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畢業

學年

241 1071 藝術治療會談對大學生個案自我概念影響之研究 洪敏甄 江學瀅

240 1071
修復式司法促進者的跨領域合作與專業成長之路-以法律與諮商心

理的跨領域合作為例
劉映竺

陳祥美、

洪雅琴-共

239 1071 與兒童或少年有對價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受刑人生命歷程敘說研究 張嘉芸 何英奇

238 1071 自願非典型雇用人員之生涯發展歷程初探 李姵儀 洪瑞斌

237 1071 中國台商分偶家庭的家庭經驗及其對子女的影響之探究 游欣穎 梁淑娟

236 1071 另徑花路：女大學生分手經驗敘事研究 姜瑜 何英奇

235 1062 從社會行銷的觀點探究三種心理諮商機構的行銷模式 吳禺廷 何英奇

234 1062 專業助人工作者的職業倦怠-轉換或不轉換環境之復原歷程探討 黃婷郁 洪瑞斌

233 1062 自卑困擾者心理位移之經驗研究 曾奕涵
李素芬、

管貴貞-共

232 1062 嘲笑風格與人際關係之相關研究-同理心為調節變項 李芸汎 邱發忠

231 1062 男同志單一伴侶開放式關係實踐經驗之敘事探究 楊政銘 梁淑娟

230 1061 催眠治療之歷程研究－以憂鬱傾向個案為例 劉嘉泳 黃政昌

229 1061 桌遊媒材融入「人際技能學習團體」之行動研究 范宸瑋 何英奇

228 1061
兒童中心團體遊戲治療對低成就學童的學業情緒、學習動機及學

習成就影響之研究
何彩榛 王孟心

227 1061 面對離婚歷程當事人與社會支持系統互動歷程之研究 莊微白 管貴貞

226 1061 人際退縮青少女團體手偶劇經驗之研究 賴彥豪 王孟心

225 1061 創造性認知重估訓練對情緒與思考的影響 陳姿穎 邱發忠

224 1052 正念訓練對生氣、覺察及接納的影響：以情感特質為調節變項 陳彥融 邱發忠

223 1052
兩岸大學心理輔導中心發展現況與學生使用之比較─以台灣師範

大學與南京師範大學為例
夏雨潔 黃政昌

222 1052
汽車業務員壓力源、壓力因應策略與身心健康之調查研究─以不

同自我效能和汽車品牌者為例
王彥舜 黃政昌

221 1052 持續正念練習者進行正念練習之經驗及影響研究 施竣騰 李素芬

220 1052 性加害人強制團體心理治療中的人際互動現象-以一男性成人監獄 張壁詠 洪雅琴

219 1052 大學生的家庭分化、自我效能與生涯定向之相關研究 劉允軒 洪瑞斌

218 1052 自然體驗中的療癒：助人工作者個人體驗與應用之初探 吳秋慧 洪瑞斌

217 1052
「背包客」如同自我認同重構─澳洲打工度假生涯發展經驗之敘

說探究
江政彥 洪瑞斌

216 1051 在台陸生運用心理位移面對適應困擾議題之經驗研究 王鵬
李素芬

王孟心-共

215 1051 開啟性別視窗-對三位諮商心理師性/別意識發展之敘說與反思研 葉邦彥 洪瑞斌

214 1051
碩士層級實習諮商心理師運用心理位移面對諮商焦慮之經驗與影

響研究
周謹平 李素芬

213 1051 實習遊戲治療師協助兒童轉換治療師之過程與對兒童影響之研究 徐孟微 王孟心

212 1051 當性傾向遇到信仰-同志宗教徒出櫃歷程之敘說分析 張方菁 黃政昌

211 1051 性加害人個別治療師心理治療經驗之探究 刑正欣 洪雅琴

210 1051 長期參與童軍運動者的正向心理歷程之研究 黃兆菱 管貴貞

209 1042 母親重度憂鬱的成年女性親子關係及家庭經驗之自我敘說研究 李昕如 洪雅琴

208 1042 在台陸生之學習滿意度與生涯調適能力研究 黃美娥 管貴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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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1042
心理自助書籍之寫作風格與內容評估研究：以台灣暢銷心理自助

書籍為例
劉芸菲 何英奇

206 1042 一位先天性中度弱視者生命經驗與自我認同之敘說研究 陳孟儒 洪雅琴

205 1042 行動心理師生涯轉換與工作型態之敘說研究 黃文俊 何英奇

204 1042 生命態度剖面圖量表應用於實徵研究上之成效的後設分析 陳彥鵬 何英奇

203 1042 大學生的防禦性悲觀、完美主義與學業拖延之相關研究 金佳瑜 管貴貞

202 1042 強迫症者家屬支持團體之成效研究 湯瑋樺 黃政昌

201 1042
飼主遭遇同伴動物非預期死亡之歷程探討：以四位兒童期受忽略

成人為例
郭玉婷 何英奇

200 1042 職業性肌肉骨骼疾病患者心理困擾程度及其相關因素之探討 莊琇菱 何英奇

199 1041 保護處分少年家長的親職經驗：兩位母親的敘說研究 黃淑貞 洪雅琴

198 1041 宗教助人者的教化理念與實踐初探 ─ 以天德宮的童乩與桌頭為 簡慈慧 邱發忠

197 1042 同志伴侶關係角色規範量表的發展 魯婷 邱發忠

196 1041 運動國手生涯轉換歷程之研究 謝宜霖 管貴貞

195 1041 遊戲治療對學童外化行為困擾影響之研究 孫瑋蓮
蔡美香

王孟心-共

194 1041 大專院校諮商心理師離職之敘說研究 陳儀安 何英奇

193 1041 遊戲治療對情緒障礙兒童之情緒行為表現成效探索 陳映彤
蔡美香

王孟心-共

192 1041 基督信仰對青年基督徒生涯決定影響之敘事探究 陳芳儀 管貴貞

191 1041 兩位男性心理專業助人者在沙遊治療經驗中所展現的心理發展內 張紹銘 王孟心

190 1032 人際困擾大學生經歷團體沙盤治療之改變 吳姝俐 王孟心

189 1032 同志像家人現身前後的互動脈絡與家庭氣氛變化 蔡仁傑 洪雅琴

188 1032
科技大學學生家庭功能、正向心理資源與生涯調適能力之研究-以

台南市為例
沈煜棠 管貴貞

187 1032 大學生網際網路性愛行為之調查研究 林怡孜 何英奇

186 1032 台北市北投區妙華慈惠唐宗教療育模式之初探 劉民仰 郭士賢

185 1032 生涯轉換猶豫者參與心理劇團體之經驗探究 陳怡臻 洪瑞斌

184 1032
動轉曼陀羅，靜轉靈台心：龍雲寺海內外會靈山之靈修文化的民

族誌研究
黃雅惠 何英奇

183 1032 重度失能老年女性由子女「在家」照顧經驗之研究 劉伊珊 洪雅琴

182 1031 「牌」出心靈的故事─牌卡運用於生涯探索團體之行動研究 洪士強 何英奇

181 1031 高獨處能力大學生獨處經驗之研究 顏亭如 管貴貞

180 1031 飛躍死亡的幽谷-自殺未遂者復原歷程之探討 辛宜娟 管貴貞

179 1031 亞斯柏格症大學生同儕人際經驗及因應之探究 曾詩婷
蔡美香

李素芬-共

178 1031 分手情傷者參與心理位移團體之經驗研究 李亮慧 李素芬

177 1031 大專學生正向情緒基模量表之發展 董中富 何英奇

176 1031 親子遊戲治療對不同型態家庭親子互動之研究 陳怡君 王孟心

175 1031 兒童中心團體遊戲治療探討喪親兒童悲傷反應的過程 藍瑞萍
蔡美香

王孟心-共

174 1022
高中生節能減碳之認知、態度、環境敏感度與行為意圖之研究-以

桃園某高中為例
林曉彤 何英奇

173 1022 日漸親近：台灣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子女的心理創傷與復原 王怡婷 洪雅琴

172 1022 遊戲治療新手在遊戲治療單元中情緒自我覺察之研究 黃筱婷 王孟心

171 1022 中低年級兒童在「兒童技能學習團體」自主性改變情形之研究 李文中 黃政昌



170 1022 大學生對心理健康服務者之形象定位、評價與求助偏好的研究 陳紀語 何英奇

169 1022 心理位移書寫對伴侶關系之影響研究 翁逸馨 李素芬

168 1022 大學生學習困擾篩選量表之編製研究 黃蕊君 黃政昌

167 1022
同性戀壓力源、壓力因應策略與心理健康狀態之調查研究─以身

分認同程度高低者為例
陳彤昀 黃政昌

166 1022
戲劇系學生壓力源、壓力因應方式與心理健康之調查研究─以高

低演出焦慮者為例
何巧雯 黃政昌

165 1022
ADHD兒童之家長於遊戲治療期間接受親職諮詢對其親子關係經驗

之探究
林佩鈴

蔡美香

王孟心-共

164 1022
大一新生心理資源、心理健康以及缺勤、學業成就之相關研究-以

台北某綜合大學為例
張宣慧 洪瑞斌

163 1021 大學生心理資源量表之發展研究 陳怡君 洪瑞斌

162 1021 認知行為治療輔以電話追蹤對強迫症兒童介入之成效研究 姚思萱 黃政昌

161 1021 安養機構老人壓力源、壓力因應方式與心理健康之調查研究 黃智瑄 黃政昌

160 1021 全職實習諮商心理師運用心理位移面對實習壓力之經驗與影響研 張元祐 李素芬

159 1021 與父親心理隔絕成年男性自我同經驗之研究 王威 洪雅琴

158 1021 強迫症患者照顧負荷量表之發展研究 周永昌 黃政昌

157 1021 心理諮商告知後同意與當事人經驗之研究 黃蕙怡 王孟心

156 1012 一位心理輔導研究生學習身心工作的敘事與反思 陳順華 李志明

155 1012
飼主寵物依附關係、情感狀態和利動物行為之相關研究－以飼養

犬、貓為例
黃湘怡 何英奇

154 1012 基督教內在療癒對酒癮者影響探究─以趕路的雁全人關懷協會為 李安軒 郭士賢

153 1012 台灣地區老年男同志伴侶關係之研究 王騰緯 郭士賢

152 1012 自體免疫患者運用心理位移書寫法之改變經驗研究 游敦皓 李素芬

151 1012 乖小孩長大變男人：一位青年男性探究自我的行動研究 黃子銘 洪瑞斌

150 1012
與現實世界的搏鬥、掙扎：八八水災後多重弱勢家庭個案的生活

經驗之民族誌研究
李俊賢 洪雅琴

149 1012 走過情慾洪流，尋找回家的路----一個出櫃男同志的敘說與實踐 陳建豪 何英奇

148 1012
陰柔特質男性在性別偏見經驗中的復原力展現：以四位陰柔特質

男同志為例
黃俊昌 洪瑞斌

147 1012 國小人際適應困擾學童在兒童中心團體遊戲治療的互動行為模式 蘇湙絜 王孟心

146 1012 新手媽媽壓力源、壓力因應策略與壓力反應之調查研究 郭倩如 黃政昌

145 1012 團體遊戲治療對新移民子女人際困擾之影響 蘇湘涵 蔡美香

144 1012 以華人自我四元素論探討國小低年級兒童自我概念之內涵 龔毓雯 王孟心

143 1012
青少年自我中心、父母教養態度與憂鬱傾向之相關研究---以臺北

市國中生為例
吳克振 郭妙雪

142 1012 遊戲治療對社會退縮兒童之退縮行為與自我概念之成效探討 鄭文媛 蔡美香

141 1011
從莫拉克風災看慢性病老年人災難衝突與壓力因應-以三位屏東縣

佳冬鄉老年人為例
歐凰如 洪雅琴

140 1011 戀愛中忍的行為與愛情關係品質之相關研究 詹欣怡 郭士賢

139 1011 法院受觀護少年逃家經驗之研究 何惠月 郭士賢

138 1011
國小學習障礙兒童使用電腦遊戲形式皮哈二式兒童自我概念測驗

之信效度研究
王堂熠 王孟心

137 1011 藏傳佛教徒喪親經驗敘說研究 陳嘉玲 洪雅琴

136 1002 兩對參與過婚前輔導的夫妻之婚姻調適經驗 吳双 郭士賢



135 1002 接線助人者接獲困難個案之接線經驗與因應策略分析研究 謝蕙旭
洪瑞斌

許瑛玿-共

134 1002 佛教布施實踐者內在經驗研究 林恩如 郭士賢

133 1002 雜草之生成與重生：關係中自我之再認同 王芷勻 洪瑞斌

132 1002 求助風水以求心安的思維方式初探 王孝倫 郭士賢

131 1001 全職實習諮商心理師完美主義、焦慮及諮商自我效能之相關研究 吳欣怡 洪雅琴

130 1001
人文科系畢業生生涯轉換至服務業之初探-以人文科系大學畢業生

轉做壽險業務人員為例
林少湲 何英奇

129 1001 國小低年級兒童家庭背景、父母教養方式與其自我概念之關係研 鄭硯文 王孟心

128 1001 傳統婚禮儀式中新娘雙文化自我的內在呈現與調適 陳亭亘 劉焜輝

127 1001 高關懷國中生在音樂情緒調整團體之歷程分析 譚智筠 洪瑞斌

126 992 紫微斗數命理師在助人歷程上之語言技巧的研究 黃威仁 郭士賢

125 992
親子遊戲治療對身心障礙兒父母理解健康子女之影響-自我覺察、

情緒與行為
黃玉瓊 王孟心

124 992 喪親大學生悲傷藝術治療團體方案之行動研究 林彥光 吳明富

123 992 身心障礙者透過藝術自我療癒的生命敘說 簡昱琪 吳明富

122 992 大學生依附風格、愛情關係品質與寂寞感之相關研究 陳亭潔 黃政昌

121 992
新竹市基層里長社區危機事件服務現況、工作壓力與辦理社區心

理衛生活動動機之調查研究
曾滿意 黃政昌

120 992 卓越舞台vs.吾愛吾家：女性資訊人員職業生涯敘說 張筠臻 洪瑞斌

119 991 身心障礙兒童手足情緒表達之藝術治療團體研究 李依璇 吳明富

118 991 社區復健中心之精神分裂病患認知行為治療團體之療效研究 方心慧 何英奇

117 991 靈性療癒歷程分析-以三位基督徒為例 林甄君 郭士賢

116 991 婚暴婦女在表達性藝術治療團體中的療效研究 陳幸嬋
王孟心

賴念華-共

115 991
A Study on College Students Subcultures: Based on Higher

Education Database
鄭又誠 何英奇

114 991 從流浪到回家：一位青年女性追尋自我生命的旅程 孫嘉孺 洪瑞斌

113 982
一位單親家庭乖女兒的故事敘說，以心理位移方法完成成人的身

份認同
陳姿妤

黃素菲

劉焜輝-共

112 982 在家庭與工作之間--已婚女性成為全職家庭主婦之抉擇歷程分析 潘彥秀
趙文滔

郭士賢-共

111 982 存在心理治療與《道德經》之相關概念探討－以Yalom理論為主 林珈如 劉焜輝

110 982 大學生渴望父愛現象研究 王秀文
周麗玉

郭士賢-共

109 981 一個沒有位置的位置--雙性戀愛情經驗及其自我定位發展 何沛熙 郭士賢

108 981 飼主面臨寵物患病末期照顧經驗之研究 李佩華 何英奇

107 981 遠距戀愛者愛情關係的詮釋現象學探究 黃尹貞 何英奇

106 981 基督信仰對諮商工作的影響之研究 林怡君 郭士賢

105 981 男同志當事人諮商經驗的主體敘說 高智龍 賴念華

104 981 藥物合併團體認知行為治療對門診強迫症患者治療效果之研究 黃智卿 黃政昌

103 981 從案主到朋友--對專業助人角色的衝擊與理解 李冠泓 賴念華

102 981 大學生父母管教方式、完美主義及心理健康之相關研究 陳昱君 黃政昌

101 981 心理劇中主角的替身之內隱訊息探究 林育民 賴念華

100 972 身心障礙者手足在兒童團體手偶劇之內涵探索 曾淯琪 王孟心

99 972 死亡與生命意義的自我覺查與反思歷程 朱淑芬 郭士賢



98 972 個人後現代性價值觀：概念與測量工具之發展 王智誼 洪瑞斌

97 972 敘事頑童在關係中自我的發展歷程 陳筱婷 洪瑞斌

96 972 探索教育活動對高齡者主觀幸福感影響之行動研究 歐陽萱 郭士賢

95 972 分手經驗中的儀式內涵 阮聖立 王孟心

94 972 等待被瞭解的記憶：一位憂鬱症患者接受表達性治療之心象經驗 姚珮華 何英奇

93 972 國小學童之樂觀信念與人際關係、生活適應之相關研究 陳乃綺 郭士賢

92 972 皮諾丘與人魚的藍海珍珠 莊騏嘉 洪瑞斌

91 972 一個諮商心理師以芳香療法調適壓力的經驗 高曉寧
周麗玉

郭士賢-共

90 972 利用決策樹探討大專院校畢業生過度教育的相關因素 吳立健 洪瑞斌

89 972 比較三位遊戲治療師之專業發展歷程 陳偲維 王孟心

88 972 同儕自殺者遺族的悲傷反應 陳淑惠 賴念華

87 971 一位未婚女性在愛情關係中的衝突協調歷程 張蘭心
陳秉華

賴念華-共

86 971 諮商師對家暴加害人抗拒行為之理解 洪宗言
周麗玉

王孟心-共

85 971 台灣冒險教育體驗方案成效之統合分析 曾麗霞 何英奇

84 971 成年未婚女性人工流產決策歷程之決策樹模式 王盈嵐 李玉嬋

83 971 兒童繪本故事隱喻分析-以友誼關係為向度 王意妮 何英奇

82 971 電話戒菸諮商未完成個案之追蹤效果研究 吳仙琦
張景然

黃政昌-共

81 971 大專院校社團負責人管理自我效能量表之發展研究 謝明惠 周麗玉

80 971 彩繪生命之舞的折翼天鵝-肢體殘障舞者生命經驗之探究 羅芝嫺 何英奇

79 971 企業員工溝通品質量表發展之研究 戴雀芬 方崇雄

78 962 連鎖餐飲企業主管工作倦怠之歷程 陳怡璇 洪瑞斌

77 962
男女大學生網路自我揭露、網路社會支持與寂寞感之差異研究—

以即時通訊為例
郭正瑩 黃政昌

76 962 憂鬱症患者復原力保護因子之研究 徐于婷 賴念華

75 962 焦點解決團體對大學生負向完美主義之效果研究 許惠雅 周麗玉

74 962 欲走還留-一位女性在愛情關係中的心理歷程 莫麗文 賴念華

73 962 從愛情經驗回觀童年目睹父母婚暴影響之自我敘說 林美伶 洪瑞斌

72 962 我與火影忍者的冒險事件簿：自卑的喚起與對話 葉冠伶 賴念華

71 962 愛情關係中被動分手經驗之敘說-以實習諮商師為例 陳悅華 洪瑞斌

70 962 身體受虐兒童在遊戲治療中之遊戲主題分析 賈士萱 王孟心

69 962 黑暗中綻出一道希望之光？—中年婦女直銷商的職業生涯敘說 彭心怡 洪瑞斌

68 962 青少年心理健康篩選量表之編製研究 呂紀韋 黃政昌

67 962 大學生情侶間依附風格、衝突因應與親密關係滿意度之關係研究 郭淑君 周麗玉

66 962 哲學人‧諮商心敘說-一個準諮商員自我探究的歷程 張秀娟 賴念華

65 962 劈腿者人格特質、愛情風格與衝突因應策略之比較研究 蘇巧因 黃政昌

64 961 夫妻互動與歸因方式及其影響之研究 李燕玲
周玉慧

郭士賢-共

63 961 以敘事治療在網路諮商中陪伴故事主人重寫生命藍圖 彭信揚 周麗玉

62 961 亞洲女子在雙文化婚姻中的婚姻適應之研究 黃麗芳 郭士賢

61 961 花精療法對促進個人情緒狀態效果之研究--以圓山診所個案為例 彭國蓉
樊雪春

黃政昌-共



60 961
台灣北區醫事放射師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相關之研究-以社會支持

為調節變項
許保惠 何英奇

59 961 家的意義轉變-長期安置育幼院者的生命敘說 林小雅 周麗玉

58 961 第二型糖尿病患者自我效能團體輔導之探討 張月玲 李玉嬋

57 961 Eureka！助人也是一種創造性 薛凱仁 洪瑞斌

56 952 實習諮商師個別諮商專業能力發展之研究 呂艾珉 周麗玉

55 952 非自願失業成年男性生涯決定歷程之敘說研究 陳雯隆 張德聰

54 952 基督徒母親面對發展遲緩兒死亡之復原力歷程研究 郭珮婷 賴念華

53 952 林熊慢性疾病不確定感量表之發展 熊恒瑂 林志聖

52 952 婚前預備團體方案之行動研究 劉慧華 賴念華

51 952 一個暴力家庭之家庭韌力初探 伍淑蘭 賴念華

50 952 目睹父母婚暴兒童在遊戲治療中之遊戲主題的改變歷程 洪意晴 賴念華

49 952 大學生心理健康篩選量表之編製研究 王蔚竣 黃政昌

48 951 壽險業務人員工作壓力量表之發展研究 楊施韻 周麗玉

47 951 銀行客服人員工作壓力與諮商意願及形式之調查研究 郭詔今 周麗玉

46 951 國中復學生人際關係與情緒調整之質性研究 彭俐華 李佩怡

45 951 男、女國小教師工作壓力、因應策略與憂鬱傾向之差異研究 蔡享呈 黃政昌

44 951 犯罪少年在諮商過程中身份認同的轉變歷程--以負向標籤的觀點 蘇雅萍 周麗玉

43 951 適應不良到性別認同-一名役男的沙遊治療歷程研究 陳瑀婕 洪素珍

42 942 學前教師壓力之研究-以台北縣私立幼兒園帶班教、保人員為例 馬文華 劉翠華

41 942 金門地區受保護管束少年家庭之親子關係與情緒調整策略研究 劉泰一 彭慧玲

40 942 大學生依附風格、人際衝突類型與因應策略之相關研究 馮喬琳 蔡順良

39 942 新竹縣(市)消防人員救災經驗與死亡態度之調查分析 何政勳 周麗玉

38 942 第二代單親女性之婚姻故事及離婚生活經驗省思之質性研究 林秀英 何英奇

37 942 準諮商員完美主義量表之發展研究 許慧珊 黃政昌

36 942 非相關科系學生進入心輔所生涯轉換歷程之研究 陳麗雲 彭慧玲

35 942 憂鬱症患者對家庭及工作之影響-以一位國中憂鬱症教師為例 謝昭弘 林志聖

34 941 不同社交地位之大學生孤立感依附關係人際行為之相關研究 蔡淑慧 劉焜輝

33 941 大學生走出愛情分手困頓經驗之心理歷程研究 羅子琦 賴念華

32 941 大學生共依附特質、自我感受與愛情關係品質之相關研究 陳詩潔 吳麗娟

31 932 四位幼兒日記畫情緒現象之探討 童玉娟 范瓊方

30 932 早婚青少年婚姻調適之研究 郭如珊 郭靜晃

29 932 多元文化諮商能力之研究-以義務「張老師」為例 張雅玲 張景然

28 932 心理綜合諮商對案主自我改變歷程之質性個案研究 張瑋琪 劉焜輝

27 932
已婚婦女生活壓力、社會支持、婚姻滿意度與憂鬱傾向之相關研

究-以台北市各大醫院精神科門診為例
趙守箴 郭妙雪

26 932 社工員專業承諾之敘事研究~以兒福聯盟出養社工員為例 林家德 楊蓓

25 932 準諮商心理師探索個人基本網路諮商概念的歷程 翁庭芳 周麗玉

24 932 未婚男女婚姻信念、婚姻態度與婚姻承諾之相關研究 古芸妮 林世華

23 932
國中生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父母管教態度與其異性交友態度之相

關研究
陳嘉玉 趙曉美

22 932 母女關係中自我的探索歷程-以二個生涯未定向女學生為例 郭美吟 周麗玉

21 931 心臟病學生生涯阻隔與因應策略之相關研究-以台北縣市高中職為 羅秀雯 李玉嬋

20 931 國軍院校學生家庭價值觀、軍事社會化與配偶角色期代之研究 李宇芳 錢淑芬

19 931 技職生離合關係、同儕互動與生活型態之相關研究 吳亞紘 郭靜晃

18 931 看似獨立卻非獨立∼談兩個女聲多元個體化發展歷程之研究 景瓊茹 周麗玉



17 93 聽覺障礙兒童依附關係、自我概念與生活適應之相關研究 鄭雅玲 黃志成

16 922 再犯少年世界觀及其再犯行為之探討 周秀姝 王麗斐

15 922
影響高中職在學學生參與服務學習相關因素之探討-以台北市立明

倫高中與大安高工為例
楊惠婷 謝智謀

14 922 兒童繪本內容之死亡概念分析研究 黃雅琪 張湘君

13 922 台北市國中生網路沉浸經驗之調查研究 王秀玲 周麗玉

12 922
雙親婚姻衝突與不同性別大學生婚姻態度之相關研究-以私立中國

文化大學為例
陳慧娥 彭淑華

11 922 國小高年級學童道德發展性別差異比較研究 湯智凱 陳秉華

10 922
以Milton Erickson取向隱喻概念從事輔導工作之行動研究：一個

國小生教組長發展個案輔導模式的歷程
張忠勛 周麗玉

9 921 台北市在學青少年網路使用動機、使用行為與幸福感之研究 劉蕙如 湯允一

8 921 台北市發展遲緩兒童家庭支援及其家庭需求調查之研究 陳進吉 楊坤堂

7 921 色情網站資訊對台北市高職生的涵化路徑之研究 李孟崇 黃葳威

6 922 在學青少年休閒態度休閒阻礙與情緒調適之研究 郭明麗 郭靜晃

5 92 成長服務方案對低收入戶青少年自我價值社會興趣影響之研究 林昀嫈 周麗玉

4 91
語言障礙幼兒主要照顧者對社會支持、家庭需求與生活品質滿意

度相關研究
吳姍錞 黃志成

3 91 兒童時期目睹婚姻暴力經驗歷程之研究 陳卉瑩 彭淑華

2 91
語言治療在學校系統之服務品質研究-一個語言治療師的經驗與反

省
宋貞姬

黃志成

簡淑真-共

1 91 運用焦點解決法於國小學童家長親職教育方案效果之研究 林世莉 張德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