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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 結合表達性藝術媒材於體驗教育團方案之中，並將執行期程拉 

長， 透過方案 來幫助團體成 員達到內在充權，使其自我概念重新建構。 

其研究目 的是想藉由方案帶領過程觀察，了解體驗教育融合藝術創作所發

揮成效 ，並 探討在方案執行過程中，高關懷青少年是否能因學習達到內充

權 ，併提 供往後想運用體驗學習為本之服務模式的實工作者一套執行參

考。 本研究 之研究方法 採協同行動研究（ collaborative action research 

collaborative action research collaborative action research collaborative action 

research ）的方 式，透過成員深度訪談紀錄、研究者自省報告觀察的團體以

及回饋單、影像紀錄等 .. 相關文件蒐集等方式進行，期能透過研究者實際

與成員的團 體互動、成員回饋 與以及媒材連結的效果，研擬出一套屬於社

會工作實務者 可操作之團體工技巧。透過行動研究法，希冀能連結驗教育

帶領與藝術媒材運用；在研究期間，針對每次團體擬定特單元的教案、透

過者實際團體帶領、觀察者的以及每次後成員立即回饋結束，再針對每次

教案單元的獨特性擬定下一和討論 ，所研究得知結 果，在平面活動 運作方

面 ，經方案運作後多數 成員感覺 擁有做決定的權利、個 體能有改變的感

覺 (對未來有希望 )、成員透過 學習 ，學習到如何更縝密 的思考， 並可用

不同觀點看事情 (重新定義我能 做什麼 )、學習表達與控制憤怒感覺不孤 、

學習表達與控制憤怒感覺不孤 、學習表達與控制憤怒感覺不孤 、學習表達

與控制憤怒感覺不孤 、學習表達與控制憤怒感覺不孤 單；在 低高空活動 

方面 ，成員的 內在思考 模式開始有了轉變 ，對於 人際互動之間 ， 也學

習到何與他人溝通 ，表達自己的想法 ，另外 ，高空活動藉由成功經驗轉

移 ， 讓成員感到對自己有信 ，對未來想法更加確定。 本研究針對以上結

果 ，提供適切的建議 ，期待有助於提供不同的輔導技巧 ， 增進對輔導工

作的學習 ，並進一步提出研究建議以供後續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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