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0

本季所有科目均沒有申請教青局持發資助。
根據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的防疫指引，由 2 月 21 日起，所有同學必須完成
接種 2 劑新型冠狀病毒疫苗達 14 天，或以每 7 天接受一次的新型冠狀病毒核
酸檢測試，方可進入神學教育中心實體上課。
請剔選所修讀的科目及程度

截止報名日期：2022 年 9 月 28 日

日  舊約聖經神學
間  發展心理學導論
課
程  講道實習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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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學分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啟示錄研讀

2 學分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釋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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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學

3 學分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與青少年溝通技巧

1 學分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正向心理學

1 學分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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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憐憫的主 vs 無情的主——細讀約拿書及那鴻書
1 學分
 旁聽 修學分（本科程度／學士後程度）
普通話課程

 舊約概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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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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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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OT310/ BBOT510 舊約聖經神學

3 學分共 10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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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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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1 日至 12 月 13 日（逢星期二）
時間：上午 9:00-中午 12:00

課程大綱：
1. 舊約聖經神學：歷史與方法論
2. 創造的神：創世記
拯救又教導的獨一神：出埃及記
3. 聖潔的獨一神：利未記
期待忠心的神：民數記
重申聖約的神：申命記
4. 在應許之地賜人安息的神：約書亞記
管教又拯救的神：士師記
保護賜福又評量的神：撒母耳記
5. 用祂話語塑造歷史的神：列王紀
拯救的神：以賽亞書
6. 執行聖約的神：耶利米書
同在的神：以西結書
7. 信守應許的神：十二先知書
8. 統治的神：詩篇
配得著人事奉的神：約伯記
啟示智慧的神：箴言
2

憐憫忠心之人的神：路得記
9. 監管男女性關係的神：雅歌
定義有意義人生的神：傳道書
公義又信實的神：耶利米哀歌
保護被擄之民的神：以斯帖記
保護揭示並統治的神：但以理書
10. 使餘民歸回應許之地的神：以斯拉—尼希米記
揀選管教又復興的神：歷代志
總結：舊約聖經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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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LS183/ GNLS583 發展心理學導論

3 學分共 10 堂

人一生是個精彩的歷程，每個階段均會遇上不同的困難和成長。本科旨在幫
助學員認識人一生的發展和了解各種有關人生發展的理論，並明白和理解人生各
階段所出現的轉變、問題及危機，讓他們能向教會不同年齡層的肢體，提供合乎
聖經的教導和幫助，使信徒能成長像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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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5 日至 12 月 14 日（逢星期三）
（11 月 9 日停課）
時間：上午 9:00-中午 12:00

課程大綱：
1. 導論—發展心理學的研究內容、方法和演進
2. 體—生理發展（一）
3. 體—生理發展（二）
4. 智—認知發展（一）
5. 智—認知發展（二）
6. 群—人格與社會性的發展（一）
7. 群—人格與社會性的發展（二）
8. 靈—信仰發展
9. 口頭報告
10. 各發展階段的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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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NMN312/ XNMN512 講道實習二

1 學分共 10 堂

本科繼「講道實習一」後再次給予學員一個實習講壇講道的機會。學員亦會
透過評估其他同學之講道和參與由講師引領的討論，明白和掌握到講道各方面的
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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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6 日至 12 月 15 日（逢星期四）
（11 月 10 日停課）
時間：上午 11:00-中午 12:00
* 本科須修畢講道實習一。

課程大綱：
每週上堂時間，研究和參考不同出色講道者的特色，從而討論學員如何在他
的講道中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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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NT390/ BBNT590 啟示錄研讀

2 學分共 8 堂

本科嘗試幫助學員明白及欣賞啟示錄的風格及信息，包括文學體裁、全書結構、
歷史背境、寫作目的、神學要旨等，並瞭解不同解釋啟示錄的方法，讓學員自己可
以分辨不同的解釋，繼而透過學習使用釋經註釋的協助，應用在今天澳門的處境上。
講師：陸輝牧師（伯特利神學院榮休院長。1991 取得美國韋斯敏特神學院教
牧學博士。）
日期：2022 年 10 月 10 日至 12 月 12 日（逢星期一）
（10 月 17 日及 11 月 7 日停課）
時間：晚上 7:30-10:00（Zoom 網上教學）

課程大綱：
1. 簡介
2. 第一幕：七教會 1:9-3:22
3. 第二幕：七印 4:1-8:1
4. 第三幕：七號 8:2 -11:19
5. 第四幕：七段象徵性的歷史 12:1-14:20
6. 第五幕：七碗 15:1-16:21
7. 第六幕：七段審判巴比倫的信息 17:1-18:24
8. 第七幕：七個異象 19:1-21:8
9. 第八幕：新天新地中的教會 21: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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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GN200/ BBGN500 釋經學

3 學分共 10 堂

研經法是幫助讀經者闡釋經文意義的方法，其中套用不同的釋經原則，而釋經
學的焦點就是這些釋經原則。本科旨在討論釋經學的一套普遍性原則，以便運用於
研經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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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1 日至 12 月 13 日（逢星期二）及 10 月 14 日（星期五）
（11 月 8 日停課）
時間：晚上 7:30-10:30（Zoom 網上教學）
*本科須修畢研經法。
課程大綱：
1. 釋經學與研經法之分別和兩者之關係
通用釋經原則：歷史文化背景 socio-historical context
2. 通用釋經原則：文法分析 grammatical analysis、句法分析 syntactical
analysis、字義研究 lexical analysis
3. 通用釋經原則：經文鑑別 textual criticism、文學體裁 literary genres
4. 通用釋經原則：修辭手法 rhetorical devices
5. 專用釋經原則：敘事文 narratives
6. 專用釋經原則：從敘事文的角度看比喻 parables
7. 專用釋經原則：神蹟、寓意、預表、表徵、預言、啟示、舊約經文在新
約中的運用
8. 把釋經原則整合並應用：綜合研經 synthesis、經文分析 analysis
9. 套用釋經原則整合並應用：從釋經到解經 from exegesis to exposition、經
文大綱、經文圖表
10. 套用釋經原則整合並應用：綜合研經 synthesis study、邏輯性的撮要 book
argument/summary、釋經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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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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 5 日至 12 月 14 日（逢星期三）
（11 月 9 日停課）
時間：晚上 7:30-9:30（Zoom 網上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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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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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NMN340/ XNMN540 崇拜學

3 學分共 10 堂

本科旨在引導學員從聖經與神學反思崇拜的真義，多角度回顧歷代以來的集
體敬拜，探索如何適切地在現今處境進行集體敬拜，並學習準備自己作帶領敬拜
的人。
本科邀請 2 位來自香港的嘉賓講員分享 2 個崇拜學的課題：
1. 吳振義牧師分享「集體敬拜的空間」
。吳牧師現任九龍城潮人生命堂副主任
牧師，獻身全職事奉前是著名室內設計師，近年常常獲邀主講有關教會崇拜空間運
用的課題。
2. 余艷貞傳道分享「集體敬拜與音樂」
。余傳道先後畢業於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教會音樂）及香港信義宗神學院（靈修及崇拜）
，曾在教會任職聖樂傳道二十多
年，及在香港國際音樂學校任教聖樂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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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5 日至 12 月 14 日（逢星期三）
（11 月 9 日停課）
時間：晚上 7:30-10:30

課程大綱：
1. 聖經中的崇拜

6. 集體敬拜的時間

2. 教會歷史中的崇拜

7. 集體敬拜與音樂

3. 崇拜的神學

8. 集體敬拜與禮儀

4. 集體敬拜的空間

9. 探索合宜的集體敬拜模式

5. 集體敬拜的程序

10. 學做帶領敬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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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GY210A/ THGY510A 系統神學一：聖經論

1 學分共 4 堂

本課程旨在幫助學員認識系統神學論題中之聖經論，包括研究和分析神如何
藉著聖經向人啟示和啟示什麼，讓人開始認識神是誰，並為此作出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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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3 日至 11 月 3 日（逢星期四）
時間：晚上 7:30-10:00
課程大綱：
1. 啓示和默示
2. 正典、聖經無謬誤論
3. 權威、內容
4. 解釋、信仰

THGY210B/ THGY510B 系統神學一：神論

1 學分共 4 堂

本課程旨在幫助學員認識系統神學論題中之神論，包括研究和分析多種關於
神是誰、神的存在及作為的專題，並為此作出論說。
講師：劉宗銳博士
日期：2022 年 11 月 17 日至 12 月 8 日（逢星期四）
時間：晚上 7:30-10:00
課程大綱：
1. 神的存在
2. 神的創造和護理
3. 三位一體
4. 神的屬性
10

CSLL224/ CSLL524 與青少年溝通技巧

1 學分共 4 堂

不少父母及成人感到與青少年很難溝通或聊天，甚至有些父母有時和家中的
孩子說話未有兩句，就快要吵架。成人總覺得他們脾氣暴躁，不受教，不願服從。
是的，要與青少年有好的溝通是不容易，但若成人願意瞭解青少年的成長特質及調
整個人心態，便可有機會改善溝通。
本科旨在認識今日青少年所面對的挑戰與壓力，並瞭解影響與青少年溝通的
因素，繼而學習與青少年溝通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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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6 日至 27 日（逢星期四）
時間：晚上 7:30-10:00

課程大綱：
1. 認識青少年的成長與變化
2. 認識今天青少年所面對的挑戰
3. 成人製造溝通問題的責任
4. 與青少年溝通的技巧

11

CSLL225/ CSLL525 正向心理學

1 學分共 4 堂

持續兩年多的新冠疫情及嚴謹的防疫政策，大大影響各地社會的經濟及人民
的日常生活。面對逆境，不少人感到擔心與惶恐。有見及此，許多人在社交平臺上
分享處理壓力的方法，並彼此激勵正向思考，以調節個人的情緒狀態。然而，過多
的正向訊息及不恰當的使用卻給部分受傷者帶來壓制力，令他們不敢公開表達不
滿及痛苦的感受。這種鼓勵大家保持正面的聲音，究竟是對還是錯？
本科旨在簡介正向心理學理論，並從個人情緒管理及基督教信仰角度探討如
何正確及合宜地正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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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4 日至 12 月 15 日（逢星期四）
時間：晚上 7:30-10:00

課程大綱：
1. 正向心理學的由來及概念
2. 正向心理學的元素及美德
3. 過度正向思考的弊端
4. 正向心理學與基督教信仰
5. 正向思考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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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OT397/ BBOT597 憐憫的主 vs 無情的主——細讀約拿書及那鴻書
1 學分共 4 堂
約拿書相信是最廣為基督徒認識的十二先知書，那鴻書卻被指是最少在講臺
上宣講的十二先知書，這或許因為約拿書的主憐憫並回轉不降災於尼尼微，那鴻書
的主卻要尼尼微徹底的粉身碎骨。面對這兩卷書，我們是否只能二擇其一？有甚麼
方法可以幫助我們一併研讀這兩卷書？
本科將從文本分析、釋經沿革、聖經神學等角度研讀約拿書及那鴻書，並回到
希伯來文文本，嘗試用原文細味這兩卷書。無論學員是否學過希伯來文，本科都將
帶領學員體驗原文釋經的樂趣。
講師：洪情霞老師（澳洲悉尼大學古希伯來文博士候選人、悉尼及墨爾本神學
院客座講師。）
日期：2022 年 12 月 2、3、9、10 日（星期五及星期六）
時間：星期五晚上 7:00-9:00、星期六下午 2:30-5:30（Zoom 網上教學）

課程大綱：
1. 細讀約拿書（一）
2. 細讀約拿書（二）
3. 細讀那鴻書（一）
4. 細讀那鴻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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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課程
BBOT101/ BBOT501 舊約概論一

3 學分共 9 堂

本科旨在幫助學員對全本舊約聖經及相關背景有概括性的認識，為學員日
後進深研讀及宣講舊約信息建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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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1 日至 12 月 13 日（逢星期二）
（11 月 8 日停課）
時間：晚上 7:30-10:30

課程大綱：
1. 導言
2. 以色列民族出現之前的古近東；以色列的列祖；恩典、聖約與律法的
關係
3. 創世記；出埃及記
4. 利未記；民數記；申命記
5. 迦南；約書亞記；士師記
6. 路得記；以色列王國形成時期；撒母耳記
7. 從王國分裂到亡國的以色列簡史；亞述帝國簡史；巴比倫帝國簡史
8. 列王紀；波斯帝國簡史；亡國、被擄、歸回
9. 歷代志；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以斯帖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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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方式

費用

1. 親臨本院。

旁聽

每學分$600

2. 銀行轉賬：

本科程度

每學分$850

請將已填妥的報名表

學士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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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學分$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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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