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畫書 10：團體心理治療之理論與技巧—柯慧貞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服務學習課程計畫書 

一、課程基本資訊   課程序號 211 

課程名稱 
團體心理治療之

理論與技巧 
本課程開設次數 非首次開課 

開課單位 行為醫學研究所 課程屬性 
融入服務學習內涵之專

業課程  

任課老師 職稱 系所 聯絡電話 email 

柯慧貞 教授 行醫所 75346 
jennyko@mail.ncku.edu.t

w 

教學助理 職稱 系所 聯絡電話 email 

陳映在 研究生 行醫所 0912602612 pda0415@hotmail.com 

開課年級 一 必/選修 選修 

學分數 2 是否配置教學助理 是 

每週上課時數 2 是否辦理保險 是 

預定修課人數 10 服務單位如何擇定 教師  

每學期服務次數 6 服務時段 課餘時間  

每次服務時數 4 是否有固定服務時間 是 

服務議題 醫療服務  

服務對象 兒童青少年  

二、課程目標 

(一)透過課程講授、報告及演練等多元教學方法學習以下三方面專業知能與技巧: 1.熟悉 Yalom 與認

知行為團體心理諮商與治療：理論與實務之重點 2.回顧團體心理諮商與治療：理論與實務之研究方

法論，學習對相關研究提出批判 3.練習將團體心理諮商與治療應用於青少年網路成癮行為(焦慮、

憂鬱和憤怒相關情緒調節障礙)之概念化 與實務操作，並透過經驗反思，熟悉或批判理論與技巧。 

(二)學習將所學知能與技巧應用在大成國中之青少年，進行八次的班級輔導與定期的個別輔導，以

預防與輔導 其情緒障礙，並透過每次服務後的服務日誌撰寫與反思和小組的分享，學習以下三方

面： 1.在專業知能方面：增強團體心理治療、療效之評估以及專業倫理之知能。 2.在自我成長方

面：包含了解自我、接納自我、增加自信與創造自我三方面的成長。 3.在公民品格方面：強化社會

關懷與利他價值。  

三、課程內容及特色 

(一)透過課程講授、報告及演練等多元教學方法提升以下三方面專業知能與技巧 (1)熟悉 Yalom 與認

知行為團體心理諮商與治療的理論與技巧之重點 (2)回顧團體心理諮商與治療理論與實務之研究方

法論，學習對相關研究提出批判 (3)練習將團體心理諮商與治療應用於青少年網路成癮行為(焦慮、



憂鬱和憤怒相關情緒調節障礙) 之概念化與實務操作，並透過經驗反思，熟悉或批判理論與技巧。 

(二)透過服務將所學知能與技巧應用在大成國中，學習團體心理諮商與治療在青少年情緒行為障礙

的應用， 將在督導下参與團體之運作, 包括成員募集、心理衡鑑、團體組成、團體治療之觀察、協

同帶領及帶領 以及進行成效評估,並透過反思與每週定期督導，學習以下三方面: (1)在專業知能方

面: 增強對團体心理治療以及專業倫理之應用知能、學習興趣及自信 (2)在自我成長方面: 強化自我

了解、自我接納、以及自我強度的成長 (3)在公民品格方面: 強化社會關懷與利他價值  

四、教學策略 (例如：如何透過課堂專業學習達成社區服務之目的、安排課程及服務比重…等) 

「學習」團體心理諮商與治療之理論與實務，再將所學應用到青少年學生，透過經驗學習，從做中

學習。 

五、各階段工作及各週流程 (以每學期 18 週計算) 

準備 

次數 內容 時數 

1 

導論: 團體心理諮商與治療：

理論與實務之回顧、 服務學

習方法在團體心理諮商與治療

課程之應用。 

2 

2 
團體心理諮商與治療理論: 

What (團體治療是什麼?) 
2 

3 
團體心理諮商與治療理論: Why 

(為何有用?有效療效因子?) 
2 

4 

團體心理諮商與治療理論: How 

-Ⅰ(如何操作團體凝聚力與規

範建立階段?) 

2 

5 

團體心理諮商與治療理論: How 

-Ⅱ(如何操作歷程分析?衝突處

理?) 

2 

6 
團體心理諮商與治療理論: How 

-Ⅲ(如何操作住院、門診團體?) 
2 

7 
成癮行為的預防再發團體心理

諮商與治療(一) 
2 

8 
成癮行為的預防再發團體心理

諮商與治療(二) 
2 

9 服務學習企劃 2 

10 服務學習企劃 2 
 

服務 

次數 內容 時數 

11 
服務應用與實務督導(一)&反思

與督導 
4 



12 
服務應用與實務督導(二)&反思

與督導 
4 

13 
服務應用與實務督導(三)&反思

與督導 
4 

14 
服務應用與實務督導(四)&反思

與督導 
4 

15 
服務應用與實務督導(五)&反思

與督導 
4 

16 
服務應用與實務督導(六)&反思

與督導 
4 

 

反思 
次數 內容 時數 

17 服務學習反思與督導 2 
 

慶賀 

次數 內容 時數 

18 

1.服務學習成果之反思與分享

(口頭報告與紀錄片分享)2.大成

國中的師生回饋 

2 

 

六、合作機構   

合作機構 
機構聯絡

人 

機構電

話 
e-mail 機構地址   

台南市立大成國中 許菁菁 
06-261

6140 
tnjessi@tn.edu.tw 

台南市南區西門路一段

306 號 
  

七、講習訓練與服務進行方式 (請具體說明服務時間、地點、執行方式、執行次數及活動內容)   

(一) 講習訓練   

項目 日期 地點 內容 講師 時間   

青少年網癮行為問題之評估與介入簡

介，個案分析 

2014.03.0

7 

行醫所

會議室 

以個案分析介紹青少

年行為問題的介入方

法 

柯慧貞 
16:00-19:0

0 
  

同理心技巧與演練 
2014.03.1

4 

行醫所

會議室 

同理心的定義、技巧

及演練 
柯慧貞 

16:00-19:0

0 
  

服務學習與反思之應用 
2014.03.2

1 

行醫所

會議室 

服務學習的定義、應

用以及反思的方法 
柯慧貞 

16:00-19:0

0 
  

(二) 服務進行方式   

1.服務時間: 104/2/1~104/6/30。 2.地點：台南市大成國中；執行方式：針對大成國中學生進行問題

之評估與介入內容之設計。 3.執行次數：安排 6 次班級輔導活動；兩次心理行為問卷評估。 4.實

施策略  (1).初級預防：以正向心理與促進發展取向(培養良好網路使用習慣)為主： A.提供促進發

展之相關的宣導或講座（包括:網路使用自主管理、自我激勵（或肯定）、正向人際互動、情緒管

  



理、衝突因應、問題解決、性別平權、生涯發展和壓力調適等主題)。B.促進發展之相關的團體（班

級）（系級）或個別介入（包括:自我觀察與監控、自我激勵（或肯定）、正向人際互動、情緒管理、

衝突因應、問題解決、兩性互動、生涯發展和壓力調適等主題)之個別介入、團體（班級）（系級）

及學校介入。  (2).次級預防：協助老師針對網路成癮、霸凌及其他青少年之心理與行為問題之預

防，篩檢出高風險或需協助的問題學生時，進行後續的介入與預防復發，且建立與醫療體系之轉介

系統。 (3).三級預防： A.協助心理師針對已發生的青少年之心理與行為問題做處理。B.協助心理師

針對上述各種情緒與行為問題個案或班級提供有效地心理治療與預防復發。 

八、評量方式   

項目 分數百分比(%)   

1. 課堂參與及實作 15   

2. 服務學習日誌與反思品質 20   

3. 課前後小組作業 15   

4. 期末考 30   

5. 服學成果與分享 20   

九、預期效益 (預計修課人數、提供服務人次、接受服務人次、影響效益等)   

1.修課人數: 預計 10 位學生，提供服務人次: 8 次*10 人=80 人次；接受服務人次:約 8 人*5 班*8 次

班級輔導=320 人次；提供服務小時:約 320 人次*2 小時=640 小時。 2. 影響效益: (一)針對修習學生:

 增進團體心理諮商與治療專業知能之應用，促進自我探索與成長學習動機之提昇，良好品格與現代

 公民責任之培養。 (二)受服務社區: 1.學校: 增加輔導資源，提昇校園網路成癮問題行為之預防 2.

學生: 提供健康上 網、壓力管理、情緒發展之知能及促進成長。 (三)成大: 1.達成教育目標、培養

師生人文關懷與良好品格 2.達成課程教學目標，提供學生知識技 能應用及態度學習之完整學習 3.

應用專業於服務社會  

  

十、延續性規劃及具體作法 (自申請當學年起含二學年度內提升課程品質之遠景規劃)   

1.所累積之服務學習經驗，可透過反思整理，應用在未來的教學上 2.可探索與累積學校臨床心理服

務的模式經驗，並應用在未來的臨床心理教學工作上與學生未來  臨床心理師的服務模式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