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中國青年救國團探索教育中心
大專學生探索教育訓練員培訓營計畫

培訓梯次及地點：
(A) 北區：107 年 7 月 1 日-7 月 4 日，
地點：救國團總團部(台北市民權東路 2 段 69 號)
(B) 南區：107 年 7 月 28 日-7 月 31 日，
地點：高雄市救國團(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189 號)
(C) 中區：107 年 9 月 1 日-9 月 4 日，
地點：台中市救國團(台中市北區力行路 262-1 號)
報名辦法：以學校遴薦紙本報名或個人網路報名繳費。
預計招生名額：30 名。
報名費用：每人 NT4,500 元整，另有優惠如計畫內容。
主辦單位:中國青年救國團
承辦單位:救國團探索教育推展中心
協辦單位:中國文化大學

大專學生探索教育訓練員培訓營

壹、課程說明：
您想要學習如何引導團隊成長幫助他人成長的技巧嗎？您未來想從事教育訓練人力
資源相關產業嗎？您想要學習如何在講台上分享智慧嗎？教育訓練新趨勢「探索教育訓
練員」培訓計畫，開始接受大學二年級以上學生報名參加。
近年來探索教育體驗式培訓在各先進國家皆引起學習熱潮，透過情境式的培訓再加
上專業的引導與輔導技巧，能幫助人們從經驗中學習成長，被譽為未來最有價值的工作
之一，本計畫將遴選大學二年級以上努力提升自我價值、充滿學習熱忱的優秀同學一同
參與，培訓合格後可擔任各級學校探索教育課程訓練員及各大企業體驗式訓練課程助
理，讓你擁有讓人稱羨的訓練專長與實務。
而參與培訓營伙伴，也將擁有參加「大專探索教育研討會」的福利，可以結識來自
全國各地的優秀伙伴，一起激勵成長。

貳、課程特色：
一、名師講授：邀請曾於百大企業講授探索教育的知名講師親自講授，你將學習到最豐
富的一手實務經驗。
二、輔導實習：培訓後擔任救國團辦理之各級學校探索教育課程訓練員，可立即將理論
運用於實務課程。
三、企業實務：在各大企業的教育訓練課程擔任助理教練，除了可開闊視野更能充實人
脈，也藉由課程機會瞭解產業現況，可謂一舉數得。
四、終身學習：培訓後可參與後續成長課程，繼續充實企業管理、人力資源、體驗教育
等相關理論與實務，學習無限延伸、成長沒有止境。
五、堅強後盾：救國團相關單位、團隊鏈企管公司提供信譽最可靠的資源及活動實習機
會，讓你可以逐步建構專業技能。

參、指導單位：救國團總團部
肆、主辦單位：救國團探索教育中心
伍、協辦單位：中國文化大學
陸、培訓計畫(報名四天培訓並全程參與者，可繼續參加後續實務研習)：
第一階段：師資培訓營隊
參與 4 天 32 小時之體驗教育基礎研習，請假不超過 4 小時，受訓後頒發「救國團
大專學生探索教育訓練員課程研習證書」及「AAEE 亞洲體驗教育學會助理引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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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課程結業證書」雙研習證書（中英文研習證書）。
第二階段：學習組織
參與四天研習後，將可參與探索教育中心辦理之各期探索教育工作坊/研討會，不
斷充實新知，更可依自己需求參與各項專精讀書會。
第三階段：實務研習
依個人意願參與各項課程實習，累積課程實務經驗，實習時數滿一百小時，可申請「救
國團探索教育執行訓練員證書」，並依本團規定課程津貼。

國團探索教育中心、團隊鏈
長期培訓目標
在探索教育的進程中，建立高價值個人素養與內涵，
並透過行動學習法理論與實務的學習，打造國家未來發展人才。
自我價值建構

探索教育課程

明 日 菁 英

人際風格評量、個人行為模式、
自我價值觀建立與探索、人際關

專業建構
探索教育理論、團隊引導技巧、諮商
輔導課程、團隊動力學、戶外冒險課

今 日 養 成

係與溝通技巧、生涯規劃技巧、
專案企畫技術、高績效團隊運
作、創意思考與創意教學、問題
分析與解決、會議的運作與管理

程、活動主持與設計、教育訓練體系
規劃、人力資源實務、招募與任用技
巧、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員工關係
與發展

我們創造舞台‧你來實現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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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大專探索教育訓練員培訓營課程內容：
日期

課程名稱

內容

大團隊活動帶領與引導示範

如何領導團隊、引導學員反思學習，學習魅力
領導及助人技巧

團隊建立與目標設定

學不會目標設定，學不會成就人生，本課程告
訴你如何設定自我的人生目標。

溝通協調與團隊合作

未來領導者的基本條件，本課程將透過生動有
趣的課程方式，讓你體會溝通的精髓。

問題解決與團隊共好

討論解決問題的關鍵步驟，超簡單實用的技
巧，讓你掌有清楚邏輯並擁有問題解決能力。

體驗教育基本理論、
引導反思與一般教學之比較

從體驗到引導到實務運用，讓你先一步瞭解體
驗教育精髓與未來發展，並知曉探索教育與傳
統教學法的差別

基本引導技巧實例

完整的體驗學習包括體驗與反思，反思的深度
影響態度與行為的品質，反思不是額外或附加
的活動，反思活動的成功與否在於引導的成
敗。因此課程訓練引導員適當的引導技巧訓
練，確保活動課程目標的達成。

引導團體討論

如何引導團隊討論及做出正確決定？團隊引
導者的百寶箱分析，何種引導能激發學員思
考，產生豐富成果。

引起學員對主題的興趣

如何引起學員對主題的興趣，如何活絡團隊氣
氛

有效引導原則、
處理課程中的問題

課程進行中可能會有各類問題產生，如何處理
才能化阻力為助力。

引導實務

實務案例教學分享，讓你能以最快的速度體會
吸收老師的經驗。

引導員的角色與責任

探索教育引導員的角色扮演與教學責任，唯有
擁抱責任，方能創造價值。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說明: 1.每日 09:00-18:00 上課，最多可請假 4 小時，報名前請權衡自己時間再辦理報名手續。
2.前三日研習 18:00 後安排探索工作坊，歡迎學員自由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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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報名資格：
大專以上學生，凡對學習充滿熱誠，願意挑戰自我潛能者，或未來想從事教育訓練及體
驗式引導相關工作者。

玖、報名流程：
一、 報名方式
(1)學校遴薦報名：
由學校填寫附件中「遴薦報名表」後傳真至 02-2596-5679 或 E-mail 寄至
s120611@cyc.tw 報名，
(2)個人網路報名 ：http://www.youth.org.tw/zone_new.php
如個人網路報名可於網頁搜尋以下代號：北區 72E04A、南區 72E04B、中區 72E04C

二、 完成繳費：於期限前選擇至郵局以郵政劃撥繳交報名費。
戶名：救國團活動專戶

帳號：14727124

三、 加入臉書：加入救國團大專探索訓練員臉書社團提前互動
http://ppt.cc/fLcv

四、 參與課程：四天專業課程培訓。
拾、培訓日期、梯次及地點：
(A) 北區：107 年 7 月 1 日-7 月 4 日，
地點：救國團總團部(台北市民權東路 2 段 69 號)
(B) 南區：107 年 7 月 28 日-7 月 31 日，
地點：高雄市救國團(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189 號)
(C) 中區：107 年 9 月 1 日-9 月 4 日，
地點：台中市救國團(台中市北區力行路 262-1 號)
拾壹、培訓時段：
每日 09:00AM~18:00PM（共 32hrs）
，最多請假 4 小時，每日晚間皆有安排學習工作坊，竭
誠歡迎夥伴參與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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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課程費用：
每人新台幣 4,500 元整（含保險、課程、場地、午餐等，不含往來交通及住宿）
◎優惠專案(專案不得合併使用)
【三人體驗專案】凡三人以上同時報名者，每人報名費 NT4,300 元整。
【五人探索專案】凡五人以上同時報名者，每人報名費 NT4,000 元整。
【八人揪團專案】凡八人以上同時報名者，每人報名費 NT3,800 元整。
【多元學校專案】凡與救國團簽訂多元學校合作方案之學校學生報名，
每人報名費 NT4,000 元整。
※清寒家庭學生優惠：提出鄰里長證明或各縣市社會局證明者，每位以 NT2,500 元報名參
加即可，共計三位名額，額滿為止，報名前請來電確認名額。

拾參、聯絡資訊：
02-25965858 分機 260 張哲瑋先生 s120611@cyc.tw

拾肆、本計畫如有不足，主辦單位得適時補充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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