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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諮商心理師公會第 4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 

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 年 03 月 23 日（星期六）12 時 15 分 

貳、地點：中原大學宗倬章紀念廳（維澈樓二樓） 

參、主持人：曾素梅理事長        記錄：張至豪 

肆、出席人員：應出席人數 193 人，實際出席人數 99 人，缺席人 

  .數 94 人（親自出席：76 人，委託出席：23 人） 

   卜文輝、王仲匡、王渝津、王裕仁、王鈺婷、史莊敬、朱惠瓊、江巧鈴、江捷如、何瑞美、 

   吳月霞、吳柄緯、吳美慧、吳曉君、吳麗芳、宋珮綺、李靜屏、杜淑芬、林利珊、林佩玲、 

   林岱樺、林怡君、林昀錡、林書禾、林靜茹、邱春蘭、施柏光、柯淑敏、柯雅文、徐少芸、 

   康得祐、張文瑛、張至豪、張明惠、張若喬、張釗倫、張雅鈴、許以璇、許琇琪、許凱茹、 

   許蕥竹、郭晏汝、郭蕙鳳、陳一斌、陳文玲、陳玉粉、陳宛宜、陳金定、陳婷枚、陳慧慈、 

   傅琇悅、曾素梅、曾麗霞、游筱婷、閔肖蔓、黃小玲、黃秀菁、黃敏懿、黃貴貞、楊施韻、 

   葉子亘、詹明芬、詹惠茹、熊恒瑂、劉素芳、蔡秀玲、蔡健功、蔡國強、鄧君怡、鄧茹婷、 

   賴韻宇、謝秀貞、謝昭弘、鍾玉蓮、簡小玲、王世芬、王珮靜、朱淑芬、吳庭儀、吳淑萍、 

   李亞壎、李香盈、李履前、林于雅、姜亞岑、范美珍、許瑋倫、陳安筠、陳彥良、陳靜儀、 

   黃小芬、黃依庭、楊漢章、葉安華、劉佳雯、蔡碧姬、蔡馨慧、賴郁青、藍茜如 

伍、會議紀錄： 

一、大會開始。 

二、主席致詞。 

三、會務報告。 

 

（一） 會員人數 

      說明：107 年度新增 36 人，107 年度退會 15 人，截至 108 年 2 月 28 日(含 107

年入會)目前公會總會員數為 193 人。 

（二） 其他會務報告 

1. 107 年度本公會各組活動成果與公會大事紀(p.15)。  

2. 107 年度身心障礙者與家庭照顧者心理輔導支持服務成果摘要(p.34)。 

3. 本年度預定辦理研習、講座與聯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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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主題 時間 地點 講師 備註 

1 
【336 愛奇兒家庭日‧森

林嘉年華會】設攤 

3/16(六) 

13-17 時 

桃園市陽明

運動公園 

郭晏汝等心

理師、身障

專案陳冠伶

以及熱心的

志工等。 

內容含森林野餐趣、友好

體驗市集、表演活動等。

歡迎愛奇兒、公會同仁及

一般家庭參加。 

2 會員自組「主題社團」 

※會員擬定心理專業或身心健康相關活動之計畫，完成六人(含) 

  以上之成員招募。每個主題團體補助上限為 3,000 元，若團體 

  未滿十人，則一人補助 300 元。憑發票收據，實報實銷。 

※主題團體計畫的主題若跟心理專業有關，公會不提供諮商心理 

  師專業進修時數認證，需專業時數認證者請以個人方式申請。 

※詳細辦法請參閱公會網頁，公會亦將以電子郵件寄送予會員。 

3 
心理師巴達心理健康 

運動大會 

預計 8 月

進行 
待定 待定 

由新北市臨床心理師公會

主辦，預計聯合台北市、

新北市與桃園市之臨床與

諮商心理師公會成員參

加。 

4 

從個案處遇邁向家族治

療─為多人處遇培力工

作坊 

8/17(六)、

8/18(日) 

9-16 時 

待定 徐森杰老師 

開放本會會員參加 

*申請繼續教育學分 

5 
災難援助中的應為與 

難為 

9/21(六)、

9/22(日) 

9-16 時 

待定 邱敏麗老師 

6 倫理與法規 
10/27(日) 

9-12 時 
待定 賴盈志律師 

7 
性平事件行為人輔導 

實務困境 

10/27(日) 

13-16 時 
待定 

謝秀貞 

諮商心理師 

8 
釋放您的壓力- 

養生保健與經絡按摩 

4/16(二) 

10-12 時 

中原大學 

韻律教室 
游輝乾老師 

身障方案之家庭照顧者及

身障專案輔導人員優先參

加，若報名人數有餘額，

將開放本會會員參加。 

*不申請繼續教育學分。 

9 
愛在烽火瞞天時─ 

夫妻互動議題探討 
6 月份 中壢圖書館 

史莊敬 

諮商心理師 

10 粉彩畫入門 7/26(五) 平鎮圖書館 待定 

11 

親子依附關係的重溯與

重塑─建立雙贏的互動

方式 

8/17(六) 中壢圖書館 
王裕仁 

諮商心理師 

12 創作紓壓~蝶古巴特 10/5(六) 待定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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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提案： 

 <提案一>  

案由：請審議 107 年工作報告(詳見第 12 頁)。 

說明：本會 107 年年度工作依計畫執行，提請會員大會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請審議 107 年經費收支決算表(詳見第 19 頁)。 

說明： 

 1.本會 107 年年度財務依工作計畫執行。 

 2.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總收入 608,365 元整，總支

出 644,275 元整，本年度餘款-35,910 元整。加入前期餘額 561,622 元整，

本期總結餘為 525,712 元整。 

 3.本案業經 108 年 2 月 17 日第 4 屆第 8 次理監事會議審查通過，決議提請會

員大會追認。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由：108 年工作計畫，請審議(詳見第 22 頁)。 

說明：108 年工作計畫經理監事討論修正後，提請會員大會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由：108 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請審議(詳見第 24 頁)。 

說明： 

1. 108 年度經費收支預算於 108 年 02 月 17 日第 4 屆第 8 次理監事會議決議

依討論內容修正後，提請會員大會追認。 

2. 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預算總收入 835,884 元整，

預算總支出 835,884元整，預算年度餘款 0元整。預算本期總結餘為 525,712

元整。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案由：取消 107 年度會員大會通過之身障專案(全名：身心障礙者與家庭照顧者

心理支持服務委託方案)輔導人員接案鐘點費回捐機制，經本屆第七次

理監事會議討論通過，提請追認。 

說明： 

1. 經本會參加 107 年 11 月 7 日之身障專案評鑑會議，商議自 108 年起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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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籌經費辦理以社會局社工為對象的增能講座獲同意。 

2. 本會 106 及 107 年度身障專案主要自籌經費項目有三，其一為社工增能講

座，其二為身障專案輔導人員研習，其三為契約印花稅(2000 元/年)。自

108 年度起，第一項開支取消，第二項可彈性辦理並開放本會全體心理師

參加，費用由公會支出堪稱合理。考量整體自籌費用降低，為節省行政資

源，建議第三項契約印花稅(2000 元/年)由公會支出。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案由：擬修改本公會倫理申訴要點、增訂倫理委員會倫理案件申訴流程，請

審議(詳見第 26 頁)。 

說明： 

1. 刪除本公會之原倫理申訴案件處理要點第十六條，增修倫理申訴案件處理

要點之第三、九、十一、十三條內容。 

2. 原十七至二十一條實施要點之序號調整為第十六至二十條實施要點。 

3. 以上經 108 年 02 月 17 日第 4 屆第 8 次理監事會議討論修改。 

4. 於 108 年 02 月 17 日第 4 屆第 8 次理監事會議通過增訂申訴流程。 

決議： 

1. 原本公會倫理申訴要點第十六條:「本會倫理申訴案件應於受理申訴之日  

 起三個月內完成決議……」，建議將「之日」改為「次日」；並增列「必 

 要時，得延長之，延長以一次為限，至多延長一個月，並應通知申訴雙 

方及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2. 申訴流程中，針對被申訴人書面答辯之延期，宜明訂「延長期限至多以一  

 次為限，至多延長十五日」；其次，調查會議原訂於舉行十四日前通知申 

訴雙方，改為「七日」前；再者，申訴雙方得以適切理由向委員會申請延 

後參加調查會議，宜明訂「延長期限至多以一次為限，至多延長十五日」。 

3. 申訴流程為依據申訴案件處理要點而來，因此宜將申訴流程的內容補列入 

申訴案件實施點。 

4. 依據以上三點決議，本公會倫理申訴要點、增訂倫理委員會倫理案件申訴 

流程決議版詳見第 37 頁。 

<提案七> 

案由：討論追認通過會員退會申請，提請審查。 

說明：詹○○等 13 位會員退會(詳見第 33 頁)。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案由：缺繳 107 年度常年會費，會員身分遭註銷，提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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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沈○○等 2 名會員缺繳 107 年度常年會費，根據組織章程第 11 條註銷

其會員資格(詳見第 33 頁)。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案由：建議一年一度的會員大會暨繼續教育課程，固定安排於每年 2 月或 3 

  月的第幾週週六，以方便會員們預留時間出席，提請討論。 

  說明： 

1. 考量二月份適逢春節與寒假，安排會員大會變數較多。 

2. 三月份的第三個星期六由天使心家族社會福利基金會固定辦理「愛奇兒家

庭日」。本公會 107 及 108 年度均參與其公益設攤及友好推廣，合作順利且

頗具意義。擬預留該時段保留持續合作的可能性。 

3. 建議會員就三月份第一週、第二週及第四週的週六等三個選項進行表決，

並依票數排優先序，若預定日為上班日或適逢連續假日則順延至下一個序

位。 

決議： 

1. 過半數通過年度會員大會暨繼續教育課程日期採取固定安排。 

2. 依照票數高低(最高票 42 票，次高 26 票，第三高 25 票)排定優先序為每年

三月份第二週週六召開，若預定日為彈性上班或連續假日則順延至三月第

四週週六，若再需順延則延至三月第一週週六。 

    <提案十> 

        案由：擬修改本會會組織章程第三十一條，針對臨時會議之召開，准予以線 

  上會議方式進行。 

    說明：因應召開臨時理監事會議之機動性與時效性，原條文「理事會、監事       

    會均每六個月開會一次，由理事長、常務監事分別召集之，並得通知 

    候補理、監事列席，必要時得召開臨時理事會、理事會及理監事會聯 

    席會」。建議於上述文字後增列「該臨時會議得採線上會議行使之」。 

決議：照案通過。 

五、臨時動議：無。 

六、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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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諮商心理師公會組織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章程依據心理師法、心理師法施行細則及其他有關法令訂定之。 

第二條 本會名稱為桃園市諮商心理師公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三條 本會以聯合桃園市諮商專業工作人員、執行及發展諮商心理專業服務、確保服務對象之權益、

協助政府推行心理衛生、社會服務及相關法令、維護會員權益及增進共同利益為宗旨。 

第四條 本會以桃園市為組織區域，會址設於桃園市轄區內。 

第五條 本會任務如下： 

一、推動諮商心理師與相關專業人員服務之發展。 

二、增進會員之權益及福利。 

三、促進本會組織之健全發展。 

四、代表會員共同意志之表達。 

五、調處與仲裁諮商心理業務糾紛事項。 

六、研究及發佈諮商心理專業資料。 

七、鑑定及證明諮商心理師業務。 

八、接受政府、機關（構）、民間團體委託辦理諮商心理專業服務、諮詢與研究事項。 

九、設置心理諮商所、中心或機構，辦理心理諮商相關服務。 

十、辦理諮商工作人員在職訓練。 

十一、與其他組織聯繫、交流與合作。 

十二、出版諮商心理專業刊物。 

十三、協助政府推展心理衛生福利政策和相關法令並提出建議興革事項。 

十四、其他法律（令）規定應辦理之事項。 

第二章 會員 

第六條 有下列身份之一者，得為本會會員。 

一、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諮商心理師證書，並在桃園市轄區內執行諮商相關業務，均應加入

本會為會員;戶籍或工作所在地在桃園市，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諮商心理師證書，未執

行業務者亦得申請加入本會。 

二、戶籍或執業所在地為桃園市鄰近區域，且其執業區域未成立諮商心理師公會之諮商心理師。 

第七條 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為本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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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心理師法第六條規定，不得充任諮商心理師或經撤銷或廢止諮商心理師證書者。 

二、依心理師法第九條規定，不得發給執業執照或廢止執業執照者． 

第八條 會員之入會，須檢具入會申請書、諮商心理師證書影本、身分證影本，經理事會審查合格登

記，並繳納會費後方得為會員。 

第九條 會員權利如下： 

一、選舉、被選舉、罷免及提案、發言、表決等權利。 

二、參與本會各項活動及享有各項會員福利。 

第十條 會員義務如下： 

一、遵守本會章程。 

二、遵守諮商心理專業倫理守則及其他相關法律（令）之規定。 

三、遵守本會之議決事項。 

四、擔任本會所推舉或決議指定之職務。 

五、參與本會之各項活動。 

六、提供與諮商心理工作專業發展有關之建議。 

七、按年繳納會費。 

八、會員轉至本區域以外地區執業並加入當地公會時，應辦理退會手續。 

第十一條 本會會員未依規定定期繳納會費者，依以下程序處理： 

    一、第一次通知：欠繳會費已逾期滿二個月者。 

    二、第二次通知：欠繳會費已逾期滿四個月，經第一次通知不履行者。 

    三、停權：欠繳會費滿六個月，經兩次通知仍不履行者予以停權。經停權者，不得參加各種會議、

當選為理事、監事及享受本會一切權益；已當選理、監事者應予以解職。經停權者俟其繳清

欠款後予以恢復會員權利。 

    四、註銷：會員欠繳會費逾一年、且經停權仍不履行者，其會員身份將予以註銷，並報請主管機

關備查。 

第十二條 會員違反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本會得依理監事聯席會議之決議按情節之輕重分別予以警

告、停權之處分及會員身份除名之建議： 

一、違反諮商心理專業倫理者。 

二、違反本會章程及議決事項者。 

三、會員將執業執照借、租與他人使用者。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十三條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其職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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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議決本會章程。 

二、議決年度工作報告、工作計畫、預算、決算。 

三、選舉或罷免理事、監事。 

四、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 

五、議決有關會員之處分及理事、監事之解職。 

六、議決清算及選派清算人。 

七、議決財產之處分。 

八、議決其他有關會員權利義務事項。 

第十四條 本會設理事九人組織理事會，監事三人組織監事會，均由會員大會投票選任之。選舉前項

理、監事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三人，候補監事一人，得列席理、監事會議，遇理、監事出缺

分別依次遞補。 

第十五條 理事會設常務理事三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出理事長一人及副理事

長一人。監事會設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常務理事、常務監事遇有缺額時，由理

事會、監事會補選之，其任期以補足本屆任期為限。 

第十六條 理事會職權如下： 

一、召開會員大會。 

二、執行會員大會決議案。 

三、議決總幹事之任免。 

四、擬定本會之年度計畫、歲出、歲入之預算、決算。 

五、選舉、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及副理事長。 

六、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理事長之辭職。 

七、遇有緊急重大事故不及召開會員大會時，得先為必要之措施，並於會員大會時報請追認。 

第十七條 理事長職權 

一、對內綜理會務，並擔任理事會議、理監事聯席會議、會員（代表）大會主席。 

二、對外代表本會。 

第十八條 副理事長職權 

一、協助理事長處理會務。 

二、於理事長無法行使職務時，代行職權。 

第十九條 常務理事職權如下： 

一、執行理事會決議案。 

二、處理日常會務、輔助理事長，如理事長及副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代行其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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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監事會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二、審查理事會處理之會務。 

三、稽核理事會所提之財務收支。 

四、選舉或罷免常務監事。 

五、議決監職常務監事之辭職。 

第二十一條 常務監事職權如下： 

一、監察會務。 

二、召集監事會。 

第二十二條 理事及監事之任期均為三年，其連選連任者不得超過二分之一；理事長連任以一次為

限。 

第二十三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由候補理事、監事分別依次遞補。 

一、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議決通過者。 

二、受第十二條停權處分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失去會員資格者。 

第二十四條 本會得因業務需要設置委員會或小組，其組織規則另訂之。 

第二十五條 本會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 

第二十六條 本會得設總幹事及會務人員若干名辦理會務，其服務規則另訂之。總幹事之聘任由理事

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備，解聘時亦同。 

第二十七條 本會視會務之需要，經理事會決議得聘無給職榮譽顧問若干名，其任期與該屆理事會相

同。 

第四章 會議 

第二十八條 本會每年召開會員大會一次，必要時得加開臨時大會。本會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時，得

依會員工作分佈狀況劃定區域，按會員人數比例選出代表，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行使會

員大會職權。前項分區選舉辦法，應提經理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 

第二十九條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獲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下列各款事項

之決議應以出席會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修訂。 

二、會員身份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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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六、公會之解散。 

本會經法人登記後，章程之變更應有全體會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會員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或

有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書面同意。本會之解散應有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第三十條 召集會員大會應於十五日前檢附議程，連同開會通知函報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及各會員出席，但因緊急事故召集臨時會議，於開會前一日送達通知者不在此限。前項

會議應報請主管機關派員列席。會議記錄並應於三十日內函報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 

第三十一條 理事會、監事會均每六個月開會一次，由理事長、常務監事分別召集之，並得通知候補

理、監事列席，必要時得召開臨時理事會、常務理事會及理監事會聯席會。會議之決議，

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數獲較多數之同意行之。前項開會通知單需於七日

前及其會議記錄需於三十日內依規定函報主管機關。 

第三十二條 理事、監事應親自出席理事、監事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 

第五章 經費 

第三十三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會員入會費新台幣壹仟伍百元整，於入會時繳納。 

二、會員常年會費。 

（一）會費之繳納以本會會計年度為計算單位。 

（二）常年會費新台幣貳仟元整，於每年度的一至二月，一次繳納之；新會員於入會繳納當年

常年會費。 

（三）新入會會員入會時間為該年度 7 月後，或已在其他縣市諮商心理師公會繳納該年常年會

費再加入本會為會員者，該年常年會費以五折計算。 

三、捐助。 

四、委託收益。 

五、專案計畫收入。 

六、利息收入。 

七、其他收入。 

第三十四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三十五條 本會應於下年度開始前二個月內編製下年度工作計畫及歲入歲出預算書，請監事會審核

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達理事會提經會員大會通過後，於下年度開始前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會員大會遇特殊事故未能及時召開時，應先報主管機關，再提經大會追認。 

第三十六條 本會應於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編製本年度工作報告歲入歲出決算書，連同收支餘絀表、

資產負債表及財產目錄送監事會審核，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達理事會提經會員大會通過後，

於三月底前將工作報告、決算書、資產負債表及財產目錄報請主管機關備查。會員大會

因特殊事故未能及時召開應先報主管機關，再提經會員大會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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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條 本會解散時應予清算。清算剩餘之財產歸屬所在地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

團體所有。 

第六章 附則 

第三十八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辦理。 

第三十九條  本章程經本會九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報主管機關核備後實

施，變更時亦同。 

報經桃園縣政府 97 年 3 月 20 日府社發字第 0970087130 號函准允備查。 

104 年 3 月 21 日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通過修正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第六條，並自 103 年 12

月 25 日起生效。 

105 年 3 月 26 日第三屆第三次會員大會通過修正第十一條，並自 105 年 3 月 26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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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諮商心理師公會 107 年度工作報告 

類 別 項 目 內 容 實 施 方 式 執 行 情 形 

會務 一、召開 107 年全 

體會員大會 

 

 

二、召開理監事會 

議 

 

三、召開倫理委員 

會議 

 

 

四、其他會議 

 

 

 

 

 

 

五、健全組織 

 

六、會員管理 

 

七、會務人員管理 

 

 

八、文書管理 

 

 

 

 

九、編造理監事及會

員名冊 

議決通過年度工作計畫、預算、

決算、其他議案及理監事改選。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事項。 

 

 

審查與調查倫理申訴案件。 

 

 

 

參加上級或有關機關、團體舉行

各種會議及活動。 

 

 

 

 

 

鼓勵社區心理師踴躍入會。 

 

建立會員會籍及異動資料。 

 

依據社會團體工作人員管理辦

法聘任、督導及考核。 

 

1. 各項會議紀錄、報表、活動

成果，如期陳報。 

2. 公文資料建立檔案保存管

理。 

 

每年召開會員大會前審查會員

異動編造名冊。 

每年召開一

次 

 

至少每隔六

個月召開一

次 

 

至少每隔六

個月召開一

次 

 

配合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已於 107 年 3 月 17 日召開。 

 

 

第 4屆第 4次至第 7次理監事會分

別於 107.1.28、107.7.1、107.10.7、

107.11.25 召開。 

 

第 4屆第 3次至第 6次倫理委員會

議分別於 107.1.28、107.7.1、

107.10.7、107.11.25 召開。共計受

理與審議三起申訴案件。 

107.1.27 曾理事素梅、曾麗霞、袁

聖琇代表參與全聯會第 3屆第 3次

會員代表大會。 

107.02.24 王副理事長裕仁代表與

鄭理事忠豪參與全聯會第 3屆第 9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已不定時更新會員資料。 

 

 

各項會議記錄、報表及活動

成果，均已建檔。 

各件收發公文，均已建檔。 

 

 

已完成理監事與會員名冊編

造。 

財務 一、編製年度工作報

告及工作計畫 

 

 

召開年度會員大會前由理事會

編製提經會員大會通過，並報主

管機關核備。 

 

定期辦理 

 

 

 

已完成 107 年度工作報告與

108 年度工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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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項 目 內 容 實 施 方 式 執 行 情 形 

二、編製年度預算及

決算 

 

 

三、充實經費 

 

 

 

四、財產管理 

召開年度會員大會前由理事會

編製提監事會審核再經會員大

會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備。 

 

1.收取會員會費； 

2.申請相關機關補助； 

3.運用社會資源捐助。 

 

1.建立財產保管卡； 

2.處理財產增減異動； 

3.編製財產目錄。 

定期辦理 

 

 

 

適時辦理 

 

 

 

經常辦理 

已完成 107 年度經費決算與

108 年度經費預算。 

 

 

107 年度未繳會費之會員，

已根據組織章程註銷會員資

格。 

 

適時辦理。 

業務 一、公會網頁更新維

護 

二、辦理專業進修研

習 

 

 

 

 

 

三、辦理會員交流聯

誼活動 

 

 

四、協助政府、民間

機構推行相關

活動 

 

 

五、推動社區合作方

案 

建構公會之專業網站。 

 

1. 舉辦諮商心理師專業進修研

習，擬辦理兩場。 

 

 

2. 不定期與其他單位合辦專業

進修研習。 

 

舉辦會員之間的交流活動，擬邀

請會員帶領特定主題之專業分

享與討論。 

 

配合政府、民間機構舉辦各種心

理健康推廣活動與諮商專業服

務。 

 

 

視會員可支援之人力，依社區需

要，適時推動相關專案服務。 

定期辦理 

 

定期辦理 

 

 

 

適時辦理 

 

 

適時辦理 

 

 

 

適時辦理 

 

 

 

 

適時辦理 

 

網頁訊息持續更新。 

 

107.5.20「毒品施用者輔導實務研

習」。 

107.7.8「性侵加害人輔導研習」。 

107.8.4「桌遊應用於身障者之實

作」。 

 

 

107.11.3「健康活力農場一日遊」。 

 

 

107.1 月至 12 月協助衛生局「三、

四級毒品危害講習-心理師諮商輔

導」共計十五場次，動員本會十五

位心理師協助。 

 

107年度承辦桃園市社會局委託辦

理之「身心障礙者家庭支持服務」

方案。 

製表：張至豪            總幹事：陳冠伶、張至豪              理事長：曾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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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諮商心理師公會理監事各組執掌與分工 

組別 負責業務 負責人員 

理事長 統籌各項行政事宜 曾素梅 

進修活動組 

1. 繼續教育進修課程之規劃與細部執行。 

2. 一年三場次（至少）規劃執行。 

史莊敬 

鄧文章 

卜文輝 

許蕥竹 

公關組 

1. 對外之關係與形象建立、橫向聯繫交流等公關事宜。 

2. 宣導與推廣諮商專業。 

3. 會內聯誼活動。 

鄭忠豪 

謝秀貞 

蔡秀玲 

專案組 

1. 規劃、發展與其他機構之專業合作計畫。 

2. 專案計畫之提案與審核。 

3. 公部門招標等事宜。 

王裕仁 

何瑞美 

李履前 

郭晏汝 

倫理組 有關專業倫理規範之申訴、審議與處分建議。 

由楊肅欣律師與

本公會理監事分

兩組輪值擔任 

行政組 

1. 公會各項相關行政庶務。 

2. 網頁管理。 

陳冠伶 

張至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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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桃園市諮商心理師公會大事紀 

時間/地點 內容 

107 年 1 月~12 月 
協助衛生局「三、四級毒品危害講習--心理師諮商輔導」共計十五場次，動員

本會十五位心理師。 

107 年 1 月 27 日 
曾理事素梅、曾理事麗霞、袁理事聖琇共三位代表出席全聯會第三屆第三次會

員代表大會。 

107 年 1 月 28 日 

召開【第 4 屆第 4 次理監事會議】暨【第 4 屆第 3 次倫理委員會議】 

出席理事：曾素梅、王裕仁、史莊敬、李履前、郭晏汝、卜文輝、鄭忠豪、許

蕥竹。出席監事：蔡秀玲、謝秀貞、何瑞美。 

出席倫理委員：曾素梅、史莊敬、郭晏汝、卜文輝、許蕥竹、蔡秀玲。 

107 年 2 月 24 日 王副理事長裕仁代表與鄭理事忠豪參與全聯會第 3 屆第 9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7 年 3 月 17 日 

1. 【第 4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107 年度繼續教育課程】『助人工作的縱向深度

與橫向廣度』/郭瓈灩心理師、范美珍心理師主講 

2. 辦理【336 愛奇兒日友好桃仔園~你我作伙來】設攤活動。 

參與人員：蔡秀玲理事、身障專案陳冠伶專員以及熱心的志工朋友等 

地點：桃園市政府府前廣場 

107 年 5 月 17 日 

舉辦身障方案【孩子，我當然也愛你-談特殊兒的健康手足之教養策略】教育講

座。 

主持：曾素梅理事長 

來賓：桃園市政府身心障礙科徐專員等人蒞臨指教。 

地點：中壢區龍岡圖書館 

107 年 5 月 20 日 

舉辦繼續教育課程【毒品施用者輔導實務研習】。 

講師：張雁虹臨床心理師 

地點：中原大學 

107 年 6 月 30 日 

舉辦身障方案【心的輕迴旋~曼陀羅頌缽音療】照顧者工作坊。 

主持：曾素梅理事長 

地點：中壢區龍岡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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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7 月 1 日 

召開【第 4 屆第 5 次理監事會議】暨【第 4 屆第 4 次倫理委員會議】 

出席理事：曾素梅、王裕仁、李履前、郭晏汝、卜文輝、鄭忠豪、許蕥竹、鄧

文章。出席監事：蔡秀玲、何瑞美。 

出席倫理委員：曾素梅、郭晏汝、卜文輝、許蕥竹、蔡秀玲。 

107 年 7 月 8 日 

舉辦繼續教育課程【性侵加害人輔導研習】。 

講師：陳家雯臨床心理師 

地點：中原大學 

107 年 7 月 28 日 

舉辦身障方案【動情不動氣-親子互動技巧】教育講座。 

主持：史莊敬理事 

地點：桃園區婦女館 

107 年 8 月 4 日 

舉辦繼續教育課程【桌遊應用於身障者之實作】。 

講師：王裕仁副理事長 

地點：中原大學 

107 年 9 月 4 日 

舉辦身障方案議約講座-桃園市政府四區身心障礙資源中心【從現場實務經驗轉

化為專業處遇技巧】輔導技巧專業知能講座。 

主持：曾素梅理事長 

地點：中央大學國鼎圖書館 601-1 會議室 

107 年 9 月 13 日 曾理事長素梅參加 107 年度「職業災害勞工個案主動服務計畫」聯繫會報。 

107 年 9 月 29 日 

舉辦身障方案【你也需要喘息服務-友善小旅行】照顧者工作坊。 

主持：卜文輝理事 

地點：八德區龍岡活動中心 

107 年 10 月 6 日 

舉辦身障方案【日常生活的芳療紓壓保養 DIY】照顧者工作坊。 

主持：許蕥竹理事 

地點：中壢區中壢圖書館 

107 年 10 月 7 日 

召開【第 4 屆第 6 次理監事會議】暨【第 4 屆第 5 次倫理委員會議】 

出席理事：曾素梅、王裕仁、史莊敬、郭晏汝、卜文輝、許蕥竹。出席監事：

蔡秀玲、謝秀貞、何瑞美。 

出席倫理委員：曾素梅、史莊敬、郭晏汝、卜文輝、許蕥竹、蔡秀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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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10 月 19 日 

公會兼任總幹事甄選： 

時間：15:00-16:30 

地點：中央大學國鼎圖書館 

107 年 11 月 3 日 
本公會舉辦「新屋活力農場一日遊」之會員聯誼暨諮商心理師節慶祝活動，邀

請會員與親友一同共襄盛舉。 

107 年 11 月 4 日 
曾理事長素梅參加本公會諮商心理師節活動(二)盧蘇偉演講：【看見孩子天才，

作孩子生命中的貴人】。 

107 年 11 月 7 日 
曾理事長素梅偕同身障專案管理人陳冠伶前往桃園市政府參加身障專案評鑑會

議。 

107 年 11 月 11 日 

為慶祝諮商心理師節，本會與桃園張老師基金會合辦免費親職教育課程「親子

遊戲自己做-無毒玩具捏塑」，由鄭忠豪理事出席。 

時間：09:00-12:00 

地點：平鎮區南區青少年活動中心四樓會議室 

107 年 11 月 17 日 
曾理事長素梅前往台北馬偕醫院參加「2018 年全國縣市諮商心理師公會會務發

展座談會暨理事長聯誼會」。 

107 年 11 月 25 日 

召開【第 4 屆第 7 次理事會議】暨【第 4 屆第 6 次倫理委員會議】 

出席理事：曾素梅、王裕仁、李履前、卜文輝、許蕥竹。出席監事：蔡秀玲。 

出席倫理委員：曾素梅、郭晏汝、卜文輝、許蕥竹、蔡秀玲。 

107 年 12 月 17 日 身障專案管理人陳冠伶前往桃園市政府參加身障專案成果驗收會議。 

107 年 12 月 18 日 身障專案管理人陳冠伶前往桃園市政府參加身障專案開標審查會。 

107 年 12 月 19 日 
曾理事長素梅身障專案管理人陳冠伶前往桃園市政府參加身障專案標案評鑑委

員會會議。 

107 年 12 月 24 日 身障專案管理人陳冠伶前往桃園市政府參加身障專案議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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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諮商心理師公會 107 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 

            自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  

科目 
決算數 預算數 說明 

款 項 目 名稱 

1   本會經費收入  
  

 1  入會費 48,000 30,000 
入會費 1,500 元 

(107 年度 32 位新入會) 

 2  常年會費 390,000 404,000 

107 年常年會費 2,000 元 

(共計 190 人，380,000 元) 

107 年下半年入會常年會費 1,000 元 

(共計 10 人，10,000 元) 

 3  研習報名費 20,000 20,000 

1. 【5/20 毒品施用者輔導實務】研習講

座費共計 6,585 元 

2. 【7/8 性侵害人講座】研習講座費共

計 6,270 元 

3. 【8/4 桌遊知能講座】研習講座費共

計 3,950 元 

4. 活力健康農場聯誼活動共 3,195 元 

 4  捐款贊助金 0 10,000 
預估桃園市 21個醫事公會贊助會員大會

禮金 

 5  存款利息 365 450 
利息存款 6月 182元；利息存款 12月 183

元 

 6  身障方案借金歸還 150,000 150,000 
本公會承辦之方案，由公會經費中借支

150,000 元整 

   小計 608,365 614,450 
 

2   本會經費支出    

 1  全聯會會費 111,600 121,200 186 位會員之常年會費(600 元/人) 

 2  
臺灣諮商心理學會

會費 
3,000 3,000 年費 3,000 元 

 3 元 
出席全聯會會議

差旅費 
8,764 12,500 

1.全聯會第三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差

旅費共 1,500 元。500 元/人*3 位。 

2.全聯會第三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

議，差旅費共 1,264 元。(500 元/人*2 位；

外縣市交通費 132 元/人*2 位。) 

3.倫理申訴 201802 案，差旅費共 6000

元。500 元/人*3 位*4 場次。 

 4  理監事會議餐費 9,592 10,500 
共召開 4 次理監事會議，參與人次 39

人，總計 9,592 元。 

 5  
理監事工作小組 

餐費 
2,157 5,000 

1.組內會議聚餐 957 元 

2.倫理申訴201802案委員面談餐費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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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決算數 預算數 說明 

款 項 目 名稱 

元(200 元/人*3 人*2 場次) 

 6  教育訓練講座 90,265 50,000 

1.【3/23 繼續教育暨會員大會】46,800

元。說明: 鐘點費 6,400 元(1,600 元*2 時

*2 場次)；場地費 23,700 元，其他(印刷

費、餐費等)16,700 元。 

2.【5/20 毒品施用者輔導實務】研習講座

15,260 元。說明: 鐘點費 9,600 元(1,600

元*6 時)；場地費 3,300 元，其他(印刷費、

工作人員餐費、講師交通費、茶點費

等)2,360 元。 

3.【7/8 性侵害人講座】研習講座 15,655

元。說明: 鐘點費 9,600 元(1,600 元*6

時)；場地費 4,800 元，其他(印刷費、工

作人員餐費、講師交通費、茶點費

等)1,255 元。 

4.【8/4 桌遊知能講座】研習講座 7,750

元。說明: 鐘點費 4,800 元(1,600 元*3

時)；場地費 2,700 元，印刷費 250 元 

5.【9/4 身障方案契約場講座】研習講座

4,800 元。說明: 鐘點費 4,800 元(1,600

元*3 時) 

 7  網頁維護費 3,826 2,919 

1. 一年網址續購(tycpa.org.tw)720 元。 

2. 一年 Weebly Pro Site 網站空間續購 

3,106 元。(本項支出以美金計，支出隨匯

率有所變動) 

 8  印刷影印費 648 1,688 

第 4 屆第 4、5、6 次理監事會議資料、

第 4屆第 2次會員大會紀錄發文+手冊影

印、倫理申訴案件 201802 案結案報告影

印。 

 9  郵電費 6,375 7,800 

1. 公務手機通話費 1-12 月共計 4,248 元

(107.1.29 起帳戶自動扣款) 

2. 掛號、郵資費 2,127 元 

 10  人事費 193,331 199,526 

1. 總幹事員額 2 名，1 月至 12 月津貼共

144,000 元(6,000 元/人*2 人*12 月)，

年終共 12,000 元。 

2. 總幹事 106/12 月至 107/11 月勞保

16,023 元；健保 2,773 元；勞退 12,655

元。 

3. 第 4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暨繼續教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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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決算數 預算數 說明 

款 項 目 名稱 

程工讀金 5,880 元。 

 11  公關活動費 26,582 23,000 

1. 公益活動推廣(2018 第九屆愛奇兒日)

共 8,940 元。 

2. 差旅費共 2,500 元(500 元/人*5 位) 

3. 活力健康農場聯誼方案共 15,142 元。

(活動費 12,500 元+會員禮卷 1,600 元+保

險費 1042 元) 

 12  

雜支 

(包含劃撥手續費/所

得稅) 

33,155 27,317 

1.匯款手續費共 310 元 

2.文具耗材 1,809 元 

3.會員大會禮品(全家禮品卡、簡報筆、

隨身碟、摸彩卷等)共 12,752 元 

4.倫理申訴 201802 案作業費共 18,189 元

(逐字稿費 7,680 元+委員停車費 45 元+

撰稿費 10,464 元) 

5. 身障方案標案下載行政費 95 元 

 13  身障方案借金 150,000 150,000 
本公會承辦之方案，由公會經費中借支

150,000 元整。 

 14  會費退費 4,980 0 
常年會費 1,000 元*4 位、常年會費 980

元，共計 4,980 元。 

   小計 644,275 614,450  

3   本期共計 -35,910 
 說明：收入-支出 

   前期餘額 561,622   

   總餘額 525,712   

理事長：曾素梅           總幹事：陳冠伶        會計：陳冠伶      製表：陳冠伶         

  

註：收支預算表之科目根據社會團體財物處理辦法所訂收入類與支出類之會計科目依序編列，科目除依規定應

列者外，得視實際收支情形編列，預算數為零之科目不必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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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諮商心理師公會 108 年度工作計畫 

類 別 項 目 內 容 實 施 方 式 

會 務 

一、召開 108 年全體會 

員大會 

 

二、召開理監事會 

 

二、召開倫理委員會及 

其他會議 

 

 

四、健全組織 

 

五、會員管理 

 

六、會務人員管理 

 

 

七、文書管理 

 

 

 

 

八、編造理監事及會員名

冊 

 

議決通過年度工作計畫、預算、決

算、其他議案等。 

 

1.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事項。 

2. 規劃及議決會務推動事項。 

參加上級或有關機關、團體舉行各

種會議及活動。 

 

鼓勵社區內心理師踴躍入會。 

 

建立會員會籍及異動資料。 

 

依據社會團體工作人員管理辦法

聘任、督導及考核。 

 

1. 各項會議紀錄報表活動成果如

期陳報。 

2. 各種公文資料建立檔案保存管

理。 

 

 

每年召開會員大會前審查會員異

動編造名冊。 

 

於 108年 3月 23日召開。 

 

 

每年召開三至四次。 

 

配合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財 務 

一、編製年度工作報告及

工作計畫 

 

 

二、編製年度預算及決算 

 

 

 

三、充實經費 

 

召開年度會員大會前由理事會編

製提經會員大會通過並報主管機

關核備。 

 

召開年度會員大會前由理事會編

製提監事會審核再經會員大會通

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備。 

 

1.收取會員會費。 

2.申請相關機關補助。 

定期辦理 

 

 

 

定期辦理 

 

 

 

適時辦理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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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項 目 內 容 實 施 方 式 

 

 

四、財產管理 

3.運用社會資源捐助。 

 

1.建立財產保管卡。 

2.處理財產增減異動。 

3.編製財產目錄。 

 

 

經常辦理 

業 

務 

一、 公會網頁更新維護 

 

二、 辦理專業進修研習 

 

 

 

 

三、 辦理會員交流聯誼    

活動 

 

 

四、 協助政府、民間機構      

  推行相關活動 

 

五、 推動社區合作方案 

 

維護公會網站，即時更新訊息。 

 

1.舉辦諮商心理師專業進修研習，

擬辦理三~四場次。 

2.不定期與其他單位合辦專業進修

研習。 

 

舉辦會員之間的交流活動，擬邀請

會員帶領特定主題之專業分享與

討論。 

 

配合政府、民間機構舉辦各種心理

健康推廣活動與諮商專業服務。 

 

視會員可支援之人力，依社區需

要，適時推動相關專案服務。 

定期辦理 

 

定期辦理 

 

適時辦理 

 

 

 

適時辦理 

 

 

 

適時辦理 

 

 

適時辦理 

製表：張至豪        總幹事：陳冠伶、張至豪             理事長：曾素梅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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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諮商心理師公會 108 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 

            自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科目 
預算數 說明 

款 項 目 名稱 

1   本會經費收入 
  

 1  入會費 60,000 
入會費 1,500 元 

(預估 40 人) 

 2  常年會費 472,000 
常年會費 2,000 元 

(目前 196 人+新入 40 人，共計 236 人) 

 3  研習報名費 30,000 4 場(半天工作坊)+2 場(2 天的工作坊) 

 4  捐款 10,000 醫事公會等專業團體贊助金與個人捐款 

 5  存款利息 400 
年利率 0.1%(實際利率以當日各郵局營業廳牌

告利率為準)。 

 6  
身心障礙者家庭支持服

務方案借金歸還 
150,000 

本公會承辦之方案，由公會經費中借支 150,000

元整，借支期間為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歸還公會帳戶。 

 7  會員健保費 113,484 代收繳會員 1-12 月健保費*7 位。 

   小計 835,884 
 

2   本會經費支出   

 1  全聯會會費 141,600 
236 位會員之常年會費 600 元 

(目前 196 人+預估新入 40 人) 

 2  台灣諮商心理學會會費 3,000 年費 3,000 元 

 3  公務會議差旅費 12,500 

1. 公務會議 15 人次共 7,500 元。(每場次 500

元) 

2. 外縣市出席會議交通費用預估 5,000元。(依

大眾交通工具核實列支) 

 4  公務會議餐費 15,500 

1. 理監事會議 10,500元(餐費 250元/人*14人

*3 次) 

2. 其他公務會議 5,000 元(200 元/人*25 人次) 

 5  教育訓練講座 109,387 

舉辦 6 場次主題講座(共 36 小時，每小時鐘點

費為 2,000 元，共計 72,000 元；外加其他場地

費、印刷費與雜支等支出) 

 6  網頁維護費 4,000 

1.網址續購(tycpa.org.tw)720 元/年 

2.Weebly Pro Site 網站空間續購/年(本項支出

以美金計，支出隨匯率有所變動) 

 7  印刷影印費 1,700 製作證書、公務影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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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預算數 說明 

款 項 目 名稱 

 8  郵電費 7,800 
手機通話費 4,800 元(約 400 元/月*12 個月)、

公文及資料寄送、傳真費用，約 3,000 元。 

 9  人事費 206,913 

1. 總幹事 1-12 月津貼 6,000 元*13 個月*2 位

=156,000 元 

2. 總幹事*2 位，每月勞保雇主負擔 1336 元*12

月；健保 2,773 元；勞退每月雇主負擔 1,055

元*12 月=35,413 元 

3. 工讀時薪 150 元*50 時=7,500 元  

4. 部分工時工讀生*10 位:勞保(級距 11100 元以

下)雇主負擔 710 元/位；勞退(投保級距 1500

元以下)雇主負擔 90 元/位，共 8,000 元 

 10  公關活動費 25,000 

1. 社團津貼共 15,000 元(補助 3,000 元/團*5

團) 

2. 公益推廣活動費用 10,000 元 

 11  
雜支(包含劃撥手續費/

所得稅) 
45,000 

總預算 6%內 

1. 會員大會禮品共計 10,000 元 

2. 雜費 35,000 元 

 12  
身心障礙者家庭支持服

務方案借金 
150,000 

本公會承辦之方案，由公會經費中借支 150,000

元整，借支期間為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歸還公會帳戶。 

   會員健保費 113,484 繳回本會會員 1-12 月健保費*7 位。 

   小計 835,884  

3   本期預期結餘 0  

理事長：曾素梅         總幹事：陳冠伶         會計：陳冠伶         製表：陳冠伶         

 

註：收支預算表之科目根據社會團體財物處理辦法所訂收入類與支出類之會計科目依序編列，科目除依規定應

列者外，得視實際收支情形編列，預算數為零之科目不必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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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諮商心理師公會 倫理申訴案件處理要點(修訂) 

102 年 8 月 9 日理監事會議審議 

103 年 1 月 24 日理監事會議第二次審議 

103 年 3 月 15 日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106 年 9 月 10 日理監事會議第三次審議 

107 年 1 月 28 日理監事會議第四次審議 

108 年 2 月 17 日理監事會議第五次審議 

 

                           修訂版 修訂說明 

 

一、 桃園市諮商心理師公會(以下簡稱本會) 依據心理師法，訂定「倫

理申訴案件處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旨在落實本會自律公約及倫理守則之推動與倫理申訴案

件之處理，確保會員與當事人權益，以提升本會專業形象與會員

服務品質。 

三、 本要點被申訴對象應為本會會員，申訴者不在此限。 

四、 申訴人向本會提倫理申訴案件時，須填妥本會「倫理申訴案件申

訴書」(如附表)，檢附相關事證，以雙掛號郵寄本會。 

五、 本委員會掌理業務如下： 

(一)專業倫理規範與處分標準之擬訂。 

     (二)諮商心理師專業倫理規範行為之審議與處分建議。 

(三)有關專業倫理規範之申訴等事務。 

六、 本委員會置委員七人，委員為無給職，由本會理事長提名對諮商

專業倫理與法律有學養與經驗者，經理事會議同意後聘任之，委

員一年一聘，連聘得連任。委員因故出缺時得依前述程序補聘。

遇理監事會改組時，由新任理監事會議決原任委員任期之終結。 

七、 本委員會置召集人一人、副召集人一人，由委員互選產生。 

八、 本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會務助理人員擔任之。 

九、 委員會議召開時，視需要得邀本會會務人員、相關領域專業人員

或其他相關人員列席，列席人員應遵守相關保密規定。 

十、 本會收件後三個工作日內須轉知本委員會於一個月內組成審查

小組，審查小組成員三人由召集人自委員中分派輪值之，審查會

議須小組成員全數出席且決議是否受理其申訴並書面通知申訴

人；不受理時應於書面通知書中敘明理由及處理。 

十一、 本委員會受理倫理申訴案件後，由召集人分派三位委員於三日

內成立調查小組分工調查，並以其中一人為小組召集人。本會

公會會員、所屬個人會員及相關人員應予配合、協助。調查過

程中委員應秉持公正態度，維護申訴人與被申訴者之隱私權、

及充分表達意見之權益。 

★原「三、本要點被

申訴對象須為所申訴

案件發生時具有本會

會員資格者……」，為

避免爭議，且參考其

他公會辦法，擬修改

為「本要點被申訴對

象應為本會會員…..」 

★原「九、委員會議

每半年召開一次，如

有需要得召開臨時委

員會議」，經考量責任

制精神，擬刪除召開

次數，增加列席與保

密之規定。 

 

★原「十一、本委員

會受理倫理申訴案件

後，由召集人分派三

位委員於三日內成立

調查小組分工調

查……」，經考量實

際需要，擬增加「並

以其中一人為小組召

集人」之規定。 

 

★原「十三、本委員

會委員若與申訴兩方

具三等內血親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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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申訴案件一旦進入司法程序，應暫停調查。 

十三、 本委員會委員若與申訴兩方具三等內血親關係，或現任之師生

關係、同事關係、督導關係，或其他利害關係者應迴避之。 

本委員會進行審查、調查及審議過程因前項迴避或特殊因素而

人力不足時，由召集人或本會理監事決議另聘同額之專家學者

或社會公正人士擔任本案相關任務之委員。 

十四、 申訴人與被申訴者於申訴案件調查、審議或決議前，得以書面

提出迴避名單與理由。前項聲請由委員會會議決議之。 

十五、 本會倫理申訴案件之仲裁與懲戒，須三分之二(含)以上倫理委

員出席始得開會，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二(含)以上倫理委員同意

始得決議。會議由召集人主持，召集人依本要點第十三條迴避

時，由副召集人主持；召集人與副召集人皆迴避時，由委員互

選一人為會議主席。 

十六、 本會倫理申訴案件應於受理申訴案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決

議，決議結果通知書以雙掛號郵寄送達申訴兩方及諮商心理師

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全聯會)。 

嚴重違反法規倫理者，得依醫事法等相關現行法規及程序移送

法辦或知會被申訴者任職單位。 

十七、 申訴人或被申訴者不服本會之決議結果，得於決議結果通知書

所載日期一個月內，向全聯會提出申訴。 

十八、 遇有本公會所屬會員之違反諮商專業倫理案件，如案件已遭媒

體曝光、事關重大、嚴重傷害心理師形象等，本委員會得主動

調查之。 

十九、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二十、 本要點經本會會員大會通過後實施。 

或現任之師生關係、

同事關係、督導關

係，或其他利害關係

者應迴避之」，經考

量實際需要，擬增加

「本委員會進行審

查、調查及審議過程

因前項迴避或特殊因

素而人力不足時，由

召集人或本會理監事

決議另聘同額之專家

學者或社會公正人士

擔任本案相關任務之

委員。」之規定。 

 

★原「十六、申訴人

與被申訴者均得要求

出席其倫理申訴案件

調查會議或以書面方

式進行答辯。本會得

邀申訴人、被申訴者

或相關人員列席會

議」擬修改後納入本

會新訂定之「倫理委

員會倫理案件申訴流

程」，因此刪除。 

★原十七至二十一條

實施要點之序號調整

為第十六至二十條實

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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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諮商心理師公會 倫理案件申訴書(原版) 

※資料蒐集僅供申訴案使用 

申訴者基本資料 

申訴者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  連絡電話  

申訴者地址 
 

 

申訴者 email 
 

被申訴者姓名  性別 女  男  其他 

被申訴者諮商

服務機構名稱 

 諮商 

起迄時間 

起       年     月     日 

迄       年     月     日 

被申訴者諮商

服務機構地址 

 

請具體陳述 

申訴事實 

申訴事由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至  年  月  日  時  分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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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列舉被申訴

者所違反之倫

理守則條文 

（依據台灣輔

導與諮商學會

諮商專業倫理

守則） 

 

預期補救措施 

 

※本表陳述內容如有不實，申訴人願負法律責任。 

申訴人(簽名)：                     年    月    日 

申訴者（簽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本會受理日期 

(申訴人免填)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受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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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諮商心理師公會 倫理案件申訴書(修訂版) 

※資料蒐集僅供申訴案使用 

申訴者基本資料 

申訴者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  女  男  其他 連絡電話  

申訴者地址 

及 email 

 

 

 

被申訴者姓名  性別 女  男  其他 

諮商 

起迄時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申訴事由

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被申訴者諮商服

務機構名稱 

與地址 

 

請具體陳述 

申訴事實 

(檢附相關文件) 

 

 

請列舉被申訴者所違反之倫理守則條文(註：參閱本公會網頁全聯會諮商心理師專業倫理守則) 

 

 

如有需迴避之倫理委員，請註明委員姓名及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參閱本公會網頁公告之倫理委員名單及倫理申訴案件處理要點第十三、十四點。如無迴避名單則請空白。 

※本表陳述內容如有不實，申訴人願負法律責任。 

申訴人(簽名)：                     年    月    日 

申訴者（簽名） 申訴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結果 □受理成案 □不受理(理由:                        )     年    月   日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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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諮商心理師公會倫理委員會 倫理案件申訴流程 

一、申訴資格 

1. 申訴人身分可為本會會員或一般民眾。 

2. 被申訴人應為本會會員，被申訴人若非本會會員身份，無法受理。 

 

二、申訴方式 

申訴人需填妥桃園市諮商心理師公會倫理案件申訴書，並連同相關檢附文件，以書面形式郵寄雙掛號

至本會（應於信封封面收件人註明「桃園市諮商心理師公會 倫理委員會收」）。 

 

三、處理程序 

1. 本會收件後，會送交倫理委員會審查小組進行審查，並於一個月內以正式書面通知申訴人案件是

否受理。 

2. 當申訴正式受理後，申訴人將收到本會寄出之「倫理申訴案件受理通知」、「倫理申訴案件處理

流程」、「誠實證言切結書」空白表格；被申訴人則收到本會寄出之「倫理申訴案件通知」、「倫

理申訴案件處理流程」、「誠實證言切結書」空白表格、申訴書及相關證據、文件等資料影本。 

3. 被申訴人可對申訴書之申訴內容提出答辯，並可針對所涉及違犯倫理之狀況提出說明，答辯內容

須於接獲通知後十五日內以書面回覆；被申訴人亦得以適切理由以書面形式向委員會申請延長期

限，經調查小組核准後得以延長。 

4. 調查過程中如有必要或需進一步資訊時，調查小組可裁量舉行調查會議(詳見本流程第四項調查會

議程序)。 

5. 調查小組提出調查報告，由倫理委員會召開審議會議，並依據相關法規作出決議。 

6. 決議結果通知書以雙掛號送達申訴雙方及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7. 資料存檔。 

四、調查會議程序 

1. 調查小組如認為有召開調查會議之必要，須於調查會議舉行十四日前以書面通知申訴人或被申訴

人時間、地點與相關資訊。 

2. 申訴人或被申訴人亦得以適切理由以書面形式向委員會申請延後，經調查小組核准後得以延後辦

理。 

3. 調查會議由調查小組召集人主持。 

 

五、撤銷申訴 

1. 若申訴雙方同意中止申訴程序，基於自由裁量之原則，委員會可同意撤銷。 

2. 若根據現有證據顯示有繼續完成程序之必要，委會員有權駁回撤銷申請，繼續申訴程序。 

 

http://www.twtcpa.org.tw/eweb/uploadfile/20110812152220367.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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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人提請申訴

申訴人填妥本會倫理案件申訴書

將申訴書及相關申訴文件郵寄至本會，並在信封上註明「倫理委員會收」

召開委員會審查是否受理申訴

案件受理(成立調查小組)

寄發之相關資料予申訴雙方(詳見文
字說明第三項2、3)

案件不受理

通知申訴人

被申訴人接獲通知後於15日內以書面提出答辯

調查小組如認為有必要可召開調查會議

(於召開14日前通知申訴雙方)

調查小組提出調查報告，倫理委員會召開審議會議做出決議

公佈決議結果，並以書面告知雙方

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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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會員退會名單 

自動申請退會 (107.03.01-108.02.28) 

序號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1 206 詹宗儀 

2 190 顏瑜慧 

3 222 陳亭宇 

4 225 黃芸瑩 

5 241 楊茜燁 

6 261 黃弘年 

7 286 梁惠君 

8 201 陳淑蓮 

9 209 孫允儀 

10 257 楊鎧宇 

11 249 李潔玲 

12 237 李毓馨 

13 208 劉雅慈 

 

 

未繳交 107 年度常年會費，依組織章程自動退會 

序號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1 204 沈蕙柔 

2 232 張益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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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07 年度身心障礙者與家庭照顧者心理輔導支持服務-後續擴充 

成果摘要 

 

一、服務執行時間：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 

二、行政人員：1 位 

三、督導人員：2 位 

四、專業人員：22 位 

五、執行狀況: 

1. 收案狀況：總收案件數共 72 件，經開案評估暨派案後共計 65 件個案進行服務。有 6 件因個

案拒絕服務而未開案，1 件未通過 ICF 系統評估，建議轉介至心理衛生中心。 

2. 進入輔導：65 件。 

3. 結案狀況：完成服務結案共計 65 件。 

4. 到宅服務人次已達到契約標準 309 人次。 

六、服務狀況： 

 

 

 

 

 

 

 

 

 

 

 

 

七、其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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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諮商心理公會會員名冊 

會員
編號 

姓名 
會員
編號 

姓名 
會員
編號 

姓名 
會員
編號 

姓名 
會員
編號 

姓名 

1 蔡秀玲 53 洪碧芬 141 張釗倫 207 沈豊益 266 洪育志 

2 杜淑芬 55 吳麗芳 145 吳姮靜 211 徐麗明 270 張至豪 

3 謝秀貞 56 程慧蘭 149 邱春蘭 213 許瑋倫 271 康得祐 

4 曾奉紅 58 江捷如 152 李政達 214 藍茜茹 272 簡慈慧 

5 黃啟翔 63 曾麗霞 153 邱硯雯 215 羅雯儒 273 蔡健功 

6 呂盈慧 66 詹雅伶 154 呂盈潔 216 楊漢章 274 林昀錡 

7 傅琇悅 67 王慧芳 155 李佳儒 217 黃依婷 275 林淳頤 

8 何瑞美 69 李婷婷 156 蔡國強 218 姚思萱 276 李如惠 

10 吳月霞 72 林于雅 159 朱品潔 219 林書禾 277 蔡馨慧 

11 范美珍 73 楊施韻 163 蔡碧姬 221 王珮靜 278 陳彥良 

13 史莊敬 75 袁聖琇 164 王鈺婷 224 賴郁青 279 廖莉彣 

15 柯淑敏 77 李家佩 165 賈士萱 226 卜文輝 280 陳婷枚 

16 王婉玲 84 吳美慧 167 許琇琪 227 鄭忠豪 281 林岱樺 

17 許玫倩 89 陳嘉玉 169 張雅鈴 228 許蕥竹 283 賴惠敏 

18 范姜巧儒 90 黃貴貞 170 葉子亘 229 邱佳怡 284 張明惠 

20 黃秀菁 97 謝粹芸 173 李靜屏 230 雒怡寧 285 楊惠安 

21 鍾玉蓮 98 吳柄緯 174 申迺晃 234 邱盈潔 287 張方菁 

22 曾素梅 103 鄧宏瑜 175 陳雅婷 235 楊惠卿 288 吳庭儀 

23 朱惠瓊 104 劉素芳 176 李履前 236 徐米純 289 張若喬 

25 吳靜樺 106 王裕仁 177 閔肖蔓 238 孫軒敏 290 劉敬亭 

27 李  昀 114 陳亦鳳 178 郭晏汝 239 林利珊 291 田偲妤 

28 李香盈 116 王世芬 179 鄧君怡 242 張閔淳 292 白于仙 

29 汪慧瑜 117 邱郁捷 180 郭蕙鳳 243 賴韻宇 293 陳慧慈 

30 陳文玲 118 楊麗芬 182 黃小玲 245 黃瑩瀅 294 金曉青 

31 賴國根 120 徐少芸 184 張庭禎 246 熊恒瑂 295 劉佳雯 

32 陳靜儀 121 黃景珩 186 王嘉琪 250 邱苡家 296 吳麗琴 

34 葉安華 124 鄧文章 187 朱淑芬 252 陳寶美 297 陳瑞君 

38 宋珮綺 125 王仲匡 189 謝蕙旭 253 許凱茹 298 王郁婷 

39 黃小芬 127 吳曉君 191 陳玉粉 254 陳宛宜 299 戴安宜 

41 吳淑萍 128 姜亞岑 192 李玉婷 255 林欣嫻 300 邢正欣 

42 林佩玲 129 蘇芸仙 193 王渝津 256 陳文儀 301 柯雅文 

45 梅淑鶯 133 簡小玲 194 詹明芬 258 金辰卉 302 張文瑛 

46 謝昭弘 135 胡峯鳳 196 羅善莉 259 陳安筠 303 鄧茹婷 

47 陳金定 136 黃筱涵 198 蔡佩珊 262 呂妍榛 304 施柏光 

48 江巧鈴 139 李彥徵 200 詹惠茹 263 林怡君 305 游淳涵 

50 林靜茹 140 李亭萱 203 顧心田 264 陸怡安 306 呂岱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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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
編號 

姓名 
會員
編號 

姓名 
會員
編號 

姓名 
會員
編號 

姓名 
會員
編號 

姓名 

307 許嘉文         

308 游筱婷         

309 傅雅群         

310 李亞壎         

311 王莉如         

312 許以璇         

313 黃敏懿         

314 游逸惠         

315 陳偉翎         

316 陳一斌         

317 李宥璉         

318 吳致廷         

319 黃盟晴         

備註：目前共有會員 193 人。【更新日期：108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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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諮商心理師公會 倫理申訴案件處理要點(修訂) 

102 年 8 月 9 日理監事會議審議 

103 年 1 月 24 日理監事會議第二次審議 

103 年 3 月 15 日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106 年 9 月 10 日理監事會議第三次審議 

107 年 1 月 28 日理監事會議第四次審議 

107 年 3 月 17 日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108 年 2 月 17 日理監事會議第五次審議 

108 年 3 月 23 日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修訂版 

 

一、 桃園市諮商心理師公會(以下簡稱本會) 依據心理師法，訂定「倫理申訴案件處理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旨在落實本會自律公約及倫理守則之推動與倫理申訴案件之處理，確保會員與當事人

權益，以提升本會專業形象與會員服務品質。 

三、 本要點被申訴人應為本會會員，申訴人不在此限。 

四、 申訴人向本會提倫理申訴案件時，須填妥本會「倫理申訴案件申訴書」(如附表)，檢附相關事

證，以雙掛號郵寄本會。 

五、 本委員會掌理業務如下： 

(一)專業倫理規範與處分標準之擬訂。 

     (二)諮商心理師專業倫理規範行為之審議與處分建議。 

(三)有關專業倫理規範之申訴等事務。 

六、 本委員會置委員七人，委員為無給職，由本會理事長提名對諮商專業倫理與法律有學養與經

驗者，經理事會議同意後聘任之，委員一年一聘，連聘得連任。委員因故出缺時得依前述程

序補聘。遇理監事會改組時，由新任理監事會議決原任委員任期之終結。 

七、 本委員會置召集人一人、副召集人一人，由委員互選產生。 

八、 本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會務助理人員擔任之。 

九、 委員會議召開時，視需要得邀本會會務人員、相關領域專業人員或其他相關人員列席，列席

人員應遵守相關保密規定。 

十、 本會收件後三個工作日內須轉知本委員會於一個月內組成審查小組，審查小組成員三人由召

集人自委員中分派輪值之，審查會議須小組成員全數出席且決議是否受理其申訴並書面通知

申訴人；不受理時應於書面通知書中敘明理由及處理。 

十一、經本會受理後，若申訴人擬中止申訴程序，並經被申訴人同意，基於自由裁量之原則，委 

      員會可同意撤銷；若根據現有證據顯示有繼續完成程序之必要，委會員有權駁回撤銷申 

      請，繼續申訴程序。 

十二、本委員會受理倫理申訴案件後，由召集人分派三位委員於三日內成立調查小組分工調查， 

      並以其中一人為小組召集人。本會公會會員、所屬個人會員及相關人員應予配合、協助。 

調查過程中委員應秉持公正態度，維護申訴人與被申訴人之隱私權、及充分表達意見之權 

益。 

十三、被申訴人可對申訴書之申訴內容提出答辯，並可針對所涉及違犯倫理之狀況提出說明，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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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辯內容須於接獲通知後十五日內以書面回覆；被申訴人亦得以適切理由以書面形式向委員 

      會申請延長期限，經調查小組核准後得以延長。延長以一次為限，至多延長十五日。 

十四、調查過程中如有必要或需進一步資訊時，調查小組可裁量舉行調查會議，並於調查會議舉 

      行七日前以書面通知申訴人或被申訴人時間、地點與相關資訊；申訴人或被申訴人亦得以 

      適切理由以書面形式向委員會申請延後，經調查小組核准後得以延後辦理。延長以一次為 

      限，至多延長十五日。 

十五、申訴案件一旦進入司法程序，應暫停調查。 

十六、本委員會委員若與申訴兩方具三等內血親關係，或現任之師生關係、同事關係、督導關 

      係，或其他利害關係者應迴避之。 

      本委員會進行審查、調查及審議過程因前項迴避或特殊因素而人力不足時，由召集人或本會 

      理監事決議另聘同額之專家學者或社會公正人士擔任本案相關任務之委員。 

十七、申訴人與被申訴人於申訴案件調查、審議或決議前，得以書面提出迴避名單與理由。前項 

      聲請由委員會會議決議之。 

十八、本會倫理申訴案件之仲裁與懲戒，須三分之二(含)以上倫理委員出席始得開會，出席人數之 

      三分之二(含)以上倫理委員同意始得決議。會議由召集人主持，召集人依本要點第十三條迴 

      避時，由副召集人主持；召集人與副召集人皆迴避時，由委員互選一人為會議主席。 

十九、本會倫理申訴案件應於受理申訴案之次日起三個月內完成決議，決議結果通知書以雙掛號 

      郵寄送達申訴雙方及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全聯會)。必要時，得延長之，延 

      長以一次為限，至多延長一個月，並應通知申訴雙方及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嚴重違反法規倫理者，得依醫事法等相關現行法規及程序移送法辦或知會被申訴人任職單 

位。 

二十、申訴人或被申訴人不服本會之決議結果，得於決議結果通知書所載日期一個月內，向全聯 

      會提出申訴。 

二十一、遇有本公會所屬會員之違反諮商專業倫理案件，如案件已遭媒體曝光、事關重大、嚴重 

      傷害心理師形象等，本委員會得主動調查之。 

二十二、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二十三、本要點經本會會員大會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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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諮商心理師公會倫理委員會 倫理案件申訴流程 

一、申訴資格 

1. 申訴人身分可為本會會員或一般民眾。 

2. 被申訴人應為本會會員，被申訴人若非本會會員身份，無法受理。 

 

二、申訴方式 

申訴人需填妥桃園市諮商心理師公會倫理案件申訴書，並連同相關檢附文件，以書面形式郵寄雙掛號

至本會（應於信封封面收件人註明「桃園市諮商心理師公會 倫理委員會收」）。 

 

三、處理程序 

1. 本會收件後送交倫理委員會審查小組進行審查，並於一個月內以正式書面通知申訴人案件是否受

理。 

2. 當申訴正式受理後，申訴人將收到本會寄出之「倫理申訴案件受理通知」、「倫理申訴案件處理

流程」、「誠實證言切結書」空白表格；被申訴人則收到本會寄出之「倫理申訴案件通知」、「倫

理申訴案件處理流程」、「誠實證言切結書」空白表格、申訴書及相關證據、文件等資料影本。 

3. 經本會受理後，若申訴人擬中止申訴程序，並經被申訴人同意，基於自由裁量之原則，委員會可

同意撤銷；若根據現有證據顯示有繼續完成程序之必要，委會員有權駁回撤銷申請，繼續申訴程

序。 

4. 被申訴人可對申訴書之申訴內容提出答辯，並可針對所涉及違犯倫理之狀況提出說明，答辯內容

須於接獲通知後十五日內以書面回覆；被申訴人亦得以適切理由以書面形式向委員會申請延長期

限，經調查小組核准後得以延長。延長以一次為限，至多延長十五日。 

5. 調查過程中如有必要或需進一步資訊時，調查小組可裁量舉行調查會議(詳見本流程第四項調查會

議程序)。 

6. 調查小組提出調查報告，由倫理委員會召開審議會議，並應於受理申訴案之次日起三個月內完成

決議。必要時，得延長之，延長以一次為限，至多延長一個月，並應通知申訴雙方及諮商心理師

公會全國聯合會。 

7. 決議結果通知書以雙掛號送達申訴雙方及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8. 資料存檔。 

四、調查會議程序 

1. 調查小組如認為有召開調查會議之必要，須於調查會議舉行七日前以書面通知申訴人或被申訴人

時間、地點與相關資訊。 

2. 申訴人或被申訴人亦得以適切理由以書面形式向委員會申請延後，經調查小組核准後得以延後辦

理。延長以一次為限，至多延長十五日。 

3. 調查會議由調查小組召集人主持。 

 

http://www.twtcpa.org.tw/eweb/uploadfile/20110812152220367.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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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人提請申訴

申訴人填妥本會倫理案件申訴書

將申訴書及相關申訴文件郵寄至本會，並在信封上註明「倫理委員會收」

召開委員會審查是否受理申訴

案件受理(成立調查小組)

寄發之相關資料予申訴雙方(詳見文
字說明第三項2)

案件不受理

通知申訴人

被申訴人接獲通知後於15日內以書面提出答辯

調查小組如認為有必要可召開調查會議

(於召開7日前通知申訴雙方)

調查小組提出調查報告，倫理委員會召開審議會議做出決議

公佈決議結果，並以書面告知雙方

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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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諮商心理師公會 

108年度繼續教育課程暨第四屆第三次會員大會照片記錄 

 

 

上午繼續教育課程 

 

問題與討論 

 

全聯會理事長致詞 

 

會員大會提案表決 

 

下午繼續教育課程 

 

課程進行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