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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心理學系新鮮人 Q&A 

(佛光心理學系大學部學生編製) 
20200401 

ㄧ、心理學專業性問題：一般心理類問題 

 (ㄧ)就讀前對心理學的好奇或刻板印象 

Q1. 讀心理學系，是不是就能知道其他人心裡在想什麼? 你讀心理學系，那你知道我

現在想甚麼嗎? 

A1.   心理學不是讀心術，它是以科學和研究為基礎的方式，去解析我們行為的目的以

及內心想法產生的原因。心理學的定義是「探討心智與行為，以及二者關係的科

學」，這是一門研究人類心智與行為的科學，而不是無條件地憑空猜測人的心

思。心理學的分析分成「對象做出行為 → 研究者觀察 → 研究者根據過往經驗推

論背後原因與預測可能結果」三步驟，其中「對象先做出行為」就是關鍵的第一

步。心理學系學生是無法在你沒有給予任何線索的情況下，憑空猜測出你在想什

麼。 

Q2. 心理學系在學什麼?  

A2.    心理學是一門研究人類行為、情緒、認知等等歷程的科學，分為許多學派，每個

學派可能會以不同角度去描述人的想法和行為運作。人的想法和行為很複雜，心

理學家也試圖將不同的元素區分出來，而這些包括知覺、記憶、注意力、情緒、

語言、個性、精神、成長、社交、行為、消費者使用等...從外表可看到的行為到

看不到的心理歷程，都是心理學會探討的議題。現今的心理學與古老的哲學或者

是心理分析不太一樣的地方是，現在的心理學講求的是實證，需要用統計數據以

及證據才能夠證實一個理論或者是現象。所以有些學校會把心理學放在理學院或

者是醫學院，原因大概是這樣的。 

Q3. 心理學有什麼樣的分類？ 

A3.   據小編所知目前分成兩大類：基礎心理學與應用心理學，兩個類別會再細分成不

個領域，像是基礎心理學下有生理心理學、社會心理學、認知心理學，應用心理

學下有教育心理學、臨床心理學、諮商心理學、工商心理學，而佛光大學心理學

涵蓋了以上所有領域讓學生們可以學習喔!若想更詳細了解佛光大學心理學系可

以點選下列連結 http://psychology.fgu.edu.tw/。 

http://psychology.fg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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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老師們他們所做的研究哪裡可以查得到？ 

A4.   可以在本校心理學系系網中的師資陣容查看老師們的研究著作。 

  

Q5. 數位浪潮下，許多工作都被認為將會被 AI 取代，心理相關科系學生又該具備哪

些新能力？ 

A5.   根據各項職業中最不易被 AI 技術所影響的是教育服務、管理、科技研發、醫療

健康與社會救助等。而這些工作所需的技能與知識，正是心理相關科系的同學所

具備的核心能力。此外，心理學相關職業常會與人接觸互動，而在覺察情感方

面，AI也還無法達到完全「人性化」且貼近人類。 

  

Q6. 請問讀心理相關科系，在大學四年中最需要培養的關鍵能力是甚麼？ 

A6.   (1) 自我覺察與反思：能覺察自己的感覺和想法，同時也能換位思考別人的想法

和感受，形成能夠同理他人的能力。(2) 溝通表達及敏感度：從事心理學系相關

工作時，不論是教學輔導還是與個案的談話過程都需要適當的溝通能力，能夠完

整表達出想法。除此之外，也要能敏銳察覺到個案的想法與感受，才能給予適當

的回應，讓對方感覺是被接納或被了解的。(3) 思辨能力：對於看到的事物都能

以客觀的角度，進行思索與辨別真偽訊息的能力。(4) 問題解決能力：遇到問題

時能夠面對並且思索找尋可以解決問題方法的能力。 

  

Q7. 心理測驗和算命有什麼不同？ 

A7.   心理測驗是學者根據心理學理論發展出的各式各樣測驗，透過分析受試者在特定

測驗的作答反應，推論解釋參與者的性格、喜好或個人觀點的程序。這個推論的

程序奠基在過去的研究結果之上，包含如何根據理論來編製測驗題目，如何檢驗

題目是否確實測量到想測量的人格特質或喜好等。 

  

Q8. 網路上的心理測驗是有心理學根據的嗎？ 

A8.   不一定，需要確認此心理測驗的是否有實驗和理論根據！網路上的心理測驗也是

利用「模糊描述」的方式，讓受試者產生認同，但這並不能稱之為心理學，只能

算是噱頭罷了。真正的心理學，是經過嚴謹的提出假設、驗證假設的程序。 

 

Q9. 自然組心理學系與社會組心理學系的不同？ 

A9.   自然組心理學系大部分設立在理學院、醫學院或社會學院，系所名稱大多會是心

理學系、臨床心理學系等，課程核心著重在各種基礎心理學的科學研究上。社會

組心理學系則主要設立在教育學院以及人文學院，系所名稱較多為諮商心理學

系、社會心理學系、教育心理學系等，課程核心包含教育學與輔導原理等等。 

http://psychology.fgu.edu.tw/zh_tw/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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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理學專業性問題：臨床與諮商心理類問題(11題) 

 (ㄧ)什麼是臨床心理學？什麼是諮商心理學？  

Q1. 什麼是諮商心理學？ 

A1.   在成長的歷程中，我們每個人都有面對人生困境，需要他人協助的時候。諮商心

理師會透過與來談者的互動，運用各種治療學派的理論技術，協助其覺察瞭解自

己、進一步釐清問題並發掘更多可能性。諮商心理師對於一個人的心理狀態、情

緒變化及人際行為模式等，都比一般人更深入且客觀，每一句看似輕鬆的談話，

背後都有特定目標與意義。簡言之，諮商心理學便是一項專門研究如何助人的行

為科學。 

  

Q2. 什麼是臨床心理學？ 

A2.   臨床心理學主要是了解、預防及減緩心理上的困擾及心理疾病。它協助我們瞭解

與減輕人們的不舒服與功能不良(失調)，而且促進人們的對環境的適應、調適、

與個人發展。 

  

Q3. 諮商心理師和臨床心理師有什麼不同？ 

A3.   諮商心理師與臨床心理師各有不同的專業養成過程，臨床心理師需為臨床心理所

畢業的碩士畢業（含實習一年），參加臨床心理師高考取得執照後方可執業；而

諮商心理師需為諮商輔導所碩士畢業（含實習一年）後，參加諮商心理師高考取

得執照方可執業。另外在服務內容上，臨床心理師可以從事精神病或腦部心智功

能之心理衡鑑與心理治療，但是諮商心理師不能做。可參考心理師的口袋

https://headshrinkerspocket.blogspot.com/2017/02/blog-post_13.html。 

(二)考試與實習相關 

Q4. 大學部學生要實習嗎? 

A4.   本系大學部學程沒有實習課程，各課程授課教師會依課程目的與規劃，可能安排

校外實務操作、見習參訪等的活動。另外，本校學生生涯發展中心有「產業學院

就業學程」與「企業實習」，以及提供本校學生實習的機會。 

  

Q5. 只有大學念心理相關科系才能報考臨床心理研究所嗎？台灣目前有哪些學校有臨

床心理研究所？ 

A5.   不是，其他科系的同學也能報考臨床心理研究所。不過，若大學非心理學系本科

生，在研究所時，依照各個學校的規定，需要額外補修相關基礎心理學之學分。

依 2020年所知，目前全台可以報考臨床心理師考試的研究所如下： 

  

https://headshrinkerspocket.blogspot.com/2017/02/blog-post_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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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             桃園 

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臨床心理學組 

政治大學心理學研究所臨床心理學組 

輔仁大學臨床心理學系碩士班 

東吳大學心理學研究所臨床心理學組 

中原大學心理學研究所臨床心理學組 

長庚大學臨床行為科學研究所 

銘傳大學心理學研究所臨床心理學組 

新竹 

玄奘大學心理學研究所臨床心理學組 

宜蘭 嘉義 

佛光大學心理學研究所臨床心理學組 中正大學臨床心理學研究所臨床心理學

組 

台中 花蓮 

中山醫學大學臨床心理學碩士班 

亞洲大學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 

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碩士班 

慈濟大學人類發展學系臨床心理學組 

高雄 台南 

高雄醫學大學心理學研究所臨床心理學組 成功大學行為醫學研究所臨床心理學組 

  

Q6. 全職實習是什麼？ 

A6.   全職實習為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學生的畢業門檻（必修課程）。臨床心

理學組的研究生會有一年（12個月，無寒暑假）的時間，在醫療院所等實習機構

（例如：成人精神科、小兒科、睡眠醫學科、家醫科、復健科、腫瘤科、安寧病

房或神經科等），跟隨該機構的臨床心理師進行臨床實務工作的學習。 

  

Q7. 全職實習要如何申請？ 

A7.   全職實習的申請方式是由本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研究生自行向醫院或機構提出

申請，在台灣臨床心理學會的網站上有醫療院所等實習機構招募實習臨床心理師

的資訊公告，同學可選擇有興趣的醫療單位申請，於申請期限內郵寄該單位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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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關資料，如自傳、履歷表、歷年成績單…等，在資料審查後等待單位通知面

試或口試。 

  

(三)成為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的條件 

註：關於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證照考試相關規定，詳情請見考選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高等考試心理師考試規則」。  

 

Q8. 心理學系出來是能當心理醫生嗎？ 

A8.   台灣目前沒有類似國外『心理醫生 』的職稱，而心理學系畢業生如想從事相關工

作需要取得臨床心理學碩士學位，才有資格參加本國考選部舉辦「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考試」之臨床心理師類科證照考試，在取得證照後，才能

從事『臨床心理師』工作。 

  

Q9. 成為心理師的必要條件為何？ 

A9.   需具有臨床或諮商心理學碩士學歷，並且修畢本國考選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心理師考試規則」規定的證照考試必修課程，並且完成一年的全職實習

後，便取得證照考試資格，參加並通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考

試」臨床心理師類科證照考試，就能取得臨床心理師或諮商心理師證照。 

  

Q10. 請問要成為一位「臨床心理師」一定要從「臨床心理研究所」畢業嗎？我唸心理

學系、社工系或其他系可以嗎？ 

A10.  臨床心理師或諮商心理師的證照考試資格為主修臨床心理或諮商心理課程且實習

至少一年及格之碩士以上學位者。所以，如果僅有大學畢業，即使是心理學系的

大學畢業生，也不具有臨床心理師或諮商心理師的考照資格，一定要主修臨床心

理學或諮商心理學且實習至少一年及格的碩士畢業生才具有臨床心理師或諮商心

理師的證照考試資格，證照考試通過後才能成為臨床心理師或諮商心理師。  

 

Q11. 臨床心理研究所要完成哪些課程才能畢業？ 

A11.  首先，在研究所學習兩年的臨床心理專業課程，包含病理、衡鑑、治療課程後，

完成碩士論文，並且於醫療院所等實習機構完成一年的「全職實習」即可畢業。

因此，最少需要三年，才能完成臨床心理研究所的全部課程，並取得證照考試資

格。 

https://wwwc.moex.gov.tw/main/ExamLaws/wfrmExamLaws.aspx?kind=3&menu_id=320&laws_id=113
https://wwwc.moex.gov.tw/main/ExamLaws/wfrmExamLaws.aspx?kind=3&menu_id=320&laws_id=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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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理學課程內容與修課注意事項問題 

 (ㄧ)學程相關 

Q1. 佛光 2+2台美雙學位課程是什麼？ 

A1.   雙學位計畫是提供大學部同學，在佛光就讀兩年後，大三大四赴美國洛杉磯

西來大學就讀，只要符合雙邊畢業學分要求，畢業時即可取得佛光與西來大學兩

張畢業證書。基本門檻條件為托福成績 69分以上，且至西來僅需繳交國內私立

大學相當之學費。詳情請見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認識台美雙學位計畫」。 

  

Q2. 如何申請輔系、雙主修? 其修業規定為何? 

A2.   本校為創造多元、彈性之跨領域學習環境，擴增學生學習廣度與深度，提升競爭

力，全校各教學單位之課程已採學程化規劃。   

學士班畢業資格：本校學士班學生，須完成通識教育學程+所屬學系主修領域學

程（含：院基礎學程、系核心學程、系專業選修學程）+其他選修學程，且總學

分數不得少於 128學分，始得畢業。 

修讀第二主修（雙主修）學程：學士班學生，除所屬主修領域學程外，完成其他

學系之主修領域學程者，畢業證書加註：第二主修 XXX學系 XXX學程 

修讀輔修學程：學士班學生可透過輔修方式，修讀外系領域核心學程、領域專業

學程、學院跨領域特色學程或其它就業學程等，畢業證書加註：輔修 XXX學院

（系）XXX學程。  

如何申請：本校學士班學生不需另行辦理修讀輔系或雙主修之申請，可逕於本校

「學程 IDP系統」進行學程設定，在畢業前完成前述學程修讀即可。 

  

Q3. 上了心理學系會需要修哪些課程？ 

A3.   在心理學系核心課群中，包含了生物學、統計學、生理心理學、普通心理學、心

理測驗法、心理實驗法等基礎科目，讓學生建立基本的知識以銜接之後的重要科

目。而在心理學系專業課程方面，本系開設了人格心理學、諮商心理學、變態心

理學、發展心理學、教育心理學、心理藥物學、工商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等課程

供學生選擇。 

  

Q4. 佛光心理學系有幾個學程？ 

A4.   109學年度三個，本系學士班規劃：心理學專業理論學程、教育心理學與工商應

用入門學程、臨床與諮商心理學入門學程。詳細各個學程的科目可以點選下列聯

結了解喔！http://psychology.fgu.edu.tw/zh_tw/course/course3  

  

 

https://oica.fgu.edu.tw/announcement/%E8%AA%8D%E8%AD%98-2-2-Program-11047722
http://psychology.fgu.edu.tw/zh_tw/course/cours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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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課與英文能力之相關問題 

  

Q5. 心理學系是使用原文書還是中文書？ 

A5.   本系課程使用的課本教材大部份會是原文書，但是不用太擔心，大部分老師們上

課的 PPT都有中文說明。如果想使用中文書的同學，可以至系圖書館找、或是詢

問所修習課程的授課老師或助教推薦的中文教材而後自行購買。 

  

Q6. 英文不好可以跟上課程嗎? 

A6.   可以。雖然本系課程大部分使用的課本教材會是原文書，但是本系大一學生會修

習「專業英文」課程，專門教導學生如何有效的讀原文書，幫助大家在閱讀原文

資料方面能更加上手。本系有一位同學入學時英文只有 7級分，依照系上和學校

安排的英文課程，最後這位同學也前往美國西來大學進行 2+2的學程喔。 

四、佛光大學生活與行政類 

 (ㄧ)學校行政與管理  

Q1. 學費會很貴嗎? 

A1.   我們學校有佛光山系統的支持給予助學金，使學士班學生之學雜費相當為【國立

大學收費標準】， 但是，如果你都不去上課或是被當的話，資格就會被取消。詳

細辦法請見本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佛光大學學士班新生入學助學金實施辦

法」。 

  

Q2. 可以申請哪些額外的獎學金？ 

A2.   本校有星雲獎書卷獎.....等校內外獎助學金可以申請，可以點選連結本校《獎助學

金辦法手冊》了解有哪些獎學金可以申請喔。 

  

Q3. 請問學校有什麼獎學金可申請？ 

A3.   本校有各種獎助措施，其中包含助學金、助學工讀等等，詳情內容請點選連結本

校《獎助學金辦法手冊》。 

  

Q4. 佛光 IDP系統是什麼？ 

A4.   本校學程 IDP系統即是「個人學習藍圖（IDP）」系統。這是一個預先排課的系

統，讓同學能夠了解自己大學四年需要修哪些課程和可以修哪些課程，並且可以

自己預先排定四年課程的系統，且能提高選課的序列。詳細說明請見本校教務處

「自由規劃、自由選課」佛光大學新紀元網頁。 

  

Q5. 如果想要查詢心理學系(所)的最新課程，可以去哪裡查詢？ 

A5.   可以前往佛光大學課程網=>學期課程查詢，以下為查詢網連結 

http://staffair.fgu.edu.tw/zh_tw/life/Regulations
http://staffair.fgu.edu.tw/zh_tw/life/Regulations
https://reurl.cc/oLx9zl
https://reurl.cc/oLx9zl
https://reurl.cc/oLx9zl
http://www.fgu.edu.tw/newpage/fguwebs/webs/cohum/index.php?pd_id=13251&typenum=125&readonly=1&_ga=2.75730001.552397118.1584934636-1120447603.1567628628
http://www.fgu.edu.tw/newpage/fguwebs/webs/cohum/index.php?pd_id=13251&typenum=125&readonly=1&_ga=2.75730001.552397118.1584934636-1120447603.1567628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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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gu.edu.tw/~academic/Coursesopen/course_find.htm?in_years=108&in_semes=2 

  

 

Q6. 每學期最多能修多少學分？ 

A6.   每學期最多 27學分，若需要超過 27學分需填寫超修申請表。 

  

Q7. 要去哪裡查詢學期成績? 

A7.   進入本校網站後點選學生專區，再點選學生系統登錄即可查詢。以下為學生系統

連結 http://selcourse2.fgu.edu.tw/student/login.aspx 

  

Q8. 系上有甚麼課外學習活動？ 

A8.   本系學生會經常舉辦各項心理相關活動。包括：心理營，能讓高中生可以有機會

認識佛光大學心理學系，且能讓大家融入簡單的輔導活動，如大地遊戲。也會有

心理週，這時能活用自己所學將心理學系介紹給他系同學。系上另常態性辦理各

項專題演講、工作坊、碩士論文研究計畫審查會、期末成果展、學習活動週...等

活動，提供本系學生多元的課外學習機會。 

  

Q9. 學校的社團種類多嗎？ 

A9.   學校社團種類滿多的，有自治性社團 (系學會、學生會...)、服務性社團 (甲上志工

服務隊、三好社、親善大使...)、康樂性社團 (熱舞社、國標舞社...)、學術文藝性

社團 (吉他社、咖啡社...)、體育性社團 (劍道社、自行車休閒運動社...)、聯誼性

社團 (薪原力社、桌遊社...)。詳細內容請見本校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學生社團介

紹。 

  

Q10. 請問學校提供哪些資源，例如海外交換留學生制度？ 

A10.  本校有許多不同的管道供學生選擇，例如台美雙學位計畫、國外大學短期遊學、

赴國外交換生計畫，更有出國研修及短期海外進修之機會，若想更加了解相關計

畫可點選以下連結。http://oica.fgu.edu.tw/zh_tw/intro1 

  

Q11. 佛光大學可以到哪以些地方交換？ 

A11.  中國、美國、澳洲、韓國等，可以點選下列網址觀看詳細內容

http://oica.fgu.edu.tw/ 

 

Q12. 佛光大學是宗教式管理嗎？ 

A12.  不是，佛光大學是由佛光山所創辦的普通大學，校內各項制度跟其他普通大學並

沒有不同，且系所內沒有預設任何宗教立場。 

  

Q13. 就讀佛光大學是否都要吃素？ 

A13.  本校沒有規定師生必須要吃素，校內有素食餐廳和麵包店、也有葷食餐廳和餐飲

店，所以吃葷的同學也不用怕沒食物吃喔。 

http://www.fgu.edu.tw/~academic/Coursesopen/course_find.htm?in_years=108&in_semes=2
http://selcourse2.fgu.edu.tw/student/login.aspx
http://staffair.fgu.edu.tw/zh_tw/extracurricular/3page101
http://staffair.fgu.edu.tw/zh_tw/extracurricular/3page101
http://oica.fgu.edu.tw/zh_tw/intro1
http://oica.fg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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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 

Q14. 可不可以騎車或開車來學校？ 

A14.  由於佛光大學位在林美山區，聯外道路蜿蜒，加上大學新生剛滿十八歲，甚至初

考取到駕照，對車況和路況可能都還不太熟悉，所以校方規定大一學生不能騎車

或開車。本校配有校車，除了校內接駁的車之外，還有在固定時刻往返佛大-礁

溪、佛大-宜蘭的巴士，且學校也會視人數增加班次。另外，也有公車綠 11可以

搭乘，假日搭乘綠 11會較方便。 

  

Q15. 校車能刷悠遊卡嗎？ 

A15.  本校校車目前只接受一卡通。雲起樓有販賣佛光版一卡通。 

 

Q16. 佛光大學在哪裡？ 

A16.   我們學校位於宜蘭縣礁溪鄉，不是高雄的佛光山唷。 

 

Q17. 心理學系所的位置在哪裡？ 

A17.  本系位於本校雲慧樓五樓（部分教室及實驗室位於雲慧樓一樓）。 

(三)生活與住宿 

Q18. 大一必須住宿舍嗎？ 

A18.  是的，但特殊原因（如：宜蘭地區學生），可以申請免住宿。 

  

Q19. 宿舍環境好嗎? 

A19.  本校宿舍皆有兩人房及四人房。房間獨立衛浴乾濕分離，空間也很足夠，每層樓

配備洗衣機烘衣機、脫水機飲水機曬衣間，去年也增設了小廚房和微波爐，小廚

房內也有一些鍋具提供使用，2樓也有冰箱可以放存放物品。詳細內容可參見本

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學生宿舍/賃居資訊之「學生宿舍介紹」。 

   

Q20. 與系上的學長姐關係如何？ 

A20.  我們系就是以團結及如同家人一般出了名的，系學會也會辦許多的活動來增加與

學弟妹彼此之間的感情。 

  

Q21. 學校對於目前疫情有什麼防疫措施？ 

A21.  詳情可見以下網址 

http://wwwsso.fgu.edu.tw/newpage/fguwebs/webs/clic/index.php?pd_id=13660&typenum=2

62&readonly=1 

http://staffair.fgu.edu.tw/zh_tw/life/2page201
http://staffair.fgu.edu.tw/zh_tw/life/2page201
http://wwwsso.fgu.edu.tw/newpage/fguwebs/webs/clic/index.php?pd_id=13660&typenum=262&readonly=1
http://wwwsso.fgu.edu.tw/newpage/fguwebs/webs/clic/index.php?pd_id=13660&typenum=262&readonl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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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適性就讀與生涯規劃類問題  

 (一) 適合讀心理學系的人格特質 

Q1. 我善於傾聽他人心事，是不是代表我適合念心理學？ 

A1.   大家願意對你說心事很好，但是這不代表你會喜歡心理學的訓練，因為善體人意

跟心理學的訓練還是有段距離的，要確定自己是否適合念心理學系，你還需要考

量更多，像是對自己的特質或能力的了解程度(壓力因應調適能力、問題解決能

力)、自己對人類行為和心智歷程的探索有沒有興趣、願不願意投注心力學習心

理學科的各項訓練課程(即便是覺得有些挑戰的統計課程或念英文書籍)等等。 

  

Q2. 心理學系需要具備那些人格特質或適合什麼樣的人來念？ 

A2.   心理學著重在瞭解人的行為和心智歷程，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或互動。因此只

要是對心理工作、和對人類行為和心智歷程有興趣的同學都可以來了解看看喔。 

(二) 心理學系畢業之後呢? 

Q3. 大學畢業後還要再讀研究所嗎？ 

A3.   如果你想要考取臨床心理師或諮商心理師證照的話，就需要讀完臨床心理或諮商

心理學碩士學程後去參加證照考試。或者，你對心理學各領域的學術研究有興

趣，也可以就讀該領域的研究所，進一步深造。 

  

Q4. 佛光大學畢業後可以到哪裡就業？ 

A4.   本校有與許多知名企業合作，在學期間學校會提供實（見）習機會，表現良好者

畢業後就很有機會直接到實習公司就業。 

  

Q5. 讀了心理學系之後，未來的出路呢? 心理學系畢業後可以做什麼？ 

A5.   心理學的元素有很多，可應用於不同的職場。可當諮商/臨床心理師、學校輔導老

師或工商領域的人力資源相關的工作，衛福部也有相關工作可以做（毒品/菸害

防制/個案管理師），也能在實驗室工作，可與不同年齡層的人做治療，而治療

也可以是諮商，行為、職能、音樂，藝術治療等形式呈現。若對消費或使用者心

態有興趣，也可在公司軟硬體開發研究團隊工作，或是考公職當心理測驗員。簡

言之，因為心理學是研究人類行為與心智的科學，因此「有人的地方就需要心理

學」！ 

    

Q6. 看完後我還有其他相關問題該找誰詢問呢？ 

A6.   可以撥電話聯繫本系系秘書詢問相關問題 03-9871000轉 27101或是來信詢問

psychology@mail.fgu.edu.tw 。 

mailto:psychology@mail.fg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