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神學課程

教育理念

神學文憑
ASSOCIATE LICENTIATE IN THEOLOGY (A.ThL)
本課程之設計，主要為提供聖經各書卷、教會歷史及神
學方面的基礎認識，鞏固學員的信仰，裝備學員完成課
程後，能參與教會中進深教導的事奉。二年至六年內完
成 48 學分（12 科目）
，平均學分不低於 GPA 2.0，可獲
頒授畢業文憑。
學員必須在以下四個範疇內各修讀至少一科：
(1)新約 (2)舊約 (3)神學 (4)教會歷史
學費(2019)：修分每科 $540

旁聽每科 $270/$456

證書科的科目將獲文憑科同等科目的豁免。

神學院是裝備信徒及教會領袖的教育機構，本院既致力
培訓教牧人才，故強調的是全人的教育，包括靈性的培
育、知識的培育和品格的培育。因此，在課程的設計上，
也兼顧同學這三方面的培養。

澳洲神學協會課程講師：
羅德麟牧師
田宏恩牧師
李君晳牧師
邵晨光牧師〔特約〕
鍾富力牧師〔特約〕
周學信博士〔特約〕

梁明生牧師
余大峰博士
陳廷忠牧師〔特約〕
俞翠嬋牧師〔特約〕
鍾吳美玲博士〔特約〕

延伸神學課程講師：
神學證書
CERTIFICATE IN THEOLOGY (CertTheol)
本課程之設計，為裝備學員對聖經有基本的掌握，對神
學有初步的認識，在信仰上打穩根基，裝備學員完成課
程後，可以在教會中參與基本教導事奉。二年至五年內
完成 24 學分（6 科目）
，平均學分不低於 GPA 2.0，可
獲頒授畢業證書。
學員必須在以下三個範疇內各修讀至少一科：
(1)新約 (2)舊約 (3)神學
學費(2019)：修分每科 $540

旁聽每科 $270/$456

教會長執訓練證書
CERTIFICATE IN CHURCH LAY LEADERSHIP TRAINING (CLT)
本課程的⽬的是幫助教會⻑執更加明⽩其職責，更好
地裝備自己服事主，成為信徒的榜樣。學員完成指定
的閲讀及功課，可獲頒授畢業證書。
課程共分八個單元：
(1) 認識合乎聖經的領導
(3) 長執的素質和資格
(5) 良好關係及團隊事奉
(7) 教會管理與行政(下)

(2)
(4)
(6)
(8)

⻑執的個人⽣命
⻑執的事工
教會管理與行政(上)
處理衝突和批評

黃彼得牧師
羅德麟牧師
田宏恩牧師
余大峰博士
張明俊牧師
杜偉雄牧師
2018 特約講師： 麥伯全牧師

梁明生牧師
李君晳牧師
張灝牧師

本院同工：
榮譽院長
院長
教務長
講師
講師
講師
顧問院牧〔義務〕
院牧
延伸課程主任
活動統籌〔義務〕
圖書館主任〔義務〕
學生事務主任
會計兼人事主任〔義務〕
拓展主任〔義務〕
院長助理
行政及會計助理
辦公室助理
圖書館助理

黃彼得牧師
羅德麟牧師
梁明生牧師
田宏恩牧師
余大峰博士
李君晳牧師
張明俊牧師
杜偉雄牧師
張灝牧師
陳鍾春蘭女士
羅陳恩麗女士
梁吳翹楚女士
張漢強先生
李兆匡先生
楊黎慧貞女士
陳周靜儀女士
關樹仁先生
陳玥女士

課程簡介

郵寄地址: P.O. Box 1340, Burwood NSW 1805
辦公室地址: 402/4 Railway Parade, Burwood NSW 2134
網址: www.ctca.edu.au 電郵: ctca@ctca.edu.au
電話: (02) 9715-2992
傳真: (02) 9715-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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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神學協會(Australian College of Theology)課程

ACT CRICOS No. 02650E

文學碩士(神學/聖工)

道學研究文憑

聖工學士

MASTER OF ARTS (THEOLOGY/MINISTRY) (AQF LEVEL 9)

GRADUATE DIPLOMA OF DIVINITY (AQF LEVEL 8)

BACHELOR OF MINISTRY (AQF LEVEL 7)

此等課程是為已完成首個神學/聖工學位之人仕提
供 修 讀 專 業 研 究 課 程 (Postgraduate Coursework
Master)的機會，旨在鞏固和加強學員的神學/聖工專
業和職業知識。課程主要以授課形式進行(通常是密
集課)，學員只需完成指定閱讀和相關作業(可以免寫
研究論文)。學員需在六年內完成 48 學分(8 科目)，
合資格人士可參加加速課程並於四年內完成 32 學
分(8 科目)。

此課程乃一年全時間(或相等部份時間)學士後課
程，科目包括聖經、神學、聖工並與事奉等有關的
科目。本課程之目的為幫助學員對聖經及神學的領
域有進深的認識，訓練學員牧養事奉的技巧，包括
在澳洲華人教會中全職的領導服事或帶職的教導服
事，並裝備學員繼續進修。學員必須在四年內完成
32 學分(8 科目)。畢業的同學可繼續進修道學/聖工
碩士課程並獲豁免部份課程要求。

此課程乃三年全時間(或相等部份時間)大學學士
課程。目的為訓練信徒領袖牧養事工的事奉技巧，
這包括在澳洲華人教會中全職的領導服事，或帶職
的信徒服事。學員須在九年內完成 96 學分(24 科
目)。

道學碩士
MASTER OF DIVINITY (AQF LEVEL 9)

道學研究證書

此課程乃三年全時間(或相等部份時間)學士後課
程，科目包括聖經、原文、神學、聖工並與事奉等
相關的科目。本課程設計的特色是幫助學員增強聖
經和神學的知識；同時裝備學員在華人教會中事
奉；建立神學思維及工場實踐技巧。本課程目的為
訓練全職事奉的教牧人員，也包括基本的研究原則
及方法，並裝備學員繼續進修。學員須在九年內完
成 96 學分(24 科目)。

GRADUATE CERTIFICATE OF DIVINITY (AQF LEVEL 8)

聖工碩士

此課程乃半年全時間(或相等部份時間)學士後課
程，科目包括聖經和與基督教思想相關的科目。宗
旨是令學員認識基督教訊息的根源及內容，培訓他
們整合這些訊息，懂得實踐和應用於現代的處境，
以及裝備學員繼續進修。學員須在二年內完成 16 學
分(4 科目)，畢業的同學可繼續進修道學研究文憑或
道學/聖工碩士課程並獲豁免部份課程要求。

神學學士

本課程乃三年全時間(或相等部份時間)學士後課
程，科目包括聖經、神學和與事奉相關的科目。宗
旨是令學員認識基督教訊息的根源及內容，培訓他
們整合這些訊息，懂得實踐和應用於當代的處境。
學員須在基督教事工和實踐範疇內(即宣教，牧養及
發展等) 選擇最少兩個不同領域，深入研究對神的
知識如何應用。此課程目的為訓練全職事奉的教牧
人員，學員須在九年內完成 96 學分(24 科目)。

BACHELOR OF THEOLOGY (AQF LEVEL 7 )

協會（CRICOS: 02650E）附屬學院之一，獲准提供
澳洲神學協會認證之中文學位課程。

DIPLOMA OF THEOLOGY/DIPLOMA OF MINISTRY (AQF LEVEL 5)
此等課程乃一年全時間(或相等部份時間)的文憑
課程，亦可成為三年制聖工學士或神學學士的第一
年課程。目的為幫助學員對聖經及神學的領域有基
本的認識，裝備學員在華人教會中事奉或繼續進
修。學員須在四年內完成 32 學分(8 科目) 。
*****
學習模式： 密集式／每週上課
評估方法： 專文 / 書評 / 論文 / 考試 / 其他
作業形式
*****

MASTER OF MINISTRY (AQF LEVEL 9)

本院為基督學院的代理學院，而基督學院為澳洲神學

神學文憑/聖工文憑

澳洲公民可向政府申請 FEE-HELP 貸款助學

此課程乃三年全時間(或相等部份時間)大學學士課
程。目的為通過基本神學科目的學習，裝備學員在
華人教會中從事教導基督教知識和在不同工場中的
牧養技巧。本課程較集中在基督教思想、聖經和原
文的科目，學員須在九年內完成 96 學分(24 科目)。

2019 年學費（每科）:

修讀資格請參閱本院網站 www.ctca.edu.au
海外生請查看
christcollege.edu.au/study/overseas-students/
其他參考網站：
澳洲神學協會 www.actheology.edu.au
基督學院 www.christcollege.edu.au

文學碩士 本地生$2,280-$3,420 海外生$2,600-$3,900
其他課程 本地生$2,280 海外生$2,600

每年各科學費均由澳洲神學協會釐定，有關學費之詳細資料請參閱 https://www.actheology.edu.au/tuition-fe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