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殿必稱為萬民禱告的殿。我還要召集更多的人，歸併到這些被召集的人中」
（以賽亞書56:7-8）

亙古常在者在呼喚：誰來在每個城市建⽴禱告的殿？誰來召集渴慕活⽔的⼦⺠？
誰看⾒⼈們⼼中的空虛，將⽣命的肥⽢餵養他們？
你是否願意回應從不停⽌呼召的主，加⼊受裝備、牧養百姓的⾏列？
你是否正尋求能傳授聖經真道、培育領袖能⼒的群體？

我們的神學教育：釘根於本⼟與⻑⽼宗傳統，⼜在多元族群處境下尋求創新；我們的神學教育：釘根於本⼟與⻑⽼宗傳統，⼜在多元族群處境下尋求創新；
以嚴謹的學術訓練，塑造詮釋聖經、反省神學的能⼒；
以活潑的實習教育，認識教會實況、操練僕⼈的⼼志；
以豐富的團契⽣活，培養敬拜眼光、發展均衡的靈性。

你聽⾒上帝呼召你來召集、並牧養祂的⽺群嗎？
邀請你在禱告中尋求......
歡迎加⼊我們，接受裝備，⼀起回應主在這世代要我們完成的使命！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歡迎您】【台灣神學研究學院歡迎您】

詳細招⽣規定請⾒招⽣簡章，請點閱台灣神學研究學院網站
 

如需專⼈諮詢，歡迎來電：(02)28814472 轉 261 曾姐妹
本校位於陽明⼭之嶺頭，校園內有豐富的⾃然景觀與具⽂化、歷史意義之⼈⽂景觀的禮拜堂
、圖書館等建築，往⼭上之重要景點有陽明⼭國家公園，往⼭下則可參觀故宮博物院、⼠林
官邸、⼠林夜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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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源起於1872年由馬偕宣教師創立 訓練傳道人的台灣神學院 於 2015 年通過教育部立

案 開始招收教育部認可的道學碩士班學生 本校道碩班旨在培育教會牧養 宣教以及神學學術人才 我們重視長

老宗的神學傳統 但也汲取豐富的普世神學養分 期待能為上帝國訓練忠心並按正意分解真道的工人 本校道碩的

訓練有五個重要的目標

(1)牧者培育 注重靈性養成與服事能力的並進 且透過各種實習讓學生體會教會服事與機構工作的特質

(2)學術訓練 培養學生解釋聖經 闡釋教義 反思歷史 回應社會挑戰的學術能力

(3)宣教導向 傳承普世宣教的精神 並參與台灣本地的宣教實踐(3)宣教導向 傳承普世宣教的精神 並參與台灣本地的宣教實踐

(4)歷史意識 立足於改革宗傳統和台灣豐富的歷史文化 追求事奉與神學的更新

(5)國際視野 教育上致力與普世連結 並期盼推動以英文教授部分課程

     道碩學生可選修本校文學碩士教會音樂組及靈性諮商組課程的學分 以充實音樂 靈性關顧之涵養

     道碩學生之實習教會以本地為主 但有志跨文化服事者 學校提供機會申請至北美 東南亞地區的教會實習

     本校與加拿大Knox College 美國Union Presbyterian Seminary 韓國牧園大學神學院簽有協定 道碩生可

     申請一年交換學生至海外學習 拓展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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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班 創意禮拜 禮拜音樂與領會訓練詩班 創意禮拜 禮拜音樂與領會訓練

聖樂與靈修 指揮學

教牧協談 人觀 神學與心理學整合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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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顧與協談理論 老人協談 人觀

神學與心理學整合 諮商心理治療

聖經類

神學類

歷史宗教

實踐類

實習/其他

論文

選修選修

希臘文I 希伯來文I 新約導論I~II 舊約導論I~II 聖經釋義與詮釋

神學導論 系統神學I~II 基督教倫理學

基督教史I~II 台灣教會史 改革宗神學傳統

禮拜學 講道學 宣教學 牧會學 畢業講道I~II

觀摩 見習 實習I~IV 詩班/敬拜團 研究方法與報告寫作

畢業論文

聖經(4) 神學(2) 歷史宗教(2) 實踐(2) 自由選修(8)聖經(4) 神學(2) 歷史宗教(2) 實踐(2) 自由選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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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學分

13學分

9學分

6學分

18學分18學分

一月初

三月底

四月初

五月初

道碩班推薦甄試 具教育部立案大學學歷或同等學力 並具工作五年資歷 需考性格測驗 口試

道碩班一般考報名截止

道碩班一般考筆試 考性格測驗 中文論述文 英文 新舊約聖經 聖經範圍請見當年簡章

道碩班一般考口試

課程規劃 三年制 修業年限二~四年 共90學分 必修72學分

道學碩士 M.Div. 是神學教育的基礎學位 也是牧職的必要裝備 期於三年內建立整全的聖經和神學基礎 在本課程

的規劃中 分為四大領域的必修以及四學期的教會實習 並須完成碩士學術論文

招生Q&A

1. 目前有台灣神學院及台灣神學研究學院 其下均有道學碩士班 請問有何差別

A 本地教育部大專院校文憑者(含二 三 五專) 報考台灣神學研究學院 海外及東南亞國家未具教育部立案學校資

格者 報考台灣神學院

2. 請問長老教會考生報考程序為何

A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考生報考道碩者 需依傳道師分派辦法及實施細則 1.報考生需於報考神學院前一年度6月30日前

報備所屬小會並登錄於小會議事錄 開始委身於教會生活及服事關懷的 服事輔導期 2.參加傳委會舉辦的人格測驗報備所屬小會並登錄於小會議事錄 開始委身於教會生活及服事關懷的 服事輔導期 2.參加傳委會舉辦的人格測驗

服事輔導期及人格測驗相關規定請詳閱傳委會 A-11報考本宗神學院道學碩士班推薦制度實施細則

3.若不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弟兄姊妹可以報考台灣神學研究學院道碩嗎 有語言限制嗎

A 本道碩課程以培育上帝國合用的工人為宗旨 不受教會宗派限制 授課以華台語並行 非常歡迎友好教會的弟兄姊妹

前來報考 接受裝備

4.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道學碩士班之學雜費如何 是否可申請獎助金

A 台神研道碩生每學期之學費為32,700元 雜費為9,500元 若加上住宿費 伙食費等 一學期之花費約60,000元

學雜費每年彈性調整 本課程第一年基本上不提供獎學金 但同學可申請教育部各項減免 如原住民優惠等 亦可學雜費每年彈性調整 本課程第一年基本上不提供獎學金 但同學可申請教育部各項減免 如原住民優惠等 亦可

至富邦銀行申請就學免息貸款 第二年起 長老教會預備受差派學生 友好教會學生可申請學校其他種類之獎助金

詳情請參考招生FAQ http://www.tgst.edu.tw/p/404-1001-1923.php

招生對象

回應全職服事牧會或宣教之呼召者

回應聖經 神學學術工作之呼召者

招生時程 此僅為大約時程 確切日期須密切注意網站上之招生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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