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睿理文神學院 Relevant Theological Institute  

P.O. Box 5314, Walnut Creek, CA 94596 USA (925) 322-0034, 322-0345, www.rti-sem.org 

 

暑期聖經原文學校 Summer School for Biblical Languages 

 

新約希臘文 New Testament Greek 1 & 2 

 

2020/7/6 – 8/7, 以視訊會議(Video Conferencing)上課 

 

近代由於輔讀聖經原文的電腦工具及免費網路資

源的盛行, 學習聖經原文不再需要死背, 而是著重在理解

與工具導向(tool-oriented)的學習方式, 以期能儘快進入閱

讀聖經原文的階段. 

 

本課程的特色之一是學習希臘文的句型圖解

(sentence diagramming). 每種語文的表達方式不同, 譯文

很難保留原貌, 特別是句型結構. 分析原文句型之後, 作

者思路的層次清晰可見, 講道大綱隨之呈現, 是釋經講道

或帶領查經備課不可或缺的步驟. 

 

另外, 譯文往往未能完全展現蘊藏在原文中的特殊

詞彙, 文學技巧, 當代處境, 思維方式等等獨特之處. 本課

程的設計由淺入深, 初學者可以駕輕就熟的掌握希臘文

的特性, 曾學過希臘文者透過學習句型圖解更能洞察聖

經的原意. 

 

本課程中每一班為一學分 15 小時課程, 一共五週, 

每週上課兩次, 每次 90 分鐘. 上課時段分「週一,四」與

「週二,五」兩種, 以及早, 晚兩班.  各時區的上課時間請

見下一頁的國際時間對照表. 課程內容如右. 

1-A 班: 名詞篇 Nouns 

學習字母與發音, 以及除了動詞之外的其他九種詞

類(小詞, 感嘆詞, 連接詞, 介系詞, 名詞, 冠詞, 代名詞, 形

容詞, 副詞). 適合初學者, 以及想溫故知新者 

1-B 班: 動詞篇 Verbs 

學習動詞中的不定詞, 分詞, 陳述語氣, 命令語氣, 

假設語氣, 祈願語氣. 適合上過 1-A 班(名詞篇)者, 以及想

溫故知新者. 

2-A 班: 名詞篇 Nouns 

1-A 班的進深學習, 適合上過 1-A 班及 1-B 班, 以及

想溫故知新者. 

2-B 班: 動詞篇 Verbs 

1-B 班的進深學習, 適合上過 1-A 班及 1-B 班, 以及

想溫故知新者.

http://www.rti-sem.org/


 

 

 

 

課程與國際時間對照表 Class Schedule & International Timetable 

 

下列時間為各個時段開始上課的時間, 每堂課 90 分鐘. 

 

時間採 24 小時制, 如, 17:00 是下午 5:00 pm, 20:00 是晚上 8:00 pm, 1:00 或 3:30 指半夜. 

 

 

 週一,四時段 

 

 週二,五時段 

 美西時區 美東時區 英國時區 中國時區  美西時區 美東時區 英國時區 中國時區 

1-A早班 
週一,四 週一,四 週一,四 週一,四 

2-A早班 
週二,五 週二,五 週二,五 週二,五 

8:00 11:00 16:00 23:00 8:00 11:00 16:00 23:00 

1-B早班 
週一,四 週一,四 週一,四 週二,五 

2-B早班 
週二,五 週二,五 週二,五 週三,六 

10:30 13:30 18:30 1:30 10:30 13:30 18:30 1:30 

          

1-A晚班 
週一,四 週一,四 週二,五 週二,五 

2-A晚班 
週二,五 週二,五 週三,六 週三,六 

17:00 20:00 1:00 8:00 17:00 20:00 1:00 8:00 

1-B晚班 
週一,四 週一,四 週二,五 週二,五 

2-B晚班 
週二,五 週二,五 週三,六 週三,六 

19:30 22:30 3:30 10:30 19:30 22:30 3:30 10:30 
 

 

 

 

 

 

Relevant Theological Institute admits students of any race, color, and national or ethnic origin.



睿理文神學院 

Relevant Theological Institute 

Summer 2020 Registration Form夏季班報名表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Phon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會 Churc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在所選的欄內打勾 Please check the appropriate box(es) 

 

課程 Course 

新約希臘文 NT Greek 1 & 2 

上課方式 

Venue 

學

分 

旁

聽 

修

課 

班別 時段(以美西時間為準)      

1-A 
週一,四早   8:00-  9:30 視訊會議 1   

週一,四晚   5:00-  6:30 視訊會議 1   

1-B 
週一,四早 10:30-12:00 視訊會議 1   

週一,四晚   7:30-  9:00 視訊會議 1   

2-A 
週二,五早   8:00-  9:30 視訊會議 1   

週二,五晚   5:00-  6:30 視訊會議 1   

2-B 
週二,五早 10:30-12:00 視訊會議 1   

週二,五晚   7:30-  9:00 視訊會議 1   

*欲修課者(拿學分 credit)須在開學前一週完成面談. 

 

日期 Date: 2020 年(y) ____ 月(m) ____日(d) 

 

報名表請寄 Send to: Relevant Theological Institute, P.O. Box 5314,  

Walnut Creek, CA 94596, USA, 或電郵: info@rti-sem.org. 

 

活到老學到老 Never Stop Learning 
 

我們的願景 Our Vision 
睿神提供終身學習的機會. 由於聖經的信息與人生息息相關

(relevant), 並且與時俱進,  歷久彌新. 因此基督信仰的傳承與拓展

也需配合時代的現況, 善用及活用各種資源, 方法, 工具, 媒體及管

道來開創新局. 同樣地, 服事神的人必須本著終身學習的精神來不

斷更新理念, 不斷充實傳道及傳承基督信仰所需的各樣能力. 

我們的作法 Our Policy 

要達到終身學習的目標需要有良好的經濟基礎為後盾, 有時可能

是個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或心願. 有鑒於此, 我們提供傳道人及其

家屬免費終身學習的機會, 只要是奉獻傳道的家庭, 不論是在牧

會, 宣教, 任職福音機構, 或是自由傳道, 完全免學費. 至於其他基

督徒, 雖然有學費的制定, 但視個人狀況可減免學費 (Pay as you 

can, 也就是按個人的經濟能力來付). 減免學費的程序不需要提出

申請或填任何表格, 只要按個人能力所及來繳交, 甚至免費, 完全 

“不要作難, 不要免強” (哥林多後書 9:7), 校方也完全不過問.  我們

的目標就是要提供傳道人家庭及有心服事神的基督徒, 不論財務

狀況如何, 都能得到全備的神學裝備, 不斷地溫故知新, 彼此提攜, 

教學相長, 以至於得以終身學習. 

我們的邀請 Our Invitation 

創辦睿理文神學院是神賜給我們的使命及託付, 我們誠摯地邀請

您來與我們一同共襄盛舉, 在您的禱告中不斷地記念我們, 同時也

請在我們財務上的需要按著神給您的感動來支持我們, “… 人若有

願作的心、必蒙悅納、乃是照他所有的、並不是照他所無的 … 

如經上所記、『多收的也沒有餘、少收的也沒有缺。』” (哥林多

後書 8:12-15), 好叫我們的事工能榮神益人. 

 

學費 Tuition 
 

1 學分課程(15 小時), 旁聽(audit)美金$120, 修課(credit)美金$175. 

全職傳道人及家屬免費, 其他視個人狀況可減免學費(Pay as you 

can), 美國以外地區按當地神學院一般的學費標準. 為鼓勵信徒體

驗神學教育, 新學員第一門課程免費. 本校的願景之一是: 有心服

事神的基督徒, 不論財務狀況如何, 都能得到全備的神學裝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