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臺灣兒少⽣生涯教育促進會
   第五屆「⼈人際。活動。學習輔導員」培訓招募簡章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臺灣兒少⽣生涯教育促進會（台內社字第 1000027764） 

 協辦單位：格瑞思⼼心理諮商所（北市衛諮字第 9801021124）    

⼀一、「⼈人際。活動。學習輔導員」培訓招募簡介：
「臺灣兒少⽣生涯教育促進會」（以下簡稱「⽣生涯促進會」）  為內政部⽴立案的「社團法
⼈人」公益團體，  於 2011年正式成⽴立。主要的任務之⼀一，在於協助學習及⼈人際適應困擾
的兒少、⻘青年，透過探索⾃自我的優勢，且創構適性發展的環境，以促進個⼈人的⽣生涯發展
與改變。本會據此提出「⼀一粒種籽、⼀一⽚片⼟土壤、⼀一個故事」的⼝口號，作為我們⼯工作的⺫⽬目
標。

⼆二、招募⺫⽬目的：
1. 增進兒少與⻘青年的輔導知能，推廣「關係－⽣生態」輔導觀念與作法。
2. 儲備輔導員，在「諮商⼼心理師」的督導下，從事本會各項專案，包含「學習輔導」、
「增能活動」、「兒少營隊」、「技能團體」、「鷹架團體」、「陪伴員」等。

三、招募對象：
1．我們需要

認同本會的理念，對於兒少與青年輔導⼯工作有理想、︑､有熱誠，願委⾝身協助適應困擾的兒

少、︑､青年者。︒｡

2. 除必須⼗十⼋八歲以上，以下四點條件擇⼀一
•･ 正在探尋⾃自⼰己是否適合⼼心理諮商⼯工作者 

•･ 準⼼心理師或實習⼼心理師，想更充實⾃自⼰己的實務經驗 

•･ 有特定興趣專⾧長者佳，舉例：單⾞車、︑､模型、︑､動漫－－等等 

•･ ⽬目前從事輔導、︑､教育、︑､教會相關⼯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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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成為「⼈人際。活動。學習輔導員」的歷程：

1. 完成培訓且通過考核者，將頒與培訓證書⼀一張，並簽訂合作聘書⼀一年，採⼀一年⼀一聘制，
每年須經考核，合格始予續聘。 

2.    聘⽤用期間，必須參與每⽉月由諮商⼼心理師帶領之督導會議及讀書會，並完成指定讀物。
3.    經督導評估，輔導員符合該項職務的專業要求，則擔任「有給職」⼯工作。

五、培訓課程： 
1.  培訓⽅方式： 
培訓⽅方式乃以「做中學」的團體概念⽽而設計，為要達到理論與⾏行動並重的⺫⽬目的，且是個
有⾏行動⼒力與熱情的團體。本課程的進⾏行有：理論學習、回家作業、提問討論、反思回
饋、演練。

2. 考核甄選⽅方式： 
 （1）作業分數：深度、廣度、精闢度
 （2）學習態度：準時交作業、準時上課、積極參與
 （3）筆測測驗：課程結束後筆試
 （4）⾯面談評量：課程結束後安排個別⼝口試

3．請假規定：
（1）基礎課程請假不得超過兩次。課程期間缺席（無故不到）⼆二堂課〈不含〉以上者，視

為⾃自動放棄參加本課程。 
（2）請假未克參加課程者，必須在課程的兩週內補課，補課⽅方式為親到本促進會觀看影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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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課程
（24⼩小時）

每⽉月參與督導⼩小組會
議、讀書會

每⽉月參與督導⼩小組會
議、讀書會

學員

通過講師考核，
成為某項職務的
「實習輔導員」，
實習時數50⼩小時為

上限。

實習輔導員

通過督導考核，
成為某項職務的
「正式輔導員」，
為有給職。

正式輔導員



4．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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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課程

上課⽇日期
時間：1330-1630 類別 課程主題 講師 課程

時數 作業

4/26

關係⽣生
態治療
理論技
能篇

諮商輔導是什麼？
（輔導基本概念、助⼈人者
特質及基本該注意的事、

輔導倫理）

莫茲晶
⼼心理師 3 由講師指定作業

5/03 關係治療技能－1 莫茲婷
⼼心理師 3 由講師指定作業

5/17 關係治療技能－2 莫茲婷
⼼心理師 3 由講師指定作業

5/24 ⽣生態治療＆前進新獵⼈人
簡介

賴聖洋
⼼心理師

3 由講師指定作業

5/31
特殊族
群特質
認識篇

如此活潑停不下的⼀一群～
認識動態特質獵⼈人族群

賴聖洋
⼼心理師 3 由講師指定作業

6/07 如此特殊互動的⼀一群～
認識亞斯伯格＆⾼高敏感族

⺩王釗⽂文
⼼心理師 3 由講師指定作業

6/14
輔導應
⽤用篇

學習輔導＆技能學習法 莫茲晶
⼼心理師 3 由講師指定作業

6/21 活動體驗學習 賴聖洋
⼼心理師 3 由講師指定作業



六、  培訓實施時程

七、培訓費⽤用 
1. 基礎課程：原價6900元，4/13前報名優惠價5500元。凡報名者贈送「⼩小⼼心⻘青春禁區
～31則諮商室的故事」⼀一書。

2. 優惠⽅方式：學⽣生  或  兩⼈人同⾏行，享九折優惠
3. 招募⼈人數：10 ⼈人開班，15 ⼈人為上限

⼋八、聯絡及報名繳費⽅方式：
1. 聯絡⽅方式：

2. 報名⽅方式：填妥報名表後，以（1）E-mail （2）傳真或（3）郵寄⽅方式（請註明輔
導員招募）

3. 繳費⽅方式：
(1) 現場繳費（地址如上）
(2) 匯款繳費： （⼾戶名）社團法⼈人臺灣兒少⽣生涯教育促進會

(3) 請將匯款或轉帳收據傳真⾄至（02）2325-6372，收據請註明「姓名」、「聯絡電
話」及「報名輔導員培訓」字樣。註：價錢優惠⽅方案依據收據上之繳費⽇日期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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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及繳費截⽌止
104 年 04 ⽉月 24 ⽇日

培訓課程
104 年 04 ⽉月 26 ⽇日
104年 06 ⽉月 21⽇日

結訓⼝口試
104 年 06 ⽉月 28 ⽇日

(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松南分⾏行
(帳號)31102-0000-22460

報名聯絡⼈人：吳家旻⼩小姐
聯絡 E-mail：  exe.tlrca@gmail.com
聯絡電話：(02)2325-9026、(02)23254648
傳真號碼：(02)2325-6372
促進會地址：106 台北市信義路四段 341 號 7F-1(信義路光復南路⼝口）

mailto:exe.tlrca@gmail.com
mailto:exe.tlrca@gmail.com


「⼈人際。活動。學習輔導員」培訓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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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別

大頭照 
黏貼處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住家：

公司：

手機：

緊急連絡人 姓名：　　　　　　關係：　　　　電話：

通訊地址 

（含郵遞區號）

□ □ □ □ □

E-‐mail

學歷	  
（學校∕系所）

最高學歷：

次高學歷：

經歷

現職：＿＿＿＿＿＿＿＿＿＿＿＿＿＿＿＿＿＿	  

□	  在學學生：	  　　　　　　	  大學	  　　　　系（所）	  　　　　	  年級	  

□	  社會人士（服務單位∕職稱∕職務內容∕服務年資）　　　　　　　　　　　

其他經歷：＿＿＿＿＿＿＿＿＿＿＿＿＿＿＿＿＿＿＿＿＿＿＿＿

其他 
（請簡述於後）

1. 請簡要介紹您的個人特質。 

2. 您對於參與本次活動有何期待？

 獲知訊息管道  

(可複選)

□ 親友推薦   □ 學校海報  □ 教會公告  □ 網路訊息  

□ 其他 ＿＿＿＿＿＿＿＿＿＿＿＿＿＿＿

檢附證明⽂文件
□ 學⽣生請附上學⽣生證影本
□ 兩⼈人同⾏行者，請寫下另⼀一位報名者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