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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輔導委員會 會議紀錄 

會議日期：106 年 05 月 02 日（星期二） 

會議時間：中午 12 時 00 分 

會議地點：成均館 3 樓 330 會議室 

主    席：尤惠貞學務長 

出席人員：王伯文主任、洪林伯委員、張偉雄委員、趙美玲委員、王枝燦委員、戴東

清委員、陳婷玉委員、方芷君委員、黃國樑委員、鍾國貴委員、王昌斌委

員（請假） 

學輔中心：王素敏、鄭泓鎂、林琬真、林俐彣 

資源教室：黃馨儀 

紀錄：林俐彣 

壹、主席致詞： 

感謝委員們百忙中抽空參與，今天會議有兩個提案提請大家討論，先請副學務長

（學輔中心主任）進行工作報告，再進行提案討論，謝謝。 

 

貳、上次會議（105 年 12 月 06 日）決議事項 

序號 上次會議提案 執行情形 

1 

因應學輔中心提供學生個別諮商及團體諮商之

需求，本中心除兩間現有個別諮商室外，空間

仍不敷使用，爭取團體諮商空間。 

學輔中心：持續於學校空間使用委員

會中爭取。 

2 
南華大學 105 學年度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

作計畫。 

學輔中心：已訂定本校105學年度工

作計畫並依進度執行。 

 

參、工作報告： 

一、教育部配合「學生輔導法」之頒布實施，訂定「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本校於 106

年 4 月 11 日學生事務會議中增訂「南華大學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要點」（附件一）p.4-9。 

二、105 年 12 月 22 日接受教育部針對本校實施「自我傷害輔導工作」訪視，訪視委員有國

立臺北護理科技大學林綺雲院長、國立中興大學謝禮丞副學務長、致理科技大學吳怡萱

主任，其中訪視委員對於各項自我傷害輔導工作之推動中，除針對諮商室空間不足且分

散及自殺防治演練納編秘書室外，餘委員多持肯定意見。針對委員部分建議事項，學輔

中心妥善研議後續具體強化策略後，已於 106 年 3 月 31 日函覆教育部。 

三、106 年 3 月 9 日本校接受特殊教育工作推展之訪視，訪視委員計有教育部特殊教育科-廖

雙慶科長、鄭浩宇專員、台中教育大學侯禎塘副校長、嘉義大學特殊教育中心江雪碧助

理，針對行政與運作、學習與輔導及支持與服務，三面向進行訪視評核，其中訪視委員

對於本校各項特教業務之推動多給予認同及肯定。 

四、106 年度申請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輔導工作計畫，計畫名稱：「生命教育－家庭的生

命力‧愛‧回家」校園宣導活動，獲補助 39,020 元，自籌款 2,180 元，計於五月辦理 4 場次

「亞洲家庭系列電影賞析講座」、及「《家庭的多元樣貌》家庭關係桌遊探索工作坊」。 

五、105 年度申請教育部情感教育課程與教學相關活動計畫，現已執行完畢，成果報告已報

部結案。並於 106 年度持續申請，計畫名稱「愛的四重奏－譜出美麗人生和弦」情感教

育系列活動計畫，申請金額 91,200 元，自籌款 4,800 元，計畫內容包含 4 場次「關係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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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奏」電影賞析討論會、2 場次「性與性別」系列講座、12 場次「人際關係探索」班級

輔導計畫、2 場次「轉動情緒齒輪」系列工作坊、1 場次 16 小時的「人我之間」關係探

索團體活動，尚待教育部審查中。 

六、105 年度申請教育部自殺防治守門人培訓計畫，已執行完畢，成果報告已報部結案。106

年度持續爭取本計畫，並獲補助 2 萬元，計於 106-1 辦理從「愛情這檔事與憂鬱自殺防治

講座」及「身體律動與正念減壓工作坊」增進學生對於自殺防治概念的知能，及改善同

學憂鬱不快樂氛圍。 

七、105 年度申請教育部「生命教育特色校園文化計畫」，獲補助 20 萬元，辦理「珍珠培育

計畫」及「I Can」計畫，持續執行中，預計 5 月底回收成果。 

八、學輔中心學生輔導情形統計概況（附件二）p.10-11。 

九、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生高關懷篩檢後續服務現況（附件三）p.12。 

十、資源教室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服務人數統計（附件四）p.12-13。 

十一、105-1 學輔志工隊社區服務成果（附件五）p.13-14。 

十二、導師業務執行現況（附件六）p.15-24：第一次導師會議已於 3/8 辦理完畢，第二次導

師會議預計於 6/7 辦理；五院院導師會議宣講持續辦理中。 

十三、依據本校 105 學年度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防治計畫規劃，將於本學期末前辦理 105 學年

度自殺防治演練。附 

十四、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輔導中心行事曆（附件七）p.24-26。 

 
委員們針對工作報告之建議及討論： 

陳婷玉委員：詢問團體輔導與班級輔導內容為何？ 

王伯文主任回覆：團體諮商/輔導與班級輔導皆以主題式設計，差異為團體諮商/輔導對

象以自願性參與為主，透過不同活動主題(人際關係、情緒管理、親密關係、壓力調適

等)帶領，引導學生思考自處感受，改善學生不足及缺乏之處，同時加強學生多面向的

能力增長；此外，團體諮商主要是藉由小團體裡面彼此互動及學習，創造一個可以說

出內在感受的分享空間；而班級輔導主要以班級為單位，配合班級教師或導師，依據

班級情況進行主題式輔導，較類似班級經營概念，同時透過班級輔導的實施，也因應

憂鬱與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推行宣導及教育工作，增進學生心理健康，預防憂鬱

與自我傷害的發生。 

王枝燦委員：因有同學反應欲至學輔中心預約諮商卻無法即時安排，而目前學輔中心

配置 3 位心理師，依據專業輔導人力規範，人力資源是否符合？ 

王伯文主任回覆：依據學生輔導法第 11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12條規定:專科以上學校學

生一千二百人以下者，應置專業輔導人員至少一人；目前本校校學生人數約 5400 人，

故中心專業輔導人力配置有三名專任心理師及五位兼任心理師(服務時數逾 576 時/年，

得折抵 1 位專任人力)，尚符合學生輔導導法之規範。 

尤惠貞學務長回覆：首先，今年度按照法規要求，專兼任輔導人力均按照法規比例配

置；其次，目前專業人員會審慎評估學生的諮商需求，雖然 loading 目前為止真的很辛

苦，但還不至於無法負荷，且每週都有再評估討論；第三，確實有些情況有個人的情

況，不單是學輔協助，有的同時包含家長，我們跟家長互動過程中也有很多狀況，因

此若個案如有需求，也該具體說明求助問題，否則學輔的輔導成效可能有限。 

鍾國貴委員：關於提案一部分，應於學生網路預約諮商多次未到的聯繫過程中，保留

聯繫過程之資料(如電子郵件) ，以為相關佐證資料；關於諮商預約未到之學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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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人員應主動聯繫(可約於賃居處、系辦等)關懷該生，或連繫家長知悉，以利協同

輔導該生，以避免發生不幸事件。 

王伯文主任回覆：目前都會以校務行政系統發簡訊通知學生，且系統皆留有簡訊紀錄

佐證。屆時除於諮商預約系統上載明預約後無故未到之相關說明，並加註取消資格後，

將持續追蹤原因，同時連繫家長協處。 

尤惠貞學務長回覆：我想鍾老師重點是，希望我們能主動聯繫學生，了解學生的實際

情況，避免意外事件發生。 

王伯文主任回覆：基本上我們都會去聯繫與追蹤，但本提案中所提到的個案狀況，基

本上是因為多次預約後又無故不來，聯繫家長後仍然無法改善，因此，對網路預約諮

商無故未到之學生當然會追蹤聯繫，惟針對特殊個案濫用此便利性進行設限。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學生網路預約諮商無故未到，取消學生當學期網路諮商預約之申請資格。 

說明：1.學輔中心為增加諮商預約諮商之便利性，學生可直接於校務行政系統中

直接進行線上諮商預約服務。 

2.然為改善學生線上諮商預約後，卻出現部分已預約學生無故未到之狀況，

經詢問他校（國立大學：臺南大學、嘉義大學、暨南大學、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私立科大:美和科大、臺南應用科技大學、吳鳳科技大學、崑山科技

大學、朝陽科技大學、南台科技大學），除四校未提供線上預約服務，其他

學校會再次確認學生來談意願及時間，只是若經聯繫，仍無故兩次未到，

則取消其預約資格，建議本校參考。  

決議：照案通過。惟需後續追蹤無故未到之原因，另建議，學生如因故無法出席

者，需於前一天告知學輔中心，以請假計。 

提案二 

案由：導師（教師）轉介學生至學輔中心諮商輔導前，須告知學生將予以轉介輔

導。 

說明：部分導師（教師）轉介須關懷諮商之學生至學輔中心前，未能事先告知學

生當事人知悉或經其同意，後經學輔中心聯繫時，往往無法聯繫學生或遭

學生拒絕，亦或無被諮商輔導之意願，致使難以提供諮商輔導與協助。 

決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主席結論： 

謝謝各位委員的協助。 

柒、散會： 05/02，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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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南華大學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要點 

南華大學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要點 
 

民國 106 年 4 月 11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過 

 

一、南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學生輔導需求在教育階段間得以銜接，提供整體性與持

續性轉銜輔導及服務，依據「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之規定，訂定南華大學學生轉

銜輔導及服務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依據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之定義如下： 

（一）高關懷學生：指在本校就學期間曾接受本校學務處學生輔導中心〈以下簡稱學輔

中心〉介入性輔導或處遇性輔導之學生。 

（二）轉銜學生：入學時經查為教育部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通報系統〈以下簡稱通報系

統〉中列為有持續輔導需求，或經本校評估會議確認離校後仍有持續輔導需求之

學生。 

（三）評估會議：用以評估本校學生離校後是否仍有持續輔導需求之會議。 

（四）轉銜會議：針對轉銜學生之個案資料進行交流與討論之會議。 

三、本校學輔中心運用教務處註冊組〈以下簡稱註冊組〉提供之當學年度畢業生名單，經比

對為高關懷學生，則於其畢業一個月前，召開評估會議，評估是否列為轉銜學生。 

學生未於正常修業年限畢業或未畢業而因其它原因提前離校者，註冊組應提供名單給學

輔中心為之，於離校後一個月內，召開評估會議，評估是否列為轉銜學生；未按時註冊

之學生，註冊組應於註冊截止後提供名單給學輔中心為之，於開學後一個月內，召開評

估會議，評估是否列為轉銜學生。 

前兩項評估會議成員由學務長、學輔中心主任、主責輔導人員、被評估者之導師組成，

由學務長擔任主席；必要時，得邀請學生家長、監護人或其他法定代理人、校外資源網

絡人員、專業輔導人員及其他學者專家等人列席。 

四、經評估會議評估為轉銜學生者，學輔中心應於學生離校後，將其基本資料，上傳至通報

系統，並持續追蹤六個月。當確認其進入下一間學校就讀時，應於通報系統通知現就讀

學校進行轉銜輔導及服務；追蹤屆滿六個月，學生仍未就學者，應於通報系統通知教育

部，列冊管理。 

五、註冊組應主動於學生入學後提供學生名單，交由學輔中心於入學日起一個月內至通報系

統查詢入學學生是否為轉銜學生。確認為轉銜學生者，由學輔中心啟動校內個案管理機

制，若評估有必要者，得通知學生原就讀學校進行輔導資料轉銜，並得視情況需要召開

轉銜會議，且得邀請學生原就讀學校之主責輔導人員參加轉銜會議，必要時，差旅費由

本校支付。依據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規定，輔導資料之轉銜，應取得學生本人或法

定代理人之同意書。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主動請求轉銜輔導。 

（二）基於維護公共利益之必要，經教育部同意。 

（三）基於保護學生生命、身體或健康之必要。 

（四）依其它法規規定。 

六、當發現非屬轉銜學生之入學學生，經學輔中心評估有介入性輔導或處遇性輔導之必要者，

得視情況需要，請求原就讀學校依前條所定程序，提供必要之輔導資料，或請求原就讀

學校指派輔導教師或專業輔導人員至本校參加個案會議，必要時，差旅費由本校支付。 

七、因辦理轉銜輔導及服務之相關人員，於職務上知悉之秘密或隱私及製作或持有之文書，

應予保密，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洩漏或公開。 

八、依據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規定之程序，接獲他校請求提供學生就讀本校期間之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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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學輔中心應於收受通知之次日起十五日內，將相關資料以密件轉銜至其現就讀學

校。 

為協助轉銜輔導，若現就讀學校提出派員參加該校轉銜會議或個案會議之需求，本校應

指派主責輔導人員出席。 

九、身心障礙學生依據教育部訂定之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辦理，若

其他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十、本要點經學生事務委員會審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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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華大學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流程圖〈入學〉 

 

學生入學 

註冊組提供學生入學名單予學輔中心 

學輔中心至通報系統 

查詢入學學生是否為轉銜學生 

學生入學日起一個月內 

是否為轉銜學生 

學輔中心啟動校內個案管理機制 

是否需要輔導資料轉銜 

 

是 

是 

向學生本人或 

法定代理人取得同意書  

發函通知原就讀學校 

是否召開轉銜/個案會議 

  

不同意 

是 

學輔中心召開轉銜/個案會議 

得邀請原就讀學校派員參加 

校內個案管理機制 

否 

否 

取得輔導資料 

一般發展性輔導 

否 

有介入性輔導或 

處遇性輔導之必要 

同意 

或免取得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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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華大學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流程圖〈離校〉

・當年度畢業生名單：畢業前一個月內召開 

・未於正常修業年限畢業者：離校後一個月 

內召開 

・未畢業而因其它原因提前離校者：離校後 

一個月內召開 

未按時註冊者：開學後一個月內召開 

學生離校 

學生準備離校 

註冊組提供以下學生名單予學輔中心 
 當學年度畢業生名單  

 未於正常修業年限畢業者名單 

 未畢業而因其它原因提前離校者名單 

 未按時註冊者名單 

學輔中心比對名

單是否為高關懷

召開評估會議 

否 

是 

評估是否列為轉銜學生 

是 

否 

學輔中心於學生離校後 

將其基本資料，上傳至通報系統 

學輔中心追蹤轉銜學生 

是否進入下一間學校就讀 

否 

是 

於通報系統通知現就讀學校 

進行轉銜輔導及服務 

追蹤屆滿六個月，學生仍未就學 

於通報系統通知教育部 

列冊管理 

1. 若接獲現就讀學校依據學生轉銜輔導及服

務辦法第六條規定之程序，向本校請求提供

其就讀本校期間之輔導資料，諮輔中心應於

收受通知之次日起十五日內，將相關資料以

密件轉銜至其現就讀學校。 

2. 若現就讀學校提出參加該校轉銜會議或個

案會議，本校應指派主責輔導人員出席。 



8 

輔導資料轉銜  家長同意書 

本人為              （學生身分證字號：                   ）之法定代理人（與該生之關

係：                  ），為幫助輔導工作順利銜接，同意                將子女

就讀期間之輔導摘要資料，提供給  南華大學  ；本人所同意轉銜之學生輔導相關

資料，僅供輔導相關人員查閱，  南華大學  應妥善保管，並善盡保密責任。 

此致 

                          

 

※同意可提供的學生輔導相關資料（請勾選）： 

□個別輔導摘要資料 

□休學、復學、轉學等相關資料 

□其它關鍵輔導資料 

請說明：                                                          

 

※其他建議與叮嚀事項（若無則免填）：                                 

 
簽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原就讀學校全稱) 

(原就讀學校全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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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資料轉銜  同意書 

本人為              （學生身分證字號：                   ），同意                 將

我就讀期間之輔導摘要資料，提供給     南華大學     ；我所同意轉銜之輔導相

關資料，僅供輔導相關人員查閱，      南華大學      應妥善保管，並善盡保密

責任。 

此致 

                          

 

※同意可提供的學生輔導相關資料（請勾選）： 

□個別輔導摘要資料 

□休學、復學、轉學等相關資料 

□其它關鍵輔導資料 

請說明：                                                          

 

※其他建議與叮嚀事項（若無則免填）：                                 

 
簽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原就讀學校全稱) 

(原就讀學校全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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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學生輔導情形統計 

1.學生諮商輔導晤談人數統計表 

 個案      

來源 

 

學期 

主動

求助 

高關

懷篩

檢 

轉介 

上學

期續

談 

總計 教

師 

教

官 

資

源

教

室 

其他 

（同

學、

團

體） 

104-2 人次 139 10 26 15 11 3 88 292 

105-1 人次 269 102 29 13 13 26 118 570 

105-2 

迄今 
人次 60 0 2 1 0 0 161 224 

※105-2 統計截至 4/21 

2.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學生輔導情形統計圖 

（1）105-1 受輔學生學院分布統計圖 

 

 

 

 

 

 

 

 

 

 

 

 

（2）105-1 受輔學生年級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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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受輔學生問題類型分布圖 

 

 

 

 

 

 

 

 

 

 

 

 

※其他包含生理健康。 

3.團體諮商/輔導/班級輔導統計表 

學期  團體諮商 團體輔導 班級輔導（含新生定向） 

104-2 場次 8 15 11 

人次 48 342 364 

105-1 場次 19 20 18 

人次 218 838 688 

105-2 場次 17 19 13 

人次 持續辦理中 持續辦理中 持續辦理中 

※團體諮商介紹：藉由小團體裡面彼此互動及學習，創造一個可以說出內在感受的分享空間。會

有不同的主題包括：人際關係、情緒管理、親密關係、壓力調適等支持團體等。一般而言，每週進

行一次，每次約 2 小時，進行 8 ~12 週。 

 

4.學輔中心&資源教室 105 學年度辦理知能研習/個案研討統計表 

學期  知能研習 個案研討 

105-1 場次 2 3 

人次 24 28 

105-2 場次 2 3 

人次 持續辦理中 持續辦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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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105 學年度新生高關懷個案輔導追蹤現況 

大一生 

高關懷

（105-1 期

初） 

新生 

高關懷 
適應良好 

轉介導師 

（含拒絕來談/ 

聯繫不到者） 

未註冊及 

休學者 

主動求助/ 

導師轉介 

高關懷個案 

（總人數） 

22 75 22 5 38 162 

大一生 

高關懷 

（105-1 期

末） 

持續

晤談 
結案 

適應良好--

可結案 

持續 

關懷 

轉介 

學輔  

未註冊+ 

休學者 

-可結案 

持續 

晤談 
結案 

持續關懷/ 

晤談個案 

9 13 75 22 0  5 10 28 41 

大一生 

高關懷 

（105-2 期

初） 

新生高關懷 適應良好 

轉介導師 

（含拒絕來談/ 

聯繫不到者） 

未註冊及休

學者 

主動求助/ 

導師轉介 

持續關懷/ 

晤談個案 

9 0 22 0 10 41 

大一生 

高關懷

（105-2 期

中） 

持續

晤談 
結案 適應良好 

持續 

關懷 

轉介 

學輔  

未註冊+ 

休學者 

持續 

晤談 
結案 

持續關懷/ 

晤談個案 

8 1 13 8 0 1 9 1 25 

註:原期中關懷因註冊截止日前 105.09.12 （資料下載於 105.09.15） , 致人數有所異動, 經問卷察

知高關懷人數應為 124 人（含兩位 103 級轉學生） , 加上主動求助及導師轉介者 38 人, 實際高關

懷個案為 162 人。 

【附件四】資源教室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服務人數統計 

一、年級統計圖 

 

二、服務內容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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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案晤談問題類型統計圖 

 

 

【附件五】105-1 學輔志工隊社區服務成果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心輔服務隊分別前往大林安養中心及斗南信義育幼院進行服務。 

老人服務部份，配合安養中心的生日慶生活動，安排與老人歡樂慶生，也規劃老人們最愛的帶

動唱，同時藉由手繪陀螺的時間，與老人家親近的互動。 

兒童服務部份，搭配聖誕節慶氣息，與孩童一同搭起友誼的糖屋，同時安排關卡活動，讓孩童

學習團隊合作及靈敏專注的能力。在兩次的服務體驗中，也將志工隊的熱情與愛傳遞給老人與孩童，

使給老人與孩童能放鬆身心、愉悅心情，達到我們服務關懷的目的，同時透過活動方案之設計，可

讓志工夥伴多方面的認識自己，並傳達正面的能量，提昇志工夥伴社會關懷的感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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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大林安養中心老人服務 圖 2：大林安養中心老人服務 

 

 

圖 3：斗南信義育幼院兒童服務 圖 4：斗南信義育幼院兒童服務 

 

【附件六】導師業務執行現況 

1.全校導師會議  

學輔中心於每學期提供各兩場次的全校導師會議 

學期 場次 時間 地點 

104-2 

1 104 年 9 月 30 日 

雲水居國際會議廳 

2 104 年 12 月 30 日 

105-1 

1 105 年 10 月 19 日 

2 105 年 12 月 21 日 

105-2 

1 106 年 3 月 8 日 

2 106 年 6 月 7 日 

 

2.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院導師會議宣講場次 

場次 學院 院導師會議時間 會議地點 宣講時間 宣講負責人 

1 藝術學院 4/19（三） 1200-1300 H135 徐名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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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會科學院 5/03（三） 1200-1400 永續中心 鄭泓鎂 

3 管理學院 5/10（三） 1300-1500 W411 黃馨儀 

4 科技學院 5/18（四） 1300-1500 C334 何佳璇 

5 人文學院 5/24（三） 1500-1700 C334 王素敏 

 

3.學輔中心導師百寶箱網址：

http://studentscc2.nhu.edu.tw/page3/super_pages.php?ID=page301&Sn=7 

4.院導師會議宣講資料 

一、學輔中心 

 

 

http://studentscc2.nhu.edu.tw/page3/super_pages.php?ID=page301&Sn=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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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源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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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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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學生輔導中心行事曆 

日期 時間 類別 名稱 地點 

106.02.23（四） 12:00-13:30 說明會 服務教育說明會 資源教室 

106.02.23（四） 18:00-19:30 學生活動 大家一起來健身（一） 資源教室 

106.03.01（三） 18:30-21:30 志工活動 心輔服務隊期初大會 C322 

106.03.02（四） 18:00-21:00 學生活動 資源教室期初會議暨慶生會活動 資源教室 

106.03.03（五） 15:00-17:00 支持服務 期初-動作功能評估 資源教室 

106.03.08（三） 15:00-17:00 說明會 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教育訓練 資源教室 

106.03.08（三） 15:00-17:00 會議 第一次全校導師會議 B244 

106.03.10（五） 14:00-16:00 就業輔導 工作好幫手-職務再設計 資源教室 

106.03.11（六） 09:00-16:00 團體輔導 資教志工-塔羅牌卡-成長團體 
資源教室

S108 

106.03.13（一） 11:00-12:00 頒獎活動 周大觀基金會頒獎活動 C334 

106.03.15（三） 15:00-16:00 志工活動 資教志工第一次會議 資源教室 

106.03.15（三） 18:30-21:00 志工活動 心輔服務隊自我探索系列活動 C320 

106.03.16（四） 12:00-13:00 說明會 課業加強輔導說明會 資源教室 

106.03.20- 

106.05.22 
18:00-20:00 團體 飛向夢想島-生涯探索團體 C314 

106.03.21~ 

106.05.23 
18:00-20:00 團體 心靈 FUN 輕鬆-紓壓團體 C314 

106.03.22（三） 13:00-15:00 工作坊 看見自我，彩繪心靈，遇見曼陀羅 W413 

106.03.22（三） 15:00-17:30 講座 
《我是危險情人嗎？》談親密關係的相處

與界線 
W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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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類別 名稱 地點 

106.03.22（三） 18:30-20:30 講座 《生命體驗系列講座》教育人生 S109 

106.03.23（四） 15:00-17:00 講座 讓人＂歡喜＂，讓人＂憂＂的愛情二三事 H103 

106.03.25（六） 10:00-15:00 學生活動 校慶園遊會設攤（鬆餅+飲料） 九品蓮花道 

106.03.29（三） 13:00-15:00 支援服務 就業好幫手-視障輔具 資源教室 

106.03.29（三） 13:00-16:00 工作坊 意志力-戰勝拖延及失控的時間 W411 

106.03.29（三） 18:30-20:30 講座 《生命體驗系列講座》媒體人生 S109 

106.03.29（三） 18:30-21:00 志工活動 心輔服務隊自我探索系列活動 C320 教室 

106.03.30（四） 18:00-19:30 學生活動 大家一起來健身（二） 資源教室 

106.04.12（三） 15:00-17:00 講座 
曾經良好的關係怎麼了? -認識人際過敏”

症” 
S109 

106.04.12（三） 15:00-17:00 就業講座 學長姐職場經驗分享 學海堂S110 

106.04.12（三） 18:30-20:30 講座 《生命體驗系列講座》劇場人生 S109 

106.04.12（三） 18:30-21:00 志工活動 心輔服務隊自我探索系列活動 C320 

106.04.19（三） 13:30-15:00 會議 105 年度畢業生轉銜會議 資源教室 

106.04.20（四） 09:00-12:00 輔導知能 
｢從人我關係，重拾我能感｣ ~人際歷程取

向治療在大專院校輔導工作之運用 
C330  

106.04.24~ 

106.04.27 
13:00-15:00 體驗週 心理測驗週-探索心，繪出新人生 W413 

106.04.25（二） 19:00-21:00 講座 推翻骨牌效應-婚姻平權講座 S110 

106.04.26（三） 15:00-17:00 講座 
斷捨離，掌握自己的人生-環境．時間．人

際關係樂章 
W411 

106.04.26（三） 15:00-17:00 學生活動 視障籃球運動 籃球場 

106.04.26（三） 18:30-20:30 講座 《生命體驗系列講座》創業人生 S109 

106.04.26（三） 18:30-21:00 志工活動 心輔服務隊人際互動系列活動 C320 

106.04.27（四） 18:00-19:30 學生活動 大家一起來健身（三） 資源教室 

106.04.29（六） 08:00-12:00 工作坊 心輔服務隊友誼萬萬歲工作坊 C314 

106.05.03（三） 14:00-17:00 學生活動 藝術創作 資源教室 

106.05.03（三） 15:00-17:30 講座 《不一樣，一樣》談多元性別與性別正義 W411 

106.05.03（三） 18:30-21:00 講座 
五月家圓《亞洲家庭系列電影賞析暨映後

討論會》-我的意外爸爸 
S109 

106.05.06（六） 09:00-17:00 戶外教學 資源教室戶外教學 故宮南院 

106.05.08（一） 14:00-17:00 講座 
《105-2 性別平等系列影展》 

跨國婚姻的美麗與哀愁《我的強納威》 
W411 

106.05.10（三） 18:30-21:00 志工活動 心輔服務隊服務技能系列活動 C320 

106.05.10（三） 18:30-21:00 講座 
五月家圓《亞洲家庭系列電影賞析暨映後

討論會》-爸媽不在家 
S109 

106.05.15（一） 13:00-16:00 工作坊 《身體與自我價值探索》性與性別工作坊 W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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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類別 名稱 地點 

106.05.15~ 

106.05.18 
15:00-17:00 體驗週 紓壓禪繞畫體驗週 S108 

106.05.16（二） 18:30-21:00 工作坊 五月家圓《家庭關係探索桌遊工作坊》 S110 

106.05.16（二） 19:00-21:00 講座 夫夫之道-同志伴侶相處講座 S106 

106.05.17（三） 15:00-17:00 講座 關於情緒你不知道的事～情緒勒索與界限 S109 

106.05.17（三） 18:30-21:00 講座 
五月家圓《亞洲家庭系列電影賞析暨映後

討論會》-幸福時光 
S109 

106.05.24（三） 1830-20:30 講座 桌遊 X 人際溝通協調 turn! C320 

106.05.24（三） 18:30-21:00 志工活動 心輔服務隊服務技能系列活動 C320 

106.05.24（三） 18:30-21:00 講座 
五月家圓《亞洲家庭系列電影賞析暨映後

討論會》-當愛來的時候 
S109 

106.05.25（四） 18:00-19:30 學生活動 大家一起來健身（四） 資源教室 

106.05.27（六） 08:00-12:00 校外服務 心輔服務隊校外服務活動 C314 

106.05.31（三） 15:00-17:30 講座 
《親密與暴力的一線之隔》談性騷擾與性

侵害 
W411 

106.06.01（三） 15:00-17:00 學生活動 期末會議暨畢業送舊 資源教室 

106.06.03（五） 15:00-17:00 支援服務 期末動作功能評估 資源教室 

106.06.07（三） 18:00-21:00 工作坊 情緒不倒翁與壓力調節工作坊 H207 

106.06.07（三） 15:00-17:00 會議 第二次全校導師會議 B244 

106.06.07（三） 18:30-21:00 志工活動 心輔服務隊人際互動系列活動 C320 

106.06.14（三） 18:30-21:30 志工活動 心輔服務隊期末大會 C320 

106.06.22（四） 09:00-12:00 輔導知能 
｢遊戲中的真實世界｣ ~沙遊治療在大專院

校輔導工作之運用 
C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