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2019 年「社會行動訓練課程」簡章
一、主辦：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會與社會委員會
二、協辦：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傳道委員會、原住民宣教委員會、客家宣教委員會、婦女
事工委員會、大專事工委員會。
三、報名資格：本宗教會牧者、信徒、社團人士等。
四、說明：(一)邀請對象：Case study、對中國霸權有意見之人士、對弱勢關懷有使命、對環
境生態有熱情。
(二)鼓勵本宗教會牧者、信徒、社團人士等參加，經審核錄取後，將個別通知前
來報到，接受訓練。
(三)每梯次有人數限制，報名以 1、2、3…填上欲參加梯次之順序，本會照報名收
件次序安排各梯報名者。
(四)為使所有參加者能專心接受訓練，請遵守全程參加並住宿且勿攜伴或帶嬰幼
兒前來參會，若無法遵守本會恕無法頒發課程證明。
(五)報名「城鄉宣教運動（URM）」者，需填寫自傳(500 字左右，如附件，於報到時繳交)。
(六)課程消息會不定期更新，請隨時留意 http://society.pct.org.tw/最新消息。
(七)傳道師在職教育制度相關請洽傳道委員會 02-23625282*351。
五、報名費說明：報名費一經繳交恕不退費，但可換人參加，或保留報名費一年。
六、各課程開課時間及報名截止日期(額滿截止)：
課程名稱
時間
地點
報名方式
組織領導訓練
URM 初級班

7/21-26(日-五)

比亞外教會

8/22-27(四-二)

比亞外教會

中性第三者
TPN 初級班

9/11-16(三-一)

新竹聖經學院

9/22-27(日-五)

新竹聖經學院

開放空間技
巧 OST

11/11-13(一-三)

新竹聖經學院

11/18-20(一-三)

新竹聖經學院

劃撥傳真或
Email
劃撥傳真或
Email
劃撥傳真或
Email
劃撥傳真或
Email
劃撥傳真或
Email
劃撥傳真或
Email

截止日期

限額人數

7/05(五)

24

8/07(三)

24

8/27(二)

24

9/06(五)

24

10/25(五)

30

11/1(五)

30

費用
10,000 元

13,000 元

5,000 元

附註：1. 逾期報名加收 1,000 元報名費；當梯前 5 天開始不接受臨時報名及更動梯次。

七、報名方式：劃撥傳真或 E-mail 報名。劃撥單詳細填寫寄款人通訊處，以利財務室寄發繳
費憑單；正楷詳填報名表，夫婦若報同梯次請備註，並附上劃撥單收據傳真
報名 02-23632669。傳真後請來電 02-23625282*255 劉助理確認本會收到。
E-mail:society@mail.pct.org.tw；劃撥單請用拍照後用 mail 方式寄來。
劃撥帳號：1956-6285，戶名：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宣教基金會，備註：社會行動訓練。
八、注意事項：個人的聖經、記事本、沐浴用品、毛巾、環保杯筷、藥品、衣物……等；為響
應環保，本會舉辦之所有活動皆無提供紙杯。
九、課程簡介：(如下頁)

組織領導訓練 URM（Urban Rural Movement）初級班
◎這是一套以愛與公義為原則，非暴力為手段，組織人民爭取權力的訓練工具。
◎參與者可學到：
※權力的來源及如何協助人民爭取權力
※如何有效的選擇事題與分析事題
※有效克服人民的無力感
※團體互動及傾聽、有效的溝通
※尋找人民痛的根源以及有效的解決策略
※獲得共同行動取向和步驟共識
※獻身與服務，共創理想的未來
◎誰適合參加城鄉宣教訓練
願意關懷社會弱勢族群，包括勞工、農漁民、婦女、青年學生、原住民、
客家、殘障、新住民…等有志成為草根組織工作者。
◎初級班訓練課程內容
--尋找人民的痛
--社會問題分析模型
--價值觀反省的過程
--策略計劃模型/可行的解決策略
--社會行動的步驟
--愛、公義、權力的關聯
--權力遊戲
--我們的願景
--有效溝通的模式
◎講師簡介：
現任：台北公義行動教會牧師。
學經歷：
 台南神學院神學系畢業(道學碩士)、芝加哥
神學研究院畢業(神學碩士)、台南神學院牧
範學博士班。
 台灣城鄉宣教運動(Urban Rural Mission)訓
練師、衝突解決研究 (Third-Party Neutral 中
性第三者)培訓師。
 第十屆省議員；第五、六屆立法委員；改
制後台南市政府新聞處長、民政局長；立
法院最高顧問。
 台灣國家和平研究協會秘書長。

中性第三者」訓練計劃 「Third-Party Neutral, TPN」Training Program
提供您一套強化溝通、達成共識、與改變態度的知識與技能
有人的地方就有衝突，衝突也是人類文明演進必經之過程。人類的歷史是一
部介於「戰爭」與「和平」輪迴的事蹟：戰爭是為了和平，和平時期又得準備下一次的戰爭。
因此，人際互動之關係充滿著「競爭、紛爭與鬥爭」之「衝突」。
一般說來，「衝突」只要雙方願意，可以「各自」透過談判或可由「第三者」幫助的方
式來解決。「衝突解決」或「衝突管理」已成為一新興的研究領域，有正式與非正式之分。
透過「法律訴訟」來解決之程序稱為「正規衝突管理制度」，而透過「變通性的糾紛解決辦
法」的模式稱為「非正規衝突管理制度」。
「中性第三者 (Third Party Neutral, TPN)」 是具有一套「專業知識與技能」可以幫人解決
衝突之士。台灣縣、市、鄉、鎮與區的「調解委員會」
，以及，新近由司法院推動的法院「調
解制度」是「變通性的糾紛解決辦法」之例。司法院已將「衝突管理」課程，列為調解委員
訓練八大課程之內(司法院，2012)。
「中性第三者訓練計劃」是由「加拿大衝突解決學院 (Canadian Institute for Conflict
Resolution, CICR)」所研發展的一套「衝突解決、衝突管理與衝突預防」之工具。該課程共分
為五單元，每單元各需 40 小時：第一單元（TPN 1）
【中性第三者的養成】
，是最根本的訓練；
第二單元（TPN 2）
【促解技巧的發展】
；第三單元（TPN 3）
【調解技巧的發展】
；第四單元 (TPN4)
【中性第三者職場培訓原則、實踐與省思】
。如果修完 160 小時，可運用到「和平營造與衝突
轉型」之推動，亦可進入第五單元（TPN 5）「培訓師的訓練」。
這是世界上最週全、嚴謹與有效率的「中性第三者」訓練課程，已經推廣到三十三個國
家(2013 年)。

我們需要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士!
在“天真浪漫黃磚路”的盡頭，又憤世嫉俗小巷的另一端，有一條狹窄昏暗、不易發現
的小徑;即使發覺，也很難讓人堅持於此途。那些有技巧、有毅力堅持的人，選定此道路，用
難以計數的方式，來替我們服務。我們真的需要更多、更多這樣的人。
約翰 科特(John Kotter)

◎講師簡介：

陳校賢(Steve Chen)
學經歷：
 台大獸醫學系、加拿大沙省大學獸醫學博士
 加拿大聯邦農業部、加拿大食品管理局、動物病理研究
院負責組織病理及研究室主任
 私立長榮大學衝突研究中心教授、長榮大學通識教育中
心教授、衝突研究中心主任
 行政院衛生署牛海綿狀腦病專家諮詢委員
 加拿大衝突解決學院榮譽院士兼高級講師

開放空間技巧 OST（Open Space Technology）
課程簡介：
◎這是一套組織成長與改造的會議技術。藉 OST 凝聚組織成員共識、提高參與度，
進而改造傳統組織文化。理論上可持續循環地改造，更新活化組織生命，把宗
旨遠景逐漸提昇到更高的層次。
◎參與者可學到：
一、 當組織或社區正面臨複雜問題，每個人對解決問題的方式毫無頭緒，相
關的人際關係差異很大，這種問題大家覺得非處理不可的時候，就是進
行開放空間會議的最佳時機。
二、 參與者會覺得被激發、活化、對自己和整個團體的所創造的成果感到興
奮。其中的委員會或任務小組會持續幾個禮拜、幾個月，甚至幾年去完
成所訂定的目標。

三、 可以讓參與者很快找出共同的議題、機會和行動計畫，並將所有的報告
交到參與者手上。
◎講師簡介：

王榮義牧師
現任：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基督教教育中心主任
學經歷：
 台南神學院道學碩士; 愛丁堡大學神學碩
士; 波士頓學院教育碩士。
 馬偕醫院院牧及協談中心主任共 15 年。

 台北及台中大專學生中心輔導 9 年。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大專事工委員會幹事

2019 社會行動訓練
課程名稱

三項課程之梯次、地點、時間、限額及費用

城鄉宣教運動 URM 初級班

地點：桃園復興鄉比亞外教會

梯次

第一梯

第二梯

報到時間

2019/07/21(日)晚上 18:00

2019/08/22(四)晚上 18:00

結束時間

2019/07/26(五)中午 12:00

2019/08/27(二)中午 12:00

(參考用)

人數限額

每梯限額 24 名

報名費用

10,000 元(含課程、食宿)

課程名稱

中性第三者 TPN 初級班

地點：新竹聖經學院

梯次

第一梯

第二梯

報到時間

2019/09/11（三）晚上 18:00

2019/09/22（日）晚上 18:00

結束時間

2019/09/16（一）中午 12:00

2019/09/27（五）中午 12:00

(參考用)

人數限額

每梯限額 24 名

報名費用

13,000 元(含課程、食宿)

課程名稱

開放空間技巧 OST

地點：新竹聖經學院

梯次

第一梯

第二梯

報到時間

2019/11/11（一）上午 10:30

2019/11/18（一）上午 10:30

結束時間

2019/11/13（三）下午 12:30

2019/11/20（三）下午 12:30

(參考用)

人數限額

每梯限額 30 名

報名費用

5,000 元(含課程、食宿)

備註：
1. 每項課程實際結束時間將依據上課進度調整，本表課程結束時間僅供參考。
2. 逾期報名加收 1,000 元報名費；當梯前五天開始不接受臨時報名及更動梯次。
3. 活動課程消息會不定期更新，請隨時留意 http://society.pct.org.tw/最新消息。

To：教會與社會委員會

傳真：02-2363-2669 ；E-mail：society@mail.pct.org.tw

將本表附上報名費劃撥單收據傳真或 E-mail，傳真後請來電確認本會是否收到
電話：02-2362-5282 轉 255 教社委員會劉嘉芬姐妹。

2019 年「社會行動訓練」報名表
派遣單位(中會/教會/機構/社團)：
姓名：

稱呼：

性別：

參會身分：□本宗教會牧者

□本宗教會信徒

□社團/機構

出生日期：

身分證號碼：

(保險用)

(保險用)

電話：0

-

手機：09

-

-

-

□其他

傳真：0

-

地址：□□□-□□
務必填寫 5 碼

E-mail：

住宿：□需要

□不需要

備註：

請以 1、2、3…填上欲參加的梯次之順序，本會照報名收件次序安排各梯報名者。
U R M：
第一梯次
第二梯次
T P N：

第一梯次

第二梯次

O S T：

第一梯次

第二梯次

劃
撥
單
收
據

-

附 件

URM 課程-自傳(300-500 字)

1. 家庭簡介

2. 成長和求學過程

3. 參加社運(或社團)歷程和經驗

4. 參加動機和未來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