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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科系】 

一、 神學博士 ( Doctor of Theology ) 

為培育神學院師資與神學研究者所設立的最高學位，著重於神學研究學術
能力的涵養，以及完成具有深度及原創性的博士論文。 

●聖經組  ●系統神學組  ●歷史神學∕教會歷史組  ●實踐神學組 

二、 教牧學博士 ( Doctor of Ministry )  

提供專職牧者在職訓練，一方面做退隱的靈命更新，一方面對自己的服事
做更深入的神學反思。 

●聖經組  ●系統神學組  ●歷史神學∕教會歷史組  ●實踐神學組 

三、 神學碩士 ( Master of Theology )  

為對神學教學與研究有負擔者所設立，是為日後有負擔繼續深造神學博士
學位所設計的基礎學術研究學位。 

●聖經組  ●系統神學組  ●歷史神學∕教會歷史組  ●實踐神學組 

四、 道學碩士 ( Master of Divinity )  

培養學生成為終身專職的傳道人，一方面既能承接基督信仰的傳統，一方
面又能在當代的處境中為基督做見證；能明白聖經的原意，又能做合乎時
代的詮釋；能有力的宣揚福音、培育門徒，並智慧領導教會健康的發展。 

五、 教牧碩士 ( Master of Arts in Ministry )  

針對信徒有意投入教會的牧養事工，如衛理宗的本地傳道、班會領袖或新
興教會的區牧、小組長等服事。 

六、 教牧輔導碩士 ( Master of Arts in Pastoral Counseling ) 

以基督信仰為基礎，結合基督信仰與及全人輔導的理論與策略，訓練有心
投入事奉之基督徒，使之承接基督與教會助人的使命，成為有效的助人者。
期待完成課程後能夠領導教會或機構的輔導關顧與社區事工。 

七、 靈修學碩士 ( Master of Arts in Christian Spirituality ) 

以基督信仰為基礎，為裝備牧者、信徒領袖、義務傳道等從事靈性培育的
工作，成為有效的助人者。為教會的門徒訓練提供生命轉化，邁向基督樣
式的向度。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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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理神學研究院 

2023年春季推薦甄試招生簡章第 4頁 

 

【推薦甄試日期】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023年 2 月 6 日（一） 

推薦甄試「面試」(含心理測驗)日期：2023 年 2月 15日（三） 

放榜日期：2023 年 2 月 2016 日（四） 

甄試結果將公佈學校網站：www.mgst.org.tw，放榜通知信將以電子郵件寄出。 

【推薦甄試內容】 

心理測驗、面試（請於面試時間前 20 分鐘抵達本院等候） 

【報名手續】 

1. 填寫報名申請書。 

2. 繳交各科系之要求文件。 

3. 繳交各科系所應繳之報名費（面試缺席者恕不退費及退件）。 

4. 以上各項資料請寄至本院招生委員會，通過書面審查者，即通知參加

「心理測驗」及「面試」。 

※若有任何疑問，請電洽：（02）8663-3488#214教務處。 

※考生住宿事宜，請於 2 月 8 日（三）前電洽：（02）8663-3488#212

總務處。 

※行動不便者，請於報名申請書中特別註明，以事先安排考場座位。 

【繳費方式】 

1. 請匯款繳費至以下帳戶： 

華南商業銀行(008) 125-20-039048-8 

戶名：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 

完成繳費後，請來電或來信教務處通知您的匯款帳戶後五碼。 

2. 郵政劃撥：1934-2390 

戶名：財團法人 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 衛理神學研究院 

【鼓勵錄取學生於 2023年 2月春季班開始修課】 

推薦甄試錄取學生，學籍登錄日期為「2023 年 9月秋季班」開始， 

但鼓勵錄取學生提早於「2023 年 2月春季班」開始修課（修取學分）。 

 

http://www.mgs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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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博士 

Doctor of Theology  

此學程是為培育神學院師資與神學研究者所設立的最高學位，著重於神學研

究學術能力的涵養，以及完成具有學術深度及原創性的博士論文。 

本學位區分四組「主修類別」提供學生選擇： 

（1）聖經組（2）系統神學組（3）歷史神學／教會歷史組（4）實踐神學組。 

壹、報考資格 

一、重生得救受洗之基督徒，生活與教會事奉有美好見證者。 

二、 具本院認可之神學碩士學位及有 3兩年以上全職教會或相關機構事奉經

驗。 

三、具非神學碩士學位；卻有道學碩士相關及兩年三年以上全職教會或相關

機構事奉經驗(錄取後須補修神碩學分，補修期間只能修博士班本科系一

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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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資料表 

三、 自傳一份（含重生得救見證、成長過程、經歷、進修計畫等，約 1500字） 

四、 推薦書二份，教授或單位主管乙份、教會牧者乙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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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學歷成績單正本一份 

六、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印本一份 

七、 報名費新台幣 2,000元，缺席者恕不退費及退件 

八、 論文研究計劃書初稿 1份(約 3,000字），內容包含：研究主題、研究動機與目

的、研究方法、研究大綱及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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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試規定 

通過書面審查者，即通知參加「心理測驗」及「面試」。 

肆、學費規定 

學費每學分新台幣 8,000 元（包含學雜費、學分費） 

論文口試費 12,000 元 

伍、課程計劃 

一、此課程最高修業年限為 10年，若須延長修業年限按本院規定申請之。 

二、神學博士科之課程規定 

(一) 核心課程 24 學分(包括 4 專題，每個專題各修 2門課)。 

(二) 三次綜合測驗(包含神學、主修專題)，共 9學分。 

(三二) 畢業論文 12 學分和口試。 

三、綜合測驗（資格考試） 

(一) 修完規定課程後，始得參加綜合測驗。 

(二) 學生需通過三次綜合測驗後，即獲得博士候選人資格，並得開始進行畢

業論文之撰寫。 

(三) 若曾在學術單位(期刊)發表過與研究相關之學術論文兩次(篇)以上者，

可免綜合測驗。 

四三、提出論文計劃書(Proposal)：內容應包含研究動機、研究動機與目的、研

究方法、論文大綱及參考書目等。 

五四、論文需具有原創性、達到博士研究學術深度、以及對於研究領域有學術

貢獻，並按學術論文寫作格式之規定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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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學博士 

Doctor of Ministry  

本學程提供專職牧者在職訓練，一方面做退隱的靈命更新，一方面對自己的

服事做更深入的神學反思。 

本學位區分四組「主修類別」提供學生選擇： 

（1）聖經組（2）系統神學組（3）歷史神學∕教會歷史組（4）實踐神學組。 

壹、報名資格 

一、重生得救受洗之基督徒，生活與教會事奉有美好見證者。  

二、具本院認可之道學碩士學位及有3兩年以上教會或相關機構事奉經驗。  

三、具非道學碩士學位，卻有文學碩士（Master of Arts）相關及三五兩年以

上教會或相關機構事奉經驗（錄取後須補修道碩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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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資料表 

三、 自傳一份（含重生得救見證、成長過程、事奉經歷、進修計畫等，約 1500字） 

四、 推薦書二份，其中一份需為教會牧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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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學歷成績單正本一份 

六、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印本一份 

七、 報名費新台幣 2,000元，缺席者恕不退費及退件 

八、 論文研究計劃書初稿 1份(約 1500字），內容包含：研究主題、研究動機與目

的、研究方法、研究大綱及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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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試規定 

通過書面審查者，即通知參加「心理測驗」及「面試」。 

肆、學費規定 

每學分新台幣 4,150 元 

伍、課程計劃 

一、 學位應修36學分，課程共30學分及論文6學分。  

二、 主修科目：依學生所選主修課程，學院派指導教授指導（討論課程進度

或讀書計劃）。  

三、 此課程最高修業年限為7年，若需延長修業年限按本院規定申請。  

四、 修課期間作業規範為：每學期每科目應提交作業累計8000-9000字報告(依

論文格式撰寫)。 

五、 提出論文計劃書(Proposal)：內容應包含研究動機、研究動機與目的、研

究方法、論文大綱及參考書目等。  

六、 畢業論文 

1. 旨在培養學生獨立研究之能力，促使學生對神學專題以及牧養相關事

工議題做深入研究，培養其神學反思能力，並提升其對教會及宣教發展

的貢獻。  

2. 論文需達到博士研究學術深度，並按學術論文寫作格式之規定撰寫。  

七、 申請論文流程  

修課完畢→撰寫論文初稿→指導教授通過論文初稿→逕行指定具PH.D

學位之第二位閱讀者進行複審→複審通過→依學校既有之教博論文做格

式調整→頒發教博學位，由指導教授及複審者於論文上簽名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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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碩士 

Master of Theology  

此課程為對神學教學與研究有負擔者所設立，是為日後有負擔繼續深造神學

博士學位所設計的基礎學術研究學位。 

本學位區分四組「主修類別」提供學生選擇： 

（1）聖經組（2）系統神學組（3）歷史神學／教會歷史組（4）實踐神學組。 

壹、報名資格 

一、 重生得救受洗之基督徒，生活與教會事奉有美好見證者。 

二、 具道學碩士學位。 

三、 具非道學碩士學位，卻有文學碩士（Master of Arts）相關及五兩年以

上教會或相關機構事奉經驗（錄取後須補修道碩學分）。 

四、 曾有三年兩年以上「工作經驗」、「教會或福音機構中參與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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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資料表 

三、 自傳一份（含重生得救見證、成長過程、經歷、進修計畫等，約 1500字） 

四、 推薦書二份，其中一份需為教會牧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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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學歷成績單正本一份 

六、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印本一份 

七、 報名費新台幣 2,000元，缺席者恕不退費及退件 

八、 論文研究計劃書初稿 1份(約 1500字），內容包含：研究主題、研究動機與目

的、研究方法、研究大綱及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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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考試規定 

通過書面審查者，即通知參加「心理測驗」及「面試」。 

肆、學費規定 

每學分新台幣 4,150 元（包含學雜費、學分費） 

伍、課程計劃 

一、 課程共 24學分（不含論文學分）。 

二、 主修科目：依學生所選主修課程，學校派指導教授指導（討論課程進度

或讀書計劃）。 

三、 提出論文計劃書(Proposal)：內容應包含研究動機、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方法、論文大綱及參考書目等。 

四、 畢業論文 

(一)旨在培養學生獨立研究之能力，促使學生對神學專題做深入研究，

培養其神學反思能力，並提升其對教會及宣教發展的貢獻。 

(二) 論文需達到博士神學碩士研究學術深度，並按學術論文寫作格式之

規定撰寫。 

五、 學習流程： 

    提讀書計畫 → 修課 → 資格考 (申論考和試題考) → 提交論文研究

計畫 (由論文委員會審核) → 論文寫作 → 提交格式審定 → 送審 

(由論文委員會審核) → 通過後即獲學位文憑。 

六、 此課程最高修業年限為 5年，若需延長修業年限按本院規定申請。 

 

陸、課程說明 

一、 修讀年限：最高修業年限 5年 

二、 修讀學分：24 （必修 6學分、主修 12 學分、選修 6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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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學碩士 

Master of Divinity  

此課程培養學生成為終身專職的傳道人，一方面既能承接基督信仰的傳統，

一方面又能在當代的處境中為基督做見證；能明白聖經的原意，又能做合乎時代

的詮釋；能有力的宣揚福音、培育門徒，並智慧領導教會健康的發展。本院訓練

的原則本著衛理宗精神，特別著重在靈命成長與專業能力之間、神學思維與生活

實踐之間、以及教會團契與社會關懷之間都有平衡與整全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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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者。 

※ 二專及五專學位者，需至國內立案大學補修 30學分（限人文類學分）、

三專補修 15 學分（限人文類學分），亦可在本神學院修習「奠基課程」

或相關指定課程抵免應補修學分。 

三、 曾有三年兩年以上「工作經驗」或「教會或福音機構中參與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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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資料表 

三、 自傳一份（含重生得救見證、成長過程、事奉經歷、進修計畫等，約 1500字） 

四、 蒙召全職服事見證一份（約 1500字） 

五、 推薦書二份，其中一份需為教會牧者（道碩限主任牧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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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最高學歷成績單正本一份 

七、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印本一份 

八、 報名費新台幣 2,000元，缺席者恕不退費及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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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試規定 

通過書面審查者，即通知參加「心理測驗」及「面試」。 

肆、學費規定 

每學期 38,000 元。 

伍、課程計劃 

一、 此學位含 96 學分之訓練，修業年限至少三年。 

二、 全部課程內容包括：課程計畫必修 96學分，含教會實習及畢業講道。 

三、 道學碩士的教會實習，包括：五個學期週末實習、一個暑期 CPE。 

四、 入學第一年需參與靈修操練。 

五、 德性評量：每學期參與包含早禱、師生崇拜、師生團契及學院其他重要

活動。 

六、 入學第一年須修讀聖經熟讀，且通過聖經測驗。 

七、 畢業講道：需修過講道學，講道經文由學院提供，於畢業前進行共二學

期畢業講道，每學期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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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碩士 

Master of Arts in Ministry  

此課程是針對信徒有意投入教會的牧養事工，如衛理宗的本地傳道、班會領

袖或新興教會的區牧、小組長等服事。課程內容偏重於實踐的訓練，同時仍要求

扎實的聖經及神學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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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者。 

※ 二專及五專學位者，需至國內立案大學補修 30學分（限人文類學分）、

三專補修 15 學分（限人文類學分）；亦可在本神學院修習「奠基課程」

或相關指定課程抵免應補修學分。 

三、曾有三年兩年以上「工作經驗」或「教會或福音機構中參與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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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資料表 

三、 自傳一份（含重生得救見證、成長過程、事奉經歷、進修計畫等，約 1500字） 

四、 推薦書二份，其中一份需為教會牧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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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學歷成績單正本一份 

六、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印本一份 

七、 報名費新台幣 2,000元，缺席者恕不退費及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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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試規定 

通過書面審查者，即通知參加「心理測驗」及「面試」。 

肆、學費規定 

每學分新台幣 2,500 元，每學期另收新台幣 1000 元學籍費。 

伍、課程計劃 

一、 此課程 63學分之訓練，修業年限二至五年。 

二、 入學第一年需參與靈修操練。 

三、 入學第一年需修讀聖經熟讀且通過聖經測驗。 

四、 德性評量：每學期需參與週三師生崇拜、師生團契及學院其他重要活動。 

五、 住宿生需參與早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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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輔導碩士 

Master of Arts in Pastoral Counseling  

 

以基督信仰為基礎，結合基督信仰與及全人輔導的理論與策略，訓練有心投

入事奉之基督徒，使之承接基督與教會助人的使命，成為有效的助人者。期待完

成課程後能夠領導教會或機構的輔導關顧與社區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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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者。 

※ 二專及五專學位者，需至國內立案大學補修 30學分（限人文類學分）、

三專補修 15 學分（限人文類學分）；亦可在本神學院修習「奠基課程」

或相關指定課程抵免應補修學分。 

三、曾有三年兩年以上「工作經驗」或「教會或福音機構中參與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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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資料表 

三、 自傳一份（含重生得救見證、成長過程、事奉經歷、進修計畫等，約 1500字） 

四、 推薦書二份，其中一份需為教會牧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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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學歷成績單正本一份 

六、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印本一份 

七、 報名費新台幣 2,000元，缺席者恕不退費及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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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試規定 

通過書面審查者，即通知參加「心理測驗」及「面試」。 

肆、學費規定 

每學分新台幣 2,500 元，每學期另收新台幣 1000 元學籍費。 

伍、課程計劃 

一、 此課程為 60學分含教牧輔導實習之專業訓練課程，修讀最高年限為 5年。 

二、 每年執行學術、實習、德性評量。 

三、 入學測驗未通過鑑定者，需修讀相關奠基課程。 

四、 教牧輔導實習：包含個別督導、團體督導，一學期 3學分，需完成 4個

學期。 

五、 第一學年每學期必須有一半學分是選修聖經或神學課程。 

六、 德性評量：每學期需參與週三師生崇拜、師生團契及學院其他重要活動。 

七、 住宿生需參與早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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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學碩士 

Master of Arts in Christian Spirituality 

 

以基督信仰為基礎，為裝備牧者、信徒領袖、義務傳道等從事靈性培育的工

作，成為有效的助人者。為教會的門徒訓練提供生命轉化，邁向基督樣式的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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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者。 

※ 二專及五專學位者，需至國內立案大學補修 30學分（限人文類學分）、

三專補修 15 學分（限人文類學分）；亦可在本神學院修習「奠基課程」

或相關指定課程抵免應補修學分。 

三、曾有三年兩年以上「工作經驗」、「教會或福音機構中參與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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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資料表 

三、 自傳一份（含重生得救見證、成長過程、事奉經歷、進修計畫等，約 1500字） 

四、 推薦書二份，其中一份需為教會牧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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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學歷成績單正本一份 

六、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印本一份 

七、 報名費新台幣 2,000元，缺席者恕不退費及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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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試規定 

通過書面審查者，即通知參加「心理測驗」及「面試」。 

肆、學費規定 

每學分新台幣 2,500 元，每學期另收新台幣 1000 元學籍費。 

伍、課程計劃 

一、此課程為 60學分含靈修學專業課程，修讀年限為三到五年。 

二、入學第一年需參與靈修操練。 

三、入學第一年需修讀聖經熟讀且通過聖經測驗。 

四、德性評量：每學期需參與週三師生崇拜、師生團契及學院其他重要活動。 

五、住宿生需參與早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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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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專及五專學位者，需至國內立案大學補修 30 學分（限人文類學分）、

三專補修 15 學分（限人文類學分）；亦可在本神學院修習「奠基課程」或

相關指定課程抵免應補修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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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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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費新台幣 1,200 元，缺席者恕不退費及退件 

參、考試規定 

通過書面審查者，即通知參加「面試」。 

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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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課程計劃 

此課程為 30學分之訓練，最高修業年限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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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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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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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理神學研究院招生報名 

已繳交資料 

考生姓名：                      

◎報名科系 （請勾選）  

科 系 

□ 神學博士(組別:_____________) 

□ 教牧學博士(組別:_____________) 

□ 神學碩士(組別:_____________) 

□ 道學碩士  □ 教牧碩士  □ 教牧輔導碩士  

□ 靈修學碩士  □ 聖工碩士證書科 

 

◎已繳交之應繳資料（請勾選） 

各科系共同繳交文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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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報名繳交個人資料表 

□（3）自傳一份 

□（4）推薦書二份，其中一份需為教會牧者（道碩限主任牧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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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最高學歷成績單正本一份 

□（6）最高學歷畢業證明書影印本一份 

□（7）報名費劃撥單（缺席者恕不退費及退件）：金額依各科系規定繳交 

★道學碩士請另檢附：□蒙召見證 

★神學博士、教牧學博士、神學碩士請另檢附： 

□論文研究計劃書初稿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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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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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理神學研究院報名申請書 

◎報名科系 （請勾選） 

科 系 

□ 神學博士(組別:_____________) 

□ 教牧學博士(組別:_____________) 

□ 神學碩士(組別:_____________) 

□ 道學碩士 □ 教牧碩士  □ 教牧輔導碩士 

□ 靈修學碩士  □ 聖工碩士證書科 

◎基本資料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一吋照片黏貼處 

※請浮貼，共三張※ 

使用處 

1.本申請書 

2.學生證製作 

3.准考證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別：□男 □女 

身份證字號（護照號碼）： 

通 

訊 

資 

料 

電話（H）： 電話（O）： 

手機（M）： 傳真（Fax）： 

E-mail： 

通訊地址：□□□ 

戶籍地址：                       或□同上 

婚姻狀況：□已婚 □未婚 □其他： 子女狀況：男    名／女    名 

配偶姓名： 配偶簽名： 

（報考道學碩士必填）已婚者請簡述家庭成員信仰及配偶同意簽名 
 

 

◎所屬教會及受洗教會 

所屬教會： 教會電話： 

教會地址：□□□ 

所屬教派： 受洗日期：      年    月    日 

受洗教會： 受洗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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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急聯絡人（必填） 

緊急連絡人： 關係： 

電話（H）： 手機（M）： 電話（O）： 

通訊地址：□□□ 

◎ 推薦人 

姓名 單位 職稱 連絡電話 

    

    

◎ 學歷 

NO 學校（自高中/職起） 畢（結）業年度 畢/肄業 科    系 

1     

2     

3     

◎ 社會經歷 

服務單位 職稱 起訖年月 工作內容 

    

    

    

◎ 教會事奉及專長 

曾經事奉內容  

專長 

□文字編輯 □美工設計 □攝影 □烹飪 □活動企劃 □活動主持 

□電腦資訊：□程式（語言：        ） □排版（軟體：         ） 

音樂：□指揮 □聲樂 □樂器：          □語言：                

□其他：           

◎ 聖經熟悉度自我評量 

非常熟悉 很熟悉 熟悉 尚可 不熟悉 

     

  申請人簽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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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理神學研究院報名推薦書(一) 

申請人姓名：                              推薦人姓名：                        

與考生關係：                              推薦人所屬教會：                    

認識考生多久：                                    

申請人欲就讀科系：（請勾選） 收件期限：至 2月 6日 

科 系 
□神學博士 □教牧學博士 □神學碩士 □道學碩士 □教牧碩士 

□教牧輔導碩士 □靈修學碩士 □聖工碩士證書科   

                                                                                 

推薦者平安： 

感謝您撥出寶貴的時間，為報名申請人填寫推薦書。您的意見將做為我們評審的

重要依據，也做為本院往後訓練學生的參考資料，特此致謝。 

衛理神學研究院 招生委員會  敬上 

備註：推薦者填寫完後請彌封給考生或親送至「衛理神學研究院 招生委員會 收」，並請附上名片（或

註明職稱），謝謝。 

 11688 台北市文山區仙岩路 22 巷 31號 1樓 

TEL：（02）8663-3488  FAX：（02）2933-6545 

                                                                                  

一、信仰穩定性 

 問        題 意  見 說       明 

1 此人平日主日聚會穩定嗎？   

2 此人有穩定奉獻嗎？   

3 此人的讀經禱告生活穩定嗎？   

4 此人喜歡閱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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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靈狀態 

 問        題 意  見 說       明 

1 此人有顯著的心理問題嗎？   

2 此人在情緒的表達方面適當嗎？   

3 此人因應危機與壓力的能力好嗎？   

4 此人能接受正面或負面的批評嗎？   

5 
此人會（傾向於）逃避個人或家庭的

責任嗎？ 

  

6 此人有不良嗜好或癮頭嗎？   

三、人際狀況 

 問       題 意  見 說         明 

1 此人易親近嗎？個性隨和嗎？   

2 此人言行舉止恰當嗎？   

3 此人的人際關係如何？   

4 此人善於處理關係衝突嗎？   

四、服事狀況 

 問         題 意  見 說        明 

1 此人過去在教會或福音機構中的服

事表現如何？ 

  

2 此人在過去的服事中，是否能與他人

同心事奉？與其他同工之間的關係

如何？ 

  

3 此人是一位好的領導者嗎？   

4 此人的恩賜為何？   

五、您贊成（支持）此人就讀本院嗎？（請說明） 

六、其它對此人的評語和建議（若篇幅不夠時，可另以附件書寫） 

推薦人（簽章）：                       

推薦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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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理神學研究院報名推薦書(二) 

申請人姓名：                              推薦人姓名：                        

與考生關係：                              推薦人所屬教會：                    

認識考生多久：                                    

申請人欲就讀科系：（請勾選） 收件期限：至 2月 6日 

科 系 
□神學博士 □教牧學博士 □神學碩士 □道學碩士 □教牧碩士 

□教牧輔導碩士 □靈修學碩士 □聖工碩士證書科 

                                                                                 

推薦者平安： 

感謝您撥出寶貴的時間，為報名申請人填寫推薦書。您的意見將做為我們評審的

重要依據，也做為本院往後訓練學生的參考資料，特此致謝。 

衛理神學研究院 招生委員會  敬上 

備註：推薦者填寫完後請彌封給考生或親送至「衛理神學研究院 招生委員會 收」，並請附上名片（或

註明職稱），謝謝。 

  11688台北市文山區仙岩路 22巷 31號 1樓 

TEL：（02）8663-3488  FAX：（02）2933-6545 

                                                                                  

一、信仰穩定性 

 問        題 意  見 說       明 

1 此人平日主日聚會穩定嗎？   

2 此人有穩定奉獻嗎？   

3 此人的讀經禱告生活穩定嗎？   

4 此人喜歡閱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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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靈狀態 

 問        題 意  見 說       明 

1 此人有顯著的心理問題嗎？   

2 此人在情緒的表達方面適當嗎？   

3 此人因應危機與壓力的能力好嗎？   

4 此人能接受正面或負面的批評嗎？   

5 
此人會（傾向於）逃避個人或家庭的

責任嗎？ 

  

6 此人有不良嗜好或癮頭嗎？   

三、人際狀況 

 問       題 意  見 說         明 

1 此人易親近嗎？個性隨和嗎？   

2 此人言行舉止恰當嗎？   

3 此人的人際關係如何？   

4 此人善於處理關係衝突嗎？   

四、服事狀況 

 問         題 意  見 說        明 

1 此人過去在教會或福音機構中的服

事表現如何？ 

  

2 此人在過去的服事中，是否能與他人

同心事奉？與其他同工之間的關係

如何？ 

  

3 此人是一位好的領導者嗎？   

4 此人的恩賜為何？   

五、您贊成（支持）此人就讀本院嗎？（請說明） 

六、其它對此人的評語和建議（若篇幅不夠時，可另以附件書寫） 

推薦人（簽章）：                       

推薦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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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理神學研究院地圖及交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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