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中) ____________   (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全名 - 按身份证)                       性別：_______    

手机/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婚姻状况:  □ 未婚           □ 已婚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种族:__________

住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会/宗派: ____________________     经费支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高教育程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科: □ CCM 圣工证书      □ Dip.CM 圣工文凭      □ CTS 神学证书      □ Dip.Th 神学文凭      □ BTh 神学学士     □ BD 道学学士 

           □ MCS/MTS  基督教研究/神学研究硕士    □ MDiv I  道学硕士I     □ MDiv II  道学硕士II    □ MMin 教牧学硕士    □ MTh  神学硕士             

           □ Dip.CC 基督教辅导学文凭    □ BCC 基督教辅导学学士    □ 无       

修读方式:    □ 全时间   □ 部分时间   学年: □1   □2  □ 3  □4  □其他    (请打 √  )

课本

修读 旁听
请打 √  

四年班 15

CED 2025 Pelayanan Kanak-kanak dan 
Remaja儿童及少年事工

*■▲ Joy 3 宜咏婕品

THE3020 教会与社会 *■▲ 张健聪 3 宜咏婕品

THE4147 Teologi Lutheran信义宗神学 * Joefrerick 2 宜咏

FED3013 实习7 * 戴慧芳 1 宜咏婕品

LAN1056 英语会话/English Reading and 
Conversation 6

* Karl 1 宜咏婕品

SEM101 研习会：主日学教师训练 (14,15/1) * 1 宜咏婕品

PAS1017 灵性及品格朔造7 * 张丽媚/小组家长 1 宜咏婕品

CCO 选修：辅导科 * 3 宜咏 志宏

三年班 18

THE1022 神学3 *■ 涂恩友 3 道煌晓薇 均好

CED 2025 Pelayanan Kanak-kanak dan 
Remaja儿童及少年事工

*■▲ Joy 3 Sherwin 志宏

NLT3010 四福音保罗书信普通书信各一选读 *■▲(or) 夏忠就 3 道煌婕品Sherwin 均好晓薇志宏 赐安

PAS3010 教牧关顾与辅导/Introduction to Patoral 
Care & Counseling 

*■▲ 杨美宝 3 道煌婕品Sherwin Amos

THE4147 Teologi Lutheran信义宗神学 * Joefrerick 2 婕品 道煌

LAN1054/5 英语会话/English Reading and 
Conversation 4/5

*■ Karl 1 道煌Sherwin (4or5)

FED3011 实习5 *■ 戴慧芳 1 道煌 晓薇 Sherwin 均好 志宏

SEM101 研习会：主日学教师训练 (14,15/1) *(■▲or) ？ 1 道煌 志宏

PAS1015 灵性及品格朔造5 *■ 张丽媚/小组家长 1

 沙巴神学院 -  课程注冊表

2022 年第 1 学期 - 中文部 (CTS/Dip.Th/BTh/BD/MCS/MDiv I)  

编号

科目

讲師

学分

请写下所选科目之学
分 

备注

PAS1015 灵性及品格朔造5 *■ 张丽媚/小组家长 1

二年班 21

MIS1010 宣教与佈道 1 *■▲ Jaewoo 3 晓薇Amos 丽珊 芝琦 Gavin

LAN1021 希腊文2 * 张伟良 2 晓薇志宏 丽珊 芝琦 Gavin  Jabez 业宽 
庭君

PAS1010 基督教灵性 *■ 张丽媚 3 夜课, 一柱赐安 芝琦 Mon Tue  or Thu

THE3020 教会与社会 *■▲ 张健聪 3 丽珊 芝琦 Gavin  Jabez Amos 业宽

PAS1020 讲道学1 *■▲ 林香兰 2 夜课 晓薇 志宏Amos   丽珊 芝琦 Gavin  
Jabez 一柱 赐安 庭君

THE1021 神学2 *■▲ 张健聪 3 晓薇 Amos  丽珊 芝琦 Gavin  Jabez 业宽 
庭君

LAN1051/2 英语会话/English Reading and 
Conversation 2

*■▲ Karl 1 均好 赐安(2or1)  晓薇(2) 丽珊 芝琦 Gavin  
Jabez 志宏

FED2011 实习3 *■▲ 戴慧芳 1 丽珊 芝琦 Gavin  Jabez

MUS2010 诗班3 * Karl 1 芝琦

SEM101 研习会：主日学教师训练 (14,15/1) *■▲ ？ 1 均好 赐安Amos  丽珊 芝琦 Gavin  Jabez

PAS1013 灵性及品格朔造3 *■▲ 张丽媚/小组家长 1 均好赐安  丽珊 芝琦 Gavin  Jabez 晓薇(2) 

一年班 19

OLT1015 旧约纵览 1 *■▲ 谭静姿 3 Yr 1, Jabez, Amos 

NET1015 新约纵览 1 *■▲ 张伟良 3 Yr 1

LAN1010 希伯来文1 *■▲ 谭静姿 3 Yr 1, 均好

LAN3030 神学英语 *■▲ Karl 3 Yr 1

MIS1010 宣教与佈道 1 *■▲ Jaewoo 3 Yr 1

FE1011 实习1 *■▲ 戴慧芳 1 Yr 1, 一柱 Amos

MUS1010 诗班1 *■▲ Karl 1 Yr 1, 均好 Amos 

SEM1011 研习会：学术研究与写作 (14,15 Jan) *■▲ 林香兰 1 Yr 1

SEM1011 灵性及品格朔造1 *■▲ 张丽媚/小组家长 1 Yr 1

▲MCS/CTS 必修科      * Dip.Th/B.Th/BD 必修科     ■ M.Div I 必修科      B =圣经/教牧/神学组  C =辅导组  S =社关组       

修读 x
旁听 x

学生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教务主任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CM-MDivI @RM95; MDivII/MMin/MTH @RM115

合计学分：

每学分捐助 合计学分/学科 合计RM
CCM-MDivI @RM120; MDivII/MMin @RM140;  MTH 每学段@RM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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