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職涯及諮商輔導中心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中心會議紀錄
時間：104 年 9 月 1 日(二)中午 12:00
地點：三民校區昌明樓 1 樓 4118 會議室
主席：李金玲主任
記錄：吳航
出席人員：職涯中心所有職員
壹、主席報告：
1.迎接新學期的工作挑戰，首先我們很高興地歡迎中心有新的夥伴加入，為中心注入新
人新氣象，也期待中心各組間緊密聯繫，彼此合作互助，更有效率地推展中心各項事
務以達到綜合效用。
2.感謝各位同仁在暑假期間依舊認真和努力規劃新學期的工作事項，相信在大家協力籌
畫下，能讓全校師生充分感受到中心推動職涯和諮商輔導工作之用心，並帶動服務學
習精神的涵養，結合老師一同從旁協助學生適性揚才，他們將有感我們優質的專業行
政服務。
3.為提升中心行政效率，相關法規和系統平台應定期檢視並與時俱進，使其符合階段性
需求，以作為行政方針並提高作業效率，另相關 e 化系統使用，尤其這學期新諮商輔
導系統上線，務必謹慎使用以確保資料安全。
貳、各組業務報告：
一、諮商輔導組
1.輔導「有感」系列：
(1)配合新生始業輔導，針對新生進行「身心生活適應量表」普測，了解其適應狀況，
以利後續追蹤輔導。
(2)規劃期初導師會議及導師輔導知能活動，預計辦理 3 場次，提昇導師輔導知能。
(3)規劃新學期班級輔導課程，設計調查表(分為導師版及學生版)，實際了解各班輔
導需求及學生有興趣的主題，更貼近學生的生活及需要。
(4)規劃心理劇成長團體及音樂媒材團體之主題式團體輔導，每個團體約進行 6～8 次，
透過團體互動及討論，讓學生有不同於上課方式的學習及成長。
2.諮商「有感」系列：
(1)104-1 輔導老師值班表已出爐(詳如附件 1)，日間時段均有老師個別諮商，週一至
週四另開放夜間諮商，共計 50 個諮商時段，以提供學生更完善之心理照顧服務。
(2)為提供便利性之服務，諮商 e 化服務系統將導入校內 e-portal 入口，教職員及學
生將可登入 e-portal 入口，點選「職涯及諮商輔導系統」申請諮商預約及填寫回
饋表，預計此系統於 9/14 正式啟用。
3.資源教室「就感心」系列：
(1)8/1 至 8/31 辦理 103 學年度身障畢業學生轉銜填報，由各學制資源教室老師上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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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通報網填報畢業生資訊。
(2)8/1 至 9/30 辦理 104 學年度身障新生之特殊教育學生個別化支持(ISP)會議，蒐
集相關資訊以利未來輔導工作，並將資訊統一鍵入特殊教育通報網。
(3)9/1 至 9/30 連繫身障新生之班導師，提供有關該班身障類別輔導資訊，以利班導
師於班上協助身障學生在校就學。
(4)9/1 至 9/30 發放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身障學生鑑定證明書，依據個資法由各學制
資源教室老師個別聯繫身障學生簽領證明單，統一寄回分區學校(台中教育大學)。
(5)9/1 至 10/14 辦理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特殊教育學生鑑定申請，由資源教室老師
蒐集所有身障鑑定申請單並填報，發文至分區學校(台中教育大學)。
(6)9/1 至 10/15 辦理 103 學年度身障學生特殊教育獎助學金，資源教室老師將蒐集
之相關資料統一製單後，提出申請。
二、服務學習輔導組
1.自 8/20 起至 10/2 開放教師申請本學期「內涵服務學習課程」
，以課程為補助單位，
原則上一系一門，惟遇有系所未提出開課申請時，則將補助機會讓給其他系所。每
門補助含業務費新台幣 7 仟元整、工讀費 30 小時，所需業務經費約 14 萬元。
2.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服務與學習課程計有 29 班，其校內清潔維護與校外社會服務將
花費 6 萬元經費。
3.教育部青年署「補助大專校院推動以社區為基礎的服務學習創新方案」
，104 年總經
費計 30 萬（含補助款 24 萬、配合款 6 萬）
，預計執行活動含社區關懷暨中秋晚會、
志願服務基礎教育訓練、一三一巷彩繪圍牆及老照片風華再現活動、老人嘉年華、
服務學習徵文比賽、服務學習講座等活動。
三、實習與就業輔導組
1.教育部 103 學年度學生校外實習課程計畫期間為：103 年 6 月 1 日至 104 年 6 月 30
日止，業於 104 年 7 月 30 日函送教育部辦理結案，教育部核准補助名額為 214 人，
實際參與校外實習為 16 系 1,397 人，參與實習廠商計 338 家，本年度校外實習特色
案例推薦保金系參加。
2.本校申請教育部 104 學年度教育部第二期技職再造計畫實務增能程序七、學生校外
實習課程計畫，業於 5 月 27 日送至研發處彙整送審，本計畫執行期間為：104 年 7
月 1 日至 105 年 6 月 30 日止，申請補助經費為$350 萬元，申請系所有：會資系、
財稅系、企管系、保金系、休閒系、應統系、國貿系、多媒系、應英系、應中系、
流管系、資管系、資工系、美容系等 14 系所參與本計畫。
3.本校申請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104 學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
計畫」
，計有流管系、多媒系、應中系、國貿系通過申請，另老服系及國貿系通過共
通核心職能課程計畫，合計補助經費為新台幣 256 萬 8,960 元整。
4.104 年度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104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服務補助
計畫」
，其「求職面試技巧講座」
、
「職場趨勢分析」
、
「雇主座談會」
、
「校友職涯經驗
分享」
、
「企業參訪活動」等活動業已完成核銷作業，合計申請補助款項計 13 萬 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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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
5.103 學年補助大專校院辦就業學程實地評鑑作業，將於 9 月 8 日於昌明樓一樓 4118
會議室辦理，由應日系、財稅系、多媒系及商設系等 4 系接受評鑑。
6.畢業生調查、EP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Ucan 職能測驗 業務執行情形
業務項目

104 年 8 月以前

104 年 9 月以後

應屆大專畢業生流向調查

預計 10/31 結束調查

統計/公告等事項

應屆碩士畢業生流向調查

預計 10/31 結束調查

統計/公告等事項

畢業一年生流向調查

已於 8/3 結束調查

統計/上傳/公告等事項

畢業三年生流向調查

預計 11/30 結束調查

1.8/1~11/30 調查
2.統計事項

勞動部新生及畢業生比對
與追蹤業務

1.預 10/31 上傳資料
2.後續追蹤調查

雇主滿意度調查

103/104 調查中

104 調查中統計事項

EP

103 成果已公告於本組網

宣導持續推動使用

頁
內部控制

配合秘書室執行

配合秘書室執行

Ucan

103 成果已公告於本組網
頁(總普測新生達 98%)

宣導持續推動使用並檢測

參、討論
1.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職涯中心行事曆(草案)審查。(附件 2)
決議:行事曆內容無修正，照案通過，各組依其規畫執行業務，另刪除經費預算欄後，公
告於中心網頁。
肆、臨時動議
無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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