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課班別 必/選 類別 科　　目 學分 老師 時　間 教室 備　註

神研道碩一 必修 聖經 希臘文I 3 張志偉 語言班 9:00~12:00 207 8/3~26

神研道碩一 必修 聖經 新約導論I 3 吳孟翰 五 8:00 9:00 10:00 403 A班

神研道碩一 必修 神學 神學導論 3 林鴻信 二 8:00 9:00 10:00 207 A班

神研道碩一 必修 歷史宗教 基督教史 I 3 鄭仰恩 三 8:00 9:00 10:00 403 A班

神研道碩一 必修 實踐 研究方法與報告寫作 0 邱凱莉

圖書館
一 13:30 14:30 403

神研道碩一 必修 觀摩 / 實習 1 學務處 依學務處安排

神學研究所 必修 禮拜與靈性實踐I 0 學務處 二.三.四  11:00
禮拜堂/
各組教室

大禮拜、導師/靈性小組、全

校性時間

神學研究所 必修 講道實習I 0 蔡慈倫 五 11:00 禮拜堂

神研道碩二 必修 聖經 希伯來文I 3 徐萬麟 語言班 9:00~12:00 403 8/3~26

神研道碩二 必修 聖經 聖經釋義與詮釋 3 曾宗盛 二 8:00 9:00 10:00 403 須修過希臘文I.希伯來文I.新
約導論I.舊約導論I

神研道碩二 必修 聖經 舊約導論II 3 賴弘專 五 8:00 9:00 10:00 207 未修過舊導I者,須舊導II老師

同意

神研道碩二 必修 神學 系統神學 I 3 梁越美 三 8:00 9:00 10:00 207 須修過神學導論

神研道碩二 必修 實踐 講道學 3 蔡慈倫
四 8:00 9:00 (A組10:00
／B組13:30) 207 不開放旁聽.須修過或同時修

聖經釋義與詮釋

神研道碩二 必修 實習I 2 學務處 三 13:30 403

神學研究所 必修 禮拜與靈性實踐III 0 學務處 二.三.四  11:00
禮拜堂/
各組教室

大禮拜、導師/靈性小組、全

校性時間

神學研究所 必修 講道實習III 0 蔡慈倫 五 11:00 禮拜堂

神研道碩三 必修 神學 基督教倫理學 3 陳尚仁 四 8:00 9:00 10:00 403

神研道碩三 必修 歷史宗教 台灣教會史 2 鄭仰恩 二 9:00 10:00 活動中心

神研道碩三 必修 實踐 畢業講道I 0 蔡慈倫 五 11:00 禮拜堂 須修過講道學

神研道碩三 必修 實踐 畢業論文 6 教授團

神研道碩三 必修 實習III 1 學務處 依學務處安排

神學研究所 必修 禮拜與靈性實踐V 0 學務處 二.三.四  11:00 禮拜堂/
各組教室

大禮拜、導師/靈性小組、全

校性時間

神研道碩(全) 選修 聖經 #希臘文II 3 吳孟翰 二 14:30 15:30 16:30 402 限修過希臘文I

神研道碩(全) 選修 聖經 #希伯來文II 3 徐萬麟 四 14:30 15:30 16:30 402 限修過希伯來文I

神研道碩(全) 選修 聖經 #使徒行傳 3 孫寶玲 四 14:30 15:30 16:30 403 限20人

限修過新導I、II

神研道碩(全) 選修 聖經 #馬太福音與符號學 3 吳孟翰 三 14:30 15:30 16:30 401 限10人。限修過新導

不開放旁聽

神研道碩(全) 選修 神學 #潘霍華神學 3 林鴻信 二 14:30 15:30 16:30 神學人會館

會議室

神研道碩(全) 選修 神學
#原住民族議題與神

學反思
3 邱凱莉 三 14:30 15:30 16:30 402

神研道碩(全) 選修 歷史宗教 #台灣諸宗教 3 蔡約拿 四 14:30 15:30 16:30 401 長老教會道碩學生必二選一

限道碩二以上選修

神研道碩(全) 選修 歷史宗教
#靈修神學的歷史探

討
3 鄭仰恩 三 14:30 15:30 16:30 403

神研道碩(全) 選修 實踐 #教會行政與事工 2 王怡方

教授團
三 9:00 10:00 401 長老教會道碩學生必選

限道碩三選修不開放旁聽

神研道碩(全) 選修 實踐 #白話字 0 梁淑慧 四 9:00 10:00 401 服事語言-長老教會道碩學生

必選(依推薦中會認定)

神學碩士(全) 必修 綜合討論 3 孫寶玲 一09:30~11:00 115教室

神學碩士(全) 必修 論文研討會 3 孫寶玲 一11:00~12:00 115教室

神學碩士(全) 必修 論文計畫書 3

神學碩士(全) 選修 舊約研究
舊約中的禱告:詩歌

與修辭研究進路
3 賴弘專 三 14:00~16:30 105研討室

神學碩士(全) 選修 舊約研究
舊約神學方法:舊約

研究的新進路
3 曾宗盛 二 14:00~16:30 104教室

神學碩士(全) 選修 新約研究 新約研究歷史 3 孫寶玲 三 9:00~11:00 105研討室

神學碩士(全) 選修 新約研究
新約背景:歷史、宗

教、文化
3 孫寶玲 三 9:00~11:00 105研討室

神學碩士(全) 選修 系統 加爾文神學研究 3 林鴻信 二15:00~17:30 神學人會館

會議室

神學碩士(全) 選修 系統 潘霍華神學研究 3 林鴻信 一 14:30~16:00 神學人會館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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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研究所必修 神學 神學導論 3 陳尚仁 二 8:00 9:00 10:00 401 文碩神研核心課程B班

基督教研究所必修 歷史宗教 基督教史 3 陳寬義 三 8:00 9:00 10:00 402 文碩神研核心課程B班

基督教研究所必修 聖經 新約導論 3 邱啟榮 二 8:00 9:00 10:00 402 文碩神研核心課程B班

基督教研究所必修 教會參訪 0 學務處 依學務處安排

文碩教音一 必修 教音 會眾詩歌I 2 陳淑芬 二 13:30 14:30 304

文碩教音一 必修 教音 教會音樂哲學 2 陳琇玟 四 9:00 10:00 304

文碩教音一 必修 教音 指揮學I 2 陳詩音

陳琇玟
四 13:30 14:30 304 限8人

文碩教音一 必修 教音 詩班 0.5 陳琇玟 一 15:30 16:30 禮拜堂

文碩教音一 必修 教音 敬拜團 0.5 林汶娟 一 15:30 16:30 活動中心 不開放旁聽

文碩教音二 必修 教音 音樂研究法 2 江玉玲 二 15:30 16:30 401 不開放旁聽

文碩教音二 必修 教音 教會音樂實習II 0 學務處 依學務處安排

文碩教音二 必修 教音 畢業論文I(教音) 0 教授團

文碩教音二 必修 教音 畢業論文II(教音) 2 教授團

文碩教音(全) 必修 教音 CV聖樂合唱曲目學I 2 李建一 一 10:00 11:00 207 主修合唱指揮。聲樂

文碩教音(全) 必修 教音 P鋼琴曲目學I 2 陳淑芬

陳玲玉
四 15:30 16:30 304 主修鋼琴

文碩教音(全) 必修 教音 CVOPM畢業發表 2

文碩教音(全) 必修 教音 (主修)指揮 1

文碩教音(全) 必修 教音 (主修)聲樂 1

文碩教音(全) 必修 教音 (主修)鋼琴 1

文碩教音(全) 選修 教音 (副修)指揮 0.5

文碩教音(全) 選修 教音 (副修)聲樂 0.5

文碩教音(全) 選修 教音 (副修)鋼琴 0.5

文碩靈諮一 必修 諮商 心理學基礎課程 0 胡瑞芝 暑期自學課程 開學檢定考

文碩靈諮一 必修 諮商 諮商心理學理論 3 胡瑞芝 二 14:00 15:00 16:00 201

文碩靈諮一 必修 諮商 研究方法專題 3 張雅惠 五 8:00 9:00 10:00 402

文碩靈諮一 必修 諮商 機構實習I 1 胡瑞芝 二 18:20~20:20 403

文碩靈諮二 必修 諮商 諮商心理學實務 3 黃友音 三 8:00 9:00 10:00 201

文碩靈諮二 必修 諮商 靈性諮商 3 張雅惠

錢玉芬
四 8:00 9:00 10:00 402

文碩靈諮二 必修 諮商 機構實習III 1 胡瑞芝 二 18:20~20:20 403

文碩靈諮二 必修 諮商 畢業論文I(靈諮) 0 教授團

文碩靈諮二 必修 諮商 畢業論文II(靈諮) 2 教授團

文碩靈諮(全) 選修 諮商 #靈修指導操練專題I 2 胡瑞芝 四 13:30 14:30 15:30 201

文碩靈諮(全) 選修 諮商 #宗教/靈性專題 3 張雅惠 三 13:30 14:30 15:30 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