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伸神學課程 

2020 至 2021 年科目簡介 
 
 

『教會歷史』 
 

講師 : 黃彼得牧師 [美國福樂神學院宣教學碩士，美國三一神學院神學博士，前印尼

東南亞聖道神學院院長，本院創校院長，多間華人神學院客座講

師，著作甚豐] 

 

負責老師 : 余大峰博士 

 

授課語言：國語 

 

課程大綱 : 

第一講：教會的開始，根基和建造 

第二講：教會發展的藍圖：向異教、異族、異文化在全世界的發展 

第三講：非洲與小亞細亞的教會，及教會的異端 

第四講：教會受羅馬政府的逼迫，成為羅馬國教及第一次教義信仰的尼西亞會議 

第五講：神學相對思想的興趣與教宗制度的興起。 

第六講：中世紀歐洲教會的重大運動 

第七講：歐美的宣教運動和神學教育的興起 

第八講：中國教會簡介 

 

課本及參考書目：  

1. 認識基督教初期發展史 第二冊 - 香港金燈台出版社出版 

2. 認識基督教史略 第八冊 - 香港金燈台出版社出版 

3. 歷史的軌跡 - 台北校園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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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基督教會史』 

講師 : 池耀興博士 [美國西敏士神學院神學碩士（主修護教學），中國北京大學哲學

博士（主修中國哲學）] 

 

負責老師 : 余大峰博士  

 

授課語言：粵語 

 

課程大綱 : 

本課程主要探討由使徒時代至中世紀之前（A.D.30-590）的初期基督教會歷史，

藉着探討重要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和神學爭論，以思考其對今天基督教會的深

遠影響、以及華人教會面對當今社會種種挑戰時該有的回應。內容包括：初期

教會異端、教會教制、大公會議、修道主義、東西方教會等。 

 

 

課本及參考書目: 

課本 :吳國傑。《奠基立柱：初期教會縱橫談》。香港：基督出版社。2006。 

參考書 : 

1. Jonathan Hill,  "The New Lion Handbook: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Lion 

Hudson plc, 2007. 

2. 布恒瑞著，郭鳯卓譯，《初早期基督教會簡史》（台北，真道之聲，1985） 

3. 祁伯爾著、李林静芝譯，《歷史的軌跡》（校園，1986），第一章至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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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後書及猶大書』 

講師 : 朱光華牧師 [雪梨摩亞神學院文學碩士, 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道學碩士] 

 

負責老師 : 梁明生牧師  

 

授課語言：粵語 

 

課程大綱 :  

透過研讀彼得前後書及猶大書，了解歷史及文學背境。此外，並探討其中的主

題：基督徒受苦、末世、處理假先知等。 

 

 

課本及參考書目: 

課本 : 路卡斯/葛林（Dick Lucas & Christopher Green）。彼得後書，猶大

書。出版社：校園書房。 

參考書 : 

1. 曾立華。彼得前後書、猶大書—亂世驚情中的持守。出版社：天道。 

2. 艾德蒙（Edmund P. Clowney）。彼得前書。出版社：校園書房。 

3. 張永信，張略。彼得前書。出版社：天道。 

4. 顧韋恩（Wayne Grudem）。彼得前書。出版社：校園書房。 

5. 格林（Wayne Grudem）。彼得後書，猶大書。出版社：校園書房。 

6. 巴克萊（Barclay, W.）,《雅各書、彼得前後書注釋》, 褚永華譯, 香

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1996. 

7. 巴克萊（Barclay, W.）,《約翰書信、猶大書注釋》, 周郁晞譯, 香

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1996. 

8. 馬田、艾理略合著，陸秀雲譯。《雅各、彼得前後、猶大書》。道聲。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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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講師 : 黃彼得牧師 [美國福樂神學院宣教學碩士，美國三一神學院神學博士，前印尼

東南亞聖道神學院院長，本院創校院長，多間華人神學院客座講

師，著作甚豐] 

 

負責老師 : 梁明生牧師  

 

授課語言：國語 

 

課程大綱 : 

(一) 羅馬書導論  

(二) 羅馬書的序言  

(三) 基督寶血大能所要救贖的罪人  

(四) 基督寶血救贖的大能叫信者得稱義  

(五) 基督寶血救贖的真義  

(六) 基督救贖與聖徒靈命上的稱義 (成聖)  

(七) 基督救贖與聖徒在事奉上的稱義 (稱職)  

(八) 基督的救贖與聖徒在社會與教會生活的稱義  

 

 

課本及參考書目:  

課本 : 黃彼得牧師著。《羅馬書簡明釋義》。香港金燈台出版社，2005年。 

參考書 : 

1. 陳終道牧師著。《羅馬書講義》。台北校園出版，1981 年。 

2. 黃彼得牧師著。《羅馬書精義》。香港聖道出版社，1980年。 

3. 賈玉銘牧師著。《羅馬書新講義》。香港晨星書局出版， 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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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研究』 

講師 : 邵晨光博士 [美國三一神學院神學碩士，美國希伯來聯合大學哲學碩士和哲學

博士，現任菲律濱聖經神學院院長兼舊約教授。] 

 

負責老師 : 李君晳博士  

 

授課語言：國語 

 

課程簡介 :  

本課程研究詩篇中的信息和主題。注意詩中的背景、文化以及文體。通過本課程

結束時，學生應表現以下三方面的增長: 

1. 認知上：了解詩篇中最主要的內容。 

2. 情感上：喜愛閱讀詩篇與主更親近。 

3. 行為上：應用詩篇的信念在生活中。 

 

課本及參考書目: 

課本 : 卜洛克。《詩篇概論》。加洲：美國麥種傳道會，2010。 

參考書 : 

1. 柯德納著。《詩篇(上下冊)》。台灣：校園書房出版社，1995。 

2. 朗文。《心靈的迴響‧詩篇的信息與閱讀方法》。香港：天道出版社，1997。 

3. 歐爾頓。《詩篇研經導讀》。香港：天道出版社，1998。 

4. 楊牧谷。《從哀傷到歡呼-詩篇與人生》。香港：更新資源(香港)有限公司，1999。 

5. 康培．摩根。《默想詩篇》。新澤西：更新傳道會 2000。 

6. 陳興蘭。《詩篇默想式生命讀經（上下冊）》。香港：天道書樓，2012。 

7. 陳錦友。《當以嘴親子--從詩篇結構看其信息》。香港：天道書樓，2009。 

8. 威爾克。《詩篇：神子民的禱告（上下冊）》。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2010。 

9. 克萊斯著。《論詩篇》。香港：基道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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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先知書』 

 
講師 : 黃彼得牧師 [美國福樂神學院宣教學碩士，美國三一神學院神學博士，前印尼

東南亞聖道神學院院長，本院創校院長，多間華人神學院客座講

師，著作甚豐] 

 

負責老師 : 李君晳博士  

 

授課語言：國語 

 

課程內容 : 

介紹各先知書的歷史背景，身份，蒙召，信息，以及百姓對先知信息的回應。先

知忠於傳信息的使命，是神眾僕人一生當學習的功課。 

 
課本及參考書目: 

課本 : 黃彼得牧師編著：《小先知書講義》。印尼東南亞聖道神學院出版，2010年。 

(電子版於 NOVA網上下載) 

參考書 :  盧玉音。《小先知書》。香港：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文字部，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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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導論』 

講師 : 田宏恩牧師 [悉尼大學哲學博士候選人，中華福音神學院神學碩士、道學碩

士，本院系統神學及教會歷史專任教師。]   
 

負責老師 : 余大峰博士  

 
授課語言：國語 

 
課程目標： 

1. 明白系統神學的必要性、重要性與任務，概覽重要的神學主題，諸如：啟示

論、三一神論、基督論、人論、罪論、救恩論、教會論、末世論，以及聖靈論

等課題的主要內容。 

2. 瞭解並解釋上述這些神學主題之間的關係。 

3. 明白不同描述與認識神的方式，如何影響基督徒的信仰生活。 

4. 應用所學的知識，轉化個人和教會群體的信仰生活。 

 

課本及參考書目: 

課本： 

1. 艾利克森。《基督教神學導論》。第二版。上海：上海人民，2012。 

2. 麥葛福。《基督教神學手冊》。劉良淑、王瑞琦譯。台北：校園，1988。 

指定參考書： 

1. 米爾恩。《認識基督教教義》。二版。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1992。 

2. 麥奎利。《基督教神學原理》。何光滬譯。香港：漢語，1998。 

3. 葛倫斯。《團契神學：連結基督的信仰與生活》。廖和美、鄧元尉譯。台

北：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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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教學』 
 

講師：池耀興博士  [美國西敏士神學院神學碩士（主修護教學），中國北京大學哲學

博士（主修中國哲學）] 

 

負責老師 : 梁明生牧師  

 

授課語言：國語 

 

課程目的 :  

透過此課程，讓學員更明白《基督教護教學》的重要性，以及介紹一奠基聖經原

則的護教方法。並協助學員進行某一課題的護教工作。 
 

 

課本及參考書目: 

課本： 

1. 傅瑞姆。《衛道學概論：以神為本、榮耀神的衛道學》。廖和美譯。台

北：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2003。 

2. 陳慶真。《世界觀的交鋒》。台北：校園書房，2002。 

參考書 :  

1. 周功和。《基督教科學觀》。第四版。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1996。 

2. 林志成編。《宗教比較》。香港：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文字部，2016。 

3. 威爾斯。《進化論的聖像：課本教的錯在哪裏？》。錢錕、唐理明譯。台北：

校園書房，2002。 

（威爾斯。《進化論的聖像：科學還是神話？》。錢錕、唐理明譯。北京：

中國文聯，2006。） 

4. 亞歷山大。《重建範型：21世紀科學與信仰》。錢寧譯。上海：上海人民，2014。 

5. 莫理遜。《墓石懸謎：復活的千古反思》。第三版。楊信成譯。香港：基

道，2014。 

6. 賈思樂、布魯克。《當代護教手冊》。楊長慧譯。台北：校園書房，1994。 

7. 韓特、麥克馬宏。《偏差的誘惑》。朱錦華、朱柬、李經寰譯。台北：中

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