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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學碩士部＜2016 年 12 月修訂＞
壹. 、課程目的與特色
本學位課程旨在提供已獲道學碩士學位之教牧或機構同工之進深神學學術訓
練，以期能在專責牧職事奉、神學研究或神學教育等範圍內有所貢獻。本課程分為
主修路德研究及主修聖經研究兩組。主修路德研究者將特別針對改教家馬丁路德
(Martin Luther, 1483-1546)之神學思想進行深入研究；主修聖經研究組則是著重於原
文釋經訓練以及信義宗神學視角之聖經研究。
貳. 、師資簡介
1. 歐使華 博士(Rev. Dr. Jeffery A. Oschwald)
路德神學研究所所長
美國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哲學博士
主授：路德與聖經、路德神學研討 I, II、新約專題研究
2. 俞繼斌 博士
中華信義神學院榮譽院長
美國波士頓大學神學博士、協同神學院榮譽神學博士
主授：牧者路德
3. 劉孝勇 博士
中華信義神學院院長
美國協同神學院(Concordia Seminary, St. Louis)哲學博士
主授：希伯來文原文讀經、當代釋經理論研究、舊約專書、舊約專題研究
4. 歐祈人 博士 (Rev. Dr. Stephen Oliver)
中華信義神學院專任教師
美國協同神學院(Concordia Seminary, St. Louis)哲學博士
主授：希臘文原文讀經、當代釋經理論研究、新約專書、新約專題研究
5. 夏義正 博士 (Rev. Dr. Immanuel Scharrer)
中華信義神學院專任教師
德國馬堡大學博士
主授：希伯來文原文讀經、舊約專書、舊約專題研究
6. 柯安得 博士 (Rev. Dr. Jukka Kääriäinen)
中華信義神學院專任教師
美國 Fordham 大學哲學博士
主授：路德的十架神學
※除上述專任師資外，並將邀請國際相關學者擔任客座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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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教務章則
一、入學資格及報名文件
1.報考資格
主修路德研究

主修聖經研究

a.具本院認可之神學院所頒授之道學碩
士學位。（含應屆畢業）
b.獲聖經碩士或基督教研究碩士等學位
（含應屆畢業）者，需曾修讀一學年
聖經語文（希臘文或希伯來文）及 15
學分（學期制）以上之教會歷史、系
統神學及基督教倫理學。
c.總成績平均需達 3.0 (B)
d.中文若非申請者第一語言，其中文能
力需經招生委員會核可後方得報考。

a.具本院認可之神學院所頒授之道學碩
士學位。
（含應屆畢業）
b.獲聖經碩士或基督教研究碩士等學位
或應屆畢業者，需曾修讀 12 學分（學
期制）以上之教會歷史及系統神學課。
c.一律需曾修讀一學年之希臘文及希伯
來文。
d.總成績平均需達 3.0 (B)
e.中文若非申請者第一語言，其中文能
力需經招生委員會核可後方得報考。

2.凡準備報考本院者均須繳納下列證件：
a.入學申請表（本院提供）
b.原就讀神學院校教授推薦書兩份（推薦書需使用本院提供之表格填寫，並由推
薦人直接寄交本院）。
c.畢業證書影本或學生證影本（限應屆畢業者）及成績證明各一份
d.最近半年內之二吋半身照片兩張
e.健康體檢表（包括胸腔 X 光及驗血報告：梅毒、A 型肝炎抗體 ANTI-HAV IGM、
B 型肝炎表面抗體+抗原）
f.研究構想書（格式自訂，內容 1500 字以內）
g.學術研究報告(主題與內容須符合報考之組別，字數約 5000-7000 字)
h.其他有利審查資料，如期刊論文、學位論文等）
3.報名費：以當年度招生簡章公告。
4.本院招生委員會將逐一審核申請函，並通知資格符合者參加筆試與面試。本院
將於考試後一週內公佈錄取名單，並個別通知錄取者。
二、入學考試與放榜
1.筆試
a.英文閱讀理解
b.翻譯
2.口試（針對其研究潛力進行評比）
3.放榜：考試後一星期內放榜，錄取之新生須照錄取通知書上規定之日期按時辦
理報到及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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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註冊須知
正式生應於註冊日到校親自辦理註冊。逾期註冊酌收手續費。

四、學費＜以每學年度公告為準＞
1.學費：每學分 4,500 元
2.規費（依當年度公告為準）
a 招生報名費 1,500 元
b.轉科、復學申請 200 元
c.成績證明申請 150 元
d.畢業手續費 1,000 元
3.食宿費用依實際使用收費。

e.保留學籍每學期 2,000 元
f.在學證明申請 100 元
g.學生證遺失補發 500 元

五、成績考核
1.計分標準：
分 數 及 成 績 點 數

A= 代表「優」

B = 代表「佳」
A+ = 97-100 = 4.0
C+ = 77-79 = 2.3
C = 代表「可」
A = 92-96 = 3.9
C = 72-76 = 2.0
D = 代表「劣」
A- = 90-91 = 3.7
C- = 70-71 = 1.7
P = 及格或通過
B+ = 87-89 = 3.3
D+ = 67-69 =1.3
F = 不及格
B = 82-86 = 3.0
D = 62-66 =1.0
I = 未完成
B- = 80-81 = 2.7
D- = 60-61 =0.7
2.及格標準：B-以上。
3.未完成課業：學生在學期結束後仍未完成課業之要求時，由授課老師決定其彌補
方式與截止日期。再逾期者，需重修學分。

六、參加活動
新生入學時，一律需參加高等研究課程新生訓練（日期另行通知）
，及當學年度學
前靈修會新生見證，並鼓勵參與全院重要活動。

七、請假、曠課、缺課及上課錄音
1.學生因特殊困難無法上課者，應事先向任課老師及神碩辦公室請假。未請假者均
以曠課論之。曠課時數達該門課學期總時數的 1/6 時﹐其學期成績以零分算之。
旁聽生則停止其繼續旁聽，並暫時停止其下學期之申請。
2.學生因請假而缺課，其時數達該課學期總時數之 1/4 者，其學期成績以未完成計
算之。
3.下列事項之請假，在一星期內，不算缺課，逾期時數以缺課論：父母、配偶、子
女之喪假、兵役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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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生若因某堂或數堂課補課需錄音或個別學習，必須經過任課老師同意，可自行
錄音。
5.若係整學期每堂課均錄音，需經任課老師同意後向神碩辦公室報備，由學生向行
政處申請借用錄音器材並負責錄音，錄製後繳交行政處統一保管，並申請登記
借用，用畢歸還。
6.錄音（影）帶不得複製或外流。
7.其他：本校停課標準依照行政院人事局公告執行，不另行通知。

八、變更主修、休學及退學
1.變更主修：
a.入學後，得因個人研究興趣改變，申請變更主修。（以一次為限）
b.欲申請變更主修者，必須於第一學年春學期開學前（日期依公告為準）提出申
請，並經神碩招生委員會面談後同意，方可允許變更主修。
c.變更主修後，需依變更後主修組別之相關規定辦理，包含該組別之報考資格相
關要求，及變更後主修之課程要求。
d.申請變更主修者，仍須符合修業年限規範
2.休學：除因特殊困難，學生不得隨意申請休學。其期限不得超過兩年，逾時者視
為自動退學。復學者須於每學期註冊日之前一個月申請，須經神碩招生委員會
核准後始能復學。
3.退學：
a.自動退學：
i.學生因家庭因素，在規定期限二年內無法復學者，得准其申請辦理自動退學。
ii.學生因身心特殊疾病或障礙，嚴重影響其學習，而又無法短時間內治癒者，
得准其自動退學。
b.勒令退學：違反下列任何一項，得勒令退學之：
i.一學期曠課時數超過總時數的 1/3 者。
ii.經重修一次課程皆不通過者。
iii.嚴重違反校規，道德靈性低落或信仰偏差，經教授部會議評定退學者。
註一：學院無法保證均能通過學生復學之申請，故請於休學前慎重考慮方做決定。

九、修業年限及學籍保留
1.修業年限：三年，必要時可延長至五年。（含修讀課程及論文寫作）
2.申請延長修業年限：學生因重病或特殊事故需申請延期修業年限者，應於註冊日
前向神碩辦公室提出申請，經神研所所長核准通過後始生效。
3.學籍保留：
a.因特殊困難，未能入學，可申請保留學籍，以兩年為限。逾期以放棄學籍論。
b.正式生辦理休學，其學籍保留期限為兩年；註冊前必須辦妥休學手續，並繳交
學籍保留費，每學期 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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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課程
1.路德神學研究所課程每年七月開學，每學分上課時數為 12 小時：
2.課程：畢業學分共 32 學分（含論文寫作）
「ST400 研究方法及論文寫作」為先修課程。(2 學分)
主修路德研究
課程代號

課程

主修聖經研究
學分 課程代號

課程

學分

ST401

路德神學研討 I

4

BL401

希伯來文原文讀經

4

ST402

路德神學研討 II

4

BL402

希臘文原文讀經

4

ST403

路德的十架神學

4

ST403

路德的十架神學

4

ST404

路德與聖經

3

ST404

路德與聖經

3

ST405

牧者路德

3

B401

當代釋經理論研究

3

ST406

路德及其時代背景

3

BO/BN

新／舊約專題研究*

3

ST407

路德的倫理觀

3

BO/BN

新／舊約專書*

3

ST408 論文寫作
6
ST408 論文寫作
6
*新／舊約專題研究及新／舊約專書等課程學生可依個人研究方向擇定，或以專題
研究（個別指導）取代。
3.預計開課次序
主修路德研究
第一學年夏
第一學年秋

主修聖經研究

路德及其時代
路德與聖經

路德與聖經

路德的十架神學

路德的十架神學
希臘文原文讀經

第一學年冬

路德的倫理觀／牧者路德

第一學年春

路德神學研討 I

當代釋經理論研究
希伯來文讀經

第二學年秋

路德神學研討 II

舊約專題研究／舊約專書
新約專題研究／新約專書
專題研究

第二學年春

路德的倫理觀／牧者路德

舊約專題研究／舊約專書
新約專題研究／新約專書
專題研究

十一、高等研究課程學術報告會
所有神學碩士生必須依其主修領域出席高等研究課程學術報告會。每位學生必須
在高等研究課程學術報告會中：
1.發表一篇研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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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擔任一次其他同學研究專文之回應人
3.發表畢業論文計畫書

十二、畢業論文
1.申請畢業論文寫作者需：
a.完成並通過所有課程
b.完成高等研究學術報告發表會之第 1, 2 項要求
2.畢業論文：
a.字數：50,000 至 60,000 字
b.計畫書：9 月 30 日前
c.初稿：翌年 2 月 1 日前繳交
d.定稿：4 月 1 日前繳交
e.口試：5 月
（以上確切日期將依當學年度公告為準）
3.畢業論文之格式以本院『學位論文及研究報告格式指南』為準。

十三、畢業資格
1.完成所有課程要求，及學業平均點數(GPA)達 3.0 或以上。
2.完成高等研究課程學術報告會要求
3.提交論文並通過口試

十四、試讀申請
若於當年度無法申請路德神學研究所正式生者，可申請試讀，成績達 B 以上之課
程，兩年內考取為正式生後，可抵正式學分，超過兩年之學分不採計。(僅可試讀
兩門課)

十五、課程簡介
ST400 研究方法及論文寫作 (2 學分)
本課程是要幫助學生得到搜尋、取得、分析、綜合、分辨、評價資料的能力，
進而能撰寫具有研究深度的學期報告及呈現研究成果，最終的目的是要完成學
位論文。在學習訓練的過程中，學生需要鍛練獨立思考和獨立研究的能力，並
在授課老師的要求和教導下，成為滿足學術要求的研究者。
1.主修路德研究
ST401- ST402 路德神學研討 I-II (各 4 學分)
路德神學研討之目的是藉著對路德主要論題之深入研究，來加強學生對路德整
體神學思想的瞭解。在教授的引導下，學生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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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閱讀和討論路德自己的著作，就是從 Luther’s Works (American Edition)選出
來的重要作品，來瞭解他的神學在當時處境中的意義。
2.以閱讀和討論相關的研究文獻，來探討及評估現代路德神學研究上的各種看
法及貢獻。
3.以反省和討論來澄清學生對路德神學在台灣現代處境中的瞭解及應用。
ST403 路德的十架神學 4 學分
本課程之目的為探討路德的神學主軸與方法—十架神學。學生將藉由研讀路德
著作及相關研究著作，探討路德的十架神學之內容、形成與發展，並在教授的
指導下，思考路德的十架神學於當代華人教會處境中之意義與應用。
ST404 路德與聖經 3 學分
本課程的焦點是路德對聖經之翻譯和解釋的貢獻。學生將探討那些勢力及意見
形塑路德的釋經方法論；路德翻譯或詮釋聖經所引用的原則及方法，並且研討
聖經如何成為信義宗神學之根基與規範的角色。最後，學生將會探討此遺產如
何影響或應該影響今日華人教會聖經的使用。
ST405 牧者路德 3 學分
作為一個改教家，路德終其一生，其主要關懷的核心始終與牧養密不可分。本
課程嘗試探討路德對教會事工的神學觀點，瞭解這樣的觀點如何落實在教會的
敬拜、講道、要理問答、宣教、以及牧關事奉，並透過反省路德的牧養策略與
洞見，為當代華人教會的處境提供參考。
ST406 路德及其時代背景 3 學分
本課程將於中世紀末期與十六世紀宗教改革為時代背景，探討路德的生平與事
工。課程亦將回顧與路德同時代之改教團體的發展，並探討其理念與路德神學
和建立信義宗教會之間的關係。
ST407 路德的倫理觀 3 學分
學生將探索並討論路德所關切的重要倫理議題，以及這些議題對今日教會的意
義與應用。課程中除了探討呼召、婚姻、家庭、工作，以及經濟倫理等議題外，
將特別著重路德對基督徒面對社會、國家和戰爭等，應有的正確之觀點。
ST408 論文寫作 6 學分
2.主修聖經研究
BL401 希伯來文原文讀經 4 學分
本課程之目的，是藉著深度及廣度兼備的希伯來原文讀經，來增進學生的舊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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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原文讀經能力。其中希伯來文的原文訓練包括生字的擴充及熟悉、文法
和句型的分析、文體和文義的研究，使學生不但能有效率地用希伯來文讀經，
更能為深度的原文解經打下紮實的根基。
BO401 舊約專書 3 學分
本課程是以舊約聖經卅九卷書為範圍，針對個別書卷來作原文解經研究。研究
的內容包括各別書卷的古抄本、經文、譯本、背景、解析、應用等，希望能對
舊約的個別書卷的文字、語源、語義、文體、文法、作者、寫作背景、歷史源
流、釋經學派、當代的解經趨勢和成果、處境化與本色化的應用、與新約的關
聯等作深度的研究分析，達致解經的成果。
BO402 舊約專題研究 3 學分
本課程以舊約或與舊約有關領域為主要範圍，著重於專題的研究，以達致對舊
約聖經的深度理解。舊約的專題可涵蓋單一書卷或跨越書卷的特別研究，例如
約的研究、摩西五經的倫理觀、申命記史觀的研究、詩歌的文學技巧、智慧書
的結構研究、先知書中的救贖觀、詩篇中的創造論等(以上專題僅為列舉)，乃
至於次經研究、次經中的智慧書之研究、第二聖殿時期的舊約正典研究等(以
上專題僅為列舉)。
BL402 希臘文原文讀經 4 學分
本課程之目的，是藉著深度及廣度兼備的希臘文原文讀經，來增進學生的新約
聖經的原文讀經能力。其中希臘文的原文訓練包括生字的擴充及熟悉、文法和
句型的分析、文體和文義的研究，使學生不但能有效率地用希臘文讀經，更能
為深度的原文解經打下紮實的根基。
BN401 新約專書 3 學分
本課程是以新約聖經二十七卷書為範圍，針對個別書卷來作原文解經研究。研
究的內容包括各別書卷的古抄本、經文、譯本、背景、解析、應用等，希望能
對新約的個別書卷的文字、語源、語義、文體、文法、作者、寫作背景、歷史
源流、釋經學派、當代的解經趨勢和成果、處境化與本色化的應用、與舊約的
關聯等作深度的研究分析，達致解經的成果。
BN402 新約專題研究 3 學分
本課程以新約或與新約有關領域為主要範圍，著重於專題的研究，以達致對新
約聖經的深度理解。新約的專題可涵蓋單一書卷或跨越書卷的特別研究，例如
約翰著作中的聖靈觀、符類福音的國度觀之比較研究、保羅的旅行佈道與保羅
書信的關係、新約中的啟示文體之研究、基督再來的研究、羅馬書與雅各書的
稱義觀之比較研究等(以上專題僅為列舉)，乃至於尼西亞前的教父與新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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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新約中的舊約引據之研究等(以上專題僅為列舉)。
B401 當代釋經理論研究 3 學分
聖經研究需對當代的釋經理論提出回應。本課程針對當代主要的釋經理論作全
面分析，並給予適當的批判與評價，期待於嚴謹的訓練之後，研究者不但能有
效地分析各種學說的優劣，也能建立穩固的解經釋經基礎。
B402 專題研究 3 學分
在聖經研究領域所涵蓋的範圍內，任一有研究價值、有學術深度的專題。
ST408 論文寫作 6 學分

備註：
2016.12.06 教授部暨院務聯席會議決議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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