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STER OF DIVINITY, MAJOR IN PASTORAL COUSELING (MDiv_PC)

教牧進修（三年制兼讀）
教牧學碩士(MM)學位畢業生修讀45學分

道學碩士 [ 主修教牧輔導 ]

教牧進修（六年制兼讀）
教牧學學士(BM)學位畢業生修讀90學分

道學碩士 ( 主修教牧輔導) 課程 MDiv_PC

課程
簡介

課程
特色

本課程為清楚蒙召作輔導事奉的全職牧者而設，為已持有碩

士神學學位的牧者作進深學習，提供全面的神學培訓及教牧

輔導的訓練

課程費用

 
 

註冊費

港幣    
英鎊    
歐元    

£20
€20

＄200

 
 

碩士課程學費（每學分）

港幣    
英鎊    
歐元    

£75
€90

＄750

 隨時可以填寫申請表遞交學院。

申請手續

www.cbiglobal.net

聯宇聖經學院
ConnectAll Bible Institute

此課程主修教牧輔導，旨在裝備及培育牧職事奉人員在牧養輔

導上的知識及技巧；並透過扎實的神學、按正意釋經、心理學

專業、信仰與個人成長等作全面的整合，提升牧職事奉人員成

為一個身心靈健康的全人關顧牧者，並將聖經真理、輔導與信

仰，應用於牧養輔導的職事中，並藉此能達到：個人生命成長、

創傷得以醫治、家庭得以復和、群體得以復興。



 
 

修 讀 學 分 分 配
道學碩士 [ 主修教牧輔導 ] MDiv_PC(1)

BM畢業生 [教牧進修] 六年制兼讀•90學分

必修科 54 學分｜選修科 24 學分｜實習 6 學分｜畢業論文 6 學分

必修科必修科 共 54 學分共 54 學分

主修輔導科目

基督教輔導學導論 (3 學分)

基本輔導技巧初階 (3 學分)

心理學與信仰整合 (3 學分)

合共 15 學分

修讀年期 最長修讀期限為六年。平均每季需要修讀 6 學分。

●   持認可之教牧學學士(BM)學位或具同等學歷

●   清楚重生得救，已受水禮加入教會最少三年

●   清楚蒙召及全時間牧職事奉之教牧

●   獲教會牧者推薦（若適用：獲工場主任推薦）

●   已婚者必須得到配偶支持

●   認同本院神學立場（請參閱本院網址）

入學
要求

個人成長 (3 學分)

教牧輔導 (3 學分)

神學科目

聖經論 (3 學分)

聖靈論 (3 學分)

人論、罪論、救恩論 (3 學分)

合共 15 學分

末世論與啟示錄 (3 學分)

教會歷史(三) (3 學分)

釋經與講道科目

* 神學治學法 (2 學分)

不同場合的講道與牧養 (3 學分)

合共 9 學分

編寫講章及演說技巧 (3 學分)

如何宣講佈道與培靈信息 (3 學分)

教會事工科目

教會管理 (3 學分)

健康教會 (3 學分)

婚姻與家庭 (3 學分)

合共 15 學分

佈道學 (3 學分)

教學法 (3 學分)

此學科為必修科，但不計算在此課程之學分內*



選修科選修科 需選修合共 24 學分需選修合共 24 學分

主修輔導科目 合共30學分（需選修12 學分或以上）

婚姻與家庭輔導（3 學分）

創傷處理（3 學分）

哀傷輔導（3 學分）

沉溺輔導（3 學分）

小組與團體輔導（3 學分）

兒童輔導（3 學分）

青少年心理輔導（3 學分）

長者輔導（3 學分）

基本輔導技巧進階（3 學分）

心理及精神問題（3 學分）

合共 6 學分實習

實習與督導初階（3 學分）

實習與督導進階（3 學分）

輔導實習輔導實習 共 6 學分共 6 學分

畢業論文（6 學分）

畢業論文畢業論文
共 6 學分共 6 學分

神學科目 合共6 學分

異端辨惑（3 學分） 教會歷史(一)（3 學分）

新約聖經科目

實用希臘文（3 學分）

羅馬書研讀（3 學分）

提摩太前書研讀（3 學分）

希伯來書研讀（3 學分）

合共12 學分

實用希伯來文（3 學分）

詩歌智慧書導論（3 學分）

小先知書導論（3 學分）

創世記研讀（3 學分）

約珥書及瑪拉基書研讀（3 學分）

詩篇研讀（3 學分）

以西結書研讀（3 學分）

但以理書研讀（3 學分）

以西結書 1-11章研讀（3 學分）

士師記(進深)研讀（3 學分）

合共30 學分舊約聖經科目



 
 

修 讀 學 分 分 配
道學碩士 [ 主修教牧輔導] MDiv_PC(2)

MM畢業生 [教牧進修] 三年制兼讀•45學分

必修科 15 學分｜選修科 18 學分｜實習 6 學分｜畢業論文 6 學分

必修科必修科 共 15 學分共 15 學分

主修輔導科目

基督教輔導學導論 (3 學分)

基本輔導技巧初階 (3 學分)

心理學與信仰整合 (3 學分)

合共 15 學分

修讀年期 最長修讀期限為三年。平均每季需要修讀 6 學分。

●   持認可之教牧學碩士(MM)學位或具同等學歷

●   清楚重生得救，已受水禮加入教會最少三年

●   清楚蒙召及全時間牧職事奉之教牧

●   獲教會牧者推薦（若適用：獲工場主任推薦）

●   已婚者必須得到配偶支持

●   認同本院神學立場（請參閱本院網址）

入學
要求

個人成長 (3 學分)

教牧輔導 (3 學分)

選修科選修科 需選修其中 18 學分需選修其中 18 學分

主修輔導科目 （需選其中18 學分）

婚姻與家庭輔導（3 學分）

創傷處理（3 學分）

哀傷輔導（3 學分）

沉溺輔導（3 學分）

小組與團體輔導（3 學分）

兒童輔導（3 學分）

青少年心理輔導（3 學分）

長者輔導（3 學分）

心理及精神問題（3 學分）

基本輔導技巧進階 (3 學分)

合共 6 學分實習

實習與督導初階（3 學分）

實習與督導進階（3 學分）

輔導實習輔導實習 共 6 學分共 6 學分

畢業論文（6 學分）

畢業論文畢業論文
共 6 學分共 6 學分

2022 年 6 月更新
聯絡電話：(852) 3462-2882 • 學院網址：www.cbiglobal.net • 學院電郵：info@cbiglobal.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