宣教与布道”与我
们开始建基于深厚的圣经基础及神学知识之上。同
时，透过这一路上对所接触到的人和事物的观察、
了解、学习与对话，宣教与我们更是一种生命的改
变与更新，它不仅仅关乎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事，它
更关乎我们成为了怎么样的人!

今年的主题经文取自以赛亚书30：15和希伯来书4：1。进入安息的应许不代表不做工，而
是依靠上帝与圣灵同工。这样，神所赐超过人能了解的平安会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

-- 退修会委员会

全力以赴新学年
2015年学院退修会

孙磊（道学硕士二年级）

这营营役役，灵命枯竭的年代，人在神之外的所求所想，尽皆虚空！在新学年的退修
会，学院邀请了卫理公会三一年议会会长黄昌荣博士、牧师(Rev Dr Gordon Wong)

为主题讲员勉励师生。黄博士引用以赛亚书三十章指出：进入安息的应许不代表停止劳
作，而是依靠上帝与神同工。只有这样，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
我们的心怀意念。会后，在筹备委员会的组织下，新生和其他同学以饱满的热情，参与各
项破冰游戏，增进互相了解。在同期进行的迎新会上，筹备委员会带领新同学了解学院文
化，解读课程设置，为国际生介绍新加坡生活的必要常识，让新生尽快适应三一社体的生
活。

三一的学习充满压力和挑战，在挥洒着汗水的同时，请记得永远有一群人在和你并肩努
力，把这样的陪伴铭记于心，把自己坚持的路走下去。我们要靠上帝的力量站稳脚步，这
是我们约好同走的天路，要全力以赴，可别迷失了。神学装备的旅程是信心的考验，期待
每位同学在人生下半场有丰盛生命的见证，勇敢接受每一步的挑战，求主鉴我忠诚！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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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消息
 

  恭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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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绍坚牧师（神学学士1961）于4月18日在美国
马里兰州安息主怀，享年83岁。谨此向杜师母及
家人致以深切慰问。

李舒适牧师（神学学士1982）于4月22日痛失慈
母。谨此向李牧师和师母致以深切慰问。

陆清华牧师（神学硕士1980）5月11日于西马来
西亚雪兰莪州八打灵再也安息主怀，享年74岁。
谨此向陆牧师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

圣彼得楼前舍监杨振华主教，7月2日在沙巴痛失
主教娘。谨此向杨主教及家人致以深切慰问。

黄文合会督（道学硕士1984）母亲于7月17日安
息主怀，享年95岁。谨此向黄会督及家人致以深
切慰问。

高时敏牧师（道学硕士1992）于7月17日痛失慈
父。谨此向高牧师及家人致以深切慰问。

李明安博士（神学硕士1994）3月26日于马来西
亚雪兰莪州就任为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院长。

孙孝忠牧师（道学硕士2000）于3月份的会员大
会当选为基督教马来西亚长老大会会正。

Chennakesavan Saravana Kumar先生（道学硕
士2014）与太太于4月1日喜获第二个宝宝，取名
Jaden。

庄嘉伟牧师（道学学士2011）与师母于5月26日
喜获头胎儿子，取名Elijah。

Esther Kasinathan女士（道学硕士2004）与丈
夫Marcel先生于7月10日喜获第三胎，是个男
婴，取名Elessa Guy Clement。

下列校友于2015年5月17日（星期日）假圣安德
烈座堂接受按立。

按立为会吏者： 
陈维翰牧师（道学学士2010） 
Peter Jeremy Ponniah牧师 (神学研究硕士
2010)

按立为会长者： 
黄国恩牧师（道学硕士2007）  
Charles s/o Tewer Sahyam 牧师（道学学士
2011，神学硕士二年级） 
Dino Veerasamy Thangamany牧师（道学学士
2013）

Prem Bahadur Tamang 牧师（道学学士2011）6
月3日于加德满都Nazarene Church受新加坡教区
潘仁义主教按立为尼泊尔宣教区会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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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5月25日至6月5日，本院崇拜
与礼仪讲师兼院牧楚示格博士、牧
师（Rev Dr Jeffrey Truscott）在
上海华东神学院讲授“圣礼与圣礼
实践”课程。近30名道学学士课程
三年级的同学报名上课，也有好些
旁听生和几位讲师出席听讲。楚示
格博士在课程中示范如何施行浸礼
并主持圣餐。其后，神学院图书馆
馆长陈桂照牧师在神学院举行圣三
一日圣餐崇拜时具体地应用从楚示
格博士学来的知识。课程给人的整
体感受是以生动活泼的对话探讨关
于教会生活中圣礼的问题，这种课

题在神学课程中往往比较不受重视。楚示格博士另外在一次午后为全院师生讲一堂教会建筑学，
反应热烈，引发许多贴切的问题和意见。

华东神学院授课

曾广海博士、牧师伉俪（Rev 
Dr & Mrs Simon Chan）于
2015年6月15日至19日访问
华东神学院。15日至18日前
后4天，曾博士讲授属灵神学
并向神学院讲师发表一篇专
文——“原始宗教背景下的
亚洲基督教”。曾师母则用
了3个下午为神学院诗班举行
讲习班。

在所有活动中担任传译的是
本院校友周永慈讲师（道学
硕士2010及神学硕士2013），指导她完成神学硕士论文的老师正是楚示格博士，她目前于华东神
学院执教。

古代以色列人的智慧系列讲座

潘朝伟博士、牧师于2015年
5月25至27日受邀到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主讲“古代以色列
人的智慧”系列讲座。他的
三篇讲座题目是：（1）古代
以色列智慧传统概观；（2）
旧约圣经智慧文学精解；和
（3）箴言、约伯记和传道书
义疏。

想要了解更多讲师行踪，请浏览学院网页：www.ttc.edu.sg

讲员： 赵杰，山东大学宗教学系、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教授。

日期： 2015年9月30日,10月1日 
时间： 晚7点半至9点半 
地点： 福清会馆礼堂 
 Singapore Futsing Association, 
 2 Allenby Road 
 Singapore 209973

透过中国社会变迁（它的传统脉络、现在的状况
以及未来的趋势）梳理儒学的传统脉络、现在状
况及未来趋势，欢迎各界人士参加！

四宗华文教会理事会主办

看不见的过去与想不到的未来  
—— 从中国社会变迁 
看儒学的沉浮与兴衰

讲师行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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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事工发展中心与四宗华文教会理事会 
联合主办 第九届乐龄事工研讨会

日期： 2015年10月29日（星期四） 
时间： 上午9点至下午3点 
地点： 三一神学院礼堂（4楼）

请通过网上报名 www.ttc.edu.sg 或电邮至 cdcm@ttc.edu.sg  
请有意参与者预先报名与缴费，以方便预备食物和讲义

生命传承：活出长者风范

论坛讲员：

余清杰牧师、博士 
 （三一神学院讲师 
   兼副院牧） 
杨友仁医生、传道 
 （长老会伯特利堂传道， 
   众圣之家总裁）

报名（*须连同缴费）：$20【10月15日前】 

：$30【之后】

*支票为佳，支票抬头Trinity Theological College

乐龄是什么？退化、衰残？仅此而已？基督里的乐龄一族难道不能一直向前
向上，越发活得丰盛灿烂，活出生命新高度吗？

乐龄是什么？退出江湖，从此颐养天年？必须如此吗？基督里的乐龄一族难
道不应继续为后辈打气提点、不断代祷分忧吗？

当举国上下在金禧之年欢庆地回顾、严肃地前瞻时，诚邀大家前来思考今年
乐龄事工研讨会的两个面向：生命代代传承、活出长者风范！

主题讲员：

李宗高牧师、博士： 
从信徒牧养看生命传承

周贤正主教、博士： 
从圣经与神学看生命传承

基督教事工发展中心信徒课程

 时间： 2015年9月15日至11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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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华德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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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程将略为介绍民间习俗的原始信仰渊源，并
认识华人三大传统儒、释、道以及民间宗教小传
统之运作在历代中对民俗之影响。课程将会选择
性处理本地华社中之传统、习作、宗教盛会等领
域中之实例，并採用了比較及对话之模式來探讨
基督徒当採取之合宜回应与态度。盼望藉此课程
鼓勵弟兄姐妹有把握地以知识、智慧并属灵权柄
来启导并服事亲友，荣神益人！

认识华人民间习俗

恭贺何威达博士、牧师获得香港基督教出版联
会颁发2015年度“最佳作者（学术）”奖。

奖项将于9月18日在香港的“第七届金书奖颁
奖典礼”颁发。

照片：获奖著作《耶稣顺服与救恩奥秘——从圣经
和神学研究探究救恩论》发布会于2014年11月4日
在三一神学院举行。

“最佳作者（学术）”奖

三一神学院 
490 Upper Bukit Timah Road  

Singapore 678093 
Email: info@ttc.edu.sg      

Website: www.ttc.edu.sg 
Tel: (65) 6767 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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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声欢庆

新加坡约710平方公里的小岛上就有约500间大大

小小的教会和很多基督教机构：信徒和教牧来自

新加坡的各个族群以及世界各地的工作人士，所使用

的语言和方言超过20种之多（华语、粤语、客语、潮

语、福建话、海南话、福州话、兴化语、英语、淡米

尔语、印尼语、泰语、越南语、他加禄语（菲律宾）、 

尼泊尔语、韩语、日语、德语、缅甸语、缅甸少数民族

的语言等），大家在这多元宗教的国土里同心合一地为

主耶稣基督作荣神益人的见证。

三一神学院于新加坡3百27万公民共庆新加坡独立50周

年之际，三位讲师发表文章回顾新加坡的教会、教牧与

信徒在这个国家过去与现在所作出的贡献，同时反思神

在新加坡的作为，并且展望华人教会的未来。他们分享

的题目是：教会对建国的贡献（潘朝伟博士、牧师）、

伟大的建国女性（刘淑平讲师），与思想起，华文教会

的那一片天（林德平博士、牧师）。

愿他们的文章唤起我们作基督门徒的本分，继续为主发

光作盐，祈求更多居住在这国土的人进入神的国！

在

2015年8月

Courtesy of Lee Yi Hu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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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蔡厝港设立了学生托管中心。很多教
会还为贫困家庭的学生提供免费补习，例
如卫理公会的芽龙堂、福灵堂、天道堂、
女皇镇堂，以及长老会的真恩教会都有这
项服务。此外，教会还为有特别需要的学
童设立了好些学习中心，例如圣公会的圣
安德烈自闭症中心，长老会的恩园学校，
关怀机构的多动儿（ADHD）辅导中心, 
以及在红茂桥、兀兰、后港、淡滨尼、裕
廊的学习中心，都给予这些学童特殊的教
育。

二、	 医疗保健

教会也在保健方面为新加坡作出极大的贡
献。1913年宣教士就创办了圣安德烈医药
服务，不分种族和信仰，为大众提供门诊
并施药。第二年，1914年在克罗士街上段
开设了第二个诊所，1915年扩建为8个床位
的医疗中心。1923年圣安德烈教会医院落
成，有60张病床，为妇女和儿童提供医疗
服务，并为大众提供更周全的门诊。圣安
德烈教会医院是新加坡第一所开办三年护
士训练和助产课程，培训本地人的学院。

今日，教会是新加坡政府为人民提供医疗
保健的重要伙伴。政府在四美的樟宜综合
医院和圣公会的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圣安
德烈社区医院和社区康复与援助服务中
心在新加坡西部提供“一条龙”的保健护
理。教会在新加坡各地设立了多所康复
医院和中心，例如圣公会在武吉巴督、义
顺、巴西立的社区康复与援助服务中心，
卫理公会在蔡厝港的伯大尼卫理疗养院，
由多间教会联合管理的圣路加医院及遍布
全岛的11个医疗护理中心。

教会二十多年前就已关注新加坡银发人口
将会逐渐形成浪潮的趋势，早在全岛各地
开办乐龄活动中心，例如长老会在万民堂
和真理堂设有乐龄活动中心，在红山开办
了思乐（SARAH）乐龄活动中心，在淡滨
尼开办了Ever Green Circle 乐龄活动中心；
卫理公会颂恩堂和天道堂分别在芽龙东和
惹兰勿刹开办了乐龄活动中心；圣公会在
桥北路开办了平安乐龄活动中心；飞跃在
蔡厝港、荷兰弄、武吉巴督开办了乐龄活
动中心；关怀在大巴窑1，4，7和8巷都设
有乐龄活动中心。许多教会每周举办一次

教会对建国的贡献

潘朝伟博士、牧师 “
我们除了纪念前辈为新加坡付
出了许多辛劳，也感谢上帝赐
福并保守新加坡。

乐龄聚会，提供有益银发族身心灵的丰富
节目，还定期举行郊游、旅行、体检及各
类有关乐龄的讲座。举办这类活动的堂会
多不胜数，在此不一一列出。此外，教会
也关心贫穷老人和临终者的需要，设立了
好些中心看顾他们。例如长老会在后港和
淡滨尼设有众圣之家，卫理公会在蔡厝港
设有伯大尼卫理疗养院，在马西岭设有基
督之光卫理关怀院，笃信圣经长老会则设
有灵光爱老院。提供居家护理的服务中心
有卫理公会的爱加倍临终居家护理中心，
以及长老会在红山开设的DORCAS 居家护理 
中心。

三、	 社会服务

教会在新加坡建国的路上积极参与社会服
务，在全岛各处设立社会服务中心，满足
各年龄层不同的需要。上世纪50年代初
期，由20名牧师和教会领袖组成的一个
团队开始在新加坡监狱进行辅导工作。几
十年来，这项服事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命，
修复了很多破碎的家庭，帮助前囚犯重返
社会。20世纪60年代，嗜毒问题泛滥全
球。教会自70年代起积极伸出援手，为
戒毒者提供良好的戒毒环境，协助他们
重建自尊，训练他们谋生的技能，使他
们重返社会。Teen Challenge、The Hiding 
Place、突破之家和The Helping Hands 先后 
在1976年、1978年、1983年和1987年成
立。教会也十分关心因纪律问题需要特别
照顾的女青少年，为她们提供安身之处和
专业辅导，逐步引导她们走上正轨。The 
Turning Point、卫理公会的Residence @ St  
George’s 以及长老会的Andrew and Grace  
Home 都属于这一类的服务中心。2004年， 
卫理公会设立了一望中心，协助嗜赌者及
鲁莽借贷者改变不良行为，重新过正常的
家庭生活。

教会向来也注重家庭生活，每年举办许多
相关的课程和讲座，如婚前辅导、夫妻
沟通、亲子沟通、婆媳关系、e时代，协
助信徒提高家庭生活的素质，防范问题产
生。教会致力于国家建设，不分语言、
肤色、信仰、年龄，服务大众，共创和

庆新加坡建国50周年之际，
我们纪念建国总理已故李光
耀先生和他团队的众领袖，

以及建国一代为新加坡作出的贡
献，使新加坡在短短50年内从第三
世界跃升为第一世界。我们除了纪
念前辈为新加坡付出了许多辛劳，
也感谢上帝赐福并保守新加坡,自
开埠以来就不断蒙上帝看顾保守、
施恩予这没有天然资源的小岛，兴
起许多教会和福音机构,为新加坡
做出了贡献。因篇幅及笔者接触面
有限，本文只从教育事业、医疗保
健和社会服务三方面回顾上帝的恩
典，简单介绍教会和福音机构为新
加坡作出的贡献。

一、	 教育事业

教会向来注重教育事业。150年
来为新加坡教育事业作出极大贡
献。远在1842年，宣教士就设立
了中华女子学堂（Chinese Girls’ 
School）。1861年学堂搬迁到苏
菲亚路，1949年时改名为圣玛格
烈学校（St Margaret’s School）。 
1957年教会在花拉路设立了圣玛格
烈中学（St Margaret’s Secondary 
School），1960年教会把苏菲亚路
的圣玛格烈学校改为圣玛格烈小学 
（St Margaret’s Primary School）， 

欢

这两所中小学至今仍保留纯女校的传统。纯男 
校圣若瑟书院（St Joseph’s Institution）是在1852 
年设立的。19世纪设立的其他教会学校有圣 
安德烈学校（St Andrew’s School）、英华学校 
（Anglo-Chinese School）、美以美女校（Methodist 
Girls’School）和圣婴中学（Holy Innocents’ High 
School）。

过去两个世纪，新加坡的学校迅速发展，教育制
度也几经改革。至今还存留的教会学校有卫理公
会开办的经禧英华学校、巴克路英华小学、巴克
路英华中学、英华自主中学、英华初级学院、英
华国际学校、花菲卫理小学和中学、芽龙美以美
小学和中学、美以美女子小学和中学，巴耶黎
峇美以美女子小学和中学。卫理公会还在新加坡
教育部注册开设了一所私立学校，名为圣法兰
西斯卫理公会教会学校。圣公会新加坡教区开办
的学校有圣公会中学、圣玛格烈小学和中学、圣
安德烈小学、中学、初级学院、圣希达小学和中
学、基督堂中学。长老会的学校是培华长老会小
学、国专长老会小学、国专长老会中学、长老会
中学。至于天主教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设立的许
多学校，这里就不一一列出了。此外，教会和许
多学校合作在全新加坡组织了一百多连的少年旅
（Boy Brigades）训练学生的体能和品格。

教会向来也十分注重幼儿教育，所以开办了好些
婴儿护理中心和幼稚园服务邻里。例如长老会在
锦茂、义顺、荷兰村和兀兰开办了WeeFirst 婴儿
护理中心，在巴西立21街和51街开办了Edelweiss 
婴儿护理中心，在红茂桥、武吉巴督、义顺、裕
廊西、锦茂、荷兰村、兀兰、后港、淡滨尼、巴
西立21街和51街开办了Grow and Glow 幼稚园。
圣公会在荣升堂、基督堂、善牧堂、圣希达堂、
圣雅各堂、圣保罗堂都开办了婴儿护理中心和幼
稚园。教会也设立许多学生托管中心协助贫穷而
忙于工作的父母，帮忙他们照顾孩子放学后的生
活。例如长老会在义顺、巴西立1通道、21街和51
街设立了学生托管中心，坚信浸信教会在金文泰
和后港设立了触爱托儿中心，卫理公会在惹兰勿
刹设立了天乐学生托管中心，关怀（福音机构）
在海军部、女皇镇、大巴窑、兀兰、马西岭设
立了学生托管中心，飞跃（福音机构）在武吉巴

旧约讲师

“
感谢上帝自新加坡开埠以来就
不断厚赐恩福，使教会茁壮成
长。教会既从上帝白白领受，
就当白白施与，让上帝的恩典
临到周围的人，尤其是弱势群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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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男人都是只身前来打拼，不带家眷，故
女性人口占极少数。根据1824年报道的第一
次人口普查，当时全人口11,851人，而华
人男性3,828人中，女性只有十几人。（苏
精，187）过后虽然女性移民逐渐增加，但
仍然无法摆脱华人封建传统的压制。所幸
有一批非一般的女性，秉着她们对信仰的
热忱和一股母性的执着，不顾一切地付出
青春和才干，致力于扶持社会边缘人，特
别关心与造就女性，使后代的新加坡社体
得益无穷，她们是一批优秀有爱心的女宣
教士。

其中贡献最显著的是协助成立华人妇女 
协会（1915）Chinese Ladies Association  
（CLA）以及创办圣安德烈教会医院（1913） 
的Dr Charlotte Ferguson-Davie；创办美以
美女校（1887），花菲卫理公会女校（小 
学）（1888），以及Kampong Kapor 卫理
公会的澳洲女宣教士Sophia Blackmore；在 
战后重建国专女校的英国女教育家兼宣
教士谢克德校长Miss Monica Mary Sir-
kett（1947-1972）。在一个百物待兴，女
性仅属少数的男性社会中，这些外来的女
宣教士默默地耕耘，把在尚未破除的封建
思想底下被视为毫无价值、不配接受教育
的女性，造就成为能与男性同撑半边天的
人才，为独立后的新加坡共和国储备了不
少建国功臣。

独立后的新加坡在各个领域都得力于女性
大大小小的贡献，范围涵盖教育、医疗、
商业、法律、社会、与家庭等。单是基督
徒女性，已不计其数。本文只在数领域中
介绍具代表性人物，以较近距离的角度来
诉说她们如何为新加坡社体献出心力，以
成为众人的激励。由于基督徒女性一般上
都非常低调，使这方面资料的搜寻大受限
制。本文期盼抛砖引玉，望今后能读到更
多表扬基督徒女性的文章。

投身于公益事业的女中豪杰殷碧霞

第一位备受敬仰的本地基督徒女性殷碧霞
长老（Grace Yin Pek Ha/Mrs Lim Boon Keng），
是厦门殷永康牧师（英译）之女，南来之
前是福州美以美教会英文女校高材生以及
厦门第一位女教师，享有“中英兼通的才
女”之美誉。她于1908年与本地名人林文
庆医生结为夫妇，开始她作为早期妇女领
袖之旅。

1916年她与一批杰出的女性一起创办了新
加坡华人妇女协会Chinese Ladies’ Associa-
tion（后改称为Chinese Women’s Associa-
tion），亦成为协会第一任名誉财政，后
为会长，积极地为协会举办多项筹款活

动，作为开办女青年学习课程、资助农
民、日战时期的伤兵难民、开办孤儿院、
老人院等之用，为慈善公益马不停蹄地奔
走。后不幸因抗日活动被日军囚禁并施予
酷刑。战后，于1948年，殷长老被英皇乔
治六世奉为太平局绅，以肯定她对新加坡
社会的贡献。殷长老于1972年8月20日安
息，享年88。

教育界的奇才、老师们的老师王惠卿

王惠卿博士（Dr Ruth Wong）是一位伟人！
她以不同凡响的洞见和出类拔萃的智慧在
新加坡创造了教育界的奇迹，不但成为新
加坡师资训练学院（TTC）第一位女院长，
也创办了国家教育学院（NIE），为新加坡
教育历史揭开新的纪元。

她出生在新加坡，一个福州移民的书香之
家。她早期曾于英华学校执教，不久后获
得奖学金到爱尔兰女皇大学深造。1962
年她从哈佛大学荣获教育博士学位后在马
来亚大学教书，并为马来亚大学设立教育
系。

王博士最大的贡献，就是将西方先进教育
的方法框架，灵活创意地应用在本地教育
制度的改革上，有效地提升了全国师资与
学生的素质，为新加坡成功地栽培了无数
精英。难得的是，她不恃才傲物，为人谦
虚诚恳、风度典雅大方、富有同情心，是
教育界崇高的典范。

在承担艰巨教育部任务的同时，王博士还
不遗余力地发表极多有分量的学术专文与
演讲，深深在新加坡教育史上烙下无法磨
灭的印记。

实践“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丽娜·坦碧娅

施于的精神是丽娜姐妹（Leaena Tambyah）
从父母身上感染到的。她的父亲是协助设
立圣约翰养老院的圣公会牧师，她的母亲
在医院中帮忙看护病人，这使丽娜从小就
深具怜悯之心。

“
所幸有一批非一般的女性，秉
着她们对信仰的热忱和一股母
性的执着，不顾一切地付出青
春和才干，致力于扶持社会边
缘人，特别关心与造就女性，
使后代的新加坡社体得益无
穷，她们是一批优秀有爱心的
女宣教士。

伟大的建国女性

天，当我打开海峡时报时，一张英姿飒
爽、浓眉入鬓的女战士的照片深深地吸引
了我，她坚毅的眼神掩不住些许的忧伤，

青春的脸庞已刻下了沙场的烙印。她是一位伊拉
克西北部库尔德工人党的女战士。国破家亡之
际，只要有一线希望夺回家园，这些女战士就
算身死战场也在所不惜。是什么力量驱使这些保
守的妇女投身于枪林弹火之中？是她们爱国的热
切，发自母性的潜能！

在百余年前，新加坡是个殖民地渔港，从中国南

一

刘淑平讲师

新约讲师

谐社会，在全岛各地设立了为各
年龄层服务的多功能家庭服务中
心。例如飞跃在武吉巴督、蔡厝
港、油池、兀兰都设有了这样的中
心，关怀在海军部、女皇镇、大
巴窑、兀兰、淡滨尼的家庭服务
中心，Project StART 中心，卫理
公会在后港设立的“誓约”、义
顺的“晨光”、裕廊东和裕廊西的 
“湖畔”、以及甘榜加卜和三巴旺
的中心，圣公会在巴西立、后港、
四美设立的中心，神召会在碧山设
立的REACH 中心，都属于多功能
家庭服务中心。另外，特别针对
青少年需要而设立的青年中心有飞 
跃在四美的Project 180 和武吉班让
的Youth Go!，关怀在德义、海军
部和兀兰的青年中心。特别针对
孩童的活动中心有关怀的Circle of 
Care，圣公会的C.I.T.Y 社区服务。

教会当然也关怀社会有特别需要的
人，为他们提供服务，使他们能够
和其他人一样过正常的生活。1979
年，美国一名宣教士设立了Chris-
tian Outreach to the Handicapped。

近年来，经济条件较好的教会也开办多所特别
服务中心，例如坚信浸信教会就开办了触爱听障
俱乐部、触爱糖尿病扶持服务、触爱癌症扶持服
务，为智障提供的触爱启能中心和触爱乌美训练
宿舍。新创教会则在武吉班让开办了一间洗肾中
心。

本文只搜集了主流宗派的各教会，以及一些超宗
派的福音机构为打造美好家园、建立和谐社会作
出的各项贡献。在此要特别指出，新加坡开国的
这几十年来，天主教新加坡总教区、新加坡救世
军和一些大型的独立教会都积极在教育、医疗保
健、社会福利等方面作出了不容忽视的极大贡
献，但因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列出。

众信徒和所有国民同庆新加坡建国50周年之际，
愿我们数算上帝的恩典，献上感恩。感谢上帝自
新加坡开埠以来就不断厚赐恩福，使教会茁壮成
长。教会既从上帝白白领受，就当白白施与，让
上帝的恩典临到周围的人，尤其是弱势群体。耶
稣开始传道时如此宣告：“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
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
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禧年。”（路
4:18-19）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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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英国伯明翰大学社工系毕业后就投身
于社会事务部。当母亲以后丽娜辞职照顾
孩子。但她并未就此终止社会服务。她协
助亚洲妇女福利协会（AWWA）为期40年
之久。1979年，丽娜开始组织一个义工团
队，成立残障儿童乐园，获颁联合国社团
杰出奖。她也为低收入家庭成立了残障儿
童的流动医疗服务（简称TEACH ME）。

丽娜有一股影响人为弱势群体仗义发言的
无形魅力，也善于鼓励身边的义工，使他
们乐而不疲地付出心力和时间。针对培养
施予的精神，丽娜说：“不是每个人都有
能力捐赠百万元，但是我们拥有时间。如
果我们善于分配时间，我们就能够为别人
做一些事。”

丽娜对慈善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她先后
获得公共服务奖章（PBM）、公共服务之
星（BBM）、公益金特殊义工奖，以及全
国志愿服务与慈善事业奖之特殊奖。

从学术界走入政坛的简丽中

若说到新加坡才女，简丽中教授（Dr Aline 
Wong）该属名列前茅。她获取美国加 
州 B e r ke l e y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后，
在19 7 1年受聘为国大社会学系教授。
期间她发表的著作涉及的课题包括家
庭社会学、妇女课题研究、城市社会
学以及人口问题，其中19 7 5年出版的 
“现代新加坡妇女”Women in Modern Sin-
gapore 是第一本研究妇女的社会、经济与
政治地位的学术著作，可说是研究新加坡
妇女课题的先驱。

1984年她开始参政，成为Changkat选区的
国会议员以及淡边尼集选区国会议员。
此后她扶摇直上，前后当了卫生部政务部
长、高级卫生部与教育部政务部长、NTUC
儿童托管中心受托人委员会以及HDB的董
事部主席。值得一提的是她对妇女的关
注。1989年她在人民行动党部成立了妇
女部并任该部门主席直到她从政界退休为
止。她从政期间极力争取男女平等、保护
弱者权益、提高弱智者的教育水平、以及
协助基层妇女积极参与教育、社会与政治
各层面。

2001年，简教授重返国大执教。2003年就

任总统办事处新跃大学的学术顾问。

从弃婴变成亚洲第一女强人的林爱莲

若说林爱莲姐妹（Olivia Lum）是新加坡商
业界第一女强人，没人敢排其右。她是医
院的遗婴，被一个婆婆认领。这位婆婆后
将所有产业卖光还赌债。林爱莲从小就有
不屈不挠的性格，以及天生的经商天赋。
她4岁就开始赚钱补贴家用，然后半工半读
自费上学。1986年她考获新加坡国立大学
化学系的荣誉学位。

大学毕业后，林爱莲在新加坡荷兰药剂公
司当化学药剂师。3年后，独具慧眼的她毅
然辞掉高薪的工作，卖掉了车和房子，以2
万元成立了废水再生的凯发公司。经过16
年的刻苦奋斗和超人的毅力，林爱莲终于
把凯发公司转变成为东南亚最大的污水处
理公司。2005年凯发集团已成功建造现今
亚洲最大的海水淡化厂，为新加坡供应淡
水需求量的十分之一。

林爱莲在摩洛哥蒙特卡罗获选为“2011年
度安永全球企业家”冠军，是第一位获得
这个极具影响力的国际商业奖项的女性。
曾有记者询问林爱莲为何会从事净水工
业，她如此回答：“我肯定地球的净水将
会耗尽。当时没有人设立淡化水的生意，
但我却对此情有独钟。我天真地想要拯救
世界。”《福布斯》将她形容为“水皇
后”，确实名副其实。

林爱莲说的不错——水，无论从物质或属
灵的角度解读，都能够拯救世界。 

东运40面金牌得主女飞鱼杨玮玲

杨玮玲姐妹（Joscelin Yeo）是新加坡家喻户
晓的名字。她在17年的游泳生涯中总共夺
取东南亚运动会的40个金牌，是东亚会第
一位获得这么多金牌的运动员，也是国人
的宠儿。

玮玲7岁就开始她漫长的游泳竞赛职业，除
了1991年的马尼拉东运会外，她每一届东
运会都至少夺得三枚金牌，1993年她在赢
得九枚金牌之后，被誉为“东南亚的泳坛
一姐”。2003年她荣获德萨斯州大学运动
学与保健荣誉学位，亦获得罗兹奖学金到
牛津大学深造。但她拒绝接受奖学金，回
国继续游泳竞赛。

2007年她结束竞赛生涯，开创了一间游泳
学院，并积极参与教会青年事工。玮玲曾
任官委议员，以及首届青奥村副村长。她
的成功秘诀是：“要是你在泳池中定睛于
排名的话，你结果只能获得亚军。”

结语

以上6位女性基督徒，是建国初期
至今活跃于教育界、政坛、社会与
运动界的代表人物。她们对自己所
从事的职业之热忱与成就，不但
归功于本身的兴趣、专长与才干，
我们还可以隐约地从她们的言行
思想中追溯到一个更崇高的灵感和
动力，这也许就是从信仰而来的启
发。圣经中教导信徒要爱人如己、
善用恩赐、济贫扶弱、教人行义、
谦卑为怀、效法基督、以生命影响

生命。这些素质都能从她们身上发掘到。

为庆祝新加坡建国50周年撰写这篇文章，容许
我有机会见证神如何兴起许多建国女功臣，秉着
一股爱国爱人的热忱，使这原本寂寂无闻的小渔
港、小红点，成为一个具传福音优势、又能造福
人群的国家！ 历史能使人谦卑，也能激发潜能。
过去的基督徒女性发挥了伟大的母性能量、排除
万难，为今日的新加坡铺建了一条平坦的道路。
除赞叹与感恩之外，我们女性基督徒不禁要自
问，在往后的50年，我们能否继续发挥母性的牺
牲精神，在更多领域中为新加坡、为区域、为全
世界，做出更伟大的贡献呢？ n

“
圣经中教导信徒要爱人如己、
善用恩赐、济贫扶弱、教人行
义、谦卑为怀、效法基督、以
生命影响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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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在充满风浪和暗流
的政治氛围和经济环境中，
李光耀先生带领一群建国领

袖毅然担起开国和治国的重任。他
们排除万难，成功地带领新加坡成
为高速发展的岛国。

至今，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取得耀
眼的成就，治贫和治乱的成绩获得
了全球的瞩目。另一方面，在国家
致富和趋稳的道路中，下一代华文

思想起，华文教会的那一片天

五

水准的普遍下降却对华文教会带来无法逆转的冲
击。事实上，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起，华文事工
在一些人眼中已开始步入夕阳。

不知不觉，三十年过去了，越来越多新加坡华人
自幼便以英语为沟通媒介，但是，本地的华文基
督教事工仍未消失。不少华文教会仍坚持以华语
为媒介开办各种活动；每礼拜天，为数不少的
信徒聚集一起，一同高唱华文圣诗和敬拜赞美诗
歌，聆听华语讲道；许多华文教会至今还保持印
发周刊的传统。我曾问过一个问题：在新加坡，
除了华文教会以外，还有哪一个群体会在每周聚
集来自不同年龄层和社会阶层的人们，一起用
至少一个半小时沉浸在一个讲华语和读华文的世 
界中？

华文教会能在一个英语为强势语言的社会中保持
特殊的华文基督教氛围，这绝非理所当然。我们
要承认，当中有上一代人锲而不舍的坚持——他
们既是建国的一代，也是为华文教会守住一片天
的一代。也因为他们的信仰和文化情操，华文教
会成为一个基督教与华人文化相遇的特殊群体。

上一代基督徒不但守住一个特殊的华文基督教世

林德平博士、牧师

副教务主任，基督教教育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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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他们在教会中还保持许多华人文化
传统和价值观，如敬老尊贤和对辈分的看
重。事实上，除了是一个信仰群体，华文
教会在许多方面也是一个文化的载体，承
载了传统华人种种不言而喻的精神面貌
和作风。印象当中，本地华文教会不常 
对基督教和华人文化之间的关系做学理上
的讨论，她更常是不自觉地展现出华文基
督教独有的风貌。

在学校和家庭以外，华文教会提供了另一
个讲华语和读华文的环境，同时也见证了
基督教和儒家思想相遇和相映的事实。在
推广华语以及促进基督教和华人文化之间
的对话这两方面，华文教会默默作出了
她的贡献，这是教内、教外都应给予肯定
的。与此同时，面对现今新加坡的语言生
态环境，在向上一代致敬之余，我们不得
不承认，和其他建国一代的前辈们一样，
教会的上一代毕竟已完成他们的历史任
务，华文教会今后的走向恐怕已不是他们
所能左右的。

当熟谙华语的传道人日渐缺稀，当儿童/
少年事工转型为英语事工的压力日益加
增，华文教会的中、青代领袖可以如何坚
持上一代的华文政策？持守的原因又是什
么呢？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其实不缺乏乐
观的论调，例如：“从国外招聘熟谙华语
的教牧同工不难”、“中国崛起有助提高
华文的地位”以及“新移民是我们的生力
军”等等。

当然，也有人认为上述看法过于乐观：外
来同工不一定就能了解和适应本地教会那
复杂的语言环境；岛国的封闭心态可以使
到国人无视华文国际地位的提高而继续排
斥讲华语、学华文；而新移民要融入本地
社会已不易，更遑论要成为被本地会友接
纳的教牧传道。

就在华文教会的那一片天变得不怎么明朗
时，一些迹象又似乎显示了华文事工继续
跳动的生命力：一些英语教会已开始华文
聚会，笔者也看见了这些群体的增长和成
长。好多年前，笔者还曾听到一位来自
英语教会的少年人分享自己如何为了要用
华语传福音而恶补华文。少年人华语很蹩
脚，但他那认真和笃定的样子却让笔者印

象深刻。最近，还有一位牧者告诉我英语
教会的信徒如何因为参与教会的华文事工
而购买汉语拼音版的华文圣经。

这些都是零星的所见所闻，但却足以提
醒我一件事：“华文教会如何能生存下
去？”和“如何确保华语崇拜后继有
人？”，这些都是需要正视的问题。但
是，如果它们所关注的只是华文教会自身
的存在、她的现状或是现有成员的权益，
那问题的出发点已是错误。

从教会的本质和存在的目的来看，教会的
语言问题是无法和“见证人”这个身份分
割的。作为基督的见证群体，华文教会在
面对语言问题和制定事工的语言政策固然
需要作出许多考量，但有一些问题却是不
应被忘怀：语言政策的持守或改变会帮
助我们进入什么样的群体中去宣告福音？
华文教会要为基督做见证，其对象是在哪
里？华文教会和她与所处和所属的华人社
会究竟要建立何种关系？

面对下一代对华文的使用能力和学习兴趣
皆趋弱的事实，华文教会若要守住那一片
天，她需要一种在基督里的身份意识和社
会视野。也唯有这样，教会才能够在聆听
内部的各种声音时不忘记教会外有声、无
声的召唤，特别是那些被边缘化的弱势群
体之心声。

人自然地都希望听到和使用自己熟悉的语
言，基督徒也不例外。但是，当基督徒以
他者的需要为关怀，并执意用他者听得懂
的言语和方式去服事和见证基督时，蹩脚
的华语（或英语）最不自然，却也最叫人
感动。

华文教会如何关怀华人社会并与之建立持
久的关系，如何促进基督教和华人文化的
持续对话，这仍是有待继续开垦的园地。
但是，内倾的心态和过渡窄化和追求效率
的布道观念可以使到这块园地成为教会的
失地。教会如何在代际间塑造共同的身份
意识和社会视野；我们的下一代如何超越
上一代，以基督舍己的爱为榜样去关怀和
服事他者，这都是我们拭目以待的，它们
也是事关国家福祉的事。在新加坡庆祝金
禧之际，愿以此文与关怀华文教会和国家
的读者共勉之。 n

“
华文教会若要守住那一片天，
她需要一种在基督里的身份意
识和社会视野

“
在推广华语以及促进基督教和
华人文化之间的对话这两方
面，华文教会默默作出了她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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