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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新型冠狀肺炎（COVID-19，簡稱新冠肺炎） 

的疫情使整個世界大翻轉：股票崩盤、經濟蕭條、旅遊

業及大眾運輸大受影響、教育方法被逼轉型、知名大城

市封城，教會或一些宗教團體也被迫透過網路進行線上

崇拜。這次的疫情，也使不少人心中失去平安，甚至陷

入憂鬱中。焉知上帝在這個時代興起你我（教會），不

是為現今的機會嗎？（斯四14） 

 

身為教會的牧者以及神學院的老師，當聽到不同的聲

音及議題時，彷彿在催逼著我去從神學或教牧的角度來回

應。現在讓我們先從神學護教的角度看新冠肺炎的存在，

接著再來思想該如何處理教牧的議題，譬如，網上崇拜、

隔離時期的聖餐等，是否符合聖經的教導？ 

 

一、信徒和未信者問道：上帝在哪裡？ 

當人遭遇或看見災難時，常會問「上帝在哪裡？」或

用挑釁的方式說：「上帝為何不叫這疫情立刻結束呢？」

人們的論點就好像約翰‧傅瑞姆牧師（John Frame）所列 

出的：1 

立論一：如果上帝是全能的，祂就能阻止邪惡。 

立論二：如果上帝是完全良善的，祂會想要阻止邪惡。 

結論一：所以，如果上帝是全能和完全良善的，那就

不會有邪惡。 

立論三：但是，邪惡是存在的。 

結論二：因此，沒有全能和完全良善的上帝存在。 

 

按著聖經的教導，美善的上帝創造了這世界。這世界

起初是好的，就如聖經所說的（創一4、10、12、18、21

、25、31）。但是當人類始祖亞當夏娃違背上帝的誡命而

犯罪，也導致全人類在罪中墮落。罪不只是導致人與上帝

的隔絕，這就是所謂的「死」─ 除了靈魂的死，人的肉身 

也要朽壞。再者，罪也破壞了整個上帝的創造，包括一切

受造物也受影響。除了殘酷的死亡，緊接著來的有災難、

疾病、人與人之間的問題、以及人各樣的罪行等。 

是不是上帝惹的禍呢？絕對不是，因為至善至美的上

帝絕對不會是罪的源頭。2 罪破壞了整個上帝所創造的完 

美世界，而罪的可怕已經深深滲透到人類的每個層面。人

類因為罪難逃一死，而「人人必有一死」雖然是個事實，

但這個殘酷的宣告使得每個人都懼怕它，卻不能逃避它。 

試問，今天為何人害怕新冠肺炎？是因為我們害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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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死亡最可怕的不只是永遠的離別，而是不知道離開之

後靈魂的歸屬，因為人的靈魂不會因為死亡而消滅。新冠

肺炎彷彿就像是一頭肉眼看不見的怪獸（an invisible 

beast），隨時要吞吃我們。人們卻忘了一個事實：今天就

算沒有新冠肺炎吞吃他們，總有一天還是可能會被其他的

疾病或不幸所吞吃。因此，能吞吃我們生命的並不是「新

冠怪獸」，而是罪所帶來的死亡。 

接著，我們用護教的原則來處理邪惡或罪的問題，如

此能夠叫我們看見上帝不會是罪惡（evil）的源頭，因為上

帝是那至善的。我們要處理的問題是懼怕死亡或死亡的問

題。 

1 如何處理對死亡的懼怕？ 

教牧同工們應當從這個議題切入。面對死亡的問題，

唯有聖經有答案：死亡的原因就是罪，而罪的唯一解決方

案就是，相信那位代替我們罪而死的耶穌基督；罪叫人死

，但是耶穌基督（祂以第二亞當的身份）來到世界，我們

因著相信祂，得著永生，就是那不死的生命（羅五21）。

祂戰勝了死亡！ 

在疫情初期，人們覺得新冠肺炎只不過是個「微不足

道」的病毒。人類早已登入月球，並且現在正在往火星進

攻，人類太偉大了，幾乎甚麼都行！但是如今，新冠肺炎

的疫情叫全球的人，尤其幾個大國的領袖承認自己的無能

而謙卑服輸投降。看到人類竟是如此地渺小和脆弱，這其

實是一個非常好傳福音的機會。 

不少基督徒因為疫情，心中沒有平安，變得害怕死亡。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可能有兩種極端的反應：一種是非常

害怕，什麼都要以防疫為優先；當別人不像他們一樣時，

就認為別人沒愛心，甚至每天的心思意念都與防疫有關，

因此漸漸失去了基督徒應當有的平安及喜樂。另外有些人

則是，自以為信心大，就沒有顧及到其他人的感受；比方

說，他們可能會認為戴口罩的人是沒有信心，這也是不當

有的行為。因為我們不該以戴不戴口罩來論斷人，因為這

會使教會無形中產生了兩種派別：「戴口罩派」及「不戴

口罩派」，還可能有第三類，稱為「綜合派」。 

其實在這個時刻，教牧們不能過分地把自己「衛生的

標準」當成教會所應當遵行的標準，教牧們除了要遵守所

處國家的防疫措施、要求之外，我們也應當瞭解教會的文

化。我曾在北美牧養教會近二十年，但我不能就因此把北

美教會的文化與台灣相提並論。因此我要謙卑學習，並瞭

解他人的文化。無論何時，牧者都要重整過去所認識的福

音，放下自己的自以為是，學習耶穌那憐恤人的心腸，更

何況是此時。教牧應當在這關鍵的時刻，幫助他們更認識

福音中的真正盼望不是在今日的生死，而是將來的應許。 

 

2 新冠肺炎是上帝的審判嗎？ 

有人問：「新冠肺炎是上帝的審判嗎？」或者是「這

些遭遇肺炎害的人是上帝的管教嗎？」在路加福音第十三

章，有人來問耶穌有關一些在災難中死亡的人，是否是因

為犯罪很多的罪？耶穌回答他們說：「我告訴你們，不是

的！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接下來耶穌用一個不

結果的無花果樹的比喻來提醒他們，要趁著災難（死亡）

為臨到之前，趕快審視並重整自己的信仰，結出生命的果

子。 

這次疫情，我們不一定有答案，但是我們應當知道，

瘟疫或死亡都是人犯罪帶來的後果。按著耶穌的提醒，我

們應當要快快悔改相信主。不冷不熱的信徒，更是時候悔

改認罪，重建自己的信仰生活了。 

 

3 如何幫助對死亡恐懼陷入憂鬱中的人？ 

每時每刻在電視或網路新聞，都是以報導新冠肺炎的

疫情為主，的確使得人心惶惶，越發害怕、沒有平安。甚

至不少的人因害怕得病而憂慮、有些是遭遇生意失敗、有

些則是因經濟壓力而感到焦慮，這些都是因疫情直接或間

接影響而帶來了憂鬱。教會如何在這個時刻來做好安慰及

輔導的職責呢？教牧同工應當注意到肢體的需要及鄰舍的

需要。我們更應當幫助他們，認識那位創世的上帝也是護

理萬物的上帝，祂仍然掌權，祂沒有失手。我們所遇見的

任何困難，無非是我們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實的，祂必不

讓那些困難（或試探）超過我們能受的。（林前十13） 

心中憂慮的，我們可以帶領他們回到耶穌的應許中。

當耶穌要離開門徒的時候，門徒心中沒有平安，感到憂愁

和膽怯。耶穌說：「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

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也

不要膽怯。」（約十四27）耶穌在說這句話之前，就應許

要將聖靈賜下，這聖靈也就是來幫助他們，叫他們得安慰

的。疾病、苦難、新冠肺炎的攻擊是否叫你我害怕，甚至

到失去真平安了嗎？我們是否忘記了主耶穌基督的應許，

或忘記依靠聖靈來得安慰呢？ 

耶穌也曾經說：「我將這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

我裡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

已經勝了世界。」（約十六33）耶穌要提醒我們在這個世

界是邪惡及敵對上帝的，因此我們不可能從這世界當中有

真平安，除非靠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也就是那叫

我們與天父和好的工作。耶穌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贖工

作，才能叫我們真正的得著平安。要有與天父和好，能有

真平安。 

耶穌說他勝了世界，是指他在十字架上要戰勝世界的

王─魔鬼，要將上帝的子民帶回祂的懷抱中，叫一切屬祂的

人一個也不失落，這就是上帝的應許。還有撒旦藉著人對

死亡的恐懼來操縱人心，我們可以叫信徒認識一個事實，

就是耶穌親自成為血肉之體，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



 

3 

的魔鬼，並釋放那因怕死而為奴僕的人（來二14-16）。 

當信徒覺得無法勝過自己害怕及憂慮的情緒時，教牧們

應該為他們禱告，也可以叫他們看到保羅安慰的話說，靠著

愛我們的主的恩典，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羅八

37）。保羅也曾三次求主拿掉他身上的刺，但主應許他說，

祂的恩典夠用（林後十二9）。在這關鍵的時刻，無論是我

們真的遇見了新冠肺炎的攻擊，或者害怕及軟弱，甚至不知

道如何走下去，但是我們知道主是賜恩典的上帝，祂的恩典

足夠我們用。 

 

4 牧者當扮演什麼角色？ 

身為一間剛開拓教會的牧師，在疫情期間我常常思想，

如何在這關鍵的時刻牧養上帝託付我的羊群，並且可以在我

們的社群為主做好的見證。若耶穌是這間教會的牧人，祂會

如何做呢？耶穌一定不會逃跑，相反地祂會憐恤羊群們。我

知道就如同經文所敘述的，迷失的，祂必尋找；被趕散的，

祂也必領回；受傷的，祂會包裹；患病的（甚至染上新冠肺

炎的），祂也必定使他強壯起來（結卅四15-16）。難道這 

位牧人，不怕患病嗎？祂自己說：「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

羊捨命。」（約十11）耶穌是我們效法的榜樣。 

歷史上，改教家馬丁路德也學習了這好牧人的樣式。15

27年，瘟疫終於在馬丁路德的家鄉─德國威登堡爆發了。當

時有很多人要他離開那城，免得被傳染，但是路德卻拒絕離

開。他甚至繼續對那些選擇不離開的學生傳講約翰壹書及提

多書。他選擇不離開為了服事那些有需要的人。3 在那段持 

續服事的期間，有一次，市長的夫人（Tilo Dene）死在他 

的懷裡。4 在他的一封信中說道，「那些教牧人員，如傳道 

人和牧師，他們在危險和死亡到來時也有義務守住自己的職

分，因為基督有明確的命令說，「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

捨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他看見狼來，就撇下羊逃走。

」人們在臨近死亡時，尤其需要牧師的服事，上帝的話語和

聖餐在此時可以讓一個人的良心得著堅固和安慰，進而以信

心勝過死亡。」5 

 

二、網上崇拜以及聖餐議題 

若在2019年或更早之前，全世界的領導人就決定將實

體或現場的主日集體崇拜，改成透過網路或視頻崇拜的話，

我相信大部分的教牧及教會的領袖都會群起抗議。因為這似

乎非聖經所教導的。按著改革宗教會的教導，6要求信徒嚴

肅地在公共聚會中敬拜上帝；公共崇拜（public woship） 

是指教會主日的聚會。7 主日崇拜是信徒信仰的優先，認真 

的信徒會排除萬難，遵守主日。按著雷蒙對改革宗敬拜的要

求及解釋，敬拜上帝是祂子民最重要的責任，8 所以這也是 

為何他們把到教會敬拜看成是最首要的事。教會當看重主日

團體（或公開的）敬拜，信徒除了能聚在一起敬拜之外，在

敬拜中或聚會後，也能一起過團契與彼此相愛的肢體生活，

信徒之間更能彼此相顧及彼此造就。可見得敬拜不單單只著

重在聽一篇道或者唱幾首詩歌，其實也當注意到團體生活。

就好像初期教會，信徒們常常一起祈禱，敬拜和領聖餐；他

們也天天同在殿裡敬拜及分別在不同人的家中聚會。這樣美

好的見證，叫全城的人都很喜歡他們。主也使得救的人加增

（徒二42-47）。信徒在一起生活，活出基督肢體的美好見 

證，更成為傳福音的大好機會。 

當信徒都留在自己的家中看電視、或藉著電腦來崇拜的

時候，是否也算是公共或者是集體的敬拜呢？當中國政府命

令一切的團體聚會，包括教會的聚會都要停止的時候，好像

大家都沒有反對的聲音。接下來，連台灣以及歐美的教會也

都如此跟進。我們是否默認「線上崇拜的可行性」呢？至少

目前為止，沒有聽到太多反對的聲音。或許我們是看到韓國

「新天地教會」9 因集體敬拜而造成群聚感染的例子，而害 

怕承擔這種大的責任呢？還是我們是因著愛惜生命，而暫時

用不同的方式來敬拜上帝？ 

如今教牧又是怎樣看網路的崇拜呢？按上面所說，網路

崇拜似乎有不足之處，不是最理想的敬拜方式，我相信這是

3
 N.R. Leroux, Martin Luther as Comforter: Writings on Death (Leiden: Brill, 2007), 224. 

4
 上同; Justin Taylor, When the Deadly Outbreak Comes: Counsel from Martin Luther . https://www.thegospelcoalition.org/blogs/evangelical-history/when-

the-deadly-outbreak-comes-counsel-from-martin-luther/Accessed on 2020.04.04. 
5
 路德勸慰書信─給身處瘟疫饑荒者的建議。 

6
 西敏信條 21 章。 

7
 Church assembling on the Lord's day- Robert Reymond, A New Systematic Theology of the Christian Faith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2020),869. 

8
 同上，872。 

9
 新天地教會是韓國基督教會的異端教派，也是如今韓國最出名的異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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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時並非長久的代替方案。網路崇拜可以部分的取代一些功

能，如在傳講資訊的層面，絕對可以發出當有的功效。若教

會在肢體之間的交流有很好的設計，其實肢體之間仍然可以

有很好的交流。也許我們當從一些大的教會學習，因為他們

已經在疫情前做得不錯。但是，教牧們也許該捫心自問，這

樣的方式是否有信實地盡到聖經中所重視的肢體交流功能。 

 

其他隨著引申而來的問題有： 

1 直接現場轉播的崇拜是合理的，沒網路的那預錄的崇拜 

節目是否也是崇拜呢？ 

以往也有許多中大型的教會，甚至包括歸正或改革宗的

教會，曾經採用過「預錄的講道」作為他們主日講道的資訊

分享，但是其他的敬拜節目仍然是現場舉行的。不同情況的

是，影片（視頻）的崇拜是採用全程網路播放。其實，有些

常下雪的地方，例如加拿大、北歐的國家，當遇到暴風雪或

下大雪無法出門時，會用現場轉播的方式。因此，線上聚會

對一些國家已經不是新鮮事了。 

網路崇拜只是一個暫時的方案，因為它比較無法達到親

臨現場的功能。但是，若全家人能在一起，或兩三家人聚在

一起，就能達到敬拜及會後交通的目的。當敬拜暫時帶到家

中時，是否想過我們能邀請我們未信的家人一起來敬拜、認

識福音呢？ 

 

2 網上敬拜應當如何預備呢？ 

一般而言，主日崇拜前的預備工作需要時間，去禮拜前

也當有思想上及心裡的預備。平常我們為了要去教會，穿著

會有所準備。現在教會搬到自己的家了，是不是早上十點崇

拜，我可以九點五十分才起床，坐在床頭或者趴著敬拜上帝

呢？或者是一面吃早餐、一面做禮拜？或者利用上廁所時做

禮拜呢？團體的敬拜，應當有一些原則，不應太過隨便、只

看個崇拜影片即可。牧者也當鼓勵信徒用心靈誠實來敬拜上

帝。雖然不需要打扮像以往上教會的方式來禮拜，但是在心

態上不應當隨便。當然我們不應當用外表來衡量一個人的敬

虔，但常常可以從穿著及預備看出一個人的崇拜的態度。 

 

3 我們應該在網上崇拜主領聖餐嗎？ 

不能集體敬拜，有關的重大議題其中之一是：聖餐該如

何執行？一般福音派的教會相信聖餐是基督徒敬拜的程式要

素之一，10 當然這是聖經的教導；主耶穌親自地教導門徒藉 

著餅杯來紀念祂（太廿六26-29；路廿二19-20），後來使 

徒傳道、建立教會，信徒聚在一起敬拜及交流時，他們常同

心在殿裏聚集、且在家中聚會擘餅（徒二46）。在給哥林多

教會的信中，保羅也教導在敬拜中當按著規矩進行（林前十

一）。現在關鍵的問題是，網路崇拜時我們又當如何執行聖

餐呢？最近，有些牧師鼓勵網上的崇拜可以在用創意家裡舉

行聖餐儀式，例如用爆米花或起司餅乾代替聖餐餅，或用任

何飲料如汽水來代替葡萄汁，可以嗎？符合聖經的教導嗎？ 

首先來看網上聖餐的議題，若處理了這問題，爆米花的

議題就有答案。我們如何看聖餐，要從我們對聖餐的神學觀

點談起，這是與對聖經的詮釋有關。若我們認為聖餐僅僅只

是為了記念主的愛及死，那方法（聖餐的食物、地點、由誰

主持）也不會是太重要了。 

哥林多前書十一章，保羅非常具體處理哥林多教會因為

沒有好好地在聚會時執行聖餐，導致教會混亂的問題；這裏

更是清楚證明，聖餐應當集體執行。哥林多教會中有人把本

來紀念主受難受死，以及主愛的團契變成分門別類的聚會，

導致教會混亂，保羅說他不稱讚他們（十一17-34）。有些 

教會認為聖餐的餅，必須同領一個餅，因為這可以表明信徒

在同一個身體底下成為一體。或許這又是另一個神學議題。 

若我們相信聖餐僅僅為了紀念主的死，也許在主持聖餐

時，我們應當在26節停下來。可是在27及28節中，保羅特

別提醒信徒在領受前，要求必須自己省察；這省察的目的是

要為罪悔改及重建與主的關係或與會眾的關係。 

再者，改革宗教會中教會長老的監督（關懷及治理），

其責任不是分餅杯而已，更重要的是為了教會的紀律。11 因 

為無知及犯罪讓教會蒙羞的人不可領聖餐。若聖餐有包含自

己省察及教會的監督，網路崇拜及網路聖餐就無法很好的符

合被監督的目標。若聖餐是由牧師或長老來主持，那牧師藉

著視頻主持聖餐時，又是誰在家裡實際主持呢（自己嗎）？

若要求同吃一個餅，是誰來「運送」呢？其實運作起來會有

很大的困難？是否因此就乾脆用爆米花以及汽水飲料來代替

聖餐的餅杯呢？那就太離譜了，也不是聖經的教導。 

因此，我們當非常的謹慎及有智慧來看待這些議題。若

疫情、政策許可，12 教會可以每週有聖餐，但是信徒輪流到 

教會崇拜及領聖餐。我們當回歸聖經，聖經沒說的，我們不

做。我們情願暫停，因為聖經沒清楚提到遵守頻率。 

 

結論： 

懇求上帝在這非常的時刻，幫助我們敏感又有愛心、有

憐憫又按真理、有愛心又有智慧來牧養祂託付我們的羊

群。同時，希望我們認識上帝叫萬事互相效力，我們可

以藉這機會傳福音，在這時代為主做美好的見證。 

10
 《韋斯敏斯德信條》 47.8 論道─《聖經》教導公共敬拜應包含下列項目：恭讀《聖經》，唱誦《詩篇》及聖詩，獻上禱告，宣講上帝的道，呈上

奉獻，承認信仰及遵守聖禮﹔並在特別場合中起誓。 
11

 美國改革宗長老會（PCA），〈教會治會章程〉58 章；參考《韋斯敏斯德信條》 21:5。 
12

 例如，政府容許少數人聚會，20-30 人; 會眾可以輪流來領聖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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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及入學詢問：(02) 2718-1110轉220 

決定孩子一生的關鍵，不在於 

培養成績或天賦，或是遇到好老師或好教練， 

而在於敬虔的父母發揮其影響力。 

 

因為，唯有父母是生命品格的園丁、是屬靈性情的陶匠。 

讓我們透過聖經的原則，一同進入孩子的心靈世界， 

並且發揮上帝所賦予我們身為父母的影響力。 

好父母，勝過好老師  

聖經輔導培訓課程 4/23-5/14 
每周四 

上午 9:30-11:30 

陳以恩老師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   箴言廿二箴言廿二 6  6  ◆◆   
珍愛家庭中心 

www.fcc.org.tw 

報名

連結

→ 

2020年度 筆試 暨 問卷 口試 

第一次 已舉辦完成 

第二次 5 月 19 日（二） 5 月 20 日（三） 

第三次 8 月 17 日（一） 8 月 18 日（二） 

【招生考試】 

【學位】 

研究科：神學碩士、道學碩士、舊約碩士、新約碩士、聖經輔

導碩士、基督教研究碩士、遠距基督教研究碩士、遠

距道學碩士、遠距聖經輔導碩士。 

大學科：神學學士雙修聖經碩士或道學碩士（五或六年制）、

神學學士。 

延伸制神學教育：神學證書、聖經輔導證書。 

【招生報名截止日】入學考試前兩週（海外生：考試前兩個月） 

【考試科目】 

學士&一般碩士：筆試（聖經、英文、中文）、問卷及口試。 

神學碩士：筆試（聖經、英文、希臘文、希伯來文、教會歷史

中的改革宗神學）、問卷及口試。 

歡迎報考改革宗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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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宗出版社網路書房 

www.crtsbook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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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秋學季課程表（T94 09/21~05/15）         ※註冊日 2020 年 8 月 17 日（一） 

Time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上午 
（碩士科） 

加拉太書 
呂沛淵牧師 
9:00-11:20 

Zoom 

舊約導論【核】 
王俊豪牧師 
9:00-10:45 

Zoom 
─ 

西敏信條二【核】 

呂沛淵牧師 
11:00-12:45 

愛德華茲神學 
麥安迪牧師 
8:30-10:50 

Zoom 
─ 

師生禮拜 
11:00-12:30 

舊約導論【核】 
王俊豪牧師 
9:00-10:455 

Zoom 
─ 

西敏信條二【核】 

呂沛淵牧師 
11:00-12:45 

希臘文一 
成仁牧師 
9:00-12:30 

Zoom 

下午 
（碩士科） 

心理學理論批判 
葉提多牧師 

【輔導必修】 
1:00-4:30 

Zoom 

教牧學二 
楊敦興牧師 

2:00-4:20 
Zoom 

以賽亞書 
王俊豪牧師 

1:30-3:50 
Zoom 

希伯來文二 
王俊豪牧師 

1:30-3:50 
Zoom 

 

晚上 
（學士科） 

智慧書 
陳宗吉牧師 

7:00-9:50 

神論和啟示論 
李鎮熙牧師 

7:00-9:50 

基督教在華史二 
郭明璋牧師 

7:00-9:50 

 職場事奉 
Ken McAlpin 老師 

7:00-9:50 

校外延伸課程【樹林地區】未定／牧師（每周四晚上 7:00—9:30） 

課程簡介 報名選課資訊請上： www.crts.edu ／或洽： 02-2718-1110  

研究所（碩士科）課程 

加拉太書 
呂沛淵牧師 

「加拉太書」是保羅書信中早期著作，是對救恩福音的精簡扼要又全面的論述。本課程是逐章逐節查考加拉太書，詳述

純正福音真理與敬虔生活的應用，闡明全書主題「唯獨因信基督稱義」。本課程在導論中，簡介改教家路德與加爾文的

加拉太書註釋，也針對現代與後現代的註釋書（包括保羅新觀）提出回應。然而課程的主要目的不是評析各家註釋，乃

是直接仔細研讀聖經加拉太書，以主基督為中心的聖約查經法，從救贖歷史的架構，解明此書的精義。加拉太書的十字

架信息，是今日教會需要不斷聆聽的暮鼓晨鐘，是信徒靈命起死回生的良藥。 

心理學理論批判 
【輔導必修】 
葉提多牧師 

我們將學習到所謂的「符合聖經的科學家」所應當的樣子：他們相信神的話語，並為了使萬物榮耀神且向祂獻上感謝，

實際研究神所創造且護理維持的世界的人們。 

我們將思想神的屬性，並以西敏信條和十誡作為評估心理學理論的標準，並結合葉牧師所發展的模型─「基督公義國度

的 14 個 R」（由基督律法所統治的公義君王國度）。我們使用這種垂直整合的模型，來批判基督教橫向整合主義者，

因為他們使用來自聖經和科學兩種「真理」來源的錯誤模型來回應各種心理學模型。 

課程比較非基督徒的模式（混和的前提，一些觀察的研究和以往能被接受認可的模式），有關人類思想、行為和生理／

大腦過程和遺傳的起源（社會學，心理學，生物精神病學，遺傳學）當中，什麼是「正常」的，什麼是「不正常」的。

課程中要求學生大量閱讀，並且有小考的閱讀內容，兩份針對一個非基督徒的模式和一個融合基督信仰的評論研究報

告。本課程為三學分，為聖經輔導學科必修。 

舊約導論 
【核心】 

王俊豪牧師 

本課程主要探討現代舊約研究的歷史，舊約文本與正典形成的問題，舊約的本質與史學的 詮釋，舊約解經方法論，聖

經神學的範疇，遠古近東考古學和文獻的使用，與新約引用舊約 的問題等等。透過本課程，學生可以建立一個以基督

為中心，以福音為導向，和以正統聖經 神學為架構的舊約觀。 

西敏信條二 
【核心】 

呂沛淵牧師 

西敏信條第 10-33 章（基督論、救恩論、教會論、末世論） 

「基督論」：基督的位格與工作；「救恩論」：與主聯合，救恩實施的次序；恩召，重生，悔 改與相信，稱義，得兒

女的名分，成為聖潔，恆忍，得榮耀；「教會論」、「聖禮論」、「末世 論」：教會的本質、標誌、體制、事工；洗

禮聖餐的神學意義與施行；個人末世論與總體末 世論。 

核心價值/ 
改革宗神學院董事會全體、教務委員會與行政委員會所認可之核心價值 

一、我們宣稱新舊約聖經是神無誤的話語，信守西敏準則與海德堡要理問答。 

二、我們以歷史上正統的改革宗傳統為神學的界限。 

三、依據長老會的精神，所有重大議題皆需由委員會共同決定。 

使命宣言/ 
培育牧師和其他基督教領袖，擔任三一神的使者。 

 

2020 夏季密集課 *new 
 

【新約】《約翰壹書》─碩／學／現場／網路 

授課老師：吳道宗牧師 

時間： 5/26（二）～ 6/5（五）週間上午 

【舊約】《以斯拉記》─碩／學／網路 DVD 

授課老師： Rev. Andrew Silman 

時間： 5/25（一）起自行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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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學二 
楊敦興牧師 

神在教會中興起教牧是為要牧養神的羊群及建立合主心意的教會。改革宗（或歸正宗）教會所強調教會當有三個標誌是

(1) 真心傳揚神的聖道，(2) 正確施行聖禮，及(3) 忠實治理教會。這三樣正是本課程所要探討的主要題目─敬拜及相關議

題，聖禮及教會的紀律。願藉這課程幫預備學生作更好藉著回歸聖經來牧養。 

本課程目標是要：(1) 藉聖經及教會歷史探討教牧的基礎與內涵；(2) 從聖經具體探討教會的敬拜的重要性；(3) 研究改

革宗的崇拜程序要素及原則；(4) 藉親自參與不同主日崇拜學習及分析這些敬拜的原則；(5) 探討聖樂對敬拜的角色及

現代詩歌對教會的影響；(5) 學習如何預備及安排各式的崇拜程序（如主日崇拜、聖禮、喪禮及婚禮等）；(6) 藉著聖經

及個案學習教會的紀律。 

愛德華茲神學 
麥安迪牧師 

本課程將詳細討論愛德華滋的《屬靈情感》。屬靈情感這主題乃是討論基督徒會有什麼記號或特徵。愛德華滋根據一百

五十年來清教徒的討論，首先列出不能辨別真基督徒的十二個虛假記號，然後再列出真基督徒的十二個合乎聖經的記號。

愛氏的這本書堪稱無價之寶，對於明白基督的教導、輔導基督徒、選擇教會領袖並對於牧者的屬靈生活實有裨益。 

以賽亞書 
王俊豪牧師 

以賽亞書含有豐富的神學真理，有「舊約的羅馬書」之稱。神透過先知以賽亞，不但揭露了以色列人的悖逆與罪惡，也

宣告了神對祂子民的救贖大恩， 當中隱藏了許多對耶穌基督的預言和預表。 本課程主要探討以賽亞書的歷史背景、 結

構、及神學信息，特別是從聖經神學的架構和神的救贖恩典來解讀其中的信息。 

希伯來文二 
王俊豪牧師 

課程宗旨：透過學習聖經希伯來文基本字形和文法，幫助學生閱讀希伯來文聖經，以致更加瞭解神在舊約的啓示。 

課程目標：（1）認識聖經希伯來文基本文法和詞彙 （2）懂得朗讀希伯來文單字和句子 （3）懂得閱讀簡短的希伯來文

經文。 

希臘文一 
成仁牧師 

本課程共有 14 堂課，開學前密集 2 堂，秋季開學後 12 堂，涵蓋課本（第 1 課到第 12 課），採用系統歸納法教學，將

複雜的希臘文文法用精簡的公式表達，幫助學生在一個 學季就能熟悉動詞的變化，裝備學生順利進入希臘文（二）的分

詞學習，更爲閱讀新約希臘文聖經奠下根基。藉著句法五行分析的操練，學生可以透過希臘文的知識，增強對解經和釋

經的認識和瞭解，也可順利進入新約經文鑒別學的研究。 

職場事奉 
【碩士／學士】 

Ken McAplin 

關於職場事奉，許多教會的領袖沒能適當地教導，在講道中也很少提到基督徒跟工作這方面相關的議題。本課程將裝備

教會領袖和信徒如何在教會以外的工作場所，以聖經為根基，藉著與復活的基督聯 合來完成創造--文化使命。我們會研

讀到基督徒生活的每一個層面都是用來服事神、服事人，以及管 理世界。我們會研讀這些根基如何連結學術上的主題以

及公開職場的實務性。在課堂上也會涵蓋其他 主題，包括：職業性騷擾、倫理、道德的良善、商場的誘惑等等。外請講

員將分享他們的親身經驗，如何應用基督徒的美德，在職場上做見證。 

大學部（學士科）及校外延伸課程 

智慧書 
陳宗吉牧師 

舊約智慧書以神救贖子民聖約的世界觀為前提來教導智慧。智慧是從敬畏耶和華上帝開始，進而與神有親密同行的關係。

這智慧也指引我們，在人生的路上如何面對生活中各層面的課題，但最終的目標則是引導我們對渴望永生的提問。智慧

書幫助人認識福音，領受救恩，信靠真神，進入基督裡。在生命中彰顯基督，就是智慧。「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是

本乎神，神又使祂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林前一 30）。聖經的智慧最終指向上帝的榮耀，使祂的兒子

在萬有中居首位。 

神論和啟示論 
李鎮熙牧師 

本課名稱爲神論和啟示論，兩論都屬於系統神學。在此神論論及神學的主體和根源，啓示論代表系統神學的序論，卽神學的

根據。本課核心內容是神藉著記錄的啓示聖經和道成肉身的啓示耶穌拯救世人及榮耀神。本課結構如下：一、神論包含： 1.

神的實有：三一、存在、位格、屬性。2.神的名號：聖名、稱號。3.神的聖工：計劃、創造、攝理、成就。二、啓示論（序

論）包含： 1.槪觀論：槪念、根據、構成。2.認知論：宗敎、理性、信仰、歸正。3.啓示論：主體、目的、方法、內容。4.聖

經論：黙示、記錄、集成、權威。 

基督教在華史二 

郭明璋牧師 

本課程延續基督教在華史一，課程範圍從 1920 年代迄廿一世紀的今天約一百年的中國教會史，課程涵蓋兩大部份： 

（一）民國時代之反基督教運動時期之中國教會、建國十年時期之中國教會與本色化教會的興起和發展、抗戰與國共內

戰時期之中國教會。 （二）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教會： 1949 年以前中共與中國教會、中共之宗教政策及發展、三自教會

的歷史和現況、大陸的家庭教會的立歷史和現況。這個部份是本課程的核心。 

◇ 學期開課前，所有課程的課程簡介、要求、閱讀書籍等將會陸續完成。請各位同學耐心等候。謝謝！ 

改革宗神學院奉獻專戶  

                                                                       戶名：財團法人改革宗神學宣教會／郵政劃撥帳號： 50145002 台北富邦西松分行帳號： 530-102-815-180 

 

“Justification in Paul” 

保 羅 稱 義 觀  
5/21-22 Thursday & Friday 8-11pm lectures 

5/25-29 Monday-Friday, 8-11pm lectures 

Dr. Guy Waters 
華特斯 博士  
美國改革宗神學院傑克遜分

校新約教授 

※本課程將全程  網路 /英文上課。 

※立即報名： ht t p s : / / p r t s i n a s i a . c o 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