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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1  97-101學年度教師發表之專書、合著列表 

97學年度    共 4本 

黃政昌主編（2008.9）。你快樂嗎？大學生的心理衛生。台北市：心理出版社（黃政昌、

陳玉芳、古芸妮、賴佑華、許慧珊、景瓊茹、陳詩潔、羅子琦、張瑋琪合著）。 

黃政昌、黃智卿、陳昱君、張一璇合譯（2008.11）。永遠不夠完美：如何改變你的完

美主義（Antony ＆ Swinson原著）。台北市：心理出版社。 

王孟心、王世芬合譯（2008）。建立遊戲治療關係實用手冊（Giordano, Landreth, and 

Jones原著）。台北市：五南。 

魏心敏、王孟心、王世芬合譯（2008）。遊戲治療導論 (Play therapy: An Introduction)

（Karla D. Carmichael 原著）。台北: 華都。 

98學年度    共 2本 

黄政昌主编（2009.9）。你快乐吗？大学生的心理辅导。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簡體字版） 

黃政昌、湯華盛合著（2010.6）：薛西佛斯也瘋狂Ⅱ：強迫症的案例與分析。台北市：

張老師文化。 

99學年度    共 1本 

黃政昌、湯華盛合著（2010.6）：薛西佛斯也瘋狂Ⅱ：強迫症的案例與分析。台北市：

張老師文化。（榮獲行政院衛生署「2011 健康好書獎」） 

100學年度   共 3本 

黃政昌等著（兼主編）（2012.1）。輔導原理與實務（附光碟）。台北市：心理出版社（黃

政昌、黃瑛琪、連秀鸞、陳玉芳合著）。 

洪瑞斌（2011）。尋覓噤聲的畫眉～走近父親的兒子。載於夏林清（編），斗室星空：「家」

的社會田野（135-169）。台北市：導航基金會。 

洪瑞斌（編）（2011）。我們的頭家：10 位失業單親爸爸的生命故事。台北市：中華單

親家庭互助協會。 

101學年度   共 1本 

洪瑞斌（2012）。向大海進軍：以李安的生命敘說反思成年男性的轉化之道。載於李文

玫、鄭劍虹、丁興祥（編），生命敘說與心理傳記學（103-133）。桃園龜山：龍華

科大通教中心。ISBN978-986-85705-9-7 

http://health99.doh.gov.tw/2011books/index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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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2  97-101學年度教師發表期刊論文列表 

97學年度   共 4篇（SSCI/TSSCI等 1篇；匿名審查 2篇；一般 1篇） 

黃政昌（2008）：諮商中需要的心理評估(Psychological Assessment)：談臨床心理衡鑑

VS.諮商心理評估。諮商與輔導，265，38-41。 

洪瑞斌、李志鴻、蔡秦倫（2008）。顧問、研究與生命經驗的交織：探訪鄭伯壎教授之組

織諮詢經驗。應用心理研究，37，1-32。（有匿名審查制） 

洪瑞斌（2008）。本土顧問模式與組織諮詢之初步比較與討論。應用心理研究，37，50-58。

（有匿名審查制） 

陳秉華、李素芬、林美珣（2008）：伴侶關係諮商中的自我協調歷程。本土心理學研究，

29，117-182。（TSSCI） 

98學年度   共 13篇 （SSCI/TSSCI等 4篇；匿名審查 8篇；一般 1篇） 

陳漢瑛、林吟霞、何英奇 (2009)。從國小高年級學童藥物濫用的知識態度與行為談國小

藥物教育。國民教育雙月刊，50(2)， 53-62 頁。 

陳漢瑛、何英奇 (2010)。藥物教育新思維：融入生命教育心靈層面之藥物教育課程。課

程與教學季刊，13(3), 77～104 頁。(TSSCI) 

洪雅琴（2011）。性侵害與性騷擾加害人的司法心理治療。輔導季刊，47(1)，53-62。（有

匿名審查制）。 

洪雅琴（2010）。胡賽爾現象學與精神分析。精神分析通訊。 

洪瑞斌、陳怡璇（2009）。工作倦怠歷程模式之探索：以餐飲企業主管為例。應用心理研

究（台灣），43，19-48。（有匿名審查制） 

洪瑞斌（2009）。生命斷裂與超越：男性失業者之存在處境詮釋。應用心理研究（台灣），

43，99-148。（有匿名審查制） 

洪瑞斌（2009）。切近失業者的理解、關懷與協助。應用心理研究（台灣），44，14-19。

（有匿名審查制） 

洪瑞斌、彭心怡（2009）。關係勞動與職業倦怠之關係：以女性直銷商為例。國際中華應

用心理學雜誌（美國，紐約），6(2)，12-23。（有匿名審查制） 

洪瑞斌（2010）。組織的多重真實性：一個組織諮詢案例的敘事性反思。應用心理研究（台

灣），47，41-88。（有匿名審查制） 

曾淯琪、王孟心 (2010)。發展障礙者兒童手足透過團體手偶劇內在經驗之探索。家庭教

育與諮商學刊，9，107-131。（有匿名審查制） 

陳秉華、林美珣、李素芬（2009）。人我關係協調之伴侶諮商研究。教育心理學報，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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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3-448 （TSSCI） 

郭瓈灩、李素芬（2009）。社區心理輔導機構當事人輔導助益性之研究。教育心理學報，

41，諮商實務與訓練專刊，249-270。（TSSCI） 

張思嘉、郭士賢 (2011)。台灣華人婚姻中的控制觀。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4(4)，583-610。

（TSSCI） 

99學年度  共 11篇 （SSCI/TSSCI等 3篇；匿名審查 5篇；一般 3篇） 

劉杏元、張家臻、于桂蘭、何英奇、曾銀貞、吳曉明(2010)。 最後一哩課程對四技護生

學習成效之探究。教育科學研究期刊， 55(4)，131-155。 (TSSCI) 

黃政昌（2011.2）。破繭而出、戰勝強迫症─認知行為治療師的實務經驗分享。精神醫學

通訊，30(2)，1-6。 

洪瑞斌（2010）。組織的多重真實性：一個組織諮詢案例的敘事性反思。應用心理研究（台

灣），47，41-88。（有匿名審查制） 

洪瑞斌（2010）。為賦新辭強說愁亦或吹皺一池春水：再思組織敘說。應用心理研究（台

灣），48，19-35。（專題回應文）（有匿名審查制） 

許如悅、洪瑞斌、張瓊文（2010）。自殺遺族生活經驗之敘說研究。國際中華應用心理

學雜誌（美國，紐約），7(4)，26-40。（有匿名審查制） 

吳立健、洪瑞斌（2011）。大專畢業生社會新鮮人過度教育的相關因素—利用決策樹之

初探。景文學報（台灣），21(1)，153-182。（有匿名審查制） 

Flahive, M. W., Chuang, Y., & Li, C. (2011).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evidence 

for the Chinese Piers-Harris Children's Self-Concept Scale scores with 

Taiwanese children. Journal of Psychoeducational Assessment, 29, 273-285. 

(SSCI) 

洪雅琴(2009)。司法心理諮商。台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通訊，55，2-3。 

洪雅琴(2009)。災區歸來有感。台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通訊，52，3。 

Tsai, M.-H. & Ray, D. (2011). Children in therapy: Learning from evaluation of 

university-based community counseling clinical services.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33(6), 901-909. (SSCI)  

Tsai, M.-H. & Ray, D. (2011). Play therapy outcome prediction: An exploratory 

study at a university-based clin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lay Therapy, 

20(2), 94-108. （有匿名審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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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度  共 15 篇 （SSCI/TSSCI等 3 篇；匿名審查 4 篇；一般 8 篇） 

洪瑞斌（2011）。失業經驗中的生涯韌性與韌力：對成年男性失業者之質性研究初探。中

華諮商與輔導學報（已接受排印中）。（TSSCI） 

洪瑞斌（2012）。再思職場諮商師的價值兩難問題：以組織多重真實觀為解決之道。輔

導季刊，48(1)，30-39。（有匿名審查制） 

吳立健、洪瑞斌（2011）。大專畢業生社會新鮮人過度教育的相關因素—利用決策樹之

初探。景文學報（台灣），21(1)，153-182。（有匿名審查制） 

張思嘉、郭士賢（2011）。台灣華人婚姻中的控制觀。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4，4，583-610。 

 （TSSCI） 

王孟心 (2012)。一位行為困擾兒童在團體沙盤治療之個案研究。台灣遊戲治療學報，1，

107-132。（有匿名審查制） 

洪雅琴(已接受刊登)。喪親家屬在喪葬儀式中的哀悼經驗分析：以往生到入殮為例。中

華諮商與輔導學報。（TSSCI） 

洪雅琴(2012)。犯罪青少年的司法心理治療。輔導季刊，49(3)，1-10。(有匿名審查制） 

洪雅琴(2012)。長期心理治療中的休假議題。諮商與輔導，318,60-61。 

洪雅琴(2012)。實習諮商心理師的實務訓練。諮商與輔導，317,59-62。 

洪雅琴(2012)。心理諮商實習生常見的迷思。諮商與輔導，316,57-59。 

洪雅琴(2012)。長期心理治療中的意識流動。諮商與輔導，315,59-60。 

洪雅琴(2012)。對自願來談個案的迷思。諮商與輔導，314，62-63。 

洪雅琴(2012)。自費治療的意義。諮商與輔導，313，60-61。 

洪雅琴(2011)。諮商心理師的執業概況。諮商與輔導。312，62-63。 

洪雅琴(2011)。成為一個執業諮商心理師。諮商與輔導，311，60-61。 

101學年度  共 18 篇 （SSCI/TSSCI等 2 篇；匿名審查 7 篇；一般 9 篇） 

洪瑞斌（2012）。再思職場諮商師的價值兩難問題：以組織多重真實觀為解決之道。輔

導季刊，48(1)，30-39。（有匿名審查制） 

洪瑞斌（2012）。失業經驗中的生涯韌性與韌力：對成年男性失業者之質性研究初探。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34，143-173。(SSCI) 

洪瑞斌、陳筱婷、莊騏嘉（2012）。自我敘說研究中的真實與真理：兼論自我敘說研究

之品質參照標準。應用心理研究，56，19-53。。（有匿名審查制） 

洪瑞斌（2013）。Pi 的奇幻旅程以及故事述說：自我敘說之旅程、方法及文本。應用心

理研究，已接受排印中。（有匿名審查制） 

管貴貞、徐章華 (2013)。台灣四位得獎SUPER教師之教學研究。教育學術月刊，246，

50-56。【大陸全國中文核心期刊】 

Mon-hsin Wang Flahive (2012). Shining Stars in the dark night: Sandplay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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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bused adolescent male. Journal of Sandplay Therapy, 21, 85-104.（有

匿名審查制） 

王孟心（2012年 12月）。電腦遊戲化：評估兒童自我概念的新方向。輔導季刊。（已接

受）。（有匿名審查制） 

王孟心(2012)。身體受虐兒童遊戲治療之主題變化歷程個案研究。台灣遊戲治療學報，

2，65-84。（有匿名審查制） 

王孟心（2012年 11月）。由「虎姑婆」中的原型意象論兒童心靈自我的成長：榮格心理

分析的觀點。諮商與輔導，323, 30-32。 

洪雅琴(2013)。長時間災難暴露下創傷經驗之探討：以八八水災佳冬災區為例。輔導季

刊，49(2)，67-77。(有匿名審查制） 

洪雅琴(2013)。偏差行為青少年的心理治療。諮商與輔導，3330,56-58。 

洪雅琴(2013)。佛洛伊德其人其事。諮商與輔導，329,59-63。 

洪雅琴(2013)。如何進行性侵害相對人諮商。諮商與輔導，327,58-61。 

洪雅琴(2012)。性創傷的心理治療。諮商與輔導，323,62-63。 

洪雅琴(2012)。對同志諮商基本態度的反思。諮商與輔導，322,62-63。 

洪雅琴(2012)。創傷的複雜性與多元面貌。諮商與輔導，321,62-63。 

洪雅琴(2012)。診療室會心集(上)。諮商與輔導，320,61-62。 

Tsai, M.-H. (2013). Research in play therapy: A 10-year review in Taiwan.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35(1), 25-32. (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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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3  97-101學年度教師發表技術報告及其他列表 

97學年度    共 2篇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2008）。96 年度校園心情溫度計(BSRS)普測評估總報告。指導顧問：

賴念華、黃政昌、陳秀蓉。撰寫：王如、陳珮怡。 

楊康臨、洪瑞斌（2008）。家庭與大學生生涯發展之互動關係，及其社會化影響機制。

輔仁大學補助整合型計畫期末報告。 

98學年度    共 6篇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2010.2）。生涯發展輔導師－能力指標暨本土化課程研發研究

報告（主持人：張德聰；共同主持人：林一真、彭慧玲。協同主持人：陳學志、黃

政昌、黃茂榮）。臺北市：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臺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2010.7）。2010心理師相關法律條文彙編（發行人：黃政昌。

主編：侯南隆、張志豪）。台北市：臺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2010）。98年度校園心情溫度計(BSRS)普測評估總報告。指導顧問：

修慧蘭、賴念華、黃政昌。撰寫：林怡君。 

王思峰、黃雲龍、洪瑞斌（2009）。時尚設計與品牌營運工作者之職場創造力發展與角

色轉換建議系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SC 96-2524-S-030 

-001）。 

劉易齋、管貴貞等(2008)。教育部大專校院通識課程「生命文化」數位學習教材開發及

課程實施計畫成果報告書。 

蔡美香、賈士萱、許惠雅(2009，10月)。98學年度新生心理健康測驗結果分析報告。中

國文化大學學生諮商中心。 

99學年度    共 3篇 

臺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2011.4）。醫療健康心理諮商手冊（發行人：黃政昌。主編：

李玉嬋、賴佑華）。台北市：臺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 

Tsai, M.-H. & Ray, D. (2010, Winter). Children in Therapy: Evaluation of 

University-Based Play Therapy Clinical Services. (Brief Report).  Texas 

Association for Play Therapy Newsletter, 24(1), 2.   

蔡美香、藍珮君、黃淑美(2010，10月)。99學年度新生心理健康測驗結果分析報告。中

國文化大學學生諮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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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度    共 5篇 

周談輝、何英奇、王子奇 (2012)。國科會大學通識課程對節能減碳推動影響與評估之

研究成果報告(100/07/01 ～ 101/06/30) (NSC 100-3113-S-034 -001) 

黃政昌（2011.5-8）。建置外籍學生強制就醫需求處理機制及流程。教育部訓育委員會

委託研究。 

曾潔明、管貴貞等(2010)。教育部大專校院通識課程「生命文化」數位學習教材推廣及

教學應用計畫成果報告書。 

蔡美香、胡延薇、陳莉榛(2012，3月)。從瑜珈學習看實習諮商心理師之技巧訓練及學習。

台灣諮商心理學會主題論壇, 39。 

蔡美香(2011，11月)。兒童中心取向之遊戲治療。台灣遊戲治療學會會刊,10,7-9。 

101學年度    共 2篇 

劉杏元、何英奇(2013)。性別疆界的淡化、挪移與跨越：男丁格爾初次實習之性別經驗

探究。(2012/12/1~2013/11/30) (CMRPF1A0121`) 

蔡美香（2013）。兒童中心遊戲治療對兒童內化行為及外化行為之影響：單一個案設計

之初探研究成果報告。(08/2012~07/2013)(NSC 101-2410-H-034-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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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4  97-101教師研究計畫獎（補）助情形列表 

97學年度    共 2筆 (30,000元) 

教師姓名 時間 計劃名稱 補助單位/金額 職稱 

黃政昌 2008/11~ 

2009/10 

藥物合併認知行為團體治療對門診

強 迫 症 患 者 治 療 效 果 之 研 究

（TCHIRB-970810-E 臺北市立聯合

醫院 2008.12.16人體試驗委員會審

核通過） 

自費 共同主持人 

王孟心 2008/11~ 

2009/06 

電腦遊戲化兒童自我概念量表之發

展與信效度檢驗 

文化大學補助 

（3萬） 

主持人 

98學年度    共 8筆 (740,000元) 

洪瑞斌 2009/8/1~ 

2010/7/31 

生涯危機中的創造性轉化：以韌性

與穿越概念為探究視框(I) (NSC 

98-2410-H-034-12-) 

國科會 

(56萬) 

主持人 

洪瑞斌 2010/4/1~

2010/7/31 

職業倦怠與健康量表初步建構 文化大學校內補助 

（3萬） 

主持人 

王孟心 2010/1~ 

2010/06 

電腦遊戲化兒童自我概念量表之發

展與信效度檢驗 

文化大學補助 

（3萬） 

主持人 

郭士賢 2010/4/1~

2010/7/31 

求助於風水命理經驗之研究：多面

向心理因應策略初探 

文化大學校內補助 

（3萬） 

主持人 

郭士賢 2010/10/1~ 

2011/3/31 

母娘信仰的心靈輔導初探：以新惠

慈惠堂為例 

文化大學校內補助 

（3萬） 

主持人 

洪雅琴 2009/11~ 

 

八八水災災後社區追蹤關懷經驗之

探究 

自費 主持人 

洪雅琴 2009/11~ 

2010/06 

犯罪少年生活經驗與人我關係之現

象學研究 

文化大學補助 

（3萬） 

主持人 

蔡美香 2010/4/1~

2010/7/31 

台灣遊戲治療之發展趨勢 文化大學校內補助 

（3萬） 

主持人 

99學年度    共 2筆 (799,000元) 

黃政昌 2011/5/1- 

2011/8/31 

建置外籍學生強制就醫需求處理機

制及流程。 

 

教育部訓育委員會委

託研究 

（9.6萬） 

主持人 

洪瑞斌 2010/08~ 

2011/07 

工作倦怠模式的精緻化與再建構：

從 質 性 探 索 至 模 式 驗 證 （ NSC 

99-2410-H-034 -014 -） 

國科會 

（70.3萬）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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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度    共 6筆 (2,701,780元) 

何英奇 2011/7/1～

2012/06/30 

大學通識課程對節能減碳推動影響

與評估之研究(NSC 100-3113-S-034 

-001) 

國科會 

(906,000 元) 

共同主持人 

何英奇 

 

2011/12/1~ 

2012/11/30 

男丁格爾校園生活學習經驗之探

究 ： 三 年 縱 貫 研 究 設 計 (1/3) 

(CMRPF1A0121`) 

長庚醫院 

(825,380 元) 

 

共同主持人 

洪瑞斌 2011/3/1~ 

2011/12/31 

"「失業男性單親家長生命敘說與社

會實踐之行動研究計劃案」第二階

段計劃" 

內政部公益彩券回饋

金（75.4 萬），「中華

單親家庭互助協會」

承辦 

主持人 

管貴貞 2011/12/1- 

2012/5/31 

大學生嚴重缺曠課行為與社會支持

之研究 

文化大學鷹揚計畫 

(3萬) 

主持人 

洪雅琴 2011/11/01

~2012/4/30 
長時間災難暴露下創傷經驗之探討 

 

文化大學雁行計畫

(10萬元) 

主持人 

李素芬 2011/11/01

~2012/4/30 
新手團體諮商師運用心理位移書寫 

法之經驗與影響分析研究 

文化大學雁行計畫

(86400元) 

主持人 

101學年度    共 10筆 (1,937,685元) 

何英奇 2012/12/1~

2013/5/31 

大學生焦慮、憂鬱之共病現象之研

究—心理輔導之意涵 

文化大學鷹揚計畫 

(3 萬) 

主持人 

何英奇 2012/12/1~ 

2013/11/30 

男丁格爾校園生活學習經驗之探

究：三年縱貫研究設計(2/3) 

(CMRPF1A0121`) 

長庚醫院 

(762,685 元) 

 

共同主持人 

黃政昌 2012/12/1~

2013/5/31 強迫症家屬支持團體之需求評估 
文化大學鷹揚計畫 

(3萬) 

主持人 

洪瑞斌 2012/12/1~

2013/5/31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質性研

究分析：探究事件成因、行為人與

被行為人因素以及情境脈絡 

文化大學鷹揚計畫 

(3萬) 

主持人 

管貴貞 2012/12/1~

2013/5/31 

國內正向心理相關研究之整合分析 文化大學鷹揚計畫 

(3萬) 

主持人 

郭士賢 2012/12/1~

2013/5/31 

基督教靈性療癒中的團體支持模式

初探—以基督教戒癮機構「趕路的

雁」為例 

文化大學鷹揚計畫 

(3萬) 

主持人 

王孟心 2012/8/1~2

013/7/31 

較年幼兒童自我概念量表之發展

（NSC101-2410-H-034-017-） 

國科會 

(56.5萬） 

主持人 

洪雅琴 2012/12/1~

2013/5/31 

八八水災佳冬災民災難創傷經驗之

探究 

文化大學鷹揚計畫 

(3萬) 

主持人 

蔡美香 2012/8/1~2兒童中心遊戲治療對兒童內化行為 國科會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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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7/31 及外化行為之影響：單一個案設計

之初探研究 

（NSC 101-2410-H-034-018） 

(40萬） 

李素芬 2012/12/1~

2013/5/31 

團體諮商學習者心理位移之經驗與

影響分析研究 

文化大學鷹揚計畫 

(3萬) 

主持人 

102學年度    共 5筆 ( 2,975,733 元) 

何英奇 2013/08/01

~2014/07/3

1 

融入生命教育心靈層面的藥物教育

課程 NSC 102-2410-H-152-018- 

國科會 

(34.5萬） 

共同主持人 

何英奇 2013/12/1~ 

2014/11/30 

男丁格爾校園生活學習經驗之探

究：三年縱貫研究設計(3/3) 

(CMRPF1A0121`) 

長庚醫院 

(743,733 元) 

 

共同主持人 

洪瑞斌 2013/8/1~ 

2014/7/31 

生涯韌性經驗之現象學探究：應用

敘事、團體與易經視框詮釋其普遍

結構與發生結構 

國科會 

(65.9萬） 

主持人 

王孟心 2013/8/1~ 

2014/7/31 

較年幼兒童自我概念量表之發展 國科會 

(67.4萬） 

主持人 

李素芬 2013/8/1~ 

2014/7/31 

新手團體諮商師心理位移之經驗與

影響分析研究 

國科會 

(55.4萬）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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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5  中國文化大學提升教師學術研究及教學減授
授課時數辦法 

99.04.07.第 1635 次行政會議通過  

99.09.01.第 164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04.11.第 166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鼓勵教師進行學術研究，提升學術成果及教學成效，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 新聘助理教授係指從 未擔任大專校院教學工作 (含專、兼任)

者。 

新聘助理教授得申請於任職之 第一年提出核減授課時數。 

申請減授之學年度必須向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提出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並

至少於減授期間結束後一年半內發表合於本校學術研究獎勵辦法之研究論

文、展演、體育成就或專書。 

申請減授教師如未依前項時間提出研究成果或提出請辭，則應補授減授之時數

或償還減授之鐘點費。 

第三條  升等教師得於預計申請升等前二學年提出核減授課時數，各職級升等各以減授

一次為限。 

申請減授教師如未依計畫時程提出升等或提出請辭，則應補授減授之時數或償

還減授之鐘點費。  

第四條  本校專任教師近五學年內累計研究成果符合下列標準之一者，得申請核減授課

時數： 

一、執行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計畫累計達四件以上，且申請時必須擔任國家

科學委員會計畫主持人。  

二、發表於 A＆HCI、SCI、SSCI、EI (僅限期刊論文)、TSSCI 及 CSSCI(僅

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認可之期刊論文) 等期刊收錄之論文四篇以上；如

為數人共同完成，每一論文以獎勵一人為限，並由合著之本校教師自行協商提

出申請。  

專任教師任職本校未滿五學年，已有上述研究成果亦可提出申請。另非

在本校任 

職期間之研究成果，亦得合併採計，但至多以二件(篇)為限。  

已核准減授之研究成果不得再提出申請。  

依第一項第一款申請減授授課時數經核准後，如實施之該學年度未執行

研究計畫，則取消減授時數之獎勵。  

第五條  獲得本校教學特優獎之特優教師得於獲獎後當學年度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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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申請核減授課時數除新聘助理教授於聘期開始後二週內由系所主動提出外，其

餘申請案件均於每年三月提出，經核定後於下學年度實施。  

同一系所核減授課教師人數，以不超過百分之十五為限，但新聘教師之核減授

課不在此限。  

申請案件須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循行政程序陳請校長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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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6  97-101學年度教師參加研討會發表論文列表 

97學年度   共 14篇（國際研討會 3篇；一般研討會 11篇） 

呂亞蘋、何英奇（2008）。拓荒之旅：探索教育引導人員之生涯發展的敘說探究。第

47 屆台灣心理學年會壁報論文，會議於 2008 年 10 月 4 至 5 日於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舉辦。 

許保惠、何英奇（2008）。台灣北區醫事放射師工作壓力與工作倦怠相關之研究---以

社會支持為調節變項。第 47 屆台灣心理學年會壁報論文，會議於 2008 年 10 月

4 至 5 日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舉辦。 

何英奇(2008)。E 世代台灣大學生次文化之省思。2008海峽兩岸大學生人格之建構學

術研討會論文，會議於 2008 年 10 月 17 至 18 日於山東師範大學舉辦。(國際

研討會) 

吳玥玲、何英奇(2008)。大學僑生校園經驗與學習成就之研究。2008 全國學生事務

實證研究研討會。2008 年 11 月 21 日發表於桃園林口：長庚技術學院。 

蘇巧因、黃政昌（2008.10.18）。劈腿者人格特質、愛情風格與衝殂應印策略之比較

研究。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50週年（2008）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國立彰化師範

大學。 

郭正瑩、黃政昌（2008.1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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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50週年（2008）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國立彰

化師範大學。 

王孟心 (2008，12月)。我所看見及想見的遊戲治療在台灣。2008台灣遊戲治療學會

年會暨遊戲治療開拓與精進學術研討會。台灣，彰化。 

賈士萱、王孟心 (2008，12月)。身體受虐兒童在遊戲治療中遊戲主題分析。2008台

灣遊戲治療學會年會暨遊戲治療開拓與精進學術研討會。台灣，彰化。 

李素芬、金樹人（2009，7月）。團體領導者運用心理位移方式書寫團體之經驗及影響

分析研究。口頭發表於國際心理治療研究學會 TW-SPR臺灣分會成立暨第一屆地

區性國際研討會。(國際研討會) 

郭士賢（2008）。雙文化婚姻中的婚姻適應。第 47屆台灣心理學年會之宣讀論文。台

北：師範大學。 

郭士賢（2008）。宗教輔導研究的開展與困境：超個人心理治療觀點的反思。第 47屆

台灣心理學年會之宣讀論文。台北：師範大學。 

郭士賢（2008）。父母效能訓練（PET）團體在觀護工作的實施：家庭心理學的系統觀

點。2008年高關懷少年的心理及社會治療實務研討會宣讀之論文。台北：中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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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Kuo, S.-H.; Chen, T.-C.; Chang, S.-C.; Hang, Y.-H. (2009). After married: 

Self-Regulation Processes of the Newlyweds. Paper presented in 8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Asi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 New Dehli. 

(國際研討會) 

張思嘉、郭士賢(2009)。〈自我與婚姻早期適應〉。華人自我基礎性與應用性研究：自

我四元論的觀點。第一年研究成果討論會宣讀之論文。中壢：中原大學。(中壢：

中原大學)。 

98學年度   共 25篇（國際研討會 7篇；一般研討會 18篇） 

何英奇、羅芝嫺 (2009)。彩繪生命之舞的折翼天鵝：肢體殘障舞者生命經驗之 

探究。2009 年 9 月 26 日發表於第四十八屆台灣心理學年會學術研討會論文。

地點：台北市：國立台灣大學心理系 。 

Hwa-Sheng Tang, Cheng-Chang Huang, Chih-Ching Huang (2009 November 7-10).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of cognitive behavior group psychotherapy for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2nd World Congress of Asian Psychiatry, Taipei 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國際研討會) 

洪雅琴（2009）從精神分析的觀點探討犯罪少年的生命困境。發表於「司法院 98年

度少年業務個案研討會」。台灣台中地院。 

洪雅琴（2009）喪親家屬在喪葬儀式中的哀悼經驗分析：從往生到入殮為例。發表於

「台灣諮商心理學會 2009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台北：淡江大學。 

洪雅琴（2009）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與輔導實務。發表於「2009年國際運動教練

科學研討會」。台北：文化大學體育室 

洪雅琴（2010）喪親家屬在喪葬儀式中的哀悼經驗分析：從往生到入殮為例。發表於

「人文臨床與療癒研究發展研討會」花蓮：慈濟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人文臨床與療

癒研究室。 

吳立健、洪瑞斌（2009/9/27）。利用決策樹探討大專院校畢業生過度教育的相關因素。

台灣心理學會主辦「台灣心理學會第四十八屆年會研討會」，（台北市，台灣大學）

之壁報論文。 

Hsu,Ju-Yueh, Lee,Shu-Fen, Yen,Chin-Bin& Hung,Jui-Ping（2009, November）.An emotion 

supportive and education group for parents with PDD children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Word Association For Psychosocial Rehabilitation 10th Word Congress of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Bangalore, India. （國際研討會） 

http://www.ticc.com.tw/index_en.aspx?lang=en-us
http://www.ticc.com.tw/index_en.aspx?lang=e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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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心怡、洪瑞斌（2010/3/6）。下一個出口：中年職涯轉折之穿越歷程。銘傳大學主

辦「恢復職場精神：提升與促進員工心理健康與組織效能研討會」，（桃園，銘傳

大學）之宣讀論文。 

洪瑞斌（2010/3/6）。失業經驗中的生涯韌性：質性研究初探。銘傳大學主辦「恢復

職場精神：提升與促進員工心理健康與組織效能研討會」，（桃園，銘傳大學）之

宣讀論文。 

洪瑞斌、陳筱婷、莊騏嘉（2010/5/6）。自我敘說研究中的真實與真理。龍華科技大

學主辦「第三屆生命敘說與關懷學術研討會」，（桃園，龍華科技大學）之壁報論

文。 

陳筱婷、莊騏嘉、洪瑞斌（2010/5/6）。穿越階級藤蔓－父女關係斷裂與再生歷程。

龍華科技大學主辦「第三屆生命敘說與關懷學術研討會」，（桃園，龍華科技大學）

之宣讀論文。 

莊騏嘉、洪瑞斌、陳筱婷（2010/5/6）。尋找自我敘說中的倫理量尺。龍華科技大學

主辦「第三屆生命敘說與關懷學術研討會」，（桃園，龍華科技大學）之宣讀論文。 

洪瑞斌（2010/5/25）。生涯發展與諮商的後現代轉向：朝向生涯建構論的開展。台灣

師範大學主辦「2010 年學習、教學、與評量國際研討會：生涯發展取向」，（台北，

台灣師範大學）之壁報論文。（國際研討會） 

許如悅、洪瑞斌、張瓊文（2010/7/23-26）。自殺遺族生活經驗之敘說研究。國際華

人醫學家心理學家聯合會主辦「第三屆災後心理援助國際論壇暨中華心理諮詢師

國際協會第二屆學術會議」，（青海，西寧）之宣讀論文。（國際研討會） 

洪雅琴（2010）喪親家屬在喪葬儀式中的哀悼經驗分析：從往生到入殮為例。發表於

「人文臨床與療癒研究發展研討會」花蓮：慈濟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人文臨床與療

癒研究室。 

Dee Ray, Ryan Holliman, Mei-Hsiang Tsai(蔡美香), & Pedro Blanco. (2009/10/09). 

Effective Play Therapy Methods for Preadolescents/Adolescents. 26th International 

Annual Association for Play Therapy conference, Atlanta, GA. （國際研討會） 

Pedro Blanco, Mei-Hsiang Tsai(蔡美香), & Sue Bratton. (2009/10/14). Applying Research 

with Children: A Guide to Assist Counselor Educators Conducting Collaborative 

Research with Children in Schools. International Annual Association for Counselor 

Education and Supervision Conference, San Diego, CA. （國際研討會） 

Mei-Hsiang Tsai(蔡美香) & Dee Ray. (2010/3/27). Children in Therapy: Evaluation of 

University-Based Play Therapy Clinical Services. 17th Annual Texas Association of 

Play Therapy Conference, Houston, TX. （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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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秉華、蕭淑惠、李素芬（2009，9月）。夫妻關係協調諮商小團體對婚姻滿意度之效

果研究。口頭發表於第 48屆台灣心理學會年會 

郭瓈灩、李素芬：（2009，11月）。接受輔導當事人之輔導助益性之研究-以「張老師」

基金會為例。口頭發表於慶祝張老師四十週年年會學術研討會 

李素芬、金樹人（2010，7月）。團體領導者心理位移之經驗及產生之自我督導功能與

歷程研究。口頭發表於第二屆海峽兩岸四地大專院校心理輔導與諮商高峰論壇暨

2010年華人輔導與諮商學術研討會（2010.7/28-29） 

張思嘉、郭士賢（2009）。自我與婚姻早期適應。華人自我基礎性與應用性研究：自

我四元論的觀點。第一年研究成果討論會宣讀之論文。中壢：中原大學。 

郭士賢、張思嘉（2010）。新婚夫妻的自我調控歷程。華人自我基礎性與應用性研究：

自我四元論的觀點。第二年研究成果討論會宣讀之論文。桃園：中原大學。 

朱淑芬、郭士賢（2010）。死亡與生命意義的自我察覺與反思。第二屆主體性敘說與

生命療癒研討會宣讀之論文。宜蘭：佛光大學。 

99學年度   共 13篇（國際研討會 4篇；一般研討會 9篇） 

Ho, Y. C. (2010, August 28-29). Psychometric Evaluation of the Sense of Coherence Scale 

(short form) Using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Paper poster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4th Asian Congress of Health 

Psychology. Taipei, Taiwan. （國際研討會） 

唐子俊、周立修、張達人、方心慧、黃詩殷、何英奇(2010/12/4) 。精神分裂症認知

行為團體之療效及治療因素之時序變化：隨機指派個案對照研究。 2010 年 12

月 4日發表於「2010 台灣心理治療與心理衛生年度聯合會研討會」。 發表地： 台

北市：實踐大學。 

湯華盛、黃政昌、黃智卿（2010.12.5）。藥物合併團體認行為治療對門診強迫症患者

治療效果之研究。2010第八屆台灣心理治療與心理衛生年度聯合會，實踐大學。 

陳昱君、黃政昌（2010.12.5）。大學生父母管教方式、完美主義及心理健康之相關研

究。2010第八屆台灣心理治療與心理衛生年度聯合會，實踐大學。 

陳偲維、王孟心 (2010，12 月) 。比較三位遊戲治療師之專業發展歷程，2010 台灣

遊戲治療學會年會，台灣，新竹。 

Chuang, Y., Flahive, M. W., & Yang, T. (2010.11.12). Welfare state regimes and health 

inequalities: Including the evidence of East Asian welfare states. The 3rd Joint 

European Public Health Conference 2010, Netherlands, Amsterdam. （國際研討會） 

郭士賢、林甄君 (2011)。基督教靈性療癒歷程分析。第七屆華人心理學家研討會之

宣讀論文。台北：中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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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士賢、林怡君 (2011)。再思基督教教牧諮商中的人觀。全人輔導與醫治論文研討

會之宣讀論文。台北：宇宙光全人關懷中心。 

郭士賢、黃威仁 （2011）。如果算命是一種心理輔導。台灣心理學會第 50 屆年會之壁

報論文。台中：亞洲大學。 

Kuo, S.-H. & Chang, S.-C. (2011). The Self-Regulation of Newlyweds under the 

Chinese Multiple Selves Perspective. Paper presented in The 12th European 

congress of psychology, Istanbul. (國際研討會) 

蔡美香 (2010, 10月)。與父母建立合作關係的第一步~親職壓力量表實務應用之探

討。2010台灣遊戲治療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新竹: 新竹教育大學。 

李素芬、金樹人(2010，10月)。憂鬱症團體領導者心理位移之經驗及影響分析研究。

口頭發表於 2010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李素芬、郭瓈灩：(2010，9月)。非結構憂鬱症團體療效因子分析研究。壁報發表於

2010第一屆國際心理治療研究學會臺灣分會。（國際研討會） 

100學年度   共 14篇（國際研討會 5篇；一般研討會 9篇） 

林少湲、何英奇(2012/3/23)。人文科系畢業生生涯轉換至服務業之初探-以轉至壽險

服務業為例。發表於第七屆銘傳大學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員工諮商與職場健康心

理學學術研討會。 地點：銘傳大學台北基河校區。 

林怡玲、何英奇(2012/4/28) 。國內小學階段生命教育教學成效之後設分析。發表於

2012生命教育學術研討會‧地點：國立台北教大。 

徐雅玲、何英奇(2012/4/28) 。國內小學階段品德教育教學成效之整合分析．2012生

命教育學術研討會‧2012年 4月 28日於國立台北教大。地點：國立台北教大。 

Hung, Jui-Ping（2011, Jul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Resources 

Consumption Scale: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job burnout. 

Poster session presented at The 9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 Kunming, China.（雲南師範大學）（國

際研討會） 

洪瑞斌（2012/5/18）。向大海進軍：以李安的生命敘說反思成年男性的轉化之道。發

表於龍華科技大學主辦「海峽兩岸生命敘說與心理傳記學」學術研討會之宣讀論

文。新北市：龍華科技大學。 

管貴貞 (2011年 11月)。師生在生命教育課程中的生命轉化與自我超越。發表於澳門

大學 「2011華人社會的教育發展系列研討會：教師對話」，澳門。（國際研討會） 

徐章華、管貴貞 (2011年 11月)。成為受人肯定的教師--訪談四位得獎的 super 教師。

發表於澳門大學 「2011華人社會的教育發展系列研討會：教師對話」，澳門。（國

際研討會） 

郭士賢、林甄君(2011年 9月)。基督教靈性療癒歷程分析。第七屆華人心理學家研討

會之宣讀論文。台北：中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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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士賢、黃威仁(2011年 10月)。如果算命是一種心理輔導。台灣心理學會第 50屆年

會之壁報論文。台中：亞洲大學。 

郭士賢、林怡君(2011 年 11 月)。再思基督教教牧諮商中的人觀。全人輔導與醫治論

文研討會之宣讀論文。台北：宇宙光全人關懷中心。 

Flahive, M. W. (2012. 06.08). Archetypal Images in Chinese Folk Belief: The Story 

of Mazu.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nalytical Psychology & Chinese 

Culture, Macau. （國際研討會） 

洪雅琴、李俊賢、歐凰如(2011)。八八水災災後社區心理重建經驗之探究：以佳冬鄉

塭豐村為例。壁報論文將發表於台灣諮商心理學會 2011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台北：台灣師大。 

李素芬(2011，11月)：諮商心理師心理位移經驗及對自我與諮商實務之影響分析研

究。口頭發表於 2011年臺灣諮商心理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Lee,Su-Fen(李素芬) (2012/06/27). The Experiences and Process of Self-Healing   

Produced from Psychological Displacement Paradigm in Diary-Writing. Paper    

presented at 6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Positive Psychology.Moscow, Russia.   

（國際研討會） 

101學年度   共 13篇（國際研討會 5 篇；一般研討會 8篇） 

黃尹貞、何英奇(2012/10/13) 。鏡花水月：遠距戀愛者愛情關係的詮釋現象學探究。

台灣心理學會第 51 屆年會學術研討會論文。台中：亞洲大學。 

洪士強、何英奇(2012/10/14) 。「牌」出心靈的故事：參加牌卡運用於生涯探索團體

之經驗反思。台灣心理學會第51屆年會學術研討會論文。台中：亞洲大學。 

Kuan, Kuei-Chen(管貴貞) (2013/07/12). A Meta-Analysis of Positive Psychology 

Research in Taiwan. 2013 International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for 

Psychotherapy Research, Brisbane, Australia.(國際研討會) 

Flahive, M. W., & Wang, T. (2013. 04.3-5). The Computer-assisted psychological 

testing for young children: Assessing the psychometric qualities of 

the multimedia Chinese Piers-Harris Children's Self-Concept Scale 2. 

2013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ISEP 2013). 

Kitakyushu, Japan. (國際研討會) 

曾淯琪、王孟心 (2012，11 月) 。針對身心障礙者兒童手足以團體手偶劇介入之行

動研究，2012台灣遊戲治療學會年會暨多元文化脈絡之遊戲治療學術

研討會 ，台灣，南投。 

郭士賢、吳香儀(2012 年 10 月)。參與過婚前輔導的夫妻之婚姻調適經驗。台灣心理

學會第 51屆年會之壁報論文。台中：亞洲大學。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tbo=p&tbm=bks&q=inauthor:%22%E9%BB%83%E5%B0%B9%E8%B2%9E%22&source=gbs_metadata_r&ca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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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ai, M.-H. (2013, July). Research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Taiwan: A 

10-Year Review to Inform Counselor Educator and Practice. 2013 

International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for Psychotherapy Research, 

Brisbane, Australia.(國際研討會) 

Tsai, M.-H., Sun, W.-L., & Chen, Y.-T. (2013, July). Application of Direct Observation 

Form in Children Psychotherapy Research: A Case Study of A Second Grade 

Elementary Student. 2013 International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for 

Psychotherapy Research, Brisbane, Australia.（國際研討會） 

蔡美香、藍瑞萍、林佩鈴(2012, November)。台灣碩博士論文在遊戲治療研究之研究

領域、對象及方法：10 年之回顧及分析。2012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年會暨學術研

討會。南投：國立暨南大學。 

李素芬(2012，11月)：心理位移助益性研究。壁報發表於 2012年臺灣諮商心理學會

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翁逸馨、李素芬(2013/05/31)。以伴侶關係議題進行心理位移書寫之經驗與影響初探。

壁報論文發表於 2013全國輔導與諮商碩博士研究生學術研討會。台北:銘傳大學 

陳儀安、陳芳儀、葉邦彥、李素芬(2013/05/31)。「原生家庭與自我探索團體」之團

體療效因子與助益性研究。壁報論文發表於 2013全國輔導與諮商碩博士研究生

學術研討會。台北:銘傳大學。 

Lee,Su-Fen(李素芬) (2013/07/12). Research of The Effects and Effect Mechanisms on 

Psychological Displacement Paradigmin Diary-Writing. 2013 International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for Psychotherapy Research, Brisbane, Australia.(國際研討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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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1  97-101學年度教師擔任校外諮商相關科系之
口試與論文審查委員列表 

97學年度   共 11筆 

教師 服務機構/部門/系所 職稱 

何英奇 台灣師範大學/創造力發展所 (李政哲) 碩士論文指導 2008/06/30 

何英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心輔系 碩士論文口試 2008/12/19 

何英奇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生命教育研究所 (方惠欣) 碩士論文口試 2009/06/17 

何英奇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洪裕欣) 碩士論文口試 2009/06/18 

何英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心輔系(林美芳) 碩士論文口試 2009/06/24 

何英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領系 (韓光俐 ) 碩士論文指導 2009/06/30 

何英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領系 (李月娟) 碩士論文指導 2009/06/30 

洪瑞斌 輔仁大學/心理學研究所（許家偉） 碩士論文口試委員 

郭士賢 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口試委員 

郭士賢 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組織管理研究所 碩士論文口試委員 

郭士賢 中原大學/心理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口試委員 

98學年度   共 20筆 

何英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教系 (鍾宜華) 碩士論文口試 2009/1/20 

何英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教系 (陳正絢) 碩士論文口試 2009/1/22 

何英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心輔系 (張臻萍) 碩士論文口試 2010/1/15 

何英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教系 (孫秋雲) 碩士論文口試 2010/1/15 

何英奇 台中教育大學/心諮系 升等論文審查 2010/4/22 

何英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領系 (黃世雄) 博士論文口試 2010/06/30 

何英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教系 (紀吉如) 碩士論文口試 2010/07/02 

何英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領系 (高素儀) 碩士論文口試 2010/6/29 

何英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所 (吳淑華) 碩士論文口試 2010/05/24 

何英奇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生命教育研究所 (許瑩真) 碩士論文口試 2010/05/14 

何英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心輔系 (余欣慈) 碩士論文口試 2009/7/30 

何英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所 (金慧珍) 碩士論文口試 2010/06/24 

何英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教系 (蔡姍姍) 碩士論文口試 2010/8/31 

何英奇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技職教育所 (謝佩蓉) 博士論文口試 2010/7/25 

洪瑞斌 輔仁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劉俊元） 碩士論文口試委員 

洪瑞斌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研究所（潘佩蒂） 論文口試委員 

管貴貞 聖約翰科技大學 升等論文審查委員 

郭士賢 中原大學/心理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口試委員 

郭士賢 中原大學/宗教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口試委員 

洪雅琴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會 碩士論文口試委員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5RV5TT/search?q=auc=%22%E4%BD%99%E6%AC%A3%E6%85%88%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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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學年度   共 25筆 

何英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所(張詩青) 碩士論文口試 2011/1/21 

何英奇 台中教育大學/心諮系 升等論文審查 2010/10/13 

何英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領系 (張凱婷) 碩士論文口試 2011/1/3 

何英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心輔系(賴欣卉) 碩士論文口試 2011/12/23 

何英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所 (蔡幸蝞) 碩士論文口試 2011/5/20 

何英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心輔系(陳慧玲) 碩士論文口試 2011/5/27 

何英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心輔系(蘇曉佩) 碩士論文口試 2011/6/24 

何英奇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生命教育研究所 (李麗春)  碩士論文口試 2011/7/6 

何英奇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生命教育研究所 (林宛霖)  碩士論文口試 2011/7/6 

何英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教系(劉春香) 碩士論文口試 2011/6/23 

何英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教系(陳若男) 博士論文口試 2011/6/21 

何英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領系 (李彥慧) 博士論文口試 2011/7/7 

何英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所 (簡宏生) 碩士論文口試 2011/7/18 

何英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心輔系 (陳怡君) 碩士論文口試 2011/6/10 

何英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教系 (施伊珍) 碩士論文口試 2011/6/24 

何英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心輔系 (莊雯心) 博士論文口試 2011/6/20 

何英奇 台灣師範大學/特教系 (許淑卿) 碩士論文口試 2011/4/19 

洪瑞斌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研究所（張怡婷） 論文指導老師 

洪瑞斌 元智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呂俊毅） 論文口試委員 

洪瑞斌 輔仁大學/心理學研究所（陳柏廷） 論文口試委員 

王孟心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碩士論文口試委員 

郭士賢 中原大學/心理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口試委員 

李素芬 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碩士論文計畫口試委員 

李素芬 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碩士論文口試委員 

李素芬 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第三屆 2011 第三屆全國輔導

與諮商碩博士研究生學術研討

會論文審查委員 

100學年度   共 26筆 

何英奇 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 (江學瀅) 博士論文口試 2011/12/9 

何英奇 台灣師範大學/社教系 (許淑卿) 碩士論文口試 2011/12/22 

何英奇 台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所 (江展溢) 碩士論文口試 2012/6/20 

何英奇 台灣師範大學/心輔系 (歐陽幸雅 ) 碩士論文口試 2012/1/13 

何英奇 台灣師範大學/心輔系 (葉慶文 ) 碩士論文口試 2012/6/19 

何英奇 台灣師範大學/心輔系 (陳亭妤 ) 碩士論文口試 2012/6/29 

何英奇 台灣師範大學/心輔系 (侯明玉 ) 碩士論文口試 2012/1/18 

何英奇 台灣師範大學/心輔系 (胡芳綺) 碩士論文口試 201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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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英奇 台灣師範大學/創造力發展所 (曾菁芬) 碩士論文口試 2012/6/14 

何英奇 台北教育大學/生命教育所 (林怡伶) 碩士論文指導 2012/3/27 

何英奇 台北教育大學/生命教育所 (徐雅玲) 碩士論文指導 2012/3/27 

何英奇 高苑科大 升等論文審查委員 2012/4/10 

何英奇 政治大學/教育系(邱美秀) 升等論文審查委員 2012/1/6 

洪瑞斌 東吳大學/心理系（葉涵文） 碩士論文口試 2012/07/30 

洪瑞斌 輔仁大學/心理所（吳昶逸） 碩士論文口試 2012/06/22 

洪瑞斌 龍華科技大學新聘教師著作審查 審查委員 2012-04-30 

洪瑞斌 專家審查會議/勞委會職訓局委託彰化師範大學復

健諮商研究所研究計畫 

審查專家 

洪瑞斌 新訂青年工作價值觀量表之編製研究 期中審查會

議/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審查委員 

洪瑞斌 2011 第三屆全國輔導與諮商碩博士研究生學術研

討會/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論文審查委員 

洪瑞斌 中原大學/心理學系（吳至芳） 論文口試委員 

管貴貞 景文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 升等論文審查委員 

管貴貞 景文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 升等論文審查委員 

郭士賢 中原大學心理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口試委員 

洪雅琴 開南大學養生與健康行銷學系 升等論文審查委員 

李素芬 台南教育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 第四屆 2011 第三屆全國輔導

與諮商碩博士研究生學術研討

會論文審查委員 

李素芬 台南教育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 第四屆 2011 第三屆全國輔導

與諮商碩博士研究生學術研討

會優秀壁報論文審查委員 

101學年度   共 17 筆 

何英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所(蔡幸媚) 碩士論文口試 2012/12/31 

何英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所(張思玉) 碩士論文計畫口試 2013/01/04 

何英奇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博士班(沈碩彬) 博士論文口試 2013/01/10 

何英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所(羅品

欣) 

碩士論文口試 2013/01/25 

何英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所(鍾玉玲) 碩士論文口試 2013/03/07 

何英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所(白潔

文) 

碩士論文口試 2013/06/13 

何英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所(張思玉) 碩士論文口試 2013/06/18 

何英奇 東吳大學/心理所(李瑋瑋) 碩士論文口試 2013/06/19 

何英奇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所(古娪茜) 碩士論文計畫口試 2013/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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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英奇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施如

樺) 

碩士論文口試 2013/06/27 

洪瑞斌 中原大學/心理系/（葉清欣） 碩士論文口試 2013/04/08 

洪瑞斌 輔仁大學/心理系（許喬鈞） 碩士論文指導 2013/01/31 

洪瑞斌 龍華科技大學新聘教師著作審查 審查委員 2013-04-27 

洪瑞斌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心理學門研究計畫案審查

人 

計畫審查人 2013-02-05                    

～2013-03-05 

洪雅琴 台灣師範大學/心輔系(林涵) 碩士論文口試 2013/1/17 

洪雅琴 國北護健康大學/生死所(王柳婷) 碩士論文口試 2013/6/19 

洪雅琴 輔仁大學/臨床心理學系(游昊慰) 碩士論文指導 2013/7/16 

 



項目四：學術與專業表現 

24 

 

附件 4-2-2  97-101學年度教師擔任諮商專業團體與社群
之理監事列表 

97學年度   共 7筆 

教師 服務機構 職稱 

何英奇 中華學生事務學會 理事 

何英奇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出版品評議基金會 董事 

何英奇 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運動 心理諮詢委員 

黃政昌 台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 理事長 

黃政昌 董氏基金會 心理健康促進諮詢委員 

黃政昌 臺灣諮商心理學會 理事 

王孟心 台灣沙遊治療學會 理事 

98學年度   共 9筆 

何英奇 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運動 心理諮詢委員 

何英奇 中華學生事務學會 監事 

何英奇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出版品評議基金會 董事 

黃政昌 台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 理事長 

黃政昌 董氏基金會 心理健康促進諮詢委員 

黃政昌 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公共政策及法務委員會委員 

黃政昌 臺灣諮商心理學會 理事 

王孟心 台灣沙遊治療學會 理事 

洪雅琴 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專業認證委員會 委員 

99學年度   共 12筆 

何英奇 中華學生事務學會 監事 

何英奇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出版品評議基金會 董事 

黃政昌 台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 理事長 

黃政昌 臺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 常務監事 

黃政昌 董氏基金會 心理健康促進諮詢委員 

黃政昌 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公共政策及法務委員會委員 

黃政昌 臺灣諮商心理學會 理事 

王孟心 台灣沙遊治療學會 理事 

洪雅琴 台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專業認證委員會 委員 

蔡美香 台灣諮商心理學會，專業實習委員會 委員 

李素芬 臺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 理事 

李素芬 台灣諮商心理學會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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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度   共 15筆 

何英奇 中華學生事務學會 監事 

黃政昌 臺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 常務監事 

黃政昌 董氏基金會 心理健康促進諮詢委員 

黃政昌 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公共政策及法務委員會委員 

黃政昌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中和義消中隊 心理顧問 

洪瑞斌 台灣心理學會，第九屆執行委員與稽核委員聯席會 執行委員 

王孟心 台灣沙遊治療學會 理事 

王孟心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 理事 

洪雅琴 台灣性教育協會 理事 

洪雅琴 屏東縣向陽關懷協會 顧問 

洪雅琴 台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全聯會 會員代表 

蔡美香 台灣諮商心理學會，專業實習委員會 委員 

蔡美香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 理事 

李素芬 臺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 理事 

李素芬 台灣諮商心理學會 理事 

101學年度   共 15 筆 

何英奇 中華學生事務學會 監事 

黃政昌 臺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 常務監事 

黃政昌 董氏基金會 心理健康促進諮詢委員 

黃政昌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中和義消中隊 心理顧問 

洪瑞斌 台灣心理學會工商心理學組，第九屆執行委員與稽

核委員聯席會 

執行委員 

王孟心 台灣沙遊治療學會 理事 

王孟心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 理事 

洪雅琴 台灣性教育協會 理事 

洪雅琴 屏東縣向陽關懷協會 顧問 

洪雅琴 台灣失落關懷與諮商協會 理事 

洪雅琴 台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全聯會 會員代表 

蔡美香 台灣諮商心理學會，專業實習委員會 委員 

蔡美香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 理事 

李素芬 臺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 理事 

李素芬 台灣諮商心理學會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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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3  97-101學年度教師擔任諮商專業期刊編輯與
審查委員列表 

97學年度   共 10筆 

教師 學術期刊 職稱 

何英奇 師大學報:教育類 編輯委員 

何英奇 教育心理學報 編輯委員  

何英奇 教育心理學報 審查委員(3 篇) 

何英奇 輔導與諮商學報 審查委員 

何英奇 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季刊」 審查委員 

何英奇 特殊教育研究學刊 審查委員 

何英奇 教育研究集刊 審查委員 

何英奇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 審查委員 

98學年度   共 17筆 

何英奇 教育科學研究期刊 編輯委員 

何英奇 教育心理學報 編輯委員 

何英奇 教育心理學報 審查委員(3 篇) 

何英奇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報 審查委員 

何英奇 幼兒教育 審查委員(2 篇) 

何英奇 中華心理衛生學刊 審查委員 

黃政昌 測驗學刊 審查委員 

黃政昌 教育心理學報 審查委員 

黃政昌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 審查委員 

洪瑞斌 應用心理研究 論文審查委員 

洪瑞斌 應用心理研究 專題主編(組織敘說探究 

洪瑞斌 應用心理研究 論文審查委員 

管貴貞 景文外語學報 審查委員 

洪雅琴 初等教育學刊 審稿委員 

99學年度   共 18筆 

何英奇 教育科學研究期刊 編輯委員 

何英奇 教育心理學報 編輯委員 

何英奇 教育心理學報 審查委員(3 篇) 

何英奇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報 編輯委員 

何英奇 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 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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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英奇 中華心理衛生學刊 審查委員 

何英奇 學校衛生學刊 審查委員 

何英奇 公民訓育學報 審查委員 

黃政昌 測驗學刊 審查委員 

黃政昌 教育與心理研究 審查委員 

洪瑞斌 應用心理研究 編輯委員 

洪瑞斌 應用心理研究 論文審查委員 

管貴貞 景文外語學報 審查委員 

王孟心 輔導季刊 審稿委員 

郭士賢 本土心理學研究 論文審查 

李素芬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報(TSSCI) 審稿委員 

100學年度   共 32筆 

何英奇 教育科學研究期刊 編輯委員 

何英奇 教育心理學報 編輯委員 

何英奇 教育心理學報 審查委員 (7 篇) 

何英奇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報 編輯委員 

何英奇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報 審查委員 

何英奇 中華心理衛生學刊 審查委員 (2 篇) 

何英奇 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 審查委員  

何英奇 學校衛生學刊 審查委員 (2 篇) 

黃政昌 測驗學刊 審查委員 

黃政昌 教育心理學報 審查委員 

黃政昌 臺灣心理諮商季刊 審查委員 

黃政昌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 審查委員 

黃政昌 中華心理衛生學刊 審查委員 

洪瑞斌 應用心理學研究 編輯委員 

洪瑞斌 應用心理學研究 審查委員 

洪瑞斌 台灣心理諮商季刊 審查委員 

管貴貞 輔導季刊 審查委員 

洪雅琴 輔導季刊 審稿委員 

洪雅琴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 審稿委員 

蔡美香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tudies 審稿委員 

蔡美香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Reviews 審稿委員 

李素芬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報(TSSCI) 審稿委員 

李素芬 教育心理學報(TSSCI) 審稿委員 

李素芬 輔導季刊 審稿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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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學年度   共 20 筆 

何英奇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 審稿委員 

何英奇 全人教育學報(2012/12/14) 審稿委員 

何英奇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報 審稿委員 

何英奇 教育科學研究期刊 編輯委員 

何英奇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學報-數理科技類 審稿委員 

何英奇 家庭教育與諮商學刊 審稿委員 

何英奇 教育心理學報（2012/10/03） 審稿委員 

何英奇 教育科學研究期刊（2013/1/1-2013/12/31） 編輯委員 

何英奇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報（2013/1/1-2013/12/31） 編輯委員 

何英奇 教育心理學報（2013/1/1-2013/12/31） 編輯委員 

洪瑞斌 應用心理學研究 編輯委員 

洪瑞斌 人力資源管理學報 審查委員(2 篇) 

洪瑞斌 輔仁社會研究 審查委員 

管貴貞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 審查委員 

管貴貞 應用心理學研究 審查委員 

王孟心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 審稿委員 

蔡美香 輔導季刊 審稿委員 

蔡美香 台灣遊戲治療學報 審稿委員 

李素芬 台灣諮商心理學報 審稿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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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4  97-101學年度教師提供各級學校、各培訓機
構、督導、演講、工作坊等服務列表 

何英奇 2009/8/1～

2010/1/31 

出版品評議(98學年)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出

版品評議基金會 

董事 

何英奇 2009/8/1～ 

2010/12/31 

運動心理諮詢 (98 學

年) 

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

動總會運動 

心理諮詢委員 

姓名 時間 服務內容或工作名稱 機構或單位 職稱 

何英奇 2007/2/1～

2008/12/31 

中華學生事務學會理事

(97 學年) 

中華學生事務學會 理事 

何英奇 2008/1/1～

2008/12/31 

出版品評議(97 學年)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出

版品評議基金會 

董事 

何英奇 2008/1/1～

2008/12/31 

少年問題諮詢(97 學年) 中華民國少年保護委

員會 

副主任委員 

何英奇 2008/7/23~200

8/8/6 

97 年公務人員高考及普

考閱卷 

考選部 閱卷委員 

何英奇 2008/9/1~2008

/12/31 

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研

發: 語文(閩南語) 

教育部 研修委員 

何英奇 2008/12/18～

2008/12/24 

97 年特考地方公務員考

試命題及閱卷 

考選部 命題及閱卷委員 

何英奇 2009/1/1~2009

/12/31 

98 年公務人員基層警察

特考典試及 98 年高普考

命題閱卷 

考選部 典試、命題、閱

卷委員 

何英奇 2009/2/1~2010

/12/31 

運動心理諮詢 (97 學年) 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

動總會 

心理諮詢委員 

何英奇 2009/3/28~ 

2009/7/31 

中華學生事務學會監事 

(97 學年) 

中華學生事務學會 監事 

何英奇 2009/3/2~2009

/3/20 

98 年公務員特考 考選部 典試委員 

何英奇 2009/4/14~200

9/4/24 

98 年專技人員高考心理

師考試命題及閱卷 

考選部 命題及閱卷委員 

何英奇 2009/7/21~200

9/7/30 

98 年公務人員高考及普

考閱卷 

考選部 閱卷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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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英奇 2009/8/1～

2010/7/31 

中華學生事務學會監事 

(98 學年) 

中華學生事務學會 監事 

何英奇 2009/11/19 讓想像穿梭於藝與道

間：質性研究的另類思

維專題演講 

台師大衛教系 學術專題講員 

何英奇 2009/11/25 教學評量新思維 專題

演講 

新北市 安康高中 學術專題講員 

何英奇 2009/12/1 台中縣第七期校長甄選 台中縣政府 甄選委員 

何英奇 2009/12/8 98 年教官（師）教學知

能研習班演講 

國防部軍備局計訓中

心 

學術專題講員  

何英奇 2010/8/1～

2010/12/31 

運動心理諮詢 (99 學年) 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

動總會運動 

心理諮詢委員 

何英奇 2010/3/20 99 年留學獎學金甄試書

面審查 

教育部 審查委員 

何英奇 2010/6/28～

2010/7/10 

99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警察、交通鐵路人員考

試命題及閱卷 

考選部 考試命題及閱卷

委員 

何英奇 2010/7/4～

2010/7/21 

99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

與普通考試閱卷 

考選部 命題及閱卷委員 

何英奇 2010/8/1~2011

/7/31 

中華學生事務學會監事

(99 學年) 

中華學生事務學會 監事 

何英奇 2010/8/1~2010

/12/31 

運動心理諮詢(99 學年) 

 

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

動總會 

心理諮詢委員 

何英奇 2010/8/13 ~ 

2010/12/31 

專技人員高考心理師考

試命題 

考選部 命題委員 

何英奇 2010/9/3 ~ 

2010/9/3 

台中縣第六期主任甄選

命題及閱卷 

台中縣教育局 命題及閱卷委員 

何英奇 2010/9/28～

2010/10/28 

中華學生事務專題論文

獎評審 

中華學生事務學會 評審委員 

何英奇 2010/10/1 ~ 

2010/10/15 

赴大陸研究論文計畫審

查 

行政院陸委會 審查委員 

何英奇 2010/10/13~20

10/10/25 

台中教育大學  

升等論文審查 

台中教育大學 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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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英奇 2011/2/14~201

1/3/14 

2010 高等教育與學生事

務國際學術研討會專書 

台灣師大公領系 審查委員 

何英奇 2011/5/1~2012

/4/30 

試題品質研究諮詢委員 考選部 命題及閱卷委員 

何英奇 2011/06/10 長庚護理學院  紮根理

論的編碼方法學術專題

演講 

長庚護理學院 學術專題講員 

何英奇 2011/7/4~2011

/7/8 

100年第2次心理師專技

考試 

考選部 典試委員 

何英奇 2011/7/27 ~ 

2011/8/31 

100 年公務人員高普考

試典試委員 

考選部 典試委員 

何英奇 2011/8/1 ~ 

2012/7/31 

中華學生事務學會監事 

(100 學年) 

中華學生事務學會 監事 

何英奇 2011/9/20 100 年公務人員原住民

特考典試 

考選部 典試委員 

何英奇 2011/9/23 100年第2期社教機構生

命教育教案審查 

台北教育大學 審查委員 

何英奇 2011/10/4 100年第2次心理師專技

考試典試 

考選部 典試委員 

何英奇 2011/11/15 中華學生事務專題論文

獎評審 

中華學生事務學會 評審委員 

何英奇 2011/11/15~20

11/12/15 

中華學生事務專題論文

獎評審 

中華學生事務學會 評審委員 

何英奇 2011/12/12 100 年公務人員地方特

考閱卷 

考選部 閱卷委員 

何英奇 2011/12/5 傑出通識教師評審 文化大學 評審委員 

何英奇 2011/12/16 外交領事人員國家考試

與其核心職能之研究 

考選部 審查委員 

何英奇 2012/1/4~2012

/1/18 

100 年地方特考教心組

閱卷委員 

考選部 閱卷委員 

何英奇 

 

2012/1/12 

 

心輔 101 學年全職實習

說明會 

文化大學心輔所 指導委員 

何英奇 2012/1/13 100年第3期社教機構生台北教育大學 審查委員 

https://ap2.pccu.edu.tw/ethx/T75detail.asp?servSqNo=72303&item=serv&posi1=&taccount=&org=CME&deptname=&dept=&dept_tech=&thsis=&sel3=&processyy=&bdate=2010/08/01&edate=2011/07/31&datakind=serv
https://ap2.pccu.edu.tw/ethx/T75detail.asp?servSqNo=72303&item=serv&posi1=&taccount=&org=CME&deptname=&dept=&dept_tech=&thsis=&sel3=&processyy=&bdate=2010/08/01&edate=2011/07/31&datakind=se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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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教育教案審查 

何英奇 2012/3/6~2012

/3/28 

100 學年度台師大碩士

班考試命題與閱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命題與閱卷委員 

何英奇 2012/3/13 2012 生命教育學術研討

會論文審查 

台北教育大學 審查委員 

何英奇 2012/3/14 心輔所碩二兼職實習說

明會 

文化大學心輔所 指導委員 

何英奇 2012/3/24 101 年高中以下教師資

格檢定考試 

教育部 閱卷委員 

何英奇 2012/4/20 101年第1期社教機構生

命教育教案審查 

台北教育大學 審查委員 

何英奇 2012/4/27 教師教學評量諮詢會議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諮詢委員 

何英奇 2012/4/30 101 年公務人員身障特

考閱卷 

考選部 閱卷委員 

何英奇 2012/5/31 紮根理論的研究方法學

術專題演 

台師大衛教系 學術專題講員 

何英奇 2012/6/7 心輔所 100 學年度「碩

班層級諮商心理實習」 

文化大學心輔所 指導委員 

何英奇 2012/7/30～

2012/8/12 

101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

試 

考選部 閱卷委員 

何英奇 2012/08/01 

-2013/07/31 

教育學院心理輔導學系

教學卓越計畫 

中國文化大學 辦公室主任 

何英奇 2012/09/06 101 年度社教機構或法

人辦理教師進修認可審

查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審查委員 

何英奇 2012/10/23 101-1 學年台師大社教

系博士班學位資格考試

命題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命題委員 

何英奇 2012/11/07 102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

入學招生考試 

中國文化大學 口試委員 

何英奇 2012/11/22 升等論文審查審(李宜

芬) 

致理技術學院 審查委員 

何英奇  2012/12/01 台灣師大著作（陳昭儀）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出 審查委員 

https://ap2.pccu.edu.tw/ethx/T75detail.asp?servSqNo=72303&item=serv&posi1=&taccount=&org=CME&deptname=&dept=&dept_tech=&thsis=&sel3=&processyy=&bdate=2010/08/01&edate=2011/07/31&datakind=se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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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 版中心 

何英奇  2012/12/07 101 學年度文化大學日

文系評鑑 

中國文化大學 評鑑委員 

何英奇  2012/12/12 101 學年度文化大學國

術系評鑑 

中國文化大學 評鑑委員 

何英奇 2012/12/21  中國文化大學青少年兒

童福利碩士學位學程評

鑑 

中國文化大學 評鑑委員 

何英奇 2012/12/23 101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

試司法官考試口試委員 

考選部 口試委員 

何英奇 2012/12/29 

-2013/01/11 

101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

府公務人員考試命題兼

閱卷委員 

考選部 命題兼閱卷委員 

何英奇 2013/01/29 102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

考試命題委員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命題委員 

何英奇 2013/03/05 102 年度社教機構或法

人辦理教師進修認可審

查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審查小組 

何英奇 2013/03/4 

-2013/03/11 

102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

考試閱卷委員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閱卷委員 

 

何英奇 2013/03/13 彰師大輔諮系「測驗、

統計與研究方法」專題

演講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

導與諮商學系 

講師 

何英奇 2013/03/14 升等論文審查 (張高賓) 國立嘉義大學/輔諮

學系 

審查委員 

何英奇 2013/03/15 102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

入學招生 

中國文化大學 命題暨閱卷委員 

何英奇 2013/03/15 102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

入學招生 

中國文化大學 口試委員 

何英奇 2013/03/16 

-2013/03/21 

102 年度高中以下及幼

兒(稚)園教師資格檢定

考試 

 教育部 閱卷委員 

何英奇 2013/05/01 高苑科大副教授資格疑 教育部 審查委員 



項目四：學術與專業表現 

34 

 

議審查 

何英奇 2013/05/04 

-2013/05/11 

102 年公務特考身心障

礙人員考試命題兼閱卷

委員 

考選部 命題兼閱卷委員 

何英奇 2013/05/22 共同科目與通識教育中

心會議暨通識教育自我

評鑑小組會議 

中國文化大學 召集委員 

何英奇 2013/05/24 

-2013/06/02 

升等論文審查審(喬虹)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審查委員 

何英奇 2013/05/29 101 學年度文化大學國

術系評鑑 

中國文化大學 評鑑委員 

何英奇 2013/05/31 101 學年度文化大學日

文系評鑑 

中國文化大學 評鑑委員 

何英奇 2013/06/09  101 學年度文大青少年

兒童福利碩士學位學程

評鑑 

中國文化大學 評鑑委員 

何英奇 2013/06/13 

-2013/06/29 

102 年公務特考警察人

員考試命題兼閱卷委員 

考選部 命題兼閱卷委員 

何英奇 2013/06/30 十二年過民基本教育課

程審議會 

教育部  審議委員 

何英奇 2013/07/01- 

2013/08/16 

102 年第二次心理師專

技考試 

考選部 典試委員 

黃政昌 2008/9/1 大學高危險群學生的篩

檢與輔導 

元培科技大學學生輔

導中心 

舉辦地點：元培科技

大學光恩樓國際會議

廳 

講師 

黃政昌 2008/9/25 篩選高關懷學生之重要

性--賴氏人格測驗為例 

黎明技術學院學生輔

導中心 

地點：黎明技術學院

會議室 

 

黃政昌 2008/10/17 導師輔導工作的角色定

位--導師輔導知能研討

銘傳大學諮商暨潛能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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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地點:台北校區大會

議室(E樓) 

黃政昌 2008/10/22 認識心理疾病-成因、種

類、徵狀及協助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人

事室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

館總館地下 2 樓演講

廳 

 

黃政昌 2008/10/24 大學院校高關懷與高危

險群學生的篩選與輔導

策略 

大同大學生涯諮詢中

心 

地點：大同大學尚志

教育研究管 B105 會

議室 

 

黃政昌 2008/10/31 97 新生普測結果分析暨

因應策略研討會議 

亞東技術學院諮商中

心 

舉辦地點：亞東技術

學院諮商中心 201 團

輔室 

講師 

黃政昌 2008/11/5 97 年高關懷學生篩檢輔

導防護策略研討暨諮議

會議 

亞東技術學院諮商中

心 

舉辦地點：亞東技術

學院諮商中心 201 團

輔室 

講師 

黃政昌 2008/11/28 97(1)認輔個案輔導協

調會議 

台北市立至善國中輔

導室 

舉辦地點：台北市立

至善國中會議室 

督導 

黃政昌 2008/11/28 97(1)個案輔導會議 台北市立至善國中輔

導室 

舉辦地點：台北市立

至善國中會議室 

督導 

黃政昌 2008/12/19 台北縣 97 學年度第 13

期一般心評人員培訓 

台北縣政府教育局 

舉辦地點：台北縣國

光國小視聽中心 

「標準化測驗的

選用與分析」講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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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政昌 2009/1/19 大專校院職涯輔導人員

專業能力調查研究結果 

臺灣科技大學 報告者 

黃政昌 2009/4/16 教師暨親職輔導知能研

習：如何幫助心理疾病

學生邁向復原之路 

台北市龍山國中會議

室 

講師 

黃政昌 2009/4/19 大愛全記錄－【起立‧

敬禮‧別下課】 

中國文化大學學生諮

商中心 

受訪專家 

黃政昌 2009/5/19 教育生活家樂活身心靈

－【諮商心理師會客室】 

國立教育廣播電錄音

室 

受訪專家 

黃政昌 2009/8/13 校園高關懷對象的篩選

與輔導策略～以「大學

生心理健康量表-篩選

性評估」為例 

長庚技術學院諮商中

心會議室 

講師 

黃政昌 2009/8/20 【心靈即時通】基隆市

學校防治學生憂鬱及自

我傷害教師培訓計畫 

基隆市建德國民小學 講師 

黃政昌 2009/8/26 青少年憂鬱與自殺的認

識與協助 

台北縣板橋市溪崑國

中會議室 

講師 

黃政昌 2009/8/27 大學生心理常見困擾及

處遇研討工作坊 

高雄醫學大學濟世樓

2樓 CS201 

講師 

黃政昌 2009/9/10 大學冏世代大學生快樂

了嗎?做個快樂、有效能

的導師 

烏來那魯灣大飯店國

際會議廳 

講師 

黃政昌 2009/10/18 大專校院職涯輔導人員

專業能力調查研究結果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 引言人 

黃政昌 2009/10/21 搭起溝通的橋樑--談導

師的輔導工作角色校 

東吳大學 講師 

黃政昌 2009/10/28 大學高危險群學生的篩

檢與輔導：談導師的輔

導工作角色 

臺灣科技大學 講師 

黃政昌 2009/11/11 打開孩子的心門：談關

係建立與會談技巧 

臺北市成功高中 講師 

黃政昌 2009/12/6 2009 第七屆臺灣心理治實踐大學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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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與心理衛生聯合會 

黃政昌 2010/2/24 大學高危險群學生的篩

檢與輔導(1)：談導師的

輔導工作角色 

清雲科技大學 講師 

黃政昌 2010/4/29 大學高危險群學生的篩

檢與輔導(2)：談導師的

輔導工作角色 

清雲科技大學 講師 

黃政昌 2010/5/13 如何幫助心理疾病學生

邁向復原之路 

台北市景文高中演講

廳 

講師 

黃政昌 2010/6/21 強迫症治療—認知行為

治療取向 

臺北市諮商心理師公

會 

講師 

黃政昌 2010/7/5 大學院校高關懷與高危

險群學生的篩選與輔導

策略 

崇右技術學院綜合大

樓 9樓 

講師 

黃政昌 2010/7/18 電話戒煙個案的心理評

估與處遇 

戒煙中心 講師 

黃政昌 2010/7/26 電話戒煙個案的督導討

論 

戒煙中心 督導 

黃政昌 2010/08/05 強迫症的認知行為治療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大

樓 201演講廳 

講師 

黃政昌 2010/9/18 強迫症的認識與有效處

遇策略 

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10樓演講廳 

講師 

黃政昌 2010/10/04 好煩呀！還是不夠完美 桃園縣光明國小演講

廳 

講師 

黃政昌 2010/10/06 強迫症學生的個案研討

會 

基隆女中 督導 

黃政昌 2010/11/10 談學生自傷與自殺行為

的辨識與危機處理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演

講廳 

講師 

黃政昌 2010/11/18 強迫症的治療的實務工

作坊 

文藻外語學院演講廳 講師與督導 

黃政昌 2010/12/5 2010 第八屆臺灣心理治

療與心理衛生聯合會。 

承辦單位：中華團體

心理治療學會。舉辦

地點：實踐大學。 

大會強迫症認知

行為團體工作坊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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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政昌 2010/12/1 強迫症學生的個案研討

會 

南港高中輔導室 督導 

黃政昌 2011/01/05 強迫症學生的個案研討

會 

新北市五峰國中輔導

室。 

督導 

黃政昌 2011/05/02 強迫症的認識與輔導。

擔任職稱 

台北市松山高中 講師 

黃政昌 2011/05/25 強迫症學生的個案研討

會 

台北市松山高中 督導 

黃政昌 2011/08/11 強迫症認知行為治療工

作坊 

主辦單位：高雄市諮

商心理師公會。舉辦

地點：高雄市政府社

會局三民東區社會福

利服務中心多功能

室。 

講師 

黃政昌 2012/02/29 100 學年度校教學特優

教師經驗分享 

中國文化大學工學院 講師 

黃政昌 2012/04/18 學生情緒問題的辨識與

有效處遇策略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部

學輔中心 

講師 

黃政昌 2012/04/25 大學生必須知道的 10 件

事：攸關你這輩子的心

理健康 

中國文化大學教育學

院 

講師 

黃政昌 2012/05/23 100 學年度校教學特優

教師經驗分享 

中國文化大學教育學

院 

講師 

黃政昌 2012/07/14 評估性會談訓練工作

坊。 

主辦單位：臺北市諮

商心理師公會。舉辦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公館校區 S101

視聽教室。 

講師 

黃政昌 2012/07/17 國、高中職高關懷對象

的篩選與輔導—以青少

年心理健康量表為例。 

主辦單位：心理出版

社。舉辦地點：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

廣學院二樓視聽教

室。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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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政昌 2012/09/11 高關懷學生之辨別與處

遇方式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學

生輔導中心 

講師 

黃政昌 2012/10/31 老師，請你一定要保護

我--拒絕校園霸凌 vs.誰

是幕後推手？。 

台北市西門國小輔導

室 

講師 

黃政昌 2012/12/06 現代人必須知道的 10 件

事：攸關你這輩子的心

理健康 

新北市義勇消防總隊

第七大隊 

講師 

黃政昌 2012/12/06 如何幫助心理疾病學生

邁向復原之路 

台北市立明倫高中輔

導室 

講師 

黃政昌 2013/01/29 生涯測驗的解釋與應用 宜蘭縣學生輔導諮商

中心 

講師 

黃政昌 2013/03/23 國中校園常用測驗工具

的使用與解釋 

宜蘭縣學生輔導諮商

中心 

講師 

黃政昌 2013/06/18 高關懷對象的篩選與輔

導—以大學生心理健康

量表為例 

國防部心理衛生中心 講師 

黃政昌 2013/07/16 基隆市 102 年度七、八

年級自我探索測驗研習 

基隆市學生輔導諮商

中心 

講師 

黃政昌 2013/07/29 強迫性人格疾患診斷與

處遇 

臺北市諮商心理師公

會 

講師 

洪瑞斌 2008/6/27 97 年度會員勞工教育課

程「工作壓力與心理健

康」 

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

局產業工會 

課程講師 

洪瑞斌 2008/7/4 「組織行為學研究」工

作坊，組織管理質化研

究概論 

台灣心理學會工商心

理學組 

講師 

洪瑞斌 2009/7/11～ 

2009/7/12 

新世紀流行領導者與組

織內化的學習工作坊 

JP-focus流行整合企

劃專業有限公司 

課程講師 

洪瑞斌 2009/10/15～ 

2009/10/15 

九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一次輔導老師知能研

習會課程：生涯測驗工

作坊 

崇右技術學院 講師 

洪瑞斌 2009/10/23～ 當代心理學研究方法與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質性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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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3 流變：質性、量化與實

證社會科學研討會 

院 坊」主講人 

洪瑞斌 2009/12/5～ 

2010/2/6 

98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

「生涯規劃」教師在職

進修學分班【生涯建構/

敘說與失業/勞動家庭】

團體工作坊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委

託 

授課講師 

洪瑞斌 2010/5/20～

2010/5/20 

教育部補助辦理 99年度

學生輔導工作計畫南區

輔導人員專業研習 

台南科技大學 學生

事務處 學生輔導中

心 

主講人 

洪瑞斌 2010/9/28～

2010/9/28 

「精進教學品質」研討

會 

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

源中心 

與談人 

洪瑞斌 2010/11/4～

2010/11/4 

以「諮商輔導技巧及實

務演練」與「教育服務

產業之職涯規劃諮商服

務」為題，團體工作坊 

文化大學進修推廣部 授課講師 

洪瑞斌 2012-07-09～

2012-08-01 

專員級人事人員進階職

能培訓專班（主題:健康

心理學與員工諮商）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講師 

洪瑞斌 2012-05-16～

2012-05-16 

100 學年度教育學院雇

主座談會 

中國文化大學教育學

院 

雇主代表 

洪瑞斌 2012-05-03～

2012-05-03 

導師專業成長社群講座

（講題：導師面對困難

個案之了解與處境） 

國文化大學英國語文

學系 

講師 

洪瑞斌 2012-04-09 100 年度「UCAN大專校

院就業職能平台營運管

理及教學應用計畫」焦

點團體座談會 

教育部（財團法人中

國生產力中心承辦） 

諮詢專家 

洪瑞斌 2012-03-26～

2012-04-06 

提供該系核心課程外審

之諮詢意見 

台中教育大學諮商與

應用心理系 

課程外審諮詢委

員 

洪瑞斌 2012-08-01～

2013-07-31 

衛生委員會委員 中國文化大學衛生委

員會 

委員 

洪瑞斌 2012-08-01～ 諮商全職實習生行政督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心 行政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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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31 導  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洪瑞斌 2012-07-01～

2013-06-30 

諮商全職實習生行政督

導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行政督導 

洪瑞斌 2012-07-01～

2013-06-30 

諮商全職實習生行政督

導  

淡江大學教育心理與

諮商研究所 

行政督導 

洪瑞斌 2013-06-14 主管遴選委員會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甄試委員 

管貴貞 2011/8/17 性別翹翹板-談性別平

等的實踐與反思 

臺灣土地銀行 主講人 

管貴貞 2011/8/24 生涯規畫-讓後半生更

精彩 

臺北市員工協談中心 主講人 

管貴貞 2011/9/1 「生命文化」數位教材

推廣與教學經驗分享 

景文科技大學 主講人 

管貴貞 2011/10/13 借與不借之間-從代理

孕母談生命論理議題 

景文科技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 

主講人 

管貴貞 2011/10/20 心靈電影院-「小太陽的

願望」電影欣賞暨座談 

臺北市員工協談中心 主講人 

管貴貞 2011/10/28 心靈電影院-「享受吧，

一個人的旅行」電影欣

賞暨座談 

臺北市員工協談中心 主講人 

管貴貞 2011/11/17 個案研討會 新北市新埔國中輔導

處 

督導 

管貴貞 2011/12/23 個案研討會 新北市新埔國中輔導

處 

督導 

管貴貞 2012/2/1 性別翹翹板-談性別平

等的實踐與反思 

臺灣土地銀行 主講人 

管貴貞 2012/1/12 個案研討會 新北市新埔國中輔導

處 

督導 

管貴貞 2012/2/14 性別翹翹板-談性別平

等的實踐與反思 

臺灣土地銀行 主講人 

管貴貞 2012/4/5 個案研討會 新北市新埔國中輔導

處 

督導 

管貴貞 2012/5/8 性別翹翹板-談性別平

等的實踐與反思 

臺灣土地銀行 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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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貴貞 2012/5/17 個案研討會 新北市新埔國中輔導

處 

督導 

管貴貞 2012/6/7 性別翹翹板-談性別平

等的實踐與反思 

臺灣土地銀行 主講人 

管貴貞 2012/6/14 心靈電影院-「雜貨店老

闆的兒子」電影欣賞暨

座談 

臺北市員工協談中心 主講人 

管貴貞 2012/6/14 個案研討會 新北市新埔國中輔導

處 

督導 

王孟心 2010/10 「兒童虐待的處遇訓練-

專業人員訓練」 

勵馨基金會蒲公英治

療中心 

課程講師 

王孟心 2010/11/18 「與兒童工作的父母諮

詢」演講 

師大心輔系 講師 

王孟心 2010/12/09 2010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

年會暨學術研討會主題

論壇：容格取向之遊戲

治療理論與應用實務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 講師 

王孟心 2011/03 「活動遊戲治療」演講 師大心輔系 講師 

王孟心 2011/11/29-20

11/11/30 

受性侵害兒童之遊戲治

療系列工作坊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 協辦人及翻譯 

王孟心 2011/07/02 沙遊學習之路研討會暨

體驗工作坊 

台灣沙遊治療學會、

亞東紀念醫院、文化

主辦人 

王孟心 2008/10/31 學校與家庭中的遊戲治

療工作坊 

國立臺南大學諮商與

輔導學系 

課程講師 

王孟心 2008/11/9 我與遊戲治療 台灣神學院 課程講師 

王孟心 2009/9/20 2009 年秋季北部沙遊治

療個案研討會 

台灣沙遊治療學會、

亞東紀念醫院、文化

大學心理輔導系 

會議主持人 

王孟心 2010/5/29 遊戲治療歷程中之評估

實務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 課程講師 

王孟心 2010/10/9 沙遊治療 2010秋季研討

會暨展覽 

台灣沙遊治療學會、

亞東紀念醫院、文化

大學心理輔導系 

會議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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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心理輔導系 

王孟心 2011/12/7-201

1/12/9 

Kalffian Sandplay—容

格取向的沙遊療癒歷程

工作坊 

台灣沙遊治療學會、

亞東紀念醫院 

協辦人及翻譯 

王孟心 2012/5-2012/0

7 

新北市學生輔導中心中

小心理師遊療訓練工作

坊 

新北市學生輔導中心 講師 

郭士賢 2009/05/29 情緒與壓力管理  

 

台北縣澳底海巡隊 主講人 

郭士賢 2010/11/04 親子溝通 瑞芳國中親職講座 

地點：瑞芳國中 

主講人 

郭士賢 2011/05/06 實作課程在教學的運用 

 

世新大學社會心理系 主講人 

郭士賢 2012/03/13 評量工具簡介與解釋分

析-田納西自我概念量

表 

基隆市身心障礙福利

服務中心，個案研討

暨教育訓練。地點：

基隆市身心障礙福利

服務中心 

主講人 

郭士賢 2012/04/19 如何與新世代青少年溝

通 

瑞芳國中親職講座 

地點：瑞芳國中 

主講人 

郭士賢 2012/05/15 評量工具簡介與解釋分

析-田納西自我概念量

表 

基隆市身心障礙福利

服務中心，個案研討

暨教育訓練。地點：

基隆市身心障礙福利

服務中心 

主講人 

郭士賢 2012/09/11 評量工具簡介與解釋分

析-工作氣質測 

基隆市身心障礙福利

服務中心，個案研討

暨教育訓練。地點：

基隆市身心障礙福利

服務中心 

主講人 

郭士賢 2012/9/1~2013/

5/31 

職業評量測驗介紹與分

析 

基隆市身心障礙服務

中心 

外聘講師 

洪雅琴 2008/12/10 學術講座「一個犯罪少中山醫學大學心理學 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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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的置身所在：家的錯

落與回返」 

系學術委員會 

洪雅琴 2008/12/21 學術講座台港性侵害倖

存者處遇實務暨論文研

討會 

勵馨社會福利事業基

金會 

主持人、回應人 

洪雅琴 2008/12/15 個案研討會 台灣台中地方法院 督導 

洪雅琴 2008/12 個案研討會 台灣台中地方法院 督導 

洪雅琴 2009/05/05 學生特殊個案研討會 台北市立中正高中輔

導室 

校外專家諮詢顧

問 

洪雅琴 2009/05/20 司法院「98 年度少年業

務個案研討會」 

司法院與台灣台中地

方法院 

主講人與督導 

洪雅琴 2009/05/27 強化諮商輔導工作研討

會「精神分析學派的認

識與運用 

朝陽科技大學學生輔

導中心 

主講人 

洪雅琴 2009/06/06 通識教育：傳統學術與

當代人文精神研討會 

景文科技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 

回應人 

洪雅琴 2009/07/22 「98 年度少年輔導、保

護志工在職研習」 

台灣宜蘭地方法院 主講人與督導 

洪雅琴 

 

2009/08/19 個案研討會 台灣台南地方法院 督導 

洪雅琴 2009/09/01～ 文化心輔系八八水災志

工團 

文化大學心理輔導學

系 

指導老師 

洪雅琴 2009/09/11～

2009/09/12 

「人文臨床與療癒研究

發展研討會」 

慈濟大學人文社會學

院人文臨床與療癒研

究室 

回應人 

洪雅琴 2009/12/01 志工訓練與個案研討會 台灣南投地方法院 主講人與督導 

洪雅琴 2010/01/30 「人文臨床與療癒」北

區座談會 

政治大學哲學系、「人

文臨床與療癒」專題

教學研究社群發展計

畫 

與談人、主持人 

洪雅琴 2010/03/01～ 「心理治療入門工作

坊」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

德院區（市療）思想

起心理治療中心 

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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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雅琴 2010/08/01 ~  

2011/01/31 

教育部補助「人文臨床

與療癒」教學研究社群 

慈濟大學人文臨床與

療癒教學研究發展中

心 

諮商心理學組負

責人 

洪雅琴 2011/02/01 ~  

2011/07/31 

「心理評估工作坊」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

德院區思想起心理治

療中心 

主講人 

洪雅琴 

 

2011/04/18 特殊個案研討會 國立台北大學學生諮

商中心 

督導 

洪雅琴 

 

2011/05/02 ~  

2011/05/03 

校園性侵害與性騷擾事

件加害人諮商實務工作

坊—從精神分析的觀點

談起。」 

國立交通大學諮商中

心 

主講人與督導 

洪雅琴 

 

2011/08/31 認識精神疾病與自我傷

害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諮

輔組 

主講人 

洪雅琴 

 

2011/10/24 國中輔導教師駐地督導 台灣師大教育心理與

輔導學系 

督導 

洪雅琴 

 

2011/10/01～

2011/10/17 

101 年中等教師資格鑑

定考試命題 

國家教育研究院 命題委員 

洪雅琴 

 

2011/10/17 青少年的多元性別文化 彰化縣永靖國中輔導

室 

主講人 

洪雅琴 

 

2012/01/16 特殊個案會議 台灣藝術大學學務處 督導 

洪雅琴 2012/03/24 101 年中等教師資格鑑國家教育研究院 閱卷委員 

洪雅琴 2010/03/01～ 「評估工作坊」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

德院區（市療）思想

起心理治療中心 

主講人 

洪雅琴 2010/03/26 志工訓練講座與個案研

討會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 主講人與督導 

洪雅琴 2010/05/01 諮商心理師專業認證論

壇。 

台北市諮商心理師公

會 

與談人 

洪雅琴 2010/07/20～

2010/07/21 

「99 年度少年輔導、保

護至工、家事調解委員

在職研習」 

台灣宜蘭地方法院 主講人與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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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考試閱卷  

洪雅琴 2012/8/27 講座「如何進行性侵害

相對人諮商」 

台北市諮商心理師公

會 

主講人 

洪雅琴 2012/10/11～

2012/10/16 

教學品質保證 國北護健康大學生死

教育與輔導研究所 

外審委員 

洪雅琴 2012/10/11～

2012/10/16 

教學品質保證 國北護健康大學生死

與健康心理諮商學系 

外審委員 

洪雅琴 2012/11/5 個案研討會 國立台北大學學輔中

心 

專業督導 

洪雅琴 2013/2/6 機構專業運作 屏東縣向陽關懷協會 專業督導 

洪雅琴 2013/7/6 家暴受虐兒輔導工作坊 屏東縣向陽關懷協會 主講人 

蔡美香 2009/09/28 學生接受心理諮商之現

況分析(98 學年度全校

導師會議) 

中國文化大學學生諮

商中心 

舉辦地點：文大大孝

館柏英廳 

主講人 

蔡美香 2009/10/06～ 

2009/11/17 

國小學生團體遊戲治療 

(碩士論文之團體帶領) 

 

國防大學心理及社會

工作學系 

督導 

蔡美香 2010/07/01 遊戲治療之運用與輔導 宜蘭縣學生輔導資源

中心 

舉辦地點：宜蘭縣蘇

澳國小 

工作坊講師 

蔡美香 2010/07/24～ 

2010/07/25 

遊戲治療初階工作坊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 

舉辦地點：高雄市民

族國中 

工作坊講師 

蔡美香 2010/09/04～ 

2010/09/05 

遊戲治療初階工作坊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 

舉辦地點：台北市佛

教觀音線協會 

工作坊講師 

蔡美香 2010/10/29 四合 E 導師輔導平台介

紹 

(99 學年度全校導師會

議) 

中國文化大學學生諮

商中心 

舉辦地點：文大大孝

館柏英廳 

主講人 

蔡美香 2010/10/09 親子關係治療工作坊 宜蘭縣特殊教育資源工作坊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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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美香 2011/01/12 親子遊戲治療繼續教育

工作坊(一) 

宜蘭縣特教資源中心 

舉辦地點：宜蘭縣特

教中心 

工作坊講師 

蔡美香 2011/03/09 親子遊戲治療繼續教育

工作坊(二) 

宜蘭縣特教資源中心 

舉辦地點：宜蘭縣特

教中心 

工作坊講師 

蔡美香 2011/04/09 親子遊戲治療繼續教育

工作坊(三) 

宜蘭縣特教資源中心 

舉辦地點：宜蘭縣特

教中心 

工作坊講師 

蔡美香 2011/04/09～ 

2011/06/18 

遊戲治療團體督導課程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 

舉辦地點：台北市東

門國小 

督導 

蔡美香 2011/05/14 親子遊戲治療繼續教育

工作坊(四) 

宜蘭縣特教資源中心 

舉辦地點：宜蘭縣特

教中心 

工作坊講師 

蔡美香 2011/05/28 親子遊戲治療繼續教育

工作坊(五) 

宜蘭縣特教資源中心 

舉辦地點：宜蘭縣特

教中心 

工作坊講師 

蔡美香 2011/06/11 親子遊戲治療繼續教育

工作坊(六) 

宜蘭縣特教資源中心 

舉辦地點：宜蘭縣特

教中心 

工作坊講師 

蔡美香 2011/06/25 親子遊戲治療繼續教育

工作坊(七) 

宜蘭縣特教資源中心 

舉辦地點：宜蘭縣特

教中心 

工作坊講師 

蔡美香 2011/08/20～ 

2011/08/21 

遊戲治療初階工作坊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 

舉辦地點：台中教育

大學 

工作坊講師 

中心 

舉辦地點：宜蘭縣特

教中心 

蔡美香 2010/10/16～ 

2010/12/18 

遊戲治療團體督導課程 

(台北場次)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 

舉辦地點：台北市東

門國小 

督導 



項目四：學術與專業表現 

48 

 

蔡美香 2011/09/16 教師輔導的金鑰匙：談

提升輔導學生之助人技

巧 

中央警察大學學務處 

舉辦地點：中央警察

大學 

講師 

蔡美香 2011/10/08～ 

2012/01/07 

遊戲治療團體督導課程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 

舉辦地點：文大推廣

部 

督導 

蔡美香 2011/12/10 

～ 

2011/12/11 

遊戲治療在教學及班級

經營的運用 

宜蘭縣特教資源中心 

舉辦地點：宜蘭縣特

教中心 

工作坊講師 

蔡美香 2011/12/10 走入孩子的世界：從遊

戲治療觀點談陪伴孩子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

理與輔導學系 

舉辦地點：台灣師範

大學 

工作坊講師 

蔡美香 2012/02/12 諮商倫理專題(I) 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 

舉辦地點：文大推廣

部 

工作坊講師 

蔡美香 2012/02/19 諮商倫理專題(II) 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 

舉辦地點：文大推廣

部 

工作坊講師 

蔡美香 2012/03/04 諮商倫理專題(III) 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 

舉辦地點：文大推廣

部 

工作坊講師 

蔡美香 2012/04/14～ 

2012/06/30 

遊戲治療團體督導課程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 

舉辦地點：文大推廣

部 

督導 

蔡美香 2012/06/16 遊戲治療初階工作坊：

對學前兒童的運用 

台北市南區特特殊教

育資源中心 

舉辦地點：特教中心 

工作坊講師 

蔡美香 2012/06/17 助人技巧專題(I) 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 

舉辦地點：文大推廣

部 

工作坊講師 

蔡美香 2012/06/24 助人技巧專題(II) 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 

舉辦地點：文大推廣

工作坊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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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李素芬 2010/2/27 解決問題諮商架構 新竹張老師中心 

舉辦地點：新竹張老

師中心 

講師 

李素芬 2010/2/28 解決問題諮商架構 張老師基金會桃園分

事務所 

舉辦地點：張老師基

金會桃園分事務所 

講師 

李素芬 2010/3/24 自我覺察與自我照顧 陽明大學學生輔導中

心 

舉辦地點：陽明大學 

講師 

李素芬 2010/3/28 解決問題諮商架構 台南張老師中心 

舉辦地點：台南張老

師中心 

講師 

李素芬 2010/4/3 興趣與價值觀量表 北區身障職評資源中

心 

舉辦地點：北區身障

職評資源中心 

講師 

李素芬 2010/4/15 情緒管理 台灣科技大學諮商輔

導組 

舉辦地點：台灣科技

大學 

講師 

李素芬 2010/4/15 人際溝通與輔導 國防部 

舉辦地點：政戰學校 

講師 

李素芬 2010/4/18 諮商策略 張老師基金會台北分

事務所 

舉辦地點：張老師基

金會台北分事務所 

講師 

李素芬 2010/4/24 人際溝通與情緒管理 育成社會福利基金會 

舉辦地點：育成社會

福利基金會 

講師 

李素芬 2010/5/15～ 

2010/5/16 

TA-親子互動與生命腳

本工作坊 

張老師基金會台北分

事務所舉辦地點：張

工作坊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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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基金會台北分事

務所 

李素芬 2010/4/25 覺察技巧的運用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肯

愛社會服務協會 

舉辦地點：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肯愛社會服

務協會 

講師 

李素芬 2010/5/1 

～ 

2010/5/2 

內在孩童與自我狀態相

遇--自我探索與自我照

顧工作坊 

張老師基金會台北分

事務所舉辦地點：張

老師基金會台北分事

務所 

工作坊主講人 

李素芬 2010/5/23 情緒策略工作坊 張老師基金會台中分

事務所舉辦地點：張

老師基金會台中分事

務所 

工作坊主講人 

李素芬 2010/5/29 自我照顧工作坊 高雄家扶中心 

舉辦地點：高雄家扶

中心 

工作坊主講人 

李素芬 2010/6/12 壓力自我調適與自我覺

察 

育成社會福利基金會 

舉辦地點：育成社會

福利基金會 

講師 

李素芬 2010/6/13 諮商策略 張老師基金會桃園分

事務所舉辦地點：張

老師基金會桃園分事

務所 

講師 

李素芬 2010/6/13 諮商意圖 張老師基金會桃園分

事務所舉辦地點：張

老師基金會桃園分事

務所 

講師 

李素芬 2010/6/20 諮商策略 台南張老師 

舉辦地點：台南張老

師 

講師 

李素芬 2010/6/20 諮商意圖 台南張老師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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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地點：台南張老

師 

李素芬 2010/2/1～ 

6/30 

實習諮商心理師專業督

導 14小時 

台北教育大學心理輔

導組  

舉辦地點：台北教育

大學心理輔導組 

專業督導 

李素芬 2010/7/3 同理心 基隆家扶中心 

舉辦地點：基隆家扶

中心 

 

講師 

李素芬 2010/7/5 情緒管理、壓力調適與

人際溝通 

台北市政府 

舉辦地點：動物園文

山園區小樹藝廊 

講師 

李素芬 2010/7/8 職場壓力調適與情緒管

理 

台北市政府 

舉辦地點：台北市政

府 

講師 

李素芬 2010/7/15 99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

務與輔導工作-學務與

輔導專長增能學分班-

輔導知能實務簡介 

花蓮縣政府 

舉辦地點：東華大學

美倫校區 

講師 

 

李素芬 2010/8/27～

8/28 

內在孩童與自我狀態相

遇--自我探索與自我照

顧工作坊 

中彰投就業服務中心 

舉辦地點：中彰投就

業服務中心 

工作坊主講人 

 

李素芬 2010/8/31～ 

9/1 

內在孩童與自我狀態相

遇--自我探索與自我照

顧工作坊 

高雄縣家扶中心 

舉辦地點：高雄縣家

扶中心 

工作坊主講人 

 

李素芬 2010/9/10～

9/11 

內在孩童與自我狀態相

遇--自我探索與自我照

顧工作坊 

中彰投就業服務中心 

舉辦地點：中彰投就

業服務中心 

工作坊主講人 

 

李素芬 2010/9/7～

9/8 

內在孩童與自我狀態相

遇--自我探索與自我照

顧工作坊 

高雄縣家扶中心 

舉辦地點：高雄縣家

扶中心 

工作坊主講人 

 

李素芬 2010/9/12 諮商策略 彰化張老師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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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地點：彰化張老

師 

 

 

李素芬 2010/10/9～

10/10 

同理心訓練工作坊 張老師基金會台北分

事務所舉辦地點：張

老師基金會台北分事

務所 

工作坊主講人 

李素芬 2010/10/24 諮商專業倫理 基隆張老師 

舉辦地點：基隆張老

師 

講師 

李素芬 2010/10/30 情緒、認知、行為與人 彰化張老師 

舉辦地點：彰化張老

師 

講師 

李素芬 2010/10/31 情緒與人 張老師基金會桃園分

事務所舉辦地點：張

老師基金會桃園分事

務所 

講師 

李素芬 2010/10/31 情緒與人 張老師基金會台北分

事務所  

舉辦地點：張老師基

金會台北分事務所 

講師 

李素芬 2010/11/1 情緒與人 張老師基金會台北分

事務所  

舉辦地點：張老師基

金會台北分事務所 

講師 

李素芬 2010/11/6～

11/7 

內在孩童與自我狀態相

遇--自我探索與自我照

顧工作坊 

張老師基金會台中分

事務所。舉辦地點：

張老師基金會台中分

事務所 

工作坊主講人 

李素芬 2010/11/13～ 

11/14 

人際溝通分析（TA）--

憂鬱症診斷與處置工作

坊 

張老師基金會台北分

事務所 

舉辦地點：張老師基

金會台北分事務所 

工作坊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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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素芬 2011/01/09 ~  

2011/01/09 

解決問題諮商架構講座 張老師基金會台中

分事務所 

舉辦地點：張老師基

金會台中分事務所 

主講人 

李素芬 2011/01/10 ~  

2011/01/10 

解決問題諮商架構講座 張老師基金會台北

分事務所 

舉辦地點：張老師基

金會台北分事務所 

主講人 

李素芬 2011/01/12 ~  

2011/01/12 

解決問題諮商架構講座 張老師基金會台北

分事務所 

舉辦地點：張老師基

金會台北分事務所 

主講人 

李素芬 2011/01/20 ~  

2011/01/10 

實務團體督導 張老師基金會台北

分事務所 

舉辦地點：張老師基

金會台北分事務所 

主講人 

李素芬 2011/01/23 ~  

2011/01/23 

解決問題諮商架構講座 台南張老師中心 

舉辦地點：台南張老

師 

主講人 

李素芬 2011/03/19 ~  

2011/03/19 

100 學年度碩士班入學

考試口試委員 

文化大學心輔系 口試委員 

李素芬 2011/04/09 ~  

2011/04/09 

100 學年度大學入學推

薦甄試面試委員 

文化大學心輔系 口試委員 

李素芬 2011/04/10 ~  

2011/04/17 

溝通分析（TA）工作坊 張老師基金會台北

分事務所 

舉辦地點：張老師基

金會台北分事務所 

工作坊主講人 

李素芬 2011/04/22 ~  

2011/04/22 

專題演講：輔導知能與

技巧-如何與學生談心 

中國文化大學英文

系 

主講人 

李素芬 2011/04/30 ~  

2011/05/01 

自我狀態與內在孩童相

遇工作坊 

張老師基金會台北

分事務所 

工作坊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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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地點：張老師基

金會台北分事務所 

李素芬 2011/05/15 ~  

2011/05/15 

諮商意圖與諮商策略課

程 

台南張老師中心 

舉辦地點：台南張老

師 

主講人 

李素芬 2011/07/02 ~  

2011/07/03 

完形治療體驗工作坊 張老師基金會台北

分事務所 

舉辦地點：張老師基

金會台北分事務所 

工作坊主講人 

李素芬 2011/07/18 ~  

2011/07/22 

99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在

職進修輔導增能學分班

-諮商理論與技術課程 

國立東華大學 主講人 

李素芬 2011/07/27 ~  

2011/07/27 

花蓮縣政府委辦 100 年

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

輔導工作-學務與輔導

專長增能學分班授課講

師 

國立東華大學 主講人 

李素芬 2011/07/31 ~  

2011/07/31 

新進義張在職訓練 張老師基金會高雄

分事務所 

舉辦地點：張老師基

金會高雄分事務所 

主講人 

李素芬 2011/08/20 ~  

2011/08/21 

內在孩童與自我狀態相

遇--自我探索與自我照

顧工作坊 

高雄縣家扶中心 

舉辦地點：高雄縣家

扶中心 

工作坊主講人 

 

李素芬 2011/09/02 ~  

2011/09/02 

完形治療 中彰投就業服務中

心 

舉辦地點：中彰投就

業服務中心 

工作坊主講人 

李素芬 2011/09/17 ~  

2011/09/18 

人際溝通分析（TA）--

憂鬱症診斷與處置工作

坊 

張老師基金會台北

分事務所 

舉辦地點：張老師基

金會台北分事務所 

工作坊主講人 

李素芬 2011/10/01 ~  內在孩童與自我狀態相張老師基金會台中工作坊主講人 



項目四：學術與專業表現 

55 

 

2011/10/02 遇--自我探索與自我照

顧工作坊 

分事務所。舉辦地

點：張老師基金會台

中分事務所 

李素芬 2011/11/13 ~  

2011/11/13 

情緒、認知、行為與人 張老師基金會台中

分事務所。舉辦地

點：張老師基金會台

中分事務所 

主講人 

李素芬 2011/12/10 ~  

2011/12/11 

自我狀態與內在孩童相

遇工作坊 

張老師基金會台北

分事務所 

舉辦地點：張老師基

金會台北分事務所 

工作坊主講人 

李素芬 2011/12/24 ~  

2011/12/25 

自我狀態與內在孩童相

遇工作坊 

張老師基金會高雄

分事務所 

舉辦地點：張老師基

金會高雄分事務所 

工作坊主講人 

李素芬 2012/02/18 ~  

2012/02/19 

溝通分析學派（TA） 張老師基金會高雄

分事務所 

舉辦地點：張老師基

金會高雄分事務所 

工作坊主講人 

李素芬 2012/03/18 ~  

2012/03/18 

情緒、認知、行為與人 彰化張老師中心 

舉辦地點：彰化張老

師 

主講人 

李素芬 2012/04/07 ~  

2012/04/08 

溝通分析學派（TA）初

階 

張老師基金會桃園

分事務所 

舉辦地點：張老師基

金會桃園分事務所 

工作坊主講人 

李素芬 2012/04/14 ~  

2012/04/15 

兩極工作坊 張老師基金會台中

分事務所。舉辦地

點：張老師基金會台

中分事務所 

工作坊主講人 

李素芬 2012/04/21 ~  

2012/04/22 

親子關係與生命腳本工

作坊 

張老師基金會高雄

分事務所 

舉辦地點：張老師基

工作坊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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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會高雄分事務所 

李素芬 2012/05/05 ~  

2012/05/06 

自我狀態與內在孩童相

遇工作坊 

張老師基金會台北

分事務所 

舉辦地點：張老師基

金會台北分事務所 

工作坊主講人 

李素芬 2012/07/09 ~  

2012/07/13 

101 年度中等教師在職

進修學分班-諮商理論

與技術課程 

國立東華大學 主講人 

李素芬 2012/07/30 ~  

2012/08/01 

自我狀態與內在孩童相

遇工作坊 

台北市教師研習中

心 

工作坊主講人 

李素芬 2012/08/18 ~ 

2012/08/19 

自我狀態與內在孩童相

遇工作坊 

張老師基金會台中分

事務所 

主講人 

李素芬 2012/09/22 ~ 

2012/09/23 

自我狀態與內在孩童相

遇工作坊 

張老師基金會桃園分

事務所 

主講人 

李素芬 2012/11/11 ~ 

2012/11/11 

義務張老師儲備訓練第

一階段：情緒與人課程 

張老師基金會台北分

事務所 

 

主講人 

李素芬 2012/11/24 

2012/11/25 

完形治療理論與體驗工

作坊 

張老師基金會台中分

事務所 

主講人 

李素芬 2012/12/15 ~ 

2012/12/16 

自我狀態與內在孩童相

遇工作坊 

張老師基金會台北分

事務所 

 

主講人 

李素芬 2013/01/09 ~ 

2013/01/09 

義務張老師儲備訓練第

二階段：解決問題諮商

架構 

張老師基金會台北分

事務所 

主講人 

李素芬 2013/01/26 ~ 

2013/01/27 

完形治療工作坊 張老師基金會台北分

事務所 

 

主講人 

李素芬 2013/02/03 ~ 

2013/02/03 

義務張老師儲備訓練第

二階段：解決問題諮商

架構 

張老師基金會桃園分

事務所 

主講人 

李素芬 2013/03/02 ~ 

2013/03/03 

完形治療工作坊 張老師基金會高雄分

事務所 

 

主講人 

李素芬 2013/04/27 ~ 正念自我觀照工作坊 張老師基金會桃園分 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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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4/28 事務所 

 

李素芬 2013/06/01 ~ 

2013/06/02 

自我狀態與內在孩童相

遇工作坊 

張老師基金會台北分

事務所 

 

主講人 

李素芬 2013/06/29 ~ 

2013/06/30 

完形治療工作坊 台南張老師 

 

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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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3-1  99-101學年度學士班學生參與國科會「大專
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 

學年度 學生姓名 指導教師 專題計畫名稱 

99 張贏云 郭士賢 慈惠堂契子女的多重關係之研究(此計畫通過校內

鷹揚計畫)(國科會計畫未通過) 

100 樓軒寧 管貴貞 大學生嚴重缺曠課行為與社會支持之研究(此計畫

通過校內鷹揚計畫)(國科會計畫未通過) 

100 蔡翊方 郭士賢 國中生關係霸凌對自我傷害行為影響之研究(此計

畫通過校內鷹揚計畫)(國科會計畫未通過) 

101 蘇凡淇 何英奇 大學生的音樂偏好、音樂涉入與幸福感之相關研

究(國科會計未通過) 

101 王筱淳 黃政昌 大學教師與學生對於上課中使用智慧型手機之認

知觀點比較(國科會計畫未通過) 

101 張俊強 管貴貞 大學生父母管教風格、自我控制與主觀幸福感之

相關研究－以中國文化大學為例(國科會計畫未通

過) 

101 陳筱涵 管貴貞 戒菸者的心理歷程與環境之分析研究(國科會計

畫未通過) 

101 劉映竺 洪雅琴 實習諮商心理師的個人議題與接受諮商的經驗對其專

業工作的影響之敘說研究(國科會計畫未通過) 

101 王品媛 郭士賢 不同照顧對老人主觀幸福感影響之探討─以大同

日照中心為例(國科會計畫未通過) 

101 秦睿婉 李素芬 寂寞女大學生心理位移經驗與影響研究(國科會計

畫未通過) 

101 邱文萱 李素芬 大學生被動分手者心理位移經驗對其情緒調適之

影響研究(國科會計畫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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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3-2  97-101學年度心輔系所學生參與競賽獲獎名
單列表 

97學年度   共 3筆 

系級/學生 項目 獲獎 

心輔系一年級 97學年度「華岡之歌」新生校歌比賽 甲等 

心輔四蘇湙絜 97學年度系際盃女子桌球賽單打 季軍 

心輔四呂仲巖 97學年度華岡青年 獲選為華岡青年 

98學年度   共 6筆 

系級/學生 項目 獲獎 

心輔系一年級 98學年度新生校友歌唱比賽混聲組 特優 

心輔二丁耀宗 98學年度全國各級學校圍棋運動錦標賽

大專個人段位組 

第二名 

心輔四呂佳樺 98學年度華岡青年 獲選為華岡青年 

心輔四王怡文 98年全國大專優秀青年 獲選為大專優秀青年 

心輔四蘇慶璟 98年全國大專優秀青年 獲選為大專優秀青年 

心輔碩二李依璇 98年全國大專優秀青年 獲選為大專優秀青年 

99學年度   4筆 

系級/學生 項目 獲獎 

心輔四劉民仰 99學年度華岡青年 獲選為華岡青年 

心輔二曾奕涵 曉峰學苑苑生 獲選為曉峰學苑苑生 

心輔二李芸汎 99學年度社團檔案評鑑系學會類組(帶

領心理輔導系學會) 

進步獎 

心理輔導系學會 99學年度社團總體評鑑系學會類組 優等 

100學年度   2筆 

系級/學生 項目 獲獎 

心輔一庄志烽 文化大學校慶運動會一百公尺賽跑 冠軍 

心輔一庄志烽 文化大學校慶運動會二百公尺賽跑 季軍 

101學年度   18筆 

系級/學生 項目 獲獎 

心輔四李芸汎 102年全國大專優秀青年 獲選為大專優秀青年 

心輔四曾奕涵 1011學期專業課程服務學習心得比賽 學生組第三名 

心輔四于子婷 1011學期專業課程服務學習心得比賽 學生組佳作 



項目四：學術與專業表現 

60 

 

心輔三林子迦 101年度曉峰學苑苑生 獲選為曉峰學苑苑生 

心輔二謝合旻 101年度曉峰學苑苑生 獲選為曉峰學苑苑生 

心輔二王郁文 社團服務學習心得寫作比賽 第二名 

心輔二黃皓潔 社團服務學習心得寫作比賽 第三名 

心輔二李娓旎 51週年校慶 100公尺自由式 第一名 

心輔二李娓旎 51週年校慶 100公尺蛙式 第三名 

心輔二李娓旎 51週年校慶 50公尺自由式 第四名 

心輔二李娓旎 51週年校慶 50公尺仰式 第三名 

心輔二李娓旎 51週年校慶 50公尺蛙式 第六名 

心輔一鄭作習 101學年度保齡球三人賽 第一名 

心輔一鄭作習 101學年度保齡球團體賽 第一名 

心輔一鄭作習 101學年度保齡球盟主賽 第三名 

心輔一鄭作習 101學年度保齡球全項公開女生組 第六名 

心輔一鄭作習 101學年度保齡球雙人賽 第四名 

心輔所二洪士強 第 48屆華岡青年 獲選為華岡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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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4-1  中國文化大學心理輔導研究所研究生學術發
表實施要點 

 

100年 12 月 7 日 100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 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 

    依據本校研究生博碩士班學位論文考試辦法第七條規定及為鼓勵本所研究生進行

學術研究發表，特訂定本要點。 

 

二、學術文章發表實施要點說明： 

(一) 研究生需於在學期間進行學術研究發表，可選擇於研討會發表(口頭或壁報)

或投稿相關學術期刊，並以獲得接受函為準，方得申請學位論文考試。 

(二) 學術文章發表型式可包括(1)實徵性研究、(2)文獻探討及回顧、(3)實務工作

探討、或(4)主題式文章等。 

(三) 學術文章發表種類可包括(1)課程專題報告延伸探討、(2)理論模式探討、(3)

諮商與實務心得分享、或(4)方法學之探討等。  

(四) 學術文章發表以國內外諮商輔導相關期刊(諮商、輔導、心理、教育等領域)，

並以具有 ISSN 或 ISBN之出版品為原則。 

(五) 學術文章發表鼓勵研究生獨立發表，並以第一作者及第二作者為原則。 

    (六) 學術文章發表之認定由指導教授及所長審核。 

 

三、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本校博碩士班學位論文考試辦法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四、本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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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4-2  101學年度中國文化大學心理輔導學系學術
與專業研討會活動計劃書 

一、目    的：依據 98年 1月 16日心理輔導系（所）自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成果期中報

告之建議，為強化本系所研究氣氛，建立與學校外學術社群的交流管

道，刺激研究能量的提升。 

二、主辦單位：心理輔導學系（所）；心輔系系學會協辦。 

三、時    間： 101年度上下學期，以週三中午至下午 3:00之系共同時間為主。少數

特殊情況得另訂時間舉行。 

四、地    點：中國文化大學 

五、參加對象：心理輔導學系及研究所全體師生（開放外系所參與） 

六、活動方式： 

A.專題研討講座 

◎採常態性單場專題研討之方式進行，以期能夠相互分享、討論對話，並形成學

術與專業精進氣氛。 

◎約略每月 1場為原則。主題之安排以多元領域、深化專業為原則，以求深化特

定議題以及擴增不同視野。 

◎每場專題研討講座以 2小時為原則，前面約 90分鐘為主講者主題講演，後面

約 30分鐘為開放提問、對話、研討時間。 

B.專業研習或學術研討會 

◎原則上採一天連續性研討會或研習工作坊之方式進行，以期能夠更深入專研、

深度對話，對某一學術主題、方法或專業技術有深化的學習。 

◎原則上每年一場，可視學校預算額度而增加。 

◎每場專業研習或學術研討會以 1至 2天（每天 6-8小時）為原則，可以設計相

同講員由淺至深的序列研習或研討，或者同一主題邀請數位學者專家從不同

角度或層次來介紹。 

七、講    師：按相關主題邀請學有專精之學者專家。 

八、活動行程： 

上學期 

場次 日期 主題 主講人 主持人 地點 

1 
2012.9/22-9/23 

9:00-16:00 

心輔碩士迎新工作坊 

(自我覺察人際互動溝通) 
姚珮華老師 何英奇主任 

加惠心理諮

商中心 

2 
2012/10/3 

13:00-15:00 
Link Different 李志豪學長 

蔡美香助理

教授 
大孝 609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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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2/10/3 13：

00-15:00 
正念減壓(MBSR)(I) 陳德中老師 

李素芬助理

教授 

大孝 507、

B1韻律教室 

4 
2012/10/11 

15:00-17:00  

學長姐求職就業經驗分

享 
游紫璇學姊 

蔡美香助理

教授 

大孝館 609

室 

5 
2012/10/17 

13:00-15:00 
探索教育體驗課程 張宏仁講師 

管貴貞副教

授 

大孝館 B1

韻律教室 

6 
2012.10.17 

13:00-15:00 

心輔人在音樂製作表演

領域發展心路歷程 

李翔學長 

林洋德學長 

洪雅琴助理

教授 

大恩館 602

室 

7 
2012/10/24 13：

00-15:00 
正念減壓(MBSR)(II) 陳德中老師 

李素芬助理

教授 

大孝 B1 韻

律教室 

8 
2012/10/31 

13:00-15:00 

正念減壓療法(MBSR)的

體驗與簡介 
陳德中老師 

管貴貞副教

授 
大孝 609室 

9 
2012/11/07 

13:00-15:00 

 一位諮商心理師的生命

故事分享 

李克翰心理

師 

蔡美香助理

教授 

大孝館 609

室 

10 
2012/11/07         

13:00-15:00 

從心輔人到保險專業之

路 
丁奕文學長 

洪雅琴助理

教授 

大孝館 602

室 

11 
2012/11/14 

13:00-15:00 

錨定心理輔導人的職涯

舞台 
彭心怡學姊 

管貴貞副教

授 
大孝 609室 

12 
2012/11/21 

13:00-15:00 
藥言：經典中的一泓清泉 楊振良教授 何英奇主任 

大孝館柏英

廳 

13 
2012/11/24 

～11/25 
敘事治療工作坊 吳熙娟教授 

蔡美香助理

教授 

大孝韻律教

室 

14 
2012/11/28     

13:00-15:00 
從社工到諮商輔導之路 

張秋蘭心理

師 

洪雅琴助理

教授 

大恩館 602

室 

15 
2012/12/05 

13:00-15:00 

親愛的你，你的人生，就

是你的-活出屬於你獨特

的生命意義與價值 

張靜軒校友 
蔡美香助理

教授 

大孝館 609

室 

16 
2012/12/12 

13:00-15:00 

大學好好玩~談如何經營

充實愉快的大學生活 

江淑娟心理

師 

管貴貞副教

授 
大孝 609室 

17 
2012/12/19     

13:00-15:00 

自己的人生自己作主-心

輔系畢業生的就業選擇 
鄭安婷老師 

李素芬助理

教授 

大孝館 507

室 

18 
2012/12/19         

13:00-15:00 

多元國度與多元文化的

生活經驗 
李冠廷廚師 

洪雅琴助理

教授 

大孝館 60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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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13/01/02 

13:00-15:00 

那一年，我們在 Murray

的日子 

呂仲嚴心理

師 

蔡美香助理

教授 

大孝館 609

室 

20 
2013/01/12～

01/13 

存在催眠治療工作坊

(12hrs) 

李維倫教授 

東華大學諮

商與臨床心

理學系教授 

洪雅琴助理

教授 

諮商中心團

輔室 

 

下學期 

場次 日期 主題 主講人 主持人 地點 

1 
2013/3/6 

13:00-15:00 
我在學校的日子 

高智龍心理

師 

李素芬助理

教授 

大孝館 609

室 

2 
2013/3/13 

13:00-15:00 

走出倖存的孤寂--性侵害

受害者的心靈重建旅程 
鄧曉平講師 

管貴貞副教

授 

大孝館 609

室 

3 
2013/3/13 

13:00-15:00 

大學生好好玩--談如何經

營充實愉快的大學生活 

江淑娟心理

師 

蔡美香助理

教授 

大孝館 408

室 

4 
2013/3/20 

13:00-15:00 
災難輔導志工經驗分享 歐凰如學姊 

洪雅琴助理

教授 

大孝館 612

室 

5 
2013/3/23-24 

9:30-16:30 

提升未來競爭力--探索體

驗工作坊 
林家正老師 

管貴貞副教

授 

大孝館 B1

韻律教室 

6 
2013/3/27 

13:00-15:00 

走出倖存的孤寂--性侵害

受害者的心靈重建旅程 
鄧曉平講師 

洪雅琴助理

教授 

大孝館 609

室 

7 
2013/3/30-31 

9:00-16:00 
EFT 婚姻治療工作坊 孫頌賢老師 

李素芬助理

教授 

大孝館 606

室 

8 
2013/4/10 

13:00-15:00 

傑出系所友升學就業經

驗分享講座 

黃婷郁學姊     

方琦婷學姊 

游紫璇學姊 

李素芬助理

教授 

大孝館 606

室 

9 
2013/4/17 

13:00-15:00 
一個母親的奇幻旅程 洪美玲講師 

洪雅琴助理

教授 

大孝館 612

室 

10 
2013/4/24 

13:00-15:00 

崑劇旦角藝術中的古代

女性心理-從《牡丹亭》、

《爛柯山》談起 

蔡孟珍講師 何英奇主任 
大孝館柏英

廳 

11 
2013/4/27-28 

9:00-16:00 
家族治療工作坊 李岳庭講師 

蔡美香助理

教授 

大孝館 606

室 

12 
2013/5/1 

13:00-15:00 
台灣老人福利之現況 吳玉琴講師 

管貴貞副教

授 

大孝館 609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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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13/5/1 

13:00-15:00 

自己人生自己作主-心輔

畢業生就業選擇 
鄭安婷老師 

蔡美香助理

教授 

大孝館 408

室 

14 
2013/5/15 

13:00-15:00 

家暴加害人心理輔導工

作 
洪宗言講師 

洪雅琴助理

教授 

大孝館 612

室 

15 
2013/5/15 

13:00-15:00 
焦點解決諮商 林丞增講師 

李素芬助理

教授 

大孝館 609

室 

16 
2013/5/22 

13:00-15:00 
社工行不行 高永興講師 

管貴貞副教

授 

大孝館 609

室 

17 
2013/5/22 

13:00-15:00 

照顧自己與他人：談人生

最後的告別 
葉佳雁講師 

蔡美香助理

教授 

大孝館 408

室 

18 
2013/6/5 

13:00-15:00 
公職考試經驗分享 郭文正講師 

李素芬助理

教授 

大孝館 609

室 

19 
2013/6/8-9 
9:00-16:00 

兒童青少年精神疾病的

評估診斷與治療工作坊 

李儒卿醫師 

張秀玲心理

師 

洪雅琴助理

教授 

大孝館 606

室 

 

九、活動經費：由學校提撥預算 22萬元，按學校會計室「學校活動執行要點」進行核

銷支付。（參見 98年 12月 24日會計室(98)計字第 010號書函） 

十、人員配置： 

統籌與督導 何英奇主任 

執行負責人 蔡美香老師 

行政與流程協助 李麗玲助教 

各分場負責人 黃政昌老師、洪瑞斌老師、管貴貞老師、王孟心老師、郭

士賢老師、洪雅琴老師、蔡美香老師、李素芬老師、 

研究生助理 林怡孜同學 

協辦系學會負責同學 略 

其他相關協助同學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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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4-3  97-101學年度碩士班研究生發表專書列表 

97學年度   共 4篇 

黃政昌、王蔚竣（2008.7）。大學生心理健康量表—篩選性評估（Mental Health Scale 

for Undergraduate—Screening Assessment, MHSU-SA）。台北市：心理出版社。 

黃政昌、呂紀韋（2008.7）。青少年心理健康量表—篩選性評估（Mental Health Scale 

for Adolescent—Screening Assessment, MHSA-SA）。台北市：心理出版社。 

黃政昌主編（2008.9）。你快樂嗎？大學生的心理衛生。台北市：心理出版社（黃政昌、

陳玉芳、古芸妮、賴佑華、許慧珊、景瓊茹、陳詩潔、羅子琦、張瑋琪合著）。 

黃政昌校閱（2008.11）。永遠不夠完美：如何改變你的完美主義（Antony ＆ Swinson

原著）。台北市：心理出版社（黃政昌、黃智卿、陳昱君、張一璇合譯）。 

98學年度   共 1篇 

黄政昌等着（兼主编）（2009.9）。你快乐吗？大学生的心理辅导。中国：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黃政昌、陳玉芳、古芸妮、賴佑華、許慧珊、景瓊茹、陳詩潔、羅子琦、

張瑋琪合著）。（簡體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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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4-4  97-101學年度碩士班研究生發表期刊論文列表 

(二)期刊論文【請註明: 有外審制 / TSSCI或 TSCI / SSCI或 SCI】 

97學年度  共 2篇 

彭信揚（2008）。藝術治療隱喻內涵之探討。諮商與輔導， 266， 42-46。 

彭信揚（2008）。敘事治療在家暴家庭的運用。諮商與輔導， 269， 29-33。 

98學年度   共 4篇（外審制 3篇；TSSCI 1篇） 

洪瑞斌、陳怡璇（2009）。工作倦怠歷程模式之探索：以餐飲企業主管為例。應用心理

研究（台灣），43，19-48。（有匿名審查制） 

洪瑞斌、彭心怡（2009）。關係勞動與職業倦怠之關係：以女性直銷商為例。國際中華

應用心理學雜誌（美國，紐約），6(2)，12-23。（有匿名審查制） 

曾淯琪、王孟心 (2010) 。發展障礙者兒童手足團體手偶劇之內涵探索。家庭教育與諮

商學刊，9，107-131。（有匿名審查制） 

彭信揚（2009）。以敘事治療在網路諮商中陪伴故事主人重寫生命藍圖。中華

輔導與諮商學報，26，203-237。（TSSCI） 

99學年度    共 2篇（外審制 2篇） 

吳立健、洪瑞斌（2011）。大專畢業生社會新鮮人過度教育的相關因素—利用決策樹之

初探。景文學報，21(1)，153-182。（有匿名審查制） 

張秀娟、賴念華（ 2011）「出走」與「走出」：從困頓於代課教師到走出

一條自我實現的旅程。應用心理研究（台灣），50，217-244。（有匿名審查

制） 

100學年度   共 2篇（外審制 2篇） 

吳立健、洪瑞斌（2011）。大專畢業生社會新鮮人過度教育的相關因素—利用決策樹之

初探。景文學報（台灣），21(1)，153-182。（有匿名審查制） 

黃玉瓊、王孟心 (2012)。親子遊戲治療對身心障礙兒父母與其健康子女親子教養之影

響。家庭教育與諮商學刊 (已接受)。（有匿名審查制）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dtdId=000075&search_index=JT&search_mode=&search_value=%E8%AB%AE%E5%95%86%E8%88%87%E8%BC%94%E5%B0%8E$&la=ch&requery=true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dtdId=000075&search_index=JT&search_mode=&search_value=%E8%AB%AE%E5%95%86%E8%88%87%E8%BC%94%E5%B0%8E$&la=ch&requery=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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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4-5  97-101學年度碩士班研究生學術研討會發表
論文列表 

97學年度   共 4篇 

許保惠、何英奇（2008）。台灣北區醫事放射師工作壓力與工作倦怠相關之研究---以 

社會支持為調節變項。第 47 屆台灣心理學年會壁報論文，會議於 2008 年 10 月 

4 至 5 日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舉辦。 

蘇巧因、黃政昌（2008.10.18）。劈腿者人格特質、愛情風格與衝突因應策略之比較研 

究。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50週年（2008）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國立彰化師範大 

學。 

郭正瑩、黃政昌（2008.1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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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50週年（2008）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國立彰化 

師範大學。 

賈士萱、王孟心 (2008，12月)。身體受虐兒童在遊戲治療中遊戲主題分析。2008台 

灣遊戲治療學會年會暨遊戲治療開拓與精進學術研討會。台灣，彰化。 

98學年度   共 7篇（含 1篇國際研討會） 

何英奇、羅芝嫺 (2009/9/26)。彩繪生命之舞的折翼天鵝：肢體殘障舞者生命經驗之探

究。發表於第四十八屆台灣心理學年會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地： 台北市：台灣

大學心理系。 

吳立健、洪瑞斌（2009/9/27）。利用決策樹探討大專院校畢業生過度教育的相關因素。

台灣心理學會主辦「台灣心理學會第四十八屆年會研討會」，（台北市，台灣大

學）之壁報論文。 

彭心怡、洪瑞斌（2010/3/6）。下一個出口：中年職涯轉折之穿越歷程。銘傳大學主辦

「恢復職場精神：提升與促進員工心理健康與組織效能研討會」，（桃園，銘傳

大學）之宣讀論文。 

洪瑞斌、陳筱婷、莊騏嘉（2010/5/6）。自我敘說研究中的真實與真理。龍華科技大學

主辦「第三屆生命敘說與關懷學術研討會」，（桃園，龍華科技大學）之宣讀論

文。 

陳筱婷、莊騏嘉、洪瑞斌（2010/5/6）。穿越階級藤蔓－父女關係斷裂與再生歷程。龍

華科技大學主辦「第三屆生命敘說與關懷學術研討會」，（桃園，龍華科技大學）

之宣讀論文。 

莊騏嘉、洪瑞斌、陳筱婷（2010/5/6）。尋找自我敘說中的倫理量尺。龍華科技大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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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第三屆生命敘說與關懷學術研討會」，（桃園，龍華科技大學）之宣讀論文。 

Hwa-Sheng Tang, Cheng-Chang Huang, Chih-Ching Huang (2009 November 7-10).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of cognitive behavior group psychotherapy for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2nd World Congress of Asian Psychiatry,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國際研討會】 

99學年度   共 7篇 

唐子俊、周立修、張達人、方心慧、黃詩殷、何英奇(2010/12/4) 。精神分裂症認知

行為團體之療效及治療因素之時序變化：隨機指派個案對照研究。 2010 年 12月

4日發表於「2010台灣心理治療與心理衛生年度聯合會研討會」。 發表地： 台

北市：實踐大學。 

湯華盛、黃政昌、黃智卿（2010.12.5）。藥物合併團體認行為治療對門診強迫症患者治

療效果之研究。2010 第八屆台灣心理治療與心理衛生年度聯合會，實踐大學。 

陳昱君、黃政昌（2010.12.5）。大學生父母管教方式、完美主義及心理健康之相關研究。

2010 第八屆台灣心理治療與心理衛生年度聯合會，實踐大學。 

陳偲維、王孟心 (2010，12 月) 。比較三位遊戲治療師之專業發展歷程。2010 台灣遊

戲治療學會年會，台灣，新竹。 

郭士賢、林甄君 (2011)。基督教靈性療癒歷程分析。第七屆華人心理學家研討會之宣

讀論文。台北：中央研究院。 

郭士賢、林怡君 (2011)。再思基督教教牧諮商中的人觀。全人輔導與醫治論文研討會

之宣讀論文。台北：宇宙光全人關懷中心。 

郭士賢、黃威仁 （2011）。如果算命是一種心理輔導。台灣心理學會第 50 屆年會之壁

報論文。台中：亞洲大學。 

100學年度   共 2篇 

林少湲、何英奇(2012/3/23)。人文科系畢業生生涯轉換至服務業之初探-以轉至壽險服

務業為例。發表於第七屆銘傳大學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員工諮商與職場健康心理

學學術研討會。 地點：銘傳大學台北基河校區。 

洪雅琴、李俊賢、歐凰如(2011)。八八水災災後社區心理重建經驗之探究：以佳冬鄉塭

豐村為例。壁報論文將發表於台灣諮商心理學會 2011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台

北：台灣師大。 

101學年度   共 7 篇（含 2篇國際研討會） 

黃尹貞、何英奇(2012/10/13) 。鏡花水月：遠距戀愛者愛情關係的詮釋現象學探究。台

灣心理學會第 51 屆年會學術研討會論文。台中：亞洲大學。 

http://www.ticc.com.tw/index_en.aspx?lang=en-us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tbo=p&tbm=bks&q=inauthor:%22%E9%BB%83%E5%B0%B9%E8%B2%9E%22&source=gbs_metadata_r&ca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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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士強、何英奇(2012/10/14) 。「牌」出心靈的故事：參加牌卡運用於生涯探索團體

之經驗反思。台灣心理學會第51屆年會學術研討會論文。台中：亞洲大學。 

Flahive, M. W., & Wang, T. (2013. 04.3-5). The Computer-assisted psychological 

testing for young children: Assessing the psychometric qualities of the 

multimedia Chinese Piers-Harris Children's Self-Concept Scale 2. 2013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ISEP 2013). 

Kitakyushu, Japan. (國際研討會) 

Tsai, M.-H., Sun, W.-L., & Chen, Y.-T. (2013, July). Application of Direct 

Observation Form in Children Psychotherapy Research: A Case Study of A 

Second Grade Elementary Student. 2013 International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for Psychotherapy Research, Brisbane, Australia. (國際研討會) 

蔡美香、藍瑞萍、林佩鈴(2012, November)。台灣碩博士論文在遊戲治療研究之研究領

域、對象及方法：10 年之回顧及分析。2012台灣遊戲治療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南投：國立暨南大學。 

翁逸馨、李素芬(2013/05/31)。以伴侶關係議題進行心理位移書寫之經驗與影響初探。

壁報論文發表於 2013 全國輔導與諮商碩博士研究生學術研討會。台北:銘傳大學 

陳儀安、陳芳儀、葉邦彥、李素芬(2013/05/31)。「原生家庭與自我探索團體」之團體

療效因子與助益性研究。壁報論文發表於 2013 全國輔導與諮商碩博士研究生學術

研討會。台北:銘傳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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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5-1  97-101學年度研究生畢業論文列表 

畢業年度 論文題目 姓名 指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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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 
走過情慾洪流，找到回家之路—一位男同志之敘說與實

踐 

陳建豪 何英奇 

1012 
飼主之寵物依附、情感狀態與利動物行為之關係研究：

以貓犬為例 

黃湘怡 何英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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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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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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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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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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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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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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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 母親照顧嬰幼兒經驗之研究 游昊慰 洪雅琴 

1012 
八八水災過後多重弱勢家庭個案生活經驗之民族誌研

究 

李俊賢 洪雅琴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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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 法院受觀護少年逃家經驗之研究 何惠月 郭士賢 

1011 
國小學習障礙兒童使用電腦遊戲形式皮哈二氏兒童自

我概念測驗之信效度研究 

王堂熠 王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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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藏傳佛教徒喪親經驗敘說研究 陳嘉玲 洪雅琴 

1002 兩對參與過婚前輔導的夫妻之婚姻調適經驗 吳香儀 郭士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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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瑛玿 

洪瑞斌 

1002 佛教布施實踐者內在經驗研究 林恩如 郭士賢 

1002 雜草之生成與重生：關係中自我之再認同 王芷勻 洪瑞斌 

1002 求助風水以求心安的思維方式初探 王孝倫 郭士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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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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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  
國小低年級兒童家庭背景、父母教養方式與其自我概念

之關係研究  
鄭硯文  王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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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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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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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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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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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92  身心障礙者透過藝術自我療癒的生命敘說  簡昱琪  吳明富  

0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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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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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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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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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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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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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91  靈性療癒歷程分析-以三位基督徒為例  林甄君  郭士賢  

0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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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91  
A Study on College Students Subcultures:Based on 

Higher Education Database  
鄭又誠  何英奇  

0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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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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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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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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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82  大學生渴望父愛現象  王秀文  
周麗玉 

郭士賢  

0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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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81  飼主面臨寵物患病末期照顧經驗之研究  李佩華  何英奇  

0981  遠距戀愛者愛情關係的詮釋現象學探究  黃尹貞  何英奇  

0981  基督信仰對諮商工作的影響之研究  林怡君  郭士賢  

0981  男同志當事人諮商經驗的主體敘說  高智龍  賴念華  

0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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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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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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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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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81  心理劇中主角的替身之內隱訊息探究  林育民  賴念華  

0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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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72  死亡與生命意義的自我覺查與反思歷程  朱淑芬  郭士賢  

0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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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72  敘事頑童在關係中自我的發展歷程  陳筱婷  洪瑞斌  

0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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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72  分手經驗中的儀式內涵  阮聖立  王孟心  

0972  
等待被瞭解的記憶：一位憂鬱症患者接受表達性治療之

心象經驗探究  
姚珮華  何英奇  

0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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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72  皮諾丘與人魚的藍海珍珠  莊騏嘉  洪瑞斌  

0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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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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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72  比較三位遊戲治療師之專業發展歷程  陳偲維  王孟心  

0972  同儕自殺者遺族的悲傷反應  陳淑惠  賴念華  

0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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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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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71  台灣冒險教育體驗方案成效之統合分析  曾麗霞  何英奇  

0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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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71  兒童繪本故事隱喻分析-以友誼關係為向度  王意妮  何英奇  

0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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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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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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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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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71  企業員工溝通品質量表發展之研究  戴雀芬  方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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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5-2  97-101學年度學生獲得專業證照列表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3 

97第 1次高等考試

專技人員諮商心

理師通過 6 位 

洪意晴（95-2 畢） 

呂艾珉（95-2 畢） 

熊恒瑂（95-2畢） 

翁庭芳（93-2畢） 

王蔚竣（95-2畢） 

郭珮婷（95-2畢） 

 

97第 2次高等考諮

商心理師試通過 7

位 

許惠雅（96-2畢） 

張秀娟（96-2畢） 

彭信陽（96-1畢） 

陳雯隆（95-2畢） 

黃麗芳（96-1畢） 

賈士萱（96-2畢） 

林小雅（96-1畢） 

 

 

 

9 

98第 1次高等考試

專技人員諮商心

理師通過 1位 

莫麗文（96-2畢） 

 

98學年第 2次高等

考試諮商心理師

通過 8 位 

陳悅華（96-2畢） 

洪宗言（97-1畢） 

徐于婷（96-1畢） 

陳淑惠（97-2畢） 

謝明惠（97-1畢） 

戴雀芬（97-1畢） 

王意妮（97-1畢） 

吳立健（97-2畢） 

 

29 

99第 1次高等考試

專技人員諮商心

理師特考 

通過 19位 

陳昱君（98-1畢） 

郭淑君（96-2畢） 

葉冠伶（96-2畢） 

何沛熙（98-1畢） 

莊騏嘉（97-2畢） 

陳怡璇（96-2畢） 

王智誼（97-2畢） 

曾淯琪（97-2畢） 

張月玲（96-1畢） 

張蘭心（97-1畢） 

許保惠（96-1畢） 

高曉寧（97-2畢） 

黃智卿（98-1畢） 

吳仙琦（97-1畢） 

姚珮華（97-2畢） 

朱淑芬（97-2畢） 

曾麗霞（97-1畢） 

陳偲維（97-2畢） 

蘇巧因（96-2畢） 

99第 2次高等考試

通過 10位 

馮喬琳（94-2畢） 

黃尹貞（98-1畢） 

陳筱婷（97-2畢） 

彭國蓉（96-1畢） 

4 

100 第 1 次高等考

試專技人員諮商

心理師特考 

通過 1 位 

林珈如（98-2畢） 

100 第 2 次高等考

試通過 3位 

高智龍（98-1畢） 

陳姿妤（98-2畢） 

林甄君（99-1畢） 

19 

101 第 1 次高等考

試專技人員社會

工作師特考 

通過 1 位 

林宣妤（95 心輔系

畢） 

 

101 第 1 次高等考

試專技人員諮商

心理師特考通過

13 位 

阮聖立（97-2畢） 

林育民（98-1畢） 

林怡君（98-1畢） 

孫嘉孺（99-1畢） 

李依璇（99-1畢） 

方心慧（99-1畢） 

陳亭潔（99-2畢） 

張筠臻（99-2畢） 

簡昱琪（99-2畢） 

譚智筠（100-1畢） 

陳亭亘（100-1畢） 

吳欣怡（100-1畢） 

鄭硯文（100-1畢） 

101 第 2 次高等考

試通過 5位 

郭美吟（93-2畢） 

林少湲（100-1畢） 

林恩如（100-2畢） 

2 

102 第 1 次高等考

試專技人員諮商

心理師特考通過 2

位 

陳嘉玲（101-1 畢） 

謝蕙旭（100-2 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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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秀文（98-2畢） 

潘彥秀（98-2畢） 

王盈嵐（97-1畢） 

薛凱仁（96-1畢） 

李珮華（98-1畢） 

彭心怡（96-2畢） 

林彥光（99-2畢） 

黃威仁（99-2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