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程代號：TSS556-TW-1
課程名稱：福音神學
2017 學年度 秋季課程 2 學分
課程老師：

黃宗儀

課程日期：

2017 年 9 月 27, 10 月 11, 18, 25 日, 11 月 1, 8, 15 日

課程時間：

周三 13:30-17:20

e-mail: mtsungih@gmail.com

授課計畫
一、 課程說明：
1. 「福音」和「恩典」都是基督徒最為熟悉與最常掛在嘴邊的用語，也是基督信仰
的核心，但是罪人的傾向卻往往是以律法待人待己，這樣的傾向在以道德主義掛
帥的華人文化尤為顯著，華人基督徒也很難幸免。
2. 基於對真理及人的罪性之深刻了解，改教家馬丁．路德對於福音與律法之清楚區
分的困難度，早有洞見，因此他曾表示，若有人能分辨福音與律法的箇中真義並
時刻加以清楚區分，他願意以他的博士帽相贈。
3. 本課程的教學目的，乃是學習將路德福音神學的角度，應用於對聖經經文的詮
釋，探討福音的真諦，並以福音作為生活與事奉的動力。
二、 課程目標：
1. 明白福音神學：學習掌握分辨律法與福音以及十架神學與成功神學的關鍵。
2. 福音神學解經：學習掌握以經解經的方法，詮釋出經文的福音神學。
3. 福音神學應用：學習運用福音神學來調整個人與上帝、自己以及他人的關係。
三、 課程要求與評分：
1. 指定閱讀：

20 % （需於每堂上課前完成該周課程的指定閱讀）

2. 每周報告：

30 % （需於每堂上課前完成「讀前」及「讀後」報告並
於下次上課前交「課後」報告)
用自己的話語回答三次每周的指定問題（非抄書，非讀書報告）：
a. 讀前報告：一定要在閱讀之前回答。
b. 讀後報告：一定要在閱讀之後及上課之前回答，可根據閱讀內容，提出問題。
c. 課後報告：一定要在上課之後回答指定問題，及自己提出的問題，別人提出的
問題，回答與否可自由選擇。

註：以上兩項總共花費的時間不可超過 56 小時（指定閱讀可以在課程結束後完成）
3. 分組報告與討論： 30 % （每周課堂中完成）
4. 期末考：

20 % （最後一周課堂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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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內容與作業進度
日期

主

題

經文

課前指定閱讀（第一周除外）

1a. 課程說明及「信學思達轉」教學法
1b. 什麼是神學？什麼是福音神學？
09/27

2a. 什麼是律法？律法的功用？

十
誡

2b. 什麼是福音？福音的功用？
3. 看起來衝突的經文與聖經的統一性
10/11
4a. 解經原則
4b. 以基督與十架為中心的解經
5a. 隱藏與顯現的上帝
10/18

5b. 對上帝一般性及正確的認識
上帝的本體與啟示出來的上帝
6a. 十架神學與華麗神學
6b. 十架神學與成功神學
7a. 三一上帝與耶穌基督的救恩
7b. 律法與福音

10/25

8a. 善行與稱義
8b. 十誡

11/01

10a. 揀選

人好
的撒
比瑪
喻利
亞

1:63-78、
14:xxiii-xxvii, xxxiv-xxxvi

復耶
活穌
使
拉
撒
路

1:41-62

官耶
的穌
對與
話少
年

1:149-166、9

11/08

11b. 聖禮─洗禮
12a. 聖餐
12b. 鑰匙權

主
禱
文

*13b. 基督徒與社會倫理
*14a. 末世論

1:99-122

2:33-44
1:12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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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36, 48-80, 86-101
1:167-190
3:28-100

5:225-242
5:243-255
5:279-285

洗耶
腳穌
替
門
徒

*13a. 基督徒的成聖
11/15

1:79-98

5:95-103、135-142

10b. 主禱文
11a. 神的形像與聖徒相通、聖職

1:191-201
1:202-212

9a. 罪與認罪
9b. 自由意志與悔改歸正

13:23-36、12:19-20、3:20-27

5:143-157、8、9
5:158-181、4:37-47, 81-85
5:182-193
5:127-134
6:13-28、11

八
福

7
2:547-574

14b. 期末考與總結
註：加註 * 號的課程內容（連同指定閱讀及每周報告），視實際上課情況及進度增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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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定閱讀（只需閱讀指定頁數，其他內容為參考書內容）：有

號者，可統一複印

1. 傅立德 (Friest)。《上帝的大能》。台北：道聲， 2013。
2. 阿爾托依茲 (Althaus)。《馬丁路德神學》。新竹：信神， 1999。
3. 馬丁路德。《論善工》；
載《路德文集》第四卷。香港；路德會文字部， 2015： 13-100 頁。
或載《路德选集》上册。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57。
4. 華達 (Walther) 。《律法與福音》。香港；路德會文字部，1989。
5. 傅立德 (Friest)。《一切都更新》。台北：道聲，2013。
6. 傅立德 (Friest)。《意外之福》。台北：道聲，2012。
7. 蔡麗貞。《十字架討厭的地方》。台北：華神，2001：245-253 頁。
8. 曹恆偉。〈回應 — 對真理堂談十字架神學的省思〉。
9. 黃宗儀。〈初探後傳統受儒家啟發的華人關係性自我觀的典範轉換〉，《台灣神
學論刊》，2017，43（即將出刊）：19-31 頁。
10. 曾慶豹。〈誰還在不在乎說方言？ — 從靈恩到泛靈恩、從阿蘇撒街到華爾街、從
巴罕到巴菲特〉。《校園》，2014，56/2: 14-22 頁。
11. 黃宗儀。〈“地主”都溫柔？〉，《舉目》，2017，81：12-14 頁。
12. 曼寧 (Manning, Brennan) 。《衣衫襤褸的福音》。 台北：校園，2004。
13. 余達心，《聆聽：神學言說的開端》，台北：校園， 2008
14. 陳佐人，〈中譯本導言〉，於艾伯林 (Gerhard, Ebeling) 著，李秋零譯，《神學研
究:一種百科全書式的定位》，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9：xxiii-xxxvi
頁。
六、參考書目：
1. 張輝誠。〈為台灣學生打造的全方位教學策略：學思達教學法〉，Youtube，201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feL2xxAXsQ
2. 平井孝志 與 吳怡文。《本質思考: MIT 菁英這樣找到問題根源, 解決困境》。台北
巿：遠見天下，2016。
3. 俞繼斌編。《管窺十架神學》。新竹：信神，1997：
a. 69-86: 楊寧亞，〈 路德十架神學的精意〉
b. 91-106: 周偉誠，〈 隱藏的上帝與啟示的上帝〉
c. 39-48: 蔡麗貞，〈從路德的釋經原則看十架神學〉
d. 133-48: 楊寧亞，〈十架神學的教會觀〉
4. 霍萊 (Forell) 。《信與愛》。香港：道聲，1984。
5. 克爾 (Kerr) 編。《路德神學類編》。王敬軒譯。香港：道聲，1961。
或 克爾 (Kerr) 編。《路德語粹》續集（路德文選四冊）。王敬軒譯。香港：道
聲， 1975。
6. 培登 (Bainton, Roland) 。《這是我的立場 — 改教先導馬丁路德傳記 = Here I
Stand》。香港：道聲，1987。
7. 楊寧亞。《十誡》。台北：道聲，2005。
8. 楊寧亞。《主禱文》。台北： 道聲，2005。
9. 楊寧亞。《使徒信經》。台北：道聲，2005。
10. 莫爾特曼。《創造中的上帝：生態的創造論》。隗仁蓮等譯。香港：漢語基督教
文化研究所，1999：29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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