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導原理與實務（教） 
吳淑禎 

一、課程基本資料 

開課

代號 
00UE008 課程名稱 輔導原理與實務（教） 

英文

名稱 
Principle and Practice of Guidance 

全/半
年 

半 必/選修 選修 

學分

數 
2.0 

每週授課

時數 
正課時數: 2 小時 

開課

系級 
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 

先修

課程  

課程

簡介 

本課程旨在協助學習者瞭解輔導諮商等相關心理知識，並培育學習者具

備輔導人員特質並能對其服務對象即中等學校青少年常見適應問題，具

有實務處理能力，並能適時提供青少年重要他人所需的諮詢。 

課程目標 對應系所核心能力 

1. 學習輔導的基本概念 

學士:  
 1-1 具備課程規劃能力 
碩士:  
 1-1 具備課程規劃能力 

2. 了解輔導工作的主要措施 

學士:  
 2-3 具備學習評量能力 
碩士:  
 2-3 具備學習評量能力 

3. 學習輔導理論與技術 

學士:  
 5-2 具有專業成長能力 
碩士:  
 5-2 具有專業成長能力 

4. 將輔導知能應用於未來工作領域 
學士:  
 5-3 具備專業態度 
碩士:  



 5-3 具備專業態度 

 

二、教學大綱 

授課教師 吳淑禎 

本課程包含實地

學習時數 
否 

本課程適合修習

領域 
適合所有師資生修習 

教學進度與主題 

週次 主題 

第一週 2/23(一) 春節放假一天 

第二週 

3/2(一) 

1.輔導原理與實務課程簡介含智慧財產權之提醒 

2.作業安排 

(1)個人作業 2 參加「個人 3 折頁」製作 

(2)個人作業就業博覽會 1 場(3/8 日台大場; 3/27 台師大; 5/15

台師大場) 

   或企業徵才說明會等心理與生涯講座 2 場」心得 

  

第三週 

3/9(一) 

1.輔導工作三級制與心理衛生 

2.諮詢、輔導、諮商和心理治療的概念 

3.第一印象/刻板印象 VS.輔導專業形象(教師專業標準) 

4.「個人 3 折頁」製作說明 

5. 就業博覽會/企業徵才說明會參與說明 

6.學用關係與學習策略(完成讀書學習與生涯調適量表第 1次) 

第四週 1.諮商與輔導理論簡介 

http://courseap.itc.ntnu.edu.tw/acadmOpenCourse/%60%60http:/w3.csmu.edu.tw/~wcf/guidance.rtf%60%60
http://courseap.itc.ntnu.edu.tw/acadmOpenCourse/%60%60http:/w3.csmu.edu.tw/~wcf/compare%20of%20guidance.doc%60%60


3/16(一) 2.諮商輔導階段介紹 

3.輔導在正向管教中的應用 

4.學生在教室與學校學習的能力準備 

第五週 

3/23(一) 

1.諮商輔導與正向管教常用技術( SOLER/ 5W1H/愛語) 

2.Adlerian 如何解釋人格形成 

3.五種愛語簡介 

4.被愛經驗分享-分組，進行愛語分享 

1).討論被愛的要素？ 

2).愛語猜測：自己與重要他人的愛語互猜 

3).家庭圖繪製 

第六週 3/30(一) 

1.諮商輔導與正向管教常用技術(鼓勵/同理心/我訊息) 

2.鼓勵與挫折要素 

3.五種鼓勵語法練習 

1)特質 

2)貢獻 

4.學用關係與學習策略(完成讀書學習與生涯調適量表第 2次) 

第七週 

4/6(一) 

民族掃墓節補假 1 天 

第八週 

4/13(一) 

1.Adlerian-五種鼓勵語法練習 

3)進步 

4)表達信心 

5)接納認可 

第九週 
1.同理心介紹與演練 



4/20(一) 

第十週 

4/27(一) 

1 我訊息介紹與演練 

2.請帶來「我訊息」作業前段 

第十一週 

5/4(一) 

期中考-筆試 

第十二週

5/11(一) 

1.諮商輔導理論與技術-認知行為與信念駁斥 

  

第十三週 

5/18(一) 

1.學生不良行為的四種目標 

(1)獲取注意(attention getting) 

(2)追求權力(power) 

(3)尋求報復(revenge) 

(4)表現無能(demonstration of inadequacy) 

2.自然後果與邏輯結果 

3.分辨管教與處罰的差異 

4.正向管教的內涵 

第十四週 

5/25(一) 

期末考分組報告 1、2、3 組 

  

第十五週 

6/1(一) 

期末考-分組報告 4、5、6 組 

  

第十六週 

6/8(一) 

期末考-分組報告 7、8、9 組 

第十七週 

6/15(一) 

危機事件處理、媒體溝通與教師倫理 

第十八週

6/22(一) 
期末回饋與考評說明 

 



教學方法 

方式 說明 

講述法 輔導諮商理論及實務處理原則說明 

討論法 就課程所述理論及案例進行討論 

合作學習 分組就青少年常見適應困擾進行分析並提出輔導策略 

實驗/實作 各種輔導諮商技巧演練與實作 

實地考察、參訪 參訪 

媒體融入教學 應用 Moodle 

其他 邀請中等學校教師或心理師、精神科醫師演講 

評量方法 

方式 百分比 說明 

作業 25 % 

「個人 3 折頁製作」上傳 moodle、就業博覽會 1
場(3/8 日台大場; 3/27 台師大; 5/15 台師大場) 或
企業徵才說明會等心理與生涯講座 2 場」上傳

moodle 

期中考 15 % 筆試 

期末考 25 % 
修課人數分為 9 組，進行課程技巧統合的實作或

小組自訂主題，各組需上傳一份 PPT 至 Moodle。 

出席 30 % 

出缺席:每次上課皆準時，平時總分加 5 分，因

病或因事請假，在不違反學校規定的前提下，最

遲需要在次週上課當天完成請假，有特殊狀況另

定，公假、試教一律需要出具證明。未經請假，

皆以缺課計算。事病假含公假六次(含)以上，即

全學期總上課次數請假達 1/3(含)以上，無法通

過本課程對學習態度的要求。 

其他 5 % 個人自評:全學期學習投入與參與度自評 

參考書目 

請尊重著作權與使用倫理，勿隨意翻印 

 指定閱讀: 

吳瑞誠譯(2000)。兒童愛之語-打開親子愛的頻道。台北：中

主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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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原理與實務（教） 
吳淑禎 

一、課程基本資料 

開課

代號 
00UE008 課程名稱 輔導原理與實務（教） 

英文

名稱 
Principle and Practice of Guidance 

全/半
年 

半 必/選修 選修 

學分

數 
2.0 

每週授課

時數 
正課時數: 2 小時 

開課

系級 
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 

先修

課程  

課程

簡介 

本課程旨在協助學習者瞭解輔導諮商等相關心理知識，並培育學習者具

備輔導人員特質並能對其服務對象即中等學校青少年常見適應問題，具

有實務處理能力，並能適時提供青少年重要他人所需的諮詢。 

課程目標 對應系所核心能力 

1. 學習輔導的基本概念 

學士:  
 1-1 具備課程規劃能力 
碩士:  
 1-1 具備課程規劃能力 

2. 了解輔導工作的主要措施 

學士:  
 2-3 具備學習評量能力 
碩士:  
 2-3 具備學習評量能力 

3. 學習輔導理論與技術 

學士:  
 5-2 具有專業成長能力 
碩士:  
 5-2 具有專業成長能力 

4. 將輔導知能應用於未來工作領域 
學士:  
 5-3 具備專業態度 
碩士:  



 5-3 具備專業態度 

 

二、教學大綱 

授課教師 吳淑禎 

本課程包含實地

學習時數 
否 

本課程適合修習

領域 
適合所有師資生修習 

教學進度與主題 

週次 主題 

第一週 2/23(一) 春節放假一天 

第二週 

3/2(一) 

1.輔導原理與實務課程簡介含智慧財產權之提醒 

2.作業安排 

(1)個人作業 2 參加「個人 3 折頁」製作 

(2)個人作業就業博覽會 1 場(3/8 日台大場; 3/27 台師大; 5/15

台師大場) 

   或企業徵才說明會等心理與生涯講座 2 場」心得 

  

第三週 

3/9(一) 

1.輔導工作三級制與心理衛生 

2.諮詢、輔導、諮商和心理治療的概念 

3.第一印象/刻板印象 VS.輔導專業形象(教師專業標準) 

4.「個人 3 折頁」製作說明 

5. 就業博覽會/企業徵才說明會參與說明 

6.學用關係與學習策略(完成讀書學習與生涯調適量表第 1次) 

第四週 1.諮商與輔導理論簡介 

http://courseap.itc.ntnu.edu.tw/acadmOpenCourse/%60%60http:/w3.csmu.edu.tw/~wcf/guidance.rtf%60%60
http://courseap.itc.ntnu.edu.tw/acadmOpenCourse/%60%60http:/w3.csmu.edu.tw/~wcf/compare%20of%20guidance.doc%60%60


3/16(一) 2.諮商輔導階段介紹 

3.輔導在正向管教中的應用 

4.學生在教室與學校學習的能力準備 

第五週 

3/23(一) 

1.諮商輔導與正向管教常用技術( SOLER/ 5W1H/愛語) 

2.Adlerian 如何解釋人格形成 

3.五種愛語簡介 

4.被愛經驗分享-分組，進行愛語分享 

1).討論被愛的要素？ 

2).愛語猜測：自己與重要他人的愛語互猜 

3).家庭圖繪製 

第六週 3/30(一) 

1.諮商輔導與正向管教常用技術(鼓勵/同理心/我訊息) 

2.鼓勵與挫折要素 

3.五種鼓勵語法練習 

1)特質 

2)貢獻 

4.學用關係與學習策略(完成讀書學習與生涯調適量表第 2次) 

第七週 

4/6(一) 

民族掃墓節補假 1 天 

第八週 

4/13(一) 

1.Adlerian-五種鼓勵語法練習 

3)進步 

4)表達信心 

5)接納認可 

第九週 
1.同理心介紹與演練 



4/20(一) 

第十週 

4/27(一) 

1 我訊息介紹與演練 

2.請帶來「我訊息」作業前段 

第十一週 

5/4(一) 

期中考-筆試 

第十二週

5/11(一) 

1.諮商輔導理論與技術-認知行為與信念駁斥 

  

第十三週 

5/18(一) 

1.學生不良行為的四種目標 

(1)獲取注意(attention getting) 

(2)追求權力(power) 

(3)尋求報復(revenge) 

(4)表現無能(demonstration of inadequacy) 

2.自然後果與邏輯結果 

3.分辨管教與處罰的差異 

4.正向管教的內涵 

第十四週 

5/25(一) 

期末考分組報告 1、2、3 組 

  

第十五週 

6/1(一) 

期末考-分組報告 4、5、6 組 

  

第十六週 

6/8(一) 

期末考-分組報告 7、8、9 組 

第十七週 

6/15(一) 

危機事件處理、媒體溝通與教師倫理 

第十八週

6/22(一) 
期末回饋與考評說明 

 



教學方法 

方式 說明 

講述法 輔導諮商理論及實務處理原則說明 

討論法 就課程所述理論及案例進行討論 

合作學習 分組就青少年常見適應困擾進行分析並提出輔導策略 

實驗/實作 各種輔導諮商技巧演練與實作 

實地考察、參訪 參訪 

媒體融入教學 應用 Moodle 

其他 邀請中等學校教師或心理師、精神科醫師演講 

評量方法 

方式 百分比 說明 

作業 25 % 

「個人 3 折頁製作」上傳 moodle、就業博覽會 1
場(3/8 日台大場; 3/27 台師大; 5/15 台師大場) 或
企業徵才說明會等心理與生涯講座 2 場」上傳

moodle 

期中考 15 % 筆試 

期末考 25 % 
修課人數分為 9 組，進行課程技巧統合的實作或

小組自訂主題，各組需上傳一份 PPT 至 Moodle。 

出席 30 % 

出缺席:每次上課皆準時，平時總分加 5 分，因

病或因事請假，在不違反學校規定的前提下，最

遲需要在次週上課當天完成請假，有特殊狀況另

定，公假、試教一律需要出具證明。未經請假，

皆以缺課計算。事病假含公假六次(含)以上，即

全學期總上課次數請假達 1/3(含)以上，無法通

過本課程對學習態度的要求。 

其他 5 % 個人自評:全學期學習投入與參與度自評 

參考書目 

請尊重著作權與使用倫理，勿隨意翻印 

 指定閱讀: 

 吳瑞誠譯(2000)。兒童愛之語-打開親子愛的頻道。台北：中

主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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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原理與實務（教） 
吳淑禎 

一、課程基本資料 

開課

代號 
00UE008 課程名稱 輔導原理與實務（教） 

英文

名稱 
Principle and Practice of Guidance 

全/半
年 

半 必/選修 選修 

學分

數 
2.0 

每週授課

時數 
正課時數: 2 小時 

開課

系級 
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 

先修

課程  

課程

簡介 

本課程旨在協助學習者瞭解輔導諮商等相關心理知識，並培育學習者具

備輔導人員特質並能對其服務對象即中等學校青少年常見適應問題，具

有實務處理能力，並能適時提供青少年重要他人所需的諮詢。 

課程目標 對應系所核心能力 

1. 學習輔導的基本概念 

學士:  
 1-1 具備課程規劃能力 
碩士:  
 1-1 具備課程規劃能力 

2. 了解輔導工作的主要措施 

學士:  
 2-3 具備學習評量能力 
碩士:  
 2-3 具備學習評量能力 

3. 學習輔導理論與技術 

學士:  
 5-2 具有專業成長能力 
碩士:  
 5-2 具有專業成長能力 

4. 將輔導知能應用於未來工作領域 
學士:  
 5-3 具備專業態度 
碩士:  



 5-3 具備專業態度 

 

二、教學大綱 

授課教師 吳淑禎 

本課程包含實地

學習時數 
否 

本課程適合修習

領域 
適合所有師資生修習 

教學進度與主題 

週次 主題 

第一週 2/23(一) 春節放假一天 

第二週 

3/2(一) 

1.輔導原理與實務課程簡介含智慧財產權之提醒 

2.作業安排 

(1)個人作業 2 參加「個人 3 折頁」製作 

(2)個人作業就業博覽會 1 場(3/8 日台大場; 3/27 台師大; 5/15

台師大場) 

   或企業徵才說明會等心理與生涯講座 2 場」心得 

  

第三週 

3/9(一) 

1.輔導工作三級制與心理衛生 

2.諮詢、輔導、諮商和心理治療的概念 

3.第一印象/刻板印象 VS.輔導專業形象(教師專業標準) 

4.「個人 3 折頁」製作說明 

5. 就業博覽會/企業徵才說明會參與說明 

6.學用關係與學習策略(完成讀書學習與生涯調適量表第 1次) 

第四週 1.諮商與輔導理論簡介 

http://courseap.itc.ntnu.edu.tw/acadmOpenCourse/%60%60http:/w3.csmu.edu.tw/~wcf/guidance.rtf%60%60
http://courseap.itc.ntnu.edu.tw/acadmOpenCourse/%60%60http:/w3.csmu.edu.tw/~wcf/compare%20of%20guidance.doc%60%60


3/16(一) 2.諮商輔導階段介紹 

3.輔導在正向管教中的應用 

4.學生在教室與學校學習的能力準備 

第五週 

3/23(一) 

1.諮商輔導與正向管教常用技術( SOLER/ 5W1H/愛語) 

2.Adlerian 如何解釋人格形成 

3.五種愛語簡介 

4.被愛經驗分享-分組，進行愛語分享 

1).討論被愛的要素？ 

2).愛語猜測：自己與重要他人的愛語互猜 

3).家庭圖繪製 

第六週 3/30(一) 

1.諮商輔導與正向管教常用技術(鼓勵/同理心/我訊息) 

2.鼓勵與挫折要素 

3.五種鼓勵語法練習 

1)特質 

2)貢獻 

4.學用關係與學習策略(完成讀書學習與生涯調適量表第 2次) 

第七週 

4/6(一) 

民族掃墓節補假 1 天 

第八週 

4/13(一) 

1.Adlerian-五種鼓勵語法練習 

3)進步 

4)表達信心 

5)接納認可 

第九週 
1.同理心介紹與演練 



4/20(一) 

第十週 

4/27(一) 

1 我訊息介紹與演練 

2.請帶來「我訊息」作業前段 

第十一週 

5/4(一) 

期中考-筆試 

第十二週

5/11(一) 

1.諮商輔導理論與技術-認知行為與信念駁斥 

  

第十三週 

5/18(一) 

1.學生不良行為的四種目標 

(1)獲取注意(attention getting) 

(2)追求權力(power) 

(3)尋求報復(revenge) 

(4)表現無能(demonstration of inadequacy) 

2.自然後果與邏輯結果 

3.分辨管教與處罰的差異 

4.正向管教的內涵 

第十四週 

5/25(一) 

期末考分組報告 1、2、3 組 

  

第十五週 

6/1(一) 

期末考-分組報告 4、5、6 組 

  

第十六週 

6/8(一) 

期末考-分組報告 7、8、9 組 

第十七週 

6/15(一) 

危機事件處理、媒體溝通與教師倫理 

第十八週

6/22(一) 
期末回饋與考評說明 

 



教學方法 

方式 說明 

講述法 輔導諮商理論及實務處理原則說明 

討論法 就課程所述理論及案例進行討論 

合作學習 分組就青少年常見適應困擾進行分析並提出輔導策略 

實驗/實作 各種輔導諮商技巧演練與實作 

實地考察、參訪 參訪 

媒體融入教學 應用 Moodle 

其他 邀請中等學校教師或心理師、精神科醫師演講 

評量方法 

方式 百分比 說明 

作業 25 % 

「個人 3 折頁製作」上傳 moodle、就業博覽會 1
場(3/8 日台大場; 3/27 台師大; 5/15 台師大場) 或
企業徵才說明會等心理與生涯講座 2 場」上傳

moodle 

期中考 15 % 筆試 

期末考 25 % 
修課人數分為 9 組，進行課程技巧統合的實作或

小組自訂主題，各組需上傳一份 PPT 至 Moodle。 

出席 30 % 

出缺席:每次上課皆準時，平時總分加 5 分，因

病或因事請假，在不違反學校規定的前提下，最

遲需要在次週上課當天完成請假，有特殊狀況另

定，公假、試教一律需要出具證明。未經請假，

皆以缺課計算。事病假含公假六次(含)以上，即

全學期總上課次數請假達 1/3(含)以上，無法通

過本課程對學習態度的要求。 

其他 5 % 個人自評:全學期學習投入與參與度自評 

參考書目 

請尊重著作權與使用倫理，勿隨意翻印 

 指定閱讀: 

 吳瑞誠譯(2000)。兒童愛之語-打開親子愛的頻道。台北：中

主出版。 

 



參考書目: 

  葉小燕譯(2014)被討厭的勇氣。原著岸見一郎、古賀史健。

究竟出版。 

修慧蘭等譯(2009) 。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與實務。雙葉出版。 

張英熙(2013)。看見孩子的亮點：阿德勒鼓勵原則在家庭及

學校中的運用 

張德聰、周文欽、張景然、洪莉竹(2006) 輔導原理與實務。

空大出版 

郭志通、張進上(2011) 。諮商導論。學富出版。 

傅增仁譯(1994) 。你是老幾。台北：方智出版 

曾端真(2002）。班級經營與兒童輔導。台北：天馬出版。 

黃政昌主編(2012) 輔導原理與實務。心理出版 

鄔佩麗 (2005) 。輔導與諮商心理學 。台北:東華 

劉如菁譯(2014) 好老師會做的 20 件事。格子外面出版。原

著伍爾本(Hal Urban) 

劉焜輝/主編(2012)輔導原理與實務(三版) 三民出版 

曾端真(2013）。教出有勇氣與行動力的孩子: 親子雙贏的教

養功夫。張老師出版。 

宇沙譯(1995)。有效能的父母。遠流出版。 

何長珠編譯(1985)。有效的諮商員。台北:大洋。 

吳武典主編(1983)。學校輔導工作，張老師文化。 

吳芝儀、許維素(2005)輔導與諮商概論。濤石。 

吳淑禎(與洪仁進、湯仁燕、許殷宏、黃純敏、郝永崴、張民

杰、劉蔚之等合譯(2010)。 

http://courseap.itc.ntnu.edu.tw/acadmOpenCourse/%60%60http:/www.m.sanmin.com.tw/Search/Index/?ct=Au&qu=%e5%bc%b5%e5%be%b7%e8%81%b0%60%60
http://courseap.itc.ntnu.edu.tw/acadmOpenCourse/%60%60http:/www.m.sanmin.com.tw/Search/Index/?ct=Au&qu=%e5%91%a8%e6%96%87%e6%ac%bd%60%60
http://courseap.itc.ntnu.edu.tw/acadmOpenCourse/%60%60http:/www.m.sanmin.com.tw/Search/Index/?ct=Au&qu=%e5%bc%b5%e6%99%af%e7%84%b6%60%60
http://courseap.itc.ntnu.edu.tw/acadmOpenCourse/%60%60http:/www.m.sanmin.com.tw/Search/Index/?ct=Au&qu=%e6%b4%aa%e8%8e%89%e7%ab%b9%60%60
http://courseap.itc.ntnu.edu.tw/acadmOpenCourse/%60%60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9%BB%83%E6%94%BF%E6%98%8C%E4%B8%BB%E7%B7%A8%EF%BC%9B%E9%BB%83%E6%94%BF%E6%98%8C%E3%80%81%E9%BB%83%E7%91%9B%E7%90%AA%E3%80%81%E9%80%A3%E7%A7%80%E9%B8%9E%E3%80%81%E9%99%B3%E7%8E%89%E8%8A%B3%2F%E8%91%97&f=author%60%60
http://courseap.itc.ntnu.edu.tw/acadmOpenCourse/%60%60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5%8A%89%E5%A6%82%E8%8F%81&f=author%60%60
http://courseap.itc.ntnu.edu.tw/acadmOpenCourse/%60%60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osb%60%60
http://courseap.itc.ntnu.edu.tw/acadmOpenCourse/%60%60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5%8A%89%E7%84%9C%E8%BC%9D%2F%E4%B8%BB%E7%B7%A8&f=author%60%60
http://courseap.itc.ntnu.edu.tw/acadmOpenCourse/%60%60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sanmin%60%60


    樂在教學:教師不可不知的「撇步」。學富出版。 

吳淑禎(與陳慶福、翁澍澍、許淑穗、劉志如、吳淑禎、王沂

釗等合譯(2010)。 

    團體諮商:歷程與實務。洪葉出版 

吳淑禎(2003)。阿德勒學派對適應困擾問題的釋義。諮商與

輔導特刊，1，24-29。 

吳蘇心美譯(2002)。為孩子立界線。台福傳播。 

呂勝瑛譯(1984)。100 種增進自我概念的方法。台北：遠流

出版。 

宋湘玲、林幸台、鄭熙彥、謝麗紅(2006)。學校輔導工作的

理論與實施。 

李宜靜(2007)。行為改變技術的應用。諮商與輔導，第 240
期，28-31。 

周弘著(2002)。賞識你的孩子(300 元) 台北：上游出版。 

林建平(1997)。學習輔導－理論與實務。台北：五南。 

林家興(2010)。哪些因素最能預測親職教育團體的效果。教

育心理 

林家興(2010)。哪些因素最能預測親職教育團體的效果。教

育心理 學報，41(4)， 

    847-858。 

林瑩珠譯(1995)。青少年期教養法。台北：遠流出版。 

郭麗安(1999) 。家族諮商實務與歷程。心理。 

陳慶輝(2003)。淺談行動學習法(action learning)。品質月刊，

76-77。 

曾端真(2002）。班級經營與兒童輔導。台北，天馬文化事業



公司。 

曾端真(2011)。正向管教與紀律的養成。中等教育，62(1), 
20-31。 

黃光國譯（1971/2006）自卑與超越, 台北：志文出版社。 

黃耀禮譯。遊走童年-追溯童年記憶重塑自我。台北：中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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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頌姿(1998）。自卑與生活, 台北,志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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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樂群譯（1999）。面對問題兒童的挑戰。台北：志文出版

社。 

樊雪春、樊雪梅、凃冠如(2009) 。諮商輔導學辭典。 

樊雪春、樊雪梅、凃冠如(2009)。諮商輔導學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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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http://www.guidanc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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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原理與實務（教） 
鄭曉楓 

一、課程基本資料 

開課

代號 
00UE008 課程名稱 輔導原理與實務（教） 

英文

名稱 
Principle and Practice of Guidance 

全/半
年 

半 必/選修 選修 

學分

數 
2.0 

每週授課

時數 
正課時數: 2 小時 

開課

系級 
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 

先修

課程  

課程

簡介 

本課程旨在協助學習者瞭解輔導諮商等相關心理知識，並培育學習者具

備輔導人員特質並能對其服務對象即中等學校青少年常見適應問題，具

有實務處理能力，並能適時提供青少年重要他人所需的諮詢。 

課程目標 對應系所核心能力 

1. 學習輔導的基本概念 

學士:  
 1-1 具備課程規劃能力 
碩士:  
 1-1 具備課程規劃能力 

2. 了解輔導工作的主要措施 

學士:  
 2-3 具備學習評量能力 
碩士:  
 2-3 具備學習評量能力 

3. 學習輔導理論與技術 

學士:  
 5-2 具有專業成長能力 
碩士:  
 5-2 具有專業成長能力 

4. 將輔導知能應用於未來工作領域 
學士:  
 5-3 具備專業態度 
碩士:  



 5-3 具備專業態度 

 

二、教學大綱 

授課教師 鄭曉楓 

本課程包含實地

學習時數  

本課程適合修習

領域  

教學進度與主題 

 
（一）主要參考資料： 

1. 方永泉（2002）。受壓迫者教育學。臺北：巨流。 
2. 林郡雯校譯（2007）。教育的社會學分析：學校運作之地。臺北：學富。 
3. 譚光鼎（2010）。教育社會學。臺北：學富。 

  

（二）輔助參考資料： 

1. 方永泉（2012）。批判與希望：以行動為中心的教師哲學。臺北：學富。 
2. 佐藤學（2012）。學習的革命：從教室出發的改革。臺北：天下雜誌。 
3. 柯林斯著、劉慧珍等譯（1998）。文憑社會—教育與階層化的歷史社會

學。台北：桂冠。 
4. 姜添輝（2002）。資本社會中的社會流動與學校體系。臺北：高等教育。 
5. 夏曉鵑（2005）。解開面對新移民的焦慮。學生輔導季刊，97，頁 6-27。 
6. 財團法人國立台南師範學院校務發展文教基金會、台灣教育社會學會主

編(2001)。九年一貫課程與教育改革議題：教育社會學取向的分析。高

雄：復文。 
7. 翁福元（編）（2013）。校園霸凌：學理與實務。臺北：高等教育。 
8. 陳奎憙（1998）。現代教育社會學。臺北：師大書苑。 
9. 陳伯璋（1988）。意識型態與教育。臺北：師大書苑。 
10. 陳伯璋、張盈堃（編）（2007）學校教師的生活世界：批判教育學的在

地實踐。臺北：師大書苑。 
11. 張建成（2002）。批判的教育社會學研究。臺北：學富。 
12. 張如慧（2002）。民族與性別之潛在課程：以原住民女生為例。臺北：

師大書苑。 
13. 許殷宏（2006）。教學實踐與學生身份認同—國中美術班與普通班的比

較。教育研究集刊，52 (2)，125-153。 
14. 黃武雄（2003）。學校在窗外。台北縣：左岸文化。 



15. 黃鴻文（2003）。國民中學學生文化之民族誌分析。臺北：學富。 
16. 黃毅志（2011）。台灣的教育分流、勞力市場階層結構與地位取得。臺

北：心理。 
17. 黃純敏譯（2002）。學生多樣性。載於溫明麗等譯，行動研究教育學，

頁 211-278。台北：洪葉。 
18. 劉美慧主編（2009）。多元文化教育名著導讀。臺北：學富。 
19. 劉美慧主譯（2009）。教學越界：教育即自由的實踐。臺北：學富。 
20. 楊巧玲（2005）。性別化的興趣與能力：高中學生類組選擇之研究。台

灣教育社會學研究，5 (2)，頁 113-113-153。 
21. 黛博拉・肯尼（2013）。他們辦到了！一群哈林區小孩成為州榜首的奇

蹟故事。臺北：大步出版社。 
22. 譚光鼎、王麗雲主編(2006)。教育社會學：人物與思想。台北：高教。 
23. 蘇峰山編(2005)。意識、權力與教育：教育社會學理論導論。嘉義：南

華教育社會學研究所。 

教學方法 

方式 說明 

講述法 
教師依據課程內容主題，補充相關資料，並於課堂中帶領同

學旁徵引博，進行反思與討論，請針對主題內容進艱澀的部

分詳盡解說。 

討論法 
根據同學預習與課堂報告後之提問進行解答、分析與深入探

討，同時教師也針對主題內容提出延伸反思議題，啟發學生

開放思考能力。 

問題解決教學 
針對學生提出之問題，教師根據實務經驗提出實務之挑戰與

困境，帶領同學討論問題解決策略。 

合作學習 
透過小組口頭簡報發表，促進同儕互助與團隊分工，提升學

習效能與合作學習之能力。 

實驗/實作 
設計個案輔導、團體輔導之實務演練，共兩次。希望透過角

色扮演、團體實際演練，提升學生實際輔導能力。 

實地考察、參訪 
同學實際訪談教學輔導經驗豐富之教師，並透過訪談了解學

校輔導實務之運作、挑戰、困境與工作價值，以激勵學生助

人工作熱情。 

媒體融入教學 依主題需要，融入教學簡報、影片、網站等資訊媒體。 

專題研究 
同學自由分組，每組依據自選之主題進行資料蒐集、課堂指

定閱讀摘要等進行專題研究與發表。 



評量方法 

方式 百分比 說明 

作業 20 % 

(1)個案實務、團體實務、影片欣賞，擇一撰寫心

得報告。 (2)實地訪談摘要與心得:自行尋找一位

經驗豐富之國中或高中教師，教學輔導經驗至少

五年以上，需自擬相關訪談大綱約五題，撰寫摘

要與心得。報告內需有受訪者基本資料、訪談時

間、地點、訪談大綱、訪談摘要、訪談後心得【實

地學習時數】。 (3)期末總心得報告:閱讀內容、

上課討論、生命經驗、未來期許。 

期中考 20 % 依指定閱讀、課堂討論等內容進行紙筆測驗。 

課堂討論參與 20 % 課堂中能主動踴躍發言與提問。 

出席 20 % 非特殊因素，需每週出席課堂。 

報告 20 % 

採自由分組，口頭報告簡報須於前一週 email 給
老師(來信主旨:師大師培輔導原理-姓名)，報告時

間為一堂課，除了課本的內容摘要，還需蒐集相

關延伸補充資料、列出研讀本章節後之提問 (請
附上團隊分工)。 

參考書目 

 

王文秀、田秀蘭、廖鳳池（2011）。兒童輔導原理（第三版）。

台北市：心理。 

周甘逢、徐西森、龔心怡、連廷嘉、黃明娟（2003）。輔導

原理與實務。高雄市：復文。 

許維素（主編）、孫守湉、林秀玲（譯）（2011）。教師諮

商技巧（第二版）（原作者：J. A. Kottler & E. Kottler）。

台北市：心理。 

陳金定（2007）。青少年發展與適應問題：理論與實務。台

北市：心理。 

陸方鈺儀、李文玉清（2011）。學校輔導：趨勢與實務。香

港：香港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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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原理與實務（教） 
鄭曉楓 

一、課程基本資料 

開課

代號 
00UE008 課程名稱 輔導原理與實務（教） 

英文

名稱 
Principle and Practice of Guidance 

全/半
年 

半 必/選修 選修 

學分

數 
2.0 

每週授課

時數 
正課時數: 2 小時 

開課

系級 
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 

先修

課程  

課程

簡介 

本課程旨在協助學習者瞭解輔導諮商等相關心理知識，並培育學習者具

備輔導人員特質並能對其服務對象即中等學校青少年常見適應問題，具

有實務處理能力，並能適時提供青少年重要他人所需的諮詢。 

課程目標 對應系所核心能力 

1. 學習輔導的基本概念 

學士:  
 1-1 具備課程規劃能力 
碩士:  
 1-1 具備課程規劃能力 

2. 了解輔導工作的主要措施 

學士:  
 2-3 具備學習評量能力 
碩士:  
 2-3 具備學習評量能力 

3. 學習輔導理論與技術 

學士:  
 5-2 具有專業成長能力 
碩士:  
 5-2 具有專業成長能力 

4. 將輔導知能應用於未來工作領域 
學士:  
 5-3 具備專業態度 
碩士:  



 5-3 具備專業態度 

 

二、教學大綱 

授課教師 鄭曉楓 

本課程包含實地

學習時數  

本課程適合修習

領域  

教學進度與主題 

 
（一）主要參考資料： 

1. 方永泉（2002）。受壓迫者教育學。臺北：巨流。 
2. 林郡雯校譯（2007）。教育的社會學分析：學校運作之地。臺北：學富。 
3. 譚光鼎（2010）。教育社會學。臺北：學富。 

  

（二）輔助參考資料： 

1. 方永泉（2012）。批判與希望：以行動為中心的教師哲學。臺北：學富。 
2. 佐藤學（2012）。學習的革命：從教室出發的改革。臺北：天下雜誌。 
3. 柯林斯著、劉慧珍等譯（1998）。文憑社會—教育與階層化的歷史社會

學。台北：桂冠。 
4. 姜添輝（2002）。資本社會中的社會流動與學校體系。臺北：高等教育。 
5. 夏曉鵑（2005）。解開面對新移民的焦慮。學生輔導季刊，97，頁 6-27。 
6. 財團法人國立台南師範學院校務發展文教基金會、台灣教育社會學會主

編(2001)。九年一貫課程與教育改革議題：教育社會學取向的分析。高

雄：復文。 
7. 翁福元（編）（2013）。校園霸凌：學理與實務。臺北：高等教育。 
8. 陳奎憙（1998）。現代教育社會學。臺北：師大書苑。 
9. 陳伯璋（1988）。意識型態與教育。臺北：師大書苑。 
10. 陳伯璋、張盈堃（編）（2007）學校教師的生活世界：批判教育學的在

地實踐。臺北：師大書苑。 
11. 張建成（2002）。批判的教育社會學研究。臺北：學富。 
12. 張如慧（2002）。民族與性別之潛在課程：以原住民女生為例。臺北：

師大書苑。 
13. 許殷宏（2006）。教學實踐與學生身份認同—國中美術班與普通班的比

較。教育研究集刊，52 (2)，125-153。 
14. 黃武雄（2003）。學校在窗外。台北縣：左岸文化。 



15. 黃鴻文（2003）。國民中學學生文化之民族誌分析。臺北：學富。 
16. 黃毅志（2011）。台灣的教育分流、勞力市場階層結構與地位取得。臺

北：心理。 
17. 黃純敏譯（2002）。學生多樣性。載於溫明麗等譯，行動研究教育學，

頁 211-278。台北：洪葉。 
18. 劉美慧主編（2009）。多元文化教育名著導讀。臺北：學富。 
19. 劉美慧主譯（2009）。教學越界：教育即自由的實踐。臺北：學富。 
20. 楊巧玲（2005）。性別化的興趣與能力：高中學生類組選擇之研究。台

灣教育社會學研究，5 (2)，頁 113-113-153。 
21. 黛博拉・肯尼（2013）。他們辦到了！一群哈林區小孩成為州榜首的奇

蹟故事。臺北：大步出版社。 
22. 譚光鼎、王麗雲主編(2006)。教育社會學：人物與思想。台北：高教。 
23. 蘇峰山編(2005)。意識、權力與教育：教育社會學理論導論。嘉義：南

華教育社會學研究所。 

教學方法 

方式 說明 

講述法 
教師依據課程內容主題，補充相關資料，並於課堂中帶領同

學旁徵引博，進行反思與討論，請針對主題內容進艱澀的部

分詳盡解說。 

討論法 
根據同學預習與課堂報告後之提問進行解答、分析與深入探

討，同時教師也針對主題內容提出延伸反思議題，啟發學生

開放思考能力。 

問題解決教學 
針對學生提出之問題，教師根據實務經驗提出實務之挑戰與

困境，帶領同學討論問題解決策略。 

合作學習 
透過小組口頭簡報發表，促進同儕互助與團隊分工，提升學

習效能與合作學習之能力。 

實驗/實作 
設計個案輔導、團體輔導之實務演練，共兩次。希望透過角

色扮演、團體實際演練，提升學生實際輔導能力。 

實地考察、參訪 
同學實際訪談教學輔導經驗豐富之教師，並透過訪談了解學

校輔導實務之運作、挑戰、困境與工作價值，以激勵學生助

人工作熱情。 

媒體融入教學 依主題需要，融入教學簡報、影片、網站等資訊媒體。 

專題研究 
同學自由分組，每組依據自選之主題進行資料蒐集、課堂指

定閱讀摘要等進行專題研究與發表。 



評量方法 

方式 百分比 說明 

作業 20 % 

(1)個案實務、團體實務、影片欣賞，擇一撰寫心

得報告。 (2)實地訪談摘要與心得:自行尋找一位

經驗豐富之國中或高中教師，教學輔導經驗至少

五年以上，需自擬相關訪談大綱約五題，撰寫摘

要與心得。報告內需有受訪者基本資料、訪談時

間、地點、訪談大綱、訪談摘要、訪談後心得【實

地學習時數】。 (3)期末總心得報告:閱讀內容、

上課討論、生命經驗、未來期許。 

期中考 20 % 依指定閱讀、課堂討論等內容進行紙筆測驗。 

課堂討論參與 20 % 課堂中能主動踴躍發言與提問。 

出席 20 % 非特殊因素，需每週出席課堂。 

報告 20 % 

採自由分組，口頭報告簡報須於前一週 email 給
老師(來信主旨:師大師培輔導原理-姓名)，報告時

間為一堂課，除了課本的內容摘要，還需蒐集相

關延伸補充資料、列出研讀本章節後之提問 (請
附上團隊分工)。 

參考書目 

 

王文秀、田秀蘭、廖鳳池（2011）。兒童輔導原理（第三版）。

台北市：心理。 

周甘逢、徐西森、龔心怡、連廷嘉、黃明娟（2003）。輔導

原理與實務。高雄市：復文。 

許維素（主編）、孫守湉、林秀玲（譯）（2011）。教師諮

商技巧（第二版）（原作者：J. A. Kottler & E. Kottler）。

台北市：心理。 

陳金定（2007）。青少年發展與適應問題：理論與實務。台

北市：心理。 

陸方鈺儀、李文玉清（2011）。學校輔導：趨勢與實務。香

港：香港大學出版社。 

**黃政昌、黃瑛琪、連秀鸞、陳玉（2012）。輔導原理與實

務。台北市：心理。 

**鄔佩麗、陳麗英（2010）。輔導原理與實務。台北市：雙

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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