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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革 宗 神 學 院 道 碩 / 碩 士 課 程 
課 程 表  

課 程 資 訊 
課程名稱: 愛德華滋神學 課號: Course code 

學季: T100-2022 fall  課程時段: 每周三上午 8:30-10:50 

學分: 2 溫書假週 (停課):  11/2/2022 

教師: 麥安迪牧師 電郵: 請透過 moodle 或聯絡助教 
 

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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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 碩 / 碩 士 課 程 目 標 
本學院道碩 / 碩士課程共有四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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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 四：實踐神學 
A：培養講道和教導的技能 
B：培養帶領崇拜和治理教會的技能 
C：培養輔導和門徒訓練的技能 

 
課 程 目 的 
To understand Jonathan Edwards’ viewpoint on true and false religious affections.  For students to accurately apply 
this viewpoint to their own spiritual lifes.  

 

課 程 簡 介 
In this course we will discuss Jonathan Edwards’ Religious Affections in detail.  The topic of Religious Affections is 
the marks of a Christian.  Building on 150 years of Puritan discussion, Edwards gives us twelve things that not 
biblical signs of a true Christian followed by 12 biblical signs of a true Christian.  The book is priceless.  It is very 
useful in understanding the teaching of Christ, in counseling Christians, in selecting Church leaders, and in the 
Spiritual life of a Pas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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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目 標 
本課程的目標： 

1.  Accurate understanding Edwards’ religious affections (Supports 本科目標. 一, 二,三 B.) 

2.  Apply this understanding to your own spiritual life (Supports 本科目標一). 

3.  Apply this understanding in ministry to others (Supports 本科目標四). 

4.  Some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of revivals and evangelicalism (Supports 本科目標 三 C.) 

 

課 程 相 關 書 目 
指定閱讀：  

1.  Religious Affections, (Chinese or English version):  

2.  Jonathan Edwards, A Life, George Marsden (Chinese or English):  

3.  大衛‧布萊納傳:  

 
參考書籍或講義/文章： 

4.  The works of Edwards – Yale on Line, or 2 volume Banner of Truth edition 

 

課 程 作 業 與 要 求    
1.  課堂參與:  

(1)  上課（每週 32 小時） 

(2)  討論參與（只小 5 次） 週回應老師、同學所發的帖子。 

2.  閱讀要求（Reading requirements） :  
All 3 required books in their entirety  
備註：共 550 頁。 

3.  Edwards’ Journal:  
Spend 30 minutes a day, 5 days a week reading Edwards; and keep a journal – at least 1 page a day of your 
insights and things to remember.  
此作業截止日為  End of Term，以及必需上載到 Moodle 系統裡正確的位置上。 

4.  Final Exam:  
Final exam on the contents of the Religious Affection, as well as other material taught and read in the course.  
此作業截止日為  12/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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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小時  0 % 

2. 閱讀（550 頁）+ Edwards’ Journal 35 小時  30 % 

3. Forum Contributions 3 小時  10 % 

4. Final Exam 10 小時  60 % 

總共：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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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readings in 選集 are optional 

Date Topic 影片和研讀要求 

1. 9/21 Biography of Edwards Biography of Edwards, Volume 1, 

2. 9/28 History of Edwards times  Biography of Edwards, Volume 2 

3. 10/5 愛德華滋之宗教情操,第一部  愛德華滋之宗教情操,第一部 

選集 72-107, The Excellency of Christ (1735) 

4. 10/12 愛德華滋之宗教情操,第二部  愛德華滋之宗教情操,第二部 

選集 108-22, Sinners in the Hand of an angry God (1741) 

5. 10/19 愛德華滋之宗教情操,第二部  愛德華滋之宗教情操,第二部 

大衛‧布萊納傳 

6. 10/26 愛德華滋之宗教情操,第三部,1 段,  愛德華滋之宗教情操,第三部,1 段, 

選集 53-71, A divine and supernatural light (1734) 

7. 11/9 愛德華滋之宗教情操,第三部,2 至 4 段  愛德華滋之宗教情操,第三部,2 至 4 段 
選集 149-164 - Peace Christ gives to true believers (1750) 

8. 11/16 愛德華滋之宗教情操,第三部,5 至 6 段  愛德華滋之宗教情操,第三部,5 至 6 段 

9. 11/23 愛德華滋之宗教情操,第三部,7 至 11
段  

愛德華滋之宗教情操,第三部,7 至 11 段 

10. 11/30 愛德華滋之宗教情操,第三部,12 段  愛德華滋之宗教情操,第三部,12 段 

11. 12/7 Freedom of the Will and the End for 
which God created the world  

選集 108-147, Freedom of the Will  或 選集 259-349, The 
End for which God created the World 

12. 12/14 Final Ex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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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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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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 / 延伸閱讀或資源（參考書） 
(一)  Primary Sources 

1.  Religious Affections, (Chinese or English version):  

2.  大衛‧布萊納傳:  

3.  Selected Works of Jonathan Edwards (Chinese out of print.) 

4.  The works of Jonathan Edwards, 2 volume Banner of Truth edition or Yale on-line edition. 

(二)  Secondary Sources 

1.  Jonathan Edwards, A Life, George Marsden (Chinese or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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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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ong Edwards’ Religious Affection is one of the great classics in 

Christian Spirituality. 

目標 二：思辨能力 (提升閱讀、

寫作和思辨能力)  
Minimal  

 
三 A：培養解經的能力和正確的

聖經知識 
Minimal  

三 B：正確的理解基督教神學與

改革宗信條 
Minimal  

三 C：概括的認識教會歷史與西

方思想 
Moderate We will introduce the history of Evangelicalism and Revivals 

in the US, England and elsewhere 

四 A：培養講道和教導的技能 Moderate 
A solid knowledge of Edwards will help the students 
understand human nature and the real needs of Christians in the 
church and pews. 

四 B：培養帶領崇拜和治理教會

的技能 
Moderate 

A solid knowledge of Edwards will help the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danger of ministerial hypocrisy, the need to be 
humble, and the need for peace in leadership. 

四 C：培養輔導和門徒訓練的技

能 
Moderate Edwards is a good place to begin with middle level discipleship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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