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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郭麗安理事長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成立迄今已逾 60年，麗安能在學會甫歡慶 60歲生日時接

任第四十五屆理事長，內心深感惶恐不安，只是，每當想起我的恩師，第 5屆理事

長宗亮東教授授課時的諄諄教誨，我知道此路雖然不易，但絕不能退縮不前。 

（繼續閱讀） 

王玉珍副理事長 

 

臺灣輔導與諮商專業，在諸位前輩的扶持及努力下，已有相當不錯的基礎。去

年，學會也剛在前任理事長田秀蘭教授的帶領下，歡度成立六十週年，在這個機會

下，我們不僅細細回顧台灣輔導發展的歷程，也感受到各方對學會未來有著深切期

盼，特別是如何持續深化專業發展………………………………………（繼續閱讀） 

修法訊息 

考選部於 107年 12月底召開會議，且於今年 2月後續研議討論後定案，自 110

年起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考試每年改為舉辦 1次。考選部欲針對減

少考試次數理由為專技人員考試係以專業養成教育為基礎，原則上配合國內教育之

招生及畢業週期，每年舉辦 1次考試，每年舉辦 2次考試並非常態。因此，考試院

基於財政困難考試資源……………………………………………………（繼續閱讀） 

│理事長的話│學會簡介│修法資訊│本會活動│Q&A│活動紀實│讀家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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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理理事事事長長長的的的話話話   路途艱鉅，勢在必行 

郭麗安｜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理事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專任教授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成立迄今已逾 60年，麗安能在學會甫歡慶 60歲生日時接任第

四十五屆理事長，內心深感惶恐不安，只是，每當想起我的恩師，第 5屆理事長宗亮東

教授授課時的諄諄教誨，我知道此路雖然不易，但絕不能退縮不前。 

 

    台灣輔導與諮商的專業化，始於本會；心理師法與學生輔導法都在本會與相關團體

的積極推動下通過立法。我們目前擁有 100多個團體會員，500多位個人會員，說我們

是台灣輔導與諮商學界之指標性學術專業團體，一點都不為過。 

 

    為了服務廣大的會員以及增加會員的學術交流，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秘書處籌畫之

電子報來了。透過此平台，讓我們持續關注輔導教師與諮商心理師的研究、教學、考試

與應用等議題。未來本會除了繼續致力於提升輔導與諮商工作人員的專業地位外，我們

也自期要對台灣的學子以及社會大眾的心理健康做出傳世貢獻。 

圖片來源 http://www.orgs.one/show/226725 

下一頁 上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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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副副理理理事事事長長長   

的的的話話話   
引領／伴行 

王玉珍｜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副理事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專任教授 

各位會員好，我是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教授王玉珍，感謝所有會員及

第四十五屆所有理監事夥伴的肯定，讓我有這個機會跟隨郭麗安理事長，為台灣輔導與

諮商學會繼續努力。 

 

台灣輔導與諮商專業，在諸位前輩的扶持及努力下，已有相當不錯的基礎。去年，

學會也剛在前任理事長田秀蘭教授的帶領下，歡度成立六十週年，在這個機會下，我們

不僅細細回顧台灣輔導發展的歷程，也感受到各方對學會未來有著深切期盼，特別是如

何持續深化專業發展，以及迎接現在社會脈動，有更為多元共榮的推展。 

 

未來相信在麗安理事長及各位理監事的帶領下，我們一定能穩定的向前發展，也希

望各位會員能持續引領學會，讓學會可以為社會帶來更多幸福的影響力量。 

下一頁 上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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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學學會會會簡簡簡介介介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前身為中國輔導學會）於今已成立 60載，60年前學會成立之

時，舉凡《心理師法》及《學生輔導法》的起草、協調整合、推動及後續持續的發展、各

級學校輔導與諮商工作體制建立、救國團張老師創設，以及社政部門的國民就業輔導工作

的推動，皆為推動我國輔導工作不可磨滅的力量。在多年積極投入助人相關工作的推展、

專業助人者的進修教育，以及相關法案的制定與推動的努力耕耘，本會已然成為台灣輔導

與諮商學界之指標性學術專業團體。 

 

輔導諮商專業的進步不能停歇，本會帶領其前進的腳步當然也需持續精進，本會在心

理師法通過後隔年（2002 年），即起草並推動《諮商心理實習辦法》，針對全臺諮商心理

實習機構進行審查，迄今 16 年，從原本的紙本送審至目前的線上審查制度，相關審查辦

法歷經 6 次修改，才完整為現在之《諮商心理實習及實習機構審查辦法》，此辦法與諮商

心理專業培育息息相關，為持續提升諮商心理師實習訓練的品質、強化實習機構功能，今

年本會仍將與全臺相關培育系所與實習機構密切合作，為建立完善實習制度共同努力，目

前也已開始進行審查的工作。 

下一頁 上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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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學學會會會簡簡簡介介介   

 

除了完善實習制度，在諮商與輔導專業督導制度的建立與推動也是會務重心所

在，本會早在 2005年即制定《專業督導認證辦法》，以提升輔導與諮商專業人員之專

業訓練與督導品質，逐步推動督導專業觀念與重要，藉由開設研習課程培育專業人員，

同時配合實習機構審查對於督導資格要求的規定，以提升諮商輔導專業的品質。而 14

年來的推動，督導重要性雖逐漸受重視，但仍需要持續努力完善之。 

 

提到諮商專業內涵，本會於 2001 年因應心理師法通過所擬訂《諮商專業倫理守

則》，倫理守則是每位諮商輔導專業助人者之重要核心價值，這份倫理守則已是諮商心

理師及學校輔導人員在從事相關工作重要依據，隨著時代更迭，倫理守則已多年未更

修，本會即將啟動修訂機制，完善其內涵以更貼近實務現場。 

 

60年來，學會做了好多事，很多看得見，但有更多是本會理監事和會員許多微小

地卻未必會被看到的努力累積；歷屆理事長和理監事皆如履薄冰地推動會務及帶領著

學會前進；當前，第 45屆正副理事長和理監事皆已正式上任，本會下設組織發展組、

研究推廣組、學術活動組、公共關係組、國際交流組、出版組和專業倫理委員會、諮

商師教育與督導研究委員會、學校輔導工作研究委員會、性別平等委員會、伴侶婚姻

與家庭研究委員會、心理諮商本土化研究委員會、員工協助方案研究委員會，麗安理

事長刻正努力邀請相關專業人士及召集人，所有組別將於 3月正式成立，許多事務將

陸續開展，往後每期皆將會有各項工作報告，誠摯邀請會員一同參與與努力，和我們

一起往下一個 60年邁進。 
 

→想更了解我們嗎？ 

學會首頁 http://www.guidance.org.tw/ 

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TGCA1958/?ref=bookmarks 

Line＠ ID：＠dae8153f 

下一頁 上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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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修修法法法資資資訊訊訊   

行政院院會通過 

「司法院釋字第 748號解釋施行法草案」 

平等保護相同性別二人之婚姻自由 

行政院院會於(21)日審查通過法務部依司法院釋字第 748號解釋意旨及公民投票結果擬

具之「司法院釋字第 748號解釋施行法草案」，其重點如下： 

 

一、 本草案之立法目的 (草案第 1 條)。 

二、 同性婚姻關係之定義(草案第 2 條)、年齡限制(草案第 3 條)、成立要件(草案第 

4 條至第 7 條)、普通效力(草案第 11 條至第 14 條)、終止(草案第 16 條至

第 18 條)及財產上效力(草案第 15 條)。 

三、 當事人之一方得收養他方親生子女(草案第 20 條)。 

四、 當事人間互負扶養義務(草案第 22 條)。 

五、 當事人雙方互為繼承人(草案第 23 條)。 

六、 準用民法總則編、債編及民法以外其他法規關於配偶、夫妻、結婚或婚姻，及配

偶或夫妻關係所生之規定(草案第 24 條)。 

七、 明定當事人間爭議應適用之救濟處理程序(草案第 25條)。 

八、 揭示宗教自由及其他自由權利不因本法而受影響(草案第 26 條)。 

 

本草案遵照釋字 748 號解釋意旨，並依公民投票結果，於民法婚姻規定之外，就相同

性別二人所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賦予婚姻自由之平等保護。各界對本

草案或仍有不同意見，法務部均表尊重，並將於立法院審議時尊重立法委員依照民意完成最

後的立法。希望經過充分討論後，不同意見者能夠彼此體諒，互相尊重，不要因為這個議題

而造成社會的不安，並期待在最大公約數下完成立法，以落實保障憲法第 7 條平等權及第 

22 條婚姻自由。 

（資料來源行政院新聞傳播處） 

下一頁 上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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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心理師考試次數調整刻正進行討論中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心理師考試 

自 110年起改為每年舉辦一次 

 

  

修修修法法法資資資訊訊訊   

考選部於 107年 12月底召開會議，且於今年 2月後續研議討論後定案，自 110年

起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考試每年改為舉辦 1次。 

 

考選部欲針對減少考試次數理由為專技人員考試係以專業養成教育為基礎，原則上

配合國內教育之招生及畢業週期，每年舉辦 1次考試，每年舉辦 2次考試並非常態。因

此，考試院基於財政困難及善用考試資源之考試，對於報考人數持續低少卻每年舉辦 2

次考試之類科，對於養成教育設定為研究所畢業的助產師、心理師如助產師屢有檢討意

見。  

 

根據數據顯示臨床心理師領域應考人數較少，諮商心理師領域重複報考率高，加上

命題委員難覓，很不幸的，政府已決議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考試自 110

年起恢復每年舉辦一次考試，並配合學校學年度結束時間，原則於 7月間舉辦考試，以

利應屆畢業生及早取得執業資格，本會將持續關注相關修法資訊為保障學生應有之權

益。 

下一頁 上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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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部分條文修正一案 

業經總統於 107年 11月 21日 

華總一義字第 10700125291號令公布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此次修法為衛生福利部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

行法》第 10條第 1項規定，不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規定的法規應配合修正。為落實該公

約精神，並兼顧兒童少年最佳利益，對兒童少年專業人員消極資格條件應有更嚴謹規範，

因此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中增訂第三十三條之三條文；並修正第二十六

條之一、第二十九條及第八十一條之條文草案送立法院討論通過。 

 

其修正要點為：明確規定不得擔任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兒

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中心的負責人或工作人員曾犯罪的種類；其認為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

者於特定時間內，對於兒童進行托育照護，在封閉空間中如何讓家長及社會能夠安心，應

在對托育員的道德要求上，必需高於一般人之要求；同時參考歐美犯罪心理學及犯罪社會

學統計研究，發現發生虐待動物案件的家庭中，有 5 成會發生兒童及婦女受虐事件，顯示

虐待動物與虐待兒童及侵害婦女間可能存在有關連性時，對於相關虐待動物者及家庭暴力

施暴者，在犯後短時間內就馬上能做此服務，對於兒童安全恐將有疑慮，宜設置門檻，令

其五年內不得從業，倘若五年內持續再犯，顯示其難以控制自我行為，應予以禁止。另，

條文也對特定疾病或身心障礙者的就業限制規定予以檢討修正，強化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的客觀認定機制。 

 

前陣子電視新聞及報紙上報導的虐童案件，件件皆讓人卒不忍睹，幕幕心酸，為保障

其身心健全發展及權益福祉之保障，與時俱進的修改調整法令以更符合社會現況有其必

要。目前社會虐童案件頻傳，專業心理輔導人員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有所

了解與熟稔，相信會有所助益。目前各縣市政府針對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之相關人員，皆會公告真實姓名於網站中，提供民眾查詢。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部分條文修正一案 

業經總統於107年11月21日 

華總一義字第 10700125291號令公布 

修修修法法法資資資訊訊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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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法》 

於 107年 12月 7日 

三讀通過性別平等教育法部分條文修正重點說明 

一、 強化校園防堵不適任人員之機制 

學校聘任、任用之教育人員，或進用、運用之其他人員經調查確認或查證屬實有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者，應予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或終止運用關係。有性侵害行為，或

有情節重大之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各級學校均不得聘任、任用、進用或運用；已聘任、任用、

進用或運用者，學校應予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或終止運用關係，並參照司法院釋字第 702

號解釋理由書意旨，針對行為人有改正可能之情形，訂定再受聘任之合理相隔期間或條件。規

定針對上述人員應辦理通報、資訊之蒐集、查詢、處理、利用等事項，強化校園防堵不適任人

員之機制。 

 

二、 使學生免於被標籤化 

修正條文第 27 條第 2 項：「行為人如為學生者，轉至其他學校就讀時，主管機關及原就讀

之學校認為有追蹤輔導之必要者，應於知悉後一個月內，通報行為人次一就讀之學校。」並增

列第 3項：「行為人為學生以外者，轉至其他學校服務時，主管機關及原服務之學校應追蹤輔導，

並應通報行為人次一服務之學校。」將現行條文「應通報行為人次一就讀或服務之學校」區分

為學生及學生以外者，使學生得免於被標籤化，也針對行為人為學生以外者持續追蹤輔導。 

 

三、 調查小組成員規定更明確並符合實務需求 

學校或主管機關的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案件，必要時，

其調查小組成員得一部或全部外聘，且溯及法令修正前。除符合現行條文規範調查小組之專業

背景、性別平等意識及性別比例之意旨，亦使規定更為明確，並符合實務需求。 

 

四、 增列相關罰則 

學校或主管機關未將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

查處理，或違反當事人、檢舉人、行為人之保密規定者，處新臺幣 1萬元以上 15萬元以下罰鍰。

另針對行為人不配合執行相關處置，或不配合調查，而無正當理由者，由學校報請主管機關處

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至其配合或提供相關資料為止，但行為人為

學校校長時，由主管機關逕予處罰。 

 

《性別平等教育法》 

於107年12月7日 

三讀通過性別平等教育法部分條文修正重點說明 

 

  

修修修法法法資資資訊訊訊   

下一頁 上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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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本會會會活活活動動動   
長期照顧心理專業人員 Level II 中區培訓課程 

自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核定後，長期照護服務需求將大幅增加，依據 104年 6月 3日華

總一義字第 10400064391號令制定公布之《長期照顧服務法》完成之三階段課程規定 

 

1. LevelⅠ共同課程：使提供長照服務之人員能先具備長照基本知能，課程設計以基礎、

廣泛之長照理念為主。目前此課程已可於長期照顧專業人員數位學習平台自行學習並

取得證明(https://ltc-learning.org/mooc/index.php)，並繼續參與各專業領域之

Level II課程。 

 

2. LevelⅡ專業課程：因應各專業課程需求不同且列入服務場域考量，各專業領域各自訂

出應訓練時數，再依大方向規劃原則，分別訂定細項課程，發展個別專業領域之長照

課程，強調專業照護能力。本會即將於 108年 8月 3-4、8月 10-11日於彰化師範大學

舉辦中區相關課程，歡迎會員及有興趣拓展長照知能人員踴躍參與。 

 

3. LevelⅢ整合性課程：在重視團隊工作及服務品質增進的前提下，如何與其他專業人員

適時合作溝通相當重要，課程設計以強化跨專業及整合能力為主。本會籌劃課程計畫

期培訓諮商心理專業人員，及早規劃完整培訓課程，持續拓展具備長照服務知能之諮

商心理專業人力。本會預計於 3月學術活動組討論確認後公告 Level III 課程舉辦期

程，敬請期待。 

  

             心動不如馬上行動！立即報名長照 Level ll課程 

                          https://goo.gl/forms/ycPfOlFHXzygTpw23 

下一頁 上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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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本會會會活活活動動動   
南區諮商專業督導認證課程 

諮商督導，對於社區諮商及學校輔導工作者來說，在檢視自身效能及擴展思維與洞見有

著相當重要的功能，藉由諮商督導理論與實務之學習，以督導模式協助諮商輔導工作，提升

自身實務能力與專業效能，才能真正維護和促進學生/受諮商者/受督導者之福祉。《台灣輔導

與諮商學會督導認證辦法》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條文：「曾接受本會或諮商專業學術團體或諮

商心理師訓練機構所開設系列諮商督導理論與實務課程時數 48 小時以上，且必須接受 10 

小時以上個別專業督導訓練下完成 30 小時以上諮商督導實習（其中個別督導實習時數不得

少於 16 小時），持有本會或機構所發給結訓證明書者。」符合此條文規定者可獲得本會認證

發給之督導證書(認證辦法)，歡迎符合辦法資格者提出認證申請，以提升諮商專業資格，同

時也歡迎尚未受過督導培訓夥伴，踴躍報名本會 108 年 2-6 月於南區辦理之諮商督導認證課

程(https://goo.gl/forms/ArxeBXzmcPvikM7y2)。 

病人自主權利法之預立醫療照護諮商(Advance Care Planning)課程 

為尊重病人醫療自主、保障其善終權益及促進醫病關係和諧，於 105年 1月 6日頒訂病

人自主權法，並自公布後三年施行(108年 1月 6日)，同時依據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醫療機

構管理辦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略以「………應完成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預立醫療照護諮商訓

練課程。」。也就是未來欲從事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之心理師須經過 11 小時的專業培訓（法規

知能、諮商實務）才能從事。本會預計於 3 月份諮商師教育與督導研究委員會確認後公告課

程期程，歡迎有興趣之會員和心理師踴躍報名參與。 

下一頁 上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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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的實習機構審查屬於自願方式送審，目前並無法律規範強制執行，實質法律

效力存在於培育系所方與實習生及實習機構實三方所簽訂之合約內容為主，法源依據

來自於《心理師法》與《心理師法施行細則》。 

 

由於《心理師法》與《心理師法施行細則》對於實習機構、項目、實施方式並無

詳細規範，為協助培育系所開設全職實習課程，以及實習機構指導實習心理師，台灣

輔導與諮商學會(原：中國輔導學會)於 2002年 7月 16日公布了《諮商心理實習課程

辦法》，對於實習生資格、實習內容、實習機構條件、實習課程教師與實習機構督導

資格，以及考核方式等做了具體的規範，且與時俱進逐步發展為現在的《諮商心理實

習及實習機構審查辦法》。 

 

目前培育系所單位、實習生及諮商心理實習機構，皆日益重視專業學會的之實習

機構審查，藉由此一審查制度不僅幫助實習課程教師及實習生判斷何者是合格的實習

機構，進而維護實習諮商心師的權益，並搭起了相關系所培育單位與實務場域的溝通

橋梁。 

 

 

  

諮商心理實習機構一定要送審嗎？ 

QQQ&&&AAA   

下一頁 上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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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活活動動動紀紀紀實實實   
2019/1/18 

 

王智弘「成為一個人」系列沙龍演講 

趨勢、需要、責任與機會：諮商師生命成長之路 

【如何成為一位不愧對自己與社會的諮商心理師？】 

 

助人工作者首先需要看見自己有潛能的領域，可能是你所經驗的、苦痛的、深刻的、感

動的，或是讓你不知所措的。原先並未想過網路諮商、成癮、EAP、倫理，而是當這些議題出

現在面前，才發現這是機會也是社會的需求。一名助人者，最主要的核心理念應是讓人與人

之間、人與世界間更美好，提供資源給有需要的人便是助人者的工作責任。 

   

  該怎麼做好諮商心理師？智弘老師認為最為重要的是「修己安人以達至善」，將自己的功

力豐厚、品德修養提升、不斷修整自我，進而將自己所有的資源提供給當事人。一來成己，

讓自己更超越；二來成人之美。後來老師發現，心理學理論多來自西方、教育普及、工業化、

經濟水平高、民主化的背景所生，明顯有別於華人社會。資源不符合當事人環境，即使能提

供資源也可惜了，諮商的效能勢必會打折。一絲牽連一絲，走向本土諮商心理學與一次單元

性諮商，將適合的資源提供給台灣；是智弘老師身為諮商心理師的回顧。 

 

（內容由學員提供） 

下一頁 上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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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讀讀家家家互互互動動動   

 會員福利＆權益  開課需求 

 電子報回饋  下期主題建議 

 時事議題討論  修法討論＆回饋 

 

 

親愛的讀者，您好： 

感謝您支持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閱讀本會電子報，讓我們有機

會連結在一起，為了更瞭解您關心的議題，提供更貼近生活的文

章內容，我們很需要您寶貴的意見。 

 

敬請您撥冗五分鐘的時間，協助填寫回饋單，感謝您的協助！ 

 

敬祝 順心 

不論是關於 

 

 

 

 

 

 

 

都可以在回饋單上與我們互動喔！ 

線上填寫：https://goo.gl/forms/W5P0SegpxlKVQ83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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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你一個 

※ 2019年全國輔導與諮商碩博士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文徵稿 

論文投稿截止（壁報與口頭發表論文）：3月 17日（日） 

投稿專區：https://goo.gl/5CRDh8 

※ 第八屆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高校心理輔導與諮詢高峰論壇 

論壇時間：2019年 7月 17日至 7月 20日 

工作坊：2019年 7月 20日至 7月 21日 

    論壇地點：中國貴州大學 

  承辦人與聯繫方式： 

帥懿芯  老師：13608576768   0851-88292156（O） 

賀  穎  老師：18285056186   0851-88292156（O） 

電子郵箱：274476125@qq.com  155253362@qq.com 

今年將組團前往，擴大學術交流～快相揪一起出發！ 

加入會員 個人會員： 

 入會費 1,000元(具學生身份者 500元，學生團報身分者 300元，學生身份認

定以當年有效學生證件為憑) 

 常年會費 1,500元(學生與部份海外會員 1,000元，6月以後優待半價)。 

會員權益： 

 免費贈送電子檔「輔導季刊」 

 訂閱「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會員優惠價 200元（省 100元）。 

 優惠參加本會主辦活動(團體會員每一活動優惠名額限 3名)。 

 超優惠價格參加本會主辦或協辦之繼續教育課程與活動，學生會員再享更多

折扣。 

 繼續教育時數申請之費用優惠。 

更多會員資訊請見網頁：http://www.guidance.org.tw/join.html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電話：02-2365-3493  信箱：cgca.yea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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