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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訊息

會議時間：2008 年10 月4 日及10 月5 日（週六、日）

會議地點：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

主辦單位：台灣心理學會

承辦單位：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徵求論文訊息

論文截稿日期：2008 年7 月31日（週四）

論文格式及活動其他訊息請參見第47 屆年會網站：

http://elearning.ice.ntnu.edu.tw/tpa/

活動洽詢方式

聯絡時間：每週一至週五，上午9:00～12:00，下午13:30～16:00

聯絡電話：02-23511263 ext. 563, 566, 568

聯絡email：psy-edu@deps.ntnu.edu.tw

聯絡人：心輔系助教

敬請利用網路報名

※重要時程提醒※

7 月31 日 論文摘要截稿日

9 月30 日 年會網路報名截止

親愛的會員，大家好！

台灣心理學會第四十七屆年會，將訂於九十七年十月四日（星期六）

與十月五日（星期日）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舉辦，在此誠摯地邀請您來共

襄盛舉。

今年年會的主題為「心理學在學校的應用—學校心理學」─在少子化

與全球化的趨勢之下，台灣各級學校將逐漸轉變為提供適性、多元及創新

教育的場所，使得學校心理學的知識與應用，愈來愈顯現其重要性。學校

心理學結合了基礎心理學、教育心理學、諮商心理學、心理計量學、發展

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及組織心理學等重要心理學術領域，極具整合特色。

希望藉由此次大會，能對學校心理學的研究與應用，有更為深入的探討與

體會。

作為一年一度的重要交流平台，大會議程包括有主題演講、小型專題

座談、壁報論文及口頭報告論文等各種形式，期待經由這樣的安排，能夠

提供豐富且多元的對話空間。各項發表論文與專題座談請務必在7月31日

以前依大會規定之格式惠賜摘要，並請廣邀心理學同好踴躍投稿。本年度

大會亦鼓勵主題相近的論文，能進一步集結、規劃為小型專題座談。若您

願意籌組小型專題座談，也請依照大會規定之格式，提出您的規劃。

除了演講、座談及論文發表外，大會仍然依照往例進行蘇薌雨學位論

文獎之頒獎，並邀請論文獎獲獎人與國科會傑出研究獎獲獎人演講。為了

承先啟後，我們亦將舉辦研究生座談會，並期盼各校博、碩士班研究生積

極參與，為未來形成研究群與建立交流平台預作準備，以相互支援成長。

請有意參與的研究生，主動與我們聯絡。

每年的年度大會，是台灣心理學學會的盛事。去年在成功大學舉辦

時，由於颱風來襲，許多會員因此失之交臂。學會除了感到抱歉之外，亦

建議您不要錯過今年的年度大會，並請即刻報名，將年會行程排入您的行

事曆當中。同時，亦請廣邀您身邊的同事、學生及同好一起來參加！台灣

心理學會感謝您長久的支持，並企盼您的蒞臨。

敬祝 暑安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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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台灣心理學會第47屆年會暨國際研討會

2008年10月4至5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台北市

邀 請 函 

各位台灣心理學會會員，大家好：

 很榮幸地，2008台灣心理學會年會將於10月4日及10月5日(星

期六、日)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舉行。本次大會主題：學校心理學相

關議題，除了有精采的主題演講、論文發表等活動外，我們將特別邀

請不同教學環境中具教學特色的老師們籌組經驗交流的座談會，提供

多元教學的交流平台，希望能有助於心理學教學工作者更有創意地面

對新挑戰。

 本其通訊含有年會議程、徵求論文、交通、住宿等訊息，敬請

參考及踴躍投稿。關於報名訊息，敬請參閱網站 http://elearning.ice.

ntnu.edu.tw/tpa/，並祝大家平安快樂!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與心理與輔導學系

                                                        

                                                  系主任：              敬邀

一、大會主題－心理學在學校的應用：學校心理學

二、議程草案：
（一）時間：10月4、5日（星期六、日）、地點：師大綜合大樓2樓演

講廳

時  間 10月4日星期六 時  間 10月5日星期日

8:30~9:00 報到 9:00~9:15 報到、長官致辭

9:00~9:30 理事長、貴賓及校
9:15~10:45

主題演講(一)

主題演講(二)9:30~10:40 會員大會

10:40~10:50 荼敘 10:45~11:00 荼敘

10:50~11:35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11:00~12:00 綜合座談 

11：35-12：20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中午餐敘/壁報論文

交流（一）

中午餐敘/壁報論文

交流(二)

13:30~15:30
Oral Presentation 

Session（Ⅰ）
13:30~15:30

Oral Presentation 

Session（Ⅲ）

15:30~15:45 荼敘 15:30~15:45 荼敘

15:45~17:45
Oral Presentation 

Session（Ⅱ）
15:45~17:45

Oral Presentation 

Session（Ⅳ）

（二）論文摘要截稿日期：2008年7月31日（星期四），通知審稿結

果：2008年9月8日（星期一），報名截止日期：2008年9月30

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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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會報名

（一）投稿辦法

本次年會投稿共分三類：專題座談（sympos i a）、獨立論文

（papers）與獨立壁報（posters），一律採線上投稿，非透過網路遞交投

稿文件恕不受理；以下將依序介紹各類投稿之詳細規範。

1. 專題座談（symposia）

有意申請專題座談者，需推舉一位召集人負責與大會聯繫，由召集

人匯整報告內容並提出一份申請，每場專題座談須自訂主題，並提供中

文500字或英文300字內之主題描述。每場專題座談可包含4-8篇與主題相

關之論文，但每一場專題座談中，同一單位所提出之論文不得超過總篇

數之1/3。投稿時請召集人詳實填寫申請表並將所有專題座談論文匯集成

一份Microsoft Word文件，文件檔名請以召集人之姓名為檔名，例：李大

同.doc。

2. 獨立論文（papers）與獨立壁報（posters）

獨立論文為口頭發表，若未獲通過可選擇是否以獨立壁報形式審

查。論文與壁報之投稿摘要中文500字或英文300字為限，中英文不拘，

且摘要內容需涵蓋研究背景與目的、研究方法、結果與結論。投稿時，請

下載申請表並詳實填寫，若因投稿者之人為疏失影響審稿權益，經本會詢

問後尚有不足者，本會將不負後續責任。投稿時文件檔名請以第一作者之

姓名為檔名，若有重覆，請在姓名後加上數字以方便區隔，例：李大同

1.doc。

回覆規則

報名者在投稿三到五個工作天內，會接到大會回覆是否收到投稿文件，吾

等擬以投稿系統在報名者遞交時，自動發出通知信至登記信箱告知各報名

者是否報名成功，尚待審稿中的訊息；若不採此方案，則交由報名組工作

同仁在接到投稿後逐一回覆。

投稿報名截止日期︰民國97年07月31日（四）

審稿結果通知日期︰民國97年09月08日（一）

（二）投稿報名表

基本資料（打*號欄請務必正確填寫）

姓名* 聯絡電話*
(O)：

(H)

服務單位* 傳真

職稱* 電子郵件*

參加組別 □ 認知 □教心 □工商 □社心 □臨床（含諮商） □發展

投稿資訊（打*號欄請務必正確填寫）

投稿類別* □專題座談 □獨立論文 □獨立壁報

投稿名稱*

（英可不填）

（中）

（英）

所需器材*
□單槍投影機 □筆記型電腦 □簡報筆

□其他                           

午餐資訊（不需用餐者請略過）

用餐時段 □10/4(六)中午 □10/5(日)中午

用餐習慣 □葷食 □素食

備註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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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加報名表

基本資料（打*號欄請務必正確填寫）

姓名* 聯絡電話*
(O)：

(H)

服務單位* 傳真

職稱* 電子郵件*

參加組別* □ 認知 □教心 □工商 □社心 □臨床（含諮商） □發展

午餐資訊（不需用餐者請略過）

用餐時段 □10/4(六)中午 □10/5(日)中午

用餐習慣 □葷食 □素食

備註事項：

論文摘要格式（中文）
論文題目

 作者一1*        作者二2
1第一作者所屬學校與系別  2第二作者所屬學校與系別

論文摘要應涵蓋標題、作者、服務單位、內文。摘要內文請包含研究背景

與目的、研究方法、結果與結論。撰寫時應儘量包含關鍵詞以凸顯論文主題要

旨，並列出關鍵字。摘要請寫成一段，字數以500字為限，單行行距。字體12，

英文字型：Times New Roman，中文字型：新細明體，使用全形標點符號。

關鍵字：

投稿類別：專題座談 /獨立論文 /獨立壁報 （領域歸屬：                       ）

論文摘要格式（英文）
Title

First Author1    Second Author2    Third Author3*
1 Affiliation    2Affilication    3Affiliation

The abstract should include Title, author(s), affiliations of each author 

and the content.  The content of the abstract should include the background 

and aims of the research, method, result and discussion.  Please also list 

keywords at the end of the abstract.  Abstract is to be written as one 

paragraph, and not to exceed 300 characters, with single line space.  The 

fond is 12 in Times New Roman.  

Keywords: 

Type of paper: symposia / papers / posters   (topic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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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資訊

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綜合大樓（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29號，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圖書館校區） 

2.搭乘捷運：請搭至古亭站五號出口，直走至圖書館校區，一進校門警衛

室旁之半圓形紅色建築物即為圖書館，請走至B1國際會議廳。 

3.搭乘公車：請搭3 . 15 . 18 . 74 . 235 . 237 . 254 . 278 . 907號，至「師大

(一)」站下車 

4.可按此「查詢地圖」，下圖為圖書館校區圖，請參考

10  圖書館

11  博愛館

12  進修推廣部

13  綜合大樓

14  教育學院

15  機械大樓

16  科技學院

國際會議廳

華語文研究所．翻譯研究所．國語中心．法語中心．特殊教育中心
特殊教育系

辦公室．會議室．學員（人）宿舍．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
會議廳．演講聽．電腦教室．教室

國際會議廳．大眾傳播研究所．運動休閒研究所．視聽教育館
學生輔導中心．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民族音樂研究所．學生社團．商店

教育學院院長室．資訊教育系．教育系．社會教育系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電子計算機中心．國際會議廳．演講廳．教研中心

設計工場．機械工場．木工場．板金工場．製圖工場．綜合工場
陶瓷工場．微機電實驗室

科技學院．工業教育系．工業科技教育系．圖文傳播系．機電工程研究所
技術職業教育研究中心．創新育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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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師大學學人招

待所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29-1號綜合大樓九樓 

電話：(02)2357-9971  (02)2357-9972 

傳真：(02)2393-6988 

台北教師會館

地址:台北市南海路15號  

電話：(02)23560732   (02)23419161-6  

Fax：(02)23219378 

台北朝代大飯店

地址:台北市復興南路二段41號  

電話：(02)27081800(預約專線)   (02)27081221  

傳真：(02)23257265  

*雙人房 透過師大訂房打七折+原價10%服務費 

福華國際文教會

館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30號 

電話：02-8369-1155 

傳真：02-8369-1177 

師大進修推廣部

師大會館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29號進修推廣部 

電話：(02)23628420 

本部貼心備置125間舒適套房，分為頭等房及普通房，

皆為獨立式套房，可提供校內外人士住宿，憑本校學

生證、校友證或職員證，另享優惠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