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1社會參與方案申請書 

一、 教師相關資料 

*教師姓名：劉効樺 

*任教學院：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任教科系：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二、方案相關資料 

*方案名稱：預計 102-1 服務學習，102-2服務學習與情緒管理 

*課程代號校內選課系統代：N/A 

*修課學生年級：大學部修習服務學習課程學生部分同學課外召募 

*課程類型：非正式課程（學生通過修習，校方不提供學分）， 系所之服務學習

課程 

*方案屬性：弱勢關懷、教育 

*方案簡介： 

本方案為延續性行動計畫(100 年起開始執行，友善大腦認輔方案) 

透過[1.每週固定的認輔]與[2.週末的育樂營]，將課程中、讀書會、研習所學習的

大腦科學新知，傳遞給小朋友，使其能夠認識、保護、及善用大腦。 

*方案執行方式： 

課堂理論教導，再帶領學生進行校外參訪學習, 學生直接進入社區（場域）服務, 

以讀書會方式經營，定期聚會，活動辦理（活動執行成果即學生成績） 

*學生實作方式：人才培訓，弱勢照顧 

*方案進度安排：認輔部分，每週一次。育樂營部分，每學期 2-3 次。 

三、 教師參與社參式教學與研究之相關經驗 

*執行本方案的原因： 

專注力是學童學習的基礎，因此，希望透過此系列方案與認輔，提昇學童專注力，

預期可以降低教室中學習不專注的困擾行為與增加學習效果。 

*本方案期望解決的問題或目標： 

對參與的大學生，可以嘗試學以致用，對於所學習到的認知神經科學、情緒管理

知識，以及腦波耳機使用，有一個應用的場域，來達成學習與應用合一的目的。 

提昇學生對社會參與（社會實踐）的認識，培育大學生行動解決的能力，多次進

入社區（場域）體驗學習（非一次性參訪），協助大學生培養專業能力（有關認



知神經科學與情緒管理的專業知識）以及將其學以致用，實踐與思索學用合一的

理想模式。 

*希望方案能與其他教師「策略聯盟或整合」，期望、方向如下： 

能夠的話，很樂意。 

*本方案現在（或未來）與教師的研究是否有相關？  

暫無。未來視參與同學，是否願意將參與的歷程，做成行動研究的成果。 

 

 

 



[友善大腦團隊] 會議記錄 

會議日期：20130924 

會議時間：12:00-13:00 

會議地點：K書中心 

出席人員：陳燕諭、賴怡穎、曾坦薇、施靜純、羅捷、薛衣彣、黃郁姍 

一、 分組 

(一)、招募組：負責招募營隊的大學生(夥伴)以及製作名牌。(賴怡穎、施

靜純) 

(二)、課程組：負責工作坊課程內容(認識和保護大腦、腦波耳機訓練)。(羅

捷、薛衣彣) 

(三)、活動組：負責營隊團康遊戲的發想和帶領。(曾坦薇、黃郁姍) 

(四)、總籌：負責連繫大家、統整資訊等等。(陳燕諭) 

二、 時間規畫 

(一)、營隊時間：11/16(六)早上 8點到中午 12點。 

(二)、工作坊和營隊活動沙推：10/27(日)早上 9點到下午 5點。 

三、 下次開會進度 

(一)、學習腦波耳機的操作 

(二)、討論工作坊課程內容 

(三)、活動組每人提出兩個團康遊戲 

(四)、招募組的招募表單 

會議日期：20130924 

會議時間：12:00-13:00 

會議地點：K書中心 

出席人員：陳燕諭、賴怡穎、曾坦薇、施靜純、羅捷、薛衣彣、黃郁姍 

 



[友善大腦團隊] 會議記錄 

[20131001 友善大腦團隊會議記錄] 

日期：20131001 

時間：12:00-13:30 

地點：K 書中心 

與會人員：陳燕諭、曾坦薇、黃郁珊、莊璦淳、羅捷、賴怡穎、施靜純、薛衣彣 

一、 招募人數如上學期 

國小生約 20 位，大學生約 12 位，共分成四組。 

二、 營隊活動流程 

8:00-8:20 報到+相見歡 

8:20-8:50 認識大腦和保護大腦課程 

8:50-11:00 大地活動(四個團康+腦波耳機體驗) 

11:00-11:30 有獎徵答(統整和回饋) 

11:30-11:40 大合照時間 

11:40-12:00 快樂回家 

三、 大地活動 

額葉：對或錯(莊璦淳) 

顳葉：猜歌(施靜純) 

枕葉：比手畫腳(黃郁姍) 

頂葉：心電感應(賴怡穎) 

腦波耳機體驗(曾坦薇) 

四、 下次開會目標 

1、 腦波耳機操作 

2、 參加營隊和有獎徵答之禮物 

3、 營隊包裝的形式 

4、 確認課程組和活動組之進度 

 

 

 

 

 

 

 

 

 

 

 

 



[20131008 友善大腦團隊會議記錄] 

日期：20131008 

時間：12:00-13:30 

地點：K 書中心 

與會人員：陳燕諭、曾坦薇、黃郁珊、莊璦淳、羅捷、賴怡穎、施靜純、薛衣彣 

一、 進度回報 

1、 可能合作的場域：平和國小/豐裡國小 

2、 填寫工作坊可以的時段，燕諭做最後的統整。 

3、 各組工作進度回報和討論 

(1)、避免團康活動出現負面字眼 

(2)、團康負責人需填寫教案，並於下次開會前將檔案上傳至臉書社團。 

(3)、詢問課程規劃的方向。 

4、 有獎徵答禮物 

(1)、便條紙 

(2)、糖果 

(3)、筆袋 

(4)、護腕 

5、 營隊紀念品：隨身水瓶 

二、 下次開會目標 

1、 腦波耳機操作 

2、 營隊包裝的形式 

3、 課程組 PPT 第一版完成 

4、 團康負責人教案第一版完成。 

5、 規劃團康進行的流程和時間。 

6、 討論工作坊進行的模式和流程。 

[20131015 友善大腦團隊會議記錄] 

日期：20131015 

時間：12:00-13:30 

地點：K 書中心 

與會人員：陳燕諭、曾坦薇、黃郁珊、莊璦淳、羅捷、賴怡穎、施靜純、薛衣彣 

一、 討論工作坊流程和時間的安排 

9:00-9:15 介紹營隊的初衷 (陳燕諭) 

9:15--9:45 現場與孩子的關係和夥伴的意義 (陳燕諭) 

9:45-10:15 認識與保護大腦之課程 (羅捷、薛衣彣) 

10:15-10:45 介紹與安裝意念腦波耳機 (曾坦薇) 

10:45-11:00 休息時間 

11:00-12:00 意念腦波耳機實作(曾坦薇) 

12:00-13:30 午餐和午休時間 



13:30-17:00 團康實際沙推並討論修改之處 

順序分別為： 比手畫腳、心電感應、音樂大富翁、判斷小達人(黃郁姍、賴

怡穎、施靜純、莊璦淳) 

二、 營隊包裝形式：闖關(以蓋章的方表示闖關成功) 

三、 討論關於課程和活動的修改之處 

四、 下次開會目標 

1、 腦波耳機操作學習於 10/22 開會前至工學院 c102 找燕諭或坦薇 

2、 課程組 PPT 修改版完成 

3、 團康負責人教案修改版完成 

4、 課程組講解內容(請自行攜帶筆電或可以輔助之工具) 

5、 活動組試帶活動，講解規則等等(若時間不允許，則延至下下週) 

[20131016 與諮商中心合作會議記錄] 

日期：20131016 

時間：12:00-14:00 

地點：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二館 b403 

與會人員：李維倫、蔣世光、劉効樺、周育如、李明霓、陳燕諭 

一、 簡單說明友善大腦團隊(腦波耳機)與諮商中心合作的原因。 

二、 結合神經科學工具讓人們認識自己的生理狀態以及學習專注和放鬆的

 技巧。 

三、 與諮商中心合作的利處 

1、 諮商中心資源多(經費、空間等等) 

2、 以健康促進包裝方式在諮商中心進行計劃，並可將業務算給諮商中心。 

四、 短期規劃：以目前有的計劃和場域可以先做，如諮商中心的健康促進方

 案。 

五、 長期規劃：在外成立機構(需獨立作業)，如結合美崙校區的空間，利用

 地利之便，可以與園區和附近的軍事基地合作，建立育成園區，依照對

 象的不同，嘗試尋找不一樣訓練的模型。 

六、 目前需要統整系上的儀器 

1、 腦波耳機 4 台 

2、 生理回饋儀 1 台 

3、 EEG 1 台 

[20131022 與和平國小合作會議記錄] 

日期：20131022 



時間：9:00-10:00 

地點：和平國小校長室 

與會人員：劉効樺、陳燕諭、李思明、溫麗雲 

一、 效樺老師簡單說明友善大腦團隊(腦波耳機)預想與和平國小合作的原

 因和計劃構想。 

二、 李思明校長希望可以投注新的資源和想法進入學校，用新的概念解讀學

 習，並透過理論基礎與經驗相互融合及輔佐。同時，也希望可以將腦神

 經科學對於閱讀學習方面的影響和加入之後的合作方案中。 

三、 11/16 的育樂營需更改時間為 11/23 或 11/30，燕諭確認完再與老師們接

 洽夥伴們可以參與的時間。 

四、 預計執行方案有 

1、102-1 學期 友善大腦育樂營 

 (1)、場地需求、學生保險資料等需要學校配合的事務最晚於前一週與

 學校老師聯繫。 

2、102-2 學期 友善大腦認輔計劃 

 (1)、需製作方案計劃的報告書 

3、102-2 學期 友善大腦教師進修(每個月挑一週的禮拜三為讀書會或工作坊

 的時間)。 

 (1)、請效樺老師開書單給和平國小的老師 

[20131022 友善大腦團隊會議記錄] 

日期：20131022 

時間：12:00-13:30 

地點：K 書中心 

與會人員：陳燕諭、曾坦薇、黃郁珊、莊璦淳、羅捷、賴怡穎、施靜純、薛衣彣 

一、 工作坊課程(腦波耳機演練與認識大腦)ppt 演練並給予回饋。 

1、 在手冊增加小考內容確認夥伴們的基本知識和工作方的學習成效。 

2、 思考關於大學生在大腦知識的程度，以調整上課內容。 

二、 營隊 logo 設計討論與定案。 

1、以白色底圖為主，會在營隊當天相見歡或課程一開始時讓孩子們去挑選

 自己覺得大腦是什麼顏色並為 logo 著色。 

三、 遊戲(比手畫腳)試帶演練。請大家可以多想想關於遊戲結束後要給的回



饋內容。 

四、 確認營隊時間以及可以變動的時間。 

1、11/16 的營隊可能會變成 11/23 舉辦。 

2、若要再另一個小學舉辦營隊的話，目前比較多人可以的時間為 12/1 早上。 

五、 簡單說明之後可能與諮商中心合作的方式，若是確認之後會給大家一個

手冊做為參考和執行的方式。 

六、 下次開會進度 

1、行政事務回報 

2、遊戲試帶 

3、確認課程(認識大腦和有獎徵答內容) 

4、與諮商中心工作坊形式 

5、臨時動議 

 

 

 

 

 

 

 

 

 

 

 

 

 

 

 

[20131015 友善大腦團隊會議記錄] 

日期：20131015 

時間：12:00-13:30 

地點：K 書中心 

與會人員：陳燕諭、曾坦薇、黃郁珊、莊璦淳、羅捷、賴怡穎、施靜純、薛衣彣 

一、 討論工作坊流程和時間的安排 

9:00-9:15 介紹營隊的初衷 (陳燕諭) 

9:15--9:45 現場與孩子的關係和夥伴的意義 (陳燕諭) 

9:45-10:15 認識與保護大腦之課程 (羅捷、薛衣彣) 

10:15-10:45 介紹與安裝意念腦波耳機 (曾坦薇) 



10:45-11:00 休息時間 

11:00-12:00 意念腦波耳機實作(曾坦薇) 

12:00-13:30 午餐和午休時間 

13:30-17:00 團康實際沙推並討論修改之處 

順序分別為： 比手畫腳、心電感應、音樂大富翁、判斷小達人(黃郁姍、賴

怡穎、施靜純、莊璦淳) 

二、 營隊包裝形式：闖關(以蓋章的方表示闖關成功) 

三、 討論關於課程和活動的修改之處 

四、 下次開會目標 

1、 腦波耳機操作學習於 10/22 開會前至工學院 c102 找燕諭或坦薇 

2、 課程組 PPT 修改版完成 

3、 團康負責人教案修改版完成 

4、 課程組講解內容(請自行攜帶筆電或可以輔助之工具) 

5、 活動組試帶活動，講解規則等等(若時間不允許，則延至下下週) 

 

 

 

 

 

 

 

 

 

 

 

 

 

 

[20131016 與諮商中心合作會議記錄] 

日期：20131016 

時間：12:00-14:00 

地點：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二館 b403 

與會人員：李維倫、蔣世光、劉効樺、周育如、李明霓、陳燕諭 

一、 簡單說明友善大腦團隊(腦波耳機)與諮商中心合作的原因。 

二、 結合神經科學工具讓人們認識自己的生理狀態以及學習專注和放鬆的

 技巧。 



三、 與諮商中心合作的利處 

3、 諮商中心資源多(經費、空間等等) 

4、 以健康促進包裝方式在諮商中心進行計劃，並可將業務算給諮商中心。 

四、 短期規劃：以目前有的計劃和場域可以先做，如諮商中心的健康促進方

 案。 

五、 長期規劃：在外成立機構(需獨立作業)，如結合美崙校區的空間，利用

 地利之便，可以與園區和附近的軍事基地合作，建立育成園區，依照對

 象的不同，嘗試尋找不一樣訓練的模型。 

六、 目前需要統整系上的儀器 

4、 腦波耳機 4 台 

5、 生理回饋儀 1 台 

6、 EEG 1 台 

 



[友善大腦團隊] 會議記錄 

[20131105 友善大腦團隊會議記錄] 

日期：20131105 

時間：12:00-13:30 

地點：K 書中心 

與會人員：陳燕諭、曾坦薇、黃郁珊、莊璦淳、羅捷、賴怡穎、施靜純、薛衣彣、 

一、 開會內容 

1、 行政事務 

(1)、平和國小營隊出隊時間從 11/23 改至 12/1，由燕諭與國小老師做聯

繫。 

(2)、目前正在連絡附近國小可以讓我們在 11/23 出隊。 

(3)、請招募組製作表單(夥伴 12/1 可以參加的人，統計出來若發現不夠，

則另外製作表單徵求其他大學生加入，因此，工作人員需要再舉辦一次

工作坊的培訓課程)。 

2、 開會內容 

(1)、討論出隊時間 

(2)、讀書會分享關於大腦與生活、學習之重點和心得(若可以自行找書來

看完整的資料會更清楚其中的意義唷!) 

(3)、分配讀書會內容 

二、 下次開會進度 

1、行政事務回報 

2、大手冊的分享會 

3、讀書會心的分享 

4、活動試帶(若時間允許) 

5、臨時動議 

[20131112 友善大腦團隊會議記錄] 

日期：20131112 

時間：12:00-13:30 

地點：K 書中心 

與會人員：陳燕諭、曾坦薇、黃郁珊、莊璦淳、羅捷、賴怡穎、施靜純、薛衣彣、 

一、 開會內容 



3、 行政事務 

(1)、平和國小營隊出隊時間從 11/23 改至 12/28，由燕諭與國小老師做聯

繫。 

(2)、目前正在連絡附近國小可以讓我們在 11/23 出隊。 

(3)、再與國小老師確認後，請招募組製作表單(夥伴 12/28 可以參加的人，

統計出來若發現不夠，則另外製作表單徵求其他大學生加入，因此，工

作人員需要再舉辦一次工作坊的培訓課程)。 

(4)、12/14 社參中心的東華雙月會(擺攤活動) 

4、 開會內容 

(1)、確認出隊時間 

(2)、讀書會分享關於大腦與生活、學習之重點和心得 

(3)、大腦 APP 分享 

(4)、社參工作坊分享 

二、 下次開會進度 

1、行政事務回報 

2、讀書會心得分享 

3、課程、活動試帶 

 4、臨時動議 

[20131119 友善大腦團隊會議記錄] 

日期：20131119 

時間：12:00-13:30 

地點：K 書中心 

與會人員：陳燕諭、曾坦薇、黃郁珊、莊璦淳、羅捷、賴怡穎、施靜純、薛衣彣、 

一、 開會內容 

5、 行政事務 

(1)、豐裡國小營隊出隊時間從 11/23 改至 12/7，但有 6 位工作人員時間

無法配合故取消之。 

(2)、請招募組將調查出對意願的表單給每位工作人員和夥伴們填寫，以

便之後統整。 

(4)、12/14 社參中心的東華雙月會(擺攤活動)調查。 

6、 開會內容 



(1)、確認本學期出隊時間為 12/28(六) 

(2)、讀討論讀書會形式，請每位工作人員自行推薦一本關於友善大腦的

書籍至臉書，下禮拜在進行投票。 

(3)、討論 12/14 雙月會擺攤事宜 

 宣傳單(燕諭) 

 講解稿(坦薇) 

 大學生的學習單(郁姍、璦淳) 

 活動進行方式：講解-->試玩-->回饋 

 講解：給予參與者友善大腦方案介紹 

 試玩：炸桶子、漂浮球(依照表現能力給予獎品) 

 回饋：(1)給予參與者學習單帶回家延伸此方案的理念應用在生活之

中；(2)詢問參與者有無意見或可以改進的地方。 

二、 下次開會進度 

1、行政事務回報 

2、票選讀書會之書籍和分工 

3、討論 12/14 雙月會內容 

4、課程、活動試帶 

5、臨時動議 

[20131126 友善大腦團隊會議記錄] 

日期：20131126 

時間：12:00-13:30 

地點：K 書中心 

與會人員：陳燕諭、曾坦薇、黃郁珊、莊璦淳、羅捷、賴怡穎、施靜純、薛衣彣、 

一、 開會內容 

7、 行政事務 

(1)、請招募組將調查 12/28 可以參加營隊意願以及 12/9 晚上 6:00-9:30

參加工作坊的表單給每位工作人員和夥伴們填寫，以便之後統整。 

(2)、請 12/14 這天可以參加社參中心的東華雙月會(擺攤活動)的人在臉

書上留言。 

8、 開會內容 

(1)、回報 12/28 可以參加營隊的夥伴。 



(2)、討論可以舉辦工作坊的時間，目前預定為 12/9 晚上 6:00-9:30。 

(3)、請每位工作人員至臉書上推薦讀書會的書目。 

(4)、討論 12/14 雙月會擺攤事宜，請各組人馬回去修改內容。 

二、 下次開會進度 

1、行政事務回報 

2、票選讀書會之書籍和分工 

3、討論 12/14 雙月會內容 

4、課程、活動試帶 

5、臨時動議 



活動報告書 
方案名稱 友善大腦生活與學習扎根營隊 

活動名稱 跟大腦做朋友 

活動日期 20131228 活動時間 早上 8:00-12:00 

活動地點 志學國小 參加人數 大學生:12人 

國小生:16人 

主持人 陳燕諭 主講人 羅捷、薛衣彣、施靜純、莊璦

淳、黃郁珊、賴怡穎、曾坦薇 

活動內容說明 

活動宗旨： 

推動大腦學習本位之教學和學習方式，讓學童了解大腦與我們日常生活學習的

運作息息相關，以及期許孩子們能夠開始知道如何保護大腦和善用大腦，調節

自身在平時的行為。 

實際狀況： 

孩子與大學生互相認識，並在短暫時間建立關係，在課程和活動的過程之中可

見孩子樂在其中，而大學生也開始從與孩子之間的關係中看見自己需要省思的

事情。 

效益評估： 

透過營隊在認識大腦課程中的簡單的介紹大腦的四個區域，並從四個區域出發

講解相關與日常生活中的知識和運用，並且用口訣聯想腦區的相對位置，加上

小活動讓孩子們輕鬆學習大腦的知識。而在活動中，從小遊戲出發，從遊戲中

讓孩子們開始知道遊戲中需要運用到大腦的哪些部位，建立大腦與生活之中的

連結，並且藉由遊戲簡單瞭解四個腦區的運作方式。 

 

 

 

 

 



活動照片： 

 

 

 

 

 

 

 

 

 

 

 

 

 

 

 

 

 

 

 

 

 

 

 

 

認識大腦之課程 



 

 

 

 

 

 

 

 

 

 

 

 

 

 

 

 

 

 

 

 

 

 

 

 

 

 

活動現場 



 

 

 

 

 

 

 

 

 

 

 

 

 

 

 

 

 

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