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109-2課表 

大學部、日碩、夜碩、通識課 

時 節 一 二 三 四 五 

09:00~09:50 2節 

 G1-輔導原理與實務
(必)/黃素雲/234節
/五 505 
 
G2-教育研究法(必)/
吳佩真/234節/五
309 
 
G3-親職教育與諮詢
(選)/羅素貞/234節
/五 102 
 
日碩 1-高齡者議題
(選)/葉俊廷/234節
/510B 
 
日碩 2-家庭諮商
(選)/王大維/234節
/509 

G1-教育統計
(二)(必)/張麗麗
/234節/五 308 
 
G2-人格心理學(必)/
洪嘉欣/234節/五
503 
 
G3-個別諮商(選)/陳
啟勳/234節/五 103 
 
日碩 2-諮商倫理
(選)/邱珍琬/234節
/五 509 
 

G2-認知心理學(必)/
羅素貞/234節/五 206 
 
G34-家庭婚姻與諮商
(選)/王大維/234節/
五 203 
 
日碩 1-諮商研究法
(選)/葉寶玲/234節/
五 510B 
 
日碩 1-教育與心理研
究法(必)/張麗麗/234
節/五 104 
 
日碩 2-諮商心理實習
(選)/朱慶琳/234節/
五 509 
 
 

G1-人類發展
(二)(必)/葉俊廷
/234節/五 309 
 
 
G3-變態心理學(選)/
朱慶琳/234節/五
107 
 
日碩 3-諮商專業實
習(二)(選)/洪菁惠
/234節/五 509 
 

10:10-11:00 3節 

11:10-12:00 4節 

12:10~13:00 N節 

通識-生涯規劃
(選)/黃素雲/56節/
敬 401 
 
日碩 12-親職教育
(選)/羅素貞/N56節
(12:30開始上課)/
五 509 
 
日碩 1-多變量統計
(選)/吳佩真/N56節
(12:30開始上課)/
五 103 
 
日碩 1-專題研討
(必)/羅素貞、黃素
雲/78節/五 209、
510B、509(視課程
內容調整) 

G1-國文(必)/林秀蓉
/56節/ 
 
G1-多元文化教育
(選)/王大維/789節
/五 203 
 
G2-個別諮商(選)/洪
菁惠/567節/五 210 
 
G3-諮商倫理(選)/邱
珍琬/567節/五 102 
 
G4-危機處理(選)/翁
令珍/567節/五 103 
 
日碩 1-社會心理學
(選)/洪嘉欣/567節
/五 309 
 
日碩 1-團體諮商
(選)/葉寶玲/567節
/五 509 

G3-質性研究(選)/葉
俊廷/567節/圖資
0801 
 
日碩 1-變態心理學
(選)/朱慶琳/567節
/五 310 
 
日碩 2-生涯諮商
(選)/黃素雲/567節
/五 306 
 

G1-體育(必)/蔡秋豪
/56節/  
 
G1-普通心理學(必)/
洪嘉欣/789節/五 307 
 
G2-性別心理學(選)/
邱珍琬/567節/五 103 
 
G3-生涯輔導與諮商
(選)/黃素雲/567節/
五 107 
 
日碩 12-輔導原理與
實務(選)/范幸玲/567
節/五 108 

 

13:30~14:20 5節 

14:30~15:20 6節 

15:40~16:30 7節 

16:40~17:30 8節 

    

17:35~18:25 9節 

  G2-服務學習 A(必)/
朱慶琳/9節/五 208 
 
 

G2-服務學習 B(必)/
羅素貞/9節/五 505 

 

18:30~19:15 A節 

夜碩 12-個別諮商/
洪菁惠/ABC節/五
503 
 
 

夜碩 12-兒童青少年
偏差行為/羅素貞
/ABC節/五 509 
 
夜碩 2-成癮行為/譚
子文/ABC節/五 309 

夜碩 12-高齡者議題
/葉俊廷/ABC節/ 
五 206 
 
夜碩 2-團體諮商/葉
寶玲/ABC節/五 308 

夜碩 1-統計資料分析
/張麗麗/ABC節/五
304 
 
夜碩 2-家庭暴力與防
治/譚子文/ABC節/五
305 

 

19:20~20:05 B節 

20:10~20:55 C節 

21:00~21:45 D節 

     

  備註:開課年級(修課年級)，範例:G1(1234):大一開課(1234年級可修)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109-2專任教師課表 

邱珍琬 教師 

開課班級 課程名稱 選修別 星期 節次 教室 

心三甲 諮商倫理 選 二 567節  

日碩二 諮商倫理 選 三 234節  

心二甲 性別心理學 選 四 567節  

 

吳佩真 教師(教授休假) 

開課班級 課程名稱 選修別 星期 節次 教室 

日碩一 多變量統計 選 一 N56節  

心二甲 教育研究法 必 二 234節  

 

陳品華 教師(教授休假) 

開課班級 課程名稱 選修別 星期 節次 教室 

 

 

張麗麗 教師 

開課班級 課程名稱 選修別 星期 節次 教室 

心一甲 教育統計(二) 必 三 234節  

日碩一 教育與心理研究法 必 四 234節  

夜碩一 統計資料分析 選 四 ABC節  

 

羅素貞 教師 

開課班級 課程名稱 選修別 星期 節次 教室 

日碩一二 親職教育 選 一 N56節  

日碩一 專題研討(一)(二) 必 一 78節  

心三甲 親職教育與諮詢 選 二 234節  

心二甲 服務學習 AB 必 二 9節  

夜碩一二 兒童青少年偏差行為 選 二 ABC節  

心二甲 認知心理學 必 四 234節  

 

黃素雲 教師 

開課班級 課程名稱 選修別 星期 節次 教室 

通識 生涯規劃 選 一 34節  

日碩一 專題研討(一)(二) 選 一 78節  

心一甲 輔導原理與實務 必 二 234節  

日碩二 生涯諮商 選 二 567節  

心三甲 生涯輔導與諮商 選 四 567節  

 



葉寶玲 教師 

開課班級 課程名稱 選修別 星期 節次 教室 

日碩一 團體諮商 選 二 567節  

夜碩二 團體諮商 選 三 ABC節  

日碩一 諮商研究法 選 四 234節  

 

王大維 教師 

開課班級 課程名稱 選修別 星期 節次 教室 

日碩二 家庭諮商 選 二 234節  

心一甲 多元文化教育 選 二 789節  

心三四甲 婚姻與家庭諮商 選 四 234節  

 

葉俊廷 教師 

開課班級 課程名稱 選修別 星期 節次 教室 

日碩一 高齡者議題 選 二 234節  

心三甲 質性研究 選 三 234節  

夜碩一二 高齡者議題 選 三 ABC節  

心三甲 質性研究 選 四 234節  

 

朱慶琳 教師 

開課班級 課程名稱 選修別 星期 節次 教室 

日碩一 變態心理學 選 三 567節  

心二甲 服務學習 AB 必 三 9節  

日碩二 諮商心理實習(二) 選 四 234節  

心三甲 變態心理學 選 五 234節  

 

洪嘉欣 教師 

開課班級 課程名稱 選修別 星期 節次 教室 

日碩一 社會心理學 選 二 567節  

心二甲 人格心理學 必 三 234節  

心一甲 普通心理學(二) 必 四 789節  

 

洪菁惠 教師 

開課班級 課程名稱 選修別 星期 節次 教室 

夜碩一二 個別諮商 選 一 ABC節  

心二甲 個別諮商 選 二 567節  

日碩三 諮商專業實習(二) 選 五 234節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109-2兼任教師課表 

開課班級 課程名稱 選修別 授課教師 星期 節次 教室 

心三甲 個別諮商 選  五 567  

三四 危機處理 選 翁令珍 二 567  

日碩一二 輔導原理與實務 選  四 567  

夜碩一二 成癮行為 選 譚子文 二 ABC  

夜碩一二 家庭暴力與防治 選 譚子文 四 A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