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一、議程： 

實驗心理學的對話:發展與展望議程 

時程  活動內容  主持人 地點 

09：10 – 09：30 報到   R119 

09：30 – 09：50 
開幕式  

院長、系主任致詞 
 R119 

09：50 – 10：50 

 

實驗心理學的訓練與通識教育的實現 

發表人：蘇友瑞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陳欣進 

R119 
Causal inference in rats 

發表人：李洸楚 

(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系) 

李季湜 

11：00 – 12：00 

 

漢字詞彙辨識的完形觀點 

發表人：吳瑞屯 

(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 

陳欣進 

R119 
Implicit Measures of Embodied Simulation 

Effects and a Practice of Reproducible 

Psychological Research 

發表人：陳紹慶 

(慈濟大學人類發展學系) 

李季湜 

12：00 – 13：00 午餐時間   社科院一樓 

13：00 – 13：30 

 

Neural substrates of fear conditioning, 

extinction, and spontaneous recovery in passive 

avoidance learning: A c-fos study in rats 

發表人：黃智偉 

(佛光大學心理系) 

李季湜 

R119 

13：35 - 14：25 

審美與上癮的大腦 

發表人：蕭世朗 

(國立中正大學心理系) 

蔡玲玲 



14：30 – 15：00 

 

When the emotion steps in :  From human 

decision to neuroaesthetics 

發表人：黃榮村 

(中國醫藥大學神經科學與認知研究所) 

陳欣進 R119 

15：00 – 15：15 茶敘時間  社科院一樓 

15：15 – 16：05 

演繹與歸納思考的實驗研究 

發表人：劉英茂 

(國立中正大學心理系) 

黃榮村 R119 

16：10 – 17：00 圓桌論壇  

蔡玲玲 

李季湜 

陳欣進 

R119 

 

 

 

 

 

 

 

 

 

 

 

 

 

 

 

 

 

 

 

 

 

 

 

 

 

 

 



二、參與狀況： 

  參加本次「實驗心理學的對話：發展與展望」研討會與會者眾，總人數共計

有 140人，整場研討會過程討論熱烈、提出許多不同方向與想法，值得令人深思。 

  開幕式由社科院院長－王國羽教授及心理系系主任－蔡玲玲教授致詞，簡略

介紹此次的研討會與參與講者，並期許此次研討會能夠激發對於實驗心理學的更

深入的了解。 

  第一場演講「實驗心理學的訓練與通識教育的實現」由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

心蘇友瑞老師演說，其講述如何將相對艱澀難懂的實驗心理學運用至通識教育，

實驗心理學講究我們如何將人類主觀的感受以客觀的表達出來並用客觀的方法

測量，蘇友瑞老師發現所謂全我教育的迷思，也就是過分重視對於結果的感受與

形容而忽略了產生結果的過程，因此蘇友瑞老師提出「我學方法論」，有三個步

驟，「選定角色」、「重述完整故事」、「心得感想」來給予通識教育一個更全面、

完整的方法。 

  第二場演講「Causal inference in rats」由中正大學李洸楚博士演說，因

果關係的推論對於人類是相當重要的，我們透過對於因果關係的推論，我們可以

了解未來可能所發生的事情，演講者說明了因果關係應具備的條件，透過兩個實

驗，在大鼠身上發現因果關係的推論，以傳統的制約理論，但是在提供額外不同

的 reward時，發現了在大鼠會具有不同的選擇，藉此推論出大鼠具有因果推論

的關係的。 

  第三場演講「漢字詞彙辨識的完形觀點」由台灣大學心理學系吳瑞屯老師發

表演說，簡要說明完形學派的發展，也對於漢字詞彙辨識的完形觀點做了一個簡

要的歷史回顧，1975年代詞頻資料建立完成；1980年代對於漢字字詞處理腦側

化研究與漢字單字辨識語音轉錄的議題，有相當的研究與爭論；1990年代則著

重於認字與念字字頻的比較效果分析與部件處理觀點的研究；2000年代則開始

鄰群效果的研究，並對各個研究當時所著重的重點作說明。 



  第四場演講「Implicit Measures of Embodied Simulation Effects and a 

Practice of Reproducible Psychological Research」由慈濟大學人類發展學

系，陳紹慶老師演說，其演講內容說明了為什麼要研究心智模擬以及心理學如何

去測量所謂的心智模擬，介紹了 match effect 和 word discrimination兩種方

法，接著說明對於 Embodied Simulation的假設，也就是當人在聽到或看到一個

描述物件的或行動狀態的語言形式的時候，就像在看這個物件如何存在在這個世

界，講者將此假設延伸出是否除了看是否也會對於物件也會產生互動的現象並講

解其研究發現。 

  第五場演講「Neural substrates of fear conditioning, extinction, and 

spontaneous recovery in passive avoidance learning: A c-fos study in rats」

由佛光大學心理學系黃智偉老師演說，其研究欲探究大腦的神經區域在 fear 

conditioning, extinction, and spontaneous recover in passive avoidance

的現象，並分別回顧了過去 fear condition, extinction 的相關研究，以及與

講者題目本身有關的相關研究，並提出其研究的兩個目的，分別是：(a) to 

demonstrate the occurrence of acquisition,extinction,and spontaneous 

recovery of fear conditioning in behavior. (b) to explore the brain areas 

that play a role in each of acquisition, extinction, and spontaneous 

recovery phases. 

  第六場演講「審美與上癮的大腦」由中正大學心理學系蕭世朗老師演說，對

於大腦的構造以及 FRMI 的運作方式做一個介紹，其研究藉由線上遊戲－魔獸世

界，透過 FMRI 來探討上癮的大腦並且是否與賭博有所相關，酬賞系統是如何作

用使得上癮的人不斷的想要去接觸遊戲，甚至只要看到圖片都會活化大腦。對於

審美則從快樂開始探討，人看到美的事物會感到快樂，世界上很多事物進入大腦

中處理都會產生美感，人類在腦中是否存有專門處理美感的區域？演講者透過研

究說明，美感的產生是如何作用於人類的大腦。 



  第七場演講「When the emotion steps in :  From human decision to 

neuroaesthetics」由中國醫藥大學神經科學與認知研究所黃榮村老師演說，說

明自己為什麼會對於 emotion這個議題有關，並簡述其當初就讀心理的原因，從

佛洛伊德的理論開始探討，這一百多年心理史的發展，現今的認知神經科學是否

讓我們可以回去重新檢視心理史，並說明情緒多年來是如何被定義、解釋，及到

了現代，利用 FMRI檢視情緒是如何在大腦當中運作的，透過不同的研究來解釋

情緒在不同的情境下有什麼樣不同的作用。 

  第八場演講「演繹與歸納思考的實驗研究」由中正大學心理學系劉英茂老師

演說，說明了我們如何演繹與歸納，我們如何去思考、解決問題的過程，其認為

如果我們不要同時考慮所有因素，而是依次處理，就有可能把事情化繁為簡，而

這個研究方法為 successive-conditionalization approach，講者在演講中詳

細的說明這個方法是如何的使用，並認為此方法能夠將思考過程中的歸納與演繹

測量出來並進而得知人類反應的來源。 

  最後的圓桌論壇，由所有的講者一同與現場來賓討論以及對未來實驗心理學

的發展有何展望，以及我們如何更加推廣實驗心理學、也讓學生能夠有效理解，

講者們也分享自己是如何受實驗心理學的影響，以及實驗心理學對於學術研究的

重要性，可以使得學術研究更加的嚴謹、細緻。 

   

 

 

 

 

 

 

 

 

 

 



三、研討會活動照片

 

研討會演講情況-1 

 
研討會參與狀況-2 

 



 

研討會參與狀況-3 

 
研討會參與狀況-4 

圓桌論壇 講者合照 



 

研討會參與狀況-5 

最後大合照 

 
會場外佈置-1 



 
會場外佈置-2 

 

 
會場外佈置-3 



 
會場外佈置-4 

 
報到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