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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立 嘉 義 大 學 輔 導 與 諮 商 學 系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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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年 12 月 5 日（星期一）中午 12:10 

會議地點：民雄校區行政大樓 A407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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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系 111 學年度第 2 學期開課課程異動案，提請討論。 

說  明：本系 111 學年度第 2 學期開課時段未按課程標準開設時段如下： 

年級 
111學年度第2學期 

開設課程名稱 
修習別 

原必選修 

科目冊 

大學部一年級 心理健康 選修，一下 選修，一上 

大學部三年級 未來想像與自我調適 選修，三下 選修，四下 

大學部三年級 多元文化諮商 選修，三下 選修，三上 

大學部三年級 生涯與職業資訊分析與

應用 

選修，三下 選修，三上 

碩士班家教組一年級 家庭教育方案規劃與評

量 

選修，一下 選修，二下 

碩士班家教組二年級 團體動力與團體工作 選修，二下 選修，二上 

碩士班家教組二年級 家庭與老人生活研究 選修，二下 選修，一下 

碩士班諮心組二年級 組織心理學研究 選修，二下 選修，一下 

碩士班諮心組二年級 後現代家庭治療研究 選修，二下 選修，二上 

碩士班諮心組二年級 人類性行為研究 選修，二下 選修，一下 

碩專班家教組一年級 家庭教育方案規劃與評

量 

選修，一下 選修，二下 

碩專班家教組二年級 團體動力與團體工作 選修，二下 選修，二上 

碩專班家教組二年級 家庭與老人生活研究 選修，二下 選修，一下 

碩專班諮心組二年級 後現代家庭治療研究 選修，二下 選修，二上 

碩專班諮心組二年級 人類性行為研究 選修，二下 選修，一下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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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有關本系 111 學年度課程結構外審結果及意見回覆說明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依據本校課程結構外審作業要點及本校教務處 111 年 8 月 4 日通知辦理（詳如附件 1(頁

1)）。 

二、本校為落實各學系課程結構定期檢討評估機制，以提升課程品質，增進學生學習成效，

定於 111 學年度辦理課程結構外審事宜。 

三、本系於 111 年 11 月 1 日至 11 月 31 日止，邀請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理與復健諮商研究

所卓紋君教授兼所長、臺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陳志賢副教授兼系主任及雲林科技大

學技職教育研究所陳斐娟教授兼任諮商輔導中心主任進行審查，審查結果如附件 2(頁

2-17)。 

四、本系依據三位審查委員審查意見回覆說明如附件 3(頁 18-25)。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本系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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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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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學生需修畢校通識教育課程、院共同課程、所屬學系之基礎學程、核心學程、專

業選修學程及自由選修，且畢業總學分達 128 學分以上，始得畢業。由以下課程組成： 

◎校通識教育課程 30 學分。 

◎師範學院共同課程(4 學分)。 

◎輔導與諮商系基礎學程(20 學分)。 

◎輔導與諮商系核心學程(22 學分)。 

◎專業選修學程：(須修讀本系課程 36 學分以上，且至少擇 1 學程修畢)。 

。學術型：諮商基礎學程(至少修讀 16 學分)。 

。實務型：家庭與社區諮商學程(至少修讀 16 學分)。 

。實務型：學校諮商學程(至少修讀 16 學分)。 

。實務型：職涯與企業諮商學程(至少修讀 16 學分)。 

◎自由選修(本系或外系課程皆可)：16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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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檢附本系 112 學年度大學部必選修科目冊草案如附件 4(頁 26-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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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課程結構外審委員建議修正「教育研究法」為「教育與心理研究法」；「教育統計」

為「教育與心理統計」；家庭與社區諮商學程增加「諮詢理論與實務」。 

 

提案四：本系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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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碩士班採課程分組為家庭教育組及諮商心理組，二組之畢業學分如下： 

(一)家庭教育組畢業學分：共計至少 28 學分。 

1.專業必修 8 學分。 

2.專業選修至少 20 學分，包括： 

2.1.基礎專業選修課程至少 4 學分。 

2.2.專門專業選修課程至少 4 學分。 

2.3.研究方法專業選修課程至少 3 學分。 

2.4.其餘學分為彈性選修本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家庭教育組之課程。 

(二)諮商心理組畢業學分：共計至少 36 學分。 

1.專業必修 14 學分。 

2.專業選修至少 22 學分，包括： 

2.1.核心課程至少 9 學分。 

2.2.專長領域課程及共同選修至少 13 學分（其中諮商研究專長領域至少 3 學分），修

畢各該專長領域滿 5 門課者得核發該專長領域證書。 

三、檢附本系 112 學年度碩士班必選修科目冊草案，家庭教育組如附件 5(頁 38-41)，諮商

心理組如附件 6(頁 42-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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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課程結構外審委員建議修正「教育研究法研究」為「教育與心理研究法研究」 

 

提案五：本系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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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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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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碩士在職專班採課程分組為家庭教育組及諮商心理組，二組之畢業學分如下： 

(一)家庭教育組畢業學分：共計至少 28 學分。 

1.專業必修 8 學分。 

2.專業選修至少 20 學分，包括： 

2.1.基礎專業選修課程至少 4 學分。 

2.2.專門專業選修課程至少 4 學分。 

2.3.研究方法專業選修課程至少 3 學分。 

2.4.其餘學分為彈性選修本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家庭教育組之課程。 

(二)諮商心理組畢業學分：共計至少 36 學分。 

1.專業必修 14 學分。 

2.專業選修至少 22 學分，包括： 

2.1.核心課程至少 9 學分。 

2.2.專長領域課程及共同選修至少 13 學分（其中諮商研究專長領域至少 3 學分），修

畢各該專長領域滿 5 門課者得核發該專長領域證書。 

三、檢附本系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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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頁 48-51)，

諮商心理組如附件 8(頁 52-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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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課程結構外審委員建議修正「教育研究法研究」為「教育與心理研究法研究」 

 

提案六：本系各班制 112 學年度入學適用之「必選修科目學科內容概述」、「教學內容大綱」

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依教務處 110 年 10 月 7 日通知辦理，本校課程每年應藉由各級課程規劃委員會進行滾

動修正，持續追蹤檢討，檢視並確保系所教育目標、課程教學目標與內容都能與時俱

進，以建立持續改善的教學品質保證機制。 

二、檢附本系各班制 112 學年度入學適用之「必選修科目學科內容概述」、「教學內容大綱」

草案如附件 9(頁 58-115)。 

決  議：照案通過。 

 

※臨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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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會：下午 1 時 2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