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程表】 

 2018年 02月 03日（星期六） 

時間 活動內容/工作坊主題 

帶領者/講師/ 

主持人 

場地 

08:30-09:00 報到 
育樂館

外 

09:00-10:10 行動開幕式 

主持人：鄒繼礎  

（台灣心理劇學會理事長） 

活動主持人/司儀：郭人福 

(準心理師)/蔡雨芊（台灣

心理劇學會秘書長） 

貴賓致詞： 

李秉乾 校長（逢甲大學） 

王葳 教務長（逢甲大學） 

陳俊鶯 醫師（中華團體心

理治療學會理事長） 

育樂館 

10:10-10:30 休息 

10:30-12:00 

大會主題演講： 

當下的故事、深層的故事、寬廣的故事： 

個人及社會療癒之行動方法 

（Present Stories, Deeper Stories, Greater 

Stories: Action Methods for Personal & 

Social Healing） 

Catherine Nugent 育樂館 

12:30-14:00 會員大會/午餐聯誼 育樂館 

14:00-17:30 

大團體行動教學與體驗： 

 

個人及社會療癒 

（Personal & Social Healing in Action） 

Catherine Nugent 育樂館 

17:45-20:45 交流晚會～『舌尖任務-團結吃飽飽』 郭人福 育樂館 

 



 

2018年 02月 04日（星期日） 

時間 活動內容/工作坊主題 帶領者/講師/主持

人 

場地 

08:30-08:50 報到 育樂館外 

08:50-10:20 專題演講： 

社會計量與心理劇發展： 

心理劇之母-Zerka Moreno的貢獻 

(Zerka Moreno'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ometry and Psychodrama) 

講者：Regina Moreno 

主持人：鄒繼礎 

與談人：賴念華 

育樂館 

10:20-10:40 休息 

10:40-12:10 工作坊 A-1 性別夢想工廠 王振圍 人言大樓 401 

工作坊 A-2 夢幻抉擇方程式~轟!嘩!啦! 蕭雁文 人言大樓 404 

工作坊 A-3 意識與無意識之我的小小心理劇 陳莉莉 人言大樓 406 

工作坊 A-4 戲劇治療與心理劇 余漢傑 人言大樓 407 

工作坊 A-5 當園藝治療遇見心理劇 楊素玲 人言大樓 402 

工作坊 A-6 相對的菱形 The diamond of 

opposites  
張卉湄 人言大樓 503 

工作坊 A-7 線上你我他-光譜圖的運用 張秀娟 人言大樓 507 

工作坊 A-8 具象化技術在組織中的應用 曾正奇 人言大樓 403 

工作坊 A-9 原力覺醒-從社會計量中體驗 陳悅華 人言大樓 504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Fae_QZatL6ctL7pY_eGG81V522y_m1v/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vvfu4hww3r0SgrELTcwveA6HOY3B08R/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PtBvsIv1B7Qyij4mxTEZdbxjRa-b5Am/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lhCCrZdAaYvi82FgYGB0nmdozHAZhNH/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RmD00176aayeeosPoOBDVrayVYOjkQz/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dmupW4xInwIV9XNOqw0XBfYVaSps0YR/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dmupW4xInwIV9XNOqw0XBfYVaSps0YR/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i-cNVPwUH50FNKzBDPGUYWeqRvFnUhO3/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_sAUmseIMSfLbj2wLHIBURQS8w1Z-sCk/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YM3IUL5cU9ibDFieJNfi_KPdqEep72c/view?usp=sharing


 

 

2018年 02月 04日（星期日） 

時間 活動內容/工作坊主題 

帶領者/講師/ 

主持人 

場地 

10:40-12:10 

工作坊 A-10 用一人一故事劇場的「四元素」     

來豐富您角色自發的夢想 
趙乙勵、林明德 人言大樓 505 

工作坊 A-11 修補關係中夢想的落差— 再起航人

生的英雄之旅 
楊明憲 人言大樓 405 

12:10-13:30 

為愛歡慶生命～ 

心理劇之母 Zerka Moreno紀念分享會 

主持人：賴念華 

與談人：桑志芹 

育樂館 

理監事會議/午餐聯誼 
人言大樓 607/ 

育樂館 

壁報論文發表 
2/3育樂館外 

2/4人言大樓 

13:30-16:30 

工作坊 B-1 開一扇心門 ─ 今天想帶自己去哪

裡？ 
劉彥君 人言大樓 502 

工作坊 B-2 社會劇與校園心理劇實務工作坊 游金潾 人言大樓 405 

工作坊 B-3 讓愛流動〜拉近世代差異社會劇 蔡裕婷、吳浩媺 人言大樓 406 

工作坊 B-4 與生命中的貴人相遇 王瀅捷 人言大樓 602 

工作坊 B-5 心像攝影社會劇 陳一蓉 人言大樓 506 

工作坊 B-6 壞人研習會—輔角訓練 歐吉桐 人言大樓 403 

工作坊 B-7 對立與和解－以社會劇開啟對話空間 郭人福 人言大樓 507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YioA7Y790Hvx7RH3tNIcsvparalcbMp/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YioA7Y790Hvx7RH3tNIcsvparalcbMp/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KKNrqiHzgpdXpuZpdpXjmwH_Bsf5kSH/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KKNrqiHzgpdXpuZpdpXjmwH_Bsf5kSH/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ysPEKVOMdr2YtT2Pv1nfecQeiIk-v2u/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ysPEKVOMdr2YtT2Pv1nfecQeiIk-v2u/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QhbkPcJMlynfmBt6C3Ined0akwZeKOX/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L4o5RhNcIWNQFvT0SpYUoEZXlV-vmbZb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tQw7VhaMHosCKOcXMcgpObeIP2xwglZ/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kTxDSN890SAB4jU7fZYNWvVexUy3Olm/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rsNkFcCLy8R5HRT1JypuiIji3u5WDIo/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rKeLnVYewYJ4yneFRHQYeE75C4T4HKw/view?usp=sharing


2018年 02月 04日（星期日） 

時間 活動內容/工作坊主題 
帶領者/講師/ 

主持人 
場地 

13:30-16:30 

工作坊 B-8 「行動演出生涯夢」社會劇形式的生涯

探索 
張祐誠、許凱傑 人言大樓 504 

工作坊 B-9 社會文化的看見與鬆綁-心理劇成長工

作坊 
洪意晴 人言大樓 604 

工作坊 B-10 牌卡與心理劇的相遇：圖文的身體展

演與具象 
邱素鳳、周怡君 人言大樓 401 

工作坊 B-11 存在經驗取向心理劇治療工作坊 游淑瑜 人言大樓 407 

工作坊 B-12 戲劇治療與動態正念 黃創華、張嘉容 人言大樓 505 

工作坊 B-13 化無形於有形─談如何將主角的故事

具象化(取消) 
夏敏 因故取消 

工作坊 B-14 時光旅行-心理劇體驗工作坊 徐于婷 人言大樓 606 

工作坊 B-15 混沌中的領悟 楊淑涵、吳逸微 人言大樓 601 

工作坊 B-16 回到原初，扎穩根基。 鄭秀如 人言大樓 408 

工作坊 B-17 感官、覺知、藝術心理劇工作坊 伍淑蘭 人言大樓 402 

工作坊 B-18 我在這裡，想好好跟你說話：藝術治

療與性別角色定位練習 
葉冠伶 人言大樓 501 

工作坊 B-19開啟心靈的鑰匙~福音劇與心靈探索 陳純瑾 人言大樓 503 

工作坊 B-20音樂心理劇 姚珮華 人言大樓 404 

工作坊 B-21 介紹被壓迫者劇場中的慾望彩虹與腦

袋中的警察(取消) 
高伃貞 因故取消 

16:30-16:45 中場休息換場地 

16:45-17:45 閉幕式/頒獎/領取證書 鄒繼礎 育樂館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RxbQc69gu0ZbTuKnektGWCmZB2HVo9K/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RxbQc69gu0ZbTuKnektGWCmZB2HVo9K/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Usj-lEFesR-lgJss3e2Il5LodByXej0/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Usj-lEFesR-lgJss3e2Il5LodByXej0/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KD_HdIo_ExK_vG0AKN-Rr4sTeLo0Om3/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KD_HdIo_ExK_vG0AKN-Rr4sTeLo0Om3/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auJZ_4v6_CZyS9LhgO-OcNH_NFKyBne/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eFrRGmR98cHr_zONMJhfptrGMyBfhzh/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dB8u98UQnf3GziIuIfU9eaV23pXs6ID/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dB8u98UQnf3GziIuIfU9eaV23pXs6ID/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QGp-ppGOUPNt7kz8wMf_cT6v2Lid5rp9/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_xKUQf4Lh3AEHtmkVRwaBEEFRinYcD0/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tirQ2ItAmUxtskcuiZDGtuWSZ2SjBgN/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RYfDita6IT9cvohncMR7hhs7X5J734c7/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A9geGwq8zIUiE3d3YeHB77WtE4b176ph/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A9geGwq8zIUiE3d3YeHB77WtE4b176ph/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ePQpkhCsBdAu7q32Jwd9n74O9Pb57ysS/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cbusJiCBZYl7WSFmC-nVLOoky89XWpk/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SQqln2v0AqU09ujTVCZq99OELbaab6Y/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SQqln2v0AqU09ujTVCZq99OELbaab6Y/view?usp=sha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