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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立 嘉 義 大 學 輔 導 與 諮 商 學 系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紀錄 
 

會議時間：111 年 6 月 6 日（星期一）上午 10：00 

會議地點：視訊會議(Google meeting) 

主    席：張高賓主任 

出席人員：黃財尉、吳瓊洳、吳芝儀、高淑清、許忠仁、楊育儀、沈玉培、         

李鈺華、高之梅、朱惠英 

紀    錄：楊雅琪、葉雅玲 

 
※系主任報告事項 

一、線上教學期間，請授課老師務必如實點名，確保學生校外安全。 

二、加強提昇本系教師研究量能。 

三、調降本系研究生生師比。 

 

※上次會議執行情形報告： 

國立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11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 

決議案執行情形報告表 
提
案 案   由 決      議 執 行 情 形 

二、 增訂本系111學年度輔系

實施要點 
照案通過。 提送 4/14 院主管會議及教

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公告。 

三、 增訂本系111學年度雙主

修實施要點 
照案通過。 提送4/14院主管會議及教

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公告。 

四、 111學年度同課程名稱(不
同課號)之重修學生學分

認抵作業案 

照案通過。 於4/12將其認抵資料送交

民雄教務組備查。 

五、 112學年度日間學制大學

特殊選才招生管道意願 
暫不參與112學年度日間學制大學

特殊選才招生。 
於4/11將結果回覆教務處

招生組。 

六、 碩士在職專班蔡○昇研究

生申請跨組 
同意蔡生申請跨組「諮商心理組」。 已通知蔡生同意申請跨組。 

七、 碩士學位論文專業符合審

查處理要點增訂案 
照案通過。 業經5/3本校110學年度第2

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八、 學位論文或學位報告申請

延後公開審核作業要點增

訂案 

照案通過。 業經5/9師範學院110學年

度第2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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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教師事務】 

1. 恭賀!本系楊育儀副教授獲選嘉義市政府 111 年有事青年在地實踐行動學習計畫之「青年

鮭魚」行動方案，預計 111 年 8 月 15 日前執行完畢，該「青年鮭魚」行動方案規劃以嘉

義市高中職三年級學生為服務對象進行生涯諮詢服務。 

2. 本校電算中心通知，有關教學平台於疫情嚴峻期間教師實施期末線上測驗彈性因應之建議

(如附件 1(頁 1-2))，敬請老師們留意！ 

3. 本學期期末考週結束後之翌日起七日內(111 年 6 月 18 日至 6 月 24 日)至校務行政系統完

成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期末各項成績考核登錄。 

4. 為推廣全英語學習，並使各單位可依其專業需求舉辦 EMI 相關活動以推廣全英語學習，

本校雙語教育推動小組受理各學院及相關單位申請辦理 EMI 推廣相關活動之補助，各學

院（含所屬系所）補助總金額最高以新臺幣 50,000 元（含）為原則，歡迎老師踴躍提出

申請。 

5. 本校 111 學年度第 1 學期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營運型課程及總整課程，自即日起至 111 年 7

月 20 日（星期三）止受理申請，請教師們踴躍提出申請。補助課程說明如下： 

課程類型 課程設計方向 承辦窗口 

總整課程* 

總整課程需符合整合、收尾、反思及過渡四項功能，並能

夠確實檢視學生學習成效，以及對應學系核心能力之具備

情形。 

張鎮瓘 

專任助理 

營運型課程 

課程推動議題以教育、環保、樂齡、生態為主。 

一般類：建構創新創業生態環境，將專業知識轉化為實踐

成果，運用至實際營運場域，解決特定領域內的

問題。 

業界實作類：邀請業界提出實際待解決問題，透過課程導

入 PBL 專題式發想孵化方案，並於課程結

束後呈現實作成果。 

江汶儒 

專任助理 

*備註：總整課程若有導入營運型概念，請直接填寫營運型課程計畫書，並敘明整體執行

內容。 

6. 依據 107 年第 9 次高教深耕總管考會議主席劉榮義副校長指示：每學院、每學系於每年度

須至少辦理一場次招生活動，並提交成果檢據核銷。並配合 111 年度高教深耕計畫補助院

系辦理招生提升經濟與文化不利學生就學人數實施計畫，歡迎老師踴躍協助至各高中進行

招生活動。 

【大學部學生事務】 

7. 恭賀!本系大學部四年級許○瑄同學考取國立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諮商心理組碩

士班及國立高雄師範大學諮商與復健心理所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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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恭賀!本系大學部四年級徐○卉同學考取國立中山大學行銷傳播管理研究所碩士班、國立

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碩士班。 

9. 本系 111 學年度師資生公費生甄選，本類科別為「國民小學一般教師，需加註輔導專長，

並具音樂專長」名額 1 名，於 114 學年度分發屏東縣恆春鎮恆春國民小學。業於 5 月 16

日(星期一)舉辦完竣，本次正取蘇○萱同學；備取 1 張○宜同學、備取 2 楊○如同學。 

10. 本系 111 學年度大學甄選入學招生口試（個人申請）業於 5 月 23 日(星期一)舉辦完竣，本

次參加甄選人數共 60 名，一般生 55 名(預計錄取 22 名)以及原住民生 5 名(預計錄取 2 名)，

總共將錄取 24 名，感謝辛苦擔任書審、口試及協助系所簡報的教師。 

11. 有關本系 111 學年度第二梯次外國學生申請入學審查作業案，業於 5 月 30 日審查完畢，

本次學士班共收到 2 份申請文件，僅有 1 件符合初審，但因該生中文能力不佳，故本次不

取錄取，並於 5 月 31 日將審查文件送交國際處備查。 

12. 有關 111 學年度學生申請輔系(加修本學系)於 5 月 25 日共收到 5 份申請文件，經書面審查

結果錄取 1.游○茜同學(外語系應外組 1 年級)、2.林○如(視覺藝術學系 2 年級)、3.許○彬

(視覺藝術學系 1 年級)；錄取排名 2、3 位學生審查分數相同，故本次甄選同意錄取以上 3

位為 111 學年度輔系(加修本學系)學生。 

13. 本系大學部第 22 屆系學會正副會長已於 5 月 31 日投票選舉完畢，由謝○芬擔任會長、邱

○斌擔任副會長。  

14. 恭賀!本系大學部系學會榮獲 111 年度學生社團評鑑優等、輔諮志工隊榮獲 111 年度學生

社團評鑑甲等。  

15. 本系系學會訂於 6 月 19 日(星期日)下午 1 時 30 分至 4 時舉辦「歡迎回嘉-輔諮一嘉人」活

動，將在 FaceBook 社團【嘉大輔諮溫暖大家庭】線上直播，歡迎歷屆系友們共同參與。 

【研究所學生事務】 

16. 恭賀！本系碩專班黃麗萍系友考上南華大學生死學系生死學博士班。 

17. 本系 111 學年度申請全職實習機構狀況如下： 
班級 姓名 機構 班級 姓名 機構 

諮心組 

專三 
魏○名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學務處學生輔導

中心 

諮心組 

碩二 
張○綺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心理諮商與輔導

中心 

諮心組 

碩二 
賴○安 崑山科技大學學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諮心組 

碩三 
顏○眞 臺中榮民總醫院 

諮心組 

碩三 
曾○渰 

國立中山大學學生事務處諮商與健

康促進組 

諮心組 

專三 
楊○雲 中崙諮商中心心理諮商所 

諮心組 

專三 
沈○穎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生輔導中心 

諮心組 

專三 
黃○勛 宇聯心理治療所 

諮心組 

碩二 
洪○彤 文藻外語大學諮商與輔導中心 

諮心組 

專四 
黃○蓓 喜樂心理諮商所 

諮心組 

專四 
江○敏 國立屏東大學社區諮商中心 

諮心組 

碩二 
胡○淋 平衡身心診所 

諮心組 

專四 
張○綾 寬欣心理治療所 

諮心組 

專三 
黃○中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諮商輔導中心 

諮心組 陳○恩 禾心心理諮商所 諮心組 陳○成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諮商輔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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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姓名 機構 班級 姓名 機構 

專三 碩二 

諮心組 

專三 
廖○玲 禾心心理諮商所 

諮心組 

碩二 
鄭○祈 國立中正大學諮商中心 

諮心組 

專三 
郭○涵 元品心理諮商所 

諮心組 

碩二 
吳○蓉 國立中正大學諮商中心 

諮心組 

碩四 
陳○晞 綠野仙蹤心理諮商所 

諮心組 

專三 
李○慧 南華大學學生輔導中心 

諮心組 

專三 
黃○珣 家慈診所 

諮心組 

碩二 
連○任 吳鳳科技大學學務處身心健康中心 

諮心組 

碩二 
徐○方 

實踐大學台北校區學務處諮商輔導

中心 

諮心組 

碩二 
陳○潔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諮心組 

碩二 
謝○晏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健康心理中心 

諮心組 

碩二 
陳○琬 

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附屬家庭

與社區諮商中心 

諮心組 

碩三 
曾○貞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諮商輔導中心 

諮心組 

碩二 
王○堯 

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附屬家庭

與社區諮商中心 

諮心組 

專三 
張○翔 朝陽科技大學學務處學生發展中心 

諮心組 

碩二 
林○ 心家藝心理諮商中心 

諮心組 

碩二 
石○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心理諮商與

輔導中心 

諮心組 

專三 
林○瑜 雲林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18. 本系研究生學會訂於6月25日上午9時至下午4時30分於民雄校區A402辦理本學期第二次

工作坊，主題為「進階表達性藝術治療實務工作坊：我媒療解－藝術治療的各種三角形、

助人者認同與媒材探索」，講師為一心心理諮商所葉冠伶諮商心理師，歡迎有興趣老師參

加。 

19. 本系110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訂於6月26日(星期日)上午9時至下午4時

於民雄校區行政大樓五樓A507教室舉辦，主題為「人際歷程取向心理治療-概述」，邀請

大休息心理諮商所所長鍾國誠諮商心理師擔任講師，歡迎有興趣老師參加。 

20. 本學期學位考試申請截止日為 6 月 30 日(星期四)，學位考試截止日為 7 月 31 日(星期日)，

論文最後定稿及繳交截止日為 9 月 8 日(星期四)。請協助修業年限即將屆滿的指導學生進

行學位口試事宜。依本校防疫期間教務業務相關措施，為減少師生不必要之移動，本學期

學位論文考試相關措施規定如下： 

(一)學位論文考試得採線上或實體上合併辦理，採線上須全程錄音及錄影，並確實填寫口

試相關表件後，連同錄音及錄影檔案回傳各學系以利成績維護及保存。 

(二)若採實體口試，跨校區或校外口試委員以視訊口試為原則，口試會場內請落實 1.5 公尺

社交距離，研究生應於考試前 30 分鐘抵達，以維持會場良好通風並做好環境消毒等事

宜。 

(三)採線上考試之審定書請依下列方式擇一辦理： 

1.多份審定書分別簽署：考試委員一人簽一張審定書，簽好後審定書分別送回系辦(可用

PDF 檔、照片檔或紙本)，由系辦將審定書收集完成，學生再將各審定書影本加入學

位論文紙本內。 

2.同一份審定書紙本郵寄：將 1 份審定書及各考試委員之郵寄信封(寫好地址)，寄出後

再由各考試委員接龍寄，最後回到系辦，學生再將簽完名審定書加入學位論文紙本內。 

3.同一份審定書電子郵寄：將審定書以 PDF 檔寄出給第一位考試委員，第一位考試委

員印出簽名後，掃描寄給第二位考試委員以此類推(請以 1024*768dpi 以上解析度之

掃描器進行掃描以維持影相清晰)，最後審定書回到系辦，學生再將簽完名審定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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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位論文紙本內。 

(四)考試結果通知書處理方式：由各考試委員評分後分別送回系辦(可用 PDF 檔、照片檔或

紙本)，系辧收集各考試委員評分當附件，最後「考試結果通知書」需經指導教授與學

系主管簽章後之紙本正本，送回所屬校區教務單位。 

21. 本系訂於7月9日(星期六)舉辦111學年度碩士班暨碩專班新生座談會，將視疫情狀況採線上

或實體方式進行，並邀請研一班導師參加。 

22. 為讓研究生有發表小論的機會，本系與研究生學會原訂例行性於9月辦理研究生學術論文

發表研討會，但因考量已於5月辦理全國輔導與諮商碩博士研究生學術研討會，因此9月研

討會將不再辦理徵稿，改於9月3日辦理學術倫理及專業寫作相關研討會。 

【行政事務】 

23. 本系受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委託辦理 2022 年全國輔導與諮商碩博士研究生學術研討會—

後疫情時代諮商輔導的發展：助人工作的挑戰、因應與機遇，已於 111 年 5 月 27 日（星

期五）採線上方式辦理完竣，本次共計收到 58 篇稿件，經匿名雙審後共錄取 10 篇口頭發

表，29 篇壁報發表，不予發表 19 篇，錄取率約於 67％。另研討會來自 22 所學校 205 位

師生及 15 位業界人士等共計 220 人參加。感謝協助本次研討會辛苦審查、擔任大會主持

之老師。 

 
※討論事項： 

提案一：擬於 111 學年度第 2 學期徵聘專任（案）教師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本系原有教師名額為 15 名，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曾貝露助理教授離職，109 學年度第

2 學期王以仁教授退休，110 學年度第 1 學期曾迎新副教授及陳滿樺助理教授退休。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現有教授 4 名，副教授 3 名，助理教授 4 名等共計 11 名。 

二、本校自 108 學年度起實施開課總量管控，每學年開課時應受開課容量之限制，各學系

大學部必修課程不得高於 70 學分，總開課容量(包含專業必修及專業選修課程)不得超

過 150 學時為原則(獸醫系為 220 學時、師資培育學系為 165 學時)、碩士班不得超過

50 學時、博士班不得超過 60 學時。 

三、本系 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公告徵聘專案助理教授乙名，歷經二次因應聘人數不足（每

次皆只有一人應聘），尚未聘足。再者因應本校實施開課總量管控，本系內部極力控管

並降低碩士班開課學時，未如期徵聘補足不足教師員額。 

四、本系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現有學生數如下表： 

班制 大學部 碩士班 碩專班 

人數 219 91 143 

五、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學系師資質量基準相關規定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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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師比值： 

1.加權學生數除以其專任、兼任師資總和，其生師比值應低於三十五。 

2.日間、進修學制碩士班及博士班之未加權學生數除以其專任助理教授級以上師資總

和，其生師比值應低於十五。 

(二)專任師資數：設碩士班者，專任師資應達九人以上。 

六、然因近年本系專任教師一一退休，導致本系 109 學年度未通過研究生生師比低於 15；

110 學年度未通過生師比低於三十五及研究生生師比低於 15。【110 學年度生師比（加

權學生數/專兼任師資數）為 46.78；研究生生師比（研究生數/專任助理教授以上師資

數）為 26.78】。若要調降本系研究生生師比則需補足教師員額達 16 位。 

七、在未聘足教師員額前，為調降研究生生師比，擬朝以下方向進行： 

(一)鼓勵研究生積極完成碩士論文畢業；在未能完成前能先以休學方式辦理。（學生數是

捉 10/15 具有學籍之學生數） 

(二)增聘兼任教師。 

八、檢附本系專任(案)教師一覽表如附件 2(頁 3-4)。 

決  議：徵聘具學校輔導與諮商、婚姻家庭諮商或家庭教育等諮商心理學相關領域專長之專

任或專案助理教授以上教師 2 名，餘照案通過。 

 

提案二：有關本系 111 學年度第 1 學期相關活動召開時程，提請討論。 

說  明：草擬本系 111 學年度第 1 學期活動時程如下 

一、111 學年度第 1 學期正式上課日：9 月 12 日（星期一）。 

二、大學部預訂各辦理 1-2 場系週會專題演講，請推薦主講人（系內講師 1 人）及演講主

題。<王以仁、許忠仁、李鈺華、陳滿樺、朱惠英*2、高之梅、高淑清、張高賓、黃財

尉、楊育儀、吳瓊洳、吳芝儀等老師已擔任過>（未來改採輪流制） 

三、各學制師生座談時程： 

時間 內容 參加對象 

111.09.27 (二)PM12:10 

111.12.20 (二)PM 12:10 
碩士班師生座談會(辦理地點：民雄) 

全體教師及班級代表(班

代、幹部乙名及提案人) 111.09.27 (二)PM17:45 

111.12.20 (二)PM17:45 
碩專班師生座談會(辦理地點：民雄) 

111.09.  (二)PM13:20 

111.12.  (二)PM13:20 
大學部師生座談 大一至四年級全體學生 

【依本學期期末碩士班及碩專班聯合師生座談會提議可採線上聯合方式辦理】 

四、研究生學術研討會時程 

時間 主講人 主題 參加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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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9.03 (六)AM09:00 學術倫理及專業寫作研討會 
本系碩一、碩二 

研究生 
111.10.02(日) AM09:00 待邀請 待確定 

111.11.20(日) AM09:00 待邀請 待確定 

五、教師教學研討會時程： 

時間 主講人 主題 參加對象 

111.10.03 (一)AM09:00 請推薦 
本系教師 

111.11.07 (一)AM09:00 請推薦 

六、系務會議時程： 

時間 內容 
111.09.05 (一)AM10:30 輔諮系第一次系務會議 

111.10.03 (一)AM10:30 輔諮系第二次系務會議 

111.11.07 (一)AM10:30 輔諮系第三次系務會議 

111.12.05 (一)AM10:30 輔諮系第四次系務會議 

112.01.02 (一)AM10:30 輔諮系第五次系務會議 

七、檢附本校 111 學年度第 1 學期行事曆如附件 3 (頁 5-6)。 

決  議：推薦張高賓老師擔任 111 學年度第 1 學期大學部系週會專題演講主講人之一，餘照

案通過。 

 

《略》 

 

提案五：有關本系 111 學年度各學制班級導師及系所學會指導老師人選，提請討論。 

說  明：  

一、各學制班級導師及系所學會指導老師人選暫訂如下： 

 

 

 

 

 

 

 

 

 

二、依據本系導師遴選要點第四點第四款：「導師遴選依下列順序並經本系系務會議審核後

予以聘任。1.自願兼任者；2.如該次導師缺額多於自願兼任者，依本要點第六點積分計

班級 110學年度導師 111學年度導師 班級 109學年度導師 110學年度導師 

輔一甲  高淑清老師 輔三甲 許忠仁老師 楊育儀老師 

輔二甲 楊育儀老師 高之梅老師 輔四甲 沈玉培老師 許忠仁老師 

碩一(諮心組) 黃財尉老師  
碩專一 

（諮心組） 朱惠英老師  

碩一(家教組) 吳瓊洳老師  
碩專一 

（家教組） 高淑清老師  

   
碩專二 

（諮心組） 朱惠英老師  

   
碩專二 

（家教組） 高淑清老師  

系學會 許忠仁老師 楊育儀老師    

所學會 黃財尉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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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後，以教師服務積分較低者，優先補足各班制導師人數；3.凡符合本要點第四點積

分條件以外者，新進教師優先排序，接續為輪休時間長者；4.積分相同者，依年齡順

序遴選，年紀較輕者優先，本系服務年資次之；如再相同則抽籤定之。」 

三、依據本系導師遴選要點第四點第六款：「教師服務積分計算方式：(一)以兼任本系下列

相關職務為原則，並以最近三年在本系服務且已登錄於教師歷程檔案資料作為計算標

準。(二)積分計算：1.擔任本系附屬中心主任滿一學年，計分 2 分；2.擔任本系大學部

班級導師滿一學年，計分 1 分；3.擔任大五實習指導教師滿一學期，計分 1 分；4.擔任

本系各項招生事務工作，書面審查委員每次計分 0.5 分，口試委員每次計分 1 分，出

題及閱卷每次計分 1 分；5.協助各項招生實際宣傳及演講者，每次計分 0.5 分；6.代理

導師：一學年內累計實際代理導師日數達 42 日，計分 0.5 分；7.第 1 至 2 項，以完整

一學年為積分計算單位，超過一學期以上不足一學年者，該積分減半計分；8.服務本

系年資超過 12 年且積分達 12 分以上者，得申請免兼導師職務一年，但最多以兩次為

限。」。 

決  議：推薦 111 學年度各學制班級導師及系所學會指導老師人選如下表： 

 

 

 

 

 

 

 

 

 

 

提案六：有關本系 112 學年度各班制招生名額調查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本系111學年度各班制招生名額分配如下： 
大學部 

(考試入學) 
大學部 
(甄選- 
繁星) 

大學部 
(甄選- 

個人申請) 

碩士班 
(推甄) 

碩士班 
(一般招生) 

碩士在職專班 

家教組 諮心組 家教組 諮心組 家教組 諮心組 

20 8 
（須與111學
年度相同） 

22 
（不得超過

總招生名額

45％） 

5 12 5 8 16 28 

班級 110學年度導師 111學年度導師 班級 109學年度導師 110學年度導師 

輔一甲  高淑清老師 輔三甲 許忠仁老師 楊育儀老師 

輔二甲 楊育儀老師 高之梅老師 輔四甲 沈玉培老師 許忠仁老師 

碩一(諮心組) 黃財尉老師 李鈺華老師 
碩專一 

（諮心組） 朱惠英老師 朱惠英老師 

碩一(家教組) 吳瓊洳老師 吳瓊洳老師 
碩專一 

（家教組） 高淑清老師 吳瓊洳老師 

   
碩專二 

（諮心組） 朱惠英老師 朱惠英老師 

   
碩專二 

（家教組） 高淑清老師 高淑清老師 

系學會 許忠仁老師 楊育儀老師    

所學會 黃財尉老師 李鈺華老師    



 -9- 

※原住民繁星推薦（外加名額）3 名；原住民個人申請（外加名額）2 名【總額不得超

過學系總招生名額之 10％為上限】 

※自 112 學年度起碩士在職專班諮商心理組減招 4 名。 

二、檢附研究所105～111學年度歷年招生情形如附件4(頁7)。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111 學年度第 1、2 學期擬開設「輔導諮商基礎知能學士學分班」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依本系研究生課程修習要點第二點第四款規定略以，諮商心理組及學校諮商組，大學

期間未曾修過「心理測驗」(2 學分)、「教育統計」(2 學分)、「諮商理論與技術」(2 學

分)、「團體輔導與諮商」(2 學分)者，入學後須補修大學部各該課程。其中「諮商理論

與技術」(2 學分)、「團體輔導與諮商」(2 學分)須於修習研究所「諮商與心理治療技術

研究」、「團體諮商研究」課程前完成抵認或補修（同修）。 

二、為因應 111 學年度新生入學提供規劃各項基礎學分課程如下表： 
課程名稱 建議開課教師 

諮商理論與技術 張高賓老師、沈玉培老師、李鈺華老師、陳滿樺老師、朱

惠英老師、施玉麗老師、吳宛璇兼任老師、曾琬雅兼任老

師 
團體輔導與諮商 施玉麗兼任老師、許忠仁老師 
心理測驗與評量 黃財尉老師、朱惠英老師 
教育統計 黃財尉老師、許忠仁老師、蔡明昌老師 
諮商的心理學基礎 李鈺華老師、朱惠英老師 

三、擬開設「輔導諮商基礎知能學士學分班」除可提供本系研究生參加之外，吸引相關系

所需補修學分的研究生以及預計報考本所的考生等。 

決  議：照案通過。 

 

※112 學年度各班制招生管道之招生分則另採 E-mail 方式徵詢教師修正意見。 

 

※臨時動議：無。 

 

散會：中午 12 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