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心理增能講座

3/11（三）
15:10-17:00

軟能力認證B-2-12

「我們有點不一樣」一位新二代的自我探索及認同
講師：江彥杰老師／壹零玖伍文史工作室 共同創辦人

明明樓
410教室

3/11（三）
15:10-17:00

軟能力認證B-2-12

生涯獨立宣言！讓親子溝通不再壓力山大
講師：鄧年嘉諮商心理師／點亮心燈諮商所

明明樓
510教室

3/25（三）
15:10-17:00

軟能力認證B-2-12

關係接線員Pay it forward
講師：徐芸萱諮商心理師／新竹市光華國民中學

明明樓
510教室

4/8（三）
13:10-15:00

軟能力認證B-2-12

「異中求同」柬、越、台的文化旅程
講師：陳玉旺老師／嶺越國際有限公司

明明樓
410教室

4/8（三）
15:10-17:00

軟能力認證B-2-12

何處我居，何處是故鄉
講師：陳玉旺老師／嶺越國際有限公司

明明樓
410教室

4/15（三）
13:10-15:00

軟能力認證B-2-12

勇敢出發，才能看見精彩的自己
講師：江秀真老師／生命教育及登山安全教育講師

明明樓
510教室

4/15（三）
15:10-17:00

軟能力認證B-2-12

導演症候群：丟掉劇本，從此更快樂！
講師：馬大元醫師／馬大元身心診所

管院
107教室

4/29（三）
15:20-17:00

軟能力認證B-2-12

勇敢逐夢—飛越生命障礙
講師：鄭淑勻董事長／觀音旅行社

管院
哈佛講堂

5/13（三）
13:10-15:00

軟能力認證B-2-12

人際過敏
講師：洪仲清臨床心理師／行動心理師

管院
107教室

5/13（三）
13:10-15:00

軟能力認證B-2-12

妙麗的時光器
講師：賴惠敏諮商心理師／行動心理師

明善樓1F
多媒體講堂

5/13（三）
15:10-17:00

軟能力認證B-2-12

情緒達人
講師：賴惠敏諮商心理師／行動心理師

明善樓1F
多媒體講堂

5/13（三）
15:10-17:00

軟能力認證B-2-12

自我接納
講師：洪仲清臨床心理師／行動心理師

管院
107教室

5/27（三）
13:10-15:00

軟能力認證B-2-12

阿宅追求愛情的一天—親密關係守則
講師：曾沐臣諮商心理師／愛說心理工作室負責人

明明樓
510教室

5/27（三）
13:10-15:00

軟能力認證B-2-12

原來分手是需要練習的
講師：賴韻宇諮商心理師／行動心理師

管院
107教室

6/10（三）
13:10-15:00

軟能力認證B-2-5

多元性別族群之認識—我們該如何相處
講師：詹宗儀諮商心理師／看見心理諮商所所長

管院
107教室

108
下學期

～多樣選擇，立即上學生資訊系統報名～

明新科大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 製作



學生競賽&參訪活動

給世界的一封信~徵文比賽
文字的傾訴中，流潟著深刻的情感，邀請
你透過文字，表達你與生命中的重要他人，
或是和你我所身處的這個世界之間，彼此
深刻且難忘的互動！

徵稿時間：
自3/2(一)00:00起至
4/12(日)23:59止。
可認證軟能力B-2-3

全校同學
自由報名

探索心世界—關懷‧愛‧分享
～Logo徵件競賽

徵求同學們設計投稿，繪製出能夠代表諮
商中心關懷天、地、人、我的精神，並傳
達中心「提供信任」、「陪伴傾聽」、
「展望未來」等使命的精美LOGO。

徵稿時間：
自3/2(一)00:00起至
4/12(日) 23:59止。
可認證軟能力B-2-3

全校同學
自由報名

人生計劃書－職涯徵稿競賽
設計我的人生與職涯，寫下自己的人生攻
略，我的人生我作主，美好未來看得見！
快來參加人生計畫徵稿吧！

徵稿時間：
自4/6(一)00:00起至
5/15(五) 23:59止。
可認證軟能力B-2-3

全校同學
自由報名

心理衛生推廣週／展覽
輕鬆的午後時光，體驗帶點深度、帶點趣
味的「心活動」，讓我們引領你觸碰心中
那股被壓抑的「心‧能‧量」。

展覽時間：
5/19(二)～5/21(四)
中午12:00-13:20
可認證軟能力B-3-6
（明學樓前噴水池廣場）

全校同學
自由報名

矽格工業參訪
矽格公司提供半導體封裝和測試代工服務
，其一元化IC測試服務涵蓋了標準和客製
化測試方案等兩大領域，為世界級的半導
體測試公司。

參訪時間：
5/6(三)12:30-17:00
可認證軟能力B-3-6

全校同學
自由報名

東南亞文化小旅行
參訪友善移工的藝文空間「望見書間」，
實地了解對移工族群的服務與多元文化的
推廣現況。

參訪時間：
5/27(三)12:30-17:00
可認證軟能力B-3-6

全校同學
自由報名

108
下學期

～展現真我，立即上學生資訊系統報名～

明新科大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 製作

徵稿詳細資訊請見報名系統



3/11（三）
13:20-15:00

「我們有點不一樣」一位新二代的自我探索及認同
講師：江彥杰老師／壹零玖伍文史工作室共同創辦人

明明樓
410教室

3/18（三）
13:20-15:00

我和我的冠軍女兒—職場性別藝術
講師：張雪芳老師／名廣播節目主持人

管院
107教室

4/15（三）
13:20-15:00

導演症候群
講師：馬大元醫師／馬大元身心診所

管院
107教室

4/22（三）
13:20-15:00

就業市場分析—談就業認識與風險評估
講師：陳志欣老師／CAREER就業情報職涯規畫師

宗山樓
2F大會議室

4/29（三）
13:20-15:00

勇敢逐夢—飛越生命障礙
講師：鄭淑勻董事長／觀音旅行社

管院
哈佛講堂

5/20（三）
13:20-15:00

身心障礙學生生涯發展與職涯輔導
講師：邱滿艷副教授／臺師大復健諮商研究所

管院
107教室

6/3（三）
13:20-15:00

職場法律與勞動權益保障
講師：潘穩安經理／企業訓練暨發展部資深人資經理

明明樓

410教室

教師輔導知能講座
～場場精選，歡迎老師們踴躍參與～

明新科大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 製作

108下學期



3/18(三)
13:10-15:00

軟能力認證B-2-12

許自己一個祝福～印度彩繪工作坊
講師：黃偉雯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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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山樓
2F大會議室

3/25(三)
13:10-16:00

軟能力認證B-3-7

牌卡工作坊I「我&家人」
講師：陳雅婷諮商心理師暨督導／卡卡居創辦人

宗山樓
2F大會議室

4/7(二)
13:10-16:00

軟能力認證B-3-7

來拼啊，美好的圖
講師：黃碧君諮商心理師／行動心理師

宗山樓
2F大會議室

4/8(三)
13:10-16:00

軟能力認證B-3-7

放輕鬆手作工作坊
講師：楊慧淳老師／好時光玩手作

宗山樓
2F大會議室

4/14(二)
13:10-16:00

軟能力認證B-3-7

香氛舒壓工作坊
講師：Poky何欣潔老師／拾心聚落i香氣人文空間

宗山樓
2F大會議室

4/21(二)
13:10-16:00
軟能力認證B-3-7

活用自己的人類圖-職涯規劃的第一堂課
講師：墨客老師／BG5 Business Institute(美國人類圖商學院)
（高教深耕學生優先）

宗山樓
2F大會議室

5/7(四)
18:30-20:00

軟能力認證B-3-7

你的愛情診療室 (愛情成長團體)
講師：吳子銳、陸馨穎／實習心理師
（5/7-6/11間每週四晚上18:30-20:00，共六次）

宗山樓
2F團諮室

5/13(三)
13:10-16:00

軟能力認證B-3-7

運用瑪雅圖騰探索自我
講師：莊凱如老師／四季職涯發展學院
（高教深耕學生優先）

宗山樓
2F大會議室

5/20(三)
13:10-16:00

軟能力認證B-3-7

閱讀心書
講師：杜曉慧諮商心理師／交通大學兼任心理師

宗山樓
2F大會議室

5/26(二)
13:10-16:00

軟能力認證B-3-7

放輕鬆玩肢體～戲劇遊戲紓壓工作坊
講師：唐雅鈴諮商心理師／交通大學兼任心理師

宗山樓
2F團諮室

5/27(三)
15:10-17:00

軟能力認證B-2-12

蛻變的自己—開發潛能
講師：曾沐臣諮商心理師／愛說心理工作室負責人

鴻超樓3F 
會議室(大)

6/3(三)
13:10-16:00

軟能力認證B-3-7

牌卡工作坊II「我&他人」
講師：陳雅婷諮商心理師暨督導／卡卡居創辦人

宗山樓
2F大會議室

6/9(二)
13:10-16:00

軟能力認證B-3-7

紙愛還寶
講師：林容亭諮商心理師／行動心理師

宗山樓
2F大會議室

108
下學期

明新科大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 製作

～精彩可期，立即上學生資訊系統報名～



學生職涯講座
3/4（三）

13:00-15:00

職場情緒管理與壓力調適

講師：李明泰顧問／政治大學商學院職涯諮詢顧問

明明樓

410教室

3/4（三）

15:00-17:00

職場權益不打烊～漫談生活中的「意外」

講師：林明忠律師／立勤法律事務所律師

明明樓

410教室

3/11（三）

13:00-15:00

網紅第一課～如何擁有粉絲經濟，超夯IG與FB社群自媒體行銷

講師：顏毓賢老師／泰語頻道YT 風禾創藝有限公司行銷企劃部行銷總監

管院
107教室

3/11（三）

15:00-17:00

職場斜槓力，健身教練也要懂經營

講師：謝旻融老師／iYA-Inyoung Athletes運動營養團隊創辦人

管院
107教室

3/18（三）

13:00-15:00

職遊旅人～探索世界的第一選擇

講師：陳韋丞老師／1111人力銀行職涯規畫師

明明樓

410教室

3/18（三）

15:00-17:00

我和我的冠軍女兒～職場性別藝術

講師：張雪芳老師／名廣播節目主持人

明明樓

410教室

3/24（二）

13:10-15:00

有靈魂的簡報投影片

講師：林聖淵老師／四季職涯發展學院

明明樓

410教室

3/24（二）

15:10-17:00

從陸地到海洋的未知旅程

講師：盧頤熏(虱目魚)老師／銀海郵輪資深櫃檯員

明明樓

410教室

4/8（三）

13:00-15:00

知己知彼～在職場遇見更好的自己

講師：陶靚儀老師／蛇舞之心塔羅工坊創辦人

管院
107教室

4/8（三）

15:00-17:00

電競大未來-青少年熱門產業趨勢與分析

講師：游曜廷（洢小庭）老師／中華電子競技教育協會秘書長

管院
107教室

4/15（三）

13:10-15:00

職場成功的人際溝通術

講師：魏美棻老師／澄意文創專案講師

明明樓

501教室

4/15（三）

15:10-17:00

壯遊．築夢

講師：卓維真經理／富學海外遊留學公司遊學部經理

明明樓

501教室

4/22（三）

13:00-15:00

升級你的反思力，職場溝通無往不利

講師：黃聰濱經理／翔青實業有限公司專案經理

明明樓

410教室

4/22（三）

15:00-17:00

就業市場分析-談就業認識與風險評估

講師：陳志欣老師／CAREER就業情報職涯規劃師

明明樓

410教室

6/3（三）

15:10-17:00

職場法律與勞動權益保障

講師：潘穩安經理／企業訓練暨發展部資深人資經理

明明樓

410教室

108
下學期

～探索職涯，夢想啟航～

明新科大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 製作

※職涯講座皆可認證軟能力B-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