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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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約導論II 3 邱啟榮 四 8:00 9:00 10:00 403 未修過新導I者,須新導II老師

同意

神研道碩一 必修 聖經 舊約導論I 3 曾宗盛 五 8:00 9:00 10:00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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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研道碩一 必修 實踐 禮拜學 3 蔡慈倫 二 8:00 9:00 10:00 207

神研道碩一 必修 實踐 見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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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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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0 蔡慈倫 五 11:00 禮拜堂

神研道碩二 必修 神學 系統神學II 3 林鴻信 三 8:00 9:00 10:00 207

神研道碩二 必修 實踐 牧會學 3 馬約翰 二 8:00 9:00 10:00 401

神研道碩二 必修 實踐 宣教學 3 蔡約拿 四 8:00 9:00 10:00 207

神研道碩二 必修 實踐 實習II 2 學務處 三 13:30 403

神學研究所 必修 禮拜與靈性實踐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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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0 蔡慈倫 五 11:00 禮拜堂

神研道碩三 必修 歷史宗教 改革宗神學傳統 3 鄭仰恩 二 8:00 9:00 10:00 403

神研道碩三 必修 實踐 畢業講道II 1 蔡慈倫

教授團
五 11:00 禮拜堂

神研道碩三 必修 畢業論文 6 教授團

神研道碩三 必修 實習IV 1 學務處

神學研究所 必修 禮拜與靈性實踐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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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2 邱啟榮 一 10:00 11:00 402 限修過希臘文II

神研道碩(全) 選修 聖經 #希伯來文III 3 賴弘專 四 14:30 15:30 16:30 201 限修過希伯來文II

神研道碩(全) 選修 聖經 #詩篇釋義與應用 3 徐萬麟 二 14:30 15:30 16:30 401 名額15名.高年級優先

神研道碩(全) 選修 聖經 #馬太福音與符號學 3 吳孟翰 二 14:30 15:30 16:30 402 限道碩選修.不開放旁聽

神研道碩(全) 選修 聖經
#保羅書信與歐陸哲

學
3 吳孟翰 三 14:30 15:30 16:30 201 限道碩二以上選修不開放旁

聽

神研道碩(全) 選修 聖經 #哥林多前書 3 張志偉 四 14:30 15:30 16:30 402

神研道碩(全) 選修 神學 #本土神學 3 邱凱莉 五 8:00 9:00 10:00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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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學 #聖靈論 3 林鴻信 二 14:30 15:30 16:30 207 不開放旁聽

神研道碩(全) 選修 歷史宗教
#劇變世界中的信仰

見證：世界基督教
3 鄭仰恩 四 14:30 15:30 16:30 207

神研道碩(全) 選修 歷史宗教 #基督教合一的問題 3 蔡約拿 三 14:30 15:30 16:30 402 限15人

神研道碩(全) 選修 實踐
#解放神學思潮與牧

靈實踐
3 邱凱莉 三 14:30 15:30 16:20 401

神研道碩(全) 選修 實踐
#禮拜音樂與聖詩應

用
3 陳琇玟 二 14:30 15:30 16:30 304

神學碩士(全) 必修 綜合討論 3 孫寶玲 一 10:00~11:15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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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學碩士(全) 必修 論文計畫書 3

神學碩士(全) 選修 系統
稱義與重生神學專

題
3 林鴻信 一 9:00~10:30 神學人會

議室

神學碩士(全) 選修 系統 莫特曼神學選讀 3 林鴻信 一 14:00~15:30 神學人會

議室

神學碩士(全) 選修 新約
約翰福音「告別講

論」的研究
3 孫寶玲 二 8:00~10:00 105研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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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碩士(全) 選修 新約
路加福音的文學與

神學
3 邱啟榮 二 8:00~10:00 神學人研

討室A

神學碩士(全) 選修 實踐靈諮
全人關顧的靈性面

向
3 錢玉芬 二 8:00~10:50 20-18R

神學碩士(全) 選修 新約
帖撒羅尼迦書信的

近代研究
3 孫寶玲 三 8:00~10:00 105研討室

神學碩士(全) 選修 系統
系統神學專題：教

會與紀律
3 林鴻信 三 8:00~10:50 207

神學碩士(全) 選修 歷史宗教
恩典與紀律教義的

發展：從中世紀末
3 鄭仰恩 三 14:00~17:00 105研討室

神學碩士(全) 選修 宣教 基督教合一的問題 3 蔡約拿 三 14:30~17:20 402

神學碩士(全) 選修 實踐
田立克神學中的靈

性形塑
3 莊信德 四 14:00~17:00 神學人研

討室A

神學碩士(全) 選修宗教與社會土地神學 3 教授團 18:30~20:20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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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研究所必修 聖經 舊約導論 3 徐萬麟 二 8:00 9:00 10:00 402

文碩教音一 必修 教音 會眾詩歌II 2 陳淑芬 二 15:30 16:30 303

文碩教音一 必修 教音 指揮學II 2 陳詩音

陳琇玟
四 9:00 10:00 304

文碩教音一 必修 教音 詩班 0 陳琇玟 一 15:30 16:30 禮拜堂

文碩教音一 必修 教音 敬拜團 0 周信榮 一 15:30 16:30 活動中心

基督教研究所必修 教會音樂實習 0 學務處

文碩教音二 必修 教音
禮拜設計與領會訓

練
2 陳琇玟 三 13:30 14:30 304

文碩教音二 必修 教音 聖樂事工實務 2 林汶娟 一 10:00 11:00 207

文碩教音二 必修 教音 教會音樂史 2 林汶娟 三 15:30 16:30 304

文碩教音二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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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2 戴怡音 二 13:30 14:30 303 指揮.聲樂主修

文碩教音(全) 必修 教音 P鋼琴曲目學II 2 陳淑芬 四 13:30 14:30 304 鋼琴主修

文碩教音(全) 必修 教音 (主修)指揮 1 教授團

文碩教音(全) 必修 教音 (主修)鋼琴 1 教授團

文碩教音(全) 必修 教音 (主修)聲樂 1 教授團

文碩教音(全) 必修 教音 (副修)指揮 0.5 教授團

文碩教音(全) 選修 教音 (副修))鋼琴 0.5 教授團

文碩教音(全) 選修 教音 (副修)聲樂 0.5 教授團

文碩靈諮一 必修 諮商
團體諮商理論與實

務
3 錢玉芬 四 8:00 9:00 10:00 402

文碩靈諮一 必修 諮商 機構實習II 1 錢玉芬 二 18:30 19:30 401

文碩靈諮二 必修 諮商 畢業論文II 2 教授團

文碩靈諮二 必修 諮商 機構實習IV 1 錢玉芬 二 18:30 19:30 401

文碩靈諮(全) 選修 諮商 #寬恕的勇氣 3 王千倖 二 14:30 15:30 16:30 201

文碩靈諮(全) 選修 諮商 #危機處理與創傷 3 黃友音 四 13:30 14:30 15:30 403

文碩靈諮(全) 選修 諮商
#洞察取向的靈性關

顧II
3 錢玉芬 五 8:00 9:00 10:00 4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