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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之间的互相鼓励扶持，让我还是愉快地
读书、考试。此后，学习渐渐进入状况，
加上一些经验丰富的导师指导，让我更加
享受神学学习。

此外，通过神学不同领域的学习，让
我有机会学习其它以往鲜少触及、探讨的
课题，如圣三论、教会论、耶稣基督所展
现出的天主面貌、人性的尊严等等。

几年的学习，帮助我更加认识、肯定
自己的信仰。很多时候，在某门学科（或
过去）遇到的疑惑、难题，却在另一门学
科中获得了解答；这犹如原本不齐全的拼
图，逐步地被拼凑起来，让我的信仰更为
全面、完整。

神学院于2018年迁至武吉知马的新建
筑，环境、设备都比在旧址时完善，给我
们提供了更好的学习环境。

感谢神学院为平信徒主办的各类神
学课程，帮助我们充实信仰。怀着感恩之
情，让我们善用天主赐予的恩典，好好地
学习神学，培育信仰，装备自己，以便能
够在一个多元文化及多元宗教的环境中，
践行我们的福传使命。

让我们一起深入宝山（神学院），挖
掘信仰的宝藏吧！

　　　　　　　　　　　    文：谢文壁

许多教会的朋友知道我在神学院上课有
好多年了，常会问我“神学院的课程

读完了吗、还要读多久，可以得到什么（指
证书/文凭）？”等问题。对我而言，学习
神学的过程犹如进入宝山，发现了丰富的
“信仰的宝库”，看到的是挖不尽的宝物，
很自然的，我就继续充满喜悦地挖掘下去
了。

回顾自己领洗了几十年，也阅读了不少
灵修书籍、上了不少信仰培育课程；但还总
是觉得对信仰的认识不足，有强烈的意愿要
修读神学；然而，本地当时除了牧灵学院提
供的英语课程、讲座，由华文教委、组织或
堂区主办的华语课程则很有限。

在2014年，期待已久的美妙之事发生
了，为平信徒而设的新加坡天主教神学院成
立，开始招募首届学员。我迫不及待地报了
名，对所提供的课程充满了期待。因为课程
是专为平信徒提供系统性的神学培育，包括
了圣经、信理神学、伦理神学、圣教礼仪及
其它相关学科等。

犹记得第一学期修读的《基本哲学》
及《神学概论》，有时候上课确实听得一头
雾水，因为有许多新的哲学/神学词汇、概
念，在性质上与以往所学习过的任何科目完
全不同；庆幸的是有导师们的耐心指导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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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天主教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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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新加坡神学院成立了！本地总
教区在平信徒的信仰培育上掀开新篇章，让平
信徒有机会修读神学课程，系统化地探索真理
与信仰。同年，神学院成立了中文部门，并于
7月迎接了第一批神学生，开始了他们的神学
之旅，在哲学、信理、伦理、礼仪、圣经等各
领域涉猎，捕捉美景。

这段旅程中，一路上为他们导览的教授，
本地和海外兼有，包括张思谦、萧永伦、罗国
辉、潘家骏、潘永达、黄天赐、陈宾山和王养
毅等多位神父，以及苏发联修士、萧玲花修女
和赵荣珠老师等等，他们为此培育作出极大的
贡献。此外，学院也不定期举办讲座，借此开
拓并加深神学生对不同课题的分析和理解。

35位神学生在2015年领取了他们的第一
个成绩单——神学证书。连同紧随在后的第二
批神学证书毕业生，继续展开了艰辛又喜乐的
旅程，从证书、文凭到高级文凭，近6年的时
间，在家庭、事业、教会和学业之间不断调适
并努力耕耘，真是精神可嘉！

本期特辑，邀请率先领取神学课程高级文
凭的9位毕业生，分享学习成果！ 

诚如毕业生所提，神学院是一座信仰宝
山，有许多珍贵的宝藏值得去挖掘，在学习和
挖掘的过程中，虽有挑战，但只要稍有领悟，
则让人喜乐“如鱼得水”！在学习过程中，重要
的是与主相遇，唯有超越自我，才能有所突破！

神学宝库之深、广、宽、阔，一生都挖掘
不完，毕业生说：“读神学是不会毕业的⋯⋯
希望神学院有一天有能力开办学位课程，让我
们能在神学求知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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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由于疫情关系，神学院暂时无法举行毕业典礼。
特辑中的毕业照，是毕业生当年从吴诚才总主教手中
领取的第一个成绩单！意义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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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只能用简短的一句话来表达我的毕
业心情，那一定是：感恩！
首先感谢至伟大的天主，在我的信仰旅途

中，给我这个机会多认识祢。想到新加坡教会
这么多年来，首次让平信徒也能学习神学，我
要感谢天主拣选了吴诚才总主教，让他有智慧
和远见，倡导设立新加坡神学院，允许我们跟
修生一样，获得神学培育。

感谢吴总主教和教区神父的争取，不让
英语为主的教会专美，也在成立神学院半年后
允许中文部的成立，让我们这些早期的“华校
生”也有机会修读神学课程。我离校多年后重
新回到课室上课，开始时还真有点不太习惯。
然而对天主有系统的认识，是我一直希望的
事，因此我努力认真学习，尽全力做到最好。

能得到良好师资的培育，得感谢副院长
张思谦神父和学院的职员。我最欣赏的讲师首

推主言会的萧玲花修女。她是新加坡教会的骄
傲，家庭背景和教育以英语为主，却能在台湾
辅仁大学神学院毕业并获得执教资格。我有幸
上她的两门圣经课，不但为学习其他科目打下

坚固的基础，也从她每次上课的分享中获得启
发。她考试的方式是出了名的难，想要从她手
里拿到高分，确实不容易，也更真实地反映所
学。当然，其他讲师也对我的培育有很深的影
响，尤其共六门神学课的陈宾山神父、四门伦
理和教理课的张思谦神父，和诸多本地和外地
的讲师们：谢谢你们耐心的教导！

对于每个科目一起来上课的同学，我也
想表达谢意。回想早期我们在市中心的学院上
课时，班长都会带他来的鱼圆，也因此带动大
家自发地带食物来分享。可惜后来学院搬到现
址后，因地点偏远而改为晚上八点上课，中间
休息时段简短而没有了茶点分享。从文凭班开
始，感谢各位讲师和同学们都推举我做班长，
为你们做些服务，也不敢轻易缺课，因此有幸
被学院选为代表毕业同学在结业典礼上致词。
同学间常组成小组一起进行讨论和完成作业的
经验丰富了我的学习生涯。

能够花五年半每周不间断的准时上课，如
果没有家人和团体内教友们的谅解，分担了我
之前负责的工作和角色，实在不可能完成。因
此我要在这里向他们说声谢谢！当然还有很多
间接帮助过我的人，甚至工作的老板和同事，
他们也给了我很多方便和体谅。

回顾所修读的20门课，我觉得自己学到
的还不够全面，也只是神学的入门而已。但神
学院所教导的做学问方法已经提供了我继续探
讨神学的基础。我感觉自己懂得的实在太少
了，因为神学的对象是我们无限伟大的天主！
我真心希望更多教友也能品尝到祂的甘饴。

　　　　　　　　　　　　　　　   文：曽国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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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们与导师萧玲花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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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必要的事上，要合一；在怀疑
的事上，要有自由；在一切事上，要有
爱德。”这是一段圣奥斯定的语录，阐
述有关基督徒的处事原则。
这段语录一直烙印在我心，它一直

提挈指引我无论是在工作岗位上、教
会组织里或家庭生活问题遇到烫手山芋
时，愿我在处理任何分歧上，本着信望
爱超性德能，常能保持开放、接纳、合
而不同。

ඌˊਖᝓ
满了花卉，而好水桶的那一边却没有长花卉
吗？正巧裂缝的水桶有缺陷，你这边一路上
所渗漏的水，浇灌了你边上路旁的花种，每
回挑运的过程中，你就替我浇了一路花！两
年了，正是这些美丽的花卉装饰了主人的餐
桌。如果不是你这破水桶，主人桌上哪来的
好看鲜花呢！”

圣经上说，基督是身体，我们是祂身体
上不同的肢体，每个肢体都有自己的作用，
各司其职，都很重要。不必如破水桶自哀自
叹，自惭形秽。只要我们有颗寻求真理的
心，相信造物主能“弥补”，天主的美意总
是令人惊奇!

“是的，父啊！祢原来喜欢这样。
（玛11:26）”兄弟姐妹，不要怕、别再犹
豫了。赶紧报读神学课程吧！ 
　　　　　　　　　　　　　　　　　　   文：陈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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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挑夫，有两个水桶。一个水桶有裂
缝，另一个则完好无缺。每次挑夫在

挑运中，完好的水桶总是能将满桶水从溪边
送到主人家里，但有裂缝的水桶却只剩下半
桶水。

两年过了，挑水夫就这样每天挑一桶
半的水到主人家。当然好水桶对自己很感自
豪；可破水桶呢？对于自己的缺陷则感难过
苦楚，它对挑夫说：“我很惭愧，必须向你
道歉！”挑夫问道：“为什么道歉？”破水
桶说：“过去两年，因为我的原故，水从我
这边一路的渗漏，只能送半桶水到你主人
家；使你做成了全部的工，惟独我却只收成
一半。”

挑水夫说：“你为什么难过呢？难道
你没有留意到小路两旁，惟独你的这边长

导师苏发联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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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助还是自助，总之蓦然回首已经跨过了五六
个春秋，等在前面的是里程碑的肯定。这说明
什么？说明只要不认输最终必定战胜挑战。

再仔细回顾过去几年的学习生涯，自认是
个不成才的学生，因此不得不天天与课本、与
电脑为伍，满脑子不是写作业就是考试，一科
紧接着一科，天啊，这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五
年，幸好我们有一互相扶持的学习小组，一同
切磋讨论，后来顺理成章成了彼此珍惜的莫逆
之交，可以说是上天的恩待，天主的恩待无奇
不有，这就是祂恩待我们的方式！

神学院在我们修读高级文凭班的次年落
户在武吉知马圣若瑟堂旁边，为年轻学子特别
是有车之士自然不是苦差，但是为没有驾照的

岛国的六、七月天历来少雨闷热，然而近
两个月窗外时而哗啦哗啦时而嘀嘀嗒嗒

的大雨小雨交织声，人们的心情也跟着“冠病
19”而起伏不定。

“高级文凭”虽然不代表什么，然而毕竟
是熬了几年堆积起来的“成绩”；很多人对我
说耄耋之年还修什么神学？是的，记忆力衰退
是其一、体力不支是其二，别人只需五成功力
而我却得用足十二分还远远落于人后。“毕业
典礼”若因阻断措施而胎死腹中，个人觉得这
不仅仅是个永远的遗憾，更可能是自己这一生
最后一次期盼的幻灭！

记得六年前的那一天，一位不速之客出现
在教委的中委会议，她就是新上任的神学院中
文部秘书，摆明是为招生而来。当时的邹永昌
兄弟是教委主席，他问我要不要报读，我的答
案很明显就是“NO”，理由很简单，质疑自
己的能力！然而说也奇怪，原本并不热切修读
的神学课程，不仅报了名，我们几个还意外得
到一年的奖学金赞助；此外，在修读过程中一
颠三簸，眼看腰折居然跑到终点，神助乎？自
助乎？我问其他同学，大家都一脸茫然不知是

我，风里来雨里去每上一堂课单单车程就前
后三小时，曾经不止一次嚷着要放弃，但还是
拼命撑到最后，虽然不是名列前茅，但我仍旧
为锲而不舍的自己喝彩。不过话说回来，神学
院若能酌情处理，在指定的堂区开课，如此一
来物尽所用（教堂设备），真正做到遍地开花
（堂区也有神学院课程），以至于百鸟争鸣地
步（更多学生），这岂非很传神的美景？神学
院仍旧可坚持其收生标准，分正式生和旁听
生，双赢策略怎么就行不通呢？

惭愧地说，自己在修读神学之前自视甚
高，殊不知神学知识领域之宽、广、深、远，
我们所窥视到的只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如果
您问我修读了神学能为教会做些什么？我只能
说“随缘”。两年前在圣家堂与兄弟姐妹们重
温信仰，让人震惊的是那个学问浅薄的人居然
就是自己；无论如何感恩教堂给予这难能可贵
的学习平台，让呱呱叫的井底蛙厚颜地再次向
老师请教，逐步逐步提升自己！

再说我们这批毕业生何其有福，神学院中
文部给我们安排的全是最佳师资，中国、港台
或马来西亚的知名圣经学者、博士和神父们皆
被网罗旗下，他们不仅仅授以神学知识，也带
给我们不同地域的所见所闻，大大地拓展了我
们的视野，让我们的思维更加敏锐、开放。愿
以上的分享增强读者您的信心，不要抗拒修读
神学，如果某人能您必定也能！

顺此也附上深深的感恩和祝福，愿所有的
老师们神形康泰，继续为培植本地学子而鞠躬
尽瘁。行笔至此，忽闻我们的《教会法典》和
《婚姻法》老师王养毅神父（博士，罗马）因
病回中国治疗，我们没能为他作些什么，只能
以祈祷相随，远远的祝福他早日康复！

　　　　　　　　　　　　　　　　文：李瑞芳

ੈᑟՙ导师萧永伦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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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会活躍了近半个世纪，每当在团体
中做信仰分享或是在慕道班讲课时，

总会有些不确定感，不知道自己到底讲得正
确与否。而且，很多时候是知其然而不知其
所以然。

2014年，喜闻神学院要开办华文课程，
便毅然报名参加，成为第一届学员。一转
眼5年过去了，一方面在教会的信仰认识了

不少，但另一方面，感觉读得越多，越做研
究，反而越觉得自己在全能、全知、全善的
天主前是多么的无知与渺小。在无限的天主
前，人类是多么的有限。也对“神贫的人是
有福的”这句话越来越认同。

我们对天主的认识会随着时间而有新的
发现。因此读神学是不会毕业的。我们要不
断的多读教会最新的教导，多听近代神学家
们的见解，并加以分辨。教会对信仰与圣经
的看法在这半个世纪来巳有了许多新的发现
与认识，我们不能继续停留在梵二前的信仰
认知。

在神学上有了一定的基础后，我为慕道
者讲课时更有把握，知道自己所讲的是正统
的教会教导。在团体中分享信仰与回答团员
的疑难也更得心应手。

2019年底读完了神学高级文凭班，希望
神学院有一天有能力开办学位课程，让我们
能在神学求知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文：曽国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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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们与导师陈宾山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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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先生（尊仁）年近半百，在历尽人生
坎坷，经济拮据的日子里，懵懵懂懂的

进入圣堂，天主就这样对我们展开了救援，就
这样的我们把一切的重担都交托给了天主，很
奇妙的是接下来的日子，我们的重担都逐渐的
减轻了，这引发了我们想要更了解“与主相
遇”的冲劲，2014年神学院中文部神学证书
课程开班了，我和先生迫不及待的立刻报名上
课了。

开始时真的很不好过，除了朝九晚六的
上班，下班后孩子们和家务事已经把我们的精
力消耗殆尽，加上我们是华恳周末分享夫妇，
也需要挪出时间为华恳事奉，又得挤出时间上
神学课及做作业，加上年纪不轻了，吸收力缓
慢，心中也就开始懊恼真是自讨苦吃。可是当
我们进入课室后，却非常的投入在课程里，神
学院的课程内容和师资都非常的优良完善，让
我们饱享耳福，聆听了不少不同领域的讲员精
深透彻的讲解，让我们大开眼界，以前总觉得
天主教是高深莫测的，现在却逐渐的了解了走
过2000年历史长河的天主教会其实蕴藏着丰
富的宝藏，是我们世俗生活中一个入世，活泼
而又多姿多彩的教会，与各民族，各个阶层领
域的人互相的牵引着。的确，讲员们亲切而又
认真风趣的讲解，在听课时，时而哄堂大笑，
时而进入沉思，一点都不枯燥，下课之后便开
始期待着下一堂课的来临。

每当课程到了尾声，考试即将来临，却
是我们紧张烦躁的时刻，而我们的天父却也总
是慈爱的搀扶着我们，我们也总是从容的应付
了，就这样的从神学证书班，到神学文凭班，
直到高级文凭班，历时5年，现在回想起来，
更是深深的感到我们天上可爱的阿爸父对我们

的呵护备至，祂知道我们生活的忙碌，又知道
我们对祂了解的渴望，总是时时刻刻的搀扶着
我们，让我们忙碌之余，能够轻松的听课，聆
听阿爸父的话语。神学院对天父给我们的家书
《圣经》采用了不同领域的解说来诠释，例
如：神学概论、教会论、基督论、伦理概论、
生命伦理⋯⋯其中生命伦理是最令我省思的一
科，同时也是感触最深的，毕竟我们是生活在
世俗中的人，特别是目前父母健在，儿女又是
叛逆期的中年家庭，周边繁杂事务很多时候往
往令人心力交瘁，烦恼不已。生命伦理让我茅
塞顿开，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改变了以往待人
处事心浮气躁的心态，取而代之的是能够心平
气和以及聆听和为别人着想，也开始思索人
生，思索生命是什么？未来的日子下一步该做
什么？该往何处去？

耶稣说：“当你还在无花果树下时，我
就看见了你”（若1:48），是的，当我们有困
难时，我们的天父已经看到了，也伸出了祂的
救援，而我们有没有对天父的救援和召叫作出
反应？耶稣的这句话，我深深领悟了，这也
是我们的副院长张思谦神父经常鼓励我们的话
语：“天父对我们的召叫，我们有没有作出反
应？”

我们非常感谢神学院及院长、神父们的资
助和鼓励，让我们有机会去学习和了解“与主
相遇”，我们也鼓励主内弟兄姐妹们，只要有
那股想要了解“与主相遇”的冲劲，就勇往直
前去报读神学吧！

　　　　　　　　　　　　　　　　　文：陈巧玲

那年秋天在旅行途中，读到了方済会理
查·罗尔神父（ Fr Richard Rohr ）的

《踏上生命的第二旅程》（ Falling Upward）
深深被吸引了，为何是“向下坠落，向上提
升”。虽然那时正面临生活中种种的挑战，许
许多多的疑惑没有解答，正如在书的首页，
哲学家荣格所说的“生命中最大，最重要的问
题，基本上是无解的，永远无法解决，只能超
越。”“只能超越！”当时刚领冼的我不甚了
解其意思，只把它当成是古老的神话，英雄史
诗，伟大的思想家或是宗教的智慧书，匆匆地
翻过，没有多大感悟。

如何“与主相遇”，是我成为天主教基
督徒以來一直在找寻其答案的问题。我该是帶
著自己早已设定的期待与要求，远远站在一旁
“看一看”，或是挑自己喜欢景点拍照的“观
光客”，还是一个准备开放自己，让全能的天
主显示祂自己，使自己改变的“朝圣者”。在
参加2014秋季开始了神学院的学习课程后，
才慢慢一步步找着了。“自己信的是什么？”，
“为什么信？”，“如何去信？”，“耶稣是
谁？”等等的疑惑才一步步慢慢地解开。从感
性的体验天主，到理性的认识天主，然后才能
谈论天主。

神学院的每一个课程对我而言就是一次次
的震撼与反省。旧约导师苏发联修士在列王纪
中对达味故事的结语：“人间的爱恨情仇，忠
奸善惡，甚至冥頑不灵，力抗天恩，都不能阻
挡天主旨意的承行⋯⋯毕竟只有祂才是历史的
真主宰！”。“雅威形象的演変”了解到天主
信仰的唯一神论是如何形成。基督论导师潘永
达神父，传达了耶稣基督“从生活的耶稣到信
仰的基督”的各种面容。罗国辉及潘家骏神父
的圣事礼仪让我更了解基督徒如何庆祝天人相
遇的圣事。

记得在礼仪第一堂课中，潘家骏神父说，
每一个人都有一条属於自己的厄玛乌道路，他
要我们回想在深萧的厄玛乌道路上如何与主相
遇，认出是主來的故事。是的，只有“人”才
有能力把生命长河中自己的过去、现在、未来
一起投射在眼前來深思反省。所以我才真正的
了解到所谓的信仰是來自深层，对自己最深度
的反省。只有這样才能深深地触动內心。放下
所有的一切，交托給天主。以純真的心，去接
受，去感谢天主赐予的任何考验的恩宠。去感
受來自天主，绵绵不绝的爱情。终究，沒有经
过考验的，是虛幻，而不真实的。

经过5年在神学院的学习，我才慢慢体会
到什么是“超越”。信仰是一辈子的事，自己
该如何在信仰的道路继续前行，我认为应该是
以一个永恒朝圣者态度，不断的在自我反省

ᡔᡕ
中“超越”，向自己福传，使自己完全属于耶
稣，成为耶稣的门徒。

　　　　　　　　　　　　　　　　　文：施尊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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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主，赞美主，在祢圣神的呵护下我完
成了神学高级文凭课程，真不可思议！
回首当年的一个炎热下午，我随主爱的

呼唤，无厘头的驱车至武知马圣若瑟堂仰望
祢的圣容。随祢神圣的带领我参加慕道班学
习了三年，皈依的犹豫是不想成为家人道教
传统的叛徒。然而，几经祢诲人不倦的带领
下，为我指点迷津，我终于在2006年洗礼加
入教会的大家庭，并在圣若瑟堂的读经小组
和慕道班学习。承蒙祢的恩佑，2014年神学
院开始首批中文神学课程的培训，我次年入
学，是同学们所谓的“第二代”学生，感谢！

光阴似箭，从证书班课程到高级文凭
班，不知不觉的已是第六个年头。神学院不
同的学科焦点各异，侧重点也不一样，这让
我能以多个角度更好的阅读及诠释圣经。我
的学习过程时而高低起跌如过山车，偶尔也
令人抓狂。偶然，只要有一丁点的得着，往
往使我 “如鱼得水”般的快活一整天。

影响我较深的学科是“人生哲学”。
它以人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人生的目的、意
义、价值、人生的理想等。我上哲学课的挑
战是抽象的哲理、深奥不容易消化的定理及
难背的专有名词。导师陈宾山神父开课时就
先给我们打了一剂强心针，说: “这是一门一
生受用的学问，不要怕困难，要努力学习 ”。
他继而给我们题问：“人是什么？该怎么活？
要如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把人的意义活出
来等等。顷刻，我脑海里颤动着一串串的问
号？？原来圣神已来启迪我求知的欲望，感
谢圣神的引领。

以下是我对“人生哲学”的小反思：
圣多玛斯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强

调人的理性与信仰没有冲突，与真理同样来
自天主。他论述神学本性德行智、义、勇、

节四枢德及信、望、爱三超德。神学德行的
最终极目标是天主，是与天主结合并建立永
恆的关系。人可透过“默观”达成完美、无
止尽的幸福境界。 

亞里斯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认为所
有人都在努力追求幸福，那就是最高的善，
是人生最终极的目标。善是坚持按照理性的
要求过有德性的生活。德性作为习性的本质
就在于知道去做相应于自己本性的事情，把
它做得恰到好处，做明智的人。

我由衷地感谢天主，让卑微的我能顺利地
完成神学院的学习旅程，一路从“证

书”到“文凭”，直到“高级文凭”课程，
一晃五年过去了。回想五年前在一次偶然的
机会下（现在回想，其实也是主特别的祝
福），在一位热心教友的推荐和支持下，我
毅然报读了“神学证书”的课程，展开了神
学之旅。这为新教友的我来说，无疑是一次
勇敢的跨越，去学习和接近我以信德回应的
天主。很庆幸地，学院提供了我接下来四年
的奖学金，解除了我经济上的困扰，心里十
分感激神学院，尤其华文部副院长对我的关
心和支持。

在还没加入神学课程以前，我以为信
仰就是在慕道团里所学到的教理知识，总觉
得神学离我好遥远，有点神秘、高深莫测，
不是我这个平信徒所能企及的：当时我认为
一个人爱主的心最重要，读不读神学无关紧
要，也没想要多去了解。这五年的学习彻底
改变了我对信仰的原有看法，使我越来越觉
得神学的装备，为所有基督徒都是必要和重
要的。学习神学让我的灵性理性化和理性灵

性化，能看清生命的奥秘，抵御邪教异端，
让我信得更有底气！神学、神学——即向神
来学。它不只是脑子里的知识，更是一种逻
辑系统的思维，使基督徒能更好地认清主的
旨意。它也使我意识到现今世界所发生的种
种现象和罪行，通过神学的深入思考，懂得
罪恶的行径，让我思辨在这末世时期我能为
主做什么。神学也帮助我学习主、爱慕主、
事奉主，使我更接近真理，信仰站立得更稳
而能顺服于主。

这五年的课程中，我最喜欢上的科目
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和《教会
法典》。它让我深入了解到身为基督徒的尊
严，以及在日常生活和世界中活出基督徒的
使命。我也对于耶稣基督和圣经方面的学科
很感兴趣，因为我发觉自己对人而天主的耶
稣懂得实在太少了。到最后，我发觉我要学
习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广、太丰富了！

虽然毕业了，但我深深地知道，神学
院只是为我开了一扇学习神学的门。课程结
束时，我猛然发现我懂得的真理太少，该读
的书籍也没有认真去看，该做的服务也不足
够。在智慧和知识上我都需要加强；在属灵
生命上我还有许多有待磨炼的地方，我唯有
依靠主耶稣基督才能继续往前走。我求主帮
助我，紧紧地靠着我的磐石基督，努力往下
扎根，向上结果。我只有用赞美的口和爱主
爱人的心来回应天主的爱，献上我的生命给
主用，来荣耀祂的圣名。

　　　　　　　　　　　　　　　　　   文：周颖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善端来自天，
是人的生活准则，是伦理生活的动力泉源。
只要按照理性生活，保持四善端之心，持之
以恒，就可以找到本有的德性。圣人如此，
凡人亦如此，人人都可以达到。只要人人发
展自己的本性，人皆可以成尧舜。

总结这六年在神学院学习的感受，彷佛
置身于天堂，仰卧在恩典之乡饱享神粮。感
谢天主的恩赐！

　　　　　　　　　　　　　　　　   文：卓雅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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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们与导师张思谦神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