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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COC 橙縣華人浸信會 412 East Broadway, Anaheim, CA 92805 

"深知所信" 讀書會 "Deepening Your Faith" Reading Club  

April 20-June 15, 2015 
Book 圖書:  “SYSTEMATIC THEOLOGY 系統神學: 聖道論” 

Author 作者:  Wayne Grudem (古德恩博士) 

Time 時間: Every Monday Night 每周一晚 7:30pm - 9:15pm 

 7:30pm-8:15pm    Lecture 教导 

o 8:15pm-8:30pm  Break 休息 

 8:30pm-9:15pm   Group Discussion 分组讨论 

课前: 读书, 反思, 问答. 课中: 出席, 听课, 讨论. 课后: 1-2 页的课程应用 
 

 April 

 20 – Chapter 1.  系統神學簡介 

o Lecture 教导 (1) 簡介: 神学, 系统神学, 圣经论 

 

 27 – Chapter 2.  神的道 

o Lecture 教导 (2) 圣经角度: 圣经与神的关系 

 

 May 

   4 – Chapter 3.  聖經乃正典 

o Lecture 教导 (3) 神学角度: 圣经与三位一体的关系 (A) 

 

 11 – Chapter 4.  聖經的權威性 

o Lecture 教导 (4) 神学角度: 圣经与三位一体的关系 (B) 

 

 18 – Chapter 5.  聖經的無誤性 

o Lecture 教导 (5)  教义角度: 圣经的本质 (A) 

 

 25 – Memorial Day (假日) 

 June 

   1 – Chapter 6.  聖經的清晰性 

o Lecture 教导 (6) 教义角度: 圣经的本质 (B) 

 

   8 – Chapter 7.  聖經的必須性 

o Lecture 教导 (7) 圣经论的应用: 生活与圣经 (A) 

 

 15 – Chapter 8.  聖經的充足性 

o Lecture 教导 (8) 圣经论的应用: 生活与圣经 (B) 

 
Lecture 教导: Timothy Ward, Words of Life: Scripture as the Living and Active Word of God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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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簡介: 神学, 系统神学, 圣经论 (4/20/15) 

 

1．神学 (Theology): A Study of God  “一門關於神的研究或科學” 

 “神學是一門以有條理的陳述基督教信仰教義為宗旨的學科，主要以《聖經》為

基礎，置諸一般文化當中，以當代的語言來敘述，並且與人生的各種課 題相

關。(Millard J. Erickson, Christian Theology《基督教神學》頁 11) 

 非主观的宗教體驗 (宗教学), 乃客观的认识神的自我启示. 

o 瞎子摸象, 满天神佛 或 认识真神, 进入永生 

 神學必須是《聖經》中心的。神學所討論的基督得倚賴《聖經》 的記述。…聖

經是由聖靈親自默示而成書的，它既是上帝啟示（耶穌基督）的記錄，其本身

亦是上帝的啟示，舍此我們無法認 識真實的耶穌基督。（梁家麟, 我對神學的
宣信） 

 “神學 就是如何應用神的話  Theology is the application of God’s Word” (傅蘭姆 

John Frame). 神学就是圣经中的教导事奉; 目的是造就教会. 

o Acts 2:42使徒的教训; 1 Cor 14:6 造就教会的教训;  

o 1 Tim 1:10 敌正道的事; 2:7 学习真道; 4:6, 16 服从的善道, 自己的教训 ; 

6:3-4 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  

o 2 Tim 4:2 各样的教训 ; Titus 1:9 纯正的教训劝化人;  

o 2 Jn 9基督的教训. 

 

2．系统神学: 对任何主题研究整本《聖經》的教導. 將《聖經》的權威性教導應用在不同

的處境裡。 

 整体性，真理的守护者，牧师/传道者朋友 

 系统神学内部的分划： 

1）启示，上帝，三位一体，天命，护理，创造, 人论 

2）救恩论，基督论，赎罪论，圣灵论 

3）教会论，末世论，天使/魔鬼/邪灵 

3．神学分类与关系: 

 

 

 

  历史神学:: 

历史发展与洞见 

 

 

{唯独圣经} 

 

 

4．结论: 每一個基督徒都應對自 己的 「神學」（自己對《聖經》的解釋與應用）有清楚

的認識. 

 每人天天都作神学! 

 例子: 以色列? 同性恋婚姻? 苦难? 

实用神学: 教牧应用{讲道/辅导} 

 

 

系统神学: 教义上的陈述 

圣经神学: 救赎历史的进程 

释经神学: 相关经文的释义/历史的/上下文

的/语法的/ 

 

歸納式的查經法: 

 

應用 

 

 

 

解釋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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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圣经论: 圣经就是神的话/神的道.  圣经的本质.  圣经与上帝的关系. 

 Scripture Reading: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God.” 

o “What the Bible says, God says.” 

 Baptism: “Do you believe the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唯独圣经, 高举圣经 = 崇拜圣经 (偶象)? 21 世纪 法利赛人? 

 新派宣告: 基督徒信基督, 不是信圣经! 

 灵恩派指责: 圣父, 圣子, “圣经”?! 

 后现代崇拜: 挪开讲台; 强调经验感情. 

 目标: 陈述圣经与上帝的关系 (在世界历史中, 神如何使用圣经成就他的旨意.) 

o 忠心耿耿敬拜上帝:  聆听圣经 

o 忠心耿耿跟随基督:  活出圣经 

o 忠心耿耿圣灵行事:  信靠圣经 

 

6.  学习态度：韦恩·格鲁德姆 “系统神学” 

1）带着祷告学习：诗 119：18 

2）带着谦卑学习：彼前 5:5 

3）带着推理学习：‚我们可以自由地运用我们的推理能力去从圣经的任
何经节中得出推论，只要这些推论不是与一些圣经其它经节的明显教

义相抵触” ——  约翰·弗利姆 （威斯敏斯特神学院） 

4）带着他人的帮助学习：林前 12:28 （教师） 

5）学习所有相关经节以明确表达教义 

6）带着欢喜与赞美学习：诗 19:8；119: 14,103；罗 11:33-36 

 

 

撒母耳的正确态度: “耶和华啊！请说⃞仆人敬听 ⃞‛（撒上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