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教師諮商輔導支持中心 

111 學年第一學期「薪傳．傳心」教師主題團體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諮商輔導支持體系設立辦法 

二、教育部教師諮商輔導支持中心設置要點 

貳、目的： 

一、促進與維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心理健康 

二、增加對於教師支持輔助，並提升教師對其工作之勝任能力 

三、提供教師全人成長、自我探索與關係整合之諮商輔導服務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 

二、承辦單位：教育部教師諮商輔導支持中心（以下稱本中心） 

肆、主題團體簡介： 

「薪傳‧傳心」乃是本中心為教育部所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特別規

劃與安排的連續性教師主題支持團體。本次團體主題以「生涯意義」、「教師

專業」及「職家平衡」等主題進行規劃。學校教師藉由參加團體，除了能在

生活或教職壓力有所梳理，更重要的是，透過一群人的相會與主題討論，將

能有更多資源，一齊面對教職角色或家庭關係互動，相互支持與成長，而能

理解、啟發與前進。本次團體共計 3 團，相關資訊如下： 

【主題類別一】生涯意義 

1.  《探尋生涯路～代理教師自我成長團體》 

⚫時間：111/10/24、10/31、11/7、11/14（週一）18：30~21：30 

⚫參與對象：目前為代理教師，不論科別或代理兼職行政職、代理兼任導

師，或在一校中身兼多職，參與者不限代理年資皆歡迎參與。 

⚫人數：10-15 名 

⚫領導者：刑志彬助理教授 

⚫形式：實體於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4101 專業教室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 號） 

【主題類別二】教師專業 

2.  《班有特殊生～親師互動技巧增能團體》 

⚫時間：111/11/5、11/12、11/19、11/26（週六）10：00~12：00 

⚫參與對象：目前為在職教師，不論導師、科任教師、行政職，在教務範

圍內會教導特殊學生，希望能藉由團體相互分享教職經驗，並獲得

支持及學習之教師，皆歡迎報名。 

⚫人數：10 名 

⚫領導者：陳孟筳助理教授 

⚫形式：線上 google meet 



【主題類別三】職家平衡 

3.  《關係圓舞曲～伴侶關係成長與支持團體》 

⚫時間：111/11/12、11/19、11/26、12/10（週六）9：00~12：00 

⚫參與對象：想從伴侶／婚姻關係中學習自我成長者，並覺察家庭、社會

對關係之影響，學習如何自我照顧與溝通。 

⚫人數：8 名 

⚫領導者：張祐誠助理教授 

⚫形式：線上 google meet 

 

伍、錄取原則與順序： 

一、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優先； 

二、能完整參與 4 次團體者優先，並以 1 校 1 名為限； 

三、以本年度首次參與本中心團體諮商輔導活動者優先為原則； 

四、經團體帶領者評估，報名者的參加期待和主題團體之活動目標與設計符

合者。 

陸、報名方式與參與相關事宜： 

一、報名時間：第一階段報名自即日起 111 年 10 月 14 日（週五）中午 12

點，並視實際報名狀況，保留開放第二階段報名時間之調整權利。 

二、線上報名表單連結與填寫：請瀏覽各場次團體簡介後，根據有興趣的團

體場次，直接點入連結：https://sti.to/bp60inr1 或附檔海報中 QR code

報名（請參考附件）。 

三、注意事項： 

（一）錄取及遞補：本中心將於 10 月 17 日以電子信件寄發錄取通知，

報名者需於 10月 19 日中午 12 點前確認回覆，始為正式錄取者；

若團體開放遞補名額，本中心將於 10 月 19 日下午陸續發送候補

通知信，候補者需於 10 月 21 日中午 12 點前確認回覆，始為正

式錄取者。如遇報名時程延長之狀況，以本中心實際公告時間為

主。敬請留意本中心官網或臉書專頁貼文。 

（二）團體性質及參與目的： 

1. 性質：本主題團體與一般課程研習不同，透過領導者帶領及

團體成員的參與及分享，激盪出更多的學習及啟發。 

2. 參與目的：藉由參與團體，透過成員願意在團體中分享自身

經驗，並聆聽、回應其他成員，以能對教職工作或自身生命

有所支持與更多元的省思。 

（三）請假與出席： 

1. 取消報名：經正式錄取者，若事後得知無法出席或全程參與

時 ， 請 務 必 於 第 一 次 團 體 開 始 前 寄 電 子 郵 件

tcare_exe@ntnu.edu.tw，並以電話通知中心承辦人知悉，俾利

https://sti.to/bp60inr1
mailto:tcare_exe@ntnu.edu.tw


遞補作業。若中途無法完整參與或無故缺席者，將列為未來

中心服務報名資格審核依據。此外，考量疫情安全而無法參

與者非個人因素，故不列入未來報名資格審核依據。 

2. 出席：為利團體順利進行、不被中斷或干擾，請提早並準時

入席；另為維護學員權益，現場不接受臨時報名或旁聽。線

上團體為確保網路連線品質，團體將於正式開始前 15 至 30

分鐘開放設備與聲音測試，詳情請參閱線上場次行前通知信，

或詢問各場次行政聯絡人；另為確保團體成員出席狀況及維

持團體進行品質，邀請線上團體成員全程開啟視訊鏡頭，並

於安靜且獨立的空間參與團體，以利團體進行。 

（四）團體諮商輔導服務同意書：為完善參與教師之最佳福祉及確保本

中心服務品質與效益，本中心「薪傳．傳心」團體諮商提供團體

（含實體與線上）服務知情同意書，欲報名之教師請在報名時閱

讀服務同意書文件，如有任何疑義，請來電諮詢本中心。 

（五）依據教育部教師諮商輔導支持中心設置要點第七項，本中心「薪

傳．傳心」團體不提供任何形式的證明文件與時數。 

（六）報名教師若有任一下列情事，將無法提供服務；經查證後，一律

取消參與資格： 

1. 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屬實之校園性別事件行為人。 

2. 經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調查屬實之校園霸凌事件行為人。 

3. 進入解聘、不續聘或終局停聘處理程序中之教師。 

柒、聯絡窗口： 

一、承辦單位：教育部教師諮商輔導支持中心 

     林亭孜 專任諮商心理師 (02)2321-1786 # 106 

     電子信箱：tcare_exe@ntnu.edu.tw 

二、如有報名疑問或需協助事項者，請洽詢教師諮商輔導支持中心。 

三、各場次行前通知信及團體注意事項，將於錄取後發送至 email 信箱，請

務必確保信箱暢通；若有任何參與相關問題，請洽詢各場次指定聯絡人。 

捌、經費： 

一、本「薪傳‧傳心」教師主題團體之相關經費均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委辦款項下支應。 

二、 教師參與全程免費，惟交通、住宿等相關費用需自理，本中心並未提供

相關費用補助。 

玖、其他： 

一、本活動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最新公告作業，學員需配合相關防疫規範與

措施。若因應疫情採取線上形式或取消，則視情況另行告知。 

二、如遇颱風或重大天災，將配合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辦理。 

三、本計畫若有未盡事宜，將另行公告補充之。 



  



探尋生涯路～代理教師自我成長團體 

帶領者：刑志彬助理教授 

 

代理教師同樣以教師的角色扮演專業的教育者，但是代理的身分卻多了一

些對於生涯的不安與緊張，除了在教學、帶班、行政、與家長應對的壓力之

外，同時仍需要面對自己未來走向的徬徨，代理教師往往承擔更大的心理壓

力，卻無法有一個彼此支持與抒發情緒的管道。 

此團體將以代理教師為參與的主體，無論你/妳專心致志在教師的道路上多

久，或者正在思索要不要為自己設立一個停損點，你/妳可能需要一個除了以考

上教師為奮鬥目標的讀書會之外的夥伴，需要一個可以讓自己在此傾心陪伴自

己、與相同經驗夥伴對話的平台，如果，你/妳有一些心動，就請加入我們吧！ 

在這個團體空間裡面，我們會彼此專注傾聽，也可以放心地訴說心情與辛

苦，這是一個好好探尋自己、讓自己成長的機會，你/妳可能會更知道對於教師

職涯的熱愛，同時讓自己更堅定地走在教師的道路。 

 

時間 111/10/24、10/31、11/7、11/14（週一）18：30~21：30 

參與對象 

目前為學校聘期內代理教師，不論科別或代理兼職行政職、代

理兼任導師，或在一校中身兼多職，參與者不限代理年資皆歡

迎參與。 

人數 10-15 名 

形式 
實體於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4101 專

業教室進行（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 號） 

帶領者經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助理教授 

四次活動大綱 

1. 瞭解團體期待及自己對教師角色的覺知及感受 

2. 教師生涯想像：代理身分與想像差異、困境討論 

3. 代理身分的社會期待與自我動機 

4. 教師生涯的行動、未來影響與整理 

報名表單與 

QR code 

https://www.surveycake.com/s/0gK3y 

 

主題一：生涯意義 

https://www.surveycake.com/s/0gK3y


班有特殊生～親師互動技巧增能團體 

帶領者：陳孟筳助理教授 

 

此次團體對象主要為針對需服務或教導特殊學生的老師。團體帶領者同時

具備學校心理師與臨床心理師的證照，對特殊學生與學校情況有相當程度的了

解。老師們藉由這個團體可以互相分享經驗，可從團體當中更了解自己、藉由

團體陪伴看見自己並不孤單，也能進一步了解彼此在教學現場面對引發情緒的

情況時，有什麼有效的因應策略；藉由團體帶領者的協助來練習放鬆技巧，並

透過團體相互分享習得更多的因應策略，準備好面對未來。 

 

時間 111/11/05、11/12、11/19、11/26（週六）10：00～12：00 

參與對象 

目前為在職教師，不論導師、科任教師、行政職，在教務範圍

內會教導特殊學生，希望能藉由團體相互分享教職經驗，並獲

得支持及學習之教師，皆歡迎報名。 

人數 10 名 

形式 線上 google meet 

帶領者經歷 

現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助理教授 

經歷：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學校心理學博士學位 

   國立成功大學行為醫學所臨床心理組碩士學位 

   美國學校心理師與臺灣臨床心理師證照 

四次活動大綱 

1. 團體相見歡：互相認識、訂定團體規範與目標 

2. 賦能教師：了解老師們所遇到的困難及嘗試過的解決策

略，並嘗試理解內在情緒及壓力，達到平衡 

3. 應用分享：藉由團體討論，使經驗能有更多想法及角度 

4. 回顧與未來展望：整理參加四次團體的心得，迎向未來 

報名表單與 

QR code 

https://www.surveycake.com/s/pyrq6 

 

  

主題二：教師專業 

https://www.surveycake.com/s/pyrq6


關係圓舞曲～伴侶關係成長與支持團體 

領導者：張祐誠助理教授 

 

經營伴侶或婚姻關係，是需要對自己有許多的認識與關愛，才能在面對家

庭、社會、與自身的內外壓力中，依然保持情緒的穩定，也能發展出相互滋養

的親密關係。尤其在兩人一同對未來規劃時，總會遇到意見不同、步調不一或

期待落空的時候，此時該如何安定自己後，再好好理解彼此的感受，重新定位

方向，是非常重要的。在此團體中，帶領者會引導成員互相支持、傾聽，從彼

此深刻的分享中，探索個人在關係中的感受和願景，並練習關係中相互理解與

溝通的方法。 

本團體將透過：（1）身心安定與溝通對話的練習；（2）成員相互支持與分

享；（3）親密關係的概念分享，一齊相互扶持與前進。 

時間 111/11/12、11/19、11/26、12/10（週六）9：00~12：00 

參與對象 
目前為在職教師，想從伴侶／婚姻關係中學習自我成長，並覺

察家庭、社會對關係之影響，學習如何自我照顧與溝通者。 

人數 8 名 

形式 線上 google meet 

帶領者經歷 

現職：淡江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所助理教授 

經歷：台灣心理劇學會理事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博士 

      毛蟲藝術心理諮商所諮商心理師／督導 

四次活動大綱 

1. 我們在一起：認識自己在關係中的形象與優勢 

2. 我們所重視的：探索人際對伴侶關係影響，探索及釐清價

值觀 

3. 我懂你，你懂我：透過對話，認識溝通中的自己 

4. 我的伴侶關係願景：以藝術創作探索自身關係願景 

成員自備材料 蠟筆一盒、A4 紙、抱枕、溫水。 

備註 
請使用大螢幕、麥克風、視訊鏡頭參與（勿用手機），並於安

靜不受打擾的獨立空間參加，使更能舒服自在投入團體。 

報名表單與 

QR code 

https://www.surveycake.com/s/4grw1 

 

 

主題三：職家平衡 

https://www.surveycake.com/s/4grw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