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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紋君簡歷暨「輔導與服務」事項 (102-109 學年) 

 

一、 個人學、經歷 

< 學 歷 > 

民 79 -- 84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Ph. D. 

  教育心理系 哲學博士 (發展、社會與人格心理學組) 

民 77 -- 79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M. Ed. 

      諮商教育 碩士                   

 

< 證 照 > (諮商)心理師特第 00247 號 

 

< 工 作 經 驗 > 

民 89 – 迄今 高雄師範大學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專任教授  

 兼所長 (民 101-103，105-107) 

 輔導與諮商研究所 專任教授 兼所長 

 兼學生輔導中心 輔導老師 (民 91 – 迄今) 

兼高雄市社會局兒童、青少年與家庭諮商中心 心理師與主任督

導 (民 96 --98) 

 兼高雄市諮商心理師公會第一屆理事長 (民 95– 96)  

 兼高雄縣社會局約聘心理諮商師 (民 92 – 93) 

 兼高雄市社會局兒童與家庭諮商中心心理諮商師 (民 89 – 90) 

民 87 – 民 89 嘉義師範學院 家庭教育研究所 專任副教授 

 兼師院附設空中大學教師 

 兼學生輔導中心 輔導老師 (民 88 – 89) 

民 84 – 民 87 嘉南藥理學院 嬰幼兒保育系 專任副教授兼系輔導老師 

 兼任台南師範學院兒童諮詢中心心理諮商師 (民 86 – 88) 

 

二、高師大校內服務 

(一) 學生輔導中心輔導老師 (91~109 學年度) 

(二) 學生輔導中心研究人員(助教)評審委員會委員 (91~109 學年度) 

(三) 教育學院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95-109 學年度) 

(四) 學生輔導中心卓越計畫專任心理師評審委員會委員(95-109 學年度) 

(五) 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委員 (107-109 學年度) 

(六) 教育學院「永齡希望小學高師大分校社工諮詢委員」(100-108 學年度) 

(七) 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96-100, 104-106 學年度) 

(八) 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103-105 學年度) 

(九) 學生事務委員會委員 (105 學年度) 

(十)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 (102-104 學年度) 

(十一)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學會 指導老師(106-108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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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外 

(一) 擔任評鑑/審查委員 

時間 活動名稱 主（協）辦單位 擔任身份 

107-108 大學校院第三週期系所自我

品質保證認可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

中心基金會 

訪視委員 

108.05 教師升等審查 樹德科大 審查委員 

107.04 國北教大教育學院升等審查 國北教大 審查委員 

106.12 教師升等著作審查 

 

修平科技大學 審查委員 

105 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

鑑委員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

中心基金會 

評鑑委員 

105.06 教授教學實務升等碩士班課

程之教學成果發表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心理

與諮商學系 

審查委員 

105.05 教授升等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審查委員 

104.10.01 -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外部自

我評鑑實力訪評委員 

銘傳大學 訪評委員 

104.08.01 - 

105.07.31 
104 年度大學校院通識教育

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

中心基金會 

評鑑委員 

103-104 考選部諮商心理師高考題庫

審查小組眼 

考選部 審題委員 

103. 10. 17 103 學年度南華大學生死學

系內部評鑑 

南華大學 訪評委員 

102-105 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台灣心

理諮商季刊」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編輯委員 

102-103 臺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年會暨

學術研討會「優秀碩博士論文

獎」審查 

臺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年

會 

審查委員 

103.03.13 國立台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

系 102 學年度課程大綱 

國立台南大學 審查委員 

102-105 大學校院系所評鑑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

中心 

評鑑委員 

102.11.23 - 

102.12.23 
台灣諮商心理學會「2013 年

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壁報論文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評論人 

101.08.01- 

迄今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學報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編輯委員 

**另擔任臺灣師大教心與輔導學報、中華輔導學報、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學報、輔

導季刊、本土諮商心理學刊等期刊論文審查委員；以及多所大學之教師升等論文審

查委員。 

 

(二) 擔任顧問/委員/督導 

日期 活動/機構名稱 主（協）辦單位 擔任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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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0.12 屏東縣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屏東縣教育局 委員 

109-110 高雄市教師專業審查會委員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委員 

109.08 澎湖縣輔導專業人力甄試 澎湖縣教育局 甄試委員 

108-109 友善校園輔導工作輔導團-學生

輔導組指導委員會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委員 

107.108.109 高雄市學生諮商中輔導專業人力

甄試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學諮中心 

甄試委員 

107.03-12 107 年度第二次諮商心理師試題

題庫小組 

考選部 審題委員

兼召集人 

106.09.25 106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高等考試 

考試院 委員 

106—111  屏東縣政府學生輔導諮詢委

員會委員 

屏東縣教育局 

 

委員 

106.07-08 106 年度第二次諮商心理師國家

考試 

考選部 命題委員 

106.07.16 高雄市學生諮商中心輔導專業人

力甄試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學諮中心 

甄試委員 

106.07.09 106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

教師(含代理教師)聯合甄選 

屏東縣政府 實務演練

委員 

106.1.1- 

109.12.31 
高雄市 106.107 年度高級中等學

校建教生申訴審議會 

高雄市政府 委員 

105.11.23 研商國教署補助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輔導人力成效評估作業規劃 

國教署 委員 

105.11.07- 

109.02.28 
性騷擾防治委員會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委員 

105.08-- 

109 
課程委員會 屏東大學教育心理

與輔導學系 

委員 

104.11.25- 

109.09.30 
諮商倫理委員會 高雄市諮商心理師

公會 

委員 

104.09 – 

108.06 
「高雄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個案

團體督導」 

高雄市立民族國中 外聘督導 

104.12.03 國立臺北市立大學教育學系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博士研究生論文

口試 

國立臺北市立大學 口試委員 

104.08.01 –  

109.07.31 
高雄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  高雄市政府 顧問 

104.07.26 屏東縣 104 學年度國民中學教師

聯合甄選 

屏東縣政府教育局 實務演練

委員 

104.06.25 – 

 109.12.31 
高雄市學生輔導諮詢會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諮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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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3.01 – 

 106.02.28 
高雄市第三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委員 

高雄市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 

委員 

105.08.01- 

110 
國立屏東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

學系課程委員會 

國立屏東大學 委員 

105.06.01- 

105.06.30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

學系教授教學實務升等」碩士班

課程之教學成果發表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委員 

105.05.01- 

105.05.31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授升等審

查」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委員 

104.02.01 – 

 105.07.31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諮商輔導

委員會委員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

大學 

 委員 

104.02.01 – 

 104.07.31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心理系碩士

班碩士學位考試委員兼召集人 

高雄醫學大學  委員 

101-108 學年

度 

反毒教育資源中心 高雄市教育局 諮商輔導

顧問 

103 學年度 彰化縣各級學校輔導教師督導研

習 

彰化縣學生諮商中

心 

督導 

103 學年度 彰化縣學生諮商中心心理師督導

研習 

彰化縣學生諮商中

心 

督導 

100-109 臺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理事 

102-103 臺灣諮商心理學會  理事 

102-104.10 高雄市諮商心理師公會  常務理事 

102-110 高雄市政府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諮詢委員 

102-104 屏東縣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 屏東縣政府教育局 委員 

10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

導學系碩士班 102 學年度第 2 學

期論文口試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口試委員 

103.6.4 樹德科技大學兒家系課程諮詢委

員會 

樹德科技大學 諮詢委員 

102.10.03 102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高等考試 

考試院 命題兼試

卷委員 

102.10.01 - 

103.10.01 
高雄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高雄市 顧問 

102.07.04 屏東縣 102 學年度國民中學教師

聯合甄選 

屏東市 實務演練

委員 

102-104 高雄市政府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促進會第 2 屆委員會 

高雄市政府 委員 

102.04.15 102 年度全國慈孝家庭楷模表揚

選拔決審會 

高雄市新莊國民小

學 

委員 

102 年度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幼兒園及學校

家庭教育推動整合小組 

高雄市 組員 

101.09.01- 各地方政府所屬國民中小學學務 各地國中小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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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01 與輔導工作視導計畫 

101.09.01- 

101.12.31 
101 年度教育部生命教育巡迴輔

導團視導計劃 

各級學校 委員 

 

 (三) 校外演講/帶領團體/其他 

日期 活動名稱、主題 主（協）辦單位 擔任身份 

109.11 完形治療理論與實務工作坊 台南大學 主講人 

109.11 同理心訓練 高醫大心理系 主講人 

109.11 屏東科技大學團體督導 屏科大學輔中心 督導 

108.05 學校團體輔導的未來與展望 台灣團體諮商與治

療研究學會 

論壇主講人 

108.01.20 完形治療應用於團體心理諮詢的研究

與實務 

首屆華人格式塔心

理諮詢與治療大會

（中國北京） 

主講人 

107.12.07- 

108.3 
完形治療專業訓練初、中階課程 台灣團體諮商與治

療研究學會 

主講人 

107.10.22 海軍司令部 107 年心輔人員在職訓練-

家庭婚姻議題輔導與處遇 

海軍軍官學校 主講人 

107.10.20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60 週年年會暨學

術研討會之「論文發表 C-3:學校輔導

工作與督導培育」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

會 

主持人 

107.09.29，
108 

高雄市集體結婚婚前教育講座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家庭教育中心 

主講人 

107.08.21 106 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初任輔導主任、組

長、輔導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職前研

習會 

國立溪湖高級中學 講師 

107.08.14 107 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初任輔

導主任、組長、輔導教師及專業輔導

人員職前研習會 

國立溪湖高級中學 講師 

107.08.14 

 
107 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初任輔導主任或組

長、輔導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職前基

礎培訓課程」之課程講師 

國教署  

主講人 

107.06.02 2018 年「學習、測驗與評量」暨「輔

導與諮商」學術研討會 

台師大&台灣輔導

與諮商學會 

主持人 

107.04.14 

-04.15 

 

完形治療團體訓練工作坊 台灣團體諮商與心

理治療學會 

帶領人 

107.03.16 高雄市國中輔導主任的情緒管理與壓

力調適 

英明國中 主講人 

107.02.22 「教師生命的苦與樂—職場篇」 高醫護理系 主講人 

106.11.25 屏東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正念研 屏東大學教育心理 主持暨講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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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 與輔導學系 人 

106.11.17 2017 健康照顧安心醫療---心智障礙者

健康照顧與生死教育研討會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

會福利基金會 

主持人 

106.11.07 性別與婚姻關係經營 高雄市衛武營處藝

術文化中心籌備處 

主講人 

106.11.01 師生情緒調適與輔導 高雄市忠孝國小 主講人 

106.10.25 親職效能 II 高雄市小港國小 主講人 

106.9.25 再創幸福高峰---談銀髮族如何營造高

品質的家庭婚姻生活 

高雄市社區大學促

進會 

主講人 

106.08.21-1

06.08.25 
106 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初任輔導主任或組

長、輔導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職前基

礎培訓課程」之課程講師 

國教署 主講人 

106.06.04 完形治療在團體諮商與治療的應用工

作坊 

台灣團體諮商與心

理治療學會 

帶領人 

106.05.12 親職效能 I 高雄市小港國小 主講人 

106.04.10 愛情無全順---親密關係教戰守則 輔英科技大學 主講人 

106.03.22 校園性平案件處遇與輔導 高雄市梓官國小 主講人 

105.12.02 雲林縣私立福智高級中學 生涯規劃

課程講座 

雲林縣私立福智高

級中學 

主講人 

105.08.04 2016 年本土諮商心理學國際學術研討

會之「主題論壇與論文發表二」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

會 

主持人、 

與談人 

105.08.04 2016 年本土諮商心理學國際學術研討

會之「主題演講」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

會 

主講人 

105.07.11 高市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溝通百分

百成長團體」 

高雄市警察局 帶領人 

105.07.11 高雄市警察局婚姻教育(電影欣賞) 高市教育局家庭教

育中心 

帶領人 

 

105.06.17 跨領域研究論壇 高雄醫學大學人文

社會科學院及「人文

社會領域中高齡議

題研究教學成長社

群」 

與談人 

105.04.13 「教師輔導知能—談情緒管理」 高雄市誠正國小 主講人 

105.03.11 105 年度高雄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走

過 10 年-10 週年成果研討會」學校輔

導實踐與對話 

高雄市學生輔導諮

商中心 

回應人 

104.08.01 – 

09.30  
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訪

問學者 

國立臺灣大學 訪問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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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9-11 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婚姻教育團體~

轉角遇見愛-危機 V.S 轉機」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家庭教育中心 

帶領人 

104.09.17 法務部矯正署所屬南區矯正機關志工

組訓---高齡者的心理與輔導之道 

高雄監獄 主講人 

104.06.17 「學生輔導法立法後的省思與前瞻」

學校輔導工作革新與專業人力再造計

畫－學術研討會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引言人 

104.06.12, 

06.15 
生命失落與復原概論 高師大樂齡中心 主講人 

104.05.31 民政局新人集體結婚婚前教育講座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家庭教育中心 

主講人 

104.04.08 「103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校長儲訓班」

課程講座-學校輔導 

屏東市忠孝國小 主講人 

104.03.25 性別主流化-性別關係與婚姻經營 鳳山區過埤國小 主講人 

104.02.01 - 

104.07.31 
通識教育暨生命教育教師精進共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主講人 

103.9.27 臺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

會 --「專題演講」、「主題論壇二：和

解與寬恕」 

臺灣輔導與諮商學

會 

主持人 

引言人 

103.8/30-31 「走過哀傷與困頓」團體治療 台南市一葉蘭 帶領人 

103.9.2 教師社群生命教育知能研習：「讀懂他

的心—關愛從聆聽開始」 

高雄中學 主講人 

103.8.26 學生諮商中心個案研討 高雄醫學大學 帶領人 

103.8.20 屏東縣農業科技發展中心知能研習---

情緒會轉彎 

屏東縣農業科技發

展中心 

主講人 

103.8.26 學生諮商中心個案研討 高醫 帶領人 

103.7.9 性別主流化---婚姻與親密關係經營 高雄凱旋醫院 主講人 

103.6.26 高雄市社工專業研習---談情緒管理 高雄市社福中心 主講人 

103.06.10 -       

  12.10 
高雄市家庭教育實施成效暨民眾需求

之調查計畫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家庭教育中心 

主持人 

103.6.10 國軍心輔人員專業督導研習 國軍心衛中心 主講人 

103.5.7 教師輔導之能研習---婚姻與親密關係

經營 

高雄市愛國國小 主講人 

103.4.21 台南市各級學校教育與行政人員研習

---情緒管理 

台南安平國中 主講人 

103.3.19 教師輔導知能研習---情緒會轉彎 高雄市鳳陽國小 主講人 

103.2.10 教師輔導知能研習---情緒會轉彎 台南慈濟中學 主講人 

102.11.23 台灣諮商心理會「2013 年年會暨學術

研討會」主題論壇：諮商心理師養成

教育之建構-在心理師法實施 12 年後

之反省 

台灣諮商心理會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引言人 

102.11.17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2013 年會迷你工

作訪三：嚴重情緒及衝動行為困擾兒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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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之遊戲治療介入與遊戲之療師之自

我觀照」 

102.11.15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舉辦之「建構理

想之諮商實習培訓制度：實習機構之

困境與突破-如何透過全職實習培育適

任的諮商心理師專題座談會」(南區)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

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主持人 

102.11.11 「完形治療應用於青少年情緒困擾」

講座 

輔英科技大學 主講人 

102.11.08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舉辦之「建構理

想之諮商實習培訓制度：實習機構之

困境與突破-如何透過全職實習培育適

任的諮商心理師專題座談會」(北區) 

台灣諮商心理會 

台北市信義國小 

主持人 

102.10.29 父母情緒管理講座 旗津國小 主講人 

102.10.26 2013 年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年會暨學

術研討會之「論文發表：變遷與多元

社會之家庭議題」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

會，臺北市立教育大

學 

評論人 

102.10.26 2013 年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年會暨學

術研討會之「大會專題演講：我的學

思之路-從心理健康的探究到心靈提升

的投入」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

會，臺北市立教育大

學 

主講人 

102.10.05 新進教師研習-教師情緒管理 高雄市國中小 主講人 

102.09.27 「與真實相遇」一日工作坊 高雄市心理衛生中

心 

帶領人 

102.07.18 性別關係與婚姻經營 高雄市地政局 主講人 

102.7.13-14 完形治療專業訓練工作坊 高雄市張老師基金

會 

帶領人 

102.06.27 102 年度「幸福高雄，創新卓越」學習

列車-婚姻經營專題演講 

高雄市立中庄國民

中學 

主講人 

102.05.17 性別關係與婚姻經營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主講人 

102.05.01 「台灣人愛情風格的系列研究」專題

演講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輔諮系 

主講人 

102.03.29 性別關係與婚姻經營 高雄市西區稅捐處 主講人 

102.03.22 101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校長儲訓班課

程講座：學校輔導 

屏東縣凌雲國小 主講人 

102.03.20 情緒會轉彎-談教師情緒管理 高雄市立光武國小 主講人 

102.02.27 「性別關係與婚姻經營」講習會 高雄市政府環保局

南區資回收廠 

主講人 

101.11.24 2012 年台灣遊戲治療學會年會暨遊戲

治療實務與研討論文發表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主持人 

101.11.10 2012 年台灣諮商心理學會年會暨學術

研討會分組論壇 

國立政治大學 主持人 

101.09.07 教師輔導知能研習「如何在大學校園

工作得更快樂」演講 

大仁科技大學藥學

系 

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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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8.15 教師專業社群「觀功念恩」講座 輔英科技學院 主講人 

101.08.08 志工在職訓練及社區講座:「情緒會轉

彎」-談情緒管理 

社團法人高雄市 

生命線協會 

主講人 

** 多次應高雄市人力資源發展中心擔任各政府單位(交通局、農業局、經濟局)「性

別主流化--- 性別關係與婚姻經營」的講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