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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言 
本手冊之製作宗旨在於襄助參與此實習工作教育的教會、福音機構或宣教工場顧

問、學校教師及神學生們，俾使他們能更有效地貫徹其工作。再者，本手冊亦在幫助

學校得以完成其訓練神學生的各項教育性目標：就是能透過實習工場，幫助神學生在

實習工場中的事奉更有效。其次，本手冊可以幫助神學生瞭解實習工作課程的目標與

職責，經過合適的訓練，使本校提供給教會、福音機構或宣教工場更優秀的同工。 

本手冊致力於研討與實習工作相關教會、機構及人際的各種關係，分析各項職責，

並促進學習效果等。其中將陳述實習工作教育課程之目的，列出各參與者之職責，並

提供一些建議，以作為此實習工作教育經驗方面之指引。 

 

壹、實習工作之方法與目的 
本校自一九五二年建校以來，神學生在週末的實習工作已經成為神學教育中的一

項重要訓練。 

一、申請辦法 

1. 邀請本校學生前往教會或機構實習之申請於每年五月開始，於八月十日截

止，經實習教育中心安排之，來自中華浸聯會所屬浸信會之神學生，以在浸

信會實習為優先。 

2. 實習工作以一年（十月至翌年九月）為期，應屆畢業班以實習至六月底為原

則，必要時得延至九月底結束。 

3. 學生實習工作，上課期間以週末為限，週五晚至主日晚之間，至多五個時段

（詳參本手冊第 6 頁「神學生之職責」）。寒、暑假除了各有一週及二週的

假期供其返鄉或參予其他活動外，在教會實習者週二至主日均應在教會投入

事奉，並以在教會住宿為原則，若教會無住宿設備者，始准其申請繳費住校。

若有困難者依個案處理。在機構實習者則由實習教育中心、神學生和機構三

方面商訂之。 

4. 學生週末在大台北以外事奉必須在教會中住宿，由實習教會安排無安全之虞

的宿舍及寢具。 

5. 本校學生在教會事奉場所實習之督導責任，由該教會之傳道人或教會指定的

一位顧問負責，並得提供由三位靈命成熟，對該教會事工熟悉之會友組成「信

徒委員會」，以利於學生在該教會的事奉更有果效。 

6. 本校除設立實習教育中心之外，並安排小家輔導老師輔導每位神學生之實習

工作，給予關懷並批閱學生每週的實習工作心得，以及每月的專題報告，該

專任教師並實際與實習顧問直接連繫，共同輔導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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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工作之目的又可以神學與教育兩方面的觀念來討論： 

二、神學觀點 

耶穌在訓練門徒服事這件事上做了最好的典範。祂不但由自己所經歷的苦

難學了順從（來 5：8），並且還花費了許多時間與門徒們一齊服事。耶穌差遣

他們出去工作，後來他們回來報告心得（路十章）。耶穌指出每一個人的價值以

及使用時間做個人工作的果效（約三、四章）。新約告訴我們，門徒是透過正式

的指導、見習，以及個人的實際經歷等訓練而產生的。 

神在我們每日的環境中做工（創 28：16）。若是人將這些事記下來、回憶

一番，我們便能清楚地見到神在我們的生活中工作著。祂常藉著重要的事情及人

物呼召我們，並給予我們生活的指引。 

每一位信徒都應在感情及靈性的成熟上不斷長進（弗 4：15），而實習工場

就是培育這種成長的最理想環境。像巴拿巴幫助保羅，及後來保羅指導提摩太一

樣，實習顧問應幫助神學生得以準備好，加入服事的行列。本實習工作教育的課

程，就是為實現門徒訓練方式的神學教育理念。 

三、教育觀點 

神學教育之基本目標為：1.獲得知識；2.發展服事技巧；3.幫助個人的成長

及尋求自我了解；4.加深基督徒的奉獻心志。達到上面所列目標的教學方法則有

多種。講演式是最常用的一種；它在幫助學生獲得某項主題的知識或實際方面是

非常有效的。但是實習工作對達到這些目標有更密切及直接的關係，比方說，實

習工作更能幫助學生得到服事的技巧，也就是說見習教學法和實際的參與操作比

演講法有效得多。 

要獲得個人成長和自我了解最好能用行為反射法和分析法。講演法當然也

能達到目的，且能刺激出反應，但不能保證知識一定能被吸收進入行為中。那麼

實習工作教育所採用的小組方式或個別輔導法則能提供較優良的環境，以使學生

在行為上能產生反應及改變。地方教會或機構的實習顧問就是教師，而該教會或

機構則為訓練學生的實驗工場。 

學生奉獻的心志也需要藉著個人靈修、參與公眾崇拜及查經，跟隨有效的

榜樣見習，實際參與事奉等活動而得以增強。教室對學生學習屬靈奉獻不會有多

大貢獻，而在個人及公眾崇拜時面對上帝的話語，透過啟示、洞察及分享，就能

在真實生活裏具體表達出奉獻的心志。實習工作教育課程是將學生放在一個服事

角色，藉著向有經驗的顧問見習，及在有愛心的教會或機構中參與服事，學習到

基督徒奉獻的意義。這樣的關係能導致奉獻心志不斷地長進而到達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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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行方略 

一、學校之職責 

學校有執行實習工作教育課程的任務。我們的職責是透過實習教育中心來執行。

實習教育中心主任為此實習工作教育課程之負責人。學校要求所有的全修生，每

學期都必需選修此實習工作課程。學生分派至一個實習工場從事為期一年的服事

學習；如果中間有任何異動，必須經過實習教育中心之許可。進修此課程之學生

每學期可獲得二個學分。在浸信會教會或機構事奉的學生可申請一份助學金，金

額數目由校方決定之。 

學校亦是供應實習顧問輔導方法及訓練的中心，它應為實習工場的顧問們安排定

期的訓練會及座談會，俾使學校及顧問之間作更有效的溝通及合作。 

二、實習教育中心之職責 

實習教育中心主任為本課程之負責人，應對全體教師及校長為此課程之執行負

責。他的職責是： 

1. 為學生安排合適的實習工場，而使學生在該工場中能得到適當的輔導。 

2. 建立並保存每一個實習工場及其顧問之資料。 

3. 建立並保存每一個學生的背景、經歷、事奉恩賜、蒙召感動與異象，及與該

生有關的所有評估資料。 

4. 對實習顧問、學生及教師說明學校在實習工作教育課程之各項目標。 

5. 為實習顧問提供各項資料及訓練。 

6. 與各實習顧問之間維持定期性之接觸，每學期至少一次。 

7. 請實習顧問及學生提出定期的報告。 

8. 鼓勵教師多參與此項工作，多觀察學生、輔導學生。 

9. 向教員會議提出有關此課程之需要及建議事項。 

三、輔導教師之職責 

1. 與實習教育中心及實習顧問合作： 

a.觀察其工作  儘可能至學生實習工場。 

b.定期對學生作個人及小組輔導。 

2. 協助學生將所學課程內容運用在實習工作上。 

3. 在時間許可上，定期訪視各實習工場並與顧問商談學生實習果效之改進。 

四、實習顧問之職責 

實習顧問應與實習教育中心直接聯絡，並與輔導教師保持聯繫。他代表實習工場

指定學生做應投入的事奉，提供各種有意義的教育經驗，輔導學生處理在事奉上

可能遇見的困難，並評估學生的學習態度及所擔任工作的進展狀況。茲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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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實習顧問的角色 

1. 執行者：與學生一齊著手計劃、指定工作及作報告。 

2. 工作監督者：監督學生的工作是否完成。 

3. 工作評估者：考核學生的工作果效作成報告。 

4. 教師（訓練者）：協助學生獲得並增進在事奉上應具備的知識及技巧。 

5. 有見識者：協助學生找到所需要的資料以便完成所要做的工作。 

6. 輔導者：適時提供幫助、敏銳察覺學生的需要。 

7. 鼓舞者：利用機會幫助學生建立信心，並給予適當的鼓勵。 

B. 實習顧問輔導神學生的實際建議 

1. 觀察學生各方面的關係及其工作。 

2. 對學生所做的工作報告及提出的問題，加以考核並給予答覆。 

3. 使學生瞭解在該實習工場的各項職責。 

4. 與學生每週有一次約談，以便考核、探索、評估、指導、支持、及訓練學生。 

5. 隨時給予學生積極性的幫助。 

6. 應實習教育中心之要求，定期提供評估報告。 

C. 實習顧問如何每週與學生約談的建議 

1. 約定一個固定時間、地點，以便輔導學生。 

2. 在約談前，實習顧問應先閱視學生被指定的工作及其工作結果，以便決定在

那方面該生需要特別的協助。 

3. 鼓勵學生說出他在那些方面需要協助。 

4. 按照顧問及學生雙方所發現的需要，來決定每次討論的內容。 

5. 顧問對學生所做的報告（或工作成果）加以評估；在評估中應指出該生的優

點、缺點及改善意見。 

6. 每次約談均應有主題，例如：一項個案研究報告，對某一特別事奉之指導（或

訓練）。 

7. 在數週前（或更早期）依事工需要，提醒學生將執行的指定工作、追蹤其進

度。 

8. 在約談後顧問需對學生在約談時所表現出的成長及需要做成記錄。 

五、 實習工場之職責 

1. 實習工場需視其本身為學校之協助機構，以便在服事上教育神學生。實習工

場的基本功用之一就是教育，因此學校可請求實習工場給予協助，使神學生

得到有意義的學習經驗。 

2. 實習工場應為所差派來事奉的學生安排一位顧問，而這位實習顧問必須是已

經知道如何使用本實習工作教育課程手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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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習工場應在每年七月起至八月十日以前向學校的實習教育中心提出書面

申請（另備有申請表），申請學生至該實習工場配搭事奉。 

4. 實習工場應負責供應前來實習的神學生及其眷屬的需要，包括校方所設定之

基本生活費、交通費並務必配合政府政策，為學生本人辦理健勞保和勞退職

金提撥且承擔其保費。可利用勞保局網站(www.bli.gov.tw)／便民服務／保

險費分擔表及薪資分級表／保險費分擔金額表項下查詢。 

5. 實習工場應安排主修神學學生，每學期至少一次以上主日崇拜證道機會，參

與規劃主日學及助道會事工，主修教會音樂學生參與教會音樂及訓練事工

等。 

六、神學生之職責 

1. 每學期註冊為全修生的學生，均須修習此實習工作教育課程。 

2. 每位學生赴實習工場的工作時間是從禮拜五晚上開始至禮拜日晚間止。實習

工場應提供學生至少五個時段的工作量，以不超過五個時段為限。上午、下

午、晚上各算為一個時段，至於每週確切的到達及離開時間可與實習顧問商

討。學生每週應與實習顧問有一次約談時間，以便在顧問輔導下，一齊討論

所要進行的事奉、各項需要，以及特定的目標等。 

3. 神學生在實習工場應妥善運用時間，主動尋找服事的機會，忠心為主。 

4. 學生要填寫一份記載他週末實習工作心得的週誌，內容包括所參與事奉工作

之感受、上帝的同在、學習的領受及自我評估意見等。 

5. 學生每月需做一份報告繳給輔導教師，內容為有關當月在實習工場某一方面

所學習的情形如何，如崇拜、團契、佈道、教育、行政等。 

6. 學生須參加家庭小組，在小組中討論分享與實習工作經歷相關的各項心得及

需要。 

7. 學生需要每月與他的輔導教師至少約談一次。 

8. 學生須與實習顧問及輔導教師間有學習的約定（實習工作草約）。 

參、實習工作方案 
一、為使學生熟悉各種不同實習工場的型態，每年將安排學生前往不同的教會

或機構實習。但若經過實習教育中心之同意，同一實習工場可申請該生繼

續參與第二年的事奉工作。在此情形下，該生將不得申請學校的助學金，

而由該實習工場負責其全部費用。 

二、為使學生參與各種事工，輔導教師應協助學生學習各種教會組織和事工的

本質及功能。依下列每月研究主題所製作之表格，即為提供給神學生及其

輔導教師，做為每月學習目標之用：（第二年續留之學生仍應按月報告，

應加強分析有無變動或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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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專題報告分為十二個主題: 
1. 崇拜 

由誰設計崇拜次序、由誰預備週報、參與領會之資格、如何選擇安排招待人

員、崇拜中音樂之比重、崇拜平均人數、屬靈氣氛、會眾參與情形。 

2. 教會主日事工 

如何分班、如何選擇及訓練老師、使用的教學法、使用那些教材、新生如何

註冊加入、教會如何推動。 

3. 訓練事工 

何種年齡的會友、教會有那些訓練組織、助道會、小組與團契之功能如何、

主日學有師資訓練工作、有女傳道會（婦女團契）及弟兄會、每一組織及其

帶領者是如何產生的、所用訓練之教材為何、如何安排節目、如何關懷契友、

小組組員、經費來源。 

4. 教會行政 

如何作成教會年度計劃之決策、執事之角色為何、如何召開議事會（堂議會）、

各種記錄資料由誰保存及負責（如會籍資料、主日學與查經班資料、訓練、

出席人數之記錄、財政及各種其他的記錄）、行政效率、多久舉行一次浸禮、

誰負責審核受浸者的資格、受浸前是否須上慕道班。 

5. 佈道 

教會如何尋找迷失者、每年有幾次培靈會、佈道會，何時舉行、如何預備、

由誰負責、如何推動例行的探訪事工、是否鼓勵及訓練會友作見證、是否在

特別的日期由特定的組織負責佈道事工、國外事工是否有差派或奉獻。 

6. 服事 

教會如何服事其會友、教會如何服事其週遭的鄰舍、探訪或援助某些孤獨待

援之人（如病人或獨居老人、弱勢族群等）、教會環境清潔由誰負責。 

7. 管家職份 

教會如何推動管家職份、教會如何推動十一奉獻及一般奉獻、教會是否編列

預算、由誰負責編預算、教會有否每週或每月作奉獻統計、教會是否支持會

外（聯會及其他福音機構）特別需要、牧師多久講一次與管家職份有關之信

息、教會對於環保及生態保育教導。 

8. 音樂事工 

由誰負責詩班、誰擔任指揮、所選曲目是否配合講台信息、每年何時有特別

音樂節目、有無音樂事工的訓練計劃。 

9. 特別事工 

教會為傳福音而舉辦特別的活動嗎，如英文會話班、插花班、烹飪班、音樂

班、幼稚園，此特別活動之目的為何、此類活動如何支持教會之事工、信徒

參予度、社區對教會活動之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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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假期聖經學校及各類夏令會 

教會何時舉辦假期聖經學校、如何推動報名、採用何種教材、如何招募教師

及義工、收費及補助標準如何訂定、效果評估如何、教會有無參與各類夏令

會、自辦營會的籌備過程如何、有無邀請慕道友參加、經費預算如何、對參

加會友的靈命有無明顯助益、整體評估等。 

11. 國內外宣教事工 

教會的宣教策略是什麼、宣教預算與整體教會的預算比率、教會有無支持宣

教機構或宣教士、有無差派或參加短宣隊、參加短宣隊的資格、所需受的訓

練、經費分攤或補助、短宣隊的跟進與果效、海外宣教的總體評估等。 

12. 門訓事工 

教會如何推動信徒靈修、教會如何選定靈修材料、講台有無系列、完整的教

導門訓觀念、教會如何推動門訓、教會推動那些類型的小組工作、已開幾班

門訓班、效果評估如何、教會中有那些禱告團體、教會是否推動禱告同伴、

教會是否推動陪讀聖經伙伴等。 

    當我們成為有主生命的門徒，又去幫助別人成為主的門徒，這就是門徒增長

的秘訣。學生可與輔導教師及教會中負責該項事工的會友，討論各類事工的問題。

並且應當用心觀察每項事工，並對該事工與教會、福音機構及宣教工場整體目標

的關係作一個適當的回應。 

三、每位學生應依其經驗、恩賜、興趣以及實習工場之需要參與事工。主修神

學的學生應多參與教牧事工與教導及訓練的事工；主修宣教的學生應多參

與宣教事工；主修教會音樂的學生，應更多參與教會音樂及訓練的事工。

如果有其他特別責任需要學生負責，必須經過輔導教師、學生以及實習教

育中心三方面的同意。 

四、 學生請假辦法 

1. 由學生填表，先向輔導教師口頭報告。透過輔導教師以電話取得實習顧問之

同意後予以批簽，再轉送實習教育中心核簽，經主任批准後存查。 

2. 若遇國家舉行的總統大選、公職人員、及民意代表選舉時，按政府規定給予

適宜之公假，但以儘量不妨礙教會事工之需要為原則。 

3. 若校方遇神學日、校慶、或特別聚會等，需徵召學生協助事工時，得商請教

會給予公假。 

4. 學生除公假及寒、暑假各有一週及兩週的假期外，每學期請假至多以一次為

限。若因重大事故，得透過實習教育中心經與教會實習顧問協商後議決，予

以准假。 

五、 來自中華浸聯會所屬浸信會教會之學生，鼓勵在學期間均在浸聯會所屬

教會實習，經實習教育中心同意後分派，享有浸信會學生之各項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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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來自友會之學生，在學期間可由原所屬教派之教會或母會來函申請回所

屬教派之教會或母會實習，經實習教育中心同意後再行分派；但不得申

請助學金之補助。若願由實習教育中心分派至浸信會教會實習，則可享

有在浸信會教會實習之學生相同的各項補助。 

 

 

 

 

 

 

 

 

 

 

 

 

你們年幼的，也要順服年長的 

就是你們眾人，也都要以謙卑束腰，彼此順服 

因為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 

（彼前 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