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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留意宗哲系網頁最新公佈

系內近況 – 學士課程改革

與時並進，嶄新課程

宗教、哲學及倫理
文學士（榮譽）學位課程

宗教研究文學士（榮譽）學位課程 [BA (Hons.)
in Religious Studies] 自1988年開辦，至今已
有三十年。為配合時代趨勢，從2017/18學年
起，學系把現有課程改革為──宗教、哲學及
倫理文學士（榮譽）學位課程 [BA (Hons.) in
Religion, Philosophy and Ethics]（簡稱RPE），
是亞洲首個把宗教、哲學及倫理三個不同又緊
密相連的學術領域共冶一爐的課程。近年來，
世界各地大學積極發展多元科際課程，將不同
學科重新組合，以配合跨學科學習的趨勢，讓
同學有紥實的學術基礎，也可接觸不同的學科，
就業前景更為廣闊。

RPE課程設計多元化，包括七個必修科目，涵蓋宗教、哲學及倫理之重要範疇，讓同學打好基礎，另
加四個學習領域 ，讓三、四年級同學自由選修科目。四個學習領域為：
A. 哲學研究
B. 基督教研究及比較宗教
C. 跨科際宗教研究
D. 倫理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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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程亦配合學系的研究方向，未來將集中在宗教、哲學和倫理這三個學術領域，輔以兩個研究中
心（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應用倫理學研究中心），使學系的教學和研究更有方向性，帶領學系
進一步發展。

系內近況 – 碩士課程

全新碩士課程
報讀人數激增 名額火速爆滿
宗教及哲學系的「通識科及倫理學文學碩士課程」 [M.A. in Ethics and Public Affairs]
（一年制）自2014-15學年起，已更改為 「公共事務倫理學文學碩士課程」
（一年全日制及兩年兼讀制）。新課程加進公共事務的理論與應用議題（包括社會公
義；法律、自由與道德；多元文化世界中的人權)，範圍比原有的課程更寬廣，學員
有中學教師、公務員、社工、傳媒及文化工作者、或需要在相關範疇上自我提升的各
類人士。

今年課程報名情況非常熱烈，更出現超額收生的情況，共錄取了66人，相信這是由於
課程內容充實及切合學習和工作進修需要。近年課程更為同學舉辦形形色色的交流活
動 (如迎新日、英語班、廣東話班、圖書館導向工作坊、求職技巧工作坊、參觀立法會、
終審法院、廉政公署總部、夏日派對、在外籍教授家中舉辦聖誕派對、赤柱旅行、
BBQ等等)，吸引了不少同學參加。成績優秀畢業生更可獲得獎學金！新一期課程將於
11月中開始接受報名，詳情可瀏覽 http://maepa.hkbu.edu.hk

系內近況 - 新老師介紹

駱德恩博士
Dr. Andrew Loke
Assistant Professor

Dr. Mark Bo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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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消息

從敦煌到新疆──大西北學術參訪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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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自2006年暑假起與蘭州大學合辦學術交流團，自蘭州出發沿絲綢之路抵達敦煌，參觀當地的宗
教及人文風光。兩年前，學系和蘭大將路線改良為由敦煌到新疆，為期十日，在敦煌及新疆各地實
地考察，體驗西北地區的歷史、民族和宗教文化傳統。今年6月由兩位學系老師──璩理博士和賀志
勇博士帶領35位宗哲系及文學院一年級同學考察，同學對該地區有更深刻的認識，也與蘭大同學建
立起深厚的友誼。

學系消息 [續]

2018 香港內地青年西部田野考察計劃
由蘭州大學港澳臺辦主辦、蘭州大學哲學社會學院與香港浸會大學宗教與哲學系合作，為期18
6
天的「2018香港與內地青年西部田野考察計畫」於7月24日在蘭州大學啟動。來自香港浸會大學、
四川大學、廈門大學、蘭州大學的20名學生走進甘肅、四川少數民族社區和家庭的生活場景中，
通過田野調查、家庭訪問、新聞記錄、影像創作等方式，探訪中國西部社會變遷和文化多樣性。

學系消息 [續]

傑出教學表現獎
本系羅秉祥教授及郭偉聯博士在今年5月獲得大學表揚他們卓越的教學表現。郭博士榮
獲「大學傑出教學表現獎」，而羅教授則與理學院生物系黃岳順教授齊獲「學院優秀團
隊教學表現獎」。在此衷心祝賀他們！

三十週年系慶

 三十週年晚宴
學系將於2018年11月16日（星期五）
於大學逸夫校園郭鍾寶芬女士康體文
娛中心2樓舉辦三十週年晚宴，與一眾
老師、在學學弟妹、昔日同窗、學系
友好歡度愉快的晚上，以慶祝宗教研
究主修學士課程三十週年。學系已聯
絡部分畢業級別校友擔任聯絡人，與

編輯委員會

該屆校友聯絡參加事宜。活動現已接
受網上報名，名額有限，報名從速：
https://hkbuhk.ca1.qualtrics.com/jfe
/form/SV_6ilvIo5JyjXsWqh

顧問：
郭偉聯博士

 校友回饋
我們特別感謝益利達貿易有限公司

成員：

–

[Well Benefit Trading Limited] 慷慨
贊助是次晚宴的紅酒餐飲。

陳慧超、周頌恩、梁綺琪
楊紫荊

 籌組校友會
適逢學系成立三十週年，學系聯絡了
一班熱心校友籌組成立宗哲系校友會，

聯絡我們

透過舉辦不同活動，凝聚各屆校友，
並為學系發展出謀獻策。

電話: 3411 7280, 3411 7822
電郵: rel@hkbu.edu.hk
地址: 九龍塘

 尋人啟事
學系成立經年，部分校友資料已散失。

窩打老道224號

如你的聯絡方法已變更，請到浸大校

香港浸會大學

友事務處的網頁，更新校友資料，讓

宗教及哲學系

我們可以與你保持聯絡：
https://aao.hkbu.edu.hk/tc/alumni_
online_data_update/index.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