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神與 Knox College, Toronto, Canada 之交換學生進行方式
台神道碩組 2016.12.20
基礎：來自 2016 年 5 月 19 日台神與 Knox College 所簽訂的協定—“An
Agreement of Mutual Co-operation between Taiwan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
and Knox College, in Toronto, Canada.” 其中相關條文內容為：
2.1 Students in master degree programmes would enroll in their own
school/college, pay their fees to their own school, and receive credit from their own
institution while studying a year abroad in the other school/college.
2.2 Students in advanced degree programmes would apply directly to Knox
College/Toronto School Theology or Taiwan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
2.4 Each college/seminary will take responsibility to make housing and other
arrangements for study in their own country and will work out the financial
implications in a mutually acceptable manner before students or members of faculty
leave their own country.
3. This Agreement will take effect May 19, 2016, for a period of five years. The
Agreement can be modified by mutual consent at any time and will be reviewed in the
fall of 2020 with a view to extending the Agreement for a further term.
中文翻譯：
2.1 碩士學位課程的學生在海外伙伴學校進修一年時，可以在自己的學校註
冊，繳費給原學校，並得到原學校的學分認可。
2.2 進深學位課程的學生需要直接向諾克斯學院/多倫多神學院或台灣神學研究
學院提出就讀申請。
2.4 在各學院/神學院之學生或教師出發往另一國家前，學校需負責處理好住宿
事宜及學習的安排，並且在費用負擔上要訂出兩校都同意的方式。
3. 此協定自 2016 年 5 月 19 日起生效，有效期間五年（至 2021 年五月止）。
在雙方同意下，此協定可以在任何時間做修改，並會在 2020 年秋天重新檢視，
確認是否延續此合作關係。
 若要認識 Knox College 以及國際學生的學習，建議瀏覽以下連結：
http://www.knox.utoronto.ca/considering-knox/international-students/
I.
II.

適用學生
1. 所有道碩、協碩、音碩及文碩升二年級以上學生。
申請要求
1. 申請時間：每年二月前提出。由院長出具推薦信給 Knox College 之院
長，再由對方寄出註冊確認信（confirmation of enrolment letter）到台
灣給學生以進行 Visa 申請。
2. 英文能力：以下二擇一 (1)需在二月前取得 TOEFL 成績，基本 IBT 要
求是 92 分，Speaking 和 Writing 部分每項至少 22 分；若是 Paperbased，基本要求是 580，TWE 要 5 分。(2)若在以英語授課的大學學
習兩年以上，可以申請免 TOEFL。
3. Visa 申請：需向加拿大公民與移民局（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提出申請，需花數月時間：http://www.cic.gc.ca/English/
4. 以英文閱讀和寫作神學能力的培養。
5. 有意者，請儘早向以下老師提出意願，以獲得適當的協助：蔡約拿老
師、賴弘專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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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學習內容
1. 台神學生可以在 Knox College 作為交換學生學習一年，學習期間為九
月上旬至隔年四月中旬，也就是秋季班（fall term）和冬季班（winter
term），共可修 8 門課。學生直接在台神註冊，付台神的學費，並得
到台神的學分認可。
2. 一個學期需修四門課，每門課基本上是授予 3 個學分小時（3 credit
hours），但實際上課時數為 2~3 小時不等。一門課進行週數為 13~14
週，請事先參考網路提供的課程大綱（syllabus）以了解老師的閱讀要
求以及作業要求。
3. 凡是 Toronto School of Theology（多倫多神學院）其下所屬的七家神
學院所開的課程都可以選修。參考
http://www.tst.edu/academic/course/listings
多倫多神學院有豐富的圖書館藏，普世的信仰傳統，請參考
http://www.tst.edu/
4. 建議選修：請同學先行選修與當學年台神之必修課對等的科目（學分
也需要對等），再考慮選修其他有興趣的科目。與必修課類似之科目
如下，選修前請事先與台神授課老師討論。例如——
道碩三
道碩三
道碩二
道碩二
台神
基督教倫理學 改革宗神學傳統 系統神學 I
系統神學 II
Christian
Ethics
Reformed
Theology
The
God
of
the
The Bride of the
Knox/TST
for Biosphere and
Context

無法對等的課程：
道碩三
台灣教會史
道碩三
畢業講道(一年
課程，須於畢
業年選修)
道碩三
教會實習 III-IV

in Dialogue or
The Long Scottish
Reformation

Gospel:
Systematic
Theology I (Wyc)

Lamb: Systematic
Theology
II
(Wyc)

建議提早在二年級選修，否則在延畢年選修
建議：先行與講道學老師討論並尋求替代辦
法，並詢問是否可能在 4 月 15 至 5 月之間排講
道。
建議：先詢問牧育處實習部分如何安排

IV. 學分之認可
1. Knox College 會提供一張正式 Transcript 給學生，以供台神教務處決定
承認多少學分，認可之原則是學分與上課要求對等。
2. 同學修完台神所有規定之學分後才能畢業，學校不保證至 Knox 交換
學習一年的同學可在三年內畢業。
V. 生活方面
1. 交換學生必須自行負擔在 Knox College 的住宿、伙食、健保費用。目
前估計住宿/伙食（$10,600）+ 保險（$700）= 加幣$11,300，約合台
幣 275,000（台幣 NTD:加幣 CAD = 24.33 : 1）。
2. 交換學生也需負擔台神的學費一年。
3. 如果要帶家眷，需另外申請 Family Housing，費用為$743~$1,218 之
間，參家庭住宿網站：
http://www.studentfamilyhousing.utoronto.ca/Page31.aspx
4. 校園外住宿網站：https://offcampushousing.utoronto.ca/
5. 若要每週買較少餐，請參餐費網站：http://ueat.utoronto.ca/meal-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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