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 108/09/09  

高教深耕 2-1 勇闖生涯路：建立職涯存摺活動一覽表 

學生心理講座 

場次 講題/時間、地點 主 講 人 對象 活動內容 

1 

【高教深耕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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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高教深耕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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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高教深耕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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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高教深耕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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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高教深耕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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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高教深耕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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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職涯講座 

場次 講題/時間、地點 主 講 人 對象 活動內容 

1 

【高教深耕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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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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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院 107 

2 

【高教深耕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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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高教深耕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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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高教深耕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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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高教深耕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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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高教深耕 2 小時】 

【軟能力認證 B-2-3】 

<Dream come true>圖文徵件競

賽 

108/10/01(二)~11/15(五) 

諮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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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勵自我實現。 

4 

【高教深耕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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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訪地點 對象 活動內容 

1 

【高教深耕 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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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積創新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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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高教深耕 3 小時】 

【軟能力認證 B-3-7】 

尋我精采的未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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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心理諮商所心理師暨

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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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高教深耕 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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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高教深耕 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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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高教深耕 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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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高教深耕 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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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高教深耕 3 小時】 

【軟能力認證 B-3-7】 

學習粉彩癒癒工作坊 

108/11/26(二)13:1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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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高教深耕 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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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心理測驗 



 

 

 

場次 測驗/時間、地點 主 講 人 對象 活動內容 

1 

【高教深耕 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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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教深耕 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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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學生 

自由報名 

藉由測驗來了解個人的工作

價值觀，協助做出職業選擇。 

3 

【高教深耕 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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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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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高教深耕 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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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學生 

自由報名 

藉由測驗來了解個人的工作

價值觀，協助做出職業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