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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師大心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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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大心輔歷史悠久

57年8月創立，四十餘年來系友遍布各地，也是最

早創設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及研究所。

 心輔系與心理系的不同

一般心理系為自然類組，而本系則是社會類組，

學習內容則偏向教育心理、輔導與諮商領域。



本系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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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培養教育心理與輔導人員的通識知能。

2 培養中等學校輔導科及高中生涯規劃科教師之專業知能。

3 培養諮商心理學學術研究及實務應用能力。

4 培養教育心理學學術研究及實務應用能力。





關於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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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心理學基本理論科目：如普通心理學、青
少年心理學、人格心理學、變態心理學、學習心
理學、社會心理學、教育心理學、少年犯罪心理
學等科目。

二、有關輔導理論與技術的科目：如輔導原理與實
務、諮商理論、諮商技術、團體輔導、學習輔導
、生涯輔導、個案研究、團體動力學、輔導員的
自我覺察與專業成長、人際關係、諮詢理論與實
務、危機處理等科目。



三、有關研究法的科目：心理與教育統計學、實驗
心理學、心理與教育測驗、行為科學研究法、教
育行動研究、教學評量與輔導、電子計算機概論
等科目。

四、實習：如學校諮商實習、心理與教育測驗實務
、輔導活動教學實習。

實驗心理學課程演示

* *



社區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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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輔關懷弱勢
與國中合作，利用中午時間，陪伴一些孩子說話

聊天，透過團督分享彼此經驗。

‧南天攜手計畫
主要是陪伴需要幫助的育幼院小朋友(個別陪伴& 

說故事小團體)，也有定期的例會、相關助人技

巧課程及彼此交流的團督時間。



雙聯學制與國際交流

•本系與美國密蘇里大學訂有學術交流與課程合作

–博士班學生交換

–1+1雙碩士雙聯合約

–雙向跨文化交流學程（BCCIP短期互訪）

–3+2學、碩士學位雙合約：

• 符合修課規定，取得本校學士位及美國密蘇里大學碩士學位。

•師生積極參與國際研討會



師資陣容堅強

職級學歷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小計

博士 13 6 4 23

碩士

學士

小計 13 6 4 23(人)

本系現有專任教師23位，教授13位，副教授3位，助理教
授4位，皆獲博士學位，學識豐富，關心學生，簡 列如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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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師資陣容

•教心含測統領域師資：

陳學志、宋曜廷、吳昭容、劉子鍵、蘇宜芬、林正昌、

陳柏熹、李俊仁、程景琳、陳慧娟、許禕芳、簡郁芩、

劉振維、張雨霖共14名

•輔導諮商師資：

田秀蘭、王麗斐、王玉珍、

陳秀蓉、王櫻芬、張世華、

林旻沛、姜兆眉、陳孟筳

共9名

http://www.epc.ntnu.edu.tw/people/bio.php?PID=17
http://www.epc.ntnu.edu.tw/people/bio.php?PID=18
http://www.epc.ntnu.edu.tw/people/bio.php?PID=28
http://www.epc.ntnu.edu.tw/people/bio.php?PID=77
http://www.epc.ntnu.edu.tw/people/bio.php?PID=22
http://www.epc.ntnu.edu.tw/people/bio.php?PID=23
http://www.epc.ntnu.edu.tw/people/bio.php?PID=30
http://www.epc.ntnu.edu.tw/people/bio.php?PID=33
http://www.epc.ntnu.edu.tw/people/bio.php?PID=31
http://www.epc.ntnu.edu.tw/people/bio.php?PID=34
http://www.epc.ntnu.edu.tw/people/bio.php?PID=85
http://www.epc.ntnu.edu.tw/people/bio.php?PID=86
http://www.epc.ntnu.edu.tw/people/bio.php?PID=15
http://www.epc.ntnu.edu.tw/people/bio.php?PID=16
http://www.epc.ntnu.edu.tw/people/bio.php?PID=29
http://www.epc.ntnu.edu.tw/people/bio.php?PID=91
http://www.epc.ntnu.edu.tw/people/bio.php?PID=59
http://www.epc.ntnu.edu.tw/people/bio.php?PID=63
http://www.epc.ntnu.edu.tw/people/bio.php?PID=91


教師優良學術表現

•中國測驗學會

•臺灣統計方法學會

•臺灣智慧鐵人創意競賽協會

•臺灣殘障學會

•中華民國創意e世代協會

學術論著刊登於SSCI、TSSCI等期刊論文
 致力推動學術研究互動交流

•臺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臺灣心理學會

•臺灣婚姻與家族治療學會

•臺灣心理治療學會

•臺灣臨床心理學會

•臺灣教育研究學會

擔任國內外期刊編輯委員

教師專業服務表現
擔任國內外專業社團理監事、秘書長、委員





專業教室
視聽教室、團體輔導室、個別諮
商室、讀卡資料分析室、心理實
驗室(腦波、眼動、學習、電生理、生理

回饋、認知)、電腦化測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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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環境

* *



系上溫暖的心靈空間

在忙碌的生活中，有個喘息的空間

也是學長姐、學弟妹培養感情的好地方

* *



專業教室
儀器設備

腦波記錄分析系統、眼動監視
器、斯肯納箱、生理回饋儀、
混色儀、鏡描器、視覺認知儀
、聲光反應測試器、視野計、
諮商錄音與錄影器材、光學讀
卡機、多媒體教學器材、電腦
廣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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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研究設備（Apparatus）
實驗的環境大約4~5 坪

SR Research EyeLink 1000 Desktop and Remote眼球追蹤系統

取樣率為1000HZ（每秒取樣1000 次）

具高解析度，以瞳孔- 角膜模式，在採樣率達1000 Hz 下，解析度可達0.01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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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期刊
中西文專業圖書約八千冊，典藏於總圖書館。另購
PsycArticles電子期刊資料庫置於總圖書館網站。
系圖書室放置近兩年外文學術期刊達八十種，歷屆
碩博士論文及視聽教學影片數百套

* *



獎學金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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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亮東、皇甫珪教授獎學金

– 本校心輔系三、四年級各一名，前學年學業成績平均80分以上者。

• 韓幼賢教授獎學金

– 本校心輔系學士班二、三年級各一名（以基督徒為優先），前學年學業成
績平均80分以上者。

• 黃堅厚教授紀念獎學金

– 本校心輔系學士班二、三、四年級各一名，前學年學業成績平均80分以上
者。

• 邱維城教授獎學金

– 本校心輔系：三、四年級在學學生，前學年學業成績80分以上，有愛心
，熱衷於輔導工作者。

• 學士班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

– 本校獎勵錄取就讀本校大一新生，其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優異(大學學科能
力測驗總級分達73級分以上者)及曾獲國際重要競賽獎項者；經審查通過
者，每名獎學金總額為新台幣500,000元。

臺師大獎助學金資訊

http://assistance.sa.ntnu.edu.tw/files/13-1001-301.php


獎學金_2
• 陳榮華教授育才獎學金

– 本校心輔系學士班二年級以上在學師資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全
班50%以上，家境清寒者或熱心服務者優先。

• 張春興教授紀念獎學金

– 本校心輔系及教育系學士班及研究所二年級以上學行俱優者（以清寒為
優先），前學年學業成績平均80分以上，有清寒證明者優先錄取。

• 簡茂發名譽教授獎學金

– 本校教育學系及心輔學系大學部在學師資生。其中獎助教育學系六名，
心輔學系三名，前學年學業成績平均80分以上。

• 郭肇坤先生清寒獎學金

– 協助本系學士班家庭經濟困難、生活困苦的同學專心向學。每學期至
多8名。(一至四年級每班各2名，共8名每名1萬2,500元) ，熱衷於輔導
工作者。

• 陳生財林靜枝夫婦清寒獎學金

– 協助本系家庭經濟困難、生活困苦的同學專心向學。每學年至多10名。
(大學部二至四年級每班各2名，碩士班教心組和諮商組各2名共10名)。



1.中等學校教師：擔任國、高中輔導老師或高中生涯規劃老師

2.社會機構輔導員

3.工商企業界人事諮商員

4.開設私人輔導與諮商服務中心

5.選修本校基礎管理學程或進修國內外人力資源研究所，未來

從事人力資源管理相關工作

6.擔任法院心輔員、心測員，或通過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擔任

法院觀護人

7.通過高考擔任教育行政人員。

* *

本系未來出路



傑出系友

•陳榮華：曾任教育部高教司長

•何榮桂：曾任教育部電算中心主任

•宋曜廷：2015.8.1~至今擔任本校副校長

•陳學志：2015.8.1~至今擔任本校教育學院院長



本系進修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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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進修國內外諮商心理相關研究所，未來可擔任諮商心理師

或從事相關研究。

2. 進修國內外教育心理、學習與教學、發展心理、學校心理

、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未來可從事教育相關工作或研究。

此外，也可選擇出國留學，參加公職考試、參加公費留學考試

及參加國外各機構所提供的獎學金甄試，作為進修之管道。



入學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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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申請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科目 檢定
篩選
倍率

學測成績
採計方式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指定項目 檢定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前標
前標
均標

─
─
─

─
─
─
─
─

2.5

*1.00
*1.00
*1.00

*1.00
*1.00

─

40%

小論文筆試
口試

─
─

25%
35%



• 繁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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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測檢定項目及
標準

分發比序項目

國文 均標
英文 前標
數學 均標
社會 --
自然 --
總級分 均標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英文級分
3、學測國文級分
4、學測數學級分
5、高一、高二英文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
名百分比
6、高一、高二國文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
名百分比
7、高一、高二數學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
名百分比



• 考試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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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測檢定項目及標
準

指考科目考試採計科目及方法 同分參酌順序

無

國文 *1.00
英文 *1.25
數學乙 *1.25
歷史 *1.00 
公民與社會 *1.00

1.英文
2.數學乙
3.國文



考試分發、個人申請 、繁星推荐 最低錄取總(級)分

* *

學年度 考試分發
甄選入學

個人申請 繁星推荐

98 370.73 (18名) 63 (10名) 59 (4名)

99 403.36 (18名) 65 (10名) 58 (4名)

100 419.08 (18名) 67 (10名) 57 (4名)

101 423.08 (18名) 68 (9名) 58 (5名)

102 450.05 (13名) 67 (14名) 57 (5名)

103 450.50 (21名) 69 (7名) 62 (5名)

104 410.98 (20名) 69 (8名) 54 (5名)

105 429.15 (14名) 67 (15名) 53 (14名)



僑生管道

•本校海外聯招委員會獨立招生，本系提供4 
個名額。

•僑生申請甄試入學為2個名額



大學新生座談

2013新生座談



迎新宿營



系學會活動



心輔週



心輔之夜



與密蘇里大學師生交流



運動會與啦啦隊



服務學習講座



與僑外生聚餐



心輔營



更多關於心輔系的資訊，
歡迎上心輔系所網頁參觀

http://www.epc.ntnu.edu.tw/main.php

http://www.epc.ntnu.edu.tw/main.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