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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召神學院學生手冊神召神學院學生手冊神召神學院學生手冊神召神學院學生手冊 

教務章則教務章則教務章則教務章則 

（（（（2020/2/13更新更新更新更新））））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學學學學  科科科科 

1. 本院為訓練傳道同工備有道學碩士科本院為訓練傳道同工備有道學碩士科本院為訓練傳道同工備有道學碩士科本院為訓練傳道同工備有道學碩士科、、、、教牧碩士科教牧碩士科教牧碩士科教牧碩士科、、、、聖經碩士科聖經碩士科聖經碩士科聖經碩士科、、、、碩士預科碩士預科碩士預科碩士預科、、、、神學學士神學學士神學學士神學學士

科科科科、、、、基督教事工高級證書科及聖工證書科等基督教事工高級證書科及聖工證書科等基督教事工高級證書科及聖工證書科等基督教事工高級證書科及聖工證書科等。。。。 

2. 本院為信徒備有聖樂進修學系碩士班本院為信徒備有聖樂進修學系碩士班本院為信徒備有聖樂進修學系碩士班本院為信徒備有聖樂進修學系碩士班、、、、信徒宣教進修證書科信徒宣教進修證書科信徒宣教進修證書科信徒宣教進修證書科（（（（二年二年二年二年）、）、）、）、原住民基層宣教原住民基層宣教原住民基層宣教原住民基層宣教

進修證書科進修證書科進修證書科進修證書科（（（（二年二年二年二年））））及各區分校及各區分校及各區分校及各區分校、、、、區域教學中心課程區域教學中心課程區域教學中心課程區域教學中心課程。。。。 

3. 本院為願進修而不修讀學位者備有選讀之機會本院為願進修而不修讀學位者備有選讀之機會本院為願進修而不修讀學位者備有選讀之機會本院為願進修而不修讀學位者備有選讀之機會，，，，選讀資格及規定請看施行細則選讀資格及規定請看施行細則選讀資格及規定請看施行細則選讀資格及規定請看施行細則。。。。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招招招招  生生生生 

入學資格入學資格入學資格入學資格：：：： 

1. 蒙召經驗蒙召經驗蒙召經驗蒙召經驗：：：：確有重生得救經驗確有重生得救經驗確有重生得救經驗確有重生得救經驗，，，，且受浸加入教會一年以上且受浸加入教會一年以上且受浸加入教會一年以上且受浸加入教會一年以上，，，，具有一年事奉經驗具有一年事奉經驗具有一年事奉經驗具有一年事奉經驗（（（（教牧碩教牧碩教牧碩教牧碩

士科須有二年以上全職事奉經驗者士科須有二年以上全職事奉經驗者士科須有二年以上全職事奉經驗者士科須有二年以上全職事奉經驗者），），），），而確係蒙神呼召而確係蒙神呼召而確係蒙神呼召而確係蒙神呼召，，，，獲得教會長執及主任牧師推薦獲得教會長執及主任牧師推薦獲得教會長執及主任牧師推薦獲得教會長執及主任牧師推薦

者者者者。。。。 

2.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 

a. 道學碩士科道學碩士科道學碩士科道學碩士科，，，，須具有大學須具有大學須具有大學須具有大學(含以上含以上含以上含以上)畢業之學位畢業之學位畢業之學位畢業之學位，，，，或具有四年制神學院畢業之神學學士或具有四年制神學院畢業之神學學士或具有四年制神學院畢業之神學學士或具有四年制神學院畢業之神學學士(但但但但

須全職服事兩年以上須全職服事兩年以上須全職服事兩年以上須全職服事兩年以上，，，，本學院神學學士科應屆畢業直升碩士科者不受兩年事奉之限本學院神學學士科應屆畢業直升碩士科者不受兩年事奉之限本學院神學學士科應屆畢業直升碩士科者不受兩年事奉之限本學院神學學士科應屆畢業直升碩士科者不受兩年事奉之限），），），），

或相等學位或相等學位或相等學位或相等學位，，，，始得報考就讀始得報考就讀始得報考就讀始得報考就讀。。。。 

b. 教牧碩士科教牧碩士科教牧碩士科教牧碩士科，，，，須具有四年制神學院畢業之神學學士或相等學位須具有四年制神學院畢業之神學學士或相等學位須具有四年制神學院畢業之神學學士或相等學位須具有四年制神學院畢業之神學學士或相等學位，，，，且全職牧會兩年以上且全職牧會兩年以上且全職牧會兩年以上且全職牧會兩年以上

之傳道人或師母之傳道人或師母之傳道人或師母之傳道人或師母；；；；若無神學學士學位若無神學學士學位若無神學學士學位若無神學學士學位，，，，但已全職牧會超過十年以上之傳道人或師母但已全職牧會超過十年以上之傳道人或師母但已全職牧會超過十年以上之傳道人或師母但已全職牧會超過十年以上之傳道人或師母，，，，

憑相關經歷證明憑相關經歷證明憑相關經歷證明憑相關經歷證明，，，，亦可就讀亦可就讀亦可就讀亦可就讀。。。。 

c. 聖經碩士科及基督教事工高級證書科聖經碩士科及基督教事工高級證書科聖經碩士科及基督教事工高級證書科聖經碩士科及基督教事工高級證書科，，，，須具大學畢業或相等學位須具大學畢業或相等學位須具大學畢業或相等學位須具大學畢業或相等學位，，，，始得報考就讀始得報考就讀始得報考就讀始得報考就讀。。。。 

d. 碩士預科碩士預科碩士預科碩士預科，，，，須具有二須具有二須具有二須具有二、、、、五專五專五專五專（（（（補足學士科兩年學分補足學士科兩年學分補足學士科兩年學分補足學士科兩年學分））））畢業畢業畢業畢業、、、、或三專或三專或三專或三專（（（（補足學士科一年學補足學士科一年學補足學士科一年學補足學士科一年學

分分分分））））畢業畢業畢業畢業，，，，補足學士科學分後補足學士科學分後補足學士科學分後補足學士科學分後，，，，始得進入碩士科就讀始得進入碩士科就讀始得進入碩士科就讀始得進入碩士科就讀。。。。 

e. 神學神學士科神學神學士科神學神學士科神學神學士科，，，，須具有高中須具有高中須具有高中須具有高中、、、、高職畢業之學歷高職畢業之學歷高職畢業之學歷高職畢業之學歷，，，，或能呈驗同等學歷證件者或能呈驗同等學歷證件者或能呈驗同等學歷證件者或能呈驗同等學歷證件者。。。。 

f. 聖工證書科聖工證書科聖工證書科聖工證書科（（（（僅修學士科前兩年學分僅修學士科前兩年學分僅修學士科前兩年學分僅修學士科前兩年學分），），），），須具高中須具高中須具高中須具高中、、、、高職畢業以上之學歷或同高職畢業以上之學歷或同高職畢業以上之學歷或同高職畢業以上之學歷或同等學歷證等學歷證等學歷證等學歷證

件者件者件者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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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體格體格體格體格：：：：身心必須健全身心必須健全身心必須健全身心必須健全、、、、無隱疾無隱疾無隱疾無隱疾；；；；足以勝任聖工及學校繁重課業者足以勝任聖工及學校繁重課業者足以勝任聖工及學校繁重課業者足以勝任聖工及學校繁重課業者。。。。 

4. 品格品格品格品格：：：：品德必須高尚品德必須高尚品德必須高尚品德必須高尚，，，，無不良嗜好無不良嗜好無不良嗜好無不良嗜好，，，，符合聖經所示聖工人員之條件者符合聖經所示聖工人員之條件者符合聖經所示聖工人員之條件者符合聖經所示聖工人員之條件者。。。。 

5. 神學立場參中國神召會總綱之信仰立場神學立場參中國神召會總綱之信仰立場神學立場參中國神召會總綱之信仰立場神學立場參中國神召會總綱之信仰立場。【。【。【。【Assemblies of God Statement of Fundamental 

Truths 請請請請參官網參官網參官網參官網 http://www.aogst.tw 

 

  報名手續報名手續報名手續報名手續：：：： 

1. 請自行上網下載請自行上網下載請自行上網下載請自行上網下載「「「「入學報名表入學報名表入學報名表入學報名表」」」」及及及及「「「「牧者推薦書二份牧者推薦書二份牧者推薦書二份牧者推薦書二份」。」。」。」。 

2. 報名所需之項目報名所需之項目報名所需之項目報名所需之項目：：：： 

①①①①  入學報名表入學報名表入學報名表入學報名表(檢附檢附檢附檢附 800元報名費劃撥收據影本元報名費劃撥收據影本元報名費劃撥收據影本元報名費劃撥收據影本) 

②②②②     事奉見證事奉見證事奉見證事奉見證(教牧碩士科教牧碩士科教牧碩士科教牧碩士科)或蒙召見證或蒙召見證或蒙召見證或蒙召見證 1500字字字字 

③③③③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④④④④     體格檢查表體格檢查表體格檢查表體格檢查表(含驗血含驗血含驗血含驗血、、、、驗尿驗尿驗尿驗尿)一份一份一份一份（（（（公私立醫院一般體檢表公私立醫院一般體檢表公私立醫院一般體檢表公私立醫院一般體檢表）））） 

⑤⑤⑤⑤     壹壹壹壹吋吋吋吋正面正面正面正面半身脫帽半身脫帽半身脫帽半身脫帽大頭照二張大頭照二張大頭照二張大頭照二張、、、、貳吋正面半身脫帽大頭照貳吋正面半身脫帽大頭照貳吋正面半身脫帽大頭照貳吋正面半身脫帽大頭照一張一張一張一張 

※ 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5 項請報名者寄交台中院本部招生委員會項請報名者寄交台中院本部招生委員會項請報名者寄交台中院本部招生委員會項請報名者寄交台中院本部招生委員會 

⑥⑥⑥⑥  牧者推薦書二份牧者推薦書二份牧者推薦書二份牧者推薦書二份(所屬教會牧師及長執所屬教會牧師及長執所屬教會牧師及長執所屬教會牧師及長執) 

※ 「「「「牧者牧者牧者牧者推薦書推薦書推薦書推薦書」」」」由推薦牧者親寄至台中院本部招生委員會由推薦牧者親寄至台中院本部招生委員會由推薦牧者親寄至台中院本部招生委員會由推薦牧者親寄至台中院本部招生委員會(請報名者備妥請報名者備妥請報名者備妥請報名者備妥““““回郵信封回郵信封回郵信封回郵信封””””

及及及及““““牧者推薦書牧者推薦書牧者推薦書牧者推薦書””””予推薦牧者予推薦牧者予推薦牧者予推薦牧者) 

3. 所有表格附件及所有表格附件及所有表格附件及所有表格附件及牧者牧者牧者牧者推薦書須於報名推薦書須於報名推薦書須於報名推薦書須於報名截截截截止日期止日期止日期止日期前前前前，，，，全部全部全部全部送抵送抵送抵送抵本院本院本院本院，，，，由招生委員會由招生委員會由招生委員會由招生委員會審核審核審核審核後後後後，，，，

寄寄寄寄發通知單發通知單發通知單發通知單及及及及准准准准考證考證考證考證。。。。 

 

  考試科目考試科目考試科目考試科目：：：： 

      教牧碩士科以教牧碩士科以教牧碩士科以教牧碩士科以口試口試口試口試為主為主為主為主；；；；道學碩士科道學碩士科道學碩士科道學碩士科、、、、聖經碩士科及神學學士科聖經碩士科及神學學士科聖經碩士科及神學學士科聖經碩士科及神學學士科：：：：聖經聖經聖經聖經〈〈〈〈創世紀創世紀創世紀創世紀、、、、四四四四福音福音福音福音

書書書書、、、、使使使使徒行傳徒行傳徒行傳徒行傳〉〉〉〉、、、、國國國國文文文文、、、、英文英文英文英文及及及及口試口試口試口試（（（（註註註註：：：：初錄取初錄取初錄取初錄取者者者者，，，，第第第第一年一年一年一年均均均均為為為為試試試試讀生讀生讀生讀生，，，，如如如如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在在在在品德品德品德品德、、、、服服服服

事奉事奉事奉事奉獻獻獻獻及學業上符合及學業上符合及學業上符合及學業上符合做做做做傳道人之傳道人之傳道人之傳道人之要求要求要求要求，，，，始予始予始予始予接納接納接納接納為正為正為正為正式式式式生生生生。）。）。）。） 

      學學學學雜雜雜雜費費費費：：：：請參請參請參請參閱閱閱閱學院各項收費學院各項收費學院各項收費學院各項收費標準標準標準標準〈〈〈〈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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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學學學學  制制制制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一學年有二一學年有二一學年有二一學年有二個個個個學學學學期期期期，，，，由由由由九月開九月開九月開九月開始至始至始至始至次次次次年年年年六月結束六月結束六月結束六月結束。。。。每每每每學學學學期期期期有十有十有十有十六週六週六週六週，，，，凡每週凡每週凡每週凡每週上課一上課一上課一上課一小時小時小時小時者者者者，，，，

一學一學一學一學期給期給期給期給予一學分予一學分予一學分予一學分〈〈〈〈若有若有若有若有 0 學分者不學分者不學分者不學分者不計計計計〉〉〉〉，，，，每星期每星期每星期每星期一至一至一至一至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為上課五為上課五為上課五為上課時間時間時間時間，，，，又視又視又視又視學校及學生之需學校及學生之需學校及學生之需學校及學生之需

要要要要，，，，另開密集另開密集另開密集另開密集班課程班課程班課程班課程。。。。 

 

  學業成績學業成績學業成績學業成績：：：： 

1. 評評評評分制度分制度分制度分制度採用百採用百採用百採用百分分分分評評評評等等等等法法法法；；；；採英文採英文採英文採英文字母字母字母字母計計計計分者分者分者分者換算如換算如換算如換算如下下下下：：：： 
字母字母字母字母 A++++ A A- B+ B B- C+ C C- D+ D D- F 
分分分分數數數數 98 95 92 88 85 82 78 75 72 68 65 62 <60 

2. 任課任課任課任課老老老老師應於學師應於學師應於學師應於學期結束期結束期結束期結束後兩後兩後兩後兩週內算出週內算出週內算出週內算出總總總總成績成績成績成績後後後後送送送送交教交教交教交教務處登錄務處登錄務處登錄務處登錄。。。。成績在七成績在七成績在七成績在七十分以上者修得十分以上者修得十分以上者修得十分以上者修得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七七七七十分者為不及格十分者為不及格十分者為不及格十分者為不及格給給給給予補考一予補考一予補考一予補考一次次次次，，，，若若若若再再再再不及格須重修不及格須重修不及格須重修不及格須重修該該該該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3. 必修課程不及格者必修課程不及格者必修課程不及格者必修課程不及格者，，，，必須重修必須重修必須重修必須重修該該該該科目科目科目科目，，，，直直直直到完成到完成到完成到完成必修科總必修科總必修科總必修科總要求要求要求要求，，，，但選修課程若不及格但選修課程若不及格但選修課程若不及格但選修課程若不及格時時時時，，，，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其他其他其他其他選修科目分選修科目分選修科目分選修科目分數代替數代替數代替數代替。。。。 

4. 因假因假因假因假補考補考補考補考：：：：請請請請假假假假經經經經核准未核准未核准未核准未能參加考能參加考能參加考能參加考試試試試者者者者，，，，得得得得准准准准補考補考補考補考，，，，並將按實並將按實並將按實並將按實得分得分得分得分數計算數計算數計算數計算。。。。 

5. 在特殊情形在特殊情形在特殊情形在特殊情形下下下下〈〈〈〈如兵役如兵役如兵役如兵役、、、、病假病假病假病假〉〉〉〉課業課業課業課業未完成未完成未完成未完成者者者者，，，，由由由由授授授授課教師課教師課教師課教師建議建議建議建議，，，，經教經教經教經教務務務務委員會會委員會會委員會會委員會會議通議通議通議通過過過過，，，，

可可可可註註註註明明明明「「「「未完成未完成未完成未完成」，」，」，」，不不不不給給給給予學分予學分予學分予學分，，，，亦不亦不亦不亦不計算在平均計算在平均計算在平均計算在平均分分分分數內數內數內數內。。。。 

6. 每門每門每門每門課程之課程之課程之課程之作作作作業業業業均均均均有有有有期期期期限限限限，，，，過過過過了了了了任課任課任課任課老老老老師師師師指指指指定定定定的期的期的期的期限交限交限交限交作作作作業者業者業者業者，，，，每逾每逾每逾每逾一一一一天天天天，，，，扣該扣該扣該扣該科總分一科總分一科總分一科總分一

分分分分，，，，最最最最多多多多不得超過二不得超過二不得超過二不得超過二週週週週，，，，否否否否則則則則該該該該課程項目以課程項目以課程項目以課程項目以零零零零分分分分計計計計。。。。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1.1.1.1. 一學分之課以一學分之課以一學分之課以一學分之課以每週每週每週每週上一上一上一上一節節節節為原則為原則為原則為原則。。。。每每每每一學分課一學分課一學分課一學分課要求要求要求要求課後一課後一課後一課後一小時小時小時小時半至兩半至兩半至兩半至兩小時小時小時小時自修自修自修自修。。。。若若若若是是是是碩士碩士碩士碩士

班班班班的要求的要求的要求的要求，，，，若若若若是是是是修兩修兩修兩修兩個個個個學分學分學分學分的的的的課課課課，，，，至至至至少閱少閱少閱少閱讀讀讀讀 1000頁的頁的頁的頁的書書書書，，，，學學學學期間的作期間的作期間的作期間的作業報業報業報業報告告告告書書書書寫寫寫寫，，，，

累累累累加則至加則至加則至加則至少寫少寫少寫少寫 17 頁頁頁頁；；；；修三修三修三修三個個個個學分學分學分學分的的的的課課課課，，，，閱閱閱閱讀至讀至讀至讀至少少少少 1200-1500頁頁頁頁，，，，報報報報告累告累告累告累加至加至加至加至少寫少寫少寫少寫

25頁頁頁頁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學士科無學士科無學士科無學士科無論是論是論是論是修讀兩或三學分修讀兩或三學分修讀兩或三學分修讀兩或三學分，，，，一一一一律律律律至至至至少閱少閱少閱少閱讀讀讀讀 800頁的頁的頁的頁的書書書書，，，，學學學學期間的作期間的作期間的作期間的作

業報業報業報業報告累告累告累告累加至加至加至加至少寫少寫少寫少寫 15頁頁頁頁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2. 各科同學選讀本院區域教學中心課程者各科同學選讀本院區域教學中心課程者各科同學選讀本院區域教學中心課程者各科同學選讀本院區域教學中心課程者，，，，入學入學入學入學神神神神學學士科者學學士科者學學士科者學學士科者其成績要求其成績要求其成績要求其成績要求必須必須必須必須達達達達 85 分以上分以上分以上分以上，，，，

並轉並轉並轉並轉入之學分入之學分入之學分入之學分（（（（15 年以年以年以年以內內內內））））不得超過學士總修學分之二分之一不得超過學士總修學分之二分之一不得超過學士總修學分之二分之一不得超過學士總修學分之二分之一，，，，始得始得始得始得接納接納接納接納（（（（轉轉轉轉入聖工證書入聖工證書入聖工證書入聖工證書

科者科者科者科者成績要求比成績要求比成績要求比成績要求比照神學學士科照神學學士科照神學學士科照神學學士科，，，，其轉其轉其轉其轉入之學分不得超過聖工證書總修學分之二分之一入之學分不得超過聖工證書總修學分之二分之一入之學分不得超過聖工證書總修學分之二分之一入之學分不得超過聖工證書總修學分之二分之一））））。。。。

入學碩士科者入學碩士科者入學碩士科者入學碩士科者，，，，其成績其成績其成績其成績必須必須必須必須達到達到達到達到 90 分以上分以上分以上分以上，，，，並轉並轉並轉並轉入之學分不得超過碩士總修學分之三分入之學分不得超過碩士總修學分之三分入之學分不得超過碩士總修學分之三分入之學分不得超過碩士總修學分之三分

之一之一之一之一，，，，始得始得始得始得接納接納接納接納。。。。但區域教學但區域教學但區域教學但區域教學中心中心中心中心轉來轉來轉來轉來之之之之成績成績成績成績不得不得不得不得與與與與校本部校本部校本部校本部成績綜成績綜成績綜成績綜合合合合計算計算計算計算畢業總畢業總畢業總畢業總平均成績平均成績平均成績平均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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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他他他他校之正校之正校之正校之正式式式式生選課學分生選課學分生選課學分生選課學分轉轉轉轉入者入者入者入者，，，，其轉其轉其轉其轉入之入之入之入之成績成績成績成績必須必須必須必須達達達達 85 分分分分（（（（B））））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始得始得始得始得接納接納接納接納；；；；並其並其並其並其所所所所

轉轉轉轉入之學分入之學分入之學分入之學分（（（（15 年以年以年以年以內內內內））））不得超過不得超過不得超過不得超過該該該該員所就讀科員所就讀科員所就讀科員所就讀科別別別別應修總學分應修總學分應修總學分應修總學分的的的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他他他他校校校校的的的的選修生選修生選修生選修生

或或或或延伸延伸延伸延伸部之學分部之學分部之學分部之學分轉轉轉轉入者入者入者入者，，，，其轉其轉其轉其轉入之入之入之入之成績成績成績成績必須必須必須必須達達達達 90 分以上分以上分以上分以上，，，，始得始得始得始得接納接納接納接納；；；；並其並其並其並其所所所所轉轉轉轉入之學分入之學分入之學分入之學分

（（（（15 年以年以年以年以內內內內））））不得超過不得超過不得超過不得超過該該該該員所就讀科員所就讀科員所就讀科員所就讀科別別別別應修總學分應修總學分應修總學分應修總學分的的的的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四分之一。（。（。（。（以上以上以上以上他他他他校校校校轉轉轉轉入之神學院入之神學院入之神學院入之神學院

是指是指是指是指，，，，台台台台灣灣灣灣基督教神學院校基督教神學院校基督教神學院校基督教神學院校聯聯聯聯合會合會合會合會的的的的十四所神學院十四所神學院十四所神學院十四所神學院成成成成員員員員，，，，始得始得始得始得接接接接受受受受轉轉轉轉入入入入；；；；另外另外另外另外國國國國外外外外之神學之神學之神學之神學

院院院院，，，，若若若若是是是是經教育部或台經教育部或台經教育部或台經教育部或台灣灣灣灣基督教神學院校基督教神學院校基督教神學院校基督教神學院校聯聯聯聯合會合會合會合會認認認認可者可者可者可者，，，，也接也接也接也接受受受受轉轉轉轉入入入入；；；；其他其他其他其他神學院一神學院一神學院一神學院一律律律律不不不不

接接接接受受受受；；；；正正正正式式式式入學後則一入學後則一入學後則一入學後則一律律律律不不不不接接接接受受受受他他他他校選修校選修校選修校選修的的的的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4. 道學碩士科道學碩士科道學碩士科道學碩士科，，，，至至至至少少少少修業三年或以上修業三年或以上修業三年或以上修業三年或以上(最最最最多多多多以五年為限以五年為限以五年為限以五年為限)，，，，需修需修需修需修完完完完所須所須所須所須的的的的 95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另外另外另外另外加上加上加上加上實習實習實習實習

三年三年三年三年共共共共 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必修學分需必修學分需必修學分需必修學分需完成完成完成完成三分之二以上三分之二以上三分之二以上三分之二以上)，，，，始始始始授授授授予道學碩士學位予道學碩士學位予道學碩士學位予道學碩士學位。。。。(四年制神學學士四年制神學學士四年制神學學士四年制神學學士

科畢業之科畢業之科畢業之科畢業之現現現現職傳道人職傳道人職傳道人職傳道人，，，，就讀道學碩士者就讀道學碩士者就讀道學碩士者就讀道學碩士者，，，，僅修僅修僅修僅修 88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二年制聖經碩士科畢業之二年制聖經碩士科畢業之二年制聖經碩士科畢業之二年制聖經碩士科畢業之現現現現職傳職傳職傳職傳

道人道人道人道人，，，，全職事奉兩年以上全職事奉兩年以上全職事奉兩年以上全職事奉兩年以上，，，，僅補修僅補修僅補修僅補修 30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且且且且都都都都不必修不必修不必修不必修實習實習實習實習學分學分學分學分，，，，並並並並可可可可在在在在校本部或分校校本部或分校校本部或分校校本部或分校

就讀就讀就讀就讀，，，，即即即即可畢業可畢業可畢業可畢業；；；；兩年制教牧碩士畢業者兩年制教牧碩士畢業者兩年制教牧碩士畢業者兩年制教牧碩士畢業者，，，，也也也也僅補修僅補修僅補修僅補修 30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且且且且都都都都不必修不必修不必修不必修實習實習實習實習學分學分學分學分，，，，並並並並

可可可可在在在在校本部或分校就讀校本部或分校就讀校本部或分校就讀校本部或分校就讀，，，，即即即即可畢業可畢業可畢業可畢業。）。）。）。） 

5. 教牧碩士科及聖經碩士科教牧碩士科及聖經碩士科教牧碩士科及聖經碩士科教牧碩士科及聖經碩士科，，，，至至至至少少少少修年二年或以上修年二年或以上修年二年或以上修年二年或以上(最最最最多多多多以五年為限以五年為限以五年為限以五年為限)，，，，須修須修須修須修完完完完 65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聖經聖經聖經聖經

碩士科碩士科碩士科碩士科另另另另加必修加必修加必修加必修實習實習實習實習 2 個個個個學分學分學分學分，，，，教牧碩士不必修教牧碩士不必修教牧碩士不必修教牧碩士不必修實習實習實習實習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必修學分需必修學分需必修學分需必修學分需完成完成完成完成三分之二以三分之二以三分之二以三分之二以

上上上上），），），），始始始始授授授授予碩士學位予碩士學位予碩士學位予碩士學位。。。。碩士預科不碩士預科不碩士預科不碩士預科不授授授授學位學位學位學位，，，，補足學士科之學分後補足學士科之學分後補足學士科之學分後補足學士科之學分後（（（（補一年為補一年為補一年為補一年為 32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補補補補

兩年為兩年為兩年為兩年為 64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另另另另加加加加實習實習實習實習學分學分學分學分每每每每補一年一學分補一年一學分補一年一學分補一年一學分），），），），進入碩士科就讀進入碩士科就讀進入碩士科就讀進入碩士科就讀，，，，並按並按並按並按碩士科碩士科碩士科碩士科要求要求要求要求修修修修完完完完

所需學分後所需學分後所需學分後所需學分後，，，，按按按按碩士科碩士科碩士科碩士科辦理授辦理授辦理授辦理授學位學位學位學位。。。。 

6. 聖樂進修學系碩士班聖樂進修學系碩士班聖樂進修學系碩士班聖樂進修學系碩士班，，，，分分分分初初初初、、、、中中中中、、、、高高高高階階階階，，，，三三三三個階段個階段個階段個階段，，，，僅高僅高僅高僅高階階階階者須修神學部份者須修神學部份者須修神學部份者須修神學部份 24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不含不含不含不含

實習實習實習實習 2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實習實習實習實習 2 學分屬必修學分屬必修學分屬必修學分屬必修）、）、）、）、音音音音樂部份樂部份樂部份樂部份 40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修修修修完完完完始始始始授授授授聖樂碩士學位聖樂碩士學位聖樂碩士學位聖樂碩士學位。。。。 

7. 神學學神學學神學學神學學士科士科士科士科，，，，至至至至少少少少修年四年或以上修年四年或以上修年四年或以上修年四年或以上(最最最最多多多多以以以以七七七七年為限年為限年為限年為限)，，，，須修須修須修須修完完完完 132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另另另另加必修加必修加必修加必修實習實習實習實習 4個個個個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共共共共 136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必修學分需必修學分需必修學分需必修學分需完成完成完成完成三分之二以上三分之二以上三分之二以上三分之二以上），），），），始始始始授授授授予神學學士學位予神學學士學位予神學學士學位予神學學士學位。。。。 

8. 基督教事工高級證書科基督教事工高級證書科基督教事工高級證書科基督教事工高級證書科，，，，須修須修須修須修完完完完 40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另另另另加必修加必修加必修加必修實習實習實習實習 2個個個個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始始始始授授授授予高級證書科證予高級證書科證予高級證書科證予高級證書科證

書書書書；；；；此此此此科屬碩士科科屬碩士科科屬碩士科科屬碩士科的的的的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可可可可在在在在分校就讀分校就讀分校就讀分校就讀，，，，爾爾爾爾後若報考本學院後若報考本學院後若報考本學院後若報考本學院其它其它其它其它碩士科碩士科碩士科碩士科，，，，則必須回則必須回則必須回則必須回到到到到校校校校

本部就讀本部就讀本部就讀本部就讀，，，，且所修之學分且所修之學分且所修之學分且所修之學分(含含含含實習實習實習實習學分學分學分學分)，，，，皆皆皆皆可可可可接納接納接納接納。。。。 

9. 聖聖聖聖工工工工證書科證書科證書科證書科，，，，須修須修須修須修完完完完 65 學分者學分者學分者學分者（（（（另另另另加必修加必修加必修加必修實習實習實習實習 2個個個個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始始始始授授授授予聖工證書或信徒宣教進予聖工證書或信徒宣教進予聖工證書或信徒宣教進予聖工證書或信徒宣教進

修證書修證書修證書修證書。。。。 

10. 以上各科系以上各科系以上各科系以上各科系實習實習實習實習學分不及格者學分不及格者學分不及格者學分不及格者，，，，視視視視同同同同未完成未完成未完成未完成教會教會教會教會實習實習實習實習，，，，不得畢業不得畢業不得畢業不得畢業、、、、不不不不授授授授學學學學位位位位（（（（實習實習實習實習學分為學分為學分為學分為

每每每每學年一學分學年一學分學年一學分學年一學分）。）。）。）。全修生全修生全修生全修生每每每每學學學學期平均期平均期平均期平均修讀修讀修讀修讀 17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最最最最少少少少須讀須讀須讀須讀 14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特殊情況除外特殊情況除外特殊情況除外特殊情況除外），），），），最最最最

多多多多不得超過不得超過不得超過不得超過 22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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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學費學費學費學費：：：：（（（（本項可本項可本項可本項可依當時物價依當時物價依當時物價依當時物價而而而而調整調整調整調整，，，，並並並並公公公公告告告告）））） 

a. 碩士科碩士科碩士科碩士科：：：：全修生學費全修生學費全修生學費全修生學費新新新新台台台台幣幣幣幣參參參參萬萬萬萬元元元元/每每每每學學學學期期期期，，，，圖圖圖圖書書書書館館館館費貳費貳費貳費貳仟仟仟仟元元元元/每每每每學學學學期期期期，，，，講義講義講義講義影影影影印印印印費壹費壹費壹費壹仟仟仟仟元元元元/

每每每每學學學學期期期期，，，，住住住住宿宿宿宿費費費費伍仟伍仟伍仟伍仟元元元元/每每每每學學學學期期期期，，，，住住住住宿宿宿宿生生生生水電水電水電水電費費費費伍佰伍佰伍佰伍佰元元元元/每每每每學學學學期期期期。。。。若若若若是是是是屬中國神召會屬中國神召會屬中國神召會屬中國神召會的的的的會會會會友友友友，，，，

則學費則學費則學費則學費減減減減半半半半（（（（畢業後須畢業後須畢業後須畢業後須在在在在中國神召會中國神召會中國神召會中國神召會的的的的教會或機教會或機教會或機教會或機構構構構服事服事服事服事，，，，否否否否則須則須則須則須退還退還退還退還補補補補助助助助之學費之學費之學費之學費）；）；）；）；選修選修選修選修

生生生生每每每每一學分費一學分費一學分費一學分費新新新新台台台台幣幣幣幣貳貳貳貳仟仟仟仟元元元元（（（（若為神召會神若為神召會神若為神召會神若為神召會神愛愛愛愛教會教會教會教會的的的的原住民基層宣教班學員原住民基層宣教班學員原住民基層宣教班學員原住民基層宣教班學員，，，，則則則則每每每每一學一學一學一學

分以壹分以壹分以壹分以壹仟柒佰仟柒佰仟柒佰仟柒佰元元元元計計計計），），），），選修選修選修選修 1-5 學分者學分者學分者學分者，，，，圖圖圖圖書書書書館館館館費費費費+講義講義講義講義影影影影印印印印費壹費壹費壹費壹仟仟仟仟元元元元/每每每每學學學學期期期期，，，，選修選修選修選修 6-10

學分者學分者學分者學分者，，，，圖圖圖圖書書書書館館館館費費費費+講義講義講義講義影影影影印印印印費貳費貳費貳費貳仟仟仟仟元元元元/每每每每學學學學期期期期。。。。網網網網路路路路費費費費伍佰伍佰伍佰伍佰元元元元/每每每每學學學學期期期期(有有有有使用使用使用使用者者者者才計才計才計才計費費費費)，，，，

鋼琴使用鋼琴使用鋼琴使用鋼琴使用費費費費伍佰伍佰伍佰伍佰元元元元/每每每每學學學學期期期期(有有有有使用使用使用使用者者者者才計才計才計才計費費費費)。。。。 

b. 學士科學士科學士科學士科：：：：全修生學費全修生學費全修生學費全修生學費新新新新台台台台幣幣幣幣貳貳貳貳萬柒仟萬柒仟萬柒仟萬柒仟元元元元/每每每每學學學學期期期期，，，，圖圖圖圖書書書書館館館館費貳費貳費貳費貳仟仟仟仟元元元元/每每每每學學學學期期期期，，，，講義講義講義講義影影影影印印印印費費費費

壹壹壹壹仟仟仟仟元元元元/每每每每學學學學期期期期，，，，住住住住宿宿宿宿費費費費伍仟伍仟伍仟伍仟元元元元/每每每每學學學學期期期期，，，，住住住住宿宿宿宿生生生生水電水電水電水電費費費費伍佰伍佰伍佰伍佰元元元元/每每每每學學學學期期期期。。。。若若若若是是是是屬中國神召屬中國神召屬中國神召屬中國神召

會會會會的的的的會會會會友友友友，，，，則學費則學費則學費則學費減減減減半半半半（（（（畢業後須畢業後須畢業後須畢業後須在在在在中國神召會中國神召會中國神召會中國神召會的的的的教會或機教會或機教會或機教會或機構構構構服事服事服事服事，，，，否否否否則須則須則須則須退還退還退還退還補補補補助助助助之之之之

學費學費學費學費）；）；）；）；選修生選修生選修生選修生每每每每一學分費一學分費一學分費一學分費新新新新台台台台幣幣幣幣壹壹壹壹仟伍佰仟伍佰仟伍佰仟伍佰元元元元（（（（若為神召會神若為神召會神若為神召會神若為神召會神愛愛愛愛教會教會教會教會的的的的原住民基層宣教原住民基層宣教原住民基層宣教原住民基層宣教

班學員班學員班學員班學員，，，，則則則則每每每每一學分以壹一學分以壹一學分以壹一學分以壹仟仟仟仟貳貳貳貳佰佰佰佰元元元元計計計計）。）。）。）。選修選修選修選修 1-5 學分者學分者學分者學分者，，，，圖圖圖圖書書書書館館館館費費費費+講義講義講義講義影影影影印印印印費壹費壹費壹費壹仟仟仟仟元元元元/

每每每每學學學學期期期期，，，，選修選修選修選修 6-10學分者學分者學分者學分者，，，，圖圖圖圖書書書書館館館館費費費費+講義講義講義講義影影影影印印印印費貳費貳費貳費貳仟仟仟仟元元元元/每每每每學學學學期期期期。。。。網網網網路路路路費費費費伍佰伍佰伍佰伍佰元元元元/每每每每學學學學

期期期期(有有有有使用使用使用使用者者者者才計才計才計才計費費費費)，，，，鋼琴使用鋼琴使用鋼琴使用鋼琴使用費費費費伍佰伍佰伍佰伍佰元元元元/每每每每學學學學期期期期(有有有有使用使用使用使用者者者者才計才計才計才計費費費費)。。。。碩士預科碩士預科碩士預科碩士預科比比比比照學士照學士照學士照學士

科收費科收費科收費科收費。。。。 

c.  教學中心教學中心教學中心教學中心（（（（延伸延伸延伸延伸部部部部））））(未未未未經入學考及面經入學考及面經入學考及面經入學考及面試試試試者者者者)：：：：每每每每一學分一學分一學分一學分新新新新台台台台幣幣幣幣 1200 元元元元，，，，選修學分選修學分選修學分選修學分每每每每學學學學期期期期

最最最最多多多多不超過不超過不超過不超過 9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教學中心學分證書教學中心學分證書教學中心學分證書教學中心學分證書頒發頒發頒發頒發規定規定規定規定如如如如下下下下：：：：學生於教學中心修讀學生於教學中心修讀學生於教學中心修讀學生於教學中心修讀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20 學學學學

分分分分，，，，學院學院學院學院將頒初將頒初將頒初將頒初級證書級證書級證書級證書，，，，若修讀若修讀若修讀若修讀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35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學院學院學院學院將頒將頒將頒將頒中級證書中級證書中級證書中級證書，，，，若修讀若修讀若修讀若修讀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45 學學學學

分分分分，，，，學院學院學院學院將頒將頒將頒將頒高級高級高級高級證書證書證書證書）。）。）。）。 

      以上以上以上以上旁聽旁聽旁聽旁聽生生生生也比也比也比也比照一般生照一般生照一般生照一般生繳繳繳繳學費學費學費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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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學學學學  籍籍籍籍 

  註冊與選課註冊與選課註冊與選課註冊與選課 

    新新新新生生生生舊舊舊舊生生生生均均均均須須須須依依依依規定規定規定規定時間到時間到時間到時間到院報院報院報院報到到到到，，，，持註冊單循序辦理註冊持註冊單循序辦理註冊持註冊單循序辦理註冊持註冊單循序辦理註冊、、、、選課選課選課選課、、、、繳繳繳繳費及費及費及費及領領領領學生證等事學生證等事學生證等事學生證等事

宜宜宜宜。。。。如因故如因故如因故如因故無無無無法在法在法在法在規定規定規定規定時間辦理時時間辦理時時間辦理時時間辦理時，，，，應事應事應事應事先申先申先申先申報報報報理理理理由由由由，，，，否否否否則則則則新新新新生以生以生以生以放棄放棄放棄放棄入學資格入學資格入學資格入學資格論論論論，，，，舊舊舊舊生以生以生以生以放放放放

棄棄棄棄學學學學籍論籍論籍論籍論。。。。前一學前學費前一學前學費前一學前學費前一學前學費未繳清未繳清未繳清未繳清者者者者（（（（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分分分分期付期付期付期付費費費費），），），），新新新新學學學學期期期期不得不得不得不得註冊註冊註冊註冊（（（（特殊情況特殊情況特殊情況特殊情況，，，，須經校須經校須經校須經校務務務務會會會會

議通議通議通議通過後始得過後始得過後始得過後始得註冊註冊註冊註冊）。）。）。）。 

  加退選加退選加退選加退選 

    每每每每學學學學期期期期自自自自註冊日起註冊日起註冊日起註冊日起一一一一週內週內週內週內可加可加可加可加退退退退選課程選課程選課程選課程，，，，但須具但須具但須具但須具充充充充分分分分理理理理由由由由，，，，填寫指填寫指填寫指填寫指定表格定表格定表格定表格，，，，並並並並經經經經輔導輔導輔導輔導師長師長師長師長

及教及教及教及教務務務務主任主任主任主任核准核准核准核准。。。。必修科必修科必修科必修科，，，，不得不得不得不得退退退退選選選選。。。。 

  選修選修選修選修 

▓▓▓▓選修生細則選修生細則選修生細則選修生細則 

  1. 經過本院正經過本院正經過本院正經過本院正式式式式招生考招生考招生考招生考試試試試入學之學生入學之學生入學之學生入學之學生，，，，因某些因素因某些因素因某些因素因某些因素而不能全而不能全而不能全而不能全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上課上課上課上課，，，，但但但但要要要要修讀學位者修讀學位者修讀學位者修讀學位者，，，，本本本本

院院院院給給給給予機會予機會予機會予機會，，，，以選修以選修以選修以選修方式方式方式方式就讀就讀就讀就讀，，，，唯唯唯唯修讀之學年得修讀之學年得修讀之學年得修讀之學年得延延延延長長長長時時時時，，，，該該該該生自行生自行生自行生自行負責負責負責負責；；；；此類此類此類此類選修生選修生選修生選修生，，，，可自行可自行可自行可自行

向向向向本院本院本院本院實習處申實習處申實習處申實習處申請請請請在某在某在某在某一學年修教會一學年修教會一學年修教會一學年修教會實習實習實習實習學分學分學分學分（（（（所須之所須之所須之所須之實習實習實習實習學分學分學分學分比比比比照全修生照全修生照全修生照全修生，，，，始得畢業始得畢業始得畢業始得畢業），），），），原原原原

則上以修一學年為主則上以修一學年為主則上以修一學年為主則上以修一學年為主，，，，唯在該唯在該唯在該唯在該學年修教會學年修教會學年修教會學年修教會實習時實習時實習時實習時，，，，必須必須必須必須按按按按全修生全修生全修生全修生（（（（教牧碩士生教牧碩士生教牧碩士生教牧碩士生除外除外除外除外））））之規定之規定之規定之規定

參加學院各項參加學院各項參加學院各項參加學院各項活動活動活動活動，，，，包括包括包括包括：：：：課課課課間敬拜間敬拜間敬拜間敬拜、、、、輔導小組輔導小組輔導小組輔導小組、、、、打掃打掃打掃打掃、、、、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體育體育體育體育、、、、神召之神召之神召之神召之友友友友及招生及招生及招生及招生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特特特特會會會會、、、、暑寒假營暑寒假營暑寒假營暑寒假營會等會等會等會等，（，（，（，（已具有神學學士畢業或聖經碩士畢業已具有神學學士畢業或聖經碩士畢業已具有神學學士畢業或聖經碩士畢業已具有神學學士畢業或聖經碩士畢業，，，，且全職牧會之道碩生且全職牧會之道碩生且全職牧會之道碩生且全職牧會之道碩生，，，，比比比比照教照教照教照教

牧碩士生牧碩士生牧碩士生牧碩士生辦理辦理辦理辦理）。）。）。）。 

  2. 本院學生本院學生本院學生本院學生眷眷眷眷屬屬屬屬、、、、校校校校友友友友、、、、校校校校友眷友眷友眷友眷屬屬屬屬、、、、在在在在職傳道同工職傳道同工職傳道同工職傳道同工、、、、一般信徒等一般信徒等一般信徒等一般信徒等，，，，願願願願來來來來本院校本部進修而不本院校本部進修而不本院校本部進修而不本院校本部進修而不

修讀學位者修讀學位者修讀學位者修讀學位者，，，，本院本院本院本院給給給給予選修之機會予選修之機會予選修之機會予選修之機會；；；；爾爾爾爾後若後若後若後若要轉要轉要轉要轉入本院之正入本院之正入本院之正入本院之正式式式式生生生生，，，，則需經過招生考則需經過招生考則需經過招生考則需經過招生考試試試試入學入學入學入學，，，，

始得始得始得始得接接接接受受受受。。。。 

▓▓▓▓學生資格學生資格學生資格學生資格 

1. 本院之校本院之校本院之校本院之校友友友友、、、、傳道同工傳道同工傳道同工傳道同工、、、、一般信徒或神學生之一般信徒或神學生之一般信徒或神學生之一般信徒或神學生之眷眷眷眷屬等屬等屬等屬等。。。。具有高中畢業以上之學歷者為具有高中畢業以上之學歷者為具有高中畢業以上之學歷者為具有高中畢業以上之學歷者為優先優先優先優先。。。。 

2. 未未未未具備上項資格者具備上項資格者具備上項資格者具備上項資格者，，，，在在在在不影不影不影不影響響響響正正正正常常常常教學之進行教學之進行教學之進行教學之進行，，，，經經經經核准核准核准核准後後後後准准准准予有限度予有限度予有限度予有限度的的的的選修機會選修機會選修機會選修機會。。。。 

▓▓▓▓修讀科目修讀科目修讀科目修讀科目 

1. 由教由教由教由教務處審核務處審核務處審核務處審核後後後後，，，，方方方方能能能能註冊註冊註冊註冊上課上課上課上課。。。。 

2. 選修學分選修學分選修學分選修學分每每每每學學學學期期期期最最最最多多多多不超過不超過不超過不超過 12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或四科目或四科目或四科目或四科目〉〉〉〉。。。。 

▓▓▓▓寒暑假寒暑假寒暑假寒暑假進修進修進修進修 

  本院於本院於本院於本院於寒暑假安排密集寒暑假安排密集寒暑假安排密集寒暑假安排密集進修課程進修課程進修課程進修課程，，，，供供供供傳道同工傳道同工傳道同工傳道同工、、、、校校校校友友友友及及及及在在在在校生校生校生校生進修進修進修進修。。。。〈〈〈〈一般信徒須有一般信徒須有一般信徒須有一般信徒須有其其其其牧師之牧師之牧師之牧師之

推薦推薦推薦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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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籍異動學籍異動學籍異動學籍異動 

▓▓▓▓畢畢畢畢  業業業業 

1. 凡凡凡凡本院學生已修畢本院學生已修畢本院學生已修畢本院學生已修畢該該該該學位所規定之一學位所規定之一學位所規定之一學位所規定之一切切切切課程課程課程課程，，，，且且且且成績成績成績成績及格者及格者及格者及格者，，，，經校經校經校經校務務務務會會會會議議議議.通通通通過過過過准准准准予畢業予畢業予畢業予畢業。。。。 

2. 道學碩士科道學碩士科道學碩士科道學碩士科，，，，得以三年至五年得以三年至五年得以三年至五年得以三年至五年的期間的期間的期間的期間，，，，修修修修完完完完所須所須所須所須的的的的 95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另外另外另外另外加上加上加上加上實習實習實習實習 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必修學必修學必修學必修學

分需分需分需分需完成完成完成完成三分之二以上三分之二以上三分之二以上三分之二以上)，，，，始始始始授授授授予道學碩士學位予道學碩士學位予道學碩士學位予道學碩士學位。。。。 

3. 教牧碩士科教牧碩士科教牧碩士科教牧碩士科，，，，得以二年至五年得以二年至五年得以二年至五年得以二年至五年的期間的期間的期間的期間，，，，修修修修完完完完所須所須所須所須的的的的 65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必修學分需必修學分需必修學分需必修學分需完成完成完成完成三分之二以三分之二以三分之二以三分之二以

上上上上），），），），始始始始授授授授予教牧碩士學位予教牧碩士學位予教牧碩士學位予教牧碩士學位。。。。聖經碩士科聖經碩士科聖經碩士科聖經碩士科，，，，須以兩至五年須以兩至五年須以兩至五年須以兩至五年並完並完並完並完 65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另另另另加加加加實習實習實習實習 2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必必必必

修學分需修學分需修學分需修學分需完成完成完成完成三分之二以上三分之二以上三分之二以上三分之二以上），），），），始始始始授授授授予聖經碩士學位予聖經碩士學位予聖經碩士學位予聖經碩士學位。。。。聖樂進修學系碩士班聖樂進修學系碩士班聖樂進修學系碩士班聖樂進修學系碩士班（（（（高高高高階段階段階段階段班班班班），），），），須須須須

修修修修完音完音完音完音樂樂樂樂 40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神學神學神學神學 24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另外另外另外另外加加加加實習實習實習實習 2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始始始始授授授授予聖樂碩士學位予聖樂碩士學位予聖樂碩士學位予聖樂碩士學位；；；；碩士預科不碩士預科不碩士預科不碩士預科不授授授授

學位學位學位學位。。。。 

4. 神學學士科神學學士科神學學士科神學學士科，，，，得以四至得以四至得以四至得以四至七七七七年年年年的期間的期間的期間的期間，，，，須須須須完成完成完成完成規定之規定之規定之規定之 132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另外另外另外另外加加加加實習實習實習實習 4個個個個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共共共共 136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必修學分需必修學分需必修學分需必修學分需完成完成完成完成三分之二以上三分之二以上三分之二以上三分之二以上）；）；）；）；始始始始授授授授神學學士學位神學學士學位神學學士學位神學學士學位。。。。 

5. 基督教事工高級證書科基督教事工高級證書科基督教事工高級證書科基督教事工高級證書科，，，，須修須修須修須修完完完完 40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另另另另加加加加實習實習實習實習 2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始分始分始分始分結結結結業證書業證書業證書業證書；；；；主修聖工證主修聖工證主修聖工證主修聖工證

書科或信徒宣教進修證書科書科或信徒宣教進修證書科書科或信徒宣教進修證書科書科或信徒宣教進修證書科，，，，須須須須完成完成完成完成規定之規定之規定之規定之 65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另另另另加加加加實習實習實習實習 2個個個個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始始始始頒頒頒頒聖工證書科聖工證書科聖工證書科聖工證書科

或信徒宣教進修或信徒宣教進修或信徒宣教進修或信徒宣教進修結結結結業證書業證書業證書業證書。。。。 

6. 各各各各科系學生之科系學生之科系學生之科系學生之實習實習實習實習學分不及格者學分不及格者學分不及格者學分不及格者（（（（未達未達未達未達 70 分分分分），），），），視視視視同同同同未完成未完成未完成未完成教會教會教會教會實習實習實習實習，，，，不得畢業不得畢業不得畢業不得畢業、、、、不不不不授授授授學學學學

位位位位。。。。 

7. 每每每每位畢業生位畢業生位畢業生位畢業生（（（（碩士科及學士科碩士科及學士科碩士科及學士科碩士科及學士科，，，，但不含教牧碩士科但不含教牧碩士科但不含教牧碩士科但不含教牧碩士科））））必須由學院必須由學院必須由學院必須由學院安排在安排在安排在安排在學院課學院課學院課學院課間敬拜時間間敬拜時間間敬拜時間間敬拜時間，，，，

主主主主理理理理一一一一次次次次畢業畢業畢業畢業講講講講道道道道，，，，由全校教師由全校教師由全校教師由全校教師評議評議評議評議，，，，通通通通過後始得參加畢業過後始得參加畢業過後始得參加畢業過後始得參加畢業典禮典禮典禮典禮，，，，畢業生必須請一位學院全畢業生必須請一位學院全畢業生必須請一位學院全畢業生必須請一位學院全

職教師職教師職教師職教師指導講章指導講章指導講章指導講章。。。。各分校各分校各分校各分校的的的的畢業生畢業生畢業生畢業生，，，，由分校由分校由分校由分校老老老老師師師師安排安排安排安排主主主主理理理理一一一一次講次講次講次講道道道道。。。。 

8. 以上各科之學科畢業以上各科之學科畢業以上各科之學科畢業以上各科之學科畢業成績成績成績成績總總總總平均平均平均平均須須須須在在在在 80 分以上分以上分以上分以上（（（（若若若若未達此標準未達此標準未達此標準未達此標準者者者者，，，，則必須則必須則必須則必須另另另另由學院由學院由學院由學院安排安排安排安排一一一一

次次次次畢業考畢業考畢業考畢業考試試試試，，，，通通通通過後始得畢業過後始得畢業過後始得畢業過後始得畢業，，，，否否否否則則則則當當當當學年不得畢業學年不得畢業學年不得畢業學年不得畢業），），），），實習實習實習實習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均完成均完成均完成均完成，，，，始得畢業始得畢業始得畢業始得畢業。。。。 

9. 就讀分校之聖經碩士科正就讀分校之聖經碩士科正就讀分校之聖經碩士科正就讀分校之聖經碩士科正式式式式生生生生（（（（經招生考經招生考經招生考經招生考試試試試入學入學入學入學，，，，已有學已有學已有學已有學籍籍籍籍者者者者），），），），必須至必須至必須至必須至少少少少有一年有一年有一年有一年（（（（修讀至修讀至修讀至修讀至

少少少少 32個個個個學分學分學分學分））））要返要返要返要返回校本部就讀回校本部就讀回校本部就讀回校本部就讀（（（（不含教牧碩士不含教牧碩士不含教牧碩士不含教牧碩士）；）；）；）；基督教事工高級證書科基督教事工高級證書科基督教事工高級證書科基督教事工高級證書科，，，，可可可可在在在在分校修分校修分校修分校修完完完完

所必修之學分所必修之學分所必修之學分所必修之學分；；；；學士科學生學士科學生學士科學生學士科學生，，，，分校原則上不分校原則上不分校原則上不分校原則上不設設設設立立立立，，，，以教學中心學制以教學中心學制以教學中心學制以教學中心學制辦理辦理辦理辦理，，，，亦亦亦亦即即即即至至至至少少少少有兩年有兩年有兩年有兩年返返返返

回校本部就讀回校本部就讀回校本部就讀回校本部就讀，，，，始得畢業始得畢業始得畢業始得畢業；；；；道學碩士科之正道學碩士科之正道學碩士科之正道學碩士科之正式式式式生生生生（（（（已具有神學學士畢業或聖經碩士畢業之全已具有神學學士畢業或聖經碩士畢業之全已具有神學學士畢業或聖經碩士畢業之全已具有神學學士畢業或聖經碩士畢業之全

職事奉職事奉職事奉職事奉的現的現的現的現職傳道人職傳道人職傳道人職傳道人，，，，可自行選可自行選可自行選可自行選擇在擇在擇在擇在校本部或分校就讀校本部或分校就讀校本部或分校就讀校本部或分校就讀），），），），必須必須必須必須都在都在都在都在校本部就讀校本部就讀校本部就讀校本部就讀。。。。 

10.10.10.10. 按按按按本學院規定本學院規定本學院規定本學院規定：：：：道學碩士必須以道學碩士必須以道學碩士必須以道學碩士必須以 3333----5555 年年年年的時間的時間的時間的時間修業修業修業修業完完完完畢畢畢畢；；；；教牧碩士科及聖經碩士科教牧碩士科及聖經碩士科教牧碩士科及聖經碩士科教牧碩士科及聖經碩士科的的的的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必須以必須以必須以必須以 2222----5555 年年年年的時間的時間的時間的時間修業修業修業修業完完完完畢畢畢畢；；；；碩士碩士碩士碩士預科必須以預科必須以預科必須以預科必須以 2222----5555 年年年年的時間的時間的時間的時間修業修業修業修業完完完完畢畢畢畢；；；；神學學士科必須以神學學士科必須以神學學士科必須以神學學士科必須以 4444----

7777 年年年年的時間的時間的時間的時間修業修業修業修業完完完完畢畢畢畢，，，，若超過若超過若超過若超過此時此時此時此時限者限者限者限者，，，，必須自行書必須自行書必須自行書必須自行書寫申寫申寫申寫申請書請書請書請書到到到到本學院教本學院教本學院教本學院教務處申務處申務處申務處申請請請請延延延延畢畢畢畢，，，，並並並並最最最最

多多多多以以以以延延延延畢兩年為限畢兩年為限畢兩年為限畢兩年為限，，，，但但但但是是是是往往往往後後後後申申申申請請請請延延延延畢者畢者畢者畢者，，，，延延延延畢一年必須畢一年必須畢一年必須畢一年必須多付多付多付多付一一一一千千千千元元元元，，，，延延延延畢兩年則必須畢兩年則必須畢兩年則必須畢兩年則必須多付多付多付多付

兩兩兩兩千千千千元元元元。。。。(未未未未書書書書寫申寫申寫申寫申請書者請書者請書者請書者，，，，之前所修之學分之前所修之學分之前所修之學分之前所修之學分歸歸歸歸零零零零，，，，並視並視並視並視同不同不同不同不繼續繼續繼續繼續就讀就讀就讀就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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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畢業須知如下畢業須知如下畢業須知如下畢業須知如下：（：（：（：（請當屆畢業生留意請當屆畢業生留意請當屆畢業生留意請當屆畢業生留意）））） 

aaaa.... 每每每每年年年年第第第第二學二學二學二學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末末末末考考考考週週週週，，，，當週週六當週週六當週週六當週週六（（（（約約約約六月六月六月六月中中中中旬旬旬旬））））上上上上午午午午十十十十時時時時舉舉舉舉行畢業行畢業行畢業行畢業典禮典禮典禮典禮。。。。    

bbbb.... 製製製製作作作作畢業證書請畢業證書請畢業證書請畢業證書請將將將將中中中中文文文文、、、、英文英文英文英文（（（（護護護護照及照及照及照及小小小小名名名名）、）、）、）、出出出出生年生年生年生年月日月日月日月日、、、、籍籍籍籍貫貫貫貫等於五等於五等於五等於五月月月月 11115555 日日日日前前前前 mailmailmailmail

給給給給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cccc.... 畢業費畢業費畢業費畢業費用用用用 2222222200000000元元元元、、、、送送送送學校畢業學校畢業學校畢業學校畢業禮物禮物禮物禮物 4545454500000000元元元元（（（（可可可可依當時物價依當時物價依當時物價依當時物價而而而而調整調整調整調整），），），），合合合合計計計計 6767676700000000元元元元，，，，請於請於請於請於

五五五五月月月月底底底底前前前前繳給繳給繳給繳給學院總學院總學院總學院總務處務處務處務處。。。。    

dddd.... 請請請請寫寫寫寫畢業畢業畢業畢業感言感言感言感言（（（（333300000000字字字字內內內內），），），），在在在在 5/5/5/5/11115555日日日日前交前交前交前交給給給給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eeee.... 照畢業照照畢業照照畢業照照畢業照片片片片兩吋一張兩吋一張兩吋一張兩吋一張、、、、壹壹壹壹吋二張吋二張吋二張吋二張，，，，5555月月月月 22220000 日日日日前交前交前交前交。。。。    

ffff.... 各課程任課各課程任課各課程任課各課程任課老老老老師請於師請於師請於師請於六月六月六月六月 6666----10101010 日日日日交畢業生交畢業生交畢業生交畢業生當當當當學學學學期的成績期的成績期的成績期的成績，，，，同學需同學需同學需同學需在在在在之前之前之前之前將將將將報報報報告給老告給老告給老告給老師師師師。。。。    

gggg.... 尚尚尚尚未繳未繳未繳未繳學費之同學請學費之同學請學費之同學請學費之同學請在在在在五五五五月月月月底底底底繳清繳清繳清繳清。。。。    

h.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給每給每給每給每位畢業生有十張畢業請位畢業生有十張畢業請位畢業生有十張畢業請位畢業生有十張畢業請柬柬柬柬，，，，可可可可邀邀邀邀親親親親友友友友參參參參與與與與畢業畢業畢業畢業典禮典禮典禮典禮。。。。 

▓▓▓▓休休休休  學學學學 

    除因病除因病除因病除因病或或或或因因因因重大事重大事重大事重大事故故故故，，，，學生不可任學生不可任學生不可任學生不可任意意意意申申申申請請請請休休休休學學學學，，，，經校經校經校經校務務務務會會會會議議議議議議議議決決決決通通通通過後始過後始過後始過後始准准准准予中予中予中予中途休途休途休途休學學學學。。。。

該該該該學學學學期期期期所修之各所修之各所修之各所修之各門門門門課程不課程不課程不課程不給給給給予學分予學分予學分予學分，，，，休休休休學學學學次數次數次數次數不得超過二不得超過二不得超過二不得超過二次次次次。。。。不不不不論論論論任任任任何何何何原原原原因因因因，，，，本院不本院不本院不本院不退還退還退還退還已已已已繳繳繳繳

之各項費之各項費之各項費之各項費用用用用。。。。已有學已有學已有學已有學籍的籍的籍的籍的選修生選修生選修生選修生，，，，若二年若二年若二年若二年內都內都內都內都沒沒沒沒有有有有在在在在本院本院本院本院（（（（含分校含分校含分校含分校））））選修任選修任選修任選修任何何何何課程課程課程課程，，，，則則則則視視視視同自同自同自同自動動動動

休休休休學學學學。。。。 

▓▓▓▓復復復復        學學學學    

1.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休休休休學超過二年者學超過二年者學超過二年者學超過二年者（（（（含二年含二年含二年含二年））））不得不得不得不得復復復復學學學學，，，，以前所修之學分一以前所修之學分一以前所修之學分一以前所修之學分一律律律律不不不不計計計計，，，，必須重考重修必須重考重修必須重考重修必須重考重修（（（（因因因因

兵役兵役兵役兵役者者者者除外除外除外除外）；）；）；）；申申申申請請請請復復復復學者學者學者學者，，，，須經校須經校須經校須經校務務務務會會會會議議議議討討討討論通論通論通論通過後過後過後過後，，，，始得始得始得始得復復復復學學學學。。。。 

2. 新新新新生生生生保留保留保留保留學學學學籍籍籍籍不得超過二年不得超過二年不得超過二年不得超過二年，，，，若超過若超過若超過若超過保留保留保留保留學學學學籍籍籍籍年限者應重考年限者應重考年限者應重考年限者應重考。。。。 

3. 休休休休學後學後學後學後復復復復學之學生學之學生學之學生學之學生因因因因課程課程課程課程排排排排定之關係定之關係定之關係定之關係，，，，不能於不能於不能於不能於固固固固定年限畢業者定年限畢業者定年限畢業者定年限畢業者，，，，自行自行自行自行負責負責負責負責。。。。 

4. 勒令勒令勒令勒令退退退退學學學學、、、、開除開除開除開除學學學學籍籍籍籍者不得者不得者不得者不得復復復復學或重考學或重考學或重考學或重考。。。。 

▓▓▓▓轉轉轉轉  學學學學 

  1.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因因因因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故故故故須須須須轉轉轉轉者者者者，，，，按按按按規定規定規定規定向向向向學院學院學院學院申申申申請請請請轉轉轉轉學學學學，，，，經校經校經校經校務務務務會會會會議通議通議通議通過後始過後始過後始過後始准辦理轉准辦理轉准辦理轉准辦理轉學證明學證明學證明學證明。。。。 

2.他他他他校校校校（（（（需為台需為台需為台需為台灣灣灣灣神學神學神學神學聯聯聯聯合會合會合會合會的的的的十四所神學院十四所神學院十四所神學院十四所神學院成成成成員員員員，，，，始得始得始得始得轉轉轉轉入入入入））））之學生之學生之學生之學生轉轉轉轉入本校者入本校者入本校者入本校者，，，，請檢附請檢附請檢附請檢附個個個個

人人人人轉轉轉轉學報學報學報學報告告告告、、、、原校之原校之原校之原校之轉轉轉轉學證明學證明學證明學證明、、、、各學各學各學各學期期期期之之之之成績單成績單成績單成績單等資等資等資等資料料料料（（（（學分學分學分學分認認認認證證證證，，，，須須須須與與與與本校所本校所本校所本校所開的開的開的開的各學各學各學各學

科相符且科相符且科相符且科相符且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85 分分分分（（（（B））））之上始之上始之上始之上始接接接接受受受受，，，，但最但最但最但最多多多多不得超過所就讀科不得超過所就讀科不得超過所就讀科不得超過所就讀科別的別的別的別的全部應修總學分全部應修總學分全部應修總學分全部應修總學分的的的的三三三三

分之一分之一分之一分之一，，，，若有若有若有若有特殊情況特殊情況特殊情況特殊情況者者者者另論另論另論另論），），），），經校經校經校經校務務務務會會會會議議議議議議議議決決決決通通通通過後始過後始過後始過後始准准准准予予予予轉轉轉轉入本校入本校入本校入本校。。。。 

▓▓▓▓留留留留校校校校察察察察看看看看    

  在在在在校生有重大過校生有重大過校生有重大過校生有重大過失失失失或三分之一學分不及格者或三分之一學分不及格者或三分之一學分不及格者或三分之一學分不及格者，，，，若若若若該該該該生尚生尚生尚生尚堪造堪造堪造堪造就就就就，，，，經校經校經校經校務務務務會會會會議議議議議議議議決決決決可可可可給給給給

予予予予留留留留校校校校察察察察看之機會看之機會看之機會看之機會，，，，如如如如無無無無改善改善改善改善者得者得者得者得勒令勒令勒令勒令退退退退學學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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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令勒令勒令勒令退退退退學學學學    

  1.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因在因在因在因在校校校校成績成績成績成績不良不良不良不良，，，，學學學學期成績期成績期成績期成績二分之一學分不及格者或二分之一學分不及格者或二分之一學分不及格者或二分之一學分不及格者或連續連續連續連續兩學兩學兩學兩學期期期期三分之一學分不及格三分之一學分不及格三分之一學分不及格三分之一學分不及格 

    者者者者，，，，經校經校經校經校務務務務會會會會議議議議議議議議決決決決，，，，得得得得勒令勒令勒令勒令退退退退學學學學。。。。 

  2.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因在因在因在因在校或校或校或校或實習實習實習實習工工工工作作作作之行為不檢之行為不檢之行為不檢之行為不檢，，，，品行不合本院之品行不合本院之品行不合本院之品行不合本院之要求要求要求要求者經校者經校者經校者經校務務務務會會會會議議議議議議議議決決決決，，，，得得得得勒令勒令勒令勒令退退退退學學學學。。。。 

 ▓▓▓▓開除開除開除開除學學學學籍籍籍籍    

除除除除上上上上述勒令述勒令述勒令述勒令退退退退學學學學情況情況情況情況之下之下之下之下，，，，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在在在在校或校或校或校或實習實習實習實習工工工工作作作作，，，，因因因因品格不良品格不良品格不良品格不良，，，，行為不檢行為不檢行為不檢行為不檢，，，，犯犯犯犯法法法法違違違違紀紀紀紀，，，，有有有有辱辱辱辱

基督之名基督之名基督之名基督之名，，，，且經本院規且經本院規且經本院規且經本院規勸仍勸仍勸仍勸仍不不不不聽聽聽聽者者者者，，，，得經校得經校得經校得經校務務務務會會會會議議議議議議議議決決決決開除開除開除開除學學學學籍籍籍籍（（（（即即即即不不不不發成績發成績發成績發成績學分證明學分證明學分證明學分證明與與與與學學學學

籍籍籍籍資資資資料料料料）。）。）。）。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缺課缺課缺課缺課、、、、曠課曠課曠課曠課 

■■■■缺缺缺缺        課課課課    

1.凡因凡因凡因凡因請請請請假未到假未到假未到假未到課者為課者為課者為課者為缺缺缺缺課課課課，，，，某某某某課程課程課程課程缺缺缺缺課課課課達達達達三三三三週週週週以上者以上者以上者以上者（（（（或三或三或三或三次次次次上課上課上課上課缺缺缺缺課課課課），），），），該該該該學學學學期成績期成績期成績期成績以以以以

「「「「未完成未完成未完成未完成」」」」計計計計。。。。 

    2.每每每每學學學學期期期期公公公公假在假在假在假在三三三三天內天內天內天內者不者不者不者不按按按按缺缺缺缺課課課課計算計算計算計算，，，，因因因因父父父父母母母母、、、、子女子女子女子女或或或或配偶配偶配偶配偶請請請請喪喪喪喪假在假在假在假在三三三三天內天內天內天內者者者者，，，，亦不以亦不以亦不以亦不以缺缺缺缺

課課課課論論論論。。。。凡凡凡凡超過之部份以超過之部份以超過之部份以超過之部份以缺缺缺缺課課課課論論論論。。。。 

    3.某某某某課程課程課程課程缺缺缺缺課超過應上課課超過應上課課超過應上課課超過應上課節數節數節數節數八八八八分之一以上之部份分之一以上之部份分之一以上之部份分之一以上之部份，，，，缺缺缺缺課一課一課一課一節扣該節扣該節扣該節扣該科總分一分科總分一分科總分一分科總分一分。。。。 

  ■■■■請請請請        假假假假    

    1.學生於上課及自學生於上課及自學生於上課及自學生於上課及自習時間內習時間內習時間內習時間內（（（（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一至一至一至一至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因病因病因病因病或重大事件須或重大事件須或重大事件須或重大事件須離離離離校者校者校者校者，，，，必須請必須請必須請必須請假假假假。。。。 

    2.本院學生須本院學生須本院學生須本院學生須按註冊按註冊按註冊按註冊選課選課選課選課時間時間時間時間表表表表出出出出席席席席上課上課上課上課，，，，病假每病假每病假每病假每學學學學期期期期不得超過三不得超過三不得超過三不得超過三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事事事事假假假假不得超過二不得超過二不得超過二不得超過二星星星星

期期期期，，，，若超過規定請若超過規定請若超過規定請若超過規定請假時數假時數假時數假時數，，，，則則則則該該該該學學學學期該期該期該期該科不科不科不科不給給給給予學分予學分予學分予學分。。。。 

    3.學生不得學生不得學生不得學生不得申申申申請考請考請考請考試試試試請請請請假假假假，，，，除因除因除因除因疾疾疾疾病病病病住院或重大事住院或重大事住院或重大事住院或重大事故故故故不不不不克克克克參加考參加考參加考參加考試試試試者者者者，，，，必須事必須事必須事必須事先向先向先向先向任課任課任課任課老老老老師師師師

或教或教或教或教務處申務處申務處申務處申請請請請，，，，核准核准核准核准後可參加補考後可參加補考後可參加補考後可參加補考，，，，其成績其成績其成績其成績不予不予不予不予扣扣扣扣分分分分，，，，未未未未經經經經核准核准核准核准而不參加考而不參加考而不參加考而不參加考試試試試者者者者，，，，該該該該科科科科

次次次次考考考考試試試試以以以以零零零零分分分分計算計算計算計算。。。。 

  ■■■■曠曠曠曠  課課課課 

    1.本院學生不得本院學生不得本院學生不得本院學生不得曠曠曠曠課課課課，，，，曠曠曠曠課課課課除除除除由由由由輔導處按輔導處按輔導處按輔導處按規定規定規定規定議處外議處外議處外議處外，，，，曠曠曠曠課一課一課一課一節節節節扣該扣該扣該扣該科學科學科學科學期期期期總分一分總分一分總分一分總分一分，，，，按此按此按此按此

類類類類推推推推，，，，情形情形情形情形嚴嚴嚴嚴重者重者重者重者勒令勒令勒令勒令退退退退學學學學。。。。 

    2.未未未未經請經請經請經請假假假假不不不不到到到到課者為課者為課者為課者為曠曠曠曠課課課課，，，，該該該該課程課程課程課程曠曠曠曠課課課課達達達達應上課應上課應上課應上課節數節數節數節數八八八八分之一者分之一者分之一者分之一者，，，，該該該該科學科學科學科學期成績期成績期成績期成績以以以以零零零零分分分分計計計計

算算算算。。。。 



10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獎學金獎學金獎學金獎學金申請與工讀辦法申請與工讀辦法申請與工讀辦法申請與工讀辦法 

  凡凡凡凡本院全修生本院全修生本院全修生本院全修生，，，，符合下符合下符合下符合下列列列列資格者得資格者得資格者得資格者得申申申申請之請之請之請之：：：： 

  ■■■■學業獎學金學業獎學金學業獎學金學業獎學金    

    1.學學學學期期期期總總總總成績成績成績成績（（（（含含含含實習實習實習實習、、、、操性操性操性操性成績成績成績成績））））平均達平均達平均達平均達 90 分以上者分以上者分以上者分以上者。。。。 

    2.神學士及碩士班神學士及碩士班神學士及碩士班神學士及碩士班每每每每學學學學期期期期各各各各甄甄甄甄選選選選乙乙乙乙名名名名頒發頒發頒發頒發獎獎獎獎學學學學金金金金 10,000元元元元。。。。（（（（一年級為一年級為一年級為一年級為試試試試讀生讀生讀生讀生，，，，經經經經試試試試讀讀讀讀評評評評鑑鑑鑑鑑

通通通通過後過後過後過後，，，，二年級上學二年級上學二年級上學二年級上學期期期期可以一年級下學可以一年級下學可以一年級下學可以一年級下學期的成績期的成績期的成績期的成績，，，，申申申申請請請請獎獎獎獎學學學學金金金金）。）。）。）。 

    3.神召會教會所屬之會神召會教會所屬之會神召會教會所屬之會神召會教會所屬之會友友友友，，，，另另另另可可可可申申申申請請請請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加加加加利利獎利利獎利利獎利利獎學學學學金金金金，，，，學業學業學業學業成績成績成績成績（（（（含含含含實習實習實習實習、、、、操性操性操性操性））））平均達平均達平均達平均達

85 分以上者分以上者分以上者分以上者，，，，全修生全修生全修生全修生（（（（道學碩士科道學碩士科道學碩士科道學碩士科、、、、聖經碩士科聖經碩士科聖經碩士科聖經碩士科、、、、神學士科神學士科神學士科神學士科））））不限名不限名不限名不限名額額額額，，，，每每每每學學學學期頒發期頒發期頒發期頒發 10,000

元元元元，，，，證書科證書科證書科證書科每每每每學學學學期頒發期頒發期頒發期頒發 5,000元元元元；（；（；（；（一年級為一年級為一年級為一年級為試試試試讀生讀生讀生讀生，，，，經經經經試試試試讀讀讀讀評評評評鑑鑑鑑鑑通通通通過後過後過後過後，，，，二年級上學二年級上學二年級上學二年級上學期期期期

可以一年級下學可以一年級下學可以一年級下學可以一年級下學期的成績期的成績期的成績期的成績，，，，申申申申請請請請獎獎獎獎學學學學金金金金））））。。。。 

  ■■■■清寒清寒清寒清寒獎獎獎獎學學學學金金金金 

    1.學學學學期期期期總總總總成績成績成績成績（（（（含含含含實習實習實習實習、、、、操性操性操性操性成績成績成績成績））））平均達平均達平均達平均達 85 分以上者分以上者分以上者分以上者。。。。 

    2.以經以經以經以經濟濟濟濟清寒清寒清寒清寒者者者者優先優先優先優先。（。（。（。（並並並並檢附相關檢附相關檢附相關檢附相關清寒清寒清寒清寒證明證明證明證明）））） 

    3.金額金額金額金額 8,000元元元元，，，，限限限限額乙額乙額乙額乙名名名名。。。。 

    4.每每每每學學學學期開期開期開期開學後二學後二學後二學後二週內向週內向週內向週內向教教教教務處申務處申務處申務處申請請請請，，，，由由由由審核審核審核審核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核核核核定後定後定後定後頒發頒發頒發頒發。。。。（（（（一年級為一年級為一年級為一年級為試試試試讀生讀生讀生讀生，，，，經經經經試試試試

讀讀讀讀評評評評鑑鑑鑑鑑通通通通過後過後過後過後，，，，二年級上學二年級上學二年級上學二年級上學期期期期可以一年級下學可以一年級下學可以一年級下學可以一年級下學期的成績期的成績期的成績期的成績，，，，申申申申請請請請獎獎獎獎學學學學金金金金）。）。）。）。 

  ■■■■工讀工讀工讀工讀辦法辦法辦法辦法 

    1.凡凡凡凡本院之全修生及本院之全修生及本院之全修生及本院之全修生及其眷其眷其眷其眷屬屬屬屬，，，，均均均均可可可可提提提提出出出出工讀之工讀之工讀之工讀之申申申申請請請請。。。。（（（（工讀費工讀費工讀費工讀費調調調調為為為為 111155550000元元元元////小時小時小時小時，，，，2222010101019999 年年年年 5555月月月月1111    

                            日起算日起算日起算日起算））））    

    2.工讀生必須學業工讀生必須學業工讀生必須學業工讀生必須學業成績優成績優成績優成績優良良良良，，，，填申填申填申填申請書後由請書後由請書後由請書後由輔導處輔導處輔導處輔導處及總及總及總及總務處務處務處務處會會會會商決商決商決商決定之定之定之定之（（（（以經以經以經以經濟困難濟困難濟困難濟困難者者者者優優優優

先先先先）。）。）。）。 

    3.工讀工讀工讀工讀時間時間時間時間原則上原則上原則上原則上每週每週每週每週 6個小時個小時個小時個小時為限為限為限為限，，，，工讀生工讀生工讀生工讀生依依依依工工工工作內作內作內作內容容容容由總由總由總由總務處核務處核務處核務處核定定定定，，，，工讀工讀工讀工讀金金金金累計累計累計累計於於於於月月月月底底底底

時向時向時向時向總總總總務處領取務處領取務處領取務處領取。。。。 

    4.工工工工作作作作分分分分派派派派由總由總由總由總務處負責計務處負責計務處負責計務處負責計畫畫畫畫、、、、分分分分派派派派、、、、督督督督導導導導、、、、檢檢檢檢討改討改討改討改進之進之進之進之。。。。 

    5.申申申申請者請者請者請者填填填填妥妥妥妥申申申申請表一份請表一份請表一份請表一份，，，，於於於於每每每每學學學學期初期初期初期初提提提提出申出申出申出申請請請請。。。。 

    6.每週每週每週每週校校校校園園園園及及及及宿宿宿宿舍舍舍舍之之之之環境環境環境環境清清清清潔潔潔潔整理整理整理整理，，，，以及以及以及以及協協協協助助助助裝裝裝裝寄院寄院寄院寄院訊訊訊訊，，，，係院係院係院係院方方方方規定之服規定之服規定之服規定之服務務務務，，，，不不不不計計計計工讀工讀工讀工讀金金金金。。。。

全修生全修生全修生全修生每週每週每週每週須須須須「「「「為為為為耶穌耶穌耶穌耶穌而而而而做做做做」」」」兩兩兩兩小時小時小時小時（（（（不含教牧碩士科不含教牧碩士科不含教牧碩士科不含教牧碩士科），），），），由總由總由總由總務處安排打掃務處安排打掃務處安排打掃務處安排打掃工工工工作作作作，，，，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自自自自治治治治會總會總會總會總務務務務同工同工同工同工與與與與總總總總務處務處務處務處配配配配合合合合，，，，並並並並由由由由輔導輔導輔導輔導主任督主任督主任督主任督導打掃導打掃導打掃導打掃；；；；超過之超過之超過之超過之時數時數時數時數可可可可向向向向總總總總務處申務處申務處申務處申請工請工請工請工

讀讀讀讀金金金金。。。。 

    7.每月每月每月每月工讀工讀工讀工讀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以不超過以不超過以不超過以不超過 30小時小時小時小時為原則為原則為原則為原則，，，，若有若有若有若有特殊情形特殊情形特殊情形特殊情形得預得預得預得預先申先申先申先申請經院請經院請經院請經院方核准方核准方核准方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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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實習工作指導原則學生實習工作指導原則學生實習工作指導原則學生實習工作指導原則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提提提提供供供供學生有機會學生有機會學生有機會學生有機會在在在在不同不同不同不同的的的的地地地地方實習方實習方實習方實習，，，，並並並並且且且且把把把把在在在在學校所學學校所學學校所學學校所學的的的的運運運運用在實用在實用在實用在實際際際際工工工工作作作作，，，，發現發現發現發現自自自自己己己己

的的的的恩賜恩賜恩賜恩賜，，，，加以加以加以加以操操操操練練練練成成成成為神合為神合為神合為神合用的用的用的用的工人工人工人工人。。。。 

  ■■■■原原原原        則則則則：：：： 

  （（（（一一一一））））學院方面學院方面學院方面學院方面 

1..配配配配合學院合學院合學院合學院的的的的教育目教育目教育目教育目標標標標、、、、學生學生學生學生的的的的需需需需要要要要，，，，及及及及地地地地方方方方教會教會教會教會的的的的工工工工作作作作機會機會機會機會，，，，來來來來訂訂訂訂定定定定平平平平衡衡衡衡的實習的實習的實習的實習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計計計計畫畫畫畫。。。。 

      2.實習實習實習實習教育工教育工教育工教育工作作作作，，，，就學生經驗就學生經驗就學生經驗就學生經驗，，，，有下有下有下有下列列列列各原則各原則各原則各原則：：：： 

         （（（（1））））一年級參一年級參一年級參一年級參與福音與福音與福音與福音隊佈隊佈隊佈隊佈道道道道實習實習實習實習（（（（由由由由實習處與實習處與實習處與實習處與台中台中台中台中市市市市區神召會區神召會區神召會區神召會連繫連繫連繫連繫安排福音安排福音安排福音安排福音隊隊隊隊實習實習實習實習；；；；   

             也也也也可可可可安排安排安排安排為見為見為見為見習習習習生生生生，，，，唯該唯該唯該唯該學年學年學年學年實習實習實習實習學分則不學分則不學分則不學分則不計計計計）。）。）。）。 

         （（（（2））））二年級重二年級重二年級重二年級重在在在在參參參參與與與與青青青青年工年工年工年工作作作作、、、、主主主主日日日日學工學工學工學工作作作作。。。。 

         （（（（3））））三年級學生應三年級學生應三年級學生應三年級學生應擴擴擴擴大大大大實習實習實習實習範圍範圍範圍範圍，，，，包括包括包括包括探訪探訪探訪探訪、、、、協談協談協談協談、、、、信徒訓練信徒訓練信徒訓練信徒訓練和和和和成成成成人主人主人主人主日日日日學學學學。。。。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最最最最少每少每少每少每三三三三個月個月個月個月能有一能有一能有一能有一次講次講次講次講道機會道機會道機會道機會。。。。 

         （（（（4））））特殊實習方特殊實習方特殊實習方特殊實習方案案案案可可可可按按按按以下各以下各以下各以下各點點點點來安排來安排來安排來安排：：：： 

            ①①①①在在在在沒沒沒沒有有有有固固固固定牧師定牧師定牧師定牧師的的的的教會或教會或教會或教會或佈佈佈佈道所事奉道所事奉道所事奉道所事奉。。。。 

            ②②②②在特殊在特殊在特殊在特殊事工事工事工事工團團團團體事奉體事奉體事奉體事奉。。。。 

      3.每週實習每週實習每週實習每週實習應有三應有三應有三應有三個個個個工工工工作時段作時段作時段作時段────────從從從從週六週六週六週六上上上上午午午午至至至至週日週日週日週日下下下下午午午午六六六六點點點點返返返返回學校回學校回學校回學校。。。。若須若須若須若須延時返延時返延時返延時返校校校校，，，，

須經須經須經須經實習處核准實習處核准實習處核准實習處核准（（（（若若若若週週週週五下五下五下五下午午午午要實習要實習要實習要實習者者者者，，，，須事須事須事須事先申先申先申先申請請請請）；）；）；）；若若若若實習實習實習實習教會教會教會教會在在在在北北北北部或部或部或部或南南南南部部部部地地地地區區區區

或或或或，，，，則則則則返返返返校校校校時間時間時間時間可可可可延延延延至至至至週日週日週日週日晚晚晚晚上十上十上十上十點點點點前前前前。。。。 

4.實習處實習處實習處實習處主任及主任及主任及主任及輔導老輔導老輔導老輔導老師師師師，，，，負責負責負責負責定定定定期期期期考考考考核核核核同學之同學之同學之同學之實習成績實習成績實習成績實習成績，，，，並每並每並每並每年至年至年至年至少少少少兩兩兩兩次與次與次與次與牧長會牧長會牧長會牧長會談談談談。。。。 

    5.實習實習實習實習自自自自每每每每學年學年學年學年開開開開學後學後學後學後第第第第一一一一週開週開週開週開始始始始，，，，至至至至隔隔隔隔年年年年六月六月六月六月最後一最後一最後一最後一週結束週結束週結束週結束（（（（若若若若包括暑期實習包括暑期實習包括暑期實習包括暑期實習則則則則到到到到八八八八月月月月

最後一最後一最後一最後一週結束週結束週結束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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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教會方面教會方面教會方面教會方面 

1.凡凡凡凡教會需教會需教會需教會需要要要要神學生參神學生參神學生參神學生參與與與與事奉事奉事奉事奉時時時時，，，，可可可可填寫填寫填寫填寫一份一份一份一份申申申申請表請表請表請表，，，，在在在在八八八八月第月第月第月第一一一一週週週週以前寄回以前寄回以前寄回以前寄回實習處實習處實習處實習處。。。。 

2.除除除除非非非非特殊的情況特殊的情況特殊的情況特殊的情況，，，，二二二二、、、、三年級同學不得三年級同學不得三年級同學不得三年級同學不得安排在安排在安排在安排在沒沒沒沒有全有全有全有全時間負責時間負責時間負責時間負責人或傳道人人或傳道人人或傳道人人或傳道人的的的的教會教會教會教會實習實習實習實習。。。。 

3.教會應教會應教會應教會應充充充充分分分分的的的的預備預備預備預備多多多多種種種種工工工工作作作作機會機會機會機會，，，，使使使使同學能同學能同學能同學能依依依依照上照上照上照上列列列列各項原則各項原則各項原則各項原則逐步逐步逐步逐步獲得經驗獲得經驗獲得經驗獲得經驗。。。。 

4.牧長牧長牧長牧長對對對對每每每每位學生應位學生應位學生應位學生應作實作實作實作實際際際際的的的的督督督督導導導導和協談和協談和協談和協談，，，，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定定定定期期期期（（（（每月每月每月每月或或或或每週每週每週每週））））與與與與同學同學同學同學作作作作工工工工作作作作檢檢檢檢討討討討、、、、

屬屬屬屬靈靈靈靈交交交交通通通通、、、、研研研研習習習習及一同及一同及一同及一同禱禱禱禱告告告告。。。。同學不應同學不應同學不應同學不應被被被被視視視視為教會之為教會之為教會之為教會之「「「「在在在在職工人職工人職工人職工人」，」，」，」，乃乃乃乃是在是在是在是在牧長牧長牧長牧長（（（（校校校校外外外外

老老老老師師師師））））指導指導指導指導之下之下之下之下，，，，並並並並從從從從牧長身上學牧長身上學牧長身上學牧長身上學習的習的習的習的「「「「學生學生學生學生」」」」與與與與牧長之牧長之牧長之牧長之間的間的間的間的團隊團隊團隊團隊關係關係關係關係，，，，是實習是實習是實習是實習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的的的的基本基本基本基本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5.牧長須定牧長須定牧長須定牧長須定期填寫期填寫期填寫期填寫同學之考同學之考同學之考同學之考核核核核表表表表，，，，表格由學校表格由學校表格由學校表格由學校供給供給供給供給，，，，同學同學同學同學在在在在服事上所有服事上所有服事上所有服事上所有的的的的問題問題問題問題、、、、需需需需要要要要，，，，均均均均

須須須須通知通知通知通知有關有關有關有關實習實習實習實習教育之教育之教育之教育之導導導導師師師師。。。。 

      6.教會應教會應教會應教會應負負負負擔擔擔擔實習實習實習實習同學同學同學同學的的的的基本生基本生基本生基本生活活活活費及交費及交費及交費及交通通通通費費費費。。。。付付付付費費費費標準標準標準標準由由由由當當當當地地地地教會教會教會教會按按按按經經經經濟濟濟濟能能能能力力力力而定而定而定而定，，，，原原原原

則上則上則上則上，，，，一般一般一般一般平均單平均單平均單平均單身身身身是每月在新是每月在新是每月在新是每月在新台台台台幣幣幣幣七七七七千千千千元元元元~一一一一萬萬萬萬元元元元之之之之間間間間（（（（有有有有眷眷眷眷學生或學生或學生或學生或暑期實習暑期實習暑期實習暑期實習請各教請各教請各教請各教

會會會會酌酌酌酌情情情情增增增增加加加加）。）。）。）。有有有有鑑鑑鑑鑑於於於於現現現現今今今今有有有有許許許許多多多多教會教會教會教會，，，，申申申申請學生請學生請學生請學生實習實習實習實習已不已不已不已不固固固固定定定定每月每月每月每月支支支支付實習付實習付實習付實習費費費費，，，，全憑全憑全憑全憑

信心信心信心信心；；；；在此情形在此情形在此情形在此情形之下之下之下之下，，，，若學生若學生若學生若學生仍仍仍仍願願願願意去意去意去意去實習實習實習實習，，，，本院本院本院本院實習處實習處實習處實習處樂樂樂樂觀觀觀觀其成其成其成其成。。。。 

      7.若學生工若學生工若學生工若學生工作作作作表表表表現現現現低劣低劣低劣低劣，，，，或或或或未未未未得牧長得牧長得牧長得牧長允許允許允許允許而而而而缺席缺席缺席缺席，，，，牧長應牧長應牧長應牧長應通知通知通知通知本院本院本院本院實習處實習處實習處實習處，，，，由本院由本院由本院由本院實習處實習處實習處實習處

主任主任主任主任處理處理處理處理。。。。 

      8.實習實習實習實習工工工工作作作作必須必須必須必須在第在第在第在第一學一學一學一學期申期申期申期申請請請請，，，，原則上不可超過一學年原則上不可超過一學年原則上不可超過一學年原則上不可超過一學年（（（（特殊特殊特殊特殊狀狀狀狀況另況另況另況另訂訂訂訂之之之之）。）。）。）。 

9.配配配配合合合合 APTA 亞太亞太亞太亞太神學神學神學神學協協協協會之規定會之規定會之規定會之規定：：：：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實習實習實習實習原則上以原則上以原則上以原則上以週六週六週六週六、、、、主主主主日日日日兩兩兩兩天天天天，，，，建議建議建議建議總服事總服事總服事總服事時時時時

數數數數不超過不超過不超過不超過 8小時小時小時小時為為為為宜宜宜宜，，，，使使使使學生有學生有學生有學生有良良良良好好好好的的的的學學學學習習習習和和和和教會服事品教會服事品教會服事品教會服事品質質質質。。。。若有若有若有若有特殊情況特殊情況特殊情況特殊情況請請請請與與與與學院學院學院學院

協商協商協商協商，，，，實習期間實習期間實習期間實習期間一一一一切作切作切作切作息息息息全由教會牧長規劃全由教會牧長規劃全由教會牧長規劃全由教會牧長規劃。。。。（（（（2017年年年年 5月月月月 26日新日新日新日新增增增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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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三三））））同學方面同學方面同學方面同學方面 

      1.學生應學生應學生應學生應在在在在牧長督牧長督牧長督牧長督導導導導之下工之下工之下工之下工作作作作，，，，並並並並盡盡盡盡全全全全力支力支力支力支持持持持牧長牧長牧長牧長，，，，不得不得不得不得越權越權越權越權或或或或失失失失職職職職，，，，須須須須記記記記住自住自住自住自己只己只己只己只是是是是短短短短

期期期期工人工人工人工人，，，，所有所有所有所有的的的的事工事工事工事工計計計計劃若得不劃若得不劃若得不劃若得不到到到到牧長牧長牧長牧長的的的的全全全全力支力支力支力支持持持持，，，，一一一一旦離旦離旦離旦離開開開開教會教會教會教會，，，，事工就事工就事工就事工就難難難難以為以為以為以為繼繼繼繼。。。。 

      2.學生應學生應學生應學生應在在在在牧長牧長牧長牧長的指導的指導的指導的指導之下之下之下之下，，，，於於於於每每每每學學學學期開期開期開期開始始始始實習的第實習的第實習的第實習的第二二二二週週週週前前前前提提提提出實習出實習出實習出實習工工工工作計作計作計作計劃劃劃劃，，，，分分分分別別別別交於交於交於交於

院院院院方方方方及教會牧長及教會牧長及教會牧長及教會牧長，，，，以以以以作作作作為為為為日日日日後後後後實習評實習評實習評實習評估估估估之參考之參考之參考之參考。。。。 

      3.工工工工作計作計作計作計劃應劃應劃應劃應按按按按部就班部就班部就班部就班的的的的展展展展開開開開，，，，已已已已便維便維便維便維持與持與持與持與牧長牧長牧長牧長間間間間之合之合之合之合作作作作關係關係關係關係。。。。 

      4.週週週週末末末末事奉應以教會事工為重事奉應以教會事工為重事奉應以教會事工為重事奉應以教會事工為重，，，，不得以學校課業不得以學校課業不得以學校課業不得以學校課業代替代替代替代替教會之教會之教會之教會之實習實習實習實習工工工工作作作作。。。。如因特殊如因特殊如因特殊如因特殊事事事事故故故故缺席缺席缺席缺席，，，，

須須須須先向先向先向先向牧長請牧長請牧長請牧長請假准假准假准假准後後後後，，，，再知再知再知再知會會會會實習處實習處實習處實習處允許允許允許允許才才才才可請可請可請可請假假假假。。。。每每每每學學學學期期期期請請請請假假假假不得超過二不得超過二不得超過二不得超過二次次次次。。。。 

5.學生必須學生必須學生必須學生必須在在在在學學學學期間期間期間期間，，，，每週填寫實習週每週填寫實習週每週填寫實習週每週填寫實習週報表報表報表報表，，，，並並並並經經經經實習實習實習實習教會牧長及教會牧長及教會牧長及教會牧長及輔導老輔導老輔導老輔導老師師師師簽簽簽簽名後名後名後名後，，，，始得始得始得始得

繳繳繳繳交交交交實習處實習處實習處實習處；；；；並並並並以以以以此此此此為為為為實習成績實習成績實習成績實習成績之參考之參考之參考之參考。。。。寒暑假的實習期間寒暑假的實習期間寒暑假的實習期間寒暑假的實習期間，，，，僅須僅須僅須僅須填寫填寫填寫填寫一份一份一份一份實習實習實習實習報表報表報表報表

即即即即可可可可。。。。 

6.暑期實習暑期實習暑期實習暑期實習，，，，同學同學同學同學按實按實按實按實際際際際需需需需要向實習處申要向實習處申要向實習處申要向實習處申請請請請實習實習實習實習，，，，原則上本院原則上本院原則上本院原則上本院實習處在暑假實習處在暑假實習處在暑假實習處在暑假不不不不安排實習安排實習安排實習安排實習

（（（（若有教會若有教會若有教會若有教會申申申申請請請請實習實習實習實習則則則則除外除外除外除外），），），），但須但須但須但須提提提提出出出出事奉報事奉報事奉報事奉報告告告告。。。。 

（（（（四四四四））））實習教育分配表實習教育分配表實習教育分配表實習教育分配表 

 
 

第第第第一學一學一學一學期期期期 第第第第二學二學二學二學期期期期 暑期暑期暑期暑期 

第第第第一年一年一年一年 
宗宗宗宗教教育教教育教教育教教育實習實習實習實習 
或或或或福音福音福音福音隊隊隊隊 

宗宗宗宗教教育教教育教教育教教育實習實習實習實習 
或或或或福音福音福音福音隊隊隊隊 

宗宗宗宗教教育教教育教教育教教育實習實習實習實習 
或或或或福音福音福音福音隊隊隊隊 

第第第第二年二年二年二年 教會事工教會事工教會事工教會事工實習實習實習實習 教會事工教會事工教會事工教會事工實習實習實習實習 教會事工教會事工教會事工教會事工實習實習實習實習 

第第第第三年三年三年三年 教會事工教會事工教會事工教會事工實習實習實習實習 教會事工教會事工教會事工教會事工實習實習實習實習 教會事工教會事工教會事工教會事工實習實習實習實習 

第第第第四年四年四年四年 牧會或牧會或牧會或牧會或拓荒拓荒拓荒拓荒實習實習實習實習 牧會或牧會或牧會或牧會或拓荒拓荒拓荒拓荒實習實習實習實習  

 

 

 

 

 

 

學 
期 學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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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規則圖書館規則圖書館規則圖書館規則 

■■■■    一般規則一般規則一般規則一般規則：：：： 

1.借借借借閱圖閱圖閱圖閱圖書須照書須照書須照書須照指指指指定定定定時間時間時間時間借借借借閱閱閱閱。。。。 

  ①①①①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一至一至一至一至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每天每天每天每天上上上上午午午午 08：：：：30~12：：：：00，，，，下下下下午午午午 2：：：：00~5：：：：00。。。。 

  ②②②②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日日日日及及及及例例例例假日假日假日假日停停停停止開放止開放止開放止開放。。。。 

  ③③③③假期假期假期假期則則則則依圖依圖依圖依圖書書書書館館館館員員員員辦辦辦辦公公公公時間開放時間開放時間開放時間開放。。。。 

2.圖圖圖圖書書書書館內館內館內館內請請請請保保保保持安持安持安持安靜靜靜靜，，，，如如如如果果果果有課業有課業有課業有課業問題問題問題問題需需需需要要要要討討討討論論論論，，，，請於請於請於請於圖圖圖圖書書書書館外館外館外館外進行進行進行進行。。。。 

3.指指指指定參考書定參考書定參考書定參考書籍籍籍籍及及及及當期雜當期雜當期雜當期雜誌只誌只誌只誌只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在圖在圖在圖在圖書書書書館內使用館內使用館內使用館內使用，，，，請請請請勿攜勿攜勿攜勿攜出出出出本本本本館館館館。。。。 

4.所有書所有書所有書所有書籍籍籍籍及及及及期期期期刊刊刊刊，，，，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後請後請後請後請放在指放在指放在指放在指定定定定的的的的位位位位置置置置，，，，切切切切勿勿勿勿自行自行自行自行置置置置回書回書回書回書架架架架。。。。【目前放置在書車內】 

5.院院院院內內內內兒童兒童兒童兒童限於上班限於上班限於上班限於上班時間使用時間使用時間使用時間使用本本本本圖圖圖圖書書書書館館館館，，，，晚晚晚晚間間間間禁禁禁禁止止止止入入入入內內內內，，，，若若若若欲借欲借欲借欲借書請書請書請書請家家家家長長長長代理代理代理代理。。。。   

6.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借借借借書書書書期期期期限三限三限三限三周周周周（（（（21日日日日），），），），借借借借書書書書數數數數目以五本為限目以五本為限目以五本為限目以五本為限，，，，逾期視逾期視逾期視逾期視同同同同違違違違規規規規。【。【。【。【目前目前目前目前圖圖圖圖書書書書館館館館已經已經已經已經數數數數位位位位

化化化化，，，，借借借借書書書書在在在在上班上班上班上班時間時間時間時間請請請請圖圖圖圖書書書書館館館館同工以同工以同工以同工以掃掃掃掃描器描器描器描器輸輸輸輸入入入入，，，，還還還還書則書則書則書則仍仍仍仍舊放在指舊放在指舊放在指舊放在指定位定位定位定位置置置置即即即即可可可可】】】】 

7.校校校校外外外外人士人士人士人士辦辦辦辦理理理理借借借借書資格者書資格者書資格者書資格者，，，，必須必須必須必須留留留留下下下下身分證身分證身分證身分證影本影本影本影本和和和和正確正確正確正確的的的的連絡連絡連絡連絡電電電電話話話話及及及及通通通通訊訊訊訊地址地址地址地址(本本本本館館館館無無無無發放發放發放發放

紙紙紙紙本本本本借借借借書證書證書證書證，，，，只只只只須須須須建建建建檔檔檔檔個個個個人資人資人資人資料料料料)，，，，並並並並酌酌酌酌收工本費壹收工本費壹收工本費壹收工本費壹百百百百元元元元整整整整(除除除除本校校本校校本校校本校校友友友友及屬中國神召會台及屬中國神召會台及屬中國神召會台及屬中國神召會台

灣灣灣灣區區區區議議議議會神召會傳道人會神召會傳道人會神召會傳道人會神召會傳道人、、、、師母師母師母師母外外外外)。。。。絕版絕版絕版絕版書書書書（（（（紅皮紅皮紅皮紅皮書書書書）、）、）、）、工具書不工具書不工具書不工具書不外外外外借借借借，，，，借借借借書書書書期期期期限三限三限三限三周周周周（（（（還還還還書書書書

期期期期限以郵限以郵限以郵限以郵戳戳戳戳為憑為憑為憑為憑），），），），若有若有若有若有毀損毀損毀損毀損照照照照價價價價賠償賠償賠償賠償。。。。 

 8.本學院本學院本學院本學院備課備課備課備課老老老老師師師師借借借借書書書書期期期期限一學限一學限一學限一學期期期期，，，，借借借借書書書書數數數數目以目以目以目以 20 本為限本為限本為限本為限。。。。 

9.還還還還書規則書規則書規則書規則：：：：請請請請在辦在辦在辦在辦公公公公時間內時間內時間內時間內交回交回交回交回圖圖圖圖書書書書館館館館員員員員處理處理處理處理。。。。所有所有所有所有借借借借的的的的書書書書在每在每在每在每學學學學期期期期離離離離校校校校手續手續手續手續前前前前歸歸歸歸還還還還。。。。 

10.借借借借書書書書遺失遺失遺失遺失、、、、損毀損毀損毀損毀，，，，則照則照則照則照價價價價賠償賠償賠償賠償。。。。圖圖圖圖書書書書未未未未經經經經辦理辦理辦理辦理借借借借書書書書手續手續手續手續而而而而攜攜攜攜出館外出館外出館外出館外者者者者，，，，交予院交予院交予院交予院方議處方議處方議處方議處。。。。 

11.借借借借書超書超書超書超出出出出歸歸歸歸還時間還時間還時間還時間，，，，每逾每逾每逾每逾一一一一日日日日罰款罰款罰款罰款五元五元五元五元，，，，自自自自逾期日算起逾期日算起逾期日算起逾期日算起至至至至歸歸歸歸還日還日還日還日為為為為止止止止。。。。 

12.閱閱閱閱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桌桌桌桌是給是給是給是給所有人所有人所有人所有人使用使用使用使用，，，，請請請請使用使用使用使用者者者者離離離離開圖開圖開圖開圖書書書書館時館時館時館時，，，，將將將將自自自自己己己己的的的的東西帶走東西帶走東西帶走東西帶走，，，，不不不不要要要要把東西留把東西留把東西留把東西留在在在在

座座座座位或位或位或位或桌桌桌桌上上上上佔佔佔佔用用用用地地地地方方方方，，，，以以以以利利利利他他他他人人人人的使用的使用的使用的使用。。。。 

13.館內館內館內館內人人人人數數數數滿滿滿滿有三人以上有三人以上有三人以上有三人以上，，，，溫溫溫溫度度度度達達達達 27℃℃℃℃以上以上以上以上方方方方可可可可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冷氣冷氣冷氣冷氣；；；；請請請請勿擅勿擅勿擅勿擅自撥自撥自撥自撥動動動動冷氣冷氣冷氣冷氣的的的的溫溫溫溫度度度度開開開開關關關關，，，，

如如如如有任有任有任有任何問題何問題何問題何問題請請請請找找找找圖圖圖圖書書書書館館館館員員員員。。。。晚晚晚晚上上上上圖圖圖圖書書書書館館館館必須最必須最必須最必須最少少少少三人以上三人以上三人以上三人以上才開放才開放才開放才開放，，，，並並並並由由由由輪值輪值輪值輪值同學同學同學同學負責負責負責負責。。。。 

14.請請請請勿擅勿擅勿擅勿擅自自自自使用圖使用圖使用圖使用圖書書書書館內的辦館內的辦館內的辦館內的辦公公公公文文文文具具具具用用用用品品品品、、、、電電電電話話話話等等等等。。。。 

15.進入進入進入進入圖圖圖圖書書書書館館館館，，，，務務務務必必必必穿著穿著穿著穿著整整整整齊齊齊齊，，，，不可不可不可不可著汗衫著汗衫著汗衫著汗衫，，，，必須必須必須必須保保保保持持持持肅靜肅靜肅靜肅靜，，，，若若若若聽音聽音聽音聽音樂或樂或樂或樂或廣播廣播廣播廣播必須必須必須必須戴耳戴耳戴耳戴耳機機機機，，，，

不可不可不可不可發出發出發出發出噪噪噪噪音音音音、、、、哼歌低吟干哼歌低吟干哼歌低吟干哼歌低吟干擾擾擾擾其他其他其他其他同學同學同學同學，，，，另外另外另外另外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攜帶攜帶攜帶攜帶食食食食品入品入品入品入內內內內，，，，離離離離館館館館前必須前必須前必須前必須將將將將書書書書籍籍籍籍課本課本課本課本

收收收收拾拾拾拾清清清清潔潔潔潔。。。。戶戶戶戶外用的外用的外用的外用的鞋鞋鞋鞋子子子子不可進不可進不可進不可進圖圖圖圖書書書書館館館館，，，，且且且且將將將將鞋鞋鞋鞋子子子子擺擺擺擺在在在在鞋櫃裡鞋櫃裡鞋櫃裡鞋櫃裡，，，，拖鞋拖鞋拖鞋拖鞋用完用完用完用完後後後後也是如此也是如此也是如此也是如此，，，，圖圖圖圖

書書書書館外館外館外館外儘量儘量儘量儘量不不不不放放放放鞋鞋鞋鞋子子子子或或或或拖鞋拖鞋拖鞋拖鞋，，，，以以以以免免免免影影影影響出響出響出響出入入入入。。。。    

16. (一一一一)~(四四四四)17：：：：30-22：：：：00 住校生可選住校生可選住校生可選住校生可選擇在擇在擇在擇在 B2 教教教教室室室室或或或或宿宿宿宿舍晚舍晚舍晚舍晚自自自自習習習習，，，，而不得而不得而不得而不得從從從從事事事事非晚非晚非晚非晚 

   自自自自習的其他習的其他習的其他習的其他事事事事宜宜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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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圖書不得外借下列圖書不得外借下列圖書不得外借下列圖書不得外借：：：： 

1. 一般參考書一般參考書一般參考書一般參考書（（（（書書書書標標標標上有上有上有上有記記記記號號號號 R與與與與紅紅紅紅色硬色硬色硬色硬紙紙紙紙板板板板書書書書）。）。）。）。 

2. 教教教教授指授指授指授指定之參考書定之參考書定之參考書定之參考書。。。。 

3. 當期期當期期當期期當期期刊刊刊刊雜雜雜雜誌誌誌誌（（（（合合合合訂訂訂訂本亦同本亦同本亦同本亦同）。）。）。）。 

■■■■視聽器材使用規則視聽器材使用規則視聽器材使用規則視聽器材使用規則：：：： 

1. 原則上僅原則上僅原則上僅原則上僅供供供供本院師生本院師生本院師生本院師生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外外外外界界界界若若若若欲借欲借欲借欲借用用用用須經本須經本須經本須經本館館館館同同同同意意意意後後後後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之之之之。。。。 

2. 視聽視聽視聽視聽器器器器材材材材可可可可在在在在學生上課及教會學生上課及教會學生上課及教會學生上課及教會實習時使用實習時使用實習時使用實習時使用。。。。 

3. 如如如如有任有任有任有任何何何何污污污污損損損損或或或或遺失遺失遺失遺失，，，，應應應應負責負責負責負責復復復復原或照原或照原或照原或照價價價價賠償賠償賠償賠償。。。。 

■■■■視聽器材外借到教會週末實習時使用辦法視聽器材外借到教會週末實習時使用辦法視聽器材外借到教會週末實習時使用辦法視聽器材外借到教會週末實習時使用辦法：：：： 

1. 請請請請向圖向圖向圖向圖書書書書館館館館索索索索取並填寫取並填寫取並填寫取並填寫「「「「視聽視聽視聽視聽教教教教材材材材使用登使用登使用登使用登記記記記表表表表」」」」並並並並請請請請在每週在每週在每週在每週四中四中四中四中午午午午以前以前以前以前填填填填妥妥妥妥。。。。 

2. 視聽視聽視聽視聽教教教教材材材材可於可於可於可於週週週週五下五下五下五下午午午午在圖在圖在圖在圖書書書書館領取館領取館領取館領取。。。。 

3. 如如如如有任有任有任有任何問題何問題何問題何問題請請請請詢詢詢詢問問問問圖圖圖圖書書書書館館館館員員員員。。。。 

4. 歸歸歸歸還日期是還日期是還日期是還日期是隔隔隔隔週週週週二中二中二中二中午午午午 12：：：：00 前前前前。。。。 

 

■■■■視聽材料及器材在學院內使用辦法視聽材料及器材在學院內使用辦法視聽材料及器材在學院內使用辦法視聽材料及器材在學院內使用辦法：：：： 

1. 填寫填寫填寫填寫「「「「視聽視聽視聽視聽教教教教材材材材使用登使用登使用登使用登記記記記表表表表」。」。」。」。 

2. 如如如如果果果果使用的使用的使用的使用的器器器器材材材材需需需需要圖要圖要圖要圖書書書書館館館館員員員員幫幫幫幫助助助助，，，，請請請請提提提提前前前前將將將將需需需需要告要告要告要告訴訴訴訴圖圖圖圖書書書書館館館館員員員員。。。。 

3. 請請請請在使用在使用在使用在使用前一前一前一前一天將天將天將天將所須教所須教所須教所須教材材材材登登登登記記記記表交表交表交表交給圖給圖給圖給圖書書書書館館館館員員員員。。。。 

4. 逾期未還逾期未還逾期未還逾期未還，，，，每日每日每日每日罰款罰款罰款罰款五元五元五元五元。。。。 

■■■■附註說明附註說明附註說明附註說明；；；； 

1. 本本本本館採開館採開館採開館採開架架架架式式式式，，，，使用使用使用使用者可以自由選者可以自由選者可以自由選者可以自由選取取取取所需所需所需所需要的要的要的要的書書書書，，，，但但但但取閱完取閱完取閱完取閱完畢後畢後畢後畢後，，，，必須必須必須必須將將將將書書書書櫃玻璃櫃玻璃櫃玻璃櫃玻璃門門門門關好關好關好關好，，，，

以以以以免昆蟲壁虎免昆蟲壁虎免昆蟲壁虎免昆蟲壁虎進入進入進入進入。。。。 

2. 本本本本館館館館一一一一樓樓樓樓內設內設內設內設有影有影有影有影印印印印機機機機，，，，採採採採自自自自助使用助使用助使用助使用及及及及付付付付款款款款方式方式方式方式，，，，數數數數量量量量與用與用與用與用途途途途必須必須必須必須註註註註明明明明在在在在記記記記錄冊錄冊錄冊錄冊上上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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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召神學院院規神召神學院院規神召神學院院規神召神學院院規 

（（（（一一一一））））宗旨宗旨宗旨宗旨：：：： 

1.本院為本院為本院為本院為要要要要培培培培育育育育造造造造就具有高就具有高就具有高就具有高風亮風亮風亮風亮節節節節品德品德品德品德，，，，被被被被聖聖聖聖靈靈靈靈充充充充滿滿滿滿，，，，智慧智慧智慧智慧充充充充足合足合足合足合乎乎乎乎主主主主用的用的用的用的器器器器皿皿皿皿，，，，凡是凡是凡是凡是本院本院本院本院

學生應學生應學生應學生應虛虛虛虛心心心心接接接接受受受受操操操操練練練練，，，，謙卑謙卑謙卑謙卑接接接接受受受受帶帶帶帶領領領領。。。。 

2.本院規本院規本院規本院規適適適適用用用用於正於正於正於正式式式式生或選讀生生或選讀生生或選讀生生或選讀生，，，，住校生或住校生或住校生或住校生或外宿外宿外宿外宿生生生生。。。。若有學生學業若有學生學業若有學生學業若有學生學業太太太太差差差差，，，，靈性低靈性低靈性低靈性低落落落落，，，，生生生生活活活活不不不不

檢檢檢檢，，，，違犯違犯違犯違犯院規或信仰院規或信仰院規或信仰院規或信仰偏差偏差偏差偏差者者者者，，，，經校經校經校經校務務務務會會會會議通議通議通議通過過過過，，，，得得得得隨隨隨隨時時時時提提提提出出出出警警警警告告告告、、、、記記記記過過過過、、、、勒令勒令勒令勒令退退退退學或學或學或學或開除開除開除開除

學學學學籍籍籍籍。。。。 

3.本院規若有修本院規若有修本院規若有修本院規若有修改改改改或或或或增訂增訂增訂增訂時時時時，，，，得由校得由校得由校得由校務務務務會會會會議議議議修修修修訂訂訂訂後公後公後公後公佈佈佈佈實實實實施施施施。。。。 

（（（（二二二二））））靈修生活靈修生活靈修生活靈修生活：：：： 

   1.本院學生本院學生本院學生本院學生，，，，必須參加學院規定之必須參加學院規定之必須參加學院規定之必須參加學院規定之集集集集體體體體敬拜敬拜敬拜敬拜，，，，晚禱晚禱晚禱晚禱等各項等各項等各項等各項聚聚聚聚會會會會。。。。 

   2.每日每日每日每日應有半應有半應有半應有半小時小時小時小時以上之以上之以上之以上之個別個別個別個別晨更晨更晨更晨更，，，，內內內內容容容容以以以以禱禱禱禱告告告告讀經為主讀經為主讀經為主讀經為主。。。。 

   3.每週每週每週每週各各各各寢室寢室寢室寢室得得得得舉舉舉舉行行行行室室室室會會會會，，，，每月每月每月每月可可可可舉舉舉舉行行行行聯聯聯聯合合合合室室室室會會會會，，，，內內內內容容容容時間時間時間時間自自自自訂訂訂訂。。。。 

   4.要要要要虛虛虛虛心心心心接接接接受師長屬受師長屬受師長屬受師長屬靈靈靈靈的的的的帶帶帶帶領領領領和勸和勸和勸和勸勉勉勉勉，，，，並活出並活出並活出並活出生生生生活活活活之見證之見證之見證之見證。。。。 

（（（（三三三三））））儀表儀表儀表儀表、、、、禮節禮節禮節禮節：：：： 

   1.對對對對師長師長師長師長要要要要彬彬彬彬質質質質有有有有禮禮禮禮，，，，對對對對同學同學同學同學要要要要彼彼彼彼此敬此敬此敬此敬重重重重。。。。 

   2.行為行為行為行為要要要要檢檢檢檢點點點點，，，，談談談談吐吐吐吐要要要要高高高高雅雅雅雅，，，，合合合合乎乎乎乎聖徒聖徒聖徒聖徒的的的的體體體體統統統統。。。。 

   3.無無無無論在論在論在論在校校校校內內內內，，，，校校校校外外外外衣履衣履衣履衣履要整要整要整要整潔潔潔潔得體得體得體得體，，，，不可不可不可不可奇奇奇奇裝裝裝裝異異異異服服服服。。。。 

   4.儀儀儀儀容容容容要要要要端莊雅緻端莊雅緻端莊雅緻端莊雅緻，，，，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披披披披頭頭頭頭散髮散髮散髮散髮，，，，男男男男生不可生不可生不可生不可染髮染髮染髮染髮。。。。 

   5.參加參加參加參加敬拜敬拜敬拜敬拜、、、、上課一上課一上課一上課一律律律律著著著著正正正正式式式式服服服服裝裝裝裝。。。。崇崇崇崇拜時拜時拜時拜時，，，，弟兄弟兄弟兄弟兄一一一一律打領律打領律打領律打領帶帶帶帶，，，，姊妹姊妹姊妹姊妹一一一一律律律律穿穿穿穿裙裙裙裙子子子子。（。（。（。（遇遇遇遇有有有有寒寒寒寒流流流流

時時時時姊妹姊妹姊妹姊妹得得得得穿穿穿穿長長長長褲褲褲褲）。）。）。）。 

   6.宿宿宿宿舍舍舍舍區區區區外外外外一一一一律律律律禁禁禁禁止止止止著汗衫著汗衫著汗衫著汗衫、、、、睡衣睡衣睡衣睡衣、、、、拖鞋拖鞋拖鞋拖鞋等等等等（（（（勞勞勞勞動動動動服服服服務務務務、、、、體育課體育課體育課體育課除外除外除外除外）。）。）。）。 

（（（（四四四四））））宿舍生活宿舍生活宿舍生活宿舍生活：：：： 

   1.住校生得住校生得住校生得住校生得接接接接受院受院受院受院方方方方編編編編排排排排之之之之床床床床位位位位，，，，不得自行不得自行不得自行不得自行更更更更換換換換寢室寢室寢室寢室。。。。 

   2.寢室寢室寢室寢室得得得得隨隨隨隨時時時時保保保保持整持整持整持整潔潔潔潔，，，，不可不可不可不可隨隨隨隨意意意意張張張張貼貼貼貼或或或或養寵養寵養寵養寵物物物物。。。。 

   3.床鋪床鋪床鋪床鋪、、、、用用用用具具具具、、、、衣衣衣衣服須服須服須服須安放整安放整安放整安放整齊齊齊齊（（（（棉棉棉棉被被被被、、、、墊墊墊墊被被被被、、、、枕枕枕枕頭頭頭頭、、、、床床床床單單單單請自備請自備請自備請自備）。）。）。）。 

   4.寢室寢室寢室寢室內內內內禁禁禁禁止用止用止用止用膳膳膳膳，，，，亦不得亦不得亦不得亦不得留留留留宿宿宿宿親親親親友友友友（（（（若有若有若有若有特殊情形特殊情形特殊情形特殊情形，，，，應應應應先取先取先取先取得院得院得院得院方方方方之之之之許許許許可可可可）。）。）。）。 

   5.切實節切實節切實節切實節省省省省用電用電用電用電、、、、禁禁禁禁止用電止用電止用電止用電壺壺壺壺、、、、電電電電鍋鍋鍋鍋、、、、大大大大型型型型音響音響音響音響、、、、迷你迷你迷你迷你電視電視電視電視、、、、冰箱冰箱冰箱冰箱等等等等耗耗耗耗電電電電量量量量大之大之大之大之電電電電器器器器產產產產品品品品。。。。 

   6.個個個個人之人之人之人之手手手手機機機機、、、、收收收收錄音錄音錄音錄音機機機機，，，，於自修於自修於自修於自修時間內使用時間內使用時間內使用時間內使用須須須須用用用用耳耳耳耳機機機機，，，，使用時使用時使用時使用時以不以不以不以不妨害妨害妨害妨害他他他他人之人之人之人之安安安安寧寧寧寧為原則為原則為原則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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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學生學生學生學生非非非非經經經經許許許許可不得可不得可不得可不得隨隨隨隨意意意意進入進入進入進入異異異異性性性性宿宿宿宿舍舍舍舍或教職員或教職員或教職員或教職員辦辦辦辦公公公公室室室室與宿與宿與宿與宿舍舍舍舍。。。。 

   8.來來來來訪訪訪訪外外外外賓賓賓賓親親親親友友友友得得得得在在在在會會會會客室客室客室客室接接接接待待待待交交交交談談談談。。。。 

   9.室室室室內清內清內清內清潔潔潔潔工工工工作作作作得由同得由同得由同得由同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友友友友輪輪輪輪流流流流擔擔擔擔任任任任，，，，並並並並由由由由室室室室長督長督長督長督導導導導檢查檢查檢查檢查。。。。 

  10.晚晚晚晚上上上上 11點點點點熄燈熄燈熄燈熄燈後後後後，，，，不不不不宜再活動宜再活動宜再活動宜再活動或或或或談話談話談話談話。。。。 

  11.晚晚晚晚上上上上 11點點點點後後後後，，，，若有需若有需若有需若有需要要要要讀書者讀書者讀書者讀書者，，，，可可可可使用使用使用使用檯燈檯燈檯燈檯燈至至至至 12點點點點止止止止，，，，期期期期末末末末考考考考期間期間期間期間亦同亦同亦同亦同。。。。 

     （（（（可可可可申申申申請請請請開放開放開放開放教教教教室室室室，，，，時間時間時間時間無限制無限制無限制無限制）））） 

  12.晚晚晚晚上上上上 10點點點點至至至至翌翌翌翌日清日清日清日清晨晨晨晨七七七七點點點點前前前前，，，，及中及中及中及中午休息午休息午休息午休息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不得練不得練不得練不得練唱唱唱唱、、、、打打打打鼓鼓鼓鼓或練或練或練或練琴琴琴琴以以以以維維維維安安安安寧寧寧寧。（。（。（。（週週週週末末末末 

     例例例例假日假日假日假日不得不得不得不得.超過超過超過超過 10：：：：30）））） 

  13.暑假期間因宿暑假期間因宿暑假期間因宿暑假期間因宿舍舍舍舍空空空空間間間間有限有限有限有限，，，，所有所有所有所有東西東西東西東西得自行得自行得自行得自行處理處理處理處理或或或或搬搬搬搬回回回回家家家家，，，，學院不學院不學院不學院不負負負負保保保保管管管管之之之之責責責責。。。。 

  14.違違違違反反反反住住住住宿宿宿宿及及及及外宿外宿外宿外宿規定者規定者規定者規定者，，，，將將將將予予予予議處議處議處議處，，，，嚴嚴嚴嚴重者重者重者重者勒令勒令勒令勒令退退退退學學學學。。。。 

  15.住住住住宿期間宿期間宿期間宿期間若若若若遇遇遇遇問題問題問題問題，，，，應應應應向向向向舍舍舍舍監監監監或或或或樓樓樓樓長長長長反反反反應應應應，，，，並並並並應應應應尊尊尊尊重重重重該該該該員之員之員之員之處處處處置置置置與安排與安排與安排與安排。。。。 

  16.寒暑假寒暑假寒暑假寒暑假中學院中學院中學院中學院宿宿宿宿舍舍舍舍一一一一律律律律不予不予不予不予開放開放開放開放，，，，若有若有若有若有特殊情形特殊情形特殊情形特殊情形者得由院者得由院者得由院者得由院方特別安排處方特別安排處方特別安排處方特別安排處置置置置（（（（寒暑期寒暑期寒暑期寒暑期住住住住宿付宿付宿付宿付

費費費費標準標準標準標準請參照學院收費請參照學院收費請參照學院收費請參照學院收費標準標準標準標準）。）。）。）。 

（（（（五五五五））））浴室規定浴室規定浴室規定浴室規定：：：： 

1.浴室浴室浴室浴室要要要要刷洗乾淨刷洗乾淨刷洗乾淨刷洗乾淨，，，，注注注注重重重重衛衛衛衛生生生生。。。。 

2.務要節務要節務要節務要節省省省省用水用電用水用電用水用電用水用電，，，，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浪浪浪浪費費費費。。。。 

3.早早早早上上上上六六六六點點點點以前以前以前以前，，，，中中中中午午午午一一一一點點點點至二至二至二至二點點點點，，，，晚晚晚晚上十一上十一上十一上十一點點點點後後後後，，，，禁禁禁禁止在止在止在止在浴室沐浴浴室沐浴浴室沐浴浴室沐浴、、、、洗衣洗衣洗衣洗衣以以以以免免免免影影影影響他響他響他響他人人人人安安安安

寧寧寧寧。。。。 

4.浴室浴室浴室浴室及及及及寢室寢室寢室寢室內內內內不得不得不得不得披掛衣披掛衣披掛衣披掛衣物物物物，，，，以以以以免妨礙免妨礙免妨礙免妨礙觀觀觀觀瞻瞻瞻瞻。。。。 

（（（（六六六六））））餐廳規則餐廳規則餐廳規則餐廳規則：：：： 

   1.用用用用餐餐餐餐時時時時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亂投碎屑亂投碎屑亂投碎屑亂投碎屑、、、、殘骨殘骨殘骨殘骨於於於於地地地地。。。。 

   2.餐餐餐餐具具具具安排安排安排安排，，，，得由學生得由學生得由學生得由學生伙食伙食伙食伙食團團團團安排安排安排安排輪輪輪輪流流流流負責負責負責負責。。。。 

   3.餐廳餐廳餐廳餐廳用用用用具具具具非非非非經經經經伙伙伙伙委委委委許許許許可不得可不得可不得可不得隨隨隨隨意意意意取用取用取用取用或或或或攜離攜離攜離攜離餐廳餐廳餐廳餐廳。。。。 

   4.準時準時準時準時赴餐赴餐赴餐赴餐，，，，不得無不得無不得無不得無故故故故缺席缺席缺席缺席。。。。長長長長期期期期禁禁禁禁食食食食或或或或多多多多餐餐餐餐禁禁禁禁食食食食須經須經須經須經輔導處輔導處輔導處輔導處同同同同意意意意。。。。 

   5.學生不得學生不得學生不得學生不得在在在在餐廳餐廳餐廳餐廳或或或或廚房廚房廚房廚房私自私自私自私自煮食煮食煮食煮食。。。。 

   6.搭伙搭伙搭伙搭伙費費費費用依用依用依用依伙食伙食伙食伙食團團團團之之之之議議議議決決決決辦理辦理辦理辦理。。。。 

   7.詳詳詳詳細規則請參細規則請參細規則請參細規則請參伙食伙食伙食伙食公公公公約約約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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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課室規則課室規則課室規則課室規則：：：： 

   1.學生須學生須學生須學生須準時準時準時準時上課上課上課上課、、、、聚聚聚聚會會會會、、、、作作作作息息息息，，，，不得無不得無不得無不得無故故故故缺席缺席缺席缺席或或或或遲遲遲遲到到到到早早早早退退退退。。。。 

   2.上課後上課後上課後上課後 15 分分分分鐘鐘鐘鐘若教師若教師若教師若教師未到未到未到未到，，，，學生學生學生學生代代代代表表表表（（（（班長班長班長班長））））應予應予應予應予該該該該課課課課老老老老師或教師或教師或教師或教務處聯務處聯務處聯務處聯絡絡絡絡。。。。 

   3.課課課課堂堂堂堂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不得會不得會不得會不得會客客客客、、、、上網上網上網上網、、、、打打打打手手手手機機機機、、、、打電打電打電打電話話話話及及及及接電接電接電接電話話話話。。。。 

   4.每每每每堂堂堂堂課課課課值值值值日日日日生生生生的的的的工工工工作作作作：：：： 

a.應應應應喊喊喊喊起起起起立立立立、、、、向老向老向老向老師師師師敬禮敬禮敬禮敬禮、、、、坐坐坐坐下下下下。。。。 

    b.為為為為老老老老師預備師預備師預備師預備茶茶茶茶水水水水或或或或飲飲飲飲料料料料。。。。 

    c.下課下課下課下課時時時時應應應應把把把把白板擦拭乾淨白板擦拭乾淨白板擦拭乾淨白板擦拭乾淨，，，，以以以以便便便便下下下下節節節節課課課課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5.課課課課室室室室中之中之中之中之冷氣冷氣冷氣冷氣於於於於室室室室溫溫溫溫 27℃℃℃℃以上以上以上以上方方方方能能能能使用使用使用使用，，，，音響音響音響音響或教學或教學或教學或教學設設設設備之備之備之備之使用使用使用使用請參考總請參考總請參考總請參考總務處單務處單務處單務處單行規定行規定行規定行規定。。。。 

（（（（八八八八））））交誼規則交誼規則交誼規則交誼規則：：：： 

   1.男男男男女女女女交交交交誼誼誼誼，，，，宜宜宜宜光光光光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方方方方。。。。 

   2.新新新新生生生生試試試試讀讀讀讀期間宜期間宜期間宜期間宜專心學專心學專心學專心學習習習習，，，，不不不不宜宜宜宜談談談談戀戀戀戀愛愛愛愛。。。。 

   3.學生學生學生學生訂訂訂訂婚婚婚婚結結結結婚婚婚婚，，，，以入學二年後得以入學二年後得以入學二年後得以入學二年後得訂訂訂訂婚婚婚婚，，，，三年後三年後三年後三年後結結結結婚婚婚婚為為為為宜宜宜宜，，，，特殊情況特殊情況特殊情況特殊情況需需需需申申申申請報請報請報請報告告告告，，，，經校經校經校經校務務務務會會會會 

       議通議通議通議通過後始得過後始得過後始得過後始得結結結結婚婚婚婚。。。。 

   4.學生於學生於學生於學生於在在在在就學中就學中就學中就學中訂訂訂訂婚婚婚婚、、、、結結結結婚婚婚婚，，，，須於須於須於須於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前前前前向向向向院院院院方申方申方申方申請請請請輔導輔導輔導輔導，，，，按按按按院規院規院規院規辦理辦理辦理辦理。。。。 

（（（（九九九九））））請假規定請假規定請假規定請假規定：：：： 

   1.週間週間週間週間上課上課上課上課時間內時間內時間內時間內不得請不得請不得請不得請假外出假外出假外出假外出，，，，若有若有若有若有特殊情形特殊情形特殊情形特殊情形無無無無法法法法上課上課上課上課，，，，須須須須向向向向教教教教務務務務主任主任主任主任申申申申請請請請准假准假准假准假，，，，並向輔並向輔並向輔並向輔

導處導處導處導處報備報備報備報備。。。。 

   2.課課課課間外出時間外出時間外出時間外出時應應應應辦理登辦理登辦理登辦理登記記記記，，，，並註並註並註並註明明明明出出出出入之入之入之入之時間時間時間時間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3.請請請請假期假期假期假期限限限限，，，，每每每每學學學學期期期期請請請請假假假假總總總總時數時數時數時數：：：：病假病假病假病假不得超過三不得超過三不得超過三不得超過三週週週週，，，，其他假其他假其他假其他假不得超過二不得超過二不得超過二不得超過二週週週週，，，，.兩者不可兩者不可兩者不可兩者不可互互互互抵抵抵抵，，，，

超過超過超過超過時數時數時數時數者須自者須自者須自者須自動動動動休休休休學一年學一年學一年學一年。。。。因因因因政府徵政府徵政府徵政府徵召或學院之公召或學院之公召或學院之公召或學院之公假假假假，，，，則則則則按個按個按個按個案案案案處理處理處理處理。。。。 

   4.不不不不假假假假離離離離院或院或院或院或逾逾逾逾歸歸歸歸，，，，輕輕輕輕者以者以者以者以曠曠曠曠課課課課論論論論，，，，重者得重者得重者得重者得勒令勒令勒令勒令退退退退學學學學。。。。 

   5.學生請學生請學生請學生請假假假假須事須事須事須事先先先先親自親自親自親自辦理辦理辦理辦理手續手續手續手續，，，，不得不得不得不得託託託託人或以人或以人或以人或以電電電電話話話話告假告假告假告假，，，，否否否否則以則以則以則以未未未未請請請請假處理假處理假處理假處理（（（（病假病假病假病假可事後可事後可事後可事後

補補補補假假假假，，，，唯唯唯唯需附醫院證明需附醫院證明需附醫院證明需附醫院證明）。）。）。）。 

   6.喪喪喪喪假假假假原則上以三原則上以三原則上以三原則上以三天天天天為限為限為限為限（（（（限二等親限二等親限二等親限二等親內內內內）。）。）。）。 

   7.每週每週每週每週五下五下五下五下午午午午為自由為自由為自由為自由外出時間外出時間外出時間外出時間，，，，晚晚晚晚上上上上 10點點點點以前以前以前以前返返返返校校校校（（（（若有若有若有若有實習實習實習實習教會教會教會教會要求週要求週要求週要求週五五五五要要要要去去去去實習實習實習實習，，，，須須須須先先先先

向實習處向實習處向實習處向實習處主任主任主任主任申申申申請同請同請同請同意意意意後始可於後始可於後始可於後始可於週週週週五下五下五下五下午午午午課程課程課程課程結束結束結束結束後後後後去去去去實習實習實習實習教會教會教會教會）。）。）。）。 

   8.教會教會教會教會實習時間實習時間實習時間實習時間原則上為原則上為原則上為原則上為週六週六週六週六上上上上午午午午 10 點點點點至至至至週日週日週日週日下下下下午午午午 6 點點點點，，，，若若若若因因因因課程課程課程課程另另另另有有有有安排安排安排安排；；；；.得由院得由院得由院得由院方通方通方通方通

知調整知調整知調整知調整，，，，此段時間此段時間此段時間此段時間之請之請之請之請假假假假以以以以實習實習實習實習工工工工作作作作之請之請之請之請假辦理假辦理假辦理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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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國定國定國定國定假日假日假日假日於前一於前一於前一於前一天天天天晚晚晚晚上上上上 6 點點點點開開開開始始始始放假放假放假放假，，，，當天當天當天當天晚晚晚晚上上上上 10點點點點收收收收假假假假；；；；結結結結婚婚婚婚者或有者或有者或有者或有子女子女子女子女者者者者，，，，可於可於可於可於假假假假 

     日日日日之之之之次日次日次日次日上上上上午午午午上課前上課前上課前上課前卅卅卅卅分分分分鐘鐘鐘鐘到到到到校校校校。。。。 

  10.學生須以本院課程學學生須以本院課程學學生須以本院課程學學生須以本院課程學習習習習為重為重為重為重，，，，除除除除經經經經許許許許可可可可（（（（須須須須填寫外出填寫外出填寫外出填寫外出表表表表單單單單），），），），不得於不得於不得於不得於週間週間週間週間請請請請假外出假外出假外出假外出服事或學服事或學服事或學服事或學

習習習習。。。。 

  11.若有若有若有若有未未未未盡盡盡盡事事事事宜宜宜宜，，，，得由得由得由得由輔導處視輔導處視輔導處視輔導處視需需需需要要要要隨隨隨隨時時時時修修修修訂訂訂訂之之之之。。。。 

（（（（十十十十））））生活細則生活細則生活細則生活細則：：：： 

   1.本院為本院為本院為本院為培養培養培養培養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徒順順順順服之服之服之服之美美美美德及德及德及德及秉承我秉承我秉承我秉承我國長國長國長國長幼幼幼幼有有有有序序序序之傳之傳之傳之傳統統統統，，，，採採採採學長制學長制學長制學長制，，，，低低低低年級學生應年級學生應年級學生應年級學生應衷衷衷衷心心心心

順順順順服學長之服學長之服學長之服學長之帶帶帶帶領領領領；；；；學長則應以學長則應以學長則應以學長則應以維護維護維護維護學院學院學院學院優優優優良良良良風風風風氣氣氣氣及基督及基督及基督及基督裡肢裡肢裡肢裡肢體體體體友愛的友愛的友愛的友愛的精精精精神神神神來指導來指導來指導來指導後進同學後進同學後進同學後進同學。。。。 

2.為訓練學生為訓練學生為訓練學生為訓練學生養養養養成愛成愛成愛成愛護護護護學校學校學校學校，，，，關關關關懷社懷社懷社懷社區之心區之心區之心區之心，，，，學生得參加學生得參加學生得參加學生得參加每週每週每週每週至至至至少少少少一一一一次次次次之之之之勞勞勞勞動動動動服服服服務務務務，，，，並並並並隨隨隨隨時時時時

以以以以舉手舉手舉手舉手之之之之勞勞勞勞的的的的服服服服務務務務精精精精神神神神保保保保持持持持社社社社區區區區、、、、校校校校園園園園之之之之整整整整潔潔潔潔美美美美觀觀觀觀。。。。 

3. 乘坐乘坐乘坐乘坐機機機機車車車車必須必須必須必須戴戴戴戴安安安安全帽全帽全帽全帽，，，，駕駛駕駛駕駛駕駛者須具有者須具有者須具有者須具有駕駕駕駕照照照照，，，，非非非非因因因因必必必必要要要要男男男男女女女女同學不得同學不得同學不得同學不得共共共共乘乘乘乘一一一一輛輛輛輛機機機機車車車車。。。。 

4. 汽汽汽汽、、、、機機機機車車車車一一一一律律律律停停停停放在放在放在放在停停停停車車車車場場場場。。。。 

5. 為學院為學院為學院為學院安安安安全全全全，，，，老老老老師師師師、、、、同工同工同工同工與與與與同學得於同學得於同學得於同學得於週日週日週日週日輪值留輪值留輪值留輪值留校看校看校看校看守守守守（（（（按按按按照照照照輪值輪值輪值輪值表表表表）。）。）。）。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電話使用辦法電話使用辦法電話使用辦法電話使用辦法：：：： 

1. 使用電使用電使用電使用電話話話話，，，，長長長長話短話短話短話短說說說說，，，，不不不不宜宜宜宜超過三分超過三分超過三分超過三分鐘鐘鐘鐘，，，，並並並並應應應應注注注注意意意意電電電電話話話話禮節禮節禮節禮節。。。。 

2. 原則上原則上原則上原則上使用電使用電使用電使用電話話話話者以自本院撥者以自本院撥者以自本院撥者以自本院撥出出出出為原則為原則為原則為原則，，，，除除除除非非非非不得已不得已不得已不得已避免避免避免避免要求友要求友要求友要求友人或教會人或教會人或教會人或教會從從從從院院院院外外外外撥入撥入撥入撥入。。。。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急難救助急難救助急難救助急難救助：：：： 

   凡凡凡凡本院全修生若本院全修生若本院全修生若本院全修生若遇遇遇遇特殊特殊特殊特殊急急急急難難難難事件事件事件事件，，，，在在在在經經經經濟濟濟濟上有上有上有上有困難困難困難困難者者者者，，，，可可可可向輔導處申向輔導處申向輔導處申向輔導處申請請請請「「「「急急急急難難難難救救救救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學學學學

貸貸貸貸款款款款」（」（」（」（細則請參照細則請參照細則請參照細則請參照輔導處輔導處輔導處輔導處之規定之規定之規定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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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治會章程學生自治會章程學生自治會章程學生自治會章程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總總總總 綱綱綱綱 

第第第第一條一條一條一條：：：：本會定名為神召神學院自本會定名為神召神學院自本會定名為神召神學院自本會定名為神召神學院自治治治治會會會會（（（（以下以下以下以下簡稱簡稱簡稱簡稱本會本會本會本會）。）。）。）。 

第第第第二條二條二條二條：：：：本會本會本會本會宗宗宗宗旨旨旨旨乃乃乃乃為為為為發發發發揮揮揮揮同學同學同學同學們們們們的的的的自自自自律律律律及及及及彼彼彼彼此此此此配配配配搭搭搭搭，，，，促促促促進基督進基督進基督進基督肢肢肢肢體體體體的聯的聯的聯的聯繫繫繫繫以及以及以及以及 

恩賜操恩賜操恩賜操恩賜操練練練練，，，，成成成成為學院為學院為學院為學院與與與與同學同學同學同學的的的的橋樑橋樑橋樑橋樑。。。。 

第第第第三條三條三條三條：：：：本會會本會會本會會本會會址址址址設設設設於神召神學院於神召神學院於神召神學院於神召神學院內內內內。。。。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會會會會 員員員員 

第第第第四條四條四條四條：：：：凡凡凡凡神召神學院全修生為神召神學院全修生為神召神學院全修生為神召神學院全修生為當當當當然然然然會員會員會員會員。。。。 

第第第第五條五條五條五條：：：：會員之會員之會員之會員之權利權利權利權利與義務如與義務如與義務如與義務如下下下下：：：： 

(1) 出出出出席席席席會會會會議議議議，，，，並並並並參加本會所推行各項事工參加本會所推行各項事工參加本會所推行各項事工參加本會所推行各項事工權利和權利和權利和權利和義務義務義務義務。。。。 

(2) 選選選選舉舉舉舉或或或或罷免罷免罷免罷免本會同工本會同工本會同工本會同工。。。。 

(3) 按期繳納按期繳納按期繳納按期繳納會費會費會費會費；；；；會費會費會費會費數數數數目由本會同工會目由本會同工會目由本會同工會目由本會同工會提提提提出出出出，，，，於會員大會於會員大會於會員大會於會員大會通通通通過後過後過後過後實實實實施施施施。。。。 

(4) 有有有有遵守遵守遵守遵守本會本會本會本會章章章章程之程之程之程之義務義務義務義務，，，，不不不不遵守遵守遵守遵守者者者者，，，，由同工由同工由同工由同工議處議處議處議處。。。。 

第六第六第六第六條條條條：：：：本會本會本會本會邀邀邀邀請本院請本院請本院請本院輔導輔導輔導輔導主任為主任為主任為主任為顧顧顧顧問問問問。。。。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組織與會議組織與會議組織與會議組織與會議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會員大會會員大會會員大會會員大會 

第七第七第七第七條條條條：：：：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決決決決策策策策機機機機構構構構。。。。 

第第第第八八八八條條條條：：：：本會大會由本會同工會主本會大會由本會同工會主本會大會由本會同工會主本會大會由本會同工會主席席席席主主主主持持持持，，，，定定定定期期期期大會大會大會大會，，，，每每每每一學一學一學一學期期期期二二二二次次次次，，，，分學分學分學分學期期期期前前前前與期與期與期與期末末末末。。。。 

第九第九第九第九條條條條：：：：必必必必要時要時要時要時，，，，由本會同工由本會同工由本會同工由本會同工決決決決議議議議或會員三分之一或會員三分之一或會員三分之一或會員三分之一提提提提議議議議（（（（書面書面書面書面提提提提呈呈呈呈））））可由同工會召可由同工會召可由同工會召可由同工會召開開開開臨臨臨臨時時時時大會大會大會大會。。。。 

第第第第十條十條十條十條：：：：會員大會需會員人會員大會需會員人會員大會需會員人會員大會需會員人數數數數三分之二三分之二三分之二三分之二出出出出席席席席方方方方能能能能成成成成立立立立。。。。 

第第第第十一條十一條十一條十一條：：：：會員大會之會員大會之會員大會之會員大會之決決決決議議議議以以以以出出出出席席席席人人人人數數數數過半過半過半過半數數數數同同同同意意意意為有為有為有為有效效效效。。。。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同工會同工會同工會同工會 

第第第第十二條十二條十二條十二條：：：：本會同工會本會同工會本會同工會本會同工會設設設設主主主主席席席席，，，，副副副副主主主主席席席席（（（（兼兼兼兼靈靈靈靈修修修修）、）、）、）、文文文文書書書書、、、、康康康康樂樂樂樂、、、、財政財政財政財政、、、、總總總總務務務務各一人各一人各一人各一人，，，，由會員由會員由會員由會員互互互互

選選選選，，，，任任任任期期期期一學年一學年一學年一學年連連連連選得選得選得選得連連連連任任任任（（（（但同一職位不可但同一職位不可但同一職位不可但同一職位不可連連連連任任任任）。）。）。）。另另另另選查選查選查選查帳帳帳帳員一名員一名員一名員一名，，，，但不但不但不但不在在在在同工同工同工同工

會之會之會之會之內內內內。。。。 

第第第第十三條十三條十三條十三條：：：：主主主主席席席席與與與與副副副副主主主主席席席席的的的的資格需為最高年級資格需為最高年級資格需為最高年級資格需為最高年級擔擔擔擔任任任任。。。。 

第第第第十四條十四條十四條十四條：：：：第第第第一學年一學年一學年一學年新新新新生無生無生無生無被被被被選選選選權權權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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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十五條十五條十五條十五條：：：：本會同工選本會同工選本會同工選本會同工選舉舉舉舉與與與與罷免罷免罷免罷免之之之之方法如方法如方法如方法如後後後後：：：： 

(1) 選選選選舉舉舉舉日期日期日期日期定於定於定於定於期期期期末末末末前兩前兩前兩前兩星期星期星期星期。。。。 

(2) 以無以無以無以無記記記記名名名名投票互投票互投票互投票互選選選選，，，，並按並按並按並按職職職職務個別務個別務個別務個別選選選選舉舉舉舉。。。。 

(3) 選選選選票票票票得半得半得半得半數數數數以上者以上者以上者以上者當當當當選選選選，，，，若有相同若有相同若有相同若有相同票票票票數數數數，，，，則主則主則主則主席席席席有選有選有選有選票票票票權權權權。。。。 

(4)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次次次次投票投票投票投票，，，，如如如如無人得無人得無人得無人得票票票票過半過半過半過半數數數數，，，，則以得則以得則以得則以得票票票票數數數數高者及高者及高者及高者及次次次次高者高者高者高者再再再再行行行行投票投票投票投票。。。。 

(5) 若同工有重大過若同工有重大過若同工有重大過若同工有重大過失失失失而不而不而不而不肯悔肯悔肯悔肯悔改改改改者者者者，，，，由本會同工三分之二由本會同工三分之二由本會同工三分之二由本會同工三分之二決決決決議議議議或會員人或會員人或會員人或會員人數數數數三分之一以上三分之一以上三分之一以上三分之一以上

提提提提議議議議，，，，得召得召得召得召開開開開臨臨臨臨時時時時會員大會會員大會會員大會會員大會，，，，經經經經出出出出席席席席人人人人數數數數三分之二以上三分之二以上三分之二以上三分之二以上通通通通過過過過罷免罷免罷免罷免之之之之。。。。 

第第第第十十十十六六六六條條條條：：：：同工會之職同工會之職同工會之職同工會之職責如責如責如責如下下下下：：：： 

(1) 執行會員大會執行會員大會執行會員大會執行會員大會決決決決議議議議之事項之事項之事項之事項。。。。 

(2) 會員大會會員大會會員大會會員大會休休休休會會會會期間期間期間期間，，，，由同工會推行本會會由同工會推行本會會由同工會推行本會會由同工會推行本會會務務務務。。。。 

(3) 推行院推行院推行院推行院方方方方交交交交付付付付之事項之事項之事項之事項。。。。 

(4) 依第依第依第依第五五五五章第章第章第章第二條二條二條二條提提提提出章出章出章出章程修正程修正程修正程修正案案案案。。。。 

(5) 安排安排安排安排伙食伙食伙食伙食委員名委員名委員名委員名單單單單。。。。 

(6) 決決決決定及執行信心定及執行信心定及執行信心定及執行信心認認認認捐捐捐捐之之之之金額金額金額金額與與與與對對對對象象象象之之之之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第第第第十十十十七七七七條條條條：：：：各同工之職各同工之職各同工之職各同工之職責如責如責如責如下下下下：：：： 

(1) 主主主主席席席席：：：：1對對對對外代外代外代外代表本會表本會表本會表本會 

           2主主主主持持持持會員大會及同工會會員大會及同工會會員大會及同工會會員大會及同工會。。。。 

         3推推推推動與動與動與動與協協協協調調調調同工會各同工會各同工會各同工會各組組組組事工事工事工事工。。。。 

(2) 副副副副主主主主席席席席：（：（：（：（兼兼兼兼靈靈靈靈修修修修）））） 

         1協協協協助助助助主主主主席席席席推推推推動動動動會會會會務務務務。。。。 

         2主主主主席席席席因故出因故出因故出因故出缺缺缺缺時時時時，，，，代理代理代理代理主主主主席席席席職職職職務務務務。。。。 

         3推行本會推行本會推行本會推行本會靈靈靈靈修生修生修生修生活活活活。。。。 

         4配配配配合院合院合院合院方安排方安排方安排方安排，，，，各項屬各項屬各項屬各項屬靈操靈操靈操靈操練練練練。。。。 

         5負責負責負責負責司司司司會會會會、、、、司司司司琴琴琴琴、、、、領領領領詩詩詩詩的安排的安排的安排的安排。。。。 

         6推推推推動動動動信心信心信心信心認認認認捐捐捐捐與與與與製製製製作認獻作認獻作認獻作認獻表表表表。。。。 

(3) 總總總總務務務務：：：：1負責負責負責負責購購購購理理理理本會一本會一本會一本會一切切切切所需所需所需所需物物物物品品品品。。。。 

         2安排安排安排安排本會各項本會各項本會各項本會各項活動活動活動活動之場之場之場之場地地地地與與與與交交交交通通通通。。。。 

         3安排安排安排安排學生學生學生學生伙食伙食伙食伙食及及及及輪值輪值輪值輪值表表表表 

           4分分分分配配配配清清清清潔潔潔潔工工工工作作作作事事事事宜宜宜宜。。。。 

         5協協協協助助助助院院院院方方方方分分分分配配配配同學之信件同學之信件同學之信件同學之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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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文文文書書書書：：：：1收收收收集並整理集並整理集並整理集並整理各項會各項會各項會各項會議議議議、、、、聚聚聚聚會之會之會之會之記記記記錄錄錄錄及有關及有關及有關及有關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2發發發發佈佈佈佈各項各項各項各項活動的活動的活動的活動的消消消消息息息息。。。。 

         3製製製製作作作作各項各項各項各項活動活動活動活動有關之有關之有關之有關之問問問問卷卷卷卷調調調調查表查表查表查表。。。。 

         4協協協協助助助助院院院院訊訊訊訊之之之之出出出出版版版版。。。。 

(5) 康康康康樂樂樂樂：：：：1管管管管理並理並理並理並維護維護維護維護體育體育體育體育器器器器材材材材。。。。 

         2協協協協助助助助院院院院方方方方體育體育體育體育活動活動活動活動事事事事宜宜宜宜。。。。 

         3舉舉舉舉辦辦辦辦本會本會本會本會和協和協和協和協辦辦辦辦院院院院方方方方各項各項各項各項康康康康樂樂樂樂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6) 財財財財物物物物：：：：1負責負責負責負責本會各項本會各項本會各項本會各項出納出納出納出納及會及會及會及會計計計計事事事事宜宜宜宜。。。。 

         2收收收收支支支支經費經費經費經費稽稽稽稽核核核核，，，，並並並並公公公公佈佈佈佈帳帳帳帳目目目目。。。。 

         3提提提提出出出出預預預預算與算與算與算與決決決決算算算算。。。。 

         4會同會員所推選會同會員所推選會同會員所推選會同會員所推選的的的的一位查一位查一位查一位查帳帳帳帳員一同員一同員一同員一同開開開開啟啟啟啟奉奉奉奉獻獻獻獻箱箱箱箱。。。。 

         5查查查查帳帳帳帳員之職員之職員之職員之職責責責責為為為為每月每月每月每月五五五五號號號號以前以前以前以前稽稽稽稽查查查查帳帳帳帳目目目目，，，，並並並並於學年於學年於學年於學年結束時結束時結束時結束時…。。。。 

第第第第十十十十八八八八條條條條：：：：同工會同工會同工會同工會 

(1) 每月每月每月每月一一一一次在次在次在次在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時間時間時間時間由主由主由主由主席席席席召召召召開開開開。。。。 

(2) 必必必必要時要時要時要時，，，，得得得得邀邀邀邀請師長請師長請師長請師長，，，，各年級各年級各年級各年級代代代代表表表表列席列席列席列席。。。。 

(3) 需有三分之二同工需有三分之二同工需有三分之二同工需有三分之二同工出出出出席席席席會會會會議議議議始為有始為有始為有始為有效效效效。。。。 

(4) 議議議議案案案案需經需經需經需經出出出出席席席席同工三分之二以上同同工三分之二以上同同工三分之二以上同同工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意意意始為有始為有始為有始為有效效效效。。。。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伙伙伙伙  食食食食 

第第第第十十十十九九九九條條條條：：：：本院學生本院學生本院學生本院學生膳食膳食膳食膳食，，，，由本會由本會由本會由本會承承承承辦辦辦辦，，，，院院院院方指導方指導方指導方指導。。。。 

第第第第二十條二十條二十條二十條：：：：凡凡凡凡住校學生必須加入住校學生必須加入住校學生必須加入住校學生必須加入伙食伙食伙食伙食組組組組。。。。 

第第第第二十一條二十一條二十一條二十一條：：：：維維維維持持持持餐廳秩餐廳秩餐廳秩餐廳秩序序序序及及及及衛衛衛衛生生生生。。。。 

第第第第二十二條二十二條二十二條二十二條：：：：處理處理處理處理客飯客飯客飯客飯及及及及停停停停伙伙伙伙事事事事宜宜宜宜。。。。 

第第第第二十三條二十三條二十三條二十三條：：：：辦理辦理辦理辦理有關有關有關有關膳食膳食膳食膳食之之之之決決決決議議議議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附附附附  則則則則 

第第第第二十四條二十四條二十四條二十四條：：：：本本本本章章章章程經會員大會程經會員大會程經會員大會程經會員大會通通通通過過過過，，，，向向向向院院院院方方方方備備備備案案案案後後後後實實實實行之行之行之行之。。。。 

第第第第二十五條二十五條二十五條二十五條：：：：本本本本章章章章程由同工會程由同工會程由同工會程由同工會決決決決議議議議或會員三分之一或會員三分之一或會員三分之一或會員三分之一連連連連署署署署（（（（書面書面書面書面提提提提呈呈呈呈），），），），在在在在會員大會之前會員大會之前會員大會之前會員大會之前提提提提出出出出修正修正修正修正

案案案案，，，，經會員大會經會員大會經會員大會經會員大會出出出出席席席席人人人人數數數數三分之二同三分之二同三分之二同三分之二同意意意意，，，，修修修修改改改改之之之之。。。。 

第第第第二十二十二十二十六六六六條條條條：：：：本本本本章章章章程有程有程有程有疑疑疑疑問問問問時時時時，，，，由本同工會由本同工會由本同工會由本同工會解釋解釋解釋解釋之之之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