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內各位牧長與朋友們收信平安， 

 

在這夏末向您請安，願上帝的恩典與您同在，祝福您的服事、工作與生活。今年(2016)

的台灣社會經歷重大轉變。自從一月 16 日總統和立委選舉以後，多數國人普遍期盼

新政府和國會能為整個台灣社會帶來改革新氣象。而 520 新總統就職以後，至今已

過百日，國人對於新政府的施政表現褒貶不一，有人認為改革不夠積極而感失望；

另有人則害怕失去原有的生活型態，而擔憂改變，改革與保守之間相互激盪與拉扯。

在這氣氛下，得注意的是，「轉型正義」一詞普遍流傳在社會各角落，表達出許多人

的心聲與期盼。國人殷切期待改革、轉變與提升！ 

 

在這期待與失落交織氣氛下，令人期待的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於今年秋天邀請到

享譽國際的德國基督教倫理權威沃夫剛‧胡伯教授(Prof. Dr. Dr. h.c. Wolfgang Huber)

前來神學院主理教牧講座，也在各地舉辦信徒造就會和公開演講。其中在 10 月 24-25

日(星期一-二)，台灣神學院邀請胡伯教授擔任馬偕紀念講座主講。演講主題是《在

全球化世界中的基督教倫理》，分為四個講題：1)為何倫理學?─宗教改革和潘霍華傳

統下的現代神學倫理學，2)人權與全球化─人權是西方觀念或普世原則? 3)轉型正

義，4)全球化世界中的宗教與暴力。 

 

事實上，倫理學、人權、轉型正義、以及宗教與暴力，這些議題不只是基督教倫理

的重要內容，也顯示基督教信仰和這世界/社會對話的契機，在動盪的世界局勢中見

證基督信仰的精華！尤其這些主題和我們當今台灣社會與教會生活密切相關，透過

胡伯教授的演講讓我們的牧長與各方先進可以學習國際友人寶貴的經驗，幫助我們

進一步思考如何幫助本地教會與促進社會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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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 頌 主恩永偕  

台灣神學院 教務處 敬邀  

2016 年 8 月 31 日  

 



馬偕紀念講座 
台灣神學院教牧研習會 

主題：《在全球化世界中的基督教倫理》 

主講：沃夫剛‧胡伯教授(Prof. Dr. Dr. h.c. Wolfgang Huber) 

時  間： 2016 年 10 月 24～ 25 日 (週一至週二 ) 地  點：台灣神學院禮拜堂  

10 月 24 日（一）  

8:30-9:00 報到 

9:00-9:30 開會禮拜 曾宗盛教授 

9:30-11:00  

第 一 講 

為何倫理學?─宗教改革和潘霍

華傳統下的現代神學倫理學

(Why Ethics? Theological Ethics 

for Our Days in the Tradition of 

the Reformation and Dietrich 

Bonhoeffer) 

11:00-11:20  茶點 

11:20-11:50  回應：林鴻信教授  

11:50-12:10  綜合討論 

12:10-14:00 午餐與休息 

14:00-15:30 

第 二 講 

人權與全球化─人權是西方觀念

或普世原則? (Human Rights and 

Globalization- Are Human Rights a 

“Western” Concept or a 

Universalistic Principle?) 

15:30-15:50 茶點 

15:50-16:20 回應：陳尚仁教授  

16:20-17:00 綜合討論 

17:15-  晚餐 
 

10 月 25 日（二）  

8:30-9:00 晨更 

9:00-10:30 

第 三 講 

轉型正義 

(Transformative Justice) 

10:30-10:50 茶點 

10:50-11:20  
回應：花亦芬教授  

(活動中心 ) 

11:20-11:50  
綜合討論  

(活動中心 ) 

11:50-14:00  午餐與休息 

14:00-15:30 

第 四 講 

全球化世界中的宗教與暴力 

(Religion and Violence in a 

Globalized World) 

15:30-15:50 回應：邱凱莉教授  

15:50-16:10 綜合討論 

16:10-16:40 閉會禮拜 彭榮恩牧師 

16:40-  願上帝賜福您 期待下回再會 

 



 

講師簡介 

沃夫剛‧胡伯教授(Prof. Dr. Dr. h.c. Wolfgang Huber)1942 年出生於德國史特拉斯堡的法

律世家，於佛萊堡長大，在海德堡大學、歌庭根大學與杜賓根大學攻讀新教神學學位與

基督教倫理學博士學位，並從 1980 年到 1994 年曾擔任德國馬堡大學與海德堡大學神學

院的「基督教倫理學」與「系統神學」教授。自 1994 年到 2009 年則擔任德國國家福音

教會（EKD）柏林區主教，積極處理兩德統一後的教會制度與轉型問題，並於 2001 年

到 2003 年擔任德國國家倫理諮議會的委員，2010 到 2014 年擔任德意志倫理諮議會代

表。自 2003 年到 2009 年則擔任 EKD 的議長，他在職期間，由於積極參與政策制訂與

政治活動，此時的 EKD 被媒體評論為德國新教教會對德國政治影響力最大的時期。在

2011 年德國總統重選時，他也因此曾經成為德國社會民主黨（SPD）推薦的德國總統候

選人之一。 

 

除了傑出的教會領導與政治成就之外，他的學術成

就也深獲德國神學界肯定，曾獲得柏林洪堡大學、

海德堡大學與南非 Stellenbosch 大學的榮譽教授。

其神學與社會倫理學著作等身，特別著重於基督教

倫理與宗教、教會發展，並曾擔任潘霍華出版協會

的發言人，以及 WCC 的中央委員（1998 到 2001

年）。 

 

由於他在神學界、教會政治界與政治事務的推動與

貢獻，他也獲得德國聯邦政府、邦政府及歐盟等相

關機構的傑出表揚，例如「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國家

貢獻一級勳章」（Großen Verdienstkreuz mit Stern und 

Schulterband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2007

年）、柏林邦政府的貢獻勳章、神學研究類的歐洲 

文化獎等等。 
 

本地回應講師簡介 
 

陳尚仁教授  台灣神學院倫理學副教授．院長 

林鴻信教授  台灣神學院系統神學教授 

花亦芬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邱凱莉教授  台灣神學院系統神學助理教授 

曾宗盛教授  台灣神學院舊約學副教授 

彭榮恩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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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世界中的基督教倫理》 

主  講：沃夫剛‧胡伯教授(Prof. Dr. Dr. h.c. Wolfgang Huber) 

主  辦：馬偕紀念醫院、台灣神學院  

日  期： 2016 年 10 月 24～ 25 日 (週一至週二 ) 

報名費：新台幣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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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教務處。 Fax:02-28816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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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10/24 □10/25 (務必勾選) 

繳 費 劃撥 現金 

□平地牧者等 10月7日以前報名並繳費八折優惠（960元）＋住宿費 

□平地牧者等 10月8～14日報名並繳費九折優惠（1080元）＋住宿費 

□平地牧者等 10月 15 日起報名者為原價 1200元＋住宿費    

□退休牧者  （住宿者 600＋住宿費 不住宿者 600元）   

□原住民牧者（住宿者 600＋住宿費 不住宿者 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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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