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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特色及歷史
本系的第一個特色在於同時提供諮商、工商、臨床心理三大應用心理學
的課程，學生可以在這三個領域自由選課，不會被硬性歸入哪一組，既有彈
性又可以廣泛尋找自己的興趣以及擴增未來發展的機會。諮商心理的主要學
習內容是相對單純與短暫的心理適應問題輔導與一般心理健康促進，適合第
一類組中偏好社會科學的同學。工商心理的主要學習內容是組織內的人員管
理與領導統御，適合第一類組中偏好商業科學的同學。臨床心理則學習心理疾
病的診斷、心理衡鑑與心理治療，主要採用醫療模式，尤其適合第三類組的同學，同時也是第
一類組但對第三類組某些內容有興趣同學的選項。
本系的第二個特色是提供國中綜合活動領域教育學程以及中等學校輔導教師教育學程，完
成後可以取得國中輔導科教師或中等學校專輔教師資格，進入中等學校工作。本系另外有可以
參加諮商心理師或臨床心理師執照考試的碩士班諮商心理學組以及臨床心理學組兩個組，方便
銜接大學教育，進入諮商或臨床心理師的專業領域。
本系的第三個特色是有傑出的產學與建教合作。本系專任教師都是具有多年實務經驗的
心理學博士，深刻了解產業狀況，同時具備教學熱情，不僅只專注於本身研究。此外，本系同
時邀請在醫院、學校及相關領域具有專業執照（如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精神科醫師等）
的專業人才協助支援教學、合作研究與督導學生，充實本系教學內容的深度、廣度與應用程度，
讓教學與業界實務的發展與時俱進。
本系同時與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桃園市生命線協會、藍迪兒
童之家、桃園市立壽山高中、桃園市大華高中、新北市立泰山高中、桃園市立龜山國中、桃園
市立幸福國中、中國天津市安定醫院以及其他許多機構有密切的建教暨產學合作協議，同學可
以到這些單位進行見習或研究，充實實務能力，搭建起在校所學與實務所需的橋樑，讓所學可
以發揮效果，讓畢業後可以進入職場發揮所長。
本系的第四個特色是有豐富的國際交流。每一班的學生組成就已經包含來自多個不同的國
家，學生自然而然擴增眼界與心胸。同時因為銘傳大學的姊妹校眾多，學生在學期間還會有許
多到海內外其他學校交流學習的機會，少則數日，多則一學期或一學年；也會有許多接待他校
師生來訪與學術交流的機會。此外，每學期都有國際學者講座，在引進國外最新知能的同時也
讓學生親炙國際大師的風采。再者，本系致力開發更多與海外學校共同完成大學或碩士學位的
聯合課程方案（如 3+1 或 4+1），讓學生能夠以銘傳的學費享受在國內外他校的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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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任的話
從本系的歷史沿革可以看到本系已經歷經兩次的轉型與改名，在我接任半年後臨床心理學
正式加進大學部的課程架構中，與原有的諮商與工商心理學鼎足而三；這不是突然的改變，而
是累積而來的結果。民國一零七年（2018 年）五月教育部核定本系在碩士班成立臨床心理學
組，並於一零八年度開始招生，這真是對本系多年來的耕耘與發展非常積極的肯定，從此本系
可以從大學部到碩士班一路認真培養諮商以及臨床心理師。這對大學部與碩士班的學生來說會
是增加生涯選擇的機會與籌碼，對社會來說是彌補國衛院預估到了 2023 年會有 3,099~3,731
個臨床心理師，565~1,753 個諮商心理師人力的缺口，對本校與本系來說也會是我們善盡大學
社會責任的使命與責任。
我們並不害怕改變，我們期許自己站在風起雲湧的浪頭上看準方向，有彈性地適時自我調
整，追求有效能的表現。本系的效能除了一般的評量指標之外，我希望本系為培養有品質的人
才盡一份力量。而何謂有品質的人才呢？
2015 年在帶完一輪由大學部到碩士班、碩專班的導師之後重新帶大一新生，我一直在想
要把這批學生帶成什麼個樣子，在第一次與新生見面的時候我宣布要培養他們成為一個上得了
檯面的人。
我希望學生能勇敢讓別人看到，能有自己的想法，能夠獨當一面。敢站出來任事、敢舉手
發問只是外在要求，這比較容易辦到；可是站出來要有內涵、有思想、有方法是內在工夫，希
望可以在本系學習的時間慢慢養成。換言之，我希望本系的學生在這四年的大學生活或三至四
年的碩士班訓練能夠學會思考、學會讀書、學會發問、學會玩樂、學會做事，同時勇於表現。
在系上有許多課程的作業或方案與活動會讓學生有很多機會不斷練習勇於發問、勇於任事、勇
於挑戰。
上得了檯面有內在與外在的功夫，同樣重要或者更重要的是在自我表現的同時要能掌握份
際，這個精神或曰倫理（ethic）在我看來最重要的是 integrity 與 discipline。我想把 integrity 翻
譯成誠、實，有正直、真誠、心口如一、有話直說、既承諾就遵守而不要陽奉陰違的意思。我
想把 discipline 翻譯成紀律，它的意思也很廣，我意指能尊重自己與他人的份與際、自制有節、
有禮與有理、隨心所欲不踰矩。我相信一個人若能如此，即使他沒有很好的學問也會有企業主
管非常樂意雇用他。同樣的，在系上許多事務中也會培養學生這樣的態度。
因此我希望本系的學生在畢業時是看來落落大方、進退有節、一開口或一動作就能表現有
踏實內涵的人。
我一直覺得心理學是個奧妙有趣的學科，有人以為學心理的人一定會看穿別人，有許多學
心理的人連忙否認。我倒是認為，如果我以心理學為我的主修，而我對人的認識沒比其他不以
心理為主修的人還多的話，那麼我豈不是白學了！心理學的知識可以是幾乎其他所有學科的幫
襯，或許我們選一位主修心理學的總統的話這個世界會更美好一些；也或許將來有位國家領導
人會是本系的系友。
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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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春林博士／臨床心理師／社會工作師
寫於中華民國一零五年七月八日
更新於一零八年五月卅一日

碩士班教育宗旨、教育目標、核心能力及基本素養
教育宗旨
提供「諮商心理學」、「工商心理學」與「臨床心理學」之跨領域課程，
藉由理論反思及實務應用訓練，培養具人文涵養、社會關懷及全球化思維之專業人才

教育目標





培育諮商心理學、臨床心理學或工商心理學之心理專業人才
兼顧理論反思與實務運用
培養人文涵養與社會關懷
啟發全球化思維

核心能力



專業知能與研究能力
理論與實務整合能力

基本素養



諮商、臨床或工商心理學專業知能
論文及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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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鮮活動
上學期
選定論文指導老
師

考上之後就思考要進行的研究方向與認識可能的指導教授
進入指導教授 Lab

選課輔導暨師生
面對面座談會

心理系全體師生共同出席，討論下個學期課程安排與各種促進學習事宜

實習分享會

學長姐說明實習需注意事項，要記得出席哦

畢業團體照

讓青春洋溢的畢業照留下最美的回憶吧！

巧克力傳情
（大學部主辦）

巧傳在銘園擺攤，藉由巧克力傳遞彼此的祝福與心意，有空可以到巧傳攤
位看看唷

下學期
新生座談會

這是你與系上相見的第一個活動，當天你會見到系上教師，也會告訴你們
碩班生活不可不知大小事。開始暑期見習或準備工作，臨心 IEP Meeting

選課輔導暨師生
面對面座談會

心理系全體師生共同出席，討論下個學期課程安排與各種促進學習事宜

實習申請

開始兼職／全職實習申請，詳請參閱系網相關法規與表單

完成論文及發表

要準備完成論文相關事宜囉～工作進度表從本手冊目錄查找

社科院撥穗正冠
典禮與親師座談

社科院舉辦撥穗正冠典禮，請院長、主任為各位撥穗正冠並獻上祝福。會
後還有親師座談，力邀各位家長親友前來相聚！

學校畢業典禮
（桃園校區）

銘傳大學畢業典禮，以最隆重的規格由校長主持，為各位畢業生點亮未
來！晚上還有絢爛煙火秀

謝師宴

和老師同學一起相聚聊聊，感謝是這些人陪你一起努力了這些年

新生歡迎會

熱情迎接下一屆新生入學～

心理盃
（大學部主辦）

年級之間除了平時的相互照顧之外，也需要彼此切磋一下「武藝」啦！
心理系的學生能文能武，心理盃讓你揮灑青春的第一波汗水！

心諮之夜
（大學部主辦）

在白天的活動之外，夜晚當然也不無聊啦！在心諮之夜有得吃、有得看、
有得玩，讓大家在屬於心理系的夜晚盡情自我表現，也盡情為他人喝采！

系卡拉
（大學部主辦）

心理系動靜皆宜，在這個浪漫的時刻就用歌聲來會友吧！
喜歡唱歌、伴奏的你妳你妳，千萬不要錯過這個機會囉！

社科之夜
（大學部主辦）
臨床全職實習發
表會
加袍典禮
畢業生歡送會

夜晚的活動當然要來第二波，我們和社科院的其他系一起共襄盛舉出更活
力四射的夜晚。這個活動可以認識社科其他系的朋友，擴大自己的社交
圈，當然還有精采的表演及遊戲不容錯過哦！
每年六月擇期舉辦，請碩三即將全職實習結束的學長姊分享實習的收穫與
學習心得。接著進行碩二生加袍典禮，指導教授為即將全職實習同學穿上
白袍，在師長、學長姐與學弟妹的見證中進行宣誓，宣告秉持臨床心理的
專業與倫理守則，為社會大眾服務，並正式邁入臨床場域。最後在祝福即
將進入全職實習的碩二同學，與歡送完成臨床心理碩士班重要里程碑的碩
三同學中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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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心理師誓詞
准許我進入臨床心理專業時，鄭重地保證要奉獻一切，為人類服務；
給師長應有的崇敬與感戴；
憑良心和尊嚴從事臨床心理工作；
以病人的健康為首要的顧念；
尊重寄託予我的秘密；
盡我的力量維護臨床心理工作的榮譽與高尚傳統；
視同業為同袍；
不容許有任何宗教、國籍、種族、政治、或地位的考量介於我的職責與病人
之間；
盡全力維護人類的生命與幫助痛苦的心靈；
即使在威脅之下，亦不利用我的專業與知識去違反人道；
並且，我會恪遵臨床心理的專業倫理與守則。
在此，我鄭重並自主地以人格宣誓以上的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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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年度研討會
本系每年皆舉辦研討會，碩班生若要投稿請注意日程
另外可以密切注意其他相關學協會的研討會並且踴躍投稿、發表

2019 系研討會
主題：幸福人生幸福職場幸福國度學術研討
會

2018 系研討會
銘傳大學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第十三屆 2018 年學術暨實務國際研討會：
讓我們哀傷吧：創傷、失落、與成長
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istic & Existential Psychology
The 13th Annual Conference of Dept. of Counseling and I/O Psychology,
Ming Chuan University
Let’s Grieve: Trauma, Loss & Growth
Date: July 17~18, 2018

2017 系研討會
主題：諮商、臨床、工商專業進入司法場域：
跨界新視野與融合
Professionals during Judicial Proceedings:
The New Visions of Transdisciplinary Alli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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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通訊錄
本系現有十位專任教師，均具有博士學位及豐富的實務和研究經驗。學術專長可區分為
基礎心理學、諮商心理學、工商心理學與臨床心理學。
（右方QR code 老師個人網頁）
朱春林博士
學歷 Education：
Dr. Ju, Juno ChunLin
美國 Forest Institute of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臨床心理學博士
助理教授兼系主任
學術專長 Specialization：心理病理學、臨床心理衡鑑、分析取向心理治療、性別心理 個人
學、員工協助方案、教育部核定性別平等教育師資、教育部核定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網頁
性霸凌調查專業人才
聯絡方式 Contact：
doctorjunoju@yahoo.com
03-3507001 ext 5080, 3676
顏志龍博士
學歷 Education：
Dr. Yen, Chih-Long
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博士
教授
學術專長 Specialization：實驗心理學、研究方法、社會心理學
聯絡方式 Contact：
dragon1943@gmail.com
03-3507001 ext 3696
鄭夙珍博士
學歷 Education：
Dr. Cheng, Shu-Chen
美國德州大學教育心理學系博士
副教授
學術專長 Specialization：心理計量、測驗與評量、教育心理學、正向心理學
聯絡方式 Contact：
sccheng@mcu.edu.tw
03-3507001 ext 5081
鄭瀛川博士
學歷 Education：
Dr. Cheng, Ying-Chan
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博士
副教授
學術專長 Specialization：人力資源管理、組織發展與變革、生涯規劃與生涯管理、企
業諮商與輔導、管理心理學
聯絡方式 Contact：
tony55112@yahoo.com.tw
03-3507001 ext 3691
許金田博士
學歷 Education：
Dr. Hsu, Chin-Tien
國立台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暨商學研究所博士
副教授
學術專長 Specialization：組織心理學、人力資源管理、消費者行為、企業倫理
聯絡方式 Contact：
cthsu@mail.mcu.edu.tw
03-3507001 ext 5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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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
網頁

個人
網頁

個人
網頁

個人
網頁

蔡素妙博士
學歷 Education：
Dr. Tsai, Su-Miao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博士
副教授
學術專長 Specialization：個別諮商、團體諮商、心理衛生
聯絡方式 Contact：
sue@mail.mcu.edu.tw
03-3507001 ext 3694
賴姿伶博士
學歷 Education：
Dr. Lai, Tzu-Ling
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博士
副教授
學術專長 Specialization：工商心理學、心理研究方法、心理測量方法

個人
網頁

個人
網頁

聯絡方式 Contact：
sofia@mail.mcu.edu.tw
03-3507001 ext 3688
許瑛玿博士
學歷 Education：
Dr. Hsu, Ying-Shao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博士
副教授
學術專長 Specialization：個別諮商、團體諮商、悲傷諮商、情緒管理
個人
網頁
聯絡方式 Contact：
ivonne@mail.mcu.edu.tw
03-3507001 ext 3693
曾瓊儀博士
學歷 Education：
Dr. Tseng, Chiung-Yi
美國社會研究新學院心理所博士
助理教授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USA
學術專長 Specialization：研究方法、社會認知、文化心理學、健康心理學
個人
網頁
聯絡方式 Contact:
chiungyi@mail.mcu.edu.tw
03-3507001 ext 3690
林米庭博士
學歷 Education：
Dr. Lin, Mi-Ting
美國德州大學休士頓健康科學中心公共衛生學院行為科學組博
助理教授
士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Health Science Center at Housto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PhD in Behavioral Sciences
學術專長 Specialization：臨床心理衡鑑、物質濫用、健康不平等 (health disparities)
個人
網頁
聯絡方式 Contact:
miting@ mail.mcu.edu.tw
03-3507001 ext 5290
葉欣怡
學歷 Education：
Yeh, Hsing-I
銘傳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學士
辦事員兼系祕書
專長 Specialization：處理系上師生的各種疑難雜症
聯絡方式 Contact:
hsinyi@mail.mcu.edu.tw
03-3507001 ext 3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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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網

課程學習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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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說明
課程設計原則：
1. 運用臨床心理主要工作手法（如診斷、衡鑑、治療）到不同的問題類別或案主對象。
2. 依據本班特色：成癮、兒青心理、老年心理、司法心理、EAPs。
3. 這樣一來方便對應臨床心理學會的 9-6-6 課程規劃要求。
4. 因為生理心理學與神經心理學這兩門課是臨床心理非常重要的基礎課程，也是臨床心理與
其他助人專業不同的地方之一，所以至少二選一。神經心理學內容將為認知神經心理學。
5. 所有的專業課程都必須包含相關倫理議題，因此不另開倫理專題。
6. 所有衡鑑相關課程都必須包含報告寫作訓練，因此不另開報告寫作課程。
7. 兒青、成人老年心理病理課程歸屬心理病理領域，須包含診斷、處遇及衡鑑，一來因為心
理衡鑑是臨床心理與其他助人專業不同的特色之一，二來讓課程比較全面與連貫。
8. 108-1 兒青心理病理學與衡鑑專題、認知行為治療專題參與本校高教深耕計畫深碗課程，因
此上課時數增加一小時，學分數不變，學分費也不變。
修業原則：
1. 應於入學前與本系專任／案教師討論論文方向與指導意向，並於入學後 9 月 30 日前提出「碩
士論文指導教授申請書」
。經申請並核定後須定期與指導教授討論論文計畫，並依規定提出
進度報告。
2. 原則上每學期選擇一個單位見習（碩一）、兼職實習（碩二）。一定要至少一期（半年）北
監見習，可在入學前完成。全職實習以醫療院所為優先。
3. 執照考試課程須為臨心專業選修課程。
4. 為學生之學習成效，培養適當的學習態度，以為實習之準備，每學期末的下學期網路選課
初選前將由臨心組老師共同針對個別研究生的專業知識、實作技能、學習態度、專業角色
行為、及自我省察能力進行學習關懷與督促預警評量（臨心 IEP meeting），據此作為研究
生選修下一學期相關課程之參考。非相關科系出身同學應配合臨心組老師規劃之加選課程
以補足專業知能。
5. 學生在進行兼職與全職實習前備妥成績單、履歷表、自傳、實習學習計畫書等相關資料與
開課老師討論實習申請事宜。
6. 學生在全職實習前必須至少完成論文計畫書核准。
畢業要求：
1. 至少修完所需 40 學分與課程。
2. 碩士論文。
3. 在學期間研究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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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細則
98.03.24 系務會議通過
98.10.20.系務會議通過
99.09.21.系務會議通過
101.05.30.系務會議通過
104.10.20.系務會議通過
105.03.01.系務會議修訂
105.03.22.系務會議修訂
105.04.26.系務會議修訂
105.10.06.系務會議修訂

一、依據「銘傳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辦法」，訂定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碩士班（以下簡稱
本班）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二、申請資格：
1. 具有本校學籍之本班在學一、二年級研究生。
2. 欲申請之學生前一學期之學業成績須達 70 分（含）以上且操行成績 80 分（含）以
上（新生第一學期之申請不在此限）
。
三、本系研究生獎助學金分配原則如下：
1. 獎助學金金額：依學校核定之本系研究生獎助學金金額。
2. 分配原則：碩士班一年級、二年級各班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前二分之一（小數點後不
計）
；一年級新生依甄試入學及考試入學各取入學成績前二分之一（小數點後不計）；
為獲獎者。
3. 分配方式：由前述獲獎者均分獎助學金，並由系上另外核發獎狀，惟每人上限不得
超過二萬元。分配後仍有餘款，由其餘未獲獎之一年級、二年級研究生均分作為助
學金。
四、申請獎助學金應於開學二週內向各系所提出申請。經系務會議審核後送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彙整。學生申請應檢附資料如下：
1. 申請書。
2.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學生證須蓋當年度註冊章）。
3. 前一學期成績單（新生第一學期之申請不需提供）。
五、研究生獎助學金之發給，碩士班以第一、第二學年為限，期間為每學年第一學期九月至翌
年元月底止，第二學期自二月至六月底止。學期中休學者停止發給。
六、凡領取研究生獎助學金者，不得在公民營機構專職。接受獎助學金期間，研究生如有表現
不佳或不適任時，經提報系務會議討論後，得停發（含當月）本項獎助學金或限制再次申
請本項獎助學金資格。
七、已獲頒本獎助學金之研究生得依本校獎助學金申請辦法之相關規定申請校內其他獎助學
金。
八、本細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送請學務處備查後實施。

13

銘傳大學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臨床心理兼職實習實施細則
03.19.2019.系務會議通過
04.10.2019.院務會議通過
05.02.2019.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第七條

第八條

依據
依據〈銘傳大學國內外機構實習辦法〉與〈銘傳大學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專業基本能力檢定實施細則〉
訂定本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臨床心理兼職實習實施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目的
為提升學生專業素養及能力，配合〈心理師法〉之實施及協助本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以下簡稱臨
心組）學生取得臨床心理師考試資格。
兼職實習資格
一、 本系碩士班臨心組在學學生。
二、 已修習心理病理學、心理治療與心理衡鑑領域課程者。
三、 經本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實習指導小組（以下簡稱臨心實習指導小組）評估後同意進行兼職實
習者。
兼職實習機構類別
應為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且經本系臨心實習指導小組同意認可，包括下列單位：
一、 醫療院所。
二、 法院與矯治機關。
三、 社區心理診所或健康中心。
四、 煙毒勒戒所。
五、 學校諮商中心或資源教室。
六、 其他正式立案之助人專業機構。
兼職實習機構條件
一、 符合前條類別。
二、 機構應至少有一位專任合格臨床醫事人員。
三、 機構應提供符合本細則要求之實習內容、時數與督導。
四、 不得為實習學生在職、兼職、擔任義工或離職未滿二年之單位。
兼職實習工作內容
一、一般心理狀態及功能之心理衡鑑。
二、心理發展、社會適應或認知、情緒、行為等偏差與障礙之心理衡鑑與心理治療。
三、精神官能症之心理衡鑑與心理治療。
四、精神病之心理衡鑑與心理治療。
五、腦部心智功能之心理衡鑑與心理治療。
六、其他臨床心理有關之自選項目。
兼職實習工作種類
一、 心理衡鑑：運用衡鑑晤談及各種衡鑑工具與方式，形成個案概念化，提出診斷假設與介入策略，
並撰寫衡鑑報告。
二、 心理治療：包含個別與團體心理治療。
三、 其他臨床活動：跟診、參與會診、醫療團隊會議或病房活動。
四、 學術活動：參與個案討論會、讀書會等。
兼職實習時程與時數
以學校行事曆一學期十八週為原則，每週至少六至八小時（兩個半天）
。實習單位另有要求者可依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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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第十條

第十一條
第十二條

第十三條

第十四條

第十五條

第十六條
第十七條

況配合調整之。
兼職實習督導資格、職責、時數
一、 兼職實習機構之督導應取得臨床心理師執照，並具備臨床經驗一年以上者。
二、 學生若在非心理衛生專業機構實習，則由該機構資深醫事或專業人員擔任督導，並經臨心實習指
導小組審核通過。
三、 兼職實習機構之督導以提供臨床心理學專業知識與指導臨床心理實務為原則；學校督導教師則以
輔助學生順利完成兼職實習為主。
四、 整體督導時數須占當月工作時數 10%以上，其中必須至少有一小時的面對面個別督導，其餘可為
實習單位內的團體督導。
五、 本臨心實習指導小組由本系持有臨床心理師證照之專任教師組成。
兼職實習申請程序
一、 規劃兼職實習時程：符合前條資格之學生需於前一學期期末考週前提出申請。
二、 擬定兼職實習機構：原則上由申請人自行接洽合乎本細則規定之兼職實習機構，取得實習機構接
受實習之初步同意。
三、 填妥〈臨床心理兼職實習課程修習申請書〉
、
〈臨床心理兼職實習計畫書〉
、
〈臨床心理兼職實習督
導資歷表〉〈臨床心理兼職實習機構同意書〉與成績單一併送臨心實習指導小組審查。
四、 通過臨心實習指導小組審查後，學生應自行辦理請求兼職實習機構接受實習之申請作業，完成〈臨
床心理兼職實習合約書〉。
兼職實習費用
如實習單位須實習學生繳交實習費用，則由實習生自費繳納。
兼職實習契約
兼職實習機構對實習學生的要求及權利義務之約定應訂
定臨床心理兼職實習書面契約，以確保雙方之權益。
兼職實習考核
一、 兼職實習學生應於每學期實習結束前，請機構督導與學生就〈兼職實習表現評量表〉共同檢視討
論學生表現，進行臨床心理兼職實習評量。該表由機構督導填寫後寄回給學校督導教師。
二、 實習學生在實習結束後確實填寫〈兼職實習時數記錄表〉。經機構督導簽證後，請機構督導併同
〈兼職實習表現評量表〉寄回給學校督導教師。後者審核後送交系辦存檔。
三、 選修「臨床心理兼職實習（一）」3 學分或「臨床心理兼職實習（二）」3 學分，兼職實習成績考
核以一學期／半年為單位，七十分為及格。由實習機構之督導及學校督導教師共同評定，各占實
習成績之 50%。考核內容包括專業表現、實習態度、實習心得報告等。
兼職實習學生行為規範
一、 修習兼職實習之學生應接受實習機構之督導與臨心實習指導小組學校督導教師的定期督導。
二、 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後應遵守實習機構之規定。
三、 實習學生需嚴格遵守專業倫理及實習機構之相關倫理守則。
變更兼職實習機構
一、 若發現工作性質不符實習目標時，應儘速於一個月內與學校督導教師連繫協調之。
二、 前項情況經協調但在二週內未能改善者，經學校督導教師同意並送交實習機構與臨心實習指導小
組核備後，實習學生方得提出更換實習機構之申請。
三、 更換實習機構以每學期一次為限。
四、 違反本條規定者，該學期實習時數不被認可，但仍應完成實習工作，不得中途終止實習。
評估機構
實習學生應於每學期兼職實習結束前針對所實習機構進行評估，作為往後合作之參考。
本細則經系、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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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臨床心理全職實習實施細則
03.19.2019.系務會議通過
04.10.2019.院務會議通過
05.02.2019.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第七條

依據
依據以下辦法與規則訂定本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臨床心理全職實習實施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一、 〈心理師法〉第二條第一項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考試規則〉第六條第一項規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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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考試規則〉第六條第三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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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 利部 指定
之 機構實 習， 成績及 格， 有證明 文件 者。 」
三、 銘傳大學國內外機構實習辦法。
四、 銘傳大學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專業基本能力檢定實施細則。
目的
為提升學生專業素養及能力，配合〈心理師法〉之實施及協助本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以下簡稱
臨心組）學生取得臨床心理師考試資格。
全職實習資格
一、 本系碩士班臨心組在學學生。
二、 已修畢臨床心理兼職實習（一）、（二）且成績合格。
三、 已修畢心理病理學領域課程九學分、心理衡鑑領域課程九學分、心理治療領域課程六學分。
四、 經本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實習指導小組（以下簡稱臨心實習指導小組）評估後同意進行全職實
習者。
全職實習機構類別
一、 應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考試規則〉 第六條第三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認
可之機構。
二、 經教學醫院評鑑通過，得辦理臨床心理實作訓練之醫療機構。
三、 實習機構之選定應經臨心實習指導小組同意認可。
全職實習機構條件
一、 符合前條類別。
二、 機構應至少有一位專任合格臨床心理師。
三、 機構應提供符合本細則要求之實習內容、時數與督導。
四、 不得為實習學生在職、兼職、擔任義工或離職未滿二年之單位。
五、 不得為實習學生三等親以內親屬主持之機構或單位。
六、 實習機構應於實習完成後，與本校共同開立全職臨床心理實習證明書，並配合本校規定填具各類
考核文件。
全職實習工作內容
一、 依第一條相關辦法與規則辦理。
二、 一般心理狀態及功能之心理衡鑑。
三、 心理發展、社會適應或認知、情緒、行為等偏差與障礙之心理衡鑑與心理治療。
四、 精神官能症之心理衡鑑與心理治療。
五、 精神病之心理衡鑑與心理治療。
六、 腦部心智功能之心理衡鑑與心理治療。
七、 其他臨床心理有關之自選項目。
全職實習工作種類
一、 心理衡鑑：運用衡鑑晤談及各種衡鑑工具與方式，形成個案概念化，提出診斷假設與介入策略，
並撰寫衡鑑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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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第九條

第十條

第十一條
第十二條

第十三條

第十四條

第十五條

第十六條
第十七條

二、 心理治療：包含個別與團體心理治療。
三、 其他臨床活動：跟診、參與會診、醫療團隊會議或病房活動。
四、 學術活動：參與個案討論會、讀書會等。
全職實習時程與時數
一、 總實習時程共一年。合計達四十八週或一千九百二十小時以上。
二、 實習時程自每年之七月一日或一月一日開始。
三、 學生每週回校進行校內督導半天。
四、 每日實習時間、請假手續均依實習機構之規定辦理。
全職實習督導資格、職責、時數
一、 全職實習機構之督導應取得臨床心理師執照，並具備臨床經驗二年以上者。
二、 全職實習機構之督導以提供臨床心理學專業知識與指導臨床心理實務為原則；學校督導教師則以
輔助學生順利完成兼職實習為主。
三、 整體督導時數須占當週工作時數 10%以上，其中必須至少有一小時的面對面個別督導，其餘可為
實習單位內的團體督導。
四、 本臨心實習指導小組由本系持有臨床心理師證照之專任教師組成。
全職實習申請程序
一、 規劃全職實習時程：符合前條資格之學生需於前一學期期末考週前提出申請。
二、 擬定全職實習機構：原則上由申請人自行接洽合乎本細則規定之全職實習機構，取得實習機構接
受實習之初步同意。
三、 填妥〈臨床心理全職實習課程修習申請書〉
、
〈臨床心理全職實習計畫書〉
、
〈臨床心理全職實習督
導資歷表〉〈臨床心理全職實習機構同意書〉與成績單一併送臨心實習指導小組審查。
四、 通過臨心實習指導小組審查後，學生應自行辦理請求全職實習機構接受實習之申請作業，完成〈臨
床心理全職實習合約書〉。
全職實習費用
如實習單位須實習學生繳交實習費用，則由實習生自費繳納。
全職實習書面契約
全職實習機構對實習學生的要求及權利義務之約定應訂定臨床心理全職實習書面契約，以確保雙方之
權益。
全職實習考核
一、 全職實習學生應於每學期實習結束前，請機構督導與學生就〈全職實習表現評量表〉共同檢視討
論學生表現，進行臨床心理全職實習評量。該表由機構督導填寫後寄回給學校督導教師。
二、 實習學生在實習結束後確實填寫〈全職實習時數記錄表〉。經機構督導簽證後，請機構督導併同
〈全職實習表現評量表〉寄回給學校督導教師。後者審核後送交系辦存檔。
三、 選修「臨床心理全職實習（一）」3 學分或「臨床心理全職實習（二）」3 學分，全職實習成績考
核以一學期／半年為單位，七十分為及格。由實習機構之督導及學校督導教師共同評定，各占實
習成績之 50%。考核內容包括專業表現、實習態度、實習心得報告等。
四、 成績合格者，由實習機構與本系共同開立〈臨床心理全職實習證明書〉
，証明書格式由本系提供。
全職實習學生行為規範
一、 修習全職實習之學生應接受實習機構之督導與臨心實習指導小組學校督導教師的定期督導。
二、 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後應遵守實習機構之規定。
三、 實習學生需嚴格遵守專業倫理及實習機構之相關倫理守則。
變更全職實習機構
一、 若發現工作性質不符實習目標時，應儘速於一個月內與學校督導教師連繫協調之。
二、 前項情況經協調但在二週內未能改善者，經學校督導教師同意並送交實習機構與臨心實習指導小
組核備後，實習學生方得提出更換實習機構之申請。
三、 更換實習機構以每學期一次為限。
四、 違反本條規定者，該學期實習時數不被認可，但仍應完成實習工作，不得中途終止實習。
評估機構
實習學生應於每學期實習結束前針對所實習機構進行評估，作為往後合作之參考。
本細則經系、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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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能力檢定細則
銘傳大學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專業基本能力檢定實施細則
Enforcement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Requirements
for the Department of Counseling & Industrial/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in Ming Chuan University
99 年 01 月 13 日所務會議通過
99 年 05 月 06 日院務會議通過
99 年 6 月 3 日教務會議通過
101 年 11 月 20 日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101 年 12 月 5 日院課程暨院務聯席會議通過
101 年 12 月 20 日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務會議討論通過

1.
2.
3.

本系為提升學生升學暨就業競爭力，依據「銘傳大學學生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法」，訂定「銘
傳大學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專業基本能力檢定實施細則」 (以下簡稱本細則)。
104 學年度起入學之研究生，應通過本細則所定之「基本能力」之檢定標準，始得畢業。
研究生應於在學期間內通過基本能力檢定之項目及檢定標準如下：
基本能力
Essential Competency

諮商或臨床專業知能
Advanced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counseling
or clinical psychology

論文及研究執行能力
Execution of thesis

4.
5.
6.

檢定標準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1. 學生畢業前需完成駐地實習課程且成績達 70
分以上。
Graduate students must complete the full-time
pre-master recognized internship and score at least
70 points on the internship evaluation.
2. 實習相關規定參見各組專業實習辦法。
Student must meet the requirements set by the
Department’s enforcement rules for conducting
student internships.
1. 完成並通過碩士學位論文。
Graduate students must complete master’s thesis
and pass the thesis evaluation.
2. 投稿並通過國內外學術研討會或學術期刊至
少一篇。
Graduate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have at least one
paper accepted for presentation at a refereed
domestic/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研究生於畢業前未達前條所定基本能力檢定標準者，應加修本所指定學分之補救課程，於該
課程達及格標準後，始得畢業。
通過基本能力檢定標準之研究生，應將成績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送交本系所，經審核通過
後，成績以「檢定通過」登錄。
本細則經系務、院務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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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選課流程
登入學生資訊系統
選擇「選課」
「雲端代理選課登記」

補充：
可以先選擇「課務資料」
「開課資料查詢」
記下班級代號及科目代號以便選課

藉由記錄下的選課代碼
直接填入班級／科目代號
全部填選完畢記得按存檔！
之後選課期間會有簡訊通知雲端代選結
果，剩下沒選到的課再於選課期間進入
「學生資訊系統」、「選課」、
「正常學期選課」手動加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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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授予作業流程
確定論文指導教授
原則：入學時
最遲：研一下第 16 週前

論文計畫書口試申請
隨時
上學期：12/31 前
下學期：5/31 前
入學後經申請並確定指導教
授後即可在指導教授指導下

論文計畫書口試
（Proposal Application）
上下學期結束前

通過

修改

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修課證明
隨時
原則：愈早愈好
詳見系網「課程規劃」→
「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不通過

至少間隔三個月

學位論文口試申請
上學期：12/31 前
下學期：5/31 前

學位論文口試（Oral Defense）
上下學期結束前

通過

辦理離校手續
上學期：1/31 前
下學期：8/25 前

修改

不通過
研究發表與完成修課要求
在學期間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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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教授申請及口試費用
指導教授選擇原則：
1.

多方了解你想邀請的老師，看看你們雙方的工作風格是否相容，你們雙方是否可以一起工
作，這是最重要的。研究主題是否相合倒是比較其次的問題，很多同學在選定指導教授後
才開始思考研究主題。

2.

要主動找老師談，邀請老師擔任你的指導教授，也要有被拒絕的勇氣。拒絕擔任你的研究
指導教授並不代表不欣賞你。

3.

每位學生的指導教授以一位專任教師為原則。因應研究需求可採聯合指導，但須至少一人
為專任教師。

4.

每位專任老師指導同一屆碩士班與碩專班論文合計篇數不超過七篇。聯合指導教師以 0.5
人計算。

5.

其他請詳參系網上碩士暨碩士在職專班相關法規中的〈銘傳大學諮商與工商心理系碩士學
位論文輔導辦法〉與其他相關規定。

計畫書及學位口試學校費用支付原則：


學校經費支付以 3 人為原則（由學生自行處理聯合指導時可能多出部分）
**計畫書經費：校內$500／人、校外$1,000／人+車馬費$400
**學位口試經費：校內$1,500／人、校外$1,500／人+車馬費$400



若校外口委同一天口試一場以上，支付一次車馬費$400。



聯合指導時指導教授均分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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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書、學位論文口試申請及進行時程
計畫書口試
申請時間

口試時間

上學期：10 月中旬(10/15 前) 上學期：11/1-12/31
下學期：5 月中旬(5/15 前)
下學期：06/1-06/30

繳交文件
 計畫書口試申請表
 計畫書口試委員推薦表

 歷年成績單
備註：
1. 計畫書口試前須修滿 20 學分，經指導教授及系主任同意後，方可提出申請論文計
畫書口試。
2. 申請資料最遲於口試前 3 週(不含假日)繳交至系辦，逾期恕不受理。
3. 提出之口試申請表請務必與口試委員確認清楚後方可遞交。
4. 口試所需檢送計畫書口試本請自行送交口試委員，系辦不提供轉交服務。

學位論文口試
申請時間
上學期：10/31 前
下學期：05/10 前

口試時間
上學期：11/15-12/31
下學期：06/01-07/15




繳交文件
學位論文口試申請表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推薦表



歷年成績單

備註：
1.

學位論文口試前須完成所有必選修課程，且於計畫書口試後三個月內方可提出申
請。

2.

申請資料最遲於口試前 3 週(不含假日)繳交至系辦，逾期恕不受理。

3.

提出之口試申請表請務必與口試委員確認清楚後方可遞交。

4.

口試所需檢送學位論文口試本請自行送交口試委員，系辦不提供轉交服務。

5.

學位論文考試(口試)後，請依口委給予建議逐一修改後遞交指導老師確認同意後，
系上方可寄送審定書，並請學生進行後續裝訂事宜。

6.

若來不及於新學期開學 2 週內完成離校程序，請先自行上網列印平安保險費繳費，
則可完成註冊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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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論文工作進度
事 項
繳交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申請表
繳交論文計畫書
口試申請書、計
畫書口試委員推
薦表
繳交論文計畫書
初稿

論文計畫書口試

地點

日 程

系辦

隨時

系辦

自行
送交
口委

系辦
安排

繳交論文學位
口試申請書

系辦

繳交完整論文
初稿

自行
送交
口委

至少於
計畫書
口試前
一個月
至少於
計畫書
口試前
兩週

最晚於
期末考
最後一
天之前

至少期
末考結
束一個
半月前
至少於
論文學
位口試
前兩週

論文學位口試

系辦
安排

最晚於
期末考
最後一
天之前

繳交論文定稿
通知

系辦

口試後
一週內

備 註
 指導教授同意簽名後送回系辦
 每位教師每屆指導碩（專）生七名為限
 附加全學年成績單
 申請書與推薦表經指導教授簽名後送到系辦
 口試委員以三位為限
 提交給每位口試委員一份論文計畫書，紙本或電子檔
依委員偏好
 公告周知時間、地點
 口試時間以兩小時為原則
 口試當日需準備計畫書口試程序及審查要點、口試委
員聘函、指導費、領據、計畫書口試委員綜合審查表
（一份）
 請先清潔與佈置會場，口試後場復
 口試後立即將領據交至系辦
 由指導教授將計劃書口試委員審查表三份、計畫書口
試綜合審查表一份交至系辦
 口試後一週內於系網下載並打字書寫論文計畫書口試
委員審查意見彙整表，經指導教授簽名後送至系辦
 與計畫書口試時間需間隔三個月以上
 附加全學年成績單
 經指導教授簽名後送到系辦
 口委以三位為限，校外委員至少佔三分之一
 提交每位口試委員一份論文，紙本或電子檔依口委偏
好
 公告周知時間、地點
 口試時間以兩小時為原則
 口試當日需準備計畫書口試程序及審查要點、口試委
員聘函、指導費、領據、學位口試委員評量表三份、
學位口試委員綜合評量表一份、學位考試審定書一份
 請先清潔與佈置會場，口試後場復
 口試後立即將領據交至系辦
 由指導教授將學位口試委員評量表三份、學位口試委
員綜合評量表一份、學位口試審定書交至系辦
 口試後一週內於系網下載並打字書寫論文計畫書口試
委員審查意見彙整表，經指導教授簽名後送至系辦
 經指導教授簽名後送到系辦
 論文電子檔案授權書打字後印出
 依〈銘傳大學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碩士生離校程序與
注意事項〉辦理離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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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論文計畫書、學位口試程序及審查要點
口試程序
程 序
召集人發表程序說明
研究生報告計畫書內容

時 間
5分鐘
20分鐘

口試委員提問
計畫發表人答辯

50分鐘

口試委員進行評分

10分鐘

召集人宣佈計畫結果

5分鐘

備 註
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召集人

發表人與旁聽者離場

審查要點
1.

口試結果分為四種
重新口試

2.
3.
4.

大幅修改

小幅修改

不需修改

論文計畫書口試結果為重新口試者，應重新提出計畫書，並於下學期向全體口試委員申請
重新口試
論文計畫書口試結果為大幅修改者，應大幅修改結構與內容，於口試次日起二個月內修正
完畢，並經由原全體口試委員同意修改內容後簽名通過
論文計畫書口試結果為小幅修改者，英小幅修改內容及文字，應於口試次日起一個月內修
正完畢，經指導教授同意修改內容簽名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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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校程序與相關注意事項
※敬請配合學位論文口試結束後續相關注意事項，以利辦理離校手續及領取畢業證書。
步 驟
項目說明
1.封面及書背（在心理系網「表單下載」的「碩士暨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欄中下載直接套用）
2.系所名為：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3.內頁順序：
封面、論文口試審定書、浮中英文摘要與中英關鍵詞、浮謝誌、浮目錄、
浮表目錄、浮圖目錄、浮論文正文、浮參考文獻、浮附錄（標註「浮」表
示該部份要有浮水印）
4.定稿後，連結銘傳大學圖書館網頁，點選「論文上傳」→「確定 論文上
傳」→「下載區」，下載浮水印，置於你的論文稿件
5.將已含浮水印之論文全文轉檔成 PDF 格式（送印版）
6.將送印版 PDF 電子檔繳至系辦，秘書檢查確認後，將提供論文上傳所需
（一）確認論文
之帳號及密碼
修正無誤
7.上傳送印版 PDF 檔
8.上傳成功後系統會自動產生〈銘傳大學博碩士論文電子檔案授權書〉
，請
印出並親筆簽名兩份
※論文公開授權時間請先行徵詢指導教授
※圖書館將根據所上傳論文電子檔，針對論文系統各欄位所鍵入的資料進
行一致性審核。為避免常發生之問題，請參考常見問題集
(http://library.mcu.edu.tw/zh-hant/node/1616)
※論文電子檔一經審核通過將立即上傳至國家圖書館論文雲端系統。日後
若想更改異動，需填寫〈銘傳大學學位論文修改申請書〉申請更改
※如有論文建檔、上傳相關問題，請電圖書館資訊組鍾穎潔小姐
02-28824564 轉 2665 或 E-mail 至 ycchung@mail.mcu.edu.tw
1.論文上傳並經圖書館確認無誤後始得送印論文。請務必慎重費心檢查，
以免造成重印的負擔及時效的延宕。系辦將於此時交給審定書親簽正本
2.電子論文與紙本論文必須是同一版本
3.需印製版本與最少份數：
（1）精裝本三本（黑色封面，封面及書背燙金字）
：系上留存一本（影本
（二）論文裝訂
審定書）、銘傳圖書館一本、送交國家圖書館一本。自行保管其中附審定
書正本者，到校辦理離校時交給桃園校區教務組謝欣容老師共兩本。
（2）平裝本一本（碩士班諮商心理學組粉色封面，臨床心理學組金黃封面，
碩專班藍色封面、國防專班芽綠封面）：亮面雲彩紙。是否印製贈送口試
委員由學生與指導教授決定。
（三）填寫
銘傳大學首頁→登入學生資訊系統→畢業生離校程序→
畢業生流向
請輸入身分證字號後，填寫問卷完成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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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驟

項目說明
請注意：因離校程序牽涉各單位，請隨時利用該系統留意審核進度
請繳交以下資料至系辦（可郵寄）：
1.銘傳大學博碩士論文電子檔案授權書親筆簽名正本兩份（論文上傳 成功
後系統會自動產生）
2.論文送印版 PDF 檔置入光碟，一片。光碟上書明姓名、論文題目、通過
年月。
3.繳交論文發表通過證明書影本一份
4.精裝本論文三本、平裝本論文一本
5.自一零六學年度起碩士在職專班學生需到桃園校區辦理離校程序。若不
方便， 可請系秘代辦繳交資料給教務組，本人於隔天下午攜帶學生證在
台北校區註冊組領取畢業證書（教務組收到資料，確認離校程序無誤後才
會製作畢業證書）。

（四）辦理
離校手續

（五）領取
畢業證書

註冊組的提醒

1.請攜帶學生證。
2.若委託代領，請自教務處網頁下載並填寫委託書。由代領人攜帶委託書、
代領人印章與身分證、委託人學生證至教務處註冊組辦理。
1.書背、論文封面、授權書三者之論文題目要一模一樣
2.論文精裝本之系所名稱一定要正確。碩士在職專班論文封面須加註「碩
士在職專班」
3.論文封面的年月須與畢業年月一致，並非口試通過之年月
4.還在修習教育學程或尚未確定能於當學期領取畢業證書辦理離校者請勿
繳交碩士論文精裝本及授權書至教務處及圖書館
5.不管是否公開授權皆須繳交授權書及光碟

注意事項：
1.離校手續於開學後兩週內接受辦理。若無法於上述時間完成離校手續者，請依規定先行
辦理註冊（僅需繳交學生平安保險）。離校時間以辦理離校手續當月份計算。
2.尚未完成學位論文口試者也請於開學兩週內進行註冊手續。若已修畢規定學分數，僅需
繳交學生平安保險費；若尚未完成規定學分數，請於開學兩週內上網選課。
3.暑假七至八月上班時間：上午 8:20 至下午 4:00。全休時間請參閱銘傳大學網頁最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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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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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論文格式規範

壹、 論文內容格式及置放順序
封面：依據本系提供之封面檔案，含中英文題目
大學部專題研究：金橘(HEX #ff6201／RGB (255,98,1)／CMYK (0,62,100,0)雲彩紙封面
諮商心理學組：粉紅(HEX #f6cee8／RGB (246,206,232)／CMYK (0,16,6,4)雲彩紙封面
臨床心理學組：金黃(HEX #ffd333／RGB (255,211,51)／CMYK (0,17,80,0)雲彩紙封面
碩專班：天藍(HEX # 7cf0fc／RGB (124,240,252)／CMYK (51,5,0,1))雲彩紙封面
國防專班：芽綠(HEX #c3e274／RGB (195,226,116)／CMYK (14,0,49,11) 雲彩紙封面
2. 專題研究／碩士學位論文考試審定書
3. 專題研究／碩士論文電子檔案授權書
4. 謝誌
5. 中英文摘要：請以中、英文扼要各繕寫500字左右，並在摘要之後，隔行列出三至五個關鍵詞
﹙Keywords﹚
。中文摘要位於英文摘要之前
6. 目 錄
7. 表目錄
8. 圖目錄
9. 論文正文
10. 參考文獻
11. 附錄
注意事項：
1. 頁碼編寫：論文正文之前用小寫羅馬字 i、ii、iii……依序標在每頁下中央；論文正文之後
以阿拉伯數字 1、2、3……依序標在每頁下中央
2. 表及圖置於正文中，問卷或測量工具…等放在附錄
1.

貳、 編印、印製
1.
2.
3.
4.
5.
6.
7.

中文打字 1.5 行距，段落格式左右對齊。字體統一為中文-新細明體，英文-Times New Roman（特
殊說明使用字體為標楷體）
，點數大小為12點
用紙尺寸：裝訂本為 A4 紙，頁面上、下留邊各2.5公分，左、右側留各3.17公分，以利
裝訂
一律橫式繕寫
封面標題和書背製作：以本系提供之樣本格式製作。標題若兩行以上，採倒三角形排列。
注意斷字之處
印製：雙面印製，以清晰可讀為原則
裝訂：於左側打釘、糊背
學位考試後若修改題目，請及早通知系辦，以免造成成績單上的論文題目錯誤

叁、寫作格式
全文依序應包含中文摘要、英文摘要、正文、參考文獻。正文內包含緒論、研究方法、研
究結果、討論與建議四部分。直式橫寫打字於A4規格紙張，上下各留2.54公分空白，左右兩側
各留3.17公分空白，並使用MicorSoft Word 2003版本以上之軟體處理。中文-新細明體，英文-Times
New Roman。以APA 格式六版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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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論文排版格式-封面範例

銘傳大學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
碩士班碩士學位論文
中文題目－論文題目所在位置，
題目的擺放應成倒三角形
英文題目亦同

研 究 生：○○○

撰

指導教授：○○○博士

中

華

民

國

一

零
29

○

年

○

○

月

範例

銘傳大學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
碩士班碩士學位論文
以威斯康辛卡片分類測驗做為性侵再犯
評估工具之研究
Employing Neuropsychological Measure to
Predict the Recidivism of Sexual Offender:
A Study on Wisconsin Card Sorting Test
研 究 生：嚴介謙

撰

指導教授：朱春林博士

中

華

民

國

一

零
30

一

年

六

月

附錄三

論文排版格式-書背範例

:

o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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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桃園校區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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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基河校區地圖
劍潭捷運站出口1，直走基河路抵達基河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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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學校資源
銘傳大學
台北校區

臺北市 11103 中山北路五段 250 號

總機

02-28824564

網址

https://www1.mcu.edu.tw/Apps/SB/SB_Site.aspx?PageID=164

大門警衛

02-28824564 ext 2369

性侵害、性騷擾申訴

02-28829595

桃園校區

桃園市 33348 龜山區德明路 5 號

總機

03-3507001

校內緊急電話

3119(行政處總務組)

校外緊急直撥電話

03-3509495(值班教官)

大門警衛

03-3507001 ext 3128

性侵害、性騷擾申訴

03-3509495

心理系辦

03-3507001 ext 3677

心理系網址

http://web.ciop.mcu.edu.tw/zh-hant

心理系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mcuciop/

心理系學會

http://club.mcu.edu.tw/ciop/zh-hant/node/1

心理系友會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403529753090248/

基河校區
三樓警衛
金門校區

臺北市 11162 基河路 130 號 3 樓
02-28824564 ext 8211
金門縣 89049 金沙鎮德明路 105 號
082-355233

美國校區

Gilbertson Hall, Saginaw Valley State University, 7400 Bay
Road, Saginaw, MI 48710, U.S.A.
+1-989-9642497, +1-989-9644010

其他
永祥汽車

桃園市龜山區長壽路 135 號，0916937846，可來校救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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