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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系統神學大眾系統神學大眾系統神學大眾系統神學
「系統神學」總給人遙不可及、高不可攀，

甚至當做死的知識；甚至當做死的知識；

我們希望這個課可以大眾化 ─
比較平易近人 活潑 有生命的意思

王瑞珍老師

比較平易近人、活潑，有生命的意思

上過這個課以後，

對神的道有更全備的認識
王瑞珍老師

對神的道有更全備的認識

更加體會到神的道是活潑的、有功效的

對我 命 對教會 產 很 祝福對我們的生命、對教會，產生很大的祝福

課程介紹 ─ 分三個學期，每學期廿單元、總共六十單元…課程介紹 分 個學期 學 單 十單

第一學期：啟示論、神論、人論

第二學期：罪論、基督論、救恩論第 學期 罪論 基督論 救恩論

第三學期：聖靈論、教會論、末世論

教科書
華神出版社沈介山華神出版社沈介山

就是要「大眾化」

用很流暢的中文寫的用很流暢的中文寫的，

慢慢讀都可以了解

基督教改革宗出版社 任以撒基督教改革宗出版社 任以撒

用不多的文字，把最多的聖經真理

做有系統的整理 表達做有系統的整理、表達

教科書
十七世紀英國清教徒傑作十七世紀英國清教徒傑作

Puritan 就是要做 Purify 潔淨

做教會淨化的工作做教會淨化的工作

副產品就是小要理問答

基督教改革宗出版社

小要理問答的主日學教材

簡短的讓我們認識聖經的重點



第一學期參考書

《聖經 — 時代的見證》香港讀經會

和啟示論有關，特別是聖經的權威和啟示論有關 特別是聖經的權威

《聖經真的沒有錯嗎？聖經底本無誤論的再思》《聖經真的沒有錯嗎 聖 底本無 論的再 》

中華福音神學院 2013

《系統神學》http://www.amazon.com/

根據目錄主題配合每次上課主題來閱讀

《唐崇榮牧師神學講座叢書》

啟示與真理、三一神論、神的形象、

從人類談自由、民主、人權、法治

三學期的課程，以全本聖經為根據、講十個主題…

一、啟示論

正統的系統神學是根據聖經的啟示，正統的系統神學是根據聖經的啟示

做有系統的歸納

這是神的啟示、聖經是出於聖靈的默示這是神的啟示 聖經是出於聖靈的默示

需要根據聖經來了解系統神學

二 神論二、神論

有些系統神學先講神論、再講啟示論，

也是對的 因為 切都是從神出來的也是對的，因為一切都是從神出來的

但是怎麼認識神呢？還是根據聖經…

三、人論

神是一切受造之物的來源，講完神論，神是 切受造之物的來源 講完神論

再講受造當中最高等級、最像上帝的…

四、罪論：人被造沒多久就墮落了，

神就安排耶穌基督的救贖神就安排耶穌基督的救贖…

五、基督論：有人說整本聖經都是在講基督論，

只是不要太過度的把每個字句，都勉強跟基督產生關連

每一頁都有跟基督有關的真理，應該是沒有錯的每 頁都有跟基督有關的真理 應該是沒有錯的

六、救恩論：跟我們最有關係的就是基督的救贖…

七、聖靈論：基督的救恩是藉著聖靈的感動成就在我們身上

八、成聖論：從某個角度也是在救恩的過程當中…八 成聖論 從某個角度也是在救恩的過程當中…

九、教會論：得救之後，上帝喜歡我們一起敬拜、

服事、追求，信了以後必然要加入教會

十、末世論：末世是今生今世、這個世界、十 末世論 末 是今 今 這 界

時代的結束，末世之後還有新天新地…

研究方法 ─ 一、系統神學又稱「基督教神學」

主題式的，都是聖經一再強調的經文歸納出來，

進一步根據聖經再做有系統、更周全的討論

全面性的，不是以偏概全、斷章取義

關連性的，不是分散的道理，神的道是很有系統…關連性的 不 散 道 神 道 有

摘要性的，摘要式把重點拿出來討論、整理

5 基督 2 神

1.啟示

5.基督

6.救恩

2.神

3.人
8.成聖

10.末世

7.聖靈 4.罪
9.教會



二、以全本聖經做主要的根據

很多異端也說根據聖經，

實際上常常是斷章取義、以偏概全，實 常常 斷章 義

用個人的體會、私意解經、曲解聖經

不是隨便抓一節來講，就是根據聖經，不是隨便抓 節來講，就是根據聖經，

一個弟兄隨便把聖經打開，想要得到啟示…
「猶大就出去吊死了 ，是不是上帝叫他去自殺呢？「猶大就出去吊死了」，是不是上帝叫他去自殺呢？

根據聖經三個重要的準則 ─
1.根據聖經明顯的教導 (Clear)
2.根據聖經充份的教導 (Sufficient)，根據聖經充份的教導 ( )

新舊約不只一次，太重要了，

一而再、再而三的強調而再 再而三的強調

3. 一貫的教導 (Consistent)，和諧的

舉個例子，耶穌基督末期聖徒教會 ─ 美國的異端，摩門教，

林前十五29a 不然，那些為死人受洗的…

他們為死人施洗，也說是根據聖經…

林前十 那 為 受洗

由活著的人代替死人來受洗，

讓死去的親人也可以得救讓死去的親人也可以得救。

這樣的教義、做法，違背剛剛提到三個原則…
1. 明顯的教導 ─ 保羅並沒有明白的告訴我們

這是什麼意思，這一句話是不夠明確的

2. 充份的教導 ─ 在聖經裡面不但不明顯、

而且是不充份的，沒有其他相關經文屢次的見證

3. 不一貫 ─ 如果死後還有得救，也不需要辛苦傳福音了，

聖經其他的地方都告訴我們要把握生前

根據聖經就是根據明顯的、充份的、一貫的教導為準則。

研究方法 ─ 

三、參考教會歷史裡，

經過千錘百鍊、經過考驗的正統神學

四、比較法，

跟錯誤做比較，來了解正確的是什麼跟錯誤做比較，來了解正確的是什麼

五、以講述跟閱讀做主要的學習方式

其實這不是最好的方式，

問題是很難把大家集合成小組，慢慢的研討

希望神的靈保守，不成為我個人的獨白，

乃是神的靈貫乎眾人之間，

讓我們有屬靈的交流

也都有安排每週要閱讀的教科書，也都有安排每週要閱讀的教科書

大家盡量去閱讀，也會很有幫助

課程目的 ─ 
一、認識聖經旨趣：聖經有一百萬字，

希望可以對聖經的主旨很有把握、清楚的抓到重點

二、鞏固信仰根基：魔鬼希望基督徒被吞吃、把信仰推倒，

只要我們在神的道有穩固的根基，就可以

對於魔鬼的詭計很敏銳的了解、抵擋

三、防備異端的侵襲：站立的穩，

就不怕異教之風搖動、魔鬼來侵害我們

四、傳揚全備福音：四 傳揚全備福音

福音的核心是很簡單的福音…
福音、神的愛、救恩之道長闊高深，是超過想像的，福音 神的愛 救恩之道長闊高深，是超過想像的，

能夠做有系統、全備的了解，

傳福音時可以隨時用神的道、就是聖靈的寶劍，傳福音時可以隨時用神的道、就是聖靈的寶劍，

抵擋魔鬼的攻擊、解答慕道者許多的疑問



不只有神學知識，也要進入生命上真認識祂…課程目的 ─ 

除了聽人家講的、自己經歷到的，也藉著有系統的學習，

跟神除了知識的增加，也變成生命的交流 ─跟神除了知識的增加，也變成生命的交流

對神屬性、啟示、心意、計畫

可以相當的熟悉，真正成為知己可以相當的熟悉，真正成為知己

不只是知道、在生命上經歷，更敬愛祂，

更願意死心塌地跟隨祂、跟隨到底，更加榮耀祂更願意死心塌地跟隨祂、跟隨到底，更加榮耀祂

其實上帝本身就是完全的榮耀，

我們榮耀祂不是去增添祂的榮耀，

是在我們身上顯出神的榮耀

如果真認識神、了解祂的心意、照祂的心意

學習來改變我們的生命，來活出神的榮耀，學習來 變我 命 來 神 榮耀

就更加可以表現、可以彰顯神的榮耀！

學好系統神學的條件

一、重生得救：這是正統的神學才會講的…
因著耶穌基督的救贖重生得救，會有聖靈內住，

聖靈要引導我們明白、進入一切的真理

二、熟讀聖經：既然是以全本聖經做根據，

如果聖經不熟，聽這個課是會很吃力的…
我們不是在聽人的話，乃是在學習神的道

三、正確解經：聖經越熟，就越容易以經解經，

用相關的經文、解釋比較不明白的經文，用相關的經文 解釋比較不明白的經文

那真的會越來越懂

即使聖經反覆讀很多遍、讀熟了，即使聖經反覆讀很多遍 讀熟了，

還是有很多不懂的地方需要解釋，

正確的解經就變成非常重要正確的解經就變成非常重要

大部份的異端就是曲解聖經而來的

三、正確解經？

1. 謙卑的態度，求聖靈來光照、來教導，開我們的心竅，

明白神超自然、超理性的啟示

2. 以經解經基本上不能亂用，

兒童主日學小朋友問老師說…

那可以這樣亂串！

串珠是用比較明白、明顯的相關經文，

解釋比較不明顯、不明白的經文…

四、好學深思︰加爾文曾說 ─四 好學深思︰加爾文曾說

「要了解神的心意，就要先學習使用神給你的心智。」

頭腦是上帝造的，如果本來不是好學深思的人，頭腦是上帝造的 如果本來不是好學深思的人

求神幫助我們越來越殷勤學習、殷勤思考

更求神的靈引導我們的思考，更求神的靈引導我們的思考，

讓我們都有很豐盛的領受，達到上帝喜悅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