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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108 學年度工作計畫書 
工作重點/ 
績效構面 對應之工作項目 量化績效指標 

(含目標值) 
質化績效指標 

(含目標值) 
預定完成時間 

(年/月) 
經費概估 

(元) 
中長程計畫 1.安排學生至各級學校輔導中

心、社區諮商相關事業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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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安排400人次學生進行參

訪、見習及實習。 
強化見習與實習活動，為就

業準備；配合各學制實習課

程，落實在各領域的實務經

驗。 

108.08～111.07 輔諮系相關經

費、學生自付 

 2.定期辦理學術研討會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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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辦理大學部學術講座4場
次；研究生學術研討會 4 場

次；輔導與諮商相關工作坊 5
場次。 

推動非正式課程，以豐富學

生學習及研究視野。 
108.08～111.07 輔諮系相關經

費、爭取校外補

助款、學生自付 

 3.持續與中國教育學會家庭教

育專業委員會進行學術合

作，另積極增加與其他國家

學術單位學術合作機會。 

每年邀請國際學者來台交流 1
場次。 

提供多元學習情境讓學生與

國際接軌。 
108.08～111.07 輔諮系相關經

費、爭取校外補

助款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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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辦理4場次教師教學研討

會，邀請校內外專家學者專題

演講，抑或採教師專業對話形

式辦理。 

提供教師教學及研究相互交

流機會，提升教學品質並發

揮團體互相學習的功能。 

108.08～111.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5.持續辦理以高中職生為主的

輔諮營。 
每年辦理 1 場次，四天三夜的

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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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師生力量落實服務社會

理念，並達宣傳系所之效。 
108.08～111.07 輔諮系相關經

費、輔諮系系學

會、學員自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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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重點/ 
績效構面 對應之工作項目 量化績效指標 

(含目標值) 
質化績效指標 

(含目標值) 
預定完成時間 

(年/月) 
經費概估 

(元) 
中長程計畫 6.整合「家庭教育研究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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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執行3件中央或縣市政府

補助案 
提供家庭教育與心理健康預

防推廣服務。 
108.08～111.07 縣市政府補助款 

 7.積極協助「輔導與諮商學系系

友會」，辦理各項活動，進

而連繫系友與系所情感。 

每年辦理2場次以上系友與在

校生交流研討活動。 
結合校友資源，加強連結校

友與在校生情誼連結。 
108.08～111.07 輔諮系相關經

費、系友會會費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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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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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師生研究，提升研究能

量。 
108.08～111.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9.策略聯盟安老服務，開拓長照

急先鋒 
 

成立輔諮系志工隊，擬結合體

育與健康休閒系、教育系，以

民雄鄉為據點開展安老服

務。每學期與社區發展協會共

同辦理活動 4 場以上 

提供學生服務學習、見習與

社區實習之機會，並推展長

照服務，善盡社會責任。 

108.08～111.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10.分類老師專長，成立特色教

學社群 

預計成立易經諮商、沙遊治

療、催眠放鬆特色教學社群。 
藉由跨領域教師專業社群的

運作，共同研討精進諮商介

入策略，使學生透過多元學

習獲取輔導新觀點。 

108.08～111.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11.課程規劃滾動式修正 每三年進行內部與外部意見

調查，以做為修訂課程架構之

依據 

重新檢視課程與整體系所發

展架構之關聯 
108.08～111.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12.啟動學生輔導機制 成立”安心關懷小組”，因應學

生的學習狀況，小組不定期聚

會討論。 

針對系上學生因學期困擾而

衍伸出適應問題，透過小組

成員的討論，整合資源網

絡，擬定輔導策略。 

108.08～111.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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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重點/ 
績效構面 對應之工作項目 量化績效指標 

(含目標值) 
質化績效指標 

(含目標值) 
預定完成時間 

(年/月) 
經費概估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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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開 2 場次課程規劃委員會 檢討課程，落實課程革新。 108.08～109.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2.於教師課餘時間安排 Office 
Hour 每週 4 小時，以建立導

師輔導機制。 

教師每週至少提供四小時以

上 Office Hour 進行相關輔導

達 100％；教師透過教學平台

協助與指導學生進行課程學

習、互動與解惑達 40％以上。 

提供師生互動，多元化溝通

管道。 
108.08～109.07 學校導師費 

輔諮系相關經費 

 
 

3.充實教師研究教學與學習設

備及心理測驗工具等 
編列6萬元預算汰換或擴充教

學設備及心理測驗。 
更新教學軟、硬體設備，以

強化實務學習空間與設備。 
108.08～109.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4.執行就業最後一哩強固計畫 預計辦理系友返校座談 2 場

次；求職大補帖講座 2 場次 
提昇學生就業力與競爭力。 108.08～109.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5.發展優質品保課程社群 預計針對諮商技術、教學實

習、課程實習相關專業科目發

展評量尺規 

透過教師交流機會，發揮互
相學習的功能，提升教學專
業發展與教學品質。 

108.08～109.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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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定發行 22 期 申請 TSSCI 資料庫收錄期刊

名單。 
108.08～109.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2.鼓勵教師積極爭取科技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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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執行 2 件科技部專案計

畫；2 件中央或縣市政府補助

案 

鼓勵師生研究，提升研究能

量。 
108.08～109.07 科技部補助款、 

教育部補助款、 
縣市政府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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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重點/ 
績效構面 對應之工作項目 量化績效指標 

(含目標值) 
質化績效指標 

(含目標值) 
預定完成時間 

(年/月) 
經費概估 

(元) 
3.持續鼓勵師生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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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師生研究，提升研究能

量。 
108.08～109.07 輔諮系相關經

費、師生自付 

 4.鼓勵大學生踴躍參與大專生

科技部專案計畫 
預計執行大專生科技部專案

計畫 2 件以上。 
鼓勵師生研究，提升研究能

量。 
108.08～109.07 科技部補助款 

 
輔導 1.辦理新生座談會及新生定向

輔導 
預計大學部辦理 1 場次，碩士

班（含碩專班）辦理 1 場次。 
導引新生生涯定向。 108.08～109.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2.辦理大學部新生家長座談 預計大學部辦理 1 場次 使家長了解系所教學發展方

向，促進雙方溝通。 
108.08～109.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3.定期辦理師生座談促進師生

溝通 
預計辦理 4 場大學部師生座

談；4 場碩士班（含碩專班）

師生座談。 

定期辦理師生座談促進師生

溝通。 
108.08～109.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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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實習場域邀請研究生及課

程教師進行實習說明會 1 場

次，提供面試小巧、實習場域

應注意事項及課程規定等。 

透過同儕學習輔導，輔導學

生職涯發展與提升就業力。 
108.08～109.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5.大學生晤談且有紀錄比率 大學生晤談且有紀錄比率 75
％ 

落實導師制，提供學生學

習、生涯輔導 
108.08～109.07 無 

 6.大學部賃居生訪視且有紀錄

比率 
大學部賃居生訪視且有紀錄

比率 75％ 
落實導師制與教師晤談時

間，提供學生生活協助 
108.08～109.07 無 

 7.教甄模擬工作坊 邀請畢業系友返校進行準備

教甄經驗分享，並辦理實際演

練模擬面試 1 場次。 

提高師資生教甄錄取率 108.08～109.07 輔諮系相關經

費、學生自付 

 8.應屆師資生教師資格檢定通

過率 
應屆師資生教師資格檢定通

過率 90％ 
輔導並增加師資生教師資格

檢定通過率 
108.08～109.07 輔諮系相關經

費、學生自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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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重點/ 
績效構面 對應之工作項目 量化績效指標 

(含目標值) 
質化績效指標 

(含目標值) 
預定完成時間 

(年/月) 
經費概估 

(元) 
 9.辦理研究生家庭日活動 邀請教師、研究生及其眷屬辦

理家庭日活動預計 1 場次。 
 
 

增進學生互動交流 108.08～109.07 輔諮系相關經

費、研究生學會

經費 

國際化 1.學生通過英語檢定 學生通過英語檢定 60％ 增強學生外語能力 108.08～109.07 學生自付 

 2.教師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發

表論文 
教師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發

表論文 5 人次 
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增廣見

聞 
108.08～109.07 輔諮系相關經

費、教師自付 

 3.學生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發

表論文 
學生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發

表論文 6 人次 
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增廣見

聞 
108.08～109.07 輔諮系相關經

費、學生自付 

4.邀請國際學者進行學術交流 邀請國際學者進行學術交流 1
人次 

提供多元學習情境讓學生與

國際接軌。 
108.08～109.07 輔諮系相關經

費、校外補助款 

行政服務 1.每月更新網頁達成率 每月更新網頁達成率 100％ 善用資訊科技，精進系務行

政 e 化，創新服務品質 
108.08～109.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2.建立 SOP 標準作業流程 建立標準作業流程達 80％ 善用資訊科技，精進系務行

政 e 化，創新服務品質 
108.08～109.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3.E 化行政作業普及率 E 化行政作業普及率達 80％ 善用資訊科技，精進系務行

政 e 化，創新服務品質 
108.08～109.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4.系辦專屬臉書粉絲按讚人數 系辦專屬臉書粉絲按讚人數

達 150 人次 
善用資訊科技，精進系務行

政 e 化，創新服務品質 
108.08～109.07 輔諮系相關經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