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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04 度社區生活營校園輔導活動(第 2 期) 

臺南市公園國小個別諮商輔導活動 

壹、 依據：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3 年 11 月 26 日南檢玲文字第 10310505940 號函辦理。 

貳、 目標：藉由社區生活營計畫經費支應，聘請專業輔導諮商人力資源進駐校園，落實學 校

三級輔導工作。學生有機會接受一對一的個別輔導服務，使學生感受到校園友 善與關

懷，進而提昇其心理健康並樂於向學。 

參、 辦理單位：臺南市北區公園國小 

   一、指導單位：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 

   二、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 

   三、承辦單位：臺南市北區公園國小 

肆、 實施對象：(如附件待輔學生資料) 

一、 嚴重心理障礙需要特別諮商輔導的學生。 

二、 遭遇重大事故亟需心靈重建與輔導的學生。 

伍、 實施期程：自 104 年 9 月 11 日至 104 年 12 月 25 日，共計 10 週，每週 3 小時。 

陸、 活動地點：本校個別諮商室。 

柒、 實施內容及方式： 

一、 聘請具證照之心理師，定期駐校，安排有諮商需求之學生進行個別諮商，每一諮商

時程約 4-6 次。 

二、 諮商完畢請填寫個案紀錄表。 

捌、 師資來源：聘請黃敬傑駐校諮商。(心理師簡歷如附表) 

玖、 經費來源：申請由臺南地檢署緩起訴處分金補助。 

壹拾、經費預估：詳經費概算表(如附件)。 

壹拾壹、 預期成效： 

一、 引導個案學習衝動控制、練習情緒狀態之覺察以及增加問題解決能力，另一方面也 

提供個案在人際互動技巧的知能。  

二、 透過個別諮商輔導，協助高關懷學生改善偏差行為，並能使學生進一步妥善規畫學

習生活。  

三、 辦理親職講座，邀請高關懷學生家長參與講座，使家長認識親職角色與責任，建立

正向的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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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04 年度社區生活營校園輔導活動(第 2 期) 

個別諮商輔導活動 

師資簡歷 

職位 姓名 現任職於 學歷 經歷 證照 

個別諮商師

（心理師） 

黃敬傑 
1.中華民國發

展遲緩兒童

早期療育協

會諮商心理

師 

2.看見光亮心

理諮商所諮商

心理師 

嘉義大學輔

導與諮商學

系碩士 

1.臺南市奇美醫院

兒童發展評估中心

心理師 

1.執照字號：

南市衛諮商執

字第

Q122794201號 

2.證書字號：

諮心字第

002399 號 

親職教育講師 黃敬傑 
1.中華民國發

展遲緩兒童

早期療育協

會諮商心理

師 

2.看見光亮心

理諮商所諮

商心理師 

嘉義大學輔

導與諮商學

系碩士 

1.臺南市奇美醫院

兒童發展評估中心

心理師 

1.執照字號：

南市衛諮商執

字第

Q122794201號 

2.證書字號：

諮心字第

002399 號 

 

備註： 

1.依照各類活動，填寫師資簡歷。 

2.其中「需高關懷學生療程式小團體諮商活動」與「個別諮商輔導活動」聘請的專業人員(如   

  諮商心理師)請各校檢送專業證照影本乙份----限行政院衛生署核發之「諮商心理師」或「臨床 

  心理師」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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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北區公園國民小學學校簡介 

一、現任校長：曾詠郎校長  

二、班級／人數：普通班 21 班，學生共 498 人。 

三、學校背景及特色： 

(一) 本校創校百十餘年，歷史悠久，人文薈萃。 

(二) 校園環境優美，校舍規劃完善，榮獲 2013 校園建築園冶獎。 

(三) 課程規劃多元，成立各項社團活動及運動團隊，如：棒球、舞蹈、游泳、桌球……等，

對外比賽屢獲佳績。 

(四) 教室教學設備充實，已全面完成教室互動式多媒體教學系統之建置。 

(五) 教學場館豐富，如活動中心、多功能 e 化專科教室、游泳池……等一應俱全。 

(六) 中高年級學生全面實施游泳教學，成效卓著。 

(七) 關懷弱勢學童，引進專業團隊到校服務。 

(八) 附設補習學校，推展成人補習教育，提供失學民眾及新住民就學機會。 

四、計畫申請原因：  

(一) 本校部份學生家庭環境多處於劣勢，文化刺激不足，導致學習意願及動機薄弱。 

(二) 家長因社經背景較低，忙於工作，易疏於管教，較無法完全發揮親職功能。 

(三) 班級數未達 24 班，故校內無專任輔導師資的編制，導師們需負荷繁重的級務或校內行

政業務，儘管多數教師均有輔導熱忱，卻也力不從心。 

(四) 各班提出需接受認輔之學生眾多，本校僅 2 位兼任輔導教師，人力資源明顯不足。 

(五) 申請個別諮商活動，外聘專業心理師定期到校輔導，落實學校三級預防輔導工作。  

五、辦理相關活動成果：  

(一) 諮商輔導 

1. 每學期定期召開個案研討會。 

2. 落實校內認輔制度。 

3. 鼓勵校內志工協助認輔工作。 

4. 選任具專業背景之合格教師擔任輔導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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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親職教育 

項次 親職教育講座專題 實施日期 講師 備註 

1 
聰明上網 SAFE 
網路成癮 OUT 

102.10.09 陳俊亨主任 內聘 

2 臺南民俗節慶與生活 102.10.16 蔡文成老師 
醒緣文教基金會 

（外聘） 

3 
十二招教養出 
正向樂觀的小孩 

102.10.23 楊宜學主任 內聘 

4 親子密碼 103.05.7 洪文品醫師 
光流聯合診所 

（外聘） 

5 
孩子的健康 

從傾聽開始 
103.05.14 王毓均醫師 

光流聯合診所 

（外聘） 

6 
民俗文化中的 

親子關係探討 
104.04.16 蔡文成老師 

醒緣文教基金會

(外聘) 

7 教孩子不必大小聲 104.04.23 黃敬傑心理師 外聘 

 (三) 家庭教育 

1. 104.04.16 協助辦理本市家庭教育中心104年度「感謝郵你！愛家傳真情」活動。 

2. 103.11.21 協辦本市社會局家庭教育暨代間教育活動『懷舊傳承享樂趣--沙包教育促

進推廣計畫』。 

3. 103.11.12 辦理「愛回來」校內教師家庭教育研習活動。 

4. 定期辦理祖孫週宣導活動。 

六、預期效益：  

(一) 引導個案學習衝動控制、練習情緒狀態之覺察以及增加問題解決能力，另一方面也提

供個案在人際互動技巧的知能。  

(二) 透過個別諮商輔導，協助高關懷學生改善偏差行為，並能使學生進一步妥善規畫學習

生活。  

(三) 辦理親職講座，邀請高關懷學生家長參與講座，使家長認識親職角色與責任，建立正

向的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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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度第二期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社區生活營校園輔導活動 

臺南市公園國民小學「親職教育講座」實施計畫 

 

一、依據：本市家庭教育中心 104 年度社區生活營校園輔導活動計畫辦理。  

二、目的： 

（一）認識親職角色與責任、有效安排家庭生活、建立健康的親子關係。  

（二）藉由講師引導讓家長彼此分享、了解自己、反省自己、進而改變自己。  

（三）促進家長改變，強化親子關係，提升家庭功能。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法務部、台南市政府教育局  

（二）主辦單位：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 

（三）承辦單位：臺南市北區公園國民小學  

四、辦理日期：104 年 11 月 12 日  

五、參加對象：參加社區生活營校園輔導活動學生及家長務必參加，其他家長自由參加。  

六、報名方式：逕向本校輔導室報名  

七、講座內容：  

講座時間 講座內容 講師 辦理地點 

104 年 11 月 12 日 

晚上 7:00~9:00 
當孩子的成長教練 黃敬傑心理師 

臺南市北區公園國小

花園樓二樓會議室 

七、經費：由 104 年臺南地檢署緩起訴處分金項下支應。 

八、本計劃經奉核可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