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目 作者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碩85-01 黃淑珍
個人及環境因素對高雄區小學生家長算命態度的影響之

研究
戴嘉南

碩85-02 范美珍 原生家庭組型與氣氛對父母管教方式之相關研究 楊瑞珠

碩85-03 鄧志平 高中生選擇大學主修科系決策歷程之研究 羅文基

碩85-04 莊訓當 國中已婚教師婚姻滿意度相關因素及其調適之研究 黃正鵠

碩85-05 黃立賢 專科學生休閒興趣相關因素之研究 余嬪

碩85-06 李雪禎 青少年的情緒經驗與父母教養方式之分析研究 楊瑞珠

碩85-07 蘇慧君 三代同住家庭代間關係與青少年生活適應之研究 戴嘉南

碩85-08 簡正鎰 青少年期發展任務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 楊瑞珠

碩85-09 曾文志
成年早期婚姻親密量表之編製及影響婚姻親密之因素探

討
楊瑞珠

碩85-10 連廷誥 專科學生生涯發展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 戴嘉南

碩86-01 張梅菊 國小兒童之家庭動力畫與其家庭關係之相關研究 楊瑞珠

碩86-02 郭志通 國小學生家長非理性信念與其管教方式相關之研究 黃正鵠

碩86-03 黎麗貞
大學女生性別角色、生涯自我效能、生涯阻礙與職業選

擇之相關研究
吳裕益、田秀蘭

碩86-04 劉修全
青少年的父母教養方式、依附-個體化、與自我統合之相

關研究
楊瑞珠

碩86-05 陳貞夙
生涯團體輔導對犯罪青少年生涯信念、生涯自我效能輔

導效果之研究
黃正鵠

碩86-06 王櫻芬
社交技巧訓練對國小攻擊傾向兒童之攻擊行為、社交技

巧與自我效能之影響效果研究
黃正鵠

碩86-07 黃瑛琪
生涯探索團體對高一生涯不確定型學生生涯定向與生涯

決策自我效能預期程度之影響研究
羅文基

碩86-08 梁榮仁 輔導教師的多元文化諮商能力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 楊瑞珠

碩86-09 鍾永吉 國小父母離異兒童的認知心念與情緒反應之研究 楊瑞珠

碩86-10 范靖惠 性別、休閒覺知自由與自我概念之相關研究 余嬪

碩86-11 李青燕 運用畫人測驗衡鑑兒童敵意攻擊特質之分析研究 戴嘉南

碩86-12 陳益綜 諮商中來談者的依附運作模式之分析研究 廖鳳池

碩86-13 林慈玥
現實治療團體諮商對學業欠佳專科生輔導效果之準實驗

研究
廖鳳池

碩87-1 嚴久惠
阿德勒取向遊戲諮商團體對國小社會適應困難兒童輔導

效果之研究
廖鳳池

碩87-2 連廷嘉 國民中小學教師諮詢需求與意願之研究 戴嘉南

碩87-3 劉文宗
專科生自我概念、生涯發展需求與輔導策略之研究--以台

南區為例
楊瑞珠

碩87-4 侯雅齡 國小兒童自我概念量表編製及其相關因素研究 吳裕益

碩87-5 吳麗雲
人際歷程取向團體諮商對不安全依附類型大學生人際困

擾輔導效果之研究
廖鳳池

碩87-6 陳志賢 婚姻信念、婚姻溝通與婚姻滿意度之相關研究 黃正鵠

碩87-7 孫幸慈
認知行為取向團體諮商對國小父母離異兒童之親子關係

信念、情緒感受及行為困擾輔導效果研究
黃正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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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87-8 陳增穎
同儕死亡對青少年之死亡態度、哀傷反應、因應行為影

響之研究
楊瑞珠

碩87-9 張玉鈴
大學生休閒內在動機、休閒阻礙與其休閒無聊感及自我

統合之關係研究
余嬪

碩87-10 蔡純姿 國民小學教師覺知教育改革之工作壓力及因應策略研究 蔡培村

碩87-11 黃鈴喬
不同依附風格夫妻之關係期望、婚姻溝通與婚姻調適之

關係研究
戴嘉南

碩87-12 沈欣怡
高中階段青少年及其父母、老師對青少年發展任務觀點

差異之研究
廖鳳池

碩87-13 鄭如安 諮商歷程中當事人情緒再體驗之分析研究 廖鳳池

碩87-14 陳瑞成
國小輔導主任角色期望、角色壓力與角色踐行之相關研

究
戴嘉南

碩88-01 黃珮怡
桃園縣國中「高危險群青少年辨識與社會技巧彈性課程

方案」實施之評鑑研究
楊瑞珠

碩88-02 鄭德芳 輔導教師工作性格、工作環境與工作適應之相關研究 戴嘉南、田秀蘭

碩88-03 廖宏啟 大學生人際行為之測量及其相關變項之研究 廖鳳池

碩88-04 林秀娟
南區大學生依附類型與其性知識、性態度、性行為之關

係研究
戴嘉南

碩88-05 林家瑩 喪失子女的父母失落與悲傷反應及復原歷程之研究 楊瑞珠

碩88-06 楊秀宜 犯罪青少年的家庭分化系統與其人格特質之相關研究 戴嘉南

碩88-07 王純琪
重症兒童對死亡的覺察、情緒經驗及其父母的反應之研

究-以罹患白血病兒童為例
楊瑞珠

碩88-08 呂素芳
個人建構取向生涯團體諮商方案對專科生生涯建構系

統、決定歷程、決定型態與生涯確定程度之影響研究
黃正鵠

碩88-09 陳雪珍 中學諮商師面對學生抗拒諮商的因應方式之分析研究 廖鳳池

碩88-10 賴美英 諮商中來談者生氣情緒轉化歷程之分析研究 廖鳳池

碩88-11 余幸怡 國小低年級不同特質兒童遊戲行為之比較研究 廖鳳池

碩88-12 陳淑琦
大學理工科系學生生涯自我效能、結果預期、職業興趣

與職業選擇之相關研究
黃正鵠、田秀蘭

碩88-13 姚秀瑛
家庭教育專任人員工作壓力、因應方式與職業倦怠之調

查研究-以台灣地區各縣家庭教育服務中心為例
楊瑞珠

碩88-14 張素貞 「智障者手足」自我概念與生活適應之研究 楊瑞珠

碩88-15 連秀鸞 國中生認知扭曲與攻擊行為之相關研究 黃正鵠

碩88-16 陳郁齡 家庭功能與大學生個體化、生活適應之關係研究 黃正鵠

碩88-17 曾貝露 青少年宗教態度、價值導向與幸福感關係之研究 楊瑞珠

碩89-01 方惠生
社會性攻擊型與非社會性攻擊型學童的社會認知衡鑑結

果之差異比較研究
廖鳳池

碩89-02 李玉卿
國小害羞兒童在遊戲治療團體中互動及改變歷程之分析

研究
廖鳳池

碩89-03 顏宏旭 已婚婦女非理性信念與焦慮、憂鬱傾向之相關研究 黃正鵠

碩89-04 董淑鈴 成年女性藥物濫用者復發歷程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 黃正鵠、楊明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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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89-05 鄭惠文
失業青年之生活壓力、休閒支持、休閒決心與身心健康

之關係研究
余嬪

碩89-06 羅華倩 焦點解決取向團體諮商對高職害羞學生輔導效果之研究 黃正鵠

碩89-07 謝雯鈴
女性生涯團體諮商對技職校院學生生涯相關態度之輔導

效果研究
羅文基

碩89-08 陳明月
高雄市國小高年級學生親子溝通與其性知識、性態度關

係之研究
戴嘉南

碩90-01 王淑玲 高雄市國民中小學學生家長諮詢需求與意願之研究 戴嘉南

碩90-02 陳奕良 薩提爾模式團體方案對青年情侶輔導效果之研究 黃正鵠、卓紋君

碩90-03 許文甄
受震災區國中學生因應策略、社會支持與生活適應關係

之研究
戴嘉南

碩90-04 楊宇彥 離婚女性生涯轉換之分析研究 蔡培村、謝臥龍

碩90-05 周庭芳
保護處分少年友伴選擇、友誼品質與交友網絡之分析研

究
廖鳳池

碩90-06 汪珊妃 具人際困擾傾向大學生之生活型態分析研究 廖鳳池

碩90-07 楊佳幸
高雄區大學生網路使用行為、網路心理需求與網路沉迷

關係之研究
吳裕益

碩90-08 翟智怡 高中職女性校長生涯發展歷程之研究 羅文基

碩90-09 周珍珍 犯罪青少年自尊、困擾問題及其因應行為之研究 黃正鵠

碩90-10 洪利穎 「兒童統覺測驗」實施與應用之研究 戴嘉南

碩90-11 巫雅菁 大學生幸福感之研究 羅文基

碩90-12 翁令珍 個別諮商歷程中人際行為之分析研究 廖鳳池

碩90-13 楊惠婷 藥物濫用青少年生涯發展歷程與生涯建構之研究 吳芝儀、羅文基

碩90-14 李宜靜 婚姻暴力加害人心理經驗之研究 戴嘉南、林家興

碩90-15 洪淑雅
母親參與親子遊戲訓練團體對國小被同儕拒絕兒童親子

關係及社交地位改變之研究
卓紋君

碩90-16 陳靜宜 新婚調適歷程研究 黃正鵠

碩90-17 徐惠媜
三角休閒諮商模式對中輟學生團體輔導之行動研究-榮耀

之役
余嬪

碩90-18 林芸欣 單戀者單戀歷程之分析研究 卓紋君

碩90-19 郭從吉
犯罪青少年的非理性信念、內外控人格特質與生氣情緒

關係之研究
吳松林

碩90-20 陳美娟 國小高年級學童死亡態度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 戴嘉南

碩91-01 陳怡君 憂鬱症患者子女之自尊及其生活適應之分析研究 黃正鵠、楊明仁

碩91-02 徐玉青 訂婚情侶衝突因應、調適歷程之研究 卓紋君

碩91-03 簡文英 薩提爾模式親職成長團體對國中生家長輔導效果之研究 卓紋君

碩91-04 李佩珊 大專院校學生個別諮商結案之分析研究 廖鳳池

碩91-05 李素芬 憂鬱症患者早年家庭經驗及其影響之分析研究 黃正谷、楊明仁

碩91-06 許雅惠 諮商學習者人際經驗與諮商學習困境之分析研究 廖鳳池

碩91-07 曾艷秋
已婚婦女生活目標、目標社會支持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

以高雄市育有國小子女之已婚婦女為例
謝季宏

碩91-08 王翊涵 女性特質國中男學生其校園人際處境之研究 戴嘉南、楊明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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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91-09 劉麗娟 未婚女性關係中自我的移動 林妙容

碩91-10 吳書昀 性別意識的發展歷程-以婦運參與者為例之研究 謝臥龍

碩91-11 鄭雅薇 智障者之正常青少年手足壓力及因應方式之研究 戴嘉南

碩91-12 陳怡如 單身女性輔導教師休閒體驗之研究 余嬪

碩91-13 黃尹杰 國小兒童兩性態度量表編製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 吳裕益

碩91-14 朱惠瓊 與已婚男性交往之未婚女性其心理歷程研究 戴嘉南、謝臥龍

碩91-15 潘郁琪 情慾與禮教的躍動-以未婚女性為例之研究 謝臥龍

碩91-16 李勝江
諮商師與來談者在諮商歷程重要事件之人際行為分析研

究
廖鳳池

碩91-17 翟文棋
生死教育團體方案對高中生的生命意義感與死亡態度影

響之研究
戴嘉南、張淑美

碩91-18 林宜靜 影響國中導師尋求輔導諮詢相關因素之研究 戴嘉南

碩91-19 徐靜芳 研究生生活壓力、社會支持與身心健康之關係研究 林妙容

碩91-20 蔡雪娥 國小早熟女生生理變化之心理與調適研究 戴嘉南

碩91-21 黃玉珍 高市國中學生人格依附類型生活適應與師生關係之研究 戴嘉南

碩91-22 張愛卿 國中生生活適應與害羞感之關係研究 戴嘉南

碩91-23 馮鎮城
高職轉型為綜合高中其職業類科教師角色壓力與調適之

研究
戴嘉南

碩91-24 莊珮真 高中生因應大學多元入學方案生涯決策之研究 羅文基

碩92-01 陳淑華 高雄市國中學生性知識、性態度、性行為之研究 黃正鵠

碩92-02 蔡錦德 不同家庭經濟狀況高中生職業可能自我之差異比較研究 廖鳳池

碩92-03 林麗華 俱人際困擾護專學生依附內在運作模式之分析研究 廖鳳池

碩92-04 蕭雅云 高中生生涯成熟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以高雄地區為例 林妙容

碩92-05 張淑霞 一位活躍參與老年女性之心理社會發展歷程研究 廖鳳池

碩92-06 黃雅羚 青少年自傷經驗之分析研究 林妙容

碩92-07 林金生
國民中學輔導教師工作壓力、因應策略與負向情緒經驗

之研究
戴嘉南

碩92-08 蘇貞 諮商師個案概念化內涵之分析研究-概念構圖法之應用 廖鳳池

碩92-09 鄭鈴諭 被單戀者的拒絕歷程研究 卓紋君

碩92-10 林本蕙 高中生男同志認同歷程之研究 卓紋君

碩92-11 吳佩蒨 大學生早年家庭經驗、解釋風格與生活適應關係之研究 吳裕益

碩92-12 謝孟潔 妻子面對丈夫外遇後的心理歷程之研究 戴嘉南、謝臥龍

碩92-13 章珍貞 女性大學生寂寞心理經驗之研究 黃正鵠

碩92-14 林詠娟 國民中學數學低成就學生分數概念學習困難診斷之研究 吳裕益

碩92-15 楊美婷 目睹父母婚姻暴力之成年子女生命歷程探究 卓紋君

碩92-16 莊慧芬
兒童與家庭諮商中諮商師協助父母個人化歷程之分析研

究
廖鳳池

碩92-17 陳美秀
國中生知覺父母婚姻衝突、負向情緒經驗與異性交往態

度之相關研究
卓紋君、林本喬

碩92-18 李愛華 高雄市國中學生家長對親職教育需求之研究 卓紋君

碩93-01 洪雪雅 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家庭因素之整合分析 吳裕益

碩93-02 林續琴 國中生生活壓力、因應策略與負向情緒經驗之研究 黃正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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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93-03 吳珮瑱 女諮商師協助性受虐者心理歷程之研究 林妙容

碩93-04 邱絨軒 沉迷網路遊戲高中生心理經驗之研究 黃正鵠、楊明仁

碩93-05 劉寶惠 性交易中輟少女兩性交往之研究 卓紋君

碩93-06 曾正奇 諮商初期來談者抗拒行為之分析研究 廖鳳池

碩93-07 陳聰興 老人諮商需求與諮商意願之研究 林妙容

碩93-08 楊秀玫
諮商實況記錄訓練團體對義務張老師個案概念化能力及

諮商員效能之效果研究
廖鳳池

碩93-09 林秋燕 失戀歷程及復原力展現之分析研究 卓紋君

碩93-10 邱聖玲 中學生網路沉迷與改善歷程之研究 戴嘉南

碩93-11 邱富琇 兒童之親子溝通、壓力因應方式與其幸福感之相關研究 黃正鵠

碩93-12 侯怡君 害羞大學生社交情境之心理歷程與特質研究 黃正鵠

碩93-13 孫兆玓 情傷經驗者在完形取向諮商中的改變歷程研究 卓紋君

碩93-14 黃英虹
隔代教養與非隔代教養方式對青少年自我認同影響之比

較研究
林妙容

碩93-15 王純瓊 輔導活動資深教師與新手教師課堂教學表現之分析研究 廖鳳池

碩93-16 劉秀雅 完形取向喪慟團體對喪親國中生之輔導效果 卓紋君

碩93-17 張佩娟 國中輔導教師社會支持與其輔導角色實踐相關之研究 戴嘉南

碩93-18 盧怡任
台南市行為困擾國中生之非理性信念與焦慮、憂鬱情緒

之相關研究
黃正鵠

碩93-19 葛璇華
智障者家長之自我概念及其自我成長歷程與自我效能之

研究
戴嘉南

碩93-20 許仲輝
生活適應困擾之智能障礙個案在個人中心遊戲治療中改

變歷程之研究
林妙容

碩93-21 曾麗華
國中教師社會支持、問題解決態度與輔導諮詢態度相關

之研究
戴嘉南

碩93-22 李珮琳
焦點解決取向團體諮商成效及其療效因子之分析研究～

以國中低自尊學生為例
林妙容

碩93-23 陳怡娟 國中學生之同儕對其性態度的影響之研究-以高雄市為例 林妙容

碩94-01 楊佳穎 師生諮商雙重關係之經驗探究 林妙容

碩94-02 吳靜婉 中間子女早年家庭經驗及其影響之分析研究 林妙容

碩94-03 陳春曲
諮商歷程中諮商師感受到衝擊訊息及人際行為之分析研

究
廖鳳池

碩94-04 戴玉錦 高中職輔導教師生命意義感與輔導自我效能關係之研究 戴嘉南

碩94-05 趙心暐 國中生的氣質、父母教養方式與生活適應之相關研究 戴嘉南

碩94-06 蔡孟倫 社會技巧訓練團體對國小害羞兒童輔導效果之研究 林妙容

碩94-07 黃虹菱 憂鬱傾向高中生核心信念之分析研究 廖鳳池

碩94-08 陳黃秀蓮 技職校院學生生活壓力、生命意義與自殺意念之研究 謝季宏

碩94-09 莊雅燕 高雄縣市高中職導師輔導諮詢滿意度及相關因素之研究 戴嘉南

碩94-10 蘇曉憶
青少年親子關係、完美主義、自尊與其憂鬱傾向之相關

研究
戴嘉南

碩94-11 蔡欣茹 受婚姻暴力婦女自我認定重建歷程之分析研究 廖鳳池

碩94-12 邱小淨 論述之外，主體之內-女同志情傷經驗之研究 謝臥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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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94-13 黃啟明 焦點解決諮商對二分一學分不及格大專生運用之研究 戴嘉南、陳清泉

碩94-14 陳慧足 選擇焦點解決短期諮商與輔導老師效能之相關研究 林妙容

碩94-15 謝文清 原住民國中學生輔導需求評估之調查研究-以南投縣為例 林妙容

碩94-16 謝時 焦點解決短期心理諮商對青少年親子互動之效果研究 陳清泉

碩94-17 李伊淑 認知治療對憂鬱傾向國中生諮商歷程與效果之分析研究 廖鳳池

碩94-18 黃錦敦 受虐少年接受寄養安置之適應歷程研究 卓紋君

碩94-19 林家如 身體受虐兒童在遊戲治療中改變歷程之分析研究 林妙容

碩94-20 丁麗美 父女亂倫家庭中母親之創傷研究 廖鳳池

碩94-21 李俊珍
現實治療團體對戒治所受戒人之自我概念、自我控制自

我效能之輔導成效研究
丁原郁

碩94-22 高毓玲
軍校高中生生涯成熟程度、生涯不確定程度與生涯決定

狀態之相關研究
丁原郁

碩94-23 賴逸琳 愛情發展與結束歷程中自我的轉化 卓紋君

碩94-24 林展穗 繪本團體對國小情緒困擾兒童輔導之研究 林妙容

碩94-25 林惠萍 已婚職業婦女退休歷程探討--以國小教師為例 羅文基

碩94-26 黃英如
精神科護理人員工作壓力、因應策略與身心健康之相關

研究
丁原郁

碩94-27 駱淑華
薩提爾模式親職成長團體對國小學童父母輔導效果之研

究
卓紋君

碩95-01 廖冠婷
高雄縣國民小學教師覺知教育改革壓力、職業倦怠與求

助態度關係之研究
蔡培村

碩95-02 錢靜怡 自殺企圖者人格特質與希望感之研究 丁原郁

碩95-03 王怡蓉 現實治療團體諮商對學業低成就高中生輔導效果之研究 丁原郁

碩95-04 李怡萍 夫妻依附風格、婚姻親密與寂寞感之相關研究 丁原郁

碩95-05 余祥雲
慢性病童與主要照顧者在親子遊戲治療中互動及改變歷

程之分析研究
林妙容

碩95-06 謝至傑
企業諮商中現實治療團體對績效落後員工輔導成效之研

究
丁原郁

碩95-07 鄭雪伶
現實治療團體諮商對身體意象不滿的女性大學生輔導效

果之研究
丁原郁

碩95-08 李如珺 諮商師自我照顧經驗研究—以協助自殺企圖者為例 丁原郁

碩95-09 林盈君 兒童虐待施虐者接受諮商經驗之敘說研究 廖鳳池

碩95-10 余郁雯
國小高年級學童同儕衝突因應策略、負向情緒經驗與幸

福感之相關研究
戴嘉南

碩95-11 劉育姍
理情親職團體諮商對非理性信念國中生家長親子關係之

效果研究
黃正鵠

碩95-12 陳慧琳
資源式中途班與回歸普通班中輟復學生學校適應之比較

研究
丁原郁

碩95-13 宋心蕙 諮商歷程中當事人情緒星座轉變之分析研究 廖鳳池

碩95-14 胡斐瑜

充權賦能社會技巧訓練方案對國小高年級「退縮-被拒

絕」學童人際關係、社會自尊和自我效能之影響效果研

究

廖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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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95-15 黃淑慧 現實治療訓練課程對國中學生人際關係輔導效果之研究 丁原郁

碩95-16 巫志忠 青少年時期喪失手足悲傷經驗之敘說分析 卓紋君

碩95-17 施夙真
軍校生內外控信念與其生活適應之關係研究—以空軍航

空技術學院為例
吳松林

碩95-18 黃俊豪
生活作息結構分析程式設計及其在輔導諮商應用之評估

研究
羅文基

碩96-01 黃慧森 共許生涯願景－高中生敘事取向生涯探索團體的故事 廖鳳池

碩96-02 顏姿吟 高中生自尊、生氣歷程與其憂鬱情緒關係之研究 戴嘉南

碩96-03 侯瑾瑜 熟齡-非自願單身未婚女性自我轉化經驗之研究 卓紋君

碩96-04 魏妏珊
低收入戶就讀大專校院子女生活困境與奮起經驗之敘說

研究
廖鳳池

碩96-05 杜佳紋 一位來談者在諮商歷程中的體驗與改變之分析研究 廖鳳池

碩96-06 吳文平 國小高年級學童網路交友與人際關係品質之相關研究 丁原郁

碩96-07 許淑婷
高中職教師現代性、傳統性心理特徵與同性戀態度之相

關研究
丁原郁

碩96-08 蔡震邦 成年男性藥物濫用者復發預測之研究 戴嘉南

碩96-09 陳偉任
認知行為團體治療對女性門診憂鬱症患者治療效果之研

究
戴嘉南

碩96-10 蘇俊賢 性侵害加害人治療者的心理衝擊與自我調適之研究 卓紋君

碩96-11 黃金昌
已婚婦女非理性信念與焦慮、憂鬱傾向關係之探討─以

求助精神科門診個案為例
戴嘉南

碩96-12 方韻珠
親子關係緊張之青少年與其母親的人際互動歷程之分析

研究
廖鳳池

碩96-13 鄭麗文
運用焦點解決諮商協助即將出校學生之行動研究－以明

陽中學為例
陳清泉

碩96-14 金毓慶
愛滋病毒感染者的社會支持、非理性信念與情緒困擾之

關係研究
吳松林

碩96-15 葉明哲 配對夫妻之基本需求強度與其婚姻滿意度之相關研究 丁原郁

碩96-16 林志清 男伴男行-男同志伴侶生活經驗之探究 甘桂安

碩96-17
釋見杰(唐淑

媛)
台灣佛教比丘尼生涯之錨的分析研究 甘桂安

碩96-18 陳德嫺
父母管教方式與同儕團體特質對國小高年級學童生活適

應之影響
丁原郁

碩96-19 李冠興 將婚情侶參加薩提爾取向婚前諮商之改變經驗 卓紋君

碩96-20 蘇錦裕
「家庭暴力防治課程」對國中生家庭暴力知識與態度影

響之研究
謝季宏

碩96-21 王愛麗 自我傷害青少年復原力之研究 甘桂安

碩96-22 賴幸瑜 具憂鬱症狀兒童之家庭經驗分析研究 甘桂安

碩96-23 李美媛 女性自殺企圖者的生命經驗之研究 甘桂安

碩96-24 塗倚芳
社會技巧團體對國中女生社會技巧、人際問題解決態度

及生活適應之效果研究
吳松林

碩96-25 劉玲珍 虐待子女之母親生活經驗分析研究 廖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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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96-26 邱美綺
諮商心理專業旅程的啟航－實習諮商心理師實習經驗之

敘說研究
廖鳳池

碩96-27 余挺毅
國民小學輔導教師多元文化諮商能力及其相關因素之研

究
黃正鵠

碩96-28 卓翠玲 人際困擾當事人接受網路即時諮商之研究 戴嘉南、王智弘

碩96-29 黃小蔘
國中生與其父親對父職參與之知覺、知覺差異及其父子

關係之研究
卓紋君

碩96-30 王寶慧 準諮商心理師的諮商自我效能與生涯承諾之相關研究 丁原郁

碩96-31 李玉珊 大學生的分手方式、個人特質與分手衝擊之相關研究 卓紋君

碩97-01 陳玲菲
現實治療親職團體對國小父母教養態度與親子溝通輔導

效果之研究
丁原郁

碩97-02 陳玲玲 青少年自我概念因應策略與其憂鬱之相關研究 連廷嘉

碩97-03 邱育姿 大學生異性友誼和愛情之探討 卓紋君

碩97-04 楊韻慧 歷經家庭暴力青少年兩性交往之研究 卓紋君

碩97-05 林荷芳
諮商師的親職化經驗在諮商專業的自我覺察與因應之研

究
甘桂安

碩97-06 陳淑卿
三種不安全依附類型高中生依附內在運作模式之分析與

比較研究
廖鳳池

碩97-07 盧鴻文 曾遭遇家庭內性侵害者家庭經驗之探究 甘桂安

碩97-08 陳嬿茹
不同社會計量地位國中生的疏離感、依附關係與學校生

活適應之相關研究
戴嘉南

碩97-09 陳怡伶
已婚生育婦女人格特質、婚姻生活滿意度與產後憂鬱傾

向之相關研究
戴嘉南

碩97-10 鄭百州
認知行為取向因應技術訓練對國小高社交焦慮兒童輔導

效果之研究
廖鳳池

碩97-11 劉秀菊
現實治療團體諮商對國小高年級國語低成就學生之輔導

效果研究
丁原郁

碩97-12 謝慧嫺
宇宙能另類療者之生涯決定研究—以美濃宇宙能醫學中

心療者為例
丁原郁

碩97-13 陳彥名 諮商師尋求諮商服務態度之分析研究 丁原郁

碩97-14 李招美 影子爸爸：成年女性之父親心理缺席經驗探討 甘桂安、劉明秋

碩97-15 陳美伶 國小獨生子女親子關係之分析研究 甘桂安

碩97-16 曾慧芬 一位截肢少女的生命故事及其復原力之探究 陳清泉

碩97-17 李秉倫 女性諮商員自我實現歷程之敘說研究 甘桂安

碩97-18 黃毓萍 大學生選擇音樂作為分手調適之效果研究 卓紋君

碩97-19 陳鈞屏
台南縣國中生完美主義類型、學業表現與幸福感之相關

研究
丁原郁

碩97-20 楊明偉 矯正學校學生學校生活適應與生涯自我概念之相關研究 戴嘉南

碩97-21 薛惠云 國小學童希望、自尊與生活適應之相關研究 戴嘉南

碩97-22 鄭翔好 婚前性行為成年女性主觀經驗之研究 甘桂安

碩97-23 孫毓璟
高雄市尋求輔導諮詢之國小導師對輔導室專業形象知

覺、諮詢意願與滿意度之相關研究
戴嘉南

碩97-24 張綺瑄 國中生父母管教、依附風格與社會焦慮之相關研究 戴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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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97-25 蘇湘玲
現實治療團體對HIV感染受刑人之自我控制、壓力知覺與

因應方式之輔導成效研究
丁原郁

碩97-26 蔡佩芳
家庭主婦個人傳統性、現代性與其生涯阻礙、生涯自我

效能之相關研究
丁原郁

碩97-27 黃思騰
現實治療課程對高中籃球代表隊學生挫折忍受力之輔導

效果
丁原郁

碩97-28 洪敏峰 發展多重戀情者愛情經驗之研究 卓紋君

碩97-29 賴玉卿 國中經常缺課學生生活經驗之分析研究 廖鳳池

碩97-30 洪怡菁
HIV感染受刑人的人格特質、社會支持與希望感之相關研

究
丁原郁

碩97-31 陳怡樺 狗醫生志工的生命經驗敘說 甘桂安

碩97-32 葉政憲
國小高年級隔代教養家庭學童氣質、自我概念與學校生

活適應之相關研究
戴嘉南

碩97-33 陳宗興
完形取向團體對未成年時期經歷父母離異之大學生的諮

商效果研究
卓紋君

碩97-34 余思潔
國小高年級學童電視收視行為與其自我概念、人際關係

之相關研究
吳明隆

碩97-35 王盈華 心錨法對有學校生活困擾的國中生改變歷程之研究 丁原郁

碩97-36 林子翔 體驗治療取向諮商師學習歷程之敘說研究 甘桂安

碩97-37 吳欣華
大學生之生涯決策型態、人格特質與生涯成熟關係研

究—以高屏區域為例
丁原郁

碩97-38 黃致慧 藝術治療師專業認同之研究 甘桂安

碩97-39 李佩娟
台南縣市大專女性學生個人傳統性、個人現代性、華人

多元特質自尊與共依附之相關研究
丁原郁

碩97-40 許晴閔
國小兒童知覺父母情緒智力與兒童樂觀信念、幸福感之

相關研究
戴嘉南

碩97-41 紀靜江
高攻擊兒童與高焦慮兒童在屋-樹-人測驗表現上之差異研

究
廖鳳池

碩97-42 金玲娜
認知行為輔助數學補救教學對數學低成就高焦慮國中學

生輔導效果研究
廖鳳池

碩97-43 簡秀雯
理情行為團體諮商對跨國婚姻家庭兒童理性信念、自我

概念及生活適應之效果研究
黃正鵠

碩97-44 楊婉芸 死亡的禮物：一個依附、幻滅與改變的生命敘說 黃正鵠、賴成斌

碩97-45 曾美鳳 心理師於當事人在諮商期間自殺後之心理經驗 黃正鵠

碩97-46 王玟嵐 中年喪母女性對喪母事件的意義建構之研究 吳秀碧、鈕文英

碩97-47 許清練
輔導教師與導師合作歷程下的班級經營之行動研究~以三

個國中班級為例
吳明隆

碩97-48 蔡月梅 有固定戀情之國中女學生愛情內涵分析研究 廖鳳池

碩97-49 林弘曆 憂鬱傾向兒童在兒童中心取向遊戲治療之歷程分析研究 張高賓

碩97-50 張琦萍 癌症病逝者其配偶靈性正向經驗之分析 丁原郁

碩97-51 鄭琇鳳 不孕婦女婚姻關係之調適歷程研究 甘桂安

碩98-01 陳汯諄 心理師解釋形態、角色壓力與職業倦怠之相關研究 戴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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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98-02 馮雅卿
經歷父母婚姻衝突之未婚女性在愛情關係中依附運作模

式之分析研究
廖鳳池

碩98-03 薛麗容
國小高年級學童親子關係與憂鬱傾向之相關研究～以高

雄市為例
甘桂安

碩98-04 陳紫瑀
青少年完美主義、心理分離-個體化與自傷行為之相關研

究
丁原郁

碩98-05 蔡如棠 父親心理缺席之成年女性其親密關係之經驗研究 甘桂安

碩98-06 林秀玲 喪子女佛教徒之哀傷意義重構歷程研究 戴嘉南

碩98-07 陳清文
便利商店員工之社會焦慮、社交技巧、工作滿足與工作

績效關係之探討
廖鳳池

碩98-08 陳靜怡 高雄市國小教師人格特質、需求困擾與快樂之關係研究 戴嘉南

碩98-09 張佳鈴
國小高年級學童家庭氣氛、學習風格與學業成就之關係

研究
戴嘉南

碩98-10 趙榆茹 國中生親子關係、情緒調整與友誼關係之研究 戴嘉南

碩98-11 顏禎慧
實習諮商心理師與個案及督導互動經驗與其諮商專業成

長之分析研究
廖鳳池

碩98-12 盧宜蔓 大學生的溝通姿態、自尊與人際關係之相關研究 卓紋君

碩98-13 詹碧雲 女性癲癇者面對生涯挑戰的正向心理探討 丁原郁

碩98-14 李如玉 諮商師完美主義與專業耗竭之相關研究 丁原郁

碩98-15 黃莉雅
國小高年級學童氣質、手足關係與同儕衝突因應策略之

相關研究
戴嘉南

碩98-16 馬冠礼 共依附特質成年女性其親密關係主觀經驗之研究 丁原郁、鈕文英

碩98-17 林秀怡 高雄市自殺死亡率與社會指標之相關研究，2001-2007 丁原郁

碩98-18 邵意雯
國小級任教師輔導知能與師生關係之相關研究─以台南

縣市為例
甘桂安

碩98-19 陳慧融 大學生終極關懷、因應行為及憂鬱傾向之關係研究 丁原郁、陳志賢

碩98-20 張藝馨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兒童遊戲治療師接案經驗之探究 甘桂安

碩98-21 徐秀慧
廣論教授用於改善心理困擾之經驗探討－以福智團體學

員為例
卓紋君

碩98-22 湯誼文
自我傷害青少年所認知生活中具傷害性境遇、自我傷害

行為反應內涵及因應策略之分析研究
廖鳳池

碩98-23 臧琪瑜 高雄市國中生異性友誼與愛情概念之分析研究 卓紋君

碩98-24
紗娃‧吉娃

司
走過婚姻來時路～已婚女雙性戀伴侶關係之探究 丁原郁

碩98-25 陳綉裙 受虐婦女於庇護安置期間之需求評估調查研究 卓紋君

碩98-26 林漢瓊 歷經家庭暴力子女婚姻生活之敘說研究 甘桂安

碩99-01 劉依盈 於愛情關係中遭遇嚴重謊言之當事人的經驗研究 卓紋君

碩99-02 黃鈴淯
高雄市國中生的父母教養方式、依附類型與其解釋風格

之相關研究
戴嘉南

碩99-03 卓佳慧 微型創業女性生涯發展歷程之研究 甘桂安

碩99-04 李佳蓉 大學生親子關係、生命態度與墮胎態度之相關研究 丁原郁、陳志賢

碩99-05 李勉禛 老人自由需求符合程度、社會支持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 丁原郁、陳志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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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99-06 陳祺杰
實習諮商心理師在諮商時之情緒反應及諮商中自我之探

究
廖鳳池

碩99-07 余慧貞 憂鬱傾向高中生的不良認知內容之分析研究 廖鳳池

碩99-08 陳孟芳 遭受約會暴力之年輕女性心理歷程之分析研究 廖鳳池

碩99-09 李育禪 高中生的親子關係、同儕關係與自我統合之相關研究 吳明隆

碩99-10 謝維禎 國中學習障礙學生生涯自我概念及生涯決定之相關研究 吳明隆

碩99-11 杜育真
父母在與國中階段子女親子互動中生氣情緒經驗之分析

研究
廖鳳池

碩99-12 王韋琇
現實治療團體對急重症單位女性護理人員之壓力反應和

因應策略之影響
丁原郁

碩99-13 金音如 諮商師工作價值觀、工作滿意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 丁原郁

碩99-14 余靜怡 不孕婦女復原歷程暨復原力因子之敘說分析 丁原郁

碩99-15 楊月棋
國小高年級學童父母教養方式、依附關係與情緒智力關

係之研究－以台中縣市國小為例
戴嘉南

碩99-16 張郁君
未婚男女個人傳統性、現代性、性別角色與婚姻態度關

係之研究
吳明隆

碩99-17 劉芳婷
大專院校不同層級諮商工作者與來談者結案行為之比較

研究
廖鳳池

碩99-18 王敬偉 超個人心理治療取向諮商師生命歷程之敘說研究 甘桂安

碩99-19 史捷 大學生人格特質、人際溝通能力與愛情態度的相關研究 戴嘉南

碩99-20 梁家瑜 焦點解決團體諮商對國小學習障礙學生之輔導效果 鈕文英

碩99-21 陳盈心 獨居年長者喪偶與家庭關係變化之經驗研究 卓紋君

碩99-22 蕭雅渝
國小女教師在教學情境中生氣情緒之認知內涵與行為反

應分析研究
廖鳳池

碩99-23 劉雅君 大學生早期家庭經驗及其愛情關係衝突因應之分析研究 許雅惠

碩99-24 林佳誼
國中生分離-個體化、依附品質與生活適應之相關研究-以

高雄縣市為例
戴嘉南

碩100-01 呂伊琳 實習諮商心理師接觸自殺個案經驗之敘說研究 廖鳳池

碩100-02 孔德縈 負傷的諮商心理師自我療癒經驗之探究 甘桂安

碩100-03 黃志傑 核心就業力模式驗證與分析－以應屆畢業大學生為例 丁原郁

碩100-04 邱羣倫
社會認知生涯理論之興趣模式驗證與比較分析研究─以

逢甲大學電機學院大一學生為例
丁原郁

碩100-05 黃馨慧
已婚女性諮商專業人員的工作-家庭衝突與生涯承諾之相

關研究
丁原郁

碩100-06 蔡明芳
現實治療團體對期貨交易者之交易負向情緒、交易制控

信念與交易績效之輔導成效
丁原郁

碩100-07 梁遠如
大高雄地區國中生依附風格、失落經驗與生活適應之相

關研究
吳明隆

碩100-08 鄭翔尹 因第三者介入而分手者其愛情態度轉化之研究 甘桂安

碩100-09 陳佳音 失能老人照顧者之主觀照顧經驗及家庭韌力研究 甘桂安

碩100-10 蔡明君
成年前期未婚女性在親密關係中對第三人依戀經驗之研

究
甘桂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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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100-11 周孟蓁
無法給予結婚承諾的適婚年齡女性在親密關係中經驗之

探究
甘桂安

碩100-12 董晏佑
大學生正向情緒、內外控信念與壓力因應策略之相關研

究
戴嘉南

碩100-13 陳宛鈴 自我轉化歷程與親密關係移動經驗之探究 卓紋君

碩100-14 黃之盈
現實治療團體對大學生生涯發展阻隔因素和生涯決策自

我效能之輔導效果研究
丁原郁

碩100-15 梁藝陵 機構老人家庭功能、寂寞感與憂鬱程度關係之研究 戴嘉南

碩100-16 顏欣怡
大學生情侶的愛情風格、溝通姿態與關係滿意度和承諾

度之對偶分析研究
卓紋君

碩100-17 王姵雯 國中生自傷行為、失落經驗與依附風格傾向之相關研究 卓紋君

碩100-18 黃如璽 國中生失落經驗、悲傷反應與因應行為之研究 卓紋君

碩100-19 張家淇
國小高年級學生同儕性討論及其性知識、性態度關係之

研究
戴嘉南

碩100-20 尹雪梅 成年子女面對自殺未遂母親的衝擊與調適經驗 許雅惠

碩100-21 潘玫秀
隔代教養學童的自我概念、情緒穩定與人際關係之相關

研究
吳明隆

碩100-22 張育德 無聲的救贖—一個成年男性自我傷害者的生命故事 廖鳳池

碩100-23 莊馥菁 國小攻擊傾向兒童參與團體遊戲治療之經驗分析 甘桂安

碩100-24 尤家欣
單身國中教師內在自身條件、擇偶偏好與婚姻態度之相

關研究
吳明隆

碩100-25 盧綵蓉
正向心理團體對挫折大學生正向情緒及挫折復原力輔導

效果之研究
戴嘉南

碩100-26 蘇益志
一位助人者學習與應用薩提爾模式家族治療對性侵少年

輔導之行動敘說研究
戴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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