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活動一覽表  108.9.5 

場次 講題/時間、地點 主 講 人 對象 活動內容 

範例 

【軟能力認證 B-2-12】 

如何與直升機父母相處~讓父母

成為我的啦啦隊 

107/09/26(三)13:10-15:00 

管院哈佛講堂 

呂伯杰諮商心理師

/盼心理諮商所 

全校學生 

自由報名 

講師從家庭的角度談成年階

段親子關係的互動與影響，探

討如何讓彼此都有空間，幫助

父母退回場邊，專心的當個啦

啦隊，為你加油。 

教師輔導講座 

場次 講題/時間、地點 主 講 人 對象 活動內容 

1 

職人的夢想與實踐-協助學生做

想要的工作 

108/9/18(三)13:20-15:00 

管院 107 

郭丹穎/風傳媒編

輯 

全校教職員 

自由報名 

老師們該如何協助學生尋夢

實踐、逐夢踏實？想做、能

做、計劃做，該如何一步步的

自我實現？ 

2 

大學班級經營與師生關係－觀

念、策略與技巧 

108/9/20(五)13:20-15:00 

宗山樓 2F會議室 

賴光真 副教授/東

吳大學師資培育中

心 

全校教職員 

自由報名 

作為一個大學班導師該如何

維繫與學生互動的關係？班

級經營在大學生態怎麼做

呢？來聽講師的分享，幫助自

己在經營大學班級與學生感

情間更為得心應手。 

3 

愛情的兩好三壞 

108/10/08(二)13：20-15:00 

管院哈佛講堂 

郭凡琦 /諮商心理

師 /新竹市學生輔

導諮商中心 

全校教職員 

自由報名 

藉由戀愛的實用心理學技

巧，讓教師們理解：愛情，是

一種關係，好的關係會讓人感

覺每天都幸福快樂，壞的關係

會讓人心情起伏不定，進而理

解學生的情感需求與感情狀

態，拉近與學生的距離。  

4 

型男型女方程式- 

108/10/22(二)13:20-15:00 

管院哈佛講堂 

莊柏萱/專輔老師/

政治大學教育系博

士班 

全校教職員 

自由報名 

講師透過目的、點子、勇氣、

行動等 4 元素來剖析性別特

質，讓教師們理解性別特質的

展現與生理性別的期待儘管

有所不同，都可以充分走出康

莊大道，實現夢想。 

5 

情緒背後的天使與惡魔 

108/10/30(三)13:20-15:00 

鴻超樓 1 樓平面會議室 

 

胡展誥 諮商心理

師/春暉精神科診

所 

全校教職員 

自由報名 

透過講座了解各種情緒的存

在是那麼的自然，生氣有可能

是天使，壓抑住的眼淚也有可

能會變成惡魔，只要你看見並

理解這些再自然不過的情

緒，就可以與它們好好共處。 

6 

你說我聽~辨識學生情緒與轉介

技巧 

108/11/6(三)13:20-15:00 

宗山樓 2F 會議室 

蘇真以/中臺科技

大學諮商輔導中心

專任心理師 

全校教職員 

自由報名 

我要如何辨識需要轉介諮商

會談的學生?會談前後我需要

做些什麼才能讓學生得到最

大的幫助?來聽來自實務場域

中心理師真誠的分享。 

7 

讓學生敢做夢-夢想的領航員

108/11/12(二)13:20-15:00 

哈佛講堂 

張秀娟諮商師/毛

蟲藝術心理諮商所 

全校教職員 

自由報名 

我要什麼人生？怎麼選擇與

充實未來的自己？如何與這

世代談論職涯規劃?協助學生

對於自我學習有更多能力和

控制感，找到自己羅馬大道。 



8 

職涯任意門-大專院校學生生涯

發展籌劃 

108/11/20(三)13:20-16:00 

管院 107 會議室 

蔡和蓁社工師/高

雄市社會工作師公

會理事長 

全校教職員 

自由報名 

協助教師依據學生個別化差

異，增進相關生涯知能，並連

結勞政及相關資源，協助學生

得以順利進行生涯轉銜。 

     

     

學生心理講座 

場次 講題/時間、地點 主 講 人 對象 活動內容 

1 

【軟能力認證 B-2-13】 

職場現況大解析-做你想做的工

作 

108/9/18(三)15:10-17:00 

管院 107 

郭丹穎 /風傳媒編

輯 

全校學生 

自由報名 

講師以豐富的職涯相關編輯

經驗， 讓同學瞭解如何找到

自己適合的工作，並透過實際

訪問案例，分享各行各業的職

場現況。 

2 

【軟能力認證 B-2-12】 

守門人一日體驗-擺渡人 

108/10/02 13:10-15:00 

管院哈佛講堂 

蘇子喬諮商心理師

/心不懶線上心理

成長智庫 

全校學生 

自由報名 

透過講師的說明和帶領，讓參

與者可以「很溫柔」好好地陪

伴/安慰失意的人；可以「很療

癒」，好好地照顧自己；可以

「很機靈」培養對於自殺危機

事件及憂鬱症狀的靈敏度。 

3 

【軟能力認證 B-2-12】 

品味中南半島-認識多樣的越南

與柬埔寨 

108/10/02(三)15:10-17:00 

管院哈佛講堂 

黃偉雯/前馬來西

亞華文獨立中學校

長、政治大學國家

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全校學生 

自由報名 

講師介紹越南飲食文化與中

國及法國之間的歷史脈絡，分

享你不知道的越南小故事，以

及柬埔寨吳哥窟之美和印度

宗教文化的關係。 

4 

【軟能力認證 B-2-5】 

性平愛情的兩好三壞 

108/10/08(二)15:10-17:00 

管院哈佛講堂 

郭凡琦 /諮商心理

師 /新竹市學生輔

導諮商中心 

全校學生 

自由報名 

講師介紹一些可用於戀愛的

實用心理學技巧，讓學員們理

解：愛情，是一種關係，好的

關係會讓人感覺每天都幸福

快樂，壞的關係會讓人心情起

伏不定，而被三振的愛情，更

會讓人感到痛苦與心碎。 

5 

【軟能力認證 B-2-12】 

心靈降落傘-情緒認識與因應 

108/10/16(三)14:10-16:00 

鴻超樓 1 樓平面會議室 

葉孜寧諮商心理師

/中國科技大學兼

任心理師 

全校學生 

自由報名 

(轉復學生 

優先錄取) 

生活中總有各種過不去的

事，隨之引發的感受讓你像從

高空掉落，手足無措嗎？讓我

們一起學習和情緒共處，就像

裝備好降落傘，讓你在情緒的

風暴中，安全著陸。 

6 

【軟能力認證 B-2-5】 

性平愛情毒藥？解藥?! 

108/10/17(四)13:10-15:00 

管院哈佛講堂 

溫淑萍老師 /勵馨

基金會 

全校學生 

自由報名 

透過講座與影片分享，讓學員

們看見初嘗愛情的滋味，應該

是美好的，然而，一不小心咬

了一口毒蘋果之後，美好的世

界可能瞬間風雲變色，講師將

帶領大家理解該如何讓愛情

成為生命中的解藥，而不是聞

之喪膽的毒藥! 

7 

【軟能力認證 B-2-5】 

性平型男型女方程式- 

108/10/22(二)15:10-17:00 

管院哈佛講堂 

莊柏萱/專輔老師/

政治大學教育系博

士班 

全校學生 

自由報名 

講師透過目的、點子、勇氣、

行動等 4 元素來剖析性別特

質，讓大家理解性別特質的展

現與生理性別的期待儘管有



所不同，都可以充分走出康莊

大道，實現夢想。 

8 

【軟能力認證 B-2-12】 

特色翻轉腦袋，找回生命力 

108/10/23(三)13:10-15:00 

鴻超樓 1 樓平面會議室 

胡展誥 諮商心理

師/春暉精神科診

所  

全校學生 

自由報名 

講師透過與個案相遇的生命

經驗，協助參與學生如何從翻

轉腦袋，轉換想法，重新找到

生命的出口與意義。 

9 

【軟能力認證 B-2-12】 

學習你我他的交響曲 

108/10/23(三)15:10-17:00 

鴻超樓 1 樓平面會議室 

胡展誥 諮商心理

師/春暉精神科診

所  

全校學生 

自由報名 

透過分享，讓學員了解在關係

裡常常事與願違，應該如何自

我覺察，人和人之間的互動又

該如何協調與磨合呢？講師

將傳授實用秘笈。 

10 

【軟能力認證 B-2-12】 

學習情緒背後的天使與惡魔 

108/10/30(三)15:10-17:00 

鴻超樓一樓平面會議室 

胡展誥 諮商心理

師/春暉精神科診

所 

全校學生 

自由報名 

透過講座了解各種情緒的存

在是那麼的自然，生氣有可能

是天使，壓抑住的眼淚也有可

能會變成惡魔，只要你看見並

理解這些再自然不過的情

緒，就可以與它們好好共處。 

11 

【軟能力認證 B-2-13】 

不怕我的世界不一樣 

108/11/12(二)15:10-17:00 

哈佛講堂 

張秀娟諮商師/毛

蟲藝術心理諮商所 

全校學生 

自由報名 

大學科系是否就是我的未來

資源？人生面臨好多抉擇，我

該如何充實與規劃自己的職

涯人生，找到真能發揮所長且

心之所向之路。 

12 

(全程以越南語進行) 

摸到夢想~從移工到留學生的觀

察筆記 

108/11/13(三)13:10-15:00 

管院 107 

楊廷進/獨立接案

剪輯師、靜宜大學

大眾傳播系 

全校越南 

學生自由報名 

來自越南北寧省，19 歲來台來

台工作 7 年，原為移工身分，

現在成了大學生的楊廷進將

分享是什麼經歷和機遇，讓他

在台灣的生活大轉彎，過程中

觀察到的點點滴滴。 

競賽、體驗活動 

場次 主題/時間、地點 主辦單位 對象 活動內容 

 

【軟能力認證 B-2-3】 

特色<捕捉生命的精彩>圖文徵

件競賽 

108/9/9(一)00:00~10/20(日)24:00 

諮商暨職涯中心 
全校學生 

自由報名 

鼓勵學生省思生命中的點點

滴滴，淬鍊出最精華的部分，

透過照片搭配文字呈現出

來，捕捉並聚焦生命中的精

采，藉以強化個人內心自我支

持與照顧力量。 

 

【軟能力認證 B-2-5】 

性平性別特質自拍照 IG 牆創意

競賽 

108/10/01(二)~11/15(五) 

諮商中心 

諮商暨職涯中心 
全校學生 

自由報名 

募集學生的自拍照，照片中傳

達性別平等、尊重不同的性別

特質；呈現性別平權概念，突

破性別刻板印象，也可表現如

何接納自己的性別角色。 

 

【軟能力認證 B-2-3】 

學習屬於我的 Slogan 粉彩畫創

意競賽 

108/10/01(二)~11/15(五) 

諮商中心 

諮商暨職涯中心 
全校學生 

自由參加 

透過創意標語與粉彩畫的結

合，激勵自己的學習，肯定自

己的努力，並且看見學習生涯

的美好。 

 

【軟能力認證 B-2-3】 

<Dream come true>圖文徵件競

賽 

108/10/01(二)~11/15(五) 

諮商暨職涯中心 
全校學生 

自由參加 

鼓勵學生勾勒自我夢想，透過

創意發想，以圖文搭配的形式

描繪職業選擇、職涯期盼，藉

此堅定夢想目標，以激勵自我



諮商中心 實現。 

 

【軟能力認證 B-2-3】 

特色<捕捉生命的精彩>成果展 

108/11/11(一)~11/22(五) 

藝文中心 

 

諮商暨職涯中心 
全校學生 

自由參加 

藉由展覽的方式宣揚生命的

精采，以傳達生命中各種美好

的寓意，以及鼓勵觀展學生經

由碰撞別人的生命故事激發

出新的火花，透過文字呈現出

個人內心的生命果實。 

參訪活動 

場次 主題/時間、地點 主辦單位 對象 活動內容 

 

產業趨勢、技能發展 

108/11/13(三)13:30-16:30 

台積創新館．探索館 

公司導覽人員 
資教學生 

自由報名 

透過館內動靜態展演或職業

體驗課程，提供學生職涯知

識。 

 

【軟能力認證 B-3-6】 

創新科技，展望世界 

108/11/13(三)13:30-16:30 

台積創新館．探索館 

公司導覽人員 
全校學生 

自由報名 

透過館內動靜態展演或職業

體驗課程，提供學生職涯知

識。 

學生工作坊 

場次 講題/時間、地點 主 講 人 對象 活動內容 

 

【軟能力認證 B-3-7】 

尋一條我的精采未來-職涯探索

工作坊 

108/10/1(二)13:10-16:00 

宗山樓 2 樓大會議室 

楊鎧宇諮商心理師

/我們心理諮商所 

全校學生 

自由報名 

面對茫茫職涯選擇，到底該怎

麼選擇？你瞭解自己的職業

需求嗎？你知道自己適合哪

些職業嗎？透過生涯牌卡及

豐富的活動，讓你尋覓一條屬

於你的精采未來。 

 

【軟能力認證 B-3-7】 

特色捕捉生命閃耀的瞬間-影像

自癒工作坊 

108/10/15(二)13:10-17:00 

諮商中心團諮室 

周奕伶

/[JC]CREATIVE 

攝影總監 

全校學生 

自由報名 

在工作坊中一起打開心去經

歷去體驗，透過影像探索積累

於我們意識下不輕易釋放的

情緒，慢慢找回正視自己的勇

氣。 

 

【軟能力認證 B-3-7】 

玩出好關係-桌遊工作坊 

108/10/29(二)17:30-20:30 

宗山樓 2 樓大會議室 

王雅涵諮商心理師

/中崙諮商中心 

全校學生 

自由報名 

(轉復學生 

優先錄取) 

到底是關係好的人一起玩還

是因為一起玩而關係好呢？

透過遊戲，我們來認識自己認

識別人，從互動當中去經歷美

麗的人際關係吧！ 

 

【軟能力認證 B-3-7】 

特色重啟自我原生力-戲劇治療

工作坊 

108/10/30(三)13:10-17:00 

諮商中心團諮室 

孔守謙 /交通大學

諮商心理師、一人

一故事劇場工作者 

全校學生 

自由報名 

透過身體動作與聲音表達來

探索自我與人際互動模式，過

程中像是經歷一場混亂的解

構遊戲，卻奇妙地轉化原先僵

固的自我，回復作為人的彈

性、創造力與活力。 

 

嚮「網」美「夢」-捕夢網手作

工作坊 

108/11/20(三)13:10-15:00 

宗山樓 2 樓大會議室 

塘藝術工作室-創

意包裹 

境外生 

自由報名 

透過捕夢網帶來安穩、美夢的

意涵，引導參與學生經由手作

活動得以沉澱離鄉背井不安

的情緒，以及催化編織美好未

來的願景，協助學生提升生活

適應能力，更能心無旁鶩專注

於生涯實踐。 



 

【軟能力認證 B-3-7】 

學習粉彩癒癒工作坊 

108/11/26(二)13:30-16:30 

宗山樓 2 樓大會議室 

鍾雅惠/諮商心理

師(馬大元診所) 

全校學生 

自由報名 

結合屬於我的 Slogan粉彩畫創

意競賽，無論學員是否有繪畫

基礎，在講師的帶領之下，每

個人都可以在短時間內完成

一幅光明、希望以及充滿正能

量的粉彩畫作，工作坊將同時

進行屬於我的 Slogan粉彩畫創

意評選，由工作坊講師評選。 

 

【軟能力認證 B-3-7】 

性平型男型女特質體驗工作坊 

108/11/27(三)13:10-16:00 

宗山樓 2 樓大會議室 

黃渝婕/倡議專員/

勵馨基金會 

全校學生 

自由報名 

透過親身體驗活動，讓學員思

考，社會普遍想法、成長過程

中大人的教導以及這些特質

是期望哪個性別應擁有的？ 

更讓學員明瞭好的特質不分

性別；工作坊將同時進行性別

平等 IG 自拍照評選，由工作

坊講師評選。 

 

台越美食交流會 

108/12/4(三)12:00-15:00 

宗山樓 2 樓大會議室 

何香蓮 /本校國際

處外生輔導與服務

中心 

全校學生、 

境外生 

自由報名 

想要了解文化最直接簡單的

方式就是從食物開始，本活動

將帶領學生自己製作以越南

代表美食「生春捲」，以及台

灣代表飲品「珍珠奶茶」，作

為兩種飲食文化碰撞激盪出

的美食交流會。 

 

【軟能力認證 B-3-7】 

形象打造技巧-教你在人群中脫

穎而出 

108/12/4(三)14:00-17:00 

鴻超樓 1 樓 平面會議室 

陳俞君/智心聯盟

形象塑造講師 

全校學生 

自由報名 

講師傳授職場的穿搭概念，讓

學生掌握良好的第一印象，並

透過妝髮實做，實際學習如何

塑造個人在職場環境中的自

我形象。 

【軟能力認證 B-2-10】學生心理測驗 

場次 測驗/時間、地點 主 講 人 對象 活動內容 

1 

大學生心理適應量表 

108.09.26(四)12:00-13:00 

宗山樓 4 樓大會議室 

 陸馨穎/實習 

諮商心理師 

全校學生 

自由報名 

藉由測驗來了解個人的生活

適應問題與適應能力。 

2 

工作價值觀量表 

108.10.24(四)12:00-13:00 

宗山樓 4 樓大會議室 

 陸馨穎/實習 

諮商心理師 

藉由測驗來了解個人的工作

價值觀，協助做出職業選擇。 

3 

大學生心理適應量表 

108.11.28(四)12:00-13:00 

宗山樓 4 樓大會議室 

 吳子銳/實習 

諮商心理師 

藉由測驗來了解個人的生活

適應問題與適應能力。 

4 

工作價值觀量表 

107.12.26(四)12:00-13:00 

宗山樓 4 樓大會議室 

 吳子銳/實習 

諮商心理師 

藉由測驗來了解個人的工作

價值觀，協助做出職業選擇。 

【軟能力認證 A-b-2】Ucan 補救教學(請各院管彙整名單，主動邀請未過 A-b-2 同學參與) 

場次 測驗/時間、地點 主 講 人 對象 活動內容 

1 

Ucan 補救教學 1 

108/09/24(二)12:00~13:00 

宗山樓 2F 大會議室 

 吳子銳/實習 

諮商心理師 

全校學生 

(大二以上) 

自由報名 

本活動對象主要為提供大一

(下)未參加班級輔導的學生，

活動內容以分析 UCAN 結果



2 

Ucan 補救教學 2 

108/10/22(二)12:00~13:00 

宗山樓 2F 大會議室 

 吳子銳/實習 

諮商心理師 

及如何運用在個人生涯規劃

為主。 

3 

Ucan 補救教學 3 

108/11/26(二)12:00~13:00 

宗山樓 2F 大會議室 

 陸馨穎/實習 

諮商心理師 

4 

Ucan 補救教學 4 

108/12/24(二)12:00~13:00 

宗山樓 2F 大會議室 

 陸馨穎/實習 

諮商心理師 

輔導股長與志工培訓 

場次 講題/時間、地點 主 講 人 對象 活動內容 

1 

避免夥伴從人生遊戲登出—成

為神隊友的三大攻略

108/10/8(二)18:00-20:00 

宗山樓 2 樓大會議室  

楊婉姃/新竹看守

所專任心理師 

輔導股長與志

工 

透過課程提升輔導股長與志

工的同儕關懷技巧，懂得如何

從社群網路觀察並協助需要

心理健康資源的同學。 

2 

我們與愛的距離~愛情成長團體 

108/11/12-12/17(二)18:30-20:00

，共六次 

宗山樓 2樓諮商中心團諮室 

陸馨穎、吳子銳 /

全職實習心理師  

輔導股長與志

工 

協助學生檢視自己的愛情價

值觀。了解自己在愛情關係中

的溝通模式，並覺察自己在愛

情關係裡的樣貌。 

3 

玩桌遊~學溝通 

108/11/14（四）18:00-20:00 

宗山樓 2 樓大會議室 

吳健毅/阿普蛙工

作室 

輔導股長與志

工 

透過桌遊的方式來學習溝

通，以有趣的方式進行，讓他

們從遊戲中領會溝通的關

鍵，學習傾聽，同理他人處境。 

     

     

資源教室活動 

場次 講題/時間、地點 主 講(辦) 人 對象 活動內容 

 

海霸桌遊-程式桌遊體驗課 

108/10/16（三）13:00-16:00 

宗山樓 2F大會議室 

柳昱謙設計師/海

霸桌遊課程設計師 

資教學生 

自由報名 

讓學生從桌遊中嘗試「了解問

題」，「剖析問題」，進而思考

如何「解決問題」，並了解基

礎的程式邏輯是可以透過桌

遊共玩同樂的方式，循序漸進

引導學習。 

 

歡樂慶生活動 PART1 

108/10/16（三）17:00-18:00 

資源教室 

資源教室輔導人員  

資教學生、助

理人員自由報

名 

藉由規劃慶生餐聚，搭建資源

教室學生友誼橋樑及互動機

會，並抒發學生平日課業壓

力。 

 

樂高機器人工作坊 

108/10/23(三)13:00-16:00 

電腦教室 2D 

吳安迪/貝登堡機

器人學苑技術長 

資教學生 

自由報名 

1.認識與瞭解樂高機器人基

礎理論。 

2.體驗學習機器人之程式撰

寫，增強邏輯思維，也認識更

多英文字彙。。 

 

汗動青春．誰「羽」爭鋒」羽毛

球競賽活動 

108/10/30(三)12:00-16:00 

體育館 

資源教室輔導人員 

資教學生、助

理人員自由報

名 

透過規劃羽毛球競賽活動，提

升學生體能與肌耐力，揮灑汗

血，達運動與人際互動之效

果。 



 

產業趨勢、技能發展 

108/11/13(三)13:30-16:30 

台積創新館．探索館 

公司導覽人員 
資教學生 

自由報名 

透過館內動靜態展演或職業

體驗課程，提供學生職涯知

識。 

 

戶外教學暨體驗活動 

108/11/20(三)12:00-17:00 

苗栗舊山線鐵路自行車(暫定) 

資源教室輔導人員 

資教學生、助

理人員、諮商

中心輔導志工 

自由報名 

透過規劃戶外活動，使學生能

增廣見聞、體驗生活樂趣，抒

緩平日課業壓力，並促進同儕

正向互動與交流。 

 

愛的花禮手作工作坊 

108/11/27(三)12:00-17:00 

宗山樓 2F大會議室 

資源教室輔導人員 

資教學生及其

助理人員、諮

商中心輔導志

工 

自由報名 

透過規劃手做課程，提升精細

動作的運用，培養學生耐心

度，專注於成品製作，並藉由

成品的完成，增進自信心。 

 

求職方程式 

108/12/11(三)13:00-16:00 

宗山樓 2F會議室 

畢雯/臺北政府勞

工處身心障礙職業

重建個案管理員 

資教學生 

自由報名 

透過講解，讓學生了解自己的

興趣、職業性向、職涯規劃的

認識。 

 

歡樂慶生活動 PART2 

108/12/4（四）17:00-18:00 

資源教室 

資源教室輔導人員  

資教學生、助

理人員自由報

名 

藉由規劃慶生餐聚，搭建資源

教室學生友誼橋樑及互動機

會，並抒發學生平日課業壓

力。 

內部輔導專業研習 

場次 講題/時間、地點 主 講(辦) 人 對象 活動內容 

1 

焦點解決短期心理諮商 

108/8/19(一)9:10-16:00 

宗山樓 2 樓小會議室 

陳意文諮商心理師

/「張老師」基金會

台北分事務所 

中心全體人員 

本次研習將介紹焦點解決短

期心理諮商取向，並以實例討

論的方式，讓大家了解該取向

的技術，以及在學校輔導實務

上的應用。 

2 

團體督導 1 

108/9/3(二)13:00-16:00 

宗山樓 2 樓小會議室 

陳意文諮商心理師

/「張老師」基金會

台北分事務所 

中心全體人員 

邀請專家學者蒞校指導，並透

過實務案例的分享與討論，促

使專業輔導人員對於個案的

處遇與相關議題有更多學習

與精進，以應用於未來輔導工

作中。 

 

紅花卡 1、2、3 如何運用在學生

諮商輔導上

108/9/11(三)9:00-15:00 

宗山樓 2 樓小會議室 

陳雅婷 諮商心理

師暨督導/卡卡居

創辦人 

中心全體人員 

紅花 1 豐富溫暖、紅花 2 多元

深刻、紅花 3 純淨開闊，以其

為橋梁，引導學生更懂得眼前

的生命；以其為視框，讓學生

看見自己生命的風景，映照出

生命每一刻的真實，無論是孤

獨親近，還是困境與希望，都

因為映照與分享，而帶來學生

繼續往下走的力量。 

3 

人際歷程理論與實務

108/11/7(四)9:00-16:00 

宗山樓 2 樓小會議室 

杜淑芬/中原大學

教育研究所副教

授、諮商心理師 

中心全體人員 

本課程將介紹人際歷程理論

的基本概念，並用個案實例討

論的方式，讓大家了解人際歷

程在諮商實務的應用。 

4 

團體督導 2 

108/11/4(一)13:30-16:30 

宗山樓 2 樓小會議室 

吳麗娟/臺灣師範

大學兼任教授 
中心全體人員 

邀請專家學者蒞校指導，並透

過實務案例的分享與討論，促

使專業輔導人員對於個案的

處遇與相關議題有更多學習

與精進，以應用於未來輔導工

作中。 



各項會議 

場次 講題/時間、地點 主 講(辦) 人 對象 活動內容 

1 

108 學年度新任暨新生班導師會

議 

108/8/29(四)10:00-12:10 

鴻超樓 1F 國際會議廳 

諮商暨職涯中心 

王意妮心理師 

各院長、系主

任、108 學年度

新任、新生班

導師、學務處

相關人員 

透過學務工作報告，並說明導

師相關系統操作，以及實作

CPR+AED，提升新任暨新生班

導師自助助人能力。 

2 
新生家長座談會 

108/9/1(日)10:00-12:00 

宗山樓四樓會議室 

資源教室輔導人員 
資源教室家長

學生參加 

說明資源教室工作內涵、輔導

措施及身心障礙學生相關規

定，提供相關建議及諮詢。 

 

期初會議  

108/9/17(二) 

12:10~13:00 17:30~18:30 

宗山樓 4F 會議室/資源教室 

資源教室輔導人員 
資教教室學生

參加 

佈達資源教室活動及該學期

學習需求調查。 

 

身心障礙新生班級暨新任導師

會議 
108/9/17(二)12:00-13:00 

宗山樓 2F 會議室 

資源教室輔導人員 
身障生班級新

任導師 

提升身心障礙新生班級暨新

任導師對校內特教資源之認

識，以主動運用各項資源，協

助班上身障生提高學習成效。 

 

小風車期初大會 

108/9/19(四)18:00-20:00 

宗山樓二樓大會議室 

資源教室張馨云輔

導人員 
小風車志工 

透過會議說明小風車志工團

之義務與權益，宣傳本學期培

圳課程及校外志工服務相關

訊息。 

 

個別化支持計畫(ISP)會議 

108/9/16-20 (管理學院) 

108/9/23-27 (工學院) 

108/9/30-10/4 (服務學院) 

108/10/7-10/9 (人設院) 

宗山樓 2F 會議室 

資源教室輔導人員 

身障生、家

長、系主任、

導師、相關行

政、教學或輔

導人員/400人 

提供身障生、家長與學校相關

單位人員溝通平台，訂定符合

學生特殊需求之個別化支持

計畫(ISP)，以確保身心障礙學

生受教權獲得具體保障，協助

學生之在校生活適應與課業

學習。 

 

輔導股長期初會議 

108/9/27(五)12:00-13:00 

宗山樓 4 樓會議室 

諮商暨職涯中心 

謝欣格心理師 

全校大一、大

二輔導股長 

透過會議說明輔導股長之義

務與權益，增進輔導股長與中

心聯繫，並宣導本學期諮商暨

職涯中心新生普測、UCAN 填

寫等各項活動。 

 

轉、復學生座談會 

108/10/3(四)12:00-13:00 

宗山樓 4 樓會議室 

諮商暨職涯中心 

傅一珊心理師 
全校轉復學生 

透過測驗瞭解轉復學生身心

適應情況，並提供相關軟能力

及心理健康資源，協助轉學生

善用相關資源，盡快融入校園

生活。 

 

108-1 系導師會議 

108/11/6(三) 

各系自行舉辦 

諮商暨職涯中心 

王意妮心理師 
全校各系導師 

提供各系導師相關經驗、分享與

交流溝通之平台。透過學務資料

的傳遞，使系所能更熟悉學務工

作當前推動事項，並善加運用學

務資源協助學生。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 

108/11/11(一)12:00-13:30 

管院 106 會議室 

資源教室輔導人員 

特推會委員、

諮商中心主任

暨資源教室輔

導人員 

整合各行政單位執行身心障

礙學生支持服務事宜；審議

109 年度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

作計畫及經費。 

 

輔導股長期中會議 

108/11/15(五)12:00-13:00 

宗山樓 2 樓會議室 

諮商暨職涯中心 

謝欣格心理師 

全校大一、大

二輔導股長 

透過各院系心理師與輔導股

長間的接觸，進一步了解輔導

股長在推動相關三級預防工



 

作上的困難，並促進輔導股長

彼此間互動與交流。 

 

新生普測結果說明會 

108/12/5(四)12:10-13:00 

宗山樓 2 樓會議室 

諮商暨職涯中心 

傅一珊心理師 

108學年度 

新生班導師 

說明新生班級進行學生心理

健康關懷量之結果，協助導師

辨識高關懷學生特質與狀

況，討論相關輔導策略，進行

學生輔導工作之交流與提問。 

 

小風車期末大會 

108/12/12(四)18:00-20:00 

宗山樓二樓大會議室 

資源教室張馨云輔

導人員 
小風車志工 

回顧本學期社團之相關活

動，並透過交流及互動連繫彼

此情誼。 

 

108 學年度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議 

待確定 

諮商暨職涯中心 

王意妮心理師 

108 學生申訴評

議委員會委員 

說明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設置及處理辦法」內涵與處理流

程。選舉本學年度學生申訴評議

委員會主席與進行調查小組分

組。 

 
108 學年度系輔導老師工作會議 

待確定 

諮商暨職涯中心 

王意妮心理師 

108 學年度系輔

導老師 

宣導本校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

心業務，提升輔導專業知能，宣

導本學期至系上進行輔導知能交

流相關工作。 

 

全校導師會議 

109/1/14(二)10:00-12:10 

中正堂 

諮商暨職涯中心 

王意妮心理師 
全校導師 

透過學務工作報告了解學務工作

推動與交流；綜合座談討論與交

流導師輔導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