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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暑期 

玩轉引導力~ 

探索教育訓練員認證營 

實施辦法 

 

 

 
 

實施辦法 
 

 

 

 

 

 

 
培訓日期：110年 7月 3日至 7月 5日 

培訓地點：救國團總團部（台北市民權東路 2段 69號） 

報名方式：以學校遴薦紙本報名 或 個人網路報名繳費 

招生名額：4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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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鏈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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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說明： 

探索教育起源於英國，在歐美引發學習熱潮，引進台灣後也在企業組織

間激盪出火花與迴響，探索教育有別於傳統的講授式講座課程，改由情境模

擬與親身體驗，將學習轉化於學員本身體驗中自然產生，也因此，探索教育

訓練員的培訓著重於如何產生引導功用同時建立對話過程，藉由訓練員的價

值堆疊出更多體驗背後的價值與效益。由於探索教育將學習主角由講者轉為

學習者自身，突破了過去傳統式課程的架構，並且有效地看見學習的效果，

因此目前台灣許多大型企業已將探索教育的培訓模式實際運用於企業內的

教育訓練中，同時也讓訓練員(亦稱引導員)成為目前嶄新的職業與專長。 

本課程主軸為培養一名初入門的執行訓練員，因此課程將由探索教育的

基本認識開始，我們將在課程中體驗常見的課程活動，進而延伸至基本的引

導技巧，同時此項課程著重於培養學員自我反思能力，這將不只是夥伴間生

命的激盪與交集，也是一場屬於自己的成長冒險旅程。 

最有效的學習從經驗中出發，探索教育近年來被譽為未來最有價值的工

作之一，本課程培訓完成後，將可被邀請擔任本團探索教育中心辦理體驗式

訓練課程的實習助理，親身觀摩各大企業、機關、學校與組織是如何運用探

索教育在教育訓練上，跟著經驗豐富的訓練員累積自己的帶領經驗，找到專

屬於你的引導風格與技巧，也能為自己的生涯加分，培養令人稱羨的實務經

驗與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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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中國青年救國團 

肆、承辦單位：救國團探索教育推展中心 

伍、協辦單位：團隊鏈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陸、培訓階段：（完成第一階段者，可繼續參加後續實務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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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階段（初步培訓）： 

      完成參與三天 21小時之探索教育培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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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學會助理引導員培訓課程結業證書」雙研習證書（中英文研習證書）。 

  二、第二階段（組織學習）： 

研習後，將可參與探索教育中心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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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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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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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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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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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教育課程 自我價值建構 

 
明 日 菁 英 

今 日 養 成 

專業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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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課程內容： 

日期 課程名稱 內容 

第一天 

大團隊課程帶領與引導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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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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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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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天 

有效引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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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每日 09:00-17:30上課，最多請假 4小時，報名前請權衡自己時間再辦理報名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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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課表： 

時間分配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上
午 

08:30-09:00 學員報到 

09:00-09:30 

課程說明 

暖身。暖心 

放下不必要的假象 

見賢思齊，向典範

學習 

引導技巧實例 

處理引導中產生

的問題 

引導團體討論 

09:30-09:50 始業式 

10:00-12:00 

探索教育 

團體動力帶領與

引導 

有效引導的原則 

引導不是放著就

會發生，需要用心

觀察及設計… 
探索教育 

核心理論 

中
午 

12:00-13:00 午餐 

下
午 

13:00-15:00 探索教育 

主題課程體驗 

★團隊建立 

★目標設定 

-SMART原則 

活動體驗主題 

★溝通協調 

★團隊合作 

教案演練 

※引導實習 

15:00-16:00 

引導反思與 

傳統教學之比較 

引導員倫理 

角色與責任 

16:00-17:00 

剖析引導這件事   

如何引起學員對

探索教育之興趣 

17:00-17:30 本日學習反思暨回饋 結業式 

17:30-18:30 晚餐（自理） 

滿載而歸 
晚
間 

18:30-20:00 夜間-體驗教育工作坊（自由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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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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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歡迎報名參加。 

壹拾、報名方式： 

  一、學校遴薦報名： 

      由學校填寫「遴薦報名表」後傳真至 02-2596-5796 或 E-mail 寄至

140805@cyc.tw報名。 

  二、個人網路報名：https://youth.cyc.org.tw/camp_team/contents/1465 

      完成繳費：於期限前選擇 1.線上信用卡付款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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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pt.cc/fLcv 

      報名後，可加入救國團大專探索訓練員臉書社團提前互動，社團採審核 

  制度，如提前加入請事先告知以利審核。 

壹拾壹、時間地點： 

  一、培訓日期：110年 7月 3日（星期六）至 7月 5日（星期一）。 

      每日 09:00~17:30（共 21hrs），最多請假 4 小時，每日晚間安排夜間學

習工作坊，竭誠歡迎夥伴參與及分享。 

  二、培訓地點：救國團總團部（台北市民權東路 2段 69號）。 

壹拾貳、課程費用： 

每人培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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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專院校課指組或課外活動組遴薦報名者，每人培訓費 

                  NT3,500元。 

壹拾參、聯絡資訊： 

      ※ 02-2596-5858分機 257 鄭雅芬小姐，Email：140805@cyc.tw  

壹拾肆、拾參、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適時補充修正之。

http://ppt.cc/fL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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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暑期「玩轉引導力~探索教育訓練員認證營」大專校院 遴薦報名表 

課程日期：110年 7月 3-5日 

編  號      

姓  名      

護照英文名      

身分證字號      

性  別 □男□女 □男□女 □男□女 □男□女 □男□女 

出  生 

年月日 
／  ／ ／  ／ ／  ／ ／  ／ ／  ／ 

科  系 

年  級 

     

社團及職稱      

手  機                                                       

通訊地址

（寄發報到

通知用，請

務必正確填

寫，以利收

件為原則） 

□□□ □□□ □□□ □□□ □□□ 

E-mail 
     

家長姓名 

 

聯絡電話 

     

     

一、合計    人，每人     元，共繳費      元。□需開課程收據，收據金額：______元 

二、本表可影印使用，填寫通訊地址時，請以個人通訊地址為主。 

三、校名／個人(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承辦人：                         聯繫電話： 

收據郵寄地址及處室： 

四、收據浮貼處(如為個別匯款，可自行黏貼後繳給學校承辦人)： 

-----------浮貼處----------- 

附

註 

  大專校院團體報名或個人自行報名者，請將本名冊、劃撥單收據（影本）於 110年

6月 15 日(星期二)前傳真或拍照後以 E-mail傳送，或寄(送)10468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

路 2段 69號 鄭雅芬小姐收，並請來電確認。 

電話：02-2596-5858#257；傳真：02-2596-5796  E-mail：140805@cyc.tw  

救國團探索教育推展中心 敬上 

mailto:140805@cyc.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