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讀學分之說明
「澳門聖經學院」（下稱「本院」）為澳門特區註冊社團，獲本
地及海內外基督教會認可，專門提供基督教聖經及神學培訓課程，學
術程度受「亞洲神學協會」認證。
因應本地法制需要，2015 年本院於教育暨青年局（下稱 「教青
局」）註冊開辦持續教育機構，訂名為「澳門神學教育中心」（下稱
「中心」），地點與本院相同。
按教青局規定，「中心」課程不算為高等教育課程。但「中心」
部份課程，由於質量達到本院要求之水平，完成這些課程的學員，若
同時完成本院指定的習作及考試等要求，可獲本院學分。
從 2016-17 年秋季起，本院各項課程之授課部份，全部交由「中
心」承辦。並由「中心」按課時劃一收取學費。
修讀本院課程之同學，除於「中心」上課外，另須完成作業及考
試等要求，並於本院繳交除聽課以外的其他費用。

費用
˙旁聽 每學分$500

˙本科程度 每學分$700

˙首次選修學分報名費 $150（一次性）

˙學士後程度 每學分$850
˙逾期報名手續費

$100

凡持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非專業僱員類別）的弟兄姊妹完成課程要求後，
及出席率達 75%或以上，可獲退回 30%學費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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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剔選所修讀的科目及程度

日
間
課
程

 囚不住的活道――使徒行傳
2 學分
 教學法 3 學分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3 學分

 舊約概論一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人論 1 學分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救恩論 1 學分

夜
間
課
程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事奉誰？――出埃及記
2 學分

 哥林多後書
 屬靈分辨

2 學分

2 學分

 神學研究與寫作

 發展心理學導論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2 學分

 研經法 2 學分
 初級希臘文一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2 學分
3 學分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

普 通 話 密 集 課 程 （沒有申請教青局持發資助）
 這是真福音！――加拉太書 1 學分
 不以福音為恥！――羅馬書 2 學分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請填寫以下資料

姓名：（中）＿＿＿＿＿＿＿＿（英／葡）：＿＿＿＿＿＿＿＿＿＿ 性別：＿＿
聯絡電話：（手提）＿＿＿＿＿＿＿ 電郵：＿＿＿＿＿＿＿＿＿＿＿＿＿＿＿＿
曾修讀之神學課程：＿＿＿＿＿＿＿＿＿＿＿＿＿＿＿＿＿＿＿＿＿＿＿＿＿＿
如屬校友請填畢業年份：＿＿＿＿＿＿＿＿＿＿＿
所屬教會：＿＿＿＿＿＿＿＿＿＿＿＿＿＿＿＿＿＿＿＿＿ 信主年份: ＿＿＿＿
教會牧者／長執推薦簽署：＿＿＿＿＿＿＿＿＿＿＿＿＿＿＿＿＿＿＿＿＿＿＿
報名者簽名：＿＿＿＿＿＿＿＿＿＿＿＿＿＿＿＿

日期：＿＿＿＿＿＿＿＿＿

澳門聖經學院可使用本人的個人資料作通訊及接收學院宣傳。 同意 不同意
＊首次報讀學分者報名需同時繳交以下文件：
1）相片一張

2）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3）學歷證明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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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NT230/BBNT530 囚不住的活道 ―― 使徒行傳

2 學分 共 8 堂

使徒行傳接續福音書，闡明教會如何接主耶穌的棒，完成上帝普世性
的大使命。
本科旨在從應用的角度研讀使徒行傳的信息。課程設計根據經文 順
序，以講授為主，輔以討論。完成本科後，學員應能掌握使徒行傳的結構
及中心信息，並對教會的現況有更深的反省，對教會未來的發展亦應有較
明確的方向。
講師：楊懷恩牧師（早年於香港牧會與開荒植堂共十年，之後前往北美進
修，專注聖經研究，1996 年起加入本院參與神學教育事工。）
日期：2019 年 10 月 8 日至 12 月 17 日（週二）
（10 月 22 日、11 月 12 日及 12 月 3 日停課）
時間：上午 9:30–中午 12:00
課程大綱
（一）

接耶穌的棒（徒 1-2 章）

（二）

說別國的話（徒 1-2 章）

（三）

非金也非銀（徒 3-6 章）

（四）

內憂與外患（徒 3-6 章）

（五）

傳福音的執事（徒 7-9 章）

（六）

主揀選的器皿（徒 7-9 章）

（七）

神是不偏待人（徒 10-12 章）

（八）

主與他們同在（徒 10-12 章）

（九）

第二代的教會（徒 13-16 章）

（十）

新一代的同工（徒 13-16 章）

（十一） 城市宣教（徒 17-19 章）
（十二） 帶職宣教（徒 17-19 章）
（十三） 使命與身份（徒 20-26 章）
（十四） 異象與人生（徒 20-26 章）
（十五） 放膽傳上帝的國（徒 27-28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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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NED200/XNED500 教學法

3 學分 共 10 堂

上帝重視教育，自創世以來祂不斷在教導祂的子民生活得更好的方
法。時至今日，上帝藉教會裝備及培育萬民成為基督的門徒，實踐主所託
付的大使命，教導成了教會不可或缺的事工。
本科旨在讓學員從不同的學習與教學的原則和定律中，掌握學習得更
好和教導得有果效的方法，學習編寫教學計劃和聖經教學教案，並在課堂
上實習教學。
講師：林何智惠師母（宗教教育碩士，曾任中學教師、全職家庭主婦、教
會傳道同工。現兼任教會義務傳道，努力在家、在教會踐行基督教
教育。）
劉宗銳博士（教牧學博士，具二十多年牧會經驗。）
日期：2019 年 10 月 9 日至 12 月 18 日（週三）（11 月 13 日停課）
時間：下午 2:00–5:00
課程大綱
（一） 聖經中的教導
（二） 學習與教學的原則和定律
（三） 教師的角色、態度和職責
（四） 認識教學對象
（五） 教會中的教導工作
（六） 教學計劃
（七） 教案編寫
（八） 課室管理
（九） 試驗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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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OT101/BBOT501 舊約概論一

3 學分 共 9 堂

本科藉著研讀舊約聖經由創世記至歷代志上下，認識創造天地的耶和
華、上帝與世界的關係，及上帝與以色列的關係，讓學員反省如何在日常
生活中活出對上帝的敬畏。
講師：馬文蓉老師（神學碩士，主修舊約。）
日期：2019 年 10 月 10 日至 12 月 19 日（週四）（10 月 17 日及 24 日停課）
時間：下午 2:00–5:20
課程大綱
（一） 簡介、創世記（上帝與世界）、出埃及記（讓全地認識耶和華）
（二） 出埃及記（讓全地認識耶和華）、利未記（終生事奉與敬畏）
（三） 利未記（終生事奉與敬畏）、民數記（上帝的軍隊）
（四） 民數記（上帝的軍隊）、申命記（上帝的生命之道）
（五） 申命記（上帝的生命之道）、約書亞記（揀選上帝、揀選生命）
（六） 士師記、路得記、撒母耳記上 8（離棄上帝、民任意而行）
（七） 撒母耳記上 9～撒母耳記下（棄神治揀王治）
（八） 列王紀上下（上帝眼中看為正及惡的領袖）
（九） 歷代志上下（上帝的慈愛永遠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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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GY230A/THGY530A 人論

1 學分 共 4 堂

人論是整個系統神學中之關鍵課程。本科旨在透過主題講述、問答、
討論、閱讀，反思和習作，幫助學員學習、了解和反思神創造人的目的和
意義，人與神的關係，人和罪的問題，從而明白人論如何與其他系統神學
課題得以關連。
講師：劉宗銳博士（自 1995 年起在神學院教授系統神學。他強調神學是為
了讚美神 [theology is for doxology]，和一直關注系統神學之重要
性。他相信每位基督徒都需要對信仰內容有系統性和理性的整理及
認識，從而對所信的神作出真心的讚美和敬拜。 ）
日期：2019 年 10 月 14 日至 11 月 4 日（週一）
時間：晚上 7:30–10:00
課程大綱：
（一） 人算什麼：人與被創造世界的關係
（二） 人的人生意義和目的：人與神的關係
（三） 罪的問題和後果
（四） 如何解決罪的問題和後果：救恩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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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GY230B/THGY530B 救恩論

1 學分 共 4 堂

救恩論是整個系統神學中之關鍵課程。本科旨在透過主題講述、問答、
討論、閱讀，反思和習作，幫助學員學習、了解和反思救恩論之內容，解
釋神拯救世人的方法和行動，和人所要作出的回應，從而明白救恩論如何
與其他系統神學課題得以關連。
講師：劉宗銳博士（自 1995 年起在神學院教授系統神學。他強調神學是為
了讚美神 [theology is for doxology]，和一直關注系統神學之重要
性。他相信每位基督徒都需要對信仰內容有系統性和理性的整理及
認識，從而對所信的神作出真心的讚美和敬拜。 ）
日期：2019 年 11 月 18 日至 12 月 9 日（週一）
時間：晚上 7:30–10:00
課程大綱：
（一） 如何解決罪的問題和後果：救恩論中心
（二） 救恩論與基督論
（三） 耶穌基督是唯一救世主？
（四） 殊途同歸？：宗教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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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OT319/BBOT519 事奉誰？―― 出埃及記

2 學分 共 8 堂

出埃及記記述以色列民藉上帝在埃及所行的奇事脫離法老的奴役而
事奉耶和華。他們由被欺壓的寄居者變為自由的上帝子民，由不信及埋怨
到認識及敬畏全地的主耶和華，由建造法老的積貨城而轉去建造耶和華的
聖殿。
本科旨在藉以色列民的經歷，教導學員學習脫離不義的權力及偶像，
選擇單單事奉耶和華，讓全地認識祂，事奉祂。
講師：馬文蓉老師（神學碩士，主修舊約。）
日期：2019 年 10 月 28 日至 12 月 16 日（週一）
時間：晚上 7:30–10:00
課程大綱
（一） 出埃及背景（創世記）
（二） 為奴的盼望（出 1-4）
（三） 上帝的奇事（出 5-15）
（四） 自由的子民（出 16-18）
（五） 自由地事奉（出 19-24）
（六） 會幕的建造（出 25-31）
（七） 子民的悖逆（出 32-34）
（八） 上帝充滿會幕（出 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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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NT343/BBNT543 哥林多後書

2 學分 共 8 堂

基督徒生活面對各種困難，如何得著安慰？如何在困難中成長？傳道
者為何受苦？他們受苦對本身和對教會有甚麼意義？
本科旨在幫助學員從保羅事奉的遭遇和心路歷程中，探索信徒成長的
屬靈原則，從而思想如何應用在自己和教會處境。
講師：廖卓堅博士（台灣中華福音神學院教牧學博士、客家宣教神學院兼
任教師、澳聖校友，現在澳門華人基督會事奉。）
日期：2019 年 10 月 8 日至 11 月 26 日（週二）
時間：晚上 7:30–10:00
*選修這科的學生，最好先已修讀研經法或新約概論

課程大綱
（一） 林後與哥林多教會
（二） 患難的意義與安慰
（三） 傳道者品格與工作
（四） 慈惠的恩賜與原則
（五） 工人的爭戰與榜樣
（六） 神僕的權柄與得失
（七） 領袖的勇敢與謙和
（八） 教會的紀律與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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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NMN144/XNMN544 屬靈分辨

2 學分 共 8 堂

抉擇是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作委身基督徒生活的核心，不
斷尋求明白神的旨意，跟隨基督而行，以致生命邁向成熟。
本科旨在從福音信仰及靈修神學的進路，並研讀依納爵的經 典著作
《神操》來探討屬靈經驗的分辨，幫助學員如何明白神的帶領和旨意、如
何分辨和作出抉擇。
講師：林國標牧師（阿基狄亞大學道學碩士〔主修教牧輔導〕、建道神學院
教牧學博士候選人〔主修靈修與修靈〕。過去二十多年的事奉有宣教、
信徒培訓、開荒植堂、牧養教會等工作，近年進修靈修神學及靈命塑
造。）
日期：2019 年 10 月 9 日至 12 月 4 日（週三）（11 月 13 日停課）
時間：晚上 7:30–10:00
課程大綱
（一） 導論：屬靈經驗、神的旨意及屬靈分辨
（二） 依納爵的神操及選擇的操練
（三） 分辨神類的規則
（四） 福音信仰的屬靈分辨（一）
（五） 福音信仰的屬靈分辨（二）
（六） 群體的屬靈分辨（一）：電影欣賞
（七） 群體的屬靈分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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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GY100/THGY500 神學研究與寫作

2 學分 共 10 堂

本科是神學研究的入門科，旨在幫助學員認識神學教育的意義、神學
研究的基本範圍、從事神學研究的應有態度和方法，以及掌握撰寫專文的
步驟和技巧等。
講師：鄞穎翹博士（哲學博士。）
日期：2019 年 10 月 9 日至 12 月 18 日（週三）（11 月 13 日停課）
時間：晚上 7:30–9:30
課程大綱
（一） 神學是什麼、神學研究的範圍
（二） 神學教育與讀神學
（三） 如何擬定論文題目
（四） 如何搜集資料
（五） 如何撰寫學期論文
（六） 如何完成功課
（七） 如何撰寫閱讀報告
（八） 如何思考、分析和批判
（九） 如何進行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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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GN101/BBGN501 研經法

2 學分 共 8 堂

本科旨在介紹研讀聖經的不同方法及層次，深化學員對經文的思考，
幫助他們明白如何應用聖經，及對研經採取慎重的態度。盼望學員掌握研
讀聖經的基本技巧後，能提升繼續研讀的興趣。
講師：文麗英牧師（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神學碩士，喜愛研讀聖經並
從中思考信仰。曾教授不同聖經課程，致力培養「忠心能教導別人
的人」。）
日期：2019 年 10 月 10 日至 12 月 5 日（週四）（11 月 14 日停課）
時間：晚上 7:30–10:00
*本科沒有申請教青局持發資助

課程大綱
（一） 課程簡介、聖經研究古今
（二） 聖經研究方法
（三） 聖經研究層次：內在紋理
（四） 聖經研究層次：文本互涉
（五） 聖經研究層次：社會和文化背景
（六） 聖經研究層次：意識形態脈絡
（七） 聖經研究：神學與信仰反省
（八） 總結：聖經研究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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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LG101/BBLG501 初級希臘文一

2 學分 共 9 堂

此科是認識希臘文的第一步，旨在幫助學員認識新約希臘文的基礎文
法、詞彙、句法結構、複雜句子，並實際操練原文讀經，以成為事奉中查
經和講道的有利工具，明白新約經文和使用相關的解經參考書，並掌握聖
經的信息。
講師：伍惠蘭老師（本院特約講師，香港恩福聖經學院講師。喜歡研讀聖經
敘事文。）
日期：2019 年 10 月 4 日至 11 月 29 日（週五）
時間：晚上 7:30–9:45
*本科不設旁聽

課程大綱
（一） 字母、發音、標點、詞類、希臘文名詞、冠詞、主語與謂語、名詞
八則
（二） 第二格變式陽性、陰性名詞；第一格變式陽性、陰性名詞
（三） 第二格變式中性名詞；第一、第二格變式的基本規則
（四） 介詞；Eimi
（五） 形容詞
（六） 第三格變式名詞；第三格變式形容詞
（七） 第一、二、三人稱代名詞；相互代名詞；反身代名詞
（八） 指示代名詞
（九） 關係代名詞；不定代名詞；疑問代名詞；從屬形容詞

14

GNLS183 發展心理學導論

3 學分 共 10 堂

兒童、青少年、成人及長者各有不同的認知和學習能力。
本科旨在瞭解人一生的發展和各種有關人生發展的理論，並認識人 生
各階段所出現的轉變、問題及危機，好讓學員向教會不同年齡層的人士 ，
能提供更適切其年齡層的需要、幫助和教導。
講師：譚章碧玲師母（教牧輔導碩士，專業輔導碩士。曾任中華基督教會
志道堂任職宣教師、澳門中國信徒佈道會心理輔導員，及香港差傳
事工聯會特約宣教士輔導員。）
日期：2019 年 10 月 4 日至 12 月 13 日（週五）（11 月 15 日停課）
時間：晚上 7:30–10:30
*本科只設本科程度

課程大綱
（一） 發展心理學的研究內容、方法和演進
（二） 生理發展
（三） 人格發展
（四） 認知發展
（五） 社會發展
（六） 信仰發展
（七） 各發展階段的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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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通 話 密 集 課 程

BBNT344/BBNT544 這是真福音！―― 加拉太書

1 學分

新約 27 卷書中，最早寫成的就是加拉太書。使徒保羅在這書中強
而有力地駁斥「假的福音」，確立「因信基督稱義」的基督教神學，並
指向「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自由人生。
本科旨在幫助學員逐步理解加拉太書中保羅的論述，把握基督教信
仰的核心。
講師：楊懷恩牧師（早年於香港牧會與開荒植堂共十年，之後前往北美
進修，專注聖經研究，1996 年起加入本院參與神學教育事工。）
日期及時間：
2019 年 11 月 11 日（週一）上午 10:30–下午 12:30 及下午 2:00–6:00
11 月 12 日（週二）上午 8:30–下午 12:30
*本科沒有申請教青局持發資助

BBNT341/BBNT541 不以福音為恥！―― 羅馬書

2 學分

如果保羅書信只能讀一卷，就要讀羅馬書。本書條理分明，闡述基
督教救恩論十分清楚有力。
本科旨在引導學員掌握羅馬書的結構及中心信息，從而更充分理解
救恩要義，更積極踐行基督信仰。
講師：楊懷恩牧師（早年於香港牧會與開荒植堂共十年，之後前往北美
進修，專注聖經研究，1996 年起加入本院參與神學教育事工。）
日期及時間：
2019 年 11 月 12 日（週二）下午 2:00–4:00
11 月 13 日至 15 日（週三至週五）上午 8:30–下午 12:30 及
下午 2:00–4:00
*本科沒有申請教青局持發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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