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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以下簡稱本系）根據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

心訂定之「102 年度大學院校系所評鑑實施計畫」選定以「B3 教育學門」評鑑項目

實施本次總結性評鑑。評鑑主軸以系所是否依據學校所建立之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

制，落實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確保學生學習成效之作為。本系系所自我評鑑報告

書檢核成果計分為五大項：（一）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二）教師教學與學

習評量；（三）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四）學術與專業表現；（五）畢業生表現與

整體自我改善機制等五個評鑑項目。 

(一)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 

    本系大學部之課程設計採師資培育與非師資培育雙軌並行。本系之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及課程設計，係依據校、院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再經系務會議、在校

生及課程規劃委員會擬定，由畢業校友、雇主、業界及學者專家檢核其適當性，再

據以適時修改。成立宗旨乃為促進「全人發展，服務社會」，以培育具有『人文尊

重』、『學習反思』、『尊重多元』及『社會關懷』基本素養之中小學輔導教師及大眾

心理健康促進專業人才為目標。 

(二)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 

本校自我定位為「具卓越教學與特色研究之綜合大學」。本系依據學校定位及教

育目標遴聘學有專精之專兼任教師，再依據個人專長開設符合教育目標之課程，以培

育學生需具備的核心能力。本系專兼任教師之學術專長涵括多元，足以因應學生於家

庭、學校、社區三大助人領域學習之需求。為達本系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的養成，教

師依據課程的需要，以創意的教學設計，應用多元教學方法授課，並結合本校

e-learning 教學平台，融入多媒體教學；並於每學期進行教師教學評量，依據評量結

果與學生的建議，持續的修訂教學設計、教材教法，以促進學生的學習。 

(三)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本系在學生學習輔導部份，依據學校學習預警措施，對學習困難之學生提供學

習輔導，完善的導師制度與定期辦理新生定向座談及師生座談會，促進師生意見交

流，提供學生意見反應與回饋機制。在學習資源部份，本系設置專職人員協助處理

各項行政與教學事務；提供專業教室與研究中心，滿足教學、實務和督導之學習所

需；另視學生學習的需要，定期辦理專題演講、工作坊、學術研討會等專業研習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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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增進學生專業的學習。 

(四)學術與專業表現 

本系教師具有社區諮商、學校諮商、家庭教育、職涯輔導、遊戲治療、質性

研究、統計測驗等專長，兼具從鉅視到微觀，預防到治療面向之教學與服務能

力。本系教師亦積極申請各項研究獎助，並致力發表論文於國內外學術研討會

及期刊上，教師專業表現及研究成果能提供充份的專業服務。並將研究發現融

入教學中，擴大學生視野與專業敏銳度，積極安排實務教學課程，催化學生融

合所學及對社會與家庭議題之關注與研究探討之成果，在產學合作之服務過程

中，深化學生之專業競爭力。 

(五)畢業生表現與整體自我改善機制 

    為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效，自 96 學年度起，配合本校「學生職涯發展中心」

辦理每年例行性的「大專校院畢業生流向調查」與「畢業後一年之流向調查」，

並自辦在校生、畢業生與雇主之問卷調查。本系執行畢業生整體學習成效評估

的機制，除了畢業生流向調查之外，每年亦會連絡系友，進行生涯發展調查。

為有效檢核本系畢業生各項核心就業力，定期展開雇主滿意度調查，另針對課

程規劃定期舉辦課程改進之焦點座談。本系依據多元調查與回饋機制，瞭解本

系畢業生之表現，針對相關建議以持續檢視與修訂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課程

規劃，提升本系學生的專業品質與效能，並能與相關之專業領域接軌，具體實

踐本系教育之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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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系所基本簡介 

一、歷史沿革 

本學系乃由輔導與諮商學系及家庭教育與諮商研究所於 99 學年度合併而

來。輔導與諮商學系由原嘉義師範學院初等教育系之輔導組於民國 89 年調整

成立「輔導學系」，民國 93 年增設「輔導與諮商研究所」，並於民國 94 年起

申請更名為「輔導與諮商學系」，以俾系所合一。家庭教育研究所於民國 87 年

成立，96 年更名為家庭教育與諮商研究所，系所歷史沿革請參見圖 1-1。 
兩系所於 96 學年度開始，持續規劃合併之事宜，包括兩系教師相互支援

開課，共同召開系／所務聯合會議。並於 99 學年度起配合校務發展規劃，整

併為「輔導與諮商學系暨研究所」。 

 
家庭教育研究所                      家庭教育與諮商研究所 

                                                       輔導與諮商學系暨研究所                                                      

             輔導與諮商研究所 輔導與諮商學系(含碩士班)   

       輔導學系                                                       

         

                                                               

87    89     93              94     96                  99      101 
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系所沿革 

 

二、教職員生結構 

（一）教師：本系現有專任教師計 14 位，皆具博士學位（教授 5 位、副教授 6

位及助理教授 3 位）；兼任教師 6 位，其中博士 4 位（助理教授 4

位）、碩士 2 位（講師 2 位）。本系專任教師擁有國內、外心理諮

商及社工專業證照，分別是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社工師、

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認證、國際沙遊治療師、國際催眠治療師、中

國大陸心理諮詢師及婚姻家庭諮詢師等，能充分地提供家庭教育、

學校諮商與社區諮商之實務與督導工作的師資。 

（二）學生：本系班制分為「大學部」及「碩士班」（分為家庭教育組及諮商

心理組）；另有進修班制「進修學士班」（為改善生師比過高，已

於 99 學年度停招）及「碩士在職專班」（分為家庭教育組及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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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組）四類班別。學生人數共計 459 人。 

（三）行政人員：本系行政人員共三人。專案組員一人（主要負責碩士班及碩

專班業務），專案辦事員一人（主要負責大學部及進學班業

務），契雇書記一人（主要負責採購及設備維護業務）。 

 

貳、重要辦學成果 

一、教學 

 課程規劃創新與永續：召開課程規劃委員會落實課程審核機制，定期檢核

並宣導課程地圖及核心能力，辦理發展遲緩兒童輔導微學程。 

 精進教師學術專業知能：組成課程品保社群，辦理教師教學研討會。 

 建立研究指導制度：落實教師 office hour，成立師生研究團隊 

 強化實務學習空間與設備：持續更新教學軟、硬體設備 

 提昇學生就業力與競爭力：鼓勵學生參加本校各項跨領域學程及微學程，

強化見習與實習及校外參訪活動，邀請畢業校友返校進行座談與經驗交

流。 

 

二、研究 

 家庭教育與諮商學刊申請 TSSCI 資料庫收錄期刊名單：建置線上投稿、審

稿系統並持續發行（目前已發行至第 13 期<半年刊>）及申請 TSSCI 資料

庫收錄期刊名單。 

 促進學術交流，提升研究品質：每年辦理大型學術研討會，每二年辦理國

際學術研討會，與大陸中國教育學會家庭教育專業委員會輪流舉辦兩岸學

術研討會，與大陸廣州教育科學研究所辦理教師研習，定期辦理研究生學

術研討會每學期 2-4 場次，鼓勵大學生參與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98 至 101

學年度，本系大學生總計 10 人次獲得補助，共計 470,000 元）。 

 推動教師學術研究增能：教師申請國科會專案計畫補助（97 學年度以來，

本系教師共獲得國科會研究獎助 25 件，總金額 13,072,000 元），持續鼓勵

師生發表論文（教師近年來所發表於國內外期刊之論文篇數總計 78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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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5 篇為 SSCI、TSSCI 期刊論文；發表於國內外研討會論文篇數共有

178 篇，平均每位老師發表研討會論文 12 篇以上；出版之專書及專書論文

共有 22 本/篇章；技術報告 14 份。研究生部份：99 學年度至 101 學年度

碩士班學生總計發表期刊論文 122 篇；研討會學術論文 57 篇；與老師合

作技術報告1份。碩專班學生共發表期刊論文103篇及研討會論文17篇。） 

 強化「科學家-實務工作者」訓練模式：本系教師持續透過自我成長與進修

課程來吸收領域新知，裨益研究進行，參與國內外學術研討會，並將研究

成果融入教學，積極分享研究成果等相關資源融入教學科目。 

 

三、輔導 

 提供師生互動，多元化溝通管道： 

 每學期辦理 1-2 場大學部（含進學班）師生座談。 

 每學期辦理 1-2 場碩士班（含在職專班）師生座談。 

 每年 8 月辦理大學部新生家長座談。 

 每年 6 月辦理研究生新生座談，8 月辦理大學部新生座談。透過新生

座談辦理新生定向輔導。 

 定期進行班會活動，以利選課輔導及生活輔導 

 定期辦理系週會強化學生學術與生涯知能。 

 研究生學會每學期至少辦理1場次家庭日活動（如母親節感恩活動、

歲末聯歡等）。 

 期末召開實習前說明會。 

 建立學生選課及學習輔導機制： 

 於新生座談會進行課程地圖及選課解說，並發送新生手冊（內含相

關法規、注意事項、課程地圖等）。 

 每學期期初進行下一學期課程紙本預選，透過師生座談進行選課輔

導及說明。 

 配合本校選課密碼的實施，根據課程地圖及未來的就業方向，與導

師討論其修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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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本校期中、期末預警制度，針對學期成績 1/2 科目不及格者，透

過班導師或指導教授進行學習輔導，必要時則轉介學輔中心。 

 大一新生入學需接受基礎學科會考，分析診斷學生之迷思概念及常

見錯誤，分析結果提供各院共同課程授課教師參考。另結合學習攜

手輔導（Excellent Tutor Program，ETP）、同儕學習社群等資源，因

應學生需求開設課業輔導科目，由課業輔導助理進行課業輔導，提

供學生學習輔導資源。99 至 101 學年度共有 18 組輔導團體進行課業

輔導。 

 輔導學生的職涯發展與提升就業力： 

 邀請在職或傑出系友分享工作與生涯發展，提供經驗予學生做好心

理準備，99 至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共計辦理 14 場次職涯經驗分享座

談。 

 強化見習與實習活動，以強固就業最後一哩路：每學期規劃辦理參

訪及見習活動，配合各班制實習課程，落實實務體驗。另於大二專

業課程中融入服務學習時數，提供學生實務接軌，提早對未來就業

環境有初步認識。 

 職涯表現優異：99 學年度以來，本系學生通過英語文、資訊能力檢

定者多，另考取諮商心理師證照 63 人，社會工作師證照 16 人，大

陸婚姻家庭諮詢師三級 10 人，大陸心理諮詢師國家職業資格考試三

級 2 人。通過全國技能檢定乙級就業服務技術士 20 人，通過各縣市

候用主任、校長甄試計 13 人。考取各縣市中小學教師甄選 65 人。

通過國家公職考試 7 人（含人事行政、觀護人、監獄官、保育人員

等）。 

 建置畢業生追蹤機制： 

 協助系友會運作：本系整併後系友會自 99 年 10 月成立，每年定期

召開系友會大會，至今已召開 3 次會員大會，現任會長為原家教所

畢業系友涂信忠系友，在校生及畢業生皆為當然會員。 

 定期進行畢業生及雇主問卷調查：本校職涯中心每年定期進行應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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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問卷調查、畢業後一年問卷調查。本系則分別為 100、101 年

進行畢業生及雇主問卷調查。 

 運用網路社群：透過 FB 即時掌握系友畢業後之生涯概況。 

 

五、國際化 

 持續推動兩岸學術交流：每年與中國教育學會家庭教育專業委員會合作辦

理家庭教育學術研討會（輪流二地辦理，101 年在廣州市辦理，102 年則

在台灣嘉義大學辦理）。每年至廣州市教育科學研究所進行各項研究方法

講習。 

 持續辦理及參與國際學術交流活動：本系近年積極辦理相關國際交流活動，

邀請國際學者蒞校演講、訪問，99 至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共辦理 5 場次。

目前亦正在接洽預計於 2013 年辦理 1 場國際學者視訊教學研習；本系並

設置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辦法，目前共

補助 2 人次 24,000 元至國外發表論文或參與國際會議。 

 配合學校措施招收外籍生（目前本系碩士班有 2 名印尼生），及鼓勵教師

進行全英語課程並建立鼓勵制度。 

 

六、推廣服務 

 產學合作推動學術研究與實務工作：透過附屬中心向教育部及其他機關申

請，並鼓勵師生參與委託計畫，並提供教學及實務練習機會。 

 落實全人教育理論與實務接軌，擴大學習效能：由系學會協同辦理下鄉服

務學習，透過結合地方村里單位及社區機構與資源，主動關懷社區弱勢家

庭與族群，並定期於寒假針對高中職學生，辦理「輔諮營」，提升人文關

懷與在地文化意識。 

 

七、行政服務 

 提供以人為本的優質服務：修訂相關行政法規及相關表格，建構檔案資料

庫電子化。攸關學生權益措施會議均依相關規定，由學生代表參加或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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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行政相關會議紀錄，以電子郵件傳送知照並於每學期定期辦理師生座

談會中提醒報告。並建立 SOP 標準作業流程，以提升行政效能。 

 貫徹系務行政制度化、透明化、公開化：善用資訊科技，提升服務品質。

精進系務行政 e 化創新服務品質。便捷資訊流通服務，公開重要政策法令，

提高網站正確率。 

 健全財務規劃：健全財務規劃與運用，有效發揮經費稽核及強化內部控制。

由專人負責財產盤點，隨時掌控財產流向。落實開源節流措施，推動節能

減碳，節約用電用紙，朝無紙張會議方式努力。 

 

參、系所自我定位（本系學生之基本素養為「人文尊重、學習反思、尊重多

元、社會關懷」） 

一、自我定位 

 學校定位：具卓越教學與特色研究之綜合大學 

 師範學院願景：養成兼具優良國民教育及學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領域實

務或管理人才及專業領域學術研究人才 

 本系之自我定位為：以促進「全人發展，服務社會」為宗旨，培育以具有

人文素養、思辨分析、關懷社會暨多元文化內涵之人才為本，並輔以專業

能力訓練為輔的養成教育，讓學生能具備充實的教育及諮商輔導知識與人

文素養，以服務中小學及社會大眾並提升其心理健康。 

 

二、中程系務發展計畫 

 本系根據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結果與建議，並依據本系教育宗旨、基本素養、

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以及自我定位與 SWOT 分析，訂定本系發展計畫，

並經系務會議討論以作為本系發展方向。（系務發展目標及規劃詳如第 2

頁「貳、重要辦學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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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班制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班制 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 

大
學
部 

1.培育從事家庭教育規劃與推展之人

才。 
2.培育從事家庭與社區預防與諮商之

人才。 
3.培育從事中小學輔導與諮商工作之

人才。 
4.培育從事職涯輔導、諮詢與諮商之

人才。 

1. 心理學基礎知能與應用能力。 
2. 諮商理論與技術之應用能力。 
3. 教育評量與心理衡鑑之應用能力。 
4. 教育或輔導方案之規劃、實施、評

鑑與推廣能力。 
5. 人群服務、人文關懷與專業倫理之

多元文化能力。 
6. 與家庭、學校、社區或企業相關之

實務應用能力。 

碩

︵

專

︶

班

諮

商

心

理

組 

1-1.培育具科學與實務導向之諮商心

理師(碩士班)。 
1-2.培育具科學與實務導向之諮商人

才(碩士在職專班)。 
2.培育兼具預防與發展之心理健康工

作專業人才。 
3.培育具有家庭、學校、社區或企業

諮商等多元專業知能之諮商人

才。 
4.培育從事輔導與諮商相關議題之學

術研究人才。 

1. 諮商心理學專業知識與實務應用

能力。 
2. 健康心理與變態心理學之專業知

能與實務應用能力。 
3. 諮商與心理治療之專業技術與實

務應用能力。 
4. 心理測驗、診斷與衡鑑之專業知能

與實務應用能力。 
5. 心理與諮商研究、方案規劃與評估

的知識和技能。 
6. 人群服務、人文關懷與專業倫理之

多元文化能力。 
7. 家庭、學校、社區或企業諮商之專

業知能與實務應用能力。 
碩

︵

專

︶

班

家

教

組 

1.培育家庭教育推廣服務專業人才。 
2.培育家庭教育相關議題之學術研究

人才。 
 

1. 家庭教育專業理論知能。 
2. 家庭教育專業實務應用與推展能

力。 
3. 家庭教育方案/課程規劃與評鑑能

力。 
4. 家庭教育理論與實務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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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一：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 

    本系自 99 學年度系所整併後，結合家庭教育與諮商輔導兩系所教師專長，

培養從事家庭教育、學校諮商、家庭與社區諮商及職涯輔導之人才。本系透過

雙迴圈檢核機制，蒐集外部及內部關係人之意見，考量國家社會產業發展及本

校特色與學校定位，歷經多次相關會議的討論，逐步完成教育目標之修訂，並

依此建構本系學生之核心能力。同時建置完整課程地圖系統平台，彙整呈現核

心能力、課程規劃、各學科與核心能力之關連，協助學生以多元職涯發展為導

向進行修課規劃，並透過正式和非正式的管道讓師生了解，也藉由問卷調查及

座談會等方式，了解其對於本系教育目標和核心能力的認同程度。茲將自我改

善機制透過 PDCA 循環圖（如圖 1-2）作呈現。 

 

圖 1-2 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之 PDCA 循環圖 

項目一之總結 
    本系從人群服務之整體觀點出發，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的擬定上乃以培育

家庭、社區、學校及企業之專業人員。除了提供學生更完整之人群服務學習管

道，並從滿足一般民眾及家庭之協助需求出發，亦強化原有家庭教育及輔導與

諮商二系所之特色。此外在課程設計上，分別以教育、諮商與輔導為經，家庭、

學校、社區及企業為緯，規劃完整之人力服務培育課程。未來為因應國內對於

上述領域對專業輔導人力的需求，也配合學生入學特質，透過系上現有的專業

師資與設備，規劃不同的學習領域，以因應多元化社會所帶來的競爭，拓展專

業輔導心理的發展領域，提供不同族群多樣化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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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 

本系依據 PDCA 的模式來檢核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成效，以確保教師的教

學能發揮功效，協助學生具備系（所）所訂定之核心能力，落實系（所）的教

育目標。PDCA 模式如圖 2-1。 

 

 

 

 

 

 

 

 

圖 2-1  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之 PDCA 循環圖 
 

項目二之總結 
本系近年來的專任教師流動率低，也透過新聘符合系所發展與課程需求之教師，

補強師資結構。本系教師也以教學相長的態度與精神，接受教學與專業層面的

研習與訓練，豐富教學內容與方式，結合理論與實務的學習，增進學習評量的

多元化，並善用電腦科技與網路輔助教學的優勢，期能促進不同學習風格的學

生深度化與精熟化的學習。惟本系每位教師的授課負荷重；教師授課之餘的研

究與學生輔導的投入，更加重本系教師的身心負擔。期待未來能增加教師員額，

減緩授課負荷，提升教學與學生輔導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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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三：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本項目依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提供的系所評鑑參考指標進行

自我評鑑，從學生本位檢視學生學習輔導與學習資源執行成效，呈現本系在學

生輔導與學習資源的現況描述（含系所評鑑各項參考指標）、特色及優勢、本項

目自我評鑑結果（含問題及困境與改善策略）等面向，透過多元的學生學習輔

導與學習資源，希望能有助於提昇本系學生學習品質與專業知能。茲將學生輔

導與學習資源之自我改善機制透過 PDCA 循環圖 3-1 作呈現。 

 

 

 

 

 

 

 

 

圖 3-1 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之 PDCA 循環圖 
 

項目三之總結 
本系完全以學生為本位，竭盡所能充實各項軟硬體設施，並從活動面、制度面

充實各項系所資源，讓學生擁有充分的學習資源，安心學習。本系師長亦投入

最大心力教學，並與學生保持密切互動，協助同學學習成長，以期讓同學在國

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獲得最大的學習成效。

| 102 年度第二週系所評鑑自我評鑑報告摘要版  12 

 



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項目四：學術與專業表現 
本系現有 14 名專任教師，均具有博士學位，6 名兼任教師，均具有碩士以

上學位，師資專長兼具從鉅視到微觀，預防到治療面向之教學與服務能力。本

系教師致力於產學合作，發表論文於國內外學術研討會及期刊，或受邀至國內

外專題演講，將研究發現融入教學中，提升學生對社會與家庭議題之關注與認

識，培養學術能力以深化學生之研究與專業競爭力。本系依據 PDCA 模式檢核

學生學習成效機制之學術與專業表現面，確保師生展現出符合系所發展定位，

及因應時代變遷與需求下，所屬學門普遍認可之表現，如圖 4-1 所示。 

 

 

 

 

 

 

 

 

 

圖 4-1  學術與專業表現之 PDCA 循環圖 

項目四之總結 
    本系現有 14 名專任教師，師資專長涵蓋家庭教育、學校諮商、社區諮商、

職涯輔導等，本系教師 97 學年度至 101 學年度發表於國內外期刊之論文篇數總

計 78 篇，其中 15 篇為 SSCI、TSSCI 期刊論文；發表於國內外研討會論文之篇

數共有 178 篇，近四年半來出版之專書及專書論文共有 22 本/篇章；技術報告

14 份。專業服務與產官學合作方面，總計提供服務件數 1,677 件，執行產官學

合作專案 70 件。碩士班學生的學術與專業表現方面，總計發表期刊論文 122 篇

（136 人），研討會學術論文 57 篇（90 人），與老師合作技術報告 1 份。本系學

術與專業表現的特色包括多元師資結構、致力產官學合作、培養研究與實務並

重之專業人員。本系亦將逐步改善生師比偏高問題，並透過教師教學研討會，

鼓勵教師以研究團隊的形式從事專業對話並積極增取計畫案，配合本校獎勵措

施積極發表學術論文，以提升本系師生學術與專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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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五、畢業生表現與整體自我改善機制 

本項目依據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所提供的評鑑效標，將逐一檢視本

系畢業生之表現和回饋機制的完整性。圖 5-1 為本系建構畢業生表現與整體自我

改善機制之 PDCA 四階段圖，在計畫、執行、檢核與行動等四個階段分別提出

不同重點項目，以逐步建立本系畢業生表現與整體自我改善之機制。 

 

 

 

 

 

 

 

 

 

圖 5-1  畢業生表現與整體自我改善機制之 PDCA 循環圖 
 

項目五之總結 
    綜合上述，本系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機制及整體學習成效評估機制落實，

內部互動關係人、畢業生及企業雇主肯定學生學習成效，同時，過去數年以來，

學生學習成效評估調查結果運用於課程發展與生涯輔導之改善，並能定期檢討

行政管理機制以朝向正向發展。此外，本系針對現存困境已發展出具體解決或

改善方法，持續推動整合既有資源以發展多元的職涯路徑，延伸系友聯絡網功

能自在校期間至畢業後生涯以建構更為全面性的服務，並持續建立縱貫資料系

統將提供長期分析依據。藉由這些方法，將有助於增強既有畢業生生涯發展追

蹤機制，並能更為落實整體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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