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6年12月28日（星期四）上午10時10分 
地    點：校本部綜二館 8樓會議室 
主 持 人：戴念華教務長 
出席人員：（詳簽名單）                                         記錄：林嘉怡 

壹、報告事項 

一、本校學生成績表修正規劃報告。（報告人：周懷樸副校長） 

說明：為因應跨領域多元學習，於成績表上增列修課相對成績及相對應之排名，

詳如附件 1。 

二、教務處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工作報告。（報告人：戴念華教務長）–附

件 2 

（一）教育部自 108 學年度起停止統一扣除博士班招生名額，並保留博士班招生名

額之 30%，授權給學校（校長）配合學校特色與發展統籌分配，期能及時彈

性提供產業前瞻技術所需之博士級研發人才。 

（二）本校自 2017 年起前進馬來西亞舉行清華盃化學科能力競賽，共計有 30 所獨

立中學學生參加。2018 年除化學科外再增加物理科能力競賽，暫訂 2018 年 7
月 14 日辦理，期有助吸引馬來西亞優秀高中生來校就讀。 

（三）依據主計室 12 月 12 日書函略以，為配合新年度業務之推動，於預算分配未

定案前，研究生獎助學金暫以 106 年度分配數 30%內執行。 

（四）2018 年旺旺中時媒體集團主辦之大學博覽會（寒假大博）訂於 2 月 24 日及

25 日，本校預計參加台北、台中、高雄三場，除依往例由課指組徵詢各院系

學生代表於攤位解說、招生組徵詢各院系遴派教師參加宣傳外，並請課指組

另徵詢去年紫荊季得獎學系於固定時段動態展示之意願，以提高本校展出之

亮點。 

（五）教育部核定 107 學年度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拾穗計畫）名額 53 名，有 694
位報名，甄選工作繁重，感謝陳榮順副教務長、參與甄選教師（含退休教師）

及校友的辛勞。本校招策中心申請教育部招生專業化計畫已獲核可，未來大

學甄選高中學習歷程佔 50%等規劃，後續再報告。 

（六）課程大綱為學生規劃選課最主要之依據，請各系所協助提醒教師配合，最遲

請於開學前完成，本學期起將課程大綱維護日期記錄於校務資訊系統內，後

續規劃做為教師升等參考資料之一。 

（七）自 106 學年度起，教務長致函感謝教學意見調查得分排名前 30%的課程教

師，其「得分排名前 30%」以院或以系所為基準計算，由各學院自行決定。 

（八）學士班校定必修通識課程修課制度修改業於 12 月 15 日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維持核心通識六選四，取消核心通識必修 10 學分，通識課程總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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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 20 學分。 

（九）配合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通過本校「教學獎

助生權益保障原則」，課程業經 12 月 15 日 106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另由教務處所提供之教學獎助生研習課程（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

助理研習營）將於 107 年 1 月 17 日至 19 日辦理。 

（十）教師多元升等：12 月 22 日校特審會決議，併校後「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學

型教師升等送審資格審查原則」執行方式由校長指定一名副校長、教務長、

竹師教育學院院長、藝術學院院長和副教務長為教學成果外審小組委員。 

（十一）12 月 22 日至 24 日與台華會合辦「第 16 屆臺灣華語文教學年會暨國際學

術研討會」，圓滿成功。 

（十二）2017 年清華與利物浦雙邊會議，11 月 20 日至 23 日於利物浦大學辦理。迄

今本校與利物浦大學雙聯學位計畫共計 22 位學生參與，已有 2 位同學獲雙

邊學位。利物浦大學校長並特別提出希望加強兩校人文領域合作，有興趣

參與的教師請與印度中心王偉中主任聯繫。 

（十三）學評中心於 12 月 12 日校務會報中進行研究主題「轉系學生入學管道與成

績分析」報告，該次會議並決議請學評中心進行學校資源配置於吸引外籍

生或本地生之效益研究報告。 

（十四）科教中心去年辦理校內外科教活動參加人次，及參觀科教中心人次，總計

超過萬人，使參與的國高中生受益良多，謝謝相關人員的辛勞。 

（十五）認知中心與工研院合作光治療，非侵入性治療憂鬱症，目前有 30 位憂鬱症

病患執行研究；並提供本校學務處相關資訊。 

（十六）印度中心執行教育部「印度區域經貿文化及產學資源中心」計畫，由本校

擔任聯盟學校（清華、中興、東海、靜宜及雲科大）之行政窗口，建置平

臺協助國內廠商前往印度發展。本年度分別於孟買、德里與臺北舉辦 3 場

「如何在印度經商」座談會，臺北場於 11 月 27 日、28 日假臺北世貿中心

舉辦，圓滿順利。 

（十七）本校與金門高中簽訂合作意向書，106 學年第 1 學期於該校安排 7 場學術

演講，提供離島高中生缺乏的優質學術與文化資源，亦有助本校離島招生。 

三、清華學院語言中心與寫作中心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工作報告。（報告人：

戴念華教務長、李清福副教務長）–附件 3 

（一）語言中心 105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通過英文畢業門檻統計資料供參。 

（二）因多益英語測驗將於 107 年 3 月 11 日起全面實施更新題型，屆時 TOEIC 系

列測驗到校舉辦之團測考試與官方舉辦之公開考試，將核發「不同樣式」的

成績單，且不提供證書申請及成績驗證服務。鑑於此一變革對參加校園團測

的學生影響甚鉅。故 106 學年第 2 學期起，本校不再辦理 TOEIC 多益校園團

測。 

（三）寫作中心英語學習相關：106 學年第 1 學期共開 14 門 workshop、4 場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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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場 English corner，共計 753 人報名，部分課程開放報名中。 

四、案由：竹師教育學院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學士班申請停招案，提請備查。（提

案單位：竹師教育學院） 

說  明： 
（一）因應合校環文系轉型，本院環文系學士班申請停招。 
（二）本案業經 106 年 10 月 17 日校務會報通過、106 年 11 月 7 日校務會議合

校報告案說明、106 年 12 月 20 日竹師教育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三）本案業於 106 年 11 月 8 日及 12 月 13 日辦理二次公聽會，確認學生修課

權益、修課規定及畢業證書內容均維持不變。 
討論意見： 
（一）環文系闕雅文主任： 

1、本案請依照法定程序處理。 
2、10 月 31 日系務會議決議因應合校，配合組織調整，環文系調整至人文社

會學院；12 月 12 日系務會議決議，系所調整計畫書--於人文社會學院下

成立環文相關獨立所、碩士在職專班及專業學程，繼續送件。 
3、近年來牛津、哈佛、劍橋及哥倫比亞等世界知名大學都朝向設立整合性培

育面對環境人類發展議題之重要新興系所，臺大也在前兩年設立永續發展

氣候變遷相關學程。本校應著重於人類環境及社會實踐議題。 
4、轉型規劃需確保學生之受教權及尊重教師之意向與權益問題。 

（二）教育學院林紀慧院長： 
1、合校過程中，人社院曾多次積極邀請環文系加入，相較於教育學院，人社

院更為相關的學術領域背景可提供環文系更強大的能量及支撐。 
2、環文系於系務會議中決議，向人文社會學院提送計畫書—申請調整於人文

社會學院：第 1 次計畫書包含學士班、獨立所、在職專班，經人文社會學

院否決；第 2 次計畫書包含獨立所、在職專班及專業學程（取消學士班）。 
3、本案為學士班停招，環文系現另有碩士班及在職專班持續招生，以現有 10

位教師支援教學及研究，因此無涉教師轉換相關權益問題。 
4、在環文系決議申請調整至人社院的情況下，若環文系學士班持續於教育學

院進行 107 學年度招生，顯然是不負責任的做法。是以教育學院院務會議

通過環文系所提調整至人社院之計畫書，其中學士班停招案，送本會議備

查。 
（三）學生代表： 

1、本案應在人社院及教務處提出書面承諾保障學生權益之後才得通過，不應

僅有口頭承諾。 
2、社會所碩士班徐光成同學：請確認備查事項是否需表決。（續經議事人員

確認，備查事項不需表決。） 
（四）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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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部函示整併、更名、停招及裁撤案，涉及師生重大權益，應經校內審

慎討論及建立共識，並應充分考量師生權益，妥善規劃。調整案請悉依校

內既定會議日程及程序辦理。 
2、目前在校之環文系學士班學生修課及輔導等問題：同其他已停招學系（原

竹教大中文系、應數系及應科系），將依各學年度學生入學時之必修科目、

學分數暨畢業總學分表開設課程，保障學生修課權益；由原環文系教師(導
師)開設以往開過的課程（保證即便只有 1 位學生也開課）及進行學業及生

活輔導；學生學業及生活輔導相關問題並由系所調整院務中心協調處理。 
決議：備查。 

貳、確認 106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紀錄。- 附件 4 

決議： 無異議通過。 

參、核備事項 

一、案由：本校「學士班必修科目四年固定化」課程，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申請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更改上課時間，提請核備。（提案單位：生醫工

程與環境科學系） 

說明： 

（一）異動科目如下： 

    科號 科目名稱 上課班別 原上課時間 擬異動時間 

BMES 325100 生理解剖學 醫環系大三 T7T8T9 W7W8W9 

（二）本校學士班課程需依標準化上課時間安排，必修科目不得更改上課時間；

如需異動上課時間，須先經系級、院級課程委員會審議，由課務組進行

線上問卷調查全校大學部學生之意見，提送院學士班會議（有含第一及

第二專長必修課程的部分）、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及教務會議核備後方

可修改。 

（三）本案業經 106 年 10 月 24 日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系課程委員會議、106 年 10 月 30 日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臨時系務會議、106 年 11 月 13 日原子科學院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由課務組進行全校學生（大學部）意見調

查，調查時間為 106 年 11 月 21 日至 11 月 26 日；續經 106 年 12 月 15
日 106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議：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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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由：新訂本校「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提請核備。（提案單位: 學務

處課外活動指導組）–附件 5 

  說明： 

（一）本校開設服務學習及勞作服務，為大學部學生必修 0 學分課程。服務

學習由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及清華學院開課，勞作服務由各院系及

學士班開設。 

（二）服務學習由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推行及審查，每學期針對課程執行

狀況定期開會討論；但勞作服務目前並沒有審查執行等機制，各單位

實施品質不一致。 

（三）依據 103 年 10 月 29 日服務學習課程討論會議：自 103 學年度第 2 學

期起，勞作服務併入服務學習選課項下。並於 105 年 6 月 20 日服務學

習（勞作服務）討論會議，研擬提升勞作服務內涵。 

（四）105 年 11 月 1 日合校後，原新竹教育大學服務學習運作模式與校本部

不同，為整併校本部服務學習、勞作服務及原竹教大服務學習課程，

透過 106 年 5 月 17 日、6 月 5 日等多次會議，進一步討論課程整合模

式，新訂本辦法。 

（五）本辦法業經 12 月 15 日 106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依據該會議委員建議：現行服務學習課程規定為「每學期每門課開課

時數以 30 個小時為原則，必須包含訓練時數 10 至 14 小時，服務時數

16 至 20 小時」，相關時數分配之規定，將明列於開課申請表及課程大

綱，供各院系教學單位知悉。本辦法經本次會議核備通過後實施，複

審課程依現行服務學習課程時數分配規定進行審查。 

決議：同意核備。 

其他建議：各系所籌辦學術研討會相關工作、海外志工之行前置作業等，

建議亦可納入服務學習範疇。 

肆、討論事項 

一、案由：新增設置「金融科技」學分學程，提請審議。（提案單位：科技管理學

院） –附件 6 
提案單位 學分學程 召集人 修習學分 修課規定 

科管院 金融科技 
計財系

韓傳祥

教授 
至少18學分 

包含「核心課程」至少9
學分，且至少9學分不屬

於學生主修、輔系及其他

學程應修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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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本學程適用對象：大二以上或研究所學生。 

（二）本學程採申請制，申請時程為每年 9 月、2 月，詳細日期及申請方式於計

量財務金融系網頁公告。 

（三）本案業經 106 年 11 月 14 日科技管理學院 106 學年度第 1 次院課程委員

會議、12 月 15 日 106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經本次會議通

過後開始實施。 

決議：無異議通過。 

其他建議： 

（一）目前本學分學程之課程多為碩博士課程，建議適度納入適合大學部低年級

學生之課程。 

（二）建議納入區塊鏈 Blockchain 相關課程。 
 

二、案由：本校「學則」第五十三條、五十四條之一修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

位: 註冊組）–附件 7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6 年 7 月 18 日公告修訂「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內容，

修正第五十三條。 

（二）依據教育部 106 年 5 月 11 日公告修訂「大學辦理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

內容，新增第五十四條之一。 

（三）條文修正對照表如下表，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7。  

（四）本案經本會議通過後，將續送校務發展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

報教育部備查。 

決議：無異議通過。 

本校「學則」第五十三條、五十四條之一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十三條  學士班應屆

畢業生或碩士班研究生

合於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標準者，由原就讀或相

關系、所、院、學位學

程助理教授以上二人推

第五十三條  學士班應屆

畢業生或碩士班研究生

合於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標準者，由原就讀或相

關系、所、學位學程教

授二人以上推薦，系

依教育部106年7月18日修

正公告之「學生逕修讀博士

學位辦法｣第三條：「符合前

條規定之學生提出申請，經

原就讀或相關系、所、院、

學位學程助理教授以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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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薦，並經擬就讀系、所、

院、學位學程之相關會

議通過，經校長核定

後，得逕行修讀博士學

位，其作業規定另定之。 
碩士班研究生合於台

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逕

修讀博士學位標準者，

依其作業規定辦理。 

務、所務或學位學程會

議審查通過，經校長核

定後，得逕行修讀博士

學位，其作業規定另定

之。 
碩士班研究生合於台

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逕

修讀博士學位標準者，

依其作業規定辦理。 

人推薦，並經擬就讀系、

所、院、學位學程之相關會

議通過及校長核定後，得准

逕修讀博士學位。」修正相

關內容。 
 

第五十四條之一 
本校博士班、碩士班甄

試及碩士在職專班錄取

學生，已畢業或應屆符合

提前畢業資格生，經錄取

系、所、院同意後，得申

請提前一學期註冊入學。 

 1.新增條文。 
2.依教育部 106 年 5 月 11
日 臺 教 高 ( 四 ) 字 第

1060050659C 號函，修正

「大學辦理招生規定審

核作業要點」第十點第一

項第五款：「各校博士

班、碩士班甄試及碩士在

職專班錄取學生，符合資

格條件者得申請提前一

學期註冊入學，相關規定

應納入各校學則統一         
規範，並於招生簡章中敘

明。」新增相關內容。 
 

三、案由：本校「碩士班研究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規定｣及「學士班應屆畢業

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規定｣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

位: 註冊組）–附件 8-1～8-5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6 年 7 月 18 日公告修訂「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附

件 8-1）內容，修正本校相關法規。 

（二）旨揭兩法規之修正對照表分別為附件 8-2、8-4，修正後全文分別為附

件 8-3、8-5。  

（三）本案經本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無異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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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由：本校「英語授課獎勵方案」第 4 條修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課

務組）–附件 9 

決議：無異議通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四、外國語文學系、英語教學系、

語言中心、外籍教師及國際

研究生學程之課程，不適用

本方案。 

四、外語系、語言中心、外籍教

師及國際研究生學程之課

程，不適用本方案。 

因應合校，新增不

適用本方案學系。 

 

五、案由：本校「培育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

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師資培育中心）–附件 10-1、10-2 

說明： 

（一）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10-1、10-2。 

（二）本案業經 106 年 12 月 15 日 106 學年度第 3 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修正

通過，續經本次會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無異議通過。 

 

六、案由：本校「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修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附件 11 

說明： 

（一）配合新制教師資格考試改為先檢定後實習，為利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

育證明書，擬刪除 4 學分半年全時教育實習等相關規定。 

（二）修正草案及對照表如附件 11。 

（三）本案業經 106 年 12 月 15 日 106 學年度第 3 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修正

通過，續經本次會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無異議通過。 

 

七、案由：本校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新增「中等學校輔導科師資職前專門課程」

及「中等學校生涯規劃科師資職前專門課程」，提請審議。（提案單

位：師資培育中心）–附件 12-1～12-4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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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輔導科規劃書草案及附錄如附件 12-1、12-2，生涯規劃科規劃書草案

及附錄如附件 12-3、12-4。 

（二）本案業經 106 年 11 月 24 日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106 學年度第 3 次系

務會議、106 年 12 月 15 日 106 學年度第 3 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通過，

續經本次會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無異議通過。 

 

伍、臨時動議 

一、建議公開教學意見調查結果—整體綜合意見：「我覺得這位教師教學表現優異」

一題之得分，作為學生選課依據。（提案單位：人社院學士班吳乃鈞同學） 

討論意見： 

（一）目前作法是由教師自行決定是否公開教學意見調查結果，但選擇公開的

教師比例不高。惟考量學生為匿名填寫教學意見調查，與教師兩造情況

並不對等，是否公開結果須審慎考慮。部分科目得分較低有很多種可能

原因，教學意見調查的最終目標是提升教學品質，公開結果很可能並非

促進教學提升的最佳方式。 

（二）教學意見調查結果除了歷來作為教師升等與校傑出教學獎評選之重要參

考依據之外，教務處刻正研議：(1)未來進行優良教學獎勵，將要求獲獎

勵教師須公開其教學意見調查結果；(2)教師薪資晉級需參照教學意見調

查結果。 

（三）學生代表可將相關意見提供學評中心，進行背景資料蒐集與分析。 

 

二、建議取消南大校區選課系統教學意見調查綁課規定（必須填寫教學意見調查，

方可進行下一學期之選課）。（提案單位：社會所碩士班徐光成同學） 

決議：由南大課務組研議本規定之合宜性及是否可以取消，於下次會議說明。 

 

三、請研議解決因兩校區選課系統未整合，導致學生無法在第一階段選擇另一校區

課程的問題。（提案單位：環文系莊詠竹同學） 

討論意見：目前兩校區選課系統雖無法整合，但如果是同學必須修習的課程，

都會進行協商請教師同意加簽。 

決議：請南大課務組將本協商機制標註於南大選課系統公告周知。 

 

陸、散會（12 時 30 分）。  

9



1 

 每科教師評分難免有分布及標準差異 
例如 二科等第分別為 A B可能均是15/50 
例如 二科等第均為 A 可能是15/50  及 30/50 
 評分分布及標準差異也造成班排名順序差異 
        每科成績表示除絕對成績 A B C外 
        擬增加相對成績：修課排名/修課人數 
 以多面向呈現成績狀況、也減少評分差異的影響 
技術面成績系統修改並無困難 
如有多人同等第時相對成績表示方式研議中。（取中位數成績

分布差異及標準的影響最小） 

每科成績表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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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106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6年10月26日（星期四）上午10時10分 
地    點：校本部綜二館 8 樓會議室 
主 持 人：戴念華教務長 
出席人員：（詳簽名單）                                       記錄：林嘉怡 

壹、業務報告 

一、教務處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工作報告。（報告人：戴念華教務長）–附

件 1 

（一）教學單位評鑑後續： 

1、依據本校教學單位評鑑辦法，各受評單位至遲應於結束訪評（104 年 11 月）

二年內，提出自我改善成果報告，送所屬學院與清華學院以及校評鑑指導委員

會審議。已將各單位於全校檢討會議（105 年 3 月）上所提出「針對評鑑委員

意見提出具體改進方案」列表提供各系所，請各單位於 11 月 30 日前回覆自我

改善成果報告，以便安排校評鑑指導委員會。 

2、教育部 106 年 4 月 20 日臺教高（三）第 1060055234 號函示，自 106 年起教育

部不再強制各校需辦理系所評鑑，系所評鑑回歸各校專業發展自行規劃。本校

將依據「國立清華大學教學單位評鑑辦法」，自明（107）年啟動展開下一週

期教學單位評鑑，確切期程後續通知。 

（二）跨院國際博士學位學程於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邀請國外學者與本校教師合開

1 學分密集班課程，國外學者來校費用由教務處酌予補助，課務組亦將本課

程納入課程查詢系統予以公告；該課程可在 2～3 週內密集上課，惟仍須滿足

教育部 1 學分授課時數之規定。此舉可彈性引進最新學術研究成果，以及國

際師資與課程，並對開拓學生國際視野有直接而有效的幫助。 

（三）教育部核定本校 107 學年度博士班招生名額 255 名，為全國大學中唯一名額

增加者。招生名額增加除了導因於合校因素，本校配合政府推動 5+2 產業發

展，培養 AI 等產業之高階人才，促使教育部同意本校回復寄存名額之申請。

惟近年本校博士班每年新生註冊人數約 200 人，107 學年度招生名額增加，

須注意避免註冊率下降。 

（四）教務處組織變更—招生組併入招生策略中心一案已通過校務會報，後續將提

送校發會及校務會議審議。未來有關招生策略擬定及實務工作等合併辦理，

將使本校招生相關運作更有效率。 

（五）教學發展中心多年來推動各式課業輔導活動，包括圖書館基礎科目課輔、英

文小班輔導、一對一學習輔導（不限科目）及線上課輔等，但學生使用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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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為提高學生使用率，未來將持續發展線上課輔；如有其他科目輔導需求，

亦歡迎各系所推薦，並請協助轉介有需求的學生參加課輔，俾提升課輔實效。 

（六）華語中心於綜二館 6 樓規劃 11 間小型教室，未來將購置組合型課桌椅，適合

小組討論運用，各系所如有需要可以借用。 

（七）原竹教大承接新竹市政府委辦之竹松社區大學，合校後持續辦理，由教務長

兼任校長一職； 107 年起教育部推動高教深耕計畫，特別重視大學需善盡社

會責任。是以竹松社區大學擬規劃開設適合新竹科學園區相關人士之課程，

請各系所鼓勵所屬教師支援開課。 

（八）教育部新南向培英計畫：2017 年秋季班本校通過 6 個補助名額，實際報到人

數 5 人。2018 年秋季班，將於 2018 年 1 月 15 日前申請。本計畫限補助東南

亞及南亞現職大學講師來台攻讀碩博士學位（以博士班優先）。計畫預計執

行 3 年，每年共補助 100 名，累計達 300 名（碩士 2 年/博士 3 年為限）。每

位學生補助學校 25,000 元/月，學生離臺停止補助，補助款由學校統籌運用。 

（九）出版社百年校慶系列叢書已完成 10 個海外校友會寄送，包含南加州、西雅圖、

大華府、波士頓、大紐約、聖地牙哥、馬來西亞、澳門、大洋洲及中國大陸。 

（十）6 月 29 日由學習評鑑中心林世昌主任代表至教育部進行「提升校務專業管理

能力計畫」第二期期中報告，結果表現優良通過，未來本計畫規劃納入本校

高教深耕計畫中繼續執行。有關招聯會新考招方案，其中重視學生學習歷程，

學習評鑑中心將蒐集各高中畢業生於大學之各方面表現予以統計、分析，其

統計分析成果將納入未來招生參考。 

（十一）印度中心舉辦之「106 學年度暑期印度文化經貿人才專班」共 30 人結業，

並從中擇優選出 10 位學員參加 9 月 3～10 日赴印度見習海外行程，活動順

利結束，該活動協助參加廠商與學生對印度有更深刻之了解。 

（十二）106 學年金門現役軍人碩士在職專班共計報到 28 名，9 月 23 日開班上課。

本專班協助現役軍人培養第二專長，能於退伍後開拓其他專業或事業，是

以報名十分踴躍，也感謝科管院教師不辭辛勞支援開課。 

（十三）本校與金門高中簽訂合作意向書，106 學年第 1 學期於該校安排 7 場學術

演講，提供離島高中生缺乏的優質學術與文化資源，亦有助本校離島招生。

未來希望各系所鼓勵教師支援演講，教務處將補助交通等相關費用。 

二、清華學院語言中心與寫作中心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工作報告。（報告人：

戴念華教務長）–附件 2 

（一）英文分級教學再精進：合校後增加教育及藝術領域，加上招生方式多元化，

本校大學部學生包含部分特殊才能之優秀學生，不同專長領域的學生有不同

的學習與能力需求，語言中心邀集部分相關學系教師組成諮詢團共同研議，

規劃更縝密的英文分級課程及相關配套措施。 

（二）教務處鼓勵各系所英文授課獎勵補助研究生獎助學金 103～106 年金額如下表。

105 年起限縮適用於研究所課程，研究所若有《必修課程》，均須以英語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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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另若有《群組幾選幾必修》，則群組中英語授課比率須達 50％（小數點

無條件進入）以上；符合前述且符合本校英語授課獎勵方案之研究所課程數

佔研究所總授課數達 30%（小數點四捨五入）以上即予補助。希望各系所加

強推動核心課程英語授課（如開設 2 班以上，其中 1 班英語授課），以利招

收外籍生。107 年起華語中心亦將開設免費華語課程密集班，協助外籍生提

升華語能力。 

年度 103 104 105 106 

補助金額（萬元） 310 380 205 391 

補助系所數 17 21 8 17 

超過 35％系所數 8 11 4 12 

方案 
英語授課課

程超過 20％ 
英語授課課

程超過 20％ 

研究所英語

授課課程 
超過 30％ 

研究所英語

授課課程 
超過 30％ 

備註：1. 103 年補助金額及系所數皆不含外語系。 
2. 105、106 年達 35％以上系所調升補助金額。  

（三）下次教務會議請語言中心報告本校學生各項英檢畢業門檻通過情形；並由語

言所針對英文畢業門檻進行 15 分鐘報告。 

貳、報告事項 

一、106 年 9 月 11 日 106 學年度第 1 次南大校區教務協調會議通過議案，送教務會

議備查（報告人：李清福副教務長）-附件 3 

決議：備查。 

其他：有關委員建議備查案另列「備查事項」一案，依據本校「校級會議議案

類型及決議」第 1 點第 3 款：「備查：指下級政府或機關間就其得全權處理

之業務，依法完成法定效力後，陳報上級政府或主管機關知悉之謂。（地方

制度法第 2 條第 5 款）會議議案安排類型為報告案。」 

參、確認 105 學年度第 5 次教務會議紀錄。- 附件 4 

決議：無異議通過。 

肆、討論事項 

一、案由：新訂本校「磨課師（MOOCs）課程經費收支管理要點」（草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教學發展中心）- 附件 5-1、5-2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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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磨課師課程於境外平臺上線，修課人數踴躍常達上萬人規模（境外

修課人數詳附件 5-1），授課教師皆為無償協助經營線上課程；為鼓勵教

師協助推廣與經營線上課程，特訂定本收支要點（如附件 5-2）。 

（二）本案業經 106 年 5 月 10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教學發展中心會議

通過。 

決議：無異議通過。 

 

二、案由：本校「學則」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註冊組）-附件 6 

說明：  

（一）南大校區教師碩士在職專班於暑期開課，與一般碩士班不同，故於學則

第 57 條新增該班修業年限。  

（二）教育部開放各大學與外國大學合作辦理學位專班或專業學（課）程，放

寛該班之修業年限、畢業學分、學分時數、學期劃分、學位授予、跨系

所（校）修讀等，新增學則第 65-1 條規範相關內容。  

（三）教育部 106 年 5 月 19 日函請各校於學則增訂「參加『青年教育與就業儲

蓄帳戶方案』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生考取學校後，申請保留入學資格或

於入學後申請休學，期間以 3 年為限且不納入原定保留入學資格或休學

期間之計算」等文字，及相關執行細節與作業方式，爰新增學則第 65-2
條以授權另定方式為之。  

（四）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學則業經教育部 106 年 9 月 14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60098134 號函准予備查修正名稱為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

竹教育大學）學則。故修正學則第 67-1 條。  

（五）本案修正對照表如下表，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6。  

（六）本案通過後提送校務發展委員會、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 

本校「學則」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十七條  碩士班研究

生修業年限為一年至四

年，但在職研究生得延長

修業年限一年。 
博士班研究生修業年

限為二年至七年，但在職

研究生得延長修業年限

二年。 
教育部核准於暑期開

設之教師碩士在職專

第五十七條  碩士班研究

生修業年限為一年至四

年，但在職研究生得延長

修業年限一年。 
博士班研究生修業年

限為二年至七年，但在職

研究生得延長修業年限

二年。 
 

1.南大校區於暑期開設有

教師碩士在職專班，該班

於以前教育部核准備查

之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學則第 66 條：「……修業

年限為二至八暑期，……
在職進修研究生未在規

定修業期限修滿應修課

程或未完成學位論文

者，……酌予延長其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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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班，其學生修業年限為二

年至八年，但在職研究生

得延長修業年限一年。 
 

期限，惟至多以二年為

限。」 
2.參酌大學法第 26 條文

字，將該班修業年限單位

由「暑期」改為「年」。

並參考校本部碩士班在

職研究生之規定，得延長

修業年限一年。 
第六十五條之一  依教育

部核准辦理之國內大學

與外國大學合作辦理學

位專班或專業學（課）

程，其修業年限、畢業

學分、學分時數、學期

劃分、學位授予、跨系

所（校）修讀等，依教

育部核准之計畫書內容

規定辦理。 

 1.本條新增。 
2.依據教育部「國內大學與

外國大學合作辦理學位

專班或專業學（課）程申

請作業須知｣，新增相關

內容。 

第六十五條之二  參加「青

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

方案」之高級中等學校

畢業生考取學校後，申

請保留入學資格或於入

學後申請休學，期間以

三年為限且不納入原定

保留入學資格或休學期

間之計算。相關執行細

節與作業方式另訂之。 

 1.本條新增。 
2.依教育部 106 年 5 月 19
日 臺 教 技 通 字 第

1060053929 號函規定新

增相關內容。 

第六十七條之一  與國立

新竹教育大學合校生效

學年度（含）已取得國

立新竹教育大學入學資

格者，適用國立清華大

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

竹教育大學）學則。 

第六十七條之一  與國立

新竹教育大學合校生效學

年度（含）已取得國立新

竹教育大學入學資格者，

適用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學

則。 

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學則

業經教育部 106 年 9 月 14
日 臺 教 高 （ 二 ） 字 第

1060098134 號函准予備查

修正名稱為國立清華大學

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

大學）學則。 
 

決議：第 57 條第 3 項修正為「教育部核准於暑期開設之教師碩士在職專班，其

學生修業年限為二年至八年，但有特殊情形者得延長修業年限一年。」，

其餘無異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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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由：新訂本校「學生出國及國外全時實習、訓練免修要點」（草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註冊組）- 附件 7 

說明： 

（一）為鼓勵本校學生擴展國際視野、增強國際競爭力，特訂定本要點，學生

經我政府或本校各單位推薦、選派出國研究、交換、全時實習、訓練者，

得申請免修必修科目。 

（二）本案通過後送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無異議通過。 

 

四、案由：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體育科申請案暨國文科、英文科與數學

科專門課程修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附件 8-1
～8-4 

說明： 

（一）合校後擬向教育部申請新增中等教程體育科，體育科專門課程申請計畫

書及附錄如附件 8-1。 

（二）校本部中國文學系、外國語文學系、數學系與南大校區中國語文學系、

英語教學系、應用數學系因同為部定適合培育系所，且有多門課程重疊

或相似；為維護學生修課權益，爰進行國文科、英文科與數學科專門課

程修正事宜。國文科專門課程修正計畫書及附錄如附件 8-2，英文科專門

課程修正計畫書及附錄如附件 8-3，數學科專門課程修正計畫書及附錄如

附件 8-4。 

（三）本案業經各科主要規劃系所相關會議、106 年 10 月 12 日各科討論會議、

及同年 10 月 13 日師培中心會議通過。 

（四）本案通過後報教育部核定。 

決議：無異議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1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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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國立清華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草案） 

106年12月15日106學年度第1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年○月○日○學年度第○次教務會議核備 

 

一、 國立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學生參與服務，學習正向的成長經驗，

增進學生之公民意識，培養學生對社會關懷與服務奉獻的精神，特定本辦法。 

二、 本校成立「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由學務長、教務處及各學院代表一人、

與學生代表二人組成。學務長為主席，課外活動指導組主任為執行秘書。小組

每學期召開會議至少一次，複審課程內容、檢討執行成效、規劃教育及學習活

動方案，以有效推動服務學習課程，責由各院系及課外活動指導組執行。 

三、 服務學習課程為0學分，以10小時為1單位，學期及暑假皆可開課。自107學年度

起入學本校學士班學生，須於畢業前修習累計至少60小時服務學習課程，成績

C-為及格標準。 

四、 課程實施方式： 

(一) 與院系有關之行政服務、或融入學系之專業性課程及學習活動等，促使學

生應用專業所學知能，提升學習效果，每門課得以10小時為1單位開課，

最高3單位。 

(二) 校內外具服務性內涵之工作，內容可包括學生社團有關之校內外服務，亦

可與校內外志工團體、校內外行政教研單位結合辦理。每門課開課時數以

3單位（30小時）為原則。 

五、 服務學習課程納入選課系統、需明訂課綱、授課教師；服務學習課程內容分由

開課單位之課程委員會及課外活動指導組初審，「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複

審。期末並進行教學意見調查、調查結果送「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作為改

進課程參考。 

六、 服務學習課程由任課教師督導並得安排助教協助；學務處及各學院分別編列服

務學習助教經費、工讀金及校外平安保險預算，以利課程之執行。 

七、 本辦法經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送教務會議核備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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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國立清華大學金融科技學分學程 規劃書 
 
一、設置宗旨 

傳統金融業結合科技已是不可逆的趨勢，企業運用科學技術提升金融服務的效率與創

新，金融科技的經濟產業逐漸升起。因應世代變遷，產業對金融科技人才的需求大幅增加，

本學分學程以培育兼具金融與數位科技之跨領域人才為目標。 
    學程專注於理論與實務分析能力的訓練，以主修金融、資訊、科學、工程相關之學生為

主要招生對象。 
 
二、課程規劃 
 核心必修課程共有三門，其中「金融科技」與「機器學習（或人工智慧、大數據相關）」

為理論基礎課程，引領不同背景的同學進入金融科技領域，學習運用科技方法運作金融服務。

「專案實習」旨在引導同學到金融機構或企業實習，未參與公司實習的同學則跟從本學程教

授群中之一位老師進行專案研究，期以理論基礎結合實務，完成金融科技專案，並參與成果

發表會。 
 選修課可選擇由金融科技教授群所開設的相關課程，提供較專業、深入的內容，整合成

一個有系統的學習路徑。 
 
三、完成學程應修之科目與學分 

選別 課名 學分 開課系所 備註 

核心必修課程 
（共計 9 學分） 

金融科技 3 計財系 由參與學程之教授群或企

業專家合授 

機器學習 或 人工智慧 
或 大數據分析 

3 資工系或

全校同類

型課程 

1.共三類主題，課程名稱見

附件一 
2.可另選一主題作為選修

課 

專案實習 3  1.未參與公司實習的同學

則跟從本學程教授群中之

一位進行專案研究 

2. 課程包含成果發表會 

 
金融科技：由計財系韓傳祥老師主持，課程內容分成幾個主題，分別邀請相關專業領域教師

或企業專家介紹金融科技 
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資工系或相關系所 
人工智慧 AI：資工系或相關系所 
大數據分析：參考資料科學學程 Data Science Program 
專案實習：申請制，到金融機構、企業實習，或由參與學程老師指導學生進行專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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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別 課名 學分 開課系所 備註 
選修 資訊安全概論 3 電機系 黃之浩 
  金融科技基礎程式設計  3 電機系 黃之浩 
  物聯網概論與應用 3 資工系 黃能富 
 多媒體技術概論 3 資工系 賴尚宏 
  人工智慧導論（英語授課） 3 資工系 蘇豐文 
  智慧型代理人（英語授課） 3 資工系 蘇豐文 
  金融科技創新與應用 3 資工系 孫宏民 
  密碼學與網路安全 3 資工系 孫宏民 
  資料探勘與應用（英語授課） 3 資工系 陳宜欣 
  高等資料庫（英語授課） 3 資工系 陳宜欣 
  時間序列 3 統計所 銀慶剛 
  金融科技管制專題研究 3 科法所 蔡昌憲 
  AI 法律政策專題研究 3 科法所 林勤富 
  財務工程專題 3 計財系 韓傳祥 
  金融計算 3 計財系 韓傳祥 
  金融風險管理實作 2 計財系 蔡子皓 
  財務計量實證專題 3 計財系 曾祺峰 
  數位創新與電子商務 3 服科所 王俊程 

  
Business Analytics Using Forecasting

預測於商業分析之應用 
3 服科所 徐茉莉 

  Service Security 3 服科所 雷松亞 
  經濟數據分析與預測 3 經濟系 余朝恩 

 

目前參與的教授群成員包括：電機系（陳博現、黃之浩） 、資工系（黃能富、賴尚宏、孫宏

民、陳宜欣、蘇豐文、沈之涯）、動機系（傅建中）、計財系（韓傳祥、蔡子晧、曾棋峰）、

經濟系（余朝恩）、服科所（王俊程、徐茉莉、林福仁）、科法所（蔡昌憲、林勤富、劉漢

威）等相關領域有興趣之教師 

正邀約有意願合作的機構以及金融科技公司等 

四、修讀學程相關規定 

1、「金融計算」為 106 學年度新設置之學程，為了瞭解修讀學生之學習背景及強化後續修讀

課程之輔導工作，本學程採申請制。 

2、學程適用對象: 大二以上或研究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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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需事先提出申請。申請時程為每年 9 月、2 月，詳細日期及申請方式請留意計量財務金

融系網頁公告。 

4、本學程應修習至少 18 學分，包含「核心課程」9 學分，且至少 9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

輔系及其他學程應修科目，即授予學程證明。 

5、學生可申請選修性質相近課程抵免本學程規劃之課程，以 6 學分為限。申請時需提供抵免

課程內容及成績證明等資料，送學程委員會審查同意後，始可抵免 

 
附件一：以下列出本校機器學習/人工智慧/大數據分析 等相關課程 

  

選別 課名 學分 開課系所 備註 

必修 人工智慧概論 3 資工系  

 數據分析與機器學習 3 經濟系  

 深度學習（研） 3 資工系 吳尚鴻 

  機器學習概論 3 資工系 李端興 

 大規模機器學習實務（研） 3 資工系 吳尚鴻 

 巨量資料技術與應用（研） 3 資工系 鄭博仁、李哲榮 
先修課程:作業系統、網路

概論、資料安全概論（修

過其中 1 科即可） 

 巨量資料分析導論（研） 3 資工系 王家祥、陳弘軒 

 機器學習理論（博） 3 EE 電機系 呂忠津 

 應用資料探勘方法於商業分析 3 ISS  

 文件探勘 3 ISS  

 人工智慧程式設計（研） 3 ICMS 計科

所 
劉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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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國立清華大學學則 
（修正後全文） 

 

89 年 6 月 8 日 88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修正第 34、45 條 
89 年 10 月 24 日教育部台（89）高（二）字第 89135977 號函備查 

89 年 12 月 28 日 89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 
90 年 4 月 23 日教育部台（90）高（二）字第 9005564 號函備查 

90 年 7 月 19 日教育部台（90）高（二）字第 90100781 號函備查 
91 年 6 月 13 日 90 學年度第 5 次教務會議修正 

91 年 7 月 11 日教育部台（91）高（二）字第 91101363 號函備查 
91 年 10 月 31 日 91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第 61 條 

92 年 5 月 30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20080384 號函備查 
94 年 6 月 22 日 93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 

94 年 8 月 15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40103835 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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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總則 

第  一  條  本校依據「大學法」、「大學法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暨「學位授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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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細則」訂定本學則。 

第  二  條  本校學生學籍及其有關事宜，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學則辦理。 

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依「大學校院辦理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

審核作業要點」及本學則辦理。 

學生因遭逢教育部認定之重大災害致使無法正常學習者，其相關彈性修業機

制，悉照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維護突遭重大災害學生學習權益處理原則」，

專案提送教務會議通過後辦理。 

第二篇  學士班學生 

第一章  入學 

第  三  條  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或同等學校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力，經本

校入學考試錄取者，得入學本校修讀學士學位。 

第  四  條  在大學修滿一學年以上肄業，或大學畢業已服兵役期滿或無常備兵役義務，或

專科學校、專修科畢業，或具專科畢業同等學力，或空中大學全修生修滿規定

學分肄業，經本校入學考試錄取者，得轉入本校學士班相當年級就讀。 

第  五  條  外國學生得依據本校報教育部核定之「外國學生入學辦法」以申請方式入學本

校。 

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得依據本校報教育部核定之｢國立清華大學學士

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招生規定｣入學本校，惟不接受以同等學力報考。 

第  六  條  新生及轉學生，應於規定日期到校辦理報到及註冊手續，逾期不到者，即取消

入學資格。因故無法如期註冊者，須於註冊日前申請延緩註冊（至多以二週為

限）。 

第  七  條  新生因重病、懷孕、生產、撫育幼兒（三歲以下子女）、參加教育實習或其他

特別事故，不能於當學年入學，得檢具有關證明於註冊前向教務處申請保留入

學資格，經核准後，毋須繳納任何費用。 

保留入學資格以一年為限，惟保留期間應徵服兵役者，得檢具在營服役證明，

再申請延長保留入學資格，俟服役期滿檢具退伍證明，於次學期辦理入學。惟

各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錄取生應於當學年度入學，不得申請保留入學

資格。 

第  八  條  學生假借、冒用、偽造、變造學歷（力）證明文件入學者或入學考試舞弊行為，

經學校查證屬實或判刑確定者，應開除學籍。開除學籍者，不發給與修業有關

之任何證明文件。如在本校畢業者，除勒令繳銷其學位證書外，並公告取消其

畢業資格。 

第八條之一  本校公費生修業期間依規定享有師資培育公費待遇，其權利義務依「師資培育

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章  繳費、註冊、選課 

第  九  條  學生每學期應繳各費，於學期註冊前公布之。 

第  十  條  學生應於本校行事曆規定之上課開始日（含）前繳交各項應繳費用，繳費完成

後即完成註冊。 

學生若未能於上課開始日次日起五日內完成註冊者應申請延期註冊，延期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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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課開始日（含）後兩週為原則，逾期未完成註冊者，除情況特殊經專案請

准延緩註冊外，應予退學。 

每學期加退選日期截止後，學生應依規定期限繳交各項學分費，逾繳費期限二

週且未辦理休學者，應予退學。 

第 十一 條  學生選課，須依照有關規定，接受所屬學系（組）、學位學程之導師輔導，並

於加退選截止日前輸入導師密碼，未輸入者次學期須先完成導師密碼輸入後，

始可網路選課。 

第 十二 條  學生當學期已註冊，於加退選截止日仍未辦理選課，除因奉派出國進修、交換、 
修讀雙學位外，應令休學。休學年限已滿者，除依學則第三十八條第二項核准 延
長休學年限外，應令退學。 

            學生每學期應修習學分數，第一至第三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十六學分，不得多

於廿五學分；第四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九學分，不得多於廿五學分。但依本校 
「全時校外實習實施辦法」辦理者、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生不受此限。 

學生若因情況特殊，經導師及系、學位學程主任核可者，得超修或酌減當學期

應修習學分數。 

第 十三 條  本校因實際需要得於暑假開班授課，其作業悉依本校報教育部備查之「暑期開

課要點」辦理。 

第 十四 條  學生校際選課依本校報教育部備查之「校際選課實施辦法」辦理。 

第 十五 條  學生得依本校「學程設置原則」，修習跨院、系、所學分學程，修畢者，發給

學程學分證明。 

第 十六 條  學生不得同時修讀上課時間衝堂之科目，如有衝堂，須於各階段選課結束前，

調整至所選科目不衝堂，否則衝堂所修之科目皆視同未選。 

第三章  修業年限、學分、成績、獎懲、請假 

第 十七 條  本校採用學年學分制，各學系、學位學程修業年限均為四學年，如未能修足規

定科目與學分者，得延長修業年限二年，身心障礙學生，得延長修業年限四年。 

各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修業年限均為一至二年，如未能修足規定科目

與學分者，得延長修業年限一年，身心障礙學生，得延長修業年限四年。 

各學系、學位學程所修學分總數不得少於一二八學分，各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

學位學程所修學分總數不得少於四十八學分，惟各學系、（含學士後）學位學

程得視實際需要，酌予提高，以二十學分為限。 

校定必修科目、各學系、（含學士後）學位學程專業（門）必修科目依相關規

定另定之。 

學生修讀教育學程、輔系或雙主修，其修業年限、必修科目與學分數，依照本

校報教育部備查之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輔系、雙主修辦法規定辦理之。 

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同類學校畢

業生以同等學力就讀本校學士班者，除第二項規定之學分總數外，應另增加至

少十二學分；其修習科目由各學系、學位學程自訂。 

清華學院學士班個人申請入學及特殊選才招生入學學生之必修科目依相關規定

另定之。 

第 十八 條  學生在規定修業年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已修足該學系、（含學士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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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學程之科目與學分數，而不合提前畢業之規定者，仍應繼續註冊入學，其應

修習學分數，依學則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學生在規定修業年限，已修足該學系、（含學士後）學位學程之科目與學分數，

並符合畢業之規定者，若因核准出國進修、交換、實習者，得繼續註冊入學，

其應修習學分數，依學則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第 十九 條  應屆畢業生缺修學分或未達成畢業條件，須於延長修業年限之第二學期重修或

補修者，第一學期得辦理休學，免予註冊；休學期限已滿者，除依學則第三十

八條第二項核准延長休學年限外，應令退學。 

前項註冊者至少應選修一個科目，否則應予退學。 

第 二十 條  學生入學前已修習或在校期間參加研習班所修習及格之相關科目及學分持有證

明者，得依本校報教育部備查之「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申請抵免學分；惟各學

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生抵免後，其實際修習取得學分數不得少於四十學

分。 

第二十一條  本校各科目之學分數依每週上課時數計算，每週上課一小時滿一學期（十八週

時）者為一學分，實習實驗科目每週上課二至三小時滿一學期（十八週時）者

為一學分。 

第二十二條  學生學業、操行成績均採等級計分法，以 C-為及格。 

性質特殊之科目，授課教師得於開課學期之前一學期第一次選課開始前，向教

務處提出申請，經教務長同意得採通過、不通過之考評方式，通過科目視同及

格，不及格或不通過科目不給學分；已修習及格或通過之科目不得重複修習，

重複修習之科目選課無效。特定科目因全校整體課程規劃之需要，需採通過、

不通過之考評方式，教務處得主動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後採行。 

有關成績等級制相關事宜依本校「學生成績作業要點」辦理。 

第二十三條  各科目學期成績，由授課教師根據各種考核計算成績。於每學期期末考結束後

二週內，上網登錄成績或將成績登記表送交註冊組簽收、登錄。 

授課教師因故無法如期繳送成績者，應於期末考試開始日前填妥「延期繳交成

績申請表」，經開課單位主管、院長簽章同意，並送教務長核定；其繳交期限

最遲延至次學期上課開始日前。 

成績未依規定申請延繳而逾期繳送者，將提送教務會議。 

第二十四條  教師提出更改學生學期成績最遲必須於次學期上課開始日後一週內提出；提出

時應以正式書面說明理由，向所屬系（所、學位學程、室、中心）主任提出，

經由系（所、學位學程、室、中心）務會議與會人員四分之三通過後，以書面

送交註冊組更改成績。 

第二十五條  學生對其個人學期成績如有疑義，依本校「學生對個人學期成績有疑問或異議

之處理程序」辦理。 

第二十六條  學生獎懲辦法及操行成績評定辦法，於學務章則中訂定之。 

第二十七條  學生學業平均成績計算方法如下： 

一、每一科目之成績乘以該科之學分數後累加計算，為成績積分總和。 
二、學期（不含暑修）修習學分數總和除成績積分總和，為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三、各學期（含暑修）修習學分數總和除成績積分總和，為學業平均成績。 

四、畢業生之學業平均成績，為其畢業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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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採通過、不通過之方式評定者，僅列計學分數，不列入平均成績計算。 

前項學業成績之計算，含不及格科目成績。 

第二十八條  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分之一者，

累計兩次，應令退學；惟下列學生不受此限： 

一、依本校外國學生入學辦法入學之外國學生。 

二、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審定之僑生、蒙藏生、原住民學生及派外人員子女

學生。 

三、大學暨僑大先修班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分發僑生。 

四、身心障礙學生，指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特殊教

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鑑定為身心障礙安置就學之學生。 

五、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甄審甄試委員會分發學生。 

六、依本校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入學學生，專案申請並經教務長核准者。 

第二十九條  學生全學期修習科目在九學分以下者，得不受本學則第二十八條之限制。 

第 三十 條  第四學年學期修習科目均不及格者，應令延長修習一學期；惟學期學業成績不

及格科目之學分數已達二分之一，且累計二次者，應令退學。 

第三十一條  學生參加考試如有舞弊行為，除該次考試以零分（等級制 X）計算外，並視情

節輕重依學生獎懲辦法懲處。 

第三十二條  學生因故不能上課者，事前須向任課教師請假。惟情形特殊者，得於事後檢具

證明補請。請病假逾三日者，須經校醫或公立醫院證明。 

凡未經准假或假期已滿未辦理續假而缺課者以曠課論。任課教師得斟酌學生曠

課之情形扣分。因懷孕、分娩或為撫育三歲以下幼兒而核准之事（病）假、產

假，其缺席不扣分；致缺課時數逾全學期授課時數三分之一時，得以補考或其

他補救措施彈性處理，補考成績並按實際成績計算。 

第四章  轉系（組、學位學程）、輔系、雙主修、雙重學籍、雙學位 

第三十三條  學生於第二學年開始前得申請轉系，於第三學年開始以前，得申請轉入性質相

近學系三年級或性質不同學系二年級；因特殊原因於第四學年開始以前，得申

請轉入性質相近學系四年級或輔系三年級肄業；其於更高年級申請者，依其已

修科目與學分，得申請轉入性質相近學系或輔系適當年級肄業。 

轉系均以一次為限，並須完成轉入學系規定之畢業條件方可畢業。 

同系轉組及轉學位學程者，比照前二項規定辦理。 

降級轉系（學位學程）者，其在二學系重複修習之年限，不列入轉入學系之最

高修業年限併計。 

依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轉校規定核准轉入本校就讀者，不得申請轉系、組、

學位學程。 

依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規定入本校就讀者，不得申請轉系、組、學位

學程、雙主修。 

第三十四條  申請轉系（含轉組、學位學程）學生應依行事曆規定日期向註冊組申請，經有

關系、學位學程會議或其授權會議審核，提轉系審查委員會議通過後始完成。

經核准轉系之學生不得再申請更改或轉返原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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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條  各學系學生自二年級起，得依照本校報教育部備查之「學生修讀輔系辦法」，

申請修讀其他學系為輔系。 

第三十六條  各學系學生自二年級起，得依照本校報教育部備查之「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

申請修讀其他學系為雙主修。 

第三十七條  學生申請雙重學籍，應於雙重學籍事實發生的當學期上課開始日前，向所屬系、

學位學程提出申請，經同意後，始具雙重學籍資格；未經同意而同時具有學籍

者，一經查獲應予退學。雙重學籍審核標準由各系、學位學程自訂。 

雙重學籍學生學分抵免事宜，悉依本校報教育部備查之「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辦理。 

本校與境外大學校院學生得依照本校報教育部備查之「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

制實施辦法」之規定修讀（雙）學位。 

第五章  休學、復學、轉學、退學 

第三十八條  學生因故申請休學者，未成年或受監護宣告學生須經法定代理人同意，得申請

休學一學期、一學年或二學年，經核准後，辦理離校手續。 

休學累計以二學年為原則。因重病並持有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證明，或特

殊事故檢具相關證明者，經系務會議通過報請教務長核准後，得延長之。學生

休學年限，其總累計至多以四學年為限。 

休學期間應徵服役者，得檢具徵集令影本申請延長休學期限至服役期滿為止，

服役期間不計入休學期限；服役期滿後，應檢具退伍令申請復學。 

學生因懷孕、分娩或為撫育三歲以下幼兒者得檢具證明申請休學，不計入休學

年限。 

學生於學期中途申請休學，最遲須於期末考試開始當日完成申請手續。 

學生休學學期內之各項成績概不採計。 

第三十九條  學生如因重大事故請假，不能參加期末考試，亦無法如期補行考試，以致在次

學期加選截止日期前無法補登成績者，得檢具證明，向所屬系主任申請，經核

准並送教務處核備後，未參加期末考試之學期，追認作休學論。 

第 四十 條  學生如患有公共防治要求之疾病而危及校內人士健康及安全，經衛生主管機關

認定需隔離治療者，必須辦理休學，否則應勒令休學。 

前項休學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 

第四十一條  學生休學期滿應於次學期上課開始日前申請復學（學期中不得復學），如擬繼

續休學者，須於應復學學期上課開始日（含）前續辦休學手續，逾期者，須於

繳費註冊後始得再申請休學。 

復學學生應在原肄業院系（組）、學位學程相銜接之年級肄業，但學期中途休

學者，復學時應入原休學之年級肄業。 

休學逾期未申請復學者以退學論。 

第四十二條  學生欲轉學他校，得申請自動退學，於辦妥離校手續後發給修業證明書。修業

證明書既經發給，學生不得請求重返本校肄業。 

第四十三條  學生除申請自動退學者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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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業成績符合學則第二十八條之情形者。 

二、休學逾期未復學者。 
三、逾期未註冊者。 

四、入學或轉學資格經審核不合規定者。 
五、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六、依學生獎懲辦法，受退學處分者。 
七、延長修業年限屆滿，仍未修足應修之科目與學分者。 

八、未經本校學系、學位學程同意，同時具有雙重學籍者。 

九、符合本學則其他規定應予退學者。 
第四十四條  學生申請自動退學，未成年或受監護宣告學生須經法定代理人同意，並向註冊

組辦理退學離校手續。 

第四十五條  退學學生，其學籍經本校核准且在校修有學期成績者，得申請發給修業證明書。

但因學則第八條或其他依規定開除學籍者，不發給與修業有關之任何證明文件。 

第四十六條  學生於本校行事曆所訂註冊日（含）前休、退學者，依「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

收取辦法」，免繳學雜（分）費。註冊日後休、退學者，須繳費後始得辦理休、

退學，並依該辦法辦理退費。 

第六章  畢業、學位 

第四十七條  學生修業期滿，且修足應修科目與學分者應予畢業。 

第四十八條  學生休學期間，如有表現優良或違犯校規行為者，本校得視情節輕重，依學務

章則之規定，予以獎懲。 

第四十九條  學生符合下列標準者得申請提前一學期或一學年畢業： 

一、必修科目與學分全部修畢。 

二、學業平均成績（GPA）每學期均在3.40以上，或學業總平均成績（GPA）

3.80以上，或學業總平均成績名次在該學系、班、學位學程該年級學生數

前百分之十以內。 
三、操行成績每學期均在A-以上。 

入學後經提高編級後至三年級（含）以上之學生，不得申請提前畢業。 

第 五十 條  學生畢業，由學校發給學位證書，並依照所屬學院及學系、學位學程分別授予

學士學位，其學位證書授予日期登載至年月，第一學期畢業者為一月、第二學

期暨暑修後畢業者為六月。 

延長修業年限原因消失時，學生得專案提出畢業申請，經教務長核可後，其學

位證書授予日期登載為核可之畢業年月。 

第三篇  碩、博士班研究生 

第一章  入學 

第五十一條  凡經教育部立案之本國大學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各大學各學系畢業具

有學士學位，或具有同等學力者，經本校碩士班入學考試錄取，得入學本校修

讀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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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條  凡經教育部立案之本國大學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各大學畢業具有碩士

學位，或具有同等學力資格，經本校博士班入學考試錄取者，得入學本校修讀

博士學位。 

第五十三條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或碩士班研究生合於逕行修讀博士學位標準者，由原就讀或

相關系、所、院、學位學程助理教授以上二人推薦，並經擬就讀系、所、院、

學位學程之相關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得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其作業規定

另定之。 

碩士班研究生合於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標準者，依其作業規

定辦理。 

第五十四條  外國學生得依據本校報教育部核定之「外國學生入學辦法」以申請方式入學本

校碩、博士班修讀碩、博士學位。 

第五十四條之一  本校博士班、碩士班甄試及碩士在職專班錄取學生，已畢業或應屆符合提

前畢業資格生，經錄取系、所、院同意後，得申請提前一學期註冊入學。 

第二章  選課、指導教授 

第五十五條  研究生每學期至少須修習一門課程（含論文、論文研究），未依規定選課者，

應令休學。休學年限已滿者，除依學則第三十八條第二項核准延長休學年限外，

應令退學。 

第五十六條  研究生應依系、所、學位學程規定選定指導教授，畢業前須經指導教授同意提

出論文，經系、所、學位學程主管同意後送教務處登記。 

研究生之配偶或三親等內之血親、姻親，不得擔任其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除須具備學位授予法規定之學位考試委員資格外，其餘由各系、所、

學位學程自行規定，但至少須有一人具本校專任助理教授以上之資格。 

本校專任教師退休，其退休前尚有已持續指導三學年（含）以上之博士生，或

持續指導三學期（含）以上之碩士生未完成學位考試者，經原服務系所、學位

學程主管同意，不受前項「至少須有一人具本校專任助理教授以上之資格」限

制。 

第三章  修業年限、學分、成績 

第五十七條  碩士班研究生修業年限為一年至四年，但在職研究生得延長修業年限一年。 

博士班研究生修業年限為二年至七年，但在職研究生得延長修業年限二年。 

教育部核准於暑期開設之教師碩士在職專班，其學生修業年限為二年至八年，

但有特殊情形者得延長修業年限一年。 

第五十八條  碩士班研究生除論文外至少須修滿廿四學分。 

博士班研究生除論文外至少須修滿十八學分，其中專業課程不得少於十二學

分。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研究生至少應修滿三十學分，其中專業課程不得少於廿

四學分。 

碩、博士班研究生論文學分另計。 

各系、所、學位學程得視需要提高學分數，或訂定必修科目與學分。 

依「國立清華大學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核准入學之境外博士班

學生，其畢業應修科目及學分，若雙方合約或備忘錄另有約定者，依合約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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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錄規定辦理，但不得低於就讀本校之系、所、學位學程博士班現行規定畢業

應修總學分數三分之一。 

第五十九條  研究生學業及操行成績採用百分計分法，學業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操行成績

以六十分為及格。自 9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成績採等級計分法，學業成績以 B-
為及格，操行成績以 C-為及格。 

性質特殊之科目，授課教師得於開課學期之前一學期第一次選課開始前，向教

務處提出申請，經教務長同意得採通過、不通過之考評方式，通過科目視同及

格，不及格或不通過之科目不給學分；非經各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同意已

修習及格或通過之科目不得重複修習，重複修習之科目選課無效。特定科目因

全校整體課程規劃之需要，需採通過、不通過之考評方式，教務處得主動提送

校課程委員會審議後實施。 

第 六十 條  碩士班、博士班畢業生之學業平均成績與學位考試成績之平均，為其畢業成績。 

前項學業平均成績之核算，比照本學則第二十七條規定辦理。 

第四章  轉系所（組、學位學程） 

第六十一條  研究生修業一學期以上，經原就讀系、所暨擬轉入之系、所雙方指導教授（或

導師）、主任（所長）同意得申請轉系、所。 

申請轉系、所研究生須依行事曆規定日期向教務處申請，經有關系、所審查，

提轉系、所審查委員會議通過後始完成。經核准轉系、所之研究生不得再申請

更改或轉返原系、所。轉系、所均以一次為限，並須完成轉入系、所規定之畢

業條件，方得畢業。 

同一系、所轉組及轉學位學程者，比照前二項規定辦理。 

依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轉校規定核准轉入本校就讀者，不得申請轉系、所、

組、學位學程。 

第五章  退學 

第六十二條  研究生除申請自動退學者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 

一、入學資格經審核不合者。 
二、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復學者。 

三、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四、依學生獎懲辦法，受退學處分者。 
五、修業年限屆滿，仍未修足所屬系、所、學位學程規定應修科目與學分者。 

六、未通過本校學位考試細則規定之各項考核者。 
七、未經本校系、所、學位學程同意，同時具有雙重學籍者。 

八、除論文外，各科學期成績全部不及格，經系、所務、學位學程會議通過予

以退學者。 
九、已授學位之論文有抄襲、剽竊或偽造數據情形嚴重，經調查屬實者。 

十、符合本學則其他規定應予退學者。 

第六章  畢業、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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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條  研究生學位考試悉依本校報教育部備查之「碩士學位考試細則」及「博士學位

考試細則」辦理。 
第六十四條  研究生在修業年限內修足應修科目及學分並通過論文考試及完成論文審定者，

由學校發給學位證書，並依照所屬學院及系、所、學位學程分別授予碩、博士

學位，其學位證書授予日期登載規定如下： 
一、博士班：以通過論文考試並完成論文審定之年月為準。 
二、碩士班：每月發證一次，以通過論文考試並完成論文審定之年月為準。 

修讀教育學程研究生，其學位證書授予日期於本校報教育部核定之「學生修習

教育學程辦法」中規定之。 

第七章  其  他 

第六十五條  研究生保留入學資格、繳費、註冊、選課、學分抵免、更改成績、請假、休學、

復學、雙重學籍、雙學位、開除學籍等規定，比照學士班相關條文規定辦理。 

惟博士班學生休學累計以二學年為原則。因重病並持有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

上證明，或特殊事故檢具相關證明者，經系務、所務或學位學程會議通過報請

教務長核准後，得延長之。其休學年限總累計至多以六學年為限。如因懷孕、

分娩或為撫育三歲以下幼兒者得檢具證明申請休學，不計入休學年限。 

雙重學籍學生於兩校提出之學位論文題目及內涵應有所不同，已取得學位之論

文經本校系、所、學位學程認定學位論文題目或內涵具相似性，應依本校「博、

碩士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辦理，經學術倫理委員會審定確認

後，撤銷本校授予之學位，公告註銷及並追繳已發之學位證書；在學肄業生另

依本校「在學肄業學生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處理。 

同時於本校兩個以上系、所、學位學程就讀者，除另有規定外，比照前項跨校

雙重學籍辦理。已取得學位之論文題目或內涵經任一系、所、學位學程認定具

相似性，由學術倫理委員會審定確認後撤銷其中一個學位。 

第六十五條之一  依教育部核准辦理之國內大學與外國大學合作辦理學位專班或專業學（課）

程，其修業年限、畢業學分、學分時數、學期劃分、學位授予、跨系所（校）

修讀等，依教育部核准之計畫書內容規定辦理。 

第六十五條之二  參加「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生考取學校後，

申請保留入學資格或於入學後申請休學，期間以三年為限且不納入原定保留入

學資格或休學期間之計算。相關執行細節與作業方式另訂之。 

第四篇  附則 

第六十六條  受退學處分或開除學籍學生，依規定提出申訴者，申訴結果未確定前，在校生

得繼續就讀。申訴結果獲撤銷原處分時，其申訴期間所修習之科目、成績予以

採認，若維持原處分，則不予採認亦不發給此期間就讀之任何證明文件。 

前項受處分學生，經校內申訴，未獲救濟者，得依法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而獲

本校另為處分得復學者，應於二年內復學，因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時，得辦

理休學，此間休學不併計於本學則第三十八條規定之休學年限內。 

第六十七條  新生及轉學生入學時，須繳交學籍卡及相關證明文件。 
本校學生學籍資料所登記學生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應以身分證所載者為準，

入學資格證件所載與身分證所載不符者，應即更正。 

30



在校學生及畢（肄）業校友申請更改（正）姓名或出生年月日者，應檢附戶政

機關發給之戶籍謄本或甲式戶口名簿。 
各項學籍、證明文件及相關申請文件保存期限由教務處另訂之。 

第六十七條之一  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合校生效學年度（含）已取得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入學

資格者，適用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學則。 
第六十八條  本學則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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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 ( 民國 106 年 07 月 18 日 修正 ) 

 第 1 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二十三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修讀學士學位應屆畢業生，修業期間成績優異，並具有研究潛力。 

二、修讀碩士學位學生，修業期間成績優異，並具有研究潛力。 

前項所稱成績優異及研究潛力之認定基準，由各大學定之。 

第 3 條 

符合前條規定之學生提出申請，經原就讀或相關系、所、院、學位學程助理教

授以上二人推薦，並經擬就讀系、所、院、學位學程之相關會議通過及校長核

定後，得准逕修讀博士學位。 

第 4 條 

各系、所、院、學位學程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名額，以該系、所、院、學位學程

當學年度教育部核定博士班招生名額百分之四十為限，並得於學院內流用。但

各系、所、院、學位學程之核定招生名額不得全數以逕修讀博士學位方式錄取。 

前項名額應包含於當學年度教育部核定學校招生總量內。 

第 5 條 

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修讀學士學位應屆畢業生，應於經核准逕修讀博士學位之

學年，取得學士學位，於就讀前未取得者，廢止其逕修讀博士學位資格。 

第 6 條 

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修讀系、所、院或學位學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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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審查通過及校長核定後，得申請回原系、所、院或學位學程繼續修讀碩士

學位或申請轉入相關系、所、院或學位學程修讀碩士學位： 

一、因故中止修讀博士學位。 

二、未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 

三、未通過博士學位考試且未符合第七條規定。 

前項學生經原系、所、院或學位學程或相關系、所、院或學位學程會議審查通

過，並依規定修讀完成碩士學位應修課程，提出論文，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

考試通過者，授予碩士學位，其修讀博士學位修業時間不併入修讀碩士學位最

高修業年限核計。 

第 7 條 

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修業期滿，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後，未通過博士

學位考試，其博士學位論文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認定合於碩士學位標準者，

得授予碩士學位。 

第 8 條 

各大學辦理逕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規定及認定基準，應提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

通過後實施。 

第 9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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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2 

本校「碩士班研究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規定」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本校及台灣聯合大學系

統碩士班研究生修業

一年以上，成績優異並

具有研究潛力者，經原

就讀或相關系、所、

院、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以上二人推薦，得向本

校設有博士班之系、

所、院、學位學程申請

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前項成績優異及研究

潛力之認定標準，由各

系、所、院、學位學程

訂定，並送教務處備

查。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碩

士班研究生跨校逕讀

博士學位，依「台灣聯

合大學系統學生逕修

讀博士學位作業要點」

及本作業規定辦理。 

一、本校及台灣聯合大學系

統碩士班研究生修業

一年以上，成績優異並

具有研究潛力者，經原

就讀或相關系、所、學

位學程教授二人以上

推薦，得向本校設有博

士班之系、所、學位學

程申請逕行修讀博士

學位。 
前項成績優異及研究

潛力之認定標準，由各

系、所、學位學程訂

定，並送教務處備查。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碩

士班研究生跨校逕讀

博士學位，依「台灣聯

合大學系統學生逕修

讀博士學位作業要點」

及本作業規定辦理。 

依教育部106年7月18日修

正公告之「學生逕修讀博士

學位辦法｣第三條：「符合前

條規定之學生提出申請，經

原就讀或相關系、所、院、

學位學程助理教授以上二

人推薦，並經擬就讀系、

所、院、學位學程之相關會

議通過及校長核定後，得准

逕修讀博士學位。」修正相

關內容。 
 

二、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之研究生，應於公告時

間內向擬逕讀系、所、

院、學位學程提出申

請，逾期不予受理。惟

情形特殊者，得於第一

學期期末提出申請，但

以該學年度仍有餘額

為限。 

二、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之研究生，應於每年七

月三十一日前向擬逕

讀系、所、學位學程提

出申請，逾期不予受

理。惟情形特殊者，得

於第一學期期末提出

申請，但以該學年度仍

有餘額為限。 

1.因本校現行逕博作業分

多梯次公告受理，故改為

公告時間內，以提供彈

性。 

2.依教育部106年7月18日
修正公告之「學生逕修讀

博士學位辦法｣第三條規

定修正。 

三、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之研究生，須繳交下列

各件： 
(一)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申

請書一份。 

三、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之研究生，須繳交下列

各件： 
(一)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申

請書一份。 

依教育部106年7月18日修

正公告之「學生逕修讀博士

學位辦法｣第三條規定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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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碩士班歷年成績單一

份。 
(三)助理教授以上推薦函

二封。 
(四)系、所、院、學位學程

指定繳交之資料。 

(二)碩士班歷年成績單一

份。 
(三)教授推薦函二封以上。 
(四)系、所、學位學程指定

繳交之資料。 

四、各系、所、院、學位學

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研究生，應由系、所、

院、學位學程會議或其

授權會議通過，並將通

過名單送教務處簽報

校長核定。其核准名額

與本校學士班應屆畢

業生逕行修讀博士學

位及台灣聯合大學系

統學生逕修讀博士學

位核准名額合計，以該

系、所、院、學位學程

當學年度博士班核定

招生名額百分之四十

為限，並得於學院內流

用。但各系、所、院、

學位學程之核定招生

名額不得全數以逕修

讀 博 士 學 位 方 式 錄

取。核准跨校逕修讀博

士學位之名額，以全校

招生名額之百分之五

為上限。 

四、各系、所、學位學程逕

行修讀博士學位研究

生，應由系、所、學位

學程會議或其授權會

議通過，於八月三十一

日前送教務長核定。其

核准名額與本校學士

班應屆畢業生逕行修

讀博士學位及台灣聯

合大學系統學生逕修

讀博士學位核准名額

合計，以該系、所、學

位學程當學年度博士

班核定招生名額百分

之四十為限，如遇小數

點得全部進位，但招生

名額不足五名者，至多

以二名為限。核准跨校

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名

額，以全校招生名額之

百分之五為上限。 

1.依教育部106年7月18日
修正公告之「學生逕修

讀博士學位辦法 ｣第

三、四條規定修正。其

中第四條規定為：「各

系、所、院、學位學程

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名

額，以該系、所、院、

學位學程當學年教育部

核定博士班招生名額百

分之四十為限，並得於

學院內流用。但各系、

所、院、學位學程之核

定招生名額不得全數以

逕修讀博士學位方式錄

取。前項名額應包含於

當學年教育部核定學校

招生總量內。」 
2.文字修改為與本校學士

班應屆畢業生逕行修讀

博士學位作業規定之敘

述用語相同。並因本校

實際逕博作業係分多梯

次進行，故刪除固定時

間八月三十一日，以提

供彈性。並依教育部「學

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

｣第三條規定，修正須經

校長核定。 
七、本校逕行修讀博士學

位研究生，未通過資

格考核或因故申請

中止修讀者或未通

七、本校逕行修讀博士學

位研究生，未通過資

格考核或因故申請中

止修讀者，得檢具申

依教育部106年7月18日修

正公告之「學生逕修讀博士

學位辦法｣第六條規定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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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過博士學位考試且

未符合第六點規定

者，得檢具申請表申

請 轉 回 碩 士 班 就

讀，經現修讀博士班

及欲就讀碩士班之

系、所、院、學位學

程會議或其授權會議

通過，教務長、校長核

定後，得再回碩士班就

讀。跨校逕修讀博士學

位之碩士班研究生合

於前項情形者得檢具

申請表申請轉入逕修

讀博士學位之系、所、

院、學位學程修讀碩

士學位，經轉入修讀

系、所、院、學位學程

會議或其授權會議通

過，教務長、校長核定

後，始得轉入碩士班就

讀。 

前項研究生在博士班

修業期間不併入碩士

班最高修業年限核

計，在學期中轉回（入）

者，該學期以就讀碩士

班計算。 

轉回（入）碩士班就

讀後，不得再行申請逕

行修讀博士學位。 

請表申請轉回碩士班

就讀，經現修讀博士

班及原就讀碩士班之

系、所、學位學程會

議 或 其 授 權會 議 通

過，教務長核定後，得

再回碩士班就讀。跨校

逕修讀博士學位之碩

士班研究生合於前項

情形者得檢具申請表

申請轉入逕修讀博士

學位之系、所、學位學

程修讀碩士學位，經轉

入修讀系、所、學位學

程會議或其授權會議

通過，教務長核定後，

始得轉入碩士班就讀。 

前項研究生在博士班

修業期間不併入碩士

班 最 高 修 業 年 限 核

計，在學期中轉回（入）

者，該學期以就讀碩士

班計算。 

轉回（入）碩士班就讀

後，不得再行申請逕行

修讀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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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3 

國立清華大學碩士班研究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規定 

（修正後全文） 
 

85學年度第5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1月17日101學年度第3次教務會議修正 

105年1月14日104學年度第3次教務會議修正第4條 

○年○月○日○學年度第○次教務會議修正 

一、本校及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碩士班研究生修業一年以上，成績優異並具有研究潛力者，經原

就讀或相關系、所、院、學位學程助理教授以上二人推薦，得向本校設有博士班之系、

所、院、學位學程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前項成績優異及研究潛力之認定標準，由各系、所、院、學位學程訂定，並送教務處

備查。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碩士班研究生跨校逕讀博士學位，依「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逕修讀

博士學位作業要點」及本作業規定辦理。 

二、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之研究生，應於公告時間內向擬逕讀系、所、院、學位學程提出

申請，逾期不予受理。惟情形特殊者，得於第一學期期末提出申請，但以該學年度仍

有餘額為限。 

三、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之研究生，須繳交下列各件： 

（一）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申請書一份。 

（二）碩士班歷年成績單一份。 

（三）助理教授以上推薦函二封。 

（四）系、所、院、學位學程指定繳交之資料。 

四、各系、所、院、學位學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研究生，應由系、所、院、學位學程會議

或其授權會議通過，並將通過名單送教務處簽報校長核定。其核准名額與本校學士班

應屆畢業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及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核准名額合

計，以該系、所、院、學位學程當學年度博士班核定招生名額百分之四十為限，

並得於學院內流用。但各系、所、院、學位學程之核定招生名額不得全數以逕修

讀博士學位方式錄取。核准跨校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名額，以全校招生名額之百分之五

為上限。 

五、核准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之研究生，自核准學年起，悉照博士班一年級新生應修課程、

修業年限及成績考查之規定辦理。  

六、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研究生修業期滿，通過資格考核但未通過博士學位考試，其博

士學位論文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決定合於碩士學位標準者，得授予碩士學位。  

七、本校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研究生，未通過資格考核或因故申請中止修讀者或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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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學位考試且未符合第六點規定者，得檢具申請表申請轉回碩士班就讀，經現

修讀博士班及欲就讀碩士班之系、所、院、學位學程會議或其授權會議通過，教務

長、校長核定後，得再回碩士班就讀。跨校逕修讀博士學位之碩士班研究生合於前項情

形者得檢具申請表申請轉入逕修讀博士學位之系、所、院、學位學程修讀碩士學位，

經轉入修讀系、所、院、學位學程會議或其授權會議通過，教務長、校長核定後，始得

轉入碩士班就讀。 

前項研究生在博士班修業期間不併入碩士班最高修業年限核計，在學期中轉回（入）

者，該學期以就讀碩士班計算。 

轉回（入）碩士班就讀後，不得再行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八、本作業規定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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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4 

本校「學士班應屆畢業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規定」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本校及台灣聯合大學系

統之學士班應屆畢業

生，成績優異並具有研

究潛力者，得申請於校

內各系、所、院、學位

學程逕行修讀博士學

位。 
前項成績優異及研

究潛力之認定標準，由

各系、所、院、學位學

程訂定，並送教務處備

查。 

一、本校及台灣聯合大學系

統之學士班應屆畢業

生，成績優異並具有研

究潛力者，得申請於校

內各系、所、學位學程

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前項成績優異及研

究潛力之認定標準，由

各系、所、學位學程訂

定，並送教務處備查。 

依教育部106年7月18日修

正公告之「學生逕修讀博士

學位辦法｣第三條規定修

正。 

二、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之學生，應於公告時間

內向擬逕讀系、所、

院、學位學程提出申

請，逾期不予受理。 

二、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之學生，應於公告時間

內向擬逕讀系、所、學

位學程提出申請，逾期

不予受理。 

依教育部106年7月18日修

正公告之「學生逕修讀博士

學位辦法｣第三條規定修

正。 

三、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之學生，須繳交下列各

件： 
(一)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申請

書一份。 
(二 )學士班歷年成績單一

份。 
(三)助理教授以上推薦函二

封。 
(四)系、所、院、學位學程

指定繳交之資料。 

三、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之學生，須繳交下列各

件： 
(一)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申請

書一份。 
(二 )學士班歷年成績單一

份。 
(三)教授推薦函二封以上。 
(四)系、所、學位學程指定

繳交之資料。 

依教育部106年7月18日修

正公告之「學生逕修讀博士

學位辦法｣第三條規定修

正。 

四、各系、所、院、學位學

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學

生，應由系、所、院、學

位學程會議或其授權會

議通過，並將通過名單送

教務處簽報校長核定。其

核准名額與本校核准碩

士班研究生逕行修讀博

四、各院系、所、學位學程

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學

生，應由系務、所務、學

位學程會議或指定之委

員會議通過，並將通過名

單送教務處簽報校長核

定。其核准名額與本校核

准碩士班研究生逕行修

1. 依教育部106年7月18日
修正公告之「學生逕修

讀博士學 位辦法 ｣第

三、四條規定修正。 
2. 文字修改為與本校碩士

班研究生逕行修讀博士

學位作業規定之敘述用

語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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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士學位名額及台灣聯合

大學系統學生逕修讀博

士學位核准名額合計，以

該系、所、院、學位學程

當學年度博士班核定招

生名額百分之四十為

限，並得於學院內流用。

但各系、所、院、學位學

程之核定招生名額不得

全數以逕修讀博士學位

方式錄取。 

讀博士學位名額及台灣

聯合大學系統學生逕修

讀博士學位名額，合計不

得超過該系、所、學位學

程當學年度博士班核定

招生名額百分之四十，但

招生名額不足五名者，至

多核准二名為限。 
 

五、核准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之學士生，應於經核准逕

修讀博士學位之學年，取

得學士學位，於就讀前未

取得者，廢止其逕修讀博

士學位資格。  
  

五、核准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之學士生，需於當學年度

取得學士學位，並於次學

年度就讀博士班，不得保

留入學資格。  
前項學生為成績優異

提前一學期畢業者，得於

取得學士學位之次學期

入學就讀博士班。 

依教育部106年7月18日修

正公告之「學生逕修讀博士

學位辦法｣第五條規定修

正。 

七、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學

生，未通過資格考核或因

故申請中止修讀者或未

通過博士學位考試且未

符合第六點規定者，得檢

具申請表申請轉入碩士

班就讀，經現修讀博士班

及欲就讀碩士班之系、

所、院、學位學程會議或

其授權會議通過，教務

長、校長核定後，得轉入

碩士班就讀。 
前項研究生在博士班

修業時間，不併入碩士班

最高修業年限核計，在學

期中轉入者，該學期以就

讀碩士班計算。 
修畢各系、所、院、學

位學程碩士班規定之應

七、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學

生，未通過資格考核或因

故申請中止修讀者，得檢

具申請表申請轉入碩士

班就讀，經現修讀博士班

之系務、所務、學位學程

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

得轉入該系、所、學位學

程或相關系、所、學位學

程碩士班就讀。 
前項研究生在博士班

修業時間，不併入碩士班

最高修業年限核計，在學

期中轉入者，該學期以就

讀碩士班計算。 
修畢各系、所、學位學

程碩士班規定之應修科

目與學分數者，得經指導

教授同意於轉入當學期

1. 依教育部106年7月18日
修正公告之「學生逕修

讀博士學位辦法｣第六

條規定修正。 
2. 文字修改為與本校碩士

班研究生逕行修讀博士

學位作業規定之敘述用

語相同。 
3. 依教育部 106 年 7 月 18

日修正公告之「學生逕

修讀博士學位辦法｣第

三條規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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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修科目與學分數者，得經

指導教授同意於轉入當

學期提出碩士學位考試

申請，不受碩士班最低修

業年限限制。 
轉入碩士班就讀後，不

得再行申請逕行修讀博

士學位。 

提出碩士學位考試申

請，不受碩士班最低修業

年限限制。 
轉入碩士班就讀後，不

得再行申請逕行修讀博

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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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5 

國立清華大學學士班應屆畢業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規定 
（修正後全文） 

95车3月16日94學年度第3次教務會議通過 
97年5月15日96學年度第3次教務會議修正 

105年1月14日104學年度第3次教務會議修正第4條 
105年6月16日104學年度第5次教務會議修正第1、8條 

○年○月○日○學年度第○次教務會議修正第○點 
 

一、本校及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之學士班應屆畢業生，成績優異並具有研究潛力者，得申請於

校內各系、所、院、學位學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前項成績優異及研究潛力之認定標準，由各系、所、院、學位學程訂定，並送教務處備

查。 
二、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應於公告時間內向擬逕讀系、所、院、學位學程提出申

請，逾期不予受理。 
三、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須繳交下列各件： 

（一）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申請書一份。 
（二）學士班歷年成績單一份。 
（三）助理教授以上推薦函二封。 
（四）系、所、院、學位學程指定繳交之資料。 

四、各系、所、院、學位學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學生，應由系、所、院、學位學程會議或其

授權會議通過，並將通過名單送教務處簽報校長核定。其核准名額與本校核准碩士班研

究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名額及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核准名額合計，以

該系、所、院、學位學程當學年度博士班核定招生名額百分之四十為限，並得於學院內

流用。但各系、所、院、學位學程之核定招生名額不得全數以逕修讀博士學位方式錄取。 
五、核准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之學士生，應於經核准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學年，取得學士學位，

於就讀前未取得者，廢止其逕修讀博士學位資格。 
六、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學生修業期滿，通過資格考核但未通過博士學位考試，其博士學位論

文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決定合於碩士學位標準者，得授予碩士學位。 
七、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學生，未通過資格考核或因故申請中止修讀者或未通過博士學位考試

且未符合第六點規定者，得檢具申請表申請轉入碩士班就讀，經現修讀博士班及欲就讀

碩士班之系、所、院、學位學程會議或其授權會議通過，教務長、校長核定後，得轉入

碩士班就讀。 
前項研究生在博士班修業時間，不併入碩士班最高修業年限核計，在學期中轉入者，該

學期以就讀碩士班計算。 
修畢各系、所、院、學位學程碩士班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數者，得經指導教授同意於

轉入當學期提出碩士學位考試申請，不受碩士班最低修業年限限制。 
轉入碩士班就讀後，不得再行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八、本作業規定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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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國立清華大學英語授課獎勵方案 

（修正後全文）  
 

92 年 1 月 3 日 91 學年度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92 年 1 月 10 日 91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通過 
97 年 4 月 16 日 96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 

 104 年 10 月 29 日 104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 
105 年 7 月 6 日 104 學年度第 6 次教務會議修正第 2 點 

⃝年⃝月⃝日⃝學年度第⃝次教務會議修正第 4 點 

 

一、本獎勵適用於全英語講授為主的科目，其教學意見調查學生反映英語授課時數應達全授

課時數 60%以上者。  

二、專任教師授課鐘點數得以 1.5 倍計算；若教學單位另有較嚴格限制者，從其規定。  

三、選課人數未達開課標準、或非以開課教師講授為主之課程（如專題、演講、 書報 討論

等課程），不列計本鼓勵方案。 

四、外國語文學系、英語教學系、語言中心、外籍教師及國際研究生學程之課程，不適用本

方案。 

五、兼任教師是否適用本獎勵方案，由教務長依課程性質認定。 

 

 

43



國立清華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師資職前

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修正對照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二、 本要點及專門課程科目及

學分一覽表，供下列學生

辦理中等學校教師資格審

查之依據： 
1. 本校修習教育學程之師資生。 
2. 本校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學員。 
3. 本校在職教師進修學分班學

員。 
2. 他校教育學程學生，錄取本校

研究所或轉學考試進入本

校，經申請轉入本校教育學程

符合規定者。 
3. 中等學校合格教師欲申請加

註其他任教學科(領域、群科)
教師資格，且於國內修習其他

任教學科(領域、群科)之專門

課程者。 

二、 本要點及專門課程科目及學

分一覽表，供下列學生辦理中

等學校教師資格審查之依據： 
1. 本校修習教育學程之師資生。 
2. 本校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學員。 
3. 本校在職教師進修學分班學員。 
4. 中等學校合格教師欲申請加註

其他任教學科(領域、群科)教師

資格，且於國內修習其他任教學

科(領域、群科)之專門課程者。 

1. 現在無學分班學員，則刪

除原條文 2.3。 
2. 新增他校教育學程學

生，詳細說明申請之學生

身分。 

六、 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

目審查之採認原則應符合

下列規定： 
1. 凡在本校以外之大學或獨立

學院所修習課程之科目名稱

及學分數與「專門課程科目及

學分一覽表」規定之科目名稱

及學分數相同者，經師培中心

審查後予以認定；修習科目名

稱不同但課程性質相近者，得

由本校該任教學科之規劃系

所審查後予以認定(申請者需

提供課程大綱、上課講義等資

料)。 
2. 修習課程之科目名稱與「專門

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規定

之科目名稱略有出入不同但

課程內容相同者，得由本校該

任教學科之規劃系所審查後

予以認定(申請者需提供課程

六、 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之採

認應符合下列規定： 
1. 凡在本校以外之大學或獨立學

院所修習課程之科目名稱及學

分數與「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

覽表」規定之科目名稱及學分數

相同者，經師培中心審查後予以

認定；修習科目名稱不同但課程

性質相近者，得由本校該任教學

科之規劃系所審查後予以認定

(申請者需提供課程大綱、上課

講義等資料)。 
2. 修習課程之科目名稱與「專門課

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規定之科

目名稱略有出入但課程內容相

同者，得由本校該任教學科之規

劃系所審查後予以認定(申請者

需提供課程大綱、上課講義等資

料)。 
3. 如所修同一列科目及其相似科

1. 將原條文 1 的第二段移至

與原條文 2 合併說明。 
2. 原條文 4 部分內容移至與

原條文 5 合併說明，並於

條文 5 內新增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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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上課講義等資料)。 
3. 如所修同一列科目及其相似

科目之累加學分數超過「專門

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所規

定之學分數者，則僅採認「專

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所

規定之學分數。但如同一列科

目及其相似科目之累加學分

數未達本表規定時，則該科目

及其相似科目不予採認。 
4. 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學

分不得重複採計，擬採計之專

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以申請時

10 年內所修習之科目及學分

為限，惟考量師資生相關教學

教育事業及業界服務經驗，得

由師培中心審查予以認定，不

受採認年限限制，且專門課程

成績以 C-或六十分為及格。 
5. 申請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之

採認及抵免，以教育部核定之

大學(含空中大學)擬以、二

專、三專及五專(五專後兩年)
所修習之學分採認為專門課

程學分者，得由師培中心送相

關系所專業審核後予以認

定。以申請時 10 年以內所修

習之科目及學分為限，惟考量

師資生相關教學教育事業及

業界服務經驗從事相關領域

教職、進修或業界服務經驗，

得由師培中心送相關系所專

業審查後予以認定，不受採認

年限限制。 
6. 推廣教育學分擬採認為師資

職前培育專門課程、教育專業

課程科目及學分，取得修畢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證明者，以年

度事前報教育部核定開辦之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班別為

限，並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目之累加學分數超過「專門課程

科目及學分一覽表」所規定之學

分數者，則僅採認「專門課程科

目及學分一覽表」所規定之學分

數。但如同一列科目及其相似科

目之累加學分數未達本表規定

時，則該科目及其相似科目不予

採認。 
4. 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學分

不得重複採計，擬採計之專門課

程科目及學分以申請時 10 年內

所修習之科目及學分為限，惟考

量師資生相關教學教育事業及

業界服務經驗，得由師培中心審

查予以認定，不受採認年限限

制。 
5. 擬以二專、三專及五專(五專後

兩年)所修習之學分採認為專門

課程學分者，得由師培中心送相

關系所專業審核後予以認定。 
6. 推廣教育學分擬採認為師資職

前培育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程

科目及學分，取得修畢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證明者，以年度事前報

教育部核定開辦之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班別為限，並需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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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修畢專門課程學分，經本校

審查認定合格後，師資生得

發給「修習中等學校各任教

學科(領域、群科)師資職前

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成

績證明」；具中等學校合格教

師證書者，發給「中等學校

教師任教專門課程認定證明

書及專門課程學分表」。 

九、 修畢專門課程學分，經本校審

查認定合格後，師資生得發給

「修習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

(領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

門課程科目及學分成績證

明」；具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

書者，發給「中等學校教師任

教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 

修正及增加文字。 

 

46



國立清華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
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修正草案) 

92 年 4 月 30 日教育部台中(三)字第 0920058435 號函備查 
99 年 7 月 22 日 98 學年度第 5 次教務會議修訂 

99 年 8 月 13 日教育部台中(二)字第 0990139003 號函核定 
99 年 12 月 21 日 99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修訂 
100 年 6 月 2 日 99 學年度第 7 次教務會議修訂 

100 年 8 月 10 日教育部臺中(二)字第 1000139724 號函核定 
101 年 4 月 19 日教育部臺中(二)字第 1010070071 號函核定 

101 年 10 月 11 日 101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 
102 年 1 月 17 日 101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修訂 

102 年 3 月 13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20037187 號函核定 

一、 本實施要點及「國立清華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以
下簡稱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係依據師資培育法第七條及其相關規定訂定。 

二、 本要點及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供下列學生辦理中等學校教師資格審查之依

據： 

1. 本校修習教育學程之師資生。 
2. 他校教育學程學生，錄取本校研究所或轉學考試進入本校，經申請轉入本校教育

學程符合規定者。 
3. 中等學校合格教師欲申請加註其他任教學科(領域、群科)教師資格，且於國內修習

其他任教學科(領域、群科)之專門課程者。 

三、 本校師資生欲擔任中等學校各學科(領域、群科)教師時： 

1. 所修習之專門課程需符合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所規定之科目與學分數下

限。 
2. 如欲以該學科(領域、群科)分發至中等學校實習者(亦即以該科作為申請第一張教

師證類科)，另需具備相關學系/所(含學士班、學位學程、在職專班、碩士班或博

士班)、輔系或雙主修資格。相關系/所係指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中所列舉

之相關培育學系/所或教育部規定之適合培育相關學系/所。 
3. 申請辦理加註其他中等學校任教學科(領域、群科)教師資格者，不受本點第二項限

制。 

四、 本校碩博班師資生若原主修研究所不屬於第三點第二項認定之擬任教學科之相關系/
所者，得於修足相關系/所之輔系或雙主修應修課程及學分數，經相關系/所審核認定

後，取得第三點第二項所訂定擬任教學科相關系/所之資格。 

五、 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內各任教科別之專門科目，包含必備及選備兩大類，其必

備科目係指擔任該科目或科別教師必須修習之科目，選備科目則指可以自由選擇修習

之科目，必備科目必須全部修習，其餘不足之學分則於選備科目中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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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審查之採認原則應符合下列規定： 

1. 凡在本校以外之大學或獨立學院所修習課程之科目名稱及學分數與「專門課程科

目及學分一覽表」規定之科目名稱及學分數相同者，經師培中心審查後予以認定。 
2. 修習課程之科目名稱與「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規定之科目名稱不同但課

程內容相同者，得由師培中心送校該任教學科之規劃系所審查後予以認定(申請者

需提供課程大綱、上課講義等資料)。 
3. 如所修同一列科目及其相似科目之累加學分數超過「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所規定之學分數者，則僅採認「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所規定之學分數。

但如同一列科目及其相似科目之累加學分數未達本表規定時，則該科目及其相似

科目不予採認。 
4. 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學分不得重複採計，且專門課程成績以 C-或六十分為及

格。 
5. 申請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之採認及抵免，以教育部核定之大學(含空中大學)、二

專、三專及五專(五專後兩年)所修習之學分採認為專門課程學分者，以申請時 10
年以內所修習之科目及學分為限，惟考量師資生從事相關領域教職、進修或業界

服務經驗，得由師培中心送相關系所專業審查後予以認定，不受採認年限限制。 
6. 推廣教育學分擬採認為師資職前培育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取得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證明者，以年度事前報教育部核定開辦之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班別為限，並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七、 已持有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並在本校進修學位者，如擬修習第二專長(其他任教學

科、領域、群科專長)專門課程時，應於修習前向本校師培中心提出申請，並依申請

當時本校適用之專門課程版本為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認定依據。未事前提出申請者，

則以申請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認定時，本校適用之專門課程版本為認定依據。 

八、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並經本校審認專門課程學分不足且未超過四分之一，得向本校申

請隨班附讀課程補修學分，並應於 2 年內補修完畢，完成專門課程認定： 

1. 本校畢業師資生已逾師資培育法第二十條規定之期限。 
2. 本校畢業師資生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申請參加教育實習之學科（領域、群科）

專長，不符教學現場課程需求，須轉認其他相關學科（領域、群科）專門課程。 
3. 符合教育部 93 年 6 月 24 日臺中(三)字第 0930072672A 號令釋資格者。 

前項專門課程之認定，應以申請者申請認定年度本校報經教育部核定實施之專門課程

為依據。 

九、 修畢專門課程學分，經本校審查認定合格後，師資生得發給「修習中等學校師資職前

教育專門課程學分證明及學分成績證明」；具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者，發給「中等

學校教師任教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及專門課程學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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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本要點及專門課程一覽表自教育部核定後實施，核定前已修習之師資生得適用之。如

欲以本一覽表辦理認證，應修畢該任教科別規定之科目及學分數。 

十一、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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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草案) 
 

必選修 類型 科目名稱 學分 備註 

必修 

教育基礎 

教育心理學 2   
教育社會學 三

選
一 

2 
至少修習 1 科 2 學分，超修的學分

可作為選修課程學分。 
教育哲學 2 
教育概論 2 

教育方法 

教學原理 2  
學習評量（教育測驗與評量） 

五
選
二 

2 

至少修習 2 科 4 學分，超修的學分

可作為選修課程學分 

輔導原理與實務 2 
班級經營 2 
教學媒體與運用（教學媒體與操作） 2 

課程發展與設計 2 

教材教法 
與 

教學實習 

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 2 1.需先修「教育心理學」及「教學

原理」 
2.「分科/分領域教學實習」為上課

4 小時學分 3 學分之課程 
分科/分領域教學實習 3 

必選 

教師專業知能 

教育議題專題（教育議題） 2 

含藝術與美感教育、性別教育、人

權教育、勞動教育、法治教育、生

命教育、品德教育、家政教育、家

庭教育、海洋教育、多元文化教

育、新移民教育、原住民教育、媒

體素養教育、生涯發展教育、環境

教育、藥物教育、性教育、國際教

育、安全與防災教育、理財教育、

消費者保護教育、觀光休閒教育、

另類教育、生活教育及其他新興議

題等各類教育議題，並依當前教育

趨勢及教育現場需求適時調整。 

選修 

人際關係與溝通（人際溝通） 2 

「教師專業發展」內含教師專業倫

理。 

教育法規 2 
教育與學校行政 2 
中學教育實地研究 2 
教師專業發展 2 
教育統計學（教育統計） 2 
英語口語表達 2 

心理與輔導知

能 

青少年心理學 2 
 發展心理學 2 

心理衛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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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輔導與技術 2 
學習心理學 2 
認知與學習 2 
教育社會心理學 2 

學科教學知能 

科學教育 2 

  
英語教學理論與實務 2 
普通教材教法 2 
閱讀教育（閱讀理解策略） 2 
創意教學策略 2 

多元適性教育

知能 

多元文化教育 2 

1.「特殊教育導論」內含特殊需求

學生教育。 
2.「差異化與適性教學」內含分組

合作學習、差異化教學。 

特殊教育導論 3 
性別教育（性別與教育） 2 
比較教育 2 
原住民族文化 2 
補救教學（學習困難與補救教學） 2 
差異化與適性教學 2 
心理與教育測驗 2 

說明： 
本表所訂之修課規定適用於 106 學年度起之師資生；105 學年度(含)以前得適用之。 
一、修業年限：至少兩年。 
二、總學分數：中等學程須修滿教育專業課程 27 個學分(含必修 15 學分、必選 2 學分、選修至少 10 學

分)。 
三、擋修規定：  

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        需先修「教育心理學」＋「教學原理」 
分科／分領域教學實習        需先修「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 

四、中等學校實地學習時數至少 54 小時：師資生需於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間至中等學校見習、試教、

實習、補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至少 54 小時，並經由師培中心認定其內容符合教育專業知

能。 

五、注意事項： 

    1.申請進入教育學程的第一學期至少必須修習一科。 
    2.中等學程學生另須修畢任教專門課程。（請參考「國立清華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域、 
      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 
六、本規定經中心會議、教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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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修正對照說明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必選

修 
類型 科目名稱 

必選

修 
類別 課程名稱  

說明： 
本表所訂之修課規定適用於

106 學年度起之師資生；105 學

年度(含)以前得適用之。 
一、修業年限：中等學程修業

以至少兩年為原則，如未能於

規定畢業年限內修畢得依規定

申請延畢。 
二、總學分數：中等學程須修

滿教育專業課程27個學分

(含必修 15 學分、必選 2
學分、選修至少 10 學分)，
另加 4 學分半年全時教育

實習。 
三、擋修規定：  

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        
需先修「教育心理學」＋

「教學原理」 
分科／分領域教學實習        

需先修「分科／分領域教

材教法」 
四、中等學校實地學習時數至

少 54 小時：師資生需於修

習教育專業課程期間至中

等學校見習、試教、實習、

補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

務學習至少 54 小時，並經

由師培中心認定其內容符

合教育專業知能。 
五、 注意事項： 

  1.申請進入教育學程的第一

學期至少必須修習一科。 

  2.參加半年全時教育實習者

需修習 4 學分的「教育實習專

說明： 
本表所訂之修課規定適用於

106 學年度起之師資生；105 學

年度(含)以前得適用之。 
一、修業年限：中等學程修業

以兩年為原則，如未能於規定

畢業年限內修畢得依規定申請

延畢。 
二、總學分數：中等學程須修

滿教育專業課程 27 個學分

(含必修 15 學分、必選 2 學

分、選修至少 10 學分)，另

加 4 學分半年全時教育實

習。 
三、擋修規定：  

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        
需先修「教育心理學」＋

「教學原理」 
分科／分領域教學實習        

需先修「分科／分領域教

材教法」 
四、中等學校實地學習時數至

少 54 小時：師資生需於修

習教育專業課程期間至中

等學校見習、試教、實習、

補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

務學習至少 54 小時，並經

由師培中心認定其內容符

合教育專業知能。 
五、注意事項： 
    1.申請進入教育學程的第  
      一學期至少必須修習一 
     科。 

1、說明一修業年限用語比照學程修 
習辦法文字敘述用語，改為至少兩 
年 
2.刪除說明二「另加 4 學分半年全 
時教育實習。」文字 

3.刪除說明五 2.有關教育實習專 

題課程修習資格說明文字 

4.說明五 4.配合實施要點名稱修 

正 

5.刪除說明六「，修正時亦同」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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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課程，修習者需須符合下

列情形之一： 
a. 依大學法之規定，取

得畢業資格，並修畢普

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

育專業課程者。 
b. 取得學士學位之碩、

博士班在校生，於修畢

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

教育專業課程且修畢

碩、博士畢業應修學分

者。 
1. 中等學程學生另須修畢

任教專門課程。（請參考

「國立清華大學培育中

等學校各學科（學習領

域或學域、主修專長）

教師專門科目學分對照

表暨施行要點」）「國立

清華大學培育中等學校

各任教學科（領域、群

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

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實施要點」)。 
六、本規定經中心會議、教務

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

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2.參加半年全時教育實習者需

修習 4 學分的「教育實習專題」

課程，修習者需須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 
a. 依大學法之規定，取

得畢業資格，並修畢普

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

育專業課程者。 
b. 取得學士學位之碩、

博士班在校生，於修畢

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

教育專業課程且修畢

碩、博士畢業應修學分

者。 
3.中等學程學生另須修畢任教

專門課程。（請參考「國立清華

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學

習領域或學域、主修專長）教

師專門科目學分對照表暨施行

要點」） 
六、本規定經中心會議、教務

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

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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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規劃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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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師資培育類別 

1、國民中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活動主修專長 

2、高級中等學校輔導科 

 

(二)參加規劃人員 

系所名稱 規劃人員 職稱 說明 

教育心理與諮
商學系 

許育光 教授兼系主任 

※適合培育任教學科之系所 

※主要規劃之系所 

※主要開課系所 

林旖旎 教授 

施香如 教授 

曾文志 教授 

朱惠瓊 助理教授 

吳怡珍 助理教授 

姜兆眉 助理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 

林紀慧 教授兼主任 

協助規劃之單位 
陳明蕾 副教授兼副主任 

劉政宏 教授 

陳承德 助理教授 

 

(三)培育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名稱 

 1、國民中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活動主修專長 

 2、高級中等學校輔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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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應之培育任教學科(領域、群科)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 

1.輔導活動教材教法授課大綱 

科目中文

名稱 
輔導活動教材教法 

課程說明 

    綜合活動領域秉持「自發」、「互動」及「共好」的理念，關注學習者的

生活經驗，透過「核心素養」的落實，引導學習者進行體驗、 省思、實踐與

創新等學習活動，建構內化意義，涵養利他情懷。範圍包含符合綜合活動理

念之輔導活動、童軍活動、家政活動、團體活動、服務學習活動，以及需要

跨越學習領域聯絡合作的學習活動。本課程旨在針對中學階段綜合活動領域

之基本理念、課程目標、主題軸、核心素養之探究與解析，以及輔導活動之

教材編選、教學活動設計、教學評量等進行研討與實作，以培養能勝任中學

綜合活動領域-輔導活動教學之師資。 
教學目標: 
1.熟悉中學綜合活動領域-輔導活動教學實施方式 
2.熟習綜合活動領域-輔導活動教學單元活動設計及編選 
3.了解綜合活動領域-輔導活動教學之多元評量方式 
4.體驗綜合活動領域綜合活動領域-輔導活動教學歷程 

指定用書 
1. 李坤崇(2011)。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材教法。台北:心理出版社 
2. 楊思偉等（2010）。綜合活動教材教法。台北：五南出版社。 

教學方式 
講授、討論、教學影片觀看與討論、觀摩學校教師實際教學、教學設計實作、評

量方式實作、模擬試教等。 

教學進度 

 
週次 課程內容 備註 
1 課程介紹、綜合活動的理念與內涵  
2 綜合活動領域之學理基礎  
3 綜合活動領域課程綱要解讀與教學轉化  
4 輔導活動的教學實施與評量  
5 輔導活動常用教學方法與應用(一)  
6 輔導活動常用教學方法與應用(二)  
7 觀摩學校教師實際教學(一)  
8 輔導活動主題教案設計、分享、回饋與討論(一)  
9 輔導活動主題教案設計、分享、回饋與討論(二)  
10 觀摩學校教師實際教學(二)  
11 觀摩學校教師實際教學(三)  
12 輔導活動主題教案設計、分享、回饋與討論(三)  
13 主題與單元活動教案設計與撰寫  
14 輔導活動教具製作與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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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模擬試教、回饋與檢討(一)  
16 模擬試教、回饋與檢討(二)  
17 模擬試教、回饋與檢討(三)  
18 輔導活動教學效能省思與精進  

 

成績考核 
出席及上課參與15%、平時作業15%、個人教學設計一份20%、小組教案、試

教及省思報告30%、參觀心得20% 

講義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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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輔導活動教學實習授課大綱 

科目中文名

稱 
分科/分領域教學實習 

上課時間 M5M6M7M8 學分 3 
擋修科目 教育心理學、教學原理、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 

一、

課程

說明 

「教學實習」課程旨在增進學生對中等學校行政運作與教學現場的基本認識，協助學生將課

堂所學的教育理論與學校生活世界的種種實際相互印證，深化對教師角色的認知，強化教學

實務的知能。為了達到這樣的目標，本課設計分為三大部分：課堂討論與模擬（或實驗）教

學、學校參觀與見習試教。「課堂討論」在學期初提供進入教學現場所需的準備，學期過程中

則運用於實驗教學經驗的分享與檢討；「學校參觀」的目的在了解學校整體的工作內容與運作

方式；「見習與試教」則是進入教室，觀摩專門科目的教學，並實際上台授課。 
二、

指定

用書 

無 

三、

參考

書籍 

無 

四、

教學

方式 

「教學實習」為三學分、每週四小時的課程，以便於安排參觀見習及試教等活動。本課程預

計分科開設七門，由師培中心教師與各科教師合開。師培中心教師負責聯繫實習學校、安排

參觀及實習相關事宜；各系老師負責指導各科模擬教學、見習與試教活動。 
原則上，見習 4 堂課(或一個教學單元)，試教至少 4 堂課，可視情況彈性調整。 

五、

教學

進度 

2/13(一) 第一週 開學/說明 
◎課程簡介、作業說明： 朱如君 老師          ◎合班(教 305) 
◎見習試教與教室觀察： 劉政宏 老師             ◎合班(教 305) 
◎實習學生檢核注意事項：王艾妮小姐    ◎合班(教 305) 
◎分組及分科說明： 

國文          郭凡綺老師、林旖旎老師     (教 315) 
英文 1         徐憶萍老師、劉政宏老師         (教 312) 
英文 2     柯安娜老師、林旖旎老師         (教 312) 
數學          曾憲錠老師、曾正宜老師         (教 305) 
生物          葉世榮老師、林旖旎老師          (生二 113) 
化學          施建輝老師、朱如君老師     (教 211) 
物理          陳金楓老師、朱如君老師          (教 307) 
公民          劉政宏老師、劉政宏老師          (教 316) 
商業管理群    曾正宜老師                      (教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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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一) 第二週 學校參觀：新竹女中 
     (學校網址：http://www.hgsh.hc.edu.tw/ischool/publish_page/0/) 
     (集合時間/地點：12:50 教育館正門口前)  
2/27(一) 第三週 和平紀念日補假 
3/06(一) 第四週 學校參觀：新科國中 
     (學校網址：http://www.hkjh.hc.edu.tw/)  
     (集合時間/地點：12:50 教育館正門口前)  
3/09(四) 第四週 教育學程家族聚會－新進教師經驗分享 

 (時間/地點：18:30/教育館 310 室)  
3/13(一) 第五週 學校參觀：新竹高工  
     (學校網址：http://web.hcvs.hc.edu.tw/bin/home.php) 
          (集合時間/地點：12:50 教育館正門口前)  
3/20(一) 第六週 模擬教學(繳交學校參觀報告)   ◎分科 
3/27(一) 第七週 模擬教學            ◎分科 
4/03(一) 第八週 兒童節補假             
4/10(一) 第九週  模擬教學        ◎分科 
4/17(一) 第十週   見習試教與討論（一）         ◎分科 
4/24(一) 第十一週 見習試教與討論（二）       ◎分科 
5/01(一) 第十二週 見習試教與討論（三）         ◎分科 
5/08(一) 第十三週 見習試教與討論（四）         ◎分科 
5/15(一) 第十四週 見習試教與討論（五）         ◎分科 
5/22(一) 第十五週 見習試教與討論（六）        ◎分科 
5/29(一) 第十六週 端午節彈性放假               ◎分科 
6/05(一) 第十七週 綜合討論                     ◎分科 
6/12(一) 第十八週 課程回顧與檢討           ◎合班(教 305) 

注意事項： 
1.修課學生至學校 Moodle 系統(http://moodle.nthu.edu.tw)註冊，統一於「教學實習」

課程註冊。 
2.本課程學生必須上傳所寫之教案至 Moodle 系統或 iLMS 系統。 
3.各科需選一位班代。 
4.於 2 月 13 日當天上課，填寫個人 E-mail、聯絡方式，以便安排學校參觀的保險及聯絡

後續見習試教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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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成績

考核 

科目 類別 百分比 

甲科 

見習試教報告 20％ 
模擬教學(含教案) 30％ 
試教(含教案) 40％ 
綜合表現 10％ 

乙科 

學校參觀報告 60％ 
模擬教學教案 10％ 
試教教案 15％ 
綜合表現 

(未出席一次扣總分 3 分) 15％ 

注意事項：本課程設計有試教學校輔導老師評分表，請輔導老師就學生試教情形評分，並將評分表

郵寄回中心辦公室（評分表裝入信封內，並於彌封處簽名）。評分表正本將留存於中心

辦公室，影本給授課教師，以供評量「試教」部分成績參考。 

七、

教材

資源 

師培圖書室—教科書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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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 

必選修 類型 科目名稱 學分 備註 

必修 

教育基礎 

教育心理學 2   

教育社會學 三

選

一 

2 至少修習 1 科 2 學

分，超修的學分可作

為選修課程學分。 
教育哲學 2 

教育概論 2 

教育方法 

教學原理 2  

學習評量（教育測驗與評量） 

五

選

二 

2 

至少修習 2 科 4 學

分，超修的學分可作

為選修課程學分。 

輔導原理與實務 2 

班級經營 2 
教學媒體與運用（教學媒體與操

作） 
2 

課程發展與設計 2 

教材教法 
與 

教學實習 

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 2 1. 需先修「教育心理

學」及「教學原理」。 

2. 「分科/分領域教學

實習」為上課 4 小時

學分 3 學分之課程。 

分科/分領域教學實習 3 

必選 
教師專業知

能 
教育議題專題（教育議題） 2 

含藝術與美感教育、

性別教育、人權教

育、勞動教育、法治

教育、生命教育、品

德教育、家政教育、

家庭教育、海洋教

育、多元文化教育、

新移民教育、原住民

教育、媒體素養教

育、生涯發展教育、

環境教育、藥物教

育、性教育、國際教

育、安全與防災教

育、理財教育、消費

者保護教育、觀光休

閒教育、另類教育、

生活教育及其他新興

議題等各類教育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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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並依當前教育趨

勢及教育現場需求適

時調整。 

選修 

人際關係與溝通（人際溝通） 2 

「教師專業發展」內

含教師專業倫理。 

教育法規 2 

教育與學校行政 2 

中學教育實地研究 2 

教師專業發展 2 

教育統計學（教育統計） 2 

英語口語表達 2 

心理與輔導

知能 

青少年心理學 2 

 

發展心理學 2 

心理衛生 2 

團體輔導與技術 2 

學習心理學 2 

認知與學習 2 

教育社會心理學 2 

學科教學知

能 

科學教育 2 

  

英語教學理論與實務 2 

普通教材教法 2 

閱讀教育（閱讀理解策略） 2 

創意教學策略 2 

多元適性教

育知能 

多元文化教育 2 

1. 「特殊教育導論」內

含特殊需求學生教

育。 

2. 「差異化與適性教

學」內含分組合作學

習、差異化教學。 

特殊教育導論 3 

性別教育（性別與教育） 2 

比較教育 2 

原住民族文化 2 

補救教學（學習困難與補救教學） 2 

差異化與適性教學 2 

心理與教育測驗 2 

說明： 

本表所訂之修課規定適用於 106 學年度起之師資生；105 學年度(含)以前得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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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修業年限：中等學程修業以兩年為原則，如未能於規定畢業年限內修畢得依規定申請延畢。 

二、 總學分數：中等學程須修滿教育專業課程 27 個學分(含必修 15 學分、必選 2 學分、選修

至少 10 學分)，另加 4 學分半年全時教育實習。 

三、 擋修規定：  

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        需先修「教育心理學」＋「教學原理」 

分科／分領域教學實習        需先修「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 

四、 中等學校實地學習時數至少 54 小時：師資生需於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間至中等學校見

習、試教、實習、補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至少 54 小時，並經由師培中心認定其

內容符合教育專業知能。 

五、 注意事項： 

1. 申請進入教育學程的第一學期至少必須修習一科。 

2. 參加半年全時教育實習者需修習 4 學分的「教育實習專題」課程，修習者需須符合下列

情形之一： 

a. 依大學法之規定，取得畢業資格，並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者。 

b. 取得學士學位之碩、博士班在校生，於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且修

畢碩、博士畢業應修學分者。 

3. 中等學程學生另須修畢任教專門課程。（請參考「國立清華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學

習領域或學域、主修專長）教師專門科目學分對照表暨施行要點」） 

六、 本規定經中心會議、教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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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負責培育任教學科(領域、群科)之相關系所 

1、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2、師資培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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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相關系所現行必(選)修科目表 

1、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以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為例) 

類別 科 目 名 稱 
學分數 

備  註 
上學期 下學

期 

校  
定  
必  
修  
︵ 
28 
學 
分 
︶ 

大學中文  2  

英文領域  6 未通過本校訂定之英語能力檢定考試者，須加修「進修

英文」 

通識課程  
核心必修 10-12 

6 大向度中任選 4 向度，並於 4 向度中每向度各修習 
1 門課程，若修畢 4 向度課程尚不足 10 學分，請由

核心通識任選學分補足。 

選修科目 8-10 自然科學領域及人文學領域至少各 2 學分 

合  計 20  

體育  0 1 至 3 學年必修 

服務學習  0 必修 2 學期 

操行  0 每學期成績及格 

系  
定  
必  
修  
︵ 
60 
學 
分 
︶ 

基  
礎  
必  
修  
︵ 
36 
學  
分  
︶ 

普通心理學一  3   

心理與教育統計一  3   

普通心理學二   3 先修科目：普通心理學一 

心理與教育統計二   3 先修科目：心理與教育統計一  

輔導原理與實務  3   

發展心理學   3  

專業定向與自我成長  
 

3   

性格心理學  3   
認知心理學  3  先修科目：普通心理學一 
心理與教育測驗   3 先修科目：心理與教育統計一  

社會心理學   3  

心理與教育研究法  3  先修科目：心理與教育統計一  

專  
業  
必  
選  
修  
︵ 
24 
學  
分  
︶ 

心理學名著選讀  3   

15 門任選 8 門 

工商心理學概論  3  
正向心理與健康   3  
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 3  先修科 目：輔導原理與實務 

教育心理學 3   

性別教育與輔導 3   

實驗心理學  3 先修科目：認知心理學 

團體動力學   3  

諮商輔導技術與策略   3 先修科目：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 

變態心理學 3   

神經心理學 3   

社區心理學 3   

心理測驗實務 3  先修科目：心理與教育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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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專業倫理與法律  3 
先修科目：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

心理與教育測驗、團體諮商（可同

時修） 

心理諮詢理論與實務  3  

專業選

修 (15 學

分 ) 
 15 

一、 可於本系專門課程中選修「心理學研究」、

「教育 /輔導工作」、「社區工作」及「機構 /業界

工作」不同場域適用之課程。  
二、 各門課程建議修課時程及先修科目要求等請參閱

本系網頁之課程相關說明。  

其餘選修 
(25 學分)  25  

最低畢業總學分  128  

附註 
1. 修讀本系為雙主修之學生需修足本系系定必修學分。 
2. 中五學制學生畢業總學分應另增加 12 學分，詳細內容請洽詢本系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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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開設之課程 

一上 二上 三上 四上 
普通心理學一 3(3) 專業定向與自我成長 3(3) 心理與教育研究法 3(3) 畢業專題二 2(2) 
心理與教育統計一 3(3) 性格心理學 3(3) 變態心理學 3(3) 工商產業實習二 2(2) 
心理學名著選讀 3(3) 認知心理學 3(3) 神經心理學 3(3) 調查與訪談實務 3(3) 
工作分析與職能發展 3(3) 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 3(3) 社區心理學 3(3) 廣告與品牌管理 3(3) 
生命議題與教育 3(3) 教育心理學 3(3) 心理測驗實務 3(3) 諮商與輔導行政 3(3) 

休閒教育 3(3) 性別教育與輔導 3(3) 招募與甄選 3(3) 生涯與職業資訊分析

與應用 3(3) 

家庭發展 3(3) 組織心理學 3(3)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 3(3)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

程設計與實施 3(3) 

  行銷管理 3(3) 方案設計與評估 3(3) 輔導與諮商實習一 2(2) 
  就業服務與勞動法規 3(3) 生涯輔導與諮商 3(3)   
    學校輔導工作 3(3)   

    阿德勒心理學與兒童輔

導 3(3)   

小計 21 小計 27 小計 33 小計 21 

        

一下 二下 三下 四下 
普通心理學二 3(3) 心理與教育測驗 3(3) 心理專業倫理與法律 3(3) 輔導與諮商實習二 2(2) 
心理與教育統計二 3(3) 社會心理學 3(3) 心理諮詢理論與實務 3(3) 幽默心理學 3(3) 
輔導原理與實務 3(3) 實驗心理學 3(3) 統計套裝軟體 3(3) 犯罪心理與防治 3(3) 
發展心理學 3(3) 團體動力學 3(3) 測驗編製與應用 3(3) 團隊領導與學習 3(3) 
工商心理學概論 3(3) 諮商輔導技術與策略 3(3) 消費心理學 3(3) 危機處理與自傷防治 3(3) 
正向心理與健康 3(3) 知覺心理學 3(3) 教育訓練與發展 3(3) 多元文化輔導與諮商 3(3) 

績效與薪酬管理 3(3) 人力資源管理 3(3) 臨床心理學 3(3)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

學與評量 3(3) 

戶外探索設計與實施 3(3) 數位人資與網路社群經

營 3(3) 團體諮商 3(3)   

家庭生活教育概論 3(3) 員工關係與協助 3(3) 遊戲諮商 3(3)   
  網路心理與行為 3(3) 生涯規劃課程與實施 3(3)   
  學習輔導與策略 3(3) 畢業專題一 2(2)   
  兒童與青少年輔導 3(3) 工商產業實習一 2(2)   
小計 27 小計 36 小計 34 小計 20 
備註：畫底線者為必修課程      

年級 學分(時數)  選修別 學分(時數) 
一年級 48(48)  必修 36(36) 
二年級 63(63)  必選修 45(45) 
三年級 67(67)  選修 138(138) 
四年級 41(41)    
合計 219(219)   219(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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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學校內部審查程序說明 

 

 

主要規劃系所參照部

定任教科目及學分一

覽表及課綱能力指標

對應進行課程擬定 

 

師培中心召集各培育

系所針對規劃書內容

進行討論與修正 

系所提供「科目及學

分一覽表」、現行必

選修科目表、課程大

綱及能力指標對應

等資料 

 

師培中心彙整相關資

料製成規劃說明書 

師培中心提供教育

專業課程科目及學

分一覽表、教材教法

與教學實習課綱、專

門課程科目及其他

規定應檢附等相關

資料 

規劃書內容提報師培

中心會議審議 

規劃書內容提報教務

會議審議 

不通過 

不通過 

通過 

規劃說明書提報教

育部審核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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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會議紀錄一（諮商組會議紀錄）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105 學年度諮商組第一次會議紀錄（節錄） 

壹、 時間：105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貳、 地點：綜合教學大樓二樓 N208 會議室 

參、 主持人：朱惠瓊老師（課程召集人）                     紀錄：張淑婷 

肆、 出席者：吳怡珍老師、施香如老師、姜兆眉老師、許育光老師、曾文志老師、劉淑瀅老

師（依姓氏筆劃排列） 

伍、 報告事項 

一、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於本（105）年 9 月 10 日通過專業督導認證辦法，全文內容如

附件一（pp. 4-5）。 

陸、 討論事項 

提案四 

案由：中等學程專長培育課程規劃，請 討論。 

說明： 

一、 高級中等學校「輔導科」、高級中等學校「生涯規劃科」及國民中學「綜合活動學習

領域-輔導活動、童軍教育、家政主修專長培育學分數及認證科目整理如附件三（pp. 
7-8）。 

二、 各師資培育大學之輔導科(含國中及高中職)師資生須至國中進行教育及教學實習。 

三、 各師資培育大學之生涯規劃科(含國中及高中職)師資生須至高中職進行教育及教學

實習。 

討論與決議： 

一、 建議申請高級中等學校「輔導科」、「生涯規劃科」及國民中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三科之培育申請。 

二、 配合認證要求課程，於系專門課程增加三門各 3 學分課程：「生涯規劃課程與實施」、

「生涯與職業資訊分析與應用」及「專業定向與自我成長」。「輔導與諮商實習」課

程由 3 學分調整為 4 學分（四年級上、下學期各 2 學分）。 

三、 3 種培育管道之認證課程與系專門課程對應如附件二（pp. 6-8）。 
 

柒、 臨時動議 

捌、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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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會議紀錄二（諮商組會議紀錄）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105 學年度諮商組第一次會議紀錄（節錄） 

（原為諮商組第二次會議，因應與國立清華大學整併，故調整為本組第一次會議） 

壹、 時間：105 年 12 月 06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貳、 地點：南大校區綜合教學大樓二樓 N208 會議室 

參、 主持人：朱惠瓊老師（課程召集人）                     紀錄：張淑婷 

肆、 出席者：林旖旎老師、施香如老師、姜兆眉老師、許育光老師、劉淑瀅老師（依姓氏筆

劃排列） 

伍、 請假者：吳怡珍老師、曾文志老師（馬來西亞教學） 

陸、 討論事項 

提案三 

案由：中等教育學程加科登記申請事宜，請 討論。 

說明： 

一、 經整併前本年 10 月 28 日諮商組會議討論，確定系上將申請中等教育學程高中「輔

導科」、「生涯規劃科」及國中「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專長」三類加科登記。 

二、 光復校區師資培育中心於本年 11 月 22 日召開中等教育學程加科登記說明，會中提

醒校內需能滿足加科登記認證所需之所有課程（不限定同一培育系所）。經查，光復

校區無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童軍教育及家政等相關課程；參考臺南大學做法，所有

認證課程皆放入學士班課程科目中，由培育系所負責開課。 

三、 請確認此次申請作業之規劃負責老師。 

四、 檢附三類加科登記認證課程之對應資料如附件二（pp. 7-9）。  

討論與決議： 

一、 於系專門課程增加「學校輔導工作」課程，此門課程可認列於高中「輔導科」、「生

涯規劃科」、國民中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活動專長」及國民小學輔導專長認

證課程。 

二、 於系專門課程增加「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設計與實施」、「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學

與評量」、「戶外探索設計與實施」、「休閒教育」、「家庭發展」及「家庭生活教育概

論」課程，以利符合國民中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活動專長」認證要求。 

三、 本次申請事宜由學群全體老師一同規劃，修正之認證課程對應資料如附件三（pp. 
8-10）。 

 

柒、 臨時動議：無。 
捌、 散會（下午 2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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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會議紀錄三（系務會議紀錄）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106 學年度第 10603 次系務會議紀錄（節錄） 

壹、 時間：106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貳、 地點：南大校區綜合教學大樓二樓 N208 會議室 

參、 主持人：許育光主任                   紀錄：張淑婷 

肆、 出席者：王振世老師、朱惠瓊老師、李姝慧老師、江旭新老師、吳怡珍老師、施香如老

師、姜兆眉老師、高淑芳老師、陳承德老師、陳殷哲老師、陳舜文老師、詹雨臻老師（依

姓氏筆劃排列）、學生代表朱晏頡（學士班）、廖嘉齡（碩士班）、行政助理陳莉婷 

伍、 請假者：吳淑鈴老師、林旖旎老師（106 學年休假研究）、張婉菁老師、高登第老師（1061
學期休假研究）、曾文志老師、劉政宏老師 

陸、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本系申請中等教育學程加科登記一事，請 討論。 

說明： 

一、 於諮商組數次會議討論，擬向教育部提出高級中等學校「輔導科」、「生涯規劃科」

及國民中學「綜合活動領域-輔導主修專長」三科之培育申請。 

二、 檢附規劃之認證課程與系專門課程對應一覽表如附件三（pp. 12-14），規劃書草案於

會場投影呈現。 

擬辦：通過後將依學校規定之行政程序提送相關會議審議。 

討論與決議：綜合活動領域輔導主修專長認證課程之必備課程加入「兒童與青少年輔導」、「心

理專業倫理與法律」及「心理測驗實務」三科，「輔導與諮商實習一、二」分別陳列。確

認後三科認證課程架構如附件一（pp. 10-12）。申請規劃書配合修正後依學校規定之行政

程序提送相關會議審議。 

 

柒、 散會（下午 3 時 30 分）

73



4.會議紀錄四（師培中心會議） 
國立清華大學 

106 學年度第 3 次師資培育中心中心會議記錄 
 

壹、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15 日 下午 14 時 00 分 
貳、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2 樓第一會議室 
參、主席：師培中心林紀慧中心主任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報告事項(略) 
陸、討論事項 
提案一~四(略)                                   
提案五                                    提案單位：師培中心(課程組) 

案由：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新增中等學校輔導科及生涯規劃科師資職前專門課

程，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經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106 年 11 月 24 日 106 學年度第 10603 次系

務會議通過。 
二、 輔導科規劃書草案及附錄請參見【附件六】、生涯規劃科規劃書草案及附

錄請參見【附件七】。 

擬辦：本次會議通過後提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報部。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八(略)                                     
 

柒、臨時動議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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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會議紀錄五（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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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已經教育部核定(或陳報中)之各任教學科專門課程一覽表 

序

號 

各任教學科專門課程 教育部「原」核定 

備註 新

增 

修

正 

學科、領域、群科、併階段規劃

培育 

日期 

(年月日) 
文號 

1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輔導主修專長暨高級中等學校

輔導科 

  陳報中 

2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

-體育主修專長暨高級中等學

校體育科 
  陳報中 

3   
數學學習領域暨高級中等學校數

學科 

102年 11月

11日 

教育部臺教師

(二)字第

1020167417號

函修正 

陳報中 

4   
語文學習領域國文主修專長暨高

級中等學校國文科 

103 年 3 月 

14 日 

教育部臺教師

(二)字第 

1030037476 號

函核定 

陳報中 

5   
語文學習領域英語主修專長暨高

級中等學校英文科 

103 年 1 月 

29 日 

教育部臺教師

(二)字第 

1030016520 號

函核定 

陳報中 

6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生物主

修專長暨高級中等學校生物科 

103 年 5 月 

1 日 

教育部臺教師

(二)字第 

1030061934 號

函核定 

已核定 

7   
社會學習領域歷史主修專長暨高

級中等學校歷史科 

106 年 5 月 

4 日 

教育部臺教師

(二)字第 

1060060136 號

函補正 

已核定 

8   高級中等學校公民與社會科 
105 年 6 月 

30 日 

教育部臺教師

(二)字第 

1050088680 號

函補正 

已核定 

9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物理主

修專長暨高級中等學校物理科 

103 年 3 月 

14 日 

教育部臺教師

(二)字第 

1030037533 號

函核定 

已核定 

10   
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群科電機與電

子群電機科 

104 年 8 月 

27 日 

教育部臺教師

(二)字第 

1040117264 號

函補正 

已核定 

11   
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群科電機與電

子群電子科 

104 年 8 月 

27 日 

教育部臺教師

(二)字第 
已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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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117264 號

函補正 

12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化學主

修專長暨高級中等學校化學科 

103 年 3 月 

6 日 

教育部臺教師

(二)字第 

1030033010 號

函核定 

已核定 

13   
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群科商業與管

理群商業經營科 

104 年 8 月 

27 日 

教育部臺教師

(二)字第 

1040117264 號

函補正 

已核定 

14   
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群科電機與電

子群資訊科 

104 年 8 月 

27 日 

教育部臺教師

(二)字第 

1040117264 號

函補正 

已核定 

15   
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群科機械群機

械科 

104 年 8 月 

27 日 

教育部臺教師

(二)字第 

1040117264 號

函補正 

已核定 

 (十)其他說明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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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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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國立清華大學培育中等學校輔導科教師專門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中等學校任教科別 
高級中等學校輔導科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活動主修專長 

要求總學分數 

高中-42（必備課程 30 學分、選備課程 12 學分） 

國中-38（含領域核心 4 學分、必備課程 26 學分、童軍教育 4 學分、家政

教育 4 學分） 

國、高中並列者（兼具高中輔導及國中輔導活動專長者）-54（含領域核

心 4 學分、必備課程 36 學分、選備課程 6 學分、童軍教育 4 學分、家政

教育 4 學分） 
適合培育之相關學系、研究所

（含輔導、雙主修）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類別 
專門科目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國中 高中 
領域核

心課程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設計與實施  2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學與評量  2  

必備 
科目 

選備

科目 
學習輔導與策略  2  
專業定向與自我成長  2  

必備

科目 

心理與教育測驗  2  
輔導與諮商實習一  2  
輔導與諮商實習二  2  

諮商與輔導行政  2  
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  2  
團體諮商  2  
生涯輔導與諮商  2  
兒童與青少年輔導  2  
心理專業倫理與法律  2  

選備

科目 
輔導原理與實務  2  
心理測驗實務  2  

選備 
科目 

必備

科目 

性格心理學  2  
變態心理學  2  
諮商輔導技術與策略  2  
臨床心理學  2  
方案設計與評估  2  

選備

科目 

生涯與職業資訊分析與應用  2  
生涯規劃課程設計與實施  2  
專業定向與自我成長  2  
性別教育與輔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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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議題與教育  2  
心理諮詢理論與實務  2  

選備 
科目 

選備

科目 

危機處理與自傷防治  2  
正向心理與健康  2  
社區心理學  2  
心理與教育研究法  2  
多元文化輔導與諮商  2  
社會心理學  2  
發展心理學  2  

童軍 
教育 

 戶外探索設計與實施  2  
休閒教育  2  

家政 
教育 

 家庭發展  2  
家庭生活教育概論  2  

說明： 
1. 本表所列科目不得以大學「共同必修課程」及「通識課程」之科目要求採認。 
2. 專門科目與教育專業科目名稱不得相同或相似，若有相同或相似，僅能擇一採計。 
3. 各師資培育大學之「輔導科」師資生須至國中進行教育及教學實習。 
4. 本任教科別之科目、學分由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開課、制定、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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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目大綱 

由於彙整後之科目大綱頁數眾多，故各科目大綱另詳列於附錄中。 

科目名稱 詳見附錄 科目名稱 詳見附處 
輔導原理與實務 附錄第 1 頁 學習輔導與策略 附錄第 41 頁 
諮商與輔導行政 附錄第 4 頁 性別教育與輔導 附錄第 43 頁 
性格心理學 附錄第 6 頁 生命議題與教育 附錄第 46 頁 
變態心理學 附錄第 8 頁 心理諮詢理論與實務 附錄第 48 頁 
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 附錄第 10 頁 危機處理與自傷防治 附錄第 50 頁 
諮商輔導技術與策略 附錄第 12 頁 正向心理與健康 附錄第 53 頁 
輔導與諮商實習一 附錄第 14 頁 社區心理學 附錄第 57 頁 
輔導與諮商實習二 附錄第 16 頁 心理與教育研究法 附錄第 59 頁 
團體諮商 附錄第 18 頁 社會心理學 附錄第 61 頁 
生涯輔導與諮商 附錄第 22 頁 發展心理學 附錄第 63 頁 

心理與教育測驗 附錄第 25 頁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設

計與實施 
附錄第 65 頁 

兒童與青少年輔導  附錄第 27 頁 
綜合活體學習領域教學與

評量 
附錄第 67 頁 

臨床心理學 附錄第 29 頁 心理測驗實務 附錄第 69 頁 
方案設計與評估 附錄第 31 頁 戶外探索設計與實施 附錄第 71 頁 
心理專業倫理與法律 附錄第 33 頁 休閒教育 附錄第 73 頁 
生涯與職業資訊分析與應

用 
附錄第 35 頁 家庭發展 附錄第 75 頁 

生涯規劃課程與實施 附錄第 37 頁 家庭生活教育概論 附錄第 77 頁 
專業定向與自我成長 附錄第 39 頁 多元文化輔導與諮商 附錄第 7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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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專門課程與現行中等學校課程綱要內容之教材大綱或能力指標及 12 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之對照說明 

1、高中課綱輔導領域對照一覽表 
代碼 說明 

A1 
提升自我學習、邏輯思考、價值澄清與問題解決的能力，以強化自我體驗、省思與

實踐。 

A2 
擴展生活經驗，持續發展興趣與專長，提升個人生活與休閒能力，以發揮個人潛能

及促進適性發展。 
A3 增強自治、領導與溝通能力，以涵養互助合作、修己善群之團體精神。 

A4 
落實團體、社群與服務活動，強調合作學習，涵養敬業樂群與團隊精神，以促進個

性及群性的調和發展。 

A5 
強化服務他人、關懷社會的行為、從中反思服務意義，以體現社會正義的熱忱與知

能。 
A6 實踐關懷生命，保護與改善自然環境，以涵養關愛自己、社會與自然環境的情懷。 
C1 建構自我體驗、省思與實踐的能力。 
C2 具自我學習、邏輯思考、價值澄清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C3 培養探索、創造、休閒與生活的能力。 
C4 養成自治、領導、溝通與協調的能力。 
C5 涵養敬業樂群的團隊精神，具備合作學習之能力。 
C6 激發同理心、親和力、服務他人和關懷社會的態度及能力。 
C7 涵養尊重生命，關懷自己、他人與自然環境的態度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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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中課綱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對照一覽表 
代碼 說明 
1-4-1 探索自我發展的過程，並分享個人的經驗與感受。 
1-4-2 展現自己的興趣與專長，並探索自己可能的發展方向。 
1-4-3 掌握資訊，自己界定學習目標、製定學習計畫並執行 
1-4-4 適當運用調適策略來面對壓力處理情緒。 
1-4-5 體會生命的價值，珍惜自己與他人生命，並協助他人。 
2-4-1 妥善計劃與執行個人生活中重要事務。 
2-4-2 探討人際交往與未來家庭、婚姻的關係。 
2-4-3 規劃合宜的休閒活動，並運用創意豐富生活。 
2-4-4 面臨逆境能樂觀積極的解決問題。 
2-4-5 覺察自己與家人溝通的方式，增進經營家庭生活能力。 
2-4-6 有效蒐集、分析各項資源，加以整合並充分運用。 
2-4-7 充分蒐集運用或開發各項資源，做出判斷與決定。 
3-4-1 參與各項團體活動，與他人有效溝通與合作，並負責完成分內工作。 
3-4-2 體會參與團體活動的歷程，並嘗試改善團體活動。 
3-4-3 關懷世人與照顧弱勢團體，以強化服務情懷。 
3-4-4 探索世界各地的生活方式，展現自己對國際文化的理解與學習。 

3-4-5 分享在多元社會中生活所應具備的能力。 
4-4-1 察覺人為或自然環境的危險情境，評估並運用最佳處理策略，以保護自己或他人。 
4-4-2 透過領導或溝通，規劃並執行合宜的戶外活動。 
4-4-3 具備野外生活技能，提升野外生存能力，並與環境作合宜的互動。 
4-4-4 分析各種社會現象與個人行為之關係，擬定並執行保護與改善環境之策略及行動。 

4-4-5 參與保護或改善環境的行動，分享推動環境永續發展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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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對照一覽表（以教育部網頁公告之草案為

參考資料） 
（一）綜合活動領域共同之專門核心能力及指標 

核心素養 核心素養指標 

綜 1. 具備綜合活動領域課程綱要

解讀轉化與規劃設計課程知能。 

綜 1-1 解讀綜合活動領域課程綱要內涵的能力。 
綜 1-2 規畫與設計綜合活動領域課程的能力。 
綜 1-3 轉化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綱要內涵到教學現

場的能力。 
綜 2. 具備綜合活動領域教材選用

評鑑與整合運用教學資源知能。 
綜 2-1 選用、評鑑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材的能力。 
綜 2-2 運用與整合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學資源的能力。 

綜 3. 具備綜合活動領域教學與反

思知能。 

綜 3-1 善用多元教學方法，落實體驗、省思、實踐與創

新教學的能力。 
綜 3-2 依據綜合活動領域評量結果，省思教學效能並調

整教學的能力。 

綜 4. 具備綜合活動領域多元評量

知能。 

綜 4-1 根據學生個別差異採取適性、多元評量方法的能

力。 
綜 4-2 設計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學評量工具的能力 
綜 4-3 依據學生學習表現採取補救教學。 

 
（二）國中輔導科專門核心素養及指標 

核心素養 核心素養指標 

1 具備輔導諮商工作之專業

知識與各種個別、團體諮商技

巧，並能正確使用心理測驗，

以協助學生探索自我，適應學

校生活，發展未來人生。 

1-1. 能具備輔導諮商工作基本知能，並於輔導諮商專業實踐

中的自我覺察追求專業發展。 
1-2. 能具備個別及團體輔導諮商專業知識，並熟知個別諮商

及團體輔導諮商各種技巧。 
1-3. 能具備心理測驗知識並正確使用的能力，協助學生探索

各項自我特質與評估其心理狀態。 

2 具備學校輔導工作系統與三

級模式之知能，能規劃、推動

與評鑑各種學校輔導措施，並

遵守工作倫理維護學生權益。 

2-1. 能具備學校輔導工作系統與三級輔導工作模式知能，健

全輔導資源網絡。 
2-2. 能熟知各項學校輔導個案管理流程，並能具體規劃、推

動與評鑑學校輔導方案或計畫。 
2-3. 能具備學校輔導工作倫理知能，熟知學生輔導工作相關

法規，並恪遵教育與輔導工作倫理。 
3 具備學生自我發展的相關知

能，能引導其自我探索，學會

自我調適、探索及尊重生命與

價值，以進行促進自我發展與

培養健康心理之輔導工作。 

3-1. 能知道學生自我發展的知識。 
3-2. 能引導學生探索青少年階段之自我身心發展歷程，培養

學生悅納自己與尊重他人獨特性的態度，並學會自我調

適方法。 
3-3. 能引導學生探索生命與價值，進而珍視與尊重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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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能辨識及評估學生之身心發展與健康心理輔導需求，並

提供輔導策略或方案。 

4 具備學生生活適應議題的相

關知識，能引導其養成正向習

性，培養各種生活適應能力，

以進行促進學生生活適應之

輔導工作。 

4-1. 能知道學生生活適應議題相關知識。 
4-2. 能引導學生養成正向習性，學習心理調適方法。 
4-3. 能培養學生解決生活困擾、危機因應、經營正向人際關

係、團體互動、多元社會生活等能力。 
4-4. 能辨識及評估學生之社會及生活適應輔導需求，並提供

輔導策略或方案。 

5 具備學生學習心理的相關知

能，能引導其自主學習，培養

自我管理能力，以進行促進學

生學習成效之輔導工作。 

5-1. 能知道學生學習心理相關知識。 

5-2. 能引導學生自主掌握學習策略與資源，進行高層次學習

與多元學習。 

5-3. 能培養學生自我管理的能力與態度。 

5-4. 能辨識及評估學生之學習相關輔導需求，並提供輔導策

略或方案。 

6 具備生涯發展的相關知能，

能引導學生統整個人生涯探

索，進行生涯規劃與決策，以

進行促進學生適性發展之輔

導工作。 

6-1. 能知道生涯發展相關知識。 

6-2. 能培養學生生涯發展相關知能並統整個人生涯探索結

果。 
6-3. 能協助學生探索及規劃未來的生涯發展，學習做抉擇的

方法，並能夠採取適當行動 
6-4. 能辨識及評估學生之生涯發展相關輔導需求，並提供輔

導策略或方案。 

 
（三）高中輔導科專門核心素養及指標 

核心素養 核心素養指標 

1 具備輔導諮商工作基本知

能，並於輔導諮商專業實踐中

的自我覺察追求專業發展。 

1-1 能了解輔導諮商工作之發展脈絡、專業定位與專業知能

內涵 

1-2 能實踐輔導諮商工作者的自我覺察與人本情懷。 

1-3 能主動追求輔導諮商工作者的專業發展。 

2 具備個別及團體輔導諮商專

業知識，並嫻熟個別諮商及團

體輔導諮商各種技巧，以協助

學生適性發展。 

2-1 能掌握各學派諮商理論之基本知識，並嫻熟特定學派諮

商技術在青少年三級輔導之應用。 
2-2 能掌握團體輔導知能，並嫻熟團體輔導諮商理論與技術

其在青少年三級輔導之應用。 
2-3 能依據青少年輔導需求規劃與實施班級團體輔導以及

輔導相關課程。 
3 具備心理測驗知識並正確使

用的能力，以協助學生探索各

項自我特質與評估其心理狀

態。 

3-1 能知道學生輔導工作常用的標準化測驗與非標準化評

量工具。 
3-2 能實施、解釋與運用標準化心理測驗或非標準化評量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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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能運用多元化方法，進行心理衡鑑和個案評估 

4 具備青少年學生生活輔導相

關知識，辨識及評估其輔導需

求，並運用專業知能提供輔導

策略或方案，以協助學生之生

活適應。 

4-1 能知道青少年身心發展、生活輔導相關知識。 

4-2 能辨識及評估學生生活輔導需求，據以提供輔導策略或

方案。 

5 具備青少年學生學習心理相

關知識，辨識及評估其輔導需

求，並運用專業知能提供輔導

策略或方案，以協助學生之學

業學習。 

5-1 能知道青少年學習心理相關知識。 

5-2 能辨識及評估學生學習輔導需求，據以提供輔導策略或

方案。 

6 具備青少年學生生涯輔導相

關知識，辨識及評估其輔導需

求，並運用專業知能提供輔導

策略或方案，以協助學生之生

涯發展。 

6-1 能知道青少年生涯輔導相關知識。 

6-2 能辨識及評估學生生涯輔導需求，據以提供輔導策略或

方案。 

7 具備瞭解學校系統與三級輔

導工作模式，嫻熟各項個案管

理流程，促成輔導資源合作，

以健全學生輔導網絡。 

7-1 能具備生態系統理論與生態諮商之知能。 

7-2 能嫻熟個案管理及進行轉介與轉銜輔導等流程。 

7-3 能整合學校內外輔導資源網絡進行系統合作。 

8 具備瞭解學校輔導工作系

統，並能具體規劃、推動與評

鑑學校輔導方案或計畫，以提

升及維持輔導工作績效。 

8-1 能認識學校教育組織、行政運作原理與學校輔導工作系

統。 

8-2 能規劃、推動與評鑑學校輔導方案、計畫。 

9 具備學校輔導工作倫理知

能，嫻熟並持續學習學生輔導

工作相關法規，並恪遵教育與

輔導工作倫理，以維護學生學

習權益及專業實踐之推展。 

9-1 能具備學校輔導工作相關倫理知能，並持續學習學生輔

導工作相關法規。 

9-2 能恪遵教育與輔導工作倫理，做出合乎倫理的決定和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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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輔導科」科目及學分一覽表與課綱之對應 

 課程綱要內容之教材大綱或能力指標之對照說明 

部定

科目

名稱 

師資培

育大學

科目名

稱 

對照之能力項目 
詳細說

明處 

輔 導

原 理

與 實

務 

輔導原

理與實

務 

高

中 

【能力指標】 
A4、A5、A6、C1、C2、C5、C6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2-1、2-2、4-1 附錄第 

1-3 頁 

國

中 

【能力指標】 
1-4-1、1-4-2、2-4-6、3-4-5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1-1、1-2 

學 校

輔 導

工作 

諮商與

輔導行

政 

高

中 

【能力指標】 
A1、A3、A4、A5、C2、C4、C6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8-1、8-2 附錄第 

4-5 頁 

國

中 

【能力指標】 
1-4-3、1-4-4、2-4-6、2-4-7、3-4-1、3-4-2、3-4-3 
 
【12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2-1、2-2、2-3 

人 格

心 理

學 

性格心

理學 

高

中 

【能力指標】 
A1、A5、C1、C2、C4、C7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附錄第 

6-7 頁 

國

中 

【能力指標】 
2-4-6、3-4-5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1-1、3-1、3-4 

變 態

心 理

學 

變態心

理學 
高

中 

【能力指標】 
A1、A5、A6、C1、C2、C7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5-1、5-2 

附錄第 
8-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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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中 

【能力指標】 
1-4-4、1-4-5、2-4-4、3-4-5、4-4-4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1-1、1-3 

諮 商

理論 

諮商與

心理治

療理論 

高

中 

【能力指標】 
A1、A3、A5、A6、C1、C2、C4、C6、C7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2-1 

附錄第 
10-11 頁 

國

中 

【能力指標】 
1-4-1、1-4-2、1-4-4、1-4-5、2-4-1、2-4-2、2-4-4、2-4-5、
3-4-1、3-4-2、4-4-1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1-1、1-2 

諮 商

技術 

諮商輔

導技術

與策略  

高

中 

【能力指標】 
A1、A4、A5、A6、C1、C2、C7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附錄第 

12-13 頁 

國

中 

【能力指標】 
1-4-4、2-4-5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學 校

諮 商

實習 

輔導與

諮商實

習一、

二 

高

中 

【能力指標】 
A1、A3、A4、A5、A6、C1、C2、C4、C6、C7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8-1、8-2 

附錄第 
14-17 頁 

國

中 

【能力指標】 
1-4-1、1-4-2、1-4-4、2-4-1、2-4-2、2-4-4、2-4-5、2-4-7、
3-4-1、3-4-2、4-4-1、4-4-4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2-1、2-2、2-3 

團 體

輔 導

與 諮

商 

團體諮

商 
高

中 

【能力指標】 
A1、A3、A4、A5、C1、C2、C4、C6、C7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2-2、2-3 

附錄第 
18-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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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中 

【能力指標】 
1-4-1、1-4-3、1-4-4、2-4-1、2-4-2、2-4-4、2-4-5  
3-4-1、 3-4-2、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1-1、1-2 

生 涯

輔 導

與 諮

商 

生涯輔

導與諮

商 

高

中 

【能力指標】 
A1、A2、A4、A5、C1、C2、C3、C5、C6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6-1、6-2 

附錄第 
22-24 頁 

國

中 

【能力指標】 
1-4-1、1-4-2、1-4-3、1-4-4、2-4-1、2-4-3、2-4-6、2-4-7、
3-4-1、3-4-3、3-4-4、3-4-5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3-1、6-1、6-2、6-3、6-4 

心 理

測驗 

心理與

教育測

驗 

高

中 

【能力指標】 
A1、A4、C2、C4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3-1、3-2、3-3 附錄第 

25-26 頁 

國

中 

【能力指標】 
1-4-1、1-4-2、1-4-3、1-4-4、2-4-4、2-4-5、3-4-1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1-3 

青 少

年 問

題 與

輔導 

兒童與

青少年

輔導 

高

中 

【能力指標】 
A1、A4、A5、A6、C1、C2、C4、C6、C7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1-3、4-1、4-2 

附錄第 
27-28 頁 

國

中 

【能力指標】 
1-4-1、1-4-4、2-4-2、2-4-5、2-4-6、2-4-7、3-4-3、3-4-7、
4-4-1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3-1、3-2、3-4、4-1、4-2、4-3、4-4 

個 案

評 估

與 診

斷 

臨床心

理學 
高

中 

【能力指標】 
A1、A6、C1、C2、C6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附錄第 
29-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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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中 

【能力指標】 
1-4-4、2-4-4、2-4-6、2-4-7、3-4-5、4-4-1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學 校

輔 導

方 案

發 展

與 評

鑑 

方案設

計與評

估 

高

中 

【能力指標】 
A1、A4、A5、C1、C2、C4、C7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8-1、8-2 

附錄第 
31-32 頁 

國

中 

【能力指標】 
1-4-1、1-4-3、1-4-5、2-4-1、2-4-2、2-4-5、2-4-6、2-4-7 
3-4-2、3-4-3、4-4-2、4-4-4-3、4-4-5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學 校

諮 商

倫 理

與 法

律 

心理專

業倫理

與法律 

高

中 

【能力指標】 
A1、A4、A5、A6、C1、C2、C4、C6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9-1、9-2 附錄第 

33-34 頁 

國

中 

【能力指標】 
2-4-1、2-4-6、2-4-7、3-4-5、4-4-1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2-3 

生 涯

與 職

業 資

訊 分

析 與

應用 

生涯與

職業資

訊分析

與應用 

高

中 

【能力指標】 
A1、A2、A4、A5、C1、C2、C3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6-1、6-2 附錄第 

35-36 頁 

國

中 

【能力指標】 
1-4-1、1-4-3、2-4-7、4-4-1、4-4-2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6-3、6-4 

生 涯

規 劃

課 程

設 計

與 實

生涯規

劃課程

設計與

實施 

高

中 

【能力指標】 
A1、A2、A4、A5、A6、C1、C2、C3、C7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6-1、6-2 

附錄第 
37-3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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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國

中 

【能力指標】 
1-4-1、1-4-2、1-4-3、2-4-1、2-4-3、2-4-4、2-4-6、2-4-7、
3-4-1、3-4-2、3-4-4、3-4-5、4-4-4、4-4-5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6-2、6-3、6-4 

專 業

定 向

與 自

我 成

長 

專業定

向與自

我成長 

高

中 

【能力指標】 
A1、A2、A4、A5、C1、C2、C3、C7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1-2、1-3 附錄第 

39-40 頁 

國

中 

【能力指標】 
1-4-3、1-4-4、3-4-3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1-1 

學 習

輔 導

與 諮

商 

學習輔

導與策

略 

高

中 

【能力指標】 
A1、C1、C2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5-1、5-2 附錄第 

41-42 頁 

國

中 

【能力指標】 
1-4-3、1-4-4、2-4-4、2-4-6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5-1、5-2、5-3、5-4 

性 別

教育 

性別教

育與輔

導 

高

中 

【能力指標】 
A1、A4、A5、A6、C1、C3、C6、C7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附錄第 

43-45 頁 

國

中 

【能力指標】 
3-4-3、3-4-4、3-4-5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生 命

教育 

生命議

題與教

育 

高

中 

【能力指標】 
A1、A2、A5、A6、C1、C6、C7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1-1、4-1 

附錄第 
46-47 頁 

91



國

中 

【能力指標】 
1-4-1、1-4-5、 2-4-1、 2-4-4、3-4-2、 3-4-3、3-4-5、4-4-1、
4-4-5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3-3 

諮 詢

理 論

與 實

務 

心理諮

詢理論

與實務 

高

中 

【能力指標】 
A1、A5、A6、C1、C2、C3、C7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附錄第 
48-49 頁 

國

中 

【能力指標】 
1-4-2、1-4-3、1-4-4、2-4-1、2-4-2、2-4-3、2-4-4、2-4-5、
2-4-6、2-4-7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危 機

處理 

危機處

理與自

傷防治 

高

中 

【能力指標】 
A1、A5、A6、C1、C2、C6、C7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7-3、8-1 

附錄第 
50-52 頁 

國

中 

【能力指標】 
1-4-4、1-4-5、2-4-4、2-4-6、2-4-7、3-4-3、4-4-1、4-4-2、
4-4-4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2-1、2-2 

心 理

衛生 

正向心

理與健

康 

高

中 

【能力指標】 
A2、A4、A5、A6、C2、C3、C7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5-1、5-2 附錄第 

53-56 頁 

國

中 

【能力指標】 
1-4-4、2-4-4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4-1、4-2、4-3、4-4 

社 區

資 源

運 用

與 諮

詢 

社區心

理學 
高

中 

【能力指標】 
A1、A2、A3、A4、A5、A6、C1、C4、C6、C7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附錄第 
57-5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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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中 

【能力指標】 
2-4-2、2-4-4、2-4-6、2-4-7、3-4-5、4-4-4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輔 導

研 究

法 

心理與

教育研

究法 

高

中 

【能力指標】 
A1、C1、C2、C4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附錄第 

59-60 頁 

國

中 

【能力指標】 
1-4-3、2-4-6、2-4-7、3-4-5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社 會

心 理

學 

社會心

理學 

高

中 

【能力指標】 
A3、A4、A5、A6、C4、C5、C6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附錄第 

61-62 頁 

國

中 

【能力指標】 
2-4-2、2-4-5、3-4-1、3-4-2、3-4-3、3-4-4、4-4-2、4-4-4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發 展

心 理

學 

發展心

理學 

高

中 

【能力指標】 
A1、A2、C5、C1、C2、C7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附錄第 

63-64 頁 

國

中 

【能力指標】 
1-4-1、1-4-5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3-1、4-1 

綜 合

活 動

學 習

領 域

課 程

設 計

與 實

施 

綜合活

動學習

領域課

程設計

與實施 

國

中 

【能力指標】 
2-4-6、2-4-7、3-4-1、3-4-2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綜 1-1、綜 1-2、綜 1-3、綜 2-1、綜 2-2 

附錄第 
65-6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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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合

活 動

學 習

領 域

教 學

與 評

量 

綜合活

動學習

領域教

學與評

量 

國

中 

【能力指標】 
2-4-6、2-4-7、3-4-1、3-4-2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綜 3-1、綜 3-2、綜 4-1、綜 4-2、綜 4-3 

附錄第 
67-68 頁 

心 理

與 教

育 測

驗 實

務 

心理測

驗實務 

高

中 

【能力指標】 
A1、A2、C2、C4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3-3 

附錄第 
69-70 頁 

國

中 

【能力指標】 
1-4-1、1-4-2、1-4-3、1-4-4、1-4-5、2-4-1、2-4-2、2-4-3、
2-4-4、2-4-5、3-4-1、4-4-1、4-4-2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1-3 

戶 外

探 索

設 計

與 實

施 

戶外探

索設計

與實施 

國

中 

【能力指標】 
1-4-1、1-4-2、1-4-4、1-4-5、2-4-3、2-4-4、2-4-5、2-4-7、
3-4-1、3-4-2、3-4-3、4-4-1、4-4-2、4-4-3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附錄第 
71-72 頁 

休 閒

教育 
休閒教

育 
國

中 

【能力指標】 
1-4-1、1-4-2、1-4-3、1-4-5、2-4-1、2-4-3、2-4-6、2-4-7、
3-4-1、3-4-2、3-4-4、4-4-2、4-4-4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附錄第 
73-74 頁 

家 庭

發展 
家庭發

展 
國

中 

【能力指標】 
1-1-1、1-1-4、1-3-5、1-4-5、2-1-2、2-2-3、2-3-2、2-3-3、
2-4-3、2-4-4、2-4-5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附錄第 
75-76 頁 

家 庭

生 活

教 育

概論 

家庭生

活教育

概論 

國

中 

【能力指標】 
1-1-1、1-1-4、1-3-5、1-4-5、2-4-3、2-4-4、2-4-5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附錄第 
77-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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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元

文 化

諮商 

多元文

化輔導

與諮商 

高

中 

【能力指標】 
A2、A4、A5、A6、C1、C2、C4、C7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附錄第 
79-80 頁 

國

中 

【能力指標】 
1-4-1、1-4-2、1-4-3、1-4-5、2-4-4、2-4-5、2-4-6、3-4-1、
3-4-2、3-4-3、3-4-4、3-4-5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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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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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

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 
92 年 4 月 30 日教育部台中(三)字第 0920058435 號函備查 

99 年 7 月 22 日 98 學年度第 5 次教務會議修訂 
99 年 8 月 13 日教育部台中(二)字第 0990139003 號函核定 

99 年 12 月 21 日 99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修訂 
100 年 6 月 2 日 99 學年度第 7 次教務會議修訂 

100 年 8 月 10 日教育部臺中(二)字第 1000139724 號函核定 
101 年 4 月 19 日教育部臺中(二)字第 1010070071 號函核定 

101 年 10 月 11 日 101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 
102 年 1 月 17 日 101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修訂 

102 年 3 月 13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20037187 號函核定 

一、本實施要點及「國立清華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以下簡

稱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係依據師資培育法第七條及其相關規定訂定。 

二、本要點及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供下列學生辦理中等學校教師資格審查之依據： 

1、本校修習教育學程之師資生。 
2、本校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學員。 
3、本校在職教師進修學分班學員。 
4、中等學校合格教師欲申請加註其他任教學科(領域、群科)教師資格，且於國內修習其

他任教學科(領域、群科)之專門課程者。 

三、本校師資生欲擔任中等學校各學科(領域、群科)教師時： 

1、所修習之專門課程需符合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所規定之科目與學分數下限。 

2、如欲以該學科(領域、群科)分發至中等學校實習者(亦即以該科作為申請第一張教師證

類科)，另需具備相關學系/所(含學士班、學位學程、在職專班、碩士班或博士班)、
輔系或雙主修資格。相關系/所係指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中所列舉之相關培育

學系/所或教育部規定之適合培育相關學系/所。 

3、申請辦理加註其他中等學校任教學科(領域、群科)教師資格者，不受本點第二項限制。 

四、本校碩博班師資生若原主修研究所不屬於第三點第二項認定之擬任教學科之相關系/所
者，得於修足相關系/所之輔系或雙主修應修課程及學分數，經相關系/所審核認定後，

取得第三點第二項所訂定擬任教學科相關系/所之資格。 

五、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內各任教科別之專門科目，包含必備及選備兩大類，其必備

科目係指擔任該科目或科別教師必須修習之科目，選備科目則指可以自由選擇修習之科

目，必備科目必須全部修習，其餘不足之學分則於選備科目中選習。 

六、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之採認應符合下列規定： 

1、凡在本校以外之大學或獨立學院所修習課程之科目名稱及學分數與「專門課程科目及

學分一覽表」規定之科目名稱及學分數相同者，經師培中心審查後予以認定；修習科

目名稱不同但課程性質相近者，得由本校該任教學科之規劃系所審查後予以認定(申
請者需提供課程大綱、上課講義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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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習課程之科目名稱與「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規定之科目名稱略有出入但課

程內容相同者，得由本校該任教學科之規劃系所審查後予以認定(申請者需提供課程

大綱、上課講義等資料)。 

3、如所修同一列科目及其相似科目之累加學分數超過「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所

規定之學分數者，則僅採認「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所規定之學分數。但如同

一列科目及其相似科目之累加學分數未達本表規定時，則該科目及其相似科目不予採

認。 

4、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學分不得重複採計，擬採計之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以申請時

10 年內所修習之科目及學分為限，惟考量師資生相關教學教育事業及業界服務經驗，

得由師培中心審查予以認定，不受採認年限限制。 

5、擬以二專、三專及五專(五專後兩年)所修習之學分採認為專門課程學分者，得由師培

中心送相關系所專業審核後予以認定 

6、推廣教育學分擬採認為師資職前培育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取得修畢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證明者，以年度事前報教育部核定開辦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班別

為限，並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七、已持有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並在本校進修學位者，如擬修習第二專長(其他任教學科、

領域、群科專長)專門課程時，應於修習前向本校師培中心提出申請，並依申請當時本校

適用之專門課程版本為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認定依據。未事前提出申請者，則以申請專

門課程科目及學分認定時，本校適用之專門課程版本為認定依據。 

八、具下列資格之一者，並經本校審認專門課程學分不足且未超過四分之一，得向本校申請

隨班附讀課程補修學分，並應於 2 年內補修完畢，完成專門課程認定： 

1、本校畢業師資生已逾師資培育法第二十條規定之期限。 

2、本校畢業師資生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申請參加教育實習之學科（領域、群科）專

長，不符教學現場課程需求，須轉認其他相關學科（領域、群科）專門課程。 

3、符合教育部 93 年 6 月 24 日臺中(三)字第 0930072672A 號令釋資格者。 

前項專門課程之認定，應以申請者申請認定年度本校報經教育部核定實施之專門課程為

依據。 

九、修畢專門課程學分，經本校審查認定合格後，師資生得發給「修習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
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成績證明」；具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者，發

給「中等學校教師任教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 

十、本要點及專門課程一覽表自教育部核定後實施，核定前已修習之師資生得適用之。如欲

以本一覽表辦理認證，應修畢該任教科別規定之科目及學分數。 

十一、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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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主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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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辦理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自主檢核表 
 

 國民中學    綜合活動    學習領域   輔導   主修專長 

 高級中等學校(共同學科)   輔導   科 

 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群科)          群           科 

※併階段規劃培育請勾選填寫兩個以上。 
項
次 檢核內容 自主檢核 備註 

行政部分 

1 
說明參加規劃人員 
(每一相關系所師資至少 2 名，並註明任教系所及職稱) 

符合 第 2 頁 

2 
具相應之任教科目教材教法、教學實習 
(檢附授課大綱) 

符合 第 3 頁~第 7 頁 

3 檢附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 符合 第 8 頁~第 10 頁 

4 
設有與專門課程相關之系所 
(含主要規劃系所、開課相關系所) 

符合 第 2 頁及第 11 頁 

5 具備相關系所現行必(選)修科目表 符合 第 12 頁~第 14 頁 

6 
經過學校內部審查程序說明 
(檢附輔導科所討論會議、師培中心會議及教務會議等會

議紀錄) 
符合 第 15 頁~第 20 頁 

7 
說明本校經教育部核定(或陳報中)之其他中等學校師資

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符合 第 21 頁~第 22 頁 

8 
擬定修正理由 
(非核定後調整免附) 

□符合 
免附 

無 

9 
擬定修正之專門課程規劃說明 
(非核定後調整免附) 

□符合 
免附 

無 

10 
擬定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修正對照表 
(非核定後調整免附) 

□符合 
免附 

無 

11 
具備原核定文件 
(非核定後調整免附) 

□符合 
免附 

無 

12 擬定專門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及必(選)備課程大綱 符合 
第 24 頁~第 26 頁 

及附錄 

13 擬定專門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 符合 第 72 頁~第 7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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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部分 
1 

課

程

規

劃 

符合學科教師專業本位原則 符合 第 24 頁~第 52 頁 
2 符合必備科目及選備科目輔成原則 符合 第 24 頁~第 52 頁 
3 符合學生能力本位陶養原則 符合 第 24 頁~第 52 頁 
4 符合系科核心能力原則 符合 第 24 頁~第 52 頁 
5 符合主從課程統整原則 符合 第 24 頁~第 52 頁 

1 課 
程 
內 
容 

學科(領域、群科)名稱與中等學校課程標準或綱要相符 符合 
第 24 頁~第 52 頁

及附錄 

2 
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專門課程能符應中等學校課

程標準或綱要之教材大綱及能力指標內容 符合 
第 24 頁~第 52 頁

及附錄 

3 各科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不得列為專門課程之科目 符合 第 24 頁~第 25 頁 

1 
課 
程 
科 
目 
及 
學 
分 

專門課程科目與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名稱以不得相同

或相似為原則，並不得重複採計學分 
符合 第 24 頁~第 25 頁 

2 專門課程分為必備科目與選備科目兩種 符合 第 24 頁~第 25 頁 

3 專門課程規劃總學分數以 45～60 學分為原則 符合 第 24 頁~第 25 頁 

4 
專門課程要求總學分數、必(選)備學分數符合部訂各

科專門課程科目與學分對照表之最低規範 
符合 第 24 頁~第 25 頁 

5 專門課程各科目採計學分數不得超過 6 學分 符合 第 24 頁~第 25 頁 

6 
配合中等學校課程之各學科(領域、群科)課程內容規

劃核心課程 
符合 第 24 頁~第 71 頁 

說 
明 
事 
項 

特色課程(依需要延展表格空間)： 
 
其他說明： 
 
檢附資料： 
 

 

承辦人簽章： 
 
 
師資培育中心主任或課程規劃單位主管簽章： 
 
 
填寫日期： 
 

 

 

 

101



   
 
 
 
 
 
 
 
 
 
 
 

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申報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附件 

輔導科

102

教務處
文字方塊
附件12-2



目錄 
一、輔導原理與實務 ....................................................................................................................................... 1 
二、諮商與輔導行政 ....................................................................................................................................... 4 
三、性格心理學 ............................................................................................................................................... 6 
四、變態心理學 ............................................................................................................................................... 8 
五、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 ............................................................................................................................. 10 
六、諮商輔導技術與策略 ............................................................................................................................. 12 
七、輔導與諮商實習一 ................................................................................................................................. 14 
八、輔導與諮商實習二 ................................................................................................................................. 16 
九、團體諮商 ................................................................................................................................................. 18 
十、生涯輔導與諮商 ..................................................................................................................................... 21 
十一、心理與教育測驗 ................................................................................................................................. 25 
十二、兒童與青少年輔導 ............................................................................................................................. 27 
十三、臨床心理學 ......................................................................................................................................... 29 
十四、方案設計與評估 ................................................................................................................................. 32 
十五、心理專業倫理與法律 ......................................................................................................................... 34 
十六、生涯與職業資訊分析與應用 ............................................................................................................. 36 
十七、生涯規劃課程與實施 ......................................................................................................................... 38 
十八、專業定向與自我成長 ......................................................................................................................... 40 
十九、學習輔導與策略 ................................................................................................................................. 42 
二十、性別教育與輔導 ................................................................................................................................. 44 
二十一、生命議題與教育 ............................................................................................................................. 47 
二十二、心理諮詢理論與實務 ..................................................................................................................... 49 
二十三、危機處理與自傷防治 ..................................................................................................................... 51 
二十四、正向心理與健康 ............................................................................................................................. 54 
二十五、社區心理學 ..................................................................................................................................... 58 
二十六、心理與教育研究法 ......................................................................................................................... 60 
二十七、社會心理學 ..................................................................................................................................... 62 
二十八、發展心理學 ..................................................................................................................................... 64 
二十九、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設計與實施 ............................................................................................. 66 
三十、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學與評量 ......................................................................................................... 68 
三十一、心理測驗實務 ................................................................................................................................. 70 
三十二、戶外探索設計與實施 ..................................................................................................................... 72 
三十三、休閒教育 ......................................................................................................................................... 74 
三十四、家庭發展 ......................................................................................................................................... 76 
三十五、家庭生活教育概論 ......................................................................................................................... 78 
三十六、多元文化輔導與諮商 ..................................................................................................................... 80 
 
 

103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一、輔導原理與實務 
科目英文名稱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of Guidance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一年級/下學期 
先修科目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本課程旨在培養基本輔導素養，習得基礎輔導知能，能配合學校、社區使用

具脈絡的哲學與信念推展學校及社區輔導工作。 
1. 瞭解輔導的基本概念、發展、內容及原理原則。 
2. 培養基本輔導素養，習得基礎學校或社區輔導知能。 
3. 瞭解及運用輔導的基本理論、助人歷程與技術於學校、社區及日常生活中。 
4. 瞭解當前學校與社區輔導工作觀念及內涵，並掌握未來輔導發展之趨勢。 
5. 探索、理解輔導工作，發展對輔導諮商心理學的興趣與熱誠。 
6. 掌握輔導策略方法。 

二、指定用書 
黃政昌、黃瑛琪、連秀鸞、陳玉芳 （2015）。輔導原理與實務。台北：心

理。 
劉焜輝（主編）（2014）。輔導原理與實務。台北：三民。 

三、參考書籍 

王文秀、田秀蘭、廖鳳池（2011）。兒童輔導原理。台北：心理。 
王麗斐（主編）（2013）。國民小學學校輔導工作參考手冊。台北市：教育

部。 
王麗斐（主編）（2013）。國民中學學校輔導工作參考手冊。台北市：教育

部。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2016）。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諮商專業倫理守則。取

自：http://www.guidance.org.tw/ethic_001.html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2015）。學生輔導工作倫理守則。取自：

http://www.guidance.org.tw/school_rules/content.html 
邱珍琬（2014）。國小諮商實務與案例分析。台北市：五南。 
洪莉竹（2013）。學生輔導工作倫理守則暨案例分析。台北：張老師。 

四、教學方式 
1. 理論講述與討論(40%) 
2. 小組專題報告與團體討論(40%)  
3. 行動實作與報告(20%) 

五、教學進度 

週次 課程內容 
01 課程導論 
02 當前學校輔導工作觀念及內涵、WISER 輔導模式 
03 輔導相關政策與教育法規 
04 學校輔導基本理論概念及輔導工作內涵 
05 生活輔導 
06 學習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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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生涯輔導 
08 班級輔導 
09 個別輔導 
10 團體輔導 
11 個案研究與管理 
12 輔導專業倫理、社會資源之運用 
13 文化與性別議題學生的認識與輔導 
14 中輟生的認識與輔導 
15 心理疾病學生的認識與輔導 
16 自傷/殺危機學生的認識與輔導 
17 實地訪談發表-I 
18 實地訪談發表-II 

 

六、成績考核 

1.課堂參與(10%)  
2.讀書心得(10%) 
3.小組專題報告(20%) 
4.課前預習與課堂學習反思(30%) 
5.實地訪談報告(30%) 

七、教材資源 

教育部（2014）。性別平等教育法。取自：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80067 
教育部（2014）。高級中等教育法。取自：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GL001143&KeyW
ordHL= 

教育部（2014）。高級中等教育法施行細則。取自：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GL001228&KeyW
ordHL= 

教育部（2014）。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輔導辦法。取自：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8804 
教育部（2014）。國民教育法。取自：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FL008927&KeyW
ordHL= 

教育部（2014）。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取自：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FL008934&KeyW
ordHL=  

教育部（2014）。學生輔導法。取自：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GL001380&KeyWordHL=
&StyleType=1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高中 

【能力指標】 
A4、A5、A6、C1、C2、C5、C6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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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GL001380&KeyWordHL=&Style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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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4-1 

國中 

【能力指標】 
1-4-1、1-4-2、2-4-6、3-4-5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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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二、諮商與輔導行政 
科目英文名稱 Counseling and Guidance Administration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四年級/上學期 
先修科目 輔導原理與實務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本課程旨在培養學校教師輔導行政素養，習得輔導行政知能、能建立並運作

輔導工作委員會以支持輔導方案的全面實施。包括： 
1. 瞭解教育行政概論與輔導法規。 
2. 熟悉學校輔導工作的組織與發展。 
3. 熟悉學校輔導工作的計畫與實施。 
4. 健全學校輔導工作的宣導與溝通。 
5. 落實學校輔導工作效能評估。 
6. 熟悉學校輔導工作趨勢與展望。 

 
二、指定用書  
三、參考書籍  

四、教學方式 
教師講授、分組討論、機構參訪、文件蒐集。 
 

五、教學進度 

Week Content 
01 課程導論 
02 學校輔導工作之歷史、現況與未來展望 
03 學校輔導與諮商之三級預防體制與模式 
04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教育行政概論 
05 學校處室與輔導相關法規 
06 各級學校輔導工作的組織、員額編制與發展 
07 大型學校輔導室參訪 
08 中型學校輔導室參訪 
09 小型學校輔導室參訪 
10 學校輔導工作的年度計畫、短中長期計畫與實施 
11 期中考 
12 學校輔導工作對校內外的宣導與溝通 
13 公文撰寫、公文流程與經費編列 

14 
個別諮商效能與（學生、教師、家長）滿意度調查、團體

輔導方案評估 
15 學校輔導工作效能評估 
16 輔導工作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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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學校輔導工作趨勢與展望 
18 期末考 

 

六、成績考核 課堂參與、分組導讀、拜訪機構之參訪心得報告、期中考、期末考。 

七、教材資源 
林建平（2010）兒童輔導與諮商（二版）。台北：五南。 
秦夢群、朱子君、黃旭鈞、郭昭佑、何宣甫、湯志民、林偉人（2007）學校

行政。台北：五南。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高中 

【能力指標】 
A1、A3、A4、A5、C2、C4、C6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8-1、8-2 

國中 

【能力指標】 
1-4-3、1-4-4、2-4-6、2-4-7、3-4-1、3-4-2、3-4-3 
 
【12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2-1、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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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三、性格心理學 
科目英文名稱 Personality Psychology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二年級/下學期 
先修科目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本課程目標為熟習人格心理學相關理論與研究方法、透過閱讀與研討等對話

深化對於理論思維方式的理解、能嘗試運用相關理論探索與思考自己之性格

型態。課程內涵包括性格心理學概要、性格理論與科學研究、生理基礎、精

神分析取向、新精神分析取向、現象學取向、特質理論、行為取向、認知建

構論：Kelly、社會認知取向、行為學習、社會認知等取向之應用等議題的探

究。本課程之目標可統整如下： 
1. 熟悉性格心理學之理論。 
2. 了解性格心理學之人格評估衡鑑工具與相關研究。 
3. 裝備文化敏感與系統脈絡觀點，評析性格心理學於不同文化脈絡之適用性。 
4. 透過性格心理學理論與研究之學習，增進對自我人格養成形塑之理解與覺

察。 

二、指定用書 危芷芬（譯）（2016）。人格心理學。臺北：雙葉書廊。 
葉光輝（譯）（2017）。性格心理學：理論與研究。臺北：雙葉書廊。 

三、參考書籍 危芷芬（譯）（2012）。人格心理學。臺北：洪葉文化。 

四、教學方式 

1. 理論講述與討論(40%) 
2. 個案分析與作品賞析(20%)  
3. 行動實作與報告(30%) 
4. 其他(10%) 

五、教學進度 

週次 課程內容 
01 性格心理學概論 
02 性格研究方法與相關量表 

03 
性格研究的倫理與性別議題 
從文化與性別敏感談性格心理學 

04 Sigmund Freud：精神分析理論 
05 Karen Horney：神經質需求和傾向 
06 Carl Jung：分析心理學 
07 Alfred Adler：個體心理學 
08 Carl Rogers：自我實現理論 
09 Eric Berne：溝通分析心理學 
10 Gordon Allport：動機與人格 
11 Hans Eysenck 特質論 
12 Raymond Cattell 因素論 
13 Big Five 理論 
14 行為學派 
15 George Kelly：個人建構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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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rik Erikson：認同理論 
17 Abraham Maslow：需求階層理論 
18 期末考 

 

六、成績考核 

1. 課堂參與(10%)  
2. 讀書心得報告(10%) 
3. 課堂預習與課堂學習反思(10%) 
4. 專題報告(20%) 
5. 個人性格養成之分析與反思(20%) 
6. 期末考(30%) 

七、教材資源 

Pervin, L.A., & John, O.V. (2002).Person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New York, 
NY:John Wiley &Sons, Inc. 

Lawrence A. Pervin 原著/洪光遠，鄭慧玲譯(2003)。人格心理學。台北：桂冠

出版社。 
Jerry M. Burger 著/林宗鴻譯(2003)。人格心理學。台北：揚智出版社。 
Robert M. Liebert,Lynn Langenbach Liebert 著/張鳳燕等譯(2003)。人格心理學/

策略與議題。台北：五南出版社。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高中 

【能力指標】 
A1、A5、C1、C2、C4、C7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國中 

【能力指標】 
2-4-6、3-4-5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1-1、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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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四、變態心理學 
科目英文名稱 Abnormal Psychology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三年級/上學期 
先修科目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1.  了解各類型診斷案主之臨床症狀 
2.  了解各類型診斷之潛在病理因素與介入模式 
3.  熟悉診斷系統之優勢與限制並能適切的應用 

二、指定用書  
三、參考書籍  
四、教學方式 講授、影片欣賞、實例探討、閱讀心得報告 

五、教學進度 

1.  偏差行為的定義與本質 
2.  變態心理學的歷史沿革 
3.  當代心理病理之解析與治療模式 
4.  診斷與衡鑑  
5.  臨床心理學的研究方法 
6.  焦慮相關之心理疾患 
7.  身體化與解離性疾患 
8.  壓力與健康心理學 
9.  憂鬱與情感性疾患 

10.  飲食相關之心理疾患 
11.  與藥物濫用有關之心理疾患 
12.  精神分裂病 
13.  人格違常 
14.  性與性別偏差問題與心理疾患 
15.  老化歷程與老年期的心理疾患 
16.  兒童與青少年期的心理疾患 
17.  心理治療與介入處遇 
18.  實務中之法律/道德議題以及臨床應用與未來展望 

六、成績考核 
1.  期中考(30%) 
2.  期末考(40%) 
3.  課堂參與與報告(30%) 

七、教材資源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高中 

【能力指標】 
A1、A5、A6、C1、C2、C7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5-1、5-2 

國中 
【能力指標】 
1-4-4、1-4-5、2-4-4、3-4-5、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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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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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五、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 
科目英文名稱 Theories of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二年級/上學期 
先修科目 輔導原理與實務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本課程旨在認識助人工作與諮商歷程知識，奠定諮商輔導實務之基礎，能具

備諮商理論以形成個案概念化，並能使用合適的諮商介入協助學生。 
教學目標包含： 
1. 認識助人工作與諮商歷程知識，奠定諮商輔導實務之基礎。 
2. 了解心理諮商/治療的過程與特性。 
3. 認識並熟悉各學派的諮商理論與其發展。 
4. 學習運用各理論學派之理念形成個案概念。 
5. 統整個人對諮商理論的了解與個案輔導策略之應用。 

二、指定用書  
三、參考書籍  

四、教學方式 

1. 課程講授方式： 
 課程預習檢核 
 學派創始者的發展故事(小組報告) 
 各學派之主要理念解說與討論 
 個案應用演練與討論— 

(1).個案報告 
(2).案例分析與討論 

2. 技術示範與演練/ 作業評析 

五、教學進度 

Week Content 
01 課程導論 
02 諮商實務的基本議題 
03 諮商員：兼具人性及專業的工作者/ 諮商歷程簡介 
04 諮商實務的倫理議題/ 心理諮商理論取向簡介 
05 精神（心理）分析治療 
06 阿德勒治療 
07 存在主義治療 
08 個人中心治療 
09 完形治療 
10 行為治療 
11 認知行為治療 
12 現實治療 
13 期中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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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女性主義治療 
15 後現代取向 
16 家庭系統治療 
17 整合與應用: 形成個人理論與實作(一) 
18 整合與應用: 形成個人理論與實作(二) 

 

六、成績考核 

1. 課堂參與、提問與討論10%  
2. 小組報告10+5% 
3. 期初小報告5% 
4. 隨堂小考 15% 
5. 平時練習作業15% 
6. 期末考15%  
7. 期末報告25%  

七、教材資源 

Corey, G. (2008).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7th 
Edition) USA: Brooks/Cole. 
Corsini, R. J., Wedding, D., & Dumont, F. (2008). Current psychotherapies (8th 
ed.). Belmont, Calif.: Thomson Brooks/Cole. 
Thompson, R. A.(2003) Counseling children.. Belmont, Calif.: Thomson 
Brooks/Cole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高中 

【能力指標】 
A1、A3、A5、A6、C1、C2、C4、C6、C7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2-1 

國中 

【能力指標】 
1-4-1、1-4-2、1-4-4、1-4-5、2-4-1、2-4-2、2-4-4、2-4-5、3-4-1、3-4-2、
4-4-1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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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六、諮商輔導技術與策略 
科目英文名稱 Techniques and Strategies of Counseling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三年級/上學期 
先修科目 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1. 了解諮商輔導基本助人歷程。 
2. 學習諮商輔導基本技術。 
3. 熟悉兒童青少年相關重要諮商學派：阿德勒學派、認知行為、現實治療、

敘事治療等相關學派之應用技術。 
4. 諮商輔導技術策略實作。 
5. 個人自我理論取向與價值觀之探索。 

二、指定用書 

Egan, G. (2010/2012). 助人歷程與技巧：有效能的助人者（鍾瑞麗譯，中文版

第二版）。台北：雙葉。 
Welch, I. D., & Gonzalez, D. M. (1999/2006). 諮商與心理治療的歷程與實務：

各種技術的探討 （潘貞妮譯）。台北：桂冠。 

三、參考書籍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2016）。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諮商專業倫理守則。取

自：http://www.guidance.org.tw/ethic_001.html 
Corey, G. (2001/2002). 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與實務（修慧蘭校訂）。台北：

雙葉。 
Freeman, J., & Combs, G. (1996/2000). 敘事治療：解構並重寫生命的故事（易

之新譯）。台北：張老師。 
Hill, C. E. (2009/2017). 助人技巧：探索、洞察與行動的催化（林美珠、田秀

蘭譯）。台北：學富。 
四、教學方式 講述、課堂模擬演練、討論。 

五、教學進度 

週次 課程內容 

01 
輔導諮商晤談與歷程簡介 
場面構成、保密協定、知後同意 

02 
助人技巧概覽 
諮商技巧中的文化與性別議題 

03 輔導諮商基本技巧---專注、傾聽 
04 輔導諮商基本技巧---同理回應 
05 輔導諮商基本技巧---探問技巧 
06 輔導諮商基本技巧---催化覺察 
07 輔導諮商基本技巧---立即性 
08 輔導諮商基本技巧---催化行動 
09 輔導諮商學派技術---心理動力 
10 輔導諮商學派技術---阿德勒學派 
11 輔導諮商學派技術---認知行為學派 
12 輔導諮商學派技術---存在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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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輔導諮商學派技術---現實治療 
14 輔導諮商學派技術---個人中心 
15 輔導諮商學派技術---敘事治療 
16 輔導諮商學派技術---女性主義 
17 期末考---I 
18 期末考---II 

 

六、成績考核 

1. 課堂參與 (20%) 
2. 個人諮商理論與技術反思(10%) 
3. 課前閱讀與反思(10%) 
4. 小組專題報告(10%) 
5. 諮商技術與諮商學派之技術演練(25%) 
6. 期末考(25%)---實際演練 

七、教材資源 

Michael, W. (2007/2008). 敘事治療的工作地圖（黃孟嬌譯）。台北：張老師。 
Morgan, A. (2000/2008). 從故事到療癒：敘事治療入門（陳阿月譯）。台北：

心靈工坊。 
Sharf, R. S. (2012/2015). 諮商與心理治療（馬長齡審閱）。台北：心理。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高中 

【能力指標】 
A1、A4、A5、A6、C1、C2、C7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國中 

【能力指標】 
1-4-4、2-4-5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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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七、輔導與諮商實習一 
科目英文名稱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Practicum(I) 
學分數 2 
必（選）修別 選修 開課年級 四年級/上學期 
先修科目 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心理與教育測驗、團體諮商、心理專業倫理與法律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一) 統整輔導與諮商之理論與技術、熟悉個案諮商之流程（含 intake、接案、

評估、診斷與處遇）。 
(二) 學習擬定全面性的學生個別輔導與諮商計畫 
(三) 認識臨床上(校園、社區、醫療)等相關輔導與諮商機構的運作、特色與

資源、提升專業與個人層面之自我覺察與統整 
二、指定用書 無 

三、參考書籍 

孔繁鐘、孔繁錦編譯（2007）。DSM-IV 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台北：合

記書局。 
牛格正、王智弘（2008）。助人專業倫理。台北：五南。 
王文秀、田秀蘭、廖鳳池（2011）。兒童輔導原理(第三版)。台北：心理。 
王以仁、吳芝儀、林明傑、黃財尉、陳慧女譯（2004）。學校輔導與諮商。嘉

義：濤石。 
易之新譯（2001）。生命的禮物。台北：心靈工坊 
林美珠、田秀蘭合譯(2013)。助人技巧：探索、洞察與行動的催化。台北：學

富文化公司。 
林家興、王麗文(2008)。心理治療實務。台北市：心理。 
許文耀等譯（1997）。心理衡鑑。台北：心理出版社。 

四、教學方式 

(一) 參觀、見習、實習（含個諮、團諮、班級或團體輔導、行政實習） 
(二) 個別與同儕督導 
(三) 分組實習報告、分享與研討 
(四) 課堂演練與討論 

五、教學進度 

周次 討論主題 實施方式 
 課程介紹與說明、專業倫理與助人工作者

的準備 
課堂講述 
改為 6 月底進行 

一 個案概念化與紀錄撰寫原則  
團體方案報告 

課堂講述 

二 團體方案報告 個人報告 
三 團體方案報告 個人報告 
四 團體方案報告 個人報告、團督 
五 諮商晤談評估報告(接案、督導)討論 1 個人報告、團督 
六 諮商晤談評估報告(接案、督導)討論 2 個人報告、團督 
七 諮商晤談評估報告(接案、督導)討論 3 個人報告、團督 
八 團體諮商實務討論 1 個人報告、團督 
九 團體諮商實務討論 2 個人報告、團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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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表達性媒材運用 個人報告、團督 
十一 藝術治療講座 講座 
十二 諮商晤談評估報告(接案、督導)討論 4 個人報告、團督 
十三 諮商晤談評估報告(接案、督導)討論 5 個人報告、團督 
十四 團體諮商實務討論 3 個人報告、團督 
十五 諮商晤談評估報告(接案、督導)討論 6 個人報告、團督 
十六 諮商晤談評估報告(接案、督導)討論 7 個人報告、團督 
十七 團體諮商實務討論 4 個人報告、團督 
十八 團體諮商實務討論 5 個人報告、團督 

六、成績考核 
1. 出席及參與情形 20%: 
2. 實習參與與書面作業 65% 
3. 成果發表 15% 

七、教材資源 如參考書籍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高中 

【能力指標】 
A1、A3、A4、A5、A6、C1、C2、C4、C6、C7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8-1、8-2 

國中 

【能力指標】 
1-4-1、1-4-2、1-4-4、2-4-1、2-4-2、2-4-4、2-4-5、2-4-7、3-4-1、3-4-2、
4-4-1、4-4-4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2-1、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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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八、輔導與諮商實習二 
科目英文名稱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Practicum (II) 
學分數 2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四年級/下學期 
先修科目 心理與教育測驗、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團體諮商、心理專業倫理與法律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一)統整個諮與團諮之理論與技術 
(二)熟悉個案概念化與團體歷程。 
(三)學習擬定全面性的兒童與青少年個別與團體輔導與諮商計畫 
(四)認識臨床上(校園、社區、醫療)等相關輔導與諮商機構的運作、特色與資

源、提升專業與個人層面之自我覺察與統整 
二、指定用書 無 

三、參考書籍 

孔繁鐘、孔繁錦編譯（2007）。DSM-IV 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台北：合

記書局。 
牛格正、王智弘（2008）。助人專業倫理。台北：五南。 
王文秀、田秀蘭、廖鳳池（2011）。兒童輔導原理(第三版)。台北：心理。王

以仁、吳芝儀、林明傑、黃財尉、陳慧女譯（2004）。學校輔導與諮商。嘉義：

濤石。 
易之新譯（2001）。生命的禮物。台北：心靈工坊 
林美珠、田秀蘭合譯(2013)。助人技巧：探索、洞察與行動的催化。台北：學

富文化公司。 
林家興、王麗文(2008)。心理治療實務。台北市：心理。 
許文耀等譯（1997）。心理衡鑑。台北：心理出版社。 

四、教學方式 

(一) 參觀、見習、實習（含個諮、團諮、班級或團體輔導、行政實習） 
(二) 個別與同儕督導 
(三) 分組實習報告、分享與研討 
(四) 課堂演練與討論 

五、教學進度 

周次 討論主題 實施方式 
 課程介紹與說明 課堂講述 

改為 6 月底進行 
一 諮商專業倫理統整 

團體方案報告 
課堂講述 

二 團體方案報告 個人報告 
三 團體方案報告 個人報告 
四 團體方案報告 個人報告、團督 
五 諮商晤談評估報告(接案、督導)討論 1 個人報告、團督 
六 諮商晤談評估報告(接案、督導)討論 2 個人報告、團督 
七 諮商晤談評估報告(接案、督導)討論 3 個人報告、團督 
八 團體諮商實務討論 1 個人報告、團督 
九 團體諮商實務討論 2 個人報告、團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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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兒少重要議題彙整 講述 
十一 團體歷程評估與探討 講座 
十二 諮商晤談評估報告(接案、督導)討論 4 個人報告、團督 
十三 諮商晤談評估報告(接案、督導)討論 5 個人報告、團督 
十四 團體諮商實務討論 3 個人報告、團督 
十五 諮商晤談評估報告(接案、督導)討論 6 個人報告、團督 
十六 諮商晤談評估報告(接案、督導)討論 7 個人報告、團督 
十七 團體諮商實務討論 4 個人報告、團督 
十八 團體諮商實務討論 5 個人報告、團督 

六、成績考核 
1. 出席及參與情形 20%: 
2. 實習參與與書面作業 65% 
3. 成果發表 15% 

七、教材資源 如參考書籍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高中 

【能力指標】 
A1、A3、A4、A5、A6、C1、C2、C4、C6、C7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8-1、8-2 

國中 

【能力指標】 
1-4-1、1-4-2、1-4-4、2-4-1、2-4-2、2-4-4、2-4-5、2-4-7、3-4-1、3-4-2、
4-4-1、4-4-4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2-1、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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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九、團體諮商 
科目英文名稱 Group Counseling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三年級/下學期 
先修科目 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團體動力學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以理論講授、討論、實地團體經驗、團體方案設計與實務督導等方式，以了

解團體諮商的理論及特性與流程、認識並遵守團體諮商的專業倫理守則；探

討並學習處理團體諮商過程中的特殊問題；最後，將理論轉化成實地的方案

設計及小團體諮商帶領，並省思實作經驗。相關課程教學目標包含： 
1. 認識團體輔導諮商的理論與基本概念。 
2. 了解團體的形成與領導技巧。 
3. 諮商與輔導團體方案設計與執行。 
4. 團體成效評估與修正。 

二、指定用書  
三、參考書籍  

四、教學方式 
1. 理論講述與討論(30%) 
2. 個案分析與作品賞析(20%) 
3. 行動實作與報告(50%) 

五、教學進度 

Week Content 
01 課程導論 
02 團體緒論 
03 團體階段、團體歷程與治療性力量 
04 團體的目的、團體諮商專業倫理 
05 團體的計畫 

06 團體的開始 
07 團體領導者的基本技巧 

08 焦點 
09 期中考 
10 團體技巧：切斷、引出、繞圈發言與配對 
11 活動、活動的介紹、執行與處理 
12 團體中期階段的領導 
13 團體或單次團體聚會的結束 
14 諮商理論於團體中的應用 
15 問題情境的處理 

16 
特定團體的諮商 
Group sharing 1-3 

17 
團體中的諮商與治療 
Group sharing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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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課程統整 
 

六、成績考核 

1. 紙筆評量(20%) 
2. 表現評量(30%) 
3. 上課參與(15%) 
4. 其他(35%) (說明：參與團體相關活動心得報告 每週閱讀與上課心得) 

七、教材資源 

程小蘋、黃慧涵、劉安真、梁淑娟譯（2007）團體諮商－策略與技巧。台北

市：五南。 
方紫薇、馬宗傑等譯（2001）團體心理治療的理論與實務。台北：桂冠。 
王行等（2002）團體諮商理論與實務。台北：學富出版社。 
王嘉琳、廖欣娟、吳健豪、張慈宜、尹彰德譯（2009）團體諮商：理論與實

務。台北：學富出版社。 
王慧君等編著（1996）團體領導者訓練實務《修訂本》。台北：張老師。 
何長珠（1997）心理團體的理論與實際。台北：五南。 
吳秀碧（1991）團體諮商實務。高雄：復文。 
吳秀碧（2000）團體輔導的理論與實務。彰化：品高。 
吳武典（2001）團體輔導手冊。台北：心理。 
吳武典、金樹人（1993）班級輔導活動設計指引。台北：心理。 
吳武典、洪有義、張德聰（2004）團體輔導。台北：心理。 
吳嫦娥編著（1995）親職教育活動設計實務手冊。台北市：張老師文化。 
呂勝瑛（1992）團體診療的過程與實際。台北：五南。 
李郁文（2001）團體動力學─群體動力的理論、實務與研究。台北：桂冠。 
周晴燕譯（1995）尋找生命的重心：確立價值觀的 31 個策略。台北：方智。 
林昆輝（1999）小團體動力學。台北：揚智。 
林振春、王秋絨（1995）團體輔導工作。台北：師大書苑。 
夏林清（2002）大團體動力：理念、結構與現象。台北：五南。 
夏林清、麥麗蓉合譯（1988）團體治療與敏感度訓練。台北：張老師。 
唐子俊、唐慧芳、孫肇玢譯（2004）心理動力團體治療。台北：五南。 
孫安玲等譯（1995）兒童與青少年團體工作。台北：心理。 
徐西森（2005）團體動力與團體輔導。台北：心理。 
陳昭伶、蔡春美、李花環、施香如、陳慶福、蕭玉伶、高琇鈴譯（2009）兒

童及青少年團體諮商與心理治療。台北：華騰。 
陳慶福、翁樹澍、許淑穗、劉志如、吳淑禛、王沂釗（2010）團體諮商；歷

程與實務。台北：紅葉。 
張子正等譯（1998）青少年團體諮商－生活技巧方案。台北：五南。 
張景然、吳芝儀譯（1995）團體諮商的理論與實務。台北：揚智。 
救國團張老師主編（1990）團體領導者訓練實務。台北：張老師。 
莊敬雯、吳健豪等譯（2003）Theory and practice of group counseling (5th ed.). 團
體諮商的理論與實務。台北：學富。 
莫藜藜譯（2008）團體工作實務。台北：雙葉。 
陸雅青（2000）藝術治療團體實務研究：以破碎家庭兒童為例。台北：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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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華源、滕青芬譯（1994）小團體領導指南（修訂本）。台北：張老師。 
程小蘋、黃慧涵、劉安真、梁淑娟譯（2007）團體諮商－策略與技巧。台北

市：五南。 
黃月霞（1991）團體諮商。台北：五南。 
黃惠惠（1993）團體輔導工作概論。台北：張老師。 
廖鳳池主編（2002）兒童諮商團體：理念與方案。台北：心理。 
翟宗悌譯（2001）青少年團體治療：認知行為互動取向。台北：學富。 
劉安真等譯（1995）團體諮商─策略與技巧。台北：五南。 
歐素汝（1999）焦點團體：理論與實務。台北：弘智。 
潘正德（1995）團體動力學。台北市：心理出版社。 
蔡中理譯（1998）團體診療：歷程與實務。台北：五南。 
蔡稔惠（1992）開放性大專教師任務團體發展歷程與結果之計質研究。台北：

師大書苑。 
鄧惠泉、湯華盛譯（2001）團體心理治療。台北：五南。 
賴念華譯（2002）藝術治療團體：實務工作手冊。台北：心理。 
謝麗紅（2003）團體諮商方案設計與實例。台北：五南。 
Beck, A. P. & Lewis, C. M. (2000). The process of group psychology: Systems for 

analyzing change.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Brooks/Cole. 

Bergin, J. J. (1993). Group Counseling with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Counsel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25(9), 1-19. 

Brigman, G. & Earley, B. (1991). Group Counseling for School Counselors: A 
Practical Guide. Maine: J. Weston Walch. 

Brown, N. W. (1994). Group Counseling for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 
Children. USA: Praeger. 

Conyne, R. K., Willson, F. R., & Ward, D. E. (1997). Comprehensive group 
work: What it means and how to teach it. VA: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Corey, G. (2008).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roup counseling (7th ed.). Brooks/Cole. 
Corey, G.著 / 張景然與吳芝儀譯（1995）。團體諮商的理論與實務。台北市：

揚智出版社。 
Corey, G., Corey, C., & Corey, H. J. (1997). Living and learning. Wadsworth 

Publishing. 
Corey, G., Corey, M. S., Callanan, P., Russell, J. M., & Callan, P. (2003). Group 

techniques (3rd ed.). California: Brooks/ Cole. 
Corey, M. S., Corey, G. (2002). Group: Process and Practice (6th ed.). California: 
Brooks/ Cole. 

Delucia-Waack, J. L., Gerrity, D. A., Kalodner, C. R., & Riva, M. T. (Eds.). 
(2004). Handbook of group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London: Sage. 

Devencenzi, J. & Pendergast, S. (1999). Belonging: Self and social discovery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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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CA: Sovereignty Press. 
Forsyth, D.R. (1999). Group dynamics (3rd ed.). CA: Brooks/Cole Wadsworth. 
Foster, E. S. (1989). Energizers and icebreakers. MN: Educational Media 

Corporation. 
Gladding, S.T. (1999). Group work: A counseling specialty (3rd ed.). NJ: Merrill. 
Jacobs, E. E., Masson. R. L., & Harvill, R. L. (2009). Group counseling: 
Strategies and skills (6th ed.). Brooks/Cole. 

Karns, M. (1994). How to create positive relationships with students. CA: 
National Training Association in Education. 

Li, H., Shi, J.,& Liu, C. (2002). Promoting family cohesion by group 
guidance. Chinese Mental Health Journal. 16(7), 480-482. 

Margolin, S. (1996). Complete group counseling program for children of divorce: 
Ready-to-use plans & materials for small & large groups, grades 1-6. NY: The 
Center for Applied Research in Education. 

Morganett, R.S. (1994). Skills for living: Group counseling activities for 
elementary students. Illinois: Research Press. 

Pickles, T. (1996). Tools kit for trainers: 59 great techniques for trainers and 
group workers. Arizona: Fisher Books. 

Posthuma, B.W. (1996). Small groups in Counseling and therapy 
(2nd ed.). Boston: Allyn and Bacon. 

Roberts, J., & Pines M. (1991). The practice of group analysis. London: Karnac. 
Shechtman, Z. (2007). Group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with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NY: Lawrence Erlbaum Ass. 
Trozer, J. P. (1989).The counselor and the group (2nd ed.).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Yalom, I. D. (1995).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roup psychotherapy (4th ed.). Basic 

Books.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高中 

【能力指標】 
A1、A3、A4、A5、C1、C2、C4、C6、C7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2-2、2-3 

國中 

【能力指標】 
1-4-1、1-4-3、1-4-4、2-4-1、2-4-2、2-4-4、2-4-5  
3-4-1、 3-4-2、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1-1、1-2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十、生涯輔導與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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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英文名稱 Career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三年級/上學期 
先修科目 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本課程旨在介紹生涯發展與輔導之各種理論取向，能瞭解工作、家庭、

生活角色及其他因素對生涯產生的交互作用，並且以講授、活動的體驗、技

巧示範與練習及方案設計演示，來演練生涯輔導各種相關技巧。教學目標包

括： 

1. 認識生涯輔導與諮商的現況與趨勢。 
2. 了解生涯發展與輔導之基本概念與相關理論。 
3. 以自我生涯探索為重點，體驗及應用生涯輔導之策略與技巧。 
4. 認識生涯輔導評量工具運用，增進學生對生涯輔導的知能。 
5. 了解不同發展階層的生涯輔導目標，及可行的生涯輔導方案的規劃。 
6. 省思生涯輔導工作的檢討與展望。 

二、指定用書 金樹人（2011）。生涯諮商與輔導。台北：東華書局。 

三、參考書籍 
田秀蘭(2015)。生涯諮商與輔導：理論與實務。台北：學富。 
林幸台、田秀蘭、張小鳳、張德聰(2010)。生涯輔導。台北：心理。 
吳芝儀(2000) 生涯輔導與諮商。嘉義:濤石。 

四、教學方式 
1. 理論講述與討論(30%)  
2. 個案分析與作品賞析(20%)  
3. 行動實作與報告(50%) 

五、教學進度 

Week Content 
01 課程介紹、個人生涯的願景與視野 
02 生涯的個人定義、生涯、生涯輔導與生涯諮商 

03 
文化、性別與生涯＜中國人的生涯觀＞、 
生涯理論在輔導及諮商上的應用(一)、生涯發展理論 

04 生涯理論在輔導及諮商上的應用(二)、生涯選擇理論 
05 生涯理論在諮商上的應用(三)、生涯決定論 
06 生涯理論在諮商上的應用(四)、生涯建構論 
07 生涯初體驗—我的生涯歷程(一) 
08 期中考 
09 生涯初體驗—我的生涯歷程(二) 
10 生涯輔導方案之規劃與實施 
11 兒童的生涯諮商與輔導 
12 中學生及大學生的生涯諮商與輔導 
13 成人的生涯諮商與輔導 
14 生涯個別諮商的基礎、歷程與策略(二)—生涯的常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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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生涯問題 

15 
生涯個別諮商的基礎、歷程與策略(二)—自我探索(含評量) 
運用資源 

16 生涯個別諮商的基礎、歷程與策略(三)—決定與行動 
17 生涯輔導方案的規劃與實施心得分享 
18 生涯諮商心得分享、期末考 

 

六、成績考核 

1. 紙筆評量(30%)  
2. 表現評量(45%) 
3. 上課參與(15%)  
4. 其他(10%)  

七、教材資源 

Niles, S. G. (Eds.)(2009). Adult Career Development: Concepts, Issues and 
Practice.(成人生涯發展-概念、議題及實務，彭慧玲、蔣美華、林月順

譯)。台北: 心理。 
Swanson, J. L. & Fouad, N. A. (2010) Career Theory and Practice: Learning 

Through Case Studies. (生涯理論與實務工作：案例學習，簡文英、彭天

福、李佩珊等譯)台北: 巨流。 
邱美華、陳愛娟、杜惠英編(2011). 生涯與職能發展學習手冊。高雄: 麗文。 

    Bobinson,K.& Aronica, L.(2011). The Element: How Finding Your Passion 
Changes Everything(讓天賦自由,謝凱蒂譯). 台北: 天下。 

    Pink, D. H. (2005) A Whole New Mind. (未來在等待的人才, 查修傑譯).台北:
大塊文化。 

    Friedman, T. L. (2005). The World is Flat. (世界是平的, 楊振富與潘勛譯). 台
北: 雅言文化。 

Niles, S. G., & Harris-Bowlsbey, J. (2009). Career development interven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3rd ed.). Upper Saddle River, N.J.: Merrill Prentice Hall. 

Niles, S. G., Goodman, J., & Pope, M. (Eds.). (2002). The Career Counseling 
Casebook: A Resource for Practitioners, Students, and Counselor 
Education (1st ed.). Tulsa, OK: Natioanl Care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Minor, C. W., & Mark, P. (Eds.). (2005). Experiential Activities for Teaching 
Career Counseling Classes and for Facilitating Career Groups. Tulsa, OK: 
National Care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Brown, S. D., & Lent, R. W. (2005). Career development and counseling : putting 
theory and research to work. Hoboken, N.J.: John Wiley. 

Herr, E. L., Rayman, J. R. & Garis, J. W.(1993/2003). Handbook for the College 
and University Career Center(生涯輔導教育—實務教戰手冊, 彭慧玲、

侍攸鳳譯). 台北: 五南。 
黃素菲譯(2006). 敘事取向的生涯諮商(Career counseling: A narrative 

Approach.) 台北: 張老師。 
Sharf, R. S.(2008)  Applying Career Development Theory to Counseling. 

CA:Brooks/Cole 
余德慧(1991). 中國女人的生涯觀—安家與攘外。台北:張老師。 
余德慧(1996).中國男人的生涯觀—戰將與黑卒。台北:張老師。 
田秀蘭(1999).個人問題或生涯問題?--談兒童生涯輔導工作。學生輔導,61

期,14-23.           
Jin, S. R. (金樹人)(2011). 心法為體, 技法為用: 生涯諮商本土化的實踐與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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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秀槐. (2015). 從「以我為榮」到「證明自己」：華人文化脈絡下知覺不同父

母期待之大學生的生涯因應組型初探研究. 輔導與諮商學報, 37(1), 
79-97.  

王思峯、夏侯欣鵬, 吳濟聰, & 劉兆明. (2015). 生涯資訊系統之規訓科技與華

人文化假說：以 UCAN 為例. 輔導與諮商學報, 37(1), 43-56.  
林栢章、王精文. (2009). 從委外式員工協助方案探討企業員工諮商內容之研

究.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26), 47-83.  
郭萱瑞. (2012). 社會變遷對當代大學生職涯發展輔導的挑戰及反思. 家庭教

育雙月刊(40), 77-81.  
曾维希. (2012). 生涯发展的混沌特征与生涯辅导的范式整合. 電子科技大學

學報（社會科學版）, 14(1), 71-75.  
楊靜芳. (2011). 高中生涯輔導的內涵與實務. 諮商與輔導(306), 16-20.  
葉子亘. (2013). 職場變化下對成人生涯諮商的挑戰. 諮商與輔導(328), 

23-26+32.  
葉寶玲. (2012). 初探生涯混沌理論及其在生涯諮商中的應用. 輔導季刊, 

48(4), 18-25.  
趙李英記. (2011). 員工諮商輔導對科技公司建構員工協助方案之影響.  
蔡素玲. (2006). 學類卡片在高中生涯輔導之應用. 諮商與輔導(246), 14-17.  
盧怡任、劉淑慧、敬世龍、尤家欣、邱瑞妏、張淑霞. (2015). 「適性發展～

活出個人生涯風格」方案介入臺南市國中生涯輔導之行動反思.. 輔導

與諮商學報, 37(1), 57-77.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高中 

【能力指標】 
A1、A2、A4、A5、C1、C2、C3、C5、C6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6-1、6-2 

國中 

【能力指標】 
1-4-1、1-4-2、1-4-3、1-4-4、2-4-1、2-4-3、2-4-6、2-4-7、3-4-1、
3-4-3、3-4-4、3-4-5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3-1、6-1、6-2、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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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十一、心理與教育測驗 
科目英文名稱 Psychological and Educational Testing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二年級/下學期 
先修科目 心理與教育統計一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本課程旨在導引明瞭測驗的知識與觀念、能選擇、使用並解釋各式質化和

量化的測驗，以協助受測者在學業、生涯、個人、社會性上的發展以及測

驗實施過程中相關的實務問題與注意的事項。 
1. 了解心理測驗的基本概念。 
2. 了解各類測驗（智力、性向、成就、人格測驗）的編製原理及內容。 
3. 了解測驗的選擇、標準化實施過程。 
4. 了解測驗結果的解釋與應用。 
5. 了解並遵守測驗倫理與法律等。 

二、指定用書  
三、參考書籍  
四、教學方式 講授與討論、分組研討、合作學習、分組實作 

五、教學進度 

Week Content 
01 課程簡介 
02 心理測驗學概述 
03 心理測驗學概述 
04 心理測量學的歷史發展 (實施一份測驗&解釋) 
05 心理測量學的理論依據 

06 測驗的信度 
07 測驗的效度 

08 第一次評量、測驗倫理與法律 
09 常模與測驗分數的解釋與運用 
10 智力測驗內涵及實施過程 
11 性向測驗內涵及實施過程 
12 成就測驗 內涵及實施過程 
13 第二次評量 )(實施一份測驗&解釋) 
14 人格測驗  
15 興趣、態度、價值觀測驗內涵及實施過程 
16 神經心理測驗  
17 企業界的心理測量 
18 期末考 

 

六、成績考核 
1. 出席與上課參與情形 20% 
2. 第一次評量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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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二次評量20% 
4. 期末考20% 
5. 心理測驗受測心得書面報告 20% 

七、教材資源 

Hopkins, K.D.（李茂興譯，2002）。教育測驗與評量。台北，學富。 
Linn, R. L. & Gronlund N. E.（鄒慧英譯, 2003）。測驗與評量—在教學上的應

用。台北，紅葉。（L＆G） 
Murphy, K. R.＆ Davidshofer, C.O.（王文中、陳承德譯，2010）心理測驗。台

北，雙葉書郎。 
王振世、何秀珠、曾文志、彭文松譯（2009）。教育測驗與評量。雙葉書廊。 
危芷芬（2006）。心理測驗。台北，雙葉書郎。 
朱錦鳳（2010）心理測驗理論與應用。台北，雙葉書郎。 
余民寧（1997）。教育測驗與評量。台北，心理。 
郭生玉（2001）。教育測驗與評量。精華書局。 
陳李綢（1997）。教育測驗與評量。台北，五南。 
陳英豪、吳裕益（1995）。測驗與評量。高雄，復文。 
葉重新（2010）心理與教育測驗。台北，心理。 
葛樹人（2001）。心理測驗學。台北，桂冠。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高中 

【能力指標】 
A1、A4、C2、C4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3-1、3-2、3-3 

國中 

【能力指標】 
1-4-1、1-4-2、1-4-3、1-4-4、2-4-4、2-4-5、3-4-1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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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十二、兒童與青少年輔導 
科目英文名稱 Child and Adolescent Guidance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選修 開課年級 二年級/下學期 
先修科目 發展心理學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本課程旨在促進學生了解社會變遷中兒童青少年所面對的挑戰及困擾，並能

運用其專業知能加以預防與處遇。 

1. 認識兒童與青少年身心發展特徵。 
2. 運用兒童與青少年輔導與諮商常用理論與技巧。 
3. 熟悉一般兒童與青少年問題之評估與診斷。 
4. 評估與處遇特殊兒童與青少年之輔導議題(受虐兒少、隔代教養、性侵、霸

凌、憂鬱、自傷、網路上癮及其他心理障礙之適應問題及危機處理）等。 
二、指定用書 無 

三、參考書籍 

吳淑芳、姜鵬珠、蔡金涼(2014)。兒童輔導實務。台北：洪業文化。 
吳新華(1996)。兒童適應問題。台北，五南。 
呂俊宏、劉靜女譯（2002）。繪畫評估與治療。台北：心理。 
沈益君譯(2001)。開啟孩子的心窗。台北：心理。 
林正文(2002)。青少年問題與輔導。台北：五南 
林正文(2006)。兒童行為觀察與輔導-行為治療的輔導取向。台北：五南。 
林萬億、黃韻如(2010)。學校輔導團隊工作：學校社會工作師、輔導教師與心

理師的合作(四版)。台北：五南。 
林麗純譯(1996)。學生攻擊行為-預防與管理。台北：五南。 
邱珍婉(2012)。小學生諮商。台北：五南。 
高淑貞（1998）。親子遊戲治療。台北：桂冠。 
許家綾譯(2006)。青少年藝術治療。台北：心理。 
連廷嘉、高登第(2012)。青少年文化、心理與輔導。台北：學富。 
曾瑞真著（2000）。兒童行為的評估與輔導。台北：天馬。 
馮觀富、王大延、陳東陞、葉貞屏、陸雅青、熊曣(1996)。兒童偏差行為的輔

導與治療。台北:心理。 
黃俊豪、連廷嘉(2009)。青少年心理學。台北：學富文化。 
黃德祥（2008）。青少年發展與輔導(二版)。台北：五南。 
葉貞屏等編譯 (1999）。兒童諮商理論與技術。台北：心理。 
廖鳳池、王文秀、田秀蘭(2011)。兒童輔導原理。台北：心理。 
蔡德輝、楊士隆等(2002)。青少年暴力行為：原因、類型與對策。台北：五南。 
謝麗紅(2007)。在家庭中成長－非傳統家庭學生團體諮商。台北：心理。

kauffman, j. m.(2001).Characteristics of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disorders of 
children and youth(7th).NJ: Merrill/Prentice Hall.。 

四、教學方式 
1. 理論講述與討論(30%) 
2. 個案分析與作品賞析(10%) 
3. 行動實作與報告(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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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10)% 

五、教學進度 

Week Content 
01 導論與課程說明 

02 兒童輔導的基本理念及常用輔導理論與技巧 

03 
從理論脈絡看兒童與青少年身心發展特徵、身體意象、性價

值觀 
04 兒童與青少年認知發展、訊息處理決策、自我概念 

05 
兒童與青少年道德判斷、性格、價值觀、信念與行為的發展、

社交發展、關係、約會 
06 兒童與青少年年群體、文化與次文化、青少年與家庭 
07 離婚、單親與混合家庭、工作與職業 
08 兒童與青少年性別問題評估、診斷與輔導 
09 期中考週~兒童與青少年輔導實務歷程 
10 兒童與青少年校園霸凌問題評估、診斷與輔導 
11 低成就兒童與青少年學習評估、診斷與輔導 
12 兒童與青少年暴力攻擊行為評估、診斷與輔導 
13 兒童與青少年中輟、逃家、犯罪行為評估、診斷與輔導 
14 兒童與青少年藥物濫用、網路沉迷評估、診斷與輔導 
15 兒童與青少年輔導實務經驗分享與討論（一） 
16 兒童與青少年輔導實務經驗分享與討論（二） 
17 兒童與青少年輔導實務經驗分享與討論（三） 
18 期末考 

 

六、成績考核 
1. 紙筆評量(30%)  
2. 表現評量(60%)  
3. 上課參與(10%) 

七、教材資源 如參考書籍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高中 

【能力指標】 
A1、A4、A5、A6、C1、C2、C4、C6、C7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1-3、4-1、4-2 

國中 

【能力指標】 
1-4-1、1-4-4、2-4-2、2-4-5、2-4-6、2-4-7、3-4-3、3-4-7、4-4-1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3-1、3-2、3-4、4-1、4-2、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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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十三、臨床心理學 
科目英文名稱 Leisure Education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三年級/下學期 
先修科目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1.  了解臨床心理學的歷史背景、發展過程、專業議題，以及心理師的訓練

模式和理念。 
2.  國內外常用的臨床衡鑑的各種方法以及心理治療的各種取向。 
3.  介紹臨床心理學的專門領域，包括社區心理學、健康心理學，及行為醫

學、神經心理學、法庭心理學，以及臨床兒童心理學。 
4.  了解目前相關臨床心理醫療服務體系與法律。 

二、指定用書 

1.Introduction to Clinical Psychology (7ed)./Kramer, G. P., Bernstein, D. A., & 
Phares, V.     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10   ISBN:0137049846 
2.Handbook of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4th ed.). 心理衡鑑大全。

/Groth-Marnat G.張本聖、洪志美(譯)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Inc. 
台北市：雙葉書廊有限公司。  2003   ISBN:95785555822 

三、參考書籍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00).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 Fourth edition, Text revision (DSM-IV-TR)孔繁鐘譯（2006）。
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四版。台北市：合記圖書出版社。. Washington, DC: 
Author. 
Carlat, D. J. (2004). The psychiatric interview: A practical guide (Practical guides 
in psychiatry, (2nd ed.). Philadelphia, PA: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 趙又麟

(譯)(2007)。精神醫學的第一堂課：面談技巧。台北市：合記。 
Trull, T. J. (2005). Clinical psychology (7th ed.). London: Thomson/Wadsworth 
Publishing. 游恆山（譯）（2007）。臨床心理學。台北市：五南。Phares, E. J. 
(1992). Clinical psychology:Concepts, Methods, and Profession. Brooks/ Cole 
Thomson Learning. 呂俐安等（譯）（1998）。臨床心理學：概念、方法與專

業。台北市：五南。 

四、教學方式 講授、機構參訪、實例探討、閱讀心得報告 
五、教學進度  

六、成績考核 
1.  期中考(30%) 
2.  期末專題報告(40%) 
3.  課堂參與與報告(30%) 

七、教材資源 

週次 課程主題 

1 
臨床心理學歷史背景及目前的趨勢 

臨床心理學緒論、臨床心理學歷史縱覽、臨床心理學當前議題 

2 臨床心理衡鑑概念與實務 

132



智力衡鑑、性格衡鑑、臨床整合判斷 

3 心理衡鑑之多元方法與診斷性會談 

臨床初診評估、診斷性會談、、行為衡鑑、鑑別診斷與會談、治

療性會談：介入、諮詢與教育 
4 

5 臨床介入與病理模式思維在實務上的應用 

心理困擾的診斷與分類、從診斷與病理到介入取向與方法、臨床

病理思維模式 
6 

7 智能衡鑑實務 

WAIS-III之施測、計分與解釋分析 

WISC-IV之施測、計分與解釋分析 
8 

9 

簡要神經心理衡鑑實務 

注意力測驗之施測、計分與解釋分析 

班達視覺動作完形測驗之施測、計分與解釋分析 

萊特國際操作量表(Leiter-R)之施測與應用簡介 

10 

性格衡鑑實務 

健康性格習慣量表施測、計分與解釋分析 

基本人格量表施測、計分與解釋分析 

Rorschach Inkblot Test施測、計分與解釋分析 

主題統覺測驗(TAT) 施測、計分與解釋分析 

投射性繪畫之施測、計分與解釋分析 

11 
臨床判斷與報告撰寫、專業溝通 

訊息統整、診斷與臨床介入建議 

臨床衡鑑報告撰寫 

12 臨床心理領域研究議題與方法 

13 兒科與兒童臨床心理學 

14 健康心理學及行為醫學 

15 神經與復建心理學 

16 司法心理學 

17 社區與正向心理學 

18  臨床心理專業議題與發展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高中 

【能力指標】 
A1、A6、C1、C2、C6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國中 

【能力指標】 
1-4-4、2-4-4、2-4-6、2-4-7、3-4-5、4-4-1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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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十四、方案設計與評估 
科目英文名稱 Project Design and Evaluation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三年級/上學期 
先修科目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1. 了解方案設計與評估之理念和實務流程。 
2. 學習需求評估、效標設定、目標形成、方案設計、與計劃撰寫等相關實務。 
3. 學習成效檢核評估與應用回饋訊息檢核方案等實務。 
4. 發展輔導活動方案設計與成果報告之基本能力。 
5. 能發展於特定實踐場域執行方案設計與評鑑之能力。 

二、指定用書  
三、參考書籍  
四、教學方式 講述、討論、小組研討、設計與評估實作、課堂實務研討。 

五、教學進度 

Week Content 
01 方案設計與評估之理念簡介 
02 需求評估、效標設定、目標形成、方案設計、與計劃撰寫 
03 成效檢核評估與應用回饋訊息檢核方案 
04 特定實踐場域執行方案設計與評估之能力 
05 方案設計和成效評估實務 

06 學校與多元場域之應用 
07 學生與學校需求評估與效標設定 

08 目標形成與方案設計 
09 計劃撰寫實務 
10 成效檢核評估 
11 學校三級預防輔導之方案設計 
12 校園危機介入處遇之方案設計 
13 方案設計與評估實作與報告 
14 方案設計與評估實作與報告 
15 方案設計與評估實作與報告 
16 方案設計與評估實作與報告 
17 整體方案評估與修正 
18 綜合檢討與討論 

 

六、成績考核 

1. 課堂作業(20%) 
2. 期中考試(20%) 
3. 實作評量(40%) 
4. 課堂參與(20%) 

七、教材資源 黃松林、趙善如、陳宇嘉、萬育維(2001)，社會工作方案設計與管理。華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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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羅國英、張紉(譯) (2008)。方案評估：方法及案例討論。台北：雙葉。 
官有垣、陸宛蘋、陳錦棠(主編) (2008)。非營利組織的評估：理論與實務。

台北：洪葉。 
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2003）。以「成效評量」為導向之方案設計手

冊。台北：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高中 

【能力指標】 
A1、A4、A5、C1、C2、C4、C7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8-1、8-2 

國中 

【能力指標】 
1-4-1、1-4-3、1-4-5、2-4-1、2-4-2、2-4-5、2-4-6、2-4-7 
3-4-2、3-4-3、4-4-2、4-4-4-3、4-4-5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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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十五、心理專業倫理與法律 
科目英文名稱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Law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選修 開課年級 三年級/下學期 
先修科目 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心理與教育測驗、團體諮商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認識、了解、並熟悉有關諮商倫理與法律之概念 
了解、並遵守輔導與諮商之倫理守則與法律 
了解並熟悉不同諮商相關議題之專業倫理守則與法律 
具備處理不同議題專業倫理之能力 
學習判斷並做出合乎倫理之決定 

二、指定用書 
修慧蘭、林蔚芳、洪莉竹譯(2013)。專業助人工作倫理。台北：雙葉書廊 
牛格正、王智弘（2008）。助人專業倫理。台北：心靈工坊。 

三、參考書籍 

牛格正(1996)。諮商實務的挑戰—處理特殊個案的倫理問題。台北：張老師文化。 
李淑珺譯(2004)。心理治療的道德責任：面對個案的專業倫理。台北：心靈工坊。  

Herlihy, B., & Corey, G. (2006). ACA Ethical Standards Casebook. Alexandria, VA: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Huey, W. C., & Remley, T. P., JR. (1988). Ethical and legal issues in school counseling. 
American School Counselor Association.  
Pope, K. S., & Vasquez, M. J. T. (2011). Ethics in psychotherapy and counseling: A 
practical guide (4th ed.). John Wiley & Sons. 
Welfel, E. R. (2012). Ethics in Counseling & Psychotherapy (5th ed.). New York, NY: 
Cengage Learning. 
其他補充資料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諮商專業倫理守則。  
台灣心理學會「心理學專業人員倫理準則」。  
臨床心理師倫理準則與行為規範。  
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諮商心理師專業倫理守則。  
諮商專業倫理研究室。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 Code of Ethics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ACA) Code of Ethics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arriage and Family Therapy (AAMFT) Code of Ethics 

四、教學方式 

要求課前閱讀 
上課講述 
分組報告與討論 
演練倫理案例 
影片欣賞與討論 

五、教學進度 周次 課程內容 實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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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介紹與說明 課堂講述 
二 助人專業倫理的涵義、重要性與實踐、

專業倫理規範 
課堂講述 

三 專業倫理規範、重要法規介紹 課堂講述 
四 諮商師的個人與專業角色、(多元)價值觀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五 當事人權利與諮商師責任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六 資格能力與專業成長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七 界限管理與多重關係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八 保密：倫理與法律議題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九 知後同意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十 Midterm exam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十一 未成年人與老人諮商倫理議題與法規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十二 兒童受虐、家暴諮商之倫理議題與法規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十三 婚姻與家族治療的倫理議題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十四 醫療諮商(墮胎、癌末)的倫理議題與法規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十五 測驗與研究的倫理議題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十六 團體諮商的倫理議題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十七 社區工作與媒體中介諮商的倫理議題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十八 Final exam 紙筆評量 

六、成績考核 

出席及參與情形（含自評與他評）20% 
導讀 25% 
特殊諮商議題之倫理與法律議題係指導讀同學自行挑選有興趣之議題報告，

議題如學校輔導工作、心理測驗與評估、墮胎諮商、老年人諮商、網路諮商、

同志諮商、自殺個案之諮商、性侵害諮商或極具爭議性或新聞性之社會議題） 
閱讀心得報告 25% 
倫理與法律議題判斷作業 30%（針對老師所出的倫理與法律議題，說明自己

之考量及決定模式） 
七、教材資源 如參考書籍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高中 

【能力指標】 
A1、A4、A5、A6、C1、C2、C4、C6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9-1、9-2 

國中 

【能力指標】 
2-4-1、2-4-6、2-4-7、3-4-5、4-4-1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2-3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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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中文名稱 十六、生涯與職業資訊分析與應用 
科目英文名稱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of Career and Occupational Information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四年級/上學期 
先修科目 生涯輔導與諮商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一) 認識現有常用的行職業分類系統，並進行比較分析。  
(二) 熟悉生涯輔導與求職就業諮詢可運用之線上資訊和資源。 
(三) 評析適合青少年學生、大專青年和就業勞工的各類生涯與職業資訊系

統。 
(四) 個人特質探索與生涯評估 

二、指定用書 

Andersen, P., & Vandehey, M. (2006). Career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in a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NY: Lahaska Press. 

Reardon, R. C., Lenz, J. G., Sampson, J. P., Jr., & Peterson, G. W. (2008). Career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Florence, KY: 
Cengage Learning. 

三、參考書籍 

吳嘉玲、李宛怡、陳昵雯、姜俊延、石弘域（2013）。工作，分析了再做：

提升工作實力與表現的20項分析技術。臺北市：易博士。 
高文彬（2012）。人力資源發展：職能基礎觀點。臺北市：雙葉。 
邱美華、陳愛娟、杜惠英（2011）。生涯與職能發展學習手冊。臺北市：麗

文。 
四、教學方式 講述、討論、小組報告、實作、個案討論 

五、教學進度 

(一) 課程簡介與作業說明 
(二) 生涯規劃概念 
(三) 生涯發展理論 
(四) 生涯選擇理論 
(五) 就業服務中心參訪 
(六) 職業分類系統認識-職涯類群 
(七) 職涯分類系統-工作世界 
(八) 職涯分類系統-行職業類別 
(九) 求職資訊網網路平台與網路資源 
(十) 青少年與成人職涯探索測驗工具 
(十一) 實務專題演講 
(十二) 高中、大專院校生涯進路介紹 
(十三) 大專院校 Ucan 系統介紹、大專院校生涯輔導資訊平台 
(十四) 政府勞工與教育部門求職就業資訊平台 
(十五) 分組報告 I 
(十六) 組報告 II 
(十七) 個人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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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課程回饋與反思 

六、成績考核 

(一) 學習態度 20% 
(二) 小組報告 I：職業分類系統與職業資訊分析 20％  
(三) 小組報告 II：生涯輔導或求職就業資訊平台簡介與評析 30%  
(四) 個人專題報告：擬定個人特質探索與生涯評估專題 30% 

七、教材資源 

青輔會：生涯資訊網 http://hope.nyc.gov.tw/  
教育部：生涯輔導資訊網 http://career.cpshs.hcc.edu.tw/index.phtml  
高職生涯輔導資訊網 http://www.ssivs.chc.edu.tw/career/2010index.asp  
生涯發展教育網 http://cde.nsysu.edu.tw/  
高中生涯規劃學科中心 http://hscr.cchs.kh.edu.tw/xoops2/  
富邦青少年職涯網 
http://fubon.career.com.tw/CareerGuide/FrontShow/index.aspx  
勞委會：全國就業 e 網 http://www.ejob.gov.tw/  
勞委會：行業職業就業指南 e 網 
http://163.29.140.81/careerguide/defult/index.asp  
104 人力銀行 http://www.104.com.tw/  
104 職涯發展中心 http://www.104career.com.tw/  
CPACS 職涯探索系統 
1111 人力銀行 http://www.1111.com.tw/  
1111 測評中心 http://www.1111.com.tw/zone/test/index.asp  
Career 就業情報校園職涯網 http://www.career.com.tw/campus/goal.html  
大專校院就業職能診斷平台(UCAN) 
https://ucan.moe.edu.tw/files/11-1000-27.php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高中 

【能力指標】 
A1、A2、A4、A5、C1、C2、C3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6-1、6-2 

國中 

【能力指標】 
1-4-1、1-4-3、2-4-7、4-4-1、4-4-2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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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十七、生涯規劃課程與實施 
科目英文名稱 Curriculum Design and Practice for Career Development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選修 開課年級 三年級/下學期 
先修科目 生涯輔導與諮商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1. 熟悉生涯輔導理論在實務工作中的應用。 
2. 能熟悉生涯規劃課程綱要及其所涵蓋之主題。 
3. 熟悉生涯規畫之相關理論，設計生涯規畫課程教案，並進行試教。 
4. 能覺察個人專業角色及生涯規劃課程在實務工作中的定位與發展 

二、指定用書 田秀蘭(2015)。生涯諮商與輔導：理論與實務。台北：學富。 

三、參考書籍 

田金樹人（2011）。生涯諮商與輔導。台北：東華書局。 
林幸台、田秀蘭、張小鳳、張德聰(2010)。生涯輔導。台北：心理。 
吳芝儀(2000) 生涯輔導與諮商。嘉義:濤石。 
高中職各版本生涯規劃用書 

四、教學方式 
1. 講授 
2. 討論 
3. 實務教學與督導 

五、教學進度 

 

周次 課程內容 實施方式 
一 課程介紹與說明 課堂講述 
二 生涯輔導理論概論 課堂講述 
三 生涯規劃課程綱要及其沿革 課堂講述 
四 生涯輔導理論與實務之結合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五 生涯規劃課程設計基礎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六 主題一:成長歷程與生涯發展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七 主題二個人特質探索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八 主題三生活角色與生活型態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九 主題四教育發展與大學學群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十 國中綜合活動實務經驗分享 講座分享 
十一 主題五-1 大學生涯與職業選擇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十二 主題六職業生活與社會需求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十三 主題七生涯資訊與生涯評估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十四 主題八決策風格與技巧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十五 主題九生涯行動與實踐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十六 高中生涯規劃實施經驗分享 講座分享 
十七 高職生涯規劃實施經驗分享 講座分享 

十八 綜合高中與完全中學生涯規劃實施經驗

分享 講座分享 

六、成績考核 1. 上課參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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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紙筆評量 30% 
3. 表現評量 課程設計實務+實施練習 50% 

七、教材資源 如參考書目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高中 

【能力指標】 
A1、A2、A4、A5、A6、C1、C2、C3、C7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6-1、6-2 

國中 

【能力指標】 
1-4-1、1-4-2、1-4-3、2-4-1、2-4-3、2-4-4、2-4-6、2-4-7、3-4-1、
3-4-2、3-4-4、3-4-5、4-4-4、4-4-5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6-2、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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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十八、專業定向與自我成長 
科目英文名稱 Professional Orientation and Personal Growth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二年級/上學期 
先修科目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本課程提供學生了解自我與專業。並透過討論、分享與探索，持續提升自我

了解與對專業的了解，並思索是否自我特質合適並能投入此專業，也思索如

何持續發展專業知能及促進自我人生成長。 
課程目標為： 
1.透過閱讀和影片討論等歷程，增進對人生相關成長課題的深刻反思。 
2. 從觀照他人經驗與自我生命故事的敘說與書寫，嘗試邁向統整自我與覺

察。 
3. 對相關自我成長、抉擇與發展之理論和知識能有系統的閱讀和認識。 
4. 著重於培養自我反思與人際傾聽之能力，為日後專業發展奠定基礎。 

二、指定用書 

1.成為一個人：一個治療者對心理治療的觀點 /Carl Rogers/宋文里譯/左岸文

化/(2014) 
2.心理治療 : 督導與運用 / 曾文星/心理(2010) 
3.心理治療 : 解析與策略 / 曾文星/心理(2009) 

三、參考書籍 
1.心的煉金術 : 做自己的心靈諮商師 / 喇哈夏/方智(2010) 
2.做一個優秀的心理諮商師 / 嚴文華/樂果文化(2012) 

四、教學方式 
講述、讀書討論、影片評析與討論、體驗活動或探索教育活動體驗營、小組

心得分享 

五、教學進度 

1. 課程簡介與要求 
2. 認識自我  
3. 自我的理論 
4. 自我成長的理論與概念 
5. 自我敘說與生命故事  
6. 諮商輔導專業、小報告 1 繳交 
7. 學校輔導諮商: 理論 
8. 學校輔導諮商:實務 
9. 學校輔導諮商的重要議題 
10. 學校輔導諮商的重要議題(溝通、親密關係、衝突、疾病與意外) 
11. 體驗活動與心得分享、小報告 2 繳交 
12. 體驗活動與心得分享 
13. 個人口頭報告 
14. 個人口頭報告 
15. 個人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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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分組報告、個人大報告繳交 
17. 分組報告、分組團體讀書心得報告繳交 
18. 回顧與整合 

六、成績考核 

1. 課堂參與(20%) 
2. 小報告 1: 個人電影解析 (10%) 
3. 小報告 2:自我生命故事書寫 (10%) 
4. 個人大報告 (20%) 
5. 分組團體讀書心得報告(20%) 
6. 分組團體口頭報告(20%) 

七、教材資源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高中 

【能力指標】 
A1、A2、A4、A5、C1、C2、C3、C7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1-2、1-3 

國中 

【能力指標】 
1-4-3、1-4-4、3-4-3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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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十九、學習輔導與策略 
科目英文名稱 Learning Guidance and Strategies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二年級/下學期 
先修科目 教育心理學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1. 能了解學習輔導之基本概念。 
2. 能瞭解學習心理學理論與應用。 
3. 促進個別差異之認識與因才施教能力。 
4. 能應用有效的學習策略於教學中。 
5. 增進學習困擾的診斷與輔導能力。 
6. 能夠熟悉在普通教室中，常見的學習困難類型。 
7. 增進教學的專業技能以減少學生的學習問題。 

二、指定用書  
三、參考書籍  
四、教學方式 課堂講述、討論、分組報告與教學影帶觀賞與討論 

五、教學進度 

Week Content 
01 學習輔導意涵 
02 學習心理學理論與應用（一） 
03 學習心理學理論與應用（二） 
04 學習心理學理論與應用（三） 
05 學習心理學理論與應用（四） 
06 學習與動機 
07 活化學習動機 
08 學習困難診斷 
09 運用評估學習工具 
10 學習工具實施報告 
11 學習診斷與輔導 1 
12 學習診斷與輔導 2 
13 學習診斷與輔導 3 
14 學習診斷與輔導 4 
15 學習診斷與輔導 5 
16 學習診斷與輔導 6 
17 學習輔導-個案輔導報告 
18 學習輔導-個案輔導報告 

 

六、成績考核 

1. 出席及上課參與 
2. 每章內容摘要與心得 
3. 學習診斷測驗施測心得 
4. 口頭報告 
5. 專書心得撰寫 

七、教材資源 王瓊珠、廖傑隆譯（2003）：讀寫新法—幫助學生學習讀寫技巧。高等教育

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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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瓊珠（2004）：故事結構教學與分享閱讀。台北：心理 
文庭澍、馬文璧（1998）：親子數學。台北：聯經 
何英奇、毛國楠、張景媛(2001) 。學習輔導。台北：心理出版社 
沈惠芳（2000）：ㄅㄆㄇ遊戲專賣店。台北：螢火蟲出版社。 
李弘善譯（1993）：活化學習動機。台北：遠流出版社。 
李弘善譯（2003）：思考教學。台北：遠流出版社。 
李素卿譯（2000）：學習心理學---教師指南。台北：五南出版社。 
林清山主編（1997）：有效學習的方法。教育部。 
林清山譯（1997）：教育心理學-認知取向。台北：遠流。 
林慧華（1997）：注音符號真好玩。台北：螢火蟲出版社。 
洪儷瑜、王瓊珠、陳長益主編（2005）：突破學習困難。台北：心理出版社 
陳弘昌（1991）：國小語文科教學研究：台北：五南 
陳淑麗、曾世杰、洪儷瑜（2006）：原住民國語文低成就學童文化與經驗本

位補救教學成效之研究。師大學報：教育類，51（2），頁 147-171。 
陳淑麗、洪儷瑜、曾世杰、鍾敏華（2006）：原住民學生國語文補救教學方

案前驅研究。當代教育研究，14（4），頁 63-98。 
黃沛榮（2003）：漢字教學的理論與實踐。台北：樂學書局。 
曾忠華（1992）：常用字探源。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秦麗花（1999）：學障兒童適性教材之設計。台北：心理。 
劉佩雲、簡馨雲譯（2003）：問題解決教與學。台北：高等教育出版社。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高中 

【能力指標】 
A1、C1、C2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5-1、5-2 

國中 

【能力指標】 
1-4-3、1-4-4、2-4-4、2-4-6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5-1、5-2、5-3、5-4 

 
  

145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二十、性別教育與輔導 
科目英文名稱 Gender Education and Guidance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二年級/上學期 
先修科目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本課程著重校園場域中常見性別相關議題為主軸，引導學生覺察與反思自己

的性別觀點與價值觀，提昇性別平等意識，並實踐於生活中，進一步應用於

未來輔導實務工作或教學場域。 

二、指定用書 黃淑玲、遊美惠（編）（2012）。性別向度與台灣社會（第二版）。台北：巨流 
顧燕翎、鄭至慧（編）（1999）。女性主義經典。台北：女書文化。 

三、參考書籍 

劉燕芬譯(2003) 。大性別(Alice Schwarzer)。台北：商務。 
潘慧玲主編（2003）。性別議題導論。台北：高等教育。 
陸偉明(2016)。性別教育與生活。台北：雙葉書廊。 
謝明珊(2011)。性別社會學導讀。台北：韋伯 

四、教學方式 講述、研讀與研討、影片研討、性別文本分析及行動實踐 

五、教學進度 

週次 課程內容 

01 
課程導論 
性別教育與輔導概論 

02 
性別教育相關政策與教育法規：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性別平等教育法 

03 
性別意識概論：對於社會位置（social locations）、特權（privilege）
與壓迫（oppression）之覺察與反思 

04 性別歧視 
05 親密關係的多樣性 
06 流行文化中的性別議題 
07 多元文化與性別的交織 
08 影片研討：女生正步走--牽手催生女主祭 
09 同志議題 
10 跨性別族群議題 
11 校園性別平等事件之處理與輔導 
12 實地參訪／性別教育工作者演講：校園性別平等教育 
13 性別與階級、勞動 
14 性別與政治 
15 性別與種族 
16 性別與語言 
17 多元性別文化體驗口頭報告-I 
18 多元性別文化體驗口頭報告-II 

 

六、成績考核 1. 課堂參與（20％） 
2. 專題報告（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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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性別文本辨識與分析（20%） 
4. 多元性別文化體驗報告（20%） 
5. 期末報告（20%）：自我性別成長反思報告 

七、教材資源 

台大婦女與性別研究室 http://gender.psc.ntu.edu.tw/Gender/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 https://www.gender.edu.tw/ 
諮商師之性別敏感教育研究 http://gse.ncue.edu.tw/ 
台北市性別平等教育網站 http://gender.tpsh.tp.edu.tw/joomla/cht/index.php? 
台灣女性學學會 http://www.feminist.sinica.edu.tw/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性別平等教育網 http://gender.cpshs.hcc.edu.tw/index.phtml 

相關法令 
性別平等教育法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80067 
性別工作平等法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N0030014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80079 
家庭暴力防治法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71 
性騷擾防治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D0050074 

性別平等相關網站資料 
1. 婦女聯合網站(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http://www.womenweb.org.tw/ 
2. GENDER IN APEC   http://gender.wrp.org.tw/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2001）。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諮商心理專業倫理守則。

取自：http://www.guidance.org.tw/ethic_001.html 
台灣諮商心理學會（2016）。臺灣諮商心理學會支持婚姻為基本人權聲明。取

自： http://www.twcpa.org.tw/news_detail.php?nid=13417 
司法院大法官（2017）。釋字第 748 號（同性二人婚姻自由案）。取自：

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_1.asp?expno=748 
全國法規網（2017）。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取自：

http://law.moj.gov.tw/Law/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
%E6%B6%88%E9%99%A4%E5%B0%8D%E5%A9%A6%E5%A5%B3%E
4%B8%80%E5%88%87%E5%BD%A2%E5%BC%8F%E6%AD%A7%E8%
A6%96%E5%85%AC%E7%B4%84%E6%96%BD%E8%A1%8C%E6%B3
%95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2017）。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專區。取自：

http://www.gec.ey.gov.tw/Content_List.aspx?n=F4D8BA36729E056D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高中 

【能力指標】 
A1、A4、A5、A6、C1、C3、C6、C7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國中 

【能力指標】 
3-4-3、3-4-4、3-4-5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147

http://gender.psc.ntu.edu.tw/Gender/
https://www.gender.edu.tw/
http://gse.ncue.edu.tw/
http://gender.tpsh.tp.edu.tw/joomla/cht/index.php?
http://www.feminist.sinica.edu.tw/
http://gender.cpshs.hcc.edu.tw/index.phtml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80067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N0030014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80079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7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D0050074
http://www.womenweb.org.tw/
http://gender.wrp.org.tw/
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_1.asp?expno=748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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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二十一、生命議題與教育 
科目英文名稱 Life Issues and Education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一年級/上學期 
先修科目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1.  瞭解生命教育的意義。 
2.  瞭解生命教育的內涵。 
3.  瞭解生命教育的目的。  
4.  願意探索與體驗個人生命本質與價值。 
5.  了解並熟悉生命教育的實施方法與技巧。 
6.  具備對生命的熱愛並能尊重生命、珍惜生命。 

二、指定用書  
三、參考書籍  
四、教學方式 講述、口頭報告、分組討論、參觀、訪問、影片探討、實作與體驗 

五、教學進度 

1.  生命教育的意義、重要性； 

2.  生命教育的源起與實施現況 

3.  生命教育的目的、內涵 

4.  生命教育價值與意義 

5.  生命教育體驗活動 

6.  生命願景與生涯規劃 

7.  尊重生命之探究與行動 

8.  珍惜生命之探討與實踐 

9.  臨終關懷 

10.  安寧照護 

11.  失落、死亡與哀傷輔導-1 

12.  失落、死亡與哀傷輔導-2 

13.  自殺議題探討 

14.  安樂死議題探討 

15.  「瀕死經驗」探討 

16.  探討不同族群對生命的看法 

17.  死亡的準備-預立遺囑與/遺囑 

18.  參觀新竹生命紀念園區、參觀心得分享與討論  

六、成績考核 

出席與上課參與情形（缺課超過 1/3，按學校規定處理） 15% 
平時作業（一）—訪問小組口頭與書面報告 15% 
平時作業（二）—影片心得、口足畫作等 20% 
平時作業（三）—「我的遺囑」（含與家人分享及執行遺囑中「未完成事件」

感想與心得）15﹪  
期中評量—相關文章閱讀或影片觀賞報告兩篇    15% 
期末評量—新竹生命紀念園區參觀報告及生命願景與生涯規劃各一份 20% 

七、教材資源  
八、與教材大 高中 【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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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A1、A2、A5、A6、C1、C6、C7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1-1、4-1 

國中 

【能力指標】 
1-4-1、1-4-5、 2-4-1、 2-4-4、3-4-2、 3-4-3、3-4-5、4-4-1、4-4-5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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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二十二、心理諮詢理論與實務 
科目英文名稱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sychological Consultation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三年級/下學期 
先修科目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1. 認識心理諮詢的基本概念。 
2. 瞭解心理諮詢之重要議題。 
3. 認識國內外心理諮詢推展之現況。 
4. 熟悉心理諮詢與溝通模式、心理諮詢實務與技術。 
5. 培養參與諮詢服務的推展工作之熱誠、興趣與基礎能力。 

二、指定用書  
三、參考書籍  

四、教學方式 

學生課前閱讀 
上課講述 
分組報告與討論 
諮詢與溝通技巧演練 
影片欣賞與討論 
心理諮詢相關實務見習與研討 

五、教學進度 

Week Content 備註 
01 心理諮詢概論 諮詢能力評估 
02 心理諮詢模式介紹 閱讀與研討 
03 心理諮詢模式歷程與與相關的技術、策略  
04 心理諮詢模式歷程與與相關的技術、策略  
05 心理諮詢模式研討與比較  
06 心理諮詢歷程與效果評估  
07 心理諮詢歷程與效果評估  
08 資源的運用與諮詢 分組報告 
09 資源的運用與諮詢 分組報告 
10 實務場域參觀與研討 參觀 

11 
問題處理與溝通技巧的諮詢演練:不同系統及各類

問題的溝通與諮詢演練 
 

12 問題處理與溝通技巧的諮詢演練:1 分組演練 
13 問題處理與溝通技巧的諮詢演練:2 分組演練 
14 問題處理與溝通技巧的諮詢演練:2 分組演練 
15 問題處理與溝通技巧的諮詢演練:4 分組演練 
16 轉介及轉介程序  
17 心理諮詢倫理與相關議題 諮詢能力評估 
18 心理諮詢與相關議題總結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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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績考核 出席、課前預習 、課堂參與討論、諮詢DV、諮詢與溝通文章發表。 

七、教材資源 

Douglas H. Powell（1996）適應與心理衛生：人生週期之常態適應。（俞筱鈞

譯）。台北：揚智文化。 
Alison Taylor（2007）家庭衝突處理—家事調解理論與實務。（楊康臨、鄭維瑄

合譯）。台北：學富文化。 
Clara E. Hill（2006）。助人技巧：探索、洞察與行動的催化。（林美珠、田秀蘭

合譯）。台北：學富。 
Guilmartin,N.（2011）。療傷的對話。（林雨倩譯）。台北：商周。 
Ciaramicoli,P & Ketcham,K (2005) 同理心的力量。(陳豐偉、張家銘譯)。台北：

麥田。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高中 

【能力指標】 
A1、A5、A6、C1、C2、C3、C7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國中 

【能力指標】 
1-4-2、1-4-3、1-4-4、2-4-1、2-4-2、2-4-3、2-4-4、2-4-5、2-4-6、2-4-7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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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二十三、危機處理與自傷防治 
科目英文名稱 Crisis Intervention and Self-Injury Prevention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四年級/下學期 
先修科目 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本課程旨在對各種校園危機事件認知、意識與處理，建立三級預防的輔導網

絡，能理解並意識特殊事件的能力，並能使用不同介入的策略。包括： 
1. 認識校園各類型危機的認識及其衝擊和影響。 
2. 了解校園或社區危機防治的可行方式。 
3. 了解自傷、傷人或暴力能校園危機的現象及其處理。 
4. 了解校園危機事件的可行處理策略。 
5. 校園危機事件實務討論與演練。 
6. 危機處遇助人者的壓力及減壓方法。 

二、指定用書 

Juhnke, G. A., Granello, P. F., & Granello, D. H.(2011) Suicide, Self-Injury, and 
Violence in the Schools: Assessment, Prevention : Assessment, Preventin,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Hoboken, New Jersey: John Wiley and 
Sons.(楊延光校閱(2014).校園自殺、自傷與暴力, 台北: 心理出版社) 

三、參考書籍 

Robert & Yeager(2013). 助人者危機介入的隨身指南。台北：心理。 
Wainrib, B. R. & Bloch, E. L. (2001). 危機介入與創傷反應。台北：心理。 
Jobes, D. A. (2010). 自殺危機處遇：合作取向。台北: 五南。 
Rudd, M. D., Joiner, T.m & Rajab, M. H. (2011). 自殺防治：有效的短期治療取

向。台北: 心理。 
Worden, J. W. (2011). 悲傷輔導與悲傷治療。台北: 心理。 

四、教學方式 

1. 課堂講授 
2. 案例討論 
3. 小組演練 
4. 實作練習 

五、教學進度 

Week Content 
01 課程導論/ 何謂危機 
02 危機經驗--人們面對危機的反應 
03 危機處遇的發展及其基本理念與介入策略 
04 校園及社區的危機處理團隊 
05 認識各種危機經驗 

天然災害(如 921 地震及 88 風災) 
意外事件(如: 車禍等) 
失落經驗(如: 親人去世或情感破裂) 
暴力(如: 家庭暴力或霸凌) 

06 

07 

08 
危機處遇的案例討論及實作練習 09 

10 觀察/ 訪談經驗分享~人們通常如何面對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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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期中考 
12 認識自我傷害及自殺行為 
13 自我傷害危機評估(成人與兒少) 
14 社區/校園憂鬱及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及資源網絡 
15 社區/校園自我傷害之危機處理 
16 自我傷害處遇與防治策略 
17 危機處理及自傷防治工作者的壓力與減壓策略 
18 自傷危機處理實務/ 觀察/訪談經驗分享 

 

六、成績考核 

1. 課堂小組報告 
2. 觀察報告 
3. 實作練習 
4. 紙筆測驗 

七、教材資源 

方俊凱(2007), 辯證行為治療: 蓄意自傷與自殺企圖的治療模式。諮商與輔導, 
261, 37-42. 

Hollander, M. (2010). 協助自傷青少年: 了解與治療自傷。台北: 五南。 
黃龍杰(2008). 搶救心理創傷：從危機現場到心霝重建。台北：張老師。 
鄔佩麗(2008). 危機處理與創傷治療。高雄:學富。 
楊淑智譯(2012). 辯證行為治療技巧手冊：學習了了分明、人際效能、情緒調

節和痛苦忍受的辯證行為治療實用練習.台北:張老師文化. 
Berman, A. L., Jobes, D. A., & Silverman, M. M. (1991). Adolescent suicide: 

Assessment and interventio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ohanna, I., & Wang, X. (2012). Media guidelines for the responsible reporting of 
suicide: A review of effectiveness. Crisis: The Journal of Crisis Intervention 
and Suicide Prevention, 33(4), 190-198. 

Brock, S. E., Sandoval, J., & Lewis, S. (1996). Preparing for crises in the 
schools : a manual for building school crisis response teams. Brandon, VT: 
Clinical Psychology Pub. Co. 

Cheng, H.-L., Mallinckrodt, B., Soet, J., & Sevig, T. (2010). Developing a 
Screening Instrument and At-Risk Profile for Nonsuicidal Self-Injurious 
Behavior in College Women and Men.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January, 57(1), 128-139.  

Floyd, S. (2008) Crisis Counseling: A Guide for Pastors and Professionals. Grand 
Rapids, MI: Kregel. 

Fu, K.-w., Cheng, Q., Wong, P. W., & Yip, P. S. (2013). Responses to a 
self-presented suicide attempt in social media: A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Crisis: The Journal of Crisis Intervention and Suicide Prevention, 34(6), 
406-412. 

*Health, M. A. & Sheen, D. (2005). School-based Crisis Intervention: Preparing 
all Personnel to Assist. New York, N. Y.: The Guilford press. 

Hoffman, R. M., & Kress, V. E. (2008). Client Non-Suicidal Self-Inju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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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 Considerations for Clinical Supervisors. The Clinical Supervisor, 
27(1), 97-110.  

MoGlothlin, J. M. ( 2007). Models of a suicide assessment interview. In 
Developing Clinical Skills in Suicide Assessment,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PP35-46. Alexandria, VA. ACA. 
Roberts, A. R. (2005). Crisis intervention handbook: Assessment, treatment, and 

resear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Roberts-Dobie, S., & Donatelle, R. J. (2007). School Counselors and Student 

Self-Injury. Journal of School Health, 77(5), 257.  
Sandoval, J. (2002). Handbook of Crisis Counseling, Intervention, and Prevention 

in the Schools: L. Erlbaum Associates. 
Schonfeld, D. J. (2002). How to Prepare for and Respond to a Crisis: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Shea, S. C. (2002). The Practical Art of Suicide Assessment (自殺衡鑑實務). 

Hoboken, New Jersey: John Wiley and Sons. 
相關網站 
26 震災心理健康資訊網 http://26.heart.net.tw/ 
自殺防治中心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高中 

【能力指標】 
A1、A5、A6、C1、C2、C6、C7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7-3、8-1 

國中 

【能力指標】 
1-4-4、1-4-5、2-4-4、2-4-6、2-4-7、3-4-3、4-4-1、4-4-2、4-4-4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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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二十四、正向心理與健康 
科目英文名稱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Well-Being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一年級/上學期 
先修科目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本課程將以正向心理學觀點探討正向心理發展與健康的意涵，以及在學校心

理健康促進上的應用；本課程將提供你體驗快樂、成長與自我實現的機會，

幫助你探索人類優勢，獲得愉悅的、美好的，以及有意義的生活，進而活出

完整的生命與心盛的人生─具備玩與遊戲、工作與學習、愛與慈善的能力。 
本課程的進行方式：教師講授、TED 影片閱讀、Searching for Happiness 實踐

活動。 
教學目標 
了解正向心理發展與健康的意涵 
培養學生學習快樂和給予快樂的能力 
應用正向心理學知識體系建構輔導課程 
激發學生對正向心理學的研究興趣與熱情 

二、指定用書 

指定閱讀 
自編講義（第一次課程後依修課系統寄出），並請印出或帶至課堂上，課程中

將會使用之。 
指定 TED 影片 

三、參考書籍 如教材資源 

四、教學方式 
理論講述與討論(30%) 
個案分析與作品賞析(20%) 
行動實作與報告(50%) 

五、教學進度 

課程進度 
第 01 週 課程介紹；快樂學與幸福學是什麼 
第 02 週 正向心理學導論 
第 03 週 心盛生活計畫─瞭解三無三活三任務 + 實踐 12 學習活動 
第 04 週 愉悅的生活（The Pleasant Life）：培養正向情緒；實踐「玩與遊戲」

的任務 
第 05 週 積極主動 (運動/積極因應/壓力管理/情緒急救)；正面懷舊 (正向評

價/重新架構/樂觀) 
第 06 週 課程實踐 TRY SOMETHING NEW FOR 30 DAYS  
第 07 週 合度快活 (正向情緒/休閒/主觀幸福感) 
第 08 週 懷抱理想 (自我效能/希望/人生的目標與目的) 
第 09 週 投入的生活（The Engaged Life）：成就正向特質；實踐「工作與學

習」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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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週 期中報告：TRY SOMETHING NEW FOR 30 DAYS 分享 
第 11 週 發展優勢 (美德長處/優勢發展與展現長處)；培養熱情 (興趣嗜好/

專長/投入/心流 flow) 
第 12 週 細味靜觀 (接觸自然/正念冥想/覺照靜觀/品味善美，關注生活的好

事/此時此刻，當下)；持續學習 (想像/發現/創造/問題解決/探索與

學習新技巧/成就) 
第 13 週 意義的生活（The Meaningful Life）：發展正向組織；實踐「愛與慈

善」任務 
第 14 週 與人連結 (社會興趣/合作/心盛的人際關係)；仁心愛人 (同理/慈悲/

寬恕) 
第 15 週 給予貢獻 (服務價值/兼善不渝/真誠付出，實行讓生命具有意義的儀

式/利他給予) 
第 16 週 至善謝天 (感恩/人與環境[天]的和諧/美好的工作/找到生命的召喚

calling /靈性的投入/欣賞他人)  
第 17 週 期末報告 I：Searching for Happiness 實踐活動報告 
第 18 週 期末報告 II：Searching for Happiness 實踐活動報告 

六、成績考核 

課程出席和參與討論（20%），其中課程的第一次出席占 5%；課程期間將不

定期了解出席狀況。 
TED 影片預習（10%）：每人將被分配一個 TED 演講導讀與分享，口頭分享

並帶領某部分你在 TED 演講中的學習，不用準備 PPT。 
TED 影片分組報告（10%） 
課堂與家庭作業（25%）：課堂進行中將有不定期的隨堂或課後家庭作業，

以讓課程參與者學習、實踐與內化所學習到的正向心理發展資產；Try, try 
again. You will create your way to pursuit your happiness. 
期中報告（15%）：TRY SOMETHING NEW FOR 30 DAYS 分享，課程中說明

細節，第 10 週報告 
Searching for Happiness 實踐活動報告（20%）：統整這學期中，你如何看見與

呈現自己的學習快樂與幸福之旅 

七、教材資源 

參考資料 
Csikszentmihalyi, M. (1997). Creativity: Flow and the psychology of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New York, NY: Harper Perennial Modern Classics. 
Csikszentmihalyi, M. (2008). 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 New 

York, NY: Harper Perennial Modern Classics.  
Duckworth, A. (2016). Grit: The power of passion and perseverance. Scribner. 
Ivtzan, I., Lomas, T., Hefferon, K., & Worth, P. (2016). Second Wave Positive 

Psychology: Embracing the Dark Side of Life. Routledge.  
Lopez, S. J., Pedrotti, J. T., & Snyder, C. R. (2015). Positive psychology: The 

scientific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s of human strengths. Los Angeles, CA: 
SAGE. 

Lopes, S. J., Pedrotti, J. T., & Snyder, C. R.（吳聲煒譯）（2016）。正向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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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優勢的科學與實務探索。台北：雙葉。 
Masten, A. S. (2014). Ordinary magic: Resilience in development.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Ong, A. D., & Van Dulmen, M. H. M. (2006).Oxford handbook of methods in 

positive psychology.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ositive Psychology News. http://positivepsychologynews.com/ 
Snyder, C. R., Lopez, S. J. (Eds.) (2009). Handbook of positive psychology (2nd 

ed.).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ough. P. (2013). How children succeed: Grit, curiosity, and the hidden power of 

character. Mariner Books. 
Brooks, D. (2016). 品格：履歷表與追悼文的抉擇。台北：天下文化。 
Lyubomirsky, S. (2014)。這一生的幸福計劃：快樂也可以被管理，正向心理學

權威讓你生活更快樂的十二個提案。台北：久石文化。 
Doidge, N.（洪蘭譯）（2008）。改變是大腦的天性-從大腦發揮自癒力的故事

中發現神經可塑性。台北：遠流。 
Lopes, S. J., Pedrotti, J. T., & Snyder, C. R.（吳聲煒譯）（2016）。正向心理學：

人類優勢的科學與實務探索。台北：雙葉。 
李靜瑤譯（2007）（Haidt, J. 原著）。象與騎象人。台北：大塊文化。 
洪蘭譯（2009）（Seligman, M. E. P. 原著）。真實的快樂（第二版）。台北：遠

流。 
洪蘭譯（2012）（Seligman, M. E. P. 原著）。邁向圓滿：掌握幸福的科學方法 & 

練習計畫台北：遠流。 
陳秀娟譯（1998）（Csikszentmihalyi, M. 原著）。生命的心流：追求忘我專注

的圓融生活。台北：天下。 
揚元寧、楊定一（2014）。靜坐的科學、醫學與心靈之旅。台北：天下。 
楊定一（2012）。真原醫：21 世紀最完整的預防醫學。台北：天下。 
楊定一（2016）。全部的你。台北：健康出版。 
譚家瑜譯（2008）（Ben-Shahar, T. 原著）。更快樂：哈佛最受歡迎的一堂課。

台北：天下文化。 
相關期刊：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http://www.tandf.co.uk/journals/titles/17439760.asp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http://www.springer.com/social+sciences/quality+of+life+research/journal/10902 
正向心理學網路資源。Authentic Happiness: 
https://www.authentichappiness.sas.upenn.edu/ 
洪蘭譯（1997）（Seligman, M. P. E. 原著）。學習樂觀，樂觀學習。台北：

遠流。 
洪蘭譯（2000）（Seligman, M. P. E. 原著）。改變：生物精神醫學與心理治

療如何有效協助。台北：遠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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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蘭譯（2009）（Seligman, M. E. P. 原著）。真實的快樂（二版）。台北：

遠流。 
莊安祺譯（2010）（達賴喇嘛及 Culter, H. C. 原著）。亂世中的快樂之道。

台北：時報。 
陳秀娟譯（1998）（Csikszentmihalyi, M. 原著）。生命的心流：追求忘我專

注的圓融生活。台北：天下。 
陳信宏譯（2008）（Pausch, R., & Zaslow, J. 原著）。最後的演講。台北：圓

神。 
詹慕如譯（2010）（大津秀一 原著）。死前會後悔的 25 件事：1000 個臨終

病患告訴你人生什麼最重要。台北：天下文化。 
鄧伯宸譯（2010）（Newberg, A. & Waldman, M. R. 原著）。改變大腦的靈性

力量：神經學者的科學實證大發現。台北：心靈工坊。 
賴聲川、丁乃竺譯（2007）（Ricard, M. 原著）。快樂學：修練幸福的 24 堂

課。台北：天下。 
閻紀宇譯（2007）（Goleman, D. 原著）。SQ: I-You 共融的社會智能。台北：

時報。 
戴至中譯（2006）（Gilbert, D. 原著）。快樂為什麼不幸福。台北：時報。 
謝凱蒂譯（2009）（Ken Robinson、Lou Aronica 原著）。讓天賦自由。台北：

天下。 
譚家瑜譯（2008）（Ben-Shahar, T. 原著）。更快樂：哈佛最受歡迎的一堂課。

台北：天下文化。 
嚴長壽（2008）。做自己與別人生命中的天使。台北：寶瓶。 
嚴長壽（2011）。教育應該不一樣。台北：天下。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高中 

【能力指標】 
A2、A4、A5、A6、C2、C3、C7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5-1、5-2 

國中 

【能力指標】 
1-4-4、2-4-4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4-1、4-2、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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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二十五、社區心理學 
科目英文名稱 Community Psychology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三年級/上學期 
先修科目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1.  了解社區心理學之基本相關議題 
2.  透過實地焦點社區場域訪查與參與觀察了解社區運作 
3.  學習基本之社區心理工作模式與方法 

二、指定用書  
三、參考書籍  

四、教學方式 
1.  閱讀與討論 
2.  講授 
3.  參與觀察心得報告 

五、教學進度 

1.  社區心理學簡介 
2.  社區研究方法 
3.  社會變遷的重要性 
4.  創造和協助社會變遷 
5.  社區心理健康 
6.  壓力、因應和社會支持：朝向社區心理健康 
7.  精神異常：在社區中的安置 
8.  多元化發展社區心理學 
9.  社區之社會服務與人類服務 

10.  學校、孩童與社區 
11.  法律、犯罪和社區 
12.  健康照護 
13.  社區健康與預防醫學 
14.  社區機構心理學 
15.  社區心理學的未來趨勢 

六、成績考核 

1.  閱讀與報告(30%) 
2.  參與觀察與分享(20%) 
3.  作業報告(30%) 
4.  課堂參與(20%) 

七、教材資源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高中 

【能力指標】 
A1、A2、A3、A4、A5、A6、C1、C4、C6、C7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國中 
【能力指標】 
2-4-2、2-4-4、2-4-6、2-4-7、3-4-5、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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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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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二十六、心理與教育研究法 
科目英文名稱 Research Methods in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三年級/上學期 
先修科目 心理與教育統計一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1.  透過做中學的歷程，學習與認識要形成一份有參考性、有意義性與可

行性的社會科學研究計畫的歷程。 
2.  清楚認識研究倫理的規範，並能於研究計畫中加以考量評估。 
3.  透過操作歷程來瞭解文獻檢索與文獻探討的管道與方法。 
4.  能瞭解與比較多元研究方法的特點、優勢與劣勢（限制）。 
5.  能撰寫出具有目的性、倫理性、意義性與可行性的研究計畫報告。 

二、指定用書 
李文政譯（2015）。社會科學研究法—資料蒐集與分析（原作者：S. Best）。
台北：心理出版社。 

三、參考書籍 紐文英（2015）。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台北：雙葉書廊。 
四、教學方式 講授、討論、作業 

五、教學進度 

1.  序論：什麼是研究？從哪裡與如何開始？ 
2.  文獻的檢索與探討 
3.  社會研究的倫理 
4.  二次分析—使用他人資料的研究 
5.  訪談法 
6.  個案研究 
7.  人種誌研究方法 
8.  觀察、參與觀察及觀察推論 
9.  傳記與自傳的研究方法 

10.  文件檔案與敘事分析 
11.  測量與統計推論（量化資料） 
12.  何謂抽樣調查？（問卷調查） 
13.  混合方法研究 
14.  評量研究與實驗 
15.  研究計畫最後定稿諮詢 
16.  研究計畫構想定案與撰寫（APA 格式） 
17.  研究計畫報告 
18.  研究計畫繳交 

六、成績考核 

1.  20%課前預習 
2.  20%課堂與小組討論參與度 
3.  20%課後整理作業 
4.  40%期末研究計畫報告 

七、教材資源 其他補充資料由授課教師指定，另至「線上教學平台」瀏覽或下載。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高中 

【能力指標】 
A1、C1、C2、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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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對照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國中 

【能力指標】 
1-4-3、2-4-6、2-4-7、3-4-5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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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二十七、社會心理學 
科目英文名稱 Social Psychology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二年級/下學期 
先修科目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1.  了解社會心理學的意義 
2.  說明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方法 
3.  了解社會心理學所探討的重要議題 
4.  了解人在社會中行為表現的意涵 
5.  解釋社會如何影響一個人的知覺、行為與態度 
6.  發展個人對社會心理學的研究興趣 

二、指定用書  
三、參考書籍  

四、教學方式 

1.  上課講述 
2.  課堂討論 
3.  主題分組報告 
4.  經典閱讀 
5.  電影欣賞與討論 

五、 教學進

度 

1.  Course objectives and course requirements 
2.  健全的社會 
3.  What is Social Psychology?  
4.  Conformity  
5.  A Focus Theory of Normative Conduct  
6.  Mass Communication, Propaganda, and Persuasion 
7.  Mass Communication, Propaganda, and Persuasion 
8.  Social Cognition 
9.  Self-Justification 

10.  期中考 
11.  Human Aggression 
12.  Prejudice  
13.  Liking, Loving, and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14.  Liking, Loving, and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15.  Social Psychology as a Science  
16.  Happiness 
17.  台灣社會心理學的發展 
18.  期末考 

六、成績考核 

1.  出席與參與課堂討論 10% 
2.  課程預習與提問 10% 
3.  課堂報告 10% 
4.  讀書報告 20% 
5.  期中考 20% 
6.  期末考 30% 

七、教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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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高中 

【能力指標】 
A3、A4、A5、A6、C4、C5、C6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國中 

【能力指標】 
2-4-2、2-4-5、3-4-1、3-4-2、3-4-3、3-4-4、4-4-2、4-4-4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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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二十八、發展心理學 
科目英文名稱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一年級/下學期 
先修科目 普通心理學 1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人類發展是個非常複雜的過程，過程中人類在生活、智能、人格、社會與情

緒會不斷的成長與改變，因此本課程是以全人生( life-span ) 的概念來組織課

程架構。這門課將介紹個體如何從孕期中的胚胎開始，發展成一個成熟且複

雜的成人。課程偏重各種發展心理學理論及發展階段之介紹，包括生理、認

知、知覺、行為、社會、情緒、道德層面的發展。並介紹各種主要發展心理

學的理論及研究。透過發展心理學的科學研究基礎，瞭解個人如何發展出行

為的複雜性及獨特性。最後再從個別差異與多元文化的觀點來檢視個體發展

的普同性與個別性。 

本課程之目標包括： 
1. 瞭解當代重要的發展心理學相關之理論。 
2. 將發展心理學概念應用於實際生活中。 
3. 了解發展歷程中個體要面對的挑戰及改變 
 

二、指定用書 
Robert V. Kail and John C. Cavanaugh (2012). Human Development: A Life-Span 
View (6th ed.) Belmont: Wadsworth Publishing. 

三、參考書籍 

Berger, K. (2008). The developing person through the life span (7th ed.). New 
York: Worth. 

Cavanaugh, J. C. & Blanchard-Fields, F. (2014). Adult development and aging 
(6th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四、教學方式 
此課程將以講授為主，並會在課堂上以相關影片來加深學生對發展心理學的

興趣與了解。透過實作活動，帶領學生實際體驗發展心理學家的研究以及在

日常生活中，發展心理學的實踐。 

五、教學進度 

Week Content 
01 發展心理學經典議題 
02 發展的生物基礎：遺傳、產前發展與出生 
03 探索世界的第一步:生理、知覺及動作的發展 
04 思考和語言的萌發:嬰幼兒時期的認知發展 
05 進入社交世界：嬰幼兒時期的社會情緒發展 
06 上學去! 學齡兒童的認知與身體發展 
07 擴充社交領域：學齡兒童的社會情緒發展 
08 成年禮：青少年的生理與認知發展 
09 進入成人的社交世界：青少年的社會情緒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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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期中考  
11 長大成人：青年期的身體、認知與性格發展 
12 與他人相處：青年及中年時期人際關係的形成 
13 中年成功：中年期生物心理社會的挑戰 
14 晚年的個人背景：身體、認知與心智健康議題 
15 晚年的社會層面：心理社會、退休、人際關係與社會議題 
16 小組報告 (1) 
17 小組報告 (2) 
18 期末考  

 

六、成績考核 

1. 出席率及上課參與度 (10%): 隨機點名，上課參與度係指上課積極聽講、

提問、參與發言或討論，而且上課期間未聊天，滑手機、使用平板電腦或

電腦等。 
2. 期中考 (25%): 選擇題、名詞解釋及簡答題  
3. 期末考 (25%): 選擇題、名詞解釋及簡答題 
4. 平時作業 (25%) 
(1) 課堂短片與當週議題-作業 (15 %)，一共會有五次與當週課堂議題相關的

問答題作業，每個作業佔3%。 
(2) 平時心得報告 (10%)（兩篇：包括期中考前及期末考前） 
請依據上課所談發展心理學理論，描述發展心理學理論在生活中有哪些實例

的實踐與經驗。並描述自己對於這些實例的感想與省思。 
*報告格式：請使用Word，大約兩頁。A4直式橫打的打字方式，雙行行距，

分段落且首行縮排，段落左右對齊，12號字體，新細明體或標楷體。 
5. 小組實驗實作與心得報告 (15%)，請實際測量一位孩童的發展階段: 每一

組須認領下面一個主題進行研究 (1) 心智理論階段 (2) 道德發展階段 
(3) 認知發展階段。請將施測的過程用影片或照相等方式記錄下來，實地

進行實驗構想設計、拍攝、剪輯、分析及撰寫結果。請以PPT進行口頭報

告及製作成影片播放。小組需附上自評及他評表 (1-9)，表內需寫出自己

在小組內負責及貢獻的項目，我會根據自評及他評表進行小組內個人分數

的調整。 
七、教材資源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高中 

【能力指標】 
A1、A2、C5、C1、C2、C7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國中 

【能力指標】 
1-4-1、1-4-5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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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二十九、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設計與實施 
科目英文名稱 Curriculum Design and Practice of Integrative Activities Learning Domain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四年級/上學期 
先修科目 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團體動力學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本課程為綜合活動領域之實務課程，旨在培養學生具備綜合活動領域課

程設計與實施之實務能力。修習本課程的學生將能瞭解綜合活動的領域課程

精神與實施方式、熟悉綜合活動領域的教學原則與方法、規劃並設計綜合活

動領域課程教材與方案、活用多元的教學方法及技巧於教學活動，以培養具

備設計、執行及評鑑綜合活動領域教材教法之能力。 

二、指定用書 李坤崇(2011)。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材教法。臺北：心理。 

三、參考書籍 

1.王瑞壎（2012）。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百寶箱。臺北：華藤文化。  
2.李園會(2003)。如何設計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臺北：師大書苑。 
3.李坤崇（2011）：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概論（二版）。臺北：心理。  
4.教育部（2003）。國民中小學九一貫課程綱要：綜合活動學習域。臺北:教
育部。 

5.教育部（2008）。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綜合活動學習域。臺北：教育部。 
6.楊思偉等（2010）。綜合活動教材教法。臺北：五南。 
7.康軒版、翰林版、南一版綜合活動教科書。 

四、教學方式 講授、課堂討論、教學活動設計實作、模擬教學演示 

五、教學進度 

1. 綜合活動領域課程綱要之理念與內涵 
2. 綜合活動領域學理基礎 
3. 綜合活動領域核心素養、學習重點的解讀與教學轉化 
4. 綜合活動領域教科用書選用與評析 
5. 綜合活動領域教材、教具與教學資源研討 
6. 綜合活動領域多元教學實務-1 
7. 綜合活動領域多元教學實務-2 
8. 綜合活動領域課程規劃與發展 
9. 跨領域及議題融入課程設計（一） 
10. 跨領域及議題融入課程設計（二） 
11. 綜合活動領域多元評量理念與實務 
12.校外教學參訪：教學活動設計示範與教學經驗分享 I 
13.校外教學參訪：教學活動設計示範與教學經驗分享 II 
14. 綜合活動領域教學活動設計要領與實例-1 
15 綜合活動領域教學活動設計要領與實例-2 
16.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設計發表、試教與再修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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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設計發表、試教與再修正-2 
18.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學效能省思與精進 

六、成績考核 課程參與情形、紙筆測驗、書面報告、課程設計與試教 
七、教材資源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能力指標】 
2-4-6、2-4-7、3-4-1、3-4-2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綜 1-1、綜 1-2、綜 1-3、綜 2-1、綜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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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三十、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學與評量 
科目英文名稱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of Integrative Activities Learning Domain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四年級/下學期 
先修科目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本課程旨在培育職前教師能夠了解綜合活動領域教學策略與評量實施方式，

幫助學生掌握「實踐、體驗、發展、統整」的目標和原則來設計教學活動，

具備實施教學和評量的專業知識和能力，以奠定學生未來修習教學實習和從

事教學工作的基礎。 

本課程為綜合活動領域之實務課程，旨在培養學生具備綜合活動領域教學與

評量實施之實務能力。修習本課程的學生將能瞭解綜合活動之教學與評量的

理念和原則，熟悉多元評量的理論與實務，應用標準本位評量的概念與方

法 ，設計綜合活動創意教學及規畫評量方法，進行試教並檢討成效，以培養

具備規劃、執行及評鑑綜合活動領域教學與評量之能力。 
二、指定用書 李坤崇（2011）。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學與評量。臺北：心理。 

三、參考書籍 

1.任景昱等（譯）（2013）。反思之峰：精進體驗教育反思技巧指南（原作

者：Steven Simpson）。臺北：幼獅。（原著出版年：2006） 
2.吳菜霞等（2003）。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秘笈一。臺北：水牛。 
3.吳菜霞等（2003）。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秘笈二。臺北：水牛。  
4.李坤崇（2003）。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材教法。臺北：心理。 
5. 蔡居澤、廖炳煌（2001）。探索教育與活動學校。桃園：中華探索教育發

展協會。 
6.康軒版、翰林版、南一版綜合活動教科書。 

四、教學方式 講授、課堂討論、報告、教學與評量實作 

五、教學進度 

1. 綜合活動領域的現在與未來：現行課綱與十二年國教綜合活動領域 
2. 綜合活動領域核心素養與學習重點 
3. 綜合活動領域多元教學設計與實務 
4. 綜合活動領域教學策略（一）：體驗教學的理念與策略 
5. 綜合活動領域教學策略（二）：省思教學的理念與策略 
6.綜合活動領域教學策略（三）：素養導向教學理念與策略 
7.綜合活動領域教學策略（四）：探索教育與引導式教學 
8.見習並觀摩現場教師實際教學演示 
9.綜合活動教學設計與實例演示-1 
10.綜合活動教學設計與實例演示-2 
11.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多元評量的理念、意涵與學理基礎 
12.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多元評量的方法-1 
13.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多元評量的方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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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標準本位評量的理念與實施方法 
15.現場教師示範並分享綜合活動領域教學與評量實施 
16.綜合活動領域多元評量與標準本位評量之實作練習-1 
17 綜合活動領域多元評量與標準本位評量之實作練習-2 
18.綜合活動領域教學與評量實施之省思與精進 

六、成績考核 課程參與情形、紙筆測驗、書面報告、教學與評量之設計與實作 
七、教材資源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能力指標】 
2-4-6、2-4-7、3-4-1、3-4-2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綜 3-1、綜 3-2、綜 4-1、綜 4-2、綜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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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三十一、心理測驗實務 
科目英文名稱 Practice of Psychological Testing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三年級/上學期 
先修科目 心理與教育測驗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複習測驗之重要性質與原理 
熟悉團體與個別測驗的實施程序 
運用測驗知能於測驗實施的過程中 
會設計適用於不同場域的測驗計畫 
熟悉測驗倫理，並運用於測驗實施中 

二、指定用書  
三、參考書籍  

四、教學方式 
參觀與見習、課前預習、小組合作學習、實施測驗（受試者與主試者）、測驗

論文閱讀、分組經驗報告分享與研討 

五、教學進度 

週次 進度與內容 備註 

1 課程介紹  

2 
複習心理測驗的重要概念(開卷考試) 確定報告組別及

順序 

3 
智力評估的測驗 

魏氏智力測驗（第四版）的介紹與討論 1  

 

4 
瑞文氏推理測驗—介紹、演練與解測 

魏氏智力測驗（第四版）的介紹與討論 2 

Oral1  

 

5 國慶日   

6 

魏氏智力測驗（第四版）的施測演練與研討 

瑞文氏推理測驗—小組演練(隨機抽籤) 

國民中學智力測驗(更新版) 

分 組 預 習 影 片

Oral2  

 

7 

赴舊社國小(10:30-11:10)與清大附小施測

瑞文氏矩陣推理測驗(四年級) 

 

 

8 
學習評估的測驗:  

大學生學習與讀書策略量表(*)、學習適應

量表(李坤崇) 

Ora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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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新編多元性向測驗(陳榮華等)、注意力缺陷

/過動障礙測驗、社交量表(*) 

Oral4   

 

10 
測驗倫理探討、心理評估報告格式與撰寫 

(瑞文氏)團體測驗實施結果分享與討論 

Oral5 

11 
人格評估測驗(1)自陳類:愛德華斯個人偏

好測驗(*)，新編賴氏人格測驗，貝克憂鬱

量表 

Oral6 

 

12 
人格評估測驗(2) 投射類: 墨漬測驗、主題

統覺測驗、畫人測驗(*) 

Oral7 

 

13 投射測驗講座-屋樹人測驗  

14 
生涯評估的測驗: 青年工作價值觀量表

(*)、生涯信念量表、成人生涯認知量表 

Oral8 

15 個別測驗的實施  

16 創造力測驗介紹、演練與解釋 Oral9 

17 個別測驗實施結果報告及分享、討論 小組 

18 繳交期末報告  
 

六、成績考核 

出席、課前預習和經驗分享  
實施團體測驗心得報告（至少 2 篇） 
實施個別測驗心得報告（至少 2 篇） 
測驗論文閱讀與討論 
學校最小測驗計畫書面報告 

七、教材資源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高中 

【能力指標】 
A1、A2、C2、C4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3-3 

國中 

【能力指標】 
1-4-1、1-4-2、1-4-3、1-4-4、1-4-5、2-4-1、2-4-2、2-4-3、2-4-4、
2-4-5、3-4-1、4-4-1、4-4-2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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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三十二、戶外探索設計與實施 
科目英文名稱 Design and Practice of Outdoor Exploration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一年級/下學期 
先修科目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1.暸解戶外探索教育的基礎理論 

2.熟悉戶外探索教育基本技能 

3.戶外探索特定主題活動設計與引導 

二、指定用書 

1. 謝智謀等(2007)體驗教育-從 150 個遊戲中學習。 亞洲體驗教育協會。 
2. 謝智謀等(2012)體驗教育-從150個遊戲中學習(第2集)。亞洲體驗教育協會。 
3. 蔡居澤(2013)。多元智能體驗活動設計與實施。亞洲體驗教育協會。 
4. 謝智謀、王怡婷譯(2003);Knapp,C.E.著。體驗教育反思手冊。幼獅出版。 

三、參考書籍 

1.Ewert, W. A.,& Sibthorp, J.(2014). Outdoor Adventure Education: Foundations, 
Theory and Research: Human Kinetics. 

2. 謝智謀等(2008)。繩索挑戰課程安全手冊。亞洲體驗教育學會出版。 
3. 蔡居澤、廖炳煌(2007)。探索教育與活動學校。中華探索教育發展協會 

四、教學方式 
課堂講授、教學媒材輔助教學、閱讀分享、影視賞析、參觀訪問、小組活動

設計與體驗、小組討論及成果分享 

五、教學進度 

1. 戶外探索教育概論 
2. 探索教育哲學與理論(一) 
3. 探索教育哲學與理論(二) 
4. 探索教育的引導 
5. 戶外探索教育方案分組設計與實施(一) 
6. 戶外探索教育方案分組設計與實施(二) 
7. 戶外探索教育方案分組設計與實施(三) 
8. 戶外探索教育方案分組設計與實施(四) 
9. 戶外探索教育方案分組設計與實施(五) 

10. 戶外探索教育方案分組設計與實施(六)  
11. 戶外探索教育分組方案設計與實施(七) 
12. 戶外探索教育分組方案設計與實施(八) 
13. 戶外探索教育分組方案設計與實施(九) 
14. 戶外探索教育分組方案設計與實施(十) 
15. 探索教育與服務學習 
16. 探索教育與冒險諮商/治療 
17. 戶外探索教育的趨勢與願景 
18. 探索活動體驗之學習成果展示與分享 

六、成績考核 出席 20%，分組活動設計與體驗實施 60%，期末報告  20% 
七、教材資源 體驗教育學報(亞洲體驗教育協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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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能力指標】 
1-4-1、1-4-2、1-4-4、1-4-5、2-4-3、2-4-4、2-4-5、2-4-7、3-4-1、3-4-2、3-4-3、
4-4-1、4-4-2、4-4-3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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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三十三、休閒教育 
科目英文名稱 Leisure Education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一年級/下學期 
先修科目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1. 鼓勵學生思考連結人與健康生活的休閒實踐議題，反思「我應該怎樣活

著？」的生命意義與價值。 
2. 藉由休閒相關理論與實務之探究，協助學生認識休閒心理學與休閒觀光產

業的現況與管理經營。 
3. 並透過個人(團體)休閒規劃與體驗，暸解休閒的發展趨勢並建立正確休閒

觀，培養高品質休閒生活能力與素養。 

二、指定用書 

1. Geoffrey Godbey/著，葉怡矜等。休閒遊憩概論：探索生命中的休閒，品

度出版社。ISBN：957824875X 
2. 葉智魁（2006）。休閒研究─休閒觀與休閒專論，品度出版社 ISBN：

9578248792 

三、參考書籍 
1. 大前研一（2006）。OFF 學-會玩，才會成功，天下雜誌。 
2. 楊建夫等（2007）。休閒遊憩概論，華杏出版社。 

四、教學方式 課堂講授、閱讀分享、影視賞析、參觀訪問、小組討論、分組體驗與報告 

五、教學進度 

1. 休閒概念、意涵 
2. 休閒歷史背景與發展沿革 
3. 休閒心理、行為模式與需求理論(一) 
4. 休閒心理、行為模式與需求理論(二) 
5. 休閒的教育功能 
6. 二十一世紀休閒的發展趨勢 
7. 休閒類型 
8. 休閒規劃 
9. 休閒滿意調查與分析 
10. 生態旅遊、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 
11. 電子商務與網路行銷在觀光休閒產業之應用 
12. 個人休閒觀光生涯規劃 
13. 休閒農業、長宿（long stay）等新興產業之現況與展望 
14. 個人(團體)休閒規劃分組體驗期末分享(一) 
15. 個人(團體)休閒規劃分組體驗期末分享(二) 
16. 個人(團體)休閒規劃分組體驗期末分享(三) 
17. 個人(團體)休閒規劃分組體驗期末分享(四) 
18. 個人(團體)休閒規劃分組體驗期末分享(五) 

六、成績考核 
1. 出席、課堂參與與表現 20﹪ 
2. 閱讀心得、參觀報告、影片心得等 30﹪ 
3. 個人(團體)體驗與報告 50﹪(含個人觀光休閒生涯規劃書 20﹪) 

七、教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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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能力指標】 
1-4-1、1-4-2、1-4-3、1-4-5、2-4-1、2-4-3、2-4-6、2-4-7、3-4-1、3-4-2、3-4-4、
4-4-2、4-4-4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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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三十四、家庭發展 
科目英文名稱 Family Development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一年級/下學期 
先修科目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此課程聚焦於個體成長如何受到家庭發展的影響。課程目的包括: 

1. 學生能熟悉家庭發展定義、家庭生命週期及運作功能，以及家庭發展特色

如何影響個人的成長。  
2. 了解各種家庭發展的重要理論、模式、概念，並思考其與個體、配偶、親

子及家人成長的關係。  
3. 引導學生結合家庭發展理論與概念來探索及認識自己家庭及自身成長相關

議題。 
4. 了解非典型家庭的家庭發展特色與樣貌。 
5. 了解台灣與世界性與家庭發展相關重要議題。 
6. 專業者提供教育、輔導、諮商、治療等協助個人、配偶、親子、家人等溝

通合作，促進家庭發展。 

二、指定用書 
Bryant, C. M. (2015). Introduction to Family Development. Cognella Academic 
Publishing. 

三、參考書籍 蔡文輝(2012)。婚姻與家庭－家庭社會學。五南出版社。 
四、教學方式 講授、討論、小組演練、經驗性活動 

五、教學進度 

1. 課程介紹與導論 
2. 婚姻與家庭的定義、種類、法律規範與制度 
3. 家庭生命周期與家庭圖 
4. 家庭生命周期和家庭功能（嬰兒、兒童期） 
5. 家庭生命周期和家庭功能（青少年期） 
6. 家庭生命周期和家庭功能（成年早期、前期） 
7. 家庭生命周期和家庭功能（成年中期） 
8. 家庭生命周期和家庭功能（成年後期、晚期、老年） 
9. 家庭發展過程、角色、功能與任務 
10. 家庭發展過程、問題與挑戰 
11. 婚姻階段和家庭生命發展史 
12. 性別、生涯與家庭發展 
13. 生育、教育與家庭發展 
14. 家人關係、調適與家庭發展 
15. 離婚、單親與繼親家庭與家庭發展問題 
16. 團體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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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團體報告  
18. 課程統整  課程反思與回顧 (期末報告繳交) 
 

六、成績考核 

課堂參與與演練 15% 
反思學習單 15% 
小報告 15% 
期末報告 30% 
團體報告 25% 

七、教材資源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能力指標】 
1-1-1、1-1-4、1-3-5、1-4-5、2-1-2、2-2-3、2-3-2、2-3-3、2-4-3、2-4-4、2-4-5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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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三十五、家庭生活教育概論 
科目英文名稱 Introduction to Family Life Education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一年級/下學期 
先修科目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本課程提供學生了解家庭的定義、特色、組成、功能與類型。也呈現家庭生

活的理論、實務及重要議題等。學生以經驗性學習的模式了解並運用此門課

所學習的知識、態度與能力於自身的家庭生活，增進與家人互動的親密關係、

合作處理家庭生活事件、了解家庭成員的特質與需求、促進家人健康與家庭

幸福。此課程聚焦於個體與家庭成員相處互動及家庭生活所需的各式認知、

態度、行為和技能，促進家人間的溝通互動及合作互助能力，提升家庭生活

品質。 
課程目標為： 
1. 家庭生活的定義、特色、組成、功能、類型、意義與內涵、法律與規範制

度。 
2. 了解台灣家庭生活的演變與發展狀況。  
3. 了解家庭生活的理論與實務及重要議題。 
4. 提升促進家庭生活品質的知識、態度、行為和技能。 
5. 了解家庭生活之教育、輔導、諮商與治療之實施與成效。 

二、指定用書 
Bredehoft, D., & Walcheski, M. (2016)。家庭生活教育：理論與實務的整合，

心理出版。 
三、參考書籍 家庭概論(2013)，張美鈴等著，華格納出版社。 
四、教學方式 講授、討論、觀察與訪談、經驗性活動 

五、教學進度 

1. 課程簡介與要求 
2. 家庭生活的定義、內涵、變遷、意義、功能與類型  
3. 家庭教育法及施行細則的認識、家庭其他相關法律與規範制度 
4. 家庭生活的理論與模式  
5. 台灣的家庭生活: 演變、現況、特色、法律、制度與實施 
6. 家庭生活的夫妻關係:理論與實務 
7. 家庭生活中的親子關係: 理論與實務 
8. 家庭生活中的手足與其他家人關係: 理論與實務 
家庭生命週期: 理論與實務 

9. 家庭生活中的重要議題(財務、休閒、娛樂、健康、家務、工作等) 
10. 家庭生活中的重要議題(溝通、親密關係、衝突、疾病與意外) 
11. 家庭成員的角色與家庭結構及功能 
12. 家庭生活議題：貧窮、暴力、亂倫酒與毒品、失業、犯罪與其他 
13. 家庭生活議題：跨國婚姻、弱勢族群、身心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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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家庭生活議題：收養、隔代、年輕父母、繼親家庭、家族 
15. 家庭生活功能與品質的提升: 教育、輔導、諮商與家族治療 
16. 分組報告、小報告繳交 
17. 分組報告 
18. 分組報告、期末報告繳交 

六、成績考核 

課堂參與與演練 15% 
反思學習單 15% 
小報告 15% 
期末報告 30% 
團體報告 25% 

七、教材資源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能力指標】 
1-1-1、1-1-4、1-3-5、1-4-5、2-4-3、2-4-4、2-4-5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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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三十六、多元文化輔導與諮商 
科目英文名稱 Multicultural issues in counseling and guidance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四年級/下學期 
先修科目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本課程旨在幫助學生瞭解多元文化之相關議題，以及多元文化教育的發展和

不同理論。從學習多元文化相關主題及思辨中，促進學生反思其自身經驗及

價值觀，增進學生批判思考能力，強化其社會行動力，以幫助學生提升對多

元文化議題之覺察能力，重新建構多元文化觀點及態度，並且學習諮商輔導

策略來樹立多元文化學習氛圍、營造多元文化友善之校園及社會。 
1. 增進多元文化知識：學習多元文化教育理論及社會相關議題 
2. 培養多元文化態度：發展對於多元文化現象之敏銳度與自我省思能力 
3. 增強多元文化技能：應用多元文化觀點實施多元文化教育及相關諮商輔導

服務實踐上 

二、指定用書 
劉美慧、游美惠、李淑菁(2016)。多元文化教育(四版)。台北：高等教育出版

社，9789862661567。 
劉美慧（2009）。多元文化教育名著導讀。台北：學富文化，9789866624254。 

三、參考書籍 

洪泉湖等著(2008)。臺灣的多元文化。台北：五南，9789571139128。 
吳俊憲、吳錦惠(2009)。新移民子女課程與教學。台北：五南，9789571155937。  
J. Banks 等編(2008)。多元文化教育-議題與觀點。（陳枝烈等譯）。台北：心

理，9789861911496。 
Lewis, J.A., Lewis, M. D., Daniels, J.A.&D’Andrea, M.J（2007）。社區諮商－多

元社會的賦能策略。（何金針譯）。台北：心理，9789866885877。 
Vavrus, M. (2014). Diversity & Education: A Critical Multicultural Approach. 
Teachers College Pr. 9780807756058 

四、教學方式 
講述及討論、體驗活動、影片欣賞、文化參與觀察與實踐、專題報告、特定

議題研討。 

五、教學進度 

授課內容及主題  
1. 課程介紹及多元文化的緣起 
2. 多元文化主義的基本概念 
3. 多元文化教育與輔導的理論基礎 
4. 性別與多元文化教育與輔導 
5. 階級與多元文化教育與輔導 
6. 族群關係與教育與輔導 
7. 多元文化體驗 
8. 跨國婚姻與多元文化教育與輔導 
9. 宗教與多元文化教育與輔導 
10. 特殊學生與多元文化教育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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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文化回應教學及多元文化諮商技巧 
12. 多元文化學校環境之營造 
13. 電影賞析及討論 
14. 多元文化體驗分享 
15. 電影賞析及討論 
16. 元文化諮商輔導方案發表及討論 
17. 多元文化諮商輔導方案發表及討論 
18. 期末報告:多元文化諮商輔導方案成果展 

六、成績考核 

1. 主題報告(30%): 針對多元文化議題做深度探索，分享該議題於教育中的發

展狀況及目前現象，探討其中所衍生的社會議題。 
2. 課外學習報告(20%): 針對多元文化議題尋找相關新聞、電影或書籍，介紹

其所展現的內容及影響，並提出引發深思的議題。 
3. 多元文化體驗報告(20%): 從體驗不同文化經驗中，反思並探究自我文化，

分析其文化影響。 
4. 多元文化教育方案(30%): 針對一個多元文化議題中所呈現的困境，設計一

個可行之教育／社會行動方案，試圖解決該困境。 

七、教材資源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高中 

【能力指標】 
A1、A2、A3、A4、A5、A6、C1、C2、C4、C5、C6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國中 

【能力指標】 
1-4-1、1-4-2、1-4-5、2-4-2、2-4-4、2-4-5、2-4-6、3-4-1、3-4-2、3-4-3、
3-4-4、3-4-5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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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規劃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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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師資培育類別 

高級中等學校生涯規劃科 

 

(二)參加規劃人員 

系所名稱 規劃人員 職稱 說明 

教育心理與諮
商學系 

許育光 教授兼系主任 

※適合培育任教學科之系所 

※主要規劃之系所 

※主要開課系所 

林旖旎 教授 

施香如 教授 

曾文志 教授 

朱惠瓊 助理教授 

吳怡珍 助理教授 

姜兆眉 助理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 

林紀慧 教授兼主任 

協助規劃之單位 
陳明蕾 副教授兼副主

任 

劉政宏 教授 

陳承德 助理教授 

 

(三)培育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名稱 

 高級中等學校生涯規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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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應之培育任教學科(領域、群科)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 

1.生涯規劃教材教法授課大綱 

科目中文

名稱 
生涯規劃教材教法 

課程說明 

1. 瞭解高中職生涯規畫課程的基本精神、能力指標及內涵。  
2. 培養學生具備獨立製作生涯規劃課程教材的能能力  
3. 應用本領域之性質與使用時機、教學原則及評量方法。  
4. 學生針對本領域的能力指標及課程內涵，活用教學方法與多元評量策

略與方法於課程教學與學習評量。設計單元教案。  

指定用書 高中職生涯規劃教科用書 

教學方式 課堂討論、實作演練與分組活動為主，講授為輔 

教學進度 

(上課內容以實際進度為主) 
週次 課程內容 備註 

1 課程簡介、生涯規劃課程基本理念 課程講述 
2 高中職生涯規劃課程教材與課綱分析 課程講述 

3 
生涯規劃課程常用教學方法與應用(一)故事性教

材的應用與實施、價值澄清法的應用與實施 
課程講述 

4 
生涯規劃課程常用教學方法與應用(二)角色扮演

法的應用與實施、團體活動、競賽及遊戲活動之

應用 
課程講述 

5 
表達性多元教材應用：布偶、圖畫、報紙、廣告、

歌曲、繪本、漫畫、短片、動畫等 
課程講述 

6 學年計畫、主題與單元活動教案設計格式與撰寫 課程講述 
7 多元教學媒材融入教育議題應用與分享(一) 課程講述 
8 多元教學媒材融入教育議題應用與分享(二 課程講述 

9 
體驗教學的理念與實施─桌遊融入主題教學活動

分享 
課程講述 

10 業界講師─高中生涯規劃課程教學實例分享 Ⅰ 實務講座 
11 大學多元入學管道資訊教材編擬與介紹 課程講述 
12 生涯規劃主題教案設計分享、回饋與討論(一) 小組發表 
13 生涯規劃主題教案設計分享、回饋與討論(二) 小組發表 
14 業界講師─高職生涯規劃課程教學實例分享 Ⅱ 實務講座 
15 小組生涯規劃課程主題試教 (一) 小組發表 
16 小組生涯規劃課程主題試教 (二) 小組發表 
17 小組生涯規劃課程主題試教 (三) 小組發表 
18 生涯規劃課程教材教法統整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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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考核 

1.小組試教 Group Projects 30% 
2.個人書面報告 Projects 30% 
3.教案設計作業 Assignments 30% 
4.出席 Participation 10% 

講義位置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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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涯規劃教學實習授課大綱 

科目中文

名稱 
分科/分領域教學實習 

上課時間 M5M6M7M8 學分 3 
擋修科目 教育心理學、教學原理、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 

一、課程說

明 

「教學實習」課程旨在增進學生對中等學校行政運作與教學現場的基本認識，協助學生將課堂

所學的教育理論與學校生活世界的種種實際相互印證，深化對教師角色的認知，強化教學實務

的知能。為了達到這樣的目標，本課設計分為三大部分：課堂討論與模擬（或實驗）教學、學

校參觀與見習試教。「課堂討論」在學期初提供進入教學現場所需的準備，學期過程中則運用

於實驗教學經驗的分享與檢討；「學校參觀」的目的在了解學校整體的工作內容與運作方式；「見

習與試教」則是進入教室，觀摩專門科目的教學，並實際上台授課。 
二、指定用

書 
無 

三、參考書

籍 
無 

四、教學方

式 

「教學實習」為三學分、每週四小時的課程，以便於安排參觀見習及試教等活動。本課程預計

分科開設七門，由師培中心教師與各科教師合開。師培中心教師負責聯繫實習學校、安排參觀

及實習相關事宜；各系老師負責指導各科模擬教學、見習與試教活動。 
原則上，見習 4 堂課(或一個教學單元)，試教至少 4 堂課，可視情況彈性調整。 

五、教學進

度 

2/13(一) 第一週 開學/說明 
◎課程簡介、作業說明： 朱如君 老師          ◎合班(教 305) 
◎見習試教與教室觀察： 劉政宏 老師             ◎合班(教 305) 
◎實習學生檢核注意事項：王艾妮小姐    ◎合班(教 305) 
◎分組及分科說明： 

國文          郭凡綺老師、林旖旎老師     (教 315) 
英文 1         徐憶萍老師、劉政宏老師         (教 312) 
英文 2     柯安娜老師、林旖旎老師         (教 312) 
數學          曾憲錠老師、曾正宜老師         (教 305) 
生物          葉世榮老師、林旖旎老師          (生二 113) 
化學          施建輝老師、朱如君老師     (教 211) 
物理          陳金楓老師、朱如君老師          (教 307) 
公民          劉政宏老師、劉政宏老師          (教 316) 
商業管理群    曾正宜老師                      (教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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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一) 第二週 學校參觀：新竹女中 
     (學校網址：http://www.hgsh.hc.edu.tw/ischool/publish_page/0/) 
     (集合時間/地點：12:50 教育館正門口前)  
2/27(一) 第三週 和平紀念日補假 
3/06(一) 第四週 學校參觀：新科國中 
     (學校網址：http://www.hkjh.hc.edu.tw/)  
     (集合時間/地點：12:50 教育館正門口前)  
3/09(四) 第四週 教育學程家族聚會－新進教師經驗分享 

 (時間/地點：18:30/教育館 310 室)  
3/13(一) 第五週 學校參觀：新竹高工  
     (學校網址：http://web.hcvs.hc.edu.tw/bin/home.php) 
          (集合時間/地點：12:50 教育館正門口前)  
3/20(一) 第六週 模擬教學(繳交學校參觀報告)   ◎分科 
3/27(一) 第七週 模擬教學            ◎分科 
4/03(一) 第八週 兒童節補假             
4/10(一) 第九週  模擬教學        ◎分科 
4/17(一) 第十週   見習試教與討論（一）         ◎分科 
4/24(一) 第十一週 見習試教與討論（二）       ◎分科 
5/01(一) 第十二週 見習試教與討論（三）         ◎分科 
5/08(一) 第十三週 見習試教與討論（四）         ◎分科 
5/15(一) 第十四週 見習試教與討論（五）         ◎分科 
5/22(一) 第十五週 見習試教與討論（六）        ◎分科 
5/29(一) 第十六週 端午節彈性放假               ◎分科 
6/05(一) 第十七週 綜合討論                     ◎分科 
6/12(一) 第十八週 課程回顧與檢討           ◎合班(教 305) 

注意事項： 
1.修課學生至學校 Moodle 系統(http://moodle.nthu.edu.tw)註冊，統一於「教學實習」

課程註冊。 
2.本課程學生必須上傳所寫之教案至 Moodle 系統或 iLMS 系統。 
3.各科需選一位班代。 
4.於 2 月 13 日當天上課，填寫個人 E-mail、聯絡方式，以便安排學校參觀的保險及聯絡

後續見習試教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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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績考

核 

科目 類別 百分比 

甲科 

見習試教報告 20％ 
模擬教學(含教案) 30％ 
試教(含教案) 40％ 
綜合表現 10％ 

乙科 

學校參觀報告 60％ 
模擬教學教案 10％ 
試教教案 15％ 
綜合表現 

(未出席一次扣總分 3 分) 15％ 

注意事項：本課程設計有試教學校輔導老師評分表，請輔導老師就學生試教情形評分，並將評分表

郵寄回中心辦公室（評分表裝入信封內，並於彌封處簽名）。評分表正本將留存於中心

辦公室，影本給授課教師，以供評量「試教」部分成績參考。 

七、教材資

源 
師培圖書室—教科書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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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 

必選修 類型 科目名稱 學分 備註 

必修 

教育基礎 

教育心理學 2   

教育社會學 三

選

一 

2 至少修習 1 科 2 學

分，超修的學分可作

為選修課程學分。 
教育哲學 2 

教育概論 2 

教育方法 

教學原理 2  

學習評量（教育測驗與評量） 

五

選

二 

2 

至少修習 2 科 4 學

分，超修的學分可作

為選修課程學分。 

輔導原理與實務 2 

班級經營 2 
教學媒體與運用（教學媒體與操

作） 
2 

課程發展與設計 2 

教材教法 
與 

教學實習 

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 2 1. 需先修「教育心理

學」及「教學原理」。 

2. 「分科/分領域教學

實習」為上課 4 小時

學分 3 學分之課程。 

分科/分領域教學實習 3 

必選 
教師專業知

能 
教育議題專題（教育議題） 2 

含藝術與美感教育、

性別教育、人權教

育、勞動教育、法治

教育、生命教育、品

德教育、家政教育、

家庭教育、海洋教

育、多元文化教育、

新移民教育、原住民

教育、媒體素養教

育、生涯發展教育、

環境教育、藥物教

育、性教育、國際教

育、安全與防災教

育、理財教育、消費

者保護教育、觀光休

閒教育、另類教育、

生活教育及其他新興

議題等各類教育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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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並依當前教育趨

勢及教育現場需求適

時調整。 

選修 

人際關係與溝通（人際溝通） 2 

「教師專業發展」內

含教師專業倫理。 

教育法規 2 

教育與學校行政 2 

中學教育實地研究 2 

教師專業發展 2 

教育統計學（教育統計） 2 

英語口語表達 2 

心理與輔導

知能 

青少年心理學 2 

 

發展心理學 2 

心理衛生 2 

團體輔導與技術 2 

學習心理學 2 

認知與學習 2 

教育社會心理學 2 

學科教學知

能 

科學教育 2 

  

英語教學理論與實務 2 

普通教材教法 2 

閱讀教育（閱讀理解策略） 2 

創意教學策略 2 

多元適性教

育知能 

多元文化教育 2 

1. 「特殊教育導論」內

含特殊需求學生教

育。 

2. 「差異化與適性教

學」內含分組合作學

習、差異化教學。 

特殊教育導論 3 

性別教育（性別與教育） 2 

比較教育 2 

原住民族文化 2 

補救教學（學習困難與補救教學） 2 

差異化與適性教學 2 

心理與教育測驗 2 

說明： 

本表所訂之修課規定適用於 106 學年度起之師資生；105 學年度(含)以前得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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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修業年限：中等學程修業以兩年為原則，如未能於規定畢業年限內修畢得依規定申請延畢。 

二、 總學分數：中等學程須修滿教育專業課程 27 個學分(含必修 15 學分、必選 2 學分、選修

至少 10 學分)，另加 4 學分半年全時教育實習。 

三、 擋修規定：  

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        需先修「教育心理學」＋「教學原理」 

分科／分領域教學實習        需先修「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 

四、 中等學校實地學習時數至少 54 小時：師資生需於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間至中等學校見

習、試教、實習、補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至少 54 小時，並經由師培中心認定其

內容符合教育專業知能。 

五、 注意事項： 

1. 申請進入教育學程的第一學期至少必須修習一科。 

2. 參加半年全時教育實習者需修習 4 學分的「教育實習專題」課程，修習者需須符合下列

情形之一： 

a. 依大學法之規定，取得畢業資格，並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者。 

b. 取得學士學位之碩、博士班在校生，於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且修

畢碩、博士畢業應修學分者。 

3. 中等學程學生另須修畢任教專門課程。（請參考「國立清華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學

習領域或學域、主修專長）教師專門科目學分對照表暨施行要點」） 

六、 本規定經中心會議、教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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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負責培育任教學科(領域、群科)之相關系所 

1、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2、師資培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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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相關系所現行必(選)修科目表 

1、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以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為例) 

類別 科 目 名 稱 
學分數 

備  註 
上學期 下學

期 

校  
定  
必  
修  
︵ 
28 
學 
分 
︶ 

大學中文  2  

英文領域  6 未通過本校訂定之英語能力檢定考試者，須加修「進修

英文」 

通識課程  
核心必修 10-12 

6 大向度中任選 4 向度，並於 4 向度中每向度各修習 
1 門課程，若修畢 4 向度課程尚不足 10 學分，請由

核心通識任選學分補足。 

選修科目 8-10 自然科學領域及人文學領域至少各 2 學分 

合  計 20  

體育  0 1 至 3 學年必修 

服務學習  0 必修 2 學期 

操行  0 每學期成績及格 

系  
定  
必  
修  
︵ 
60 
學 
分 
︶ 

基  
礎  
必  
修  
︵ 
36 
學  
分  
︶ 

普通心理學一  3   

心理與教育統計一  3   

普通心理學二   3 先修科目：普通心理學一 

心理與教育統計二   3 先修科目：心理與教育統計一  

輔導原理與實務  3   

發展心理學   3  

專業定向與自我成長  
 

3   

性格心理學  3   
認知心理學  3  先修科目：普通心理學一 
心理與教育測驗   3 先修科目：心理與教育統計一  

社會心理學   3  

心理與教育研究法  3  先修科目：心理與教育統計一  

專  
業  
必  
選  
修  
︵ 
24 
學  
分  
︶ 

心理學名著選讀  3   

15 門任選 8 門 

工商心理學概論  3  
正向心理與健康   3  
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 3  先修科 目：輔導原理與實務 

教育心理學 3   

性別教育與輔導 3   

實驗心理學  3 先修科目：認知心理學 

團體動力學   3  

諮商輔導技術與策略   3 先修科目：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 

變態心理學 3   

神經心理學 3   

社區心理學 3   

心理測驗實務 3  先修科目：心理與教育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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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專業倫理與法律  3 
先修科目：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

心理與教育測驗、團體諮商（可同

時修） 

心理諮詢理論與實務  3  

專業選

修 (15 學

分 ) 
 15 

一、 可於本系專門課程中選修「心理學研究」、

「教育 /輔導工作」、「社區工作」及「機構 /業界

工作」不同場域適用之課程。  
二、 各門課程建議修課時程及先修科目要求等請參閱

本系網頁之課程相關說明。  

其餘選修 
(25 學分)  25  

最低畢業總學分  128  

附註 
1. 修讀本系為雙主修之學生需修足本系系定必修學分。 
2. 中五學制學生畢業總學分應另增加 12 學分，詳細內容請洽詢本系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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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開設之課程 

一上 二上 三上 四上 
普通心理學一 3(3) 專業定向與自我成長 3(3) 心理與教育研究法 3(3) 畢業專題二 2(2) 
心理與教育統計一 3(3) 性格心理學 3(3) 變態心理學 3(3) 工商產業實習二 2(2) 
心理學名著選讀 3(3) 認知心理學 3(3) 神經心理學 3(3) 調查與訪談實務 3(3) 
工作分析與職能發展 3(3) 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 3(3) 社區心理學 3(3) 廣告與品牌管理 3(3) 
生命議題與教育 3(3) 教育心理學 3(3) 心理測驗實務 3(3) 諮商與輔導行政 3(3) 

休閒教育 3(3) 性別教育與輔導 3(3) 招募與甄選 3(3) 生涯與職業資訊分析

與應用 3(3) 

家庭發展 3(3) 組織心理學 3(3)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 3(3)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

程設計與實施 3(3) 

  行銷管理 3(3) 方案設計與評估 3(3) 輔導與諮商實習一 2(2) 
  就業服務與勞動法規 3(3) 生涯輔導與諮商 3(3)   
    學校輔導工作 3(3)   

    阿德勒心理學與兒童輔

導 3(3)   

小計 21 小計 27 小計 33 小計 21 

        

一下 二下 三下 四下 
普通心理學二 3(3) 心理與教育測驗 3(3) 心理專業倫理與法律 3(3) 輔導與諮商實習二 2(2) 
心理與教育統計二 3(3) 社會心理學 3(3) 心理諮詢理論與實務 3(3) 幽默心理學 3(3) 
輔導原理與實務 3(3) 實驗心理學 3(3) 統計套裝軟體 3(3) 犯罪心理與防治 3(3) 
發展心理學 3(3) 團體動力學 3(3) 測驗編製與應用 3(3) 團隊領導與學習 3(3) 
工商心理學概論 3(3) 諮商輔導技術與策略 3(3) 消費心理學 3(3) 危機處理與自傷防治 3(3) 
正向心理與健康 3(3) 知覺心理學 3(3) 教育訓練與發展 3(3) 多元文化輔導與諮商 3(3) 

績效與薪酬管理 3(3) 人力資源管理 3(3) 臨床心理學 3(3)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

學與評量 3(3) 

戶外探索設計與實施 3(3) 數位人資與網路社群經

營 3(3) 團體諮商 3(3)   

家庭生活教育概論 3(3) 員工關係與協助 3(3) 遊戲諮商 3(3)   
  網路心理與行為 3(3) 生涯規劃課程與實施 3(3)   
  學習輔導與策略 3(3) 畢業專題一 2(2)   
  兒童與青少年輔導 3(3) 工商產業實習一 2(2)   
小計 27 小計 36 小計 34 小計 20 
備註：畫底線者為必修課程      

年級 學分(時數)  選修別 學分(時數) 
一年級 48(48)  必修 36(36) 
二年級 63(63)  必選修 45(45) 
三年級 67(67)  選修 138(138) 
四年級 41(41)    
合計 219(219)   219(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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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學校內部審查程序說明 

 

 

主要規劃系所參照部

定任教科目及學分一

覽表及課綱能力指標

對應進行課程擬定 

 

師培中心召集各培育

系所針對規劃書內容

進行討論與修正 

系所提供「科目及學

分一覽表」、現行必

選修科目表、課程大

綱及能力指標對應

等資料 

 

師培中心彙整相關資

料製成規劃說明書 

師培中心提供教育

專業課程科目及學

分一覽表、教材教法

與教學實習課綱、專

門課程科目及其他

規定應檢附等相關

資料 

規劃書內容提報師培

中心會議審議 

規劃書內容提報教務

會議審議 

不通過 

不通過 

通過 

規劃說明書提報教

育部審核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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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會議紀錄一（諮商組會議紀錄）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105 學年度諮商組第一次會議紀錄（節錄） 

壹、 時間：105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貳、 地點：綜合教學大樓二樓 N208 會議室 

參、 主持人：朱惠瓊老師（課程召集人）                     紀錄：張淑婷 

肆、 出席者：吳怡珍老師、施香如老師、姜兆眉老師、許育光老師、曾文志老師、劉淑瀅老

師（依姓氏筆劃排列） 

伍、 報告事項 

一、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於本（105）年 9 月 10 日通過專業督導認證辦法，全文內

容如附件一（pp. 4-5）。 

陸、 討論事項 

提案四 

案由：中等學程專長培育課程規劃，請 討論。 

說明： 

一、 高級中等學校「輔導科」、高級中等學校「生涯規劃科」及國民中學「綜合活動學習

領域-輔導活動、童軍教育、家政主修專長培育學分數及認證科目整理如附件三（pp. 
7-8）。 

二、 各師資培育大學之輔導科(含國中及高中職)師資生須至國中進行教育及教學實習。 

三、 各師資培育大學之生涯規劃科(含國中及高中職)師資生須至高中職進行教育及教學

實習。 

討論與決議： 

一、 建議申請高級中等學校「輔導科」、「生涯規劃科」及國民中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三科之培育申請。 

二、 配合認證要求課程，於系專門課程增加三門各 3 學分課程：「生涯規劃課程與實施」、

「生涯與職業資訊分析與應用」及「專業定向與自我成長」。「輔導與諮商實習」課

程由 3 學分調整為 4 學分（四年級上、下學期各 2 學分）。 

三、 3 種培育管道之認證課程與系專門課程對應如附件二（pp. 6-8）。 
 

柒、 臨時動議 

捌、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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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會議紀錄二（諮商組會議紀錄）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105 學年度諮商組第一次會議紀錄（節錄） 

（原為諮商組第二次會議，因應與國立清華大學整併，故調整為本組第一次會議） 

壹、 時間：105 年 12 月 06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貳、 地點：南大校區綜合教學大樓二樓 N208 會議室 

參、 主持人：朱惠瓊老師（課程召集人）                     紀錄：張淑婷 

肆、 出席者：林旖旎老師、施香如老師、姜兆眉老師、許育光老師、劉淑瀅老師（依姓氏筆

劃排列） 

伍、 請假者：吳怡珍老師、曾文志老師（馬來西亞教學） 

陸、 討論事項 

提案三 

案由：中等教育學程加科登記申請事宜，請 討論。 

說明： 

一、 經整併前本年 10 月 28 日諮商組會議討論，確定系上將申請中等教育學程高中「輔

導科」、「生涯規劃科」及國中「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專長」三類加科登記。 

二、 光復校區師資培育中心於本年 11 月 22 日召開中等教育學程加科登記說明，會中提

醒校內需能滿足加科登記認證所需之所有課程（不限定同一培育系所）。經查，光復

校區無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童軍教育及家政等相關課程；參考臺南大學做法，所有

認證課程皆放入學士班課程科目中，由培育系所負責開課。 

三、 請確認此次申請作業之規劃負責老師。 

四、 檢附三類加科登記認證課程之對應資料如附件二（pp. 7-9）。  

討論與決議： 

一、 於系專門課程增加「學校輔導工作」課程，此門課程可認列於高中「輔導科」、「生

涯規劃科」、國民中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活動專長」及國民小學輔導專長認

證課程。 

二、 於系專門課程增加「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設計與實施」、「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學

與評量」、「戶外探索設計與實施」、「休閒教育」、「家庭發展」及「家庭生活教育概

論」課程，以利符合國民中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活動專長」認證要求。 

三、 本次申請事宜由學群全體老師一同規劃，修正之認證課程對應資料如附件三（pp. 
8-10）。 

 

柒、 臨時動議：無。 
捌、 散會（下午 2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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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會議紀錄三（系務會議紀錄）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106 學年度第 10603 次系務會議紀錄（節錄） 

壹、 時間：106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貳、 地點：南大校區綜合教學大樓二樓 N208 會議室 

參、 主持人：許育光主任                   紀錄：張淑婷 

肆、 出席者：王振世老師、朱惠瓊老師、李姝慧老師、江旭新老師、吳怡珍老師、施香如老

師、姜兆眉老師、高淑芳老師、陳承德老師、陳殷哲老師、陳舜文老師、詹雨臻老師（依

姓氏筆劃排列）、學生代表朱晏頡（學士班）、廖嘉齡（碩士班）、行政助理陳莉婷 

伍、 請假者：吳淑鈴老師、林旖旎老師（106 學年休假研究）、張婉菁老師、高登第老師（1061
學期休假研究）、曾文志老師、劉政宏老師 

陸、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本系申請中等教育學程加科登記一事，請 討論。 

說明： 

一、 於諮商組數次會議討論，擬向教育部提出高級中等學校「輔導科」、「生涯規劃科」

及國民中學「綜合活動領域-輔導主修專長」三科之培育申請。 

二、 檢附規劃之認證課程與系專門課程對應一覽表如附件三（pp. 12-14），規劃書草案於

會場投影呈現。 

擬辦：通過後將依學校規定之行政程序提送相關會議審議。 

討論與決議：綜合活動領域輔導主修專長認證課程之必備課程加入「兒童與青少年輔導」、「心

理專業倫理與法律」及「心理測驗實務」三科，「輔導與諮商實習一、二」分別陳列。確

認後三科認證課程架構如附件一（pp. 10-12）。申請規劃書配合修正後依學校規定之行政

程序提送相關會議審議。 

 

柒、 散會（下午 3 時 30 分）

203



4.會議紀錄四（師培中心會議） 
國立清華大學 

106 學年度第 3 次師資培育中心中心會議記錄 
 

壹、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15 日 下午 14 時 00 分 
貳、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2 樓第一會議室 
參、主席：師培中心林紀慧中心主任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報告事項(略) 
陸、討論事項 
提案一~四(略)                                   
提案五                                    提案單位：師培中心(課程組) 

案由：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新增中等學校輔導科及生涯規劃科師資職前專門課

程，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經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106 年 11 月 24 日 106 學年度第 10603 次系

務會議通過。 
二、 輔導科規劃書草案及附錄請參見【附件六】、生涯規劃科規劃書草案及附

錄請參見【附件七】。 

擬辦：本次會議通過後提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報部。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八(略)                                     
 

柒、臨時動議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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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會議紀錄五（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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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已經教育部核定(或陳報中)之各任教學科專門課程一覽表 

序

號 

各任教學科專門課程 教育部「原」核定 
備註 新

增 
修

正 
學科、領域、群科、併階段規劃

培育 
日期 

(年月日) 文號 

1   高級中等學校生涯規劃科   陳報中 

2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

-體育主修專長暨高級中等學

校體育科 
  陳報中 

3   
數學學習領域暨高級中等學校數

學科 
102 年 11 月

11 日 

教育部臺教師

(二)字第

1020167417 號

函修正 

陳報中 

4   
語文學習領域國文主修專長暨高

級中等學校國文科 
103 年 3 月 

14 日 

教育部臺教師

(二)字第 
1030037476 號

函核定 

陳報中 

5   
語文學習領域英語主修專長暨高

級中等學校英文科 
103 年 1 月 

29 日 

教育部臺教師

(二)字第 
1030016520 號

函核定 

陳報中 

6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生物主

修專長暨高級中等學校生物科 
103 年 5 月 

1 日 

教育部臺教師

(二)字第 
1030061934 號

函核定 

已核定 

7   
社會學習領域歷史主修專長暨高

級中等學校歷史科 
106 年 5 月 

4 日 

教育部臺教師

(二)字第 
1060060136 號

函補正 

已核定 

8   高級中等學校公民與社會科 105 年 6 月 
30 日 

教育部臺教師

(二)字第 
1050088680 號

函補正 

已核定 

9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物理主

修專長暨高級中等學校物理科 
103 年 3 月 

14 日 

教育部臺教師

(二)字第 
1030037533 號

函核定 

已核定 

10   
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群科電機與電

子群電機科 
104 年 8 月 

27 日 

教育部臺教師

(二)字第 
1040117264 號

函補正 

已核定 

11   
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群科電機與電

子群電子科 
104 年 8 月 

27 日 

教育部臺教師

(二)字第 
1040117264 號

函補正 

已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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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化學主

修專長暨高級中等學校化學科 
103 年 3 月 
6 日 

教育部臺教師

(二)字第 
1030033010 號
函核定 

已核定 

13   
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群科商業與管

理群商業經營科 
104 年 8 月 
27 日 

教育部臺教師

(二)字第 
1040117264 號
函補正 

已核定 

14   
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群科電機與電

子群資訊科 
104 年 8 月 
27 日 

教育部臺教師

(二)字第 
1040117264 號
函補正 

已核定 

15   
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群科機械群機

械科 
104 年 8 月 
27 日 

教育部臺教師

(二)字第 
1040117264 號
函補正 

已核定 

 (十)其他說明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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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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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國立清華大學培育中等學校生涯規劃科教師專門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科目名稱 高級中等學校生涯規劃科 
要求總學

分數 
26 必備學分數 16 選備學分數 10 

適合培育之相關學系、研究所（含雙主修、輔系）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類型 科目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必備科目 

輔導原理與實務  2  
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  2  
團體諮商  2  
生涯輔導與諮商  2  
心理測驗實務  2  
諮商與輔導行政  2  
生涯與職業資訊分析與應用  2  
生涯規劃課程設計與實施  2  

選備科目 

性格心理學  2  
變態心理學  2  
方案設計與評估  2  
輔導與諮商實習一  2  
輔導與諮商實習二  2  
心理專業倫理與法律  2  
專業定向與自我成長  2  
兒童與青少年輔導  2  
學習輔導與策略  2  
網路心理與行為  2  
性別教育與輔導  2  
生命議題與教育  2  
社區心理學  2  
人力資源管理  2  
危機處理與自傷防治  2  
臨床心理學  2  
正向心理與健康  2  

說明： 
1. 本表所列科目不得以大學「共同必修課程」及「通識課程」之科目要求採認。 
2. 專門科目與教育專業科目名稱不得相同或相似，若有相同或相似，僅能擇一採計。 
3. 本表應修必備科目 16 學分，選備 10 學分，共計至少 26 學分。 
4. 本任教科別之科目、學分由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開課、制定、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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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目大綱 

由於彙整後之科目大綱頁數眾多，各科目大綱另詳列於附錄中。 

科目名稱 詳見附錄 科目名稱 詳見附處 
輔導原理與實務 附錄第 1 頁 心理專業倫理與法律 附錄第 30 頁 
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 附錄第 4 頁 專業定向與自我成長 附錄第 32 頁 
團體諮商 附錄第 6 頁 兒童與青少年輔導 附錄第 34 頁 
生涯輔導與諮商 附錄第 10 頁 學習輔導與策略 附錄第 36 頁 
心理測驗實務 附錄第 13 頁 網路心理與行為 附錄第 38 頁 
諮商與輔導行政 附錄第 15 頁 性別教育與輔導 附錄第 41 頁 
生涯與職業資訊分析與應用 附錄第 17 頁 生命議題與教育 附錄第 43 頁 
生涯規劃課程設計與實施 附錄第 19 頁 社區心理學 附錄第 45 頁 
性格心理學 附錄第 21 頁 人力資源管理 附錄第 46 頁 
變態心理學 附錄第 23 頁 危機處理與自傷防治 附錄第 48 頁 
方案設計與評估 附錄第 24 頁 臨床心理學 附錄第 51 頁 
輔導與諮商實習一 附錄第 26 頁 正向心理與健康 附錄第 52 頁 
輔導與諮商實習二 附錄第 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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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門課程與現行中等學校課程綱要內容之教材大綱或能力指標及 12 年國民基本教

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之對照說明 

1.高中課綱生涯規劃領域能力指標對照一覽表 

代碼 說明 

一、成長歷程與生涯發展 
一-1 生涯發展階段與任務 
一-2 生命故事與重要事件的影響 
一-3 原生家庭與重要他人的影響 

二、個人特質探索 
二-1 能力與興趣 
二-2 性格與價值觀 
二-3 生涯態度與信念 

三、生活角色與生活型態 
三-1 各種生活角色內涵 
三-2 工作、家庭與其他生活角色之關非 
三-3 性別角色與生涯發展 

四、教育發展與大學學群 
四-1 高中學習內涵與生涯進路 
四-2 個人特質與大學學群/學類 

五、大學生涯與職業選擇 
五-1 大學學習內涵 
五-2 大學學習與生活 
五-3 科系/職業選擇的迷思與澄清 

六、職業生活與社會需求 
六-1 職業內涵分析 
六-2 市場變動與未來產業發展趨勢 
六-3 職業生活及工作倫理 

七、生涯資訊與生涯評估 
七-1 生涯相關資源之探索 
七-2 生涯資訊統整之評估 
七-3 個人與環境資訊整合 

八、決策風格與技巧 
八-1 生涯決策的意義與內涵 
八-2 探索與瞭解個人決策風格 
八-3 有效運用決策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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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生涯行動與實踐 
九-1 擬定行動方案 
九-2 實踐行動方案 
九-3 升學與職業選擇之模擬和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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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對照一覽表（以教育部網頁公告之草案為

參考資料） 

（一）綜合活動領域共同之專門核心能力及指標 

核心素養 核心素養指標 

綜 1. 具備綜合活動領域課程綱要

解讀轉化與規劃設計課程知能。 

綜 1-1 解讀綜合活動領域課程綱要內涵的能力。 
綜 1-2 規畫與設計綜合活動領域課程的能力。 
綜 1-3 轉化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綱要內涵到教學現

場的能力。 
綜 2. 具備綜合活動領域教材選用

評鑑與整合運用教學資源知能。 
綜 2-1 選用、評鑑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材的能力。 
綜 2-2 運用與整合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學資源的能力。 

綜 3. 具備綜合活動領域教學與反

思知能。 

綜 3-1 善用多元教學方法，落實體驗、省思、實踐與創

新教學的能力。 
綜 3-2 依據綜合活動領域評量結果，省思教學效能並調

整教學的能力。 

綜 4. 具備綜合活動領域多元評量

知能。 

綜 4-1 根據學生個別差異採取適性、多元評量方法的能

力。 
綜 4-2 設計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學評量工具的能力 
綜 4-3 依據學生學習表現採取補救教學。 

（二）生涯規劃科專門核心素養及指標 

核心素養 核心素養指標 

1 
具備生涯輔導專業知

能，以協助學生進行

自我探索，了解個人

發展與生涯規劃的關

係。 

1-1協助學生瞭解人生各階段發展任務，以培養生涯轉折及調適能力。 

1-2 具備生涯理論知能，以協助學生理解生涯規劃的重要性，並建構

其個人生涯意義。 
1-3 具備輔導知能，以協助學生分析與統整個人特質、價值觀、生涯

態度及信念。 

1-4 協助學生釐清個人生活角色，並開展生涯故事。 

2 
具備協助學生探索學

習進路及職業環境的

能力。 

2-1 熟悉並運用資訊工具以協助學生分析個人特質與生涯進路。 

2-2 熟悉並協助學生培養職業道德與工作倫理，以適應未來職涯生

活。 

3 
具備協助學生探索個

人及環境之間的關

係，並實踐生涯抉

擇。 

3-1 協助學生使用生涯評估與抉擇方法，以規劃未來。 

3-2 教導學生善用學習方法與策略，進行有效學習，養成終身學習的

習慣。 

4 4-1 學生具備國際化宏觀視野，並發展生活適應與生涯調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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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宏觀及前瞻態

度，並發展生活適應

與生涯調適能力。 
4-2 協助學生善用生涯檔案，認識自己並推銷自己。 

5 
具備輔導諮商工作之

專業知識與各種個

別、團體諮商技巧，

並能正確使用心理測

驗，以協助學生探索

自我，適應學校生

活，發展未來人生。 

5-1 能具備輔導諮商工作基本知能，並於輔導諮商專業實踐中的自我

覺察追求專業發展。 
5-2 能具備個別及團體輔導諮商專業知識，並嫻熟個別諮商及團體輔

導諮商各種技巧。 

5-3 能具備心理測驗知識並正確使用的能力，協助學生探索各項自我

特質與評估其心理狀態。 

6 
具備學校輔導工作系

統與三級模式之知

能，能規劃、推動與

評鑑各種學校輔導措

施，並遵守工作倫理

維護學生權益。 

6-1 能具備學校輔導工作系統與三級輔導工作模式知能，健全輔導資

源網絡。 
6-2 能嫻熟各項學校輔導個案管理流程，並能具體規劃、推動與評鑑

學校輔導方案或計畫。 

6-3 能具備學校輔導工作倫理知能，嫻熟學生輔導工作相關法規，並

恪遵教育與輔導工作倫理。 

7 
具備青少年自我發展

的相關知能，能引導

其自我探索，學會自

我調適、探索及尊重

個人價值，以進行促

進自我發展與培養健

康心理之輔導工作。 

7-1 能具備青少年自我發展的知識。 

7-2 能引導學生探索青少年階段之自我身心發展歷程，培養學生悅納

自己與尊重他人獨特性的態度，並學會自我調適方法。 

7-3 能辨識及評估青少年學生之身心發展與健康心理輔導需求，並提

供輔導策略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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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涯規劃科」科目及學分一覽表與課綱之對應 

 課程綱要內容之教材大綱或能力指標之對照說明 

部定

科目

名稱 

師資培育

大學科目

名稱 
對照之能力項目 

詳細說

明處 

輔導

原理

與實

務 

輔導原理

與實務 

【能力指標】 
一-1、一-2、一-3、三-1、三-2、三-3、四-1、四-2、五-1、
五-2、五-3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5-1、5-2 

附錄第 
1-3 頁 

諮 商

理 論

與 技

術 

諮商與心

理治療理

論 

【能力指標】 
一-1、一-2、一-3、二-1、二-2、二-3、三-1、三-2、九-1、
九-2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5-1、5-2 

附 錄 第 
4-5 頁 

團 體

輔 導

與 諮

商 

團體諮商 

【能力指標】 
一-1、一-2、一-3、二-1、二-2、二-3、三-3、五-2、六-3、
七-1、七-2、七-3、八-1、八-2、八-3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5-2 

附 錄 第 
6-9 頁 

生 涯

輔 導

與 諮

商 

生涯輔導

與諮商 

【能力指標】 
一-1、一-2、一-3、二-1、二-2、二-3、三-1、三-2、三-3、
四-1、 四-2、五-1、五-2、五-3、六-1、六-2、六-3、七-1、
七-2、七-3、 八-1、八-2、八-3、九-1、九-2、九-3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1-1、1-2、1-3 

附 錄 第 
10-12 頁 

測 驗

與 評

量 

心理測驗

實務 

【能力指標】 
二-1、二-2、二-3、三-1、三-2、三-3、四-1、四-2、五-1、
五-2  五-3、七-1、七-2、七-3、八-1、八-2、八-3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5-3、7-1、7-3 

附 錄 第 
13-14 頁 

學 校

輔 導

工作 

諮商與輔

導行政 

【能力指標】 
二-1、二-2、三-1、三-2、三-3、四-1、四-2、五-1、五-2、
五-3、六-1、六-2、六-3、七-1、七-2、七-3、八-1、八-2、
八-3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6-1、6-2、6-3 

附 錄 第 
15-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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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涯

與 職

業 資

訊 分

析 與

應用 

生涯與職

業資訊分

析與應用 

【能力指標】 
一-2、一-3、二-2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2-1、2-2 

附 錄 第 
17-18 頁 

生 涯

規 劃

課 程

設 計

與 實

施 

生涯規劃

課程設計

與實施 

【能力指標】 
一-1、一-2、一-3、二-1、二-2、二-3、三-1、三-2、三-3、
四-1、四-2、五-1、五-2、五-3、六-1、六-2、六-3、七-1、
七-2、七-3、八-1、八-2、八-3、九-1、九-2、九-3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1-1、1-2、1-3 

附 錄 第 
19-20 頁 

人 格

心 理

學 

性格心理

學 

【能力指標】 
二-1、二-2、二-3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5-2、7-1 

附 錄 第 
21-22 頁 

變 態

心 理

學 

變態心理

學 

【能力指標】 
一-3、二-1、二-2、二-3、三-1、三-2、三-3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5-1 

附 錄 第 
22 頁 

輔 導

方 案

發 展

與 評

鑑 

方案設計

與評估 

【能力指標】 
九-1、九-2、九-3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6-1、6-2、6-3、7-3 

附 錄 第 
24-25 頁 

諮 商

實習 

輔導與諮

商實習一 
輔導與諮

商實習二 

【能力指標】 
一-1、一-2、一-3、二-1、二-2、二-3、三-1、三-2、三-3、
四-1、四-2、五-1、五-2、五-3、六-1、六-2、六-3、七-1、
七-2、七-3、八-1、八-2、八-3、九-1、九-2、九-3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5-3、6-2、7-3 

附 錄 第 
26-29 頁 

諮 商

倫 理

與 法

律 

心理專業

倫理與法

律 

【能力指標】 
一-1、一-2、一-3、三-1、三-2、三-3、六-3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6-3 

附 錄 第 
30-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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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業

定 向

與 自

我 成

長 

專業定向

與自我成

長 

【能力指標】 
一-1、一-2、一-3、二-1、二-2、二-3、三-1、三-2、 
三-3、四-1、四-2、五-1、五-2、五-3、六-1、六-2、 
六-3、七-1、七-2、七-3、八-1、八-2、八-3、九-1、 
九-2、九-3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5-1 

附 錄 第 
32-33 頁 

青 少

年 問

題 與

輔導 

兒童與青

少年輔導 

【能力指標】 
一-1、一-2、一-3、二-1、二-2、二-1、二-2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7-1、7-2、7-3 

附 錄 第 
34-35 頁 

學 習

輔 導

與 諮

商 

學習輔導

與策略 

【能力指標】 
四-1、四-2、五-1、五-2、五-3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6-1、6-2、6-3、7-3 

附 錄 第 
36-37 頁 

網 路

使 用

與 成

癮 問

題 

網路心理

與行為 

【能力指標】 
三-1、八-2、八-3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附 錄 第 
38-40 頁 

性 別

教育 
性別教育

與輔導 

【能力指標】 
三-3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附 錄 第 
41-42 頁 

生 命

教育 
生命議題

與教育 

【能力指標】 
一-2、一-3、二-2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7-1、7-2、7-3 

附 錄 第 
43-44 頁 

社 區

資 源

運 用

與 諮

詢 

社區心理

學 

【能力指標】 
一-2、一-3、三-1、三-2、九-1、九-2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6-1、6-2、6-3 

附 錄 第 
45 頁 

人 力

資 源

運 用

與 管

理 

人力資源

管理 

【能力指標】 
二-1、二-3、六-1、六-2、六-3、七-1、七-2、七-3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2-1、2-2 

附 錄 第 
46-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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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 機

處理 

危機處理

與自傷防

治 

【能力指標】 
一-2、一-3、三-1、三-2、七—1、七-2、七-3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6-1、7-3 

附 錄 第 
48-50 頁 

心 理

診 斷

與 衡

鑑 

臨床心理

學 

【能力指標】 
一-1、一-2、一-3、二-2、二-3、八-1、八-2、八-3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5-3、7-1、7-3 

附 錄 第 
51 頁 

心 理

衛生 
正向心理

與健康 

【能力指標】 
二-1、二-2、二-3、三-1、三-2、三-3、七-1; 七-2、七-3、
八-1、八-2、八-3、九-1、九-2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5-2、7-1 

附 錄 第 
52-5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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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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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

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 
92 年 4 月 30 日教育部台中(三)字第 0920058435 號函備查 

99 年 7 月 22 日 98 學年度第 5 次教務會議修訂 
99 年 8 月 13 日教育部台中(二)字第 0990139003 號函核定 

99 年 12 月 21 日 99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修訂 
100 年 6 月 2 日 99 學年度第 7 次教務會議修訂 

100 年 8 月 10 日教育部臺中(二)字第 1000139724 號函核定 
101 年 4 月 19 日教育部臺中(二)字第 1010070071 號函核定 

101 年 10 月 11 日 101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 
102 年 1 月 17 日 101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修訂 

102 年 3 月 13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20037187 號函核定 

一、本實施要點及「國立清華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以下簡

稱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係依據師資培育法第七條及其相關規定訂定。 

二、本要點及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供下列學生辦理中等學校教師資格審查之依據： 

1、本校修習教育學程之師資生。 
2、本校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學員。 
3、本校在職教師進修學分班學員。 
4、中等學校合格教師欲申請加註其他任教學科(領域、群科)教師資格，且於國內修習其

他任教學科(領域、群科)之專門課程者。 

三、本校師資生欲擔任中等學校各學科(領域、群科)教師時： 

1、所修習之專門課程需符合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所規定之科目與學分數下限。 

2、如欲以該學科(領域、群科)分發至中等學校實習者(亦即以該科作為申請第一張教師證

類科)，另需具備相關學系/所(含學士班、學位學程、在職專班、碩士班或博士班)、
輔系或雙主修資格。相關系/所係指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中所列舉之相關培育

學系/所或教育部規定之適合培育相關學系/所。 

3、申請辦理加註其他中等學校任教學科(領域、群科)教師資格者，不受本點第二項限制。 

四、本校碩博班師資生若原主修研究所不屬於第三點第二項認定之擬任教學科之相關系/所
者，得於修足相關系/所之輔系或雙主修應修課程及學分數，經相關系/所審核認定後，

取得第三點第二項所訂定擬任教學科相關系/所之資格。 

五、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內各任教科別之專門科目，包含必備及選備兩大類，其必備

科目係指擔任該科目或科別教師必須修習之科目，選備科目則指可以自由選擇修習之科

目，必備科目必須全部修習，其餘不足之學分則於選備科目中選習。 

六、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之採認應符合下列規定： 

1、凡在本校以外之大學或獨立學院所修習課程之科目名稱及學分數與「專門課程科目及

學分一覽表」規定之科目名稱及學分數相同者，經師培中心審查後予以認定；修習科

目名稱不同但課程性質相近者，得由本校該任教學科之規劃系所審查後予以認定(申
請者需提供課程大綱、上課講義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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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習課程之科目名稱與「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規定之科目名稱略有出入但課

程內容相同者，得由本校該任教學科之規劃系所審查後予以認定(申請者需提供課程

大綱、上課講義等資料)。 

3、如所修同一列科目及其相似科目之累加學分數超過「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所

規定之學分數者，則僅採認「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所規定之學分數。但如同

一列科目及其相似科目之累加學分數未達本表規定時，則該科目及其相似科目不予採

認。 

4、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學分不得重複採計，擬採計之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以申請時

10 年內所修習之科目及學分為限，惟考量師資生相關教學教育事業及業界服務經驗，

得由師培中心審查予以認定，不受採認年限限制。 

5、擬以二專、三專及五專(五專後兩年)所修習之學分採認為專門課程學分者，得由師培

中心送相關系所專業審核後予以認定 

6、推廣教育學分擬採認為師資職前培育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取得修畢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證明者，以年度事前報教育部核定開辦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班別

為限，並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七、已持有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並在本校進修學位者，如擬修習第二專長(其他任教學科、

領域、群科專長)專門課程時，應於修習前向本校師培中心提出申請，並依申請當時本校

適用之專門課程版本為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認定依據。未事前提出申請者，則以申請專

門課程科目及學分認定時，本校適用之專門課程版本為認定依據。 

八、具下列資格之一者，並經本校審認專門課程學分不足且未超過四分之一，得向本校申請

隨班附讀課程補修學分，並應於 2 年內補修完畢，完成專門課程認定： 

1、本校畢業師資生已逾師資培育法第二十條規定之期限。 

2、本校畢業師資生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申請參加教育實習之學科（領域、群科）專

長，不符教學現場課程需求，須轉認其他相關學科（領域、群科）專門課程。 

3、符合教育部 93 年 6 月 24 日臺中(三)字第 0930072672A 號令釋資格者。 

前項專門課程之認定，應以申請者申請認定年度本校報經教育部核定實施之專門課程為

依據。 

九、修畢專門課程學分，經本校審查認定合格後，師資生得發給「修習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
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成績證明」；具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者，發

給「中等學校教師任教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 

十、本要點及專門課程一覽表自教育部核定後實施，核定前已修習之師資生得適用之。如欲

以本一覽表辦理認證，應修畢該任教科別規定之科目及學分數。 

十一、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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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主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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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辦理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自主檢核表 
 

 國民中學          學習領域        主修專長 

 高級中等學校(共同學科)   生涯規劃   科 

 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群科)          群           科 

※併階段規劃培育請勾選填寫兩個以上。 
項
次 檢核內容 自主檢核 備註 

行政部分 

1 
說明參加規劃人員 
(每一相關系所師資至少 2 名，並註明任教系所及職稱) 

符合 第 2 頁 

2 
具相應之任教科目教材教法、教學實習 
(檢附授課大綱) 

符合 第 3 頁~第 7 頁 

3 檢附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 符合 第 8 頁~第 10 頁 

4 
設有與專門課程相關之系所 
(含主要規劃系所、開課相關系所) 

符合 第 2 頁及第 11 頁 

5 具備相關系所現行必(選)修科目表 符合 第 12 頁~第 14 頁 

6 
經過學校內部審查程序說明 
(檢附生涯規劃科系所討論會議、師培中心會議及教務會

議等會議紀錄) 
符合 第 15 頁~第 20 頁 

7 
說明本校經教育部核定(或陳報中)之其他中等學校師資

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符合 第 21 頁~第 22 頁 

8 
擬定修正理由 
(非核定後調整免附) 

□符合 
免附 

無 

9 
擬定修正之專門課程規劃說明 
(非核定後調整免附) 

□符合 
免附 

無 

10 
擬定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修正對照表 
(非核定後調整免附) 

□符合 
免附 

無 

11 
具備原核定文件 
(非核定後調整免附) 

□符合 
免附 

無 

12 擬定專門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及必(選)備課程大綱 符合 
第 24 頁~第 25 頁 

及附錄 

13 擬定專門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 符合 第 34 頁~第 3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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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部分 
1 

課

程

規

劃 

符合學科教師專業本位原則 符合 第 24 頁~第 32 頁 
2 符合必備科目及選備科目輔成原則 符合 第 24 頁~第 32 頁 
3 符合學生能力本位陶養原則 符合 第 24 頁~第 32 頁 
4 符合系科核心能力原則 符合 第 24 頁~第 32 頁 
5 符合主從課程統整原則 符合 第 24 頁~第 32 頁 

1 課 
程 
內 
容 

學科(領域、群科)名稱與中等學校課程標準或綱要相符 符合 
第 26 頁~第 32 頁

及附錄 

2 
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專門課程能符應中等學校課

程標準或綱要之教材大綱及能力指標內容 符合 
第 26 頁~第 32 頁

及附錄 

3 各科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不得列為專門課程之科目 符合 第 24 頁~第 25 頁 

1 
課 
程 
科 
目 
及 
學 
分 

專門課程科目與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名稱以不得相同

或相似為原則，並不得重複採計學分 
符合 第 24 頁~第 25 頁 

2 專門課程分為必備科目與選備科目兩種 符合 第 24 頁~第 25 頁 

3 專門課程規劃總學分數以 45～60 學分為原則 符合 第 24 頁~第 25 頁 

4 
專門課程要求總學分數、必(選)備學分數符合部訂各

科專門課程科目與學分對照表之最低規範 
符合 第 24 頁~第 25 頁 

5 專門課程各科目採計學分數不得超過 6 學分 符合 第 24 頁~第 25 頁 

6 
配合中等學校課程之各學科(領域、群科)課程內容規

劃核心課程 
符合 第 24 頁~第 32 頁 

說 
明 
事 
項 

特色課程(依需要延展表格空間)： 
 
其他說明： 
 
檢附資料： 
 

 

承辦人簽章： 
 
 
師資培育中心主任或課程規劃單位主管簽章： 
 
 
填寫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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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一、輔導原理與實務 
科目英文名稱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of Guidance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一年級/下學期 
先修科目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本課程旨在培養基本輔導素養，習得基礎輔導知能，能配合學校、社區使用

具脈絡的哲學與信念推展學校及社區輔導工作。 

1. 瞭解輔導的基本概念、發展、內容及原理原則。 
2. 培養基本輔導素養，習得基礎學校或社區輔導知能。 
3. 瞭解及運用輔導的基本理論、助人歷程與技術於學校、社區及日常生活中。 
4. 瞭解當前學校與社區輔導工作觀念及內涵，並掌握未來輔導發展之趨勢。 
5. 探索、理解輔導工作，發展對輔導諮商心理學的興趣與熱誠。 
6. 掌握輔導策略方法。 

二、指定用書 
黃政昌、黃瑛琪、連秀鸞、陳玉芳 （2015）。輔導原理與實務。台北：心理。 
劉焜輝（主編）（2014）。輔導原理與實務。台北：三民。 

三、參考書籍 

王文秀、田秀蘭、廖鳳池（2011）。兒童輔導原理。台北：心理。 
王麗斐（主編）（2013）。國民小學學校輔導工作參考手冊。台北市：教育

部。 
王麗斐（主編）（2013）。國民中學學校輔導工作參考手冊。台北市：教育

部。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2016）。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諮商專業倫理守則。取

自：http://www.guidance.org.tw/ethic_001.html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2015）。學生輔導工作倫理守則。取自：

http://www.guidance.org.tw/school_rules/content.html 
邱珍琬（2014）。國小諮商實務與案例分析。台北市：五南。 
洪莉竹（2013）。學生輔導工作倫理守則暨案例分析。台北：張老師。 

四、教學方式 
1. 理論講述與討論(40%) 
2. 小組專題報告與團體討論(40%)  
3. 行動實作與報告(20%) 

五、教學進度 

週次 課程內容 
01 課程導論 
02 當前學校輔導工作觀念及內涵、WISER 輔導模式 
03 輔導相關政策與教育法規 
04 學校輔導基本理論概念及輔導工作內涵 
05 生活輔導 
06 學習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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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生涯輔導 
08 班級輔導 
09 個別輔導 
10 團體輔導 
11 個案研究與管理 
12 輔導專業倫理、社會資源之運用 
13 文化與性別議題學生的認識與輔導 
14 中輟生的認識與輔導 
15 心理疾病學生的認識與輔導 
16 自傷/殺危機學生的認識與輔導 
17 實地訪談發表-I 
18 實地訪談發表-II 

 

六、成績考核 

1.課堂參與(10%)  
2.讀書心得(10%) 
3.小組專題報告(20%) 
4.課前預習與課堂學習反思(30%) 
5.實地訪談報告(30%) 

七、教材資源 

教育部（2014）。性別平等教育法。取自：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80067 
教育部（2014）。高級中等教育法。取自：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GL001143&KeyW
ordHL= 

教育部（2014）。高級中等教育法施行細則。取自：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GL001228&KeyW
ordHL= 

教育部（2014）。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輔導辦法。取自：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8804 
教育部（2014）。國民教育法。取自：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FL008927&KeyW
ordHL= 

教育部（2014）。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取自：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FL008934&KeyW
ordHL=  

教育部（2014）。學生輔導法。取自：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GL001380&KeyWordHL=
&StyleType=1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能力指標】 
一-1、一-2、一-3、三-1、三-2、三-3、四-1、四-2、五-1、五-2、五-3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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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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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二、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 
科目英文名稱 Theories of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二年級/上學期 
先修科目 輔導原理與實務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本課程旨在認識助人工作與諮商歷程知識，奠定諮商輔導實務之基礎，能具

備諮商理論以形成個案概念化，並能使用合適的諮商介入協助學生。 
教學目標包含： 
1. 認識助人工作與諮商歷程知識，奠定諮商輔導實務之基礎。 
2. 了解心理諮商/治療的過程與特性。 
3. 認識並熟悉各學派的諮商理論與其發展。 
4. 學習運用各理論學派之理念形成個案概念。 
5. 統整個人對諮商理論的了解與個案輔導策略之應用。 

 
二、指定用書  
三、參考書籍  

四、教學方式 

1. 課程講授方式： 
 課程預習檢核 
 學派創始者的發展故事(小組報告) 
 各學派之主要理念解說與討論 
 個案應用演練與討論— 

(1).個案報告 
(2).案例分析與討論 

2. 技術示範與演練/ 作業評析 

五、教學進度 

Week Content 
01 課程導論 
02 諮商實務的基本議題 
03 諮商員：兼具人性及專業的工作者/ 諮商歷程簡介 
04 諮商實務的倫理議題/ 心理諮商理論取向簡介 
05 精神（心理）分析治療 
06 阿德勒治療 
07 存在主義治療 
08 個人中心治療 
09 完形治療 
10 行為治療 
11 認知行為治療 
12 現實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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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期中考 
14 女性主義治療 
15 後現代取向 
16 家庭系統治療 
17 整合與應用: 形成個人理論與實作(一) 
18 整合與應用: 形成個人理論與實作(二) 

 

六、成績考核 

1. 課堂參與、提問與討論10%  
2. 小組報告10+5% 
3. 期初小報告5% 
4. 隨堂小考 15% 
5. 平時練習作業15% 
6. 期末考15%  
7. 期末報告25%  

七、教材資源 

Corey, G. (2008).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7th 
Edition) USA: Brooks/Cole. 
Corsini, R. J., Wedding, D., & Dumont, F. (2008). Current psychotherapies (8th 
ed.). Belmont, Calif.: Thomson Brooks/Cole. 
Thompson, R. A.(2003) Counseling children.. Belmont, Calif.: Thomson 
Brooks/Cole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能力指標】 
一-1、一-2、一-3、二-1、二-2、二-3、三-1、三-2、九-1、九-2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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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三、團體諮商 
科目英文名稱 Group Counseling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三年級/下學期 
先修科目 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團體動力學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以理論講授、討論、實地團體經驗、團體方案設計與實務督導等方式，以了

解團體諮商的理論及特性與流程、認識並遵守團體諮商的專業倫理守則；探

討並學習處理團體諮商過程中的特殊問題；最後，將理論轉化成實地的方案

設計及小團體諮商帶領，並省思實作經驗。相關課程教學目標包含： 
1. 認識團體輔導諮商的理論與基本概念。 
2. 了解團體的形成與領導技巧。 
3. 諮商與輔導團體方案設計與執行。 
4. 團體成效評估與修正。 

二、指定用書  
三、參考書籍  

四、教學方式 
1. 理論講述與討論(30%) 
2. 個案分析與作品賞析(20%) 
3. 行動實作與報告(50%) 

五、教學進度 

Week Content 
01 課程導論 
02 團體緒論 
03 團體階段、團體歷程與治療性力量 
04 團體的目的、團體諮商專業倫理 
05 團體的計畫 

06 團體的開始 
07 團體領導者的基本技巧 

08 焦點 
09 期中考 
10 團體技巧：切斷、引出、繞圈發言與配對 
11 活動、活動的介紹、執行與處理 
12 團體中期階段的領導 
13 團體或單次團體聚會的結束 
14 諮商理論於團體中的應用 
15 問題情境的處理 

16 
特定團體的諮商 
Group sharing 1-3 

17 
團體中的諮商與治療 
Group sharing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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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課程統整 
 

六、成績考核 

1. 紙筆評量(20%) 
2. 表現評量(30%) 
3. 上課參與(15%) 
4. 其他(35%) (說明：參與團體相關活動心得報告 每週閱讀與上課心得) 

七、教材資源 

程小蘋、黃慧涵、劉安真、梁淑娟譯（2007）團體諮商－策略與技巧。台北

市：五南。 
方紫薇、馬宗傑等譯（2001）團體心理治療的理論與實務。台北：桂冠。 
王行等（2002）團體諮商理論與實務。台北：學富出版社。 
王嘉琳、廖欣娟、吳健豪、張慈宜、尹彰德譯（2009）團體諮商：理論與實

務。台北：學富出版社。 
王慧君等編著（1996）團體領導者訓練實務《修訂本》。台北：張老師。 
何長珠（1997）心理團體的理論與實際。台北：五南。 
吳秀碧（1991）團體諮商實務。高雄：復文。 
吳秀碧（2000）團體輔導的理論與實務。彰化：品高。 
吳武典（2001）團體輔導手冊。台北：心理。 
吳武典、金樹人（1993）班級輔導活動設計指引。台北：心理。 
吳武典、洪有義、張德聰（2004）團體輔導。台北：心理。 
吳嫦娥編著（1995）親職教育活動設計實務手冊。台北市：張老師文化。 
呂勝瑛（1992）團體診療的過程與實際。台北：五南。 
李郁文（2001）團體動力學─群體動力的理論、實務與研究。台北：桂冠。 
周晴燕譯（1995）尋找生命的重心：確立價值觀的 31 個策略。台北：方智。 
林昆輝（1999）小團體動力學。台北：揚智。 
林振春、王秋絨（1995）團體輔導工作。台北：師大書苑。 
夏林清（2002）大團體動力：理念、結構與現象。台北：五南。 
夏林清、麥麗蓉合譯（1988）團體治療與敏感度訓練。台北：張老師。 
唐子俊、唐慧芳、孫肇玢譯（2004）心理動力團體治療。台北：五南。 
孫安玲等譯（1995）兒童與青少年團體工作。台北：心理。 
徐西森（2005）團體動力與團體輔導。台北：心理。 
陳昭伶、蔡春美、李花環、施香如、陳慶福、蕭玉伶、高琇鈴譯（2009）兒

童及青少年團體諮商與心理治療。台北：華騰。 
陳慶福、翁樹澍、許淑穗、劉志如、吳淑禛、王沂釗（2010）團體諮商；歷

程與實務。台北：紅葉。 
張子正等譯（1998）青少年團體諮商－生活技巧方案。台北：五南。 
張景然、吳芝儀譯（1995）團體諮商的理論與實務。台北：揚智。 
救國團張老師主編（1990）團體領導者訓練實務。台北：張老師。 
莊敬雯、吳健豪等譯（2003）Theory and practice of group counseling (5th ed.). 團
體諮商的理論與實務。台北：學富。 
莫藜藜譯（2008）團體工作實務。台北：雙葉。 
陸雅青（2000）藝術治療團體實務研究：以破碎家庭兒童為例。台北：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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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華源、滕青芬譯（1994）小團體領導指南（修訂本）。台北：張老師。 
程小蘋、黃慧涵、劉安真、梁淑娟譯（2007）團體諮商－策略與技巧。台北

市：五南。 
黃月霞（1991）團體諮商。台北：五南。 
黃惠惠（1993）團體輔導工作概論。台北：張老師。 
廖鳳池主編（2002）兒童諮商團體：理念與方案。台北：心理。 
翟宗悌譯（2001）青少年團體治療：認知行為互動取向。台北：學富。 
劉安真等譯（1995）團體諮商─策略與技巧。台北：五南。 
歐素汝（1999）焦點團體：理論與實務。台北：弘智。 
潘正德（1995）團體動力學。台北市：心理出版社。 
蔡中理譯（1998）團體診療：歷程與實務。台北：五南。 
蔡稔惠（1992）開放性大專教師任務團體發展歷程與結果之計質研究。台北：

師大書苑。 
鄧惠泉、湯華盛譯（2001）團體心理治療。台北：五南。 
賴念華譯（2002）藝術治療團體：實務工作手冊。台北：心理。 
謝麗紅（2003）團體諮商方案設計與實例。台北：五南。 
Beck, A. P. & Lewis, C. M. (2000). The process of group psychology: Systems for 

analyzing change.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Brooks/Cole. 

Bergin, J. J. (1993). Group Counseling with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Counsel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25(9), 1-19. 

Brigman, G. & Earley, B. (1991). Group Counseling for School Counselors: A 
Practical Guide. Maine: J. Weston Walch. 

Brown, N. W. (1994). Group Counseling for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 
Children. USA: Praeger. 

Conyne, R. K., Willson, F. R., & Ward, D. E. (1997). Comprehensive group 
work: What it means and how to teach it. VA: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Corey, G. (2008).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roup counseling (7th ed.). Brooks/Cole. 
Corey, G.著 / 張景然與吳芝儀譯（1995）。團體諮商的理論與實務。台北市：

揚智出版社。 
Corey, G., Corey, C., & Corey, H. J. (1997). Living and learning. Wadsworth 

Publishing. 
Corey, G., Corey, M. S., Callanan, P., Russell, J. M., & Callan, P. (2003). Group 

techniques (3rd ed.). California: Brooks/ Cole. 
Corey, M. S., Corey, G. (2002). Group: Process and Practice (6th ed.). California: 
Brooks/ Cole. 

Delucia-Waack, J. L., Gerrity, D. A., Kalodner, C. R., & Riva, M. T. (Eds.). 
(2004). Handbook of group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London: Sage. 

Devencenzi, J. & Pendergast, S. (1999). Belonging: Self and social discovery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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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CA: Sovereignty Press. 
Forsyth, D.R. (1999). Group dynamics (3rd ed.). CA: Brooks/Cole Wadsworth. 
Foster, E. S. (1989). Energizers and icebreakers. MN: Educational Media 

Corporation. 
Gladding, S.T. (1999). Group work: A counseling specialty (3rd ed.). NJ: Merrill. 
Jacobs, E. E., Masson. R. L., & Harvill, R. L. (2009). Group counseling: 
Strategies and skills (6th ed.). Brooks/Cole. 

Karns, M. (1994). How to create positive relationships with students. CA: 
National Training Association in Education. 

Li, H., Shi, J.,& Liu, C. (2002). Promoting family cohesion by group 
guidance. Chinese Mental Health Journal. 16(7), 480-482. 

Margolin, S. (1996). Complete group counseling program for children of divorce: 
Ready-to-use plans & materials for small & large groups, grades 1-6. NY: The 
Center for Applied Research in Education. 

Morganett, R.S. (1994). Skills for living: Group counseling activities for 
elementary students. Illinois: Research Press. 

Pickles, T. (1996). Tools kit for trainers: 59 great techniques for trainers and 
group workers. Arizona: Fisher Books. 

Posthuma, B.W. (1996). Small groups in Counseling and therapy 
(2nd ed.). Boston: Allyn and Bacon. 

Roberts, J., & Pines M. (1991). The practice of group analysis. London: Karnac. 
Shechtman, Z. (2007). Group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with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NY: Lawrence Erlbaum Ass. 
Trozer, J. P. (1989).The counselor and the group (2nd ed.).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Yalom, I. D. (1995).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roup psychotherapy (4th ed.). Basic 

Books.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能力指標】 
一-1、一-2、一-3、二-1、二-2、二-3、三-3、五-2、六-3、七-1、七-2、七-3、
八-1、八-2、八-3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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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四、生涯輔導與諮商 
科目英文名稱 Career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三年級/上學期 
先修科目 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本課程旨在介紹生涯發展與輔導之各種理論取向，能瞭解工作、家庭、

生活角色及其他因素對生涯產生的交互作用，並且以講授、活動的體驗、技

巧示範與練習及方案設計演示，來演練生涯輔導各種相關技巧。教學目標包

括： 

1. 認識生涯輔導與諮商的現況與趨勢。 
2. 了解生涯發展與輔導之基本概念與相關理論。 
3. 以自我生涯探索為重點，體驗及應用生涯輔導之策略與技巧。 
4. 認識生涯輔導評量工具運用，增進學生對生涯輔導的知能。 
5. 了解不同發展階層的生涯輔導目標，及可行的生涯輔導方案的規劃。 
6. 省思生涯輔導工作的檢討與展望。 

二、指定用書 金樹人（2011）。生涯諮商與輔導。台北：東華書局。 

三、參考書籍 
田秀蘭(2015)。生涯諮商與輔導：理論與實務。台北：學富。 
林幸台、田秀蘭、張小鳳、張德聰(2010)。生涯輔導。台北：心理。 
吳芝儀(2000) 生涯輔導與諮商。嘉義:濤石。 

四、教學方式 
1. 理論講述與討論(30%)  
2. 個案分析與作品賞析(20%)  
3. 行動實作與報告(50%) 

五、教學進度 

Week Content 
01 課程介紹、個人生涯的願景與視野 
02 生涯的個人定義、生涯、生涯輔導與生涯諮商 

03 
文化、性別與生涯＜中國人的生涯觀＞、 
生涯理論在輔導及諮商上的應用(一)、生涯發展理論 

04 生涯理論在輔導及諮商上的應用(二)、生涯選擇理論 
05 生涯理論在諮商上的應用(三)、生涯決定論 
06 生涯理論在諮商上的應用(四)、生涯建構論 
07 生涯初體驗—我的生涯歷程(一) 
08 期中考 
09 生涯初體驗—我的生涯歷程(二) 
10 生涯輔導方案之規劃與實施 
11 兒童的生涯諮商與輔導 
12 中學生及大學生的生涯諮商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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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成人的生涯諮商與輔導 

14 
生涯個別諮商的基礎、歷程與策略(二)—生涯的常見流程 
探索生涯問題 

15 
生涯個別諮商的基礎、歷程與策略(二)—自我探索(含評量) 
運用資源 

16 生涯個別諮商的基礎、歷程與策略(三)—決定與行動 
17 生涯輔導方案的規劃與實施心得分享 
18 生涯諮商心得分享、期末考 

 

六、成績考核 

1. 紙筆評量(30%)  
2. 表現評量(45%) 
3. 上課參與(15%)  
4. 其他(10%)  

七、教材資源 

Niles, S. G. (Eds.)(2009). Adult Career Development: Concepts, Issues and 
Practice.(成人生涯發展-概念、議題及實務，彭慧玲、蔣美華、林月順

譯)。台北: 心理。 
Swanson, J. L. & Fouad, N. A. (2010) Career Theory and Practice: Learning 

Through Case Studies. (生涯理論與實務工作：案例學習，簡文英、彭天

福、李佩珊等譯)台北: 巨流。 
邱美華、陳愛娟、杜惠英編(2011). 生涯與職能發展學習手冊。高雄: 麗文。 

    Bobinson,K.& Aronica, L.(2011). The Element: How Finding Your Passion 
Changes Everything(讓天賦自由,謝凱蒂譯). 台北: 天下。 

    Pink, D. H. (2005) A Whole New Mind. (未來在等待的人才, 查修傑譯).台北:
大塊文化。 

    Friedman, T. L. (2005). The World is Flat. (世界是平的, 楊振富與潘勛譯). 台
北: 雅言文化。 

Niles, S. G., & Harris-Bowlsbey, J. (2009). Career development interven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3rd ed.). Upper Saddle River, N.J.: Merrill Prentice Hall. 

Niles, S. G., Goodman, J., & Pope, M. (Eds.). (2002). The Career Counseling 
Casebook: A Resource for Practitioners, Students, and Counselor 
Education (1st ed.). Tulsa, OK: Natioanl Care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Minor, C. W., & Mark, P. (Eds.). (2005). Experiential Activities for Teaching 
Career Counseling Classes and for Facilitating Career Groups. Tulsa, OK: 
National Care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Brown, S. D., & Lent, R. W. (2005). Career development and counseling : putting 
theory and research to work. Hoboken, N.J.: John Wiley. 

Herr, E. L., Rayman, J. R. & Garis, J. W.(1993/2003). Handbook for the College 
and University Career Center(生涯輔導教育—實務教戰手冊, 彭慧玲、

侍攸鳳譯). 台北: 五南。 
黃素菲譯(2006). 敘事取向的生涯諮商(Career counseling: A narrative 

Approach.) 台北: 張老師。 
Sharf, R. S.(2008)  Applying Career Development Theory to Counseling. 

CA:Brooks/Cole 
余德慧(1991). 中國女人的生涯觀—安家與攘外。台北:張老師。 
余德慧(1996).中國男人的生涯觀—戰將與黑卒。台北:張老師。 
田秀蘭(1999).個人問題或生涯問題?--談兒童生涯輔導工作。學生輔導,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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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14-23.           
Jin, S. R. (金樹人)(2011). 心法為體, 技法為用: 生涯諮商本土化的實踐與反

思.  
王秀槐. (2015). 從「以我為榮」到「證明自己」：華人文化脈絡下知覺不同父

母期待之大學生的生涯因應組型初探研究. 輔導與諮商學報, 37(1), 
79-97.  

王思峯、夏侯欣鵬, 吳濟聰, & 劉兆明. (2015). 生涯資訊系統之規訓科技與華

人文化假說：以 UCAN 為例. 輔導與諮商學報, 37(1), 43-56.  
林栢章、王精文. (2009). 從委外式員工協助方案探討企業員工諮商內容之研

究.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26), 47-83.  
郭萱瑞. (2012). 社會變遷對當代大學生職涯發展輔導的挑戰及反思. 家庭教

育雙月刊(40), 77-81.  
曾维希. (2012). 生涯发展的混沌特征与生涯辅导的范式整合. 電子科技大學

學報（社會科學版）, 14(1), 71-75.  
楊靜芳. (2011). 高中生涯輔導的內涵與實務. 諮商與輔導(306), 16-20.  
葉子亘. (2013). 職場變化下對成人生涯諮商的挑戰. 諮商與輔導(328), 

23-26+32.  
葉寶玲. (2012). 初探生涯混沌理論及其在生涯諮商中的應用. 輔導季刊, 

48(4), 18-25.  
趙李英記. (2011). 員工諮商輔導對科技公司建構員工協助方案之影響.  
蔡素玲. (2006). 學類卡片在高中生涯輔導之應用. 諮商與輔導(246), 14-17.  
盧怡任、劉淑慧、敬世龍、尤家欣、邱瑞妏、張淑霞. (2015). 「適性發展～

活出個人生涯風格」方案介入臺南市國中生涯輔導之行動反思.. 輔導

與諮商學報, 37(1), 57-77.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能力指標】 
一-1、一-2、一-3、二-1、二-2、二-3、三-1、三-2、三-3、四-1、 四-2、五-1、
五-2、五-3、六-1、六-2、六-3、七-1、七-2、七-3、 八-1、八-2、八-3、九-1、
九-2、九-3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1-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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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五、心理測驗實務 
科目英文名稱 Practice of Psychological Testing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三年級/上學期 
先修科目 心理與教育測驗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1. 複習測驗之重要性質與原理 
2. 熟悉團體與個別測驗的實施程序 
3. 運用測驗知能於測驗實施的過程中 
4. 會設計適用於不同場域的測驗計畫 
5. 熟悉測驗倫理，並運用於測驗實施中 

二、指定用書  
三、參考書籍  

四、教學方式 
參觀與見習、課前預習、小組合作學習、實施測驗（受試者與主試者）、測驗

論文閱讀、分組經驗報告分享與研討 

五、教學進度 

週次 進度與內容 備註 
1 課程介紹  

2 複習心理測驗的重要概念(開卷考試) 
確定報告組別及

順序 

3 
智力評估的測驗 

魏氏智力測驗（第四版）的介紹與討論 1  
 

4 
瑞文氏推理測驗—介紹、演練與解測 

魏氏智力測驗（第四版）的介紹與討論 2 
Oral1  

5 國慶日   

6 
魏氏智力測驗（第四版）的施測演練與研討 

瑞文氏推理測驗—小組演練(隨機抽籤) 

國民中學智力測驗(更新版) 

分 組 預 習 影 片

Oral2  
 

7 
赴舊社國小(10:30-11:10)與清大附小施測

瑞文氏矩陣推理測驗(四年級) 

 

 

8 
學習評估的測驗:  

大學生學習與讀書策略量表(*)、學習適應

量表(李坤崇) 

Oral3 
 

9 
新編多元性向測驗(陳榮華等)、注意力缺陷

/過動障礙測驗、社交量表(*) 

Oral4   
 

10 
測驗倫理探討、心理評估報告格式與撰寫 

(瑞文氏)團體測驗實施結果分享與討論 
Oral5 

11 人格評估測驗(1)自陳類:愛德華斯個人偏 Ora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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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測驗(*)，新編賴氏人格測驗，貝克憂鬱

量表 

 

12 
人格評估測驗(2) 投射類: 墨漬測驗、主題

統覺測驗、畫人測驗(*) 

Oral7 
 

13 投射測驗講座-屋樹人測驗  

14 
生涯評估的測驗: 青年工作價值觀量表

(*)、生涯信念量表、成人生涯認知量表 
Oral8 

15 個別測驗的實施  

16 創造力測驗介紹、演練與解釋 Oral9 
17 個別測驗實施結果報告及分享、討論 小組 

18 繳交期末報告  
 

六、成績考核 

1. 出席、課前預習和經驗分享  
2. 實施團體測驗心得報告（至少 2 篇） 
3. 實施個別測驗心得報告（至少 2 篇） 
4. 測驗論文閱讀與討論 
5. 學校最小測驗計畫書面報告 

七、教材資源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能力指標】 
二-1、二-2、二-3、三-1、三-2、三-3、四-1、四-2、五-1、五-2  五-3、七-1、
七-2、七-3、八-1、八-2、八-3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5-3、7-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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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六、諮商與輔導行政 
科目英文名稱 Counseling and Guidance Administration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四年級/上學期 
先修科目 輔導原理與實務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本課程旨在培養學校教師輔導行政素養，習得輔導行政知能、能建立並運作

輔導工作委員會以支持輔導方案的全面實施。包括： 
1. 瞭解教育行政概論與輔導法規。 
2. 熟悉學校輔導工作的組織與發展。 
3. 熟悉學校輔導工作的計畫與實施。 
4. 健全學校輔導工作的宣導與溝通。 
5. 落實學校輔導工作效能評估。 
6. 熟悉學校輔導工作趨勢與展望。 

二、指定用書  
三、參考書籍  
四、教學方式 教師講授、分組討論、機構參訪、文件蒐集。 

五、教學進度 

Week Content 
01 課程導論 
02 學校輔導工作之歷史、現況與未來展望 
03 學校輔導與諮商之三級預防體制與模式 
04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教育行政概論 
05 學校處室與輔導相關法規 
06 各級學校輔導工作的組織、員額編制與發展 
07 大型學校輔導室參訪 
08 中型學校輔導室參訪 
09 小型學校輔導室參訪 
10 學校輔導工作的年度計畫、短中長期計畫與實施 
11 期中考 
12 學校輔導工作對校內外的宣導與溝通 
13 公文撰寫、公文流程與經費編列 

14 
個別諮商效能與（學生、教師、家長）滿意度調查、團體

輔導方案評估 
15 學校輔導工作效能評估 
16 輔導工作評鑑 
17 學校輔導工作趨勢與展望 
18 期末考 

 

六、成績考核 課堂參與、分組導讀、拜訪機構之參訪心得報告、期中考、期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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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材資源 
林建平（2010）兒童輔導與諮商（二版）。台北：五南。 
秦夢群、朱子君、黃旭鈞、郭昭佑、何宣甫、湯志民、林偉人（2007）學校

行政。台北：五南。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能力指標】 
二-1、二-2、三-1、三-2、三-3、四-1、四-2、五-1、五-2、五-3、六-1、六-2、
六-3、七-1、七-2、七-3、八-1、八-2、八-3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6-1、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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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七、生涯與職業資訊分析與應用 
科目英文名稱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of Career and Occupational Information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四年級/上學期 
先修科目 生涯輔導與諮商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一) 認識現有常用的行職業分類系統，並進行比較分析。  
(二) 熟悉生涯輔導與求職就業諮詢可運用之線上資訊和資源。 
(三) 評析適合青少年學生、大專青年和就業勞工的各類生涯與職業資訊系

統。 
(四) 個人特質探索與生涯評估 

二、指定用書 

Andersen, P., & Vandehey, M. (2006). Career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in a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NY: Lahaska Press. 

Reardon, R. C., Lenz, J. G., Sampson, J. P., Jr., & Peterson, G. W. (2008). Career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Florence, KY: 
Cengage Learning. 

三、參考書籍 

吳嘉玲、李宛怡、陳昵雯、姜俊延、石弘域（2013）。工作，分析了再做：

提升工作實力與表現的20項分析技術。臺北市：易博士。 
高文彬（2012）。人力資源發展：職能基礎觀點。臺北市：雙葉。 
邱美華、陳愛娟、杜惠英（2011）。生涯與職能發展學習手冊。臺北市：麗

文。 
四、教學方式 講述、討論、小組報告、實作、個案討論 

五、教學進度 

(一) 課程簡介與作業說明 
(二) 生涯規劃概念 
(三) 生涯發展理論 
(四) 生涯選擇理論 
(五) 就業服務中心參訪 
(六) 職業分類系統認識-職涯類群 
(七) 職涯分類系統-工作世界 
(八) 職涯分類系統-行職業類別 
(九) 求職資訊網網路平台與網路資源 
(十) 青少年與成人職涯探索測驗工具 
(十一) 實務專題演講 
(十二) 高中、大專院校生涯進路介紹 
(十三) 大專院校 Ucan 系統介紹、大專院校生涯輔導資訊平台 
(十四) 政府勞工與教育部門求職就業資訊平台 
(十五) 分組報告 I 
(十六) 組報告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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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個人專題報告 
(十八) 課程回饋與反思 

六、成績考核 

(一) 學習態度 20% 
(二) 小組報告 I：職業分類系統與職業資訊分析 20％  
(三) 小組報告 II：生涯輔導或求職就業資訊平台簡介與評析 30%  
(四) 個人專題報告：擬定個人特質探索與生涯評估專題 30% 

七、教材資源 

青輔會：生涯資訊網 http://hope.nyc.gov.tw/  
教育部：生涯輔導資訊網 http://career.cpshs.hcc.edu.tw/index.phtml  
高職生涯輔導資訊網 http://www.ssivs.chc.edu.tw/career/2010index.asp  
生涯發展教育網 http://cde.nsysu.edu.tw/  
高中生涯規劃學科中心 http://hscr.cchs.kh.edu.tw/xoops2/  
富邦青少年職涯網 
http://fubon.career.com.tw/CareerGuide/FrontShow/index.aspx  
勞委會：全國就業 e 網 http://www.ejob.gov.tw/  
勞委會：行業職業就業指南 e 網 
http://163.29.140.81/careerguide/defult/index.asp  
104 人力銀行 http://www.104.com.tw/  
104 職涯發展中心 http://www.104career.com.tw/  
CPACS 職涯探索系統 
1111 人力銀行 http://www.1111.com.tw/  
1111 測評中心 http://www.1111.com.tw/zone/test/index.asp  
Career 就業情報校園職涯網 http://www.career.com.tw/campus/goal.html  
大專校院就業職能診斷平台(UCAN) 
https://ucan.moe.edu.tw/files/11-1000-27.php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能力指標】 
一-2、一-3、二-2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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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八、生涯規劃課程與實施 
科目英文名稱 Curriculum Design and Practice for Career Development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選修 開課年級 三年級/下學期 
先修科目 生涯輔導與諮商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1. 熟悉生涯輔導理論在實務工作中的應用。 
2. 能熟悉生涯規劃課程綱要及其所涵蓋之主題。 
3. 熟悉生涯規畫之相關理論，設計生涯規畫課程教案，並進行試教。 
4. 能覺察個人專業角色及生涯規劃課程在實務工作中的定位與發展 

二、指定用書 田秀蘭(2015)。生涯諮商與輔導：理論與實務。台北：學富。 

三、參考書籍 

田金樹人（2011）。生涯諮商與輔導。台北：東華書局。 
林幸台、田秀蘭、張小鳳、張德聰(2010)。生涯輔導。台北：心理。 
吳芝儀(2000) 生涯輔導與諮商。嘉義:濤石。 
高中職各版本生涯規劃用書 

四、教學方式 
1. 講授 
2. 討論 
3. 實務教學與督導 

五、教學進度 

 

周次 課程內容 實施方式 
一 課程介紹與說明 課堂講述 
二 生涯輔導理論概論 課堂講述 
三 生涯規劃課程綱要及其沿革 課堂講述 
四 生涯輔導理論與實務之結合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五 生涯規劃課程設計基礎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六 主題一:成長歷程與生涯發展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七 主題二個人特質探索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八 主題三生活角色與生活型態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九 主題四教育發展與大學學群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十 國中綜合活動實務經驗分享 講座分享 
十一 主題五-1 大學生涯與職業選擇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十二 主題六職業生活與社會需求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十三 主題七生涯資訊與生涯評估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十四 主題八決策風格與技巧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十五 主題九生涯行動與實踐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十六 高中生涯規劃實施經驗分享 講座分享 
十七 高職生涯規劃實施經驗分享 講座分享 
十八 綜合高中與完全中學生涯規劃實施經驗

分享 講座分享 

六、成績考核 1. 上課參與 20% 
2. 紙筆評量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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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現評量 課程設計實務+實施練習 50% 
七、教材資源 如參考書目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能力指標】 
一-1、一-2、一-3、二-1、二-2、二-3、三-1、三-2、三-3、四-1、四-2、五-1、
五-2、五-3、六-1、六-2、六-3、七-1、七-2、七-3、八-1、八-2、八-3、九-1、
九-2、九-3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1-1、1-2、1-3 

 
  

246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九、性格心理學 
科目英文名稱 Personality Psychology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二年級/下學期 
先修科目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本課程目標為熟習人格心理學相關理論與研究方法、透過閱讀與研討等對話

深化對於理論思維方式的理解、能嘗試運用相關理論探索與思考自己之性格

型態。課程內涵包括性格心理學概要、性格理論與科學研究、生理基礎、精

神分析取向、新精神分析取向、現象學取向、特質理論、行為取向、認知建

構論：Kelly、社會認知取向、行為學習、社會認知等取向之應用等議題的探

究。本課程之目標可統整如下： 
1. 熟悉性格心理學之理論。 
2. 了解性格心理學之人格評估衡鑑工具與相關研究。 
3. 裝備文化敏感與系統脈絡觀點，評析性格心理學於不同文化脈絡之適用性。 
4. 透過性格心理學理論與研究之學習，增進對自我人格養成形塑之理解與覺

察。 

二、指定用書 危芷芬（譯）（2016）。人格心理學。臺北：雙葉書廊。 
葉光輝（譯）（2017）。性格心理學：理論與研究。臺北：雙葉書廊。 

三、參考書籍 危芷芬（譯）（2012）。人格心理學。臺北：洪葉文化。 

四、教學方式 

1. 理論講述與討論(40%) 
2. 個案分析與作品賞析(20%)  
3. 行動實作與報告(30%) 
4. 其他(10%) 

五、教學進度 

週次 課程內容 
01 性格心理學概論 
02 性格研究方法與相關量表 

03 
性格研究的倫理與性別議題 
從文化與性別敏感談性格心理學 

04 Sigmund Freud：精神分析理論 
05 Karen Horney：神經質需求和傾向 
06 Carl Jung：分析心理學 
07 Alfred Adler：個體心理學 
08 Carl Rogers：自我實現理論 
09 Eric Berne：溝通分析心理學 
10 Gordon Allport：動機與人格 
11 Hans Eysenck 特質論 
12 Raymond Cattell 因素論 
13 Big Five 理論 
14 行為學派 
15 George Kelly：個人建構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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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rik Erikson：認同理論 
17 Abraham Maslow：需求階層理論 
18 期末考 

 

六、成績考核 

1. 課堂參與(10%)  
2. 讀書心得報告(10%) 
3. 課堂預習與課堂學習反思(10%) 
4. 專題報告(20%) 
5. 個人性格養成之分析與反思(20%) 
6. 期末考(30%) 

七、教材資源 

Pervin, L.A., & John, O.V. (2002).Person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New York, 
NY:John Wiley &Sons, Inc. 

Lawrence A. Pervin 原著/洪光遠，鄭慧玲譯(2003)。人格心理學。台北：桂冠

出版社。 

Jerry M. Burger 著/林宗鴻譯(2003)。人格心理學。台北：揚智出版社。 
Robert M. Liebert,Lynn Langenbach Liebert 著/張鳳燕等譯(2003)。人格心理學/

策略與議題。台北：五南出版社。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能力指標】 
二-1、二-2、二-3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5-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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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十、變態心理學 
科目英文名稱 Abnormal Psychology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三年級/上學期 
先修科目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1.  了解各類型診斷案主之臨床症狀 
2.  了解各類型診斷之潛在病理因素與介入模式 
3.  熟悉診斷系統之優勢與限制並能適切的應用 

二、指定用書  
三、參考書籍  
四、教學方式 講授、影片欣賞、實例探討、閱讀心得報告 

五、教學進度 

1.  偏差行為的定義與本質 
2.  變態心理學的歷史沿革 
3.  當代心理病理之解析與治療模式 
4.  診斷與衡鑑  
5.  臨床心理學的研究方法 
6.  焦慮相關之心理疾患 
7.  身體化與解離性疾患 
8.  壓力與健康心理學 
9.  憂鬱與情感性疾患 

10.  飲食相關之心理疾患 
11.  與藥物濫用有關之心理疾患 
12.  精神分裂病 
13.  人格違常 
14.  性與性別偏差問題與心理疾患 
15.  老化歷程與老年期的心理疾患 
16.  兒童與青少年期的心理疾患 
17.  心理治療與介入處遇 
18.  實務中之法律/道德議題以及臨床應用與未來展望 

六、成績考核 
1.  期中考(30%) 
2.  期末考(40%) 
3.  課堂參與與報告(30%) 

七、教材資源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能力指標】 
一-3、二-1、二-2、二-3、三-1、三-2、三-3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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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十一、方案設計與評估 
科目英文名稱 Project Design and Evaluation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三年級/上學期 
先修科目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1. 了解方案設計與評估之理念和實務流程。 
2. 學習需求評估、效標設定、目標形成、方案設計、與計劃撰寫等相關實務。 
3. 學習成效檢核評估與應用回饋訊息檢核方案等實務。 
4. 發展輔導活動方案設計與成果報告之基本能力。 
5. 能發展於特定實踐場域執行方案設計與評鑑之能力。 

二、指定用書  
三、參考書籍  
四、教學方式 講述、討論、小組研討、設計與評估實作、課堂實務研討。 

五、教學進度 

Week Content 
01 方案設計與評估之理念簡介 
02 需求評估、效標設定、目標形成、方案設計、與計劃撰寫 
03 成效檢核評估與應用回饋訊息檢核方案 
04 特定實踐場域執行方案設計與評估之能力 
05 方案設計和成效評估實務 

06 學校與多元場域之應用 
07 學生與學校需求評估與效標設定 

08 目標形成與方案設計 
09 計劃撰寫實務 
10 成效檢核評估 
11 學校三級預防輔導之方案設計 
12 校園危機介入處遇之方案設計 
13 方案設計與評估實作與報告 
14 方案設計與評估實作與報告 
15 方案設計與評估實作與報告 
16 方案設計與評估實作與報告 
17 整體方案評估與修正 
18 綜合檢討與討論 

 

六、成績考核 

1. 課堂作業(20%) 
2. 期中考試(20%) 
3. 實作評量(40%) 
4. 課堂參與(20%) 

七、教材資源 黃松林、趙善如、陳宇嘉、萬育維(2001)，社會工作方案設計與管理。華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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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羅國英、張紉(譯) (2008)。方案評估：方法及案例討論。台北：雙葉。 
官有垣、陸宛蘋、陳錦棠(主編) (2008)。非營利組織的評估：理論與實務。

台北：洪葉。 
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2003）。以「成效評量」為導向之方案設計手

冊。台北：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能力指標】 
九-1、九-2、九-3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6-1、6-2、6-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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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十二、輔導與諮商實習一 
科目英文名稱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Practicum(I) 
學分數 2 
必（選）修別 選修 開課年級 四年級/上學期 
先修科目 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心理與教育測驗、團體諮商、心理專業倫理與法律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一) 統整輔導與諮商之理論與技術、熟悉個案諮商之流程（含 intake、接案、

評估、診斷與處遇）。 
(二) 學習擬定全面性的學生個別輔導與諮商計畫 
(三) 認識臨床上(校園、社區、醫療)等相關輔導與諮商機構的運作、特色與

資源、提升專業與個人層面之自我覺察與統整 
二、指定用書 無 

三、參考書籍 

孔繁鐘、孔繁錦編譯（2007）。DSM-IV 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台北：合

記書局。 
牛格正、王智弘（2008）。助人專業倫理。台北：五南。 
王文秀、田秀蘭、廖鳳池（2011）。兒童輔導原理(第三版)。台北：心理。 
王以仁、吳芝儀、林明傑、黃財尉、陳慧女譯（2004）。學校輔導與諮商。嘉

義：濤石。 
易之新譯（2001）。生命的禮物。台北：心靈工坊 
林美珠、田秀蘭合譯(2013)。助人技巧：探索、洞察與行動的催化。台北：學

富文化公司。 
林家興、王麗文(2008)。心理治療實務。台北市：心理。 
許文耀等譯（1997）。心理衡鑑。台北：心理出版社。 

四、教學方式 

(一) 參觀、見習、實習（含個諮、團諮、班級或團體輔導、行政實習） 
(二) 個別與同儕督導 
(三) 分組實習報告、分享與研討 
(四) 課堂演練與討論 

五、教學進度 

周次 討論主題 實施方式 
 課程介紹與說明、專業倫理與助人工作者

的準備 
課堂講述 
改為 6 月底進行 

一 
個案概念化與紀錄撰寫原則  
團體方案報告 

課堂講述 

二 團體方案報告 個人報告 
三 團體方案報告 個人報告 
四 團體方案報告 個人報告、團督 
五 諮商晤談評估報告(接案、督導)討論 1 個人報告、團督 
六 諮商晤談評估報告(接案、督導)討論 2 個人報告、團督 
七 諮商晤談評估報告(接案、督導)討論 3 個人報告、團督 
八 團體諮商實務討論 1 個人報告、團督 
九 團體諮商實務討論 2 個人報告、團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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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表達性媒材運用 個人報告、團督 
十一 藝術治療講座 講座 
十二 諮商晤談評估報告(接案、督導)討論 4 個人報告、團督 
十三 諮商晤談評估報告(接案、督導)討論 5 個人報告、團督 
十四 團體諮商實務討論 3 個人報告、團督 
十五 諮商晤談評估報告(接案、督導)討論 6 個人報告、團督 
十六 諮商晤談評估報告(接案、督導)討論 7 個人報告、團督 
十七 團體諮商實務討論 4 個人報告、團督 
十八 團體諮商實務討論 5 個人報告、團督 

六、成績考核 

1. 出席及參與情形 20%: 

2. 實習參與與書面作業 65% 

3. 成果發表 15% 

七、教材資源 如參考書籍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能力指標】 
一-1、一-2、一-3、二-1、二-2、二-3、三-1、三-2、三-3、四-1、四-2、五-1、
五-2、五-3、六-1、六-2、六-3、七-1、七-2、七-3、八-1、八-2、八-3、九-1、
九-2、九-3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5-3、6-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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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十三、輔導與諮商實習二 
科目英文名稱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Practicum (II) 
學分數 2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四年級/下學期 
先修科目 心理與教育測驗、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團體諮商、心理專業倫理與法律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一)統整個諮與團諮之理論與技術 
(二)熟悉個案概念化與團體歷程。 
(三) 學習擬定全面性的兒童與青少年個別與團體輔導與諮商計畫 
(四) 認識臨床上(校園、社區、醫療)等相關輔導與諮商機構的運作、特色與

資源、提升專業與個人層面之自我覺察與統整 
二、指定用書 無 

三、參考書籍 

孔繁鐘、孔繁錦編譯（2007）。DSM-IV 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台北：合

記書局。 
牛格正、王智弘（2008）。助人專業倫理。台北：五南。 
王文秀、田秀蘭、廖鳳池（2011）。兒童輔導原理(第三版)。台北：心理。 

王以仁、吳芝儀、林明傑、黃財尉、陳慧女譯（2004）。學校輔導與諮商。嘉

義：濤石。 
易之新譯（2001）。生命的禮物。台北：心靈工坊 
林美珠、田秀蘭合譯(2013)。助人技巧：探索、洞察與行動的催化。台北：學

富文化公司。 
林家興、王麗文(2008)。心理治療實務。台北市：心理。 
許文耀等譯（1997）。心理衡鑑。台北：心理出版社。 

四、教學方式 

(一) 參觀、見習、實習（含個諮、團諮、班級或團體輔導、行政實習） 
(二) 個別與同儕督導 
(三) 分組實習報告、分享與研討 
(四) 課堂演練與討論 

五、教學進度 

周次 討論主題 實施方式 
 課程介紹與說明 課堂講述 

改為 6 月底進行 

一 
諮商專業倫理統整 
團體方案報告 

課堂講述 

二 團體方案報告 個人報告 
三 團體方案報告 個人報告 
四 團體方案報告 個人報告、團督 
五 諮商晤談評估報告(接案、督導)討論 1 個人報告、團督 
六 諮商晤談評估報告(接案、督導)討論 2 個人報告、團督 
七 諮商晤談評估報告(接案、督導)討論 3 個人報告、團督 
八 團體諮商實務討論 1 個人報告、團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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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團體諮商實務討論 2 個人報告、團督 
十 兒少重要議題彙整 講述 
十一 團體歷程評估與探討 講座 
十二 諮商晤談評估報告(接案、督導)討論 4 個人報告、團督 
十三 諮商晤談評估報告(接案、督導)討論 5 個人報告、團督 
十四 團體諮商實務討論 3 個人報告、團督 
十五 諮商晤談評估報告(接案、督導)討論 6 個人報告、團督 
十六 諮商晤談評估報告(接案、督導)討論 7 個人報告、團督 
十七 團體諮商實務討論 4 個人報告、團督 
十八 團體諮商實務討論 5 個人報告、團督 

六、成績考核 

1. 出席及參與情形 20%: 

2. 實習參與與書面作業 65% 

3. 成果發表 15% 

七、教材資源 如參考書籍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能力指標】 
一-1、一-2、一-3、二-1、二-2、二-3、三-1、三-2、三-3、四-1、四-2、五-1、
五-2、五-3、六-1、六-2、六-3、七-1、七-2、七-3、八-1、八-2、八-3、九-1、
九-2、九-3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5-3、6-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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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十四、心理專業倫理與法律 
科目英文名稱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Law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選修 開課年級 三年級/下學期 
先修科目 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心理與教育測驗、團體諮商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認識、了解、並熟悉有關諮商倫理與法律之概念 
了解、並遵守輔導與諮商之倫理守則與法律 
了解並熟悉不同諮商相關議題之專業倫理守則與法律 
具備處理不同議題專業倫理之能力 
學習判斷並做出合乎倫理之決定 

二、指定用書 
修慧蘭、林蔚芳、洪莉竹譯(2013)。專業助人工作倫理。台北：雙葉書廊 
牛格正、王智弘（2008）。助人專業倫理。台北：心靈工坊。 

三、參考書籍 

牛格正(1996)。諮商實務的挑戰—處理特殊個案的倫理問題。台北：張老師文化。 
李淑珺譯(2004)。心理治療的道德責任：面對個案的專業倫理。台北：心靈工坊。  

Herlihy, B., & Corey, G. (2006). ACA Ethical Standards Casebook. Alexandria, VA: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Huey, W. C., & Remley, T. P., JR. (1988). Ethical and legal issues in school counseling. 
American School Counselor Association.  
Pope, K. S., & Vasquez, M. J. T. (2011). Ethics in psychotherapy and counseling: A 
practical guide (4th ed.). John Wiley & Sons. 
Welfel, E. R. (2012). Ethics in Counseling & Psychotherapy (5th ed.). New York, NY: 
Cengage Learning. 
其他補充資料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諮商專業倫理守則。  
台灣心理學會「心理學專業人員倫理準則」。  
臨床心理師倫理準則與行為規範。  
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諮商心理師專業倫理守則。  
諮商專業倫理研究室。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 Code of Ethics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ACA) Code of Ethics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arriage and Family Therapy (AAMFT) Code of Ethics 

四、教學方式 

要求課前閱讀 
上課講述 
分組報告與討論 
演練倫理案例 
影片欣賞與討論 

五、教學進度 周次 課程內容 實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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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介紹與說明 課堂講述 

二 
助人專業倫理的涵義、重要性與實踐、

專業倫理規範 
課堂講述 

三 專業倫理規範、重要法規介紹 課堂講述 
四 諮商師的個人與專業角色、(多元)價值觀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五 當事人權利與諮商師責任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六 資格能力與專業成長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七 界限管理與多重關係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八 保密：倫理與法律議題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九 知後同意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十 Midterm exam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十一 未成年人與老人諮商倫理議題與法規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十二 兒童受虐、家暴諮商之倫理議題與法規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十三 婚姻與家族治療的倫理議題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十四 醫療諮商(墮胎、癌末)的倫理議題與法規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十五 測驗與研究的倫理議題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十六 團體諮商的倫理議題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十七 社區工作與媒體中介諮商的倫理議題 課堂講述、分組報告 

十八 Final exam 紙筆評量 

六、成績考核 

出席及參與情形（含自評與他評）20% 
導讀 25% 
特殊諮商議題之倫理與法律議題係指導讀同學自行挑選有興趣之議題報告，

議題如學校輔導工作、心理測驗與評估、墮胎諮商、老年人諮商、網路諮商、

同志諮商、自殺個案之諮商、性侵害諮商或極具爭議性或新聞性之社會議題） 
閱讀心得報告 25% 
倫理與法律議題判斷作業 30%（針對老師所出的倫理與法律議題，說明自己

之考量及決定模式） 
七、教材資源 如參考書籍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能力指標】 
一-1、一-2、一-3、三-1、三-2、三-3、六-3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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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十五、專業定向與自我成長 
科目英文名稱 Professional Orientation and Personal Growth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二年級/上學期 
先修科目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本課程提供學生了解自我與專業。並透過討論、分享與探索，持續提升自我

了解與對專業的了解，並思索是否自我特質合適並能投入此專業，也思索如

何持續發展專業知能及促進自我人生成長。 
課程目標為： 
1.透過閱讀和影片討論等歷程，增進對人生相關成長課題的深刻反思。 
2. 從觀照他人經驗與自我生命故事的敘說與書寫，嘗試邁向統整自我與覺

察。。 
3. 對相關自我成長、抉擇與發展之理論和知識能有系統的閱讀和認識。 
4. 著重於培養自我反思與人際傾聽之能力，為日後專業發展奠定基礎。 

二、指定用書 

1.成為一個人：一個治療者對心理治療的觀點 /Carl Rogers/宋文里譯/左岸文

化/(2014) 
2.心理治療 : 督導與運用 / 曾文星/心理(2010) 
3.心理治療 : 解析與策略 / 曾文星/心理(2009) 

三、參考書籍 
1.心的煉金術 : 做自己的心靈諮商師 / 喇哈夏/方智(2010) 
2.做一個優秀的心理諮商師 / 嚴文華/樂果文化(2012) 

四、教學方式 
講述、讀書討論、影片評析與討論、體驗活動或探索教育活動體驗營、小組

心得分享 

五、教學進度 

1. 課程簡介與要求 
2. 認識自我  
3. 自我的理論 
4. 自我成長的理論與概念 
5. 自我敘說與生命故事  
6. 諮商輔導專業、小報告 1 繳交 
7. 學校輔導諮商: 理論 
8. 學校輔導諮商:實務 
9. 學校輔導諮商的重要議題 
10. 學校輔導諮商的重要議題(溝通、親密關係、衝突、疾病與意外) 
11. 體驗活動與心得分享、小報告 2 繳交 
12. 體驗活動與心得分享 
13. 個人口頭報告 
14. 個人口頭報告 
15. 個人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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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分組報告、個人大報告繳交 
17. 分組報告、分組團體讀書心得報告繳交 
18.回顧與整合 

六、成績考核  
七、教材資源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能力指標】 
一-1、一-2、一-3、二-1、二-2、二-3、三-1、三-2、 
三-3、四-1、四-2、五-1、五-2、五-3、六-1、六-2、 
六-3、七-1、七-2、七-3、八-1、八-2、八-3、九-1、 
九-2、九-3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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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十六、兒童與青少年輔導 
科目英文名稱 Child and Adolescent Guidance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選修 開課年級 二年級/下學期 
先修科目 發展心理學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本課程旨在促進學生了解社會變遷中兒童青少年所面對的挑戰及困擾，並能

運用其專業知能加以預防與處遇。 

1. 認識兒童與青少年身心發展特徵。 
2. 運用兒童與青少年輔導與諮商常用理論與技巧。 
3. 熟悉一般兒童與青少年問題之評估與診斷。 
4. 評估與處遇特殊兒童與青少年之輔導議題(受虐兒少、隔代教養、性侵、霸

凌、憂鬱、自傷、網路上癮及其他心理障礙之適應問題及危機處理）等。 
二、指定用書 無 

三、參考書籍 

吳淑芳、姜鵬珠、蔡金涼(2014)。兒童輔導實務。台北：洪業文化。 
吳新華(1996)。兒童適應問題。台北，五南。 
呂俊宏、劉靜女譯（2002）。繪畫評估與治療。台北：心理。 
沈益君譯(2001)。開啟孩子的心窗。台北：心理。 
林正文(2002)。青少年問題與輔導。台北：五南 
林正文(2006)。兒童行為觀察與輔導-行為治療的輔導取向。台北：五南。 
林萬億、黃韻如(2010)。學校輔導團隊工作：學校社會工作師、輔導教師與心

理師的合作(四版)。台北：五南。 
林麗純譯(1996)。學生攻擊行為-預防與管理。台北：五南。 
邱珍婉(2012)。小學生諮商。台北：五南。 
高淑貞（1998）。親子遊戲治療。台北：桂冠。 
許家綾譯(2006)。青少年藝術治療。台北：心理。 
連廷嘉、高登第(2012)。青少年文化、心理與輔導。台北：學富。 
曾瑞真著（2000）。兒童行為的評估與輔導。台北：天馬。 
馮觀富、王大延、陳東陞、葉貞屏、陸雅青、熊曣(1996)。兒童偏差行為的輔

導與治療。台北:心理。 
黃俊豪、連廷嘉(2009)。青少年心理學。台北：學富文化。 
黃德祥（2008）。青少年發展與輔導(二版)。台北：五南。 
葉貞屏等編譯 (1999）。兒童諮商理論與技術。台北：心理。 
廖鳳池、王文秀、田秀蘭(2011)。兒童輔導原理。台北：心理。 
蔡德輝、楊士隆等(2002)。青少年暴力行為：原因、類型與對策。台北：五南。 
謝麗紅(2007)。在家庭中成長－非傳統家庭學生團體諮商。台北：心理。

kauffman, j. m.(2001).Characteristics of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disorders of 
children and youth(7th).NJ: Merrill/Prentice Hall.。 

四、教學方式 
1. 理論講述與討論(30%) 
2. 個案分析與作品賞析(10%) 
3. 行動實作與報告(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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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10)% 

五、教學進度 

Week Content 
01 導論與課程說明 

02 兒童輔導的基本理念及常用輔導理論與技巧 

03 
從理論脈絡看兒童與青少年身心發展特徵、身體意象、性價

值觀 
04 兒童與青少年認知發展、訊息處理決策、自我概念 

05 
兒童與青少年道德判斷、性格、價值觀、信念與行為的發展、

社交發展、關係、約會 
06 兒童與青少年年群體、文化與次文化、青少年與家庭 
07 離婚、單親與混合家庭、工作與職業 
08 兒童與青少年性別問題評估、診斷與輔導 
09 期中考週~兒童與青少年輔導實務歷程 
10 兒童與青少年校園霸凌問題評估、診斷與輔導 
11 低成就兒童與青少年學習評估、診斷與輔導 
12 兒童與青少年暴力攻擊行為評估、診斷與輔導 
13 兒童與青少年中輟、逃家、犯罪行為評估、診斷與輔導 
14 兒童與青少年藥物濫用、網路沉迷評估、診斷與輔導 
15 兒童與青少年輔導實務經驗分享與討論（一） 
16 兒童與青少年輔導實務經驗分享與討論（二） 
17 兒童與青少年輔導實務經驗分享與討論（三） 
18 期末考 

 

六、成績考核 
1. 紙筆評量(30%)  
2. 表現評量(60%)  
上課參與(10%) 

七、教材資源 如參考書籍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能力指標】 
一-1、一-2、一-3、二-1、二-2、二-1、二-2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7-1、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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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十七、學習輔導與策略 
科目英文名稱 Learning Guidance and Strategies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二年級/下學期 
先修科目 教育心理學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1. 能了解學習輔導之基本概念。 
2. 能瞭解學習心理學理論與應用。 
3. 促進個別差異之認識與因才施教能力。 
4. 能應用有效的學習策略於教學中。 
5. 增進學習困擾的診斷與輔導能力。 
6. 能夠熟悉在普通教室中，常見的學習困難類型。 
7. 增進教學的專業技能以減少學生的學習問題。 

二、指定用書  
三、參考書籍  
四、教學方式 課堂講述、討論、分組報告與教學影帶觀賞與討論 

五、教學進度 

Week Content 
01 學習輔導意涵 
02 學習心理學理論與應用（一） 
03 學習心理學理論與應用（二） 
04 學習心理學理論與應用（三） 
05 學習心理學理論與應用（四） 
06 學習與動機 
07 活化學習動機 
08 學習困難診斷 
09 運用評估學習工具 
10 學習工具實施報告 
11 學習診斷與輔導 1 
12 學習診斷與輔導 2 
13 學習診斷與輔導 3 
14 學習診斷與輔導 4 
15 學習診斷與輔導 5 
16 學習診斷與輔導 6 
17 學習輔導-個案輔導報告 
18 學習輔導-個案輔導報告 

 

六、成績考核 

1. 出席及上課參與 
2. 每章內容摘要與心得 
3. 學習診斷測驗施測心得 
4. 口頭報告 
5. 專書心得撰寫 

七、教材資源 王瓊珠、廖傑隆譯（2003）：讀寫新法—幫助學生學習讀寫技巧。高等教育

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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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瓊珠（2004）：故事結構教學與分享閱讀。台北：心理 
文庭澍、馬文璧（1998）：親子數學。台北：聯經 
何英奇、毛國楠、張景媛(2001) 。學習輔導。台北：心理出版社 
沈惠芳（2000）：ㄅㄆㄇ遊戲專賣店。台北：螢火蟲出版社。 
李弘善譯（1993）：活化學習動機。台北：遠流出版社。 
李弘善譯（2003）：思考教學。台北：遠流出版社。 
李素卿譯（2000）：學習心理學---教師指南。台北：五南出版社。 
林清山主編（1997）：有效學習的方法。教育部。 
林清山譯（1997）：教育心理學-認知取向。台北：遠流。 
林慧華（1997）：注音符號真好玩。台北：螢火蟲出版社。 
洪儷瑜、王瓊珠、陳長益主編（2005）：突破學習困難。台北：心理出版社 
陳弘昌（1991）：國小語文科教學研究：台北：五南 
陳淑麗、曾世杰、洪儷瑜（2006）：原住民國語文低成就學童文化與經驗本

位補救教學成效之研究。師大學報：教育類，51（2），頁 147-171。 
陳淑麗、洪儷瑜、曾世杰、鍾敏華（2006）：原住民學生國語文補救教學方

案前驅研究。當代教育研究，14（4），頁 63-98。 
黃沛榮（2003）：漢字教學的理論與實踐。台北：樂學書局。 
曾忠華（1992）：常用字探源。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秦麗花（1999）：學障兒童適性教材之設計。台北：心理。 
劉佩雲、簡馨雲譯（2003）：問題解決教與學。台北：高等教育出版社。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能力指標】 
四-1、四-2、五-1、五-2、五-3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6-1、6-2、6-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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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十八、網路心理與行為 
科目英文名稱 Leisure Education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二年級/下學期 
先修科目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1.  認識網路科技發展及其對現今人們生活方式的影響 
2.  瞭解網路虛擬世界的特色 
3.  認識網路使用者的特質及使用模式 
4.  探索網路人際互動的本質及模式 
5.  探討個人需求、人際互動模式與網路人際互動的關連 
6.  學習建構互信且安全的網路人際互動方式 

二、指定用書  

三、參考書籍 

Wallace, P. M. (1999). The psychology of the Internet. Cambridge, UK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apscott, D( 2009). Growing up digital: How the net generation is changing your 
world. (N 世代的衝撞: 網路新人類正在改變你的世界)。全球智慧文

化中心。 

Carr, N(2010). 網路讓我們變笨: 數位科技正在改變我們的大腦、思考與閱讀

行為. 台北: 貓頭鷹. 
 

四、教學方式 

1. 教師講授 
2. 網路世界的實地參觀與應用 
3. 學生引言 
4. 自我經驗分享與討論 

五、教學進度 

 
date topics 
一 Introduction—about the course; 

About me and internet; about you… 
二 網路使用情況與心理學的應用: 
三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Cyberspace 

網路世界中的團體現象 
四 網路世代的心理特質與行為特性 
五 網路與認知發展/教育 

網路使用改變了我們感知世界的方式 
人腦與電腦的訊息接收與處理歷程發展 

六 網路搜尋讓生活更便利? 更耗時? 
網路中有用的工具 VS 干擾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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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網路遊戲只是因為好玩? 還是益智 
教育工作者該不該使用有趣的 APP? 

八 N 世代的頭腦~因網路使用而變笨/聰…. 
對認知發展的影響 
網路語言 VS 傳統文字孰優 

九 網路與社交互動 
哪個是真實自我－現實 VS 網路上的我 
我如何經營”我”的形象 

十 網路是親密關係的加溫器? 交異性朋友

的天堂?或陷阱 
十一 網路讓人有利社交 VS 更離群索居? 

社交技巧/ 團體生活的學習與發展 
十二 網路使用製造了問題? 

網路上會讓人更易攻擊他人? 
更多利他/社會行為 

十三 網路與性、色情~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

以?/ 網路是犯罪的天堂? 法律可以管嗎? 
十四 網路成癮是一種心理疾病?或正常的新興

社會現象 
十五 網路的應用: 

網路心理諮商 VS 面對面心理諮商 
十六 網路世代的教育與親職教養 
十七 N 世代的衝撞與發展/網路與自我生涯 
十八 Term report 

 

六、成績考核 

1. 課程參與 20% 
2. 課程引言 20% 
3. 我的網路使用經驗(期初報告)20% 
4. 我看到的網路世界(期中報告)20% 
5. 網路在生活中的有效應用(期末報告)20% 

七、教材資源 

Tyler, T. R. (2002). Is the Internet Changing Social Life? It Seems the More 
Things Change, the More They Stay the Sam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8(1), 195-205. 

Yee, N. (2006). Motivations for Play in Online Games.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9(6), 772-775. 

方瑀紳, & 郭峰淵 (2002). 青少年在網咖線上遊戲自我認同之探討. Paper 
presented at the 電子化企業經營管理理論暨實務研討會.  

王瑞霙 (2007). 大學生網路/實境間親密關係的差異探討. 應用倫理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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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82-99. 

朱美瑰 (2008). 網路犯罪新型態～看不見的拳頭：青少年網路霸凌現象初探. 
諮商與輔導, 268, 6-10. 

李孟壕 (2002). 線上自我與線下自我的平衡：BBS 版主自我肯定初探. 資訊

社會研究(2), 117-138. 

沈昱全 (2004). 談網路上的分享行為. 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 (40). Retrieved 
from <http://mail.nhu.edu.tw/~society/e-j/40/40-37.htm> 

周佳儀 (2007). 網路論壇的自我孤立與沉默螺旋現象--以 PTT 為例. 傳播與

管理研究, 7(1), 113-162. 

林以正 (2003). 成長與沈淪: 網路，究竟是洪水猛獸或是新的契機？. 學生

輔導月刊(86), 104-119. 

許韶玲 & 施香如(2013). 網路成癮是一種心理疾病嗎: 從實證與論述文獻

的脈絡檢視。教育心理學報, 44(4), 773-792。 

張景然 (2007). 網路社會的心理學分析. 諮商與輔導(253), 24-30. 

陳益智 (2008). 網路及線上遊戲常見的詐騙手法與因應. 臺北市終身學習網通

訊, 39. 

陳祥, & 楊純青 (2006). 來自網路夜店的性呼喚：網路一夜情族群自我呈現

模式分析. 人文社會學刊(7), 37-62. 

楊志偉, & 羅中廷 (2006). 青少年網路成癮：病例報告. 台灣家醫誌, 16(1), 
64-71. 

翟本瑞 (2000). 網路色情與虛擬性愛:自由與管制的難題 教育與社會：迎接

資訊時代的教育社會學反省. 台北: 揚智. 
余憶鳳（2002）。網住 e 世情─網路戀情發展歷程及其影響因素之理論建構（未

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師範大學，臺北市。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能力指標】 
三-1、八-2、八-3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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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十九、性別教育與輔導 
科目英文名稱 Gender Education and Guidance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二年級/上學期 
先修科目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本課程著重校園場域中常見性別相關議題為主軸，引導學生覺察與反思自己

的性別觀點與價值觀，提昇性別平等意識，並實踐於生活中，進一步應用於

未來輔導實務工作或教學場域。 

二、指定用書 黃淑玲、遊美惠（編）（2012）。性別向度與台灣社會（第二版）。台北：巨流 
顧燕翎、鄭至慧（編）（1999）。女性主義經典。台北：女書文化。 

三、參考書籍 

劉燕芬譯(2003) 。大性別(Alice Schwarzer)。台北：商務。 
潘慧玲主編（2003）。性別議題導論。台北：高等教育。 
陸偉明(2016)。性別教育與生活。台北：雙葉書廊。 
謝明珊(2011)。性別社會學導讀。台北：韋伯 

四、教學方式 講述、研讀與研討、影片研討、性別文本分析及行動實踐 

五、教學進度 

週次 課程內容 

01 
課程導論 
性別教育與輔導概論 

02 
性別教育相關政策與教育法規：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性別平等教育法 

03 
性別意識概論：對於社會位置（social locations）、特權（privilege）
與壓迫（oppression）之覺察與反思 

04 性別歧視 
05 親密關係的多樣性 
06 流行文化中的性別議題 
07 多元文化與性別的交織 
08 影片研討：女生正步走--牽手催生女主祭 
09 同志議題 
10 跨性別族群議題 
11 校園性別平等事件之處理與輔導 
12 實地參訪／性別教育工作者演講：校園性別平等教育 
13 性別與階級、勞動 
14 性別與政治 
15 性別與種族 
16 性別與語言 
17 多元性別文化體驗口頭報告-I 
18 多元性別文化體驗口頭報告-II 

 

六、成績考核 1. 課堂參與（20％） 
2. 專題報告（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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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性別文本辨識與分析（20%） 
4. 多元性別文化體驗報告（20%） 
5. 期末報告（20%）：自我性別成長反思報告 

七、教材資源 

台大婦女與性別研究室 http://gender.psc.ntu.edu.tw/Gender/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 https://www.gender.edu.tw/ 
諮商師之性別敏感教育研究 http://gse.ncue.edu.tw/ 
台北市性別平等教育網站 http://gender.tpsh.tp.edu.tw/joomla/cht/index.php? 
台灣女性學學會 http://www.feminist.sinica.edu.tw/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性別平等教育網 http://gender.cpshs.hcc.edu.tw/index.phtml 

相關法令 
性別平等教育法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80067 
性別工作平等法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N0030014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80079 
家庭暴力防治法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71 
性騷擾防治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D0050074 

性別平等相關網站資料 
1. 婦女聯合網站(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http://www.womenweb.org.tw/ 
2. GENDER IN APEC   http://gender.wrp.org.tw/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2001）。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諮商心理專業倫理守則。

取自：http://www.guidance.org.tw/ethic_001.html 
台灣諮商心理學會（2016）。臺灣諮商心理學會支持婚姻為基本人權聲明。取

自： http://www.twcpa.org.tw/news_detail.php?nid=13417 
司法院大法官（2017）。釋字第 748 號（同性二人婚姻自由案）。取自：

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_1.asp?expno=748 
全國法規網（2017）。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取自：

http://law.moj.gov.tw/Law/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
%E6%B6%88%E9%99%A4%E5%B0%8D%E5%A9%A6%E5%A5%B3%E
4%B8%80%E5%88%87%E5%BD%A2%E5%BC%8F%E6%AD%A7%E8%
A6%96%E5%85%AC%E7%B4%84%E6%96%BD%E8%A1%8C%E6%B3
%95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2017）。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專區。取自：

http://www.gec.ey.gov.tw/Content_List.aspx?n=F4D8BA36729E056D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能力指標】 
三-3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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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二十、生命議題與教育 
科目英文名稱 Life Issues and Education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一年級/上學期 
先修科目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1.  瞭解生命教育的意義。 
2.  瞭解生命教育的內涵。 
3.  瞭解生命教育的目的。  
4.  願意探索與體驗個人生命本質與價值。 
5.  了解並熟悉生命教育的實施方法與技巧。 
6.  具備對生命的熱愛並能尊重生命、珍惜生命。 

二、指定用書  
三、參考書籍  
四、教學方式 講述、口頭報告、分組討論、參觀、訪問、影片探討、實作與體驗 

五、教學進度 

1.  生命教育的意義、重要性； 
2.  生命教育的源起與實施現況 
3.  生命教育的目的、內涵 
4.  生命教育價值與意義 
5.  生命教育體驗活動 

  生命願景與生涯規劃 
7.  尊重生命之探究與行動 
8.  珍惜生命之探討與實踐 
9.  臨終關懷 

10.  安寧照護 
11.  失落、死亡與哀傷輔導-1 
12.  失落、死亡與哀傷輔導-2 
13.  自殺議題探討 
14.  安樂死議題探討 
15.  「瀕死經驗」探討 
16.  探討不同族群對生命的看法 
17.  死亡的準備-預立遺囑與/遺囑 
18.  參觀新竹生命紀念園區、參觀心得分享與討論 

六、成績考核 

出席與上課參與情形（缺課超過 1/3，按學校規定處理） 15% 
平時作業（一）—訪問小組口頭與書面報告 15% 
平時作業（二）—影片心得、口足畫作等 20% 
平時作業（三）—「我的遺囑」（含與家人分享及執行遺囑中「未完成事件」

感想與心得）15﹪  
期中評量—相關文章閱讀或影片觀賞報告兩篇    15% 
期末評量—新竹生命紀念園區參觀報告及生命願景與生涯規劃各一份 20% 

七、教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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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能力指標】 
一-2、一-3、二-2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7-1、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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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二十一、社區心理學 
科目英文名稱 Community Psychology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三年級/上學期 
先修科目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1.  了解社區心理學之基本相關議題 
2.  透過實地焦點社區場域訪查與參與觀察了解社區運作 
3.  學習基本之社區心理工作模式與方法 

二、指定用書  
三、參考書籍  

四、教學方式 
1.  閱讀與討論 
2.  講授 
3.  參與觀察心得報告 

五、教學進度 

1.  社區心理學簡介 
2.  社區研究方法 
3.  社會變遷的重要性 
4.  創造和協助社會變遷 
5.  社區心理健康 
6.  壓力、因應和社會支持：朝向社區心理健康 
7.  精神異常：在社區中的安置 
8.  多元化發展社區心理學 
9.  社區之社會服務與人類服務 

10.  學校、孩童與社區 
11.  法律、犯罪和社區 
12.  健康照護 
13.  社區健康與預防醫學 
14.  社區機構心理學 
15.  社區心理學的未來趨勢 

六、成績考核 

1.  閱讀與報告(30%) 
2.  參與觀察與分享(20%) 
3.  作業報告(30%) 
4.  課堂參與(20%) 

七、教材資源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能力指標】 
一-2、一-3、三-1、三-2、九-1、九-2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6-1、6-2、6-3 

 
  

271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二十二、人力資源管理 
科目英文名稱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二年級/下學期 
先修科目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本課程目標在協助同學瞭解人力資源相關的理論與實務。近年來各種人資議

題受到各界廣泛的關注，如高學歷失業、人才短缺以及工作壓力等，且皆與

同學未來的就業環境直接相關，因此本課程將著重於實務情境的探討，內容

包含： 
人力資源相關理論及其應用(例如企業如何選人、如何培養人才、如何評估

員工表現、如何決定員工待遇和工作環境等)； 
人力資源管理的現況及發展趨勢(例如由人事行政角色到策略性角色的轉

型)； 
以及人力資源管理所面臨的挑戰(例如全球化、企業購併、科技發展等對人

力資源的影響，以及企業如何透過人力資源管理強化自身的競爭優勢)。 
本課程希望藉由互動及多元的教學設計，增進同學們： 
獨立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書面及口語表達的能力； 
團隊合作的能力； 
以及運用 Web2.0(wikis/facebook/youtube)自學的能力。 

二、指定用書 
王精文(2012)，人力資源管理：全球經驗本土實踐(第四版)，Raymond A. Noe
等著，Fundamentals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4nd ed.)，雙葉代理

(ISBN：9789861578170) 

三、參考書籍 

揭密！萬惡人資主管的良心建言(2013)，萬惡的人力資源主管，先覺 
人力資源管理的十二堂課(2012)，李誠主編，天下文化 
陳正沛譯(2012)，人力資源計分卡，Brian E. Becker 等著，臉譜 
人力資源管理：基礎與應用(2011)，吳秉恩、黃良志、黃家齊、溫金豐、廖

文志、韓志翔，華泰文化 
方世榮譯(2012)，現代人力資源管理，Gary Dessler 著,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12th ed.)，華泰代理 
陳彰儀、張滿玲譯(2006)，工作心理學，Muchinsky, P.M.著，Psychology Applied 
to Work (8th ed.)，雙葉代理 
Cheers、天下、遠見、商周、管理、能力及經理人雜誌以及網路相關資料 

四、教學方式 

理論講授及討論(30%)：講授法、討論法 
個案分析及作品賞析(20%)：個案分析、影片欣賞 
行動實作及報告(30%)：企業人力資源實務報告、一個上班族的故事 
其他(20%)：短片拍攝、辯論活動、實務講座、參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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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進度 

No 課程主題 
1 課程介紹及概論 
2 人力資源管理趨勢 
3 活動 1_看電影學人資/臥底老闆 
4 人力資源規劃及工作設計 
5 招募與甄選/活動 2_校園徵才博覽會 
6 活動 3_履歷自傳及模擬面談 
7 訓練與發展 
8 活動 4_訓練計畫設計及短片製作 
9 期中考 
10 績效管理 
11 活動 5_辯論比賽/強制性排名 
12 薪資福利與員工關係 
13 活動 6_員工活動企劃 
14 活動 7_企業實務講座/新鮮人勞工法令 
15 活動 8_企業參訪/賈桃樂 
16 期末報告 I_企業人資實務評析(依產業區分) 
17 期末報告 II_企業人資實務評析(依產業區分) 
18 期末考 

 

六、成績考核 
紙筆評量(40%)：期中考 20%、期末考 20% 
表現評量(30%)：期中報告 15%、期末報告 15% 
上課參與(30%)：課堂參與 25%、出席率 5% 

七、教材資源 
課程平台：https://sites.google.com/site/aprilchang0408/ 
工商心理實驗室 FB：http://www.facebook.com/iopsychology/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能力指標】 
二-1、二-3、六-1、六-2、六-3、七-1、七-2、七-3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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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二十三、危機處理與自傷防治 
科目英文名稱 Crisis Intervention and Self-Injury Prevention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四年級/下學期 
先修科目 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本課程旨在對各種校園危機事件認知、意識與處理，建立三級預防的輔導網

絡，能理解並意識特殊事件的能力，並能使用不同介入的策略。包括： 
1. 認識校園各類型危機的認識及其衝擊和影響。 
2. 了解校園或社區危機防治的可行方式。 
3. 了解自傷、傷人或暴力能校園危機的現象及其處理。 
4. 了解校園危機事件的可行處理策略。 
5. 校園危機事件實務討論與演練。 
6. 危機處遇助人者的壓力及減壓方法。 

二、指定用書 

Juhnke, G. A., Granello, P. F., & Granello, D. H.(2011) Suicide, Self-Injury, and 
Violence in the Schools: Assessment, Prevention : Assessment, Preventin,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Hoboken, New Jersey: John Wiley and 
Sons.(楊延光校閱(2014).校園自殺、自傷與暴力, 台北: 心理出版社) 

三、參考書籍 

Robert & Yeager(2013). 助人者危機介入的隨身指南。台北：心理。 
Wainrib, B. R. & Bloch, E. L. (2001). 危機介入與創傷反應。台北：心理。 
Jobes, D. A. (2010). 自殺危機處遇：合作取向。台北: 五南。 
Rudd, M. D., Joiner, T.m & Rajab, M. H. (2011). 自殺防治：有效的短期治療取

向。台北: 心理。 
Worden, J. W. (2011). 悲傷輔導與悲傷治療。台北: 心理。 

四、教學方式 

1. 課堂講授 
2. 案例討論 
3. 小組演練 
4. 實作練習 

五、教學進度 

Week Content 
01 課程導論/ 何謂危機 
02 危機經驗--人們面對危機的反應 
03 危機處遇的發展及其基本理念與介入策略 
04 校園及社區的危機處理團隊 
05 認識各種危機經驗 

天然災害(如 921 地震及 88 風災) 
意外事件(如: 車禍等) 
失落經驗(如: 親人去世或情感破裂) 
暴力(如: 家庭暴力或霸凌) 

06 

07 

08 
危機處遇的案例討論及實作練習 09 

10 觀察/ 訪談經驗分享~人們通常如何面對危機 
11 期中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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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認識自我傷害及自殺行為 
13 自我傷害危機評估(成人與兒少) 
14 社區/校園憂鬱及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及資源網絡 
15 社區/校園自我傷害之危機處理 
16 自我傷害處遇與防治策略 
17 危機處理及自傷防治工作者的壓力與減壓策略 
18 自傷危機處理實務/ 觀察/訪談經驗分享 

 

六、成績考核 

1. 課堂小組報告 
2. 觀察報告 
3. 實作練習 
4. 紙筆測驗 

七、教材資源 

方俊凱(2007), 辯證行為治療: 蓄意自傷與自殺企圖的治療模式。諮商與輔導, 
261, 37-42. 

Hollander, M. (2010). 協助自傷青少年: 了解與治療自傷。台北: 五南。 
黃龍杰(2008). 搶救心理創傷：從危機現場到心霝重建。台北：張老師。 
鄔佩麗(2008). 危機處理與創傷治療。高雄:學富。 
楊淑智譯(2012). 辯證行為治療技巧手冊：學習了了分明、人際效能、情緒調

節和痛苦忍受的辯證行為治療實用練習.台北:張老師文化. 
Berman, A. L., Jobes, D. A., & Silverman, M. M. (1991). Adolescent suicide: 

Assessment and interventio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ohanna, I., & Wang, X. (2012). Media guidelines for the responsible reporting of 
suicide: A review of effectiveness. Crisis: The Journal of Crisis Intervention 
and Suicide Prevention, 33(4), 190-198. 

Brock, S. E., Sandoval, J., & Lewis, S. (1996). Preparing for crises in the 
schools : a manual for building school crisis response teams. Brandon, VT: 
Clinical Psychology Pub. Co. 

Cheng, H.-L., Mallinckrodt, B., Soet, J., & Sevig, T. (2010). Developing a 
Screening Instrument and At-Risk Profile for Nonsuicidal Self-Injurious 
Behavior in College Women and Men.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January, 57(1), 128-139.  

Floyd, S. (2008) Crisis Counseling: A Guide for Pastors and Professionals. Grand 
Rapids, MI: Kregel. 

Fu, K.-w., Cheng, Q., Wong, P. W., & Yip, P. S. (2013). Responses to a 
self-presented suicide attempt in social media: A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Crisis: The Journal of Crisis Intervention and Suicide Prevention, 34(6), 
406-412. 

*Health, M. A. & Sheen, D. (2005). School-based Crisis Intervention: Preparing 
all Personnel to Assist. New York, N. Y.: The Guilford press. 

Hoffman, R. M., & Kress, V. E. (2008). Client Non-Suicidal Self-Injurious 
Behavior: Considerations for Clinical Supervisors. The Clinical Supervi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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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97-110.  
MoGlothlin, J. M. ( 2007). Models of a suicide assessment interview. In 

Developing Clinical Skills in Suicide Assessment,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PP35-46. Alexandria, VA. ACA. 

Roberts, A. R. (2005). Crisis intervention handbook: Assessment, treatment, and 
resear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Roberts-Dobie, S., & Donatelle, R. J. (2007). School Counselors and Student 
Self-Injury. Journal of School Health, 77(5), 257.  

Sandoval, J. (2002). Handbook of Crisis Counseling, Intervention, and Prevention 
in the Schools: L. Erlbaum Associates. 

Schonfeld, D. J. (2002). How to Prepare for and Respond to a Crisis: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Shea, S. C. (2002). The Practical Art of Suicide Assessment (自殺衡鑑實務). 
Hoboken, New Jersey: John Wiley and Sons. 

相關網站 
26 震災心理健康資訊網 http://26.heart.net.tw/ 
自殺防治中心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能力指標】 
一-2、一-3、三-1、三-2、七—1、七-2、七-3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6-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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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二十四、臨床心理學 
科目英文名稱 Leisure Education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三年級/下學期 
先修科目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1.  了解臨床心理學的歷史背景、發展過程、專業議題，以及心理師的訓練

模式和理念。 
2.  國內外常用的臨床衡鑑的各種方法以及心理治療的各種取向。 
3.  介紹臨床心理學的專門領域，包括社區心理學、健康心理學，及行為醫

學、神經心理學、法庭心理學，以及臨床兒童心理學。 
4.  了解目前相關臨床心理醫療服務體系與法律。 

二、指定用書  
三、參考書籍  
四、教學方式 講授、機構參訪、實例探討、閱讀心得報告 

五、教學進度 

1.  臨床心理學歷史背景及目前的趨勢 
2.  人格理論與相關病理模式再實務上的應用 
3.  衡鑑與診斷性晤談 
4.  臨床心理衡鑑簡介 
5.  智能與神經心理衡鑑實務 
6.  性格衡鑑實務 
7.  臨床判斷: 歷程、正確性及溝通 
8.  臨床心理治療模式 
9.  社區心理服務體系與臨床心理介入 

10.  健康心理學及行為醫學 
11.  神經心理學 
12.  兒童臨床心理學 
13.  法庭心理學 
14.  統整與討論 

六、成績考核 
1.  期中考(30%) 
2.  期末專題報告(40%) 
3.  課堂參與與報告(30%) 

七、教材資源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能力指標】 
一-1、一-2、一-3、二-2、二-3、八-1、八-2、八-3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5-3、7-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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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二十五、正向心理與健康 
科目英文名稱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Well-Being 
學分數 3 
必（選）修別  開課年級 一年級/上學期 
先修科目  

 

一、課程概要

暨教學目標 

本課程將以正向心理學觀點探討正向心理發展與健康的意涵，以及在學校心

理健康促進上的應用；本課程將提供你體驗快樂、成長與自我實現的機會，

幫助你探索人類優勢，獲得愉悅的、美好的，以及有意義的生活，進而活出

完整的生命與心盛的人生─具備玩與遊戲、工作與學習、愛與慈善的能力。 
本課程的進行方式：教師講授、TED 影片閱讀、Searching for Happiness 實踐

活動。 
教學目標 
了解正向心理發展與健康的意涵 
培養學生學習快樂和給予快樂的能力 
應用正向心理學知識體系建構輔導課程 
激發學生對正向心理學的研究興趣與熱情 

二、指定用書 

指定閱讀 
自編講義（第一次課程後依修課系統寄出），並請印出或帶至課堂上，課程中

將會使用之。 
指定 TED 影片 

三、參考書籍 如教材資源 

四、教學方式 
理論講述與討論(30%) 
個案分析與作品賞析(20%) 
行動實作與報告(50%) 

五、教學進度 

課程進度 
第 01 週 課程介紹；快樂學與幸福學是什麼 
第 02 週 正向心理學導論 
第 03 週 心盛生活計畫─瞭解三無三活三任務 + 實踐 12 學習活動 
第 04 週 愉悅的生活（The Pleasant Life）：培養正向情緒；實踐「玩與遊戲」

的任務 
第 05 週 積極主動 (運動/積極因應/壓力管理/情緒急救)；正面懷舊 (正向評

價/重新架構/樂觀) 
第 06 週 課程實踐 TRY SOMETHING NEW FOR 30 DAYS  
第 07 週 合度快活 (正向情緒/休閒/主觀幸福感) 
第 08 週 懷抱理想 (自我效能/希望/人生的目標與目的) 
第 09 週 投入的生活（The Engaged Life）：成就正向特質；實踐「工作與學

習」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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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週 期中報告：TRY SOMETHING NEW FOR 30 DAYS 分享 
第 11 週 發展優勢 (美德長處/優勢發展與展現長處)；培養熱情 (興趣嗜好/

專長/投入/心流 flow) 
第 12 週 細味靜觀 (接觸自然/正念冥想/覺照靜觀/品味善美，關注生活的好

事/此時此刻，當下)；持續學習 (想像/發現/創造/問題解決/探索與

學習新技巧/成就) 
第 13 週 意義的生活（The Meaningful Life）：發展正向組織；實踐「愛與慈

善」任務 
第 14 週 與人連結 (社會興趣/合作/心盛的人際關係)；仁心愛人 (同理/慈悲/

寬恕) 
第 15 週 給予貢獻 (服務價值/兼善不渝/真誠付出，實行讓生命具有意義的儀

式/利他給予) 
第 16 週 至善謝天 (感恩/人與環境[天]的和諧/美好的工作/找到生命的召喚

calling /靈性的投入/欣賞他人)  
第 17 週 期末報告 I：Searching for Happiness 實踐活動報告 
第 18 週 期末報告 II：Searching for Happiness 實踐活動報告 

六、成績考核 

課程出席和參與討論（20%），其中課程的第一次出席占 5%；課程期間將不

定期了解出席狀況。 
TED 影片預習（10%）：每人將被分配一個 TED 演講導讀與分享，口頭分享

並帶領某部分你在 TED 演講中的學習，不用準備 PPT。 
TED 影片分組報告（10%） 
課堂與家庭作業（25%）：課堂進行中將有不定期的隨堂或課後家庭作業，

以讓課程參與者學習、實踐與內化所學習到的正向心理發展資產；Try, try 
again. You will create your way to pursuit your happiness. 
期中報告（15%）：TRY SOMETHING NEW FOR 30 DAYS 分享，課程中說明

細節，第 10 週報告 
Searching for Happiness 實踐活動報告（20%）：統整這學期中，你如何看見與

呈現自己的學習快樂與幸福之旅 

七、教材資源 

參考資料 
Csikszentmihalyi, M. (1997). Creativity: Flow and the psychology of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New York, NY: Harper Perennial Modern Classics. 
Csikszentmihalyi, M. (2008). 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 New 

York, NY: Harper Perennial Modern Classics.  
Duckworth, A. (2016). Grit: The power of passion and perseverance. Scribner. 
Ivtzan, I., Lomas, T., Hefferon, K., & Worth, P. (2016). Second Wave Positive 

Psychology: Embracing the Dark Side of Life. Routledge.  
Lopez, S. J., Pedrotti, J. T., & Snyder, C. R. (2015). Positive psychology: The 

scientific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s of human strengths. Los Angeles, CA: 
SAGE. 

Lopes, S. J., Pedrotti, J. T., & Snyder, C. R.（吳聲煒譯）（2016）。正向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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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優勢的科學與實務探索。台北：雙葉。 
Masten, A. S. (2014). Ordinary magic: Resilience in development.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Ong, A. D., & Van Dulmen, M. H. M. (2006).Oxford handbook of methods in 

positive psychology.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ositive Psychology News. http://positivepsychologynews.com/ 
Snyder, C. R., Lopez, S. J. (Eds.) (2009). Handbook of positive psychology (2nd 

ed.).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ough. P. (2013). How children succeed: Grit, curiosity, and the hidden power of 

character. Mariner Books. 
Brooks, D. (2016). 品格：履歷表與追悼文的抉擇。台北：天下文化。 
Lyubomirsky, S. (2014)。這一生的幸福計劃：快樂也可以被管理，正向心理學

權威讓你生活更快樂的十二個提案。台北：久石文化。 
Doidge, N.（洪蘭譯）（2008）。改變是大腦的天性-從大腦發揮自癒力的故事

中發現神經可塑性。台北：遠流。 
Lopes, S. J., Pedrotti, J. T., & Snyder, C. R.（吳聲煒譯）（2016）。正向心理學：

人類優勢的科學與實務探索。台北：雙葉。 
李靜瑤譯（2007）（Haidt, J. 原著）。象與騎象人。台北：大塊文化。 
洪蘭譯（2009）（Seligman, M. E. P. 原著）。真實的快樂（第二版）。台北：遠

流。 
洪蘭譯（2012）（Seligman, M. E. P. 原著）。邁向圓滿：掌握幸福的科學方法 & 

練習計畫台北：遠流。 
陳秀娟譯（1998）（Csikszentmihalyi, M. 原著）。生命的心流：追求忘我專注

的圓融生活。台北：天下。 
揚元寧、楊定一（2014）。靜坐的科學、醫學與心靈之旅。台北：天下。 
楊定一（2012）。真原醫：21 世紀最完整的預防醫學。台北：天下。 
楊定一（2016）。全部的你。台北：健康出版。 
譚家瑜譯（2008）（Ben-Shahar, T. 原著）。更快樂：哈佛最受歡迎的一堂課。

台北：天下文化。 
相關期刊：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http://www.tandf.co.uk/journals/titles/17439760.asp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http://www.springer.com/social+sciences/quality+of+life+research/journal/10902 
正向心理學網路資源。Authentic Happiness: 
https://www.authentichappiness.sas.upenn.edu/ 
洪蘭譯（1997）（Seligman, M. P. E. 原著）。學習樂觀，樂觀學習。台北：

遠流。 
洪蘭譯（2000）（Seligman, M. P. E. 原著）。改變：生物精神醫學與心理治

療如何有效協助。台北：遠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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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蘭譯（2009）（Seligman, M. E. P. 原著）。真實的快樂（二版）。台北：

遠流。 
莊安祺譯（2010）（達賴喇嘛及 Culter, H. C. 原著）。亂世中的快樂之道。

台北：時報。 
陳秀娟譯（1998）（Csikszentmihalyi, M. 原著）。生命的心流：追求忘我專

注的圓融生活。台北：天下。 
陳信宏譯（2008）（Pausch, R., & Zaslow, J. 原著）。最後的演講。台北：圓

神。 
詹慕如譯（2010）（大津秀一 原著）。死前會後悔的 25 件事：1000 個臨終

病患告訴你人生什麼最重要。台北：天下文化。 
鄧伯宸譯（2010）（Newberg, A. & Waldman, M. R. 原著）。改變大腦的靈性

力量：神經學者的科學實證大發現。台北：心靈工坊。 
賴聲川、丁乃竺譯（2007）（Ricard, M. 原著）。快樂學：修練幸福的 24 堂

課。台北：天下。 
閻紀宇譯（2007）（Goleman, D. 原著）。SQ: I-You 共融的社會智能。台北：

時報。 
戴至中譯（2006）（Gilbert, D. 原著）。快樂為什麼不幸福。台北：時報。 
謝凱蒂譯（2009）（Ken Robinson、Lou Aronica 原著）。讓天賦自由。台北：

天下。 
譚家瑜譯（2008）（Ben-Shahar, T. 原著）。更快樂：哈佛最受歡迎的一堂課。

台北：天下文化。 
嚴長壽（2008）。做自己與別人生命中的天使。台北：寶瓶。 
嚴長壽（2011）。教育應該不一樣。台北：天下。 

八、與教材大

綱或能力指標

之對照 

【能力指標】 
二-1、二-2、二-3、三-1、三-2、三-3、七-1; 七-2、七-3、八-1、八-2、八-3、
九-1、九-2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 
5-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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