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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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門教育部認定的「碩士學分班」課程。 詳參第 3-5頁

台灣神學院 神學系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 推廣教育中心 敬

請

張

貼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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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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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任的話

祢喚醒我們，使我們因祢的讚美而歡喜；因為祢為祢自己造了我們，我們的心不
安，直到安息在祢裡面。

— 奧古斯丁

在這個世代中，我們清楚明白醫生是提供百姓的治療人員，執法人員

是提供市民的保護，而牧師的職責就是提供信徒認識耶穌基督在福音中

的盼望喜樂。然而在疫情爆發的世代中，所有聚會都改為線上或實體聚會

時，有多少人享受這些虛實整合的無牆世界？疫情降溫後，有人呼喊要恢

復實體聚集，有人堅持仍在螢幕後面聚集。無論何種形式，有一件事情我

們必須釐清，那就是我們需要被關注我們內心真實的狀況。

在馬可福音書 16章一段熟悉經文，彼得試圖勸阻耶穌不要走這條受
苦之路，一條似乎遠離痛苦死亡的捷徑，耶穌反而責備彼得說：「撒但，退我後邊去吧！

因為你不體貼上帝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耶穌堅決的反對意識是提醒自己是上帝國

的彌賽亞身分，同時喚醒信徒祂正專注在一條受苦受難，甚至甘心進入死亡的道路。今日成

為耶穌信徒的我們，是否我們也能堅持這信仰的典範，跟隨榮耀受苦的路徑，進入福音中心

的認識並傳揚耶穌基督。在這被喚醒的世代中，願我們都成為危機中的轉變者。

眾所週知，台神神學系的選修課程，被同學評為最令人期待的部份。這學期，特別推出

有很多具備特色的十大課程，包括：

【神聖空間—教堂神學】甫從台神博班畢業的蔡清徽老師，探討建築神學的神聖空間。

【靈修神學—靈性形成】葉寶貴老師對靈性神學的教導，進入避靜的境界。

【路加福音—來自上帝國的邀請函】張志偉 /鄭碩帆 /阮祖琦老師精闢的分析！
【公共神學與公共議題】陳尚仁老師在公共神學的見解！

【家庭關係練習題—從有效溝通開始】謝佳吟老師啟發我們正確的溝通模式。

接續上一學期的必選修課程：

【信仰之河—基督教會史】必修 !陳美玲老師的教會簡史！
【台灣社會議題與處境化神學反思】邱凱莉老師對本土神學的認識與解讀。

【先知書】必選課程！曾宗盛老師針對舊約最細膩的帶領。

【崇拜新感知系列—崇拜插花工作坊 (四 )】陳寬義 /謝育賢老師對崇拜的啟發。
【跟著水去旅行 (二 )】張錫塒老師再次帶領我們探索水的意義。

本校諮商與音樂所推出的系列學分學程課程，都值得你親自品嚐體驗。新的學期，新的

呼召，新旅程的開始，我們期待在課程中，與你見面。

在慢復甦的世代中，調整自己的步伐，讓上帝進入我們內在深沉來喚醒我們。如同奧古

斯丁所認定，是祢喚醒我們，使我們因祢的讚美而歡喜；因為祢為祢自己造了我們，我們的

心不安，直到安息在祢裡面，我們一起來迎見上帝。

被喚醒的世代（The Awakened Generation）⋯⋯
◎張廷玉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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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學分班課程介紹

碩士學分班課程介紹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 推廣教育中心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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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 2月 13日開始至 2023年 6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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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濟南長老教會 (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 3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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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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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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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之河—基督教會史 上課時間
週四晚上

6：40 ～ 9：30

授課教師
陳美玲 (台灣神學院研究部神學博士。台灣神學院神學系兼
任老師。)

學分數 3 類別 歷史

士林教會 +同步遠距教學

課程介紹

二千年的基督教會歷史猶如悠悠長河，源自巴勒斯坦，漸漸綿延伸展至世界各
地，潤澤人心，帶來繁茂生命。長河有時波濤澎湃，撞擊不同文化和處境，延
展出新的河道。這條信仰之河承載無數的記憶、故事和遺產，值得我們探索發
掘。本課程藉著回溯這些記憶和故事，做為信仰生命的養分和借鏡，陪伴信徒
航向前程。

教科書
1. 王貞文。《信仰的長河―歐洲宗教溯源》。台北：三民，20 02。
2.大衛 . 班特利 .哈特 /王聖棻譯。《基督教的故事》。台中：好讀，2013。
3.華爾克 / 謝受靈和趙毅之譯。《基督教會史》。九龍：文藝，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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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學分班課程介紹

課程名稱 ⊕全人與靈性照顧 上課時間
週一晚上

6：40 ～ 9：30

授課教師

詹詩儀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基督教研究所文學碩士靈性諮商
組，台灣神學院神學研究所神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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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類別 諮商

濟南教會 +同步遠距教學

課程介紹

全人與靈性，似乎對人是一個抽象的名詞。往往身體是肉眼具體可見，例如：每
天奔波工作、生活的不同場域，依靠雙腳步行。在身心疾病愈趨增多之下，人
越來越重視心理的健康。然而，全人中所含括的「靈性」呢？抽象，難以明確描
繪，卻是基督徒生命中，積極感受到一股驅動我們往前的力量。

「全人與靈性照顧」，試著透過受傷者與罹病者面臨的真實困境，清晰看見靈
性的重要性。這堂課從道成肉身、與人同受苦的神，回應人生命的實際需要，
在受傷／受苦中，神渴望人得著全人的恢復。

＊選課人數上限 人，本課程不開放旁聽

教科書

Hutchinson, Tom A. (Ed.). (2011). Whole person care. Springer. 
Walker, Donald F., Courtois, Christine A, & Aten, Jamie D. (Eds.). (2 015). Spiritually 
oriented psychotherapty for trauma.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Walker, Donald F., & Hathaway, William L. (Eds.). (2013). Spiritual interventions in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otherapy.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老師上課會帶領課程進行，教科書不是非買不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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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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神學院  神學系學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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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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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 01月 31日 (週二 )截止。
2.  加退選截止日：2023年 2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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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2月 13日 (週四 )晚上 7:00。
2.上課日期：2023年 2月 14日 (週五 )正式上課。
3.期末學習分享會：2023年 6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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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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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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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來自上帝國的邀請函 上課時間
週二晚上

6:40 ～ 9:30

授課教師

張志偉（以撒瓦歷斯）。(North-West University 神學博士。台灣
神學研究學院專任助理教授。)
鄭碩帆 (台灣神學院神學碩士，主修新約研究，現任台灣世界展望
會會牧，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三光教會牧師。)
阮祖琦 (台灣神學院神學碩士，主修新約研究，現為創啟地區中
華浸信會神學院兼任新約教師、中華信義神學院基層宣教部兼任
新約教師、中華福音神學院推廣教育處兼任新約教師。）

學分數 3 類別 聖經

實體上課 +同步遠距教學

課程介紹

路加文學在《新約》中的重要性常常被低估。除了在《新約》當中佔有最
高比例的篇幅，其神學對於牧養的關注更是毫不亞於保羅神學。有許多耳
熟能詳的經文，如天使向牧羊人報佳音、浪子回頭、好撒馬利亞人，也都
出於且僅記載在《路加福音》中。在這卷充滿喜樂且關注弱勢者的福音書
中，上帝就如同那位宴席的主人，向所有人發出上帝國的邀請函。
本課程透過幾種不同的閱讀方式與眼光，介紹《路加福音》中主要的神學
主題：
1. 學員能從經文內容、背景、不同的神學與文學的主題，了解路加福音的    
    信息。
2. 學員能對路加福音的不同詮釋方法有基本的認識。
3. 引導學員反思路加福音與當代處境的關係。

教科書 老師群自編講義

公共神學與公共議題 上課時間
週三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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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院副教授。)

學分數 3 類別 神學

實體上課 +同步遠距教學

課程介紹

教會只要傳福音叫人靈魂得救就好了？還是該宣揚的是上帝國的福音—對人的關懷是全
方位的關懷？基督徒可以參政嗎？選民代或當高階公務員算不算參政？當整個社會在婚
姻、家庭、及許多道德議題上有分歧的意見時，教會該不該表示意見？在聖經中有什麼教
導？在西方教會傳統中又是如何？本課程將要帶學員探討基督教信仰的「公共性」。

教科書

沃弗 (Miroslav Volf)。《公共的信仰—基督徒社會參與的第一課》。新北巿：校園，2014。
《DOCAT：天主教社會訓導》。台北：光啟，2018。
海恩斯沃思、佩斯合編。《全球社會的公共神學—向馬克斯．斯塔克豪斯致敬》。謝品然、謝志斌
審譯。香港：研道社有限公司，2012。

課程名稱 家庭關係練習題—從有效溝通開始 上課時間
週三晚上

6:40 ～ 9:30

授課教師
謝佳吟 (英國巴斯（Bath）大學幼兒教育博士、台灣神學研究學院
靈性諮商組碩士。大專學校幼保科系助理教授兼科系主任 )

學分數 3 類別 實踐

實體上課 +同步遠距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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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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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名稱 家庭關係練習題—從有效溝通開始 上課時間
週三晚上

6:40 ～ 9:30

課程介紹

家庭關係深深影響著一個人的幸福感，若夫妻間有好的關係，就能成為彼此重要的支持
力量，使生活充滿喜樂與盼望。這股力量除了影響夫妻外，對孩子更是重要，孩子除了享
受來自父母親密關係的愛，亦可從父母互動模式中，學習正向人際互動方式。然而好的關
係建立是需要學習，必須花時間與代價。因為我們很容易帶著原生家庭的固有價值觀與
互動模式來與我們的家人相處，而影響了夫妻或親子間的關係。若能了解自己的價值觀，
學習不帶偏見的觀察對方感受，並聆聽對方的需要，就能建立有效的溝通模式，降低衝
突機會。本課程將從理論帶領學員了解家庭如何形塑個人，並透過操練溝通技巧，學習
真誠表達自己及傾聽他人，以建立和諧家庭關係。

教科書 老師自編講義

課程名稱
跟著水去旅行 (二 ) 上課時間

週四晚上
6:40 ～ 9:30

授課教師 張錫塒（臺北市立大學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 環境教育與資源
碩士班。環保署 環境教育人員、鰲鼓溼地生態保護協會 生態講師）

學分數 2 類別  實踐

課程介紹
本次課程的設計除了延續上個學期關於聖經中和水有關的人物、事蹟及場域之外，也將
加入水生態與環境之現況，讓學員在聖經中認識關於水的事蹟之外，也與生活中的水環
境和故事有所連結。

戶外參訪

1. 3/4 獅象捍門與關渡分潮 (基隆河關渡段 )
2. 3/25八芝蘭與三腳渡 (基隆河劍潭段 )
3. 4/15水返腳與峰峙灘音 (基隆河汐止段 )
4. 5/16黑鄉與里族 (基隆河南港段 )

課程名稱 ▲先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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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神學院舊約學助理教
授。)

學分數 3 類別 聖經

實體上課 +同步遠距教學

課程介紹

本課程介紹舊約聖經先知書的文學與信息。首先概述先知的時代背景，接著逐次介紹各
卷先知書的內容。然後進一步探索先知書的信息對我們現代人的啟發，學習認識上帝的
旨意，回應我們現代面臨的挑戰。
1.介紹先知的時代背景及信息特色。
2. 逐卷導讀先知書內容。
3. 探討先知信息與現代生活的關連。

教科書
1. 麥康維爾（Gordon McConville）。《先知書》。紀榮神譯。香港：天道，20 08。
2.大衛•彼得森（David L. Petersen）。《先知文學導論》。伍美詩譯。香港：道聲，20 07。

課程名稱 神聖空間—教堂神學 上課時間
每雙週週五晚上

6:40 ～ 9:30

授課教師
蔡清徽 (台灣神學院系統神學博士、美國哈佛大學建築暨都市設計
碩士。著有《遇見世界十大教堂》與《遇見亞洲12座教堂》。現任
台灣科技大學建研所兼任副教授。

學分數 2 類別 實踐

實體上課

課程介紹

1. 「神聖」的觀念。
2. 教導同學如何以文本方式閱讀教堂。
3. 可應用在教堂閱讀的詮釋學哲學。
4. 古典教堂分析 + 本地代表性教堂。
5. 教堂的設計與敬拜的關聯。
6. 建堂的執行流程。

教科書
1. 林鴻信。《探討當代聖的教會在俗世中的意義》。道學碩士學位論文。台灣神學院，1985。
2. 林鴻信。《邁向覺醒—自我概念的探討》，新北，禮記，20 01。
3. 蔡清徽。《對神聖的詮釋：教堂的閾限》。神學博士論文。台灣神學院，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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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記號為在職文碩班大學先修課程。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推廣教育中心」代訓課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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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南長老教會 兒童主日學教室（台北市中山南路 3號） 
台北車站 (8號出口 ) 下站後約步行 5分鐘

課程名稱 ⊕全人與靈性照顧 上課時間
週一晚上

6:40 ～ 9:30

授課教師

詹詩儀(台灣神學研究學院基督教研究所文學碩士靈性諮商組（M. 
A.），台灣神學院神學研究所神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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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類別 諮商

靈性照顧碩士在職專班
大學先修課程

 實體上課 +同步遠距教學

課程介紹

全人與靈性，似乎對人是一個抽象的名詞。往往身體是肉眼具體可見，例如：每天奔波
工作、生活的不同場域，依靠雙腳步行。在身心疾病愈趨增多之下，人越來越重視心理
的健康。然而，全人中所含括的「靈性」呢？抽象，難以明確描繪，卻是基督徒生命中，
積極感受到一股驅動我們往前的力量。

「全人與靈性照顧」，試著透過受傷者與罹病者，面臨的真實困境，清晰看見靈性的
重要性。這堂課從道成肉身，與人同受苦的神，回應人生命的實際需要，在受傷／受苦
中，神渴望人得著全人的恢復。

＊選課人數上限 人，本課程不開放旁聽

教科書

Hutchinson, Tom A. (Ed.). (2011). Whole person care. Springer. 
Walker, Donald F., Courtois, Christine A, & Aten, Jamie D. (Eds.). (2 015). Spiritually oriented 
psychotherapty for trauma.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Walker, Donald F., & Hathaway, William L. (Eds.). (2 013). Spiritual interventions in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otherapy.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老師上課會帶領課程進行，教科書不是非買不可）

課程名稱 台灣社會議題與處境化神學反思 上課時間
週二晚上

6:40 ～ 9:30

授課教師
邱凱莉 (普林斯頓神學院神學博士 (宗教與社會 )。台灣神學研究
學院專任助理教授 )

學分數 3 類別 神學

實體上課 +同步遠距教學

課程介紹
認識與台灣處境密切相關的神學議題與歷史發展。
認識台灣神學家及其著作。
學習從現代處境出發作神學反省與思考。

教科書 老師自編講義

課程名稱 崇拜新感知系列—崇拜插花工作坊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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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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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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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林長老教會 (台北市中正路 335巷 9號 )  
捷運士林站 1號出口

課程名稱 靈修神學—靈性形成 上課時間
週三晚上

6:40 ～ 9:30

授課教師
葉寶貴 (輔大神學院神學碩士 (Sacred Theology Licentiate)，美國
辛辛那提方濟靈修中心靈修輔導專業課程。靈修避靜輔導，天主
教胚芽婦女關懷協會理事。)

學分數 3 類別 實踐

實體上課

課程介紹

生活被手機 Line 時時掌控的現代人，有可能經驗保羅所說的「時時刻刻不住的禱告」
嗎？本課程透過默觀式的禱告操練，研讀探討傳統基督宗教的靈修精神，期待能促進靈
性形成，建構一種時時體驗與上帝同在的禱告生活。
＊選課人數上限 人

教科書
1. 鄭聖冲譯。《不知之雲》。光啟文化，20 0 4。
2. 潘寧頓 / 姚翰譯。《神妙的歸心祈禱》。台北 /光啟文化，20 0 4。

課程名稱 ★信仰之河—教會簡史 上課時間
週四晚上

6:40 ～ 9:30

授課教師
陳美玲 (台灣神學院研究部神學博士。台灣神學院神學系兼任老
師。)

學分數 3 類別 聖經

實體上課 +同步遠距教學

課程介紹

二千年的基督教會歷史猶如悠悠長河，源自巴勒斯坦，漸漸綿延伸展至世界各地，潤澤
人心，帶來繁茂生命。長河有時波濤澎湃，撞擊不同文化和處境，延展出新的河道。這
條信仰之河承載無數的記憶、故事和遺產，值得我們探索發掘。本課程藉著回溯這些記
憶和故事，做為信仰生命的養分和借鏡，陪伴信徒航向前程。

教科書
1. 王貞文。《信仰的長河―歐洲宗教溯源》。台北：三民，20 02。
2.大衛•班特利•哈特 /王聖棻譯。《基督教的故事》。台中：好讀，2013。
3.華爾克 / 謝受靈和趙毅之譯。《基督教會史》。九龍：文藝，1992。

全線上課程

課程名稱 ⊕夢的專題 上課時間
週三晚上

6:40 ～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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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有三大部份，以遠距教學分享：
1.聖經裡有很多夢的敘事，基督徒如何看待夢的內容 ?
2. 心理學將夢視為心靈語言，很多學者對夣有不同的論述，本課程將介紹佛洛伊德、           
    榮格、阿德勒、荷妮等心理學家對夢的看法。
3.賞夢體驗：融合基督信仰與心理學的觀點，學習使用夢的材料探索自我。透過以上課
    程規劃引導學生認識夢、認識自己、也認識信仰。

教科書 老師自編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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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神學 (神學概論 ) 上課時間
週一晚上

6:40 ～ 9:30

授課教師
張廷玉老師（台灣神學院系統神學博士、台灣神學院神學系代主
任、生活主任）

學分數 3 類別 神學

實體上課 +同步遠距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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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記號為在職文碩班大學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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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基礎神學 (神學概論 ) 上課時間
週一晚上

6:40 ～ 9:30

課程介紹

「上帝是誰？」是所有信徒最想理解的層次！你知道你所信的「基督信仰」嗎？「上帝、
基督、聖靈、罪、信心」這些主題將成為探討神學的啟蒙概念。本課程以主題性思考，
從「認識上帝」與「認識人」的原則，呈現二者相互關連的研究，並銜接閱讀書籍的素
材，深化神學思想的訓練，進一步培養神學探討的興趣。「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
苦寒而來」，歡迎一起認識上帝的神學導論。

教科書
1.奧古斯丁。《懺悔錄》。周士良譯。台北：台灣商務，1998。 
2. 馬丁路德。《路德選集》（上）。徐慶譽、湯清譯。香港：基文，1968。
3. 林鴻信。《認識上帝與認識人的九個探險》。台北：校園，2011。

台中區

民族路長老教會（台中市民族路 59號  電話：04-2222-7683）

課程名稱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史 – 歷史檔案閱讀與寫作 上課時間
週一晚上

6:40 ～ 9:30

授課教師 吳祈得 (台灣神學院神學碩士 ) 學分數 3 類別 聖經

課程介紹

本課程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會以〈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若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一百五十年史已出版，則會用一百五十年史當基礎教課書）為基礎，讓同學對臺灣基督長
老教會在台灣發展的各時期、各項議題與現行研究有基本的認識和概念。第二部分則會
在課堂上藉由閱讀歷史檔案，學習如何閱讀和解釋，例如：馬偕日記、巴克禮牧師夫婦文
集。第三部分則會訓練同學具備基礎歷史寫作的能力，包含如何辨別與蒐集教會檔案與口
訪資料，以及如何書寫信仰團體敘事，例如：教會週年特刊的敘事編排、如何進行信仰領
袖故事的書寫。
本課程希望同學藉由歷史檔案的閱讀，培育對長老教會歷史的興趣，並拓展歷史資料的辨
別與蒐集。從教會歷史的發展中，學會從歷史中看見上帝對一個信仰群體的呼召與愛，而
不只是個人性的。也透過歷史經驗和資料的分享，拓展我們對上帝工作的認識。

教科書

鄭仰恩主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歷史教育手冊》。臺北市 : 使徒出版，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史委會發
行，20 09。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台北市：台灣基督長老教會，2000。
巴克禮、伊莉莎白《福爾摩沙的呼召：巴克禮牧師夫婦文集》。台灣：前衛，2022。
偕叡理 (Mackay, George Leslie) ，《馬偕日記》王榮昌等譯。台北市 : 玉山社，2012。
鄭仰恩、江淑文主編《信仰的記憶與傳承 : 台灣教會人物檔案（3）》。台南市 : 台灣教會公報社，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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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月 31日）完成註冊繳費才能享優惠。

課程名稱 手鐘 & 棒鐘 上課時間
週一上午

11:00 ～12:50

授課教師
鄭麗純 (台灣神學院音樂系畢，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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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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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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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名稱 手鐘 & 棒鐘 上課時間
週一上午

11:00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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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名稱
建構高效率的合唱指揮能力 上課時間

週二晚 6:40 ～ 9:30
（十週）

授課教師

Dr. Thomas 湯姆斯．洪博士是愛荷華西北大學的專任音樂教授，
並擔任無伴奏合唱團（A cappella Choir）及傳承歌者室內樂合唱團
（Heritage Singers chamber choir）的指揮。洪博士是伊利諾州立大
學合唱指揮的音樂博士，在亞伯達大學和愛達荷州修得音樂碩士學
位。他在西北大學執教已達16 年，之前亦曾在加拿大的亞伯達三丘
大草原聖經學院擔任藝術組的主任和音樂系教授。曾多次榮獲加拿
大協會合唱指揮獎金、藝術傑出學術獎金，和研究基金等獎項。

學分數 2 類別 音樂

上課地點 士林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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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已有指揮經驗的詩班指揮或合唱指導，精進個人的指揮基礎，並學習融合聲音的
合唱技巧。

課程名稱
西洋音樂史概論 II 上課時間

週一晚 
7:30 ～ 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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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距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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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銘健。《西方音樂導論》。台北 : 仁泉，2015。

課程名稱 管風琴司琴學 上課時間
週三 8:00 ～10:50

 (十週 )

授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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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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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將拓展管風琴禮拜音樂曲目的累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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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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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記號為在職文碩班大學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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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音樂理論 III 上課時間
週三晚 

6:40 ～ 9:30

授課教師
張惠妮 (國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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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距教學

課程介紹

此階段主要是和聲的學習。和聲，是音樂中極為重要的素材之一。課程中將透過譜例分
析，認識西方音樂在和聲上的運用；並培養四部和聲寫作的技巧，增進學生們在處理編
曲、指揮或詮釋樂曲的能力與深度。

必須修過音樂理論 Ⅱ 或已具備本階段能力者。

教 科 書 1. 和聲與聲部導進 ( 原著第二版 ) 張己任 翻譯 小雅音樂有限公司
2. Harmony and Voice Leading 4th edition E. Aldwell & C. Schachter Schirmer Gengage Learning

課程名稱 現代敬拜帶領原理與實踐 上課時間
週三晚

 6:40 ～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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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類別 音樂

上課地點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

課程介紹

本課程專為敬拜主領設計，以講解及現場演繹方式，使學生學習並熟悉包括選詩、流
程、歌唱技術、領唱原理、配唱、基本樂團配置與編排、與詩班或獨唱者的配搭、場
務、投影及音控等技能，並深入簡出地傳遞敬拜神學及當代敬拜的歷史進程，使學生獲
得在教會進行相關服事及訓練教導的全面裝備。此課程亦適合非音樂專業背景之學員。

教 科 書 舒爾（Greg Scheer）。《敬拜 Guide Book：現代敬拜帶領指南》。劉凝慧譯。香港 : 浸信會，
2013。

課程名稱 教會音樂收錄與音控服事 上課時間
週一早上（十週）

9:00 ～11:50

授課教師

侯志欽老師 (美國愛荷華大學教育傳播與科技碩士；歷任政治大學廣播
電視學系專任講師，台灣大學、師範大學、輔仁大學、淡江大學等校
兼任講師；台灣基督教會音樂事奉協會理事、台灣教育傳播與科技協
會理事、中華科學傳播協會秘書長、政大振聲合唱團團長、臺灣基督
長老教會礁溪教會聖歌隊隊長等。教學研究興趣包括 :聲音製作、影
像製作、科學傳播等領域。)

學分數 2 類別 音樂

上課地點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

課程介紹

這是兼具理論與實用的科目，授課內容包含透過學理教導奠定物理聲學、樂器聲學及數
位音訊原理的基礎知識；協助學習者了解麥克風及各類音訊器材的功能與基本使用方
法；並透過分組教學，進行教會禮拜中的獻詩、司琴及各類樂器錄音實作。
另外將依基本禮拜程序討論音訊系統運用原則與操作步驟，並由學習者輪流操作與練
習，以期提升禮拜的收音品質與音控穩定性。

教 科 書 1. 教師自備教材
2.侯志欽編著《聲學原理與多媒體音訊科技》。台北 :商務印書館 (電子書 ) ，20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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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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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記號為在職文碩班大學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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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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默之旅

隱匿的基督徒-沉默之旅

201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

將日本長崎、天草等地的潛伏基督教文化定為世界文化遺產。

本課程將前往日本九州尋訪「隱匿的基督徒」，

透過遠藤周作「沉默」一書作為引導，

重新反思基督徒面對衝突時所做的抉擇，

也透過「深河」重新思考上帝對人的愛。

預定2023年10-11月前往日本九州進行沉默之旅

「主啊，我恨你一直都保持沉默。」

「我並非沉默著，而是一起受苦。」

遠藤周作的作品「沉默」，描繪了日本幕府上台後的禁教政策，對神職人員和信徒的影

響，亞洲這塊新的土壤，基督教信仰是否能生長在這片信仰的「沼澤」中？這段故事發生在

日本九州的長崎、五島，後來基督徒們就隱藏在這些地方，後人們稱他們為「隱匿的基督

徒」。他們在沒有神職人員的引導、以及西方的支持下，發展出了獨有的信仰方式，直到兩

百年後傳教士再度進入日本，他們才再次現身，隨即面對新一輪的迫害。這些信仰經驗和文

化也讓聯合國教科文組職在 2018年通過將日本長崎、天草等地的潛伏基督教文化訂為世界

文化遺產。本課程將前往日本九州，藉由閱讀遠藤周作的「沉默」、「深河」重新感受亞洲

的基督教故事，並輔以實地尋訪「隱匿的基督徒」來認識日本基督教的歷史，進而擴充我們

對歷史中的「上帝工作」有更豐富的認識。

◆有興趣參與遊學團者，請與神學系辦公室接洽詢問。

電話：(02)2396-4789  
E-Mail信箱：cpce@tg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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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系與中會 / 教會的協辦課程

神學系與中會 / 教會的協辦課程
桃園 宏恩教會聖經課程 (包班)             

課程 授課教師 時數 上課日期 (早上 9:00 ～12:00)

舊約概論      賴弘專 老師 3 4/8、4/22、4/29、5/20、6/3

宜蘭教會長執領袖培訓課程 (包班)          

課程 授課教師  時數 上課日期 (晚上 6:40 ～ 9:30)

婚姻與家庭 呂岱凌 老師 3 2/20、3/20、4/17、5/2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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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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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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教育中心 & 神學系 2022學年第二學期 行事曆 / 上課週數

推廣教育中心 & 神學系 2022學年第二學期 行事曆 / 上課週數

推廣教育中心 & 神學系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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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開學禮拜 2/14 2/15 2/16 2/17

2 2/20 2/21 2/22 2/23 2/24加退選截止

3 2/27 2/28 放假 3/1 3/2 3/3

4 3/6 3/7 3/8 3/9 3/10

5 3/13 3/14 3/15 3/16 3/17

6 3/20 3/21 3/22 3/23 3/24

7 3/27 3/28 3/29 3/30 3/31

8 4/3放假 4/4放假 4/5放假 4/6 4/7
受難日不上課

9 4/10
4/11不上課 4/12不上課

4/13 4/14
神學週 4/11-12參加講座

10 4/17 4/18 4/19 4/20 4/21

11 4/24 4/25 4/26 4/27 4/28

12 5/1 5/2 5/3 5/4 5/5

13 5/8 5/9 5/10 5/11 5/12

14 5/15 5/16 5/17 5/18 5/19

15 5/22 5/23 5/24 5/25 5/26

16 5/29 5/30 5/31 6/1 6/2

17 6/5 6/6 6/7 6/8
期末分享會

6/9暑假開始

18 6/16畢業典禮

 共上 15週 共上 14 週 共上 15週 共上 16 週 共上 15週

註 冊 截 止　1月 31日 (二 )

開 學 禮 拜　2月 13日 (一 )

正 式 上 課　2月 14日 (二 )

加 退 選 至　 2月 24 日 (五 )

神 學 週　4月 11、12 日 (二、三 )

期末學習分享會　6月 8日 (四 )

畢 業 典 禮　6月 16（五）早上 1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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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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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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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人與靈性照顧 諮商 3 詹詩儀
張雅惠

濟南教會
+同步遠距教學

P.10

週二 台灣社會議題與處境化神學反思 神學 3 邱凱莉
濟南教會

+同步遠距教學
P.10

週二 路加福音—來自上帝國的邀請函 聖經 3
張志偉
鄭碩帆
阮祖琦

雙連教會
+同步遠距教學

P.8

週三 靈修神學—靈性形成 實踐 3 葉寶貴 士林教會 P.11

週三 公共神學與公共議題 神學 3 陳尚仁
雙連教會

+同步遠距教學
P.8

週三 家庭關係練習題—從有效溝通開始 實踐 3 謝佳吟
雙連教會

+同步遠距教學
P.8

週三 ⊕夢的專題 諮商 2 張雅惠 全線上 P.11

週四 ★信仰之河—教會簡史 歷史 3 陳美玲
士林教會

+同步遠距教學
P.11

週四 ▲先知書 聖經 3 曾宗盛
雙連教會

+同步遠距教學
P.9

週四 跟著水去旅行 (二 ) 實踐 2 張錫塒 雙連教會 P.9

週五 神聖空間—教堂神學 實踐 2 蔡清徽 雙連教會 P.9

週五 崇拜新感知系列—崇拜插花工作坊 (四 ) 實踐 2 陳寬義 
謝育賢

濟南教會 P.10

週一 基礎神學 (神學概論 ) 神學 3 張廷玉
基隆 東明教會
+同步遠距教學

P.11

週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史—歷史檔案閱讀
與寫作

聖經 3 吳祈得 台中 民族路教會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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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 ⊕全人與靈性照顧 諮商 3 詹詩儀
張雅惠

濟南教會
+同步遠距教學

P.5

週四 ⊕★信仰之河—基督教會史 歷史 3 陳美玲
士林教會

+同步遠距教學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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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二 課程以學位學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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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 ⊕全人與靈性照顧 諮商 3 詹詩儀 /
張雅惠

濟南教會
+同步遠距教學

P.10

週四 ⊕★信仰之河—基督教會史 歷史 3 陳美玲
士林教會

+同步遠距教學
P.11

線上課程平台 (遠距教學) 課程

時間 課程名稱
學
分

授課
老師

課程
類別

課程介紹
詳見頁數

週三晚
6:40~8:30 ⊕夢的專題 2 張雅惠 諮商 P.11

週一晚
7:30~9:20 西洋音樂史概論 II 2 林汶娟 音樂 P.13

週三晚 
6:40~9:30 音樂理論 III 2 張惠妮 音樂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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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早 
11:00~12:50 手鐘與棒鐘 2 鄭麗純

台灣神學
研究學院 P.12

週一早
9:00~11:50
（十週）

教會音樂收錄與音控服事 2 侯志欽
台灣神學 
研究學院

P.14

週一晚
 7:30~9:20 西洋音樂史概論 II 2 林汶娟 線上課程 P.13

週二晚 
6:40~9:30
（十週）

建構高效率的合唱指揮能力 2 Dr. Holm 士林教會 P.13

週三早
 8:00~10:50 

(十週）
管風琴司琴學 2 Dr. Sean 

Jackson
台灣神學 
研究學院

P.13

週三晚 
6:40~9:30 音樂理論 III 2 張惠妮 線上課程 P.14

週三晚 
6:40~9:30 現代敬拜帶領原理與實踐 3 林汶娟

台灣神學 
研究學院

P.14

2022二 課程以學位學程列表



2022學年下學期　課程配當表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台北區【士林教會】(北市中正路 335巷 9號 )  晚 6：40∼ 9：30

靈修神學 -
靈性形成
葉寶貴

P.11

 碩士學分班課程
⊕★信仰之河 -
基督教會史
/ 教會簡史
陳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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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 -
來自上帝國的邀請函
張志偉& 鄭碩帆 &

阮祖琦  P.8

公共神學與
公共議題
陳尚仁

P.8

▲先知書
曾宗盛

P.9

神聖空間 -
教堂神學
蔡清徽

P.9
家庭關係練習題 -
從有效溝通開始

謝佳吟
P.8

跟著水去旅行 (二 )
張錫塒

P.9

台北區【濟南教會】(台北市中山南路 3號 )   晚 6：40∼ 9：30

碩士學分班課程
⊕全人與靈性照顧
詹詩儀 / 張雅惠

P.10

台灣社會議題與
處境化神學反思

邱凱莉 
P.10

          

崇拜新感知系列
崇拜插花工作坊

(四 )
陳寬義 / 謝育賢

P.10

線上課程平台

西洋音樂史概論 II
林汶娟

晚 7:30 ～ 9:20
P.13

音樂理論 III
張惠妮

晚 6:40 ～ 9:30
P.14

⊕夢的專題
張雅惠

晚 6:40 ～ 8:30
P.11

外
區
班

基隆東明班  週一晚上 6:40 ～ 9:30  基礎神學 (神學概論 ) 張廷玉 P.11

台中民族路班  週一晚上 7:0 0 ～ 9:50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史 – 歷史檔案閱讀與寫作 吳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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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 週一早 11:00 ～12:50

音樂2 教會音樂收錄與音控服事 侯志欽 2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
週一早 9:00～11:50

（十週）

音樂3 西洋音樂史概論 II 林汶娟 2 線上課程 週一晚  7:30 ～ 9:20

音樂 4 建構高效率的合唱指揮能力
Dr. Thomas Holm

湯姆斯．洪
2 士林教會

週二晚  6:40 ～ 9:30
（十週）

音樂5 管風琴司琴學
Dr. Sean Jackson

尚 傑森
2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

週三早  8:00 ～10:50 
(十週）

音樂 6 音樂理論 III 張惠妮 2 線上課程 週三晚 6:40 ～ 9:30

音樂7 現代敬拜帶領原理與實踐 林汶娟 3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 週三晚 6:40 ～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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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記號為在職文碩班大學先修課程。
             本學期課程開放台北區、外區旁聽 ( 但不包括音樂課程 )，同學仍需繳學分費

旁聽 

免學分費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