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內各位牧長與朋友們收信平安! 

 

在這大齋節期的春天向您請安，願上帝的恩典與您同在，祝福您的服事、工作與生活。去年

台灣社會經歷政權轉移，各界期盼整個社會可以邁向改變與提升，尤其轉型正義能夠在各階

層中順利進行。然而，各種因素導致改革的步調不盡一致，有些稍有進展，另有些則緩慢前

行或陷入膠著。諸如一例一休、黨產處置、婚姻平權、年金改革、司法革新、乃至原住民傳

統領域的設定，來自各界不同聲音相互角力，尋求適當解決方案。整體台灣社會將邁向哪個

方向，有待更多的溝通、對話與努力，上述這些議題將繼續伴隨著我們經過 2017 年。 

 

台灣教會在這大齋節期預備心與主同受苦難與經歷復活的氣氛下，思索著如何在變動的社會

中見證基督信仰，實踐愛上帝與愛人如己的精神。特別是，在今年紀念宗教改革 500 週年，

許多教會與信仰團體藉此機會重新反省宗教改革的貢獻與意義。令人期待的是，本院於今年

5 月 15-17 日(星期一-三)邀請到美國維吉尼亞聯合長老教會神學院(Union Presbyterian 

Seminary)院長及新約教授布萊恩‧布朗特博士(Dr. Brian Blount)來台，擔任本次馬偕紀念

講座主講。布朗特教授是非裔美國聖經學者，深刻認識美國非裔的掙扎歷史與信仰見證，他

對於新約聖經解釋與文化詮釋有獨到研究。此次演講主題是《新約的文化詮釋》(Cultural 

Hermeneutics in the New Testament)，分為五個講題： 

1)找尋真理?空間很重要(Looking for the Truth? Space Matters)，2)存在主義與政治神學:形塑文

化詮釋學(Existentialism and Political Theology: Shaping Cultural Hermeneutics)，3)從非裔美國

人的掙扎來讀聖經(Reading the Bible Through African American Struggle)，4)製造軟弱:以非裔

美國人的透鏡來看啟示錄的羔羊(Wreaking Weakness: The Lamb in the Apocalypse Through an 

African American Lens)，5)文化詮釋學:邁向一個政治神學(Cultural Hermeneutics: Toward a 

Political Theology)。 

 

布朗特教授透過他的演講可以提供台灣教會牧者與聽眾洞見與啟發，更認識如何在處境中做

聖經詮釋，並應用在教會牧養與信仰的實況中。本次講座內容十分精彩，誠摯地邀請牧長同

工和朋友們踴躍前來共享盛宴，一起來學習、討論與運用。我們特別讓講座報名參加者享有

優惠價，盼望我們的反省與實踐能造福台灣教會與社會，促成深化的更新與改革。  

 

耑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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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紀念講座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教牧研習會 

主題：《新約的文化詮釋》(Cultural Hermeneutics in the NT) 

主講：布萊恩‧布朗特教授 (Dr. Brian Blount)  

時  間： 2017 年 5 月 15～ 17 日 (週一至週三 ) 地  點：台灣神學研究學院禮拜堂  

 5月 15日(一) 5月 16日(二) 5月 17日(三) 

8:00～8:30  晨更 晨更 

8:30～10:00 

報到 
(8:30～9:30) 

第二講 

存在主義與政治神學: 

形塑文化詮釋學 

布朗特教授 

第四講 

以非裔美國人透鏡 

來看啟示錄的羔羊 

布朗特教授 

開會禮拜 
(9:30～10:00) 

陳尚仁院長 

10:00～10:30 

介紹講師 

與講師對話 
(10:00～11:30) 

賴弘專教授 

茶點 茶點 

10:30～11:30 

回應與討論 
(活動中心) 

吳孟翰教授 

回應與討論 

邱淑嬪教授 

11:30～14:00 中餐、休息 
中餐、休息 
(11:30～13:30) 

14:00～15:30 

第一講 
 

找尋真理?空間很重要 
 

布朗特教授 

第三講 

從非裔美國人的掙扎 

來讀聖經 

布朗特教授  

第五講 
(13:30～15:00) 

文化詮釋學: 

邁向一個政治神學 

布朗特教授  

回應與討論 
(15:00～16:00)  

曾昌發教授 
15:30～16:00 茶點 

16:00～17:00 
回應與討論 

林鴻信教授 

回應與討論 
 

邱凱莉教授 

閉會禮拜 
(16:00～16:30) 

潘美惠牧師 

期待下次再相會 
17:00～18:30 晚餐 



講師簡介 

布萊恩‧布朗特博士(Dr. Brian Blount)是美國維吉尼亞州聯合

長老教會神學院(Union Presbyterian Seminary)院長及新約教授。

在 2007 年接任該校院長工作以前，他在紐澤西州普林斯頓神學

擔任新約教授，教學十五年。 

 

布朗特博士於1978年大學畢業後進入普林斯頓神學院，1981完成

道學碩士學習與畢業，並於1982-1988年間在卡福(Carver)紀念長

老教會牧會服事。後來他進入艾墨瑞大學進修聖經博士班課程，

於1992年完成新約博士學位。同年進入普林斯頓神學教授新約。

2016年，他被選為聖經文學學會副主席，預計於2018年接任主席工作。 

 

布朗特教授主要研究馬可福音、啟示錄和文化研究及詮釋學。他出版六本著作，主題包括文化詮釋

新約，以非裔美國人觀點詮釋馬可福音、新約倫理、啟示錄、與傳講復活。2010 年他的啟示錄註

釋書獲選為牧者學會最佳註釋書。此外，他也參與編輯講道學和禮拜學的書籍，還有聖經研讀本及

聖經辭典。尤其在非裔美國新約註釋書(True To Our Native Land: An African American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擔任主編。 

 

他演講經驗豐富，2011年在耶魯神學院擔任講座主講。除發表眾多論文外，也在許多教會講道、教

導教會成人主日學。他和莎倫(Sharon)女士結婚，育有兩位子女約書亞和凱林。 

 

代表著作: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Reorienting New Testament Criticism (Fortress, 1995).  

Go Preach! Mark’s Kingdom Message and the Black Church Today (Orbis, 1998).   

Then The Whisper Put on Flesh: New Testament Ethics in an African American Context (Abingdon 

2001).  

Can I Get A Witness? Reading Revelation Through an African American Lens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5).   

Revelation. A Commentary in the New Testament Library Series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9). 

Invasion of the Dead. Preaching Resurrection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14). 

 

本地主持與回應講師簡介 

陳尚仁教授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倫理學助理教授‧校長 

賴弘專教授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舊約學助理教授 

林鴻信教授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系統神學教授 

吳孟翰教授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新約學助理教授 

邱凱莉教授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系統神學助理教授 

邱淑嬪教授  玉山神學院新約學助理教授 

曾昌發教授  台南神學院新約學教授 

潘美惠牧師  馬偕紀念醫院院牧部牧師 



優惠期間只報名未先繳

費者，等同未完成，仍

需繳交原價 

馬偕紀念講座 

主  題：《新約的文化詮釋》 

主  講：布萊恩‧布朗特教授 (Dr. Brian Blount) 

主  辦：馬偕紀念醫院、台灣神學研究學院  

日  期： 2017 年 5 月 15～ 17 日 (週一至週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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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辦法請參照以下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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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神研網站首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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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自備盥洗用具。  

…………………………………………………………………………………… 

馬 偕 紀 念 講 座 

報  名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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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 宿 

□要（以繳費順序安排床位） □不要 

  校友會館（500元／晚）□男性 □女性 

學生宿舍（200元／晚）□男性 □女性  

住□5/14□5/15□5/16□5/17(務必勾選) 

繳 費 劃撥 現金 

□平地牧者等 4月28日以前報名並繳費八折優惠（1440元）＋住宿費 

□平地牧者等 4月29～5月 5日報名並繳費九折優惠（1620元）＋住宿費 

□平地牧者等 5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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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牧者（住宿者 800＋住宿費 不住宿者 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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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響應環保，請自備熱水杯、湯匙、碗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