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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員工心理諮詢服務流程圖 

 

 

 

 

      

 

               

 

            

       

 

 

 

 

 

 

 

 

 

 

 

 

 

 

 

                               

 

 

 

 

1.員工自行申請諮詢服務 

2.專責人員(單位)申請 

洽詢宇聯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  客戶服務專線：(02)2986-3099 

◎  電子信箱:world.wide.union1@gmail.com 

向當事人或專責人員確定:心理諮商師/社會工作師、時間及地點 

初次諮詢 

1.與當事人確認諮詢意願，並詳閱填寫「心理諮詢服務授權同意書」 

2.依約定時間、地點進行心理諮詢，1次以 1小時為原則。 

是否續談 

否 

員工心理

諮詢服務

務 

1. 表明為新竹市政府員工或專責人員身分。 

2. 宇聯客服人員提供的「心理諮詢服務預約表」予申請人填

寫，以確認員工或專責人員心理諮詢服務申請程序完備。 

3. 簡易初談釐清問題，如需面談再媒合心理師或社工師。 

是 

諮商續談 

1. 對案主(申請人)採保密措施，由諮商師以代號填寫諮詢續談紀

錄後另行預約續談時間。 

2. 經諮詢師評估意見，確認有續談必要性後進行。 

受諮詢者: 填寫使用滿意度調查 

諮詢師:填寫諮詢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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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供之服務流程 

1.  心理諮商服務申請方式及流程 

新竹市政府員工申請心理諮詢服務流程說明如下： 

①員工透過宇聯 24小時客戶服務專線：(02)298-63099或電子

信箱：world.wide.union1@gmail.com 與宇聯客服人員聯繫並約

定時間、地點確認後，由宇聯客服人員依員工議題及預約時

間、地點安排適合的 EAP諮詢師進行心理諮詢服務。 

②員工亦可透過新竹市政府專責人員與宇聯客服人員聯繫並約

定時間、地點確認後，由宇聯客服人員依員工議題及預約時

間、地點安排適合的 EAP諮詢師進行心理諮詢服務。 

③單位主管轉介員工進行心理諮詢服務時，可向新竹市政府專

責人員提出申請並由專責人員與宇聯客服人員聯繫約定時間、

地點確認後，由宇聯客服人員依員工議題及預約時間、地點安

排適合的企業諮詢師進行心理諮詢服務。 

新竹市政府員工申請心理諮詢服務時，需先行填寫由宇聯客服

人員提供的「心理諮詢服務預約表」與「心理諮詢服務授權同

意書」完畢後，再以電子信箱或傳真回傳至宇聯，以確認員工

心理諮詢服務申請程序已經完備，然後再由宇聯客服人員依員

工議題及預約時間、地點安排適合的企業諮詢師進行心理諮詢

服務。 

2.  心理諮商服務作業 

①執行諮詢服務之諮詢師:為取得合格專業證照之諮商心理師、

臨床心理師或社會工作師來執行新竹市政府 110年員工心理諮

詢服務。 

②初次諮詢:與當事人確認諮詢意願，並詳閱填寫 EAP 員工諮詢

服務預約表與 EAP 員工諮詢服務授權同意書，並告知相關倫理

規範及保密責任（含資料保存及調閱規定）。 

③諮詢續談:對案主(申請人)採保密措施，由諮詢師以代號填寫

諮詢續談紀錄後另行預約續談時間；且經諮詢師評估意見，確

認有續談必要性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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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心理諮詢結束後諮詢師並須撰寫「員工心理諮詢記錄表」，

再由宇聯依專業保密規定專卷專人予以存檔。 

3.  心理諮詢服務滿意度調查 

新竹市政府員工在完成心理諮詢服務結束後，除了會由宇聯諮

詢師撰寫「員工心理諮詢記錄表」外，最後，還會由宇聯客服

人員以電子郵件發出通知邀請服務對象以線上問卷或現場問卷

填寫方式進行員工使用滿意度調查，並在每期報告或年度報告

中根據問卷調查結果予以說明同仁使用滿意度狀況，以確保宇

聯提供員工心理諮詢服務品質能夠符合新竹市政府規範要求及

符合員工需求。 
 

 

(二)晤談之場地說明 

1. 宇聯心理治療所(台北首府經貿大廈)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早上 9點〜晚上 9點 

服務地點：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二段 75巷 5號 1樓 

聯絡電話：(02)255-65-255 

2.  宇聯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新北台銀大樓)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早上 9點〜晚上 9點 

服務地點：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四段 39號 4樓之 5 

聯絡電話：(02)298-67890、0909-100-066 

3.  中華民國職場心理健康促進專業人員協會(新北台銀大樓)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早上 9點〜晚上 9點 

服務地點：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四段 39號 4樓之 5 

聯絡電話：(02)298-67890、0909-100-066 

4.  新竹市合作夥伴-雲起心理治療所 

服務地點：新竹市自由路 67號 7樓之 2 

5.  新竹市合作夥伴-在樓上共享空間 

服務地點：新竹市東大路一段 37號 2樓 

6.  新竹縣合作夥伴-新竹生醫產業及育成中心 

服務地點：新竹縣竹北市生醫路 2段 2號會談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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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新竹縣合作夥伴-新竹縣婦幼館 

服務地點：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二路 620號 

 

◎ EAP24小時客戶服務專線： 

   (02)298-63099(早上九點~晚上九點) 

     (02)2986-0570(晚上九點~早上九點) 

 

◎ 電子信箱：world.wide.union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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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 EAP員工心理諮詢服務預約表 

 

 

 

 本服務對於所談論議題內容依相關法令(如心理師法)、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專業倫理

規定及本府員工協助方案資料保密、保存及調閱規定予以保密，請同仁無須擔心隱私問

題。 

 本表單填寫完畢請回傳至 world.wide.union1@gmail.com，或電洽(02)298-63099，由

初談人員協助安排。 

 同仁申請員工心理諮詢服務時，得依其自由意願決定是否填寫本表。 

初談時間：  年   月   日 早上      下午    

＊請填寫所有資料 

◎ 姓名：                

◎ 機關別： 

◎ 員職類別：□職員 □教師 □約聘僱人員 □駐衛警 □技工、工友、駕駛 □臨時人員 

◎ 性別：□男 □女  

◎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 

◎ 推介方式：□自行求助 □人事 □主管 □同事 □家人 □其他____ 

☆ 本人同意以上資料填寫皆屬事實，如有填寫不實之處願接受應負責任。 ☆ 

※ 諮詢問題類別（可複選）： 

 

◎ 心理諮商：□情緒困擾    □身心壓力    □人際關係    □職場工作    □兩性情感 

             □家庭議題    □親子關係    □喪親失落    □自殺意念    □危機處理         

             □睡眠問題    □精神醫療 

             □其他：__________ 

◎ 工作諮商：□新人適應    □工作表現    □工作調適      □人員外派    □職務轉換  

             □中年危機    □職涯規劃    □職家平衡    □其他：__________ 

◎ 管理諮商：□職場管理    □組織變革    □新人關懷    □部屬衝突    □出勤異常    

□離職訪談    □危機處理    □其他：__________ 

※ 希望諮詢服務方式： □員工個人諮詢     □團體諮詢     □主管管理諮詢      

□家庭會談          

 

※ 希望諮詢服務地點： 

□宇聯心理治療所(台北首府經貿大廈)       

□宇聯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新北台銀大樓) 

□中華民國職場心理健康促進專業人員協會(新北台銀大樓) 

□新竹市合作夥伴-雲起心理治療所(新竹市自由路 67號 7樓之 2) 

□新竹市合作夥伴-在樓上共享空間(新竹市東大路一段 37號 2樓) 

□新竹縣合作夥伴-新竹生醫產業及育成中心(新竹縣竹北市生醫路 2段 2號會談室) 

□新竹縣合作夥伴-新竹縣婦幼館(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二路 620號) 

 

※ 希望接受諮詢服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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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EAP員工心理諮詢服務授權同意書 
 

 

 

《請您在員工諮詢服務開始前詳細閱讀並同意遵守下列條款規定》 

 

一、諮詢次數：110年員工心理諮詢服務以四次額度為限，經諮詢師評估仍需續談者，至多得至六

次額度。 

二、諮詢時間：每次員工心理諮詢服務時間以1小時為基準，唯EAP諮詢師可依員工實際狀況斟酌調 

整。 

三、諮詢方式：EAP諮詢師透過宇聯客服人員與您協調機關團體諮詢、電子郵件諮詢、電話諮詢、 

              面談諮詢或緊急事件協助的服務方式。 

四、保密原則：EAP員工諮詢記錄表僅會揭露與新竹市政府系統管理有關議題資訊；您所有的個人 

             資料將全部以機密資料等級處理與保管，在未經您書面同意前，絕不會對外公開，  

             亦不會提供給貴機構的任何部門或人員。 

但在下列兩種特殊情況下會例外處理而將相關資料內容提供給司法單位參考：(一)當您有危及自 

已及他人生命、自由、財產與安全的情況下；(二)當您有涉及法律責任例如民法、刑法、兒童福

利法、少年福利法、家庭暴力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等相關法律時。 

五、轉介原則：當與EAP諮詢師面談完畢後，您可以因為您自己需求或是EAP諮詢師建議而要求轉介    

              至其他機構或EAP諮詢師，以繼續接受諮詢服務。 

六、服務管理：為確保員工心理諮詢服務的有效性，宇聯將於諮詢結束後由客服人員繼續完成後續 

              的追蹤、管理、關懷作業。 

七、諮詢取消：您有權利終止諮詢或更換EAP諮詢師，但請事先告知新竹市政府EAP專責人員或宇聯 

              客服人員，如需取消請於3天前告知，否則視同該額度已使用。 

八、傷害防治：您同意在接受員工心理諮詢服務期間，絕不採取任何自我傷害或傷害他人的行 

              為。 

九、本人同意於每次諮詢服務完成後填寫滿意度調查表單並彌封交還給EAP諮詢師。 

十、本人同意宇聯基於履行其與新竹市政府簽訂合約之目的，而直接或間接蒐集、處理、利用本 

    人之個人資料，並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   

    定，本人就宇聯保有本人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一)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 

    本；(二)請求補充或更正；(三)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四)請求刪除。 

 

□（請勾選）我已詳細閱讀本EAP員工諮詢服務授權同意書，並且對於閱讀後不瞭解的部份也已經

詢問清楚。我完全同意上述所列條款規定，並瞭解相關之權利義務。 

 

諮詢時間:________________       諮詢方式:________________      諮詢師:________________ 

諮詢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宇聯簽章：________________   員工簽署：________________   簽署日期：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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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 EAP員工心理諮詢記錄表 

 

EAP個別諮詢時間：____年____月____日

______點〜______點 

員工姓名:___________ 

EAP員工個別諮詢次數：第____次 

會談問題類別：(煩請只勾一項) 

◎ 心理諮詢：□情緒困擾    □身心壓力    □人際關係    □職場工作    □兩性情感    

             □家庭議題    □親子關係    □喪親失落    □自殺意念    □危機處理    

             □睡眠問題    □精神醫療    □其他：__________ 

◎ 工作諮詢：□新人適應    □工作表現    □工作調適     □人員外派    □職務轉換      

             □中年危機    □職涯規劃    □職家平衡    □其他：__________ 

◎ 管理諮詢：□職場管理    □組織變革    □新人關懷    □部屬衝突    □出勤異常   

             □離職訪談    □危機處理    □其他：__________ 

會談內容摘要： 

問題說明： 

 

 

 

 

 

 

 

 

處遇建議： 

 

 

 

 

 

 

 

 

 

 

 

後續安排或建議： 

 

□持續會談□危機處理 □轉介醫療院所 □結案 □其他：_______________ 

 

 

宇聯簽章：______________     EAP諮詢師簽章：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