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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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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光荏苒,承接理事長一職至今已邁入第三個年頭,一路走來由衷的感謝諸位

先輩師長的鼎力相助，以及理監事們不吝指教之外,更感謝各位會員對學會的熱誠

參與和支持。 

  

學會一向以來最重要的目標，就是不斷加強對會員們提供實質的服務；透過舉

辦專業的課程與講座, 出版相關的書籍及每季發出的電子報內容等，讓會員在婚姻

與家庭輔導方面的理念與實務，有更廣泛知識和技巧的學習。此外，本學會結集了

眾多婚姻與家庭治療方面的專家及學者的力量，使學會在專業領域上逐漸被社會大

眾所看見和認可，譬如去年法務部曾邀請學會，參與同性伴侶法制化交流座談會提

供相關意見，今年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亦主動邀請學會，參與市民婚前教育課程的

規劃和教學等，讓學會有機會為我們國家社會提供有建設性的服務，使學會成為安

定社會的一股力量，為促進市民的美滿婚姻與幸福家庭盡上一份心力，這也是我們

學會很重要的核心價值。 

 

最後，呼籲大家一起繼續努力，讓“愛“成為我們的動力，善用學會的資源，

使個人在工作崗位上更能得心應手，也使學會的名聲與實質能蒸蒸日上。            

敬祝大家 

     身心靈健壯, 凡事順利  

                                                                                        

                           陳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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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告與未來展望 

黃玉珍  秘書長 

台灣婚姻家庭輔導學會  秘書長 

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  講師 

牧心協談中心  督導 

婚姻與家庭協談師 

心理諮詢師 

兒童福利工作人員 

主任觀護人（退休） 

暮春四月，正值乍暖還寒、嚴冬遠逿之際，萬物也在聲聲驚蟄與晴雨交錯之中，漸漸地甦醒。

大地從枝枒間冒出的新綠，再一次向世人展現了生命自然更新的力量。而經歷過嚴冬熬煉的伙伴

們，是否也正破繭而出，準備迎向春陽，遨翔天際呢？ 

陳香梅女士在「一千個春天」書中，描述她成長的點點滴滴，說道：「人生如何，端看我們從

什麼角度來看它。」我們又是如何看待人生的每一個春天？  

學會今年二月十五日在創會理事長戴俊男博士的率領之下，結合張老師基金會、台北市諮商

心理師公會、台北市臨床心理師公會、華人伴侶與家族治療學會、家庭教育中心等機構，舉辦了

【愛與自由――薩提爾模式家族治療師生對話】講座活動，不但讓會員得到一次跨領域學習的機

會，也開啟了學會與其他助人專業機構橫向互動的序幕。未來一季，我們除了繼續推動由江文賢

博士帶領，每月各舉辦一次的【Bowen 理論】初階、進階讀書會，以及由曾端真博士帶領的【阿

德勒學派】團體工作坊之外，也規劃出一系列的研習課程，包括： 

一、依照既定計畫，繼續辦理【Bowen 理論】初階，以及進階讀書會。 

二、繼續辦理【阿德勒學派】團體工作坊。 

三、分別於 5 月 4 日、5 月 11 日與江文賢博士和胡嘉琪博士，合作辦理二場【創傷治療與家庭系

統的實務對話】工作坊。 

四、5 月 13 日特別邀請遠從海外歸國，專長於依附理論、創傷治療的胡嘉琪博士，開辦辯證行為

治療【了了分明與智慧心的靈性觀點】工作坊。 

五、5 月 22 日將由本會榮譽理事長林蕙瑛博士與大家分享【跳脫共同依賴關係照顧自己】的議題。 

六、自今年六月起，將與「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合作辦理一系列的未婚男女婚前教育「幸

福棒棒堂～知性之旅」課程。 

七、計畫於六月辦理一場【BOWEN 理論與實務座談會】。 

期望透過上述一系列課程，為大家帶來精神的飽足與專業能力的提昇。相信「台灣婚姻家庭輔

導學會」的伙伴們，在此百花齊放的季節裡，透過不斷的學習、成長，能夠獲得身、心、靈的全面

更新，重新得力，成為一個新造的人，讓生命的每一個春天，綻放出繽紛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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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專文 1 家庭治療的創始者─伊凡‧波士佐孟宜-納吉博士簡介 
 

 

林蕙瑛博士 

東吳大學心理系兼任副教授 

台灣婚姻與家家庭輔導學會名譽理事長 

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兼任副教授 

杏陵性諮商性治療中心顧問 

自由時報家庭診療室專欄作家 

張老師月刊專欄作家 

婚姻協談師/性諮商師/性教育師 

 

  雖然阿德勒 (Adler) 於 1920 年代在維也納開始進行輔導家族的工作，但是美國的家族治療

則是到了 1940 年代才開始萌芽。1950 年代時，系統家族治療法初展頭角，當包文 (Bowen) 正

在發展期多世代家族治療的同時，薩提爾 (Satir) 也正發展出聯合家族治療法，而她的學生、

納吉(Ivan Boszomenyi-Nagy)更是青出於藍，蠐身於致力超越個體心理學來了解並試著治療精神

疾患(尤其是精神分裂症) 的治療行列之中包括莫瑞包文以及李門维恩(Lyman C.Wynne )在內。 

 

  納吉博士 (Dr. Nagy) 早就注意到家庭互動的毀滅性模式會延伸數代之久，為了要提醒及說

明此現象，除了父母及兄弟姊妹之外，他還將病人的祖父母及孩子們帶進晤談時段。他發現，

致力於平衡家庭成員之間的忠誠性及倫理義務，即使尚無法治療他的病，至少可以減輕其症狀。 

 

  將理念付諸治療的實務，成為納吉博士六本書及八十幾篇文章的基礎，其中許多還被翻譯

成數國文字，風行於歐洲及其他地區。他最具深遠影響力的一本書為《隱形的忠誠》(Invisible  

Loyalties)，是 1973 年由 Harper&Row 出版公司出版的(共同作者為 Geraldine M. Spark)，啟發了

當代的所有治療師更廣泛地思考有關精神疾病是家庭體系的一部分，端賴個人內在的忠誠性及

承諾而定。 

 

  很遺憾地，這位促進建立精神疾病的有力治療，將病人的家族帶入治療以為盟伴的精神科

醫師，已於 2007 年 1 月 28 日逝世於賓州格蘭賽德市(Glenside，Pa.)，享年 86 歲。 

 

  納吉博士於 1920 年出生於匈牙利的布達佩斯，父母皆為傑出法官，他和弟弟自小就經常與

堂表兄弟姊妹、叔嬸及祖父母等有密切的互動，生長於溫暖有支持的大家庭中。正因如此，他

日後才會想到以家庭來做為治療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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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於 1948 年獲得彼得帕茲曼尼大學(Peter Pazmany University)的精神醫學學位，而後至布

達佩斯大學任職助理教授。由於不肯為共產黨的忠貞分子工作，他離開了匈牙利戰後的混亂而

至奧地利的薩茲堡定居，曾為聯合國國際難民組織工作了一段時間。1950 年時搬到芝加哥，完

成了他在醫院的訓練。 

 

  1957 年，波士佐孟宜-納吉博士接下了在費城的東賓州精神療養院(the Eastern Pennsylvania 

Psychiatric Institute)的主任職位，帶領家族治療部門長達 20 年之久。後來他又擔任漢內門大學

(Hahnemann University)；及現在的德瑞賽爾大學(Drexel University)家族治療系的系主任。同時

他也是「美國家族治療學院」(the American Family Therapy Academy)的創始人之一，而他自己

則創立了「脈絡成長醫療機構」(the Institute for Contextual Growth)，是一個私人的家庭診所，

位於賓州的安柏勒市(Ambler)，目前是由其妻、凱薩琳-納吉博士 (Dr. Catherine Ducommun-Nagy)

掌管，她也是一位精神科醫師，夫妻有志一同，共同為家族治療而貢獻一生。 

 

  瑪蓮華生博士(Marlene F. Watson)、賓州德瑞賽爾大學家族與伴侶治療中心主任，說道：「納

吉博士的工作，其精要在於將關係中的各倫理層面─信任、忠誠及公平，置於治療歷程的中心。」

她強調，自家庭生活的脈絡中去探討信任、忠誠及公平的議題，並讓每位家庭成員說明自己的

想法及感覺，對於處理病人的症狀及減輕其痛苦是有助益的，因為這樣分散家中某一或幾位成

員的負擔，讓家人一起來承擔、分享、支持及合作。 

 

  《今日心理學》(Psychology Today)在 1993 年 3 月 1 日出刊的雜誌中，曾訪問過納吉博士，

就他的「脈絡治療」(Contextual therapy)中的幾個觀念，請他簡要地解釋和說明。對他而言，不

論種族戰爭、洛杉磯的族群暴動、街角的藥物濫用，或者在你家庭中不快樂的「成人小孩」(adult 

children)，人類困境的要義是相同的，問題都在於關係中的一種失敗，大部分是來自有關「公

正」的錯誤觀念(misconceptions about justice)。 

 

  被問及「公正」之所以成為理念及他的意義何在，納吉博士說：「我在 1981 年時發展『毀

滅性的賦予權力』(destructive entitlement)的概念，它是指關係中的倫理動力，亦存在於家族成

員的心理向度之中。人都有一種復仇的心理，而『entitlement』就像一種權力，它可經由對家中

他人有益的貢獻而得到，但也可經由痛苦而獲得。舉例來說，倘若你在兒時曾被剝削、虐待，

你必然覺得憤怒、懷疑，心理上就覺得自己該報復，自倫理方面而言，你亦有充滿報復心理的

權利。又假如假設你有遺傳性的疾病，你在忍受痛苦，為人生付出代價，哀嘆太不公平了，『為

甚麼是我?』你同時亦有一種賦予權力「an entitlement」─你被折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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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是，「我該如何面對它?建設性的還是毀滅性的?」「這是你可以採取的行動之本質。你

是不能改變遺傳基因的，但你若利用它來對付一個無辜的人，則是將無可改變的過去帶進未來，

這是不公平的(unfair)；它又創造了新的不公平(injustice) 而變得世代惡性循環。」 

 

  因此，納吉博士認為，「毀滅性的賦予權力」是孩童照護方面的巨大問題。它長久以來都存

在於國與國之間的戰爭或國家內種族人口之中，而且它在摧毀婚姻方面也扮演一個主要的角

色。他說，「當你與某人親近地同居一室，你利用你的伴侶做為代罪羔羊，你將自己的負面情緒

投射到她(他)的身上，將自己做錯的事責怪對方，還指控對方在生氣。」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投射的一方是有問題，然而，自倫理方面而言，他是處於困境的，

他因倫理之故而忍受更多的心理痛苦，而他卻以報復外化，如果伴侶挑戰他的「毀滅性的權力」，

他只會更為堅持自己的行為。雙方關係就會因其心理問題及不公平而受到傷害。 

 

  至於藥物濫用與「毀滅性權力」的關連，納吉博士指出，毀滅性的權力其實組成了許多人

的生活。主要徵候之一即為對良心的呵責不敏感，也對自己本身不在乎。這種現象在街上蔓延，

在眾孩童中散佈，也存在於代代相傳，父母加諸在小孩身上的暴力言行。 

 

  納吉博士與羅吉士 (Carl Rogers) 博士相似，主張由個人做起，然後齊家治國平天下，除了

個人治療、家族治療外，他也關切較大的社會體。他認為也可以用他「毀滅性的權力」之理念

來解釋那些看起來邪惡或愚蠢、永無終止的部落間或種族之間的戰爭。那些人經由偏見，好像

很瘋狂地在行動，並非他們很笨，而是他們看不見良心的呵責。他們不認為是不公平的，因此

這根本是一個有關公平議題 (justice issue)，而非智力 (intelligence) 的議題。 

 

  有沒有解決的方法呢? 納吉博士強調，「感覺被賦予權力與被賦予權力並非同一件事

(Feeling entitled and being entitled are not the same thing)」。因此，對於那些國家及其他群體，人

們必須發展出一套針對那些狀況的公平法則：我們之所以會有報復的動機，其實是來自心中深

切的公平感以及對那些愛我們卻傷害我們的人的深度忠誠感。 

 

  納吉博士五十年前的理論仍適用於今日社會，可惜斯人已往，但是精神長存，讓我們一起

來追念他吧!     (本文作者為東吳大學心理系兼任副教授，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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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專文 2 人生與領導的基石概念出版序 

         

江文賢 老師 

美國加州專業心理學院婚姻與家族治療博士 

諮商心理師 

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常務理事 

台灣心理研究院副教授 

男性團體帶領人 

懷仁全人發展中心心理師 

 

Bowen家系統理論系列：人生與領導的基石概念出版序 

 

自我分化（Differentiation of self）是Bowen家庭系統理論中最重要的概念，為了讓多年研究

的成果與觀察能夠盡可能地符合自然系統的描述，並且被後代科學所檢測與驗證，Bowen博士選

擇參照生物學中的細胞分化（cell differentiation）之稱呼， 來描述個體在情緒與理智之間的調節

能力，以及自我與人際系統之間的互動狀態。自我分化是一種狀態、一個光譜以及一系 列的行

動，所謂狀態，就是自我分化說明每個人面對內在情緒與理智之間的控制能力，自己如何在系統

中安身立命的清楚程度；所謂光譜，就是每個人的自我分化程度不同，因此造就每個個體不同的

行為表現、人我關係與生活功能；最後，所謂行動，就是自我分化不但在說明一種靜態現象，更

鼓勵人們清楚自己的目前狀態之後，得以督促自己向上提升，努力進行更高程度的自我分化。  

 

我認為自我分化就是智慧與自在的結晶，一來藉由智慧的引導，為自己的人生找到志向，努

力朝目標邁進，這途中必須面對自己內在對改變的焦慮，一向生活在舒適圈的情緒系統，必然會

率先對自己的改變發難，接著，自己所處的人我系統也會開始對自己施壓，此刻的自己，正是需

要使用自己的自在能力，除了安頓自己的身心狀態，也要自在於系統之間，堅持自己並且接觸他

人。藉由這樣的智慧與自在的結晶，自我分化的提升才得以一步一步地實踐。  

 

自我分化常常被解讀成冷淡、自私且不合群的人格特質，而這樣的描述似乎跟華人文化背道

而馳。藉由閱讀本書，讀者可以清楚認識到自我分化有別於冷淡、自私且不合群的特質，自我分

化越高的個體，越當能夠悠遊於情緒與理智之間，越清楚自己的本分，更加能夠享受自己與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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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氣氛以及人我界線。正如古人所謂「發乎情，止乎禮」、「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

也是莊子所說「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  

 

在本書當中，Gilbert博士特別從不同角度去描述與探討自我分化，包括自我分化的概念釐清、

自我分化與指導原則的關係、在不同角色中自我分化的實踐、不同領域的學習者分享他們自己在

自我分化上的旅程，以及一些值得玩味的研究報告。這些內容當中，我個人特別喜歡第二章「分

化―節錄Bowen 的闡述」，這不僅讓華文讀者有機會第一手閱讀到Bowen博士的親自論述，也讓讀

者得以對系統理論產生對話，甚至批判，進而讓理論被更多人理解。 

 

最後，我要謝謝三位翻譯者―林芝樺、林廉峻與許恩婷―的協助，他們願意投入系統理論的

了解，並且騰出時間翻譯 這本書，讓其他人有機會以中文來認識自我分化這個概念與  

Bowen理論，著實為這理論與華人之間的對話創造另一個可行性。同時，也要感謝台灣婚姻與

家庭輔導學會，持續不斷地支持Bowen理論在台灣的發展，尤其是居中協調的吳春賢與曾素玲女

士，感謝你們的付出與努力，讓這本書有機會如此迅速地發行。  

 

自我分化是一生修練的旅程，無論何時何地，無論獨處或在任何關係中，都是學習自我分化

的好時機，正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江文賢 2014.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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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5 月份精采講座之一 

「了了分明與智慧心的靈性觀點」 

 

5月 13日講座，特別邀請遠從海外歸國的胡嘉琪博士，專長於依附理論、創傷治療，將就其

專業精闢分享「了了分明與智慧心的靈性觀點」！ 

 

      辯證行為治療法是美國華盛頓大學瑪莎林納涵博士改良原有的認知行為治療法而發展

出來的新一代認知行為治療法。其特點在於清楚地列出幫助人克服情緒失調的四大核心技巧，

而其能夠幫助的族群相當廣泛。 本課程並非從傳統的辯證行為治療訓練出發，而是由講師胡

嘉琪老師分享自己如何整合辯證行為治療以及經驗取向治療之後的領悟。 

 

    本課程將首先帶領成員們了解何謂了了分明技巧，同時，講師也將說明從經驗取向而來

的陪伴靜觀技巧，而學員也將分組實際演練，如何簡單地陪伴彼此靜觀而往了了分明的身心狀

態邁進傷倖存者工作的實際案例，本工作坊將協助助人工作者了解將身體感官帶入談話治療中

的重要性，並提供助人工作者一個在協助個案療癒創傷的過程中整合經驗情緒取向或認知行為

治療的平台。本課程亦將討論了了分明之靈性觀點，以及介紹辯證行為療法中的智慧心概念。

之後，講師將分享整合辯證行為療法與經驗取向療法的雙椅對話技術，以及如何以結合靈性的

智慧心來給予雙邊充滿愛與惻隱之心的祝福。 

 

講師： 胡嘉琪博士 

講題：「了了分明與智慧心的靈性觀點」 

日期：2015 年 5 月 13 日(三) 下午 4:00-晚上 9:30 

地點：台北市衡陽路 42 號 3 樓。 

主辦：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 

 

 

 

胡嘉琪博士 學經歷簡介 

     專長：依附理論、創傷治療、創造性表達治療、隱喻故事治療、心理劇 

     學歷：普渡大學諮商心理學博士 

     現職：美國華盛頓州與愛達荷洲私人開業的執業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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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大綱與學習目標： 

1、了了分明、陪伴靜觀與正念減壓等三種技巧的分辨 。 

2、學習了了分明技巧中的三大元素：觀察、描述、投入。實際演練了了分明技巧。 

3、了了分明技巧的靈性觀點。智慧心的介紹。 

4、學習如何以愛與惻隱之心來進行了了分明的技巧。 

5、使用經驗取向的雙椅對話練習「積極作為」之心與「當下此在」之心之間的辯證對話。 

6、實際體驗與討論各種技巧使用的倫理道德考量以及臨床限制。 

 

     經歷：華盛頓州立大學諮商與測驗中心 全職心理師、彰師大與北護學諮中心等 

 

「了了分明與智慧心的靈性觀點」 

二、課程時間表 

日期 時  段 課    程    主    題 

5/13 16：00 - 18：00 

*課程概論 

*學習目標說明 

*比較了了分明，陪伴靜觀，正念減壓，這三

種 mindfulness 技巧的異同與應用 

*了了分明三成分：觀察、描述、投入（參與）

講解與實地演練 

 

5/13 18：00 - 18：30 
*了解分明的實踐： 

簡短用餐點 

5/13 18：30 - 19：30 

*了解分明的靈性觀點：與神性相連的智慧心 

*練習以愛與惻隱之心觀察與描述 

 

5/13 19：30 - 20：15 

*困擾來自于辯證上的難題 

*辯證難題之一： 

積極作為之心 vs.當下此在之心 

5/13 20：15 - 21：25 

示範與實際練習： 

結合經驗取向雙椅對話法與了了分明的愛與

惻隱之心 

5/13 21：25 - 21：30 
填寫回饋單 

課後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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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5 月份精采講座之二 

林蕙瑛博士「跳脫共同依賴關係,照顧自己」 

  

在2015年5月22日婚家誠摯推出此講座，難得邀請到林蕙瑛博士為我們學員 

分享及教導。 

本講座教導婚家治療師及相關助人專業者引導案主看清自己與他人的關係與 

自我價值，解說共同依賴的特質，擺脫依附，讓自己自由，照顧自己，活出 

一個真實快樂的我。 

 

講師: 林蕙瑛博士 

主題: 跳脫共同依賴關係，照顧自己 

時間: 5/22(五)上午 9:30-12:30 (9:15報到) 

地點: 台北市衡陽路 42號 3樓 (台灣教牧中心) 

       

 講師簡介 

    東吳大學心理系兼任副教授 

    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兼任副教授 

    自由時報家庭診療室/張老師月刊專欄作家 

    婚姻協談師/性諮商師/性教育師認證/   

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名譽理事長 

 

課程內容 

第一部分 
源起：健康心理學簡介      正向心理學簡介 

「每一天練習照顧自己」一書作者簡介 

第二部分 
依附理論                    共同依賴 

共同依賴特質              實例說明及討論 

第三部分 

擺脫依附：別總是聞風即動    不再當受害者 

放手                        讓自己自由 

學習接受的藝術            案例說明及討論 

第四部分 

認識情緒：接受自己的感覺 處理憤怒 

整理思考分析自已 

設定目標  活出自己的人生     發問、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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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 

台北市 100 中正區衡陽路 42 號 3 樓 

  電話：(02)2311-6161 傳真：(02)2331-3030 電子信箱：twamfc@gmail.com 

5 月份系列講座報名回函 

基本資料: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助人工作訓練專業背景： 

 

目前助人工作場域（教會，醫院，諮商診所，學校等）： 

 

主要的助人（或諮商及心理治療）理論： 

 

是否曾上過嘉琪老師的課？（若有，可否簡述）： 

期待從這堂上學到什麼?  

 

 

報名費用說明: 

(1)會員報名者 費用 請勾選 

報名 2場優惠 $1,500   

報名 5/13(三)下午 16:00~21:30 

胡嘉琪博士「了了分明與智慧心的靈性觀點」 $1,200   

報名 5/22(五)早上 9:30~12:30 

林蕙瑛博士「跳脫共同依賴關係,照顧自己」 $500   

僅限適用於 4月 10日前報名並繳費完成者 $1,300   

(2)非會員報名者 費用 請勾選 

報名 2場優惠 $2,000   

報名 5/13(三)下午 16:00~21:30 

胡嘉琪博士「了了分明與智慧心的靈性觀點」 $1,500   

報名 5/22(五)早上 9:30~12:30 

林蕙瑛博士「跳脫共同依賴關係,照顧自己」 $700   

付款方式：  口現金  口電匯  口金融卡轉帳  (請告知帳號後五碼 ) 

帳戶：華南銀行  大安分行 (銀行代碼：008 帳號：  125-10-0055248)   

戶名：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      

敬請於 5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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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用 Email、傳真請註明姓名、報名講座、付款方式。若已匯款，請註明帳號末 5 碼。謝謝！ Email 或回傳報

名回函以及完成繳費者，始完成報名手續，謝謝。  

會員加碼 

特惠!$1300 

mailto:twamfc@gmail.com
mailto:twamf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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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活動預告 

【Bowen 家庭系統理論系列── 人生與領導的基石概念】 

想提升人際的關係品質與生命的本質嗎？若您是專業的人士、領導人 

與牧者傳道人，想了解如何快速融入組織，領導團隊嗎？那您絕不能錯 

過台灣第一本Bowen中文翻譯書，帶領您從家庭系統看見關係與團隊互 

動最核心！近期限量出版，請即早預購！ 

 

每本定價：320元，會員優惠價: 280元。 

預購方式： 

請Email：twamfc@gmail.com  

婚家秘書處，並註明姓名、預購本數， 

及請匯款至華南銀行或郵局(匯款帳號如下)，並回覆我們已匯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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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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wen 6/13 論壇-理論與實務的交會 

Bowen 6/13 論壇-理論與實務的交會 

Bowen 6/13 論壇-理論與實務的交會 

Bowen 6/13 論壇-理論與實務的交會 

 

 

 

 

 

 

 

 

 

 

 

 

 

 

 

 

 

 

 

 

 

 

 

 

 

 

 

 

 

【活動快訊】 

主辦單位：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 

論壇時間：104 年 6 月 13 日（六）上午 9：00-12：00（8：40 開始報到） 

論壇地點：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10 號 6 樓  

(近捷運台北車站 ,  地下街出口 Z10)  

報名專線：twamfc@gmail.com，02-2311-6161 秘書處。 

報名費用：新台幣 300 元/人 

「如果你懂理論，你就可以運用它，如果你不懂，你當然就不會用它。」 

～～～～～～～～～～～～～～～～～～～～～～～～～～～～～～～～～～～～ 

 2015/6/13【Bowen 論壇】 

難得邀請到，Bowen專家暨台灣推廣 Bowen的先驅江文賢博士，以及其學生林佳慧及王姿瑛 

來精彩分享自己在生命中的分化努力! 

【論壇目的】： 

    在於落實 Murray Bowen 所提倡之「回家工作」的精神；並提供 Bowen 家庭系統理論的學習者，

一個「在不同文化脈絡下，一起進行實踐及反思之分享與交流」的平台。 

【論壇緣起】： 

【Bowen 論壇】是『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長期推動 Bowen 家庭系統理論的分享平台!我們希

望藉由規劃每半年一次的論壇，提供 Bowen 家庭系統理論的學習者，有一個在文化脈絡下之實踐

及反思的經驗分享平台。透過【Bowen 論壇】這個平台，分享及交流大家將所學的概念「回家工作」

後的心得與反思。事實上，「回家工作」是 Murry Bowen 鼓勵學習者將其理論落實的最重要行動

方式，更是 Bowen 理論的重要核心精神。亦即，【Bowen 家庭系統理論】之有效學習關鍵，在於實

踐。 

【論壇展望】： 所有的理論實踐都無法脫離「文化脈絡」的議題，因此，關於 Bowen 家庭系統理

論的實踐，當然就是從我們自己的家庭脈絡做起。對於 Bowen 理論的應用，究竟在不同的文化（或

家庭）脈絡下，有哪些共同性，或者，其實它還是有其差異性？我想這也是我們希望能對學術做

出一些貢獻的部分。甚至在可見的未來，或許以華人文化為脈絡基礎下對理論及案例的厚實累積

與基礎，能夠促成一個國際性的研討會，當然這是一個願景及目標。 

～～～～～～～～～～～～～～～～～～～～～～～～～～～～～～～～～～～ 

 

 
這是一場運用 Bowen 家庭系

統理論之實務經驗分享及交流

會，邀請 Bowen 理論的學習者、

生活運用者及實務工作者，一同

來分享您的親身經驗。 

Bowen 6/13 論壇-理論與實務的交會 

論壇主題：自我分化之個人生命歷程 

報告人：江文賢博士 

林佳慧及王姿瑛 

王姿瑛 

 

 

 

mailto:twamf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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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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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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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