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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為培育神經科學跨領域研究人才之目的，執行三個方

向工作：(1)建立各認知神經科學研究儀器（大腦功能性磁振

造影(fMRI)、大腦事件誘發電位（ERPs）、腦磁波(MEG)、跨

顱磁刺激(TMS)和眼動儀(Eye Tracker)）之培訓平台；(2)舉

辦教育訓練研習營，規劃不同水準的相關課程研習與活動來

培育神經科學跨領域研究的種子學員，包括入門研習營、進

階研習營至專題研討會，使對此議題感興趣的碩、博士生或

教師皆能受到系統性的培訓，並提供培訓人員參與研究計

畫；(3)提供種子學員進入培訓平台參與相關研究計畫的機

會，由做中學習的方式，深入了解神經科學的研究議題與探

討角度，進而培育其獨立研究相關研究議題之能力。本文將

依序報告為完成本計畫之目的，三年半之工作進度及所舉辦

之相關活動內容以及計畫成果，並提出檢討與改進方向。 

中文關鍵詞： 認知神經科學、跨領域研究人才培育平台、大腦功能性磁振

造影、大腦事件誘發電位、腦磁波、跨顱磁刺激、眼動儀、

暑期學校 

英 文 摘 要 ： The major aim of this training program is to provide 

training on neuroscience for faculty members and 

graduate students in education or othe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domains. Specifically, there are 

three objectives of this training program: (1) to 

provide the basic knowledge of brain function and to 

apply the techniques of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s), 

Magnetoencephalography (MEG),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 and Eye Tracker on education and 

othe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domains； (2) to 

train faculty members and graduate students in 

education or othe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domains to use fMRI, ERPS, MEG, TMS, and eye 

tracker； and (3) to train selected participants to 

do neuroscience research with fMRI, ERPS, MEG, TMS, 

and eye tracker. In order to reach the above goals, 

we will establish the training platforms of fMRI, 

ERPS, MEG, TMS, and eye tracker, provide workshops 

for the neuroscience knowledge and techniques, and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selected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research projects on the topics of 

neuroscience. The present report will display the 

plenty results  of the training program. 



英文關鍵詞： Cognitive Neuroscience Science、fMRI、ERPs、MEG、Eye 

Tracker, TMS,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er 

Cultivation Platform, Summer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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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之實施是為達成培育神經科學跨領域研究人才之目的，遂訂定三大具體目

標： (1) 培育教育與其它人文社會科學領域背景之大專院校教師與研究生，應

用認知神經科學工具（功能性磁振造影、大腦事件誘發電位、腦磁波儀、跨顱磁

刺激及眼動儀）於相關研究之興趣與基礎認識；(2) 培養教育與其它人文社會科

學領域背景之大專院校教師與研究生，應用神經科學工具的能力；(3)以認知神

經科學工具進行與教育或其它人文社會科學領域相關之研究。為達到本計畫上述

目的，將執行分成三大方向進行：(1)建立各研究儀器之培訓平台，(2)提供教育

訓練研習營，以及(3)提供培訓人員參與研究計畫。在建立各研究儀器之培訓平

台與教育訓練方面，將統整國內相關實驗室的既有設備，建立大腦功能性磁振造

影(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大腦事件誘發電位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s）、腦磁波(Magnetoencephalography, 

MEG)、跨顱磁刺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TMS)和眼動儀(Eye 

Tracker)等儀器的培訓平台。在提供教育訓練方面，規劃不同水準的相關課程研

習與活動來培育神經科學跨領域研究的種子學員，包括入門研習營、進階研習營

至專題研討會，使對此議題感興趣的碩、博士生或教師皆能受到系統性的培訓。

另外除了提供神經科學研究儀器與方法的課程訓練，將進一步提供種子學員進入

培訓平台參與相關研究計畫的機會，使其得以由做中學的方式，深入了解神經科

學的研究議題與探討角度，進而培育學員獨立研究相關研究議題之能力。以下將

報告每一個年度處理事項與進程、舉辦活動之說明（入門研習營、進階研習營及

主題研討會）以及學員學習狀況依序報告。然後接著報告整個計畫的培訓情形與

成果。 

各年度處理事項與進程	

為達成本計畫目的，每一年度皆舉辦了入門研習營、進階研習營及專題研討

會。入門研習營(認知神經科學暑期學校)為基礎研習營，目的在培育教育與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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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科學領域背景之大專院校教師與研究生，使其能應用認知神經科學工具

（功能性磁振造影、大腦事件誘發電位、腦磁波儀、跨顱磁刺激及眼動儀）於相

關研究之基礎認識，本計畫共計在三年半的時間內舉辦了四次認知神經科學暑期

學校（第六屆至第九屆），分別在 2009 年、2010 年、2011 年以及 2012 年暑假七

月時間，每次人數皆高達兩三百人，四次共計九百多的學員參與此一重要研習課

程。 

進階研習營(認知神經科學研究法工作坊)目的在培養教育或其它人文社會

科學領域背景之大專院校教師與研究生應用神經科學工具之能力，因此將針對各

儀器之測量原理、實驗設計，以及儀器操作與資料分析方法等做進一步的介紹，

並於研習課程中穿插實作或儀器使用展示，為達到教學與操作的最佳效果，選擇

將不同平台分開舉行。各平台將提供 1 至 2 天的課程。而參與進階研習營之對

象為由基礎研習營篩選出之培訓研究人員。三年半的計畫期中總共舉辦了 15 個

場次，共計有 115 人參加。 

學術專題研討會為議題導向之學術研討會，第一年舉辦跨領域 fMRI認知神

經領域的最新發展與應用，第二年焦點放在數學教育與大腦，第三年則以學習與

記憶認知神經科學為主，進行深入之專題討論，舉辦為期二天的研討會，專題研

討會的講者除了各平台負責人以外，亦邀請 4~5 名國外知名學者與國內相關學者

共襄盛舉。第一年（2009 年）之跨領域 fMRI認知神經領域的最新發展與應用，

邀請了邀請國內外MRI相關知名學者共計有五位，分別為 Denis Le Bihan、Yihong 

Yang、ZhiPei Liang、Ihab R. Kamel及 Hidenao Fukuyama參加，內容包括介紹當前

磁振造影最新發展以及基於神經科學的研究與應用。第二年（2010 年）的數學

教育與大腦專題研討會則邀請了 Brian Butterworth、Roi Cohen Kadosh、Dénes 

Szűcs及 Daniel Ansari四位教授來台演講談論目前在認知神經科學上關於數學教

育的發展及看法。第三年（2011 年）以「學習與記憶認知神經科學」為主題，

邀請三位國際知名學者 Michael Derek Rugg、Charan Ranganath、Jin Fan 及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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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國內的學者與會發表演講，探討記憶、學習與人類認知的相關議題，包括提取

記憶的大腦區域 (如額葉和顳葉)、抑制和遺忘的大腦訊號、注意力神經網絡在

認知神經科學與臨床的運用、老化對記憶的影響等，全面探討和記憶、學習有關

的認知歷程。三個年度三個國際研討會共計有 319 人實際參與。 

培訓平台最重要的功能即為提供培訓人員實際參與研究計畫並給予進一步

的訓練，使其未來有獨立執行相關研究的能力。本計畫提供種子學員進入平台參

與相關研究計畫的機會，由做中學習的方式，深入了解教育神經科學的研究議題

與探討角度，進而培育其獨立研究相關研究議題之能力。計畫期間各平台招收學

員總計有 42 組，共 55 人進入各平台以實作方式培育（ERP-10 組，11 人；

Eye-tracker-9 組，19 人；fMRI-9 組，10 人；MEG-6 組，6 人；TMS-8 組，9 人）。

部分入平台學員已有研究成果在研討會及期刊上發表或正在發表中，總計有國際

期刊文章 21 篇，國內期刊文章 2篇，國內研討會會議論文 2篇，國際研討會論

文 36 篇，跨領域碩士論文 4篇。學員之來源包括：(1)教育或人文社會科學領域

之研究生及大專院校教師，以及教育臨床相關工作者；(2)完成「認知神經科學

暑期學校」以及「認知神經科學研究法工作坊」之學員；(3)已具備認知神經相

關知識背景之碩博士學生；(4)已有國科會科教處或人文處研究計畫，欲進行和

研究議題相關的神經科學跨領域研究之研究者；(5)欲提出關於神經科學與教育

或其它人文社會科學領域之跨領域研究計畫之研究者。以下將呈現工作進度甘特

圖來說明各年度工作之進程以及列出各年度工作處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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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各年度工作進度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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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年度處理事項細節	

2009 年一月 

1.規劃本年度工作事項 

2.建立平台 

 

2009 年二月中 

1. 敲定本年度各研習營、研討會之時程、內容以及可能演講人選 

2. 經費分配敲定 

3. 決定開會時間（2009/2/15 第一次會議） 

4. 完成學員評選標準以及補助內容 

5. 設計本規劃案 poster (2009/2/15) 

6. 各平台助理人事進用 

7. 海報設計、寄發學校系所資料搜尋與蒐集 

  

2009 年二月底 

1. poster 送印 

2. 發文發 poster 到相關學校系所 

3. 第一次入平台培訓學員招收公告及培訓資訊上網 

4. 學員招收開始收件（2009/3/6） 

5. 培育案宣傳 

http://www.nccu.edu.tw/news/detail.php?news_id=904 

http://www.nccu.edu.tw/ann/bulletin.php?bul_key=1238393909&partid=31 

 

2009 年三月中 



13 
 

1.演講者人選聯絡完畢，並確定 

2.演講者備案人選（假如到時原演講者任何原因不能出席的話） 

3.敲定各研習營地點的租借 

 

2009 年三月底 

1. 學員送件截止 

2. 培育案宣傳新聞稿與公告發佈 

3. 初步審查申請者案件，並寄發申請案件至各審查委員 

 

四月初 

1.審查學員計畫內容，決定招收人選（2009/4/8） 

2.討論學員進入各平台之學習項目規劃與評鑑標準 

3.入門研習營課程內容規劃 

4.各平台進階研習營課程內容規劃 

 

2009 年四月中 

1.第一批學員進入各平台 

2.公佈學員進入各平台學習之學習內容以及評鑑標準（課程內容與考評表） 

3.通知各學員與培訓平台主持人聯絡規劃培訓時程 

4.建立培育案專屬網頁平台 

 

五月初 

1.設計入門研習營及主題研討會 poster 

2.poster 定稿送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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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年五月中 

1.入門研習營課程名稱確定 

2.入門研習營內容公告發新聞稿（上網、寄 poster） 

3.入門研習營參加人員開始報名 

  

2009 年六月初 

1. 再次確定入門研習營課程名稱、內容以及講員名單 

2. 各平台進階研習營課程名稱與內容確定 

3. 各平台培訓進度報告 

 

2009 年六月中 

1. 入門研習營參加人員報名截止 

2. 公佈參加入門研習營名單 

3. 入門研習營上課資料上網（讓學員可以下載） 

4. 入門研習營課後測驗出題 

 

2009 年七月初 

1. 舉辦入門研習營 (7/4/~7/5) 

2. 寄發課程測驗 

3. 回收測驗並評分 

4. 製作並寄發入門研習營電子結業證書 

5. 第一批學員學習進度評估 

6. 各平台學習之學習內容以及評鑑標準修改（課程內容與考評表） 

 

2009 年七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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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告各平台進階研習營舉辦時間並開始接受報名 

2. 各平台培訓進度報告 

  

2009 年八月初 

1. 舉辦主題研討會 (8/8~8/9) 

2. fMRI 主題研討會學者訪台經費申請與報支 

3. 98 年度經費檢討與重新規劃 

4. 各平台培訓學員補助款申請報支 

 

2009 年八月中 

1. 99 年度計畫工作項目規劃 

2. 各平台培訓進度報告 

 

2009 年九月初 

1. 期中精簡報告開始準備 

2. fMRI 進階研習營準備 

3. 開放政大開設之 fMRI 相關課程給培訓學員學習 

 

2009 年九月中 

1. 規劃本年度入平台培訓第二次申請審查第二批學員計畫 

2. 各平台培訓進度報告 

3. 設計第二次培訓申請報名表格 

4. 公佈第二次培訓申請消息 

 

2009 年十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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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批學員學習評估 

2. 各平台學習之學習內容以及評鑑標準修改（課程內容與考評表） 

 

2009 年十月中 

1. 期中精簡報告準備 

2. 各平台培訓進度報告 

3. 接受第二次入平台培訓申請 

 

2009 年十一月初 

1. 規劃 99 年度工作項目時程 

2. 審查第二次入平台培訓申請案件 

 

2009 年十一月中 

1. 各平台培訓進度報告 

2. 公佈第二次入平台培訓錄取名單 

3. 下年度經費分配討論 

 

2009 年十二月初 

1. 各平台培訓進度報告 

2. 經費結算 

 

2009 年十二月中 

1. 各平台培訓進度報告 

2. 下年度經費分配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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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年一月初 

1.敲定本年度各研習營、研討會之時程、內容以及可能演講人選 

2.經費分配敲定 

3.1.27(三)進入 MEG 平台培育申請報名開始 

 

2010 年二月底 

1.2.22(一)poster 送印 

2.演講者人選聯絡完畢，並確定其來台時間 

3.演講者備案人選（遇不可抗力之突發因素） 

 

2010 年三月中 

1.3.10 政大轉學考時間確定後，即可敲定各研習營地點的租借 

2.3.15 公佈進入 MEG 平台培育錄取名單 

 

2010 年三月底 

1. 3.29(一)~4.2(五)暑期學校及主題研討會宣傳海報郵寄各大專院校 

 

2010 年四月初 

1. 4.5(一)發暑期學校及主題研討會校園公告 

2. 4.5(一)~4.9(五)校外系所發 e-mail 宣傳 

  

2010 年四月底 

1. 4.26(一)暑期學校報名 MBLT 上網，入門研習營參加人員開始報名 

2. 4.26(一)主題研討會報名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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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年五月中 

1. 5.14(五)暑期學校報名截止 

 

2010 年五月底 

1. 5.25(二)公布暑期學校錄取名單 

2. 5.25(二)公布主題研討會與會者名單 

3. 入門研習營課程名稱確定 

4. 再次確定入門研習營課程名稱、內容以及講員名單 

 

2010 年六月中 

4. 入門研習營內容上網公告 

5. 6.15(二)入門研習營上課資料上網（讓學員可以下載） 

6. 6.16(三)主題研討會議程公告 

7. 各平台進階研習營課程名稱與內容確定 

 

2010 年七月中 

7. 舉辦入門研習營 (7/12/~7/14) 

8. 舉辦主題研討會 (7/15.16) 

9. 入門研習營課後測驗出題 

 

2010 年七月底 

3. 公告各平台進階研習營舉辦時間並開始接受報名 

4. 各平台培訓進度報告 

 

2010 年八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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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告各平台進階研習營錄取名單 

6. 98 年度經費檢討與重新規劃 

1. 99 年度計畫工作項目規劃 

2. 各平台培訓進度報告 

 

2010 年九月底 

5. 本年度第一批學員招收公告 

6. 陸續審查第一批學員提交之研究計畫 

7. 各平台培訓進度報告 

 

2010 年十月初 

4. 期中精簡報告準備 

 

2010 年十月底 

1. 各平台培訓進度報告 

2. 公布第一批學員錄取名單 

 

2010 年十一月初 

3. 公布 99 年度工作項目時程 

4. 第一批學員進入平台實習 

5. 公布第一批學員進入各平台學習之學習內容以及評鑑標準（課程內容與

考評表） 

 

2010 年十一月中 

1. 各平台培訓進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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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一批學員第一次學習評估 

3. 各平台學習之學習內容以及評鑑標準修改（課程內容與考評表） 

 

2010 年十二月中 

3. 各平台培訓進度報告 

4. 第一批學員第二次學習評估 

5. 第三次各平台學習之學習內容以及評鑑標準修改（課程內容與考評表） 

 

2011 年一月 

1.敲定本年度各研習營、研討會之時程、內容以及可能演講人選 

2.結算 99 年經費使用明細並敲定經費分配，辦理經費流用計畫變更 

 

2011 年二月 

1.演講者人選聯絡完畢，並確定其來台時間 

2.演講者備案人選（遇不可抗力之突發因素） 

3.協助處理 MRI 儀器使用費的購買與上簽 

 

2011 年三月 

1. 確認四位外國學者來台補助標準並發函國科會擬請核可豪華經濟艙機

票補助 

2. 3.30 暑期學校及主題研討會宣傳海報送印 

3. 今年度 fMRI 儀器使用費請款 

 

2011 年四月 

1. 4.8(五)暑期學校及主題研討會宣傳海報郵寄至各大專院校 

2. 4.15(五)發暑期學校及主題研討會校園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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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11(一)~4.15(五)校外系所發 e-mail 宣傳 

4. 暑期學校及國際研討會招生訊息上網，4.28(四)主題研討會報名開始 

 

2011 年五月 

1. 5.3(一)暑期學校報名 MBLT 上網，入門研習營參加人員開始報名，同天

報名額滿截止 

2. 入門研習營課程名稱確定 

3. 再次確定入門研習營課程名稱、內容以及講員名單 

4. 租借暑期學校及主題研討會演講場地 

5. 統整暑期學校及主題研討會報名者名單  

 

2011 年六月 

1. 6.8(二)公布暑期學校錄取名單 

2. 6.14(二)公布主題研討會與會者名單 

3. 入門研習營內容上網公告 

4. 寄發邀請函、籌備會議前置事宜並印製暑期學校及國際研討會議程及手

冊  

 

2011 年七月 

1. 7.1(五)入門研習營上課資料上網（讓學員可以下載） 

2. 7.4(一)主題研討會議程公告 

3. 舉辦入門研習營 (7/5/~7/7) 

4. 舉辦主題研討會 (7/9.10) 

5. 入門研習營課後測驗出題並寄發電子測驗卷 

6. 寄發招收第四梯平台培訓學員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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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年八月 

1. 寄發暑期學校電子證書  

2. 100 年上半年度經費檢討與重新規劃 

3. 第四梯平台培訓學員計劃案收件 

4. 各平台前三梯次學員培訓進度報告，統計目前成果 

 

2011 年九月 

1. 陸續審查學員提交之研究計畫 

2. 公布培訓學員錄取名單 

3. MEG 平台進階研習營課程名稱與內容確定 

4. 公告 MEG 平台進階研習營舉辦時間並開始接受報名 

5. 公告 MEG 平台進階研習營錄取名單 

 

 

2011 年十月 

1. 本年度各活動紀錄報告準備 

2. 配合培訓學員訓練，各平台研擬進階研習營課程名稱與內容 

3. 各平台前三梯次學員培訓進度報告，統計目前成果 

 

2011 年十一月 

1. 因學員培訓時程決定辦理計劃延期 

2. 各平台進階研習營課程名稱與內容確定 

3. 公告各平台進階研習營舉辦時間並開始接受報名 

4. 公告各平台進階研習營錄取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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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布學員進入各平台學習之學習內容以及評鑑標準（課程內容與考評

表） 

 

2011 年十二月 

1. 培訓學員進入平台實習並第一次學習評估 

2. 修改學員學習內容以及評鑑標準修改（課程內容與考評表） 

3. 公布延期期間工作項目時程 

4. 公布延期期間經費分配 

 

2012 年一月 

1. 各平台兼任助理進用 

 

2012 年二月 

1. 提醒各平台人事進用相關時程及回覆問題 

2. 公布延期期間各平台經費狀況 

3. 公各平台學員補助款報支 

 

2012 年三月 

1. 準備暑期學校宣傳事宜 

2. 租借暑期學校活動場地 

 

2012 年四月 

1. 暑期學校宣傳事宜，寄送宣傳海報 

2. 租借暑期學校活動場地 

3. 各平台經費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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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年五月 

1. 暑期學校報名相關事宜 

2. 籌劃暑期學校活動 

 

2012 年六月 

1. 籌劃暑期學校活動 

2. 各平台經費報支 

 

2012 年七月 

1. 暑期學校舉行(7/3~5，三天) 

2. 暑期學校考題寄發(7/19)與回收(7/26) 

 

2012 年八月 

1. 證書製作與寄發(8/9) 

2. 計算計畫經費 

 

 

入門研習營	

一、 入門研習營活動報告	

（一）入門研習營學員背景統計	

入門研習營(認知神經科學暑期學校)為基礎研習營，目的在培育教育與其它

人文社會科學領域背景之大專院校教師與研究生，應用認知神經科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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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磁振造影、大腦事件誘發電位、腦磁波儀、跨顱磁刺激及眼動儀）

於相關研究之基礎認識。三年來總共辦理四次，皆報名踴躍，總計有 931 人

參加。錄取學員名單見下表： 

表  1    第六屆認知神經科學暑期學校暨 2009年入門研習營錄取學員名單 

學員編號 姓名 學校 系所 職稱 

A001 蔡佩庭 Rice University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s 

Lecturer 

A002 張靜儀 大仁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教授 

A003 林冠妤 中正大學 成人與繼續教育學系 助理教授 

A004 林保安 中研院應科中心 中研院應科中心 博士後研究員

A005 張思嘉 世新大學 社會心理學系 副教授 

A006 陳佩如 台大醫院 精神科 研究護理師 

A007 王盈丰 台中教育大學 科學應用與推廣學系 助理教授 

A008 林秀芬 台北市立教育大學 自然科學系 專案助理 

A009 林靜雯 台北市立教育大學 自然科學系 助理教授 

A010 劉佳瓛 台北市立教育大學 自然科學系 專案助理 

A011 陳文輝 台北科技大學 自動化科技研究所 副教授 

A012 周詩涵 台北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復健部 職能治療師 

A013 高玉靜 玄奘大學 成人教育與人力發展系 助理教授 

A014 余斐如 亞東紀念醫院 溝通科學與障礙 語言治療師 

A015 呂信慧 亞東醫院 精神科 臨床心理師 

A016 林曉芳 明道大學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助理教授 

A017 黃社振 虎尾科技大學 設計系 副教授 

A018 許崇憲 長榮大學 臨床心理學系 助理教授 

A019 陳巧雲 長榮大學 臨床心理學系 助理教授 

A020 王昱海 南華大學 自然醫學研究所 助理教授 

A021 劉子頎 埔里基督教醫院 兒童成長中心 心理師 

A022 林昭宏 高雄醫學大學 物理治療學系 教授 

A023 吳汶蘭 高雄醫學大學 運動醫學系 副教授 

A024 黃世琤 國立中正大學 心理學系 教授 

A025 襲充文 國立中正大學 心理學系 教授 

A026 蘇宏仁 國立中正大學 企管系 助理教授 

A027 吳昇光 台灣體育大學 競技運動學系 教授 

A028 王淑娟 國立台中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暨輔助科技研

究所 

副教授 

A029 林貴美 國立台北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教授 

A030 李昆翰 台北市立教育大學 資訊科學系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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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1 黃馨慧 國立台北護理學院 嬰幼兒保育系 副教授 

A032 詹妍玲 國立台北護理學院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 助理教授 

A033 李偉俊 國立台東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副教授 

A034 溫雅惠 國立台東大學 教育系(所) 副教授兼主任

A035 田芳華 國立台灣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副教授 

A036 簡淑貞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人類發展與家庭學系 副教授 

A037 許慧如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 助理教授 

A038 沈淑敏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地理學系 副教授 

A039 黃福坤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物理系 教授 

A040 林千哲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英語系 助理教授 

A041 陳五洲 國立台灣體育大學 運動科學研究所 教授 

A042 林淑梤 國立交通大學 教育所 助理教授 

A043 王嘉瑜 國立交通大學 教育研究所 助理教授 

A044 林玟孜 國立成功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講師 

A045 趙冠儀 國立成功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專案教師 

A046 邱詩揚 國立宜蘭大學 食品科學系 副教授 

A047 陳孝夫 國立東華大學 運動休閒學系 講師 

A048 劉効樺 國立東華大學 臨床與諮商心理學系 助理教授 

A049 林如瀚  國立東華大學  體育學系 副教授 

A050 謝明瑞 國立空中大學 商學系 副教授 

A051 楊淑蘭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副教授 

A052 陸怡琮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 教育心理與輔導學系 副教授 

A053 羅素貞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 教育心理與輔導學系 副教授 

A054 陳新豐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 助理教授 

A055 葉玉珠 國立政治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教授 

A056 黃譯瑩 國立政治大學 教育學院 教授 

A057 戴中擎 國立政治大學 經濟系 博士後研究員

A058 劉萌容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助理教授 

A059 陳淑娟 國立高雄餐旅學院 通識教育中心 副教授 

A060 李映潔 國立清華大學 語言所 兼任研究助理

A061 張美玉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教育系 教授 

A062 龔書萍 國立嘉義大學 外國語言學系 助理教授 

A063 黃繼仁 國立嘉義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助理教授 

A064 陳聖智 國立嘉義大學 視覺藝術研究所 助理教授 

A065 岳修平 國立臺灣大學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研究所 副教授 

A066 林翠湄 國家科學委員會 人文處 副研究員 

A067 楊李榮 國家科學委員會 人文處 副研究員 

A068 陳寶玲 國家科學委員會 科教處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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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69 池秉聰 淡江大學 產業經濟學系 助理教授 

A070 吳明珠 華夏技術學院 化學工程系 副教授 

A071 林鋐宇 義守大學 職能治療學系 助理教授 

A072 簡淑怡 臺北市立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 助教 

A073 鄭泳松 臺北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神經外科 主治醫師 

A074 陳嘉甄 輔仁大學 心理系 兼任助理教授

A075 黃俊閎 銘傳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所） 助理教授 

A076 朱春林 銘傳大學 諮商與 工商心理學系 助理教授 

A077 顏榮泉 德明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助理教授 

A078 于文正 醒吾學院 通識中心 助理教授 

A079 張寶玲 衛生署新竹醫院 小兒神經科 醫師 

A080 覃宇 中國文化大學 哲學所 博士生 

A081 林靜慧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所 博士生 

A082 陳秀芬 國立中山大學 教育研究所 博士生 

A083 劉昆夏 國立中山大學 教育研究所 博士生 

A084 廖淯菘 國立中央大學 企管系 博士生 

A085 陳博舜 國立中央大學 企管系(人力資源管理組) 博士生 

A086 劉宜芳 國立中央大學 學習與教學所 博士生 

A087 李世勳 國立台中教育大學 教育測驗與統計研究所 博士生 

A088 鄒奇軒 國立台灣大學 生醫電資所 博士生 

A089 蔡麗婷 國立台灣大學 職能治療所 博士生 

A090 謝妤葳 國立台灣大學 職能治療學所 博士生 

A091 李菁芸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人類發展學系 博士生 

A092 龍綺汶 國立成功大學 健康照護研究所 博士生 

A093 陳家興 國立政治大學 心理研究所 博士生 

A094 吳秉叡 國立政治大學 教育系所 博士生 

A095 陳玉樺 國立政治大學 教育系所 博士生 

A096 陳柏霖 國立政治大學 教育系所 博士生 

A097 康耕輔 國立政治大學 新聞系博士班 博士生 

A098 杜業榮 國立政治大學 經濟系 博士生 

A099 林家仰 國立政治大學 經濟系 博士生 

A100 沈明勳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科學教育研究所 博士生 

A101 黃琴扉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科學教育研究所 博士生 

A102 劉寶元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科學教育研究所 博士生 

A103 范揚騰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 博士生 

A104 徐慈妤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 博士生 

A105 張惠娟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 博士生 

A106 陳以筠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 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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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7 喬慧燕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 博士生 

A108 李明玲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科學教育研究所 博士生 

A109 張媛媛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研究所 博士生 

A110 陳瑋婷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研究所 博士生 

A111 李佳儒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輔導與諮商研究所 博士生 

A112 洪浩凱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博士生 

A113 陶瑜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博士生 

A114 李梓楠 國立交通大學 教育研究所 博士生 

A115 莊明樺 國立交通大學 教育研究所科學教育組 博士生 

A116 謝慶華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科學教育研究所 博士生 

A117 王月慧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人類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 博士生 

A118 洪安怡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 博士生 

A119 沈美伶 中國醫學大學 中醫所 博士生 

A120 蘇文松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科學教育研究所 博士生 

A121 程志強 國立中央警察大學 鑑識所偵查科學組 博士生 

B001 潘言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傳播碩士班 碩士生 

B002 陳佳欣 台北市立教育大學 身心障礙教學碩士班 碩士生 

B003 王昭智 東吳大學 心理學系 研究助理 

B004 李冠吾 東吳大學 心理學系 碩士生 

B005 林淑菁 東吳大學 心理學系 碩士生 

B006 陳思穎 東吳大學 心理學系 碩士生 

B007 葉丁瑞 東吳大學 心理學系 研究助理 

B008 張維修 長庚大學 臨床行為科學所職能治療組 碩士生 

B009 康惠卿 長庚醫院 核子醫學科 研究助理 

B010 黎姿嫺 高雄師範大學 科學教育所 研究助理 

B011 吳依婷 高雄醫學大學 物理治療學系 研究助理 

B012 林士峰 高雄醫學大學 物理治療學系 研究助理 

B013 黃秋蓉 高雄醫學大學 運動醫學系 研究助理 

B014 戴  翊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碩士生 

B015 徐欣玟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神經學科碩士班 碩士生 

B016 陳世銘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神經學科碩士班 碩士生 

B017 李婕寧 中山醫學大學 心理學系 碩士生 

B018 鄭媄穗 國立中山大學 教育研究所 碩士生 

B019 謝惠淇 國立中山大學 教育研究所 碩士生 

B020 李娟瑩 國立中山大學 教育研究所 碩士生 

B021 吳政毅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所 碩士生 

B022 李冠慧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所 碩士生 

B023 沈雯琰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所 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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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4 林依禛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所 碩士生 

B025 林雯菁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所 碩士生 

B026 林錦萱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所 碩士生 

B027 高珮庭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所 碩士生 

B028 涂莉苹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所 碩士生 

B029 湯千慧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所 碩士生 

B030 黃碩傑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所 碩士生 

B031 楊韻儒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所 碩士生 

B032 廖昱程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所 碩士生 

B033 厲家珍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所 碩士生 

B034 蔡丞凱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所 碩士生 

B035 蔡毓靜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所 研究助理 

B036 龍姿蓁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所 碩士生 

B037 韓一中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所 碩士生 

B038 羅于惠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所 碩士生 

B039 陳臆中 國立中央大學 遙測技術研究所 碩士生 

B040 楊子雲 國立中正大學 心理學研究所 碩士生 

B041 蔡兆倫 國立中正大學 心理學研究所 碩士生 

B042 鄭惠云 國立中正大學 心理學研究所 碩士生 

B043 張智勝 國立台北教育大學 心諮所 碩士生 

B044 陳美玲 國立台北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教學碩士班 碩士生 

B045 黃筠安 國立台灣大學 生醫電資所 碩士生 

B046 姜函芸 國立台灣大學 應用力學所 研究助理 

B047 方威傑 國立台灣科技大學 工程技術研究所 碩士生 

B048 王奕淑 國立台灣科技大學 工程技術研究所 碩士生 

B049 何俊彥 國立台灣科技大學 工程技術研究所 碩士生 

B050 蕭雅安 國立中央中央警察大學 刑事警察研究所 碩士生 

B051 楊麗芬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人類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 碩士生 

B052 洪裕淵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生命科學所（生態與演化組）碩士生 

B053 粘志章 國立台灣大學 數學研究所 碩士生 

B054 宋志航 國立東華大學  體育學系 碩士生 

B055 陳彥文  國立東華大學  體育學系 碩士生 

B056 陳慧玲  國立東華大學  體育學系 碩士生 

B057 彭瑋婷 國立東華大學  體育學系 碩士生 

B058 周怡岑 國立政治大學 心理系 研究助理 

B059 仲惠瓘 國立政治大學 心理學系所 碩士生 

B060 張元怡 國立政治大學 心理學系所 碩士生 

B061 張瀠方 國立政治大學 心理學系所 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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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62 張雅嵐 國立政治大學 幼兒教育研究所 碩士生 

B063 吳君逸 國立政治大學 生命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B064 侯玉翎 國立政治大學 眼動實驗室 研究助理 

B065 高盈芳 國立政治大學 經濟系 研究助理 

B066 許世琦 國立政治大學 經濟系 研究助理 

B067 姚敬婷 國立政治大學 經濟學系 碩士生 

B068 呂翠屏 國立政治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碩士生 

B069 許淨涵 國立政治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碩士生 

B070 林綠茜 國立政治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碩士生 

B071 游惠鈞 國立政治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碩士生 

B072 黃郁玲 國立政治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碩士生 

B073 熊芮華 國立政治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碩士生 

B074 盧怡璇 國立政治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碩士生 

B075 蕭裕台 國立政治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碩士生 

B076 魏愷玟 國立政治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碩士生 

B077 蘇益賢 國立政治大學 臨床心理學研究所 碩士生 

B078 洪士桓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性別教育研究所 碩士生 

B079 江易如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科學教育研究所 碩士生 

B080 侯依伶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科學教育研究所 碩士生 

B081 陳惠音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科學教育研究所 研究助理 

B082 林玉萍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研究所 碩士生 

B083 劉美吟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國文教學碩士班 碩士生 

B084 許立明 國立陽明大學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所 碩士生 

B085 江翰嘉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B086 呂伊萍 國立政治大學 心理學系 學生 

B087 徐櫻瑞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B088 張家仁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B089 張惟絮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B090 陳世娟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B091 陳澂毅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B092 曾令元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B093 馮彥茹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B094 葉佩文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B095 熊靜儀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B096 劉嘉倫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B097 鄭又禎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B098 謝至中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B099 鍾育君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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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0 鍾欣穎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幼教系 研究助理 

B101 盧麗如 國立嘉義大學 家庭教育研究所 碩士生 

B102 劉湘婷 國立嘉義大學 輔導與諮商研究所 碩士生 

B103 楊立慈 國立政治大學 心理學系 學生 

B104 蔡淑華 國立成功大學 認知科學所 碩士生 

B105 馬樂穎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碩士生 

B106 郭富添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特教資優教學碩士學位班-  碩士生 

B107 李謹妏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資賦優異研究所 碩士生 

B108 黃若詒 國立臺灣大學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研究所 研究助理 

B109 邱立安 國立臺灣大學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研究助理 

B110 葉新新 國立臺灣大學 職能治療學系 研究助理 

B111 張瓅勻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理與輔導學系 碩士生 

B112 林如貞 國立臺灣體育大學 適體系 研究助理 

B113 陳依琳 銘傳大學 諮商與工商心理所 碩士生 

B114 葉雅涵 中山醫學大學 視光學系 學生 

B115 彭妮妮 中原大學 心理學系 學生 

B116 楊嚴昇 中原大學 心理學系 學生 

B117 鄭依書 中國文化大學 哲學系 學生 

B118 李彥青 玄奘大學 應用心理學系 學生 

B119 王孟洵 東吳大學 心理學系 學生 

B120 洪瑞君 東吳大學 心理學系 學生 

B121 張嘉萱 東吳大學 心理學系 學生 

B122 曾楷婷 東吳大學 心理學系 學生 

B123 魏仲琳 東吳大學 心理學系 學生 

B124 王湘雅 東吳大學 微生物 學生 

B125 王士誠 東吳大學 經濟學系 學生 

B126 陳香瑜 長庚大學 職能治療學系 學生 

B127 陳微涵 長庚大學 職能治療學系 學生 

B128 李少芃 屏東教育大學 教育心理與輔導學系 學生 

B129 李品俞 高雄醫學大學 心理學系 學生 

B130 鄭品芳 高雄醫學大學 心理學系 學生 

B131 龔萬庭 高雄醫學大學 心理學系 學生 

B132 王晨安 高雄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學生 

B133 李華棋 國立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 學生 

B134 鄭淑云 國立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 學生 

B135 陳錦儀 國立台灣大學 公共行政與衛生學系 學生 

B136 李紹銘 國立台灣大學 心理學系 學生 

B137 白承樺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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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8 汪心淨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系 學生 

B139 田宇暄 國立東華大學 臨床與諮商心理學系 學生 

B140 吳惠婷 國立東華大學 臨床與諮商心理學系 學生 

B141 柯宣亦 國立東華大學 臨床與諮商心理學系 學生 

B142 陳秋月 國立東華大學 臨床與諮商心理學系 學生 

B143 戴震圩 國立東華大學 臨床與諮商心理學系 學生 

B144 張菀芯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 教育心理與輔導學系 學生 

B145 李立偉 國立政治大學 心理學系 學生 

B146 高常豪 國立政治大學 心理學系 學生 

B147 張洵銓 國立政治大學 心理學系 學生 

B148 陳思禎 國立政治大學 心理學系 學生 

B149 黃鈺婷 國立政治大學 心理學系 學生 

B150 楊宜潔 國立政治大學 心理學系 學生 

B151 羅梵文 國立政治大學 心理學系 學生 

B152 楊小玫 國立政治大學 企業管理系 學生 

B153 鄭勇志 國立政治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 學生 

B154 江謝立峰國立政治大學 經濟學系 學生 

B155 林芳源 國立政治大學 經濟學系 學生 

B156 施欣怡 國立清華大學 外語系 學生 

B157 李俞蓁 國立陽明大學 生命科學系 學生 

B158 曾珮琪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心諮系 學生 

B159 劉玳瑄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特教系 學生 

B160 李岱珊 淡江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學生 

B161 李佳穎 淡江大學 法文系 學生 

B162 陳筱君 逢甲大學 應用數學系 學生 

B163 柯瑩梓 University of Bristol 特教所 已畢業 

B164 鐘偉倫 台北市立建安國小 台北市立建安國小 教師 

B165 潘彥廷 台北市福林國小 資源班 教師 

B166 陳禮君 台北市舊莊國小 資源班 教師 

B167 蕭惠帆 台北美國學校 華語教學 教師 

B168 楊智先 台北縣金龍國小 台北縣金龍國小 教師 

B169 許雅喻 永清國小 文藻英國語文學系 教師 

B170 林金賢 國立台北教育大學 數理特教資優所 教師 

B171 黃湛清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國文系 教師 

B172 曾閩美 基隆市中正國小 特教班〈資源班〉 教師 

B173 邱鈺茹 嘉義市私立東吳高級工

業家事職業學校 

綜合高中部 教師 

B174 許瑋珊 嘉義市興華高中教師 台灣師大教育系畢業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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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75 廖建傑 致遠管理學院 英語學系 已畢業 

 

表  2  第七屆認知神經科學暑期學校暨 2010年入門研習營錄取學員名單 

編號 姓名 學校 系所或單位 職稱 

S001 陳嘉玲 長庚大學 早期療育研究所 副教授 

S002 王秋絨 南華大學 教育社會學研究所 教授 

S003 劉淑燕 國立中正大學 運動與休閒教育研究所 教授 

S004 豐東洋 國立台北科技大學 體育室 教授 

S005 程金保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機電科技學系 教授 

S006 葉玉珠 國立政治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教授 

S007 陳木金 國立政治大學 教學發展中心 教授 

S008 湯馥君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人發系  營養所 教授 

S009 陳五洲 國立體育大學 運動科學研究所 教授 

S010 陳桂霞 台中教育大學 教育測驗統計所 副教授 

S011 林君瑤 屏東教育大學 音樂系 副教授 

S012 陳淑純 致理技術學院 應用英語系 副教授 

S013 陳桂霞 國立台中教育大學 教育測驗統計所 副教授 

S014 黃倩儀 國立台北護理學院 嬰幼兒保育系 副教授 

S015 謝明瑞 國立空中大學 商學系 副教授 

S016 郭李宗文 國立臺東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副教授 

S017 孫國勛 開南大學 空運管理學系暨研究所 副教授 

S018 鄭世岳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系 副教授 

S019 施佑芝 輔仁大學 英文系 副教授 

S020 梅 興 輔仁大學 資訊工程系 副教授 

S021 余淑芬 銘傳大學 廣告學系 副教授 

S022 許育齡 元智大學 通識教學部 助理教授 

S023 黃志雄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學系 助理教授 

S024 黃智偉 佛光大學 心理學系 助理教授 

S025 程蘊菁 國立台灣大學 預防醫學研究所 助理教授 

S026 鄭育霖 國立東華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助理教授 

S027 鍾鎮城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助理教授 

S028 趙國仁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

學 
資管系 助理教授 

S029 陳錦龍 慈濟大學 醫學系 教授 

S030 洪月女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英語學系 助理教授 

S031 邱瓊慧 國立臺北護理學院 嬰幼兒保育系 助理教授 

S032 林顯達 國立政治大學 教育學系 助理教授 

S033 陳子瑋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翻譯研究所 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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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34 詹元碩 國立體育大學 適應體育系 助理教授 

S035 張澶榮 國防醫學院 藥學系所 助理教授 

S036 鍾易詩 開南大學 物流與航運管理學系 助理教授 

S037 李美芬 勤益科技大學 景觀系 助理教授 

S038 溫武男 義守大學 通識教育中心 助理教授 

S039 張育愷 
國立體育大學 

 
教練研究所 助理教授 

S040 林鋐宇 義守大學 職能治療學系 助理教授 

S041 汝明麗 輔仁大學 翻譯學研究所 助理教授 

S042 劉倩秀 輔仁大學 職能治療學系 助理教授 

S043 黃成勛 中山醫學大學 高雄縣職能治療師公會 總幹事 

S044 陳秀玲 中國醫藥大學 高雄長庚醫院 醫師 

S045 吳佑佑 林口長庚醫院 兒童心智科主任 醫師 

S046 單家祁 國立台灣大學 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 醫師 

S047 許藝瀚 國立台灣大學 精神醫學部 醫師 

S048 楊明道 國立台灣大學 藥理研究所／亞東醫院 醫師 

S049 林偉哲 國立陽明大學 生物醫學影像系 醫師 

S050 吳大立 國防醫學院 神經外科 醫師 

S051 長安靜美 東方技術學院 應用外語系 講師 

S052 周育如 國立中央大學 學習與教學所 博士後研究員 

S053 張蕙心 國立台中技術學院 室內設計系 講師 

S054 黃依齡 國立台灣大學 預防醫學所 博士後研究員 

S055 李惠玲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國立台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

院 

進修推廣學院副

總召 

S056 李美慧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國語中心 華語教師 

S057 商育滿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機電科技學系 計畫協同主持人

S058 呂紹瑋 國立交通大學 腦科學研究中心 助理研究員 

S059 吳佩芳 國立臺東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博士後研究員 

S060 林韋儒 臺灣觀光學院 通識中心 講師 

S061 倪珮珊 銘傳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助教 

S062 劉靜如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ve 

Disorders 
博士生 

S063 古國華 北京體育大學 
運動人體科學-運動心理學

專業 
博士生 

S064 郭錦華 私立長榮大學 經營管理所 博士生 

S065 鄭育晶 英國紐卡索大學 應用語言所 博畢 

S066 袁國書 國立中山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 博士生 

S067 吳秉儒 國立中山大學 資管系 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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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68 丁秉煌 國立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博士畢 

S069 李世勳 國立台中教育大學 教育測驗與統計 博士生 

S070 劉麗婷 國立台灣大學 職能治療研究所 博士生 

S071 馮彥誠 國立台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所 博士生 

S072 詹瓊華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研究所 博士生 

S073 陳淑苾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生命科學系 博士生 

S074 陳怡君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科學教育所 博士生 

S075 葉佳承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科學教育研究所 博士生 

S076 鍾曉蘭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科學教育研究所 博士生 

S077 張宏嘉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科學教育研究所 博士生 

S078 黃博聖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理與輔導系 博士生 

S079 徐芝君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理與輔導學系 博畢 

S080 張裕敏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翻譯研究所 博士生 

S081 許宏賓 國立交通大學 建築所 認知空間研究室 博士生 

S082 黃莉郁 國立交通大學 教育研究所 博士生 

S083 李嘉雯 國立成功大學 教育所 博士生 

S084 陳立茵 國立政治大踅 英語系 博士生 

S085 王智賢 國立政治大學 心理系 博士生 

S086 蔡文雄 國立政治大學 英語系 博士生 

S087 林晏宇 國立政治大學 英語系 博士生 

S088 葉怡伶 國立政治大學 教育系教育心理與輔導組 博士生 

S089 陳世娟 國立陽明大學 神研所 博士生 

S090 范揚騰 國立陽明大學 神研所 博士生 

S091 賴資賢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 博士生 

S092 陳澂毅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 博士生 

S093 洪安怡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 博士生 

S094 顧乃棻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科學教育研究所 博士生 

S095 張媛媛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系 博士生 

S096 廖斌吟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科學教育研究所 博士生 

S097 林寀雯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理與輔導學系 博士生 

S098 杜惠英 僑光科大/新竹教大 通識中心/教育學系 博士生 

S099 劉玉蓮 彰化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系 博士生 

S100 林倩如 彰化師範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 博士生 

S101 李昱德 臺北市立教育大學 教育系博士班心理與輔導組 博士生 

S102 郭盈彣 台灣大學 心理學系 研究助理 

S103 王惠玲 私立長庚大學 臺大醫院小兒神經科 研究助理 

S104 許嘉芬 長庚大學 臨床行為科學研究所 研究助理 

S105 蕭雅穗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所 研究助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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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06 劉虹翔 國立中正大學 台大醫院精神部 研究助理 

S107 林育稜 國立中正大學 國立政治大學心理系 研究助理 

S108 張欣怡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理與輔導學系 研究助理 

S109 賀國樑 國立成功大學 台灣大學附設醫院 程式員 

S110 黃騭瑩 國立政治大學 中研院語言所 研究助理 

S111 詹雅婷 國立政治大學 心理系 研究助理 

S112 江峰逵 國立政治大學 
國立政治大學「心智、大腦

與學習」研究中心 
研究助理 

S113 管意璇 國立政治大學 教學發展中心 秘書 

S114 張宇瞻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 研究助理 

S115 何秉叡 
Central Missori State 

Univ. 
英語教學 碩畢 

S116 李佩穎 
New England 

Conservatory 
Collaborative Piano 碩士生 

S117 鄭文斌 中山醫學大學 應用資訊科學學系 碩士生 

S118 林金亮 中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 碩士生 

S119 李華棋 中國醫藥大學 
神經科學與認知神經科學研

究所 
碩士生 

S120 莊嵐雅 台北市立體育學院 運動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S121 楊婉儷 光華國小 TESOL 碩士生 

S122 吳季文 佛光大學 心理系 碩士生 

S123 高芷彤 私立東吳大學 心理學系 碩士生 

S124 李欣怡 亞洲大學 心理系 碩士生 

S125 陳思慧 亞洲大學 光電與通訊所 碩士生 

S126 羅慧珊 長庚大學 早期療育研究所 碩士生 

S127 林家源 政治大學 心理學系 碩士生 

S128 廖珮辰 國北教育大學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碩士班 碩士生 

S129 王嘉菱 國北教育大學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碩士班 碩士生 

S130 羅于惠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所 碩士生 

S131 簡于寧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所 碩士生 

S132 李淑卿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所 碩畢 

S133 顧乃思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S134 謝承志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與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S135 林依禛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與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S136 彭子彥 國立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碩士生 

S137 裘雅恬 國立中央警察大學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畢 

S138 黃冠豪 國立中正大學 
地球與環境科學系地震學研

究所 
碩士生 



37 
 

S139 羅天佑 國立中正大學 運動與休閒教育研究所 碩士生 

S140 洪書婷 國立台北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研究所 碩士生 

S141 林青瑩 國立台北護理學院 嬰幼兒保育系 碩士生 

S142 曾思穎 國立台北護理學院 聽語所 碩士生 

S143 劉佳林 國立台北護理學院 聽語所 碩士生 

S144 陳妍靜 國立台北護理學院 聽語障礙科學所 碩士生 

S145 林佳儒 國立台北護理學院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S146 何靜宜 國立台北護理學院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S147 黃瀞瑤 國立台北護理學院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S148 黃名嘉 國立台北護理學院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S149 蘇怡楨 國立台北護理學院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S150 張珈銘 國立台灣大學  醫學工程學研究所 碩士生 

S151 吳季珊 國立台灣大學 心理學系 碩畢 

S152 張家綸 國立台灣大學 植物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S153 蔡筑涵 國立台灣大學 語言所 碩士生 

S154 鄭綉蓉 國立台灣大學 語言所 碩士生 

S155 羅伊萍 國立台灣大學 語言所 碩士生 

S156 李珮琪 國立台灣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碩士生 

S157 黃怡嘉 國立台灣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碩士生 

S158 林玥彤 國立台灣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碩士生 

S159 謝承諭 國立台灣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碩士生 

S160 楊靜琛 國立台灣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碩士生 

S161 吳姿瑩 國立台灣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碩士生 

S162 徐 寧 國立台灣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碩士生 

S163 吳冠緯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化學所 碩士生 

S164 林永在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科學教育研究所 碩士生 

S165 吳時華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碩士生 

S166 張苾含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碩士生 

S167 李永強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碩士生 

S168 李岱珊 國立政治大學大學 數位內容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生 

S169 黃致潔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翻譯研究所 碩士生 

S170 陳德怡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翻譯研究所 碩士生 

S171 林郡儀 國立交通大學 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研究所 碩士生 

S172 黃慧婷 國立交通大學 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研究所 碩士生 

S173 吳佳芬 國立交通大學 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研究所 碩畢 

S174 王文志 國立交通大學 腦科學中心 碩士生 

S175 范哲維 國立交通大學 腦科學中心 碩士生 

S176 杜貫仲 國立交通大學 腦科學中心 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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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77 巫博元 國立交通大學 腦科學中心 碩士生 

S178 王潔明 國立交通大學 腦科學中心 碩士生 

S179 王祈翔 國立交通大學 腦科學中心 碩士生 

S180 李仕宇 國立交通大學 腦科學中心 碩士生 

S181 蔡幸育 國立交通大學 腦科學中心 碩士生 

S182 陳進義 國立成功大學 行為醫學所臨床心理學組 碩士生 

S183 曾鈺婷 國立成功大學 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 碩士生 

S184 陳奕壬 國立東華大學 諮商與臨床心理學系 碩士生 

S185 謝采縈 國立政治大踅 英教所 碩士生 

S186 林京佳 國立政治大學 心理學系 碩士生 

S187 陳薇帆 國立政治大學 心理學系 碩士生 

S188 謝明宏 國立政治大學 英文系 碩士生 

S189 賴寬穎 國立政治大學 
英文系 

台大心理所臨床組准碩一 
碩士生 

S190 洪郁閔 國立政治大學 英教所 碩士生 

S191 張綺紋 國立政治大學 神經科學所 碩士生 

S192 楊東冀 國立政治大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S193 呂翠屏 國立政治大學 語言所 碩士生 

S194 高佩如 國立政治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碩士生 

S195 盧怡璇 國立政治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碩士生 

S196 張祐瑄 國立師範大學 心輔系所 碩士生 

S197 林玉萍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碩畢 

S198 許勝淵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

學 
資訊管理系 碩士生 

S199 彭筱肜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

學 
資訊管理研究所 碩士生 

S200 陳秀美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

學 
資訊管理研究所 碩士生 

S201 葉蕙菱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

學 
資訊管理研究所 碩士生 

S202 陳維婷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

學 
資訊管理研究所 碩士生 

S203 張惟絮 國立陽明大學 神研所 碩士生 

S204 馮彥如 國立陽明大學 神研所 碩士生 

S205 曾令元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所 碩士生 

S206 游家鑫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所 碩士生 

S207 陳心語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所認知神經科學組 碩士生 

S208 蔡舜如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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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09 陳淑雯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諮商與輔導學系教育心理組 碩士生 

S210 林怡慶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資賦優異所 碩士生 

S211 方鴻耀 國立臺南大學 諮商與輔導學系 碩士生 

S212 鄭名揚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系研究所 運動科學組 碩士生 

S213 張瓅勻 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理與輔導學系 碩士生 

S214 黃士峰 中山醫學大學 應用資訊科學學系 大學生 

S215 蘇咏聖 台北市立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大學生 

S216 許庭榕 私立輔仁大學 職能治療學系 大學生 

S217 胡承恩 亞洲大學 光電與通訊系副修商品設計 大學生 

S218 張鈺婷 東吳大學 心理學系 大學生 

S219 劉力華 東吳大學 歷史學系 大學生 

S220 趙佑穎 高雄醫學大學 心理學系 大學生 

S221 吳俊彥 國立中山大學 政治經濟學系 大學生 

S222 林瑋翔 國立中央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 大學生 

S223 羅惠尹 國立中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大學生 

S224 何姿諭 國立中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大學生 

S225 賴嫺真 國立中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大學生 

S226 李濴杉 國立中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大學生 

S227 余品蓉 國立台北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系 大學生 

S228 陳薇雅 國立台北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大學生 

S229 謝雅竹 國立台北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大學生 

S230 潘浩天 國立台北教育大學 特教系 大學生 

S231 王惠君 國立台北護理學院 護理系 大學畢 

S232 謝宜庭 國立台東大學 特殊教育系 大學生 

S233 黃宗榮 國立台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大學生 

S234 葛   雁 國立台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大學生 

S235 劉千慈 國立交通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大學生 

S236 馬麗雅 國立交通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大學生 

S237 馮思遠 國立東華大學 化學系 大學生 

S238 劉茹涵 國立東華大學 特殊教育系 大學生 

S239 蔡劭揚 國立東華大學 諮商與臨床心理學系 大學生 

S240 呂昕潔 國立東華大學 諮商與臨床心理學系 大學生 

S241 謝凱倫 國立東華大學 臨床與諮商心理學系 大學生 

S242 李昱辰 國立東華大學 臨床與諮商心理學系 大學生 

S243 林亭妤 國立東華大學 臨床與諮商心理學系 大學生 

S244 游佳翔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

學 
資訊管理系 大學生 

S245 王詠迪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 資訊管理系 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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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S246 曾子麟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

學 
資訊管理系 大學生 

S247 吳勇奇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

學 
資訊管理系 大學生 

S248 陳雨壕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

學 
資訊管理系 大學生 

S249 鄭潔之 國立清華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大學生 

S250 張倖娛 國立清華大學 生科系 大學生 

S251 陳怡琇 國立清華大學 科技管理學院學士學位學程 大學生 

S252 劉玳瑄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特教系 大學生 

S253 蔡易珊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 大學生 

S254 梅文 慈濟大學 醫學資訊學系 大學生 

S255 潘羿岑 輔仁大學 臨床心理系 大學生 

S256 范家寧 輔仁大學 臨床心理系 大學生 

S257 歐珉妤 輔仁大學 臨床心理系 大學生 

S258 洪冠鼎 輔仁大學 職能治療系 大學生 

S259 李玉琪 台北市立士林國小 資源班 教師 

S260 李靜琴 宜蘭縣竹林國小 教務處 教務主任 

S261 陳鈞嗣 國立三重高中 國立三重高中 專任教師 

S262 嚴宏仁 
英國 Bristol 大學, 

英國 Derby 大學 

特殊教育碩士 

諮商碩士 

個人親職教養 

諮詢工作者 

S263 王牧晨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所 碩士生 

S264 孟昭安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所 碩士生 

S265 林尚樺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所 碩士生 

S266 蔡怡君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所 碩士生 

S267 許雅喻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所 碩士生 

S268 邱怡婷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所 碩士生 

S269 陳乃鳳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所 碩士生 

S270 葉菀婷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所 碩士生 

S271 施欣怡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所 碩士生 

S272 陳思禎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所 碩士生 

 

表  3第八屆認知神經科學暑期學校暨 2011年入門研習營錄取學員名單 

編碼 中文姓名 學校（或機構）系所（或單位） 職稱 

T001 別蓮蒂 國立政治大學 企管系 特聘教授 

T002 劉昭麟 國立政治大學 資訊科學系 教授 

T003 陳澤明 台北科技大學 車輛工程學系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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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04 段雨柔 台灣師範大學 國文系 大學生 

T005 鄭靜瑩 中山醫學大學 視光學系 助理教授 

T006 許媛媜 政治大學 語言所 碩士生 

T007 李信良 東海大學 教育研究所 助理教授 

T008 林宜美 
高雄醫學大學

心理學系 
心理學系 助理教授 

T009 林宗德 國立清華大學 通識中心 助理教授 

T010 王灝婷 政治大學 心理系 大學生 

T011 張育愷 國立體育大學 教練研究所 助理教授 

T012 孫愛維 開南大學 應用日文系 助理教授 

T013 葉立誠 實踐大學 服裝設計學系 助理教授 

T014 黃俊閎 銘傳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 助理教授 

T015 張卿卿 政治大學 廣告系 教授兼系主任 

T016 齊璘 大華技術學院 體育教育中心 講師 

T017 許美雲 中原大學 心研所 講師 

T018 張期富 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 研究助理 

T019 林宜瑄 東吳大學 英文系 講師 

T020 范家銘 
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 
翻譯研究所 講師 

T021 黃泰諭 
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 
體育學系 講師 

T022 王曉雯 蘭陽技術學院 應用外語系 講師 

T023 黃琦棻 
天主教聖保祿

修女會醫院 
精神科 醫師 

T024 葉伯壽 台北醫學院 醫學系 醫師 

T025 吳佑佑 
林口長庚紀念

醫院 
兒童心智科 醫師 

T026 蔡佩君 長庚大學 醫學系 醫師 

T027 李家琦 長庚醫院 兒童心智科 臨床心理師 

T028 李依親 長庚醫院 兒童心智科 臨床心理師 

T029 許嘉玲 高醫 神經科 臨床心理師 

T030 張寶玲 
衛生署新竹醫

院 
小兒神經科 醫師 

T031 李仕宇 國立交通大學 腦科學研究中心 博士後研究員 

T032 林彥呈 國立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副教授 

T033 劉佩艷 
國立臺灣科技

大學 
數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員 

T034 林宛蓉 慈濟大學 醫學資訊學系 博士後研究員 



42 
 

T035 吳得心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Department of Hearing and 

Speech Sciences 
博士生 

T036 鐘偉倫 
University of 

Memphis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s and Disorders 
博士生 

T037 李俊德 中央研究院 統計所 博士生 

T038 張忠勛 
台北市立教育

大學 
教育系 博士生 

T039 林佩穎 
美國南加州大

學 
心理系  博士生 

T040 葉逸萱 國立中山大學 資訊管理所 博士生 

T041 楊淑斐 國立中山大學 資訊管理所 博士生 

T042 楊宗憲 國立中山大學 資訊管理所 博士生 

T043 

T044 柳育澤 國立中興大學 動物科學系 博士生 

T045 邱恩琦 國立台灣大學 職能治療所 博士生 

T046 

T047 嚴竹蓮 

國立台灣大學

圖書資訊研究

所 

行政院新聞局資料編譯處專門委

員 
博士生 

T048 許宏賓 國立交通大學 設計認知實驗室 博士生 

T049 周思妤 國立政治大學 國貿系 博士生 

T050 王倩文 國立政治大學 宗教研究所 博士生 

T051 陳家興 國立政治大學 心理學系 博士生 

T052 董重麟 國立政治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 博士生 

T053 游婉雲 國立政治大學 心理學系 博士生 

T054 邱力璟 國立清華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博士生 

T055 黃恆銘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 博士生 

T056 王永順 國立陽明大學 神研所 博士生 

T057 林玉萍 高雄旗山國小 附設幼稚園 教師 

T058 張智婷 國立陽明大學 神科所乙組 博士生 

T059 廖俊傑 
國立彰化師範

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 博士生 

T060 李如蕙 
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 
資訊教育研究所 博士生 

T061 張原禎 
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 
資訊教育研究所 博士生 

T062 詹瓊華 國立臺灣師範 工業教育系 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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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T063 丘羽先 
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 
翻譯研究所 博士生 

T064 洪巧菱 
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 
體育系 博士生 

T065 楊馨慧 
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 
翻譯學研究所 博士生 

T066 陳怜君 
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 
體育學系 博士生 

T067 戴汝卉  
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 
教育心理與輔導學系 博士生 

T068 王端丙 清華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理 博士生 

T069 黃隆興 臺中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博士班 博士生 

T070 

T071 熊靜儀 中央研究院 語言所 研究助理 

T072 施迦馨 中央研究院 物理所 研究助理 

T073 王俐晴 中央研究院 物理所 研究助理 

T074 李珮亘 世新大學 財金系 研究助理 

T075 潘曉貞 
台北私立大同

大學 
應用外語系 研究助理 

T076 施文逸 

林口長庚紀念

醫院 / 長庚大

學 

復健科 / 早期療育所 研究助理 

T077 林可樺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所 研究助理 

T078 邱曉麗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 研究助理 

T079 管玉芬 國立台灣大學 職能治療學系 研究助理 

T080 陳雅苹 國立台灣大學 職能治療學系 研究助理 

T081 陳怡文 國立台灣大學 心理學研究所 研究助理 

T082 周嘉娸 國立台灣大學 心理所 研究助理 

T083 呂蓓榮 國立政治大學 心理學系 研究助理 

T084 李婕寧 國立政治大學 心理系 研究助理 

T085 劉姿吟 國立政治大學 心理系 研究助理 

T086 林珂睿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 研究助理 

T087 許亞文 
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 
成人教育研究中心 專員 

T088 倪珮珊 銘傳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組員 

T089 林佩瑩 l 國立台灣大學 經濟所 碩士生 

T090 黃芸 中原大學 心理研究所 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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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91 李華棋 中國醫藥大學 神經科學與認知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T092 陳怡潔 
台北市立教育

大學 

台灣師範大學運動心生理學實驗

室 
碩士生 

T093 林芃君 
台北市立教育

大學 
台灣師範大學心生理學實驗室 碩士生 

T094 張桂嘉 
台北護理健康

大學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T095 曾文慧 
台北護理健康

大學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T096 黃惠君 
台北護理健康

大學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T097 洪瑜璟 台北護理學院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T098 葉芃宜 私立南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碩士生 

T099 馬思揚 私立輔仁大學 翻譯研究所 碩士生 

T100 羅靜儀 東海大學 教育研究所 碩士生 

T101 陳瑩如 東海大學 教育研究所 碩士生 

T102 趙培均 長庚大學 職能治療系暨行為科學碩士班 碩士生 

T103 林詩苓 長庚大學 職能治療系暨行為科學碩士班 碩士生 

T104 施淳俐 長庚大學 早期療育研究所 碩士生 

T105 陳毓婷 高雄醫學大學 心理學系 碩士生 

T106 王雅雪 國立中山大學 教育研究所 碩士生 

T107 陳孝溥 國立中山大學 經濟學研究所 碩士生 

T108 施欣怡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所 碩士生 

T109 陳乃鳳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所 碩士生 

T110 王靜秀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T111 簡于寧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與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T112 陳香瑜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所 碩士生 

T113 蔡幸吟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T114 朱紹穎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與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T115 呂明珊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 碩士生 

T116 李雅婷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T117 陳得恩 國立中正大學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生 

T118 賴薇心 國立中正大學 語言所 碩士生 

T119 吳宣霈 國立中正大學 犯罪防治所 碩士生 

T120 

T121 杜佩芬 國立中正大學 語言所 碩士生 

T122 白新民 國立中正大學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生 

T123 施孟賢 國立台北科技 應用英文所 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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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T124 張雅萍 
國立台北護理

健康大學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T125 林裕翔 
國立台北護理

健康大學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T126 張詩朋 
國立台北護理

健康大學 
聽語所 碩士生 

T127 劉子禎 
國立台北護理

健康大學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T128 李佩曄 
國立台北護理

健康大學 
聽語所 碩士生 

T129 陳愛華 
國立台北護理

健康大學 
聽語所 碩士生 

T130 范文姬 
國立台北護理

健康大學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T131 宋淨純 
國立台北護理

健康大學 
聽語障礙科學所 碩士生 

T132 劉彥妤 
國立台北護理

健理大學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T133 黃恆銘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 博士生 

T134 楊泰興 國立台灣大學 經濟所 碩士生 

T135 李健嫆 國立台灣大學 音樂學研究所 碩士生 

T136 黃瑾儒 國立台灣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碩士生 

T137 林星佑 
國立台灣科技

大學 
機械所 碩士生 

T138 方威傑 
國立台灣科技

大學 
工程技術研究所 碩士生 

T139 黃慧婷 國立交通大學 外文所語言學組 碩士生 

T140 張芷淳 台灣大學 外文系 大學生 

T141 吳怡慧 國立東華大學 身心障礙輔助科技研究所 碩士生 

T142 廖弘慈 國立東華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英語教學組 碩士生 

T143 鍾佳彤 國立東華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英語教學組 碩士生 

T144 余姿幸 國立政治大學 語言所 碩士生 

T145 何華府 國立政治大學 心理學系 碩士生 

T146 陳薇帆 國立政治大學 心理學系 碩士生 

T147 羅奕傑 國立政治大學 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生 碩士生  

T148 曾珮琪 國立政治大學 心理系 碩士生 

T149 謝瑋婷 國立政治大學 心理學研究所 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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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50 廖家萱 師範大學 英語系 大學生 

T151 王俞升 國立清華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碩士生 

T152 邱上真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乙組 碩士生 

T153 賴佳禾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所 碩士生 

T154 范馨亞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T155 黃冠樺 國立陽明大學 腦科學所 碩士生 

T156 邱怡婷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所 碩士生 

T157 劉雁岭 
國立新竹教育

大學 
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  碩士生 

T158 謝淑容 
國立新竹教育

大學 
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 碩士生 

T159 紀佑明 
國立新竹教育

大學 
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 碩士生 

T160 陳振勛 
國立新竹教育

大學 
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 碩士生 

T161 黃珮珊 國立嘉義大學 應用語言學所 碩士生 

T162 王文良 國立嘉義大學 輔導與諮商所 碩士生 

T163 鄭懿婕 交通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大學生 

T164 林榮泰 
國立暨南國際

大學 
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所 碩士生 

T165 沈千博 
國立臺中教育

大學 
科學應用與推廣學系 碩士生 

T166 黃志強 國立臺南大學 教育經營與管理研究所 碩士生 

T167 陳嬴莉 國立臺南大學 幼兒教育系 碩士生 

T168 黃宗榮 國立臺灣大學 語言所 碩士生 

T169 李思慧 
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 
特殊教育所 碩士生 

T170 蔡惠芳 
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 
國文所 碩士生 

T171 廖家萱 
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 
英語學系 碩士生 

T172 鄭名揚 
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 
體育系研究所運動科學組 碩士生 

T173 謝佳琳 
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 
英語系語言所 碩士班 

T174 陳泰廷 
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 
運動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T175 施俊名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所 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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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76 蘇雅薇 
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 
翻譯研究所 碩士生 

T177 古李全 
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 
英語學系 碩士生 

T178 簡珮如 
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 
英語所語言組 碩士生 

T179 蔡仲茵 
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 
英語學系 碩士生 

T180 楊禮旗 
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 
英文系研究所(語言學組) 碩士生 

T181 黃逸杉 
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 
心輔系 碩士生 

T182 陳宇真 
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 
英語學系 碩士生 

T183 楊忠璇 
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 
教育心理與諮商學系 碩士生 

T184 連婉婷 
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 
特殊教育系碩士班 碩士生 

T185 陳冠甫 
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 
體育學系(運動心生理實驗室) 碩士生 

T186 蔡侑蓉 
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 
運動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T187 吳岳錚 
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 
英語所語言學組 碩士生 

T188 陳豐慈 國立體育大學 教練研究所 碩士生 

T189 顏士弦 國立體育大學 教練研究所 碩士生 

T190 郭慈慧 國立體育大學 教練研究所 碩士生 

T191 王俊智 國立體育大學 教練研究所 碩士生 

T192 祝堅恆 國立體育大學 教練研究所 碩士生 

T193 邱俊惟 國立體育大學 教練研究所 碩士生 

T194 向泰緯 國立體育大學 教練研究所 碩士生 

T195 翁悅珍 國立體育大學 運動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T196 王姿惠 國立體育大學 運動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T197 魏君純 國立成功大學 工業設計研究所 博士生 

T198 楊耀中 國立體育大學 運動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T199 趙方平 國立體育大學 運動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T200 

T201 詹文祥 國立體育大學 運動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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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02 洪小雲 
臺北市立教育

大學 

台灣師範大學運動心生理學實驗

室  
碩士生 

T203 郭佳瑀 輔仁大學 心理研究所 碩士生 

T204 江健新 輔仁大學 翻譯研究所 碩士生 

T205 賴文隆 
Universitaet 

Hamburg 
醫學系 大學生 

T206 林易瑾 中山大學 政經系 大學生 

T207 蕭斐珊 中原大學 心理學系 大學生 

T208 張郁羚 中原大學 心理學系 大學生 

T209 姚啟智 中原大學 心理學系 大學生 

T210 鄭鵠洋 中原大學 心理學系 大學生 

T211 畢憶 中國醫藥大學 物理治療學系 大學生 

T212 謝采恩 中國醫藥大學 物理治療學系 大學生 

T213 楊于諄 
台北市立教育

大學 
教育學系 大學生 

T214 江淑惠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所 博士後研究員 

T215 施家蓉 
台北市立教育

大學 
體育研究所 大學生 

T216 劉玟欣 
台北市立教育

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大學生 

T217 黃映璇 台北醫學大學 老人護管系 大學生 

T218 葉宣妏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所 研究助理 

T219 李旻諭 弘光科技大學 物理治療系 大學畢 

T220 劉千慈 交通大學 外文系 大學生 

T221 曾令元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T222 周恩存 輔仁大學 心理研究所 碩士生 

T223 紀慧菁 
私立高雄醫學

大學 
心理學系 大學生 

T224 周欣儀 東海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大學生 

T225 宣恩盈 國立東華大學 諮商與臨床心理學系 大學生 

T226 陳怡蓁 長庚大學 呼吸照護學系 大學生 

T227 賴曉涵 故宮博物院 圖書文獻處 工讀生 

T228 林琪閔 
高雄應用科技

大學 
資訊管理系 大學生 

T229 楊青如 高雄醫學大學 心理學系 大學生 

T230 張翊珊 高雄醫學大學 心理學系 大學生 

T231 林潔玟 高雄醫學大學 心理學系 大學生 

T232 林玟萱 高雄醫學大學 心理學系 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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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33 周峻銘 
國立台中教育

大學 
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 大學生 

T234 林宜平 
國立台北教育

大學 

雙主修心理與諮商學系藝術與造

形設計學系 
大學生 

T235 王大明 國立台灣大學 電機系 大學生 

T236 鄭國卿 
屏東縣立新圍

國小 
屏東縣立新圍國小 校長  

T237 黃靖雯 國立台灣大學 護理學系 大學生 

T238 李亭萱 國立台灣大學 外文系 大學生 

T239 

T240 

T241 黃復辰 國立交通大學 應用數學系 大學生 

T242 賴怡臻 國立成功大學 心理學系 大學生 

T243 李佳錚 國立成功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大學生 

T244 陳蔓潔 國立宜蘭大學 園藝學系 大學生 

T245 胡家瑄 國立東華大學 諮商與臨床心理學系 大學生 

T246 林亭妤 國立東華大學 臨床與諮商心理學系 大學生 

T247 馮思遠 國立東華大學 諮商與臨床心理學系 大學生 

T248 黃玟瑄 國立東華大學 諮商與臨床心理學系 大學生 

T249 陳盈君 國立政治大學 哲學系/雙修心理系 大學生 

T250 沈姿妤 國立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系 大學生 

T251 陳筱婷 國立政治大學 傳播學程 大學生 

T252 朱滋亭 國立政治大學 社會學系 大學生 

T253 張資敏 國立政治大學 斯拉夫語文學系 大學生 

T254 劉潔蓉 國立政治大學 金融 大學生 

T255 林庭羽 
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大學生 

T256 徐佳慈 
國立高雄應用

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 大學生 

T257 陳晏瑩 
國立高雄應用

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 大學生 

T258 

T259 蔡沛原 國立清華大學 應用數學系 大學生 

T260 張郁偵 
國立新竹教育

大學 
教育心理與諮商學系 大學生 

T261 陳方民 
國立新竹教育

大學 
教育心理與諮商學系 大學生 

T262 王煒平 國立新竹教育 應用科學系奈米科學組 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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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T263 黃品嘉 國立嘉義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 大學生 

T264 謝宛庭 國立嘉義大學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大學生 

T265 黃敏瑄 
國立彰化師範

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 大學生 

T266 吳欣晏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T267 劉玳瑄 新竹教育大學 特教系 大學生 

T268 高婉蓉 義守大學 物理治療學系 大學生 

T269 葉致緯 
嘉南藥理科技

大學 
休閒保健管理系 大學生 

T270 謝函祐 
嘉南藥理科技

大學 
社會工作系 大學生 

T271 蔣依純 實踐大學 服裝設計學系 大學生 

T272 李欣諭 
臺北市立教育

大學 
教育系 大學生 

T273 胡家瑄 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乙組 碩士生 

T274 葉菀婷 中央大學 認知所 碩士生 

T275 陳諺玄 交通大學 腦科學研究中心 碩士生 

T276 吳佳蓁 中國醫藥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大學生 

T277 陳品君 銘傳大學 諮商與工商心理學系 大學生 

T278 王韻婷 銘傳大學  諮商與工商心理學系 大學生 

T279 陳勳 銘傳大學  諮商與工商心理學系 大學生 

T280 廖偉茹 銘傳大學 諮商與工商心理學系 大學生 

T281 謝明哲 政治大學 英文系 大學生 

T282 賴炫政 國立中壢高中 教務處 中學教師 

T283 曾竣瑋 
國立台灣師範

大學 
體育所(科學組生理學群) 

中學教師(兼體育

所研究員) 

T284 李蒨蒨 
國立臺東大學

附小 
班級導師 小學教師 

T285 王姿勻 
新北市立福和

國中 
特殊教育 特教教師 

T286 莊嵐雅 
臺北市立體育

學院 
運動科學研究所 小學教師 

T287 黃靖天 私立義守大學 生物科技系 大學畢 

T288 陳巧育 
國立屏東師範

學院 
社會科教育學系 大學畢 

T289 李嘉境 國立政治大學 哲學系 大學畢 

T290 張靜琳 醒吾大學 應用外語系 英文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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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91 黎引真 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所 碩士生 

T292 蔡舜如 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所 碩士生 

T293 王牧晨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T294 李雅婷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T295 游家鑫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T296 王駿濠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神經科學研究所 博士生 

T297 羅于惠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T298 喬慧燕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神經科學研究所 博士生 

T299 劉馨韓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 研究助理 

T300 梁偉光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 

 

表  4第九屆認知神經科學暑期學校暨 2012年入門研習營錄取學員名單 

編號 
中文姓

名 
學校（或機構） 系所（或單位） 職稱 

J001 林昭宏 高雄醫學大學 物理治療學系 教授 

J002 林榮輝 國立宜蘭大學 人文與科學教育中心 教授 

J003 陳恆佑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資訊工程系,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語文教學研究中心 
教授 

J004 陳五洲 國立體育大學 運動科學研究所 教授 

J005 楊承淑 輔仁大學 跨文化研究所 教授 

J006 張玉芳 中興大學 外文系 副教授 

J007  姜旼 國立東華大學 音樂系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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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008 吳昌祚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副教授 

J009 吳瑞媛 國立清華大學 哲學所 副教授 

J010 張嘉倩 國立臺灣大學 外文系 副教授 

J011 籃玉如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應用華語文學系 副教授 

J012 張媁雯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國際人力資源發展所 副教授 

J013 洪振耀 輔仁大學 跨文化研究所 副教授 

J014 林沛穎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教育心理與特殊教育所 助理教授 

J015 唐儲勳 中國文化大學 經濟系 助理教授 

J016 梁家祺 元智大學 通識教學部 助理教授 

J017 陳婉菁 台北市立體育學院 運動器材科技研究所 助理教授 

J018 林佩欣 長庚大學 物理治療學系 助理教授 

J019 蔡曉玲 南華大學 語言教學中心 助理教授 

J020 張哲千 國立中央大學 體育室 助理教授 

J021 許正 國立中正大學 傳播學系 助理教授 

J023 詹妍玲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 助理教授 

J024 童寶娟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 助理教授 

J025 葉麗美 國立聯合大學 建築系 助理教授 

J026 解燕豪 淡江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 助理教授 

J027 吳佳蓓 義守大學 應用英語系 助理教授 

J028 林怡安 聖約翰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助理教授 

J029 吳佩縈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助理教授 

J030 簡位先 輔仁大學 醫學院職能治療學系 助理教授 

J031 施以諾 輔仁大學 醫學院職能治療學系 助理教授 

J032 楊佳燕 銘傳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 助理教授 

J033 陳健智 高雄醫學大學 物理治療學系 講師 

J034 釋照澄 國立中央大學 哲學研究所 
博士生/講

師 

J035 張松年 國立宜蘭大學 人文及科學教育中心 講師 

J036 許倩燕 國立臺東專科學校 通識教育中心 講師 

J037 許慧伶 國立聯合大學 語文中心 講師 

J038 竇秀蘭 行政院衛生署旗山醫院 精神科 臨床心理師

J039 鍾玉琪 高雄市立小港醫院 家醫科 臨床心理師

J040 吳美慧 高雄慈美診所 物理治療學系 物理治療師

J041 林卓逸 國立成功大學 醫學系 實習醫學生

J042 何克倫 國立宜蘭大學 學生諮商中心 諮商心理師

J043 郭名釗 署立花蓮醫院 精神科 醫師兼主任

J044 張亞寧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 心理學系 博士後 

J045 康贊清 國立政治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 博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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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046 張乃文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聽力學與語言治療研究所 博士後 

J047 葉怡芬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科教中心 博士後 

J048 呂進瑞 國立東華大學 財務金融學系 副教授 

J049 洪可欣 中央警察大學 鑑識科學學系 鑑識人員 

J050 蘇敘榮 中央警察大學 刑事警察學系 偵查員 

J051 高子晴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Cognitive Science 博士生 

J052 林昱成 University of Texas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博士生 

J053 劉元媛 台灣科技大學 設計系(人因介面) 博士生 

J054 鄭會穎 倫敦大學 哲學系 博士生 

J055 吳奇勳 國立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所 博士生 

J056 楊振宗 國立中正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博士生 

J057 張萬春 國立中正大學 教育學研究所 博士生 

J058 許恆嘉 國立中正大學 成人及繼續教育研究所  博士生 

J059 周碩政 國立政治大學 教育學系 博士生 

J060 楊偉顥 國立政治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 博士生 

J061 張容浩 國立清華大學 材料科學工程學系 博士生 

J062 謝博任 國立清華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博士生 

J063 鄭偉成 國立清華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博士生 

J064 吳振徳 國立陽明大學 醫學影像與放射科學系 博士生 

J065 許立明 國立陽明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所 博士生 

J066 劉薇音 國立陽明大學 醫學工程研究所 博士生 

J067 曾彥士 國立政治大學 商管產學橋接中心 專任助理 

J068 林思宏 國立臺灣大學 心理學研究所 博士生 

J069 郭郡羽 國立臺灣大學 心理學研究所 博士生 

J070 陳永祥 國立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系 博士生 

J071 鄭嘉凌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所 博士生 

J072 江俊漢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研究所 博士生 

J073 潘惠華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台灣語文學系 博士生 

J074 王昭傑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博士生 

J075 李維光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理與輔導學系 博士生 

J076 沈佳慧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博士生 

J077 葉錦樹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博士生 

J078 彭羽琪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學系 博士生 

J079 沈容伊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所 博士生 

J080 趙文璧 淡江大學 英文學系 博士生 

J081 游詠晴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辛

辛那提大學 ） 
音樂研究所 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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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082 范逸芬 中原大學 電子工程研究所 碩士生 

J083 林宜慧 中華大學 生物資訊學系 碩士生 

J084 張日旭 中華大學 生物資訊學系 碩士生 

J085 張瑜玲 元智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碩士生 

J086 王貞蘊 東吳大學 哲學系研究所 碩士生 

J087 林卷立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神經學科 碩士生 

J088 周詣倫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神經學科碩士班 碩士生 

J089 林海婷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神經科碩士班 研究生 

J090 黎引真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J091 陳香瑜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所 碩士生 

J092 周雅涵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與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J093 周祈伶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J094 施琬諭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J095 蔡幸吟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J096 何秉叡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J097 謝佑怡 國立中正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碩士生 

J098 吳育典 國立中正大學 課程研究所 碩士生 

J099 杜佩芬 國立中正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00 邱建忠 國立中正大學 心理系 碩士生 

J101 江永德 國立中正大學 台灣文學所 研究生 

J102 徐子平 國立中正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03 張佑竹 國立中正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04 黃鼎云 國立台北藝術大學 藝術跨域研究所 碩士生 

J105 陳毅璁 國立交通大學 傳播研究所 碩士生 

J106 傅琬瑜 國立交通大學 傳播研究所 碩士生 

J107 許涵琇 國立交通大學 傳播所 碩士生 

J108 黃夙蓮 國立交通大學 傳播研究所 碩士生 

J109 羅婉婷 國立交通大學 傳播所 碩士生 

J110 林姿君 國立交通大學 傳播所 碩士生 

J111 羅鈺婷 國立交通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暨文學與語言學研

究所 
碩士生 

J112 莊嶼瑞 國立交通大學 傳播研究所 碩士生 

J113 許景淳 國立成功大學 認知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14 胡元 國立成功大學 認知科學所 碩士生 

J115 林仲茂 國立成功大學 外文所 碩士生 

J116 王楚善 國立東華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 碩士生 

J117 張哲豪 國立東華大學 藝術創意學系民族藝術研究所 碩士生 

J118 陳柏亨 國立政治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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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19 林詩川 國立政治大學 資訊管理所 碩士生 

J120 李俊輝 國立政治大學 資訊科學所 碩士生 

J121 謝瑋婷 國立政治大學 心理學系 碩士生 

J122 林沛盈 國立政治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 碩士生 

J123 洪聖瑋 國立政治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24 李易儒 國立清華大學 學習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25 李詩青 國立清華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26 陳怡靜 國立清華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27 陳香吟 國立清華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29 王俞升 國立清華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30 魏嘉瑩 國立清華大學 學習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31 黃姿穎 國立清華大學 學習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32 胡凌嫣 國立清華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33 黃惠汶 國立清華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34 朱兆中 國立清華大學 學習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35 王昀雅 國立清華大學 學習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36 陳建州 國立清華大學 學習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37 何積翰 國立陽明大學 生醫光電研究所 碩士生 

J138 陳柏禎 國立陽明大學 物理治療研究所 碩士生 

J139 丁致中 國立陽明大學 認知腦神經研究所 碩士生 

J140 郭冠岑 國立陽明大學 醫學工程研究所 碩士生 

J141 范馨亞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42 施佩辰 國立陽明大學 物理治療暨輔助科技學系 碩士生 

J143 黃志雄 國立陽明大學 醫學工程研究所 碩士生 

J144 謝佳燁 國立陽明大學 醫學工程研究所 碩士生 

J145 蔡璧如 國立陽明大學 醫學工程研究所 碩士生 

J146 賴佳禾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47 林嵩岳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所認知神經組 碩士生 

J148 顏麗真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運動健康研究所 研究生 

J149 張尹綺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輔導與諮商所 碩士生 

J150 劉宜欣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諮商與輔導研究所 碩士生 

J151 林榮泰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所 碩士生 

J152 陳德珊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研究生 

J153 李和燕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外國語文所 研究生 

J154 朱旦鳳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55 賴瀅灩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56 王宥勻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輔導與諮商所 碩士生 

J157 楊淑君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早期療育所 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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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58 郭子祥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藝術與造型設計研究所 碩士生 

J159 李晴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60 徐雅鈺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61 蔡宜君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62 傅子玲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63 姜可茵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64 陳沛昀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65 許原豪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66 蔡佳恬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67 姚琦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 研究生 

J168 李姿倫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69 傅之頻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70 鄧敦弘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71 陳瑞玲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72 張榕恩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73 蔡螢芷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74 陳韻如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75 王麗婷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76 曾尹霆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77 高仁璟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 研究生 

J178 張雅評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79 翁培凱 國立臺灣大學 心理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80 黃冠堯 國立臺灣大學 心理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81 李紹銘 國立臺灣大學 心理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82 沈姿妤 國立臺灣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83 林怡馨 國立臺灣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84 羅綉語 國立臺灣大學 心理學研究所臨床心理學組 碩士生 

J185 章韶軒 國立臺灣大學 醫學工程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86 陳甫倫 國立臺灣大學 科際整合法律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87 吳聲暉 國立臺灣大學 腦與心智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88 林昱志 國立臺灣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89 陳晞 國立臺灣大學 國家發展所 碩士生 

J190 陳佳音 國立臺灣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碩士生 

J191 李俊宏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碩士生 

J192 董子昀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碩士班語言學組 碩士生 

J193 廖家萱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系語言組 碩士生 

J194 古李全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語言組 碩士生 

J195 楊宜璋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理與輔導學系碩士班 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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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96 林政明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語言學組 碩士生 

J197 張庭芝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系語言組 碩士生 

J198 王偉珊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系語言組 碩士生 

J199 許雅雯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系語言組 碩士生 

J200 張瓊文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系語言組 碩士生 

J201 林珮君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碩士生 

J202 柳谷學 輔仁大學 心理學系 碩士生 

J203 蘇梓恆 輔仁大學 心理學系 碩士生 

J204 李佳霖 輔仁大學 心理學系 碩士生 

J205 王靜誼 輔仁大學 心理學系 碩士生 

J206 周恩存 輔仁大學 心理學系 碩士生 

J207 吳佳芬 中央研究院 語言學研究所 研究助理 

J208 林玅茜 高雄醫學大學 物理治療所神經復健研究室 研究助理 

J209 谷潔如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 研究助理 

J210 謝宜儒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 研究助理 

J211 郭靖觀 國立交通大學 電信研究所語音處理研究室 助理 

J212 曾彥士 國立政治大學 商管產學橋接中心 助理 

J213 莊玉鈴 國立政治大學 教育行政與政策研究所 助教 

J214 吳淑瑤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系 
大學生.助

理 

J215 龔怡嘉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 研究助理 

J216 王芝學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 助理 

J217 王荏捷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理與輔導學系 助理 

J218 石家豪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研究助理 

J219 曾逸群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國語教學中心 研究助理 

J220 楊麗芬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人類發展與家庭學系 助理 

J221 林君竑 中國文化大學 哲學系 大學生 

J222 賴運萱 Wesleyan University 認知心理學系 大學生 

J223 楊平 中原大學 心理學系 大學生 

J224 陳鵬宇 中原大學 心理學系 大學生 

J225 林霖 中原大學 心理學系 大學生 

J226 簡慧姍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 學生 

J227 高宗揚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心理學系 大學生 

J228 朱玟樺 長庚大學 生物醫學系 大學生 

J229 蔡宜庭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大學生 

J230 林万焜 真理大學 英文系 大學生 

J231 洪群甯 高雄醫學大學 心理系 大學生 

J232 林子雅 高雄醫學大學 心理學系 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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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33 孫嘉璜 高醫醫學大學 心理學系 大學生 

J234 許正昊 國立中山大學 生物科學系 大學生 

J235 黃昕樂 國立中央大學 生命科學系 大學生 

J236 林瑋翔 國立中央大學 資訊管理系 大學生 

J237 黃鈺雅 國立中正大學 心裡學系 大學生 

J238 王瓊瑩 國立台南大學 生物科技系 大學生 

J239 李佳潔 國立台南大學 生物科技系 大學生 

J240 江奕璇 國立台南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大學生 

J241 許博真 國立交通大學 生物科技系 大學生 

J242 劉千慈 國立交通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大學生 

J243 邢維林 國立交通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大學生 

J244 黃詮富 國立東華大學 諮商與臨床心理學系 大學生 

J245 黃芷筠 國立政治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 大學生 

J246 王婉茹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教育政策與行政學系 大學生 

J247 陳德隆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歷史學系 大學生 

J248 李冠霆 國立臺北大學 應用外語系 大學生 

J249 陳彥伃 國立臺灣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大學生 

J251 黃尹笛 國立臺灣大學 心理學研究所 大學生 

J252 石啟瑞 國立臺灣大學 工業管理學系 大學生 

J253 蔡易珊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 大學生 

J254 林耿育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大學生 

J255 吳姿穎 臺北市立教育大學 心理與諮商學系 大學生 

J256 江芷嫻 臺北市立教育大學 心理與諮商學系 大學生 

J257 陳奕采 輔仁大學 心理學系 大學生 

J258 詹子昀 輔仁大學 醫學院職能治療學系 大學生 

J259 楊皓文 輔仁大學 資訊工程系 大學生 

J260 陳若芸 Woodside Priory School 預計申請布朗大學工程組 升大學 

J261 羅幼如 銘傳大學 諮商與工商心理學系 大學生 

J262 高敏嘉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J263 林卉文 木柵國小 教務處 中小學教師

J264 賴淑娟 台南市六甲區林鳳國小 心理諮商學系 中小學教師

J265 李世雷 市立西湖國中 體育學系 中小學教師

J266 洪毓儀 屏東縣土庫國小  屏東縣土庫國小  中小學教師

J267 莊惠君 中興大學 通識中心 行政人員 

J268 何偉南 長庚大學 生活輔導組 教官 

J269 嚴宏仁 英國 Bristol 大學 特殊教育碩士 (畢) 
親職教養諮

詢服務 

J270 陳俊昱 和田國際有限公司 和田國際有限公司 總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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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71 何積儀 和田國際有限公司 和田國際有限公司 特助 

J272 賴運萱 Wesleyan University 心理系（大學部） 大學生 

J273 駱建銘 國立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J274 吳中勤 國立成功大學 教育研究所 博士生 

J275 丁兆齡 國立台東大學 心理諮商研究所 碩士生 

J276 趙培均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 博士生 

J277 林異玉 輔仁大學 心理所 碩士生 

J278 劉庭宇 輔仁大學 電機工程所 博士生 

J279 李佳熹 東海大學 生命科學系 大學生 

J280 李旻 University of Kent 心理系 大學生 

J281 張芝榕 長庚大學 醫學系 大學生 

J282 宣恩盈 東華大學 心理系 大學生 

J283 宋珍 
University of College 

London(畢業) 
Medical Doctor 醫生 

J284 連珮詠 國立政治大學 心理系 

J285 韓雲霞 長庚大學 實踐國小 行政人員 

J286 張智婷 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 

J287 羅智宇 國立政治大學 心理系 碩士生 

J288 曾曼曼 新竹教育大學 幼兒教育系 碩士生 

J289 蘇珮甄 馬偕醫學院 聽力暨語言治療學系 助理教授 

 

學員領域分佈範圍廣泛，共計有心理輔導、社會人文、教育、理工、臨床醫學以

及其他等六大類；統計各學員名單之背景下圖 1。其中教育、心理輔導及社會人

文共佔 77%（心理輔導、教育、語文、其他社會人文及法律）。顯示對教育心理

及社會人文領域之學科之研究人員而言，急需認知神經科學相關領域知識背景的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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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第六屆至第九屆共四屆暑期學校學員專長領域分布圖 

 

學員身份涵蓋大專院校教師、博碩士生、研究助理、臨床工作者以及中小學

教師。學員中之學術研究及臨床研究人員、研究助理以及碩博士生共佔 77%。 

 
圖  2第六屆至第九屆共四屆暑期學校學員身分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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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第六屆至第九屆共四屆暑期學校學員所在區域分布圖 

來上課的學員身份全國各區域，甚至有國外之人員特地回台參加，所在區域以北

部為大宗，佔 71%。 

 

（二）入門研習營之課程綱要	

為了達到入門研習營之「入門」目的，除了介紹各認知神經科學儀器的基本

原理外，另外還針對實驗研究方法部分開設基本實驗方法與設計課程。每一個年

度除了基本課程外，還另開設一或兩堂主題相關的議題介紹課程作為補充。以下

為四次入門研習營課程表。 

表  5第六屆認知神經科學暑期學校暨 2009年入門研習營課程表 

  7/4    (六)    7/5 (日) 

08:30 

  ~ 

09:00 

Registration  08:30   

~   

09:20 

Introduction to experimental 

design in general 

(張智宏，國立中央大學) 

09:00 

  ~   

09:20 

Orientation to summer school 

(history and requirements) 

(李俊仁，國立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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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0 

  ~   

10:50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neuroscience and 

neuropsychology 

(吳嫻，國立中央大學) 

09:30   

~   

10:50 

TMS basis 

(阮啟弘，國立中央大學) 

11:00 

  ~ 

12:20 

Basis of ERP & MEG 

(鄭仕坤，國立中央大學) 

11:00   

~   

12:20 

TMS application 

(阮啟弘，國立中央大學) 

  lunch break    lunch break 

13:30   

~   

14:50 

ERP design & application 

(李佳穎，中央研究院) 

13:30   

~   

14:50 

MR basis & DTI   

(林慶波，國立陽明大學) 

15:00 

  ~ 

16:20 

Eye‐tracker basis & application 

(蔡介立，國立政治大學) 

15:00   

~   

16:20 

fMRI   

(郭文瑞，國立陽明大學) 

16:30   

~   

17:20 

Introduction to social 

neuroscience   

(鄭雅薇，國立陽明大學) 

16:30   

~ 

 

Closing remarks 

 

 

 

表  6第七屆認知神經科學暑期學校暨 2010年入門研習營課程表 

  7/12 (一)       7/13 (二)    7/14(三)   

09:00

~ 

09:30

Registration    09:00~ 

10:30 

From Behavior to 

Cognitive Neuroscience: 

Bilingualism as an 

example 

李俊仁副教授   

國立師範大學教育心理

與輔導學系 

TMS basis & application 

阮啟弘副教授   

國立中央大學認知神經

科學研究所 09:30

~ 

10:00

Opening   

曾志朗特聘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 

10:20

~ 

11:50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neuroscience and 

neuropsychology   

吳嫻副教授   

國立中央大學認知神經

科學研究所 

10:45~ 

12:15 

ERP basis   

鄭仕坤助理教授   

國立中央大學認知神經

科學研究所 

MRI basis   

林慶波副教授   

國立陽明大學神經科學

研究所 

   lunch break     lunch break  lunch break 

13:30 Experimental design in  13:30  ERP design & application  fMRI application in 



63 
 

~ 

15:00

general(I)   

張智宏助理教授   

國立中央大學認知神經

科學研究所 

~ 

15:00 

李佳穎副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

cognitive neuroscience 

郭文瑞助理教授   

國立陽明大學神經科學

研究所 

15:15

~ 

16:45

Experimental design in 

general(II)   

張智宏助理教授   

國立中央大學認知神經

科學研究所 

15:15 

~ 

16:45 

Eye‐tracker basis & 

application   

蔡介立助理教授   

國立政治大學心理系 

 Closing remarks   

顏乃欣教授兼系主任 

國立政治大學心理學系

	

表  7  第八屆認知神經科學暑期學校暨 2011年入門研習營課程表 

  7/5    (二)      7/6 (三)    7/7(四)   

09:00 

~ 

09:30   

Registration    09:00~

10:30 

ERP basics   

鄭仕坤助理教授 

國立中央大學認知神

經科學研究所 

TMS basics & 

application   

阮啟弘副教授 

國立中央大學認知神

經科學研究所 
09:30 
~ 

10:00   

Opening   

顏乃欣教授兼系主任 

國立政治大學心理系 

10:20 

~ 

11:50   

From Behavior to 

Cognitive 

Neuroscience 

李俊仁副教授 

國立師範大學教育心

理與輔導學系 

 

10:45~

12:15 

ERP design & 

application   

李佳穎副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

所 

Eye‐tracking basics & 

application   

蔡介立助理教授 

國立政治大學心理系 

  lunch break      lunch break    lunch break   

13:30 

~ 

15:00   

Experimental design in 

general(I)   

張智宏助理教授 

國立中央大學認知神

經科學研究所 

13:30 

~ 

15:00 

MRI basics   

林慶波副教授 

國立陽明大學神經科

學研究所 

fMRI application in 

cognitive neuroscience

郭文瑞副教授 

國立陽明大學神經科

學研究所 

15:15 

~ 

16:45   

Experimental design in 

general(II)   

張智宏助理教授 

國立中央大學認知神

經科學研究所 

15:15 

~ 

16:45 

Establishing a 

connection between 

neuroscience and 

social sciences: An 

example from 

studying the 

15:15~ 

15:45 

Closing 

remarks 

郭文瑞副教

授 

國立陽明大

學神經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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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robiology of 

decision making. 

吳仕煒助理教授 

國立陽明大學神經科

學研究所 

研究所 

 

（三）四次入門研習營之研習情況	

四次入門研習營總計有1161人次報名，報到人次為931，報到率80%；全勤學

員約為報到人數的85%。學員參與研習情況踴躍。 

	
【報到總是空前盛況】	

	
圖  4學員準時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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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工作人員輔導學員簽到	

	

【場場客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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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三百人的講堂幾乎座無虛席 

 

進階研習營	

本計畫各年度以各平台主持人能配合的時間，每年皆舉辦舉辦跨顱磁刺激、

眼動儀、事件相關腦電位、功能性磁振造影以及腦磁儀進階研習營（認知神經科

學研究法工作坊），提供已參加入門研習營之學員接觸實驗儀器或數據處理等更

接近實務的課程，目的在培養教育或其它人文社會科學領域背景之大專院校教師

與研究生應用神經科學工具的能力，因此將針對各儀器之測量原理、實驗設計，

以及儀器操作與資料分析方法等做進一步的介紹，研習課程中穿插實作或儀器使

用展示，因此不同平台分開舉行，每個平台提供 1  至 2  天的課程。參與進階研

習營之對象為由基礎研習營篩選出之培訓研究人員。三年總共舉辦 15個場次，

共計有 115 人參加。參加本年度進階研習營的學員有共 42人。學員身份包括大

專院校教師以及其助理，也包括為數不少的博碩士學生。後續將依眼動儀、跨顱

磁刺激、事件相關腦電位以及功能性磁振造影等平台分別敘述在各進階研習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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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處理事項、課程編排情形以及學員學習情況（以第三年為例），並報告各平

台舉行進階研習工作坊的整體活動情形。 

TMS平台進階研習工作坊	

  TMS平台自計畫 2009 年開始總共舉辦了三次進階研習營，時間分別為：

2009/7/21~7/22、2010/7/30,，總計有 3,7,3組，共 5,10,4位學員參與。以下將報告

第三年度 TMS平台進階研習營工作坊舉辦情形，而後再報告三年來進階研習營

整體活動情況。 

第三年度 TMS平台進階研習工作坊舉辦情形	

本年度跨顱磁刺激研習工作坊於2011年11月25日於國立中央大學認知與神

經科學研究所「視覺認知實驗室」舉行，本次研習營主要針對已參加台灣地區認

知神經科學暑期學校暨2011認知神經科學跨領域研究人才培育入門研習營並獲

得修業證書者為對象，課程設計以跨顱磁刺激的操作概念及實際運用為講授重

點，共計一天。 

 

（一）活動宣傳公告情形	

跨顱磁刺激平台活動資訊  

認知神經科學跨領域研究人才培育 

跨顱磁刺激平台進階研習工作坊 

 

研習內容：實際操作跨顱磁刺激和資料分析簡介  

研習時間：2011/11/25（Fri）10:00~17:00 

研習地點： 國立中央大學認知與神經科學研究所 

 

參加名額：10 名 

 

報名期間：即日起到 2011/11/11 

 

報名資格：大專院校教師或研究生，參加過入門研習營並獲得修業證書者優先考慮。



68 
 

 

報名方式：請填寫報名表（請按右鍵下載）並附精簡研究計劃，於 2011/11/11 下午

五點前 email 至 cfood.[at]gmail.com 張先生，資料不全者恕不受理。 

 

研究計劃格式：計劃書以 3~5 頁 A4 為限。內容需包括：摘要、研究目的、實驗設

計和研究方法、預期結果、及主要參考文獻 (10 篇以內) 

 

錄取名單：2011/11/16 下午公布於認知神經科學跨領域研究人才培育網

(http://mblt.nccu.edu.tw/students100TMS.html)，並以 email 個別通知 

 

課程內容 

 

tDCS 與 TMS 基礎與理論 

tDCS 與 fMRI、ERP 之結合研究 

 

 

主辦單位：國立中央大學認知與神經科學研究所 視覺認知實驗室 

 

（二）學員錄取名單公告	

主辦單位：國立中央大學認知與神經科學研究所 視覺認知實驗室 

(http://www.ncu.edu.tw/~ncu5200/f_03.php) 

跨顱磁刺激平台活動資訊 

認知神經科學跨領域研究人才培育 

跨顱磁刺激平台 2010 年進階研習工作坊 

 

研習內容：實際操作跨顱磁刺激和資料分析簡介  

研習時間：2011/11/25（Fri）10:00~17:00 

研習地點： 國立中央大學認知與神經科學研究所 

 

錄取名單如下，相關資訊將以 email 通知錄取學員。 

1.林彥呈一國立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副教授 

2.魏君純一國立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研究助理 

3.吳怡真─成大醫院神經部 住院醫師 

4.劉子菱─國立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所博士班學生 

 

附註:因實作空間限制與維護課程品質，本次進階研習工作坊恕不開放旁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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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國立中央大學認知與神經科學研究所 視覺認知實驗室 

(http://www.ncu.edu.tw/~ncu5200/f_03.php) 

 

Ａ.學員背景介紹	

1.林彥呈 國立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副教授 

2.魏君純 國立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研究助理 

3.吳怡真 成大醫院神經部 住院醫師 

4.劉子菱 國立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所博士班學生 

B.研習課程時間表	

時間 內容 講者 

09:50 - 10:00 報到  

10:00 – 12:00 TMS 及 tDCS 原理介紹及綜合研究 梁偉光博士 

12:00 - 13:30 午餐時間  

13:30 – 15:30 TMS 及 tDCS 實作，實務討論  

（三）課程活動進行情況	

【課程一】：TMS 及 tDCS 原理介紹及綜合研究 

此課程介紹跨顱磁刺激如何與電生理測量技術及功能性造影技術整合，其實驗方

法的原理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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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阮啟弘教授為工作坊開幕及介紹講者及講解課程大綱 

 

 

 
圖、梁偉光博士講解 TMS 原理及實驗方法 

 

【課程二】：TMS 實作 

利用測量並刺激主要運動皮質區，讓學員了解 TMS 實際的運作過程。運動皮質

區是腦中負責處理肢體運動活動的部位，利用 TMS 可刺激控制手部運動的腦

區，並誘發手部肌肉活動，而使我們可依動作反應的大小來測得受試者的閾值

（Threshold），以利測得實際實驗時所需使用的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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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TMS 儀器的使用示範 

 
圖、學員操作利用 TMS 誘發手部肌肉活動 

【課程三】：tDCS 實作 

使用跨顱直流電磁刺激干擾腦區中 Primary Visual cortex（V1）的作用，在視野

中會出現閃爍效果，即為 phosphene 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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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說明直流電刺激技術的實際操作方式 

 

圖、學員利用直流電刺激技術產生 phosphene 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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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年度 TMS平台進階研習工作坊整合報告 

（一）三個年度舉辦時程與上課內容	

研習日期：2009/7/21~7/22 

 09:30-11:30 11:30-16:00 

7/21 FSL, Brainsight, co-registration, & 

TMS 使用示範及實作 

Motion phosphene & phosphene 的誘發

練習 

7/22 
利用 TMS 誘發 Motor threshold 練習 

利用學員的計畫案主題來完成 TMS 

pilot study 

 

研習日期：2010/7/30 

時間 內容 講者 

08:50 - 09:00 報到  

09:00 - 10:00 
Combining brain stimulation with 

electroencephalography and functional imaging

Dr. Neil 

Muggleton 

10:00 - 11:50 TMS 實作  

12:00 - 13:20 學員餐敘  

13:30 – 14:30 
Neuromodulation with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Dr. Neil 

Muggleton 

14:30 – 16:30 tDCS 實作  

16:30 – 17:00 討論  

 

研習日期：2011/11/25 

時間 內容 講者 

09:50 - 10:00 報到  

10:00 – 12:00 TMS 及 tDCS 原理介紹及綜合研究 梁偉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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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 13:30 午餐時間  

13:30 – 15:30 TMS 及 tDCS 實作，實務討論  

 

（二）三個年度全部學員名單及學員背景	

2009 

1. 林士峰 高雄醫學大學物理治療學系 

2. 吳依婷 高雄醫學大學物理治療學系 

3. 林昭宏 高雄醫學大學物理治療學系 

4. 龍綺汶 國立成功大學健康照護所 

5. 林鈜宇 義守大學物理治療學系 

 

2010 

1. 管意璇 專任助教 政治大學教學發展中心 

2. 許嘉芬 研究助理 長庚大學臨床行為科學研究所 

3. 陳嘉玲 副教授 長庚大學早期療育研究所 

4. 羅慧珊 研究生 長庚大學早期療育研究所 

5. 劉立民 神經內科主治醫師 高雄市立小港醫院 

6. 陳巧雲 助理教授 中正大學犯防所 

7. 陳乃鳳 研究生 中央大學認知所 

8. 梁偉光 博士後研究員 中央大學認知所 

9. 王駿濠 博士生 陽明大學神研所 

10. 李漢華 博士生 中央大學學習所 

 

2011 

1.林彥呈 國立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副教授 

2.魏君純 國立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研究助理 

3.吳怡真 成大醫院神經部 住院醫師 

4.劉子菱 國立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所博士班學生 

 

Eye‐tracker平台進階研習工作坊	

  眼動儀平台自計畫 2009年開始總共舉辦了三次進階研習營，時間分別為：

2009 年 07 月 23 日、2010 年 08 月 26 日及 2011 年 12 月 03 日，總計共

28位學員參與。以下將報告第三年度眼動儀平台進階研習營工作坊舉辦情形，



75 
 

而後再報告三年來進階研習營整體活動情況。 

第三年度眼動儀平台進階研習工作坊舉辦情形	

本年度眼動儀進階研習工作坊於2011年12月03日於國立政治大學「心智大腦

與學習研究中心」二樓眼動與閱讀實驗室與一樓會議室舉行，本次研習營主要針

對已參加台灣地區認知神經科學暑期學校暨2011認知神經科學跨領域研究人才

培育入門研習營並獲得修業證書者為對象，課程設計以眼動儀Eye Link 1000的操

作概念及實際運用為講授重點，共計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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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宣傳公告情形	

公告網址：http://mblt.nccu.edu.tw/activities_100‐E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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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員錄取名單公告	

公告網址：http://mblt.nccu.edu.tw/students100EM.html 

 

 

Ａ.學員背景介紹	

1. 蘇宜青 ─ 清華大學語言所 副教授（研究生：謝佳容、鄭潔之） 

2. 陳玉珊 ─ 政治大學企管系 博士後研究 

3. 李俊德 ─ 政治大學企管系 博士生 

4. 鄭盈吟 ─ 陽明神經科學研究所   博士生 

5. 馬思揚 ─ 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 碩士生 

6. 江健新 ─ 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 碩士生 



78 
 

7. 楊瑜君 ─ 台師大科學教育研究所 碩士生 

8. 林偉傑 ─ 台師大科學教育研究所 碩士生 

B.研習課程時間表	

時間 內容 主講人 

09:30 - 09:50  工作坊簡介  蔡介立老師 

09:50 - 10:50  眼動研究基本原理  顏妙璇老師  

11:00 - 12:00  眼動儀操作流程與實作  游婉雲、熊靜儀博士生 

12:00-13:00  休息   

13:00-14:00  眼動儀實作練習  游婉雲、熊靜儀博士生 

14:00-14:45  實驗程式基本概念  陳家興博士生  

14:45 - 15:30  資料分析流程  熊靜儀博士生  

15:40 - 16:00  實驗實例  游婉雲博士生 

16:00 - 16:30  綜合討論  蔡介立老師 

 

（三）課程活動進行情況	

進階研習工作坊的主要目標有下列三點：一、介紹基本的眼動實驗設計與實驗流

程，二、藉由實驗室實地操作儀器對眼動實驗有更進一步的了解，三、示範眼動

實驗資料格式與分析方式。 

【開幕】：工作坊簡介  

 

圖 3.1.1 蔡介立助理教授為眼動進階工作坊揭開序幕及講解課程大綱。簡介眼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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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可研究的範疇及應用以及實驗方法的原理和實驗設計的注意事項。 

 

【課程一】：眼動研究基本原理 

此課程為介紹眼動儀的基本原理，包含說明眼動研究的基本概念並簡介各種測量

眼動的儀器及使用方法。 

 

圖 3.1.2 顏妙璇助理教授講解眼動儀的基本原理。 

 

【課程二】：眼動儀操作流程與實作 (眼動儀實作練習) 

本課程藉由實際操作眼動儀，讓學員分別擔任受試者與主試者，使學員進一步了

解眼動儀實驗的流程。由於受試者眼睛的狀況，例如眼鏡的折射、化妝、眨眼等

會影響到眼動資料的穩定性，藉此說明眼動實驗中可能會遇到的狀況及排除困難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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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游婉雲博士生介紹眼動儀 EyeLink 1000 的硬體設備及軟體操作。 

 

 
圖 3.1.4 熊靜儀博士生帶領學員實際操作眼動儀。 

 

 

圖 3.1.5 游婉雲博士生帶領學員實際操作眼動儀。 

 

【課程三】：實驗程式基本概念 

此課程著重在標準的眼動實驗程式以及「標記」(tag)的簡介，讓學員了解受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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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參與實驗的過程中所發生的事件順序以及與事件相關的訊息如何在適當的時

間與眼動儀溝通。 

 

圖 3.1.6 陳家興博士生說明眼動實驗實驗程式基本概念 

 

【課程四】：資料分析流程 

利用呈現原始資料，讓學員清楚地區分出凝視及眼跳時的數據以及各種眼動指標

的定義及計算方法，並說明如何劃分出實驗材料中的目標區域，以及各種實驗材

料(如語言或圖片)的分析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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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熊靜儀博士生講解原始資料中的數據所代表的涵義及分析方法。 

 

【課程五】：實驗實例 

此階段以語言及圖片刺激材料為實例，說明眼動儀在研究上的實際運作。 

 
圖 3.1.8 游婉雲博士生以實例解說眼動可進行的實驗及分析。 

 

【課程六】：綜合討論 

 
圖 3.1.9 蔡介立助理教授回答學員們的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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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年度眼動儀平台進階研習工作坊整合報告 

（一）三個年度舉辦時程與上課內容	

第一年度眼動儀平台進階研習工作坊 

  舉辦時間：2009年 07 月 23日（四）9:00 ‐ 17:00 

課程內容： 

09:00‐10:30  眼動儀操作原理介紹        （會議室） 

10:30‐12:00  眼動儀實際操作          （實驗室） 

12:00‐13:00  休息 

13:00‐14:00  眼動儀操作練習與問題解答  （實驗室） 

14:00‐16:00  資料分析            （會議室） 

16:00‐17:00  綜合討論            （會議室） 

 

第二年度眼動儀平台進階研習工作坊 

  舉辦時間：2010年 08 月 26日（四）9:00 ‐ 17:00 

課程內容： 

09:00‐10:30  眼動儀操作原理介紹      （會議室）   

10:30‐12:00  眼動儀實際操作        （實驗室）   

12:00‐13:00  休息   

13:00‐14:00  眼動儀操作練習與問題解答  （實驗室）   

14:00‐16:00  資料分析          （會議室）   

16:00‐17:00  綜合討論          （會議室） 

 

第三年度眼動儀平台進階研習工作坊 

  舉辦時間：2011年 12 月 03日（六）9:30 ‐ 16:30 

課程內容： 

09:30‐09:50  工作坊簡介           （會議室） 

09:50‐10:50  眼動研究基本原理        （會議室） 

11:00‐12:00  眼動儀操作流程與實作    （會議室&實驗室） 

12:00‐13:00  休息 

13:00‐14:00  眼動儀實作練習         （實驗室） 

14:00‐14:45  實驗程式基本概念        （會議室）   

14:45‐15:30  資料分析流程        （會議室） 

15:40‐16:00  實驗實例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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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6:30  綜合討論          （會議室） 

（二）三個年度全部學員名單及學員背景	

第一年度眼動儀平台進階研習工作坊錄取學員名單 

1. 梁記雯  ─  國立政治大學心理所  博士生 

2. 賴建都  ─  國立政治大學廣告學系  教授（研究生：王智佳、黃琇盈） 

3. 官英華  ─  國立臺灣師大應用華語系副教授 

4. 林如瀚  ─  國立東華大學體育學系  副教授（研究生：陳彥文、彭暐婷） 

5. 林千哲  ─  國立臺灣師大英語系  助理教授（博士生：賴昱達、李鴻麟） 

 

第二年度眼動儀平台進階研習工作坊錄取學員名單 

1. 陳子瑋  ─  國立臺灣師大翻譯研究所  助理教授 

2. 汝明麗  ─  國立臺灣師大翻譯研究所  助理教授 

3. 林鋐宇  ─  義守大學職能治療學系  助理教授 

4. 洪月女  ─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英語系  助理教授 

5. 黃志雄  ─  弘光科技大學幼保系  助理教授 

6. 湯馥君  ─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人發系營養所  教授 

7. 邱瓊慧  ─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嬰幼兒保育系  助理教授 

 

第三年度眼動儀平台進階研習工作坊錄取學員名單 

1. 蘇宜青  ─  清華大學語言所  副教授（研究生：謝佳容、鄭潔之） 

2. 陳玉珊  ─  政治大學企管系  博士後研究 

3. 李俊德  ─  政治大學企管系  博士生 

4. 鄭盈吟  ─  陽明神經科學研究所  博士生 

5. 馬思揚  ─  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  碩士生 

6. 江健新  ─  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  碩士生 

7. 楊瑜君  ─  台師大科學教育研究所  碩士生 

8. 林偉傑  ─  台師大科學教育研究所  碩士生 

 

ERP	平台進階研習工作坊(中央研究院與中央大學合辦)	

  ERP平台自計畫 2009 年開始於 2009/8/3、2010/8/13，以及 2011/11/21舉辦了

三次進階研習營，分別有 10, 8, 9 位學員參與。以下為第三年度中央研究院與中

央大學合辦之 ERPS 平台進階研習營工作坊舉辦情形，而後再報告三年來進階研

習營整體活動情況。 

第三年度 ERP平台進階研習工作坊(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與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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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認知神經科學研究所合辦)舉辦情形	

本年度「事件相關腦電位研習工作坊」於2011年11月25日於假中央研究院語

言學研究所，大腦與語言實驗室舉辦，研習營主要的招生對象為已經參加台灣地

區認知神經科學暑期學校，以及2011認知神經科學跨領域研究人才培育入門研習

營，並獲得修業證書者。 

本年度進階研習營課程內容涵蓋事件相關腦電位實驗的設計，訊號紀錄，以

及分析，並且著重在比較不同軟體(Neuroscan Edit, Curry 7, 以及 EEGLab / 

ERPLab)等不同分析軟體程序與結果之比較。在研習過程中，學員皆以實做方式

進行資料分析的練習，並討論各種不同程序所產生的結果差異所代表之意涵。 

 

（一）活動宣傳公告情形	

事件相關腦電位(ERP)平台活動資訊 

認知神經科學跨領域研究人才培育 

事件相關腦電位平台進階研習工作坊 

研習內容：實際操作 ERP 和資料分析簡介 

研習時間：2011/12/2（五）10:00~16:00 

研習地點：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大腦與語言實驗室 

參加名額： 10 名，以近兩年入選平台訓練之學員及其團隊為主 

課程表 

 

10:00-12:00 ERP 操作原理與示範  

12:00-13:00 休息 

13:00-14:30 ERP 操作練習  

14:50-16:00 資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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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國立中央大學認知與神經科學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語言所 大腦與語言實驗室 (http://ball.ling.sinica.edu.tw/) 

 

（二）學員錄取名單公告	

事件相關腦電位(ERPs)平台活動資訊   

認知神經科學跨領域研究人才培育 

事件相關腦電位平台進階研習工作坊 

研習內容：實際操作 ERP 和資料分析簡介 

報到時間：20011/12/2（一）9:30~10:00 

報到地點：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大腦與語言實驗室  

            

錄取名單：  

1. 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 陳乃鳳 研究生 

2. 國立臺灣大學 臨床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張寶玲醫師 

3. 台北市立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郭于靚助理教授  

4. 國立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 劉子菱 博士班研究生 

5. 國立政治大學心理學系 韓一中 研究助理 

6. 國立政治大學心理學系 林雯菁 研究助理 

7.國立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 鄭盈吟 博士班研究生 

8. 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 施婉諭 研究生 

9. 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 蔡幸吟 研究生 

 

注意事項：請每組學員帶一台筆電，當天要安裝分析軟體  

課程表 

       

10:00-12:00    ERP 操作原理與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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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3:00    休息 

13:00-14:30    ERP 操作練習  

14:50-16:00    資料分析  

主辦單位： 

國立中央大學認知與神經科學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語言所 大腦與語言實 

 

B.研習課程時間表	

時間 內容 講者 

10:00 - 12:00 ERP 操作原理與示範 李佳穎 

12:00 – 13:00 休息  

13:00 - 14:30 ERP 操作練習 鄭仕坤 

14:50–16:30 資料分析，實務討論 李佳穎 鄭仕坤 

（三）課程活動進行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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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90 
 

	

	
	
	

	
	
	



91 
 

三個年度 ERP平台進階研習工作坊全部學員名單及學員背景 

2009 

單位 姓名 職稱 

南華大學自然醫學研究所 王昱海  助理教授 

南華大學自然醫學研究所 張美靜 研究生 

東華大學臨床與諮商心理學系 陳秋月 研生 

臺灣大學 臨床醫學研究所 張寶玲  醫師 

中正大學心理系 黃世琤  教授 

中正大學心理系 李麗雯 研究生 

義守大學職能治療學系  林鋐宇 助理教授 

中原大學心理系 鄭谷苑 副教授 

嘉義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龔書萍 助理教授 

 

 

2010 

單位 姓名 職稱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資管系 趙國仁  助理教授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資管系 許勝淵 研究生 

台北市立教育大學特教系 郭于靚 助理教授 

國立台灣大學藥理所 楊明道  醫師/研究生 

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 鄭育霖  助理教授 

東華大學諮商與臨床心理學系 謝凱倫 研究生 

開南大學物流航運學系  鐘易詩 助理教授 

 

2011 開放所有入ERP平台學員報名 

 

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平台進階研習工作坊 

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平台進階研習工作坊自計畫2009年開始總共舉辦了

三次進階研習營，時間分別為：2009/9/19, 2010/09/10, 2012/01/07，分別有9,10, 12

位學員參與。以下將報告第三年度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平台進階研習工作坊舉

辦情形，而後再報告三年來進階研習營整體活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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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年度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平台進階研習工作坊舉辦情形 

本年度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平台進階研習工作坊於2012年01月07日於國

立陽明大學圖資大樓839會議室舉行，本次研習營主要課程設計以fMRI 實務與

進階資料分析簡介為講授重點。 

（一）活動宣傳公告情形 

認知神經科學跨領域研究人才培育 

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平台進階研習工作坊 

研習內容：fMRI 實務與資料分析簡介 

研習時間：2012/01/07 (Sat) 09:00~16:00 

研習地點：國立陽明大學 圖資大樓 Room 839 

參加名額：20 名 (不開放未報名者入場) 

報名期間：即日起到 2011/12/26 (Mon) 下午五點半截止 

報名資格與審核條件：大專院校教師或研究生 

報名方式: 請填妥報名表寄至 101mricourse[at]gmail.com 收到報名資料後

會回信確認。 

 

課程內容  

0900 ~ 1030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and demonstration using 

ICA) 

1045 ~ 1215 (model-based fMRI & PPI analysis) 

1330 ~ 1500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revealed by resting fMRI in athletes trained 

on different types of sports) 

1515 ~ 1630 (general discussion) 

主辦單位：國立陽明大學認知神經科學實驗室 

 

 

（二）學員錄取名單公告 

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 平台活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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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神經科學跨領域研究人才培育 

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平台 2011 年進階研習工作坊 

腦電位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平台進階研習工作坊時間訂於

2012/1/7(Sat)9:00~16:30 

錄取名單請見下表，相關資訊以 email 通知錄取學員。  

 

1.仲惠瓘 

2.林素堇 

3.邱上真 

4.陳怡彤 

5.莊子慧 

6.高常豪 

7.劉國平 

8.林依禛 

9.張蒨霓 

10.王俞升 

11.張宇瞻 

12.吳佳芬 

 

主辦單位： 國立陽明大學認知神經科學實驗室  

 

 

Ａ.學員背景介紹 

仲惠瓘 陽明大學神研所研究助理 

林素堇 陽明大學神研所研究助理 

邱上真 陽明大學神研所研究助理 

陳怡彤 中央產業經濟研究所碩士班 

莊子慧 陽明大學神研所研究助理 

高常豪 政治大學心理所碩士班 

劉國平 政治大學心理所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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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依禛 陽明大學神研所碩士班 

張蒨霓 政治大學心理系博士後 

王俞升 清華大學語言所碩士班 

張宇瞻 中央大學認知所研究助理 

吳佳芬 中研院語言所研究助理 

 

B.研習課程時間表  

0900 ~ 1030  Model based fMRI analysis and PPI  Shih‐Wei Wu 

1045 ~ 1215 
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athletes trained on different sports 
Erik Chang 

1330 ~ 1500  Wiring in the human brain  Jeng‐Ren Duann 

1515 ~ 1630  general discussion   

（三）課程活動進行情況	

【課程一】：Model based fMRI analysis and PPI 

此課程以進階 PPI 模型嘗試分析 fMRI 與實驗設計之間的關係，並予以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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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郭文瑞副教授為工作坊開幕及介紹講者及講解課程大綱 

 

 

圖 3.1.2 吳仕瑋老師講解 PPI 模型及實驗方法處理設計 

 

【課程二】：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athletes trained on different 

sports 

此課程以實證資料和理論講解 fMRI 資料在實驗中的運用以及在不同運動員群族

之間的比較，透過研究方法的設計與修正，將實驗中得到的數據以及影像處理後

所得到的神經網絡活化狀況做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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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張智宏老師講解實驗設計 

 
圖 3.1.4 配合影像的呈現處理實驗數據 

【課程三】：Wiring in the human brain 

此課程探討神經元活化連結性之間的關連以及最新運用技術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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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段正仁老師說明實驗方法及原理 

 
圖 3.1.6 其他領域的老師針對神經元活化程度的實驗設計發問並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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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段正仁老師提出可能發展的研究方向。 

 

 

三個年度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平台進階研習工作坊整合報告 

（一）三個年度舉辦時程與上課內容 

研習日期:2009/09/19 

09:00-10:00 MRI basis I 

10:15-11:15 MRI basis II 

11:30-12:15 MRI Lab orientation 

13:30-14:30  fMRI design 

14:45-15:45  fMRI data analysis I 

16:00-17:00  fMRI data analysis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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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日期:2010/09/10 

10:00-11:30 MR Image processing 

11:40-12:10  MRI Lab orientation 

13:30-14:30 fMRI design 

14:45-15:45,  fMRI data analysis I 

16:00-17:00  fMRI data analysis II 

 

研習日期: 2012/01/07 

0900 ~ 1030 

Model based fMRI analysis and PPI 

1045 ~ 1215 

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athletes trained on 

different sports 

1330 ~ 1500 

Wiring in the human brain 

1515 ~ 1630 

general discussion 

（二）三個年度全部學員名單及學員背景 

2009 

1 周怡岑 國立政治大學心理所  

2 仲惠瓘 國立政治大學心理所 

3 張瀠方 國立政治大學心理所 

4 林鋐宇 義守大學職能治療學系 

5 孫櫻芬 國立陽明大學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6 林燁虹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7 陳雪君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8 陳秀芬 國立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 

9 張媛媛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 

2010 

1 鄭育霖 國立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 助理教授 

2 湯馥君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人發系 營養所 教授 

3 吳淑禎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助理教授 

4 廖盈琇 台大心理所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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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趙國仁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資管系 助理教授 

6 許勝淵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資管系 研究生 

7 李岱珊 國立政治大學數位內容碩士學位學程 研究生 

8 陳嘉玲 長庚大學早期療育所 副教授 

9 羅慧珊 長庚大學早期療育所 研究生 

10 許嘉芬 School of Psychology, Southampton University 
Mphil/PhD 

programme student

 

2011 

1 仲惠瓘 陽明大學神研所   研究助理 

2 林素堇 陽明大學神研所 研究助理 

3 邱上真 陽明大學神研所 研究生 

4 陳怡彤 中央產業經濟研究所 律師 

5 莊子慧 陽明大學神研所 研究助理 

6 高常豪 政治大學心理所 碩士生 

7 劉國平 政治大學心理所 碩士生 

8 林依禛 陽明大學神研所 碩士生 

9 張蒨霓 政治大學心理系 博士後 

10 王俞升 清華大學語言所 碩士生 

11 張宇瞻 中央大學認知所 研究助理 

12 吳佳芬 中研院語言所 研究助理 

 

 

腦磁波儀(MEG)平台進階研習工作坊	

  腦磁波儀(MEG)平台自 2010年開始招收、培訓學員，總共舉辦了兩次進階研

習營，時間分別為：2010/9/11~9/12、2011/10/22~10/23，總計有 2組(8位)和 3

組(8位)學員參與。以下將報告第二年度MEG平台進階研習營工作坊舉辦情形，

而後再報告二年來進階研習營整體活動情況。 

第二年度 MEG平台進階研習工作坊舉辦情形	

本年度跨顱磁刺激研習工作坊於2011年10月22日於中央研究院「MEG實驗

室」舉行，本次研習營主要針對已參加台灣地區認知神經科學暑期學校暨2011

認知神經科學跨領域研究人才培育入門研習營並獲得修業證書者為對象，課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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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以腦磁波儀的原理、操作和實驗為講授重點，共計兩天。 

 

（一）活動宣傳公告情形	

腦磁波儀(MEG)平台活動資訊 

認知神經科學跨領域研究人才培育  

腦磁波儀(MEG)平台進階研習工作坊 

 

研習內容：MEG 實務與資料分析簡介 

研習時間：2011/10/22 (Sat)-10/23(Sun) 9:30~16:30 

研習地點：國立中央研究院 物理所 腦磁波儀(MEG)實驗室 B1 

參加名額：15 名 (不開放未報名之旁聽生入場) 

報名期間：即日起到 2011/10/7 (Fri)下午五點半截止或額滿為止  

報名方式：填寫報名表並附精簡研究計劃，email 至 acercyc[at]gmail.com 信箱張先

生，資料不全恕不受理。  

報名資格與審核條件： 

 

大專院校教師或研究生，並參加過入門研習營並獲得修業證書者優先考慮。 

首次參加進階研習工作坊者優先錄取。 

所附研究計畫具體且具結合 MEG 儀器使用之可行性。 

研究計劃格式：計劃書以不超過六頁為限，內容包括研究目的、實驗設計和研究方

法、預期結果及參考文獻(5 篇內)。 

 

錄取名單：2011/10/14 下午 5:30 前公布於認知神經科學跨領域研究人才培育網

(http://mblt.nccu.edu.tw/stduents100MEG.html )，並以 email 個別通知。 

MEG 教學平台進階研習課程表 

 
10/22 (Sat)  10/23 (Sun) 

09:30- 

11:00 

MEG 基本原理與實驗設計 

（吳嫻） 

09:30- 

10:30 

基本統計概念介紹 

（吳嫻） 

10:30-12:00
統計分析前資料處理 

與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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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 

12:00 

實驗環境介紹與注意事項 

（林聖凱） 

（蔡佩舒） 

 
lunch break 

13:00-13:30 
實驗流程介紹 

（張宇瞻） 

13:00-14:30

統計分析訊號資料擷取 

與實作 

（張宇瞻） 
13:30- 

14:30 

實驗示範 

（吳嫻和助教） 

break 

15:00- 

16:00 

實驗實作  

（吳嫻和助教） 15:00- 

16:30 

受試者間資料統計分析 

（蔡佩舒） 

16:00-16:30 
安裝 MEG160 軟體 

（吳嫻和助教） 

 

主辦單位：國立中央大學認知與神經科學研究所 語言與概念認知實驗室 中央研究

院物理所 

 

 

（二）學員錄取名單公告	

腦磁波儀(MEG)平台活動資訊 

認知神經科學跨領域研究人才培育 

腦磁波儀(MEG)平台 2011 年進階研習工作坊 

 

研習內容：實際操作跨顱磁刺激和資料分析簡介  

研習時間：2011/10/22 (Sat)-10/23(Sun) 9:30~16:30 

研習地點： 國立中央大學認知與神經科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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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取名單如下，相關資訊將以 email 通知錄取學員。 

1. 吳佳芸─政治大學心理系 博士後研究員 

2. 徐慎謀─政治大學心智大腦與學習中心 助理研究員 

3. 黃世琤─國立中正大學心理系 教授 

 

主辦單位：國立中央大學認知與神經科學研究所 語言與概念認知實驗室 中央研究院

物理所 

 

Ａ.學員背景介紹	

1. 吳佳芸─政治大學心理系 博士後研究員 

2. 徐慎謀─政治大學心智大腦與學習中心 助理研究員 

3. 黃世琤─國立中正大學心理系 教授 

B.研習課程時間表	

 
10/22 (Sat)  10/23 (Sun) 

09:30- 

11:00 

MEG 基本原理與實驗設計 

（吳嫻） 

09:30- 

10:30 

基本統計概念介紹 

（吳嫻） 

10:30-12:00

統計分析前資料處理 

與實作 

（蔡佩舒） 
11:00- 

12:00 

實驗環境介紹與注意事項 

（林聖凱） 

 
lunch break 

13:00-13:30 
實驗流程介紹 

（張宇瞻） 
13:00-14:30

統計分析訊號資料擷取 

與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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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 

14:30 

實驗示範 

（吳嫻和助教） 

（張宇瞻） 

break 

15:00- 

16:00 

實驗實作  

（吳嫻和助教） 15:00- 

16:30 

受試者間資料統計分析 

（蔡佩舒） 

16:00-16:30 
安裝 MEG160 軟體 

（吳嫻和助教） 

 

（三）課程活動進行情況	

【課程一】：MEG 基本原理與實驗設計 

此課程介紹腦磁波相關的生理原理和測量腦磁波的技術原理。並且介紹使用腦磁

波儀進行認知實驗的實驗方法。 

 
圖、吳嫻教授為工作坊開幕及介紹講者及講解課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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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吳嫻教授講解腦磁波原理及實驗方法 

 

【課程二】：腦磁波儀實驗示範和實作 

利用一簡單的視覺實驗介紹腦磁波儀的使用和紀錄方法。由講者示範此實驗的流

程和操作細節之後，再由學員親自操作。此階段所收集到的腦磁波資料會再用於

分析實作課程時的實作資料。 

 
圖、講員為實驗操作親自示範。此為建立受試者頭部模型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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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學員實際現場操作 

 

圖、腦磁波儀記錄實際操作 

 

【課程三】：統計分析前資料處理與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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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集到腦磁波訊號的資料後，會進行資料前處裡的歷程，使資料可以進入分析

的過程。在資料前處理會經歷不同的去雜訊和資料整理的過程。在此課程講員會

先講解和示範資料前處理的過程，再由講員帶著學員一起進行所有的步驟。 

 

圖、說明前處裡的原理和步驟 

 

圖、講員帶著學員實作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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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四】：資料擷取與統計分析實作 

在前處理完之後，會進行資料擷取並且使用統計方法分析資料。資料將由原始資

料匯出進入統計軟體進行分析。並且經過受試者內和受試者間分析的步驟。 

。此課程講員會先講解和示範資料前處理的過程，再由講員帶著學員一起進行所

有的步驟。 

 

圖、講員帶著學員實作的過程 

二個年度 MEG平台進階研習工作坊整合報告 

（一）二個年度舉辦時程與上課內容	

研習日期：2010/9/11~9/12 

 
第一天課程 第二天課程 第三天課程 

09:30 
MEG  基本原理和實驗

設計 

統計分析前資料處理 

（雅穗） 

目前為止內容的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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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吳嫻）  （吳嫻） 

10:30 

統計分析前資料處理練習 

（吳嫻和助教） 

受試者間資料統

計分析 

（宇瞻） 

11:00  實驗環境介紹和注意

事項 

（聖凱/宇瞻） 11:30 

12:00 

午餐  午餐  午餐 

12:30 

13:00 
實驗流程介紹 

（宇瞻） 

基本統計概念介紹 

（吳嫻） 

受試者間資料分

析實作 

（吳嫻） 13:30 

實驗示範 

（吳嫻和助教） 
14:00 

研究計畫實作研

討時間 

（吳嫻） 

14:30 

15:00 

實驗實作   

（吳嫻和助教）  統計分析訊號資料擷取 

（意惠/淑仁） 

15:30 

16:00 

16:30 
安裝  MEG160  軟體 

（吳嫻和助教） 

 

研習日期：2011/10/22~10/23 

 
10/22 (Sat)  10/23 (Sun) 

09:30- 

11:00 

MEG 基本原理與實驗設計 

（吳嫻） 

09:30- 

10:30 

基本統計概念介紹 

（吳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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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2:00

統計分析前資料處理 

與實作 

（蔡佩舒） 
11:00- 

12:00 

實驗環境介紹與注意事項 

（林聖凱） 

 
lunch break 

13:00-13:30 
實驗流程介紹 

（張宇瞻） 

13:00-14:30

統計分析訊號資料擷取 

與實作 

（張宇瞻） 
13:30- 

14:30 

實驗示範 

（吳嫻和助教） 

Break 

15:00- 

16:00 

實驗實作  

（吳嫻和助教） 15:00- 

16:30 

受試者間資料統計分析 

（蔡佩舒） 

16:00-16:30 
安裝 MEG160 軟體 

（吳嫻和助教） 

 

（二）三個年度共兩次全部學員名單及學員背景	

2010 

1. 劉効樺 國立東華大學諮商與臨床心理學系 助理教授 

2. 鄭育霖 國立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 助理教授 

3. 徐慎謀 國立政治大學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 助理研究員 

4. 方鴻耀 台南大學 / 諮商與輔導學系 研究生 

5. 趙國仁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資管系 助理教授 

6. 許勝淵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資管系 研究生 

7. 張媛媛 彰化師大特殊教育研究所 取得博士學位 

8. 林君昱 成功大學心理系暨認知科學研究所 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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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1. 吳佳芸 政治大學心理系 博士後研究員 

2. 徐慎謀 政治大學心智大腦與學習中心 助理研究員 

3. 楊毓芳 政治大學心智大腦與學習中心 研究助理 

4. 黃世琤 國立中正大學心理系 教授 

5. 李明純 國立中正大學心理系研究所 研究生 

6. 劉効樺 國立東華大學諮商與臨床心理學系 助理教授 

7. 張立欣 國立東華大學諮商與臨床心理學系 研究生 

8. 黃彥茹 國立東華大學諮商與臨床心理學系 研究生 

專題研討會	

本年度專題研討會以數學教育與大腦之跨領域研究為主題，邀請國內外相關

知名學者參加，內容包括介紹當前在數學教育上之認知神經科學相關研究及最新

發展，講題內容的實驗研究工具包含 fMRI、ERP 及 TMS 等。 

 

一、2009年 fMRI跨領域神經科學國際研討會	

第一年度專題研討會以 fMRI 跨領域研究主題為主，邀請國內外 MRI 相關知

名學者參加，內容包括介紹當前磁振造影最新發展以及基於神經科學的研究與應

用活動公告在國科會網站以及舉辦地點國立陽明大學的網頁上

（ http://bclab.ym.edu.tw/workshop_web/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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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網路截圖） 

 

 

（一）邀請學者	

國外學者：  

Dr.	Denis	Le	Bihan	

Elected Member of the Institute of France, Academy of Sciences, 

Director of Neurospin, CEA, France 

Dr.	Yihong	Yang	

Chief, MRI Physics Section,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NIH, 

USA 

Dr.	ZhiPei	Liang	

IEEE fellow, Professor, Beckman Institute, U. of Illinois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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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a-Champaign, USA 

Dr.	Ihab	R.	Kamel	

Clinical Director of MRI, Dept of Radiology, Johns Hopkins School of 

Medicine, USA 

Hidenao	Fukuyama,	M.D.,	Ph.D.	

Professor & Director, Human Brain Research Center, Kyoto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ine, Japan 

 

國內學者： 

Ovid J.-L. Tzeng, Ph.D. 

Distinguished Research Fellow & Academician,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Taiwan 

Daisy Lan Hung, Ph.D. 

Professor, Institute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aiwan 

Jun-Ren Lee,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Wen-Jui Kuo, Ph.D.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Neuroscience,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Taiwan 

Ming Ann Lui, Ph.D.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aiwan 

I-Hui Hsieh, Ph.D.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aiwan 

Ching-Po Lin,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Neuroscience,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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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議程	

本預計在 2009.8.8~8.9 日兩天舉行，但因颱風來襲，部分學者無法來台，

議程縮減為一天。 

 

 

表 4.1 fMRI 主題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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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題研討會現場情況	

 雖然原訂 8.8-8.9 兩天的議程，第一天因為颱風來襲而取消並導致議程縮

短，但並不影響 8.9 會議的進行，雖然一早陰雨，參加人員依然踴躍。 

圖 4.1.1 會場當天報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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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會場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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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曾志朗研究員主持會議 

 

圖 4.1.4 林慶波博士說明大腦白質功能的研究 

 

 

圖 4.1.5 李俊仁博士報告其研究              圖 4.1.6 謝宜蕙博士報告 

 

 

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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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呂明博士報告           圖 4.1.8 Dr.Yihong Yang 報告 

 

 

圖 4.1.9 Dr. Liang 報告        圖 4.1.10 Dr.Ihab R.Kamel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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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0年數學教育與大腦國際研討會	

 

（網路擷取部分畫面） 

（一）邀請學者	

本年度專題研討會的主題為跨領域的數學教育與大腦相關領域之最新發展

與應用。特別邀請 Brian Butterworth、Roi Cohen Kadosh、Dénes Szűcs 及 Daniel 

Ansari 四位教授來台演講談論目前在認知神經科學上關於數學教育的發展及看

法。四位講者的背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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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Brian	Butterworth	

Emeritus Professor of Cognitive Neuropsychology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Dr. Brian Butterworth 為英國倫敦大學認知神經科學所及心理學系教授，

亦為美國人權、英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British Academy）的研究者。其主

要研究領域為語言及數學教育。他於 1999 年出版數學腦(The Mathematical 

Brain)一書，目前已被翻譯成四種語言。日前 Dr.Brian Butterworth 進行的一

項大型數學研究，收集了 18000 人的資料，分析出男女生對於數字敏感度的不

同。此研究不僅在學術界引起重大囑目，也提供普羅大眾對於數學心理跨領域研

究的初步了解，英國各大媒體(如:BBC)都對此研究投以關注。 

Dr.	Roi	Cohen	Kadosh	

Wellcome Trust Research Career Development Fellow 

Department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Oxford,Oxford,UK 

Dr.Roi Cohen Kadosh 目前任教於英國牛津大學心理學系，主要研究專長為

數字認知 (numerical cognition)及數字了解的大腦機制，他利用各種腦造影技

術(fMRI、EEG 與 TMS)發表數篇文章在知名期刊(如:Neuron)以及知名雜誌 (如: 

Time)。Dr. Roi Cohen Kadosh 的研究成果傑出，在 2006 年陸續獲得國際性腦

研究機構(the International Brain Research Organization)、歐洲聯盟

(European Union)以及慈善機構 CWelcome Trust)的研究經費補助。 

Dr.	Dénes	Szűcs	

Deputy director 

Centre for Neuroscience in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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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Dénes Szűcs 是英國劍橋大學新生代的神經科學暨教育所教授。他使用

行為表徵及腦造影技術探討心理功能，主要研究領域有數字處理的神經機制以及

算術障礙的神經機制；研究對象廣泛，從小孩至成人皆有。近年來 Dr.Dénes Sz

űcs 在算術障礙神經機制領域的研究成果豐碩，並在各大期刊(如:Brain 

Research)發表研究成果，日前更獲得英國醫藥研究評議會（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提供一百萬英鎊補助。 

Dr.	Daniel	Ansar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Canada 

Dr.Daniel Ansari為加拿大西安大略大學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心理學系教授，亦為加拿大社會科學學院(The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的

一員。Dr.Daniel Ansari 主要研究領域為認知發展神經科學(Developmental 

Cognitive Neuroscience)、教育 (education)以及數學技巧教育 

(mathematical skill education) ，為跨領域的研究人才。 

Dr.	Denise	Hsien	Wu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aiwan 

Dr.Denise Hsien Wu 為台灣國立中央大學認知神經科學研究所教授，主要

研究領域有透過對腦傷病人的研究，並利用核磁共振腦造影方法，探討人類如何

在知覺、概念、語言各方面表徵及處理關於「行動(action)」的訊息；利用行為

實驗探討各項語言訊息(例如:語音、字型)在長期和短期記憶中的表徵及處理歷

程。近期亦研究各項序列訊息(例如:數字、月份)是否有共同的表徵，結合認知

神經科學的技術，來探討這些共同表徵的生理基礎，為國內在關於數學教育上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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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認知神經科學之研究學者。 

 

（二）議程	

July 15th  Moderator 

08:00 

~ 

09:00 

   Welcome    

09:00 

~ 

09:20 

Chih‐Wei Hue  Open remark  Nai ‐Shing Yen

09:20 

~ 

10:40 

Daniel Ansari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basic number 

processing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mathematical achievement: evidence from 

brain and behavior 

Denise Hsien 

Wu 

10:40 

~ 

11:00 

   Break    

11:00 

~ 

12:20 

Dénes Szücs 
Measures of automaticity in number 

processing 1: The distance effect 
Wen ‐Jui Kuo 

12:20 

~ 

13:30 

   Lunch Break    

13:30 

~ 

14:50 

Brian 

Butterworth 
Neural and genetic basis of dyscalculia  Nai ‐Shing Yen

14:50 

~ 

15:10 

   Break    

15:10 

~ 

16:30 

Roi 

Cohen‐Kadosh 

Learning and Representing Numbers in the 

Human Brain ( PartⅠ) 
Chi ‐Hung Juan

16:30 

~ 

17:30 

Denise Hsien 

Wu 

The interactive magnitude computation 

underlying numerical, spatial, and temporal 

processing 

Nai ‐Shing 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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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16th  Moderator 

09:00 

~  

10:20 

Dénes Szücs 
Measures of automaticity in number 

processing 2: The wider picture 
Wen ‐Jui Kuo 

10:20 

~ 

10:40 

   Break    

10:40 

~ 

12:00 

Roi 

Cohen‐Kadosh 

Learning and Representing Numbers in the 

Human Brain ( PartⅡ) 
Chi ‐Hung Juan

12:00 

~ 

13:30 

   Lunch Break    

13:30 

~ 

14:50 

Daniel Ansari 
The calculating brain: the roles of 

development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Denise Hsien 

Wu 

14:50 

~ 

15:10 

   Break    

15:10 

~ 

16:30 

Brian 

Butterworth 

Dyscalculia: identification, intervention and 

educational policy 
Nai ‐Shing Yen

16:30 

~ 

17:30 

Denise Hsien 

Wu 
General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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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題研討會現場情況	

 

圖 4.2.1 會場準備 

 

圖 4.2.2 報到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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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胡志偉處長開幕致詞 

 

圖 4.2.4 Dr. Daniel Ansari 演講 

 

圖 4.2.5 Dr. Dénes Szücs 介紹 ERP 在數學領域的發現 



126 
 

 

圖 4.2.5 Dr. Brian Butterworth 介紹失算症的神經與基因缺損的發現  

 

 

圖 4.2.6 Dr. Denise Hsien Wu 介紹大腦處理上數與空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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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7 全部研習人員合照 

 

 

三、2011年學習與記憶認知神經科學國際研討會	

2011 學習與記憶認知神經科學國際研討會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Learning and Memory 

2011 學習與記憶認知神經科學國際研討會 

時間：2011/7/9-7/10 

研習地點：政大公企中心 W-101 大禮堂（地址為台北市大安區金華街 187 號） 

參加名額：150 名 （與會名單） 

報名日期：2011/5/3 至額滿為止 

報名方式請見：（報名已滿；2011/5/3 14:00） 

議程：議程表 

 

邀請之外國學者 

Dr. Michael Rugg 

Professor, Distinguished Chair i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USA 

 

Dr. Charan Ranganath 

Professor, Center for Neurosci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Davis,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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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Jin Fa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Queens College,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U.S.A. 

 

主辦單位：國立政治大學心理學系暨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國立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所、國立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所、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 

 

協辦單位：行政員國家科學委員會 

（網路擷取部分畫面） 

（一）邀請學者	

本年度專題研討會的主題為本研討會以「學習與記憶認知神經科學」為主

題。記憶是學習過程中不可或缺的認知歷程。從處理日常生活的大小事情、語言

的學習和對話，到個人的何以有別於他人，都和記憶脫離不了關係。尤其對需要

準備應考的學生來說，如何增加念書的效率常是家長和學生關心的問題。工作記

憶的好壞也被視為和語言學習能力、邏輯推理等有高度的關連。 

隨著老年人口的增加，一些伴隨記憶喪失、認知退化的疾病也引起廣泛的關

注。除了如何增加記憶力是大家持續關心的議題之外，如何適時的遺忘不愉快的

經驗也是近年熱門的議題。遺忘的大腦歷程等相關研究，對有創傷後壓力症候群

的患者尤其關鍵。「學習與記憶認知神經科學」研討會邀請三位國際知名學者及

六名國內的學者與會發表演講，探討記憶、學習與人類認知的相關議題，包括提

取記憶的大腦區域 (如額葉和顳葉)、抑制和遺忘的大腦訊號、注意力神經網絡

在認知神經科學與臨床的運用、老化對記憶的影響等，全面探討和記憶、學習有

關的認知歷程。三位講者的背景如下： 

Dr.	Michael	Rugg	

Professor, Distinguished Chair i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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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USA 

Dr. Michael Rugg 在研究人類如何形成及回溯記憶的領域是全球知名的專

家，而在老化是如何影響腦部功能及記憶方面的研究成果備受矚目。Dr. Rugg

已經在各大期刊上發表超過兩百篇論文及專章，學術成就受到來自各界的認同。

在神經心理學方面的卓越成就使其在1989年榮獲Henri Hecaen獎(Henri Hecaen

生於 1912 年，為法國神經心理學家，在人類健康與疾病對於大腦及行為的影響

有卓越貢獻)，並在 1996 年獲選為世上最古老的科學研究組織－愛丁堡皇家科學

院院士。在 2010 年更同時獲選為美國先進科學學會及美國心理科學學會的會

員。目前是神經心理學期刊的主編及美國國衛院科學評審中心之認知及知覺委員

會的主席。 

Dr.	Charan	Ranganath	

Professor, Center for Neurosci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Davis, U.S.A. 

Dr. Charen Ranganath，目前任教於美國加州戴維斯加利福尼亞大學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為該校傑出年輕學者之一。Dr. Ranganath

於 2005 年發表一篇與心理學記憶相關研究(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此研究重新檢視了長期記憶和短期記憶兩者的關係(Doubts about double 

dissociations between short- and long-term memory)，挑戰與顛覆以往普遍

視長期和短期記憶為兩個不同系統的論點，此研究引起學術界廣泛且熱烈的討

論，使得 Charen Ranganath 教授在記憶研究中佔有重要的地位，目前更是心理

科學期刊(Psychological Science，美國心理科學學會主要期刊)的編輯者之

一。除了自己為編輯者外，過去幾年 Dr. Ranganath 也在許多國際著名的期刊，

如:Neuro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Journal of Neuroscience,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等發表許多傑出論文。2008 年獲得美國認知神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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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頒發的傑出年輕研究者獎，2010 年更獲得美國國家精神衛生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提供 125 萬美金的研究基金，支持 Dr. 

Ranganath 利用腦斷層照影技術(fMRI)技術(EEG)進行記憶與腦區相關的研究。 

Dr.	 	 Jin	Fa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Queens College,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U.S.A. 

Dr.Jin Fan 目前任教於紐約市立大學皇后學院(Queens College,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主要進行記憶、注意力與神經科學等相關研究。研

究內容主要著重於人類的注意力過程與腦內網路結構的系統。主要利用腦照影技

術(fMRI)、腦電波技術(EEG)與電腦模擬(computational modeling)的方式進行

相關研究，Dr. Fan 是認知科學的專家，非常熟習不同的神經照影技術，發表的

研究論文已超過五十篇，並有許多參與編輯相關研究領域書籍的經驗。Dr. Fan

曾於就學期間曾獲美國研究所學會(The American Center for Graduate 

Education)頒發的獎項傑出研究生的獎項。2006 年獲得美國精神分裂與憂鬱症

研究協會(National Alliance for Research on Schizophrenia and Depression 

(NARSAD))頒發的年輕學者研究傑出獎項。此協會主要致力在精神與神經生物領

域的研究，協會提供得獎者每年三萬美金的資金作為獎勵，並提供研究資金。此

協會在近期更提供 Dr. Fan 龐大的研究資金進行中國精神分裂症病人的研究。此

外，2010 年 Dr. Fan 又再度獲頒紐約市立大學皇后學院所頒發的研究發展獎。 

 

（二）議程	

Date: July 9th and 10th, 2011 

July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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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9:00  Welcome    

9:00~9:20  Dr. Ovid J. L. Tzeng  Opening remark 

9:20~10:30  Dr. Michael Rugg (UT Dallas) 

Brain regions and networks underlying 

episodic memory retrieval: fMRI 

evidence 

10:50~12:00  Dr. Charan Ranganath (UC Davis) 

Functional organization of the medial 

temporal lobes: episodic memory and 

beyond 

12:00~13:30  Lunch break    

13:30~14:10 
Dr. Yuh‐Shiow Lee (李玉琇中正心理

系) 

Item‐method Directed Forgetting 

Reduces Color‐Naming Interference 

14:10~15:00 
Dr. Shih‐Kuen Cheng(鄭仕坤中央認知

神經科學所) 

Inhibition and directed forgetting: an 

ERP study 

15:20~16:30 
Dr. Jin Fan (Mount Sinai School of 

Medicine) 

Attention and Attentional Networks: 

Cognitive Neuroscience Studies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s 

16:30~17:10 
Dr. Chi‐Hung Juan(阮啟弘中央認知神

經科學所) 

Development of executive function 

and its underlying neural correlates in 

preschool children 

     

July 10    

8:00~9:00  Welcome    

9:00~10:10  Dr. Charan Ranganath (UC Davis) 
Prefrontal cortex and memory: time is 

the essence 

10:30~11:20  Dr. Chun‐Yu Lin(林君昱成大心理系) 
Interaction between priming and 

recognition: an fMRI study 

11:20~12:00 
Drs. Cheng‐Ta Yang (楊政達成大心理

系) & Yei‐Yu Yeh (葉怡玉台大心理系) 

Retrieval Processes in Change 

Recognition 

12:00~13:30  Lunech break    

13:30~14:40  Dr. Michael Rugg (UT Dallas) 
Aging, memory, and cortical 

over‐recruitment 

15:00~15:50 
Dr. Erik Chih‐Hung(張智宏中央認知神

經科學所) 

The chronic and acute effects of 

aerobic exercise on executive 

functions 

15:50~17:00 
Dr. Jin Fan (Departments of 

Psychology, Queens College, The City 

Majority Function Task: Amplifying the 

Power to Measure Cognitiv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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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New York) 

17:00~17:30  General Discussion and Close    

  

（三）主題研討會現場情況	

 

圖 4.3.1 會場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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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報到現場 

 

圖 4.2.3 曾志朗研究員準備開幕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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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 Dr. Machael Rugg 演講 

 

圖 4.2.5 Dr. Charan Ranganath 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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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6 Dr. Jin Fan 的演講  

 

 

圖 4.2.7 Dr. 吳仕煒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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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8 研習人員合照 

 

招收學員入平台實習	

本計畫一開始為提早招收對認知神經科學跨領域研究有興趣的研究者進入

平台培訓，三個年度總計招收四次，第一梯次招收學員在 2009  年 3  月 6  日公

告開始受理入平台培訓申請，並於 2009  月 4  月 21  日起，錄取 6  組人員進入各

平台培訓。第二梯次則在去年度入門研習營及進階研習營舉辦後，於 2009  年 10 

月 1  日公告受理入平台培訓申請，於 2009  年 11  月 14  日錄取 11  組人員進入

各平台培訓。因MEG平台在第一年度尚未準備完成，因此至第二年度才開始第

一次招收，於 2010年 1月 27日公告獨力招收入MEG平台學員，並於 2010 年 3

月 15日錄取 1組人員先行進入MEG平台學習。第三梯次入平台招生則配合入門

研習營、進階研習營以及專題研討會，在相關活動舉辦後開始招收，於 2010年

9月 27日公告，預計在 2010年 10月 30日截止，並於 11月 12日公告錄取名單。

第四梯次同樣配合入門研習營及進階研習工作坊等課程，在之後辦理入平台招

生，招生日期從 2011 年 7月 15 日開始，8月 16截止，並在 2011年 8月 25日

公佈結果。以下將報告各平台各梯次之學員學習情況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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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e	tracker平台	

Eye-tracker 平台在本計畫內總計錄取了 9 組研究人員，在國立政治大學心理

系眼動與閱讀實驗室接受培訓，並實際執行研究計劃的內容。以下為各組人員名

單： 

第一次培訓名單： 

1.國立東華大學體育學系 林如瀚副教授及 陳彥文碩士生  

    2.國立政治大學廣告學系 賴建都教授 及 銘傳大學廣告學系 黎佩芬助理

教授 

第二次培訓名單： 

3.國立台灣師範大應用華語系 官英華助理教授 

4.國立政治大學心理系 梁記雯博士生 

第三次培訓名單： 

5.國立台灣師大翻譯研究所 汝明麗助理教授 

6.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 陳子瑋助理教授 

第四次培訓名單： 

7. 國立政治大學企管系 蔡孟君博士生、李俊德博士生 

8. 國立清華大學語言所 蘇宜青副教授、謝佳容碩士生、鄭潔之碩士生 

9. 國立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顏妙璇助理教授 

 

1.培訓情況 

第一組 國立東華大學體育學系 林如瀚副教授 及 陳彥文碩士生 

(1) 計畫名稱及類型：籃球教練在比賽策略中視覺特徵之研究 

(2) 執行情況： 

1.東華大學為可攜式眼動儀(Mobile Eye)，在實驗過程中以DV拍攝周邊場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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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實驗分析時使用，雙方交流可攜式眼動儀在動態實驗情境中可能會遇到的眼動

校正與動態影像資料分析等的問題。 

2.實驗發現:由目前籃球、排球、體操三種運動項目眼動資料中，可以發現專家與

生手的差異眼動模式有差異，但在射箭項目專家與生手的眼動沒有差異，推論可

能原因為眼動儀距標靶太遠，而導致目標物過小，進而低估了專家與生手之間的

差異，故考慮將射箭此一運動項目排除。 

 

第二組 國立政治大學廣告學系 賴建都教授 及 銘傳大學廣告學系 黎佩芬助

理教授 

(1) 計畫名稱： 

甲、 菸品警示圖文開發研究案（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乙、 網路重度使用者對網頁訊息認知與瀏覽模式之研究－以台灣購物網站商品

訊息呈現為例（國科會計畫） 

丙、 線上遊戲廣告置入效果之研究—置入形式、置入地點暨玩家回憶度、偏好度

為例（國科會計畫） 

(2) 執行情況：本計劃已在平台協助下，完成教授們以及三位研究助理（王湘婷助理、

黃琇盈助理及張逸婷助理）的培訓，並已完成實驗資料蒐集工作。乙案研究成果

發表於第十七屆『廣告暨公共關係國際學術與實務研討會』中 Eye Tracking for 

Visual Marketing 專題研討中，同時由蔡介立老師與陳家興博士生與會演講眼動

儀概念與實務應用。丙案中，平台提供 SMI (Sensomotoric Instruments, Germany) 

iView X™ Hi-Speed 來蒐集實驗中眼動資料，同時提供 Experiment 

Center(Sensomotoric Instruments, Germany)軟體以螢幕錄影的方式，全程錄製玩家

進行線上遊戲的過程，並提供 i-Gaze 軟體與使用教學，以進行後續實驗資料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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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 國立台灣師範大應用華語系官英華助理教授 

(1) 計畫名稱： 

甲、 檢視語音激活在漢語閱讀中所扮演的角色（國科會計畫） 

乙、 以眼動實驗探討外國學生閱讀中文時的訊息處理歷程（國科會計畫） 

(2) 執行情況：本計劃已在平台協助下，完成教授以及兩位研究助理（盧怡璇助理、

曾伯溫助理）的培訓，同時我們協助規劃眼動實驗流程與可能遇到的困難。儀器

方面平台提供 Eyelink1000(SR Research, Canada)來蒐集實驗眼動資料，目前已完

成 30 位參與者眼動資料的蒐集。 

 

第四組 國立政治大學心理系 許文耀教授、梁記雯博士生 

(1) 計畫名稱：以眼動派典探討社會焦慮疾患對情緒臉孔的注意力--注意力時間歷程

與注意力訓練療效的探討 (學生個人論文計畫) 

(2) 執行情況：平台已完成研究人員眼動儀操作訓練並可獨立進行實驗，並協助規劃

眼動實驗流程，儀器方面提供SMI (Sensomotoric Instruments, Germany) iView X™ 

Hi-Speed 來蒐集實驗中眼動資料，目前已完成實驗一 38 位參與者(20 位高焦慮，

18 位低焦慮)資料蒐集。此論文研究計畫已獲得國科會「100 年度獎勵人文與社

會科學領域博士侯選人撰寫博士論文獎」，目前持續蒐集資料中。 

  

第五組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汝明麗助理教授 及 輔仁大學跨文化研

究所翻譯組 馬思揚研究生 

(1) 計畫名稱：從眼動數據探討逐步口譯筆記基本技巧（學生個人論文計畫） 

(2) 執行情況：本計劃已在平台協助下，目前已培訓至可自行獨立操作眼動儀器收集

資料。此外，平台協助規劃實驗程式，儀器上平台提供 Eyelink1000(SR Research, 

Canada)來蒐集實驗眼動資料，目前已準備展開眼動資料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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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組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 陳子瑋助理教授、黃致潔碩士生 及 輔

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翻譯組 江健新研究生 

(1) 計畫名稱： 

甲、  視譯閱讀理解歷程之眼動研究（學生個人論文計畫） 

乙、  同步口譯與視譯—受過翻譯訓練者與非受過翻譯訓練者之比較（學生個人

論文計畫） 

(2) 執行情況：本計劃已在平台協助下，完成教授以及研究生的培訓，平台亦協助規

劃實驗程式以及解決蒐集眼動資料時可能遇到的問題。儀器上平台提供

Eyelink1000(SR Research, Canada)來蒐集實驗眼動資料，且提供相關眼動分析程

式協助資料分析。甲計畫之研究成果發表於『第十六屆歐洲眼動會議(The 16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Eye Movements)』，由蔡介立老師與黃致潔碩士生共同出

席會議；此外，甲計畫之研究成果也發表於『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nslation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乙計畫在平台協助下，已完成實驗程式設

計，目前已準備展開眼動資料蒐集。 

 

第七組 國立政治大學企管系 別蓮蒂特聘教授、樓永堅特聘教授、蔡孟君博士

生、李俊德博士生 

(1) 計畫名稱：Is the new product yours or mine?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on composite 

brand extensions.  

(2) 執行情況：本計劃已在平台協助下，目前已培訓企管系兩位博士生(蔡孟君及李

俊德)至可自行獨立操作眼動儀器收集資料，且透過培訓已了解眼動資料處理與

分析流程。此外，平台協助規劃實驗程式，儀器上平台提供 Eyelink1000(SR 

Research, Canada)來蒐集實驗眼動資料，目前已開始蒐集眼動資料。 

 

第八組 國立清華大學語言所 蘇宜青副教授、謝佳容碩士生、鄭潔之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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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畫名稱：中文量詞轄域歧義句理解之眼動研究 

(2) 執行情況：本計畫已在平台協助下完成教授及兩位碩士生的基本眼動儀操作及資

料分析之培訓，目前除了需針對儀器實際操作的部分進行更深入的說明之外，並

需對研究內容做討論以產生實驗程序所需的實驗材料與程式。後續進行實際眼動

實驗，收集眼動數據與資料分析。 

 

第九組  國立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顏妙璇助理教授 

(1) 計畫名稱：詞內位置機率對中文句子閱讀的斷詞與詞彙辨識歷程的影響 (國科會

計畫) 

(2) 執行情況：本計劃已在平台協助下，完成三位研究助理（李婕寧助理、許立懿助

理及王珮靜助理）的培訓，同時我們協助規劃眼動實驗流程並解決蒐集資料時可

能遇到的困難。儀器方面平台提供 Eyelink1000(SR Research, Canada)來蒐集實驗

眼動資料，目前已有 50 位參與者完成眼動資料蒐集，並開始進行眼動資料分析。 

 

2.培訓成果 

(1) 期刊文章 

Yen, M.-H., Radach, R., Tzeng, O. J.-L., & Tsai, J.-L. (in press, 2011). Usage of 

statistical cues for word boundary in reading Chinese sentences. Reading & 

Writing. (SSCI) (*corresponding author) 

(2) 會議論文 

Chen, T. W., Yang, H. H., Jiang, J. X., Tsai, J. L., & Huang, C. C. (2011, Dec.).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sight translation – An eye-tracking analysi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nslation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Queensland, 

Australia. 

Tsai, J. L. (2011, Oct.). Eye Movement Guidance in Reading Chinese Sentence. The 

17th Meeting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for Cognitive Psychology, Donostia-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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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bastián, Spain. 

Chen, C. H., & Tsai, J. L. (2011, Aug.). Processing span of word boundary in reading 

Chinese sentence: a moving window study. The 16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Eye Movements (ECEM), Marseille, France. 

Han, C. C., & Yen, N. S. (2011, Aug.). Combining information load with the physical 

complexity of stimuli and the strength of emotion. The 16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Eye Movements (ECEM), Marseille, France. 

Huang, C. C., & Tsai, J. L. (2011, Aug.). The locus of reformulation in sight 

translation: Evidence from eye movements. The 16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Eye Movements (ECEM), Marseille, France. 

Tsai, J. L. (2011, Aug.). How do Chinese readers send their eyes to words? The 16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Eye Movements (ECEM), Marseille, France. 

Yen, M. H., & Tsai, J. L. (2011, Aug.). Preview effect modulated by preview duration 

in reading Chinese sentences. The 16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Eye 

Movements (ECEM), Marseille, France. 

Yu, W. Y., Lee, C. Y., & Tsai, J. L. (2011, Aug.). The orthographic and phonological 

preview benefit on the eye movements of different Chinese input method readers. 

The 16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Eye Movements (ECEM), Marseille, France. 

Lu, T. P. & Tsai, J. L. (2011, Mar.). Dynamic Processing of Chinese Relative Clauses 

with Structural and Semantic Cues in Eye-movement Experiment. The 24th 

Annual CUNY Conference on Human Sentence Processing, San Francisco, USA. 

Linag, C. W., Hsu, W. Y., Tsai, J. L., Hung, F. C. (2010, Aug.). Time course of 

selective attention in social anxiety: using an eye tracking paradigm.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4th Asian Congress of Health Psychology (ACHP), 

Taipei, Taiwan. 

Chang, Y. L. & Tsai, J. L. (2011, July). Adult’s Interactive Strategies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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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s Comprehension Process during Shared Book Reading: Evidence from 

Eye Movement. The Eighteenth Annual Meeting of Society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ading (SSSR), Florida, USA. 

Kao, P. J., Lee, C. Y., & Tsai, J. L. (2011, May). The influence of contextual 

predictability on processing Chinese polysemy: Evidence from eye movements. 

The 12th Chinese Lexical Semantics Workshop (CLSW2011), Taipei, Taiwan. 

楊馨慧、陳子瑋、江健新、蔡介立、黃致潔(2011)。”中譯英視譯之翻譯策略研

究─以眼動軌跡為指標”，第十六屆筆譯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輔仁大學，

台北。 

黎佩芬、賴建都(2009)。"眼動測量在廣告效果研究上的應用"，第十七屆中華民

國廣告暨公共關係學術與實務研討會。政治大學，台北。 

(3) 學生論文 

張雅嵐（2011）。成人共讀策略對兒童繪本閱讀理解之眼動研究。國立政治大 學

幼兒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台北。台灣。 

黃致潔（2011）。視譯閱讀理解歷程之眼動研究。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

碩士論文。台北。台灣。 

高佩如（2011）。語境預測力對中文一詞多義處理歷程的影響：文句閱讀的眼動

研究。國立政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論文。台北。台灣。 

呂翠屏（2010）。語意在句法處理中的角色：中文關係子句的眼動閱讀研究。國

立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論文。台北。台灣。 

 

TMS平台	

跨顱磁刺磁（TMS）平台依申請案件審查結果，於 98 年度第一次招收開始，

共計有 8組學員參與 TMS 入平台培訓。所有受邀人員除了解儀器實際操作並根據

其計畫研究內容討論，建構實驗所需之刺激材料及程序收集數據並進行資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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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其中 3組已完成培訓，尚有 5組學員還在培訓中。，以下為這 8組人員的研

究進度與成果分述如下： 

 

1. 培訓進度 

第一組 高雄醫學大學物理治療學系 林昭宏教授 

(1). 計畫名稱：「溫度刺激」對大腦運動功能活化/重組之即時的影響：跨顱磁

刺激研究（Immediately Effect of Thermal Stimulation on corticomotor 

excitability/reorganization：A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study 

(2). 計畫執行進度：本研究於 98 年 7 月 27 日至 29 安排七名受試者進行實驗測

試後，後續已增加其它七位正常受試者。除十四名正常受試者外，本研究另外收

集十三名中風患者，並利用磁刺激評估温度刺激療法的功效。 

(3). 研究計畫結果摘要：本實驗共調查第一次溫度刺激前後的立即效應及第十次

與第二十次治療後的評估。利用跨顱磁刺激評估發現實驗組中，中風腦半球的動

作誘發電位及大腦皮質動作區域範圍在疼痛刺激後有顯著高於實驗前評估，進量

顯著於控制組(p<0.05)；第十次及第二十次治療後評估的大腦皮質動作區皆達到

顯著差異。此研究結果發現中風三個月以上患者接受二十次疲痛溫度刺激治療

後，可促進患側上肢所對應之大腦皮質重組；本研究初步結果可提供為冷熱溫度

刺激療效神經機轉之實證基礎。 

 

 

第二組  國立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陳巧雲 助理教授 

(1). 計畫名稱：Inhibitory control and the frontal eye fields 

(2). 申請人：計畫執行進度：本計劃已在平台協助下，完成相關人員培訓，並已

收集實驗資料，研究成果已發表於研究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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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計畫結果摘要：本研究利用手動的停止信號作業(stop signal task)

及跨顱磁刺激探討抑制控制的神經生理機制。分析停止信號作業中代表抑制功能

的依變項：停止信號反應時間(stop signal reaction time)及 noncanceled 

rates，研究結果發現，當磁刺激施予在前額眼動區時(Frontal eye fields)，

相較於控制組而言，停止信號反應時間延長且 noncanceled rate 上昇，顯示前

額眼動區與其它抑制控制的腦區，如：側額下回(inferior frontal gyrus)及

supplementary eye field 有極大的關聯，此研究結果首次發現前額眼動區在不

進行眼動的作業下，與抑制功能有所關聯。 

 

圖 1 停止信號作業與施予跨顱磁刺激的實驗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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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跨顱磁刺激施予前額眼動區之實驗結果。當磁刺激施予在前額眼動區時，

noncaceled rates 增加(C)，且停止信號反應時間延長(D)。 

 

第三組  高雄市立小港醫院 劉立民 主治醫師 

(1). 計畫名稱： The role of the right posterior parietal cortex (rPPC) in 

modifing saccadic behaviors: a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study 

(2). 計畫執行進度：本計畫已在平台協助下，完成相關人員培訓，並已收集實驗

資料，研究成果已發表於研究期刊。 



147 
 

(3). 研究計畫結果摘要：本研究利用跨顱磁刺激探討預測性的變化

(predictability)如何影響眼動，及其背後的神理機制。藉由線索引導作業並操

弄目標出現位置的可能性，受試者會經歷兩種主要的實驗情境：知道或是不知道

接下來目標出現的位置，受試者以眼動到目標為作答方，實驗中另以額外的干擾

物影響受試者的眼動軌跡，在受試者受到線索預測性及干擾物影響下，記錄其眼

動反應時間及軌跡，並在右側的後頂葉(posterior parietal cortex)施予跨顱

磁刺激，以了解右後頂葉在眼動作業中的角色。研究結果發現，當磁刺激施予在

右後頂葉時，其眼動反應時間整體變慢，並且在無法事先知道目標位置的情況

下，造成眼動軌跡更加偏離干擾物。此結果分離了眼動反應時間及眼動軌跡，發

現磁刺激對於兩者有不同的影響，更指出右後頂葉在佈署眼動及抑制干擾物的作

用。最後進一步指出右後頂葉與前額眼動區的作用極為類似，在產生眼動及決定

眼動軌跡有極大的關聯，並且會受到目標可預測與否影響。 

 

圖 3 線索引導作業之程序 

 

 



148 
 

 

 

圖 4 眼動軌跡在兩種不同目標預測性下的結果。當目標無法事先預測時，在右

後頂葉施予磁刺激會造成眼動軌跡更偏離干擾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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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眼動反應時間結果。不論有無干擾物及預測性為何，當磁刺激施予在右後頂

葉時，其反應時間皆被延長。 

 

 

第四組 國立中央大學生醫工程所陳純娟助理教授 

(1). 計畫名稱： 

(2). 申請人：國立中央大學生醫工程所陳純娟助理教授 

(3). 計畫執行進度：本計劃已在平台協助下，完成相關人員培訓，並已收集實驗

資料，研究成果尚在投稿準備中。 

(4). 本研究於研究計畫結果摘要： 

本研究利用停止信號作業（stop signal task）、孩童 Flanker task 及跨顱直

流電刺激探討抑制控制的神經生理機制。並且利用 Statistic Parametric 

Mapping (SPM)下 M/EEG 時頻分析工具來分析此兩項作業中各依變相的頻譜能量

分佈。在停止信號作業方面，目前已知的結果是 Pre-SMA 經過正極的跨顱直流

電刺激後能促進抑制能力的控制；也許能提供一些潛在的干預方案給有這方面缺

失的人們；而在孩童 Flanker task 方面：五、六歲孩童的 EEG 資料，在刺激出

現後的一個特定時間點(300ms)，於 Frontal Lobe 及 Parietal Lobe 處的

Channels,Gamma 波段會出現高能量的頻譜分佈。  

 

 

第五組 國立中央大學認知神經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陳乃鳳 

(1). 計畫名稱：左側後頂葉腦區與來源記憶提取—跨顱電刺激實驗 

(2). 申請人：國立中央大學認知神經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陳乃鳳 

(3). 計畫執行進度：本計劃已在平台協助下，完成相關人員培訓，並已收集實驗

資料，研究成果預計呈現於該申請人之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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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計畫結果摘要： 

本研究藉由 old/new recognition 與 source judgment ，配合跨顱電刺激，  於

study phase 與 test phase 之間施予受試者於左側後頂葉腦區持續 10 分鐘，

1500mA 的跨顱電刺激，欲探討左側後頂葉腦區與來源記憶提取之間是否存在因

果關係。實驗結果發現：相對於 sham stimulation，受試者在經歷 Anodal 

stimulation之後，再認記憶的表現有顯著的提升；而經歷Cathodal stimulation

的受試者，其再認記憶的表現明顯變差。但是在來源記憶的正確率上並沒有發現

跨顱電刺激所產生的影響。此實驗結果與先前相關的腦造影實驗結果相符，左側

後頂葉腦區與記憶的提取之間存在著關連性，但是對於來源記憶之間的因果關係

仍待更進一步的實驗去探究。 

 

第六組 成大醫院神經部 吳怡真醫師 

(1). 計畫名稱：視覺工作記憶的生理機制及復健之應用。 

(2). 申請人：成大醫院神經部 吳怡真醫師 

(3). 計畫執行進度：本計畫已在平台協助下，於 2010 完成相關人員培訓，並於

2011 年 11 月進行實驗設計，利用滑鼠點擊的方式進行偵測信號改變之作業，並

結合跨顱電刺激探討視覺工作記憶的神經生理機制，目前開始收集實驗資料，預

計收集 20 位大學生受試者的資料進行分析，待實驗程序妥善後將進一步收集老

年人之受試者與其比較。 

 

 

第七組 成樹德科技大學人類性學研究所 施俊名助理教授 

(1). 計畫名稱：注意力攫取的神經生理機制 

(2). 申請人：樹德科技大學人類性學研究所 施俊名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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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計畫執行進度：本計畫已在平台協助下，完成相關人員培訓，並已收集實驗

資料，研究成果被研究期刊接受，尚未出刊，。 

(4). 研究計畫結果摘要： 

本實驗利用快速視覺序列呈現(RSVP)作業，探討注意力網路的重新導引功

能。在現今的理論假設中，背側側網路主要負責自主性控制，產生注意力設定。

而腹側網路則是側化在右邊，負責偵測在自主性控制之外的相關刺激，當相關刺

激出現時得以中斷背側網路正在執行的作業，讓注意力能重新導向或分佈至該刺

激上。主動式注意力攫取與以上兩者皆有所關聯，本研究各自選擇右側的

FEF(frontal eye field)與 TPJ(temporo-parietal junction)代表背側與腹側

系統中的一員，利用跨顱磁刺激探討其中的因果關系。結果發現腹側網路會決定

作業相關刺激的重新導引歷程。 

 

圖、TMS 與注意力攫取之結果 

 

第八組 國立中央大學認知神經科學研究所研究助理 劉子菱 

(1). 計畫名稱：以跨顱電刺激視覺工作記憶之電生理基礎 

(2). 申請人：國立中央大學認知神經科學研究所研究助理 劉子菱 

(3). 計畫執行進度：本計畫已在平台協助下，完成相關人員培訓，並已收集實驗

資料，研究成果已投稿於期刊，尚在審核中。 

(4). 研究計畫結果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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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實驗藉由信號改變作業，並利用記錄事件相關電位之依變項，了解跨顱電刺激

對於視覺工作的影響。本實驗結果發現電刺激有助於低工作記憶者在視覺刺激記

憶的改善，不論於行為表現中或電生理相關部件皆顯示其效果。但對於高工作記

憶者，並無此效果。 

 

 

圖、電刺激與視覺工作記憶電生理記標之結果 

 

 

2.培訓成果 

(1)期刊文章 

Chang, C.-F., Hsu, T.-Y., Tseng, P., Liang, W.-L., Tzeng, O.J.-L., Hung, D. L. & Juan, 

C.H. (In Press) Right 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and Attentional Reorienting. 

Human Brain Mapping (SCI, IF: 5.107, Rankings: 2/14 (Neuroimaging); 38/237 

(Neuro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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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au H.-Y., Tseng P., Hsu W.-Y., Su J.-H., Tzeng O. J.-L., Hung, D. L., Muggleton N. 

G., Juan, C.-H. (2011) Trial type probability modulates the cost of antisaccades. 

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 106(2):515-526. (SCI, IF: 3.483, Rankings: 84/231. 

(Neurosciences); 22/75 (Physiology)). 

Tseng, P., Hsu, T.-Y., Tzeng, O. J.-L., Hung, D. L. & Juan, C.-H. (2011) Probabilities 

in Implicit Learning. Perception, June 20. volume 40 (SCI, IF: 1.462; Ranking: 

47/71 (Psychology)). 

Kim, J., Biederman, I., & Juan, C.-H. (2011) The Benefit of Object Interactions Arises 

in the Lateral Occipital Cortex Independent of Attentional Modulation from the 

Intraparietal Sulcus: A TMS Study.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Jun 1; 

31(22):8320-8324. (SCI, IF: 7.178, Rankings: 17/231 (Neurosciences)). 

Hsu, T.-Y., Tzeng, L.-Y., Yu, J.-X., Kuo, W.-J., Hung, D. L., Tzeng, O. J.-L., Walsh, V., 

Muggleton N. G., & Juan, C.-H. (2011) Modulating inhibitory control with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of the superior medial frontal cortex. Neuroimage, Jun 15; 

56(4):2249-2257. (SCI, IF: 5.739, Rankings: 2/13 (Neuroimaging); 27/231 

(Neurosciences)). 

Chao, C.-M., Tseng, P., Hsu, T.-Y., Su J.-H., Tzeng, O. J.-L., Hung, D. L., Muggleton 

N. G, & Juan, C.-H.(2011) Predictability of saccadic behaviors and the human 

posterior parietal cortex. Human Brain Mapping 32(11):1961-72. (SCI, IF: 6.256, 

Rankings: 1/13 (Neuroimaging); 21/230 (Neurosciences)). 

Liu, C.-L., Tseng, P., Chiau, H.-Y., Liang, W.-K., Hung, D. L., Tzeng, O. J.-L., 

Muggleton, N. G., & Juan, C.-H. (2011). The location probability effects of 

saccade reaction times are modulated in the Frontal Eye Fields but not in the 

Supplementary Eye Field. Cerebral Cortex, Jun; 21(6):1416-1425. (SCI, IF: 

6.979; Ranking: 19/231 (Neurosciences)). 

Muggleton, N. G. Chen, C.-Y. Tzeng, O. J.-L., Hung, D. L., & Juan, C.-H.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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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ibitory control and the frontal eye fields.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Dec;22(12):2804-12. (SCI, IF: 5.382; Ranking: 32/231 

(Neurosciences)). 

Liu, C.-L., Chiau, H.-Y., Tseng, P., Hung, D. L., Tzeng, O. J.-L., Muggleton, N. G., & 

Juan, C.-H. (2010) Antisaccade Cost Is Modulated by Contextual Experience of 

Location Probability. 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 103 (3): 1438-1447. (SCI, IF: 

3.483; Ranking: 83/231 (Neurosciences)). 

 

 

ERP平台	

 ERP 平台在本計畫內總計錄取了 8組研究人員，分別在在國立中央大學認

知神經科學研究所以及中央研究院語言所接受培訓，並依所需設計實驗材料與程

式，收集數據，學習資料分析，實際執行研究計劃的內容。以下為各組人員名單： 

 

在國立中央大學認知神經科學所培訓之學員有 4組： 

第一組：國立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 鄭仕弘 博士班研究生 

第二組：國立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 王靜儀 博士班研究生 

第三組：台北市立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郭于靚 助理教授  

台北市立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陳曼君 碩士班研究生 

第四組：國立台灣大學臨床醫學研究所 張寶玲 主治醫師 

 

在中央研究院語言所培訓之學員亦有 4 組： 

第五組：國立嘉義大學外國語言系及研究所 龔淑萍 副教授 

第六組：慈濟醫院台北分院復健科 吳欣治 醫師 

第七組：亞東紀念醫院小兒部/台灣大學藥理所 楊明道 醫師/博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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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組：國立台北科技大學體育室 豐東洋 教授 

     國立台北科技大學研究助理 王永順 博士班研究生 

 

1.培訓情況 

第一組 國立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 鄭仕弘博士班研究生 

(1)計畫名稱及類型：以腦波檢測產品設計與產品風格辨識的研究 

(2)執行情況：鄭仕弘同學已至中央大學認知神經科學研究所修習事件相關腦電

位之相關課程，目前尚在實驗構思階段。 

 

第二組 國立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 王靜儀 博士班研究生 

(1)計畫名稱：An event-related potential study of semantic style-match judgments for 

artistic furniture 

(2)執行情況：本計劃已在平台協助下，王靜儀同學已完成的培訓，並已完成實

驗資料蒐集工作，並發表論文於研討會以及國際期刊。 

 

第三組 台北市立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郭于靚 助理教授  

台北市立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陳曼君 碩士班研究生 

(1)計畫名稱：An ERP study of Chinese tone perception with cochlear implant 

simulations 

(2)執行情況：本計劃已在平台協助下，完成郭于靚教授以及陳曼君同學的培訓，

目前正在進行實驗資料蒐集工作。 

 

第四組 國立台灣大學臨床醫學研究所 張寶玲 主治醫師 

(1)計畫名稱：P300, Mismatch Negativity, and ADHD 

(2)執行情況：張醫師目前正在進入平台計畫中，目前定期前來中央大學討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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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資料。 

 

第五組：國立嘉義大學外國語言系及研究所 龔淑萍 副教授  

(1)申請人主題計畫名稱：Processing Conventional Metaphor sentences, Novel 

Metaphor sentences and Anomalous Metaphor Sentences: An Event Related 

Potential Study (隱喻的理解:大腦事件誘發電位之研究)   

(2)執行進程：受訓完成後，已完成實驗資料的收集及分析。初步的統計分析也

完成，將進行實驗成果報告的撰寫，並開始把實驗成果投稿到國際性的認知神

經科學的研討會。 

 

第六組：慈濟醫院台北分院復健科 吳欣治 醫師 

(1) 申請人主題計畫名稱：Follow-up speech acquisition from newborn to toddler by 

mismatch negativity  

(2) 執行進程：受訓完成後，已完成實驗設計、實驗材料收集與資料分析、進一

步的使用 PCA 分析來討論目前資料，並完成統計分析。實驗成果部分已投稿

至期刊並發表於國際性研討會。 

 

第七組：亞東紀念醫院小兒部/台灣大學藥理所 楊明道 醫師/博士班研究生 

(1)申請人主題計畫名稱：A study of even-related potentials in management of 

children with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事件誘發電位於臨床處理注

意力缺損／過動症兒童之研究)   

(2)執行進程：於本計畫受訓後，已完成實驗設計、實驗材料收集與資料分析，

並根據臨床問卷及用藥效果，確立診斷五位 ADHD 病童，再和五位正常受試

者，進行不同群組之間 ERP 結果比較。目前將進行實驗成果報告的撰寫。實

驗成果部分發表於國際性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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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組：國立台北科技大學體育室 豐東洋 教授 

  國立台北科技大學研究助理 王永順 博士班研究生 

(1) 申請人主題計畫名稱：太極拳運動對老化族群在轉換作業訊息處理之探討 

(2)執行進程：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從事規律太極拳運動高齡族群，在轉換作業下

的認知處理歷程，並同時比較無規律高齡者，了解長期規律運動對專注力的益

處。在資料分析處理上，藉由平台所提供的訊息處理訓練與建議提供，有效的

透過偽訊排除技術，提取出重要的認知成分，並藉由圖譜的分析與參照，等多

種方式的辨識技術，明確的提升資料分析的內在效度。結果發現規律太極拳運

動高齡者前額葉區活動強度顯著高於非規律運動老年組，符合高前額活動與較

佳認知表現假設相符，ERP 中的 P300 振幅活動也顯著高於非規律運動組，顯

示長期太極拳對高齡者注意力轉換的助益。本計畫已在平台協助下，完成資料

分析處理，目前正在著手撰寫期刊投稿 。 

 

2.培訓成果 

(1)期刊文章 

 

Hsin-Chi Wu , Huei-Ling Yen , Pei-Wen Yeh , Yu-Lin Tzeng, Chia-Ying Lee. 

Mismatch responses to Mandarin lexical tone in children with or without 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 (In preparation) 

Chia Ying Lee; Huei-Ling Yen; Pei-wen Yeh; Wan-Hsuan Lin; Ying-Ying Cheng; 

Yu-Ling Tzeng; Hsin-Chi Wu. Mismatch Responses to Lexical Tone, Initial 

Consonant, and Vowel in Mandarin-Speaking Preschoolers, Neuropsychologia 

(submitted) 

豐東洋、王永順、郭正煜、季力康。（2011）。氣功運動對老年人在認知功能保護

效果之腦波研究。大專體育學刊（In preparation）(TSSCI)。 

Cheng, S.-K., Liu, I.-C., Lee, J. R., Hung, D. L., & Tzeng, O. J.-L. (2011). Inten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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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getting might be more effortful than remembering: An ERP study of 

item-method directed forgetting. Biological Psychology (in press). (SCI) 

Lin, M. S., Wang, C.-Y, Cheng, S.-K., Cheng, S.-H. (2011). An event-related potential 

study of semantic style-match judgments of artistic furni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82, 188-195 . (SCI) 

 

(2)會議論文 

 

Gong, S.-P, Lee, C.-Y., Ahrens, K. & Huang, Z.-Y. (2012). Processing Metaphors in 

Chinese: An Event-Related Potential Study. Paper Submitted to the 25th Annual 

CUNY Conference on Human Sentence Processing. New York, March 14~16, 

2012. 

Yang, M.-T., Lee, C.-Y., Lee, W.-T., Liang, J.-S. (2012) ERP differences between 

normal and ADHD children in processing pure tones and lexical tones. Joint 12th 

International Child Neurology Congress and 11th Asian and Oceanian Congress 

of Child Neurology, Brisbane, Australia.  

Cheng, S.-K., Lin, W.-J., Liu, I.-C., Hung, D. L., & Tzeng, O.J.-L. (2011). Inhibition 

and item-method directed forgetting: Behavioral and ERP studies.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mory, York, UK.  

Kuo, Y-C. & Cheng, S.-K. (2011). The assessment of auditory memory for Mandarin 

Chinese tones of different spectral resolutions: Implications for cochlear implants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mory, York, UK.  

Fong, D. Y., Wang, Y. S., Kuo, G. U., & Chi, L. (2011). The enhance effects of 

physical activity with high cognitive component on the cognitive function in 

aging adults. Paper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21th Puijo Symposium- 

Physical exercise, aging and disability: Current evidence, Kuopio, Fin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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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H.-C., Yen, H.-L., Yeh, P.-W., Tzeng,Y.-L., Lee, C.-Y. (2011). Mismatch 

responses to Mandarin lexical tone in children with or without 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ighteen Annual Meeting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Society. California, USA. 

Yang, M.-T., Lee, C.-Y., Lee, W.-T., Liang, J.-S. (2011) DISCRIMINATION OF 

PURE TONES AND LEXICAL TONES IN ADHD CHILDREN: AN 

EVENT-RELATED POTENTIAL STUDY. The 15th World Congress of 

Psychiatry, Buenos Aires, Argentina.  

Cheng, S.-K., Liu, I-C., Lee, J. R., Hung, D. L., & Tzeng, O. J. –L. (2010). To 

intentionally forget an item is more effortful than to remember it: An ERP study 

of item-method directed forgetting. Cognitive Neuroscience Society 2010 Annual 

Meeting, Montreal, Canada.  

Kuo, Y-C. & Cheng, S.-K. (2010). An ERP study of the perception of Mandarin tones 

with temporal cues: Implications for cochlear implants. Cognitive Neuroscience 

Society 2010 Annual Meeting, Montreal, Canada. 

Lin, M. H., Wang, C. Y., Cheng, S.-K., & Cheng, S. H. (2010). Electrophysiological 

evidence for semantic within-category task across different stules. Proceedings 

of the European Federation of Neurological Societies. Geneva, Palexpo. 

 

 

fMRI平台	

MRI 平台在本計畫內計錄取了 8組研究人員，在國立陽明大學神經科學研究

所接受培訓，並實際執行研究計劃的內容。其中第一年的三組學員，因為來自中

南部，經過一年，因不勝舟車往返，已失聯。另一組研究生，雖因要進行 ADHD

病患，無法於本平台進行，而未獲錄取，但亦協助其了解研究內容，讓該學員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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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醫院進行研究。以下為各組目前執行狀況。 

 

1.培訓情況 

第一組：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所 張馨仁博士班研究生 

(1)計畫名稱：數理資優生的大腦結構與神經心理評量研究 

(2)培訓情況：張馨仁同學已至陽明大學神經科學研究所修習磁振影像與分析之

相關課程，並完成部分實驗，但後因該學員懷孕，目前休學中，其研究之數理

資優生的大腦神經心理評量由其他同學接手，正進行後續分析與研究成果撰

寫。 

 

第二組：台灣大學心理學系 陳可欣 博士班研究生 

(1)計畫名稱：When Learning Comes into Memory: Snapshots of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Information 

(2)培訓情況：陳可欣同學已至陽明大學神經科學研究所修習磁振影像與分析之

相關課程，並完成相關實驗，並已撰寫一篇文章投稿至國際期刊及國際會議，

其餘內容正積極完成中。 

 

第三組：彰化師大特殊教育研究所 張媛媛 博士班研究生 

(1)計畫名稱：ADHD、發展障礙 

(2)培訓情況：張媛媛同學已至陽明大學神經科學研究所參加平台訓練課程，由

於其欲完成之研究無法於陽明大學儀器進行，我們僅提供實驗設計與可進行方

向之相關討論，鼓勵並聯繫其於彰化基督教醫院進行實驗，但後因病患招募與

磁振影像時間無法配合，實驗尚未完成。 

 

第四組:  政治大學心理所 周怡岑 博士班研究生 仲惠瓘 碩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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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計畫名稱：The effects of expected value and risk level in a modified 

IGT: An fMRI study 

(2)培訓情況: 本實驗以修改版愛荷華賭博作業檢驗在決策過程中的期望值跟風

險因素。根據行為模擬結果，研究者將受試者依動機程度分成兩組。功能性磁

振造影結果顯示受試者偏向選較高風險的壞牌跟低風險的好牌。在膚電反應

(skin conductance response)亦得到相同結果模式。培訓進度:已經完成 36

位受試者之實驗資料收集及初步分析，初步結果已經投稿國際會議海報並發

表，目前正在整理詳細資料，以撰寫文章投稿國際期刊。 

 

第五組: 台灣大學心理學研究所 劉書岑博士班研究生 

(1)計畫名稱：Using functional MRI to investigate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interpretation and choice- decision)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encoding emotion among maltreated children. 

(2)培訓情況: 先前研究顯示，受虐兒童在處理社交訊息時，較ㄧ般兒童有障礙。

此篇研究主要著重在以訊息的選擇與解讀來探討受虐兒童處理社交資訊時的

腦內機制運作，以及在受虐兒與ㄧ般兒童中是否存在群體差異?此研究也以心

智理論(theory of mind)來檢視受虐兒童的神經基質(neural substrate)?功

能性磁振造影結果顯示：(a)受虐兒童的確存在ㄧ套偏向處理社交訊息的模

式。(b)受虐兒童處理情緒的反應也影響了處理社交訊息的機制。(c)心智理論

無法完整解釋受虐兒童的偏向訊息模式。培訓進度:經過計畫實驗內容討論，

我們詳細訂定實驗之細節與步驟程序，目前正在行為資料收集中，同時也正在

申請 fMRI 實驗之 IRB。 

 

第六組: 國立台北大學財政系 鄧軫元 助理教授 

(1)計畫名稱：Fair Institutions Ease The Poor to Accept IncomeIn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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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ral Evidence 

(2)培訓情況: 此篇研究期以磁振造影的結果來佐證對財富分配不均的心理接收

程度。當評估有錢人的財富是因為努力得來，而不是僥倖獲取時，會較容易接

受所得分配不均的現象。培訓進度:經過計畫實驗內容討論，我們詳細訂定實

驗之細節與步驟程序，目前正在行為資料收集中，同時也正在申請 fMRI 實驗

之 IRB。 

 

2.培訓成果 

(1)期刊文章 

Yang, C.-Y., Chao, Y.-P., Lin, C.-P. (2011). Differences in Early Dynamic 

Connectivity between Visual Expansion and Contraction Stimulations Revealed 

by an fMRI-Directed MEG Approach. Journal of Neuroimaging. Jun 27. [Epub 

ahead of print] DOI: 10.1111/j.1552-6569.2011.00623.x.  

Kun-Hsien Chou, Yawei Cheng, I-Yun Chen, Ching-Po Lin, Woei-Chyn Chu. (2011). 

Sex-Linked White Matter Microstructure of the Social and the Analytic Brain. 

NeuroImage, 54(1), 725 – 733. 

郭靜姿、張馨仁、張玉佩、周坤賢、林燁虹、林慶波（2011）。高中數理資優班

學生心理特質與大腦結構之研究。教育心理學報 (TSSCI) 

Lo, C.-Y., Wang, P.-N., Chou, K.-H., Wang, J. H., He, Y., Lin, C.-P. (2010). Diffusion 

tensor tractography reveals abnormal topological organization in structural 

cortical networks in Alzheimer’s diseas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30(50), 

16876 –16885. 

Chen, K.-H., Fan, H.-Y., Tsao, S.-P., Chao, Y.-P., Lin, C.-P. (2010) Probabilistic 

Language Pathways Based HARDI Tractography. Chinese Journal of Magnetic 

Resonance, 27(3), 417-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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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會議文章 

Kao, C.-H., Chung, H.-K., Kuo, W.-J., Yen, N.-S. (2011). The effects of expected 

value and risk level in a modified IGT: An fMRI study. 2011 Annual Conference 

of Society for Neuroecomics. September 30th to October 2nd in Evanston, 

Illinois.  

Kuo, W.-J., Le e, C.-Y., Lee, J.-R. , & Tzeng, Ovid, J.-L. (2011). Homophone Effect 

in Chinese Reading and its Neural Representation. 17th meeting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for Cognitive Psychology. Donostia-San Sebastian, Spain, 29th Sep – 2nd 

Oct, 2011. 

Chen, K.-H., Chao, Y.-P., Tseng, R.-Y., Lin, C.-P. (2010). Probabilistic pathways of 

Amygdala network derived from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Connectivity. 2010 

ISMRM 2493.  

Lo, C.-Y., Chao, Y.-P., Chen, K.-H., Chou, K.-H., Lin, C.-P. (2010) Population based 

Probabilistic Neural Tracts Atlas of Human Brain. 2010 ISMRM 4625.  

Tseng, R.-Y., Chao, Y.-P., Chen, K.-H., Lin, C.-P. (2010). The Reconstruction of 

Hippocampus Network by QBI Tractography. 2010 ISMRM 2498.  

Chen, K.-H., C.-Y., Chao, Lo, C.-Y., Lin, C.-P. (2009). Functional MRI results guided 

ROI selection & probability map making on DTI study: the white matter route 

for orthography-to-phonology transformation in Chinese. 2009 ISMRM 2317. 

 

MEG平台	

    腦磁波儀(MEG)平台在本計畫內總計錄取了五組研究人員。這 5組研究

人員赴中研院物理所腦磁波實驗室接受培訓，並實際執行研究計劃的內容。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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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各組人員名單： 

第一次培訓名單： 

第一組：劉効樺 國立東華大學諮商與臨床心理學系 助理教授 

第二組：趙國仁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資管系 助理教授 

第二次培訓名單： 

第三組：吳佳芸 政治大學心理系 博士後研究員 

第四組：徐慎謀 政治大學心智大腦與學習中心 助理研究員 

第五組：黃世琤 國立中正大學心理系 教授 

 

1.培訓情況 

第一組 劉効樺 國立東華大學諮商與臨床心理學系 助理教授 

(1)計畫名稱及類型：視覺注意力在上下視野處理差異 

(2)執行情況：本計劃已在平台訓練和協助下，完成計畫主持人以及兩位研究生

的培訓，並已完成實驗資料蒐集工作。此計畫正在進行整理工作，預計於 2012

年中發表於國際會議中。 

 

第二組 趙國仁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資管系 助理教授 

(1)計畫名稱：你的時間和我的不一樣？探討顏色與情緒對於時間知覺的影響 

(2)行情況：研究人員退出培訓 

 

第三組 吳佳芸 政治大學心理系 博士後研究員 

(1)計畫名稱：A MEG investigation on theories of working memory as the pathway to 

long-term memory 

(2)執行情況：本計劃已在平台協助下完成培訓，並已完成實驗設置並即將進行

實驗資料的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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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組 徐慎謀 政治大學心智大腦與學習中心 助理研究員 

(1)計畫名稱：The neural mechanism underlying sequential decision-making in facial 

expression categorization 

(2)執行情況：本計劃已在平台協助下完成培訓，並已完成實驗設置且正在進行

實驗資料的收集工作。 

  

第五組 黃世琤 國立中正大學心理系 教授 

(1)計畫名稱：以 MEG 探討面部情緒與臉孔辨識作業之差異 

(2)執行情況：本計劃已在平台協助下完成培訓，並已完成實驗設置和初步測試，

即將開始進行正式實驗資料的收集。 

 

2.培訓成果 

 

(1)期刊文章 

Chiou, R., Wu, D. H., Hung, D. L., Tzeng, O. J.-L., &, Chang, E. (in press). Relative 

size of numerical magnitude induces a size-contrast effect on the grip scaling of 

reach-to-grasp movements. Cortex. 

Kung, S.-J., Tzeng, O., Hung, D., & Wu, D. (2011). Dynamic allocation of attention to 

metrical and grouping accents in rhythmic sequences. Experimental Brain 

Research, 210(2), 269-282. doi: 10.1007/s00221-011-2630-2 

Chang, A. Y.-C., Tzeng, O. J.-L., Hung, D. L., & Wu, D. H. (2011). Big time is not 

always long: Numerical magnitude automatically affects time reproduc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12), 1567-1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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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會議論文 

Chiu, I. I.-T., Kung S.-J., Wu, D. H., Hung D. L., Tzeng O. J.-L. (2011, November). 

The contribution of rhythmic processes to verbal and manual sequence 

reproduction.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52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Psychonomic 

Society, Seattle, USA. 

Wu, D. H., Lin, W. X., Chang, A. Y.-C., & Tzeng, O. J.-L. (2011, November). Pitch 

height independently modulates perceived time durations. Oral presentation at the 

52nd Annual Meeting of Psychonomic Society, Seattle, USA. 

Chien, J. Y.-N., Hung,Y.-H., Hung, D. L., & Wu, D. H. (2011, April). The temporal 

dynamics of the code-switching effect between alphabetic and logographic 

languages in unbalanced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s. Poster presented in the 

Cognitive Neuroscience society, San Francisco, USA. 

Chang, A. Y.-C., Liang, W.-K., LIN, C.-Y., Tzeng, O. J.-L., & Wu, D. H. (2010, 

November). The brain activity associated with time perception: A comparison 

between MEG and EEG signals.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for Neuroscience, San Diego, USA. 

Chang, A. Y.-C., Lin, W.-S., Tzeng, O. J.-L., Hung, D. L., & Wu, D. H. (2010, 

November). The influence from pitch height to subjective perception of duration. 

Oral presentation at the 49th Annual Meeting of Taiwanese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Chiayi, Taiwan. 

Wu, D. H., Chang, A. Y.-C., Hung, D. L., & Tzeng, O. J.-L. (2010, June). 

Neurophysiological evidence of numerical influence on subjective perception of 

time.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16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Human Brain Mapping, Barcelona, Spain. 

Tsai, P.-S., Tzeng, O. J.-L., Crain, S., Tesan, G., & Wu, D. H. (2009, October). Using 

magnetoencephalography (MEG) to investigate semantic processing of neg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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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arity items. Oral presenta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rocessing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Beijing, China. 

Chang, A. Y.-C., Tzeng, O. J.-L., Hung, D. L., & Wu, D. H. (2009, March). The 

influence of numerical magnitude on time perception and reproduction.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Cognitive Neuroscience Society, San 

Francisco, USA. 

 

培育成果	

本計畫三年半來總計辦理 7場大型研討會，15 場工作坊，6場演講，共計

28 場次，服務之總人次共計為 2197 人，實際出席人次 1750 人。 

入門研習營(認知神經科學暑期學校)為基礎研習營，目的在培育教育與其它

人文社會科學領域背景之大專院校教師與研究生，應用認知神經科學工具（功能

性磁振造影、大腦事件誘發電位、腦磁波儀、跨顱磁刺激及眼動儀）於相關研究

之基礎認識。三年來總共辦理四次，總計有 931 人參加。 

進階研習營(認知神經科學研究法工作坊)目的在培養教育或其它人文社會

科學領域背景之大專院校教師與研究生應用神經科學工具的能力，因此將針對各

儀器之測量原理、實驗設計，以及儀器操作與資料分析方法等做進一步的介紹，

研習課程中穿插實作或儀器使用展示，因此不同平台分開舉行。各平台將提供 1 

至 2 天的課程。參與進階研習營之對象為由基礎研習營篩選出之培訓研究人員。

三年總共舉辦 15 個場次，共計有 115 人參加。 

學術專題研討會為議題導向之學術研討會，第一個年度（98 年度）以功能

磁振造影在認知神經科學與教育上的應用為主題；第二個年度（99 年度）焦點

集中在數學教育與大腦，以跨領域的數學教育與大腦相關領域之最新發展與應用

為主；第三個年度（100 年度）以認知神經科學之學習與記憶為重點；每年度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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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不同主題，邀請相關學者，舉辦一個為期二天的研討會進行深入之專題討

論。每次專題研討會的講者除了各平台負責人以外，亦邀請 4~5 名國外知名學者

與國內相關學者共襄盛舉。三個年度三個國際研討會共計有 319 人實際參與。 

此外，提供種子學員進入平台參與相關研究計畫的機會，由做中學習的方

式，深入了解教育神經科學的研究議題與探討角度，進而培育其獨立研究相關研

究議題之能力。三年各平台招收學員總計有 42 組，共 55 人進入各平台以實作方

式培育（ERP-10 組，11 人；Eye-tracker-9 組，19 人；fMRI-9 組，10 人；MEG-6

組，6人；TMS-8 組，9人）。部分入平台學員已有研究成果在研討會及期刊上發

表或正在發表中，總計有國際期刊文章 18 篇，國內期刊文章 2篇，國際研討會

論文 36 篇，國內研討會會議論文 2 篇，跨領域碩士論文 4 篇。本計畫參與各式

會議與培育之人次共計達 2213 人，培育人數以及培育成果豐碩。 

檢討	

本計畫團隊已連續九年在舉辦了一個大型的認知神經科學暑期學校，期望國

內認知神經科學在各領域的研究能有更多研究人才投入。本計畫延續這樣的精

神，連續兩年舉辦超大型的入門研習營，並分成數個平台舉辦進階研習營，並找

尋適合的主題舉行專題研討會，仍有學員覺得本身領域與認知神經科學領域之間

的間隙不易跨越。 

神經科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整合，除了是基礎科學研究與實務應用上的交流

對話，是一個不同領域彼此互相受惠的密切網絡。不同的領域提供自己的知識、

工具及思維彼此交流，針對特定議題進行全面且深入的探討。透過領域間的整

合，不同領域原本的理論或爭議可以藉由其它領域的研究方法與思維被重新檢

視，並且能夠由更整體、全面的角度切入思考問題，因此需要此培育平台來建立

不同領域之專家學者共通語言，讓更多不同學科領域的研究者能利用認知神經科

學工具探討本身領域中的議題。本培育平台希冀能提供這樣的機會，讓更多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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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人才投入這一跨領域的研究。 

從入門研習營報名參加人數（第一年 296人，第二年 284 人，第三年 272

人，第四年 296人）共 1148人，至進階研習營報名參加人數（第一年 28人，第

二年 42人，第三年 45人）共 117人，再至提出有執行潛力之計畫書入平台培訓

的人數共 55人。隨著學習內容的難度增加，人數急速銳減，即可知道從概念上

的理解到踏出實務上接觸，中間有相當的距離需要連結。 

進階研習營的舉辦即為了補足理解入門概念與真正執行相關研究上的差

距，但報名人數仍不如預期，相對於入門研習營之報名人數差距頗大。 

綜合入門研習營問卷之學員反應，希望改善的部分為下列幾項： 

1.  希望課程不要排得太緊湊； 

2.  難易度能配合學員程度； 

3.  增加實作的課程； 

4.  補充當前最新研究發展； 

5.  多提供與工具相關的實驗設計概念以及開闢互動管道。 

針對以上需求，今年度的課程安排上調整了每堂課的上課時間，增加每節課

的上課時間，並拉長課堂之間的休息時間，研習天數增加。難易度部分，因為學

員本身在認知神經科學上的差異無法控制，只能請講員在內容上儘可能兼顧兩端

的學員需求。在增加實作部分工具相關的實驗設計概念，本年度將錄取進階研習

營的學員人數增加，試圖解決學員們對這部分需求。但還是有許多學員覺得課程

太緊湊，明年度的課程設計將視情況再次調整。 

 

總結	

神經科學(neuroscience)在近 20  年來迅速成長，其影響深入各個科學，無論

國際還是國內都是一個更新速度極快的領域。在人文社會學科的領域，甚至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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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新興學門應運而生，例如認知神經科學(cognitive neuroscience)、計算神經科

學(computational neuroscience)  、社會神經科學(social neuroscience)  、神經經濟

學(neuroeconomics)  、神經倫理學(neuroethics)  、神經法律學(neurolaw) )  與神

經教育學(neuroeducation)等。這些跨領域的學科雖然分別隸屬自然科學及人文社

會科學，但各領域所關切的「大腦與人類行為」卻是相同。近年來在學術（基礎）

研究界、產業界、教育實務界、臨床醫學界等，有愈來愈多的人嘗試透過彼此之

間的對話、交流、整合與合作，試著從不同的面向、引進不同的觀點、運用不同

的工具來解決自身研究上所面臨的問題，並思考未來可行之發展方向。因此本計

畫將繼續努力達成此目標─培育認知神經科學跨領域研究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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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計畫編號  NSC 98－2517－S－004－001－MY3 

計畫名稱  神經科學跨領域研究人才培育規劃 

出國人員姓名 

服務機關及職稱

鄭仕坤 

國立中央大學認知神經科學研究所助理教授 

會議時間地點  2011 September 29th ~ 2011 October 2nd , San Sebastian, Spain. 

會議名稱  17th meeting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for Cognitive Psychology 

發表論文題目  Inhibition and Item‐Method Directed Forgetting: Behavioral and ERP Studies 

 

一、參加會議經過 

本屆歐洲認知心理學會年會共有 45 個 symposia 以及 6 個 poster  sessions。

這數十個六個 symposia 的主題涵蓋注意力，人類記憶，語言，情緒，工作記憶

等等。其中有幾個 symposia 特別受到注意，分別為：(1) The Power of Expectancy 

in the Human Brain, (2) Pattern‐based fMRI Analyses as a Route to Revealing Neural 

Representations, (3) A Common Role of Anterior Insual in Feelings, Empathy, and Risk? 

(4) Temporally Selective Attention, (5) The Rise and Fall of Cognitive Control: Lifespan 

Development,  (6)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Visual  Short‐Term  Memory,  (7)  The 

Anterior Temporal Lobes and Semantic Memory: Putting Everything Together, (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ognition and Emotion, (9) Sleep, Memory and Plasticity: 

From Molecules to Mind。由這些 symposia 的主題可以看出，認知神經科學的方

法已經大幅度被實驗或是認知心理學的研究人員所接受，而認知神經科學領域所

探討的題目除了傳統的記憶、注意力、語言議題外，已擴展至社會心理學，情緒，

道德發展，以及最近最熱門的神經經濟學(neuroeconomics)等領域。 

本人於大會第四天張貼研究海報，研究內容為以事件相關腦電位探討抑制在

主動遺忘中所扮演的角色。於 poster展示時間內，有數組研究人員前來討論，分

別給予意見及建議。 

 

二、與會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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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認知心理學會向來以傳統的行為實驗方為主，但是由今年規劃的

symposium題目以及參與的研究報告可以看出認知神經科學的研究方法已經快速

的滲透至傳統的認知心理學研究中。其次，在議題上，由近年來對於情緒處理，

社會認知，theory of mind 等研討會以及 poster 數目的增加可以看出，認知神

經科學家已經不再侷限於注意力，記憶，語言等傳統認知心理學的議題，而試著

以演化以及生理機制解釋複雜的人類社會行為。這樣的發展並非憑空而來，與過

去注意力或是記憶的研究完全斷裂。相對的，正是因為對於知覺，記憶，注意力

等基本歷程的瞭解，促使了對於情緒與社會認知等新領域以生理機制加以探討的

研究。可以預見的是，以認知神經科學取向做跨文化的社會認知研究將成為新興

的重點研究領域。國內許多心理學者致力於建立本土文化心理學，以華人的角度

探討獨特華人的行為，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但我們也不能忽略科學的最終目

的在於探討所有人類 universal 的行為機制，以及這樣的機制如何為不同文化或

環境因素所調節，因此如果能將認知神經科學取向的研究納入本土的文化以及社

會心理學研究，相信會有更為豐碩的研究結果。 

 

認知神經科學的研究中，以多種不同的儀器或是技術量測腦部活動的訊號，

藉以最為行為與系統之間的聯結。更重要的是以多種不同研究工具研究同一議題

所提供的 convergence evidence。這類的研究趨勢分為兩類，第一是探討不同

生理訊號本質的異同，例如腦電波以及腦磁波彼此之間訊號的相似性，以及如何

與 fMRI 等血流量變化的訊號結合。第二類則是，同樣的認知活動是否能在不同

的生理訊號上皆被彰顯出來。目前國內已有 ERP, fMRI, TMS 的實驗室分別就不

同的認知行為議題進行研究，所缺乏的是這些不同工具之間的橫向聯繫。這些聯

繫應該包含兩方面：(1)訊號本身的互補，例如如何以 fMRI 幫助對於 ERP 或是

MEG 訊號的來源定位，以及各自訊號分析技術的發展。這類的研究需要更多具有

工程，數學，物理以及統計背景的研究者投入。(2)以不同工具對於同一議題的

研究。若欲達到在認知神經科學界有一定可見度的目標，國內各實驗室最佳策略

應是挑選議題，整合不同的實驗設計以及技術就重要議題，例如漢字閱讀或是中

文處理，進行大規模的研究，方能於競爭激烈的學界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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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學校（711 人）＞－ 

  6th，2009/7/4-5。線上報名

296 人，實際出席 236 人，出席率
79.72%。7th，2010/7/12-14。線
上報名 275 人，現場報名 9人，實
際出席 224 人，出席率 78.87%。
8th，2011/7/5-7。線上報名 300
人，現場報名 13 人，實際出席 251，
出席率 80.19%。三年共有 711 人
次，分別參加三個年度的暑期學
校。 

 



＜進階研習營（115 人）＞－ 

  Eye Tracker 平台 2009 年

7/23 辦理 錄取 5 人；2010 年
8/26 辦理 錄取 7 人；2011 年
12/3 辦理 錄取 8 人。三年共辦三
次，共 20 人。TMS 平台 2009 年
7/21~22 辦理 錄取 5 人；2010 年
7/30 辦理 錄取 10 人；2011 年
8/17 辦理 錄取 3 人；11/25 辦理
錄取 4 人；三年共辦四次，共 22
人。ERP平台 2009年  8/3辦理 錄
取 9 人； 2010 年  8/13 辦理 錄
取 7 人； 2011 年  12/2 辦理 錄
取 10 人；三年共辦三次，共 26 人。
fMRI 平台 2009 年  9/19 辦理 錄
取 9 人； 2010 年  9/10 辦理 錄
取 10 人； 2012 年  1/7 辦理 錄
取 12 人；三年共辦三次，共 31 人。
MEG 平台 2010 年  9/11~12 辦理
錄取 8人；2011年  10/22 辦理 錄
取 8人；三年共辦兩次，共 16 人。

 

＜專題研討會（383 人）＞－ 

  2009年，功能磁振造影在認知

神經科學與教育上的應用主題研
討會，136 人，出席率約 73%。2010
年，跨領域的數學教育與大腦相關
領域之最新發展與應用主題研討
會，182 人，出席率為 54%。2011
年，認知神經科學之學習與記憶主
題研討會，197 人，出席率 62%。
三年共有 383 人，分別參加三個年
度的主題研討會。 

 

＜其他演講活動 （385 人）＞－

  98.4.28 Dr. I-Hui Hsieh 演

講，63 人。 

  98.7.30  Dr. Bharat B 
Biswal，54 人。 

  98.9.11 吳仕煒老師，38 人。

  98.12.08-09  Dr. Hidenao 

Fukuyama 及 Dr. Denis Le Bihan，
38 人。 

  99.1.20 Dr. Dehaene，125
人。 

  99.7.21  Dr. Neil G 

Muggleton，67 人。 



電子報、網站 1 http://mblt.nccu.edu.tw 

計畫成果推廣之參與（閱聽）人數 

1954 

本計畫三年來總計辦理 6場大型研

討會，15 場工作坊，6場演講，共
計 27 場次，與會人次總計為 1954
人。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度、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利、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度、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說明，以 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說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利等情形： 

論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利：□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字為限） 
有國際期刊文章 18 篇，國內期刊文章 2 篇，國際研討會 

論文 36 篇，國內研討會會議論文 2 篇，跨領域碩士論文 4 篇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字為限） 

本計畫為人文社會科學跨認知神經科學人才培育計畫，三年半來總計辦理 7 場大型研討

會，15 場工作坊，6場演講，共計 28 場次，服務之總人次共計為 2197 人，實際出席人次

1750 人。 

入門研習營(認知神經科學暑期學校)為基礎研習營，目的在培育教育與其它人文社會科學

領域背景之大專院校教師與研究生，應用認知神經科學工具（功能性磁振造影、大腦事件

誘發電位、腦磁波儀、跨顱磁刺激及眼動儀）於相關研究之基礎認識。三年來總共辦理四

次，總計有 931 人參加。 

進階研習營(認知神經科學研究法工作坊)目的在培養教育或其它人文社會科學領域背景

之大專院校教師與研究生應用神經科學工具的能力，因此將針對各儀器之測量原理、實驗

設計，以及儀器操作與資料分析方法等做進一步的介紹，研習課程中穿插實作或儀器使用

展示，因此不同平台分開舉行。各平台將提供 1 至 2 天的課程。參與進階研習營之對象

為由基礎研習營篩選出之培訓研究人員。三年總共舉辦 15 個場次，共計有 115 人參加。

學術專題研討會為議題導向之學術研討會，第一個年度（98年度）以功能磁振造影在認知

神經科學與教育上的應用為主題；第二個年度（99年度）焦點集中在數學教育與大腦，以

跨領域的數學教育與大腦相關領域之最新發展與應用為主；第三個年度（100年度）以認

知神經科學之學習與記憶為重點；每年度皆依據不同主題，邀請相關學者，舉辦一個為期

二天的研討會進行深入之專題討論。每次專題研討會的講者除了各平台負責人以外，亦邀



請 4~5 名國外知名學者與國內相關學者共襄盛舉。三個年度三個國際研討會共計有 319 人

實際參與。 

此外，提供種子學員進入平台參與相關研究計畫的機會，由做中學習的方式，深入了解教

育神經科學的研究議題與探討角度，進而培育其獨立研究相關研究議題之能力。三年各平

台招收學員總計有 42 組，共 55 人進入各平台以實作方式培育（ERP-10 組，11 人；

Eye-tracker-9 組，19 人；fMRI-9 組，10 人；MEG-6 組，6人；TMS-8 組，9人）。部分入

平台學員已有研究成果在研討會及期刊上發表或正在發表中，總計有國際期刊文章 18 篇，

國內期刊文章 2篇，國際研討會論文 36 篇，國內研討會會議論文 2篇，跨領域碩士論文 4

篇。本計畫參與各式會議與培育之人次共計達 2213 人，培育人數以及培育成果豐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