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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入口位於中心網頁最新公告置頂

• 以學生資訊系統帳密登入，

申請後所屬院系心理師會盡快個別聯繫約晤談時間。

個別諮商

• 可個別申請心理測驗施解測或牌卡探索，亦可參與每學期固定4場

次的團體心理測驗。
心理測驗與牌卡

• 每學期會舉辦各種豐富有趣的活動，例如人際、愛情、性別平等、

多元文化、學習策略、職涯等主題，讓大家有機會透過不同面向更

了解自己，構築與實踐理想的大學生活。

心理衛生活動

• 大一上學期：新生普測，檢視自己的身心適應狀況

• 大一下學期：UCAN測驗結果解釋及生涯輔導

• 大三、四：實習或畢業前辦理職涯講座或就業資訊班級座談

班級輔導

• 可至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網頁

下載專區>>學生專區>>學生申訴處理>>

下載學生申訴申請書與說明辦法。

• 申訴專線: (03)5593142 分機2331

學生申訴

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簡介-諮商輔導 

位置：宗山樓 2 樓 

服務時間：週一~週五 8:00-20:00 

 

 

 

  

 

 

 

 

 

 

 

 

 

 

 

 

  

各院系心理師 

 管理學院：王意妮 分機 2331 

 工學院-機械、土環、資工：王建萱 分機 2331 

 半導體學院-電機、電子、光電、化材：王建萱 分機 2331 

 服務學院：楊睿丰 分機 2332 

 人設學院&境外生：謝欣格 分機 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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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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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各種職涯講座、工作坊、校友創業或職場經驗分享，以及企業

參訪活動。讓學生能於求職前具備職場即戰力，並及早掌握各產業

的發展趨勢。

生涯與職涯活動

• 舉辦履歷健診及模擬面試一對一的職涯諮詢服務，協助學生瞭解自

己的性向及特質，擬定出適切的生涯目標及學習規劃。
職涯諮詢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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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班就業宣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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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博覽會

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簡介-職涯發展 

 

位置：宗山樓 2 樓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8:00-17:00 

 

職涯輔導人員 

鄧善庭 分機 2615、黃湞惠 分機 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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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宗山樓 1 樓(7-11 對面，生活輔導組隔壁)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8:00-20:30 

各院系輔導老師 

 管理學院：羅翠華 分機 2334 

 服務學院，不包含休閒系：張欣雅 分機 2333 

 休閒系、電子系、光電系：張馨云 分機 2336 

 工學院，不包含機械系：曾建鈞 分機 2333 

 人設學院、機械系：張楷庭 分機 2337  

 

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簡介-資源教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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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適應

• 培訓課輔小老師，以個別或小組方式進行課堂伴讀。並提供教師一

對一課後加強輔導，協助學生課業學習及課後教材轉換與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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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業輔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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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輔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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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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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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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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 109-2 

輔導股長 Line 群組 

 

 

 

 

回傳 班級+姓名+電話 

 期初會議 

3/19(五)12:00-13:00 

宗山樓 4 樓大會議室 

 期中會議 

5/7(五)12:00-13:00 

宗山樓 2 樓大會議室 

(至學生活動系統報名) 

 

 

        

大一 

 UCAN 班級輔導申請 

4/16 截止 

 軟能力必修 A-b-1 項次： 

宣導班上同學完成 UCAN 

達 70% 

第一次簽到週 4/6-4/9 

第二次簽到週 4/26-4/30 

第三次簽到週 5/17-5/21 

第四次簽到週 6/15-6/18 

 

大二以上 

 宣導班上未認證 A-b-2 

同學報名「補救教學」， 

4/16(五)、5/20(四)、

6/18(五)中午 12:00-13:00

宗山樓 2 樓大會議室 

(至學生活動系統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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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訓課程 

 

 生命中的脆弱與堅強- 

自殺防治與辨識 

4/7(三)12:30-15:00  

宗山樓 2 樓小會議室 

 

 心語言．新關係 

4/28(三)12:30-15:00  

宗山樓 2 樓大會議室 

 

 談自殺防治「小柔的最後一天」 

5/19(三)12:30-15:00  

宗山樓 2 樓大會議室 

 

 自我照顧 hen 重要 

6/2(三)12:30-15:00  

宗山樓 2 樓大會議室 

 

皆附美味午餐，參加任一場 

即可認證軟能力 B-3-6 項次， 

每場限定 20 人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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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邊環

境很舒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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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所屬院系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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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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AN 施測流程 

一、 UCAN 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什麼是 UCAN?】 

 

 

【UCAN 施測流程】 

Step1 學校首頁底部>>校園連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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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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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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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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二、 UCAN 班級輔導 <4/16 截止申請，交給謝欣格心理師> 

諮商暨職涯中心【軟能力認證項目必修 A-b-2】 

「UCAN」班級輔導 申請表 

 

 申請資格：1.以班級為單位申請。 

          2.全班需有 70%以上同學至學生資訊系統上網填寫 UCAN測驗， 

通過【軟能力認證項目必修 A-b-1】 認證。 

 

 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4/16 截止 

 

 班輔實施時間：即日起至 6/11 止 

 

 申請方式：請填寫 3個時段(請盡量避開週三下午學生活動舉辦時間)，以利媒合

講師，電子或紙本繳交申請表至諮商暨職涯中心，待確認時間與講師後，會以

email通知班級導師與輔導股長，下方聯絡資訊請務必確認正確。 

 

 聯絡人：謝欣格心理師  

03-5593142 #2335  

sherry.hsieh@must.edu.tw 

 

班級  總人數  導師  導師連絡電話  

當天聯絡人 

(輔導股長/班代) 
 

聯絡人

email 
 聯絡人手機  

預定時間/地點 

1.       月       日（      ）第      節      教室：                      

2.       月       日（      ）第      節      教室：                      

3.       月       日（      ）第      節      教室：                      

*基於解釋說明需要，請事先安排與借用有電腦(可上網)、投影設備的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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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題式班級輔導<4/30 截止申請，交給所屬院系心理師> 

109-2學期班級輔導 申請單(※4/30截止申請) 

近期大學院校頻傳學生危機事件，諮商中心考量本學生之需求，特別規劃三項主

題「性別、情緒、危機小幫手」之相關班輔導活動方案，歡迎各位導師填寫申請單，

逕向所屬各院系心理師申請。 

 

院系心理師： 

工學院、半導體學院 王建萱 wch106@must.edu.tw 分機 2331 

管理學院 王意妮 yini@must.edu.tw  分機 2331 

服務學院 楊睿丰 daphne@must.edu.tw 分機 2332 

人設學院&國際專班 謝欣格 sherry.hsieh@must.edu.tw 分機 2335 

時間：原則上以一節課 50分鐘為申請單位，每班限申請一次一主題，申請時請儘量於

2週前提出申請，提出 2個時段，以利後續安排時間與人員。4/30截止申請。 

場地：請安排有電腦(可上網)、投影、音響設備的教室。 

講師：原則上由院系所屬心理師負責，如時間無法配合，將派請其他心理師或實習心

理師前往講授。 

注意事項： 

1. 該班級輔導視可視為一次班會時間，班會記錄請記載「進行班級輔導」。 

2. 由於中心常在禮拜三下午辦理學生或教師活動，請老師申請時盡量避開該時段。 

3. 如有任何疑問或個別討論需求，請洽各院系心理師。 

班級  人數  導師  聯繫電話  

班代/輔導股長  email  手機  

時間(請填寫 2 個時段，方便彈性安排) 地點(請安排有電腦(可上網)、投影設備的教室。) 

1.   月   日（    ）第    節 

2.   月   日（    ）第    節 

教室：                       

教室：                       

主題勾選： 

□性別主題—性不性，由你來決定        □情緒主題—問世間，情緒為何物?直教人痛苦不已! 

□危機小幫手—助之呼吸!第一式：聆聽(註：內容主要是教導同學，當發現同學心情不好，可以如何給予一些協助) 

 

 填妥本申請單後，以夾帶檔案方式 email本申請單至各院系心理師信箱，後續將

依老師提出的時段安排，並與老師各別聯繫確認時間。 

 4/30截止申請，歡迎老師多加利用。 

mailto:wch106@must.edu.tw
mailto:yini@must.edu.tw
mailto:daphne@must.edu.tw
mailto:sherry.hsieh@m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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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 學生心理、職涯活動一覽 

  

團體心理測驗 認證 B-2-10 

1 正向心理健康量表/許智棋 實習諮商心理師 
110/3/12(五)12:00-13:00 

宗山樓 4 樓會議室 

2 大學生學習與讀書策略量表/許智棋 實習諮商心理師 
110/4/15(四)12:00-13:00 

宗山樓 4 樓會議室 

3 正向心理健康量表/何宜靜 實習諮商心理師 
110/5/21(四)12:00-13:00 

宗山樓 4 樓會議室 

4 大學生學習與讀書策略量表/何宜靜 實習諮商心理師 
110/6/17(四)12:00-13:00 

宗山樓 4 樓會議室 

心理衛生講座 認證 B-2-12 

1 
生命成為渴望的自己：談自我悅納與整合 

邱羣倫心理師/蛹之生心理諮商所 

110/3/17(三)13:10-15:00 

鴻超樓 2F 多遊系多功能教室 

2 
生命動物救援教會我們的事 

李榮峰/台灣 NOE 行動組織理事長 

110/3/18(四)15:10-17:00 

管院 1F 哈佛講堂 

3 
聆聽自己，聽懂別人：讓生活更美好的聲音魔法課 

李明蒨/台灣藝術大學音樂系講師 

110/3/23 (二)15:10-17:00 

管院哈佛講堂 

4 
生命旅行心理學 

饒家榮心理師/拾月拾日心理治療所 

110/3/24(三)15:10-17:00 

鴻超樓 2F 多遊系多功能教室 

5 
壓力山大變山小~心理師與你聊壓力挫折因應之道 

林仲威諮商心理師/淡江大學諮輔中心  

110/3/31(三)13:10-15:00 

管院 107 教室 

6 
一個人的我，也可以很自在 

李羽榛諮商心理師/看見心理諮商所 

110/4/7(三)13:10-15:00 

管院 107 教室 

7 
生命「花椒之味」電影賞析暨座談 

李政達心理師/杏語心靈診所 

110/4/28(三)12:20-15:00 

鴻超樓 2F 多遊系多功能教室 

8 
學習輔導大學生的筆記生活與學習人生 

陳亞萱心理師/新竹馬偕醫院精神科 

110/4/28(三)13:10-15:00 

明明樓 501 

9 
學習輔導學習上的反思日記 

陳亞萱心理師/新竹馬偕醫院精神科 

110/4/28(三)15:10-17:00 

明明樓 501 

10 
生命「寄生上流」電影賞析暨座談 

林琦萱心理師/觀心心理治療所 

110/5/13(四)12:20-15:00 

宗山樓 2 樓大會議室 

11 
生命「淑女鳥」電影賞析暨座談 

管珮君心理師/行動心理師 

110/5/27(四)12:20-15:00 

宗山樓 2 樓大會議室 

12 
人際麥娜斯 

劉仲彬臨床心理師/中和樂活診所 

110/6/2(三)13:10-15:00 

管院哈佛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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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講座 認證 B-2-13 

1 
求職停看聽～勞資爭議與詐騙 

劉韋廷/立勤法律事務所律師 

110/3/10(三)13:00-15:00 

管院哈佛講堂 

2 
工作會消失嗎？就業市場分析 

蘇俊誠/北美及台灣學會認證阿德勒取向生涯教練 

110/3/10(三)15:00-17:00 

管院哈佛講堂 

3 
與壓力共舞--疫情下的職場抗焦慮指南 

許澤民/中華益師益友協會台北區會 會長 

110/3/17(三)13:00-15:00 

管院哈佛講堂 

4 
提升人際敏感度-從職場小白到人際高手 

許澤民/中華益師益友協會台北區會 會長 

110/3/17(三)15:00-17:00 

管院哈佛講堂 

5 
創玩一人公司：創業這條路 

黃雅謙/快樂機器人店長 

110/3/29(一)15:00-17:00 

明光樓 303 教室 

6 
職場健康守門員～為職場加分 

廖書嫻/中華低醣生酮推廣協會 理事長 

110/3/31(三)13:00-15:00 

管院哈佛講堂 

7 
職涯歷程分享：運動媒體之路 

李秉昇/唯一 MLB 網路廣播自媒體主播 

110/4/7(三)8:00-10:00 

明善樓（運管系）電化教室(一) 

8 

享畫，你不知道的新興產業？視覺圖像師 

陳俊達(視覺圖像記錄工作者 /Freelancer / 圖像講師 / 平面設

計師) 

110/4/7(三)15:00-17:00 

管院哈佛講堂 

9 
我的麥克風人生 

藍如瑛/樂生涯管理顧問執行長 

110/4/14(三)13:00-15:00 

管院哈佛講堂 

10 
財富自由-職場理財桌遊體驗 

陳俊良/交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人資主管 

110/4/14(三)15:00-17:00 

管院哈佛講堂 

11 
職場穿搭-創造屬於你的時尚風格魅力 

蔡美惠/Grace 首席形象顧問 

110/4/28(三)13:00-15:00 

賈桃樂第 5 分館 

12 
職場彩妝-大膽玩色 

米唐亞/形象顧問創辦人及形象創作總監 

110/4/28(三)15:00-17:00 

賈桃樂第 5 分館 

13 
做自己的主人，時間的朋友 

許秉軒/爆學力教育團隊講師 

110/5/5(三)13:00-15:00 

管院 哈佛講堂 

14 
我讀錯系了嗎？DISC 適性探索 

余建翰/源健企業有限公司 國貿部業務主管 

110/5/12(三)13:00-15:00 

管院 哈佛講堂 

15 
FBI 都在用的行為觀察術 

余建翰/源健企業有限公司 國貿部業務主管 

110/5/12(三)15:00-17:00 

管院 哈佛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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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工作坊 B-3-7 

1 
生命手機攝影工作坊：拍拍拍出你的美好日常 

吳鑫/燃燒吧攝影魂工作室創辦人與攝影師 

110/3/09(三)13:10-16:00 

宗山樓 2 樓大會議室 

2 
輕鬆搖曳-水草世界工作坊 

陳寶春 老師/台灣園藝福祉推廣協會健康園藝師 

110/3/24(三)13:10-16:00 

宗山樓 2 樓大會議室 

3 
壞壓力 out！正念減壓陪你度過人生撞牆期 

楊婉姃諮商心理師/新竹市精神健康協會 

110/4/14(三)13:10-16:00 

宗山樓 2 樓大會議室 

4 
人際森友會~人際探索成長團體 

許智棋、何宜靜 全職實習心理師 

110/4/27-6/1(二)18:00-20:00，共

六次。宗山樓 2 樓諮商中心內團諮室 

5 
死亡美學-新興糊紙傳統工藝產業 

張宛瑩/新興糊紙文化 創辦人 
110/5/13(四)13:10-16:00 

6 
履歷工作坊 

黃雅琪/台灣美國職業發展協會雙認證 職涯諮詢師 

110/5/18(二)13:10-16:00 

宗山樓 2 樓大會議室 

7 
特色療癒心靈花園~乾燥花手作活動 

賴韻宇諮商心理師/張老師基金會桃園心理諮商所  

110/5/26(三)13:10-16:00 

宗山樓 2 樓大會議室 

8 
生命樂高探索工作坊：認真玩樂高 創意看人生 

鍾明諺心理師/隨心夢想工作室 

110/5/26(三)13:10-16:00 

鴻超樓 2F 多遊系多功能教室 

競賽活動 認證 B-2-3 

1 特色「我與毛(綠)小孩的窩心時刻」圖文徵件比賽 110/2/22(一)-4/5(一) 

2 「時間管理大師」生涯規劃徵件活動 110/4/6~110/5/23 

體驗活動 認證 B-3-6 

1 特色「我的人森風景~走入生命的叢林冒險 」心理衛生推廣週 
110/5/11(二)~5/13(四) 

11:30~1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