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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革 宗 神 學 院 學 士 課 程 
課 程 表  

課 程 資 訊 
課程名稱: 舊約神學導論 課號: Enter course code 

學季: T98 2022 春學季  課程時段: 週四 19:00-20:30 (2/24-5/19) 

學分: 3 溫書假週 (停課):  4/7/2022 

教師: 胡昌豪 電郵: changhaohu@rectp.org 
 

本院和學士課程宗旨 
本學院旨在奠定華人教會紮實的聖經和神學基礎，並培育新一代具有改革宗信仰的牧師，傳道人和教會領

袖。學士課程目的主力培育學生成為有紮實的學術根基和靈命成熟的基督徒。 
 

學 士 課 程 目 標 
本學院學士課程共有三個目標： 

目標 一：靈命成長 (藉由研究聖經和改革宗信仰建造靈命) 
目標 二：思辨能力 (提升閱讀、寫作和思辨能力) 
目標 三：學識根基 (學習基督教的內容) 

A：培養解經的能力和正確的聖經知識 
B：正確的理解基督教神學與改革宗信條 
C：概括的認識教會歷史與西方思想 

 
課 程 目 的 
了解學習舊約的正確方法進路，掌握聖經舊約的基本意義，及舊約中最重要的大主題。 

了解舊約中最大量、最主要的工作角色－－先知，以及篇幅比重最高的先知話語－－預言的正確解讀方

式。 

 

課 程 簡 介 
本課程為 IIIM（第三千禧年）神學教育資源中心「舊約的國度、聖約和正典」、「他賜給我們先知」合併

影片課程，同學將透過課程影片學習到：一、 舊約的重要性和相關性，探討將舊約應用到當代生活的方

法。二、 舊約中關於上帝國度的主題。三、 上帝如何透過建立一系列的盟約來治理他的國度。四、 舊約正

典的主題式分析、歷史性分析，及文字性分析。五、 由基本釋經學、先知的職分、聖約的子民、聖約的動

態、歷史性分析、文體分析、預言的目的、末世的呈現等面相研究舊約先知書的內容與應用。每次課堂將

針對課程影片進行摘要複習，就學生收視課程影片之問題與心得進行討論，並就課程應用交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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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目 標 
本課程的目標： 

1.  預備學生掌握舊約貫穿一致的信息。(Supports 本科目標 三 A) 

2.  結識貫穿聖經預言的作用。 (Supports 本科目標 三 A) 

3.  縱攬聖經舊約預言的文學題材和功能。 (Supports 本科目標 三 A) 

4.  提供合乎聖經的基本工具，來負責任的解釋舊約預言和它在當代的應用。. (Supports 本科目標 三 A) 

5.  複習問題與應用問題討論 (Supports 本科目標 一、二). 

 

課 程 相 關 書 目 
 
參考書籍或講義/文章： 

1.  21 世紀舊約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作者： 狄拉德/朗文 (Raymond B. Dillard/Tremper 
Longman III):  

2.  認識聖經神學／According to Plan--The unfolding revelation of God in the Bible 作者： 高偉勳 (Graeme 
Goldsworthy):  

3.  揭開奧秘--發現舊約中的基督／The Unfolding Mystery: Discovering Christ in The Old Testament 作者： 
克羅尼 (Edmund P. Clowney) 

4.  聖約中的基督／The Christ of the Covenants 作者： 歐帕瑪．羅伯森 

5.  聖經神學：舊約和新約（簡體字）／Biblical Theology: Old and New Testaments 作者： 魏司堅 
(Geerhardus Vos) (Geerhardus Vos) 

 

課 程 作 業 與 要 求   
1.  課堂參與:  

(1)  於每次課堂討論前完成觀看線上課程影片（每週 1.5 小時） 

(2)  參與課堂中之複習與應用討論（每週 1.5 小時） 

2.  課後作業:  
於下堂課上課前，將本堂課程所討論之複習問題及應用問題回答完成（全部答案不得超過兩頁 A4） 
此作業截止日為  下堂課上課前，以及必需上載到 Moodle 系統裡正確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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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比重與估計需用時數  
請把以下圖表複製到 Word 檔案上，在「實際時數」那一欄輸入你所使用的實際時數，並且加起來至少達

72 小時 (三學分課程)，並且在整個課程結束前上載到 Moodle 系統裡正確的位置上。假如時數不夠 72 小

時，你的成績會按著百分比來扣分。因此，在這個課上請務必花上至少 72 小時！ 

方式 估計時數 實際時數 成績 

1. 課堂參與 36 小時  50 % 

2. 複習問題與應用問題作答 36 小時  50 % 

總共： 72 小時  100% 
備註：我們預計同學閱讀速度為每小時 20～40 頁，這取決所讀書籍的難度；我們也預計同學每頁

的寫作會耗一小時（簡單的寫作報告）到三小時左右（期末報告）。  
 

課 程 教 學 計 畫 表 
所有相關的閱讀材料和作業要求都必須在上課之前完成。 

Date Topic 影片和研讀要求 

1. 2/24 舊約的國度、聖約和正典第一課  為什麼要學習舊約？  

2. 3/3 舊約的國度、聖約和正典第二課  上帝的國度 

3. 3/10 舊約的國度、聖約和正典第三課  上帝的聖約 

4. 3/17 舊約的國度、聖約和正典第四課  舊約歷史和正典 

5. 3/24 他賜給我們先知第一課  基本的釋經學角度 

6. 3/31 他賜給我們先知第二課  先知的職分 

7. 4/14 他賜給我們先知第三課  聖約的子民 

8. 4/21 他賜給我們先知第四課 聖約的動態 

9. 4/28 他賜給我們先知第五課 先知書的歷史性分析 

10. 5/5 他賜給我們先知第六課 先知書的文體分析 

11. 5/12 他賜給我們先知第七課 預言的目的 

12. 5/19 他賜給我們先知第八課 末世的呈現 

 

課 程 守 則 
(一)  出席規定 

除合理原因外，每個學生都應準時出席參加他或她註冊的每個課程。學生的出席率若未達標準，將無法獲

得課程的學分。 請參閱神學院的出席規定。 

(二)  評分標準 
教師給每項作業的分數從 100 到 0，或者從 A +到 F。我們將等級 A +到 F 轉換為數值，請看下圖。我們根

據上面給出的數值和百分比計算最終成績（以及對遲交作業或其他事項作出懲罰）。 
 
成績： A+ A A- B+ B B- C+ C C- D+ D D- F 
分數： 97 93 90 87 83 80 77 73 70 67 63 60 0 



 胡昌豪 Last updated: 2022/01/07 

4 

 
所有未被上交的作業的分數會獲得 F 的成績和 0 分。因此，上交只完成了部分的作業，總比什麼都不上交

要好。 

(三)  退課, 延後和遲交 
學生可以在上課的第三週之前退課（需繳納變更費）。 學生可以在課程的第 8 週之前要求不完整（I）。 無
論出於何種原因，老師只能為任何課程提供最多兩週的延期。 除此之外，所有擴展請求都必須到教學會議

上做出決定。 允許的延期僅適用於醫療緊急情況，孩子的出生，家庭死亡或意外的改變生活的困難。 教會

事工的忙碌不是擴展的允許原因。 未能提交要求的作業的學生將根據提交的作業進行評分，並將成績記錄

在成績單上，直到支付學費罰款並完成補習作業為止。 

(四)  關於抄襲 
從法律和道德的角度，侵犯版權和剽竊，都是嚴重的罪行。剽竊他人的作品或論點，成績會被取消， 
課程被評為不合格或被神學院開除。 請參閱神學院的剽竊規定。 
 

其 他 課 程 陳 述 
(一)  學術申訴和解決爭議的方法，請參閱神學院的《學生手冊》。 

(二)  更改本課程的權利。 本課程大綱只是一個教學原則。 這不是一份合同，在合理需要的情況下，教師可以作

出更改。 
 

Objectives rubric 
學士課程目標 

This rubric shows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course to our 課程目標 

Rubric 

 Strong 
 Moderate 
 Minimal 
 None 

Mini-Justification 

A brief rationale as to how this course will meet the objective 

目標 一：藉由研究聖經和改革宗

信仰建造靈命 
Moderate 以改革宗聖經神學脈絡理解舊約，正確詮釋舊約 

目標 二：思辨能力 (提升閱讀、

寫作和思辨能力)  
Moderate 透過理解影片課程、練習摘要、課堂討論促進思辨 

三 A：培養解經的能力和正確的

聖經知識 
Strong 以正確的框架和神學基礎認識舊約內容及詮釋 

三 B：正確的理解基督教神學與

改革宗信條 
Minimal 奠定舊約聖經神學基礎 

三 C：概括的認識教會歷史與西

方思想 
None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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