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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93-01 徐西森
諮商督導能力評量表之編製研究-以系統取向督

導模式(SAS)為架構
廖鳳池

博93-02 連廷嘉 高危險群青少年衡鑑量表編製及其應用之研究 戴嘉南

博93-03 陳志賢 青少年長期離家歷程與親子離合關係變化之研 戴嘉南

博94-01 黃創華 心理劇導劇歷程之詮釋研究 黃正鵠

博94-02 陳恆霖
中輟復學生生態系統觀輟學成因及歷程之質性

研究
戴嘉南

博94-03 張高賓 兒童及青少年憂鬱篩選量表編製及應用之研究 戴嘉南/楊明仁

博95-01 許雅惠
督導者的回饋介入對實習諮商師的衝擊及諮商

行為影響之分析研究:以一對諮商督導為例
廖鳳池

博95-02 鄭如安 身體受虐兒童親子互動遊戲諮商模式之建構 廖鳳池

博95-03 孫幸慈 身體受虐兒童團體遊戲治療歷程之分析研究 黃正鵠

博95-04 范幸玲 諮商師於諮商經驗中關鍵事件的研究-詮釋學觀 卓紋君

博96-01 謝曜任 「我」接受完形治療之改變過程的敘事研究 卓紋君

博96-02 黃進南 脫離婚姻暴力婦女的自我轉變敘說研究 卓紋君

博96-03 黃瑛琪 生涯定向諮商模式之建構與檢證 戴嘉南

博97-01 張淑芬 諮商督導關係變化歷程及其重要事件之分析研 廖鳳池

博97-02 陳慧女 遭受性侵害女性的母職經驗之研究 戴嘉南

博97-03 藍菊梅
大學生困擾揭露、非社會支持反應與焦慮及憂

鬱之關係研究
戴嘉南

博97-04 翁令珍
諮商學習者接受督導之衝擊經驗及其整合歷程

之分析研究
廖鳳池

博99-01 黃馥珍
諮商師從事實務工作後生活中重要事件的衝擊

與調適之研究
戴嘉南

博99-02 李正源 心理治療的直覺現象－詮釋學的觀點 卓紋君

博99-03 蔡素琴
家有青少年子女的母親於親子衝突歷程中母職

經驗之敘事研究
廖鳳池

博99-04 廖本富
大學生生涯權能感量表編製及諮商歷程權能感

改變之研究
吳裕益

博99-05 黃雅羚 性侵害兒童心理創傷量表發展 戴嘉南

博100-01 高琇鈴
女性在夫妻衝突中受苦困局的展現與變動：以

心理劇歷程分析為例
廖鳳池

博100-02 陳明珠
高中職學生霸凌經驗與人際依附風格、焦慮、

憂鬱情緒之關係研究
卓紋君、魏麗敏

博100-03 王琮瑞 事件取向結構式團體督導模式之建構 廖鳳池

博100-04 方惠生
兒童與青少年品行疾患篩選工具編製與應用之

研究
戴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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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100-05 陳筱萍 婚姻暴力夫妻婚姻衝突知覺和衝突因應之分析 卓紋君

博100-06 李秋霞
排灣族大學生跨族群異性交友經驗與擇偶觀點

之敘說研究
卓紋君

博100-07 蘇以青 諮商心理師行使告知後同意之倫理經驗分析 戴嘉南、顏正芳

博101-01 曾貝露
完形治療對父母離異青少年之未竟事務的效果

研究-單一個案研究的應用
卓紋君

博101-02 莊慧美
女性親職化經驗及其對婚姻關係「施與受」之

影響與轉化
卓紋君

博101-03 王純琪
親子遊戲治療對婚暴目睹兒童及其受暴母親處

遇成效之分析研究
戴嘉南

博101-04 曾正奇
心理劇課程提升保險業務員行銷能力與工作績

效成效之研究
卓紋君

博101-05 林國慶
臺灣地區成人精神病患被迫害妄想之認知理論

建構
廖鳳池

博101-06 張淑霞 諮商督導歷程中受督導者之反思實踐研究 廖鳳池

博102-01 楊秀宜 暴力犯罪青少年接受敘事諮商之改變歷程研究 卓紋君

博102-02 張懿心
寄養兒童與其主要照顧者在親子遊戲治療中遊

戲主題與親子互動行為之改變歷程
卓紋君

博102-03 洪菁惠
焦點解決取向心理師諮商語言引發當事人第二

序改變之分析研究
徐西森、洪莉竹

博102-04 許玉容
老人身心靈健康量表編製及應用之研究-就

Erickson的觀點試探
戴嘉南、吳明隆

博103-01 顏姿吟
醫師世家子女生涯抉擇歷程與代間傳遞之研究-

以整合歷程系統的觀點探討
戴嘉南、連廷嘉

博103-02 謝秋雯
全職實習諮商師的團體帶領經驗、接受個別督

導經驗及其交互經驗之探究
卓紋君

博103-03 蘇曉憶 兒童社交技巧量表編製及應用之研究 戴嘉南

博103-04 李雪禎
立案心理諮商所諮商心理師執業經驗與困境因

應之研究
戴嘉南

博104-01 王子欣
母親親情與權威教養信念在親子遊戲治療團體

的轉化歷程之分析
徐西森、魏麗敏

博104-02 黃姝文 非預期喪親家庭接受悲傷諮商之歷程變化 卓紋君

博104-03 吳昭儀 國中教師心盛量表編製與應用之研究 戴嘉南、吳裕益

博104-04 余景文
不同書寫練習對實習諮商師個案概念化、情緒

感受及實習現況滿意度之差異比較
卓紋君

博105-01 陳偉任
生命風格評估及融合阿德勒觀點的單次動機式

晤談於D型人格者心理治療求助態度促進之研
楊瑞珠、夏允中

博105-02 方韻珠 督導者反移情量表之編製與相關研究 徐西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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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105-03 蔡坤衛
治療社區成年男性藥癮愛滋感染者治療期間心

理調適之研究
戴嘉南 李志恒

博105-04 余祥雲 活出來的文化與家庭次系統-以一對台越家庭為 廖鳳池

博105-05 黃慧森
敘事取向迴響團隊模式團體督導歷程與經驗之

分析
徐西森

博106-01 張慧美
高中職以上學校輔導單位主管領導能力、專業

承諾和領導效能之研究-量表編製及模式驗證
徐西森

博106-02 陳宏義 少年矯正人員輔導工作之研究-以明陽中學為例 戴嘉南 吳裕益

博107-01 陳騏龍 兒童心理環境評估量表編製之研究 徐西森

博107-02 許玉芳
諮商心理師喪親經驗及其對個人生命與諮商專

業之意義-詮釋學的觀點
卓紋君

博107-03 劉麗惠
老年人的無限生命、業果信念與希望感之量表

發展及其關聯性研究
卓紋君

博107-04 陳思帆 受督導者督導情境焦慮量表編製及其應用之研 徐西森

博107-05 謝時
廣論學員運用觀功念恩在家人關係中的自我轉

化歷程
卓紋君

博108-01 黃國彰 同儕團體督導能力評量表之編製研究 徐西森

博108-02 鍾易廷
家庭暴力相對人認知教育輔導團體之重要事件

分析
卓紋君

博108-03 莊慧琳 慈悲修養情緒調節模型之建構與驗證 夏允中

博108-04 張智嵐 新住民家庭對偶共親職歷程之現象學研究 徐西森

博109-1 籃瓊妙
諮商督導風格量表編製及其應用之研究-受督導

者觀點
徐西森 連廷嘉

博109-2 林書如
諮商心理師協助重大災難事件之危機介入與督

導經驗
徐西森

博109-3 顏欣怡
夫妻溝通姿態對婚姻親密度、滿意度及承諾度

之對偶研究
卓紋君

博111-1 張家群 複雜系統心理療癒理論建構與驗證 夏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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