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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文華高中 102年度推動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生命教育小團體輔導活動 

執行成果報告書 

 

學校：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                                      校長：薛光豐 

壹、 計畫簡要內容 

計畫

名稱 
計畫目標 執行成果 

「
微
笑
天
使
」--

學
生
成
長
團
體 

一、推動學生志工服務學習

活動，培養、提升高二

同儕輔導員之助人態度

與知能，增進其自我成

長。 

二、建構校內同儕輔導人力

資源，提供半專業之同

儕輔導服務，落實輔導

室預防與發展性輔導工

作目標。  

一、小團體實施日期：102年 8月 9日至 9月 18

日。 

二、小團體時數：成長團體 2小時*5次；督導團

體 1小時*2次，共計 12小時 

三、參與人數：共計 14人（男 3人、女 11人）。 

四、帶領人：國立臺中文華高中湯韻蓉老師 

五、參加對象：甄選有意願擔任同儕輔導員之高二

學生。 

六、活動計畫詳附件。 

貳、效益評估：102年度申請教育部國教署「國立暨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事務與輔導 102

中一區輔導工作特色活動」經費補助 4800元，本校開設生命教育小團體活動「微笑天使」

-同儕輔導學生成長團體。經費執行率 100％。 

 

（一）「微笑天使」-同儕輔導學生成長團體：102年 6月透過甄選活動，篩選出有意願、

人格特質適合的同儕輔導員預備人選後，以同理心、助人技巧等課程，賦予同儕輔

導員應有之知能，以協助高一新生。暑期 10小時成長團體課程後，開學後仍定期辦

理督導團體，以了解同儕輔導員協助高一新生的後續問題，並進行經驗分享。 

（二）參與成員對小團體活動的回饋： 

  非常符合 十分符合 符合 不符合 
非  常 

不符合 

1.我喜歡小團體的氣氛 79% 21%       

2.我喜歡小團體的成員 86% 14%       

3.我喜歡小團體所安排的活

動 
64% 36%       

4.在小團體裡，我可以盡情表 57% 2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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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我自己的想法 

5.我能夠遵守團體規則，用心

參與 
86% 14% 0%     

6.經過這幾次的團體，我有很

多收穫 
50% 50% 0%     

7.我對自己在小團體中的表

現十分滿意 
29% 50% 14% 7%   

8. .如果還有機會，我願意再

參加這樣的小團體 
93%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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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活動相片 

 

活動說明：暑假期間辦理「微笑天使」-同儕輔導學生成長團體 

時間：102年 8月 9日至 8月 15日。 

 

活動說明：「微笑天使」同儕輔導學生成長團體-大合照 

時間：102年 8月 9日至 8月 15日。 



 4 

附件一   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 102學年度第 1學期「微笑天使」成長團體實施計畫 

 

壹、 依據：本校同儕輔導-「微笑天使」服務學習實施計畫。 

貳、 團體名稱：微笑天使--同儕輔導員成長團體。 

參、 實施目的： 

一、協助高一新生面對與因應課業學習、人際、生活適應等問題，落實新生定向輔導工

作。 

二、培養、提升高二同儕輔導員之助人態度與知能，增進其自我成長。 

三、建構校內同儕輔導人力資源，提供半專業之同儕輔導服務，落實輔導室預防與發展

性輔導工作目標。 

肆、 帶領人：湯韻蓉老師 

伍、 成員：102年 6月招募之同儕輔導員共 14人。 

陸、 課程時間及次數：共計 12小時（小團體每次 2小時*5次=10小時，督導團體每次 1小

時*2次，共 2小時）。 

柒、 地點：本校團輔室。 

捌、 單元設計大綱： 

次數 日期 時間 團體主題 活動流程及目標 

一 
102/8/9

（五） 

15：10- 

17：00 
相見歡 

1. 暖身活動。 

2. 增進領導者與成員彼此間的認識，催化團體氣

氛。 

3. 澄清成員對團體的期望、自我目標，建立團體

規範。 

二 
102/8/12

（一） 

15：10- 

17：00 
生命樂章 

1. 協助成員增進團體凝聚力。 

2. 協助成員覺察生命歷程的情緒起伏。 

3. 協助成員學習情緒辨識的能力。 

三 
102/8/13

（二） 

15：10- 

17：00 
心有靈犀 

1. 協助成員了解人際溝通中傾聽的意義，練習專

注及積極傾聽的技巧。 

2. 協助成員學習引導他人及了解同理心之意義

與內涵。 

3. 協助成員學習接納、尊重並增加其擔任同儕輔

導員的信心。 

四 
102/8/14

（三） 

15：10- 

17：00 
心靈捕手 

1. 協助成員練習觀察非語言訊息的力量。 

2. 協助成員學習助人技巧，運用模擬案例，練習

如何傾聽與同理。 

五 
102/8/15 

（四） 

15：10- 

17：00 
祝福摩天輪 

1. 協助成員自我肯定。 

2. 引導成員彼此回饋，給予祝福。 

3. 結束團體。 



 5 

六 102/9/11 
12：10- 

13：00 
督導團體 

1.同理心運用技巧之實務演練。 

2.問題討論。 

七 102/9/18 
12：10- 

13：00 
督導團體 

1.高一新生入校後可能面臨的問題。 

2.陪伴與同理應注意的事項。 

玖、 經費： 

一、內聘鐘點費：400元*12小時=4800元，申請教育部國教署「國立暨私立高級中等學

校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102年度中一區中心學校」經費補助。 

二、材料費：由本校輔導室業務費支應。  

壹拾、本計畫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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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 102學年度同儕輔導員成長團體方案 

單元名稱：認識你真好 單元次：小團體（一） 時間：100分鐘 

單元目標 1. 增進領導者與成員彼此間的認識，催化團體氣氛。 

2. 澄清成員對團體的期望、自我目標，建立團體規範。 

準備器材 彩虹卡、A3紙 14張、海報 2張、彩色筆 2盒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與進行方式 時間 材料 

一、我是小記者 

 

1. 領導者簡單自我介紹，說明團體進行的

方式、團體架構。 

2. 領導者拿出自己的訪問單解說 

3. 活動說明: 將成員用彩虹卡分成兩兩一

組，成員須輪流相互訪問，訪問題目為：

（1）我的姓名、綽號（2）星座（3）興

趣嗜好（4）最得意/最糗/最感恩的一件

事 

4. 由受訪者先回答，此時訪問者需在 A3

紙上盡量以非文字的方式記錄。 

5. 請成員回到大團體分享。 

40分鐘 彩虹卡、 

A3紙 14張、 

彩色筆 

 

二、火燒厝 1. 領導者介紹遊戲規則：團體做成一個

圈，先選派一位成員當鬼，當鬼的同學

要說：「火燒厝」，其他成員一起回答：「燒

誰家？」，鬼任意點一個同學說：「○○

○」 

2. 被點到的成員轉手脕：「唷伊唷伊」，在

他兩旁的同學要做出 2次潑水的動作並

說：「來救火、來救火」 

3. 然後換被點到的成員當鬼，說：「火燒厝」

指定下一個人輪替的人。之中若反應太

慢或反應錯誤，累積達到 3次，就需才

藝表演。 

15分鐘 

 

 

  

 

三、畫出新夥伴 1. 請成員討論，如果還有新夥伴的加入，

會希望他長什麼樣子。 

2. 每位成員至少要貢獻自己身體的某一部

位，來畫出新夥伴的樣貌，不限次數。 

3. 邀請成員在新夥伴的身體內寫下所希望

的特質/行為，身體外寫下不希望的特質

/行為。 

4. 在海報上簽名已示願意配合。 

45分鐘 海報紙、彩色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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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 102學年度同儕輔導員成長團體方案 

單元名稱：生命樂章 單元次：小團體（二） 時間：100分鐘 

單元目標 1. 協助成員增進團體凝聚力及問題解決能力。 

2. 協助成員覺察生命歷程的情緒起伏。 

3. 協助成員學習情緒辨識的能力。 

準備器材 A4紙張、蠟筆 3盒、碼表、A3紙 14張、黏土一包、細線 15條、剪刀、

輕音樂 CD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與進行方式 時間 材料 

一、特質調色盤 1. 領導者發給每位成員一張已印好格子的

A4紙(共 15格)，請成員簽上名字後貼在

自己背後。 

2. 以成員 A為例，請其他成員用直覺挑選出

可以代表成員 A顏色的蠟筆，塗在他背後

的格子上並簽名，接著進行活動。 

3. 請成員拿下背後已被塗滿 14格顏色的紙

張，在最後一格塗上自認的代表色。 

4. 引導成員： 

（1） 說明自己的代表色，以及選擇原因。 

（2） 挑一個最感到好奇的顏色格子，詢問

畫的人的用色原因。 

20分鐘 

 

 

  

A4紙張、蠟筆

3盒、 

碼表 

二、生命樂章 1. 領導者示範與分享 

2. 發下材料，請成員回想「自己從有記憶開

始到現在，不同生命階段的經歷與起

伏」，嘗試至少標示出 7個重要事件點，

再將生命歷程串連起來。 

3. 領導者引領學生想像如果有一件事情可

以重來，會選哪件來作改變？ 

4. 成員輪流分享：挑一件重要事件（最開

心？最難過？最記憶深刻？自己是如何

度過的？），以及想要重新來過的經驗，

之後再由成員給予回饋。  

40分鐘 

 

A3紙 14張、

黏土一包、細

線 14條、剪

刀、輕音樂 CD 

三、情緒你我他 1. 每組抽一個情境題，請各組編寫劇本、安

排劇情及分配角色。(每組演出 3分鐘) 

2. 其他組別予以回饋，分享情境題的重點

(發生了什麼事？)及每個角色可能出現

的情緒/想法，演員再予以澄清及回應。 

40分鐘 

 

情境籤 3張 

 



 8 

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 102學年度同儕輔導員成長團體方案 

單元名稱：助人技巧（初階） 單元次：小團體（三） 時間：100分鐘 

單元目標 1. 協助成員學習引導他人及了解同理心之意義與內涵。 

2. 協助成員了解人際溝通中傾聽的意義，練習專注及積極傾聽的技

巧。 

3. 協助成員學習接納、尊重並增加其擔任同儕輔導員的信心。 

準備器材 彩虹卡、界限繩 30公尺、各類型的物品（各種形狀大小的玩偶、球、

桶子等）、眼罩 7個、小卡 1盒、助人技巧 ppt、筆、彩色筆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與進行方式 時間 材料 

一、地雷區 1. 將成員用彩虹卡分成兩兩一組，在小卡

上寫出自己的夢想/最重要、最有價值的

事。 

2. 領導者向團隊說明，活動的目標就是每

個人都要安全通過地雷區，拿到自己的

夢想小卡，而沒有碰撞到任何人或踩到

任何物品。 

3. 每一組的其中一人要矇眼，另外一個人

就是領導者，領導者要口語領導夥伴通

過地雷區，若有碰到任何物品就必須重

新開始。 

4. 每一組都會在同一時間開始，在活動開

始之前，給各組討論時間，討論他們要

如何合作。 

5. 第二回合，成員交換角色，讓每個人都

有機會體驗。 

6. 引導成員討論： 

（1） 在活動中，當矇眼的人/領導者的感

覺如何?你用什麼方式引導你的伙

伴? 

（2） 什麼因素幫助你們這組成功過地雷

區，過程中你是如何堅持的？如何分

辨那個聲音是正確的還是雜音? 過

程中會有擔心嗎?會想放棄嗎？  

（3） 跨過地雷區的那剎那，你在想些什

麼？（比預期困難/還是比想像中簡

單） 

（4） 日常生活曾遇到障礙嗎?有無你原本

覺得很難，但實際卻沒那麼難的經

40分鐘 

 

 

  

彩虹卡、界限

繩 30公尺、

各類型的物

品、眼罩 7

個、小卡 1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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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5） 第一回合先矇眼，與第一回合先當領

導者的差異? 

（6） 從這個體驗活動中，你看到什麼?學

到什麼?  

二、聽說 1. 將成員用彩虹卡分成兩兩一組，一人先

扮演說話者(A)，另一人扮演傾聽者(B)。 

2. 第一回合 A向 B分享一件自己最有興趣

的話題；B要表現出不回應、不專心聽

的樣子。例如無眼神接觸、低頭、擠眉

弄眼、自言自語，或者可以向 A回話，

但是內容必須是與話題不相干才行。  

3. 第二回合 A向 B說一項自己最近遇到的

不如意、不高興的事；B這次則要積極

傾聽，臉面向著 A，眼睛看著他，在他

說完後親切地與他交談。 

4. 引導成員討論：帶領成員說出剛剛擔任

說話者和傾聽者的感受。什麼方式會感

到專心/不專心? 什麼樣的眼神是讓人

覺得舒服自在的？哪些話和動作讓人有

被了解的感覺？什麼是傾聽的大地雷？  

15分鐘 

 

 

 

 

彩虹卡 

三、心有靈犀 1. 運用 PPT播放，領導者說明同理心的意

涵及步驟。 

（1） 同理心意涵:站在對方的立場設想；

辨識對方的世界中真正的感受；將了

解的部分表達出來給對方知道。 

（2） 教導「簡述語意」+「情緒反映」技

巧。 

2. 發下同理心小卡，請成員 2人一組互相

練習同理心回應，分享最近的困擾。 

3. 引導成員討論：分享練習的心得、被同

理的感受、同理心回應練習的困難。 

45分鐘 助人技巧

PPT、同理心

小卡、筆、彩

色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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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 102學年度同儕輔導員成長團體方案 

單元名稱：助人技巧（進階） 單元次：小團體（四） 時間：100分鐘 

單元目標 1. 協助成員練習觀察非語言訊息的力量。 

2. 協助成員學習助人技巧，運用模擬案例，練習如何傾聽與同理。 

準備器材 情緒卡片、情境籤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與進行方式 時間 材料 

一、比手畫腳 1. 領導者將成員分成 2組，各自站成一

排。(2組題目不同) 

2. 各組除了第一個成員之外，其他人都要

轉身閉上眼睛。 

3. 第一個成員抽題目籤後，依指示在 30

秒內比出動作，過程嚴禁說話，禁讀唇

語。第二個組員可觀察第一個組員的動

作。 

4. 依此類推，由最後一個成員猜答案是什

麼。 

5. 討論： 

（1） 傳遞訊息的方式?  

（2） 那些是重要且關鍵的訊息？如何解

讀的？ 

（3） 誤差是怎麼造成的？如何增加成功

機會，傳遞正確訊息? 

30分鐘 情緒卡片 

二、親上火線 1. 用生命卡將全部的成員分成三組，每組

4~5人。 

2. 每組抽一個情境題，成員進行討論： 

（1） 個案的問題是什麼。 

（2） 如何協助此個案。 

3. 每組分配角色及安排劇情，並將助人策

略融入劇情當中。 

4. 各組演出所抽到的情境劇，並說明他們

所運用到的助人技巧及策略。 

5. 其他組別予以回饋，並分享如何精進助

人策略。 

70分鐘 情境籤 3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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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 102學年度同儕輔導員成長團體方案 

單元名稱：看見新希望 單元次：小團體（五） 時間：100分鐘 

單元目標 1. 彙整助人技巧之重點，並協助成員提升倫理概念。 

2. 引導成員彼此回饋，給予祝福。 

3. 結束團體。 

準備器材 海報紙、同理心小卡、便利貼、能力強項卡、「啟動希望摩天輪」活

動單、彩色筆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與進行方式 時間 材料 

一、大眾異言堂 1. 將同理心小卡依類別分類，貼在海報牆

上。請成員腦力激盪，利用便利貼彼此

給予回饋及建議。 

2. 討論：心得、被同理的感受、同理心回

應練習的困難。討論過程中，可延伸至

助人倫理議題之探究（尊重、保密、雙

重關係、限制）。 

40分鐘 海報紙 4張、

同理心小

卡、彩色筆、

便利貼 

二、我的寶藏 1. 每個成員選 1張能力強項卡送給自己，

並舉生活實例作為自己擁有這項能力的

佐證，肯定自己擁有勝任同儕輔導員的

任務的資源。 

2. 成員與領導者的回饋 

20分鐘 能力強項卡 

三、祝福摩天輪 1. 請成員在活動單填上自己的名字。 

2. 領導者指導語：經過這幾天的團體，我

們對每一位夥伴都有了更深的了解，團

體即將結束，在結束之前，我想請大家

彼此送給夥伴一份祝福的禮物。 

3. 繞圈送禮物：以繞圈方式在每一位成員

的摩天輪車廂中寫下自己想送給夥伴的

禮物，並裝飾摩天輪車廂。 

4. 當「啟動希望摩天輪」活動單傳回成員

自己，請夥伴簡單說明所送禮物的原

因，讓成員分享個人收到禮物的感受，

並讓成員帶回這份祝福與希望。 

30分鐘 

 

 

 

「希望摩天

輪」活動單、

彩色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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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實務研討督導  單元次：小團體（六） 時間：50分鐘 

單元目標 1. 招募活動及與學弟妹相見歡活動設計研討及督導。 

2. 引導成員彼此回饋，並回顧五次團體的課程重點。 

3. 結束團體。 

 

 

單元名稱：實務研討督導  單元次：小團體（七） 時間：50分鐘 

單元目標 1. 與學弟妹晤談後之回饋與督導。 

2. 引導成員彼此討論，並提出可能解決問題之方法。 

3. 結束團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