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剔選所修讀的科目及程度

截止報名日期：2021 年 4 月 7 日

本季所有科目均沒有申請教青局持發資助

日
間
課
程

 教牧學

3 學分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初級希伯來文三

2 學分

 病態心理學

3 學分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以色列歷史：從被擄歸回到初期教會
2 學分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夜

 教會歷史二

3 學分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靈命與事奉

2 學分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聖經與以色列

2 學分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中國教會史

3 學分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家長教育事工

3 學分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

間
課

程  職場神學──我們的工作與宣教的使命
1 學分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新約概論

3 學分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哀傷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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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XNMN320 / XNMN520 教牧學

3 學分共 7 週

教牧學是應用神學的其中一科，既從聖經與神學的角度探討牧者的蒙召、身
分和責任，也從教會和社會文化的處境，探討信徒所需的牧養工作。課程內容將
涉及牧者的靈命和家庭、牧職的實施、教會的領導與管理，並引導學員思考一些
事奉的原則和教會傳統，分享牧會和短宣的經驗。課堂討論將涉及信徒對牧者的
期望（與失望）
、教牧難求（和難留）的原因等。
講師：廖卓堅牧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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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月 13 日至 6 月 8 日（逢星期二）
（5 月 11 日及 25 日停課）
時間：上午 9:30-中午 12:00 及下午 2:00-4:00

課程大綱：
1.

教會本質、功能與組織（教會與福音機構的分別）

2.

蒙召、恩賜與裝備，聖禮與禮儀（洗禮、聖餐，婚禮、喪禮實務）

3.

教牧事工（一）
：宣講、教導、門徒訓練

4.

教牧事工（二）
：教牧在宣教與敬拜中的角色（澳門社會與教會）

5.

教牧事工（三）
：關顧、輔導（同工與牧養的關係）

6.

教會領導與管理（一）
：地方教會的異象與目標（教會的成長與增長）

7.

教會領導與管理（二）
：節期與年度計劃，教會可能出現的危機

8.

教會領導與管理（三）
：教牧的領導角色，與長執的配搭（領導團隊與
團隊領導）

9.

教會領導與管理（四）
：教會衝突的來源、預防與處理

10.

教牧倫理：危機與試探、教牧家庭（個人靈命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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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LG123 / BBLG523 初級希伯來文三

2 學分共 11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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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旨在幫助學員從零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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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月 14 日至 6 月 23 日（逢星期三）
時間：上午 10:00-中午 12:00
*本科不設旁聽，須修畢「初級希伯來文二」
。

課程大綱：
1.

過去時態（preterite）

2.

祈願（Jussive）
、鼓勵（Cohortative）
、祈使（Imperative）

3.

未完成式加受詞字尾、不定詞獨立形（infinitive absolute）

4.

不定詞附屬形（infinitive construct）

5.

Piel（P）
，數字

6.

Hiphil（H）

7.

Niphal（N）

8.

Hithpael（HtD），誓語（Oaths）

9.

雙 II 動詞（Germinate Verbs）的 Qal

10.

Pual（Dp）
，Hophal（Hp）
，條件句（Conditional Sentences）

11.

Polel，Polal，Hithpolel

3

CSLL110 病態心理學

3 學分共 10 堂

本科旨在按照《精神病理診斷統計手冊(第五版)》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V）之病理分類，講解精神病理、發病原因和症狀的
理論及基礎知識，並幫助學員在教會服侍中，為懷疑病患者尋求合適的支援及
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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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月 15 日至 6 月 24 日（逢星期四）（5 月 27 日停課）
時間：上午 9:00-中午 12:00
*本科只設本科程度。
課程大綱：
1.

病態心理學簡介及多軸向評估（Multiaxial Assessment）

2.

焦慮症（Anxiety Disorder）

3.

情緒失調症（Mood Disorder）

4.

飲食失調症（Eating Disorder）

5.

物質關聯沉溺行為（Substance-related Disorder）

6.

性疾患及性別認同疾患（Sexual and Gender Identity Disorders）

7.

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

8.

人格失調症（Personality Disorder）

9.

兒童的失調行為（Children Behavioral Disorder）

4

INDS231 / INDS531 以色列歷史：從被擄歸回到初期教會
2 學分共 8 堂

本科旨在概述猶太教和基督教形成時期的以色列歷史，並以該史為新約聖經
的背景。內容包括認識第二聖殿時期，由波斯時期至後聖殿時期的猶太教及早期
教會的歷史，並藉經文內外的歷史資料研讀經文。
講師：馬文蓉老師（神學碩士，主修舊約。）
日期：2021 年 4 月 29 日至 6 月 24 日（逢星期四）（5 月 27 日停課）
時間：下午 2:00-4:30
*本課程為科際整合科目，所修學分可算為聖經或歷史選修科目學分。

課程大綱：
1.

歸回錫安，復興猶大

2.

波斯統治下的以色列地

3.

希臘化時期

4.

哈斯摩尼亞國的興衰

5.

第二聖殿後期的猶太教

6.

大希律及其繼任者

7.

第二聖殿後期的耶路撒冷和加利利

8.

後聖殿時期的猶太教與早期教會

5

HIST102 / HIST502 教會歷史二

3 學分共 10 堂

本科旨在概述十六世紀宗教改革至當代的教會歷史，探討的範圍包括教會組
織、制度、宣教活動、神學思想、教義、屬靈模式，以及教會與社會的互動關係
等，並認識這兩段時期的教會發展史對後世的影響。
講師：鄞穎翹博士（建道神學院哲學博士。）
日期：2021 年 4 月 19 日至 6 月 28 日（逢星期一）（6 月 14 日停課）
時間：晚上 7:30-10:30

課程大綱：
1.

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2.

宗教改革運動

3.

加爾文與神學思想發展

4.

英國的改革與清教徒運動

5.

天主教的改革運動

6.

敬虔主義與啟蒙運動

7.

福音主義與海外宣教運動

8.

普世合一運動及福音派的發展

9.

二十一世紀的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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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NMN131 / XNMN531 靈命與事奉

2 學分共 8 堂

本科旨在幫助學員藉著思想生命中的不同際遇及課題，探索個人靈命成長的
路徑，持續不斷地更新與突破，以致能長久有效的事奉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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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月 20 日至 6 月 22 日（逢星期二）
（5 月 11 日及 25 日停課）
時間：晚上 7:30-10:00

課程大綱：
1.

靈命塑造

2.

屬靈操練與事奉

3.

俗世聖徒──故事、名字、工作

4.

認識自己的氣質

5.

靈性低潮

6.

「俗世聖徒」分享

7.

「裡外更新」與「用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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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GN210 / BBNG510 聖經與以色列地

2 學分共 8 堂

本科旨在以研究聖經中的迦南地及約但河東，探索當地人的生活、交通、交
流和歷史等，作為研讀舊約聖經的方法。課程內容包括探索當地重要地區的地質、
地形、道路和天氣等，並討論相關的考古發現或證據、歷史和經文。
講師：馬文蓉老師（神學碩士，主修舊約。）
日期：2021 年 4 月 27 日至 6 月 29 日（逢星期二）
（5 月 11 日及 25 日停課）
時間：晚上 7:30-10:00

課程大綱：
1.

簡介、耶路撒冷

2.

耶路撒冷

3.

便雅憫

4.

撒瑪利亞

5.

猶大山地、示非拉、非利土地

6.

南地、死海

7.

加利利

8.

約但河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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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270 / HIST570 中國教會史

3 學分共 10 堂

本科旨在介紹基督教在華的傳播與發展歷史，探討教會如何與其身處的
政治、社會及文化處境產生互動，並敘說教會如何在中國近代歷史及當代尋
索其身分和使命。
講師：鄞穎翹博士（建道神學院哲學博士。）
日期：2021 年 4 月 14 日至 6 月 23 日（逢星期三）（5 月 26 日停課）
時間：晚上 7:30-10:30

課程大綱：
1.

導論及基督宗教前三度來華綜述

2.

更正教叩擊中國的大門

3.

教案與義和團運動

4.

傳教事業的建立與傳教路線的分歧

5.

非基督教運動與「洋教」問題

6.

社會改革與救國問題

7.

國難時期的基督教會

8.

教會在新中國的改造與存亡

9.

改革開放後教會重開與重建

10.

中國崛起與教會的興衰

9

XNED243 家長教育事工

3 學分共 10 堂

科技越進步、資訊越爆炸，但作父母的就越不輕鬆。因缺乏正確的觀念和方
法，很多基督徒父母在管教子女的事上往往事倍功半、適得其反，甚至將天賦權
利雙手奉上。但聖經明言：教導子女是父母的責任。想要教好下一代，家長必須
先接受裝備，並以基督教教育的核心價值來迎接這不可推諉的人生大挑戰。本科
旨在幫助學員了解教育下一代的正確觀念及掌握實踐的方法，適合家長、教會牧
者、教育同工、事奉人員等修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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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21 年 4 月 14 日至 6 月 23 日（逢星期三）（5 月 26 日停課）
時間：晚上 7:30-10:30
*本科只設本科程度。

課程大綱：
1.

教育的責任

2.

教育的質素

3.

教育的基礎

4.

教育的內容

5.

教育的核心

10

THGY113 / THGY513 職場神學──我們的工作與宣教的使命
1 學分共 4 堂

真正的基督門徒，不應成為所謂的「星期日基督徒」
（Sunday Christian）
，把
一週七日，二分為屬靈的主日「教會」生活，以及屬世的六日「打工」生活。根
據一項調查，我們一般一生人平均用了 88,000 小時工作，但基督徒卻花少於 4,000
小時在教會活動。這樣對比之下，我們自然會追問，若果基督徒要真箇成為「大
使命基督徒」
（The Great Commission Christian）
，我們如何在質與量和在世與天國
的角度下，重新審視職場身分和信徒身分兩者之整合，以及由教會敬拜到進入世
界工作、繼而返回教會敬拜這個奇妙恩典循環。
本科旨在幫助學員釐清基督徒的工作觀，以及主耶穌給我們的宣教使命，並
認識這使命其實深繫於我們在職場中的信仰實踐，從而明白到在神的計劃下，工
作與信仰是不可分割的，而職場與教會更是協調地關連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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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月 15 日至 5 月 6 日（逢星期四）
時間：晚上 7:30-10:00

課程大綱：
1.

基督徒工作觀──神學與生活

2.

在職場裡的宣教

3.

金錢、家庭、抱負──重尋職業之價值

4.

職場見證──如何同時工作和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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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NT101 / BBNT501 新約概論

3 學分共 10 堂

本科旨在先簡介新約聖經與正典之議題，然後分別介紹新約中各卷書之基本
內容與信息。幫助學員熟習新約聖經的內容，以及掌握各書卷的基本結構、主題
信息，以及相關的背景及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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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月 16 日至 6 月 25 日（逢星期五）（4 月 30 日停課）
時間：晚上 7:30-10:30（Zoom 網上教學）

課程大綱：
1.

現代的新約研究

2.

新約背景

3.

福音書

4.

使徒行傳與初期教會

5.

保羅書信

6.

普通書信

7.

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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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LL221 / CSLL521 哀傷輔導

2 學分共 10 堂

本科旨在幫助學員認識不同類別的哀傷、喪亡之痛及有關過程，在不同
階段所需要完成的任務，以及學習基本輔導技巧，從而增進學員對哀傷與失落的
了解，辨識困難的哀傷反應，並願意以更健康的方式去處理悲傷，和能夠運用哀
傷理論幫助有相關遭遇的人。
講師：宋玉英姑娘（教牧學博士〔主修靈修指導〕
，道學碩士〔主修教牧輔
導〕
，獲基督教靈修指導高級文憑，臨床牧關教育高級單元證書。早
年曾任職護士、教會主任傳道多年。現任澳門醫療事工協會派駐仁
伯爵綜合醫院駐院院牧。從事病患者及家屬、員工的心靈關顧及輔
導服侍。）
日期：2021 年 4 月 16 日至 6 月 25 日（逢星期五）（4 月 30 日停課）
時間：晚上 7:30-9:30

課程大綱：
1.

失落與哀傷反應、依附理論

2.

哀傷歷程與階段

3.

哀傷與性別、文化、喪葬禮儀

4.

非複雜性哀傷輔導

5.

兒童與青少年的哀傷

6.

輔導員自己的哀傷

7.

老年人的哀傷

8.

複雜性哀傷、哀傷與憂鬱

9.

突然死亡、自殺者家屬的哀傷

10.

墮胎、流產、死胎、夭折的哀傷

13

繳費方式

費用

1. 親臨本院。

旁聽

每學分$500

2. 銀行轉賬：

本科程度

每學分$700

請將已填妥的報名表

學士後程度

每學分$850

WhatsApp（+853 6593 9231）或

首次選修學分報名費 $150

電郵（faculty@macaubible.org）至本院教務處

（一次性）

審批。審批後，本院會以短訊通知有關所需繳

逾期報名手續費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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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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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樓 M 座
6 Rua de Abreu Nunes, Edf. Iao Luen, M2, Macau
Tel：(853) 2830 3454
E-mail：faculty@macaubibl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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