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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版 
 

理事長的話 

國際交流學習  求新求變 
提升心輔國際視野  與世界高等教育接軌 

 

【６５級／何榮桂】 

在全球化趨勢的影響下，母校也把國際交流學習列為推動校務的主要方向之

一，母系在這方面也做得有聲有色。去（２００７） 年十月由陳李綢主任及王



麗斐教授帶領研究生赴姐妹校美國密蘇里大學進行跨文化經驗課程學習交流，成

果斐然，参與的老師與同學都覺得不虛此行，收獲豐碩。同學們不僅在生活、語

言及課堂交流上得到寶貴的經驗，也大大的擴展了視野。今（２００８）年十二

月二十九日至２００９年一月十二日，密蘇里大學有兩位老師及十五名同學來母

系参訪二週，我們希望此種方式應不斷發展下去，讓同學得到實質的經驗，此對

其往後的工作或進修將會有很大的幫助。除此之外，美國 Houston Community 

College（非姐妹校）、美國紐約教育大學也將於今年底或明（２００９）年初來

母系訪問。華中師範大學心理學院夏勉博士班研究生獲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獎助

來母系做為期兩個月短期研究，此也顯示母系甚受國際上重視。 

    學校心理學在台灣也日受重視。２００８年十月四日至五日由母系主辦之

「2008年台灣心理學會第四十七屆年會暨研討會」，即以「學校心理學相關議題

J為研討主題。最近母系也與特殊教育系共同規劃「學校心理學 J學程，以為國

內培養學習評估與診斷之專業人員，唯此學程需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才可實施。 

師大心輔系在母系各位師長帶領下，系務發展大力求新求變，以符合世界高

等教育的潮流，敬請各位系友先進充分支持。又是一年的最後一個月，氣候冷暖

變化頗大，我要代表系友會叮嚀各位要保重身體，迎接即將到來的新年。我也要

再此恭祝母系師長及各位系友學長年年豐收！闔府安康！ 

 

                                   65級  敬上 



                                           12/01/2008 

 

系主任的話 

緬懷歷史  發揚精神 

心輔人三大精神  四大特質 

 

【６３級／陳李綢】 

今年教師節，路老師的骨灰送回山東老家落土為安；系上老師與多位系友特

別在教師節那天，再度祭拜路老師，也再度感受到系友的團結與對心輔系老師們

的尊敬與關懷！我以心輔系畢業系友為榮！系上退休老師或往生教授對心輔系

學生疼愛有佳，系上有宗亮東獎學金、錢蘋獎學金、韓幼賢獎學金等，邱維城老

師去年年底往生，今年邱師母也提供美金五萬元作為鼓勵本系所學生獎學金；緬

懷這些老師對系的關懷與疼惜，心中充滿感恩與感激！ 

教育心理與輔導系已成長四十年，這個溫馨幸福的家庭，培育出我們這群學

長學弟妹，大多數都是在心輔輔人的領域工作，多數人在學校輔導或學校心理學

有傑出表現與付出，同理、接納、信任、信守承諾與尊重成為我們心輔人的特質，

愛心、耐心、與恆心是心輔人的精神；希望心輔系系友珍惜我們此時此刻相處的

緣份，也不要忘記這種精神要傳承，心輔之愛與溫馨要向外擴展，心輔系與系友



的網絡要綿綿不斷，但也希望大家共享幸福，遇到挫折與困難時，這個家是最大

最溫暖避風港。 

陳李綢 

教育心理與輔導系主任 

 

心理年會 

心理學在學校的應用──學校心理學 
發展創新、多元、適性的教育場所 

 

【撰稿／９８級  林逸妍】 

由本系承辦的九十七年台灣心理學會第四十七屆年會暨國際研討會於十月

四日及五日兩日已圓滿落幕。 

  本次年會主題為「心理學在學校的應用──學校心理學」。面對台灣近年少子

化的現象與全球化的趨向，台灣各級學校擬轉型為提供適性、多元、創新的教育

場所，故學校心理學的理論與應用益發重要。本次年會即期待透過多元的方式，

使與會者對於學校心理學的研究及應用進行整合與交流。 

  本次年會暨研討會議程含括了豐富精彩的內容：除了由 Prof. Thomas 

Oakland、Prof. Keith C. Herman及伍錫洪教授帶來的主題演講、吳武典教授主

持的綜合座談、壁報論文的交流，本系更特別邀請了不同領域、不同教學環境中，



具有教學特色的老師們籌組了專題研討、經驗交流的座談會，提供學校工作者或

研究者對話的平台，以便更能因應學校環境中的各種新挑戰。 

   本次年會聚集了認知、生心、教心、工商、社心、臨床、諮商、發展等領域

許多學者或研究者、工作者參與，本系亦動員師生參與及協助大會手冊製作、會

場招待、器材架設等工作，使本次年會圓滿順利。 

     

 

 

 

第二版  系上動向 

 

全球華人電腦與教育研討會 



 

【資料來源／宋曜廷教授】 

‧大會背景  

全球華人電腦教育應用大會(GCCCE)是一年一度的國際會議。GCCCE 先後于

廣州、香港、澳門、新加坡、臺灣、北京、南京、香港、美國、夏威夷、北京、

以及今年度於密西根州立大學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目

前一共舉行總共 12屆。GCCCE2009將於台灣台北舉辦。辦理日期預訂於 2009

年月 5月 25 日 - 28 日。  

‧大會目標  

為彙聚世界各地學者、教育工作者，分享有關資訊及通訊科技應用於教育的實踐

方法及成功經驗。為各地教育政策制定者、學者、校長及教師，提供一個公 開

論壇，作為在電腦教育應用這個範疇上交流意見的重要活動。  

‧大會宗旨  

增強資訊科技和電腦在教學上應用的意識。此外，亦促進資訊科技教育的最新發

展以及電腦教育應用的新技術。意見的重要活動。  

‧會議簡介  

第十三屆全球華人電腦教育應用大(GCCCE2009) 將在臺灣臺北舉行，會議時間

定於 2009年 6月 9日到 12日。從第一屆廣州大會開始，全球華人電腦教育應

用大會已發展成為教育工作者及學者就電腦于教育上應用的一個重要討論場

合。而明年度之 GCCCE討論之重點將集中於數位學習系統，並將主題定名如



下華人世界數位學習的合作與推廣 The Cooperation and Promotion of Chinese 

e-Learning World。 

‧會議主題  

1. 行動與無所不在學習 

2.悅趣化學習與社會  

3.華語文數位學習  

4.合作學習與人工智慧教育應用  

5.創新學習軟體設計  

6.數位化測驗與評量  

7.中小學教師論壇  

8.企業-e-Learning  

9.其它 

 

邱維城教授獎學金 

 

本系退休教授邱維城先生，痛於 2007年 12月逝世於美國，享年八十七歲。

邱教授家人有感於邱教授熱愛學生，傾心輔導教育，今尊遺志捐贈獎學金基金，

特捐贈美金伍萬元供作獎學金基金，以其孳息作為獎學金。本獎學金設置辦法(可

至本系網頁查詢)，已簽請本校核准在案，「邱維城教授獎學金」擬自 98學年度

起實施，每一年辦理一次，每年約十月份辦理申請手續，十二月份頒發獎學金。 



 

榜單 

 

系所友高中 2008年第一次專門職業技術人員高等考試「諮商心理師」證照，榜

單如下： 

 

簡華妏、楊筑甯、林之珮、石芳萌、李美蘭、林巧芳、林彥伶、蔡筱葳、邱韻蓉

等 9名。 

 

系所友高中 2008年第二次專門職業技術人員高等考試「諮商心理師」證照，榜

單如下： 

吳育沛、黃奕暉、簡文英、曾怡茹、黃敏茲、黃暐婷、張吟慈、黃盈彰、陳敏瑜

等 9名。 

 

恭賀本系 93級、97級畢業生及 98級應屆畢業生高中研究所，榜單如下： 

98級畢業生 

李竹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心輔所諮商心理學組（推薦甄選入學榜首） 

97級畢業生 

廖子慧－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心輔所諮商心理學組 



93級應屆畢業生 

李淑美－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心輔所諮商心理學組 

 

近期活動 

 

時間/地點 主講人 主持人 講題 

98年 3月 5日 (四) 

14:10~16:00,教育學院大

樓教 511室 

游于萱、蔡婷婷 

基隆高中輔導教師、

桃園縣立永豐高級中

學 

陳慧娟老師 我如何應屆考上教甄 

98年 3月 12日 (四) 

14:10~16:00,教育學院大

樓教 511室 

陳瑜芳 

桃園縣立大有國民中

學專任輔導教師 

李俊仁助理教授 我如何應屆考上教甄 

98年 3月 19日(四) 

14:10~16:00,教育學院大

樓教 511室 

張麗娜 

台北市實踐國中輔導

主任 

程景琳助理教授 
輔導教師角色與學校

系統的合作 

98年 4月 23日 (四) 

14:10~16:00,教育學院大

樓教 511室 

林宏茂 

中壢高中輔導主任 
許維素副教授 高中輔導工作與教甄 



 

 

三版  接待外賓 

 

一場豐盛的跨文化交流饗宴 

 

美國密蘇里大學師生共 17位(同學有 15名、老師 2名)於 2008年 12月 29日到

2009年 1月 12 日來訪二週。 

【撰稿／心碩二  張義平】 

與外國人邂逅的經驗總讓人感到新鮮，也充滿驚喜，在系上王麗斐老師和

Dr. Puncky Heppner的促成下，心輔系與美國的密蘇里大學（簡稱MU）有了這

樣的交流機會：成立雙聯學制，讓彼此都能到對方學校修課取得雙學位，還發展

出雙方師生短期交流計畫（Bi-directional Cross-Cultural Immersion Program; 

BCCIP），在五年內雙方師生可組團到對方學校參訪兩次！ 

我自從去年前往密蘇里大學參訪兩週後，對於那邊美麗的風景、幽雅的環境

與熱情的人們就念念不忘，當知道他們在今年要來師大參訪時，更是感到興奮！

於是在麗斐老師的帶領下，我與另一位總召張同學祐誠開始著手準備年底的接待



行程。隨著時間的逼近，接待人員們的熱情不減反增，在年末冷風颼颼的夜裡，

大家不顧得重感冒的可能，精神抖擻地排練著活動，只希望能呈現師大最熱情、

最優秀的一面與MU的師生交流！ 

 在這兩週中，除了每天安排本系同學擔任接待人員，讓他們能與台灣文化有

近距離接觸，以及由系上老師提供專業主題演講外，還會帶領MU師生到故宮、

龍山寺、原住民文物館、台灣傳統文化博物館等地進行文化之旅，甚至招待他們

到寄宿家庭中住上兩天一夜，親身體驗一下台灣的居家生活，當然越夜越熱鬧的

跨年活動也不能錯過！ 

 終於，期盼已久的碰面來臨，在 12月 31日早上，在他們抵達的第一天早

上，將由本系大一學弟妹們準備了活潑有趣的團康遊戲，過程中充滿了歡笑，不

僅使彼此更為熟識，也讓MU的師生感受到我們的熱情與活力！ 

【圖／張祐誠】 

 

 

 



兩岸學術三通  夏勉先行 

 

華中師範大學心理學院博士班研究生夏勉獲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獎助，於九十七

年十月中旬至本系進行將近兩個月短期研究，研究主題為海峽兩岸大學生對心理

健康服務的認知與求助態度的比較研究，以下是他至本系研究的心得感想。 

【華中師範大學心理學院博士班研究生夏勉】 

    早就聽說臺灣的心理學發展的較早，心理諮商的發展在華人社會也在前列，

因此很想有機會到臺灣來學習。恰巧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輔系的林家興教授熱心

兩岸交流，並提供資訊，可以申請中華發展基金會的資助，以合作研究的方式到

臺灣師大進行短期交流。於是我準備了一個研究報告，提交了申請，並幸運的獲

得了資助。 

我於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５日抵達臺北，原計劃１２月１２日離開，但因為

論文答辯事宜提前，因此於１１月２９日回武漢，在台時間為４５天。在臺灣短

短的一個半月裡，我在師大旁聽了一些課程，參加了學生輔導中心的一些活動，

還參加了彰化師大的臺灣心理輔導年會以及幾個工作坊，並進行了調查研究。 

在師大學習的日子雖短，然而卻給我留下美好的回憶。首先我要感謝林家興

教授熱情的提供各種幫助，並設身處地的為我著想，協助我安排學習和生活讓我

很快適應並融入到學校生活中。還要感謝其他老師和同學，願意開放課堂給我

聽，願意邀請我參與很多活動，讓我從中有很多收穫。我很高興和大家分享我的



幾點感受。 

（1） 在課程設置上多樣化，專業化 

首先我看到心輔系的老師治學嚴謹，態度認真，功底深厚，有很多都是留學

國外的學者，因此大多學有專攻。另外心輔系開設的課程很多，在研究生層級的

課程設置上，臺灣的課程設置非常細，專業化強。比如有關心理諮商類的課程多

達幾十種，而大陸因為缺乏相關人才，只能開設相對較少的課程。 

（2）在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培養上非常紮實  

在臺灣讀心理諮商的碩士是非常難的，一般要四年畢業，其中有一年是全職

實習，然後才有資格參加心理師的證照考試，如果一個學生能三年畢業就非常了

不起了。相對應的博士至少讀四年，聽說四年畢業的博士也比較少，很多讀五年、

六，甚至更長。心理諮商的博士也要實習。相比之下，大陸的碩士和博士就比較

好讀了。大陸的心理諮詢的碩士，一般三年畢業，大部分學校提供兼職實習機會，

但沒有全職實習，大陸的心理師也不要求全職實習經驗。所以可以設想臺灣心理

師的入門水準比較高。同時大陸的博士有學制四年的，但也有學制三年的，學校

間差異比較大，培養學生的品質也良莠不齊。 

（3）在學術交流上，臺灣的學術活動非常多，且品質高，但利用率低 

在短短的一個多月的時間裡，我參加了很多講座、工作坊，這些學術活動時

間通常很短，一般一天，較少的是兩到三天。而且通常不收費，只要願意參與的

均可報名。我去了幾個工作坊，發現工作坊的品質都不錯，間或就有一流的學者，



但是奇怪的是參與的人數不多。因此疑惑為什麼臺灣的同學和老師對這樣的活動

不感興趣。如果是在大陸，這麼好的學習機會，且免費的話，人數一定爆滿。可

能活動太多，反而不那麼珍惜了吧。 

（4） 我和師大老師的合作研究 

我和師大指導教授林家興老師合作進行大學生對心理健康服務的印象與求

助態度的調查。首先我在臺灣師大查閱了大量以往臺灣學者進行的相關研究，然

後在此基礎上，結合大陸的研究，從兩岸比較的角度，重新審視了研究工具，並

與林老師進行了深入討論。林老師給了我很多很好的建議和啟發。包括測量工具

的選擇，研究物件的選擇，兩岸比較應該注意的事項，比如注意兩岸在某些概念

上用語不同等。這些建議幫助我重新修訂問卷，並進行了調查。因為在大陸地區

的調查還沒有完成，因此不能立刻報告比較的結果。 

 

 

 

四版  心輔活力 

 

校運會心輔啦啦隊掀高潮 



 

【撰稿／１００級  施萬彬】 

這一年的師大校運會圓滿落幕 ，心輔系大學部的同學參與學校辦的這次的

啦啦隊比賽，依然活力四射，在開場真善美電影配樂下，兩位同學用安全帽黏上

棉花偽裝成羊，讓在場的觀眾看得又是尖叫又是大笑，而之後快速又充滿力度的

舞蹈表演，更搏得了滿堂喝采。 

  而 101級大一的許瑜涵同學更在女子乙組壘球擲遠項目為系上爭到了

亞軍，男子壘球擲遠和男子 60公尺項目，100級大二的施萬彬和 101級大一的

鄭達敬也分別闖入決賽，可惜在最後仍然不敵高手的環伺。 

  志在參加不在得獎的趣味競賽，本班更是玩得妙趣橫生，考驗方向感的

矇眼走路有人走到別人的賽道上，考驗平衡感的天旋地轉有人在原地轉完十圈就

失去平衡，一路跌跌撞撞，雖然滑稽，卻讓在場同學都樂得開懷。而精彩的乙組

大隊接力大家更在一股咬著牙的拼勁下，在倒數第二棒硬是超越了前面的跑著，

獲得分組冠軍的佳績，成為校運會之後的幾天許多同學津津樂道的話題。 

  不論成績如何，許多心輔系所的同學們熱情的加油和參與，也為系上增

添了一分活力和生氣，更增加了各屆學長姐及學弟妹間良好的互動交流。 

 



【圖／陳康璇】 

 

 

師大心輔合唱團  唱出活力 

 

【撰稿／１００級  施萬彬】 

  師大心輔系合唱團（以下簡稱系唱），在九十六年十月底，由一群愛好唱歌

的同學們互相邀請下成立，成為第一個非體育性正式系隊。 

  系唱的成員目前以一百級的同學為核心幹部，平時練習合唱，希望能透過音

樂的交流，增進這方面的知識和技藝，更增加彼此的情感和默契。練歌曲之外，

也有聲樂基礎和唱歌技巧訓練，讓每個人不只唱得快樂，更唱得有收穫，希望從

系唱練出來的同學都可以獨當一面，練出一副動人嗓音。系唱主旨希望能讓不敢

唱歌的人開口，喜歡唱歌的人享受，喜歡表演的人有舞台，幹部認真而積極地規



畫每一次團練、每個活動、每場表演。 

  九十六學年上半學期末，系上的卡啦ＯＫ大賽系唱由六個人小團合唱「手牽

手」，一舉拿下系上觀眾票選及評審冠軍，而在下半學期的心輔之夜，系唱的十

一位同胞們更是整整籌備了三個月，自己創作劇本和詞曲完成了四十分鐘的音樂

劇，由於熱烈的迴響和支持，之後又耗時一個半月，耗資近兩萬元重新錄製了原

聲帶，成為系唱的第一份精美成果。 

    系唱已經創團一年，今年將目標設定在人聲伴奏式合唱，希望能創造出不一

樣的火花，更希望這份對唱歌的熱情和希望能獲得系友們的支持，一屆一屆傳承

下去。 

 



【圖／黃昱翔】 

 

聖誕制服懷舊紅包場 心輔系大秀動人歌喉 

 

  【撰稿／１００級  劉季豪】 

「聖誕制服懷舊紅包場」，由心四二康樂股主辦，融合聖誕節的娛樂氣氛和

卡拉 ok熱鬧滾滾的開唱，懷舊復古且盛大的紅包場於 23日晚上隆重登場。今

年結合了系卡和懷舊制服日等特色，並再度選在綜合大樓 301康樂大歌廳舉辦，

現場只見昏黃的燈光和旋轉的霓虹燈打在各處，搭配復古味十足的台語老歌和國

小國中年代經典歌曲，台上表演者賣力歌唱，主持人澎大海與青青河邊草也不時

帶領台下觀眾同樂，將整場活動氣氛 High至最高點！ 

紅包場於七點準時入場，在入口設有大紅懷舊禮金簿簽到處，現場也提供像

是米果、仙貝和檸檬紅茶等免費復古茶點以供取用，與會貴賓皆可依個人喜好挑

選像是近距離 VIP區或是一般觀眾等適當位置欣賞紅包場的一系列精彩節目。



整個紅包場開場由心四二康樂股擔綱演出，帶來精彩的「熱線你和我」舞曲，皆

著由心輔系大一至大四帶來的精彩表演，像是羅聖傑的「看我七十二變」、李朝

蓉的「有一個姑娘」以及施萬彬的「煞到你」等多首動人且熱勁十足的歌曲。表

演同時，後方還有專業的 R2舞群伴舞及一同歡唱，觀眾並也在台下鼓譟，為每

一位賣力演出的同學拍出熱烈掌聲。 

   心輔 101許瑜涵表示，康樂大歌廳的表演讓她印象深刻，因為他同時也

是上台表演的人之一，離前方觀眾很近，直接面對面的距離讓他覺得有點害羞，

但也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能一邊表演一邊貼近台下觀眾。另外，紅遍濁水溪以南的

康康舞團精彩的串場表演也讓她嘆為觀止。 

  師大心輔系心四二康樂股長劉季豪感謝與會所有貴賓及表演人員，並大方饋

贈上百個大紅包給來參加的每個人，希望同學們玩得盡興，也希望提供給台上表

演者實質的回饋。參加學生也都大呼過癮，直嚷明年還要再來！ 

 

狂賀  心輔系系羽十一系聯賽冠軍 

狂賀  心輔系系女籃新生盃亞軍 



 

徵文 
 

    歡迎各級系友提供系友相關訊息，供系級間互通交流，並豐富系友會訊之內

容。如有系友新訊或近期活動欲刊載於系友會訊，請連絡： 

 

助教            李和青          t05002@ntnu.edu.tw 

系友會訊負責人  陳雁白          496010304@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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