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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早日日做做好好時時間間規規劃劃，，  
    莫莫忘忘入入學學時時初初衷衷！！  

              ──古明峰 主任  
 六月上旬所學會編輯雁婷、慧真 

來函，向我邀稿，盼能給大家及新進學 

生一些鼓勵的話。首先，竭誠歡迎研一 

新生加入心諮所大家庭，開始研究生築 

夢之旅。以下傴能就自己求學生涯與大 

家分享，並期待各位早日完成學業，邁 

向人生另一個旅程。 

役畢後，我考取台師大心輔系夜間部，白天工作，晚上讀書。在

職進修期間，適逢台匇捷運開始興建不久，每天上、下班時間都會塞

車，往返台匇-住家約需要四個小時。除工作、進修外，加上成家的

早（24歲結婚，27歲長女出生），在有限的時間，身兼多種不同的角

色，回到家經常是晚上十一、二點，非常忙碌。夜校畢業後，隔年考

取台師大輔研所，回顧就讀輔研所時，那時的我非常積極，時時警惕

自己要在三年內完成學業，不可拖延。 

現在應有人開始徬徨到底要找系上哪位老師指導？要做哪個方向

的研究題目？或是論文要如何進行完成？研究所訓練主要目的在培

養學生提出問題並解決問題能力。期待各位利用修課的機會去發掘論

文題目，甚至藉此機會去多認識你的指導老師，而不是修課歸修課、

論文歸論文。隨時保持好奇心，勇敢問問題、發掘問題、思考問題並

解決問題。多聽演講，多讀論文，學習從個人閱讀中得到快樂，一樣

重要，而且往往更能事半功倍。 

在我讀研究所那個年代，全職碩士班研究生通常兩年就畢業，在

職生則約需三年，鮮少有人修業超過三年。不過當時輔研所修業，並

不需要全職一年諮商與臨床專業實習（修業年限自然比現在少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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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與系上老師閒聊，發現本系有很多研究生，修業年限常超過四年，

除了少數學生有特殊原因外，多數人可能是不夠積極主動，我覺得畢

業的關鍵因素在於同學是否有強烈完成論文的動機與毅力。  

    最後，要鼓勵各位「莫忘初衷」，選擇心諮所一定有你當初的夢

想，為了讓夢想達成，千萬不要讓論文阻擋你。雖然研究所有很多老

師的知識與人生經驗值得你們學習，但也不宜駐足學校太久，期待同

學能早日做好時間規劃完成論文，邁向人生另一個高峰。 

古明峰 201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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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學習，也別忘了走出去！ 
   ── 所學會報指導老師  

        朱惠瓊老師 

給所有研究生： 

 來到竹教大心諮系，轉眼也一段

時間，在眾多人的協助下，讓人很快

的適應這個環境。發現到只要願意積

極、主動、敢問敢探索，就將會有許

多人伸出援手協助，回想過去的自己，

也是一路受到很多人的恩惠，才能在

跌跌撞撞中走到今日，身邊一直都有許多貴人，從學業上的師長、指

導教授、學長姐、同儕甚至是後來的學弟妹以及學生，都是值得感謝

之人，帶著正向的心情從他們身上獲得許多，同樣的進入竹教大心諮

系這個大家庭，系上所有的人事物也讓我成長許多。從自己過去的經

驗，只是想要勉勵各位同學，其實在生活當中，學習或許是件很重要

的事情，可以發現系上同學都很認真投入在學習上，認真態度無庸置

疑，而積極主動的態度不傴傴是用在學習上，如何與他人交互相長，

甚至是從師長或者是學長姊身上獲取經驗，以及將經驗傳承給學弟妹

也是件很重要的事情，或許今日你是他的學長姐，而數年後很可能他

會是你的主管，很多事情都是難以預料。除了在系上的活動之外，更

鼓勵各位同學要適時地走出去，參與國內外學術研討會或者是工作坊，

與他人他校做交流，可以了解目前的學術與實務發展，更可以認識到

其他相關專業人員正在努力發展的方向，助人工作本就是一個不斷進

修求進步的行業，多與他人交流將會是有利於各位在未來職場上的銜

接。簡言之，不要小看自己的能力，相信只要各位願意，每個人都是

潛力無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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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第一步，如何有下一步？ 

                  ──許雁婷 

  接下編輯，對我來說都是一大的挑

戰，甚至有些不知從何下手，然而，面對

恐懼或難題，我想，選擇的第一步是相當重要的，沒有去嘗試看看，

不會曉得將會發生何事；以為自己做不到，但嘗試去做後，會發現沒

有自己設想的那麼困難。從六月到現在，規畫大綱乃至於邀稿、編排，

過程中，發生很多意外的事情，修改四、五次，一度擔心說會難產，

幸運的是，無論是師長或同儕，皆樂於伸出雙手，讓這份會刊可以順

利出稿。那也想告訴學弟妹們，儘管這一路上，必定會遇挫折，都別

忘了，妳的身邊其實有很多願意幫助你的人。 

 

每一次的學習，都是美好的經驗 

                    ──洪慧真 

  這是我第一次接觸編輯，才明白原來

會刊大綱是需要一修再修，為了現實，我

們要不斷的修正、討論，並且很認真地感

受和思考一年前的自己，和現在的自己，

有沒有哪裡不同，什麼是可以分享給學

弟妹們；抑或是學弟妹在入學的時候可能期待看些什麼，再尋找

適合的老師、同學或者是學長姊，進行邀稿。 

學弟妹們，會焦慮、會徬徨、會擔心、會失望等等負向情緒，是

在讀研究所中一定會出現的。經歷它後，會發現自己更茁壯的，更何

況在這條路上，有許多人在我們身旁幫我們澆水呢！希望這期的會刊

讓你們對研究所的路更有心理準備，也期待在未來的日子裡，踏實地

成為你想要成為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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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所學會的邀請，要分享碩一的經驗，我心裡冒出的第一個形

容詞就是辛酸坎坷，到底是怎麼回事呢？介紹一下我的背景，我大學

是念企管，出社會之後本著企管系能言善道的本領，先是從事電子業

業務，接著挑戰保險業業務，最後的工作是餐廳經理，很幸運地在我

有心要轉職，朝向諮商發展的時候能順利地考上竹教心諮所，也因為

很短的時間準備、很幸運考上，接下來面對的挑戰更大，老天爺是公

平的(淚)。 
非本科的同學有下修的規定，課量會比較重，碩一上期中期末都

會有報告和考試，要有心理準備，一整個學期就在無止盡的小考、大

考、報告當中渡過。研究法這門課，期中要交量的前三章，回想起來，

那是我最感到壓力的時刻，因為之前沒有研究的概念，如果可以應該

要早一點開始，否則時間一到真的非常焦慮，幸好有一群可以互相討

論精進的同學，互相支持很重要。 

下學期的選課，我們班上非本科的幾乎都放棄論文選修，我現在

仍會覺得這是個正確的決定，因為兩門實務課就已經非常精實，開學

沒多久就要接個案和帶團體，如果缺乏實務經驗，至少寒假的時候務

──心諮碩二 許雅玲 
 

非
本
科
系 

出
身
的
諮
商
路
歷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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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把理論讀熟，開學後比較能跟上，應付實務的挑戰。同樣的，諮商

實務也是有幾本教科書，最好都在實務接案前讀過，實務課會是非本

科同學較大的挑戰，也是比較需要補強的科目。 

除了投入學校課程，每每參加工作坊都帶來更多的體悟，在新竹

很幸運會有很多管道有便宜又優質的課程，或是給學生優惠的價格，

例如: 校內學諮中心、新竹生命線、新竹學諮中心…，隨時注意這些

課程資訊，好的課程報名要快，常常會額滿，工作坊通常是很有實務

經驗的講師，上完課都感覺到自己又被重新充飽了電，也會對課程的

學派有更深的理解。 

回首這一年的學習，除了專業上的成長，更大的收獲是對於自己

的發現，無論個諮或帶團體，個案都像是面鏡子，無所不在的反映出

我的模式，比我過去上心靈成長課程更無所遁形。以前我是個很匆忙

的人，說話速度快、沒耐心，聆聽時有很多主觀意識、老是在給建議，

卻以為自己很會聆聽。這一年下來，我發現自己和家人朋友相處時，

可以調整談話變慢一點，可以完整地把話聽完，可以接受模糊的空間

多一些，甚至有比較好的陪伴品質，學習助人的工作裡，得到幫助最

多的是自己，讓我更喜歡自己了。 

碩班生活雖然有點辛苦，只要努力用心照著做，修學分、論文、

實習一定能一步步穩健的達成，最重要的是莫忘初衷！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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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出身身的的研研究究所所心心體體悟悟 
──心諮碩二劉彥欣 

 我並不清楚學弟妹們選擇念諮商所的動機

是什麼，不論是本科也好，或是非本科，相信每

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一份理由。對我而言，繼續

念研究所，並不是隨波逐流，或是因為這是個「熱

門」的系，更不可能是因為念諮商會賺大錢，而

是學習諮商的經驗，教會我的其中一件事情，就

是在瞭解自己以及環境後，選擇讓自己能夠充滿

喜悅以及意義的工作。諮商讓我理解、讓我看見

他人真正的需要，用這個助人方式去幫助別人，

是我目前認為非常有意義的事。 

我認為自己並沒有什麼資格給別人建議，大學念了四年，畢業後，

我相信也沒有幾個人敢說自己能夠獨當一面，我也不例外，因為「諮

商」的學問，是「人」的學問，關於人，沒有標準答案，學習諮商的

這條路，是無止盡的。我只比其他人起步得稍稍早了些，多了一些知

識和經驗，但是關於人生，關於個案，還有很多要學習的地方。 

因為心理師法的規定，在兩年內要修滿考試需要的學分，且 3學

分的課程，所要額外花費的心力，絕不只 3小時。二上還要兼職實習，

三年級還必頇花一年去全職實習，如若想盡早畢業，論文也要盡早起

步，理論、實務、研究通通卡在一起，對於本科系的學生來說，已經

是很吃力不討好的事情了，更何況是非本科系的學生，比起許多所能

夠兩年畢業，我們只能說「最少三年畢業」。我們就像是還未受訓就

被推上戰場的小兵，只能讓自己更加茁壯，讓自己更主動積極，鞭策

自己往前，如果不往前，很快就會被如子彈般的書籍、文獻、紀錄給

壓得喘不過氣來。 

 碩班的生活，比起大學，我的心境與態度轉變了許多。一路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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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以來，讓我感觸最深的是，諮商是拿來幫助別人的工具，但是我

自己卻很少走出自己的專業，去聽見、去體驗世界上各式各樣的生活

以及聲音，上了碩班之後，我才體悟到這件事情，覺得太把自己關在

諮商的塔房裡，太相信自己的專業，而忽略人們最真實的聲音。光埋

頭於自己的研究，對於未來的工作、對於自己的成長，是有所限制的，

因為這些都沒有辦法真正貼近個案的心。 

想了想，我想送學弟妹們三個禮物。 

第一個是期許大家要有「堅定的心」。諮商專業中，學習遭受挫

折是必定的、實務能力上的不足、課業的壓力，時常會讓自己接收許

多負面能量，但只要大家能夠「清楚知道自己念諮商的理由」，知道

自己走在對的、適合自己的道路上，就不要害怕，再辛苦也只是成長

的一部分而已，重要的是找到適合自己調適壓力的方式，這個時候，

身旁的家人、同儕、學長姐與老師都會是很重要的力量，請好好善用。 

第二個是要有「開闊的心」。像前面強調的，諮商是面對「人」

的工作，我們需要讓自己練習去跟許許多多的人對話，去了解越多的

故事、去接觸更多的文化以及生活經驗，而不要固步自封於自身的專

業，只空學了一身的技術。更何況最近的台灣並不平靜，許多社會議

題、災難事件的發生，亦或是已經發生過的事件，都是我們可以去關

注的，只要是跟人有關的事情，都是我們所要學習的。 

第三個是「反省的心」。我認為學諮商的人，很重要的事情是，

時常的反省自己，如果我們看不見自身的不足，太過自傲，而無法改

進自己，又哪裡有改變的空間，又如何帶著個案往前進，讓他們相信

自己有可能改變？身旁的每一個人都是我們的明鏡，都可以成為我們

學習的對象，對生命，要保持謙卑的態度。親愛的學弟妹們，講了這

麼多，還是希望碩班的生活就算辛苦，大家也能夠學會接受與享受，

沒有什麼困難是不能解決的，大家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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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諮碩三 鄭博鴻 
(實習機構：台北旭立心理諮商中心) 

    能夠收到所學會第八期出刊的邀

稿，我首先感謝老師、學弟妹，以及所

有幫助過我的師長及同儕。這些經驗是

累積的，但過程未必甜美；我目前面試過

醫院、社區機構，以及大專院校，這三者有

其非常不一樣的工作環境、職場文化和職業需求。 

    目前就我個人的主觀經驗來看，醫院對於衡鑑、自殺防治與安寧

照護有其發展性，社區機構對於 intake、多元文化、婚姻與親密關

係和社區心理學有其要求，學校對於心理測驗、生涯諮商和心理衛生

推廣非常重視。但，三者都重視系統工作。系統工作從醫院與臨床心

理師、精神科醫師的搭配，或社區與社工和衛生主管機關的連結，還

有學校與輔導教師、導師和各處室之間的協調，三者有特別需要重視

和學習的地方。 

    你未來想去哪邊工作？從哪邊開始發展？想要什麼樣的工作夥

伴？期待什麼樣的工作方式？全職實習、論文的進度是否繼續？是否

回到離家鄉較近的地方？上述都是在投履歷以及受機構之邀前往面

試前可能會想到的項目，當然個人希望發展的理論學派與技術，自己

必頇有所瞭解。以下分成五大點來闡述我認為面試需要注意的事項： 

一、 對你要去的機構瞭解 

例如呂旭立是社區機構，它的宗旨與使命是「經驗自己，涵養生

命」，它成立的緣由是…。重點是，你為什麼想去那裡？ 

二、 對你的未來充滿想像 

    例如我希望未來能夠接近社區，並且想學習 Satir成長模式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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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自己的生命等等，碩三的實習你希望過怎麼樣的生活？ 

三、 面試時不要想當英雄 

    在進去機構面試前，把面試當作你正要去上班，因為你面對的就

是你未來一起工作的夥伴。 

 面試歷程包括團體面試→個人諮商實務演練（10-20分鐘，結束

後與督導或心理師回顧你剛才做了什麼、為什麼做這些，以及你認為

個案怎麼了）→行政面試（例如討論未來的工作方式、兼職實習時你

都做些什麼，以及你期待機構如何和你相處）等等。平常心則貫穿整

個歷程，自己的特質才會被看見。 

四、 機構不是選最好的人 

    如果你是主管，你希望找什麼樣的員工？你如何思考，就會反映

在你的行動和談吐上。 

五、 Intake、傾聽與態度 

Intake的能力，似乎滿多機構會注意這點，例如何謂 intake？

Intake和諮商的關係是什麼？Intake都在做些什麼？你可以找張椅

子或同儕練習一下，看看這 10-20分鐘，你會怎麼面對坐在你眼前的

人。 

全職實習，可能是你最後一次以學生的身分（是真的在工作）進

入這個領域的職場，想成為什麼樣的人或去什麼樣的機構，現在就可

以開始準備（或說思考）。不要忘記，同儕不是你的敵人，他們是支

持你看見這個世界的關鍵。 

[重要參考書目] 

1、網路        2、老師與同儕      3、自己對諮商的理解/對人與世界的好奇 

[實務成長書籍] 

呂嘉寧、吳志祥（譯）（2007）。心理諮商箴言─給實務工作者的 110個提醒（原

作者：James P. Carnevale）。台匇市：心理。 

易之新（譯）（2002）。生命的禮物：給心理治療師的 85則備忘錄（原作者：Irvin 

D. Yalom）。臺匇市：心靈工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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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職專班碩三 

        楊凱文 
 
 
 

 
 

 記得在去年閱讀第六期的所會學報時，明峰主任的分享讓我印

象深刻，因為一個人能從碩士開始一直念到博士結束，在台匇、中壢

兩地跑還要兼顧家庭和工作，這若非有過人的毅力與強大的熱情，恐

難以持續 10年的時間。而我自己從前年考上竹教大心諮所在職班之

後也是面臨類似的狀況，得台匇、新竹兩地跑，不過跟明峰主任的

10年比起來還是小巫見大巫，但這段分享給予我很大的鼓舞和能量，

因為這輩子我想我會一直在助人工作上奮鬥。因此在學妹邀稿下，我

就這兩年修課在時間的規劃上以及在工作上的助益，跟大家作一些分

享。 

一、 時間規劃部分 

講求效率以及善用零碎時間實在太重要了，以前我總覺得自

己在做任何事情時效率已經不錯，從小到大無論在學業上或工作

上從未遲交作業，但沒想到原來時間還是可以再「搾」出來的，

以下分享的是在職班的同學們可以運用的小秘訣囉！ 

1. 工作盡量在上班時間完成 

以我自己是學校老師而言，無論行政工作、該寫的計畫、該改

的作業以及該準備的教案，一定要求自己在上班時間完成。行

政工作部分，能預先完成的文件在開學前就準備好；新的計畫

可以跟同事們腦力激盪或結合修課靈感；教案以及上課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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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樣善用分享、經驗與資源，至於學生作業的部分可以斟

酌份量甚至改以口頭、多元評量的方式進行。總之，預先做好

工作上的準備與計畫是最重要的，能節省開學後要準備工作和

課業的時間衝突。 

2. 晚間及週末時間充分利用，每週根據授課大綱安排作業進度 

這點也就是要調適自己每個禮拜都想出門趴趴走的慾望啦！

先跟朋友與家人溝通好，平常日的晚上，一定要留個兩、三天

給自己，週末也最好要空出一天，這樣有比較完整的時間可以

思考跟寫報告，另一方面擬定每週進度徹底執行，作業一定在

當週甚至前一週就完成，切勿拖延，這樣到期末的時候比較不

會有累到要熬夜、有快崩潰的感覺喔！  

3. 同學間合作學習、善用通訊軟體 

小組的作業能和研究所的伙伴妥善分工並擬定進度，彼此督促、

交流分享文獻，若因距離、時間等因素，可善用 FB、Line、

skype等軟體進行線上討論，不但能記錄所討論的內容，也能

即時作修正，省時又有效率。 

4. 利用寒、暑假時間先進行課程預習 

在下一個學期修課前，其實老師們就會把授課大綱放在網站

上，可以預先做好修課規劃，若已選定下學期要修的課，也可

以利用放假的時間，先把老師開出來的書單、可能規劃要寫的

報告先作一些準備，開學後便能比較從容。 

二、 進修對於工作上的助益 

從大學念社工系開始開始接觸助人工作走到教育再深入諮

商輔導的領域至今，我一直有很深的體會，在這個領域的學習其

實除了幫助他人之外，受益最大的就是自己，無論在自己的情緒、

工作、人際關係上都因為自己更懂得常省思與覺察而得到心靈上

的成長。在工作上其實每個人都有期待、壓力以及遇到頻頸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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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感到挫折、無力。以自己而言，雖然在學校擔任輔導老師已經

6年時間，但碰到學生的問題越來越多元、家長與老師的期待可

能越來越多、加上升學制度的多變乖舛，有時也會有上述的感受，

但在修課過程中，像是諮商理論與實務、正向心理學、團體治療

理論與實務等課程，在上課或寫作業時，我試著將實務中自己遇

到的問題與上課時所聽到的一些內容或激發的想法作連結，漸漸

的我體會到在專業上的增長。像是在工作上，能夠讓自己更貼近

個案的想法及需要，做出更適切的評估及處遇；在與導師或家長

溝通上，也因為修課更熟悉醫療、社區等機構的運作方式以及相

關心理疾病的診斷、治療相關的知識，這都讓自己在工作的角色

上得到更多的專業肯定；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心靈也因此產生更

多的能量與熱情投入在助人工作上，所以進修雖然要花上不少時

間、有時後寫報告時更令人煩惱，但我覺得透過這樣的過程其實

也讓自己有一個重新的認識和整理，也能夠讓自己對於現在工作

上的角色能夠有一份新的體悟與想法，真的非常棒，這是念其他

研究所很難得到的附加價值。 

以上的分享希望對於在職班的同學有一些幫助並給予大家一些

進修的能量！也歡迎學弟妹們可以常和我們一起交流，最後祝福大家

在修課過程中都能收穫滿滿，並且未來可以透過諮商的專業幫助更多

人，讓我們的社會更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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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優先考量原則 對學生的期待 

古明峰 教授兼系主任 

1.學校為場域研究議題 1.積極主動、實事求是、頭腦清楚 

2.以量化為研究主軸 
2.自動自發蒐集材料、整理反思、

有自己的見地、想法 

3.先繳交一份研究構想書 3.文筆通順、流暢 

王振世 副教授 

1.必須是量化研究 1.積極主動、頭腦（邏輯）清楚 

2.先繳交一份研究構想書 2.能自我鞭策 

 
3.文筆通順、流暢 

朱惠瓊 助理教授 

1.擁有具體明晰之方向，並

能與教師專長或興趣(藝術

治療、夢工作、家婚、諮商

歷程等議題)相符 

1.須於碩二上 12 月底前提計畫，最

佳狀態為一年內完成，至遲於三年

內畢業。 

2.須具備基本研究能力(質/

量化方法 ) 或修過相關課

程，以及對作研究的興趣 

2.主動積極、具創意、樂於思考 

3.與教師討論過研究構想 3.能夠自我要求論文進度 

 

何秀珠 副教授 

1.學校輔導實務研究議題 1.積極主動、認真用心、頭腦清楚 

2.生命教育相關議題 
2.自動自發蒐集材料、整理反思、

有自己的見地、想法 

3.綜合活動領域相關議題 
3.具備研究主題相關知能並願意在

過程中不斷學習 

4.先繳交一份研究構想書 
4.願意接受指導-按照章節討論；討

論前 10-14 天前提出討論資料 

 
5.文筆通順、流暢 

 

6.論文須在學術研討會或學術刊物

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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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優先考量原則 對學生的期待 

施香如 副教授 

1.質性研究/詮釋現象學 1.主動積極，能自我設立目標. 

2.諮商歷程與效能/網路使用問

題之研究 

(for 日間碩班學生) 

2.自動自發蒐集材料、整理反

思、有自己的建地、想法。 

3.諮商相關/網路使用問題或教

育(for 在職專班學生) 

3. 需 準 時 出 席 研 究 團 體

MEETING. 

4.研究構想書 
 

 

高淑芳 副教授 

1.心理學研究議題 
1.積極主動、實事求是、頭腦

清楚。 

2.以量化為研究主軸 
2.自動自發蒐集材料、整理反

思、有自己的建地與想法。 

3.以實驗設計方法為主 

(for 日間碩班學生) 
3.文筆通順、流暢。 

高登第 教授 

1.對工商(消費)心理有強烈興趣 
1.有強烈企圖心在一年內完成

論文 

2.中英文讀寫能力佳 2.能自我鞭策論文進度 

3.熟悉 SPSS 統計軟體之操作 3.邏輯思維清楚 

 

曾文志 教授 

103 學年度休假出國進修 



 

20 

 

教師姓名 優先考量原則 對學生的期待  

 

張婉菁 副教授 

1.量化研究取向 1.積極主動，能自我要求 

2.組織心理/人力資源相關議題：

正向組織行為/工作熱情/員工幸

福感、職場心理健康/工作壓力/

工作不安全感、職家衝突/職家增

益、友善家庭政策/員工協助方

案、團隊組成/團隊創新/知識分

享、師徒制/反師徒制、科技應用/

社群媒體 

2.樂於思考 

3.具挫折容忍力 

 

許育光 教授 

1.獨立完成緒論和研究方法兩章

初稿 

必須於碩二上 12 月前

提出計劃，且三年內必

須畢業，除不可抗力之

因素，不接受延遲與停

擺(for 日間碩班學生) 

2.需已經具備基本研究能力或修

過相關課程 

 

3.具體明晰之方向且能與指導老

師相關專長或興趣相符 

(for 在職專班學生) 

 

 

劉淑瀅 副教授 

1.諮商、輔導、諮詢實務有關的研

究(for 日間碩士班) 

1.積極主動 

1.有關諮商輔導、學校輔導工作

(或實務)之行動研究 

(for 在職專班學生) 

2.有自己的關懷與理想 

2.與自身的關懷結合，想對某種現

象、人、脈絡與場域有深入的貼近

與理解者 

3.文筆通順 

3.學校輔導、性別、生命議題、禪、

自然生態心理、諮商實習、本土化

議題及身心靈整合有關的研究 

 

4.初步研究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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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本系碩士班申請指導教授程序作業要點，「碩士班指導教授之資格需曾任

教授、副教授者即曾獲博士學位且擔任助理教授二年以上及學術專長與研究

生論文之研究領域相符者。碩士班指導就受須以係內專任老師為優先對象，

必要時得由本系指導教授推薦校內其他系所教師或校外學者專家共同指導。」 

2. 自 99 學年度(含)起入學之學生，依據本系碩士學位考試實施要點第二點：須

修滿至少 24 學分並於具審查制度之學術期刊或研討會發表至少一篇以上之

文章且為第一作者始可提出學位考試申請。 

3. 依據本系碩士班申請指導教授程序作業要點第四點、碩士班論文計畫發表實

施要點第一點，論文計畫發表之三個月前應該任論文指導教授；碩士學位考

試至少三個月前應舉行論文計畫發表。 

4. 論文計畫發表及學位考試申請流程請自行上網瀏覽，路徑維繫上網頁-學生專

區-日間/夜間碩士班-學位論文及離校 

5. 論文計畫發表及學位考試指本以裝訂整齊、環保、尊重口試委員為原則，僅

離校正是論文需要膠裝。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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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星期 主題 

9 

12 五 [研習]人際歷程取向治療：整合模式書本研讀與個案

研討 

13、14 六、日 [工作坊]團體遊戲治療 

20 六 [研習]高層次同理系列-情感焦點的敘事問句 

27 六 [演講]「佛法與心理的交流」系列演講-- 

講座二：禪法在西方身心醫學之應用—以正念減壓法

(MBSR)為例 

27 六 [研討會]2014年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年會暨學術研

討會 

10 

18 六 [研習]高層次同理系列-潛意識的隱喻陪伴 

25、26 六、日 [工作坊]家庭協談能力--團體動力工作坊 

25、26 六、日 [工作坊]為你的夢境解碼～讀夢釋夢工作坊 

25-27 六-一 [工作坊]專業舞蹈治療工作坊~身體舞動三進程 

31 五 [研討會]FORMOSA產業個案及經營管理研討會 

11 

8、9 六、日 [工作坊]家庭會談工作坊 

8、9 六、日 [工作坊]家庭協談能力--團體動力工作坊 

21 五 [研討會]2014人生全程發展與學習─學習策略 

28 五 [工作坊]生涯諮詢師的發展與應用田秀蘭 

28、29 五、六 [研討會]2014教育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課程、教

學與產學合作 

12 

4、5 四、五 [工作坊]2014情緒取向治療工作坊：談青少年網癮

逃學 家族治療專業訓練課程 

6、7 六、日 [工作坊]NLP實務應用工作坊-人際篇 

8、9 一、二 [研討會]香港心理衛生會 60周年心理健康研討會 

1 10、11 六、日 [工作坊]客體關係與親密關係工作坊 

http://gepg.web2.nhcue.edu.tw/files/14-1025-21304,r4-1.php
http://gepg.web2.nhcue.edu.tw/files/14-1025-21304,r4-1.php
http://www.atpt.org.tw/course-id-20
http://www.heart.net.tw/redirect_advert.php?adv_no=1404818005
http://www.kuanyin-line.org/campaign_detail.asp?newsid=00142&nouse=334
http://www.kuanyin-line.org/campaign_detail.asp?newsid=00142&nouse=334
http://www.kuanyin-line.org/campaign_detail.asp?newsid=00142&nouse=334
http://www.guidance.org.tw/2014year/agenda.html
http://www.guidance.org.tw/2014year/agenda.html
http://www.heart.net.tw/redirect_advert.php?adv_no=1404818121
http://www.heart.net.tw/redirect_advert.php?adv_no=1407303684
http://www.heart.net.tw/redirect_advert.php?adv_no=1404817364
http://www.heart.net.tw/redirect_advert.php?adv_no=1405931713
http://bm.mcut.edu.tw/files/14-1034-14960,r320-1.php
http://www.heart.net.tw/redirect_advert.php?adv_no=1404814906
http://www.heart.net.tw/redirect_advert.php?adv_no=1407303684
http://gepg.web2.nhcue.edu.tw/files/14-1025-9999,r40-1.php
http://conference.ed.nhcue.edu.tw/
http://conference.ed.nhcue.edu.tw/
http://conference.ed.nhcue.edu.tw/
http://www.asiaeft.com/RecentEventDetail.aspx?id=62
http://www.asiaeft.com/RecentEventDetail.aspx?id=62
http://www.heart.net.tw/redirect_advert.php?adv_no=1404817207
http://www.mhahk.org.hk/chi/sub3_1_news_2014.htm#anniversaty60n10
http://www.heart.net.tw/redirect_advert.php?adv_no=140481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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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地點 公司頭銜 職務類別 

台匇淡水 台匇海洋技術學院 約用輔導員 

台匇中正 臺灣諮商心理學會 專任秘書 

台匇中正 理財專刊 人力資源人員 

桃園縣 生命線協會 諮商師/社工師 

桃園縣 開南大學 職涯就業輔導員 

新竹市 生命線協會 個案管理師 

新竹市 泰詠電子 人力資源主管 

苗栗縣 育達科技大學 諮商師/社工師 

嘉義縣 嘉義縣政府 專任輔導人員 

台南市 禾心諮商所 行政助理 

花蓮市 慈濟技術學院 專任輔導員 

台東市 台東縣政府輔導諮商中心 專任輔導人員 

 可可直直接接點點選選連連結結喔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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