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展望 - 聖約學院 

基督教神學與聖工證書課程 
http://www.chinahorizon.org  -  China Horizon Covenant Institute_ 

CHINA HORIZON INSTITUTE  
CERTIFICATE IN CHRISTIAN THEOLOGY AND MINISTRY  

 
Course 課程: SP_2010_03 Introduction to Theological Studies     神學導論 

神學是什麼?系統神學在神學裹又是什麼？基督徒為什麼要讀神學？神學與靈命，傳福音有什

麼關係？一個整全的神學教育課程包括那些部門與科目？ 市面上有這麼多的神學派別，如何

分類與分辨？神學（教義）最基本的課題是什麼？上帝如何向人類啓示？為什麼必須相信聖

經是上帝所默示的， 是無謬無誤的？ 
本課程處理神學的必須性，神學的分類，神學的派別，系統神學與聖經神學的異同；上帝的

不可知性與可知性；普遍啓示，特殊啓示； 《聖經》的屬性，默示，無謬無誤，與正典。 
 

Instructor 講師:      Samuel Ling, Ph.D.  林慈信牧師  (M. Div., Th. M.,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http://chinahorizon.org 
Date 日期: 03/02 (Tuesday) to 03/05(Friday)            7:00pm – 10:00pm       12:00 hours  
 03/06 (Saturday)                2:00pm  – 10:00pm        8:00 hours                           
                                                           Total course hours         20:00 hours                
Place 地點:             Reform BP Church 
 59 Ubi Avenue #06-02 Bizlink Centre Singapore 408938 
 

Course Fee 課程費用:  

Certificate Student 證書生 /  Non-Certificate Student 非證書生    以下費用不包含這課程讀本 

         Old Student 舊生     每位  S$ 120                                      Old Student-Spouse 舊生配偶    每位   S$ 100 

  New Student 新生    每位  S$ 160 ( 包註冊費)                  New Student-Spouse 新生配偶   每位  S$ 140 

證書班課程將要求修讀後三個月內，呈交讀書報告或讀後感一份 (不能少於六頁紙) 可用中文或英文，手寫或打字 

均可，完成後請電郵給 Covenant.Institute.Admin@gmail.com 經批閱成續合格，可獲 2 個學分。若修滿 16 個學分
者，將獲頒發中華展望 - 聖約學院基督教神學與聖工課程證書一份。 

Pre-readings / recommended readings include  指定閱讀書籍包括: 
         1．講師供應與本科有關的閱讀材料 (CD) 
         2．Louis Berkhof,《基督教教義概要》。 A Summary of Christian Doctrine.   
Coordinators (連絡):  
          新加坡聯系人：Julie Ye (葉菁菁)  

(65) 90023125 ; (65) 62837576    電郵：chinahorizon@rbpc.sg        網址：www.Rbpc.sg 

        吉隆坡聯系人：Patrick Au (歐宗翰) 

(60) 0125640064                         電郵：auchonghun@gmail.com 

 

檳城聯系人：Joseph Lim (林約瑟) 

(60) 16 4557242                          電郵：jsphlim@gmail.com 
 
     For registration, please mail completed application form and check (payable to: China Horizon) to: 

    
China Horizon-Covenant Institute  

 
C/O   Blk 304 Serangoon Ave 2 #01-04,Singapore 550304   



 
*********************************************************************************************** 

              CHINA HORIZON – COVENANT INSTITUTE 中華展望 –  聖約學院 

Registration Form 報名表 

 
基督教神学与事工证书课程 

 

神学导论   (2010/03/02‐06)  □ 圣经辅导学导论   (2010/08/17‐21)  □ 

早期基督教教义史 □ 改革宗护教学 □ 

教会论与宣教学 □ 圣灵论与救赎论 □ 

福音书中之天国论 □ 敬拜与赞美 □ 

保罗圣经神学 □ 恩典之约 □ 

第       届（年/月）  地点               新加坡 □ 吉隆坡 □ 槟城 □  

 
1. 个人资料 

姓名（英）     称呼  

姓名（中）     出生日期  
护照/身份证号码   出生地点  

教会   国籍  

宗派   职业  

参与的事工  

邮寄地址  

住址  

流动电话  住宅电话  

办公室电话  电邮  

婚姻状况 单身 □ 已婚    □  

 订婚      □ 再婚 □  

 分居 □ 丧偶 □  

 离婚 □  □  

语言能力  很好 好 一般  

英语 会话 □ □ □  

 书写 □ □ □  

华语 会话 □ □ □  

 书写 □ □ □  

 

Passport  
size 

Photo 



2. 教育背景 
学院名称 就学时段 

（年月至年月） 
所获文凭 教学媒介语 

 
 

   

 
 

   

 
 

   

请按次序列出中学至最高学历的学府名称、时段、所获文凭与媒介语 
 

 

3. 工作经验 
就职时期 年数 公司名称 岗位 工作性质 

     

     

     

 
4. 信仰经历与所属教会 

信主  日期   受洗日期  

信主经历见证 – 请用附件说明 

教会名称   主任牧师  

宗派     

目前在那里崇拜（若与上不同） 

教会名称   主任牧师  

宗派     

 
5. 信仰立场 

你是否读过中华展望的信仰告白？(www.chinahorizon.org) 
 

Yes □ No □ 

你是否完全赞同这些看法？ Yes □ No □ 

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若有，请说明： 
 
 

Yes □ No □ 



 
6. 其他 

你是如何获知这个神学证书课程的？ 
 

你为何要学习这个课程？ 
 
 

 

申请人签名 
 

日期 

申请人姓名 
 

 

隐私权申明： 
中华展望在此声明竭力保护申请者的隐私权，在没有获得申请者的同意前绝不会泄
露申请者的一切资料。 

声明： 
报名之后退学者，申请表格、已缴文件及费用恕不退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