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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實習（實作）目的乃在於讓學生熟悉專業機構的實際運作，實習（實作）學生
應按規定參與該機構之專業工作，並符合課程與機構之要求。

第二條

本實習辦法適用於碩士班之「諮商實習」、「駐地實習」及博士班之「進階諮
商實習作」、「督導實習」四三個類別之實習。

第三條

實習（實作）學生申請資格：
一、碩士班「諮商實習」申請資格：
碩士班學生修畢「諮商實務」課程者，並須於通過審核後之次一學期起修
習碩士班開設之「諮商實習」課程。
二、「駐地實習」申請資格：
碩士班或博士班學生，申請駐地實習之申請者於申請該學期應能修畢諮商
心理學程(共21學分)要求之相關課程，並得於通過審核後之次一學期起修
習一年之「駐地實習」課程。

【請參閱考選部網站說明】

三、博士班「進階諮商實習作」申請資格：
博士班學生修畢「進階諮商實務」課程者得提出申請，並得於通過審核後
之次一學期起修習博士班開設之「進階諮商實習作」課程。
四、博士班「督導實習」申請資格：
博士班學生修畢「進階諮商實務」、「諮商督導理論與實務專題研究」課
程及具有相關實務經驗者得提出申請，並得於通過審核後之次一學期起修
習博士班開設之「督導實習」課程。
第四條

申請程序：
一、合於前項資格之學生需於申請之學期第八週前提出申請，填妥「研究生諮
商實習（實作）A表」送系辦公室審查之。
二、通過審查者與實習（實作）機構取得確認後，應於該申請學期第十六週前，
填妥「研究生諮商實習（實作）B表」送系辦公室，並由研究生修業指導
委員會審查之。
三、非在規定時限內送審者，應自行處理必要之審查程序，並至系辦公室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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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八小時。
第五條

實習（實作）機構之條件：
一、實習（實作）機構之選定應經由任課老師核可及研究生修業指導委員會審
核後確定。
二、駐地實習機構應具備下述條件：
(一)實習機構指經教學醫院評鑑通過，得辦理諮商心理實作訓練之醫療機
構，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諮商心理師執業機構。
(二)實習機構內至少應有一位專兼任合格的諮商心理師能提供研究生督
導。
(三)實習機構應提供每位全職實習生符合第七條之實習項目與實習時數。
(四)實習機構應提供專業督導。專業督導每人每週最多可以督導2位全職實
習生，專業督導應具備督導之資格，並經機構及學校任課教師之同意
（或認可）。
(五)實習機構的專任心理師與全職實習生的師生比至多為一比二。
(六)應提供實習諮商心理師全年至少50小時之個別督導。
(七)應提供全職實習諮商心理師每週平均至少2小時的團體督導或研習，含
團體督導、在職訓練、實習機構會議、個案研討及經實習機構核可的
在外研習課程等。
(八)實習機構應訂定實習辦法或編印實習手冊。
(九)實習機構的必要設備至少為個別諮商室、團體諮商室。並提供全職實
習生之個人辦公桌及辦公設備。
三、該機構應能允許錄音或錄影，若於實際執行時有困難則由任課教師協調之。
四、不得選擇於目前在職、擔任義工或離職未滿一年之專兼任之單位實習（實
作）。
五、不得選擇三等親以內親屬主持之機構或單位實習（實作）。
六、實習（實作）地點若為境外單位，需於實習前一學期另提供境外實習（實
作）計畫書 (格式自訂) 交予授課老師及研究生修業委員會審議。

第六條

一、實習（實作）機構督導之選定應符合以下條件：
(一)博士班之進階諮商實習作生及督導實習生之機構督導需具博士學位後
或助理教授後，或為精神科主治醫師後，一年以上工作經驗。
(二)碩士班實習生之機構督導需具碩士學位後一年或講師，或心理師證照
後一年以上工作經驗。
(三)若非在心理衛生專業機構實習（實作）則由該機構資深專業人員擔任
督導，唯其資格仍由研究生修業委員會審核之。
二、駐地實習機構督導之選定應符合以下條件：
(一)實習機構內至少應聘有一位專任且具證照之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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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機構受聘督導以二位為原則。
(三)駐地實習督導應曾受過專業諮商督導理論與實務訓練或具有諮商心理
師執業滿二年。
第七條

實習（實作）項目及總時數：
一、碩士班諮商實習每學分之實習時數為70小時。
二、博士班進階諮商實習作及督導實習每學分實習時數為80小時。
三、駐地實習為期一年。
四、直接服務以任課教師與實習（實作）機構共同認定為原則。
五、除回校上「駐地實習」課程外，於實習機構實習內實習時數合計應達四十
三週或一千五百小時以上；第八條第二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實作訓練期
間，應達九週或三百六十小時以上。

第八條

實習（實作）內容包括：
一、（進階）諮商實習（實作）：個別諮商、團體諮商、婚姻與家庭諮商、心
理治療、心理諮詢、心理測驗與衡鑑、心理衛生預防與推廣、相關諮商議
題研究等項目，實習（實作）內容可依實習（實作）機構實況作調整。
二、駐地實習：
(一)個別、婚姻或家庭諮商及心理治療。
(二)團體諮商與心理治療。
(三)個案評估及心理衡鑑。
(四)心理諮詢、心理衛生教育與預防推廣工作。
(五)諮商心理機構或單位之專業行政。
(六)其他諮商心理有關之自選項目，包括精神官能症之心理諮商與心理治
療、危機處理或個案管理等。
三、督導實習：個別督導、團體督導、方案督導、諮商實務教育訓練等項目，
實習內容可依實習機構實況予以調整。

第九條

實習（實作）期間實習（實作）生每週應安排固定時間在實習（實作）機構從
事實習（實作）工作，並參與該機構的重要活動。

第十條

實習（實作）學生應於每學期實習（實作）結束前，請督導進行諮商實習（實
作）評量，並在實習（實作）結束後，確實填寫諮商實習（實作）時數累計表，
由機構督導簽證及任課老師審核後繳交本系存檔。

第十一條

(一)任課老師與機構督導評量之比重為50%、50%。
(二)駐地實習成績考核每學期七十分為及格。考核內容得包括個案報告、心
理評量與衡鑑報告、實習記錄、實習心得報告等。並持有該機構與就學
學校共同開立之證明。

第十二條

本實習（實作）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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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博士班學生實習辦法條文修正對照表
106 年 11 月 1 日系務會議通過
107 年 11 月 20 日研修會議通過
107 年 12 月 5 日系務會議通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博士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博士 因應課程名
班學生實習暨實作辦法
班學生實習辦法
稱修改本辦
法增加暨實
作字樣
第一條 實習（實作）目的乃在於讓學生熟 第一條 實習目的乃在於讓學生熟悉專業 因應課程名
悉專業機構的實際運作，實習（實
機構的實際運作，實習學生應按規 稱修改本辦
作）學生應按規定參與該機構之專
定參與該機構之專業工作，並符合 法增加（實
業工作，並符合課程與機構之要求。
課程與機構之要求。
作）字樣
第二條 本實習辦法適用於碩士班之「諮商 第二條 本實習辦法適用於碩士班之「諮商 1.同上
實習」、「駐地實習」及博士班之
實習」、「駐地實習」及博士班之 2.刪除督導
「進階諮商實作」三個類別之實習。
「諮商實習」、「督導實習」四個 實習，另訂
類別之實習。
進階督導
實作辦法
第三條 實習（實作）學生申請資格：
第三條 實習學生申請資格：
同上
一、碩士班「諮商實習」申請資格：
一、碩士班「諮商實習」申請資格：
碩士班學生修畢「諮商實務」課程者，
碩士班學生修畢「諮商實務」課程者，
並須於通過審核後之次一學期起修習
並須於通過審核後之次一學期起修習
碩士班開設之「諮商實習」課程。
碩士班開設之「諮商實習」課程。
二、「駐地實習」申請資格：
二、「駐地實習」申請資格：
碩士班或博士班學生，申請駐地實習之
碩士班或博士班學生，申請駐地實習
申請者於申請該學期應能修畢諮商心
之申請者於申請該學期應能修畢諮商
理學程(共21學分)要求之相關課程，並
心理學程(共21學分)要求之相關課
得於通過審核後之次一學期起修習一
程，並得於通過審核後之次一學期起
年之「駐地實習」課程。
修習一年之「駐地實習」課程。
三、博士班「進階諮商實作」申請資格： 三、博士班「諮商實習」申請資格：
博士班學生修畢「進階諮商實務」課程
博士班學生修畢「進階諮商實務」課
者得提出申請，並得於通過審核後之次
程者得提出申請，並得於通過審核後
一學期起修習博士班開設之「進階諮商
之次一學期起修習博士班開設之「諮
實作」課程。
商實習」課程。
四、博士班「督導實習」申請資格：
博士班學生修畢「進階諮商實務」、
「諮商督導理論與實務專題研究」課
程及具有相關實務經驗者得提出申
請，並得於通過審核後之次一學期起
修習博士班開設之「督導實習」課程。
第四條 申請程序：
第四條 申請程序：
因應課程名
一、合於前項資格之學生需於申請之學期第 一、合於前項資格之學生需於申請之學期 稱修改增加
八週前提出申請，填妥「研究生諮商實
第八週前提出申請，填妥「研究生諮 (實作)字樣
習（實作）A表」送系辦公室審查之。
商實習A表」送系辦公室審查之。
二、通過審查者與實習（實作）機構取得確 二、通過審查者與實習機構取得確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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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後，應於該申請學期第十六週前，填
應於該申請學期第十六週前，填妥「研
妥「研究生諮商實習（實作）B表」送
究生諮商實習B表」送系辦公室，並由
系辦公室，並由研究生修業指導委員會
研究生修業指導委員會審查之。
審查之。
三、非在規定時限內送審者，應自行處理
三、非在規定時限內送審者，應自行處理必
必要之審查程序，並至系辦服務至少
要之審查程序，並至系辦公室服務至少
八小時。
八小時。
第五條 實習（實作）機構之條件：
第五條 實習機構之條件：
同上
一、實習（實作）機構之選定應經由任課老 一、實習機構之選定應經由任課老師核可
師核可及研究生修業指導委員會審核
及研究生修業指導委員會審核後確
後確定。
定。
二、駐地實習機構應具備下述條件：
二、駐地實習機構應具備下述條件：
(一)實習機構指經教學醫院評鑑通過，得辦 (一)實習機構指經教學醫院評鑑通過，得
理諮商心理實作訓練之醫療機構，或中
辦理諮商心理實作訓練之醫療機構，
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諮商心理師執業機
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諮商心理師執
構。
業機構。
(二)實習機構內至少應有一位專兼任合格 (二)實習機構內至少應有一位專兼任合
的諮商心理師能提供研究生督導。
格的諮商心理師能提供研究生督導。
(三)實習機構應提供每位全職實習生符合 (三)實習機構應提供每位全職實習生符
第七條之實習項目與實習時數。
合第七條之實習項目與實習時數。
(四)實習機構應提供專業督導。專業督導每 (四)實習機構應提供專業督導。專業督導
人每週最多可以督導2位全職實習生，
每人每週最多可以督導2位全職實習
專業督導應具備督導之資格，並經機構
生，專業督導應具備督導之資格，並
及學校任課教師之同意（或認可）。
經機構及學校任課教師之同意（或認
(五)實習機構的專任心理師與全職實習生
可）。
的師生比至多為一比二。
(五)實習機構的專任心理師與全職實習
(六)應提供實習諮商心理師全年至少50小
生的師生比至多為一比二。
時之個別督導。
(六)應提供實習諮商心理師全年至少50
(七)應提供全職實習諮商心理師每週平均
小時之個別督導。
至少2小時的團體督導或研習，含團體 (七)應提供全職實習諮商心理師每週平
督導、在職訓練、實習機構會議、個案
均至少2小時的團體督導或研習，含團
研討及經實習機構核可的在外研習課
體督導、在職訓練、實習機構會議、
程等。
個案研討及經實習機構核可的在外研
(八)實習機構應訂定實習辦法或編印實習
習課程等。
手冊。
(八)實習機構應訂定實習辦法或編印實
(九)實習機構的必要設備至少為個別諮商
習手冊。
室、團體諮商室。並提供全職實習生之 (九)實習機構的必要設備至少為個別諮
個人辦公桌及辦公設備。
商室、團體諮商室。並提供全職實習
三、該機構應能允許錄音或錄影，若於實際
生之個人辦公桌及辦公設備。
執行時有困難則由任課教師協調之。 三、該機構應能允許錄音或錄影，若於實
四、不得選擇於目前在職、擔任義工或離職
際執行時有困難則由任課教師協調
未滿一年之專兼任之單位實習（實作）。
之。
五、不得選擇三等親以內親屬主持之機構或 四、不得選擇於目前在職、擔任義工或離
單位實習（實作）。
職未滿一年之專兼任之單位實習。
六、實習（實作）地點若為境外單位，需於 五、不得選擇三等親以內親屬主持之機構
實習前一學期另提供境外實習（實作）
或單位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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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書 (格式自訂) 交予授課老師及 六、實習地點若為境外單位，需於實習前
研究生修業委員會審議。
一學期另提供境外實習計畫書 (格式
自訂) 交予授課老師及研究生修業委
員會審議。
第六條 一、實習（實作）機構督導之選定 第六條 一、實習機構督導之選定應符合 1.同上
應符合以下條件：
以下條件：
2. 刪 除 督 導
(一)博士班之進階諮商實習作生及督導 (一)博士班之諮商實習生及督導實習生 實 習 ， 並
實習生之機構督導需具博士學位後或
之機構督導需具博士學位後或助理 修 改 博 士
助理教授後，或為精神科主治醫師
教授後，或為精神科主治醫師後，一 班 之 諮 商
後，一年以上工作經驗。
年以上工作經驗。
實習為進
(二)碩士班實習生之機構督導需具碩士 (二)碩士班實習生之機構督導需具碩士 階 諮 商 實
學位後一年或講師，或心理師證照後
學位後一年或講師，或心理師證照後 作
一年以上工作經驗。
一年以上工作經驗。
(三)若非在心理衛生專業機構實習（實 (三)若非在心理衛生專業機構實習則由
作）則由該機構資深專業人員擔任督
該機構資深專業人員擔任督導，唯其
導，唯其資格仍由研究生修業委員會
資格仍由研究生修業委員會審核之。
審核之。
二、駐地實習機構督導之選定應符合以下
二、駐地實習機構督導之選定應符合以下條
條件：
件：
(一)實習機構內至少應聘有一位專任且
(一)實習機構內至少應聘有一位專任且
具證照之心理師。
具證照之心理師。
(二)機構受聘督導以二位為原則。
(二)機構受聘督導以二位為原則。
(三)駐地實習督導應曾受過專業諮商督
(三)駐地實習督導應曾受過專業諮商督
導理論與實務訓練或具有諮商心理
導理論與實務訓練或具有諮商心理師
師執業滿二年。
執業滿二年。
第七條 實習（實作）項目及總時數：
第七條 實習項目及總時數：
同上
一、碩士班諮商實習每學分之實習時數為70 一、碩士班諮商實習每學分之實習時數為
小時。
70小時。
二、博士班進階諮商實作每學分實習時數為 二、博士班諮商實習及督導實習每學分實
80小時。
習時數為80小時。
三、駐地實習為期一年。
三、駐地實習為期一年。
四、直接服務以任課教師與實習（實作）機 四、直接服務以任課教師與實習機構共同
構共同認定為原則。
認定為原則。
五、除回校上「駐地實習」課程外，於實習 五、除回校上「駐地實習」課程外，於實
機構實習內實習時數合計應達四十三
習機構實習內實習時數合計應達四十
週或一千五百小時以上；第八條第二項
三週或一千五百小時以上；第八條第
第一款至第三款之實作訓練期間，應達
二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實作訓練期
九週或三百六十小時以上。
間，應達九週或三百六十小時以上。
第八條 實習（實作）內容包括：
第八條 實習內容包括：
同上
一、（進階）諮商實習（實作）：個別諮商、一、諮商實習：個別諮商、團體諮商、婚
團體諮商、婚姻與家庭諮商、心理治
姻與家庭諮商、心理治療、心理諮詢、
療、心理諮詢、心理測驗與衡鑑、心理
心理測驗與衡鑑、心理衛生預防與推
衛生預防與推廣、相關諮商議題研究等
廣、相關諮商議題研究等項目，實習
項目，實習（實作）內容可依實習（實
內容可依實習機構實況作調整。
作）機構實況作調整。
二、駐地實習：
二、駐地實習：
(一)個別、婚姻或家庭諮商及心理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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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別、婚姻或家庭諮商及心理治療。 (二)團體諮商與心理治療。
(二)團體諮商與心理治療。
(三)個案評估及心理衡鑑。
(三)個案評估及心理衡鑑。
(四)心理諮詢、心理衛生教育與預防推
(四)心理諮詢、心理衛生教育與預防推廣
廣工作。
工作。
(五)諮商心理機構或單位之專業行政。
(五)諮商心理機構或單位之專業行政。
(六)其他諮商心理有關之自選項目，包
(六)其他諮商心理有關之自選項目，包括
括精神官能症之心理諮商與心理治
精神官能症之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
療、危機處理或個案管理等。
危機處理或個案管理等。
三、督導實習：個別督導、團體督導、方
案督導、諮商實務教育訓練等項目，
實習內容可依實習機構實況予以調
整。
第九條 實習（實作）期間實習（實作）生 第九條 實習期間實習生每週應安排固定 因應課程名
每週應安排固定時間在實習（實作）
時間在實習機構從事實習工作，並 稱修改增加
機構從事實習（實作）工作，並參
參與該機構的重要活動。
(實作)字樣
與該機構的重要活動。
第十條 實習（實作）學生應於每學期實習 第 十 條 實 習 學 生 應 於 每 學 期 實 習 結 束 同上
（實作）結束前，請督導進行諮商
前，請督導進行諮商實習評量，並
實習（實作）評量，並在實習（實
在實習結束後，確實填寫諮商實習
作）結束後，確實填寫諮商實習（實
時數累計表，由機構督導簽證及任
作）時數累計表，由機構督導簽證
課老師審核後繳交本系存檔。
及任課老師審核後繳交本系存檔。
第十一條 (一)任課老師與機構督導評量之 第十一條 (一)任課老師與機構督導評量
比重為50%、50%。
之比重為50%、50%。
(二)駐地實習成績考核每學期七十分為及 (二)駐地實習成績考核每學期七十分為
格。考核內容得包括個案報告、心理評
及格。考核內容得包括個案報告、
量與衡鑑報告、實習記錄、實習心得報
心理評量與衡鑑報告、實習記錄、
告等。並持有該機構與就學學校共同開
實習心得報告等。並持有該機構與
立之證明。
就學學校共同開立之證明。
第十二條 本實習（實作）辦法經系務會議 第十二條 本實習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 同上
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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