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ology Extended Education 延伸制神學 

一、 TEE Certificate 高級延伸制證書 
 

學   科 目   標 選  修 適 合 對 象 

延伸制高級證書 

TEE Certificate 

以聖經,神學為基礎,培育信徒了解聖

經，明白神的話，邊學邊用。也可以作

為預備自己，等候主的呼召和差遣。 

8 年 預備或已參與教會事奉的基督徒。 

 

  1.  加拿大華神採用學季制 : (冬季 1-3 月, 春季 4-6 月, 夏季 7-9 月, 秋季 10-12 月)。 

2.  修讀方式 :   

       2.1 加拿大華神主要以密集形式，每科 20 小時，與碩士班同步上課，並按照我院要求標準或以上水平設定。 

       2.2 學員可以在密西沙加、多倫多、渥太華和蒙特利爾的課室修課，方便學員選修。 

3.  入學要求:  

3.1 年滿 18 歲，中學或以上程度，清楚重生得救，已受洗的基督徒，並由教牧同工加簽。 

3.2 願意經常靈修親近神，持續在教會中謙卑配搭事奉，並在社會崗位上為主作美好見證者。 

3.3 願意每上課一小時，另以二小時自修，並遵守本院一切規定者（若違反校規，經屢勸不聽者，即喪失選課  

   資格）。 

3.4 報名手續與相關事宜: 填寫延伸制報名表，於開課一週前連同學費寄交本院辦事處。(報名表及有關資料，  

   可進入加拿大華神網站 下載 (www.cescan.org)。亦 可致電(416)490-6262 或電郵 infocescan@gmail.com 查詢。 

4.   頒發證書：  

4.1 延伸制 :每科 20 小時 ,2 學分。畢業證書 (48 學分 )；中期結業證書 (24 學分 )。  

4.2 凡修畢所規定之聖經、神學、教會歷史、靈命與塑造等必修 22 科及選修實踐神學及其他課  

       程 2 科，成績合格者，可獲頒畢業証書。修滿其中 24 學分，成績合格者，可獲頒發中期結  

       業證書。  

﹡如遇學員報考加拿大學區基督教研究碩士科，經錄取後，其最近两年內所修得延伸部課程學分(最高 10 個課程學

分)，可按最新規章申請折算入碩士科、並於補交學分費後，正式轉入碩士科學籍。 

﹡先修課程：延伸制學員有意願轉入碩士科，可按碩士科要求先修–按碩士科上課時數､交付學分

費，課程要求等完成，該等科目學分可直接作碩士科學分計算，並保留兩年。學員應於兩年內

報考轉入本院碩士科，逾期無效。  

 

 

mailto:infocescan@gmail.com


5.   TEE課程規劃:  

聖經、神學、歷史及靈命塑造及實踐課程。(必修24科) 

 

 

 

 

 

 

 

 

 

 

 

 

 

 

 

 

聖經課 (必修 10 科)  
 

神學/歷史課 (必修 9 科)  
 

靈命與塑造課 (必修 3 科)  

OT01 摩西五經  TP01 系統神學(一) 導論，聖經，神論  PC01 個人成長靈命進深  

OT02 大小先知書  TP02 系統神學(二) 人，罪，基督  PC02 自我認識與全人發展  

OT03 歷史書  TP03 系統神學(三) 聖靈，救恩  PC03 基督教聖經中的領導學  

OT04 詩歌智慧書  TP04 系統神學(四) 教會，末世  PC04 屬靈傳承的理念與實踐(選修)  

NT01 福音書 /...+使徒行傳  TP05 釋經學  PC05 組織動力學 (選修)  

NT02 保羅書信 /…+啟示錄  TP06 當代基督教倫理  自選 (必修實踐課 1 科)  

NT03 一般書信  CH01教會歷史(一) 早期至中古初期  CC01 神學與輔導  

OTS01-39 自選舊約單卷   CH02教會歷史(二) 中古後期至宗教改革  PA02 講道學  

NTS01-27 自選新約單卷   CH03 教會歷史(三) 近代教會史  PA04 敬拜禮儀學  

  TP08舊約神學 (選修)  
EM06 聖經宣教神學                     

Alt EM01 差傳概論 

 

  TP07 新約神學 (選修)    

其他(必修1科)      

MU01基本聖樂 一聖樂史、樂理、

聲樂、合唱、聚會領唱與程序 
     

MU02基本聖樂二 (選修)   
 

 
  



 

二、 Ministries Training 事工訓練 

事工訓練是在延伸教育的理念與架構下產生,計有多種不同的 2- 4 年十科或十二科組合課程,以符合教會

實際需要,學員可報讀我院經常性的循環科目 ,邊學邊用。或教會按所需程度、內容 ,與我院一

同規劃。協助教會裝備所急需的同工,訓練課程規劃有:- 新舊聖經教師 、教會宣教、關懷輔導、領袖訓

練等課程範例。 

    1.加拿大華神採用學季制 : (冬季 1-3 月, 春季 4-6 月, 夏季 7-9 月, 秋季 10-12 月)。 

   2 .證書  :  “加拿大華神”事工訓練證書  

    3.修讀方式 :   

        3.1 加拿大華神主要以密集形式,與碩士班同步上課 ,並按照我院要求標準或以上水平設定。 

        3.2 學員可以在密西沙加, 多倫多, 渥太華和蒙特利爾的課室修課 。 

   4.入學要求 : 

  4.1 年滿 18 歲,中學或以上程度,清楚重生得救,已受洗的基督徒,並由教牧同工推介加簽。 

  4.2 願意經常靈修親近神,持續在教會中謙卑配搭事奉,並在社會崗位上為主作美好見證者。 

  4.3 願意每上課一小時,另以二小時自修,並遵守本院一切規定者（若違反校規,經屢勸不聽者,即喪失

選課資格）。 

 

 

學   科 

 

目   標 

 

選修   

 

適 合 對 象 

聖經教師培育 

Bible Teaching 

O.T 舊約教師裝備 

N.T 新約教師裝備 

 

以聖經、神學和實踐課程栽培信徒 
-認識聖經的真理，做基本教導的工作 

 

2~4 年 

2~4 年 

 

聖經教師，主日學 

老師，小組查經組長。 

 

關懷與輔導 

Caring Ministry 

教會關懷事工 

 

以聖經、神學和實踐課程裝備信徒 
–與人相處，培養同理心，以神的話幫
助鼓勵別人，以神的愛留住弟兄姐妹。

做教會的探訪關懷工作 

 

2~4 年 

 

教會探訪、關懷事工小

组成员。 

 

宣教與佈道 

World Mission 

宣教事工裝備 

 

以聖經、神學和實踐課程裝備信徒–清
楚宣教事工,教會的使命,信徒的責任,裝

備的方法,更新視野,多結果子 

 

2~4 年 

 

教會長期或短期宣教事

工成員。 

 

教會管理與行政 

Church Administration 

教會管理與實踐 

 

以聖經、神學和實踐課程裝備信徒–認
識不同宗派的文化,潛規矩。不同的管理
架構,目標的設定。不同層次的領導,團隊

同心的配合 

 

2~4 年 

 

教會幹事， 長老執事,

行政同工。 

靈命進深與屬靈領導 

Spiritual Growth and Leading 

靈命進深與全人發展 
 

 

以聖經、神學和品格塑造的進程去培育
信徒–使能認識自己、神引領的歷程，
奠定人生終極目標，規劃未來，配合衪

的故事，榮耀歸神！ 
 

 

2~4 年 

 

教會眾聖徒 

–追求聖潔、合乎主用 

 



  5.  頒發證書： 

5.1 事工訓練: 每科 2 學分,共修 20-24 延伸制學分。 

5.2 凡修畢所規定之聖經、神學、教會歷史、靈命與塑造等必修課程及實踐神學課程,成績合格者可獲

修業証書。 

﹡如遇學員報考加拿大學區基督教研究碩士科,經錄取後,其最近两年內所修得延伸部課程學分(最高 10 個課程學分),

可按最新規章申請折算入碩士科、並於補交學分費後,正式轉入碩士科學籍。 

﹡先修課程：學員有意願轉入碩士科,可按碩士科要求先修–按碩士科上課時數､交付學費,課程要求等完

成,該等科目學分可直接作碩士科學分計算,並保留兩年。學員應於兩年內報考轉入本院碩士科,逾期無

效。  

  6.  報名手續與相關事宜: 填寫延伸制報名表,由教會牧者推薦,於開課一週前連同學費寄交本院辦處。 

(報名表及有關資料,可進入加拿大華神網站下載 (www.cescan.org)。亦 可致電(416)- 490-6262 或電郵 

infocescan@gmail.com 查詢。 

7.  各科事工訓練課程規劃：教會請致電 (416) - 490-6262 Ext.203 Roland Lam 或電郵 cescan.lam@gmail.com                            

查詢。 

8.  事工訓練課程規劃 (以最少科目計) :- 

聖經教師培育 Bible teaching 

 舊約教師裝備課程 Teaching of O.T. 

OT01 摩西五經 OT02 大小先知書 OT03 歷史書 OT04 詩歌智慧書 

PA07 基督教與後現代思 

Alt.TP06 當代基督教倫理 

TP02 系統神學(二)                    

人，罪，基督 

TP03 系統神學(三)    

聖靈，救恩 

TP05 釋經學     

Alt.CE02 教學原理與方法 

CH02 教會歷史(二)       

中古後期至宗教改革 

PC02 自我認識          

與全人發展 
  

 

新約教師裝備課程  Teaching of N.T. 

NT01 福音書 NT02 保羅書信 NT04 教牧書信 NTS01-27 新約單卷 

TP06 當代基督教倫理 
TP02 系統神學(二)              

人,罪,基督 

TP05 釋經學   Alt. 

CE02 教學原理與方法 

CH02 教會歷史(二)    

中古後期至宗教改革 

PC02 自我認識與全人發展 
PA07 基督教與       

後現代思潮 
  

 

http://www.cesc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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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與輔導 Caring and counseling 

教會關懷事工 Visitation and Caring works of Church 

OTS018 舊約約伯記與  

苦難 

TP02 系統神學(二)      

人，罪，基督 

TP03 系統神學(三)        

聖靈，救恩 
PC01 個人成長靈命進深 

PC06  教牧關懷與輔導 CC01 神學與輔導 
CC06 婚姻家庭-聖經藍圖    

/ (家庭輔導) 
CC07 發展心理學 

CC08 哀傷與危機輔導 

CC10 探訪事工與關懷      

/ CC05 婚前輔導   

 

宣教與佈道 World Mission／Evangelical Events 

宣教事工裝備課程   

NT05 使徒行傳與宣教 
TP02 系統神學(二)     

人，罪，基督 

TP03 系統神學(三)    

聖靈，救恩 

PC02 自我認識          

與全人發展 

EM01 差傳概 Alt. 

EM06 聖經宣教神學 

EM03 世界宗教與宣教 Alt.  

EM15 異端與華人民間信仰 

EM05 教會宣教使命  

與事工 

EM10 門訓、小組與     

差傅事工 

CC01 神學與輔導 EM17 個人談道訓練   

 

教會管理與行政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Church 

教會管理要義 

 

NT04 教牧書信 

 

NTS08 歌林多後書 

 

TP04 系統神學(四)            

教會，末世 

 

TP06 當代基督教倫理 

 

PC01 個人成長靈命進深 

 

PC02 自我認識           

與全人發展 

 

PC03 基督教                                   

聖經中的領導學 

 

C04 屬靈傳承的理念與實踐 

 

PA03 教會領導與管理 

 

PA04 敬拜禮儀學 

 

 



靈命進深與屬靈領導 Spiritual Growth and Leading 

靈命進深與全人發展  

 

OT01 摩西五經 

 

NT04 教牧書信 

 

NTS08 哥林多後書 

 

TP01 系統神學(一)    

導論，聖經，神論 

 

TP02 系統神學(二)  

人，罪，基督 

 

TP04 系統神學(四)教會，末世  

Alt. TP09 靈修神學 

 

PC01 個人成長靈命進深 

 

PC02 自我認識與     

全人發展 

 

PC03 基督教聖經中   

的領導學 

 

PC04 屬靈傳承的理念與實踐 
  

 

 

 

 

 

 

 

 

 

 

 

 

 

 

 

 



三、Promotional Program 推廣神學教育 

DIY "多媒體聖經學苑”歡迎教會作主日學、小組查經…使用。 

採用多媒體網絡 DIY 方式，主要推廣神學教育，幫助信徒明白如何研讀聖經，我院每年提供 12 個科目（每季 3 科），

供自由選擇，主要科目包括:–聖經、釋經等如下：（實踐科在繼續開發中）。 

1. 舊约: 摩西五經, 舊約歷史書, 大先知書, 小先知書, 詩歌智慧書, 詩篇選讀。 

2. 新約: 福音書, 路加福音, 保羅書信, 一般書信, 啟示錄。  

3. 釋經: 天下第一書, 樂在讀經。 

 

DIY 多媒體聖經學苑

Multi-Media Bible Studies 
採用多媒體網絡 DIY 方式修讀 自由選修 幫助信徒明白如何研讀聖經 

 

＊ 费用(多媒體網絡)  : 個人及教會，請以感恩的心自由奉獻，以助本院維持長期服務，填妥獻金單 ( -下載網址：   

http://www.cescan.org/contact-contribution/contribution-forms/ )，連同支票逕寄本院財務部收，C$20.00 以上獻金，年底可獲

獻金扺稅收據。 

http://www.cescan.org/contact-contribution/contribution-for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