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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亮麗有情的人生-專訪考試院陳委員皎眉

皎眉委員：「任何一個成功的人都是比別人更努力的。」

專訪一位眾所皆知的人物，尤其還曾經是位名主持人，

說容易，但也不容易。容易的是之前對其專訪眾多，不乏編

輯素材，信手拈來豐富多元；不容易的是該如何有別於其過

往專訪題材？雖然心情忐忑不安，但編輯群還是禁不住要把

握這次機會，深入認識這麼一個溫暖、開朗令人亮眼的卓越

女性。

不管是社會心理學教授、學生票選最受歡迎的老師、熱

血愛哭的社會局長、強調互相尊重的性別平等專家，以及制

定文官制度的考試委員，陳考試委員皎眉都表現優異而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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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分，對事一針見血，見解鞭辟入裡，對人關懷擁抱，情感

真摰豐盈。

人們總是能夠在別人的故事中，獲得啟發與激勵，這一

篇專訪值得讀者細細品味。

快樂的源頭來自父母的愛

「60 分及格，只需要考 61 分就好」，這樣的標準來自皎

眉委員敬愛的父親對孩子們的課業期許，看在現在「虎爸」、

「虎媽」的眼裡怎麼成？爸媽喜歡旅遊，小時候就常帶著家

裡幾個小孩在臺灣走透透，西螺大橋的落成通車、關仔嶺的

水火同源，都有全家快樂滿滿的回憶。爸媽沒有講很多大道

理，有的只是陪伴與傾聽，「just be there with you」。「還

記得高中念書到深夜，爸爸陪讀怕我餓著，帶我到大橋頭夜

市吃宵夜，但那時我一心只想著快快吃完好回去繼續 K書，

於是就留下爸爸，自己先溜回去，現在想來真有些小遺憾，

尤其現在爸爸已經走了，真覺得當時應該多珍惜把握和爸爸

聊天的機會，書永遠都念不完，但和爸爸相處的時間卻是有

限的，只能說當時年紀小，還不懂人世間的緣分都是有時限

的。」

儘管爸媽「放牛吃草」，但這個小女孩實在太愛讀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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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只要紙上有字的，她都念得津津有味，因為讀書讓她太

快樂了，這樣的興趣，也難怪會從臺灣到美國，一路功課都

名列前茅。尤其是在美國求學及教書的經歷，建立了對心理

學以及人格測驗的專業底蘊，皎眉委員說「喜歡的東西就不

會有壓力」，是啊！擇你所愛，愛你所擇，厚厚的書，困難

的事，反而都變得津津有味了。

再聰明的人也得認真

皎眉委員認為她開竅是在大學時期，而在美國念研究所

的訓練，則讓她開了眼界。她從小對於數理統計特別敏感，

儘管如此，研究學問仍需腳踏實地。記得在美國印第安那大

學(Indiana University, IU)念博士班的時候，「作業研究」

課程須要考 7次，但皎眉委員連考 6 次 100 分後，教授就說

「第 7次不必考了，妳寫的答案就像我自己寫的一樣。」諸

如此類優異的成績，並不是只靠著天賦憑空得來，而是每一

堂課錄音，跟同學借筆記，下課後找老師討論，每天至少花

十幾個小時念書，大量閱讀、做研究的成果。

皎眉委員研究所時期即在印第安那大學－普度大學印

第安那波利斯聯合校區（IUPUI）教課，測驗、測量、實驗

設計等課程就是在那兒教的，個兒嬌小的她第一次站上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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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憑著認真與熱誠受到學生的肯定與歡迎，讓她領略教學

的樂趣。帶著對於心理學的熱愛，回國後即到中興大學社會

系教書，隨後轉任教於政治大學心理系，即使是自己熟悉的

領域，不管這門課教過多少次，每天一定會備課到深夜，大

量閱讀及準備資料，在課堂上與學生分享，同時受邀到處演

講，因為社會心理學本來就是關於人的科學，與各種社會議

題都有相互關聯。皎眉委員要求完美的個性，演講前都準備

很多資料，內容豐富有趣，佳評不斷，於是台視、華視和中

廣都來邀約開設帶狀節目。那時在電視上，每集都探討一個

心理學議題，並邀請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在節目中共同討

論，包括親子、性別、婚姻、教育、青少年、銀髮族等等五

花八門的議題，當時有很高的曝光度，正應證了別人稱讚她

的「冰雪聰明又很認真」。

即使是這般的努力，仍有一段小插曲。有一天皎眉委員

的先生跟同事看電視時，剛好轉到她的節目，那位同事隨口

就說「這個陳皎眉那麼紅，不知道背後是誰在支持她？」先

生馬上就說「那有人在支持她，她是我老婆耶！」那位同事

以為他在開玩笑，隨便說自己是名主持人的老公，還奚落了

他一頓，等發現實情後，才知道窘很大。通常大家只看到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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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成功的一面，對於背後的努力與付出，常常會忽略了，這

樣的事只能一笑置之。

挑戰不平凡

「做學問，是向不平凡挑戰」，每年為了開研究所的「當

代社會心理學」這門課，幾乎整個暑假都在閱讀文獻，因為

有足夠的動機和興趣，在準備的過程中一點也不覺得辛苦，

反而非常享受，也因此多次獲得「教學特優」與「研究特優」

的榮譽。秉持「教學相長」的信念，陶醉於作研究、與學生

互動，也遇到很多優秀學生。皎眉老師打從心裡就喜歡和學

生在一起，為了上課有趣，平常還得留意蒐集笑話，準備在

課堂運用，正因為如此，學生們超喜歡上她的課，曾有學生

說過「上皎眉老師的課，有戀愛的感覺喔」！

學的是社會心理學，在政治大學教學期間，接了學務長

這個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她認為面對學生，重要的就是傾聽

與溝通。記得那時候碰上女學生抗議宿舍女生有門禁男生沒

有門禁，她們高聲吶喊「違反憲法保障之男女平等」，怕有

衝突對立，秘書請她避開，但皎眉學務長堅持到現場傾聽她

們的心聲及不同意見，瞭解其立場後並允諾會思考改進方

式，但也請女學生們在規則未改變之前，仍然遵守宿舍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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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規範，因為這些規範都是從保護學生的立場出發，抗議的

女學生說「學務長，不用擔心，我們長得很安全」，皎眉學

務長當下機智的回應「雖然長得很安全，但歹徒也有近視眼

的」，大家聽了哄堂大笑，而衝突事件也就順利落幕。

直言、敢言，感性助人的俠女

因緣際會進入公部門，88 年就任臺北市政府社會局長，

第一個待批的公文就是要不要還健保局 7 千萬，公文上寫著

「擬請鈞裁」，後來把同仁請過來，說明公文應該要敘明為

什麼欠健保局 7千萬？欠錢可以不還嗎？要還錢從那裡來？

其實公文重在內容，對於枝枝節節的格式或標點符號就不那

麼在意。皎眉委員直言地說「其實政務人員像臨時工，來來

去去，最重要的是常任文官的意見，因為那才是最實務、最

專業的意見」。進入公部門後，深感「長官的嘴，部下的腿」，

長官一句話，部屬可要奔忙半天，所以公事上指示格外慎

重。社會局工作繁重，包山包海、包生包死，主要的任務就

是運用政府的力量與資源，來幫助真正需要的人們；其中特

別值得一提的就是「脫貧專案」，這是為了協助經濟弱勢的

市民脫離貧窮的創新政策，以相對提撥的方式，只要參與者

儲蓄一元，社會局就相對也幫他們儲蓄一元，幫助貧困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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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成儲蓄習慣，並同時指導他們理財、投資觀念，讓這些家

庭可以在幾年內存到一筆錢，作為創業、置產或栽培孩子接

受高等教育的基金。曾經有位女孩因「脫貧專案」讓她有機

會到英國深造，她特別畫了張圖送給皎眉局長，感謝有這個

方案讓她圓夢，創造新的人生；看到這封信，皎眉局長不禁

感動高興的哭了出來。是啊！這樣的結果，才是作社會工作

最有價值的地方。

皎眉委員說心理學的背景對其助益良多，在會議中即可

以印證很多團體動力學的理論，例如社會迷思(group

thinking)，一群非常聰明、理性的人，在一起卻可能做出

非常錯誤的決定，尤其當團體中有強而有力的領導者時，因

此在團體做決策時，她就會特別注意可能發生團體迷失的徵

狀，並避免之，另外因為「在團體中首先發言的人對最後的

決定有重大的影響」，因此如果遇到重要的議案她會事先蒐

羅資料研究爭點，條理分明列點分項地陳述意見。而社會局

長的經歷，讓皎眉委員對人，尤其弱勢的人特別關懷，對於

一些因不合理的思維而影響公務人員權益的法案，皎眉委員

更深具使命感，必定做足了功課，激發議題討論。如最近公

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辦法的修正，原來在民國 102 年修法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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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之告訴人或自訴人排除在輔助對象內，當時所持理

由是因公涉訟補助意旨在保護公務員，而不是鼓勵主動興

訟。但皎眉委員認為，這理由根本不充足，沒有人會因為有

補助而去濫訟，她舉以前社會局殯葬處同仁的例子，認為公

務人員被污蔑到忍無可忍時，才會主動提起訴訟。她因此請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比較 102 年前後，補助案件的統

計，證實了公務人員並不會因有補助而提起訴訟，使訴訟數

量成長，所以取消是不合理的，在多位委員支持下，此次修

法又改回來，讓因公涉訟之自訴人和告訴人亦可以得到適當

的補助；又如公務人員自殺過去不予撫卹，因為有些立法委

員認為予以撫卹會鼓勵公務人員自殺，但以心理學家的觀點

看來，人類求生的本能大於求死的本能，那些會自殺的人是

最不幸的，除非生理、心理、經濟陷入絕境，否則不會走上

這條路的，況且撫卹的旨意一方面是回饋過去工作之努力奉

獻，一方面是照顧遺屬，因此不予撫卹太不合理，這一點目

前也修正了。另外，對於退休公教人員出國須報備一事，皎

眉委員也是在院會率先發難表示，最近很多退休人員接獲人

事單位通知，明年退撫新制施行後，退休人員如有出國情

事，須主動向所屬機關報備，以利政府每月查驗，如未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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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且經發放查驗系統列出出境紀錄，須暫停發給當月退

休金，等回國後再向機關申請補發，此舉已引起退休人員之

恐慌與反彈；皎眉委員質疑為何需要如此頻繁報備、查驗，

並建議多項可以更友善、便民的處理方式。而銓敘部在一個

月後從善如流修正發放作業要點，確定出國免報備，皎眉委

員也毫不吝惜地稱讚銓敘部非常體恤民意並勇於任事。其他

如鐵路司機冒險犯難因公死亡案；社工人員職稱、職等、加

給提升案，都是皎眉委員與其他考試委員共同努力的成果。

直率的皎眉委員坦承公務人員年金方案的建議未被接

受，是自己很大的挫折，「其實改革是可以討論的，但過程

不能粗暴處理，外界常誤以為所謂公務人員退休年金樓地板

32,160 元，表示至少每月可以領到 32,160 元的退休金，其

實這是錯的，事實上很多人是拿不到這個數字的，樓地板只

是說如果退休金少於這個數字，此次改革不再扣減而已，因

此退休金很少，只有一萬元、二萬元的人，還是很多，希望

大家在討論這個議題時，應該以更寬懷的心看待。」一談至

此，委員的淚水在眼眶打轉，只是因為不忍心。

說說考選一二事

皎眉委員深知考選部長年被繁瑣的試務綁住，雖短期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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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重大的突破，但研究測驗的她，長期參與分數轉換、二

階段考試、結講化口試以及臨床技能測驗（OSCE）等制度建

制，覺得考選部仍大有可為。分數轉換已有法規，現在備而

不用，特定狀況下，需要使用時也有一定的機制和過程。而

如果所有考試分數均要做分數轉換，則有賴更多的社會溝通

及說明；二階段考試規劃測量應考人邏輯推理能力及數的能

力，避免錄取人員僅具專業而未有基本能力，可以繼續推

動；結構化口試使口試更臻公平，但仍仰仗口試委員事前撥

冗齊聚討論；臨床技能測驗(OSCE)可嘗試用在其他醫事類考

試，因為 OSCE 的考題、計分、模擬病人、考官等均已標準

化，值得學習。

至於未來，建議考選部可以發展國家測驗中心，由專職

的測驗專家成立試題研發中心，提昇試題品質。另外，國家

考試取才，錄取的大部分人員都很優秀，只有少部分人不那

麼適合，所以可以針對部分類科作特別的心理測驗篩選，如

警察、外交官、護理師。例如警察是高壓力的工作，挫折容

忍力高的人可能比較適合。而外交人員從事外交工作，專業

之外，外向、開放、人際取向的人可能更為適合，因此都可

以研究使用人格測驗加以篩選。而合格候選名單，金字塔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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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才方式，也都是應該努力研議的方向。另外，考選部致

力於各項標準化的工作，但有規則就有例外，皎眉委員擔任

過公務人員地方特考的典試委員長，發現離島考區的錄取人

員很多都不是當地人，因此異動頻繁人員來來去去，造成行

政上的困難，「臺灣太小了，不一定要學習日本分中央和地

方公務員，但離島的情形跟本島不一樣，錄取標準不一樣是

應該被允許的。」

從心理學的角度看偏見

這世界充斥著因偏見造成的刻板印象，對種族、性別、

職業等等，不一而足，如男生勇敢，女生柔弱，公務員保守，

商人奸巧，美國人樂觀，猶太人小氣、義大利人浪漫。委員

說，「事實上，也許有一部分真實，但都過度誇大，男生怕

蟑螂的大有人在，美女也可能大剌剌，說到猶太人小氣，又

有誰認識幾個猶太人？不小氣的猶太人也很多。公務員保

守？其實在科層體制下，公務員被要求依法行政，往往是不

能自主決定、法外處理的。外界對於公務員的偏見，包括公

務員很閒、沒有服務熱忱…等，可以改變嗎？當然可以，只

要公務員表現的不一樣，把沒有感情的音調及撲克臉，改成

溫馨的提醒和奉茶，不一樣的服務態度，時間久了，自然就



12

可以改變偏見。

皎眉委員說，未進入公務系統前，不知道公務員真的很

忙，工作有許多困難。「以前在社會局，有民眾申請身障手

冊不合格，居然拿槍出來恐嚇承辦人；還有家暴者，不只會

打太太，連到場訪視的社工員都打。到了考試院，才知道辦

考試很辛苦，考試不是只需要幾張考題，還要借考場、準備

考場，還要找典試委員、命題委員、閱卷委員……，還要入

闈，還要處理試題疑義……」委員相信目前社會對公務員的

想法已經改變，不會認為這是一份輕鬆的工作，現在公務員

的要務是了解如何溝通。「讓我了解你，也讓你了解我」，溝

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方法─傾聽、尊重，需要時間─

重複地做，以誠懇的態度讓衝擊減少，最後偏見自然就會改

變。

公務人員考試報考人數日趨下降，看起來年金改革

似乎已影響年輕人投入公部門的意願，皎眉委員卻認為

公務員還是很棒的選擇，除了工作相對穩定，最重要的

是有很大的場域可發揮，能為國家做出重要的奉獻；而

私部門壓力大，常聽聞 4、50 歲之際就「被退休」，外在

環境改變快，趕不上就會被資遣。皎眉委員分析，求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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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時客氣的說「我是來學習的」在私部門是無法被錄

取的，因為私人企業根本沒時間讓你學習，企業界要的

是「來貢獻所學」的人；在這一點公務人員就不同，在

公務機關學習的機會很多。公務員越肯學習就會得到越

多經驗與能力，不僅創造自己的價值，同時也不會被取

代。她舉例以前企業主管告訴他的例子：有二位員工，

一位努力學習，不是他份內的工作，也樂於參與、幫忙，

結果越來越厲害，另一個能閃則閃，還沾沾自喜少做許

多，但是不做就沒有進步，過了幾年，前者快速升遷，

而後者只能一直原地踏步了。還是那句話「擇你所愛，

愛你所擇」，工作領域沒有那一種比較好，要適才、適所

和適性。

分享成功的密碼

皎眉委員分享，正如同托爾斯泰所說:「幸福的家庭

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成功的人都有

共同的特質，那就是能力和努力。很多人以為能力是先

天的，努力是後天的，但是後天的努力，也增加許多原

來沒有的能力。任何一個成功的人都是比別人更努力

的，皎眉委員分享：「以前常有人對我說你就『能者多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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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我則說其實我是『勞者多能』啦！」努力學習，當

然就會越來越有能力了。

當然機緣也很重要，但那只能剛好遇到，好的機運不

是常常有的。重要的是，「try to do your best 」，做

任何事都要做到最好，永遠把自己準備好，遇到欣賞你

的長官或機會，可以馬上顯現專長。讓自己言之有物，

期許自己成為說話時，別人會抬頭仔細聆聽你說話的人。

心理學家、測驗專家的本色

最後皎眉委員果然還是發揮她的專長，對編輯群進行一

項測驗，問道：「部屬比較喜歡男性主管，還是女性主管? 」

有人回答：「男性部屬可能比較喜歡女性主管，女性部屬可

能比較喜歡男性主管」，委員的答案是：重點是「態度」、「會

尊重部屬、傾聽部屬的主管大家都喜歡」。

唉呀！我們不小心落入皎眉委員問題的陷阱，於是進一

步詢問這位溝通專家在家是否也把家人調理的伏伏貼貼

呢？皎眉委員笑著說，女兒常常會揶揄她說「妳不是溝通專

家嗎？」大家聽了都會心的一笑。她說家人經營的秘訣就是

「花時間，花精力；有心，有技巧」，有心最重要，真誠，

自然日久見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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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專訪，編輯群從皎眉委員身上看到愛、自信與專

業，或許人們只看到她的聰明慧黠，這當下我們更明白了委

員背後的努力與堅毅，我們收穫滿滿的離開，各自在內心注

入了對自己更深的期許。

（採訪者：考選部陳玉貞、王詩慧、歐陽安琪，攝影者：陳

彥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