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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說心語～系所專欄  

■許育光／系主任 

各位心諮寶貝大家好： 

 

新年快樂！ 雞年呈祥，築豐冠傑，祝福大家新學期、懷抱新念想與行動，都一切順遂圓滿。 

 

在校際整合的兩個月來，系上很努力的在適應新的高教視框和清華頂尖大學的架構，但也在所有

老師的努力下，很積極的在開創新的發展路徑和研商新的願景。 

在經歷幾週的大震盪和所有法規架構的更動下，新的老師組成、新的教學分組、新的整合學群、新的

專業學程、新的課程規劃和新的人事服務等，都在分秒必爭中漸次上了軌道；這部分要大力感謝系辦

最為辛苦的淑婷姊，以及新加入我們系的莉婷姊和幾位在系辦公室協助庶務的夥伴們，期盼大家每次

來到辦公室的時候，除了詢問和處理要務之外，也別忘記給工作同仁們加油和打氣。 

 

心諮系一路走來，十二年的光景是一個茁壯與穩健向前的大家庭，從竹大心諮轉換為清華心諮，

雖然碩士班分了三組、碩士在職專班有兩班，大學部即將招收的新生外加有國際學生、僑生、陸生、

原民同學、身障同學等，以及可能感興趣於心理學或人力資源等而前來取經的各系同學，組成繁多、

廣聚英才是一種未來的風景，多元的論劍和共學，將潛默的滋養心諮學習場域的開放和彈性，綜合大

學架構下的鬆融，反倒將幫助認真投入學習的你，更豐實與嚴謹的開發出您無限的潛能。時間許可，

多些運用清華既有資源的嘗試和體驗、結交不同系所的朋友、加入不同性質的社團、參與看來有趣的

演講或學術活動、或主動跨系所的去選修課程等，都可以是 2017新春最為重要的心展望。 

 

人員和組成的師生變得較多了，但我們的情感將比過去更為濃厚；承接歷屆校友學長姊已三十而

立、研究所學長姊也已四十不惑，以及系上師長員額陸續增聘；新的清華心諮，在發展上更看重：師

生間、同班同儕間、上下屆班級間、系所學會間、研究所各組間、校友學長姊和在學同學們之間的交

流，在心諮這個大家庭中不分竹大或清華，一脈的能持續對台灣在地或放眼世界，有更多的實質影響

和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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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在整併入清華後有幾些重要的大事。學術上：目前我們的大學部課程因蘊清華跨領域學習思

維，大學部已規劃有跨領域之「心理學」第一、二專門領域，以及「人力資源管理」第二專門領域；

同時也在小學輔導教師培育外，朝向中等輔導教師之系列課程規劃，106的各領域新課程也在老師們的

努力下修定完成了；日間碩士班分為「諮商心理」、「專精心理」與「工商心理」三個教學分組，碩士

在職專班延續有「輔導諮商」及「工商心理」兩組；發展上也朝向增設博士班之規劃和提出審議，積

極的建構相關研究中心和實驗室。師資上：我們廣納傑出優秀的教師群，目前 19位專業博士級教師，

各具獨特專業與精通領域，分屬與整合發展為「輔導與諮商心理」、「認知與教育心理」、「社會與文化

心理」、「工商與組織心理」等四個學群，目前也仍積極還在持續的延聘新進老師或學界、業界、實務

界的頂尖老師。招生上：今年的碩班招生我們碩士班的表現受到肯定，也受到媒體報導，逆勢在少子

化的浪潮下反增，值得我們更進一步的努力，在合併之初可能大家對＂清華心諮＂這樣的名稱還很陌

生，系所也製作了美美的傳單，傳單可以寫上您要贈送或鼓勵者的姓名後給她/他，大家可以到系辦領

取或拿一些，有焦點的分發給您對心理學有興趣的學弟妹們喔！ 

 

隨著整體系務的發展，2017 年我們將會展開系務發展諮詢會議，以及一系列的演講和學術研討

會，擴展大家的學思經驗和領域；除了大師開講，也希望有更多的共學機會，邀請同學或學長姊有些

Psy Café的時段，用很簡約的一小時給大家一個全新的世界，包括：海外遊學、社會服務、國際志工、

專案參與、方案行動等都好，可以從系辦或老師推薦邀請，我們也可以自己來報名，在輕鬆的愉快氣

氛中彼此激盪。 

 

在系所宣傳的聯外事務上，系辦公室與系所學會也期待有些合作，未來在心諮營、迎新的心諮薪

傳營、國際學術會議，或心諮品牌的中小學成長營隊等，我們都高度需要具備領導才能、方案企劃、

團隊輔導、活動執行和專案管理的您，一同來參與，因此從二月春來乍暖還寒時，我們將開始招募系

所的薪傳領導團隊尖兵，在系學會與輔導師長的指導下給予些訓練，並能創新的延續相關基礎，開創

與引領心諮系的社會貢獻力，歡迎傑出優異的您，一定要來報名甄選喔！ 

 

新學風，新氣象；新學期，新希望。在嶄新的清華架構下，雖春陽如常，楊柳如依，心諮系與您

彷彿正要出遊的一行旅者，您會在背包中裝備些甚麼呢？一路走來，已有基礎是我們共同的力量，正

需要一點點勇氣來一起開創新局。一期不只有一會，很多的聚會期盼能帶來更多的期許；2017，一起

來準備行囊，一齊踏上共學旅程，傳薪、也傳心，一同開創新系所的新地圖。 

 

所學會會務報告 

■邱意祺／所學會長 

    回首過去半年，所學會籌辦了迎新、心理劇工作坊、兼職實習分享會等活動，藉此增進研究生間

的經驗交流及專業成長。在 1052 學期，將於四至五月辦理所學會交接與送舊活動，並致力於推行全/兼

職實習資料彙整大平台，期盼透過各屆的努力及累積，提供學弟妹豐富的訊息，做出更合乎自己專業

需求的職涯安排。 

系學會會務報告 

■黃寶瑩／系學會長 

    本學期系學會主辦及協辦許多活動，一切能夠順利完成，全仰賴每位成員的努力，在此致上十二

萬分的感謝！隨著新學期的開始，系學會之新任會長與副會長選舉在即，歡迎有志者角逐，也誠摯邀

請更多新血加入系學會，使系學會更加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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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要聞 

 教育部核定，本校與國立清華大學自 105年 11 月 1日起整併為「國立清華大學」。 

 整併後系上由原來的 11名專任師資，增加為 19名專任師資（3位來自於原科技所人力資源組、3

位來自於校本部師資培育中心、2位來自於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 

 系辦公室新增生力軍-「陳莉婷小姐」，未來將負責學士班相關業務；原助理「張淑婷小姐」將負責

碩士班相關業務。 

豐收時刻 

 【105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諮商心理師通過名單】 

古苑詩、田偲妤、何佳明、周怡蕙、鄭博鴻、李東峰 

 

 【系友考取碩士班榜單】 

105級系友 葉耘綱 本校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正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碩士班 備取 

 鍾怡安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正取 

  國立中央大學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備取 

 何采恩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正取 

104級系友 黃思瑩 本校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正取 

102級系友 許靜怡 本校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正取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碩士班 備取 

  國立臺南大學 諮商與輔導學系碩士班 正取 

101級系友 林書羽 
Ｎortheastern 

University東北大學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碩士課程（人力資源管

理碩士班） 

碩士班系友 陳怜君 本校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碩士班課程與教學組 備取 

  臺北市立大學 教育學系碩士班 正取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班 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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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進師長側寫  

 

林旖旎 教授 

原校本部師資培育中心 

專長：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心理社會發展 

我主修心理諮商

與人類發展，研究領域

聚焦於心理諮商與心

理社會發展，尤其關注

初入成年人（例如大學

生與研究生）。諮商為

有意義且具挑戰性的

工作，可以助人，但主

要獲益者是自己。接觸

新個案或新學生時，即使一切未知，仍充滿希望的

能量與改變的契機。能投入諮商領域與學生及個案

共同學習成長，一起面對生活與生命，我很珍惜，

也覺得很開心。 

 

江旭新 副教授 

原人力資源與數位學習科技研究所 

專長：人力資源發展研究、組織溝通研究、品牌

人力資源管理 

大家好！我是江旭

新老師，來自本校科技所

人資組，本人畢業於國立

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系博

士班，學術專長為行銷管

理、品牌人力資源管理、

組織行為，歡迎對跨領域

研究有興趣的同學來找

江老師討論。很高興成為

心諮系大家庭的成員，未來本人會將學術專長貢獻

於心諮系，期待與大家一同學習成長。 

 

 

 

 

 

 

陳殷哲 副教授 

原人力資源與數位學習科技研究所 

專長：人力資源發展、教育訓練與發展、生涯發

展與規劃、職能發展 

賓州州立大學為一

所名列世界百大研究型

導向的美國大型州立大

學，就讀的人力資源發

展研究所在全美專業領

域排行上即名列前三

名，向受好評。近年教

學與研究著重於人力資

源發展、教育訓練與發

展、生涯發展與規劃及職能發展，並深信積極的

學習態度以及充沛的專業學術能量，能勝任未來

教學、研究與行政工作的持續挑戰。 

 

陳舜文 副教授 

原校本部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 

專長：社會心理學、學習與動機、心理學知識

論、道德心理學 

我的學術專長是社會

心理學與文化心理學，研

究主題包括學習與成就動

機、道德心理學等。自從

大學進入心理系之後，我

就一直覺得心理學是非常

有趣的學問。只要與

「人」有關的事，就與心

理學有關。清華大學終於

有了專業的心理學科系，很高興能和大家一起耕

耘這塊美好的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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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政宏 副教授 

原校本部師資培育中心 

專長：教育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心理與教育統

計、認知與學習 

各位同學大家好，我

是劉政宏，很高興有機會

認識大家。我的學術專長

是教育心理學與社會心理

學，開設的課程大多是有

關這兩個領域以及分析方

法的課程。我過去的學術

興趣是在研究有關學習動

機、態度與說服以及幸福

感的主題，近幾年也開始嘗試針對一些社會上爭

議的現象進行探討。未來的日子裡，應該會有越

來越多的機會和同學們互動，希望能跟大家相處

愉快喔。 

 

 

 

 

 

吳淑鈴 助理教授 

原人力資源與數位學習科技研究所 

專長：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組織行為、組織理

論 

個人畢業於中山大學人力

資源管理研究所博士班，專長領

域在於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研

究興趣在於瞭解如何藉由建立

適當的人力資源管理制度影響

員工正向心理與正向組織行為；

教學上著重於理論與實務兼顧，

並採用互動式教學，重視學生參

與討論。很高興趣加入教育心理

與諮商學系這個融合不同心理領域與諮商輔導領

域的大家庭，期盼未來師生們能一起激盪出更多跨

領域的火花，也能培養出懂得獨立思考與主動學習

的學生。 

 

 

陳承德 助理教授 

原校本部師資培育中心 

專長：心理測量理論與應用、應用統計 

「中國人愛考試，西洋人也愛考試，全世界的人

都愛考試，恐怖喔！恐怖到了極點喔。」 

人有種「知己知彼」

的特性，聚在一起的時候

會互相比較，獨處的時候

會思考自己是否患了憂鬱

症，因而（了解人）工具

應運而生。不只如此，對

工具的品質，更是眾人關

注的焦點，例如：學測的

學生想知道自己的作文是

否被公平評分？智商 110的學生想知道自己是否

真的過於常人？參加復健的病人想知道自己是否

真的有顯著的進步？這就是心理計量所關注的焦

點。大家好，我是陳承德，研究的領域就是這門

長時間以來不斷被需要的學問，歡迎有志一同者

一起投入這個研究行列。 

 

 

詹雨臻 助理教授 

原校本部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 

專長：認知神經心理學、幽默與情緒、動機與記

憶 

清華大學學習科學

與科技研究所助理教

授，合聘於心諮系。主

要研究領域有認知神經

心理學、幽默、動機、

情緒與記憶。研究工具

有行為實驗、眼動儀、

腦波儀（EEG/ERP）、功

能性磁振造影

（fMRI）。歡迎對跨領域、心智與大腦或臨床神

經科學研究有興趣的同學加入我們 CHAN Lab 團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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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築充電寶～學長姐課程經驗分享  

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 

■張慕平／碩一本科系學生 

對於這堂課的修課建議，我只有一個半要

說，第一個是「多留一點時間給自己(和別人)，

另外半個則是：「開始做就對了！」 

關於第一點，老師常說，「諮商」是個來來回

回的過程。換句話，如果只讓事情從頭到尾發生

一遍、來回一次，那該有多可惜、多不完整；透

過來回的歷程，我們得以更貼近目標。還記得學

期初在準備個人理論報告時，抱著難嚼的客體關

係文本，不斷懷疑自己的中文程度，隨著時間的

逼近，心裡不知道有多焦急，把書來回反覆地翻

了幾次，才漸漸找到一點感覺。那時除了慶幸自

己沒有太晚開始準備，也經驗到事情是一個連續

的過程，它是積累的，而非表面上全有或全無

的。也因此，多留一些時間讓自己去浸泡在不是

那麼熟悉的事物裡，對於新的領悟及獲得往往是

很有效的。 

最後，「開始做就對了！」則是要搭配著第一

點服用的。萬事起頭難，對於我這個拖延患者來

說更是如此，但只要想到過程是來回的，其實也

就不會那麼下不了手了，不只在單項作業上是如

此，在整個學習的歷程上更是。 

這兩點修課建議，對日子也是一樣的，因為

當你能開始這麼想的時候，那些害怕或掙扎也就

自然會消散許多了。 

■陳吳彩鳳／碩二非本科系學生 

回想去年修「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課程，

就如同一場「自我諮商」的歷程。「非本科系，又

是推甄進來的我，有辦法跟上大家的腳步嗎? 」、

「每週一個理論，又是原文書，我有辦法消化吸

收嗎? 」。「我跟大家的差距到底有多遠? 」是起

初放在我心中的重量。 

 在這種光景下，我安靜地回想來到這裡的初

衷：我想在諮商領域紮根，我想學好相關的知識

與技術。在這個想法下，是不是本科系的，是不

是考進來的，都已經不重要。我把焦點放在「我

怎麼學好它」。因此，在考量可用的時間、選修的

科目，及學科重要程度與學習重點後，我做出了

幾個學習策略，首先，想辦法「融會貫通」理論

的精神與知識，重要英文單字要記起來，有空再

參考原文書。接著，就算覺得自己問了笨問題，

還是要勇敢提出來。在下次上課前，想辦法先讀

完。上課時，仔細聽，想辦法弄懂。 

隨著自我覺察的過程，我慢慢發現了自己的

議題，就不再覺得老師是針對我，反而覺得收穫

良多。這個自我覺察的過程其實蠻辛苦的，但對

我來說，卻是比課程更重要的人生收穫。 

最後，勉勵未來的學弟妹莫忘初衷。 

 

團體諮商理論與實務 

■何育修／碩二非本科系學生 

 課程的前半段，老師讓我們在課堂實際演練

團體，運用簡單的媒材，從團體規劃、招募篩選

成員、到團體歷程的運作，透過體驗的方式，讓

我們實際體驗，並在每個階段停留一會，帶著大

家進行反思。對我而言，從老師每個階段的反思

中，一來是提醒自己身為領導者須注意的重點，

二來是讓自己在反思後對於團體諮商有更明確的

概念與想法。 

 課程的後半段，老師安排讓每一組的同學在

課堂上帶領一次的團體，在課堂外，我們也要參

加別人所帶領的團體至少 6次以上，擔任成員實

際體驗團體。參與團體的這個過程雖然很辛苦，

但是在參與的過程中，可以和課堂上所學到的去

核對：這個團體正在什麼階段、領導者正在運用

什麼技巧等等，同時也可以站在成員的角度，體

會一個團體的進行是如何影響自己的感受，整個

過程幫助我對團體的概念更加紮實、明確。 

 修習團體諮商這門課，對我而言，積極的投

入課程就是最好的準備。團體是一個很奇妙的東

西，它需要「當下」，需要臨場的反應與判斷，而

跟著老師的課程安排，一步一步確實的參與、吸

收、反思、再參與，就能夠讓自己擁有團體的敏

感度，明白原來團體諮商是這麼一回事。希望大

家也可以在積極投入的過程中，也有滿滿的成長

和收穫。 

 

品牌心理學專題研究 

■呂淑宜／在職專班學生 

抱著好奇的心，踏入了品牌管理專題這一門

課。品牌管理是甚麼? 課堂中高教授講解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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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管理的專業知識，如品牌文化、品牌價值、

品牌權益(Brand equity)、STP (Segmentation, 

Targeting & Positioning)策略、USP (Unique Selling 

Proposition)主張等，由淺至深逐步將同學帶入品

牌管理的學術殿堂。 

修本課程首先遇到的挑戰莫過於國外著名專

業期刊文獻的評析了。高教授認為這是研究生學

習與探討流程的一個很好的起始點。評析文獻要

先釐清主題及各變數之間的影響關係與關鍵字，

而摘要則是該篇論文的精華所在，務必要仔細研

讀且全盤貫穿理解。 

高教授還強調期刊中假說的論述、文獻理論

佐證與假說設定的邏輯性等，都是值得學習與探

究之處。至於研究設計、研究架構、研究方法及

假說的檢定等，則需要一些社會科學研究及高等

統計等的基本功。 

 另外，高教授要求同學就本堂課所學，以某

品牌為主題，就其歷史、品牌定位、SWOT分

析、未來展望及對該品牌建言等，從品牌管理專

題所學知識，用自己的觀點做成期末專題報告，

這是本課程的另一大挑戰。 

 尼爾森的《突破創新報告》指出，成功的產

品都有一個共同的特性：「完成了客戶之前沒有被

滿意解決的具體任務」。品牌是烙印在消費者心中

的印記，是對該企業、產品或服務的直覺反應，

是消費者對該品牌所有印象內化後的總和。成功

掌握「顧客洞見（customer insight）」；產品契合

顧客需求之「待解決任務（job to be done）」，才

能讓品牌價值&品牌權益達到顛峰。品牌管理是

相當專業的一門學科，品牌經營需要不斷努力且

貼近顧客需求，才能成為市場上長遠的

Superstar。 

 

專業倫理與法律 

■柯喬騰／大四學生 

    這門課的上課模式以報告

為主軸，大概留大約半節到一

節課，文秀老師會針對報告主

題做回饋以及一些經驗的分

享，或提出問題給大家反思，

不僅可以學到很多，也可以思

考很多的課題，就算往後不走

諮商，也能讓你學到多方著想，相信在決策是很

有幫助的！ 

    作業的部分是以課後心得為主，對報告主題

以及報告組分享的文獻之見解看法，而期中跟期

末各有一次考試，不過考試方式是以小組共同寫

一張試題，題目中有多種情境，組員們可以集思

廣益想出最佳解！如有意見相左也能寫在考卷

中，文秀老師很歡迎大家擁有自己的想法！ 

 

組織心理學     ■李宜諺／大三學生 

對我來說，組織心理學是一

個建立對團體、團隊與組織完整

了解的課程，學習到的理論與知

識也都在未來的實務課程或是生

活上都有應用到，像是激勵主題

中的期望理論。 

在教授課程時，老師會將教

材加入自己的知識，擴展我們對組織的相關因素

及各理論的了解，同時也加入許多額外媒材，像

是電影、文章與活動等，非常豐富，讓我們體會

從組織中的個人逐漸銜接至組織與個人的互動。 

老師也針對一些議題讓我們以小組的方式進

行討論，思辨真實案例可能的解決方式，以及以

辯論方式闡述自己的觀點，相當實用且有趣。 

對了解組織與個人還有團隊的基礎要素有興

趣，這門課相當合適。 

 

心理與教育統計(I、II)＆統計套裝軟體（SPSS） 

■林筠真／大四學生 

統計是大一的必修學年課，

這代表統計觀念在之後的課程中

是必備知識。統計相當重視各種

統計方法的運算。上課時老師會

逐步講解運算過程與解釋結果，

將這些步驟記下來。課後藉由課

本中的例題，以及作業來熟悉這

些步驟。建議以讀書會的形式，找固定的讀書夥

伴，每週定期討論統計作業。尤其，統計 II的難

度會較統計 I大幅提升。SPSS 也是以相同的讀書

方式來學習，但 SPSS較著重在各個統計的觀

念、SPSS 操作的步驟，以及對結果的解釋。在課

堂中，要記下各個表格中，所需要解釋的數據。

這部分可以用拍照的方式記錄，課後再整理成筆

記，較不會有來不及紀錄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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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學長姐工作經驗談

人力資源實務工作經驗談 

■新日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招募任用管理

師／陳玉雯 

我與心諮系綿綿不斷的緣分 

當收到心諮系學

會的來信邀稿時，開

始默默算一下，從心

諮系畢業到現在已經

有將近 6年的時間了

呢！不免俗地要說一

聲：「時間過好快！一

眨眼過就過了好多

年」。大學畢業後順利

推甄上彰師大人資所，研究所雖然念了三年的時

間，但畢業後也還算快能夠找到第一份工作，然

後也再度回到新竹生活。我想，這一切一定都是

緣分，完完全全沒有想到工作後還能夠跟母校再

度有所連結，因為在新日光這工作兩年多的時

間，也分別帶了兩屆心諮系的學妹們在我們人資

部這邊實習，總是可以透過學妹們更新系上的狀

況，而自己藉此機會再次回到學校參加學弟妹們

的實習成果發表以及看看老師與學弟妹們~ 

HR初體驗：明白時間管理的重要性 

想與您們分享一件進入職場後我的體認，學

生時期和工作後最大不同的一點是：完完全全無

法照著自己想要的 Tempo 做事！當還是學生的

我，是可以在交報告或是考試的前 1天，到圖書

館坐一個下午或是在宿舍熬夜一個晚上；但工作

後卻不是這樣了，想要好好做一件事卻很容易被

打斷，因為你每天可能會有響不完的電話要接(不

論是自己的還是幫同事代接)：很可能是其他部門

同事電話打來問你問題或是應徵者打來詢問面試

進度等等，同時，主管臨時要你先做一些調查報

告後回報，再來，一樓面談室正有一位應徵者正

在等著您下去面試，又突然想到下午要開訓練課

程，教材資料都還沒有準備…同時間，有好多件

事情卡在身上。這時候你發現時間管理將會是進

入職場後面臨到的挑戰之一，所以你必須懂得列

出緊急與否和判斷事情重要程度。 

在新日光兩年內，我有機會歷練教育訓練與

招募任用兩大業務內容，到現在我也還在學習如

何找到最有效率的工作方式與排程。我想，這無

論是未來想要走 HR 領域或是朝老師之路邁進的

學弟妹們，未來一定都會遇到的問題。也許您也

可以試著從成堆的報告作業、社團活動、打工家

教、談戀愛，這些滿滿的行程中，找出一個最棒

又可以 HOLD住精彩學生生涯的方法，共勉之。 

 

社區諮商實務工作經驗談 

■寬心自在心理諮商所／專任諮商心理師／李姿

瑩 

源起 

從碩班兼職實習到心理

師職業，從事社區諮商工作

已邁入第四年。 

起初並不知曉社區諮商工作

的挑戰有多巨大，但因自己

大學已主修教育，在諮商實

習時決定跳脫已經熟悉的學

校體系，加上自己熱愛具挑戰性、變化多端的工

作環境，因此選擇社區開業的心理諮商所。 

挑戰 

對於在社區服務的心理師而言，經常要挑戰

的是「學校沒教的事」，因為社區所服務的個案橫

跨不同年齡層、個案來源多變、所需服務類別的

迥異，且除了諮商專業以外，還需具備行政文書

處理、方案書寫、與生態系統工作及溝通的能

力，每一個環節都需要扎扎實實的學習，因此不

斷補充實務知能、跨領域(如社工、法律等)的專

業知識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社區心理工作

還需要強韌的復原力以及體力，才能讓自己免於

心理與生理的耗竭！ 

深耕 

縱然投入社區心理工作已進入第四年，但社

會現象與人們議題的瞬息萬變，使得社區心理工

作更加複雜與艱鉅，社區心理師必需要願意長時

間浸泡在挑戰中，才能更貼近社區系統的運作。 

社區實務工作如同農夫插秧，需要踏實穩步的耕

耘，並保有熱情與毅力才能將實務中所面臨的困

境與挑戰視為向下耕耘的基礎。如果學弟妹們喜

歡面對多元化的挑戰、熱愛跨領域學習、不怕上

山下海，社區心理工作是很值得投入的場域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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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所友風華～系所友會專欄  

傑出校友專訪-梁啟超老師專訪 

■李曉蓉／碩二學生／採訪撰文 

當初為什麼會走上諮商所？ 

大學輔導系畢業後當了三年輔導老師，發現

輔導實務工作會遇到複雜性很高的學生問題，就

像醫生一樣，需要不斷的進修。雖然無法像一些

學科用一支粉筆走天下，但輔導工作能遇到許多

不同的人，充滿挑戰與變化也很不錯。 

就讀竹大心諮的感想 

對我而言，讀研究所的過程很享受，學習是

開心的，就算很趕或有別的事也不會想翹課不

去。研究所跟大學讀書的感受很不一樣，可能因

為大學忙很多社團、讀書有時囫圇吞棗；等到有

工作經驗之後再回來讀研究所，對書本內容的體

驗、經驗上很不一樣。例如：團體諮商，在大學

部學的較高結構，偏向教育性工作多，研究所則

比較靠近諮商。 

雖然讀書、作業、上課都不會辛苦，但是寫

論文就很不容易。我雖然三年畢業，但其實從碩

一下開始寫了兩年半的論文，我的論文是有關團

體的質性研究，我在修個諮課時整理自己學派和

相關理論資料，修團諮課時就撰寫團體方案，修

衡鑑課時試著把相關測驗也放入研究中；到兼職

實習時，在機構先做了前導性團體。所以看起來

好像很快，其實還是花了很久的時間，只是比較

早開始。這樣算起來，如果我實習完才著手的

話，可能也要五、六年才能畢業吧！ 

我的兼職實習在心理治療所，全職實習在大

專院校，建議學弟妹全職與兼職可以選不同的場

域，接觸不同類型的環境。全職實習雖然也很想

去醫療單位，當時第一間面試就錄取了，我認為

大專院校的督導整體比較完備，而且是很不錯的

單位，就直接決定去了。 

研究所畢業後如何選擇生涯發展 

讀研究所的過程讓我省思心理師與輔導老師

的抉擇，因為自己喜歡教學、與學生相處，也喜歡

個諮、團諮，所以我選擇輔導老師的工作；有些同

學比較喜歡個諮、接觸成人、不那麼喜歡教學，畢

業後就選擇去大專院校或是社區，其實只要符合自

己的期待都是好選擇。 

回頭看讀諮商的心路歷程 

探索自己是一輩子都在進

行的工作，諮商一直是自助助

人的工作，有時好像在別人身

上看到一點點自己的影子，但

有時又覺得好像只是幻影，有

點玄。在這樣來回交織中讓我

對人、對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有興趣，比其他人多

了一些感觸或是感動，這種培養對人生的感覺是

諮商所和別系所很不一樣的地方。 

當然有時也會很挫折，諮商畢竟不是萬靈

丹；我會告訴自己，諮商偶爾能幫助一些人、紓

解壓力、有些許不同，那就夠了；畢竟自己也是

人，不是神啊！最終都要回到對方真正需要的是

什麼，而不是自己的期待。諮商要賺大錢很不容

易，但是做為人的生活來說，我覺得是很好的。

要對人抱持著希望，就像吳秀碧老師說的：「福慧

雙修」，能幫到別人就是增加自己的福報，幫不了

別人就增加自己的智慧吧！ 

給學弟妹的建議 

1. 不管是哪位老師，都要好好上課，因為老師上

課時間雖短，但都是濃縮了老師學習的精華；

另外，也要多多看書，看書可以幫助理解許多

外面所費不貲的研習內容。 

2. 與同儕多多聯絡，因為當遇到狀況時，可以彼

此討論、切磋、分享資訊。除了實質幫助外，

情緒上的支持也很重要。 

3. 論文要早點開始，除了盡可能把論文與課程做

結合外，也可以在固定的時間、地點寫論文。 

4. 要走心理師這條路，自己本身的基本功夫要紮

實之外，不能只想著要做諮商，如何行銷自

己，如何發現工作機會，或讓工作機會發現

你，這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演講能力、表達能

力、文字能力、甚至是行政能力都很重要。我

覺得我們所上的學生都蠻乖、認真的，在諮商

上很努力，在其他方面容易比較弱，可以多加

留意。 

5. 試著找出自己的特色或擅長的項目，因為心理

師法通過之後，大家都好像同一個模子印出來

的，找到自己的興趣、專長很重要。 

6. 對自己要有信心，很多事情或許就像育光老師

說的，不是能者多勞，是勞者多能，就盡量去

做吧！做別人的工作，學自己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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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築飛鴻～自由投稿  

海外志工－ 

新疆那拉提鎮烏拉斯台牧業寄宿制學校 

■趙元麒／大二學生 

為什麼會想要去呢？ 

在高中時，就曾海外服務感興趣，但最放棄

了機會。上大學之後，在一次分享服務學習的講

座中，有位講者的眼神讓我欣羨。出於對那樣眼

神的背景的好

奇，也出於原

有國際服務的

渴望，我重拾

了踏出舒適圈

的決定，並付

出了行動。 

到當地課輔所遇到的困難？ 

對於我而言，我造訪的意義是透過教育志工

來自我突破。但是對於他們而言，好似我們的來

訪就是來贈送禮物的，我們的服務已變得理所當

然。所以在教學過程中他們會對物品進行索取，

甚至有時候會問：怎麼沒有送東西給我們？ 

覺得感動或神奇的經歷？ 

其中有一堂課因為錯估了當地學生的活潑度

及對詞語的理解程度，使課堂混亂、多數學生都

沒有配合指令。但還是有一些學生會想要完成，

且會不停的和我確認學習單的使用方式。其中讓

我覺得最有趣、可愛的部分是在完成學習單之後

還會和我說：

「那這樣這份任

務完成了嗎？」

我給予肯定之後

還會鬆了一口氣

的樣子。他們的

重視，讓我很為

之動容。 

給想去海外做服務學習的人的一段話 

無法保證做了海外服務能夠有甚麼樣的收

穫，畢竟每次的服務都是獨特的。海外服務不一

定要透過組織，也可以自己規劃、接洽、申請補

助金等也不失為一種好方法。  

國際設計大展之志工之旅 

 

■楊媚／大三學生 

想嘗試的原因 

當志工可以嘗試很多不

一樣的東西，成為志工不需

要履歷表，首要看的就是服

務熱忱。另外又能多增加一

項經驗，所以有這樣的機會

就想要嘗試。 

在這段期間做了什麼 

從去年開始進行志工訓

練，暑假時在「fun松創意節」進行市集擺攤，

開放給民眾玩遊戲體驗，分享手作、文創品牌等

等的活動，並且在和民眾互動之餘還能達到宣傳

設計大展的目的。之後在展演期間則是負責導覽

國際城市館。 

這次經驗獲得的收穫 

因為沒有上場練習過，直接正式開始而感到

緊張，但等到正式帶導覽時，卻發現並沒有想像

中可怕，表現也比預期好。而且透過導覽工作，

有了慢慢欣賞展覽的機會，認識了很多新奇的設

計。此外，因為是國際大展，所以會遇到很多外

國人觀展，也因此會需要用大量英文對談，也藉

這個機會訓練英文，認識了許多不同國家的人。 

過程中遭遇到的困難 

整體來說我

覺得最大的困難

在於時間上較無

法全部配合，有

些時間調配是很

重要的。 

給想嘗試當志工的人建議 

「志工雖然是志願性的也沒有支付薪水，但

也需要負責任的態度，要謹慎看待這項工作。」 

未來還想嘗試... 

除了繼續擔任台灣同志遊行聯盟的志工以

外，未來有興趣的展覽也會想再嘗試帶導覽的工

作，多方體驗，多加學習，努力充實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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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比對小幫手 Turnitin 

■陳靈／碩二學生 

 今天小編在這裡要介紹一個厲害又便利的軟

體 turnitin。不論是面對大學畢業前的專題發表又

或是研究所最令人用盡生命書寫的論文(或各類電

子資源，如:期刊、電子書等等)，經常我們會希

望可以引經據典，也整理出屬於我們的想法呈現

出來。只是有時會一個不小心放入太多別人的

話，反而可能讓自己陷入抄襲之大罪了。雖然說

重新審視論文是重要的，但要再去一一比對實在

太難倒我們眼睛了。不過有了 turnitin 這個論文比

對軟體，他可以協助我們的論文進行原創性比

對，讓論文在發表前可以再確認一次文獻清單是

否有遺漏、是否有過度引用之疑慮、提高論文的

品質。真的是非常貼心的設計呢！ 

 

要怎麼使用呢？ 

第一步驟便是去學校網站申請帳號。由於這

是在併校後有的資源，目前還需等學校的電子資

源完全整理後，才能進行申請。雖然有些可惜，

不過也先在這裡向大家介紹這個好軟體，未來就

可以直接使用囉！ 

第二步驟當帳號申請通過之後，我們便可以

進入 turnitin 的系統，將自己欲檢視的論文上傳，

交給軟體做比對。步驟如下圖： 

1.登入 

 

 

2.課程畫面 

 

 

3.進入後，按提交 

 

 

 

4.選擇欲比對的論文，上傳 

 

 

5.確認文件 

 

6.系統比對中，請給他幾十分鐘處理 

 

7.處理完之後就到這啦！ 

 

 

不僅可以知道文獻相似度有多少之外，還可

以依照不同的註記去理解原始文字的出處，讓你

可以更有效率的比較與修正。是不是很方便呀！

也再次提醒大家，遠離抄襲風險，一起愉快畢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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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個技巧，讓你的 PPT既 power，又有 point

       ■方志宇／碩三學生 

 

一、快速製作自己專屬的精美 PPT，重視吸睛程度、呈現方式、畫面跟主題的搭配性 

只要善用 PPT裡的插入元件，在調整圖形、邊框內框，就可以製作精美的 PPT，連粉筆和板擦都

可以自己畫，可參考配色的網站：http://www.colourlovers.com/ 

如果你說這樣太耗時，很簡單，用 google或其他搜尋引擎，你也可以找到

很多圖文相符的輔助圖片，這都會大大提高你做 PPT的效率。分享我做 PPT常

用的幾個訣竅如下： 

1. 底色單一色調最實用，並善用對比色製作重點強弱 

2. 不要把講稿整個貼上，請善用列點 

3. 平時有良好的習慣善加儲存好用圖片 

4. 平常做完報告就將自己做的母片主題存檔，類似報告主題稍加修改，不只能重複用，也讓觀

眾看不出來你重複利用相似風格 

5. 善用母片製作，讓你實習、壁報分享，不用一直複製貼上相似內容，或一直把講稿、word 的

內容在重複貼上，無端浪費時間 

6. 統一修改字體，甚至直接製作專屬版本，以後都不用再調字體和大小 

 

二、使用投影片母片，讓重複出現某些字或將自製背景變成母片 

 

   
 

三、內嵌字型，不用再安裝字型在電腦，且別台電腦可是不能隨意亂改你的 PPT內容 

 

     
 

四、壓縮圖片，讓檔案變小，報告前下載檔案不用再等到天荒地老。將滑鼠點擊圖片，看到壓縮圖片

後，將圖片的壓縮選項全選如下，並使用文件解析度，馬上讓你文件大小縮小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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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瞭望台  

2-6月學術活動 (點入超連結即可看網頁)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社會變遷中個人與群體的健康關懷：臺灣阿德勒心理

學會 2017 年度大會 暨 阿德勒取向繼續教育工作坊 

106/2/25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找回專注力~ADHD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研習會 台北：106/3/05 

高雄：106/3/12 

台中：106/3/19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綜合科館第三演講廳 

高雄醫學大學 濟世大樓 CS302教室 

中國醫藥大學互助教學大樓 1A01 教室 

「諮商、臨床、工商專業進入司法場域：跨界新視野

與融合」學術研討會 

106/3/17 銘傳大學台北基河校區 6樓(台北市基河路

130號) 

台灣藝術治療學會 2017年案例研討會 106/3/18-19 新北市中和區四號公園樂學室 (國立臺灣

圖書館內) 

第十一屆園藝治療國際研討會 106/4/15-16 中正紀念堂一樓演藝廳 

2017南區沙遊治療進階工作坊─探索陰影：榮格理論

與沙遊治療的觀點 

106/4/21-22 勵馨基金會高雄市分事務所(高雄市苓雅區

凱旋一路 3號 6 樓) 

2017台灣臨床心理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106/4/22~23 國立臺灣大學博雅館 101、思亮館國際會議

廳以及心理學系館 

The WEI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106/4/24~26 Vienna University, Austria 

【亞洲區國際會議會前會】IPA會長公開演講 106/5/3 

19:00-21:30 
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國際精神分析學會 2017 亞洲區國際會議】在台灣 2017/5/4-5/6 台北晶華酒店 

 

徵才資訊(點入超連結即可看網頁) 

徵才單位 職缺 工作地點 應徵說明 

輔導諮商相關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生死與健康心

理諮商系 

助理教授以上專任教師 台北市北投區 博士，工作經歷兩年以上，需精通

英文 

中國文化大學文創人才發展中心 多元輔助療法/表達性

藝術治療系列課程講師 

台北市大安區 學歷不拘，工作經歷不拘 

鼎泰豐小吃店股份有限公司 心理諮商師 台北市大安區 碩士，工作經歷兩年以上，需出差

外派 

吳孟達身心精神科診所 全職心理師 新北市板橋區 碩士，工作經歷不拘 

財團法人創新智庫暨企業大學基金會 (賈桃樂學習主題館)職

涯諮詢專員 

新竹市北區 大學，工作經歷不拘 

大葉大學學務處學生發展輔導組 專任心理師 彰化縣大村鄉 碩士，有實務工作經驗者為佳 

私立信義育幼院 心理輔導員 雲林縣斗南鎮 大學，工作經歷不拘 

和春技術學院 諮商心理師 高雄市大寮區 碩士，工作經歷一年以上 

達易特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心理師 高雄市前鎮區 具心理師執照，工作經歷不拘 

人力資源相關 

台壽保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人力資源專員 台北市中正區 大學以上，工作經歷一年以上 

穩懋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薪酬管理師 桃園市 大學以上，有勞健保作業 1年以上

經驗者 

力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員工關係管理師 新竹縣湖口鄉 大學以上，工作經歷不拘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人力資源管理師 台中市沙鹿區 學歷不拘，工作經歷五年以上 

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人力資源專員 台中市西區 大學以上，工作經歷不拘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廠） 員工關係管理師 台南市安南區 大學以上，工作經歷三年以上 

臺南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人力資源主管 台南市東區 大學以上，工作經歷三年以上 

 

尋找伯樂！歡迎大力贊助 

捐款單可至本校首頁-校友-捐資興學-下載捐款單處下載 

http://1003.web2.nhcue.edu.tw/files/11-1003-908.php?Lang=zh-tw 

捐款用途請註明「心諮系系務發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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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ql4ZDNeJet5Zh1FGHAJ1GTU-JG2Nd0Crgmhl-2V5hIykTMQ/viewform?c%3D0%26w%3D1&sa=D&ust=1486990639090000&usg=AFQjCNEwi8oGeSveCpWzVm7b9Rgl07c5Kg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ql4ZDNeJet5Zh1FGHAJ1GTU-JG2Nd0Crgmhl-2V5hIykTMQ/viewform?c%3D0%26w%3D1&sa=D&ust=1486990639090000&usg=AFQjCNEwi8oGeSveCpWzVm7b9Rgl07c5Kg
http://signup.rmdaroc.org/sign_form.php?id=73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31TjmTQjKzp1pdQ2PVHG6XhpBF5OcBRHHuxX2qcSyn5cPxw/viewform?c=0&w=1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31TjmTQjKzp1pdQ2PVHG6XhpBF5OcBRHHuxX2qcSyn5cPxw/viewform?c=0&w=1
http://www.arttherapy.org.tw/arttherapy/catalog_course/course_post/data/arttherapy/tw/art_course/588/
http://thta.org.tw/content_detail.php?id=136
http://www.sandplay.org.tw/article.php?id=299
http://www.sandplay.org.tw/article.php?id=299
http://taclip.org.tw/index.php/2013-07-30-23-03-5/item/1330-2017%E5%8F%B0%E7%81%A3%E8%87%A8%E5%BA%8A%E5%BF%83%E7%90%86%E5%AD%B8%E6%9C%83%E5%B9%B4%E6%9C%83%E6%9A%A8%E5%AD%B8%E8%A1%93%E7%A0%94%E8%A8%8E%E6%9C%83-%E9%96%8B%E5%A7%8B%E5%A0%B1%E5%90%8D%EF%BC%81
https://www.westeastinstitute.com/viennaedu2/
https://www.westeastinstitute.com/viennaedu2/
https://psychoanalysis.org.tw/home/article_content/177
https://psychoanalysis.org.tw/home/article_content/177
https://www.104.com.tw/job/?jobno=565ai&jobsource=n104bank1&hotjob_chr=
https://www.104.com.tw/job/?jobno=4rsa1&jobsource=n104bank1&hotjob_chr=
https://www.104.com.tw/job/?jobno=4rsa1&jobsource=n104bank1&hotjob_chr=
https://www.104.com.tw/job/?jobno=2z673&jobsource=n104bank1&hotjob_chr=
https://www.104.com.tw/job/?jobno=50c01&jobsource=n104bank1&hotjob_chr=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description.asp?eNo=79762388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description.asp?eNo=79762388
http://sa.dyu.edu.tw/csc2705/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description.asp?eNo=78404717
https://www.104.com.tw/job/?jobno=56nww&jobsource=n104bank1&hotjob_chr=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description.asp?eNo=78403456
https://www.104.com.tw/job/?jobno=5a5u5&jobsource=n104bank1&hotjob_chr=
http://chrma.net/knowledge_1_1.php?id=5705
https://www.104.com.tw/job/?jobno=523pb&jobsource=n104bank1&hotjob_chr=
https://www.104.com.tw/job/?jobno=56tze&jobsource=n104bank1&hotjob_chr=
https://www.104.com.tw/job/?jobno=59xa5&jobsource=n104bank1&hotjob_chr=
https://www.104.com.tw/job/?jobno=57qm4&jobsource=n104bank1&hotjob_chr=
https://www.104.com.tw/job/?jobno=58gvu&jobsource=n104bank1&hotjob_chr=
http://1003.web2.nhcue.edu.tw/files/11-1003-908.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