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6/2021 

Logos Evangelical Seminary 
2021 Summer Master Program Courses  

2021 年度碩士科夏季班 (5/10 – 7/31) 

註冊須知  

註冊日期 : 3/22 – 3/26/2021（西岸時間 9am – 5pm）    

課程內容可能有變動，不另通知若有問題請上網查看最新消息或跟教務處聯絡。 

The content of this schedule may be revised without prior notice. 

註冊方式：直接進入單點登入(SSO) Populi 

   (Populi /Registration 只有在註冊日開放，其他時間不開放/不顯示) 

   Populi 教務資訊系統點選  https://www.les.edu/academics-zh/populi_zh/ 

旁聽登記 (校友/其他) : 5/1 起 email 旁聽登記（名額有限，先到先得，旁聽有行政費） 

遲註冊：3/27/21 起，遲註冊費 $30. (Populi 系統關閉後，只能填寫註冊單用 email 或郵寄表格到教務處收） 

   註冊單(Enrollment Agreement Form)可上網下載 http://www.les.edu /教務資訊/碩士科/2021 年碩士科 

   夏季課程表 https://www.les.edu/academics-zh/class-schedule-zh/master-class-schedule-zh/  

   E-Mail to : registration@les.edu  

   

付款日期：3/22 - 4/30/2021 或加選課當天付清。 

 Payment Methods (繳費方式) ：cash 現金、check 支票 或 credit card 信用卡（Master or VISA） 

online payment Populi 線上付款（Populi SSO）：(credit card 付款需另加 2％銀行費) 

若有疑問直接聯絡會計部 accountant@les.edu, Tel：626-571-5110 分機 159， 

 

加/退選課（換課）：上網下載加退選單，自 4/26 ~ 4/30/21 填表辦理完成（E-Mail to : registration@les.edu,），自 5/1/21

起，加/退選課（換課）每科手續費＄30，退課退費%按校規密集課程辦理，密集課程退費以天計算。倘若因故退掉

所有課程，不論是選課或旁聽者，仍必須自己承擔行政費 All administration fees are not refundable. 

 

其他須知 ： 

學費：碩士科每學分$347，旁聽每學分$104，因旁聽人數有限每人至多可先預選一門旁聽課，其餘旁聽課候補。 每

學期行政費用＄100 ( 0 ~ 5 學分＄50 ；若學分增加至六學分或以上者，會追加行政費)。 學費調整不另通知 All fees 

are in U.S. dollars. Logos Seminary reserves the right to change rates. 

 

＊ 註冊後課程大綱：上課前可從 Populi 教務系統課程中下載，請隨時上網查看更新資料。  

 

＊ 國際學生若在美國實習（須自行尋找實習機會），必須每學期註冊實習科目，並向 Becky 辦理 CPT 手續 

   以便合法實習，凡沒有辦理 CPT 申請者，視同非法打工，後果自負。 

 

＊ 學生宿舍需上網申請，請在預定入住日期前 30 天提出申請 https://www.les.edu/dorm-apply/   

  ＊ 獎助学金請上網查詢 Logos 網站/ 學生生活/ 獎助學金 https://www.les.edu/student-life-zh/financial-aid/scholarships-zh/ 

 

 明白各項教務規則或註冊事項是學生的責任, 可上網查詢學院概覽或向教務處詢問 

https://www.les.edu/academics-zh/academic-resources-zh/overview-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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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若因故退掉所有的課程，任何學生（正式選課或旁聽，校友或同工）都須自行承擔行政雜費 US $50。 

繳費方式： 

在籍學生若藉由線上付款（Populi），請進入神學院網址 www.les.edu，點擊 單點登入(SSO) 入口。 使用神學院給

您的 User ID 登入。 當您登入 Populi SSO 之後，請您根據 屏幕指示進行付費 (無法進入系統者請聯繫 Populi 

(SSO) 技術支援 logosithelp@les.edu Tel: (626) 571-5110 ext. 173 或 ext 175); 電話付款使用 Credit Card 請聯絡

會計部門 Diana Chen accountant@les.edu，Tel: (626) 571-5110 ext. 159；   需提供學生 ID # （學號），$（學費），

卡號和截止日（card no. and expiration date）給會計室 ; 郵寄支票付款 pay to : L.E.S. 請在支票上註明學生 ID #（學

號）。 郵寄地址：Logos Evangelical Seminary, Attn. Accounting Dept.,  9358 Telstar Avenue,  El Monte, CA 91731. U.S.A.  

(學費繳付或信用卡的問題，請洽詢會計部門) 

Departments  相關部門 項             目 

Registration 註冊/ 選課/ 加退選 

請先上網下載課表和註冊須知 

學生有責任在註冊前詳讀：註冊須知, 註冊手續, 繳交學費和加退選課各項條款         

Maggie Pon 彭淑英 registration@les.edu 分機 113 

Accounting Dept. /會計部門 學費繳付方式，分期付款，信用卡付費等，若有疑問請直接聯絡會計部門 

Diana Chen 吳佩芬, accountant@les.edu 分機 159 

Populi (SSO) 技術支援 IT Dept. Tel : 626-571-5110 分機 173 或 175 或 logosithelp@les.edu 

獎助學金申請 

 

請先上網查詢各項條例，並下載申請表格 http://www.les.edu (學生生活/獎助

學金) 申請者遞件後，若有任何疑問請直接聯絡各表格上的遞件/收件單位）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dvisor  

國際學生顧問 

Becky Perng 彭翠華  beckyperng@les.edu   分機 128 

Field Education Director 實習主任 Rev. Michael Wu 胡翼權牧師   michaelwu@les.edu 分機 191 

Admission officer 入學部專員 學生證申請或補發 Carrie Zhou 張鈺君 carriezhou@les.edu    分機 112 

校本部宿舍申請 線上宿舍申請（或接機）：需在預定入住日期 30 天前提出此申請 

Please submit your application 30 days before the scheduled 

  check-in date.  https://www.les.edu (學生生活/正道宿舍) 

Program Academic Advisor 選課指導 各科系選課指導老師不同 Please check your Populi account : Advisor 

D.Min. Program Director/Advisor 主任 Rev. James Hwang 黃成培牧師, 預約 jhwang@les.edu  分機 152 

D.Min. Assistance 教牧博士科助理 Joyce Liu 闕淑麗 joyceliu@les.edu 分機 153 

Dissertation Format Advisor 

論文格式指導 

黃惠蘭牧師(M-W)，預約 Email : huilanhuang@les.edu  分機 136 

吳錦雲老師(Th)，預約 Email : jeanlo@les.edu 分機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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