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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立 嘉 義 大 學 輔 導 與 諮 商 學 系 

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議紀錄 

 

會議時間：109 年 1 月 6 日（星期一）中午 12:10 

會議地點：民雄校區行政大樓 A407 教室 

主    席：張高賓老師(召集人)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    錄：楊雅琪 

 

※討論事項： 

提案一：本系 107 學年度入學適用之大學部必選修科目冊修訂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配合新修正之師資職前教育「國民中學綜合活動領域輔導專長」、「高級中等學校綜合

活動領域生涯規劃科」、「中等學校輔導教師」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增列相關。 

二、依本系 108 年 12 月 31 日 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決議，修訂情形

如下： 
修正後（107學年度）  修正前（107學年度）  說明 

專業定向與自我成長 
Professional Orientation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諮商基礎學程、家庭與社區諮
商學程、學校諮商學程、職涯與企業諮商學
程，一上，2，選修) 

 

新增 
因應新修訂中等學校輔
導教師專門科目及學分
一覽表增加 

焦點解決短期諮商 
Solution-focused Brief Counseling (諮商基礎
學程、家庭與社區諮商學程、學校諮商學
程、職涯與企業諮商學程，四上，2，選修) 

 

新增 
因應新修訂中等學校輔
導教師專門科目及學分
一覽表增加 

學習診斷 
Learning Diagnosis(家庭與社區諮商學程、學
校諮商學程，四上，2，選修) 

 

新增 
因應新修訂國民中學
綜合活動領域輔導專
長專門科目及學分一覽
表增加 

未來想像與生涯調適 
Future Imagination and Career Path(家庭與社
區諮商學程、學校諮商學程、職涯與企業諮
商學程，四下，2，選修) 

 

新增 
因應新修訂國民中學
綜合活動領域輔導專
長、高級中等學校綜
合活動領域生涯規劃
科、中等學校輔導教
師等專門科目及學分一
覽表增加 

三、檢附本系大學部 107 學年度入學適用之必選修科目冊（詳如附件 1(頁 1-21)）。修正後

必選修科目冊，課程架構圖及修課流程圖擬依據本案會議決議後進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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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本系 108 學年度入學適用之大學部必選修科目冊修訂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配合新修正之師資職前教育「國民中學綜合活動領域輔導專長」、「高級中等學校綜合

活動領域生涯規劃科」、「中等學校輔導教師」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增列相關。 

二、依本系 108 年 12 月 31 日 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決議，修訂情形

如下： 
修正後（108學年度）  修正前（108學年度）  說明 

專業定向與自我成長 
Professional Orientation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諮商基礎學程、家庭與社區諮
商學程、學校諮商學程、職涯與企業諮商學
程，一上，2，選修) 

 

新增 
因應新修訂中等學校輔
導教師專門科目及學分
一覽表增加 

焦點解決短期諮商 
Solution-focused Brief Counseling (諮商基礎
學程、家庭與社區諮商學程、學校諮商學
程、職涯與企業諮商學程，四上，2，選修) 

 

新增 
因應新修訂中等學校輔
導教師專門科目及學分
一覽表增加 

學習診斷 
Learning Diagnosis(家庭與社區諮商學程、學
校諮商學程，四上，2，選修) 

 

新增 
因應新修訂國民中學
綜合活動領域輔導專
長專門科目及學分一覽
表增加 

未來想像與生涯調適 
Future Imagination and Career Path(家庭與社
區諮商學程、學校諮商學程、職涯與企業諮
商學程，四下，2，選修) 

 

新增 
因應新修訂國民中學
綜合活動領域輔導專
長、高級中等學校綜
合活動領域生涯規劃
科、中等學校輔導教
師等專門科目及學分一
覽表增加 

三、檢附本系大學部 108 學年度入學適用之必選修科目冊（詳如附件 2(頁 22-33)）。修正後

必選修科目冊，課程架構圖及修課流程圖擬依據本案會議決議後進行修訂。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本系 109 學年度入學適用之大學部必選修科目冊修訂草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本案依據本系大學部之教育目標、學生基本素養、核心能力及國家社會文化所需之人

才與其所需核心能力社會需求擬訂大學部之必選修科目冊。 

二、108 學年度起修習小教、中小教、中教師資生均須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師資生

修習各師資類科教育學程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其學分數，應為其主修、輔修之系（所）

外加修之課程。」，且「師資生修習教育學程之科目及學分，應繳交規定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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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系大學部一般生 30 名，師資生 20 名，師資生名額仍保留在本系，109 學年度起師

資生之專業課程學分統一由師培中心負責各項行政事宜。 

四、依本系 108 年 12 月 31 日 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決議，修訂情形

如下： 
修正後（109學年度）  修正前（108學年度）  說明 

專業定向與自我成長 
Professional Orientation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諮商基礎學程、家庭與社區諮
商學程、學校諮商學程、職涯與企業諮商學
程，一上，2，選修) 

 

新增 
因應新修訂中等學校輔
導教師專門科目及學分
一覽表增加 

焦點解決短期諮商 
Solution-focused Brief Counseling (諮商基礎
學程、家庭與社區諮商學程、學校諮商學
程、職涯與企業諮商學程，四上，2，選修) 

 

新增 
因應新修訂中等學校輔
導教師專門科目及學分
一覽表增加 

學習診斷 
Learning Diagnosis(家庭與社區諮商學程、學
校諮商學程，四上，2，選修) 

 

新增 
因應新修訂國民中學
綜合活動領域輔導專
長專門科目及學分一覽
表增加 

未來想像與生涯調適 
Future Imagination and Career Path(家庭與社
區諮商學程、學校諮商學程、職涯與企業諮
商學程，四下，2，選修) 

 

新增 
因應新修訂國民中學
綜合活動領域輔導專
長、高級中等學校綜
合活動領域生涯規劃
科、中等學校輔導教
師等專門科目及學分一
覽表增加 

六、檢附本系 109 學年度大學部修課流程圖（詳如附件 3）。 

決  議：修正通過，經系學會學生代表與全體出席委員討論後，修正情形如下： 
修正後（109學年度）  修正前（108學年度）  說明 

專業定向與自我成長 
Professional Orientation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系基礎學程，一上，2，必修) 

 

新增 
因應新修訂中等學校輔
導教師專門科目及學分
一覽表增加 

正向心理學 Positive Psychology(諮商基礎學
程，一上，2，選修) 

正向心理學 Positive 
Psychology( 系基礎學
程，一上，2，必修) 

更改為選修，並改列為
諮商基礎學程 

生涯發展與規劃Career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學校諮商學程、職涯與企業諮商學
程，一上，2，選修) 

生涯發展與規劃Career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系基礎學程，
一上，2，必修) 

更改為選修，並改列為
學校諮商學程、職涯與
企業諮商學程 

人格心理學Personality Psychology(系基礎學
程，二上，2，必修) 

人格心理學Personality 
Psychology(系基礎學
程，一下，2，必修) 

更改修課學期別 
由一下調整為二上 

教育統計Educational Statistics(系基礎學程，
一下，2，必修) 

教育統計Educational 
Statistics(系基礎學程，
二上，2，必修) 

更改修課學期別 
由二上調整為一下 

焦點解決短期諮商 
Solution-focused Brief Counseling (諮商基礎
學程、家庭與社區諮商學程、學校諮商學
程、職涯與企業諮商學程，四上，2，選修) 

 

新增 
因應新修訂中等學校輔
導教師專門科目及學分
一覽表增加 

學習診斷 
Learning Diagnosis(家庭與社區諮商學程、學  

新增 
因應新修訂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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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109學年度）  修正前（108學年度）  說明 
校諮商學程，四上，2，選修) 綜合活動領域輔導專

長專門科目及學分一覽
表增加 

未來想像與生涯調適 
Future Imagination and Career Path(家庭與社
區諮商學程、學校諮商學程、職涯與企業諮
商學程，四下，2，選修)  

新增 
因應新修訂國民中學
綜合活動領域輔導專
長、高級中等學校綜
合活動領域生涯規劃
科、中等學校輔導教
師等專門科目及學分一
覽表增加 

 

提案四：本系 109 學年度入學適用之碩士班必選修科目冊修訂草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本案依據本系碩士班之教育目標、核心能力及國家社會文化所需之人才與其所需核心

能力社會需求擬訂碩士班之必選修科目冊。 

二、依本校 108 年 11 月 5 日召開 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務會議決議，自 109 學年度統一碩

士論文之課程名稱、學分數、學時數修訂情形如下： 
修正後（109學年度）  修正前（108學年度）  說明 

家庭教育組： 
碩士論文Thesis(二上，0學時，3
學分) 
碩士論文Thesis(二下，0學時，3
學分) 

家庭教育組： 
畢業論文Thesis(二上，3學時，3
學分) 
畢業論文Thesis(二下，3學時，3
學分) 

依據教務處108年11月
20日嘉大教字第
1089005356號書函辦理 

諮商心理組： 
碩士論文Thesis(二上，0學時，3
學分) 
碩士論文Thesis(二下，0學時，3
學分) 

諮商心理組： 
畢業論文Thesis(二上，3學時，3
學分) 
畢業論文Thesis(二下，3學時，3
學分) 

依據教務處108年11月
20日嘉大教字第
1089005356號書函辦理 

三、檢附本系 109 學年度碩士班必選修科目冊草案，家庭教育組如附件 4(頁 34-37)，諮商

心理組如附件 5(頁 38-42)。課程架構圖、修課流程圖及職涯進路圖擬依據本案會議決

議後進行修訂。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本系 109 學年度入學適用之碩士在職專班必選修科目冊修訂草案，提請 討論。 

說  明： 

一、本案依據本系碩士在職專班之教育目標、核心能力及國家社會文化所需之人才與其所

需核心能力社會需求擬訂碩士在職專班之必選修科目冊。 

二、本系碩士在職專班原分家庭教育組、諮商心理組及學校諮商組等三組招生並進行課程

分組，109 學年度起改為家庭教育組及諮商心理組等二組招生並進行課程分組。故碩

專班諮商心理組課程比照碩士班諮商心理組規劃，惟「諮商實習」僅開設一門且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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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二學年第二學期。 

四、依本校 108 年 11 月 5 日召開 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務會議決議，自 109 學年度統一碩

士論文之課程名稱、學分數、學時數修訂情形如下： 
修正後（109學年度）  修正前（108學年度）  說明 

家庭教育組： 
碩士論文Thesis(二上，0學時，3
學分) 
碩士論文Thesis(二下，0學時，3
學分) 

家庭教育組： 
畢業論文Thesis(二上，3學時，3
學分) 
畢業論文Thesis(二下，3學時，3
學分) 

依據教務處108年11月
20日嘉大教字第
1089005356號書函辦理 

諮商心理組：學校諮商專長領域 
班級團體輔導研究Seminar in 
Classroom/ Large Group 
Guidance(二上，3，選修) 
系統合作與生態諮商研究
Seminar in System Networking 
and Ecological Counseling(二上，
3，選修) 
情緒管理與情感教育研究
Seminar in Emotional 
Management and Affective 
Education(二下，3，選修) 
物質成癮諮商與處遇方案研究
Seminar in Substance Abuse 
Counseling and Treatment 
Programs(二下，3，選修) 
親師諮詢與溝通研究Seminar in 
Consultation with Teaching Staff 
and Parents(二下，3，選修) 

學校諮商組：學校諮商專長領域 
班級團體輔導研究 Seminar in 
Classroom/ Large Group 
Guidance(二上，3，選修) 
系統合作與生態諮商研究Seminar 
in System Networking and 
Ecological Counseling(二上，3，選
修) 
情緒管理與情感教育研究Seminar 
in Emotional Management and 
Affective Education(二下，3，選修) 
物質成癮諮商與處遇方案研究
Seminar in Substance Abuse 
Counseling and Treatment 
Programs(二下，3，選修) 
親師諮詢與溝通研究 Seminar in 
Consultation with Teaching Staff and 
Parents(二下，3，選修) 

新增 
原為學校諮商組學校諮
商專長領域課程，新增
至諮商心理組學校諮商
專長領域課程 

諮商心理組： 
碩士論文Thesis(二上，0學時，3
學分) 
碩士論文Thesis(二下，0學時，3
學分) 

諮商心理組： 
畢業論文Thesis(二上，3學時，3
學分) 
畢業論文Thesis(二下，3學時，3
學分) 

依據教務處108年11月
20日嘉大教字第
1089005356號書函辦理 

四、檢附本系 109 學年度碩士在職專班必選修科目冊草案家庭教育組如附件 6(頁 43-46)，

諮商心理組如附件 7(頁 47-51)。課程架構圖、修課流程圖及職涯進路圖擬依據本案會

議決議後進行修訂。 

決  議：照案通過 

 

※臨時動議：無 

 

散會：下午 1 時 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