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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國輔導與諮商碩博士研究生學術研討會 

後疫情時代諮商輔導的發展：助人工作的挑戰、因應與機遇 

 主辦單位：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協辦單位：嘉義大學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家庭教育研究中心 

 研討時間：2022 年 5 月 27 日（星期五） 

 研討地點：線上 Webex會議 

08:30 

｜ 

09:00 

報到 

09:00 

｜ 

09:20 

開幕式 

國立嘉義大學                                      林翰謙校長 

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                              陳明聰院長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郭麗安理事長 

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張高賓系主任 

09:20 

｜ 

10:50 

專題演講（一） 

諮商師的社會責任 

主持人：張高賓（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主講人：郭麗安（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兼任教授／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理事長） 

10:50 

｜ 

11:00 

休息 

11:00 

｜ 

12:30 

專題演講（二） 

諮商心理師養成 

主持人：連廷嘉（臺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教授） 

主講人：李宜蓉（臺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12:30 

｜ 

12:40 

【交接下屆主辦學校】 

12:40 

｜ 

13:10 

午餐暨休息時間 

13:10 

｜ 

13:50 

壁報論文發表 I 場 壁報論文發表 Ⅱ 場 壁報論文發表 Ⅲ 場 

 

13:50 

｜ 

15:20 

 

 

 

論文口頭發表 A 場 

主持人：吳芝儀（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 

評論人：陳志賢（臺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副教授） 

論文 A1：中學輔導教師之角色壓力源、社會支持、恆毅力與專業耗竭之關聯／詹鈞傑、徐

季宥、陳筱瑜 

論文 A2：新冠疫情下資深教師遠距教學調適歷程之個案研究／盧靜慧、周艾俐、曾尚卿、高

淑清 

論文 A3：大學生親職化、自我分化與愛情滿意度之相關研究—以中部大學生為例／李昱德、



議程 

 

 

13:50 

｜ 

15:20 

鍾芷庭 

論文口頭發表 B 場 

主持人：沈玉培（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盧鴻文（長榮大學健康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論文 B1：智能障礙者主觀知覺其家庭復原力之探索性研究／方仁君、張貴傑 

論文 B2：行動諮商心理師執業型態之跨專業合作內涵與模式／黃思瑩、姜兆眉、朱惠瓊 

論文 B3：新手諮商心理師於性議題培訓經驗之初探研究／張佳琦、陸羽綾、田筱薇、王欣 

15:20 

｜ 

15:30 

休息 

15:30 

｜ 

16:30 

論文口頭發表 C 場 

主持人：高淑清（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陳慧女（中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兼任副教授） 

論文 C1：新住民親密關係暴力其復原力與因素之分析／高子媛、刑志彬、黃勇智、涂怡婷 

論文 C2：淺談台灣雙薪家庭之現況－以育有學齡前子女之職業婦女為例／邱鈺婷 

論文口頭發表 D 場 

主持人：許忠仁（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陳增穎（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副教授） 

論文 D1：臺灣運動心理學研究的性別主題發展回顧分析／李寶華、刑志彬、蔡宜樺 

論文 D2：女同志新手家長共親職歷程之研究／姚佩吟、張高賓 

壁報論文發表 Ⅳ 場 

16: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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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發表分組】 

學校體系下的因應與創新（壁報論文發表 I 場） 

編號 論文名稱 發表者 

RP-01 
遠距視訊心理諮商工作與實體的差異--從筆

者個人實務參與歷程出發 

丁雅真／政治大學輔導與諮商碩

士學位學程 

RP-02 
運用藝術媒材於關係框架中自我探尋的個案

研究 

鍾佩珊、朱惠瓊／清華大學教育心

理與諮商學系暨研究所 

RP-03 
運用沙盤探討國中生關係霸凌受害者之經驗

與因應 

葉佳玫、蔡美香／臺南大學諮商與

輔導學系暨研究所 

RP-04 
模擬個案教學法在諮商輔導與心理治療領域

應用之分析 

葉靖慈、熊師瑤、張宥沁／國防大

學政治作戰學院心理及社會工作

學系心理研究所 

RP-05 學校網路霸凌之倫理判斷與因應 
邱郁庭、張曉佩／台中教育大學諮

商與應用心理學系暨研究所 

RP-06 勞工階級單親母親教養情緒困擾孩童之經驗 
黃冠錡、沈玉培／嘉義大學輔導與

諮商學系暨研究所 

RP-07 後疫情網路諮商在中學推廣可能性之初探 
陳柔安、廖敏妤／嘉義大學輔導與

諮商學系暨研究所 

 

性別與創傷議題之展望（壁報論文發表 Ⅱ 場） 

編號 論文名稱 發表者 

RP-08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實證基礎治療及未來發

展 

蔡詩蕾、李宜蓉／台中教育大學諮

商與應用心理學系暨研究所 

RP-09 
性與不性-談無性戀在性別議題的困境與展

望 

曾竫渰、劉云謙／嘉義大學輔導與

諮商學系暨研究所 

RP-10 台灣同性婚姻的挑戰與展望 
劉子寧、林怡伶／嘉義大學輔導與

諮商學系暨研究所 

RP-11 
成年初顯期女性經歷親密關係暴力之復原歷

程 

盧姵文、卓秀足／台中教育大學諮

商與應用心理學系暨研究所 

RP-12 喪親兒童悲傷歷程與復原力之初探 
曾竫渰、劉云謙／嘉義大學輔導與

諮商學系暨研究所 



議程 

 

編號 論文名稱 發表者 

RP-13 
兒時家暴經驗、共依附特質與成年親密關係

之研究 

施沛均、黃予恩／彰化師範大學輔

導與諮商學系暨研究所 

RP-14 女性在懷孕期間之身心調適經驗 
王玟雅、林旖旎／清華大學教育心

理與諮商學系暨研究所 

 

特殊族群與新興觀點（壁報論文發表 Ⅲ 場） 

編號 論文名稱 發表者 

RP-15 
含攝西方與佛法智慧的感恩運用於伴侶關係

之心理治療 

紀皓庭、陳妙華、夏允中／高雄師

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

所 

RP-16 
新冠疫情下高齡者孤獨感對於成功老化影響

之研究 

朱庭頡、龔亭伃／嘉義大學輔導與

諮商學系暨研究所 

RP-17 自戀型人格障礙之治療與關係議題 
鄭翔鴻、陳澤恩／嘉義大學輔導與

諮商學系暨研究所 

RP-18 臺灣新住民生活適應之探究 
黃意淳、李宜蓉／台中教育大學諮

商與應用心理學系暨研究所 

RP-19 戀童症文獻回顧與評論 
林玉書、許建中／台中教育大學諮

商與應用心理學系暨研究所 

RP-20 
新住民家庭生活調適與二代成就動向之探究 

/以越南籍為例 

陳麗鳳／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

系暨研究所 

RP-21 
家庭教育中心志工服務年資與其參與動機之

研究 

廖麗如／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

系暨研究所 

 

跨專業領域的系統合作（壁報論文發表 Ⅳ 場） 

編號 論文名稱 發表者 

RP-22 「心理助人工作者之替代性創傷量表」編製 
鄭子祈／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

系暨研究所 

RP-23 
運用沙盤探究國小專任輔導教師與特教生之

輔導工作困境與突破 

沈槿涵、蔡美香／臺南大學諮商與

輔導學系暨研究所 

RP-24 創傷後成長：不執著應用在創傷治療的歷程 黃郁倩、陳妙華、夏允中／高雄師



 2022 年全國輔導與諮商碩博士研究生學術研討會 

編號 論文名稱 發表者 

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

所 

RP-25 在企業場域提供心理諮商服務的挑戰 
張紹基／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

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RP-26 正念優勢練習方案提升軍校生領導力之探討 

莊雅淇、吳佳純／國防大學政治作

戰學院心理及社會工作學系心理

研究所 

RP-27 
排灣族長嗣繼承制中的長女身影──在愛、

責任與認同之間的流連往返 

李蕙如、黃暐程／國立屏東大學教

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暨研究所 

RP-28 從賽局理論看個人申請入學制度輔導策略 
李若松、陳斐娟／雲林科技大學技

術及職業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