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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單位版 

101 學年度工作計畫書                         單位：輔導與諮商學系 

績效

指標 

具體工作事項 
（請依據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各

單位臚列內容及工作職掌進行規劃）

與 101 學年度中程校務

發展計畫及工作職掌對

應情形 
預定辦理時程 經費來源 

預期成效 
（請儘可能以量化績效方式

呈現） 
中長

程計

畫 

1.安排學生至中等以下學校及各類學

校輔導、社區諮商相關事業之職場

進行參訪、見習及實習，配合各學

制課程及實習課程，落實在各領域

的實務經驗。 

1-1.培育從事中小學輔導與

諮商工作之人才。 
1-2.培育具有家庭、社區、

學校或企業諮商等多元

專知能之諮商人才。 

101.09～102.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教卓計畫經費 
學生自付 

預計辦理 4 場次校外教學參

觀。 

2.定期辦理國內外學術研討會及研究

生學術研討會，並邀請國內外專家

學者進行學術講座及輔導與諮商相

關工作坊。 

培育以具有人文素養、思辨

分析、關懷社會暨多元文化

內涵之人才為本，並輔以專

業能力訓練為輔的養成教

育。 

101.09～102.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教卓計畫經費 
爭取校外補助款

預計辦理大學部學術講座 4
場次；研究生學術研討會 6
場次；輔導與諮商相關工作坊

2 場次。 

3.持續與中國教育學會家庭教育專業

委員會及廣州市教育科學研究所學

術合作。 

持續推動兩岸學術交流 101.09～102.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爭取校外補助款

預計至廣州市參加第 15 屆海

峽兩岸家庭教育學術研討會

並進行會後學術機構參訪；本

系教師至廣州市教育科學研

究所進行學術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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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

指標 

具體工作事項 
（請依據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各

單位臚列內容及工作職掌進行規劃）

與 101 學年度中程校務

發展計畫及工作職掌對

應情形 
預定辦理時程 經費來源 

預期成效 
（請儘可能以量化績效方式

呈現） 
4.持續辦理教師教學研討會，以提供教

師教學及研究經驗溝通平台，並邀

請校內外專家學者進行專題演講，

以增進教師專業成長 

精進教師學術專業知能 101.09～102.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教卓計畫經費 
 

預計辦理 4 場次教師教學研

討會 

5.持續辦理輔諮營，以目前正值青春期

的高中職生們所遇之問題為主題，

以講座及小團體為活動內容，為期

四天三夜。 

透過實作學習，讓學生具有

人文素養及多元文化之內

涵—結合師生力理落實服

務社會理念 

102.01～102.03 輔諮系相關經費

輔諮系系學會 
學員自付 

預計辦理 1 場次，以全台各高

中職在校生為對象，使其對輔

導與諮商領域的初步認識，進

而推廣輔導與諮商的重要性。 
6.結合「家庭教育研究中心」、「測驗

評量與調查中心」及「家庭與社區

諮商中心」，持續推動家庭教育、

輔導與諮商學術研究與實務工作。

透過產學合作推動家庭教

育與輔導諮商學術研究與

實務工作 

101.09～102.07 縣市政府補助款 預計執行 1 件教育部補助

案；3 件縣市政府補助案 

7.積極協助「輔導與諮商學系系友

會」，辦理各項活動並出版電子報，

進而連繫系友與系所情感。 

建置畢業生追蹤機制 101.09～102.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系友會會費 
預計辦理 1 場次系友會會員

大會；出版 3 期電子報 

教學 1.依本系特性、發展方向並配合社會潮

流，修訂本系課程結構。並召開課

程規劃委員會議落實課程審核機

制。 

課程規劃創新與永續 101.09～102.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預計召開 3 場次課程規劃委

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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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

指標 

具體工作事項 
（請依據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各

單位臚列內容及工作職掌進行規劃）

與 101 學年度中程校務

發展計畫及工作職掌對

應情形 
預定辦理時程 經費來源 

預期成效 
（請儘可能以量化績效方式

呈現） 
2.於教師課餘時間安排 Office Hour 每
週 4 小時，建立導師輔導機制。 

建立研究指導制度 101.09～102.07 學校導師費 
輔諮系相關經費

教師每週至少提供四小時以

上 Office Hour 進行課業、生

涯、生活晤談及輔導達 100
％；教師透過網路教學平台協

助與指導學生進行課程學

習、互動與解惑達 40％以上。 
3.成立師生研究團隊並鼓勵師生共同

發表研究於學術研討會或學術期

刊。 

建立研究指導制度 101.09～102.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師生共同發表研究於學術研

討會或學術期刊預計達 4 篇

以上。 
4.充實教師研究教學設備及心理測驗

題本、指導手冊等測驗工具等 
強化實務學習空間與設備 101.09～102.07 學校統籌款 

輔諮系相關經費

預計汰換更新 10 台筆記型電

腦、增加人際行為量表等測驗

5 冊。 
5.執行就業最後一哩強固計畫 提昇學生就業力與競爭力 101.09～102.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教卓計畫經費 
預計辦理系友返校座談 2 場

次；求職大補帖講座 2 場次 

研究 1.依據 TSSCI 資料庫收錄期刊審查標

準持續發行「家庭教育與諮商學刊」

家庭教育與諮商學刊申請

TSSCI資料庫收錄期刊名單

101.09～102.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預定發行 13、14 期 

2.鼓勵教師積極爭取國科會、教育部及

縣市政府等專業計畫，以提高本系

之學術及專業表現品質。 

精進教師學術專業知能 101.09～102.07 國科會補助款 
教育部補助款 
縣市政府補助款

預計執行 3 件國科會專案計

畫；1 件教育部補助案；5 件

縣市政府補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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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

指標 

具體工作事項 
（請依據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各

單位臚列內容及工作職掌進行規劃）

與 101 學年度中程校務

發展計畫及工作職掌對

應情形 
預定辦理時程 經費來源 

預期成效 
（請儘可能以量化績效方式

呈現） 
3.持續鼓勵師生發表論文 推動教師學術研究增能 101.09～102.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預計教師及師生共同學術發

表 30 篇以上；研究生學術發

表 20 篇以上。 
4.鼓勵大學生踴躍參與大專生國科會

專案計畫 
培育從事輔導與諮商相關

議題之學術研究人才 
101.09～102.07 國科會補助款 預計執行大專生國科會專案

計畫 2 件以上。 
5.鼓勵教師將實務操作融入理論教學 強化「科學家—實務工作

者」訓練模式 
101.09～102.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至少 2 門課程教師於授課內

容強化理論與實務之結合。 

輔導 1.定期辦理師生座談促進師生溝通 提供師生互動，多元化溝通

管道 
101.09～102.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預計辦理 4 場大學部（含進學

班）師生座談；4 場碩士班（含

碩專班）師生座談。 
2.辦理新生座談會及新生定向輔導 提供師生互動，多元化溝通

管道 
101.09～102.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預計大學部辦理 1 場次，碩士

班（含碩專班）辦理 1 場次。 
3.辦理大學部新生家長座談 提供師生互動，多元化溝通

管道 
101.09 輔諮系相關經費 預計大學部辦理 1 場次 

4.每學期末預選課程前，辦理系所選課

輔導說明會，並由班導師協助與指

導學生擬訂修課計畫後提供選課密

碼後進行選課。 

建立學生選課及學習輔導

機制 
101.09～102.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預計辦理選課及學習輔導講

座 2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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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

指標 

具體工作事項 
（請依據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各

單位臚列內容及工作職掌進行規劃）

與 101 學年度中程校務

發展計畫及工作職掌對

應情形 
預定辦理時程 經費來源 

預期成效 
（請儘可能以量化績效方式

呈現） 
5.邀請已完成或正進行全職實習之研

究生返校進行諮商實習說明會 
建立學生選課及學習輔導

機制 
101.09～102.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依實習場域邀請研究生及預

定開設諮商實習課程教師進

行諮商實習說明會 1 場次，以

提供即將進入諮商實習研究

生面試小技巧、實習場域應注

意事項及課程相關規定等。 
6.編製學生課程修習手冊 建立學生選課及學習輔導

機制 
101.09～102.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編製大學部及研究生學生手

冊，內含課程修習、諮商實習

等。 
7.辦理研究生家庭日活動 建立學生選課及學習輔導

機制 
101.09～102.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研究生學會經費

邀請教師、研究生及其眷屬辦

理家庭日活動預計 2 場次。 

8.進行畢業生、雇主調查 建置畢業生追蹤機制 101.09～102.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進行歷屆畢業生流向調查與

企業雇主滿意度調查，以了解

畢業生對於系所教育目標及

核心能力之意見。 

9.配合學生職涯發展中心進行畢業生

調查 
輔導學生的職涯發展與提

升就業力—畢業生職業輔

導、調查及雇主調查  

101.09～102.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職涯中心補助 
進行畢業後一年調查預計

1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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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

指標 

具體工作事項 
（請依據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各

單位臚列內容及工作職掌進行規劃）

與 101 學年度中程校務

發展計畫及工作職掌對

應情形 
預定辦理時程 經費來源 

預期成效 
（請儘可能以量化績效方式

呈現） 
國際

化 
1.鼓勵教師進行全英語課程並建立鼓

勵制度 
持續辦理及參與國際學術

交流活動—增強學生外語

能力 

101.09～102.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教卓計畫經費 
 

預計規劃至少 1 門全英語課

程 

2.鼓勵師生參與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

發表，增進國際交流。 
持續辦理及參與國際學術

交流活動—參與國際學術

研討會增廣見聞 

101.09～102.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師生共同參與國外辦理學術

研討會發表預計 3 件以上。 

推廣

服務 
1.配合鄰近縣市政府家庭教育活動重

點，擬定計畫申請合作辦理。 
透過產學合作推動家庭教

育與輔導諮商學術研究與

實務工作 

101.09～102.07 各縣市補助款 預計執行 3 件各項推展家庭

教育活動。 

2.由系學會協同辦理下鄉服務學習，透

過結合地方村里單位及社區機構與

資源，關懷獨居老人 

透過實作學習，讓學生具有

人文素養及多元文化之內

涵—透過服務學習落實全

人教育 

101.09～102.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系學會相關經費

預計至 5 個社區進行社區關

懷服務學習活動。 

3.協助系所學會與鄰近機構合作辦理

校園課輔計畫 
透過實作學習，讓學生具有

人文素養及多元文化之內

涵—理論與實務接軌，擴大

學習效能 

101.09～102.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系所學會相關經

費 

預計至 3 個學校進行校園課

輔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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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

指標 

具體工作事項 
（請依據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各

單位臚列內容及工作職掌進行規劃）

與 101 學年度中程校務

發展計畫及工作職掌對

應情形 
預定辦理時程 經費來源 

預期成效 
（請儘可能以量化績效方式

呈現） 
4.與白河商工合作辦理精進計畫—班

級經營與正向管教策略增能方案 
透過實作學習，讓學生具有

人文素養及多元文化之內

涵—結合師生力理落實服

務社會理念 

101.09～102.07 白河商工 由本系教師協助辦理增進教

師正向管教及班級經營知能

之訓輔研習 1 場次；促進教師

正向管教學生能力讀書會活

動 1 場次；獲得正向管教知能

支持小團體活動 1 場次；能獲

得情緒管理知能及紓壓方

式，進而能運用更好的能量面

對學生的問題行為教師紓壓

研習活動 2 場次；個別諮詢/
諮商服務 48 節。 

5.持續擔任中央政府、各縣市政府諮詢

委員及各大專校院、各縣市政府專

業評鑑、審查委員 

透過實作學習，讓學生具有

人文素養及多元文化之內

涵—結合師生力理落實服

務社會理念 

101.09～102.07 各受邀單位 擔任中央政府、各縣市政府諮

詢委員計 30 項；大專院校及

地方教育機構邀請擔任各項

教師著作審查、升等審查、審

稿、遴選、評鑑委員、編輯委

員及各項考試委員等計 60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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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

指標 

具體工作事項 
（請依據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各

單位臚列內容及工作職掌進行規劃）

與 101 學年度中程校務

發展計畫及工作職掌對

應情形 
預定辦理時程 經費來源 

預期成效 
（請儘可能以量化績效方式

呈現） 
行政

服務 
1.召開系務會議、課程委員會、教師評

審委員會、教師評鑑委員會、諮商

實習審議小組，依其職掌進行溝通

與討論，進而凝聚共識。攸關學生

事宜於師生座談周知或以電子郵件

傳送知照。 

提供以人為本的優質服

務—貫徹系務行政制度

化、透明化、公開化 

101.09～102.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預計召開系務會議 10 場次；

課程委員會 2 場次；教師評審

委員會 2 場次；教師評鑑委員

會 1 場次；諮商實習審議小組

3 場次。 

2.定期進行財產盤點及進行汰換報廢 提供以人為本的優質服

務—健全財務規劃 
101.09～102.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預計辦理 2 次以上財產盤點

及報廢。 
3.隨時更新系網頁資訊 善用資訊科技，提升服務品

質—精進系務行政 e 化創新

服務品質 

101.09～102.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每月更新網頁達成率達 100
％。 

4.建立 SOP 標準作業流程 善用資訊科技，提升服務品

質—精進系務行政 e 化創新

服務品質 

101.09～102.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建立標準作業流程達 60％。 

5.建立師生常見 Q&A 問題 善用資訊科技，提升服務品

質—精進系務行政 e 化創新

服務品質 

101.09～102.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建置師生常見 Q&A 問題達

60％。 

6.檔案資料掃描建檔，建立檔案資料

庫，以解決跨校區甚至遠距調閱檔

案問題。 

提供以人為本的優質服

務—建構檔案資料庫電子

化 

101.09～102.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建構檔案資料庫達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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