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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大安區龍安國小招募全職實習心理師公告 

106.01.30 

一、招收名額： 

招收博碩士全職駐地實習生 2-4 名。 

二、招募對象：目前就讀國內心理、諮商、輔導等相關研究所，對國小輔導室之

工作內涵有興趣，且已修畢心理師法所規定諮商心理相關課程至少18學分者。 

三、實習時間： 

106 學年度全職實習心理師：自民國 106 年 7 月 1 日至 107 年 6 月 30 日止，諮商

實習之總時數為 1500 小時，每週工作 4天、一天 8小時為原則，實習生於課

程訂定時間返校上課。(寒暑假配合行政調整，實習總時數不變) 

四、實習內容 

（一） 個別諮商。 

（二） 團體諮商。 

（三） 心理衛生推廣工作(含親職教育推廣、刊物編輯、專欄製作、義工訓練等)。 

（四） 心理評量與測驗(含各式測驗之施測與解釋)。 

（五） 支援輔導諮商相關行政事務（如：參與輔導行政會議工作、協助輔導相關

活動的辦理）。 

（六） 支援班級團體輔導、友善校園等活動辦理。 

（七） 接受行政督導、專業督導。 

（八） 參與相關輔導知能研習及個案研討會議。 

（九） 其他相關業務。 

五、申請資料：(資料請準備一式三份) 

（一） 實習心理師申請表 

（二） 實習心理師履歷表(履歷格式見附件，請多提以下相關經驗)。 

1. 國中小學生諮商與教學經驗。 
2. 陳述特殊教育學生特質或自身帶領經驗。 
3. 社團活動帶領經驗。 
4. 被諮商經驗。 

（三） 自傳 

（四） 實習計劃書(含實習目標、實習內容、對機構期待等)  

（五） 研究所歷年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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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相關專業訓練證明書影本(包含心理諮商、社工、教育、特教等相關專業

資格或證照。) 

（七） 小團體方案一份(設定針對六年級學生的 12 次團體方案) 

（八）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以上檢附資料請一式三份依序排列，郵寄至「106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 33

號，臺北市大安區龍安國民小學大安區龍安國民小學輔導室收」(請註明應徵 106

學年度全職實習心理師)。 

六、甄選程序與方式： 

5. 甄選第一階段：即日起至初審收件預計於 106.02.15(三)前收件（以

郵戳為憑，逾時恕不受理）。第一階段先經書面審查，選擇符合本機

構能力與特質需求相近的人員進入第二階段面試。 

6. 甄選第二階段：進入第二階段面試者，本校將在 106.02.23 前以電話

通知面試時間與地點。105.03.02、105.03.03(星期四、五)早上 8：

30 點報到，若有更改會另行以電話通知，再依約定時間進行面談､小

團體實務演練或個別諮商實務演練。 

（三）全職實習心理師由本單位提供駐地行政督導與專業督導，實習期間得使用

本校提供之個人辦公桌椅與個人電腦，自行參與相關專業進修課程，實習期

間不支付實習津貼、交通費或提供膳宿。 

八、錄取公告：106 學年度兼全職實習心理師錄取名單，預計於 105.05.01 公告。 

九、郵寄地址：106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 33 號  臺北市大安區龍安國小輔

導室  許德慶組長收。(請註明應徵 106 學年度全職實習心理師)。 

十、實習心理師均由本中心提供諮商專業督導，實習期間得使用本校提供之個人

辦公桌椅、個人電腦，參與相關專業進修課程，實習期間不支付實習津貼、

交通費或提供膳宿。 

十一、若有任何疑問，請電洽 02-23632077 轉 741，許德慶組長。 

                           02-23632077 轉 747，李昱德專任輔導教師。 

 

 

 

 

 

 

 



 3

龍安國小輔導室實習心理師申請表 

填表時間：   /   /     

一、申請者基本資料 

1.申請實習者姓名：                 

2.就讀學校：              研究所  年級：            

3.申請類別：□全職實習諮商       □兼職實習諮商 

4.擬實習時間：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5.每週擬實習時數：        小時 

二、每週預定實習時間： 

星期/日期 起訖時間 時數 每週總計時數 

一   

 

二   

三   

四   

五   

三、所附申請文件： 

□履歷表    □自傳    □實習計畫書    □研究所成績單 

本人已經閱讀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會員專業倫理守則以及辦法，若經核准實習，

將遵循龍安國小輔導室相關工作要求與倫理守則。本人並承諾，本項申請表中各

項資料均屬實無誤。 

 

申請實習者(簽章)                   實習指導教授(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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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安國小輔導室實習心理師個人履歷表 

一、 基本資料 

姓    名  出生日期  性    別  請貼二吋近照

目前地址  

永久地址  電    話   

電子信箱  手機號碼  

實習期間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二、 學歷（請填大學與研究所學歷） 

學校名稱 科系 修業起訖年月 學位 

    

    

    

三、 曾參與相關專業研習訓練與工作坊(心理諮商、社工、教育、特教等相關) 

學術或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位 期間 時數 

    

    

    

    

    

    

四、 其他心理諮商或教學實務經歷 

(1.國中小學生諮商與教學經驗。2.陳述特殊教育學生特質或自身帶領經驗。3.社

團活動帶領經驗。) 

單位名稱 工作職稱 起訖日期 工作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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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被諮商經驗分享 

 

 

 

 

 

 

 

 

 

 

六、 自傳（需包括心理諮商服務相關經歷與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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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安國小實習心理師實習計畫書 

一、實習目標 

     

 

 

 

 

 

 

二、實習課程所要求之主要實習項目（請勾選） 

□個別諮商     □團體諮商            □諮詢服務        □團體輔導 

□心理評量     □心理衛生資料之編纂  □輔導方案之設計  □專題研究 

□心理衛生推廣 □其他                                             

 

三、對實習的計畫及想法（含預計帶領之方案）： 

     

 

 

 

 

 

 

四、對機構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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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大安區龍安國小輔導室實習辦法 

106.01.10 制訂 

本校為培養學生良好人格，提供專業協助，培養兒童青少年諮商專

業人才，熟悉專業機構的實際運作，特制訂本辦法。 

壹、依據： 

一、心理師法第二條第二項 

二、中國輔導與諮商學會諮商心理實習課程辦法。 

貳、實習目標： 

一、提升實習生兒童與青少年心理、輔導與諮商之專業能力。 

二、促進實習生熟悉校園與社區諮商輔導資源結合之運作模式。 

三、增進實習生推廣心理衛生相關工作之能力。 

四、服務本校輔導室個案諮商、團體諮商、輔導行政與輔導宣導等 

工作，促進本校學生心理健康正向成長。 

參、實習資格: 

全職實習：目前就讀心理、諮商輔導等相關研究所，須於正式實習之

前修畢諮商實務、諮商實習課程以及諮商心理師課程，且已完成碩士

層級兼職實習，對兒童青少年之諮商輔導工作有興趣者。 

肆、實習名額: 

招收博碩士全職駐地實習生 4 名。 

伍、實習內容 

一、專業服務: 

(一)個案諮商: 

               1.本校個案諮商全職實習心理師每週平均接案 4~6 人次。 

      2.實習生收到本校派案之轉介單，請主動與行政督導以及該生導

師聯絡，約定接案時間與地點，初步透過書面提案資料與導師

第一次面談了解問題與狀況，之後依照駐地行政督導所訂的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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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架構，與導師及學生約定，開始進行接案，進行過程中需隨

時與駐地行政督導與技術專業督導討論接案狀況。 

（ps1）：駐地行政督導：實習期間，本校輔導室由輔導主任指派校內有

相關心理與諮商背景之教師（例如：駐校心理師、專任輔導教師），

為駐地行政督導，來協助實習生在校內實習工作之分派、安排與指

導，並進行督導考核的工作，同時仍須接受課程指導教授之督導，

實習生每月不定時接受行政督導，參與輔導或個案相關會議。 

（ps2）：技術專業督導：全職實習生實習期間，依中國輔導與諮商學會

諮商心理實習課程辦法要求，全職實習生除了課程教授為當然

專業督導之外，本校備有執照之心理師提供免費心理諮商督

導，實習生每週固定督導 2小時，每月最少 6小時，與所屬督

導討論接案情況與實習狀況。 

      3.諮商進行中，視個案需要，得聯絡案主之相關重要他人，如導

師、輔導室認輔老師、家長等，以系統觀點協助案主。 

      4.開案與接案次數以 12 次為一個單位，特殊情形者需召開個案

研討會議，可延長至多 20 次(一學期)，案前與導師、輔導教

師及學校輔導室討論接案與合作事宜並整理初談、諮商紀錄

表、導師或父母會談諮詢紀錄表與結案回饋表後歸檔留存。 

(二)諮詢服務： 

 1.接聽家長與老師的諮詢電話，以系統觀點協助諮詢者。 

 2.需填寫諮詢紀錄表，並包含其家庭圖、聯絡方式與問題類型。 

(三)團體輔導： 

1.實習生依個人實習計畫需求招募團體成員。 

     2.團體諮商以實習生專長以及學校需求，設計約 12 次的團體活 

       動，擔任團體領導者，每學期以帶領一個團體為原則。 

(四)班級輔導： 

   依本校需要，當某班因某些事件需要進行班級輔導時，應入班

進行班級輔導，此外也包含預防性之宣導。 

（五）其他： 

   團體或個別測驗服務、輔導行政、輔導研究、心理衛生預防推

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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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事項: 

(一)接聽行政電話，協助個案管理、文書工作和相關會議等行政事宜。 

(二)統計每月各項服務量，以及分析、製作個案服務量統計表。 

(三)填寫工作日誌和實習報告，每週交由主管簽核。 

(四)撰寫心理衛生預防宣導推廣計畫。 

(五)諮商室之規畫、管理與整理。 

(六)其他本校與教育輔導相關之交辦事項。 

 

陸、實習規定： 

一、時數 

全職實習：諮商實習之總時數為 1500 小時，每週工作 4 天、一天

8 小時為原則，實習生於課程訂定時間返校上課。 

 

二、實習內容： 

包括：個別諮商、團體諮商、家長與學校教師諮詢、測驗服務、

輔導行政、輔導研究、心理衛生預防推廣工作、接受督導等項目，

實習內容可依實習機構實際運作狀況作調整。 

 

三、評量 

實習生應於每學期實習結束前，請專業督導進行諮商實習評量，

並在實習期間每個月確實填寫「駐地實習時數累計表」，由本校輔導

室行政督導簽證及任課老師審核後繳回本校留存。 

 

四、本校目前狀況與提供實習條件： 

(一)本校主管具備適當之諮商專業理念，尊重諮商專業，鼓勵專業   

    成長與進修學習。 

(二)學諮中心在本校有一駐點，派駐心理師 1名。 

(三)本校聘有專任輔導教師 1 名(有諮商心理師資格 2年以上)。 

(四)有申請合格之諮商室。 

(五)提供實習生直接服務所需的個案量之個別諮商輔導與團體諮商 

    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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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途終止實習契約 

實習期間，若實習生狀況不符合本本校要求，或本本校的實習條

件不符合實習生之實習需求，雙方可協商終止實習契約。下列情

況，本校得中途終止實習契約，且不授與實習相關證明書。 

 (一)缺班(含請假)時數達實習時總時數百分之十以上且未補班者。 

 (二)違反專業倫理、工作態度不佳、或有重大過失，有具體事實 

且經本校會議認定者。 

 

六、申請駐地實習相關流程 

（一）書面資料審核 

（二）面試或實務演練 

（三）公告錄取與電話通知  

(四) 請學校正式公文簽署實習契約。 

 

柒、經費：本計畫所需經費由輔導室相關項目下支應。 

 

捌、本計畫經校長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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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大安區龍安國小招募全職實習心理師公告 

106.01.30 

一、招收名額： 

招收博碩士全職駐地實習生 2-4 名。 

二、招募對象：目前就讀國內心理、諮商、輔導等相關研究所，對國小輔導室之

工作內涵有興趣，且已修畢心理師法所規定諮商心理相關課程至少18學分者。 

三、實習時間： 

106 學年度全職實習心理師：自民國 106 年 7 月 1 日至 107 年 6 月 30 日止，諮商

實習之總時數為 1500 小時，每週工作 4天、一天 8小時為原則，實習生於課

程訂定時間返校上課。(寒暑假配合行政調整，實習總時數不變) 

四、實習內容 

（一） 個別諮商。 

（二） 團體諮商。 

（三） 心理衛生推廣工作(含親職教育推廣、刊物編輯、專欄製作、義工訓練等)。 

（四） 心理評量與測驗(含各式測驗之施測與解釋)。 

（五） 支援輔導諮商相關行政事務（如：參與輔導行政會議工作、協助輔導相關

活動的辦理）。 

（六） 支援班級團體輔導、友善校園等活動辦理。 

（七） 接受行政督導、專業督導。 

（八） 參與相關輔導知能研習及個案研討會議。 

（九） 其他相關業務。 

五、申請資料：(資料請準備一式三份) 

（一） 實習心理師申請表 

（二） 實習心理師履歷表(履歷格式見附件，請多提以下相關經驗)。 

1. 國中小學生諮商與教學經驗。 
2. 陳述特殊教育學生特質或自身帶領經驗。 
3. 社團活動帶領經驗。 
4. 被諮商經驗。 

（三） 自傳 

（四） 實習計劃書(含實習目標、實習內容、對機構期待等)  

（五） 研究所歷年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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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相關專業訓練證明書影本(包含心理諮商、社工、教育、特教等相關專業

資格或證照。) 

（七） 小團體方案一份(設定針對六年級學生的 12 次團體方案) 

（八）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以上檢附資料請一式三份依序排列，郵寄至「106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 33

號，臺北市大安區龍安國民小學大安區龍安國民小學輔導室收」(請註明應徵 106

學年度全職實習心理師)。 

六、甄選程序與方式： 

5. 甄選第一階段：即日起至初審收件預計於 106.02.15(三)前收件（以

郵戳為憑，逾時恕不受理）。第一階段先經書面審查，選擇符合本機

構能力與特質需求相近的人員進入第二階段面試。 

6. 甄選第二階段：進入第二階段面試者，本校將在 106.02.23 前以電話

通知面試時間與地點。105.03.02、105.03.03(星期四、五)早上 8：

30 點報到，若有更改會另行以電話通知，再依約定時間進行面談､小

團體實務演練或個別諮商實務演練。 

（三）全職實習心理師由本單位提供駐地行政督導與專業督導，實習期間得使用

本校提供之個人辦公桌椅與個人電腦，自行參與相關專業進修課程，實習期

間不支付實習津貼、交通費或提供膳宿。 

八、錄取公告：106 學年度兼全職實習心理師錄取名單，預計於 105.05.01 公告。 

九、郵寄地址：106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 33 號  臺北市大安區龍安國小輔

導室  許德慶組長收。(請註明應徵 106 學年度全職實習心理師)。 

十、實習心理師均由本中心提供諮商專業督導，實習期間得使用本校提供之個人

辦公桌椅、個人電腦，參與相關專業進修課程，實習期間不支付實習津貼、

交通費或提供膳宿。 

十一、若有任何疑問，請電洽 02-23632077 轉 741，許德慶組長。 

                           02-23632077 轉 747，李昱德專任輔導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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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安國小輔導室實習心理師申請表 

填表時間：   /   /     

一、申請者基本資料 

1.申請實習者姓名：                 

2.就讀學校：              研究所  年級：            

3.申請類別：□全職實習諮商       □兼職實習諮商 

4.擬實習時間：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5.每週擬實習時數：        小時 

二、每週預定實習時間： 

星期/日期 起訖時間 時數 每週總計時數 

一   

 

二   

三   

四   

五   

三、所附申請文件： 

□履歷表    □自傳    □實習計畫書    □研究所成績單 

本人已經閱讀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會員專業倫理守則以及辦法，若經核准實習，

將遵循龍安國小輔導室相關工作要求與倫理守則。本人並承諾，本項申請表中各

項資料均屬實無誤。 

 

申請實習者(簽章)                   實習指導教授(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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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安國小輔導室實習心理師個人履歷表 

一、 基本資料 

姓    名  出生日期  性    別  請貼二吋近照

目前地址  

永久地址  電    話   

電子信箱  手機號碼  

實習期間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二、 學歷（請填大學與研究所學歷） 

學校名稱 科系 修業起訖年月 學位 

    

    

    

三、 曾參與相關專業研習訓練與工作坊(心理諮商、社工、教育、特教等相關) 

學術或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位 期間 時數 

    

    

    

    

    

    

四、 其他心理諮商或教學實務經歷 

(1.國中小學生諮商與教學經驗。2.陳述特殊教育學生特質或自身帶領經驗。3.社

團活動帶領經驗。) 

單位名稱 工作職稱 起訖日期 工作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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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被諮商經驗分享 

 

 

 

 

 

 

 

 

 

 

六、 自傳（需包括心理諮商服務相關經歷與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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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安國小實習心理師實習計畫書 

一、實習目標 

     

 

 

 

 

 

 

二、實習課程所要求之主要實習項目（請勾選） 

□個別諮商     □團體諮商            □諮詢服務        □團體輔導 

□心理評量     □心理衛生資料之編纂  □輔導方案之設計  □專題研究 

□心理衛生推廣 □其他                                             

 

三、對實習的計畫及想法（含預計帶領之方案）： 

     

 

 

 

 

 

 

四、對機構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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