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 學年度第 2 學期工作成果報告書
評鑑指標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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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輔導與諮商學系

果（含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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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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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並配合辦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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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學年度第 1 學期共開設六班次，97 學
年度第 2 學期共開設八班次，招生狀況非常踴
躍，已報教育部申請 98 學年度之開班計畫。
四、本系配合師資培育中心申請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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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教育部核
定設置，自 98 學年度起招生。
五、「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承辦嘉義市 98 年度「友
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共辦理 6
場相關活動
日期
98/02/16
98/03/20
98/04/10
98/05/22
98/06/19
98/06/24

活動名稱
嘉義市 98 年度「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之期初協調會
98 年中輟生輔導役男研習~「輔導諮商技術介紹與演
練」
98 年中輟生輔導役男研習~「自我實現的生涯規劃」
98 年中輟生輔導役男研習~「要 HIGH!!不需藥害」
98 年中輟生輔導役男研習~「學習困難診斷與輔導」
嘉義市 98 年度「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中輟邊緣及中輟學生復學輔導服務計畫之成果發表會

自評

優

良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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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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本學期系所辦理之專題演講及工作坊，共 7 場
日期
98/03/27
98/04/06
98/05/01
98/05/16~17
98/05/18
98/06/19-20
98/07/13

二、教學

活動名稱
高中心理諮商師經驗分享
諮商輔導專業領域的新方向~企業諮商
國科會學術研習營~語言與學習(進學班系週會)
動眼減敏(EMDR)工作坊
把握當下~立即行動(進學班系週會)
多元文化諮商與治療專業訓練工作坊
危機與情緒個案焦點解決策略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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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聘期限至 98/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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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良
第 1 次學校統籌款補助 500,000 元整，增置林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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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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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與技術」、「團體輔導與諮商」、「生涯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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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本學期共辦理 3 場。
尚可
日期
活動名稱
授課教師
98/03/30

犯罪心理學校外參訪-嘉義監獄

甘炎民老師

98/04/28

社會工作管理校外教學~六腳鄉
生命線協會

謝孟潔老師

98/05/22

教育實習校外參訪~瑞里國小

江連君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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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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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推動系所整合
方案，增加教學及
教師資源。

三、研究

四、輔導

一、本系黃財尉、施玉麗、張高賓及程婉若老師獲
98 年度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研究主題分
別為「結合異常作答指標與Polya解題歷程開發
分數文字題的電腦適性診斷測驗」、留住舊人
－親子遊戲治療中輟因子及變化機制、評量、
因應之建構研究」、 「喚醒他們的愛：親子遊
戲治療對於促進家外安置兒童與寄養家庭之依
附關係成效與療效因子之分析」、「從接受社
福救助的單親母親及第一線與貧窮家庭工作的
專業人員的觀點來探討自立的概念 」。
二、本系大四畢業生李芳同學，獲「國科會 97 年度
大專學生參與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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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老師：
張高賓老師。
三、本系陳伯勳、陳詩婷同學獲 98 年度大專生參與
專題研究計劃補助，指導老師分別為王以仁老
師及施玉麗老師，研究主題為「父母管教方式
對離鄉大學生的金錢態度與消費風格之影
響」、「我不難過了-繪本協助國小高年級喪親
兒童悲傷經驗情緒變化之研究」。
四、98 年度之專案計畫與委辦案件，國科會 4 件
(1,913,000 元整)、各縣市政府 3 件(367,000 元
整)、教育部訓委會 1 件(747,000 元整)。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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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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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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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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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校區安排固定輔導時間。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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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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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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勵教師參與學會
舉辦之活動，增進
與學生直接互動機
會。

優點：
1.導師對於學生生活及課業問題均能投以關心並給
差
予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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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
服務工作(張老師、生命線)，擔任理事、顧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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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年度產官學專案計畫一覽表
良
委託或補助
機構

補助金額

嘉義市 98 年度「友善校園」學生事務
嘉義市政府
與輔導工作之中輟生輔導役男研習

82,000 元

計畫名稱

嘉義市 98 年度「友善校園」學生事務
與輔導工作之中輟邊緣及中輟學生復 嘉義市政府
學輔導服務計畫
嘉義市 98 年度「友善校園」學生事務
與輔導工作之預防中輟及弱勢高關懷 嘉義市政府
課程計畫
98 年度大專校院推動性別平等教育訪
教育部
視計畫

可
163,000 元

122,000 元

尚可

747,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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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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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勵教師發揮長
才，協助社區達到
互助之利益。

差

一、97 學年度第 2 學期召開系所務聯合會議 5 次，系
教師評審委員會 4 次，系課程規劃委員會 2 次，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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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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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執行率達 99%以上。
差
2.能於期限內辦理本校各單位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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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保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