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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科目名稱：上帝、創造與終末 

科目英文名稱：God, Creation and Eschatology 

科目系別：神學科 

科目編號：2023T1-2110C 

講 師：李成章老師,Th.M.,Th.D./Ph.D. Candidate 

授課語言：粵語 

科目學分：三個學分 

教學模式：時空無間教學模式

上課日期：二零二三年一月九日至三月卅一日 

上課時間：每週自行到網上收看課堂錄影，儘可能在星期一收看，以便參與每週討論。

課程簡介：神學始自神和祂的自我啟示。基督教有別于其他宗教信仰在乎上帝是三位一體的神。人不能直接

認識神首三一；但因這三一神以愛和自由創造人類和宇宙,我們可以轉折從受造世界揣測神的屬

性。更因這三一神的第二位格'道'藉'聖靈’(第三位格)成肉身，使不可見的父神(第一位格)成為可見

可聞，我們可以直接認識這位在耶穌裡的三一神；從而回溯祂藉聖子和聖靈創造的原本旨意，並

前瞻其終局命運(人在基督裡與三一神無間的相愛共融)，並從創造到終局之間的歷史進程之意義。

本科為探討基督教教義的神學科課程。 

課程內容： 

1. 導論：基督教信仰，啟示與神學

2. 認識上帝的進路：(1)屬性、名稱, (2)聖經的見証 - 三一神論

3. 三位一體的真神：由‘外顯/經世三一’ 到 ‘內契/內在三一’

4. 三一神論的奠基: 發展歷史，問題和課題

5. 創造論：聖經啟示的創造原意；神為什麼創造?

6. 創造論：前設及涵義；創造與救贖之相互關係

7. 終末論：聖經論終末；永恆上帝的國度進入人類歴史，和歷史的意義；終局：天堂與地獄

8. 主再來的進程：千禧年、大災難與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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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果: 完成本課程後, 學員能夠取得以下四方面的成果 

  知識方面: 

1. 基督教信仰之有別於眾多宗教、哲理系統, 在其全備性、豐富性和整合性, 全繋乎其獨特的三一神觀

2. 三一神、創造的原意、終末臻境三教義之涵義, 三者間的有機性及其相互關係

3. 糾正神觀 – 由古典(哲學)的本體內在屬性, 轉到聖經、神學的本體內在關係; 先聖經, 後理性

4. 神創造世界和人類的原意和設計

5. 終末是為了救贖, 邁向復原創造的心意 - 終末盼望

  屬靈方面: 

1. 位格關係的神(Tri-unity)渴望在與人有深切親密的愛之關係中營造其獨特真我, 並以這真我來愛人, 貢獻世

界。這是做神學的動力、目的和方法, 即做神學不是從純客觀地從聖經 ‘抽取’一些抽象的屬靈、道徳原

則來自我塑造

2. 位格關係的人觀: 先神、後人、大地再次的人生藍圖

實踐方面: 

1. 學習如何做 ‘神學反省’ – 從釋經到聖經神學到神學性全面整合, 不掉進神學知識 ‘部門化

(compartmentalization)’的陷阱

2. 研經、反省、遵行實踐一體化 – 三者之間互動, 才能導至全人成長

硏究方面

1. 為上帝、創造(及歷史)、終末等教義指出一些大路, 正確硏究方向

2. 學習發掘歷史神學(如: 釋經上、神學上、實踐上)的寶藏

☆《教科書》及《參考書本》須知：

1. 購置本科需用之《教科書》及/或《參考書本》之責任由學員自行負責，故學員必須在開課前預備妥；

2. 《課程大綱》在每季度開課前數月已在本院網頁中刊載，學員需早日準備妥所需用的書籍；

3. 若在開課後學員仍未能尋得《教科書》及/或《參考書本》而對作業或課業有所影響時，學員需自行承

擔責任。

課本：

學士班學員 

1. 古德恩(WayneGrudem)著，張麟至譯，《系統神學》(SystematicTheology)。台北: 更新傳道會, 2011。

(第 9 至 16 章,第 54 至 57 章)

購書網址：ｗｗｗ.ｈｋｂｏｏｋｃｉｔｙ.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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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唐佑之著,《三一論》。香港:真理基金會有限公司, 2007。(pp. 1-165)

購書網址：ｗｗｗ.ｈｋｂｏｏｋｃｉｔｙ.ｃｏｍ

3. 唐崇榮著, 《上帝的道與歴史的動向》。台北:中福,2002。(pp. 39-70)
購書網址：ｗｗｗ.ｈｋｂｏｏｋｃｉｔｙ.ｃｏｍ

4. 陳俊偉著, 《國度神學:再思基督教的天堂觀》。台北:校園,2010。(第 11 至 13 章)
購書網址：ｗｗｗ.ｈｋｂｏｏｋｃｉｔｙ.ｃｏｍ

碩士班學員 

1. 古德恩(Wayne Grudem)著, 張麟至譯,《系統神學》(Systematic Theology)。台北:更新傳道會,2011。(第

9 至 16 章, 第 54 至 57 章)
購書網址：ｗｗｗ.ｈｋｂｏｏｋｃｉｔｙ.ｃｏｍ

2. 唐崇榮著 ,《三一神論》。台北:中福, 2003 (pp. 1-148)

購書網址：ｗｗｗ.ｈｋｂｏｏｋｃｉｔｙ.ｃｏｍ

3. 卡維里(Vali-Matti Karkkainan)著, 陳永財、蔡錦圖譯, 《上帝論:全球導覽》(The Doctrine of God: a

Global Introduction)。台北: 基道書楼,2007。(第 9 至 17 章;第 19,20,21, 24 章)
購書網址：ｗｗｗ.ｈｋｂｏｏｋｃｉｔｙ.ｃｏｍ

3. 陳俊偉著, 《國度神學:再思基督教的天堂觀》。台北:校園,2010。(第 11 至 13 章)
購書網址：ｗｗｗ.ｈｋｂｏｏｋｃｉｔｙ.ｃｏｍ

4. 潘寧博(Wolfhart Pananenberg)著, 鄧紹光譯,《天國近了: 神學與神的國》(Theology and the Kingdom of

God)。在《潘能伯格早期著作選集》, 林子淳編選。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 2011。

ISBN：9789628911738

購書網址：ｗｗｗ.ｈｋｂｏｏｋｃｉｔｙ.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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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課要求：

學士班學員 

1. 課程文章(25%)：    繳交日期：2023 年 1 月 28 日

細味思想英國基督教協會的‘被遺忘的三一;’楊牧谷的‘創造論的日蝕與信仰架空[上下];’及唐崇榮的 

‘基督與歷史’三篇文章(將在本科網頁裡提供),寫下內中涵意與生活應用。共約 2500 字。

2. 閱讀心得(20%)：         繳交日期：2023 年 2月 4日；2 月 25日；3 月 11 日學

員必須在上完了第 1-4 課(古德恩, 第 9 至 14 章; 唐佑之 pp. 1-165), 5-6 課 (古德恩, 第 15-16 章; 唐崇榮, 

pp. 39-70), 7-8 課(古德恩, 第 54-57 章; 陳俊偉, 第 11-13 章)之后,各寫有關讀物的心得與反省一篇(共三

篇)。每篇約 700 字。

3. 研究專文(35%)：    繳交日期：2023 年 3 月 31 日

學員必須在八堂課結束後的四週內繳交, 約 3000-3500 字。請在「一些専文題目建議」中挑選。書寫

格式必須按照本院出版的《研究專文及論文守則》。

4. 每週討論(20%)：

學員必須每週參與至少兩次討論。回應老師或同學，否則本科將被評為「未完成」(Incomplete)。請

注意：

每週討論是屬於課業的一部分，學員必須參與！若因為生病或其他突發事件而不能在某一週內參與

討論，必須即時在「本科問題及資訊」通知老師，否則該週當曠課論，並且失去討論的分數！

學員每週必須參與至少兩次的討論，按本院遞交亞洲神學協會的文件上申明，每一個三個學分的科

目需要花費 20 小時在每週討論的項目上。因此，將其平均分配在八週內，每週花在這項功課的時間

約為 2.5 小時。此外，這項目的評分基準是根據回應次數、討論內容和討論篇幅。敬請留意！

碩士班學員

1. 聽課啟發與反省(7%)： 繳交日期：2023 年 2 月 11日; 3 月 11 日

學員必須在聽完第 1-4, 5-8 課之后, 各寫一篇(共二篇)。每篇約 600 字。

2. 課程文章(18%)：    繳交日期：2023 年 1 月 28日

細味思想英國基督教協會的‘被遺忘的三一;’ 楊牧谷的‘創造論的日蝕與信仰架空[上下];’及唐崇榮的 

‘基督與歷史’三篇文章(將在本科網頁裡提供),寫下內中涵意與生活應用。共約 2100 字。

3. 閱讀書評(20%)：    繳交日期：2023 年 2 月 4日；2 月 25日；3 月 11日

學員必須在上完第 1-4 課(古德恩, 第 9 至 14 章; 唐崇榮, pp. 1-148), 5-6 課 (卡維里, 第 9 至 17 章;第

19,20,21, 24 章; 古德恩, 第 15-16 章)和 7-8 課(陳俊偉, 第 11-13 章; 潘寧博一書)之后, 各寫有關讀物的書

評一篇(共三篇, 每篇約 1000 字)。書評中须指出作者的立塲、前設,其論述有否涵蓋重要課題、解決

結難、前后不一、其實践指導作用. . .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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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專文(35%)：    繳交日期：2023 年 3 月 31 日

學員必須在八堂課結束後的四週內繳交, 約 4500 字。專文題目請在「一些専文題目建議」 中挑選。

書寫格式必須按照本院出版的《研究專文及論文守則》。

5. 每週討論(20%)：

學員必須每週參與至少兩次討論。回應老師或同學，否則本科將被評為「未完成」(Incomplete)。

請注意： 

每週討論是屬於課業的一部分，學員必須參與！若因為生病或其他突發事件而不能在某一週內參與

討論，必須即時在「本科問題及資訊」通知老師，否則該週當曠課論，並且失去討論的分數！ 

學員每週必須參與至少兩次的討論，按本院遞交亞洲神學協會的文件上申明，每一個三個學分的科

目需要花費 20 小時在每週討論的項目上。因此，將其平均分配在八週內，每週花在這項功課的時

間約為 2.5 小時。此外，這項目的評分基準是根據回應次數、討論內容和討論篇幅。敬請留意！ 

在以下建議題目中, 選一題目作専文： 

1. 田立克 (Paul Tillich, 系統神學, 卷一) 洞識人性總是追求著一些東西, 理想... , 賦予完全的、無限的、無

條件的、絕對的關注, 願意為之生為之死, 給予他生存意義和價值.他称那關注為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這種主觀的心態是宗教性的,無論那客觀對象是宗教與否. 因此,無神論者,不知神論者,拜金者,

物質主義者, . ..佛道儒,都有其終極關懷.沒有人沒有宗教信仰.你對這論說有何看法?

2. 很多系統神學著述的上帝論先討論神的屬性 (如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無限...), 讀起來很抽

象, 跟人類生活沒關渉. 你認為這進路論述上帝有何優劣?如有不足之處, 有何補足的進路?

3. 三位一体教义正是基督教信仰在眾多宗教中的獨特性, 你贊同這命題嗎?

4. 三一神論啟示了上帝是一位共融的存有(約壹 4:8,16), 這對跟神和所有人的關係有幫助嗎?  這對神的看

法會怎樣改變你對何為位格, 以及自我實現的理解?

5. 你所属的教會是否有過分強調我們與三位一体中某一位之關係的危險? 哪一位? 什麼方式?有什麼不

良的實際後果?

6. ‘只有當基督徒同等地體認到父的愛，子的恩典，圣灵的團契時, 才在他們對世界的使命中變得勇敢

無畏’ (《被遺忘的三一》) 。這是什麼意思? 真的如此嗎?

7. 神創造宇宙人類的目的何在?

8. 基督教信仰的創造原意的涵意如何界定了人對宇宙萬物的看待?

9. 基督教信仰的創造論應可以怎樣回應進化論？

10. 神創造宇宙萬物, 且稱之 ‘甚好’。為何聖經又教導我們‘不要愛世界’?

11. 現今世代性欲橫流, 婚外情、同居、試婚、同性戀泛濫, 基督教信仰的創造觀論及性與婚姻能給教會、

社會一些啟示性的指引和啟迪嗎?

12. 三一神論對男女二性之社會地位和夫婦關係有什麼啟示性的指引和啟迪 (如: 林前 11:1-12)? 三一神論對

中國傳统的‘男尊女卑’和當今的女權主義有什麼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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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工作是咒詛, 還是祝福? 

14. 基督教信仰的神會参予綠化運動嗎? 為何? 

15. 有一些詩歌鼓勵信徒只須廣傳福音, 無需關心世界; 有一些詩歌鼓勵信徒只須建設公平社會, 因為福音

就是建立天國在人間。聖經的創造覌和救贖覌會怎樣評估兩種看法? 

16.在當今無神論的社會裡，怎様傳達天堂、地獄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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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書目 

 

1. 一般性 

 

麥葛福(Alister E. McGrath) 編, 楊長慧譯, 《基督教神學原典菁華(The Christian Theology Reader)》。 

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1998。 

 

麥葛福(Alister E. McGrath) 著, 王瑞琦, 劉良淑譯,《基督教神學手冊》。台北:校園書房,1998。 

 

麥格夫(Alister E. McGrath)著, 趙崇明譯, 《歷史神學》。香港: 天道書樓有限公司,2002。 

 

麦格拉思编, 苏欲晓等译, 《基督敎文学经典选读》。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S. B. Ferguson, D. F. Wright 主編, J. I. Packer 校訂《當代神學辭典》,中文版主編: 楊牧谷; 

中文版校訂: 陳濟民, 康來昌。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1997。 

 

李錦綸著,《永活上帝生命主:獻給中國的教會神學》。台北:中福出版有限公司,2004。 

------------- ,《道成肉身救贖源:獻給中國的教會神學》。台北:中福出版有限公司,2006。 

楊牧谷[等]著.壞鬼神學. 香港:更新資源, 2000. 

 
2. 神的存在 

 

阿尔文普兰丁格著;邢滔滔.徐向东. 张国栋译. 《基督敎信念的知识地位 (Warranted Christian Belief)》。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溫偉耀著.《是否真有神的存在?》。香港: 明風出版,2012。 

 

漢斯・昆(Hans Küng)著, 孫向晨譯, 《上帝存在嗎? : 近代以來上帝問題之回答》。香港:道風書社,2003。 

 

蔡仁厚,周聯華,梁燕城合著.《會通與轉化:基督教與新儒家的對話》。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5。 

梁燕城主講《中國古代的上帝觀祭祖,孝道, 燒香.》(DVD video :Chinese) 文化更新協會 Burnaby, B.C., 2008。 

麥格夫著,王毅譯, 《科學與宗教引論》。香港:基道出版社,2006。 

 3. 神論 

唐佑之著,《神性論》。香港:真理基金會有限公司,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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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崇明主編《三一・創造・文化:根頓神學的詮釋 (Trinity, Creation and Culture :an Interpretation of Colin E. 
Gunton's theology) 》。香港:基道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 

 

漢語基督敎文化硏究所編,《現代語境中的三一論》。香港:漢語基督敎文化硏究所,1999。 

 

麥葛福(AlisterE.McGrath)著,潘秋松譯, 《認識三一神論》。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 1994。 

 

莫爾特曼著, 周偉馳譯,《三一與上帝國:論上帝的教義》。香港:道風書社,2007。 

唐崇榮著,《三一神論》。台北:中福,2003。 

袁海生著,《三一神與聖徒群體:如何在三一神的亮光下回應後現代主義對基督教信仰的衝擊及從事牧養工

作》。香港:建道神學院,2004。 

 

Boff, Leonardo. Trinity and Society. Maryknoll,N.Y.: Orbis Books,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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