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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捕手  第 1次聚會紀錄 

主  題：生活心理學課程實施前會議 

主持人：李佳諭 

分享人： 

記  錄：李佳諭 

時  間：103年 8月 29日(五) 12:00-13:00 

地  點：輔導室 

出  席：姜錢珠主任、李佳諭老師、楊淑涵老師、張靜怡老師、 

        吳佩蒨老師、林世哲老師 

 

一、 主持人報告： 

1. 103年度社群經費運用狀況。 

2. 確認本學期上課主題週次表。 

 

二、 分享/討論內容： 

1. 討論主題分組報告分組方式、實施細節及報告題目等。 

2. 討論學習歷程檔案的內容與評分方式。 

3. 生活心理學期末評量方式： 

 項目 內容 成績比例 

1 主題分組報告 
2-3人一組，課堂報告 10分鐘，以

PPT呈現，報告當天繳交書面資料 
30% 

2 學習歷程檔案 各主題學習單、成果作品等 50% 

3 期末學習心得 

生活心理學修課心得，可回顧全學

期學習歷程，或單一主題之學習收

穫，形式不拘。格式：電腦打字、

標楷體 12字體、以一張 A4為原則 

20% 

 

三、 心得與討論/後續規畫： 

1. 製作學習檔案封面、於檔案內置入主題報告題目與自評表。 

2. 9/2(二)前請寄修正後的主題報告題目給佳諭彙整。 

3. 下次討論期末學習心得的評分方式。 

 

四、 會議照片(最多 2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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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捕手  第 2次聚會紀錄 

主  題：生理心理學課程實施分享 

主持人：李佳諭 

分享人：林世哲 

記  錄：李佳諭 

時  間：103年 9月 23日(二) 8:30-9:30 

地  點：輔導室 

出  席：姜錢珠主任、李佳諭老師、張靜怡老師、吳佩蒨老師、 

        林世哲老師 

 

五、 主持人報告： 

1. 10/25於成功高中舉辦高中特色課程博覽會，本校需推薦 1-2

門特色課程進行經驗分享與交流。 

2. 9/25(四)召開社群召集人會議，相關內容及重要事項於會後再

聯繫社群成員。 

 

六、 分享/討論內容： 

1. 世哲老師分享生理心理學課程實施狀況。 

2. 主題分組報告：學生對於生活化、平易近人的題目興趣程度較

高，建議日後以理論為主的報告題目，可再包裝或貼近學生一

些。報告組製作 10分鐘 PPT口頭報告，其餘同學做重點筆記

和小組互評。 

3. 可在課程中多讓學生小組討論、上台發表，教師隨後補充。促

進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 

 

七、 心得與討論/後續規畫： 

1. 請授課教師於課堂中補充學期評量方式及分數比例。 

2. 期末心得：列出幾項具體的題目，供學生寫心得參考。包含： 

整學期的學習心得、對某一個心理學主題的學習心得、課程中

的收穫及印象深刻的部分、實際可運用到生活中的部分等

等…。 

3. 後續再討論期末心得的評分方式，目前暫定：一學期由兩位教

師給予評分，採兩位教師之平均分數。每學期教師輪流批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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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會議照片(最多 2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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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捕手  第 3次聚會紀錄 

主  題：認知/人格心理學課程實施分享+專家到校諮詢輔導事宜 

主持人：李佳諭 

分享人：吳佩蒨 

記  錄：李佳諭 

時  間：103年 10月 15日(三) 8:30-10:30 

地  點：輔導室 

出  席：姜錢珠主任、李佳諭老師、張靜怡老師、吳佩蒨老師、 

        林世哲老師 

 

九、 主持人報告： 

1. 103年度第一學期領先計畫社群經費重新分配，心理學社群使

用經費請詳見會議資料。 

2. 報告領先計劃專家到校諮詢輔導日期、流程、內容及需準備的

相關資料等，請大家協助彙整。 

十、 分享/討論內容： 

1. 佩蒨老師分享認知/人格心理學授課經驗。 

2. 班級氣氛：周四班較活潑、周一班氣氛較沒那麼熱絡，尤其遇

到段考前夕，非考科的課程，可能盡量須以活動式的為主，減

少知識性的部分。 

3. 翻轉教學：本學期嘗試使用翻轉教學的方法，讓學生在課堂上

閱讀文本，分組討論後上台發表。學生對於文本會認真吸收理

解，報告時會配合演戲等方式，活潑地表達對文本的理解以及

其在生活中的應用。雖然授課的內容較以往減少，但學生吸收

的成效佳，未來可再思考內容範圍如何調整，增進整體教學及

學習成效。 

十一、 心得與討論/後續規畫： 

1. 請授課教師們協助填寫特色課程自我評估表，後續給佳諭彙

整。 

2. 社群經費須在年底前使用完畢，若教師們有任何教材或書籍的

購買需求，請盡早提出。 

3. 下次社群聚會時間：103年 11月 4日(二)上午 8:30。 

 

十二、 會議照片(最多 2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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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捕手  第 4次聚會紀錄 

主  題：情緒心理學課程實施分享+專家到校諮詢輔導事宜 

主持人：李佳諭 

分享人：李佳諭 

記  錄：李佳諭 

時  間：103年 11月 4日(二) 8:30-10:00 

地  點：輔導室 

出  席：姜錢珠主任、李佳諭老師、張靜怡老師、吳佩蒨老師、 

        林世哲老師 

 

十三、 主持人報告： 

1. 103年度第一學期領先計畫社群經費須於年底前完成請購，請

教師們若有課程請購需求，可告知佳諭。最近會請購 103-2學

習檔案資料夾，以及真愛每一天 DVD。 

2. 11/6(四)領先計畫專家到校諮詢輔導，詳細流程及內容於會議

資料，請教師們協助檔案資料整理的部分，包括專業學習社群

資料夾以及特色課程資料夾。 

十四、 分享/討論內容： 

1. 佳諭老師分享情緒心理學授課經驗。 

2. 班級氣氛：心理學課程周一班及周四班班級氣氛及學習動力有

落差，周四班學習動機強，主動性高；周一班的班級動力就比

較弱，也有少部分同學會做自己的事情。教師嘗試使用影音媒

材，當媒材的吸引人程度高，較容易引發學習動機，提升學生

學習的興趣，因此周一班在第二次上課時，學習狀況有改善。 

3. 主題分組報告：本學期嘗試讓各小組進行心理學主題的資料蒐

集及上台報告，目前學生報告的狀況良好，都能根據主題的需

求，完成該任務。報告組上台時，其他台下聽的同學，需要寫

紀錄及互評，因此台下同學的專注程度也頗佳。下學期持續推

動分組報告及檔案評量。 

十五、 心得與討論/後續規畫： 

1. 社群經費須在年底前使用完畢，若教師們有任何教材或書籍的

購買需求，請盡早提出。 

2. 下次社群聚會時間：103年 12月 2日(二)上午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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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會議照片(最多 2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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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捕手  第 5次聚會紀錄 

主  題：愛情心理學課程實施分享+期末評量方式討論 

主持人：李佳諭 

分享人：張靜怡 

記  錄：李佳諭 

時  間：103年 11月 27日(四) 8:30-9:30 

地  點：輔導室 

出  席：姜錢珠主任、李佳諭老師、張靜怡老師、吳佩蒨老師、 

        林世哲老師 

 

十七、 主持人報告： 

1. 社群經費須於 12/17前核銷完畢，請大家於 12/3前將請購清

單給佳諭。 

2. 上次請購的妙語說書人及真愛每一天 DVD已經到貨。 

3. 社群研習會採買點心，目前報名人數有 15位。 

 

十八、 分享/討論內容： 

1. 靜怡老師分享愛情心理學授課經驗。 

2. 周一班與周四班相較，上課動力較弱。主題報告的部分，從流

行歌曲來分析現代人的感情觀，對學生來說似乎不太容易，因

此下學期會修改報告題目。 

3. 期末評量方式： 

評分項目包含主題分組報告(30%)、學習歷程檔案(50%)及期末

學習心得(20%)。期末學習心得本學期由靜怡和佩蒨負責批

閱，往後視情況輪流或調整。學生期末心得繳交日期：104年

1月 5日及 1月 8日。由錢珠主任上課時再提醒同學們。 

 

十九、 心得與討論/後續規畫： 

1. 下次社群聚會時間：103年 12月 23日(二)上午 8:30。 

2. 104年度社群經費編列紓壓儀使用訓練之講師鐘點費 1,600元

*6小時=9,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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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會議照片(最多 2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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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捕手  第 6次聚會紀錄 

主  題：生涯輔導與藝術育療研習 

主持人：楊淑涵 

分享人：吳明富 教授 (台北市立大學視覺藝術學系) 

記  錄：李佳諭 

時  間：103年 12月 20日(六) 9:00-16:00 

地  點：生涯資訊室 

出  席：姜錢珠主任、李佳諭老師、楊淑涵老師、張靜怡老師、 

        吳佩蒨老師、林世哲老師等共 21位校內外教師。 

 

二十一、 研習目的： 

(一) 透過研習，認識與瞭解藝術育療基本概念。 

(二) 實際體驗藝術媒材在生涯輔導上的運用。 

(三) 練習運用圖像與象徵和青少年做生涯對話。 

 

二十二、 研習流程：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12/20 

(六) 

9:00-10:20 
找自己的夢想與交心活動 

生涯輔導概念與藝術育療的結合 

10:20-10:30 休息時間 

10:30-12:00 
畫橋(一)：過去、現在、未來 

與圖像對話之練習 

12:00-13:00 午餐 

13:00-14:30 畫橋(二)：生涯改變的動力 

14:30-14:40 休息時間 

14:40-16:00 
生涯之路拼貼創作 

綜合問答 

 

二十三、 社群經費運用： 

1.講師費 9,600元 

2.誤餐費 1,4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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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點心費 320元 

4.媒材(圖畫紙、玻璃彩繪筆、蠟筆等) 

 

二十四、 研習照片(最多 2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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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捕手  第 7次聚會紀錄 

主  題：社會心理學課程實施分享+104學年社群經費討論 

主持人：李佳諭 

分享人：姜錢珠 

記  錄：李佳諭 

時  間：103年 12月 23日(二) 8:30-9:30 

地  點：輔導室 

出  席：姜錢珠主任、李佳諭老師、楊淑涵老師、張靜怡老師、吳佩 

        蒨老師、林世哲老師 

 

二十五、 主持人報告： 

1. 本年度社群經費核銷狀況請見會議資料。 

2. 下學年社群申請書須於年底前提出，請討論社群經費規劃。 

3. 學生期末課程問卷請淑涵老師協助發放與回收。 

4. 下次社群聚會為本學期最後一次，請大家帶行事曆出席，討論

下學期各主題之時間安排，並請大家蒐集本學期教學資料，給

佳諭彙整。 

 

二十六、 分享/討論內容： 

1. 錢珠老師分享社會心理學授課經驗。 

2. 嘗試使用翻轉教學法，讓學生閱讀教材，小組討論、報告，學

生對於主動性的學習方式接受度佳。小組討論時，可讓每個成

員各自有任務(例如重點摘要、紀錄、報告者等)，增加學習動

機。軟性白板可運用於小組討論時書寫。 

3. 學生期末心得可印製成學習單樣式，一方面增加提醒功能、二

方面學生可直接書寫於上(或電腦打字再貼上亦可)。 

 

二十七、 心得與討論/後續規畫： 

1. 下次社群聚會時間：104年 1月 19日(一)上午 8:30。 

2. 下學年度預計安排教師研習兩場：紓壓儀、禪繞畫 

 

二十八、 會議照片(最多 2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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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捕手  第 8次聚會紀錄 

主  題：變態心理學課程實施分享+ 103-2課程規劃討論  

主持人：李佳諭 

分享人：楊淑涵 

記  錄：李佳諭 

時  間：104年 1月 20日(二) 8:30-9:30 

地  點：輔導室 

出  席：姜錢珠主任、李佳諭老師、楊淑涵老師、張靜怡老師、吳佩 

        蒨老師、林世哲老師 

 

二十九、 主持人報告： 

1. 本學期特色課程學生期末問卷彙整，學生有許多正向的回饋，

包括教師教學、課程內容等，問卷整理版如附。 

2. 本學期特色課程成果彙整，準備資料夾，大家將教學資料及檔

案置入，PPT採一頁六張雙面彩色印刷。 

 

三十、 分享/討論內容： 

1. 淑涵老師分享變態心理學授課經驗。學生上課會有使用手機的

狀況，下學期加強規則的訂定與執行。 

2. 本學期課程評量方式進行狀況良好，下學期維持評量比例方

式：小組報告 30%、學習歷程 50%、期末心得 20%。 

3. 為增加學生學習檔案的彙整與保存，期末 6/15-6/18可找錢珠

老師進行加分，學生自行製作目錄，按照學習檔案的豐富性及

完整性，加期末成績 1-3分。 

4. 下學期課程期末心得由淑涵、佳諭評閱。 

 

三十一、 心得與討論/後續規畫： 

1. 下次社群聚會時間：104年 2月 24日(二)上午 8:30。 

2. 本學期心理學期末成績請於 1/23(五)前寄給佳諭彙整。 

 

三十二、 會議照片(最多 2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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