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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設立緣由與歷史沿革 

 

基於本校「承先啟後、塑造社會新文化、培育具心靈卓越的人才」

的使命，以及順應社會心靈改革的需求，在原有教育學程基礎下，整

合校內心理學相關領域師資，於 91 年 8 月成立本所。 

本所初期招生 10 名，由於報名踴躍，且有許多具實務經驗者欲增

進學理之知能，因此自 93 學年度起招收人數增為 12 名，其中 4 名為

甄試入學，8 名為招生入學。95 學年度因本所招生情況良好，學校多

核定 1 名招收名額，但考慮教學品質，96 學年度又恢復 12 名招收名

額， 100 學年度學校調整招生名額，本所招生名額增至 15 名，102

學年度起增加至 23 人，截至 102 學年度止招生 12 屆共 158 人。本所

每學年度學生錄取率均低於本院及本校之錄取率，學生每年報到率均

為 100%。 

本所自成立以來並不進行分組教學，主要是基於需要心理諮商的

族群愈來愈年輕化，學校輔導工作的專業性愈來愈受到重視，而學生

的問題受到學習與心理問題的交互影響；另一方面，基於助人者亦應

協助個案學習處理問題，因此在專業課程上，除提供「諮商理論與實

務」之課程外，並提供「學習與輔導」相關課程，本所希望所培育出

的專業助人者，除了具備一般心理諮商專業外，同時也能具備對學習

問題診斷與輔導之能力，以及幫助個案透過學習提升自我。藉由同時

修讀教育心理及諮商兩大領域課程，希望可以提升本所學生就業的競

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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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設立宗旨及教育目標 
 

本所主要設立宗旨為培育具有實踐與行動能力之教育心理與諮商

專業人才，提供各級學校、社區心理中心及各相關機構之專業服務。 

同時，在本校「弘揚私人興學的教育理念，創造精緻卓越的學術王

國」及本院「型塑優良學風、發揮專業服務功能」的願景，以及本校「培

育卓越人才」、「創造競爭優勢」等經營策略下，本所訂定之教育目標包

括： 

 

一、培養具有教育心理與諮商專業之實務工作者。 

二、提供學理與研究能力之專業訓練。 

三、增強學生專業知能在各級學校、社區心理中心及各相關機構之應用。 

四、藉由教育心理與諮商跨領域之結合，提昇學生就業競爭力。 

五、整合理論與實務，進而拓展師生多元之視野。 

六、培養學生具備獲取專業證照之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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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學生核心能力指標及檢核機制 

 
學生核心能力指標 檢核機制 

一、具備教育心理與諮

商的專業知識 

A、通過各科考試或報告檢核。 

B、符合本所各類課程之必修與學分之規定。 

二、從事教育心理與諮

商研究的能力 

A、通過統計方法與應用(或質化研究)及研究方

法課程。 

B、申請論文提要口試前，須通過 APA 格式考試。

C、以本所學生及第一作者身分於專業期刊或會

議發表論文至少一篇。 

三、從事教育心理與諮

商專業實務的能力 

A、完成專業課程實務演練之要求及考核。 

B、完成本所專業成長活動之要求。 

四、具備教育心理與諮

商的專業倫理素養 

A、符合專業倫理基本要求。 

B、參與倫理相關議題之活動或通過倫理課程評

量。 

C、在生活與課堂學習中能表現對他人的尊重與

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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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程規劃 

一、課程規劃之基本理念 

(一)課程規劃以教育目標為依據 

本所一向以培育具有實踐與行動能力之教育心理與諮商專業人才

自許，因此在課程規劃上，以本所六大教育目標為依歸。 

(二)課程架構呈現課程屬性與關連性 

本所將課程分為心理學基礎課程、研究方法課程、專業課程，專

業實習及論文寫作五大類，透過課程架構幫助學生了解課程之屬

性及其關連性，並進行循序漸進及發展專業能力的學習歷程。 

(三)課程設計突顯本所特色 

本所自成立以來，並未分組教學，強調學生同時具備教育心理與

諮商之知能，並考量市場需求及實際應用性及本所教師專長，規

劃出本所課程。 

(四)課程開設滿足學生學習需求及職涯發展 

由於本所學生大多希望畢業後可以取得專業證照，因此本所在課

程開設上盡量符合專業人員基本知識、心理師證照考試之需求及

學校輔導人員所需之專業課程，部份專業知能，如人格心理學、

危機處遇等則以工作坊方式提供給學生。 

(五)課程實施能適時調整 

為保持課程架構及內涵與時俱進及反應需求，本所透過每學期課

程委員會，檢討課程架構及開設課程，並適時進行調整，譬如將

「心理測驗與評量專題研究」及「心理衡鑑專題研究」二課程合

併為「心理測驗與衡鑑」；實習課程每學期各增加一學分；課程採

隔年輪流方式進行開課，如「家族治療專題研究」與「表達性藝

術治療 」輪開、「生涯諮商研究」與「學校社區及企業心理健康」

輪開、「多元文化與性別諮商」與「正向心理學」輪開等。 

(六)課程內涵能建構學生專業核心能力 

研究所學生應具備專業人才應有的基本能力，因此本所之課程在

內涵上是以能建構學生教育心理與諮商的專業知識、從事研究、

從事專業實務、表達與溝通之核心能力為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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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類課程介紹 

本所課程分為 5 類：心理學基礎課程、研究方法課程、專業課程、

專業實習及論文寫作。 

(一)「心理學基礎課程」：提供學生心理學相關的基礎知識，其中「教

育心理學研究」為必修課程。 

(二)「研究方法課程」：主要培養學生進行研究應有的基本素養，其

中「研究方法」為必修課程。 

(三)「專業課程」：在「諮商理論與實務」課程中，提供學生對諮商

與心理治療在學理上及實務應用上的基礎專業訓練；「學習與輔

導」課程強調學習策略、學習診斷與輔導，建構學生對學習輔導

的專業知識及技能，同時也提供與學校、生涯、認知相關之各課

程，幫助學生對學習概念有更寬廣之視野。另考量社會趨勢、實

際應用性，以及本所教師之專長，提供其他相關課程，以加強學

生在諮商與學習輔導的實務應用。 

在專業課程中，除「諮商與心理治療理論研究」為必修課外，另

外學生需由「學習策略研究」、「學習診斷與輔導」、「諮商與心理

治療技術研究」及「團體諮商研究」四門課中至少修讀二門課。 

(四)「專業實習」：提供學生將專業知能應用在各級學校、社區心理

中心及各相關機構。其中兼職實習每週至少實習 6 小時，全職實

習合計應達 43 週或 1,500 小時以上。未來欲報考諮商心理師者

需修讀此類課程。 

(五)「論文寫作」：主要為學生具備學術研究應有之水準進行把關，

學生在畢業前必須提出至少一篇期刊或研討會論文發表，在提論

文提要前，學生亦需先通過 APA 論文寫作格式之考試，確保論

文寫作格式符合學術要求，最後則依程序完成畢業學位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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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心理與諮商研究所課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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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所學習活動與核心能力、教育目標之關係 

為協助學生增進專業知能及實務經驗，本所除有正式課程外，同時規劃

及提供多元的專業成長活動。此外本所要求每位學生均具備被個別諮商之經

驗，以具備未來擔任諮商心理師之同理心。本所冀期藉由正式及非正式課程

與活動之實施，培養本所學生應具備之核心能力，進而達成本所之教育目

標。如下圖所示。 

 

 

 

 

 

 

 

 

 

 

 

 

 

 

 

 

 

 

 

 

 

 

 

 

 

本所學習活動與核心能力、教育目標之關係圖 

一、培養具有教育心理與諮商專業之實務工作者。 

二、提供學理與研究能力之專業訓練。 

三、增強學生專業知能在各級學校、社區心理中心及各相關機構 

之應用。 

四、藉由教育心理與諮商跨領域之結合，提昇學生就業競爭力。

五、整合理論與實務，進而拓展師生多元之視野。 

六、培養學生具備獲取專業證照之知能。 

正

式

課

程 

心理學基礎課程 

研究方法課程 

專業課程 

專業實習 

論文寫作 

教 

育 

目 

標 

一、具備教育心理與諮商的專業知識 

二、從事教育心理與諮商研究的能力 

三、從事教育心理與諮商專業實務的能力 

四、具備教育心理與諮商的專業倫理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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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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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討會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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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師資簡介 

一、專任師資：  

職稱 姓名 最高學歷 學術專長 E-mail 

副教授

兼所長 
楊明磊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心理學博士 

員工諮商、職場健康心理
學、團體動力、身體工
作、心理劇 

yangsir100@ 
pchome.com.tw

教授兼

學務長 
柯志恩 美國南加州大學 

教育心理學博士 

教育心理、發展心理、認
知與學習、學習診斷、創
思教學 

kochihen@ 
mail.tku.edu.tw 

副教授 李麗君 美國南加州大學 
教育心理學博士 

教育心理、學習策略、教

學信念、教育統計、測驗

與評量 

lichun@ 
mail.tku.edu.tw 

副教授

兼教發

組組長 
宋鴻燕 

美國佛羅里達州立亞特
蘭大大學哲學博士主修
心理學 

心理學（實驗發展心理

學 ）、音樂治療、健康心

理學、自閉症 

sunghy@ 
mail.tku.edu.tw 

助理 
教授 

林淑萍 
美國俄亥俄州立大學 
心理學博士 

諮商心理治療、心理測驗
與衡鑑、團體諮商、諮商
督導、多元文化治療與研
究 

Annlin566@ 
yahoo.com 

助理 
教授 

郭瓈灔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理與輔導博士 

諮商與心理治療理論研
究、諮商督導、生涯諮
商、諮商專業倫理、表達
性藝術治療、青少年心理
學 

olivekuo2002@
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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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學生修業相關事宜 

一、修業過程 

本所對學生修業過程有完整規劃(如圖)，以協助學生了解自己在本所之修業要求及未來發

展。同學在修習階段，主要的學習包括修讀課程、專業實習、論文寫作，以及專業成長活動，

透過正式課程及專業成長活動，協助學生培養核心能力，落實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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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學生修業過程圖 

 

‧ 筆試、面試 

‧暑期自我增強 
‧ 新生說明會 
‧ 先備專業知識檢測 

正 
式 
課 
程 

‧ 心理學基礎課程 
‧ 研究方法課程 
‧ 專業課程 

專業成長活動 

‧ 學術研討會 
‧ 工作坊  
‧ 專題演講  
‧ 座談、講座 
‧ 個別諮商經驗 專 

業 
實 
習 

‧ 實習內容： 
兼：初次晤談、個別諮商、團體諮商及心理測

驗與衡鑑等。 
全：個別諮商與心理治療、團體諮商與心理治

療、心理衡鑑(含心理測驗的施測與解釋)
及心理諮詢、心理衛生教育與預防推廣工
作。 

‧ 實習時數： 
兼：1 年，每週至少 6 小時為原則。 
全：1 年，合計應達 43 週或 1,500 小時以上。

論 
文 
寫 
作 

‧  學術論文發表 
‧  學位論文 

取得 
專業 
證照 

‧  諮商心理師 
‧  教師 

就 

業 

‧社區心理中心或相關機構心理諮商師或輔導人員
‧各級學校心理諮商人員或教師 
‧其他 

 
研 

究 

‧進修 
‧從事學術研究 

入  

學 

修  

習 

畢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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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2 學年度入學新生必修科目表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數

第１學年 第２學年 
備 註

上 下 上 下 

教育心理學研究 3 3     

諮商與心理治療理論研究 3 3     

發展心理學專題研究 2  2   

三選一 社會心理學專題研究 2   2  

人格心理學專題研究 2   2  

研究方法 3  3    

統計方法與應用 3 3    
二選一 

(院共同課程)
質化研究 3   3  

助人專業態度與素養 1    1  

論文 0    0  

以下空白       

       

       

       

       

一、修業年限：修業 1至 4年 

二、必修學分數： 15 學分(論文另計) 

三、畢業學分數： 32 學分(論文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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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2 學年度入學新生必、選修科目表 

102.04.16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 次所務會議修訂 

【必、選修科目表】 

  開 課 名 稱 學分 必選修 備註 

 
一上 

教育心理學研究 3 必修  

諮商與心理治療理論研究 3 必修  

變態心理學專題研究 3 選修  

諮商與心理治療技術研究 3 選修  

統計方法與應用＜院共同開課＞ 3 必修 二選一必修課程 

 
一下 

學習策略研究 2 選修  
團體諮商研究 3 選修  
發展心理學專題研究 2 必修  

心理測驗與衡鑑 3 選修  

研究方法 3 必修  

初談技巧與實習 2 選修  

 
二上 

學習診斷與輔導 2 選修  

諮商與心理治療專業倫理研究 3 選修  

質化研究＜院共同開課＞ 3 必修 二選一必修課程 

社會心理學專題研究 2 必修 二課程採隔年輪流

開課方式進行 人格心理學專題研究 2 必修 

方案規劃與教育訓練 2 選修  

生涯諮商研究 2 選修  

音樂治療 2 選修  

教育心理與諮商實習(一) 2 選修  

心理與諮商專業實習(一) 2 選修 三年級修課 

 
二下 

正向心理學 2 選修 二課程採隔年輪流

開課方式進行 家族治療專題研究 2 選修 
學校社區及企業心理健康 2 選修 二課程採隔年輪流

開課方式進行 多元文化與性別諮商 2 選修 
表達性藝術治療 2 選修  

後現代心理治療 2 選修  

正念減壓與正念認知治療 2 選修  

危機與創傷處理 2 選修  

創造性思考研究 2 選修  

助人專業態度與素養 1 必修  

教育心理與諮商實習(二) 2 選修  

心理與諮商專業實習(二) 2 選修 三年級修課 
 

※研究學二選一必修課程：「統計方法與應用」與「質化研究」(院共同開課)。 

※心理學基礎三選一必修課程：「發展心理學專題研究」、「社會心理學專題

研究」與「人格心理學專題研究」。        ＜參見課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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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課注意事項 

1.本所研究生於在學期間，可依個人興趣到外校修習本所未開設的課程。 

2.到外校修課前，需先依照跨校選課規定辦好一切手續才能到外校修課，未依程序修習  

的外校課程皆無法承認。 

3.淡江畢業生進入研究所前所修過的相關課程可申請抵免。 

4.跨校選課規定實施辦法：依教務處課務組「淡江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法」規定辦理。 

5.修課期間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請勿下載非法軟體與非法影印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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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畢業相關流程 

 
                                                           

                      

                      

 
 

 

 

 

期刊/會議 

論文發表 

完成 32 個

畢業學分

(必修15學

分，選修 17

學分) 

符合英語能力

檢定之規定

不
通
過 

起  

點 

確定論文

指導教授 

進行

論文

提要

撰寫 

申請論

文提要

口試 

進行論文 

提要口試 

修正方向 

或更換題目 

 

撰
寫
畢
業
論
文 

申請畢業 

論文口試 

不通過 

通
過 

APA

格式

考試 

通
過 

獲得教育碩士
學位(Master of 
Education) 

與指導教授 

討論、修改 

通
過 

進行畢業 

論文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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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學生專、兼職實習注意事項 

 

申

請

準

備 

1. 參加本所辦理的「實習座談會」。 

2. 蒐集各實習合格機構(學校、機構、醫院)資訊。 

3. 依各機構需求之申請時程，準備個人履歷表、自傳、實習計畫、推薦函及申

請機構要求之相關資料。 

4. 蒐集面試相關資料，做好面試準備。 

申  
請  
通

過

後 

1. 獲機構確認錄取時，應填具實習機構確認單送本所發文，經機構回文同意後

始得開始實習。(若申請中遇任何困難或皆未獲錄取，亦請告知所辦及尋求老

師協助)。 

2. 依各實習單位通知辦理報到、參加職前訓練。 

3. 在台北市聯合醫院實習者須依規定繳交體檢證明及實習指導費。實習指導費

請於 6 月下旬逕至郵局匯款後，將繳費證明單交至所辦，俾便辦理簽約事宜。

4. 與各實習單位協調實習時間、實習計畫等事宜。 

 
 
 
 
 
 
實

習

期

間 

1. 實習內容、時數及督導等請務必符合本所「實習課程修習要點」(兼、職)之

相關規定。 

2. 依規定按時返校上實習課程。 

3. 確定實習督導(行政、專業)後，即提供督導姓名、職稱及聯絡電話等資料給

所辦，以利製作督導聘書。 

4. 課程結束後提供督導的諮商心理師證號或督導證號等資料給所辦，以利製作

督導時數證明。 

5. 學年中擬更換實習機構、因故自行中止實習或退選實習課程者，應填具說明

書述明原因，經任課教師及實習機構簽章後，送所辦公室辦理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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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畢業論文相關事宜 

 

一、日程表 

   項   目 申請期限 舉行日期 
繳交相關資料/ 

填列表格 
備     註 

指導教授 
申請論文提要 

口試前 
X 指導教授申請表 

統一於上學期 10 月及

下學期 4 月提報學校。

期刊/會議 
論文發表 

畢業論文口試前 X 

1.繳交期刊論文或

會議論文一篇 
2.填列論文發表審

核表 

未完成期刊(會議)論文

發表者，不得舉行畢業

論文口試。 

論文提要口

試 

上
學
期 

舉行提要口試

日 2 週前 
1 月底前 1.繳交論文提要口

試申請表 
2.填列論文提要口

試審核表 

經指導教授同意並於

申請前一個月內通過

APA 格式考試者，始能

提出論文提要申請。 
下
學
期 

舉行提要口試

日 2 週前 
7 月底前 

畢業論文口

試 

上
學
期 

11 月中旬 1 月 
1.依學校公告時間

至系統填報中英

文論文題目(約於

每年 3 月上旬或

10 月上旬預) 
2.繳交論文考試申

請表 
3.繳交口試委員名

冊及簡歷 
4.填列論文考試評

分表及論文考試

成績通知單  

符合下列 4 項規定者，

得依學校規定進行畢

業論文口試申請及舉

行業論文口試。 
1.通過論文提要口試

(至少在前一學期完成)
2.完成規定之畢業學分

3.期刊(會議)論文發表

者。 
4.符合英語能力檢定之

規定。 

下
學
期 

4 月底前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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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論文提要口試提報注意事項  

申 
 
請  

1.需通過本所之 APA 格式考試，始可提出論文提要申請。(申請前一個月內通過)
2.填寫論文提要口試申請表(須由指導教授、所長親筆簽名，於舉行提要口試日

2 週前申請)。 
3.非助理教授以上或政府研究機構副研究員以上之口試委員的聘任，需提供個

人簡歷資料表(含著作)，經所務會議討論通過。 
4.論文提要口試，學校僅支付校外口試委員口試費 1,000 元，不支付校外口試委

員交通費及校內口試委員口試費，聘請遠到口委者，請考量相關事宜。 

申  
請  
後 

1.與指導教授、校內、校外委員協調與確定口試日期及時間。 
2.日期及時間確定後告知助理借用口試場地。(上學期 1 月底前、下學期 7 月底

前舉行) 
3.於口試一週前向行政助理索取口試委員聘函，連同論文提要全冊寄交口試委

員。 
4.於口試前一週由行政助理製作公告張貼於公佈欄，並 e-mail 給口試委員及本

所全體師生、校友周知。 

 
 
 
 
 
 
口 
 
 
試 

口試前 2 天研究生應完成的工作如下： 

1.提醒各委員口試的時間和地點，確認校外委員到校的交通問題。 
2.與行政助理確認論文題目及相關審查資料無誤，並領取校外委員口試費、收

據及論文提要口試審核表。  

口試當天研究生應完成的工作如下： 

【口試會議前】 
1.提早至口試會場確認設備及用品(單槍投影機、電腦的架設)及準備委員茶水、

點心。 
2.於會議開始前將助理準備的校外委員口試費、收據及論文提要口試審核表交

給指導教授。 

【口試會議後】 
1.確認校外委員口試費收據及論文提要口試審核表皆已簽名。 
2.口試場地的善後與復原。 
3.將口試費收據及論文提要口試審核表交給助理辦理成績登錄及經費核銷作

業。 
4.依各委員審查意見，與指導教授討論論文撰寫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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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畢業論文口試提報注意事項 

申 
 
請  

1. 依學校公告時間至系統填報中英文論文題目(約每年 10 月或 3 月上旬提報)。
2.填寫論文口試審查申請書(須由指導教授、所長親筆簽名，於 11 月中旬或 4 月

底前申請)及口試委員名冊及簡歷表(詢問口試委員教師證號，校外助理教授及

非教職委員應同時檢附簡歷表及著作目錄)。 

申  
請  
後 

1.與指導教授、校內、校外委員協調與確定論文口試日期及時間。 
2.日期及時間確定後告知助理借用口試場地。(上學期1月、下學期 5、6月舉行)
3.於口試一週前向行政助理索取口試委員聘函，連同論文全冊寄交口試委員。 
4.於口試前一週由行政助理製作公告張貼於公佈欄，並 e-mail 給口試委員及本所

全體師生、校友周知。 
5.若須延期舉行或撤銷口試申請，請於口試預定日期之 2 週前填寫學生報告書

送所辦辦理相關事宜。 

口  
試 

口試前 2 天研究生應完成的工作如下： 

1.提醒各委員口試的時間和地點，確認校外委員到校的交通問題。 
2.與行政助理確認論文題目及相關審查資料無誤，並領取論文指導費、校內外

委員口試費、收據及成績審核等相關表格。(口試委員如任職於大台北地區以

外者，請與助理確認其交通費等相關事宜) 

口試當天研究生應完成的工作如下： 

【口試會議前】 
1.提早至口試會場確認設備及用品(單槍投影機、電腦的架設)及準備委員茶水、

點心。 
2.於會議開始前將助理準備的論文指導費、口試費、收據及成績審核等相關表

格交給指導教授。 

【口試會議後】 
1.確認論文指導費、口試費收據及成績審核等相關表格皆已簽名。 
2.口試場地的善後與復原。 
3.將論文指導費、口試費收據及成績審核等相關表格交給助理辦理成績登錄及

經費核銷作業。 
4.依各委員審查意見修改論文‧並與指導教授確認完成論文內容之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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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離校手續注意事項 

(一) 辦理離校手續前請先至學務處職涯輔導組網頁填寫「應屆畢業生離校流向及就

業意向調查問卷」 

(二) 依規定應於口試結束後 1 個月內按照口試委員的意見修改論文，並經指導教授

之同意後，進行圖書館論文全文電子檔上傳作業。 

(三) 論文全文電子檔上傳作業流程請依本校圖書館網站淡江大學研究生畢業離校繳

交論文全文電子檔案說明( http://etds.lib.tku.edu.tw/main/index )辦理。 

(四) 完成圖書館論文全文電子檔上傳作業後，請至所辦領取口試委員簽名單印製畢

業論文至少 8 本【學校 3 本(含正本)、所辦 2 本及口試委員 3 本】。 

(五) 畢業論文印製完成後，攜畢業論文影本 2 本、畢業論文全文檔案(含 PDF 及

WORD 檔)及碩士照 1 張，至所辦領取離校通知單，再至圖書館→註冊組辦理

離校審核(請務必攜帶學生證)，領取畢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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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淡江大學教育學院教育心理與諮商研究所 

研究生修業規則 
 

96.03.13 教心所95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所務會議通過 

96.05.19 教心所95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06.01 教心所99學年度第2學期第3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所為辦理碩士班研究生之入學、修課及學位考試等相關事項，特依本校學則

訂定本所研究生修業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本規則若有未盡事項，依教育

部相關法令與本校學則規定辦理。 

第二條 入學 

一、本所碩士班招生對象為一般生(含考試入學及甄試入學)，招生條件同招生

簡章。 

二、有關僑生與外籍生之招收，均依照教育部與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三條  修業、選課與成績  

一、本所碩士班之修業年限為一至四年。 

二、本所碩士班課程主要包含必修課程與選修課程，學生畢業學分數三十二學

分。 

三、修習本所開設之實習課程者，請另依本所「教育心理與諮商實習課程」及

「心理與諮商專業實習課程」修習要點辦理。 

四、學生學習情況或行為，經所務會議決議不適合進行專業實習者，不得修習

「教育心理與諮商實習(一)(二)」或「心理與諮商專業實習(一)(二)」課程。 

五、凡未修畢本所規定畢業學分數者，碩士班研究生每學期至少修習一科，至

多修習十五學分。 

六、本所研究生修習之科目，係屬他所、不同學制及他校開課者，必須經本所

同意，方採計其學分。上述科目至多六學分計算於畢業學分數內。 

七、研究生學業成績以一百為滿分，七十分為及格；不及格者不得補考，必修

科目應予重修。 

第四條  論文指導與學位考試 

一、指導教授應以本校之專任教師為主，如擬申請校外學者擔任指導教授，需

另由本所專任教師共同指導，經本所所長同意得以聘任。 

二、指導教授資格依本校規定辦理。 

三、本所研究生得於每學年度上學期十月三十一日及下學期四月三十日前，提

報指導教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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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所研究生論文題目應與本所發展方向與目標相關。論文題目之修改及論

文內容之研究、撰寫與修改，應受其指導教授之指導。 

五、指導教授之變更須經原指導教授、新任指導教授及所長之同意。 

六、本所畢業流程、期刊/會議論文發表審查及論文提要口試、畢業論文考試等

相關規定，依本所研究生畢業審核要點辦理。 

第五條  其他規定 

一、本所碩士班一、二年級學生必須參與並協助本所舉(承)辦之「研討會」、

「工作坊」及「專題演講」等學術活動及各項行政、教學等服務工作。 

二、以本所名義參與外系(所、校)老師主持之研究計畫，或主辦、協辦任何活

動，應於事前提報本所核備。 

第六條  本規則經本所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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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淡江大學教育學院教育心理與諮商研究所 

「教育心理與諮商實習課程」修習要點(兼職) 

92.03.20  91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所務會議通過      
95.12.26  95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98.11.23  98學年度第1學期第3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99.10.13  99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09.02 100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使本所學生於修業期間能至相關單位實習，以培養教育心理與諮商專業能

力，特開設「教育心理與諮商實習」(一)(二)課程(以下簡稱為本課程)，並訂定

此要點。 

第二條 本課程分別開設於碩二上學期及下學期之選修課程，為本所「心理與諮商專業

實習」(一)(二)之先修課程。 

第三條 學生實習內容如下：  

一、每週接受校內專業督導及實習機構訂立之專業督導時數至少各一小時。 

二、每週在實習機構的實習時數至少六小時，其中三小時為諮商專業實習，包

括初次晤談、個別諮商、團體諮商及心理測驗與衡鑑等，另外三小時視機

構的業務需要與個人專業發展彈性配合之。 

第四條 實習機構包括： 

    一、醫療機構。 

二、機關學校諮商輔導相關單位（中心、處、室、組等）。 

三、社區心理衛生中心。 

四、政府委託或設立有案之諮商心理業務機構。 

五、經衛生署指定之實習機構。 

未在上述實習機構者，應事先提出申請，並經所務會議通過。 

第五條 實習機構宜具備下述條件： 

一、機構內至少聘有一位碩士級以上的諮商心理學相關領域專職人員。 

二、機構有指定專人或聘請專人擔任實習學生督導與在職訓練之工作。 

三、機構相關人員應遵守諮商專業倫理。 

第六條 學生申請實習機構時應先確認機構是否符合第三、第四、第五條規定，獲機構

確認錄取時，應填具實習機構確認單送本所發文，經機構回文同意後始得開始

實習。 

第七條 實習成績考核以學期為單位，七十分為及格。由實習機構之督導及學校任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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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評定，各佔百分之五十。考核內容包括服務時數、專業表現、實習態度、實

習心得報告等。 

第八條 任課教師每學期得視需要赴實習機構訪視，並拜訪實習機構主管、專業督導，

以充份溝通實習要求，掌握實習生實習狀況，並適時給予指導及協助。 

第九條 學年中學生擬更換實習機構、因故自行中止實習或退選實習課程者，應填具說

明書述明原因，經任課教師及實習機構簽章後，送所辦公室辦理相關事宜。 

第十條 實習學生如有違反實習規定或專業倫理者，由實習單位或任課老師提出具體事

實事證，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得終止其實習。 
本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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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淡江大學教育學院教育心理與諮商研究所 

「心理與諮商專業實習課程」修習要點(全職實習) 

                         
                        92.03.20  91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所務會議通過 

    95.12.26  95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97.09.08  97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99.10.13  99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09.02 100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協助本所學生提升諮商心理師實習訓練品質，並符合心理師法之應考資格規

定，特開設「心理與諮商專業實習」(一)(二)課程（以下簡稱為本課程），並依

行政院衛生署擬定之「心理師法」及「心理師法施行細則」等相關法令訂定此

要點。 

第二條  本課程開設於碩二上、下學期之選修課程，供欲參加心理師考試之學生於三年

級選修。學生應於修習諮商心理相關課程至少十八學分及「教育心理與諮商實

習」(一)(二)課程及格後始可修習本課程，並同時進行至少一年之全職實習。 

第三條  修習本課程之實習學生應依規定時間於實習機構進行實習，實習期間應遵守機

構之工作規範及順從主管之領導，參與重要活動及會議。並應定期返校接受任

課教師之指導及報告實習心得。 

第四條  本課程任課教師，必須兼具下列條件： 

一、具備諮商心理學相關領域之博士學位。 

二、曾從事諮商心理工作業務二年以上的經驗。 

三、曾接受督導訓練並具備督導實務一年以上之經驗或曾開設諮商兼職實習四個學

期以上之經驗。 

任課教師每學期得視需要赴實習機構訪視，並拜訪實習機構主管、專業督導，

以充份溝通實習要求，掌握實習生實習狀況，並適時給予指導及協助。 

第五條  實習機構對實習學生的要求及權利義務之約定，應訂定書面契約，以確保實習

學生之權益。 

第六條  實習應包括下列各款之實作訓練： 

一、個別、婚姻或家庭諮商及心理治療。 

二、團體諮商及心理治療。 

三、個案評估與心理衡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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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理諮詢、心理衛生教育及預防推廣工作。 

五、諮商心理機構或單位的專業行政。 

六、其他諮商心理有關之自選項目，包括精神官能症之心理諮商與心理治療、危機

處理或個案管理等。 

前項實習，應於執業達二年以上之諮商心理師指導下為之；其實習週數或時數，合

計應達四十三週或一千五百小時以上；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實作訓練期間，應達

九週或三百六十小時以上。實作訓練週數或時數，不包括夜間及假日之值班，並應

以全職方式連續為之。 

第七條  全職實習機構包括：  

一、經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醫療機構、心理諮商所。 

二、經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 

前項第二款經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係指下列之單位，並具「心理治療所設置心理

治療所設置標準」或「心理諮商所設置標準」所定之條件： 

(一)各縣市政府衛生局之社區心理衛生中心。 

(二)機關學校設有提供其員工或師生心理治療或心理諮商之單位。 

(三)事業單位依勞工安全衛生法規定，應設之醫療衛生單位，有提供心理治療或諮

商業務之單位。 

(四)財團法人基金會經主管機關許可得附設提供心理治療或心理諮商業務之單位。 

(五)法務部所屬監獄、戒治所、勒戒所。 

第八條  全職實習機構應具備下述條件： 

一、機構內至少聘有一位碩士級以上的諮商心理學相關領域專職人員。 

二、機構有指定專人或聘請專人擔任實習學生督導與在職訓練之工作。 

三、機構應提供實習學生每週至少一小時的個別督導；每週至少二小時的團體督導、

個案研討或在職進修，其中由諮商心理師督導之時數應佔二分之一以上。 

四、機構應同意讓實習學生每週至少四小時返校上課或從事論文相關研究。 

五、機構相關人員應遵守諮商專業倫理。 

第九條 學生申請實習機構時應先確認機構是否符合第六、第七、第八條規定，獲機構

確認錄取時，應填具實習機構確認單送本所發文，經機構回文同意後始得開始

實習。 

第十條 全職實習生之督導應受過諮商督導理論與實務訓練，並須為具諮商心理師或臨床

心理師或精神科醫師執照後三年有臨床實務工作經驗者。精神科之臨床實務專

長需以心理治療為主。 

臨床實務督導得由精神科醫師、臨床心理師督導，但諮商心理師個別督導時數

不得少於總個別督導時數之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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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實習成績考核以學期為單位，七十分為及格。由實習機構之督導及學校任課教

師評定，各佔百分之五十。考核內容包括服務時數、專業表現、實習態度、實

習心得報告等。 

第十二條 學年中學生擬更換實習機構、因故自行中止實習或退選實習課程者，應填具說

明書述明原因，經任課教師及實習機構簽章後，送所辦公室辦理相關事宜。 

第十三條 實習學生如有違反實習規定或專業倫理者，由實習單位或任課老師提出具體事

實事證，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得終止其實習。 

第十四條 本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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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淡江大學教育學院教育心理與諮商研究所 

研究生畢業審核要點 

96.3.13 教心所95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所務會議通過 

98.8.26 教心所98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06.01 教心所99學年度第2學期第3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研究生論文發表及審核 

(一)、凡本所研究生於畢業論文口試舉行前需在相關學術期刊或學術會議，

至少一篇以本所名義發表之教育心理與諮商相關論文，且研究生本人

為第一作者。 

(二)、論文發表認定方式，由學生提出相關之學術期刊刊登之論文全文(含封

面及目錄或接受函)或學術會議已發表論文之證明，並提供至少2000字
之文字論述，經所務會議審核過。 

(三)、未通過審核者，不得舉行畢業論文口試。 

 

二、研究生論文提要口試之申請與舉行 

(一)、本所研究生欲參加論文提要口試者，須填寫申請表，且於申請前一個

月內通過APA格式考試，經指導教授同意，並邀請三位或五位口試委

員(含指導教授)，於舉行口試日二週前提出申請。 

(二)、論文提要口試委員至少三位（有兩位聯合指導教授時，口試委員應為

五位），其中至少一位為校外相關教師或學者，考試委員資格依本校規

定辦理。 

(三)、論文提要口試之申請及舉行時間依本所公告日程表進行。 

(四)、論文提要口試成績分為通過、不通過兩種，未通過者應重新提出申請

及舉行口試。 

(五)、應考研究生須在口試一週前將論文提要繳交給各口試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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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生畢業論文口試之申請與舉行 

(一)、符合下列4項規定者，得依學校規定進行畢業論文口試申請及舉行業論

文口試。 

1.通過論文提要口試(至少在前一學期完成)。 
2.完成規定之畢業學分。 
3.完成期刊(會議)論文發表。 
4.符合英語能力檢定之規定。 

(二)、畢業論文口試委員應與論文提要口試委員相同，如需更換口試委員，

則應書面述明原因經指導教授及原口試委員同意後送所長核准。 

(三)、畢業論文口試成績分為通過、不通過二種(依學校規定平均70分以上及

格)，未通過者須於修業年限內依規定重新提出申請及舉行口試。 

(四)、應考研究生須在口試一週前將畢業論文繳交給各口試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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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淡江大學英語能力檢定畢業門檻實施要點 
 

97.05.09 96 學年度第 2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97.06.18 室秘法字第 0970000023 號函公布 

97.10.22 97 學年度第 1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97.11.17 室秘法字第 0970000055 號函公布 

98.10.28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8.11.20 室秘法字第 0980000067 號函公布 

99.05.12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06.07 室秘法字第 0990000013 號函公布 

99.10.27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11.30 室秘法字第 0990000066 號函公布 

100.10.19 100 學年度第 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11.22 處秘法字第 1000000025 號函公布 

 

一、為提升本校學生之英語能力，特訂定英語能力檢定畢業門檻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二、本校日間學制學生須通過相當於全民英語檢定（GEPT）中級初試以上者始得畢業；

以英語為母語之外國學生，得申請經由英文學系或英美語言文化學系進行英語能力

認證通過後，亦視為通過畢業門檻。 

三、已報考但未通過相當於全民英語檢定(GEPT)中級初試以上者，碩士班、博士班學生

得於畢業前，學士班學生得於大三起，修習「進修英文」二學分之替代課程且成績

及格始得畢業，惟該學分不計入畢業學分及二分之一學分不及格計算，且該成績不

列入學期成績及學業成績平均計算。  

四、各種英語能力檢定標準與全民英語檢定（GEPT）檢定標準對照表如下： 

全民英檢 

(GEPT) 

多益測驗 

(TOEIC) 

托福（TOEFL） 
雅思  

(IELTS) 

歐洲語言能
力參考指標

(CEF) 
電腦型態

(CBT) 

網路型態

(iBT) 

紙筆型態 

(PBT) (ITP) 

中級 初試 450 114 37 424 3.5 級以上 B1 

五、本要點自 97 學年度入學新生起適用。 

六、本校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得另訂定較高之英語能力檢定標準，並經教務會議

通過後實施。       

七、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報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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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淡江大學「企業諮商與員工協助方案碩士學分學程」實施規則 
 

100.2.24 企業管理學系 99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系
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2.25 教育心理與諮商研究所99學年度第2學期
第 2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設立宗旨： 

為因應當代競爭環境下工作者身心調適問題與企業諮商需求增加之趨勢，並強化學

生就業職能，依本校「開課原則」暨「跨系所院學程設置規則」，訂定「淡江大學企

業諮商與員工協助方案碩士學分學程」實施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二、申請資格：凡本校碩、博士班在學學生，對企業諮商與員工協助方案有興趣者均可

申請修習。 

三、申請方式：於每學期開學後至加退選結束前，填妥「修習學分學程申請表」（附件一），

並檢附學生證影本，送交教育心理與諮商研究所或企業管理學系備查。 

四、修習科目及學分數： 

(一)「企業諮商與員工協助方案碩士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分學程）最低修習總

學分數為十二學分。 

(二)學生修習之總學分，至少六學分為教育心理與諮商研究所開設課程，至少六學

分為企業管理學系碩士班開設課程。 

 (三)本學程修習科目詳見修習課程表（附件二）。 

五、學程認證： 

(一)申請時間：修畢學程規定學分數，即可至教育心理與諮商研究所或企業管理學

系網站下載「碩士學分學程認證申請表」（附件三），填妥並檢附歷年成績單正

本乙份，向教育心理與諮商研究所或企業管理學系提出認證申請。 

(二)學程審查：需依本規則第四條規定修畢最低應修習學分數，且成績合格。 

(三)經審查通過後，再由教務處發給「淡江大學碩士學分學程證明書」。 

(四)申請本學分學程前，如已於教育心理與諮商研究所或企業管理學系碩士班，修

習並通過本學分學程指定之科目，亦可列入審查。 

六、學生修讀本學分學程之修業年限，依本校學則第四十三條規定辦理。 

七、本學分學程開課科目名稱及學分數，以教育心理與諮商研究所與企業管理學系公布

之修習課程表為準。 

八、本規則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九、本規則經教育心理與諮商研究所與企業管理學系系所務會議及教育學院、管理學院

院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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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理師考試規則 

修正日期：民國 100 年 12 月 19 日 

 

第 1 條 本規則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十四條規定訂定之。 

本規則未規定事項，依有關考試法規之規定辦理。 

第 2 條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理師考試（以下簡稱本考試），分為下列類科： 

一、臨床心理師。  

二、諮商心理師。 

第 3 條 本考試每年舉行一次；遇有必要，得臨時舉行之。 

第 4 條 本考試採筆試方式行之。 

第 5 條 應考人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不得應本考試： 

一、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八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  

二、心理師法第六條各款情事之一者。 

第 6 條 中華民國國民具有公立或立案之私立大學、獨立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 

定之國外大學、獨立學院臨床心理所、系、組或相關心理研究所主修臨床 

心理，並經實習至少一年成績及格，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者，得應臨床心理 

師考試。 

前項所稱相關心理研究所主修臨床心理，係指修習心理病理學領域相關課 

程至少三學科（九學分）、心理衡鑑領域相關課程至少二學科（六學分） 

及心理治療領域相關課程至少二學科（六學分）等合計七學科，二十一學 

分以上，每學科至多採計三學分，成績及格，由所畢業大學校院出具證明 

文件者。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五年一月一日起，以在就讀碩士以上學位期間 

修習課程及學分始得採認。 

第一項所稱實習，係指在醫療機構、煙毒勒戒所、社區性心理衛生中心、 

心理治療所及其他經行政院衛生署指定之機構實習，成績及格，有證明文 

件者。但於心理師法公布施行前已畢業者，得以其執行臨床心理教學或臨 

床心理業務之年資計之。 

自中華民國一百年六月三十日起，始進入第一項所定學校所、系、組之學 

生，其實習期滿成績及格之認定基準，依心理師法施行細則有關實習規定 

辦理。 

第 7 條 中華民國國民具有公立或立案之私立大學、獨立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 

定之國外大學、獨立學院諮商心理所、系、組或相關心理研究所主修諮商 

心理，並經實習至少一年成績及格，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者，得應諮商心理 

師考試。 

前項所稱相關心理研究所主修諮商心理，係指修習心理評量、測驗與衡鑑 

領域相關課程至少一學科（三學分）、諮商與心理治療（包括理論、技術 

與專業倫理）領域相關課程至少四學科（十二學分）、心理衛生與變態心 

理學領域相關課程至少一學科（三學分）及人格、社會與發展心理學領域 

相關課程至少一學科（三學分）等合計七學科，二十一學分以上，每學科 

至多採計三學分，成績及格，由所畢業大學校院出具證明文件者。 

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五年一月一日起，第一項所稱相關心理研究所主修諮商 

心理，須在就讀碩士以上學位期間，修習課程包括下列七領域各課程，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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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領域至少修習一科，每一學科至多採計三學分，合計至少七學科，二十 

一學分以上，並由所畢業大學校院出具主修諮商心理學程證明書者，始得 

應諮商心理師考試： 

（一）諮商與心理治療理論領域課程： 

      1.諮商與心理治療理論（研究或專題研究）。 

      2.諮商理論（研究或專題研究）。 

      3.心理治療理論（研究或專題研究）。 

      4.諮商理論與技術（研究或專題研究）。 

（二）諮商與心理治療實務領域課程： 

      1.諮商與心理治療實務（研究或專題研究）。 

      2.諮商與心理治療技術（研究或專題研究）。 

      3.諮商技術（研究或專題研究）。 

      4.諮商實務（研究或專題研究）。  

（三）諮商倫理與法規領域課程： 

      1.諮商（專業）倫理與法規（研究或專題研究）。 

      2.諮商（專業）倫理（研究或專題研究）。 

      3.諮商與心理治療（專業）倫理（研究或專題研究）。 

      4.心理與諮商專業倫理（研究或專題研究）。 

      5.諮商倫理與專業發展（研究或專題研究）。 

（四）心理健康與變態心理學領域課程： 

      1.心理衛生（研究或專題研究）。 

      2.變態心理學（研究或專題研究）。 

      3.心理病理學（研究或專題研究）。 

      4.心理健康學（研究或專題研究）。 

      5.社區心理衛生（研究或專題研究）。 

（五）個案評估與心理衡鑑領域課程： 

      1.心理測驗（評估、衡鑑、評量或診斷）（研究或專題研究）。 

      2.心理測驗與衡鑑（研究或專題研究）。 

      3.心理評量測驗（研究或專題研究）。  

      4.心理測驗與評量實務（研究或專題研究）。 

      5.心理測驗理論與技術（研究或專題研究）。 

（六）團體諮商與心理治療領域課程： 

      1.團體諮商理論與實務或團體諮商理論與技術（研究或專題研究） 

        。 

      2.團體諮商（研究或專題研究）。 

      3.團體心理治療（研究或專題研究）。 

（七）諮商兼職（課程）實習領域課程：就讀碩士以上學位在學期間（非 

      全職實習）之諮商兼職實習等相關課程科目。 

第一項所稱實習，係指在醫療機構、心理諮商所、大專院校諮商（輔導） 

中心、社區性心理衛生中心及其他經行政院衛生署指定之機構實習；且應 

包括個別督導時數，至少五十小時，成績及格，有證明文件者。但於心理 

師法公布施行前已畢業者，得以其執行諮商心理教學或諮商心理業務之年 

資計之。 

自中華民國一百年六月三十日起，始進入第一項所定學校所、系、組之學 

生，其實習期滿成績及格之認定基準，依心理師法施行細則有關實習規定 

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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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條 臨床心理師應試科目：  

一、臨床心理學基礎。 

二、臨床心理學總論（一）（包括偏差行為的定義與描述、偏差行為的成 

    因）。 

三、臨床心理學總論（二）（包括心理衡鑑、心理治療）。 

四、臨床心理學特論（一）（包括自殺之心理衡鑑與防治、暴力行為之心 

    理衡鑑與心理治療、物質濫用與依賴之心理衡鑑與心理治療、性格與 

    適應障礙之心理衡鑑與心理治療）。 

五、臨床心理學特論（二）（包括心智功能不全疾病之心理衡鑑與心理治 

    療、精神病之心理衡鑑與心理治療、兒童與青少年發展障礙之心理衡 

    鑑與心理治療）。 

六、臨床心理學特論（三）（包括飲食障礙之心理衡鑑與心理治療、精神 

    官能症之心理衡鑑與心理治療、壓力身心反應與健康行為）。    

前項應試科目之試題題型，均採申論式與測驗式之混合式試題。 

第 9 條 諮商心理師應試科目：  

一、人類行為與發展。 

二、諮商與心理治療理論。 

三、諮商與心理治療實務（包括專業倫理）。 

四、團體諮商與心理治療。 

五、心理測驗與評量。 

六、心理衛生（包括變態心理學）。 

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二年一月一日起，諮商心理師應試科目修正如下： 

一、諮商的心理學基礎。 

二、諮商與心理治療理論。 

三、諮商與心理治療實務與專業倫理。 

四、心理健康與變態心理學。 

五、個案評估與心理衡鑑。 

六、團體諮商與心理治療。 

前二項應試科目之試題題型，均採申論式與測驗式之混合式試題。 

第 10 條 中華民國國民於心理師法公布施行前，經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公職 

臨床心理師考試及格者，得申請臨床心理師全部科目免試。 

前項所稱公職臨床心理師考試及格者，指臨床心理科、臨床心理師考試及 

格或九十年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公職臨床心理師筆試及格，領有考 

試及格證書者。 

第一項申請案件之審議，由考選部心理師考試審議委員會辦理。審議結果 

，由考選部核定，並報請考試院備查。 

前項審議結果，經核定准予全部科目免試者，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發給及 

格證書，其生效日期追溯至公務人員考試及格證書生效日翌日，並函行政 

院衛生署查照。但公務人員考試及格證書生效日期在心理師法生效日前者 

，追溯至中華民國九十年十一月二十三日生效。 

第 11 條 應考人報名本考試應繳下列費件，並以通訊方式為之：  

一、報名履歷表。  

二、應考資格證明文件。  

三、國民身分證影本。華僑應繳僑務委員會核發之華僑身分證明書或外交 

    部或僑居地之中華民國使領館、代表處、辦事處、其他外交部授權機 

    構（以下簡稱駐外館處）加簽僑居身分之有效中華民國護照。  



教育心理與諮商研究所 

 33

四、最近一年內一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五、報名費。   

應考人以網路報名本考試時，其應繳費件之方式，載明於本考試應考須知 

及考選部國家考試報名網站。 

第 12 條 應考人依第十條規定，向考選部申請全部科目免試時，應繳下列費件： 

一、全部科目免試申請表。  

二、資格證明文件。  

三、國民身分證影印本。華僑應繳僑務委員會核發之華僑身分證明書或外交部或僑居

地之駐外館處加簽僑居身分之有效中華民國護照。 

四、最近一年內一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五、申請全部科目免試審議費。  

前項申請全部科目免試，得隨時以通訊方式為之。 

第 13 條 繳驗外國畢業證書、學位證書、在學全部成績單、學分證明、法規抄本或其他有關證

明文件，均須附繳正本及經駐外館處證明之影印本、中文譯本。 

前項各種證明文件之正本，得改繳經當地國合法公證人證明與正本完全一致，並經駐

外館處證明之影印本。 

第 14 條 本考試及格方式，以應試科目總成績滿六十分及格。 

前項應試科目總成績之計算，以各科目成績平均計算之。 

本考試應試科目有一科成績為零分者，不予及格。缺考之科目，以零分計算。 

第 15 條 （刪除） 

第 16 條 外國人具有第六條或第七條規定之資格，且無第五條各款情事之一者，得應本考試該

類科考試。 

第 17 條 本考試及格人員，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發給考試及格證書，並函行政院衛生署查照。

第 18 條 本考試組織典試委員會，主持典試事宜；其試務由考選部或委託具公信力之機關、團

體辦理。 

第 19 條 本考試辦理竣事，考選部應將辦理典試及試務情形，連同關係文件，報請考試院核備。

依前條試務委託辦理者，受委託機關、團體應將辦理試務情形，連同關係文件，函送

考選部併同辦理典試情形報請考試院核備。 

第 20 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行。 

本規則修正條文第八條，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一年三月一日施行。 

（其他心理師相關法令可至本所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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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諮商心理師考試命題大綱  

（自 102 年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諮商心理師考試開始實施） 

中華民國101年3月6日考選部選專三字第10133003031號公告修正 

應試科目數 共計 6科目 

業務範圍及
核 心 能 力 

一、一般心理狀態與功能之心理衡鑑。 
二、心理發展偏差與障礙之心理諮商與心理治療。 
三、認知、情緒或行為偏差與障礙之心理諮商與心理治療。 
四、社會適應偏差與障礙之心理諮商與心理治療。 
五、精神官能症之心理諮商與心理治療。 
六、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諮商心理業務。 

編
號 

科目名稱 命 題 大 綱

一 諮商的心
理學基礎 

一、人類行為與發展 
（一）發展心理學的定義 
（二）人類行為發展的原則 
（三）胚胎與嬰幼兒時期的發展 
（四）兒童時期的發展 
（五）青少年期的發展 
（六）成年期的發展 
（七）老年期的發展 
（八）家庭生命週期的發展 
二、人格心理學 
（一）人格的定義 
（二）人格心理學的發展趨勢 
（三）心理分析理論 
（四）行為理論 
（五）特質理論 
（六）人本理論 
（七）社會認知論 
（八）資訊處理與自我調適理論 
三、社會心理學 
（一）社會心理學的性質、範圍、方法和發展 
（二）社會認知 
（三）自我辯護與印象整飾 
（四）人際吸引 
（五）愛情心理學 
（六）態度的形成與測量 
（七）人際影響 
（八）團體動力學 
（九）攻擊行為 

（十）偏見 

二 諮商與心
理治療理

一、諮商與心理治療基本概論 
二、心理分析治療 
三、阿德勒治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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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 四、存在主義治療 
五、個人中心治療 
六、完形治療 
七、現實治療 
八、行為治療 
九、認知行為治療 
十、家庭系統治療 
十一、女性主義治療 
十二、後現代取向(焦點解決、敘事治療、東方治療理論、多元文化諮商等) 
十三、其他體驗或表達性治療（心理劇、藝術治療、遊戲治療） 

三 諮商與心
理治療實
務與專業
倫理 

一、諮商倫理（含諮商專業倫理守則、諮商心理師相關法規） 
二、諮商心理師個人與專業成長 
三、諮商與心理治療的歷程 
四、諮商關係與諮商技巧 
五、生涯諮商 
六、不同年齡族群之諮商實務 
（一）兒童 
（二）青少年 
（三）成年人 
（四）老人 
七、特定場域之諮商實務 
（一）家庭 
（二）社區 
（三）學校 
（四）醫療院所 
（五）職場 
八、特殊議題諮商 
（一）自殺與自我傷害 
（二）兒童虐待 
（三）親密關係及家庭暴力 
（四）性侵害 
（五）危機處理 
（六）災難與心理創傷 
（七）失落悲傷 
（八）性別議題與性取向 
（九）成癮行為 
（十）多元文化諮商 
（十一）其他 

四 心理健康
與變態心
理學 

一、心理衛生、心理健康與心理適應的基本概念 
二、影響心理健康發展的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 
三、個人心理健康、自我概念、情緒管理 
四、人際、感情與社會適應、婚姻與家庭適應、多元文化適應 
五、心理疾病三級預防、學校心理衛生、社區心理衛生 
六、職場心理健康、員工協助方案 
七、壓力與壓力調適、適應障礙 
八、心理疾病的診斷與分類（DSM 系統）、診斷會談、心理健康檢查 
九、常見心理疾病的診斷與評估 
十、常見心理疾病的預防與治療 

五 個案評估
與心理衡
鑑 

一、心理測驗和心理衡鑑的基本觀念 
二、諮商中個案評估的意義與目的 
三、諮商中個案評估的向度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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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理衡鑑和心理諮商的關係 
五、資料蒐集方法（一）：評估會談 
六、資料蒐集方法（二）：心理測驗 
七、資料蒐集方法（三）：檔案資料 
八、資料收集方法（四）：行為衡鑑 
九、智力衡鑑的方法與測驗工具 
十、人格與情緒衡鑑的方法與測驗工具 
十一、學習衡鑑的方法與測驗工具 
十二、生涯衡鑑的方法與測驗工具 
十三、其他心理測驗工具 
十四、個案評估報告的格式與撰寫 
十五、個案評估與心理衡鑑的專業倫理 

六 團體諮商
與心理治
療 

一、團體動力學 
二、團體的類型與組成 
（一）諮商團體 
（二）治療性團體 
（三）其他類型團體，如教育、輔導、自助、支持團體等 
三、團體諮商與心理治療理論 
四、團體治療因素 
五、團體諮商與心理治療歷程 
六、團體領導特質與技術 
七、團體事件處理 
八、特定對象及特殊主題之團體諮商與心理治療議題 
（一）兒童團體 
（二）青少年團體 
（三）親職教育團體 
（四）夫妻或伴侶團體 
（五）老人團體 
（六）特殊主題團體 
九、團體諮商與心理治療倫理議題 

備       註 
表列各應試科目命題大綱為考試命題範圍之例示，惟實際試題並不完

全以此為限，仍可命擬相關之綜合性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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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九】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臨床心理師考試各應試科目命題大綱暨參考用書 

（自101 年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臨床心理師考試開始實施） 

中華民國97 年11 月18 日考選部選專字第0973302309 號公告修正 

中華民國101 年3 月6 日考選部選專三字第1013300303 號公告修正 

 

應試科目數 共計6科目 

業 務 範 圍 及 

核 心 能 力 

一、一般心理狀態與功能之心理衡鑑。 

二、精神病或腦部心智功能之心理衡鑑。 

三、心理發展偏差與障礙之心理諮商與心理治療。 

四、認知、情緒或行為偏差與障礙之心理諮商與心理治療。 

五、社會適應偏差與障礙之心理諮商與心理治療。 

六、精神官能症之心理諮商與心理治療。 

七、精神病或腦部心智功能之心理治療。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臨床心理業務。 

編 

號 

科目名稱 命 題 大 綱 參 考 用 書

一 臨床心理學 

基礎 

一、心理學的本質 

（一）心理學的觀點：從那一種

立論觀 

點（角度）來描述、分析、瞭解

各種心理現象 

（二）心理學的方法：探究、分

析、瞭 

解心理現象的方法 

１、實驗法 

２、相關法 

３、觀察法 

二、心理學的神經生物基礎 

（一）神經元與神經系統 

（二）腦的構造與功能 

（三）自主神經系統與內分泌系

統 

（四）遺傳對行為的影響 

（五）神經的可塑性 

三、發展心理學 

（一）先天與後天的交互作用以

及發展 

的階段與關鍵期 

（二）認知發展 

（三）人格和社會發展 

（四）終身發展 

1.書名：Psychology(4th ed.) 

  作者：Sternberg, R. J.(2004)

出版社：Belmont,CA: Thomson 

        Learning, Inc. 

2.書名：Introducing 

Psychology:Brain, Person,   

Group(4thed.) 

  作者：Kosslyn, S. M.,& 

      Rosenberg, R. S.(2011) 

出版社：Boston: Allyn and Bacon

3.書名：Psychology and Life(19th

       ed.) 

 作者：Gerrig, R. J.& Zimbardo,

      P. G.(2010) 

出版社：Boston, MA : Pearson 

Allyn and Bacon Pearson 

4.書名：Atkinson & Hilgard's 

Introduction to Psychology 

(15th ed.) 

作者：Nolen-Hoeksema,S., 

     Fredrickson, B., Loftus,

     G. & Wagenaar, W.(2009)

出版社：Belmont,CA: Thomson 

       Learning, Inc. 

5.書名：Psychology(8th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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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感覺過程 

（一）感覺歷程的基本特性 

（二）視覺、聽覺、痛覺與其他

感覺 

五、知覺 

（一）知覺歷程中的組織性、恆

常性及 

辨識與定位 

（二）注意力的特性 

六、意識及其變化狀態 

（一）意識的不同層面 

（二）日夜節奏、睡眠與夢 

（三）改變心智與意識的藥物：

興奮 

劑、抑制劑與迷幻藥 

（四）催眠的意識狀態與催眠理

論 

七、學習和制約 

（一）學習的定義與行為主義 

（二）古典制約 

（三）操作制約 

（四）社會學習 

（五）認知學習 

八、記憶 

（一）記憶歷程與研究記憶的方

法 

（二）記憶的分類 

（三）記憶的改善 

（四）記憶建構性 

九、思考和語言 

（一）概念和分類 

（二）推理歷程 

（三）決策行為 

（四）問題解決 

（五）語言 

十、基本動機 

（一）動機的學說 

（二）生物動機 

（三）心理動機 

十一、情緒 

（一）情緒的成分與類別 

（二）情緒理論 

十二、能力與測量 

（一）能力的定義與能力的評量

（二）智力的本質與理論 

（三）智力差異的來源 

  作者：Gleitman, H., Gross, 

J.,&Reisberg,D.(2010) 

出版社：New York: W.W. Norton

6.書名：Psychological 

Sciences(3rded.) 

  作者：Gazzaniga, M.S., 

Halpern,D. F. & Heatherton,T. 

F.(2009) 

出版社：New York: W.W.Nor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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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人格及其測量 

（一）人格的概念及其理論 

（二）人格的測量 

（三）人格與情境 

十四、社會心理學 

（一）人際知覺 

（二）社會認知 

二 臨床心理學 

總論（一） 

（ 包括偏

差行為的定

義與描述、

偏差行為的

成因） 

一、偏差行為的定義與描述 

（一）偏差行為的定義 

（二）偏差行為的描述與分類 

（三）偏差行為的研究方法 

二、偏差行為的成因（心理病理）

（一）現象學：描述性心理病理

（二）心理病理之神經生物基礎

（三）實驗心理病理學：精神疾

病之認 

知與行為歷程─ 跨診斷取向 

（四）性格與心理病理 

（五）由人類發展看心理病理 

（六）整合模式：心理病理之壓

力與脆 

弱性模式 

1.書名：Abnormal Psychology 

  作者：Kring, A.,Neale, J.M.,&

       Davison, G.C.(2010) 

出版社：New York: John Wiley& 

Son 

2.書名：Abnormal Psychology: An

      Integrative Approach(6th

     ed.) 

作者：Barlow, D.H.,& Durand. 

      V.M.(2012) 

出版社：Belmont,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3.書名：Clinical Psychology(7th

       ed.)(Chapters 1-5) 

  作者：Trull, T.J.(2005) 

出版社：Belmont: Wadsworth/ 

        Thomson Learning 

4.書名：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

      DSM-IV-TR. 

作者：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2000) 

出版社：Washington, DC: As   

Author 

5.書名：Kaplan & Sadock's    

Synopsis of Psychiatry(8th ed.)

作者：Sadock, B.J., & Sadock,

      V.A.(2002) 

出版社：

Philadelphia: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 

6.書名：Cognitive Behavioural

        Processes Across 

        Psychological         

Disorders: a Transdiagnostic 

Approach to Research and 

Treatment 

  作者：Harvey, A., Watk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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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nsell, W., & Shafran, 

R.(2004) 

出版社：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書名：Vulnerability to 

      Psychopathology: Risk 

      Across the Lifespan 

     (Chapters 1-3) 

作者：Ingram, R.E. & Price, 

     J.M.(2001) 

出版社：New York: Guildford 

8.書名：Essentials of        

Psychiatry 

(Chapters 7 & 8) 

作者：Kay,J.& Tasman, A.(2006)

出版社：New York: Wiley & Son

9.書名：Walsh's  

Neuropsychology: 

a Clinical Approach(5th 

ed.) 

作者：Darby, D., & Walsh, K. 

(2005) 

出版社：New York, N.Y.: 

Elsevier Churchill Livingstone

三 臨床心理學 

總論（二） 

（ 包括心

理衡鑑、心

理治療） 

一、心理衡鑑 

（一）臨床心理衡鑑的定義、目

的 

（二）臨床心理衡鑑的理論及模

式 

（三）臨床心理衡鑑的方法 

（四）臨床心理衡鑑的進行步

驟、推論、判斷、整合及報告撰

寫 

（五）臨床心理衡鑑與診斷系統

的關聯 

（六）臨床心理衡鑑運用於實徵

研究之方法 

二、心理治療 

（一）心理治療的定義及適用對

象 

（二）心理治療的理論與技巧 

（三）心理治療的實徵研究方法

與結果 

（四）心理衡鑑與心理在不同場

域的運用 

（五）進行實務工作時的倫理守

1.書名：臨床心理學(第一冊) 

  作者：柯永河(1978) 

出版社：台北：大洋出版社 

2.書名：Handbook of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5th 

ed.) 

作者：Groth_Marnat, G.(2009) 

出版社：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3.書名：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DSM-IV-TR. 

作者：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 (2000) 

出版社：Washington, DC: As 

Author 

4.書名：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8th ed.) 

作者：Corey, G.(2009) 

出版社：Belm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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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倫理決策歷程、專業訓練與

督導 

CA:Brooks/Cole- Thomson 

Learning 

5.書名：Theory and Practice of

Group Psychotherapy(5thed.) 

作者：Yalom, I. D.,& Leszcz, M.

(2005) 

出版社：New York: Basic Books

6.書名：Handbook of 

Psychotherapy Case 

Formulation(2nd ed.) 

作者：Ee11s, T. D.(2011) 

出版社：New York:Guilford Press

7.書名：解密倫理法 

作者：郎亞琴、張明松譯(2006) 

出版社：台北：五南出版社 

8.台灣臨床心理師倫理準則 

四 臨床心理學 

特論（一） 

（ 包括自

殺之心理衡

鑑與防治、

暴力行為之

心理衡鑑與

心理治療、

物質濫用與

依賴之心理

衡鑑與心理

治療、性格

與適應障礙

之心理衡鑑

與心理治

療） 

一、自殺行為之心理衡鑑與防治

（一）自殺的定義與相關理論 

（二）自殺的危險因子及保護因

子及其 

心理衡鑑 

（三）自殺的危險性的心理衡鑑

（四）自殺的三級預防 

二、暴力行為之心理衡鑑與心理

治療 

（一）攻擊與暴力（含家暴與性

侵害） 

的定義與相關理論 

（二）攻擊與暴力（含家暴與性

侵害） 

的危險因子及保護因子及其心

理 

衡鑑 

（三）攻擊與暴力（含家暴與性

侵害） 

危險性的心理衡鑑 

（四）攻擊與暴力（含家暴與性

侵害） 

的三級預防 

三、物質濫用與物質依賴之心理

衡鑑與 

心理治療 

（一）物質濫用與依賴的定義、

分類與 

相關理論 

（二）物質濫用與依賴的危險因

1.書名：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

      DSM-IV-TR. 

作者：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2000) 

出版社：Washington, DC: As 

Author 

2.書名：Abnormal Psychology: An

Integrative Approach(6thed.) 

作者：Barlow, D.H.,& Durand. 

     V.M.(2012) 

出版社：Belmont,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3.書名：Abnormal Psychology 

作者：Kring,A.,Neale, J.M.,& 

Davison, G.C.(2010) 

出版社：New York: John Wiley& 

Son 

4.書名：犯罪心理學 

作者：李執中譯(2006) 

出版社：台北：華杏 

5.篇名：Practice Parameters for

the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Suicidal 

Behavior 

作者：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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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及保 

護因子及其心理衡鑑 

（三）物質濫用與依賴的三級預

防 

四、性格與適應障礙之心理衡鑑

與心理 

治療 

（一）性格異常之定義與分類 

（二）性格異常之成因相關研究

（三）性格異常之心理衡鑑 

（四）性格異常之心理治療 

刊名卷期：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40,24S-51S 

6.篇名：Summary of the Practice

Parameters for the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Suicidal 

Behavior 

作者：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2001) 

刊名卷期：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40,495-499 

7.書名：Treating Suicide 

Behavior: An Effective, 

Time-limited Approach 

作者：Rudd, M.D. Joiner, T., 

Rajab, M.H.(2001). 

出版社：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五 臨床心理學 

特論（二） 

（ 包括心

智功能不全

疾病之心理

衡鑑與心理

治療、精神

病之心理衡

鑑與心理治

療、兒童與

青少年發展

障礙之心理

衡鑑與心理

治療） 

一、心智功能不全之心理衡鑑與

心理治 

療 

（一）失智症候群 

（二）譫妄症候群 

（三）失憶症候群 

（四）其他認知疾患的基本特徵

二、精神疾患之心理衡鑑與治療

（一）精神分裂症 

（二）雙極疾患 

（三）其他精神病性疾患 

三、兒童與青少年期發展疾患、

精神疾患之心理衡鑑與治療 

（一）注意力不足過動症、對立

性反抗疾患、品行疾患、青少年

犯罪等行為問題 

（二）智能不足、廣泛性發展疾

患、學習疾患及溝通疾患等發展

與學習障礙 

（三）兒童與青少年焦慮與情感

1.書名：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 

DSM-IV-TR. 

作者：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2000) 

出版社：Washington, DC: As 

Author 

2.書名：Abnormal Psychology 

作者：Kring,A.,Neale, J.M.,& 

Davison, G.C.(2010) 

出版社：New York: John Wiley& 

Son 

3.書名：Abnormal Psychology: An

Integrative Approach(6th 

ed.) 

作者：Barlow, D.H.,& Durand. 

V.M.(2012) 

出版社：Belmont,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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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患的核心知識 4.書名：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4th ed.) 

作者：Mash, E. J. & Wolfe, D. A.

(2010) 

出版社：Belmont,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5.篇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As a Diagnostic 

Entity(MCI) 

作者：Petersen RC.(2004) 

刊名卷期：Journal of Internal

Medicine,256,183-194 

6.篇名：神經心理檢查 

作者：花茂棽、朱怡娟,民90 

刊名卷期：當代醫學，卷28，18-122

7.篇名：失語症 

作者：花茂棽、朱怡娟,民89 

刊名卷期：當代醫學，卷27，64-70

8.書名：Walsh's 

Neuropsychology: a Clinical 

Approach(5th ed.) 

作者：Darby, D., & Walsh, K. 

(2005) 

出版社：New York: Elsevier 

Churchill Livingstone 

9.書名：Neuropsychological 

Assessment(4th ed.) 

(Chapters 1-8,& 18-20) 

作者：Lezak, MD, Howieson,D.B.,

& Loring, D.W.(2004) 

出版社：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六 臨床心理學 

特論（三） 

（ 包括飲

食障礙之心

理衡鑑與心

理治療、精

神官能症之

心理衡鑑與

心理治療、

壓力身心反

應與健康行

為） 

一、飲食障礙之心理衡鑑與心理

治療 

（一）飲食障礙的定義、分類與

相關理論 

（二）飲食障礙的危險因子、保

護因子及其心理衡鑑 

（三）飲食障礙的三級預防 

二、精神官能症之心理衡鑑與心

理治療 

（一）焦慮疾患的臨床特徵、病

因、心理衡鑑及治療的知識 

（二）身體疾患的臨床特徵、病

因、心理衡鑑及治療的知識 

1.書名：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 

DSM-IV-TR. 

作者：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2000) 

出版社：Washington, DC: As 

Author 

2.書名：Abnormal Psychology 

作者：Kring,A.,Neale, J.M.,& 

Davison, G.C.(2010) 

出版社：New York: John Wiley& 

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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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離疾患的臨床特徵、病

因、心理衡鑑及治療的知識 

（四）憂鬱疾患的臨床特徵、病

因、心理衡鑑及治療的知識 

（五）睡眠疾患的臨床特徵、病

因、心理衡鑑及治療的知識 

（六）性功能失調及性別認同疾

患的臨床特徵、病因、心理衡鑑

及治療的知識 

三、壓力身心反應與健康行為 

（一）現行健康與疾病的觀點 

（二）健康行為與健康的提昇 

（三）壓力與生病 

（四）因應與減低壓力 

（五）一般身心壓力衡鑑與治療

（六）慢性疾病適應之身心壓力

衡鑑與 

治療 

3.書名：Abnormal Psychology: An

Integrative Approach(6th 

ed.) 

作者：Barlow, D.H.,& Durand. 

V.M.(2012) 

出版社：Belmont,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4.書名：Clinical Handbook of 

Psychological Disorder 

作者：Barlow, D. H.(2008) 

出版社：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5.書名：Health Psychology(5th 

ed.) 

作者：Taylor, S. E.(2006) 

出版社：Boston: McGraw Hill 

6.書名：Health Psychology: 

Psychobiosocia 

Interactions 

作者：Sarafino, E. P.(2012) 

出版社：New York: John Wiley 

備        註 1.表列各應試科目命題大綱及參考用書為考試命題範圍之例示，惟 

實際試題並不完全以此為限，仍可命擬相關之綜合性試題。 

2.若應考人發現當次考試公布之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與最新公告版

本之參考用書內容如有不符之處，應依「國家考試試題疑義處理辦

法」之規定，提出試題疑義，由本部召開試題疑義會議或專案會議

研商，並以獲得學術專業之定論或共識，或會議多數決議為其正確

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