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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课程

基督教教育概论/基础 

张武昭（牧师）博⼠

每个周⼀，9am - 12pm

本科将阐释基督教教育的意义与基础：圣经与神学、历史背景、⼼理学、

及其⽬标。 同时简介基督教教育的课程，教学⽅法并⾏政原理，进⽽认识
教会内外的教育事⼯， 且探讨以教会、学校和家庭的配塔来发展基督教教
育的策略。修读完毕「基督教教育 导论」後，学⽣将能了解基督教教育的
意义，其圣经与神学的根基，历史、原理、课 程、基本⾏政并有关教育事
⼯的概念。藉此学⽣能为其事奉的单位策划⼀个理想的基 督教教育构思。

讲道法 I

张健德牧师

5⽉8⽇ – 6⽉26⽇： 每个周⼀，7pm - 10pm
考试：7⽉22，29⽇：星期六，8:30am – 1pm

以释经讲道的⻆度，探讨讲道之前的准备及讲章的基本型式与架构，并习

练充实讲章 内容的⽅法。学⽣将藉此课程了解并习练讲章的每⼀架构，同
时习练如何得到灵感的 能⼒，藉著创作讲章的技巧，呈现出合神⼼意的讲
章艺术。

启⽰录 

本课程提供⼀个框架来了解启⽰录中⼩亚细亚教会所⾯对的主要压⼒和挑

战。同时， 以整体看待七书信和接下来异象的⻆度，来揣摩异象中兽欲⼤
淫妇的⾝份，以及这些 ⼈物的刻画所给与当⽇教会的信息

梁向暖博⼠

每个周⼆，9am - 12pm



中国⽂学与基督教解读

希伯来⽂ II 不可旁听

新
⾼明发（牧师）博⼠

每个周⼆，7pm - 10pm

中国⽂学是⼀个独特的领域，它深层的反映了中国⼈与中国⽂化的意识型

态。在中国⽂学的领域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式，例如经典的⽂学作品、

艺术与戏曲的呈现，以及现代的电影等多元的展⽰。因此，对于中国⽂学

的解读是⼀项钜⼤的⼯程。从基督教的神学视域对中国⽂学的解读属于⼀

项跨科际的尝试，可以促进了解⼆者之间可以进⾏的对话与沟通的可能渠

道，进⽽建构有意义的探讨，展开对接受中国⽂学影响群体的⼈⽂与信仰

的接触。

新约概论/基础
梁向暖博⼠

每个周三，7pm - 10pm

此课程探讨希罗背景和旧约传统与新约书卷的关系，并且讨论新约书卷⼤

分类（如福 ⾳书、书信和启⽰⽂学）的内容和相关课题。帮助学⽣了解新
约卷书的主旨，使学⽣ 更具体的阅览新约，建⽴认识新约的基础。

曹永峰博⼠

每个周三，7pm - 10pm

此课程是硕⼠班有关圣经语⽂的必修课。学⽣必须以三学季依序修读。此

学季开始的 希伯来⽂ II，乃是希伯来⽂的基本课程，教导学⽣希伯来⽂的
基本形式，句法，并引导 学⽣开始习练正确研读旧约原⽂的⽅法及原意。

报读条件：希伯来⽂ I



新

基督教伦理学
梁向暖博⼠

每个周四，7pm - 10pm

以基督教的信仰，教导基督教伦理的观念与应⽤。以圣经的教导为依规,
启发同学反思 与讨论, 如何以真理回应传统与当代基督教伦理所⾯临的各
项议题, 同时关切到亚洲社 会与教会处理伦理相关课题的异同与张⼒。此
课程引导同学与教牧⼈员架构基督教伦 理的模式, 并拥有回应伦理课题的
内涵与能⼒。

密集班

应许的⼟地：以⾊列进⼊迦南地的
历史与叙事

曹永峰博⼠

5⽉25-27⽇, 星期四 – 星期六，8:30 am – 6:30 pm

虽然上帝拯救以⾊列百姓脱离埃及的奴役，并在西乃⼭进⼊盟约关系，但

是最终的⽬的地并不是西乃⼭，⽽是进⼊上帝应许给他们的⼟地。旧约圣

经的历史与研究通常会以王国的建⽴作为⼀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以⾊

列进⼊迦南地就属于王国建⽴前的时期，圣经特别⽤两卷或三卷经卷对这

个时期的历史进⾏了叙述。本课程将围绕圣经对这个历史时期的叙事进⾏

学习，对以⾊列⼈攻占并进住迦南地的进程有更完整的理解，以⾄于对旧

约历史的发展有连贯性的认识。



信仰，神学与⽣命 

魏连嶽博⼠

6⽉21⽇, 星期三，8:30 am – 5:30 pm
6⽉22-23⽇，星期四 – 星期五，9:00 am – 5:30 pm
6⽉24⽇，星期六，9:00 am – 12:30 pm

临终牧养神学

新

新

「信仰 、神学与 ⼈⽣」 这⻔课程即是从 基督教 信仰、 圣经 与神学 传统
中，探索⽣命 真理与汲取 ⼈⽣智慧 也藉由 哲学 的 思考与 反省 帮助 学⽣
更深⼊的 认识⾃我、 诠释⾃我 、 肯定⾃我，进⽽ 理解⾃⼰ ⼈⽣当⾛的
路， 迈向 崭新的⼈⽣境界 。 此外 本 课程也 期望 帮助学⽣ 建⽴起⾃⼰的
信仰体系 ——包含⼈⽣观 、 价值观、⼯作 观 、 爱情观 、⽣命观 、 世界
观 等等 唯有如此， 学⽣才 能 把握到较为适切的 ⼈⽣⽅向，能 对于⾃我
的存在 有较 稳固的安定感 ，并在各种⼈⽣的景况中得以 处之泰然， 进⽽
最终 能真实体悟 到⼈⽣ 的 满⾜ 与幸福 。

刘清虔牧师

6⽉15-17⽇, 星期四 – 星期六，8:30 am – 6:30 pm

我们常说：“牧养的⼯作从产房开始，到坟墓结束”。丧礼是基督教信仰的
重要礼节之⼀。礼节固然重要，但正确，合神⼼意的临终牧养神学观能让

礼节更有意义。临终牧养关怀也是牧者能给即将离开的信徒的家⼈最实在

的关⼼与牧养。更是给即将安息主怀的信徒应当的尊荣与扶持。这个课程

会引导学⽣反思临终牧养的神学理念，帮助学⽣实践临终牧养的意义。



网上课程

神学研究与写作

曹永峰博⼠

此课程是所有新⽣进⼊神学装备的学术⼊⻔，学⽣必须藉此奠定探研的基

础。学⽣不仅可获得关于研究报告或专⽂的基本认知，也将透过⽼师的引

导，习练各项的研究⽅法与步骤，以得著撰写研究报告及专⽂的技巧与能

⼒。

神学II /系统神学II 

⾼明发（牧师）博⼠

基督论是基督教信仰的核⼼与内容，课程主要探讨基督的位格与⼯作。藉

著课堂的讲 解并习练与基督论与救赎论相关的神学课题，使学⽣透过引领
与探究，深⼊的明⽩并 能应⽤这基督教信仰中最重要的核⼼真理与神学。



⽹上申请链接:  https://apply.tca.edu.sg/

申请者也可扫描右边的  QR 码上⽹申请⼊学

新亚学院保留取消某⼀堂课或整个课程的权利

2023年第⼆学期⼊学的申请截⽌⽇期：  

 

本科、⽂凭、证书课程 研究⽣课程

3 学分:  $346.68      旁听:  $248.78 3 学分:  $497.55       旁听:  $248.78

海外申请者 本地申请者 ⽹上课程申请者

4⽉30⽇
（2023年第三学期⼊学）

6⽉30⽇ 6⽉30⽇

⼊学申请

费⽤
下列费⽤只限⽤于2023年，并以新加坡元列出。每⼀学期所需⽀付的费⽤将以该学期所报读

的总学分计算。  

申请⼊学费⽤（不予退还）：75.60新元

学⽣证申请费（只限国际学⽣）：30新元（学院缴付给新加坡移⺠关卡局）

学费

请上新亚学院⽹站了解所需费⽤详情和⼊学资格。学⽣需⾃⾏购买课本。

注：每科⽬为  3 学分。

新亚学院为所有牧者和新亚校友提供⼀年⼀个免费的旁听课程（只限神学系的实体课

程）。  有意申请者请发送电邮⾄  admin@tca.edu.sg

祝福牧者和新亚校友

注：  在读的新亚学⽣请上  myTCA 申请课程

admin@tca.edu.sg | +65 63047602 | www.tca.edu.sg

https://apply.tca.edu.sg/


249 Paya Lebar Road
Trinity@Paya Lebar

#03-11
Singapore 409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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