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學報目錄
第一期 諮商輔導文粹
01. 親子離合關係與家問題

余德慧、蔡怡佳

02. 諮商輔導歷程中性別偏見議題的探討

謝臥龍、駱慧文、糠明珊

03. 諮商歷程中之改變與認知—情緒之關係

何長珠

04. 過動兒的診斷與病因探討

何志培

05. 三十歲轉型期生涯猶豫決定型社會青年的壓力調適

黃玫瑰

06. 宗教的生死觀與臨終輔導

劉修全

07. 多元化諮商本質與要素

楊瑞珠

第二期 諮商輔導文粹
01. 整合式青少年偏差行為諮商模式簡介

廖鳳池

02. 各級學校諮商員對女性案主性別角色與特質認知之
比較研究

謝臥龍、莊勝發、駱慧文

03. 青少年發展任務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

簡正鎰

04. 台灣社區輔導的省思：由乩童的助人行為談起

陳志賢

05. 諮商質化研究初探

連廷嘉

06. 心理劇團體諮商模式理念與應用

張玉鈴

07.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Change：Implications in
Counseling Taiwan Chinese Families

楊瑞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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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 諮商輔導文粹
01. 諮商師接案方式自我分析方法初探

廖鳳池

02. 諮商歷程研究的理念在訓練效果評估上的應用與發現

周玉真

03. 諮商歷程中當事人情緒改變之探討

鄭如安、廖鳳池

04. 婚姻信念、婚姻溝通與婚姻滿意度之相關研究

陳志賢、黃正鵠

05. 影響國中教師尋求專業諮詢意願之因素探討

連廷嘉、戴嘉南

06. 國小輔導主任角色期望、角色壓力與角色踐行之相關研究

陳瑞成、戴嘉南

07. 兒童諮商個案報告：一位分離焦慮兒童的遊戲治療

孫幸慈、陳信昭

08. Career Counseling in Cultural Contexts：A Guidance
Curriculum Model for At-Risk Taiwan Chinese Adolescents

楊瑞珠

第四期 諮商輔導文粹
01. 中學諮商師面對學生抗拒諮商的因應方式之分析研究

陳雪珍、廖鳳池

02. 國中學生的認知扭曲思考與攻擊行為的關係研究

連秀鸞、黃正鵠

03. 人際行為量表之編製及其相關變項之研究

廖宏啟、廖鳳池

04. 在諮商過程中諮商員自我開放行為

吳櫻菁

05. 遊戲治療過程分析初探：一個具攻傾向兒童在遊戲治療
鄭如安
的轉變過程分析
孫幸慈

06. 兒童遊戲治療個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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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期 諮商輔導文粹
01. 臺灣人愛情發展的歷程初探兼論兩性輔導之重點

卓紋君

02. 國小害羞兒童在遊戲治療團體中互動歷程之分析研究

李玉卿、廖鳳池

03. 諮商中來談者生氣情緒轉化歷程之分析研究

賴妍諼、廖鳳池

04. 導師班級訓輔工作施行效果之定量性評估

陳恆霖

05. 從新得力(Empowerment)之治療概念與運用技巧

廖本富

06. 一個嚴重偏差行為青少年的輔導案例報告

鄭如安

第六期 諮商輔導文粹
01. 兒童攻擊行為的社會認知衡鑑—人際衝突問題情境
衡鑑方法

方惠生、廖鳳池

02. 母親參與親子遊戲訓練團體對國小被同儕

洪淑雅、卓紋君

03. 社會行為結構分析法在個別諮商歷程研究上的應用

翁令珍、廖鳳池

04. 心理健康諮詢模式與行為諮詢模式的比較分析

戴嘉南、連廷嘉

05. 完形團體的介紹與應用—一個小團體經驗的分享

范幸玲

06. 布偶在親子遊戲治療中的應用

孫幸慈

07. 角色扮演技術在個別諮商中的運用—從心理劇的輔角
談起

黃進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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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期 諮商輔導文粹
01. EQUIP方案對高危險群青少年認知扭曲之團體諮商效
戴嘉南、連廷嘉、陳志賢
果研究
02. 災區大學生焦點解決團體諮商效果研究之研究

許維素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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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勝江、廖鳳池

04. 高中職專任輔導教師繼續專業教育需求之調查研究

陳志賢、黃正鵠

05. 現象學方法在團體諮商實務中的應用

許鶯珠、黃玲蘭

06. 團體諮商過程中倫理問題及案例的討論

范幸玲

07. 兒童諮商督導歷程探討

孫幸慈

第八期 諮商輔導文粹
01. 諮商督導歷程中督導角色與督導焦點之分析研究─
以區辨模式為架構

徐西森

02. 影響台灣南部地區女大學生生涯不確定感因素之探討

謝茉莉

03. 訂婚情侶衝突與因應歷程之分析

徐玉青、卓紋君

04. 高中生同儕生涯團體輔導效果之研究

莊涵茹、羅文基

05. An Empirical Study of Attachment, Psychosocial
林妙容
Adjustment,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n Adolescence.
06. The Effect of Family Environment, personality, and SelfEfficacy on Career Indecision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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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期 諮商輔導學報
01. 詮釋學在諮商歷程研究中的應用—以胡賽爾的超驗
現象學方

陳慧女

02. 初為人父母心裡調適歷程之研究

陳志賢、戴嘉南、連廷嘉

03. 高雄地區青少年逃家經驗之調查研究

廖鳳池、計雅惠、翁令珍

04. 表達性藝術治療團體對災區婦女創傷之效果研究

賴念華

05. 不同性別、志願序學校、家庭經濟狀況高中生職業
可能自我之差異研究

蔡錦德、廖鳳池

第十期 諮商輔導學報
01. 音樂治療理論模式的比較分析－以奧福音樂治療團
體之效果研究為例

黃創華、吳幸如

02. 受督導者對諮商督導過程的影響因素－從受督導者
的知覺檢

許韶玲

03. 焦點解決取向團體方案對高職學生諮商效果之研究

羅華倩、黃正鵠、連廷嘉

04. 督導區辨模式之督導內涵分析－以一位受督導者為
例

鄭如安

05. 完形治療團體中主角成員個人工作之歷程研究

卓紋君、張淑芬、高琇玲

第十一期 諮商輔導學報
01. 完形取向遊戲治療對兒童害羞行為的改變效果研究

謝曜任、徐西森

02. 婚變婦女因應婚姻危機歷程之初探研究

徐西森、連廷嘉

03. 復原力對離婚後個人適應之影響研究

蔡群瑞、蕭文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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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怡任、黃正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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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期 諮商輔導學報
01. 實務工作者對於兒虐者親職教育輔導課程需求評估
之探討─以兒童福利聯盟高雄中心87-91年所承辦強 蔡素琴、廖鳳池
制親職教育工作為例
02. 督導中重要事件內涵之分析研究

鄭如安、廖鳳池

03. 台灣青少年生涯團體諮商效果之整合分析研究

黃瑛琪、戴嘉南、張高賓
連廷嘉

04. 青少年自傷經驗發展歷程之分析研究

黃雅羚、林妙容

05. 不同背景變項督導人員諮商督導能力之差異研究

徐西森

第十三期 諮商輔導學報
01. 身體受虐兒童親子關係重建模式之初探研究

鄭如安、廖鳳池

02. 從國內將婚伴侶的婚姻承諾談婚前教育

謝文宜

03. 焦點解決短期諮商對繼親兒童親子關係輔導效果之研究 林怡光、蕭文
04. 死亡教育課程對高中生死亡態度、憂鬱感及自我傷害行
葉寶玲
為影響效果之研究

第十四期 諮商輔導學報
01. 復原力保護因子效果概化之統合分析

曾文志

02. 生涯輔導課程方案對高三學生生涯自我效能及生涯
定向之效困研究

黃瑛琪、連廷嘉、鄭承昌

03. 國內學齡兒童憂鬱症狀之分析研究

張高賓、戴嘉南、楊明仁
顏正芳

04. 家庭內性侵害受害者之性受害經驗、適應症狀與諮
商介入情形之分析研究

陳慧女、廖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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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期 諮商輔導學報
01. 長期離家出走青少年親子離合關係變化之研究

陳志賢、戴嘉南

02. 安非他命及海洛因使用者之藥物使用行為與信念分析 郭文正
03. 兒童憂鬱評定量表編製及其信、效度之檢定

張高賓

04. 被單戀者的拒絕歷程及其心理經驗之分析研究

卓紋君、鄭鈴諭

第十六期 諮商輔導學報
01. 大學諮商學習者受輔經驗之調查研究

林家興

02. 諮商督導歷程中督導者回饋介入事件、回饋介入時
機與意圖之分析研究

許雅惠、廖鳳池

03. 原住民高中生參與「敘事取向生涯探索支持性團
體」之團體效果研究

簡文英、陳增穎、連廷嘉

04. 大專輔導教師專業發展程度、專業心理需求滿意度
與工作倦怠之相關研究

藍菊梅、戴嘉南、陳筱萍

第十七期 諮商輔導學報
01. 家庭變故兒童在遊戲治療中自我療癒歷程之研究

林秀玲、陳志賢、戴嘉南
余祥雲

02. 焦點解決取向團體諮商對青少年網路成癮行為之成
效研究

連廷嘉

03. 高中職輔導教師「專業承諾」量表編製報告

劉福鎔、林清文

04. 繪本讀書治療取向之助人行為介入方案對國小學童
利社會道德推理、助人意願與助人行為實踐之效果
研究

林維芬、陳意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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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期 諮商輔導學報
01. 一位少年殺人犯的生命經驗之敘事研究

楊秀宜

02. 接受完形取向諮商歷程之自我敘說分析

張淑霞

03. 高中生共許生涯願景的故事：敘事取向生涯探索團
體之研究

黃慧森、廖鳯池

04. 彰化縣專業諮商人員介入國小校園輔導工作實驗方
案評估研究

方專生、戴嘉南

05. 青少年完美主義、自尊與其憂鬱傾向之相關研究

蘇曉憶、戴嘉南

第十九期 諮商輔導學報
01. 為什麼要上學？─ 三位國中瀕臨中輟的改變歷程

汪敏慧、鍾思嘉

02. 浴火鳯凰：一位喪子母親的哀傷調適與意義重建歷
程研究

林秀玲、戴嘉南、黃瑛琪

03. 一位女性美容督導敘說其生涯發展與困境

黃馥珍、丁原郁、黃姝文
洪菁惠

04. 技職院校女大學生生涯發展歷程模式之研究

毛菁華、周富美、許鶯珠

第二十期 諮商輔導學報
01. 不婚女性教師不婚抉擇及其生活適應之歷程研究

陳明珠、戴嘉南

02. 攻擊型學童產生攻擊行為的情境之研究

方惠生、戴嘉南

03. 從女性主義觀點解讀親子衝突歷程中的母職經驗─
以一位家有青少年子女的母親為例

蔡素琴、廖鳯池

04. Buddhist Psychotherapy in Action

李正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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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期

諮商輔導學報

01. 婚姻互動、飲酒行為與暴力行為之分析-----已一對婚
陳筱萍、卓紋君
姻暴力夫妻為例
02. 大學生性格類型、生涯自我效能與生涯決定之相關
研究

簡君倫、連廷嘉

03. 完型團體引發前接觸之歷程研究----心理空間與協商 顏姿吟、廖鳳池、王敬偉
王琮瑞
治療議題系統初探
04. 以社會行為結構分析法探討青少年與其母親親子互
動之分析

第二十二期

方韻珠、廖鳳池

諮商輔導學報

01. 選擇科學職業意圖的性別差異分析-以TIMSS 2003台
余民寧、趙珮晴
灣八年級學例
02. 心理治療中的靈性召喚經驗：一位案主的觀點

李正源、紗娃‧吉娃司

03. 臺灣兒童與青少年人際關係團體輔導成效之後設分
析研究

劉仿桂

04. 醫療遊戲主題之改變歷程分析：以一個住院焦慮唇
顎裂兒童

鄭如安

第二十三期

諮商輔導學報

01. 何謂糾結/ 疏離關係----本土大學生親子界限之研究

修慧蘭

02. 親子遊戲治療對於院童依附關係之成效分析：視保
育員為治療代理人之個案研究

張高賓

03. 受性侵害兒童心理創傷內涵之分析研究

黃雅羚、戴嘉南

04. TEPS資料庫中國中生心理健康情形之縱貫性分析

蕭佳純、董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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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期

諮商輔導學報

01. 華人戒治處遇及品格教育的理論與實踐

黃光國

02. 喪偶獨居年長者調適歷程及其家庭關係變化之研究

陳盈心

03. 青少年社交能力在其人際依附與心理健康間的中介
角色探討分析研究

王櫻芬

04. 一位喪子單親母親對器官損贈的悲傷調適經驗

黃姝文

第二十五期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學報

01. 男性婚暴者參與處遇團體之療效因素與停止暴力轉
化歷程初探

鄭青玫、蕭文、黃瑛琪

02. 台灣人愛情風格量表再修訂－以大學生族群為本

卓紋君、顏欣怡

03. 電話戒菸諮商未完成個案之追蹤效果研究

吳仙琦、張景然

04. 同儕意外死亡對高中生班級人際衝擊及其哀傷

連廷誥、連廷嘉

05. 大學生對諮商的迷思－以心輔系學生為例

邱珍琬

第二十六期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學報

01. 盡己：儒家倫理療癒的理論

黃光國

02. 大學生知覺父母職業期望、生涯自我效能與職業選
擇關係之模式驗證研究

葉青玲、韓楷檉

03. 走向內在聲音的生涯決定──以一位廣論學員之敘
事為例

陳騏龍、丁原郁、鍾易廷

04. 尼特族到非尼特族的生涯適應力之研究

黃民凱、黃素雲

05. 創傷治療的新取向──敘事暴露治療之發展與研究
綜探

陳增穎

06. 戒治所藥物濫用者參與親子遊戲治療團體之影響研究 陳怡君、李岳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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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期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學報

01. 護理系學生回溯被精神病患攻擊的經驗分析與反思

劉欣怡、陳杏佳

02. 安置機構保育員接受心理諮詢之替代親職角色壓力
改變初探—以照顧參與性侵害預防教育團體之六位
男童為例

林妙容、蔡毅樺

03. 心理師遭遇案主暴力狀況之調查研究

陳若璋、王沂釗、劉効樺

04. 男性婚暴者參與開放式處遇團體之反療效因素變化
歷程初探

鄭青玫、蕭文、黃瑛琪

05. 諮商師個人心理治療後與母親情感關係改變之研究

葉寶玲、陳秉華

06. 諮商歷程中當事人覺知關係辯證的第二序改變—以
洪菁惠、徐西森
焦點解決取向諮商對話為例

第二十八期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學報

01. 建構本土哀傷療癒理論：儒家關係主義和諧哀傷療
癒理論

李秉倫、黃光國、夏允中

02. 中小學教師的依附關係、完美主義、社會支持、憂
鬱與慢性疲勞症候群之相關研究

連廷嘉

03. I，在舞中：以舞．動超越婚變傷痛的敘說探究

彭唯芳、曾文志

04. 受督者諮商困境及其受督討論歷程對督導關係發展
影響之初探研究

張佳鈴、徐西森

05. 國小輔導人員生命意義感、生涯自我效能與職業倦
怠關係及關係及其中介效果之研究

韓楷檉、林裕堯

第二十九期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學報

01. 督導評量對實習諮商心理師受督歷程之分析研究

陳思帆、徐西森

02. 團體遊戲治療對兒童內化行為困擾之研究

蔡美香

03. 大學生終極關懷、因應行為與憂鬱傾向之關係研究

陳慧融、陳志賢、丁原郁

04. 東南亞國際婚姻文化衝突與家庭調適歷程之研究

陳志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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