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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1 

 

 職稱 姓名 工作職掌 備註 

1 主任 日卡.比洛 

1.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工作計畫提報 

2. 友善校園學生輔導計畫提報 

3. 個案管理(含個案學生資料統計) 

4. 綜理輔諮中心業務 

5. 其他上級指派之工作 

 

2 約用人員 包恩馨 

1. 辦理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工作計畫及友善

校園學生輔導計畫(研習及督導) 

2. 推動認輔工作、認輔教師敘獎、定期公

務報表填報 

3. 中心及學校輔導工作成果填報 

4. 專任輔導人員聘用計畫 

5. 中心庶務工作(含公務車管理)，物品修

繕、購買及總務等 

6. 中心會議召開(含紀錄) 

7. 其他上級指派之工作 

 

 

3 

約用 

人員 
周雅晴 

1. 執行社會處公彩基金相關計畫 

2. 學校專任、兼任輔導教師人力計畫 

3. 友善校園-生命教育(含中心學校計畫執

行與推動)、學生自殺自傷事件(含通報)  

4. 辦理目睹兒少相關業務 

5. 高危機個案網絡會議(彙整資料登入系

統) 

6. 其他由上級指派之工作 

 

4 輔導員 潘柏鈞 

1. 執行未就學未就業青少年關懷輔助計畫 

2. 中心預算編列、控管(中央+地方) 

3. 約聘人員薪資請領 

4. 製播東給你講 taitung story Podcast

節目 

5. 其他由上級指派之工作 

 

5 輔導員 向有甯 

1.執行未就學未就業青少年關懷輔助計畫 

2.校園輔導知能研習 

3.其他由上級指派之工作 

 



6 社工師 徐令宜 

1. 學生個案會談、研討、家庭訪視處遇、

團體方案服務、資源連結、危機事件協

處評估與追蹤 

2. 校安通報 

3. 學生輔導轉銜系統教育訓練及系統填報 

4. 國中適性輔導  

5. 兒少犯罪與偏差行為預防與輔導 

6. 學校輔導工作視導計畫 

7. 社會安全網窗口 

8. 其他上級指派之工作 

 

7 社工師 林春菜 

1. 學生個案會談、研討、家庭訪視處遇、

團體方案服務、資源連結、危機事件協

處評估與追蹤 

2. 校安通報 

3. 各校輔導設施設備申請業務 

4. 其他由上級指派之工作 

 

8 社工師 蔡昕如 

1. 學生個案會談、研討、家庭訪視處遇、

團體方案服務、資源連結、危機事件協

處評估與追蹤 

2. 校安通報 

3. 教師諮商輔導支持服務 

4. 製播東給你講 taitung story Podcast

節目 

5. 其他上級指派之工作 

 

9 心理師 邱璽霖 

1. 學生個案會談、研討、家庭訪視處遇、

團體方案服務、資源連結、危機事件協

處評估與追蹤 

2. 校安通報 

3. 中心網路資訊管理 

4. 中心系統 E化系統窗口 

5. 安心服務窗口 

6. 其他由上級指派之工作 

 

10 心理師 劉育如 

1. 學生個案會談、研討、家庭訪視處遇、

團體方案服務、資源連結、危機事件協

處評估與追蹤 

2. 校安通報 

3. 學生輔導諮詢委員會議 

4. 社會處保護令/遠離令 

5. 其他由上級指派之工作 

 

11 心理師 楊凱娜 
1. 學生個案會談、研討、家庭訪視處遇、

團體方案服務、資源連結、危機事件協
 



處評估與追蹤 

2. 校安通報 

3. 中心諮商媒材與書籍資料管理及財(產)

務管理(含報廢、拍賣) 

4. 其他由上級指派之工作 

12 心理師 待聘 

1. 學生個案會談、研討、家庭訪視處遇、

團體方案服務、資源連結、危機事件協

處評估與追蹤 

2. 校安通報 

3. 其他由上級指派之工作 

中心人員 

13 社工師 謝謹穗 

1. 駐點(區)大武鄉巡迴學校進行學生個案

會談、研討、家庭訪視處遇、團體方案

服務、資源連結、危機事件協處評估與

追蹤 

2. 駐區學校校安通報 

3. 大武區兼專輔教師策略聯盟 

4. 其他由上級指派之工作 

駐點大武國中 

14 社工師 陳韡 

1. 駐點(區)海端鄉巡迴學校進行學生個案

會談、研討、家庭訪視處遇、團體方案

服務、資源連結、危機事件協處評估與

追蹤 

2. 駐區學校校安通報 

3. 海端鄉兼專輔教師策略聯盟 

4. 其他由上級指派之工作 

駐點海端國中 

15 心理師 崔巍 

1. 駐點(區)卑南鄉巡迴學校進行學生個案

會談、研討、家庭訪視處遇、團體方案

服務、資源連結、危機事件協處評估與

追蹤 

2. 駐區學校校安通報 

3. 卑南鄉兼專輔教師策略聯盟 

4. 其他由上級指派之工作 

駐點初鹿國中 

16 心理師 郭奕宏 

1. 駐點(區)金峰鄉巡迴學校進行學生個案

會談、研討、家庭訪視處遇、團體方案

服務、資源連結、危機事件協處評估與

追蹤 

2. 駐區學校校安通報 

3. 金峰鄉兼專輔教師策略聯盟 

4. 專輔人員積分填報(心理師+社工師) 

5. 其他由上級指派之工作 

駐點賓茂國中 

17 心理師 黃琪涵 

1. 駐點(區)蘭嶼鄉巡迴學校進行學生個案

會談、研討、家庭訪視處遇、團體方案

服務、資源連結、危機事件協處評估與

追蹤 

2. 駐區學校校安通報：蘭嶼國中、蘭嶼國

駐點蘭嶼高中 



小、椰油國小、東清國小、朗島國小  

3. 蘭嶼鄉兼專輔教師策略聯盟 

4. 其他由上級指派之工作 

18 社工師 李玟潔 

1. 駐點(區)延平鄉巡迴學校進行學生個案

會談、研討、家庭訪視處遇、團體方案

服務、資源連結、危機事件協處評估與

追蹤 

2. 駐區學校校安通報  

3. 延平鄉兼專輔教師策略聯盟 

4. 其他由上級指派之工作 

駐點桃源國中 

19 社工師 何淑蘭 

1. 駐點(區)東河鄉巡迴學校進行學生個案

會談、研討、家庭訪視處遇、團體方案

服務、資源連結、危機事件協處評估與

追蹤 

2. 駐區學校校安通報東河鄉兼專輔教師策

略聯盟 

3. 東河鄉兼專輔教師策略聯盟 

4. 其他由上級指派之工作 

駐點東河國小 

20 心理師 林子世 

1. 駐點(區)鹿野鄉巡迴學校進行學生個案

會談、研討、家庭訪視處遇、團體方案

服務、資源連結、危機事件協處評估與

追蹤 

2. 駐區學校校安通報   

3. 鹿野鄉兼專輔教師策略聯盟 

4. 其他由上級指派之工作 

駐點鹿野國中 

21 心理師 陳坤彥 

1. 駐點(區)太麻里鄉巡迴學校進行學生個

案會談、研討、家庭訪視處遇、團體方

案服務、資源連結、危機事件協處評估

與追蹤 

2. 駐區學校校安通報：東河鄉學校 

3. 綠島鄉兼專輔教師策略聯盟 

4. 其他由上級指派之工作 

駐點大王國小 

22 心理師 孫葵雲 

1. 駐點(區)關山鎮巡迴學校進行學生個案

會談、研討、家庭訪視處遇、團體方案

服務、資源連結、危機事件協處評估與

追蹤 

2. 駐區學校校安通報  

3. 關山鎮兼專輔教師策略聯盟 

4. 其他由上級指派之工作 

駐點關山國中 

23 心理師 待聘 

1. 駐點(區)長濱鄉巡迴學校進行學生個案

會談、研討、家庭訪視處遇、團體方案

服務、資源連結、危機事件協處評估與

追蹤 

2. 駐區學校校安通報：長濱國中、寧埔國

 



小、竹湖國小、三間國小、樟原國小  

3. 長濱鄉兼專輔教師策略聯盟 

4. 其他由上級指派之工作 

24 心理師 待聘 

1. 駐點(區)池上鄉巡迴學校進行學生個案

會談、研討、家庭訪視處遇、團體方案

服務、資源連結、危機事件協處評估與

追蹤 

2. 駐區學校校安通報：池上國中、福原國

小、大坡國小、萬安國小、振興分校  

3. 池上鄉兼專輔教師策略聯盟 

4. 其他由上級指派之工作 

 

25 心理師 待聘 

1. 駐點(區)綠島鄉巡迴學校進行學生個案

會談、研討、家庭訪視處遇、團體方案

服務、資源連結、危機事件協處評估與

追蹤 

2. 駐區學校校安通報：綠島國中、綠島國

小、公館國小 

3. 綠島鄉兼專輔教師策略聯盟 

4. 其他由上級指派之工作 

 

26 心理師 待聘 

1. 駐點(區)東河鄉巡迴學校進行學生個案

會談、研討、家庭訪視處遇、團體方案

服務、資源連結、危機事件協處評估與

追蹤 

2. 駐區學校校安通報：東河鄉學校 

3. 綠島鄉兼專輔教師策略聯盟 

4. 其他由上級指派之工作 

 

27 心理師 待聘 

1. 駐點(區)成功鎮巡迴學校進行學生個案

會談、研討、家庭訪視處遇、團體方案

服務、資源連結、危機事件協處評估與

追蹤 

2. 駐區學校校安通報 

3. 成功鎮兼專輔教師策略聯盟 

4. 其他由上級指派之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