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偕紀念醫院諮商心理職系 
2018 年度聯合招收全職實習諮商心理師簡章 

 

馬偕紀念醫院秉持馬偕博士「寧願燒盡，不願鏽壞」的精神，在推動社區助人工作上不

遺餘力，亦是目前國內極少數於醫院內設置諮商心理師專屬單位之機構。除堅持平價收費，

並且對於中低收入者盡力協助外，期望能提供一般民眾得到心靈上的平安，以達到本院「身、

心、靈」全人醫治的理念。 

本院為首座具備諮商心理職系的教學醫院，教學經驗豐富完備。本職系目前全職諮商心

理師人數共計 10 人，專業年資均超過 2 年，至 2018 年 6 月時，全數具備衛生福利部臨床教

師資格。本年度諮商心理職系招募單位包括精神醫學部之「心理腫瘤暨安寧業務」、「自殺防

治中心」、院牧部「協談中心」等三個單位，教學資源共享，為全國目前諮商心理職系最完整

之醫療臨床教學單位。歡迎有志投入醫療諮商之準心理師前來加入我們的行列！ 

 

一、 各單位工作項目與應考資格， 請參閱附件各單位招募簡章說明。 

 

二、 名額： 

1. 精神醫學部之「心理腫瘤暨安寧業務」淡水院區 1 名。 

2. 「自殺防治中心」臺北院區 2 名，淡水院區 2 名。 

3. 「協談中心」臺北院區 1 名，淡水院區 1 名。 

 

三、 權利與義務：  

1. 實習諮商心理師為無給職，依本院規定自 2017 年起，每月需繳交新台幣 1,000 元實習

費用。 

2. 本中心得依實習諮商心理師之個人經歷，邀請擔任院內員工教育課程、小團體、工作坊

或義工訓練課程講師。全職實習諮商心理師實習期間得享本院實習人員相關福利。 

3. 特別注意！因本院為衛福部評鑑合格之教學醫院，依評鑑規定所有職系教學歷程均需定

期與學校全職實習授課教師舉行教師聯席會議。申請者請務必先詢問貴校課程老師是否

可以配合出席(包含實際出席或視訊出席)；若貴校老師無法配合，請勿提出申請。 

 

四、 初審資料：送審資料請自行保留備份，不予退件。  

1. 研究所修習學分成績單正本一份。  

2. 畢業證書或在學學生證影本一份(正本於面試時攜帶備查)。  

3. 簡歷、自傳與實習計畫一份，需附照片一張。簡歷請務必註明有效聯絡電話、收信地址、

電子信箱帳號等，如因資料不齊，導致延誤面試時間，責任由當事人自行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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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授課教師或兼職實習單位主管推薦函一份，已畢業人員可請研究所授課老師出具。 

5. 就讀學校實習規定一份。(已畢業者可免)  

6. 相關經驗證明影本。(無經驗者可免) 

 

備註： 

1. 來件請於資料首頁註明申請實習單位志願，依序排列，攸關資料審核錄取順序，請務必註

明清楚。 

2. 依本院醫教部規定，僅能接受「在學實習模式」或「其他機構代訓模式」，因此錄取後需

能由在學學校或原就職機構發出正式公文，才能接受全職實習申請。如無法取得正式公

文，醫教部將無法辦理實習報到以及結束實習時發與實習證明，將會影響您個人的權益。 

3. 文件不齊者將不列入初審名單。 

 

五、 收件截止日期：2018 年 1 月 22 日(星期一)，請一律以掛號郵件寄件，當天下午五點截

止收件，請自行預留文件傳遞時間。文件初審通過者方邀請參加面試，將會以電話或電子郵

件通知考試地點與流程。 

 

六、 面試日期：2018 年 1 月 26 日(星期五)。上午聯合考試，各單位筆試、口試，通過者下

午實務演練。 

 

來件請寄：10449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92 號 9 樓 馬偕協談中心 呂奕熹心理師收，

信封封面註明「應徵馬偕諮商心理師全職實習」。  

如有任何疑問，請直接至馬偕協談中心部落格留言版留言，  

部落格：「馬偕協談中心的秘密花園(新家)」http://mmhcounselor.blogspot.tw， 

MAIL：mmhcounselor@gmail.com 或來電：02-25433535 轉 2010 呂奕熹心理師洽詢。 



 

   
 

馬偕紀念醫院 精神醫學部-心理腫瘤暨安寧業務 

招收 2018 年度 全職實習諮商心理師 公告  

   隨著國家政策對重大疾病的身心靈全人概念的重視，由癌症初診斷以及抗癌治療期

間各社會心理議題照護的心理腫瘤(Psycho-oncology)到生命末期的安寧療護(Palliative 

care)，本精神醫學部致力於與癌症照護團隊、安寧療護團隊跨領域合作模式的發展整

合，以期透過全隊照護理念，達到癌症病人與家屬身心靈的全人醫治，重拾生命的力

量與希望。 

    本服務對象主要為各疾病歷程階段(初診斷、復發轉移、末期臨終)的癌症病人與

罹癌家庭。依此照護議題的複雜度，將結合跨領域合作團隊教學訓練、自殺防治中心

自殺評估訓練、精神科專科醫師之精神醫療訓練、諮商心理師每週督導等訓練。歡迎

有志於醫療諮商領域發展、願意挑戰自我學習成長者，加入我們的行列。 

一、  申請資格： 
目前就讀國內大專院校諮商、心理、輔導研究所碩士班學生，或國內外已取得心輔

相關研究所碩士學位，且符合諮商心理師高考資格，需進行全職實習者 

二、 實習名額與內容： 
1. 實習名額：1 名 
2. 實習內容：個別諮商與心理治療、團體諮商與心理治療、心理衡鑑、心理諮詢、

心理衛生教育與預防推廣工作、專業行政工作等 
3. 實習起迄日期：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如有任何不清楚之處，請 Mail 信箱至 yjchiu1127.c761@mmh.org.tw  
與本業務承辦人邱玉菁諮商心理師連絡 



 

馬偕紀念醫院 自殺防治中心 
招收 2018 年度 全職實習諮商心理師 公告 

  台灣近十年自殺防治工作受到重視，馬偕紀念醫院秉持「耶穌基督愛人如己、關

懷弱勢的精神」於 2005 年成立自殺防治中心，是台灣第一間在醫療院所內成立的自殺

防治中心，對自殺防治工作有相當重要的貢獻，除了建立自殺個案管理流程、自殺危

險性評估，近來發展重點聚焦在辯證行為治療以及建構主義心理治療：針對長期情緒

困擾、或有重複自傷或自殺行為個案提供辯證行為心理治療模式；針對國內較少獲得

重視的自殺者遺族進行說故事團體治療（建構主義心理治療），幫助他們走過悲傷歷

程，重拾生命的力量。 

    本中心諮商心理師訓練完善，除辯證行為治療、建構主義治療、自殺個案管理、

危機處理之訓練之外，還包括精神科專科醫師之精神醫療訓練、諮商心理師每週督導。

且多位實習結束的夥伴都持續在本中心進行方案合作，有助於未來諮商心理在醫療領

域的發展。 

一、 申請資格 
目前就讀國內大專院校諮商、心理、輔導研究所碩士班學生，或國內外已取得心

輔相關研究所碩士學位，且符合諮商心理師高考資格，需進行全職實習者 

二、 實習名額與內容 
1. 實習名額：淡水 2 名、台北 2 名 
2. 實習內容：個別諮商與心理治療、團體諮商與心理治療、心理衡鑑、心理諮詢、

心理衛生教育與預防推廣工作、自殺個案之個案管理、專業行政工作等 
3. 實習起迄日期：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如有任何不清楚之處，請直接與本中心業務承辦人連絡 
02-25433535#3680－3683  周昕韻諮商心理師 

 
 



 

 
 

馬偕紀念醫院協談中心 
2018 年度招收全職實習諮商心理師簡章 

 

馬偕協談中心自 1965 年成立以來，秉持馬偕博士「寧願燒盡，不願鏽壞」的精神，在

推動社區助人工作上不遺餘力，亦是目前國內極少數於醫院內設置諮商心理師專屬單位之機

構。除堅持平價收費，並且對於中低收入者盡力協助外，期望能提供一般民眾得到心靈上的

平安，以達到本院「身、心、靈」全人醫治的理念。 

本中心目前具證照之專職諮商心理師五名，均已具備臨床教師資格，工作經歷豐富，各

具專長。服務對象依院區略有不同，台北院區主要服務對象為病房病患、一般民眾與本院員

工、義工；淡水院區主要服務對象為病房病患、社區民眾、學校、一般個案與本院員工與義

工。主要常見問題為家庭婚姻問題、兩性情感問題、精神疾病問題，以及一般情緒障礙之個

案。歡迎對於全人醫療助人工作有興趣，願意挑戰自我學習成長者，加入我們的行列。  

 

一、 工作項目：  

1. 個別諮商、婚姻暨家族治療、小團體諮商等實務工作。 

2. 工作坊、研討會之籌辦、計劃與執行。 

3. 本中心平安線義工之實習、督導與訓練。 

4. 社區心理衛生推廣工作。 

5. 協助本院青少年健康促進方案服務工作。 

6. 安寧病房與血液透析病房病患與家屬諮商工作(淡水院區)。 

7. 一般諮商行政及臨時交辦事項。 

 

二、名額： 

 全職實習諮商心理師：台北院區一名，淡水院區一名，共計兩名。台北院區主要工作為

一般民眾與員工的個別諮商、小團體，以及平安線電話協談業務的協助；淡水院區則專責於

社區、學校工作，以及協助安寧、癌症病房個案。實習時間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工作時間比照本院專職工作人員正常班，每週得回校上課一天。實習結束

合格者，由本院出具實習證明，得參加諮商心理師專技高等考試。如應徵者資格未達本中心

需求，本中心得不足額錄取。  

 

三、 資格：  

1. 國內外已取得心輔相關研究所碩士學位，為修習學分符合考選部諮商心理師職系專技高等

考試資格要求，需進行全職實習者，請先與本中心連絡人呂奕熹諮商心理師聯繫，說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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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醫教部實習相關事宜，聯絡電話：02-25433535 轉 2010。 

2. 各大專心理諮商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以上學生，即將完成兼職實習課程，需進行全職實習

者。已修學分中，需已經完成或正在修習「家族治療」、「婚姻諮商」或「伴侶諮商」、「EFT」

學分。 

3. 可認同基督教信仰，以全人關懷為助人意念者，基督徒尤佳。  

4. 具相關諮商輔導經驗、其他助人工作執照(如護理師、社工師等)、通過各機構義工訓練具

及格證書，或具備病房工作、處理精神疾病患者個案經驗者，優先錄取。 

5. 特別注意！因本院為衛福部評鑑合格之教學醫院，依評鑑規定所有職系教學歷程均需定期

與學校全職實習授課教師舉行教師聯席會議。申請者請務必先詢問貴校課程老師是否可以

配合出席；若貴校老師無法配合，請勿提出申請。 

 

來件請寄：10449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92 號 9 樓 馬偕協談中心收  

如有任何疑問，請直接至馬偕協談中心部落格留言版留言，  

部落格：「馬偕協談中心的秘密花園(新家)」http://mmhcounselor.blogspot.tw， 

MAIL：mmhcounselor@gmail.com 或來電：02-25433535 轉 2010 呂奕熹心理師洽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