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ESE THEOLOGICAL COLLEGE AUSTRALIA INC 

澳洲華人教牧神學院 

延伸神學課程報名表(二零一九年第一學期) 
 

      
 

學生編號（如有）： 

      首次報讀    

                                                            修讀類別 (請選一項)：  ❑ 旁聽  

                                                                   ❑ 證書課程 

姓名：(中)                              (英) Name : 性別：❑ 男  (M)    ❑ 女 (F) 

現有學員如資料有所更改, 請提供新資料 

所屬教會： 

 

第 一次報讀課程(修學分)者，須由教會牧者

或負責人推薦並付註冊費 $80。本院於審核

後會通知你是否獲得錄取資格，被錄取的同

學請於課程完結前遞交“得救見証” 一篇（五

百字）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手電)                                                  推薦人姓名： 

                    (住宅)  事奉崗位： 

電郵 ： 推薦人簽名： 

事奉崗位（如有）： 推薦人聯絡手電： 

科目 講師 上課時間及地點 
上課地點均為基督學院 Christ College (1 Clarence Street, Burwood) 

旁聽請 √ 修分請 √ 

『以賽亞書導讀』 

(OT10)   
李君晳牧師 

(國語授課) 
6/2 – 10/4 期間 8 個週三 6.30 – 9 pm (共 20 課時)   
(3 月 6 日 及 13 日無課) 

$270 $540 

『新約導論』 

(NT01)   
李智峰牧師 

(粵語授課) 
6/2 – 3/4 期間 8 個週三 6.30 – 9 pm (共 20 課時)       
(3 月 13 日無課) 

$270 $540 

以下科目與學位課程學生同班，報讀者須懂得操作電腦，能上網下載講義，所有作業須以電子 PDF 版於網上繳交。所有科目以國語授

課，『早期新約教會』週二晚班除外，每科均上 36 課時。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基督教歷史(至 1550 年)』
(CH301)   

余大峰博士 1/2 – 15/3, 3/5 – 31/5 期間 12 個週五 9.45 am – 1pm $456 只收旁聽 

『舊約先知書及著作』 

(OT302) 
梁明生牧師 

 

4/2 – 18/3, 29/4 – 27/5 期間 12 個週一 6–9 pm $456 只收旁聽 

『符類福音 - 馬可福音』  
(NT420)   

梁明生牧師 

 

5/2 – 19/3, 30/4 – 28/5 期間 12 個週二 2 – 5 pm $456 只收旁聽 

『早期新約教會』 (NT302)   余大峰博士 

(粵語授課) 

5/2 – 19/3, 30/4 – 28/5 期間 12 個週二晚 6–9 pm 

 

$456 只收旁聽 

『早期新約教會』(NT302)   余大峰博士 

 

6/2 – 20/3, 1/5 – 29/5 期間 12 個週三 2 -5 pm $456 只收旁聽 

『跨文化事工的屬靈生命塑
造』(EM417) 

鍾富力博士 8/4 (週一) 10 am – 5 pm,   

9/4 – 12/4 (週二至週五) 9 am – 5.30 pm 

$456 只收旁聽 

截止報名日期:   開課前 10 天           學費 -- 旁聽每科: $270/$456   //  修分每科: $540  //  逾期報名手續費: $20        總額:                                                 

學生須自行購買教科書及參考書。書目請在本院網站「延伸神學課程\申請入學手續\近期開辦的科目詳情及有關資料」區下載。
 

學生簽名及日期 :  
 

信用卡繳費 :  口  Visa     口  MasterCard     (本院只接受 Visa 和 MasterCard)           金額:   _________ 

 

︺︺︺︺  ︺︺︺︺  ︺︺︺︺  ︺︺︺︺     信用卡有效期至  _________ /_______ 

持卡人姓名(請用英文正楷填寫)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ffice Use:                                  DD / Card / Bank & Chq # :                                                         Receipt #       

報名方法:                                                                                                      

(1) 以劃線支票方式，抬頭請寫：「Chinese Theological College Australia」，然後連同報名表寄回下列郵箱。 

(2)   以信用卡繳費可填寫以上表格後交回本院. 

Postal address 郵寄:  P.O. Box 1340, Burwood, NSW 1805 / Email  電郵:  ctca@ctca.edu.au  / Tel 電話:  (02) 9715-2992 / Fax 傳真:  (02) 9715-2118 

 

本人明白以上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是為
了貴院決定是否接納本人的就讀申
請，方便貴院的行政、提供合適的神

學教育與教牧培訓、課程或講座的推
廣、以及其他相關的用途，部份資料
更會提供給貴院的網絡軟件供應商作

為有關學習之用。本人明白提供以上
的個人資料屬自願性質，本人可隨時
以書面通知選擇不繼續賦予授權，惟

在該情況下，貴院可能無法接納本人
的就讀申請，甚至不批准繼續升
學。 本人亦明白可向貴院詳加詢問有

關的個人資料政策。 

 

mailto:ctca@ctca.edu.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