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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價值與使命宣言 
改革宗神學院董事會全體、教務委員會與行政委員會所認可之核心價值 

我們宣稱新舊約聖經是神無誤的話語，信守西敏準則與海德堡要理問答 

解釋：我們真誠和熱切地堅信聖經無誤，正如《芝加哥聖經無誤及聖經解釋宣言》中所定義的，神

在聖經的話是充分的，教導人真理，其中心信息是宣揚三位一體的上帝與祂的福音。 

 

我們的神學界限是歷史性的與正統的改革宗傳統 

解釋：這意謂我們接受以下所列改革宗傳統對正統教義的貢獻：加爾文、法國胡格諾派、荷蘭改革

宗、蘇格蘭長老會、英國和美國的清教徒、十七世紀改革宗正統、美國南方長老會、和老普

林斯頓／西敏神學院的傳統。 

 

依據長老會的精神，所有重大議題皆需由委員會共同決定 

說明：委員會作出的所有決定影響了學校的方向。教務會議負責所有校務決策。行政委員會在董事

會准可的預算範圍內決定同工人選、各項支出和建築物的維護。 

 

使命宣言：培育牧師和其他基督教領袖，擔任三一神的使者 

改革宗神學院將投注所有的奉獻和資源，締造一個足以作為模範的神學院共同體，教導並培訓

學生成為合乎聖經標準的成熟領導者（長老和執事）。學院主要目標是裝備弟兄成為教會按立的牧

者領袖，其次是培育其他類型的教會事奉者。我們將在現今華人教會正在進行的改革宗運動上投注

人力及其他方面的資源，建立新的改革宗華人教會，推廣聖經輔導，擴增改革宗出版事業和其他相

關部門。我們也會協助建立其他以華語為主的改革宗訓練中心與神學院。 



 

 

院長的話 

呂沛淵博士 

 

 

成為神家裡 

   貴重的器皿 

 

 

在大戶人家裡，有許多器

皿，金器銀器木器瓦器，各有各

的用途；有作為貴重的，有作為

卑賤的。在神的家裡，我們都是主手中的工具，承載恩典的器皿。我們都要作貴重的器

皿，福杯滿溢，榮耀我們的主，成為多人的祝福。使徒保羅在提後二 20-26，教導提摩太

和今日的我們： 

 

作貴重器皿 

主認識誰是屬祂的人，稱呼主名的人，總要離開不義。我們必須自潔，脫離卑賤的

事，才能成為貴重的器皿。我們原本死在罪惡過犯之中，是預備遭毀滅的器皿。然而，因

祂愛我們的大愛，揀選我們，蒙主寶血所洗淨，成為蒙憐憫與得榮耀的器皿。如今主耶穌

內住我們裡面，正是寶貝放在瓦器裡。所以，這顯明能力完全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 

 

過聖潔生活  
我們如何作主貴重的器皿呢？要時時過聖潔的生活。我們必須成為聖潔，才能合乎主

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那召我們的是聖潔的，所以我們也要聖潔。我們要逃避年少時的

私慾，與弟兄姊妹一齊成為清心禱告主的人。要追求公義、信德、愛心、和平。換言之，

要天天治死舊人，穿上新人。 

 

是主的僕人 
我們如何活出「貴重器皿」的生活呢？基督徒是主的僕人，在行事為人各方面都要顯

出「僕人」的見證。不可為言語爭辯，棄絕愚拙無學問的辯論。凡事謙卑溫柔，效法主耶

穌的榜樣。祂是舊約預言所說的「主耶和華的僕人」，我們只有依靠祂，才能學習成為合

主心意的僕人：善於教導，存心忍耐，溫柔勸誡。 

 

我們無法靠自己成為貴重的器皿，我們必須在主基督裡得著新生命，過捨己從主的生

活。靠主恩典，讓我們跟隨祂的腳蹤行，活出「貴重器皿」的見證，坦然無懼，得主的喜

悅。 

2 改革宗神學院學生手冊 



 

 

葉提多牧師 

願基督成形在你們裏面。「我小子阿，我

為你們再受生產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們

心裡。」（加四19） 

 

蔡恩賜牧師 

「我們既得了不能震動的國、就當感恩、

照神所喜悅的、用虔誠敬畏的心事奉神。因為

我們的神乃是烈火。」（來十二28-29） 

歡迎您加入改革宗的大家庭！在這個混亂

動盪的世代，我們何其有幸能得了「不能震動

的國」，更榮耀的是竟能蒙主揀選來服事祂！

讓我們在未來的幾年中間，接受充足的裝備，

方能「感恩、照神所喜悅的、用虔誠敬畏的心

」，來事奉這位如烈火的神。 

 

楊敦興牧師 

確認及重整我們的使命，心志及恩賜。保

羅囑咐提摩太說「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

人」（提後二2），意謂凡作教導或其他事奉主

的人應當知道自己的使命、事奉的心志、及屬

靈的恩賜。使命來自於主的呼召，也是天職，

目標就是完成主所交託的旨意。心志是指對主

所交託的任務忠心，也是指對神話語的忠心。

「能教導別人」的能力不是自發的，它來自聖

靈藉福音大能流露的生命及聖靈的恩賜，也藉

謙卑學習神的話使事奉更有效率。因此，主的

門徒當確定及重整我們人生的使命，心志及恩

賜，以免生活沒有目標及優先順序顛倒。 

 

黃秉珣牧師 

熱心學習！熱心行善！「他為我們捨了自

己，要贖我們脫離一切罪惡，又潔淨我們，特

作自己的子民，熱心為善。」（多二14） 

 

王俊豪牧師 

「我為這福音奉派作傳道的、作使徒、作

師傅。為這緣故，我也受這些苦難。然而我不

以為恥；因為知道我所信的是誰，也深信他能

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提後一11-

12）。但願新生來到改革宗神學院受裝備之後

，不會忘記為主傳福音和受苦的心志。保羅所

傳的和所作的，不是高舉自己，也不是在建立

自己的國度。他深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誰，所傳

講的是誰。但願我們一起在主耶穌裡，共同學

習，共同成長。效法保羅和眾使徒的榜樣，以

基督的心為心，為主而活、為主而死、為上帝

的榮耀，打美好的一戰。 

 

老師的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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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 

本院旨在奠定華人教會紮實的聖經和神學基

礎，並培育新一代具有改革宗信仰的牧師、傳

道及教會領袖。 

 

信仰 

本院持守全球改革宗教會的信條，其中包括

使徒信經、海德堡要理問答（1563）、西敏

信條以及西敏大小要理問答 

（1643-1648）。 

 

 

 

學位 

本院授予以下學位和證書： 

碩士科 

神學碩士（四年制）、道學碩士（三年制）、

舊約碩士（二年制）、新約碩士（二年制）、

聖經輔導碩士（二年制）、基督教研究碩士（

二年制）、遠距基督教研究碩士（二年制） 

 

學士科 

神學學士雙修聖經碩士或道學碩士（五或六年

制）、神學學士學位（四年制） 

 

延伸制神學教育 

神學證書、聖經輔導證書 

改革宗神學院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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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 改革宗信仰 

● 豐富的聖經課程 

● 師生互動性高的小班制教學。 

● 每學年共有兩個學季，各有十二週，和六

門兩週的密集課。 

● 學生可按自己之能力、時間和負擔規劃彈

性的研修課程計畫。 

● 由十三位改革宗牧師組成常任教師群，且

每年邀請三或四位國際知名的改革宗學者

或牧師教授密集課程。 

 

 

 

簡史 

主後 1990 年 9 月 

為了訓練改革宗教會的傳道人和領袖，在韓差宣教士

劉煥俊牧師推動下，於改革宗長老會南港教會創立了

中國神學院。 

 

主後 1991 年 3 月 

神學院改名為「中國改革宗神學院」，並由董事會推

選劉煥俊牧師為神學院的第一任院長。 

 

主後 1993 年 

董事會推選唐崇平牧師為本院的第二任院長。  

  

主後 1996 年 

校址遷移至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 75 巷 30 號。 

 

主後 1997 年 6 月 

院長唐崇平牧師榮退。此後，代理院長呂沛淵牧師對

外代表本院，教務主任麥安迪牧師負責教務工作，本

院的行政事務則由行政委員會監督，行政委員會由本

地的牧師及長老組成。 

 

主後 2004 年 6 月 

神學院改名為「改革宗神學院」，同年，美國改革宗

長老會將目前校地奉獻給本院。 

 

主後 2009 年 

葉提多牧師成為本院教務主任。 

 

主後 201３年 

本院學士科及碩士科（除遠距基督教研究、神碩）各

學 位 均 獲 得「亞 洲 神 學 協 會」（Asia  Theological 

Association, ATA）認證。 

 

主後 2018年 

本院學士科及碩士科（除神碩）各學位再次獲得亞洲

神學協會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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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老師 

呂沛淵牧師（Rev. Luke P. Lu）名譽院長、神學碩士科主任 

 — 主授系統神學、教會歷史（每年教授1-4門課程） 

 

台北醫學院 牙醫學士 1979 

中華福音神學院 基督教研究證書 1984 

美國費城西敏神學院 聖經研究碩士 1986 

美國費城西敏神學院 神學碩士進修，主修新約 1987 

美國費城西敏神學院 哲學博士主修教會歷史和神學研究 1992 

 

1992-1998 美國台福神學院任教 

1998-2000 美國豐收神學院任教 

2000-2006 美國基督之家第五家牧師 

2006-  美國矽谷聖經歸正教會牧師 

現任  改革宗神學院名譽院長、財團法人改革宗神學宣教會董事會董事 

 

著作：《先賢所信─早期教會史話》、《基督教會史》、《基要神學》、《生命之道》、《唯獨基督》、《操

練敬虔─基督教要義每日靈修》、《興起發光─兩千年教會史》、《研經系列─哥林多前後書、亂世忠僕、

羅馬書》等；譯有范泰爾《基督教護教學》；編輯《西敏小要理問答》、《誠心學道—西敏小要理問答家庭

靈修日引》。 

 

 

葉提多牧師（Rev. Timothy P. Yates）教務主任、聖經輔導碩士科主任、遠距教學科主任 

 —主授舊約、新約、聖經輔導（每年教授4門或以上的課程） 

 

美國賓州日內瓦學院 文學學士（聖經研究/諮商輔導）1984 

美國費城西敏神學院 道學碩士 1989 

美國費城西敏神學院 教牧博士 1997 

南非西北大學 哲學博士候選人主修護教學 

 

1984-86  匹茲堡神聖家庭協會（Holy Family Institute）青少年輔導 

1987-91 賓州埃弗拉達（Ephrata）改革宗長老教會助理牧師 

1991-94 關渡基督書院英文教師 

1994-96 賓州埃弗拉達改革宗長老教會訓練輔導者 

1996-2001 中國福音會海外宣教門徒訓練教師 

1998-  改革宗神學院專任教師 

2001-09 台北信友堂英文部牧師 

2001-  改革宗神學院聖經輔導碩士科主任 

2009-  改革宗神學院教務主任、遠距教學科主任 

 

著作：《神的榮耀─整合改革宗神學觀的根基》文章： The Supremacy of God in Counseling（教牧博士論

文）；“Hope for real Change: A Bible Teaching Model for Ministry”（台北基督學院年報 1994）；“Parents as 

本院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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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th － Repentance Models for their Kids”（Highway News and Good News, 1995）；珍愛家庭中心聖經輔導手

冊《如何面對苦難》、珍愛家庭中心聖經輔導季刊 2005-2018：何謂聖經輔導、從神而來的安慰、性教育與

詩篇第 16 篇、孩子成績不好，父母怎麼辦？、如何幫助兒女做好成家的決定、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建立堅

定不渝的婚姻、認識聖經輔導、從福音透視家庭問題、在回應人的要求上符合神的心意、如何得知有健康的

兩性關係、上帝在婚姻當中的護理、雅各書對於老年會遇到的試驗與喜樂所做的預備、重申婚姻的承諾、希

伯來書關於面對喪偶的鼓勵與警告、情緒管理的真理實踐、憂鬱症患者的聖經輔導、基督對同性情慾困擾者

的憐憫與關顧、歌羅西書神學架構的輔導與應用、雅各書─論及自我認同的宗教性自欺問題、羅馬書─聖靈

卻因義而活、羅馬書─永遠的工作觀、用聖經原則看老年失智患者的苦難、約伯記中以神為中心言語的輔

導。 

 

改革宗神學院院訊 2011-2018：從聖經觀點看世界苦難、改革宗神學院價值核心與使命宣言、聖經輔導者

該如何看待心理學、西敏信仰告白、界定宗派的差異、新約基本教導造成的宗派及對次要歧異的接納、基督

的牧者為著普世教會合一的推廣、宗教改革的「六」大唯獨、歸正信仰與生活：五個效法基督的使命、推動

歸正運動的異象、主題交響神學、改革宗信仰與信仰生命所具備的不可化約複雜性等。 

 

楊敦興牧師（Rev. Toon H. Yeo）神學生實習主任、教會合作聯絡負責人 

 —主授實踐神學、新約（每年教授4門或以上的課程） 

 

美國密州南方州立大學電機系 理學士 1988 

美國密州改革宗神學院  道學碩士 1992 

美國密州改革宗神學院  教牧博士 2006 

美國麻州戈登康威爾神學院 神學碩士主修新約 2015 

 

1990-1992 美國密州校園事工實習傳道 

1992-1998 北維州華人基督教會（美國改革宗長老會）助理牧師/植堂 

1999-2009 主恩基督教會（美國改革宗長老會）主任牧師 

2009-  改革宗神學院專任教師 

2017-  台灣板橋改革宗團契植堂牧師 

 

著作：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Watchman Nee’s Leadership Model and A Biblical Model of Leader-

ship- Doctoral Dissertation（博士論文） 

 

王俊豪牧師（Rev. Moses Chin H. Wong）海外延伸制主任 

 —主授舊約、新約（每年教授4門或以上的課程） 

 

馬來西亞北方大學 會計學士 1996 

新加坡神學院  道學碩士 2000 

美國費城西敏神學院 哲學博士主修釋經學 2014 

 

2000-2002 新加坡基立浸信會傳道 

2003-2007 美國第十長老教會國際團傳道 

2011-2012 美國第十長老教會國際團主任牧師 

2013-  改革宗神學院專任教師 

 

著作：The Overlapping Realms: William Jenkyn's Exposition on Jude （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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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老師 

錢慕恆牧師（Rev. Moh-Herng Chee）本校新任專任教師 

 —主授系統神學、護教學（每年教授2門的課程） 

 

美國北卡羅萊納州坎貝爾大學 工學士 2005（商業與電腦科系） 

台灣台北改革宗神學院 道學碩士 2012 

美國肯德基州美南浸信會神學院 神學碩士 2015（主修基督教哲學與護教學） 

美國密西根州清教徒改革宗神學院 哲學博士修讀中（主修歷史神學） 

 

2012-2016 馬來西亞檳城佳音浸信教會傳道 

2015-2016 馬來西亞浸信會神學院全職講師 

2016-  改革宗神學院專任教師 

2018-  按牧加入台灣改革宗長老會 

 

 

 

 

 

 

麥安迪牧師（Rev. Andrew McCafferty） 

 —主授新約、教會歷史（每年教授2門的課程） 

 

美國匹茲堡大學數學系 理學士 1977 

美國匹茲堡神學院 道學碩士 1980 

加拿大蒙特婁麥吉爾大學 哲學碩士 1980-82 

美國匹茲堡大學 哲學博士學位1987 

 

1987-92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哲學系專任教授 

1992-96 道生神學院專任教師 

1996-97 改革宗神學院和中華福音神學院兼任教師，基督教美門堂宣教士 

1997-  改革宗神學院專任教師及教務主任 

2008-  改革宗神學院兼任教師、基督教改革宗宏恩堂主任牧師 

2014-  任財團法人改革宗神學宣道會董事會董事長 

 

著作：（英文）“Calvin and Insignifying Grounds”, Faith and Philosophy, Vol 11, No. 1, Jan 1994; “Speaker Plans, 

Linguistic Contexts and Indirect Speech Acts” in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and Defeasible Reasoning, Kluger Aca-

demic Publishers, 1991; Dichotomy: “The Orthodox View of Human Constitution”, China and Gospel, Jan 2003; 

“Warfield, Calvin and the Testimony of the Holy Spirit” in God’s Fiery Challenger for Our Time,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Stephen Tong, Reformed Center for Religion and Society, Jakarta, 2007. （中文）恩斯的《默示與道成肉生》：

對其雄辯法的異議，《聖經真的沒有錯嗎？》，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2013年。 

 

 

 

 

 

 

 

8 改革宗神學院學生手冊 



 

 主後 2018-2021 9 

李鎮熙牧師（Rev. David J.H. Lee） 

 —主授系統神學（每年教授2 門課程） 

 

韓國安東教育大學畢業 文學學士 1973 

韓國嶺南大學 文學學士 1979 

韓國總神大學神學研究所畢業 道學碩士 1982 

韓國總會宣教訓練院畢業 宣教師 1985 

美國全球改革宗神學院 教牧博士2018 

 

1973-78 大邱南都國民小學教師 

1979-82 漢城聖都教會教育傳道師 

1983-85 漢城聖都教會副牧師  

1985-10 大韓耶穌教長老會總會差派為宣教師 

1987-   開拓基督教改革宗長老會永門教會 

1991-   改革宗神學院兼任教師 

 

著作&論文：《從密爾頓的失樂園看天體的構造》、《改革主義教會觀》、《麥基洗德的人物小考》。 

翻譯：《跪著活的基督徒》（The Kneeling Christian, by an unknown Christian）、《核心聖經 研究》（by 

Catherine B. Walker） 

 

 

黃秉珣牧師（Rev. James B.S. Hwang） 

 —主授舊約（每年教授 2 門課程） 

 

韓國國立釜山大學中文系 文學學士 1990 

韓國長老會高神神學院 道學碩士 1993 

韓國長老會高神總會宣教訓練院 宣教師 1993 

中華福音神學院 神學碩士 2001 

中華福音神學院 教牧博士候選人 

 

1990-92 釜山南教會傳道師 

1993  萬德中央教會教師 

1994-95 國際青年使命團受訓──門徒訓練、歸納法查經（美國、新加坡） 

1995-97 青年使命團聖經研讀學校教師（台灣）基督教改革宗長老會忠孝教會宣教師 

1996  韓國龜浦第一教會副牧師 

1998  高神總會差派為台灣宣教師 

1999-  曾任台灣改革宗長老會忠孝教會、南港教會、永新教會、富光教會議長牧師 

2000-  改革宗神學院兼任教師 

現任  改革宗長老會南港教會牧師 

 

著作：《中國人的人間觀──從基督教的角度來看》（道碩論文）、《見證的詩歌：申卅二1-43》（A Song 

for Witness － Deut 32:1-43）（神碩論文） 

 

 



 

 

姚興基牧師（Rev. Peter Hengki Yao） 

 —主授舊約、實踐神學（每年教授 2 門課程） 

 

輔仁大學哲學系 文學學士 1972 

台灣神學院 道學碩士 1977 

美國新澤西州芝蘆大學 神學及宗教哲學研究碩士 1981 

美國佛州諾克斯神學院 教牧博士 2005 

 

1982-83 安雅堡-底特律台灣基督教會牧師 

1984-85 改革宗長老會芝加哥海德園教會牧師 

1986-91 南佛州台灣歸正教會開拓牧師 

1995-98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錫安教會代理牧師 

2001-04 大葉大學兼任講師 

2006-  永福基督教會牧師 

2007-12 元智大學兼任講師 

2007-  改革宗神學院兼任教師 

 

著作及論文：《論罪》（學士論文）、《論過程神學的上帝觀（On the Concept of God in Process Theolo-

gy）》（道碩論文）、“The Role of Jesus Christ in John Calvin’s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 （碩士論文）、“Teaching 

the Christian Faith to New Converts—Ministering Christ in the Taiwanese Culture”（博士論文） 

 

史弘揚牧師（Rev. Henry Shih） 

 —主授新約（每年教授 1-2 門課程）  

 

政治大學銀行系 文學學士 1989 

中華福音神學院 道學碩士 1998 

中華福音神學院 神學碩士 2005 

 

1998-  改革宗長老會聯合二村教會牧師 

2008-  改革宗神學院兼任教師 

2009-  中華福音神學院延伸部教師 

現任  財團法人改革宗神學宣教會董事會董事、中華民國改革宗神學協會理事長 

 

 

蔡恩賜牧師（Rev. Daniel E.S. Tsai） 

 —主授實踐神學（每年教授 1 門課程） 

 

中原大學電子系 理學士 1986 

中華福音神學院 道學碩士 1991 

中華福音神學院 教牧博士候選人 

 

1986-88 馬偕紀念醫院稽核管理師 

1991-94 基督教改革宗長老會東光教會傳道師 

1994  基督教改革宗長老會松山教會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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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95 中華福音神學院延伸部兼任教師 

1997-  改革宗神學院兼任教師 

 

郭明璋牧師（Rev. Kuo Ming Chang） 

 —主授教會歷史（每年教授 2 門課程） 

 

政治大學民族社會系 法學學士 1975 

政治大學邊疆行政研究所 法學碩士 1978 

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 道學碩士 1990 

 

1979-82 號角（股）公司執行祕書、業務經理 

1983-87 基督教橄欖文化事業基金會總幹事 

1990-92 基督書院專任講師 

1992-98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主任牧師、基督書院兼任講師、中華信義神學院兼任講師 

1997-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教育牧師、改革宗神學院兼任教師 

2000-  中華福音神學院信仰與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 

2000-  任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顧問牧師 

2001-  歷任四季紙品禮品有限公司貿易部經理、總經理、公關 

2005-  台灣基督教晨曦會門徒訓練中心講師 

2007-  中國福音會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顧問 

2012  成都聖約學苑、基督教 

 

著作：《耕耘青春：校園團契五十年來的軌跡》，台北：校園出版社，2007。基督教學運文章收集於：《學

生福音運動在中國》，台北：中國福音會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 

 

 

王瑞珍牧師（Rev. Amos Wang） 

 —主授神學、實踐神學 

 

政治大學教育系  文學學士 1981 

中華福音神學院  道學碩士 1986 

美國改革宗神學院 神學碩士 1995 

 

1981-83 校園福音團契校園雜誌編輯 

1986-87 台北靈糧堂全職同工 

1988-89 基層福音差傳會代總幹事 

1989-2000 中國福音會同工中國福音會出版部主任道生神學院兼任教師 

2001  中華福音神學院延伸部兼任教師、宣教中心研究員 

1998  改革宗神學院兼任教師 

2003  中華福音神學院延伸部部長 

 

著作：《第三隻眼看祭祖》（校園）、《第三隻眼看佛教》（校園）、《第三隻眼看道教》（校園）、《第

三隻眼看算命、風水》（校園）、《第三隻眼看一貫道》（校園）、《第三隻眼看伊斯蘭教》（校園）、《

新譯西敏信條》（華神）、《神國俠侶──西域宣教傳奇》（校園）。翻譯：《有福的盼望──慕迪信息精選

》（以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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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則範牧師 （Rev. Philip Song）校外延伸制負責牧師 

 

 

新埔工業專科學校 電子工程科畢業 1989 

台灣工業技術學院 電子工程工學士 1995 

改革宗神學院 道學碩士 2000 

中華福音神學院 神學碩士 2009 

 

1991-1992 海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R&D 助理工程師 

1992-1993 茂迪股份有限公司 R&D 助理工程師 

1992-1996 交通部電信局技術員 

1996-1997 基督教中國福音會企劃部同工 

2000-2005 基督教改革宗長老會南港教會傳道師 

2005-2011 基督教改革宗長老會南港教會牧師 

2011-  改革宗長老會區會宣教牧師 

2011-2012 改革宗出版社同工 

2012-  西松國語禮拜堂牧師 

2015-  改革宗神學院校外延伸部負責牧師暨兼任教師 

現任  財團法人改革宗神學宣教會董事會董事 

 

著作：《評約翰‧慕理成聖觀中的「決定性成聖」》（神碩大報告）、《評李常受之「神的經綸」》（神

碩大報告） 

 

 

張昱國牧師 （Rev. Harry Y.K. Chang）校外延伸部教師 

 

改革宗神學院 道學碩士 2002 

台灣正道福音神學院 教牧博士 2017 

 

2002-2004 改革宗長老會希望教會全職長老 

2004-2006 改革宗長老會宏恩堂全職長老 

2006-  樹林國語禮拜堂牧師 

2008-2015 改革宗神學院校外延伸部主任暨兼任教師 

現任  財團法人改革宗神學宣教會董事會董事 

延伸部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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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仁牧師 （Rev. Clement Cheng）希臘文專任教師 

 

 

台灣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法學學士 1973 

改革宗神學院 道學碩士 2008 

改革宗神學院 神學碩士修業中 

 

2007-2008 改革宗神學院希臘文助教 

2009-  改革宗神學院希臘文專任教師 

2013-  改革宗長老會新店教會牧師 

 

著作：《神學英文預備課程》。翻譯：《新約希臘文十七堂課》（作者：麥安迪牧師） 

 

 

鄭穎俐老師 （Ms. Lily Cheng）學士部專任聖經輔導教師 

 

 

台灣逢甲大學經濟學系 經濟學學士 1985 

改革宗神學院 聖經輔導碩士 2004 

改革宗神學院 神學碩士修業中 

 

1985-1994 一統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989-1992 基督教宇宙光輔導中心協談義工 

1994-2001 雲林縣林內鄉農會信用部電腦室主管 

1997-1999 台灣基督教長老會林內教會執事 

2001-2004 台北市聖道兒童之家育幼院實習 

2011-2013 石牌信友堂執事 

2006-  基督教晨曦會福音戒毒機構門徒培訓講師 

2004-  珍愛家庭中心主任、協談員 

 

著作：《婚姻的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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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慈信博士（Dr. Samuel Ling） 

林慈信博士，美國改革宗長老會（PCA）牧師，美國國際神學研究院（International 

Theological Seminary）系統神學教授，『中華展望』與『聖約學院』創辦人與總幹

事，致力歷史、神學和宣教學的教學、編譯、與研究。西敏神學院畢業（M.Div., 

Th.M.），天普大學歷史系哲學博士，博士論文以《先驅與過客》出版。曾於紐約市

植堂，芝加哥牧會。加州西敏神學院、聖約神學院之客座教授，歸正學院、馬來西

亞正道培訓服務中心、更新學院常任講師，曾授課于惠敦大學研究院、維真學院等

校。著作與編譯書籍數十種，文章數百篇。 

 

張景斗博士（Dr. Kyung Doo Chang） 

張景斗博士，美國佛州海瑞迪學院（Heritage College）名譽神學博士，韓國長老會

世界宣教總會海外宣教師，在韓國也有30 多年牧會經歷。張牧師是一位佈道家，經

常在全球各地教會舉辦培靈佈道會、開辦牧者延伸教育等。主授課程為：牧會學、

尼希米記的牧會神學、使徒行傳、以弗所書及模範教會模範聖徒等課程。著作：《純

正的信仰》、《眞愛之歌》、《七個敎會》與《八福講解》等十餘本書。 

 

溥偉恩牧師（Dr. Vern S. Poythress） 

溥偉恩博士，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理工學士、英國劍橋大學及西敏神學院碩士、哈

佛大學數學博士、南非斯泰倫布希大學新約聖經博士。目前任教於費城西敏神學院，

教授新約解經課程。他曾任是英文新譯本聖經（ESV）的國際翻譯委員，並且被美

國長老會（PCA）任命為有教導職分的長老。溥博士出版了十多本知名著作，範圍

囊括釋經學、科學、語言學、啟示錄、基督論、神學、聖經無誤、及哲學等主題。 

 

韋黛安博士（Dr. Diane M. Poythress） 

韋黛安博士，美國哥登康維神學院碩士，西敏神學院歷史與神學博士，曾到瑞士巴

塞爾大學進修。身為師母，她同時也是位宣教士，曾赴歐洲及台灣宣教，並任教於

神學院、在教會中積極帶領婦女事工。她最近出版其博士論文精華：《歐科拉伯：

巴塞爾的改教家》（Oecolampaladius: Reformer of Basel），被公認為全世界研究瑞

士改教家歐科拉伯的權威。 

 

華特斯博士（Dr. Guy P. Waters） 

華特斯博士，美國改革宗神學院傑克遜分校新約教授。為賓州大學文學士、西敏神

學院道學碩士、杜克大學哲學博士。曾在杜克大學神學院教授希臘文一年，也在貝

爾黑文大學擔任聖經系助理教授。2003年時成為美國長老會密西西比河谷中會教導

長老，並自2004年擔任考牧會主席。目前他也是本校董事會成員。 

客座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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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碩士科 

Master of Theology 

 

目的和特色 

◆ 本學科之目的為儲備神學院初級課程之

師資，能以教授本院海內外的延伸制課

程。 

◆ 本學科之特色以專研教會歷史中的改革

宗神學為主。 

 

申請資格 

一. 申請人必須具有道學碩士學位或同等

的學歷、教導的能力、已見果效之事

工，及教會之見證。 

二. 申請人須具備良好的英文能力。本學

科以中文授課為主，但學生須閱讀英

文資料，且少部份之課程將以英文授

課。 

三. 可申請旁聽或試讀，資格跟入學學生

相同。申請時不需要筆試，但須繳交

與正式生入學考試之相同申請文件

（旁聽生免體檢）和費用。旁聽生不

可於課程進行中，申請轉為試讀生。 

四. 僅有兩年碩士學位、但擁有豐富事奉經

歷背景者，也可以申請本學科，唯須補

修一年的道學碩士課程（可用自修方式

補修）。 如果符合道碩入學與畢業資

格，可獲頒道碩學位，否則只能獲得依

教務會議決定符合道碩同等學歷要求

的 40 學分。如果能符合道學碩士資格，

且完成本院神學碩士畢業要求者，可以

同時申請獲頒道學碩士（姊妹則為新約

或舊約碩士）和神學碩士學位。 

五. 其他院校神學碩士畢業生或肄業生，均

必須參加本院入學考試。 

六. 經教務主任同意，本院道學碩士三年級

學生可以選修神學碩士課程，學費和課

程要求與神學碩士科學生相同。學分可

計算為道學碩士畢業要求學分，或是保

留為神學碩士學分。 

 

入學申請與考試 

一. 試讀生修讀第五門課程前（完成已經修

讀的前四門課程之所有課程要求，並達

到神學碩士學科之成績要求，取得學分

者），必須參加並通過所有入學考試科

目，經考試委員評分所有筆試科目和審

核所有申請文件後，並且補修完畢道學

碩士同等學歷所要求的 40 學分，通過

正式口試，再提交教務會議同意接納為

正式生，才可繼續修讀神碩課程取得學

分。試讀生在修讀前四門課程之後，若

仍未通過所有入學考試者，只能旁聽神

碩課程。 

二. 入學考試和試讀生申請時間：每年兩

次，分別為一月和八月，日期由教務

主任和教務會議決定。學生須於申請

截止日前，繳交所有申請所需的文

件，並由教務會議選定之考試委員會

於入學申請日，審核文件和口試。口

試進行方式，在台者，採面對面口

試；海外者，採用電話口試。 

三. 旁聽生要在課程開始前完成申請手續，

並經教務主任同意。課程進行中，不可

由旁聽生改為試讀生。 

學位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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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入學申請文件 

1. 申請表一份（請自本院網站：

www.crts.edu 下載表格） 

2. 半身兩吋照片兩張 

3. 身分證正反面（或護照）影本一份 

4. 道學或聖經碩士畢業證書影本一份 

5. 最高學歷成績單一份 

6. 個人見證（五百到一千字）一份 

7. 推薦信兩封（一封應為所屬教會牧者

推薦，本院網站 www.crts.edu 下載表

格） 

8. 公私立醫院或診所體檢報告書一份

（體檢項目須含胸部 X 光、包括血紅

素、白血球、肝功能、腎功能、飯前

血糖、血脂肪等血液檢驗。就學期間

若需服用精神疾病、癌症、睡眠等相

關藥物，必須主動提出說明，加註服

藥或就醫記錄。） 

9. 神碩科入學考申請費 1,000 元 

10. 入學考試心理衛生問卷費 500 元 

五. 考試項目，包括口試和筆試：（1）聖

經、（2）實用希臘文和希伯來文、

（3）英文、（4）教會歷史中的改革宗

神學、（5）心理衛生問卷。於報名入

學考試時，學校會提供希臘文、希伯來

文和教會歷史題庫，給予學生預備。 

六. 入學考試日期：每年一月和八月，共兩

次。試讀生於修讀四門課（12個學分）

期間，在每年兩次入學及考試申請截止

日前，向教務處提出申請應試的科目，

並於每年八月與一月兩次入學考試時間

參加考試。 

七. 正式生必須通過入學考試，包括：

（1）聖 經（2）希 臘 文 和 希 伯 來 文

（3）英文和（4）教會歷史中的改革宗

神學。入學考試每科目須有80級分，錄

取認可需由神碩主任和評分牧師共同決

定。 

八. 神學碩士入學考試希臘文或希伯來文未

達80分者，可選擇：(1)再考並通過入

學考試，(2)選擇補修本院語言課程：

希臘文、希伯來文各6學分，且成績至

少達B以上。修讀本院的畢業生或者在

其他學院，語言科6學分平均B以上，

則不用考語言科（希臘文、希伯來文）

二門入學考。 

九. 神學碩士入學考試教會歷史科目未達80

分者，可以選擇：(1)通過入學考試，

(2)選修本院教會歷史課程3學分，成績

B以上，視同通過入學考試。修課方式

允許到校上課或使用DVD課程或是同

步遠距（ZOOM）。 

十. 神學碩士科學生若一學年，即一年 12 

個月沒有修課，保留學籍費用為新台幣

3000元。 

 

神學碩士科畢業要求 

一. 神碩資格考會在神碩主任，邀請其他適

當的教師加入，組成口試委員會，以詳

盡的口試進行。若是候選人之前所讀的

道學碩士，沒有足夠的改革宗神學與歷

史背景的話，將要求在口試之前參加筆

試，內容範圍為改革宗神學與教會歷

史，從改教運動、改教運動後各時期到

現今。只有完成八門課程並且補完道碩

所有學分的學生才能申請資格考試（口

試），學校不提供預習題目。學生通過

口試後，才能正式的提交論文計畫。 

二. 須完成 8 門 3 個學分的課程，每個學分

上課 12 個小時。每門課程的主要作業

是研究報告。8 門畢業要求課程，其中

必修 2 門課可用自修方式取得。這兩門

課程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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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錄影的神碩 DVD 課程：修讀 DVD 自

修課程者，需繳交全額 3 學分的學分

費，並完成課程老師要求的報告。 

2. 外校課程； 

1) 正式生或試讀生選修前，須先經

教務主任和神學碩士科課程主任

同意。 

2) 轉學分：入學前選修外校之神學

碩士課程學分，課程主題須是改

革宗教會歷史與神學之相關課

題。轉學分之課程，須經教務會議

審核通過。 

三. 修讀並通過「神學論文格式與研究方

法」課程（2 學分），撰寫神學碩士論

文，論文計為 6 個學分。 

四. 教務會議核可論文題目前，學生需要先

通過改革宗神學的資格考試（口試），

考試範圍是本院教師所指定之改革宗神

學書籍。同時，鼓勵學生畢業前，發表

其論文中某一章的內容，於神學期刊或

其他類似的出版品。 

五. 畢業後，本院教務會議會謹慎考量，是

否接受申請者在本院當地或海 外教授

延伸制課程。 

六. 修業年限為 8 年。有特殊情況者，得申

請教務會議延長 1 年。 

 

課程  

一. 課程以改革宗神學的研討為主，包括： 

1. 西敏信仰準則 Westminster Standards 

2. 宗教改革基礎研究 Foundations of 

Reformation Studies 

3. 聖約神學 Reformed Covenant Theology 

4. 清教徒研究 Puritan Studies 

5. 三合一信條 Three Forms of Unity 

6. 多特會議後的荷蘭改革宗神學 Dutch 

Reformed Theology Since Dort 

7. 改教後的教會史 Post-Reformation 

Church History 

8. 瑞士的改教運動 Swiss Reformation 

9. 從聖經神學看改革宗神學 Reformed 

Theology in Biblical-Theological Per-

spective 

10. 改革宗釋經學 Reformed Hermeneutics 

11. 改革宗聖道論與聖經世界觀 Reformed 

Doctrine of the Word of the Bible 

12. 宗教改革的正統與異端 Orthodoxy and 

Heterodoxy of Reformation 

13. 路德生平與神學 Luther's Life and 

Theology 

14. 啟示錄 Revelation 

15. 加爾文生平與神學 Calvin’s Life and 

Theology 

16. 神蹟與神蹟性恩賜 Miracle & Miracu-

lous Gifts 

17. 聖約神學 Covenant Theology 

18. 愛德華滋的生平與神學 Edwards’ Life 

and Theology 

19. 十六世紀改教運動的釋經學 Refor-

mation Hermeneutics 

20. 改革宗教會論 Reformed Doctrine of 

Church 

21. 未來也將有包含長老會教義、韓國改

革宗神學、改革宗信仰與聖經批判學、

Dr. Richard Gaffin 教授「從聖經神學看改革宗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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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宗信仰與哲學、奧古斯丁等相關

類似課程。 

二. 課程之要求與安排 

1. 教師將針對每個課程指定閱讀的書

籍，資格考試將以此為範圍。針對如

此廣泛的領域，課程會著重於某些特

定主題，但閱讀的內容會比實際課程

來得廣泛。課前會先給閱讀作業，請

學生於課程開始前先行閱讀。 

2. 每個課程以兩星期的密集課模式進

行，課程會安排在早上。於兩星期的

授課期間，將舉行兩次公開的研討

會：一次由教師發表研究報告，(另

一次則由高年級的同學發表研究報

告)。另外也會有數次與教師的討論

會。學生須出席每堂課、研討會、和

參予討論。因某些緊急情況，學生得

申請教務會議同意缺席。 

3. 本課程採小班制，每課正式生或試讀

生以不超過 24 位學生為限。旁聽生最

多以 12 位為限，以先完成申請並經核

准者優先。 

4. 每課程的第一堂課，本課程學生可申

請試聽。非本課程學生可同時間申請

作旁聽生，並經教務主任同意後，可以

試聽第一堂課。 

5. 作業繳交期限： 

1) 課程結束後，4 個月內繳交。 

2) 若要延長繳交，需提出申請（按

學校延遲繳交申請表提出申請，

本院網站 www.crts.edu 下載表

格），並經課程主任同意，可給

予延遲一個月的寬限時間。延長

需超過一個月者，須申請教務會

議決議。同意的理由必須是因生

病、緊急事故等相同之理由。學

校不接受忙碌作為延期繳交報告

之理由。未能繳交課程要求之研

究報告者，成績將既為不可變更

之未完成的成績。 

教師 

本學科之教師包括本院教師與客座教師，所

有教師都獲有相關研究領域的博士學位。 

 

修業時間和費用 

一. 本學科是四年非全時間的課程。每年

於春、秋學季各有一門課程。學生於

入學第一年可開始考慮論文之指導教

師和研究主題。只有完成8門課程的學

生才能申請資格考試，學校不提供預

習題目。 

二. 目前入學申請及考試費用共為新台幣

1,500元。學費為每學分新台幣4,000

元，旁聽生學費為每學分新台幣2,000

元。學費主要是因小班制、邀請講

員、和教師論文指導等費用。收費標

準視需要而調整之。本院希望學生能

爭取所屬教會或服事機構支持其就讀

期間的費用。 

備註：海外學生若從國外支付費用，請利用信用

卡刷卡單或 Paypal帳號，每筆費用酌收 

3%手續費。

Dr. Vern Poythress 教授「改革宗釋經學」課程及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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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學碩士科 

Master of Divinity 

 

目的和特色 

本學科著重聖經和改革宗信仰的深入研究，

為裝備學生成為具有改革宗信仰之按立牧

師。教授西敏信條為主的系統神學和一系列

實踐神學課程，並以屬靈角度研究聖經，幫

助學生靈命的長進並應用於所服事的聖工

上。每學年平均選修30個學分，三年內可完

成道學碩士科之畢業要求。 

 

申請資格 

一. 申請人須蒙聖靈和教會呼召將成為全

時間事奉的牧師，有美好見證且積極

參與事奉、具有良好聖經根基和英文

閱讀能力，屬福音派教會會友，及渴

望深入瞭解福音的基督徒。 

二. 自大學或神學院畢業，具有學士學位

或同等學歷者。 

三. 蒙召被按立為牧師的職分是神聖的，

而本院的主要目的，就在培育蒙召作

牧師的學生。為了不斷強調此點，本

院的道學碩士科僅限於蒙此呼召的學

生就讀。 

四. 未蒙此呼召的學生應先在其他碩士科

攻讀兩年後；若想更進一步地學習，

可申請再讀一年而取得第二個碩士學

位。本院認可兩個碩士科的學位，在

學術地位上等同於道學碩士科；如後

蒙召被按立為牧師，學校接受該生回

校補足道學碩士科之畢業要求，即可

將先前的兩個碩士學位轉為道學碩士

學位。 

 

 

道學碩士科畢業要求 

一. 修滿 90 學分 

● 8門碩士核心課程：共24學分。 

新約：新約導論、解經學 

舊約：舊約導論、摩西五經 

神學：西敏信條一、二 

教會歷史：宗教改革運動史 

實踐神學：歸正信仰與生活 

● 新約課程18學分（含核心6學分；希臘

文6學分）。 

● 舊約課程18學分（含核心6學分；希伯

來文6學分）。 

● 神學課程12學分（含核心6學分）。 

● 實踐神學課程14學分（含核心3學分；

教牧輔導3學分；教牧學一、二；講道

法一、二各4學分）。 

● 教會實習 6學分（1200小時）包含一些

教牧輔導。 

● 道碩論文3學分（30頁，3萬字）要結

合解經、神學或教牧，註冊日起半年

內完成。 

二. 總平均成績達 3.0（B）。 

三. 6 年內畢業。 

（可使用DVD或遠距或個別指導，限5門 / 

13學分） 

 

新約碩士科 

Master of Arts in 

New Testament 
 

目的和特色 

本學科為裝備學生成為教會全時間非按立之

服事同工，如傳道人、師母或幹事等，或為

預備學生進入較高之學位，如道碩或博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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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本科是針對新約聖經做深入的研究，特

別注重希臘文和希臘文解經科目。以屬靈角

度研究聖經，幫助學生靈命的長進和應用於

所服事的聖工上。每學年平均選修 30 個學

分，兩年內可完成新約碩士科之畢業要求。 

 

申請資格  

一. 申請人須有美好見證且積極參與事奉、

具有良好聖經根基和英文閱讀能力、渴

望深入瞭解福音、並有成為教會領袖之

潛力的福音派教會會友。 

二. 自大學或神學院畢業，具有學士學位或

同等學歷者。 

 

新約碩士科畢業要求  

一. 修滿 60 學分 

● 8門碩士核心課程：24學分。 

新約：新約導論、解經學 

舊約：舊約導論、摩西五經 

神學：西敏信條一、二 

教會歷史：宗教改革運動史 

實踐神學：歸正信仰與生活 

● 新約課程24學分（含核心6學分；希臘文

6學分）。 

● 教會實習 2學分（400小時）。 

● 新約論文3學分（30頁，3萬字），註冊

日起半年內完成。 

二. 總平均成績達 3.0（B）。 

三. 5 年內畢業。 

（可使用DVD、遠距或個別指導，限4門 / 11學

分） 

 

 

 

 

舊約碩士科 

Master of Arts in Old 

Testament 

 

目的和特色  

本學科為裝備學生成為教會全時間非按立之

服事同工，如傳道人、師母或幹事等，或預

備學生進入較高之學位，如道碩或博士學

位。本科是針對舊約聖經做深入的研究，特

別注重希伯來文和希伯來文解經的科目。以

屬靈角度研究聖經，幫助學生靈命的長進和

應用於所服事的聖工上。每學年平均選修30

個學分，兩年內可完成舊約碩士科之畢業要

求。 

 

申請資格  

一. 申請人須有美好見證且積極參與事奉、

具有良好聖經根基和英文閱讀能力、渴

望深入瞭解福音、並有成為教會領袖之

潛力的福音派教會會友。 

二. 自大學或神學院畢業，具有學士學位或

同等學歷者。 

 

舊約碩士科畢業要求  

一. 修滿 60 學分 

● 8門碩士核心課程：24學分。 

新約：新約導論、解經學 

舊約：舊約導論、摩西五經 

神學：西敏信條一、二 

教會歷史：宗教改革運動史 

實踐神學：歸正信仰與生活 

● 舊約課程24學分（含核心6學分；希伯來

文6學分）。 

● 教會實習 2學分（40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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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約論文3學分（30頁，3萬字），註冊

日起半年內完成。 

二. 總平均成績達 3.0（B）。 

三. 5 年內畢業。 

（可使用DVD、遠距或個別指導，限4門 / 11

學分） 

 

聖經輔導碩士科 

Master of Arts in Bib-

lical Counseling  

 

目的和特色  

本學科為在神學與聖經根基上作深入研究，

以建立有效的基督教輔導事工。主要針對預

備成為教會、輔導中心、醫院輔導人員，或帶

職門徒訓練、教牧關懷、小組長訓練、家庭或

青少年事工的事奉者。本科特色包含三個為

建立堅固的聖經輔導根基的輔導必修課程、

豐富的輔導選修課程，以及聖經、神學、教會

歷史等選修課程。輔導課程包括針對當前世

俗的心理學與基督教心理學的統合模式作研

究及批判。學生們要發展並實地演練出一個

以聖經為基礎的「神本」信仰的輔導工作手冊

和論文。正常修業年限為兩年，包括兩個暑期

的實習，以及半年的輔導論文寫作。輔導課程

安排在每星期一下午。 

 

申請資格 

一. 申請人須有美好見證且積極參與事奉、

具有良好聖經根基和英文閱讀能力、渴

望深入瞭解福音、有成為教會領袖之領

導潛力的福音派教會會友。 

二. 自大學或神學院畢業，具有學士學位或

同等學歷者。  

 

聖經輔導碩士科畢業要求  

一. 修滿 60 學分 

● 8 門碩士核心課程： 24 學分。 

新約：新約導論、解經學 

舊約：舊約導論、摩西五經 

神學：西敏信條一、二 

教會歷史：宗教改革運動史 

實踐神學：歸正信仰與生活 

● 聖經輔導課程 20 學分（含必修輔導神

學、教牧輔導、心理學理論批判、聖

經神學和輔導各 3 學分；輔導實習 4

學分）。 

● 教會實習 1 學分（200 小時）。 

● 聖經輔導論文 6 學分（60 頁，6 萬

字），註冊日起一年內完成。 

二. 總平均成績達 3.0（B）。 

三. 5 年內畢業。 

（可使用 DVD 或遠距或個別指導，限 4

門 / 11 學分） 

 

基督教研究碩士科 

Master of Arts in 

Christian Studies  

 

目的和特色 

本學科為裝備成為教會或福音機構非按立之

服事同工。可以彈性地設計個別的研究課程

計畫，適合想廣泛學習的學生就讀。以屬靈角

度研究聖經，幫助學生靈命的長進和應用於

所服事的聖工上。每學年平均選修30個學分，

兩年內可完成本學科之畢業要求。 

 

申請資格 

一. 申請人須有美好見證且積極參與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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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良好聖經根基和英文閱讀能力、渴

望深入瞭解福音、有成為教會領袖之潛

力的福音派教會會友，領有學士學位的

基督徒。 

二. 自大學或神學院畢業，具有學士學位或

同等學歷者。 

 

基督教研究碩士科畢業要求  

一. 修滿 60 學分 

● 8門碩士核心課程：24學分。 

新約：新約導論、解經學 

舊約：舊約導論、摩西五經 

神學：西敏信條一、二 

教會歷史：宗教改革運動史 

實踐神學：歸正信仰與生活 

● 教會實習 2學分（400小時）。 

● 基督教研究論文3學分（30頁，3萬

字），註冊日起半年內完成。 

二. 總平均成績達 3.0（B）。 

三. 5 年內畢業。 

（可使用DVD或遠距或個別指導，限4門 / 

11學分） 

 

遠距基督教研究

碩士科 

Master of Arts in 
Christian Studies by 

Distance Learning 

 

目的和特色 

遠距教學提供給因為工作或住家等特殊因

素，無法來校研修課程，但有心接受裝備的

同學。透過非同步DVD函授課程，及同步雙

向網路課程方式完成學位。可申請基督教研

究碩士科，證書上將註明為遠距學位證書。 

申請資格 

申請資格按基督教研究碩士與延伸制規定。 

 

畢業要求 

一. 修滿 60 學分 

● 8門碩士核心課程：24學分。 

新約：新約導論、解經學 

舊約：舊約導論、摩西五經 

神學：西敏信條一、二 

教會歷史：宗教改革運動史 

實踐神學：歸正信仰與生活 

● 教會實習 2學分（400小時）。 

● 基督教研究論文3學分（30頁，3萬

字），註冊日起半年內完成。 

二. 總平均成績達 3.0（B）。 

三. 5 年內畢業。 

 

神學學士科暨雙學位 

Bachelor of Arts in 

Theology plus Master of 

NT, OT, Divinity 

 

目的和特色 

本學科為裝備成為教會非按立之服事同工，

如傳道人、師母等，或預備學生進深至研究

所學習。凡修滿大學神學課程96學分者，可

申請教務會議雙修聖經或道碩課程。 

本科特色說明如下： 

一. 春、秋學季，學、碩士分開上課，

密集課則一起上課。 

二. 第一年至第三年，學士課程依表排

課，每門 2.5 學分，3 年內 75 學

分。加上選修密集課 21 學分，可達

96 神學學士學分。（可使用 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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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遠距或個別指導限 8 門/20 學分）

且必須於第三年之內提出申請碩士

科系。 

三. 滿足 96 神學學士學分和任一碩士畢

業要求始可畢業，獲頒雙學位。 

 

 申請資格  

一. 申請人須渴望學習聖經和深入瞭解

福音、有美好見證、有心服事主、

並有成為教會領袖之潛力。 

二. 領有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校以上

畢業文憑或國家高級中學的資格檢

定及格證明的基督徒。 

 

神學學士科畢業要求  

一. 必須修滿 128 個學分。 

二. 平均分數之積點必須在 2.5（C+）

以上。 

三. 修業年限 8 年。 

 

延伸制神學教育 

Extension Learning  

 

目的和特色  

希望修課及取得學分，但不想修讀學位者，

可以申請本院的延伸制神學教育的課程。本

課程之目的，乃是提供基督徒進修的機會，

或裝備成為教會之長老、執事、團契領袖等

帶職事奉同工，或其他非牧師職分之同工。

本科的學分可部分轉至本院有學位的科別，

並且可與修讀學位學生一起上課研讀。 

 

申請資格 

申請人須是渴望學習聖經和深入瞭解福音之

成熟基督徒。凡延伸制神學教育的學生，可

選修任何學士科的課程。符合申請本院碩士

科資格者，可直接申請選讀碩士課程，經教

務主任面談，並申請教務會議決議通過後，

可以開始選修碩士科課程。 

 

規章 

一. 學生若想要取得學分，須完成所有

申請手續，成為延伸制的學生；學

季課程開始，尚未完成者，可以先

申請為旁聽生。若只想旁聽，須填

寫本院的申請表格，且徵得教務主

任同意。 

二. 任何學季選修 2 門以上課程，需經

教務主任同意。 

三. 凡延伸制神學證書科的學生想要轉

到修讀學位的課程，須經過入學考

試；錄取後，欲轉原延伸制已修讀

的學分至學位學分，請按教務規章

修課規定之「轉學分」規章辦理。 

四. 延伸制神學證書科學生可自由參加

全校的活動。除此之外，其他規章

和神學學士科的學生相同。 

 

延伸制神學教育結業要求 

有三種不同程度的延伸制結業證書： 

初級延伸制神學證書，須修滿20個學分。 

中級延伸制神學證書，須修滿40個學分。 

高級延伸制神學證書，須修滿60個學分。 

不論何者，學生之平均成績須達2.8，並經教

務會議通過之後，始頒發結業證書。得60學

分者（高級證書），可參與畢業典禮。 

 

聖經輔導證書 

凡渴望加強神學與聖經基礎的基督教輔導

者，並期望建立有效的基督教輔導之成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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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徒，可申請本院之聖經輔導證書。必須修

滿20個學分，其中應包括： 

一. 輔導類課程：共14個學分。 

二. 其他類（新、舊約、神學、歷史、實踐

）課程：6個學分。 

三. 平均分數之積點必須在3.0（B）以上。 

 

遠距延伸制證書科 

Distance Learning 

 

目的和特色 

遠距教學提供給因為工作或住家等特殊因

素，無法來校研修課程，但有心接受裝備的

同學。透過非同步DVD函授課程，及同步雙

向網路課程方式完成學位或證書。可申請延

伸制證書，證書上將註明為遠距結業證書。 

 

申請資格 

申請資格按延伸制神學教育規定。 

畢業要求 

按基督教研究碩士和延伸制之畢業或結業要

求。 

 

申請手續 

申請手續：與其他學生相同，按「入學規定

」之報名申請手續辦理。  

 

課程規劃  

每學季至少 4 門課程，包含 2 門 DVD 課程 

和 2 門線上即時課程。 

 

課程進行方式  

一. DVD 課程: 按 DVD 課程的上課時數，

自行選擇時段上課，並按時記錄自修時

數，繳交授課老師要求之作業或報告。  

二. 線上即時課程：以即時課程進行方式，

課程進行期間，可以跟授課老師溝通並

問題解答。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太五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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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1 年各學科課程總表 

◇ 研究所課程（核心課程 2 年 1 輪，選修課程 3 年一輪） 

學院課程 

 核心課程 選修課程 密集課程 

舊約 舊約導論 

摩西五經 

 

*希伯來文一 

*希伯來文二與讀經 

大先知書 

詩篇 

智慧書 

舊約歷史書和神學 

舊約解經和講道 

 

但以理書 

舊約綜覽 

尼希米記的牧會神學 

摩西律法中的基督 

新約 新約導論 

釋經學 

 

*希臘文一 

*希臘文二與讀經 

新約神學、馬太福音、馬可福音、 

保羅書信、羅馬書、哥林多前書 

哥林多後書、加拉太書、監獄書信 

教牧書信、希伯來書、 

彼得前後書&猶大書、新約神學 

 

路加福音及使徒行傳 

耶穌的比喻 

約翰神學 

聖經無誤與四福音 

神學 西敏信條一 

西敏信條二 

因信稱義 

愛德華茲神學 

基督教倫理學 

護教學 

三一神論 

唯獨聖靈 

領養論 

 

教會歷史 宗教改革運動史 早期到中世紀教會史 

二十世紀教會史 

現代教會史 

 

改革宗信仰與近代中國教會歷史 

實踐神學 歸正信仰與生活 教牧學一、二 

教牧輔導 

講道法一、二 

基督教教育 

植堂與拓荒 

穆斯林宣教、基督教與中國文化、

民間信仰與本土宣教、 

如何教導西敏小要理問答、 

如何教導聖經綜覽、英文讀經、 

以基督為中心的講道、 

流行文化與基督教世界觀 

 

聖經輔導 輔導神學 

教牧輔導 

聖經神學和輔導 

心理學理論批判 

婚姻家庭輔導 

教養子女 

青少年輔導 

職場事奉 

 

性倫理輔導與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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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科課程介紹（以核心及選修課程為主） 

 
 
 

OT0001  希伯來文一* 

介紹希伯來文聖經的文法、語法(syntax)和單字。特別著重學習所有詞幹(stem)中的規則動詞(strong verb)。選修聖

經希伯來文一的學生，應計畫下學季繼續選修希伯來文二。─王俊豪牧師 

 

OT0002  大先知書 

舊約的先知書是上帝給祂百姓的啟示，藉著教訓、督責來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的恩典記錄。先知是上帝與人之間立

約的使者，奉差遣到悖逆的百姓當中，教導他們記念摩西的律法，呼籲神的選民悔改轉向耶和華，來恢復已破壞的立

約關係。他們預言將要來的彌賽亞國度，吸引立約之民忠心跟隨救主，仰望等候上帝的救恩和祝福。本課程是以歸納

式查經法來研讀『以賽亞、耶利米、耶利米哀歌、以西結、但以理書』五卷大先知書。我們先了解各卷書的文學風格，

注重先知信息在當時歷史背景中的意義，最後應用在現今的時代，能夠活出先知一樣的生命和信息。─黃秉珣牧師 

 

OT0006  詩篇 

本課程將檢視詩篇的結構和神學。內容的特色乃是要幫助學生看見每一篇的詩篇不只是詩人發出的個人禱告與讚美。

更重要的是一百五十篇的詩篇有一個內存的宏觀架構和一個整體性的福音信息。換句話說，本課程的教學將會強調詩

篇對救贖歷史和聖經神學的根本重要性。─王俊豪牧師 

 

OT0007  希伯來文二* 

本課程以希伯來文一為基礎，接續介紹聖經希伯來文的文法、語法(syntax)和單字。特別著重學習弱動詞(weak verb)

的部分(弱動詞指的是不規則動詞)。─王俊豪牧師 

 

OT0012  摩西五經（核心課程） 

本課程將檢視摩西五經的內容和神學。因此，須由起源開始講起：世界的起源、罪的起源和救贖的起源。強調摩西五

經對救贖歷史和聖經神學的根本重要性。目標： 1. 熟悉摩西五經的歷史背景、文學型態和解經難題。2. 查考其他聖經

經卷中有關摩西五經的神學主要元素。3. 在救贖歷史的背景下來解釋和應用摩西五經。4. 預備學生來研讀及教導摩西

五經。─王俊豪牧師 

 

OT0015  希伯來文讀經* 

本課程是希伯來文 I 和希伯來文 II 的延伸課，主要目的是教導學生能夠研讀及分析希伯來文聖經。課程目標： 1. 學

習能夠使用希伯來文聖經，並研讀及分析希伯來文經文。2. 透過更深入的希伯來文讀經，學生將會更加明白聖經舊約

經文的信息。─王俊豪牧師 

 

OT0021  智慧書 

智慧書充滿著天上的智慧和奧秘，也提供了日常生活的指引。本課程主要探討箴言書，約伯記，傳道書，及雅歌的歷

史背景，結構，及神學信息，特別是從聖經神學的架構和神的救贖恩典來解讀其中的信息。─王俊豪牧師 

 

OT0033  舊約導論（核心課程） 

本課程主要探討現代舊約研究的歷史，舊約文本與正典形成的問題，舊約的本質與史學的詮釋，舊約解經方法論，聖

經神學的範疇，遠古近東考古學和文獻的使用，與新約引用舊約的問題等等。透過本課程，學生可以建立一個以基督

為中心，以福音為導向，和以正統聖經神學為架構的舊約觀。─王俊豪牧師 

 

OT0035 舊約歷史書與神學 

本課程主要是從救恩歷史的角度去探討舊約歷史書，從約書亞記至以斯帖記，各書卷裡面的中心信息和神學主題。除

此之外，本課程也會研討一些近代在歷史書釋經上所遇到的解經難題。因著所概括的篇幅，本課程只作概論性的論述，

並非仔細去探討每一個相關的神學與釋經課題。─王俊豪牧師 

OT 舊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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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0037  舊約解經和講道 

從過去到現今，有許多的傳道人在傳講或教導舊約的時候，都不僅以人本主義或道德主義為出發點。本課程主要探討

如何以神的救贖歷史架構和以基督為中心來傳講和教導舊約。學生在課堂上必須參與講道或教導的演習。─王俊豪牧師 

 

 
 

 

NT0001  馬太福音 

馬太福音是新約聖經的第一卷是有原因的。馬太以猶太基督徒的觀點來看神普世性的救恩，敘述耶穌如何成全舊約預

言和那將要來臨的基督與拯救。耶穌生平的事件不僅實現了舊約聖經的預言，甚至祂本身才是那代替我們行全律法的

真以色列。透過耶穌的教導、醫治，受死與復活，神的國降臨了。無論如何，整本馬太福音表明耶穌是：基督、神兒

子、那將要來的王、也是那降卑的人子。這堂課將細讀整卷書，按著神學視角逐章討論，並探討一些文學和歷史性的

問題。在此同時也知道這是寫給教會的，因此在今日也應當向教會強調其精義。─麥安迪牧師 

 

NT0002 哥林多後書 

本課程將探討哥林多後書(1)歷史背景-包括保羅寫信的目的(也簡單地復習哥林多前書)及本書的內容及結構。(2)研

究本書的主題-保羅事奉的患難與益處、事奉改變和澄清、確立和辯護自己使徒的身份，捐獻的屬靈原則及他再訪的

計劃。─楊敦興牧師 

 

NT0003  新約神學 

本課程先由探討簡明的得救信心著手，而後會集中來研討新約真教會的三個不可或缺的要素：(1) 純正的教義：得以

正確無誤地指出相信與盼望進入永生的道路是透過認識上帝和祂作為。(2) 純正的倫理：使人能以認識他們自己、悔

改認罪，以及得以被更新而有基督的樣式。(3) 懲戒的權威：使得教會能對內施行裁判和懲戒，以糾正會眾中不純正

的教義和不道德的問題。探討如何聯合這三個要素於我們的禱告、團契以及主餐與洗禮之聖禮中。而後運用羅馬書十

四章一節到十五章七節的原則來思想新約所強調的「基督徒的合一」，儘管宗派在爭論性的議題上有其次要強調的重

點。也會來探討思索歷代的信經和信條如何試圖來總結新約的神學，涵蓋自最初的使徒信經和尼西亞信經到更為詳盡

的改革宗信條。─呂沛淵牧師 

 

NT0007  馬可福音 

馬可福音書是非常重要的一卷書，因為它是三卷對觀福音書中最早的一本。課程中，我們會先對福音書作一簡短的概

論，並探討本書的特性、寫作日期、主要目的及背景等。之後，我們會逐節地研讀馬可福音書。課程目標在於對書中

基督的位格和教導作更深入的認識。─麥安迪牧師 

 

NT0008  希臘文一* 

本課程共有 15 堂課，開學前暑期密集 3 堂，秋季開學後 12 堂，涵蓋課本（第一課到第 12 課），採用系統歸納法教

學，將複雜的希臘文文法用精簡的公式表達，幫助學生在一個學季就能熟悉動詞的變化，裝備學生順利進入希臘文二

的分詞學習，更爲閱讀新約希臘文聖經奠下根基。藉著句法五行分析的操練，學生可以透過希臘文的知識，增強對解

經和釋經的認識和瞭解，也可順利進入新約經文鑒別學的研究。─成仁牧師 

 

NT0010  聖經解經學 

本課程將根據以下五個宗旨，帶領同學進入解經學的領域：一、認識解經學的聖經總原則。二、認識釋經學基本要素

和原則。三、認識聖經裏各種體裁的釋經原則。四、認識何謂「神學性釋經」。五、認識應用聖經。本課程不但只從

原則和理論上來探討釋經學，也從實務方面教導學生如何解釋和應用聖經。─王俊豪牧師 

 

NT0011  希伯來書 

希伯來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非使徒保羅的、猶太人的福音觀點。它高舉我們的主是上帝的兒子和我們尊榮的大祭司，

並一再地告誡我們要重視祂，斷不可輕忽祂。這本書卷幫助我們明白新舊兩約間的關係，作者涵蓋新舊兩約的獻祭、

約的關係、會幕和敬拜。「更好」(better)、「一次獻上，永遠有效」(once for all) 和「若不」(without)是本書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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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這是一門釋經課程，我們將逐節討論講解，課程的目的是要由著書當時的背景來了解本書卷的信息以及它如何

和今日的教會適切相關。─麥安迪牧師 

 

NT0014  加拉太書 

本課程將以釋經的方式來研讀這卷書信。我們會特別注意這書信的結構、語言、歷史背景、及神學。 此外, 我們也會

研究加拉太書與使徒行傳的關係，以及它與保羅其它書信的關係。在實踐方面, 我們將談到基督福音如何應用在非信

徒和信徒身上。─楊敦興牧師 

 

NT0016  哥林多前書 

保羅寫給哥林多教會的信，是兩封他的重要書信。在哥林多前書中，保羅指出哥林多教會的十個問題：分黨結派；與

繼母同居的亂倫事情；信徒彼此訴訟；犯姦淫與娼妓行淫；錯誤的屬靈婚姻觀；吃祭偶像之食物；婦女試圖帶領教

會；羞辱主的聖餐；誤用屬靈恩賜，造成崇拜的混亂；反對上帝使人復活的確據。課程會討論以上問題。大部份時間

著重於經文的解釋。課程會仔細地探討保羅在信中對哥林多教會的教導和他的「主要原則」，每堂課也同時會討論如

何應用於今日的教會。課程會包括討論教會的分黨結派、淫亂與教會的管教、何為屬靈、基督徒參與異教文化的範疇、

婦女在教會的角色、尊榮上帝和主餐、靈恩運動、基督教信仰的福音核心與永生。─蔡恩賜牧師 

 

NT0018  羅馬書 

羅馬書是保羅的十三封書信當中最重要的一卷，也是新約當中堪稱前三名重要的書卷。它乃是幾乎每次教會大復興的

關鍵以及每個保羅神學討論的核心。在我們的年代，學者們持續為這卷書和它的意義性爭論著。這書信到底是保羅關

乎福音和因信稱義的鉅著（magnum opus ）？抑或是保羅對教會裡猶太人與外邦人關係的關注？在這堂課我們將會逐

章地解經，並從這卷書的整體來討論這些普遍的問題。─麥安迪牧師 

 

NT0022  保羅書信 

此課程研討保羅的 13 卷書信 (羅馬書至腓利門書)： 1. 保羅書信的作者、內容與神學。2. 保羅生平、其書信之歷史背

景及與使徒行傳的關係。3. 基本研經法：歷史的、文法字義的以及文學修辭的分析。─楊敦興牧師 

 

NT0028  教牧書信  

本課程將會逐章逐節討論保羅的教牧書信。這些書信之所以重要，乃是因為當中蘊含使徒對基督教信仰、教會、事工

方面的成熟思想。本課程的首要目標是了解書信的內容，其次會討論如何將它們應用在今日。─麥安迪牧師 

 

NT0029  彼得前後書&猶大書 

探討彼得前書，後書，猶大書的釋經，歷史背景，結構，以及其神學信息。─王俊豪牧師 

 

NT0033  新約導論（核心課程） 

本課程將探討新約書卷與舊約的關係，新約的文化及歷史背景, 並研討它們的結構大綱、特色、中心信息和神學。藉

著這些知識，學員可以更清楚看到上帝藉耶穌基督所成就祂在舊約救贖計劃。─楊敦興牧師 

 

NT0034  釋經學（核心課程） 

本課程主要是從聖經的總原則去探討解經的原則和方法論，並依據各種不同的聖經體裁，如：敘事文，詩歌，智慧書，

符類福音，書信，以及啟示錄，學習各種不同的解經原則和方法。除此之外，本課程另外一個焦點，就是從上帝救贖

歷史的角度，以基督為中心，和以教會為導向來探討釋經學。─王俊豪牧師 

 

NT0040  希臘文二與讀經* 

本課程的前一個半小時，上希臘文文法課程，從課本第 12 課到第 17 課，採用系統化教學，裝備學生順利進入閱讀新

約希臘文聖經。藉著五行分析的經驗，學生可以逐步開始閱讀約翰福音或約翰的書信，等熟悉了希臘文的特性之後，

便可以嘗試閱讀保羅的書信或路加的作品。學生可以透過希臘文的知識，增強對解經和釋經的瞭解，也可進入新約經

文鑒別學的研究。─成仁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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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0001  愛德華滋神學 

本課程將詳細討論愛德華滋的《屬靈情感》。屬靈情感這主題乃是討論基督徒會有什麼記號或特徵。愛德華滋根據一

百五十年來清教徒的討論，首先列出不能辨別真基督徒的十二個虛假記號，然後再列出真基督徒的十二個合乎聖經的

記號。愛氏的這本書堪稱無價之寶，對於明白基督的教導、輔導基督徒、選擇教會領袖並對於牧者的屬靈生活實有裨

益。─麥安迪牧師 

 

TH0003  基督教倫理學 

聖經在生活全面之應用；基督教倫理之目標、動機、標準、與合一性；神的律法對現今環境與人心趨向之啟示；從聖

經來看基督徒生活，以十誡為骨幹來探討信仰與生活的準則，特別著重聖經倫理與現代生活處境之運用，處理基督徒

在生活中常遭遇的倫理問題。─呂沛淵牧師 

 

基督教倫理學所探討的就是基督徒在世的生活。這是一趟即豐盛又複雜的天路歷程。在這成聖的道路中，神的靈藉著

祂所啟示的道，透過教會和聖禮來引導祂的百姓，叫我們這些在世做客旅的信徒知道如何在神的面前活著。因此，基

督教倫理不僅僅是為了生活，更是藉著生活來認識神和祂的榮耀（神學是為了建立生活；生活是為了建立神學）。好

的基督徒倫理就是將神所關心的，轉變成我們自己所關心的。此課程建立在《聖經》教訓的基礎上，先介紹基督教倫

理學的基本概念和方法，然後透過研究神在西奈山上頒給摩西和以色列人的十誡，來學習如何在現今的時代應用和生

活。此課程主要不是針對人生中的諸多問題提供四海皆準的倫理答案；而是著重於加強信徒過合乎聖經倫理生活的意

願和能力。換句話說，我們要學習一生如何盡心、盡信、盡力、盡意來愛我們的神。─錢慕恆牧師 

 

TH0032  三一神論 

三位一體的教義，是從歷史上重要的神學家和信條開始發展出來的。本課程將研究：聖經當中有關於神性和上帝三個

位格的共同屬性的證據；三位一體互相團契的關係；三位一體在上帝的所有作為中，是如何相互合作；了解三位一體

各位格的職分與工作。我們將學到聖父如何差遣聖靈充滿基督的人性，就如同聖靈動工在信徒的身上。─葉提多牧師 

 

TH0027  西敏信條二（核心課程） 

「基督論」：基督的位格與工作；「救恩論」：與主聯合，救恩實施的次序；恩召，重生，悔改與相信，稱義，得兒

女的名分，成為聖潔，恆忍，得榮耀；「教會論」、「聖禮論」、「末世論」：教會的本質、標誌、體制、事工；洗

禮聖餐的神學意義與施行；個人末世論與總體末世論。內容涵蓋「西敏信條」第 10-33 章。─呂沛淵牧師 

 

TH0029  西敏信條一（核心課程） 

神學的本質、方法和來源；聖經的啟示和默示；神的聖名；三一論；神的旨意；創造、護理、神蹟；神的屬性；人的

起源與本質；人是神的形像，人與神的團契；人的墮落，罪的傳遞；原罪與本罪，罪人的苦況。內容涵蓋改教信仰的

最佳總結「西敏信條」第 1-9 章。─呂沛淵牧師 

 

此課程為《西敏斯特信條》之第一部分（第一至九章）。其中，我們將著重探討聖經如何論及它自己（啟示論和知識

論），如何論到神、人、人的罪和基督五大神學主題。本著神學的來源是唯獨來自神主權恩典的啟示之信仰前題，我

們將著重幫助學生從聖經本身的話，透過西敏會議先賢們的智慧來理解所論及的所有議題。在不違背聖經明顯的旨意

之下，我們亦會採用其他除了《西敏信條》之外，在教會歷史中有重要貢獻的教義文獻。雖在課堂討論的過程中難免

會涉及許多相關的神學爭論，但教學重點必須放在幫助學生建立一套以聖經為基礎的正統信仰立場。我們相信建立正

統的神學或認識神是有可能的，因為神是說話的神，神確實向我們說了話，神的話就是真理！─錢慕恆牧師 

 

TH0031  因信稱義 

在這門課程的前半，我們將仔細研究湯姆賴特（N.T. Wright）的《再思保羅神學爭議》（What Saint Paul Really Said）

這本書。在這本書當中，賴特聲稱「因信稱義」的新教教義需要被修正。而我們將證明這本書充滿了誤導人的修辭學。

在課程後半，我們將檢視「因信稱義」的意義及其歷史，最重要的是，我們會探討此教義的聖經根據。─麥安迪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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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0001  宗教改革運動史（核心課程） 

身為一個更正教徒，尤其是一個改革宗信徒，絕對必須深入了解宗教改革的歷史與神學。本課程涵蓋的時間為中世紀

晚期至三十年宗教戰爭時期(1618‐1648 年)。 課程內容基本上分為三大部分： 

1. 宗教改革歷史背景：中世紀教權與皇權之爭，西歐當時之政治、經濟、社會變化與宗教改革之關係，尤其知識界與

神學之互動。 

2. 改教運動過程與各宗派神學之形成：這是本課程的重心，包括馬丁路德的改教與路德宗的神學，加爾文的宗教改革

與改革宗信仰在歐洲各國的發展，以及改革宗信仰之歷史與普世性意義，激進之宗教改革—重洗派，英國的宗教改革

與清教徒運動之形成。 

3. 反改教勢力之反撲、宗教戰爭、與改教形成之局勢：天主教耶穌會之反宗教改革，新教與天主教之衝突與戰爭，新

教各教派間之衝突，三十年宗教戰爭的落幕與近代西歐宗教形勢的底定，同時更正教、天主教、東正教三大系統鼎足

而三之勢維持至現今。─呂沛淵牧師 

 

CH0011  二十世紀教會史 

研究基督教會在 20 世紀發展的由來，論述分析主要運動的意義與影響: 基要派與福音派運動、五旬節派與靈恩運動、

現代與後現代神學、普世教會合一運動、異端教派等。特別注重 20 世紀改革宗教會所面臨的挑戰；一般教會偏離改

教信仰所導致的亂象；保守福音派教會的走向與趨勢；以及如何悔改歸正。─呂沛淵牧師 

 

CH0012  早期到中世紀教會史 

研究自使徒時代至主後 1500 年的教會史；本課前半研究「早期教會」：教會與羅馬帝國的關係；教會組織；神學與

教義的發展；基督徒生活、崇拜、與宣道。本課後半研究「中世紀教會」：教皇權力的崛起、修道主義的興起與發展、

經院哲學與教義爭論、神秘主義與奧祕派、大眾的敬虔與宗教生活、要求改革的呼聲。─呂沛淵牧師 

 

CH0014  現代教會史 

根據宗教改革信仰，研究從 17 世紀後期至今的教會歷史，注重主要運動與人物思想如何影響教會的發展：改教運動

的鞏固與發展，德國的敬虔主義，英國的循道運動，開明運動，高等批判學與自由派神學；美洲的大復興；時代主義，

聖潔運動與靈恩運動，現代神學，基要主義與福音主義，新福音派，新興教會運動，普世教會合一運動，異端教派等。

特別注重 20 世紀改革宗教會所面臨的挑戰；一般教會偏離改教信仰所導致的亂象；保守福音派教會的走向與趨

勢；以及如何悔改歸正。─呂沛淵牧師 

 

 

 

PT0002  講道法一 

保羅曾提醒提摩太：「你要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後二 15)。因此我

們深信「講道法」的學習是每個服事主的工人最重要的課題之一，盼望本課程能用理論與實際的交互學習，來學習如

何傳講以基督為中心的信息。─蔡恩賜牧師 

 

PT0005  教牧學一 

上帝藉著基督拯救自己的子民及建立教會，在教會中祂興起屬靈領袖來牧養及治理祂的家。主對教會的心意，無論是

領袖的興起或教會的治理都記載在聖經裡，因此我們當按聖經來選擇及訓練領袖，也當用聖經的原則來治理教會。若

不回歸聖經，教會事工就會失焦，達不到果效，更嚴重的是主的名被羞辱。因此，本課程將從聖經來看神的工人(長執

選立與培養)、看教會治理(屬靈權柄、會議主持、教會法規章程、財務管理等)、及領袖們的事奉(牧養、教導、關懷、

團契等)。─楊敦興牧師 

 

PT0008  教牧輔導 

本課程將： 1) 複習聖經輔導的神學基礎（以神為中心、效法基督）； 2) 研究實行短期教牧輔導的方法，在課堂上並

課堂外與其他人操練這些方法（目標是：有得救的信心、藉著神施恩的管道、以基督為榜樣）。學生將會研究一些實

PT 實踐課程 

CH 歷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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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教牧輔導問題，以及合乎聖經的解決之道，這些問題包括：人際關係的衝突、面對苦難/被得罪、性犯罪、教會紀

律，以及輔導不同敏感程度的良心。及至最後，得以能擴展輔導事工，並在教會內培訓其他的輔導同工。─葉提多牧師 

 

PT0011  教牧學二 

神在教會中興起教牧是為要牧養神的羊群及建立合主心意的教會。改革宗（或歸正宗）教會所強調教會當有三個標誌

是(1） 真心傳揚神的聖道，(2）正確施行聖禮，及(3）忠實治理教會。這三樣正是本課程所要探討的主要題目- 敬拜

及聖道的宣講，聖禮及教會的紀律。願藉這課程幫預備學生作更好的教牧的同工。─楊敦興牧師 

 

PT0017  基督教教育 

本課程幫助學員認識甚麼是基督教教育。我們將從它的定義、角色、歷史、實踐來探討這主題。學員也將發掘自己對

基督教育的立場及建立一個以聖經為中心的教育。─楊敦興牧師 

 

PT0028  歸正信仰與生活（核心課程） 

正如課程名稱所描述的那樣，我們將學習歸正（改革宗）信仰的教義基礎，以及我們基督徒在信仰生活中所展現出的

共同之處，提摩太前書四 16 即闡明了這點：為了「又能救自己，又能救聽你的人」，應留意我們的教義（教訓）和

生活（實踐）。這門課將會從荷蘭改革宗信條當中，學習立場鮮明的改革宗教義、比較改革宗信仰與其他的教義系統、

改革宗信仰如何影響社會，以及思想「在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這主題的意義（彼前三 18）。使用「四

個效法基督的使命」（4CIMS）：包括大委身使命、大文化使命、大爭戰使命和大總會使命、藉著恩典途徑：讀經、

禱告、聖禮、團契。─葉提多牧師 

 

PT0032  植堂與拓荒 

本課程將介紹植堂/拓荒的重要性；植堂是一個符合聖經的教導，也是積極傳福音的策略。學員將從有經驗植堂者的分

享/教導及觀摩他們建立的教會來實際學習植堂/拓荒的功課。本課要求學員實踐參與一些植堂/拓荒的練習：如傳福

音、講道─以基督福音為中心的講道、評估、及寫一份建立有福音使命教會的提案。─楊敦興牧師 

 

PT0037  講道法二 

我們深信提供以基督為中心並扣緊生活實踐的講道，是每個服事主的工人最重要的使命之一，也是健康教會的主要標

記。盼望本課程能以實際操練為主，講道理論為輔的交互學習，來達成以下幾個學習目標： 1.確認講道者的身份及條

件，價值與使命，並成為努力追求的目標。2.認識信息之獲得並形成講章，充實內容等各過程，實際演練每一個步驟。

3.學習整合解經能力、溝通原理、屬靈負擔於一體之事奉。4.實際操練講道並學習如何評估講道。─蔡恩賜牧師 

 

 

 

BC0005  教養子女 

西敏信條第二章第二點指出，神的榮耀已經對我們、在我們之上、臨到我們之中、並藉著我們顯現出來。葉提多博士

將根據八個源自於神展現祝福或咒詛的屬性，演繹出一種關乎上帝榮耀的聖經模式，包括無所不在（omnipresence）、

無所不聖（omniholiness）、無所不有（omnisufficiency）、無所不知（omniscient）、無所不合（omniharmonious）、

無所不能（omnipotent）、無所不信（omnifaithful）、無所不時（omnihistorical）。他將演示基督的人性如何完美地

反射出這八種屬性。也將展示聖經中新的聖約是怎樣使我們轉變成擁有這八種屬性的人。這些都是重要的父母教養模

式，使我們能夠在所在之地展現先知、祭司、君王（集合、創造、分散）的屬性。並且藉著福音的大能，這八種屬性

應該被拿來作為教導並訓練孩子成為基督的樣式。─葉提多牧師 

 

BC0007  聖經神學與輔導（輔導必修課程） 

神學院畢業生往往只是重複利用他們老師的筆記，以致於他們的創新能力受限，而無法針對他們事工的處境來進行新

的研究。葉博士將於本堂課提出一些範例，它們結合了「主題交響釋經法」 及從個別新約書卷研擬而得的聖經神學大

綱，最後再根據這些相當適合講道、門徒訓練與輔導的書卷，作出實用的主題式研究。我們對將要學習之「主題交響

神學」的方法說明如下：首先，透過自我研讀《聖經》及詳盡註釋書對書卷的簡介，找出該卷書中的主要神學主題；

然後將這些所有主題與所有的經文單元，編排成你所選之主題標題的次要單元組（因為這些主題都是相互關連，因此

BC 輔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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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產生許多研究主題，如同檢視寶石的不同刻面一樣）。然後，我們將透過單節經文，將其當作「透鏡」或「刻面」

閱讀整本書卷，並且思考其他所有主題與該節經文的關連性。我們將練習解釋那些個別的經文，同時還要留意到該書

卷其他所有主題，與該單節經文的關係。學生將閱讀相關資料以了解如何使用這些方法，同時練習所學到的方法；學

習如何將救恩歷史神學（即基督與福音的連結關係）應用於所有的經文釋經上。─葉提多牧師 

 

BC0008  青少年輔導 

使用在「輔導神學」課程裡發展的彩圖，試著認識基督在世上的形象，以至於學生可以教導並輔導青少年在各方面更

像基督耶穌。學生們也將培訓成年領導，運用為青少年事工的─「以擔任先知、祭司、君王，將上帝以聖約祝福或咒

詛的臉光映照在三個神國事奉之處（天上地下、現在和將來）」，並與這些領導，開發一個針對中學生到大學生（十

三到二十二歲）的專案，將這些主題實際應用：(1) 金色/藍色：在聚會之處（基督徒家庭、教會機構、教會）、(2) 綠

色：在受造界、(3) 紫色：在人的國度。─葉提多牧師 

 

BC0009  教牧輔導（輔導必修課程） 

本課程將 ： 1)複習聖經輔導的神學基礎、2) 研究輔導員所需具備的特質：恩慈的、說真話的（加六 1 ；提前三；多

一）、3) 研究實行短期教牧輔導的方法。學生要研究兩種常見的典型教牧輔導問題——關係的衝突和面對苦難/被別人

的罪孽忤逆，以及用聖經解決的方法。學生要繳交一篇期末報告，是關於下列輔導所面對的問題：癮症，懼怕人/完美

主義，親子衝突，婚前輔導，危機懷孕的輔導，性虐待，憂鬱，性別認同，生理機能‐腦部的影響。─葉提多牧師 

 

BC0010  輔導神學（輔導必修課程） 

這門課將使用葉博士新書作為每堂課教學的基礎。葉博士這本「上帝的榮耀─整合改革宗神學觀的根基：基礎篇」的

著作將「神的榮耀」觀念重新組織，並重新賦予八種原始屬性的名稱(無所不在、無所不聖、無所不有、無所不知、無

所不和、無所不能、無所不信與無所不時)，同時，每一種屬性都具備祝福及咒詛兩種臉面的表達。他接著說明每種原

始屬性是如何具備衍生層面(同在、聖潔、供應、知識、合一、管治、正直，以及與神共時性)，而這些衍生層面則是

向著並藉著基督的人性、在他的人性之上及裡面，彰顯在以下幾方面：他完全順服道德律；擔任先知、祭司和君王等

職分；受苦以致於死；復活；以及他在各個領域及地點中所作的事工。聖靈藉著施恩管道來工作，向著蒙揀選信徒彰

顯出基督祝福與咒詛的臉面，如此基督的榮耀才能藉著得救的信心，在他們身上獲得宣揚(挽回祭、稱義)、在他們裡

面形成(悔改、得生命)，並且在他們的領域(天上、地上)和所在地(總會、被造界、散居地)中，藉著他們反映出來 (敵

意、和好)。葉博士同時也說明他的主題與著名的讚美詩《成為我異象》之間的關係，並以一連串的要理式問答總結本

書；他還顯示這些主題與宗教改革的五大唯獨之間的關係，並且製作了一個彩色的主插圖，以有助於解釋改革宗神學

各個部分之間的關係。另外，在每章結尾處，以及第八章每個次主題結尾處，都會包含一個反思與討論的章節。本課

程為聖經輔導碩士科的必修課程。─葉提多牧師 

 

BC0011  心理學理論批判（輔導必修課程） 

本課程將裝備學生以屬靈生命為基礎的視角，照著神的話語在我們裡頭應產生的正確的轉變，不被引 誘去懷疑基督信

仰的全備性，來檢驗社會科學。我們將學習到所謂「符合聖經的科學家」應當有的樣子：他們相信神的話語，並為了

使萬物榮耀神且向祂獻上感謝，實際研究神所創造且護理維持的世界的人們。我們將在課程中討論一些經實際研究和

觀察所得的人類思想與行為的範例。我們也將學習聖經輔導如何批判迄今為止的心理學理論。我們將建立一個更好的

批判心理學的模式，稱為「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以聖經作為統管所有其他知識的規範或真理。我們也

將研究聖經如何與外邦人的宗教信仰、世界觀相互影響，並這個墮落世界如何將咒詛和祝福帶給人類生活。我們比較

非基督徒的模式（混和的前提、一些觀察的研究和以往被接受認可的模式），有關人類思想、行為和生理／大腦過程

和遺傳的起源（社會學、心理學、生物精神病學、遺傳學）當中，什麼是「正常」的、什麼是「不正常」的。我們也

將試圖去分類這些模式代替聖經真理所將招致的危機程度。我們會閱讀一些基督教的評論和融合基督信仰的學者對於

各種心理學模式的回應。我們也會從非基督徒的評論學習，針對 DSM-V（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和使用還沒有被證

明是有效地恢復心理健康的藥品之間的關係。課程中要求學生大量閱讀、並且有小考閱讀內容，兩份針對一個非基督

徒的模式和一個融合基督信仰的評論研究報告。本課程為三學分，為聖經輔導學科必修。─葉提多牧師 

 

BC0012  職場事奉 

關於職場事奉，許多教會的領袖沒能適當地教導，在講道中也很少提到基督徒跟工作這方面相關的議題。本課程將裝

備教會領袖和信徒如何在教會以外的工作場所，以聖經為根基，藉著與復活的基督聯合來完成創造‐‐文化使命。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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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士課程（4年一輪） 

 

學期 
週一 

舊約 

週二 

神學 

週三 

歷史 

週四 

新約 

週五 

實踐/聖經輔導 

2018 年 

秋季課程 
摩西五經 教會論和聖禮 基督教在台史 新約神學 

介紹聖經輔導
（週二下午） 

2019 年 

春季課程 
小先知書 加爾文主義 早期教會史 啟示錄 講道學 

2019 年 

秋季課程 
創世記 護教學 宗教改革運動史 保羅書信 輔導方法 

2020 年 

春季課程 
歷史書  基督論 基督教在華史一 希伯來書至猶大書 基督教教育 

2020 年 

秋季課程 
智慧書 神論和啟示論 基督教在華史二 羅馬書 常見輔導問題 

2021 年 

春季課程 
大先知書 人論和救恩論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 釋經學 講道操練 

2021 年 

秋季課程 
以賽亞書 歷代信條 近代教會史 福音書與使徒行傳 婚前輔導 

2022 年 

春季課程 
詩歌智慧書 基督教倫理學 正統教義史 

以弗所書、歌羅西

書、腓利門書 
台灣宗教與宣教 

學士科課程介紹（以已編課程為主） 

 
 
 

OT0002  大先知書 

舊約的先知書是上帝給祂百姓的啟示，藉著教訓、督責來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的恩典記錄。先知是上帝與人之間立

約的使者，奉差遣到悖逆的百姓當中，教導他們記念摩西的律法，呼籲神的選民悔改轉向耶和華，來恢復已破壞的立

約關係。他們預言將要來的彌賽亞國度，吸引立約之民忠心跟隨救主，仰望等候上帝的救恩和祝福。本課程是以歸納

式查經法來研讀『以賽亞、耶利米、耶利米哀歌、以西結、但以理書』五卷大先知書。我們先了解各卷書的文學風格，

注重先知信息在當時歷史背景中的意義，最後應用在現今的時代，能夠活出先知一樣的生命和信息。─黃秉珣牧師 

 

OT0005  創世記 

讀習聖經第一卷書「創世記」，由其主題的敘述歷史(揀選)和解釋律法(聖約)來認識萬有的起源和上帝的作為。─姚

興基牧師 

OT 舊約課程 

會研讀到基督徒生活的每一個層面都是用來服事神、服事人，以及管理世界。我們會研讀這些根基如何連結學術上的

主題以及公開職場的實務性。在課堂上也會涵蓋其他主題，包括：職業性騷擾、倫理、道德的良善、商場的誘惑等等。

外請講員將分享他們的親身經驗，如何應用基督徒的美德，在職場上做見證。─葉提多牧師 

 

BC0019  婚姻家庭輔導 

本課程將複習聖經輔導的神學基礎（以神為中心、效法基督），並進一步研究婚姻輔導的目標和方法（目標是：有得

救的信心、藉著神施恩的管道、以基督為榜樣）。然後，我們將實際操練在婚姻輔導的主題上，包括：滿足慾望、性

愛、感情、言語、合一、財務上等問題。─葉提多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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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0011  小先知書 

舊約的先知書是上帝給祂百姓的啟示，藉著教訓、督責來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的恩典記錄。先知是上帝與人之間立

約的使者，奉差遣到悖逆的百姓當中，教導他們記念摩西的律法，呼籲 神選民悔改轉向耶和華，來恢復已破壞的立約

關係。他們預言將要來的彌賽亞國度，吸引立約之民忠於跟隨救主，仰望等候上帝的救恩和祝福。本課程 是以歸納式

查經法來研讀『何西阿、約珥、阿摩司、俄巴底亞、約拿、彌迦、那鴻、哈巴谷、西番雅、哈該、撒迦利亞、瑪拉基』

十二小先知書。我們先了解各卷書的文學風格，注重先知信息在讀者的歷史和生活中的意義，最後應用在現今的時代，

我們也能活出先知一樣的生命。─黃秉珣牧師 

 

OT0021  智慧書 

舊約智慧書以神救贖子民聖約的世界觀為前提來教導智慧。智慧是從敬畏耶和華上帝開始，進而與神有親密同行的關

係。這智慧也指引我們，在人生的路上如何面對生活中各層面的課題，但最終的目標則是引導我們對渴望永生的提問。

智慧書幫助人認識福音，領受救恩，信靠真神，進入基督裡。在生命中彰顯基督，就是智慧。「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

裡，是本乎神，神又使祂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林前一 30）。聖經的智慧最終指向上帝的榮耀，使

祂的兒子在萬有中居首位。─陳宗吉牧師 

 

OT0040  詩歌智慧書 

舊約詩歌智慧書包括約伯記、詩篇、箴言、傳道書、雅歌，人類歷史最卓越的文學作品，乃是聖靈感動許多作者們，

記錄上帝賜給祂百姓的智慧，成為基督徒天路歷程上的最愛。這五卷詩歌書談論生命中的信仰衝突、苦難、深思、疑

惑、乃至仰望、讚美之智慧結晶。這裡描寫著人對神之間、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所觀察，從中倒出來的信仰告

白、也有男女之間的愛情。研讀這上帝所啟示的詩歌，各卷書的結構和文法所帶來的神學主題，有助於神國工人能夠

分解真理的道，得著敬畏上帝的人生價值觀，也使他們更認識上帝、傳揚祂，活出有智慧的聖潔生命。─黃秉珣牧師 

 

OT0041  摩西五經 

讀習摩西五經，由其主題的敘述歷史（揀選）和解釋律法（聖約）來認識萬有（世界、人類、罪、救贖…）的起源和

上帝在歷史中的救贖作為。─姚興基牧師 

 

 

 

NT0006  啟示錄 

本課程將研討歷史上對本書的各種解釋法，證明以象徵性觀點來解釋啟示錄中的圖像與數字是最合適的方法；並要指

出以字義法來解釋啟示錄其實是錯誤的。課堂上會講解本書中的記號（象徵）是從舊約圖像而來，特別是但以理書、

以西結書、以賽亞書，而這些記號又是如何在救贖裏被成就。研討神學主題：三一神、千禧年、獸、淫婦、基督的位

格與工作、敬拜、受苦和盼望。─史弘揚牧師 

 

NT0018  羅馬書 

在信仰教義混淆的時代，我們有需要重新向教會系統性地傳講聖經裡的福音。福音絕對不僅僅是一種個人經歷、一種

社會義務或是一種外在屬靈的現象。聖經裡的福音是神的大能，是會帶給人生命的改變和更新，叫人樂意一生把自己

當作活祭獻給主的。其中，羅馬書是保羅眾書信中對福音最為系統性的陳述。對基督新教的信徒而言，羅馬書一 16-

17 和三 20-22 不僅僅是整卷羅馬書的大主題，更是宗教改革以來教會的核心信仰所在。使徒保羅首先論到罪人如何拒

絕和抵擋神，而神又如何在基督裡因信稱人為義，叫被稱義者一生過成聖的生活，並賜給人至終得榮耀的確據。此門

課將逐段幫助學生了解其中的意思，並嘗試將所學習的應用在基督徒個人和教會中。─錢慕恆牧師 

 

NT0020  解經學 

本課程提供學習釋經學的起步指引，將強調用聖經本身經文所提供的釋經原則與解經教導，引導學員更加熟悉相關於

釋經的重要經文。並將透過釋經學學理，實際練習解經的操作過程。對於受呼召於教會講道、擔任主日學教導、帶領

團契、小組查經、輔導等事奉，或是有志於以聖經上帝的話為根基來靈修的弟兄姊妹，本課程將提供實務上的研究案

例供討論、參考。─陳宗吉牧師 

 

NT 新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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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0034  釋經學 

上帝拯救百姓出埃及過紅海，之後帶領百姓過約旦河，要子民在吉甲立石為柱，神親自解釋「這是甚麼意思」。主耶

穌昇天前，也教導門徒解釋聖經。聖經是上帝的話，應按上帝啟示的原意來認識。改革宗釋經學建基於上帝的主權、

榮耀，從救贖進程啟示與新舊約一貫旨意，敬聽三一神在聖經裡的解說，作為釋經進路。本課程將據此前提例舉經文、

題裁幫助學員，從自己讀經、靈修，領受光照，進而更新變化；也將幫助學員應用在講道、教導與輔導上，忠於聖經

並提昇傳講能力，成為教會的幫助。─陳宗吉牧師 

 

NT0036  希伯來書到猶大書 

本課程接著福音書、使徒行傳、保羅書信之後，繼續探討新約聖經中所謂「普通(一般)書信」的部份，包含：希伯來

書、雅各書、彼得前後書、約翰一二三書、猶大書共八卷書(此課程不包括啟示錄)，包含五位作者（與耶穌關係密切

的兩位弟弟、使徒彼得與約翰），認識他們對初期教會面臨不同試煉與患難中如何持守真道的勸勉，並看見信仰的呈

現有別於保羅書信中的神學。期盼從課程的研讀中，能更深體會上帝在基督裡的慈愛與豐盛。─史弘揚牧師 

 

NT0039  福音書和使徒行傳 

上帝的兒子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來到世界，是人類歷史中最重要的事件。耶穌在世雖然只有三十三年半，所帶來的

影響卻是永恆性的。神子耶穌降世，為人類的罪被釘十架，使人類的生命有了活路，誠如加爾文所言：「沒有福音，

一切都是徒勞無益的；沒有福音，我們就不是基督徒；沒有福音，所有財富在神面前都變為貧窮；…智慧顯得愚蠢…

剛強變為軟弱，人一切的正義都落在神的定罪之下。」四卷福音書記錄了耶穌的言教和身教，與作者對耶穌在世時，

所參與各種情境的描述與詮釋；使徒行傳則記錄了初代傳福音與建立教會的過程；其中字字句句都是聖靈默示下的

寫作，也都是聖靈選擇性的記載；因此每一個細節與用字遣詞，讀者都必須細心的觀察與研究，方能領會神「活潑、

有功效」的道，與真理的規模。─張昱國牧師 

 

NT0041  新約神學 

帶領學生以「聖經神學」（即「特別啟示的歷史」）的進路來學習新約聖經，研究新約聖經中的各項重要主題，如：

天國和救恩的已然／未然架構、基督裏的救恩、新約各卷聖經信息的特點……等。學習新約神學可以增進信徒的靈命

與事奉，「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裏禱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永

生」（猶 20-21）。─宋則範牧師 

 

 

 

TH0003  基督教倫理學 

本課程將研討：基督教倫理學的目的、內容如下。 

一.基督教倫理學的目的 

1.認識倫理性的上帝，學習倫理性的拯救，實踐倫理性的生活。 

2.認知倫理是生活、蒙恩及使命之道。 

3.分析現今人本倫理的問題（性、人權、自由等）及提示基督教神本倫理。 

二.基督教倫理學的內容 

1.基督教倫理的概念{1}倫理的概念 {2}倫理學的概念 {3}基督教倫理的概念。 

2.基督教倫理的價值{1}法律性的價值 {2}目的性的價值。 

3.基督教倫理的根據{1}相對性的根據：一般倫理 {2}絕對性的根據：聖經倫理。 

4.基督教倫理的歷史{1}初代教會 {2}教父時代 {3}黑暗時期 {4}宗教改革時代 {5}現代教會。 

5.基督教倫理的體系{1}個人倫理{2}家庭倫理{3}教會倫理{4}社會倫理{5}國家倫理{6}國際倫理{7}神國的倫理。 

6.基督教倫理的使命{1}歸正的使命 {2}保守的使命 {3}宣傳的使命。─李鎮熙牧師 

 

TH0010  教會論和聖禮 

1. 敎會的實體： 

（1）敎會的槪念（2）敎會的建造（3）敎會的屬性 

（4）敎會的標誌（5）敎會的權柄（6）敎會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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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敎會的聖約： 

（1）敎會聖約的序論（2）敎會聖約的啓示 

（3）敎會聖約的成就（4）敎會聖約的恩典 

3. 敎會的聖工： 

（1）敎會的禮拜（2）敎會的德行=交際（3）敎會的敎育 

（4）敎會的事奉（5）敎會的宣敎 

4. 敎會的政治： 

（1）敎會政治的行政（2）敎會政治的法規 ─李鎮熙牧師 

 

TH0014  加爾文主義 

「加爾文主義」(Calvinism）屬於系統相關神學，補助系統神學，是改革主義神學敎育的必修科目。此科目成爲基督

敎保守眞理，維持正統信仰，判別異端邪說的道具及尺度。─李鎮熙牧師 

 

TH0017  護教學 

本科基督敎護敎學(Apologetics）位置在於六大神學之末尾。但本科關聯神學包含相關神學、聖經神學、系統神學、

歷史神學、實踐神學等五大神學全部。 

1. 護教學的序論：護教學的定義、位置、構成、工具、必要、功能。 

2. 護教學的歷史：聖經中的護教史、初期教會護教史、中世紀教會護教史、近代教會護教史、現代教會護教史。 

3. 護教學的論證- 

a. 相關神學：一般論證、聖經論證、系統論證、歷史論證、實踐論證 

b. 聖經神學：槪觀論證、結構論證、釋義論證、敎義論證、査經論證、應用論證 

c. 系統神學：啓示論證、有神論證、人類論證、基督論證、救恩論證、敎會論證、末世論證 

d. 歷史神學：聖經史論證、初代史論證、近代史論證、現代史論證 

e. 實踐神學：牧會論證、敎育論證、倫理論證、行政論證、宣敎論  ─李鎮熙牧師 

 

TH0018  基督論 

本課「基督論」是系統神學的第四論，可分成四部如下： 

一.槪觀論：{1}概念論 {2}根據論 {3}構成論 

二.實有論：{1}序論 {2}位格論 {3}屬性論, {4}地位論 

三.名稱論：{1}序論 {2}名號論 {3}稱號論 

五.聖工論：{1}序論 {2}先知論 {3}祭祀論 {4}君王論 ─李鎮熙牧師 

 

TH0019  神論和啟示論 

本課名稱指系統神學的根源神和根據啓示（神論和序論），要達成神藉著記錄的啓示聖經與道成肉身的啓示耶穌拯救

世人及榮耀神的目標。本課構造如下： 

一.神論： 1.神的實有：三一、存在、位格、屬性； 2.神的名號：聖名、聖號、稱號； 3.神的聖工：計劃、創造、攝

理、成就 

二.序論(根基論)： 1.槪觀論：槪念、根據、構成； 2.認知論：宗敎、理性、信仰、歸正； 3.啓示論：主體、目的、

方法、內容； 4.聖經論：黙示、記錄、集成、權威。─李鎮熙牧師 

 

TH0022  人論和救恩論 

一、人論 

1. 原始的人： a.起源：學說、計劃、創造、歷史。b.存在：構造、形像、繁殖。c.環境：屬靈環境、物質環境。

d.使命：文化使命、工作使命、倫理使命。 

2. 墮落的人： a.罪的起源：學說、誘惑、犯法、結果、難題。b.罪的轉嫁：現象、普遍、根據。c.罪的概念：學

說上、聖經裡、律法上。d.罪的分類：原罪、本罪。e.罪的刑罰：概念、目的、分類。 

3. 聖約的人： a.約的概念：聖約的名稱、聖約的重要性、聖約的區別。b.聖約的分類：救贖的聖約、恩惠的聖約。

c.聖約的時代：舊約時代、新約時代。d.聖約的效力：與神和好、自我成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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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救恩論 

1. 拯救的概念： a.語源上的概念。b.實際的概念：新生、釋放、聯合、恢復、勝利、成就、永生、榮光。 

2. 拯救的恩典： a.恩惠的分類：普通恩惠、特別恩惠。b.恩惠的適用：適用者聖靈、適用的對象、適用任務。 

3. 拯救的進程： a.預備的階段：:預定、揀選。b.生效的階段：呼召、重生、悔改、信仰、稱義、收養。c.成熟的

階段：成聖、堅忍。d.完成的階段：得榮、永生。─李鎮熙牧師 

 

TH0024  歷代信條 

1. 序論：信條的 (1）定義 (2）起源 (3）權威 (4）價値 (5）用法 (6）分類 

2. 公認信條：(1）特性 (2）使徒信經 (3）尼西亞信經 (4）迦克墩信條 (5）亞他那修信經 

3. 拉丁教會信條：(1）七大公議會 (2）會議與信條(10 多次) 

4. 羅馬教會信條：(1）信條與解釋 (2）會議與信條(10 多次) 

5. 更正教會信條：(1）復原派信條 (2）信義派信條(約 10 次) (3）改革派信條(7 大地域信條) 

6. 現代教會信條：(1）會眾教會 (2）浸信會 (3）衛理公會 (4）其他(10 派) ─李鎮熙牧師 

 

 

 

CH0001  宗教改革運動史 

本課程涵蓋了中世紀晚期直到宗教改革時期教會發展史。課程重點強調： 

（一）從宏觀、微觀角度剖析這宗教改革時期的時代、社會背景，與教會發展的互動關係。 

（二）以改革宗信仰的角度反省宗教改革時期各教派的神學思想脈絡。 

（三）本時期教會發展與神學間的互動關係，以及對我們今日的啟迪。─郭明璋牧師 

 

CH0003  基督教在華史一 

本課程涵蓋三各層面： 

（一）基督教四次入華的經過和宣教反省─唐、元二代的景教、明末清初的耶穌會、十九世紀更正教的入華。 

（二）清末中國教會的形成期─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衝突。 

（三）國家主義下的民國基督教史─基督徒如何參與國民革命、非基督教運動的產生和經過、建國十年的中國基督教

和本色化教會形成、戰亂中的中國教會。─郭明璋牧師 

 

CH0005  基督教在華史二 

本課程延續基督教在華史一，課程範圍從 1920 年代迄廿一世紀的今天約一百年的中國教會史，課程涵蓋兩大部份： 

（一）民國時代之反基督教運動時期之中國教會、建國十年時期之中國教會與本色化教會的興起和發展、抗戰與國共

內戰時期之中國教會。 

（二）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教會： 1949 年以前中共與中國教會、中共之宗教政策及發展、三自教會的歷史和現況、大

陸的家庭教會的歷史和現況。這個部份是本課程的核心。─郭明璋牧師 

 

CH0009  基督教在台史 

本課程涵蓋的範圍將近四百年：從 17 世紀荷蘭統治時期的改革宗教會，到 19 世紀基督長老教會入台，日據時期的台

灣教會，1945 年光復以後的台灣教會。課程重心放在 1945 年以後台灣三大系統教會-原住民教會、長老會、國語教

會的發展。除了植堂事工，同時兼重台灣神學思潮的探討以及機構事工的發展。從普世教會史、中國教會史看台灣教

會，也從國際局勢、中國近現代史、台灣史切入探討教會與時局的互動關係。另外也安排一兩次的教會歷史之旅。─

郭明璋牧師 

 

CH0010  早期教會史 

本課程涵蓋了使徒行傳以後的初代教會，一直到中世紀早期的教會發展史。課程重點強調： 

1. 從宏觀角度剖析這將近千年的時代、社會背景，與教會發展的相互關係。 

2. 初代教會和中世紀早期教會的神學思想脈絡和重要的教父、神學家。 

3. 本時期教會發展與神學間的互動關係，以及對我們今日的啟迪。─郭明璋牧師 

CH 歷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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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0004  神學英文一 

本課程為了裝備同學有能力直接領受英文神學課程和獨自閱讀英文神學作品，並能以英語與外國籍老師溝通教學內容

爲目標。本課程是依據美國 The Spalding Method for Teaching Speech, Spelling, and Reading 的教材 "The Writing Road 

to Reading"為基準，配合適當英文版本的聖經經文以及網路上所提供的基督教神學資料為輔助教材。─成仁牧師 

 

PT0029  講道學 

本課程將嘗試以西敏準則（Westminster Standards）為基礎，在歷史與正統的歸正傳統神學界限（theological 

boundary of historic and orthodox Reformed tradition）內，探討聖經中與講道直接或間接相關之教義與實踐法則。由

此廣義範圍學習如何預備成為講道者，如何預備一篇講章。另進行聖經中、歷史上及當代歸正教會領袖的講道範例評

析，觀察邏輯結構與大綱設計，由此狹義範圍進行講章撰寫實作練習。─胡昌豪牧師 

 

PT0040  基督教教育 

本課程介紹基督教教育對基督的門徒生命塑造的關係及重要性。我們將從聖經中探討基督福音的真義；也藉著更認識

福音，帶領信徒們在成聖的路上經歷恩典及影響他們的生命成長。本課也將介紹教會歷史中典型塑造並操練屬靈生命

的方法，也希望藉著真認識福音促使信徒渴慕敬拜主、親近上帝、積極傳道、及喜悅事奉。學員被要求實際地參與或

操練敬拜、靈修禱告，及傳福音來提升他們的屬靈生命。─楊敦興牧師 

 

PT0043  神學英文二 

學習語文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培養閱讀優良作品的能力，閱讀的過程是很複雜的心智活動，它結合了許多必要的技能

（skills），若欠缺這些基本的技能，則非但無法享受閱讀的樂趣，反而遭受學習的挫折。因爲閱讀文章的內在過程是

看不見的，它不像運動，美術，或音樂，那麽具體地容易掌握。Spalding 教學法，是教導學生逐步省察自己的認知，

明確地引導學生觀察內心的思考過程，並享受閱讀帶來的喜樂。─成仁牧師 

 

 

 

BC0006  常見輔導問題 

學習問對問題，是輔導員助人的關鍵。藉常見輔導問題研討，學習以神為中心的聖經輔導方法。本課程將討論一些典

型的輔導問題，以及倫理上的議題。上課方式：授課、討論、個案研究。適合對象：教會領袖、長執、輔導、一般信

徒等。─鄭穎俐老師 

 

BC0017  介紹聖經輔導 

本課程的目的在幫助學生對「聖經輔導」有基本的認識，以及學習如何把聖經的教導，應用在一般信徒的日常生活當

中，避免採用人本而世俗的心理學。即學習一個以基督為中心，合乎聖經的輔導模式，使輔導者與受輔導者經歷生命

的改變與成長。上課方式：授課、討論、個案研究。─鄭穎俐老師 

 

BC0018  輔導方法 

「介紹聖經輔導」這門課程已經介紹過什麼是聖經輔導，本課程「輔導方法」在具體實踐，落實信仰於生活中。基督

徒的確知道過去的罪，已蒙上帝赦免，將來有永生的盼望；但是，現在呢？為何掙扎？你的信仰為何對現在起不了作

用？聖經輔導的根基在神學及純正的教義，課程強調改革宗神學的核心教義及應用，神學即是學神，知道為要行道，

在基督裡，經歷生命改變與成長。適合對象：一般信徒、對聖經輔導有興趣的人、教牧關懷工作者、想預備自己將來

成為聖經輔導員的朋友。上課方式：授課、討論、個案研究。─鄭穎俐老師 

PT 實踐課程 

BC 輔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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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課程 

本系列課程，提供給本院修讀學位的學生選

修。選修以下課程，請於每學季註冊時，填

寫選課單，並且繳交學分費。 

一. 實習課程（詳細說明請參「實習教

育」頁 36） 

1. 教會實習：每年 2 個學分。道學碩士

科得選修 6 個學分，兩年碩士科得選

修 4 個學分，學士科得選修 8 個學

分。 

2. 輔導實習：本實習主要提供聖經輔導

碩士科的學生選修，道碩學生及想要

學習輔導的學士生也可選修，共 4 個

學分。 

3. 講道實習：本課程僅提供道學碩士科

的學生選修，可選修 3 個學分。 

 

二. 自修課程  

學生可以自修方式選修以下課程。於註冊

時填寫選課單， 並索取研讀記錄表，完成

後請交回教務處。 

自修課程，包括以下 4 種： 

1. 閱讀或聆聽全本聖經：要求時間至少

28/40 個小時，0.6/1 個學分。可選修

2 次，但須是閱讀或聆聽不同版本聖

經。1 年內完成課程。 

2. 閱讀環球聖經公會新譯本研讀本：包

括聖經註釋和文章。要求時間至少

100 個小時，2 個學分。可選修 2

次，但須是閱讀或聆聽不同版本聖

經。2 年內完成課程。 

3. 英文自修課程：建議以本校「神學英

文」課程為主，總共為 5 個學分。神

學學士四年制同學必須修讀；全修生

若入學考英文成績不佳，以此補修。 

4. 個別指導課程：學生可請求本院教師

指導其研讀一門課程。該教師將計畫

一套研讀教材及作業，且定期與該生

會面，也可將 DVD 的課程包含在

內；學生須定期與指導教師會面並做

記錄，配合作業要求，一學季內完成

課程。 

◎ 不可重複選修同一課程。 

 

畢業論文 

一. 各學科之畢業論文 

學士科畢業論文： 9 個學分，也可以翻譯方

案替代。 

#格式：（論文字數： 45,000 字）應符合聖

經研究的標準指導原則，並指導老師之指導

格式撰寫。 

#論文撰寫時間表： 

● 應在計畫畢業的學年開始前，離畢業要

求 30 學分以內開始，選擇一位論文指導

教師。指導教師與學生應定期會面、確

認是否有達到預期進度，訂定論文題

目、大綱，並審閱每章內容。 

● 論文口試須於畢業日前一個月舉行。 學

生須在口試日前兩週，送交論文的影印

本給指導教授。論文通過，採口試委員

多數決議。 

● 口試後，需按指導教師的要求修改定

稿，並經口試委員簽名後，備妥二份精

裝版裝訂好的論文，送交指導教授及本

院圖書館館藏各一份。 

 

碩士科畢業論文：分為一般碩士（3 個學

分）及雙重學位碩士（6 個學分）。 

#格式：應符合聖經研究的標準指導原則，並

指導老師之指導格式撰寫。 

#論文撰寫要求： 

一、一般碩士學生：（論文字數： 30,000

字） 

二、修讀雙重學位學生： 

● 通過教務會議，選擇一個主題，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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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數應達到 60,000 字。須參加論文口

試。 

● 應在計畫畢業的學年開始之前， 離畢業

要求 30 學分以內開始， 選擇一位論文

指導教師。指導教師與學生應定期會

面、確認是否有達到預期進度，訂定論

文題目、大綱，並審閱每章內容。 

● 論文口試須於畢業日前一個月舉行。 學

生須在口試日前兩週， 送交論文的影印

本給指導教授。論文通過，採口試委員

多數決議。 

● 口試後，需按指導教師的要求修改定

稿，並經口試委員簽名後， 備妥四份精

裝版裝訂好的論文， 送交指導教授、口

試委員及本院圖書館館藏各一份。 

 

聖經輔導碩士科畢業論文： 6 學分，包括畢

業論文及一本與所學相關的工作手冊。 

#目的：畢業論文的目的，是為要發展更多能

影響教會重視以聖經和神為中心的輔導教

材。 

#主題：入學第一年須與聖經輔導碩士科系主

任討論選定論文主題。應選擇自己較關心

的、過去曾處理過的、及目前華人教會最欠

缺或最軟弱的主題來發展論文，並與葉提多

牧師課程的三一神彼此團契的模式結合。可

以由每門輔導必修課程的作業，或與授課老

師討論撰寫與論文主題相關的作業來發展論

文。 

#格式：（論文字數： 60,000 字）論文應包

含四個部分： 

1. 教會過去曾做過的調查或訪談、目前

已出版與論文有關的書籍或近期對教

會產生影響的文獻資料、以及需要發

展這個主題的理由。 

2. 針對所要從事的特定輔導事工，發展

符合聖經、以神為中心、以三一神為

根基的論文。 

3. 評估並記錄在教會實際應用論文來從

事輔導、開辦訓練課程或研討會的結

果。 

4. 以主題大綱和簡報的格式來發展一本

工作手冊，作為未來訓練學生的工

具。論文撰寫格式按中華福音神學院

編訂的論文寫作格式和出版原則。 

論文撰寫時間表：  

● 應於計畫畢業年起算前先與指導教授討

論，通過後，在該學季方得註冊。之後每

月定期與主任討論論文主題（會面前應先

完成每月預期字數）、大綱、研究參考資

料、以神為中心的聖經輔導方法、論文的

試用對象，並解決過程中面臨的任何問

題。 

● 最晚於畢業前兩個月繳交一份 75-100 頁

的論文初稿及工作手冊（電子與文字檔各

一份）給聖經輔導碩士科系主任、珍愛家

庭中心主任、及學院老師（學有專精或有

興趣者）。 

● 論文口頭報告日期會安排在五月初。學生

除報告論文外，需回應與會老師的提問。

老師並會給予改進建議。  

● 領取畢業完成論文修訂。送印裝訂後，於

畢業日交口試委員簽名。論文應各送一本

給學校圖書館館藏（外加電子檔）及珍愛

家庭中心留存，一本精裝版送給聖經輔導

科主任。 

 

神學碩士科畢業論文： 6 個學分。 

#說明：入學第一年就應開始考慮論文之指

導教師和研究主題。學生完成六門課程

後，申請教務會議核可論文題目前，須先

通過改革宗神學的資格考試，考試範圍是

本院教師所指定的改革宗神學書籍。 

#論文撰寫及通過程序 

有關於神碩論文通過的程序如下（根據 2017

年神碩審議委員通過、教務會議公布）： 

1. 論文題目的初步擬定與大體方向，必須

經過神碩主任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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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向抵定後，神碩學生可以開始撰寫論

文提案。 

3. 由神碩論文審核委員會（由目前具有神

學博士的教授組成）審議通過論文提

案，並由委員中指定一位指導教授。通

過審議後，學生應立即註冊論文（6 學

分）並繳交學費。完成時間，以一年為

限。 

4. 學生應在指導教授的引導下撰寫論文，

在完成格式、內容符合可接受標準的最

後論文版本後，就進入下個階段。 

5. 論文完成後，神碩論文審核委員會應指

定一位批閱教授（可選擇審核委員會以外

的人選），批閱教授給予建議通過、修

訂後通過、或是不通過。倘若批閱教授

不通過此論文，則該生的論文將重新回

到神碩論文審核委員作出下一步決定。 

6. 若論文通過、或是修訂後通過，並這些

修訂也都完成之後。指導教授應與學生

排定口試（答辯）日期，並至少有兩位

神碩論文審核委員擔任口試委員。口試

須經由三分之二的神碩審核委員投票通

過後，方始批准通過。 

7. 學生可向神碩論文審核委員申訴所有無

法由指導教授或批閱教授所能解決的問

題。 

其他神學院課程  

一. 本院承認唐崇榮牧師歸正福音學院

之神學課程。學分計算方式，修讀

14 個小時，碩士科以 0.5 個學分計

算；學士科以 1 個學分計算。學分

以轉學分方式計算，不可替代原必

修學分。學生於繳交該選修課程之

成績單給教務處後，即可獲得學

分。轉入之學分數規定，按教務規

章「轉學分」之規定辦理。 

二. 在一定限度內，本院接受學生選修

其他神學院的課程。須先於選修前

的上學季教務會議提出申請通過

後，方可於下學季開學註冊時，於

選課單登記選修該課程。學季結束

後，學生須繳交課程的成績單，並

經教務主任同意後，才可獲得學

分。學分以轉學分方式計算，不可

替代原必修學分。轉入之學分數規

定， 按教務規章「轉學分」之規定

辦理。 

課程費用 

一. 學分費 

1. 每個學分新台幣 1500 元，神學碩

士科每學分為 4000 元，神學碩士

科旁聽生每個學分為 2000 元。 

2. 遠距教學系統平台學費，每學季

1500 元，密集課程 500 元。 

3. 課程 DVD 每門以連結方式 350

元，燒 錄 成 片 為 500 元（含 運

費），神碩課程每片 1000 元。

（註冊選修或旁聽當季課程學生，

可預購以連結方式購買當季課程一

人一門 350 元為限，燒錄成片為

500 元。非當季上課學生，購買連

結或 DVD 每堂價格為 1000 元。神

學碩士課程 DVD，於課程結束後

六個月，才能購買。） 

4. 學生上課，不論選修或旁聽皆按以

上標準收費。所有的學費請於註冊

時繳清。若因經濟上有困難，不能

付清學費，請先向行政主任申請延

繳，即能註冊。 

 

二. 註冊加退選手續費（註冊日來校註冊

繳交學費並無加退選者，可免繳） 

1. 春、秋學季 500 元  

學院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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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委員會  

由本院教務會議之教師所組成， 參與申請入

學考生之資格審閱、入學考試的閱卷與口

試，以及錄取名單的決議等考務事項。 招生

委員將視考生之品格、事奉經歷、聖經知

識，工作經驗、及學術研究能力等，作為錄

取之考量。 

 

招生入學考試  

考試日期 

入學筆試和面談於每年一、五和八月各舉行

一次（八月限台灣本地學生參加）。每年確

定時間，另行公佈於學校網站和招生簡章

中。 

考試項目 

1. 碩士各科與神學學士科：入學考試包

含筆試、口試及心理衛生問卷等項

目。筆試科目包括聖經和英文。 

2. 神學碩士科：筆試、口試及心理衛生

問卷。筆試科目包括聖經、希臘文和

希伯來文、英文、教會歷史中之改革

宗神學。 

考試方式  

1. 當地考生，應來校參與考試。 

2. 海外國際學生，可以申請遠距考試。 

錄取通知 

考試後七天內，以電子郵件通知入學考試

錄取結果。 

錄取類別 

● 正式生：由考試委員一致通過錄取之學生

入學規定 
2. 密集課程 200 元，分別於五月、九月、

十二月，共三次註冊。 

三. 退費辦法 

1. 加退選期間，已繳交學費，可辦理全額

退費（但仍需付註冊費）。申請退費

者，須將原收據正本繳回本院辦理。 

2. 若已過加退選期間，不予退費（包括學

期中途休學者）。 

 

入學考試暨申請費用 

一. 入學考試申請（含入學問卷）費用：神

學碩士為 1500 元，其餘為 1000 元。 

二. 延伸制申請費用：新台幣 500 元 

 

輔導實習費用 

包括 A, B, C, D 四階段實習費用，每階段新台

幣 2000 元，註冊後請逕自將費用繳交 FCC 珍

愛家庭中心。 

 

其他相關費用  

一. 成績單申請費 100 元 

二. 在學證明費 100 元 

三. 畢業證書補發費用 500 元 

四. 學生證暨借書證遺失補辦費用 300 元 

五. 非入學學生借書證費用 300 元 

備註： 

1. 海外學生若從國外支付費用，請利用信用卡刷卡單

或者 Paypal 帳號轉帳，每筆費用酌收 3 %手續費。 

2. 以上各項費用，按每年行政會議決議斟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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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考生於聖經知識的考試上表現不佳，

但仍給予錄取者，須在畢業時，通過聖經

通識考試。神碩未通過語言入學考試者，

需補修一年語言課程。僅有兩年碩士學位

之神碩考生，須補修一年道學碩士課程。

請參閱神學碩士科規定） 

● 試讀生：經考試委員討論決議，先行試讀

一年後，隔年再評估是否接受成為正式

生。試讀期間須遵守和在校生相同之規

則。若通過考試委員評估接受入學，試讀

期間所修學分，可計入正式學位學分。若

沒有通過評估，學分仍計為延伸制之學

分。神學碩士試讀生或旁聽生，請參考

「學位學制」之神學碩士科的申請資格相

關規定辦理。 

 

專科學校畢業生  

一. 二、三或五年制專科學校畢業生或同等

學歷仍可申請修讀碩士科。 

二. 三年制專科學校畢業生，考取入學後，

須補修一年學士科課程（30 個學分）。

三十五歲以上之三年制以上畢業生，若

有豐富事奉經驗、蒙召成為全時間事奉

之牧師，和考慮申請道學碩士科的學

生，可申請只補修半年學士科課程（15

個學分）。 

三. 二或五年制專科學校畢業生考取入學

後，須補修兩年學士科課程（60 個學

分）。三十五歲以上之二或五年制專科

學校畢業生，若有豐富事奉經驗、蒙召

成為全時間事奉之牧師，可申請只補修

一年學士科課程。 

 

未具有高中畢業學歷的學生 

未具有高中畢業學歷的學生，請先從延伸制

開始上課。若修滿初級延伸制之結業要求 20

學分，且平均成績達 3.0 以上者，於考取入

學後，可申請轉為學士科學分；轉學分，按

本院教務規章「轉學分」規則辦理。若完成

本院學士科課程，將頒發學士結業證書（不

具學士學位）；結業生得參加畢業典禮。 

 

報考申請手續 

報考繳交項目 

1. 申 請 表 格 一 份（請 至 本 院 網 站

www.crts.edu 下載申請表格或招生簡章） 

2. 一吋最近的半身照片兩張 

3. 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一份（海外國際

學生護照影本一份） 

4.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一份（神碩考生須

檢附道學碩士或聖經碩士畢業證書） 

5. 最高學歷之成績單一份 

6. 500-1000 字個人見證一份 

7. 500 字選擇改革宗神學院就讀之理由

一份（神碩生免繳） 

8. 推薦信兩封（其中一封應為所屬教會牧

師或長老的推薦。本院網站下載表格） 

9. 公私立醫院或診所體檢報告書一份

（體檢項目須含胸部 X 光、包括血紅

素、白血球、肝功能、腎功能、飯前

血糖、血脂肪等血液檢驗。就學期間

若需服用精神疾病、癌症、睡眠等相

關藥物，必須主動提出說明，加註服

藥或就醫記錄。）不來台灣就讀的海

外學生，免體檢。外籍學生可於申請

來台簽證時，再提出體檢報告書。 

10. 申請（含入學問卷）費用：神學碩士

為 1500 元，其餘為 1000 元。（海外

學生若從國外支付費用，請利用信用卡

刷卡單或 paypal 匯款，每筆費用酌收 3%

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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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修讀道學碩士科考生 

除了上述項目外，請再繳交： 

1. 一篇簡短的蒙召事奉見證和長期的目標。 

2. 一封曾事奉過之教會牧師或長老的推薦信。 

報名截止日期  

本地考生截止日期是考試日期前兩週，國際

學生則為考試日期前兩個月。 

費用繳交方式 

本地生請來校繳交所有費用或用郵政劃撥，

劃撥帳號： 50145002，戶名：財團法人改革

宗神學宣教會。劃撥單通訊欄請註明：姓名

及「入學考試費用」。劃撥收據影本請與申

請文件一起寄給本院。 

海外學生，請以信用卡或 Paypal 轉帳支付費

用（學校網站下載信用卡授權書，填寫後傳

真，每筆費用酌收 3%手續費），並以電子郵

件通知本院教務處，註明支付日期和姓名。 

考試通知 

報考項目資料備齊，經本院審核通過後，本

院於考試日前一週，以電話或電子郵件通知

是否准予參與考試。 

海外國際學生考試辦法 

1. 鼓勵來台與本地學生一同應考，但如

有困難，本院會考慮接受國際學生在

原居地參加入學考試；須由考生提出

申請並說明原由，經本院評估實際可

行性後施行。 

2. 報考資格、報考手續、考試科目及錄

取結果通知日期，與本地考生相同。 

3. 海外考試日期： 

1) 筆試與口試日期：與本地生的考

試日期相同。 

2) 入學考試問卷：考生報名手續完

成後，將由本院先行郵寄問卷和

答案卷給考生，考生須於校方規

定的 1 個半小時內作答完畢，並

於規定的日期前寄回本院，逾期

視同放棄。 

4. 海外考生考試方式： 

1) 筆試：由本院會先行郵寄試題，

考生須於規定之時間內完成作答

並寄回本院教務處。 

2) 口試：以國際電話方式進行，將

由本院與考生協調口試時間。 

5. 辦理簽證需要檢附資料（待學生接獲

學校錄取通知後辦理） 

1) 護照影本 

2) 國外相關宗教團體之推薦函，如

為外文，應另附中文譯本 

3) 經台灣駐外單位授權驗證之高級

中等學校程度以上證明文件 

4) 財力或生活費用來源證明（按政

府規定之正式表格填寫） 

5) 保證研修期限不超過申請延修期

間之切結書（按政府規定之正式

表格填寫） 

 

其他事項說明 

1. 學生若於春學季或密集課期間，想要先

開始一個有學位之課程的學習，可先申

請延伸制神學證書科的課程，申請手續

請參考「延伸制申請手續」。轉學分，

請參考教務規章之「轉學分」規定辦

理。 

2. 學校歡迎有興趣申請入學的學生與本院

聯絡，詢問有關入學的問題，並約定參

觀本院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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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制神學證書科申請手續 

學分證書科（延伸制）申請繳交項目： 

1. 申請表格一份（本院網站 www.crts.edu 下

載表格） 

2. 一吋最近之半身照片兩張  

3. 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一份（海外國際學生

護照影本一份） 

4. 500-1000 字個人的見證一份 

5. 推薦信兩封（其中一封為所屬教會的牧師

或負責長老之推薦。網站可下載表格） 

6. 申請費用新台幣500元（海外學生若從國

外支付費用，請利用 Paypal 轉帳或信用卡

刷卡單，每筆費用酌收3%手續費） 

7. 由教務主任核可申請，若有需要面談者會

另行通知。 

學季與課程時間 

一. 每學年包括兩個十二週的學季，和五或

六門兩個禮拜的密集課。秋學季為九月

份至十二月份，春學季為二月份至五月

份。密集課安排在八至九月、一至二月、

五至六月。 

二. 密集課程除外。學季期間碩士科與學士

科分別上課。碩士科的課程安排在上午

及下午，核心課程為 3 學分、選修課程

2 學分。學士科的課程安排在晚上 7-10

點，各為 2.5 學分。 

三. 在春秋學季期間，各提供一週的溫書假。 

 

註冊與修課 

一. 註冊：每學季開課前一個月為註冊日

期。一年共有春、秋季及密集課三次註

冊，神學碩士有春、秋季兩次註冊。 

 

正式生與試讀生 

1. 填寫選課單繳費註冊。 

2. 若有需要，可約時間與教務主任或聖經輔

導主任諮詢。 

3. 若當天有不可抗力之原因，無法如期來校

辦理註冊，除向校方請假外，應於本院規定

加退選的時間內，完成註冊程序。 

4. 未請假且錯過加退選時間者，請向教務會

議提出說明，並經教務會議同意後，即能辦

理選課註冊。 

延伸制證書科學生 

1. 無論新舊生，請於本院規定加退選時間內，

完成選課註冊及繳費。 

2. 延伸制證書科新生，請於學季課程開始前

完成申請手續。課程開始前，尚未完成者，

可先申請為旁聽生。 

3. 第一次來校旁聽生，請先填寫入學申請表

格一份。旁聽課程，本院不計算學分，若想

要轉為選修學分，必須申請延伸制。 

4. 延伸制學生每學季可選修 1 門課程，若選

擇 2 門課程以上者，必須有教務主任簽名

之選課單，才能註冊選修。 

試聽生 

1. 開學之前，請先向教務處辦理登記，並取

得授課老師簽名同意後，才能試聽課程。

開學後前兩週或開課後前兩次開放試聽。

試聽時數如超過課程總時數的六分之一，

必須繳交該課程之全額學費。第一次來校

新生，若要取得課程學分，請於該學季結

束前，完成所有延伸制的申請手續。 

2. 全修生可試聽每學季的第一堂課程，不需徵

得老師同意，但須至教務處填寫登記表。 

 

二. 修課規定 

修課注意事項  

1. 每一學季最多可選修 12 個學分，不包含實

習學分和讀經學分。 

教務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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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所課程：研究所新約、舊約和神學之

核心課程，及希臘文、希伯來文之語言的課

程，只供研究所的學生選修；其他的學生，

若徵得授課老師同意，可以旁聽。 

3. 碩士科學生選修學士科課程：學分計為碩

士科 1.7 學分，但須繳交該課程原學分數之

費用。 

4. 不可重複選修相同課程，來取得畢業所需

的學分數。 

5. 選修其他神學院的課程：請參考學院課程

中之「其他神學院課程」（第 41 頁）。 

加退選 

1. 加選：可以在開學後前兩週或密集課

為前兩次加選課程。雖加選時間較晚，

學生仍須完成 58 個小時的研讀要

求；未上課之時數，計入缺課的時數

內。  

2. 退選：可以在開學後前兩週或密集課

為前兩次退選課程，全額退費；第三

週或密集課的第三次起，不可辦理退

選，並且須繳交全額學費。若因故無法

繼續學習，可向授課教師申請未完成

的成績。 

轉學分 

入學之前於其他院校所修的學分，可向本院教

務會議申請轉學分。畢業要求的神學學分，不

得以轉學分取代。所申請之轉學分，在不影響

該生於本院接受合宜培養的條件下，教務會議

才會考慮承認。轉學分的成績不會影響該生在

神學院的平均成績。詳細規則如下： 

1. 碩士科： 

1) 轉學分最多為畢業要求學分的三

分之一。 

2) 其他神學院碩士科或本院碩士

科，成績在 B-以上者，可申請轉

學分。 

3) 本院學士科之學分，成績在 B-以

上，可申請轉學分，以 3:1 核計。  

4) 其他神學院延伸制非碩士科之學

分不得申請轉學分。 

2. 神學學士科：  

1) 轉學分最多為畢業要求學分的三

分之一。 

2) 其他神學院大學部或專科，或本

院之延伸制，成績在 C 以上，可

申請轉學分。技術課程的學分將

以一半計算。 

3) 其他神學院延伸制大學學分，成

績在 B-以上，可申請轉學分，最

多轉入三分之一。 

3. 申請希臘文或希伯來文轉學分的學

生，必須通過考試才能轉入。 

4. 可將特定課程的學分，轉作符合畢業

要求之用，但需申請教務會議討論決

議通過。 

5. 其他神學院學生若以轉學分獲得承認

與否，作為申請至本院就讀的主要考

量因素，請於申請入學時，附上轉學分

的教務會議提案申請單。如獲錄取，錄

取通知書內，將記錄獲得承認的轉學

分數。 

學業成績與學位 

一. 成績計分標準 

學士課程須達 60 ，才算及格。碩士課程須達 

70 分，才算及格。神學碩士的課程須達 80 分，

才算及格。 

 
 

成績 C+ C C- D+ D D- F 

分數階梯 77 73 70 67 63 60 ＜ 60 

平均分數 2.3 2 1.7 1.3 1 0.7 0 

成績 A+ A A- B+ B B- 

分數階梯 97 93 90 87 83 80 

平均分數 4 4 3.7 3.3 3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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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業要求 

研讀時間 

1. 每 3 個學分的課程中，學生至少需用 

58 個小時研讀，包括上課和完成作業

的時間。每次上課時，學生應於點名簿

中，記錄每週研讀該課程的時數，且於

學季末自行統計研讀總時數，方能獲

得學分。 

2. 學生遲到半小時以內，扣減上課時數

半小時；遲到半小時以上，至少扣減

一小時。因遲到而被扣之上課時數，學

生要以作業時數補足。學季末，學生上

課及完成作業的時數未滿 58 個小時

者，在時數補滿之後，才能獲得學分。  

3. 本院鼓勵學生下課後留校一起研究功

課；如果學生每天留在學校 6 或 7 

小時，主要的作業在此時段內可完成。  

作業繳交規定 

1. 繳交作業期限：學生必須在該學季最

後一天之前完成作業並繳交。經授課

教師同意可延長 2 星期。超過 2 星期

者，必須申請教務會議決議。原則上，

同意的理由必須是因生病或相同之理

由。 

2. 延遲繳交作業：請於繳交作業期限

內，向教務會議申請延遲繳交作業；

未得教務會議同意，若沒有按時繳交

作業，作業分數以零分計算。 

課程記錄表與教師評估表  

學季課程結束時，學生請填寫課程記錄表

與教師評估表，並繳回教務處。 

 

三. 「未完成」 

上課到第八周之前，若因病或任何特殊情況，

以致無法完成課程要求，可向任課老師申請該

課「未完成」（以 I 計）。此後需再經註冊重

新繳費，並將作業及考試完成，否則以申請時

實際作業繳交情況計算成績。（依 2016.9.6 行政會

議決議） 

四. 畢業規定 

畢業申請：計畫畢業的學生請在畢業之前四

個月，向教務會議提出申請。於

完成該學科所有之畢業要求學

分，校方將授予學位。 

畢業論文：按本院規定之格式撰寫論文，通

過口試（詳細說明請參「畢業論

文」） 

畢業輔導：畢業前兩個月，請和珍愛家庭中

心預約安排畢業輔導時間，接受 

2 小時的輔導，已婚學生需與配

偶一同參予輔導。  

行政會議：(1) 通過學生註冊論文期限：3學

分須在半年內完成，6學分須在一

年內完成。申請延期完成一次以

半年計，交由行政會議決定須繳

交學分費。(2) 為了參加畢業典

禮，學生須完成所有聖經原文、

核心課程、論文（3學分論文有指

導老師同意；6學分論文須完成答

辯）；學院允許課程2學分以下未

完成之學生參加畢業典禮；唯學

生仍須完成該學科所有之畢業要

求學分，校方始核發畢業證書。 

 

學籍異動 

一. 休學與復學 

1. 休學：本院修讀學位之學生因生病或

特殊事故，於一學年內未選修任何課

程，或於學季中欲從所有的課程中退

選，應該向教務會議申請休學。 

2. 復學：休學學生若要復學，請在復學

的前ㄧ學季（修課前 3 個月），向本院

教務會議提出申請。復學者得繼續原

有之科別，且修完該學科所有畢業要

求的學分。 

二. 退學 

1. 因著學術，包括平均成績低於畢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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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或有太多未完成的學分，或因不恰

當行為的理由，如抄襲、作弊和其他不

合基督徒倫理的行為，本院有權要求

學生退學。 

2. 就輕微的違規情形如習慣性的上課遲

到，或在必須參加的活動中無正當理

由的缺席，本院首先會向學生提出警

告或要求暫時休學。 

3. 如學生的行為、態度、品格、能力或在

實習教育的表現上，明顯指向他不適

合擔任教會全時間的事奉，本院保有

要求學生退學之權利。 

三. 轉學科 

1. 所有修讀學位的學生欲轉換所修之學

科，須向教務會議提出申請。 

2. 欲轉修道學碩士科的學生，須先獲得

本院其他碩士科 30 個學分以上，及希

臘文或希伯來文 6 學分， 並繳交一篇

簡短的蒙召事奉見證和長期的目標，

及一封曾事奉過之教會的牧師或長老

的推薦信，並向教務會議提出申請。 

 

修讀第二個學位 

一. 自本院碩士科畢業之學生，欲修讀第二

個碩士科學位，須重新申請入學，完成所

有相關之申請手續，及參加入學考試及

口試。本院碩士科在校生可申請教務會

議同時修讀第二個碩士學位，可重複使

用申請入學之資料，不需要筆試，但須通

過口試；畢業生和在校生都可重複使用

第一個學位中之 30 個學分來滿足第二

個學位之畢業要求。同時修讀兩個學位

之在校生，於同時滿足兩個學位之畢業

要求後，方可參加畢業典禮。 

二. 自本院碩士科畢業之學生，欲修讀道學

碩士科學位，須重新申請入學，完成相關

申請手續，及參加入學考試和口試。該生

可申請放棄第一個碩士科學位，且繳回

畢業證書；可將第一個學位之學分轉至

道學碩士科。若不放棄第一個碩士科學

位，該生可重複使用原先學位中之 30 個

學分來滿足道學碩士科之畢業要求。 

 

考勤管理  

一. 請假  

1. 學生若因故無法前來上課，事假請提

前一週向授課老師及教務處請假，病

假請於事後補請，並且請在點名簿上

登記請假時數。  

2. 學生可因生病、喪假、兵役、緊急事故、

臨時無法避免之教會或公務的需要而

請假。原則上，學生不宜於上課期間安

排教會事工或其他的活動。在少數的

例外情況，為了短期宣教或其他原因，

學生可徵求本院教務會議許可請假。  

3. 雖然請假，教師還是有扣分的權力。若

沒有教務會議的許可，請假超過課程

總時數的 30%，該科成績將算為不可

變更之未完成的成績。旁聽生將暫停

下一學季旁聽資格。  

二. 曠課 

沒有請假而未到校上課者，視為曠課。曠

課時數達該課程總時數 20%者，該科成績

將算為不可變更之未完成的成績。旁聽生

將暫停下一學季旁聽資格。 

 

其他相關規定 

一. 學生證 

本院將發給修讀學位學生學生證。學生證

與借書證為合併證件。畢業生之學生證請

於畢業典禮前繳回教務處，換發校友借書

證。延伸制之學生和旁聽生可辦理借書證。  

二. 延長修業時限 

學生於學校規定的修業年限，仍無法完成

所有畢業要求，得向學校教務會議申請延

長一年的修業時間。若於一年後仍無法完

成學業，學校將授與結業證書，而非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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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實習 

一. 實習期間分為三時段：(1) 每年九月起

至次年六月底止。(2) 每年三月起至十二

月底止。(3) 暑假期間六月至八月以密集

方式進行。每次實習須滿 400 小時。若在

同一教會繼續第二年的實習者，請重新

訂定實習教育計畫書，學生不宜在學年

中更換實習教會。 

 

一. 實習時數和內容 

1. 每週末在教會事奉時數為 12 個小時

左右，暑假期間可斟酌增加事奉時數。

實習活動應安排於週末，週間可以參

加一次教會的聚會，但以不影響學生

參與學院之週間活動為原則。12 個小

時，應包含 8 個小時的聚會時間（包含

主日崇拜）及 4 個小時的事奉時間。學

生可參與三或四個活動，但實際實習

內容依教會需要及學生能力兩方面來

決定。 

2. 道學碩士科二、三年級學生，應安排與

牧師職分相關之事奉，如講道。學期

間，全修生每月不宜有超過一次以上

的講道；一年級的學生不應定期講

道。學生如因故不能按時出席教會的

實習活動，必須獲得牧師的許可。 

3. 學士科學生可選修教會實習，最多可

達 6 學分。碩士科學生選修教會實習，

則按規定處理：道學碩士為 6 學分，

新、舊約碩士及基督教研究碩士為 2 

學分， 聖經輔導碩士為 1 學分。學分

滿足後，則依教會牧者要求，可繼續以

旁聽方式註冊修課，並由學校監督：

亦可由教會直接編列為同工，即不須

向學校辦理實習註冊。 

 

三. 實習計畫書 

1. 由實習教會牧師或長老或教會負責

人、實習學生及本院實習教育部主任

三方一起簽定。計畫書內容包含參與

的活動、計畫書有效期間、實習教育費

用及其他相關事項，本院提供計畫書

格式。 

2. 實習教會牧師於實習年度中，至少要

與實習生會面六次，並於計畫書中記

錄每次會談內容；於實習年末，牧師

須評估學生實習事奉之狀況，學院依

據牧師評估結果來決定學生是否通過

實習教育。實習教會牧師若發現實習

學生有任何重大問題，應儘速通知本

院。 

3. 實習教育主任也會不定期與教會聯

絡，徵詢建議與回饋。若學生的實習表

現不能達到教會的要求，教會可於任

何時間取消實習教育計畫。若因其他

理由變更計畫書者，須經本院實習教

育部門同意。 

 

四. 實習費：單身學生每週如事奉 12 個小

時，建議給予新台幣 13,000 元實習費；

已婚學生，若其配偶也積極參與教會事

工者，建議給予新台幣 16,000 元（若配

偶為全修生為 20,000 元，已婚有孩子最

高上限為 25,000 元）。實習費依教會和

學生實習實際狀況，可彈性調整。原則

上，除學生聲明無經濟方面的需求外， 

校方不同意沒有實習費用的實習。（依

2018.1.11 行政會議決議） 

 

輔導實習 

聖經輔導碩士學生必須完成由 FCC 珍愛家庭

中心提供的 A、B、C、D 四階段輔導實習。其

實習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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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括 56 小時上課和 56 小時小時課外實際個

案輔導，必須於兩年內完成。新生於第一學年

的第二學季（春學季）開始選修輔導實習 A，

並於接續的 3 個學季選修 B、C、D 階段。 

 

一. 課堂上課 

每階段各有 14 小時上課， 各為 1 學分。內

容包括輔導觀察、角色扮演、個別輔導、以

及個案研究和討論等。 

 

二. 課外實際個案輔導 

課外個案輔導由 C、D 階段階段開始，包括

一對一個人輔導、婚姻輔導等。學生至少要

有四個不同情況的輔導案例，每個案例進

行輔導須經輔導主任同意，輔導時間平均

約需 14 小時， 最好是 2 個 「個人輔導」和

2 個「婚姻或婚前輔導」案例。每次輔導協

談必須有摘要記錄，內容包括會談時間、日

期、主題、以及下次會談計畫等，並在輔導

實習中做報告。結案時，請提交個案輔導報

告給 FCC 珍愛家庭中心主任評估和討論，

不額外加收指導費用。此外，實習生不可向

受輔者收取任何費用。 

 

講道實習  

一. 講道實習每 1 個學分，須於教會內講道

6 次、 受本院教師的指導、與指導教師討

論至少 3 次，且須提供每次講道之講章

和錄音帶。每次講道必須為 30 分鐘以上

的正式講道。6 次講道須於兩年內完成。 

若中途更換指導教師，應事先向教務會

議提出申請。 

二. 學生在開始講道實習之前，應請指導教

師在講道實習紀錄表的第 II 部分簽名

後，方能開始講道實習；並且於實習結

束時，繳交講道實習紀錄表給教務處。 

三. 不可在實習的教會，同時研修講道實習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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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行事曆 

本院學年是由每年的 7 月 1 日起至隔年的 6

月 30 日止。全學年的行事曆如下： 

● 8 月 第三次入學考試 

● 9 月 暑假密集課程、希臘文（一）課

程、師生退修會、秋學季開學禮拜暨

註冊 

● 10 至 12 月 秋學季  

● 1 至 2 月 第一次入學考試、寒假密集

課程、春學季開學禮拜暨註冊 

● 2 至 5 月 春學季  

● 5 至 6 月 暑假密集課、畢業典禮、第

二次入學考試 

 

學院活動 

下列活動是本院訓練學生的一部分，所有修讀

學位的學生都應該參加。如有正當的理由，如

生病、喪禮、兵役等，請事先填寫請假單，並

向教務主任請假；僅限臨時緊急事故無法事

先請假者，可事後請假。延伸制學生，歡迎自

由參加本院各項活動。 

退修會 

每學年秋學季的開始，舉行為期二天的全

院退修會。 

開學典禮 

每一學季開始前，舉行開學禮拜。 

師生禮拜 

春、秋學季中，每星期三上午 11:00 至中午

12:30 為全院師生禮拜。禱告會由學生輪流

帶領。當學季修讀 5 個學分以下（不含 5）

的學生若欲請長假，不參加禱告會，應於學

季開學前，徵得個人所屬教會牧師或負責

人的同意；上述情況若無法執行，可請本

院所屬輔導教師代替，並於請假單上簽字

同意送交本院教務處後，才准予請長假。 

畢業典禮  

畢業典禮於學年結束時舉行。 

 

請注意：本院看重全院之活動，若修讀學位的

學生在以上活動中，無正當理由缺席，且未事

先請假或經常性遲到者，教務會議給予一年觀

察期，若一年內再度發生，教務會議保有以休

學處分之權利。 

 

學生生活輔導 

目標 

本院為協助學生的學習與生活，幫助學生

了解與澄清自我的恩賜與呼召，培育學生

之靈命、事奉與學養的長進成熟，並為建

立學院、教師與學生間溝通的橋樑，為學

生安排下列的輔導機會。 

各式輔導 

1. 入學新生輔導：參加入學考試者，需

接受：(1) 人格測驗、( 2) 體檢、(3) 珍

愛家庭中心的個人輔導。 

2. 學年間輔導：學生依個人在校學習的

情況，可自行與珍愛家庭中心安排接

受輔導，每年以一次為限，由學校支付

費用給珍愛家庭中心。 

3. 畢業生輔導：畢業生於畢業前一個

月， 須接受珍愛家庭中心 2 小時的畢

業輔導，已婚者，配偶須一同出席。 

教育與學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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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與事奉 

學生除課業的學習，藉由參與學校各項的事

奉，學習服事他人。 

課程課長  

課長之職是同學學習參與事奉的機會，本院鼓

勵同學能自願擔任。 

1. 課長於每一門課的第一堂課，由修課

同學自行推選產生。  

2. 課長職責包括： 

1) 負責安排課前崇拜。每一堂課開

始上課時，有約 10 分鐘的崇拜。

教師可自己帶領這段時間的崇

拜，或由課長安排同學來帶領崇

拜。 

2) 協助預備課堂和教師的需要，如

茶水及課後清洗茶杯、麥克風、錄

影等。 

3) 分發講義，保管請假同學的講義。 

4) 提醒教師及同學簽填點名簿。 

5) 訂購參考書籍，統計訂購數量，並

向改革宗出版社訂購、收款、繳款

等。 

6) 與教師、教務處協調繳交作業和

考試時間。 

7) 開啟、關閉教室電燈、冷氣等電器

用品。 

8) 夜間課長，協助地下室洗手間垃

圾打包、鎖門。 

禱告會領會  

每學季開始一週內，由學生會靈修組督導

每位同學認填司會和領詩的輪值表。司會

的同學要負責主持禱告會、擬定禱告會程

序及列舉該週代禱事項。領詩同學負責與

司會討論並選定詩歌。 

校舍清潔責任  

每學季由學生會公佈校舍清潔責任區域

表，由同學自由認填，並每週清掃及記錄。 

 

獎助金 

學生如有財務上的困難，可於每年 9 月份的

教務會議提出申請工讀或助學金補助。 

獎助學金  

以全時間之學生及蒙召全時間服事教會者

為優先，評估要點為：事奉潛力、經濟需

要、道學碩士學生優先。以學雜費抵用卷方

式發放，於學季註冊時，用以繳付學雜費。 

 

工讀  

本院得視需要提供各式工讀機會。 

 

學生自治會 

神學學士科和所有各類碩士科的學生都是當

然的學生自治會會員，延伸制學生可以自行

決定是否加入。每學季學生自治會會議應於

教務會議前召開，於教務會議職權範圍內之

議題，學生自治會可提出相關提案。學生自

治會將協助安排全院的活動，並協助本院之

其他事務。（章程請參第 58 頁） 

2018 年學生會訪問改革宗長老會東光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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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學校圖書館 

一. 本院圖書館具有改革宗信仰之特色，收

藏福音派信仰之各式書籍。圖書按美國

國會圖書分類法，採開架式陳列，區分為

中、西文兩區。中文書籍及期刊集中陳列

於二樓圖書館及三樓，外文書籍陳列於

地下一樓教室。 

二. 本館流通系統全面電腦自動化，透過網

際網路，讀者可在學校圖書館或在家，進

入圖書館網站 （www.crtslibrary.net ）查

詢館藏、借書、續借和預約書籍。 

三. 圖書館在二樓設有讀書室，並有 7 部連

接寬頻網路之學生電腦，提供學生課餘

溫習功課和寫報告之用。 

 

館藏介紹 

本館收藏福音派信仰之各類圖書、期刊及多

媒體。 

一. 圖書 

目前中西文藏書共有近兩萬五千冊，包括

福音派信仰之神學、教義、新舊約註釋、教

會歷史、宣教、聖經輔導、及實踐神學等。

另外有各式字典、辭典、百科全書、手冊、

年鑑、索引、地圖、指南等相關書籍。 

 

二. 期刊 

期刊（建道）目前仍在陸續建構中。 

 

三. 視聽資料方面  

現有視聽教材館藏，包括唐崇榮牧師系列

解經講道、神學講座等錄音帶、VCD 及

DVD，本院課程影音錄影 VCD 及 DVD，以

及聖經辭典光碟等多媒體資料。 

 

四. 改革宗出版社特藏  

改革宗出版珍藏自 1949 年由包義森（Dr. 

Samuel E. Boyle）博士和趙中輝博士兩人創

立翻譯社以來，所有翻譯書籍各階段的不

同版本、信仰與生活月刊、翻譯的英文書

籍、 翻譯手稿、 參考書，以及中英文辭典

等。本讀書室目前位於出版社辦公室， 所陳

列改革宗出版社之所有書籍和資料，僅供

參閱，不可外借。 

 

開放時間 

週一至週五： 8:30am~9:50pm，週六、主日及

國定假日為閉館日。寒暑假期間，除盤點書籍

閉館外，依照圖書館同工上班時間開放。 

 

服務對象 

本院所有教師及眷屬、本院之在校生及畢（結）

業生、本院及相關機構同工、改革宗教會牧師

及傳道師、改革宗神學協會會員等。 

 

閱覽規則 

一. 圖書館與讀書室內，請勿大聲交談、討論

功課或使用行動電話；課業討論請使用

大教室或交誼廳。 

二. 為維護圖書館與讀書室內清潔，館內不

可飲食、嚼口香糖或吸菸。 

三. 館內桌椅使用後請歸位，最後離開的同

學請關閉電腦、電燈、冷氣及換氣扇。 

四. 請勿擱置個人用品佔用讀書室的閱覽

桌。 

五. 圖書館陳列之書刊可自由取閱，使用後

請留置於書車，勿自行上架歸位。  

六. 未辦理登記借閱的書籍，請勿攜出圖書

館或讀書室。  

七. 公用電腦使用注意事項： 

1. 學生請選擇學生帳號「student」登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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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密碼為大寫的「CRTS」。  

2. 請勿在公用電腦下載或安裝各種軟體

（含私人軟體、免費或共享軟體）。 

3. 請勿變更公用電腦的系統環境及輸入

法設定。 

4. 同學的個人檔案請勿留在公用電腦內

（包括地下室教室內電腦），學校不負

資料保管之責。為了謹慎起見，建議同

學攜帶安全無毒的隨身碟做為備份。 

5. 除圖書館的七部電腦，學生請勿使用

辦公室其他電腦。 

 

讀者類型 可借冊數 借閱天數 續借次數 預約冊數 逾期罰款 

一般教師 14 30 3 5 0 

短期教師 7 7 1 5 0 

修課學生 7 14 1 2 NT$50/週 

其他 7 14 1 2 NT$50/週 

圖書與多媒體借還辦法 

一. 圖書借閱規則 

1. 一般書籍借閱冊數與天數 

 

 

 

 

 

 

 

 

2. 期刊借閱冊數與天數 

 

 

 

 

 

 
 

 
 

※如須借閱期刊，請逕自洽圖書館員。 

 

3. 特殊館藏及參考書借閱冊數與天數 

 

 

 

 
 

※除教師外，學生及其他類型的讀者不得外借特殊館藏、參考書及論文。 

4. 多媒體館藏借閱冊數與天數 

讀者類型 可借冊數 借閱天數 續借次數 預約冊數 逾期罰款 

一般教師 2 30 3 2 0 

短期教師 2 7 1 2 0 

修課學生 2 14 1 2 NT$50/週 

其他 2 14 1 2 NT$50/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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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類型 可借冊數 借閱天數 續借次數 預約冊數 逾期罰款 

一般教師 5 7 1   

短期教師 5 7 1   

讀者類型 可借冊數 借閱天數 續借次數 預約冊數 逾期罰款 

一般教師 7 7 1 5 0 

短期教師 7 7 1 5 0 

修課學生 7 7 1 2 NT$50/週 

其他 7 7 1 2 NT$50/週 



 

 

4. 借閱注意事項 

1) 當季課程指定之閱讀書籍、聖經、

工具書（辭典、百科全書、地圖、

經文彙編、語言文法書等）為不可

外借書籍。 

2) 期刊可以借閱，每人每次僅限 2 

冊。 

3) 老師如因教學或研究之需要，需

要借閱特殊館藏資料，需要事先

向圖書館預約。 

5. 逾期處理辦法與罰則 

1) 收到逾期通知後之隔日閉館前歸

還書籍者，不予罰款。 

2) 逾期者，將暫停借閱權限，待罰款

繳清，經圖書管理員註銷後，方可

恢復借閱權利。 

3) 逾期繳交罰款。還書時，應填寫

【逾期罰款繳費單】，與【罰款】

金額一併投入還書箱旁的罰款

箱，以便館方恢復您的借書權限。 

4) 經圖書館自動逾期通知郵件提醒

後，超過一個月逾期仍未還書和

繳交罰款者，將提交教務會議討

論懲處。 

 

二. 借書 

1. 進入學校圖書館網站： http://

www.crtslibrary.net 

2. 先讀者登入，輸入讀者號 Bxxxxxxxx

（學號）及密碼（預設為 000，可自

行更換） 

3. 確認系統顯示之身分無誤 

4. 直接輸入書籍背面的登錄號

A000xxxx 

5. 確認系統顯示書名無誤 

6. 完成借書手續（建議您將應還日期謄

錄至隨身備忘錄） 

三. 還書  

1. 需經圖書館管理員或工讀生註銷借書

紀錄方可視為完成還書手續。 

2. 逾期者，請按上述「逾期處理辦法與罰

則」辦理。 

四. 續借 

已借書讀者，在允許續借期限內，系統將自

動辦理續借一次。 

 

圖書與多媒體遺失或毀損處理辦法 

一. 除購買新書或多媒體歸還（其書名、作

者、版本應與原書完全相符）外，另需繳

交逾期罰款，350 元為遺失或毀損書籍

逾期罰款之最高上限。 

二. 若無法購得遺失或毀損的書籍或多媒

體，或者該書籍、多媒體已經絕版，則按

該書定價的兩倍（以外幣定價者，依當日

匯率換算後二倍計價）賠償，另再加繳逾

期罰款（但以 350 元為上限）。 

 

圖書影印與掃描規定 

影印與掃描圖書館各項資料時，請留意下列

說明，切勿侵犯智慧財產權等相關規定。 

一. 請確實依著作權法及相關規定，在合理

使用範圍內從事重製（影印、列印、掃

描、錄影、攝影、複製等）行為，單件

資料以三分之一且每人以一份為限。  

二. 使用電子資源（包括電子資料庫、電子

期刊及電子書等）請先閱讀出版社之相

關規定及版權聲明，並請務必確實遵守

使用規範。勿利用任何軟體，有系統且

大量卸載內容，以免損及學校聲譽及全

校使用權利。  

三. 為尊重智慧財產權，一旦違反相關規定

經查證屬實，讀者須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並停止其使用權。 

 

讀者服務 

一. 借書證申請與補辦  

主後 2018-2021 55 



 

 

1. 借書證申請辦法 （修讀學位的學生證

即是借書證）  

1) 借書證辦理時間：週一至週五 

9:00am-12:00am、1:30-5:00pm.， 

睌上不受理。 

2) 填寫借書證申請表，並繳交 300 

元證件工本費。 

4) 借書證製作為三個工作天，請自

行向圖書管理員領取。 

2. 借書証遺失補申請辦法 

1) 填寫借書證申請表，有未歸還之

圖書，應先歸還。 

2) 遺失補辦借書證工本費 300 元。 

3) 製作日為 3 個工作天，請自行向

圖書管理員領取。 

 

二. 館藏查詢 

從圖書館主畫面點選「書目查詢」進入書目

查詢畫面，再點選「館藏查詢」即可進入圖

書館藏查詢。選擇您所希望的查詢條件輸

入查詢條件（如書名、作者、出版者、標題、

集叢、國際標準號碼 ISBN/ISSN、關鍵字

等），再點選「送出查詢」，電腦便會依據

您所輸入的條件開始查詢。 

 

三. 線上預約 

1. 在圖書查詢結果的「詳細書目館藏」資

料清單中，有「狀態」及「加入預約清

單」兩個欄位，如果「狀態」欄位顯示

「借出中」時，即可點選「加入預約清

單」欄位中的「加入清單」核取方塊，

將該筆書目加入預約清單中。之後按

下「加入預約清單」按鈕即可將選取的

書目加入到您的預約清單中。 

2. 在您按下「加入預約清單」按鈕後，會

進入預約清單明細畫面，會列出您所

選取的所有書目資料，等待您點選「預

約」核取方塊，進行預約確認。在確認

您所選取的書目都點選之後，便可按

下「預約確認」按鈕，在詢問您的帳號

及密碼後，電腦會檢查您的預約權限，

進行預約。若您在使用期限中、無停借

中或預約書籍未超過預約上限時，電

腦便會顯示預約成功，完成預約手續。 

 

四. 圖書捐贈辦法  

為鼓勵各界踴躍捐贈，以豐富館藏資源，

期盼本院師生同仁、校友及社會賢達均能

共襄盛舉。 

1. 受贈原則  

1) 接受福音派信仰之神學、教義、新舊

約註釋、教會歷史、宣教、聖經輔導、

及實踐神學等類圖書、期刊及多媒

體之贈予。 

2) 圖書資料破損不堪使用（或有發霉、

污損、蟲蛀者）；套書殘缺不全者，

不予收藏，惟有特殊參考價值者不

在此限。 

3) 圖書資料內容為小冊子、影印本、

筆記書、剪報資料等，或書籍內有

劃線、註記、圈點過多者，不予收

藏，惟珍貴史料價值者不在此限。 

4) 有違反著作權法規定之虞者（如盜

版、翻印者），不予收藏。 

2. 可採郵寄或逕送「105 台北市南京東

路四 75 巷 30 號‧改革宗神學院圖書

館收」。 

 

五. 圖書推薦辦法  

1. 為了避免同一本圖書有過多的複本，

因此請在提出推薦前，務必先查詢本

館館藏之後，再提出申請，以免浪費

資源。 

2. 請將您所要推薦的圖書詳細資料，電

郵 E-mail: library@crts.edu，標題請

註明「圖書推薦」即可，收到之後會

盡快回覆您。 

附註：圖書館各項規則如有修正，將會在本院圖

書館網站更新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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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組織與組織架構 

一. 董事會 

由以下董事組成：改革宗神學協會三席，改革

宗長老會區會二席，海外改革宗華人牧師二席，

改革宗神學院之友二席，及世界宣教會（美國長

老教會宣教委員會）二席。 

二. 行政會議：由改革宗神學協會五位常務理

事組成。 

三. 組織架構 

 

 

 

 

 

 

 

 

 

 

 

相關機構介紹 

一. 改革宗神學協會 

改革宗神學協會設立的宗旨，在於推動改革宗

神學之研究與實踐，培育改革宗神學研究與實

踐之人才，鼓勵改革宗神學研究的發表、傳播與

交流，促進以改革宗神學觀點回應當代信仰、倫

理和社會議題。竭誠歡迎您加入改革宗神學協

會，成為會員，為改革宗神學院的推展努力，並

響應歸正福音運動！ 

 

二. 改革宗出版社  

1940年末，包義森（Dr. Samuel Boyle）與趙中

輝兩位博士有感於當時自由主義「人本神學」對

中國教會的侵襲，也看到中國教會的牧者需要

好的神學書籍，在兩位同工努力下創立改革宗

翻譯團契與出版社，並在美國改革宗翻譯團契

（Dr. J. G. Vos創立）和其他海外改革宗翻譯團

契籌款支持下，歷經40多年，出版了近70本影響

華人教會與信仰的改革宗重要書籍。1990年兩

位博士退休後，由趙天恩牧師接任，接續出版社

事宜。2004趙天恩牧師病逝，2007年由麥安迪牧

師接掌出版社。至今繼續為改革宗文字事工努

力奮鬥。 

 

三. 台灣改革宗翻譯團契 

台灣改革宗翻譯團契於2007年成立，目的是為

了幫助翻譯及出版改革宗書籍。每月定期聚會

一次，閱讀歷代以來重要的基督教翻譯作品。同

時也廣羅人力與財力，贊助和支持改革宗出版

社的翻譯聖工。我們竭誠邀請對翻譯事工有負

擔的信徒，一同加入我們的行列。 

 

四. 珍愛家庭中心（Family Counseling Center） 

FCC珍愛家庭中心成立於 2004 年 12 月。致力

建立以神為本、合乎聖經原則的輔導中心，服務

肩負聖經輔導使命的教會，提供個人、夫婦、家

庭及成長團體，合乎聖經原則的輔導，引領人建

立在基督裡的新生命，並提供教會以聖經輔導

為原則的培訓課程，出版發行刊物、影音光碟、

書籍教材，並舉辦家庭關懷系列的研討會、專題

講座、培訓課程、成長團體等等。 

 

五. 改革宗電視台（RTV Taiwan） 

改革宗電視台成立於2015年3月。我們的座右

銘：「嚴謹的神學、靈裏的火熱」；我們的異象

是：以回歸到聖經的歸正精神，建立以純正福

音為根基的電視台，立根台灣，分享給華語世界

的基督徒。更多資訊：http://www.crts.tv。 

 

六. 改革宗神學院校友會  

本校同學畢業後即自動加入校友會，每年校方

會於畢業典禮邀請校友返校，舉辦校友講座暨

校友餐會。校友會不定期舉辦聚會、出遊和進

修。現任會長為本校2002年道碩畢業生張昱國

牧師。 

 
 

 

董事會 

董事長 

行政會議 

行政會議主席 

教務會議 

教務主席 

院長 

行政主任 教務主任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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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宗神學院學生自治會章程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經院本部核定公佈施

行，上次修訂日期為一九九六年四月八日。 

第一章 宗旨、目的 

第一條 用愛心互相關懷，用和平彼此聯

絡，虛心學習聖經，彼此配搭服

事，致力校務事工。  

第二條 在基督的恩典上剛強，按正意分解

真理的道，與基督同受苦難，成為

耶穌基督的精兵，共同來促進改革

宗神學教育之發展。 

第二章  組織職權 

第一條  本會全名為改革宗神學院學生會

（簡稱本會），隸屬教務會議，由

全體學生組成之。  

第二條  本會下設會員大會（簡稱大會），

由全體會員組成，有議決本會所有

議案之權。議決之議案與神學院規

定不符者無效。 

第三條  大會定每學季召集一次，必要時得

召集臨時會。 

第四條  大會由會長召集，並由會長擔任主

席。 

第五條  本會置會長、副會長及會計、文

書、外事、靈修等各一人。 

第六條  前條各員均由會員間互選之，每年

改選一次。會長缺位由副會長繼

任，至任滿為止。 

第七條  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得對大會議決

提出覆議，經出席會員三分之二同

意予以否決。 

第八條  本會得置顧問若干名，由主席提名

經大會同意聘請之。 

第九條  本部得派請指導教師指導本會各活

動。 

第三章  行政執行  

第一條  執行院本部交辦事項。  

第二條  執行大會決議事項。  

第三條  加強靈性培養。  

第四條  推動各教會間之聯絡。  

第五條  增進校友之聯繫。  

第六條 促進同學在生活、學習、服事上互

相幫助。 

第七條  與各神學院同學間之聯誼。  

第八條  再進修事項的協助。  

第四章  權利義務 

第一條  會員每學季繳交大會議決之固定會

費。如有加增須經由教務會議通

過。  

第二條  會員每次會議須親自出席。  

第三條  對於有關全員必須參與活動的決

議，必須經由教務會議通過。  

第五章  附則 

第一條  本章程之變更與訂定同。  

第二條  本章程經院本部核定後公佈施行。  

 

 

 

學生自治會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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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停車證明申請辦法 

為提供學院教職員及研究生安全方便的停車服務，

特與北市都發局國宅社區「松山新城第二區停車

場」合作，以嘉惠教職員和學生。學生可向學校行

政處申請蓋停車優惠章，取車付費時可以每小時30

元停車優惠價格計算。（停車場位置圖，請參閱學

院地圖） 

 

學校網站說明 

「www.crts.edu」是 本 校 官 方 網 站，當 中 有 

學生應該固定瀏覽的訊息。本網站會定期張貼公

告與學生息息相關的教務會議決議、學校公告事

項、實習及工作機會等；還有各項的學生事務表

單的下載，包括教務會議提案申請單、推薦信函

表格、入學申請表、請假單、實習表格等。另外

也有最新的部分課程錄影、課程講義、圖書線上

查詢及圖書借閱與續借、及供學生討論課業用之

學生論壇，每位修讀學位的同學應註冊帳號學習

使用。 

 

學院環境與交通指引 

一、校園環境 

位於宏恩大樓內，校地涵蓋地下一樓至地上三

樓。三樓為珍愛家庭中心、輔導室、改革宗電視

台、名譽院長辦公室、成套圖書，二樓為中文圖

書館、閱覽間。一樓為學校行政中心。地下一樓

設有大教室、小教室、英文圖書館、及書庫。 

 

二、地圖與交通指引 

地址：105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75 巷 

30 號（地圖請見下方） 

 

公車：南京-寧安街口站 

46、248、266、277、279、282、288、306、307、604、

605、652、668、675、711、797、1802、1803、1815B、

2002、棕9、棕10、紅25、博愛公車、泰山-指南宮、

三重-基隆（國光）、中壢-基隆（國光）、基隆長庚

-台北長庚（泛航） 

 

捷運：小巨蛋站 

搭乘綠線（松山新店線）直接到「小巨蛋站」下車沿

3-5號出口， 或搭乘棕線（文湖線）到「南京東路站」，

或是橘線（中和新蘆線）到「南京松江站」，再轉乘

綠線捷運或南京幹線公車往小巨蛋（松山）方向。 

校園其他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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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改革宗神學協會 

宗旨&會員招募 

改革宗神學協會設立的宗旨，在於推動改革

宗神學之研究與實踐、支持改革宗神學院，

其中包含珍愛家庭中心、改革宗翻譯團契等

機構。為響應歸正福音運動，竭誠歡迎您的

加入！ 

 

本會會員申請資格如下： 

一、個人會員：認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

歲，並經本會認可者。 

二、學生會員：認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歲

，並經本會認可之學生。 

三、團體會員：凡認同本會宗旨之公私機構

或團體，分甲、乙兩類。 

※ 以上三種會員申請入會時，應填具入會申

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團體

會員應推派代表，行使會員權利。 

四、準會員：凡認同本會宗旨的個人、公私

機構或團體，申請入會並經理事會通過

會員資格，而未繳納會費者。 

五、贊助會員：以經費贊助本會工作之團體

或個人。 

 

會費 

一、入會費：個人及學生會員新台幣1000元

，團體會員新台幣3000元，於會員入會

時繳納。 

二、常年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12000元，團

體會員：甲類為新台幣30000元，乙類為

新台幣12000元，學生會員新台幣3600元。 

 

會員權益（個人會員、團體會員） 

個人會員： 

1. 定期收到改革宗神學院訊。 

2.  個人每年可免費參與神學課程（春、

秋、密集各一門課與神碩課程優惠

3000 元；一年共可修三門課）。 

3. 敬邀參加神學院舉辦之講座與活動。 

 

甲種團體會員： 

1. 定期收到改革宗神學院訊。 

2. 團體成員每年共計兩位經核可後，可

免費參與神學課程（春、秋、密集各

一門課與神碩課程優惠3000元；一年

共可修三門課）。 

3. 敬邀參加神學院舉辦之講座與活動。 

 

乙種團體會員： 

1. 定期收到改革宗神學院訊。 

2. 團體成員經核可後，每年可免費參與

神學課程（春、秋、密集各一門課與

神碩課程優惠 3000 元；一年共可修

三門課）。 

3. 敬邀參加神學院舉辦之講座與活動。 

 

若須進一步了解神學協會事工， 

歡迎隨時與本會連絡。 

 

網址：www.crts.edu／電話：02-2718-1110 

郵政劃撥帳號：19762264 

戶名：中華民國改革宗神學協會史弘揚 

 

願神紀念您甘心樂意的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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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神學協會認證 



 

 

COR MEUM TIBI OFFERO DOMINE PROMPTE ET SINCERE 

主啊！我願立刻、真誠地將我的心獻給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