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報名日期：2021 年 12 月 29 日

請剔選所修讀的科目及程度

本季所有科目均沒有申請教青局持發資助
 初級希臘文二

2 學分

 基督教教育概論

3 學分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日
間  構解短期治療
課
程  舊約概論二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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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道法

3 學分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彼得前後書

3 學分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希臘文研經工具運用

2 學分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門徒訓練

3 學分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夜
 構解短期治療
間
課
 教會歷史一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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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西五經

3 學分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系統神學四：教會論

1 學分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系統神學四：末世論

1 學分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普通話課程

 舊約歷史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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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件編號：＿＿＿＿＿＿＿＿＿＿＿＿ 聯絡電話：（手提）＿＿＿＿＿＿＿＿＿
電郵：＿＿＿＿＿＿＿＿＿＿＿＿＿＿＿＿＿＿＿＿＿＿ 信主年份：＿＿＿＿＿
所屬教會：＿＿＿＿＿＿＿＿＿＿＿＿＿ 教會牧者／長執姓名：_____________
教會牧者／長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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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同意

首次報讀須同時提交以下文件：
 選修學分者：相片一張、身份證副本及學歷副本。
 旁聽者：身份證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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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LG102/ BBLG502 初級希臘文二

2 學分共 10 堂

本科共三季度。完成全部三季度之學員，應能認識新約希臘文的基本概
念及文法結構，熟習新約希臘文的基本字彙，閱讀原文新約聖經，作初步的
新約原文研究。
講師：楊懷恩牧師（本院前任院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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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4 日至 3 月 22 日（逢星期二）
（2 月 1 日及 15 日停課）
時間：上午 10:00-中午 12:00
* 本科不設旁聽。
* 須修畢初級希臘文一。
* 本科課本及作業可用中文或英文，授課語言為粵語，但會大量引用英

文文法作參考。學員宜先有初中或以上英文水平。
課程大綱：
1. Verbs: Present Active Indicative 動詞：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
2. Contract Verbs 縮略動詞
3. Verbs: Present Middle/ Passive Indicative 動詞：現在式關身／被動語
態直說語氣
4. Verbs: Future Active/ Middle Indicative 動詞：未來式主動／關身語態
直說語氣
5. Verb Root, and other forms of the Future 動詞字根，未來式的其他字
形
6. Verbs: Imperfect Indicative 動詞：不完成式
7. Verbs: Second Aorist Active/ Middle Indicative 動詞：第二不定過去式
主動／關身語態直說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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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Verbs: First Aorist Active/ Middle Indicative 動詞：第一不定過去式主
動／關身語態直說語氣
9. Verbs: Aorist and Future Passive Indicative 動詞：不定過去式與未來式
被動語態直說語氣
10. Verbs: Perfect Indicative 動詞：現在完成式直說語氣

XNED101/ XNED501 基督教教育概論

3 學分共 10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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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旨在讓學員從聖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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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教教育研究院基督教教育博士候選人、
香港基督教教育研究院基督教教育碩士、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宗教教
育碩士、香港羅富國教育學院教員證書。曾任香港中學教師、全職
家庭主婦、教會創會及傳道同工、學校家長培訓導師等。）
日期：2022 年 1 月 5 日至 3 月 23 日（逢星期三）
（2 月 2 日及 16 日停課）
時間：上午 9:00-中午 12:00

課程大綱：
1. 基督教教育的定義和聖經基礎
2. 基督教教育的神學基礎
3. 基督教教育的歷史發展
4. 基督教教育與近代教育理念
5. 推行基督教教育
6. 基督教教育者的角色和任務
7. 策劃教會教育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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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LL212/ CSLL512 構解短期治療

2 學分共 8 堂

常見的輔導模式多以「長期」治療為取向，很多人以為這個取向較「短
期」治療的好，覺得短期治療只是處理一些表面病徵，未有觸及問題的核心，
未能為受助者帶來真正的幫助。事實上，這是對短期治療模式的一種誤解。
Solution-Focused Brief Therapy（簡稱 SFBT）是一種短期治療模式，它運用
尋找正向的例外（受助者過去的成功經驗）
、重新建構問題、建立有限的目標、
訂立計劃、
「奇蹟問題」、讚美、評分等技巧及原則，幫助受助者發掘自己的
強項及資源，讓他成為改變自己行為的主導者，憧憬及創造未來。
本科旨在教授 SFBT 理論及技巧，幫助學員掌握一套既有效，又簡單、易
明的輔導模式，並應用在教會牧養及關顧事工上。
講師：譚章碧玲師母（神學碩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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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5 日至 3 月 9 日（逢星期三）
（2 月 2 日及 16 日停課）
時間：上午 9:30-中午 12:00
*對象：牧者及參與牧養關顧的信徒領袖。

課程大綱
1. 短期治療的發展
2. 長期治療與短期治療的比較
3. SFBT 的發展
4. SFBT 的基本精神
5. SFBT 的基本元素
6. SFBT 的基本技巧
7. SFBT 的面談階段
8. SFBT 的面談歷程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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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OT102/ BBOT502 舊約概論二

3 學分共 10 堂

本科旨在藉著研讀舊約先知書及詩歌智慧書來認識創造天地的耶和華是
一位怎樣的上帝、人與上帝及創造之間的關係，並反省如何以日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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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6 日至 3 月 24 日（逢星期四）
（2 月 3 日及 17 日停課）
時間：上午 9:00-中午 12:00

課程大綱
1. 阿摩司書（主前 760-740）、何西亞書（750-735）、彌迦書（c.725）
2. 第一以賽亞書（740-700）
、第二及三以賽亞書（c.540）
3. 耶利米書（625-580）、耶利米哀歌
4. 西番雅書（c.621）、那鴻書（c.615）
、哈巴谷書（c.605）
5. 以西結書（593-571）
6. 但以理書（c.170）、哈該書（520）
、撒迦利亞書（520）
7. 瑪拉基書（c.450）
、俄巴底亞書（第 5 至 4 世紀）
、約珥書及約拿書
（第 4 世紀）
8. 詩篇、箴言
9. 箴言、約伯記
10. 傳道書、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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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NMN310/ XNMN510 講道法

3 學分共 10 堂

本科透過課堂講解和示範，讓學員認識各種神學理論以至不同講道的方
法，當中涉及如何從「神的話語」
、聖經而來的亮光預備講章，乃至於講台宣
講一個切合聽眾需要的「神的信息」
，當中強調講道之重要性和作為講道者必
須留意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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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6 日至 3 月 24 日（逢星期四）
（2 月 3 日及 17 日停課）
時間：上午 9:00-中午 12:00
* 須修畢釋經學。

課程大綱：
1. 講道：一個鳥瞰
2. 講道的內容
3. 講道的神學
4. 生命與講道
5. 聽眾與講道
6. 經文與講道
7. 經文與聽眾之間
8. 講道之形成：由聖經至講章
9. 在講台上：由講章至信息
10. 出色講道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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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NT279/ BBNT579 彼得前後書

3 學分共 10 堂

本科的教學著重課前閱讀、思考和討論，並透過釋經練習、研討和提問
等，讓學員學習從研讀聖經中直接領受信息。本科主要應用新約書信的釋經
原則，探求彼得書信的背景、神學主題和作者表達的信息，並綜合教會實況、
信徒心態、宣教和教牧處境，與學員反思苦難的意義、基督徒倫理、屬靈的
知識，和基督徒生命的本質。
講師：廖卓堅牧師（台灣中華福音神學院教牧學博士、澳聖校友及特約
講師，牧會二十多年、現在澳門華人基督會事奉。）
日期：2022 年 1 月 4 日至 3 月 22 日（逢星期二）
（2 月 1 日及 15 日停課）
時間：晚上 7:15-10:15

課程大綱：
1. 彼得前後書的背景和爭議
2. 彼得前後書的大綱和結構
3. 彼得前後書中的神學主題
4. 註釋及難解經文的研究
5. 信息及其對現代的意義
6. 彼得後書與猶大書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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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LG109/ BBLG509 希臘文研經工具運用

2 學分共 10 堂

本課程的焦點並非希臘文文法和句法，而是研經工具運用。本科旨在讓
學習者了解希臘文的基本發音和各詞類的基本意義之後，可以運用相關的工
具書和電腦軟體工具，以便有效地使用解經參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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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4 日至 3 月 22 日（逢星期二）
（2 月 1 日及 15 日停課）
時間：晚上 7:30-9:30（Zoom 網上教學）

課程大綱：
1. 字母、母音、氣號、標點符號、重音符號、音節
2. 希臘文的主要詞類、網上資源、常見的希臘文字詞
3. 名詞 nouns、代名詞 pronouns
4. 形容詞 adjectives、冠詞 articles
5. 質詞 particles（介詞 prepositions、連接詞 conjunctions、副詞 adverbs、
否定詞 negative adverbs）
6. 動詞的時態 tenses
7. 動詞的語態 voices
8. 動詞的語氣 moods
9. 分詞 participles、不定詞 infinitives
10. 希臘文的句子、主語和謂語、句子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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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NMN201/ XNMN501 門徒訓練

3 學分共 10 堂

教會增長不單是要出去傳福音，更重要的是教會培育信徒成長，成為
再生的門徒，才能承接傳福音的使命。故此，｢使人作門徒｣（ disciple-making）
才是大使命的核心。本科是｢佈道法｣的延續，幫助學員認識及掌握門訓之
道，俾能在教會實踐並推動門訓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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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5 日至 3 月 23 日（逢星期三）
（2 月 2 日及 16 日停課）
時間：晚上 7:30-10:30

課程大綱：
1. 門徒訓練的聖經基礎
2. 門徒真義
3. 門徒訓練中的初信栽培
4. 師徒關係
5. 門徒訓練材料與形式
6. 耶穌的門徒訓練
7. 門徒訓練事工的推行
8. 特別嘉賓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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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LL212/ CSLL512 構解短期治療

2 學分共 8 堂

常見的輔導模式多以「長期」治療為取向，很多人以為這個取向較「短
期」治療的好，覺得短期治療只是處理一些表面病徵，未有觸及問題的核心，
未能為受助者帶來真正的幫助。事實上，這是對短期治療模式的一種誤解。
Solution-Focused Brief Therapy（簡稱 SFBT）是一種短期治療模式，它運用
尋找正向的例外（受助者過去的成功經驗）
、重新建構問題、建立有限的目標、
訂立計劃、
「奇蹟問題」、讚美、評分等技巧及原則，幫助受助者發掘自己的
強項及資源，讓他成為改變自己行為的主導者，憧憬及創造未來。
本科旨在教授 SFBT 理論及技巧，幫助學員掌握一套既有效，又簡單、易
明的輔導模式，並應用在教會牧養及關顧事工上。
講師：譚章碧玲師母（神學碩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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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5 日至 3 月 9 日（逢星期三）
（2 月 2 日及 16 日停課）
時間：晚上 7:30-10:00
*對象：牧者及參與牧養關顧的信徒領袖。

課程大綱
1. 短期治療的發展
2. 長期治療與短期治療的比較
3. SFBT 的發展
4. SFBT 的基本精神
5. SFBT 的基本元素
6. SFBT 的基本技巧
7. SFBT 的面談階段
8. SFBT 的面談歷程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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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101/ HIST501 教會歷史一

3 學分共 10 堂

本科旨在概述初期教會（公元一至五世紀）至中世紀教會（六至十五世
紀）的教會發展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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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博士。）
日期：2022 年 1 月 6 日至 3 月 24 日（逢星期四）
（2 月 3 日及 17 日停課）
時間：晚上 7:30-10:30

課程大綱：
1. 導論
2. 使徒時代教會
3. 初期教會的擴展
4. 早期教父及正典與教義的確立
5. 政教關係及教會制度的形成
6. 苦修主義與修道生活
7. 東西方教會分裂及十字軍東征
8. 修院、大學與經院哲學的發展
9. 教權衰落及宗教改革前的改革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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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OT211/ BBOT511 摩西五經

3 學分共 10 堂

本課程旨在講解五經中上帝的創造、上帝與人及世界的關係、上帝與以
色列的立約關係及上帝的訓誨。本科將解釋五經的核心經文及神學信息，並
以相關的經外資料作為釋經的輔助，幫助學員明白五經的內容，並能夠將五
經的信息應用於個人的信仰生活及作出神學反思。
講師：馬文蓉老師（神學碩士，主修舊約。）
日期：2022 年 1 月 6 日至 3 月 24 日（逢星期四）
（2 月 3 日及 17 日停課）
時間：晚上 7:30-10:30

課程大綱：
1. 上帝的創造與人的罪（創 1-11 章）
2. 上帝與以色列的列祖（創 12-50 章）
3. 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出 1 章-15 章 21 節）
4. 以上帝為中心的生活（出 15 章 22 節-40 章）
5. 聖潔的敬拜 （利 1-16 章）
6. 聖潔的生活（利 16-27 章）
7. 曠野漂流（民 1-25 章）
8. 預備進入應許地（民 26-36 章）
9. 摩西的憶述、聽從的聖民（申 1-28 章）
10. 與上帝立約、摩西的祝福及離世（申 29-3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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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GY240A/ THGY540A 系統神學四：教會論

1 學分共 4 堂

在基督升天和聖靈降臨後，教會存在的目的是甚麼？我們應該怎樣理解
教會對於信徒個人和信仰群體之意義、理論和實踐？應該如何應用？
本科旨在藉課堂上的主題講述、問答、討論、閱讀、反思和習作，幫助
學員明白教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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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7 日至 1 月 28 日（逢星期五）
時間：晚上 7:30-10:00
課程大綱：
1. 教會論：聖經基礎
2. 教會的本質
3. 教會：事奉、職事
4. 教會：更新、使命
5. 二十一世紀的教會

THGY240B/ THGY540B 系統神學四：末世論

1 學分共 4 堂

末世論在系統神學中有被稱為「眾神學之冠冕」
，意即末世論為系統神學
各種教義作出結論，總結先前之論說和題目，並把整個創造和人類歷史在神
學範疇下作出句號。
本科旨在藉課堂上的主題講述、問答、討論、閱讀、反思和習作，幫助
學員明白末世論如何與其他系統神學課題得以關連。
講師：劉宗銳博士
日期：2022 年 2 月 25 日至 3 月 18 日（逢星期五）
時間：晚上 7:3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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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1. 末世論：聖經教導、預言
2. 末世時間表：被提、千禧年
3. 末世論：天堂、地獄
4. 末世論：新天新地——系統神學的冠冕

普通話課程
BBOT220/ BBOT520 舊約歷史書

3 學分共 10 堂

本科旨在研讀由約書亞記至以斯帖記等各卷舊約歷史書之內容、主題、要
義。
講師：楊懷恩牧師（本院前任院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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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10 日至 3 月 21 日（逢星期一）
（1 月 31 日停課）
時間：晚上 7:30-10:30
課程大綱：
1. 緒論
2. 約書亞記
3. 士師記、路得記
4. 撒母耳記上
5. 撒母耳記下
6. 列王紀上
7. 列王紀下
8. 歷代志上、下
9. 歷代志上、下
10. 以斯拉記、尼希米記、以斯帖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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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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友聯大廈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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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