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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見調查
多花兩年唸碩士有用嗎？

2 0 1 9 - 0 9 - 1 9  1 0 : 0 7聯合新聞網 文章提供／遠見

• 十年數據告訴你18學群起薪

• 心理系大學畢業與碩士畢業起薪差7千元左右！！



甄試入學

• 報名期間：111年10月19日 09：00至

11月09日12：00止

• 報考資格：凡取得學士學位或具同等學歷者

• 招生組別與名額：

• 一般心理學組：6名(暫定)

• 臨床心理學組：5名(暫定)

甄試項目： 1.資料審查30％（11月9日繳交）

2.面試70％（11月24日面試）



中原大學心理學研究所一般組 

研究計畫撰寫格式 

請根據以下說明，撰寫簡易研究計畫。 

1. 請你勾選主要領域與次要領域的用意，是讓我們知道你規劃就讀研究所的興趣與

動機。未來進入本系所就讀後，你仍然可以在一般組的五個領域之內做選擇。 

2. ★的數量代表建議你撰寫時的分配比重，數量愈多代表比重愈高。 

一、 請勾選你感興趣的一個主要領域，以及一個次要領域，二者請勿重複。 

主要領域：□實驗認知  □心理計量  □人格社會  □發展心理  □工商組織 

次要領域：□實驗認知  □心理計量  □人格社會  □發展心理  □工商組織 

二、 研究題目（自訂） 

題目：                                          （研究領域：          ） 

三、 研究計畫（以不超過 5 頁為原則，撰寫重點請涵蓋下列項目） 

1. 研究動機（★★★）建議 150 字內 

簡要說明為何此一議題值得研究？ 

2. 文獻探討（★★★★）建議 800 字內 

這個研究想法的重要概念為何，如何界定？ 

你的主要觀點與論述？ 

3. 研究方法（★★） 

研究設計或是你預計進行的方式？ 

4. 參考文獻（★） 

至少列出 3~5 個你所援引的核心文獻 



甄試入學

1.申請提前入學條件：限報考111學年度碩士班甄試錄取生，且大學

已畢業或預訂111年1月畢業或符合同等學歷入學資格者（預定110

年6月畢業者不得申請。）

2.甄試備取生最後遞補日為111年2月22 日（二），逾遞補截止日尚

未獲遞補錄取之備取生即喪失錄取資格，如有缺額（含不足額錄取、

聲明放棄及未按時入學驗證報到等），一律流用至考試入學招生補

足。

3.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報名費全額減免，惟各次考試報名費全額

減免以一系（所）組為限。



考試入學

• 報名期間：111年1月05日09：00至

1月25日12：00止

• 報考資格：凡取得學士學位或具同等學歷者

• 招生組別與名額：
• 一般心理學組：6名(暫定)

• 臨床心理學組：7名(暫定)

• 筆試科目：
• 一般心理學組：心理學方法、普通心理學

• 臨床心理學組：心理學方法、普通心理學、變態心理學

備註：「普通心理學」含認知心理學、發展心理學、社會與人格心理學

• 筆試日期： 111年2月16日



考試入學

1.歡迎原報考本校111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備取生，惟未獲遞補錄取

之考生，再次報考本次碩士考試，提供優惠報名費方案，詳情請

參閱簡章附表之「再接再厲問鼎中原」方案。

2.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報名費全額減免，惟各次考試報名費全額

減免以一學系（所）組為限。



臨床心理學組修課規定

臨床心理學組畢業學分結構

性質 學分數 課程名稱

1.學系必修 18

高等統計學
研究方法論

高等心理病理學
高等心理衡鑑
高等心理治療
專題研究

2.碩士論文 6

3.學系選修 15

4.實習/見習 12/6

5.研究生通識 2

畢業學分數 59

 必修課程
包括高等統計學、研究方法論、高等心理病理學、高等心理衡鑑、高等心理治療、
專題研究、臨床心理見習、臨床心理實習(一)(二)。另須至少選修一門3學分本所
碩士班其他組別課程。

選修課程
選修課程不定期開授。研究生至少須選修心理病理學相關課程、心理衡鑑相關課程、
與心理治療相關課程各一學科，合計九學分以上。



一般心理學組修課規定

一般心理學組畢業學分結構

性質 學分數 課程名稱

1.學系必修 9
高等統計學
研究方法論
專題研究

2.碩士論文 6

3.學系選修 15

4.研究生通識 2

畢業學分數 32

 必修課程如下：
研一上：高等統計學、核心課程
研一下：研究方法論、核心課程
研二上：專題研究、碩士論文
研二下：碩士論文

 核心課程為高等認知心理學、高等社會心理學、高等發展心理學和高等工商心理
學四門課程中，任選其二



系所規定

1.非心理學系畢業者，需依規定補修學分。

2.畢業規定請參考本校應修科目表。

3.一般心理學組之領域包括實驗與認知心理學、發展心理學

、社會與人格心理學、心理計量、工商心理學。

4.臨床心理學組學生，必須通過臨床心理學組審核後，始得

修習臨床實習課程。

5.入學後臨床心理學組學生得轉至一般心理學組，一般心理
學組學生不得轉至臨床心理學組。



師資團隊資訊

• 一般心理學組-領域與師資：
實驗與認知心理學領域：

趙軒甫教授兼系主任、鄭谷苑副教授、葉理豪副教授

發展心理學領域：
陳韻如助理教授

心理計量學領域：

張淑慧副教授、黃麗嬌助理教授

社會與人格心理學領域：
李怡真副教授、林瑋芳副教授

工商心理學領域：
周婉茹助理教授

• 臨床心理學組師資：
黃君瑜副教授、梁記雯副教授、洪福建助理教授、涂珮瓊助理教授、

詹雅雯助理教授、張馨徳助理教授



實驗與認知心理學領域師資

趙軒甫教授

專長領域：
認知心理學/知覺心理學

12

鄭谷苑副教授

專長領域：
認知心理學/語言心理學

葉理豪副教授

專長領域：
認知心理學/語言心理學



發展心理學領域師資

13

陳韻如助理教授

專長領域：
發展心理學/兒童臨床心理學



心理計量學領域師資

張淑慧副教授

專長領域：
心理測驗/心理計量學/統計學

14

黃麗嬌助理教授

專長領域：
應用統計/心理計量



社會與人格心理學領域師資

李怡真副教授

專長領域：
正向心理學/性格心理學

15

林瑋芳副教授

專長領域：
社會心理學/人際關係



工商心理學領域師資

周婉茹助理教授

專長領域：
華人組織行為/運動心理
學/綠色消費者行為

16



臨床與諮商心理學領域師資

洪福建助理教授

專長領域：
臨床心理學/健康心理
學

黃君瑜副教授

專長領域：
臨床心理學/健康心
理學

梁記雯副教授

專長領域：
臨床心理學/實驗認
知心理病理學

涂珮瓊助理教授

專長領域：
臨床心理學/健康心
理學

詹雅雯助理教授

專長領域：
臨床心理學/行為睡
眠醫學/神經心理學

張馨德助理教授

專長領域：
臨床神經心理學/神
經心理症候群診斷/
神經心理復健



研究室簡介

• 工商心理學研究室
（http://cycuiopsy.mystrikingly.com/）

• 認知心理病理學研究室

（http://cplcycu.weebly.com)

• 睡眠實驗室

(https://cycu-sleep-lab.weebly.com/)

• 健康與心理腫瘤學研究室

（https://hpsolabcycu.weebly.com/）

http://cycuiopsy.mystrikingly.com/
http://cplcycu.weebly.com/
https://cycu-sleep-lab.weebly.com/
https://hpsolabcycu.weebly.com/


研究室簡介

• 中原心理829趙軒甫研究室

（https://site-1647589-9690-533.mystrikingly.com/)

• 正向心理學與情感科學實驗室

（https://ycllab.weebly.com/)

https://site-1647589-9690-6533.mystrikingly.com/
https://ycllab.weebly.com/


獎助學金資訊（1/3）

•各組正取第一名，且當學年度完成註冊並入學

者，依本系「研究生研究助學金分配辦法」可

獲得獎學金 3 萬元，第一學年分期核發。

• 具備預研生資格於次學年度參加本校碩士班甄試入學經錄取並完

成註冊者，其畢業學業成績系排名在前30%者，發給獎學金2萬元

整。獎學金於學生就讀碩士班一年級依學期分2 次發给。



獎助學金資訊（2/3）

• 劉家煜主任獎學金
每學年發給一次，上下學期至多二名。

每名至多12,000元。

• 研究生獎助學金
每學期每人1~3.5個基數，每1 基數核定為3 千元，核發四

個月。

• 補助學生參與國際學術會議
會議地點在國外，每人以台幣15,000元為上限。

國內舉辦之國際性會議，補助註冊費與生活費，每人5,000元為上限。



獎助學金資訊（3/3）

• 王冠川國際獎助學金
每學年以四名碩博士僑外生為限。

每人每學期25,000元。

• 中原大學僑生與外國學生助學金
自入學年度起，至多核發減免全額學雜費二學年。

• 中原大學優秀陸生獎學金
每人六萬元，碩、博士班以四名為原則。



學長姐的經驗分享

•甄試：

蔡家容學姐、黃紹倫學長

•考試：

賴祈安學姐、黃琪淳學姐



Welcome to join 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