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STER OF DIVINITY (MDiv)

學位進修
MABS畢業生修讀36學分、一般學士畢業生修讀96學分

道學碩士 [ 主修釋經講道 ]

教牧進修
MM畢業生修讀36學分、BM畢業生修讀60學分

道學碩士 ( 主修釋經講道 ) 課程 MDiv

課程
簡介

課程
特色

本課程分別為全職牧者，以及蒙召全職事奉的信徒而設。全職

牧者可以在進修道學碩士時，選擇配合牧養教會或個人進修需

要的科目進修。

另一方面，為已清楚蒙召作全職事奉的工人，提供全面的神學

培訓及牧職訓練。藉著深入聖經及神學研究，建立正確的神學

觀念，又能按著正意分解神的話，及成為一個身心靈全人健康

的屬靈領袖。

此課程主修釋經講道，旨在裝備及培育牧職事奉人員按著正

意分解神的話，並提升釋經講道能力。透過修讀十個主修科

目，學生能掌握在不同的主題範圍，以下列三項原則宣講和

證道：

 ● 經文正意化：按正意解讀。

 ● 經文原則化：按原則詮釋。

 ● 經文生活化：按實際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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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修科主修科 共 30 學分共 30 學分

神學科目

釋經講道：舊約歷史書 (3 學分)

釋經講道：舊約詩歌智慧書 (3 學分)

釋經講道：舊約先知書 (3 學分)

釋經講道：新約福音書 (3 學分)

釋經講道：新約書信 (3 學分)

釋經講道：啟示錄 (3 學分)

釋經講道進階(一)：舊約文體 (3 學分)

釋經講道進階(二)：新約文體 (3 學分)

如何宣講培靈與佈道信息 (3 學分)

不同場合的牧養與講道 (3 學分)

合共 30 學分

畢業論文 或自選兩個科目畢業論文 或自選兩個科目 共 6 學分共 6 學分

入學
要求

修讀
年期

最長修讀期限為三年

平均每季需要修讀 3 - 6 個學分

●   持認可之教牧學碩士學位MM 或具同等學歷

●   獲教會或教會牧者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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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讀 學 分 分 配
道學碩士 [ 主修釋經講道 ] MDiv(3)

MM畢業生 [教牧進修] 三年制兼讀•36學分

主修科 30 學分 ｜ 畢業論文/選修2科目 6 學分

●     鼓勵學員對「釋經講道」的實際問題進行研究分析，

   提高學生研究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     讓學員經歷撰寫畢業論文的各個環節：

 選擇論題、資料收集、擬定提綱、撰寫正文、修改定稿。



 
 

主修科主修科 共 30 學分共 30 學分

神學科目

釋經講道：舊約歷史書 (3 學分)

釋經講道：舊約詩歌智慧書 (3 學分)

釋經講道：舊約先知書 (3 學分)

釋經講道：新約福音書 (3 學分)

釋經講道：新約書信 (3 學分)

釋經講道：啟示錄 (3 學分)

釋經講道進階(一)：舊約文體 (3 學分)

釋經講道進階(二)：新約文體 (3 學分)

如何宣講培靈與佈道信息 (3 學分)

不同場合的牧養與講道 (3 學分)

合共 30 學分

選修科選修科 共 30 學分共 30 學分

自選任何 10 科，合共 30 學分

入學
要求

修讀
年期

修 讀 學 分 分 配
道學碩士 [ 主修釋經講道 ] MDiv(2)

BM畢業生 [教牧進修] 六年制兼讀•60學分

主修科 30 學分｜選修科 30 學分

最長修讀期限為六年，共修讀60學分。

平均每季需要修讀3個學分。

●   持認可之教牧學學士學位BM、神學學士學位BTh或具同等學歷

●   獲教會或教會牧者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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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讀
年期

最長修讀期限為三年。平均每季需要修讀3-6學分。

只須修讀主修科27學分及必修科9學分，共36學分

●   已完成本院之聖經研究碩士課程MABS或具同等學歷

●   重生得救基督徒，已受水禮三年或以上

●   積極參與事奉，有美好見證

●   清楚蒙召，預備投入全時間牧職事奉之信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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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完成學院提供的心理評估

 
 

主修科主修科 共 30 學分共 30 學分

神學科目

釋經講道：舊約歷史書 (3 學分)

釋經講道：舊約詩歌智慧書 (3 學分)

釋經講道：舊約先知書 (3 學分)

釋經講道：新約福音書 (3 學分)

釋經講道：新約書信 (3 學分)

釋經講道：啟示錄 (3 學分)

釋經講道進階(一)：舊約文體 (3 學分)

釋經講道進階(二)：新約文體 (3 學分)

如何宣講培靈與佈道信息 (3 學分)

不同場合的牧養與講道 (3 學分)

合共 30 學分

實習實習 共 6 學分共 6 學分

教會牧養實習

修 讀 學 分 分 配
道學碩士 [ 主修釋經講道 ] MDiv(3)

MABS畢業生 [學位進修] 三年制兼讀•36學分

主修科 30 學分｜實習 6 學分



 
 

 

 

 

 
 

個人成長 (3 學分)

婚姻與家庭 (3 學分)

健康教會 (3 學分)

教會管理 (3 學分)

教學法 (3 學分)

佈道學 或 個人佈道法 (3 學分)

必修科必修科 共 39 學分共 39 學分

神學科目

個人成長科目／教會事工科目

末世論與啟示錄 或 末世論 (3 學分)

聖經論 (3 學分)

聖靈論 (3 學分)

人論、罪論、救恩論 (3 學分)

聖經科／釋經與講道科目

   神學治學法 (2 學分)

編寫講章與講道技巧 (3 學分)

新約概論(一) (3 學分)

新約概論(二) (3 學分)

合共 9 學分

合共 18 學分

合共 12 學分

*

修 讀 學 分 分 配
道學碩士 [ 主修釋經講道 ] MDiv(1)

入學
要求

修讀
年期

最長修讀期限為八年，共修讀 96 學分。

平均每季需要修讀 6 學分。

（四年全時間修讀學生，平均每季需要修讀 9 學分。）

●    具學士學位程度或具同等學歷

●    重生得救基督徒，已受水禮三年或以上

●    積極參與事奉，有美好見證

●    清楚蒙召，預備投入全時間牧職事奉之信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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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完成學院提供的心理評估

一般學士學位畢業生 [學位進修] 四年制全時間/八年制兼讀•96學分

必修科 39  學分｜主修科30學分｜選修科21學分｜實習 6  學分

此學科為必修科，但不計算在此課程之學分內*



 
 

主修科主修科 共 30 學分共 30 學分

神學科目

釋經講道：舊約歷史書 (3 學分)

釋經講道：舊約詩歌智慧書 (3 學分)

釋經講道：舊約先知書 (3 學分)

釋經講道：新約福音書 (3 學分)

釋經講道：新約書信 (3 學分)

釋經講道：啟示錄 (3 學分)

釋經講道進階(一)：舊約文體 (3 學分)

釋經講道進階(二)：新約文體 (3 學分)

如何宣講培靈與佈道信息 (3 學分)

不同場合的牧養與講道 (3 學分)

合共 30 學分

選修科選修科 共 21 學分共 21 學分

自選 7 科，可選修新約科目、舊約科目、

神學科目，或其他任何科目，合共 21 學分

實習實習

教會牧養實習

共 6 學分共 6 學分

www.cbiglobal.net

聯宇聖經學院
ConnectAll Bible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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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