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4/13 上午10:00 2022全國輔諮碩博⼠研究⽣學術研討會(宣傳

https://mail.google.com/mail/u/0/#inbox/FMfcgzGmvpJVmhLFqtkQtMfzXcWsPsnH?projector=1&messagePartId=0.0.1 1/1



1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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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徵稿 

～歡迎參加，踴躍投稿～ 

 
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暨研究所將於 2022 年 5 月 27 日(五)舉辦全國輔導與諮商學

會之年度碩博士研究生學術研討會，盼全國相關領域之碩、博士研究生踴躍投稿。 

一、活動目的 

本研討會旨在促進全國輔導、諮商、心理、教育、社會工作與性別等相關系所研究生之間

的校際交流，並進行學術論文之發表、分享與討論，增進學術新知，同時提供各校研究生

研究與專業實務經驗傳承的機會。 

二、研討會暨會議時間：111 年 5 月 27 日(星期五) 8：30-16：50 

三、研討會內容： 
(一) 全國輔導與諮商碩博士研究生學術研討會—主題演講、口頭論文發表及壁報論文發表。 
(二) 全國輔導與諮商系所主管共識會議。 

四、徵求論文主題 
(一) 遠距諮商議題之探究：有關網路諮商之操作、法規、倫理相關及其研究。 

(二) 跨專業領域的系統合作：有關現今輔導與諮商專業間的互助與對話，溝通與合作之實務

與研究。 

(三) 多元文化、社會正義諮商議題：有關多元文化議題、輔導與諮商等實務與研究，包含原

住民，新移民或新台灣之子等弱勢族群，以及性別認同、性別取向、性別相關主題與不

同家庭結構等議題之倡議。 

(四) 實習相關議題之探討：有關各階段實習之實務與研究，舉凡學校實習、全職實習之訓練、

機構之品質，實習生權益之倡議等相關議題。 

(五) 諮商心理師專業養成：諮商心理師的養成、課程規劃與培育方向之相關議題。 

五、論文摘要及投稿方式 
   (一) 徵稿對象：歡迎輔導、諮商、心理、教育、特教與性別等相關學系所研究生及近五年

已畢業之碩博士踴躍投稿。 

(二) 徵求與主題相關且未經其他研討會、網路發表或出版之原創性論文。 
(三) 論文摘要應描述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與設計、及研究結果與討論之說明，文

長以 1,000-1,500 字為原則，並含關鍵字 3-5 個。可排版於一面（標準邊界），兩面為

限。 
(四) 請參考 APA 第七版出版手冊撰寫，論文徵稿摘要格式請參閱附錄二。 
(五) 請在 2022 年 4 月 25 日(一)前將【論文摘要】及【論文投稿資料暨論文授權同意書】電

子檔案寄至：fegs@mail.ncyu.edu.tw。郵件主旨請註明「2022 全國輔導與諮商碩博士

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文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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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審查方式及審查結果 
(一) 審查方式：採雙向匿名制度，為求審查客觀，摘要請勿出現可辨識作者個人資料之文

字。 
(二) 審稿辦法請參照附錄三。 
(三) 稿件經專家審查完畢，將於 2022 年 5 月 4 日(三) 通知審查結果，收到通知後請於 5 月

13 日(五) 前繳交報名費及線上報名系統完成報名手續，若未於時間內完成報名手續

者，即取消發表資格。未經錄取之論文，恕不退稿，請自行備份存檔。 
(四) 通過發表審查者於 2022 年 5 月 13 日(五) 前依審查意見修改後論文將電子檔寄至：

fegs@mail.ncyu.edu.tw。郵件主旨請註明「2022 全國輔導與諮商碩博士研究生學術研

討會」論文發表。 
1、口頭發表者：摘要及論文全文 5,000-10,000 字為原則，其中摘要以 500 字為原則。 
2、壁報發表者：長篇摘要（含摘要及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與設計、及研究結果與討論等

說明）1,000-1,500 字為原則，其中摘要以 500 字為原則。 
(五) 投稿與通過發表審查者Ｅ-mail 資料之檔案名稱要求: 

第一作者姓名-論文投稿資料(附件一)  (如:陳曉明-壁報/口頭論文投稿資料.docx) 
第一作者姓名-論文摘要 (如: 陳曉明-壁報/口頭論文摘要.docx) 
第一作者姓名-論文全文 (如: 陳曉明-口頭論文全文.docx) 
第一作者同時投稿多篇時，請於姓名後加註阿拉伯數字(如: 陳曉明 1-論文投稿資料.doc、
陳曉明 2-論文投稿資料.docx，以此類推) 

七、研討會地點：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教育館 B03-103 教室／行政大樓四、五樓教室（嘉義縣

民雄鄉文隆村 85 號）。 

八、研討會議程： 
時間 內容 

08:30-09:00 
【報到】 

民雄校區教育館一樓 

09:00-09:20 

【開幕式】 
林翰謙校長︱國立嘉義大學 
陳明聰院長︱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 
郭麗安理事長︱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張高賓教授兼系主任︱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09:20-10:50 

【專題演講 I】 
主題：諮商師的社會責任 
主持人：邀請中 
主講人：郭麗安理事長︱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10:50-11:00 休息時間 

11:00-12:30 

【專題演講Ⅱ】 
主題：諮商心理師養成 
主持人：邀請中 
主講人：邀請中 

12:30-13:30 午餐暨休息時間 
13:00-13:30 【壁報論文發表】 

13:30-15:30 
【論文發表 A】 【論文發表 B】 【系所主管共識會議】 

地點：行政大樓 A501 教室 地點：行政大樓 A507 教室 地點：行政大樓二樓簡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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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5:50 休息時間 

15:50-16:50 
【論文發表 C】 【論文發表 D】 【論文發表 E】 

地點：行政大樓 A501 教室 地點：行政大樓 A507 教室 地點：行政大樓 A406 教室 
16:50- 賦歸 

九、研討會報名事宜： 
(一) 報名費用： 

項目 一般註冊 
（各界學者） 

學生、會員 
（各校學、碩博

生） 

嘉大校內師生/學會 
理監事/各系所主管 

早鳥優惠 
05/13(含)前 NT$800 NT$600 免費(需事先報名) 

一般註冊費 
05/27-當日現場 NT$1,000 NT$800 免費(需事先報名) 

(二) 報名繳費方式及截止日：111 年 5 月 13 日(五)截止，請在繳費後三天內完成報名手

續。請密切注意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研討會專區，將公告錄取名單。繳費收據將於

5 月 27 日(五)當天統一發放。 
匯票 抬頭：國立嘉義大學 

ATM/匯款 

匯款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嘉義分行（銀行代碼

822） 
匯款戶名:國立嘉義大學４０２專戶 
匯款帳號:082350003063 
注意事項:匯款戶名之「４０２」數字請用「全型

字」。 

(三) 報名網站：請留意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研討會專區訊息

（http://www.ncyu.edu.tw/gcweb/）。 

(四) 報名時間：2022 年 4 月 25 日(一)起至 5 月 13 日(五)截止。 

十、聯絡方式： 
（一）承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二）聯絡人：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楊雅琪小姐 E-mail :fegs@mail.ncyu.edu.tw 
（三）聯絡電話：（05）2263411 轉 2603  傳真：（05）226659 

http://www.ncyu.edu.tw/gcweb/


2022 全國輔導與諮商碩博士研究生學術研討會 
論文投稿資料暨論文授權同意書 

◆論文標題：

◆論文發表形式(請擇一勾選)： □ 口頭論文 □ 壁報論文

（可複選，若未勾選將由主辦單位逕行決定。提醒：大會保留各稿件口頭或壁報發表之最後決定

權）

◆作者姓名

順位 姓名 服務單位(就讀學校)/職稱(年級)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聯絡資料

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服務單位(就讀學

校) 
職稱(年級) 

電子信箱 

◆論文授權同意書

論文投稿作者在投稿論文時所填寫的資料以及上傳之檔案，均需同意本授權書所規定之各項說明。 

授權人茲同意上述「論文標題」為題之稿件投稿於「2022全國輔導與諮商碩博士研究生學術研

討會」，本稿件保證為授權人所創作，內容未侵犯他人之智慧財產權，且未曾以任何形式出版或預定

出版，授權人有權為本同意書之各項授權，特此聲明。如有聲明不實，授權人願負一切法律之責任。 
該投稿稿件若蒙錄取，授權人同意將該篇具有著作財產權之文稿，授權「2022全國輔導與諮商

碩博士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被授權單位得將該稿件刊登於研討會論文集（紙本、電子版）、研討會

相關網站或作其他學術相關之用。本項授權牽涉到印刷紙本與電子版製作，不可撤回。

  本項授權為非專屬授權，授權人對授權著作仍擁有著作權。本人仍可在符合學術倫理的情況下，

將本論文授權與他人，或將論文投稿至學術期刊與其他書籍。

授權人（代表人）簽名： （簽章）

其他作者簽名(亦可掃描本人之簽名檔貼上)：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錄1】



題目（16 號字、新細明體、粗體、置中） 

作者甲 1、作者乙 2

摘  要

摘要以中文或英文撰寫，中文請使用新細明體，英文使用 Times New Roman。內容以 14

號字體並採內文行高設定 1.5 倍、左右對齊，段落間距與後段距離皆為 0.5，A4 尺寸電腦稿繕

打。摘要內容請力求精簡清晰，字數以 500 字為限。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與設計、

及研究結果與討論等說明接續進行撰寫 1,500 字以內。 

關鍵字：關鍵字一、關鍵字二、關鍵字三（至多五個） 

壹、研究目的

內容以 12 號字體並採內文行高設定 1.5 倍、左右對齊，段落間距與後段距離皆為 0.5

貳、研究方法

參、研究結果與討論

肆、參考文獻（不列入 1,500 字限制）

1 作者甲，所屬單位及職稱 
2 作者乙，所屬單位及職稱（本文通訊作者） 
E-mail：

（姓名，置中，新細明體 14 號字） 

（加黑置中，兩字間格全形空格 2 格，

新細明體 16 號字） 

（加黑，字體 14 號字，行高設定 1.5 倍）

【附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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