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心理健康心理健康心理健康心理

宗旨 
為促進人們【健康心理

特開設此【健康心理

課程 

特色 

本系列成長課程共有十

理學、認識你的天生氣質

人技巧、婚姻與家庭

失落創傷輔導、

程，培育自己成為一位快樂自在健康的人

可申請學程結業證書

 

◎本課程授與學分：每門課各

修畢每門課發給學分證明

【【【【健康心理健康心理健康心理健康心理(MH)學程學程學程學程

◎若以後申請進入本院就讀

◎每門課上課週次 3 週

【招收對象】期待自我成長及培育自己成為一位快樂自在健康的人

【費  用】每學分

【上課地點】台北、

MH1 認識心理學 

MH2 認識你的天生及後天

MH3 生命週期與生涯發展

MH4 ＳＴＥＰ親職能力培訓

MH5 助人知能與關懷輔導

MH6 認識自己及原生家庭

MH7 婚前教育：身心社靈之

台灣教牧心理台灣教牧心理台灣教牧心理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研究院研究院研究院 

健康心理健康心理健康心理健康心理(MH)學程班學程班學程班學程班】】】】辦法辦法辦法辦法 

    

健康心理】發展，成為身心靈的整全快樂現代人

健康心理(MH)學程班】課程。 

本系列成長課程共有十四門【健康心理】相關課程，

認識你的天生氣質、生命週期與生涯發展、親職教育

婚姻與家庭、婚前教育與準備、婚姻輔導

、憂鬱症的關懷與照顧、危機處遇。修習一系列課

培育自己成為一位快樂自在健康的人。修滿 8 門課者以上者

可申請學程結業證書。 

 

開 課 課 程 總開 課 課 程 總開 課 課 程 總開 課 課 程 總 表表表表 

每門課各 1 學分，共 12 門課，自由選修

修畢每門課發給學分證明。修滿 8 門課者以上者可申請 

學程學程學程學程】】】】結業證明書。 

若以後申請進入本院就讀，可抵大學部不足的學分。 

週。每次上課 3 小時。 

期待自我成長及培育自己成為一位快樂自在健康的人

每學分 1200 元(每門課 1 學分)。 

、台南院區及各區延伸教育中心。 

 

MH8 婚姻衝突與幸福之道

及後天氣質 MH9 關係療癒與發展

生命週期與生涯發展規劃 MH10 失落、創傷

能力培訓 MH11 憂鬱症的關懷與照顧

知能與關懷輔導 MH12 危機處遇

認識自己及原生家庭 MH13 高 EQ 幸福生活

身心社靈之調適與準備 MH14 健康心理專題講座

成為身心靈的整全快樂現代人，

，包括認識心

親職教育、助

婚姻輔導、關係療癒、

修習一系列課

門課者以上者

自由選修。 

 

期待自我成長及培育自己成為一位快樂自在健康的人。 

 

衝突與幸福之道 

與發展 

創傷之陪伴與輔導 

憂鬱症的關懷與照顧 

危機處遇與策略 

幸福生活 

健康心理專題講座 



 

 

2020-2021 年年年年 推廣教育推廣教育推廣教育推廣教育

【【【【本 課 程 目本 課 程 目本 課 程 目本 課 程 目 標標標標】】】】為促進人們為促進人們為促進人們為促進人們【【【【健康心理健康心理健康心理健康心理

【【【【招 收 對招 收 對招 收 對招 收 對 象象象象】】】】期待自我成長及培育自己成為一位快樂自在健康的人期待自我成長及培育自己成為一位快樂自在健康的人期待自我成長及培育自己成為一位快樂自在健康的人期待自我成長及培育自己成為一位快樂自在健康的人

【【【【學分授與進修學分授與進修學分授與進修學分授與進修】】】】每門課每門課每門課每門課 1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修畢每門課發給學分證明修畢每門課發給學分證明修畢每門課發給學分證明修畢每門課發給學分證明

每門課上課週次每門課上課週次每門課上課週次每門課上課週次 3

*上課地點上課地點上課地點上課地點：：：：台北市基隆路二段台北市基隆路二段台北市基隆路二段台北市基隆路二段 155 號號號號

台北院區台北院區台北院區台北院區    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授課教師授課教師授課教師

MH3 生命週期與生涯發展規劃 汪有長牧師

MH10 失落、創傷之陪伴與輔導 楊

MH9 關係療癒與發展 待排

*上課地點上課地點上課地點上課地點：：：：台南市東區林森路二段台南市東區林森路二段台南市東區林森路二段台南市東區林森路二段 79

台南台南台南台南院院院院區區區區    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授課教師授課教師授課教師

MH6 認識自己及原生家庭 顏淑熒博士

MH8 婚姻衝突與幸福之道 朱美妍博士

MH4ＳＴＥＰ親職能力培訓 待排

台南院區台南院區台南院區台南院區    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授課教師授課教師授課教師

MH1 認識心理學 王慧瑤博士

MH2 認識你的天生及後天氣質 吳新竹博士

MH3 生命週期與生涯發展規劃 蘇重仁牧師

【費  用】每門課為 1200 元(每門課

【繳費資訊】元大銀行元大銀行元大銀行元大銀行(806)帳號帳號帳號帳號：：：： 

【報名方式】於報名截止日前至銀行

1.紙本報名：將報名表連同繳費收據一同

2.網路報名：填寫網路

Google 報名表單報名表單報名表單報名表單 https://forms.gle/zQAqDf5MzBV3oKpL9

【聯絡方式】本院網站：www.tgspp.org.tw  

洽詢電話： 台北(02)2736

 台南(06)208

 

姓名  性別  

Email  

住址  

選修 

課程 

台 南

星期六上午9:20-12:10 

□ MH6 認識自己及原生家庭

□ MH8 失落、創傷之陪伴與輔導

□ MH4ＳＴＥＰ親職能力培訓

繳費方式 �匯款      �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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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教育推廣教育推廣教育推廣教育【【【【健康心理健康心理健康心理健康心理(MH)學程班學程班學程班學程班

健康心理健康心理健康心理健康心理】】】】發展發展發展發展，，，，成為身心靈的整全快樂現代人成為身心靈的整全快樂現代人成為身心靈的整全快樂現代人成為身心靈的整全快樂現代人

期待自我成長及培育自己成為一位快樂自在健康的人期待自我成長及培育自己成為一位快樂自在健康的人期待自我成長及培育自己成為一位快樂自在健康的人期待自我成長及培育自己成為一位快樂自在健康的人。。。。 

修畢每門課發給學分證明修畢每門課發給學分證明修畢每門課發給學分證明修畢每門課發給學分證明。。。。修滿修滿修滿修滿 8 門課者以上者可申請門課者以上者可申請門課者以上者可申請門課者以上者可申請

3 週週週週。。。。每次上課每次上課每次上課每次上課 3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號號號號(浩然樓浩然樓浩然樓浩然樓 3 樓樓樓樓) 

授課教師授課教師授課教師授課教師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晚上晚上晚上晚上18:00-20:30 

汪有長牧師 10/05、10/12、10/19 

楊 淵博士 11/02、11/09、11/16 

待排 11/30、12/07、12/14 

79 號號號號(長榮中學第三教學大樓長榮中學第三教學大樓長榮中學第三教學大樓長榮中學第三教學大樓 1 樓樓樓樓) 

授課教師授課教師授課教師授課教師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09:20-12:10 

顏淑熒博士 10/17、10/24、10/31 

朱美妍博士 11/7、11/14、11/21 

待排 11/28、12/5、12/12 

授課教師授課教師授課教師授課教師 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13:30-16:30 

王慧瑤博士 10/15、10/22、10/29 

吳新竹博士 11/05、11/12、11/19 

蘇重仁牧師 11/26、12/03、12/10 

每門課 1 學分) 

 20412000057410 戶名戶名戶名戶名：：：：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

於報名截止日前至銀行、ATM 或行政辦公室繳款後， 

將報名表連同繳費收據一同親繳、傳真或 E-mail 至本院

填寫網路 Google 表單完成報名。 

https://forms.gle/zQAqDf5MzBV3oKpL9 或掃描或掃描或掃描或掃描

www.tgspp.org.tw   

(02)2736-0320 E-mail：central@tgspp.org.tw 

(06)208-3099 E-mail：south@tgspp.org.tw 

報 名 表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電話  

台 南 院 區  

星期四下午13:30-16:30 星期一

認識自己及原生家庭 □ MH1 認識心理學 □ MH3

創傷之陪伴與輔導 □ MH2 認識你的天生及後天氣質 □ MH10

親職能力培訓 □ MH3 生命週期與生涯發展規劃 □ MH9

現金 報名日期  

學程班學程班學程班學程班】】】】開課表開課表開課表開課表 

成為身心靈的整全快樂現代人成為身心靈的整全快樂現代人成為身心靈的整全快樂現代人成為身心靈的整全快樂現代人。。。。 

門課者以上者可申請門課者以上者可申請門課者以上者可申請門課者以上者可申請。。。。 

 專題講座專題講座專題講座專題講座 

安排兩場專題講座 

時間:待排 

主題:待排 

講師:待排 

 專題講座專題講座專題講座專題講座 

第一場 
時間:2020.10.07 
上午:9:20-12:00 
主題:待排 
講師:待排 

 專題講座專題講座專題講座專題講座 

第二場 
時間:2020.12.19 
上午:9:20-12:00 
主題:待排 
講師:待排 

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 

至本院。 

或掃描或掃描或掃描或掃描 QR code 填寫填寫填寫填寫 

central@tgspp.org.tw  

 

  年     月    日 

台 北 院 區  

星期一18:00-20:30 

MH3 生命週期與生涯發展規劃 

MH10 失落、創傷之陪伴與輔導 

MH9 關係療癒與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