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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玲玲 理事長 

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理事長 

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講師 

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哲學博士生 

牧心協談中心督導 

 

親愛的會員們: 

時光荏苒，轉眼間三年的任期已將屆滿。 衷心的感謝當初各位理事們的抬愛，承讓

機會讓玲玲為各位會員及學會服務。在此除了感謝全體理監事們，在任期內所給予的

大力支持與協助之外，更要感謝會員們對學會的認同，使學會得以在創會理事長戴俊

男博士及榮譽理事長林蕙瑛博士所奠下的根基上，繼往開來穩定持續的運作及成長。 

回顧過去的三年，我們邀請了多位在婚姻與家庭輔導及治療上，學有專精的國內外

學者、專家們，舉辦了多場的講座與讀書會，使會員有機會在專業上更精進，於此同

時學會也積極地投入對社會婚姻與家庭的關注，參與新北市婚前教育的推動，透過這

些活動，除了發揮對社會的影響功能之外，也讓社會大眾更多認識我們。 

由於諸位積極的參與學會所推出的各項課程與活動，加上我們秘書團隊和核心同工

全力的投入之下，讓玲玲得以在任期的尾聲畫下圓滿的句點。學會將於12月26日舉行

本屆最後一次的會員大會，屆時將選出第五屆新的理監事，並組織新的團隊繼續為大

家服務。希望諸位會員能踴躍參與投下您神聖的一票。 

我們12月26日會員大會見!祝福大家身體健壯心靈安康,並祝聖誕快樂 新春如意!                                                                          

陳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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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文賢、趙慈慧  2014-07-29 天下雜誌出版 

(原文出處: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60085)  

真正的親密，意味著在關係中可以做自己而不必虛假，並且容許別人也是如此。做自己，是

指對自己切身的事物可以充份表達意見，在情感關係中有清楚的立場、界限和限度。容許別人，

是指當對方跟自己意見想法或感覺不同時，不去說服、糾正或改變對方，仍能維持彼此和諧的

關係。 

親密關係是什麼？是兩個人想在一起，就叫親密關係；還是彼此有承諾，互許另外一半，才

算進入親密關係；或是兩個人不僅在一起，彼此還有很深的親密感、了解和接納，才叫作好的

親密關係，或是其他種種。 

親密關係很難定義，因為人是複雜的、多元的、流動的、有各種需求慾望的，可能在不同階

段以不同的面貌出現，很難有一個單一的解釋能涵蓋所有的情感關係。不過大多數人應該都期

待找到一個讓自己真心喜愛的伴侶，一個能持續幸福快樂的親密關係，一個能活到最後是自己

所滿意的人生，當然這會因人而異，因不同的期待有些許變化，但普遍而言，該是大多數人渴

望的，只是在現代社會中什麼樣的親密關係才比較合乎理想？有可能達到上述目的。 

家庭治療大師莫瑞‧包溫（Murray Bowen）說：一個親密的關係，是其中的任何一方都不需

要犧牲、違背自己或不敢發言；任一方都能以平等的態度來表現自己的強弱或優劣。 

真正的親密，意味著在關係中可以做自己而不必虛假，並且容許別人也是如此。 

做自己，是指對自己切身的事物可以充份表達意見，在情感關係中有清楚的立場、界限和限

度。容許別人，是指當對方跟自己意見想法或感覺不同時，不去說服、糾正或改變對方，仍能

維持彼此和諧的關係。 

-雙方在一個安全、舒服的狀態下，都能表達出真實的自己，尊重彼此，而且持續下去。 

一起研究親密關係超過四十年的黃喚詳和麥基卓（Bennet Wong & Jock Mckeen）則是提到： 

親密最初的意義是「親近」和「了解」，親密是一種存在的狀態，把自我最深處的部份向他人

也向自己展現，沒有任何偽裝或防衛。所以，親密是透過自我揭露而呈現的脆弱和了解狀態，

不是經由一般人際關係中的角色和義務而達到的狀態。 

這裏所指的親密，是指一種能誠實面對自己和伴侶的狀態，當一個人有能力面對自己、探索自

己，不閃躲逃避自己的陰暗面時，也就能對所愛的人無所隱藏的展露自己。 

這會挑戰人心底深處最深的恐懼和信心──要在伴侶面前呈現自己脆弱敏感的一面，可能是

內心最深層的渴望，也可能是過去的傷痛苦楚，或是跟人長期相處的模式，一種已經習慣的面

具或身分。不過只有在彼此都能坦誠揭露，而且彼此接納時，才可能達到最親密的關係。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6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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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非易事。兩個人的親密關係像跳雙人舞，從不知如何擺放手腳，會一不小心就踩到

或撞到對方，到稍稍能讓手腳聽使喚，展現出有模有樣的舞姿，以致於最後能有默契、和諧優

雅地跳出每一支舞曲，需要很長時間的練習磨合。兩人的親密關係，也像一個人的成長，一生

要持續經歷和演變的過程，任何關係也都會經過一連串不同階段的發展。 

  

心理學家蘇珊．坎培爾（Susan Campbell）在《伴侶的旅程（A Couple’s Journey）》一書中，首

先提出關係發展會經歷五個階段，分別是浪漫期、權力爭奪期、穩定期、承諾期和共同創造期，

是一個垂直發展的階段。 

黃喚詳和麥基卓則是在《關係花園（The Relationship Garden）》書裏進一步將發展階段修改為

循環週期，而不只是線性發展，同時把容易使人誤解為進入停滯狀態的「穩定期」改為「整合

期」，成為現在普遍採用，用來解釋關係發展的五個階段──浪漫期、權力爭奪期、整合期、承

諾期和共同創造期。 

它不只適用於夫妻和情人，其他如親子、手足、朋友、同事或商業合作關係，都可能會經歷

這些階段。 

  

浪漫期，或稱為羅曼蒂克期，是親密關係中最刺激浪漫、讓人興奮心醉神迷的時刻，因為任何

關係最初階段都出於想像。此時雙方都不了解彼此，只是看到或感覺到對方所呈現出來的形象，

有許多自己的期待、幻想或錯覺，把自己對完美伴侶的形象投射到對方身上，也是對彼此的物

化。 

這時候，關係是一種夢想，一個故事，包含許多希望和期望，也因為如此，在浪漫期充滿了

能量、熱誠和活力，準備將兩個人帶到下一個階段。 

  

當浪漫消退，彼此愈來愈熟悉對方，逐漸看清楚對方的本性和行為時，浪漫期就結束了，正式

進入所謂的權力爭奪期。 

 

當伴侶的個人習慣或行為不斷出現在眼前，困擾自己，衝撞現實時，會開始想去控制對方，

以符合自己心目中想要的伴侶形象，而不是接受他原本真實的樣貌，於是雙方都不滿意，都想

改變對方，以滿足內在隱藏的安全需求。此時會採取各種手段來達到目的，可能是溫和的勸告

或催促，或是強烈一點的責備或抱怨，甚至是命令強迫或更激烈的手段，在來來回回的衝突中，

相互較勁，爭奪兩人關係中的支配和控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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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夫妻的爭執和問題都是發生在權力爭奪期，大約有五到七年之久，但有些夫妻可能更久，

甚至終其一生都停留在這個階段，或是在來不及走到下一個階段時，就分叉到其他小路。其他

的偏離狀態可能是冷漠（有些伴侶已經放棄爭執，不再有強烈的爭奪較勁，僅維持表面的和諧），

超越（有人把興趣轉移到精神生活，不再投入人際互動，包括兩人的親密關係），或是分離（有

人已放棄自己或對方，走出兩人權力爭奪，選擇結束關係）。 

  

只有在伴侶能看見彼此的差異，且願意彼此尊重和接納時，才有可能再進入下一個階段──整

合期。 

整合期的夫妻，不再爭辯誰對誰錯，也不再企圖責備、控制或改變對方，也不會自責、內疚

或懊悔，而是以好奇和真誠的態度來了解彼此，願意傾聽和學習，不再防衛和抗拒，互相分享

和對話，此時真正親密的花朵才有可能在兩個人的花園中慢慢綻放。 

  

當雙方能達到某種程度的整合，才會再晉升到下一個承諾期。 

能進入承諾期的伴侶，他們樂於溝通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彼此深入了解對方，同時能投入各

自和共同的生活，也因為能完全了解自己和對方，所以可準備做出全然的承諾，承諾彼此有自

由的選擇，也願意共享一個承諾，一起計劃雙方的期待和決定，並且付諸行動。 

此時就不再是一方要求另外一方，而是彼此都願意的共同協定，對彼此有真實的期待，有別

於浪漫期是自己幻想中的期待。 

關係週期的最後階段是共同創造期，此時不但能清楚自己的特質、夢想和極限，還能繼續深

入了解對方，彼此支持完成人生的理想。 

雙方在這個階段有充份的自由，生命也有無限的可能，兩個人能夠一起努力，和諧一致，就

像是跳雙人舞一樣，已經能自在的展現優雅的舞姿，不管是自己的動作或是兩人互動都流暢自

然，加起來的力量能共同實現夢想和願望。從這過程中，雙方會因為繼續了解探索對方，就像

認識新朋友一樣，重新進入第一個階段充滿興奮的浪漫期。 

  

每一段情感關係的發展，大致都脫離不了這五個階段，所不同的在於雙方決定以什麼態度和方

式來經歷這樣的變化起伏，當然也就決定了在不同階段的停留時間。如果彼此願意多些耐心和

善意，不斷的交流和分享，就有可能更深入的接納而親近，攜手走過每個階段，變成一個循環

歷程，不斷的深入進展。 

 

專書網址: http://www.cwbook.com.tw/product/ProductAction.shtml?prodId=0000013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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曁

親愛的會員: 

感謝您一直以來對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的支持，本學會將於 2015 年 12 月 26 日(星期六)

召開一年一度的會員大會，本會期將進行下一屆理監事改選，期盼您務必撥冗參加，會後並請

留步一起共享午膳。邀請諸位會員們藉此機會彼此相聚交流之外，依循往例將於會後舉辦一場

免費的專業講座以餉我們的會員，並希望您在個人享受會員權益之外，也能夠邀請有興趣的朋

友們一起來參加。 機會難得，請勿錯過！ 預先敬祝您～聖誕快樂  新年如意 

Ａ.【會員大會時間與地點】： 

     【會員大會】：104 年 12 月 26 日(六) 上午 11:00~12:00 (上午 10:30 開始報到) 

    【大會地點】：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 42 號 5F 

【午膳時間】： 104 年 12 月 26 日(六) 中午 12:00~13:10  (學會提供) 

 

B.【超值講座：與華人家庭工作：初探華人文化中的家庭動力】  

    【主 講 人】：趙文滔老師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 副教授) 

【講座時間】： 104 年 12 月 26 日(六) 下午 13:30~16:30 (13: 15 開始報到) 

    【講座地點】：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 42 號 3 樓  

【講座費用】：會員免費／非會員$600／會員之友 $300 

【人數限制】:  50 人，以 email 回覆順序安排，額滿將不受理報名。 

 

C.【出席回條】：為方便統計，請於 12 月 19 日(五)前 回覆會員大會出席回條，及講座報名 。

若無法出席，麻煩請請填寫委託書 委託代理 

 

D.【105 年度會員年費繳費通知】： 

    感謝每位會員這一年來對學會的愛護與支持，您們的支持是我們的動力，本學會會員年費繳交期限

為每年1 月1 日；謹通知繳交105 年度 (105/1/1~105/12/31)會員年費。 

    會員年費： 口正會員1,000 元    口準會員500 元  口團體會員 2,000 元 

    學會帳號：華南銀行大安分行(銀行代號 008)、帳號：125-10-0055248、戶名：台灣婚姻與

家庭輔導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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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文化中有許多獨特的價值信念與行為規範，深深影響家人間的互

動與關係維繫。在台灣工作的家庭治療師，如何將文化納入治療考慮，

如何培養文化敏感度，如何避免刻板化效應，本講座試圖從「華人家庭

文化動力」視框，提出概念及實踐上的一些心得，邀請您針對這個議題

進行反思與討論。 

日期：104年 12月 26日(六)下午 1:30-4:30 

地點：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 42號 3F 

講題：與華人家庭工作-初探華人文化中的家庭動力 

講師：趙文滔 老師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 副教授) 

限 50 人，機會有限，請儘早報名!  

【12/26「與華人家庭工作：初探華人文化中的家庭動力】講座報名回函 

會員姓名：_____________電話：_____________Email：__________________ 

服務單位：＿＿＿＿＿＿＿＿  職稱:________________ 

費用/付款方式: 口 會員免費 口 非會員$600 口 會員之友 $300 會員:_________   

學會帳號：華南銀行，大安分行(銀行代號 008)，帳號：125-10-0055248 

戶名：台灣婚姻與家輔導學會。 

 

 

** 敬請於報名截止日12月19日前直接email報名回函至：twamfc@gmail.com或

FAX:02-2331-3030或若有不詳之處請撥打秘書處：02-2311-6161，謝謝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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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偏重實際演練的工作坊，透過講師的示範，學員們會觀察並實際練習如何陪伴探索者（個案）

去找到自己身心的安全界線，以及如何針對內心衝突的兩個極端進行對話與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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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wen 家庭系統理論是一個思考個人與團體情緒歷程的不同方式，引導我們用更寬廣的視野去

觀看家庭裡不同問題，幫我們打破舊有個人因果關係之想法，以從既定思維中解脫，並自我發

現及超越舊有想法之外的可能性，最終使我們得以享有更優質的生命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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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wen 家庭系統理論之八大概念：一種思考個人與團體的新方式(POD》 

售價: $250 

作者 : Dr. Roberta Gilbert 

譯者: 江文賢等 

 

《Bowen 家庭系統理論之八大概念》是

一本淺顯易懂的理論導讀書籍，這是 Gilbert

博士繼 1984 年出版《Extraordinary 

Relationships》後一本相當詳細解讀 Bowen

理論的書籍......這本書除了可以一窺 Bowen

家庭系統理論的原貌外，也讓讀者可以學習

如何運用 Bowen 理論來進行本身自我分化

以及諮商實務的工作。 

 

 

《Bowen 家庭系統理論系統 : 

「人生與領導的基石概念」》 

售價: $320 

作者 ： Dr. Roberta Gilbert 

譯者: 江文賢、林芝華、許恩婷、林廉峻本

書源自對 Bowen 家庭系統理論的理解，並較

多地談論到關於領導及落實領導。事實上，它

曾被稱為是一種關於領導的理論。如同本系列

中的《Bowen 家庭系統理論之八大概念》，這

本書專注於呈現 Bowen 理論如何在生活和領

導力中發揮作用，在八大概念中，對領導者如

何去理解及用以生活，自我分化應該是最重要的。 

2 本 Bowen 書籍

合買特價$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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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越自在，我們越親密： 

尋找幸福關係的 28 個魔法能力》  

售價: $ 240 

作者：趙慈慧 & 江文賢 

 

愛上一個人靠際遇，持續愛一個人靠努力 

   真正的親密，是在相處中能夠做自己而不必虛假，

並容許別人也能如此， 

 容許對方與你意見不同時，不去說服、糾正或改方。 

 當一個人有能力面對自己、探索自己，不逃避自    的

黑暗面時，也就能對所愛的人無所隱藏的做自己。  只

有放下「想要改變對方符合自己期待」   的企圖，彼

此尊重和接納時，才是真正的親密。 

 

 

 

《從聽故事開始療癒：創傷後的身心整合之旅》 

售價: $ 300 

作者： 胡嘉琪 

復原力，其實就藏在傷痕裡。 

本書融合東西方心理治療，搭配溫暖療癒的故事與

插圖，讓讀者從聽故事開始接近內心的創傷，試著踏

出療癒的第一步；更以身體心理學、情緒經驗取向、

新一代的認知行為取向及系統觀為立論基礎，帶領讀

者一步步探討創傷成因，檢視原本逃避的內在經驗，

清醒地看待各個分裂的自我，逐步整合自己。本書將

協助你療癒傷痛，回歸身心平衡的容納之窗，從情緒

和傷痛中解套，活出充滿愛與幸福的豐足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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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伴不牽絆：幸福一生的 30 個關鍵策略》 

售價: $230 

作者： 林蕙瑛 

婚姻中的種種問題自古以來就存在，如婆媳、外

遇、生育、財務和性不和諧等，但在今日社會中，

同一個問題還呈現多樣性與差異性。本書針對兩性

在婚姻關係中最常見的問題進行實例探討，希望讀

者能自別人的經歷中看到自己相似的問題，學習及

練習溝通技巧，使伴侶/夫妻可以從中培養化解衝

突的能力及智慧。 

 

 

  

《不要讓床冷掉：如何成為一位性教練》  

售價: $360 

作者： Patti Britton PH.D 

譯者：林蕙瑛 

    性教練（sex coaching）是近年歐美日

漸風行的新興諮商療法，以性學與心理學為基礎，

運用各種充滿創意且有效的專業方法，幫助案主解

決性方面的困擾。本書是全球第一本完整介紹「性

教練」的專書。作者以豐富的實務經驗，說明性教

練的工作範疇、工作守則、如何自我訓練以成為一

名合格的性教練。此外並詳述如何對案主進行評估？教練課程如何進行？男性、女性、伴侶間

與同志族群，各有哪些常見的性擔心？面對另類的性、懷孕與其他特殊情形時，又該如何幫助

案主？書中穿插許多案例故事，以及豐富實用的附錄，讓讀者易於了解、實際操作，幫助你成

為性福達人。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Patti+Britton+PH.D.&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6%9E%97%E8%95%99%E7%91%9B&f=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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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男好女：幸福婚姻 GPS》 

售價: $200 

作者: 林蕙瑛 

本書將最常出現於婚姻中的危機，以說故事的方式

點出問題癥結，並提供婚姻諮商專家的看法；天下的

好男好女，請跟著林蕙瑛老師的引導路徑，隨著幸福

婚姻，為你與另一半找到屬於你的最佳人生定位！全

書探討目前社會中兩性相處間所遇到形形色色的問

題，無論是兩性婚前交往、分手、劈腿、婚前性行為，

及時下流行的網路交友，或是婚後夫妻相處、性生

活、工作與婚姻、外遇、離婚，延伸至婆媳、姑嫂相

處等議題。提供學習兩性交往的借鏡，重新檢視與伴

侶相處的本質，學習建立理想的親密關係，讓親密關係得以更臻美好或獲得改善，絕對值得一

讀。   

《激情向左，愛情向右：幸福婚姻 99 招》 

售價: $240 

作者： 林蕙瑛 

 

搶救婚姻大作戰   

多數人在走入婚姻後感嘆：婚前的激情，為什麼這麼

快就走到盡頭？徘徊在婚姻的十字路口，該繼續向前？

或勇敢地掉頭就走？其實，你的婚姻生活可以過得更

好，本書以近百個真實個案，闡述婚姻關係裡的問題及

對策，幫助你擺脫婚姻泥淖，走向幸福的未來。本書從

夫妻相處、家人相處、出軌、性生活、再婚、財務等面

向，探討婚姻關係中的問題。透過作者精闢的解析，您可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對自身問題有

洞察，對自己有深入瞭解，並憑著所學到的策略，發揮潛能，以自我智慧帶來的創意做法，去

處理感情的困擾，調適自己的心情，進而促進兩性關係的和諧。 



婚家電子報 2015 年 12 月 出刊 

 

《教出有勇氣與行動力孩子:親子雙贏的教養功夫》 

售價$ 250，買 5 本以上打 9 折$225 

作者： 曾端真 

為人父母是一個持續學習的歷程，沒有人可以

聲稱已經練就一身無往不利的教養功夫。當父母

對孩子的行為有比較合宜的觀點，對自己的管教

方式有比較多的覺察，在父母效能上便會有很大

的改善。 

作者累積多年的教學、研究、輔導經驗，加上

早年與母親、近年與小孫女相處的智慧現身說

法，以最平實、最有效的方式將心理學及諮商理

論融入生活實作。書中不僅談及如何培養孩子的

信任感、自主、勇氣、合作、情緒表達，如何經

營家庭及三代相處之道，如何釐清溺愛與愛的分

界，也提到父母該有的自我覺察與自我成長。 

 

 

 

 

1) 直接購買: 請於星期一至星期三下午1:30~5:30 親臨本學會購買。 

2) 郵寄(自付郵資): 請Email至：twamfc@gmail.com 婚家秘書處，註明姓名、書

名、本數，我們將統計總費用(含郵資)email回覆您，請您再匯款指定金額至學

會帳號如下，謝謝！ 

 

☆匯款帳號： 

Ａ．華南銀行：銀行電匯或ATM轉帳，華南銀行大安分行 

  帳  號：125-10-0055248 

  戶  名：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 

Ｂ．郵  局：郵政劃撥／帳號：19787725 

 戶  名：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 

 

mailto:twamf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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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芳名錄】01/10 林蕙瑛 $3000, 06/13 江文賢 $800, 10/31 曾端真 $1600              

10/31 林蕙瑛 $1600, 10/31 江文賢 $4800, 10/31 香港國際社家庭學院學員 

$6500, 11/2 蘇秀慧 $800, 11/2 林蕙瑛 $1145, 11/25 林蕙瑛 $230 

【捐款方式】 

感謝一直以來默默支持我們學會於促進婚姻與家庭輔導的理論研究與實務推廣，及增進台灣婚

姻與家庭健全發展的朋友，有您們的支持是我們學會前進的動力來源。同時歡迎有志一同的您的

加入與熱情奉獻，有您真好! 

＊華南銀行： 

銀行電匯或ATM轉帳，華南銀行大安分行 

帳號：125-10-0055248 

戶名：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 

(請您匯款後，Email或電話通知我們，若需要捐款收據也請一併告知，謝謝！) 

【終身會員】 

為能促進婚姻與家庭輔導的理論研究與實務推廣，及增進台灣婚姻與家庭健全發展，本學會特

別增設「終身會員」資格，以期能廣邀全台各地有志一同的朋友加入我們的大家庭，發揮團結力

量大的精神，同時使學會朝著永續發展的方向發揮更大的力量，為台灣的婚姻與家庭做出貢獻，

我們竭誠歡迎您的加入。加入辦法如下： 

終身會員採以下兩種： 

A.一次繳交兩萬元；享終身免繳交常年會費之有效會籍資格 

B.一次繳交一萬元；享15年免繳交常年會費之有效會籍資格 

＊華南銀行： 

銀行電匯或ATM轉帳，華南銀行大安分行 

帳號：125-10-0055248 

戶名：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 

(請您匯款後，Email 或電話通知我們，若需要捐款收據也請一併告知，謝謝 

【秘書處聯繫方式】 

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秘書處 

Email：twamfc@gmail.com 

網站:  http://www.tamfc.org.tw/ 

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twamfc1 

電話：02-2311-6161, FAX:  02-2331-3030 

會址:100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42號3樓統編:98777167 

http://www.tamfc.org.tw/
https://www.facebook.com/twamfc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