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目錄  

文 憑 、 本 科 課 程 概 覽  3 

學 士 後 文 憑 、 碩 士 課 程 概 覽  4 

課 程 簡 介   

神學文憑 Diploma of Theology 5 

教牧學學士 Bachelor of Ministry 6 

神學學士 Bachelor of Theology 7 

學士後道學證書 Cert. Dip Divinity 8 

學士後道學文憑 Grad Dip Divinity 9 

神學研究碩士 Master of Theological Studies 10 

教牧學碩士 Master of Ministry 11 

道學碩士 Master of Divinity 12 

入學信息及要求 13 

2021 年第二學期上課時間表 14 



 4 

 

中文部課程概覽  

 文憑、本科課程: 

 

 

 

課  程 

課程修讀時限 

課程內容 
（全時間） （最長年限） 

神學文憑 

Diploma of Theology 
1 年 5.5 年 

課程內容包括新舊約概論、教會歷史、神學、

教牧等科目，提供信徒基礎的聖經和神學等裝

備。本課程適合平信徒、帶職服事者、教會領

袖、小組組長等。（8 科目，96 學分） 

教牧學學士 

Bachelor of Ministry 
3-4 年 9 年 

課程內容包括新舊約概論、新舊約釋經、教會

歷史、系統神學、教牧、宣教等相關科目。本

課程適合有心志牧會或參與宣教者、教會領

袖、福音機構或基督教機構領袖。（24 科

目，288 學分） 

神學學士 

Bachelor of Theology 
3-4 年 9 年 

課程內容包括新舊約概論、聖經語言、新舊約

釋經、教會歷史、系統神學、倫理、護教等相

關科目。課程幫助學生深入了解聖經, 基督教

歷史的發展, 神學原則以及使用希伯來文和希

臘文解釋聖經的技巧和知識。本課程適合有心

志牧會或參與宣教者、教會領袖、福音機構或

基督教機構領袖。（24 科目，288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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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部課程概覽  

 

 

學士後文憑、碩士課程：  

 

  

課  程 

課程修讀時限 

課程內容 

（全時間） （最長年限） 

學士後道學證書 

Cert. Dip Divinity 

  

0.5 年 2 年 

課程包括聖經、宣教學和與事奉相關的科目。旨

在裝備信徒在聖經和神學方面有基本的認識，同

時亦讓學生自由選修一門科目，以能在某神學課

題或事奉範圍受裝備，並與個人過去經歷和學習

作一整合。（4 科目，16 學分）  

學士後道學文憑 

Grad Dip Divinity 

  

1 年 4 年 

課程包括新舊約概論、新舊約釋經、教會歷史、

神學、教牧等相關的科目。裝備信徒的聖經和神

學基礎，幫助學員作出反思，並靈活的實踐於個

人職場和教會各類的服事中。本課程適合平信

徒、帶職服事者、教會領袖、小組組長等。（8

科目，96 學分） 

神學研究碩士 

Master of Theo-

logical Studies 

2 年 8 年 

課程內容包括新舊約概論、新舊約釋經、教會歷

史、系統神學等科目。此課程特為神學學士、教

牧學學士、學士後道學文憑等畢業生所設定的延

伸課程。已修過的部分基礎科目可以申請豁免。

（16 科目，192 學分） 

教牧學碩士 

Master of Ministry 

3-4 年 9 年 

課程包括新舊約概論、新舊約釋經、教會歷史、

神學、宣教、教牧等科目。本課程適合有心志牧

會或參與宣教者。（24 科目，288 學分） 

道學碩士 

Master of Divinity 

3-4 年 9 年 

課程內容包括新舊約概論、聖經語言、新舊約原

文釋經、教會歷史、系統神學、倫理、護教、教

牧等科目。課程幫助學生深入了解聖經, 基督教

歷史的發展, 神學原則以及使用希伯來文或希臘

文解釋聖經的技巧和知識。本課程適合有心志牧

會或參與宣教者、教會領袖、福音機構或基督教

機構領袖。（24 科目，288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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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文憑  
DIPLOMA  
OF THEOLOGY  
AQF Level 5 

課程架構： 

此課程要求學員必須完成 8 門科目，共 96 學分。除了實體上課模式，學員亦可以網上

上課模式完成整個文憑。此文憑畢業生，可以申請繼續修讀教牧學學士課程或神學學士

課程，部份科目可申請學分轉換。 

課程要求： 

MST is an affiliated college with the Australian College 

of Theology (ACT). A detailed overview of this ACT 

course can be found online ：  www.actheology.edu.au 

課程特色和目的： 

神學文憑乃一年全時間（或相等部份時間五年半）

大學文憑課程。本課程提供信徒基礎的聖經、基督

教思想與歷史等裝備，幫助建立學員的聖經及神學

基礎，並在個人的信仰生活和教會的事工上實踐所

學的。此課程適合平信徒，教會領袖，以及有志在

教會中或基督徒特別機構或宣教機構中服事的人

士。  

必修核心科目 Core Units – 5 科目  

舊約基礎 

舊約先知書與聖卷 

耶穌與福音書 

早期新約教會 

基督教發展史：初期教會 - 1550，或是 

基督教發展史： 1550 - 現代教會 

選修 Elective Units - 3 科目- 任何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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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學士 
BACHELOR   
OF THEOLOGY  
AQF Level 7 

課程架構： 

此課程要求學員必須完成 24 門科目，共 288 學分。除了實體上課模式，學員亦可以網

上上課模式完成部份基礎科目。 

課程要求： 

MST is an affiliated college with the Australian College 

of Theology (ACT). A detailed overview of this ACT 

course can be found online ：  www.actheology.edu.au 

課程特色和目的： 

神學學士乃三至四年全時間（或相等部份時間九年）

大學學士課程。 本課程提供學員有關聖經和原文、

釋經、神學、基督教發展史、哲學倫理等裝備。透

過在聖經與神學範疇科目的學習與反思，建立正確

的事奉基礎並實踐於各工場中。本課程適合有心志

牧會或參與宣教者。 

必修基礎科目 Common Ministry/Theology Units 12 科目  

舊約基礎 

舊約先知書與聖卷 

耶穌與福音書 

早期新約教會 

基督教發展史 （初期教會-1550） 

基督教發展史 （1550 – 現代教會） 

神學科目- 2 科目 

神學/哲學倫理 – 1 科目 

新約釋經 – 1 科目 

舊約釋經 – 1 科目 

新/舊約釋經 – 1 科目 

本課程主修科目 Primary Course Discipline 8 科目  

希伯來文(A&B)或希臘文 (A&B) 

原文/聖經研究/新約/舊約/基督教發展史/

神學/哲學倫理等範圍 – 4 科目 

講道學 

實習科目（4 學期 – 相等於 1 科目） 

選修 Elective Units  4 科目- 任何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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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學學士 
BACHELOR   
OF MINISTRY  
AQF Level 7 

課程架構： 

此課程要求學員必須完成 24 門科目，共 288 學分。除了實體上課模式，學員亦可以

網上上課模式完成部份基礎科目。 

課程要求： 

MST is an affiliated college with the Australian College 

of Theology (ACT). A detailed overview of this ACT 

course can be found online ：  www.actheology.edu.au 

課程特色和目的： 

教牧學學士乃三至四年全時間（或相等部份時間九

年）大學學士課程。  本課程提供學員有關聖經、釋

經、神學、基督教發展史、教牧和宣教等裝備。通過

學習、反思、事奉技巧的培訓，讓學員學以致用，實

踐於不同工場中。本課程適合有心志牧會或參與宣教

者。 

必修基礎科目 Common Ministry/Theology Units 12 科目  

舊約基礎 

舊約先知書與聖卷 

耶穌與福音書 

早期新約教會 

基督教發展史 （初期教會-1550） 

基督教發展史 （1550 – 現代教會） 

神學科目- 2 科目 

神學/哲學倫理 – 1 科目 

新約釋經 – 1 科目 

舊約釋經 – 1 科目 

新/舊約釋經 – 1 科目 

本課程主修科目 Primary Course Discipline 6 科目  

講道學 

實習科目（4 學期 – 相等於 1 科目） 

教牧/宣教範圍 – 4 科目  

選修 Elective Units  6 科目- 任何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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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後道學證書 

GRADUATE CERTIFICATE  
OF DIVINITY  
AQF Level 8 

  課程架構 

此課程要求學生必須完成 4 門（12 學分）科目，共 48 學分。每一門 12 學分的科目，

每周學生需要參與 3 小時的課堂或是網絡學習，並另外安排 7-10 小時的自修時間來

完成課程的要求（例如完成指定的閱讀、課後小作業、書寫學術專文）。 

課程要求： 

整個學位要求修畢的 48 學分中，必須是 8 級科目。 

建議半時間修讀，四個學期的科目分配如下： 

 

MST is an affiliated college with the Australian College 

of Theology (ACT). A detailed overview of this ACT 

course can be found online ：  www.actheology.edu.au 

課程特色和目的 

學士後道學證書乃半年全時間（或相等部份時 2 年）

學士後課程。本課程目的為提供基本的聖經裝備給

已擁有大學學位的信徒。此課程適合平信徒，教會領

袖，以及有志在教會中或基督徒特別機構或宣教機

構中服事的人士。  

新舊約概論科目 - 選 2 科目  

舊約基礎 

舊約先知書與聖卷 

耶穌與四福音 

早期新約教會  

以上未修讀或是其他任何範圍 – 選 2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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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後道學文憑 

GRADUATE DIPLOMA  
OF DIVINITY  
AQF Level 8 

  課程架構 

此課程要求學員必須完成 8 門科目，共 96 學分。除了實體上課模式，學員亦可以網上

上課模式完成整個學士後文憑。此學士後文憑畢業生，可以申請繼續修讀教牧學碩士

或道學碩士課程，部份科目可申請學分轉換。 

課程要求： 

MST is an affiliated college with the Australian College 

of Theology (ACT). A detailed overview of this ACT 

course can be found online ：  www.actheology.edu.au 

課程特色和目的 

學士後道學文憑乃一年全時間（或相等部份時間四

年）學士後課程。本課程目的為提供基本的聖經和

神學裝備給已擁有大學學位的信徒，幫助學員作出

反思，並靈活的實踐於個人職場和教會各類的服事

中。此課程適合平信徒，教會領袖，以及有志在教

會中或基督徒特別機構或宣教機構中服事的人士。  

必修核心科目 Core Units – 5 科目  

舊約基礎 

舊約先知書與聖卷 

耶穌與四福音 

早期新約教會 

基督教發展史：初期教會 - 1550，或是 

基督教發展史： 1550 - 現代教會 

選修 Elective 任何範圍 – 3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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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學碩士 
MASTER   
OF MINISTRY  
AQF Level 9 

課程架構： 

此課程要求學員必須完成 24 門科目，共 288 學分。除了實體上課模式， 學員亦可

以網上上課模式完成部份基礎科目。 

課程要求： 

MST is an affiliated college with the Australian College 

of Theology (ACT). A detailed overview of this ACT 

course can be found online ：  www.actheology.edu.au 

課程特色和目的： 

教牧學碩士乃三至四年全時間（或相等部份時間九

年）大學碩士課程。本課程提供學員有關聖經、釋

經、基督教思想和歷史、教牧和宣教等裝備。通過

學習、反思、事奉技巧的培訓，讓學員學以致用，

實踐於不同工場中。本課程適合有心志牧會或參與

宣教者、福音機構或基督徒機構的領袖同工等。  

必修基礎科目 Common Ministry/Theology Units 9 科目 

舊約基礎 

舊約先知書與聖卷 

耶穌與福音書 

早期新約教會 

基督教發展史 （初期教會-1550） 

基督教發展史 （1550 – 現代教會） 

神學科目- 3 科目 

本課程主修科目 Primary Course Discipline 9 科目 

新約釋經 – 1 科目 

舊約釋經 – 1 科目 

新/舊約釋經 – 1 科
目 

教牧/宣教範圍 – 72 學分，包括： 

講道學 

實習科目（4 學期 – 相等於 1 科目） 

下列最少一項 

12 學分研究項目 (PC/EM/DM 200-912) ，或 

24 學分研究項目 (PC/EM/DM 200-924) ，或 

36 學分研究項目 (PC/EM/DM 200-924) ，或 

一項 12 學分 Masters Capstone experience (PC/EM/

DM 205-912) ，或 

一項 12 學分 Advanced Independent Reading (PC/

EM/DM 201-912) 

選修 Elective Units – 6 科目- 任何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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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學碩士 
MASTER   
OF DIVINITY 
AQF Level 9 

課程架構： 

    此課程要求學員必須完成 24 門科目，共 288 學分。除了實體上課模式， 學員亦可以

網上上課模式完成部份基礎科目。 

  課程要求： 

課程特色和目的 

道學碩士乃三至四年全時間（或相等部份時間九年）

大學碩士課程。本課程提供學員有關聖經和原文、釋

經、基督教思想和歷史等裝備。透過在聖經與神學範

疇科目的學習、研究與反思，實踐於各工場中。本課

程適合有心志牧會或參與宣教者、福音機構的領袖同

工等。學員必須修讀兩學期的聖經原文科目。 

MST is an affiliated college with the Australian College 

of Theology (ACT). A detailed overview of this ACT 

course can be found online ：  www.actheology.edu.au 

必修基礎科目 Common Ministry/Theology Units 9 科目 

舊約基礎 

舊約先知書與聖卷 

耶穌與福音書 

早期新約教會 

基督教發展史 （初期教會-1550） 

基督教發展史 （1550 – 現代教會） 

神學科目- 3 科目 

希伯來文(A&B)或希臘文 (A&B) 

新/舊約原文釋經 – 2 科目 

新/舊約釋經 – 2 科目 

基督教發展史/神學/哲學倫理 – 1 科目 

原文/聖經研究/新約/舊約/基督教發展史/神學/
哲學倫理 – 2 科目 

講道學 

實習科目（4 學期 – 相等於 1 科目） 

選修 Elective Units 科目-  任何範圍 48 學分，包括下列最少一項： 

12 學分研究項目 (XX200-912) ，或 

24 學分研究項目 (XX200-924) ，或 

36 學分研究項目 (XX200-924) ，或 

一項 12 學分 Masters Capstone experience (XX205-912) ，或 

一項 12 學分 Advanced Independent Reading (XX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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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T is an affiliated college with the Australian College 

of Theology (ACT). A detailed overview of this ACT 

course can be found online ：  www.actheology.edu.au 

申請方式：  

可到中文部網頁 chinese.mst.edu.au 之下載資料處， 下載新

生入學申請表  

或聯絡：  

註冊幹事 Judy 姊妹 jwong@mst.edu.au 

辦公室行政助理 Phoebe 姊妹 phoi@mst.edu.au  

辦公室電話： +61-3-98817800 (選項 2)  

文 憑 、 本 科 課 程 :  學 士 後 文 憑 、 碩 士 課 程  

本地高中畢業者，ATAR 成績至

少 65 分。 

重生得救、已受洗二年。 

獲教會牧者或長執推薦。 

通過面試。 

 至少擁有非神學之大學學士學位。  

 重生得救、已受洗至少二年。  

 獲教會牧者或長執推薦。  

 通過面試。   

入學資格 

所有課程對電腦操作技術的要求 ： 

所有申請人須具一定程度的電腦操作技巧，並備有一台帶有文字處理軟件的

電腦及相關資源，以便能參與高等教育的學習， 包括： 

• 能連接上互聯網絡； 

• 須有電子郵箱並定期查看電子郵件； 

• 能瀏覽並操作學院提供的網上學習平台（學院會提供使用手冊）； 

• 能夠以中文 PDF 文檔於網上呈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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