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Div.+MAFM (2021-2023) 

道學碩士+家庭事工碩士科  共 101學分  
 

Student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D # :  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 

Required Courses 必修課程 ( 87 units)： 
 

       Semester    Grade  

 

Biblical Languages聖經原文（6 units） 

 LAS511 希臘文 I   (3) _______    _______   

 LAS512 希臘文 II  (3) _______    _______ 

  

Biblical Studies聖經研究 ( 24 units） 

  

 TSS500 釋經學     (3) _______    _______ 

  

 (NTS586/OTS531 3選 1) 

 NTS531新約神學/   (3) _______    _______ 

 OTS531舊約神學/ 

        聖經單卷   

  

 (OTS542/OTS528/OTS554/OTS559) 

 OTS542摩西五經    (3) _______    _______ 

 OTS528歷史書研究    (3) _______    _______ 

 OTS554詩歌智慧書       (3) _______    _______ 

 OTS559先知書研究  (3) _______    _______ 

  

 NTS501新約綜覽 I       (3) _______    _______ 

 NTS502新約綜覽 II  (3) _______    _______ 

  

Th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Studies神學及歷史（12 units） 

 TSS504 圖書資訊研究方法 (1) _______    _______ 

  TSS510 神學綜覧   (3) _______    _______ 

 TSS536 聖靈、成聖與門訓 

      (3) _______ _______ 

 TSS538 教會論   (2) _______    _______ 

 CHS510教會歷史   (3) _______   _______ 

  

TSS580 Capstone Project  (1) _______    _______  

 

       Semester    Grade  

 

Practical Theology實踐神學（32 units） 

 PTS519 靈命塑造與操練 (3) _______    _______ 

 MCS528 救恩論與佈道法 (3) _______    _______ 

 PTS562 全人醫治   (2) _______    _______ 

 PTS535 事工策略領導     (3) _______   _______ 

 PCS541 教牧協談 I        (2) _______    _______ 

 PCS544 教牧協談 II      (2) _______    _______ 

 CES510基督徒塑造概論 (3) _______    _______ 

 PTS521 講道學 I         (3) _______    _______ 

 PTS524 講道學 II      (3) _______   _______ 

 MCS521 宣教學概論       (3) _______    _______ 

 PTS572-A  AAM/ 

 CHS525中國教會史      (3) _______   _______ 

 TSS529 教牧倫理學  (2) _______   _______ 

FM Core Courses家庭事工必修課（10 units） 

 PCS588 家庭系統動力  (2) _______    _______ 

 PTS569 親職教育與引導 (2) _______    _______ 

 PCS578 聖經與家庭  (3) _______    _______ 

 PTS567 家庭導向的教會事工 (3) _______   _______ 

 PTS581 家庭事工實踐課程 (0) _______    _______ 

 

Field Education實習教育（2 units） 

 FES501  實習教育      (1) _______    _______  

 FES502 實習教育      (1) _______    _______   

 FES521 短宣實習  (0) _______    _______ 

  FES529 暑期實習  (0) _______    _______ 

FM Elective Courses (E) 家庭事工選修課程 ( 8 units)
Course # Course Title Units Semester Grade 

     

     

     

     

 

Elective Courses (E) 選修課程 ( 6 units)：  

Course # Course Title Units Semester Grade 

     

     

     



 

 

道學碩士科+家庭事工碩士科 

四年課程表 (範例) 

秋季學期 (8-12月) 春季學期 (1-5月) 

第 

一 

年 

 釋經學 (3)  靈命塑造與操練                                  (3) 

 希臘文/希伯來文 I (3)  神學綜覧 (3) 

 新約綜覽 I (3)  宣教學概論 (+暑期短宣) (3) 

 家庭系統動力 (2)  聖經與家庭 (3) 

 圖書資訊研究方法 (1)    

      

      

  12   12 

暑期  短宣實習 (0)    

第 

二 

年 

 希臘文I/希伯來文I (3)  基督徒塑造概論 (3) 

 摩西五經 (3)  歷史書 (3) 

 救恩論與佈道法 (3)  新約綜覽 II (3) 

 教牧協談 I (2)  教牧協談 II (2) 

 親職教育與引導 (2)  教會歷史 (3) 

      

      

  13   14 

暑期        

第 

三 

年 

 教會論 (2)  詩歌智慧書 (3) 

 講道學 I (3)  家庭導向的教會事工 (3) 

 事工策略領導 (3)  講道學 II (3) 

 家庭事工選修科目 (3)  舊約神學/新約神學/聖經單卷 (3) 

 實習教育 (1)  實習教育 (1) 

      

      

  12   13 

暑期  暑期牧會實習 (0)    

第 

四 

年 

 先知書 (3)  聖靈、成聖與門訓 (3) 

 教牧/家庭倫理學 (2)  家庭事工選修科目 (3) 

 中國教會史 / AAM (3)  自由選修科目 (3) 

 家庭事工選修科目 (2)  全人醫治 (2) 

 自由選修科目 (3)  家庭事工實踐課程 (0) 

    Capstone Project (1) 

      

  1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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