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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2017 年學生輔導工作巡迴論壇 

暨輔導專業增能課程 

壹、 主題 

「建構理想之學校場域學生輔導合作系統」 

貳、 主旨與目標 

一、 學生輔導法自 103 年公告實施以來，各級單位及學校輔導人員為促進與維護學生身心健

康及全人發展持續地努力。本會希冀藉由此巡迴論壇之對話與討論，讓輔導專業人員更

了解學生輔導工作之目的乃以關注學生需求，引導學生了解自我，因應各教育階段之學

習、生涯及身心發展等任務，以促進心理健康、生活適應與適性發展。 

二、 針對輔導專業助人工作者身兼多元功能與角色，擬藉由制度面與實務工作之對話，以建

構全人發展之學校本位輔導工作，並共同擘劃未來方向。 

三、 透過本論壇以探討當前學校與社會問題，種種因大環境變化所產生之若干現象，尤其校

園毒品問題（新興毒品、兒少藥物濫用成癮與家庭問題與協助），希冀藉由探討相關議

題，藉此增進專業輔導人員相關知能。 

參、 巡迴論壇探討議題 

本次論壇以「建構理想之學校場域學生輔導合作系統」為主題，會中所探討之議題涵

蓋範圍如下：  

一、 學校輔導系統合作中各類助人工作者的角色與功能 

二、 助人工作者之專業認同與承諾 

三、 助人工作者在校園輔導中之工作內涵及其成效 

四、 跨領域助人工作者彼此之對話與合作 

五、 當前校園問題（新興毒品、成癮行為與家庭議題）專業知能增進 

肆、 主辦單位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原：中國輔導學會） 

伍、 協辦單位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臺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 

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花蓮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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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台灣輔導教師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更生少年關懷協會 

中華民國解癮戒毒協會 

陸、 巡迴論壇及增能研習課程時間/地點 

巡迴論壇：民國 106 年 9 月 1 日~9 月 29 日 

時間 分區：場地 

9 月 1 日（五） 

09：00-12：30 

報名截止： 

8 月 30 日截止 

南區：臺南大學  

9 月 8 日（五） 

09：20-13：00 

報名截止： 

9 月 5 日截止 

中區：維他露基金會 

9 月 28 日（四） 

08：50-12：30 

報名截止： 

9 月 21 日截止 

東區：花蓮高商 

9 月 29 日（五） 

08：50-12：30 

報名截止： 

9 月 22 日截止 

北區：臺灣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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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能研習課程：（議程詳如附件） 

民國 106 年 9 月 1 日至 106 年 9 月 29 日，共 4 場研習課程 

時間 題目 地點 

9 月 1 日（五） 

13：00-16：00 

報名截止： 

8 月 30 日截止 

主題一：青少年藥物濫用（成癮行為）探討 

主題二：建構青少年毒品防制新視野 

主題三：健全青少年毒品防制輔導網絡 

南區 

9 月 8 日（五） 

13：20-16：40 

報名截止： 

9 月 5 日截止 

主題一：青少年藥物濫用（成癮行為）探討 

主題二：建構青少年毒品防制新視野 

主題三：健全青少年毒品防制輔導網絡 

中區 

9 月 28 日（四） 

12：50-16：10 

報名截止： 

9 月 21 日截止 

主題一：青少年藥物濫用（成癮行為）探討 

主題二：建構青少年毒品防制新視野 

主題三：健全青少年毒品防制輔導網絡 

東區 

9 月 29 日（五） 

12：50-16：10 

報名截止： 

9 月 22 日截止 

主題一：青少年藥物濫用（成癮行為）探討 

主題二：建構青少年毒品防制新視野 

主題三：健全青少年毒品防制輔導網絡 

北區 

柒、 研討方式 

一、 巡迴論壇：配合各探討主題，進行巡迴論壇，每場論壇均聘請 3 位學者專家擔任與談、4 位不同領

域學者與實務工作者參與對談，並開放與會人員交流對話與討論。 

二、 增能研習課程：以當前社會重要的之學校輔導議題為主題，邀請具實務經驗之學者專家進行專題演

講、對話與實務演練。每場次以 3 小時為主，共 4 場。 

捌、 預期效益 

透過本次巡迴論壇之實施，促進學校輔導工作中，各類專業輔導人力進行系統合作之討論，並透

過跨領域之對話，以加強雙方實務交流，俾便校園輔導工作發揮得更臻完善，以建構出理想之學校場域

學生輔導合作系統，同時提升學校專業助人者工作知能，以回應學生輔導法之立法目的為促進與維護學

生身心健康及全人發展，並健全學生輔導工作。  

玖、 與會人員 

國小、國中、高中職、大專等各級學校教師與諮商輔導人員；社區、醫療、企業、公務機關、軍

警法務等助人工作者（含諮商心理師、社會工作師、臨床心理師、精神科醫師）；輔導諮商相關助人專

業領域學者專家；相關系所學生，以及關心心理輔導與諮商之社會大眾。 

壹拾、 預定人數 

巡迴論壇四區敬邀各級學校及相關單位人員擇一場次，推派代表計 1-2 人與會，預計 400 人次與

會、增能研習課程學校輔導諮商工作者皆可報名參加，預計錄取 200 人次，預定共 600 人次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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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 報名注意事項 

一、 即日起依照各場次報名截止時間辦理（以完成報名程序）。 

二、 巡迴論壇免費報名參加；敬邀各級學校及相關單位人員擇一場次，推派代表計 1-2 人與會。 

三、 增能課程：（報名與匯款方式請詳閱本會官網） 

 

身份 費用 

教育部委託學校薦派人員 免費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會員 免費 

增能課程 500 元 

巡迴論壇+增能課程同時參與 300 元 

 

壹拾貳、 核發證明 
一、 參與增能研習課程之學校教師將可獲頒研習證明。 

二、 參與增能研習課程之諮商心理師將核給諮商心理師繼續教育時數證明（屬法規、倫理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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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2017 年學生輔導工作巡迴論壇議程 
建構理想之學校場域學生輔導合作系統 

南部場次 
地點：臺南大學文薈樓 J106 

時間 議程內容（9 月 1 日/星期五） 

08:20- 
08:50 

報到 

08:50- 
09:00 

   開幕式 

主持人： 

吳芝儀教授（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副理事長/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 

李岳庭主任（臺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 

09:00- 
10:00 

專題演講 

主題：落實學生輔導法、健全學生輔導政策 

主講人：吳芝儀教授（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副理事長/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10:00- 
10:10 

茶敘時間 

10:10- 
11:10 

理想學校輔導工作論壇 

主持人：吳芝儀教授（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副理事長） 

1.  

2. 理想的國中學校輔導體制之探討與建議 

3. 建構理想之學校場域學生輔導合作系統 

引言人： 

方惠生主任（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余宗晉老師（苗栗縣立苑裡高中國中部） 

陳姚如校長（高雄市立甲仙國小） 

11:10- 
11:15 

茶敘時間 

11:15- 
12:30 

理想專業合作系統論壇 

主持人：吳芝儀教授（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副理事長/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1. 以學校為本位的跨網絡系統合作 

2. 共好~學校社工師自我對話 

與談人：  

鄧守娟老師（台灣輔導教師協會理事/臺南市立大橋國小輔導組長） 

秦靜雯諮商心理師督導（高雄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林怡琳社工師督導（高雄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綜合座談~ 

12: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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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2017 年學生輔導工作巡迴論壇議程 
建構理想之學校場域學生輔導合作系統 

中部場次 
地點：維他露基金會 

時間 議程內容（9 月 8 日/星期五） 

09:10- 
09:20 

報到 

09:20- 
09:30 

   開幕式 

主 持 人： 

羅家玲（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副教授/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學校輔導工作研究委員

會委員） 

09:30- 
10:30 

專題演講 

主題：全方位輔導工作理念與輔導教師的專業角色定位 

主講人：羅家玲副教授（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兼學生心理諮商與輔導中心主

任） 

10:30- 
10:40 

茶敘時間 

10:40- 
11:40 

理想學校輔導工作論壇 

主持人：羅家玲副教授（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兼學生心理諮商與輔導中心主任） 

引言人： 

方惠生主任（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余宗晉老師（苗栗縣立苑裡高中國中部） 

楊國如老師（臺北市立信義國小退休校長） 

11:40- 
11:45 

中場休息 

11:45- 
13:00 

理想專業合作系統論壇 

主持人：羅家玲副教授（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兼學生心理諮商與輔導中心主任） 

1. 系統化輔導工作的合作經驗及困境 

2. 從入校諮商心理師的角度談學校輔導系統之合作經驗與困境 

3.  

與談人： 

莊雯麟專輔教師（台灣輔導教師協會理事/苗栗縣立西湖國中） 

鍾國誠諮商心理師（彰化縣諮商心理師公會理事長） 

林美妙社工師督導（臺中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綜合座談~ 

13: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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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2017 年學生輔導工作巡迴論壇議程 
建構理想之學校場域學生輔導合作系統 

東部場次 
地點：花蓮高商 

時間 議程內容（9 月 28 日/星期四） 

08:20- 
08:50 

報到 

08:50- 
09:00 

   開幕式 

主 持 人： 

王沂釗副教授（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理事/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09:00- 
10:00 

專題演講 

主題：全方位輔導工作理念與輔導教師的專業角色定位 

主講人：林繼偉副教授（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10:00- 
10:10 

茶敘時間 

10:10- 
11:10 

理想學校輔導工作論壇 

主持人：林繼偉副教授（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引言人： 

林美珠諮商心理師督導 

蔣鵬專輔教師（花蓮縣化仁國民中學） 

楊國如老師（臺北市立信義國小退休校長） 

11:10- 
11:15 

茶敘時間 

11:15- 
12:30 

理想專業合作系統論壇 

主持人：王沂釗副教授（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理事/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1.  

2. 心理師如何與學校輔導系統發展跨專業合作模式：以花蓮縣駐區心理師服務現況為例 

3.  

與談人： 

王慧婉老師（台灣輔導教師協會常務監事/臺東專科學校附設高職進修學校輔導教師） 

王虹雯諮商心理師（花蓮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劉炤輝社工師（花蓮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綜合座談~ 

12: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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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2017 年學生輔導工作巡迴論壇議程 
建構理想之學校場域學生輔導合作系統 

北部場次 
地點：臺灣師範大學 

時間 議程內容（9 月 29 日/星期五） 

08:20- 
08:50 

報到 

08:50- 
09:00 

   開幕式 

主 持 人： 

田秀蘭教授（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理事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主任） 

09:00- 
10:00 

專題演講 

主題：全方位輔導工作理念與輔導教師的專業角色定位 

主講人：吳芝儀教授（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副理事長/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10:00- 
10:10 

茶敘時間 

10:10- 
11:10 

理想學校輔導工作論壇 

主持人： 

田秀蘭理事長（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理事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主任） 

引言人： 

黃世欽副主任（新竹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余宗晉老師（苗栗縣立苑裡高中國中部） 

陳姚如校長（高雄市甲仙國小） 

11:10- 
11:15 

茶敘時間 

11:15- 
12:30 

理想專業合作系統論壇 

主持人： 

田秀蘭理事長（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理事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主任） 

與談人： 

鍾昕老師（台灣輔導教師協會理事/石門國中專輔教師） 

蘇麗君老師（金華國中） 

張志豪心理師（新北市三和國民中學） 

蘇迎臨社工師督導（新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綜合座談~ 

12: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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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2017 年學生輔導工作增能課程（南區） 

 
       地點：臺南大學文薈樓 J106 

時間 課程內容（9 月 1 日/星期五） 

  講師 
蔡孟璋醫師 

蘇益志社工師 

12:50-13:00 報到 

13:00-14:30 
講師：蔡孟璋醫師 

講題：毒品使用之醫療觀點漫談 

14:30-14:40 中場休息 

14:40-16:10 
講師：蘇益志社工師 

講題：青少年藥物濫用行為與輔導處遇之系統思考  

16:10 賦歸 

 
講師介紹： 
一、 蔡孟璋醫師 

＊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醫院成癮戒治科主任 

＊ 成癮精神醫學(酒癮及毒癮)、老人精神醫學 

 

二、 蘇益志社工師 

＊ 臺灣青少年與家庭輔導協會理事長 

＊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兼任講師 

＊  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調查保護室團體輔導/親職教育課程特約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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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2017 年學生輔導工作增能課程（中區） 

       

      地點：維他露基金會 

時間 課程內容（9 月 8 日/星期五） 

  講師 
蘇琮祺諮商心理師 

林滄耀主任 

13:20-13:30 報到 

13:30-15:00 
講師：蘇琮祺諮商心理師 

講題：  

15:00-15:10 中場休息 

15:10-16:40 
講師：林滄耀主任 

講題： 

16:40~ 賦歸 

 

 
講師介紹： 

 
一、 蘇琮祺諮商心理師 

＊ 四季心心理諮商所所長 

＊ 曾任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 

＊ 專長青少年藥物成癮諮商輔導 

＊ 2009 年獲選全國反毒有功人士 

 

二、 林滄耀主任 

＊ 衛福部立草屯療養院成癮治療科主任 

＊ 專長藥物成癮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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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2017 年學生輔導工作增能課程（東區） 
 

      地點：花蓮高商 

時間 課程內容（9 月 28 日/星期四） 

  講師 譚熺賢執行長 

12:50-13:00 報到 

13:00-14:30 
講師：譚熺賢執行長 

講題：  

14:30-14:40 中場休息 

14:40-16:10 
講師：譚熺賢執行長 

講題：  

16:10 賦歸 

 

 
講師介紹： 

 

一、 譚熺賢執行長 

＊ 中華民國無犯罪促進會 

＊ 藥物濫用兒少預防輔導講師、花蓮縣社會處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方案專業人員訓練講師、陳

定南教育基金會反毒志工訓練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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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2017 年學生輔導工作增能課程（北區） 
 

      地點：臺灣師範大學 

時間 課程內容（9 月 29 日/星期五） 

  講師 
郭鐘隆教授 

周涵君執行長、陳鳴敏副主任、許佳如社工師 

12:50-13:00 報到 

13:00-14:00 
講師：郭鐘隆教授 

講題：  

14:00-14:10 中場休息 

14:10-16:10 
講師：周涵君執行長、陳鳴敏副主任、許佳如社工師 

講題： 

16:10 賦歸 

 
講師介紹： 
一、 郭鐘隆教授 

＊ 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教授 

＊ 針對國中生發展了一套藥物濫用防制課程，創發出國內第一套反毒的 3DVR 虛擬實境教材 

 

二、 周涵君執行長 

＊ 財團法人利伯他茲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 現任新北市政府和基隆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諮詢委員 

＊ 擔任多所監獄收容人輔導工作近 20 年之經驗 

 
三、 陳鳴敏副主任 

＊ 「臺北市少年緊急短期安置庇護家園」副主任 

＊ 曾任多所監所輔導老師及生命教育講師、校園反毒宣導團/地方法院受保護少年團體衛教課程

/毒危中心講習課程講師、高風險少年輔導老師、女性釋後追蹤與輔導總負責人 

 

四、 許佳如社工師 

＊ 現任校園反毒宣導團及高關懷班生命教育總負責人、地方法院受保護少年團體衛教課程/毒危

中心裁罰講習/少年虞犯親職教育課程助理講師、高風險少年暨家庭諮商輔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