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73期至384期

目錄索引

2017

訂閱辦法．全年12期                          每期零售120元       合訂本1200元
郵政劃撥．第10445093號                戶       名：天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10644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45號8樓
電       話．(02)3322-1187                  傳       真．(02)3322-1193
網       頁．http://www.tienma.com.tw      電       郵．tien.ma@gmail.com

2017合訂本目錄索引.indd   1 2017/12/22   11:30:31 AM



2     目錄索引     

第373期至第384期目錄索引

篇                       名 作  者 期 數 頁 數
身心靈—心理治療的展望 劉焜輝 373 封面裡

回到原點—「心理師法」之前的問題 劉焜輝 374 封面裡

下一個目標—沙遊治療需要拿出實施的證據 劉焜輝 375 封面裡

境界—正念認知療法的真諦 劉焜輝 376 封面裡

生根—榮格派的心理治療 劉焜輝 377 封面裡

前瞻性—養老機構老人的心理特徵與對策 劉焜輝 378 封面裡

壓力時代—壓力的自我診斷與處理方法 劉焜輝 379 封面裡

現代病—憂鬱症與心理治療 劉焜輝 380 封面裡

生命的完成—臨終關懷的哲理 劉焜輝 381 封面裡

深耕—把握藝術治療的本質 劉焜輝 382 封面裡

「儲物疾患」—從DSM-IV到DSM-5 劉焜輝 383 封面裡

內觀禪修—現代人的冥思法 劉焜輝 384 封面裡

身心靈心理治療	 	 	

身心靈心理治療 李佩怡 373 2

心理的平衡治療—以靈性為基礎的身心治療探討 林育陞 373 7

心理平衡靜心訓練—以正念靜心為例 林育陞 373 12

享受人間桃花源—南印度曙光村(Auroville)身心靈之旅 張瑋琪 373 18

我國心理師養成與任用	 	 	

台灣諮商心理師專業知能養成芻議 陳秀惠 楊郁儀 劉峯銘 吳芝儀 374 2

心理諮商師的養成訓練 林育陞 374 7

諮商心理師專業能力培育現況 紀雅譯 張羽歡 黃怡閔 莊美華 吳芝儀 374 12

客觀結構式臨床技能考試(OSCE)在醫院自殺防治中心 周昕韻 林芝帆 374 17

　　諮商心理師訓練之應用   

諮商心理師的行銷之道 吳禺廷 何英奇 374 21

沙遊治療	 	 	

沙遊治療理論與應用 林育陞 375 2

正念認知療法	 	 	

正念認知療法於創傷後壓力疾患之運用 陳家瑜 376 2

正念融入國小班級輔導之探討 許嘉琪 周怡萱 376 7

西方靈性概念與華人靈性概念之內涵比較 朱庭儀 376 11

練習正念減壓，活出幸福感 郭昤昤 376 14

容格的心理治療	 	 	

榮格與靈性 林育陞 377 2

論榮格的同志觀點 郭蕙寧 377 7

老年期的心理治療	 	 	

老人與動物性輔助治療 林育陞 378 2

從Bowen家庭系統理論看失婚老人的獨居生活 林麗英 378 8

存在主義治療應用於老年諮商 鄧筑霞 378 14

壓力管理	 	 	

問題解決治療—以問題為焦點的壓力管理 陳淑欽 379 2

企業諮商與職場壓力 林育陞 379 8

保險從業人員之壓力與靈性學習之探討 蕭慧貞 周怡萱 許嘉琪 陳惠美 379 14

輔 導 線 上

專 題 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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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名 作  者 期 數 頁 數
憂鬱與心理治療	 	 	

老人憂鬱症與治療 林育陞 380 2

敘事治療觀點運用在「老人憂鬱」之自由書寫 王金正 380 6

自殺者遺族複雜性悲傷之心理治療 周昕韻 380 8

臨終關懷	 	 	

安寧護理人員面對悲憫疲憊的自我照顧 鄭筱薇 黃麗萍 曾于珊 李佩怡 381 2

預期性悲傷的轉化經驗：以一位孫女對外婆的死亡恐懼為例 陳增穎 381 8

生命的最後一哩路—臨終關懷 林育陞 381 12

探討結束生命決定的倫理議題 周怡萱 陳惠美 趙詩玄 許嘉琪 381 16

你今天善終了嗎？ 陳大正 381 20

藝術治療	 	 	

藝術治療對創傷處理與應用 林育陞 382 2

藝術治療對於癌症病患身心靈紓壓之探討 林育陞 382 8

戲劇策略在國小學童團體輔導之應用 郭宏信 382 12

DSM-5	 	 	

人格障礙在DSM-5之探討 林育陞 383 2

DSM-5邊緣性人格障礙診斷與治療 林育陞 383 7

敘事治療在藥物濫用當事人之應用 蘇銘祥 何鴻裕 李盈瑩 383 11

認知行為治療在青少年強迫症之應用 林家彣 383 15

現代人的冥思法	 	 	

正念冥想的幫助 林育陞 384 2

正念如何減輕癌症病患和遺族痛苦 鍾易勝 384 6

冥想法運用於生活之舉例 莊雯雅 蕭慧貞 384 10

身體經驗創傷療法(Somatic Experiencing)對自殺者遺族的幫助 周昕韻 373 22

焦點解決短期諮商概念與技巧運用於體驗教育活動帶領 廖婉汝 373 26

運用現實治療於國中導師工作中 程思耘 373 31

「空椅技術」的實務運用 黃立仁 373 35

陪孩子走過父母離婚的風暴 許家瑜 373 39

自我效能團體運用於憂鬱傾向高中生之探討 陳怡婷 楊瑞蘭 373 43

看不見的傷痕 劉文芝 373 47

學校輔導教師之專業能力初探 黃怡閔 莊美華 紀雅譯 張羽歡 374 27

起心動念，強制性倫理與理想性倫理的拔河— 鍾菩璿 蕭慧貞 陳桂琴 374 32

　　以保密議題為例 蔡雨芊 吳芝儀  

心理師的另一扇窗口—談身體疾患的心理治療 林利群 374 37

　　（皮膚疾病Dermatology）   

認知治療對拒絕離婚個案之探討 紀岳良 375 9

存在主義心理治療對安寧居家之探討 黃勗瑞 375 14

女性長期照顧者之社會支持與壓力探討 林季誼 375 18

網路成癮在現實治療團體諮商模式的應用 鄧佩娟 375 22

諮商師的自我覺察之探討 方仁君 375 27

希望理論在團體諮商的應用—以大學生職涯團體為例面 郭蕙寧 375 31

從客體關係理論詮釋婚姻衝突 吳俐葦 375 35

Bowen自我分化概念應用在華人文化脈絡中之初探 阮琳雅 375 40

探討自殺：心理助人者的觀點 吳珍松 376 16

家暴受虐兒的復原力之探討 高紅梅 376 20

以客體關係理論觀點看抗拒型依附的個體與同伴動物之依附關係 王律心 376 24

阿德勒取向看繭居族 許承宇 376 28

女性主義治療應用於女力時代的崛起 吳曉柔 376 30

從社區諮商模式看大學生之分手暴力 林淳頤 376 37

專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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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名 作  者 期 數 頁 數
實習諮商心理師以國小輔導室為實習機構的 謝曜任 劉玉萍 林奕秀 376 42

　　優勢與困境

雙性戀者如何在諮商中被看見？ 蔡秉忻 377 10

　　─反思臺灣多元性別諮商專業現況

性諮商"專業倫理議題探討 林麗英 377 14

諮商關係中發生非性雙重關係之倫理困境 王義德 377 18

正念治療應用於兒童與家庭教養現況之探討 黃詩涵 377 22

運用完形取向於中低年級兒童情緒團體 魏啟倫 377 26

正向心理治療法在分手事件上的應用 吳秋燕 377 31

父母自我分化程度與家庭空巢期適應 鄧筑霞 377 35

以正向觀點探討女性負向身體自我意象 廖于玄 377 39

Happy ending人生中的最後一場畢業典禮 許瑋倫 377 43

由華人文化看現代諮商與後現代諮商 黃立仁 377 47

實習諮商師與案主─關於諮商工作中的自我覺察 蔡雅芸 甘桂安 378 17

現實治療取向團體諮商在提升幼兒母親親職教養之應用 施馨茹 丁原郁 378 21

焦點解決短期諮商應用在近期婚姻平權事件中受傷的同志個案 余忠翰 378 26

學校輔導工作在諮商保密倫理的困境與因應 林欣蓓 378 29

父／母癌末兒童之存在藝術治療處遇策略 陳彤如 劉見柔 黃勗瑞 378 33

認知行為遊戲治療在輔導外化行為學生之應用 戴雅彤 378 37

婚暴者精神分類處遇與防治 李雨君 黃嘉雄 黃麗萍 378 40

如何進行施虐者親職教育心理衡鑑 邱惟真 379 18

優勢觀點運用於老年人心理輔導 嚴隆慶 379 22

焦點解決結合敘事治療在一例吞咽恐懼個案上的應用 高紅梅 379 26

以完形治療觀點探討負向手足關係 梁聯宣 379 29

同伴動物對空巢期家庭之影響 劉芮妤 379 33

完形治療之空椅技術應用於受霸凌者之未竟事務 楊忠霖 379 37

重新擁抱內在小孩─以完形治療理論觀點 鄭詩怡 379 40

完形諮商師的基本養成 袁美玲 釋果選 陳柏安 梁聯宣 379 44

正念與自我接納 李雪欣 380 13

諮商中的同理心概念 趙姿婷 380 17

以客體關係探討父母認同 李依玲 380 22

後現代理論諮商視框下的性侵倖存者 廖昀雅 380 27

拒學現象之生態系統觀點 洪美鈴 郭豐榮 380 31

阿德勒心理治療於提升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學童 車佩娟 張晨郁 380 38

　　學校適應之初探

音樂治療應用於安置機構兒童團體 方仁君 381 22

自我揭露於人際親密互動建立歷程之探討 張棋雅 381 26

從完形諮商看後悔情緒 許元樵 381 30

自殺的本質─心理助人工作者對自殺態度再檢視 紀岳良 楊郁婷 趙姿婷 381 33

輔導教師的工作壓力與調適 郭珮君 381 37

台灣園藝治療之文獻回顧與分析 蘇小芙 許淑穗 381 40

目睹婚暴家庭經驗對大學生之自我分化及學校人際適應的影響 劉敬亭 381 46

Pauline Boss模糊性失落與處遇策略之研討 楊榕炘 林綺雲 382 16

　　─以失智症家屬為例   

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之保密議題 雷亞潔 郭倩惠 黃嘉雄 吳芝儀 382 21

學校輔導人員之工作耗竭與希望感 葉玟秀 382 26

帶著「未竟事物」的諮商師 林麗英 382 30

新移民女性在台需求與諮商策略 陳家敏 382 34

由客體關係理論探討新移民青少年子女的自我認同 劉見柔 382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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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名 作  者 期 數 頁 數
當新移民女性進入台灣，諮商師準備好了嗎？ 陳玉珍 382 41

　　多元文化及相關考量因素之探討   

與高風險家庭工作之新思維─兒童權利倡導 陳建煇 李泳緹 382 44

焦點的力量 廖于玄 382 48

以敘事諮商觀點重構心理工作者工作倦怠經驗 楊昕瑜 383 20

從社會行銷觀點談心理諮商的推廣 吳禺廷 何慧儀 383 24

從客體關係看成人的安全感 陳彤如 383 30

人際取向之團體治療 傅明俐 383 34

以生態系統觀介入青少年自傷行為 林志欣 383 39

生態系統理論在國中校園性別教育與輔導之應用 洪瑄羚 王菀姿 劉又慈 383 42

口語表達與親密關係的影響 陳怡萍 383 46

自然體驗式團體輔導的原理與方案舉例 李宗諭 384 13

人際歷程取向治療：整合模式使用在青少年的 何鴻裕 李盈瑩 蘇銘祥 384 17

　　關係霸凌之處遇   

ADHD兒童執行功能訓練團體之成效 李咏庭 王加恩 王巧涵 李盈潔 384 22

中風復健的身心靈治療—臨床實例 林利群 384 26

團隊的成長 蕭淑華 384 28

以團隊合作輔導一位重度視障ADHD國中男生的成功案例 廖偉舟 詹菊珍 384 31

思覺失調症患者家屬模糊性失落之探討 劉文芝 林綺雲 384 35

從生涯決定中看見希望～高職生希望感與生涯決定 劉佳洳 陳惠美 384 39

新住民家庭中父親角色與子女照顧現況初探 邱宇蓁 384 43

以女力觀點提升助人者於就業母親生涯諮商的敏感度 吳曉柔 余忠翰 吳俐葦 384 48

童話故事中的共依存關係 吳珮菁 384 53

編織一幅波斯地毯— 林綺雲 林詩儀 374 41

　　悲傷輔導大師Robert A. Neimeyer專題報導(一)   

走入人群提供諮商服務給有需要的人～醫療諮商心理師在 胡純閔 李玉嬋 373 48

　　癌症門診的工作經驗   

從聯合國訂定國際幸福日談正向幸福心指標的 李玉嬋 葉寶華 楊淑敏  374 48

　　國際視野 周明芳 葉俐汶  

癌症病人失志症候群之諮商策略探討 陳羿方 李玉嬋 375 45

全身性紅斑性狼瘡患者的適應路～ 李玉嬋 林逸婷 376 46

　　共依附特質、心理彈性與創傷後成長的運用   

安寧病房延伸出喪親關懷服務 王則雅 李玉嬋 377 49

諮商心理專業從醫療體系多元擴展到社會企業開創藍海 李玉嬋 378 49

老人福利機構諮商心理師實務工作 李玉嬋 張茲涵 379 49

心理健康BMI作為癌症患者從心得力抗癌的自助養心指標 李玉嬋 葉寶華 380 43

65歲高齡到75歲進老年的十年高齡生產力與利他可能性 李玉嬋 謝可融 381 49

諮商心理師加入長照心理健康服務以提升心理彈性 李玉嬋 周志展 林家民 382 50

　　促發成功老化   

醫療機構諮商心理師人力合理配置的現況與建議 李玉嬋 383 50

醫療諮商倫理：當醫學倫理難題找上諮商心理師時 李玉嬋 葉北辰 384 57

憂鬱症「認知治療」之案例分析 張凱翔 劉映竺 黃政昌 373 55

創傷後壓力症「認知歷程治療」之案例分析 張博健 黃政昌 374 55

「自殺風險評估」的內涵與方式之探討 陳奕君 李姵儀 黃政昌 375 52

「失智評估」的內涵與方式之探討 胡瀚濃 王威中 黃政昌 376 51

「職場壓力評估」的內涵與方式之探討 江慧玲 錢冠宇 黃政昌 377 56

「司法心理評估」的內涵與方式之探討 陳軍睿 蔡云筑 劉安柔 378 55

 洪儀庭 洪敏甄 黃政昌  

醫療諮商新天地

專 題 報 導

心理治療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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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名 作  者 期 數 頁 數
「諮商成效評估」的內涵與方式之探討 謝合旻 張允瑄 吳禺廷 許泰榕 379 55

 黃政昌  

「個案概念化」的內涵與方式之探討 費麟傑 王曉慈 黃政昌 380 49

成癮相關議題─網路成癮 吳宥霆 劉育伶 江哲杭 劉依函 379 60

成癮相關議題─戒菸議題 吳宥霆 劉育伶 吳郁儒 卓暄苡 謝欣頻 林伯竣 380 55

愛情相關議題─分手 謝欣頻 林伯竣 葉人菘 張慧嬅 381 56

愛情相關議題─分手（劈腿） 賴俊丞 李怡君 382 57

悲傷輔導相關議題─喪親、寵物死亡 蕭淑華 吳郁儒 卓暄苡 383 58

 彭明雅 敖亦涵  

難忘的親情 黃煌勇 378 60

負笈美國 曾淑芳 373 62

德州之大 曾淑芳 374 61

謊言滿天 曾淑芳 376 62

不怕萬一 曾淑芳 377 62

德大六年 曾淑芳 378 62

男女有別 曾淑芳 379 62

黑色憂鬱 曾淑芳 380 60

生命尊嚴 曾淑芳 381 61

社區學院 曾淑芳 382 62

校園攜槍 曾淑芳 383 61

疫苗之戰 曾淑芳 384 62

我與焦點解決諮商相遇後的反思 張慧美 375 59

學校社工：連結愛的工作—中輟輔導案例分享 陳瑩溶 375 61

家有身心障礙兒：以一個智能障礙兒童的家庭為例 許思義 376 57

新手團體領導者帶領團體經驗之省思 洪琳絜 徐可馨 380 56

情緒高漲個案之輔導經驗及反思 林麗英 381 57

輔導兒童的情緒教育 明　道 382 58

我的小太陽～霆寶貝 于美鳳 383 59

一個人，可以為受傷的世界做什麼？ 李佩怡 373 64

航行在人生的海洋，「愛」與「義」是老者的舵手 李佩怡 374 64

無肉，歡慶生命！—感嘆近期禽流感的屠殺 李佩怡 376 64

被痛苦翻轉的生命滋味 李佩怡 377 64

萬花筒的人生─靈魂的磨練 李佩怡 378 64

而今識盡愁滋味？─失眠的夜 李佩怡 379 64

靈魂之舞 李佩怡 380 64

靈魂原鄉在大地─向沉默大地致謝致敬 李佩怡 381 64

住在心裡溫柔的力量 李佩怡 382 64

值得憶念的時光 李佩怡 383 64

顧．心 李佩怡 384 64

後催眠暗示(post-hypnotic suggestion) 林　杞 373 17

保守秘密的義務 林　杞 374 6

諮商可以治療一切？ 林　杞 375 13

精神分裂症 林　杞 377 46

年齡不同，心理問題也會變化 林　杞 380 30

臨終關懷 林　杞 381 60

自閉症（autism） 林　杞 382 40

心理治療對於矯治犯罪是否有效？ 林　杞 383 48

職場心理健康 羅　佳 373 38

預演法(reheatsal method) 羅　佳 374 40

輔 導 新 詩

諮 商 辭 典

臨床心理學

輔 導 實 務

華岡式諮商脈絡

海 外 來 鴻

天 倫 之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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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名 作  者 期 數 頁 數
抱抱療法(hug therapy) 羅　佳 375 44

再結構化(restructuring) 羅　佳 376 19

三P 羅　佳 377 13

衝擊療法(shock therapy, shock treatment) 羅　佳 377 30

MBD(minimal brain dysfunction) 羅　佳 379 12

老人諮商(counseling for the elderly) 羅　佳 383 63

中間三技巧(three skills in middle stage of counseling) 羅　佳 384 52

容易成為「受害者」的類型（從精神分析看被害者的責任與類型） 沙　東 373 42

為什麼要看夢？ 沙　東 374 62

對放蕩兒子特別寬鬆的父母心 沙　東 377 30

網路結合的人們 沙　東 384 47

面對對方就覺得噁心 伍　猷 374 16

憂鬱症為什麼會罹患？ 伍　猷 375 8

如何面對憂鬱症患者 伍　猷 382 61

「憂鬱的心情」是人人都會遇到的「心的感冒」 伍　猷 384 9

現在馬上採取行動就能脫離困境 筑　波 375 58

豐碩的內在世界 筑　波 376 63

正向思考是從笑容產生的 筑　波 377 6

驚人的成功是從驚人的「夢」產生的 筑　波 378 13

「擬定目標」的五個重點 筑　波 379 55

想要放棄的一公尺前面就是「勝利」 筑　波 380 42

如何制御自己的思考 筑　波 381 25

自卑感是成長的動力 筑　波 383 38

經驗過程(experiencing) 延　平 373 17

系統減敏法 延　平 374 31

真誠(genuineness) 延　平 376 15

自閉症的今昔 延　平 378 48

多重人格(multiple personality) 延　平 379 16

壓力反應有三種 雲　達 373 6

治癒壓力的方法 雲　達 375 64

壓力管理 雲　達 382 49

如何調適壓力 雲　達 383 19

自卑感的克服 思　凱 373 38

與當事人的合作關係 思　凱 374 20

榮格的夢分析 思　凱 377 63

攝食障礙（拒食、過食） 思　凱 378 54

諮商師工作的場所 思　凱 380 30

藝術治療 思　凱 382 43

宗教與諮商 思　凱 384 56

柳是綠，花是紅 一　如 373 30

白雲深處掩柴扉 一　如 374 40

善惡不二 一　如 375 34

木牛步步行火中 一　如 377 6

說時無行路 一　如 378 63

絕學無為 一　如 380 26

枯木裡的龍吟 一　如 381 7

一切空 一　如 382 63

截斷紅塵水一溪 一　如 383 10

兩種愛的起源 茗　溪 373 30

心 理 治 療

正 向 思 考

壓 力 教 室

臨床心理學辭典

禪      語

憂 鬱 信 號

諮 商 心

深層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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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名 作  者 期 數 頁 數
失敗是人生的教師 茗　溪 374 26

認清現實，面對問題 茗　溪 375 60

找出自己能付出熱情的對象 茗　溪 376 60

擴展自己做為人的寬度 茗　溪 378 7

心理治療師要做什麼？ 茗　溪 379 60

很謙虛地傳達自己的努力和成果 茗　溪 380 54

「擔心」最壞的狀態 茗　溪 381 45

他人的風評或秘密不必知道 茗　溪 382 20

有沒有忘記目標？ 茗　溪 383 6

生活樸素化 夏　凡 373 42

當你感到空虛感的時候 夏　凡 374 11

書要選擇後才讀 夏　凡 375 26

青春的理想 夏　凡 376 29

充滿愛的父母 夏　凡 380 54

湧出希望 夏　凡 381 59

友誼是瞬間開的花，時間讓它成熟的果實 夏　凡 383 48

克雷奇麻(Kretschmer, Etnst, 1888～1964) 恩　得 373 38

雅思帕(Jaspers, Karl, 1883～1969) 恩　得 378 13

艾利克森(Erickson, Milton Hyland  1901~1980) 恩　得 379 61

阿德勒(Adler, Alfred) 恩　得 380 59

需要強烈的動機 念　祖 382 43

心理健康惡化 東　埔 380 63

「心門」只能從裡面才能打開 江　晴 382 20

學習的天空 周婉玲 373 封底裡

新春揮毫 周婉玲 374 封底裡

與校長有約 周婉玲 375 封底裡

蛻變的蝴蝶 周婉玲 376 封底裡

為孩子點亮心燈的「阿嬤」 周婉玲 377 封底裡

生命小書 周婉玲 378 封底裡

為孩子們按讚  周婉玲 379 封底裡

暑假真好玩 周婉玲 380 封底裡

老師們的情人節禮物 周婉玲 381 封底裡

惠風風桃李 春雨雨雋才 周婉玲 382 封底裡

合作共贏 周婉玲 383 封底裡

來到香格里拉 周婉玲 384 封底裡

臨床心理學家

活 出 自 己

心 理 健 康

新 境 界

鬆 弛 法

心 靈 之 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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