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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科系】 

一、哲學博士 (主修教牧神學與諮商主修教牧神學與諮商主修教牧神學與諮商主修教牧神學與諮商，，，，培育教學和督導人才培育教學和督導人才培育教學和督導人才培育教學和督導人才) 

為培養台灣教會教牧諮商暨婚姻與家庭輔導的領導人才和師資，本院

歡迎各教會推薦有潛力的人選，就讀本院哲學博士課程，以有效從事

諮商教育和臨床工作。 

二、教牧學博士 (主修教牧諮商主修教牧諮商主修教牧諮商主修教牧諮商，，，，培育第二專業的牧者培育第二專業的牧者培育第二專業的牧者培育第二專業的牧者)  

本院提供的諮商專業和聖經、神學課程，可裝備教牧同工牧養的第二

專長，得以深入輔導會友的心靈創傷，使教會在質量上一起增長。本

院歡迎教會推薦教牧人才。  

三、道學碩士和教牧諮商碩士雙學位 (主修教牧諮商主修教牧諮商主修教牧諮商主修教牧諮商，，，，培育培育培育培育牧會牧會牧會牧會與與與與諮商諮商諮商諮商人才人才人才人才) 

培養靈命充沛、明辨真理、與牧會及宣教的專業人才，並裝備為高品

質的協談者。 

四、教牧諮商碩士 (培育教牧關顧與諮商人才培育教牧關顧與諮商人才培育教牧關顧與諮商人才培育教牧關顧與諮商人才) 

本院提供的諮商專業和實習課程，旨在裝備高品質的基督徒協談者，

得以深入輔導會友和社會人士的心靈創傷，造福教會與社會。 

五、婚姻與家族治療碩士 (不限宗教背景不限宗教背景不限宗教背景不限宗教背景，，，，培育婚姻與家庭輔導人才培育婚姻與家庭輔導人才培育婚姻與家庭輔導人才培育婚姻與家庭輔導人才) 

鑑於台灣婚姻與家庭問題所引起的家庭破碎、社會不安，本院歡迎各

界推薦優秀人才，就讀婚姻與家族治療碩士課程，俾畢業後能從事婚

姻與家庭的輔導工作。 

六、宣道碩士 (培育牧會與宣教工人培育牧會與宣教工人培育牧會與宣教工人培育牧會與宣教工人) 

為基督贏得失喪靈魂及各少數民族，帶領族人作主的門徒，並差派至

各地擔任跨族與跨國的宣教士，且將福音傳於萬族萬邦。 

【推薦甄試日期】 

推薦甄試(一) 

報名日期：3 月 8 日起至 5 月 12 日止 

甄試日期：台北院區 5 月 19 日(三)  台南院區 5 月 21 日(五) 

放榜日期：5 月 28 日(五) 

推薦甄試(二) 

報名日期：5 月 28 日起至 7 月 23 日止 

甄試日期：台北院區 8 月 4 日(三)  台南院區 8 月 6 日(五) 

放榜日期：8 月 13 日(五) 

甄試結果將公佈學校網站：www.tgspp.org.tw，另於放榜日期後一週內

寄出通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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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甄試內容】 

面試、心理測驗 

【報名手續】 

1. 填寫入學申請書。 

2. 繳交各科系之要求文件。 

3. 繳交各科系所應繳之報名費（面試缺席者恕不退費及退件）。 

博士班：3000 元 / 碩士班：2000 元。 

4. 以上各項資料請寄至本院招生委員會，經審核資格通過，即寄發准考通

知。 

【考生注意事項】 

1. 考生請務必於表定個人面試、心理測驗時間前 10 分鐘報到。 

2. 行動不便的考生，請於入學申請書上註明，以便事先安排考場座位。 

3. 若有任何情況，請依監考人員引導辦理。 

【甄試地點】 

台北院區： 

【11054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二段 155 號(浩然樓 3 樓)】 

台南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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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洽詢電話：台北院區(02)2736-0320  台南院區(06) 208-3099 

洽詢網站：www.tgspp.org.tw 

【繳費方式】 

請匯款繳費至以下帳戶： 

元大銀行城中分行(806)20412-0000-63025 

   戶名：台灣基督教牧心宣教學會 

完成繳費後，請來電或來信通知您的匯款帳戶的後五碼。  

洽詢電話：台北院區(02)2736-0320 台南院區(06) 208-3099 

E-mail：台北院區 central@tgspp.org.tw 台南院區 south@tgspp.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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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博士哲學博士哲學博士哲學博士(主修主修主修主修：：：：教牧神學與諮商教牧神學與諮商教牧神學與諮商教牧神學與諮商) 

Ph.D. in Pastoral Theology and Counseling 

 

壹、宗旨 

為培育台灣教會教牧諮商暨婚姻與家庭輔導的領導人才和師資，以有效從

事諮商教育和臨床工作。 

貳、報名資格 

一、具本院認可之國內外教牧學博士、神學碩士或相關碩士學位者(如教牧

諮商碩士)。 

二、受洗的基督徒(含教牧人員)。 

三、 IBT托福成績80分或CBT托福成績213分或以上，或具英語系國家碩士

及以上學位者。(此項文件可於畢業前補齊) 

叁、報名應繳文件 

一、入學申請書(請填寫完整,並附2吋照片2張) 

二、推薦信二份(教授、單位主管或教會牧長等皆可，並附上名片；可直接

寄至本院「招生委員會」收，或彌封後與其他繳交資料一同寄至本院) 

三、最高學歷畢業證明書影印本一份 

四、最高學歷畢業成績單正本一份 

五、公私立醫院體檢表一份(含B型肝炎及胸部X光檢查) 

六、研究計劃一份(約3000字) 

七、自傳一份(含蒙恩得救見證、成長過程及經歷等，約1500字) 

八、報名費劃撥單(報名費：NT$3000或美金100元) 

九、附回郵信封二個（請貼上16元郵票並以正楷填妥收件地址及收件人） 

肆、考試規定 

推薦甄試(面試和心理測驗) 

伍、學費規定 

每學分新台幣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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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課程計劃 

一、課程共66學分，其中學科50學分、臨床實習6學分、論文10學分。由於

本院哲學博士課程的主修是教牧神學與諮商，因此，哲博新生在進入

修習哲學博士課程之前，必須具備教牧神學與諮商基本課程的訓練。

基本上須先完成本院教牧諮商碩士所有學科。 

二、此學位最高修業年限為10年。 

三、修完規定課程(35學分以上)後，始得參加資格考試，需在一年內參加資

格考試，資格考試共分理論與實踐兩科，有三次應考機會，未通過者

不得畢業，每次考試費用3,000元。學生通過資格考試後，即獲得博士

候選人資格，並得開始進行論文之撰寫，且進入教學實習和臨床實習

階段。 

四、臨床實習規定：面對面會談600次，每次50分鐘以上，至少30個案。研

究生須有在校方安排或同意之合格督導下接受督導至完成規定臨床時

數。實習年研究生須註冊，每學期繳3學分學費。諮商實習與督導是兩

學期，若無法完成，每學期須另外註冊繳費每學期3學分及個督費，直

到完成600次的會談。完成600次面對面會談及報告後繳交到指導教授

審查，通過後會通知進行會談錄影(至少50分鐘)，錄影後需繳交光碟、

會談記錄和家族圖，審核通過即完成臨床實習。 

團體督導每週上課3小時，個別督導兩週一次。暑期有兩次的個別督導。

沒督導的個案報告不得列入個案總數。 

伍、申請論文流程：學生通過資格考試後，得以提出論文研究計劃，並選

定指導教授，經會談後即可開始撰寫論文。學生須在入學十年內完成

博士論文。學生經核可撰寫論文，自第二年開始，每學期需繳交3學分

的論文指導費。學生在規定年限內因故無法完成論文得申請延長年限，

但不得超過兩年。 

六、論文撰寫完成後須經評審委員評閱並通過論文口試，和公開發表做必

要修訂，獲指導教授同意即完成論文。 

七、完成論文和臨床實習，始得畢業並授予哲學博士學位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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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學博士教牧學博士教牧學博士教牧學博士(主修主修主修主修：：：：教牧諮商教牧諮商教牧諮商教牧諮商) 

Doctor of Ministry in Pastoral Counseling 

 

壹、宗旨 

本課程提供具道學碩士學位或同等學歷之傳道人學習進深的機會，強化傳

道人更有效事奉的能力。透過此課程，學生可以能夠更敏銳的察覺個人、家庭

和社會的需要，進而強化其教導、講道或行政事務等方面之服事。 

貳、報名資格 

一、蒙恩得救之基督徒，生活與教會事奉有美好的見證，且有五年以上全

職教會或相關機構事奉經驗者。 

二、具道學碩士學位或同等以上學歷者，聖經(工)或教牧碩士入學者須(先)

補修道學碩士學分。 

叁、報名應繳文件 

一、入學申請書(請填寫完整,並附2吋照片2張) 

二、推薦信二份(教授、單位主管或教會牧長等皆可，並附上名片；可直接

寄至本院「招生委員會」收，或彌封後與其他繳交資料一同寄至本院) 

三、最高學歷畢業證明書影印本一份 

四、最高學歷畢業成績單正本一份 

五、公私立醫院體檢表一份(含B型肝炎及胸部X光檢查) 

六、研究計劃一份(約1500字) 

七、牧會或工作經驗報告一份(約1500字) 

八、自傳一份(含蒙恩得救見證、成長過程及經歷等，約1500字) 

九、報名費劃撥單(報名費：NT$3000或美金100元) 

十、附回郵信封二個（請貼上16元郵票並以正楷填妥收件地址及收件人） 

肆、考試規定 

推薦甄試(面試和心理測驗) 

伍、學費規定 

每學分新台幣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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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課程計劃 

一、課程共63學分，其中學科51學分、臨床實習6學分、論文6學分。 

二、此學位最高修業年限為8年。 

三、修完規定課程(35學分以上)後，始得參加資格考試，需在一年內參加資

格考試，資格考試共分理論與實踐兩科，有三次應考機會，未通過者

不得畢業，每次考試費用3,000元。學生通過資格考試後，即獲得博士

候選人資格，並得開始進行論文之撰寫，且進入臨床實習階段。 

四、臨床實習規定：面對面會談150次，每次50分鐘以上，至少20個案。研

究生須有在校方安排或同意之合格督導下接受督導至完成規定臨床時

數。實習年研究生須註冊，每學期繳3學分學費。諮商實習與督導是兩

學期，若無法完成，每學期須另外註冊繳費每學期3學分及個督費，直

到完成150次的會談。完成150次面對面會談及報告後繳交到指導教授

審查，通過後會通知進行會談錄影(至少50分鐘)，錄影後需繳交光碟、

會談記錄和家族圖，審核通過即完成臨床實習。 

團體督導每週上課3小時，個別督導兩週一次。暑期有兩次的個別督導。

沒督導的個案報告不得列入個案總數。 

五、申請論文流程：學生通過資格考試後，得以提出論文研究計劃，並選

定指導教授，經會談後即可開始撰寫論文，論文字數介於十萬至十五

萬字。學生須在入學八年內完成博士論文。學生經核可撰寫論文，自

第二年開始，每學期需繳交3學分的論文指導費。學生在規定年限內因

故無法完成論文得申請延長年限，但不得超過兩年。 

六、論文撰寫完成後須經評審委員評閱並通過論文口試，和公開發表做必

要修訂，獲指導教授同意即完成論文。 

七、完成論文和臨床實習，始得畢業並授予教牧學博士學位證書。 

  



8 

道學碩士和教牧諮商碩士雙學位道學碩士和教牧諮商碩士雙學位道學碩士和教牧諮商碩士雙學位道學碩士和教牧諮商碩士雙學位 

Master of Divinity and Master of Arts in Pastoral Counseling 

 

壹、宗旨 

本課程結合神學與心理學以培育有效「尋找失喪的，領回被逐的，纏裹受

傷的，醫治有病的」（以西結書34:16）傳道人，將教會牧養成彼此相愛、互相

陪伴、同理扶持的大家庭。其主要目標如下：  

一、裝備以同理心尋找、挽回、牧養流離主羊的專業牧會人才。 

二、培育有效陪伴會友走過傷痛的探訪人才。 

貳、報名資格 

一、蒙恩得救之基督徒，生活與教會事奉有美好見證者。 

二、具學士學位或同等學歷者(二專或五專畢業者，入學後須先補修大學學

分)。 

叁、報名應繳文件 

一、入學申請書(請填寫完整,並附2吋照片2張) 

二、推薦信二份(教授、單位主管或教會牧長等皆可，並附上名片；可直接

寄至本院「招生委員會」收，或彌封後與其他繳交資料一同寄至本院) 

三、最高學歷畢業證明書影印本一份 

四、最高學歷畢業成績單正本一份 

五、公私立醫院體檢表一份(含B型肝炎及胸部X光檢查) 

六、蒙召見證一份(約1500字) 

七、自傳一份(含成長過程及經歷等，約1500字) 

八、報名費劃撥單(報名費：NT$2000) 

九、附回郵信封二個（請貼上16元郵票並以正楷填妥收件地址及收件人） 

肆、考試規定 

推薦甄試(面試和心理測驗) 

伍、學費規定 

每學分新台幣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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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課程計劃 

一、課程為四學年共87學分，其中學科81學分、臨床實習6學分。 

二、此學位最高修業年限為8年。 

三、學生至少須有六個學期教會實習及二個暑期實習。 

四、聖經知識測驗： 

1. 考試內容包括整本聖經。全本聖經將分八部分，每學期考四部分，

也就是考八次。 

(1)摩西五經；(2)書～斯；(3)伯～但；(4)何～瑪； 

(5)太～徒；(6)羅～帖後；(7)提前～來；(8)雅～啟 

2. 學生入學後即可申請聖經考試，不限次數，每次可申請考一部分或

數部分，每部分收費500元。 

3. 此項考試為對聖經熟悉度之檢定，70分為及格。 

五、教會實習和畢業講道： 

諮商實習與畢業講道為道學碩士和教牧諮商雙學位學生畢業之必要條

件。 

道碩學生週末必須在教會參與牧者或長執認可的實習事工。 

六、修完規定課程(54學分以上)後，始得參加資格考試，需在一年內參加資

格考試，資格考試共分理論與實踐兩科，有三次應考機會，未通過者

不得畢業，每次考試費用2,000元。學生通過資格考試後，始得開始進

行臨床(諮商)實習。 

七、臨床實習規定：面對面會談300次(或會談200次+小論文)，每次50分鐘

以上，至少30個案。研究生須有在校方安排或同意之合格督導下接受

督導至完成規定臨床時數。實習年研究生須註冊，每學期繳3學分學費。

諮商實習與督導是兩學期，若無法完成，每學期須另外註冊繳費每學

期3學分及個督費，直到完成300次的會談。完成300次面對面會談及報

告後繳交到指導教授審查，通過後會通知進行會談錄影(至少50分鐘)，

錄影後需繳交光碟、會談記錄和家族圖，審核通過即完成臨床實習。 

團體督導每週上課3小時，個別督導兩週一次。暑期有兩次的個別督導。

沒督導的個案報告不得列入個案總數。 

八、完成教會實習和畢業講道並通過聖經知識和完成臨床實習，始得畢業

並授予道學碩士和教牧諮商碩士雙學位學位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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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諮商碩士教牧諮商碩士教牧諮商碩士教牧諮商碩士 

Master of Arts in Pastoral Counseling 

 

壹、宗旨 

本課程針對願從事諮商專業服事之基督徒而設。畢業生可在各相關機構從

事諮商服務，協助個人、夫婦及家庭的成長。其主要目標如下： 

一、提供高品質的專業課程，裝備學生做諮商專業的服務。 

二、預備學生成為教牧諮商專業的領導者。 

三、提供諮商專業訓練以滿足工作的需求。 

四、為教會學校、醫院、諮商中心和地方教會儲備合格的教牧諮商工作者。 

貳、報名資格 

一、蒙恩得救之基督徒，生活與教會事奉有美好見證者。 

二、具學士學位或同等學歷者(二專或五專畢業者，入學後須先補修大學學

分)。 

叁、報名應繳文件 

一、入學申請書(請填寫完整,並附2吋照片2張) 

二、推薦信二份(教授、單位主管或教會牧長等皆可，並附上名片；可直接

寄至本院「招生委員會」收，或彌封後與其他繳交資料一同寄至本院) 

三、最高學歷畢業證明書影印本一份 

四、最高學歷畢業成績單正本一份 

五、公私立醫院體檢表一份(含B型肝炎及胸部X光檢查) 

六、自傳一份(含成長過程及經歷等，約1500字) 

七、報名費劃撥單(報名費：NT$2000) 

八、附回郵信封二個（請貼上16元郵票並以正楷填妥收件地址及收件人） 

肆、考試規定 

推薦甄試(面試和心理測驗) 

伍、學費規定 

每學分新台幣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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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課程計劃 

一、課程為三學年共69學分，其中學科63學分、臨床實習6學分。 

二、此學位最高修業年限為7年。 

三、修完規定課程(42學分以上)後，始得參加資格考試，需在一年內參加資

格考試，資格考試共分理論與實踐兩科，有三次應考機會，未通過者

不得畢業，每次考試費用2,000元。學生通過資格考試後，始得開始進

行臨床(諮商)實習。 

四、臨床實習規定：面對面會談300次(或會談200次+小論文)，每次50分鐘

以上，至少30個案。研究生須有在校方安排或同意之合格督導下接受

督導至完成規定臨床時數。實習年研究生須註冊，每學期繳3學分學費。

諮商實習與督導是兩學期，若無法完成，每學期須另外註冊繳費每學

期3學分及個督費，直到完成300次的會談。完成300次面對面會談及報

告後繳交到指導教授審查，通過後會通知進行會談錄影(至少50分鐘)，

錄影後需繳交光碟、會談記錄和家族圖，審核通過即完成臨床實習。 

團體督導每週上課3小時，個別督導兩週一次。暑期有兩次的個別督導。

沒督導的個案報告不得列入個案總數。 

五、完成臨床實習始得畢業並授予教牧諮商碩士學位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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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與家族治療碩士婚姻與家族治療碩士婚姻與家族治療碩士婚姻與家族治療碩士 

Master of Arts in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此課程不分任何宗教背景此課程不分任何宗教背景此課程不分任何宗教背景此課程不分任何宗教背景，，，，有志者均可申請就讀有志者均可申請就讀有志者均可申請就讀有志者均可申請就讀) 

 

壹、宗旨 

本課程針對願意從事婚姻與家庭輔導工作者而設。畢業生可在各相關機構

從事婚姻與家庭的輔導服務，協助個人、夫婦及家庭的成長。其主要目標如下： 

一、提供高品質的專業課程，裝備學生具備婚姻與家庭輔導專業的服務。 

二、預備學生成為婚姻與家庭輔導專業的領導者。 

三、提供婚姻與家庭輔導專業訓練以滿足工作的需求。 

四、學生畢業後將符合申請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之專業認證資格。 

五、為學校、醫院、協談中心和地方教會儲備合格的婚姻與家庭輔導工作

者。 

貳、報名資格 

具學士學位或同等學歷者(二專或五專畢業者入學後須先補修大學學分)。 

叁、報名應繳文件 

一、入學申請書(請填寫完整,並附2吋照片2張) 

二、推薦信二份(教授、單位主管或教會牧長等皆可，並附上名片；可直接

寄至本院「招生委員會」收，或彌封後與其他繳交資料一同寄至本院) 

三、最高學歷畢業證明書影印本一份 

四、最高學歷畢業成績單正本一份 

五、公私立醫院體檢表一份(含B型肝炎及胸部X光檢查) 

六、自傳一份(含成長過程及經歷等，約1500字) 

七、報名費劃撥單(報名費：NT$2000) 

八、附回郵信封二個（請貼上16元郵票並以正楷填妥收件地址及收件人） 

肆、考試規定 

推薦甄試(面試和心理測驗) 

伍、學費規定 

每學分新台幣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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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課程計劃 

一、課程為三學年共61學分，其中學科55學分、臨床實習6學分。 

二、此學位最高修業年限為7年。 

三、修完規定課程(36學分以上)後，始得參加資格考試，需在一年內參加資

格考試，資格考試共分理論與實踐兩科，有三次應考機會，未通過者

不得畢業，每次考試費用2,000元。學生通過資格考試後，始得開始進

行臨床(諮商)實習。 

四、臨床實習規定：面對面會談300次(或會談200次+小論文)，每次50分鐘

以上，至少30個案。研究生須有在校方安排或同意之合格督導下接受

督導至完成規定臨床時數。實習年研究生須註冊，每學期繳3學分學費。

諮商實習與督導是兩學期，若無法完成，每學期須另外註冊繳費每學

期3學分及個督費，直到完成300次的會談。完成300次面對面會談及報

告後繳交到指導教授審查，通過後會通知進行會談錄影(至少50分鐘)，

錄影後需繳交光碟、會談記錄和家族圖，審核通過即完成臨床實習並

獲得學位文憑。。 

團體督導每週上課3小時，個別督導兩週一次。暑期有兩次的個別督導。

沒督導的個案報告不得列入個案總數。 

五、完成臨床實習始得畢業並授予婚姻與家族治療碩士學位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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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碩士宣道碩士宣道碩士宣道碩士 

Master of Mission 

 

壹、宗旨 

為基督贏得失喪靈魂及各少數民族，帶領族人作主的門徒，並差派至各地

擔任跨族與跨國的宣教士，且將福音傳於萬族萬邦。 

貳、報名資格 

一、蒙恩得救之基督徒，在信仰與生活並在教會事奉有美好見證並有心從

事教會拓展及海外宣教事工者。 

二、具學士學位或同等學歷者(二專或五專畢業者入學後須先補修大學學

分)。 

叁、報名應繳文件 

一、入學申請書(請填寫完整,並附2吋照片2張) 

二、推薦信二份(教授、單位主管或教會牧長等皆可，並附上名片；可直接

寄至本院「招生委員會」收，或彌封後與其他繳交資料一同寄至本院) 

三、最高學歷畢業證明書影印本一份 

四、最高學歷畢業成績單正本一份 

五、公私立醫院體檢表一份(含B型肝炎及胸部X光檢查) 

六、蒙召見證一份(約1500字) 

七、自傳一份(含成長過程及經歷等，約1500字) 

八、報名費劃撥單(報名費：NT$2000) 

九、附回郵信封二個（請貼上16元郵票並以正楷填妥收件地址及收件人） 

肆、考試規定 

推薦甄試(面試和心理測驗) 

伍、學費規定 

每學分新台幣2,800元 

陸、課程計劃 

一、課程為二學年共39學分。 

二、此學位最高修業年限為5年。 

三、修完規定課程(39學分)後，始得畢業並授予宣道碩士學位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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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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學繳交資料檢核表入學繳交資料檢核表入學繳交資料檢核表入學繳交資料檢核表 
考生姓名：                

報考科系： □哲學博士(教牧神學與諮商) □教牧學博士(主修教牧諮商) 

 □道學碩士和教牧諮商碩士雙學位 □教牧諮商碩士 

 □婚姻與家族治療碩士 □宣道碩士 

◎已繳交之應繳資料(請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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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貼上 16 元郵票並以正楷填妥收件地址及收件人） 

各科系特別要求文件 

□ 
哲學博士 1.研究計劃一份(約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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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自傳一份(含蒙恩得救見證、成長過程及經歷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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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方式及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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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5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二段 155 號(浩然樓 3 樓) 

台南院區地址：701025 台南市東區林森路二段 79 號(第三教學大樓 1 樓) 

(3)繳費請匯款至以下帳戶： 

元大銀行城中分行(806)20412-0000-63025 戶名：台灣基督教牧心宣教學會 

台北院區電話：(02)2736-0320 傳真：(02)2736-0990 信箱：central@tgspp.org.tw 
台南院區電話：(06)208-3099  傳真：(06)208-1517  信箱：south@tgspp.org.tw 
網站：www.tgspp.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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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入學申請書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入學申請書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入學申請書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入學申請書    

 □台北院區  □台南院區 

◎申請科別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哲學博士(主修教牧神學與諮商) □教牧學博士 (主修教牧諮商) 

(二吋照片黏貼處) 

請浮貼，共兩張 

 

□道學碩士和教牧諮商碩士雙學位 □教牧諮商碩士 

□婚姻與家族治療碩士 □宣道碩士 

請勾選資訊來源： 

□論壇報□教會公報□國度復興報□本院網站□朋友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男  □女 

身份證字號： 出生日期：公元     年   月   日 

電話(H)： 電話(O)： 傳真： 

手機： E-mail： 

通訊地址：□□□□□ 

戶籍地址：□同上  □另填： 

婚姻狀況：□已婚  □未婚  □其他：   子女狀況：男 名/女 名 

配偶姓名： 配偶學歷： 配偶職業： 

宗教信仰：□基督教 □天主教 □佛教 □道教 □其他：        

基督教信仰者請填寫下方資料 

所屬教會／團契／小組： 現任事奉： 

受洗日期：     年   月   日 教會： 牧師：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學                  校 期 間 學 位 主           修 

高中/職     

大學/專     

研究所     

神學院     

◎◎◎◎經歷經歷經歷經歷    

服 務 期 間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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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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學推薦書入學推薦書入學推薦書入學推薦書((((一一一一))))    

 □台北院區  □台南院區 

申請者姓名：                 推薦者姓名：                 

欲就讀科系：(請勾選) 與考生關係：                 

 □哲學博士(主修教牧神學與諮商) □教牧學博士(主修教牧諮商) 

 □道學碩士和教牧諮商碩士雙學位(主修教牧諮商) □教牧諮商碩士 

 □婚姻與家族治療碩士 □宣道碩士 
                                                                                 

推薦者者平安： 

感謝您撥出寶貴的時間，為本院入學申請者填寫推薦書。您的意見將做為我們評審的重要

依據，也可做為往後訓練學生的參考資料，特此致謝。 

備註：請推薦者填寫完後彌封寄回。 

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 招生委員會  敬上 

                                                                                  

一、心理方面 
 問                      題  意    見   說                 明 

1 此人有顯著的心理問題嗎？   

2 此人在情緒的表達方面適當嗎？   

3 此人清楚自己的優缺點嗎？   

4 此人因應壓力的能力好嗎？   

5 此人使用藉口來逃避責任、自己或 

家庭嗎？ 

  

6 此人能接受正面或負面的批評嗎？   

 

二、社會方面 
 問                      題 意    見 說                明 

1 此人溫暖和開放嗎？   

2 此人知道自己對別人的影響？   

3 此人穿著整潔嗎？   

4 此人因應壓力的能力好嗎？   

5 此人與權威(上級)相處好嗎？   

6 此人善於處理人際衝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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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能方面 
 問                       題 意    見 說                  明 

1 此人是個好的領導者嗎？   

2 此人的信仰與實際生活一致嗎？   

3 此人與一般人有明顯的不同嗎？   

 

四、簡要與結論 
 問                  題 意    見 說                   明 

1 此人的目標與將來的生涯計劃一致嗎？   

2 此人如果須要幫助，您願意幫助嗎？   

3 結論說來，您贊成(支持)此人就讀本院

嗎？ 

 

 

 

 

五、其他評語 
 

 

 

 推薦人(簽章)：                       

 推 薦 日 期：                       

PS：推薦者請附上名片(或註明職稱)，謝謝。 

 

 

 

填妥後請郵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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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教學大樓 1 樓) 

 
 
聯絡方式： 
台北院區電話：(02)2736-0320 FAX：(02) 2736-0990 電子信箱：central@tgspp.org.tw 

台南院區電話：(06)208-3099  FAX：(06) 208-1517 電子信箱：south@tgspp.org.tw 

網站：www.tgspp.org.tw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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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學推薦書入學推薦書入學推薦書入學推薦書((((二二二二))))    

 □台北院區  □台南院區 

申請者姓名：                 推薦者姓名：                 

欲就讀科系：(請勾選) 與考生關係：                 

 □哲學博士(主修教牧神學與諮商) □教牧學博士(主修教牧諮商) 

 □道學碩士和教牧諮商碩士雙學位(主修教牧諮商) □教牧諮商碩士 

 □婚姻與家族治療碩士 □宣道碩士 
                                                                                 

推薦者者平安： 

感謝您撥出寶貴的時間，為本院入學申請者填寫推薦書。您的意見將做為我們評審的重要

依據，也可做為往後訓練學生的參考資料，特此致謝。 

備註：請推薦者填寫完後彌封寄回。 

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 招生委員會  敬上 

                                                                                  

一、心理方面 
 問                      題  意    見   說                 明 

1 此人有顯著的心理問題嗎？   

2 此人在情緒的表達方面適當嗎？   

3 此人清楚自己的優缺點嗎？   

4 此人因應壓力的能力好嗎？   

5 此人使用藉口來逃避責任、自己或 

家庭嗎？ 

  

6 此人能接受正面或負面的批評嗎？   

 

二、社會方面 
 問                      題 意    見 說                明 

1 此人溫暖和開放嗎？   

2 此人知道自己對別人的影響？   

3 此人穿著整潔嗎？   

4 此人因應壓力的能力好嗎？   

5 此人與權威(上級)相處好嗎？   

6 此人善於處理人際衝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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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能方面 
 問                       題 意    見 說                  明 

1 此人是個好的領導者嗎？   

2 此人的信仰與實際生活一致嗎？   

3 此人與一般人有明顯的不同嗎？   

 

四、簡要與結論 
 問                  題 意    見 說                   明 

1 此人的目標與將來的生涯計劃一致嗎？   

2 此人如果須要幫助，您願意幫助嗎？   

3 結論說來，您贊成(支持)此人就讀本院

嗎？ 

 

 

 

 

五、其他評語 
 

 

 

 推薦人(簽章)：                       

 推 薦 日 期：                       

PS：推薦者請附上名片(或註明職稱)，謝謝。 

 

 

 

填妥後請郵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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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教學大樓 1 樓) 

 
 
 
聯絡方式： 
台北院區電話：(02)2736-0320 FAX：(02) 2736-0990 電子信箱：central@tgspp.org.tw 

台南院區電話：(06) 208-3099 FAX：(06) 208-1517 電子信箱：south@tgspp.org.tw 

網站：www.tgspp.org.tw   

  



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地圖及交通方式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地圖及交通方式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地圖及交通方式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地圖及交通方式

 
台北院區：11054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二段

電話：台北院區(02)2736-

 

 
台南院區：70142 台南市東區林森路二段

電話：台南院區(06)208-3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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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地圖及交通方式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地圖及交通方式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地圖及交通方式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地圖及交通方式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二段 155 號(浩然樓 3 樓

-0320 

台南市東區林森路二段 79 號(長榮中學第三教學大樓一樓

3099 

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地圖及交通方式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地圖及交通方式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地圖及交通方式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地圖及交通方式 

樓) 

 

長榮中學第三教學大樓一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