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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應用心理學概論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劉錦萍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95 學期
Semester 1

課程大綱

教學目標
  1.協助學生初步了解心理學的知識觀點與研究邏輯。
  2.培養研究心智與行為活動的基本能力。
　3.培養同學對自己心理歷程的了解與情緒的掌控。
　4.培養同學將心理學應用於個人生活及人際關係中。

授課方式：
　講授、影片欣賞、單元主題活動

評分方式：
1. 平時作業                   20%                  
2. 單元主題活動&上課出席      50%（曠課一次扣總成績3分；請假、遲到早退扣1-2分）
3. 期末測驗                   30%（範圍：整學期課程）
課程內容：
週次 日期 上課進度 備註
一 9/19 課程簡介 
二 9/26 自我認識與自我覺察 
三 10/3 自我認識與自我覺察 
四 10/10 國慶日放假 
五 10/17 大腦.神經與行為 
六 10/24 創造力的培養 
七 10/31 創造力的培養 
八 11/7 認識情緒 
九 11/14 找出你的情緒脈絡 期中考週
十 11/21 情緒的調適與管理 
十一 11/28 壓力調適 
十二 12/5 壓力調適 
十三 12/12 人際溝通 
十四 12/19 聆聽的藝術 
十五 12/26 說話的藝術 
十六 1/2 衝突處理 
十七 1/9 衝突處理 
十八 1/16 期末考試 

參考書目
1. 心理學         　　　            王震武、林文瑛等
2. 心理學:日常生活中的應用 Wayne Weiten, Margaret A. Lloyd著 陸洛, 高旭繁譯
3. 應用心理學 : 怡然相處 / 史托達德(Stoddard,Alexandra) 著; 俞筱鈞 譯
4. 應用心理學 / 賀蘭德 著; 謝光進 編譯
5. 超個人心理學 : 心理學的新典範 / 李安德(Andre Lefebvre)著; 若水譯
6. 人格理論 / Duane Schultz, Sydney Ellen Schultz作; 車先蕙等翻譯
7. 健康的性格 / 狄卡波奧(Nicholas S.Dicaprio) 著; 莊耀嘉 編譯
8. 心智、大腦與學習——認識心理及教育相關之神經科學研究  James P. Byrnes 著
   柯華葳 審訂
9. 腦中有情: 奧妙的理性與感性 / 約瑟夫.李竇(Joseph LeDoux)著; 洪蘭譯
10.心與腦       徐嘉宏等著
11.轉個彎!你會更Smart / 樺旦純著; 陳南君譯
12.如何提高你的記憶力 / 陳敏榆著
13.優質大腦 : 破天荒的醫學計畫，增進心智與記憶力 / Dharma Singh Khalsa, Cameron 
Stauth著; 羅美惠 譯
14.創意人生 : 釋放心靈力量，活出自我，展現風格     傅佩榮
15.創造的勇氣 / 梅(Rollo May)著; 傅佩榮譯
16.Brains : 怎樣擁有達文西的 7 種天才 / 葛柏 (Michael Gelb)著; 劉蘊芳譯創造與人  
   生 : 創造思考的藝術 / Dr. Robert Olson原著; 呂勝瑛,翁淑緣合譯
17.創造力 / Robert J. Sternberg主編; 李乙明, 李淑貞譯
18.不同凡想 : 在一窩蜂文化中開拓創造力 / Robert J. Sternberg, Todd I. Lubart著; 洪  
   蘭譯
19.EQ（1996）高曼，時報文化出版社
20.EQ II 工作EQ                     丹尼爾高曼
21.心智重塑                         丹尼爾高曼
22.EQ+IQ : 性格成功學 / 石子 著
23.心靈地圖（1995）張定綺譯，天下文化出版社
24.情緒管理　                       蔡秀玲、揚智馨
25.情緒溝通                         林蕙瑛 校閱
26.自我與人際溝通                   黃惠惠　　
27.人際關係與溝通                   曾端真 曾玲岷 譯 
28.關係療癒 : 建立良好家庭、友誼、情感五步驟 / 約翰.高特曼(John M. Gottman), 瓊    
   安.迪克勒(Joan DeClaire)合著; 徐憑譯



29.情緒與壓力管理　                黃惠惠
30.怡然相處 : 傾聽自己的感覺  史多德(Stoddard, Alexandra)著; 俞筱鈞譯
31.如何面對壓力（1989）泰羅，劉兆明，黎亮吟，張老師文化出版
32.享受工作好關係 : 如何與不同風格的人和諧相處 羅勃．波頓(Robert Bolton),桃樂絲．
33.葛羅芙．波頓(Dorothy Grover Bolton) 著; 張琇雲 譯
34.愛.被愛 : 建立溝通、眞誠、寬恕、歡笑的互愛關係  Leo Buscaglia著; 徐麗玲, 林
   亞屏, 江葵展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