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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向上社會福利基金會 

『啟動覺察力、掌握影響力－ 

助人工作者自我成長的一堂必修課』 

【報名簡章】 

一、課程緣起 

看見現今台灣助人工作者培育的過程普遍著重於專業技能養成居多，往往忽略了溝

通協調、團隊合作與效能管理、以及有效的學習能力皆是需要透過訓練與不斷的技巧操

作、練習培養，而非與生俱來的條件。在未經良好訓練之前提下，容易造成缺乏成尌感、

受限於單一問題解決方法、職業倦怠、同儕關係緊繃等阻礙自身專業發展的現象；而日

復一日負荷大批繁瑣的工作量，逐漸磨去助人工作者當初渴望付出的初心與初衷。 

有別於傳統填鴨式講授，本課程採用體驗學習的互動模式，提供學員互動學習的環

境，在反思提問及經驗整合的歷程中，達到自我覺察、提升溝通協調、跨專業團隊合作

能力，以及釐清價值觀和工作觀，進一步增進工作效能。體驗學習最早被解釋為：做中

學，係指一個人透過直接體驗來獲得知識、技能與學習價值(AEE，1995)。即體驗學習可

滿足某些群體其特殊的需要，而「自我概念的改善」即是其中之一。強調透過培養獨立

思考和創新解決能力的課程，協助助人工作服務專業人員與其實務經驗相結合，以利聚

焦於學習適用現階段以及未來即將面臨相關問題所需具備之人格特質與問題解決能力。 

二、課程簡介 

隨著台灣當今社會需被服務的人口數大幅增加，專業助人工作者的人格素養養成與

專業職能培訓便顯得刻不容緩；然而，社會福利本為「人」的工作性質，對於身心靈更

是時時處於高度耗損的狀態。期待透過專業設計的課程內容，提昇個體自我覺察與專業

反思能力，進而協助個體產生意願去內化其核心生命價值、強化其生命韌性與強度、培

養積極正向的生命態度、重新定義工作價值。此課程規劃共分為漸進式三階段，每階段

為三日課程，於三週內完成兩日及一日課程。每階段之間皆需進行實務操作。 

(一) 課程方式： 

運用體驗式學習模式，以及半結構的課程設計，針對需建構的關鍵能力提供理論及

體驗活動，視學員學習狀態及進展於課程中調整比例分配。在課程中建構共學之學

伴關係，透過提問引導學員在活動中覺察慣性、行為影響力，教導及訓練學員運用

相關技巧在活動中、現實生活中進行行為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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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目標： 

第一階段(基礎課程)：學習改變 ING－改變由自己做起 

★ 學習並運用批判性邏輯思考以重新覺察及檢視自身行為及價值觀：「經驗學習循

環」、「改變 ING技術」、「進階溝通技巧」、「進階合作技巧」、「統整多元意見技巧」

等將是此階段重要的核心課程架構。並將在課程中建構共學社群、學伴制度，分析

出造成目前工作、生活中所遇困境的慣性行為及環境觸發物，引導擬出具體可操作

的個別化策略來進行自我改變。在進入第二階段進階課程之間進行實務操作，增加

支持系統以展延改變的層面和程度。 

✔ 跳脫傳統口述或指令式學習模式，讓參與者有機會能夠重新回到「體驗與感受」的

階段；因著實際經驗的產生與過往經驗的比對，促進人類神經傳導模式再塑，檢視

自身價值觀與行為是否一致，並進一步調整思維以及在活動中演練、嘗試新的做

法，讓過度社會化的思考模式得以轉化為較具深度和廣度的覺察。 

第二階段(進階課程)：掌握關鍵影響力－有效影響他人改變 

★ 透過認識發揮影響力的六大因子，檢視第一階段學習改變的應用狀態及阻礙，進一

步分析出關鍵行為為何，並學習如何運用相關技巧與知識來影響他人，改變根深蒂

固的積習以創造卓越的成果。 

✔ 一般人在面對挑戰時，通常可能只會用到一、兩種影響工具；而影響者在面對一項

將要改變的行為時，卻能找出形塑這項行為的所有因素，讓這些因素成為手上的資

源而非阻礙，進而增加成功的機會。 

第三階段(高階課程)：創新思維變革力－重擬問題超越阻礙 

★ 學習如何透過創意思考法，發展出突破性的改變策略；正確使用腦力激盪、創意心

智圖，自發性發展願景思維及創意問題解決能力；主動發現問題、動手解決問題。 

✔ 教育之可貴的地方即在於其實用性，倘若沒機會練習，空泛學了再多技巧也是枉

然；而真正的學習不單只是帶來短暫激勵作用，更重要的是促發點燃每位生命個體

內在主宰的原動力，去看見自身需求以及渴望改變的動機、進而願意持續赴諸改變

的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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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流程：★所有單元皆包含理論說明、體驗活動、反思階段、學習應用階段★ 

第一階段(基礎課程)：學習改變 ING－改變由自己做起 

Day1 

｜ 

Day2 

單元一 認識體驗式學習、成人學習模式 

單元二 建立共學群組、認識成長型思維及固著型思維 

單元三 覺察慣性 

單元四 盤點觸發物 

單元五 改變之輪 

單元六 每日提問計畫，實務操作 

Day 3 
單元七 實務操作經驗分享、反思真實生活中的慣性行為及思維 

單元八 創造觸發物及有效改變策略 

第二階段(進階課程)：掌握關鍵影響力－有效影響他人改變 

Day1 

｜ 

Day2 

單元一 改變 ING實務經驗分享、認識影響力的三個秘訣 

單元二 激發個人動機－把討厭變喜歡 

單元三 提升個人能力－把不會變成會 

單元四 營造社會動機－用同儕的壓力 

單元五 開發社會能力－借眾人的力量 

單元六 打造組織動機－調整賞罰結構 

單元七 發揮組織能力－改變週遭環境 

單元八 實際案例討論、實務操作 

Day 3 
單元九 實務操作經驗分享、案例分析 

單元十 進階行為改變技術、案例分享 

第三階段(高階課程)：創新思維變革力－重擬問題超越阻礙 

Day1 

｜ 

Day2 

單元一 實務操作分享及反思；提列問題 

單元二 
進階慣性覺察－認識創意思考、設計師思維、檢視『健康、工作、遊 

戲、愛的儀表板』 

單元三 進階改變之輪－區辨重力問題、船錨問題 

單元四 檢視『人生羅盤』－工作觀、價值觀 

單元五 創意心智圖、創造嶄新的工作職業 

單元六 奧德賽計畫－三種人生設計計畫 

單元七 設計原型－可操作實驗的新生活模式 

單元八 建立設計團隊－實務操作計畫 

Day 3 
單元九 實務操作分享，進行問題重擬 

單元十 學習轉移－在生活及職場活用改變 ING、發揮影響力、創意設計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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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地點：臺中市希望家園 (臺中市大里區上興街 2段 51巷 46號)。 

(五)課程時間：上午 09:00～下午 17:00，共計 7 小時 (中午休息 1小時)。 

(六)課程日期： 

 第 1梯次 第 2梯次 第 3梯次 

第一階段 
(基礎課程) 

8/19-20 

+ 

9/3(日) 

8/26-27 

+ 

9/10(日) 

9/23-24 

+ 

 10/1(日) 

第二階段 
(進階課程) 

10/21-22 

+ 

11/12(日) 

第三階段 
(高階課程) 

11/25-26 

+ 

12/9(六) 

(七)課程效益： 

第一階段 
(基礎課程) 

參與者能發展學習改變計劃，並進行為期 14天的操作 

第二階段 
(進階課程) 

參與者能提出一項欲改變的議題，分析關鍵行為及如何運用六大因子進

行，並提出實務操作的成果。 

第三階段 
(高階課程) 

參與者能針對一直無法解決議題，透過創意思考法、重擬問題，提出多

元不同的觀點及解決方法，並產出實際可操作的改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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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講師簡介 

講師姓名 學/經歷 

張馨之 

現職：歷奇國際有限公司 A-Team 資深引導教練 

雲林縣職能治療師公會總幹事 

表達性藝術講師 

Playabck 即興劇場工作者 

學歷：成功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經歷：信安醫院職能治療室主任 

良欣康復之家兼職職能治療師 

嘉南療養院精神科職能治療師 

佳德醫療機團生理小兒職能治療師 

國軍高雄總醫院精神科職能治療師 

徐堅璽 

現職：花蓮好生活勞動合作社理事主席 

      亞洲體驗教育學會冒險治療專業社群(TTAPG)委員會副主委 

歷奇國際有限公司 A-Team 資深引導教練 

學歷：臺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臨床組碩士 

      臺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臨床組博士班肄業 

經歷：亞洲體驗教育學會(AAEE)理事 

杏語心靈診所花蓮分部主任 

      臺北市立信義國民中學教師兼輔導組長 

      臺北市信義國中學校臨床心理師 

      臺灣大學學生心理輔導中心輔導員 

 

 

 

 

 

 

 

 

 



6 

 

四、報名辦法 

 (一)報名對象：助人工作服務相關人員。 

    (二)課程名額：講師與學員比例1：16、每梯次上限最多32名。   

    (三)報名方式：網路報名 

1、即日起開放報名，2017年 8月 31日(日) 截止報名(或額滿為止)。 

        2、線上報名：https://goo.gl/forms/eWggz1magh1EcuNI3  

           採匯款完成報名制。報名後需來電告知匯款資料。資料未完整、或非正確者，視

同未報名，敬請協助配合。最終以本會公告之錄取名單為準。 

        3、課程費用：每階段(共3天) $5,400 (含場地公共意外責任險與中餐)。 

《為漸進式課程規劃、需上第一階段方得報名第二、三階段，以此類推。》 

        4、匯款資訊：本課程因名額有限，依收到報名表順序為錄取名單之依據。 

確定錄取者，將以E-mail告知匯款相關資訊。 

       報名日期 

報名對象 

早鳥優惠價 

7/17～7/31 

一般報名費用 

8/1～8/31 

個人報名 

一般參加者 $5200 /人/單階段 $15,600 /人/三階段 $5400 /人/單階段 $16,200 /人/三階段 

一般參加者(學生) $5000 /人/單階段 $15,000 /人/三階段 $5200 /人/單階段 $15,600 /人/三階段 

身心障礙者 $4800 /人/單階段 $14,000 /人/三階段 $5000 /人/單階段 $15,000 /人/三階段 

團體報名 

3人以上團報 $5100 /人/單階段 $15,300 /人/三階段   

5人以上團報 $5000 /人/單階段 $15,000 /人/三階段   

 

※以學生身份報名者，需在報名時另外以電子檔的方式 E-mail 有效學生證的正反面檔案至本會

報名信箱 hopeedu41257@gmail.com 以茲證明。信件主旨標題請註明「學生 XXX報名：助人工

作者自我成長的一門必修課」。 

(四)報名步驟： 

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步驟四 

報名資料填寫 

個人報名  

線上填寫資料送出 

團體報名  

團體聯絡人將資料彙
整後以 E-mail 報名 

核對報名資料 

與本會確認報名人數、 

報名日期及應繳金額 

完成課程匯款 

經工作人員確認無誤
後，將發出報名成功通
知信至個人或團體聯
絡人之電子信箱 

至個人信箱再次確認
本會寄出成功報名之
回信 

請再次確認定期更新
成功報名名單 

https://goo.gl/forms/eWggz1magh1EcuNI3
mailto:asiaae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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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退費申請辦法 

(一)若您因故無法出席此課程，建議您先詢問其他友人是否願意替補您的報名名額，我們

很樂意協助您變更報名名額與資料(毋需任何手續費)。 

(二)如因主辦單位因素、或天候等不可抗拒之因素影響課程無法如期舉辦，將退回全額報

名費用。退款費用將於課程結束後一週內辦理，若仍未收到退款，敬請主動來信或

來電確認提醒。 

(三)滿 16人開課，若不滿 16人主辦單位將改期並另行通知，開課人數上限為 32人。 

(四)本會保有取消或調整上課日期之權利，若有任何更改將公告於本會網站。 

(五)如因未完成報名手續、報名資格不符需退費者，需自行負擔退款之銀行手續費。 

(六)退費標準： 

    - 開課前 3天恕不予退費。 

- 開課前 4~7天退費或改期，將酌收報名費 80%為手續費。 

- 開課前 8~21天退費或改期，將酌收報名費 50%為手續費。 

- 開課前 22~45天退費或改期，將酌收報名費 30%為手續費。 

六、學分認證 

※本課程規劃申請下列積分認證，其課程認證時數，依各學會核定。 

※申請通過後，將於課後 2個月內協助上課學員登錄積分。 

(一)職能治療師繼續教育學分 

(二)物理治療師繼續教育學分 

(三)語言治療師繼續教育學分 

(四)心理治療師繼續教育學分 

(五)社會工作師繼續教育學分 

七、注意事項 

(一)本課程提供午餐及茶點，為響應環保政策，請自行攜帶杯具及個人餐具。 

(二)為尊重講師與其他學員，課程中請勿自行拍照、錄影及錄音。 

(三)全程參加者本會發給課程證明。 

 

 

   

專案管理組：許佳儒  

網站：http://www.child-home.org.tw/ 

電話：04-24922601#102  傳真：04-24930455 

電子信箱：hopeedu41257@gmail.com 

    地址：臺中市大里區上興街二段 51巷 46號 

 

http://www.child-home.org.tw/
mailto:asiaae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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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交通資訊              

 

※交通資訊 ※ 

【臺中市希望家園】 

 

※大門(前門) 

臺中市大里區向上街51號 

 

※地下停車場(後門)  

臺中市大里區上興街二

段51巷46號(51巷底右轉)  
  

★ 開車者： 

於【74快速道路】至【大里一(德芳南路)】下交流道，左轉【立元一橋】，

右轉【甲堤南路】經【仁慈街】，接【至善路】，右轉【上興街二段】，右

轉【51巷盡頭】。 

★ 搭火車或客運至台中車站下車者： 

   1、搭乘【台中客運 131路】，於【成功社區站】下車，步行至【上興街

二段 51巷】約 5分鐘。 

   2、搭乘【台中客運 100路】、【50 路】，於【中興仁化路口站】下車，

步行於【塗城路】至【向上街 51號】約 10分鐘。 

★★請勿自上興街二段 65巷進入。 

★★使用 Google Map 導航時，請直接搜尋關鍵字「臺中市希望家園」即可。 

【臺中市希望家園位置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