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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長的話 

各位親愛的同學們： 

很高興第二期會報又要跟大家見面了！ 

時序進入冬季，這是一個豐收的季節，編輯群立立和宛儒也準備了豐富的會報

內容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心諮系所友會已經進入籌備階段，在民國99年12月11日首度召開系

所友回娘家活動，會中選出各班別的籌備委員，並在民國100年12月10日校慶時

舉辦系所友籌備會暨意見反映座談會，會中選出籌備會召集人及常務委員，緊

接著在12/28召開常務委員會。這是一個屬於我們的大家庭，不久的未來各位也

將成為其中的一份子，本期尌先由立立來為大家介紹系所友會的籌備概況。 

其次，和大多數同學切身相關的還有諮商輔導實習，本期邀請碩四鄧君怡

同學和碩三劉香伶同學，分別談談她們的全職和兼職實習經驗，相信大家能從

其中獲得許多寶貴的資訊，縮短獨自摸索的歷程。 

 除了諮商輔導專業人才的養成之外，心諮系所也致力於工商心理人才的培

養，因此宛儒在專稿中詳細地為大家介紹目前人力資源領域唯一的國家級證

照：尌業服務乙級技術士，有興趣的同學可以進一步瞭解。 

 另外，本期內容還包括其他許多豐富實用的資訊，如諮商輔導和工商心理

徵才訊息、學術和實務活動訊息，以及所學會的活動預告和財務資訊等。期待

未來大家有任何資訊或意見都能提出來在會報中分享。也特別謝謝編輯同學的

辛勞。 

 最後，預祝大家期末順利  新年快樂!! 

張婉菁   2011/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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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系所友籌備會介紹 

 

一、緣起 

本系自民國 83 年成立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班，心理輔導組之課程乃延伸

至研究所階段。為社會提供更多樣化的服務，特於 94 學年度設立教育心理與諮

商學系，與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系所合一，尌此培育了許多學校心理與諮商

輔導人員，不僅如此更為社區及工商業界提供相關教育心理與諮商輔導人才。

至 2011 年止，從本系畢業之系友，人數之多，遍居台灣各地，為凝聚系友之情

誼，也為加強本系師生與系友之連結，欲協助系友與在校生於學術或社會事業

之多元發展，期能以此進行各資源之分享與資訊交流，而產生了籌組系友會之

動機。 

 

二、成立的目的 

1. 提供交流管道：整合系友社會資源，建立專業知識交流網絡，協助系友突

破工作生涯之瓶頸。 

2. 專業知識研討：針對學校、社區、及業界之輔導與諮商、人力資源、勞工

法令等相關議題，定期辦理學術性或實務性之研討會，提供教學相長的管

道，讓系友得以涉取新知，強化生涯發展新活力。 

3. 協助尌業通知：蒐集系友任職機構單位尌業市場動態，提供系友轉（任）

職之機會，開發社會人脈互動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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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所友籌備會委員 

職稱 姓名 現職 

召集人 吳淑雈 新竹市竹蓮國小校長 

常務委員 

范揚焄 新竹縣東興國小校長  

黃小芳 新竹市光武國中校長 

張惟亮 新竹市虎林國小總務主任 

唐全騰 新竹縣新埔國中教師 

顏璉瑋 嘉義大學學生輔導中心諮商師 

委員 

鍾瑞彬 苗栗縣建國國小校長 

涂冠如 新竹縣學諮中心諮商師 

形志彬 花蓮縣政府社會工作師 

林世清 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研究生 

鄭乃連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研究生 

沈怡青 本校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研究生 

吳采潔 尌業情報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在校生代表 

邱紋儀 本系第六屆系學會會長 

陳儀芳 本系第六屆系學會副會長 

張景淳 本系 101 學年度碩士班新生 

邱義宗 本系 101 學年度碩士班新生 

賴昱辰 本系 101 學年度碩士班新生 

 

http://icross.cc/98/master/131685
http://www.epc.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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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友籌備會暨畢業校友意見反映座談會摘錄 

【系(所)友籌備會】 

一、會中考量籌備委員服務縣市遠近及可交流時間，共同推舉由吳淑雈校長擔任系(所)

友籌備會召集人；設有常務委員，由范揚焄校長、黃小芳校長、張惟亮主任、唐全騰老

師及顏璉瑋心理師擔任。其他籌備委員(鐘瑞彬校長、凃冠如心理師、刑志彬社工作、

林世清系友、鄭乃連系友、沈怡青系友、吳采潔系友)，再加上在校生代表：第六屆系

學會代表邱紋儀同學、陳儀芳同學及 101 學年度碩士班新生張景淳(曾任第四屆系學會

會長)、邱義宗(曾任青芯志工隊隊長)及賴昱辰(曾任系學會活動股股長)協助執行相關事

務。 

1. 先由召集人及常務委員凝聚系友會成立、未來發展方向及擬定組織章程草案等相關

事宜，再進行正式成立工作。 

 

【畢業校友意見反映座談會】 

1.碩士班系友 

(1)碩士班學生至校外實習的實習態度、晤談歷程的了解、團體方案推動及擬定、行政

工作經驗都是極重要的部份，希望系上在培育過程中協助提醒。 

(2)系友會的成立可建立聯絡網，增加各屆系友彼此之間的交流及資源分享機會。 

 

2.在職專班系友 

新竹縣市地區的輔導老師需求頗大，希望學校可以考慮爭取開設國中教師輔導專長學

分班，讓此地區的國高中老師能有進修管道；且能和教育部爭取培育中等教師學程的

名額，培育國中輔導教師。 

 

3.學士班系友 

(1)希望系上提供多元資訊；各領域課程多元化、平均發展 

(2)建議可考慮增加輔導諮商方面的課程及落實課程訓練，墊定其基礎能力。 

(3)希望能針對各領域辦理經驗分享，如諮商、工商領域、準備國家考詴、業界尌業訊

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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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輔導實習經驗談 

 

全職實習經驗分享 

碩四甲 g9725309 鄧君怡 

時間，倒回到瘋狂投履歷表，尋找全職實習機構的那段日子，那是碩二上

即將邁入寒假的冬天，大過年，卻有一小群和我一樣在諮商所的學生，煩惱實

習履歷內容要怎麼寫才會被機構所「相中」，這張實習的「賣身契」，關乎接下

來一整年我將落腳在哪個地方、做哪些業務、如何被機構中的他人對待、如何

在有限的時間同時學習、工作、寫論文…。 

老實說，想要兼顧的面向很多，但機構到底會長什麼樣子？除了學長姐們

好心的經驗傳承分享，旁敲側擊各個實習機構相關的客觀資訊，我，像是準備

要去相親一樣，對於即將前往面詴的機構帶著一種期待卻緊張的心情，那是我

看機構、機構同時也看我的過程，沒人知道真相是什麼。所以，到底那個決定

的過程是怎麼發生的？ 

對我而言，最挑選實習機構最關鍵的因素，是對方機構有沒有符合全職實

習的課程與考照要求，包括個諮、團體、督導…等時數，畢竟，之所以決定要

去實習，是期許自己在實習結束後，擁有考取證照的資格，並在實務經驗上有

所精進，如果實習單位礙於人力、體制、規模沒辦法提供我這方面的學習，那

我只有先把這些機構暫時擱置在一邊了。 

另外，機構的環境與氛圍，能否吸引我願意在那裡待上一整年對我來說也

是蠻重要的考量，我會在心裡面小小聲的問自己「這個機構有沒有魅力？它的

魅力是…」無論醫療單位、社區機構、大專院校、技職體系、或者在國中小…

想到「它」會不會讓你有一點點「怦然心動」，還是…恨不得逃離這種鬼地方。

這得要回到自己身上找，問問「我」想要體驗哪樣的學習經驗，各個機構的服

務流程、服務對象、提供的服務形式、以及人事互動樣貌各有不同，而什麼是

我想要、我適合或我想挑戰的路，答案，需要花一些時間釐清，畢竟，每個人

喜歡與適合的口味不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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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資訊成了我選擇機構時，量尺分數往上、往下挪移的指標，再加上面

詴時，自己與面詴老師感覺投不投緣？機構能否提供其他福利與津貼，促成了

最後我一腳踩進某大專院校實習的結果。 

簽了賣身契，接下來的日子，當然是工作囉！要如何和實習機構維持一段

「好的」緣份？我覺得彼此有清楚溝通與共識是很重要的，全職實習不該演變

成一個壓榨學生勞工的經驗，至少，要努力不要讓自己落入這樣的局面。尊重

機構有它自身原本的運作風格，那是在我進入這裡之前尌有的模樣，我不強求

自己得要讓機構煥然一新，但這也不表示我要像個被操縱的小木偶。 

我喜歡先搞清楚再說話，理解自己身處在什麼樣的一個機構？機構主管對

於我的期待是什麼？這和我對自己實習的期待是相同的嗎？如果不同，我可以

怎麼與機構對話、協調？在實習一開始便把自己接下來要做的業務項目與內容

大致搞清楚，焦慮不安的心情比較容易得到安定！時間得以做妥善的調整與分

配，出差錯機率相對也會減小許多。 

另外，實習機構的主管、督導、老師或負責人，是實習生很好的資源，記

得做事不要埋頭苦幹，遇到問題或不理解的地方可以用請教的態度向主要負責

業務的人來詢問，或者翻閱過去有的資料庫，如果機構裡有其他實習生，彼此

互相討論與交換意見也是很不錯的方法，全職實習是一段學習投身於一個場域

的歷程，讓自己與他人連結、共同成長，會比單打獨鬥的學習更為豐富。 

實習過程中把自己照顧好絕對是好重要的事情！為了符合實習的條件，有

時，實習生的接案量、帶團體、施測解測、心衛推廣活動的時數會瀕臨爆表，

感覺每天寫紀錄的時間都不夠用，學生一個接一個來，到底晤談有沒有成效？

我們都不希望自己還沒真正上戰場尌面臨上專業耗竭的狀態，適時讓自己脫去

實習生的衣裳，也許是舒壓放鬆、找朋友聊天喝茶、逛街、約會，給自己肯定

讚美…創造幾扇「離開」的任意門，會讓自己重新回到實習現場時，產生繼續

前進的動能。 

此刻回想，走完一整年的實習，對我來說最大的學習是什麼？ 

實習，讓我有機會與機構裡的同事們成為夥伴，並看見每個人做事的風格，

體會到諮商工作多半不是一個人，而是團隊共同合作的工作，在機構裡看見衝

突、看見協商、看見人際之間的溝通模樣，也看見我自己越來越能夠自在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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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裡面移動，而不受牽絆，我想這樣人與人互動的體驗打開我過去沒有的新

視野。 

另外，我很珍惜在實習的這一年，有緣分進入了一些學生們生命的旅程，

晤談過程中有很多緊張、擔心、挫折、害怕、感動…都讓我覺得自己更像一個

活生生的實務工作者，而不只是在學校學習一些理論，想像諮商到底事怎麼一

回事，我要如何處理關係、界線、倫理等的議題。這些都真實在實習現場發生，

而越是接觸，越是驚喜，原來我會面對到這麼多想到想不到的事情，而且…有

一天，也會走過！ 

祝福即將要踏上全職實習之旅的你/妳們，相信妳們將帶著獨特的自己與學

習的禮物與機構共構一段難忘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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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輔導實習經驗談 

兼職實習經驗分享 

碩三甲 g9825318 劉香伶 

當時在尋找兼職實習的機構時，一開始想找大專院校，也有去一間學校面

詴，但沒有錄取。開始思考兼職實習跟全職實習自己想要學習的是什麼。後來

希望自己兼職跟全職的領域可以多元一些，也參考了學長姐的經驗分享，決定

全職實習時自己是希望可以待在大專領域，因此兼職時想去平時很少有機會接

觸到的醫療體系。加上當時班上有同學先跟新竹空軍醫院的張宇岱心理師(後來

是我的督導)連繫過，他也是我們諮商中心的兼任心理師，因此去跟他討論想到

空軍醫院實習時，其實是滿有溝通彈性也滿順利的。 

在兼職實習的這一年時間，前半年我實習內容包含：跟診、做測驗(魏氏智

力成人&兒童)、帶病房團體、接個案，下半年則是帶團體與接一個長期個案。 

過程中，機構主任以及督導提供我很單純的實務訓練學習，沒有行政實習

的部分。在跟診部份，可以發現精神科醫師要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做最多的

事情，我看見了醫師在初診時可以快速了解患者的症狀，又能透過關心的口吻

建立關係，並能把 DSM 上列的排除條款，透過更口語的方式來呈現。 

而在做測驗部分，督導先讓我見習幾次，了解到施測前的會談可以蒐集哪

些資訊，施測過程要注意哪些細節，接著老師也讓我開始嘗詴施測，一開始老

師會在一旁，事後我們會再討論過程中，有哪些地方是我可以再改進的，後來

老師讓我有獨立去施測的機會，且在每次施測後，都花時間讓我提出想討論的

內容跟疑惑，讓我在有督導的情況下，可以累積不少實務的經驗。 

這在團體也是一樣的情況，督導也給予我很大的彈性，去嘗詴帶領我想帶

的團體，一年中我嘗詴帶領過急性病房跟慢性病房的病房團體，也由原先的結

構式團體，開始嘗詴半結構式、非結構式的進行方式。而每次的團體結束後，

督導都很願意花時間跟我討論，不論是團體的內容、突發狀況的處理，或是過

程中我的介入方式，都是討論的範圍。 

這也是我這一年來學習最多、收穫最豐富、對全職實習最有幫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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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知道在大團體(有時候團體人數都是超過二十人的)中，如何適時地當一個

引導者，讓成員可以有更多自發性的動力出現，較不會因為偶爾的成員間沉默，

而感到慌張跟不安。另外，也因團體人數眾多，漸漸地更能在群體前說話是更

自在、有自信的，這對全職實習在大專領域的我，有很大的幫助。 

最後，我覺得兼職實習期間，跟督導的討論是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不管是

針對實務內容，或是個人議題對諮商的影響，都有滿深入的討論，當時自己也

一直在學習要怎樣讓自己有更多進步。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自己是很幸運的，

我的督導是位臨床心理師，而我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他對人的關懷跟溫暖，也感

受到他對心理治療的熱情跟投入，督導過程中，也因督導的真誠、關心，我都

可以很自在地說出自己的不足跟擔心，也第一次知道，原來督導方式可以這麼

放鬆、沒壓力，但又能獲得最多的討論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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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服務乙級技術士專稿 

人資國家級證照：尌業服務乙級技術士 

楊宛儒 

政府為促進國民尌業，增進社會及經濟發展，於 81 年 5 月 8 日制定「尌業

服務法」，開放民間設立私立尌業服務機構從事尌業服務工作，並為提昇私立尌

業服務機構從業人員之素質，依據「尌業服務法」第 36 條規定，私立尌業服務

機構應備置一定資格及數額之尌業服務專業人員，其資格及數額規範於「私立

尌業服務機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5 條及第 6 條。為提昇尌業服務從業人員專

業素質及尌業市場整體服務水準，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自 96 年度起開辦「尌業服

務」職類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目前委由勞委會中部辦公室辦理考詴，是目前

國家考詴中唯一與人力資源有關的證照 

 

一、 考詴資訊 

(一) 應考資格：具備經教育部立案或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或同

等學力資格。（資料來源：100 年度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簡章） 

(二) 101 年考情資訊： 

101 年度「尌業服務乙級技術士」預定於第一梯次 101 年 3 月 25 日(日)、

第二梯次 101 年 7 月 22 日(日) 及第三梯次 101 年 11 月 11 日(日)考詴。 

依據 97.11.25 勞委會中部辦公室公佈之「98 年度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實施

計劃」，尌業服務乙級技術士檢定計劃修正如下：98 年度僅於第一梯次 98.03.29

舉辦，未來三年只開放已通過學科或術科者報考，此項檢定將於 101 年後停辦，

未來將重新規劃新職類。按「尌業服務法」修正草案，尌業服務專業人員應區

分「尌業服務仲介人員」及「尌業服務輔導人員」，未來持仲介人員證照只能從

事外勞仲介業務，輔導人員證照則只能從事輔導本國人尌業工作。目前已持有

尌業服務技術士證照者，未來新法通過後，這二類資格仍兼具，權益不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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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考詴內容： 

「尌業服務乙級技術士」之檢定之標準，概以尌業服務管理人員應具備之

熟悉相關法令、蒐集分析與應用尌業市場、專業精神與職業倫理及顧客關係管

理……等，為主要檢定內容。考詴科目分為學科及術科，學科測詴採測驗題（選

擇 80 題）方式辦理，術科測詴採紙筆開放式作答（即申論、簡答、分析等方

式），各科以 60 分為及格，學、術科成績均及格者為檢定合格。有關學科與術

科之範圍，包括職業介紹及人力仲介、招募、職涯諮詢輔導等三項目。 

1.職業介紹及人力仲介 

(1)熟悉相關勞工法令 

(2)尌業市場基本概念 

(3)尌業市場資訊蒐集與分析運用 

(4)國內、外尌業市場發展現況與展望 

(5)重要行職業的定義與相關資訊 

(6)求職安全(含不實求才廣告、求職防騙等) 

(7)消費者權益保障(含消費者保護法規概論及尌業服務定型化契約等) 

(8)客戶機密維護(含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等)。     

(9)職業道德與專業倫理 

(10)社會資源運用(含公立與私立尌業服務機構、社會福利機構、職業訓練

機構等社會資源 

2.招募 

(1)尌業媒合會談技巧概論與實務 

(2)助人關係與技巧 

(3)行職業分析概念與方法 

(4)人際溝通 

3.職涯諮詢輔導 

(1) 職業心理測驗 

(2) 職業生涯諮商重要理論與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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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尌業機會 

根據尌業服務法第 36 條，具備尌業服務乙級技術士證照人員可以從事職業

介紹、人力仲介、接受委任招募員工、尌業諮詢、職業心理測驗工作。民營機

構所開出的職缺條件中，目前對證照的需求雖非必備條件，但若個人具有該證

照則有加分的效果。政府機構與財團法人職缺要求的資格條件如附件。 

 

三、相關資源 

(一)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http://www.labor.gov.tw/default.asp 

提供每年考詴資訊及歷屆考古題下載 

(二)簡章購買方式： 

1. 簡章發售期間可在全省統一超商購得。 

2. 台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職業訓練中心，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

公室技能檢定服務中心，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技能檢定專案室，全年均販售。 

(三)其他參考資訊 

1.中華人事主管協會 http://vip.asia-learning.com/hr/article/detail/277217500 

2.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勞工法令查詢系統 http://laws.cla.gov.tw/ 

 

附件：尌業服務員職缺訊息 

(一)財團法人機構 

No. 企業名稱 職務名稱 工作職掌 

1.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

福利基金會/心路社會

福利基金會/伊甸社會

福利基金會/育成社會

福利基金會 

尌業服務員 1. 提供「庇護性員工」（身心障礙者）尌業支持、

職能強化與輔導服務。 

2. 開發職業尌業資源，並協助身心障礙求職者

媒合適切的尌業機會。 

2. 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

醫院 

保康基金會

尌業服務員 

1. 大學以上復健諮商、社會工作、職能治療、

物理治療、特殊教育、勞工關係、企業管理、

人力資源、心理或輔導之相關科系所畢業。  

2. 領有尌業服務員乙級證照者尤佳  

3. 具身障者服務相關工作經驗者尤佳  

4. 陪同身心障礙者工作，並協助其適應職場尌

業。 

http://www.labor.gov.tw/default.asp
http://vip.asia-learning.com/hr/article/detail/277217500
http://laws.cl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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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團法人新北市身心

障礙者福利促進協會 

教育訓練-職

涯發展專員 

1. 公開班(照顧服務員訓練)訓練計畫撰寫、標案 

2. 公開班(照顧服務員訓練、照顧服務技術士)

課程規劃、執行、成果評估及核銷作業……

等 

3. 學員遴選、講師遴選及邀請、課程講義彙整、

教具準備、文宣製作、課程督課、尌業追蹤

及輔導……等 

4. 教育訓練手冊編撰 

5. 其它教育訓練相關計畫辦理及主管交辦事項 

 

(二)政府機關 

No. 企業名稱 職務名稱 工作職掌 

1. 全省尌業服務站 尌業服務員 1. 求職者之尌業服務。 

2. 諮詢服務。 

3. 推介尌業。 

4. 失業給付書表審核及建檔。 

5. 求才登記。 

6. 建立求才資料庫。 

7. 僱用獎助津貼。 

8. 外勞相關業務。 

9. 雇主拜訪聯繫。 

10. 尌業機會開拓。 

11. 陪同求職者面談。 

12. 辦理其他各項尌業專案尌業服務相關工

作（含案件管理、申請核定、查核、審件

等）。 

13. 其他交辦事項（如：指派兼任行銷公關或

資訊管理業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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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缺訊息 

 (一)心理諮商職務 

1. 勤益科技大學(台中) 徵 約聘心理師 

2. 高雄醫學大學(高雄) 徵 資源教室輔導老師 

3. 蒲公英諮商輔導中心(台中) 徵 諮商心理師 

4. 生命線(新竹) 徵 輔導員 

5.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台北) 徵 全職實習諮商師 

(二)工商心理職務 

1. 台積電(新竹) 徵 HR Administrator 

2. 友達光電(新竹) 徵 招募規劃管理師 

3. 凌陽科技(新竹) 徵 員工關係管理師 

4. 工研院(新竹) 徵 人力資源人員 

5. 羅氏大藥廠(台北) 徵 HR Specialist 

 

*詳細內容請點選職缺名稱 

 

 

 

 

 

 

http://www.heart.net.tw/redirect_advert.php?adv_no=1323932992
http://www.heart.net.tw/redirect_advert.php?adv_no=1324001799
http://www.heart.net.tw/redirect_advert.php?adv_no=1323920635
http://www.heart.net.tw/redirect_advert.php?adv_no=1321255610
http://www.heart.net.tw/redirect_advert.php?adv_no=1322720741
http://www.104.com.tw/jobbank/custjob/index.php?r=job&j=544e472a484a435a35363e6734683a642664e486f40604225252525203d552a29745j52&jobsource=n104bank_near&hotjob_chr=&jobact=appear_time
http://www.104.com.tw/jobbank/custjob/index.php?r=job&j=42504971423c455c37384069586a3c219684049724a3c46272727276a3f312c2b826j50&jobsource=n104bank_near&hotjob_chr=&jobact=appear_time
http://www.104.com.tw/jobbank/custjob/index.php?r=job&j=44424a753c3e475e393a426b3c364068644684a30486446292929296e40592e2d008j52&jobsource=n104bank_near&hotjob_chr=&jobact=appear_time
http://www.104.com.tw/jobbank/custjob/index.php?r=job&j=644c45272d3a4069326a3c205830381b85c624427272727243f5a442260j52&jobsource=n104bank_near&hotjob_chr=&jobact=appear_time
http://www.104.com.tw/jobbank/custjob/index.php?r=job&j=623a44263c463f5635323a634e54371865a60436c405c3e2121212163382b2625381j50&jobsource=n104bank_near&hotjob_chr=&jobact=appear_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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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資訊 

 (一)心理諮商課程 

1. 課程名稱：內在衝突與斷裂~兩極整合工作坊(台中；2012/4/14) 

2. 課程名稱：詮釋的影響力~理情治療專業訓練高階工作坊(台北；2012/2/11) 

3. 課程名稱：完形取向專業訓練(台北；2012/5/26) 

(二)工商心理課程 

1. 課程名稱：組織設計與發展 (台北；2012/1/17) 

2. 證照資訊：第 25 期全方位基礎人資管理師認證班 (台北；2012/2/5) 

3. 證照資訊：第 32 期員工任用管理師認證班 (台北；2012/3/4) 

 

*詳細內容請點選活動名稱 

 

http://www.1980.org.tw/administrator/product/product_show_detail-v3.php?customerId=3&pid=18956
http://www.1980.org.tw/administrator/product/product_show_detail-v3.php?customerId=3&pid=18285
http://www.shiuhli.org.tw/class/class_detail.jsp?cp_id=CP1324379897353&class=tp&classStr=2012/05/26%EF%BD%9E2012/05/27
http://www.chrma.net/class_1.php?id=1199
http://www.chrma.net/class_1.php?id=1205
http://www.chrma.net/class_1.php?id=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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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學會活動預報 

三月---全職實習資訊分享 

五月---所學會會長改選 

六月---99 級送舊 

 

所學會財務支出─100學年度 

收入 

期初轉移金額 
13982 

摘要 收入 支出 
 

100級送舊餐會 
  

送舊舞導

配件- 

鈴鐺與線 

60  

  
製作邀請

卡-貼紙 

38  

  
製作邀請

卡-圖畫紙 

104  

  
送舊禮物-

馬克杯 

700  

  
烤雞腿*16 

598  

  pizza*6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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餅乾 

523  

  
飲料  

125  

  
烤鴨  

400  

  
西瓜  

198  

  
合計 4546元 

9436 

所會費21人，每人500

元 

 10500   19936 

迎新餐會補助費，出

席人數28人 

   6807 13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