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牧養實習規章與表單 
實習規章 

一、 實習規定 

(一) 本院所有道碩之學生，於就學期間必須全程參與實習制度。畢業前，須完成三

學年的教會牧養實習（包含兩個暑假的實習)。實習單位除由院方安排外，學

生可自行接洽實習教會或機構，但需經院方認可。非道碩生亦可申請參加教會

牧養實習，但需事先經由學院核准。 

(二) 一、二、三年級實習共六學期各以 1學分計。一、二年級暑期實習以 0學分計，

三學年共計 6 學分。完成 6學分者，若因延畢仍須繼續實習，但不計學分，並

由學院督導。 

(三) 凡參與「暑期實習」之學生，成績將由教會督導評訂暑期實習通過或不通過。 

(四) 學期當中的實習日為週六、週日兩天為主，時間不超過四個時段（早上、下午、

晚上各被視為一個時段，一天有三個時段）。 

(五) 邀請教會牧養實習督導參加學校每學期舉辦一次的聯合督導會議，增加學院與

教會之間的實習教育交流。 

(六) 已全時間牧會超過五年以上的道碩學生，可申請免教會牧養實習（請填寫申請

書）。 

(七) 牧會未超過五年，但已全時間牧會的道碩學生，每學期填寫「牧會免實習申請

書」，可申請牧會免實習。 

(八) 參與教會牧養實習的內容如下，請教會牧養實習督導儘量安排符合下列實習內

容，但仍以教會(機構)需配合的事工為主。 

實習內容安排 每年應累計之實習次數 

1.主禮、司會 至少 1～2次 

2.講道 至少 1～2次 

3.牧養(團契、探訪、小組、禱告會..) 8次 

4.教育(每期培訓、主日學、查經班..) 1～2期 

5.社關(志工、社區關懷..) 2次 

6.佈道(個人談道、發單張、福音隊..) 2次 

7.宗派訓練 1次 

8.同工會、行政 2次 

(九) 暑假實習內容： 

1. 衛理公會神學生 

兩次暑假實習內容為教牧關顧臨床教育（Clinical Pastoral Education，簡稱

C.P.E）及 2個月衛理公會堂會駐堂全時間實習。 

2. 非衛理公會神學生 

兩次暑假實習內容為 C.P.E.及配合該教會暑期實習所需時間。 

3. 申請牧會免實習學生，需完成一次 C.P.E.。 



二、申請程序 

(一) 申請教會牧養實習： 

1. 註冊選課時，須勾選『教會牧養實習』課程。 

2. 學生應於學期前確認實習教會(或機構)，或請學院協助安排實習的教會，並於

開學日二週內，繳交『教會牧養實習(機構)資料表』；並於暑假開始兩週內，

繳交『教會牧養實習(機構)資料表』。 

3. 『教會牧養實習(機構)資料表』須於繳交日前，親自與教會(機構)督導討論完

成實習內容，繳交影印本一份至教務處。 

4. 期末及兩次暑期實習結束，學校將會寄出『教會牧養實習評價表』，給教會牧

養實習(機構)督導評分。 

(二) 申請牧會免實習： 

1. 於註冊(或預選)時，不須填寫『選課單』。 

2. 每學期於開學日(或暑假開始)二週內，繳交『道碩學生牧會免實習』申請書。 

(三) 申請免教會牧養實習： 

1. 牧會五年以上之傳道人，於一年級開學日二週內，繳交『牧會免實習申請書』。 

三、實習問題 Q&A 

(一) 什麼是「教會牧養實習」？ 

答：「教會牧養實習」是形塑未來牧者的實習教育，經學院的委派，讓學生每

學期固定參與四到五個時段的教會事奉，接受牧長的訓練督導，操練各類型的

事奉，使神學生檢視個人的全職呼召與事奉內涵，預備自己承接牧者的職份及

託付。 

(二) 哪些人要參與「教會牧養實習」？ 

答：凡道碩生皆必須參與「教會牧養實習」六個學期，另含一個暑假 CPE 訓

練，一個暑假駐堂實習，但可藉由國內外短宣六週取代。目前「教會牧養實習」

有以下幾種模式： 

1. 公費生由總會派任。 

2. 續留母會配搭。 

3. 由學院指定或學生找尋後經院方批准。 

(三) 非道碩生是否可以參與學期中的實習？ 

答：教牧碩士可參與「教會牧養實習」，教牧輔導碩士在不影響個案輔導的情

況下，也可參與教會牧養實習。但皆需選填「教會實習」一學分，並先由學院

進行約談與核准。日後，若是教牧碩士及教牧輔導碩士轉讀道碩學科的話，先

前的實習學分可申請抵免。 

(四) 非道碩生是否可以參與暑期 CPE 或駐堂實習？ 

答：教牧碩士或教牧輔導碩士的學生，可自由選擇是否參與暑期 CPE 及駐堂

實習，若日後按照學院要求的程序，轉成道碩生就讀的話，可以申請抵免。 

(五) 請問學期中的實習從何時開始計算？ 

答：雖是每學期修的學科，但仍鼓勵同學的教會教牧實習以一年為限。第一學

期正式起算的實習時間是 10月至隔年 1月。第二學期實習時間是隔年 3月至



6月。 

(六) 寒暑假期間如何計算實習？ 

答：學院鼓勵學生的「教會牧養實習」不要中斷，因此即使寒假期間仍鼓勵同

學繼續留在教會實習。暑假期間，需保留一個暑假駐堂實習；一個暑假學習

CPE。有關 CPE 的相關訊息，可自行參酌以下醫院的網站，目前台灣有：馬偕、

台北耕莘、彰基、嘉義聖馬爾定、嘉基、新樓、花蓮門諾醫院等七個訓練中心。 

(七) 請問「教會牧養實習」的評分方式？ 

答：學院每學期會寄發評估表給牧長，由牧長評分，最後再將回收的評估表交

由學院參酌，根據學生整學期的實習態度予以 P 或 F的評定。包括衛理公會的

公費生在內，最後均由學院做最後的實習評分裁定。 

(八) 如果教會希望跟我訂立實習契約，我該怎麼辦？ 

答：學院並未要求教會需跟神學生訂定實習契約。但若教會主動表達訂立契

約，那麼請以一年為限。 

(九) 如果我中途想轉換教會實習，可以嗎？ 

答：「教會牧養實習」不得在學期中轉換教會實習，即使是教會主動提出辭退

神學生，學院都會請教會務必讓學生完成一學期的實習。神學生若在學期後想

轉換實習教會，必須經由學院面談得知原因後批示核准，才得以轉換實習教

會。若枉顧學院規定，而擅自轉換教會實習，學院將以 F評定該生的實習成績。 

(十) 我實習途中決定休學，請問我該怎麼處理？ 

答：無論是否是衛理公會公費生，請都需要先報備學院關於學生個人考慮休學

之原因。切勿在沒有當面溝通下，僅以書面寄送方式通知學院，或是根本不告

訴學院。若有以上之情事，該生復學後，將考慮擋修該生的實習學分，需觀察

一學期後再作決定。 

(十一) 參與「教會牧養實習」還有哪些點要注意的？ 

答： 

1. 服裝儀容需端莊穩重：弟兄著襯衫、西裝與領帶，不可穿拖鞋；姐妹不濃粧豔

抹，不穿低胸、無袖服裝及迷你裙，也不可著拖鞋式的便鞋。 

2. 舉止言行謹慎柔和，服從教會督導的指令，不參與結黨紛爭，不對教會的發展

方向高談闊論，不批評教會長執。 

3. 在教會實習過程中，無論已婚或未婚同學皆請謹守男女關係的分際。不私下單

獨輔導與探訪異性，若單身同學對教會異性有好感，請先跟學院及教會主責牧

師報備，徵詢意見。請勿私自採取追求行動，以免滋生閒言閒言，損壞校譽及

個人名聲，若違反上述要求，實習學分以 F計算。 

4. 不管任何理由，不准在未經學院及教會督導的許可下，私下對教會弟兄姐妹們

進行募款，若違反上述要求，實習學分以 F計算。 

5. 教會若給予神學生配偶津貼，學院鼓勵神學生應儘量邀請配偶一起在主日參與

聚會。但學院不會要求配偶也需參與實習。 

(十二) 請問參與「教會牧養實習」有津貼嗎？ 

答：關於津貼給付，一般分成兩種： 

1. 神學生自願前往某些願意提供實習機會，卻無法提供津貼的教會實習。 



2. 學院擬定實習津貼給付標準供教會參考，但尊重教會按各自的財務狀況給予津

貼，學院並不擔任「經紀人」的言商工作。以下是教務會議於 2014年 02月

12日通過的神學生津貼給付建議標準： 

單身：12,500 元 

已婚：18,500 元 

已婚一子女：22,000元 

已婚二子女：24,500元 

夫婦同為全修生：25,000元 

夫妻全修且有一子女：27,000元 

夫妻全修且有二子女：29,000元 

 



教會牧養實習(機構)資料表 

一、學生資料(學生自行填寫)：  

 姓   名           性別     生日    年   月   日 籍貫  

 科   系 □道學碩士   □教牧碩士   □教牧輔導碩士 

 地   址  

出身教會  

興趣及專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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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生於教會(或機構)之實習內容：    

實習內容 本年度預計次數 實際操練的次數 

1.主禮、司會   

2.講道   

3.牧養(團契、探訪、小組、禱告會)   

4.教育(培訓、主日學、查經班)   

5.社關(志工、社區關懷)   

6.佈道(個人談道、發單張、福音隊)   

7.宗派訓練   

8.同工會、行政   

 

    教會(或機構)督導簽名：                       會談日期：                 

………………………………………………………………………………………………… 

三、實習教會(機構)資料 

教會機構  傳真  

地    址  

督導姓名  手機  電話  

電子信箱  

 教會(機構)實習目標和重點︰ 

 

四、實習期間：20       年      月      日至 20      年      月      日 



教會牧養實習評價表 

學  生  姓  名︰                       系 別 年 級：                       

教會(機構)名稱︰                       實 習 期 間︰                       

 

一、品格 50﹪ 

項    目 內容 每項

總分 

實習評分 

儀    表 整潔、端莊、樸實、有朝氣 4  

態    度 

和藹可親、誠實負責、樂善好施 

謙虛有禮、忍讓寬容、合作樂群 

勇於認錯、服從指導 

12 

 

守    時 
遵守時間、不遲到早退、不隨便請假、按時

完成工作計劃 
10 

 

好    學 
虛心求教、主動發問、努力學習 

善用時間 
10 

 

使 命 感 決志熱誠、委身犧牲、篤信虔誠 14  

總分  

二、工作 50﹪ 

項    目 內容 每項

總分 

實習評分 

人際關係 
學生實習單位之督導、同工、信徒等之間

的互動關係 
7 

 

實習單位認識 
了解實習單位的組織、功能、以及目標與

政策 
5 

 

工作計劃能力 
主動計劃工作、認真執行、客觀評價、並

能按時完成 
8 

 

合作互助能力 
實習中能否與督導及其他同工良好的配

合和互動 
8 

 

實習工作能力 
包括教會組織與行政、工作執行、講道探

訪、協談等 
7 

 

督導的適應 實習中能否接受督導 7  

自我成長 學生於實習的過程中，自我成長的情形 8  

總分  

三、總評與建議 

 

 

督導簽名︰                   

四、成績評定︰ 

(1)評價表中每項總分是該項的最高分。 

(2)學生實習之評定︰教會(機構)督導 100﹪ 

五、實習成績︰品格 + 工作 =         分 



牧會免實習申請書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學號  系級  

學生通訊 電話：      E-mail： 

牧 

會 

單 

位 

証 

明 

 

教會名稱： 

牧會職稱： 

牧會任期： 

教會電話： 

教會地址： 

主任牧師或長執簽章：        

簽章日期： 

 

 

 

 

校方審核 □送交會議審核 

□通過，於會議中列入報告事項 

□不通過，於會議中列入報告事項 

審核日期：     年  月  日教務會議決議 

審核主管簽名：                     

其他注意事項： 

備註： 

1.須於開學兩週內繳交「牧會免實習申請書」。 

2.牧會未滿 5年每學期須申請一次；牧會 5 年以上免實習，只需申請一次。 

 

以下請蓋教會印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