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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參與  心輔系不落窠臼 
 

【６５級／何榮桂】 

    母校今年最大盛事是舉辦「全國大專技院運動會 (National Intercollgiate 

Athletic Games)」。代表母校的選手成績傲人，共４８面金牌、３９面銀牌及３



１面銅牌，總共１１８面獎牌，居全國大專校院之首，可喜可賀！ 

    為了做好全大運的服務，母系很多同學在全大運期間參與志工服務工作，母

系參與志工服務同學，獲得與會人士與運動選手熱烈的讚許，也對其熱心的態度

給予極高的評價。其實擔任志工是一種很實際的服務工作，參與者必定會獲得很

多服務學習的經驗，並進而會對人生產生更深刻的體驗。 

    母系為了讓在校同學以後的就業機會更多元化，特與母校特殊教育系共同組

成「學校心理學」專業學程，提供碩士班同學選讀。此專業學程也為「學校心理

學」領域的課程提供了更為具體的架構。 

母系在推動國際化方面也不遺餘力，多年來與密斯里大學互動頻繁，除保持

熱絡的的交流外，也繼續簽署交流協議書，促進雙方師生互訪與選課。這是母校

在推動國際化過程中非常成功的的案例。 

上(五)月中旬，母系蔡順良老師應母校實習輔導處之邀，公開主講「改變思

緒‧轉化情緒──淺談個人的情緒管理」，筆者有機會擔任這場演講的主持人，聆聽

蔡老師的演講後，個人也覺得受益良多。情緒管理關係一個人的生活品質，甚至

事業的成敗，應予重視，並要耐心學習管理的方法。兹將蔡老師演講的總結摘錄

如下： 

「情緒管理牽涉到個人想法的改變和情緒的辨識、選擇和表達，雖然不是很

容易，但是有此可能。 

如果你只是偶爾情緒失控，不要太緊張，那是很自然的；你也不必要求自己



隨時保持在最佳緒情狀態，那是不切實的，夠好就好，那才是真正的人生現實。 

如果你覺得自己經常無法控制情緒，事後也很懊惱，建議你與學校心輔中心

訂個約談，請專業的輔導老師協助你。 

最後，個人的改變決心、承諾與不斷的練習則是有效情緒管理的關鍵。」 

以上供系友學長姐及學弟妹参考。 

六月五日是母校６３年校慶，母系學弟妹規劃很多活動，看到同學們既活潑

又有創意，真的很高興，未來必是社會上動力十足的一群，祝福她／他們! 

學校已接近期末，大家都要為這個學期做最後的衝刺，我個人謹代表系友會

祝各位系友學長姐及在學學弟妹們平安順利！ 

 

系主任的話 

蛻變  順應潮流  心科技心文化 

 

【６３級／陳李綢】 

從大學進入教育心理系就讀以來，我在這個大家庭已經四十個年頭；教育

心理系從民國５７年佇立在麗水街側門旁的獨棟三層樓西式建築物，之後因教

育大樓的改建而暫居工教大樓內，最後正式遷居在新教育大樓的五、六樓，物

境的遷移與時間的輪轉，教心系也因民國６８年輔導研究所碩士班成立，民國



７６年博士班成立而更名為教育心理暨輔導學系，簡稱心輔系。教心系從嫩芽

發展，第一代老師都是俱有權威的人格心理學、教育心理學、心理測驗、心理

實驗、兒童發展及輔導方面專家與泰斗。第二代教師從、教育統計、特殊教育、

心理衛生、測驗編製、學校輔導、諮商理論與技巧、研究法、社會心理學、認

知發展 電腦應用及高等統計的深入發展。第三代教師則是我們教心系自己培養

的系友，從教育心理學的演變，重視教學心理學、認知心理學、教學與學習策

略、動機心理學、測驗與質化研究、電腦資訊與多變量統計，生涯與職業發展、

各學派諮商理論與技巧應用等。第四代教師是第三代教師培養的年輕系友及多

元化的教師，重視認知歷程研究、認知科學、大腦與學習、精密儀器（腦波儀、

眼動儀、生理回饋儀）的實驗、閱讀歷程、內在心理歷程、創造與正向心理學

的訓練。在輔導與諮商方面，因諮商師證照的考試，諮商方面偏向醫療與社區

諮商心理學的發展，精緻諮商理論與技巧的實習與心理治療理論與實務研究，

重視專業諮商實習與督導。心輔系從教育心理學的發展、學校輔導工作、輔導

活動課設計與實習、心理測驗編製與實施、個案研究、學習輔導等工作角色任

務，服務對象以大多數中學生為主，以教育及預防性策略從事教育與輔導。但

近十年來，因自費問題，及諮商領域的專精化，從事學校輔導工作式微，諮商

師証照的吸引，使得諮商心理學成為熱門的學潮，諮商心理師的粥少僧多，諮

商心理學的多元化與精緻化，諮商實習階層化與督導重視，雖然重視專業品質

與諮商倫理，但缺乏實徵研究與評鑑，使得諮商服務工作窄化，服務對象以特



殊群體為主，使輔導工作偏向次級心理重建工作，也偏向心理治療的領域，與

精神醫學雖有劃分，但服務對象類似，工作角色任務重疊，難免造成職場競爭。  

因此，為延續教育心理學傳統的設立精神與目標，本系未來發展宜加強符

合時潮，從科技與文化重視心理健康的教育與服務理念，測驗推廣與企業資訊

應用，心理學研究與企業結合，心理學與生理學的整合研究，認知科學，大腦

與教育學習研發，讓教育心理學與輔導工作多元化，延伸更多觸角，從正向感

覺與經驗，達成促進人類心理健康，追求快樂的人生！ 

 陳李綢     2009/05/27 

 

第二版  系上動向 

 

「學校心理學程」之設置緣起與簡介 

 
【洪儷瑜老師、蘇宜芬老師提供】 

一、「學校心理學程」之設置緣起 

近年來，國內弱勢或適應欠佳學生的問題，已經從如何補救，發展到如何

預防及早期介入，因此專業的教育評估和早期發現之需求在學校教育之重要逐漸



受到重視。另外，在特教的融合教育趨勢下，普通學校鑑定特殊學生的需求也日

增，然而國內學校目前在此專業人力之供需並不平衡。本系與特殊教育學系有鑑

於此，自９５學年度起即合作規劃「學校心理學程」，期間經過兩系七次系務會

議的討論，於９７年１２月３１日正式通過學校審核。 

此學程主要擬為國內培養學校心理學專業人員，執行學習適應問題、特殊

學生需求、適應欠佳高危險氣質問題的篩檢、評估診斷、及諮詢介入服務。此學

程訓練的人員可強化中小學現有輔導人員在資料組之專業能力，也可提升各縣市

心評老師在特殊需求學生之診斷與鑑定的專業能力，甚至因應未來「身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法」對障礙者在「學習與運用知識」（Learning and Applying Knowledge）

之功能的評估，提供相關專業人員擔任此項新任務。 

二、學校心理學之簡介 

    學校心理學（School Psychology，或英屬國家所稱之「教育心理學」）專業

領域源於１９４８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促進學校服務品質會議，

會中建議建立學校心理學服務之專業。美國在１９５４年即開始設立學校心理學

服務的專業培育組織，至今國際間已有國際學校心理學學會（International 

School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美國學校心理學學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 Psychologist, U.S.A.）、等學術團體。這個專業的成立初衷在確保特殊

學生、弱勢學生、適應欠佳學生的教育品質，透過心理學的專業讓教育更有能力

照顧學生之個別差異。 



三、「學校心理學程」的相關訊息 

    本系與特教系所規劃的「學校心理學」學分學程，為國內第一個「學校心

理學」領域之訓練學程。此學分學程將於９８學年度第２學期開始接受本校研究

生之申請。申請時程將於９８學年度第２學期公布於本系網頁。關於此學程之修

習規定及課程規劃，請參見本系「課程 / 學程簡介」有關「學校心理學」學分

學程之相關網頁 http://www.epc.ntnu.edu.tw/course/pages.php?ID=student。 

 

動機理論結合學生課業輔導的應用 
 

【毛國楠教授提供】 

這學期心輔系二年級的一門系上選修課程「行為動機研究」由毛國楠老師擔

任。毛老師提出一個結合動機理論與課業輔導志工的實驗課程計畫，得到教學發

展中心的補助。在該課程設計中，安排同學擔任六至八小時的輔導教學，目的是

要結合理論與實務。在動機理論介紹之後，同學要設計或搜尋學習動機評量表，

然後要找一位國小或國中生，診斷其問題所在，提出激勵動機的策略。並於課程

實施後，學生互評應用動機的合適性與自評教學效能是否改變。 

同學除了自行安排輔導對象之外，其餘的分別到成功高中、金華國中和金華

國小進行輔導，由任課教師安排學習意願較低的學生。同學選定對象之後，就進

行面談與初步診斷，使用國中生學習與讀書策略量表，以及相關量表，以瞭解學

生學習的問題與讀書策略有待改善的地方。然後根據選定的學科，進行課輔與策

略介入。著重學生是否會訂目標，如何應用策略以達到目標。學生對於考試的好

http://www.epc.ntnu.edu.tw/course/pages.php?ID=student


壞如何歸因？是否需要做歸因的訓練？以及根據學生的實況，提供激勵學生的策

略。接著再做後測評估，根據前測發現的問題，評估是否有改善。 

最後根據輔導過程所得資料彙整成書面報告，並做成 PowerPoint在課堂分

享，也將課輔學生的書面資料送給班級老師。 

 

【毛國楠教授提供】 

 

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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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佩璇－國立台灣大學 心理系一般組甲組，榜首 

林  立－(1)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輔諮所； 

(2)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輔諮所，榜首 

何緗翎－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心輔所 教育心理學組 

葉力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心輔所 諮商心理學組 

林嘉琳－(1) 國立台灣大學 社會工作研究所 

(2) 國立師範大學 心輔所 諮商心理學組 

鄭元毓－(1) 國立台北大學 公行系政治經濟與政府組 

(2)東吳大學 政治所 

楊舒涵－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心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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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頤穎－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心輔所諮商心理學組 

 

系所友高中 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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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慧珊、謝欣容等 2名。 

 



恭賀宋曜廷教授榮獲本校 97學年度第二學期「研究講座」之聘任，研究講座任

期為二年（98年 2月 1日至 100年 1月 31日止）。 

 

恭賀本系 97級博士班莊季靜同學獲 98年教育部留學獎學金甄試甲類錄取（社

會科學學群）留學國家：美國 

 

本系大五實習教師榮獲本校 98年實習教師實習心得寫作金筆獎得獎名單如下： 

 

名次 姓名 畢業系所 實習學校 指導教授 輔導教師 

佳作 黃聲豪 心輔系 台北市立萬華國民中學 吳昭容 吳政庭 

佳作 曾婉君 心輔系 台北市景興國中 蘇宜芬 李進春 

 

三版  系友資訊 

 

順風遠揚  良師榮休 

 

【訪問／６６級蔡順良老師、撰稿／１００級陳雁白】 



    蔡順良老師即將於明（９９）年二月自師大心輔系退休，蔡順良老師也是本

系系友（６６級），在系上服務了近三十三年的時光，專長是人格心理學、變態

心理學、客體關係理論與治療法等等，以下摘錄訪問老師退休的感言： 

問：請問老師為什麼選擇在這個時間點退休？ 

答：選擇退休有許多理由，最主要的理由是個人對學術的看法和目前大學的學術

主流想法不太相同，我認為我們應該要有自信，而不是一味採循國外的學術標準

來論斷一個學校或一個人本身的學術成就或地位，身為一個非主流的大學教育工

作者在主流學術圈中過得不是很自在，也不想迎合一些自己不是很認同的學術標

準，因此決定乾脆退出，做一個自由人，成就真正的自己，有更多的時間實現自

己的專業理想。 

    第二個退休理由是一生受到國家以及師大的栽培，我也將生命中最精華的

二、三十年奉獻給師大，認為已經俯仰無愧。 

    第三個理由是我對目前生活較無後顧之憂，想把機會讓給現在年輕的博士

們，使他們有機會進入師大。我對教心系相當有感情，所以希望退休之後仍能擔

任兼任教師，我很喜歡上課，我個人認為：花很多時間所做的人格領域研究結果

對國家、社會沒有實質上的幫助，無益國計民生。個人的觀點明顯地與目前的學

術主流不合，但我寧願花多的心思及時間在教學上，讓更多學生能從課堂中學到

更有啟發的東西。至於學術上的發表，我選擇更長的沉澱時間，等到個人更有心

得後再將學術思想整理成書發表。 



    第四個是我一直認為退休必須趁自己還能動的時候，從五十歲之後我就嚴肅

地思考：「什麼是我要的？」希望退休之後能有更多的自主時間，能有更多時間

和家人相處，能夠過自己喜歡過的日子，像是運動。我不是因體力或年紀問題而

選擇退休，即使從師大退休了，也會是退而不休的狀態，一樣忙碌，但就是多了

些自由與自主。也是另外一種追求自我實現的方式。 

問：請問老師退休生活的計劃？ 

答：我希望有一天能夠跟太太去爬山，有一天能兼任上課，有一天指導論文，剩

下的一到兩天閉關看書，準備把自己的學術理念整理出來，希望能夠在兩年左右

寫出一本客體關係的書，希望這本書是淺顯易懂，能讓更多的人了解客體關係理

論的內涵。 

問：請問老師對心輔系想說的話？ 

答：我想告訴心輔系的同學，心輔系所學的內容應用層面很廣泛，系上同學的素

質都很高，只要每個人能清楚自己想做什麼，不徬徨、不盲從追求，立定目標，

確實地勇往直前，我相信系上每一個同學以後都會成功，希望大家加油！ 

 



【圖／陳雁白提供】 

 

吳秋絹系友紀念獎學金 

 
    本系６９級系友吳秋絹女士逝世後其姊吳念融女士於本系成立「吳秋絹系友

紀念獎學金」，紀念吳秋絹系友對本系學生的關懷、照顧。吳念融女士在吳秋絹

系友紀念獎學金再次發放之前所寫的紀念文如下： 

【胞姊吳念融／妳就是那株石榴紅】 

秋絹： 

 想念妳，特別是蒲月，農曆的五月。 

 端午節，即使不再是家家飄來粽香，但是一把青色依舊的昌蒲，仍拖著長長



的尾巴，貼在每一片磚牆或是紅色的鐵門，靜聽逐漸聒噪的蟬叫。盛夏將至，一

首簡約，後現代十分有味的台灣序曲正興起。 

 五月三十日，趕在端午節的月份，下午評過郭元益禮餅店小學生答嘴鼓比

賽，一場激烈。傍晚，趁夜色未聚攏之前，我到草屯鎮百年洪姓民宅－敷榮堂，

參加草鞋墩鄉土文教協會舉行的詩人節吟詩之夜。 

 秋絹，我非常喜歡那樣的夜晚。 

 草屯洪氏家族的老房子，廳堂華燈初上，拱著大廳堂，兩邊伸出的廂房，想

著當年大家族住得親近，卻又適度的疏離。百年來，穿在屋簷的涼風，還是像跑

得勤快的小孩兒，祇要還沒有被叫回來，到處串門子，妳會聽到什麼是忘憂和快

樂。他們為我準備的素食便當，最後一杯清湯我竟提起來，站著拉長脖子，像酒

把它灌進去了。 

 那一刻，我替妳重溫我們共同擁有的童年。 

 雖然鹽水老家，沒有敷榮堂的氣派，前面一方盈盈的水池，但是我們棲息過

的廂房，尤其是廚房，屛息專心看裊裊炊煙想像那個粽影，再來是隱遁到其他的

房間，直到呼叫我們。像清風不斷嬉遊，只要不闖進大廳堂。 

 啊！那就是年節，豐盛超過滿滿的期待。再待會兒，嘴裡有燙舌的肉粽，不

夠，手上再掛一個，讓它盪來盪去。農曆五月初五之前，五月初二，大夥兒吃了

乖粽，就不會吵了。 

 因為，再過三天，大廳堂敞開，各房獻上油滋滋，有情有味的肉粽，並且精



神奕奕有稜有角，堆積如小山；而剖開大紅西瓜，粒粒黑籽鑲著，它們也趕來參

與盛會。粽角立體華麗的堆積，而平面紅西瓜更獻上熱情，眾祖先笑納。香煙裊

裊引這闕台灣端午節進行曲。 

 農曆五月，有些不忍分離的家族，還在延續這樣的祭典。詩人節的夜晚，我

們在保存完好的敷榮堂吟詩，做為蒲月最後的晚安曲。一切在安靜、和諧中進行。

我沒有聞到粽香，但後院僅存那棵荔枝樹，正掛著高高低低深紅並且殷勤的音

符。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想摘，因為每一年輪到這時節，顯示夏天的熱情就要逼近，

茂盛多麼熱鬧繽紛的夏天色彩，就靠這株百年荔枝樹引爆。 

 我們老家沒有這棵荔枝樹。但屋簷下有過幾株石榴。單瓣，開著小嘴的朱紅

唇，妳曾經拿來當指甲油。妳曾留下小小的身影，那一個晚上，我特別想念。因

為妳就是那株盛開的榴紅，毫不退縮，絕不向病痛屈服的妳，自個兒開創過算是

多彩的人生。 

 那一晚，我朗誦「母親的端午節」，我想妳會聆聽，如同以往。晚安！ 

 

＜母親的端午節＞  吳念融 

年輕時的母親 

常被年節的隊伍追趕 

剛吃完剁碎卻要炒出清脆的潤餅 

玲瓏有角的粽子 



藉威嚴的祖母示威 

母親說 

像勒緊的發條 

你的祖母還是當著你的面硬扯下來 

三兩下捲上去 

粽子 

握緊的拳頭包著一肚子怒氣 

母親回憶 

年節從來提不起食慾 

 

母親經手的年代 

年節沒有火氣 

跨在母親和我之間 

一樣綁粽子 

只有安靜和快鍋的滋滋聲 

年節乘火車來 慢慢靠近 

 

現在耗弱的母親 

對家事投降 



父親照表抄課 

他誇口 

端午節不必綁粽子 

家樂福一粒２５元有肉有花生 

照樣稜角分明 

像塑膠粒射出的精準 

年節準時報到 

 

母親貼在沙發上 

拜拜完就冰到冰箱 

印尼來的娜娜回答 

是阿嬤 

一大串提起來塞進去的那一刻 

端午節的戲演完 

 

四版  心輔活力 

 

九八級畢展「九八酒吧」 



 

【撰稿／９８級  林逸妍】 

  心輔系九八級的畢展「九八酒吧」於６／１～６／５於教育大樓五樓熱鬧舉

行。６／１中午為畢展的開幕茶會，九八級同學邀請了師長一起共襄盛舉，除了

多位師長出席予以同學勉勵外，本系大家長陳李綢主任亦特地撥冗參加。陳主任

表示：她非常希望多給學生鼓勵，所以學生辦活動都會出席支持，這次對於九八

級同學畢業的特別活動也不例外。整個開幕茶會氣氛溫馨地為畢展揭開序幕。 

  本次畢展九八級同學發揮巧思將活動包裝為「九八酒吧」，負責宣傳工作的

宣傳股長李珊表示，包裝為酒吧的理念來自同學們認為畢展展出的是九八級「醞

釀四年的美好」，希望邀請大家一起品嚐這份美好。而為呼應此包裝，九八級同

學也發揮巧思、利用數個週末待在教五樓把整個教五樓包裝為酒吧的樣子。華麗

精緻的場佈吸引了許多人駐足參觀，連許多搭乘電梯路過的他系教授和同學也忍

不住豎起大拇指表達他們的驚嘆和讚賞。九九級張沛瑜同學表示，她相當驚訝於

場佈的逼真，「吧檯真的可以靠耶！」 

  而九八級畢展的展出內容與活動多元豐富，包括撞球檯展出的教學實習資料

夾、格子趣的諮商室囧境 Q&A、射飛鏢拿獎品、瓶中信傳情、教授簽名照販售、

吐司販售、二手書展、九八級回憶影片播放。一百級曾昱涵同學表示，她印象最

深刻的是影片播放，因為播放的茶水間被佈置得很像真的電影院，影片也很有趣。 

  這一連串的活動在６／５圓滿落幕了，本次畢展的總召林興微同學及林逸妍



同學表示：「這次畢展的順利進行我們要感謝系主任、系上師長、系辦助教等許

多人的指導、鼓勵、支持和協助，也很感謝那麼多來參觀和捧場的人，讓我們九

八級同學在畢業前能夠留下這美好的回憶。」 

 

   

【圖／林逸妍】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撰稿／１００級  李朝蓉】 

    ２００７年９月，剛進入師大心輔系，我們（亭宇、于筑、以心、晶涵、朝

蓉）是一群不熟的同班同學；２００８年６月，因著從上頭來的感動，我們決定



從一個禱告會開始，由上帝擔任組頭，要帶我們直奔標竿，將這份永恆不變的愛

分享給我們周遭的朋友。這學期的每週五下午，我們聚集在師大團契之家（老孫

牛肉麵樓上），彼此分享喜怒哀樂，一起禱告，將心中難以承擔的事情交託給那

愛我們的天父；我們也為系上的大小活動、同學的需要來禱告，深知在人不能的

事情，在神凡事都能。 

    ２００８年聖誕節，我們買了「白浪滔滔愛不怕」送給心輔１００級全班同

學，書中描寫作者彭書睿在忠僕號上擔任國際志工的所見所聞；２００９年初，

正猶豫著是否在心輔之夜出節目，顧慮著每個人都將十分忙碌，我們原想堅持己

見絕對不出，但在禱告當中，上帝賜下「這該死的平安」，我們選擇順服，出了

一個默劇──Salvation，心輔９９級朱聖典學長、杜歆柔學姊也參與演出，並由

台藝大電影系梁閎凱同學執導。這個表演想要傳達的是，不論現在的你正經歷何

種景況，順利也好，逆境也罷，上帝是永不離棄我們的上帝，祂始終在我們身旁，

願意伸手幫助我們。 

    未來在師大的日子，我們依舊會繼續這樣的禱告會，歡迎對這信仰有興趣的

同學能與我們聯絡，若你的生命中也有無解的難題，歡迎告訴我們，我們或許無

法為你做什麼，但我們可以用禱告來支持你，也非常歡迎你們與我們一起禱告，

一起經歷從上帝而來豐盛的恩典。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大心羽團體賽亞軍 

 
【撰稿／１００級  翁誌頡、整理／１００級  陳雁白】 

系羽於上學期的十一系聯賽得到冠軍之後，隊上氣氛變得更加團結。本學期

五月二、三日的大心羽在花蓮大學體育館舉行，大心羽選手們主動要求每週的

一、三、五早上六點練球，在大心羽前一個月密集練習，連期中考也沒有完全停

練，大家因此能更穩定地控球。 

大心羽的比賽開始，初賽與中原大學、彰化師範大學和嘉義大學比賽，初賽

四取二得到晉級的機會，只輸給了彰師，複賽對手和初賽相同，在大家縝密思考

排點戰術之後，從彰師手中取得勝利，晉升四強。四強賽第一戰，以３：２險勝

台中教育大學，得到爭奪冠亞軍的機會。團體賽最後一戰的對手是東吳，對方實

力堅強，在激烈奮鬥後本隊只拿下女雙，得到團體賽亞軍，但全隊仍十分開心。 

這次大心羽比賽心輔系羽榮獲團體賽亞軍、女子個人賽單打由九八級陳嘉敏

得到冠軍、女子個人賽雙打由九八級陳嘉敏與一零一級的許瑩瑩得到冠軍，一零

一級的楊元傑的男子單打、許瑩瑩的女子單打雖沒得名，但都打進複賽有不錯的

成績。 

系羽隊長一百級的翁誌頡表示：「大心羽想要感謝的人很多，首先是九九級

的施采屏學姊，給予了許多協助，再來是九九級的張沛瑜及簡彤霓學姊在比賽期

間替所有選手尋找伙食，以及一百級的莊晶涵幫忙聯絡租車的事情，還有啦啦隊



們及所有選手們在場上的精采表現，使得這次大心羽充滿美好的回憶。」 

 

【圖／翁誌頡提供】 

 

夜訪心血鬼之墓仔埔也敢去 

一年一度鬼門宴等你來體驗 

 
【撰稿／１００級  劉季豪】 

    「夜訪心血鬼之墓仔埔也敢去」，由心四二康樂股主辦，融合萬聖節的鬼魅

氣氛和心輔系眾多獨具特色的表演，於三月三十日晚上隆重登場。今年配合心輔

週擴大宣傳，並首度選在綜合大樓２０２舉辦，現場只見黯淡的燈光和散落各處

的墓碑，抬頭一看是巨型的棺材和四處飛舞的蝙蝠和骷髏頭，不寒而慄的陰森氛



圍油然而生。由康樂股帶來勁歌熱舞揭開了心輔之夜的序幕，在眾多妖怪主持人

的帶領下，讓台下３４０位觀眾一同欣賞了心輔系大一至大四絕無僅有、原汁原

味的表演，精湛的演出讓人目不暇給！ 

    心輔之夜於七點準時開場，在入口設有生死簿簽到處及棺材合影留念處。整

個心輔之夜開場及結尾由心四二康樂股擔綱演出，接棒而上的是心輔系大一至大

四所帶來的精彩表演，像是大一以有趣的話劇型式帶來的「搞鬼」、大二至大四

及教心男兒所帶來的精湛舞技，以及系禱充滿寓意的現代舞「Salvation」和系

唱年度原創音樂劇「瘋」，當然更不能忘了大二的蔡尹睿所帶來鋼琴獨奏和大一

所自彈自唱的「團團圓圓」，每個節目都讓台下的觀眾為之瘋狂震撼，同時也讓

來參與這次心輔之夜的觀眾都感受到心輔系全體師生無窮的魅力。 

  師大心輔系心四二康樂股長劉季豪感謝所有與會觀眾、表演人員及辛苦的工

作人員，希望同學們在繁忙的課業之餘都有個美好的夜晚，也希望每個人都能感

受到心輔系的歡樂與熱血。與會觀眾也都驚嘆不已，直嚷著不想離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