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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工碩士證書科 

Graduate Diploma in Christian Ministry  

為使在職信徒工作之餘仍有機會進一步裝備神學，將基督信仰落實於現實生活中；

亦為衛理公會培養義務傳道，加強其專業訓練，故設立本碩士證書科。由本院專任師資

打造黃金課程，輔以擅勝實踐神學教師授課，以多元教學、小組研討為主。期望以正規

學制之教學訓練，提升學生神學專業素養、牧養技巧與視野，成為神國精兵，榮神益人。 

壹、報名資格 

一、重生得救受洗之基督徒，在生活與教會事奉有美好見證者。 

二、具學士學位或具同等學力者。 

三、已擔任衛理公會義務傳道者，或預備成為本會義務傳道者，須經牧長(主任牧

師）推薦並取得總會認可之簽署後報名，不受第二項限制。 

貳、報名繳交文件 

一、報名申請書（請填寫完整，並附上 1吋照片 3 張），字體務必清晰。 

二、報名繳交資料表。 

三、自傳一份（含重生得救見證、成長過程、經歷等，約 1500字） 

四、推薦書一份，由牧者或服事教會主任牧師具名，推薦者須載明與被推薦者之關

係並附上名片，彌封交由考生或親寄信函至本院。 

五、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印本一份 

六、公私立醫院體檢表一份（含 B型肝炎、胸部 X 光。一年內之體檢表亦可） 

七、報名費劃撥單，報名費新台幣 1,000元，缺席者恕不退費及退件 

郵政劃撥：１９３４２３９０ 

戶  名：財團法人 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 衛理神學研究院 

八、報名方式： 

（1）通訊或親自報名（通訊報名以郵戳為憑） 

（2）來函請寄「衛理神學研究院 招生委員會」收 

參、學費規定： 

每學分新台幣 2,800元（包含學雜費、學分費），本會義務傳道之學分費減半。 

肆、課程計劃 

一、此課程為 30學分之訓練，最高修業年限 5年。 

二、上課週數：上下學期各 14週；  

三、 上課時間：以週間晚間及週六上午為主；部分課程可能安排於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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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以密集課程方式進行。。 

四、上課地點：全台各大都會區交通便捷之教會場地，依課程安排地點 

（一）城中教會（淡水線－中正紀念堂站） 

（二） 台北衛理堂（板南線－忠孝新生站） 

（三） 永和天恩堂（南勢角線－頂溪站） 

（四） 雅各堂（板南線－國父紀念館站） 

（五） 松山恩友堂 

（六） 樹林約翰堂 

（七） 台中衛理堂 

（八） 台南衛理堂 

（九） 高雄榮光堂 

五、課程特色： 

（一） 強調事奉、宣教與實踐等課程。 

（二） 衛理宗班會之實踐。 

（三） 以研討課（seminar）為主。 

（四） 課程濃縮集中、修讀年限短，可於三至五年內修畢所有學分。 

（五） 畢業後若進修本院教牧碩士或道學碩士學位，可折抵同類別神學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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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聖工碩士： 

(一) 修讀學分：共 30學分，最高修業年限 5年。 

(二) 包括：聖經研讀 12學分、系統神學 3學分、歷史神學 4學分、實踐神學 3學分、

自由選修 8學分。 

(三) 上課週數：上下學期各 14週。  

(四) 開放給「信徒神學」修習者選修。 

信徒神學 

(一) 此課程為 24學分之訓練，最高修業年限 5年。 

(二) 每科各 2學分，每科上課 2小時共 14週（28 小時）。 

科目類

別 
課程 

學分 

課程說明 
信

徒

神

學 

聖

工

碩

士 

聖經研

讀 

（BS） 

新約概論 
2 

 

3 

(必) 

介紹新約聖經各經卷的作者、寫作年代、地點、

寫作目的等背景性資料以及各卷書之結構大

綱，進而促進學員對於新約聖經的熟悉度。 

舊約概論 
2 

 

3 

(必) 

介紹舊約聖經各經卷的作者、寫作年代、地點、

寫作目的等背景性資料以及各卷書之結構大

綱，進而促進學員對於舊約聖經的熟悉度。 

聖經專題 2 3 

1.本課程旨在使修讀者了解各卷書的本質、背

景、語言、文本和正典之形成，以及的作者、寫

作的時間、地點、目的、內容和特色。 

2.透過對於各書卷中重要主題的提問以及對於重

點的系統性整理，幫助同學熟悉聖經的內容。 

3.深入淺出的以多重角度重新探討、詮釋聖經各

卷書，以突破傳統不求甚解的片面研經方式，並

藉由靈活，觸類旁通的深度、有趣學習，期能幫

助同學對於整本聖經有全面貫徹的真正了解，並

能將之活用在生活中。 



 

 

4 

 

 

 

摩西五經 

歷史書 

四福音 

書信類 

(聖經碩士至少選二門) 

2 

 

3 

(必) 

摩西五經： 

1. 認識基本聖經研讀的方法，與基督教正典的

由來、概念。 

2. 以聖經以色列歷史為主軸，介紹創世記～申

命記的基本內容（人物、 

事件）、文學特性與神學信息，對五經有整體的

概念。 

3. 嘗試將五經與新約的內容作聯繫，認識舊約

與新約的關連。 

4. 熟悉聖經中重要地理名詞與在聖經地圖中的

位置。 

 

歷史書: 

這幾卷書以一種特別的觀點，記載了上帝的選民

從進入應許之地，直到失去應許之地，又得以歸

回應許之地的一段歷史．在這個課程中，我們要

來研讀這些書卷的經文，了解這些書卷的主要內

容及信息，並 藉此歸納舊約歷史敘事的特 殊模

式；同時也進一步 尋求各卷 書的信息在信仰上

及生活上的運用，以及在教會中傳講與教導這些

書卷的角度。 

 

四福音書： 

通常被認為是有關地上耶穌言行事蹟的記錄，但

非一般易被認為的「耶穌傳」。其實，四福音書

的作者是透過復活信仰的觀點，面對各自特殊的

情況和教會實際的需要，以編寫耶穌傳統資料的

方式，重釋其意義，來傳達其信息的。耶穌基督

是教會信仰的對象，為福音書中的主要人物。本

課程旨在提供對四福音書信息的了解，並以有關

耶穌的主題作為探討的內容，研讀選定的相關經

文。 

 

書信類: 

提供修讀者熟悉保羅書信內容的機會，了解保羅

如何因應教會的情況與需要以及所傳達的信息。 

課堂上的講義將依保羅書信寫作的前後次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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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卷書信寫作的時機與目的，闡釋其中心信息。 

本課程所涉及的範圍將包括有具名的十三卷保

羅書信。 

系統神

學 

（ST） 

基督教神學概論 
2 

 

3 

(必) 

從系統神學的角度來解析基督教的核心教義（如

使徒信經），目的在於幫助學員在讀經和預備講

章時習慣以神學視角來思考問題。 

基督教神學專題 2 3 

本課程旨在協助同學初步認識「何謂神學？」，

其性質、任務與方法，以及介紹神學所討論的主

要課題。在課程中並協助同學不斷在生活事奉經

驗中，建構同學神學思考的習慣與紀律、研究與

表達。 

本課程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介紹神學的主要內

容及進行學思考的考慮因素；第二部分則實際介

紹神學作為一門學科其研究的方法、資料的收

集、與寫作等。 

歷史神

學 

（HT） 

4 

基督教會通史  
2 

(必) 

本課程以時代精神與神學議題之間微妙的互動

為理解兩千年教會歷史之主軸，認識今日各教派

形成的歷史傳承，進而瞭解歷代教會如何因應其

時代、文化的挑戰。 

循道衛理宗專題 2 
2 

(必) 

透過考察距離宗教改革兩百年後，在英倫所發軔

的「循道運動衛理宗傳統 」了解宗教改革後期

的教會歷史，及其所衍發的神學課題與爭論。這

些神學課題至今仍影響著現代基督宗教信仰實

踐的想像，無論是對教會的牧養、基督群體在社

會的實踐以及信徒的個人信仰實踐等。 

台灣基督教歷史專題 2 3 

本課程以時代精神與神學議題之間微妙的互動

為理解兩千年教會歷史之主軸，認識今日各教派

形成的歷史傳承，進而瞭解歷代教會如何因應其

時代、文化的挑戰。 

靈修神學及其歷史 2 3 

本課程以歷史縱向發展角度，介紹基督信仰中的

靈修人物及其靈修精神；讓我們更深體會聖徒相

通及對基督信仰的寶貴靈修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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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基督教 2 3 

本課程的目標，是帶領協助研究生從政治、社

會、宗教、文化、經濟等歷史環境，認識基督宗

教於公元一世紀興起之歷史背景，以及自公元一

世紀起截至公元五世紀之間的歷史發展。 

本課程在教會歷史發展脈絡中，觸及以下若干重

要主題：耶穌運動、教會制度化、初期教會先知

傳統、早期教父（包含使徒教父）介紹、新約正

典化、大公會議與信理的確定、教會的數次大分

裂、初期教會的禮儀、教難、羅馬帝國的基督化、

教會的羅馬帝國化、信理的爭議與確定、隱修運

動等。 

實踐神

學 

（PT） 

查經法（釋經學） 

與講道學 
 

3 

(必) 

查經法協助學員如何協助自己及他人深度地認

識聖經及其信息，使其成為生活的力量。學習如

何預備、帶領有系統地查考聖經，如小組查經、

福音性查經以及查經班等。 

 

講道法是初階講道學課程，為要幫助在教會擔任

宣講事奉的信徒領袖，可以在口語傳播、經文釋

義與生活應用三方面得到更好的訓練。以期達到

按著正意分解真道的目標，建造教會的信徒。 

信仰分享佈道 

與職場文化宣教 
 3 

協助學員學習在現代的情境中如何預備及進行

佈道的工作，包括個人談道、分享信仰等。學習

談道者的禱告預備、關係的建立、聆聽的專注以

及見證信仰的時機等。 

幫助信徒確立職業為其在世的聖召。協助學員認

識各樣職場文化的特色，實踐職場宣教時的預

備、以及遇到的各樣課題。 

婚姻與家庭輔導 2 3 

衝突是任何團體中自然會發生的、無可避免的現

象。衝突一旦發生，若沒有經過妥善的處理，總

是難免會為彼此帶來或多或少的傷害。在現實的

生活環境裡，因著夫妻關係的不協調，以至於造

成家庭體系的不健全、社會問題的惡化，甚至影

響到教會的發展，在在都顯示出夫妻關係和睦的

重要性。透過本課程期待夫妻願意主動化解彼此

的衝突，建立健康快樂的蒙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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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學與實踐 2 3 

幫助信徒確立職業為其在世的聖召。協助學員認

識各樣職場文化的特色，實踐職場宣教時的預

備、以及遇到的各樣課題。 

基督教教育概論 2 3 

1、瞭解基督教教育的經典依據：【聖經】 

2、認識基督教教育的發展史 

3、運用教育原理於當今的教會、家庭、個人生

活 

 

崇拜理論與實踐 2 3 
介紹基督徒崇拜的基本理論包括其歷史演變及

崇拜背後的神學理念，並一同操練如何預備各樣

性質的崇拜設計、及參與各樣的崇拜事奉。 

助人技巧與協談 2 2 

助人也需要技巧，協談也需要方法。在個人關懷

的事奉中，如何運用聆聽、陪伴、支持，協助人

度過人生的困境以及跨越信仰的攔阻。本課程旨

在協助信徒領袖建立起助人與協談的基本專業

與輔導素養，達到服事果效及品質提昇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