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安排

1.   參加各項課程者須為香港居民，報名時須出示有效之香港身分證明文件。除特別指明外， 所有課程皆不設年齡
      上限，但申請人須達到有關課程要求的能力或學術水平。

2.   填妥報名表格，帶備有效之香港身分證、學費及學歷、工作證明文件之副本，親臨或郵寄至院校報名。

3.   截止報名日期為課程開課前一星期。名額有限，取錄以先到先得為原則。

4.   校方有權決定是否取錄申請人。所有課程若報讀或註冊人數不足時，校方會考慮延期或取消課程。課程如因此
      取消，所繳費用將以劃線支票退還申請人。

5.   學員已繳交之費用，除課程取消外，不論上課與否，概不退還。凡繳費報名後，學員不得要求調班、轉讓或退
      款。

6.   學費請以「易辦事」(EPS) 或支票繳付，支票抬頭請寫「明愛專上學院」或 Caritas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並須在支票背後寫上申請人姓名、課程名稱及聯絡電話，以便聯絡。學費收據及報名費收據，須妥
      為保存。若有遺失，校方概不補發。

7.   除8號或以上之颱風訊號，或天文台發出黑色暴雨訊號，或教育局因任何理由宣布停課外，所有課程皆依編定之
      時間及日期上課。如遇有天氣不穩定情況，學員須留意電台或電視台之廣播或聯絡院校查詢。

8.   出席率達80%或以上之學員，方可獲校方頒發修業證書或畢業證書。不設考試之課程只獲頒發修業證書。

9.   如因特別事故或導師請假，院校有權更改與課程有關之一切安排。

10. 除獲當值導師批准外，課堂中禁止進行錄音、錄影和拍照。除獲「香港明愛」授權外，課堂上禁止進行任何形
      式的推銷活動。

11. 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會作保密處理，只作本服務課程發展之用。此外，申請人資料有可能轉移至經法律授權或
      法律規定須向其披露資料的有關方面。申請人有權要求查閱或更正申請表格內之個人資料。如申請人未能提供
      足夠的個人資料，院校可能無法處理其申請及提供服務。

12.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3653 6700與本校職員聯絡。

開課日期:     2014年5月3日

上課時間:     逢週六下午 2:00至下午 5:00 

總課時:         30小時

上課地點:     明愛專上學院‧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新界將軍澳翠嶺路十八號
　　　           (調景嶺港鐵站B出口)

入學要求:     中學程度或以上，或影視行業相關從業員
                     (獲公司推薦者可獲優先考慮)

費用:           港幣$3,200 

修業要求:     學員於各項評核取得合格及出席率達80%
                     或以上，將可獲香港電影製作發行協會與
                     明愛專上學院及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高
                     等及專業教育中心聯合頒發之畢業證書。

Centre for Advanced & Professional Studies 
Caritas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 Caritas Bianchi College of Careers

明愛專上學院．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高等及專業教育中心

MTR
3 mins - Tseung Kwan O
6 mins - Hang Hau
8 mins - Po Lam
8 mins - Kwun Tong
10 mins - Quarry Bay
10 mins - Lohas Park
20 mins - Kowloon Tong
25 mins - Mongkok
25 mins - Tsim Sha Tsui
30 mins - Central
30 mins - Tsing Yi

Minibus - Kowloon City

Bus  
694    - Siu Sai Wan
792M - Sai Kung
796C - Sham Shui Po
796S - Ngau Tau Kok
796X - Tsim Sha Tsui
E22A - Airport

請填妥課程申請表並連同劃線支票抬頭「明愛專上學院」(現金將不獲接納)、有關學歷之副本郵寄或親

身交回新界將軍澳翠嶺路18號308室，明愛專上學院‧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高等及專業教育中心。信封

面請註明「親臨考古現場探索古希臘文明證書課程」。

姓名: (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性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手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住宅)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育程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從何處得知課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親臨考古現場探索古希臘文明證書課程】     $29,500.00 

付款方式: 口 EPS                                            口 支票 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聲明：

1. 本人聲明在此提供的資料，均屬正確。

2. 申請人於報名表格的個人資料，本院只會用作處理報名或本院相關之項目；根據個人資料(私隱)

    條列，不會以任何形式出售，租借或轉讓予任何人仕或組織。 如合辦、協辦課程，該資料將按需

    要交予有關機構。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須知報名表格

Certificate in Ancient Greece
in lectures and archaeological Sites

親臨考古現場探索
古希臘文明證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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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專上學院 - 高等及專業教育中心

明愛專上學院轄下之高等及專業教育中心早於上世紀

九十年代開始舉辦專業及持續進修課程，本著明愛「

以愛服務，締造希望」的精神，為在職及有志進修者

提供廣泛及優質的進修課程。發展至今，中心所舉辦

的課程越趨多元化，涵蓋不同範疇及程度，如與其他

大學合辦之學士學位銜接及碩士課程、多項專業及持

續進修課程以及天主教課程等。中心亦積極尋求與不

同機構合作，為進修人士提供更多增值機會。

學習的重點是以十天的行程，親臨公元前十五世紀的邁錫尼，供奉宙斯神廟的奧林匹亞 (Olympia)，以

亞波羅神諭融合希臘各民族的德爾菲 (Delphi) 及西方文明的啟發點雅典的衛城 (Acropolis)。

行程亦包括參觀供應古雅典粮食的海港比雷埃夫斯 (Piraeus)，古希臘最富有的商埠科林斯 (Corinth)，

古戰場馬拉松 (Marathon) 及順道探訪中世紀拜占庭時代的聖路加修道院 (Hosios Loukas Monastery)。

為準備這深度歷史探索的體驗，本課程的六次課堂，主題包括古希臘的神話、哲學、政治理想、競技

比賽、神諭及戰爭。

‧希臘神話和邁錫尼文明

‧希臘哲學

‧希臘政治思想

‧泛希臘運動會

‧Delphian預言

‧希臘波斯戰爭和伯羅奔尼撒戰爭

為期10天的實地考察將包括以下的考古遺址和博物館：

‧雅典 - 雅典衛城，帕台農神廟，亞略巴古

‧Keramikos集市

‧雅典國家考古學博物館

‧比雷烏斯博物館

‧科林多斯 - 科林多斯地峽

‧古代科林斯遺址，科林斯衛城

‧邁錫尼 - 邁錫尼考古博物館國

‧雅高斯 - 雅高斯遺址

‧奧林匹亞 - 奧林匹亞考古博物館

‧德爾福 - 德爾福考古博物館

‧底比斯 - 底比斯考古博物館

‧馬拉松 - 馬拉松考古博物館

開課日期:     2014年10月15日

上課時間:     逢週三下午 7:00至下午 9:30 

探索團：     2014年12月14日至12月23日

總課時:         48小時  (探索團行程另計)

上課地點:     明愛專上學院‧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新界將軍澳翠嶺路十八號
　　　           (調景嶺港鐵站B出口)

入學要求:     年滿十八歲及中五畢業

費用:           港幣$29,500 (已包括探索團團費及旅遊保險，有待旅行社確定) 

修業要求:     學員於各項評核取得合格及出席率達80% 或以上，將可獲明愛專上學院–高等及專業教
                     育中心頒發之畢業證書，並可獲取本學院的「宗教與生命教育系列」：8 學分。

‧對探索古希臘文明及發展有興趣之人士

‧對相關課題有興趣人士亦可報讀

本課程目的為增廣學員的文化視野，接觸西方文明的發源地，以親臨考古遺址，及參觀珍藏出土

的遺址珍寶的考古博物館，藉着可見的文物來整合古文明在空間及時間為現代人留下的物質及非

物質承傳。

學習的重點是以十天的行程，親臨公元前十五世紀的邁錫尼 (Mycenae)，供奉宙斯神廟的奧林匹

亞 (Olympia)，以亞波羅神諭融合希臘各民族的德爾菲 (Delphi) 及西方文明的啟發點雅典的衛城 

(Acropolis)。

行程亦包括參觀供應古雅典粮食的海港比雷埃夫斯 (Piraeus)，古希臘最富有的商埠科林斯 

(Corinth)，古戰場馬拉松 (Marathon) 及順道探訪中世紀拜占庭時代的聖路加修道院 (Hosios 

Loukas Monastery)。

為準備這深度歷史探索的體驗，本課程的六次課堂，主題包括古希臘的神話、哲學、政治理想、

競技比賽、神諭及戰爭。

導言

課程目標

課程對象

課程內容 課程安排

統籌及導師：夏其龍神父
                        意大利羅馬傳信大學哲學學士
                             意大利羅馬傳信大學神學碩士
                             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碩士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哲學博士                          

課程統籌及導師

為鼓勵學員及社會人士，特別是天主教及基督教信徒，對宗教信仰和身、心、靈發展有關課題
建立持續進修的興趣，增加個人對生命與信仰生活的認識，提升屬靈素質，明愛專上學院－高
等及專業教育中心〈CAPS〉現開辦《宗教與生命教育》證書及文憑課程系列，探討範疇包括：
宗教倫理、靈修、文化及信仰傳統、教會歷史、聖經知識、牧養關懷、社群服侍等。透過修讀
不同課題的單元證書課程及累積所取得的單元「學分」，從而獲取《宗教與生命教育》證書及
文憑。

頒發證書及文憑準則如下：
1) 完成個別單元課程及符合評核要求：取得該課   
    題之 「學分」及獲發《宗教與生命教育》證書
2) 累積三十或以上「學分」：
    可獲發《宗教與生命教育》文憑
3) 累積六十或以上「學分」：
    可獲發《宗教與生命教育》進階文憑
4) 累積九十或以上「學分」：
    可獲發《宗教與生命教育》高階文憑     

宗教與生命教育證書 / 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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