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壹、修課須知…………………P02 

貳、學制與課程………………P04 

參、123 學費優惠專案………P07 

肆、開課一覽表（2017～2019 年）…P08 

伍、畢結業 DIY 試算表………P09 

陸、學習建議書………………P10 

柒、教務Ｑ＆Ａ………………P12 

捌、學分備忘錄………………P14 

玖、學生請假單………………P15 

拾、輕鬆上網站………………P16 



2 

 

 

 
 
 

異象使命：培育神國僕人、連結福音伙伴、回應時代議題。 

教育宗旨：採用推廣教育課程，使有心事奉者，都能利用業餘時間，接受

正規神學教育，成為良好的聖工人才，可以在教會中帶職事奉，

成為牧長的好同工，神國度的好管家；也可以預備自己，等候

主的差遣，將來成為全職傳道人。 

新生報名：1.請儘早來電索取新生報名表格（包括：學生基本資料表、得

救見證稿、牧長推薦函，各一份）。「牧長推薦函」需請牧長

親自填寫、簽名、郵寄（不假新生之手），其他資料請新生填

寫完可 E-mail、傳真或郵寄（台北市 10090 汀州路三段 101

號／華神推廣教育處收）。亦可使用中華福音神學院推廣教育

處管理網站 tee.ces.org.tw 報名，省時、省事也省郵資。 

2.推廣教育處收到上述三份資料後隨即進行審核；凡通過者須

於接獲通知日起至繳費截止日前辦理選課與繳費（現金、刷

卡、劃撥或超商繳費），並於指定日期參加「新生訓練」。 

舊生報名：透過網路或來電選課之後，可使用下列任何一種方式繳費： 

1.現場付現或刷卡：至推廣教育處櫃檯以現金或刷卡繳交學費  

與選課單。 

2.線上刷卡或超商繳費：請至推廣教育處網頁 tee.ces.org.tw 選

課後，連結繳費系統付款。 

3.傳真刷卡：填妥選課單的授權資料後，以掃描、拍照方式 e-mail

至 tee@ces.org.tw，或傳真到(02)2365-5885 推廣教育處專用

傳真，並來電確認。 

4.郵局劃撥：至郵局劃撥學費後，連同收據與選課單，以掃描、

拍照方式 e-mail 至 tee@ces.org.tw，或傳真到(02)2365-5885

推廣教育處專用傳真，並來電確認。 

帳號：00163740 戶名：中華福音神學院  

通訊欄請註明：推廣教育處學費及選修科目 

上課時間：1.暑期 06～09 月／上學期 09～01 月／下學期 02～06 月 

2.每週 2.5 小時×12 週＝30 小時 

辦公時間：上午 8:00～12:00／下午 1:30～5:00／晚上 6:00～9:30 

（週一～週五上班；週六～週日及國定假日公休） 

聯絡方式：電話(02)2365-9151 轉 202、204、264／專用傳真(02)2365-5885 

地址：台北市 10090 汀州路三段 101 號（華神推廣教育處收） 

E-mail：tee@ces.org.tw 

推廣教育處管理系統網站 tee.ces.org.tw 

中華福音神學院網站 www.ces.org.tw〈推廣教育處〉 

mailto:tee@ce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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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資格：1.年滿 18 歲，清楚重生得救，已受洗的基督徒。 

2.願意經常靈修親近神，持續在教會中謙卑配搭事奉，並在社

會崗位上為主作美好見證者。 

3.願意每上課一小時，另以二小時自修，並遵守本院一切規定

者（若違反校規或不合教育宗旨，經勸導不聽者，即喪失選

課資格）。 

學分費用：1.一般及遠距課程收費：2 學分（30 小時）NT$4,000。 

（在學大學生 NT$3,400，全職傳道人 NT$2,800） 

2.多媒體聖經課程收費：1 學分（約 8 小時）NT$1,100。 

3.音樂課程收費：依班別不同，另行計價，參考《招生簡章》

公告。 

4.外區課程收費：2 學分（30 小時）NT$3,500。 

（在學大學生 NT$2,800，全職傳道人 NT$2,800） 

【外區乃指非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者，例如：桃園、 

  台中、台南、高雄、花蓮、台東…等縣市】 

★以上收費標準係供參考，依當期招生簡章公告為準。 

報名截止：開學前六週受理報名，約於每年五月、八月、十二月開放選課。

詳細日期見每期《招生簡章》或華神網站。逾期報名者加收手

續費 300 元；第一週上課後，恕不受理報名。 

★推廣教育課程沒有旁聽制度，所有學生皆應報名、選課、繳

費，始可學習課程。 

注意事項：1.繳費截止日之前雖已選課但未繳交費用者，仍視為逾期報名，

需加收手續費 300 元。 

2.第一週開放已繳費的同學試聽其他課程（唯遠距、多媒體、

旅遊及 12 人以下小班制課程除外），作為加選、改選的參考。

未繳費者不得試聽。 

3.自開課日起第二次上課前可辦理改選，改選不另收費。 

4.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選者，退還已繳學費之

九成。 

5.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

繳學費之半數。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任

何費用。 

6.退選需憑收據於期限內辦理；逾期、未帶或遺失者不予受理。 

7.退費無法轉至下期使用。 

8.出缺勤：缺課逾該課程總時數五分之一以上即不計算學分，

但仍可繼續聽課。 

★上課時間請參照該課時間表，開學前不再另行通知。 

★學期中若遇天災（颱風、地震、水災…），是否上課皆以當地

政府公告為準，不另行通知。若因此停課，則由該課程老師

自行決定是否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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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學制規定 
每一科目成績及格（60 分以上），給予學分；修滿 30 學分（詳見下方；含

必修 14 學分、必選 6 學分、選修 10 學分）並經審核通過者，准予畢業，

頒發「延伸神學證書科」畢業證書。學分之採計以十年為限，超過十年之

學分則不納入畢業之核計範圍。 

 

畢業申請條件 

1.修滿規定所需之學分，且通過推廣教育處長審核。 

2.推薦信二份：（1）家人或至親之推薦，（2）牧師或長執之推薦。 

3.按學校規定參加感恩餐會及畢業典禮。 

4.由學生主動在每年 3 月 31 日前提出申請。 

 

畢業必修、必選課程(30學分)                   2007（暑）修訂版 
課程名稱 學分 說     明 

必修 

福音書導讀 

4 

範圍：1.福音書導讀（馬太福音～約翰福音） 

2.保羅書信導讀（羅馬書～腓利門書） 

3.一般書信導讀（希伯來書～猶大書） 

保羅書信導讀或

一般書信導讀 

必修 

摩西五經導讀或

舊約歷史書導讀 
6 

範圍：1.摩西五經導讀（創世記～申命記） 

2.舊約歷史書導讀（約書亞記～以斯帖記） 

3.詩歌智慧書導讀（約伯記～雅歌） 

4.大小先知書導讀（以賽亞書～瑪拉基書） 

詩歌智慧書導讀 

大小先知書導讀 

必修 
基督教神學 

（上、下） 
4 

範圍：上帝論、基督論、救贖論、人論、罪論、聖靈 
論、教會論、方法論、創造論、末世論…等。 

必選

一門 

釋經類 

（任選一門） 
2 

實用釋經學、歸納法查經、活用讀經法、人

物查經法、靈修讀經法…等。 

必選

一門 

宣教類 

（任選一門） 
2 

佈道概論、宣教理論與實務、宣教歷史、民

間信仰與福音策略、世界宗教…等。 

必選

一門 

教育類 

（任選一門） 
2 

塑造生命的教學、教育事工理論與實踐、創

意聖經教學、兒童/青少年/成人教育…等。 

選修 任選其他課程 10 參閱：課程類別簡介（12 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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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別簡介                 2007（暑）修訂版 
課程名稱 摘     要 

1.新約類 

福音書導讀、保羅書信導讀、一般書信導讀、基礎讀經（下）、

耶穌生平、耶穌行蹤、保羅行蹤、使徒行傳、啟示錄、教牧

書信、監獄書信、新約單卷課程…等。 

2.舊約類 

摩西五經導讀、舊約歷史書導讀、詩歌智慧書導讀、大小先

知書導讀、基礎讀經（上）、舊約中的彌賽亞、詩篇靈修性

讀經、舊約單卷課程…等。 

3.神學類 

基督教神學（上、下）、新約神學、舊約神學、靈修神學、

保羅神學、加爾文神學、聖經倫理學、實用護教學、聖經論、

聖靈論、認識異端…等。 

4.釋經類 
實用釋經學、歸納法查經、活用讀經法、人物查經法、靈修

讀經法、小組查經與帶領…等。 

5.宣教類 
佈道概論、宣教理論與實務、宣教歷史、民間信仰與福音策

略、世界宗教…等。 

6.教育類 
塑造生命的教學、教育事工理論與實踐、創意聖經教學、兒

童／青少年／成人教育…等。 

7.輔導類 

輔導概論、普通心理學、人格心理學、發展心理學、諮商理

論與技巧、自我瞭解與自我肯定、原生家庭與人際關係、哀

傷與危機輔導、離婚復健工作坊…等。 

8.教牧類 

牧會實務研討、中小型教會成長與突破、牧養與管理、長執

訓練、社區工作與教會發展、敬拜帶領的藝術、講道學、佈

道性講道法、用聲樂方法說話與講道…等。 

9.歷史類 教會歷史、台灣教會史、教會復興史、基督教藝術史…等。 

10.語言類 神學英文、台語讀經、希臘文、希伯來文…等。 

11.傳播類 福音與媒體、聖經與文學、寫作訓練、口語傳播…等。 

12.音樂類 
聖樂概論、詩歌教唱與音樂基礎訓練、實用司琴法（初階、

中階、高階）、聲樂（上、下）、聖詩賞析、指揮法…等。 

 
畢業?! 一點也不難！ 

一年三學期，若每學期修一門課，五年可以畢業； 

若每學期修兩門課，三年可以畢業。 

※每年一～三月受理「畢、結業」申請 

（由同學主動提出，推廣教育處長審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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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業學制規定 
每一科目成績及格（60 分以上），給予學分；修滿 18 學分（詳見下列之規

定）並經審核通過者，准予結業，頒發證書。學分之採計以十年為限，超

過十年之學分則不納入結業之核計範圍。 

 

結業申請條件 

1.修滿規定所需之學分，且通過推廣教育處長審核。 

2.推薦信一份，由教會牧師或長執提供。 

3.按學校規定參加感恩餐會及畢業典禮。 

4.由學生主動在每年 3 月 31 日前提出申請。 

 

「延伸神學證書科」結業（必修、必選、選修，共18 學分）     2013（暑）七修版 
必修學分 必選學分 選修學分 

摩西五經導讀、福音書導讀、 

實用釋經學（共 6 學分） 

新約類（2 學分） 

舊約類（2 學分） 

任選其他課程

（共 8 學分） 
 
 
 
 
 
 
 
 
 
 
 
 
 
 
 
 
 

「延伸神學多媒體聖經科」結業（必修18學分）              2016（暑）二修版 
必修學分 適合對象 

樂在讀經、天下第一書、摩西五經（上下）、舊約歷

史書、大先知書、小先知書、詩歌智慧書、詩篇選

讀、福音書、路加福音（或約翰福音）、使徒行傳、

保羅書信（上中下）、一般書信、啟示錄（上下） 

因個人或環境因

素，無法參加實

體課程者，可上

網選修本科。 
 

「延伸神學多媒體聖經科」畢業（必修12學分）                2016（暑）初版 
必修學分 適合對象 

基督教神學（上中下）、實用釋經學（上下）、普世

宣教入門、樂在教學、基督化婚前教育、初代教會

歷史、箴言、耶利米書、成功的老化 

「延伸神學多媒

體聖經科」結業

者，始可選修畢

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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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學費優惠專案等您來分享，請大家告訴大家，值得「終身學習」的延

伸教育，讓您「好康 A 不完」喔！推廣教育處自 2013 暑密班開始推出「123

學費優惠專案」，不單幫助您「飽讀經書」還讓您「節省荷包」呢！歡迎您

加入此恩惠的行列，別讓自己的權利睡著了。 

123 學費優惠  辦 法 說 明 

1 乃指：畢業後 

「一」再選修 

為鼓勵「終身學習」，凡推廣教育處的「畢業生」

返校「續修」課程，每一門課可獲得 NT $300 華神

書房的「圖書兌換券」。 

2 乃指：「二」

人同行優惠 

凡舊生推介一名新生，當期二人同行修課者，二人

都可減免 NT $1,000 學費。 

3 乃指：「三」 

年完成學業 

凡「三年內」完成畢業學分者，最後一門課程免收

學費（該課程最高免收金額 NT $4,000）。 

123 學費優惠  申 請 細 則 

1.以上三方案不適用於海外及多媒體聖經科課程。 

2.二人同行優惠，若遇其他專案優惠課程（例如：大學生半價優惠課

程…等），僅能擇一使用。 

3.符合者請主動持收據親臨櫃臺辦理；逾期視同自動放棄權益，若退

選，需一併退回優惠金額（或圖書兌換券）。 

4.本辦法推廣教育處得依實際需要修訂之。 

 

 

 

7 



8 

 

 

 

 

 

畢業必修、必選．2017～2019 年 

 必、選修學分 
2017 2018 2019 

暑 上 下 暑 上 下 暑 上 下 

畢 

 
 
業 

必 
 

 
 
 

修 

1.福音書導讀          

2.保羅書信導讀  或 
一般書信導讀 

 
一般 

書信 
   

保羅 

書信 

一般 

書信 
  

3.摩西五經導讀  或 
舊約歷史書導讀 

摩西 

五經 
    

摩西 

五經 
 

舊約 

歷史 
 

4.詩歌智慧書導讀          

5.大小先知書導讀          

6.基督教神學（上）          

7.基督教神學（下）          

必選 
釋經類、宣教類、教育類 
（各一門，共 6 學分） 

釋經類 教育類 宣教類 教育類 宣教類 釋經類 宣教類 釋經類 教育類 

選修 任選其他課程（共 10 學分）          

結 

 
 
業 

必修 

1.福音書導讀          

2.摩西五經導讀          

3.實用釋經學          

必選 
新約類、舊約類 

（各一門，共 4 學分）          

選修 任選其他課程（共 8 學分）          

推廣教育課程銜接碩士班的學分規則： 

1.曾在推廣教育課程修讀「與碩士班合開」之課程，且成績達 70 分以上者，

若十年內通過碩士班入學考試後，可申請轉學分，經碩士班審核通過後予

以承認；但轉入碩士班的學分，最多以該學科畢業總學分的三分之一為限。 

2.「與碩士班合開」之課程，其作業要求和批閱標準，一律與碩士班的課程

相同；限二專以上的畢業同學選讀。 



9 

 

 

 

 

 

 

 

您也可以 DIY 計算還差多少學分可以畢、結業 ── 

對照您的學分成績單，並勾選已完成科目，即可得知您還差哪些學分就

可以畢、結業了。成績單可由推廣教育處管理系統網站 tee.ces.org.tw

之〈學生入口〉，點選〈我要查詢成績…等〉，鍵入學號及密碼（預設身

分證字號後六碼）進入，就可以知道您的歷年成績。 

 

 畢業必修、必選課程（含選修，共 30 學分）試算表 

課 程 名 稱 學分 完成 課 程 名 稱 學分 完成 

必 

 

 

修 

福音書導讀 2  
必選 

一門 
釋經類(任選一門) 2 

 

保羅書信導讀或 

一般書信導讀 
2  

必選 

一門 
宣教類(任選一門) 2 

 

摩西五經導讀或 

舊約歷史書導讀 
2  

必選 

一門 
教育類(任選一門) 2 

 

詩歌智慧書導讀 2  

選修 任選其他課程 10 

 

大小先知書導讀 2  

基督教神學(上) 2  

基督教神學(下) 2  

 
 結業必修、必選課程（含選修，共 18 學分）試算表 

課 程 名 稱 學分 完成 課 程 名 稱 學分 完成 

必 

 

 

修 

摩西五經導讀 2  
必選 

一門 
舊約類(任選一門) 2 

 

福音書導讀 2  
必選 

一門 
新約類(任選一門) 2 

 

實用釋經學 2  選修 任選其他課程 8  

 ※若有學制疑問，歡迎電洽(02)2365-9151轉 202、204，由同工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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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我們竭誠歡迎您加入中華福音神學院「推廣教育處」課程的學

習行列。您是否注意到：最靠近華神的公車、捷運站名是什麼？嗯…「台

電大樓」及「三軍總醫院」，您答對了！「台電大樓」是台灣電力供應的總

指揮中心；身為神學院，我們甘心樂意培育、造就人才，期盼弟兄姊妹成

為社會、教會和家庭的屬靈電力供應中心。「三軍總醫院」是全體國軍健康

的保障；身為神學院，我們也期待神學教育能有助於您的靈命健康，將來

成為他人的心靈捕手。因此，我們熱烈歡迎您，加入我們的發電、發光行

列！推廣教育處建議您「三個主動、兩個步驟」，盼有助您的學習：(1)主

動研究及發問，(2)主動認識老師及同學，(3)主動服務別人及自己；兩個步

驟是：(1)循序漸進，(2)慎思力行。 

三個主動 

一、主動研究及發問 

當您重拾學生身分，踏進教室的那一刻開始，聖經和參考書就必需常

與您同在了。請婉拒不必要的應酬，刪減上網、看電視、電影和逛街…等

時間，盡全力排出「每日讀書時間」，而且「定時定量」以「每上課一個小

時，即自修兩個小時」為基本目標。然後，把您的心得和別人分享，把不

懂的難題記錄下來，於課堂上請教老師。 

二、主動認識老師及同學 

很久以前英國泰晤士報曾舉辦有獎徵答「從倫敦到巴黎怎樣走最快？」

第一名獲獎的是：「與好朋友同行最快。」所以，聰明的您，最好趁此良機

邀請您的先生、太太、孩子、好朋友、好弟兄姊妹一起加入學習行列。假

如您在第一次上課看不到認識的人，那就是──您認識新同學的機會來

了！請您下課時間主動和老師、同學問安、聊天。我們期待您畢、結業時，

不只得著學識，在人生旅途上也多了幾位良師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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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動服務別人及自己 

推廣教育處的每位同學都像您一樣，是天父寶貝的小孩。所以，深願

體貼天父慈愛心腸的您，請先主動服務老師及同學們。您可以志願擔任班

長、副班長（其實就是全班的服務生）或值日生、小天使。上課前幫老師

倒茶水、印講義；下課後把桌椅復原、關門窗和冷氣、清除垃圾…等。您

還可以幽默地逗人開心，主動關心別人，為人代禱…，因為「施比受更為

有福」喔！主動服務別人的同時，也造就了自己。 

 

兩個步驟 

一、循序漸進 

做父母的都知道：偏食的孩子不容易健康，不是太胖就是太瘦，或是

容易生病。也許您第一次來上課，是受到某些課程、老師的吸引，但既然

入了華神寶山，就盼望您能「營養均衡、靈命健壯」地滿載而歸。所以，

我們建議您：先依自己的恩賜與事奉需求，完成結業，爾後再邁向畢業之

路。因為，推廣教育處係以循環方式排課，為了不耽延學業的完成，同學

無論計畫結業或畢業，建議可從「必修」、「必選」的課程優先研修，然後

再選擇「選修」之任選課程選讀（相關介紹請參手冊第 4～6 頁）。 

 

二、慎思力行 

「慎思力行」、「學以致用」是推廣教育處課程設計重要目標，不單堅

固同學的信仰根基，也提供自我成長學習以及增進服事技巧能力的機會。

「新、舊約」類及「釋經」類課程，使神的話語發出亮光。「神學」類與「教

會歷史」類課程，幫助您慎思明辨，深知所信。「宣教」類課程，可以學到

差傳佈道的理論和技巧。「教育」類、「教牧」類及「輔導」類課程的牧長

（老師），他們的事奉榜樣、生命見證，不但能激發、鼓勵學員服事心志（各

級主日學、小組牧養及個人關懷…等），他們的經驗和教導，也能增進學員

的服事技巧。「音樂」類、「語言」類和「傳播」類課程，充實弟兄姊妹在

音樂、文字、傳播方面的恩賜，也期盼這些恩賜能為主所用。推廣教育處

的課程學習，必能帶給您生命嶄新的改變和成長。 

願上帝賜福您：重新得力！福杯滿溢！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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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Q:如何得到每學期的課程簡章？ 

A:推廣教育處每年的開課時間分別約為二月、六月、九月，會按著同學

的選擇（自取、郵寄或 E-mail），寄發《招生簡章》；收到簡章後，即

可按本手冊第 2 頁的步驟來報名。 

  請同學們常至華神網站www.ces.org.tw，或推廣教育處管理系統網站

tee.ces.org.tw 瀏覽，便能得知學校課程的最新消息。 
 

2.Q:同學如何選課？（新生報名，請看手冊第 2頁） 

A:當您擁有學籍以後（您就是舊生了），每學期只需直接上網選課，或在

《招生簡章》的「選課單」上填妥個人想上的課程，註明繳費方式，

傳真到(02)2365-5885，並來電確認之後，即完成選課。繳費截止日之

前雖已選課但未繳交費用者，仍視為逾期報名，需加收手續費 300 元。

完成選課及繳費後，請按照開課日期自行前往上課（除流課或有特別

須告知的事宜，否則推廣教育處不會再個別通知上課時間）。 

註：1.免臨櫃的繳費方式：線上刷卡、超商繳費、傳真刷卡或郵局劃撥。 

2.上課第一天會公告上課教室並發給繳費收據。 

3.若您已確實繳費，但「臨時點名單」上找不到您的名字，請先行

簽名後，到辦公室洽詢。 
 

3.Q:課程如何加選、改選？ 

A:開學的第一週是加選及改選的時間，當您聽完第一堂原選的課程而覺

得不合適想改選，或欲加選其他課程時，請親自到辦公室辦理。 

註：1.第一週開放已繳費的同學試聽其他課程（小班制課程除外），作

為加選、改選的參考。未繳費者不得試聽。 

2.已辦妥「加選」、「改選」者，若在第三週的「正式點名單」上找

不到您的姓名，請洽辦公室。 
 

4.Q:什麼時間可以辦理退選？可以退多少費用？ 

A:關於退選相關事宜，華神係參照「教育部」推廣教育的實施辦法進行

退選。茲說明各時段辦理退選的作法，如下： 

1.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選者，退還已繳學費之九成。 

2.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費

之半數。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任何費用。 

3.退選需憑收據辦理；逾期、未帶或遺失者不予受理。 

4.退費無法轉至下期使用。 

http://www.ces.org.tw/
http://www.ce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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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Q:對推廣教育處或課程…等，有意見想表達時，怎麼辦？ 

A:在每學期的期末會至各班分發「學習回應表」請同學充分表達意見，

若在期中則請填寫「師生意見反應表」（表格請至辦公室索取）交給辦

公室同工，或隨時 E-mail 給本處，以利學院儘速改善。 
 

6.Q:學期中需要請假時，怎麼辦？ 

A:您可上網請假，或填妥「學生請假單」後直接交給授課老師，或傳真

至(02)2365-5885，由推廣教育處同工代您轉交給老師（請假單在辦公

室可拿到）。若缺課逾該課程總時數五分之一以上即不計算學分，但仍

可繼續聽課。 
 

7.Q:如何取回老師批閱後的報告（作業）？ 

A:請自備回郵信封，於期末時連同作業一起交給授課老師，老師批改後

直接郵寄發還同學（請勿透過本處託收或轉寄，因大部分老師為「兼

任講師」未住校內；亦請自行備份存檔，以免郵政疏忽，造成困擾）。 
 

8.Q:作業何時繳交與成績何時寄發？ 
A:1.請按照授課老師所規定的最後期限繳交作業。 

2.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內，推廣教育處會以 E-mail 或郵寄的方式寄發個

人成績單；若對分數有疑問者，請自行與授課老師聯絡。 
 

9.Q:前往華神的交通資訊？ 

A:1.搭公車：於羅斯福路三段，「台電大樓」站下車。 

2.搭捷運：於「台電大樓」站，1 號出口上來往前行，沿辛亥路至汀州

路左轉約一百公尺。 

3.騎機車：可停放學校的車棚內。 

4.開 車：學院鄰近的三軍總醫院、耕莘文教院旁、台大水源校區及

自來水園區皆有收費停車場，可善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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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修滿 30 學分（參閱：第 4 頁，畢業學制之規定） 

結業：修滿 18 學分（參閱：第 6 頁，結業學制之規定） 

序 期 別 選修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 
必修 

選修 

學

分 
成績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亦可至推廣教育處管理網站 tee.ces.org.tw之〈學生入口〉查詢歷年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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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                聯絡電話：                  

授課老師：                課程名稱：                  

請假日期：         年     月     日      時至      時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假  別：□事假 □病假 □其他 

請假事由： 

備註：1.缺課逾該課程總時數五分之一以上即不計算學分，但仍可

繼續聽課。 

2.請假單填妥後，請直接交給授課老師。 

3.本表可自行影印填寫，或直接進入 tee.ces.org.tw 推廣教育

處網站之〈學生入口〉，點選〈我要請假〉填寫後送出。 

4.推廣教育處聯絡電話：(02)2365-9151 轉 202、204、264，

專用傳真：(02)2365-5885 

願你凡事興盛、身體健壯，正如你的靈魂興盛一樣！ 約翰三書 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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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天候為您提供各項教務查詢與服務 

 

推廣教育處管理系統網站 http://tee.ces.org.tw/ 屬於同學們的〈學生入口〉 

──網站的功能與使用方法 

壹、受理新生申請入學： 

未曾選修過推廣教育處的課程者，請進入推廣教育處管理系統網站

tee.ces.org.tw 之〈學生入口〉，點選〈新生申請入學〉後，填妥基本資

料的各項欄位內容和得救見證稿，並下載（列印）牧長推薦函給教會

的牧長填寫。推廣教育處依這三份資料審核入學資格，並以電子郵件、

簡訊或電話通知審核結果；審核通過者須按當學期所公告的日期出席

新生訓練，自此以後，終其一生都將擁有推廣教育處學生的身分，即

可於招生期上網報名，隨時選修您喜愛的課程。 

 

貳、受理舊生教務事宜：  

舊生只須鍵入學號與密碼（註：系統預設的密碼為個人身分證字號的

後六碼），即能進入系統，執行選課、繳費、成績查詢、請假、聯絡教

務人員及修改個人資料…等各項學生所需的服務功能。 

 

◎本手冊之內容，得依實際需要略作修訂，不另通知，請隨時留意網

站上之公告。 

 

歡迎常常上網瀏覽，輕鬆掌握教務新知 

省時又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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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福音神學院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Association 

 

 

 

 

 

 

 

※地址變更，請來電告知或剪下舊地址及編號，連同新址寄回本院 

「推廣教育處」以便獲得定期的消息與資訊，謝謝您的合作！ 

發行者：中華福音神學院／推廣教育處 劃撥帳號：00163740中華福音神學院 

地 址：台北市汀州路三段101號 電  話：(02)2365-9151轉202、204 

E-mail：tee@ces.org.tw 專用傳真：(02)2365-5885 

推廣教育處網站：tee.ces.org.tw 華神網站：www.ces.org.tw 

印 刷 品  

mailto:tee@ces.org.tw
http://www.ces.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