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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臺灣諮商心理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報名簡章 

   

  一、主題：展望下一個 15 年--諮商心理師的教育、考試、訓練與督導 

  二、目的： 

（一）檢討我國諮商心理專業在心理師法通過後 15 年，關於教育、考試、訓練與督導四方面之現況，

以及未來的展望。 

    （二）針對諮商心理師的養成教育、考試制度、與繼續教育訓練以及實習與督導所遇到之困境進行

深度訮討，集思廣益，盼能突破現狀因難、具體研擬問題解決之道，以提升諮商心理師教考訓

的品質與成效。 

    （三）提昇諮商心理師面對多元社會、文化、價值觀以及快速變遷生態環境的工作態度與專業知能，

省思多元服務對象，如：LGBTQ(多元性別族群)、原住民、新住民、國際移工、國際學生、經

濟不利族群等，發展出跨專業領域團隊(如：諮商心理、社工、教育、醫療)合作模式。 

    （四）思索如何深化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身份內涵、專業價值觀、社會責任與使命，並檢視與省

思諮商心理專業價值觀、倫理守則、倫理素養與倫理判斷。 

  三、指導單位：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心理與口腔健康司 

  四、主辦單位：臺灣諮商心理學會 

  五、合辦單位：淡江大學學務處諮商輔導組 

  六、協辦單位：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 

  七、辦理時間：2016 年 11 月 19 日（六），9:00-17:00 

  八、辦理地點：淡江大學台北校區(台北市金華街 199 巷 5 號，近捷運東門站 5 號出口) 

  九、參加對象：本會會員、對大會主題有興趣之心理諮商、心理治療、輔導教師、社會工作、醫藥衛

生等相關工作者及研究生。 

  十、研討內容（詳如議程）： 

    （一）專題演講：諮商心理師在未來的角色 

主持人：蕭文教授（臺灣諮商心理學會理事長） 

主講人：吳秀碧教授（亞洲大學心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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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專題論壇：諮商心理師證照考試的今昔過往與未來 

          目前我國諮商心理師的證照，仍受限於法規與制度，僅能透過通過紙筆測驗形式的國家考試

來取得證照。多年來檢討與改革考試辦法的聲浪不斷，從應考資格之必修科目、考試方式、以及到

後續次專科證照的討論都能引起諸多理想與現實的撞擊。因為這些討論攸關諮商心理專業社群的專

業把關及定位，必定需要更多學界與實務界的交流以取得共識 

主持人：蕭文教授（臺灣諮商心理學會理事長） 

與談人：林家興教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王智弘教授（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理事長） 

  （三）會員大會： 

        1.召開會員大會，審議提案。 

        2.選舉第五屆理事與監事。 

        3.表揚績優實習機構。 

        4.頒發金筆獎。 

    （四）分組論壇： 

分組論壇一：養成教育的省思與期許 

          確保一位諮商心理師能具備最為基本的專業知能，提供妥適且有益於個案之諮商專業服務，

最實質的關鍵奠定在堅實的養成教育內涵與歷程。此外，心理諮商是實務運用的專業，理論知識與

實務的結合、實務能力的培養、實務經驗的初步累積，必須透過課程實習(兼職實習)以及實務實習

(全職駐地實習)此一過程，方能達成。本論壇邀請具豐富教學與督導經驗的學者暢談他們對諮商心

理教育的理念與作法，並共同探討實務現場與督導經驗，以及學校端與實務端如何合作來為培育具

專業能力的諮商心理師。 

  主持人：吳秀碧教授（亞洲大學心理學系） 

  與談人：黃素菲副教授（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 

          林美珠教授（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分組論壇二：繼續教育與專業知能精進的藍圖 

          諮商心理師在取得證照，開始投入實務後，也面對提升本職學能、繼續教育的需求。然而，

越來越多諮商心理師開始運用非屬於諮商心理的其他方法進行服務，除了可能引發倫理爭議外，更

模糊了諮商心理專業主體性，從而使得社會大眾混淆而難以瞭解諮商專業服務的內涵，如此情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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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進，將嚴重斲傷諮商心理專業。本場論壇邀請關切諮商心理師專業知能精進與發展的諮商心理

師，一起進行深度探討。 

主持人：修慧蘭副教授（台灣輔導與諮商心理學會副理事長） 

與談人：林麗純諮商心理師（臺灣諮商心理學會繼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斐娟副教授（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技職教育研究所） 

 

分組論壇三：多元服務場域、倫理意識、公共事務與社會責任 

隨著社會價值觀趨多元開放、社會經濟大環境挑戰升高，諮商心理師所在的場域也從傳統各

級學校普及到醫院、社區機構、企業等各類場域，所服務的人群也從學生擴大到全人各年齡層與

在各行各業的多元族群。隨著諮商心理服務領域的拓展、諮商心理師人數的增加，諮商心理師必

須增進自己的倫理意識與敏感度，方能落實保護個案福祉的倫理責任。當諮商心理師從最早的「輔

導老師」的角色走到助人心理工作者，會怎麼看待現在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使命，又面對什麼樣

跨領域合作的挑戰呢？諮商心理師除對案主負責之外，還肩負著什麼樣子的社會責任？此外，越

來越多的法規開始賦予諮商心理師社會責任，諮商心理師不能將自己的關懷侷限在諮商機構，而

必須認識到公共事務與政策參與、發言與倡議的必要性。 

主持人：蕭文理事長(臺灣諮商心理學會) 

與談人：王麗斐教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王文秀教授（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分組論壇四：考試制度的檢視與發想 

當前我國諮商心理師證照取得，受限於法規與制度，僅能透過通過紙筆測驗形式的國家考試

來取得證照。多年來檢討與改革考試辦法的聲浪不斷，從應考資格之必修科目、考試方式、以及

到後續次專科證照的討論都能引起諸多理想與現實的撞擊。因為這些討論攸關諮商心理專業社群

的專業把關及定位，必定需要更多學界與實務界的交流以取得共識，因此本論壇特地針對此主題

進行討論與意見交流，邀請關心心理師考試改革的學界教師、實務界督導以及有志成為心理師的

研究生們一起加入我們的討論。 

          主持人：侯南隆副理事長（台灣諮商心理學會） 

          與談人：黃文俊碩士（文化大學心理輔導學系） 

郭瓈灩助理教授（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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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論文發表： 

     1.口頭論文發表：共分四個場次，12 篇論文發表。 

     2.壁報論文發表：不限篇數發表，會中將遴選出優秀論文給予獎勵。 

 （六）會前工作坊：醫療諮商系列工作坊(已於 2016 年 7 月 30 日與 8 月 13 日辦理完畢) 

  十一、論文發表形式 

（一） 口頭發表：個人口頭論文發表，預計錄取 12 篇。 

（二） 壁報論文發表。 

  十二、論文投稿方式 

（一） 歡迎心理諮商、心理治療與輔導領域學者、心理師、各級學校輔導教師、專任專業輔

導人員、社區與社會工作人士、以及相關系所研究生踴躍投稿，經審查通過後於年會大

會發表。 

（二） 請於 2016 年 9 月 16 日前將 800~1000 字摘要【摘要需敘明研究主題、目的、方法與研

究結果，並附上作者姓名、現職、以及聯絡方式(住址、電話、e-mail)，請一律以 Word95

以上之新細明體或標楷體 12 號字、A4 直式橫書格式之打字稿】與論文投稿資料表，寄

至信箱，待學會回信確認收件，始完成 e-mail 投稿手續。 

（三） 預計於 2016 年 10 月 14 日前通知論文發表錄取審查結果。 

（四） 投稿一經錄取後，需在一週內完成本年度年會報名及匯款手續。 

  十三、費用與報名流程 

    ◎收費方式(含研習資料及午餐) 

        1.主辦單位個人會員與學生會員：免費。 

        2.主辦單位團體會員：免費，限額四位。(由團體會員提供四位名單後填寫線上報名表) 

        3.合辦/協辦單位：每人收費 500 元，學生優惠價 200 元。 

        4.非會員：每人收費 1,500 元，學生優惠價 1,000 元。 

        5.非會員早鳥優惠方案：非會員於 105 年 10 月 25 日前報名，享八折優惠。 

    ◎報名流程與注意事項 

        1.請先繳費再上網填寫報名資料(線上報名於 2016.11.10 截止)，線上報名網址： 

          https://goo.gl/QMzS1f  

        2.學生請同時將學生證正反面掃描成電子檔，寄至年會信箱 twcpa2016@gmail.com。 

        3.請來電或來信確認是否已收到您的報名費用與報名資料，始完成報名手續。 

mailto:寄至twcpa.mail@gmail.com
mailto:寄至twcpa.mail@gmail.com
https://goo.gl/QMzS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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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繳費方式(擇一)：報名表「備註」欄位填寫(1)您的匯款方式 (2)匯款日期 (3)匯款人姓名 (4)匯 

                         款金額。ATM 轉帳請填寫帳號末五碼 

         (1)劃撥帳號：50101451，戶名：社團法人臺灣諮商心理學會。(請於通訊欄加註「報名 11/19」) 

         (2)轉帳－郵局帳戶：0001085-0456021，戶名：社團法人臺灣諮商心理學會。 

        5.完成報名之後，若因故無法參加，請於研討會前 7 日通知取消報名，扣除行政處理費用為報名

費之 10%，扣除之餘額全數退還；研討會前 3 至 6 日通知取消報名，扣除行政處理費用為報名

費之 10%，退還二分之一研習費用；研討會前 3 日內提出申請者恕不退費。開課之後請全程參

與，因個人因素缺席或早退者恕不退費。 

  十四、本次研討會擬申請諮商心理師繼續教育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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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議程 

時間 主題 主持人 地點 

8:30-9:00 報到 秘書處 

淡江大學台

北校區 

中正紀念堂

會議室 

(暫定) 

9:00-9:30 開幕式與貴賓致詞 
主持人：蕭文理事長（臺灣諮商心理學會） 

貴 賓：林俊宏教授/學務長（淡江大學） 

淡江大學台

北校區 

中正紀念堂

會議室 

(暫定) 

9:30-10:30 
專題演講： 

諮商心理師在未來的角色 

主持人：蕭文理事長（臺灣諮商心理學會） 

主講人：吳秀碧教授（亞洲大學心理學系） 

10:30-10:50 茶敘時間 

10:50-11:50 

專題論壇： 

諮商心理師證照考試的今昔過往

與未來 

主持人：蕭文理事長（臺灣諮商心理學會） 

與談人：林家興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王智弘教授/理事長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淡江大學台

北校區 

中正紀念堂

會議室 

(暫定) 

11:50-13:00 

會員大會： 

1.召開會員大會，審議提案。 

2.選舉第五屆理事與監事。 

3.表揚績優實習機構。 

4.頒發金筆獎。 

主席：蕭文理事長 

司儀：張曉佩秘書長 

淡江大學台

北校區 

中正紀念堂

會議室 

(暫定) 

午餐  

13:00-14:00 論文壁報發表  

14:00-15:00 

口頭論文發表一 
主持人：邀請中 

評論人：邀請中 

淡江大學

台北校區

D203 

(暫定) 

口頭論文發表二 
主持人：邀請中 

評論人：邀請中 

淡江大學

台北校區

D301 

(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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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論文發表三 
主持人：邀請中 

評論人：邀請中 

淡江大學

台北校區

D405 

(暫定) 

口頭論文發表四 
主持人：邀請中 

評論人：邀請中 

淡江大學

台北校區

D508 

(暫定) 

15:00-15:30 傑出壁報論文頒獎暨茶敘時間(頒獎者：蕭文理事長) 

15:30-17:00 

分組論壇一： 

養成教育的省思與期許 

主持人：吳秀碧教授（亞洲大學心理學系） 

與談人：黃素菲副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 

        林美珠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淡江大學

台北校區

D203 

(暫定) 

分組論壇二： 

繼續教育與專業知能精進的

藍圖 

主持人：修慧蘭副教授（政治大學心理學系） 

與談人：林麗純諮商心理師 

（臺灣諮商心理學會繼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斐娟副教授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技職教育研究所） 

淡江大學

台北校區

D301 

(暫定) 

分組論壇三： 

多元服務場域、倫理意識、

公共事務與社會責任 

主持人：蕭文理事長(臺灣諮商心理學會) 

與談人：王麗斐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王文秀教授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淡江大學

台北校區

D405 

(暫定) 

分組論壇四： 

考試制度的檢視與發想 

主持人：侯南隆副理事長（臺灣諮商心理學會） 

與談人：黃文俊碩士（文化大學心理輔導學系） 

        郭瓈灩助理教授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 

淡江大學

台北校區

D508 

(暫定) 

17:00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