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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院長的話 
 

「澳神人」 

羅德麟 

「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神的群羊，按著神旨意照管他們，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也不

是因為貪財，乃是出於樂意；也不是轄制所託付你們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樣。」（彼前 5:2-3） 

歡迎大家回來上課，特別歡迎新同學。感謝讚美主！學院今年邁進新里程，正式獨立成為

澳洲神學協會的會員學院。即是說你們將來畢業的時候，將會在本院的畢業典禮上領取澳洲

神學協會頒發的畢業證書，上面將會有本院的標誌，證明你們是澳神畢業的人，簡稱「澳神

人」。「澳神人」的特質是什麼？答案可以在澳洲神學協會網頁上本院簡介部份裡找到，就是

本院的口號「基督忠僕，群羊善牧」。謹將個人的一點體會和大家分享： 

一．「澳神人」的基本含義 

我們學院簡稱「澳神」，個人接任院長後積極追求使澳神成為一個大家庭。因為想到教會是永

生神的家，我們學院也是基督的普世教會的一部份，所以也應該像一個家。一朝你進到澳神

就讀，你就是這個大家庭的一份子，成為「澳神人」。即使你畢業了，澳神永遠是你的母校。

對每一位「澳神人」來說，家的大門永遠開著，歡迎你隨時回來一敘。 

二．特質之一：基督忠僕 

澳神是一間訓練基督工人的神學院，所以首先著重塑造「澳神人」成為基督忠僕。每個人必

須尊基督為聖，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基督，追求作基督的忠心僕人。第一要求忠於基督的

福音，保持純正的信仰，捍衛真理，抵擋異端。第二要求忠於基督的話語，好好研讀新舊約

聖經，在講台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不折不扣地傳遞基督的信息。第三要求忠於基督的託

付，五千賺五千，二千賺二千，一千賺一千，作基督良善忠心的僕人。 

三．特質之二：群羊善牧 

「澳洲華人教牧神學院」中間特別加上「教牧」兩字，強調澳神的主要使命是培訓教牧人才，

即是群羊善牧。要成為群羊善牧，當然必須先是基督的忠僕，然後要如院歌所說的「效主作

牧」。主耶穌基督是好牧人，每一個「澳神人」必須竭力效法基督，識羊，牧羊，愛羊，甚至

為羊捨命。有了這個心志，就要倚靠聖靈的能力和恩賜，躬身實踐。首先個人要好好地接受

基督的牧養，然後以生命影響生命，透過祈禱和傳道的服事，牧放基督交託的群羊。將來見

主，必定獲得基督的「善牧」讚譽。 

但願靠主恩典，「澳神」能以「澳神人」為榮，「澳神人」亦以母校為榮。誠心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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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理念 
 

神學院是裝備信徒及教會領袖的神學教育機構，澳神更致力於培訓教
牧人才。好牧人必須具備聖經所記屬靈領袖的條件，因此之故，學院
強調的是全人教育，包括靈性的培育、知識的培育和品格的培育。是
以在課程的設計上，注重學生三方面的培養： 
 

➢ 靈性的培育 (spiritual formation) 

• 本院現有一位院牧，統籌學生的靈命培育。 
• 透過老師的生命榜樣，屬靈經驗分享和提點，幫助學生靈命成長，
激發他們對事奉的熱誠。 

• 通過每週的學院早會，師生一同敬拜，提升學生的靈性。  
• 藉著隔週的學院祈禱會，師生一同禱告，培養親近神的熱忱。 
• 藉著隔週的靈命指導時刻，由資深牧者帶領學生追求靈命進深。 
• 通過每年的宣教週和師生退修營，激勵學生作靈命成長的追求。 
 

➢ 知識的培育 (intellectual formation) 

• 本院五位專任老師教授新約聖經、舊約聖經、系統神學和基督教
歷史、教牧和聖工四大範疇的基本科目。 

• 另聘華人神學老師為特約講師，教授其專長科目，協助提高學生
的學術水平。 

• 定期邀請華人知名學者就其專長主持神學講座，深化學生的神學
知識。 

• 增加圖書館藏書，並與其他神學院圖書館連線，豐富學生的研究
資源。 

• 訂閱基督教刊物、學術期刊、雜誌等，拓闊學生的知識領域。 
 

➢ 品格的培育 (character formation) 

• 透過個人成長課程和老師的言傳身教，再加上個別輔導，塑造學
生的品格。 

• 提供學院生活指引和執行學院的紀律，藉以培養學生的高尚品格。 
• 透過每週的師生早茶和午膳交通等群體生活，建立學生的品格。 
• 藉著隔週的靈命指導時刻，由資深牧者培育學生的品格。 
• 通過每學期的教會實習和每年的宣教週，鍛鍊學生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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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職員 
 

本院講師： 

羅德麟博士牧師 

院長 

教牧學專任講師 

理學士                          B.Sc (Tunghai University, Taiwan) 

道學碩士                      M.Div (China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 HK) 

神學碩士                      Th.M (International Theological Seminary, USA) 

教牧學博士                  D.Min (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USA) 

 

梁明生牧師 

副院長 

新約專任講師 

物理治療專業文憑       Prof Dip Physio (Hong Kong Polytechnic, HK) 

復康高等研究文憑        Grad Dip Rehab (La Trobe University, Australia) 

神學士                                 B.Theol (Melbourne College of Divinity, Australia, now 

                                       known as University of Divinity) 

神學碩士                            M.Theol (Melbourne College of Divinity, Australia, now 

                                       known as University of Divinity) 

 

李君晳博士牧師 

教務長 

舊約專任講師 

理學士（醫學） 

內外全科醫學士    B.Sc (Med), MBBS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神學學士（榮譽） B.Th (Hons) (Sydney College of Divinity, Australia) 

哲學博士   Ph.D (University of Divinity, Australia) 

 

田宏恩牧師 

神學及基督教歷史

專任講師 

公共衛生學士               B.Public Health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公共衛生學碩士           M.Public Health (University of Sydney, Australia) 

商學碩士                       M.Commerce (University of Sydney, Australia) 

道學碩士                       M.Div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Taiwan) 

神學碩士                       Th.M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Taiwan) 

哲學博士候選人           Ph.D Candidate (University of Sydney, Australia) 

 

余大峰博士 

粵語課程統籌 

神學及基督教歷史

專任講師 

 

經濟學學士/法學學士  B.Ec/LL.B (University of Sydney, Australia) 

道學碩士   M.Div (Sydney Missionary & Bible College, Australia) 

哲學博士  Ph.D (Australian College of Theology,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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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講師： 

邵晨光博士牧師 道學碩士                    M.Div (Asian Theological Seminary, Philippine) 

神學碩士                    Th.M (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USA) 

哲學碩士                         M.Phil (Baltimore Hebrew University, USA) 

哲學博士                         Ph.D (Baltimore Hebrew University, USA) 

菲律賓聖經神學院榮休院長     

 

鍾富力博士牧師 社會工作文憑            Dip SocWork 

宣教及佈道學碩士    M.ME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HK) 

神學碩士                    M.Th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HK) 

哲學博士                    Ph.D (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USA) 

現任維省長老宗神學院學士後課程教務長 

 

陳廷忠博士牧師   化學工程學士            B.E (Monash University, Australia) 

道學碩士                    M.Div (China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 HK) 

神學碩士                    M.Th (South East Asia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 HK) 

哲學博士                    Ph.D (London University, UK) 

現任維省墨爾本神學院副院長（學術） 

 

俞翠嬋博士牧師 

 

文學學士                         B.A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Australia) 

道學及宣教學文憑     Dip Div & Mission (Sydney Missionary & Bible College, 

Australia) 

神學學士（榮譽）    B.Th Hons (Australian College of Theology) 

哲學博士                    Ph.D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Australia) 

現任維省墨爾本神學院中文部神學網上課程策劃主任 

 

鍾吳美玲博士 教育文憑           Dip Ed (Sir Robert Black College of Education, HK)  

神學學士           B.Th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HK) 

宣教學碩士           M.Missions & Evangelism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HK) 

道學碩士           M.Div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HK) 

哲學博士 Ph.D (Australian Catholic University) 

 

周學信博士 文學學士  B.A. (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USA) 

道學碩士  M.Div. (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USA) 

哲學博士  Ph.D. (Saint Louis University, USA) 

現任教會歷史與神學教授（台灣中華福音神學院） 

劉利宇博士牧師 B.A. (Melbourne University) 

Ass.Dip. Bible & Mission (Australian College of Theology) 

B.Th. (Australian College of Theology) 

M.Th. (Australian College of Theology) 

Ph.D. (Australian Catholic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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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教職員： 
 

  

榮譽院長   黃彼得牧師*  行政主任兼院長助理  楊黎慧貞女士 

顧問院牧 張明俊牧師*  註冊及行政助理 陳周靜儀女士# 

院牧  杜偉雄牧師#   圖書館及會計助理 陳玥女士#  

活動統籌 陳鍾春蘭女士*  辦公室助理  關樹仁先生#  

圖書館主任  羅陳恩麗女士*    

學生事務主任 梁吳翹楚女士    

會計  張漢強先生*    

拓展主任 李兆匡先生*     

人事主任  張漢強先生*    

                   *義務              #部分時間 

 

 

講師及學院各部門之電郵 : 
 

 

院長羅德麟博士牧師 dennis.law@ctca.edu.au 

副院長梁明生牧師 ming.leung@ctca.edu.au 

教務長李君晳博士牧師 grace.tsoi@ctca.edu.au 

田宏恩牧師 tallis.tien@ctca.edu.au 

余大峰博士 devin.yu@ctca.edu.au 

院牧部 chaplain@ctca.edu.au 

註冊部 iris.leung@ctca.edu.au 

學生事務部 student.support@ctca.edu.au 

行政部 ctca@ctca.edu.au 

圖書部 library@ctca.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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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澳協課程要求  
 

 

 

澳神為澳洲神學協會 Australian College of Theology 

(ACT) 會員學院之一，獲准提供下列澳洲神學協會

（CRICOS 02650E）認證之中文學位課程。 

 
1. 聖工碩士 Master of Ministry  

2. 道學碩士 Master of Divinity 

3. 神學研究碩士 Master of Theological Studies 

4. 道學研究文憑 Graduate Diploma of Divinity 

5. 道學研究證書 Graduate Certificate of Divinity 

6. 神學學士 Bachelor of Theology 

7. 聖工學士 Bachelor of Ministry 

8. 神學文憑 Diploma of Theology 

9. 聖工文憑 Diploma of Ministry 
 

 

各學位課程均獲 「澳洲學歷資格審核體制」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AQF) 評審認可。 
 

 

 

 

  

https://www.actheology.edu.au/
https://www.actheology.edu.au/


 

 - 7   - 

聖工碩士 
MASTER OF MINISTRY (MMin) 

(AQF LEVEL 9  MASTER DEGREE [EXTENDED]) 

 

 

課程設計 

目的: 令學員認識基督教信仰的來源及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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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研究和

應用對神的知識。 

 

常規修業期 三年 

最長修業期 九年 

所需學分 288 (24科)，全是程度 7及以上科目 (原

文科目(LA)可以是程度 6及以上)，包括程

度 6及 7科目最多 144學分及程度 9科目最

少 36學分 

修讀方式 全時間、部份時間 

Youth Allowance/Austudy/Abstudy 予合資格人仕申請 

FEE HELP 予合資格人仕申請 

 詳情以ACT網站為準 

 

所需範疇 科  目 學分 

基本科 

 

舊約基礎  

• OT001-712, OT002-712, OT003-712中選兩科，或 

• OT003-712及在 BB001-712, BB002-712, BB003-712 中選一科 

24 

 新約基礎  

• NT001-712, NT002-712, NT003-712中選兩科，或 

• NT003-712及在 BB001-712, BB002-712, BB003-712 中選一科 

24 

 基督教歷史 24 

 神學 36 

本課程學科 

 

舊/新約書卷，包括最少 

• 舊約 12學分 

• 新約 12學分 

36 

 教牧/宣教/成長(PC/EM/DM) 包括下列最少一項 

• 12學分專題研究 (**200-912)，或 

• 24學分專題研究 (**200-924)，或 

• 36學分專題研究 (**200-936)，或 

• 一項12學分 masters capstone experience (**205-912)，或 

• 一項 12學分 advanced independent reading (**201-912) 

72 

選修科 任何科目最少 72學分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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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學碩士 

MASTER OF DIVINITY (M.Div) 
(AQF LEVEL 9  MASTER DEGREE [EXTENDED]) 

 

 

課程設計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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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是為訓練全職的事奉人員，包括在澳洲華人教會中事奉的教牧
人才。學員須修讀一年原文科目(LA)。 

常規修業期 三年 

最長修業期 九年 

所需學分 288 (24科)，全是程度 7及以上科目 (原文科目
(LA)可以是程度 6及以上)，包括程度 6及 7科目
最多 144學分及程度 9科目最少 36學分 

修讀方式 全時間、部份時間 

Youth Allowance/Austudy/Abstudy 予合資格人仕申請 

FEE HELP 予合資格人仕申請 

 詳情以ACT網站為準 

 

所需範疇 科  目 學分 

基本科 

 

舊約基礎 

• OT001-712, OT002-712, OT003-712中選兩科，或 
• OT003-712及在 BB001-712, BB002-712, BB003-712 中選一科 

24 

 新約基礎  

• NT001-712, NT002-712, NT003-712中選兩科，或 
• NT003-712及在 BB001-712, BB002-712, BB003-712 中選一科 

24 

 基督教歷史 24 

 神學 36 

本課程學科 

 

原文科目 (LA) 

• LA003-612及 LA004-612，或 
• LA005-612及 LA006-612 

24 

 舊/新約書卷，包括 

• 舊約最少 12學分 
• 新約最少 12學分 
• 舊/新約書卷 (以希臘文或希伯來文修讀) 24學分 

48 

 基督教歷史/神學/哲學倫理 (CH/TH/PE) 12 

 原文/聖經研究/新約/舊約/基督教歷史/神學/哲學倫理

(LA/BB/NT/OT/CH/TH/PE) 

24 

選修科 

 

任何科目最少 72學分，包括下列最少一項 

• 12學分專題研究 (**200-912)，或 
• 24學分專題研究 (**200-924)，或 
• 36學分專題研究 (**200-936)，或 
• 一項12學分 masters capstone experience (**205-912)，或 
• 一項 12學分 advanced independent reading  (**201-912)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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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研究碩士 

MASTER OF THEOLOGICAL STUDIES (MTS) 
(AQF LEVEL 9  MASTER DEGREE [COURSEWORK]) 

 
 

課程設計 

目的: 本課程為授課形式碩士學位，幫助學員認識及增強聖經和神學的知識，同時建立事奉

技巧。 

 

常規修業期 二年 

最長修業期 八年 

所需學分 192 (16科)，全是程度 7及以上科目，包

括程度 7科目最多 60學分及程度 9科目最

少 36學分 

修讀方式 全時間、部份時間 

Youth Allowance/Austudy/Abstudy 予合資格人仕申請 

FEE HELP 予合資格人仕申請 

詳情以ACT網站為準 

註: ACT 神學學士 / 聖工學士 / 道學研究文憑或證書 / 道學碩士 / 聖工碩士 畢業生可獲豁免部

份科目 

 

所需範疇 科  目 學分 

本課程學科 舊約、新約或聖經研究 

• OT001-712,OT002-712,OT003-712,BB001-712,BB002-712, 

BB003-712,NT001-712,NT002-712,NT003-712 

24 

 神學、基督教歷史、哲學倫理 (TH, CH, PE) 

• 程度 7或以上科目 

12 

選修科 任何科目最少156學分，包括下列最少一項 

• 12學分程度9專題研究 (**200-912)，或 

• 24學分程度9專題研究 (**200-924)，或 

• 36學分程度9專題研究 (**200-936)，或 

• 一項 12學分 masters capstone experience (**205-912)，或 

• 一項 12學分 advanced independent reading  (**201-912)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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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學研究文憑  

GRADUATE DIPLOMA OF DIVINITY (GradDipDiv) 

(AQF LEVEL 8 GRADUATE DIPLOMA) 

 

課程設計 

目的: 為幫助學員對聖經及神學的領域有基本的認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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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規修業期 一年 

最長修業期 四年 

所需學分 96 (8科) ，全是程度 7及以上科目，

包括程度 8或以上科目最少 36學分 

修讀方式 全時間、部份時間 

Youth Allowance/Austudy/Abstudy 予合資格人仕申請 

FEE HELP 予合資格人仕申請 

詳情以ACT網站為準 

備註: (1) ACT 課程程度7或以上的畢業生可申請免修部份或全部必修的本課程學科科目，如申請獲

准，學員須以其他同等或較高程度的選修科目取替。 

(2) 如符合要求，本課程畢業生可獲豁免碩士課程部份科目。 

 

 

所需範疇 科  目 學分 

本課程學科 

 

舊約、新約或聖經研究 

• OT001-712,OT002-712,OT003-712,BB001-712,BB002-712, 

BB003-712,NT001-712,NT002-712,NT003-712 

24 

 神學/基督教歷史/哲學倫理(TH/CH/PE) 

• 程度 7或以上科目 

12 

選修科 任何科目 60學分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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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學研究證書  

GRADUATE CERTIFICATE OF DIVINITY (GradCertDiv)   

(AQF LEVEL 8 GRADUATE CERTIFICATE) 

 

 

課程設計 

目的: 宗旨是令學員認識基督教信仰的來源及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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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規修業期 半年 

最長修業期 二年 

所需學分 48 (4科) ，全是程度 7及以上科目，

包括程度 8或以上科目最少 24學分 

修讀方式 全時間、部份時間 

Youth Allowance/Austudy/Abstudy 予合資格人仕申請 

FEE HELP 予合資格人仕申請 

詳情以ACT網站為準 

備註: 如符合要求，本課程畢業生可獲豁免道學研究文憑的首半年課程。 

 

 

所需範疇 科  目 學分 

本課程學科 

 
• 宗教研究範疇內 ASCED領域中的任何科目 (所有在 2019年

開辦的 ACT科目均在此範疇內) 

• 包括程度 8或以上科目最少 24學分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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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學士  

BACHELOR OF THEOLOGY (B.Th) 
(AQF LEVEL 7 BACHELOR DEGREE) 

 

課程設計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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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和語言的科目。 

常規修業期 三年 

最長修業期 九年 

所需學分 288 (24科)，全是程度 5及以上科目，包

括程度 5科目最多 144學分及程度 7或以上

科目最少 72學分 

修讀方式 全時間、部份時間 

Youth Allowance/Austudy/Abstudy 予合資格人仕申請 

FEE HELP 予合資格人仕申請 

詳情以ACT網站為準 

 

所需範疇 科  目 學分 

基本科 舊約基礎  

• OT001-512, OT002-512, OT003-512中選兩科，或 

• OT003-512及在 BB001-512, BB002-512, BB003-512 

中選一科 

24 

 新約基礎  

• NT001-512, NT002-512, NT003-512中選兩科，或 

• NT003-512及在 BB001-512, BB002-512, BB003-512 

中選一科 

24 

 基督教思想(CH/TH/PE)，包括最少 

• 基督教歷史 24學分 

• 神學 24學分 

• 神學/哲學倫理 12學分 

60 

 舊/新約書卷，包括最少 

• 舊約 12學分 

• 新約 12學分 

36 

本課程學科 原文/聖經研究/新約/舊約/基督教歷史/神學/哲學倫理

(LA/BB/NT/OT/CH/TH/PE) ，包括 

• 原文科目(LA)最少 24學分，及 

• 程度 7或以上科目最少 24學分 

72 

選修科 任何科目最少 72學分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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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工學士  

BACHELOR OF MINISTRY (B.Min) 
(AQF LEVEL 7 BACHELOR DEGREE) 

 

課程設計 

目的: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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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服事或帶職信徒的服事。 

 

常規修業期 三年 

最長修業期 九年 

所需學分 288 (24科)，全是程度 5及以上科目，包

括程度 5科目最多 144學分及程度 7或以上

科目最少 72學分 

修讀方式 全時間、部份時間 

Youth Allowance/Austudy/Abstudy 予合資格人仕申請 

FEE HELP 予合資格人仕申請 

 詳情以ACT網站為準 

 

所需範疇 科  目 學分 

基本科 舊約基礎  

• OT001-512, OT002-512, OT003-512中選兩科，或 

• OT003-512及在 BB001-512, BB002-512, BB003-512 

中選一科 

24 

 新約基礎  

• NT001-512, NT002-512, NT003-512中選兩科，或 

• NT003-512及在 BB001-512, BB002-512, BB003-512 

中選一科 

24 

 基督教思想(CH/TH/PE)，包括最少 

• 基督教歷史 24學分 

• 神學 24學分 

• 神學/哲學倫理 12學分 

60 

 舊/新約書卷，包括最少 

• 舊約 12學分 

• 新約 12學分 

36 

本課程學科 教牧/宣教/成長(PC/EM/DM)，包括 

• 程度 7或以上科目最少 24學分 

72 

選修科 任何科目最少 72學分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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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文憑 

 DIPLOMA OF THEOLOGY (DipTh) 
(AQF LEVEL 5 DIPLOMA) 

 

課程設計 

目的: 為幫助學員對聖經及神學的領域有基本的認識，以裝備學員在華人教會中事奉或繼續

進修。 

 

常規修業期 一年 

最長修業期 五年半 

所需學分 96 (8科) ，全是程度 5或以上科目 

修讀方式 全時間、部份時間 

Youth Allowance/Austudy/Abstudy 予合資格人仕申請 

FEE HELP 予合資格人仕申請 

詳情以ACT網站為準 

備註: 如符合要求，本課程畢業生可獲豁免學士課程部份科目 

 

 

所需範疇 科  目 學分 

基本科 舊約/新約基礎 

• OT001-512, OT002-512, OT003-512, 

NT001-512. NT002-512, NT003-512 

24 

 神學/基督教歷史/哲學倫理(TH/CH/PE) 

最少 8學分 

12 

本課程學科 原文/聖經研究/新約/舊約/基督教歷史/神學/

哲學倫理(LA/BB/NT/OT/CH/TH/PE) 

24 

選修科 任何科目最少 36學分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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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工文憑 

 DIPLOMA OF MINISTRY (DipMin) 
(AQF LEVEL 5 DIPLOMA) 

 

 

課程設計 

目的: 為幫助學員對聖經及神學的領域有基本的認識，以裝備學員在華人教會中事奉或繼續

進修。 

 

常規修業期 一年 

最長修業期 五年半 

所需學分 96 (8科) ，全是程度 5或以上科目 

修讀方式 全時間、部份時間 

Youth Allowance/Austudy/Abstudy 予合資格人仕申請 

FEE HELP 予合資格人仕申請 

詳情以ACT網站為準 

備註: 如符合要求，本課程畢業生可獲豁免學士課程部份科目 

 

 

 

所需範疇 科  目 學分 

基本科 舊約/新約基礎 

• OT001-512, OT002-512, OT003-512, 

NT001-512. NT002-512, NT003-512 

24 

 神學/基督教歷史/哲學倫理(TH/CH/PE) 

最少 8學分 

12 

本課程學科 教牧/宣教/成長(EM/PC/DM) 24 

選修科 任何科目最少 36學分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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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學習 

    

本節列出一些有關澳洲神學協會 Australian College of Theology（ACT）

課程的政策和程序。如欲了解更多資料，請聯絡學生事務主任。 
 

5.1 澳洲神學協會 (ACT) 會員學院 

澳神為澳洲神學協會 Australian College of Theology (ACT) （CRICOS 

02650E）會員學院之一，獲准提供其認證之中文學位課程。 

 
5.2  學習量   Study Load 

「全時間」 學生一般在每學期修讀 48 個學分（cps），而「最低全時

間」學習則是每學期修讀 36 個學分。修讀少於 36 個學分者為「部份
時間」學生。學生在任何一學期不可修讀超過 60 個學分。為配合全人

的發展，「全時間」 學生必須出席本院的學生活動，請見「學生生

活」篇。 
 
除實習外，凡受僱超過八小時者不可報讀「全時間」，全時間工作者
不可修讀超過 24 個學分。 

 

5.3  學習計劃 

ACT 建議學生預計每科約 150 小時 (12 學分科目) 作為學習之用，這

包括課時，其他時間可用作閱讀、研究、寫功課、與其他同學討論、

溫習、預備考試、預讀備課等。 
 

5.4  NOVA 

NOVA 為本院的網上學習平台，由教學伙伴基督學院 Christ College 支
援。   

 

5.5  上課 

除重讀生外，學生應出席所有課堂，若無故缺席超過 20%課時 (包括

遲到、早退、缺課)，可能會在此學科不及格。 
 
海外留學生若缺席超過 10%，可能會因此被報給教育部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DET) 而影響其學生簽證。 

https://www.actheology.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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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如因病無法上課，請致電或電郵該科老師（辦公日上午 9 時至下

午 5 時，電話:（02）9715-2992）告知缺席原因。若因病而缺課一天
或以上，必須向學生事務主任提交醫生證明書。若因其他原因缺課一

週或以上，請通知學生事務主任，詳情請查看 Nova > CTCA 學生資源

中心 >本院政策 > 出席與缺席政策。 

 

請您在安排旅行之前於 Nova> CTCA student resources 學生資源中心 

（下列簡稱 Nova > CTCA 學生資源中心）查看學院年曆。  
 

5.6  停學 (Suspension) 或延期 (Extension of Candidature) 

學生如欲申請停學 (Suspension) 或延期 (Extension of Candidature)，請

與學生事務主任聯絡。 

 
5.7  特別學習需要 

學生若有特別學習需要，可於每學期登記時通知本院。  
 

5.8 處理申訴政策 Grievance Resolution Policy 

就學術及非學術的申訴事宜，本院採用 ACT 的處理申訴政策，詳情請
見 ACT 網站 (www.actheology.edu.au/documents) Policy 的有關文件: 

Grievance Resolution Policy for Domestic Students 

Grievance Resolution Policy for Overseas Students 
 

5.9   跨院校課程 Cross-Institutional Enrolment 

除先得學生事務部的特別批准外，澳神學生須在本院修讀最少 75% 的
課程。為了確保學生能按 ACT 的課程要求順利畢業，學院鼓勵同學每

學期勿在其他院校修讀超過一科。學生如有需要在其他院校（包括基

督學院在內）修讀個別科目，請在學期開始前通知本院。 
 

5.10  海外留學生 （Overseas Student） 

有關 ACT 的海外留學生政策，可於 ACT 網站 下載。  

http://online.christcollege.edu.au/course/view.php?id=202
http://online.christcollege.edu.au/course/view.php?id=202
https://www.actheology.edu.au/documents/
https://www.actheology.edu.au/documents/
http://www.actheology.edu.au/documents
https://www.actheology.edu.au/documents/
https://www.actheology.edu.au/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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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作業評估 
 

6.1   作業評估要求 

 (i) 每科最少兩份作業。 

 (ii) 除語文及實習科外，一般12學分科目要求相等如下的字數： 

 中文字數 英文字數 

AQF 程度 5 科目 6,000 － 6,750 4,000 – 4,500 

AQF 程度 6 科目 7,500 － 8,250 5,000 – 5,500 

AQF 程度 7 科目 9,000 － 9,750 6,000 – 6,500 

AQF 程度 8 科目  10,500 － 11,250 7,000 -7,500 

AQF 程度 9 科目  10,500 － 11,250 7,000 -7,500 

 

  (iii) 一小時的考試相等於 1,500 字的寫作。 

 (vi) 專題研究指引請見ACT學生手冊。 

 (v)  從2020年起入學報讀ACT課程的學生，須以中文書寫作業。 
 (vi) 在本院修讀ACT科目的其他院校學生，須以中文書寫作業。

  

  

6.2    科目合格要求 

 要取得合格，學生必須： 

 (i)   出席課堂、研討班； 
 (ii)  按時完成所有課業要求； 

 (iii) 獲得不少於 50% 的總分數 
 
 
6.3  評分表 

總分數 等級 積分 

0 － 49 F Fail 0 

50 － 57 P Pass 1.0 

58 － 64 P+ Pass + 1.5 

65 － 74 C Credit 2.0 

75 － 84 D Distinction 3.0 

85+ HD High Distinction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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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剽竊 (plagiarism) 

除指定的小組作業外，所有課業必須是學生自己的作品，而非他人
的著作。適量地引用他人的思想及見解並以引号( “  ”或「」) 標明

及在註腳中列明所引用的資料來源是可以接受的，你可以此作為你

討論的一些依據。以自己名義提交別人的作品是嚴重的學術違規。
學院會對違規學生進行實質處分，有關政策請見 ACT 網站

之  ’Academic Misconduct Policy’。  
 
6.5   繳交作業注意事項 

 
6.5.1  繳交時限、檔案命名及格式   

除老師指定另外截止時間，同學必須於指定日期的那一天晚上

11:55 分 之 前 ， 透 過 基 督 學 院 NOVA Learning System  

(https://online.christcollege.edu.au/login/) 繳交作業。所有作業首頁
須為功課封頁正本（ Assessment cover sheet ），表格可於

Nova>…>CTCA學生資源中心>Assessment 下載 。作業必須依下列

格式以英文命名(File Name)，製作為 PDF 格式，並上傳到 NOVA

繳交作業的指定界面。上傳時，請在 submission title 一項內填寫作

業的英文命名 (File Name)：  

 
            ACT 學號 科目編號 作業類型.pdf  

例：201412301 NT001 Essay1.pdf  

 

 

  

 
作業格式，包括檔案名稱 (submission title)、功課封頁、摘要、頁

數、註腳及書目等項目，需符合學院規定。若不符合規定，將會

被扣分。 
 

請勿以掃瞄影像的方式製作 PDF 檔案。 在上傳作業之前，請確定

該 PDF 檔案可以在文字上正常加上螢光標示及新增註解，否則無
法批改，每份作業只可上傳一個檔案。 

 

   對的例子    201412301 NT001 Essay1.pdf  

   錯的例子     201412301 NT001 讀書報告.pdf  

   錯的例子     Iris Leung 列王紀論文.pdf  

   錯的例子     Iris Leung NT001 Essay1.pdf 

 

 

https://www.actheology.edu.au/documents/
https://www.actheology.edu.au/documents/
https://www.actheology.edu.au/documents/
http://www.actheology.edu.au/policies.php
https://online.christcollege.edu.au/login/
http://online.christcollege.edu.au/course/view.php?id=202
http://online.christcollege.edu.au/course/view.php?id=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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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 NOVA 因故不能接收作業，請立即電郵給老師並附上作業。同

學務必在上傳作業後，查看 NOVA，以確實 NOVA 有你的作業，
若發現沒有，請立即電郵給老師並附上作業。無論同學因何原因

而需要將作業電郵給老師，都必須隨後在 NOVA 補交，否則你可

能會被定為逾期繳交，並被扣分。 
 

開卷考試可能有不同的安排, 敬請參閱該科的考試指引。 

 
6.5.2  上傳作業界面 

由於每科可能有不同的作業於不同日期繳交，請小心確認所交作

業的界面方作上傳，例: 
 

 繳交 NT001 書評 

 繳交 NT001 專文 
 
 
6.5.3  逾期處分 

根據 ACT 遲交作業處分規定，凡逾期繳交作業，除非事先獲得學

生事務主任批准延長作業期限，否則所得分數將以每天（請注意：

非工作日；週六、主日都計算在內）扣除該作業總分數的 3%計算，
直至該作業限期後的 14天為止。過了 14天，所繳交的作業成績將

一律評為零分。縱使超過 14 天，學生仍必須繳交該項作業，否則

該科目以「不及格」計分。如未能於該學期考試最後那天或之前
遞交所有作業、而又未事先獲得批准延期繳交者，該科成績將評

為『不及格』。 
 

 

 

 

 

 

6.5.4  申請延期繳交作業 

申請延期繳交作業，僅限於醫療或其他值得同情（由學院決定）

的原因，並須預先向學生事務主任提交申請。申請延期繳交作業

的表格，可於 Nova>…>CTCA 學生資源中心下載，連同所需文件，

例子 : 作業所得分數 是 70/100，遲交3天，作業實得分數 = 70– 3% x 3 =  61/100 

 

遲交超過 14天，作業得 0 分 

 

不繳交任何一份作業 = 該科不及格 

 

 

http://online.christcollege.edu.au/course/view.php?id=202
http://online.christcollege.edu.au/course/view.php?id=202


 

 - 21   
- 

於作業繳交日期前交回辦公室或電郵致學生事務主任。學生事務

主任會於三個工作天內以書面通知申請結果，已獲批准的申請，
同學須於提交功課時，在功課封頁上填寫「作業延期繳交申請編

號」。 

 
6.5.5  一般專文內容應包括以下幾個部份:  

• 封頁  

• 摘要  
• 引言  

• 本文  

• 結論   
• 參考書目  

 

6.5.6  摘要 

專文作業如沒有摘要，將會扣減作業總分數的 3% 。關於如何寫

摘要，請參考 NOVA > CTCA 學生資源中心。 

 
6.5.7  作業字數要求 

• 除非特別指明，否則作業的字數要求是指中文字數。 

• 如你以英文交作業，則中英文字數的比例是 1.5 中文字 = 1 英文
字。 

• 例子 : 專文 3000 字。這解作為 3000 中文字。如以英文呈交， 

字數則為 2000 英文字。 
• 從 2020 年起入學報讀 ACT 課程的學生，須以中文書寫作業。 

• 在本院修讀 ACT 科目的其他院校學生，須以中文書寫作業。 

• 如有問題，請聯絡該科老師或學生事務部。 

 

6.5.8  作業字數上下限 

作業字數必須在規定之內，上下限不得超過 10%，例如 3,000 字的
作業，字數必須在 2,700 至 3,300 字之內。字數不包括摘要

(abstract)、附錄 (appendices)、 尾註 (endnotes)，註腳 (footnotes), 

或書目(bibliography) 。 

 

作業如超過字數上限的 10%，將會扣減作業總分數的 10% 。學生

亦須在 24 小時內重交作業，該作業如遲交，分數將以逾期處分方
式計算。 逐字引用（Verbatim quotation）的字數不得超過作業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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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的 10%；註腳字數不可超過 25%。 (ACT Coursework Handbook, 

GUIDELINES FOR ESSAYS IN COURSEWORK UNITS , section 

3.1)。 

   

作業正文及註腳的確實字數 (不是大約) 必須分別清楚列明在作業
封面頁上。 

開卷考試會有不同的安排，請查看  ( 7 ) 考試。 

 

6.5.9  作業格式指定參考書 

李志秋、張心瑋。《學術研究與寫作》。 新加坡：新加坡神學院，
2015。 

 

6.6  外部評鑑（Moderation） 

ACT 科目須經過一個外部評鑑以確保所有 ACT 院校的質素及分數

達一致水平。在每學期結束時，功課可能將被抽樣及送往評鑑員

以作學術水平評審。 
 

6.7  評分標準 

各科評分標準由該科老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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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考試 

7.1   開卷考試 

開卷考試是一種特別形式的考試。這是指學生在考場之外的一段

時間之內，在沒有他人幫助的情況下，獨立完成的考試。在開卷
考試期間，請勿與其他人討論考試的內容或傳閱答案。  

 

開卷考試的本質是考試，重點在於回答問題，而不是要求學生臨

場寫一篇研究報告。因此， 學生應在有限的字數內，專注回答問

題。  

 
7.1.1  參加考試資格 

 學生必須於學期上課週最後一天或之前繳交所有作業，否則不能

參加考試，且該科以「不及格」計算。 
 

7.1.2  開卷考試的方式  

1) 開卷考卷將於考試當日指定時間於 NOVA上開放下載。 考生
須自行下載考試封頁 (ACT Examination Cover Sheet)，考卷及

學生考試申報表 (Student Declaration Form)，請核對考卷是否

所修讀的課程（學士或碩士程度）。若因故不能下載考卷或
對考卷有任何疑問，請於開考後 2 小時內聯絡講師。  

 

2) 開卷考試必須以電腦打字方式答題; 格式請依學院規定寫作研
究報告方式。學生在作答時，一般需參考教科書、指定閱讀

書籍，與上課的筆記。考生亦可參考其他資料作答。所有資

料引用須依學院規定以註腳註明出處。 
 

3) 答案必須以一種語言作答，否則會有被扣分的可能。 

 
4) 每題答案的字數必須在規定之內，如超過上限的10%，將會扣

減該題的分數的10%。字數不包括註腳。中英文字數的比例是 

1.5 中文字 = 1 英文字，比方1500 字中文 = 1000 字英文。每題
的確實字數 (不是大約) 必須清楚列明在考試封面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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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從2020年起入學報讀ACT課程的學生，須以中文作答。 

 
6) 在本院修讀ACT科目的其他院校學生，須以中文作答。 

 

7) 作答時，每題須由新的一頁開始 。作答完畢，請務必將所答
的題號，打在考試封頁中的表格裏。開卷考試的答案卷，須

有頁數及以考試封頁為首頁。 

 
8) 開卷考試答案須於指定日期時間之前，上傳到 NOVA 繳交作

業中「開卷考卷」的專區；遲交者所得分數將以每天（請注

意：非工作日；週六、主日都計算在內）扣除該卷總分數的
6%計算，直至該卷限期後的第7天為止。其後，考試成績將一

律評為零分。  

 
9) 開卷考試答案首頁須為考試封頁，答案無須附上考生姓名，

且必須依下列格式以全英文命名:  

ACT 學號_考試科目編號_Exam.pdf  

例如:201612345_NT001_Exam.pdf  

 

請將考試封頁與答案製作為一個 PDF 檔案; 請勿以掃瞄影像的
方式製作 PDF 檔案。在上傳作業之前，須要確定該 PDF 檔案

可以在文字上正常加上螢光標示及新增註解，否則無法批

改。 學生亦須填好「學生考試申報表」及上傳至 NOVA，且
必須依下列格式以全英文命名為 : 

 

ACT 學號_考試科目編號 _Decl.pdf  

例如: 201612345_NT001_Decl.pdf  

 

10)  若 NOVA 因故不能接收考試檔案及/或學生考試申報表
(Student Declaration Form)，請立即電郵給講師並附上檔案及/

或申報表，同時間傳送副本給考試指定的備郵。 

 

11) 考生務必在上傳檔案及/或申報表後，查看NOVA，以確實

NOVA有你的檔案及/或申報表，若發現沒有，請立即電郵給

老師並附上檔案及/或申報表，同時間傳送副本給考試指定的
備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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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無論考生因何原因而需要將檔案及/或申報表電郵給老師，都

必須隨後在NOVA補交，否則你可能會被定為逾期繳交，並被
扣分。 

 

7.1.3  因病補考  

考生如在考試前因身體不適而不能如期參加開卷考試，必須提供

醫生證明，列明原因及請假日期，並於考試前交學院辦公室，否

則不能申請因病補考。 
 

考生如在開卷考試開始當天，因身體不適而不能參加考試，必須

立刻致電學院辦公室（02 9715-2992），並在第二天提供醫生證
明，列明原因及診病日期，否則不能申請因病補考。 

 

考生如於開卷考試開始後，決定不能繼續參加考試，一般不能申
請補考。 

 

 

7.2   課堂考試 

 
7.2.1  參加考試資格 

 學生必須於學期上課週最後一天或之前繳交所有作業，否則不能

參加考試，且該科以「不及格」計算。 
 

7.2.2  考試開始時間 

考生必須於考試開始五分鐘前到達，以備足夠時間確保所收的試
卷正確無誤及為監考員發出有關指示。一般在開始作答前有十分

鐘閱讀時間，你可在試卷上書寫 （如:回答哪個題目），也可在這

段時間內，填寫你的考試封頁及學生考試申報表 （Student 

Declaration Form）。 

 

7.2.3  考試要帶什麼 

請帶同你的 ACT 學生編號並寫在所有答題紙上，無須寫上姓名。 

 

考生必須使用黑色或深藍色原子筆，不可以鉛筆作答。除上述和
下述的物品或講師試卷上所允許之物件外，其他的聖經、書籍、

字典、筆記或協助用品皆不能帶入考場。學院將會提供答題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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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糖尿病患者外，食物不能帶入考場，有杯蓋的飲料則可。考試
期間請關掉手機，如有需要離開考場，請保持安靜。 

 

如果考試允許攜帶聖經，則只可攜帶一種語言及沒有任何標記 、
註釋、串珠、 釋經或附有其他幫助解釋經文的聖經一本。希臘文

釋經的考生可以使用沒有標記的希臘文聖經 (United Bible Societies 

Greek New Testament,  4th  ed. or 5th ed.).  

 

7.2.4  用什麼語言作答 

答案必須以一種語言作答，否則會有被扣分的可能。從 2020 年起
入學報讀 ACT 課程的學生，須以中文作答。 在本院修讀 ACT 科

目的其他院校學生，須以中文作答。 

  
7.2.5  特殊需要 

學生如有特殊需要（如大字版試卷），須於學院指定日期前聯絡學

生事務主任。 
 

7.2.6  因病補考  

考生如在考試前因身體不適而不能參加考試，必須提供醫生證
明，列明原因及請假日期，於開考前交學院辦公室，否則不能申

請因病補考。 

 
考生如在考試當天因身體不適而不能應考，必須立刻致電學院辦

公室（9715-2992），並在第二天提供醫生證明，列明原因及診病

日期，否則不能申請因病補考。 
 

考生如已參加考試並在閱讀考卷後，決定因身體不適而不能繼續考

試，一般不能申請補考。 
 

7.2.7  其他注意事項： 

考生須負責準時，作清晰的書寫和正確試題標籤。也必須遵守以
下各項： 

 

（一）答題紙只可單面書寫， 每條問題須另頁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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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除試卷列明外，每份考試只可以用一種語言（即中文或英
文）作答。從 2020 年起入學報讀 ACT 課程的學生，須以中

文作答。 在本院修讀 ACT 科目的其他院校學生，須以中文

作答。 
 

（三）開考 30 分鐘或考試结束前 15 分鐘内考生不得離場。 

 
（四）在規定的考試時間結束後，考生應立即停筆。 

 

 （五）答題紙應按試題數字順序排列，並在每頁右上角寫上連續編
號，在左上角裝釘。 

 

 
7.2.8  重要注意事項： 

由於我們可能需要複印你的試卷，請使用黑色或深藍色原子筆書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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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專題研究、總結體驗、教會實習 

專題研究 Project 

專題研究編號 程度 學分 字數 + / - 10% 
   中文 英文 

**200-712 7 12 9,000 6,000 

**200-812 8 12 10,500 7,000 

**200-824 8 24 18,000 12,000 

**200-836 8 36 24,000 16,000 

**200-912 9 12 10,500 7,000 

**200-924 9 24 18,000 12,000 

**200-936 9 36 24,000 16,000 

 
先修條件:  

(i)     12 學分的專題研究  : 修畢 48 學分程度 8 的科目； 24 學分的相關

範圍科目   

(ii)    24 或 36 學分的 CH, PE, EM, IN, DM 專題研究 : 修畢 48 學分程度 

8 的科目；24 學分的相關範圍科目；研究方法概論  

(iii)   24 或 36 學分的其他專題研究 : 修畢 48 學分程度 8 的科目；24 學

分程度 8 或以上的相關範圍科目；研究方法概論 
 

同學請參照 ACT 網上個別科目為準。  

 

有興趣修讀的學生必須於以下日期前與教務長聯絡，以便安排導師並

預備專題研究建議書，內容包括研究題目、目的、大綱、依據、參考

書目和方法論。 

 
• 擬在第一學期修讀 : 前一個學年的 8 月 1 日 

• 擬在第二學期修讀 : 該學年的 3 月 1 日 

 

從 2020 年起入學報讀 ACT 課程的學生，須以中文書寫專題研究。 

 

在本院修讀 ACT 科目的其他院校學生，須以中文書寫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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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體驗 Capstone Experience Unit 

總結體驗是供碩士班學生修讀的，有興趣者請留意選科表。 
 

先修條件:  

修畢 48 學分程度 8 的科目；12 學分程度 8 或以上的相關範圍科目 

 

同學請參照 ACT 網上個別科目為準。 

 
唯對考慮繼續進修研究院課程（Master Degree by Research or Doctoral 

Degree） 的同學，「專題研究 Project」科將提供一個很好的基礎。 

 

教會實習  PC096, PC097, PC098, PC099  

這個選修科目是教會實習課，為期四個學期，每學期 3 個學分。 因為

需要安排教會及一位導師，有興趣者必須於擬往實習前六個月與院牧

聯絡，以便作出合適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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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學費 

學費 

澳神為澳洲神學協會 Australian College of Theology (ACT) 會員學院之
一，每年各科學費均由 ACT 釐定，有關學費之詳細資料請參閱 
https://www.actheology.edu.au/tuition-fees。 
 
FEE-HELP 

FEE-HELP 是一個幫助符合條件的自費學生支付學費的貸款計劃。有
關條例，請見 www.studyassist.gov.au/help-loans/fee-help 或向學生事務
主任查詢。 
 
繳付學費 Upfront payment 

除以 FEE-HELP 繳付學費的學生外，其他學生須於每學期第二個週五
或之前繳付學費，詳情請查看學費單。  
 
註冊變更 

所有選科更改必須以書面通知，請參考 Nova>…>CTCA 學生資源中心 
> 選科、轉科及學費 Enrolment, transfer and fees。學生可以選擇在開課
後停修已註冊的科目，但須注意有關的經濟及學術後果。 
  

 

 
 
 
 
開課日(Commencement Date) : 每學期之首。 
 
統計日(Census Date)   

• 每週上課科目:  一般情況下，第一學期為 15/3，第二學期為 
31/8。統計日截止日期為統計日前兩週。 

• 密集科目:  一般密集科目的統計日為開課後第二天。 
 
 
學生可在Nova>…>CTCA學生資源中心查看每學期的統計日日期。為

免延誤，學生請在以上日期的兩個工作天前與註冊處聯絡。 
 

 

開課日至統計日 
 

無經濟或學術後果。 

統計日之後 
 

學生即取 'W (退選 )' 
成績，並需繳付學
費。 

http://online.christcollege.edu.au/course/view.php?id=202
http://online.christcollege.edu.au/course/view.php?id=202
http://online.christcollege.edu.au/course/view.php?id=202
http://online.christcollege.edu.au/course/view.php?id=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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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學生生活指引 

成人教育 

基督學院院長曾在歡迎新生時說：「你們都是成年人，我對待你們是以成年
人的方式對待。」此話我們完全認同。成年人是心智成熟的人，應該知所
進退，有所為、有所不為，並且會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這也是成人教育的
宗旨。對我們基督徒而言，我們還得向主交代。 

由於本院與基督學院的友好關係，我們得以享用基督學院的新建院舍，當
思這是愛心款待，所以要加倍愛護校園的一切公物，保持整潔。在使用各
種設備的時候，「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腓 2:4)，推
己及人，要盡力成為人神喜悅的好夥伴。 
 
得悉同學們在課業上和經濟上互相協助渡過難關，這種彼此相愛的精神值
得嘉許。側聞有人把圖書館的藏書當作私有物，在其上隨意畫記號、加註
解，這種自私自利的行為該受譴責。 
 
我們是華人神學生，將來會在華人教會中事奉，因此得考慮華人文化的要
求，例如衣著要端莊；道德方面，煙酒賭博皆不相宜。學生行為守則可在
NOVA > CTCA 學生資源中心 > 本院政策 下載。 
 
本院領受的異象是要訓練較全面的教會領袖，就是「有好名聲，被聖靈充
滿，智慧充足」(徒 6:3)的人。所以除了基本的上課，我們還有下列的輔助
訓練，裝備準備牧會的同學： 

 
靈命指導 

小組靈命指導於週一下午舉行。每學期約 6 次聚會，同學將與靈命導師及
其他組員會面，彼此代禱和支持，以致在事奉、個人及靈命上有所成長。
全時間的學生必須參加，其他同學可向院牧報名。 

 
早會與禱告會 

早會和禱告會於週一舉行，這是學院生活中靈性培育之重要一環。全時間
的學生必須參加，也歡迎其他同學參與。 

 

院牧事工 

有關院牧事工，請參考 "澳洲華人教牧神學院院牧事工手册"。此手册詳盡
解釋院牧部的培訓系統，學生可在 NOVA > CTCA學生資源中心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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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午餐 

週一午餐於上課週每週一中午舉行，期望通過教職員與學生於餐桌上的談
話溝通，起到潛移默化的教導作用，生命一起成長。歡迎同學自備食物參
加。 
 

師生退修營 

退修營旨在培育同學的靈性及品格，師生共聚一堂，彼此切磋互勉，產生
「以生命影響生命」的果效。全時間的學生必須參加，也歡迎其他同學參
與。 

 

宣教週 

每年作不同的安排，探訪各地華人教會，透過共同生活和並肩事奉，彼此
深入交流， 扶持互助，達到全人培訓的目的。學士及碩士班同學、有意將
來牧會或宣教者，在學期間最少須參加一次。 

 

畢業典禮 

這是大家庭的年度盛會，慶祝同學畢業，也為新同學禱告，學院董事及教
職員全部獲邀出席，凝聚在一起。全時間的學生必須參加，也歡迎其他同
學參與。 

 

特別聚會 

例如每年的神學講座，是提升神學知識的好機會，鼓勵同學盡可能參加。 

 
牧職訓練證書課程 (CERTIFICATE IN PASTORAL TRAINING) 

此為校內課程，專為就讀學士或碩士班、並有意牧會的同學而設計。內容
包括六個單元 : 
  

 * 學院將邀請合適的同學報讀。 
  

一年級（歡迎所有同學參加） 個人成長 聖工講座 

二／三年級 
PC047 講道學入門 講道學進階* （先修科為「講道學入門」） 

崇拜學* PC035 領導與管理學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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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學生支援及相關協助 

澳州華人教牧神學院為學生提供免費、實用的支援和協助，幫助學生

提升學習技巧、尋求事奉方向、均衡生活事宜及處理與歧視或申訴有

關的問題。 

 

咨詢服務 

學生在知識、靈命與品格上的全人成長一直是學院的目標，院牧部會

在事奉、家庭和學習上推動實踐這宗旨。學生如有需要，可約見院牧。 

聯絡 : 院牧杜偉雄牧師  

電郵 : chaplain@ctca.edu.au  

電話 : 02-9715 2992 

 

學習輔助 

每年學院都會開設學習輔助工作坊，主要是幫助新同學能更快進入學

習狀態，接受訓練，能更好服事主。亦歡迎舊生參加，溫故知新。 

聯絡 : 學生事務主任 Iris Leung 

電郵 : iris.leung@ctca.edu.au 

電話 : 02-9715 2992 

 

福利服務 

助學金的設立是幫助經濟受阻困的學生能保持專心學習。學院接受同
學公開申請。 

聯絡 : 院牧杜偉雄牧師  

電郵 : chaplain@ctca.edu.au  

電話 : 02-9715 2992                                            

 

事奉方向咨詢  

幫助學生在學習期間尋求事奉方向，學生院訊內的聘牧資訊幫助即將

畢業的同學找尋合適的事奉崗位，院牧部同時提供事奉工場及召命回

應的分析及小組探討。 

聯絡 : 院牧杜偉雄牧師  

電郵 : chaplain@ctca.edu.au  

電話 : 02-9715 2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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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命指導 

學生透過與靈命導師及其他組員的會面，彼此代禱和支持，以致在事
奉、個人及靈命上有所成長。全時間修讀的學生必須參加，其他同學

可向院牧報名。 

聯絡 : 院牧杜偉雄牧師  

電郵 : chaplain@ctca.edu.au  

電話 : 02-9715 2992 

 

學生支援服務 

我們為在校的學生提供免費及保密的服務, 這包括處理與歧視、騷擾、

申訴、投訴、爭端、排斥、不恰當行為和學習進展等各方面有關的需
要。 

聯絡 : 學生事務主任 Iris Leung 

電郵 : iris.leung@ctca.edu.au 

電話 : 02-9715 2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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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澳神圖書館使用細則 

1. 讀者每次借書，須使用有效借書證。 

2. 所有圖書館資料，必須經 OneStop PC 借出。 
3. 參考書、指定閲讀書籍﹐期刊, 博士論文一概不准外借。 

4. 歸還：所有書籍必須在該書到期前歸還或續借。 

5. 續借書籍可於到期前透過 CTCA 
https://ctca.on.worldcat.org/discovery 登入 my Account 續借。 

6. 逾期書籍不可續借，讀者必須將書籍歸還圖書館以及繳 交罰款

後，可重新借出。罰款為每週澳幣二元 (每天四毛)。 當逾期之
累積罰款達至澳幣五十元，即會被當作遺失處理，須交費澳幣

八十元為補書之用。 

7. 預留書籍應照通知書的日期交還。但若該書在借出期間被列為
指定閱讀書籍，圖書館主任有權要求讀者在到期前歸還該書。 

8. 遺失圖書證者必須立刻通知圖書館，補發新證須繳交澳幣十元。 

9. 請保持圖書館所有物品之整潔，切勿塗污或折疊書刊。 
10. 本館保留隨時更改以上圖書館規則的權利。不需預先通知。 

Library CTCA – January 2019 

 

備注 : 借閱權利  

 

類別 書 錄音/像帶 借閱期限(週) 續借(次數) 預留權 
   書 帶 書 帶  

CTCA 講師 10 4 10 4 2 2 有 

ACT MA 課程學生 8 4 4 2 2 2 有 

ACT 學位課程學生 6 2 2 2 2 1 有 

ACT 證書課程學生 

CTCA 延伸神學課程學生  
5 2 2 2 1 1 有 

CTCA 院董、顧問、職

員、靈命導師 
5 2 4 2 2 2 有 

CTCA 校友 2 1 2 2 0 0 有 

其他讀者 2 1 2 2 0 0 無 

https://ctca.on.worldcat.org/discovery


 

 - 36   
- 

13．學生資源 

澳神圖書館 

位於基督學院圖書館內，圖書館系統可經本院網站進入或 直接到

‘ctca.worldcat.org’，或於 Nova >...> CTCA 學生資源中心前往。詳情
請參前頁有關部分。 

 

基督學院圖書館 

圖書館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週二延長至下午
6 時。本院學生在其已註冊修讀學分的學期內，可借閱基督學院圖書

館的書籍，如沒有註冊，則在該學期沒有借閱權利，借閱詳情請聯絡

基督學院。 
 

學院通訊 － 每月電郵送出最新消息，敬請詳閱。 

 

網上學習系統: NOVA 

NOVA 是本院的線上學習系統，由基督學院支援，學生可以在此下載

講義及上傳課業，這也是老師給學生發放消息的渠道之一。每學期科

目註冊後，學生收到學費單三天後便可進入 NOVA 的個別科目。 

➢ 學生資源中心 

 「CTCA Student Resources 學生資源中心」提供了各式表格、年歷、時

間表、書目及其他有用資料。 
 

澳洲神學協會 (ACT) 網站 www.actheology.edu.au 

學生可在此下載學生手冊，政策，課程資料及成績等。 
 
 

http://online.christcollege.edu.au/course/view.php?id=202
http://online.christcollege.edu.au/course/view.php?id=202
http://online.christcollege.edu.au/course/view.php?id=202
http://online.christcollege.edu.au/course/view.php?id=202
http://online.christcollege.edu.au/course/view.php?id=202
http://online.christcollege.edu.au/course/view.php?id=202
http://online.christcollege.edu.au/course/view.php?id=202
http://online.christcollege.edu.au/course/view.php?id=202
http://澳洲神學協會/
http://www.actheology.edu.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