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程大綱
科目名稱：神學研究導引
科目英文名稱：Introduction to Theological Studies
科目系別：核心/神學科
科目編號：2019T1-2000C
講

師：李成章老師 B. Soc. Sc., M. Div., Th.M., Th.D./Ph.D. Candidate

授課語言：粵語
科目學分：三個學分
教學模式：時空無間教學模式
上課日期：二零一九年一月二日至三月卅一日; 每課 2 小時半 (共 20 小時)
上課時間：每週自行到網上收看課堂錄影，儘可能在星期一收看，以便每週在校務系統中
進行討論。
課程簡介：本科為神學科的基礎課程，旨在簡介神學的涵義、資源、四大範畴; 概述各門科
的相互關係、研究方法。在完成此課程時，學員應能初步的了解神學的性質、
範畴、各門科的內容及研究方法、啟示、傳統和教義的定義與作用等所謂緒論
問題(prolegomena), 作為修讀其他神學科目的準備。本科也是核心科。

課程內容：
I.

神學的涵義
1. 三一神的自我啟示: 聖經(神的見證) -神學的屬靈泉源 (Principium); 神學的性質
(生命關係之學)、目的、生活基礎;作為 “属靈的科學” 的神學、神學語言、
神學資源 (預習 - 麥奎利: 第 1, 6-7 章; 杜倫斯: 第 1 章)
2. 神-人-世界之三角關係: 信心與理性(理解/經驗); 神學的各範疇的功能與方法、
限制和相互有機關係、應用與整合

II.

神上帝在人類歷史的作為與言宣
3. 聖經神學(釋經、硏究、舊新兩約神學)

III.

永恆聖言歷代歷世藉聖靈在教會的言宣與護教
4. 歷史神學:活生的傳統的發展

IV.

神學的處境反思建構
5. 系統神學(教義神學): 系統化、本色化、處境化; 哲學神學 (預習-麥奎利: 第 8, 2
章)
6. 倫理學、護教學 (預習-麥奎利: 第 21 章)

V.

神學的生活體証與應用
7. 教會禮儀宣講、屬靈神學 (預習-麥奎利: 第 19 章)
8. 實用神學: 宣教與差傳、日常神學教育 (預習-麥奎利: 第 16 章)

☆《教科書》及《參考書本》須知：
1. 購置本科需用之《教科書》及/或《參考書本》之責任由學員自行負責，故
學員必須在開課前預備妥；
2.《課程大綱》在每季度開課前數月已在本院網頁中刊載，學員需早日準備妥
所需用的書籍；
3. 若在開課後學員仍未能尋得《教科書》及/或《參考書本》而對作業或課業
有所影響時，學員需自行承擔責任。

基本閲讀:
學士班學員
註：所有閱讀資料不用購買, 會在課程網頁上提供。

碩士班學員
1. 杜倫斯(Thomas F. Torrance)著, 陳群英譯, 楊慶球審譯:《實在與福音神學 : 上帝啟示觀的再發
現》。香港: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2011. ISBN 9-789622-941250 [可從 www.hkbookcity.com 訂
購]。
2. 余達心著,《聆聽上帝愛的言說》
》
。 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 基道, 2012. ISBN 978-962-457-440-1
[可從 www.books.com.tw 訂購]。
3. 麥奎利(John Macquarrie)著,何光滬譯.《基督敎神學原理》
。香港:漢語基督敎文化硏究所, 1998.
ISBN 962-833-09-1 [可從 www.books.com.tw 訂購]。
4. 温伟耀著,《生命的转化与超拔:我的基督宗教汉语神学思考》。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9。
ISBN 978-7-80254-099-6. [可從 www.superbookcity.com 訂購]。

功課要求：
學士班學員
1.

分享文章 (10%)

繳交日期
繳交日期:
日期: 2019 年 1 月 20 日

分享馬丁路德和威廉艾母斯兩短文(從課程網頁下載) 對你個人追求神學的
心志、方向、動力的啟發。約 800 字。
2.

閱讀心得 (30%)
繳交日期
繳交日期:
日期: 2019 年 3 月 3 日
在讀完以下書目(約 570 頁), 書寫 2500 字的心得、反思, 而非內容撮要。
(1) 杜倫斯(Thomas F. Torrance)著, 陳群英譯, 楊慶球審譯:《實在與福音神學 : 上帝啟
示觀的再發現》。 (導讀、序、第 1 章; 共 61 頁) ;
(2) 余達心著, 《聆聽上帝愛的言說》
》. (123-194 頁);
(3) 麥奎利(John Macquarrie)著,何光滬譯.《基督敎神學原理》.
(第 1,2,6-8,16,19,21 章; 共 235 頁);
(4) 温伟耀著, 《生命的转化与超拔:我的基督宗教汉语神学思考》. (18-63;
64-164;415-458 页;共 168 頁);

3.

研究專文 (40%)
繳交日期
繳交日期:
日期: 2019
2019 年 3 月 31 日
撰寫一篇不少於 10 頁(4000 字)的專文 , 詳情堂上交代. 题目選自所建議的. 書寫
格式必須按照本院出版的《研究專文及論文守則》
。

4.

每週討論 (20%)
學員必須在此項取得合格的分數(即 12%)，否則本科將會評為「未完成」
(Incomplete)。
請注意：
：
請注意
每週討論是屬於課業的一部分，
每週討論是屬於課業的一部分，學員必須參與！
學員必須參與！若因為生病或其他突發事件
而不能在某一週內參與討論，
必須即時在「本科問題及資訊」
而不能在某一週內參與討論，必須即時在
本科問題及資訊」通知老師，
通知老師，否
則該週當曠課論，
則該週當曠課論，並且失去討論的分數！
並且失去討論的分數！
學員每週必須參與至少兩次的討論，按本院遞交亞洲神學協會的文件上申明，
每一個三個學分的科目需要花費 20 小時在每週討論的項目上。因此，將其
平均分配在八週內，每週花在這項功課的時間約為 2.5 小時。此外，這項目
的評分基準是根據回應次數、討論內容和討論篇幅。敬請留意！

碩士班學員
1.

分享文章 (10%)

繳交日期
繳交日期:
日期: 2019
2019 年 1 月 13 日

分享丁路德和威廉艾母斯兩短文對你個人追求神學的心志、方向、動力的啟
發. 約 800 字。

2.

閱讀書評 (30%)

繳交日期
繳交日期:
日期: 2019
2019 年 3 月 3 日

在讀完以下書目(約 900 頁)後, 書寫 3500 字書評, 內容須富反思、批評和分析, 而
非內容撮要。
(1) 杜倫斯(Thomas F. Torrance)著, 陳群英譯, 楊慶球審譯:《實在與福音神學 :
上帝啟示觀的再發現》。 (143 頁) [請購買]
(2) 余達心著, 《聆聽上帝愛的言說》
》。(123-194 頁) ; [課程網頁上提供]
(3) 麥奎利(John Macquarrie)著,何光滬譯.《基督敎神學原理》。
(第 1, 2, 6-8,16,19,21;共 235 頁) ; ; [課程網頁上提供]
(4) 温伟耀著, 《生命的转化与超拔:我的基督宗教汉语神学思考》。
(18-63;94-14; 143-164; 192-223; 246-357; 415-458;共 299 頁)。[請購買]

3.

研究專文 (40%)

繳交日期
繳交日期:
日期: 2019
2019 年 3 月 31 日

撰寫一篇不少于 15 頁(6000 字)的專文 , 詳情堂上交代. 题目可選自所建議的. 書寫格
式必須按照本院出版的《研究專文及論文守則》。
4.

每週討論 (20%) - 學員必須在此項取得合格的分數(即 12%)，否則本科將會評為「未
完成」(Incomplete)。
請注意：
：
請注意
每週討論是屬於課業的一部分，
每週討論是屬於課業的一部分，學員必須參與！
學員必須參與！若因為生病或其他突發事件
而不能在某一週內參與討論，
必須即時在「本科問題及資訊」
而不能在某一週內參與討論，必須即時在
本科問題及資訊」通知老師，
通知老師，否
則該週當曠課論，
則該週當曠課論，並且失去討論的分數！
並且失去討論的分數！
學員每週必須參與至少兩次的討論，按本院遞交亞洲神學協會的文件上申明，
每一個三個學分的科目需要花費 20 小時在每週討論的項目上。因此，將其
平均分配在八週內，每週花在這項功課的時間約為 2.5 小時。此外，這項目
的評分基準是根據回應次數、討論內容和討論篇幅。敬請留意！

專文题
專文题目
1. 我對神學的了解。
2. 為何在中世紀神學必稱為‘眾學問(科)的皇后,' 在現代時期却不然? 基督教信仰如
何有資源在后現代爭取回這美譽?
3. 杜倫斯(Thomas F. Torrance) 怎樣建立神學是一門科學?
4. 為什麽聖經是硏究神學最重要的資源?
5. '神學是對基督教純理性的了解、演繹、辯護.' 你贊同嗎? 為何? 為何不?
6. '傳福音, 講道, 教導只需解經, 以經解經, 依經直說便是了; 不需要神學.' 你贊同嗎? 為
何? 為何不?
7. 目前在身處國家的教會有什麼當務之急? 神學怎樣可以幫助一把?
8. 信心與理性/經驗的關係應是如何? 這關係如何反映神(創造主)人(受造)關係的分別
和相類?
9. 基督更正教是從羅馬天主教的腐敗傳統尋求更新而産生, 以唯獨聖經作其信念. 更正
教是否不再需要傳統? 聖經信仰與教會信仰傳統的關係應是如何?
10. 試舉出一款信經的源由及其重要性.
11. 試論教會本色化的利蔽.
12. 基督教倫理學與人本主義道德倫理學(如: 儒家傳統, 或現今世俗主義)有何異同?
13. 試探討基督教與一般宗教的重要分別.
14. 基督教神學與哲學神學的關係應是如何?
15. 進入後現代地球村時期, 教會活在多元主義社會(多元宗教、反宗教的不同形式的世
俗主義), 反對涵蓋一切的絕對真理/信仰, 相對主義大行其道. 基督教信仰沒有護教
的需要了. 你贊同嗎? 為何? 為何不?
16. 基督給教會大使命(太 28:18-20)其實是他自己實踐父神給他的天國福音使命
(Christo-praxis,基督的實踐)的複製和延伸。試從這角度看基督一生的事奉給教會什麽
重要的啟示。
17. 我对自己教會的敬拜禮儀及其來源的了解.
18. 我对自己教會的教導工作檢討.
19. 屬靈神學只針對信徒個人與上主關係, 無助於建立教會群體、改造社會文化, 不值提
倡. 這講法對嗎? 為何? 為何不?
20. 有人說教會根基性的事工是傳道、祷告、牧靈, 如三足鼎立. 你對此有何看法?
21. 為什麼每個信徒至少都有基督敎信仰的世界觀的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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