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親愛的諸位牧長、同工： 

 

在復活節期向您請安，盼望您在新的一年裡工作與生活都充實、愉快，也祈求

上帝的恩典與智慧時時與您同在！ 

 

這三周來，台灣社會因服貿議題受到太陽花學運的巨大衝擊和挑戰，勇敢的台

灣學生以「捍衛民主」的決心，再次點燃台灣人「認同鄉土」的熱情，許多教會牧

長和神學生也積極投入學運，關懷社會，令人欣慰。但願「對人有愛、對土地有情」

的信念能在台灣鄉土遍地開花！ 

 

繼今年二月中旬邀請蘇格蘭愛丁堡大學教授包史篤來台演講後，很高興在今年

的五月再次邀請到當代歐洲頂尖神學家麥克•維爾科教授(Prof. Dr. Michael Welker)

前來擔任馬偕紀念講座的主講者，主題是《二十一世紀的基督論》。 

 

2004年9月，維爾科教授首度接受台灣神學院邀請前來台灣演講，主講《改革宗

神學：全貌與前景》。他的神學思維豐富深刻，除了有系統地介紹改革宗神學的全貌

和新挑戰外，更帶來過程神學和當代社會學的犀利思考。該講座經過整理已經集結

出版，深獲好評。 

 

維爾科教授是一位不斷重新詮釋改革宗神學傳統並與當代神學思潮對話的神學

家，他以自身的研究向我們證實：只有能夠繼續受批判性檢驗並向自我改革開放的

傳統才是豐富多產的，而最強有力的傳統就是能活出自身的原則又能與外在文化對

話的傳統。十年後，我們再次邀請他前來介紹「基督論」，這也是他於2013年最新出

版的專書《被啟示的上帝》(God Revealed)的主題。 

 

基督論是基督教神學及教會生活的中心，也是信仰見證的核心。如同潘霍華所

說，今天教會的最大挑戰是如何讓耶穌基督再度成為世界的中心！誠摯地邀請大家

踴躍前來共享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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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   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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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4 月 14 日 



馬偕紀念講座 
台灣神學院教牧研習會 

主 題：二十一世紀的基督論 Christology in the 21th Century 

主 講：維爾科教授 (Prof. Dr. Michael Welker) 

時  間：2014 年 5 月 5～ 7 日（週一至週三 )     地  點：台灣神學院禮拜堂  

 5月 5日(一) 5 月 6 日(二) 5 月 7 日(三) 

8:00～～～～8:30  晨更 晨更 

報到 
(8:30～9:30) 

8:30～～～～10:00 開會禮拜 
(9:30～10:00) 

陳尚仁院長 

第二講 
 

耶穌基督的人性和 

歷史的耶穌 
 

維爾科教授 

第四講 
 

基督的十架及上帝 

如何應對世界的罪 

 

維爾科教授 

10:00～～～～10:30 
回應 

鄧開福教授 
茶點 

茶點 
(10:30~11:00) 

10:30～～～～11:30 

介紹講師 

與講師對話 
(10:00～11:30) 

賴信道教授 

討論 
(11:00~11:30) 

鄧開福教授 

403 教室 

回應與討論 
 

莊信德教授 

11:30～～～～2:00 中餐、休息 中餐、休息(11:30～1:30) 

第五講 
(1:30～3:00) 

 
被高舉的基督和 

聖靈基督論 
 

維爾科教授 

2:00～～～～3:30 

第一講 
 

上帝在耶穌基督裡 

的啟示？ 
 

維爾科教授 

第三講 
 

復活及耶穌基督 

的神性 
 

維爾科教授 

3:30～～～～4:00 茶點 

回應與討論 
(3:00～4:00)  

陳尚仁教授 

閉會禮拜 
(4:00～4:30) 

陳樂仁牧師 4:00～～～～5:00 

回應與討論 
 

石素英教授 

回應與討論 
 

林鴻信教授 

5:00～～～～6:30 晚餐 
期待下次再相會 



維爾科教授簡介 
 

麥克・維爾科教授(Prof. Dr. Michael Welker)是德國海

德堡大學神學院的資深系統神學教授，也是海德堡大學

「國際學術論壇」的主任。他於 1947 年出生於 Erlangen，

後來在西柏林成長，十五歲時再搬到改革宗傳統的大本營

Palatinate 邦。他先後在海德堡大學和杜賓根大學研讀神

學，1973 年在當代神學大師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指導

下完成神學博士學位(D.theol.)，並擔任莫特曼的助理講

師。1977 年在美國數所大學研究懷海德及過程神學，並於

1978 年在海德堡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D.phil.)。1980 年

在杜賓根大學完成系統神學的教授資格論文。 

 

1983-1987 年間，維爾科教授在杜賓根大學神學院擔

任系統神學教授，1987-1991 年間則是在閔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ünster)擔任改革宗神

學的講座教授，這期間並曾在芝加哥大學、加拿大的邁克麥斯特大學等校擔任客座教授。

1991 年起，他成為海德堡大學的系統神學教授，並擔任普林斯頓神學院、普林斯頓神學

研究中心(Center of Theological Inquiry)、哈佛大學神學院、劍橋大學、艾默理大學的客座

教授。1996 年起，他擔任海德堡大學「國際學術論壇」主任，推動無數跨國界、跨學科

的學術對話與研究計畫。 

 

維爾科教授曾受邀在普林斯頓神學院、聖彼得堡、漢城、耶魯大學神學院、芝加哥

大學、北京社會科學院、愛丁堡大學等地主持講座。他也擔任許多學術期刊或系列叢書

的編輯委員，已出版超過五十本的專論書籍以及超過三百篇以上的學術論文。他最新出

版的專書為《被啟示的上帝》(God Revealed)，也正是此次講座的主題「基督論」。 

 

維爾科教授於 1971 年和師母 Ulrike 結婚，育有兩位可愛的雙生女兒 Susanne 和

Christiane。他也是 Palatinate 邦法爾茲福音教會的授職神學家(ordained theologian)。 

 
 

回應講師簡介 
 

陳尚仁教授    台灣神學院倫理學副教授．院長 

賴信道教授    台灣神學院系統神學助理教授．公共神學研究中心 

石素英教授    長榮大學／台南神學院系統神學兼任助理教授 

鄧開福教授    台灣神學院聖經學副教授．教務長 

林鴻信教授    台灣神學院系統神學教授．基研中心主任 

莊信德教授    台灣神學院系統神學兼任助理教授．台中磐頂教會主任牧師 

陳樂仁牧師    馬偕紀念醫院院牧部牧師 



馬偕紀念講座 
主  題：二十一世紀的基督論 Christology in the 21th Century 

主  辦：馬偕紀念醫院、台灣神學院 

日  期：2014 年 5 月 5～7 日（週一至週三） 

地  點：台灣神學院禮拜堂  電話：(02)2882-2370 分機 223 阮姐妹 or 291 何姐妹 

臺北市士林區仰德大道二段 2 巷 20 號  傳真：(02)2881-6940  

資  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及友好教團屬下傳教師、教會長執及對這次主題有興趣 

的會友與朋友 

報名費：新台幣 1800 元(由所屬教會或機構補助)，報名時請同時繳費，以便確定人 

數。住宿費另計住宿費另計住宿費另計住宿費另計！！！！優惠辦法請參照以下報名表優惠辦法請參照以下報名表優惠辦法請參照以下報名表優惠辦法請參照以下報名表！！！！ 

報  名：即日起到 2014 年年年年 4 月月月月 30 日日日日（（（（三三三三））））截止。 

(1) 報名表請郵寄或傳真到台灣神學院教務處。 

(2) 可至『台神網站首頁』線上報名。http://www.taitheo.org.tw/ 

(3) 報名費請郵政劃撥 0001881-4 台灣神學院，並註明『參加講座』。 

(4) 因宿舍不足將優先安排『桃園以南及宜花東區』最先完成報名申請並繳費之學員， 

4 月 28 日起宿舍若還有空位，即接受其他縣市者申請住宿。建議自備盥洗用具。 

�…………�…………�…………�…………�…………�…………�…………�………… 

馬 偕 紀 念 講 座 

報  名  表 

＊＊＊＊為響應環保為響應環保為響應環保為響應環保，，，，請自備熱水杯請自備熱水杯請自備熱水杯請自備熱水杯、、、、湯匙湯匙湯匙湯匙、、、、碗筷碗筷碗筷碗筷！！！！    

姓 名  性別  出生年  

職 別 �牧師  �傳道師  �師母  �長老  �執事  �會友  �學生 

教 會  中 會  

地 址  電 話  

□要（以報名勾選並繳費順序安排床位） 

 校友會館□男性 共 10 床（300元／晚） 

學生宿舍□男性 共 12 床（200元／晚） 

    □女性 共 14 床（200元／晚） 

住住住住□□□□5/45/45/45/4    □□□□5/55/55/55/5    □□□□5/65/65/65/6    □□□□5/75/75/75/7((((務必勾選務必勾選務必勾選務必勾選)))) 

住 宿 

□不要 

繳 費 
�劃撥 �現金 

(報名報名報名報名且且且且先繳費才有優惠先繳費才有優惠先繳費才有優惠先繳費才有優惠) 

□平地牧者等 4月23 日以前報名並繳費八折優惠（1440 元）＋住宿費    

□平地牧者等 4月24～30 日報名並繳費九折優惠（1620 元）＋住宿費 

□平地牧者等 5 月 1 日起報名者為原價 1800元＋住宿費 

□退休牧者  （�住宿者 800＋住宿費 �不住宿者 800 元）   優惠期間只報名未先繳 

□原住民牧者（�住宿者 800＋住宿費 �不住宿者 800 元）   費者，等同未完成，仍 

□旁聽（一天 600 元包括午餐，共____天_______元）         需繳交原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