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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學位課程
按大學條例及規則辦理）

一. 文學士（主修神學）B.A.（Theology Major）
學生須經由香港中文大學入學資格考試及格或經由香港中文大學核准免試。學生完成此項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為時最少三
年（三年制課程）或四年（四年制課程）。學生須修讀基本神學課程，通識教育及語文，並可選讀副修。

主修課程要求
三年制課程（2012-13或以前入學）
學生須至少修畢以下科目共66學分：

必修科目 學分
1. 第一及第二修業年

PHIL1110, CURE1122, THEO1211, 1212, 2235及2236
18

第二至最後修業年
(i) THEO3221及從神學研究範圍（二）修讀一科
(ii) THEO2241及從神學研究範圍（四）修讀一科
(iii) 從神學研究範圍（一）及（三）各選最少兩科編號2000或以上之科目
(iv) 從神學研究範圍（五）中最少選一科

27

選修科目
2. 選修上述（1）項以外之THEO科目或選修非文化研究範圍之CURE科目共21學分。 21

總學分： 66

應屆畢業生可修讀研究院科目，但必須獲得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及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系主任核准。
本課程用以評定學位榮譽等級之主修科目平均積點，只計算主修科目編號2000及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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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制課程（2012-13或以後入學）
學生須至少修畢以下科目共 72 學分：

學院課程 學分
從以下科目中選修三科：ANTH1020, CHLL1900, CURE1000, 1110, ENGE1000, FAAS1900, 
HIST1000, JASP1090, LING1000, MUSC1000, THEO1000, TRAN1000

9

必修科目
CURE1122, PHIL1110, THEO1211, 1212, 2235, 2236, 2241, 3221, 3240, 4241, 4242 30

選修科目

(a) 從神學研究範圍二、四及五各選一科
(b) 從神學研究範圍一及三各選最少兩科編號 2000 或以上之科目
(c) 從以下科目選修12學分：

所有 THEO 科目（上述2, 3 (a) 及 (b) 項中已修讀科目除外）及所有 CURE 科目（列於文
化研究範圍之科目除外。）

9
12
12

總學分： 72

註：  1. 學生在最後修業學年可修讀5000 或以上程度之THEO和CURE科目，但必須獲得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及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系
主任之批准。

2. THEO和CURE 2000及以上程度的科目將會計入主修科目之平均積點，並用以釐定學位等級。

修課次序建議 學分
第一修業學年
學院課程：第一及第二科學院課程科目
主修必修科目：THEO1211, 1212
主修選修科目：兩科

6
6
6

第二修業學年
學院課程：第三科學院課程科目（於第一學期修讀）
主修必修科目：THEO3221及從以下科目中選修兩科：CURE1122, PHIL1110, THEO2235

及2236
主修選修科目：兩科

3
9

6

第三修業學年
主修必修科目：THEO2241, 3240及從以下科目中選修兩科：CURE1122, PHIL1110, 

THEO2235及2236
主修選修科目：兩科

11

6

第四修業學年
主修必修科目：THEO4241, 4242
主修選修科目：五科

4
15

總學分（主修要求包括學院課程）：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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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神道學碩士（M.Div.）
除研究院規定之一般入學資格外，學生須有認可之學士學位，須具備大學本科教師及由教會負責人推薦書各一份。學生完
成此項全日制碩士學位課程通常為三年，如在大學之主修科為神學或宗教學，或基督教研究／宗教研究文學碩士持有者，
可豁免修讀部份學分，則可為兩年。學生須修讀神學課程及撰寫碩士論文一篇。（詳情請參閱「研究院概覽」或瀏覽香港
中文大學研究院網頁 http://www.cuhk.edu.hk/gss）

*供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規則取錄之入學者就讀*

科　目　範　圍 學分

必修科目
(1) 聖經研究

a) 原文（在 THEO5301-5304 中選修最少兩科）★
b) 聖經研究（修讀 THEO5311或THEO5919, THEO5312或THEO5910及

在RELS5131-5135, THEO5210-5215, 5313-5318, 5910-5913, 5919, 5950-5951中
最少選修兩科）

6
6
6 18

(2) 教會史（修讀THEO5271-5272, 5321, 5322/ 5323） 12 12

(3) 神學（修讀 THEO5335, 5336 及
在THEO5224-5226, 5331, 5920-5922, 5930, 5952-5953中最少選修兩科）

6
6 12

(4) 牧養（在THEO5341-5346, 5244-5245, 5941-5948, 5956-5957, 6941, 6942中最少選修三科） 9 9

(5) 基督教與社會（最少選修四科）
a) 宣教（從THEO5141-5142, 5352, 5924, 5931中最少選修一科）
b) 倫理（從THEO5354, 5843, RELS5273中最少選修一科）
c) 教育（RELS5151, THEO5351, 5845, 5846, 5852-5856, 5960-5961）
d) 亞洲研究（RELS5118, 5121, 5123, 5125,  5129, 5131, 5144, 5151, THEO5322,

5323,5913, 5922, 5923, 5925, 5926, 5928, 5958-5959）

12 12

(6) 師生研討（修讀THEO5005, 5006, 5007, 5008）▲ 12 12

(7) 論文（修讀 THEO5002, 5003, 5004） 6 6

(8) 實習／本地教會探究（修讀 THEO5340, 6943-6946）［註一］ 10 10

選修科目
(9) 第一至第三修業年

選修任何以上所列的科目最少八學分（THEO/RELS之宗教科目，已修讀於91學分的必
修科目除外），或其他科目(THEO/RELS之宗教科目如RELS5001, 5005, THEO5906)，
但須經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或研究院神學學部主任批准。

8 8

總學分： 99 

2012-13概覽



31

★ 可於入學前修讀。
▲ 學生只可以在修業期最後兩年選修師生研討。
 註一］實習不可作為選修科目，學生可於學期中或暑期修讀。最早可選修實習學分之年級為一年級暑假，詳情參閱《實習須知》。
課程修讀方式： 學生應先修讀基礎課程科目範圍(1)至(3)，然後進深課程(4)至(6)。新舊約導論、原文、系統神學I、II及本地教會探究

需於入學第一年修讀。

三.  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M.A. in Christian Studies）
除研究院規定之一般入學資格外，申請者須有認可之學士學位，尤歡迎非主修宗教或神學者申請；另須具備大學本科教師
及教會人士推薦書各一份。（詳情請參閱「研究院概覽」或瀏覽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網頁 http://www.cuhk.edu.hk/gss）

學生最少須修讀8科共24學分。全日制學生需用一至兩年時間完成；兼讀制學生則需用不少於兩年亦不可超過四年時間內
修畢課程。學生每學期最少須修讀一科，兼讀制學生每學期修讀之科目不可超過三科，每學年不可超過五科。學生亦可選
擇其中一個科目範圍或「職場神學」為專修範圍。

科目範圍
(i) 聖經研究
(ii) 神學研究
(iii) 基督教與社會
(iv) 教牧學及輔導
(v) 中國基督教
(vi) 基督教教育

1）通修課程

必修科目 學分

第一修業年
THEO5906

3

選修科目 學分

第一修業年（全日制）／第一及第二修業年（兼讀制）
於最少三個科目範圍中選修七科。學生亦可修讀本院開設之其他科目，但必須獲得崇基學院神
學院院長或研究院神學學部主任核准。在計算畢業要求的24學分中，本科科目（課程編號小於
5000）不可多於一科。

21

總學分：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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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修︰科目範圍
（聖經研究／神學研究／基督教與社會／教牧學及輔導／中國基督教／基督教教育）

必修科目 學分
第一修業年
THEO5906

3

選修科目 學分
第一修業年（全日制）／第一及第二修業年（兼讀制）
(a) 於以下科目範圍中選取其中一個為專修範圍，並在此專修範圍內選修最少四科︰

聖經研究
神學研究
基督教與社會
教牧學及輔導
中國基督教
基督教教育

(b) 選修最少三科，其中兩科須屬所選之專修範圍外另外兩個科目範圍；學生亦可修讀本院開
設之其他科目，但必須獲得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或研究院神學學部主任核准。在計算畢業
要求的24學分中，本科科目（課程編號小於5000）不可多於一科。

21

總學分： 24

3）專修︰「職場神學」

必修科目 學分
第一修業年
THEO5906

3

選修科目 學分
第一修業年（全日制）／第一及第二修業年（兼讀制）
(a) 於THEO5930, 5931, 5932, 5941, 5942, 5943(或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研究院神學學部主

任核准之其他科目)中選修最少四科；
(b) 選修最少三科，其中兩科須屬所選之專修範圍外另外兩個科目範圍；學生亦可修讀本院開

設之其他科目，但必須獲得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或研究院神學學部主任核准。在計算畢業
要求的24學分中，本科科目（課程編號小於5000）不可多於一科。

21

總學分： 24

學生如欲選讀研究院其他學部或大學本科課程之科目，需得本學部及選修學部之同意，並需額外繳付有關學費，費用則按
選修學部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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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要求
(i) 學生需於每學期最少修讀一科，修讀年期須符合香港中文大學研究生手冊學業規則中之修業期限；
(ii) 學生須符合香港中文大學的資訊科技能力要求（詳情請參閱香港中文大學研究生手冊學業規則有關資訊科技能力

部份）；及
(iii) 學生之平均積點不可少於2.0。

四. 神學研究文學碩士（M.A. in Theological Studies）
除研究院規定之一般入學資格外，申請者須持有（1）認可之學士學位及（2）主修基督教研究之碩士學位（或相關學
位）。申請者另須具備大學教師及教會人士推薦書各一份。（詳情請參閱「研究院概覽」或瀏覽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網頁
http://www.cuhk.edu.hk/gss）

學生最少須修讀8科共24學分。全日制學生需用一至三年時間完成；兼讀制學生則需用不少於兩年亦不可超過四年時間內
修畢課程。學生每學期最少須修讀一科，兼讀制學生每學期修讀之科目不可超過三科，每學年不可超過五科。

科目範圍
(i) 聖經研究與早期基督教
(ii) 中國基督教
(iii) 歷史與建構性神學
(iv) 實踐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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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專修︰科目範圍
聖經研究與早期基督教／中國基督教／歷史與建構性神學／實踐神學）

必修科目 學分
最後修業學期
THEO5001

3

選修科目 學分
除必修科目外，學生須修讀最少七科共21學分，包括︰
(a) 選擇其中一個科目範圍為其專修範圍並在此專修範圍中選修最少四科共12學分；及
(b) 在其他科目範圍中最少選修三科共9學分，學生亦可選修神學學部或崇基學院神學院提

供之其他科目，但需經學部主任或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批准。在計算畢業要求的24學分
中，本科科目（課程編號小於5000）不可多於一科。

21

總學分： 24

2）專修︰跨科範圍

必修科目 學分
最後修業學期
THEO5001

3

選修科目 學分
除必修科目外，學生須修讀最少七科共21學分，包括︰
(a) 選擇兩個科目範圍並在其中選修最少五科共15學分；及
(b) 在其他科目範圍中最少選修兩科共6學分，學生亦可選修神學學部或崇基學院神學院提

供之其他科目，但需經學部主任或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批准。在計算畢業要求的24學分
中，本科科目（課程編號小於5000）不可多於一科。

21

總學分： 24

學生如欲選讀研究院其他學部或大學本科課程之科目，須得本學部及選修學部之同意，並需額外繳付有關學費，費用則按
選修學部而定。

畢業要求
(i) 學生需於每學期最少修讀一科，修讀年期須符合香港中文大學研究生手冊學業規則中之修業期限；
(ii) 學生須符合香港中文大學的資訊科技能力要求（詳情請參閱香港中文大學研究生手冊學業規則有關資訊科技能力

部份）；
(iii) 學生須按其專修範圍撰寫一篇字數不少於20,000字之論文（中文或英文均可） 及
(iv) 學生之平均積點不可少於2.0。

2012-13概覽



35

五. 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宗教研究）（M.Phil. - Ph.D. in Religious Studies）    
除研究院規定之哲學碩士-博士學位課程一般入學資格外，申請人應（1）具有主修宗教或神學之學士學位，主修其他科目
之申請人只會個別考慮；（2）提交研究計劃書及詳細的參考書目；（3）由兩位學術界人士推薦；（4）符合研究院「英
語能力規定」的條件；（5）投考哲學博士組之申請人需呈交一份以英文或中文發表之學術文章 (詳情請參閱「研究院概
覽」或瀏覽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網頁(http://www.cuhk.edu.hk/gss)。

專研範圍︰中國宗教研究、道教研究、佛教研究、聖經研究、基督教研究／中國基督教研究及宗教、教育與社會。

1.  哲學碩士（宗教研究）（M.Phil. in Religious Studies）

選讀科目
碩士研究生必須完成至少四科研究院科目共計12學分。院研究院科目外，學生必須於每一個學期註冊相關之論文研究。

第一修業年 學分
一科必修科目（宗教研究方法及歷史）及
三科選讀科目（各3學分）*
兩科論文研究（各6學分）

12
12

第二修業年 學分
兩科專題研討（各2學分）
兩科論文研究（各6學分）
畢業論文

4
12

總學分： 40
*  該三科必須選自最少兩個不同的科目範圍，或由個別指導老師或研究學部指定。 

畢業要求
學生需呈交畢業論文一份及通過有關其論文之口試，方可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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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哲學博士（宗教研究）（Ph.D. in Religious Studies）
候任博士學位候選人

選讀科目
候任博士學位候選人必須完成至少四科研究院科目共計12學分。除研究院科目外，學生必須於每一個學期註冊相關之論文
研究。

第一修業年 學分

一科必修科目（宗教研究方法及歷史）及
三科選讀科目（各3學分）*
兩科論文研究（各6學分）

12
12

第二修業年 學分
兩科專題研討（各2學分）
兩科論文研究（各6學分）
資格考試
論文計劃書及答辯

4
12

總學分： 40
* 該三科必須選自最少兩個不同的科目範圍，或由個別指導老師或研究學部指定。 

修讀外語
除中文及英文外，候任博士學位候選人必須修讀另一由個別指導老師規定之外國語文。

資格考試
在完成所有選讀科目及外國語文科目後，候任博士學位候選人必須參加一項資格考試，及格後方繼續修讀，成為博士學位
候選人。資格考試須在修讀的第二年完結前完成，而所投考的三份考卷必須選自最少兩個不同的科目範圍，或由個別指導
老師指定。

博士學位候選人
博士學位候選人在預備博士論文的同時，須繼續於每一個學期註冊相關之論文研究，直至畢業為止。在此期間，除研究學
部另有要求，博士學位候選人無需額外修讀任何研究院之科目。

畢業要求
(i) 提交一篇對其研究範圍之學術及知識有貢獻之論文
(ii) 於口試中答辯其研究論文
(iii) 通過有關之口試

2012-13概覽



37

東南亞神學研究院學位課程

合資格人士可申請為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之特別
生，於崇基學院神學院修讀東南亞神學教育協會屬下東南
亞神學研究院主辦之學位課程，並可獲頒授下列學位：

一.  神道學學士（B.D.）
完成此項全日制學士學位通常需時五年，有學士學位者
（包括神學士 B.Th. 學位）則為三年。若於高中畢業後曾接
受不少於兩年專科訓練者，則可於四年完成；若於教會或
福音機構工作，又或已獲得其他學科之博士學位者，可申
請部份時間兼讀，課程安排按具體情況而定。學生須修讀
基本神學課程及其他對牧職有關之科目。

1. 入學資格：
申請人須在香港完成預科或同等教育，及最少一年之工作
經驗。25歲或以上之申請人則例外，只須中學會考文憑或
同等學歷，及最少五年之工作經驗。所有准許入學之申請
均須達至大學入學要求之最基本程度。一般而言，申請人
必須由教會保送或推薦，並須提供三位諮詢人，其中一位
必須為牧者。

2. 課程修讀方式：
學生應先修讀基礎課程科目範圍（1）至（3），然後進深
課程（4）至（6）。
除獲豁免外，新舊約導論、原文、系統神學 I、II及本地教
會探究需於入學第一年修讀。

3. 畢業要求：
1） 修畢課程要求的學分。

2） 綜合性考試：
 (i) 日期：5月第3個星期二、三兩天（星期四為結
  業崇拜）。
 (ii) 三年制學生修畢兩年課程後應考。
  五年制學生修畢三年課程後應考。
  四年制學生修畢兩或三年課程後應考。
  (a) 考試科目：
   聖經 最少已修讀四科
     神學 最少已修讀三科
     教會史 最少已修讀二科
     全部最少已修讀十一科
  (b)  兩張試卷：
   卷一： 以3小時選答兩條題目（閉卷）
     卷二： 以4小時選答一條題目（開卷）
  (c) 補考：
   最遲於該年八月底進行。補考不及格可於翌 

  年五月重考；重考不及格便須退學。

3） 畢業論文
 (i) 範圍：
  宣教或其他有關科目，並須於最後修讀學年開學 

 後兩個月內呈交經導師批准之題目。
 (ii) 字數：25,000字以內
 (iii) 呈交日期：5月31日

4. 研習課程：
整個課程需五年時間研讀。大略而言，神道學學士之課
程要求約等於主修神學之文學士課程，加上神道學碩士之
課程。除中文、英文、體育、語文精修課程及通識教育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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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其他學生必修外，神道學學士學生並可選修社會科學、哲學及其他學科科目，並且必須修讀一年之聖經原文。五年所
須修讀學分最少為一百五十九個。（一學分等於一學期之十三／四個星期中每星期一小時之上課）。

1） 五年制（B.D.） *供高中畢業或同等學歷人仕就讀*

科目範圍（詳細科目編號請參閱神道學碩士課程結構） 學分
(1) 新舊約聖經
   a)  原文★
   b)  聖經研究

6
15 21

(2) 教會史［註一］ 12 12

(3) 神學 ［註二］ 15 15

(4) 牧養 15 15

(5) 宣教/教育/倫理 ［註三］ 12 12

(6) 師生研討　 12 12

(7) 論文 6 6

(8) 實習 ［注四］
   本地教會探究

12
2 14

(9) 選修
   a)  非宗教及神學科目選修
   b)  宗教及神學選修

16
10 26

(10) 其他
   a)  哲概（PHIL1110）
   b)  通識

    大學通識範圍A至D
    GECC1000-書院週會（需在首年修讀）
    GECC1130-大學修學指導（需在首年修讀）
    或
    GECC1120-書院、大學與社會 和 GECC1110-書院、大學與社會：學生為本教學

 課程（供非本地生修讀）
    GECC4130-專題討論 （需在第三年或以後修讀）
   c)  體育
   d)  中文及英文

3

9
0
3
或

2＋1

3
2
6

26

總學分：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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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年制（B.D.） *供高中畢業後曾接受最少兩年專科訓練之人仕就讀*

科目範圍（詳細科目編號請參閱神道學碩士課程結構） 學分
(1) 新舊約聖經

a) 原文★
b) 聖經研究

6
15 21

(2) 教會史［註一］ 12 12

(3) 神學［註二］ 12 12

(4) 牧養 15 15

(5) 宣教／教育／倫理 ［註三］ 12 12

(6) 師生研討 12 12

(7) 論文 6 6

(8) 實習［註四］
本地教會探究

8
2 10

(9) 選修
a) 非宗教及神學科目選修
b) 宗教及神學選修

9
6 15

(10) 其他
a) 哲概（PHIL1110）
b) 通識

大學通識範圍A至D
GECC1000-書院週會（需每學期修讀）
GECC4130-專題討論（需在第三年或以後修讀）

3

9
0
3

15

總學分：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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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三年制（B.D.） *供高中畢業或同等學歷人仕就讀*

科目範圍（詳細科目編號請參閱神道學碩士課程結構） 學分
(1) 新舊約聖經
   a)  原文★
   b)  聖經研究

6
15 21

(2) 教會史［註一］ 12 12

(3) 神學［註二］ 12 12

(4) 牧養 15 15

(5) 宣教／教育／倫理［註三］ 12 12

(6) 師生研討　 12 12

(7) 論文 6 6

(8) 實習［注四］
   本地教會探究

8
2 10

(9) 選修（宗教及神學科目) 6 6

總學分： 106
★ 可於入學前修讀。
［注一］ 教會史必修以下四科：早期與中世紀教會、改革時代、現代歐洲基督教、中國基督教史／香港基督教史
［注二］ 神學範圍之必修科：系統神學 I 及系統神學 II、另須加兩科相關之範圍，
 例如：人類與拯救、上帝論、創造論與末世論、基督、教會與聖靈、與現代神學/處境神學有關之科目
［注三］ 宣教及倫理各選修最少一科，每科三分。
［注四］ 實習不可選修，學生可於學期中或暑期修讀，而由教會保送讀神學B.D.五年制同學必須在四年級下學期，一月至六月或八

月間在教會全時間實習。其他學生則可選擇是否以全時間方式進行實習。詳情請參閱本院刊印之《實習須知》。
 
最早可選修實習學分之年級：
B.D.三年制：完成三年級後（即入學第一年後）之暑假
B.D.四年制：完成三年級後（即入學第二年後）之暑假
B.D.五年制：完成三年級後（即入學第三年後）之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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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三年制（B.D.） *凡持有 B.Th.學位者*

科目範圍（詳細科目編號請參閱神道學碩士課程結構） 總學分 最高可豁免之
總學分［注四］

(1) 新舊約聖經
   a)  原文★
   b)  聖經研究

6
15

6
9

(2) 教會史  12 6

(3) 神學 12 6

(4) 牧養 15 6

(5) 宣教／教育／倫理［註一］ 12 0

(6) 師生研討　 12 0

(7) 論文 6 0

(8) 實習［註二］
   本地教會探究

8
2

8
0

(9) 選修［註三］ 33 27

總學分： 106

★ 可於入學前修讀
［注一］ 宣教及倫理各選修最少一科，每科三分。
［注二］ 有全職事奉經驗三年或以上者可申請豁免四學分，有五年者可申請豁免八學分。參看一般 B.D. 實習之要求及規則。
［注三］ 應儘量修讀非宗教及神學科目。
［注四］ 個別學生可獲豁免之學分需經院方批准。

此課程之學制基本上和B.D.三年制（持有學士學位或同等學歷者）一樣，但曾修讀B.Th.課程者在得院方批准下可作以下的
學分更改：
1. 學分豁免：只限於聖經原文科目（最多可豁免六學分）和實習科目（最多可豁免八學分）
2. 改修學分：學生可因應個別情況向有關老師申請把科目範圍（1）至（4）的學分分配至其他科目範圍，（例如把原要

修讀的十二分神學科目中改修三分至選修科目的學分）但改修後仍要符合每個科目範圍的最低學分要求。
任何學分上的更改需在一年級的第二學期內向課程統籌主任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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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神學碩士（M.Theol.)
學生須有神道學學士或神道學碩士學位或同等學歷，並通過入學考試。完成此項學位全時間就讀者須兩年，非全時間就讀
者須四年。學生須從事深造研究及就一特別研究範圍撰寫論文一篇。（詳情可參閱東南亞神學研究院神學碩士課程手冊）

三.  神學博士（D.Theol.)
凡獲神學碩士學位（M.Theol.) 或同等學歷（如：S.T.M.或獲得B.Th.或B.A.（主修神學）以後進修之M.A.）而具優秀之研究
能力者，可申請攻讀。申請者需呈交博士論文研究計劃書。完成此項學位全時間就讀者須三年，非全時間就讀者須六年。
修讀本課程期間學生有機會往東南亞神學教育協會屬下之神學院進修及研究。（詳情可參閱東南亞神學研究院神學博士
課程手冊）

特別編排之課程
凡在認可之學術機構註冊之研究生（攻讀碩士或博士者）或在教會事奉之教牧人員，皆可申請為本院短期之特別生，旁聽
或修讀崇基學院神學院（文化及宗教研究系）開設之科目，及得享用神學研究所需之設備。本院B.D.及M.Div.畢業生在畢
業後兩年內，可每學期修讀本院開設之科目一科，如出席率不少於八成，可獲退回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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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為本院開設之科目， RELS和CURE為文化及宗教研究學系開設之科目）

本科生

I）神學

編號 科目名稱 學分
THEO1000 基督教研究導論 3

範圍（一）：聖經研究
THEO1211   [THEO5311] 希伯來聖經導論 3

THEO1212  [THEO5312] 新約聖經導論 3

THEO1213  [THEO5313] 希伯來文 I 3

THEO1214  [THEO5314] 希伯來文 II 3

THEO1215  [THEO5315] 新約希臘文 I 3

THEO1216  [THEO5316] 新約希臘文 II 3

THEO2211  [THEO5317] 五經研究 3

THEO2212  [THEO5318] 先知文學 3

THEO2213  [THEO5313] 智慧文學與詩篇 3

THEO2214  [THEO5314] 共觀福音 3

THEO2215  [THEO5315] 約翰之著作 3

THEO2216  [THEO5316] 保羅書信 3

THEO3213/3214△  (THE3213/3214) 聖經研究 : 專題研究 I / II 3 / 3

範圍（二）：基督教歷史
THEO2221  [THEO5321] 早期與中世紀教會 3

THEO3221  [THEO5323] 中國基督教史 3

THEO3222  [THEO5322] 香港基督教史 3

THEO3220/3229 THE3220/3229 基督教歷史 : 專題研究 I / II 3 / 3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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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三）：神學 
THEO2231  [THEO5331] 人類與拯救 3

THEO2234 天主教教義學 3

THEO2235  [THEO5335] 系統神學 I 3

THEO2236  [THEO5336] 系統神學 II 3

THEO3235/3236△  (THE3235/3236) 神學 : 專題研究 I / II 3 / 3

範圍（四）：教牧學
THEO2241  [THEO5341] 牧養神學 3

THEO3240  [THEO5340] 本地教會探究 2

THEO3241  [THEO5343] 講道學 3

THEO3242  [THEO5342] 宗派傳統及體制 3

THEO3244  [THEO5344] 禮儀學 3

THEO3245  [THEO5345] 講道實習 2

THEO3246  [THEO5346] 生寄死歸 3

THEO3247/3248△  (THE3247/3248) 牧養研究︰專題研究 I / II 3 / 3

THEO4241/4242☆  (THE4241/4242) 實習（一）/（二） 2 / 2

範圍（五）：  基督教與社會
THEO2251  [THEO5351] 宗教教育基礎 3

THEO3252   [THEO5352] 受差傳之教會 3

THEO3254   [THEO5354] 基督教倫理學 3

THEO3255/3256△ (THE3255/3256) 基督教與社會︰專題研究 I / II 3 / 3

△ 學生在學期間可修讀多個專題研究，唯每一個學期只能修該讀專題研究一次。
☆    只適用於文學士(神學)課程。
( )    2009-10年度及以前的課程編號。
[ ]    共同上課的科目。

II）宗教學 
請參閱文學士（宗教研究）之科目列表。文學士（神學）學生可修讀非文化研究範圍之CURE科目為選修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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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神道學碩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高年級神道學學士學生亦可選讀）

I）主要科目  

編號 科目名稱 學分
THEO5002/5003/5004  (THE5002/5003/5004) 畢業生論文 I / II / III 2 / 2 / 2

THEO5005/5006 (THE5005/5006) 師生專題研討（一）/（二） 3 / 3

THEO5007/5008   (THE5007/5008) 師生專題研討（三）/（四） 3 / 3

II）學習範圍

範圍（一）：聖經研究  
RELS5131 (RST5131) 亞洲的聖經詮釋學 3

RELS5132/5133 (RST5132/5133) 進深聖經釋經 I / II 3 / 3

TRELS5134 (RST5134) 婦女聖經詮釋學 3

RELS5135 (RST5135) 聖經的宗教與文學 3

THEO5210△ (THE5210) 希伯來聖經選讀 3

THEO5211△ (THE5211) 新約聖經選讀 3

THEO5212* (THE5212) 早期基督教發展 3

THEO5213 (THE5213) 典外文獻 3

THEO5214 (THE5214) 希伯來文釋經 3

THEO5215 (THE5215) 新約希臘文釋經 3 

THEO5301 [THEO1213] 希伯來文 I 3

THEO5302 [THEO1214] 希伯來文 II 3

THEO5303 [THEO1215] 新約希臘文聖經 I 3

THEO5304 [THEO1216] 新約希臘文聖經 II 3

THEO5311 [THEO1211] 希伯來聖經導論 3

THEO5312 [THEO1212] 新約聖經導論 3

THEO5313 [THEO2213] 智慧文學與詩篇 3

THEO5314 [THEO2214] 共觀福音 3

THEO5315 [THEO2215] 約翰之著作 3

THEO5316 [THEO2216] 保羅書信 3

THEO5317 [THEO2211] 五經研究 3

THEO5318 [THEO2212] 先知文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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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5910 (RST5210) 新約聖經處境詮釋 3

THEO5911 (RST5211) 現代聖經詮釋 3

THEO5912 (RST5212) 聖經神學 3

THEO5913 (RST5213) 亞洲處境中的耶穌基督 3

THEO5919/ RELS5219 (RST5219) 希伯來聖經之處境詮釋 3

THEO5950/5951△ (RST5250/5251) 聖經研究︰專題研究 I / II 3

範圍（二）：基督教歷史
THEO5212* (THE5212) 早期基督教發展 3

THEO5271 (THE5271) 改革時代 3

THEO5272 (THE5272) 現代西方基督教 3

THEO5321 [THEO2221] 早期與中世紀教會 3

THEO5322 [THEO3222] 中國基督教史 3

THEO5323 [THEO3221] 香港基督教史 3

THEO5929* (RST5229) 基督教思想歷史 3

範圍（三）：神學研究 
RELS5276 (RST5276) 梵二的神學思想 3

THEO5224 (THE5224) 上帝論、創造論與末世論 3

THEO5225 (THE5225) 基督、教會與聖靈 3

THEO5226 (THE5226) 神學與女性主義 3

THEO5230 (THE5230) 詮釋學與神學 3

THEO5231 (THE5231) 現代性與神學 3

THEO5232 (THE5232) 神學系統與神學方法 3

THEO5233 (THE5233) 政治神學與解放神學 3

THEO5234* (THE5234) 中國基督教思想家 3

THEO5235 電影與神學 3

THEO5331 [THEO2231] 人類與拯救 3

THEO5335 [THEO2235] 系統神學 I 3

THEO5336 [THEO2236] 系統神學 II 3

THEO5920 (RST5220) 處境神學 3

THEO5921 (RST5221) 現代基督教思想家 3

THEO5922 (RST5222) 亞洲神學 3

THEO5929* (RST5229) 基督教思想歷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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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5930* (RST5230) 公共神學 3

THEO5940/5949△ (RST5240/5249) 神學研究：專題研討 I / II 3 / 3

THEO5952/5953△ (RST5252/5253) 神學研究︰專題研究 I / II 3 / 3

範圍（四）：牧養學與實習 
RELS5275 (RST5275) 靈修與修會傳統 3

THEO5240 (THE5240) 堂會研究 3

THEO5242 (THE5242) 基督教崇拜之歷史、實踐與神學 3

THEO5243 (THE5243) 廿一世紀聖詩學 3

THEO5244 (THE5244) 實踐神學模型 3

THEO5245 (THE5245) 性、婚姻與家庭 3

THEO5340 [THEO1240] 本地教會探究 3

THEO5341 [THEO2241] 牧養神學 3

THEO5342 [THEO3242] 宗派傳統及體制 3

THEO5343 [THEO3241] 講道學 3

THEO5344 [THEO3244] 禮儀學 3

THEO5345 [THEO3245] 講道實習 3

THEO5346 [THEO3246] 生寄死歸  3

THEO5941 (RST5241) 處境化之牧養關顧  3

THEO5942 (RST5242) 現代人的屬靈生活  3

THEO5943 (RST5243) 靈性與職場  3

THEO5944 (RST5244) 教會管理及領導  3

THEO5945 (RST5245) 基督教輔導學  3

THEO5946 (RST5246) 輔導與青少年牧養  3

THEO5947 (RST5247) 輔導與家庭牧養  3

THEO5948 (RST5248) 神學與當代輔導理論  3

THEO5956/5957△ (RST5256/5257) 教牧學與輔導：專題研究 I / II 3 / 3

THEO6941/6942 (RST6241/6242) 牧養研究：專題研討 I / II 3 / 3

THEO6943/6944 (RST6243/6244) 實習 III / IV 2 / 2

THEO6945/6946 (RST6245/6246) 實習 V / VI 2 / 2

範圍（五）：宗教、教育與社會 
RELS5151 (RST5151) 中國基督教高等教育 3

RELS5273 (RST5273) 天主教社會倫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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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5141 (THE5141) 普世教會學 3

THEO5142 (THE5142) 今日教會所面對之問題 3

THEO5241 (THE5241) 基督教宣教與全球地域化 3

THEO5351 [THEO2251] 宗教教育基礎 3

THEO5352 [THEO3252] 受差傳之教會 3

THEO5354 [THEO3254] 基督教倫理學 3

THEO5843/ RELS5143 (RST5143) 宗教、社會及倫理學的現代問題 3

THEO5845  (RST5145) 宗教教育與中國社會 3

THEO5846/ RELS5146 (RST5146) 個人成長與宗教教育 3

THEO5847  (RST5147) 文化，宗教與倫理 3

THEO5849/ RELS5149 (RST5149) 宗教與生態危機 3

THEO5852 (RST5152) 宗教教育理論 3

THEO5853 (RST5153) 後現代世界中的基督教教育 3

THEO5854 (RST5154) 基督教教育之教與學 3

THEO5855 (RST5155) 基督教教育與品格培養 3

THEO5856 (RST5156) 香港教會學校 3

THEO5924 (RST5224) 基督教與社會轉變 3

THEO5930* (RST5230) 公共神學 3

THEO5931 (RST5231) 專業與基督教信仰 3

THEO5932 (RST5232) 神學與工作 3

THEO5933 媒體、普及文化與基督教 3

THEO5954/5955△ (RST5254/5255) 基督教與社會 : 專題研究 I / II 3 / 3

THEO5960/5961△ (RST5260/5261) 基督教教育 : 專題研究 I / II 3 / 3

範圍（六）：中國基督教 
THEO5220/RELS5325 (THE5220) 中國文學中的基督教 3

THEO5221 (THE5221) 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基督教 3

THEO5222 (THE5222) 香港基督教研究 3

THEO5223 (THE5223) 離散處境中的華人基督教 3

THEO5234* (THE5234) 中國基督教思想家 3

THEO5923 (RST5223) 中國宗教處境中的基督教 3

THEO5925 (RST5225) 中國基督教 3

THEO5926 (RST5226)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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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5928 (RST5228) 二十世紀之中國基督教 3

THEO5958/5959△ (RST5258/5259) 中國基督教 : 專題研究 I / II 3 / 3

範圍（七）：宗教研究與中國宗教 
RELS5001 (RST5001) 宗教研究之方法與歷史 3

RELS5005 (RST5005) 宗教研究理論 3

RELS5115 (RST5115) 中國宗教經典閱讀 3

RELS5118 (RST5118) 中國佛教研究 3

RELS5121 (RST5121) 中國民間宗教 3

RELS5123 (RST5123) 道教教義 3

RELS5125 (RST5125) 道教禮儀 3

RELS5129 (RST5129) 道教與中國文化 3

RELS5144 (RST5144) 基督教及中國宗教中的婦女 3

RELS5300 (RST5300) 回教研究 3

* 科目被表列在多於一個科目範圍。
△ 學生在學期間可修讀多個專題研究，唯每一個學期只能修該讀專題研究一次。
( )  2009-10年度及以前的課程編號。
[ ]  共同上課的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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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學習範圍

範圍（一）：聖經研究
RELS5131 (RST5131) 亞洲的聖經詮釋學 3

RELS5134 (RST5134) 婦女聖經詮釋學 3

RELS5135 (RST5135) 聖經的宗教與文學 3

THEO5910 (RST5210) 新約聖經處境詮釋 3

THEO5911/RELS5211 (RST5211) 現代聖經詮釋 3

THEO5912 (RST5212) 聖經神學 3

THEO5913 (RST5213) 亞洲處境中的耶穌基督 3

THEO5919/RELS5219 (RST5219) 希伯來聖經之處境詮釋 3

THEO5950/5951△ (RST5250/5251) 聖經研究︰專題研究 I / II 3 / 3

範圍（二）：神學研究
THEO5224 (THE5224) 上帝論、創造論與末世論 3

THEO5225 (THE5225) 基督、教會與聖靈 3

THEO5271 (THE5271) 改革時代 3

THEO5272 (THE5272) 現代西方基督教 3

THEO5920 (RST5220) 處境神學 3

THEO5921 (RST5221) 現代基督教思想家 3

THEO5922 (RST5222) 亞洲神學 3

THEO5925* (RST5225) 中國基督教 3

THEO5929 (RST5229) 基督教思想歷史 3

THEO5930* (RST5230) 公共神學 3

THEO5952/5953△ (RST5252/5253) 神學研究︰專題研究 I / II 3 / 3

範圍（三）：基督教與社會
THEO5845* (RST5145) 宗教教育與中國社會 3

THEO5923* (RST5223) 中國宗教處境中的基督教 3

THEO5924 (RST5224) 基督教與社會轉變 3

THEO5930* (RST5230) 公共神學 3

研究生（ 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

I）必修科目  

編號 科目名稱 學分
THEO5906 (RST5006) 基督教研究之方法與範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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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5931 (RST5231) 專業與基督教信仰 3

THEO5932 (RST5232) 神學與工作 3

THEO5933 媒體、普及文化與基督教 3

THEO5954/5955△ (RST5254/5255) 基督教與社會 : 專題研究 I / II 3 / 3

範圍（四）：教牧學及輔導
THEO5941 (RST5241) 處境化之牧養關顧 3

THEO5942 (RST5242) 現代人的屬靈生活 3

THEO5943 (RST5243) 靈性與職場 3

THEO5944 (RST5244) 教會管理及領導 3

THEO5945 (RST5245) 基督教輔導學 3

THEO5946 (RST5246) 輔導與青少年牧養 3

THEO5947 (RST5247) 輔導與家庭牧養 3

THEO5948 (RST5248) 神學與當代輔導理論 3

THEO5956/5957△ (RST5256/5257) 教牧學與輔導：專題研究 I / II 3 / 3

範圍（五）：中國基督教  
THEO5845* (RST5145) 宗教教育與中國社會 3

THEO5923* (RST5223) 中國宗教處境中的基督教 3

THEO5925* (RST5225) 中國基督教 3

THEO5926 (RST5226)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 3

THEO5928 (RST5228) 二十世紀之中國基督教 3

THEO5958/5959△ (RST5258/5259) 中國基督教 : 專題研究 I / II 3 / 3

範圍（六）：基督教教育 
THEO5845* (RST5145) 宗教教育與中國社會 3

THEO5846/RELS5146 (RST5146) 個人成長與宗教教育 3

THEO5852 (RST5152) 宗教教育理論 3

THEO5853 (RST5153) 後現代世界中的基督教教育 3

THEO5854 (RST5154) 基督教教育之教與學 3

THEO5855 (RST5155) 基督教教育與品格培養 3

THEO5856 (RST5156) 香港教會學校 3

THEO5960/5961△ (RST5260/5261) 基督教教育 : 專題研究 I / II 3 / 3

*  科目被表列在多於一個科目範圍。
△ 學生在學期間可修讀多個專題研究，唯每一個學期只能修該讀專題研究一次。
( )  2009-10年度及以前的課程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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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 神學研究文學碩士）

I）必修科目  

編號 科目名稱 學分
THEO5001 (THE5001) 神學研究 3

II）學習範圍

範圍（一）：聖經研究與早期基督教
THEO5210△ (THE5210) 希伯來聖經選讀 3

THEO5211△ (THE5211) 新約聖經選讀 3

THEO5212 (THE5212) 早期基督教發展 3

THEO5213 (THE5213) 典外文獻 3

THEO5214 (THE5214) 希伯來文釋經 3

THEO5215 (THE5215) 新約希臘文釋經 3

THEO5950/5951△ (RST5250/5251) 聖經研究︰專題研究 I / II 3 / 3

範圍（二）︰中國基督教
THEO5220/RELS5325 (THE5220) 中國文學中的基督教 3

THEO5221 (THE5221) 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基督教 3

THEO5222 (THE5222) 香港基督教研究 3

THEO5223 (THE5223) 離散處境中的華人基督教 3

THEO5234* (THE5234) 中國基督教思想家 3

THEO5958/5959△ (RST5258/5259) 中國基督教 : 專題研究 I / II 3 / 3

範圍（三）︰歷史與建構性神學
THEO5141 (THE5141) 普世教會學 3

THEO5226 (THE5226) 神學與女性主義 3

THEO5230 (THE5230) 詮釋學與神學 3

THEO5231 (THE5231) 現代性與神學 3

THEO5232 (THE5232) 神學系統與神學方法 3

THEO5233 (THE5233) 政治神學與解放神學 3

THEO5234* (THE5234) 中國基督教思想家 3

THEO5235 電影與神學 3

THEO5952/5953△ (RST5252/5253) 神學研究︰專題研究 I / II 3 / 3

2012-13概覽



53

範圍（四）︰實踐神學
THEO5142 (THE5142) 今日教會所面對之問題 3

THEO5240 (THE5240) 堂會研究 3

THEO5241 (THE5241) 基督教宣教與全球地域化 3

THEO5242 (THE5242) 基督教崇拜之歷史、實踐與神學 3

THEO5243 (THE5243) 廿一世紀聖詩學 3

THEO5244 (THE5244) 實踐神學模型 3

THEO5245 (THE5245) 性、婚姻與家庭 3

THEO5954/5955△ (RST5254/5255) 基督教與社會 : 專題研究 I / II 3 / 3

THEO5956/5957△ (RST5256/5257) 教牧學與輔導：專題研究 I / II 3 / 3

THEO5960/5961△ (RST5260/5261) 基督教教育 : 專題研究 I / II 3 / 3

*  科目被表列在多於一個科目範圍。
△ 學生在學期間可修讀多個專題研究，唯每一個學期只能修該讀專題研究一次。
( )  2009-10年度及以前的課程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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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O1000 

基督教研究導論 
介紹詮釋基督教信仰和實踐之不同神學反省的方法，並這些神學

反省與其他學科和日常生活之關聯。

 THEO1211 

希伯來聖經導論 
本科探究希伯來聖經之經卷、自族長時期至基督開始時期之希伯

來民族史及古代近東區域之歷史，並概述希伯來民族之生活、信

仰與文獻。透過修習本科學生將會諳熟希伯來聖經之內容。

 THEO1212 

新約聖經導論 
本科乃按照地中海地區內之實際情況，去研究新約教會之生活、

信仰與文獻。透過修讀本科，學生將會諳熟新約聖經之內容。

 THEO1213 

希伯來文（一） 
本科講授初級希伯來文詞彙及文法，以培養學生閱讀希伯來文聖

經散文之能力。

 THEO1214 

希伯來文（二） 
本科講授初級希伯來文詞彙及文法，以培養學生閱讀希伯來文聖

經散文之能力。

 THEO1215 

新約希臘文（一） 
本科講授初級希臘文詞彙及文法，以培養學生閱讀希臘原文新約

聖經的簡單句子之能力。

 THEO1216 

新約希臘文（二） 
本科講授初級希臘文詞彙及文法，以培養學生閱讀希臘原文新約

聖經之能力。

 THEO2211 

五經研究 
闡釋之章節選自創世記、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及申命記。

 THEO2212 

先知文學 
闡釋之章節選自以賽亞書、耶利米書、以西結書及十二先知書。

 THEO2213 

智慧文學與詩篇 
闡釋之章節選自約伯記、箴言、傳道書、詩篇以及在先知書中有

關智慧傳統的章節。

 THEO2214 

共觀福音 
本科包含共觀福音難題之研究，馬太、馬可、路加三卷福音書各

自之特色、目的及神學思想，並從馬太及路加福音中選取經文，

詳細註釋，包括與馬可福音中的對應章節比較。

科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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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O2215 

約翰之著作 
選讀約翰福音、約翰書信及啟示錄。研討範圍包括作者問題、目

的及主要重點。

 THEO2216 

保羅書信 
選讀之章節，選自羅馬書、哥林多前、後書、加拉太書、帖撒羅

尼迦前、後書，以弗所書、腓立比書及歌羅西書等。研究範圍包

括著作日期、作者、背景、目的及主要神學重點。

 THEO2221 

早期與中世紀教會 
本科研討基督教思想及體制在教父及中古時期之發展。

 THEO2231 

人類與拯救 
本科研究基督教之人性論，以及罪之教義與其後果；各種拯救觀

念；復和、稱義、成聖等教義；基督與拯救。

 THEO2234 

天主教教義學 
本科探究天主教對教會本身之認識，又探討聖經、傳統和聖事等

神學。

 THEO2235 

系統神學（一） 
本科主要介紹研究基督教神學之基本方法和概念，其中會特別講

解教會中傳統的信經。

 THEO2236 

系統神學（二） 
本科主要探討基督教主要教義，包括上帝論、基督論、人類、聖

靈論、教會論和終末論等，其中亦會探討當代神學發展。

 THEO2241 

牧養神學 
本科分為三部份：（一）牧養神學在神學研究中的地位及其獨特

性；（二）不同類型之牧養神學及其目標；及 （三）教會模式與

牧養著重

 THEO2251 

宗教教育基礎 
本科旨在幫助學生明白在宗教範疇內推行教育活動所涉及的問

題，包括了解何謂宗教教育，嘗試探索有關其教育目的、教育功

能及教育效能等問題。本科亦將簡介宗教教育與其他學科如神

學、教育學、心理學、社會學、哲學等的關係。

 THEO3213 

聖經研究：專題研究（一） 
研究由研讀聖經所引起之基本問題或專題。

學生最多可修讀教授不同課題的相同科目及取得相關學分兩次。

 THEO3214 

聖經研究：專題研究（二） 
研究由研讀聖經所引起之基本問題或專題。

學生最多可修讀教授不同課題的相同科目及取得相關學分兩次。

 THEO3220 

基督教歷史：專題研究（一） 
研究由研讀基督教歷史所引起之基本問題或專題。

學生最多可修讀教授不同課題的相同科目及取得相關學分兩次。

 THEO3221 

中國基督教史 
本科研討基督教思想及體制在中國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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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O3222 

香港基督教史 
本科內容以基督宗教（包括更正教與天主教）自開埠以來在香港

發展之歷史為探究對象。本科特色除講述基督宗教本身發展過程

外，亦著重基督宗教於香港整體歷史中不同層面之影響，對社會

之發展及參與（如教育、醫療、社會服務、社會行動等）所引發

之課題予以討論。

 THEO3229 

基督教歷史：專題研究（二） 
研究由研讀基督教歷史所引起之基本問題或專題。

學生最多可修讀教授不同課題的相同科目及取得相關學分兩次。

 THEO3235 

神學：專題研究（一） 
研究由研讀神學所引起之基本問題或專題，例如聖禮神學、語

文、神話與象徵。

學生最多可修讀教授不同課題的相同科目及取得相關學分兩次。

 THEO3236 

神學：專題研究（二） 
研究由研讀神學所引起之基本問題或專題，例如聖禮神學、語

文、神話與象徵。

學生最多可修讀教授不同課題的相同科目及取得相關學分兩次。

 THEO3240 

本地教會探究 
本科旨在協助學生有系統地及具洞見地了解本地基督教群體。授

課內容包括簡介教會之歷史、神學及社會學向度，也介紹堂會研

究之理論模型，以協助學生掌握本地基督教會實況。

 THEO3241 

講道學 
本科包括：（一）講道原理，技巧及講章結構；（二）現代講章

之內容及訊息。除授課外，並有講道錄影及討論。

 THEO3242 

宗派傳統及體制 
本科研究與本港發展有密切關係的基督教宗派如聖公會、崇真

會、中華基督教會、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的神學傳統、禮儀、體

制、發展策略和模式。

學生最多可修讀教授不同課題的相同科目及取得相關學分兩次。

 THEO3244 

禮儀學 
本科概述公眾崇拜之歷史、理論與儀式。

 THEO3245 

講道實習 
學生在教師指導下學習講章的寫作與宣講之技巧。本科特別著重

聖經的闡釋、思路的發展、情感的表達、引寓的運用、處境的適

切以及宣道的風格。學生在學期內須負責二至三次的宣道並呈交

有關之講章。

學生最多可修讀教授不同課題的相同科目及取得相關學分兩次。

 THEO3246 

生寄死歸 
本科之目的乃使學生對「生寄死歸」所產生之問題和感受作深入

之了解，更加強學生在輔導牧養上的敏銳感和技巧。

 THEO3247 

牧養研究：專題研究（一） 
研究由研讀牧養學所引起之基本問題或專題。

學生最多可修讀教授不同課題的相同科目及取得相關學分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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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O3248 

牧養研究：專題研究（二） 
研究由研讀牧養學所引起之基本問題或專題。

學生最多可修讀教授不同課題的相同科目及取得相關學分兩次。

 THEO3252 

受差傳之教會                            
教會宣教使命之各種神學思想。

 THEO3254 

基督教倫理學會                                         
本科介紹基督教倫理學之性質及其神學之基礎；研究倫理學之方

法及語言。

 THEO3255 

基督教與社會：專題研究（一） 
研究由基督教與社會所引起之基本問題或專題。

學生最多可修讀教授不同課題的相同科目及取得相關學分兩次。

 THEO3256 

基督教與社會：專題研究（二） 
研究由基督教與社會所引起之基本問題或專題。

學生最多可修讀教授不同課題的相同科目及取得相關學分兩次。

 THEO4241/ THEO4242 

實習（一），（二） 
透過在教會或基督宗教組織實習，協助學生嘗試整合神學理論於

牧養實踐中、學習閱讀活生生之經驗、學習進行有系統之神學反

省、檢視作為實踐者的自我如何影響個人之牧養模態、反思個人

召命、增進牧養技巧。

 THEO5001 

神學研究 
學生在最後一學期須在導師指導下撰寫具份量的研究論文，題目

須屬其學習範圍，並得導師同意。

 THEO5002, 5003, 5004 

畢業生論文I，II，III 
此科旨在預備修讀神道學碩士同學在各自導師指導下撰寫畢業論文。

 THEO5005 - 5008 

師生專題研究 I - IV 
就現代社會中之相關教牧工作、處境等課題作報告，供師生共同

研討。鼓勵學生以神學觀點處理非神學領域的話題，即反省主要

神學和社會議題，進行神學和「世俗」的互相解讀等，以此評估

其神學思考能力。

 THEO5141 

普世教會學 
研究各種神學思想，包括基要派、五旬節派、福音派、天主教、

解放神學、東正教等神學思想；普世運動的歷史以及神學思想方

面的問題。研究基督教信仰及神學的差異性，以及如何發展一種

能夠反映在基督達至合一的神學，能反映基督教信仰和神學內

在統一性和多樣性。

 THEO5142 

今日教會所面對之問題 
本科之目標是要探索教會在現代社會究竟面對那些課題，如何反

省，也為教會如何回應挑戰提出建議，主旨是關注宣教，而不是

關於教會生存。除了眾多課題之外，各宗派不同的議程使得如何

選取要討論的課題成為困難。基於此，本科將採用互動的方法，

即討論、分析決定我們研究課題。雖然評估以個人為單位，但是

我們以小組的方式運行。同時這課程也介紹神學反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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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O5210 

希伯來聖經選讀 
本科選取一書卷或數篇希伯來聖經經文進行研究。其中經文批

判、作者和讀者、材料來源、主題和神學等問題將納入討論，也

涉及學者對這些問題的詮釋。

 THEO5211 

新約聖經選讀 
本科選取一篇或幾篇新約經文進行研究。其中經文批判、作者和

讀者、材料來源、主題和神學等問題將納入討論，也涉及學者對

這些問題的詮釋。

 THEO5212 

早期基督教發展 
本科研究早期，主要是第一世紀基督教群體之狀況。基於對新約

經文的深入研究，我們試圖建構當時歷史狀況，其中耶穌和保羅

時期的社會狀況和宗教思想、正典福音經文將是研究重點。

 THEO5213 

典外文獻 
本課程將策略性地選取古代文獻，作為研讀對象。這些文獻選材自

公元三世紀前至約公元三世紀的作品，包括舊約偽經、新約次經、

使徒教父作品、諾斯底文獻等。課程將探討一些導論問題，諸如：

作者、語言、抄本等。內容亦會涉及文獻的神學和相關處境。這些

課題有助重構早期基督教（包括不同派系）的發展過程。

 THEO5214 

希伯來文釋經 
本科系希伯來文I、II之延伸，介紹希伯來釋經之技能和步驟。學

生會學習釋經基礎，如何使用希伯來聖經，包括經文鑒別，以及

使用工具進行詞彙研究、句法分析。學生學會運用這些技能分析

不同文體中的經文：詩歌（詩23）、Instruction: Pro 2;、先知預

言（結37）以及其他選取之經文。通過這些基本技能，學生在指

導下學會分析經文的神學，以及對經文的多種解讀。

 THEO5215 

新約希臘文釋經 
本科旨在使學生在學習了希臘文I、II之後能對希臘文聖經進行獨

立翻譯和解釋。

 THEO5220 

中國文學中的基督教 
宗教與文學有著密切的聯繫。本科主要探討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

基督教的關係；探索基督教對現當代中國作家的影響、選讀作品

中的宗教主題以及研究中國教會的基督教文學實踐。 

 THEO5221 

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基督教 
本科旨在幫助學生瞭解基督教在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的發展，關注

其與中國政治、社會、思想的變化。主要課題涉及政教關係、三

自愛國運動、宗派與神學反省等。

 THEO5222 

香港基督教研究 
本科探討1950年以來香港社會的重要變化及其對基督教的衝擊，

重點講述社會運動、政治變革、九七問題、教育改革、文化以及

思想轉型等。

 THEO5223 

離散處境中的華人基督教 
本科探討離散處境中的華人基督教，涉及香港、臺灣、澳門、東

南亞和北美等地。學生應該對全球化和本地化之不同處境的經驗

進行探索、比較和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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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O5224 

上帝論、創造論與未世論 
既然基督教的上主是自我啟示的上主，那麼對上主的認識也不應

停留在語言分析方面。透過耶穌基督我們認識到上主是三位一體

的和創始成終的創造者。本科從聖經、歷史、神學、哲學以及處

境方面研究上主論。

 THEO5225 

基督、教會與聖靈 
基督、教會與聖靈在基督教信仰中密切相關。本科對此三個相關

的教義進行聖經、歷史、神學、處境和實踐方面的分析。

 THEO5226 

神學與女性主義 
婦女經驗和聲音的缺失似乎是教會對長期性別不平等視而不見的

結果。為改變此現狀，我們必須回到最基本的問題：對於婦女的

特性和地位，基督教神學所揭示的是什麼？本科旨在把學生帶入

神學和女性主義廣闊的視野和廣泛的討論中。除了介紹現代婦女

和女性主義者對暴力、家庭、性、貧窮、生態、媒體等問題的評

論之外，我們也鼓勵學生研究西方的猶太教—基督教傳統對上帝

和性別的理解的深刻影響，研究女性主義者對上帝話語、罪與救

贖、靈性、領導和教會的解讀。

 THEO5230 

詮釋學與神學 
本科目檢視當代詮釋學理論對做神學的影響；回顧經典至現代及

當代詮釋學的發展歷程；介紹詮釋學理論如何影響神學方法，並

如何促使人們重新思考神學的性質、聖經的詮釋以及一些神學範

疇概念如啟示等；亦介紹一些思想家如特雷西（David Tracy）、

波伊克特（Helmut Peukert）等作為例證。

 THEO5231 

現代性與神學 
本科研究現代性與神學的互動關係，重點討論現代性給基督教神

學帶來的挑戰，以及在不同歷史文化處境中對現代性的回應。相

關的如對現代性的不同解讀、對神學根基的西方現代性宣稱、對

神學建設的展望等問題也將被納入討論。

 THEO5232 

神學系統與神學方法 
本科目檢視及評鑒一些現代系統神學家（如士萊馬赫、巴特、田

立克、潘能伯格、考夫曼）的作品；考察各神學系統的結構、內

容及其建構方法，尤重系統與方法的相互依存。經典系統神學著

作（如大馬士革的約翰、阿奎那、加爾文的作品）也會略為涉獵。

 THEO5233 

政治神學與解放神學 
政治神學和解放神學都試圖對其特別處境下基督教信仰與社會政

治秩序的互動關係作出神學反應。他們與現代社會理論有深刻的

對話。政教關係、基督宗教與人權、基督宗教與經濟正義等問題

都屬它們的關注範圍。本科不僅介紹政治神學和解放神學的歷史

發展及其神學重要性，也探索為現代相關處境建構政治和解放

神學。

 THEO5234 

中國基督教思想家 
本科將深入探討現代中國的幾位基督教思想家的神學思想，如趙

紫宸、倪柝聲、吳耀宗、宋尚節、丁光訓等，其中尤重其神學關

注的特點及其對中國基督教的影響，也討論這些思想家對本地化

和處境化所作出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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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O5235 

電影與神學 
本課程探討當代電影的宗教與神學向度，並檢視所涉及的各種不

同進路。電影與宗教（包括基督宗教）的密切關係，源遠流長，

但此關係卻要到二十世紀結束之前，才受到神學界注意。本課程

將探視對電影的神學研究的主要重點，包括檢拾電影中的宗教表

述、發掘電影隱藏的宗教題旨、以電影為神學反省和建構的素材

等等，並特別思考電影對某些神學主題的表述如何豐富傳統的宗

教理解。課程裡討論的影片類型包羅廣泛，包括經典的歐陸藝術

片、流行的荷里活片、以及近年的東亞與華語電影。

 THEO5240 

堂會研究 
本科目幫助學生認識興盛於英美處境的堂會研究論述，讓學生看

到該論述對近年堂會生活之影響；介紹跨學科研究的方法，以理

解堂會的身份認同、動力和處境；並讓學生掌握一些研究堂會的工具。

 THEO5241 

基督教宣教與全球地域化 
上主的宣教是宣教的基礎，應該放在處境中來理解。基督教的宣

教史顯示其宣教既像一個帝國，也像一個福音的僕人。本科除了

評價基督教宣教的神學和實踐之外，也分析全球地域化及其對基

督教宣教的理解和實踐方面的含義。

 THEO5242 

基督教崇拜之歷史、實踐與神學 
本科目旨在引導學生從聖經、歷史、禮儀、神學和處境等方面深

入研究基督教的崇拜。從聖經和歷史的角度為禮儀和神學的討論

奠定基礎後，將重點探討梵二至最近普世的及後宗派的禮儀復興

所發展出來的崇拜形式，該等現象反映了後現代時期文化上和神

學上活躍的對話。

 THEO5243 

廿一世紀聖詩學 
本科目旨在幫助學生從歷史角度研究聖詩及教會音樂的發展。本

科目將研究兩千年來承載和解釋基督教信仰的聖詩如何奠 下聖經

基礎，並吸納包括音樂風格在內的歷史與文化元素，以豐富崇拜

禮儀和塑造我們的靈性。本科目也會研究二十世紀後期如雨後春筍

湧現的聖詩如何開創二十一世紀聖詩學的新世界：它一方面吸收新

的詞彙用於表達人權、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公義、生態和創造之整

全等方面的課題，另一方面也使現代世界的音樂語言適應不同民族

的風格，從而形成二十一世紀全球聖詩的新世界。我們將重視從

音樂、神學、禮儀的角度，分析和應用當代聖詩與讚美合唱。

 THEO5244 

實踐神學模型 
本科旨在讓學生瞭解近幾十年來的實踐神學運動；考察所有神學

的實踐特性，介紹一些實踐神學之模式，同時幫助學生明白他們

所聽所讀之神學理論可以成為他們信仰和牧養的支撐。

 THEO5245  

性、婚姻與家庭 
本科旨在幫助學生以實踐神學的方法研究性、婚姻和家庭的相關

問題，其內容涵蓋性、婚姻和家庭概念的歷史變化，以及其相關

之基督教傳統。對有關問題及其背後的神學的探討，以及相關的

基督教輔導方法也會被納入課程內容。

 THEO5271 

改革時代 
本科之目的是要向學生介紹十六世紀歐洲教會和神學的發展。通

過本科的學習學生應能夠理解這個時期改革的不同層面——歷

史、社會、政治、靈性等。重點將放在神學思想的轉變，以及這

些轉變給原有的社會、國家、文化以及宗教格局帶來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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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O5272 

現代西方基督教 
本科之目的是要向學生介紹現代西方教會和神學，自威斯特伐利

亞和約、啟蒙運動、大覺醒運動、二十世紀復興直至現在的各方

面發展。本科將緊密聯繫的歐、美教會放在一起討論。

 THEO5843 

當代倫理，社會及宗教的問題 
本科嘗試從宗教角度探索當代議題對倫理和社會的複雜性。

 THEO5845 

宗教教育與華人社會 
該科以個案研究形式研究現代華人社會的宗教教育，旨在重新評

估宗教在華人社會中的作用。該科包括對現代華人歷史的基督教

教育經驗的綜合研究、對學校教育之宗教涉入的重要評估、深入

檢討今天在學校之中的宗教教育、靈性教育、生命教育和義務教

育之間的關係。

 THEO5846 

個人成長與宗教教育 
本科主要研究一些現代的發展理論，如皮亞傑的認知發展理論、

埃克森的社會心理理論、科柏的道德發展理論以及馮勒的信仰

發展理論等，重點是評估它們在宗教教育中的重要性。

 THEO5847 

文化，宗教與倫理 
本科試圖創造性探索文化、宗教和倫理的概念之間的關聯，著重

對公共生活領域的文化、高科技、經濟秩序運動、性話題、世界

宗教對話的迫切性等作出分析和神學反省。

 THEO5849 

宗教與生態危機 
本科旨在向學生介紹宗教和環境倫理，主要涉及環境倫理學基本

進路、宗教與環境關係問題、幾大宗教傳統的世界觀和倫理、現

代宗教如何回應環境問題等幾個方面。

 THEO5852 

宗教教育理論 
該課程將檢查各種宗教教育理論。回顧宗教教育的不同方法，檢

查一些流行的宗教教育理論，尤其是馮勒（James Fowler）的信

仰成長綜合理論，弗雷勒（Paulo Freire）的實踐方法，格魯姆

（Thomas Groome）的基督教宗教教育理論等。學生將分析評

估這些理論對於現階段香港學校宗教教育之貢獻於不足之處。

  THEO5853 

後現代世界中的基督教教育 
本科旨在探索後現代生活之動力及其對基督教教育的衝擊。它首

先涉及後現代之出現及其意義，然後探索它總體上對宗教的衝

擊，尤其是對基督教教育的衝擊。改教、道德決策、品格形成和

靈性培養等課題將受到關注。同時我們也期望學生在後現代社會

中重新發現基督教教育的意義。

 THEO5854 

基督教教育之教與學 
本科旨在探索教育學的相關理論以增強基督教教育的教學效果，

特別注重檢查歷史上和當代的教育學模式以及學校與教會的基督

教人格教育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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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O5855 

基督教教育與品格培養 
本科之設計是為了裝備教育者具有運用基督教教育與品格塑造的

技能和眼光。學生將對童年以及一生的品格形成有一個總體的瞭

解。我們也介紹不同的關於道德發展、品格形成的心理學、哲學

理論，包括馬斯洛、埃克森、柯柏、基艮、麥金泰爾等人的

理論。同時我們也幫助學生找到切實的策略和方法以支持其基督

教教育背景下的品格形成。

 THEO5856 

香港教會學校 
本科旨在探索香港教會學校的歷史、使命和策略及其在現行香港

教育制度下所受之衝擊。不同教會傳統（如聖公會、中華基督教

會、循道會、天主教、浸信會等）將作為個案研究介紹給學生以

供探討。皮耶．布迪厄的力場、稟性和文化資本力量以及伯恩斯

坦的知識和世俗市場課程論將會被引入討論。

 THEO5906 

基督教研究之方法與範式 
本科目旨在培養學生對基督教的跨學科研究的方法和理論有堅實的

理解。本科目向學生引介基督教研究的主要任務（如歷史、建構、

實踐等）、方法及其方法論前設，也使學生熟悉主要神學範式（如

傳統、自由、解放、女性主義等）及它們對神學諸學科（如聖經研

究、基督教歷史、系統神學、牧養研究等）的不同願景，也會涉獵

諸如基督教研究與其他學術領域的關係、其學問取向與教會取向據

稱的衝突，以及其不同學科之間的相互聯繫等課題。

 THEO5910 

新約聖經處境詮釋 
本課程將介紹與新約研究相關的古今處境重構方法。因此，課程

將用現代理論深入研究新約的相關文本，包括保羅書信、共觀福

音以及約翰文獻之相關主題。講師可能從以下課題中舉例說明：

比如保羅書信之形式、教義和倫理教導、聖餐、洗禮、神跡以及

共觀福音之教導、啟示錄的結構、約翰福音中的「我是」言論, 

離別言論等。

 THEO5911 

現代聖經解釋學 
本科涵蓋西方現代聖經詮釋之發展及其受現代社會、政治、歷

史、哲學和神學處境之影響的過程。注重學科的學術見解以及聖

經問題新的詮釋方法。

 THEO5912 

聖經神學 
對舊約和/或新約經文的釋經，探討其對古今社會和教會的神學

意義。

 THEO5913 

亞洲處境中的耶穌基督 
本科探討在現代學術背景，特別是亞洲處境下對耶穌基督歷史的

和神學的理解。鑒於此研究同時涉及到歷史和神學方面，學生需

已有新約研究和基督教神學的相關訓練。

 THEO5919 

希伯來聖經之處境詮釋 
此課程旨在向學生介紹在文學、社會政治和宗教文化的背景中研

讀希伯來聖經（舊約）的方法。我們期望通過研究其文學和社會

背景以豐富學生的理解，強化閱讀過程。

 THEO5920 

處境神學 
本科目嘗試批判性地檢視所有神學努力的共同特點，特別是其處

境性與歷史性；也會說明神學如何受其時空所模塑。因此，本科

目不會視神學與處境的關係為把某些現成的神學簡單直接地應用

於當代處境，而是把基督教傳統與當代文化、社會政治和經濟處

境相互關聯的詮釋努力。本科目也討論「做」神學的實踐向度。

本科目所引介的處境神學例子乃基於以上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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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O5921 

現代基督教思想家 
本科旨在深入研究一個傑出的基督教神學家的宗教思想，其思想

對亞洲處境之重要性將予以著重探討，無論該神學家是亞洲人

（如趙紫宸、吳雷川）與否（卡爾，巴特、蒂希）。考慮到每

次研習的神學家可能不同，本科可多次選修。

 THEO5922 

亞洲神學 
最大面積和最多人口的亞洲各地文化差異很大。基督教雖然起源

於西亞，但傳播到亞洲是相當晚近的現象。在最近幾十年，亞洲

開始利用自己的資源和處境進行神學建構。本科旨在研究這些亞

洲神學建構。

 THEO5923 

中國宗教脈絡中的基督教 
本科旨在處理中國宗教脈絡中的基督教。我們著重探討在中國宗

教處境中基督教之形成和形象，同時對於中國的基督教現象與中

國傳統宗教現象作相應的比較研究，如太平天國運動與佛教或者

道教的彌賽亞運動之比較。在中國宗教脈絡中，中國基督徒身份

問題——身份融和還是雙重身份問題也將納入討論。

 THEO5924 

基督教與社會變遷 
在沒有獨特地「基督教」的社會理論的前提下，本科目旨在探討

基督教會在急變的世界中定義自身角色而對政治與社會問題所採

取的立場；將會比較亞洲及傳統西方對於類似問題的觀點，以突

顯各自在平衡基督教理想與社會現實之間的嘗試中的強弱之處。

 THEO5925 

中國基督教 
本科縱覽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重點在關注一些特別的運動如五

年運動，鄉村建設運動以及一些特別的人物如趙紫宸和吳耀宗

等，以期發掘其制度上和神學上的「中國」特色，也希望此中國

經驗為豐富普世教會做一些貢獻。

 THEO5926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 
基於對本色化的傳統理解，文化常被視為靜態實體。我們將以近代中國

歷史為背景，探討比較基督教和中國文化這兩股力量競爭及影響。本課

程也是開放的，不斷吸納當代中國的新潮流和新發展。

 THEO5928 

二十世紀中國基督教 
本課程主要探討二十世紀迄今基督教思想和機構在中國的發展。

 THEO5929 

基督教思想史 
本課程將對基督教（主要是神學）思想史作批判研究，集中分

析幾個關鍵時期的發展，和探討基督教思想與當時歷史環境的

互動。

 THEO5930 

公共神學 
本科幫助學生理解將發生於社會中的所有倫理爭論作為一個整體

來做神學。本科介紹神學已經歷史地和方法論地進入與社會科

學、政治、經濟等方面之共同基礎的討論。不同的神學立場如以

雷茵霍爾德，尼布爾、斯塔克豪斯、鄧肯，弗雷斯特為一方的，

以及以尤達、侯活士、米爾班克為另一方的的立場將納入討論，

學生將從中明白這些立場是如何關涉本地的公共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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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O5931 

專業與基督宗教 
本科旨在對所謂的「專業主義」及其現象提出神學批判，一方面

以此期望找尋現代社會中的職業呼召及意義，同時也加強學生對

自己職業作相應的神學反省。文化、知識、權力、職業、經濟等

話題將被引入與神學進行對話。

 THEO5932 

神學與工作 
工作可以是人對委身、服務以及個人給社群的禮物的一種創造性

表達方式。本科是要為現代的工作實踐、回復工作之尊嚴提供一

個基督教向度的批判。與工作相關的概念如假期、休閒、娛樂以

及安息等將納入討論。

 THEO5933 

媒體、普及文化與基督教 
本課程探討流行媒體文化與基督宗教之間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

雖然傳播媒體和普及文化早已是世界上無數人的日常生活現實，

卻一直為神學和宗教學者所冷待，流行媒體和宗教（包括基督宗

教）之間的關係，也備受學者忽略。本課程從基督教神學角度，

探視普及文化的各種體現，以及流行媒體跟基督宗教的各種微妙

關連。本課程以二十世紀末年新興的「媒體、宗教、文化」跨學

科研究為學術參照，以香港的華文普及媒體和本地華人基督教為

主要的社會、文化、宗教討論處境。

 THEO5940, 5949 

神學研究︰專題研討I，II 
本科目以研討方式，探討與神學研究相關的特定課題。具體科目

內容由任教之教師訂定。學生可多次選修。

 THEO5941 

處境化之牧養照顧 
本科旨在裝備學生使之在關顧、講道、教學、團契以及教會事奉

中上提高適時的技能。

 THEO5942 

現代人的屬靈生活 
研究靈修的歷史、傳統、實踐以及現代基督徒生活靈修的各種

形式。

 THEO5943 

靈性與職場 
本科分析什麼是日常職場中的靈性以及如何培養香港環境下的職

場靈性。靈性與職場的研究涉及到宗教、文化、社會和心理等

方面。

 THEO5944 

教會管理與領導 
探索現代管理和領導理論運用於教會之處境，並檢討華人教會之

狀況。

 THEO5945 

基督教輔導學 
本科涉及如下幾個方面：1) 基督教輔導與一般輔導之異同；2) 教

牧輔導與教牧關顧之異同；3) 基督教輔導的各種方法；4) 基督教

輔導的知識、技能、和實踐能力。

 THEO5946 

輔導與青少年牧養 
本科旨在使學生 1) 對青少年理論有一個深刻的歷史的理解；

2) 對基督教背景的青少年關顧理論有一個總的瞭解；3) 在幫助

青少年解決問題中增強能力；4) 對基督教背景的青少年牧養的神

學和實踐問題進行反思。

 THEO5947 

輔導與家庭牧養 
本科幫助學生，1) 獲得各種系統家庭治療模式之常識 2) 在關顧

夫婦和家庭問題時增強能力 3) 對基督教背景的家庭關顧的神學

和實踐問題進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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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O5948 

神學與當代輔導理論 
本科提供兩個基本功能，第一，使學生對現代牧養理論有一個基

本的瞭解；第二，協助學生以神學向度閱讀這些理論。本科將採

用相互批判關聯的方法論。本科將介紹六至七個當代輔導理論，

其後對之進行神學探討。

 THEO5950, 5951 

聖經研究︰專題研究 I，II 
本科涉及聖經研究的相關課題，如五經研究、先知文學、智慧文

學和詩篇、共觀福音、約翰文學、保羅書信、詮釋學、社會歷史

方法的聖經研究等。學生可多次選修。

 THEO5952, 5953 

神學研究︰專題研究 I，II 
本科探討與神學研究相關的課題，諸如當代的上帝概念、聖靈與

教會、基督論爭議、三位一體與社會、上帝的顧佑與惡的存在、

人類與救贖、終末論等。學生可多次選修。

 THEO5954, 5955 

基督教與社會︰專題研究 I，II 
本科探討與基督教和社會相關課題，如基督教倫理和解放神學

等。學生可多次選修。

 THEO5956, 5957 

教牧學與輔導︰專題研究 I，II 
本科主要集中於牧養和輔導的課題，如堂會研究、地方教會增

長、短期牧養輔導、神學教育的理論實踐、信徒神學教育、牧養

心理學以及現代牧養神學家等。學生可多次選修。

 THEO5958, 5959 

中國基督教︰專題研究 I，II 
本科涉及中國基督教的相關課題，如宣教方式和策略、宣教事業

的發展、政教關係、宣教與教會的關係、基督教信仰與中國文化

相適應、基督教與中國的社會建設、自立教會運動等。學生可多

次選修。

 THEO5960, 5961 

基督教教育︰專題研究 I，II 
本科涉及基督教教育的相關課題，如教會學校管理、宗教教育和

基督教教育等。學生可多次選修。

 THEO6941, 6942 

牧養研究：專題研討 I，II 
對某一或多個與牧養有關的課題作深入研究，如基督教牧養和心

靈關顧、崇拜學、地方教會和社群、平信徒訓練、教會增長、基

督徒受托管理等。學生可多次選修，順利通過均獲得學分。

 THEO6943, 6944 

實習（三）、（四） 
(a) 2學分，每週最少出席8個小時導師指導下的實習工作，或 (b) 

4學分，暑假期間全時間至少8周在導師指導下的實習工作

 THEO6945, 6946 

實習（五）、（六） 
(a) 2學分，每週最少出席8個小時導師指導下的實習工作，或 (b) 

4學分，暑假期間全時間至少8周在導師指導下的實習工作

 RELS5001 

宗教研究：歷史與方法 
本課程關注宗教史的歷史與方法，並圍繞此方向展開閱讀。所選

擇的宗教理論方法研究涉及現象學、心理學、結構主義、闡釋學

與社會學方法。課程旨在使學生熟知研究不同宗教現象的複雜方

法及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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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S5005 

宗教研究理論 
本課程介紹宗教現象研究的主要理論，當中包括宗教歷史的派

別、宗教與社會學，宗教與心理學，宗教、神學與人類學。課程

集中討論如何把這些理論用於研究在本地環境下的當代宗教。

 RELS5115 

中國宗教經籍選讀 
漢代是各種中國主要傳統宗教觀念，如宇宙論、人類學、拯救論

的形成時期，試圖通過對漢代經籍的研讀，來瞭解在古代中國，

人們建構起這些宗教理念的基本原理。

 RELS5118 

中國佛教研究 
本課程研究中國佛教的主要宗派，包括禪宗，淨土宗，華嚴宗和

天臺宗。我們也嘗試利用該領域的一些近期研究來瞭解中國佛

教傳統。其中一些例子如John McRae和Bernard Faure對北禪

的研究，Luis Gomez和Richard Payne對淨土宗的研究，Peter 

Gregory和Daniel Getz對宋代佛教(尤其是天臺宗)的研究。為了

促進課堂討論，將同時使用部份原始材料和二手資料。  

 RELS5121 

中國民間宗教 
近來的中國宗教研究表明，所謂「三教」，即佛教，道教與儒家

的說法，已無法準確描繪中國的宗教。事實上，將中國幾千年的

宗教經驗簡單歸入「三教」的名下，會導致將中國絕大部分的宗

教行為排除在外。實際上，只有小部分的精英才會真正調整自己

的生活方式，使之與佛教或道教的超越理念相一致。對於學者官

員、士紳文人的知識和精神世界的過於關注，使得我們忽視了普

通人、農民、勞動者的宗教實踐和信仰，而正是他們佔據了中國

人口中的多數。本課程以中國南方的地方社會為例，通過利用中

國民族志的最近研究成果，從一個整體的視角，來研究中國宗

教，包括對於宗族、傳統經濟方式和各個地方社會村廟的研究。

 RELS5123 

道教教義 
本課程旨在介紹道教教義思想，將會涉及道教義理中的重要部

分，例如「道」的概念，道教神祇，道教宇宙觀，道教的生命觀

和自然觀、生命的價值和意義，道教儀式的功能和自我修煉以及

道教倫理觀。另外，本課程也將提及部分有關道教義理的當代學

術研究熱點。     

 RELS5125 

道教禮儀 
本課程旨在研究道教的科儀傳統，尤其關注度亡所用的齋儀和節

慶所用的醮儀及其儀式結構和意義。通過田野調查，學生們將會

看到當今的香港道教界為公眾所提供這兩種儀式服務的情況。

 RELS5129 

道教與中國文化 
本課程注重在中國文化的大背景下，認識道教，探索在中國藝

術、音樂、戲劇和文學領域中的道教元素及其價值。這種研究方

式不僅可以讓學生認識到道教是眾多中國宗教傳統中的一支，也

可以讓大家瞭解道教與其他中國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修讀此課

程，並不必須事先具備道教方面的知識。

 RELS5131 

亞洲聖經詮釋學 
本課程將著重于亞洲聖經詮釋的最近發展，這是以亞洲學者面對

多樣的亞洲現狀中的神學努力以及宗教研究作為大背景的。與多

元的宗教文化傳統以及亞洲人民複雜的社會政治的經驗有關的方

法論問題將會受到足夠的重視。在許多亞洲國家聖經詮釋上的

進步也將被研究。

 RELS5132, 5133 

進深聖經解釋I / II 
本課程將會集中對希伯來聖經或者新約聖經中選出的章節進行解

釋。建議學生先修讀希伯來釋經或新約希臘文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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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S5134 

婦女角度釋經 
本課程將會回顧當代女性學者解釋聖經的不同徑路，因此按照當

代性別政治的討論仔細地研究不同的聖經傳統和章節。

 RELS5135 

聖經的宗教與文學 
本課程是根據當代批判的聖經研究對聖經的文本（希伯來聖經以

及／或者新約聖經）進深的研究。古以色列以及/或者早期基督教

教會的宗教以及文化問題將會被處理。

 RELS5144 

中國宗教中的婦女 
數百年來，婦女在許多中國宗教傳統中扮演著積極的角色，相對

而言，對於她們的活動與信仰的記載卻並不多。如果缺少對這些

活動的瞭解，我們無法得到一個真確的中國宗教歷史。本課程是

對婦女在各個宗教傳統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綜合性介紹，包括民間

宗教、儒教、道教、佛教和基督教，而這種角色又與婦女在中國

傳統社會中的地位相聯繫。課程的重點將放在活生生的婦女身

上，而不是女性神祇或哲學理論上。若時間和資源允許，這些論

題的時間跨度將從傳統中國直到當代中國。  

 RELS5151 

中國基督教高等教育研究 
本課程試圖將中國基督教高等研究作為學習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個

個案。這個研究不僅僅會注重西方傳教士的教育活動，同時也兼

顧中國基督徒，包括中國基督教大學中的全體教員以及學生。本

課程鼓勵學生去探索在中國的處境中研究基督教高等教育的新

方法。

 RELS5273 

天主教社會倫理 
本課程試圖分析教會從天主教信仰的傳統回應社會問題的的原則

以及方法。主題包括道德與靈性的關係、社會倫理的基礎、神學

反省以及牧師行為的方法。對於天主教社會訓導及其發展，與它

對於人權、經濟公平與全球化、工作與勞動、生態、政治參與、

種族主義、女性的地位等等問題的態度都會被給予特別的關注。

天主教社會運動以及個人也將被介紹。

 RELS5275 

靈修與修會傳統 
本課程會對天主教教會的主要宗教傳統的發展提供一個文本的以

及主題的分析，因為它們反映了上帝的經驗以及在虔敬、實踐和

侍奉中的表達。普遍的特點和代表人物將會通過講課和對原始文

本的批判閱讀和討論進行研究。本課程也會對更為傳統的靈性形

式的現代理解加以研究。  

 RELS5276 

梵二的神學思想 
本課程的目的是要通過對梵二檔的研究來介紹當代的天主教神

學。本課程將會探索梵二會議怎樣去重新考慮她的信仰，並根據

東西方的傳統對恩典與自然、教會與世界、等級與神恩的關係予

以特別的關注。

 RELS5300 

伊斯蘭教研究 
此課程向學生介紹諸如伊斯蘭教的基本信仰、崇拜儀式、伊斯蘭

預言以及穆斯林文化對不同文化的貢獻等，它將有助於學生理解

伊斯蘭教研究中的教義及方法論問題，此外本課程對未接觸過伊

斯蘭教的學生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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