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 學年度第 1 學期工作成果報告書
評鑑指標

工 作 成 果（含優缺點）
含優缺點）

單位：
單位：輔導與諮商學系
輔導與諮商學系
自評

ㄧ、中長程計 一、輔諮系及家庭教育與諮商研究所於 96/12/18 經
畫
校務會議審查通過，自 97 年 8 月 1 日起兩系所
正式行政整合，整合後名稱為「輔導與諮商學
系及家庭教育與諮商研究所」。另為因應教育
部質量考核，規劃於 99 學年度正式「系所合
一」，已依程序提送系所務聯合會議、院務會
優
議、校務發展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二
系所合一後將更名為「輔導與諮商學系」，將
以「輔導與諮商學系」為發展基礎，以「家庭
教育與諮商研究所」及「輔導與諮商研究所」
為發展骨幹，是故二系所正針對系所合一後之
發展，包含教育目標、課程規劃等持續進行討
論與協商。
二、因應教育部自 97 年度起辦理之大學校院師資質
量考核抽訪，本系為提升教師教學品質及學生
受教權利，經 97 年 12 月 16 日校務會議審議通
過，自 99 學年度起停止招收進修學士班。
三、本系經教育部核定設置「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
育專門課程-高中職生涯規劃」，自 97 學年度起 良
招生。並於寒暑假期間辦理「97 年度生涯規劃
類科高級中等學校教師專長增能學分班」，開
設「生涯與職業資料分析與應用」及「生涯規
劃課程設計與實施」共計六班次，招生狀況非
常踴躍，現正研擬 98 年度暑假於台中地區增開
班次之可行性。
四、本系於 97 學年度配合本校師培中心，報部申請
設置「國中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主修專長」
及「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高中職輔
導」，現正審議中。
五、「輔導與諮商碩士學分班」97 學年度第 1 學期
開設「發展心理學研究」，另預計於 97 學年度 可
第 2 學期開設「遊戲治療研究」及「哀傷諮商
研究」。
六、「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承辦嘉義市 97 年度「友
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共辦理 10
場相關活動

改 進 做 法
將鼓勵教師共同推
展中心業務，並積
極參與專案主持以
提升本系整體研究
氣氛。



日期
97/10/06
97/12/13-14

97/12/16

98/01/13
98/01/16

活動名稱
中輟及危機邊緣學生輔導期初協調會
嘉義市 97 年度探索體驗營計畫方案
97 年度中輟生輔導役男研習
A：家族治療小組研習
B：家庭與青少年生涯問題小組研習
C：生涯輔導資訊搜尋小組研習
(以上每場次各分為 a、b 兩組)
中輟督導模式檢討會
97 年嘉義市中輟邊緣及中輟學生復學輔導服務計
畫之成果發表會

尚可

七、本學期系所辦理之專題演講及工作坊，共 8 場
日期
97/10/22
97/10/23
97/10/29
97/11/03
97/11/30
97/12/07
97/12/12
97/12/29
97/12/31
98/01/16

二、教學

活動名稱
2008 中輟及兒童少年問題與輔導研討會
「青年的發展與輔導：生涯飛揚篇」學術研討會
回首生涯選擇：生涯規劃與發展經驗的分享
系學會校外巡禮~普門仁愛之家與慈德育幼院
OH 卡在諮商輔導上的應用
諮商心理師考照經驗分享
「大陸心理師證照考試經驗分享」
諮商專業倫理工作坊

差

優點：
1.各項計畫符合本系發展方向、教學需求。
2.各項計畫依據系務會議意見辦理，符合教師及學生
需求。
一、教學資源
1. 本系 97 學年度增聘專任教師 2 名，一位畢業於
愛荷華州立大學婚姻與家庭治療博士，另一位
則為美國德州農工大學 Commerce 分校諮商所 優
哲學博士，加上家庭教育與諮商研究所專任教
師 3 名，共計 13 名，另為因應二系所之整合，
已簽請校長核可於 98 學年度再增聘專任教師乙
名，亦於 97.11.12 公告徵聘啟事，徵聘期限至
98/3/15 止。
2. 為因應本系進修學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自 97 學
年度起上課地點移至林森校區，本系獲 97 年度
第 1 次學校統籌款補助 500,000 元整，增置林森 良
校區之教學相關設備，含電腦桌椅、汰舊電腦
重整、液晶顯示器、冷氣、電動營幕及教學影
音設備等。
3. 本系一年級同學參與 97 年度全校合唱比賽，榮
獲第三名，獲頒獎金一萬元。另經本校評定為
96 學年度服務學習績優學系，榮獲「特優」核
發獎勵金 2 萬元整。
可
二、教學措施
1. 注重學科教學與實務工作相結合，如「諮商理論
與技術」、「團體輔導與諮商」、「生涯諮商」、

積極推動系所整合
方案，增加教學及
教師資源。


「兒童遊戲治療」、「諮商實習」、「行為改變
技術」、「兒童行為觀察與評估」等課程，均要
求學生實際諮商演練，提升專業能力。
2. 依據課程性質適時安排校外教學參觀及成果發 尚可
表，本學期共辦理 4 場。
日期
97/12/05
98/01/10
98/01/13

活動名稱
環境教育與輔導校外參訪-南投
縣埔里鎮桃米社區
服務學習成果展
行為科學研究法學習成果展

授課教師
陳美瑩老師
陳慧芳老師
黃財尉老師

三、教學保證
1. 本系於每學期開課前，先調查各班學生的選修課
意見，並排列出優先順序後，提交系務會議討論
決議。
2. 學期結束前配合教務處辦理教學評量。
三、研究

四、輔導

一、本系大四學生李芳同學，獲 97 年度「大專生參
與國科會研究計畫」補助，指導老師為張高賓
老師，研究主題為「當前大學生生涯自我效能、
生涯阻礙與自願性失業現象之相關研究」。
二、本系吳芝儀、施玉麗及張高賓老師獲 97 年度國
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研究主題分別為「燃
亮希望之光-建構危機邊緣學生之防護網絡」、
「兒童遊戲親職教育能力內涵與評量、訓練方
案建構及實施成效評估之研究(I)」、「破境重
圓--親子遊戲治療於家庭重聚之介入成效與其
改變機轉之研究」。
三、97 年度之專案計畫與委辦案件，國科會 3 件
(1,324,000 元整)、各縣市政府 3 件(645,040 元
整)、內政部兒童局 2 件(575,000 元整)。
四、97 學年度本系教師發表學術論文篇數計有：期
刊論文 8 篇，研討會論文 2 篇，專書及專書論
文 1 本。
優點：教師帶領學生積極申請研究專案，提升學術
研究風氣。
缺點：教師發表論文篇數有待鼓勵。
一、本系教師擔任導師，除課餘時間及班會時間
外，亦由各班導師另安排個別晤談時間，積極
輔導學生課業及生活問題。
二、支援系學會辦理各項活動，包括新生訓練、專
題演講、運動會競賽、輔導週、合唱比賽、輔
導書展等，讓學生能積極參與活動，加強向心
力及課業壓力紓解，更可培養學生獨立自主的
精神。
三、辦理研究生師生座談會 2 次，大學部及進修學

差

優



鼓勵教師發表文
章，並且砥礪教師
彼此良性競爭以提
升整體教師的研究
品質。

良

可

尚可

差

優

良



鼓勵教師參與學會
舉辦之活動，增進
與學生直接互動機
會。

士班師生座談會 1 次，讓學生對所務及校務之
意見有表達管道，會後並將紀錄定期公告於系
可
所網站。
四、本系教師除上課時間外，亦安排 office hours 每
週二小時，讓有需要的同學能定時定點與教師
作生活或課業上的晤談，另亦不定期與學生聚
餐連絡情誼，關心學生活及課業。
五、本系教師擔任學生輔導中心輔導老師，分別於 尚可
三個校區安排固定輔導時間。
優點：
1.導師對於學生生活及課業問題均能投以關心並給
予協助。
差
2.本系教師及辦公室行政方面能夠全力支持、關心系
學會各項活動。
五、推廣與服 一、本系教師積極參與校外講座活動。
務
二、本系教師積極參與雲嘉南輔導諮商社團機構之
服務工作(張老師、生命線)，擔任理事、顧問等。 優
三、本系積極鼓勵系上學生參與社區諮商輔導(張
老師、生命線等)之義工服務。
四、97 年度產官學專案計畫一覽表
計畫名稱
嘉義市中輟邊緣及中輟學生復學輔
導服務計畫

委託或補助
機構

補助金額

良

嘉義市政府 100,000 元

嘉義市 97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
務與輔導工作之中輟生輔導役男研 嘉義市政府 143,600 元
習
嘉義市 97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
務與輔導工作中輟生輔導役男研習 嘉義市政府 278,840 元
之中輟復學輔導
嘉義市 97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
嘉義市政府 222,600 元
務與輔導工作之探索體驗營
「2008 來我嘉看煙火」滿意度調查 嘉義市政府

六、行政



鼓勵教師發揮長
才，協助社區達到
互助之利益。

96,500 元

可

尚可

五、本系嘉義縣兒童少年福利發展協會獲內政部兒
童局補助「中輟學生、失蹤逃家、虞犯兒童少
年外展服務計畫(550,000 元整)」及「高風險少
年(非行、中途輟學、偏差行為或虞犯)高度關懷
團體輔導工作(25,000 元整)」；嘉義縣政府補助
「中輟、失蹤逃家及虞犯兒童少年外展服務與 差
輔導工作研討會(30,000 元整)」。
優點：本系教師積極推廣輔導區縣市政府、學校、
監獄，辦理專業評鑑、專業諮商、講座等工
作，深獲信賴與推崇。
一、97 學年度第 1 學期召開系所務聯合會議 7 次，系
教師評審委員會 5 次，系課程規劃委員會 3 次， 優
諮商實習審議小組 1 次，以利本系業務順利推動。
二、依系、所教學及行政之急迫性妥善分配、使用 良



繼續保持。

經費。
三、配合本校各單位業務推動（教務處、學務處、 可
總務處、秘書室、研發處、實輔處、人事室、
會計室、圖書館、師範學院）。
尚可
優點：
1.妥善執行本系經費及專案經費之申報與核銷工
差
作，執行率達 99%以上。
2.能於期限內辦理本校各單位交辦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