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 學年第 2 學期 開課課表
上課節次
第2節

星期一

星期一

09:05 ~ 09:55

第3節
10:15 ~ 11:05

1EDRC2126520 復健諮商實習(一)
Field Experience/Practicum of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一)

第4節
11:10 ~ 12:00

（14002,必修）
0000936 王敏行教授/0000966
黃宜君副教授

13:00 ~ 13:50

第6節
13:55 ~ 14:45

15:05 ~ 15:55

第8節
16:00 ~ 16:50

1EDRC2016830 諮商與心理治
療理論
Theories of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14006,必選二）
0001040 Terri A. Lewis 助
理教授
湖濱 3F 討論室(RC03)

1EDRC2129830 諮商倫理
Ethics in Counseling
（14013,選修）
0001040 Terri A. Lewis 助理教
授
湖濱 3F 討論室(RC03)
選課人數：人

選課人數：人

開放 隨班附讀

星期三

星期四

14016 諮商理論與技術
合班1(復健諮商學分學程
D140B100)
Theories & Techniques of
Counseling
（復大學主開,RC學程，核心

孫文菊 講師
教學大樓 T101 教室
選課人數： 人

星期五

1EDRC2006130 行為與社會科學
1EDRC2024430
研究法
變態心理學研究
Behavioral and Social Science Seminar in Abnormal Psychology
Research Method
（14001,必修）
（14012,選修）
0000966 黃宜君副教授
9900710 王作仁助理教授
湖濱 3F 討論室(RC03)
湖濱 3F 討論室(RC03)
選課人數：人
選課人數：人

星期日

1EDRC2006200 碩士論文
（14009,本學期畢業者修）
論文(指導)老師(P000004)
湖濱教室(RC01)

人

開放 隨班附讀

人 /

1EDRC0127440）

第7節

星期三

湖濱教室(RC01)
選課人數：

第5節

星期二

1080111

開放 隨班附讀
1EDRC2129540
應用行為分析實習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practicum
（14017,選修）
0000543 鳳華教授
湖濱 3F 討論室(RC03)
選課人數： 人

1EDRC2014720 職業輔導評量
實務研究
Seminar in Practice of
Vocational Evaluation
（14004,必選二）
0000966 黃宜君副教授/湖
濱 3F 討論室(RC03)
選課人數：人

1EDRC2129030 團體諮商
Group Counseling
（14007,選修）
0001040 Terri A. Lewis 助理教
授
湖濱 3F 討論室(RC03)
選課人數：人

1EDRC2128330 身心障礙者生涯
諮商與工作安置 Career
Counseling and Job Placement
for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y（14008,選修）
9900963 史昭士講座教授
*2/0000936 王敏行教授*1
湖濱 3F 討論室(RC03)
選課人數： 人

開放 隨班附讀

1EDRC2005930
論文指導(二)
Thesis supervisionⅡ
（14010,必修）
論文(指導)老師(P000004)
湖濱教室(RC01)
選課人數：人

開放 隨班附讀
開放 隨班附讀

1EDRC2014030
職業輔導評量的理論與應
用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Vocational Evaluation

第9節

（14005,必選二）
0000936 王敏行教授
湖濱 3F 討論室(RC03)

17:00 ~ 17:50

選課人數：人

第 10 節
18:30 ~ 19:20

第 11 節
19:30 ~ 20:20

第 12 節
20:30 ~ 21:20

課程小老師：

1EDRC2030630 自閉症者復健諮商
專題研究
Seminar in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of Individuals with Autism
（14011 選修）
0000543 鳳華教授
湖濱教室(RC01)
選課人數： 人
開放 隨班附讀

1EDRC2121430 單一受試研究法
1EDRC2125830 駐地實習
Single-Subject Research
(B) Internship(B)
Design
（14014,選修）
(14003,必選一）
0000543 鳳華教授

湖濱 3F 討論室(RC03)
選課人數：人
開放 隨班附讀
14015 復健諮商導論 （復大
學,核心 1EDRC0127130）
合班 1(復健諮商學分學
程 D140B100)
Introduction to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0000936 王敏行教授
*1/9900918 江玉靖講師
*1/9900991 陳淑美講師*1

教學大樓 T101 教室
選課人數：人
註 1：駐地實習(B)：碩三始能修習;不計入應計畢業學分數。
註 2：「心理測驗」、「諮商倫理」~不計入應計畢業學分數。
註 3：碩士論文：本學期畢業者及已修完所有課不選其它課且未辦休學者修。
註 4：復諮所研究生請勿選修「諮商理論與技術」、「復健諮商導論」，此係屬大學部學分學程。
註 5：開課時數：碩一：22 學分 22 學時；碩二(含以上)：19 學分 16 學時。

0001040 Terri A. Lewis 助理教授
湖濱教室(RC01)

選課人數： 人
復碩三(含)以上並且無修
習其它有學時之課程者可
修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