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ECC 系统神论的四课程（一年的课程，基于古德恩的 “系统神学” 一书） 

（一）神论 

1. 神的存在 

2. 神的可知性 

3. 神的性格：不可交通的属性 

4. 神的性格：可交通的属性（一） 

5. 神的性格：可交通的属性（二） 

6. 三一神 

7. 创造 

8. 神的天命 

9. 神迹 

 

（三）圣经与圣灵论 

1. 神的道 

2. 圣经乃正典 

3. 圣经的权威与无误性 

4. 圣经的必须性与充足性 

5. 圣经的清晰性 

6. 圣灵的工作 

7. 圣灵的洗与圣灵的充满 

8. 属灵恩赐：一般性问题 

9. 属灵恩赐：特定的恩赐 

 

（四）救恩论 

1. 普遍恩典 

2. 拣选与弃绝 

3. 福音的呼召与有效重生的呼召 

4. 重生 

5. 归正 

6. 称义 

7. 得着儿子的名分 

8. 成圣 

9. 圣徒的恒忍 

10. 得荣  

（二）人论和基督论 

1. 人的受造 

2. 男性与女性 

3. 人性的本质 

4. 罪 

5. 神与人之间的圣约 

6. 基督的身位 

7. 基督的赎罪 

8. 基督的复活与升天 

9. 基督的职分 

这季度每周的回家作业 

为下面五页中每一个条目找两处经文来支持相关论点。 

每周完成相关主日学的内容。 



人论（基于古德恩的“系统神学”一书） 

第一课：人论序 

第二课：人的受造 

A. Man 是指人类 

B. 人为何受造 

a. 神为自己的荣耀而创造我们 

b. 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C. 人具有神的形像 

a. “神的形像”的意义 

b. 人堕落后：人身上的神的形像被扭曲了，但并没有完全失去 

c. 在基督里的救赎：逐渐更多恢复神的形像 

d. 在基督再来时：完全恢复神的形像 

e. 人像神的五个特别方面 

i. 道德方面 

ii. 属灵方面 

iii. 精神方面 

iv. 关系方面 

v. 身体方面 

f. 人至高的尊贵乃在于具有神的形像 

第三课：男性与女性 

A. 和谐的人间关系 

B. 在人格与重要性上的平等 

C. 在角色与权柄上的差异 

a. 三一神与婚姻中男性为头之观念的关系 

b. 堕落前就有不同的角色 

i. 亚当先受造，然后夏娃才受造 

ii. 夏娃被造为亚当的帮手 

iii. 亚当为夏娃取名字 

iv. 神用 man 称呼全人类，而不是用 woman 

v. 蛇先诱惑夏娃 

vi. 堕落后神先对亚当说话 

vii. 亚当代表了全人类，但夏娃不代表全人类 

viii. 堕落后所受的诅咒扭曲了先前的角色，但并未引进新的角色 

ix. 基督的救赎再次肯定了创造的次序 

c. 以弗所书 5:21-23 及互相顺服的问题 

D. 在婚姻上的应用 

第四课：人性的本质（古德恩：人性二元论） 

A. 人性三元论、人性二元论及人性一元论 

B. 圣经上的资料（人性二元论） 



a. 圣经互换使用“魂“与”灵“二字 

b. 圣经说人死时“灵魂“或”灵“离开了 

c. 圣经用“身体与灵魂“或”身体与灵“来表示人 

d. “灵魂“或”灵“都会犯罪 

e. “灵“所要做的，”魂“也会要做；反之也然 

C. 人性三元论的论点 

a. 帖前 5:23 

b. 来 4:12 

c. 林前 2:14-3:4 

d. 林前 14:14 

e. 个人经验的支持 

f. 人的灵使得人与动物不同 

g. 人重生时灵就活过来了 

D. 对人性三元论的回应 

a. 关于帖前 5:23 

b. 关于来 4:12 

c. 关于林前 2:14-3:4 

d. 关于林前 14:14 

e. 关于个人经验 

f. 关于人与动物不同 

g. 关于人重生时灵是否活过来了 

h. 小结（人性三元论有一些份量，但没有决定性的证据） 

E. 灵魂的存在不需要有身体 

F. 人的灵魂之来源 

第五课：罪 

A. 罪的定义 

B. 罪的起源 

C. 传承的罪之教义 

a. 传承的罪疚：我们因亚当的罪而被算为有罪 

b. 传承的败坏：我们因亚当的罪而有罪性 

i. 在神面前，我们的天性全然缺乏属灵的良善 

ii. 在神面前，我们的行为全然不能做出属灵的良善 

D. 生活中实际的罪 

a. 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是有罪的 

b. 我们的能力是否限制了我们的责任？ 

c. 未犯实际罪行的婴孩是有罪的吗？ 

d. 罪恶有轻重吗？ 

i. 法定的罪疚 

ii. 影响生活和与神关系的罪 

e. 基督徒犯罪会怎么样？ 

i. 在神面前的法定的地位不变 

ii. 但我们与神的交通被破坏了，灵命也受损害 

iii. “未重生之基督徒“的危险 

f. 不得赦免的罪 



E. 罪的惩罚 

第六课：神与人之间的圣约 

A. 工作之约（与犯罪之前的亚当） 

B. 救赎之约（圣父、圣子与圣灵之间的约） 

C. 恩典之约 

a. 恩典之约的基本要素 

i. 约的双方 

ii. 约的条件 

iii. 约的应许 

iv. 约的记号 

b. 恩典之约的不同形式 

基督论（基于古德恩的“系统神学”一书） 

第七课：基督论序 

第八.1 课：基督的身位 

A. 基督的人性 

a. 为童女所生 

b. 有人性中的软弱与限制 

i. 基督有人性的身体 

ii. 基督有人性的心思 

iii. 基督有人性的灵魂与情感 

iv. 接近耶稣的人认为祂是个人 

c. 全然无罪 

d. 耶稣可能犯罪吗？ 

e. 耶稣为什么必须具备完全的人性 

i. 为了代表性之顺服的需要 

ii. 为了代赎的需要 

iii. 为了作神与人之间的中保 

iv. 为了完成神要人类管理受造界那起初的目的 

v. 为了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榜样与模范 

vi. 为了成为我们蒙赎之身体的模样 

vii. 为了以大祭司的身份同情我们 

f. 耶稣将永远具有人性 

B. 基督的神性 

a. 经文直接的宣称 

i. “神”（Theos）一字被用在基督身上 

ii. “主”（Kyrios）一字被用在基督身上 

iii. 其他强烈宣称基督有神性之经文 

b. 基督具有神性的证据 

c. 基督在世时曾否放弃祂某些的属性？ 

d. 小结：基督是完全的神 



e. 道成肉身的教义在今天是“难以理解”吗？ 

f. 为何基督的神性是必要的？ 

C. 道成肉身：神性与人性同在基督的身位里 

a. 三种不正确的基督身位论 

i. 人的身体+神性 

ii. 人性位格+神性位格 

iii. 基督一性论：人性与神性混合成一种新的本质 

b. 争议的解答：主后 451 年的迦克墩定义（Chalcedonian Definition） 

c. 结合论及基督神性与人性的圣经经文 

i. 基督的一个本质做另一个本质不能做的事 

ii. 基督在任何一个本质所做的事，就等于整位基督做的 

iii. 和基督一个本质相关的称谓，也可被用来称呼整位基督 

iv. 简述基督的身位 

v. 神人二性之属性上的“交通” 

vi. 小结：道成肉身是奥秘 

第八.2 课：基督的身位：人说、天使说、耶稣说 

A. 人说耶稣是谁 

B. 天使说耶稣是谁 

C. 耶稣说耶稣是谁 

D. 约翰福音中的七个我是 

第九课：基督的赎罪 

A. 基督赎罪的原因 

B. 基督赎罪的必要性 

C. 基督赎罪的性质 

a. 基督为我们顺服 

b. 基督为我们受苦 

i. 一生受苦 

ii. 十字架上的痛苦 

1. 肉身的痛苦和死亡 

2. 背负罪的痛苦 

3. 被神弃绝的痛苦 

4. 背负神愤怒的痛苦 

iii. 进一步了解基督的死 

1. 父神所施加的惩罚 

2. 并非永远的受苦，却是完全的清偿 

3. 基督之血的意义 

4. 基督的死乃是“代替受罚” 

iv. 新约圣经描述出基督赎罪的四个层面 

1. 牺牲 

2. 挽回 

3. 和好 

4. 赎回 



v. 其他有关基督赎罪的观点（略） 

vi. 基督曾降到阴间吗？（古德恩：否） 

1. “降到阴间”语句的起源 

2. 可能支持基督真的降到阴间的经文 

a. 徒 2:27 

b. 罗 10:6-7 

c. 弗 4:9-10 

d. 彼前 3:18-20 

e. 彼前 4:6 

3. 圣经反对“降到阴间”之说 

4. 小结（似乎是否定的） 

D. 基督赎罪的程度：为全人类还是为那些会得救之人？（略） 

第十课：基督的复活与升天 

A. 基督的复活 

a. 新约圣经的证据 

b. 基督复活的性质 

c. 父神与子神皆参与复活 

d. 基督复活在教义上的重要性 

i. 是我们重生的保证 

ii. 是我们称义的保证 

iii. 是我们将得到完全之复活身体的保证 

e. 基督复活在伦理上的重要性（应用在今生） 

B. 基督的升天 

a. 基督升到了一个地方 

b. 基督升天得着荣耀与尊贵 

c. 基督升天坐在神的右边 

d. 基督升天对我们的生命有教义上的重要性 

i. 预示了我们将来也要升到天上与祂在一起 

ii. 预示我们最终的家乡是在天上与祂同在 

iii. 预示今天、将来我们与基督同享统管宇宙的权柄 

C. 耶稣基督的状态 

a. 基督的降卑：道成肉身、受苦、死亡、埋葬 

b. 基督的高升：复活、升天、坐在神的右边、在权能与权柄中的再来 

第十一课：基督的职分 

A. 基督为先知 

B. 基督为祭司 

a. 基督为罪献上完美的祭物 

b. 基督继续带领我们到神面前 

c. 基督继续为我们祷告 

C. 基督为君王 

D. 我们的先知、祭司与君王之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