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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真耶穌教會神學院辦事細則 

99.12.6 修訂第 17條、第 27條第 2款、第 35條一款、四款 

101.3.15 修訂第 17條 

102.5.6修訂第 21條、第 23條 

102.5.22新增第 39條 

102.11.25新增第 25條之 1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辦事細則依本會規章第七十八條訂定之。 

第 二 條 真耶穌教會神學院（以下簡稱本院）隸屬於真耶穌教會台灣

總會。 

第 三 條 本院根據聖經真理，依靠聖靈之幫助，以培植信仰純正、事

主忠誠、謙和樸實、愛神愛人、滿有屬靈知識、智慧與聖靈

能力之傳道人才為宗旨。 

第 四 條 本院設神學系、神學研究所及教育訓練中心。 

第二章 組織 

第 五 條 本院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由總負責就現任或曾任之資深

傳道者中提名，經總會負責人會同意後聘任之。任期三年，

連聘得連任。 

第 六 條 本院設教務組、輔導組及總務組，各置主任一人；並置神學

系系主任、神學研究所所長及訓練中心主任各一人，協助院

長推行一切院務，各組主任均須駐院專任所掌事務；由院長

推荐，經總會負責人會同意後聘任之。任期三年，連聘得連

任。 

第 七 條 教務組執掌事務如下： 

一、辦理招生、入學及畢業有關事項。 

二、制定各科教學課程進度表。 

三、籌辦各種考試、核算學生成績。 

四、師資培訓及講員聘任之事宜。 

五、整理及保管有關各項資料。 

六、編輯講義及課本。 

七、保管研究室之圖書。 

八、購置教材及教具。 

九、辦理其他有關教務事項。 

第 八 條 輔導組執掌事務如下： 

一、輔導學生生活。 

二、考核學生操行，並辦理獎懲事項。 

三、擬定並考核學生實習工作。 

四、管理學生請假、公差及作息事項。 

五、辦理其他有關輔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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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條 總務組執掌事務如下： 

一、辦理文書收發及保管檔案。 

二、擬定本院收支概算提報總會財政處。 

三、管理本院會計及出納事宜。 

四、印刷講義及課本。 

五、安排教員及學生之膳宿，並辦理接待事項。 

六、辦理庶務及修繕事項。 

七、辦理教材及教具。 

八、管理圖書館事宜。 

九、辦理其他有關總務事項。 

第 十 條 訓練中心執掌事務如下： 

一、辦理教育訓練中心業務。 

二、執行教育訓練委員會交辦事項。 

三、其他有關教育訓練事項。 

第 十一 條 院長、主任、所長及講員代表合計共九人組織院務會，協助

院長處理本院行政、教導事宜，由院長於各學期開學及結束

時召開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 十二 條 本院神學系設系務委員會，處理課程規劃、教學、訓育事

項，以及教師任免、教學評鑑等事宜，每學期至少應開會二

次，並向常務會提出報告。委員若干人，由院長提名，經院

務會議同意聘任之。任期一年，連聘得連任。 

第 十三 條 本院神學研究所設所務委員會，處理課程規劃、教學、訓育

事項，以及教師任免、教學評鑑等事宜，每學期至少應開會

二次，並向常務會提出報告。委員若干人，由院長提名，經

院務會議同意聘任之。任期一年，連聘得連任。 

第 十四 條 神學院講員任用辦法如下： 

一、講員任用資格 

(一)品德優良，堪作神學生之榜樣者。 

(二)具有授課，並編著教材之恩賜者。 

(三)專任傳道或退休傳道者，須駐牧工作五年以上，年滿

三十五歲。 

二、專任講員工作內容 

(一)專任教學工作，不兼任行政。 

(二)每學期授課，不得少於六學分（九十六節）。 

(三)原則上每年完成一種教材（由神學院付研究費）。 

(四)以不影響神學院授課為原則，可斟酌協助靈恩佈道

會、聖經講習會或文宣工作。 

(五)接受神學院之安排，開辦神學講座，並製作教學錄音

帶或錄影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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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外講員聘任辦法如下： 

(一)授課期間，每次一個月為原則，中途不離台。授課時

數，不得少於三個學分（四十八節）。 

(二)事前提交著作或講義，接受審核。 

(三)接受神學院安排之神學講座。 

四、講員一律由院長提名，經總會負責人會同意後聘任之，

任期一年，連聘得連任。 

第 十五 條 院長應於學期中，召開教學研討會，計畫教學之分配及審核

學生之進級等有關教學事宜，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 十六 條 總會圖書館附屬於神學院管理，其管理簡則另訂之。 

第三章 編制、學年、學期、實習 

第 十七 條 神學系修業期間為四年，包括實習一年，修滿一百二十學

分，成績合格者，發給畢業證書。並授與神學學士學位。 

第 十八 條 神學系下設宣牧組、宗教教育組、文宣組、聖樂組、世傳組

及社工組。 

第 十九 條 神學研究所修業規定 

一、全修班 

修業年限二年，第一年通過後，具神學研究先修班結業

資格。學員修完八門神學研究所必修科目，及至少兩門

選修科目，共修滿三十五學分，並通過書面論文與口

試，符合畢業條件者，授與神學研究所畢業證書。 

二、學分班 

(一)修業年限不限。 

(二)修習科目根據研究所所開的課程選課。 

(三)學分取得：測驗方式由講員決定(如口試、筆試、報告

或發表相關文章刊登於聖靈月刊等方式)，成績及格

再授與學分證明書。 

第 二十 條 神學系學期制如下： 

每年八月一日至翌年七月卅一日為一學年。 

每學年分為二學期。八月至翌年一月為第一學期，二月至七

月為第二學期。 

神學研究所學期制如下： 

每學年三月開始至當年十二月卅一日結束。 

夏季七月至八月視情況開設密集班。正常授課教學分為春季

上學期三至六月，秋季下學期九月中旬至十二月。每學期十

八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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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入學 

第二十一條 報考神學系者，其報考資格、修業年限及服務年限如下： 

一、報考資格： 

(一)受洗六年以上，聖靈充滿。 

(二)參與聖工四年以上，清楚神之召命，決心獻身事主。 

(三)年滿廿五歲，未滿四十歲，品行端正，能克苦耐勞，

弟兄須服畢兵役，或免役而具有證明者。 

(四)大專畢業以上或同等學歷（須有證件）。 

二、修業年限：四年（學科三年，實習一年） 

三、招生對象：男女兼收。 

四、服務年限： 

(一)公費生：必須服務五年。 

(二)自費生：沒有限制。 

第二十二條 報考神學系者，須通過下列程序始准參加入學考試： 

一、報考人須先向所屬教會職務會提出入學志願書。經神學

院初審合格者，應由教會職務會人員三分之二以上，在

志願書之初審欄內簽名，於神學院招生期限內，由教會

檢附其學歷證件影本寄交教區辦事處複審。 

二、教區辦事處應提供下列資料，請區負責人暨傳道者聯席

會議複審。（見 3-8附表） 

(一)二寸脫帽半身相片一張、姓名、性別、年齡、所屬教

會、家長姓名、入信年數。 

(二)學歷。 

(三)入學動機（概要）。 

(四)參與聖工種類及年數。 

(五)社會經歷。 

(六)品德。 

(七)健康情況。 

三、區負責人暨傳道者聯席會議複審，並經總會負責人暨傳

道者聯席會議再審通過後，神學院始得通知報考人參加

入學考試。 

四、就讀真耶穌教會神學院之國外同靈，其入學資格之規定

如下： 

(一)入學資格 

1.須經所屬總會或聯絡處推荐。 

2.須通過真耶穌教會神學院語文能力之測驗。 

(二)畢業資格 

1.應修學分，與本國神學生相同，但未修滿應修學分

者，給予修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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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須繳交畢業論文，提交神學院院務會議通過，並經

總會負責人會核定始予畢業。 

第二十三條 神學系入學考試應考項目如下： 

一、筆試：國文（包括作文）、聖經常識、一般常識（包括

英文）。 

二、即席講道。 

三、口試。 

四、聖經常識或即席講道未滿六十分，或有任一科為零分，

即不予錄取。 

五、經總會負責人與神學院試務委員聯席會三分之二通過為

錄取。 

第二十四條 神學系考試及格者，須提出在學保證書，其保證人資格如

下： 

一、保證人二人，一人為父兄或親屬，一人為所屬教會之長

老、執事或負責人。 

二、本院教職員不得為學生之保證人。 

三、保證書須載明： 

(一)保證人願意保證該生必守經訓與院規，如有故違或無

故中途輟學，或畢業後無正當理由不受派實習者（實

習期間內），願賠償其在學期間之學雜費。 

(二)但神學生若入學後，發現因恩賜不適合獻身當傳道，

而提出申請退學或由院方勸退者，則該生及保證人均

免負賠償院方費用之責任。 

第二十五條 神學研究所之報考資格為取得學士學位，或本會神學院神學

系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力者。而且其應符合下列要件之一： 

一、本會傳道須駐牧二年以上，未滿五十五歲，具有神學研

究或教牧研究之恩賜者。 

二、本會長執須立職三年以上，具有神學研究或教牧研究之

恩賜者。 

三、本會同靈須擔任教會事工五年以上，具有神學研究或教

牧研究之恩賜者。 

第二十五條之一 神學研究所傳道徵召程序如下： 

一、由宣牧會議推荐建議名單，每屆 2名以上。 

二、建議名單送總會負責人會討論通過。 

三、由教牧處通知被徵召傳道，並確認其接受徵召。被徵召

傳道人數原則每屆不得超過 2名。 

四、被徵召傳道須提出駐牧或研經心得，與研究計畫並參加

面談。 

五、被徵召傳道入學後依照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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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條 神學研究所入學考試應考項目如下： 

一、傳道者及非專職人員均需通過以下二種考試： 

(一)筆試：中文、英文、聖經經卷神學及相關人文學科知

識。 

(二)口試：包括十分鐘短講及至少四十分鐘面談。 

二、外國生： 

(一)外國生報考研究所需具備華語「聽」、「讀」能力。 

(二)外國生得於當地參與筆試，考試題目由研究所出題，

委託專人監考。考試科目除中文、英文、聖經經卷神

學及相關人文學科知識外，另口試測驗加考華語語言

能力。 

第二十七條 報考神學研究所之報名手續如下： 

全修班報名手續應備資料 

1.填寫入學申請表格一份。 

2.簡述入學動機及五百字以上之研究大要。 

3.繳交大學畢業學歷證件影印本一份。 

4.公私立醫院體格檢查表。 

一、傳道者 

(一)國內傳道 

1.本會傳道提出入學申請書，經總會教牧處處負責在

初審欄上簽註意見後，轉交神學院完成報名手

續。 

2.神學院提請總會負責人會覆審通過後，始通知報考

人參加入學考試。 

(二)國外傳道 

1.入學申請書須經所屬總會或聯絡處同意後，轉交神

學院完成報名手續。 

2.神學院提交總會負責人會核備後，始通知參加入學

考試。 

二、國內長執、同靈： 

向所屬教會職務會提出入學申請書，經教會審核通

過後，送交區負責人暨傳道者聯席會通過，並經二

分之一以上在初審欄上簽名同意後，轉交神學院完

成報名手續，神學院再通知參加入學考試。 

三、國外長執、同靈： 

向所屬教會職務會提出入學申請書，經該教會審核通

過後，再送交所屬總會或聯絡處負責人簽名同意後，

轉交神學院完成報名手續，神學院再通知參加入學考

試。 

學分班報名手續，視需要開班，另行發文通知。 



真耶穌教會神學院辦事細則 3-8 

 - 7 - 

一、國內長執、同靈： 

填寫入學申請表格一份。將入學申請書送交所屬教會

職務會，經審核通過後，轉交神學院完成報名手續。 

二、國外長執、同靈： 

國外同靈向所屬教會職務會提出入學申請書，經該教

會審核通過後，再送交所屬總會或聯絡處負責人簽名

同意後，轉交神學院完成報名手續。 

三、國內傳道 

傳道者經區負責在初審欄上簽註意見後，轉交神學院

完成報名手續 

四、國外傳道 

入學申請書須經所屬總會或聯絡處同意後，轉交神學

院完成報名手續。 

五、學分班免入學考試。 

第二十八條 神學訓練班之入學資格及修業年限如下： 

一、入學資格： 

(一)大專組： 

1.本會信徒。 

2.品行端正、身心健康。 

3.大專畢業或肄業（五專限四年級以上）。 

(二)社會組： 

1.受洗二年以上，聖靈充滿。 

2.參與聖工一年以上。 

3.品行端正、身心健康。 

4.年滿二十歲至未滿六十歲。 

5.學歷由院務會議決定之。 

6.已婚者應徵得配偶同意。 

二、修業年限： 

(一)大專組：三個月（每年一個月，三年共三個月）。 

(二)社會組：採學分計算，每年舉辦二梯次。 

三、招生對象：男女兼收。 

具備上列條件者，由教會職務會書面推薦，經區負責人暨傳

道者聯席會議及總會負責人會同意後，准予入學。 

第五章 退學、獎懲 

第二十九條 學生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院務會議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三分之二以上通過決議，本院得令其退學： 

一、品行不良，不能為人之榜樣者。 

二、成績不及格者，可延修一年，若再不及格，即予退學。 

三、經常無故缺席，已無學習志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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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重大事由，足認不適合繼續就讀者。 

當事人對前項處分不服者，得於收受退學通知日起二個月

內，以書面向總會負責人會申訴。 

前項申訴應以重大事項處理之。 

第 三十 條 學生如有下列情形者，本院得分別予以獎懲： 

一、獎勵： 

(一)全學期從無請假或缺席者。 

(二)品學兼優，及實習成績優良者。 

(三)對真理研究及福音宣傳有特殊貢獻者。 

二、懲戒： 

(一)違犯聖經真理者。 

(二)違犯本院規則者。 

(三)行為乖張，影響他人學習者。 

(四)怠惰不求上進者。 

前項獎懲詳細辦法，由院務會議擬定辦理之。 

第六章 考試 

第三十一條 各科之考試分為臨時考試、學期考試、畢業考試三種。 

一、臨時考試於平時或每月底由學科擔任講員分別舉行。 

二、學期考試及畢業考試由教務組舉行。 

第三十二條 神學系各種考試以六十分為及格，不及格者，必須重修。每

學期有二分之一以上之科目不及格者應予退學。實習不及格

者須重修一年，重修辦法由院務會議個案處理。 

神學研究所各種考試以七十分為及格，不及格者，必須重

修。每學期有二分之一以上之科目不及格者應予退學。 

第三十三條 考試成績應由教務組登記於成績簿，發給學生成績單，考卷

應由教務組保存六年。 

第七章 畢業、待遇、工作 

第三十四條 本院神學系學生分為公費生及自費生，其畢業、待遇、工作

如下： 

一、公費生： 

(一)畢業： 

1.修滿應修學分，成績及格。 

2.繳交畢業論文，或研究報告，或查經心得，任選一

項。 

3.實習成績不及格者，可延長一年，若再不及格，即

予退學。 

4.經總會負責人會審核通過。 

(二)待遇：學雜費、住宿費、膳食費及書籍費全免，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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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又享有生活津貼。 

(三)工作：畢業後，得按立為傳道，並奉差派工作滿五年

以上。 

二、自費生： 

(一)畢業： 

1.修滿應修學分，成績及格。 

2.繳交畢業論文，或研究報告，或查經心得，任選一

項。 

3.實習成績不及格者，可延長一年，若再不及格，即

予退學。 

4.經總會負責人會審核通過。 

(二)待遇：學雜費、住宿費及書籍費全免，但每個月酌收

膳食費，且不能享有生活津貼。 

(三)工作：畢業後，若欲申請做專任傳道者，依聖職人員

會辦事細則第二條規定辦理，得被按立為傳道

者，並奉差派工作。 

第三十五條 神學研究所學生在學期間及畢業後之工作與待遇如下： 

一、神學研究所之學員在學期間，一切獎懲，均按神學院規

定辦法處理之。留職帶薪期間維持敘晉，入學六年內通

過論文，再經總會負責人會審核通過後准予畢業。 

二、非傳道者修畢學分並通過論文審核後，得由總會差派擔

任教學工作，其敘薪依三工歷十五級起敘。 

三、一般大學研究所畢業之同靈就讀本所，若有獻身當傳道

之心志者，得以公費生之辦法就讀，其入學程序與神學

生同。就讀期間應另補修一學年神學系課程及實習一

年，畢業後依照神學系畢業生敘晉。 

四、完成兩年課業，頒予結業證書；完成兩年課業，並通過

書面論文與口試，經總會負責人會審核通過，頒予畢業

證書。 

第三十六條 外籍學生不支付生活補助費，但每月酌發零用金；在學之學

費、教材費及住宿費由台總神學院負責；伙食費由派出總

（教）會支付。 

第三十七條 自費生於寒暑假實習期間，由本院發給津貼，每月二○○

點。第四學年為實習年，由實習單位編列生活費，按專職聖

工人員管理辦法支薪。 

第八章 附則 

第三十八條 本辦事細則經總會負責人會通過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第三十九條 「本細則民國 102 年 3 月 9 日修正之第 21 條、第 23 條，自

103年 1月 1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