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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主耶穌逛鑄門徒芮小孩子帶到祂薩前·教導小孩子從小認這

真1里是教會的使命相責任·因此·本謨埕朗盼餛裝偏學員成為

11質的兒亶教青工作者（包括專區教．兒賨事工的傳道及頜

袖）·復圖墨督教兒畫教青的使命艮呼召·本緤穏以璧綠為

'2· 全人培百原理為輯·研雪兒畫墨釐教教自逕譎與實踐策

崎·全面培鴯兒畫的靈命成畏·讓小孩子享受真琨學習的歷

程·從1J1這立矚圄的信仰根墨到老也不偏鼴0

笛略親野

基督教教育文畢碩士
Master ot Arts In Christian lducauon.皿CE

基督教教育研究文憑
Postvralllata Diploma In Christtan Edacalion. PDCI 

對象
··教教膏文厚礪土

t完成神學學士或這學碩士之傳這同工或

2完成星縊教研究磧土、文學 磧士（ 聖經研究）、聖螳if1究文

憑等之信徒領確·或

3 ． 完成一般大學學士學位之兒亶事工僖徒鴒確 0

贏薑敏敏膏硏究文憑

清楚重生得救．受洗OO入教會三年或以上｀未有棹學黷緤但具

傭大學學土學位之信徒領抽彧幼稚圓老師 0

修讀蝴限
本鏷匿為部分簡鬮匱君．共修讚叩學分．學員妻在二至四年內修

薑8科（母科3學·共24學分）及完成貫踐企劃（共釷配i}).

踝程設計
（ 一 ）瑄驢．Ill! ：釐全兒·墨鑷教教肩專科讜埕

（任這釺拱24學分）

（＝）貫蹟企II ：學只按僭人的負鑼、學校或裳會需要·選取

-1!11研究題目·思環jl()何螯合曾絛讀過的學

科內容．設計一國可以在學校或教會風用的

兒·墨皙教教直實踐企劃。（也毋分）

獨立選修
未正式狂岡入讀本緤程之學生可以以獨立形式選修科目（上限

為四科）。知學生正式申攝入讀本讓埕·獨立還烽時已完成及

達櫃的學分可算為諫程已峰黷的學分。獨立還嶠印碣續資格

跟研究文憑讜程相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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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志姍搏±I本院客座講師
日期： 4月 8 日至5月 20 日（週四，7堂）

基礎神學（二）神論丶人論 O 青少年敬拜與音樂 e 研經與帶領小組查經 O 
何贏葦姑鶲I本院客座讚師
日期： 4月 12 日至5月 24 日（週一 ，7堂）

轉化教會看突，重尋主裏合－
呂蒙晝博士1本院實用神學科助理教授
日期： 2月4 日至3月 25 日（週四，7堂，2月 11 日停課）

古丹青禱士1本院客座譜師
日期： 1 月 26 日至3月 9 日（週二，7堂）

O 青少年活勳籌劃及設計Ol別有天地的金色年華
黃金蓮蛐嶋I本院客座講師
日期： 3月 16 日至4月 27 日（週＝，7堂）

以罹音普伴末閭病人跨禧菟生 O 外展與福音靂奇
··玉站鶲I本院客座讚師
日期． 4月 9 日至5月 21 日（週五， 7堂）

牧養孩子心 。
鬮天慷黷緬I美國維真大皇輔導皐博士生；美國擔姻及家庭治瘋搵會區床悰士
日期： 1 月 29 日至3月 19 日（週五，7堂，2月 12 日停課）

兒童趣味教與學
鼉鸕疊牧鯽I宣道會北角堂兒童牧養科主任
沆瀛灣牧鯽I中華宣道會上水堂兒童部牧師
鄘11文先生I本院這督教教育科調師
日期： 3月 31 日至5月 12 日（退三，7堂）

崇拜與牧養

彙罈幗先生I歷奇教錬培訓者
亨農囉小1111 I DRIME 香港事工主任
．鱸．蛤鸕I本院基督教教育科講師
日期 5月4 日至6月 15 日（週二，7堂）

潽島區鼴匿

墮严严了回C,r | 
＠ 

清教徒運動 。
亭日蠹禱士1本院神學科特約教授
日期： 2月4 日至3月 25 日（退四，7堂，2月 11 日停謀）

O 阿摩司書

文見薑博±I本院聖經科助理教授
日期： 2月 4 日至3月 25 日（遏四， 7堂， 2月 11 日停課）

．乃聰博±I本院客座講師
日期： 4月 13 日至5月 25 日（週二，7堂）

。

O 穿越救恩歷史與神相遇Ol
熹瀛．先生I本院副院長；聖錙科副教授
日期： 4月 8 日至5月 20 日（週四， 7棠）

·｀口－
舊約信息（二）詩歌智慧書 O 
嬴瀛冨先生l本院副院長；聖經科副教授
日期： 2月 3 日至3月 17 日（週三，7堂）

鵡中的群匱：
O 從彼得莆書看香港教會的更新。

蓴文這禱±I本院院長；鮑會固教席副教授
鬮廩搏±I本院客座講師；香港浸信教會主任牧師
日期： 2月 1 日至3月 22 日（週一 ，7堂，2月 15 日停課）

文見II:禱±I本院聖經科助理教授
日期： 4月 8 日至5月 20 日（週四，7堂）

鬮．薑博±I本院聖維科副教授
日期： 2月 5 日至4月 9 日（退五， 7盪， 2月 12H 、 3月 5 日及4月2日停隷）

基礎聖經證書 聖經研讀證書 神學研讀證書 兒童生命培育證書 崇拜事工證書 教會事工證書 青少年事工證書 金齡信徒培育證書
8科必絛科 4科必修科 4科必脩科 6科這修科＊ 4科必修科 6科還修科" 6科必修科 2科必脩科

逅的信息（一） 章函五趕 硏趕與釋經 基癌神學（一）聖經洽聖靈論 兒童事工概覽 栄拜的神皐 壁枉與歷史至礎 佶徒生命武長 百少年罩工榻綸 退而不「憂」的根白
鱸的信息（二） E覈苕慧謩 以賽荳誓 珥礎祚皐（二）神論人論 在音樂中貝神相遇 青少年思篇1l1人生命重曌及戌長 重塑生命及重尋召命兒童趣抹教與學 從「瓦生家庭」到「6人荒長」 且匿操值與青少年粵篇的晨星恃質舊的亡息（三）歷史書 鑷焉書 基礎神學（三）基謩掄救恩綸 兒童培克者的靈命重莖 崇拜程序中的神人相交 內在生命的重塑興更新 青少年生命型造及氪長 +3科選修科舊的信息（四）先知書

啟示綠 基磋神皐（四）教合掄末世論 在證柱和禱告中與神相遇 活星活月的教昱法及圭穩法新的信息（一）楫音書 扇造葭虔下一代 月輩請專 門徒引藐性理訃到頂鼴 佶仰科
新討信息（二） 使徒行傳及保届書信 +4科遣修科 +4科選脩科 「培」孩子敬拜神 +4科選脩科 肩化教會衝突重盡主裡合一

+2科遣絛科料的信息（三） 言通書信 牧養孩子心 罩舉起罈 +3科選修科
硏色與榻柱 新的／舊約畫卷 神梟／教會歷史科 崇拜事工科 青少年事工科 事奉科

神學先修課程
新約硏究（二） ：保羅書信（下）至啟示錄
鐔志矚博士1本院教務長，聖經科副教授
日期 2月 3 日至5月 12 日（邁三· 14堂， 4月 7 日停課）

備註報讀衍約餅究（二）考．必摸誓釐墨本烷魴釣餅究（－）

上．亀鸝：擡道褲學院 I .I:.■•■ : 7:30pm-9:20pm I ．科鼉賣：港幣＄2,500 （不設學蕢暈裏，中途退學將不獲退款）
...糧：必須具大孿孿士皐菓程度，首次報薑耆黷將大摹擧祟證書影印本邏同穏名表遞交·名額有限，取蠔與否由本院決定·
.II臺亭：孿員必須完成相當於本院碩士諷粗學生的功嵊要求、成續及格、缺縻不多於兩這，將獲給予三學分·

證書諫程I須知

學 蕢

每科港幣＄700
全時間學生或經濟有困難者，學費減
或以上集體報讀同一科可獲九折優蕙
費優惠。

截止報名
每科開課酌一星期截止＇全或額滿即｀ （ 

入學資格／修讀模式
·申請人需為基督徒｀限年齡、學歷，

得教會牧者簽名推薦 即可報讀。
·本課程每料一般為期七週、遺瓚上課一晚．每晚兩節（每節50夯

鐘上課、 10分鐘休息）。每年鬨薙巫季i，學貝可以按個人計劃選
讀，亦可選擇同時獨立修讀各科。

有關各科簡介，請參閲章程，或灕覧本院網頁及下載報名表格。查詢讀致電本院延伸部2794 2723康小姐。

香港九龍美孚新邨閤秀道38-46號地下至三樸 l 電話 (852)2337O111 丨 傳真 (852)2337O955 I 竜郵 �ert@evs.edu.hk www.ev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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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院長，
鮑會園教席副教授）

郭文池院長 · 執行編輯 李罐華老師 · 設計 Purple Star 

播道神學院地址 香港九龍美孚新邨蘭秀道38-46號地下至_==_樓 · 辦事處 (852) 2337 0111 ■ 教務及許冊處 （852) 2794 2704 

延伸部 (852) 2794 2723 ■ 圖書館 (852) 2338 5400 / 2338 5408 ■ 傳真 (852) 2337 0955 ■ 電郵 admoff@evs.edu.hk ■ 網址 www.evs.edu.hk 


	ES205_p5
	ES205_p11
	MAEP_2021
	DMin_2021
	ES205_p15
	ES205_p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