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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思想及實踐文憑/證書課程 

Diploma/ Certificate Programme in Christian Thought and Practice 

         

2020-21 學年開辦科目介紹： 

I. 基督教教育選修科目– 全人發展與基督教教育 [已開課] 

CE103 敬拜與基督教教育 (20 課時)  

 

科目簡介：透過認識敬拜的聖經基礎、歷史和神學反省，去反思和實踐基督教教育 

 

課程大綱： 

第一課  敬拜與基督教教育的概論與神學 

第二課  聖經中的敬拜 

 

第三課  教會歷史中的敬拜 

 

第四課  在音樂中與神相遇 

 

第五課  樂中載道：會眾詩歌之評選及編排 

第六課  教會節期與基督教教育 

 

第七課  成為敬拜者：敬拜與門徒訓練 

 

 

講師：古丹青博士（美國羅拔．韋柏崇拜研究學院崇拜學博士） 

 

上課日期：2020 年 9 月 14 日至 2020 年 11 月 2 日（逢星期一，10 月 26 日除外） 

上課時間：晚上 7 時至 10 時 （其中一課為 2 小時） 

上課地點：由於疫情嚴峻，此科課以網上教學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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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思想及實踐文憑/證書課程 

Diploma/ Certificate Programme in Christian Thought and Practice 
 

 

 

II. 社會參與選修科目- 社會參與及詮釋 

SP301 揹住十架入社群：社會關懷與信仰詮釋 (30 課時) [已開課] 

科目簡介：教會群體的社會關懷，總是標誌著信仰對這世代有話要說，

社會也有聲音需要教會聆聽。這科透過多位嘉賓講員的第一身分享，以

及跟學員的溝通討論，展現社會關懷與信仰詮釋的互動，刺激學員思考

信仰在今世所帶來的召命與位份。 

 

課程大綱： 

第一課  「總論：社會關懷的宣教視角」羅民威 

第二課  「教會群體在香港社會歷史裡的定位回顧與前瞻」 
嘉賓講員：劉紹麟（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講師） 

第三課  「難民事工」 
嘉賓講員：陳嘉（九龍佑寧堂社會牧職傳道） 

第四課  「後社運創傷」 
嘉賓講員：李玉霞（「創傷同學會」創辦人，突破機構文化事工策劃經理） 

第五課  「勞工權益」 
嘉賓講員：湯泳詩（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總幹事） 

第六課  「社運、教會、信仰」 
嘉賓講員：袁天佑（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榮休牧師） 

第七課  「今日香港貧窮——由拾荒者事工談起」 
嘉賓講員：鄧永謙（新福事工協會關懷貧窮學校事工主任） 

第八課  「舞台、輔導、性文化」 
嘉賓講員：程翠雲（觸動舞台藝術總監，觸動輔導中心性治療及家庭治療總監） 

第九課  「香港法律工作與信仰實踐」 
嘉賓講員：張達明（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 

第十課  「文化生產、社會思維和信仰遠象」 
嘉賓講員：蔡廉明（電影《十年》、《幻愛》監製，突破機構文化及創意事工總
監） 

 

講師：羅民威先生（《時代論壇》總編輯）及其他嘉賓講員 

 

上課日期：2020 年 9 月 16 日 至 2020 年 11 月 18 日（逢星期三） 

上課時間：晚上 7 時至 10 時 

上課地點：由於疫情嚴峻，此科課以網上教學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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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思想及實踐文憑/證書課程 

Diploma/ Certificate Programme in Christian Thought and Practice 

 

 

 

 

III. 核心/ 聖經研究選修科目– 新約聖經導論 

BS201 新約導論 (20 課時)  [已開課] 

 

科目簡介：本課程旨在建立學生一套具批判思維的新約研經方法，透過介紹新約聖經的文化處境、

思想及文學特色讓學生能對經文進行仔細的分析及解釋。同時，學生需要對新約經文包括中文及英

文有更深的認識 以提供一基礎對經文的原意及解釋進行批判。 

 

講師： 葉漢浩教授（本院助理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 

謝甘霖博士候選人（香港中文大學博士生候選人；香港中文大學神道學碩士） 

 

課程大綱： 

第一課  新約聖經研究簡介 

第二課  新約聖經背景簡介 

第三課  社會修辭學（SRI）簡介 

第四課  保羅書信（一） 

第五課  保羅書信（二） 

第六課  福音書 

第七課  其他著作 

 

上課日期：2020 年 12 月 14 日至 2021 年 2 月 1 日（逢星期一，12

月 21 日除外） 

上課時間：晚上 7 時至 10 時（其中一課為 2 小時） 

上課地點：由於疫情嚴峻，此科課以網上教學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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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ploma/ Certificate Programme in Christian Thought and Practice 

 

 

 

 

IV.核心/ 聖經研究選修科目 – 舊約選讀 

BS406 五經文學(30 課時)  [已開課] 

 
 

科目簡介：舊約希伯來聖經首五卷常被稱為《摩西五經》，是舊約核心及耶穌教導之根源，亦是新

約及基督教神學之基礎。 

本課程除了研究五經經文之文學體裁、特色、結構及主題外，亦會探討五經的公共解讀及神學意

義，並反省對我們信仰及生命的啟迪。 

 

課程大綱： 

第一課  舊約五經導論 

第二課  創世紀與創造 

第三課  創世紀與族長敘事 

第四課  出埃及記與敘事 

第五課  出埃及記與律例 

第六課  利未記與聖潔 

第七課  民數記與曠野 

第八課  申命記與摩西 

第九課  申命記與律例 

第十課  五經神學；課程總結 

 

講師：劉耀生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兼任教師） 

上課日期：2021 年 2 月 22 日至 2021 年 5 月 3 日 (逢星期一， 4 月 5 日除外) 

上課時間：晚上 7 時至 10 時 

上課地點：暫定香港中文大學（由於疫情尚未受控，為同學安全及防疫考慮，課堂或改以網上形式

進行。如情況許可，混合模式（面授及網上）課程將於香港中文大學進行，敬請同學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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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思想及實踐文憑/證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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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核心/ 聖經研究選修科目– 聖經與現代處境 

BS702 辯證與類比想像: 聖經與現代處境 (30 課時) [已開課] 

 

科目簡介：本課程批判地介紹不同倫理學與不同詮釋學如何理解聖經

與現代處境，其中包括目的原則、類比原則、反文化的見證原則、進

化進路、文化相對進路、正典進路、範式進路和讀者回應進路等，並

鼓勵學員在聖靈帶領下，以創意閱讀和運用聖經。                                            

 

課程大綱： 

第一課  目的原則再思唯獨聖經 

第二課  類比原則 

第三課  反文化的見證原則文化相對進路 

第四課  非科學視野原則 

第五課  進化進路 

第六課  文化相對進路 

第七課  正典進路 

第八課  範式進路 

第九課  讀者回應進路 

第十課  聖經的濫用與運用 

 

講師：龔立人教授（本院副教授、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哲學博士） 

 

上課日期：2021 年 2 月 24 日至 2021 年 4 月 28 日（逢星期三） 

上課時間：晚上 7 時至 10 時  

上課地點：暫定香港中文大學（由於疫情尚未受控，為同學安全及防疫考慮，課堂或改以網上形式

進行。如情況許可，混合模式（面授及網上）課程將於香港中文大學進行，敬請同學留意。） 

  



 

6 
 

 

基督教思想及實踐文憑/證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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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核心/ 聖經研究選修科目– 新約選讀 

BS509 四福音導論(30 課時)  

 

科目簡介：本課程深入探討各新約福音書的背景處境、寫作特色和

神學表達，以及各福音書之間的異同。其目的在於幫助學生充分了

解福音書作為早期基督教敘事文體具有獨特的歷史及文學價值，並

且透過分析和比較更全面認識各福音書的特色。 

 

課程大綱： 

第一課  導論：福音書與早期基督教 

第二課  福音書的研究進路，共觀福音難題，約翰福音的獨特性 

第三課  馬可福音：背景及寫作特色 

第四課  馬可福音：神學及選段分析 

第五課  馬太福音：背景及寫作特色 

第六課  馬太福音：神學及選段分析 

第七課  路加福音：背景及寫作特色 

第八課  路加福音：神學及選段分析 

第九課  約翰福音：背景及寫作特色 

第十課  約翰福音的神學及課程總結 

 

講師：謝甘霖博士候選人（香港中文大學博士生候選人；香港中文大學神道學碩士） 

上課日期：2021 年 5 月 26 日 至 2021 年 7 月 28 日（逢星期三） 

上課時間：晚上 7 時至 10 時 

上課地點：暫定香港中文大學（本院會視乎疫情決定上課模式，如有需要，課堂或改以網上形式進

行。如情況許可，面授課堂將於香港中文大學進行，敬請同學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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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核心選修科目– 體驗學習與生命重整 

C401 體驗學習與生命重整 (10 課時) 

 

科目簡介：本課程以營會形式進行，旨在提供一個體驗式的學習經歷，

讓學員能認識有關基督教生命轉化理論，透過反思、沉澱與對話，重整

生命，以致更能夠活出召命。 

 

課程大綱：待定 

   

講師： 歐偉民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博士) 

上課日期：2021 年 7 月或 8 月期間，2 日 1 夜營會形式進行。 

上課時間：晚上 7 時至 10 時 

上課地點：暫定香港中文大學（本院會視乎疫情決定課堂詳細安排，如情況許可，面授課堂將於香

港中文大學進行，敬請同學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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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起始編號註解 

 

科目名稱 科目起始編號 

 核心科目 

基督教研究之方法與範式 C1 

基督教基本研究方法 C2 

在地教會觀 C3 

體驗學習與生命重整 C4 

核心科目/ 聖經研究 

希伯來聖經導論 BS1 

新約聖經導論   BS2 

聖經研究概論 BS3 

舊約選讀 BS4 

新約選讀 BS5 

聖經詮釋學 BS6 

聖經與現代處境 BS7 

聖經神學 BS8 

 選修科目 

基督教教育選修科目 

全人發展與基督教教育 CE1 

基督教教育與學習差異  CE2 

應用基督教教育倫理 CE3 

教育領導 CE4 

社會參與選修科目 

教會社關創新 SP1 

社會參與及信仰實踐  SP2 

社會參與及詮釋  SP3 

私產公益 SP4 

 

 

 

註： 

1. 本院保留更改課程日期、時間、地點及講師等細節之權利。更改事宜將於有需要時通知報名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