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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須知 

本會之前身為 2003 年所成立之「中國輔導學會諮商心理學組」，經過六年

的運作後，基於推動國內諮商心理學術發展、專業需求，因應諮商心理師教考訓

用業務之擴展，銜著創新臺灣諮商心理專業之使命，在一群諮商心理學者與諮商

心理師的倡議下，「臺灣諮商心理學會」於 2008 年 12 月 13 日正式成立，為國

內諮商心理專業之航向把舵，作為共商臺灣諮商心理學專業發展大計之重要交

流平台。 

本會成立之宗旨在於促進臺灣諮商心理學學術與專業發展，並以增進國人

心理健康為目標。為能全面性地推動工作任務，擴大會員的參與，除了理監事會

外，特別設置倫理法規、養成教育、專業實習、考試認證、繼續教育、學術發展、

學報編輯，以及研究生等十二個委員會。本會之發展任務包括： 

1. 建構諮商心理學學術研究與實務工作之交流與合作平台。 

2. 推動諮商心理學研究與出版。 

3. 發展、規劃並落實諮商心理專業人員教育、考核、訓練、及任用之課程、

方案、制度與評鑑。 

4. 參與並推動心理健康與諮商心理專業發展相關法規立法與修正工作。 

5. 推廣諮商心理專業並拓展專業服務領域，以增進社會對諮商心理專業的認

識、提升國人心理健康品質。 

6. 增進諮商心理專業認同，舉辦提升心理諮商、心理治療專業服務相關活動。 

7. 制定諮商心理專業倫理守則，推展專業倫理並執行相關之申訴與仲裁工作。 

8. 加強與國內外相關專業組織之聯繫、交流與合作。 

9. 達成有助於本會宗旨之其他事宜。  

為能促進諮商心理專業的建立、定位與發展；建構專業工作者相互對話、凝

聚共識的平台；並積極推動有益於促進全民心理健康的活動。衷心歡迎認同本會

宗旨之諮商心理相關系所師生、諮商心理師以及團體組織一起加入這個學術園

地，共同為國內諮商心理學的發展貢獻一份心力，創造臺灣諮商心理學發展的新

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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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臺灣諮商心理學會秘書處 

地址 :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北路一段2號6樓之5 

TEL : 02-2375-1213 E-Mail : twcpa.mail@gmail.com 
  

mailto:twcpa.mai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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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臺灣諮商心理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議程表 

11 月 19 日星期六（如疫情嚴峻，依政府規定公布改採視訊會議進行）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主持人 

地點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至善樓 G105 國際會議廳 

08:30-09:00 報到/秘書處協助 

09:00-09:10 開幕式 

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教司吳林輝司長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陳慶和校長 

諮商心理師全國聯合會黃雅羚理事長  

臺灣諮商心理學會 

徐西森理事長 

09:10-10:40 

專題論壇一： 

靈性諮商的台灣

實踐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秉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院 

田秀蘭院長 

10:40-10:50 茶敘/交流 

 

 

10:50-12:20 

專題論壇二： 

生態療育

Ecotherapy 的在地

實踐與發展 

亞東紀念醫院 

陳俊霖醫師 

與談人： 

高山高山森林基地負責人 

馬中原老師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孫頌賢教授 

12:20-12:35 頒獎 

終身成就獎 

2022 年度之金筆獎、績優實習機構、

優秀博碩士論文等 

主持人:本學會 

徐西森理事長 

頒獎人: 本學會 

王文秀常務監事等 

地點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至善樓 G105 

國際會議廳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篤行樓四樓 

12:35-14:00 

會員大會/第八屆理監事選舉 午餐/壁報論文展 

主席：徐西森 理事長 

會務報告：黃國彰 秘書長 

司儀：張永霖 

諮商心理相關圖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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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篤行樓 

下午場地 場地 A 

教室：Y401 

場地 B  

教室：Y402 

場地 C 

教室：Y404 

場地 D 

教室：Y405 

14:00-15:00 

主題論壇一： 

心理劇在個別諮

商的運用 

主題論壇二： 

跨域的諮商心理師

生涯 

主題論壇三： 

園藝治療的 

治療性因子 

主題論壇四： 

諮商與督導歷程的 

倫理反思 

  主講人： 

賴念華教授 

 

  主持人： 

陳志賢主任 

  主講人： 

周慕姿心理師 

 

  主持人： 

翁士恆副教授 

  主講人： 

林俊德教授 

 

  主持人： 

許育光教授 

  引言人： 

洪莉竹教授 

劉胤含心理師 

  主持人： 

修慧蘭副教授 

15:00-15:15 茶敘 

15:15-16:15 

主題論壇五： 

完形治療的 

本土實踐 

主題論壇六： 

教師支持諮詢系統 

的建置與實施 

主題論壇七： 

 行督專督該聽誰? 

左右為難千百回 

主題論壇八： 

1. 通訊諮商需求、

準備度及有效性

之量表編製研究 

2. 後疫情時代諮商

專業人員的增能

訓練 

報告人： 

1.陳婉真教授等 

2.張曉佩副教授等 

主持人： 

張貴傑副理事長 

  與談人： 

卓紋君教授 

謝曜任助理教授 

 

 

 

 主持人： 

連廷嘉教授 

  主講人： 

王麗斐教授 

喬虹助理教授 

謝政廷助理教授 

 

 

 主持人： 

羅家玲教授 

主講人： 

吳典衡心理師 

 

 

 

主持人： 

顏欣怡理事 

胡延薇監事 

16:15-16:30 茶敘 

16:30-17:30 

論文發表 A 

優秀論文獎分享 

優良壁報論文獎

頒獎 

 

主持人： 

黃素雲副教授 

論文發表 B 

評論人 

刑志彬助理教授 

 

 

主持人： 

施香如教授 

論文發表 C 

評論人 

林烝增助理教授 

 

 

主持人： 

林子翔理事 

論文發表 D 

評論人 

王郁茗副教授 

 

 

主持人： 

 傅如馨副教授 

17:3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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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 

 

貴賓致詞： 

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吳林輝司長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陳慶和校長 

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黃雅羚理事長 

 

 

 

主持人： 

臺灣諮商心理學會 

 

徐西森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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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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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論壇一 

 

靈性諮商的台灣實踐 

 

 

主講人： 

陳秉華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主持人： 

田秀蘭 院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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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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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論壇二 

 

生態療育 Ecotherapy 的在地實踐與發展 

 

主講人： 

陳俊霖 醫師 

亞東紀念醫院 

 

與談人： 

馬中原 老師 

高山團隊負責人 

 

主持人： 

孫頌賢 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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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療癒(Ecotherapy)的在地實踐與發展 
 

2022/11/19 

陳俊霖 

 

壹、生態治療、生態心理治療的範疇 

1．生態心理學、生態心理治療 

．生態心理學 Ecopsychology 

．照護 Care/治療 Therapy/療癒 Healing 

．生態心理治療 Ecopsychotherapy 

= 心理治療的生態化 + 生態心理學的治療模式 

 

貳、本土生態心理治療的實踐與展望 

1．綠色照護(Green Care)模式/藍色照護/黑色照護 

．園藝治療 horticultural therapy 

．動物輔助治療 animal-assisted therapy 

．冒險治療 adventure therapy 

．荒野治療 wilderness therapy 

．森林療癒 forest therapy 

．海洋、星空…… 

2．野、靜、暗、陰 

．荒野 

．聲景/寧靜 

．暗空 

．榮格 

3．從單次活動到療程 

．生態心理煉金術 

 

參、與本土生態心理工作者的對話 

1．實例： 

．亞東紀念醫院 

．TTAPG/杜威約榮格 

．高山森林基地 

．個別諮商所、治療師 

2．限制與展望 

．本土化議題與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 

．本質與形式 

．制度與法令 

．典範轉移 

 

肆、相關資源： 

1．相關學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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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保護協會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 

．臺灣動物輔助治療專業發展協會 

．亞洲體驗教育學會．臺灣冒險治療專業發展小組(TTAPG) 

．臺灣森林保健學會 

．臺灣聲景協會 

．臺灣暗空協會 

．臺灣榮格心理學會 

．臺灣心理治療學會 

2．經典書籍 

．《生態心理學：復育地球．療癒心靈》 

．《失靈的大地：生態心理學的反思與實踐》 

．《地球就是諮商室：超越人類中心主義，邁向生態心理治療》 

3．臉書社團 

．「生態心理學」 

．「生態醫學與生態療癒」 

 
4．出國進修 

．Pacifica Graduate Institute, US 

．Schumacher College,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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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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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2022 年臺灣諮商心理學會年會各獎項得獎名單) 
 

終身成就獎 

獎項 得獎者 

終身成就獎 蕭文教授 

 

2022 年 績優實習機構獎 

獎項 得獎者 

績優實習機構獎 國立屏東大學學生諮商中心 

 

2022 年 優秀博碩士論文獎 

項目 得獎者 論文題目 
指導教

授 

博士 

許哲修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當諮商理論與督導相遇：

理論創生督導模式之建構 
田秀蘭 

教授 

碩士 

王怡靜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原住民地區漢族輔導教師

之跨文化專業工作經驗 
蔡宜樺 

助理教授 

碩士 

蔡秉儒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心理與諮商學系 

諮商心理師的共感明瞭經

驗-以經驗取向心理師為例 
孫頌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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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實習手札金筆獎 

項目 得獎者 

(實習機構) 

實習心得 

優選 
陳冠志 

真理大學諮商衛保中心 

實習的那一年，好累好苦好幸福 

優選 
李嘉惠 

懷仁全人發展中心 

生命的每個轉彎處，都有意想

不到的風景 

優選 
王政文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學生事務處

諮商輔導組 

那年我學會接住自己，那種感

覺...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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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筆獎—實習心得 

實習的那一年，好累好苦好幸福 

陳冠志 

國防大學心理及社會工作學系研究生 

 

實習心得 

到現在還是覺得自己很了不起，平安度過一整年的全職實習。回顧過去這一年，實習的

一開始，總覺得這是一個全新的世界，每天都期待著去真理大學實習，對於軍校畢業的我，

終於有機會去看看一般大學長什麼樣子。晚上回家的路上都會看到球場上充滿熱血揮汗的大

學生；幫老師去地下室拿東西時都會看到一群熱愛音樂的樂團仔；走在走廊上都能感受到自

由自在的讀書風氣，這些都是軍校出身的我好嚮往的大學生活，雖然這輩子不可能親身體會，

但至少終於見識到了夢想中大學的美好。 

  在實習初期，我呈現開放的姿勢，想去接觸周遭的各種事物，再加上當時沒有個案，所

以很多時間都在熟悉機構資源和認識老師們，那段時間真的很開心。但當時也會有一些焦慮，

焦慮未來不知道是什麼生活、焦慮自己應該要做點什麼事情，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候是有一

點沒方向的感覺，如果可以的話，我會跟那時候的自己說「讀些書吧」，只修了一年的碩班課

程真的是不夠，而且大學又都在接受軍事訓練，根本沒有好好打好諮商基礎。到時實習中期，

隨之實習業務日增，壓力也越來越大，其中有一段時間生活裡發生了好多意外，好多的挫折、

好多的無力感，甚至對好多事情失去了感覺，開始懷疑人生、懷疑自己，那時候的我應該是

這輩子最低潮的時候了，不只是實習，我覺得我的人生都模糊了，當時的我真的不知道該怎

麼辦，還好在我最脆弱的時候，周邊的人如此溫暖的對待我，讓我憂鬱、讓我哭、讓我表露

情緒，讓我體驗了被陪伴的感動，覺得自己不是一個人的，大家的陪伴讓我能夠短暫的停下

來，與自己對話，才發現我自己已殘破不堪的蹲在黑暗的角落，我就像很多個案一樣，常常

很容易聚焦在眼前的事情上，而鮮少關注內在的自己，於是我開始練習過生活，印象中記得

某部電影裡的一句話「避免不快樂並不會更快樂」，我不想再過著每天被追著跑的日子，想要

留一段時間，讓自己去做想做的事情。而這段時間除了情緒開關被徹底打開外，我也發現在

處理事情的時候，我有更多的歷程覺察，更能夠看見到人與人之間發生了什麼事情，以及我

的後設認知，這感覺挺不錯的，覺得看見自己的進步。在實習後期，我盡力的把握剩下的時

間、把握剩下的體力去學習，或許是我駑鈍，或許是我哪個地方卡住了，學習這條路並沒有

很順遂，我猜最大的影響是個案紀錄，雖然走的慢，但我知道我還是有在前進的。 

  這一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個別諮商，我試著將書本上所學到的知識，運用在實務工作上，

發現練習學派、擁有背後信仰的感覺很踏實，且隨著實習的學習，漸漸體會到「諮商最終還

是要回到個案身上」這句話，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變得可以更有脈絡的去看個案，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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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同理個案怎麼了，或許是之前都太著重在書本上的知識，所以會忽略一些更本質的東西。

有了這個發現之後，我變得有意識的在諮商中，和個案談談到底個案本身發生了什麼事情，

什麼樣的人格特質、什麼樣的行為模式造就了當前的困擾。同時，也更能夠貼近個案，在諮

商室中討論諮商關係、討論諮商室發生的事情。另外，與專任心理師討論個案，讓我看到更

多的視角，諮商真的沒有邊境，充滿無限的可能，我要練習從這些無限的可能去歸納，而答

案就在個案的身上，需要去貼近個案，才能去看到。 

  這一年裡我也認識了幾位生活過得不好的同學，除了介紹資源、邀約來談、回報老師以

外，我也不知道還能夠怎麼幫助他，或許我能做的就是「好好的聽」吧，讓他知道在這個世

界上還是有人可以陪他的。面對那些評估有需要被幫助但卻沒意願來談的同學，心理總覺得

有點可惜，但人生是他的，我好像也只能相信他，並隨時歡迎他。後來和老師討論同學的狀

況時，才知道原來有很多細緻的東西可以處理，一通關懷的電話也可以有很大的影響力，這

也是我要持續學習的地方，如何好好的聽個案說話，同時快速的抓到重點與評估。 

  讓我學習到最多的，莫過於專業督導，老師讓我學習了很多很多，也總覺得還有好多好

多好多好多東西要持續學習，也讓我更想要好好的去認識個案，我就像一塊海綿一樣，吸取

了各種養分應用於諮商工作上。在督導老師的督導下，每一次都讓我有種豁然開朗的感覺，

老師總是能讓我更清楚自己在做什麼、更清楚理論的細節、更清楚諮商的力量。督導老師總

是能抓到我的問題所在，不一定是在諮商室內的問題，也有發現一些影響我工作的個人議題，

專業督導對我來說太重要了，是可以真實、坦誠看到自己的時候，雖然有時候看見不一樣的

自己會有點生氣又有點難過，但我也相信這都是過程。這一年歷經了幾次的督導，漸漸看見

我的諮商風格，而且發現我的諮商風格似乎與我想學的焦點取向有點不契合，有點小挫折，

但我相信有發現都是好事，未來可以想想怎麼去調和或融入其他取向，培養出我自己的樣子。 

  另外，在實習的後期透過專督、透過反督報告、透過和同學聊天、透過個案回饋，讓我

有新的反思，這一年的我似乎太重視效能，當遇到難以進展的個案就覺得很挫折，事實上我

不斷努力嘗試要提供溫暖給一直待在冰冷世界的個案可以暖暖身體，或許這種支持的氛圍是

可以讓寒冬裡的個案稍微喘口氣的地方，我也不一定要一直問個案要不要繼續往自己要走的

目標前進，我該相信當個案休息夠了，他自己也能夠有勇氣起身繼續前行的，我要提醒自己，

不要因為效能不佳，就忽略了我自己的價值。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位同學在視訊鏡頭前，哭

著對我說「我今天看到了好久不見的真正的自己」，雖然他好像沒有明顯的改變，沒有解決當

前的困擾，但我相信他一定有所覺察，而這一句話之後，他也更加投入諮商，繼續探索自己、

認識自己，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生命的力量。 

這一年，我對自己期待很多，期待自己能好好長大茁壯，但講真的我並不是很滿意自己的表

現與成長，但我也盡力了，而諮商這條路不會只是到這邊，這段全職實習打開了我的助人工

作之門，未來還有好多東西要學、好多東西想學，離開機構後，就要多靠靠自己了。對我來

說，這不只是一段實習，更是一輩子難忘的經驗，我很喜歡全職實習，很喜歡和老師們、實

習夥伴輕鬆的聊天、中午一起煩惱訂餐、下班後去跑步，這是個令人安心的環境。除此之外，

這段經歷讓我對於未來的自我認同有不一樣想法，這一年下來，我好像變得更願意去好奇他

人，也變得更能夠把所學運用在生活上，回到我的初衷，我讀研究所就是希望能夠學習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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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運用在部隊、運用在生活週遭，相信未來的我一定能夠在軍中輔導領域添上一點能量，提

升國軍整體心輔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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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筆獎—實習心得 

生命的每個轉彎處，都有意想不到的風景 

李嘉惠 

暖心全人諮商中心心理師 

 

實習心得 

2022對我而言是很特別的一年，所以想用這篇投稿來記錄這三年，自己從行銷專業經理

人，轉化到全職心理系所碩士生到兼全職實習生，再到通過國考的新手心理師的歷程。 

 

選擇！？  

從報考心理所開始到進入兼全職實習的面試，一定會被問到，你為什麼想讀或是選擇心

理諮商一門專業？相信大家也都聽過許多公版的標準答案，諸如，想幫助他人，成為助人工

作者等等…。對於身處中年危機的我而言，我只能說，這是一個勇敢的選擇，我也不確定從

哪來的勇氣（一定是來自上帝！），但在經歷職場生涯中最重大的挫折後，決定給自己一個

重新挑戰的機會，讓自己歸零、打掉重練，放下過去 20多年專業經理人的資歷、身份及報酬，

在近半百的年齡，第一次給自己 3年的 Gap Year，再當一次學生及中年級實習生。 

 

Gap Year的挑戰 

必須要說，能沒有後顧之憂，再次成為學生，對很多「大人」來說是奢侈的，我很慶幸自

己有這個條件。但放下一切，經歷失落的心情，然後成為實習生，在尋覓實習單位的過程中，

特別是面試考官帶著對你的年齡的質疑及態度時（例如，你可以接受你的督導小你 20歲嗎？），

其過程的確是辛苦的，特別是過去的 10多年，我一直是那個面試別人的角色啊！最常跳到腦

袋的想法就是「我在幹嘛？」，我現在知道案主「換位思考」的不易了！ 

 

萬事起頭難 

幸運地是最終得以進入我心儀的諮商所，開始兼全職實習。從櫃檯、清潔、初談、寫紀

錄、行政工作到接案、參與課程及接受專業督導，一步一步都是扎實的訓練及經歷。我永遠

記得，第一次去實習，結束後要去收垃圾及倒垃圾的心情，當時我問自己，我現在在幹甚麼？

進入職場 20多年，倒垃圾這件事情從來都不用我自己做，又再次帶著心酸及疑惑的心情問我

自己「我在幹嘛？」。整個諮商學習及實習的過程，其實都是重整及好好覺察自己的過程，

經由一次又一次的自我對話，更深地看見自己。我可以抉擇自怨自哀，覺得自己很委屈，我

也可以選擇相信這是一個很好的練習，若是這是我的家，我當然也要自己處理倒垃圾這件事。

因為這是我選擇投入的環境及工作啊！耶穌不也為他的門徒洗腳嗎？因此，很快地我便釋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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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雖然依然不確定「我在幹嘛？」，但我也不想再問了，因為這不就是自己的選擇嗎？套

用薩提爾婆婆的信念，人都有選擇，做出選擇並為選擇負責，才是成熟的大人啊！ 

 

一起走，不怕！ 

當你知道這條路上不是只有你自己獨自一人時，你就可以有更多的勇氣繼續走下去。我

很慶幸可以跟很多好夥伴在實習的過程中，一起扶持一起學習。面對繁重的櫃台及行政工作，

大家彼此的幫忙及補位，面對不熟且繁瑣的細節，有夥伴的協助及包容錯誤。本來自以為是

職場熟手，甚麼大風大浪沒見過？所以應該對行政工作應該是遊刃有餘吧？！孰不知，除了

忙到連好好吃飯的時間都很奢侈之外，一週至少 32個小時的實習，除了行政、櫃台、初談之

外，再來就是接案及中心精實的專督及團督訓練，都需要全神貫注的投入，因為要學的實在

太多了！其中，可以觀察心理師與案主之間的互動，對社區諮商中心所含括的業務內容有更

多的接觸及了解，中心課程的推廣，甚至每一次的初談都是極好的聆聽訓練，偶而得空可以

喘口氣時，可以跟一起職櫃台的夥伴聊聊天吃零食（吃不完，源源不絕的零食！），也是一

種莫大的紓壓及收穫。 

 

學到、賺到！ 

我很幸運得以在實習的階段，有機會經歷許多諮商界資深老師們的教導。全職上下學期

不同學派的專督老師，開啟了我不同的視野。諮商中心開的專業課程，包括雙人晤談、悲傷

輔導、靈性治療、家族、辯證行為治療等課程，真的讓我著實有賺很大的感覺，收穫滿滿，

課程中的學習都能直接應用在實際的晤談當中，從很卡到慢慢越來越熟練，從與案主的互動

中看見真實地回饋及進步，真的很有成就感。看見 70好幾的老師對於課程及案主的關心和熱

情，並謙卑地面對自己的不足，真的很令人感動。希望自己也能成為這樣的心理師，成為一

個對自己的專業能不住地追求及精進、並始終保持對案主的熱情與支持，以及對這份工作持

續與堅持的心理師。 

 

關關難過、關關過 

還記得行督曾對我說，當初她得知國考考上心理師之後，開心的心情大概只持續了一天，

然後就開始對未來自己在諮商這條路的忐忑及擔心面對專業工作的不足。好像永遠都沒有所

謂的夠好，也沒有學夠的那一天，我也開始有所體會了！對我而言，我依然始終如一地選擇

必較難的那條路，而且知道前面可能還有更多的困難及天人交戰得面對，但是我很開心自己

有勇氣跨出舒適圈，有機會認識自己，有機會一步一步開始往前走，有機會去欣賞每個沿途

及每個轉彎處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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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筆獎—實習心得 

那年我學會接住自己，那種感覺…很幸福 

王政文 

國防大學心理及社會工作學系研究生 

 

實習心得 

「興奮、擔心、回到當下、平靜、充電、迷惘、獲得陪伴、幸福、感謝、做回

自己」 

我想，這大概就是我的實習經過吧！ 

     

    實習開始可謂「初生之犢不畏虎，實習人生不怕苦」，心中懷有大志，想要一展長才。不

管是諮商的專業學習、接案累積經驗或諮商取向嘗試等等，對周遭任何事情也都很有興奮感，

想要發揮自己擁有的能力來幫助別人。但是萬萬沒想到，當我走到個案面前時，身體卻不自

覺開始擔心，擔心問問題會打斷個案說話、擔心自己補小心講錯話傷害個案、擔心被個案看

出來自己是新手…。雖然我一直告訴自己「不用擔心、自己是可以的」，但不管怎麼對自己

說，內心深處還是不會相信。現在我回想起來，那種感覺就像案主常常說的「我都知道不要

那樣想，但我就是會那樣想…」。那不是透過一句話告訴自己，然後就可以馬上不擔心，因

為擔心的感受是一種身體的感覺，它是在我們的生長歷程中長期所累積下來的立即反應模式，

所以還是得透過自己慢慢地身體經驗，最後才會知道即使緊張也沒關係、擔心也沒關係、迷

惘也沒關係，因為那是一定會發生的事情，且這樣才是正常的。於是，我慢慢回到內心的平

靜。在晤談過程中，最好每一個當下我可以做的事情，對個案保持好奇心，也相信個案比我

想像的更堅強、更有韌性；在督導中，繼續在諮商實務上學習，覺察自己的狀態，也在督導

的支持回饋下休息充電。 

    一切都這麼順利進行，直到全職實習期程的一半，心中卻開始對諮商感到迷惘。我的實

習機構是在學校，所以實習期程的一半剛好就是學生的寒假，這段時間來學校的學生減少許

多，在個案量減少、學生活動也較少的情況下，剛好給了我一個好好回顧前段諮商歷程的時

間。回顧逐字稿、督導紀錄、自己原先設定的諮商取向，也回顧了自己到底帶給個案什麼協

助或改善。結果發現，我好像什麼忙都沒有幫上，也沒有帶給個案什麼改變，就只是單純陪

他走過這一段路。這對原先抱有胸懷大志的我來說，是一記重重的打擊。我努力了那麼久，

盡自己全力嘗試為個案帶來改變，但實際上卻沒有不同。於是，我開始懷疑自己的能力，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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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自己這些時間到底做了什麼事？我真的會諮商嗎？諮商又到底是什麼呢？一句又一句的問

題不斷從心底冒出，我，失去了方向，開始迷惘了。 

    我把這樣的狀態，帶到督導時間與督導討論。督導陪著我看個案與我的相遇，從最一開

始到最後的離開。過程中沒有建議、沒有評論、沒有讚美，就只是陪伴著我，一起再把實習

到現在的過程走一次。那種感覺很特別，明明沒有得到什麼回覆，內心卻暖暖的，就像有人

輕輕地把你捧在手心裡呵護著，就是這麼單純地輕輕接住。 

阿…我好像懂了，原來這就是被陪伴的感覺，這種感覺…很幸福 

    在諮商學習的過程中，一直都聽到「陪伴、同理心」是諮商中最基礎的技巧，所以在學

習的歷程中，往往會覺得它就是一個最基本、最低階，甚至是不用去學習，人人都可以做到

的技巧。有時還會把它當成晤談中，當自己不知道要做什麼的時候，可以用的最後一招，但

其實它就是最重要的元素。與其說學很多技術想要帶給個案改善，不如說我們做的這一切，

也都是為個案提供那種過去鮮少經驗到的陪伴感受。因為在他的人生中，或許沒有那麼一個

地方可以讓他好好休息一下，也沒有那麼一個人可以好好聽他說話，與他一起合作討論困擾。

好好地「陪伴」個案，原來是一個那麼簡單，也那麼不容易，卻是非常不得了的事。 

    實習生涯告一個段落，回顧這段時間的點滴，我想起課堂上老師問過我們的一句話－大

家知道自己為什麼要選擇這一條路嗎？從最一開始我的想法是「這還用說，當然是幫助別人

阿！」，但在這學習諮商的旅途中走著走著，卻發現「得到最多幫助的反而是自己」。課堂

學習、個別督導及工作坊等，原先都以為是為了更幫助個案而努力學習，但每一次的學習體

驗，讓我不停透過覺察重新反思我自己到底是誰，我才發現我不曾好好地認識自己。現在再

次問自己「為什麼要選擇這一條路？」，我想我的回答仍是「為了要幫助別人阿」，但現在

與之前回答這句話的感受卻不盡相同。我想這樣的感受，或許就跟諮商一樣吧！即使生活上

並沒有任何改變，但心境卻不一樣。現在我想要的，不是看著個案思考要如何給予協助，而

是把自己所體驗到的那份感動、那份幸福也傳遞出去，期望他們也能看見那份感動，看見那

麼美的自己。 

    最後，我覺得除了在督導過程中所感受到被督導支持的感受，實習場域的氛圍也是讓我

在生活中能真的相信「即使做自己也可以很自在」的幕後大功臣，那種不管我呈現怎樣都可

以被支持的感受，真的很棒。謝謝海洋大學諮商輔導組的老師們提供一個開放度很高的空間，

因為有愛，讓彼此可以呈現最真實的自己，能有這樣的人生體驗，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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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論壇一 

 

心理劇在個別諮商的運用 

 

 

 

 

主講人： 

賴念華 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 

 

主持人： 

陳志賢 主任 

國立臺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 

臺灣諮商心理學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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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論壇二 

 
跨域的諮商心理師生涯 

 

 

 

 

主講人： 

周慕姿 心理師 

心曦、心晨心理諮商所共同創辦人 

 

主持人： 

翁士恆 副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臺灣諮商心理學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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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論壇三 

 
園藝治療的治療性因子 

 

 

 

 

主講人： 

林俊德 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主持人： 

許育光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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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論壇四 

 
諮商與督導歷程的倫理反思 

 

 

引言人： 

洪莉竹 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 

劉胤含 心理師 

欣泉、晴天、向陽、開馨身心診所 

 

 

主持人： 

修慧蘭 副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心理系 

臺灣諮商心理學會倫理法規委員會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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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歷程的倫理反思 

洪莉竹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系 

 

一、督導倫理的意義 

（一）在哪些情況下，需要關注和思考督導倫理議題？ 

（二）督導倫理，涉及的面向有哪些？ 

 

二、督導倫理與督導實務 

（一）在督導實務工作中，許多實務議題都需要經過考量來做決策 

例如：…… 

（二）督導實務議題還是督導倫理議題？ 

1.督導實務： 

2.督導倫理：  

（三）督導實務議題的決策，都會涉及倫理考量 

從廣義的角度來看，督導實務議題的決策，都會涉及倫理考量。 

 

三、督導倫理涉及的面向 

（一）超越規範面向 

1.規範面向：  

2.規範面向之外：  

（二）倫理思考與倫理決策 

1.理性思考：  

2.人心移動： 

（三）倫理思考的內涵 

1.貼近的覺察 

2.條理的分析 

3.審慎的決策 

4.敦厚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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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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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論壇五 

 
完形治療的本土實踐 

 

 

與談人： 

卓紋君 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

研究所 

謝曜任 助理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 

 

 

主持人： 

連廷嘉 教授 

國立臺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 

臺灣諮商心理學會學報編輯委員會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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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論壇六 

 
教師支持諮詢系統的建置與實施 

 

 

主講人： 

王麗斐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喬虹 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謝政廷 助理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 

 

主持人： 

羅家玲 教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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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論壇七 

 
行督專督該聽誰?左右為難千百回 

 

 

 

 

主講人： 

吳典衡 心理師 

擁抱天使心理諮商所 

 

主持人： 

顏欣怡 理事 

臺灣諮商心理學會 

胡延薇 監事 

臺灣諮商心理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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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論壇八 

 
1. 通訊諮商需求、準備度及有效性之量表編

製研究 

2. 後疫情時代諮商專業人員的增能訓練 

 

報告人： 

陳婉真 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輔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 

張曉佩 副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主持人： 

張貴傑 副理事長 

臺灣諮商心理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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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論文發表場次一覽表 
 

主題類型 

與 

發表地點 

發

表

順

序 

時間 標題 投稿/發表人 

場次 A： 

優秀博碩士 

論文獎分享 

1 16:30-16:50 
當諮商理論與督導相遇：理論創

生督導模式之建構 
許哲修 

2 16:50-17:10 
原住民地區漢族輔導教師之跨文

化專業工作經驗 
王怡靜 

3 17:10-17:30 
諮商心理師的共感明瞭經驗──

以經驗取向心理師為例 
蔡秉儒 

場次Ｂ： 

諮商治療模式 

1 16:30-16:50 
省思與實踐治療—建構儒家心理

療癒模式 

謝孟欣 

夏允中 

2 16:50-17:10 
自傳劇中觀眾內在感知歷程之研

究 

張志豪 

陳大山 

3 17:10-17:30 
投射性繪畫動態屋樹人在憂鬱傾

向上的區辨性與實務應用 
孫頌賢 

場次Ｃ： 

諮商師的專業

服務 

1 16:30-16:50 
十年磨一劍:臺灣資深心理師對專

業認同因素之探究 

趙家瑜 

刑志彬 

2 16:50-17:10 團體真實性療效因素之量表建構 

郭芳瑋 

刑志彬 

林嫚萱 

3 17:10-17:30 
心法與劍法—臺灣資深遊戲治療

師理論取向選擇經驗之探究 
莊雅婷 

場次Ｄ： 

危機介入與團

體諮商 

1 16:30-16:50 
無預期的再見—一個班級經歷同

儕自殺的調適歷程 

朱家惠 

管貴貞 

2 16:50-17:10 
諮商心理師在運動員心理專業服

務之經驗初探 

徐梓翔 

林子翔 

刑志彬 

3 17:10-17:30 

打破質化量化的分野:應用潛在狄

氏配置(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探索自殺死亡個案的生

命主題 

楊立行 

尤譯霆 

蕭富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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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 A 
 

 優秀博碩士論文發表 
論文一： 

 

當諮商理論與督導相遇：理論創生督導模式之建構 

 

發表人：許哲修（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博士） 

指導教授：田秀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教授） 

 

 

論文二： 

 

原住民地區漢族輔導教師之跨文化專業工作經驗 

 

發表人：王怡靜（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碩士） 

指導教授：蔡宜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助理教授） 

 

 

論文三： 

 

諮商心理師的共感明瞭經驗─以經驗取向心理師為例 

 

發表人：蔡秉儒（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 

指導教授：孫頌賢（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心理與諮商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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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諮商理論與督導相遇：理論創生督導模式之建構 
許哲修                                  田秀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博士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特聘教授兼教育學院院長 

 

摘要 

研究目的：建構個人諮商理論受到很多因素影響，督導是其中一項專業因素

（Bitar et al., 2007; Demir & Gazioglu, 2017）。督導的目的在協助受督者專業成長、

維護個案的福祉與監督受督者的專業品質作為把關與守門員的角色（林家興等人，

2012；Bernard & Goodyear，2019；Todd & Storm，2014），而協助受督者建構個

人諮商理論可以達到上述三個目的。回顧過往常見的督導模式，以心理治療理論為

基礎的督導模式主要是由單一理論取向來督導，而其他督導模式雖然可以用跨理

論的方式進行督導，但未明確把受督者個人諮商理論取向的建構歷程視為督導當

中的主要焦點，或者雖有描繪諮商理論取向的重要性卻未加以說明。研究者關注將

建構個人諮商理論取向此一主題帶入督導情境，試圖從建構個人諮商理論與督導

兩大主題尋求交集，建構一套可提供給督導者使用以協助受督者建構個人諮商理

論取向的督導模式。 

研究方法：本研究所定義的督導者協助受督者建構個人諮商理論可分為三種，

第一種為督導者與受督者理論取向相同時，是用兩人相同的理論取向進行督導工

作，研究者將此種督導配對型式命名為「同型性督導」；第二種為督導者與受督者

的理論取向相異，但督導者可以提供空間讓受督者發展有別於自己的理論取向，研

究者將此種督導配對型式命名為「相異型督導」；第三種為督導者協助受督者統整

屬於受督者個人特定風格的諮商理論取向，此特定風格涵蓋其個人特質或諮商信

念，在此一條件下，督導者本身所持的理論取向是整合、折衷、循證實踐的觀點，

而非單一理論取向認同，此時督導者協助受督者發展的個人特定風格的理論取向

也是帶有整合、折衷或循證實踐的特色，研究者將此種督導配對型式命名為「創生

型督導」。研究者採用建構主義紮根理論（constructivist grounded theory）的精神，

重視反思性（reflectivity）和研究參與者相互建構理論，共訪談 8 位諮商督導者，

而 8 位督導可分為同型性督導 3 位、相異性督導 2 位、創生型督導 3 位，並根據

訪談所得的督導經驗資料進行研究分析。 

研究結果：依據資料分析結果發展一套可提供給督導者使用以協助受督者建

構個人諮商理論取向的督導模式，命名為「理論創生督導模式」（theory-generation 

supervision model，TGSM），其內涵包括：1.督導者的養成：包含特質與態度、受

督經驗與課程訓練；2.督導的主要概念與精神：包含以受督者為中心兼顧個案的福

祉、促進受督者反思到自我督導、以優勢觀點找尋受督者的獨特性、重視多元與包

容差異；3.督導焦點：包含受督者風格、理論取向應用、情緒覺察、接案困境與個

案概念化；4.督導核心策略：包含回饋策略、反思策略、理論應用策略、以身作則

策略與輔助媒材策略；5.督導精緻化策略：包含異中求同、各有所長與人劍合一；

6.理論定錨元素：是受督者定位自己理論取向的元素，整體可以用適配度（人與理

論的適配）來表示，可分為興趣（情感上的喜歡）、價值觀（想法上的貼近）與能

力（技能上的展現）；7.督導模式階段：受督者在督導關係中會經歷生根、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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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開花結果四個階段，督導者則依循受督者的階段也分為播種、灌溉、耕耘、

收成，提供相對應的督導任務。 

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研究建議，分述如下：1.針對督導實務工作者：建議

能夠看見在督導中建構個人諮商理論取向的重要性與價值及運用理論創生督導模

式；2.針對建構個人諮商理論取向與未來訓練：建議有以單一理論取向的訓練為基

礎逐步到多元取向的訓練、對學習諮商理論培養多元的態度、在碩士層級的課程訓

練中加入個人諮商理論建構的部分、在未來的督導培訓中加入多元文化督導及理

論創生督導模式的概念；3.對未來研究的建議：建議在研究對象可增加受督者的經

驗或學校輔導老師的受督者、在督導形式上可增加以團體督導建構受督者個人諮

商理論取向的經驗、在督導者的督導經驗可增加督導取得執照後心理師的相關經

驗。在研究方法上未來可輔以個案研究、德懷術、任務分析法及行動研究擴充理論

創生督導模式的內涵，或以量化及混合研究驗證其督導成效。 

 

關鍵字：諮商理論、諮商督導、理論創生督導模式 



2022 年臺灣諮商心理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生態、療癒、賦能的本土回觀與系統開展 

 

- 85 - 

 

原住民地區漢族輔導教師之跨文化專業工作經驗 

王怡靜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碩士 

 

摘要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探究原住民地區漢族輔導教師之跨文化工作經驗，採用

現象學研究法，藉由立意取樣，訪談五位於原住民地區任教之漢族輔導教師，經由

資料分析後，研究結果如下： 

一、跨文化工作經驗的形成脈絡： 

（一）任教機緣：不同的研究參與者來到原住民地區任教的契機有其個別的考

量因素與機緣；（二）在地的獨特樣貌：每位研究參與者對於在地生活及文化樣貌

有不同的觀察和理解；（三）個人與系統層面的輔導工作助力因素；（四）個人與系

統層面的輔導工作阻力因素；（五）文化合宜的彈性因應：瞭解在地文化與生活、

覺察與反思自我價值觀、發展合宜的輔導工作方法。 

二、跨文化工作經驗的觀點： 

（一）文化差異之下的反思：藉由持續的反思，試圖調和個人價值觀與在地文

化的觀點，並從中歸納出對個案問題、在地文化樣貌的理解；（二）從在地文化出

發的理解：從輔導工作中發現在地文化、生活等樣貌的不同之處後，嘗試以在地的

角度去理解其文化、生活樣態以及彼此的差異性；（三）輔導工作的學習與成長：

從輔導工作中學習與成長的角度出發看待自身的跨文化工作經驗。 

三、跨文化工作經驗的意義： 

（一）自我價值與定位的追尋：跨文化工作經驗不僅是工作中的經歷，也是自

我生命經歷的一部分；（二）輔導工作的磨合及建立：在感受到在地文化與自身的

差異後，進行輔導工作的磨合與調整。 

四、跨文化工作經驗的本質： 

（一）跨文化的本質：跨文化工作經驗的本質來自於成長經驗、價值觀與地區

（城鄉、東西部）的差異，甚至是並無差異的「與人的工作」；（二）個人經驗本質：

跨文化工作經驗具有不同的個人經驗本質；包括融入在地文化、服務與奉獻的熱忱，

以及特別的輔導工作經驗。 

最後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對諮商輔導實務工作者與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對諮商輔導實務工作者之建議：（一）對自我及文化價值觀保持覺察；（二）

開放且持續地認識不同當事人的文化；（三）發展文化合宜的諮商策略與技

術；（四）主動尋求在地資源的協助。 

二、未來研究方向之建議：（一）將研究參與者擴及至西部原住民地區與國小、

高中職輔導教師；（二）探究實務工作者與當事人間的族群文化差異本質。 

 
關鍵字：原住民地區、跨文化專業工作經驗、漢族輔導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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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心理師的共感明瞭經驗──以經驗取向心理師為例 

蔡秉儒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 

 

摘要 

共感明瞭（empathic resonation and understanding）在諮商心理師的專業工作中，

重要性是不言可喻的，不過聚焦於此的研究卻相當有限。為了實際探索並凸顯這份

重要的能力與經驗，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為「探討經驗取向諮商心理師在晤談過程中，

『共感明瞭』的經驗歷程。並將內容勾聯形成普遍結構，藉此作為助人者在專業與

個人成長歷程中的參考。」本研究邀請五位督導級之經驗取向諮商心理師，分別接

受一至二次半結構式深度訪談。研究者應用李維倫與賴憶嫻（2009）提出之現象學

分析方法，對訪談逐字稿進行分析。 

研究結果指出：1. 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2. 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3. 

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4. 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5. 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

這些層次包含以下四種：(1) 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2) 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

(3) 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4) 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6. 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

源。。7. 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 

共感明瞭說的是人心之間連結的本性。這份本性能作為各種諮商技巧的底蘊，

在不同人的生命歷程中，以不同的方式持續成長茁壯。最後，依據研究結果與討論，

對共感明瞭之實務應用、學習與教學、未來研究等面向，提出實際的建議，並對研

究結果與研究歷程進行反思。 

 

關鍵字：共感明瞭、同理、現象學、經驗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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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論文發表 B 
 

諮商治療模式 
論文一： 

 

省思與實踐治療-建構儒家心理療癒模式 

 

發表人：謝孟欣（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博士生） 

夏允中（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教授） 

 

 

論文二： 

 

自傳劇觀眾內在感知歷程研究 

 

發表人：張志豪（實踐大學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助理教授） 

陳大山（臺灣戲劇復原力協會 社工師） 

 

 

論文三： 

 

動態屋樹人在憂鬱傾向的區辨性與在治療性衡鑑模式

上的應用 

 

發表人：孫頌賢（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心理與諮商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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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思與實踐治療：建構儒家心理療癒模式 

謝孟欣                       夏允中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博士生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教授 

 

摘要 

過往在諮商及臨床心理治療領域，大多跟隨西方文化系統之諮商治療模式，例

如：心理動力、認知治療乃至於後現代諮商理論等；隨時代發展，不論何種諮商模

式都開始強調多元文化的融入及其療效，而吾人所廣泛使用的心理療癒模式在哲

學觀和人性觀上承襲了濃厚的西方文化色彩，與華人在文化觀點上仍有一定的距

離，若能發展基於本土文化的心理療癒模式，可提供更切合華人文化的心理需求，

也供國外學者比較不同文化系統的治療哲學、歷程和技術，以促進整體心理治療、

心理療癒及自我修養領域的發展。為使本土理論建構符合西方科學哲學之觀點，並

形成相同基礎之理論內涵，透過西方心理療癒理論中重要之架構，可分為 1.概論、

2.主要觀點、3.治療歷程及 4.應用和實務，本研究將逐一說明儒家心理療癒模式之

重要學習及理論背景，闡述儒家之哲學觀、人性觀及人格結構，以此說明在心理療

癒中當事人的困擾成因；而治療目標、治療者的角色和功能、當事人在治療中或療

癒中的經驗，乃至治療者和當事人的關係，也都將依據儒家的觀點來發展所對應的

治療歷程，在應用實務層面進一步說明：儒家心理療癒可進行操作的治療程序、治

療技術，和在不同群體和模式上的應用。 

本研究已基於西方治療取向之架構，形成本土儒家心理療癒模式之理論，為驗

證本模式具有療癒效果，現階段除持續完善其架構外，在實務驗證擬分為兩部分，

其一為透過準實驗設計，分述西方治療取向及儒家心理療癒模式，由受測者自主比

較及回應所期望接受之心理療癒模式，比較理論建構之完整性及民眾對於儒家心

理療癒模式之接受度；其二為透過帶領焦點團體，主題為儒家心理療癒模式及自我

修養提升，結束後進行半結構式訪談，瞭解團體執行之成效或不足所在。建構本土

化的理論是為了避免在西方文化及研究強勢的影響下，逐漸失去文化中重要的觀

點及價值，但也絕非摒棄西方科學和哲學的觀點。作者期望以西方科學建構的觀點，

形成本土化的理論架構，產生與西方科學共通的語言，促進中西匯通。而本土化的

理論也非僅儒家一派，佛學與道家的學說博大精深，儒釋道文化在華人文化中互相

影響，形成華人特殊的文化脈絡乃至於普遍影響亞洲各國，亦是吾人在發展儒家文

化不可忽略的重要內涵。 

 

關鍵字：儒家文化、本土心理學、心理療癒理論建構、省思與實踐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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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傳劇觀眾內在感知歷程研究 

 張志豪                    陳大山 

              實踐大學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臺灣戲劇復原力協會 

                        助理教授                        社工師 

 

摘要 

  自傳劇（Autobiographical Therapeutic Performance）提倡由當事人自主選擇戲

劇媒材與形式，在舞台上重新演繹過往受苦的生命經驗，成為戲劇治療中特別強調

當事人主體性的工作方法。觀眾在自傳劇中的觀看及參與投入，提供演出者「治療

性見證」之作用，協助演出者受苦的生命經驗獲得洞悉與轉化，被視為演出者獲致

「他者性」的重要來源。然而過往自傳劇相關研究少有針對觀眾經驗進行探究，因

此，本研究旨在探討觀眾在觀看自傳劇時的內在感知歷程，進而理解觀眾在觀看經

驗中意義的生成與轉化。本研究以李維倫、賴憶嫻（2009）所提出的詮釋現象學研

究方法，分析 3 名研究參與者在觀看 4 齣自傳劇後的經驗，並依據研究方法形成

普遍經驗結構圖。 

    研究結果發現說明如下：（1）自傳劇呈現初始階段，觀眾會針對演劇題材進

行類比，若能喚起觀眾自身類似之生命經驗，觀眾會選擇是否將自我情感投入至自

傳劇劇情當中；（2）當觀眾將劇情連結到自我生命議題時，觀眾會將自我經驗投

射在演出者或其他角色上，藉著觀看別人的戲劇情節，內心上演自己的生命故事，

達到角色互融狀態；（3）當觀眾抵達角色互融狀態，觀眾會在心中重回過往生命

經驗，並對自我生命狀態產生提問與反思，進而在真實生活中產生行動；（4）當

觀眾在初始階段發覺自傳劇內容與自我生活經驗無關，則會產生與演出者之間疏

離、心疼演出者受苦的生命經驗、透過反思對演出者產生新的同理等不同的心理現

象。最後，本研究之發現可佐證自傳劇的理論論述，並提供給戲劇治療工作者在深

化自傳劇治療性之參考。 

 

關鍵字：自傳劇、戲劇治療、觀眾內在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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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屋樹人在憂鬱傾向的區辨性與在治療性衡鑑模式上的 

應用 

孫頌賢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教授     

 

摘要 

在諮商與臨床心理衡鑑工具中，投射性繪畫（projective drawing）常常在實務

工作中被使用，透過個案簡單的繪圖過程，助人工作者可簡單的窺探個案的人格特

質、心理需求、或是情緒狀態。尤其，動態屋樹人（Kinetic-House-Tree-Person, KHTP）

的投射性繪畫心理衡鑑工具，可以反映出個體與系統環境/人際關係之間的關連，

在諮商實務上更具應用性。然而，過去研究顯示，KHTP 所呈現出來的某個圖畫符

號，可能代表多樣的心理現象，也導致 KHTP 的信、效度表現並非良好。而治療性

衡鑑（Therapeutic Assessment, TA）模式則認為，在實務應用上，測驗工具不一定

要具備精良的效度，助人者可透過衡鑑工具的概略分析結果，作為理解個案的「同

理放大鏡」，以作為協助個案關注自己心理健康議題的觸媒。而對有憂鬱傾向的個

體而言，其往往因自我汙名化的因素而較難求助，而 KHTP 施測過程中，降低了

測驗工具本身的意圖與目的性，對有潛在憂鬱心理健康議題的個體來說，KHTP 的

施測與解測歷程，可能提申憂鬱傾向個體對自身心理健康意識的關注。而首先，就

必須先確認 KHTP 的繪圖中，那些圖畫符號可能與憂鬱傾向有關。 

研究目的：欲探討 KHTP 在憂鬱傾向上的區辨性，並且以有高度憂鬱傾向的

案例，說明如何在治療性衡鑑模式運用 KHTP 提升個案對自身心理健康意識的關

注。 

研究方法：本研究以 20-50 歲個體為研究對象，共收集 217 位有效樣本，以個

別施測方式，收集 KHTP 投射性繪畫、以及自陳式的貝克憂鬱量表第二版（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BDI），其中以 BDI 區分憂鬱傾向，包括 146 人無憂鬱傾向，

71 人具有憂鬱傾向，並以信號偵測理論作為分析架構，以卡方考驗檢驗 KHTP 不

同圖畫符號在憂鬱傾向上的區辨程度。 

研究結果：1. 具憂鬱傾向者在 KHTP 圖畫符號上的特徵，包括：在整體繪圖

上，有較高機率出現力道過重的圖畫符號；在屋的細節上，容易出現將屋繪製於紙

張上方、或是畫出開的百葉窗；在樹的細節上，較容易出現過多樹枝、枯乾樹根等

圖畫符號；在人的細節上，較容易出現不規則頭部、露出牙齒、過大軀幹、強調領

帶等圖畫符號。2. 雖然上述圖畫符號在卡方考驗上具有顯著性，但從訊號偵測理

論的分析架構來看，「正確偵測」的比例雖然高，但仍可能出現「遺漏」現象（即

可能有憂鬱傾向，但不一定會畫出上述的圖畫符號），也使得 KHTP 在憂鬱傾向上

的區辨性較不佳。本研究最後選取在 BDI 上具有嚴重憂鬱傾向的 KHTP 圖畫進行

分析，並以案例與實務分享方式，探討如何在治療性衡鑑模式的諮商晤談中，運用

KHTP 提升個案對自身心理健康意識的關注。 

 

關鍵字：投射性繪畫、治療性衡鑑、動態屋樹人、憂鬱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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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磨一劍：臺灣資深心理師對專業認同因素之探究 

趙家瑜                       刑志彬 

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研究生                      助理教授 

 

摘要 

  專業認同為工作者對自己專業角色的認同，透過取得專業執照、展現專業行為、

參與專業組織、呈現專業承諾的內在態度來展現(Spruill & Benshoff, 1996)，而專業

認同涉及成為個體扮演專業角色的認同，如教師、醫師、抑或諮商心理師等專業角

色，因此，專業認同不僅只是學習專業技術的結果，也包含不斷形塑和變動的過程，

透過理解專業角色在實務工作上的實踐與其他專業之差異，獲得專業歸屬感和專

業承諾，以增進在專業中的穩定度，進而展現更多的專業投入(Meyer et al., 1993)，

由此可看出專業認同對於不同專業形成的重要性。專業認同既然是專業蓬勃發展

的重要基石，而在諮商專業發展多元化的脈絡下，諮商心理師如何定義自我專業角

色會影響其與生態系統的分工與合作，若能對於自己的身份有清楚的專業認同，越

能建立有效的專業合作，且能逐步走向專業穩定認同。然而，諮商心理師為深度觸

及內在的工作，且有高度的可能性會產生專業耗竭，影響生涯的決定，資深諮商心

理師選擇留下在諮商領域持續耕耘，而不是選擇離開，不禁令人好奇資深諮商心理

師對於其所投入的這份專業所持有的體悟與見解。基於以上研究發想，本研究欲探

討資深諮商心理師對於專業認同的影響因素，以了解諮商心理師的養成走向資深

歷程的專業軌跡，並作為後續諮商專業領域在學培育教育以及在職進修課程之參

考與依據。 

    為了深入了解目前國內取得證照 10 年以上的資深諮商心理師的專業認同之

狀態，探討其對於諮商專業領域的認同觀點與歷程經驗，採用質性的研究取向，徵

求 8 位資深諮商心理師進行焦點團體訪談。本研究亦通過倫理審查，遵守「充分

告知以及知後同意」、「訊息告知與互惠」此兩項原則，恪守研究的倫理規範以及專

業度。 

    研究分析的結果顯示，影響資深諮商心理師的專業認同因素分別有「內在因素」

和「外在因素」（見圖 1）。具體說明如下，（一）內在因素當中，透過工作豐富經

驗的累積，對於諮商有深度的理解和信念，並能肯定助人的價值，將專業的焦點轉

為自身和諮商歷程的相互影響，而達到對於自我生命的啟發與整合，進而展現遵守

諮商專業之行為。而在（二）外在因素當中，分成教學、運用和永續三大因素，教

的部分指的是諮商專業的培訓體制和養成訓練會影響專業認同；運用的部分為個

人實務經驗的累積、繼續教育諮商專業的精熟發展，以及跨專業間系統自我定位和

合作三項在從事諮商心理專業工作會影響專業認同之因素，最後在永續的部分，外

在環境的支持與引導和諮商市場需求的拓展亦為專業認同影響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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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諮商的理解與信念 

                    內在因素                   對助人價值的肯定 

                                               自我生命的啟發與整合 

                                               遵守專業行為 

影響專業認同 

的向度 

                                  教           專業的養成訓練 

                                               實務經驗的累積 

                    外在因素      用           諮商專業的精熟發展 

                                               跨專業間系統合作                                                  

                                  續           外在環境的支持與引導 

                                               諮商市場需求的拓展 

圖 1 資深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因素圖 

     

綜合以上結果，本研究提出對於諮商培訓、實務工作以及後續專業發展的建議，

首先，（一）在諮商專業人員養成的訓練上，期待能透過課程協助理解諮商專業工

作的內涵，建立諮商心理師對於諮商專業的正向認同，並在學習過程中能自我探索、

連結生命經驗，促進諮商心理師的專業認同，進而自發性展現遵守專業行為，而從

培育的「教」觀點來說，也關注在諮商專業的養成訓練。而（二）在實務能力方面，

期待能透過實務經驗的累積持續反思生命經驗，以達更佳的自我整合，也期許諮商

心理師在從事諮商工作時能就自己的興趣與領域持續精進，擁有主動進修的習慣，

展現對諮商專業社群積極與認同，增進諮商專業的精熟發展，提升諮商專業認同，

此部分包含「用」的專業人才實踐，包含持續精進諮商經驗、精熟發展、並且進行

跨系統合作。此外，（三）研究結果也指出諮商心理師對於自我的核心認同為向公

眾推廣諮商專業的基底，且能將諮商專業拓展及應用至不同領域，因此，期待未來

能夠建立諮商專業領域的核心認同，進而尋求公眾與社會對諮商專業的認同，延續

諮商專業的「續」，讓外部環境認識諮商專業、以及拓展國內社會諮商專業的心理

健康需求。 

 

關鍵字：專業發展、專業認同、資深諮商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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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真實性療效因素之量表建構 

郭芳瑋                 刑志彬                林嫚萱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碩士生                     助理教授                   碩士生 

 

摘要 

  真實性（Authenticity）為多數文化中一個熟悉的概念，不僅在諮商心理學派提

及真實性的重要性，越來越多的當代心理學家也開始深入探究真實性之觀點，

Kernis 和 Goldman（2006）彙整了過去各領域、主題對真實性的描繪，提出真實

性的廣泛定義，它是一種存在方式，透過準確描述一個人的思想、感受和情感，來

反映一個人真實的自我。Gelso（2011）認為真實關係是存在兩人或更多人之間，

每個人都是真誠相待，且以合適的方式看待對方。換言之，真實性是平衡個人和關

係的過程，真實地生活則意味著個體在個人與關係上能保持平衡。Hopwood 等人

（2021）提出真實性是相對穩定、可觀察、且可預測情境化的社會行為，更能因此

促進治療關係。由於團體本身即是社會的縮影，相較於個別諮商更能體現出個人生

活中的真實樣貌。若能強化團體的張力，讓成員能在具安全及支持性的環境中，透

過真誠的投入與回饋，不僅提供成員觀察他人如何以真實態度回應自己的機會，進

而能檢視、調整自身的情緒與行為，產生矯正性的情緒經驗，最終期盼成員能將此

學習延伸至個人的現實生活中，實現團體諮商期望達成之療效（方紫薇等人譯，

1995/2001；程小蘋等人譯，2016/2021）。由此可見，真實性不僅能增進治療關係，

進而透過良好的關係使療效得以發揮。 

  承上所述，研究者欲聚焦在團體歷程內真實性之作用，並分析真實性對於個人

及關係層面所發揮之療效，而國內目前尚無真實性量表的相關研究，因此，本研究

遂將發展真實性量表為主要研究目的，採取實證的角度進行檢核與分析，期望後續

能更全面瞭解真實性於團體中的治療性，並為團體諮商工作建立完整的理論基礎。

本研究先採用 Wood 等人（2008）所開發之量表，本量表工具原名為：Authenticity 

Scale，藉由 200 名受試者、主軸因素分析法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分為真實的生

活、接受外在影響、自我疏離等三個因素，總計 12 題項。研究者再以人際為招募

的 12 個非結構團體、85 位參與團體成員，進行量表的檢核與分析。本研究亦通過

倫理審查，遵守「充分告知以及知後同意」、「訊息告知與互惠」此兩項原則，恪

守研究倫理規範以及專業度。 

  依據原量表設計的因素與題項架構為主，進行量表的驗證性因素分析檢核，最

終將題項刪減為 9 題，且具有穩定的因素結構，考驗結果得到 χ2 = 79.39，df = 24，

p < .001，其中 GFI、NFI、TLI、CFI 皆能符合 .9 以上的標準，而 AGFI 因為樣本

數過小而未達 .9 以上的標準，RMR 未能符合低於 .05 的標準，RMSEA 介於 .05

至 0.08 之間顯示為不錯的適配。研究者根據結果進行討論，（一）對團體實務工

作應用之建議：研究結果顯示本量表呈現良好的信效度，期望此評量工具可作為團

體諮商療效檢核與回饋之使用；（二）對輔導諮商機構／督導培訓團體領導者之建

議：真實性是團體歷程中不可忽視的療效因子之一，因此在訓練過程中，可參照此

研究結果，結合相關培訓元素，以強化團體領導者自身能力；（三）未來研究建議：

研究者建議未來可探討更多不同團體階段對於真實性療效因素的關聯性，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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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瞭解真實性對團體發展之重要性；另外，團體成員樣本取得不易，後續可以納入

更多的樣本數，建構此量表的常模數據，增加使用度與應用性。 

 

關鍵字：非結構團體、真實性、量表建構、團體諮商、團體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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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法與劍法－臺灣資深遊戲治療師理論取向選擇經驗之探究 

莊雅婷 

臺北市立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遊戲治療於西方的發展已有百年的歷史，相關研究也證實遊戲治療為兒童心

理工作之有效方式；近年來，亦是國內蓬勃發展的專業領域之一。本研究旨在探究

臺灣遊戲治療師應用西方遊戲治療理論的本土化深耕經驗，而遊戲治療師的理論

取向選擇與其自身專業訓練、個案概念化評估、以及本土化脈絡之多元考量息息相

關；研究者參酌國內外相關文獻，以非指導式-指導（治療師主動涉入的程度）、

結構/非結構（單元遊戲活動結構之高低）當作二個連續向度，交叉後形成四個象

限（低指導/低結構、低指導/高結構、高指導/低結構、高指導/高結構），形成「本

土脈絡情境下理論取向選擇之雙元架構」；此四個象限（低指導/低結構、低指導

/高結構、高指導/低結構、高指導/高結構），能涵括所有遊戲治療之取向與技術，

猶如形於外的劍法；研究者以此架構作為理論取向之研究視框，探究資深遊戲治療

師其理論取向選擇之心法為何？ 

本研究以四位具博士學位資深遊戲療師為研究對象（四位均為女性，平均年齡

50.5 歲；平均工作年資為 17.25 年），研究者以半結構的訪談大綱，每人進行 1 次、

每次 2-2.5 小時之線上訪談，蒐集資深遊戲治療師於實務工作中理論選擇之本土化

情境考量的豐厚經驗，並以質性研究的主題分析法（Theme Analysis）進行資料分

析，進一步統整資深遊戲治療師其理論取向選擇之心法與劍法。 

本研究結果分述如下： (一)低指導/低結構之遊戲治療取向：治療師考量兒

童的年齡較低，其認知、語言發展，尚無法完整表達；或兒童較為內向焦慮，較難

建立關係；或因創傷議題、依附需求較高、以及能提供較多的治療次數等。(二)低

指導/高結構遊戲治療取向：治療師考量結構化的活動，能提供兒童選擇，有利於

抗拒兒童的介入；或以結構化活動，蒐集兒童特定議題的資料（如家庭圖）；或依

照兒童的診斷、以兒童需要發展的能力來設計活動（如 ADHD 的兒童、泛自閉類

群兒童）。(三)高指導/低結構之遊戲治療取向：治療師在低結構的情境下，依照

諮商目標進行提問、主導與介入；或依照兒童、青少年的年齡準備不同的活動與媒

材，治療師依照兒童出現的主題，主動介入與回應。(四)高指導/高結構遊戲治療

取向：治療師考量兒童年齡較高、其認知發展、語言表達能力較佳者，或依兒童諮

商目標、兒童需學習特定的技巧（如衝動控制、情緒管理技巧）；或考量兒童能接

受的次數有限、或工作機構有特定的工作目標（如父母離婚、即將出養等）。綜合

上述，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提出本土化遊戲治療實踐之省思與相關實務工作之建

議。 

 

關鍵字：本土化諮商研究、理論取向選擇、資深遊戲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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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論文發表 D 
 

危機介入與運動心理 
論文一： 

 

無預期的再見-班級經歷同儕自殺後的調適歷程 

 

發表人：朱家惠（初和心理諮商診所 診所行政） 

管貴貞（中國文化大學心理輔導學系 副教授） 

 

 

論文二： 

 

諮商心理師在運動員心理專業服務之經驗初探 

 

發表人：徐梓翔（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研究生） 

林子翔（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博士生） 

刑志彬（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助理教授） 

 

 

論文三： 

 

打破質化量化的分野：應用潛在狄氏配置（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探索自殺死亡個案的生命主題 

 

發表人：楊立行（國立政治大學 副教授） 

尤譯霆（國立政治大學 研究生） 

蕭富聰（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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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預期的再見-班級經歷同儕自殺後的調適歷程 

朱家惠                 管貴貞 

                     初和心理諮商診所        中國文化大學心理輔導學系 

                         診所行政                    副教授           

                       

摘要 

死亡總是伴隨著令人窒息難熬的恐懼及失落，而自殺身亡更是為死亡事件加

上一層罪惡、遺憾、愧疚等負面色彩。以受苦的程度及時間的持續性來看，遺族是

首當其衝，他們是被逝者所遺留下來的倖存者。當一個班級發生同學自殺身亡的事

件，彼此間的情感聯繫也許並未像親屬般緊密，因此在關懷自殺遺族時往往較容易

成為被忽略的對象，本研究目的在探究當班級經歷同學自殺事件的歷程，他們失落

悲傷的經驗如何調適，及生活和生命態度的轉變歷程是否因與逝者的親疏遠近而

有所不同，並整理出其各自的心路歷程。面對這份非預期的失落愧疚，往往伴隨著

過於震驚以致於說不出口的壓抑，再加上不願多加談論死亡的大社會環境之下，使

得這份經歷變得更加孤獨無助。對於表達悲傷的程度，社會上往往以與逝者的親密

程度來判斷，若是與逝者關係較為疏遠的，可能會被質疑其太過誇大，但班級中無

論與自殺死亡者關係親密或疏遠的同學都會有所影響，不應該以身分而受到忽視

或質疑。身處在這同學墜樓身亡後，班上面對這主題刻意不提起，氣氛瀰漫著一股

難以言喻的低迷感受，研究者十分關心且擔心大家，在這樣來不急道別的歷程裡，

如何面對這事件？進而如何調適自己的歷程？當自殺悲劇已釀成無法挽回，那能

做的是好好保護及照顧被遺留下來的同學，但國內目前關於自殺遺族的文獻中多

是偏向親人等有血緣關係的遺族，在同儕自殺這方面的遺族文獻是相較欠缺的。 

本研究採質研究，以半結構深度訪談方式進行，探討一個班級經歷同學自殺後

的調適歷程。邀請六位班級中與自殺者親密摯友及不熟悉之同學兩種訪談對象，訪

談過程中由訪談員與其回顧自殺事件的各個時間歷程，分別了解事件發前、事件當

下及事件發生一年後的歷程，他們如何面對這事件，經過回顧後與受訪者一同重新

建構其事件所帶來的影響及變化。探究當班級經歷同學自殺事件的經驗，他們如何

調適自己的失落悲傷經驗？他們生活和生命態度是否因與逝者關係差異有不同轉

變歷程。在資料整理與分析中，先將錄音內容謄寫逐字稿，透過反覆的閱讀、理解、

分析與歸納，採主題分析方式進行資料分析。 

根據六位研究參與者的敘事文本及分析為基礎，整理故事中的主軸及重點，藉

以回應研究問題。研究主要結果分為四面向：1.「同儕如何看待班級中壓抑與沉寂

的氛圍」；2.「人際距離不等於評斷悲傷的量尺」；3.「寄望逝者過得好是同儕遺

族調適歷程中的重要轉捩點」；4.「過往的經驗、環境的注目及本身身心狀態皆為

調適歷程帶來不同」。同儕遺族本身因為關係不被認可，因此容易成為被忽視的群

體，同時悲傷也容易被剝奪。而受訪者中與逝者表面上人際距離較為疏離的同儕，

世俗對悲傷表露的定義使他們的悲傷不被理解，更是少了身分及時空來談論失落

和遺憾，使得這份悲傷變得更為隱晦與沉寂。根據研究結果，分別對大學安心輔導

工作及未來研究之建議。 

 

關鍵字：同儕自殺、同儕遺族、悲傷調適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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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心理師在運動員心理專業服務之經驗初探 

徐梓翔                 林子翔                  刑志彬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研究生                     博士候選人                   助理教授 

 

摘要 

  二十一世紀強調敏覺於不同族群生活經驗、職業文化與脈絡的多元文化素養

是當前諮商心理師必需具備的重點能力之一（Goffena et al., 2021; Miller & 

Wooten Jr, 1995），諮商心理專業因此更廣泛的被應用於不同領域，其中隨著體

育學界對於運動心理服務需求的日趨重視（刑志彬、許育光，2020；高三福等

人，2019），諮商專業服務應用在運動員族群的效益也逐漸浮現，不僅僅是促進

運動員的運動成就，也協助運動員找尋更適當的心理狀態，例如：旅美投手王建

民，曾經藉由心理專業人員的協助調整運動的心理狀態。 

  研究者回顧國內過往針對運動員的心理工作文獻，主要在（一）運動員心理

技能的教育與訓練藉以提升專項競賽表現（鄭溫暖、李立維，2001；陳美綺、洪

聰敏，2016；吳聰義等人，2018）；（二）運動員自專項領域退休後的職涯轉換

因應（黃崇儒等人，2014；黃崇儒、洪聰敏，2017；魏嘉葦、季力康，2022）。

然而，諮商心理師在面對專業運動員的諮商過程中，其諮商歷程的經驗、挑戰與

適應的文獻則較少有研究深入著墨，國內相關研究論述也較少。綜前所述，在未

來促進運動員的心理健康，如能探討目前諮商心理師與其互動的專業經驗，將能

夠提供往後心理專業工作者與運動員族群進行心理專業工作時的借鏡、參考，共

同追求運動員的福祉。本研究聚焦在諮商心理師的諮商工作經驗，採取質性研

究。立意取樣的標準如下：（一）曾經服務過校隊層級以上的運動員；（二）已

取得諮商心理師證照者。透過網路表單與運動員同儕介紹，最終個別訪談兩位於

南部就業之諮商心理師。後續訪談分析程序採取「內容分析」法，歸納出進行運

動員諮商工作時的大致輪廓。 

  本研究結果歸納出四個面向：（一）運動員的諮商生態——接受諮商服務的

運動員大多為其教練信任諮商工作能有效提升競賽表現因而建議來談，最後目標

是提升競賽的表現成績；（二）諮商時的挑戰——運動員所身處的單一訓練環境

與外面社會的多元樣貌截然不同，因此諮商師回應的語言需要轉化成運動員能理

解的形式；（三）因應挑戰的調整——需要貼近個案的經驗世界，具體方法包含

查閱來談者運動專項的相關報導、運動心理學文獻、直接進入訓練場域觀察以及

與教練或轉介窗口諮詢；（四）系統的影響——機構主管、上級經費、教練或運

動員團隊對於諮商服務的信念或態度，亦是影響諮商工作如何開展的關鍵因素。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四點運動員進行心理專業服務的建議，前兩點為實務工作的

建議，後兩點分別聚焦在專業培育和未來研究：一為將諮商服務的概念普及化、

去污名化，持續推廣衛教心理專業服務對於運動員身心理福祉的重要性；二為並

重個案工作與系統合作兩者，尤其是與教練、機構轉介窗口核對說明諮商期待與

共同目標，讓系統成為助力而非阻力，促進成效。三為專業發展的建議，後續可

以開設相關運動心理與諮商課程，透過閱讀相關文獻理論，提供更具系統化的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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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增進諮商心理師的運動心理專業知能。最後，四為未來研究建議，目前相關研

究仍算不足，期盼運動心理、諮商心理共同關注此議題，積累實務經驗立基的實

證研究，發展適合台灣運動員的諮商模式。 

 

關鍵字：諮商心理師、運動心理、運動員諮商、專業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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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質化量化的分野：應用潛在狄氏配置（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探索自殺死亡個案的生命主題 

楊立行             尤譯霆              蕭富聰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副教授                 碩士生                 副教授 

 

摘要 

    基於紮根理論的內容分析可說是最廣泛應用的質性資料分析方法。為確保嚴

謹性，其研究程序需要反覆進行討論與檢核，但仍無法避免研究者主觀意識在編碼

乃至理論飽和的過程中造成偏誤。以自然語言處理取代人工分析處理程序，不僅可

省下大量時間及精力，更能大幅降低研究者系統性偏誤。 

    自然語言處理開始導入機器學習演算法迄今，在統計科學及資料處理方法上

都有長足進步。本研究以 2 位自殺死亡個案的文本主題萃取為例，探討並改進潛

在狄氏配置（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LDA〕）在內容分析方面的應用。研究文

本為 2 位自殺死亡個案生前求助熱線的音檔逐字稿，2 位個案分別在半年及 2 年內

各自累計 20 餘筆通話內容（倫審會 CRREC-103-065）。（A）嘗試一（labeled LDA）：

研究者針對斷詞後的逐字稿進行 LDA 分析，並遵循 Griffiths（2004）開發的指標

決定抽取主題數量。由於每個主題對應的僅是單詞的集合，很難直觀地瞭解主題的

指涉內容，因此依照 Dinakar 等人（2012）開發的 labeled LDA 程序將各主題下最

高頻的前 20 個詞以人工方式造句，再針對這些句子進行主題命名。研究者發現不

同造句者所造的句子差異很大，尤其會受到是否熟悉個案生命故事的影響。換句話

說，造句-主題命名程序存有大量研究者系統性偏誤；（B）嘗試二：為克服 labeled 

LDA 程序易產生主觀偏誤的缺點，研究者改由直接從文本中抽取足以代表各個主

題的文字段落。研究者針對每個文本依序切分成數個段落，每個段落大約對應 13

個短句。接著根據每個主題的機率模型，計算各段落內的詞彙頻次分配能被生成的

機率值，藉此決定各段落應被歸為哪個主題。最後根據文本段落（亦即個案自陳句

子）來理解各主題的意涵並命名。研究者發現這套程序更直觀，可大幅減少造句程

序中研究者系統性偏誤的影響；（C）為了瞭解萃取的文本主題能否反應自殺行為

的發展與變化，研究者進一步分析 2 位個案的生命主題在每一通談話中出現的頻

率，以及專家評定每一次來電的自殺行為程度/類型、情緒狀態評量表分數、自殺

風險評量表分數之間的相關。 

    Labeled LDA 忽略字詞意義會隨著組成對象的不同而不同，而且造句-主題命

名過程極易受到研究者主觀意識的影響。新 LDA 技術先以字詞歸納出主題，再由

文本中各個段落來探究主題意涵並命名；以文本段落為分析單位，更貼近個案的語

意脈絡，主題命名也更直觀，大幅降低造句程序中的系統性偏誤。再者，文本主題

不僅反應了 2 位個案溝通行為的特徵，與專家評定指標間的關連也對應了自殺相

關主訴困擾。研究者認為新 LDA 在諮商心理領域相關研究具有巨大的應用潛能。 

 

關鍵字：內容分析、自然語言處理、自殺、潛在狄氏配置（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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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式正義融入大學與國小性別課程之成效研究 

劉澤倩                  林峻民              盧鴻文 

美和科技大學社工系碩士班(社諮組)    長榮大學健康心理學系  長榮大學健康心理學系 

              研究生                      學士生                助理教授 

 

摘要 

研究動機：臺灣教育對於性別平等議題，如：多元性別、性別發展彈性化、性

別刻板印象以及知覺社會之性別化的影響等的重視日漸提高，顯示性別議題在校

園內，已廣泛受到關注。然而，對於性別議題之應對能力仍需大眾對相關知識上的

理解與支持。因此，本研究欲探討大學生修習性別（含：性別意識、性侵害、性霸

凌、性別歧視等）與修復式正義訓練課程後，至國小校園進行修復式正義融入性別

議題之班級輔導。本研究探討修復式正義融入性別課程對大學生與國小生性別課

程之成效研究，且可分為：（1）大學生性別平等概念之教學成效：大學生在經歷

一學期之性別心理學課程、班級輔導教案開發、兩次班級輔導帶領及三次修復式正

義課程後，大學生對於性別平等觀念的差異情形。（2）國小生性別平等概念之教

學成效：探討國小中高年級學生在經過兩次班級輔導後，國小中高年級學生對於性

傷害復原的差異情形。 

研究方法與工具：本研究邀請 60 位來自 110 學年參與性別心理學課程之大學

生，與臺南市某國小之 75 位中年級學生和 45 位高年級學生。本研究為量性研究，

採取前後測問卷調查法，給予大學生施測「大學生性別平等素養量表」；國小生為

「心理創傷量表」，分析大學生與國小生在修復式正義融入性別課程之教學成效。

本研究共 60 份大學生問卷，回收有 57 份有效問卷；120 份國小中高年級生問卷，

回收 107 份有效問卷，以成對樣本 T 檢定進行整體分析，並針對性別及年級使用

獨立樣本 T 檢定進行分析。 

研究結果與討論：根據研究發現，修復式正義融入性別課程對大學生與國小性

別課程之成效研究為：（1）大學生在經過一學期性別概念與修復式正義課程培訓

後，對於性別平等概念有所提升；（2）大學生在知覺社會性別化的影響提升最高，

其次是支持多元性別與性別平權上，有所提升；（3）大學生在性別發展彈性與反

對性別刻板印象，並無顯著的變化，可能表示大學生還需要更長的時間與學習，以

便理解與接納性別發展彈性和反對性別刻板印象；（4）國小生經過進行兩次班級

輔導後，其在心理創傷程度上是顯著下降。根據上述研究結果，本研究建議：（1）

增加大學生課程訓練內涵：本課程為一學期的性別心理學課程，然考量課程內涵，

僅有三堂的修復式正義的訓練課程，以及兩堂的修復式正義的理論介紹，建議未來

可以多增加修復式正義的相關訓練，完善大學生對於修復式正義的理解與實踐。

（2）增加國小生之樣本多樣性：本研究國小生之參與者只採樣中高年級，未來也

可多邀請國小低年級研究參與者，以豐富樣本多樣性。（3）本修復式正義課程在

國小僅設計兩門課，建議可以延伸多門課，以落實修復式正義的學習穩固效果，或

未來可以融入其他課程，如：綜合活動等，建構一套適合國小學童學習的修復式正

義課程方案。 

 

關鍵字：大學生、性別課程、修復式正義、國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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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婚姻法案通過三週年，性別平權了嗎？ 

高中生對同志相關議題之探究 

    彭兆謙                     張永霖               黃國彰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國立臺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   佛光大學心理學系 

              研究生                          研究生                  助理教授 

 

摘要 

    在 2019 年 5 月 17 日，立法院院會三讀通過《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

法》，賦予同志伴侶得以結婚之法律依據，在當時臺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婚合法國

家。雖然期待同志婚姻合法化，能夠實現性別平等的真諦，卻有一段坎坷的道路在

眼前。現今社會依舊是以異性戀為主流，在自我探索階段的青少年學生中，對於同

志態度仍舊有污名及刻板印象的問題。因此在同志議題上，隨然越來越包容與尊重，

但還是難以跳脫世俗的社會與家庭期望，包含異性戀主流限制、保守的學校 態度

等問題。因此本研究嘗試探討高中學生對同志態度、刻板印象與同婚議題之關係，

分析不同背景變項高中生對同志態度、刻板印象及同婚議題上的差異，並且探討影

響高中生對同志態度、刻板印象及同婚議題之相關情形及因素，以增進對於高中學

生同志的態度、刻板印象與同婚議題發展之瞭解，能作為教育體系推動性別教育和

同志教育之參考。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問卷將採用「高中生對同志態度量表」、「青少年同性

戀刻板印象與接受度問卷」以及「同性婚姻態度量表」。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 110

學年度就讀臺灣地區高中職一到三年級學生。本研究採用使用便利抽樣法，並且從

各地區選取出 11 所學校如下：北區 3 所學校、中區 3 所學校、南區 3 所學校以及

東區 2 所學校，共回收 793 份有效問卷。因研究主題屬敏感性議題，且涉及未成年

學生，為維持研究嚴謹性及符合倫理規範，研究計畫書送審至國立臺灣大學行為與

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委員會，並於  111 年 02 月 25 日審查核可通過，案號為 

202112ES016。本研究為符合倫理審查中的要求與規範，研究對象皆有學生之家長

簽署同意書，校方也都簽署學校同意書。施測問卷回收整理後，運用 SPSS 26.0 進

行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探討高中

學生對同志態度、刻板印象與同婚議題。研究結果如下： 

一、高中學生有正向同志態度、低度性別刻板印象、正向同婚議題。 

二、高中學生對同志態度會因生理性別、同志接觸經驗等背景變項上，而有顯著差異。 

三、高中學生對同志態度在年級、宗教信仰及家長教育程度等背景變項上，均沒有

顯著差異。 

四、高中學生對性別刻板印象會因生理性別、年級、宗教信仰及家長教育程度、同

志接觸經驗等背景變項上，而有顯著差異。 

五、高中學生對同婚議題會因生理性別、同志接觸經驗等背景變項上，而有顯著差

異。 

六、高中學生對同婚議題在年級、宗教信仰及家長教育程度等背景變項上，均沒有

顯著差異。 

七、同志態度與性別刻板印象有高度負相關。 

八、性別刻板印象與同婚議題有中度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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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同婚議題與同志態度有高度正相關。 

針對上述研究結果，將分成三點進行討論與建議： 

一、多元性別議題的資源不足 

    本研究在同志態度上發現，在「情感」層面中男女生理性別最為負向，當親人

或朋友是同志身份時，其同志態度較無法接受與認同，而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

第 13 條提到，制定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應涵蓋情感教育、性教育、認識及尊

重不同性別、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性傾向教育，及性侵害、性騷擾、

性霸凌防治教育等課程，得以提升學生之性別平等意識。教育主管單位應持續宣導

各學校要依法實施多元性別等課程，讓學生可以建立客觀且尊重的性別平等觀念，

透過專業課程知識的傳授與認識，當親人與朋友勇於向他人公開出櫃時，學生最後

發現其同志身份其實並無不同，也進而能夠給予友善校園氣氛。 

二、理解同志族群之重要性 

    本研究在同志態度、性別刻板印象及同婚議題中，皆發現有熟識的同志朋友或

親人，其整體態度最為正向，性別刻板印象程度也最低，證實接觸同志族群，就能

減少對同志族群的歧視與偏見。所以教育主管機關應提供給學生家長性平意識的

教育資源，讓學生家長一起與學生共同認識同志議題，才能理解多元性別意識之重

要性，減少歧視與污名，讓多元教育可以從學生到家長到社會，形成一個包容不同

性取向族群的環境。 

三、校園中青少年同志學生的特殊處境之困境 

    本研究結果得知高中學生在同志態度及同婚議題上皆為正向態度，而性別刻 

板印象也是低度的性別刻板印象，不過在同志態度的情感層面以及性別刻板印象 

中的定義印象層面皆為最負向和最高程度的性別刻板印象，也證實在校園中對於 

同志相關議題還有需要努力改變的地方，因此讓青少年同志學生感受到被接納的 

校園環境，以防止同志學生在學校不知從哪裡獲取相關資源，造成傳遞錯誤的觀 

念，進而影響個人發展。所以理解青少年同志的特殊處境，正向與包容的語言，是

校園中教師應盡之責任，因此得以讓同志學生在校園裡受到肯定與支持，則必須有

完善的輔導因應策略。所以研究者認為校園需要有一套青少年同志學生三級預防

架構的輔導計畫，才不會讓青少年同志學生受到歧視與污名。 

 

關鍵字：同志、同志婚姻、同志態度、同婚議題、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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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自殺者遺族之自我敘論創傷經驗心理調適歷程 

莊子萱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研究生 

 

摘要 

在自殺事件中，大部分的人都會關注自殺者生前的心理狀況，以及是否有經歷

創傷事件，而讓自殺者選擇結束生命，此事件也會造成自殺者遺族的創傷。若未經

過適當的處理，可能會在遺族心中留下巨大的心理創傷，甚至對未來生活造成嚴重

的影響，因此關注在自殺遺族的心理健康是非常重要的議題。本研究聚焦在青少年，

因為與成年人相比，青少年身心靈尚處于成長階段，對於危機應對的能力不似成年

人熟練。因此青少年面對身旁自殺事件的心理調適歷程，可能會引發較大的負面影

響，甚至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等症狀，基於上述動機，研究者將訪談經歷過創傷

事件的青少年，除了瞭解他們的創傷經驗之外，並進一步探討其調適歷程。基於上

述動機，研究者之研究目的如下：1. 探討青少年自殺遺族的創傷經驗。2. 探討青

少年面對自殺事件創傷影響。3. 探討青少年自殺遺族的心理調適歷程為何。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為同一人，透過自我敘論的方法進行經驗回顧，

將其記錄下來，進行系統化的資料蒐集，最後依歸納的方式，對現象加以分析整理。

研究結果如下： 

一、青少年自殺遺族的創傷經驗：1. 「噩耗來臨－措手不及、思緒混亂」，對

於突如其來的噩耗感到慌張，震驚且無法思考。2. 「巨大衝擊－呼吸急促、情緒

高漲」，無法相信身旁友人做出這樣的選擇，憾事就發生在身旁，衝擊的消息一時

間無法消化。3. 「回憶過往－感到崩潰、無力」，在愣住的期間開始回憶和自殺者

的各種過往時光，想起曾經共同經歷的點滴，使情緒崩潰大哭，正式面對噩耗。4. 

「自責萬分－感到懊悔、不解」，開始思考若是多關心朋友，適時的問候，是不是

就不會發生憾事，懊悔當時應該多做些有幫助的事情。5. 「接受事實－感到擔心、

慌張」，當思緒冷靜後，開始擔心其他的友人狀況，思考此時此刻可以做哪些事情

來協助後續。 

二、青少年面對自殺事件創傷影響：1. 「負能量揮之不去」，自從發生憾事

後，每當情緒低落時總會想起此事件，思考自己是否也可以利用自殺的方法來解脫

當時的低潮。2. 「索然無味」，那陣子低氣壓籠罩，使自己對任何事物都不感興

趣，甚至影響食慾，猶如行屍般的生活。3. 「自責害怕」，看到其他朋友有狀況就

想上前幫忙解決，深怕自己忽略關心，再導致無法挽回的事情，但也因為這樣的想

法和行為，使自己壓力過大，過於在意他人的情況。 

三、 青少年自殺者遺族心理調適歷程，可分為外在調適及內在調適，外在調

適為：1. 「家人朋友的陪伴」，透過親朋好友的陪伴，可以減少胡思亂想，使自己

較不會因負能量影響情緒。2. 「小團體」，身旁自殺者遺族們共同建立網路群組，

互相加油鼓勵，一起正向思考事件的發生。3. 「師長關心」，班導適時的關心每位

同學，確認大家的心理狀況，即時提供協助。內在調適為：1. 「充實生活」，規劃

好生活，使自己較無空閒時間，才不會胡思亂想。2. 「換位思考」，將事件換角度

思考，整件事未必全然是壞事，或許自殺者得到她想得到的解脫，應該替她開心。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顯示，當青少年面對自殺議題時，嚴重創傷會影響到日常生

活，且可能會加速遺族自身的負能量，即使有處遇方法協助，影響時間甚至會長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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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以上。另外，我們常常輕忽自殺議題對於整個周遭的影響，儘管學校將整個班

上同學進行輔導，但自殺者生活圈其他的親朋好友們，容易會被忽略，沒有機構的

主動協助，也沒有正確的自我探索，可能在無意識中造成創傷的影響。根據上述，

我們應該設置更完善處遇計畫，使其他遺族也可以收到保護，即時提供心理諮商的

協助。 

 

關鍵字：心理創傷、心理調適、自殺遺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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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童年逆境經歷、復原力、憂鬱認知與憂鬱之模式建構 

盧欣怡                    莊雅婷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學生事務處組員  臺北市立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生的童年逆境經歷（以下簡稱 ACEs）、復原力、憂鬱認

知與憂鬱之現況、差異與關係，並建立「大學生童年逆境經歷、復原力、憂鬱認知

對憂鬱之影響模式」，以結構方程模式進行路徑模式檢驗。本研究以立意取樣方式

選取雙北地區五所大專校院之年滿 20 歲以上大學生，正式研究於 111 年 3 月至 111

年 4 月進行，由研究者本人至實體課程、線上課程，於課餘時間進行研究對象的招

募、知情同意及網路問卷施測，共 552 位有效研究對象。研究資料以 SPSS 25.0 中

文版及 RStudio 軟體分析。 

主要研究結果顯示：一、45.7%大學生有 ACEs、13.9%大學生有憂鬱情形。大

學生 ACEs、憂鬱的比例未高於其他國家。二、就十二種類別 ACEs，以遭受情緒

忽視類者為最多（15.2%）；其次依序為父母只有一個或沒有父母、父母分居或離婚

類者（14.5%）、遭受家庭成員受到暴力對待類者（12.1%）、身體虐待類者（11.6%）、

接觸性虐待類者（6.9%）、身體忽視類者（5.1%）等。三、父親教育程度在「國中

以下」者，其 ACEs 總分顯著高於「專科」、「大學以上」者；母親教育程度在「國

中以下」者，其 ACEs 總分顯著高於「專科」者；大學生 18 歲以前家庭經濟狀況

在「清寒及貧困」者，其 ACEs 總分顯著高於「普通」者、「小康及富裕」者。四、

ACEs 和憂鬱、憂鬱認知呈正相關；ACEs 和復原力呈負相關；復原力和憂鬱、憂

鬱認知呈現負相關；憂鬱認知和憂鬱呈現正相關。五、在大學生童年逆境經歷、復

原力、憂鬱認知對憂鬱之影響模式中：（一）大學生的童年逆境經歷、憂鬱認知、

復原力會顯著影響憂鬱；（二）大學生的童年逆境經歷、復原力會顯著影響憂鬱認

知；（三）大學生的童年逆境經歷會透過憂鬱認知顯著間接影響憂鬱；（四）大學生

的童年逆境經歷會透過憂鬱認知顯著間接影響憂鬱；（五）憂鬱認知在童年逆境經

歷與憂鬱之間具部分中介效果；亦在復原力與憂鬱之間具部分中介效果。最後提出

建議：一、建立評估與輔導大學生童年逆境經歷與憂鬱之機制；二、未來可設計大

學生 ACEs 與憂鬱認知之介入方案，協助大學生具有 ACEs 且憂鬱者，發展正向認

知；三、未來若在人力、經費許可情況下，可將研究對象擴及其他地區大專校院，

以擴大研究的推論範圍。 

 

關鍵字：大學生、復原力、童年逆境經歷、憂鬱、憂鬱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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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性諮商能力量表編製研究 

吳昇翰          林慧欣        陳志賢         李岳庭 

          國立臺南大學       國立臺南大學     國立臺南大學      國立臺南大學 

          諮商與輔導學系    諮商與輔導學系   諮商與輔導學系     諮商與輔導學系 

              研究生            研究生           副教授            副教授 

摘要 

在社會快速變遷的現代，快速的生活步調與日益疏離的人際關係使得人

們的心理健康日益下滑。面對心中憂鬱、焦慮等情緒，有些人會向身心科、諮

商單位求助，但有些人亦會透過宗教/靈性的管道來尋求心靈的平靜。近年來

有許多研究發現，有許多到心理衛生單位求助的案主會將生活中的宗教 /靈性

議題帶入晤談空間，部分研究也發現宗教/靈性力量確實能夠成為案主面對困

境時的支持力量。然而，過去受到理性與科學主義的影響，宗教/靈性諮商被

視為可能造成價值不中立的潛在風險，國內多數諮商教育系所並未在培育過

程養成諮商心理師相關的專業能力；但誠如前文所述，案主於晤談中對於宗

教/靈性議題的需求需要被看見與回應。故希望透過本研究所編製之靈性諮商

能力量表能作為（1）現職諮商心理師評估自我專業能力，針對不足之處進行

專業進修使用；（2）諮商教育系所開設相關課程進行教學成效評估使用；（3）

後續相關研究議題使用。  

本研究依據美國諮商學會中「諮商中的靈性、倫理與宗教價值分會」

（ASERVIC）與 Cashwell 跟 Watt 兩位學者所提出之宗教/靈性諮商能力建議進行

題項編製；完成題項編纂後交由三位專家針對題項提出修訂建議，最終依據專家回

饋擬定預試題目 38 題。整體量表分成態度、知識、技巧三個部分，分別有 10、10、

18 題題目，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由 1-5 分分別代表「非常不符合」、「不符合」、

「普通」、「符合」、「非常符合」題項所述之情況。本研究預試試題經整理後以 Google

表單形式轉發於各諮商輔導相關系所。以具備合格諮商心理師證照者為預試對象，

共計回收 103 份有效問卷編製。問卷回收後，進行項目鑑別力分析，將總分相關與

極端組做比較，而後刪除決斷值低之項目，與計算內部一致性並刪除未達.05 顯著

水準的題項，共刪除 5 題。以餘下 33 題進行因素分析，採用主軸因素萃取法，萃

取時依理論構念而固定因子數目為 3，並使用最大變異法（varimax）進行正交轉

軸，其 KMO = .854，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再依因素分析結果刪除 4 題，最終剩餘

29 題，而透過探索性因素分析之因素負荷量分量表：第 1、2、3、4、5、6、8 題

為態度分量表；第 11、12、13、14、15、16、17 題為知識分量表；第 21、22、23、

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 題為技巧分量表。 

  依據研究結果，正式量表的各分量表題述如下：態度 7 題、知識 7 題、技巧

15 題。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結果：總量表 α = .933，各分量表之 α 數值依序

為 .859、 .812、 .916。總量表可解釋變異量為 44.1％，各分量表依序為 17.66％、

15.19％、11.25％。 

 

關鍵字：諮商心理師、諮商能力、靈性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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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我想的怎麼跟你不一樣！」動機式晤談團體對國中

生處理師生人際知覺矛盾之介入效果初探 

             張永霖                                 彭兆謙               黃國彰 

國立臺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佛光大學心理學系 

碩士生                      碩士生                  助理教授 

 

摘要 

綜觀過去國內外研究，動機式晤談多聚焦於酒藥癮的戒治與精神疾病的應用，

在青少年及團體諮商的研究數量偏少，且針對動機式晤談團體應用於校園場域青

少年人際衝突處理的研究又較缺乏。為填補過去研究不足，透過動機式晤談團體協

助國中生處理人際知覺的矛盾心態，並進一步調整人際衝突因應及正向的自我概

念。本研究目的有：1.探討動機式晤談結合團體諮商應用於國中生的師生人際知覺

矛盾介入成效與療效。2.探討動機式晤談助人歷程四階段對青少年處理師生人際衝

突的療效。3.瞭解師生的人際知覺矛盾、人際衝突因應及自我概念間的關聯為何。 

本研究以混合設計之量崁入質的崁入式實驗設計，並採準實驗設計之非隨機

實驗對照組前後測設計。在實驗進行前本研究已通過研究倫理審查。前導研究邀請

8 人進行動機式晤談團體，藉此修正團體方案。正式研究邀請實驗組 23 人與對照

組 22 人，實驗處理六週（每週 90 分鐘）後，使用 ANCOVA 檢驗本研究團體對人

際知覺（依變項）的立即性效果及團體結束三週後的追蹤性效果，做為評估動機式

晤談團體的介入成效。此外，運用 Pearson 相關探討三個依變項間的關聯性。以質

性的主題分析法探討本研究團體介入歷程對三個依變項及動機式晤談助人歷程四

階段的療效因素，並以研究者三角檢定確保質性分析結果的嚴謹度。 

本研究發現：1.動機式晤談團體應用於國中生師生人際知覺矛盾處理有立即性

及追蹤性效果的成效。而在療效上，團員以自我角度的人際知覺，可以從他人的回

饋對自己的矛盾點有所覺察，並知覺到團體帶給自己的普同感支持；以他人角度的

人際知覺，可以理解他人認知、情緒及行為的成因，對他人的感受、想法進行釐清，

並回饋、反應出他人的矛盾點。2.在動機式晤談助人歷程四階段中，融入階段的療

效因素有團體規範的明定、合作關係的建立、問題的意識；聚焦階段的療效因素有

問題的聚焦、探索改變的動機；誘發階段的療效因素有增加改變的動機、鬆動抗拒

處理矛盾；發展計畫階段的療效因素有改變計畫訂立、維持動機與承諾。3.人際知

覺、人際衝突的「協調」因應與自我概念有顯著正相關。自我概念與人際衝突的「競

爭」、「逃避」因應有顯著負相關。研究者依結果給予研究及實務工作相關建議。 

 

關鍵字：人際知覺矛盾、師生人際衝突、動機式晤談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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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前伴侶關係中的情緒表達矛盾與關係滿意度之對偶研究 

 蔡孟席                             劉彥君 

臺北市立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碩士生      臺北市立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副教授 

 

摘要 

  親密關係為實務現場常見之諮商輔導主題，而伴侶間的情緒表達對互動的影

響，更是伴侶諮商經常探討的重點內容。在愛情關係中，個體經常在情緒的表達與

不表達之間猶豫，擔心直接表達情緒會破壞關係，但不表達又無法讓對方理解自己

的感受，因此對個人來說，情緒的表達或不表達都可能影響個人在關係中的滿意程

度。尤其在華人文化中，對於情緒的表達，更加強調「忍耐」、「忍讓」以迴避衝

突來達成人際間的和諧（李敏龍、楊國樞，2005）。因此，重要的或許不是情緒表

達與否，而是個人在情緒的表達與不表達之間是否產生矛盾（King、Emmons，1990）。

然而過去國內針對該主題的研究多把重點放在關係中的衝突因應策略或情緒表達

方式，而較少關注情緒表達矛盾本身對關係造成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將情緒表達矛

盾分為「情緒反芻」與「情緒壓抑」，探討該變項在伴侶關係中與關係滿意度的關

聯。透過本研究，可呈現異性戀伴侶在愛情關係中，情緒表達矛盾情形的差異，並

進一步了解在愛情關係中，個人情緒表達矛盾對自身與伴侶關係滿意度的關聯。 

  研究以問卷調查法收集成對樣本，總共收集 536 份有效問卷，其中成對樣本

共 207 對（414 份）、非成對樣本共 122 份。研究工具為研究者自編之「個人背景

資料與交往狀況調查表」、「情緒表達矛盾量表」（King、Emmons，1990）與「關

係評估量表」（Hendrick、Hendrick、Adler，1988），其中情緒表達矛盾量表以非

成對樣本（N=122）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可分為「情緒反芻」與「情緒壓抑」兩

因素，主要研究變項為「情緒表達矛盾」、「情緒反芻」、「情緒壓抑」與「關係

滿意度」。各變項分別進行相依樣本 t 檢定與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研究對象為臺

灣地區目前年滿 20歲，與目前交往對象穩定交往 3個月以上之異性戀婚前伴侶對。

所蒐集之成對伴侶（N=414）之年齡主要介於 20 至 34 歲；在交往時間分布上，交

往 3 至 12 個月者共 66 位、13 至 24 個月者共 82 位、25 至 36 個月者共 60 位、交

往 37 個月以上（3 年以上）者共 206 位。 

  主要研究結果分述如下：1. 國內婚前成人伴侶在愛情關係中，男性的情緒表

達矛盾、情緒反芻，以及情緒壓抑程度均高於女性；2. 在個人層次上，不論男性

或女性，自身情緒反芻與個人關係滿意度有顯著負相關；3. 在個人層次上，不論

男性或女性，自身的情緒壓抑與個人的關係滿意度有顯著負相關；4. 在對偶層次

上，僅男性情緒反芻與女性關係滿意度有顯著負相關。本研究結果說明，在愛情關

係中，男性情緒表達矛盾程度傾向高於女性，且無論男性或女性，個人在愛情關係

中，對表達情緒感到猶豫、害怕、反悔，或控制情緒刻意不表達，都可能與自身較

低的關係滿意度有關。若從對偶層次來看，僅男性情緒反芻與女性關係滿意度有關，

該結果暗示在知覺伴侶情緒表達矛盾上可能具有性別差異，且相較於男性的情緒

壓抑，女性可能較容易知覺到男性的情緒反芻，進而影響自身關係滿意度。根據研

究結果，本研究建議在面對不同感情議題之當事人或伴侶，可協助當事人覺察情緒

反芻或情緒壓抑在愛情關係中對自身關係滿意度的影響，並留意性別差異在情緒

表達矛盾上對伴侶的影響，可嘗試讓伴侶練習向對方表達自己對表達情緒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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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同時雙方也可學習傾聽並知覺伴侶在情緒表達上的矛盾程度，以達減輕情緒

表達矛盾，進而增進關係滿意度之效果。 

 

關鍵字：情緒表達矛盾、對偶分析、關係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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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心理控制：近十年文獻分析初探 

李佳薇 

  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研究生 

 

摘要 

本文就父母心理控制（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進行探整合型分析研究，

由十年內（2012~2021）國內外父母心理控制相關 40 篇實徵性研究文獻以進行整

理，透過文獻之研究對象、研究主題與研究結果等方面並進行分析與歸納。研究者

發現這十年的主題性豐富，包括父母心理控制量表編制、父母心理控制與子女的人

際、情緒、攻擊傾向之關聯、父母心理控制與子女性別之差異比較、父親心理控制

與母親心理控制之程度比較、東方與西方父母心理控制之差別等。本研究經由整理

之後發現，這十年內有關父母心理控制文獻的研究對象，年齡大多集中在 12-18 歲

之間，其次是 18 歲以下的族群，較少為 18 歲以上的群體；文獻指出，父母心理控

制對於子女的多個面向都為有效預測的指標，包括不佳的人際經驗、負面的情緒、

攻擊傾向等，也發現父母心理控制在東西方文化上有明顯的差異，另外子女性別不

同所感知到的父母心理控制程度是否有差別，目前還尚未有一致的定論。 

經由本研究對於近十年文獻的歸納以及分析，整理出以下五點： 

一、父母心理控制導致子女在人際中有同儕受害的可能（如 程景琳、陳虹仰，2015；

Sun et al., 2017）。 

二、父母心理控制會促發子女的社交焦慮（如 梁䕒鎂、吳志文、程景琳，2021；

Batanova & Loukas, 2014)、情緒焦慮（如 Luebbe et al., 2014; Rogers et al., 2020）

與憂鬱（Ha & Jue, 2018; Tu et al, 2014）。 

三、父母心理控制可以預測孩子的叛逆、攻擊行為（黃妃伶，2017；Cui et al, 2014）

與反社會行為（如 Kuppens et al.,  2013; Tu et al, 2014）。 

四、研究顯示母親心理控制的頻率及對子女受害的影響比父親心理控制更為明顯

（如 Choe et al., 2020; Liu & Chang, 2016）。 

五、東方父母與西方父母在行使心理控制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台灣父母比美國父

母有更高的機率使用心理控制和行為控制（Chou & Chou, 2018）。 

研究者發現這十年的研究對象大多以 12-18 歲青少年為主，研究者建議未來可

以就大學生、成人、老人、社區民眾、特定族群（例如新移民、同志、親職、伴侶）

多加探討，透過不同的族群、年齡層、文化、地域等，了解父母心理控制在子女童

年及青少年時期的影響會如何改變成年後的個體在不同面向的發展，包含人際、生

涯、親密關係、家庭等，以協助實務工作者能夠有更豐富的資料以貼近案主並有良

好的處遇。 

 

關鍵字：父母心理控制、父母管教行為、教養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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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視那雙評價自己的眼睛 

──從內向助人者的焦慮經驗重構對助人者的想像 

康瑋倫 

國立政治大學輔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研究生 

 

摘要 

  本研究從研究者日常經驗出發，其目的是為回應研究者面對身為新手助人者

的焦慮來源時，所提出的疑問：「內向特質的我，可以成為一位助人者嗎？」研究

者在研究之初認為，自己的焦慮源自於自己所想像的他人眼光，當研究者想像他人

會如何注視與評價著內向特質的自己時，就把內向視為需要解決的問題，因為一個

內向、不善表達的人，不符合自己對助人者的想像。研究者採取敘說研究方法回應

自身的疑問，以半結構式訪談，了解另一位同樣表示自己為內向者的新手助人者在

工作及成長過程中的焦慮經驗。 

  訪談內容之分析結果，包括二個包含比喻的敘事主軸，其一為「面對不同時，

將自己的曲風調整得和個案相似」，其二為「溝通像穿越河海，乘上穿過河海的小

船到你的岸邊」。訪談歷程對研究者和受訪者均產生了影響，兩個覺得自己不太會

說話的人，以不安進入對話中，發現雙方均常使用比喻和圖像思考，並在其中體驗

可以在關係中感到自在的位置與表達方式。訪談和助人場域都是與人相遇的場域，

有相似之處，而訪談中以比喻開展對話、認識彼此樣貌的體驗，解構了研究者對內

向助人者預設的限制，並使研究者從訪談的體驗中發現助人者樣貌的多元可能。 

 

關鍵字：內向特質、敘說研究、新手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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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離「認知糾結」之語言轉向分析 

──以參與 ACT 取向團體活動之家庭照顧者為例 

康瑋倫         康學蘭         張瓈文 

國立政治大學輔導與諮商   國立政治大學輔導與諮商   國立政治大學輔導與諮商 

碩士學位學程研究生     碩士學位學程研究生     碩士學位學程研究生 

 

摘要 

  本研究基於「接納與承諾治療（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ACT）」

取向設計諮商團體活動，協助家庭照顧者脫離壓力情境下之「認知糾結」以達自我

照顧效果；活動採取體驗、說出體驗穿插的方式，協助家庭照顧者覺察自身認知、

脈絡中的自我，並賦予意義。而本研究之目的，則基於參與者在活動中的體驗內容，

了解其脫離「認知糾結」如何藉由語言發生，期能使活動內容及相關發現，作為未

來照顧者族群關懷行動之參考。 

  本研究招募到六位家庭照顧者參加「家庭照顧者自我照顧團體」，分析資料取

自三次團體活動的第二次，當次活動內容包括「重回壓力情境」、「想法散步」、

「三層次思考法」三個階段，活動規畫協助參與者覺察壓力下的想法，並與想法逐

步拉開距離。過程中，研究者負責團體活動設計執行、觀察紀錄，並於取得參與者

之同意後，將活動執行過程中之觀察、參與者所說出之體驗內容謄寫為文字，反覆

閱讀後加以歸納。 

  文本歸納內容包括二個主軸，其一為「語言產生行動意願的轉向：說明自身狀

態的語言，產生脫離認知糾結的行動意願」；其二為「語言產生自我觀點的轉向：

轉變描述自己的語言，產生別於認知糾結的自我觀點」。最後本研究亦對未來相關

活動提出建議，因應華人文化中不易聚焦及說出負面想法，採行 ACT 取向治療脫

離「認知糾結」之本土療癒應用過程，可多提供參與者鼓勵、說明與正常化，協助

參與者慢慢地接納和疼惜身處認知糾結中的自己。 

 

關鍵字：家庭照顧者、接納與承諾治療、認知糾結、團體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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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初顯期者其童年逆境對生命意義與憂鬱之預測: 

以心理韌性為調節變項 

                胡禾芳                            孫頌賢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 

                    研究生                                   教授 

 

摘要 

近年來，童年逆境經驗逐漸受到重視，研究者回顧相關文獻後發現對於成年初

顯期的生命意義研究較少，加上國內對於童年逆境、憂鬱與心理韌性的總和研究更

是缺乏，故本研究以成年初顯期為背景，希望為曾面臨童年逆境經驗之成年初顯期

後續生命發展產生有效的協助。本研究旨在探討成年初顯期經歷童年逆境經驗，其

生命意義及憂鬱所受之影響，並關注心理韌性在其中的調節作用，希望為經歷童年

逆境經驗的成年初顯期之心理健康，提供以心理韌性觀點的研究基礎與協助方向。

本研究以線上的問卷調查法進行，使用存生命意義量表、童年逆境經驗量表、簡版

復原力量表及台灣憂鬱症量表做為研究工具，進行量化分析以瞭解成年初顯期經

歷童年逆境經驗對於生命意義及憂鬱的關聯與影響，並探究心理韌性在其中的調

節效果 。 

本研究以台灣成年初顯期為研究對象，共收回 677 份有效樣本，包含男性共

178 人（26.3%）與女性共 499 人（73.7%），平均年齡為 23.82 歲。有效回收率為

89.91%。以檢證本研究問題與假設。研究結果顯示： 

1.成年初顯期之憂鬱與心理韌性分數皆落於平均值左右；而童年逆境經驗分數低。 

2.成年初顯期整體生命意義程度高，尤其是意義追尋分量表，且男性分數高於女性。 

3.成年初顯期之虐待、忽視、家庭功能失調可預測其生命意義，且愈多的虐待、忽

視、家庭功能失調，將會使其生命意義降低，且忽視之解釋力最高。 

4.成年初顯期之虐待、忽視、家庭功能失調可預測其憂鬱，且愈多的虐待、忽視、

家庭功能失調，將會使其憂鬱程度增加，且忽視之解釋力最高。 

5.經歷童年逆境之成年初顯期在生命意義及憂鬱上皆無法透過心理韌性進行調節。 

本研究歸結出三點研究結論，第一點為成年初顯期之生命意義程度高，尤其在

意義追尋上為高；第二點為童年逆境經驗對於成年初顯期的生心理層面有所影響，

包含生命意義及憂鬱程度；第三點為童年逆境對於成年初顯期影響甚鉅，在生命意

義及憂鬱上，難以藉著後天心理韌性的培養造成顯著差異的影響，故值得重新思考

在經歷童年逆境經驗此一逆境過程中，個人的轉變與成長。 

 

關鍵字：心理韌性、生命意義、成年初顯期、童年逆境經驗、憂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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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立醫療照護諮商推行現況與心理師面臨困境之探究 

        莊皓婷                      張曉佩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碩士生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副教授  

 

摘要 

  台灣高齡化人口於民國 110 年時已逾總人口 16.2%，而其中多數人在晚年時罹

患退化性疾病，或因急症而接受急救、侵入性醫療介入後，無法自主生活需要家人

長期照顧與看護，而被照護者常會有極大的心理壓力與愧疚，心理壓力加上生理不

適造成個案生活品質低落，但卻無法有其他選擇減少痛苦。而《病人自主權利法》

的施行，其主要核心精神尊重個案對於醫療行為可以自主決定，保障其善終的權益。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Advanced Care Plan，以下簡稱 ACP）為實現病主法精神之重

要且必要步驟，係指個案與家屬、醫療單位、心理師討論預立醫療行為的過程，因

此本研究著重在探討 ACP 推行現況，以及 ACP 團隊中心理師之職位所會面臨的

困境與倫理衝突。 

  本研究使用文獻回顧法，透過 EBSCO、國家圖書館等資料庫，以「預立醫療

照護諮商」及「advanced care plan」為關鍵字搜索國內外探討 ACP 的相關文獻，共

找到 33 篇文獻，其中有 8 篇內容為探討相關法律疑慮、5 篇為宗教觀對 ACP 的影

響，與本研究主題無密切相關選擇剔除。因此本研究共以 20 篇文獻進行探討，了

解台灣目前推行現況與實務上遇到的困境為何，以及團隊中的心理師職位在進行

諮商過程中，面臨到的專業與實際上之困難，以及需考量的倫理議題為何，期能提

供相關單位在政策研擬與實務推行上可改善之方向，以及要成為團隊中的心理師

職位相關專業訓練上可增進之課程。 

  研究結果發現，台灣儒家孝道文化及道德倫理觀與ACP精神相牴觸、進行ACP

所需耗費時間與人力成本過高、政府未補助需個案自費進行、特殊人口群在法律上

不適用等為目前推行之困境。而作為 ACP 團隊中重要一員之心理師職位，現行通

常以臨床心理師或社工擔任此職位，但在進行諮商過程常面臨之困境包括當個案

與家屬有未竟事宜時，心理師無法提供足夠專業處理（例如：家族諮商）、個案所

作之決定明顯不符合個案自主權與受益權、個案所做決定與心理師價值觀不相符、

當個案與家屬無法取得共識時，如何維護個案的自主權與受益權、社會文化對個案

與家屬的影響等，均為 ACP 過程中心理師之職責常面臨的困境。針對上述之結果，

本研究分別對政策面與心理師職位專業面提出建議，在政策面應納入諮商心理師

成為團隊中的一員、調整 ACP 進行方式與次數並提供適當補助、提升國民生命教

育素養、修訂病主法相關配套措施納入特殊人口群等；心理師職位專業層面則應提

升倫理專業知能、自我覺察能力、家庭會談之專業、諮商心理師之臨床病理訓練與

病主法相關知能。 

 

關鍵字：倫理困境、預立醫療照護諮商、諮商專業倫理 

 

 

 



2022 年臺灣諮商心理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生態、療癒、賦能的本土回觀與系統開展 

 

- 121 - 

 

國小小校專輔教師實行遠距輔導時風險評估及處遇之探究 

王煜誌                     李姵欣   

臺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研究生      高雄市安招國小專任輔導教師 

何雅筠                     盧鴻文 

 高雄市明正國小專任輔導教師     長榮大學健康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研究目的：自 2020 年全球 Covid-19 爆發，臺灣各級學校陸續進入遠距教學，

國小專輔工作也開始進行遠距輔導，然而小型學校常面臨輔導資源匱乏（如專業輔

導人力、輔導設備、輔導知能）及學生家庭功能薄弱等特性，在進行遠距輔導時的

風險評估與介入，有所困難。本研究從國小小校專輔教師的角度，探究遠距輔導時

如何對學生進行風險評估，以及針對有需求學生的議題和狀況提供適切的輔導處

遇，提供未來實務工作上的參考。 

    研究方法與工具：本研究採滾雪球的方式，邀請三位南部國小班級數介於

18~24 班的專輔教師，輔導年資介於 0.5~3 年之間。透過半結構式訪談大綱，藉由

1~2 次的深度訪談，蒐集參與者的經驗，以現象學取向分析方式，整理出意義單元、

類別、決定次主題及主題，並加以歸納及分析。 

    研究結果與結論：一、風險評估：1. 遠距與實體輔導的差異：遠距輔導雖有

物理距離及硬體設備上的限制，然與實體評估時並無太多不同。專輔教師同樣會透

過鏡頭觀察學生的生理狀況（如是否有傷口）、行為表現（如語調異樣）及配合主

述問題來了解學生現在是否處在風險之中。2. 遠距晤談認識家庭狀況：專輔教師

會在家長及學生同意的情況下，邀請學生在鏡頭內介紹家庭生活環境；學生在介紹

時能讓專輔教師對其家裡「經濟」及滿足「基本需求」（如食物及安全）的條件有

更清楚認識，利於未來提供合適的輔導資源。3. 敏察家庭動力：遠距輔導時學生

的家庭成員有時會因各種原因（如對輔導好奇、與學生講話、單純路過）而出現在

鏡頭上，讓專輔教師可了解學生在家中的溝通模式外，也有機會與家庭成員一起工

作（如解釋輔導對學生的意義及心衛宣導）。二、遠距輔導處遇：1. 多樣線上媒材

的應用：專輔教師與學生晤談時，曾使用過 Oaklander Training、Dress Up、Daniel 

Tiger 及 EverBlock Builder 等線上媒材進行輔導，操作過程中會邀請學生分享自己

的螢幕畫面，並透過遊戲治療技巧引導學生操作；使用線上媒材不僅讓老師在做遠

距輔導時更保有彈性，也讓學生在遠距輔導時更能專注於當下。2. 遠距輔導的不

同樣貌：「同步」、「非同步」及「混成」的輔導。「同步」是透過視訊鏡頭與學生即

時在遠距進行輔導；「非同步」是透過安心文宣提供全校師生面對疫情的情緒支持；

「混成」是在進行班級輔導時同時使用遠距及實體的授課方式。3. 關係維繫為主，

輔導為輔：停課期間常難以維持穩定的輔導架構，因此專輔教師改以「電訪」方式

與學生聯繫進行非輔導性質談話，主要在有限的時間對學生進行關心及維繫輔導

關係，等待實體見面的機會；此期間的晤談，也可蒐集學生具象化的家庭樣貌，有

利於未來的輔導介入。4. 系統合作型態轉換：線上輔導形式需透過多方的連結與

合作才能及時順利掌握個案的現況，如專輔教師透過導師提醒或確認孩子上線狀

況，或與家長討論適合的輔導時間及空間，而在孩子持續缺課或發生高危機事件會

透過社工師家訪以了解孩子在家情況。另外，專輔教師因通訊諮商的限制而暫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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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尋求縣市學諮中心心理師協助。小校在輔導資源有限及家庭功能薄弱的特性

下，專輔教師進行遠距輔導風險評估的方式差異不大，但可透過鏡頭獲得個案家庭

資訊。因應遠距輔導彈性調整輔導處遇，如線上媒材的使用、關係維繫與轉換系統

合作等，均可以讓輔導工作在疫情下順利進行。 

 

關鍵字：風險評估與處遇、國小小校、專輔教師、遠距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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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時刻~有風吹過」園藝輔助生命回顧活動設計 

許大千                        許正熙 

星野思潮工作室健康園藝士    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緒論：本研究從老年發展理論與生態心理學觀點設計，並初步測試一套單次性

園藝輔助生命回顧團體活動 (Horticultural Life Review Group Activity) 「美好時刻

~有風吹過」，來協助高齡者達致生命經驗的統合。根據 Erikson 理論，成年晚期

到老年期發展階段是「自我統合與絕望」，要達致統合，需當事人評價自我生命、

將過去與現況做連結、賦予過往經歷意義；也需學習接納成功與失敗的經驗，能對

此生感到心滿意足，在面對生命達到終點的事實感到無悔，最終整合成一個有意義、

平衡且立體的自我形象。 

    本設計使用花草植物，進行有結構性的生命回顧活動，協助當事人按照時序回

憶人生階段中重要的經歷，包含正向和負向的經驗。在回顧這些事件時，當事人能

以整體的觀點，重新檢視經驗並做出連結，整合成一個連貫的生命敘事。這些經驗

都成為了貢獻在當事人「如何地變成現在這個人」的一部分，而獲得嶄新意義，使

當事人對自我的生命產生更深層的洞察，澄清價值觀。 

研究方法：邀請十名 65 歲以上長者參與，每次 90 分鐘的「美好時刻~有風吹

過」園藝輔助生命回顧活動。活動結束後，以質性訪談方式，了解參與者的心流變

化與生命統合經驗。共進行 3 個場次，共 30 人次。 

研究結果：1. 參與人皆可充分感受，自然與生態就是生命的隱喻；人可以在

自然物中找到自己生命階段的投射和答案。在植物的發芽、綠葉、花開、花謝、結

果、葉落的循環裡找到存在目的，並在與植物相處的過程中，累積再出發的勇氣。

2. 參與人表示，透過有系統地選擇與排列植物，意識到自己的心境和行為，重新

省思生命中各個階段的意義，每個當下都是美好時刻，所遭遇的順境、逆境都視為

有風吹過，則能更有力量面對自己的任何處境。3. 透過生命各階段回顧所留下的

短句，重新排列出的詩文，是一個重新賦予意義的過程，能澄清自己的價值觀、更

積極與自在地面對達致統合的人生。 

 

關鍵字：生命回顧、生命經驗統合、園藝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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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養家庭於收養歷程中親子關係之變化—多元整合觀點 

林雍智                  陳仲恩                  盧鴻文 

長榮大學健康心理學系學士生   長榮大學健康心理學系學士生  長榮大學健康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研究目的：臺灣自 2011 年《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通過後，正式規

定需透過收出養媒合適當的收養人，然而收養歷程不易，卻常因為收養後親子議題

若是處理不佳，更易造成收養家庭與兒童在關係上的斷裂。本研究之目的在透過多

元的觀點，探討國內目前收養家庭在收養過程當中，藉著不同角色的觀點與經驗，

瞭解收養父母與收養兒童的親子互動關係的變化。 

研究方法：研究者分別邀請三位收養母親（收養約 8～10 年）、兩位收出養機

構的社工員（服務年資約 2～6 年），以及兩位服務收養家庭的心理師（工作年資約

3～6 年），瞭解收養家庭的收養期待、身世告知以及不同階段的親子互動的經驗。

資料蒐集以半結構式的深入訪談，採取質性研究的內容分析法，進行資料分析。 

研究結果與建議：研究結果發現親子關係的歷程變化，可分為三個不同的階段，

各階段當中蘊含不同的主題，分述如下： 

一、收養初期的醞釀與蜜月期：呈現收養初期，家庭一方面需要醞釀迎接新成

員和各方面的準備，同時也需處理個人、兒童與系統間的內外在議題，此階段有「收

養順利與否的不確定感」、「與系統他人的溝通與協商」、「迎接家庭新成員的美好期

待」、「身世告知的疑慮」，以及「問題的浮現與隱藏」等主題。 

二、親子關係的磨合期：隨著親子互動的增加，關係上也開始呈現時而衝突、

時而緊密的互動樣態，父母與孩子都在學習關係的功課，此階段有「身世告知後引

發關係的不穩定」、「欠缺孩子發展議題的了解」以及「親子衝突後的因應與處理」，

然而也可能出現「多次磨合後決定終止收養」的狀況。 

三、心境調適與再出發期：在收養歷程當中，親子關係仍然呈現動態且非線性

的發展，這當中也仰賴收養父母在內在心境上的調適，以及外在資源的介入，讓親

子關係呈現較為穩定的發展，此階段有「親子關係的修補與重建」、「重返照顧初衷

強化關係」、「連結收養機構與社區的資源」，以及「圓滿自己乃至圓滿孩子」。根據

研究發現，收養家庭在收養歷程當中，親子關係面臨不同階段的多元議題，未來可

針對收養家庭的服務輸送介入、收養前親職課程的強化、身世告知後的關係維繫、

收養家庭與收養機構持續建立長期的夥伴關係、提升家庭系統、社區與教育的支持

性，完善收養家庭所面臨的多元挑戰。 

 

關鍵字：多元觀點、收養家庭、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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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桌遊融入焦點解決短期團體對國中生的情緒與人際關係 

之探討 

鄧詩倫              王鎧毅               黃國彰 

 佛光大學心理學系研究生  佛光大學心理學系學士生  佛光大學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研究背景與目的：因網路媒體發達加上近兩年來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使得許

多人只能在網路上交流溝通，逐漸失去與他人直接溝通的能力。在情緒管理與辨識

上，亦因較少與人面對面相處而無法準確地判斷他人的情緒，間接導致許多人有人

際關係方面的困難，此現象在發展自我認同階段的國中生尤為顯著。緣此，在疫情

較緩和的時候，想要透過桌上遊戲的方式瞭解並改善國中生情緒與人際關係的能

力。過去研究發現單純使用桌遊能夠提升孩童的多項能力，如：情緒調節能力、社

交能力等。但是，過去多著重於特殊族群，如：ADHD 兒童、自閉症譜系患者等，

而較少研究支持其提升的能力同樣也能應用在國中族群上。雖然焦點短期解決團

體能夠提升情緒調控能力、情緒表達能力及社交能力，但若討論以桌遊為媒介融入

焦點解決短期團體的相關研究甚少。因此本研究目標是將桌遊融入到焦點解決短

期團體中，期待能得到國中生在情緒以及人際關係上有更顯著的立即性及延續性

之輔導效果。綜上，本研究的目的為以下：1. 探討以桌遊融入焦點解決短期團體

方案，對國中生情緒與人際關係之立即性效果。2. 探討國中生在參與焦點解決短

期團體後，是否有效提升情緒與人際關係。3. 提供國中端輔導老師之具體參考建

議。 

研究方法：本研究邀請台北市木柵地區八位七、八年級國中學生，進行七次桌

上遊戲融入焦點解決短期團體，領導者每次會在活動後進行分享、討論、回饋以及

個別訪談，再由領導者與協同分析者進行內容分析與統整。 

研究結果：綜合訪談與文件分析結果，探討部分同學在實施教學前後，歸納出

如下結果：1. 在團體中探究個人與同儕相處的情形後，人際關係獲得改善。如：

「後來我發現我可以比較大聲講話了，休息時間也不是自己一個人到處亂晃，而是

跟其他人一起戲鬧」。2. 在團體中檢視自己在各種狀況的情緒後，學習如何適當

表達情緒。如：「我很喜歡有一次的活動是讓我們想如果這件事沒有發生，那我會

怎麼樣的那次分享。因為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我只是想將自己的生氣發洩出來而

已，但現在我會多思考一下了」。3. 在團體中討論人際衝突因應，獲得解決人際

困擾的能力。如：「我只是想著有奇蹟發生的話就是我會讚美他吧！所以我就說了，

後來發現真的有效，我心裡也比較舒服」。4. 進一步整合自我，知道自己該如何

在團體中適當表達情緒與人際互動。如：「我覺得在最後兩個桌遊中，讓我覺得團

隊合作的力量很重要。第一次覺得他們是會聽我的感受與想法的。」 

綜上所述，經過為期七次的桌遊團體課程，研究者深深感覺到倘若單只是藉由

桌遊媒材的介入，而想要促進情緒與人際關係的改變，著實有難度。必須在結束團

體後，單獨的訪談才會發現成員們其實是有在思考的。所以在七次的團體過程中不

論是在與人互動、了解個人情緒、尋求他人支持、人際衝突困擾或是了解自己在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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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合作中的情緒與人際關係等，皆有部分提升，故使用桌遊教學有利於改善國中生

情緒與人際關係。 

 

關鍵字：人際關係、桌遊、情緒、焦點解決、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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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行為取向藝術治療團體對海洛因治療者之效果 

 

摘要 

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討以認知行為取向藝術治療團體，來降低海洛因治

療者憂鬱情緒、依賴嚴重度、提高海洛因治療者尿液檢驗陰性次數、接受美沙冬

治療的服藥出席次數效果。 

研究方法：本研究採用實驗組對照組前後測準實驗研究，樣本取自某醫學中

心的海洛因治療者，實驗組與對照組各15人。實驗組：接受實驗介入與美沙冬治

療；對照組：僅接受美沙冬治療。實驗組與對照組團體前後，成員皆接受台灣人

憂鬱量表、依賴嚴重度量表及統計尿液檢驗陰性次數、服藥出席次數，團體結束

後八週，兩組皆實施追蹤測。本研究以共變數分析與卡方檢定進行資料分析。 

研究結果：結果發現認知行為取向藝術治療對海洛因治療者的台灣人憂鬱情

緒量表、依賴嚴重度量表分數、服藥出席次數有立即效果，尿液檢驗陰性次數、

服藥出席次數有追蹤效果。研究結論：建議海洛因治療者除現行美沙冬維持治療

外增加認知行為取向藝術治療團體介入，有助降低海洛因治療者在治療期間的再

使用傾向與渴求感。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對臨床實務工作者的建議如下：（一）可針

對海洛因治療者開設認知行爲取向藝術治療團體。（二）運用藝術媒材的搭配，

有助於團體成員分享經驗，擴展其知覺經驗範圍。（三）調整團體架構設計及增

加團體時間長度，有助於抑制再使用傾向的治療效果維持。 

 

關鍵字：尿液檢驗陰性、海洛因治療者、認知行為取向、憂鬱情緒、藝術治療團

體 

 

  

楊仁豪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臨床心理師 

陳志賢 
國立臺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 

副教授 

王慰兒 
國立臺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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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衡鑑中的詐病議題探究 

鄒宜靜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研究生 

許建中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助理教授 

 

摘要 

自從出現在 DSM-III 並加以描述以後漸漸受注意，近年以詐病作為關鍵字的

國內外文獻數量急遽上升，最近也因為 COVID-19 相關保險關係使詐病的討論更

加沸沸揚揚。DSM-5 中明確區分了詐病（malingering）與人為障礙症（factitious 

disorder）之間的差異。詐病為個體基於特定、外部的利益，有意識地假裝或偽造

身體的症狀，並不斷地求醫、謊稱生病的舉止。若個體因為任何原因得到且滿足該

利益需求，便會停止假裝與偽造病症的行為。前來求助的詐病者也許真的有生心理

的症狀，但他們選擇將這些病症歸因於一些自己知道與之無關的原因，干擾專業人

員的鑑定，以從中獲取實質利益。故本研究欲透過實證文獻之耙梳，探究目前心理

衡鑑中的「詐病」議題。 

本研究採文獻回顧法，以詐病、衡鑑偽裝等為中英文關鍵字進行文獻資料搜尋，

資料蒐集範圍為具有審查機制之期刊論文、科技部（國科會）計畫報告。在檢視摘

要和內容，刪除研究內容非詐病、或為探討人為障礙症的資料，最後共收錄 12 篇

期刊論文（3 篇國內、9 篇國外）關於詐病的實徵研究進行討論。 

研究結果發現相關的文獻根據主題分為以下三種：（一）詐病行為的比例、（二）

詐病行為的殘餘影響、（三）區辨詐病的方式。雖然關於詐病的相關研究並不在少

數，但目前在臨床上對於病患詐病的情況仍困擾著衡鑑人員，研究者也整理實務應

用上仍存在的模糊地帶與爭議做出討論。 
 

關鍵字：心理衡鑑、詐病、衡鑑偽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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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解決短期取向訓練對專線輔導志工之輔導自我效能與 

服務倦怠之相關研究 

林烝增              涂喜敏               張永霖 

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所 國立臺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 

助理教授                   博士生                    碩士生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專線輔導志工接受焦點解決取向(SFBT)訓練課程前後在輔導

自我效能及工作倦怠的影響。本研究方法採用單一實驗組前後測設計，研究對象以

國內某輔導專線中心通過訓練且仍在值班服務的志工為對象，包括北、中、南，完

成前後測之有效樣本數為 119人。專線輔導志工接受（Solution-focused brief therapy，

SFBT）訓練課程初階二天 12 小時，進階二天 12 小時，合計 24 小時，其在整體訓

練課程前後皆會施測「輔導自我效能量表」和「工作倦怠量表」，藉此了解 SFBT

訓練課程的介入成效以及輔導自我效能、工作倦怠對於專線輔導志工的關聯為何。

本研究的研究工具使用林哲立（2001）修訂「輔導自我效能量表」（40 題），採李

克特四點量表，其分數越高代表輔導自我效能越佳。另外，使用黃孟寅（2010）編

製的「工作倦怠量表」（19 題），採李克特八點量表，其分數越高代表工作倦怠

越強烈。經資料分析，以 SPSS 進行統計，透過相依樣本 T 檢定檢驗單一實驗組的

前後測差異，並以 Pearson 探討輔導自我效能及工作倦怠間的相關性。 

本研究之研究結果發現經 SFBT 訓練課程介入後，志工在工作倦怠中的「成就

感低落」有顯著差異，後測「成就感低落」分數顯著低於前測「成就感低落」，由

此可知藉由 SFBT 訓練課程的介入能降低成就感之低落；其次，志工的「輔導自我

效能」與「工作倦怠」呈現顯著負相關，也就是透過 SFBT 介入，志工的輔導自我

效能提升，工作倦怠則隨之下降。但本研究發現，志工前測的「自我信念」高於後

測的「自我信念」，亦即藉由 SFBT 訓練課程的介入志工「自我信念」降低，可能

對志工而言，在學習後對自我的看法產生改變而帶來降低，如何產生影響則需再深

入探討。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與發現提出相關建議，希冀對於 SFBT 課程與對輔導

志工訓練在研究與實務有所助益。 

 

關鍵字：服務倦怠、專線輔導志工、焦點解決短期取向訓練、輔導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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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義治療師諮商經驗之分析研究 

吳昊天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研究生 

 

摘要 

存在主義治療為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第三勢力之一，亦被視為一種諮商哲學，

可以整合到其他諮商理論中搭配使用（Yalom, 2014）。存在主義治療著重於探討

人在世界上所需要面對的一些「存在的事實」。人類需要面對的四項終極關懷為：

自由與責任、死亡、孤獨，以及無意義；面對這些終極關懷衍生的情緒便是存在焦

慮。當個人無法調適存在焦慮時，便有可能發展成神經質焦慮，影響當事人的身心

健康，需要自我覺察與諮商治療。 

本研究旨在探討存在主義治療師諮商歷程的目標、關係、發展階段與療效因子

等專業經驗。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深度訪談兩位具有十年以上存在主義治療經驗

之心理師，研究資料以敘說研究之「類別－內容」進行分析。本研究結果如下： 

1. 治療目標：協助當事人抒發情緒與面對困境、覺察自我並了解個人需求、接受

自我的選擇與責任、從生活經驗中找到生命的意義、促發內在生命力。 

2. 治療關係：治療師宜有愛、溫暖、包容、關懷與助人熱忱等特質，並能與當事

人建立信任、支持、接納、自信與自在的互動關係。 

3. 發展階段：（1）關係建立期：與當事人建立真誠全然的關係、治療師不是專家

而是同伴、尊重並關注當事人的存有與成長、（2）自我覺察期：治療師傾聽當

事人的描述、了解當事人的內在架構、探問與澄清讓當事人對自己建構意義的

方式有所覺察、（3）存在感認同期：深入探討當事人的內在架構、進一步引導

當事人自主覺察、產生頓悟或重新建構生命態度，以及（4）積極行動期：引導

當事人把頓悟轉化成行動、與當事人討論多種不同的行動方案、探討分析當中

的利弊得失、讓當事人自行抉擇並負責、鼓勵並支持當事人的自主與自信等。 

4. 療效因子：普同感、頓悟、宣洩、接納、互動與行動等六項因子。 

    針對本研究結果提出諮商心理專業之未來研究與實務工作等層面的建議。 

 

關鍵字：存在主義治療、經驗分析、諮商經驗 

 

  



2022 年臺灣諮商心理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生態、療癒、賦能的本土回觀與系統開展 

 

- 131 - 

 

大專院校學生服飾搭配貼文投入程度、社會比較傾向與身體

意象滿意度關係之探討—以 Instagram 為例 

陳柏蓉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學士生 

 

石韶筑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學士生 

 

洪筱淇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學士生 

林翰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學士生 

 

許濟川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學士生 

卓秀足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副教授 

 

 

摘要 

Instagram是臺灣大專院校學生最常使用的社群平台之一，是一個以圖像為主，

文字為輔的社群平台，該平台用戶可在貼文加上標籤的功能，以增加在社群媒體的

曝光機會。根據 Instagram 在 2022 年 10 月的統計資料顯示，#ootd（outfit of the 

day）的標籤量在全球已經來到四億一千七百萬筆。由此可知，服飾搭配相關貼文

已充斥在 Instagram 版面中，可使該平台用戶輕鬆看見他人的每日穿搭，但在缺乏

客觀、非社會性衡量標準的情況下，使用者容易將自己的穿搭與他人進行比較，進

而對自己身體意象滿意度產生負面影響。故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大專院校學生之服

飾搭配貼文投入程度、社會比較傾向（Social comparison orientation）與身體意象滿

意度（Body image satisfaction）之關係，並進一步檢驗大專院校學生服飾搭配貼文

投入程度對社會比較傾向與身體意象滿意度之間是否具有中介效果。 

本研究採便利抽樣法，使用網路進行問卷蒐集，以 111 學年度臺灣地區大專院

校一到五年級（含以上）學生為研究對象，共計回收 332 份問卷，有效問卷共 330

份，有效問卷率 99%，其中女性樣本達 255 人（77%），男性樣本為 75 人（23%）。

研究工具分為服飾搭配貼文投入程度量表、社會比較傾向量表（楊麗珠，2012）、

身體意象滿意度量表（詹慧冠，2008）。服飾搭配貼文投入程度量表是參考陳美存

等人（2018）以及姚盛科（2019）編製之投入相關量表，並結合 Dessart 等人（2015）

學習、贊同與分享三構面自行編製而成，三個量表皆採五點量尺。本研究採用 SPSS 

12.0 軟體，進行描述性統計、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獨立樣本 t 檢定、變異數分析

以及迴歸分析。 

從描述性統計發現：在 Instagram 上至少追蹤 1 個服飾搭配相關標籤（#）的研

究參與者有 144 人（佔 44%），至少追蹤 1 個服飾搭配相關帳號以上的研究參與

者有 241 人（佔 73%）。服飾搭配貼文投入程度平均數為 2.97（SD = .83），其中

學習、贊同以及分享三個構面的平均數分別為 3.02（SD = .88）、3.19（SD = .92）

以及 2.75（SD = .87）；社會比較傾向的分數平均為 3.63（SD = .53）；而身體意

象滿意度的平均分數為 3.32（SD = .41）。主要研究發現：社會比較傾向與身體意

象滿意度達顯著相關（r(328)= .16, p < .05）；社會比較傾向與服飾搭配貼文投入程

度未達顯著相關（r(328)= .106, p > .05）；服飾搭配貼文投入程度與身體意象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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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顯著相關（r(328)= .409, p < .05）；服飾搭配貼文投入程度對社會比較傾向與身體

意象滿意度之中介關係未達顯著（β = .106, p > .05; β = .163，p < .01；β = .409，p 

< .001）。本研究依據上述結果進行討論，希望提供大專院校學生、社群媒體使用

者、自我概念與社群媒體相關研究者、學校諮商人員與教師給予相關建議。 

 

關鍵字：Instagram、大專院校學生、身體意象滿意度、服飾搭配貼文投入、社

會比較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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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同志親職經驗與復原力發展之探究 

王睿彬            陳柏勳             張曉佩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學士生                 學士生                 副教授 

駱亭孜               顏羿禛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學士生                  學士生 

摘要 

受到現存法律脈絡的限制，同志伴侶在共同收養、養育小孩的權利上面臨許多

困境，此一現象使研究者好奇，這制度性的排除是否反映了根植於臺灣社會中的負

向態度及其衍生出的汙名？更讓研究者們好奇在臺灣社會脈絡之下成長的同志家

長，是如何給予自己力量並療癒自己在汙名經驗中受的傷？ 

在文獻探討的爬梳中，研究者們發現同志族群在生活中面臨許多歧視與壓迫，

而在親職經驗中，針對男同志的汙名化更是雪上加霜。從肆無忌憚的公眾汙名到堅

若磐石的結構汙名，乃至自我的汙名，汙名的鐵牢無處不在，將男同志家長困在無

法掙脫的枷鎖中。儘管這些困境將男同志家長的生命蒙上一層灰，男同志家長們依

舊不屈不撓，展現出獨一無二的韌性——成為自己的光。 

從國內外研究中皆能看見，汙名化對男同志家長之身心層面帶來的負面影響，

顯見此議題是需要被重視的；而透過正向心理學中復原力的視框檢視男同志家長

之親職經驗，有助於研究者們關注其正向資源。有鑑於此，探討男同志在親職經驗

中遭遇的汙名化現象及其復原力有其必要性。有關同志家長的研究在國外各學術

領域逐漸成形，我國目前對於此議題的研究仍在發展中，且大多聚焦於與原生家庭

的互動及親職角色的定位，其中更是以女同志相關之研究占多數。因此，本研究將

透過汙名化與復原力理論之視框，來理解男同志在親職經驗中遭遇的汙名化現象

及復原力之展現，希冀能對男同志家長的生命經驗有更多看見。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之個案研究法，透過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法，以立意取樣的

滾雪球方式，邀請一位符合研究招募條件之男同志家長進行訪談以搜集資料。本研

究之資料分析部分，選擇以內容分析法進行分析，並與研究參與者進行檢核。最後，

研究發現主要分為兩個部分，男同志家長在親職經驗中之汙名化現象的方面，共歸

納出三個主題：一、強大的親職角色牢籠；二、異性戀主流思維的囹圄；三、男同

志的社會地位是被貶低與壓迫的。男同志家長於面臨汙名化困境時之復原力發展

的方面，共歸納出三個主題：一、進退得宜的生存之道；二、在支持系統中共生茁

壯；三、性別意識帶動平權落實。研究者就上述結果進行討論，並提出相關建議，

希冀本研究發現可成為實務工作者之重要參考。 

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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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與你共舞：一位妻子照顧者在失智症舞蹈敘事治療 

團體的旅程 

詹雅菁                  洪瑩慧 
     臺北市立大學舞蹈學系研究生     臺北市立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研究緒論：臺灣文化下的妻子，有著三從四德、以夫為天的傳統，夫妻間默認

的承諾影響著妻子的自我認同。失智症好發期為 50 歲以上，臺灣目前屬於高齡化

社會，失智症的處遇與照護也成為臺灣衛政重要的一環；而高齡女性照顧者是目前

最多、最值得關注的族群，因為在夫妻文化與高齡雙重脈絡下，當先生罹患失智症，

她自然成為首要照顧者，並且承接起丈夫原本的責任。她的眼光會始終定睛於先生

的一舉一動，忽略自身存在的樣貌與需求。舞蹈敘事治療(Dance Based Narrative 

Therapy, DBNT)透過舞動中的創造與敘說，陪伴人們探索自己在關係中存在的樣貌

與認同。本研究探訪一位妻子與其罹患失智症先生共同參與 DBNT 團體的經驗。 

研究方法與對象：本研究採用敘說探究方法，訪談一位 73 歲參與者，她與其

78 歲先生，自 2021 年 5 月至 2021 年 8 月，共同參與 12 次 DBNT 團體的經驗。

以「類別－內容」分析包含團體影音紀錄、團體結束後訪談以及研究者受督與自我

反思筆記等資料。 

研究結果：失智症為研究參與者帶來挑戰，研究參與者因念及夫妻情分承接起

照顧先生的責任，同時全職照顧中也感受到自己的身心壓力。研究參與者的轉變歷

程包含：(1)在團體裡，她從被動參與認為自己只是陪同來的照顧者到主動現身，透

過身體覺察感受自己的存在，在身體的流動中，她感受到原來自己可以疼惜自己，

進而創造照顧自己的方法，並感受到情緒釋放和自我疼惜；(2)面對先生的言行舉

止改變，她不再視為是無意義或者是困擾的表達，研究參與者藉由身體調頻，學習

解讀先生的肢體語言，透過身體動作的創造性，她用好玩的方式回應先生的不按牌

理出牌，豐富自己與先生的互動方式；(3)研究參與者從牽起先生的手共舞中，感受

到與先生的互相依偎，她轉化原本成為照顧者心中的苦，增加她與先生之間的親密

連結 

研究討論：從研究歷程觀之，研究者認為舞蹈敘事治療團體創造的表達性涵容

空間，在身體語言結合口語對話中，促成研究參與者的自我認同重新開展，她不再

只是受牽連的照顧者，而是發展出有力量的自己；並且在共舞中，重新建構夫妻互

動關係內容，增加了夫妻間的親密感受。研究參與者在和先生重新相處的路上，她

從不知所措到逐步摸索重建與先生相處的方式，最終她認清沒有標準答案，也沒有

永遠適用的方法，她重新賦予照顧意義，意識到照顧不是單方向的付出和犧牲，而

是在限制中兩個人仍然可以找到合作的方法，一起共同成長。 

 

關鍵字：失智症、妻子照顧者、舞蹈敘事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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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蜜的負荷：控糖人生–第 1 型糖尿病患者之愛情敘說 

楊靖婷             

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諮心組博士生   

 

摘要 

在台灣，第 1 型糖尿病的數量占整個糖尿病人群的 0.51-0.59%（Sheen et al., 

2019）。第 1 型糖尿病患者終身需要施打或使用幫浦來補充胰島素，發病年齡大都

是在兒童青少年時期，其與家人所衍生之身心壓力，難以想像。Rasmussen 等人

（2011）提及第 1 型糖尿病患者在兩性關係的發展易因疾病受到波及，部分個案

甚至不知道該如何對伴侶坦誠說明自己的疾病而感到焦慮。王川銘等人（2009）也

說到長期施打胰島素所帶來的不便，以及血糖控制不良後可能產生的併發症，如神

經病變等，讓許多患者感到壓力，對於結婚生子等人生大事更是裹足不前。研究者

搜尋相關文獻發現，國內大都聚焦第 1 型糖尿病患者的生理照顧或兒童青少年心

理層面的議題，觸及其成年後的探討甚少。因此，本研究欲透過訪談、觀察與蒐集

相關資料，探討第 1 型糖尿病患者在整個愛情婚姻歷程中，其遭逢的阻礙因素與

阻礙轉化關鍵。研究者採用敘說研究法，徵得二位參與者，一位男性，醫事人員，

小四發病，育有一女；一位女性，餐飲業，小五發病，二婚，育有一女一男。研究

者透過各兩小時的半結構式訪談，並利用通訊軟體蒐集補充資料。再經過整體-內

容分析、類別-內容分析相互並行，來得出結果。 

研究結果如下： 

1、 兩位研究參與者在成長過程中，由於疾病，屢遭外在異樣眼光，其自我認同

較為脆弱；這使得他們婚前的異性交往過程，顯得不穩定。第 1 型糖尿病患

者的愛情交往狀況，會受到其父母婚姻關係的影響，此與一般人相似，但也

易因其疾病狀況而更為嚴重。 

2、 他們在準備進入婚姻時，會出現無法認同自己是第 1 型糖尿病患者，或是因

為這個疾病而被歧視的心酸；因而易使其怯步。家人的支持與否是其面對疾

病及更有自信面對婚姻的重要力量。 

3、 決定進入婚姻之際，研究參與者的伴侶對於第 1 型糖尿病並不太在意，反而

是伴侶的家人有較多的疑慮。第 1 型糖尿病患者面對婚姻經營的挑戰，需要

積極跟伴侶合作，一起討論如何與伴侶家人溝通，並讓其家人對疾病有更多

正確的認識。 

4、 讓研究參與者開始認真看待自身這個疾病，是在進入婚姻後，尤其是有了小

孩之後，認為自己要負起責任，身體健康才能陪伴孩子久一點，因此更加積

極面對自己的疾病。 

5、 他們遇到親密關係的困難時，皆有尋求專業的諮商輔導，藉以度過愛情或婚

姻困境；顯示諮商對其之助益。 

 最後，研究者針對家人照顧、病患之自我認同、情感交往及婚姻互動等方面提

出建議，提供輔導、醫療人員或是第 1 型糖尿病患者本身與其家屬參考。 

 

關鍵字：第 1 型糖尿病、敘說研究、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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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序孩子的自我概念型塑和人格發展 

丁士珍 

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摘要 

    研究背景與目的：國內少有針對家庭環境是否影響中間出生序者長期發展的

研究，故本研究旨在探討早年家庭生活經驗對中間出生序的個體自我概念型塑和

他人表徵的影響，以檢驗是否存有出生序效應。 

    研究方法：以敘述訪談法，採集一位中間出生序的成年人生命口述傳記，在即

興敘述中開啟自我建構之經驗世界，以獲取個體生命史的面貌；文本分析參照德國

社會學者 Fritz Schütze（1987）的理論建構方案，描述在家庭脈絡下出生序對個體

的思考感受，並如何由互動歷程影響生活型態 （life-style）的建構、自我概念的形

成。 

    結果與討論：透過敘述文本的再建構，闡述出（1）家庭主要價值觀為｢在意他

人眼光｣：生命主體父母認為自我的價值來自於他人的評價，｢在意他人眼光｣成為

主要的家庭價值觀，也成為生命主體自身的虛構目的；（2）永遠無法超越的競爭上

的焦慮：家中孩子都希望自己最被父母看見，難以避免面臨到手足競爭，然而老二

排序的孩子天生具有競爭上的焦慮，因為一出生前方就有人永遠超越自己。（3）渴

望滿足雙親的期待，但卻自覺做不到：學業成就不佳的個體非常清楚手足模範生的

形象才符合父母心中的期盼，但另一方面仍是努力地期待能獲得家庭中的目光，然

而雙親卻有意無意地將手足與其相比，更凸顯出個體學業成就上的弱勢、手足被家

人欣賞。（4）陷入凡事不如人的私人邏輯中：雙親是絕大多數人的重要他人，童年

期依附的對象，｢別人認為妳好，妳才是好｣是生命主體的家庭價值觀，在每一次父

母拿自己與手足或是他人的比較中，個體越發清楚｢父母不認為我好，所以我不好

｣，這更使個體感覺到自己的重要性不如別人，於是陷入凡事不如人的私人邏輯中，

心中的自卑感與日俱增。（5）家人系統不支持個體為自身學業困境的發聲，使其處

境與心情更孤寂，再如何努力功課也不好的我，永遠拿手足與我相比的父母，這些

都讓個體我退到心中更深的角落，產生更多否定自己的負面想法。（6）發展出對自

己採取否認的態度、不健康的人格、無法與周遭世界產生正向連結：自卑感和低自

我價值感的加劇，逐漸形塑成因應世界的態度，於是就較無法與周遭世界產生正向

連結，得到歸屬感，發展出健康的人格。 

 

關鍵字：人格發展、出生序效應、生命口述傳記、自我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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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覺失調譜系障礙症心理保護因素的新證據： 

Mini Review 近三年心理韌性與思覺失調譜系障礙症關係 

回顧與統合研究之統整 

張瑋哲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身心科臨床心理師     

 

摘要 

背景動機：心理韌性（resilience）已有大量研究結果支持可以作為情感性疾患

（mood disorder），像是：憂鬱症、焦慮症等疾病的保護因素，並且陸續提出以提

高患者心理韌性為目標的心理治療、心理諮商及介入方案。然而，心理韌性與精神

病性疾患（psychotic disorder），像是思覺失調譜系障礙症，兩者間的關係近幾年才

逐漸累積研究證據，僅少數幾篇回顧與統合研究發表，以此開發出的介入方案也為

數不多。本研究旨在統整近期發表關於心理韌性與思覺失調譜系障礙症關係回顧

與統合研究之結果，歸納兩變項間關係，並進一步討論將提升心裡韌性應用於思覺

失調症心理治療、心理諮商及介入方案的可能效果。 

研究方法：本研究採文獻回顧法，以 2022 年 10 月 13 日為最終搜尋日，使用

PubMed 資料庫搜尋，關鍵字輸入「resilience」與「schizophrenia」，並將搜尋結果

限制在「2020-2022 近三年發表」、「屬於統合分析、回顧性研究或系統性回顧研究」、

「英文書寫」、「期刊文章」、「全文發表」，共獲得 47 筆搜尋結果。經過研究者閱讀

搜尋結果之題目、摘要、完整內文後，依照「文章是否直接探討心理韌性與思覺失

調兩者之間關係」之標準，排除其餘文章，最後納入 4 篇研究。 

研究結果與討論：一份統合分析納入 16 篇心理韌性與思覺失調譜系障礙症關

係研究，結果指出，相較於健康組（或非精神病性症狀者），思覺失調譜系障礙症

患者的心理韌性平均程度明顯較低。另一份回顧研究聚焦探討自我傷害議題，思覺

失調譜系障礙症患者的心理韌性程度越高，則其自殺意念、自殺企圖越低。另一份

回顧研究則指出，思覺失調譜系障礙症患者的心理韌性程度越高，精神病性症狀嚴

重度、認知缺損、憂鬱情緒較低，而生活品質較佳等。另一份回顧研究則是彙整神

經影像研究，思覺失調譜系障礙症高風險群青年的腦部已有少數區域被認為可能

與心理韌性有關。依據本研究的回顧結果，雖然目前證據尚無法支持提高心理韌性

可直接治療思覺失調症，但綜觀回顧性與統合分析研究，提高心理韌性可能可以改

善思覺失調譜系障礙症患者的情緒困擾、心理社會功能、認知功能及預防自殺。本

研究結果可以提供心理、諮商、醫學各領域從業人員，設計思覺失調譜系障礙症患

者介入方案之參考。 

 

關鍵字：思覺失調症、心理韌性、心理治療、保護因素、回顧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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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高六色積木與遊玩箱正向心理樂玩諮商團體對 

單親兒童失落調適的行動研究 

王致閔                        韓佩凌          

玄奘大學應用心理學系研究生         玄奘大學應用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兒童在成長過程中會經歷各式各樣的失落經驗，而失落調適能力是影響兒童

社會發展及身心健康的重要能力。單親經歷對兒童來說是一種失落經驗，研究者在

課輔班經歷到單親學童時常與人發生衝突或誤會、自信心低落、生活人際適應不良

的狀況。近年，有一些正向心理學者融入樂玩概念，發展出一套結合樂高六色積木

與遊玩箱的正向心理樂玩模式（Six Bricks & Play Box 2.0，簡稱 SBPB 2.0），運用

全人發展的樂玩系統與正向心理學的結合，將優勢、感恩、品味、幸福感等正向心

理元素結合樂玩的概念發揮出來，讓孩童在不同的形式中運用自身優勢進行學習，

提升兒童心理彈性及復原力。研究者運用此套模式發展出以六色積木與遊玩箱、正

向心理卡樂玩系統的樂玩本位正向心理諮商團體方案，讓這群單親孩童有機會梳

理單親造成的失落相關議題，透過將關注的焦點回到正向心理，提升幸福感來面對

與因應生活中的困難，並進一步探討對單親孩子失落調適的輔導歷程與意義。 

本研究以行動研究法，針對 4 位高年級單親學童，進行每周一次，每次 75 分

鐘，連續八次「樂高六色積木與遊玩箱正向心理樂玩諮商團體」，並邀請研究參與

者之主要照顧者，於團體進行前、中、後，一同分享觀察到成員在生活中的狀況，

協助主要照顧者打開優勢視角，看見孩子與自身擁有的優勢。研究者蒐集團體紀錄、

研究者省思札記、討論紀錄、訪談紀錄與回饋等資料後，透過三角交叉檢定法進行

分析，探討樂高六色積木與遊玩箱正向心理樂玩諮商團體對單親兒童失落調適之

成效與調適歷程。 

在八次的團體方案中，研究者以行動研究模式，設計樂高六色積木與遊玩箱正

向心理樂玩諮商團體活動，讓學童探索自我、練習調適的同時，也提升家長正向與

孩子的正向互動。研究者將結果與省思歸納為以下幾點：1. 樂高六色積木與遊玩

箱正向心理樂玩諮商團體對單親兒童失落調適、樂玩與幸福感有提升的成效。2. 樂

高六色積木與遊玩箱正向心理樂玩諮商團體中，成員可以運用優勢視角看待失落

事件，並將優勢運用在生活的挫折與衝突中。單親兒童能在失落事件中看見正向意

義，減少對自身的負向評價。3. 在過程中與家長合作，深化優勢在家庭裡，形成

親子間的正向互動。4. 在行動研究的過程中，經歷疫情嚴峻而必須暫停實體團體

的狀況，透過即時的省思與修正，研究者在諮商團體方案的設計、專業知能與問題

解決的能力皆獲得成長。過程中透過優勢的運用，讓研究者經歷疫情失落時，能快

速調適心情，不至被疫情失落打敗，看見不論是研究者經歷疫情失落事件，或是成

員經歷單親失落事件，優勢的培養與運用都對失落調適有正向幫助。未來帶領團體

之輔導實務工作者，可增進帶領正向心理樂玩諮商團體之能力，並依照成員特性增

加團體方案之樂玩性，增加成員生活中優勢的出現頻率，將優勢及樂玩性帶入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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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相信將會擴展成員運用與學習的機會。 

 

關鍵字：六色積木與遊玩箱、正向心理樂玩諮商、失落調適、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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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治療對物質成癮少年的療效初探之個案研究～ 

以賭博、酒精、藥物成癮者為例 

許玉霜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兼任諮商心理師 

林家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兼任教授 

 

毛豪寧 

三生有幸奧斯卡教練

會客室人生領導力公

益教練 

（ICF PCC) 

林烝增 

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

助理教授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心理治療對於物質成癮少年的戒除改變之心理歷程的轉變。

本研究嘗試藉由探討物質成癮少年在心理治療的晤談脈絡，指出如何在懵懂期，幫

助當事人可以進入「沈思期」、甚至「決定期」，進而產生「行動」的意願，協助當

事人了解在行動期或維持期可能面對復發階段的困境，進而提昇信心並產生改變。

本研究方法為個案研究，以一位年滿 12 歲但未滿 20 歲，使用毒品至少 2 年以上、

酒癮與賭博並觸犯刑罰的一位少年為研究對象。本研究透過訪談整理資料，以主題

分析法進行訪談文本資料之分析。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八次的有限治療次數限制下，仍能促發當事人的改變意願，

從懵懂期至思考期、決定期，並制定行動策略，促使當事人邁向改變歷程。在第一、

二次的心理治療中，以了解當事人的生命故事為主，尤其是與物質使用有關之主軸

與支線的故事，主要目的在於探究形成物質成癮的歷程及其中的重要影響因子。第

三至五次則是協助當事人覺察到物質成癮對自己生活、身心健康的影響、以及自己

期待中的「生活藍圖」，並覺察到自己有物質成癮的現象，包括一開始以為只有覺

察到藥癮，到覺察自己有酒精成癮、賭博成癮及藥癮的循還週期，進而「頓悟」販

毒的所得均投注到酒精、賭博、藥物的使用上，因而進入思考期，並開啟決定期的

可能性。一旦進入的決定期，在第六至八次，除了解促發藥癮少年戒除毒品的因子、

當事人能對於使用毒品的危險情境有所覺察及法律因素促使當事人戒除等重要因

子外，尚需一併探討行動策略、干擾因子以及如何因應等策略，主要目的在於協助

當事人了解到「復發」是改變歷程中可能面臨到的現象，但因有因應策略而降低「復

發」的可能性。歷經復發、再犯，這階段當事人經歷失敗，挫折，其中最大的影響

因子為經濟以及消費習慣的改變。最終能夠成功戒除，並停留在維持階段除了專業

人員的協助外，友善的人際支持系統具有其重要性，而找到自己的生涯目標及行動

策略等更是讓當事人得以堅持住、不復發的不可或缺的因子。本研究針對本研究結

果提出相關具體建議，以提供從事相關研究與實務工作者參考。 

關鍵字：改變過程、個案研究、藥癮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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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伴侶的知覺歧視、拒絕敏感度與關係適應之相關研究 

王郁盛             劉彥君 

長榮大學諮商中心約聘心輔人員    臺北市立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副教授 

 

摘要 

近年來同志族群的權利雖逐漸被正視，但藉由過往研究可見，社會對他們的歧

視與偏見仍舊存在，當該族群不停經歷或聽聞父母、同儕等重要他人對同志的污名，

這些經驗可能會被個體整合並形成他們的內在運作模式，導致他們預期別人會傾

向拒絕或忽視其需求，並感到焦慮不安。此外，個體對外界評價的顧慮，亦會使他

們擔憂伴侶關係受到他人批評，且當個體有較高的拒絕敏感度（Rejection Sensitivity）

時，也會導致伴侶互動的過程中，容易感到患得患失，難以坦然表露對彼此的關愛，

以及穩定維繫彼此的連結，致使關係品質受損。然而相較於國外，本土對於同志族

群的相關研究直至 1994 年才開始，可見同志研究於我國仍屬新興的領域，且大多

是以訪談探索該族群之身分認同、壓迫與伴侶關係為主，因此本研究欲探討歧視經

驗、拒絕敏感度與關係適應之間的關聯性，在國內與他國是否具有相似的結果，藉

以了解歧視經驗對於同志族群的影響，一方面拓展社會對同志族群的了解，另一方

面探討身為助人工作者的我們，在面對該族群或伴侶時，能夠更理解他們的處境，

提供更有效的協助。 

本研究以目前處於同性伴侶關係且年滿 20 歲的 293 位（117 位男性、176 位

女性）同志族群為研究對象，透過網路問卷的方式蒐集資料，採用研究者自編之「知

覺歧視量表」，以及現有之「配偶調適量表」與「拒絕敏感度量表」作為研究工具，

於問卷蒐集完畢後，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皮爾森積差相關等統計分析。 

本研究結果如下：（1）男性同志族群的知覺歧視與拒絕敏感度分數上比女性

高，然而關係適應分數則比女性低；（2）不論性別，知覺歧視與拒絕敏感度間均

為顯著正相關，而知覺歧視與關係適應，以及拒絕敏感度與關係適應之間，僅在女

性方面呈現顯著負相關，男性則未達顯著相關。根據研究結果，可以發現同志族群

的知覺歧視經驗越頻繁，則他們的拒絕敏感度則越高，而在性別差異方面，男性較

易因同志身份而受到歧視，女性則是當個體有較高的拒絕敏感度時，則他們的伴侶

關係就越差。因此當個案因不同議題前來晤談時，助人工作者需多加注意他們的身

分認同，以及因性傾向所受到的影響，藉以協助看見社會文化所造成的壓迫、對自

身有更多的洞察，並建立合適的因應方式。 

 

關鍵字：同志伴侶、知覺歧視、拒絕敏感度、關係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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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新手諮商心理師諮詢工作之衝擊與調適因應之研究 

 陳思帆                    楊昕瑜         

長榮大學健康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諮系兼任助理教授   

 

摘要 

近年學校輔導人員諮詢工作之相關研究多以教師觀點探究，或聚焦中、小學之

專業輔導人員與教師的跨專業合作與困境。有鑑於大專學生身心議題逐漸增加與

複雜化，大專校院專任心理師員額亦逐漸增加，如何促進心理師與校內外系統合

作，進行有效評估、提供建議、發展合作計畫並聯結整合資源，將是重要議題。因

此，本研究目標為探究新手諮商心理師：一、大專校院輔導工作的內涵，如何在不

同專業典範下進行諮詢工作，二、校內系統溝通協調，與校外系統聯繫與合作所面

臨的困境，三、目前諮詢工作的專業養成與實務工作中的因應策略。 

本研究招募六名目前任職大專校院、工作年資為三年以下之專任諮商心理師，

進行半結構式一對一訪談後，以紮根理論進行資料分析，整理建構出以下結果： 

一、大專校院新手諮商心理師諮詢工作之現況與內容包含四部分： 

1. 個案追蹤關懷：無法穩定出席諮商、具追蹤關懷需求之系所學生。 

2. 危機個案處遇：危機事件發生後的通報處遇，系統聯繫、後續處理等。 

3. 單位內合作與連結：個管與心理師角色釐清、特殊複雜個案的團隊合作等。 

4. 單位外的合作與連結：與導師、家長、校內與校外資源等。 

二、大專校院新手諮商心理師諮詢工作之困境為：專業能力缺乏，對大專教學單位

與行政系統、對校外資源的了解不足。 

三、大專校院新手諮商心理師面臨諮詢工作衝擊後之調適因應，在認知、情緒、行

為各面向皆有所影響，也分為不同階段之調適歷程。 

1. 「認知方面」為信念轉換；「情緒方面」多為憤怒、無力、無奈、焦慮；

而「行為方面」則會尋求同儕支持及討論、自行搜尋資料、尋求專業督導

及進修學習。 

2. 面臨衝擊後之調適歷程可分為為：準備期（專業養成）→醞釀期（實習階

段）→實踐期（新手階段）等三階段。 

    根據研究結果，行拋磚引玉提出相關具體可行之建議，供實務工作者與相關專

家學者參考，以提升大專校院諮商心理師之諮詢能力。 

 

關鍵字：大專校院、新手諮商心理師、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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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文化下親職化經驗與自我發展和關係創傷 

---以一個成年男性為例 

丁士珍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摘要 

    研究背景與目的：大多學者認為親職化現象有文化取向上的差異，在西方文化

脈絡下親職化糾結的親子情感造成個體分化不良；然而華人社會受家族觀念影響，

家人一體互為依賴，關係對華人個體的影響似乎異於其他文化，但國內卻少有此方

面親職化現象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旨在華人關係視框中梳理親職化經驗對華人個

體的影響。 

    研究方法：研究訪談一位有親職化經驗的中年男性，針對個案對自我觀點和親

近關係的的陶養，進行半結構式深度訪談。經由研究者反覆理解與分析比較訪談內

容，以內容分析法進行編碼和資料分析，進行解讀親職化成長經驗之口述文本，詳

實呈現個案的親職化樣貌。 

   結果與討論：（1）親職化行為發展的成因：親職的失功能、夫妻關係的衝突疏

離，致使子代焦慮和痛苦感漸增，即便痛苦且又無法得到信賴和保全的回應，「家

為一體」的信念讓子代無法撒手不管，認為自己對於緩解父母衝突、調節親代情緒

責無旁貸，若撒手不管則會引發巨大的罪咎感。（2）親職化對自我觀點的影響：個

體在早期不穩定的依賴關係中充滿混亂感，因無法滿足重要他人的需求而認為隨

時會被拋棄；混亂聯結著創傷可能重現的高度恐懼，自卑、羞愧形塑出個體負向的

自我觀點和他人表徵。（3）關係創傷對親近關係的影響：有關係創傷的子代若要繼

續依賴關係，就要承受關係創傷重現的焦慮，但若放棄依賴關係，就要再度經歷失

去關係連結的恐懼。子代為了達到保全期待和迴避關係創傷重現的平衡，就會擺盪

不安，將關係擺盪至其他人事物上，如日後發展的新親近關係，才能降低唯一關係

的重要性，將與原生家庭的唯一關係，轉到新的親密伴侶身上。然而子代在親近關

係中重現舊有的關係模式，順從他人並誘發他人產出負面評價，以證明自己的負向

價值，再藉此迴避並逃離關係創傷重現的威脅，以致親近關係的結束。華人家族文

化下，親職化經驗對子代仍是相當艱辛的歷程，子代在關係中成為親代的依賴對象，

對性格形塑與自我發展造成束縛。從關係創傷的角度論之，愈是關係親近的加害者

給予受害者，越是頻繁且持久的依賴傷害，越使個體在關係中經驗到強烈的人際失

落，造成心理創傷，父母又為個體關係中的最親近者，故所造成的創傷次數更頻繁、

時間更久、影響更大，而早期依賴關係的創傷則造成日後親近關係的困境。 

 

關鍵字：親職化、自我發展、關係創傷、華人家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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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三昧水懺》儀式對參與者的自我寬恕狀態 

與情緒調節策略之影響 

釋知得               黃國彰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研究生     佛光大學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佛教的《慈悲三昧水懺》（下略稱為《水懺》）儀式對參與者在

「自我寬恕狀態」與「情緒調節策略」之影響。研究對象為參加台灣三所寺院中《水

懺》儀式的參與者，對其進行為期三個月，每月一次約 6 小時之《水懺》儀式的觀

察。本研究成效之評估採量化、質化並呈方式，關於量化以準實驗之非隨機前後測

設計，儀式開始前和結束後實施「自我寬恕狀態量表」和「情緒調節策略量表」進

行前、後測；質化方面在問卷最後，以開放式問題，探究參與者參加的緣由及對法

喜充滿（本文指：情緒達到轉化，趨向穩定與愉悅之狀態）的印象。 

研究結果指出：1. 不同背景變項的參與者，關於「自我寬恕狀態」下，其頻率

會因為「參加次數」、「教育程度」而有差異，皆呈現中效果影響。2. 不同「性別」

的參與者，在情緒調節策略，所採取的「分心轉移」、「放鬆愉快」策略，皆達到中

效果影響；在「情緒調節策略」上，呈現小效果影響。3. 不同背景變項的參與者，

於情緒調節策略之「內省反思」、「解決方式」中，會由於「教育程度」不同而有差

異，均達到中效果。4. 參與者在「自我寬恕狀態」與「情緒調節策略」上具有相關

性。「自我寬恕信念」與「內省反思」、「解決方式」、「尋求支持」、「放鬆愉快」、「情

緒調節策略」，呈現低度正相關；「自我寬恕狀態」與「放鬆愉快」、「情緒調節策略」，

為低度正相關。5. 參與者在參加儀式前、後的「自我寬恕狀態」、「情緒調節策略」

有所差異，均達到小效果影響。6. 關於參與者參加《水懺》儀式的緣由，多數是為

了懺悔消業、為家人祈願；對法喜充滿的印象，在文字表述多數會使用歡喜、愉快、

平靜、輕安等詞彙。 

最後，本研究依於研究結果做出結論，以期作為佛教或心理學相關單位研究之

參考。 

 

關鍵字：《慈悲三昧水懺》、自我寬恕、情緒調節、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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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疫張力中為醫護人員「讓出空間」 

─疫情醫療場域沙遊團體分析 

林光駿 

彰化基督教醫院心理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 

 

摘要 

研究背景：在 COVID-19 新冠疫情蔓延無盡的現況下，醫療場域中的工作人員

的心理疲勞、創傷壓力等心理健康議題成為維繫醫療量能、疫情不致崩潰非常重要

的關切。根據林彥峰、陳為堅(2022)最新調查 2021 年疫情進入三級警戒前後情況

下臺灣醫護人員的心理狀態，顯示醫護人員在焦慮、易怒、生活壓力，以及失去日

常興趣等向度都比起疫情爆發前有顯著的差異。可見面對再次爆發的疫情，對於醫

護人員心理健康的衝擊與介入仍需要持續被重視。 

醫院作為一個防疫的重要系統要能回應疫情擴散與病患的收治照顧等需求，

醫護人員面臨工作業務的增加、暴露高風險環境、工作模式的改變等處境，其中最

為關切的便是社區對於醫護人員身分的社會隔離與排斥，醫護人員在臨床工作的

繁重壓力與日常生活的張力中因而存在著「無處安歇」的雙重困境。 

研究目的與方法：如何為醫護人員在此兩難的張力中「讓出空間」，以求取喘

息、調適的復原力(Resilience)工作就變得相當重要。本研究借用英國精神分析家

Winnicott, D.W. (1971)針對創傷兒童心理治療所提出的「過渡性空間」(Transitional 

Space)概念為基礎，回應醫護人員在疫情中也像是經歷一場集體的創傷般所衍生的

心理照顧需求。在 2022 年 3 月到 6 月正逢 Omicron 疫情期間於中部某醫學中心內

開創非語言、表達性的沙遊治療探索團體，在蔓延無盡的焦慮、龐大的工作壓力以

及終日遙遙無期的荒蕪中，試圖去接觸在疫情下醫護人員彼此無法言說的的經驗，

並讓醫護人員的特殊存在處境得以被示現。 

1. 探討 Omicron 爆發期間的張力底下醫護人員參與沙遊治療探索團體的經驗 

2. 探討醫護人員在防疫張力中透過沙遊治療團體呈現的存在處境結構 

    本研究以領導者團隊所撰寫之團體紀錄以及團體成員訪談資料進行分析，其

中包含每位團體成員之個別沙遊創作的過程、沙盤結果以及團體成員分享等內容

作為文本，採用李維倫、賴憶嫻(2009)發展的存在現象學方法，探究醫護人員參與

沙遊治療探索團體之經驗以及在疫情爆發期間之防疫張力下的存在處境。 

研究結果： 

1. 在疫情爆發期間醫護人員參與沙遊治療探索團體的經驗分析 

  (1) 安穩且得以遊戲的場所—忘卻災難與外在現實的幻遊時空 

  (2) 沙遊創作過程的非語言身體性表達與療癒時刻 

  (3) 見證沙遊創作的流動與心靈回應創傷壓力的轉化軌跡 

2. 透過沙遊治療團體呈現醫護人員在防疫張力中存在處境結構 

  (1) 疫情洪流中個人世界主體性的倖存、接觸與顯現 

  (2) 社會關係之間隔與人我界限的重新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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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疫情中醫護人員身份認同的尋找與職場靈性 

  (4) 尋索安歇之地的重建與蘊生希望的想像 

 

關鍵字：COVID-19 疫情、沙遊治療、災難創傷壓力、過渡性空間、醫療人員心理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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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住化『空』，佛教徒的諮商療癒歷程 

林廉峻                       陳登翔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生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摘要 

研究目的：本研究欲探索本土佛教徒，在接受心理治療中的歷程與機轉，隨著

本土化的佛教心理學與多元文化心理學的發展，本研究好奇本土佛教徒在接受諮

商與心理治療中的歷程與本質。過往，佛教心理學、本土心理學、或多元文化心理

學中，以建構許多知識論、存有論的理論與知識，而需要有來自於臨床現場的本土

經驗、個案研究等實務研究，來與理論進行辯證與修正。因此，本研究企圖透過訪

談佛教徒的心理治療轉化經驗，開展本土諮商心理學中，關於佛教的多元文化諮商

的實務研究。 

研究方法：研究初步訪談與分析兩位受試者。受試者皆滿足兩個條件：一、自

我認同為佛教徒、二、受訪一年內接受過心理治療。研究者將訪談謄寫為逐字稿，

並採用序列分析。 

研究發現：研究者從分析資料中，得出以五個重要主題：一、佛法中經驗：受

訪者的佛教徒生活中，皆會打坐、誦經，當遇到困境時亦會誦經、念佛，透過佛學

思想來幫助調節情緒與自我平衡；二、家職間失衡：受訪者在尋求心理治療前，皆

面臨工作重大挑戰和與伴侶關係失衡的雙重衝突；三、外求至內住：受訪者面對受

苦處境時，從原本外求於改變他人、自我努力又未果時，導致更強烈痛苦後，透過

佛學的身體經驗與思想轉念，將關注從外求轉移到安穩身心的內住；四、焦慮得卸

下：受訪者透過佛學思想，皆產生重新框架（reframing），將原本執著致苦的思維，

轉化成更寬廣的觀點，拋諸原本框架下的焦慮，找到自己與環境新的關係與互動；

五、諮商與信仰：受訪者在心理治療中，皆表達心理治療師不熟悉佛教，但能感受

到諮商師對於自己信仰與價值觀的友善與接納，並能夠協助幫助自己運用佛學思

想，去產生個人療癒經歷。研究結論：為了促進本土化的諮商輔導應用實務理論發

展，本研究給出知識面、能力面、與態度面的結論。一、知識面：『空性』的精神

與意涵，兩位受訪者都強調『空』對自身轉化苦難時的幫助，來獲得心理上的宣洩

與滿足。二、能力面：心理治療師對於佛學思想的多元文化諮商敏銳度與處理能力，

治療師能夠與佛教徒來訪者之間，建立對其信仰的尊重與理解、建立有效能的諮商

關係，是心理治療能否對案主有效的重要關鍵。三、態度面：心理治療師應探索與

認識自身對於佛學思想的主觀想法與預設立場，因為佛學思維對於案主確實有其

幫助和重要性，也在研究中案主發生改變與其信仰息息相關，因此治療師內自省對

於佛學思想的價值判斷，避免因為自身而阻礙案主的治療歷程。 

 

關鍵字：多元文化諮商、佛法、空性、靈性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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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受失智症影響的長輩共舞 

疫情中從實境到遠程之舞蹈敘事治療團體敘說 

洪瑩慧             

 台北市立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失智症為 21 世紀受重視之公共衛生議題，目前尚無藥物可以逆轉腦部受損對

個體引起之傷害。在平均 8-12 年的病程中，患者與其照顧者身體與心理都進入長

期調整階段。國際失智症協會（Alzheimer’s Disease International, ADI）於 2022 國

際失智症日發表之文章，認為失智症病後之人權以及照護策略需要受到更多關注

及重視。舞蹈敘事治療（Dance-Based Narrative Therapy, DBNT）團體處方之概念來

自社會處方(social prescription)，透過與臺北市某失智症中心合作，關注病後照護策

略，為受失智症影響之患者及其主要照顧者提供服務。 

本研究探索研究者自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8 月 Covid 19 疫情期間，分 

兩階段，帶領三位研究生及二十對研究參與者，共同參與 23 次實體、9 次遠程 

DBNT 團體之經驗。以「類別—內容」敘事分析方法，提取並結構團體之影音、團

體紀錄以及反思筆記等資料，進行敘說研究者實踐 DBNT 團體之方法與意涵。 

研究發現實體經驗奠定遠程工作基礎，DBNT 團體應用關係性責任概念 

(Relational Responsibility)、藝術創造力基礎下，以身體部位覺察、動作動態質地改

變、形塑動作姿態以及空間流動等四個動作基本向度運行團體。執行方法有「團體

架構」及「執行意圖」兩個向度：（一）團體有「起—承—轉—合」四階段具體架

構，具重複性特質，用以啟動和延續團體動力。四個階段的目標分別為：（1）現身

為「起」、（2）動作塑形展現為「承」、（3）共舞為「轉」、（4） 攜手為「合」。 （二）

執行意圖包含：（1）創造儀式性動作，具象化個人空間，切割緊密之關係樣態、（2）

每人都是帶領者，創造主權在我之感，解構失能所帶來的困窒、（3）創造合作機會，

重構社會參與經驗、（4）鬆動照顧過程互動張力、並啟發平日互動新篇章。透過此

研究，提出兩點反思，盼能回應 ADI 所關注之人權與照護議題：（一）「我們都是

受失智症影響的人」：解構照護中權力位置，增加照 護中的合作思維。（二）「慢下

來。等待」：帶領者以訪問「受失智症影響之專家」的態度現身，調頻自身動作與

思考速度，貼近失智症者的世界，落實每個人都是完整生命體的態度。 

 

關鍵字：社區處方、病後人權、敘事治療、舞蹈治療、遠程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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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諮商督導研究的主題分析與關聯性之探究 

許玫茵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博士生 

刑志彬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助理教授 

 

摘要 

    臺灣隨著諮商心理專業的蓬勃發展之下，「諮商督導」的研究主題也累積部分

文獻與學術成果，美國也逐步進行相關的後設分析。本研究採用 Watkins（2017）

對美國督導研究主題後設分析的九個共同因素向度（受督者特質、督導者特質、受

督者改變歷程、督導架構、督導關係、值得推薦的督導原則、督導者任務、督導者

角色、督導處遇）進行國內諮商督導文獻的討論與分析各主題之間的關聯性為何，

作為後續諮商督導研究參考之依據。 

 本研究以國內 TSSCI 級別期刊為分析標的，篩選出 51 篇期刊，並依據前述共

同因素向度進行分析，最終獲得編碼的期刊計 44 篇，而依據編輯結果進行隸屬矩

陣的社會網絡分析，最終形成國內督導研究主題分析，並呈現相關研究關聯性的圖

論結果。研究結果發現：（1）主題之間存在區塊性，可分為五個區塊；（2）共同因

素 A（受督者特質）與 D（督導架構）重疊位置；（3）共同因素 E（督導關係）與

G（督導者任務）重疊位置；（4）國內督導的研究以 I（督導處遇）為核心，其中

最強力的關係連結為 D/A 與 G/E。 

 依據研究結果，本研究分別提出 4 點討論：（1）國內督導研究主題大致可歸

類：「特定督導模式的學習/培訓、應用及成果與該模式之督導成效」、「受督者對督

導關係、督導經驗與督導歷程之主觀知覺」、「督導介入」、「心理師（包含新手心理

師與實習心理師）之專業能力養成與督導概況」、及「校園輔導系統之建置、運作

與現況評估」等五大類主題。（2）研究者進一步探究經關聯性分析後得出共同元素

A（受督者特質）與 D（督導架構）以及共同元素 E（督導關係）與 G（督導者任

務）之重疊位置可能現象，從分析結果中可見「受督者特質─督導架構」和「督導

關係─督導者任務」此二組共四個共同元素，在諮商督導研究發展上具有相同的重

要性。（3）同理來看共同元素 E（督導關係）與 G（督導者任務）之位置重疊，研

究者亦比對兩共同元素其個別因子之相似性，發現共同元素 E（督導關係）的「督

導或學習同盟」、「真實的或人際間的關係」。（4）在經關聯性分析結果，以 I（督導

處遇）為圖論核心，最強力的關係連結為 D/A 與 G/E，可知督導介入的過程中會

涉及受督者特質、督導架構、督導關係與督導者任務此四個重要概念/元素，I 其中

的「個案概念化」、「教導/指引」、「問題之刺激（反思性的提醒）」、「提供回饋」、

「塑型」及「討論」之因子皆能促發共同元素 D/A 和 G/E 之共鳴，形成多個向度

間的連結而形成以督導介入為核心向外擴散之關聯性。最後研究者亦根據結果與

討論，提出未來諮商督導在督導培育、督導實務與未來研究的建議。 

 

關鍵字：主題分析、社會網絡、諮商督導、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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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職實習心理師受壓迫經驗分析：一個初探性研究 

趙祥和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副教授 

 

摘要 

當前諮商中的社會正義觀點或社會正義諮商，已是諮商專業發展過程中的第

五勢力，它強調的即是諮商如何回應社會的壓迫、歧視與不正義；2000 年起，社

會正義在諮商中大量被關注，有關社會正義議題在諮商課程僅為「多元文化諮商」

或「社區諮商」的部份教學內容；然而，許多學者都指出社會正義必須融入各個課

程中，而受壓迫經驗與反壓迫教育是學習社會正義的重要途徑。研究者多年帶領全

職實習課程經驗中發現，全職實習心理師在實習場域或多或少面臨不同的壓迫事

件，例如實習角色的混淆或不適應，實習人際衝突的權力議題、督導關係緊張與專

業角色模糊等問題。目前台灣的諮商教育課程中，全職實習課程是受訓諮商師進入

職場前的重要培訓，他們在實習場域受壓迫經驗影響心理師對社會正義的學習。因

此，本研究希望從全職實習心理師的實習經驗中，了解全職實習心理師如何面對壓

迫事件？壓迫事件如何影響專業實習與專業學習？具體而言，本研究的目的是在

瞭解全職實習心理師的受壓迫事件、經驗及影響，並以社會正義觀點討論，希望藉

由這些分析提供諮商心理師的養成教育參考。本研究為一個初探性研究，以滾雪球

方式邀請 10 位完成全職實習之受訓諮商心理師成為研究參與者，這些受訓諮商心

理師來自 3 所大學的諮商科系，實習場域包含大專校院、醫療單位、社區單位與學

諮中心。資料蒐集將以半結構式訪談進行，由於蒐集資料期間，正值國內疫情嚴峻，

研究者以 google meet 線上軟體進行訪談和錄音。錄音檔則轉謄為逐字稿，並以

Boejie（2009）提出的螺旋式分析法進行分析。 

分析結果呈現五種受壓迫經驗：1. 隱諱的制度壓迫：多位研究參與者受到隱

諱的制度壓迫，無論是實習生角色、業務與業績、辦公位置，以及實習生不同意見

的表達，多經歷角色歧視與受壓迫經驗，包含（1）行政團隊互動排除實習生；（2）

實習生業務責任大於學習權利；（3）工作成效歸功於專職工作者。2. 組織文化的

壓迫：包含（1）專職人際關係的排他性；（2）順從與奉承的文化；（3）主管消極

管理與專職權力擴張。3. 實習角色混淆的壓迫：研究參與者在實習場域中混淆的

角色包含：（1）沒有名份的角色；（2）低階化的角色；（3）邊緣化的角色。4. 督導

權威的壓迫：包含（1）督導與受督者不平等關係；（2）督導權力的無限；（3）督

導威權的行事風格。5. 專業的壓迫：研究參與者經歷的專業壓迫經驗，包含：（1）

套套邏輯的循環對話；（2）無限上綱的個人議題；（3）專業表現的迴避。最後，本

研究針對上述全職實習心理師受壓迫的經驗，以社會正義觀點進行討論，提出諮商

教育的參考建議。 

 

關鍵字：全職實習心理師、受壓迫經驗、社會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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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位移空椅法運用在諮商結束工作之探究 

李素芬                    羅晧耘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商心理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商心理 

               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助理教授      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研究生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心理位移空椅法運用在諮商結束工作時，當事人在不同位格

上整理出來的諮商經驗以及運用心理位移進行諮商結束工作產生的影響。 

本研究公開招募 14 個有情緒壓力議題的當事人，每位當事人皆進行為期八

次的諮商，在最後一次諮商時，諮商師運用心理位移空椅法來進行諮商結束之工

作，亦即邀請當事人在「我、你、他、再回到我」不同人稱位格的空椅上來回顧

八次諮商經驗。資料來源即為 14 位當事人第八次諮商，約 14 小時的諮商逐字

稿。資料分析則由三位研究團隊成員採用紮根理論之資料分析方式中的開放編碼

方式進行協同分析。 

經過資料分析後，本研究發現以下二個層面的研究結果： 

一、隨著位格轉換，當事人整理出不同的諮商經驗 

（一）「我位格」出現的是： 

1.對自我的覺察 

2.對情緒的看見與覺察 

3.情緒的表達與抒發 

（二）「你位格」出現的是： 

1.更深層的看見自己的敘說 

2.更多自己在八次諮商中改變向度的敘說 

3.自我鼓勵與自我肯定的敘說 

4.自我接納與涵容的敘說 

三、「他位格」出現的是： 

（一）更多描述自我的轉變 

（二）看見並肯定自己面對自我與情緒的勇氣 

（三）更多連結到透過諮商與他人關係的改變 

（四）肯定自己長出來的力量 

（五）期許與展望未來的敘說 

二、運用心理位移進行諮商結束工作產生的影響 

    除了上述不同位格出現的諮商經驗內涵外，本研究更進一步發現透過心理位

移空椅進行結束工作，有「拓展」、「深化」與「賦能」三種影響。 

（一）拓展： 

「拓展」是一種橫向層面的影響，指當事人在經歷心理位移空椅法後，透過「你」

及「他」位格的敘說諮商經驗，拓展了「我」位格的原有整理與發現，看見自己有

更多其他向度的改變，例如從情緒到自我到與重要他人的關係之改變等。 

（二）深化： 

至於「深化」則是一種縱向的影響，當換位至「你」、「他」位格後，當事人對

於前一個位格敘說的諮商經驗有更深入的闡述，帶來更深的覺察、看見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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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賦能： 

第三個影響則是透過心理位移來進行結束諮商工作，強而有力的賦能了當事

人，不僅出現自我的接納、鼓勵與肯定，也對未來有更多因應的信心。 

本研究最大的貢獻在於在諮商結束時，透過心理位移的方式能協助當事人對

於諮商經驗能有更深入及更廣闊的看見與整理，同時也增加了當事人的自我肯定，

強化了自身的力量。亦即表示以心理位移的方式來進行諮商之結束，可能可以發展

為協助當事人結束諮商的實務運作方式。 

 

關鍵字：心理位移、心理位移空椅法、諮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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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創傷經驗的諮商心理師替代性創傷經驗之研究 

林玉臻                              郭瓈灔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                 

           研究生、諮商心理師                               助理教授 

 

摘要 

緒論：研究者回溯與整理從事助人工作者的歷程，發現無論同事或自身皆曾受

到替代性創傷的影響，然不見得在當下即能指認替代性創傷，或覺察替代性創傷帶

來的一系列反應與影響。因此，研究者起心動念欲探討助人工作者的替代性創傷，

而回顧相關研究，發現國內替代性創傷之研究濫觴於 1999 年 921 地震後，關注災

難對於救難人員的心理衝擊與影響，爾後擴展於助人關係中。其中多篇實證研究指

出助人工作者的個人創傷歷史是影響替代性創傷的重要因素，而在《創傷與治療師

—亂倫生存者心理治療中的反移情與替代性受創》一書中，亦提及「昔之倖存者、

今之治療師」的心理工作者與替代性創傷之相關，是以研究者期望探究具創傷經驗

的諮商心理師替代性創傷經驗，關切於其如何覺知、因應與調適替代性創傷經驗，

以及了解諮商心理師過往的創傷經驗與替代性創傷經驗之互動樣貌。 

研究方法與對象：研究參與者替代性創傷的經驗，以及其過往的創傷經驗，俱

需考量其社會文化背景、當前所處的情境、與研究參與者個人對其經驗的解讀。現

象學研究法強調主體經驗、認為每一個對象皆有其獨特的觀點，因此有助於探究具

有創傷經驗的諮商心理師替代性創傷之內涵。是故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中的

現象學研究法來探究三位諮商心理師的替代性創傷經驗與過去創傷經驗，並運用

深度訪談方式收集研究資料，後使用 ATLAS.ti 質性資料分析軟體進行逐字稿之分

析。 

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1. 替代性創傷之本質 

（1） 替代性創傷是創傷治療中不可避免的職業傷害：諮商工作中不盡然能預

期個案的創傷經歷，加上創傷個案並非少數，如此一來，心理師一再地

觸碰個案的創傷，因而引發了替代性創傷的發生。 

（2） 具備替代性創傷知識概念與敏感度方能及時覺察與調適：心理師若沒有

替代性創傷的概念，便無法辨識與指認其發生。此外，也需要留意即使

具備替代性創傷的概念，但當下亦可能不自覺之情形。 

（3） 新手心理師與替代性創傷的一體兩面：投入熱情與易受影響。初執業的心

理師相較經驗豐厚之資深心理師，其更可能受到替代性創傷的影響。然

而，新手心理師的優勢在於他們對個案較無預設，對心理諮商與治療充滿

熱情，為個案帶來新的可能性。 

（4） 療癒替代性創傷需有意識地進行調適：隨著替代性創傷逐漸蔓延、侵蝕

心理師的身心靈，心理師可能會透過減少人際互動，以避免再有額外的

情緒負擔，然而卻事與願違，阻礙了個人抒發釋放、重新看見與整理的

機會。 

2. 在修通創傷之路上的諮商心理師與其替代性創傷經驗之互動 

（1） 過往的創傷推動人們走向助人之路：如同跌倒時渴望有人扶起安慰，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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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童年創傷時，自然也期盼有人能予以保護支持。多年後，這份落空的

盼望逐漸化作星斗，指引著走向自助助人的方向。 

（2） 替代性創傷彷彿一面鏡子，映照出個人創傷修通的位置：替代性創傷與

心理師過往的創傷經驗有所關聯，勾動埋藏在心理師專業外表下的傷

痕。當心理師愈能面對與修通個人創傷，亦將能以此洞察個案的創傷復

原歷程。 

（二）研究建議 

1. 重視諮商心理師修通個人創傷經驗：個人創傷經驗往往在諮商中現形，隱晦

地影響心理師與個案的諮商關係和治療成效。若能妥適地整理過往創傷經

驗，應能有助於在諮商工作中，覺察與劃定心理師與個案之界線。 

2. 了解替代性創傷可能之影響，提供有創傷及替代性創傷專業背景之督導：建

議機構提供之專業督導應具備創傷治療、替代性創傷相關之專業背景，以利

協助受替代性創傷影響之心理師建構其調適方針。 

3. 諮商心理師養成過程宜增加對個人生命經驗之自我覺察：諮商心理師的養

成過程，往往忙碌於知識學習、諮商技術的磨練，並沒有時間好好地反思與

整理個人生命經驗，而未能為執業奠定足夠深厚之自我瞭解和修通的基礎。 

 

關鍵字：創傷經驗、替代性創傷、諮商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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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森林療癒緩解癌症術後患者負面情緒之可行性測試 

魏任宣                         褚億舜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傳統醫藥研究所博士生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傳統醫藥研究所博士生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中醫昆明院區中醫師 

范素瑋                        黎明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試所植物園組 副研究員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試所福山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許中華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傳統醫藥研究所教授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中醫昆明院區院長 

 

摘要 

依據世界衛生組織（WHO）之統計，2020 年全球估計有 1930 萬新癌症病例

和近 1000 萬的癌症死亡病例。在台灣，110 年衛生福利部十大死因統計結果，前

三名依序為：惡性腫瘤（癌症）、心臟疾病、肺炎，癌症繼續蟬聯十大死因之首。

逐年攀升之癌症發生率與醫療進步提升之癌症術後存活率，癌症已然「慢性病」 

化。然而，根據國外大規模研究顯示，癌症患者之負面情緒發生率通常超過一般人。

許多文獻記載，罹癌後之憂鬱對癌症的生存和治療效果有負面影響，其影響包括生

理與社會功能的下降、症狀嚴重程度的增加和生活質量變差。因此，緩解癌症術後

患者負面情緒為重要的課題。森林療癒活動源自自然療法體系，近年各國研究也紛

紛探討其對於促進健康之益處。新近研究發現森林浴或森林療癒具有治療效果，例

如增強健康、減少負面情緒、減輕壓力和放鬆情緒，並有助於改善憂鬱與焦慮的症

狀。台灣森林總面積達 219.7 萬公頃，覆蓋率 60.71%為全球平均值之 2 倍，適合

推廣此活動。本研究以福山植物園作為場域，收案對象為癌症治療後之患者，以兩

小時之引導式森林療癒活動作為介入方式，活動項目如下：樹葉疊石、閉眼聽聲、

身體開展、矇眼找樹、我的樹朋友、大地曼陀羅、品茗與心得分享。於活動前後進

行貝克憂鬱量表第二版（BDI-II）、貝克焦慮量表（BAI）之填寫。BDI-II 量表做為

自我憂鬱程度之評測，而 BAI 量表類似做為受試者自我焦慮程度之評測。將 BDI-

II 與 BAI 活動前後之差異，作為評估負面情緒改善之程度。 

本研究蒐集 40 位受試者 BDI-II 與 BAI 資料分為三步驟進行統計分析。首先，

將待檢測資料透過 Shapiro-Wilk test 判定樣本之常態性，為非常態分佈，因此選用

Wilcoxon signed-rank test 進行測試。第二步，透過 Wilcoxon signed-rank test 計算

BDI-II 與 BAI 總分前後差異，兩者均顯現出顯著差異（p < .001）。第三步分析各分

類細項的前後差異，發現 BDI-II 量表在「失去樂趣」、「睡眠習慣的改變」、「疲倦

或疲累」、「失去對性方面的興趣」等症狀表現出顯著改善（p < .05）；而 BAI 量表

在「雙腳站不穩」、「不能放鬆」、「害怕最壞的事會發生」、「受驚嚇/驚駭」等症狀

表現出顯著改善（p < .05）。以上結果顯示出此福山植物園之森林療癒活動，似乎

能改善癌症術後患者在憂鬱與焦慮之負面情緒程度。 

 

關鍵字：BAI、BDI-II、自然療法、情緒、森林療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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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男性戒癮者於復元歷程中的人際關係發展 

王士榮                             郭瓈灧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 

研究生                                   助理教授 

 

摘要 

本研究嘗試透過心理諮商理論的視野理解戒癮者於戒癮復原過程中，如何經

驗到與他人關係的轉變，具體研究目的：（1）了解戒癮者在復原歷程中之重要人際

關係及其互動經驗。（2）探索有意戒癮前後迄今，這些重要人際關係對戒癮者的影

響與作用。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取向中的敘事研究方法，並以「整體-內容」模式作為分

析方式，以呼應研究目的與問題。在開始研究訪談之前，已通過臺灣大學一般研究

對象的研究倫理審查。研究參與者的條件為不碰藥長達三年、且目前生活穩定的戒

癮者。研究者共邀請到四位研究參與者其基本資料如下：男性；年齡介於 36-40 歲、

41-45 歲、46-50 歲、51-55 歲各一位；其中二位已婚、二位未婚；戒癮年資 9 年者

二位、8 年者一位，以及 4 年者一位。工作性質為中途之家同工者二位、自營小吃

者一位，以及傳統劇團者一位。每位面對面或線上訪談 2~3 次，各約 90~120 分鐘。 

本研究結論為（1）家庭對於成癮傾向有很大的影響，但同時也是戒癮歷程的

重要推手。研究參與者們普遍在原生家庭中沒有感受被關注或者能表達自我的機

會，背後的脈絡可能來自於家庭重大變故或者當時的社會文化脈絡所影響，致使更

容易形成自戀創傷的人格結構。（2）戒癮歷程可視為個體將早年未了的關愛需求重

新滿足的過程。（3）特定的失落與挫敗經驗的知覺，以及後續他人/神給予即時的

基本需求滿足，開啟當事人尋求生命整合的旅程。（4）戒癮，不只學習如何預防復

發，更需積極練習關係修復，其內涵是一種「修正性情緒經驗-自我交託」的歷程，

以便為日後生活打好基礎。包括：與神的信任關係，影響著對於未來能否持續充滿

盼望；與生涯貴人的關係，不僅幫助討口飯吃，持續的肯定與相信戒癮者的經驗也

讓自我更茁壯；與原生家庭的關係，從一次次關係修復的經驗中，再度理解童年所

受教養以及成長環境脈絡；與配偶的關係，雖為彼此的情緒支柱與工作夥伴，但也

可能因關係的糾葛而相處不易；與孩子的關係，不僅是支持戒癮者穩定復歸的原動

力，更會喚起童年的成長記憶，帶來自我整合的機會。在志工、同工以及戒癮過來

人的身分中，戒癮者持續再理解自己，自我提醒在正確的路上與癮共存，此外面對

死亡的威脅，過往的創傷經驗也可能被一一喚起，試圖找到自我整合的道路。 

 

關鍵字：人際歷程理論、戒癮者、物質濫用、復元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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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心盛與憂鬱之相關研究 

   王怡淳                           連廷嘉 

        嘉義市立大同國民小學專任教師           國立臺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教授 

 

摘要 

根據臺灣憂鬱症防治協會 2021 年的資料顯示，憂鬱症成為近年來自殺的主因，

亦同時被世界衛生組織(WHO)列為 2020 年世界第二大疾病。此外，依據衛福部

2020 年的統計，12-17 歲少年的前五大死因，自殺約占了 18.9%。董氏基金會曾以

六都的國、高中職青少年為調查對象，發現青少年壓力來源前三名分別是課業考試

(64.8%)、對未來的不確定性(47.8%)和人際關係(39.5%)。過去較少從青少年的情緒

管理去探究，若能在中學時，讓學生了解如何自助、助人、求助，或許能減少更多

憾事發生。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全國北部、中部、南部與東部四區國中生為對象，

共計獲得 638 名有效樣本。本研究旨在探討國中生心盛與憂鬱的現況，研究工具

包含「心盛量表」與「國中小學生憂鬱篩檢量表」，資料結果以描述性統計、t 考

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與多元迴歸進行分析。 

研究結果如下：一、國中生心盛整體層面為中高程度，而全心投入屬於中等程

度。二、國中生具有低度的憂鬱情形，但自尊及認知功能低此層面為中低程度。三、

男性國中生在正向情緒高於女性國中生，不同年級之國中生於心盛整體層面與分

層面均並無差異。四、不同性別的國中生在憂鬱整體有顯著差異，且女性高於男性，

但在品行人際問題層面上則無顯著差異存在。五、國中生心盛越高，則憂鬱情況越

低。六、國中生的心盛高低對憂鬱情況有預測效果。最後針對本研究之研究成果提

出相關建議，以供國民中學教師、教育研究者與臨床、諮商輔導等專業助人者提供

參考建議。1 確實執行彈性學習課程，2 介入輔導時，需考量青少年性別的差異，

3 加強正向情緒輔導知能，例如培養正向的思考方式、培養正面情緒、接受自身逆

境、練習透過適切的管道釋放負面情緒。建議在未來的研究中可將研究對象擴大，

結合輔導室實際輔導的資料，仍須考量性別的影響力。 

 

關鍵字：心盛、青少年、國中生、憂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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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竟事宜量表建構 

連翊安                         連廷嘉 

國立臺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研究生    國立臺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教授 

 

摘要 

    本研究目的為編製一份具信效度之「未竟事宜量表」，以大專院校學生族群

與觀點了解該族群的未竟事宜程度，並作為諮商輔導領域中評估之工具。 

 本研究以目前正在就讀大專院校學生為研究對象，採取便利取樣並透過網路

問卷作為調查，共取得 413 份有效樣本，並以研究者自編「未竟事宜量表」作為

研究工具。研究資料以描述性統計、項目分析、因素分析、獨立樣本檢定、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等方式進行資料分析，本研究結果如下。 

1、 「未竟事宜量表」，為自填式五點評分量表，包含「情緒僵化」共 4 題、

「知覺經驗信念」4 題、「固著行為反應」2 題，總量表共 10 題。 

2、 本量表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係數為 .873 具良好信度，在情緒僵化 α 係數

為.804，在知覺經驗信念 α 係數為 .781，在固著行為反應 α 係數為 .829。量

表效度以半驗證性因素結構考驗，具不錯之建構效度建，其結果支持本研究

構念。 

3、 本量表建立原始分數之百分等級常模，也建立情緒僵化、知覺經驗信念、固

著行為反應三個子量表的原始分數常模，可做為未來實務工作者應用本量表

時參照使用，同時本研究也提供一個案例說明作為運用示範。 

4、 本量表從大專院校學生未竟事宜相關現況分析得知： 

(1) 大專院校學生未竟事宜量表普遍未解決程度為中高度（3.41），而在情

緒僵化層面屬於中高度（3.52），知覺經驗信念（2.71）與固著行為反

應（3.08）屬於中度。 

(2) 不同年級之未竟事宜差異分析比較發現於固著行為反應達顯著差異，大

三、大四、碩博士班顯著大於大二。 

(3) 不同事件類別之未竟事宜差異分析比較發現情緒僵化層面，人際議題大

於生涯議題、身體狀態，另外心理狀態大於身體狀態。而在知覺經驗信

念層面，則是人際議題大於生涯議題。未竟事宜總量表層面可以發現人

際議題大於生涯議題。 

(4) 在不同性別、學校區域、學科領域與未竟事宜程度未有顯著差異。 

 最後根據上述研究結果之實務應用以及未來研究方向提出相關建議，以作為

日後諮商輔導人員及研究人員參考。 

 

關鍵字：大專院校學生、未竟事宜、量表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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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害與賦能：創傷與暴力知情取向大學校園之建構 

沈慶鴻                             李素芬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教授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校園「反送中」運動、COVID-19 疫情考驗，讓原即充滿挑戰的大學心理健康

更添負荷，為維護校園安全、協助可能有創傷經驗的學生、支持肩負照顧學生責任

的導師，建構創傷與暴力知情取向（trauma- and violence-informed）的校園環境成

為研究者推動學生事務工作努力的方向。創傷與暴力知情取向近年來雖已成為國

外校園發展的重要方向，但多集中在高中以下，大學經驗鮮少探討；由於創傷的影

響持續存在，且在就業挑戰、生活壓力與日俱增狀況下，大學生的壓力將不減反增，

在高教環境發展創傷與暴力知情取向的服務，應能為學生、老師帶來安全與支持。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檢視研究者學務工作的推動過程與成效，除紀錄任職期

間的工作推動、資料統計，還為了減少資料蒐集過程中權力因素的干擾，特選在卸

任前透過三個焦點團體，蒐集諮商中心心理師、學務工作執行人員（生輔／校安、

宿舍、獎助學金及就學貸款）、系所助理等共 14 位直接服務人員的經驗，並參考加

州大學舊金山分校（UCSF）2008 年起推動之多年期「健康環境與校園創傷回應」

（Healthy Environments and Response to Trauma in Schools, [HEARTS]）計畫，整合

三級預防架構與創傷知情取向（Dorado et al., 2016），發展普及性支持、選擇性支

持、密集性支持等服務策略以內容分析法進行資料分析。 

本研究擴展國外創傷知情取向集中於高中以下的現況，整合普及性支持（鞏固

諮商、校安／生輔、宿舍、工讀等四大關鍵服務，發展與支持導師工作、緊密連結

系所助理等）、選擇性支持（對弱勢學生提供工讀資源、對車禍意外學生提供及時

協助、對香港僑生發起的反送中活動給予協助、對疫情後返臺國際生檢疫隔離需求

召開宿舍搬遷說明會等）、密集性支持（增設夜間諮商、發展高風險學生密集式服

務、整合各處室串成防護線）等策略，努力落實安全、信任、選擇、合作、賦能等

價值；由於創傷與暴力知情是一個重新看待事情的眼光，創傷與暴力知情看重的結

構或體制暴力，使研究者有機會帶著學務同仁檢視服務工作，提醒學務工作的推動

應從服務設計、行政程序著手，以同時賦能學生、服務者，並在系統層面上進行改

變，真正做到創傷減害、創傷預防的目的。 

 

關鍵字：三級預防、創傷知情、創傷與暴力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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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防治團體輔導對國中生班級輔導效果之研究 

魏麗敏                          藍茜茹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學系教授        長庚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兼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處長                  助理教授 

        

摘要 

近年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日益嚴重，教育部(2021)統計發現性霸凌

從 105 年的 98 件，到 109 年增為 277 件，性侵害從 1,585 八件增加到 2535 件，

性騷擾更從 4207 件增加到 10681 件，五年來近三倍；衛福部(2020)統計發現國中

生有 751 件、高中職 557 件，國小 283 件，也就是每天就有五名被害人是中小學

生，顯示出校園性平事件日益嚴重。Heather(2020)研究推論女學生就學歷程可能

有將近五分之一遭到性侵害，哈佛大學(2021)成立性和性別爭議解決辦公室（Offce 

for Sexual and Gender-Based Dispute Resolution），更指出受害率可能高達 20%或

25%;教育部(2011)修訂性別平等教育法則規定國民中小學每學期應實施性別平等

教育相關課程至少四小時，教育部(2005)推動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更明

訂學校教育應推動性別平等教育法之宣導、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教育、家庭暴

力防治教育等，乃為積極推動與輔導辦理之工作重點(魏麗敏，2006)，因此本研究

以性騷擾防治融入國中班級團體輔導實施方式，加強國中學生性別平等與性騷擾

防治之意識，以期建立其性別平等意識及面對性騷擾處遇模式，增進瞭解自我保護

與尊重接納他人，提昇性別平等意識與問題處理能力 

本研究採取準實驗設計，由 18 位受過專訓練諮商心理學系碩士生帶領樂樂國

中(佚名)學生 15 班，計 431 人為研究對象，接受兩節計 90 分鐘性別平等的班級

團體輔導課程。以問卷量的分析及訪談方式進行研究，研究課程參考 Kenway 和 

Modra (1992)、魏麗敏(2000)等編製之男女新視界性別成長課程為名稱帶領班級

團體，並以學習單及檢核分享單與半結構性訪談大綱進行國中生性別團體輔導歷

程及效果分析。 

本研究結果發現： 

一、性別平等與性騷擾防治班級輔導對提昇國中生增進性別間暸解有所增進。 

二、性別平等與性騷擾防治班級輔導對提昇國中生性平意識與性騷擾防治之策略

有所增長。 

三、性騷擾防治輔導對 89.5%國中生在參與活動及問題處理有正面的輔導效果。 

四、23.4%國中生在處理方面期待有更多的因應方式與性騷擾防治策略的提供。 

五、訪談中發現成員對於性別平等態度多數持正向的態度，但希望能增加性騷擾防

治輔導次數，能更深入探討國中生性別相關議題及問題處理能力如防身術、保

護自己與抗拒誘惑等的技巧。  

本研究針對上述研究結果，提出下列建議： 

一、帶領性平與性騷擾防治班級輔導者，應先具備對性別平等相關議題內容及青少

年身心理發展知能。 

二、諮商者可結合個別諮商與團體諮商實施，以提昇國中生對性別間暸解及性騷擾

等問題解決能力。 

三、鼓勵國中生勇於求助，增進較佳的性別平等概念及性騷擾問題解決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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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來研究方向：建議教育當局、學校行政團隊及相關輔導機構多增進青少年性

別平等與性問題相關資訊及輔導，以協助其獲得健康性心理及性別問題處理的

良好適應。 

 

關鍵字: 性騷擾防治團體輔導、班級輔導效果、國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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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諮商心理學會簡介 
 

本會之前身為 2003 年所成立之「中國輔導學會諮商心理學組」，

經過六年的運作後，基於推動國內諮商心理學術發展、專業需求，因應

諮商心理師教考訓用業務之擴展，銜著創新臺灣諮商心理專業之使命，

在一群諮商心理學者與諮商心理師的倡議下，「臺灣諮商心理學會」於

2008 年 12 月 13 日正式成立，為國內諮商心理專業之航向把舵，作為

共商臺灣諮商心理學專業發展大計之重要交流平台。 

本會成立之宗旨在於促進臺灣諮商心理學學術與專業發展，並以

增進國人心理健康為目標。為能全面性地推動工作任務，擴大會員的參

與，除了理監事會外，特別設置倫理法規、養成教育、專業實習、考試

認證、繼續教育、學術發展、學報編輯，以及研究生等八個委員會。本

會之發展任務包括： 

1. 建構諮商心理學學術研究與實務工作之交流與合作平台。 

2. 推動諮商心理學研究與出版。 

3. 發展、規劃並落實諮商心理專業人員教育、考核、訓練、及任用

之課程、方案、制度與評鑑。 

4. 參與並推動心理健康與諮商心理專業發展相關法規立法與修正工作。 

5. 推廣諮商心理專業並拓展專業服務領域，以增進社會對諮商心理

專業的認識、提升國人心理健康品質。 

6. 增進諮商心理專業認同，舉辦提升心理諮商、心理治療專業服務

相關活動。 

7. 制定諮商心理專業倫理守則，推展專業倫理並執行相關之申訴與

仲裁工作。 

8. 加強與國內外相關專業組織之聯繫、交流與合作。 

9. 達成有助於本會宗旨之其他事宜。  

為能促進諮商心理專業的建立、定位與發展；建構專業工作者相互

對話、凝聚共識的平台；並積極推動有益於促進全民心理健康的活動。

衷心歡迎認同本會宗旨之諮商心理相關系所師生、諮商心理師以及團

體組織一起加入這個學術園地，共同為國內諮商心理學的發展貢獻一

份心力，創造臺灣諮商心理學發展的新里程。 

 

 



2022 年臺灣諮商心理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生態、療癒、賦能的本土回觀與系統開展 

 

- 163 - 

 

 

聯絡我們 

 
 

臺灣諮商心理學會秘書處 

地址 :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北路一段2號6樓之5 

TEL : 02-2375-1213 E-Mail : twcpa.mail@gmail.com 
  

mailto:twcpa.mai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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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諮商心理學會入會辦法 

Taiwan Counseling Psychology Association 

會員資格 

本會共有五種會員，凡具下列資格，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繳納入會

費與常年會費後入會後，即為本會會員。 

一、個人會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歲，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 

1. 領有衛生署發給之諮商心理師證書者。 

2. 教育部承認之國內外大學校院畢業，主修諮商心理學，得有碩士以上學

位者。 

3. 於國內外大學校院諮商相關系所擔任專任教職者 

二、團體會員：贊同本會宗旨之諮商心理師培育機構、執業機構與相關組織，得

申請成為本會團體會員。 

三、榮譽會員：贊同本會宗旨，對諮商心理專業有重大貢獻之個人或團體，得為

本會榮譽會員。榮譽會員應由理事二人以上推薦，並經理事會通過後邀請入

會。 

四、贊助會員：贊助本會執行任務之個人、團體或機構，得為本會之贊助會員。 

五、學生會員：教育部承認之國內外大學校院諮商相關研究所在學學生得申請

之。 

會費 

一、入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 1,000 元，團體會員新台幣 2,000 元，學生會員

500 元，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二、常年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 2,000 元，團體會員新台幣 3,000 元，贊助會員

新台幣 2,000 元，學生會員新台幣 1,000 元，於指定期限內繳納。會費之繳

納以本會會計年度為計算單位。 

加入會員的好處 

一、個人會員和團體會員向本會申請諮商心理師繼續教育積分審查得享優惠。個

人類教育積分審查申請，無需任何費用。 

二、會員享有理監事選舉權(個人會員與團體會員)和被選舉權(個人會員)。 

三、會員參加本會主辦的繼續教育課程，享受優惠價格。 

四、每兩個月會收到本會的電子報，即時掌握本會和台灣諮商心理學的動態。 

五、會員享受相關的優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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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會申請流程 

一、填寫入會申請書(煩請清楚填寫各欄位)，檢附會員資格證明(上傳系統即可)。 

二、請先繳納入會費及當年度常年會費。 

三、繳費方式：（二擇一） 

1. 劃撥繳交入會費與常年會費，並於通訊欄註明：繳款用途（入會費/常年

會費）、會員姓名、會員類別。一週內即會入款。 

2. 轉帳至700-0001085-0456021，並來信twcpa.mail@gmail.com，告知繳費

用途、日期、轉帳帳號末五碼/戶名、金額。 

四、待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會員資格通過後，成為正式會員。 

入會申請表格：http://www.twcpa.org.tw/join_1.php 

 

 

 

 

臺灣諮商心理學會 劃撥單 

http://www.twcpa.org.tw/join_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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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諮商心理學會第七屆理監事名冊 

任期：民國 109 年 11 月 28 日至 111 年 11 月 27 日 

職別 姓名 現職 

理事長 徐西森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教授 

副理事長 張貴傑 淡江大學教育學院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常務理事 

林烝增 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連廷嘉 國立臺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教授 

黃素雲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副教授 

理事 

李玉嬋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教授 

林子翔 高雄市立鳳翔國中專任輔導教師 

林明傑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林麗純 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諮商心理師 

翁士恆 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副教授 

郭晏汝 財團法人藍迪基金會附設澄語社區諮商中心主任 

陳志賢 國立臺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陳思帆 長榮大學健康心理學系助理教授兼諮商中心主任 

喬  虹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助理教授 

顏欣怡 耕心療癒診所諮商心理師 

常務監事 王文秀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退休教授 

監事 

劉語婕 詠安心理諮商所所長 

施香如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教授 

胡延薇 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講師 

謝喆瑋 國立成功大學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組專任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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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諮商心理學會第七屆各委員會委員名冊 

任期：民國 109 年 11 月 28 日至 111 年 11 月 27 日 

委員會名稱 主任委員 委員 

倫理法規委員會 修慧蘭 
陳秉華、林繼偉、王翊涵、蔡宜樺、林子翔、黃鈺媖、

鄭猷耀 

養成教育委員會 黃素雲 卓紋君、林妙容、張高賓、孫頌賢、葉寶玲 

專業實習委員會 林烝增 羅明華、劉志如、曾正奇、王昱純、羅惠群、許玫倩 

考試認證委員會 陳思帆 
鄭曉楓、陳莉榛、胡延薇、郭瓈灔、張高賓、吳麗雲、

連廷嘉 

學術發展委員會 陳志賢 
謝曜任、許育光、林俊德、翁士恆、林書如、林子翔、

吳麗雲 

繼續教育委員會 張曉佩 林子翔、盧鴻文、李淑敬、方嘉琦、朱惠瓊、謝政廷 

研究生委員會 顏欣怡 
宋承義、蔡卿雄、吳俊毅、鍾艾澐、洪欣慈、俞品毅、

黃鈺珊、謝志中、張嘉珉 

學報編輯委員會 連廷嘉 

林俊德、王翊涵、王櫻芬、吳毓瑩、李玉嬋、邱獻輝、

施香如、張高賓、張芳全、許育光、謝曜任、顏姿吟、

魏麗敏、Chu, Mei-Chuan、Wang, DC Chiachih 

公共政策與事務

委 員 會 
林明傑 

藍挹丰、謝曜任、林上能、李汶軒、黃慧森、侯南隆、

吳麗雲 

國際事務暨多元

文 化 委 員 會 
陳婉真 陳柏霖、李宜蓉、傅如馨、顏欣怡、于正君、王瑞琳 

督導專業委員會 林麗純 林欣怡、洪莉竹、喬虹、熊秉荃 

醫療諮商委員會 王郁茗 
唐子俊、陳偉任、葉力溱、洪雅鳳、林旖妮、吳典衡、

李俊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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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諮商心理學會秘書處及年會籌備 

工作人員名冊 

 

職稱 姓名 現職 

秘書長 黃國彰 佛光大學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副秘書長 劉胤含 
欣泉、晴天、向陽、開馨身心診所 

諮商心理師 

副秘書長 刑志彬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助理教授 

專任秘書 康琦 本會專任秘書 

兼任秘書 莊蕙慈 本會兼任秘書 

兼任秘書 吳昊天 本會兼任秘書 

會計 蕭寶珍 永晟會計事務所記帳暨報稅代理業務人 

2022 年會籌備工作人員 

學術組召集人 陳志賢 本會理事兼學術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 

 刑志彬 本會副秘書長 

 曾淑如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博士生 

 吳典衡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林書如 屏東大學社區諮商中心專任諮商心理師 

 顏欣怡 本會理事兼研究生委員會主任委員 

行政組召集人 黃國彰 本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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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胤含 本會副秘書長 

 康琦 本會專任秘書 

 莊蕙慈 本會兼任秘書 

服務組召集人 謝曜任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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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諮商心理學報徵稿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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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後續活動宣傳 

◆ 課程【司法心理評估與治療年度課程（線上課程）】，現正報名中！ 

本課程為司法心理與司法社會工作課程群，內容囊括最棒的實務與學術課程。不

論您未來參加成癮者、家暴者、性侵者之治療與監督，都能讓您更了解司法與心理學

如何協作。 

該系列講座由本會「公共政策與事務委員會」林明傑主委統籌策劃，共 11 堂課

將於今年 3 月底開始，每月最後一個星期五 19:30-21:30 舉辦。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vZCqjPFma4nb71bt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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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 01/07-08與中華團體心理治療學會合辦之【客體關係團體工作坊】，

現正報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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