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破教心與諮商的框架
　為培育具有實踐與行動能力之教育心理與諮商專業人才，因此
在專業訓練上，採教育心理及諮商輔導並重；課程的設計與規
劃，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主要分成「心理學基礎課程」、「研
究方法課程」、「專業課程」、「專業學習」及「論文寫作」等
五類。其中在「專業課程」，規劃「諮商理論與實務」及「學習
與輔導」的課程，除提供學生在諮商與心理治療應用之專業訓練
外，另建構學生對於學習輔導的專業知識及技能，使學生得以印
應證所學。另外為考量社會趨勢的需求，規劃「諮商議題」加強
學生在諮商與學習輔導的實務應用。教心所所長李麗君表示，教
心所對於社會的關照持續不斷，希望打破教育心理與諮商的框
架，同學們能具多元觀點，關照不同族群、年齡層等對象，用積
極多面向的角度，擔任助人角色。

　　　　　　     專任教師皆具博士學位
　教心所專任教師皆具博士學位，教授科目與個人學術研究領域
相結合，分別在教育心理、學習策略、學習診斷與輔導、職場心
理學、華人社會行為等領域均有豐富的專業展現。教師多元的教
學及評量方式，符合學習需求，並透過導師晤談、e-mail、教學
評鑑等多種方式確保學生充分了解課程內容，學生對教師之教學
方式反映良好，至97學年度止，柯志恩、李麗君均曾獲本校教學
優良教師。此外，為了培養學生的國際觀，本學期新進助理教授
林淑萍甫從國外回國，具有豐富的實務與研究經驗，提供學生更
多元的資訊。

 　　　　  教學方式多元 演練 雙管齊下
　教學方面，該所教師授課方式依課程性質不同，採用各種不同
教學方式，包括理論講述與討論、個案討論、錄影帶觀摩、實務
示範與演練、實地觀察、上機操作等方式，使學生更深入了解課
程內容。林淑萍表示，本學期她教授「諮商與心理治療技術研
究」，特別著重在實作方面的參與，因此她以三人為一小組，讓
學生嘗試以諮商師、被諮商者，以及觀察者的角色，針對不同階
段引發的狀況進行演練與討論，最後在課堂上做總整理。比起一
般的課堂講授理論，實作更能讓學生印象深刻，同學都說：「這
樣的上課方式非常有幫助。」另外，她也請學生表演身心障礙
者，讓他們親身體驗障礙者的身心情緒。
　學習評量方式則包括紙筆測驗、小組專題、書面報告、口頭報
告、課堂實作（如諮商演練）、課外實作（如校內外團體帶領、
接案）等方式來了解學生學習狀況，適時調整教學進度及授課方
式。柯志恩說明，除了基本理論建構之外，「我很重視教學要作
跨領域的結合，強調思考脈絡。」要求學生每次上課都要做一份
報告，經過長久訓練之後，學生會思考事情時會有邏輯與主軸，
這對學生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亦師亦友 像一個大家庭
　十分懷念求學時光的台北市諮商心理公會
總幹事張雅雯說：「所上師生互動密切，談
話像朋友一樣。」該所師生比例為9.1：1，
如學生在學習、生活及生涯規劃等問題，所
內提供多項輔導方式，包含校友返校交流、
學長姐與學弟妹交流、所長約談、教師晤談
時間以及慶生會等活動。另外更提供多元修
課輔導，舉辦新生說明會、提供研究生手
冊、所長個別約談、教師提供時間接受學生
諮詢、學長姐制及校友經驗分享等藉以幫助
學生修課輔導。李麗君指出，相較他校，本
所學生人數較少，尤其學習領域與人際溝通
相關，學習品質相對提升，加上師生關係互
動良好，「本所就像一個大家庭。」

 　　 督導實習 體驗諮商同理心
　李麗君指出：「學生要當諮商心理師就必
須有實習經驗，驗證所學，讓理論與實務相
結合。」該所學習的另一重點在於專業實
習，於碩二開設「教育心理與諮商實習」課

程，除了課堂外，每週需至實習單位實習至少6小時。碩三開設
「心理與諮商專業實習」課程，學生在實習單位每週至少32小時
的全職實習，並固定每週返校接受校內教師實習督導。該所每學
年初舉辦實習成果報告及實習經驗分享座談，由學長姊或校友分
享自身經驗，並鼓勵學弟妹。教師也會針對學生的需求，提供實
習相關事務之諮詢。另外，該所要求每位學生均具備被個別諮商
的經驗，以具備未來擔任諮商心理師之同理心。
 
                       積極參與成長活動 專業加分
　所內除了專業課程外，更提供多項專業成長學習活動，幫助學
生加強各項核心能力、課外知識與專業技能。因此規劃各樣學術
研討會、工作坊、專題演講、座談、講座等。李麗君表示：「為
使新生們能適應的更好，每年至少都會有一場迎新工作坊，使每
位新生能儘快適應本所的規劃及制度。」除校內活動外，該所學
生亦積極參與校外相關活動，如與台灣精神分析學會協辦「精神
分析與兒童—家庭工作坊」、與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協
辦「性、性別與性侵害專業課程研討」等。該所學生在國內外學
術活動參與方面亦積極主動，統計95學年度至97學年度止，平均
每位學生三年內參與各項學術活動之次數近50次。

      　　　　        教學 研究 實務兼顧
　教心所教師積極投入個人學術研究，每年固定申請國科會計畫
及發表學術論文，柯志恩及助理教授韓貴香曾獲研究獎勵。柯志
恩出版的學術性專書更曾獲得學術著作及教材出版與製作獎助。
該所學生畢業時需至少發表一篇論文，其中，校友魏瑜雯的「後
設認知技能涉入諮商員個案概念化過程研究」論文更榮獲中國輔
導學會優秀碩士論文、校友張博雅的「親子三角關係與大學生親
密關係適應之相關研究」論文榮獲第一屆中租社會人文議題碩博
論文競賽少年與家庭關係組優等獎。該所教師在諮商及學校實務
經驗豐富，在教學及研究上均能兼顧實務。
　除積極參與校內活動外，該所並進行各面向的社會服務。在
產、官、學界社會服務中，該所教師也踴躍參與各項學術相關活
動，包括支援學術社團之活動、受邀演講、擔任期刊編審、研討
會評論、工作坊執行等，自95學年度至97學年度止，該所教師參
與國內外學術研討會共計55場，「專題演講、帶領工作坊」共73
場，「產、官、學界服務」共計108場，其中「專題演講、帶領
工作坊」及「產、官、學界服務」之活動更逐漸攀升。副教授楊
明磊還擔任香港之世界華人性學家協會台灣分會會長，協助台灣
華人性學家與國際華人合作；李麗君實地關懷偏遠地區弱勢低成
就學生及進行學習輔導。教師們的社會服務內涵與其專業高度相
關，深受社會團體的肯定。

姓名 現任職務
趙曉娟 財團法人呂旭立紀念文教基金會諮商心理師兼執行長
江琪彬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兒童成長團體帶領者
邱湙絜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諮商輔導組諮商心理師
彭韻治 實踐大學諮商輔導中心主任
魏瑜雯 台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心理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
張博雅 亞耕有限公司董事長秘書
李雅珍 台北縣樹人女子家事商業職業學校諮商中心輔導老師
簡怡人 淡水鎮衛生所心理衛生中心駐點心理師
胡瓊君 台中王牌補習班英語老師
林淑媛 華岡藝校英語老師
鍾宜伶 台北醫學大學學輔中心輔導老師
蘇庭進 行政院戒菸專線服務中心專任諮商員
蕭慧君 台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校長室秘書
黃珊峨 親民技術學院學生輔導中心諮商心理師
楊靜芬 聯合心理諮商所心理師
陳玟樺 台北市中山區五常國民小學輔導教師
周雨霖 元培科技大學學生輔導中心諮商師
王國仲 黎明技術學院學生輔導中心輔導員
賴欣怡 清華大學諮商中心研究助理
吳宜倫 元培科技大學資源教室輔導老師
陳重佑 長鎮實業有限公司人力資源專員
周鼎文 台灣海寧格機構主任
曾瑋琍 台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心理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
陳念青 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單親家庭服務網絡單親網絡部主任
李克翰 淡江大學盲生資源中心輔導老師
張雅雯 台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總幹事
黃依婷 長庚大學諮商輔導中心輔導老師
李永真 天主教福利會約納家園諮商輔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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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文化中心主任羅森話史詩
　美洲研究所於5日邀請美國在台協會美國文化中心主任羅
森（Scott Robinson）蒞臨本校演講。以「Picturing America」
為題，羅森主任藉一系列風情畫冊介紹美國歷史，從悠遠的
原住民文化到現代的美國，時間跨越數千年，經歷了歐洲拓
殖、獨立建國、南北戰爭、經濟蕭條、工業時期。一幅幅畫
作儼然時光放映機，投射出精采史詩。例如：以《保羅列維
爾著名的夜奔》拉開獨立戰爭序幕，以《華盛頓橫渡德拉瓦
河》闡述英雄樂章，以《最後的莫希干人》禮讚英勇印第安
人，以《麥田老兵》象徵內戰後的新生。驚聲大樓國際會議
廳幾乎滿座，羅森主任為在場一百多位師生開啟視覺對話的
門扉，同時進行了美國歷史與繪畫的巡禮。（美洲所）

       台北校園《《《《 知識之海

       淡水校園《《《《  知識之城

Ms.Q之11電腦教室及實習教室

　對許多企業家而言，如何致勝克敵乃是最高之商業
機密，不僅不願透露，更是想盡辦法保護、隱藏。但
對於南僑集團的負責人陳飛龍會長而言，本其一貫回
饋社會、造福人群之理念，卻是選擇全然不同之作

法，不僅不藏私，反倒邀請學者深入淺出地以個案研究的方式，公開而盡
興地將創立近六十年的企業智慧，一股腦兒地分享給所有的「有心人」，
因為本書是一本如果你「用心」讀，將會在短短的時間內，透過一個陪伴
台灣走過經濟的艱困期、開創期、起飛期及豐收期的華人企業，看到整個
台灣與中國的興起軌跡與社會變遷，其豐富性與知識性不言可諭。
　全書除了有許多企管專家的媒介之外，更有趣的是在兩大主軸個案「上
海寶萊納的賺錢秘訣」與「南僑油脂的贏家哲學」中的每一章節後都會出
現精心設計的「討論問題」與「筆記心得」，宛如管理個案教科書一般，
相信會令許多曾徘徊校園迴廊、「逗陣」討論學問的讀者們，感受彷彿又
置身講堂的往日情懷。
　兩大個案的揭幕由時代的近、遠，分述了南僑集團如何在1996年重現在
陳飛龍兒時美麗記憶的上海，創立了準備征服13億中國人胃的寶萊納啤酒
花園餐廳；與1952起陳會長的尊翁陳其志先生如何敏銳地看到大時代轉折
中社會民生的需求，而落腳在大稻埕設廠並獨創半透明咖啡色的南僑水晶
肥皂，進而成為台灣的領先品牌。全書高潮迭起、筆觸張力不小，在恍若
口述歷史的「自我回顧」的穿插下，流暢地帶領讀者進入一位企業家心中
湧流不絕的智慧湖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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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產學能量 從基礎做起

外卡效應在淡江－
文／黃雅雯、張靜怡、梁琮閔

　針對全球化競爭與知識經濟模式的挑戰，如何充分
運用國家知識做為經濟發展的基礎，以促進產業創新
與經濟競爭力，已成為政府要務之一，而大學做為國
家社會的知識源地，產學合作無疑是整體經濟與社會
創新研發之最主要的途徑。就學校立場而言，產學合
作以智慧財產權為核心運作，其目的不單是提高學校
收益，更應透過智慧財產權的營運，將大學研發能力
與重要產業趨勢結合，建立將研發合作成果回饋至大
學整體教學與研究的機制。而大學除了貢獻智慧與研
發能量，其作育之人才多數進入產業界服務，學校課
程機制與業界結合，提供產業升級需要之創新型、國
際化人才，亦為產學合作的價值。
　值得注意的是，產業發展現今仍面臨許多問題有待
解決：目前大學產學合作模式以企業合作研發、接受
委託研究案方式為主，顯示其為業界「研發代工」的
性質，而非「直接利用學校研發成果」；其進行與媒
合通常以與個別教授合作而非透過學校機制與研發團
隊，此顯示學校研究之市場取向不足，其技術未能直
接運用於生產；智財管理能力仍顯薄弱，技術移轉或
市場化之專利行銷能力尚未成熟。
　相對於國外優秀學校之做法，目前我國大學產學

合作之作為，尚欠缺企業導向之精神，而主要問題
即智慧財產管理機制不足，造成整體大學衍生企業
（SPIN-OFF）之環境，包括：大學技術移轉辦公
室、育成中心之運作、大學相關人事制度、利益迴避
與產學合作衝突管理、大學行政管理體系、大學資金
運用、創業管理教育與創業網路等未能有效整合，距
國外大學產學合作環境尚有相當距離，其成效亦有相
當差距。同時，大學產學合作之基礎在於教師研發能
力之貢獻與投入意願，教師升等辦法雖已放寬評量之
限制，但並未形成普遍之共識，學術性論文發表仍是
年輕教師工作核心，教師對產學合作參與並無太多實
質誘因。
　產學合作對學校之效應，一方面對社會經濟貢獻知
識，另一方面亦應將社會業界需求引入學生課程學
習。雖然學校聘有相關實務人才進行授課、講座與學
程，但有關整體課程設計與產學合作結合之機制仍未
落實，各校對產業趨勢之掌握亦有不足。此學界與業
界聯繫的落差，恐為大學生失業率偏高的主因。
　在本校欲積極加強教師產學合作，增進學生就業實
習之際，建議本校應可朝以下較積極進取的作法重新
檢討與努力： 1. 真正落實重點研究經費之投入，補

助具創新產業價值之研究與開發。2. 強化學校智財專
業管理單位能力，以培養專業經理人才為核心，使其
對內有智財管理能力，對外為企業協商與技術協商之
窗口。3. 學校設置創投基金，校內師生研發成果，經
校內專業單位評估有商業市場價值之技術，則由學校
基金支助（資金入股），將核心技術轉換為高度商業
價值之市場產品，並與該創業團隊約定回饋機制。4. 
修正教師評量方式與升等評比，加重教師參與產學合
作評分比重。5. 依產業實際人才需求導向，結合產學
成果及重點研究領域，提出具體學程規劃（含實習安
排）及系所課程配套。 7. 明訂學生校外實習準則，
包含實習工作之學分、分派、訓練、指導及成績考核
等事宜，以落實強化學生實習實務知識。
　無論是學校經營者或各院、系、所、相關單位主
管，甚至是關心校務之校友，莫不思索如何強化產學
能量。然而產學合作面向十分多元化，各院、系、
所之間研究資源與取向亦有差別，單一面向的產學政
策，不足解決目前本校所面臨的產學困境，而應由制
度、人才及資金等基礎做起，建立更友善的產學環
境並提供學生更務實的課程，以期培育其就業基本技
能。

 　東京外語師資養成班參訪日語中心
　東京外語專門學校師資養成班於11日在該校深尾紀子老師
帶隊下，至台北校區日語中心參觀教學。該校師資養成班學
員每年均會在老師帶領下至本中心參觀教學，除觀摩教學法
外，並希望該校學員能了解外國籍老師如何有效率地教日
語。教學觀摩翌日晚間，由本中心學員帶領共赴士林夜市等
地，體驗台北之夜，互相交流。（日語中心）

　「身為一位心理研究者，我要求學生達成理性與感性的平衡
點，不能有跳躍性的思考，任何事情都必須有脈絡可尋，強調要
有知識，不能只有常識。」教心所教授柯志恩為當初創所的所
長，她表示，由於人心越來越空虛，無論是青少年問題或是社會
上的其他問題，都跟心理相關，社會需要專業告訴他們解決辦
法。「我們看到了社會的需求點，因應趨勢，才創立教心所。」
　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於民國91年成立，採教育心理與諮商輔
導並重，提供各相關機關之專業服務為宗旨。課程規劃除奠基學
生理論與實務基礎外，並定期舉辦學術研討會及演講活動，也邀
請畢業學長姐回母校分享經驗，增加學生課外知識的廣度。今年
再度獲天下Cheers雜誌評選為2010年度教育類熱門系所，為教育
類唯一入選之私立大學系所。
　該所教師無論是在諮商或學校實務均擁有豐富的經驗，與社
區、學校、各相關機構關係良好，不僅有助於產學交流與合作，
更可擴展學生在見習、實習，及就業機會。而教師充分展現其
個人專業長才，深受各界肯定。為強調學生學習品質，每位教師
與學生互動密切，並與學生有固定約談時間，有效掌握學生的學
習狀況及論文寫作進度及品質。雖然目前畢業生人數不多，但在
就業與報考諮商師證照錄取率均高，其中教師證照錄取率更是達
100%，皆顯示教心所辦學績效優異。

（教心所優秀校友眾多不及一一刊載。） 資料／教心所提供

　　  　 保險系新設三獎學金
　保險系於本學期新設「淡江大學保險系系友會證照輔導獎
學金」、「開心正道獎學金」及「保險會計急難獎學金」，
以獎勵表現優異或補助需要幫助的同學。
　「證照輔導獎學金」由系友會提供，鼓勵學生考取保險相
關證照；「開心正道獎學金」由系友戴立維提供，獎勵參
與校內外競賽得獎者、參與校內外公益活動者，或班級、社
團、系學會幹部；「保險會計急難獎學金」由系上兼任講師
陳源勳捐助，目前已發放七萬五千元，包括三萬五千元給予
八八水災的受災同學--保險三邱心婷、劉致慶等4人，每人
各一萬，幫助他們度過經濟窘境。邱心婷說﹕「大家的加油
鼓勵，我都會謹記在心，希望有朝一日，也有能力幫助別
人。」（張莘慈）

訓練邏輯思考是成為諮商師重要的一環

栽培諮商師 輔導社會的心

國立海洋大學諮商輔導組諮商心理師 邱湙絜
　我覺得淡江教心所無論是在實務或理論方面的訓練，都是相當
不錯的。雖然所上老師與學生的人數並不多，反而增進老師與學
生，以及同學間的高度密切互動與討論；此外，該所並未規定學
生只能選擇教育心理或是諮商輔導，讓我們的學習有更多元的選
擇，像我在海洋大學擔任諮商心理師，常常碰到學生有學習方面
的困擾，這時就能把我所學的教育心理概念應用到心理輔導中。
老師們也特別強調邏輯思考的訓練，因此才能馬上了解個案的
狀況，下正確判斷。在實習過程中，我發現在教育心理與諮商輔
導的學習上，是永遠學不夠的。畢竟每次面對的個案都有不同的
狀況，並非每套理論都適用，因此隨機應變、和學校老師的討論
很重要。且教心所每位老師對學生所碰到的困難，都非常樂意幫
助，這不僅給我溫馨的感受，也顯示整個教心所是一體的。

台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心理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 曾瑋琍 
　我認為所上的特色是老師們接納不同的想法，讓學生可自在的
發表意見，師生之間沒有距離，自由開放，可以刺激我們的想像
力。其中，柯志恩老師對我的影響很大，我以前不太會統整想
法，其教育心理學課程訓練我的思緒變得有條理。所上的學習教

育心理學與學習策略課程，加強我在理性邏輯上的訓練，在目前
的工作中，可幫助我解決學生心理上的困擾，提供學生學習方法
上的診斷，這是成為一位諮商師很重要的一環。

台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校長室秘書 蕭慧君
　讀研究所期間著重思考邏輯訓練、報告內容能有效地呈現重點
要項，有助於我在工作上的書面報告撰寫，同時能演繹及歸納工
作資料內容，清楚的表達相關訊息。秘書工作必須有效傳達校長
想法，安排各項事務進行，與各處室人員溝通合作，並綜理各項
資訊，所上的個人諮商或團體諮商課程中，加強我與人際溝通協
調能力，使現今的工作得以順利完成。柯志恩老師強調邏輯思考
及說話的技巧及魅力，提升書寫及談話能力，從她身上，我學到
效率和行動力，要成功達成目標不能空談，重要的是真正開始行
動。每次和她談完話總覺得豁然開朗，因為她能一針見血指出問
題所在，不讓我們浪費在無謂的藉口上，善用時間在更有價值和
意義的事情上。李麗君老師總是溫暖地給予支持與鼓勵，課業及
生活皆細心地提醒與教導我，協助我一步步釐清的問題核心後，
再引導思索解決問題。

卓

越

教心所
　本校獲得ISO 20000資訊服務管理的國
際認證，是全球第一取得該認證的學校
機構喔！如此優秀的成績是如何辦到的
呢？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電腦教室及
實習教室開放使用管理」的TQM流程
吧！
　問：本校電腦教室24小時全天開放，
軟硬體設備優良、作業速度又快，也有
多台印表機可以讓我們列印講義及報

告，學校是如何依循著TQM來達成這樣的優良服務呢？
　Ms. Q答：本校電腦教室真的帶給我們好大的便利呢！資訊
中心為求給同學最便利舒適的資訊環境，長期以來一直努力
維護軟硬體設備，並且隨時補充碳粉跟紙張，現在就讓我們
一起來瞧瞧PDCA的規劃流程吧：
　P（Plan）--依據每學年一般電腦教室教學實習支援座談會
決議事項，決定申請哪些可使用之教學軟體，依據ISO20000
資訊服務管理制度績效訂定績效指標，如：PC可使用率
≧97%、故障率≦2%；D（Do）--學期前電腦教室及實習室
的軟硬體設備將分批淘汰及更新，並且幫助工讀生及勞作教
育課程的同學作教育訓練；C（Check）--進行問卷統計分析
並且每個月檢核績效指標達成率，依據本校資訊中心教學支
援組網頁公開的數據資料顯示，電腦維修績效指標及電腦實
習室績效指標皆符合ISO 20000所訂定的標準，另外，資訊中
心也會定期舉辦滿意度調查，並且就同學們所提出之應改善
的部份給予回應；A（Action）-- 根據問卷調查的結果，提
出具體因應改進的方案，並進行追蹤列管改善執行情形，若
未達績效指標，也會提出相關的矯正預防措施。
　資訓中心力求給同學們最優良的資訊環境，同學們別忘了
要善加利用，且給予他們熱情的掌聲喔！（王育瑄整理）

 　  華語中心 朗讀競爭激烈
　成人教育部華語中心於上月30日在台北校園中正紀念堂舉
行中華語文研習班演講及朗讀比賽，本次除華語中心之學生
參賽外，亦首次加入淡水校園之外籍生，兩地學生交流競
賽，果然迸出精彩的火花。朗讀A組由來自印尼的王妙萍獲得
第1名，捷克的貝特拉取得優等；朗讀B組由印尼的林素媚勇
奪第1名，日本的船元勇希獲得第3名。演講則由印尼的黃素
西、林素媚，薩爾瓦多的孟熙娃、西藏的才讓多杰分別拿下1
至4名，他們也將代表本校參與國父紀念館所舉辦的全國性外
籍生演講比賽。（華語中心）

政大保險系主任王儷玲 從哈佛談國際競爭力
　商學院、學習與教學中心於13日邀請政治大學風險
管理與保險學系系主任王儷玲演講「從哈佛大學進修
經驗談如何提升我國大學之國際競爭力－哈佛大學個

案教學研討」，吸引許多師生參加。
　王儷玲此次主要是探討商學領域的個案教學，哈佛透過角
色扮演與情境分析等，重視課前預習與分組討論，老師的角
色在引導同學參與、思考、討論與分析，並清楚學生的就學
背景，依其專業領域做問答，以達個案教學目的。她認為，
個案教學需長期推動，但台灣的大學行政系統每三或五年就
替換行政人員，個案發展相對變得困難。許多大學邀請外國
學者來演講、交流，但學者離台後，很少人接續這些研究，
她建議應繼續研究外國學者提出的觀點、議題，提升我國大
學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張莘慈）

台北市諮商心理公會總幹事 張雅雯
　指導教授指導論文的方式是以互相腦力激盪的方式進行，因此
在學習上更有效果。舉辦活動後慶功或慶生時，老師們也與我們
一同狂歡，「我想正因為如此，系上的向心力才會如此強大。 」
另外，最令我難忘的是「印象心理劇工作坊」，因為這不同於一
般工作坊，是採體驗式的方式，開啟了從未接觸過的內在，讓我
有機會以另一角度接觸自我。迎新工作坊的影響也很大，打破我
的刻板印象，了解在學習也可很彈性、很多元。

淡江大學盲生資源中心輔導老師 李克翰
　我認為教心所他校相關系所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不走傳統、非
制式化的體制，以表演性藝術治療治療個案即為一例，使我能突
破障礙者身心靈上的限制，更有效地幫助他們。所上並重基礎及
實務，以一年級時的團體諮商課及二年級的兼職實習課對我影響
極大，因為有了實務經驗，我在諮詢個案時，得以了解每篇理論
之實用性及其需改進之處。所上要求每位學生均需被個別諮商，
因為這項經驗使我懂得病患被諮商時不安恐懼之心態，得以調整
自我腳步，學習以同理心看待個案，懂得撫平對方不安的情緒。

財團法人呂旭立紀念文教基金會諮商心理師兼執行長 趙曉娟
　柯志恩教授的「教育心理學」課程有助於學生思考的訓練，藉
由反思的過程，使我們洞悉在成長時如何面對學習機制，為自
己的學習歷程作分析。另外，教心所提供的實務經驗豐富，如
呂旭亞教授的「團體動力治療」，藉由參與及觀察人在團體時的
反應，深刻了解到人在群體中，如何進行治療及調查，並觀察非
言語所傳達訊息。後來進入職場，與個案互動時，我才能善知如
何回應及思考問題。此外，藉由開放式討論，營造絕佳的學習環
境，多參與校外舉辦的研討會，也有助於拓寬專業領域的視野。

實踐大學諮商輔導中心主任 彭韻治 
　我在念研究所之前，對於教育心理完全不懂，是個十足的外行
人，但是在淡江土木系就學期間發現自己很喜歡幫助人，尤其喜
歡偏向諮商方面的研究，研究所才會選擇念母校的教心所。所內
學風開放，求學氣氛很好，師生互動很熱絡。我學到心理諮商是
實務上的科學，它講求的是對人好奇的知識，對人對事的接受度
與包容性要大，任何一種結果都能接受，助人之前要先助己，處
理每件事都如履薄冰，才能熱衷於自己的職業。

　97年3月23日教心所學生參加表達性藝術治療國際研討會
會後工作坊，利用自己製作面具的過程中學習心理療法。
（圖／教心所提供）

97年3月23日教心所學生參加表達性藝術治療國際研討會

打破刻板印象  工作坊開啟從未接觸過的內在

　98年10月28日由教心所教授柯志恩（左一）帶領學生
進行學習診斷輔導課程戶外教學。（圖／教心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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