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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聖神修院前身是華南總修院（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六四年），總修院

之興建是為培育華南地區國籍神職人員，讓他們於晉鐸後，服務所

屬教區。華南地區包括韶關、梧州、廣州、江門、嘉應、汕頭、汀

州、廈門、福州、建寧、福寧、北海、瓊縣和香港等教區。

然而，除了香港外，上述各教區，鑑於環境變遷，自一九六四年

後，再沒有派修士到來接受培育。於是，傳信部解散總修院，並將

修院院址交由香港教區使用。是年，香港教區就在總修院院址開辦

教區大修院，即現今的聖神修院，落實了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有關修士與神職人員該在他們所屬地區接受培育的指示。

一九七零年聖神修院神哲學院成立，由香港教區、澳門教區、耶穌

會和慈幼會合辦，一九八五年再邀得方濟會加入。

一九七三年，學院開始接受信友入讀，使他們有機會強化個人對天

主的認識，及成為建設天國的有效工具。

一九七四及七六年，神學部與哲學部先後成為羅馬宗座傳信大學屬

校。從此，該兩學部的畢業生可獲頒授神學學士學位（Bache lor 	 o f	

Theo logy）與哲學學士學位（Bache lor 	o f 	Ph i losophy）。

一九八九年，為了滿全信友希望獲得神學課程學位的心願和需要，

學院再向前邁進一步，開辦宗教學部，並同樣地獲得宗座傳信大學

神學院的認可，使凡依照學部要求，修畢所有課程的人士，均可獲

頒授宗教學學士學位（Bache lor 	 in 	Re l ig ious 	Sc 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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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四年，神學部取得了宗座傳信大學的同意，開始一個為期

兩年的神學碩士學位（教義神學）課程（Licent ia te 	 in 	 Theo logy	

(Dogmat ic 	 Theo logy) 	 Program）。因此，神學部需要從宗座傳信

大學附屬學院的地位，提升為該大學的成員學院。一九九七年三月

六日，公教教育部終於批准神學部升格的申請，成為宗座傳信大學

神學院的成員學院。

二零一三年，學院在現有的學位課程以外，開辦以信仰培育為主的

神學文憑課程與神學普及課程，以推廣神學普及化，讓更多平信徒

也可透過基本的神學培育，深化信仰。課程提供網上教室、課堂等

多種修讀模式，以切合不同平信徒的需要。

目的

聖神修院神哲學院乃一所專為研究神哲學的學術中心，由三個不同

學部：神學部，哲學部和宗教學部組成。學院的首要目的是為給有

志獻身司鐸職務的人士，教授哲學及神學。其次，為了配合地方教

會發展上的需要，給予平信徒神哲學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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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歷史

聖神修院圖書館是一所專科圖書館，以收藏神學、哲學及宗教學方

面的資料為主，作為支援本地神學教育之用。本館於一九六七年正

式成立，當時藏書均來自太古樓小修院及華南總修院，以供聖神修

院所需；至一九七一年，本館又吸納了公教進行社圖書館藏書，並

把服務擴展至聖神修院神哲學院。

2.	發展

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在推動本港教區神、哲學培育方面扮演了一個重

要角色。一九九四年，學院開辦神學碩士課程；同時本館亦進行電

腦化及地方擴展工程以作配合。一九九七年，本館安裝了DYNIX圖書

館電腦系統，在編目、流通及公共目錄方面進行全面電腦化；這系

統亦為本港公共圖書館所用的電腦系統。其後，為提升服務質素，

本館更於二零一四年改用Aleph圖書館電腦系統。這嶄新的系統能讓

讀者更快速地從本館藏書、EIN聯網館藏及網絡世界中搜尋資料。

為提供讀者一個更寬闊及舒適的閱讀環境，本館在一九九八年進行

了地方擴展工程，由原來的一層樓增至目前的三層樓。地下主要存

放中文圖書；二樓收藏外文圖書；而三樓則存放最新年度的期刊。

靠著本身的經費及外來的捐獻，本館藏書量已由一九六七年的六千

冊，增至目前約有七萬八千冊；這包括了三萬一千四百五十冊中文

圖書及四萬六千六百冊外文圖書。此外，本館每年訂購的期刊約有

一百零七種。

於二零零三年，本館為向各地華人教會提供完備的神學資料，故增

設網上中文資料庫，以方便讀者搜尋教宗及各教廷聖部所頒佈的文

件中文譯本。此外，該網頁更載有多份本館的神學雜誌及神學工具

書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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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資訊科技之發展，本館為提高服務質素，故於二零零五年起提

供網上目錄，更於二零一四年改用〝Easy	 Search〞系統，	 以供讀者

透過網上平台搜尋資料、查閱個人借還書記錄、續借及預約書籍和

接收各項電郵通知書。

為提供讀者更方便快捷的服務，本館自二零零五年已開始引入電子

資源。現時本館已訂購七個英文	 (Cambridge	 Companions,	 Cambridge	

Books	Online,	Digital	Loeb	Classical	Library,	Ebook	Central,	Gale,	iG	Library	and	

NetLibrary)	和三個中文	(Super	Book	City,	iRead	ebook	and	HyRead	ebook)	

電子書的資料庫，以及一個全文電子雜誌的資料庫（Gale）。這些

資料庫在神學、哲學和文化上之範疇提供讀者約二萬二千多項書籍

及雜誌。此外，本館更為優化網上目錄，故輸入了部份重要藏書的

目錄和顯示其封面的影像。

3.	教會資訊網

讀者除了使用本館的資訊外，更可透過教會資訊網（EIN），檢索其

線上聯合目錄。此資訊聯網成立於一九九五年，旨在藉著本港不同

宗派機構的合作，促進香港基督宗教的合一，並在這資訊時代裡，

支援神學教育及滿足信徒在神學資訊上的需要。該聯網之成員現時

包括了下列五間神學圖書館：

•	 建道神學院胡慕德紀念圖書館

•	 中國神學研究院圖書館

•	 播道神學院圖書館

•	 聖神修院圖書館

•	 信義宗神學院圖書館



EIN聯合目錄是本港最大的神學圖書目錄，亦是全球最大的中文神學

圖書目錄，現已載有約五十三萬二千冊的圖書資料。

	

4.	圖書館規則

•	 請保持肅靜

•	 請勿在館內使用電話

•	 使用書籍後，請安放在書車上，切勿自行放回架上

•	 請勿將未辦理借閱手續的書刊攜出館外

•	 不准飲食

•	 神學文憑課程的全科生可享有借閱服務

5.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星期一至五		 	 午膳（休息）	 	下午一時至下午二時

星期二、四（9月至6月）	 	 		 	上午九時至下午九時

星期六	 	 	 全日		 	 	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全日（休息）

6.	圖書館管理員

主任	 蔡惠民神父

助理主任	 林雪碧博士

助理主任	 鄺麗萍小姐

助理	 張進龍先生

	助理	 林振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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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程目的	

神學文憑課程與神學普及課程的開辦，是透過教會訓導對天主啟示

的正統理解，提供有系統和淺易的天主教神學訓練，目的是使學生

明白神學與生活的內在關係，學習從神學角度思考人生及信仰的問

題。

課程的宗旨在於為一般信友提供基本的神學培訓，希望藉著課程能

深化教友的信仰，以期令他們能度更有深度的信仰生活，和更熱切

及有效地參予福傳工作。

文憑課程及普及課程同為教友提供信仰的培育，但神學文憑課程進

一步要求學生按時呈交作業，及參與課程最後階段的總考，因此對

學生有較高的要求，目的是希望學生透過作業和總考，更有效地裝

備自己，以履行基督徒的使命和職務。故此它亦以為教會不同的教

友職務服務培育人材。

課程著重信友的神學培育，期望在本學院的神學和宗教學學位課程

以外，為一般信友提供認識和學習神學的機會。由於本課程不著意

於學術研究，因此不會與學院的學位課程有任何銜接。

2. 	課程結構

文憑課程與普及課程同步舉辦。四年制的課程分兩階段，首階段為

一年的基礎班，次階段為三年的進階班。修讀所有科目的學生（全

科生），可以在四年內完成整個課程。學生亦可選擇把課程的修讀

時間延長（選修生），唯基礎班必須在二年內完成，進階班必須在

六年內完成。

神學普及課程只要求學生出席課堂，不需呈交作業或參與考試評

核。學生修畢所有科目，而出席率不少於80%，可獲頒發出席證明

書。

神學文憑課程以自學為主，要求學生在每科開課後12週內呈交該科

的作業，經評核合格，便視為完成該科。學院主要透過網上的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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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功能，提供網上自學的閱讀教材及輔助資料，以協助學生學習

及完成作業。學生也可選擇出席與神學普及課程一同在香港開辦的

課堂，作學習輔助，唯出席率並非評核學生成績的準則。此外，完

成進階班課程後，學生須參與總考，總考合格才可獲頒神學文憑

（四年兼讀制）課程畢業證書。

學生在完成一年的基礎班課程後，可按興趣只選修個別科目，唯必

須在指定期限內完成所有科目才獲頒畢業文憑或出席證明書。

課程主要由五部份（科目領域）合共40科組成。首年為基礎班，其

後三年為進階班。課程結構如下：

基本及	 基礎班

教義神學

	 進階班

聖經	 基礎班

	 進階班

科		目		領		域 科		目		名		稱階段

聖經導論

舊約導論

新約導論

對觀福音與宗徒大事錄(一)

對觀福音與宗徒大事錄(二)

先知書

梅瑟五書

宗徒書信(一)	

宗徒書信(二)	

舊約史書

智慧文學

若望著作

神學導論

基本神學(一)

基本神學(二)

基督信仰中的人學

基督學(一)

基督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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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及其他	 基礎班

	 進階班

基礎班	 共10科

進階班	 共30科

	 合共40科

禮儀及	 基礎班

聖事神學	 進階班

倫理神學	 基礎班

	 進階班

科		目		領		域 科		目		名		稱階段

恩寵學

教會學(一)

教會學(二)

末世論

聖三論

基本倫理神學(一)

基本倫理神學(二)

醫療倫理

婚姻倫理(一)

婚姻倫理(二)

社會倫理(一)

社會倫理(二)

禮儀導論

聖事神學

入門聖事(一)

入門聖事(二)

修和及病人傅油

教會史

教父學

基督徒哲學史

靈修學

教友牧職

*	科目簡介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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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年分配	

全科生每年修讀十科，可在一年內完成基礎班，以及三年內完成進

階班。課程於每年九月開學，課堂一般在六月尾結束，每科均開設

五堂，每堂二小時，即全科生每學年共上50堂。全科學生按時間表

安排，每週上一至二堂；上課日期為週一、週三或週五，時間為晚

上七時至九時。詳細上課時間表可參閱學院網站。

上課地點為天主教新民書院（九龍油麻地石壁道2號）。

4. 	入學要求

1.	 有良好品格及合符資格的天主教徒均可申請入讀神學文憑或普及

課程。

2.	 神學文憑課程需要擁有中學或以上學歷。

3.	 不符合以上條件者，將由學院成立之入學委員會決定是否接受其

申請。

4.	 課程主要接受全科生（每年修讀十科）的申請。如果因時間安排

而未能每年修讀十科，申請者也必須每年選修不少於四科，並計

劃於兩年內完成基礎班。

5. 	一般要求

I.	 報名和重新註冊

學生必須於每年開課前完成報名及註冊手續，並繳付學費和確

認課程的日期和時間。

沒有報名或註冊的學生不准上課，以及無法使用本學院的一切

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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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學生證

所有修讀神學文憑課程及普及課程的學生可申請學生證，學生

證有效期至課程結束，而學生需在課程結束或停學後把學生證

交回學院。如有遺失、學生須繳費才可補領學生證。

神學文憑課程的全科生所獲發的學生證，可享有修院圖書館的

借閱服務。

III.	 出席和守時

學院需要保存所有課堂學生的出席率。學院要求學生自行在每

堂的點名紙上簽到。普及課程學生如果出席率不及百分之八

十，將不獲發出席證明書。

學生須每天檢查自己的電子郵箱，以免錯過修改上課日期的緊

急通知。

文憑課程的學生須在限期前遞交功課。因事而需延遲呈交者必

須於限期前向學院申請。

V.	 惡劣天氣安排

颱風及暴雨期間的上課指引，請參閱附錄二。

VI.	 更改個人資料

為了提高通訊的效率，學生須提供一個可聯繫的電子郵箱，沒

有郵箱將會導致訊息中斷。

學生須通知學院任何學生資料的更改，包括：通訊地址更改	，

電郵地址更改，電話號碼更改（辦公室，住宅和手提），以

及暫停學業或退學。

文憑課程的學生就讀期間，可以在學院的網上電子教室中

「我的資料」裡檢查個人資料是否正確。任何錯誤的資料必



神學文憑課程

須自行糾正或呈報，因為學院將按這些資計算學習進度，以

及與學生保持聯繫。

學院非常重視個人資料的保密。我們必須擁有學生準確而詳

細的個人資料，但這些資料只會在特定的情況下才向有關當

局披露。

VII.	休學

學生如要暫停學業，必須以書面形式向學院課程主任提出申

請，並交回學生證。休學的學生如要恢復學業，必須不遲於

新學年開始前一個月向課程主任申請。

VIII.	終止註冊

學生無論因任何原因，在學年結束前決定終止註冊，須事先

通知課程主任，並交回學生證。

6. 	領受神學文憑或普及課程出席證明書的要求

1.	 文憑課程學生於完成首年基礎班10科而又不再繼續修讀進階班

者，可申請領取神學文憑（基礎）課程修讀證明書。完成隨後進

階班的30科後，須參與總考，合格者可獲頒神學文憑（四年兼讀

制）課程畢業證書。

2.	神學普及課程學生完成所有基礎班10科，每科出席率不少於

80％，而又不再繼續修讀進階班者，可申請領取神學普及（基

礎）課程出席證明書。完成隨後進階班30科，整體出席率不少

於80％者，可獲頒神學普及（四年兼讀制）課程出席證明書。



神學文憑課程

7. 	神學文憑課程的評核及等級

1.	 每一科的評核方式及最終成績由批改作業的導師自行決定。每一

科是獨立單元，學生呈交作業並獲批核合格後，便修畢該科。

2.	 績分表

A+	 =	 97	–100

A	 =	 94	–	96

A-	 =	 90	–	93

B+	 =	 87	–	89

B	 =	 84	–	86

B-	 =	 80	–	83

C+	 =	 77	–	79

C	 =	 74	–	76

C-	 =	 70	–	73

D+	 =	 67	–	69

D	 =	 64	–	66

D-	 =	 60	–	63

E	 =	 40	–	59	 =	 不合格：重交作業

F	 =	 		0	–	39	 =	 不合格；重讀

8. 	學費

1.	 課程學費如下：

	

	 全科生學費須於學年開學前繳交。選修生學費最遲須於首科目開

課前一個月繳交。普及課程學費包括教學及使用課堂設施。文憑

文憑課程

港幣6,600元全科生（10科）
每年學費

選修生學費 每科港幣880元

普及課程

港幣3,300元

每科港幣440元



神學文憑課程

課程學費包括使用網上教室資料、作業批改、圖書館借閱圖書服

務、教學及使用課堂設施。學費不包括課本、總考和頒發證書的

行政費用。

	 全科生如果因財政困難而未能一次過繳付全年學費，可向學院申

請分兩期繳付。

	 學院將每年檢討學費一次。有關學費退款原則，請參閱附錄三。

2.	 申請報讀神學文憑課程和普及課程，學院將不收取任何報名費。

3.	 所有費用請以港幣劃線支票支付，支票抬頭為「聖神修院神哲學

院」。

4.	 香港教區教友培育基金為報讀學院神學文憑課程的平信徒提供奬獎

學金，申請表可於教區網頁下載。

9. 	入學申請

1.	 文憑與普及課程通常於六月初開始接受申請。申請人可於學院網

頁下載報名表格。把表格填妥後，連同近照兩張，及有關證件的

影印本寄回學院。報讀文憑課程需要接受面試；普及課程不設入

學面試，額滿即止。之後，學院會以書面知會申請人有關申請的

結果及入學的詳情。

2.	 查詢及所有有關入讀神學文憑與神學普及課程的函件，可寄往以

下地址：

聖神修院神哲學院		文憑與普及課程辦事處

香港香港仔

黃竹坑惠福道六號

電話：2553	0265

傳真：2873	2720

電郵：c e r t @ h s s c o l . o r g . h k



基礎班	

B101	聖經導論

目標：	

•	 初步認識古以色列的歷史

•	 瞭解聖經的內涵和性質，各書卷形成的條件

•	 初步瞭解釋經的方法和新約社會文化

•	 對教會如何應用聖經有基本的認識

內容：

•	 簡介古以色列歷史

•	 聖經的特質和聖經綱目

•	 詮釋學和釋經方法

•	 新約社會文化和宗教組織

•	 教會在生活上如何運用聖經

B102	舊約導論	 	 	 								先修科目：B101聖經導論

目標：
•	 明白舊約的重要思想

•	 瞭解以聖言成為血肉的耶穌基督作為核心的救恩史之根源

內容：
簡介舊約各書卷的特式和相關的神學思想：

•	 梅瑟五書

•	 前先知書

•	 後先知書

•	 聖卷



B103	新約導論	 	 	 								先修科目：B101聖經導論

目標：
•	 對新約聖經有基本認識

•	 掌握新約各卷書的重要思想

•	 明白新約是舊約所啟示和預許的實現和圓滿

內容：

簡介新約各書卷的內容和特式：

•	 四福音及對觀問題

•	 宗徒大事錄及宗徒的使命和傳教策略

•	 保祿的書信及當中的神學

•	 若望著作及其神學思想

•	 其他宗徒書信

D101	神學導論

目標：

•	 簡述神學的本質和目的

•	 應用基本的神學思考方法

•	 解釋一般的神學詞彙和神學思想

•	 按教會的神學傳統和方向，反省一些神學主題

內容：

•	 神學思想發展簡史

•	 有關神學的基本概念

•	 神學的基本方法

•	 神學與生活

•	 今日神學的特色和受到的挑戰



D102	基本神學（一）		 	 								先修科目：D101神學導論

目標：

•	 認識啟示作為天主教信仰的基礎

•	 明白啟示的傳遞過程和聖經、教會訓導及聖傳的關係

•	 探討聖經作為啟示傳遞的有關特質

內容：

•	 啟示的簡介

•	 啟示的傳遞：聖經、聖傳與教會訓導

•	 在聖傳與訓導中的信理

•	 啟示透過聖神默感成為聖經

•	 聖經的正典和真理性問題的探討

D103	基本神學（二）		 													先修科目：D102基本神學（一）

目標：

•	 瞭解啟示的內容

•	 明白復活的基督是啟示的圓滿

•	 以不同的啟示模式探討啟示

•	 探討啟示與信仰的關係

內容：

•	 基督的說話與行動就是天主啟示的內容和圓滿

•	 五種啟示模式：作為信仰條文、神聖經驗、天主的話、救

恩性的歷史事件、人性超越

•	 人接受啟示後的回應──信仰



M101	基本倫理神學（一）	

目標：

•	 明白人的良心是需要受到適當的培育

•	 正確地運用原則去處理倫理問題

•	 為未來的特殊倫理打下良好的基礎

內容：

•	 倫理神學的方法論

•	 倫理神學史簡介

•	 聖經、教會訓導與倫理神學

•	 基督徒倫理的特質

•	 自由與基本抉擇

M102	基本倫理神學（二）	 			先修科目：M101基本倫理神學（一）

目標：

•	 明白人的良心是需要受到適當的培育

•	 正確地運用原則去處理倫理問題

•	 為未來的特殊倫理打下良好的基礎

內容：

•	 良心、罪與皈依

•	 倫理的抉擇過程

•	 自然律

•	 人的法律

•	 德行



R101	禮儀導論	

目標：

為讓學生對天主教禮儀神學有基本概念，故從聖經、教會

歷史、大公會議及近期教會的指引等基礎上講述，並加上

本地化禮儀發展的本質及需要，構成本課程的內容。綜合

以上的論題最終為使學生明白禮儀實為「標記及象徵」，

天主透過每一項禮儀行動表達出祂的臨在及與我們同在。

內容：

•	 禮儀的概念，包括基本概念，及其在新約和舊約中的表達

•	 早期教會有關禮儀的重要文件

•	 東西方的禮儀發展及演變史

•	 教會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論及禮儀的文獻以及最新的

指引

H101	教會史

目標：

•	 認識教會在過去二千年的事蹟

•	 明白歷史的個別事件為教會發展的意義

•	 掌握教會歷史作為神學學習的背景

內容：

•	 羅馬帝國時代的教會（一至七世紀）

•	 中世紀的教會（八至十四世紀）

•	 面對挑戰的教會（十五至十七世紀）

•	 近代教會（十八至十九世紀）

•	 當代教會



進階班	（取錄條件：必須完成基礎班全10科）

	

開辦學年：*	雙數年	(如	2018-2019,	2020-2021)

	 	 	 	 					 	單數年	(如	2019-2020,	2021-2022)

B201,	B202	對觀福音與宗徒大事錄（一、二）*

目標：

•	 奬瞭解對觀福音的異同之處，以及宗徒大事錄的特點

•	 認識三部對觀福音本身的特別之處

內容：

•	 分別介紹三部對觀福音的主要資料

•	 研讀各福音的內容

•	 就個別主題加以說明

•	 介紹宗徒大事錄的主要內容及特點

B203	先知書	*　	

目標：

•	 對先知職有一個概括的認識

•	 初步研讀四大先知及十二小先知的內容

內容：

•	 介紹先知職的特點與歷史

•	 簡介四大先知書的內容

•	 簡介十二小先知書的內容



B301	梅瑟五書	 	

目標：

•	 辨識梅瑟五書的基本問題

•	 認識以色列民由創世至進入福地前的歷史

•	 研讀五經的部分章節

內容：

•	 梅瑟五書的作者、內容及主旨

•	 以色列人對創世及初民發展的理解

•	 由亞巴郎到進入福地前的事蹟

•	 以色列法律的簡介

B302	宗徒書信（一） 	

目標：

•	 瞭解新約裡書信的形式特點

•	 認識保祿的生平及傳教路線

•	 明白保祿四大書信的主要內容及思想

內容：

•	 新約裡的書信體

•	 保祿生平及傳教路線

•	 保祿四大書信的內容及思想



B303	宗徒書信（二） 	 											先修科目：B302宗徒書信（一）

目標：

•	 認識保祿獄函及牧函的內容及思想

•	 認識希伯來書的內容及思想

•	 認識若望書信以外的公函的特點、內容及思想

內容：

•	 保祿的得前、得後、獄函及牧函的內容及思想

•	 有關希伯來書的爭論、內容及思想

•	 公函的特點、內容及思想

B401	舊約史書	

目標：

•	 認識舊約裡梅瑟五書以外其他與以色列歷史有關的經卷

•	 探討歷史記述與信仰的關係

內容：

•	 舊約史書中各經卷的歷史背景及內容

•	 個別歷史事件和傳奇故事的神學思想

•	 舊約救恩史所啟示的訊息



B402	智慧文學

目標：

•	 認識舊約的智慧文學

•	 瞭解以色列民的生活智慧

•	 掌握何謂天主的智慧

內容：

•	 七部智慧文學的內容大要

•	 各卷智慧文學的神學思想

•	 綜合智慧文學所啟示的訊息

B403	若望著作

目標：

•	 理解若望福音、若望書信及默示錄的內容及神學思想

•	 認識若望福音中的耶穌基督

內容：

•	 若望福音的背景、內容及神學思想

•	 望書信的背景、內容及神學思想

•	 默示文體的特點，以及默示錄的內容及神學思想



D201	基督信仰中的人學	*　	

目標：

•	 奬認識不同學科中有關人的探討

•	 奬在基督信仰光照下探討「人」的奧秘

內容：

•	 奬人受造成為「天主肖像」的意義和使命

•	 奬人性的基本結構

•	 奬人的自由

•	 人的失落──原罪及其後果

•	 奬人的終極召叫和使命的完成

D202,	D203	基督學（一、二）	*

目標：

•	 奬輔助學員深化信仰核心「道成肉身」的奧蹟

•	 奬從神學角度反思基督事件

•	 奬深化反省基督與靈修的關係

內容：

•	 奬基督學的基礎

•	 奬新約基督學的發展

•	 奬教義基督學的浮現

•	 奬中世紀基督學的抽離

•	 奬近代基督學的重塑

•	 奬重塑後的基督



D301	恩寵學	

目標：

•	 從歷史角度認識恩寵學的發展

•	 從人學角度反思天人關係

•	 探究當代認識天主恩寵的方法

內容：

•	 聖經裡的恩寵經驗及反省

•	 東方教父、聖奧思定、聖多瑪斯的恩寵學

•	 馬丁路德及特倫多大公會議的恩寵學

•	 近當代的恩寵學

•	 今天教友的恩寵經驗

D302	教會學（一）

目標：

•	 思考「什麼是教會」

•	 認識初期教會構成的元素與現今教會的關係

•	 由教會圖像入手反省教會的工作

內容：

•	 教會學的發展過程

•	 宗徒大事錄中構成教會的四個元素

•	 教會的圖像：天主子民、基督身體

•	 教會的模式：聖事



D303	教會學（二） 	 	 	 先修科目：D302教會學（一）

目標：

•	 從教會模式反思教會的存在意義

•	 從教會四大特徵反思教會的工作

•	 認識教會的有形組織

內容：

•	 教會的模式：僕人、傳訊者

•	 教會的四大特徵：唯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

•	 聖統制的特點

•	 大公會議中教會學的內涵及歷史

•	 平信徒在教會內的位置

D401	末世論

目標：

•	 認識「末世」的神學概念

•	 掌握各末世論課題的歷史發展和神學意義

內容：

•	 末世論的基本概念，歷史發展及當代理解

•	 今生與死後生命的關係

•	 天堂、煉獄及地獄的涵義

•	 世界末日時主的再來、公審判和新天新地的涵義



D402	聖三論

目標：

•	 認識天主三位一體的教義

•	 明白聖三教義的發展過程及不同的理解方式

•	 反省聖三與信仰生活的關係

內容：

•	 聖經中的聖三基礎

•	 歷史中的聖三論

•	 當代有關聖三的神學理論

•	 聖三與救恩的關係

M201	醫療倫理	*　

目標：

•	 奬認識有關人類生命倫理的基本原則

•	 奬以信仰角度審視醫療倫理面對的問題

內容：

•	 奬醫療倫理判斷的模式與原則

•	 奬個別醫療課題（包括墮胎、安樂死等）的介紹

•	 奬從信仰角度分析課題



M301	婚姻倫理（一）

目標：

•	 從不同角度理解性與婚姻在生命裡的意義

•	 認識天主教對性與婚姻的觀點

•	 分析自然節育法與人工避孕

內容：

•	 人學及神學角度中性與婚姻的意義

•	 天主教如何理解性的目的

•	 天主教的婚姻觀：專一及不可拆散

•	 聖事性婚姻的含意

•	 自然節育法與人工避孕

M302	婚姻倫理（二） 	 										先修科目：M301婚姻倫理（一）

目標：

•	 從天主教的觀點審視各種婚姻以外的性關係

•	 從教會法律角度說明有關婚姻的問題

•	 探究同性戀及自慰的問題

•	 探究獨身的意義

內容：

•	 天主教的性愛觀

•	 各種婚姻以外的性關係及其處理方法

•	 教會婚姻法：婚姻的定義、解除婚約及婚姻無效

•	 同性戀及自慰的問題

•	 獨身的意義



M401,	M402	社會倫理（一、二）

目標：

•	 掌握教會有關社會倫理的基本概念

•	 介紹社會倫理訓導的脈絡發展

•	 探討社會倫理訓導在現實中的應用

內容：

•	 社會正義與信仰的關係

•	 天主教社會倫理的基本元素

•	 天主教社會訓導的傳統及發展

•	 社會倫理中各重大議題的探討（包括人性尊嚴、經濟正

義、工作、商業倫理等）

R201	聖事神學	*　

目標：

•	 奬了解聖事的特質

•	 奬明白聖事與基督和教會的關係

•	 奬認識七件聖事的基本共同要素

內容：

•	 奬聖事的概念及神學發展

•	 奬聖事的神學基礎

•	 奬聖事的建立、數目、效能、效果等主要論題



R301	入門聖事（一） 	

目標：

•	 認識聖洗及堅振聖事的發展歷史

•	 掌握聖洗及堅振聖事的核心思想

•	 反省這兩項聖事在今天的施行方法

內容：

•	 入門聖事的基本概念

•	 聖經中的聖洗及堅振聖事

•	 初期教會如何施行聖洗及堅振

•	 中世紀的施行方式

•	 近代的理解及施行

•	 聖洗與堅振的施行次序

R302	入門聖事（二）	 	 												先修科目：R301人門聖事（一）

目標：

•	 認識新舊約裡感恩聖事的元素

•	 認識感恩祭的歷史發展

•	 探究梵二以後的聖體聖事觀

內容：

•	 舊約裡的祭獻

•	 新約裡的擘餅

•	 初期教會的感恩祭

•	 中世紀至特倫多的感恩祭

•	 梵二的感恩祭

•	 感恩祭的神學



R401	修和及病人傅油

目標：

•	 認識修和聖事的內容及意義

•	 認識病人傅油聖事的內容及意義

•	 探討兩件治療聖事在今天的施行

內容：

•	 兩件治療聖事的聖經基礎

•	 兩件聖事由初期教會至梵二的發展過程

•	 兩件聖事的禮典

•	 今天施行兩件聖事的困難與展望

H201	教父學	*

目標：

•	 奬認識教會早期基督徒作家的生平、著作及思想

•	 奬從另一角度明白教義形成的過程

•	 奬明白教父為教會的貢獻

內容：

•	 奬教父學簡介

•	 奬宗徒時代的教父

•	 奬護教教父及反異端教父

•	 奬東方教會的教父

•	 奬西方教會的教父

•	 奬末期的教父



P201	基督徒哲學	*	

目標：

•	 奬認識西方不同哲學體系，以幫助神學學習

•	 奬掌握哲學概念及術語

內容：

•	 奬古希臘哲學：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

•	 奬中世紀哲學：奧思定與多瑪斯

•	 奬近代及當代哲學

S401	靈修學

目標：

•	 認識天主教的靈修傳統和今天的路向

•	 掌握各種靈修方法

•	 實踐靈修生活，轉化信仰

內容：

•	 靈修的基本概念及歷史發展

•	 重要的靈修傳統和人物

•	 當代靈修方法的介紹和審視

•	 聖經默想和默觀祈禱的介紹

•	 靈修路向的最新發展



S402	教友牧職

目標：

•	 探索基督徒職務的發展

•	 分析教友職務在團體內的作用

•	 反省教友的使命及推動教友在教會內的服務

內容：

•	 歷史中基督徒在教會團體中的職務

•	 基督徒職務的基本要素、目的和目標

•	 教友職務的理解及爭議

•	 教友如何活出基督徒的使命

 



當8號或以上風球，或黑色暴雨

警告訊號於下午3:00或以後懸

掛，或當天文台公布，預計8號

或以上風球將於下午3:00至9:00

期間懸掛

當8號或以上風球，或黑色暴雨

警告訊號於下午3:00或之前除下

課堂進行中時懸掛8號或以上颱

風訊號

課堂進行中時黑色暴雨警告現正

生效

尚未開始的夜間課堂取消。

夜間課堂（			下午7:00 -下午9:00）

將如期舉行。

已經開始的課堂立即停課。

已經開始的課堂將繼續進行。學

生應繼續留在課室內，直至情況

安全才回家。

注意：香港教育局發出的停課指引並不適用於本課程



1.	 如果課程無法開辦或撤回，已收取的學費將全部退還。

2.	 如果課程提前結束，所有已收取，但因提前結束而無法提供的課

程的學費，將會在課程結束後一個月內退還。

3.	 如果學生在特殊困難的情況下無法完成課程，例如學生或學生的

家人（父母，兄弟姊妹，配偶，子女）嚴重患病，傷殘，甚至死

亡，根據困難的性質，學生可向學院申請保留學費，延期學習，

或申請退還已繳交但尚未開始的科目的學費。學生須對上述困難

情況提供有效証明。

4.	 獲准休學的學生無須繳交休學期間的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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