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 108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輔導人員 

暨全國專任專業輔導人員職前基礎培訓課程計畫 

  

一、依據： 

 (一)國民教育法第 10條。 

 (二)學生輔導法第 14條第 4項規定。 

 

二、目的: 

  (一)提供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主管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學校初任輔導 

      主任或組長、輔導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 40小時職前課程研習，以 

      提升渠等專業輔導知能。 

  (二)協助輔導人員了解其工作職責與內涵，有效整合學校輔導工作人力 

      及資源網絡，支援國民中小學輔導工作。 

 (三)藉由系統性、漸進性規劃學校輔導人力及督導訓練，連結輔導人員， 

      落實校園三級預防的合作機制。 

  (四)加強督導訓練並提升專任輔導人力發揮及早介入輔導及預防功能及 

      處遇能力，針對適應不良、情緒困擾及行為偏差之學生提出適當的 

      處遇計畫。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機關：教育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機關：彰化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彰化縣立田中高級中學 

  (四)協辦單位：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四、研習時間：108年 8月 15日（四）、8月 16日（五）、 

                    8月 19日（一）、8月 20日（二）、8月 21日（三） 

五、研習地點：彰化縣立田中高級中學  繁星樓四樓視聽教室 

              (彰化縣田中鎮文化街 23號），如停車地點附件。 



六、本研習參加對象為全國專任專業輔導人員及本縣輔導人員(含輔導主任、組

長及專兼任輔導教師)，參加學員資格如下： 

(一)本縣 108學年度初任國中小輔導人員(含輔導主任、組長及專兼任輔導

教師)且未參加過職前訓練 40小時培訓。 

(二)全國 107、108年度初任專任專業輔導人員且未參加過職前訓練 40小時

培訓。 

  (三)本研習參訓人員以 108學年度初任輔導人員優先報名，參加人數預 

      計以 120人為限，額滿為止，本研習可登記備取制度，恕無法接受 

      現場報名。若已參與 107學年度彰化縣所辦理的職前訓尚未完成者， 

      亦可參加所需課程之補訓。 

 

七、課程內容如課程表附件，課程分為共同課程和分類專業課程。 

 

八、報名方式及人數： 

    本研習對象分為國民中小學學校輔導人員及全國專任專業輔導人員。 

 (一)國民中小學學校輔導人員：請於 108年 8月 12日(星期一)前逕行上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課程代碼：2662944】報名，以利作業，

逾期恕不受理。額滿為止，恕不接受現場報名。本項優先開放本縣國民

中小學學校輔導人員參加，如有名額另開放中區七縣市國民中小學學校

輔導人員參加。 

 (二)全國專任專業輔導人員報名：請於 108年 8月 12日(星期一)前逕 

    行上【http://bit.ly/2K4cc5g】報名。 

 (三)參加人員請給予公（差）假登記。 

 (四)全程參與之教師准予核給研習時數 40小時，若完成部分課程，僅 

    核予研習時數。  

 

九、預期效益: 

(一)輔導人員能了解其工作職責與內涵，形成相互支援系統。 

(二)系統性、漸進性規劃學校輔導人力及督導訓練能連結輔導人員成為 



    三級輔導間的合作機制。 

(三)藉由督導及訓練讓專任輔導人力能夠發揮及早介入輔導及預防功 

    能及處遇能力。 

 

十、本案聯絡人：請洽詢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郭乃瑜教師，電話： 

                04-8360430，信箱：k.milkfish@gmail.com。 

 

十一、配合事項： 

(一)本研習學員，請於各課程上課前簽名，課程結束後簽退。 

(二)研習開始 10分鐘後報到者為遲到，參與研習人員未請假而缺席者，將告

知原服務單位。 

(三)本研習認證輔導人員職前訓時數，無法認證在職訓時數。 

  

十二、獎勵:於本研習活動圓滿完成後，相關承辦人員依權責辦理獎勵。 

十三、為響應環保、紙杯減量，請學員自備環保杯、筷，現場不提供紙杯，請

響應共乘。 

十四、經費來源:由教育部專款補助或由本府相關預算項下支應，參訓學員之差

旅費用，由所屬機關支應。 

十五、本計畫奉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課程表附件  

彰化縣 108 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輔導人員 

暨全國專任專業輔導人員職前基礎培訓課程表 

 

課程分為共同課程和分類專業課程，A組：輔諮中心專任專業輔導人員、 

B組：學校行政人員、C組：專任輔導教師及 D組：兼任輔導教師分開參加： 

 

 

  108年 8月 15日（星期四）             研習地點: 田中高中繁星樓四樓視聽教室 

時    間 內    容 主  講  人 

08:20~08:40 報到 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08:40~08:50 長官致詞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08:50~10:20 
教育及輔導工作核心理念與 

運作機制、學校輔導工作倫理 

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方惠生主任 

10:20~10:30 【休息時間】 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10:30~12:00 
全人教育觀點之適性 

（生涯）輔導工作 

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方惠生主任 

12:00~13:00 【午餐暨午休時間】 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13:00~14:30 

重要法令變革與輔導人員應有的作為 

(學生輔導法、兒少法、 

少年事件處理法等) 

高雄市左營高中 

李佩珊輔導主任 

14:30~14:40 【休息時間】 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14:40~16:10 
WISER生態合作取向之 

學校三級輔導體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王麗斐教授 

16:10 研習回饋與賦歸 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108年 8月 16日（星期五）             研習地點: 田中高中繁星樓四樓視聽教室 

時    間 內    容 主  講  人 

08:30~08:50 報到 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08:50~10:20 

 

A組：輔諮中心專任專業輔導人員 
輔導人員執行業務人身安全議題 

專業督導之運用 
 
B組：學校行政人員 

學校輔導工作導航～輔導行政工作 
（含輔導成效評估、計劃、行政工作、 

       公文寫作、經費編列及執行） 

 

 

C組：專任輔導教師及 D組：兼任輔導教師 

學校輔導工作導航～輔導實務工作 

 

 

專任專業輔導人員 

1.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陳嘉雯督導 

 

學校行政人員 

2.國中主任/組長 

  伸港國中王美文輔導主任 

3.國小主任/組長 

  永靖國小林季蓁輔導主任 

 

專任輔導教師、兼任輔導教師 

4.彰泰國中陳姿伃專任輔導教師 

10:20~10:30 【休息時間】 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10:30~12:00 

 

A組：輔諮中心專任專業輔導人員 

學校輔導空間及設施規劃 

 

B組：學校行政人員 

C組：專任輔導教師及 D組：兼任輔導教師 

團體輔導活動規劃與實務 

 (含團體輔導重要概念、 

方案撰寫、實務技術) 

 

1.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林佩鈴諮商心理師 

 

 

 

2.彰泰國中 

  陳姿伃專任輔導教師 

12:00~13:00 【午餐暨午休時間】 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13:00~14:30 
校園危機事件心理輔導介入處遇 

及資源連結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國民小學 

楊國如退休校長 

14:30~14:40 【休息時間】 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14:40~16:10 身心壓力辨識與自我覺察 
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曾一平諮商心理師 

16:10 研習回饋與賦歸 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108年 8月 19日（星期一）             研習地點: 田中高中繁星樓四樓視聽教室 

時    間 內    容 主  講  人 

08:30~08:50 報到 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08:50~10:20 

校園常見個案類型 
(需含精神疾患、成癮問題(藥物濫用、網路沉迷

、物質濫用)、兒童少年保護、生活適應困難、

情緒困擾與偏差行為、拒/懼學、性平事件、中

輟(離)、自殺(傷)等) 

四個主題世界咖啡杯模式運作 

心理師輔導團隊 

(世界咖啡杯) 

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趙婉渝、陳劭旻、陳欩圻、 

李雅婷諮商心理師 

10:20~10:30 【休息時間】 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10:30~12:00 
校園常見個案輔導處遇策略 
四個主題世界咖啡杯模式運作 

心理師輔導團隊 

(世界咖啡杯) 

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趙婉渝、陳劭旻、陳欩圻、 

李雅婷諮商心理師 

12:00~13:00 【午餐暨午休時間】 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13:00~14:30 

校園衝突事件處理 

(含親師生衝突、校園暴力、 

霸凌防制等) 

台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沈惠娟主任 

14:30~14:40 【休息時間】 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14:40~16:10 

家庭問題的評估與處遇，如親職教育、

子職教育及資源整合相關議題家庭系統

評估與會談技巧(含親師諮詢) 

台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沈惠娟主任 

16:10 研習回饋與賦歸 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108年 8月 20日（星期二）             研習地點: 田中高中繁星樓四樓視聽教室 

時    間 內    容 主  講  人 

08:30~08:50 報到 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08:50~10:20 
校園生命教育推展作法 

憂鬱自傷防治工作 

螺陽國小 

林家鳳輔導主任 

彰化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曾婉婷諮商心理師 

10:20~10:30 【休息時間】 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10:30~12:00 輔導人員在社會安全網中的角色與因應 
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方惠生主任 

12:00~13:00 【午餐暨午休時間】 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13:00~14:30 

校園性別平等教育 

(含推展作法、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學生之辨識、介入及資源連結) 

元品心理諮商所 

黃雅羚所長 

14:30~14:40 【休息時間】 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14:40~16:10 
高關懷學生及脆弱家庭的特質 

、辨識與相關輔導措施 

元品心理諮商所 

黃雅羚所長 

16:10 研習回饋與賦歸 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108年 8月 21日（星期三）             研習地點: 田中高中繁星樓四樓視聽教室 

時    間 內    容 主  講  人 

08:30~08:50 報到 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08:50~10:20 
跨專業網絡合作機制，如醫師、心理

師、社工師及學校教育人員間的合作 

彰化基督教醫院心理諮商中心 

蕭真真主任 

10:20~10:30 【休息時間】 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10:30~12:00 
學校系統分工與合作， 

如跨處室合作、輔特合作與導師合作。 

新竹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黃世欽主任 

12:00~13:00 【午餐暨午休時間】 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13:00~14:30 
個案會議、轉銜評估會議的召開與 

個案管理 

新竹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黃世欽主任 

14:30~14:40 【休息時間】 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14:40~16:10 
輔導人員情緒紓解， 

壓力管理與因應策略 

四季心心理諮商所 

蘇琮祺所長 

16:10 研習回饋與賦歸 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停車地點附件     田中高中位置圖 

  

研習地點：田中高中繁星樓 4F視聽教室（520田中鎮文化街 23號） 

研習時間：108年 8月 15、16、19、20、21日（星期四、五、一、二、三） 

上午 8：50～下午 4：10 

            

  

  

※注意事項： 

1.請由文化街進入田中高中。 

2.校內停車位有限，鼓勵老師們共乘，或搭火車至田中火車站，再步行前 

往。田中火車站與田中高中兩者距離約為 550公尺，步行時間約 5分鐘。 

3.若校內停車位已滿，老師們可將車子停在學校周邊即可，但請留意勿停在

紅、黃線區域，以免愛車被拖吊。 

  



  
   

實景圖說明如下：前門-文化街大門 

  
   



迎曦樓 

  
  

研習場地-繁星樓視聽教室(4 樓) 

  
  



三、停車路線、研習地點： 

   請研習教師從文化街進入田中高中，聽從交通指揮人員指引停車， 

研習地點位於繁星樓 4樓視聽教室。 

  

繁星樓大樓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