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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輔導股長 

歡迎你成為這學期的輔導股長~並願意接下這個

重要的角色。大學生涯中，同學朝夕相處，生活裡上

演的各種喜怒哀樂，多數人第一個都會先找同學分

享，或是尋求同學的協助。 

作為諮商暨職涯中心與班級同學之間的橋樑，除

了幫忙轉達學校的訊息，「主動留意、傾聽、關懷同

學，注意自己和同學們的心理健康」是輔導股長很重

要的任務! 

每個學期我們都會提供豐富的培訓課程，協助輔

導股長茁壯自己關懷他人的技巧，認識更多心理健康

的相關知識，培育大家成為一名關懷種子員，在校園

的各處守護著大家的心靈。 

或許是簡單的一個眼神，或是同學貼文下的一句

留言，你小小的幫忙，都可能是別人大大的獲得。 

期許大家，好好把握這個特別的機會， 

做別人與自己生命中的天使，一起努力 

在校園中散播關懷的種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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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簡介-諮商輔導 

 中心網頁：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9/  

 諮商申請：中心網頁最新公告置頂  

http://cs.must.edu.tw/cs_must/apps/cs/must/index.aspx 

 中心 IG：mustcounseling 

 位置/服務時間：宗山樓 2 樓/週一~週五 8:00-20:00 

 各院系輔導老師及聯絡方式 

 管理學院：王意妮老師 分機 2331 

 工學院：傅一珊老師 分機 2335 

 服務學院：楊睿丰老師 分機 2332 

 人社學院&境外生：謝欣格老師 分機 2335 

 個別諮商 

每個人生命中都會有徬徨、無助、困惑的時刻，也會面臨低潮及壓力，需要溫暖的關

懷與支持。當您產生疑問時，無論是在自我了解、情緒調適、生理健康、生涯規劃

展、人際關係、感情問題、家庭關係等面向上，心理諮商可協助你自我探索，透過與

專業諮商心理師的討論，能協助你覺察並澄清你的感覺與想法，並利用適切的資源來

改善現況，尋求可能的解決之道，度過大學生活。 

 心理測驗與牌卡 

心理測驗與牌卡是幫助我們了解自己的好工具，利用一些簡單的問題，在生涯規劃、

人格、興趣、能力等各方面做心理評估。本中心備有各式心理測驗與牌卡，除了個別

申請以外，鼓勵同學們可多參與每個學期開設的團體測驗場次。 

 學生心理衛生活動 

每學期辦理不同主題輔導活動，如：兩性、人際、生涯、家庭及情緒自我探索等，活

動內容包括講座、工作坊、小團體及多項體驗或競賽活動。讓同學以多元的方式體驗

生命，提升心理健康，探索自我及認識他人，讓你的成長之路不孤單，歡迎多多利用

諮商中心的資源。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9/
http://cs.must.edu.tw/cs_must/apps/cs/must/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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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輔導 

大一上學期各班將會辦理新生普測，提供新生檢視自己的身心適應狀況，大一下學期

則辦理 UCAN 測驗結果解釋及生涯輔導(軟能力認證 A-b-2)，大四班級會辦理職涯講

座或就業資訊班級座談。中心也會不定期舉辦性別教育、生命教育、生涯規劃等系列

班級主題座談活動，讓同學對相關主題有深入的認識，了解各項輔導資源，同時增進

本中心與各班同學互動的機會。 

 學生申訴 

中心為學生申訴業務窗口，以維護學生合法權益，促進校園和諧。當學生及其他相關

學生自治組織因學校對其有違法或不當行為，導致損害同學的受教權益、不服學校的

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時，可以向學生申訴委員會提出申訴。申訴專線: (03)5593142

分機 2331；傳真：（03）5594704。可至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網頁，下載專區>>

學生專區>>下載學生申訴申請書與說明辦法。 

 「小風車」輔導志工社團培訓 

輔導志工在課餘時間可以學習助人技巧，認識更多朋友，並實際幫助別人，辦理及宣

傳社團活動，服務社區，體驗不一樣的大學生活。只要是本校在校學生可全程參與志

工培訓課程，同時願意參與志願服務的同學，都可以成為小風車的志工。志工培訓課

程公佈在諮商中心網頁上，歡迎大家用心耕耘你的心靈，種下幸福的種子，加入小風

車輔導志工社團，成為校園中的傳愛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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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諮商的 Q&A 

 

 

 

 

 

 

 

 

 

 

 

 

 

 

 

 

 

 

 

 

 

 

 

 

 

 

 

心理諮商 
跟聊天有何不同？  

諮商晤談是一種有計畫、有目標、有重點、有保密的談話，來談者可

以依照自己的速度與需要，討論自己感到困擾的議題，像是情緒困擾、

壓力調適、人際、感情、家庭、生涯、課業學習、自我認同等。 

 

心理諮商就像是爬山，輔導老師會以溫暖支持的態度陪伴你一起度過

你心裡面的困難，用專業的方法協助你看清自己問題的癥結，一起跟

你討論如何改善自己的困擾，讓你找到自己內在的力量，共同成長。 

是不是心理有問題 

的人才需要諮商？ 

不是的。 

任何一個想要自我了解、對自己或生活有所困惑的、遇到困擾的人

都可以利用心理諮商這項資源來幫助自己。 

不管是探索自我、生涯方向的尋找、感情上的煩惱、想要嘗試突破

人際交往、家庭狀況的處理、遇到挫折或傷害需要調適，或是想要

諮詢心理健康的相關資訊，這都是心理諮商服務的範疇唷。 

 

 
我的問題好像不太嚴重，

需要和輔導老師談嗎？ 

如果你有這樣的猶豫，可以評估一下自己的問題是否已經影響到你的生活，

並看看周圍有沒有人可以陪伴你一起面對並協助你的。若不確定或是沒有的

話，諮商中心的老師們都是受過專業訓練的輔導人員，很樂意在同學需要時

協助同學面對問題。 

 

每個人都是獨特而重要的，只要你覺得需要都可以來談，沒有嚴不嚴重的差

別，更沒有浪費時間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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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簡介-職涯發展 

 職涯網頁：https://goo.gl/Qvv39q 

 求職專區：https://reurl.cc/G6qNA 

 位置/服務時間：宗山樓 2 樓/週一至週五 8:00-17:00 

 職涯輔導人員及聯絡方式：吳東憲 分機 2615、黃湞惠 分機 2616 

 生涯與職涯相關活動 

辦理職涯講座、工作坊、校友創業或職場經驗分享，以及企業參訪活動，讓學生瞭解

面試技巧及儀態、履歷書寫、團隊合作精神、專業與倫理道德、正確的工作態度、協

調溝通能力、各項證照取得等資訊，讓同學能於求職前即具備職場即戰力，並及早掌

握各產業的發展趨勢、企業文化與發展願景，訓練其生涯規劃的技巧，讓同學具更多

元性就業選擇機會。 

 職涯諮商(詢)服務 

透過測驗、履歷健診及模擬面試…等一對一的職涯諮商(詢)服務，協助同學瞭解自己的

性向及特質，擬定出適切的生涯目標及學習規劃，以利學生個人職涯發展與準備。 

 畢業班進班就業宣導 

增進畢業班學生對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之認識與良好互動，並鼓勵善用政府就業資源，

由竹北就業中心人員配合巡迴各班級進行就業資訊宣導，提供各項諮詢與就業媒合。 

 企業說明會及就業博覽會 

每年 3 月定期舉辦就業博覽會，並舉辦多場企業說明會，讓學生可以瞭解不同產業職

場人力需求，尋找適合自己的職缺。 

 賈桃樂主題館分館 

為了強化學生職業技能與深化就業知能，及早準備職涯探索，並為職場做準備，歡迎

大家到明新智慧館(明明樓 1 樓)參觀體驗明新科大賈桃樂主題館分館及圓夢驛站，進行

探索自我、職場體驗、多元成長的機會，協助自我規劃職涯、提升職能及適性就業。 

https://goo.gl/Qvv39q
https://reurl.cc/G6q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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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簡介-資源教室 

 服務對象：本校領有教育部或直轄市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核發之

高級中等以上教育階段之有效鑑定證明，且領有本校學生證者。 

 資源教室網頁：http://webc2.must.edu.tw/jtmust030/ 

 位置/時間：宗山樓 1 樓(7-11 對面，生活輔導組隔壁)/週一至週五 8:00-20:30 

 各院系輔導老師及聯絡方式 

 管理學院：羅翠華 分機 2334 

 服務學院，不包含休閒系：邱筱涵 分機 2334 

 休閒系、電子系、光電系：張馨云 分機 2334 

 工學院，不包含機械系：曾建鈞 分機 2333 

 人設學院、機械系：張欣雅 分機 2333  

 

 生活適應 

提供生活適應諮詢，除了透過定期舉辦期初會議、送舊活動、家長及師生座談會，協

助新生入學適應、社團參與、住宿生活適應及其他生活關懷及輔導等。亦會個別協助

學生辦理各類獎學金申請及相關資訊公告，培訓工讀生協助重度身心障礙同學日常生

活，提供校園生活所需支援，並定期調查及改善校園無障礙設施。資源教室也會提供

學生免費借用書籍、雜誌或影片，作為課業輔導專用教室及休憩活動場所。 

 課業輔導 

針對學生課業困難，將會培訓課輔小老師，以個別或小組方式進行課堂伴讀。透過各

系主任及班導師的協助，共同研擬合適之考試、評量方式。並提供教師一對一課後加

強輔導、體育特殊教育班、教材轉換評估、視覺障礙與聽覺障礙學生之需求服務，協

助學生課業學習及課後教材轉換與整理。環境上則是安排無障礙教室及免費提供各類

學習輔助設備，評估同學個別需求，轉介運用特教資源。 

http://webc2.must.edu.tw/jtmust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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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輔導 

提供個別諮詢或轉介給心理師，安排個別心理諮商或測驗，促進自我了解、發展學習

策略、人際技巧、生涯規劃或增進生活適應能力。亦會舉辦主題講座或成長工作坊、

專題演講、個案研討與特教知能宣導等。 

 生涯輔導 

針對同學個別需求，提供校內外專長訓練、就業資訊、生涯探索測驗、身心障礙特

考、公職考、留學及證照輔導等各類資訊之諮詢服務，協助學生探索生涯、評估自我

能力及生涯規劃。亦會邀請畢業學長姊、相關身心障礙機構及人士分享心路歷程與生

涯經驗。結合就業輔導機構與相關單位之資源，進行就業轉銜服務及職前訓練。 

 

 資源教室服務流程 

 

新生入學 

學生或系所主動告知 身心障礙學生保送甄試 
高中轉銜資料、 

本校生輔組減免資料 

 

 

 

 

 

 

 

 

 

生活輔導 學業輔導 生涯輔導 心理輔導 
個別輔導 

會議召開 

 

小風車志工團 簡介 

資源教室 

身心障礙學生評估：以電話訪談、個別晤談等方式評估其個別需求。 

定期追蹤輔導 畢業生轉銜通

報及追蹤輔導 

升學、就業 

待業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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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風車輔導志工團 

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輔導志工團於 94 學年度正式成軍，使具有服務熱忱的同學參

與輔導工作，了解輔導實務，並協助本中心工作推展，後於 96 學年度經團員大會投票

決議以「小風車」為名，作為輔導志工團之精神象徵，期許志工們能夠如同隨風轉動

的風車般、成為散播關懷散播愛的輔導種子，為配合推動學務處軟能力紮根計畫，98

學年度起，小風車志工團正式登記成為本校服務性社團。由志工們的回饋與分享中可

知其對於自我身份及任務具有高度認同感，且對於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有強大向

心力。 

 

◆志工組織 

小風車志工團由團長(社長)統籌團務規劃及擔任與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間之溝通橋

樑，副團長(副社長)協助團長綜理團務，財務長負責團內經費控管，器材長負責團內器

材管理維護及流通，活動長負責規劃活動推動幹部與成員之間的情感。 

◆志工培訓 

為提高志工從事輔導工作之專業素養，特舉辦志工初進階專業成長特殊訓練系列課

程，內容以有關助人技巧、同理心、情緒壓力管理、正確協助校園內身障同學、各類

輔導主題講座、讀書會、校園危機個案、測驗實施與解釋、人際關係、自我探索、憂

鬱症認識、校園三級預防概念、自殺防治、生涯探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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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風車志工的資格、福利與義務 

【志工資格】 

(1)本校在校學生 (2)可全程參與志工培訓課程，並實際參志願服務 

【志工守則—可享福利】 

(1) 優先參加本中心舉辦之自我探索與心靈成長活動。 

   （軟能力認證 B-2-5、B-2-12、B-2-13、B-3-6、B-3-7） 

(2) 優先借閱本中心各項圖書。 

(3) 服務期滿獲頒志工服務證書。 

(4) 服務期間，可獲得輔導老師專業的督導。 

(5) 服務時數可登入全人教育護照及內政部志願服務手冊 

【志工守則—應盡義務】 

(1) 擔任諮商輔導中心與本校學生間之宣導橋樑。 

(2) 協助諮商輔導中心推展各項活動及業務。 

(3) 協助校內弱勢同學與友善校園活動。 

(4) 參與小風車志工團校外服務活動。 

(5) 積極參與志工團內各類活動及完成志工小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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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種子員的培育與獎勵 

 

 

  

         

 

 

 

 

 

 

 

 

 

 

 

準備發芽 澆水，施肥，長高高 散佈愛的種子 

期初、期中會議、 

簽到週 

同儕關懷、自我探索、 

助人敏感度、同理心培訓課程 

轉知重要訊息給班上同學 

關懷同學，轉介給輔導老師 

 期初會議 

9/27(五)12:00-13:00 

宗山樓 4 樓大會議室 

 第一次簽到週 

10/14-10/18 

 第二次簽到週 

10/28-11/1 

 期中會議 

11/15(五)12:00-13:00 

宗山樓 2 樓大會議室 

 第三次簽到週 

12/2-12/6 

 第四次簽到週 

12/30-1/3 

 大一上 

1. 軟能力必修 A-b-1 項次： 

宣導班上同學完成 UCAN 達 70% 

2. 申請、實施新生普測 

 

 大一下 

軟能力必修 A-b-2 項次： 

申請、實施班級輔導，進行

UCAN 解測、生涯輔導 

 

 大二以上 

宣導班上未認證 A-b-2 同學報名

「補救教學」，每學期有 4 場次。 

期末將依據各位輔導股長參與會議、簽到、培訓課的程度，

選出每學期的績優輔導股長，給予獎勵! 

 10/8(二)18:00-20:00  

避免夥伴從人生遊戲登出— 

成為神隊友的三大攻略 

 

 11/14(四)18:00-20:00  

玩桌遊~學溝通(名額限定 20 人) 

 

以上兩場皆參與者，即可認證 

軟能力 B-3-6 項次 

 

 11/12-12/17(二) 

18:30-20:00 我們與愛的距離~ 

愛情成長團體，共 6 次。 

宗山樓 2 樓諮商中心團諮室 

實習心理師陸馨穎、吳子銳、曹

訓嘉。全程參與 6 次團體者，可

認證軟能力 B-3-7 項次 

 

 

全程參與 6 次團體者，即可認證

軟能力 B-3-7 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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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佈達事項 

一、 UCAN 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什麼是 UCAN?】 

 

 

【UCAN 施測流程】 

Step1 學校首頁>>學生常用資訊服務>>學生資訊服務系統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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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登入學生服務系統 

 

Step3 左側欄位>>UCAN 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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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 確認個人基本資料 

 

Step5 職業興趣探索 

 

打勾按儲存，才能開始填寫測驗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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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6 職能診斷>>職場共通職能&專業職能，最後請確認 3 項測驗都有填寫! 

 

 

※以上為電腦操作畫面，若用手機填寫測驗，進入學生資訊系統點選 UCAN 登入後， 

行動版面如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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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職業興趣探索 2. 職場共通職能診斷 

  

3. 專業職能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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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一新生普測(10/18 截止預約) 

108學年度新生普測時間預約表 

系級  
施測教室 

(有電腦) 
 人數    人 

導師姓名  聯絡電話  

負責同學 

姓名 
 聯絡電話  

時間 
（請依意願

順位排序） 

108年  月  日第    節課(   ：   -   ：   ) 

108年  月  日第    節課(   ：   -   ：   ) 

108年  月  日第    節課(   ：   -   ：   ) 

註： 

1. 本測驗採線上填寫，請安排在各系有電腦的空間進行施測。 

2. 新生普測時間為 9/25至 11/1日止，每次約需 50分鐘，請各班於此期間擇

一時段預約並進行施、解測。收件截止日 10/18(五)!!! 

3. 請註明可施測之時間順序，請盡量多註明可施測之時段（至少 3個時段），以

利安排。 

4. 請負責同學（輔導股長）將此預約表填妥繳至宗山樓 2樓諮商暨職涯中心， 

傅一珊諮商心理師，聯絡電話：(03)5593142分機 2335，e-mail：

fys33@m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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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學年度新生普測時間預約表回條 

 

         系        班      新生普測資訊如下： 

 

時間：108年    月    日第    節課(    :     -    :    ) 

 

地點：                 

 

★   請負責同學事先借妥場地，並協助提醒全班同學務必準時到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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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補救教學(軟能力必修 A-b-2 項次) 

僅提供大一(下)未參加班級輔導的大二以上學生參加，活動將分析 UCAN 結果

及宣導個人生涯規劃概念。【場地：宗山樓 2F 大會議室，每場 30 人】 

1 108/09/24(二)12:00~13:00 吳子銳/實習諮商心理師 

2 108/10/22(二)12:00~13:00 吳子銳/實習諮商心理師 

3 108/11/26(二)12:00~13:00 陸馨穎/實習諮商心理師 

4 108/12/24(二)12:00~13:00 陸馨穎/實習諮商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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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 學生心理、職涯活動一覽 

  

性平活動 認證 B-2-5 

1 
愛情的兩好三壞 

郭凡琦/諮商心理師/新竹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108/10/8(二)15:10-17:00 

管院哈佛講堂 

2 
愛情毒藥？解藥?! 

溫淑萍老師/勵馨基金會 

108/10/17(四)13:10-15:00 

管院哈佛講堂 

3 
型男型女方程式 

莊柏萱/專輔老師/政治大學教育系博士班 

108/10/22(二)15:10-17:00 

管院哈佛講堂 

4 性別特質自拍照 IG 牆創意競賽 
108/10/01(二)~11/15(五) 

諮商暨職涯中心 

團體心理測驗 認證 B-2-10 

1 大學生心理適應量表/陸馨穎 實習諮商心理師 
108.9.26(四)12:00-13:00 

宗山樓 4 樓大會議室 

2 工作價值觀量表/陸馨穎 實習諮商心理師 
108.10.24(四)12:00-13:00 

宗山樓 4 樓大會議室 

3 大學生心理適應量表/吳子銳 實習諮商心理師 
108.11.28(四)12:00-13:00 

宗山樓 4 樓大會議室 

4 工作價值觀量表/吳子銳 實習諮商心理師 
108.12.26(四)12:00-13:00 

宗山樓 4 樓大會議室 

心理衛生講座 認證 B-2-12 

1 
守門人一日體驗-擺渡人 

蘇子喬諮商心理師/心不懶線上心理成長智庫 

108/10/2(三)13:10-15:00 

管院哈佛講堂 

2 
品味中南半島-認識多樣的越南與柬埔寨 

黃偉雯/前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校長 

108/10/2(三)15:10-17:00 

管院哈佛講堂 

3 
心靈降落傘-情緒認識與因應 

葉孜寧諮商心理師/中國科技大學兼任心理師 

108/10/16(三)14:10-16:00 

鴻超樓 1 樓平面會議室 

4 
翻轉腦袋，找回生命力 

胡展誥 諮商心理師/春暉精神科診所 

108/10/23(三)13:10-15:00 

鴻超樓 1 樓平面會議室 

5 
你我他的交響曲 

胡展誥 諮商心理師/春暉精神科診所 

108/10/23(三)15:10-17:00 

鴻超樓 1 樓平面會議室 

6 
情緒背後的天使與惡魔 

胡展誥 諮商心理師/春暉精神科診所 

108/10/30(三)15:10-17:00 

鴻超樓一樓平面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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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講座 認證 B-2-13 

1 
職場現況大解析-做你想做的工作 

郭丹穎/風傳媒編輯 

108/9/18(三)15:10-17:00 

管院 107 

2 
不怕我的世界不一樣 

張秀娟諮商師/毛蟲藝術心理諮商所  

108/11/12(二)15:10-17:00 

哈佛講堂 

競賽、體驗活動 認證 B-2-3 

1 <捕捉生命的精彩>圖文徵件競賽 
108/9/9(一) ~10/20(日) 

諮商暨職涯中心 

2 屬於我的 Slogan 粉彩畫創意競賽 
108/10/1(二)~11/15(五) 

諮商暨職涯中心 

3 <Dream come true>圖文徵件競賽 
108/10/1(二)~11/15(五) 

諮商暨職涯中心 

4 <捕捉生命的精彩>成果展 
108/11/11(一)~11/22(五) 

藝文中心 

參訪活動 B-3-6 

1 創新科技，展望世界(台積創新館、探索館參訪) 108/11/13(三)13:30-16:30 

學生工作坊 B-3-7 

1 
尋找精采的未來-職涯探索工作坊 

楊鎧宇諮商心理師/我們心理諮商所 

108/10/1(二)13:10-16:00 

宗山樓 2 樓大會議室 

2 
捕捉生命閃耀的瞬間-影像自癒工作坊 

周奕伶/[JC]CREATIVE 攝影總監 

108/10/15(二)13:10-17:00 

諮商中心團諮室 

3 
玩出好關係-桌遊工作坊 

王雅涵諮商心理師/中崙諮商中心 

108/10/29(二)17:30-20:30 

宗山樓 2 樓大會議室 

4 
重啟自我原生力-戲劇治療工作坊 

孔守謙/交通大學諮商心理師、一人一故事劇場工作者 

108/10/30(三)13:10-17:00 

諮商中心團諮室 

5 
粉彩癒癒工作坊 

鍾雅惠/諮商心理師(馬大元診所) 

108/11/26(二)13:30-16:30 

宗山樓 2 樓大會議室 

6 
型男型女特質體驗工作坊 

黃渝婕/倡議專員/勵馨基金會 

108/11/27(三)13:10-16:00 

宗山樓 2 樓大會議室 

7 
形象打造技巧-教你在人群中脫穎而出 

陳俞君/智心聯盟形象塑造講師 

108/12/4(三)14:00-17:00 

鴻超樓 1 樓 平面會議室 

文化交流活動 

1 
台越美食交流會 

何香蓮/本校國際處外生輔導與服務中心 

108/12/4(三)12:00-15:00 

宗山樓 2 樓大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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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種子員的任務 

  

1. 平時上課同學有無異狀 

2. 同學的 FB、IG、Dcard、班上群組動態 

3. 同學間的八卦消息 

任務一、觀察 

成績大幅滑落找不出原因。 

生活忽然變得散漫說不出原因。 

心理沒來由感到驚慌、恐懼與焦慮。 

身體常感覺不適，檢查卻一切正常。 

行為明顯有坐立不安，注意力不集中，失去安全感，卻說不出來所以然。 

似乎有妄想、幻聽、自言自語，畏懼與社會接觸。 

生活已失去自理能力要同學隨時照顧。 

家中最近發生重大事故，精神變得恍惚，不願與人交談。 

感情關係受挫或苦惱於關係的溝通與維持。 

課堂常缺席，學習情緒差，不願接受別人協助。 

對自己失去信心，否定自己，常與旁人論及死亡。 

對自己要求甚高，挫折容忍度低，尤其看重分數成績。 

孤僻、獨來獨往，落落寡歡，拒絕導師與同學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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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熟的同學： 

側面了解，請同學比較信任的朋友轉達諮商中心資源 

2. 講得上話的同學： 

一邊傾聽，一邊同理同學的困擾「嗯~~感覺你真的很煩惱，不知道怎麼面對/處理這個問題耶」 

任務二、詢問傾聽 

什麼是同理心?  

開放性的傾聽對方，不預設立場，瞭解對方的感受。 

站在對方的立場，給與尊重、對方需要的支持。 

釐清自己對事件的反應與感覺，但不急著表達自己的想法，先聽對方怎麼說。 

不帶情緒與批判，盡量讓對方了解自己想表達的內容。 

 

同理與同情的差別? 

態度和立場是否和對方處在同一個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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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你認識的諮商中心資源，詢問對方想不想尋求協助 

「我有認識諮商中心的老師，他們滿專業的， 

搞不好你可以跟他聊聊，說不定會有不一樣的想法。」 

任務三、確認意願 

偕同來諮商中心找輔導老師，或是線上申請諮商 

「你願意去的話，老師在宗山樓 2 樓，我可以陪你去。 

線上預約諮商也很方便，老師收到申請後就會主動聯繫你。」 

任務四、陪伴引薦 

最後，提醒大家： 

助人從自助開始，把自己照顧好， 

才有力量關心別人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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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點心靈雞湯 

請用全力，讓自己不要隨時都溶解在合群裡。 

不要像一顆方糖丟到沒什麼特別的飲料裡。 

你不應該是正方形的。 

你也不應該是攪一攪就不見的。 

偶爾沒關係，可是不要隨時都這樣。 

我不是要你去爭，我是要你去找， 

去找自己喜歡的事，然後每天都做一點， 

每天都在裡面看到自己的路， 

就算沒人看到也不要太在意。 

 葉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