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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何報名修讀網上神學課程？ 
凡要修讀本網絡學習平台上的課程，必須先報名註冊成為本網絡會員，才可以報讀。成為會員
的手續，可進入本網主頁「入口廣場」之「行政大樓」，就可以得知。成為本網絡會員後登入，
請點擊網主頁左則之「學習小屋」，繼而在左邊點擊「培訓中心」，之「我的課程」，即可看見隨
時可修讀之課程。點擊有興趣的課程，然後點擊右則的「查看」，就可以瞭解該課程之簡介、學
習要點、教學大綱、課程要求等。如要報讀任何科目，可點擊「購買課程」，在網上繳費後，原
先的「購買課程」就會變為「進入課程」。報名修讀某科的手續於此完成。 
 

2. 「基督教學院聯網」是一個怎樣的教育團體？ 
以斯拉培訓網絡是蔡春曦牧師與一班同工於2003年春季成立的。2005年，本網絡更集中資源把
這個網絡的事工升級，並於2006年3月30日正式啟用，成為基督教以多媒體為主的網上最豐富
之培訓平臺，為信徒及信徒領袖提供全面的網上裝備。2006年中以斯拉培訓網絡更結合了多個
神學及培訓的團體，包括：以斯拉培訓學院、美福神學院、文化更新研究學院、聖言培訓學
院、聖經背景研究學院、證主培訓學院、華傳宣教學院、家庭更新學院、中華聖經教育學院
等，合力組成「基督教學院聯網」(Associated Christian Institutes at EquipToServe Christian 
Networks，簡寫為ACIE) ，並設有基督教研究學士及非學位課程，切合不同信徒的需要。「基
督教學院聯網」為華人信徒提供一個網上自學的學習系統，目標是使信徒接受更高等的神學教
育裝備去服事教會，或作為神學深造的基礎。 
 

3. 在網上修讀神學課程所得的學分，是否得到其他神學院承認？ 
「基督教學院聯網」已被「基督教持續神學教育院校協會」(ACCESS) 接納成為會員，「基督
教持續神學教育院校協會」由不同的基督教機構及有心人士組成，每個會員都對基督教教育普
及化懷着很大的負擔。但「基督教學院聯網」並未向任何神學協會進行申請手續，因此在網上
修讀神學課程所得的學分，則由神學院個別考慮承認。現時美福神學院、馬來酉亞浸信會神學
院等，都已正式接納在「基督教學院聯網」上所修得的學員，凡獲取聯網所頒發的基督教研究
學士者，更可以申請這些神學院的碩士學位課程。 
 

4. 學員可以在網上修讀到甚麼神學課程？ 
學員可以在網上修讀到基督教學院聯網任何一間學院所舉辦的課程。每間學院計劃要開辦的課
程可以在本網絡之「網上神學院」中，點擊各學院就可以得知。  或在本網絡主頁之左則之
「下載特區」，點擊「網上學員手冊」就可以一目了然。然而未必列出之課程即可修讀，要知道
有那些課程已經可以隨時修讀者，請點擊網主頁左則之「學習小屋」，繼而在左邊點擊「培訓中
心」，之「我的課程」，即可看見隨時可修讀之課程。 
 

5. 學員在網上修讀若干神學課程後，可獲頒證書、文憑及學位嗎？ 
學員在選讀課程時就當有計劃地以完成某一證書、文憑及學位為目標。由於每學院都會講授專
門科目，以為基督教會培育專門人才，因此每學院均會期室更多學員修讀該學院一系列的專的
科目，並以證書或高級證書作為鼓勵，頒發給合乎資格之學員。然而在網上修讀課程而獲取的
學分，亦可以獲取基督教學院聯網之基督教研究學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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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已繳費成為會員，是否就可以免費修讀網上神學課程？ 
作為會員，除任何人仕都可以進入之「入口廣場」及「信仰廣場」以外，亦可以進入聖徒天
地、競賽廣場、聖經背景公園、聖地考古公園、歷史文化公園、網上神學院等另外六個地區，
並使用其中功能及設施，唯耍修讀網上神學院之課程，則需另外繳交每科學費。 
不是學員才可以進入網上神學院區及使用其中功能，成為會員就可以了。因此一個已成為會員而又登入
者，當點擊網上神學院區，一樣可以進入，一樣可點擊通用學習平台的大部份功能，包括：調查中心、
競技場、訓練營、學習中心、綜合統計分析。只是培訓課堂、考試中心、交流中心，唯有付了該科學費
的學員才可以上該科培訓課堂，考該科試，進入交流中心參加交流。為免老師人數不足以應付太多人所
發問題，因此不是每一個會員都可以交流，乃是付了培訓課堂學費的學員才可以使用。 
 

7. 網上神學課程分為那些種類？ 
網上神學課程分為學位課程及非學位課程兩種。大部份的課程通常是3個學分，非學位課程每
個學分加幣$30，學位課程每個學分加幣$60。以3個學分為例，課程要求大致如下： 
 

課程要求 非學位 (小時) 學士學位(小時) 
數碼講壇 20 20 
抄寫筆記及溫習 5 5 
書本及專文閱讀 17 15 
與導師及同學於網上交流 4 4 
課題及分類學習 4 4 
書本閱讀後測驗  10 
測驗及考試 10 10 
撰寫閱讀報告或專文  15 
共需時問 60 80 

8. 有何組合課程可以修讀？ 
快將推出的組合課程如下： 
信徒成長證書課程 聖經綜覽證書課程 主日學老師證書課程 
永生的第一年：這是救恩 

永生的第一年：這是生命 

永生的第一年：這是聖經 

永生的第一年：這是真理 

聖經綜覽(1) : 創世記 - 列王紀下 

聖經綜覽(2) : 歷代誌上 - 但以理書 

聖經綜覽(3) : 何西亞書 - 瑪拉基書 

聖經綜覽(4) : 馬太福音 - 歌羅西書 

聖經綜覽(5) : 帖撒羅尼迦前書 - 啓示錄 

聖經歷史地理 

實用研經法 

主日學師資訓練 

聖經綜覽(1) : 創世記 - 列王紀下 

聖經綜覽(2) : 歷代誌上 - 但以理書 

聖經綜覽(3) : 何西亞書 - 瑪拉基書 

聖經綜覽(4) : 馬太福音 - 歌羅西書 

聖經綜覽(5) : 帖撒羅尼迦前書 - 啓示錄 

CAD $ 200 CAD $ 300 CAD $ 500 
 

組合課程一次過繳交學費有以上優惠，修讀其他課程則照一般淮則進行。 
 

9. 修讀網上課程是如何進行的？ 
當已在網上繳費，完成「購買課程」，後，原先的「購買課程」就會變為「進入課程」。點擊
「進入課程」，在右邊再點擊「課件學習」，再在左則就可以選擇那一堂及那一種語言與文字(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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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繁體、華語/繁體、普通話/簡體) 。選擇後，數碼講壇隨即出現，並會自動開始播放。請暫時
停止播放，並先下載講義 (可選擇繁體版或簡體版) 。講義中的線上空位，用作填為播放時的特
別顏色要字。 
數碼講壇下有操作系統，供學員在聽課期間作暫停、倒後、向前、重播等用途。 
 

10. 怎樣衡量學員修讀課程的成績？ 
每個課程的要求各有不同，細則與評拮方法會在每科的課程簡介中列明。不過每科通常會有三
次測驗及一次考試，每份試卷各需答題25條，每條1分，合共100分。這是其中衡量學員修讀課
程的成績最主要的途徑。此外，閱讀報告及專文的分黢亦會計算在內。 
 

等級 (Grade) 解釋 (Explanation) 等級點數 Grade Point) 

A+ 優 4.0 

A 優 4.0 

A- 優 3.7 

B+ 良 3.3 

B 良 3.0 

B- 常 2.7 

C+ 常 2.3 

C 可 2.0 

C- 可 1.7 

F 不合格 0.0 
 

11. 如果測驗或考試不合格怎辦？ 
每科通常會有三次測驗及一次考試，每份試卷各需答題25條，每條1分，合共100分。測驗及考
試的成績以答對60%者為合格，即每次成績以答對15題為合格。若其中某次不合格者，仍可繼
續上課、測驗及考試，唯至終測驗或考試的總成續，必須在60分以上。此及格之分數，不能以
閱讀、撰寫閱讀報告或專文充補。 
 

12. 是否有神學助學金或獎學金可以申請？ 
網上神學的助學金或獎學金只供中國國內之信徒申請，最初之申請者只援予單科的助學金。若
修讀4科後平均等級點數 (GPA) 在3.5以上者 (等級點數總和÷ 學分總和 = GPA)，則可申請基督
教研究證書獎學金。完成基督教研究證書課程而平均等級點數在3.6以上者，則可申請基督教研
究高級證書獎學金。完成基督教研究高級證書課程而平均等級點數在3.7以上者，則可申請基督
教研究學士學位學金。 
 

13. 現時「基督教學院聯網」一共有那些證書及學位可以修讀獲取？其要求如何？ 
 

證書 / 學位 所需學分 平均等級點數 頒發學院 

Certificate of Christian Beginner 

初信成長證書 
12 2.7 中華聖經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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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ificate of Bible Exposition 

 釋經研究證書 
12 2.7 聖言培訓學院 

Certificate of Culture Studies 

文化更新研究證書 
12 2.7 文化更新研究學院 

Certificate of Missionary Studies 

宣教研究證書 
12 2.7 華傳宣教學院 

 

Certificate of Biblical Background Studies 

聖經背景研究證書 
12 2.7 聖經背景學院 

 

Certificate of Family & Marriage Studies 

家庭與婚姻研究證書 
12 2.7 家庭更新學院 

 

Certificate of Creative Bible Survey 

聖經綜覧證書  
12 2.7 證主培訓學院 

 

Certificate of Leadership Studies 

信徒領袖證書 
12 3.0 以斯拉培訓學院 

Certificate of Christian Studies 

基督教研究證書 
30 2.7 基督教學院聯網 

Higher Certificate of Christian Studies 

基督教研究高級證書 
60 3.0 基督教學院聯網 

Bachelor of Christian Studies 

基督教研究學士 
120 3.3 基督教學院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