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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訊 

 

地址 

改⾰宗神學院 

105 台北市松⼭區南京東路四段 75 巷 30 號 

 

電話 

傅群霖 校務專員 兼實習助理 2718-1110 #215 

陸建麗 ⾏政主任 2718-1110 #220 

葉提多 教務⾧ 代實習主任 2718-1110 #200 

 

電郵 

傅群霖 thomas.fu@crtslive.net 

陸建麗 lulu.crts@gmail.com 

葉提多 tpyate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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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 12 月 

 

一月

•神學院確認實習教會的地點、實習內容、實習費、指導牧者

•學⽣向實習處提出申請

•神學院評估學⽣的需要及⽬標

二月

•神學院提供《實習⼿冊》給學⽣及指導牧者

•神學院會談實習課程的⽅針、回應及期待

•神學院協助學⽣聯繫指導牧者

三月

•實習開始

•學⽣向教務處註冊實習學分

•指導牧者⽉例會談實習⽣

四月

•指導牧者⽉例會談實習⽣

•神學院電訪指導牧者瞭解實習情況

五月
•指導牧者⽉例會談實習⽣

︱

〸月
•指導牧者⽉例會談實習⽣

〸一月

•指導牧者⽉例會談實習⽣

•神學院電訪指導牧者瞭解實習情況

〸二月

•指導牧者總評實習內容、並郵寄給神學院

•實習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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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 – 2022 年 6 月 

 

七月

•神學院確認實習教會的地點、實習內容、實習費、指導牧者

•學⽣向實習處提出申請

•神學院評估學⽣的需要及⽬標

八月

•神學院提供《實習⼿冊》給學⽣及指導牧者

•神學院會談實習課程的⽅針、回應及期待

•神學院協助學⽣聯繫指導牧者

九月

•實習開始

•學⽣向教務處註冊實習學分

•指導牧者⽉例會談實習⽣

〸月

•指導牧者⽉例會談實習⽣

•神學院電訪指導牧者瞭解實習情況

〸一月
•指導牧者⽉例會談實習⽣

︱

四月
•指導牧者⽉例會談實習⽣

五月

•指導牧者⽉例會談實習⽣

•神學院電訪指導牧者瞭解實習情況

六月

•指導牧者總評實習內容、並郵寄給神學院

•實習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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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教會的介紹 
 

⼗分謝謝教會和牧⾧們願意提供教會實習的機會，樂意接待本地或外地來到改⾰宗神學院受

裝備的神國⼯⼈。 

 

神學院⼗分看重神學⽣的教會實習課程。在教會實習課程上，神學⽣透過實際的服事，操練

在將來事奉所需要的恩賜才幹，並誠實地反應出他所學的聖經、和他所跟隨主的樣式，⽽這

⼀年服事的經驗也將深深助於神學⽣未來⼀⽣的神國事奉。 

 

改⾰宗神學院各科碩⼠⽣在受神學裝備上，除了聖經學識上應完成的新舊約、神學、歷史及

實踐課程，同時，也規定神學⽣完成各科的教會實習要求。貴教會所提供的實習機會是本院

訓練傳道⼈、教會牧者同⼯很重要的幫助。 

 

本⼿冊介紹實習教育課程的時段、如何實際進⾏，並關於實習神學⽣的責任、神學院對教會

的期待、以及神學院的聯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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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實習課程的⽬的？ 
 

對基督徒來說，我們被呼召是來服事神，對神學⽣⽽⾔更是如此，所以神學院期待學⽣在神

學院所受的裝備，不光是為在將來畢業後全時間的事奉，也是為現在學⽣的鄰舍、委⾝的教

會中有所服事實習。這歸納在兩⽅⾯： 

 

在教牧領導⽅⾯，神學⽣必須透過實際的參與、及帶領事奉，體會事奉上的同⼯及分⼯。 

⼀⽅⾯看⾒⽺群靈魂深處的需要，同時看⾒同⼯團隊在服事上的忠⼼；關懷並餵養⽺群的屬

靈需要，引導並委⾝於同⼯間的服事。 

這過程會使神學⽣親⾝經歷神如何看照祂⾃⼰的家，又怎樣賜下恩賜使教會的各⼈彼此服

事，從⽽神學⽣瞭解並體會到⾃⼰在全職事奉時的職分及定位。 

 

在事奉技能⽅⾯，神學⽣按著次序在神學院有所裝備（聖經、系統神學、釋經學、講道法、

教牧學等），在教會的實習使他們得以克服⽣澀，在服事上漸漸熟悉⽽⽼練，在時間安排上掌

握得宜、守紀律，在所交付的事上負有責任⼼，預備成為⼀位成熟的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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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時段為期多久？ 

 

教會實習共有 3個時段，原則上建議在學季期間進⾏，為期 10 個⽉。即： 

(1)春學季註冊開始實習，實習時段為 3⽉到 12⽉；或  

(2)秋學季註冊開始實習，實習時段為 9 ⽉到次年 6 ⽉。  

(3)若在暑假期間，則以密集⽅式進⾏，為期 3個⽉，實習時段為 6 ⽉到 8⽉。 

 

仍然，神學院明⽩在教會及福⾳⼯作上的特殊需要，所以為著教會的客觀需要、及實習內容

所提供的實質學習上，實習時段是有彈性可以調整的。 

 

那麼，在⼀個階段的教會實習中，須要在該時段內滿⾜ 400 ⼩時的實習事奉。 

建議在週末安排教會事奉 12 ⼩時，這其中應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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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學⽣可參與 3 或 4 個活動，實際實習內容則依教會需要及神學⽣能⼒兩⽅⾯來決定，並

在不影響神學⽣參與神學院週間活動的原則下，週間可以安排 1 次教會的聚會。  

 

  



教會實習⼿冊 8 

神學⽣應該承擔的責任？ 

 

神學院要求學⽣應當按著提摩太前後書的教導，存剛強、仁愛、謹守的⼼，溫溫和和地教導

眾⼈，以相稱的屬靈成熟，盡到基本的同⼯帶領和牧養。 

 

我們期待神學⽣能夠固定主責或同⼯在下列的教會服事（指導原則）： 

1. 公眾崇拜：講道、司會。 

2. 教育事⼯：成⼈主⽇學、兒童主⽇學、查經班、受洗班、會友班。 

3. 個⼈及家庭事⼯：探訪、個⼈佈道、陪談、聖經輔導、婚前輔導。 

4. 教會領導：列席⾧⽼會、及⾧執會。帶領同⼯會、⾧執訓練。 

5. 屬靈⽣命：個⼈靈修、家庭靈修。 

或外展的福⾳⾏動、福⾳營隊。整體上，神學⽣應融⼊在教會⽣活中。 

如因故不能按時出席教會的實習活動，必須獲得指導牧者的許可。 

 

這是神學⽣在神學院修讀期間內，在各項服事領域需要實習的。然⽽，在⼀年有限的時間

內，這些服事可能只能選擇部分項⽬參與。神學院對於學⽣和教會如何安排保持彈性，有些

服事項⽬可能學⽣前⼀年已經有所實習，或是還未修讀相關神學裝備，暫時無法主責該項服

事，這些會需要教會和學⽣⼀對⼀的對談取得共識。 

 

＊註：對於道學碩⼠科學⽣，上述的服事項⽬是必須完成的畢業要求。（附件三） 

＊註 2：道碩⼆、三年級學⽣，應安排與牧師職分相關之事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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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學院要求學⽣提供《教會實習申請記錄表》及《教會實習評估表》給教會指導牧者，其內

容上有神學⽣的基本資料、本次實習計畫、及指導牧者評估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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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教會的期待？ 

 

規劃實習計畫。教會與神學⽣會談教會的需要、及神學⽣期待的服事操練，在取得實習內

容、實習時段、實習費的共識後，雙⽅簽寫實習計畫書，並送實習處，待實習主任簽訂後，

本實習計畫書經三⽅共同簽訂起⽣效。（附件⼀） 

請務必於實習期間開始前、及教務處註冊截⽌⽇前完成。 

 

牧者指導會談。神學院希望教會指導牧者能夠經常的與神學⽣會談，在服事困難時給予幫助

和代禱，也在服事態度、教會團契相處、靈修⽣活、及⽲場⽅向上關⼼和指引。 

並不是每次的會談都需要記錄，《教會實習評估表》最少需要 6 次的會談記錄。並於實習期

末，指導牧者必須評估學⽣實習事奉之狀況。（附件⼆）神學院將依據牧師評估結果來決定神

學⽣是否通過實習教育。 

 

實習費。每週如事奉 12 個⼩時，建議給予： 

單⾝學⽣ 新台幣 13,000元 

已婚學⽣，配偶也積極參與教會事⼯ 新台幣 16,000元 

已婚學⽣，配偶為全修⽣並參與服事 新台幣 20,000元 

已婚學⽣，配偶為全修且有孩⼦，並參與服事 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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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院不同意沒有實習費⽤的實習。 

 

保持與神學院的聯繫。歡迎教會牧者隨時與神學院聯絡溝通，實習處同樣期待不定期與教會

聯絡，徵詢建議與回饋。教會若發現神學⽣有任何重⼤遭遇，請儘速通知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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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若因其

他理由變更計畫書者，則須經神學院實習處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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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學⽣的介紹 

 

恭喜你！你即將開始教會實習的學習事奉，你將帶著神學院的祝福和⿎勵同在！ 

 

請提醒⾃⼰在教會實習的過程中，把握每⼀個服事機會，藉著服事去探索、認識神在你⾝上

所擺放的恩賜！操練你的才幹，在服事上熟稔且⽼練，模塑且培養你的性格，應⽤你在神學

上裝備所學的。 

 

仰望神！祂是信實的，珍惜你在教會實習課程上所得的供給，並放膽服事，你在弟兄姊妹⾝

上的服事，是真正神⼼意所顧念的。 

 

我們常為你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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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開始教會實習課程？ 

 

如果你還不確定是不是要開始教會實習？⾸先⼀點是評估你所修讀的學位： 

 

對於道學碩⼠⽣⽽⾔，6 學分的教會實習要求意謂著若你想在 3 年完成學位，那最好從第⼀

年就開始教會實習課程。 

⽽對於新舊約碩⼠及基督教研究碩⼠，2 學分的教會實習要求意謂著你可以有些適應的時

間，在第⼀個學季先建構好神學基礎、並且適應學習神學的步調，在第⼆個學季再開始教會

實習課程。 

對於聖經輔導碩⼠的學⽣⽽⾔，1 學分的教會實習要求意謂著只要⼀半的實習期間，但是你

也需要綜合考量教會提供的實習機會、及他們的需要和期待，有時候聖經輔導的學⽣會和多

數神學⽣⼀樣投⼊完整的實習期間。並且，透過在實習教會所建⽴的牧養關係和信任，這會

幫助你找尋適合的輔導實習個案。 

 

其次，在尋找實習教會上，建議你詢問原屬的母會，通常你們已經建⽴⾜夠的信任關係，也

更多願意⽀持你在神國上服事的需要。或，你可以向神學院實習處詢問，我們會協助你詢找

實習教會。務必記得在你開始實習的前 2 個⽉來申請，如果你還在猶豫，沒關係請仍然先告

知實習處你有這個意願。 

 

最後，提醒你在開始實習之前，先有過和教會指導牧者的會談，主動說⼀些你期待的服事機

會，並聽取教會對你的期待。在投⼊服事之前先建⽴好的溝通、和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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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提醒 

 

保持感恩。教會實習是⼀件特殊的恩惠，所去到的教會並不必須⾮你在其中不可，並且實習

費的供給對教會⽽⾔，可能是相當⼀筆財務負擔。 

 

保持敏銳。不要在教會實習期間擅⾃去改變教會、造成⽭盾和紛爭，在你對某件事情上有不

同的看法時，先溝通取得共識。 

 

保持實際。不要開始⼀項你無法完成，或是其他⼈沒有辦法接續、注定虎頭蛇尾的事⼯。 

 

保持尊敬。敬重教會的牧師、⾧⽼等帶領同⼯，尊重教會的福⾳事⼯的價值和神學理念。 

 

保持積極。進到教會和團契中，不要沒沒隱藏不⾒於⼈前。殷勤服事、並與⼈互動培養值得

信賴的關係。主動去認識你的鄰舍，當你碰到對⽅時，為他禱告、或提供服事上的幫助。 

 

保持敞開。⾃然⽽真誠地與⼈溝通，樂意分享你的看法和做法。 

 

保持殷勤。在牧養關懷、講道、崇拜、會議帶領、和福⾳事⼯上殷勤。但仍要守安息，留⽩

⼀些⾃⼰的時間、家庭的時間，⾛訪⼤⾃然、享受神在這地創造的美好。 

 

保持謹慎。不要受牽連於教會內的政治。若你察覺到你涉⼊在衝突當中，溫柔地說明清楚。

若你仍感到無⼒，直接尋求指導牧者的幫助。務必在事態嚴重前聯繫神學院實習處。 

 

保持彈性。教會實習通常會有些溝通或期待上的落差，這很難都不發⽣。記得雅各書 1:2-4的

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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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你是改革宗神學院的學生。教會或會友通常透過你來認識神學院，請幫助我們留下好的

印象，⾏事為⼈與所蒙的恩召相稱，在你之後的學弟妹也會希望能有教會實習的機會。 

 

記得在學年開始之前有段休息。建議你在學年開始之前有段幾週的休息，視你的教會實習是

從春學季、或秋學季開始⽽定。做好⼼情和⾝體上的調整，不要讓服事或課業追著你跑。享

受安息，這會使你再⼀次對焦基督，從⽽重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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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規劃實習內容？ 

 

實習教會、及教會實習的服事內容很⼤程度基於教會實際需要、和神學⽣的服事異象，神學

院對此充分尊重，在核定實習內容的規劃上保持彈性，除了基本的規定，這邊會提出⼀些指

導性的原則，以及提供實習內容的建議供參考規劃。 

 

每週時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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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不影響神學⽣參與神學院之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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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

可參與 3 或 4 個活動，但實際實習內容依教會需要及神學⽣能⼒兩⽅⾯來決定。 

 

實習期間。每次實習最基本須滿⾜ 400 ⼩時，神學⽣不宜在學年中更換實習教會。 

 

實習內容。（指導原則） 

神學⽣在教會服事上並不只是參與教會活動，⽽是在其中有帶領、操練服事，下列是⼀些具

體的服事項⽬，建議神學⽣在神學院修讀的期間內，各領域都⼀⼀實際操練： 

1. 公眾崇拜：講道、司會。 

2. 教育事⼯：成⼈主⽇學、兒童主⽇學、查經班、受洗班、會友班。 

3. 個⼈及家庭事⼯：探訪、個⼈佈道、陪談、聖經輔導、婚前輔導。 

4. 教會領導：列席⾧⽼會、及⾧執會。帶領同⼯會、⾧執訓練。 

5. 屬靈⽣命：個⼈靈修、家庭靈修。 

或⼀些外展的福⾳⾏動、福⾳營隊。整體上，神學⽣應融⼊在教會⽣活中。 

如因故不能按時出席教會的實習活動，必須獲得指導牧者的許可。 

＊註：對於道學碩⼠科學⽣，上述的服事項⽬是必須完成的畢業要求（詳⾒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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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會談。神學⽣於實習期間⾄少需要和指導牧者會談 6 次，並於《教會實習評估表》記錄

會談內容。神學⽣可以分享服事上的難處，並且尋求牧者的幫助和話語上的⽀持。不要擔⼼

訪談時表現出在服事上的掙扎會影響牧者對你的看法、或是影響教會實習的通過與否。實際

上這是每個神學⽣都會⾯對的情況，正是在各樣服事的嘗試中查驗恩賜及負擔，透過指導牧

者客觀的建⾔，你能更清楚的雙⾯印證那在你⼼中的感動，在這項服事領域上或是或⾮。不

要因為內⼼討好⼈或害怕⼈⽽損失牧者指導的難得機會，這是在神學院裝備期間，透過實習

服事，難能可貴的看⾒，願神藉著祂所呼召你服事的過程，使你清楚你的⽲場。 

 

實習計畫書。當實習教會及神學⽣談妥實習內容後，請在計畫書內記錄參與的服事、實習期

間、實習教育費⽤及其他相關事項。（附件ㄧ） 

實習計畫書經由實習教會牧⾧、神學⽣及神學院實習教育部主任三⽅簽定後正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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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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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教會實習⼿冊 18 

 



教會實習⼿冊 19 

  



教會實習⼿冊 20 

附件三 
傳道事奉實習項⽬ 

道學碩⼠科 2020 年秋季起⼊學者，必須完成下列實習項目始得畢業。 

下列實習項目部分得於課程指定作業完成，部分則需要在教會實習的服事中完成。 

 

1. 公眾崇拜 
(1) 講道 
⾄少操練 9 次講道事奉，並在各次講道事奉後安排會談，與指導牧者討論事奉
內容、勸勉及禱告。 
每次講道後上傳逐字稿、講道評估表、錄⾳檔，及 1次的錄影檔。 
Ø 相關課程：［講道法(⼀) (⼆)、舊約解經和講道］ 

(2) 司會 
⾄少操練 3次主⽇崇拜司會，並擬 1份崇拜程序稿、及反思評析。 
每次會後上傳錄⾳檔、及 1份崇拜程序稿暨反思評析。 
Ø 相關課程：［改⾰宗敬拜］ 

(3) 聖餐 
⾄少 2次主領聖餐的信息錄⾳，及 1份主領聖餐的程序及逐字稿。 
＊在未受按⽴以前，本項事奉實習以⾮正式的個⼈學習意義為⽬的。 
Ø 相關課程：［講道法(⼆)、教牧學(⼆)］ 

(4) 洗禮 
⾄少 2次主領洗禮的信息錄⾳，及各 1份洗禮、嬰兒洗禮的程序及逐字稿。 
＊在未受按⽴以前，本項事奉實習以⾮正式的個⼈學習意義為⽬的。 

Ø 相關課程：［講道法(⼆)、教牧學(⼆)］ 

(5) 婚禮 
擬 1份婚禮的程序稿。 
Ø 相關課程：［講道法(⼆)、教牧學(⼆)］ 

(6) 安息禮拜 
擬 1份會友離世的教牧流程、及安息禮拜的程序稿。 
Ø 相關課程：［講道法(⼆)、教牧學(⼆)］ 

2. 教育事工 
(1) 成年⼈ 
⾄少操練 6 次公眾教導，含每次的講課⼤綱，⼀併上傳⽂稿及錄⾳檔。 
Ø 相關課程：［基督教教育、歸正信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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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兒童 
⾄少操練 3次公眾教導，含每次的講課⼤綱，⼀併上傳⽂稿及錄⾳檔。 
Ø 相關課程：［基督教教育、青少年輔導］ 

(3) 查經班 
⾄少操練 1次為期 10週的查經課程，並擬 1份課後問題清單。 
⼀併上傳該問題清單及 2次的錄⾳檔。 
Ø 相關課程：［基督教教育、歸正信仰⽣活］ 

(4) 受洗班 
擬 1份為期 6-12週的受洗課程⼤綱。 
＊若可⾏，應親⾃授課。 
Ø 相關課程：［基督教教育］ 

(5) 會友班 
擬 1份為期 4 週的會友課程⼤綱。 
＊若可⾏，應親⾃授課。 
Ø 相關課程：［基督教教育］ 

3. 個人及家庭事工 
(1) 教牧探訪 
⾄少操練 2次探訪關懷，並記錄 1份探訪報告。 
Ø 相關課程：［教牧學(⼀)、教牧輔導］ 

(2) 個⼈佈道（傳福⾳） 
⾄少操練 6 次個⼈佈道，並記錄 1份佈道報告。 

(3) 教牧輔導 
⾄少操練 2次牧養陪談，並上傳錄⾳檔。 
Ø 相關課程：［教牧學(⼀)、教牧輔導］ 

(4) 聖經輔導 
⾄少操練 1 ⼈次為期 3-4 次的聖經輔導諮商，其中應⾄少⼀次有資深的輔導員觀
察，並撰寫觀察報告給學⽣、教會牧者及神學院。 
Ø 相關課程：［歸正信仰⽣活、教牧輔導］ 

(5) 婚前輔導 
擬 1份為期 6堂次的婚前輔導課程⼤綱。 
＊若可⾏，應親⾃授課。 
Ø 相關課程：［婚姻輔導、教牧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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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會領導 
(1) ⾧⽼區會會議 

定期列席⾧⽼區會會議。 
Ø 相關課程：［教牧學(⼀)］ 

(2) ⾧⽼執事會議 
⾄少 4 次列席⾧⽼會議、或⾧⽼執事會議，並各擬 1份議程。 
Ø 相關課程：［教牧學(⼀)］ 

(3) ⾧⽼執事訓練 
⾄少操練 1次為期 6堂次的⾧執訓練授課，並擬 1份授課⼤綱。 
＊若可⾏，應向真實的⾧⽼執事候選⼈授課。 
Ø 相關課程：［教牧學(⼀)］ 

(4) 教會紀律 
擬 1份執⾏教會紀律的流程。 
Ø 相關課程：［教牧學(⼀)、(⼆)］ 

(5) 教會財務 
擬 1份教會報告，包含財務原則、及年度預算規劃。 

5. 屬靈生命 
(1) 個⼈靈修 

神學院裝備期間，定期寫靈修筆記。 
Ø 相關課程：［愛德華茲神學、加爾⽂神學］ 

(2) 家庭靈修 
擬 1份家庭靈修年度規劃，並於主領後撰寫 1份觀察報告。 

(3) 個⼈評估 
擬 1份個⼈的屬靈⽣命評估。 
Ø 相關課程：［歸正信仰⽣活、教牧輔導］ 

(4) 個⼈輔導 
⾄少 1次參加由資深輔導員進⾏的聖經輔導，並撰寫 1份獲益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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