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張老師」心理學苑

攝影藝術育療在青少年輔導實務應用工作坊﹝初階班﹞
「一張照片，勝過千言萬語」
攝影，如同其他的視覺藝術型式，能表達出語言文字所難以傳達的情感和精神。每一張照片
都有其獨特的生命，因為它記錄下的是攝影者（和其他人、事、物）所經歷過的，那一瞬間
無法倒轉的生命時刻。在此工作坊中，參與者將認識基本的攝影治療概念，了解其理論和如
何運用在臨床工作中的實務介紹，並且實際體驗適合與青少年互動的攝影育療活動，藉由舊
照片回顧生命中某一個重要時刻，以及利用數位相機去「寫」日記。
工作坊也將引導參與者學習外拍攝影技法，並介紹「見證寫作」技法，引導參與者透過文字
與攝影作品進行投射對話，同時學習和理解如何運用攝影媒材於青少年輔導中。
研習時間：107 年 11 月 10 日（六）~11 月 11 日（日）09:00~16:00，計 2 天，12 小時
工作坊流程及內容
日期

時間
09:00-10:30
10:40-12:00

第一天

12:00-13:00
13:00-14:30
14:40-16:00
09:00-10:30

課程主題
相見歡
攝影技法簡介
攝影育療理論與實務
主動式攝影育療技法一：人像自拍與他拍
相機裡的異樣自己：攝影九客格(自我形象與自我探索)
午餐
背動式攝影育療技法一：靈魂拼貼
冥想&雜誌剪貼技法，涵容卡、靈真卡、陰影卡、勇士卡
背動式攝影育療技法二
家庭相簿：舊照片三部曲與能量卡製作
與相片對話之口語諮商練習
結合圖像投射之團體動力運作：「說書人遊戲」
外拍攝影技巧介紹

主動式攝影育療技法三：攝影外拍
玩弄框框：看見鏡頭下的新視野
12:00-13:00 午餐
九宮格人像照片賞析與討論
13:00-15:00
外拍攝影作品欣賞
10:40-12:00

第二天

15:10-16:00 見證寫作與明信片製作
15:40-16:00 工作坊回顧、分享與討論
研習師資：吳明富老師
(一)學歷：美國聯合大學藝術治療博士
(二)現職：臺北市立台北教育大學藝術治療碩士學程 副教授。
(三)證照：美國藝術治療執照協會認可證書
紐約州創造性藝術治療師執照
美國藝術治療協會(AATA)專業會員
康乃爾危機處理(Cornell Crisis Intervention)訓練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台北分事務所

台北「張老師」心理學苑

學員請攜帶下列物品：
(1)參與者請準備一台數位相機(請帶相機接電腦的連接線，記憶卡務必清空，請充足電)。
(2)家庭作業：參與者在隨身碟中存放自己在工作坊開始前五天，每天用數位相機自訂主題
的拍攝一張照片，五天共五張不同主題的攝影作品。主題要具體的，如：家人、喜愛的
食物、表情、顏色；也可以是抽象的，如：心情、愛、出走、自由…等等
(3)每人攜帶兩本的舊雜誌(生活化一點的，如：商業周刊、張老師月刊、天下或世界地理
雜誌…等，不要是廣告 DM 或目錄)
(4)每人一支剪刀和一瓶膠水。
研習費用：4,500 元（含午餐及研習手冊）。研習人數：每班限 25 人 。
參加對象：歡迎實際從事助人專業工作者：輔導人員、諮商心理師、社工人員或相關社會福
利機構社會工作者、相關系所學生踴躍參加。
【專業認證】如需申請諮商心理師繼續教育積分，請於一個月前提出,人數達 3 人以上方才申請。
上課地點：台北「張老師」中心 (台北市大直街 20 巷 18 號，近捷運大直站 1 號出口)。
洽詢專線：２５３２-６１８０分機１３３，聯絡人：陳春蘭小姐
傳真專線：８５０９-３６１８，
電子信箱：851023@cyc.tw
張老師全球資訊網址：//www.1980.org.tw

------------------------------------------繳費資訊：
報名後於 5 天內會以簡訊通知(超商代碼繳費-全家 FamilPort 或 7-11iBon 完成繳費)
劃撥戶名：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台北分事務所
劃撥帳號：１９８２３７４６
電匯銀行：台灣中小企業南京東分行(ATM 代號：050)
電匯帳號：０９０１２０６８０５８
優惠辦法：請擇一使用（已獲政府補助課程或標明特殊折扣之課程，恕不適用本優惠辦法）
適用優惠辦法請於繳費前提出，完成繳費後恕不受理。
1、八五折優待：5 人同行
2、九折優待：
(1) 兩人同時完成報名繳費。
(2) 學生優惠﹝限本人，並請附上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3) 持張老師月刊貴賓卡﹝限本人，並請附上貴賓卡影本﹞。
(4) 同一人同時完成繳費兩項課程。
(5) 開課日前一個月完成報名繳費。
(6) 持救國團終身學習卡﹝限本人，並請附上學習卡影本﹞。
(7) 舊生持相關證明報名課程(發票或上課通知，需於繳費前提出，繳費後恕不受理)
退費辦法：請憑繳費收據(發票)辦理退費，發票遺失恕無法退費。
1、 開課日期 7 日前辦理，可退費 90%。
2、 開課日～6 日前辦理，可退費 80%。
3、上課時數未達 1/3 之前辦理，可退費 50%。
4、上課時數已達 1/3，恕不退費。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台北分事務所

台北「張老師」心理學苑

攝影藝術育療在青少年輔導實務應用工作坊﹝進階班﹞
延續初階之攝影療育工作坊，在此工作坊中，參與者將複習數位攝影育療理念，了解其理論和
如何運用在臨床工作中的實務介紹，並且深入體驗適合與青少年互動與溝通對話的攝影育療活
動，並透過照片、雜誌相片和明信片等主動式和背動式攝影育療技法從事諮商輔導工作。此外，
參與者將學習如何結合其他媒材擴展攝影育療的深度與廣度。
研習時間：107 年 12 月 1 日（六）~12 月 2 日（日）09:00~16:00，計 2 天，12 小時
工作坊流程及內容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相見歡
9:00-10:30
攝影育療進階理論與實務
主動式攝影育療技法三
攝影日記：如何問問題 & 如何問好問題
10:40-12:00
與相片對話之口語諮商歷程演練複習
數位影像修改之技法學習
第一天
12:00-13:00 午餐
背動式攝影育療技法三
13:00-14:30
雜誌相片拼貼評估與診斷(MPC)
背動式攝影育療技法四
14:40-16:00 封存記憶
相片過渡客體之項鍊製作
背動式攝影育療技法五
9:00-10:30 走進生命之幽谷，探索深層自我
明信片技法：容格積極想像之放大法
主動式攝影育療技法四
10:40-12:00 攝影外拍內觀新體驗
曼陀羅視框
第二天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15:10-16:00

背動式攝影育療技法六
生涯輔導與探索
拼湊路上心象風景
外拍作品賞析與討論
工作坊回顧、分享與討論

研習師資：吳明富老師
(一)學歷：美國聯合大學藝術治療博士
(二)現職：臺北市立台北教育大學藝術治療碩士學程 副教授。
(三)證照：美國藝術治療執照協會認可證書
紐約州創造性藝術治療師執照
美國藝術治療協會(AATA)專業會員
康乃爾危機處理(Cornell Crisis Intervention)訓練
研習費用：每人 4,500 元，初階+進階兩班合報優惠價 8,000 元（含午餐、研習手冊）。
(合報優惠價恕不再適用心理學苑優惠辦法) 研習人數：每班限 25 人 。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台北分事務所

台北「張老師」心理學苑

參加對象：曾參加《攝影藝術育療在青少年之實務應用工作坊(初階班) 》之學員。
專業認證：如需申請諮商心理師繼續教育積分，請於一個月前提出,人數達 3 人以上方才申請。
上課地點：台北「張老師」中心 (台北市大直街 20 巷 18 號，近捷運大直站 1 號出口)。
洽詢專線：２５３２-６１８０分機１３３，聯絡人：陳春蘭小姐
傳真專線：８５０９-３６１８
電子信箱：851023@cyc.tw
張老師全球資訊網址：//www.1980.org.tw
學員請攜帶下列物品：
(1)參與者請準備一台數位相機(請帶相機接電腦的連接線，記憶卡清空，請充足電)。
(2)家庭作業：參與者在隨身碟中存放自己在工作坊開始前五天，每天用數位相機自訂主題
的拍攝一張照片，五天共五張不同主題的攝影作品。主題要具體的，如：家人、喜愛的
食物、表情、顏色；也可以是抽象的，如：心情、愛、出走、自由…等等。
(3)每人攜帶兩本的舊雜誌(生活化一點的，如：商業周刊、張老師月刊、天下或世界地理
雜誌…等，不要是廣告 DM 或目錄) 。
(4)請每位參與者準備兩個盒子，一個盒子裝從雜誌中剪下來的人物照片，另一個盒子則是
裝除人物照片以外「各式各樣」的圖片，愈多愈好(至少各 30 張圖片以上)。
(5)每人一支剪刀和一瓶膠水。

-------------------------------------------

報名方式：即日起受理報名，完成繳費者優先，額滿截止。請先以電話預約或傳真報名表，
報名後 2 日內請完成繳費，繳費收據請註明參加姓名及課程名稱傳真至本中心。
繳費資訊：報名後於 5 天內會以簡訊通知(超商代碼繳費-全家 FamilPort 或 7-11iBon 完成繳費)
劃撥戶名：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台北分事務所
劃撥帳號：１９８２３７４６
電匯銀行：台灣中小企業南京東分行(ATM 代號：050)
電匯帳號：０９０１２０６８０５８
優惠辦法：請擇一使用（已獲政府補助課程或標明特殊折扣之課程，恕不適用本優惠辦法）
適用優惠辦法請於繳費前提出，完成繳費後恕不受理。
1、八五折優待：5 人同行
2、九折優待：
(1)兩人同時完成報名繳費。
(2)學生優惠﹝限本人，並請附上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3)持張老師月刊貴賓卡﹝限本人，並請附上貴賓卡影本﹞。
(4)同一人同時完成繳費兩項課程。
(5)開課日前一個月完成報名繳費。
(6)持救國團終身學習卡﹝限本人，並請附上學習卡影本﹞。
(7)舊生持相關證明報名課程(發票或上課通知，需於繳費前提出，繳費後恕不受理)
退費辦法：請憑繳費收據(發票)辦理退費，發票遺失恕無法退費。
1、 開課日期 7 日前辦理，可退費 90%。
2、開課日～6 日前辦理，可退費 80%。
3、上課時數未達 1/3 之前辦理，可退費 50%。
4、上課時數已達 1/3，恕不退費。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台北分事務所

台北「張老師」心理學苑

攝影藝術育療在青少年輔導實務應用工作坊
報 名 表
姓

名

性別

□男

□女

年齡

教育程度
□初階班 4,500 元

服務單位及
職稱

費用

□進階班 4,500 元
□初階班+進階班合報價 8,000 元

□其他優惠方式
□個人
□公務人員
收據 □單位
所需之認證 □諮商師繼續教育積分(需達 3 人提出申請)
抬頭 □統編
□不需要
（若選單位請選：□二聯 □三聯）
聯絡電話

（手機）

（H）

（O）

＊手機請務必填寫，市話請擇一填寫即可＊

通訊地址
E-mail

※ 請務必填寫 ※

參加期待
網站，名稱：_______________ 親友介紹 自索簡章 電台廣播 e-mail
報紙報導
其他________________
您了解並同意「張老師」為聯繫、檔案管理、行銷等目的，得處理、運用您所提供的資
料發送各項服務或活動訊息。除法令要求及您的同意外，不會將這些資料提供予第三人
注意事項
或挪為他用。
簽名：
訊息管道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台北分事務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