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內各位牧長和朋友：收信平安！ 
  過去三個月以來，台灣乃至全世界都受到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的衝擊，病毒的威脅廣及於身

體、心靈、社會各層面，除了迫使人面對肉體的脆弱，它更促使人思考「身體」與信仰的交織，因為人

是透過身體去經驗到愛與歸屬，甚至藉此體驗超越的上帝。從舊約中上帝對有形世界和人類的創造，以

及新約中基督耶穌的道成肉身來看，基督教信仰都理當是一個肯定身體性存在的信仰；然而，在兩千年

的基督教發展史中，身體與靈性的關係卻是錯綜複雜，神學家中，有人視身體為經驗上帝的途徑，但也

有人貶斥身體，視其為靈性成長的阻礙。二十世紀下半葉開始，「身體神學」成為神學界積極的關懷，

這也顯示新時代的處境催逼教會必須再思身體的意義與奧秘。 
  有鑑於此，本次台神雙連講座將在 5 月 11～13 日（週一～週三）以《身體神學與整全信仰》作為主

題，由本校的教授團從聖經、系統、歷史、實踐等不同領域探討身體、靈性、與信仰的連結，期待在台

灣處境，與大家一同反省身體的神學意涵與牧養實踐。由於身體神學範圍甚廣，討論將集中於幾個核心

議題： 
(1) 身體與全人的關係為何？該如何面對教會傳統中身體與靈魂之間的張力，並追求整合生命？ 
(2) 身體經驗與「具體化」(embodiment)如何幫助人認識上帝和啟示的奧秘，以及認識人作為「上帝

的形像」？ 
(3) 人類身體的關係性：人類身體不只是封閉的主體，身體與上帝、與群體、與禱告、與福音有深切

的關係，與人類的性別與身分塑造也有密切的關聯； 
(4) 身體的牧養實踐：禮拜中的身體與全人關顧；心靈創傷對身體的影響。 

  針對核心議題，將以不同的神學學科方法來切入： 
  在系統神學方面，將從奧古斯丁、加爾文、巴特等神學大師們如何面對身體與靈魂之間的張力來學習

平衡的藝術；從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身體神學著作來探究身體與上帝創造、啟示、及自由解放的

關係。 
  在舊約神學方面，則會討論如何解釋「上帝的形像」？上帝是否以具體的形像啟示祂自己？以賽亞書

中以「生產母親」描繪上帝的篇章，如何活化我們對上帝和女性經驗的理解？舊約詩篇中豐富的身體與

禱告語言，和以全人向上帝禱告的方式，對人與上帝的關係有何啟發？ 
  在新約神學方面，將以話語權的角度解讀羅馬書中的「肉體」與「身體」語言—這是否只觸及個人內

在生命的爭戰，或者更指涉群體與社會的罪惡結構？哥林多前書中「身體的鍛練」在希臘羅馬的德行和

運動政治的氛圍中，是否只要人克制己身，或更勸勉人在傳福音時經歷福音轉化全人的動力？ 
  在歷史神學方面，透過回顧二十世紀美國曾流行的「肌肉的基督教」(muscular Christianity) 等運動，

反省今日基督教對男性角色的設定與男性在教會面臨的身分危機。 
  在實踐神學方面，將探討「醫治禮拜」的禮儀如何作為牧養關顧，為個人、群體在心靈與身體上的傷

帶來復原；也將從靈性諮商的角度，從童年逆境普查報告出發，討論心靈受創對心靈與全人的影響，以

及教牧的因應。 
  每一位主講與回應的老師皆學有專精，精彩可期。最後，我們也邀集老師與牧者們共同座談「身體神

學在信仰和牧養上的實踐」，進行跨學科、跨教牧處境的對談，希望為今日台灣教會面對身體的諸多議

題，提出更有整合性與建設性的回應。邀請大家一起來參與、學習、對話，共同探索身體在上帝創造中

的心意，追求在新時代中的教牧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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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連講座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教牧研習會 

主題：《身體神學與整全信仰》 

時  間：2020 年 5 月 11～13 日 (週一至週三 )  地  點：台灣神學研究學院禮拜堂  

5 月 11 日(一) 5 月 12 日(二) 5 月 13 日(三) 

9:30～10:00 
報到 

8:30～10:30 
身體紀律與主體塑造：從哥林多

前書九章看傳福音 
發表人：吳孟翰教授 

回應人：張志偉(Isa Walis)教授 
「肉體」與「身體」：羅馬書 
的軀體語言之社會意義 
發表人：孫寶玲教授 
回應人：邱啟榮教授 

8:30～10:30 
詩篇中的身體形像初探 
發表人：徐萬麟教授 
回應人：阮凱文教授 

如果《心靈的傷，身體會記住》，
牧者如何因應?─從創傷研究 

反思牧養與福音 
發表人：錢玉芬教授 
回應人：黃麗慧教授 

10:00～10:30 
主題引言 

鄭仰恩教授 

10:30～10:50 

茶點 

10:30～10:50 

茶點 

10:40～12:00 
身體與靈魂的雙人舞： 
神學大師們的平衡藝術 
發表人：林鴻信教授 
回應人：譚國才教授 

10:50～12:10 
身體作為啟示─探討教宗若望 
保祿二世身體神學及其影響 

發表人：邱凱莉教授 
回應人：周學信教授 

(活動中心) 

10:50～12:10 
「身體神學在信仰和牧養上 

的實踐」座談會 
主持人：林鴻信教授 
與談人：蔡慈倫教授、 

雙連蔡政道牧師、永光潘純冕牧師 
馬偕醫院院牧部鄭頌苑牧師 

東埔教會蘇畢娜．那凱蘇蘭牧師 

12:00～13:30 
中餐、休息 

12:10～13:30 

中餐、休息 

12:10 

中餐 

13:30～14:50 
上帝的形象與上帝的身體 
發表人：曾宗盛教授 
回應人：胡維華教授 

13:30～14:50 
從「肌肉」基督教到「有毒的」
陽剛：身體神學與男性問題 

發表人：蔡約拿(Jonathan Seitz)教授 
回應人：陳寬義教授 

期待下次再相會 
14:50～15:10 

茶點 

14:50～15:10 

茶點 

15:10～16:30 
生產與孕育的上帝：以賽亞書中

的母親隱喻與上帝形像 
發表人：賴弘專教授 
回應人：林彩雲教授 

15:10～16:30 
身體與禮拜： 

禮拜作為一種牧養關顧 
發表人：蔡慈倫教授 
回應人：林汶娟教授 

 



講師簡介 

鄭仰恩 台灣神學院歷史神學教授 

林鴻信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系統神學教授 

曾宗盛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舊約助理教授 

賴弘專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舊約助理教授 

吳孟翰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新約助理教授 

孫寶玲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新約教授 

邱凱莉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宗教與社會助理教授 

蔡約拿(Jonathan Seitz)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宗教/宣教學副教授 

蔡慈倫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實踐神學副教授‧校長 

徐萬麟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舊約助理教授 

錢玉芬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靈性諮商教授‧靈性諮商組主任 

回應講師簡介 
譚國才 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系統神學副教授‧副校長 
胡維華 中華福音神學院舊約副教授 
林彩雲 台灣正道福音神學院舊約副教授‧教務長 
張志偉(Isa Walis)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新約助理教授 
邱啟榮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新約助理教授‧教務長 
周學信 中華福音神學院教會歷史與神學教授‧教務長 
陳寬義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歷史神學助理教授 
林汶娟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教會音樂兼任助理教授‧企劃/公關主任 
阮凱文 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舊約助理教授 

黃麗慧 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教牧諮商輔導助理教授 

與談牧者簡介 
蔡政道 雙連長老教會主任牧師 

鄭頌苑 馬偕醫院院牧部主任 

潘純冕 永光長老教會牧師 

蘇畢娜．那凱蘇蘭 東埔長老教會牧師 

 



優惠期間只報名未先繳費

者，等同未完成，仍需繳

交原價。 

報名截止日 5 月 7 日。 

雙連講座 
主 題：《身體神學與整全信仰》 

主 辦：雙連長老教會、台灣神學研究學院 

日 期：2020 年 5 月 11～13 日(週一至週三) 

報名費：新台幣 1200 元，報名時請同時繳費，以便確定人數。優惠辦法請參照以下報名

表！  所有完成報名的現場或直播參與者皆贈送講座完整內容的書籍，預計十月

出書後寄發，請務必提供 ”地址 ”。 

報  名：(1)報名表請郵寄或傳真到台灣神學研究學院教務處。Fax:02-28816940 

(2)可至『台灣神學研究學院網站首頁』線上報名。http://www.tgst.edu.tw/ 

(3)報名費請郵政劃撥帳號:50346523 戶名:台神學校財團法人台灣神學研究學

院，並註明『參加講座』。 

(4)因疫情關係，本次講座不提供住宿及現場報名。欲住宿者可洽衛理福音園，

電話：02-28614221，說明「台神牧者」享有優惠。 

(5)若需上課證明者需至現場參與（限額 70 名，提供講義及三天午餐）；參與網

路直播者請務必提供 E-MAIL，完成繳費手續才提供直播資訊。 

(6)若因疫情關係無法如期舉辦，將延期舉辦並保留報名費；如需退費請洽教務

處電話:02-28814472#223，退費的匯款手續費需自付。 

………………………………………………………………………………………………………… 

雙  連 講 座 
報  名  表 

姓 名  性別  

職 別 牧師  傳道師  師母  長老  執事  會友  學生 

教 會  長老教會
所屬中會  

地 址 
(必填)  電 話  

E-mail  繳 費 劃撥    現金 

現場參與 

□平地牧者等 5 月1日以前報名並繳費優惠價 1100 元 

□平地牧者等 5 月2~7日 報名者為原價 1200 元 

□退休牧者   800 元 (5 月 7 日前完成報名及繳費) 

□原住民牧者 800 元 (5 月 7 日前完成報名及繳費) 

直播參與 

□直播參與費 800 元 (5 月 7 日前完成報名及繳費)      
＊為響應環保，請自備熱水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