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系友會訊 

第十九期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18 日 

 

 

 

 

發行人/陳學志 

出版/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指導老師/宋曜廷 

編輯/王品媛 李和青 

 



 

2015 年台灣心理學年會暨 

第三屆學習、教學與評量國際學術研討會 

    

【撰稿/碩 103 級 王品媛】 

   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七日早

晨正有一股能量蓄勢待發，於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大樓

盛大展開為期兩天的台灣心

理學年會，此次與會人員不僅

囊括兩岸四地優秀之心理學

者，也越過太平洋邀請國外學者共襄盛舉。 

心理學的呢喃 

    甫榮升本校副教長之宋曜廷教授及台灣心理學會理事長─陳學志主任分別

表述滿心期待、簡介議程，為此次年會揭開序幕。將近十八小時的年會從腦神經

研究至學校輔導工作，其中包含近五十場的演講、論壇與論文發表，結合各領域

之研究與學者們的對話，進而擦撞締造美麗火花。此次研討會的大力推手為教育

心理與輔導學系之「紀念路君約教授學術基金」，因著諸多系友們貢獻一己之力，

方能使此次年會順利誕生，路君約教授之愛女─路

平女士更在此次研討會ㄧ傾對父親之思念，其相當

敬佩父親對心理測驗的投入與付出，路平女士更感

念父親的門生們皆未淡忘路君約教授之貢獻，即便

路君約教授於 2005年安詳主懷，然此刻卻是讓路平

女士感到與父親同在之時，出席父親生前最愛的領

域研討會更使路平女士有無法言喻的悸動，其哽咽地說彷彿父親一直都在，未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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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心理測驗領域離開。  

    來自美國賓州州立大學的心理學者─李平教授，其透過大腦在學習第二語言

時產生何種改變為研究依據，探討語言及空間的學習如何影響大腦。李平教授表

示近年研究已發現成功的語言學習者，其腦中的網絡結構、連結較多，且也更新

過往學者們對於老化與雙語學習之研究，於去年研究顯現雙語學習者的頂、顳葉

增強，其為老化之關鍵區域，使學習雙語者的老化速度變慢，為雙語學習的研究

開了另一扇門，李平教授更在主題論壇中強調學習技術與腦科學結合的重要性，

因著跨領域之合作，使人們們更趨理解語言學習如何與腦中活絡區域連結。    

    看似個體內在的運作仍與外在行為息息相關，而處在環境底下的人們也得依

循社會體制脈動有所更動，王麗斐教授與四位獻身學校輔導工作的與談人們，於

第一天下午帶來目前學生輔導法與學校輔導工作場域之現況，與談人藉由法條之

規範帶領與會人員明白自身的處境、法規及實際推行之落差，其也強調「輔導」

並非只有輔導老師之職責，全校老師皆具有一級輔導的責任，該如何強化全校輔

導知能也為輔導老師們關切之議題，與談人更表示許多輔導老師進入校園後發覺

訓練與實務現場存有鴻溝，尚未裝備之部分僅能由菜鳥輔導老師們自行摸索，引

導與會人員們思考「學校需要何種輔導老師？」進而提出輔導老師的訓練是否可

更貼近實務場域、系統合作的不可或缺性，再三地澄明學校輔導老師不單留意自

身的服務環境，也得放眼全台的教育體制，倘若無法推動體制也無能推行實務，

與談人鼓勵每位走在學校輔導路上的人從「心」根植改變之力量，以期校園輔導

能遍地開花。 

科技與心理學之浪花 

    此屆年會的第一天下午並未進入尾聲，由陳柏熹教授及三位與談人在「結合

測驗科技與測量模式」主題中另創高峰，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測驗題型也有了

不同之面貌，從傳統的紙筆測驗至電腦測驗，三位與談人皆強調新科技帶來的更

新與效益，其能更準確地估計能力、試題參數估計效能等，然測驗科技與測量模

式該如何彼此合作，王文中教授也表示其學術之路，旨在探究何以讓測驗領域能



對其他事項有較好的處理，此部分為與談人們所關心之議題，欲讓現今的電腦測

驗題型擁有絕佳的評量功能，即便有時會遭遇挫折，然三位與談人均不斷地在當

中嘗試開發新主題，以期更新亦新。 

    隨著科技的提升，教育心理學領域如同搭上了快速列車，許多於當中的研究

因著電腦化而奔馳至另一層階段，劉子鍵教授及三位與談人於第二天下午展開一

系列數位學習及教育心理學之交談。洪煌堯教授從研究中說明學習者的心理現象

與特質，透過研究案例歸納學習者於「知識創新」時的迷思、刻板印象，其更詳

細地講解如何設計支持學習者的知識創新心理活動之學習平台，以利研究能貼近

實務場域之應用。藉由不同的視野看到不ㄧ的觀點，而這些看見將能拼湊出完整

之圖像，林珊如教授則從教育心理學的視角，透過數位學習平台理解不同個體之

所需，更可針對學習者的特性進行合宜之分組，而非將學習者一概而論地忽略個

別化的學習歷程與成果，其也強調此數位學習平台不只得突破劣勢，也得從良好

的虛擬團隊中吸取如何維持「好」之部分；學習不僅侷限於特定模式，透過相異

的情境引導學習之興趣，施如齡教授更從數位遊戲研究的看見有所說明，藉由

3D角色扮演遊戲探討學習者之動機與認知，更延伸至增加肢體互動之體感操

作，於彈性的學習情境中使學習者提升認知層次思考、增進策略與決策之路徑，

科技的變動縱然促使研究之進步，但其中仍有些許挑戰需突破，三位與談人們也

囑咐在此領域的學子們得學習設計師的創造及給予，使專業發展不被框架於特定

模式。 

兼容並蓄之美 

「專業如同醬油般，諸多美食需要它，但不會有人直接飲用。」心理學彷彿

醬油之角，若單獨存在可能無法彰顯其效能，得與其他專業領域對話，方能碰撞

出不同景色，如同此屆心理學年會，集結不同領域之研究人才，為的是理解、傾

聽各方領域如何與心理學交談，不論呢喃抑或批判，都是與心理學對話之方式，

藉由與其他領域的連結，方能看見在心理學在大環境中站立於何處，而第五十四



屆台灣心理學年會也在眾多領域對談中畫下句點，靜待明年再次相見創造亮麗之

花火。 

  

 恭賀  本系宋曜廷教授於 2015 年 8 月 1 日起榮任本校副校長、恭賀本系陳

柏熹教授於 2015年 8月 1日起榮任本校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主任。 

 恭賀  本系學生吳承儒、林怡君、何俊毅等三位學士班同學，榮獲本校 104

學年度「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 

 恭賀  本系所友高中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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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益欣(碩 98 級) 、范馨云(碩 97 級)、洪芙瑋(碩 99

級)、黃芸瑩(碩 100 級)、劉盈伶(碩 100 級)、李竹薇(碩 98 級)、曹維序(碩

100 級)、李欣怡(碩 100 級) 、陳淑芬(博 99 級)、吳姍芸(學 100 級) 、沈孟筑

(學 99 級)、許瑋真(學 95 級)、馬安妮(碩 100 級)、蕭喬尹(學 100 級)、陳奕

安(碩 99 級)、穆磊(碩 101 級)、林玉平(碩 101 級)、柯幸如(碩 100 級)、劉

又綾(碩 101 級)、林怡君(碩 94 級) 、陳韻如(碩 99 級)等 21 名。 

 恭賀  本系陳學志、田秀蘭、吳昭容、程景琳等四位教授榮獲本校 104 年度

「獎勵特殊優秀人才獎」。 

 恭賀  本系許禕芳、簡郁芩 二位助理教授榮獲科技部 105 年度補助大專校

院延攬特殊優秀人才獎。 

系友傑出表現 



 恭喜  宋曜廷老師及陳學志老師獲本校 103 學年度「研究績優」獎 。 

 恭喜  本系學士班 104級楊悅恩同學榮獲科技部 103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創作獎。 

 恭喜  程景琳老師獲本校 103 學年度「傑出教學」獎、恭喜學士班 104 級柯

聖萱同學獲本校 103 學年度傑出學生獎。 

 恭賀  本系陳李綢、陳秉華、陳學志、田秀蘭、許維素、林正昌、簡郁芩、

趙子揚等 7 位教師及 1 位博士班學生榮獲本校研發處 104 年度「學術論文暨

專書獎助」。 

 

 

  

  

【撰稿/碩 103 級 王品媛】 

     第五十四屆台灣心理學年會有幸邀請岳曉東教授

擔任論壇與談人，岳曉東教授為開創大陸心理諮詢領域

之始祖，其將於哈佛所學的知識運用成長之故土，為大

陸心理學界拓展另一片天。 

起步─永不放棄的專業成長 

    岳曉東教授於 1997年出版紅極大陸一時的「登天的感覺」一書，描述其在

哈佛就學期間之經歷，然岳曉東教授初入心理學界大門時並非一蹴可幾，其也歷

經諸多打擊與挫折。自英語系出生的岳曉東教授對心理學深感興趣，修習英語之

餘也積極準備考心理學研究所，然做足所有準備的岳曉東教授卻於該次考試慘遭

堅守信念，朝著標竿直奔 ─ 岳曉東教授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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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鐵盧，因著「政治」成績不理想而無法踏入第一志願進修心理學，此件事使岳

曉東教授消沉了一陣子，當時前方道路彷彿被迷霧團團圍繞，看不清該繼續往心

理學之路前行抑或轉換跑道，而岳曉東教授在一次次的調適後重振旗鼓，其毅然

決然地於改革開放之初申請國外研究所，即便當初申請至教育系研讀，然對心理

學被感興趣的岳教授選修近一半的心理學課程，其也回憶當時的自己是頂著教育

系的名稱修心理學系的課，但這也成為往後進入哈佛心理學系的跳板，其認為目

標是往前的，但一時走不通莫輕言放棄，得發揮創意、領先的思想，縱使在某處

打了幾個轉，僅要心中還有原先的目標，仍可藉由調整慢慢地靠近。 

探索─尋找生命中的貴人 

於岳曉東教授而言，自身的準備固然重要，而建立人脈也為不可或缺之要

素，其表示當年申請哈佛心理學博士班並非一路順遂，從遞出申請函不被看重至

錄取哈佛心理系，這中間歷經些許波折，但這些波折最終也轉折至目標，岳教授

回憶當時系秘書於申請時提醒其必先瞭解系上老師、研究領域，將這些建議視為

至寶的岳教授如實地完成，更在面試前找好指導教授，岳教授的努力與實力也看

在指導教授眼中，也使其如願地進入哈佛大學修習心理學，在當中的學習促使岳

曉東教授欲回國發展之渴望，其相信社會愈發達，人們愈會關注自我，於哈佛大

學諮商中心的實習更讓岳教授證實此信念，通過此過程更進一步地學習「諮詢」，

不僅能協助他人，也讓自己從中成長許多。岳教授從自身經驗中深刻地體悟到「主

動求助」之必要，一開始的我們總在山腳徘徊，怎麼望都是山頂，前方漫漫長路

也望不出一個所以然，若能積極地向過來人討教，無論其意見是好或壞，均可跳

脫原先狹隘、平面的視野，岳教授指出有時辛辛苦苦地犯錯縱使可獲得不同之經

驗，然過於故步自封而不與前輩們交流，可能會在不該轉彎處轉彎，使自己偏離

夢想之路。 

實踐─以青春賭明天 

    經過一連串尋求心理學領域路口的過程，岳曉東教授不只在當中愈挫愈勇，



也愈堅定自己往心理學界發展之信念，藉由國外求學奠定的扎實基礎，成為大陸

推廣心理諮詢第一人，岳曉東教授在這幾十年其間跑走大陸三十幾個省分，為的

是推廣心理諮詢衛生教育，使民眾理解何謂諮詢，岳教授也將範圍擴及香港，使

諮詢更為普及化，其表示此為歷史給自己的一次際遇，因著時勢、理念推著自身

見證諮詢行業的興起。岳教授更叮嚀走在這條路上得我們得「創意領先，擇善固

執」不論在學與否，都得堅定自己對理想之信念，並非隨波逐流般地不固定目標

與想法，如此將難以穩健地在與夢想相差不遠處努力，不斷惶恐地變更方向將錯

過好不容易臨到之機，岳教授表示做自己願意做且擅長之事，並可在其中找尋屬

於自己的成就感。 

 

李平 教授專訪 ─ 投其所好，立定志向 

【撰稿/碩 103 級  王品媛】 

     在美國州立大學授課的李平教授於十月中旬來台擔任

一個月的客座教授，期間不僅在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深耕

研究，也透過演講向師大學生們分享其研究與學術生涯，

進一步傳遞對心理學的熱忱、信念。 

初衷─語言學及心理學的激盪 

     長年鑽研於「語言科學與認知神經」的李平教授憶起當年進入此領域之契

機，其認為任何事均有特定時辰，早期研究語言學，並針對古代漢語(文言文)

加以探討，直至出國念研究所之時，李平教授將當初對語言學的熱忱結合兒童族

群，使其能延伸、比較兒童與成人在語言學習之異同，而在碩士期間累積的研究

知能促使李平教授開創「第二語言」與認知神經之關聯探討，其欲理解大腦如何

反應不同語言、人類學習語言對大腦有何影響，種種對於大腦運作之好奇使李平



教授展開一系列之研究，如同拼拼圖般，將一塊塊看似不相關之碎片集結並拼湊

出圖像，李平教授有感於自身興趣剛好趕上時代轉變之潮流與新科技的湧現，方

能在正確的時間順勢而上。其也表示若在錯誤的時間遇到錯誤之人，得再次評估

自己的興趣與目標，從而轉換方向抑或設法克服，不論在生涯遇見何種困難，都

是對自身之磨練，當中的學習與成長才能伴我們一生。  

再探─夾縫中的光芒 

    李平教授大方地承認自己在研究路上並非始終順遂，仍會遇到挫折與限制，

諸如思路不順暢、實驗結果不如預期等，即便當下也會感到沮喪。然李平教授並

不因此打退堂鼓，因著對研究的熱忱撐起繼續向前之動力，不單沉溺於挫敗之

感，更從中挖掘先前未查覺之處，使之成為往後成功經驗的要素。而悲傷有時歡

樂也有時，李平教授表示在實驗中也會獲得意想不到之結果，這些出乎意料的結

果並不只是亂槍打鳥般地呈現，而是因著長期累積相關領域之研究，方能產生預

期外的花火。這一切皆為李平教授堅持不懈地努力向前，才有機會看見不同方向

的研究成果，其也深有其感地認為保有對研究的熱忱、堅持不放棄，為一路走來

之態度，不論身處何種困境，僅要對目標夠堅定，均能在當中覓得一絲縫隙，終

有一日會讓陽光滲透其中。 

傳承─生命的淬煉 

    當語言學和心理學激盪出一池蕩漾，陣陣漣漪也反映出二者結合的影響力，

有時並非光靠單一學科便能獨大，李平教授也反應目前為跨學科之專業，做研究

為團體之事，僅憑一人單打獨鬥難以打出一片天。其叮嚀學子們不僅發展自身興

趣，也得與其他領域交流，方能理解自己所學該如何運用與推廣，在找尋的過程

中勢必會遇到許多不如意，李平教授認為大問題不是馬上可解決，依然得靠自己

抽絲剝繭地處理、面對，而對該事的興趣則為關鍵，若能保持一百二十分的興趣

將可樂在其中，釐清何處是自己的歸屬地，並有目標地追尋，終有一日可尋得屬

於自己的天。 



 

 

心 輔 之 夜 ─城 心 城 意 

【撰稿/106 級 唐語祺】 

    在一片熱烈歡呼和低低啜泣聲中結束了心輔系一年一度的盛會「心輔之夜-

城心城意」，城心城意不僅完全體現我們心 48 城市想要給人的溫暖氣息和接納

每一個人的特殊性，讓生活在美麗城市的人都能寫下屬於自己的心故事。城心城

意帶給我的感動不僅有當下的喜悅，更多的是籌備時大家一起為了共同目標而努

力的溫馨，我時常傳達給康樂股一個概念：「我們誰都不是，充其量只是坐在這

和你一起為了同一個目標而努力，當你受不了時，回過頭就會看見站在身旁支持

你的伙伴，不論遇上多大的阻礙不要退縮、放棄，請相信自己和身旁的人一次，

讓我們盡情的放出自己的能量，感受那真正的自己，勇敢的人不是甚麼都不怕，

而是在困難中繼續堅持下去的人才稱為勇敢。」 

    在我剛接下康樂股時對大家說過一段話，同時也是支撐著我努力到現在的動

力─「康樂股對外給人一種快樂、有系統又瘋狂的感覺，但它的實質卻是帶著認

真且全力以赴、不怕苦、不知難的精神，

這樣的我們會被崇拜、會被心疼、更甚

者會被挑剔，未來有數不完的難題等著

我們去破解，但我們都在一起，最重要

的是不要忘記曾經在康樂經歷過的快樂

和爆肝，未來一起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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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先 啟 後─會 長 交 接 

【撰稿/107 級 陳泱竹】 

    比起其他聯誼性質或是康樂性質的社

團，系學會是一個以服務系上同胞為宗旨，

無私奉獻的存在。對於踏出參選這一步，自

己也進行了與內心許久的對話，除了課業與社團，也考慮到自己原本的興趣。會

跨出參選這一步是因為我認為自己將不是一個人，我還有我的團隊能夠一起攜手

打造第 49 屆系學會的作風，因此，我感到有信心便鼓起勇氣參選系學會長，為

104 學年度在系上的同學服務。 

    對於心輔系，第四十九級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系學會會長─泱竹，其希望心

四九系學會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系上每位系胞所喜歡的，也期許系會能夠在系胞

們提出良好建議時，盡他們最大心力做出改善。他們希望能夠兼具歷屆優良的傳

統，加上嶄新的計畫，兩者並行後形成既有古典之美又新穎的行事風格。提及創

新，泱竹表示這次學務股為系上提供兩個溫馨的服務，其一是「Starbox」：不

論你是快樂、難過或是困惑，皆可到「Starbox」裡面抽出星系，而每個星系都

有其對應的盒子，裡面放滿了充滿正面能量或是溫暖的小卡，希望可以為抽到的

人們帶來一些幫助與支持。另一個是「心箱」：「心箱」是專門為心輔系胞們設

計的傳情管道，大家可以透過這個暖心的箱子，將想說的、不敢說的心情與話語

傳遞去。會內亦有股別的調整，將舊有的資傳股與美宣股合併成宣傳股，由兩位

股長帶領，希望將宣傳管道統合後能相輔相成，達到最佳的宣傳效果。 

    心輔系因為人少，因此系會更能較全面的照顧到每一位系胞，也讓系胞們對

系學會有更深的認同，這樣雙向的溫暖與支持是將整個系凝聚起來的最大特色與

力量。同時泱竹也指出系學會是具有歷史的組織，加上大家對於系會的認同與重

視，在一些想法上就得面對原有傳統的壓力，接受傳統或者打破傳統，對心四九



來說無疑是個需要不斷協調的課題。 

    心四九系學會，不但承接歷屆的優良，也開創屬於自己的風格繼續為心輔系

服務。也祝福泱竹與他的夥伴們在未來這一年能夠一切順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