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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研究碩士科實習指引】 
 

A. 實習教育之理念 

 

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之異象是裝備眾聖徒，服事眾教會。本校亦秉承中華福音神學院

之使命及精神，裝備靈命、學識及事奉三育均衡的人才，使他們能各按恩賜，專一服事。

實習是靈命，學識及事奉學習的實踐與反省；實習教育則是透過所得之實際經驗而深化及

落實前三者之均衡成長。故此我們相信： 

 

靈命: 透過不斷操練更趨成熟 

學識: 透過具體實踐更具深度 

事奉: 透過積極參與更有果效 

 

教會及福音機構是實習教育之場所；操練、實踐及參與是實習教育之方法；靈命、

學識及事奉之均衡成長是實習教育之宗旨；裝備眾聖徒，服事眾教會是實習教育之目標。 

因此學院期盼配搭裝備同學的實習教會/機構及督導牧者/專業具有以下基本資格: 

 

1. 教會/機構: 教會/機構持有純正基督教信仰，願意接納該神學生為教會/機構實習生，酌

情提供實習生車馬費或獎學金 (建議每月$300-$1000 之間)。 

 

2. 督導者:  

a) 教會督導牧者須有正統神學訓練及全職牧會經驗 (最好三年或以上)，展示基

督的品格與靈命，可以在學識、靈命與事奉上做學生的榜樣及督導。 

b) 機構督導必須是委身的基督徒，具有學生主修相關的專業訓練及經驗，像督

的品格與靈命，可以在學識、靈命與事奉上做學生的榜樣及督導。 

c) 學生實習前，實習輔導主任期望與督導者溝通，以便提供實習重要資料給督

導，一起配搭栽培神學生。 

 

3. 同學若希望申請未具以上資格(2)的牧者做督導，請在計劃實習前兩個月與實習主任約

談,若合適，將酌情調整安排，學生即可填寫實習表格 A，正式申請實習。 

 

  



B. 基督教研究碩士實習教育原則 

 

1. 實習是本學院聖經研究碩士科(MCS)必修的實踐學習，評估成績合格始得畢業。 

 

2. MCS 學員需修完四門主修(共 12 學分)課程，18 學分聖經/神學課程，並且完成參與 

個人成長小組 (2015 秋季起入學同學:  共 16 小時(學校舉辦的 8 小時靈命塑造小組及 8

小時關係成長小組。之前入學同學按照 2012 實習/ 畢竟前小組要求為準)，並得到實習

主任的書面允許才能註冊實習。 

 

3. MCS 實習第一期分三季修課，每季 3 學分，每週平均 15 小時服事 。 

 

4. 第一期實習各季實習重點如下: 

 

實習課 EF101(實習 1.1)：配搭事奉(3 學分)，包括： 

              個人靈命塑造、進深、團隊服事理念(閱讀、討論、追求) 

a) 請閱讀一本實習部推薦的書，《領袖的養成》，寫五頁閱讀心得個人反思,交給實習

輔導部助理歸檔。 

b) 認識實習教會的歷史、基本教義 (寫三頁報告)，與輔導牧長定期交通、禱告、配

搭。 

c) 此期實習之目標：以實地之觀察及參與，從教會牧長之角度體驗團隊事 

  奉之理念。 

 

       實習課 EF102(實習 1.2)：理論實踐操練(3 學分)： 

a) 需在主修的範疇內在認可之教會或機構實習。 

b) 此期實習之目標：以實地之觀察及參與，將所學習之理論實踐，從而作出評估及

修正。 

 

     實習課 EF103(實習 1.3)：事奉理念建立(3 學分)： 

a) 需在主修的範疇內在認可之教會或機構實習。 

b) 此期實習之目標：以實際的參與，觀察及評估，於策劃及理念之層面， 

c) 建立自己主修範疇之事奉理念及計劃。 

 

5. 實習內容可參考下頁『實習範圍建議』，但須與所屬教會牧長或輔導師長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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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實習註冊指引 

各學生需在一年內連續三季實習(9 學分)，每季註冊時填所需表格。 

 

(一) 實習計畫 

 

1. 學員於註冊實習時，必先草擬其三季『實習之設計草案』， 提交實習處，獲批准後按

進度完成。(每季仍需填妥申請表) 

2. 於每季註冊前，當期之計劃亦需通過實習處覆核及批准。 

3. 學員決定註冊實習時，必須出示修完四科主修科目及至少六科聖經與神學課程之成績

單。 

 

(二) 註冊實習過程 

 

1. 填妥『實習申請表』(Form A)。 

2. 填妥教會『輔導牧長』教會信，獲牧長簽署。 

3. 徵詢輔導牧長/師長，商討並設計『實習工作計畫表』。  

4. 備妥上列資料後，申請實習注冊資料，請交給實習輔導部助理，與實習部主任約談。  

5. 經實習輔導部主任批准後，由實習輔導部助理在 Populi 登記學生實習註冊通過，每季

註冊時間與其他課程一樣。 

 

 (三) 實習評估 

 

1. 學員實習課1.3(EF103)結束前一週，須請輔導牧長填妥『評估表』(Form C)，並請牧長

直接寄回。 

2. 學員於每一季實習課(EF101、EF102 及 EF103)結束後一週內，繳交『實習自我評估表』

(Form B)給學院實習部及教會輔導牧長， 評估表必須每行全部填滿，其中實習1.1需要

提交閱讀《領袖的養成》的心得(5頁隔行),必要時與實習處主任會談一次。   

(四) 實習學分證明 

 

由本學院實習輔導部主任審核通過後，給予學分，由實習輔導部助理在Populi登記學生學

分。 

   

  



D. 一年實習範圍建議 

本學院碩士科分四類主修課程（教育、宣教、輔導、教牧事工），故學員須知會輔導牧長，

按其主修系列設計實習事工之重點。下列提供部分建議： 

（一） 教育組 

實習課 EF102(實習 1.2)建議同學: 

1. 實際參與教導事工：(主日學、小組、團契等)，對自我有突破性要求。 

2. 觀摩其他教會之主日學，收集各類型資料。 

3. 閱讀研究各類型主日學課程編排，建立教材資料庫。 

實習課 EF103(實習 1.3)建議同學: 

1. 參與主日學師資訓練，培育教導同工。 

2. 跨教會操練並支援教導事工。 

3. 與教會牧師或負責同工探討、策劃、實踐教會全面(或不同年齡層)教育行政事工。 

4. 循序建立一套基督教教育理論及可實踐之細則。 

（二） 宣教組 

實習課 EF102(實習 1.2)建議同學： 

1. 在社區或教會實踐個人佈道事工，領人歸主。 

2. 參與教導慕道班或帶領福音性查經及聚會。 

3. 於主日學教導與宣教有關之課程。 

4. 於主日崇拜，團契或小組分享普世宣教之情況及異象。 

5. 接觸探訪各種宣教機構，收集參考資料。 

實習課 EF103(實習 1.3)建議同學： 

1. 申請於認可之宣教機構實習，透過實際參與去瞭解此宣教事工。 

2.  領導各種短宣隊或教會宣教與培訓事工。 

3. 申請參與教會宣教委員，協助策劃、推動教會宣教與差傳事工。 

4. 構思促進教會信徒的宣教意識及負擔。 

5. 組織及策劃宣教祈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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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輔導組 

實習課 EF102(實習 1.2)建議同學： 

1. 在教會中主動關懷有需要的弟兄姊妹。 

2. 盡可能接一些個案，作長期輔導協談，並記錄追蹤情況。 

3. 在教會開設平信徒關懷課程，裝備關懷小組組員。 

實習課 EF103 實習(1.3)建議同學： 

1. 建立並推行教會關懷小組。 

2. 收集各種社區協談資源，培養隨時轉介意識和管道。 

3. 安排機會觀摩專業協談機構，觀察協談員的技巧。 

4. 盡可能參與一協談機構的義工團，操練所學。 

 

 

 

 

 

 

 

 

 

 

 

 

 

 

 

 

 

 

  



MCS 碩士科學生實習第一期 (共三季) 計劃 

  姓 名: (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修組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擬第一期一共三季實習之時間： 

   實習 1.1: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至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實習 1.2: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至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實習 1.3: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至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擬第一期一共三季實習之教會或機構及輔導牧長/師長： 

   教 會 / 機 構    輔 導 牧 長 / 師 長 

  實習 1.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習 1.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習 1.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擬第一期一共三季實習之項目及目標 

   項 目(請最少填兩項)  目 標 

 實習 1.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習 1.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習 1.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 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習處：_____________________日 期： 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