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120212021

一、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婚姻與家族治療導論

均為 3 學分課程，依各區課程表

二、 開課日期開課日期開課日期開課日期：：：：依各區開課日

三三三三、、、、     開開開開課課課課地地地地點與點與點與點與授課教師授課教師授課教師授課教師、、、、開課時間開課時間開課時間開課時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EEEE----mail mail mail mail     

選修地點選修地點選修地點選修地點    

((((勾選勾選勾選勾選))))    

□□□□台中耕心中心台中耕心中心台中耕心中心台中耕心中心        

□□□□高雄手語之家高雄手語之家高雄手語之家高雄手語之家        

選修課程選修課程選修課程選修課程        

住址住址住址住址        

繳費方式繳費方式繳費方式繳費方式        

google 報名表單 https://forms.gle/m42fyoQXhrUoiyJj9     

 

宗旨宗旨宗旨宗旨    專門為各地區修課學生開設據點

能就近接受專業訓練與取得碩士學位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特色特色特色特色    

1. 課程結合專業理論與實務經驗

2. 所取得之學分可抵本院碩

師資師資師資師資    由本院教授團隊聯合

    開課地點開課地點開課地點開課地點    

台台台台
北北北北
院院院院
區區區區    

桃園迦南教會桃園迦南教會桃園迦南教會桃園迦南教會    
((((桃園市桃園區中華路桃園市桃園區中華路桃園市桃園區中華路桃園市桃園區中華路 49494949 號號號號))))    

楊
博士

花蓮門諾會富安教會花蓮門諾會富安教會花蓮門諾會富安教會花蓮門諾會富安教會    
((((花蓮市富安路花蓮市富安路花蓮市富安路花蓮市富安路 13131313 號號號號))))    

陳宇嘉
博士
汪有長博士

台台台台
南南南南
院院院院
區區區區    

台中耕心台中耕心台中耕心台中耕心音樂音樂音樂音樂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台中市東區信義街台中市東區信義街台中市東區信義街台中市東區信義街 182182182182 號號號號))))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04040404))))2283228322832283----1264126412641264    

葉重新教授
博士

嘉義福音堂嘉義福音堂嘉義福音堂嘉義福音堂    
((((嘉義市東區吳鳳北路嘉義市東區吳鳳北路嘉義市東區吳鳳北路嘉義市東區吳鳳北路 389389389389 號號號號))))    

翁真聯博士
教授

高雄手語之家高雄手語之家高雄手語之家高雄手語之家    
((((高雄市中正四路高雄市中正四路高雄市中正四路高雄市中正四路 184184184184 號號號號))))    

陳宇嘉
博士
黃珮瑛老師

屏東長老教會屏東長老教會屏東長老教會屏東長老教會    
((((屏東市仁愛路屏東市仁愛路屏東市仁愛路屏東市仁愛路 56565656 號號號號))))    

陳宇嘉教授
博士

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    

2021202120212021 年年年年延伸教育延伸教育延伸教育延伸教育開課開課開課開課表表表表    

婚姻與家族治療導論、會談技巧與實驗、心理衡鑑、兒少諮商

依各區課程表開課，每科目上課 14 週(含期中考與期末考

依各區開課日 

開課時間開課時間開課時間開課時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延伸教育課程延伸教育課程延伸教育課程延伸教育課程    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出生年月日出生年月日出生年月日出生年月日                    年年年年    

身分證字號身分證字號身分證字號身分證字號        

        □□□□桃園迦南教會桃園迦南教會桃園迦南教會桃園迦南教會                        □□□□嘉義福音堂嘉義福音堂嘉義福音堂嘉義福音堂    

        □□□□屏東長老教會屏東長老教會屏東長老教會屏東長老教會                        □□□□花蓮門諾會富安教會花蓮門諾會富安教會花蓮門諾會富安教會花蓮門諾會富安教會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        

https://forms.gle/m42fyoQXhrUoiyJj9      

專門為各地區修課學生開設據點，提供有興趣成為助人工作者之

能就近接受專業訓練與取得碩士學位。 

課程結合專業理論與實務經驗、實際演練。 

所取得之學分可抵本院碩、博士學分 

聯合授課。詳見各區教師群 

教師群教師群教師群教師群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楊 淵博士、汪有長
博士、陳宇嘉教授 

婚姻與家族治療導論(3/15)

陳宇嘉教授、蘇秀慧
博士、鄧明賢老師、
汪有長博士 

會談技巧與實驗(日) 3/7
心理衡鑑(日) 5/9 起 
團體諮商(一) 3/8 起 
兒少諮商(一) 5/10 起 

葉重新教授、吳新竹
博士、陳宇嘉博士 

會談技巧與實驗(日)4/11

 下午 18:30-21:10 
兒少諮商(四) 4/15 起 
 下午 13:30-16:10 

翁真聯博士、陳宇嘉
教授、李美遠老師 

會談技巧與實驗(一)3/8
婚姻與家族治療導論(二)

3/9

陳宇嘉教授、朱美妍
博士、顏淑熒博士、
黃珮瑛老師 

婚姻與家族治療導論(1/18)

會談技巧與實驗(5/10) 

陳宇嘉教授、朱美妍
博士、黃珮瑛老師 

婚姻與家族治療導論(1/19)

會談技巧與實驗(5/11) 

兒少諮商， 

含期中考與期末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    

        

花蓮門諾會富安教會花蓮門諾會富安教會花蓮門諾會富安教會花蓮門諾會富安教會        

提供有興趣成為助人工作者之學生

上上上上課時間課時間課時間課時間    

(3/15) 
3/15 起每星期一 
晚上 18:30-21:00 
甄試甄試甄試甄試：：：：3/3/3/3/8888((((一一一一)1)1)1)19999:30:30:30:30    

3/7 起 

 

3/7 起每星期日、一 
下午 16:00-20:30 
甄試甄試甄試甄試：：：：3333////7777((((日日日日)15:00)15:00)15:00)15:00    

11 起 

 

4/11 起每星期日 
下午 18:30-21:10 
4/15 起每星期四 
下午 13:30-16:10 
甄試甄試甄試甄試：：：：4444////11111111((((日日日日)17:30)17:30)17:30)17:30    

3/8 起 
) 

3/9 起 

3/8 起每星期一、二 
晚上 18:30-21:10  
甄試甄試甄試甄試：：：：3/83/83/83/8((((一一一一)18:00)18:00)18:00)18:00    

(1/18) 

 

1/18 起每星期一 
晚上 18:30-21:10  
甄試甄試甄試甄試：：：：3/8(3/8(3/8(3/8(一一一一))))    18:0018:0018:0018:00    

(1/19) 
 

1/19 起星期二 
晚上 18:30-21:10  
甄試甄試甄試甄試：：：：3/3/3/3/9999((((二二二二))))    18:0018:0018:0018:00 

2021.03.24 



一、選修生— 

1.繳交「入學申請書」與「延伸教育課程報名表」 

2.學分費—3000 元/學分 

二、正式生— 

1.入學申請繳交資料：如下表。 

2. 延伸教育課程報名表 

3. 碩士班優惠 2,800 元/學分；教牧學博士班 4,000 元/學分。 
（（（（哲學博士修習哲學博士修習哲學博士修習哲學博士修習部分部分部分部分課程為補修碩士班學分課程為補修碩士班學分課程為補修碩士班學分課程為補修碩士班學分，，，，以碩士班收費為以碩士班收費為以碩士班收費為以碩士班收費為準準準準。）。）。）。）    

各科系共同繳交文件各科系共同繳交文件各科系共同繳交文件各科系共同繳交文件    

□    (1)入學申請書(請填寫完整,並附 2 吋照片 2 張)    
□ (2)推薦信二份(由教授、單位主管或教會牧長等推薦，並附上名片；直接寄至本院，

或與其他應繳交資料一同寄至本院「招生委員會」)    
□ (3)最高學歷畢業證明書影印本一份    
□ (4)最高學歷畢業成績單正本一份    
□ (5)公私立醫院體檢表一份(含 B 型肝炎及胸部 X 光檢查)    
□ (6)報名費劃撥單(報名費：博士班：NT$3000、碩士班：NT$2000)    
□ (7)附回郵信封二個（請填妥郵寄地址及貼妥 16161616 元回郵）    

各科系特別要求文件各科系特別要求文件各科系特別要求文件各科系特別要求文件    

□ 哲學博士    研究計劃一份(約 3000 字)    
□ 教牧學博士    1.研究計畫一份(約 1500 字) 

2.牧會或工作經驗報告一份(約 1500 字)    
□ 道學碩士和 

教牧諮商碩士雙學位    
1.蒙召見證一份(約 1500 字) 
2.自傳一份(含蒙恩得救見證、成長過程及經歷等，約 1500 字)    

□ 教牧諮商碩士    自傳一份(約 1500 字)    
□ 婚姻與家族治療碩士    自傳一份(約 1500 字)    
□ 宣道碩士    1.蒙召見證一份(約 1500 字) 

2.自傳一份(含蒙恩得救見證、成長過程及經歷等，約 1500 字)    

◎◎◎◎報名報名報名報名及繳費方式及繳費方式及繳費方式及繳費方式    

(1)通信或親自報名(通訊報名以郵戳為憑) 

(2)來函請寄「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 招生委員會」收 

台北院區地址：11054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二段 155 號(浩然樓 3 樓) 

台南院區地址：70142 台南市東區林森路二段 79 號(長榮中學第三教學大樓一樓) 
(3)註冊繳費： 

繳費後請以電話繳費後請以電話繳費後請以電話繳費後請以電話／／／／電郵電郵電郵電郵／／／／傳真通知傳真通知傳真通知傳真通知 
 姓名、選課明細(如有特殊情況) 
 繳費日期、時間 
 出款帳號末五碼／帳戶戶名／繳費憑據 
※若收據抬頭有特殊需求可一併通知。 

 
台北院區電話：(02)2736-0320  

     傳真：(02)2736-0990 

    電子信箱：central@tgspp.org.tw 

    學校網站：www.tgspp.org.tw 

台南院區電話：(06)208-3099  

     傳真：(06)208-1517  

 電子信箱：south@tgspp.org.tw 

    學校網站：www.tgspp.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