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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院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106 學年度第 4 次所務會議紀錄 

日期：106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五)10 時 0 分至 13 時 0 分 

地點：綜合大樓 1 樓 4118 教室 

主席：卓紋君所長                                           紀錄：王尹芳 

出席委員：徐西森教授、夏允中教授(請假)、賴陳秀慧副教授、丁原郁助理教授、 

甘桂安助理教授、吳明宜助理教授、林真平助理教授(請假)、蔡宜樺助理教授 

列席人員：王尹芳小姐、陳秀冠小姐、研究生學會沈宗毅會長(請假)、研究生學會郭臻穎副

會長(請假) 

壹、 主席報告 

貳、 上次會議(106 年 9 月 18 日、11 月 20 日、12 月 6 日)決議事項之執行情形 

提案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一 本所復健組碩一學生申

請免修課程，敬請討

論。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二 本所復健組碩一學生申

請抵免實習時數，敬請

討論。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三 106 學年度本所諮商心

理博士班及碩士班新生

修課計畫輔導結果須下

修或補修科目，敬請討

論。 

一、 106 學年度諮商心理博士班應修補之

基礎學科與學分調查表修正後通過。 

二、 106 學年度諮心組碩士班應修補之基

礎學科與學分調查表修正後通過。 

三、 106 學年度復健組碩士班應修補之基

礎學科與學分調查表照案後通過。 

四、 檢附 106 學年度諮商心理博士班及碩

士班以同等學力或非本科系領域入學

研究生應修補之基礎學科與學分調查

表(附件五，AT8~10)。 

照案執行。 

四 本所諮商心理博士班學

生之指導教授分配，敬

請討論。 

同意均由第一順位者為其指導教授。 照案執行。 

五 本所 107 年度期刊續訂

調查表，敬請討論。 

紙本期刊均改為電子期刊，以增加師生使用

率；並視 107 年度使用情形於明年再行刪

減。 

照案執行。 

六 本所 107 學年度碩博士

班甄試入學、碩士班及

博士班招生簡章，敬請

討論。 

修正後通過，檢附招生簡章 (附件八，

AT13~16)。 

照案執行。 

七 本所 105 學年度優秀學 本所兩組各推薦一名優秀學生，諮心組推薦 照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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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生名單，敬請討論。 博士班莊慧琳研究生，復健組推薦碩士班謝

富容研究生。 

八 請推薦本所教學優良教

師，敬請討論。 

本所推薦林真平老師為教學優良教師。 照案執行。 

九 請推薦本所優良導師，

敬請討論。 

本所推薦蔡宜樺老師為優良導師。 照案執行。 

十 關於本所研究生修習學

分數之規定，敬請討

論。 

基於本所教育目標及系所定位，並考量學生

學習品質及專業能力養成，本案維持現行規

定，不予修正；特殊需求(如：因學分無法

分割之超修)則依程序專案簽報。 

照案執行。 

十一 關於本所空間規劃，敬

請討論。 

一、綜合大樓 4105 及 4117 教室依規劃方

案照案通過。 

二、綜合大樓 4101、4102 及 4320 教室授

權本所空間規劃小組決議，有意見者先

行與小組代表表達。4320 為心理測驗

教室，兩組之測驗委由夏允中與吳明宜

老師負責整合與研議置放，並且協助空

間之規畫。 

三、本案經費依 106年 5月 31日本校第 14

次空間規劃委員會議決議，積極爭取本

校相關經費支應。 

照案執行。 

十二 本所博士班及諮心組碩

士班實習時數減免及心

理測驗借用問題，敬請

討論。 

一、 減免實習時數之申請，申請學生請於修

課前一學期之 5 月 1 日或 12 月 1 日前

填寫申請表，並提供 1 件約 40 分鐘以

上之個別諮商影片(含個案摘述)或接受

現場諮商演練評量，經本所教師簽核意

見後，送所務會議決議，確定可減免之

實習時數。 

二、 心理測驗借用方式由夏允中老師與吳

明宜老師負責研議討論後，送下次會議

決議。 

照案執行。

另心理測驗

借用方式待

議。 

十三 本所復健組碩士班二年

級研究生之指導教授分

配，敬請討論。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十四 追認本所博士班及碩士

班諮心組各 1 位研究生

提出新申請實習機構評

估表，是否同意學生至

該單位實習，敬請討

論。 

同意追認 2 位學生至該實習機構實習。 照案執行。 

十五 本所申請本學期(106-1) 9 位委員全數同意本案。 照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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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實習時數減免博士生共

5 位，敬請討論可減免

實習時數。 

十六 109 會計年度校務基金

購買專項教學設備之概

算案，敬請討論。 

9 位委員全數同意本案。 照案執行。 

參、 工作報告 

一、 本所與研究生學會於 106 年 9 月 27 日(星期三)19:00 至 21:00，假綜合大樓 4103 教室

舉辦「106 學年度期初迎新暨導生會議」。卓紋君所長致詞歡迎新生加入本所，徐西森

老師、吳明宜老師、林真平老師及蔡宜樺老師皆到場與學生一同歡樂。學生於教師節前

夕準備花束致送老師，並祝福老師教師節快樂。會中備有餐點及學長姐費心安排迎新活

動，連繫師生情感，活動於歡樂中圓滿結束。 

二、 106 年第 2 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諮商心理師錄取 122 名，全國符合培育及

報考之系所共計 35 所(組)，本所所友榮登金榜 3 名，錄取率佔全國 2.46%。本所金榜

名單：張君宇、趙育賢、楊翔麟。截至 106 年 9 月止，14 年來 27 次考試，本所師生考

取諮商心理師人數共計 280 人。 

三、 恭賀本所徐西森教授榮獲「中華民國教育學術團體聯合年會」及「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之 106 年度木鐸獎。 

四、 恭賀本所徐西森教授榮獲本校 50 週年校慶卓越貢獻校友。 

五、 恭賀本所夏允中教授榮獲本校 106 年度研究優良獎勵。 

六、 恭賀本所林平真助理教授榮獲本校 106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 

七、 本所諮心組於 106 年 11 月 4 日五十周年校慶邀請本校兩位榮譽教授暨前校長－黃正鵠

校長、戴嘉南校長，以及本所畢業八位所友一同回娘家與本所師生座談交流。晚上所長

與所友及本所師生一同參與五十周年校慶校友回娘家感恩餐會。復健組亦在同日舉辦所

友回娘家活動，以家人同行，聯誼樂趣為主。藉由所友回娘家活動，讓所友與師長彼此

敘舊，經驗傳承與分享給學弟妹，並汲取大家對專業發展的建議等。 

八、 本所於106年12月1日舉辦博士班及碩士班兩組之「實習機構主管及實習督導座談會」，

邀請本所全年實習及課程實習之實習機構主管及督導參與座談會，以增進本所和實習機

構主管及督導之專業交流，相互了解實習機制與實習學生之實習情形，並作為本所後續

實習課程改進之依據。 

九、 107 學年度碩博士班研究生甄試入學招生，本所諮心組碩士班符合報名資格為 68 人，

依初審成績擇優錄取 20 名參加複試，正取 9 名學生，備取 5 名；正取 8 名學生報到，

備取 1 名報到。 

十、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辦理學術相關活動如下： 

時間 主講人 題目 地點 

9 月 29 日 

星期五 

15:00~16:40 

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林旖旎

教授 

我的學思歷程與寫作

經驗分享 

教育大樓

1305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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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主講人 題目 地點 

10 月 20 日 

星期五 

9:00~12:00 

13:00~15:00 

意義中心諮商學院 

李翠珍博士 

Lilian C. J. Wong 

遊戲治療工作坊 
教育大樓

1305 教室 

10 月 21 日 

星期六 

9:00~18:00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2017 年會暨學術研

討會 

文學大樓小

型劇場 

教育大樓 

5 樓教室 

11 月 4 日 

星期六 

10:00~11:40 

黃正鵠校長(本校退休校長) 

戴嘉南校長(本校退休校長) 

我的專業學習、行政

與生命經驗分享座談 

教育大樓

1305 教室 

11 月 4 日 

星期六 

13:20~15:20 

張淑霞(臺南市光華高中校長)、

蘇曉憶(屏東縣佳冬國小校長)、

方惠生(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

心主任)、張慧美(文藻外語大學

諮輔中心主任) 

我的諮商專業與輔導

行政之路 

教育大樓

1305 教室 

11 月 4 日 

星期六 

15:40~17:40 

張高賓(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諮商

學系教授)、連廷嘉(國立台南大

學諮商與輔導學系教授)、曾正

奇(自然就好心理諮商所所長)、

曾貝露(高師大兼任助理教授) 

諮商專業的養成－系

所培育與諮商督導的

觀點 

教育大樓

1305 教室 

11 月 6 日 

星期一 

10:00~12:00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職業重建科

朱立文職災個管輔導員 

職災勞工個案管理案

例分享 

活動中心 6

樓 

12 月 11 日 

星期一 

9:00~12:00 

13:00~16:00 

高雄市立鳳翔國中 

林子翔專輔教師 

芯耕圓心理諮商所 

盧宜蔓諮商心理師 

危機個案處遇工作坊 

前奏曲—危機個案通

報議題與處遇流程 

序曲-危機個案通報

後的諮商實務面面觀 

教育大樓

1305 教室 

十一、 本所與研究生學會預訂於 107 年 1 月 10 日(三)晚上 6:30，於綜合大樓 4103 教室舉辦

「聯合導師會議暨期末餐會」，歡迎本所師生能踴躍出席參加。 

十二、 關於本所空間整併，107 年的單位預算經費(MBO)已編列教室空間整修 20 萬元及搬遷

費 10 萬元。4101 及 4102 教室整修將分二期進行，第一期預計為明年(107 年)暑假動

工，主要為地平整平及隔間架設；第二期已申請 109 年專項設備 100 萬元，主要為視

聽設備的更新及整合，以及照明設備、組合式系統櫃等軟硬體的更新。 

十三、 本所學報工作報告： 

三十二期學報校稿中，收稿兩篇，已進行審稿，待審稿者審畢後彙整，彙整會給作者進

行修正。目前持續徵稿中。連廷嘉教授允諾以「表達性治療」為主題，擔任專刊之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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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學會工作報告： 

(一) 12 月 11 日 9:00-16:00 辦理危機個案處遇工作坊。 

(二) 12 月 20 日 18:30 於 1305 教室進行學會業務交接，下屆將由碩一方怡衡擔任研究

生學會副會長。 

(三) 預計於 1 月 10 日(三)19:00 辦理期末餐會。 

 

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所辦         

案 由：本所學報授權資料庫及出版電子期刊之相關事宜，敬請討論。 

說 明： 

一、 根據 106 年 4 月 12 日「大學學術期刊合作模式說明會」決議，各系所學術期刊授

權及契約簽訂權限回歸系所，不再由研發處統一辦理。目前已授權資料庫以及契約

到期日，如附件一(AT1)。 

二、 關於學報出版所需印刷及排版費用，如附件二(AT2)，敬請討論未來所刊只出版電子

期刊之可行性。 

決 議： 

一、考量流通性、能見度及專業發展趨勢，本所學報繼續與目前四家資料庫廠商簽約，

並依程序辦理。 

二、基於學術交流與本所專業定位，學報續予出刊並以電子期刊(PDF)方式出版。 

 

提案二                        提案人：所辦         

案 由：本所博士班及碩士班諮心組各 1 位研究生提出新申請實習機構評估表，是否同意學

生至該單位實習，敬請討論。 

說 明：本所博士班賴珮柔研究生及碩士班諮心組陳柏翰研究生，預計於 106 學年度第 2 學

期修習課程實習，提供新實習機構相關資料(如附件三，AT3~AT4)。 

決 議：照案通過，同意 2 位研究生至該實習機構實習。 

 

提案三                         提案人：所辦         

案 由：申請本所下學期(106-2)實習時數減免博士生共 5 位，敬請討論可減免實習時數。 

說 明： 

一、 依本所博士班實習課程規劃及選課規定，通過諮商心理師考試取得證照者，「學校諮

商進階實習」及「社區諮商進階實習」各得減免實習時數至多 50 小時。 

二、 申請學生請於修課前一學期之 5 月 1 日或 12 月 1 日前填寫申請表，並提供 1 件約

40 分鐘以上之個別諮商影片(含個案摘述)或接受現場諮商演練評量，經本所教師簽

核意見，送所務會議決議後，確定可減免之實習時數。 

三、 本學期申請實習時數減免博士生共 5 位，資料如下： 

學號 姓名 
授課教師-卓紋君教授 

核可減免實習時數 

810465004 賴珮柔 30 

810565002 楊靖婷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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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565003 戴谷霖 50 

810565005 于正君 50 

810565006 吳典衡 50 

四、 減免實習時數申請書及相關資料請見現場所示。 

五、 敬請討論減免實習時數之規定是否要再修改？ 

決 議： 

一、照案通過核可減免實習時數。 

二、減免實習時數之規定如何修改，連同整體督導實習時數是否要增加，另於諮心組會

議討論。 

 

提案四                       提案人：所辦         

案 由：本所是否招收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敬請討論。 

說 明：因應招生環境日益嚴峻，敬請討論本所是否招收外國學生，如要招收外國學生申請

入學，敬請討論招收外國學生之配套措施及條件資格等事宜。 

決 議： 

一、本所招收博士班及碩士班復健諮商組之外國學生申請入學(碩士班諮商心理組不招

收)；審查方式均為書面審查及口試；均須具備相當 TOCFL Level 5(華語文能力測驗)。

條件資格如附件四(AT5)，其他審查內容和要求，比照本所招生簡章所擬。 

二、另申請入學之相關要點將於下學期所務會議討論修訂。 

 

伍、 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人：本所教師         

案 由：本所是否招收大陸地區學生申請入學，敬請討論。 

說 明：因本次提案四討論招收外國學生申請入學一案，本所教師提出一併討論是否招收大

陸地區學生。 

決 議： 

一、本所擬招收博士班及碩士班復健諮商組之大陸地區學生申請入學(碩士班諮商心理

組不招收)；審查方式均為書面審查及口試。 

二、另招生意願調查表(如附件五，AT6)將於下學期所務會議討論修訂。 

 

陸、 散會－13 時 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