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持式修復正義(和諧溝通課程)徵件說明暨概念宣導會 

臺北場實施計畫 

壹、 計畫依據：  

  依教育部 112年 2月 13日臺教學(二)字第 1122800472號「教育部推動支持式修復

正義中心計畫（112年）」辦理。  

貳、 計畫目的： 

  支持式修復正義（Supportive and Restorative Justice, [SRJ]）融合社會情緒學習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SEL]）與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 [RJ]）內涵

的教學及校園事件處理模式。本計畫期望在教學端，透過將 SRJ教學（包含 SEL技巧

與 RJ知能）融入課程教學，藉以向大專院校學生推廣 SRJ的各項內容，以利他們在平

日課程學習中具備更多先備知識，如溝通、情緒、問題解決技巧等，藉以間接減少因溝

通不良、情緒表達不彰而造成後續衝突的可能性。為此，辦理本次徵件說明暨概念宣導

會之主要目的如下： 

一、針對教育部補助 SRJ開課之徵件標準、辦法、與流程進行說明，以利有意願者

進行申請並順利開設 SRJ課程。 

二、透過開課補助，培育具備 SRJ專業概念之教師，並促進「支持式修復正義」於

大專院校實踐。 

參、 辦理單位：  

一、 主辦機關：教育部 

二、 承辦單位：國立政治大學輔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  

肆、 參與對象及人數：大專院校之教育人員預計 45人。 

伍、 活動時間及地點：  

一、 時間：112年 3月 23日（星期四）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 

二、 地點：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 2樓－瑞特廳。 

三、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 1號 2樓。 

陸、 報名須知： 

一、 自即日起至 112年 3月 10日(或報名額滿)為止。（報名截止後將另以 email 

形式寄送報名成功信件通知） 

二、 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https：//forms.gle/x3pxSc1C2EBHFbnz9 

  

https://forms.gle/x3pxSc1C2EBHFbnz9


柒、 活動日程表： 

時間 議程 

08：30-09：00 報到 

09：00-09：05 開幕式 

教育部 
宋宥賢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助理教授） 

陳利銘 
(國立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09：05-10：00 和諧溝通課程徵件說明 
陳利銘 

(國立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10：00-10：10 茶敘、經驗交流分享 

10：10-12：00 
實務專題： 

社會情緒學習概念介紹 

吳怡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助

理教授) 

12：00-13：30 午休、用餐 

13：30-14：50 
實務專題： 

修復式對話概念介紹(上) 

林育聖 
(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副教授) 

14：50-15：00 茶敘、經驗交流分享 

15：00-16：30 
實務專題： 

修復式對話概念介紹(下) 

林育聖 
(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副教授) 

16：30-16：40 綜合座談 

教育部 
宋宥賢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助理教授） 

陳利銘 
(國立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16：40 賦歸 

 

  



捌、 活動須知：  

一、 本活動之報名及所有課程一律由教育部計畫經費補助，並提供餐盒與研習資

料。本次活動將隨程拍照紀錄。 

二、 詳細課程補助計畫內容將於會中發放。 

三、 活動場地位於捷運站附近，故本活動請自行前往，不另安排接駁車及車位。

交通資訊說明如下： 

(一) 捷運： 

【忠孝復興捷運站】1號出口：直走 500公尺，約 8分鐘抵達。 

【忠孝新生捷運站】4號出口：往回走，往 SOGO方向直走 500公尺，約

8分鐘抵達。 

(二) 公車：正義郵局站 (走路約 2 分鐘)：1813 支線、1815、212、232 副、

232正、262(含區間車)、299、605、919、忠孝新幹線。 

四、 參與本活動之與會者需協助填寫意見回饋問卷，以作後續活動辦理參考與精

進。 

五、 本活動鼓勵有意申請後續徵件活動之教育人員全程參與，以利對徵件之細項

說明以及 SRJ之內容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六、 本次活動若因應「新型冠狀病毒」(COVID-19)疫情關係，調整活動日期、場

地、實施方式，或暫緩、停辦，則將另行通知。 

玖、 活動聯絡方式： 

一、 聯絡人：國立政治大學支持式修復正義中心羅書芹研究助理 

二、 聯絡電話：(02)-29393091轉 67514；手機：0988-528798 

三、 聯絡信箱：lofee123249233@gmail.com 

四、 活動報名網址 QR code： 

壹拾、 本計畫奉核可實施，修正時亦同。 

mailto:lofee123249233@gmail.com


支持式修復正義(和諧溝通課程)徵件說明暨概念宣導會 

臺中場實施計畫 

壹、 計畫依據：  

  依教育部 112年 2月 13日臺教學(二)字第 1122800472號「教育部推動支持式修復

正義中心計畫（112年）」辦理。  

貳、 計畫目的： 

  支持式修復正義（Supportive and Restorative Justice, [SRJ]）融合社會情緒學習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SEL]）與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 [RJ]）內涵

的教學及校園事件處理模式。本計畫期望在教學端，透過將 SRJ教學（包含 SEL技巧

與 RJ知能）融入課程教學，藉以向大專院校學生推廣 SRJ的各項內容，以利他們在平

日課程學習中具備更多先備知識，如溝通、情緒、問題解決技巧等，藉以間接減少因溝

通不良、情緒表達不彰而造成後續衝突的可能性。為此，辦理本次徵件說明暨概念宣導

會之主要目的如下： 

一、 針對教育部補助 SRJ開課之徵件標準、辦法、與流程進行說明，以利有意願者

進行申請並順利開設 SRJ課程。 

二、 透過開課補助，培育具備 SRJ專業概念之教師，並促進「支持式修復正義」於

大專院校實踐。 

參、 辦理單位：  

一、 主辦機關：教育部 

二、 承辦單位：國立政治大學輔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  

肆、 參與對象及人數：大專院校之教育人員預計 45人。 

伍、 伍、活動時間及地點：  

一、 時間：112年 3月 30日（星期四）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 

二、 地點：集思台中新烏日會議中心 3樓－巴本廳。 

三、 地址：臺中市烏日區高鐵東一路 26號 3樓。 

陸、 報名須知： 

一、 自即日起至 112 年 3 月 17 日(或報名額滿)為止。（報名截止後將另以 email  

形式寄送報名成功信件通知） 

二、 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https：//forms.gle/KHfxJB59zaBse84k8  

  

https://forms.gle/KHfxJB59zaBse84k8


柒、 活動日程表： 

時間 議程 

08：30-09：00 報到 

09：00-09：05 開幕式 

教育部 
宋宥賢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助理教授） 

陳利銘 
(國立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09：05-10：00 和諧溝通課程徵件說明 
陳利銘 

(國立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10：00-10：10 茶敘、經驗交流分享 

10：10-12：00 
實務專題： 

社會情緒學習概念介紹 

吳苡菱 
（國立高雄大學兼任講師） 

12：00-13：30 午休、用餐 

13：30-14：50 
實務專題： 

修復式對話概念介紹(上) 

鄭若瑟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社區精神科顧

問主治醫師） 

（善意溝通修復協會常務理事） 

14：50-15：00 茶敘、經驗交流分享 

15：00-16：30 
實務專題： 

修復式對話概念介紹(下) 

鄭若瑟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社區精神科顧

問主治醫師） 

（善意溝通修復協會常務理事） 

16：30-16：40 綜合座談 

教育部 
宋宥賢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助理教授） 

陳利銘 
(國立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16：40 賦歸 

 

  



捌、 活動須知：  

一、 本活動之報名及所有課程一律由教育部計畫經費補助，並提供餐盒與研習資

料。本次活動將隨程拍照紀錄。 

二、 詳細課程補助計畫內容將於會中發放。 

三、 因活動場地位於高鐵/臺鐵車站內部，故本活動請自行前往為主，不另安排接

駁車及車位。交通資訊如下： 

(一) 高鐵： 

【台鐵新烏日站】：由出口處往前直行約 50公尺，會議中心即在右側。 

(二) 臺鐵： 

【台中高鐵站】：請往出口 3 台鐵車站方向直行，右轉往台鐵售票大廳，

會議中心即在左側。 

(三) 捷運： 

【捷運高鐵台中站】請從捷運高鐵台中站 3號出口直行約 50公尺，會議中

心即在左前方。 

四、 參與本活動之與會者需協助填寫意見回饋問卷，以作後續活動辦理參考與精

進。 

五、 本活動鼓勵有意申請後續徵件活動之教育人員全程參與，以利對徵件之細項

說明以及 SRJ之內容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六、 本次活動若因應「新型冠狀病毒」(COVID-19)疫情關係，調整活動日期、場

地、實施方式，或暫緩、停辦，則將另行通知。 

玖、 活動聯絡人： 

一、 聯絡人：國立政治大學支持式修復正義中心羅書芹研究助理 

二、 聯絡電話：(02)-29393091轉 67514；手機：0988-528798 

三、 聯絡信箱：lofee123249233@gmail.com 

四、 活動報名網址 QR code： 

壹拾、 本計畫奉核可實施，修正時亦同。 

mailto:lofee12324923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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