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課程先後修科目表
103.11.27 本系 103 學年度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5.7 本系 103 學年度第 5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6.11 本系 103 學年度第 6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10.15 本系 104 學年度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3.31 本系 104 學年度第 4 次系務會議報告備查
105.5.5 本系 104 學年度第 5 次系務會議報告備查
105.11.17 本系 105 學年度第 2 次系務會議報告備查
106.5.4 本系 105 學年度第 6 次系務會議報告備查
106.10.19 本系 106 學年度第 1 次系務會議報告備查
107.03.29 本系 106 學年度第 4 次系務會議報告備查
107.10.18 本系 107 學年度第 1 次系務會議報告備查
108.6.13 本系 107 學年度第 6 次系務會議報告備查
108.10.17 本系 108 學年度第 1 次系務會議報告備查
108.11.21 本系 108 學年度第 2 次系務會議報告備查
108.12.26 本系 108 學年度第 3 次系務會議報告備查
109.10.22 本系 109 學年度第 1 次系務會議報告備查
(待)110.1.7 本系 109 學年度第 3 次系務會議報告備查

碩、博士班
系級

課程名稱

先修科目

心輔碩博

PCC0006 短期心理治療專研討

PCM0072 諮商技術專題研究(可同
時修)

心輔碩博

PCC0065 多元文化諮商專題研討

PCU0130 諮商理論
PCU0131 諮商技術

心輔碩博

PCC0071 認知心理學實驗技術

【PCU0005 實驗心理學
、PCU0036 認知心理學】擇一修

心輔碩博

PCC0081 團體諮商理論與技術

PCM0089 諮商理論專題研究
PCM0072 諮商技術專題研究(可同
時修)、
【PCU0011 團體輔導、PCU0103
團體動力學】擇一修

心輔碩博

PCC0096 諮商專業倫理

PCM0085 諮商心理實習 (一) (可同
時修)

心輔碩博

PCC0129 婚姻與家族治療研究

心輔碩博

PCC8014 東方智慧與西方療癒理論
專題研究

PCM0089 諮商理論專題研究

心輔碩博

PCC8016 依附關係與心理治療

PCM0089 諮商理論專題研究
PCM0072 諮商技術專題研究 (可同
時修)

心輔博

PCD2006 諮商督導研究與實習(一)

PCD2008 進階諮商心理實習(一)
PCD2009 進階諮商心理實習(二)

心輔博

PCD2007 諮商督導研究與實習(二)

心輔博

PCD2008 進階諮商心理實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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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M0089 諮商理論專題研究
PCM0072 諮商技術專題研究

PCD2008 進階諮商心理實習(一)
PCD2009 進階諮商心理實習(二)
PCM0089 諮商理論專題研究

心輔博

PCD2009 進階諮商心理實習(二)

心輔博

PCD2010 進階諮商專業實習(一)

心輔博

PCD2011 進階諮商專業實習(二)

PCD2006 諮商督導研究與實習(一)
PCD2007 諮商督導研究與實習(二)

心輔碩

PCM0072 諮商技術專題研究

PCM0089 諮商理論專題研究

心輔碩

PCM0085 諮商心理實習(一)
PCM0086 諮商心理實習(二)

PCM0089 諮商理論專題研究
PCM0072 諮商技術專題研究

PCM0087 諮商專業實習(一)

PCM0089 諮商理論專題研究
PCM0072 諮商技術專題研究
PCC0096 諮商專業倫理

心輔碩

PCM0088 諮商專業實習(二)
(自 108 學年度起入學適用)

PCM0089 諮商理論專題研究
PCD2006 諮商督導研究與實習(一)
PCD2007 諮商督導研究與實習(二)

PCC0114 變態心理學專題研究
PCC0064 心理衡鑑專題研究
PCC0081 團體諮商理論與技術
PCM0085 諮商心理實習(一)

碩士在職專班
課程名稱

先修科目

PCP7052 人文諮商與文化療癒

PCP7002 心理學專題研究
PCP7039 諮商的理論基礎

學士班
課程名稱

先修科目

E0U0002 教育統計學(二)

E0U0001 教育統計學(一)

PCU0003 發展心理學

【0AUG402 心理學、PCU0152 普通心理學
(一)、PCU0153 普通心理學(二) 】擇一修

PCU0004 學習輔導

【PCU0114 教育心理學、00UE002 教育心理學
(教)】擇一修(可同時修)

PCU0005 實驗心理學

E0U0001 教育統計學(一)
EOU0002 教育統計學(二)

PCU0011 團體輔導

PCU0130 諮商理論
PCU0131 諮商技術 (可同時修)

PCU0014 人格心理學

【0AUG402 心理學、PCU0152 普通心理學
(一)、PCU0153 普通心理學(二) 】擇一修

PCU0015 行為科學研究法

E0U0001 教育統計學(一)
EOU0002 教育統計學(二)

PCU0038 個案研究

PCU0130 諮商理論
PCU0131 諮商技術
PCU0011 團體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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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U0117 輔導原理與實務、00UE008 輔導原
理與實務(教)】擇一修
PCU0150 學校諮商實習(一)(可同時修)
PCU0048 變態心理學

PCU0014 人格心理學

PCU0102 閱讀困難的評量與教學

PCU0086 心理與教育測驗

PCU0106 心理衡鑑與診斷

PCU0048 變態心理學(可同時修)

PCU0114 教育心理學

【0AUG402 心理學、PCU0152 普通心理學
(一)、PCU0153 普通心理學(二) 】擇一修

PCU0130 諮商理論

建議【PCU0117 輔導原理與實務、00UE008 輔
導原理與實務(教) 】擇一

PCU0131 諮商技術

PCU0130 諮商理論

PCU0138 生涯規劃課程設計與實施

PCU0009 生涯輔導(可同時修)

PCU0139 焦點解決短期諮商

PCU0131 諮商技術

PCU0144 學習與教學心理學

【PCU0114 教育心理學、00UE002 教育心理學
(教)】擇一修

PCU0147 諮商倫理

PCU0130 諮商理論

PCU0150 學校諮商實習(一)

PCU0130 諮商理論
PCU0131 諮商技術
PCU0011 團體輔導
【PCU0117 輔導原理與實務、00UE008 輔導原
理與實務(教)】擇一修

PCU0151 學校諮商實習(二)

PCU0130 諮商理論
PCU0131 諮商技術
PCU0011 團體輔導
【PCU0117 輔導原理與實務、00UE008 輔導原
理與實務(教)】擇一修
PCU0150 學校諮商實習(一)

PCU0153 普通心理學(二)

PCU0152 普通心理學(一)

PCU0162 學校輔導方案發展與評鑑
PCU0169 當代諮商與心理治療

【PCU0117 輔導原理與實務、00UE008 輔導原
理與實務(教) 】擇一修
PCU0130 諮商理論、PCU0131 諮商技術 (可同
時修)

PCU0170 諮詢理論與實務

【PCU0117 輔導原理與實務、00UE008 輔導原
理與實務(教) 】擇一修

PCU0171 生態系統合作實務

PCU0146 學校輔導工作

PCU0173 未來想像與生涯調適

【PCU0172 生涯發展與規劃、PCU0009 生涯
輔導】擇一修

PCUE011 輔導活動教學實習(一) (教)

PCU0130 諮商理論
PCU0131 諮商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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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U0011 團體輔導
PCUE104 輔導活動教材教法(教)
【PCU0121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概論、PCU0164
綜合活學習領域教學與評量】擇一修；且除須
滿足先修課程外，應至少修滿教育專業課程 12
學分(不含教學實習)，且專門課程之「領域內
跨科課程」應各科至少修一門（107 學年舊
制）/應至少修 2 學分（108 學年新制）。
PCU0130 諮商理論
PCU0131 諮商技術
PCU0011 團體輔導

PCUE012 輔導活動教學實習(二) (教)

PCUE104 輔導活動教材教法(教)
PCUE011 輔導活動教學實習(一)(教)
【PCU0121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概論、PCU0164
綜合活學習領域教學與評量】擇一修；且除須
滿足先修課程外，應至少修滿教育專業課程 12
學分(不含教學實習)，且專門課程之「領域內
跨科課程」應各科至少修一門（107 學年舊
制）/應至少修 2 學分（108 學年新制）。

PCUE104 輔導活動教材教法 (教)

【PCU0121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概論、PCU0164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學與評量】擇一修

說明：
1. 除部分必要設先修科目之課程外，原則上建議儘量不設先修科目，以使學生選課有
更多的機會與彈性。
2. 同一門課先修科目應相同，不因任課老師不同而有不同標準。
3. 上列課程訂定後，若有調整，需經本系課程委員會及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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