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全程華語授課。提供各項優惠方案。神學系修課畢業者可獲得台神「神學士 (B.Th)」學位證書。 
● 本學期推廣教育中心開設三門教育部認定的「碩士學分班」課程。 詳參第 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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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學年度　第二學期　春季班　招生簡章

報名專線：（02）2396-4789 
傳　　真：（02）2396-7762
104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111 號
網站：http://cpce.tgst.edu.tw  
信箱：yulincheng@tgst.edu.tw （郵差先生：若此郵件無法投遞，請勿退回。謝謝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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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 推廣教育中心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 碩士學分班 招生簡介

一、宗　　旨：

 提供正規、嚴謹、專業的聖經與神學課程，幫助學員正確理解基督信仰要義與內涵，並
提升學員事奉教會、廣傳福音與服務社會之能力。

二、報名資格：

1.修課學生：
  凡具教育部認可之學士 (含 )以上的學位，或經認定合於報考大學碩士班之同等學歷
者 (如三專畢業滿 2年以上，二專或五專畢業滿 3年以上，且具有 2年以上工作經驗
者，服役年資得計入工作年資 )。經審查通過者。

2.付費旁聽生：
  不限年齡、學歷，上課成績或出席情況均不予登載，亦不能提出申請學分證明或修讀
證明。

三、報名注意事項：

※現場報名：  本人 (或委託他人 )親至推廣教育中心辦理。 (辦公室地址：台北市中山
北路二段 109號 2樓 )

※現場報名時間：週間 09：00至 17：00，中午及例假日除外。
※繳交資料：

 (1)資料表。
 (2)彩色一吋半身照片二張。
 (3)畢業證書影本。
 (4)選課單。
  (以上資料皆可繳交電子檔。舊生不必繳交第 1-3項資料，付費旁聽生不必繳交第 3
項資料。)
※網路報名： 
 (1)請至 http://ap.taitheo.org.tw/taitheo_exeducation/   線上選課 .
 (2)推廣中心收到繳交資料，資料審查通過後，會將繳款資訊 email至您的信箱。
 (3)請依照繳款資訊指示進行繳款。

四、洽詢電話：

     （02）2396-4789。

五、上課時間：

2022年 2月 15日開始至 2022年 6月 8日止。

六、上課地點：

士林長老教會 (地址：台北市中正路 335巷 9號 3樓 )。
台北馬偕醫院 (地址 :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92號福音樓 9樓 )。
推廣教育中心會於開課前將詳細上課教室與上課時間 email通知各學員。學員亦可上
本校網頁查詢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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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學分班課程介紹

七、證書授予及學分抵免辦法：

1.  學員凡修業期滿成績合格者，由本校頒發「學分證明書」(但不授予學位文憑或證
書 )，其學分數可抵免「台灣神學院」神學系畢業所需之同類課程之學分數。

2.  獲頒學分證明書之學員，日後成為「台灣神學研究學院」正式學生時，此碩士學分班
之學分數得抵免自由選修課程學分數（相關抵免辦法及抵免上限依照台灣神學研究學

院規定辦理）。

八、收費標準：

※報名費 500元。
 (只需繳交一次，日後再修讀或旁聽碩士學分班課程時，不需再繳交報名費用 )。
 （原台灣神學院神學系舊生免繳交報名費）。
※學分費為每學分 2,000元。
 （符合報名資格之現任牧師、傳道人及其配偶，享有學分費六折優待）。
※付費旁聽生為每學分 1,300元。
※學生會費 $500元。

九、退費規則：

1.  本推廣教育中心可依報名人數 (或其他特殊情況 )，決定是否開班；如不開班，將退
回學員所繳交之報名費及學分費。

2.  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之九成。自開班上課
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之半數。開班上課時間已逾

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申請退費必須攜帶收據正本，逾期申請者，

恕無法辦理退費事宜。

十、本學期開設班別、課程及師資簡介：

課程名稱 禮拜設計與領會訓練 上課時間
週三晚上

6:40 ～ 9:30

授課教師
陳琇玟 (美國 Duquesne University M.M.。台灣神學研究
學院專技副教授，台灣基督教會音樂事奉協會秘書長。)

學分數 3 類別 實踐

上課教室 士林教會

課程介紹

禮拜是「看得見、聽得到的神學」，藉由全方位的聆聽、感受與傳唱，直觀與
理性交織，全人敬拜。本課程將帶同學認識禮拜要素與禮拜中音樂目的：服
事、承載、編纂話語。明白領唱、司會角色，訓練「詮釋法」讀經、橋句運用，
寫作啟應文、禱文。學習根據經文，整合戲劇、空間佈置、人聲、器樂、肢體
舞蹈……設計禮拜的能力。認識教會曆，明白上帝道成肉身救贖歷史的連貫性
和整體性，設計有深度的節期禮拜。認識泰澤詩歌，於詩歌禱唱、默想中與主
會遇。介紹蘇格蘭改革宗 Iona團體更新禮拜資源――禱文、默想和戲劇。介紹
兒童禮拜、後現代青年禮拜的要素。分享揉合禮拜，巧妙的將古典聖樂、泰澤
祈禱短歌、台灣本土創作和敬拜讚美等詩歌用心策劃在教會禮拜中。

教科書

1. 陳琇玟。《禮拜中的話語和音樂――節期禮拜與主題式禮拜》。新北：台灣神學研究學  
    院，2021。
2. 陳琇玟。《立足聖道的創意禮拜》。台北：台灣神學研究學院，2017。
3. 陳琇玟。《立足聖道的創意禮拜實用手冊》。台北：台灣神學研究學院，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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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初代教會與新約 上課時間
週四晚上

6:40 ～ 9:30

授課教師
邱啟榮（東南亞神學研究院神學博士。台灣神學研究學院
專技副教授、教務長。）

學分數 3 類別 聖經

上課教室 士林教會

課程介紹

本課程介紹第一世紀初代基督教教會的歷史、神學以及新約文學著作，探究基
督教從加利利和耶路撒冷的一個不起眼的耶穌運動，短時間內發展成遍佈羅馬
帝國的宗教。特別是早期的基督教一開始先形成三個獨立分支，確保了她的生存
後，過渡、形成一個早期教會而繼續發展壯大下去。值得注意的是，初代教會團
體是一個在文學著作上多產的新興運動，有很高的文化和知識的成就，所以早
期基督教也必須被視為是一個具教育性的運動。

教科書
馬挺、戴維茲主編 /李望遠譯。《21世紀新約主題辭典：後期書卷及其發展（上冊）》。
校園出版社，2015。

課程名稱 ⊕ 性格與心靈健康 上課時間
週三晚上

6:40 ～ 9:30

授課教師

張雅惠（政治大學心理學博士。台灣神學研究學院靈性諮商
組主任 / 副教授。)
韓貴香 (政治大學心理學博士。淡江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研
究所&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 教授 )

學分數 3 類別 諮商

上課教室 台北馬偕醫院

課程介紹

性格與心靈健康這堂課主要介紹性格形成的遺傳和環境的影響，以及當代性格
心理學現有的主要理論 (學派 )，包括精神分析學派與新精神分析學派、現象
(含人本 ) 學派、特質 (含生物 ) 學派、行為學派、個人建構學派以及社會認知
學派等的主要觀點和涉及的議題，其中同時討論相關的性格研究方法，藉此討
論遺傳和環境對性格的影響，同時課程中每介紹一個學派，也會針對該學派的
性格測量和性格偏差以及該學派可能有的治療方式作介紹。在此課程中也著重
穿插介紹與該理論觀點相關的生命議題在心理學的研究發現，藉以說明其可以
如何應用在我們的生活中，促進我們日常生活的功能，以增進心靈 (理 ) 健康。
課程並針對不同學派的主要概念，例如自由意志與決定論所涉及的可能爭論做
討論。
本課程限 人。

教科書

1.葉光輝 (譯 )(2018)。《性格心理學：理論與研究 (三版 )》(原作者： L. A. Pervin & D.  
    Cervone)。台北市：雙葉書廊。 
2.危芷芬 (譯 )(2012)。《人格心理學 (原作者：J. M. Burger)》。台北市：洪葉文化。(原
    著出版年：2011)

因為醫院要求嚴格，需要完成二劑疫苗 (第二劑 14天以上 )才能進入教室，報名這門課同學請注意。

※ 以上所述之師資、課程名稱、課程內容、上課時間及場地等，本推廣教育中心保有變更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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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學資格：
1.  修課生：凡年滿十八歲 (含 )以上之教會受洗會友，具有高中 (職 )或同等學歷以上之學歷，經牧
師之推薦，經過延伸教育中心審核通過，並按規定程序完成報名、選課、繳費手續者即成為神學

系修課生。

2.  旁聽生：不限年齡、學歷，對基督信仰有興趣者，全程參與課程，無學籍，亦不能提出申請修課
證明。

二、學制與學則：

入學資格
申請畢業
所需學分

畢業
授予學位

★基礎課程
（必修課程）

▲核心課程
（必選課程）

自由選修

第一類
大學畢業

修完 36 學分
神學士
B.Th 19 學分 17學分

第二類
三專畢業

修完 54 學分
神學士
B.Th 19 學分 9 學分 26 學分

第三類
二、五專畢業

修完 96 學分
神學士
B.Th 19 學分 24 學分 53 學分

第四類
高中（職）畢

修完 120 學分
神學士
B.Th 19 學分 36 學分 65 學分

旁聽生 不限年齡、學歷，對基督信仰有興趣者，全程參與課程，無學籍，亦不能提出申請修課證明。

註：1.  台灣神學院神學系委託台灣神學研究學院推廣教育中心代辦教學與授課事宜。

 2.  神學系學生修讀推廣教育中心「碩士學分班」成績合格者，該學分可抵免神學系同類課程之

學分。

 3.  修滿規定學分後，可於每年三月底前向本系辦公室申請畢業。但所獲得之神學士 (B.Th) 學
位，無法作為報考台灣神學院及台灣神學研究學院之大學同等學歷之用。另其所修學分計

入畢業審查之有效期限為十年 ( 基隆、宜蘭、台中等外縣市地區因所排課程有限故不受必

修、必選課程和十年畢業審查的限制 ) 。
 4.  本系學分與台南神學院信徒神學系、玉山神學院信徒神學系學分互相承認。

 5.  為考量師資與成本，台北地區每門課開課標準為：需達到 10 人報名 ( 其中 5 人為全修

生 ) 。非台北地區開課標準則由系辦公室依個別情況另外訂立。

 6.  課程採學期學分制，每學年分上下兩學期，每學期最高可修習十八學分。

 7.  必修課程與必選課程會在課程說明中附加標示與註記。

三、報名手續及繳交資料：
1.  網路報名：
 (1)請至 http://ap.taitheo.org.tw/taitheo_exeducation/  線上報名選課、繳費。
 (2)進入報名網頁，新生請從【加入學員】進入，填寫【新學員註冊】，確認送出。系辦收到系統 

  通知，將會與您連絡後續報名手續。

  舊生請從【登入】進入，帳號是學號。填寫選課資料。

 (3)請依照繳款資訊指示進行繳款。
2.  現場報名：本人（或委託他人）親至神學系辦公室辦理。
  現場報名時間：週間 9：00至 17：00，中午及例假日除外。
3.  繳交資料：
 (1)新生入學申請單。
 (2)彩色一吋半身照片二張。
 (3)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印本一份。
 (4)牧師推薦信。

台灣神學院  神學系學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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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受洗證明。若為長老教會會友，請繳交堅信禮證明。
 (6)符合優惠辦法者需繳交相關證明。
 ※ 以上資料皆可繳交電子檔。入學申請單、牧師推薦信、可至神學系網站下載。
   http://cpce.tgst.edu.tw/p/404-1002-3655.php或向神學系辦公室索取。舊生不必繳交第 1-5項資

料，新生旁聽生不必繳交第 2-6項資料。

四、學分費用、報名費、優惠辦法：
1.  學分費：
 (1)修課：每一學分 1,900元。
 (2)旁聽：每一學分 1,300元。
 (3)音樂課程學分費：修課每一學分 2,400元。
 註 1.  修讀手鐘班、合唱、敬拜團等八人以上之音樂課程的學生，若重複修讀同一課程四學期之

後，第五學期開始得享半價優惠（例如兩學分的課程將以一學分計費）。

 註 2.  教會牧師、傳道或師母修讀神學系課程，得享半價優惠，若再符合上述第一項重複修課情
形，得享每學分 1,000元優惠價。

 註 3.台神音樂系校友修讀音樂課程，每學期可享一門課八折優惠。
 註 4.音樂課程至少 10人以上開課，除非特別原因，不收「旁聽生」。
2.  報名費：新台幣500元（只須繳交一次，曾繳納過的舊生不須再交，新同學報名時須先繳交，才受理報名  ）。
3.代收學生會會費：500元（每學期繳交一次）。
4.  學生應繳交費用計算辦法：總修課 (旁聽 )學分數 x學分費 + 學生會費 500元。符合以下優惠辦
法者，請先與系辦公室確認費用折扣。(請主動告知優惠項目，並提供證明文件 ) 。

5.  修課生學費優惠辦法：（只能選擇一項優惠方案使用，請提供證明文件）
 (1)傳道人、傳道人配偶、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更生人，享有學分費半價優待。
 (2)高中職以上畢業六年內者，享有學分費六折優惠。
 (3)長老教會所屬機構、醫院、學校等工作人員，享有學分費七折優惠。
 (4)團體報名，一次五位團報其中有二位新生者，享有學分費八折優惠。
 (5)七十歲以上長者，享有學分費八折優惠。
 (6)神學週全勤者選第二門課之第二門課開始優惠，享有學分費八折優惠。
 (7)其他系辦公室所公布的臨時優惠專案。

※以上優惠每人僅能適用一項並需在註冊截止日前完成繳費，才能享受優惠。

    以旁聽選課不再享有以上優惠。
6.  欲選修有名額限制之課程，請先電話聯絡系辦公室確認尚有名額之後，再依繳費流程繳交學分費。
7.  退費規則：
 (1)  神學系可依報名人數（或其他特殊情況），決定是否開班；如不開班，將退回學員所繳交之報

名費及學分費。

 (2)  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之九成。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
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之半數。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

者，不予退還。申請退費必須攜帶收據正本，逾期申請者，恕無法辦理退費事宜。

五、註冊及繳費日期、加退選期限：
1.  註冊及繳費日期：即日起至 2022年 01月 28日 (週五 )截止。
2.  加退選截止日：2022年 2月 25日 (週五 )下班前。(有註明「不得改選或退選」的課程，一旦選
課之後，就不能改選或退選。)

六、上課日期、開學禮拜：
1.開學禮拜：2022年 2月 14日 (週一 )晚上 7:00。
2.上課日期：2022年 2月 15日 (週二 )正式上課。
3.期末禮拜：2022年 6月 09日 (週四 )晚上 7:00。

七、神學系辦公室資訊：
地址：104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109號 2樓 
網站：http://cpce.tgst.edu.tw
電話：（02）2396-4789  傳真：（02）2396-7762
E-Mail信箱：yulincheng@tg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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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神學院「神學系」委託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推廣教育中心」代訓課程介紹
台北馬偕醫院：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92號 
捷運雙連站

課程名稱 ⊕ 性格與心靈健康 上課時間
週三晚上

6:40 ～ 9:30

授課教師
張雅惠（政治大學心理學博士。台灣神學研究學院靈性諮商組主任 / 副教授。)
韓貴香 ( 政治大學心理學博士。淡江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 通識與核心課程
中心 教授 )

學分數 3 類別 諮商

碩士學分班課程

課程介紹

性格與心靈健康這堂課主要介紹性格形成的遺傳和環境的影響，以及當代性格心理學現有的主
要理論 (學派 )，包括精神分析學派與新精神分析學派、現象 (含人本 ) 學派、特質 (含生物 )
學派、行為學派、個人建構學派以及社會認知學派等的主要觀點和涉及的議題，其中同時討論
相關的性格研究方法，藉此討論遺傳和環境對性格的影響，同時課程中每介紹一個學派，也會
針對該學派的性格測量和性格偏差以及該學派可能有的治療方式作介紹。在此課程中也著重穿
插介紹與該理論觀點相關的生命議題在心理學的研究發現，藉以說明其可以如何應用在我們的
生活中，促進我們日常生活的功能，以增進心靈 (理 ) 健康。課程並針對不同學派的主要概念，
例如自由意志與決定論所涉及的可能爭論做討論。
本課程限 人。

教科書
1. 葉光輝 ( 譯 )。《性格心理學 : 理論與研究 (三版 )》( 原作者 : L. A. Pervin & D. Cervone)。台北市 : 雙葉書廊。 2018。
2. 危芷芬 ( 譯 ) (2012)。《人格心理學 ( 原作者 : J. M. Burger)》。台北市 : 洪葉文化。( 原著出版年 :2011)

因為醫院要求嚴格，需要完成二劑疫苗 第二劑 天以上 才能進入教室，報名這門課同學請注意。

課程名稱 ⊕ 助人者的自我靈性照顧 上課時間
週四晚上

6:40 ～ 9:30

授課教師
吳雅莉 (美國匹茲堡神學院神學碩士 , 主修基督教教育，杜比克大學神學院宗教文學
碩士 , 主修靈性形成。馬偕醫院院牧，20 0 6~ 迄今：台灣教牧關顧協會臨床牧關教
育訓練 (CPE) 督導 )

學分數 2 類別 諮商

靈性照顧碩士在職專班大學先修課程
選修

課程介紹

你愛自己嗎 ?你都如何回應自己的需要 ? 助人者若不會傾聽照顧自己，就不會適切地傾聽照顧他人，就如耶穌所
說的愛人如己。不管助人的驅動力是因為使命或呼召或他人的期待或自我的生命議題或信仰信念，常導致無法安
息。本課程將帶領學生從靈性的面向出發，培養學生在助人歷程中學習自我察驗、規劃自我照顧計畫並實施、發
展屬於自己自我照顧的聖經基礎，以期建構愛人與愛己的平衡並朝健康的助人者邁進。
 選課限 人。不開放旁聽選課。

教科書
1. 白波珊、黛安拉森、馬文拉森著。《放心，陪他一段 : 照顧者十二守則》。曾憲鴻譯。台北 : 張老師文化，20 01。
2. 湯瑪斯．史考夫荷特著。《助人工作者自助手冊 : 活力充沛的秘訣》。劉小菁譯。台北 : 張老師文化，20 01。
3.喬意絲．露帕著。《生命之杯》。小則譯。台北 :光啟文化，20 05。

因為醫院要求嚴格，需要完成二劑疫苗 第二劑 天以上 才能進入教室，報名這門課同學請注意。

雙連班：雙連長老教會（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111號） 
捷運雙連站或民權西路站

課程名稱 哥林多前書 上課時間
週一晚上

6:40 ～ 9:30

授課教師
張志偉（以撒瓦歷斯）(南非 North-West University 神學博士。台灣神學研究學院助
理教授。) 學分數 3 類別 聖經

課程介紹

此課程介紹哥林多書信概覽，分析其經文結構、歷史背景、文學問題及基本神學思想。課程中透過對經文段落
解經的理解與實踐應用，從而表明保羅如何處理教會過去所面對的具體衝突，進而反省現今教會仍然面對相似性
的問題，例如：分裂、基督徒價值與生活的威脅與挑戰、教會紀律、聖餐意義、屬靈恩賜、群體崇拜與受苦之主
題論述。特別留意保羅基於十字架神學回應所面對之處境。因此，課程主旨在於加強學生妥當地處理聖經經文與
明確以聖經爲基礎的神學信念，來回應自身教會之處境。

教科書

1.克雷格．布魯姆伯格（Blomberg, Craig）。《哥林多前書》。伊妙珍譯。香港：國際聖經協會，20 02。
2. 莫里斯。《哥林多前書》。蔣黃心湄譯。丁道爾新約聖經詮釋。初版。台北：校園書房，19 9 9。
3. 陳濟民。《十字架牧養學：從哥林多前書學習教會建造》。梁耿碩。初版。台北：校園書房，20 0 9。
4. Carson, D.A.《聖靈的大能》。臺北市：橄欖基金會，20 05。
5.黃浩儀。《天道聖經注釋書：哥林多前書》。香港：天道出版社，20 02。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推廣教育中心」代訓課程介紹

註：★記號為基礎（必修）課程，▲記號為核心（必選）課程，欲取得學位者可優先選讀。
    ⊕記號為靈性照顧碩士在職專班大學先修課程。 ◎記號為在職文碩班大學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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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認識我們宣教場域的處境 --

台灣宗教現象面面觀
上課時間

週一晚上
6:40 ～ 9:30

授課教師 張軒愷(東南亞神學研究院神學碩士、東海大學宗教研究所碩士。淡水馬偕醫院院牧部牧師) 學分數 3 類別 實踐

課程介紹
在台灣宣教，所面對的第一個挑戰就是多元的宗教信仰以及多樣性的宗教現象。
期盼透過相關主題的探討，了解台灣這片土地上各宗教之處境，藉此建構更廣闊的視域、更多元的探討路徑來省
思這些景況，進而建構出較適切的宣教行動。

教科書
1. David J. Bosch 著。《更新變化的宣教 --宣教神學的典範變遷》。白陳毓華譯。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
2. 陳南州著。《宣教的神學與實踐》。台北﹕永望文化。

課程名稱 來自福爾摩沙的故事 上課時間
週一晚上

6:40 ～ 9:30

授課教師 陳美玲 (台灣神學院研究部神學博士。台灣神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 學分數 3 類別 歷史

課程介紹
1. 以收件人的角度閱讀早期英國長老教會來台宣教師的書信及作品，並與之交談對話。
2.認識宣教運動時期的台灣風土民情、信徒皈信、教會建立、宣教師的工作等情況。
3. 透過共讀方式進行，增進閱讀深度與課堂互動，從中發現基督信仰的核心價值與精神。

教科書

1.李庥與伊麗莎白．李庥。《李庥與伊麗莎白．李庥宣道書信集》。林淑琴譯。台南：台史博，台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  
    會歷史委員會，台南：南神，2019。
2. 連瑪玉。《蘭醫生媽的老台灣故事：風土、民情、初代信徒》。鄭慧姃譯。台北：前衛，2017。
3.甘為霖。《素描福爾摩沙》。林弘宣和許雅琦和陳珮馨譯。台北：前衛，20 0 9。
4.萬榮華。《福爾摩沙的巴克禮》。楊雅婷譯。台南：台史博，南神，2015。

課程名稱  心靈診所 上課時間
週二晚上

6:40 ～ 9:30

授課教師
林信男 (英國倫敦大學精神醫學研究所進修，台灣神學院神學士、宗教文學碩士。台
大醫學院精神科兼任教授及台大醫院精神部兼任主治醫師。) 學分數 3 類別 實踐

課程介紹

1.認識精神醫學發展歷史。
2.認識精神疾病症狀。
3.認識精神疾病診斷分類。
4.認識精神疾病治療現況。

教科書 越野好文等著 / 蔡婷朱譯。《愛上精神醫學圖解版：簡明易懂！你的第一本精神醫學入門書》。晨星出版，2017。

課程名稱 處境查經法與婦女聖經詮釋 上課時間
週二晚上

6:40 ～ 9:30

授課教師 邱凱莉(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神學博士 (宗教與社會)。台灣神學研究學院助理教授) 學分數 3 類別 神學

課程介紹
1. 透過處境查經方法對聖經提出觀察、探問與反思。
2. 以婦女神學的角度來查考聖經。
3.讓聖經的信息成為生活的靈糧。

教科書
Carol A. Newsom, Sharon H. Ringe 編著。《婦女聖經注釋：新約》。朱麗娟、林千俐等翻譯。臺北市：基督長老婦女事工委員
會，20 01。

課程名稱 領導與倫理 上課時間
週二晚上

6:40 ～ 9:30

授課教師 陳尚仁 (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基督教倫理學博士。台灣神學研究學院助理教授。) 學分數 3 類別 神學

課程介紹

耶穌說：「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就必作眾人的僕人」（可 10:4 4）。基督徒不管是在職場或在教會的服事，
常在兩難之間。在職場上，又要有基督徒的好見證，又要滿足職場的要求。在教會的服事裡，作為長執及同工，
如何與其他同工配搭，又能夠帶領人的生命，這是現今基督徒的共同挑戰。
本課程將從三個層面探討領導與倫理之間的關連性。
1.如何在教會中，型塑基督徒的身份認同及行為規範。
2. 服事者如何忠實地作為僕人服事教會，和其他長執信徒一同服事。
3. 以林肯作為僕人領導的典範，思考領導者應具備什麼品格與美德。
    本課程盼望幫助基督徒建立服事的核心理念，在工作職場和教會中榮耀神。

教科書

1. 桃莉絲．古德温。《無敵—林肯》(Team of Rivals)。大塊，2012。
2. 麥克斯．帝普雷。《僕人的領導思維》(Leadership is an Art)。經濟新潮社，2017。
3. 羅伯．格林里夫。《僕人領導學》。啟示，2021。
4. 陳尚仁。《21世紀教牧倫理學》。校園，2021。

註：★記號為基礎（必修）課程，▲記號為核心（必選）課程，欲取得學位者可優先選讀。
    ⊕記號為靈性照顧碩士在職專班大學先修課程。 ◎記號為在職文碩班大學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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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記號為基礎（必修）課程，▲記號為核心（必選）課程，欲取得學位者可優先選讀。
    ⊕記號為靈性照顧碩士在職專班大學先修課程。 ◎記號為在職文碩班大學先修課程。

課程名稱 ★⊕◎靈修神學 上課時間
週三晚上

6:40 ～ 9:30

授課教師 張育慧 (美國 Claremont School of  Theology，宗教教育博士 )
學分數 3 類別 神學

在職專班、文碩班
 先修課程

課程介紹
本課程將靈修神學從歷史、聖經、神學、發展心理學、宗教教育…等角度做介紹，並引申到台灣處境中的實踐與
應用。

教科書

1.課堂講義
2. 唐佑之。《靈修神學》。香港：真理基金會，2012。
3. 莫瑞．史丹 (Murray Stein) 。《靈性之旅：追尋失落的靈魂 Minding the Self: Jungian meditation on Contemporary 
    Spirituality》。吳菲菲譯。台北：心靈工坊，2015。

課程名稱 用不同態度來看約拿書 上課時間
週三晚上

6:40 ～ 9:30

授課教師
蔡約拿 Jonathan Seitz ( 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哲學博士。台灣神學研究學院專技副
教授。) 學分數 3 類別  神學

課程介紹

我們以約拿書為起點，一起探討基督徒生活和宣教所面對的四個挑戰：
  1.仇恨和文化衝突的問題  〈約拿書（第一章）〉
  2. 禱告（祈求、感恩、禁食、猶太人的贖罪日等等）  〈約拿書（第二章）〉
  3.見證（基督教差遣的本質、救贖的意義、宣教優劣之分、個人在日常生活的見證）  〈約拿書（第三章）〉
  4. 與上帝相遇（與上帝纏鬥、有待解決的衝突）〈約拿書（第四章）〉
我們也將探討在詮釋約拿書時所遇到的典型問題：
  1. 約拿書的文體以及在正典的地位？
  2. 我們對約拿書的寫作日期和權威所知多少？
  3. 約拿書如何幫助我們處理詮釋聖經所面對的主要挑戰，特別是舊約與新約的關係？
  4. 我們如何了解約拿書的重要主題（贖罪、救贖、公義 / 憐憫，悔改）？

教科書
1.貝克（David W. Backer）、亞歷山大（T. Desmond Alexander）、華奇（Bruce K. Waltke）。《俄巴底亞書 , 約拿書 , 彌
   迦書》 。 李蕙英譯。台北 : 校園書房，19 9 9。
2.尤金・畢德生（Eugene H. Peterson）。《莫測之樹》。孫秀惠譯。台北市：以琳，19 96。

課程名稱 ★⊕◎舊約綜覽 上課時間
週四晚上

6:40 ～ 9:30

授課教師 曾宗盛 (德國柏林洪堡大學神學博士，台灣神學研究學院助理教授。)
學分數 3 類別 聖經

在職碩班、文碩班
大學先修課程

課程介紹

舊約聖經是基督教聖經的舊約全書，對於信仰、教義、信徒生活與靈性具有重要的意義。本課程介紹舊約聖經的
形成歷史，說明各卷書的內容與特色，並培養閱讀與分析舊約經文的基本能力。
課程分為五個部分：1) 介紹舊約聖經的內容架構及聖經以色列簡史，2) 摩西五經，3) 歷史書，4) 詩歌智慧文學，5)
先知書。

教科書

1. 狄拉德 (R. B. Dillard)、朗文 (T. Longman III)。《21世紀舊約導論》(增訂版 )。劉良淑等譯。臺北：校園，2012。
2. 布魯格曼 (W. Brueggemann)。《布氏舊約導論 : 正典與基督教的想像》。許子韻譯。香港：天道，2012。( 譯自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ment: The Canon and Christian Imagination.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 03)
3. 柯林斯 (John J. Collins)。《希伯來聖經導論》。伍美詩譯。香港 : 道聲，2013。

課程名稱 ⊕助人技巧 上課時間
週四晚上

6:40 ～ 9:30

授課教師
佘玉珠 (美國 Master of Counseling Education at Stephen F. Austin State University in 
Texas。伯特利身心診所諮商心理師 )

學分數 2 類別 諮商

靈性照顧碩士在職專班大學先修課程

課程介紹
愛人與被愛是人基本的兩大需求，但常常我們以為愛人生命才有意義。
學習愛人前，讓我們先學習謙卑來到主腳前經歷愛；以至於愛人成為我們對主愛的一個回應。
這是本課程設計的主軸，歡迎你一起來共構這學習的旅程。

教科書
1. 林美珠、田秀蘭合譯。《助人技巧 : 探索、洞察與行動的催化》。學富出版。 ( 教學用書 )
2. H.Norman Wright。《協助危機中的人》。黃淑惠譯。學園出版。(報告用書 )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推廣教育中心」代訓課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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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 靈性照顧概論 上課時間
週五晚上

6:40 ～ 9:30

授課教師 張雅惠（政治大學心理學博士。台灣神學研究學院靈性諮商組主任 / 副教授。)
學分數 2 類別 諮商

靈性照顧碩士在職專班
大學先修課程

課程介紹
人的靈知道人的事，聖靈參透萬事。認識人的靈，並與聖靈同工幫助人是基督徒被呼召的使命。
本課程介紹人的心靈理論、聖靈的工作、以及靈性照顧概念，幫助基督徒靠近神，用神的眼光認識自己，並學習
幫助他人。除了具備入門課程的基本特色外，本課程也能作為研究所進修的銜接課程。

教科書
1. 戴勞爾 - 肯寧著。《做傷心人的好朋友》。陳綺文譯。台北市：中主出版，20 03。 
2. William Kirwan 著。《靈性心理學》。林鳳英譯。新北市，校園出版社，20 07。 
3. 楊腓力著。《盼望的線索》。徐成德譯。新北市，校園出版社，2014。 

課程名稱 電影、聖經與信仰者 上課時間
週五晚上

6:40 ～ 9:30

授課教師 吳祈得 (台灣神學院神學碩士 M.Th.)
學分數 3 類別 實踐

※旁聽免學分費※

課程介紹

1.認識歷史上的基督徒與信仰對他們的影響。
2. 能嘗試用基督教觀點進行電影詮釋。
3. 藉由電影、聖經和生命經驗的互相指涉，導引學生重新思考當一個信仰者的意義，強化當代信仰者的反
   省能力，並更新實踐行動。
4. 學習深度理解聖經人物與電影人物的困境，並重新理解自己與當代社會的困境，並
    使用聖經經文，重新建造信仰。

教科書
1. 電競業等 .... 著。《睇電影，學神學》。香港：宣道，2013。
2. 王怡著。《天堂沉默半小時：電影中的信仰尋思》。台北市：宇宙光全人關懷。2010。

週六班
雙連班：雙連長老教會（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111號）

課程名稱
後現代世界中的青年工作： 

情感、靈性與理性
上課
時間

週六
    9:00 ～ 12:00；

13:30 ～ 16:20

授課教師
王博賢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宗教學博士，台灣神學院神學研究所道學碩士。台
灣基督長老教會台北大專學生中心輔導傳道。)
陳寬義（台灣神學院神學博士。台灣神學研究學院專技助理教授。) 

學分數 3 類別 實踐

課程介紹

1.認識後現代主義下的台灣教會與青年處境。
2. 學習在這樣處境下如何牧養我們信仰群體中的青少年。
3. 反思教會青年牧養的變化與可能。
4.實際操作一場符合現代青年的週末營會。

上課日期 2/19、3/5、3/19、4/9、4/23、5/7、5/21、6/11。

濟南教會 兒童主日學教室 （台北市中山南路 3號）
課程名稱 崇拜新感知系列 - 崇拜插花工作坊 (三 ) 上課時間

週五晚上
6:40 ～ 9:30

授課教師
陳寬義 (台灣神學院神學博士。台灣神學研究學院專技助理教授。)
謝育賢 (屏東農專園藝科畢。台灣神學院神學系畢。小原流插花家元教授 )

學分數 2 類別 實踐

※旁聽免學分費※

課程介紹

本課程為台神神學系推動教會實踐支援課程之一部，全程免學分費。期待透過這個課程，從新
感知的神學理解出發，為教會培訓敬虔的崇拜獻花人才。課程將包括新感知運動理論分享、禮
拜美學、聖經植物簡介與靈修，以及十堂課的崇拜插花實作工作坊，學員除了學習神學與插花
理念與技巧外，學員作品可帶回教會供禮拜天教會獻花使用。 
註  選課人數最多不超過 人。需略有插花基礎。
       花材費   元（多退少補），花剪自備，花器自備（亦可團購）。 

教科書
1. 張文亮。《聖經與植物》。青橄欖。
2.華之惠。《聖經中的植物》。中主。
3.謝育賢老師自寫講義。  

旁聽 
免學分費

旁聽 
免學分費

註：★記號為基礎（必修）課程，▲記號為核心（必選）課程，欲取得學位者可優先選讀。
    ⊕記號為靈性照顧碩士在職專班大學先修課程。 ◎記號為在職文碩班大學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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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記號為基礎（必修）課程，▲記號為核心（必選）課程，欲取得學位者可優先選讀。
    ⊕記號為靈性照顧碩士在職專班大學先修課程。 ◎記號為在職文碩班大學先修課程。

士林班：士林長老教會 ( 北市中正路 335巷 9號 )  
捷運士林站 1號出口

課程名稱 禮拜設計與領會訓練 上課時間
週三晚上

6:40 ～ 9:30

授課教師
陳琇玟 ( 美國 Duquesne University M.M.。台灣神學研究學院專技副教授，台灣基
督教會音樂事奉協會秘書長。)

學分數 3 類別 實踐

碩士學分班

課程介紹

禮拜是「看得見、聽得到的神學」，藉由全方位的聆聽、感受與傳唱，直觀與理性交織，全人敬拜。本課程將帶
同學認識禮拜要素與禮拜中音樂目的：服事、承載、編纂話語。明白領唱、司會角色，訓練「詮釋法」讀經、橋句
運用，寫作啟應文、禱文。學習根據經文，整合戲劇、空間佈置、人聲、器樂、肢體舞蹈……設計禮拜的能力。
認識教會曆，明白上帝道成肉身救贖歷史的連貫性和整體性，設計有深度的節期禮拜。認識泰澤詩歌，於詩歌禱
唱、默想中與主會遇。介紹蘇格蘭改革宗 Iona 團體更新禮拜資源――禱文、默想和戲劇。介紹兒童禮拜、後現代
青年禮拜的要素。分享揉合禮拜，巧妙的將古典聖樂、泰澤祈禱短歌、台灣本土創作和敬拜讚美等詩歌用心策劃
在教會禮拜中。

教科書
1. 陳琇玟。《禮拜中的話語和音樂――節期禮拜與主題式禮拜》。新北：台灣神學研究學院，2021。
2. 陳琇玟。《立足聖道的創意禮拜》。台北：台灣神學研究學院，2017。
3. 陳琇玟。《立足聖道的創意禮拜實用手冊》。台北：台灣神學研究學院，2017。

課程名稱  初代教會與新約 上課時間
週四晚上

6:40 ～ 9:30

授課教師 邱啟榮（東南亞神學研究院神學博士。台灣神學研究學院專技副教授、教務長。）
學分數 3 類別 聖經

碩士學分班

課程介紹

本課程介紹第一世紀初代基督教教會的歷史、神學以及新約文學著作，探究基督教從加利利和耶路撒冷的一個
不起眼的耶穌運動，短時間內發展成遍佈羅馬帝國的宗教。特別是早期的基督教一開始先形成三個獨立分支，確
保了她的生存後，過渡、形成一個早期教會而繼續發展壯大下去。值得注意的是，初代教會團體是一個在文學著
作上多產的新興運動，有很高的文化和知識的成就，所以早期基督教也必須被視為是一個具教育性的運動。

教科書
馬挺、戴維茲主編 /李望遠譯。《21世紀新約主題辭典：後期書卷及其發展（上冊）》。
校園出版社，2015。

基隆區
東明長老教會 (基隆市信義區信一路 50號  電話：02-2423-1650)

課程名稱 藝術療癒力：創意、情緒與靈性探尋 上課時間
週一晚上

6:40 ～ 9:30

授課教師

姜愛玲 (美國紐約大學文化暨傳播碩士、維琴尼亞自由大學諮商碩士、澳洲衛斯理學
院舞蹈治療研究所進修。台灣舞蹈治療師專業認證，台灣神學研究學院馨靈之家身
心整合工作坊講師，台灣亞太健康管理協會講師、舞蹈治療顧問，費登奎斯方法動中
覺察合格教師。)

學分數 3 類別 諮商

課程介紹

1. 運用表達藝術媒介與自我內在連結。
2. 增加對自己心靈情緒的覺察以及與他人的連結。
3.體驗和學習以多元創作媒材整合身心的基本技巧。
4. 將表達藝術手法運用在服事、助人與自我照顧，豐富靈性成長。

教科書 教師自編講義

台中區
1.民族路長老教會（台中市中區民族路 59號  電話：04-2222-7683）

課程名稱 新約婦女與生命議題 上課時間
週一晚上

6:40 ～ 9:30

授課教師
朱麗娟（東南亞神學院神學碩士。台中蒙恩教會牧師）
陳文珊 (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曾任玉山神學院宗教系 助理教授 ) 學分數 3 類別 聖經

課程介紹
本課程旨在透過新約聖經詮釋與當代生命倫理的探討，協助學生更能把握基督教信仰的要義，
並能將其落實在對器官移植、複製人、人工生殖、死刑等重大爭議的處境思考中。

教科書
1.曾思瀚著。《使命傳承的故事，路加 - 使徒行傳人物研究》。吳瑩宜譯。香港：基道，2011。
2. 波伊曼著。《生與死﹕現代道德困境的挑戰》。江麗美譯。桂冠，19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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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忠孝路長老教會 (台中市東區建成路 738號  電話：04-2281-4752)

課程名稱 ⊕助人技巧 上課時間
週二晚上
6:40~8:30

授課教師
黃蘭雯 ( 政治大學心理系博士候選人、政治大學心理系諮商臨床組碩士。弘光科技
大學學務處學生輔導組兼任諮商心理師暨全職實習心理師專業督導 )

學分數 2 類別 諮商

靈性照顧碩士在職專班大學先修課程

課程介紹

身為基督徒，神要我們愛人如己，但是愛人除了要有愛心、耐心，也需要有助人的技巧，才能有效的幫助人，進一
步把人領到神面前。
本課程將幫助學員認識助人的歷程—探索、洞察、行動，學習各歷程的重要助人技巧，以及在助人過程中需要謹
慎和留意的地方，並期待結合聖經的教導和耶穌的典範，學習如何與人建立健康陪伴和有效幫助的關係。
課程除了介紹重要的助人理念與技巧，更著重實際的技巧應用和演練，不止應用在陪伴和幫助別人，更有助於學
習者提升自我覺察，進而改善與人的關係。

教科書
1. Clara E. Hill 著。《助人技巧：探索、洞察與行動的催化 (第五版 )》。林美珠 , 田秀蘭譯。學富文化出版。
2. Gerard Egan 著。《助人歷程與技巧：有效能的助人者 (第二版 )》。鍾瑞麗譯。雙葉書廊出版。

3.忠明長老教會   (台中市西區漢口路一段 56-1號  電話：04-2317-0048)
課程名稱 ⊕寬恕與靈命塑造 上課時間

   週四晚上
6:40~8:30

授課教師
王千倖 ( 美國 Ph.D., Educational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Northern Colorado，
M.A., Educational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Northern Colorado，B. A.。國立彰
化師範大學師培中心兼任教授 )

學分數 2 類別 諮商

靈性照顧碩士在職專班大學先修課程

課程介紹

寬恕（饒恕）是基督信仰的核心。因著神的寬恕，我們才能藉著耶穌基督因信稱義，恢復與神的美好關係。活出寬
恕的生命即是學習活出基督的樣式，是神對每個基督徒的呼召。寬恕也是基督徒靈性品格的建造，是身、心、靈
合一的生命工程。藉由耐心地鑽研、琢磨和實踐寬恕，我們能活出神藉真理所賜的自由生命。
1. 瞭解寬恕的意涵。
2. 瞭解靈命塑造的意涵。
3. 以詩篇為每日靈修素材，操練寬恕。
4. 藉由寬恕的操練，體悟寬恕與靈命塑造的關係。

教科書

1.詩篇
2. M. de Molinos。《靈程指引》。
3. Brother Lawrence of the Resurrection。《與神同在》。台灣福音書房。
4. E. B. Howard。《21世紀基督教靈修學導論》。校園。
5. R. Enright。《寬恕的勇氣》。心理。

音樂課程
音樂課程學分費：修課生每學分 $2,400元。
註 1.  修讀手鐘班、合唱、敬拜團等八人以上之音樂課程的學生，若重複修讀同一課程四學期之後，第五

學期開始得享半價優惠（例如兩學分的課程將以一學分計費）。

註 2.  教會牧師、傳道或師母修讀神學系課程，得享半價優惠，若再符合上述第一項重複修課情形，得享
每學分 $1,000元優惠價。

註 3.  台神音樂系校友修讀音樂課程，每學期可享一門課八折優惠。
註 4. 音樂課程至少 10人以上開課，除非特別原因，不收「旁聽生」。
需要在註冊截止日前（2022年 1月 28日）完成註冊繳費才能享優惠。

課程名稱 手鐘與棒鐘 上課時間
週一上午

10:00 ～ 13:00

授課教師
鄭麗純 (台灣神學院音樂系畢，19 93 年赴美國西敏合唱音樂學院暑期班進修手鐘。
曾應邀至美國、加拿大、多次日本及台灣各地演出，並經常至各地教會主持手鐘讚
美禮拜、示範教學及婚禮。)

學分數 2 類別 音樂

上課地點 台灣神學院

課程介紹

1.認識手鐘、棒鐘及所有配備及保養。
2. 基本正確敲法、手鐘特殊記譜法，認識大小鐘的差異及特色。
3.訓練同心和樂成為愛的事奉團體。
4. 培訓師資，讓更多人能分享手鐘、棒鐘之美並用手鐘、棒鐘服事，來榮神益人！
＊需修過台神手鐘＆棒鐘初級。

教科書
1. Michael E.Akers。《Corol on》。
2.《手鐘基本教材》。

註：★記號為基礎（必修）課程，▲記號為核心（必選）課程，欲取得學位者可優先選讀。
    ⊕記號為靈性照顧碩士在職專班大學先修課程。 ◎記號為在職文碩班大學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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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神學研究學院「推廣教育中心」代訓課程介紹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推廣教育中心」代訓課程介紹

註：★記號為基礎（必修）課程，▲記號為核心（必選）課程，欲取得學位者可優先選讀。
    ⊕記號為靈性照顧碩士在職專班大學先修課程。 ◎記號為在職文碩班大學先修課程。

課程名稱 聖樂事工實務 上課時間
(moodle 平台影片 ) 
 二小時（線上）

週二 7:30 ～ 8:20 pm

授課教師
林汶娟 (美國西南浸信會神學院教會音樂事工哲學博士，主攻敬拜與文化研究。舊
金山音樂學院作曲碩士。台灣神學研究學院助理教授。)

學分數 3 類別 音樂

上課地點   線上授課

此課程為台灣神學院「教會音樂牧養」學程
之必修共同核心課程

課程介紹

藉著實踐理論講解、聖樂工作者分享、實例討論以及事工計畫習作分享，本課程旨在使學生全面認識聖樂事工的
廣度與深度，學習音樂傳道在教會各類內拓與外展事工中擔任的領導與配搭角色，熟悉各類音樂事工的實務以及
所需之相應技能，得以勝任各級音樂事奉團隊的招募、管理與牧養，並確認自身音樂事奉的呼召及方向。
本課程採取觀看課程影片與線上討論方式進行。學員於每週二之前自行安排時間於 moodle 平台完成觀看當週
課程，於週二晚上上線一小時與教師進行討論，並進行課程要求之討論或報告。
 不開放旁聽選課。

教科書
1. 約翰遜 (Calvin, Johansson)。《聖樂事工（上）：音樂與職事－聖經的對位》。伍德容譯。香港 : 基督教文藝，20 0 6。
2. 約翰遜 (Calvin, Johansson)。《聖樂事工（下）：門訓音樂事工－二十一世紀之方向》。伍德容譯。香港 : 基督教文藝，20 0 8。

課程名稱 音樂理論 (四 ) 上課時間
週三晚上

7:10 ～ 9:00

授課教師
張惠妮 (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研究所作曲組藝術碩士。目前任教於台灣神學院、台北
藝術大學、台北市立大學、華岡藝校。)

學分數 2 類別 音樂

上課地點 台灣神學院

課程介紹
此階段主要是進階和聲訓練與樂曲分析。進階和聲訓練內容主要是對半音變化和弦的認識，進而應用於樂曲分
析，本學期將針對幾種西方音樂上常見的曲式、曲種，作實際的分析與探討。 
 必須修過音樂理論 三 。

教 科 書
1. 張己任 翻譯。《和聲與聲部導進》（原著第二版）。小雅音樂有限公司。
2.Ｅ . Aldwell & C. Schachter。《Harmony and Voice Leading 4th edition》。Schirmer Gengage Learning。
3. 游昌發 著。《曲式學入門》。藝友出版社。

課程名稱 西洋音樂史概論 II 上課時間
週四晚上

6:30 ～ 8:30

授課教師
林汶娟 (美國西南浸信會神學院教會音樂事工哲學博士，主攻敬拜與文化研究。舊
金山音樂學院作曲碩士。台灣神學研究學院助理教授。)                                                                                 

學分數 2 類別 音樂

上課地點 台灣神學院

課程介紹
本課程分爲二學期，旨在介紹西方音樂的歷史與風格演進。本學期的內容涵蓋：十九世紀浪漫樂派、二十世紀現
代音樂、新古典主義、近代嚴肅音樂發展。透過講授、賞析、討論、報告及測驗等方式，使學生對西洋音樂史中
的重要人物、事件、理論、風格，以及作品有基本且全面的認識，奠定並擴展專業音樂學習所需基礎。

教科書
*1. 方銘健。《西方音樂導論》。台北 : 仁泉，2015。
  2. 楊沛仁。《音樂史與欣賞》。台北：美樂，20 01。
  3. Burkholder, P., Donald J. G., and Claude V. P. 《A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 9th edition》New York: Norton, 2014。

課程名稱 管風琴司琴與即興 上課時間
週五

12:30~3:30

授課教師

余曉怡 （台灣神學院教會音樂研究所，主修管風琴演奏藝術。活躍於國內外的管風琴演奏
家。2021年1月31日國家音樂廳舉行個人獨奏，9月20日於衛武營舉辦個人管風琴演奏會。）
Dr. Sean Jackson (尚傑生博士，管風琴家、鋼琴家。美國茱麗亞音樂學院取得音樂碩
士和博士學位。尚博士擅長鍵盤即興和管風琴、鋼琴樂器的獨奏演出。)

學分數 2 類別 音樂

上課地點
艋舺教會、
台灣神學院

課程介紹

管風琴在教會音樂中，不論是獨奏、引導會衆唱詩或是詩班伴奏，都能合宜的造就信徒與讚美
上帝。音色變化的巧妙，或莊嚴、或靜默，更是豐富了禮拜的音樂。由兩位優秀的管風琴家輪
流授課，課程探索管風琴的獨奏、聖詩彈奏和即興編曲。首先認識管風琴的觸鍵和音栓的使
用，彈奏指定的曲目，並藉由探究聖詩的歌詞，在管風琴上用編曲詮釋聖詩。使用基本的音樂
素材和曲式，按部就班的學習管風琴即興。您會發現，管風琴音樂豐富、多變、親民，並非高不
可攀，本課程特別邀請對管風琴司琴有興趣的教會音樂服事者，進入管風琴的世界，一起來探
索這個美妙的樂器。

教科書 教師自備教材

如果您有選課上的困難：
不知道要怎麼選課才好?
這門課會不會很難?

選哪一門課才好呢?我要如何規畫我的學程呢?
歡迎隨時來電詢問，電話：2396-4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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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神學學程

靈修神學學程

「靈修神學」學程
目的

本學程旨在為牧者和平信徒提供系列的靈修課程，以幫助他們的服事和個人的屬靈生活。課程

包括經文和教科書的研讀、情境的研討、以及基督教靈修操練的探討與應用。

異象
使徒保羅認為，基督徒受呼召從世界分別出來，成為耶穌的跟隨者，是屬上帝、屬天國的人；

但另一方面，他們也要帶著被改變的價值觀和被賦予的新生命回到現實世界，藉由不斷與基督連

結，活出「讓上帝得榮耀」的生活（以弗所書 5：1-20），並與天父保持長久親密的關係。

本學程所規劃靈修系列課程，乃是要幫助學員在不屬這世界、又進入這世界的張力中，活出基

督的樣式。同時，也要落實新教傳統，強調聖經、禱告、聖禮典及其他信仰禮儀在信徒生命和生活

中的重要性，並謹記教會是受呼召成為已改革、卻又不斷繼續改革的信仰團體，要為世界帶來更新

與轉化。

學程規劃
本學程以兩年四門課（共十二學分）來建構，每個課程除了課堂的授課、討論和操練之外，還

包括兩天一夜（週五晚上到週六下午）的退修會。凡修完本學程四門課的正式生或選修生，得持成

績單向系辦申請「學程修畢」證書。

整個課程規劃乃是以如下的幾個信念為基礎：

1. 基督徒靈性是在基督徒團體中形成，並以幾個特定的基督教信仰傳統為依歸。

2. 基督教靈性形成以聖經教導為準則。

3.  靈性形成是關乎個人生命的轉化，而此轉化乃是在耶穌基督所啟示的上帝的帶領下，並且是

得力於聖靈的大能。

4. 靈性形成最終將帶領人參與上帝轉化世界的工作。

課程安排與簡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三學期 第四學期

靈修神學傳統與歷史 靈性形成 禱告操練與禱告生活 大自然的禮讚

第一學期   靈修神學傳統與歷史
本課程主要探討基督教的「靈性特質」（spirituality），首先研究靈修神學的歷史發展、神學基

礎和意象，其次介紹教會歷史中主要的靈修神學傳統，包括天主教、東正教、路德會、改革宗、聖

公會、衛理公會、福音派等，接著探討靈修運動的不同面向（如個人、團體、兩性、生態等），以

期修課同學能夠認識基督教靈性的廣度與多元性，最後藉助閱讀台灣信仰先輩（如謝緯、胡文池、

高俊明等人）的「靈修傳記」，來探討靈修的本土意涵。

第二學期   靈性形成
本課程將簡短介紹基督教幾個主要的靈修傳統，繼而引導學生學習不同的屬靈操練，並應用在

日常生活中。期盼個人藉此課程得以建立規律的靈修生活，從而豐富信仰生命，進深與主的關係，

邁入蒙上帝喜悅和祝福的屬靈旅程。

第三學期  禱告操練與禱告生活
課程中將介紹教會主要的靈修祈禱傳統及方法，並安排實際操練的時間。期望透過學習教會的

靈修祈禱傳統及方法，建立適合個人的靈修祈禱生活模式，使靈性得到餵養、靈命得以成長，更重

要的是，得以享受與神親密的生命旅程。

第四學期  大自然的禮讚：與上帝的創作一起讚美及祈禱
大自然是上帝最傑出的作品，大自然也充滿了神奇的奧秘。本課程將實地以大自然為教室及教

材來探尋及親近上帝的心並從大自然學習欣賞及讚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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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神學」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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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教育中心 & 神學系 2021學年第二學期 行事曆 / 上課週數

推廣教育中心 & 神學系
2021學年第二學期 行事曆 / 上課週數

週
次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1  2/14開學禮拜 2/15 2/16 2/17 2/18

2 2/21 2/22 2/23 2/24 2/25加退選截止

3 2/28 放假 3/1 3/2 3/3 3/4 

4 3/7 3/8 3/9 3/10 3/11

5 3/14 3/15 3/16 3/17 3/18

6 3/21 3/22 3/23 3/24 3/25

7 3/28 3/29 3/30 3/31 4/1 

8 4/4 放假 4/5放假 4/6放假 4/7 4/8

9 4/11
4/12

神學週不上課
參加講座

4/13
神學週不上課
參加講座

4/14 4/15受難日
不上課

10 4/18 4/19 4/20 4/21 4/22

11 4/25 4/26 4/27 4/28 4/29

12 5/2 5/3 5/4 5/5 5/6

13 5/9 5/10 5/11 5/12 5/13

14 5/16 5/17 5/18 5/19 5/20

15 5/23 5/24 5/25 5/26 5/27

16 5/30 5/31 6/1 6/2 6/3端午節放假

17 6/6 6/7 6/8 6/9期末學習
分享會

暑假開始

18 6/17畢業典禮

 共上 14 週 共上 15 週 共上 15 週 共上 16 週 共上 14 週

註 冊 截 止　1月 28日 (五 )

開 學 禮 拜　2月 14日 (一 )

正 式 上 課　2月 15日 (二 )

加 退 選 至　 2月 25 日 (五 )

神 學 週　4月 12、13 日 (二、三 )

期末學習分享會　6月 9日 (四 )

畢 業 典 禮　6月 17（五）早上 10:00 台神禮拜堂

※預定 6月要畢業同學，請在 3月 1日之前向系辦提出畢業申請。

推廣教育中心 & 神學系 2021學年第二學期 行事曆 / 上課週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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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二 課程以學位學程列表
神學系 課程

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
類別

學
分

授課
老師

上課地點
課程介紹
詳見頁數

週一 哥林多前書 聖經 3 張志偉 雙連教會 P.7

週一
認識我們的宣教場域 -台灣宗教現象
面面觀

實踐 3 張軒愷 雙連教會 P.8

週一 來自福爾摩沙的故事 歷史 3 陳美玲 雙連教會 P.8

週二 心靈診所 實踐 3 林信男 雙連教會 P.8

週二 處境查經法與婦女聖經詮釋 神學 3 邱凱莉 雙連教會 P.8

週二 領導與倫理 神學 3 陳尚仁 雙連教會 P.8

週三 禮拜設計與領會訓練 實踐 3 陳琇玟 士林教會 P.11

週三 ★⊕◎ 靈修神學 神學 3 張育慧 雙連教會 P.9

週三 用不同態度來看約拿書 聖經 3 蔡約拿 雙連教會 P.9

週三 ⊕性格與心靈健康 諮商 3 張雅惠
韓貴香

台北馬偕醫院 P.7

週四 初代教會與新約 聖經 3 邱啟榮 士林教會 P.11

週四 ★⊕◎舊約綜覽 聖經 3 曾宗盛 雙連教會 P.9

週四 ⊕ 助人技巧 諮商 2 佘玉珠 雙連教會 P.9

週四 ⊕助人者的自我靈性照顧 諮商 2 吳雅莉 台北馬偕醫院 P.7

週五 ⊕靈性照顧概論 諮商 2 張雅惠 雙連教會 P.10

週五 電影、聖經與信仰者 實踐 3 吳祈得 雙連教會 P.10

週五 崇拜新感知系列 -崇拜插花工作坊 (三 ) 實踐 2 陳寬義 
謝育賢

濟南教會
主日學教室

P.10

週六
後現代世界中的青年工作：情感、
靈性與理性

實踐 3 陳寬義
王博賢

雙連教會 P.10

週一 藝術療癒力 :創意 .情緒與靈性探尋 諮商 3 姜愛玲 基隆 東明教會 P.11

週一 新約婦女與生命議題 實踐 3 朱麗娟
陳文珊

台中 民族路教會 P.11

週二 ⊕ 助人技巧 諮商 2 黃蘭雯 台中 忠孝路教會 P.12

週四 ⊕ 寬恕與靈命塑造 諮商 2 王千倖 台中 忠明教會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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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一 課程以學位學程列表

碩士學分班 課程

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
類別

學
分

授課
老師

上課地點
課程介紹
詳見頁數

週三 ⊕性格與心靈健康 諮商 3 張雅惠
韓貴香

台北馬偕醫院 P.4

週三 禮拜設計與領會訓練 實踐 3 陳琇玟 士林教會 P.3

週四 初代教會與新約 聖經 3 邱啟榮 士林教會 P.4

靈性照顧碩士 在職專班 大學先修課程

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
類別

學
分

授課
老師

上課地點
課程介紹
詳見頁數

週三 ★⊕◎靈修神學 神學 3 張育慧 雙連教會 P.9

週四 ★⊕◎舊約綜覽 聖經 3 曾宗盛 雙連教會 P.9

週四 ⊕助人技巧 諮商 2 佘玉珠 雙連教會 P.9

週四 ⊕助人者的自我靈性照顧 諮商 2 吳雅莉 台北馬偕醫院 P.7

週五 ⊕靈性照顧概論 諮商 2 張雅惠 雙連教會 P.10

週二 ⊕助人技巧 諮商 2 黃蘭雯 台中忠孝路教會 P.12

週四 ⊕寬恕與靈命塑造 諮商 2 王千倖 台中忠明教會 P.12

文學碩士 在職專班 大學先修課程

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
類別

學
分

授課
老師

上課地點
課程介紹
詳見頁數

週三 ★⊕◎靈修神學 神學 3 張育慧 雙連教會 P.9

週四 ★⊕◎ 舊約綜覽 聖經 3 曾宗盛 雙連教會 P.9

靈修學程

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
類別

學
分

授課
老師

上課地點
課程介紹
詳見頁數

週三 ★靈修神學 靈修 3 張育慧 雙連教會 P.9

音樂課程

時間 課程名稱
學
分

授課
老師

上課地點
課程介紹
詳見頁數

週一 手鐘與棒鐘 2 鄭麗純 校本部 P.12

週二 聖樂事工實務 3 林汶娟 (online, teams) P.13

週三 音樂理論（四） 2 張惠妮 校本部 P.13

週四 西洋音樂史概論 II 2 林汶娟 校本部 P.13

週五 管風琴司琴與即興 2
余曉怡
Dr Sean 
Jackson

艋舺教會 (6次 )
校本部 (6次 ) P.13

2021一 課程以學位學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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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學年下學期　課程配當表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教育部認證「碩士學分班」【士林教會】(台北市中正路 335巷 9號 ) 晚 6：40∼ 9：30

禮拜設計與領會訓練
陳琇玟

P.11

初代教會與新約
邱啟榮 

P.11

台北區【雙連教會】(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111號 )   晚 6：40∼ 9：30

哥林多前書
張志偉

 P.7

心靈診所
林信男

 P.8

★⊕◎靈修神學
張育慧

P.9

★⊕◎舊約綜覽
曾宗盛

 P.9

⊕靈性照顧概論
張雅惠
2 學分 

P.10

認識我們的宣教場域 -
台灣宗教現象面面觀

張軒愷
P.8

處境查經法與
婦女聖經詮釋

邱凱莉
 P.8

用不同態度來看
約拿書
蔡約拿

 P.9

 ⊕ 助人技巧
佘玉珠
2 學分

P.9

電影、聖經與信仰者
吳祈得

 P.10

來自福爾摩沙的故事
陳美玲

P.8

領導與倫理
陳尚仁

 P.8

台北區【濟南教會 主日學教室】(台北市中山南路 3號 ) 晚 6：40∼ 9：30

崇拜新感知系列 - 崇拜
插花工作坊 (三 ) 
陳寬義 / 謝育賢

2 學分 P.10

             台北區【台北馬偕醫院】(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92號 )    晚 6：40∼ 9：30

⊕性格與心靈健康
   張雅惠 / 韓貴香

(碩士學分班 )
P.7

⊕助人者的自我
靈性照顧    
吳雅莉   
2 學分 

P.7

週
六

   9:00 ～12:00；
13:30 ～16:20
雙連教會

後現代世界中的青年工作：情感、靈性與理性 
2/19、3/5、3/19、4/9、4/23、5/7、5/21、6/11

P.10

  陳寬義 / 
王博賢

外
區
班

基隆東明班 週一晚上 6:40 ～ 9:30  藝術療癒力：創意 .情緒與靈性探索尋 姜愛玲 P.11

台中民族路班 週一晚上 7:0 0 ～ 9:50  新約婦女與生命議題 朱麗娟 / 陳文珊 P.11

台中忠孝路班 週二晚上 6:40 ～ 8:30  ⊕ 助人技巧  (2 學分 ) 黃蘭雯 P.12

台中忠明班 週四晚上 6:40 ～ 9:30  ⊕ 寬恕與靈命塑造  (2 學分) 王千倖 P.12

音
樂
課
程
詳
見
P.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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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 學分  上課地點 上課時間

音樂1  手鐘與棒鐘 鄭麗純 P.12 2 校本部 週一 10:0 0 ～13:0 0

音樂 2  聖樂事工實務 林汶娟 P.13 3 (online, teams) 週二晚 7:30 ～ 8:20

音樂 3  音樂理論（四） 張惠妮 P.13 2 校本部   週三晚 7:10 ～ 9:0 0

音樂 4  西洋音樂史概論 II  林汶娟 P.13 2 校本部 週四晚 7:30 ～ 9:20

音樂 5  管風琴司琴與即興
余曉怡  P.13

Dr Sean Jackson 2 艋舺教會 / 
校本部

週五 12:30 ～ 3:30

註一：★記號為基礎（必修）課程，▲記號為核心（必選）課程，欲取得學位者可優先選讀。
   ⊕記號為靈性照顧碩士在職專班大學先修課程。 ◎記號為在職文碩班大學先修課程。

旁聽 

免學分費

旁聽 

免學分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