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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會總幹事送上精心製作的獎狀 

  對諮商輔導界影響重大的劉焜輝老師在4/8舉行他的90歲生日慶生會。現場由本系系辦公室精心準備以及心田社區諮商中心提供

溫馨的場地。當日也有許多老師過去的學生或者是仰慕劉老師的老師蒞臨，有本校教育學院院長陳學志院長、吳昭容系主任、陳秉華

教授、田秀蘭教授、蔡順良教授、金樹人教授、蘇宜芬教授、洪有義教授、毛國楠教授、何英奇教授、王玉珍教授、陳李綢教授、江

學灐教授、吳鴻發(系友會總幹事)、 黃雅玲(學 75級)、廖新春(碩 72級)、葉貞屏(博 81級)、范美珍(博 106級) 林冠瑋(碩 104級)

出席，也有一些老師雖然無法到現場參加生日會，但還是透過 直播視訊的方式給予老師誠摯的祝福。有王麗斐教授、林家興教授、吳

武典教授、賴念華教授等人一起線上參與。雖然無法親自到現場，但還好有科技的力量，讓老師們可以透過線上連線的方式為劉老師

賀壽。 

  一開始由兩位主持人為活動拉開序幕。首先邀請致詞的是教育學院 陳學志院長，雖然院

長未受過劉老師教導，卻相當仰慕劉老師對輔導教學界的貢獻，院長也特別感謝老師對社區

諮商的貢獻，才有如今心田諮商中心的成立。接下來是心輔系系主任 吳昭容老師致詞，她同

樣未被劉老師教導過，但卻深深記得劉老師過去在教學評鑑時直言不諱但溫和的語句，對她

來說受益良多。昭容老師也對於劉老師持耕不輟的著作人生感到佩服不已，更感謝老師對於

心理輔導界的學術貢獻。再來是下午有課還是希望可以到現場幫劉老師慶生的王玉珍老師，

玉珍老師從大學到研究所博士班一直以來都是劉老師的學生，大學時期和老師沒有過多的交

流，直到研究所碩博士階段，與老師有更多的 學術激盪與交流後，劉老師在玉珍老師博士班

畢業後給予他的勉勵以及教誨都對玉珍老師往後的職涯帶來深刻的啟發。接著是與老師有著

師生情誼的田秀蘭老師，田老師當天太過匆忙就忘記帶原本準備好的講稿，所以將田老師的

講稿附在第二頁供大家閱讀。接著致詞的是金樹人老師，過去曾與劉老師在師大輔導中心共

事過，金老師過去也曾經對未來感到徬徨，幸好當時劉老師推薦他到師大輔導中心任職，一

起開創學校輔導教育領域，後來經劉老師推薦後到國外學習生涯發展，奠定了金老師的職業

發展基礎，劉老師也對金老師的專業發展有深遠的影響。接著是代表全體系友獻上祝福的系

友會總幹事，系友會總幹事吳鴻發過去與本系有著淵遠流長的關係，在退休後也不辭辛苦地

接下系友會長的工作，聯繫系友間的感情。他很感激劉老師打下杏壇的基礎，為現在篷勃發

展的輔導領域奠定良好的基礎，系友會長還特別創作了一首詩以及感謝狀頒發給劉老師，感

謝劉老師的付出。再來是線上參加的吳武典老師為劉老師獻上祝福，吳老師過去與劉老師是

革命的夥伴，也是十幾年的同事，很羨慕劉老師老當益壯，頭腦清明，一直是輔導界的長

青樹跟標竿，也是最資深的老師，也祝福劉老師可以「呷百二」，有機會多見面。再來是

林家興老師，林老師也是第一次用這麼特別以線上參與的方式祝賀，林老師碩士時是劉老

師的指導的研究生，林老師也敬佩劉老師不管是教學或是著作，在各方面都相當認真，是

國寶級的諮商大師，也在諮商輔導領域發展一甲子，劉老師都常伴我們。 

 還有同樣線上參與的王麗斐老師，王老師沒被劉老師教過但同樣仰慕劉老

師，特別是在近幾年編纂學校輔導工作參考手冊時，回頭看劉老師的著作，才發

現台灣能有現在的輔導發展，被認可為亞洲第一，劉老師功不可沒，雖然無法到

現場，但還是要祝福老師生日快樂，希望老師能夠繼續帶領我們落實輔導工作。

還有線上參加的賴念華老師，過去曾是劉老師的學生，也很謝謝老師將她帶到文

化大學，可以跟老師一起奮鬥打拼的歷程，是生命中最難忘的教學歷程，也很謝

謝老師的鼓勵，鼓勵賴老師將心理劇跟藝術治療發揚光大，如果沒有老師就沒有

現在的她，劉老師是她生命中的恩人和貴人。 

田秀蘭老師獻上真摯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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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是在現場的廖新春老師為老師獻上祝福，曾擔任輔導教師學會第二屆的理事

長，在師大畢業後很多年，機緣巧合下有做一個關於國小輔導教師的專案，那時跟劉

老師有多次的討論，感受到教心系的老師認真的態度，廖老師也獻上自己畫的貓頭鷹

畫像，就像劉老師一樣雄赳赳的帶領台灣輔導界成為亞洲有名的領域，很敬佩老師到

現在依舊持續參與學校輔導工作，真的是台灣學校輔導界的泰斗啊！接下來是當年高

考第一名的何英奇老師上台致詞，何老師當時讀了相當多的劉老師相關著作，至今都

還印象深刻。何老師也深深感謝劉老師的著作對教育實務有相當重要的貢獻。在劉老

師的專業帶領下，讓文化大學的心理輔導研究所建立好的名聲，劉老師不僅專業表現

佳，精神也是神采奕奕。即使退休後，劉老師依舊奉獻自己在教育工作中，真的很令

人敬佩。再來是洪有義老師，很驚訝劉老師居然已經 90歲了，看起來比洪老師還年

輕。劉老師一直持續奉獻的精神，是大家的典範。我們

都持續追尋他的腳步。在參觀心田心理諮商中心時，才知道原來是自己居住的社區，感謝劉老師為社

區的付出，洪老師也期許自己有一天可以追趕上劉老師。蔡順良老師則是用真摯又簡短的祝福，希望

劉老師與參加生日會的所有人員都可以在這個困難的時期保持身體健康、平平安安。接下來是風塵僕

僕趕過來的陳秉華老師致詞。劉老師是諮商輔導界的第一把交椅，老師也是我們的典範，大家從心底

覺得敬佩。也感謝劉老師間接促進陳老師與先生的姻緣，讓他們有緣共結連理。另外一方面，陳老師

雖然不是師大心輔系畢業，但劉老師給予後輩的提攜與鼓勵，讓陳老師覺得相當受到鼓舞。接著是毛

國楠老師，在毛老師的印象裏面，念書的時候學生都有點怕劉老師，雖然要求很嚴格，但嚴師出高

徒。老師即使 90高齡，著作還是不間斷，依舊掌握最新知識，活到老學到老，老師生活也多彩多姿，

跟師母每天散步運動，維持良好習慣，保持健康的身體狀況，不斷追求最新的知識，不管是靈性的追

求，還是身心靈的維持，都是我們的榜樣。年輕一輩的老師代表蘇怡芬老師，在諮商輔導上的教導。

在當老師後，才知道老師是愛之深責之切，老師的教導也對我的教學幫助頗大，老師的期刊不僅教會

自己的學生也幫助學生的學生可以入門，也希望可以跟老師學習養生，在退休後依舊有活力為學術貢

獻。江學灐老師在師大美術系畢業，就學習藝術治療，她也感嘆如果沒有劉老師就沒有機會進入諮商

輔導界，感謝劉老師一直以來的鼓勵。在文化大學工作的期間，有幾次的機會更認識老師的想法，相

當欽佩老師有如此多具建設性的想法，她過去的老師王琇瓊老師剛好也是劉老師的朋友，是一個難得

的緣分。 

 博士班代表葉貞屏學姊說道，在現場時有傳承的感動，我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她在寫博士論文時，老師是她的指導教

授，劉老師有一句話對她的未來專業影響很大，他認為遊戲治療目前格局太小，應該要把遊戲治療發揚光大。我們都將從劉老師手

中接棒，繼續好好發展輔導領域，我們要好好學習劉老師的優點，有前瞻性的眼光跟看到學生的亮點，讓他們都有所收穫。主持人

范美珍學姊，也在最後將老師著作的輔導行政拿出來，過去在劉老師上課時，老師就說你們這些學輔導的都不學行政，但是輔導工

作需要有輔導專業的人帶領才能推廣的好。給劉老師的禮物就是把老師教的知識牢記在心，並好好帶領後輩持續為諮商輔導界奉

獻。最後還有陳李綢老師趕到現場為劉老師獻上祝福。謝謝老師一直以來的鼓勵與提攜。劉老師的肯定真的給陳老師很大的鼓舞，

讓她可以持續為心理輔導界奉獻。 

 劉焜輝老師最後也致詞感謝所有在場與會的來賓，謝謝他們專程到現場為他慶生。現在的心情就是想放聲大哭、喜極而泣，

聽到在座各位的聲音，實在非常感動，過去曾聽聞人生 70才開始，當年覺得嗤之以鼻，是老頭子才說這種話，但現在卻有相同的感

覺。老師也分享近期讀過覺得相當喜歡的書，在說明究竟什麼時候才算是老年，老師認為一日一生，對他來講幾歲不重要，人家問

他，他都回答忘年。他也說研究心理學跟諮商的我們很有福氣，研究諮商是要幫助別人，但在幫助別人之前我們會先幫助自己。老

師分享前陣子系上訪問，問他印象最深刻的學生是誰，只有一句話「青出於藍勝於藍」，學生比我優秀就令我印象深刻，在座的各

位也都是相當優秀的學生。老師也回顧過往讀書經驗，因為當年放棄當老師選擇公費留學，所以留學時非常認真，當時非常幸運進

到有輔導專業的學校，很認真的研讀輔導專業，還想繼續讀博士班，但選擇

回國貢獻自己所學，後來回到國內才開始投入輔導專業的發展。後來在政大

以及師大服務，之後也到文化大學成立研究所。老師也提到心理師法的限

制，讓諮商心理師的職業比較無法受到保障。老師現在回想起來，當初教書

時相當嚴格，一輩子當老師，出版刊物，都是為了傳授知識。最後，老師也

鞠躬感謝在場所有人在疫情嚴峻時刻，還願意抽空前來為他獻上祝福，真的

相當感恩。 

活動到了尾聲，大家一起分享蛋糕，在歡笑聲中今日的生日會完美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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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劉老師 90大壽！ 

老師大三的輔導行政這門課，讓我在實務工作上能以更周全的思慮、

更圓融的溝通，面對各種挑戰！謝謝老師！ 

陳玉芳(學士班 88級)敬賀 

恭喜劉焜輝老師 

90大壽 

何金針(學士班 61級)敬賀 

敬愛的老師:您好!  

     我是慧娟，猶記得 35年前在台下當您的學生，每周四是全班罹患集

體高血壓的日子，老師手上沒藤條，也沒有增強物，卻可以讓我們永遠

身體前傾、豎起耳朵，全神貫注，跟著您明快的節奏學習諮商理論。每

週四 10-12上您完的課，彷彿用盡半周的精力，身體癱軟，但心靈卻是

飽滿的，迄今教室互動精采的畫面仍是鮮明的，也是同學會上最熱門的

懷舊議題。 

     日前大一學生要採訪您，由於久仰大名，但未曾親睹老師的風采，

心中雀躍有如此美好的機會，但也難免感到不安，急著跑來找我。 

    學生問:: 「請問劉老師是怎樣的人? 」  

    「高! 富!! 帥!!!」我不假思索回答。 

    語畢，學生張大嘴吧說: 「那不就是學術界的金城武或孔劉嗎?」 

    我答: 「有過之，而無不及!!!」 

    果然學生採訪後立即興奮地跑來告訴我:「天啊，劉老師真的是超高顏

質，完全逆天凍齡! 」。 和藹慈祥的氣質，搭配溫暖親切的口吻，娓娓

道來諮商輔導的發展脈絡，以及新趨勢，讓他們獲益良多，也對輔導界

的前輩產生更多的尊敬與想像。 

    感恩老師昔日嚴謹的課業教導，以及幽默開朗的身教示範，很可惜，

今日中午因有遠距視訊會議，無法親自到場跟老師致謝與祝賀，謹以此

隻字片語聊表我心中的謝意。真誠祝福 老師生日快樂、幸福滿溢!                                        

                                     心輔系 陳慧娟  敬上 

親愛的恩師，祝福您健康快樂！ 

一直都想著您的學生  星謙及麗安敬上 

祝福 

劉老師身體健康平安喜樂。生日快樂 

陳李綢敬賀 

劉焜輝，令人瞠目吒舌的名字。在 70年代沒有幾個學輔導的教授裡，

他幾乎任教所有諮商領域的重要科目。大學時期，我念的是教育系，當時大

家稱之為是校長系，我們的輔導原理課程，就是由劉老師擔綱。那時，確實

是一排一排從第一個開始站起來回答問題，但我並沒有害怕的感覺，大概是

沒有幾次被叫到吧，每個同學的回答都很簡短，也沒有被刁難的情形。要不

是因為碩二幫劉老師整理學輔中心辦公室，看到作業，我都忘了曾經寫過那

份報告。好像是青少年行為問題及家庭議題的報告，原來那時我就意識到家

庭的重要。 

碩一因為要補修諮商理論課程，白天衝堂，所以上晚間的課，這堂課

也是劉老師開的。同學都是來自中學教師的菁英，我與另一位碩班同學負責

從第二週開始的學派報告。隔週上台，也歷練了我對各個學派的熟悉。累嗎？

其實我很享受。那時市面上的書不多，很快就全都讀完，整理成大綱手稿，

交給影印店打字影印。晚上帶到課堂上，分發給同學老師。每次報告完，老

師也是一排排請同學起來回答問題。印象中同學也都回答得很好，老師似乎

挺高興的。也稱讚報告得不錯。我想應該是的，因為同學聽完報告都能回答

得出老師的提問。也難怪後來出國請老師寫介紹信時，老師將我的報告寫成

是我在擔任教學助理。真是謝謝老師的提拔!  

再來，是碩一下諮商理論課程，也是劉老師任教。碩二時，因學輔中

心缺一位助理，我選擇部份時間到學輔中心協助行政值班，也幫忙寫了些諮

商與輔導小品文。到畢業後，才接手中心專任助理的職務。這時也換作金樹

人老師接主任工作。算算都是三十幾年前的事了，真期望我還有個未來的三

十年，好好拚些真正的人生。九十人生，多麼的可貴! 劉老師個性剛毅、直

率，有話絕不保留。我欣賞他的真誠，也佩服他的智慧，能在第一堂課裡將

諮商理論述說地如此流暢，讓我目不轉睛地看著他，聽他話裡對各個學派的

賞析，讓我也愛上許多學派概念，進而融匯各家理念。他永遠是帶我進入諮

商理論的輔導大師！恭賀老師生日快樂！永遠幸福！ 

                                                                                               田秀蘭     

                                                                                                           2020/4/8 

敬愛的劉老師 90暖壽， 

在下將準時赴會， 

敬表恭賀與 

分享溫馨... 

祝福： 

安康如意，百毒不侵 

衷心祝福劉教授九十大壽，幸福長長久久！

健康平安喜樂！ 

陳採卿(學士班 82級)敬賀 

祝福歲月靜好 現世安穩 

鄭淑里(學士班 82級)敬賀 

劉老師，您好 

謝謝您為台灣的諮商和輔導開啟一扇門祝福您健康、

平安、快樂、幸福 

子鍵   敬賀 

劉老師對台灣輔導諮商界的貢獻有目共睹。謹祝

劉老師 福如東海，壽比南山。永遠健康快樂，繼

續為台灣輔導界打拚。 

張文哲敬賀 

衷心祝福劉教授九十大壽，平安健康 吃百二! 

林凱瓊(學士班 77級)敬賀 

致 

令人敬仰的 

 劉焜輝老師 

恭賀 九十高壽慶豐碩 

祝願 健康快樂百百歲 

許維素(學士班 78級)敬賀 

恭賀劉老師 90大壽，生日快樂   

林正昌(學士班 78級)敬賀 

恭喜劉老師 90大壽！記得當年上課，我都乖乖坐第一排，依稀還

能感受老師穿著長風衣入場的氣勢。哈哈！ 

 

 

恭喜劉老師 90大壽！當年大三劉老師的諮商理論

課，記憶猶新，言猶在耳！ 

黃微清(學士班 85級)敬賀 

大學時期上劉老師的課，沒有人敢打馬虎眼，就怕下一秒被劉老師指名回答問題。 

40學分班最後一堂課，用班費買了一大束花請最有氣質美女代表全班獻花致最高敬意。 

那四個暑期有許多課要修，派代表獻花給老師是唯一的一動作，可見劉老師的魅力。 

歲月靜好，許多事都忘記了，但是全班起立，「班代表獻花」那一刻，我們始終記得。 

謝發昌(學士班 68 級)敬賀  

春風送暖~給劉老師的祝福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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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漠中種花的先行者—劉焜輝老師 文/葉錫樺 

  一開始見到老師時，很難想像這麼有精神的老師居然已經 90歲了。老師過去在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服務，

退休後在文化大學擔任兒童福利研究所所長，後來籌設心理輔導研究所，擔任所長，現在仍然以講座教授在研究所擔任「諮商與心理治療」的課

程。1986年為了推展輔導與諮商工作創立天馬文化事業公司並發行「諮商與輔導」月刊，每期都撰寫專稿，目前正連載「認知行為治療講座」。 

  投入「輔導與諮商」的研究 

  在訪談中，老師提起他在師大肄業時，大二考取高考、大三考取特考，畢業後在考試院服務，當時經常投稿教育雜誌。後來考取公費留學，選擇

國內最欠缺的諮商與輔導領域深造，在日本東京教育大學完成碩、博士學位。當時，東京教育大學是日本唯一設有研究所輔導與諮商課程的大學，無

論是理論或實務，都與歐美並駕齊驅，經常有交流。台灣的輔導工作因為幫助僑生回國後的適應，教育部設有專人負責推動。九年國教實施後在國中

才設「指導活動課」並設「指導活動教師」，後來改為「輔導課程」。許多人常問我，在國內從事諮商輔導工作的感想如何，我回答：「就像在荒野

裡種樹、在沙漠中種花」，這也是老師對自己一生的註解。就如同前面所說，老師在過去是從無到有，在諮商與輔導領域有幸參與規劃、推動的工作。

追隨師長奠定基礎。他非常敬佩國內教育界先進在那個階段幾乎都犧牲假期在討論要如何充實學校輔導工作。現在的老師學有專精，對於諮商輔導人

才的培養貢獻更大。老師也提到輔導與諮商是教育的核心工作，對於他的人生帶來許多啟發。 

  對於「心理師」的期待 

  當時國內沒有輔導研究所，行政院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討論教育問題，建議設置「輔導研究所」，師大是奉旨成立「輔導研究所」與「教育心理

學系」合併。直到獲准設置博士班之後才稱為「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因為師範大學是陪養師資的地方，輔導教師總算實至名歸。當時立法院正

在審查「臨床心理師法」，輔導界人士也積極爭取，最後通過「心理師法」，包括「臨床心理師法」與「諮商心理師法」。大家為提升輔導人員的任

用資格而慶幸。可是學校輔導工作不但未見進展，反而每況愈下。以「教育心理學系」而言，如果擔任科任教師，都以輔系應徵。學生素質非常優秀，

應徵卻常常吃虧。一女中的校長曾經告訴我：「我們是以升學為主的學校，寧可用「英語系」畢業的學生而非以英語為輔系的學生。老師認為「教育

心理」與「諮商輔導」是兩個不同的專業領域，不應該將它們混為一個系所。現在研究所雖然分為「教心組」與「諮商組」，利少弊多。培養師資的

國家體制開放之後，應該做徹底的改革。國內師範系統的大學有的還是沒有徹底的調整。諮商組畢業後雖然可以考取諮商心理師，卻不能勝任臨床心

理師的工作。 

   目前有些混淆，到醫療機構實習、服務，這是很不合理的狀況。所以老師很後悔當初爭取諮商心理師，讓優秀的學生無法走臨床心理師系統到醫

院幫助病人。老師提到在國外有的國家是沒有諮商心理師只有臨床心理師的職稱，對於師資、設備、實習、督導、任用都有嚴格的要求。老師也相當

難過現在的心理師有些人是為了金錢利益而工作，索價昂貴，讓很多因為經濟關係無法求助的人被拒於門外。老師認為若沒有優秀又專業的師資、設

備和培養過程的實習等，沒有辦法培育出好的專業人員。老師有舉例英國就將心理治療納入健保，由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擔任督導，指定採用「認知行

為治療」，實施結果，效果顯著。美國過去心理師在醫院不被重視，由ＡＰＡ建議將臨床心理師提高到博士等級，結果也提升了臨床心理師與醫師在

醫院的同等地位，日本規定必須具備國家制定的設備、人員、訓練過程才能參加臨床心理師的考試。我國在這方面還有努力的空間。老師也點出了目

前我國心理師實習制度不夠嚴謹，尤其諮商督導過於鬆懈，看不出諮商的整體架構，必然會影響日後的工作品質。老師也建議心理師在企業界、公家

機關做專業的服務，在提升國民與員工的心理健康方面有服務的餘地。 

近期時事探討 

  與老師提到去年底「沙河法案」也就是網路諮商法案通過，老師認為現代是網路時代，對於國民的服務應該多管齊下，如提供資訊、簡單的問題

解答、系統的進修或座談，都能幫助國民，但是，主要的服務還是不能忽視面對面的諮商與心理治療的工作。目前 covid-19疫情肆虐，老師認為疫情

中的諮商輔導專業人員可以做的就是配合國家的疫情措施，為學校做最好的安排。他知道大部份的機關學校都由主管或校長領導，動員全校教職員展

開最好的預防工作。 

追求知識，近於瘋狂 

  老師對現階段走在助人工作者這條路上的系所友，也有一些叮嚀與鼓勵：我們系是國內大學非常好的系，師資的專業受到社會的肯定、學生很

優秀、畢業生無論從事那一行工作都能發揮專業精神。如果能順應時代潮流在學校經營、系務宗旨有所創新，設備、師資、實習、校友聯繫面面顧

到，讓我們的學生畢業後是最具有能力的存在，這才是名符其實。我們也要考慮到現在的輔導老師或諮商心理師是否有正確的觀念，系所的畢業生

是否能發揮專業的效果。如果制度有問題，我們要及時改進，最重要的是畢業生無論從事什麼工作都要發揮專業精神。在知識爆發時代，我要求學

生「追求知識，近於瘋狂」，畢業之後如果沒有繼續充實自己，那是學校教育的失敗。我在日本看到慶應大學每年校慶時系友都攜眷返校參加慶

祝，印象很深。愛系、愛校到這個地步，這是學校的福氣，也是系友的福氣。任何人都要時時刻刻檢討自己走過的路，教師要有創意使系所成為國

內外被肯定的系所、畢業生要以系所為榮，不斷地充實自己去服務社會。在校時系所給你最好的教育與陶冶，畢業後就靠自己，讓自己成為人才去

服務社會吧！ 

青出於藍勝於藍 

  我們要老師舉出在師大心輔系所任教時印象最深、最優秀的學生有那些，老師笑著說：「舉不勝舉，每位都很優秀，我的印象是『青出於藍勝於藍』」。

老師說，曾經到波蘭去參觀納粹時候的集中營，每日毒死一百個猶太人，更能體會法蘭可以生命換來的「意義治療法」，從那時後起，就以「一日一

生」做自己的座右銘，每天要活出生命的意義。 

Page 



 

 5 

輔導諮商教育與研究之承先與啟後 

心輔系系友們  大家好： 

 感謝系友會訊邀稿，亦珍惜在此向各位自我介紹的時刻。我是今年 2月加入系上的姜兆眉老師，能成

為其中一員甚感榮幸。時至今日，身為諮商心理教育與研究者的一份子，連結學思歷程，始終相信諮商實

務為助人專業實踐之基礎，研究是實務之檢核與產出，教學訓練則是專業永續之根本，自許專業學習與生

命經驗交織日漸豐富，貢獻所學。 

 彼時在花蓮師院接受大學階段訓練時，即充分浸泡輔導領域與啟蒙諮商領域，大學畢業之時適逢心理

師法通過並施行，參與並見證輔導諮商領域專業發展之里程碑。碩士層級在彰化師大輔諮所接受多元性別

與社會正義視野的訓練，開展諮商專業知能之進階思維，同時醞釀研究興趣與動能；博士班階段，跨越文

化與國家邊境的學習與反思，深化臺灣諮商專業認同與形塑研究關切；博士後研究至 University of Brit-

ish Columbia (UBC)學生諮商中心擔任博士後研究員，UBC學生諮商中心一直是加拿大大學諮商中心專業發

展之領頭羊，在六萬名學生的校園從事諮商工作與研究，得以細微觀察多元族裔、語言、文化等對於學生

學習與生活的影響與衝擊。而後至清華大學心諮系任教，持續關切諮商教育訓練，並轉譯為諮商研究。此

時加入師大心輔系，身處重視教育與研究的學術重鎮，期許自身承襲師長們過往之教導，以及學者與師者

風範，是為接續教學研究生涯之引領。輔導諮商領域往來始終密切，期待未來在各個場合與您的相見與交

流！ 

文/姜兆眉老師 

 

◇ 恭賀本系~系所友高中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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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嘉鎂(碩 105 級)、蔡宜軒(碩 104 級)、郭玟秀(碩 105 級)、彭大維(碩 105 級)、高薇雯(碩

105 級)、吳伃玄(碩 105 級)、劉子菡  (碩 105 級)、梁恩盈(碩 102 級)、黃旻(碩 105 級)、盧美妏

(碩 102 級)等 10 名。 

◇ 恭賀本系~唐慈憶(學士班 109 級) 系友~高中 109 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教育行政」類科。 

◇ 恭賀本系博士班一年級唐文慶同學榮獲 109 學年度第一年「科技部博士班優秀獎學金」獎 

◇ 恭賀本系博士班二年級陳姵臻同學 109 學年度續領第二年「科技部博士班優秀獎學金」獎。 

◇ 恭賀本系宋曜廷、陳柏熹二位教授分別榮獲本校 109 年教師教學「產學合作績優獎」、「研發

成果推廣績優獎」。 

◇  恭賀本系擬於 109 學年度新聘黃柏僩專任副教授榮獲本校 109 年度「新聘特殊優秀人才」獎

勵，獎勵期程為三年（109.8.1 日~112.7.31 日止）。  

◇ 恭賀本系王櫻芬副教授榮獲本校 108 學年度教師教學獎勵「優良導師獎」。  

近期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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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輔盛事—心輔週 

「親愛的，你不必為了誰而改變，如果要成為更好的人，請為了自己。真正愛你的人

會一直愛你，無論怎樣的你。」——幾米 

 

         本年度的心輔週充滿著幾米溫和細膩的色彩，「試說心語」——與你細說心中的

點滴，不論春夏秋冬，歡喜與憂，我都會承接你的一切，在這個季節，我只能為你收

納心緒。雖然，因為疫情的關係，無法如期在日光大道與大家相見，但一路走來的點

點滴滴都已經收藏在每個人的心中！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從發想、籌備至實行的背

後，心輔週可愛的工人們經歷了什麼呢？而他們又想帶給大家怎樣的心輔週？ 

宣傳股：一個蠻有趣而且特別的經驗 

  肩負把心輔周推廣給大家的重責大任，在宣傳股的眼中，心輔週最大的特色又是

什麼呢？宣傳股長說：「配合包裝幾米系列纖細柔和的風格，營造溫暖的感覺是最重

要的！」另外，她也想大力稱讚發揮創意完成網宣的股員們：「你們都棒棒的～」。雖然沒有機會讓大家現場抽卡，不過想

要獲得精美小卡的系胞們先別氣餒！ 5/4~10 期間，只要在文創商品預購表單購買商品還是可以獲得小卡唷，快來掃掃 QR 

code 把它們帶回家！ 

文創股：裡面有滿滿的愛 

  至於充滿著文青藝術感的文創股又是什麼狀況呢？據股長說道，文創股當初分工都還蠻順利的，股內的大家都有各種奇

思妙想，不論是自行設計還是找廠商合作商品都有各自的發想，在自由創作的畫布上，大家都發揮著自己的小宇宙呢！多虧

了效率十足又有質量保證的設計者們，文創股的運作也十分流暢。商品發想的方面，股內的大家都傾向追上潮流的腳步，推

出復古文具、可愛小動物等主題，期望能受到大家的歡迎，各位真的要多多支持心輔週的文創作品！！ 

學術股：我們的設計就是希望能貼近生活，讓大家能產生連結 

  本年度學術牆的設計意在：呈現患精神疾病的當事人以及身旁親友想法與立場，讓大家能夠瞭解在生活中遇到相對應的

族群可以怎麼做。學術牆內容包括介紹常見的精神疾患小知識，以及特別附上迷思與陪伴的專欄，一是希望大家能夠瞭解相

關疾病，再者是能夠參考一些陪伴原則。「我們覺得需要讓大家瞭解多一點正確的精神疾患知識，目的是希望能讓大家更好

的相處在一起!」——來自學術股長滿滿的祝福與期望。 

商品股：一起吃掉心中的小怪獸吧！！！ 

  商品股在籌備過程最好玩的當然是試做大會！在這段相聚的時光，感覺只要大家在一起的時候就能凝聚滿滿的力量。最

神奇的是平常甚至連泡麵跟煎蛋都不會的人，在這裡都可以學會做蕨餅和乳酪，成功做出一道又一道美味的成品後，感覺每

個人都能夠成為五星級大廚呢！儘管這次籌備大家都很不情願地遇上了許許多多的困境，甚至最後無法在系上出售實品，但

看來這些都沒有令他們心中的那團火熄滅，「就讓我們一起吃掉心中的小怪獸，變成動力大步向前走吧！」這一份正面樂觀

的態度，十分珍貴且可敬。 

總籌股：不變的溫暖與熱忱 

  「屬於自己活動的特色，由自己決定。」總籌股說，這是本次心輔週的基本理念與特別之處。「試說心語」，也是通過

大家不斷的討論，最後融合了彼此的想法才產生出來，本次主題不僅呼應心輔系的特色，也很讓人耳目一新。令人感動的

是，即使心輔週在籌備路上困難重重，但系學會的各位仍盡力想呈現大家努力的成果。眾所周知，因疫情關係，擺攤的地點

幾度更改，期間雖然經歷了很多變數，總籌以及股長們還是想方設法，希望能讓大家的心血被看到，還請系胞們多多支持心

輔週線上活動！ 

  即使無法如期相遇，我們還是想要將心輔週的溫暖，細細 說給你

聽。 

 

  不知道心輔系的大家對於這次心輔週又有什麼看法和感受呢？在這

一次的心輔週，我們看到的不止是形式上的活動，更多的是堅持與珍惜

的態度。對於幕後一直盡心盡力的各位，真的很感謝有你們的付出，十

分期待將來的活動大家能再次相聚。雖然無法如期舉行，但隨後系學會

馬上舉辦了系上快閃活動，讓大家努力付出的心血不被埋沒。現場有許

多股精心準備的海報牆與互動裝置，讓大家可以在教五重溫心輔週的大

小活動。 

圖為心輔週快閃活動 

圖、文/心輔系學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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