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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序言

神召神學院是一所專為普世教會培訓未來僕人領袖的場所，我們期望學生透過
學院的學習，能以上帝的話及禱告去建立敏銳聖靈同在並順服於衪的生命，以裝備
作更有效的事奉。學院除著重學術活動，尤重視全人發展；故本院期望學生在上帝
的呼召下，不單在操練五旬宗信仰特色的氣氛下學習，且要善用時間培養良好品
格，以作全然委身於耶穌基督的好牧者。
學生手冊的目的是為了表達神召神學院對學生的期望，故內容是專為學院就全
人發展的培訓期望而設，並就這期望的實踐上給予學生相關的指引。請保存此手
冊，以便隨時作學生生活方向的指引。學院明白本手冊未必能指涉所有細節，若有
疑問，請聯絡學院的相關老師。

歡迎
歡迎您進入神召神學院接受培訓。學院期望同學在裝備過程中能認真學習，以致
進深的認識上帝及其意旨。學院也期望同學在學院的生活期間，與學院及同學能建立
終身的伙伴關係。

我們會為您禱告，讓您靠著上帝的恩典能豐盛及愉快地度過學院的學習，又讓聖
靈加力以實踐學生手冊的內容，完成學院對同學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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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使命
使命 Mission
「致力培訓五旬宗明日領袖，願榮耀歸神」
Committed to Pentecostal Leaders for Tomorrow

宗旨 Goals
1. 提供五旬宗訓練
發展學院成為五旬宗靈恩研究中心及專上學府。
Provide Pentecostal Training
Develop ETS into a research center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for Pentecostal and Charismatic Study.

2. 裝備有效事奉
發展學院成為培訓有效宣教、牧養、教導和領導的訓練基地。
Equip for Effective Ministries
Develop ETS into a training base of spiritual leaders for effective ministries in missions, pastoral care,
teaching and leadership.

3. 培育僕人領袖
發展學院成為塑造僕人領袖的溫室。
Nurture Spiritual Formation of Servant Leaders
Develop ETS into a greenhouse for spiritual formation of God’s servants and l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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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目標
以上宗旨規範神召神學院開辦之課程，與及辦學之成果。本院期望每位同學在日後
的事奉中，表現成熟的人格，廣大的心懷，悲天憫人，以致全然委身基督和教會。
畢業同學日後人生中，應：
1. 熟識聖經一般內容和主題，與及各段落的信息，並充分掌握五旬宗信仰的特
色；
2. 按各人的需要，透過解釋聖經的內容和信仰，予以幫助；
3. 學以致用，在日常生活上應用聖經原則，並以之作為個人生活態度的基礎；
4. 說明聖經乃無誤啟示，為信仰和行為的絕對可靠權威；
5. 過聖靈充滿的生活，發展和進行聖靈恩膏的服侍；
6. 以身作則表明基督為主；
7. 以傳道和祈禱為事，透過宣講和教導，建立和造就教會；
8. 實行聖經教導，順服上帝、教會，和上級領導；
9. 恪守宗派信仰和傳統，保守聖靈所賜的合一；
10. 身體力行外，更領導教會支持各類宣教活動；
11. 洞察和欣賞上帝的創造，激發和諧生活，實行環保；
12. 不住增長見聞，作個通達時務的領袖，與教會同作良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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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召神學院 校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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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的話
致力培訓五旬宗明日領袖
在神召神學院的奠基石上刻著一句振奮人心的宣言：「致力培訓五旬宗明日領
袖願榮耀歸神」。若有人問：神召神學院為甚麼而建立？我們可以很清楚的回答：
為要培訓五旬宗明日領袖！
第一，我們要培訓的是領袖。是能以謙卑束腰的僕人領袖。我們稱他們為領
袖，因為他們的神聖任務是要帶領人，要把各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我們稱
他們為僕人，因為他們都是上帝用重價買來，願一生事奉主的僕人。他們事奉，不
是因為貪財，而是出於甘心；不是求自己的虛榮，而是求上帝的榮耀。他們以基督
的生命，服事新的一代，因為只有生命才能影響生命。我們學院正是要訓練這些僕
人領袖。
第二，我們要培訓的是五旬宗領袖。雖然我們學院是神召會辦的神學院，但我
們存在的目的不是要高舉神召宗派，也不是單單服事神召會。我們的學院，是要繼
承五旬節運動的屬靈遺產，繼往開來，培訓新一代僕人領袖。藉著聖靈的能力開展
宣教新一頁，讓他們明白聖靈工作的聖經神學，明白如何依靠聖靈的大能大力，去
建立祂的教會、培育祂的子民，傳揚祂的救恩，拓展祂的國度。
第三，我們要培訓教會明日領袖。今日不種，明日不收；十年樹木，百年樹
人。神召神學院，為著教會的明天，致力訓練三方面的領袖，第一，我們要訓練未
來全時間服事的傳道人、牧師、宣教師，他們的質素與量數，直接影響著教會的未
來的復興。第二，我們要是訓練教會信徒領袖，他們將來可能會全時間服事，或帶
職服事，亦未可料。但他們當中有許多都是教會今日的棟樑，社會的支柱，明日的
力量。第三，我們希望要訓練出能教導未來牧者的教師，他們的經驗、知識和研究
成果，要為我們栽培未來的教會的接棒人。
約翰.麥斯威爾（John Maxwell）說得好：「萬事興衰在乎領導」（Everything rises
or falls on leadership）。這話是真的。怎樣的領袖，就有怎樣的教會。為著教會的未
來，為著神國的復興，讓我們今天就同心合意，眾志成城，為培訓五旬宗明日領袖
而努力。
張德明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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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召會信仰綱要十六條

我們相信…
1. WE BELIEVE...The Scriptures are Inspired by God and declare His design and plan for
mankind.
我們相信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為要向世人揭示祂的設計和計劃。
2. WE BELIEVE...There is only One True God–revealed in three persons...Father, Son,
and Holy Spirit (commonly known as the Trinity).
我們相信…只有一位獨一真神，乃在聖父、聖子、聖靈三個位格中顯示出
來。(一般稱為三位一體)
3. WE BELIEVE...In the Deity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As God's son Jesus was both
human and divine.
我們相信…主耶穌基督的神聖，作為神的兒子，耶穌乃全人全神。
4. WE BELIEVE...though originally good, Man Willingly Fell to Sin–ushering evil and
death, both physical and spiritual, into the world.
我們相信…人受造雖本為良善，但因故意犯罪，以致墮落，將罪惡和身體靈
魂的死亡帶進世界。
5. WE BELIEVE...Every Person Can Have Restored Fellowship with God through
‘Salvation’ (trusting Christ, through faith and repentance, to be our personal Savior).
[1 of 4 cardinal doctrines of the AG]
我們相信…每個人都可以藉著「救恩」恢復與神相交。(藉著信心和悔改，信
靠基督作我們個人的救主。) [神召會四大主要信綱之一]
6. WE BELIEVE...and practice two ordinances—(1) Water Baptism by Immersion after
repenting of one's sins and receiving Christ's gift of salvation, and (2) Holy Communion
(the Lord's Supper) as a symbolic remembrance of Christ's suffering and death for our
salvation.
我們相信…並實踐兩大聖禮—(1) 浸禮乃作為人認罪悔改並接受基督救恩之後
的聖禮。(2) 聖餐 (主的晚餐) 作為記念基督為拯救我們而受苦受死的象徵。
7. WE BELIEVE...the Baptism in the Holy Spirit is a Special Experience Following
Salvation that empowers believers for witnessing and effective service, just as it did in
New Testament times. [1 of 4 cardinal doctrines of the AG]
我們相信…靈浸是繼得救之後的特殊經驗，藉此信徒能得著能力去作見證和
有效服事，正如新約時代一樣。[神召會四大主要信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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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WE BELIEVE... The Initial Physical Evidence of the Baptism in the Holy Spirit is
‘Speaking in Tongues,’ as experienced on the Day of Pentecost and referenced
throughout Acts and the Epistles.
我們相信…靈浸的初始具體證據是說方言，正如五旬節所經驗，也是貫穿使
徒行傳和新約書信所載的。
9. WE BELIEVE...Sanctification Initially Occurs at Salvation and is not only a declaration
that a believer is holy, but also a progressive lifelong process of separating from evil as
believers continually draw closer to God and become more Christlike.
我們相信…成聖乃自得救開始發生的，這並不單只信徒被稱為聖，更是信徒
一生離開罪惡的進程，不斷拉近與上帝的關係，並越來越像基督。
10. WE BELIEVE...The Church has a Mission to seek and save all who are lost in sin. We
believe 'the Church' is the Body of Christ and consists of the people who, throughout
time, have accepted God's offer of redemption (regardless of religious denomination)
through the sacrificial death of His son Jesus Christ.
我們相信…教會有一重要使命，是要尋找拯救在罪中失喪的人。我們相信
「教會」乃是基督的身體，是古今所有藉神子耶穌基督捨命，接受上帝救贖
的人所組成的 (無論甚麼宗派)。
11. WE BELIEVE...A Divinely Called and Scripturally Ordained Leadership Ministry
Serves the Church. The Bible teaches that each of us under leadership must commit
ourselves to reach others for Christ, to worship Him with other believers, to build up or
edify the body of believers–the Church and to Meet human need with ministries of love
and compassion.
我們相信…一個蒙神選召並合乎聖經規定的領導職事是為要服事教會。聖經
教導我們每一個跟從領導的人，必須委身，為基督得人，要與其他信徒一同
敬拜祂，並要建立和造就信徒群體—就是教會。並要藉著愛與關懷，去滿足
人的需要。
12. WE BELIEVE...Divine Healing of the Sick is a Privilege for Christians Today and is
provided for in Christ's atonement (His sacrificial death on the cross for our sins). [1 of
4 cardinal doctrines of the AG]
我們相信…病者獲得神聖醫治是今天信徒的權利，是基督救贖大功所帶來的
果效之一。[神召會四大主要信綱之一]
13. WE BELIEVE...in The Blessed Hope—When Jesus Raptures His Church Prior to His
Return to Earth (the second coming). At this future moment in time all believers who
have died will rise from their graves and will meet the Lord in the air, and Christians
who are alive will be caught up with them, to be with the Lord forever. [1 of 4 cardinal
doctrines of the AG]
我們相信…有福的盼望—耶穌重臨大地(第二次降臨)前要接走祂的教會。到將
來這刻，所有已死的基督徒要從墳墓中起來，在空中與主相遇。並且仍活著
的基督徒將要與他們一同被提，永遠與主一起。[神召會四大主要信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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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WE BELIEVE...in The Millennial Reign of Christ when Jesus returns with His saints at
His second coming and begins His benevolent rule over earth for 1,000 years. This
millennial reign will bring the salvation of national Israel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universal peace.
我們相信…基督掌權一千年。當耶穌第二次再來時，與眾聖徒一同降臨，在
地上開展祂一千年的統治。這千年統治要帶來以色列全家的得救，並建立普
世和平。
15. WE BELIEVE...A Final Judgment Will Take Place for those who have rejected Christ.
They will be judged for their sin and consigned to eternal punishment in a punishing
lake of fire.
我們相信…最後審判要發生在那些拒絕基督的人身上。他們要為他們的罪受
審判，在火湖中接受永刑。
16. WE BELIEVE...and look forward to the perfect New Heavens and a New Earth that
Christ is preparing for all people, of all time, who have accepted Him. We will live and
dwell with Him there forever following His millennial reign on Earth. ‘And so shall
we forever be with the Lord!’
我們相信…並期待完美的新天新地，就是基督為古今所有接受祂的人所預備
的。在祂一千年統治大地之後，我們要永遠與祂同住。「我們要永遠與主同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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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生活基本守則

基本守則
學院以養成聖工人員的品格為原則，重視群體生活。學生當遵守院方各項守則，
修讀期間，起居生活，需謹守紀律及聖經原則，敬神、尊師和愛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任何校方的聚會，均須衣履整齊，依時出席，不能無故 遲到早退，或未經請假
而缺席。
本院設定學生校服為，男生穿白恤衫，深藍色或黑色西 褲，結深色領帶；女生
穿白恤衫，黑色長裙。在需要的 場合，學生按此規定衣裝出席。
課堂亦需衣著端莊，準時出席，不能無故遲到早退，或 未經請假而缺席。
學生如因病患或重要事故不能上課或出席聚會，必須先 向教師或部門的負責人
請假。
學生如有病患，宜回家或留家休息。如身體已漸康復但 仍有如噴嚏、咳嗽等容
易傳染他人的病徵，便需帶上口 罩回校上課，以作負責任的學生。
本院同學進出學院大門皆設有時限（門卡），全時間同學 為早上六時三十分至
晚上十二時；兼讀同學為早上八時 三十分至晚上十時。
全時間住宿同學，凡外出者，返院時間，不應逾晚上十 一時五十九分。
院方鼓勵同學多使用圖書館提供的資源，惟必須按圖書 館的規則使用之。
同學應著重個人靈修生活，除個人靈修，亦必須參加院 方安排的各項活動，例
如：早會、小組、月會、禁食禱 告會和開學營等活動。
同學在學院生活期間，必須依照宿舍守則、膳堂守則及行 政章則過群體生活。
週日外出，宜留意個人安全。
同學應彼此照顧，互相幫助，惟院方絕不贊成同學與同 學之間進行長期而深入
的輔導，遇有上述需要的同學， 請通知學生生活主任。
除學院許可組織之學生自治會外，如欲以本院名義組織 任何會社，應先知會院
方，獲准後始能籌組 。任何活動， 宜透過學生自治會推動。
為養成服務、學習勞動精神，學院一些公共服務或地方 的清潔，會安排由學生
輪流負責。有關工作，由學生自 治會分配和編定值勤。
學生應遵照教務處訂定之課室規則及考試規則進行學 習。
學生應按學院制定的時間表起居作息。
學生在學院期間，必須接受師長教導和督責，並須依照師 長教誨，遷善改過。
學生有義務維護學院的聲譽，彼此友愛、團結、尋求群 體之和諧、不肆意批
評，謹守聖經原則生活。
男女相交，彼此關係應端莊謹慎。
院方不反對修讀期內談戀愛。而婚嫁事宜，宜於畢業後 安排。如有上述情況，
須向學生生活主任報告，並接受 輔導的支援。然而，鼓勵同學在拍拖期間多些
參與群體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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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本院不贊成同學之間進行借貸。同學如有經濟需要，請 向學生生活主任商討。
21. 同學如有違反院方製定之學生生活守則，將會按個別情 況作紀律處分或輔導，
先由學生生活主任處理，再經教 務主任，若過失嚴重或屢勸不改，院方有權著
令停學。

我們對學生的期望
1.

敬神愛人、愛護同學

2.

常常禱告、依靠聖靈

3.

相信聖經、篤行真理

4.

順服權柄、尊師重道

5.

勤奮努力、凡事長進

6.

謙虛受教、好學不倦

7.

樂於服事、勇於承擔

8.

誠實無偽、信行合一

9.

待人以誠、言行有禮

10. 守時守約、生活有節
11. 異性相處、謹慎得體
12. 彼此寬恕、合一和睦
13. 面對挫折、從不氣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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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學習生活

教務資料
1. 學年
本院採學年制，分上、下學期，為期13週；學年每年九月開始，至翌年五月結
束。上學期為九月至十二月，下學期為翌年一月至五月。

2. 註冊
2.1 註冊上課
學生需按校曆所訂日期時間於網上註冊，經註冊主任批准後，方繳交有關費
用。教務處核實學生繳訖有關費用，才算完成註冊手續。
2.2 延遲註冊
除非事前獲批准，學生必須在指定日期內完成註冊，並於一個月內繳交所需費
用。否則須繳交延遲註冊手續費港幣300元。。開課後兩周內仍未完成繳交所需
費用，學院將取消同學該學期註冊，同學將不能出席課堂。
2.3 學生指導
學生指導會在上學期開學前舉行，如開學禮。另學生必須出席校方安排的開學
營/退修營。
2.4 學習負荷
學制按學期設計，一般每學分要求相當於750分鐘課堂時間、加上相關的功課要
求。
兩學分上課時間為25小時，三學分上課時間為37.5小時，加上與及相關的功課要
求。以13週計算，兩學分科目每週上課兩小時，三學分科目每週上課三小時。
2.5 同學修科及修多少學分之建議
修科：
1. 按課程結構完成所需學科（不同範圍及學分總數要
求）。
2. 宜先完成基礎科並必修科，之後按需要及學習興趣修
選修科。
3. 按學年選修不同程度的學科（例：學士 1 年級宜先修
學士科 1-2 字頭的科目；碩士 2 年級或以上才可修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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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教牧學博士科目）。
4. 需注意科目有否先修某些科目的要求。
5. 畢業前需聯絡校方商討有關開科及修分能否達標等問
題（全時間同學為畢業年前 1 年，兼讀同學為畢業年前 2 年）。
修分：
1. 全時間同學約修 15-18 學分；兼讀同學為最多修 12 學
分。
2. 全時間同學第一年首學期宜修 15 學分，下學期約修
18 學分，之後每學期約修 15-18 學分；暑期科目另計。
3. 首年成績若達平均積點 3 分或以上者，全時間同學可
向校方申請增修至約 21 學分（之後每年再批核）。
4. 暑期最多修兩科的學分。
2.6 全時間同學學費包括：
1. 每學期可修 18 學分
2. 每學期可在 18 學分外免費選多一科作旁聽（或被批核作
修讀一科）
3. 暑期免費可選一科修讀或旁聽

3. 增減科目
學生可在上課後兩星期內增減選修科目（密集課程則為上課首天）。同學須填寫
增減科目申請表格，然後交到校務處批核。學生上課六個學習小時後退課（密集
課程則為首六個學習小時），須先徵得該科教授同意，並須於學期完結前填寫
增減科目申請表，然後交到校務處批核。完成退課程序後，校方將會以未完成
（Incomplete） 作標示於同學的學習記錄。未經上述程序退課，有關科目將被評為
不及格（Failed）。缺席超過二次或六個學習小時（密集課程則為六個學習小
時），將被視作非正式退課，有關科目被評為不及格（Failed）。
4. 學分有效期
一般而言，學分可保留10年為有效, 即取得學分後（無論以特別生或入制學生身分
獲得），十年內有效可作學分的確認及計算。若完成課程並取得證書之學分則可
永久保留。此學分有效期之確認亦應用於本院的成績單及校外或內成績轉移之計
算上。

5. 成績轉移
本院接納其它獲認可的院校學生轉學。學生若需將其他院校成績轉移本院，須將
該院校正式成績單及概覽一併呈交教務主任。轉移學科學分少於本院，將等值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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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多於本院，則按本院相同學科之學分等值轉入，唯轉移學分不能高於本院任
何學制總數二分之一學分。院方審閱概覽後方決定會否接受學分轉移申請。本院
保留承認或婉拒其他院校學分轉移之權利。

學分轉移制度：
1. 入學申請時必需申明，更應該（盡快）提供證明文件（在讀中未獲之資格或學
分將不獲處理），校方將在首年完成批核並回覆。
2. 入學申請中將處理：入學資格的補分或課程的學分轉移。
A. 入學資格的補分通常為 18 分，可申請學分轉移包括：
由學院頒發之「教會領袖神學證書」（12 學分；需作校內學分轉移）、或與
教會合作所頒發之證書，如福臨教會（最多 12 學分；需作校內並校外的學分
轉移），及認可的證書或資格，如青牧（等同入學資格）。
其他學院的認可證書或資格（於入制前確認，作為入學資格的考慮）。

B. 課程的學分轉移（分課程及個別學分作考慮）
具學術評檢學院 Accredited School 課程的同等學分（程度、功課及學習時數相
約）：可直接轉移（M.Div 及 B.Th最多為 2/3；MCM 及 A.C.M 等最多為 1/2）。
非具學術評檢學院 Non Accredited School 課程的同等學分（程度、功課及學習時數
相約）：作一半計算（M.Div 及B.Th 最多為 2/3；MCM 及 A.C.M 等最多為 1/2）。
具學術評檢學院 Accredited School 課程的不同等學分（程度、功課及學習時數不
同），如證書、文憑等：個別處理，按其學分制度作計算，如 1/3 作計算（最多可
轉移 15 學分作任何選修科、非語文的通識及教牧選修科）。
非具學術評檢學院 Non Accredited School 的不同等學分（程度、功課及學習時數不
同），如證書、文憑等：不作考慮。
其他院校作課程的學分轉移需考慮科目的類同，而個別科目除類同科目外，其他
則作作任何選修科、非語文的通識及教牧選修科。

3. 在學期間的學分轉移申請，只限通識的音樂類科目或經學院認可或安排的科目
（如院牧），其他一概不作受理。學分轉移的成續要求為“C+”

6. 校外課程
本院學生在學期間擬同時修讀其它院校的課程，須先得教務主任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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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學籍
學生保持良好屬靈和道德生活，維持平均積點不低於1.7（C-），並且繳訖一切費
用，將給予本院學籍。教務委員會有權要求靈命、行為或金錢操守未乎理想的學
生停學。另正修生或試讀生之入制同學，如兩年內未有完成註冊，亦沒有通知院
方，本院有權取消該同學的學籍

7. 學生類別
正修生（全時間） ：每學期可修 18 學分，並需遵守校方對全時間同學的要求。
正修生（兼讀） ：每學期可修 12 學分，並需遵守校方對兼讀同學的要求。
試讀生（暫取生） ：教務主任可按情況要求新生試讀一年（全時間形式）或修讀
至 12 學分的課程組合（兼讀形式）。學生須保持平均積點 2.7
或以上，及必修科必須合格，才正式錄取為正修生。
特別生：教務主任可按情況批准修讀個別科目（主要修讀低年級之科目。）學士
程度之特別生最多修讀 18 學分，而碩士程度之特別生最多修
讀 12 學分。
旁聽生：旁聽生須具備相應的教育程度，如學士課程旁聽 須具有預科生程度；碩
士課程旁聽須具有學士程度。 校內學生旁聽須經註冊辦理；
校外的旁聽生申請須經教務主任同意。另旁聽生人數不應超
過正修生的人數。

9. 出席堂課
9.1
9.2
9.3
9.4
9.5

學生必須出席全部堂課。
出席堂課務要準時。遲到記錄在案，三次遲到相當於一次缺席。
學生若缺席超過六個學習小時 （約二節，密集課程為六個學習小時），
有關科目將有可能被評定為「未完成」（Incomplete）。
如需申請合理缺席，須向講師請假，並得學生生活主任／教務主任簽批。
獲准請假包括在合理缺席總數內。經該學科教授或教務主任批准缺席，該
日遞交之功課順延下週遞交，且不影響評分。

10. 上課安排
部份科目可能會安排聯合上課。（即學士生與碩士生一同聽課） 但為確保碩士
生得到更深入的學習，碩士生按情況有機會在聽課外會另安排導修時間，並須完
成額外功課，以更深入研習。
例如：若同一科目學士生為2學分而碩士生為3學分，則頭兩小時學士生與碩士生
一同聽課，而第三小時乃專為碩士生導修時間。
若同一科目學士生為3學分而碩士生也為3學分，則除每週共同上課三小時外，亦
建議安排專為碩士生而設的導修時間最少三次。（每次約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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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剽竊
學生準備作業、簡報和講演，務要忠誠。任何剽竊或不誠實的行為，有歪基督徒
操守。一旦發現，有關文章將被評定為不合格，重複犯者，可導致開除學籍。為
別人代筆，視為欺詐，將按上述處理。

12. 畢業條件
本院按學生學業成績、靈命品格、及實習表現進行評估。院董會將按講師團推薦
批准畢業。評估標準：
12.1 學術上：
12.1.1 於於畢業年前一學年的下學期註冊周內填寫畢業申請表呈交校務處
12.1.2 圓滿修業，完成學科要求；
12.1.3 完成所有必修科目；
12.1.4 保持平均積點不低於2.3（學士）、2.7（碩士）、3.0（博士）；畢
業論文之成積亦需達這平均積點
12.2 生活上：品格和靈命有滿意表現，亦滿足學院活動的要求；
12.3 實習成績合格（平均達 3 分）；
12.4 繳訖一切費用；
12.5 獲教授團推薦，院董會批准。
若未能於8月31日前符合有關畢業要求，本院將未能確保同學於同年畢業並
參與12月之畢業典禮。

13. 延遲畢業
修讀期完結
申請延遲畢業：
修讀期完結時仍未完成課程的學分／畢業要求，包括
1. 未完成學分要求；
2. 畢業論文未準時交回（已呈交口試並口試合格）；
3. 未完成畢業論文者（一年內仍未完成或口試不合格），需修讀畢業論文
科。
亦包括已完成學分要求，但：
1. 畢業論文未準時交回（已呈交口試並口試合格）；
2. 未完成畢業論文者（一年內仍未完成或口試不合格）， 需修讀畢業論文
科。
需申請延遲畢業並繼續註冊入學：期限二年，需每年申請，每年費用為港幣一千
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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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修讀期仍未完結
1. 已完成學分要求但仍未完成畢業論文者（一年內仍未完成或口試不合
格），需繼續註冊入學並再修讀畢業論文科。
2. 未完成學分要求亦未完成畢業論文者（一年內仍未完成或口試不合格），
需繼續註冊入學並再修讀畢業論文科。
3. 畢業論文未準時交回（已呈交口試並口試合格），而未完成課程學分要
求，需繼續註冊入學並修讀未完成的學分要求。
4. 畢業論文準時交回，而未完成課程學分要求，需繼續註冊入學並修讀未完
成的學分要求。

14. 投訴
（學科事務）學科成績之申訴，於成績公佈後的一個月內 向該科老師反映，若
仍有不滿，可書面向教務主任上達，作最終之決定。
（學院事務）為使下情上達，暢順同學與學院溝通，除由學生自治會擔任當中橋
樑外，同學亦可透過以下程序，向院方申訴。
14.1 就學院事務的申訴皆應以書面具名，事件性質，向學生生活主任作出，除
非申訴與學生生活主任有關。後者應向教務主任提出。又或涉教務主任
者，應向院長提出。
14.2 申訴原則以向投訴對象之直屬上司提出。
14.3 當校方接獲有關申訴，得即時或在四十八小時內召開教務會會議討論。
14.4 如投訴對象為教務會議成員，有關人士得避席有關會議，以示公允。
14.5 會議結果應為需要受理，即當分別安排約見有關當事人（投訴者及被訴
者），進行聆訊。如有需要，更可安排雙方對話。
14.6 聆訊後，教務會得作出判決，並書面回覆申訴人有關決定。
14.7 教務會判定投訴屬實，應同時作出相應舉措。例如輕則提出改善地方、重
者作出口頭警告，嚴重者發出書面警告，或甚至公開譴責、懲處。
14.8 投訴若被裁定不成立，應警誡投訴者，如認為需要，教務會可作出公開譴
責，或甚至要求向被投訴者致歉。
14.9 若對聆訊結果仍未感滿意，可要求院長仲裁。再未感滿意者，最終可向院
董會申訴。
14.10 話雖如此，上述純作指引，整過過程皆應以太十八 21－22 和加六 1－2 的
原則進行。教務會旨在找出原委，從而消弭誤會、改善關係、完善行政。
本院有權按需要對上述規則作出修訂。

15. 休學
15.1 休學：同學可以因應個人理由，提出休學。但需交代休學期之期限，每次
申請最多為一年，並需交休學留位費以保留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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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校方勒令休學：學生被給予口頭警告、嚴重警告、發警告信後，仍未見悔
改者，勒令休學。

16. 退學
16.1 退學：同學可以因應個人理由，提出退學。
16.2 校方勒令退學：因嚴重過失，經發信警告，仍未見悔改者，或，生命品格
未乎合傳道人基本要求，屢勸不改者，可以勒令退學。
退學之安排：
1. 收到退學通知，需填寫申請表，經院方接納後，才完成手續，而退學日期以
申請表獲簽署接納當天計算。
2. 若同學只通知而未有填寫申請表，校方將有權代為填寫。
3. 未通知，但沒註冊及回應者，將在二年註冊期後便自動當退學計，取消學
籍，而退學日期以出信告之回應期限完結後的第一天作計算。

17. 革除學籍
革除學籍：因刑事罪行、嚴重違返傳道人應有生命品格、有損學院校譽者，得革
除學籍。

18. 復學
18.1 復學：休學同學必須於學期前一個月辦理復學手續。院方有權於合理情況
下拒絕申請。
18.2 因生命品格不良而被勒令退學或革除學籍者，不得重返本院肄業。

19. 修業證明
19.1 自請退學及勒令退學學生應向教務處辦理退學離校手續。如在校修滿一學
期以上，具有成績，且入學資格經審核符合者，得發給修業證明書。
19.2 被開除學籍之學生，不發給有關修業之任何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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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一) -- 等級及功課
等級
績點
對應分數
Grade Grade Point Score
A
4.0
93-100

Superior achievement

A-

3.7

90-92

Significant achievement

B+

3.3

87-89

High standard achievement

B

3.0

83-86

Standard achievement

B-

2.7

80-82

Acceptable achievement

C+

2.3

77-79

Low performance

C

2.0

73-76

Low performance

C-

1.7

70-72

Low performance

D+

1.3

67-69

Minimum passing performance

D

1.0

63-66

Minimum passing performance

D-

0.7

60-62

Minimum passing performance

F

0

低於 60

Description

Failed

P

Pass

I

Incomplete

F & I 的理解：
F - Fail 不及格：逾期未能完成功課要求，或未能達到最低水 平。
I - Incomplete 未完成﹕於課程的增修期後至完結前，申請退 修該課。（但已繳
學費將不獲發還）
評分為「F」或「I」: 不會獲得學分，亦沒有績點，也不會載 於成績表上，及不
會計算在總平均積點（GPA）內。
但同學畢業前除必須獲課程要求的全部學分外，其中必修科 目亦必須及格。
另 P 為合格而不會獲得學分，亦不計劃績點，但作為課程及 畢業要求的一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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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課要求
1.學士科功課要求
低班科目（一至二年班）（也適用於高級證書及副學士同學）：
2 學分科共閱讀 200-250 頁，寫作 2000-3000 字。
（中文 4-6 頁或英文 8-12 頁）
3 學分科共閱讀 300-350 頁，寫作 3000-4500 字。
（中文 6-9 頁或英文 12-18 頁）
高班科目（三至四年班）：
2 學分科共閱讀 300-350 頁，寫作 3000-4000 字。
（中文 6-8 頁或英文12-16 頁）
3 學分科共閱讀 450-500 頁，寫作 4500-6000 字。
（中文 9-12 頁或英文18-24 頁）
2.碩士科功課要求：
3 學分科（碩士）共閱讀 1000-1200 頁，寫作 6000-8000 字。
（中文 12-16 頁，英文 24-32 頁）
3.博士科功課要求：
3 學分科（博士）共閱讀 2000-2400 頁，寫作 10000-15000 字。
（中文 20-30 頁，英文 40-60 頁）
校方現規定同學之功課必須按講師所要求之日期前呈送。 校方一般建議講師若於課
程結束後三個月內仍未收到功課並 有足夠時間完成批改，可作不合格論。而密集課
程另議。故 同學一般於每年的二月與七月前已呈交該學期的所有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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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二) -- 實習指引
實習目的：將課堂所學到的應用在現實的事奉處境中，從而掌握傳道和牧會技巧，
提升信仰、事奉與個人生命的整合和反省力。
1. 實習時間一般為期一個學年，另可再加兩個月全時間暑期實習。由每年九月第一
周開始，直到該學年之結束為止，即翌年的 5 月底，暑期實習由 7 月至 8 月。
2. 學期中實習以每周 12-15 小時為基準（可包括準備時間），堂會／機構可按情況
增減。
3. 道學碩士課程實習為四學分；神學學士課程實習為六學分。
4. 實習期：全時間碩士生由二年級至三年級、學士生由二年級至四年級（第一年同
學，一般都不會被差派實習，以便為新同學適應）。至於部份時間修讀之同學，
由於畢業期個別不同，因此，該等同學應該自己訂定及主動向實習主任提出申請
實習要求。
5. 學院方面將會為同學提供小組實習研討及個別約見，以提供實習方面的教導、評
估和指導。
6. 全時間（full-time）同學之實習，均由學院主導，差派前往指定實習工場實習。未
得院方實習主任同意，同學不得私下隨意更改實習工場。
7. 同學有責任參加學院指定活動，如需請假，應給予充分時間讓工場督導考慮及批
准。
8. 每學期結束前，同學須呈交實習報告或功課：每學期結 束前應撰寫約一千字之實
習報告書。參與同工在職培訓 的學生須在申請畢業前最少完成 800-1200 小時教
牧服事 (碩士生 800 小時, 學士生 1200 小時)，以獲取事奉經驗學 分。這些服事的
性質須要與領導/教導/牧養有關，其間須 有資深牧者指導，並須填寫總結報告以
供評估。
9. 實習工作若未能符合學院及實習工場之合理要求，將可能 影響畢業。一般情況
下，「實習工場督導評估報告」的平 均分應以 2 分以上為畢業標準。
詳參本院編定的《實習指引》

Ecclesia Theological Seminary 2020-2021

Page 20

參考資料 (三) -- 惡劣天氣期間上課指引
1） 強風訊號
1 號或 3 號強風訊號：照常上課。
8 號或以上烈風訊號：取消上課。
2） 暴雨警告
黃色及紅色暴雨警告：所有上課照常。
黑色暴雨警告：所有上課取消。情形與 8 號風球相同。

3）8 號風球及黑色暴雨警告下的詳細安排：
訊號在或預定於
下列時間或以後
生效

受影響之校務

停課時段／時間

上午六時

日間課堂、考試

上午（上午九時至下午二時）

中午十一時

日間課堂、考試

下午（下午二時至下午六時）

下午三時

夜間課堂、考試

晚上（下午六時至下午十時）

若課堂/考試已開始
訊號

課堂

考試

八號或以上之烈風
訊號

立即停課

除非考試場地有危險，否則考試繼續
進行

黑色暴雨警告

立即停課

除非考試場地有危險，否則考試繼續
進行

警告訊號除下時間
上午六時前

課堂/考試安排
上午九時後的課堂／考試將如常進行

上午六時至
上午十時五十九分

下午二時後的課堂／考試將如常進行

上午十一時至
下午二時五十九分

下午六時後的課堂／考試將如常進行

下午三時起

當天課堂／考試將取消

已取消的課堂/考試
因惡劣天氣而取消的考試，將於稍後時間另行通知補考之安排。 因惡劣天氣而取消的課
堂，學院將不作補課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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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四) -- 論文格式
全部裝訂完成之論文，除封面及封底外，應依序包括下列各項：題頁、獻頁*、序言*、全部
目次、附錄目次*、正文、附錄*、及參考書目錄。（有*者在學期論文中乃非必要項）
一. 題頁：此頁為全部論文之第一頁，包括：校名、畢業學位或課程名稱、論文題目、畢業
生或作者姓名、及畢業或遞交年月。
二. 獻頁：作者如有意將其所撰論文獻與某人或某團體機構，可專闢一頁為之，惟學期習作
則可免此頁。
三. 序言：此段包括撰寫所選論題之動機或目的。亦可表達對從旁協助及鼓勵者的感謝。
四. 全部目次：全部論文綱要，自題頁起至參考書目錄止，均應依序列明。
五. 正文
（一） 緒論
包括下列各點：將研究題作一簡明敘述及解釋；敘明研究該題之重要性；說明研究該
題之方法或所採步驟；闡明該題之研究範圍；略述全文如何分章。
（二） 本論
此為全部論文之中心。全文按研究題目所包含之重點，分成若干章，每章附以全章標
題，每章另起新頁。
（三） 結論
將全文各章研究所得，作一概述，然後根據此概述，作一清楚的結論。結論應當簡
短，約為一至三頁。
六. 附錄
附錄用來提供讀者一些與內容有關而不便載於正文裡的資料。這些材料包括：圖表、冗
長的個案研究、或者問卷資料等。如果附錄材料太多，則可按類別分別成為附錄一、附
錄二……等。
七. 參考書目
此為全部論文之最後一部。凡在文中曾經引用而有附註之參考書，均應按中西文分別列
入此目錄中。
八. 註釋

中：溫偉耀著：《如何按照神的旨意祈禱》（香港：卓越，2002），頁92-95。
英：John Milbank,Catherine Pickstock and Graham Ward, “Introduction” in Radical
Orthodoxy: A New Theology, eds. John Milbank，Catherine Pickstock and Graham Ward
(London: Routledge, 1999), pp.2-3. (作者名的排序與參考書目不同，參考書目以姓
為首，名為次，這與註釋不同)
詳參本院編定的《論文格式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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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五) -- 剽竊 Plagiarism
指同學在論文或功課中，當引用及轉述他人的研究資料時，出現不合乎學術要求的表現，現
提醒同學應留意一些學術要求的原則：
1. 凡引用別人的思想、論點，無論是著作或網上資料，亦不論是直接引用、或只是思想上引
用，也必須下注釋。
2. 如直接引用，須在引用部分加上引號以作識別，並須為引文下注釋。引文不應太多，應只
引用最關鍵之處。
3. 如大篇幅作引文或近原文的字詞，當中並未加以用自己的文字作消化及表達，也沒有自己
的分析、批判及觀點，或再引用其他人的思想作比較，就算已注明，這已有抄襲之嫌。
4. 如內文的思想論點或論據，在全文或其中一章中，只引用單一的資料來源，也可視為有抄
襲之疑。
5. 可以轉引資料，要清楚注明，但鼓勵引用原典。
6. 多用自己的文字作表達，多引用不同立場或理解的研究，透過比較再表達自己的立場，是
避免抄襲的好方法。
7. 多閱讀並多作思考分析也是令論文或功課不致採用過分單一的資料及缺乏自己觀點的結
果。

參考資料 (六) -- 私隱及個人資料使用
神召神學院作為資料使用者，必盡力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 條例 )
中所列載的規定，確保儲存的個人資料準確無誤，及有妥善的儲存方法，並依照在
收集資料時所說明的目的使用該等資料。
所有同學處理可供辨認的個人資料時務須提高警惕，確切遵守有關個人資料 (私
隱 )的法例，並採取有效的保安措施，確保個人及敏感資料受到保障，如所有非內部
及有關課堂的電郵，請以「密件」的形式寄出，避免電郵地址外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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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靈命品格成長

靈命品格培養
1. 靈修生活
屬靈生命成長是熱切追求的結果，非單靠集體聚會。本院要求全時間進修的同學
必需出席早會、月會，以默想、祈禱、讀經，對聖靈渴求，彼此服事，讓屬靈生
命得著餵養。兼讀的同學則需出席月會以受造就。早會、月會時間包括敬拜聚
會、祈禱會、講師、同學及牧長們的講壇教導。目的是讓聖靈以不同方式為神召
大家庭帶來更新、安慰和督責。由院牧、學生生活主任和講師不時進行督導，讓
同學深化禱告生活。本院定期舉辦退修營；如開學營，讓同學能安靜默想和等候
上帝。
2. 個人靈修生活
屬靈生命長進，除透過集體聚會培育外，更有賴個人不斷尋求與上帝建立緊密關
係。因此，本院要求學生每日有恆久的個人靈修生活。藉安靜、默想、禱告等操
練，與主相交，使靈性生命有深刻的體驗，不住成長。
3. 學生輔導
本院提供靈性輔導，讓同學能接納聖靈、講師和同學規勸，得著生命更新。定時
以小組形式進行分享、討論、代禱。小組由講師帶領，透過與同學更密切接觸來
了解他們的成長和群體生活。亦有由輔導主任或院牧個別接見同學，關注他們的
家庭、生活、婚姻、學習和事奉生活作輔導。
3.1 小組活動：每週定時聚會，進行小組交流、討論、代禱，並藉此瞭解學員的學
習、成長及群體的生活，給予學生適切照顧，促進學生與學院的了
解及溝通。
3.2 個別輔導：關心學生在校生活，並關顧學員的家庭、婚姻和事奉等問題，為學
生提供各種需要的輔導或轉介，使學生生命得以更新。
3.3 新生指導：每學期開始，設有新生指導，除歡迎新生加入神召大家庭外，亦會
約見分析其性格評估的結果。對個別有需要的新生，更提供一定的
輔導，使學員能順利適應學院生活，全面投入學習生活。
4. 學生生活之評估與改進
校方除以學生生活評估表對同學生活作評核及建議外，會視乎同學生活的表現作
出提點，如當面勸告。未有改善者，學生生活主任將以書面作警告，亦會書函告
之同學的所屬教會，以達共同守望之效。若仍不改善，同學將不 會被安排實習，
甚至面臨停學，更甚者會勒令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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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七) -- 學生品格評估表
學生生活
對信仰認真及以聖經原則生活
能以聖經原則處理人際衝突
遵守校規
關心、支持學院及同學
尊重老師、順服受教
主動承擔事奉及有責任感
開放溝通、接納不同意見
謙虛態度、言行謹慎、有禮貌
與同學採合作態度
彈性處理問題
能面對及處理失敗
能正確處理個人負面情緒
儀容整潔
學術忠誠
學院生活
早會（出席及準時）
月會（出席及準時）
小組活動
午膳
開學禮、畢業禮，及結業禮
開學營
輔導
學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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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

學院活動
開學禮
開學禮於每一年的學期初（通常為開學的首週內）舉行。所有全時間及兼讀的同學
都必須出席。

早會
早會設禱告與敬拜操練，老師及學生講道或見證分享及各類宣教或培靈奮興會。讓
聖靈藉不同渠道進行靈命更新、呼召、安慰、督責。

午膳
所有全時間的正修生需參與學院於學期中安排的午膳，以豐富師生、同工與同學，
並同學間的群體生活。而兼讀的正修生亦需每學期約 10 次參與學院於學期中安排的
午膳，以更多機會聯絡校內師生、同工。

月會
月會設於月內其中一個星期五下午舉行（每學期約二至三次）。主要邀請資深的牧
者及不同事工的負責人作分享，以擴 闊同學對上帝國的事工的眼界。全時間及兼讀
的同學都必須 出席月會設於每月其中一個星期五下午舉行。主要邀請資深的牧者及
不同事工的負責人作分享，以擴闊同學對上帝國的事工的眼界。全時間及兼讀的同
學都必須出席。

小組
小組為逢週五下午（除月會及講道訓練和其他已安排的節目之外）舉行，主要讓全時
間同學之間，並與老師有互相認識的相處機會。

開放日
主要於下學期中舉行，主要是讓有志神學訓練的人士認識學院。全時間同學必須出
席。

開學／迎新／退修營
學院於每年學期開課前，設學前退修營，讓同學放下一切、安靜主前、重整生命、
與主相遇、得力學習。

畢業禮
為學院的同學（中英文部）舉行畢業禮。全時間及兼讀的同學必須出席。

學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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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召神學院為一所培訓教會工人的場所，我們視服務和工作是神聖的，為操練服務
精神，除自治會職員外，學院亦會安排其他全時間同學每週約兩小時的校園義務服
事工作。

學生自治會
本院協助組織學生自治會，服務全體同學。學生自治會職員由全體同學選出。學生
自治會需與學生生活主任經常開會，商討院內屬靈生活、學生福利，各類文康及交
誼活動。

宿舍生活
未婚的全時間學生基本上須住宿學院內，接受群體訓練，培養互助、款待、服事及
順服的生活形態，以裝備日後進入人群中作僕人的領袖。本學院亦為已婚全時間同
學，提供少量已婚宿舍。一經取錄，即可申請，惟海外學生，將予優先考慮。住院
的舍監負責協調同學宿舍群體生活。

宿舍規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男、女生宿舍各設學生代表一人（由同學選出），協助舍監／神召事工幹事處
理宿舍事務。
男生不得擅入女生宿舍，女生不得擅入男生宿舍。
除開放日外，其它時間謝絕探訪。如遇特別情況，須得舍監同意，並先知會室
長及同學方能進入。
宿舍內不准生火烹煮食物，免生危險。
宿舍乃休息、靜修地方，務求寧靜，不可高談闊論，高聲朗誦，騷擾他人。
晚上十一時後，應盡量避免騷擾同房同學睡眠。
為培養整潔檢點的起居習慣，除清潔及康樂活動外，任何時間，不可穿著睡
衣、背心、拖鞋等，在宿舍外活動。
宿舍內的書桌椅凳及其他公用器具，須按分配使用，不得多佔，更應小心愛
護。任何損毀，須按當時訂價賠償。
宿舍內須維持清潔。公眾地方，除由值日生負責料理外，各人物件均須自行整
理。
學院會不定期作宿舍的巡查，以確認同學之房間合乎院 方的期望。
院舍按時大掃除，各學生均須參加工作，（並按舍監／神召事工幹事及學生代
表指導進行）。
宿生如有患病，即由學生代表報告老師／神召事工幹事，以便送醫診治，同宿
學友應盡心照料。
入住宿舍，居住床位應按校方安排，學生不得自行挑選。
退宿時必須還原房間為入宿時的狀態，如清潔房間並清 理雜物以便完成退宿手
續。
暑假期間留住宿舍，須得院方批准。
學院正門每日關門時間為晚上11:45。
宿舍門平常應保持關閉，同學自備門匙。務請同學注意，不要遲歸，以免影響
其他同學休息。
學生申請外宿，除知會同室同學外，均須於宿舍登記及得舍監／老師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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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宿舍內發生任何意外或緊急事故，同學應保持鎮靜，按指示：立即通知學生代
表，由學生代表處理及通知舍監／老師，或神召事工幹事。自己則盡可能留在
現場，協助或照料有需要的同學。
20. 如遇盜竊，室長應指導同學切勿觸摸任何物件，方便有關人員工作，並即知會
院方。
21. 如遇火警同學應保持鎮靜，切勿爭先恐後，從樓梯走下至停車場集合，男女同學
分列，由舍監分別點名，齊集後，移至安全地點，然後向院長／老師報告。學
生代表應即時撥電九九九報警，然後向舍監／老師及神召事工幹事報告。遇火
警時，切勿費時收拾，應立即離開。
22. 學院和宿舍内不得飼養任何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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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八) -- 學院同工聯絡資料
校務處：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早上 9：00-下午 6：00
電話（tel）︰ 2691 1481 傳真（fax）︰2693 4775
網頁：http://www.ets.edu.hk
電郵︰info@ets.edu.hk

宿生緊急聯絡﹕
學生生活主任﹕林偉倫博士
舍監: 鄭秀貞牧師
學院大樓管理／神召事工幹事﹕陳映龍先生（內線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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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與資助

經濟資助
本院以裝備本港及全球華人五旬宗教會的牧者為己任，秉承有教無類，故學費
一向低廉。但體諒仍有同學未能負擔，因此，本院設有助學金以供未能負擔學費或
生活費的同學申請，以作資助。
所有全時間學生均可申請助學金，然而二年級或以上的同學會獲優先考慮。申
請人需靈命及品格良好，並合乎全年成績的平均積點達至 2.7（學士）或 3.0（碩
士）的最低要求。申請人亦需通過資產入息評估及呈交教會推薦信一封。
助學金採用直接津貼，全數存入申請者在校之戶口內作學費之用，不用歸還。
每年資助名額最多 2 名，每位每年最多金額為 $10,000。本院﹝助學金委員會﹞擁有
最終決定權。
助學金所持的精神是幫助有經濟困難的學生完成學業。故學院期望每位曾受資
助的同學，在將來有能力之時，能以為期不少於一年的定期奉獻，來回饋母院作助
學金﹝神召神學院助學金﹞之用，幫助其他有需要的同學完成學業。

助學金
神召神學院助學金
 其他




百年樹人助學金；
香港新葡萄基督使工獎助學金；
甄張潔恩師母紀念獎助學金等

( 助學金可能會因應請况而有所增減)

詳細情況及申請方法，請聯絡本院校務處
獎學金
1.
2.
3.
4.
5.
6.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神學獎學金──頒予修業滿一 年或以上，並獲神學院
推薦的全時間同學
神召會華人同工聯會薪火相傳獎學金──頒予靈命 長進、品格高雅和學業
優異的學士生
神召會禮拜堂實習獎學金──頒予全年實習表現最 出色的同學
講道獎──頒予全年講道表現最出色的同學
僕人心腸獎──頒予由同學選出最具僕人心腸的全 時間進修神學生，男、
女各一位
學術創作獎──頒予寫作具學術水平、富創意，並 對教會有貢獻的畢業論
文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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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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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贊一牧師靈修獎學金
新葡萄使工基金獎學金
神召會香港區總議會獎學金

（獎學金之頒發會按情況調整也可能會因應請况而有所增減）

（獎學金之頒發會按情況調整）

校方與同學核實應繳交之費用後，如沒申請並批准延期，請同學於核實手續後一個
月內繳交費用。在下一學期註冊前仍未完成繳交費用者，校方有權不批準註冊。
（以上收費只作參考，學院會按年調整收費，請查詢最新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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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使用

1.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四
早上九時 至 下午六時正
星期五
上午九時 至 下午五時三十分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
（午膳時間將閉館一小時，除教職員外，所有使用者均需離開圖書館）
2. 借書規則：
a. 本院圖書乃專供本院老師及員工、校本部同學、英文部同學，特別生及校友
借閱。其他人士，如延伸部同學或教牧同工等可申請閱讀證 (惟只供館內閱
讀)。
b. 同學如需借還書籍，請在圖書館關門前十五分鐘辦理借還書手續，亦可透過
本院圖書館網頁進行續借。
c. 每位同學最多可借閱圖書十五本，為期一個月。畢業班同學更可借二十本。
d. 老師可借閱圖書二十本，為期二個月。
e. 過期還書每日罰款一元，不包括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不設最高罰款限
額)。
f. 所有參考書不許外借。
g. 教科指定參考書只供同學在館內閱讀。若須借出，每次借出兩小時，每位同
學最多同時借閱兩本；逾時者每小時罰款港幣五元。同學如在下午六時後借
出，需於翌日上午十一時前將借出書籍交還。借出登記時需出示學生證並給
予職員保管，待書籍歸還後才發回。
h. 如借閱之圖書有任何破壞及遺失，必須照書價（補購價及所需郵費）賠償，
另需繳交港幣 $100 手續費。
i. 新書於展示期一個月內不可借出。
j. 圖書館內的刊物及雜誌只供在館內閱讀，不許外借。
k. 圖書證只供持有人使用，同學不可把圖書證借給別人使用，或請別人為自己
借閱圖書。
l. 遺失圖書證應立刻報失，補領證件需繳交手續費。
3. 館內規則：
a. 除教職員及全時間同學外，其他使用者需有當值人土在場方可進入圖書館及
使用館內設施。
b. 使用後之書籍須直接放回館內的圖書車上，請勿自行亂放架上。
c. 同學不可向圖書館職員取閱或借出未編好的書籍。
d. 圖書館內請保持安靜、勿在館內高談闊論。
e. 請保持地方整潔，館內嚴禁飲食；只可飲用清水，並請使用有蓋容器。
f. 圖書館內請將手提電話關掉或關閉響鬧功能；亦請於館外地方使用手提電話
談話。
g. 同學如帶朋友參觀圖書館，須先向圖書館職員索取『嘉賓証』。
h. 同學使用圖書館時必須衣著整齊。
i. 同學的私人財物需自行保管，如有遺失，本館恕不負責。
j. 每天管理人員於閉館前會清理所有書枱物品。畢業班學可申請固定書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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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學生會放置在圖書館內的一切文具，需由學生會自行管理，同學可自由取
用，用後請放回原處。
l. 學生未經允許不得進入辦公室及書籍出納櫃台。
m. 同學不可擅自使用圖書館職員的電腦。
n. 書籍辦理處須保持清潔。
o. 同學不得擅自取用任何屬於圖書館的文具。
4. 校友、教牧同工及校外人士申請借圖書證規則：
a. 本院校友可申請校友證，每次最多可借三本圖書，費用全免。
b. 教牧同工可申請閱讀證，只限館內使用，年費一百元。
c. 其他人士如有特別需要可申請閱讀證，但必須得到圖書館主任或校方特別批
准。
d. 所有申請人必須遵守本圖書的所有規則。
5.

其他服務 （使用及各申請方法請向圖書館職員查詢）
a. 期刊電子化 EBSCO（http://search.epnet.com）。
b. 畢業班或有需要的同學可借用神學院聯校圖書證。
c. 如有任何購書建議，可填寫申請表。
本院保留圖書館使用守則的修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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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校園的基本資料

校園地圖
（一）地下平面圖

（二）一樓平面圖

（三）二樓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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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地圖 (本院鄰近嶺南大學 Our College is next to Lingnan University)

1. 西鐵 KCR West Railway
乘搭西鐵列車，於兆康站下車，往 F 出口，橫過公路行人天橋，向嶺南大學方向
前行，步行約五分鐘可達本學院。
2. 九巴 Bus
261
由上水鐵路站
 富泰邨或嶺南大學站 (步行五分鐘可達本院)
67X 由旺角東鐵站
 富泰邨 (步行五分鐘可達本院)
67M 由葵芳鐵路總站  富泰邨 (步行五分鐘可達本院)
3. 小巴 Mini-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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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A

由上水鐵路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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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泰邨天橋底落 (步行十分鐘可達本院)

(五) 生活地圖

飲食：兆康苑商場；富泰商場；嶺南大學
日常用品：富泰商場；兆康苑商場；兆康站
醫療： 屯門醫院；富泰商場；兆康苑商場
銀行：嶺南大學（東亞銀行）；富泰商場（ATM）；兆康站（ATM）
郵政：富泰商場
遠足路線（參考）：嶺南大學向彩暉花園方向的旁側有路可上山，至下山處為何福
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