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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剔選所修讀的科目及程度        截止報名日期：2020 年 9月 28 日 

本季所有科目均沒有申請教青局持發資助  

日 

間 

課 

程 

 舊約聖經神學          3 學分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神學研究與寫作        2 學分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初級希伯來文一        2 學分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舊約聖經中的歷史、社會、文化   

3 學分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夜

間

課

程 

 澳門基督教異端睇真 D  1 學分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靈修史略與屬靈操練    2 學分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基督教教育概論        3 學分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系統神學一：聖經論    1 學分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系統神學一：神論      1 學分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研經法                2 學分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舊約概論一            3 學分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聖經文化背景          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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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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的希伯來聖經成為了基督教的舊約聖經。這一大本由幾十卷組成

的經書究竟有沒有一個貫徹始終的中心信息？如果有，那是什麼？如何展現

出來？這些都是本科要處理的課題。本科乃進階科目。修讀本科者必須熟悉

舊約聖經內容，並曾於修讀其他舊約聖經科目時，已對如何釋讀舊約聖經有

充份涉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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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6 日至 12 月 15 日（逢星期二）（11 月 10 日停課） 

時間：上午 9:00-中午 12:00 

 

課程大綱：  

1. 舊約神學的基礎 

舊約神學的任務 

舊約神學的方法一：神聖詮釋學 

2.  舊約神學的方法二：敘事神學 

舊約神學的方法三：文學理論與文本互涉 

聖經的核心：舊約神學概覽 

3.  宇宙的恩賜 

亞當的恩賜，新婦的恩賜 

伊甸園的恩賜，挪亞之約的恩賜 

4.  亞伯拉罕之約的恩賜 

揀選與神名的恩賜 

神作為拯救者和戰士的恩賜 

 

 

BBOT310 / BBOT510舊約聖經神學                3學分共 10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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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舊約的恩賜 

禮儀的恩賜 

我是的恩賜：申命記 

6. 土地的恩賜一二：約書亞記；舊約 

土地的恩賜三：新約 

軍事領袖的恩賜：士師記 

7.  真力量的恩賜：撒母耳記上 

大衛的約的恩賜：撒母耳記下 

王權的恩賜 

8.  神塑造歷史之話語的恩賜：列王紀 

神照管的恩賜：歷代志和以斯帖記 

歸回、重建與改革的恩賜：以斯拉—尼希米記 

9.  預言的恩賜一：先知 

預言的恩賜二：先知書 

慈愛（Hesed）的恩賜：路得記 

10. 讚美詩和彌賽亞的恩賜：詩篇 

智慧的恩賜：箴言、約伯記 

智慧的恩賜：傳道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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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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6 日至 12 月 15 日（逢星期二）（11 月 10 日停課） 

時間：早上 10:00-中午 12:00 

 

課程大綱： 

1. 神學是什麼、神學研究的範圍 

2. 神學教育與讀神學 

3. 如何擬定論文題目 

4. 如何搜集資料 

5. 如何撰寫學期論文 

6. 如何完成功課 

7. 如何撰寫閱讀報告 

8. 如何思考、分析和批判 

9. 如何進行實證研究 

 

 

 

 

 

 

 

THGY100 / THGY500 神學研究與寫作             2 學分共 10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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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聖經原文希伯來文，屬古代近東閃族語系，語法詞彙與現代中西語

言全然不同。本科幫助學員從零開始，逐步掌握聖經希伯來文的基本文法要

素，並熟記最常出現的舊約詞彙（vocabulary）。完成全年三季初級希伯來文的

學員，應能在字典等工具幫助下，自行閱讀舊約原文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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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7 日至 12 月 16 日（逢星期三）（11 月 11 日停課） 

時間：上午 10:00-中午 12:00 

*本科不設旁聽 

 

課程大綱：  

1. 希伯來文字母 

2. 希伯來文讀音 

3. 名詞的性與數、名詞加字尾時的變化 

4. 希伯來文字根和類型、弱根音、加字首的名詞 

5. 兩種拼法特別的名詞、不規則的複數 

6. 冠詞、介系詞、連接詞、無動詞子句 

7. 形容詞 

8. 動詞的類型、分詞、Qal 

9. 代名詞、受詞 

10. 指示詞、關係子句、疑問子句、驚嘆句與強調問句 

 

 

 

 

BBLG121 / BBLG521初級希伯來文一               2學分共10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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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明白聖經的信息，應當學習文本背後作者的世界和文本內的世界。本

科會先涉獵文本內外聖經之地的地理背景，然後再研究其文化、歷史、社會

等，讓作者的世界和文本內的世界與現今讀者的世界對話，學習如何將經文

信息應用在當下，並且更深入明白上帝的作為及向人的啟示，並從生活和信

仰方面回應。 

講師：馬文蓉老師（神學碩士，主修舊約。） 

日期：2020 年 10 月 8 日至 12 月 17 日（逢星期四）（11 月 12 日停課） 

時間：上午 9:00-中午 12:00 

 

課程大綱 

1. 地理：交通、氣候、植物、動物 

2. 歷史：以色列史 

3. 文學：古代近東文學 

4. 信仰：一神、中央敬拜、家庭敬拜 

5. 家庭：女性、兒女、承繼 

6. 經濟：農業、節期、音樂 

7. 經濟：奴隸制度、貿易 

8. 社會：國、王、律法 

9. 社會：智慧、爭戰、考試 

 

 

 

 

 

BBGN156 / BBGN556 舊約聖經中的歷史、社會、文化 

3 學分共 10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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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曾說：「那時若有人對你們說：『看哪，基督在這裡』，或說：『基

督在那裡』，你們不要信！」在末世的日子，異端林立，我們怎樣辨識純正的

基督教信仰？本科旨在分辨何謂基督教異端及認識在澳門出現的異端。 

講師：譚逸雄牧師（1991 年於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道學碩士畢業［主修

宣教］，後於香港建道神學院進修，於 2005 年神學碩士畢業［主

修宣教］。1991 年舉家來澳門事奉。20 多年在澳門事奉的日子裡，

其中 15 年在澳門中國信徒佈道會事奉，致力推動宣教及本地佈道

工作。現任下環浸信會主任牧師。） 

日期：2020 年 10 月 5 日至 11 月 9 日（逢星期一）（10 月 26 日停課） 

時間：晚上 8:00-10:00 

 

課程大綱：  

1. 異端的定義 

2. 摩門教 

3. 耶和華見證人 

4. 天主教與基督教的分別 

5. 東方閃電／復臨安息日會 

 

 

 

 

 

 

 

MSSN121 / MSSN521澳門基督教異端睇真 D        1學分共 5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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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幫助學員鳥瞰兩千年基督教靈修歷史中的主要思想、人物和不同

的傳統，藉著研讀歷史的傳統去追求與上帝同行的生命和靈性經驗，並透

過認識和體驗不同的屬靈操練方式來建構一個適合自己生命成長的生活

守則，以達致靈命成長與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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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6 日至 12 月 1 日（逢星期二）（11 月 10 日停課） 

時間：晚上 7:30-10:00 

 

課程大綱： 

1. 靈修學導論、神學進路及屬靈操練的方式 

2. 早期教會及教父時代的靈修 

3. 修道院時代的靈修 

4. 東正教的靈修 

5. 天主教中世紀的靈修 

6. 改革時期天主教的靈修 

7. 改革時期更正教的靈修 

8. 近代的靈修 

 

 

 

 

 

XNMN147 / XNMN547 靈修史略與屬靈操練        2 學分共 8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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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升天以前將大使命交付予我們，要求我們將福音傳至地極，更要

教導信徒遵守主的教訓。因此，無論在家中、教會和學校，推行基督教教育

仍是今日信徒不能推卸的責任。本科旨在讓學員從聖經、神學、教會歷史中

認識基督教教育，了解基督教教育和近代教育的分別，並探討在教會中策劃

教育事工的步驟和方法，好把各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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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敎牧學博士。） 

日期：2020 年 10 月 7 日至 12 月 16 日（逢星期三）（11 月 11 日停課） 

時間：晚上 7:30-10:30 

 

課程大綱：  

1. 基督教教育的定義和聖經基礎 

2. 基督教教育的發展歷史 

3. 基督教教育與近代教育理念 

4. 推行基督教教育的步驟 

5. 基督教教育者的角色和任務 

6. 策劃教會教育事工 

7. 基督教教育的神學基礎 

 

 

 

 

XNED101 / XNED501基督教教育概論              3學分共 10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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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會簡介系統神學（Systematic Theology）中的聖經論，把聖經中神對

人的啟示方式、聖經的可靠性等各個不同主題的真理，有系統地闡明成為一

個理性的理解，並學習回應時代的挑戰。 

講師：林俊牧師（建道神學院神學士、信義宗神學院道學碩士、比利時

魯汶大學文學學士〔哲學〕、文學碩士〔宗教研究〕、文學碩士〔應

用倫理學〕。1992 年被按立爲牧師，也曾任宣道會大澳堂堂主任、

基督教筲箕灣潮人生命堂堂主任、基督教潮人生命堂福音差傳會總

幹事、信義宗神學院世界信義宗聯會中國研究計劃研究秘書、信義

宗神學院差傳及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及專任講師〔實用神學、宣教

學〕、西灣河〔後稱恩典〕生命堂堂主任，現任信義宗神學院特約

講師〔實用神學、宣教學〕）。 

日期：2020 年 10 月 8 日至 10 月 29 日（逢星期四）  

時間：晚上 7:30-10:00（Zoom 網上教學） 

 

課程大綱：  

一、簡介：哲學、神學、系統神學 

二、聖經論 

1. 啟示的必需性 

2. 啟示的方法一：一般啟示 

3. 啟示的方法二：特殊啟示 

4. 聖經的默示 

5. 聖經的可靠性 

   

 

 

THGY210A / THGY510A系統神學一：聖經論       1 學分共 4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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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會簡介系統神學（Systematic Theology）如何系統性地闡明神在聖經

裡所啟示的真理，然後探討系統神學中的神觀，把聖經真理有關神的真理，

例如神的存在、三一神論等，綜合闡析出一個理性的理解，並學習回應時代

的挑戰。 

講師：林俊牧師 

日期：2020 年 11 月 5 日至 12 月 3 日（逢星期四）（11 月 12 日停課）  

時間：晚上 7:30-10:00（Zoom 網上教學） 

 

課程大綱： 

1. 神的存在 

2. 神的本質／屬性 

3. 神的三位一體 

4. 神的工作（創造及護理） 

 

 

 

 

 

 

 

 

 

 

 

 

THGY210B / THGY510B 系統神學一：神論         1 學分共 4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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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紀宗教改革以降，聖經的閱讀權從特定權威群體回到普羅大眾當

中。路德更提出聖經本身的明晰性，意即靠著聖靈的引導，信徒必能讀懂經

文的信息。然而時至今日，當我們閱讀聖經時，一些地方仍然難以理解，坊

間甚至出現不少經文解釋的謬誤，究竟如何是好？似乎我們迫切需要一些研

經原則以助我們理解聖經和分辨聖靈的聲音。本科著重講授研讀聖經的基本

原則，一方面為學員繼續修讀聖經科建立基礎；另一方面亦能應用在自己讀

經、靈修、帶領查經小組、預備講道等等層面。本科盡量不使用注釋書，目

的是幫助學員在參考注釋書之前，透過自己跟經文對話，仍能大致掌握經文

的正確信息（始終最好的注釋書就是聖經本身）。 

講師：林國宏傳道（神學碩士，2018 年畢業於新加坡三一神學院。大學

時期因參與澳大團契，對查經方法產生興趣。現於澳門學生福音團

契事奉，教導青年信徒如何查經。） 

日期：2020 年 10 月 8 日至 12 月 3 日（逢星期四）（11 月 12 日停課） 

時間：晚上 7:30-10:00 

 

課程大綱：  

1. 讀聖經需要方法嗎？簡述歷代研經法 

2. 基本研經原理 1：上下文與分段 

3. 基本研經原理 2：文法與聖經體裁 

4. 基本研經原理 3：歷史背景與時代錯置 

5. 基本研經原理 4：譯本對比與原文研經初探 

6. 研經法：歸納式研經法（OIA） 

7. 研經法：愛碼研經法（OIMA） 

8. 研經與信仰實踐 

 

BBGN101 / BBGN501研經法                      2學分共 8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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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藉著研讀舊約聖經由創世記至以斯帖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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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9 日至 12 月 18 日（逢星期五）（11 月 13 日停課） 

時間：晚上 7:30-10:30 

 

課程大綱 

1. 簡介、創世記（耶和華的創造）、出埃及記（耶和華的救贖） 

2. 出埃及記（耶和華的審判與救贖）、利未記（耶和華是聖潔的） 

3. 利未記（耶和華是聖潔的）、民數記（耶和華的軍隊） 

4. 民數記（耶和華的軍隊）、申命記（耶和華的生命之道） 

5. 申命記（耶和華的生命之道）、約書亞記（揀選上帝，揀選生命） 

6. 士師記、路得記、撒母耳記上（耶和華為王） 

7. 撒母耳記上、撒母耳記下（耶和華看為正的） 

8. 列王紀上、列王紀下（耶和華看為正的） 

9. 歷代志上、歷代志下（耶和華的慈愛永遠長存） 

10. 以斯拉記、尼希米記、以斯帖記（耶和華的慈愛和信實） 

 

 

 

 

 

 

BBOT101 / BBOT501舊約概論一                  3學分共 10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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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從現今的文化角度去看聖經不能使我們完全了解經文意義，要從聖經

當時的文化背景才能幫助我們領略箇中精髓。本科包括概覽聖經時代的風俗、

地理、群體和社會，介紹工具書籍及研經資源，討論經文。讓學員運用所學，

正確地詮釋聖經。 

講師：伍惠蘭老師（本院特約講師，香港恩福神學院講師。喜歡研讀聖

經敘事文。） 

日期：2020 年 10 月 9 日至 11 月 27 日（逢星期五） 

時間：晚上 7:30-10:00（Zoom 網上教學） 

 

課程大綱：  

1. 聖經提及的動物和植物 

2. 希羅時代的生活模式與新約社群 

3. 聖經的風俗習慣 

4. 羅馬帝國陰影下的猶太人的信仰 

 

 

 

 

 

 

 

 

 

 

BBGN155 / BBGN555 聖經文化背景                2 學分共 8 堂 



 

 

 

 

繳費方式 費用 

1. 親臨本院。 

2. 銀行轉賬： 

請將已填妥的報名表 

WhatsApp（+853 6593 9231）或 

電郵（faculty@macaubible.org）至本院教務處

審批。審批後，本院會以短訊通知有關所需繳

交費用及銀行賬戶號碼。轉賬後，請於收據上

寫上學生姓名及所修讀科目，然後 WhatsApp

或電郵本院，經行政部核實收費後，會發出收

據確認完成報名手續。 

旁聽         每學分$500 

本科程度     每學分$700 

學士後程度   每學分$850 

首次選修學分報名費 $150 

（一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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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荷蘭園二馬路 6號友聯大廈二樓 M座 

6 Rua de Abreu Nunes, Edf. Iao Luen, M2, Macau 

Tel：(853) 2830 3454      E-mail：faculty@macaubibl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