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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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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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學年度　第一學期　秋季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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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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任的話

大家平安，從去年臨危受命接任校本部學務長的工作以來，推廣教育中心、尤其是神學

系的服事及發展，一直是我不能割捨，卻又無法全心投入的牽掛。

雖說有糸辦同工堅守崗位，忠心服事，系務仍能持續推動，然而心中總是覺得很虧欠。

校方有感於我的掙扎與不捨，特別委派剛拿到台神神學博士，現擔任學校牧育工作的廷玉老

師暫時代理推廣教育中心所屬神學系主任的工作，以協助系務的推動。廷玉老師信仰堅定、

處事穩健，對平信徒教育滿有信心與熱情，相信神學系的系務能在她的帶領下，持續的向符

合神心意的方向繼續前行！

願神祝福並帶領每一個願意回應呼召，進入神學系「更認識上帝、更認識自己」的同

學，能天天體會祂同在與同行的平安與豐富。

陳寬義

弟兄姐妹，平安 !
我是張廷玉，是神學系的代主任，今年一月甫從台灣神學院的神學博

士畢業。感謝上帝恩典的提攜知遇，繼中原大學宗研所之後，我陸續來到

台灣神學院，接受道碩、神碩、神博的學術訓練。因著上帝奇妙的引領，

在 2022年召喚我，又回到台灣神學院的教學禾場。看見許多新舊交替的
神學培育體系，讓我深深領受到，信仰者在「知識理性」的醞釀與生命的

延續！

在學術領域上，我十分贊成「學貴力行、知行合一」的理念。 如同三一神
學家拉庫娜所說「上帝是一位『行動的上帝』（walking God），上帝並非停滯在某段時間

中，而是按照天意預定，在整個時間裡，陪伴著所有朝聖的人們，繼續前進。」學習也是如

此，學習必須配合實踐的力道，成為自我反思的超越性。任何一項知識見解，若沒有經過徹

底的身體力行，都將化為一種「無用的知識累積」。長久以來，神學系在陳寬義教授與同工

群的合作啟蒙中，促使普羅學眾的我們，藉由神學系課程，篤行「知行合一」的臻美境界。

★神學系的特色★

受到新冠疫情的肆虐，全世界的經濟生活都受到嚴峻影響。因應疫情的時勢轉換，神學

系課程增添許多新課程的特色。

一、職場神學連結

這是從不同職場中，結合基督神學，來學習後疫情的神學處境。神學系拋出多元多樣的

豐富課程：「從信仰看親職教育」（謝佳吟老師）、「參與環境教育的生態神學」（陳慈美

老師）、「靈性與創傷療癒」（詹詩儀老師）。這些豐富安排，從音樂、生態自然、靈性文

學，連結於上帝神聖性的關聯，落實改革宗加爾文所言：「整個世界，都呈現為上帝的榮耀

舞台 !」意謂著生存於大自然間，彷彿是上帝榮耀的舞台，將上帝智慧權能的展示體現，彰

顯上帝聖潔榮耀的公共神學。

 二、基礎神學教育
荷蘭神學家里赫夫（Herwi Rikhof）強調神學另一個面向，就是「根本基礎神學教

育」。在這個宗旨中，神學系一直沒有忘記，那就是上帝神聖託付的「聖經與神學」根基。

系主任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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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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第一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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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系列，我們呈現課程，如下：「如何解釋舊約聖經」（曾宗盛老師）、「馬太福音研

讀」（孫寶玲老師）、「加爾文神學」（梁越美老師）與「基督教神學概論」（張廷玉老

師）。藉由神學教育代代相承，讓信徒不斷於生命中實踐上帝真理。

★神學系的期待★

神學系推廣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建造信徒全備的身心靈並成為宗教信仰教育的前驅

者」。

因此，藉由這些多元的課程，相信在上帝裡面，信徒有志事奉與接受整全的裝備訓練

者，神學系都鼓勵您開始進前修課。這是一趟「學無止盡」的路，無論是職場神學或是基礎

神學，都將是您這學期準備自己的先端，給上帝呼召使用差遣的開始，這是一個「永遠不嫌

晚的年代」，同樣是萬事起頭的先鋒。最後，神學系全體衷心期待，加入神學教育裝備，這

是一種「信徒皆祭司」的全民教育，是所有在基督裡蒙恩的你我而預備。

加入我們，一起成為上帝呼召全知全備的精兵！

「你要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 （提前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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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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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6日開始至 2023年 1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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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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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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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學分班課程介紹

十、本學期開設班別、課程及師資簡介：

課程名稱 ⊕婚姻與家庭 -薩提爾模式中的自我探索與修復 上課時間
週三晚上

6：40 ～ 9：30

授課教師
呂岱凌 (實踐大學 家庭諮商與輔導碩士班。台北市南港信
義區少年服務中心主任、沐心心理諮商所所長、啟宗心理諮
商所兼任心理師 )

上課教室 士林教會

學分數 3 類別 諮商

碩士學分班

課程介紹
一、透過薩提爾模式中的概念，增進自我在婚姻家庭中的探索與了解．
二、了解原生家庭經驗對自我在婚姻家庭中的影響。
三、增進在婚姻家庭中的自我照顧與關係修復。

教科書
1. 《薩提爾的家族治療模式》。臺北市：張老師。
2. 《新家庭如何塑造人（第二版）》。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3. 《當我遇見一個人：薩提爾精選集》1963-1983。台北市：心靈工坊文化。

課程名稱 ⊕從信仰看親職教育 上課時間
週四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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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課教室 台北馬偕醫院

學分數 3 類別 諮商

碩士學分班

課程介紹

從信仰的角度來看，孩子是上帝賞賜給父母的禮物，託付父母教養的責任。但
父母如何教養孩子？多數的父母會從三種管道希望可以習得合宜的方式：一、從
上一代的經驗；二、從網路（網紅）及教養書中；三、參加講座。這三種方式多
數人都會使用，但卻少從信仰的角度或聖經的教導來看如何教養孩子。

「家庭」是孩子第一個學習的場所，而父母則是孩子一生中最早的啟蒙老師，更
是孩子信仰的最佳指導員。父母將決定他們如何經歷神、信靠神，並體會到他
們是上帝美好的創造。只是，沒有人天生就會當一位好父母，這是需要透過父
母不斷的信仰反思中學習而來的。本課程從親職教育的理論出發，再從信仰的
角度來反思親職的角色，有哪些是合神心意的教養方式？一起在課堂上找到答
案。

教科書 講師自編講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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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神學院  神學系  2022學年度第一學期（秋季班）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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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cpce.tgst.edu.tw/p/404-1002-6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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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月 26日 (週五 )截止。
2.  加退選截止日：2022年 9月 28日 (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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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5日 (週四 )晚上 7:00。
2.上課日期：2022年 9月 16日 (週五 )正式上課。
3.期末學習分享會：2023年 1月 13日 (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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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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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性與創傷療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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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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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傷，將人推向黑暗低谷之中，猶如深陷泥淖，難以逃脫。受創者的身心受到挑戰之際，
感受所身處的世界不再安全，同時，對神產生疑惑：「為什麼是我？」、「為什麼這件事
會發生在我身上？」。陪伴脆弱的生命，是身心靈全人的照顧。黑暗無法吞噬神所賜予的生
命，創傷使人踏上一條重新尋找神的旅程。創傷如同一個烙痕，刻劃在身心之中，神能讓
傷痕轉變為恩典的記號。
「靈性與創傷療癒」，幫助人認識受創者的全人樣貌，創傷事件如何在身體、心理及靈裡
帶來影響。然而，在受傷之處，我們看見神的恩典，認識靈性對創傷療癒的重要性。期盼
藉由課堂的體驗活動，培養自我覺察能力，溫柔地與自己靠近，也與神靠近。

教科書
1.胡嘉琪。《從聽故事開始療癒：創傷後的身心整合之旅》。台北市：張老師文化，2014。
2.諾曼．萊特（H. Norman Wright）、馬修．伍德利（Matt Woodley）、裘莉．伍德利（Julie Woodley） 
    著。《穿越生命風暴：傷痛，希望和醫治》。游紫萍譯。台北市：宇宙光全人關懷，20 09。

課程名稱 ▲加爾文神學
上課時
間

週二晚上
6:40 ～ 9:30

授課教師 梁越美 (瑞士巴塞爾神學大學神學博士。台灣神學研究學院助理教授 )
學分數 3 類別 神學

實體上課 + 同步遠距教學

課程介紹
藉由閱讀加爾文的作品和生平認識加爾文的神學思想，並透過當代學者的觀點，探討加爾
文神學的寬廣視野、深遠影響，以及歷久彌新的特質與力量，期待能引導當代基督徒和教
會找到不斷自我反省和改革的動力，活出心意更新的信仰生命。

教科書
1. 林鴻信。《加爾文神學》。台北：校園，20 0 4。
2.帕克爾（T. H. L. Parker）。《加爾文傳》。台北：禮記，20 01。

課程名稱 跟著水去旅行 上課時間
週二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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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類別 實踐

課程介紹

本次課程的設計主要是藉由認識聖經中和水有關的人物、生態及場域，帶領學員重新認識
上帝對水的創造，進而成為生活中靈修和禱告的幫助。
室內課程從聖經中對於水創造開始認識，進而連結人、地名和文史，並且從生活中瞭解水
資源的重要性、世界水議題的趨勢、水的問題和聖經內容連結。而戶外課程會走訪先民來
到台北的幾處據點；從基隆河的圓山段認識過去和水有關的先民漳州人與和水有關的生態
貝塚歷史、松山區錫口碼頭瞭解當地關於平埔族的社群、水的地名與地景，過程中也會介
紹當地自然生態區域及生態物種，讓學員重新認識城市中我們所生活的水環境，讓每一位
學員從生活中開始識水、愛水及珍惜水，最終將聖經中關於水的章節融入生活中，加深我們
對真理的認識，並且擴充我們傳福音的能力。

戶外參訪

10/1日參訪 : 太古巢遺址與林安泰古厝 (水的人之一 )
圓山別莊 (水岸的產業之一 )
兒童育樂中心舊址貝塚遺址 (水的生物之一 )
10/15日參訪 : 麻里錫口社與塔悠社 (水的人之二 )
舊磚窰遺址 (水岸的產業二 )
花蜆的故事 (水的生物之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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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界閱讀：聖經與文學的對觀與交遇 上課時間
週三晚上

6:40 ～ 9:30

授課教師
黃龍光（史特拉斯堡大學神學暨宗教學博士班進修，主修七十士譯
本。現為臺灣聖經公會的翻譯專員與新標點和合本研讀本系列撰述
委員。）

學分數 3 類別 聖經

課程介紹

基督信仰的典籍裏，蘊藏著多元的文學手法，來傳述和表達人與上帝、與他人、與世界相遇
的故事和感觸，以文字構築出紛繁活潑的信仰視野。而這樣一部信仰經籍，內中形形色色
的人物典型、字句表達、思想觀念，隨著基督信仰的流傳與擴展，也經常在西方文學作品
中，留下鮮明的印記。本課程預備以淺近的方式介紹基本的文學解析工具，導引學員以文學
的眼光，來推敲和領略聖經在教義及歷史課題之外的文字世界，同時也藉由若干主題，來
介紹聖經的內容曾以哪些或隱或顯的身姿和面貌，呈現在文學作品中。課程會鼓勵學員結合
自身的讀經經驗和課堂介紹的內容，期許在聖經和文學的閱讀上，能有更濃的胃口和興趣，
對於上帝和人性，也有更深的敬畏與悲憫。

教科書目 講師自編講義

課程名稱
⊕心理學與日常應用－

從出生到死亡，與自己更靠近
上課時間

週四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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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分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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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出生的嬰兒，期待被人擁抱與歡迎、逐漸睜大眼睛，好奇地探索所處的環境。每個時刻
都在冒險，嘗試跌撞中站立、第一次和父母分離，進到幼兒園的群體生活、驚奇學校的評
分制度，將人的努力等同於一個數字，及伴隨而來在同儕間的影響。人生目標的探索、進入
社會的考驗、婚姻伴侶的選擇、看著親人身體逐漸有病痛、我們忙碌的日常生活、周遭的生
命，包含自己也正經歷生老病死的各種階段。
若您想成為一名助人者，歡迎您參與在我們當中，學習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各時期的身心
發展及其對未來的影響。當認識人處於不同時期的樣貌與需要，我們知道如何給予適切的
陪伴。若您想認識自己，更歡迎您進到我們這個小團體，不用單獨地回首過往的經歷，有一
群人陪伴您，溫柔地靠近自己。課堂中，我們透過體驗活動，除認識生命每個時期的獨特
性，也會學習如何面對「失去」。生老病死不僅是身心的發展，從信仰中，我們看到「靈性
關顧」陪伴人的生命長出力量。

教科書
郭靜晃、黃明發。《發展心理學》。新北市：揚智文化，2013。
（老師上課會帶領課程進行，教科書不是非買不可）

課程名稱 如何解釋舊約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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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聖經是一門值得學習的藝術。舊約聖經包含豐富的文學類型，主要有敘述、詩歌、律
法、先知信息、智慧文學和啟示文學等。
本課程介紹如何解釋舊約聖經，包括說明解釋經文的理論與方法，實際分析經文與運用解
釋的成果。
本課程的目標：
1.首先介紹解釋聖經的簡史，說明近年解釋聖經的趨勢。
2. 逐項解析舊約聖經的主要文學類型，依序說明解釋經文的方法步驟。
3.引導課程參與者依照方法來解釋舊約聖經，對經文進行解析，並綜合經文釋義的成果。
4. 透過本課程的引導，參與者可以實際練習如何解釋舊約聖經，並做實際運用。

教科書
1.曾宗盛。《舊約聖經釋義：方法步驟與實例應用》。新北：橄欖 /台神，2021。
2.哈維•考克斯（H. Cox）。《新時代來了，我們該如何讀聖經》。香港：基督教文藝，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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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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參與環境教育的生態神學 上課時間
週五晚上

6:40 ～ 9:30

授課教師
陳慈美 (美國南加州大學物理所物理碩士，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道學
碩士，生態關懷者協會秘書長 ) 學分數 3 類別  實踐

課程介紹

芮穆森（Larry Rasmussen）提醒我們：「富裕所帶來的心靈貧乏，使得我們麻木不仁。我
們追求一種沒有痛苦的生存，因此，當自然界正在受苦，而且我們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但是，我們卻再也不會感覺到痛苦。」
溫德．貝利（Wendell Berry）指出：「我們必須處理的問題不在於如何關愛地球，――成
千上萬小小的土地，每一塊都以非常特殊的方式與其他土地有差異。我們想要保育地球這
樣的願望――要被簡化成與我們的能力相稱――也就是成為想要保育地球上所有一個個
家庭和鄰里。」 
在這樣的認知之下，本課程藉由下列幾個主題，期待教會能夠裝備信徒，參與環境教育的
重要挑戰！
一、生態神學核心信念介紹
二、認識環境教育場域（參訪「新竹十二寮」、「平溪望古」）
三、生態關懷者協會經驗分享（生活環保實作――回鍋油肥皂、環保酵素）
四、全球關心環境議題六大面向
五、參與國際組織經驗分享
六、與 C. S. Lewis 對話

教科書
1. 20 08 協會十週年套書《環境倫理的思潮與實踐四冊》
2. 2015 總會教社部「環境主日」專書《深耕台灣 福蔭子孫――在後太陽花時代找路》

濟南長老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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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境查經法與女性聖經詮釋 --

舊約中的女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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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專任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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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周宏毅等翻譯。
台北市：基督長老婦女事工委員會，20 03。

課程名稱 看故事與說故事 -電影與聖經人物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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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分數 3 類別 實踐

※旁聽免學分費※

課程介紹
介紹不同觀看歷史故事的方法，而後以一個信仰投入者的視角，通過經文中的故事、歷史事
件、電影故事、自己的故事，在交互對話中，幫助學習者從心與新，重新去認識故事，感受
故事，而後講好故事。

教科書

1.喬伊絲･艾坡比 (Joyce Applby)、琳･亨特 (Lynn Hunt) and 瑪格麗特･傑考 (Margaret Jacob)， 薛絢 譯。
《歷史的真相》。 台北：正中，20 0 0。
2.曾思瀚 著。《士師記的刻劃研究 -- 領袖、女性與家庭的故事》。香港：基道，2010。
3. Phyllis Trible 著。《如何與聖經摔跤》。台北市：台神，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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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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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信仰看親職教育 上課時間
週四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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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諮商

靈性照顧碩士在職專班
大學先修課程

課程介紹

從信仰的角度來看，孩子是上帝賞賜給父母的禮物，託付父母教養的責任。但父母如何教
養孩子？多數的父母會從三種管道希望可以習得合宜的方式：一、從上一代的經驗；二、從
網路（網紅）及教養書中；三、參加講座。這三種方式多數人都會使用，但卻少從信仰的角
度或聖經的教導來看如何教養孩子。

「家庭」是孩子第一個學習的場所，而父母則是孩子一生中最早的啟蒙老師，更是孩子信仰
的最佳指導員。父母將決定他們如何經歷神、信靠神，並體會到他們是上帝美好的創造。只
是，沒有人天生就會當一位好父母，這是需要透過父母不斷的信仰反思中學習而來的。本課
程從親職教育的理論出發，再從信仰的角度來反思親職的角色，有哪些是合神心意的教養
方式？一起在課堂上找到答案。

教科書 講師自編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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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寫作與圖書館資源運用 上課時間

10/15日9:00~3:30
在雙連教會 

10/22日9:00~3:30
在台神圖書館
共上二次週六

(中間午休 1小時 )
授課教師 邱凱莉(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神學博士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專任助理教授) 學分數 1 類別 實踐

課程介紹
這堂課的目的在於幫助同學享受寫作報告以及熟悉研究資源。透過課程的介紹讓同學認識
報告寫作技巧、如何搜尋資料、以及報告的格式，幫助同學學習有效率地找到資料，並且有
組織地寫作。

教科書
1. 莫提默 •艾德勒著，郝明義、朱衣譯。《如何閱讀一本書》增訂版。台北：商務印書館，2015。
2.台灣神學院教務處編。《台灣神學院研究報告格式手冊》修訂版。台北：台灣神學院，2011。
3. 劉承慧、王萬儀主編。《大學中文教程：學院報告寫作》。新竹：清華大學，2010。

 新生、或是尚未修這門課同學，建議優先選修這門課程 

士林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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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與家庭—

  薩提爾模式中的自我探索與修復
上課時間

週三晚上
6:40 ～ 9:30

授課教師
呂岱凌 (實踐大學 家庭諮商與輔導碩士班。台北市南港信義區少年服
務中心主任、沐心心理諮商所所長、啟宗心理諮商所兼任心理師 )

學分數 3 類別 諮商

靈性照顧碩士在職專班
大學先修課程

課程介紹
一、透過薩提爾模式中的概念，增進自我在婚姻家庭中的探索與了解．
二、了解原生家庭經驗對自我在婚姻家庭中的影響。
三、增進在婚姻家庭中的自我照顧與關係修復。

教科書
1. 《薩提爾的家族治療模式》。臺北市：張老師。
2. 《新家庭如何塑造人（第二版）》。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3. 《當我遇見一個人：薩提爾精選集》1963-1983。台北市：心靈工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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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神學概論 上課時間
週四晚上

6:40 ～ 9:30

授課教師
張廷玉（台灣神學院系統神學博士。台灣神學研究學院助理教授、
台灣神學院神學系代理主任。）

學分數 3 類別 神學

神學系必修課程

實體上課 + 同步遠距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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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課程平台 (遠距教學 )

課程名稱 馬太福音研讀 上課時間
週二晚上

6:40 ～ 9:30

授課教師 孫寶玲 (美國南方浸信會神學院哲學博士，台南神學院教授。)  
學分數 3 類別 聖經

上課地點  線上授課

課程介紹

1. 學員認識研讀馬太福音的基本課題
    a. 作者、讀者、處境、目的
    b. 馬太福音的結構
    c. 馬太福音的寫作和信仰特色
2. 掌握馬太福音的信息
3. 思考馬太福音與當代處境的關係

教科書
1.卡森。《麥種聖經註釋—馬太福音》。美國麥種傳道會，2013。
2. 孫寶玲。《義道：馬太福音品讀》。香港：德慧，2015。

課程名稱 基礎樂理（密集班） 上課時間
 8/2-9/6, 

 7-9 pm (線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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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類別 音樂

上課地點 線上授課

課程介紹

你是否看得懂五線譜，但卻無法解讀樂譜中的其他符號，以致無法理解樂譜所要表達的所
有資訊？你是否可以彈奏樂器，但卻不確定對樂曲的理解是否合理？你是否自學過樂理，但
卻總是對某些部分不甚清楚，總覺得模稜兩可？本課程旨幫助有基本讀譜能力者，能夠進一
步理解基礎音樂原理，為進階音樂理論的學習打好基礎。
＊本課程提供報考音樂系所需具備之基礎樂理，銜接和聲（）之先修課程，歡迎有志進修
音樂理論者選修。

教科書 孫清吉。《樂學原論》。台北：全音樂譜出版社，20 01。

課程名稱 西洋音樂史概論 Ｉ 上課時間

1. 自行觀看預錄課程
影片（moodle）

2. 線上課程 (六次 )：
週二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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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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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洋音樂史概論 Ｉ 上課時間

1. 自行觀看預錄課程
影片（moodle）

2. 線上課程 (六次 )：
週二晚 7:3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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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復興
時期、巴洛克時期以及古典時期音樂。透過觀看預錄課程的講授、賞析，以及線上複習課
程及測驗等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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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提供報考音樂系所需具備之西方音樂史知識，為教會音樂研究班之先修課程，歡
迎有志進修音樂史者選修。

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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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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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造的世界 : 藝術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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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道夫•阿思海姆曾說 :「在藝術作品以及由藝術家們所記錄的非正式觀察中，心理學家
將發現大量的信息。這些信息不單服務於藝術這個特殊的研究領域，而且還將促進對人類
思想的全盤了解」。藝術是生活的再現、情感的表達、個人身心成長的管道，也是宣揚神的
愛的重要媒介。神學系在過去曾開設藝術欣賞與創作、音樂及身心靈整合療癒等課程，而
許多教會及教友也以藝術創作和 /或表演的形式進行事奉及傳福音。在以繪畫、音樂、舞蹈
及文學等藝術表達形式充實心靈及宣教之餘，我們藉由本課程進一步探究藝術創作背後的
心理歷程，並期許發展出更多藝術欣賞與表達面向的可能性。

教科書 教師自編講義

台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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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名稱 ★ 新約綜覽 上課時間
週一晚上

6:40 ～ 9:30

授課教師
陳俊光 (東南亞神學研究院神學博士。台灣豐盛生命國際發展協會
祕書長 ) 學分數 3 類別 聖經

課程介紹

本課程提供新約研究的方法以及文學寫作的特點，以第一世紀的政治、文化與宗教背景爲
基礎，來探討新約作品的性質與寫作的筆法，以及初期教會所面對的問題。使學生對新約
聖經寫作的背景、政治社會環境、作品的類型、研究的進展、聖經正典的形成等有初步的
瞭解，並從新約作品中得知初代教會的見證和信仰告白。課程將簡介三本福音書 (馬太、
馬可、路加 ) 的關係之後，繼續探討耶穌復活之後的階段 － 使徒行傳，緊接著保羅書信和
一般書信，最後是約翰著作和啓示錄。

教科書 1. 孫寶玲。《新約聖經研究導論》。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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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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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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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名稱 基礎樂理（密集班） 上課時間
 8/2-9/6, 

 7-9 pm (線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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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類別 音樂

上課地點 線上授課

課程介紹

你是否看得懂五線譜，但卻無法解讀樂譜中的其他符號，以致無法理解樂譜所要表達的所
有資訊？你是否可以彈奏樂器，但卻不確定對樂曲的理解是否合理？你是否自學過樂理，但
卻總是對某些部分不甚清楚，總覺得模稜兩可？本課程旨幫助有基本讀譜能力者，能夠進一
步理解基礎音樂原理，為進階音樂理論的學習打好基礎。
＊本課程提供報考音樂系所需具備之基礎樂理，銜接和聲（I）之先修課程，歡迎有志進修
音樂理論者選修。

教科書 孫清吉。《樂學原論》。台北：全音樂譜出版社，20 01。

課程名稱 西洋音樂史概論 Ｉ 上課時間

1. 自行觀看預錄課程影
片（moodle）

2. 線上課程 (六次 )：
週二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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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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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復興時
期、巴洛克時期以及古典時期音樂。透過觀看預錄課程的講授、賞析，以及線上複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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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提供報考音樂系所需具備之西方音樂史知識，為教會音樂研究班之先修課程，歡
迎有志進修音樂史者選修。

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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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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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風琴司琴 上課時間 週一 15:00 ～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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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風
琴演奏家， 目前擔任「福爾摩沙管風琴演奏家」藝術總監。） 

學分數 1 類別 音樂

上課地點
艋舺教會、

福爾摩沙管風琴演奏家
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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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名稱 管風琴司琴學
上課
時間

週三 13:30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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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神學院

課程介紹

本課程旨在裝備學生成為稱職的教堂管風琴師。所教導的技巧將幫助取得美國管風琴師協
會的司琴認證。
學生將學習：
1.如何有果效地彈奏聖詩、提升各種伴奏的方法。
2.如何有效地準備前奏和後奏的曲目。
3. 增強視奏、轉位技巧。
4.合唱曲目的音色安排和有效的伴奏。

教 科 書 教師自備教材

課程名稱 電腦音樂與媒體製作 上課時間
週四晚上 6:40 ～ 9:30

（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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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神學院

課程介紹

本課程藉著講解、實地操作、課程作業及期末作品，使學員
1） 認識電腦音樂的基本概念與 MIDI 工作站架設；
2） 熟習樂譜製作軟體 Finale® 進行製譜與簡易電腦編曲；
3） 熟習音樂製作軟體 GarageBand® 進行錄音與混音；
4） 結合 iMovie 或相似影片編輯軟體製作音樂影片；
藉以具備初步多媒體製作能力，應用於教會音樂事工之需。
＊本課程為線上進行，以即時參與或觀看課程錄影的方式參與課程。若欲取得碩士學分
者，必須在校本部實體上課。

備註
軟體需求：Finale®、GarageBand®、iMovie
學生必須自費購買所需軟體，或是排班次使用學校公用電腦。欲購買製譜軟體 Finale® 者，將提供教育優
待購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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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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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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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中領袖培訓課程  上課地點：新竹長老教會

課程 授課教師 時數
上課日期

週六上午 (8:45-12:00)

馬偕博士宣教紀事 蘇文魁長老 3小時 9/17

牧養關顧：如何牧養特殊族群 張雅惠老師 3小時 10/22

「我」的爭扎：從符號學看羅馬書七章 吳孟翰老師 3小時 11/19

東部中會教育部  信徒領袖培訓課程   上課地點： 更生長老教會

課程內容 授課教師 時數
上課日期

早上 9:00-12:30

如何解讀舊約聖經的敘述故事？ 曾宗盛老師 3小時 8月20日

如何解讀舊約聖經的詩歌？ 曾宗盛老師 3小時 9月17日

如何解讀舊約聖經的先知信息？ 曾宗盛老師 3小時 10月15日

如何解讀舊約聖經的智慧文學？ 曾宗盛老師 3小時 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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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性照顧概論 詹詩儀老師 3 小時
9/17、10/15、

11/12、11/19、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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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 8:30~12:30

助人者自我探索與認識 胡瑞芝老師 4 小時 8/13、8/20、8/2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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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教育中心 & 神學系 2022學年第一學期 行事曆 / 上課週數

推廣教育中心 & 神學系
2022學年第一學期 行事曆 / 上課週數

週
次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1 9/15開學禮拜 9/16

2 9/19 9/20 9/21 9/22 9/23 

3 9/26 9/27 9/28加退選截止 9/29 9/30

4 10/3 10/4 10/5 10/6 10/7

5 10/10放假 10/11 10/12 10/13 10/14

6 10/17 10/18 10/19 10/20 10/21

7 10/24 10/25 10/26 10/27 10/28

8 10/31 11/1 11/2 11/3 11/4

9 11/7 11/8 11/9 11/10 11/11

10 11/14
11/15不上課 11/16不上課

11/17 11/18
神學週 11/15-16參加講座

11 11/21 11/22 11/23 11/24 11/25

12 11/28 11/29 11/30 12/1 12/2

13 12/5 12/6 12/7 12/8 12/9

14 12/12 12/13 12/14 12/15 12/16

15 12/19溫書假 12/20溫書假 12/21溫書假 12/22溫書假 12/23溫書假

16 12/26 12/27 12/28 12/29 12/30

17 1/2放假 1/3 1/4 1/5 1/6

18 1/9 1/10 1/11 1/12 1/13
期末學習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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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冊 截 止　8月 26日 (五 )

開 學 禮 拜　9月 15日 (四 )

正 式 上 課　9月 16日 (五 )

加 退 選 至　 9月 28日 (三 )

神 學 週　11月 15、16日 

期末學習分享會　1月 13日 (五 )

推廣教育中心 & 神學系 2022學年第一學期 行事曆 / 上課週數



台灣神學院  神學系  2022學年度第一學期（秋季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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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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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性與創傷療癒 諮商 2 詹詩儀 雙連教會 P.8

週二 ▲加爾文神學 神學 3 梁越美 雙連教會 P.8

週二
處境查經法與女性聖經詮釋 --
舊約中的女性人物

神學 3 邱凱莉 濟南教會 P.10

週二 跟著水去旅行 實踐 1 張錫塒 雙連教會 P.8

週三
⊕婚姻與家庭 --
薩提爾模式中的自我探索與修復

諮商 3 呂岱凌 士林教會 P.11

週三 跨界閱讀：聖經與文學的對觀與交遇 聖經 3 黃龍光 雙連教會 P.9

週四 ★基督教神學概論 神學 3 張廷玉 士林教會 P.12

週四 ⊕從信仰看親職教育 諮商 3 謝佳吟 台北馬偕醫院 P.11

週四 ⊕心理學與日常應用 諮商 2 詹詩儀 雙連教會 P.9

週四 如何解釋舊約聖經 聖經 3 曾宗盛 雙連教會 P.9

週五 參與環境教育的生態神學 實踐 3 陳慈美 雙連教會 P.10

週五 看故事與說故事 -電影與聖經人物 (二 ) 聖經 3 陳寬義 濟南教會 P.10

週六 ★報告寫作與圖書館運用 實踐 1 邱凱莉 雙連教會 P.11

週一 藝術心理學 諮商 3 姜愛玲 基隆 東明教會 P.13

週一 ★新約綜覽 實踐 3 陳俊光 台中 民族路教會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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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與家庭 --
薩提爾模式中的自我探索與修復

諮商 3 呂岱凌 士林教會 P.5

週四 ⊕從信仰看親職教育 諮商 3 謝佳吟 台北馬偕醫院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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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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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性與創傷療癒 諮商 2 詹詩儀 雙連教會 P.8

週四 ⊕心理學與日常應用 諮商 2 詹詩儀 雙連教會 P.9

線上課程平台 (遠距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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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二  馬太福音研讀 神學 3 孫寶玲 Teams P.12

週二 西洋音樂史概論 I 音樂 2 林汶娟 Teams P.12

8/2-9/6
7-9 pm 基礎樂理（密集班） 音樂 1 林汶娟 Teams P.12

實體上課 和 線上課程平台(遠距教學) 同步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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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二  ▲加爾文神學 神學 3 梁越美  雙連+Teams P.8

週四 ★基督教神學概論 神學 3 張廷玉  士林+Teams P.12

週四 ⊕心理學與日常應用 諮商 2 詹詩儀 雙連+Teams P.9

週四 如何解釋舊約聖經 聖經 3 曾宗盛 雙連+T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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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棒鐘 2 鄭麗純 台灣神學院 P.14

週一 管風琴司琴 1 余曉怡
艋舺教會、

福爾摩沙工作室
P.15

週三 管風琴司琴學 2 Dr. Sean 
Jackson 台灣神學院 P.15

週四 電腦音樂與媒體製作 3 林汶娟 台灣神學院 P.15

週二 西洋音樂史概論 I 2 林汶娟  Teams P.14

8/2-9/6
7-9 pm 基礎樂理（密集班） 1 林汶娟 Teams P.14

2022一 課程以學位學程列表



2022學年上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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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士學分班課程
⊕婚姻與家庭 --
薩提爾模式中的
自我探索與修復
呂岱凌 P.5/P.11

 神學系課程  
★基督教神學概論

張廷玉 P.12
(同步遠距教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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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性與創傷療癒
詹詩儀

2 學分 P.8

▲加爾文神學
   梁越美 P.8

(同步遠距教學 )

跨界閱讀 ---
聖經與文學的
對觀與交遇
黃龍光 P.9

⊕心理學與日常應用
詹詩儀

2 學分 P.9
(同步遠距教學 )

參與環境教育的
生態神學
陳慈美 P.10

跟著水去旅行
張錫塒

1 學分 P.8

如何解釋舊約聖經
曾宗盛 P.9

(同步遠距教學 )

台北區【濟南教會】(台北市中山南路 3號 )   晚 6：40∼ 9：30

處境查經法與
女性聖經詮釋 --
舊約中的女性人物

邱凱莉 P.10

          

看故事與說故事 -電影
與聖經人物 (二 )

陳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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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士學分班課程
⊕從信仰看親職教育

   謝佳吟 P.5/P.11

線上課程平台

 基礎樂理
(密集班 8/2~ 9/6 )

1學分
  林汶娟 P.12

馬太福音研讀
    孫寶玲 P.12

西洋音樂史概論 Ｉ
2 學分

    林汶娟 P.12

週六 9:00-12:00；13:30-16:20 ★報告寫作與圖書館運用 (1學分 )
上課日期：10/15、10/22  邱凱莉 P.11

外
區
班

基隆區東明班  週一晚上 6:40 ～ 9:30  創造的世界：藝術心理學 姜愛玲 P.13

台中民族路班  週一晚上 6:40 ～ 9:30  ★新約綜覽 陳俊光 P.13

音
樂
課
程
詳
見
P.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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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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神學院 週一11:0 0 ～12:50

音樂 2  管風琴司琴 余曉怡 1 艋舺教會 
福爾摩沙工作室

週一 15:0 0 ～16:50

音樂 3  管風琴司琴學 Dr. Sean Jackson 2 台灣神學院 週三 13:30 ～17:20

音樂 4  西洋音樂史概論 Ｉ  林汶娟 2  Teams 週二晚 7:30 ～ 9:20

音樂 5  電腦音樂與媒體製作 林汶娟 3 台灣神學院 週四晚 6:40 ～ 9:30

音樂 6  基礎樂理（密集班） 林汶娟 1  Teams 8/2 -9/6。7～ 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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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聽 

免學分費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