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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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光飛逝，一晃眼 2014 年已過，回顧兩年前在誠惶誠恐的心情下，承

接學會理事長之職務以來，學會在團隊同工們精心策劃、共同努力下，在台

灣婚姻與家庭輔導的領域，為理論研究與實務推廣的專業上，建立了更多學

習、切磋與精進的平台。2014年一個更重要的亮點，就是在學會認證委員們

的努力下，規劃並落實了婚姻與家庭輔導專業協談人員之認證制度與評鑑，

使學會的會務在原有的基礎上又向前邁了一大步。 

因應社會的變遷和大環境的需要，今後在增進社會對婚姻與家庭輔導專

業的認識與認同，及提升國人對婚姻與家庭方面，有健全的發展和健康的品

質上，學會自是責無旁貸。因此，進入 2015 新的一年，秘書處將有新的調

整和新的計劃，特別是將邀請大家能集思廣益，來促進會員相互對話、凝聚

共識，也需要為學會注入更多的新血，共同為學會努力。期盼藉由廣招對此

學術園地有認同、有理想、有熱誠的會員同好們，加入耕耘此園地的同工團

隊行列，一起為學會的發展貢獻一份心力。 

未來學會將更積極舉辦專業相關的各種活動，以提升對會員服務的品質

與效率，讓學會成為會員們在專業上支持的力量與後盾。 

 

最後在此恭祝大家 

2015新的一年，萬象更新 

身心健壯   手中所做盡都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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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未寒冬，在季節轉換、四時更迭的大自然脈動中，學會又邁向了新的一年。在此開春之際，謹祝各位

會員和先進們，新春愉快、身體健康、諸事順遂！ 
回顧過往，在關切社會需要以及促進家庭建全發展的理念之下，「台灣婚姻家庭輔導學會」歷經創會理

事長、名譽理事長，和現任理事長勞心勞力的無私奉献，漸漸地成長茁壯，無論在會員數目以及各種學術

活動的舉辦上，都能夠看到明顯增長的效果。2014 年由於本屆陳理事長和前任曾秘書長的積極奔走，更將

學會的觸角推上了國際舞台，不但與香港「ISS 和富家庭學院」舉辦了一次成功的交流座談會，也和大陸

廣東「中國婚姻家庭諮詢師協會」進行了兩岸婚姻家族輔導實務工作的研討與交流，透過兩岸三地彼此之

間的互相砌磋，綻放出亮麗的學術火花。 

在這些亮麗的成果之下，玉珍承蒙 陳理事長厚愛，以臨淵履薄的心情，接下了秘書長一職。雖自知本

身才疏學淺，能力有限，但幸能遵循前任幾位秘書長的腳蹤，蕭規曹隨，得以使學會的各項推展業務賡續

進行。在此，謹將上季（10-12 月）的工作內容報告如下： 

一、函報內政部有關本會組織及人事變動之狀況。 

二、自 2014 年 11 月 7 日起，開辨由江文賢老師帶領，每月舉辦一次的「人生基石」【Bowen 理論】進階

讀書會，總共計十二次。 

展望新的一年，學會除了繼續辦理 Bowen 理論的進階課程之外，即將增加和持續動的工作有： 
一、依照既定計畫，繼續辦理【Bowen 理論】進階讀書會。 

二、自 2015 年 1 月 24 日起，開辦新一階段仍然由江文賢老師帶領，共計十二梯次的【Bowen 理論】初

階讀書會。 
三、自 2014 年 1 月 30 日起，開辦由曾端真老師帶領的【阿德勒學派】團體工作坊。 

四、規畫邀請專家學者協助本會舉辦一至二場的【臨床實務專題課程】。 

五、已邀請到悲傷治療輔導專家葉美珠老師，將擇定適當時間，為全體會員講述「陪伴走過憂傷路」課

程。 

六、2015 年 1 月 10 日召開理監事會議、會員大會，會後並邀請林蕙瑛老師舉辦【虛擬世界的愛情】講

座。 

七、分別於四月及十月辦理兩次【BOWEN 理論與實務交流座談會】。 

八、規劃出版【人生基石】一書。 

九、定期發佈電子報：每季發佈一次，一年共計四次，。 

十、建置網路平台，加強和各心理學會的網絡聯繫。 

十一、持續加強與香港「ISS 和富家庭學院」和「中國婚姻家庭諮詢師協會」交流，並加強拓展國內及

境外其他相關協會的交流平台。 

期待在不久的將來，「台灣婚姻家庭輔導學會」能夠以嶄新的面目，呈現在會員的期盼之中。新年新希

望，相信未來在全體會員的支持以及工作團隊同心合力地推動各項工作計畫之下，學會能夠在穩定中求進

步，在變動中求發展，繼續向成為“台灣婚姻家庭輔導”標竿的努力目標，邁出成功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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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 自我分化―人生與領導的基石概念 】一書作者 Dr.Roberta M. Gilbert 所寫的序文: 

本書是獻給已故的 Murray Bowen 博士，他提供我們一種思考人類現象的新思維。 

在 Murray Bowen 博士最後的公開演說中，有一段訪談，談到了他對於自我分化概念的發現，他說

「我顛簸地行駛在高速公路上，而它就在那裡了。」廣大的聽眾大笑著，但他沒有，他說他希望人們能

夠將此認真看待，並儘可能地去應用它。 

這也是我的期許，對於我的人生、我的家人、所有參與中心課程的人、以及所有提供訓練課程

者，和所有以分化為目標的每個人。在人類系統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Human Systems）的非凡

領導力研討會（Extraordinary Leadership Seminar）中，我們要求每個人至少投入三年以上的完整學習。學

習自我分化這個重要概念，通常就占用了一年的時間，這是大多數人所無法奢求以得的時間，然而，

這些學習者、指導者和我都享用了這個機會，專注於這個概念並應用在自己的生活上，並且都帶來正

向的改變。 

Bowen 經常將自我分化的概念，稱為「基石」概念。原本，它敘述自然界的變異性，特別是人類的

天性，同時，它指出一條路徑，讓我們可以更好地運用我們所繼承的天賦，包含來自家庭基因以及世

代的情緒過程。因此，「基石」成為一個多元而非單一的概念特質，它是描述人類現象的基石，也是任

何獨立生命思考並達到更高功能的基石。 

這本書可作為『非凡領導力研討會』第三年的教材內容，為前兩年教材《非凡領導力：系統思考，

創造不同》（暫譯）、以及《Bowen 家庭系統理論之八大概念》（註：中譯版已發行）的延續。 

和其他幾本書一樣，《自我分化：人生與領導的基石概念》並未意圖成為自我分化主題的第一、最

後、完整或最好的一本書，它只是延續並擴大研討經驗，畢竟研討會是一個具生命力並且能夠獨立成

長的個體，它會學習並改變，所以書籍也會隨著它們的作者，在調整之中更臻成熟。 

Bowen 並不是第一位使用「分化」一詞的偉大思想家，像是精神分析學家卡爾‧榮格（C.G. Jung）

和神學家德日進（Teilhard de Chardin）也曾提過。每個人使用的方式不同，Bowen 則特別將它運用在敘

述人類功能的程度，由最低至最高，接著，他更詳細而深入地去描述人類生活在理論「尺度」的高低程

度及樣貌。他的敘述簡單易懂，但每一個尺度都是一個挑戰，當我們看到較高尺度的可能性，我們就

想朝它邁進。所有他口述、書寫和錄音中的敘述都可成為一趟迷人的旅程―或考驗―等待你去選擇。

這些接受考驗的人，將會發現為了後代和研究之需，Bowen 博士的大部分著作，皆以影片和文件的方

式，保存於華盛頓特區之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自我分化―人生與領導的基石概念這是一個改變生命

的體驗，它會帶領一個人更快速地到更遠的地方，這超乎之前依行為科學所設定的策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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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如同本系列中的前兩本書，《非凡領導力：系統思考，創造不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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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的第一部分「基石概念：自我分化」，將詳細描述這個概念。第一章「從連結中發展獨立性」，

我們探討了在核心家庭單元中，獨立性（分化的自我）將如何從連結性（未分化）中蛻變出來。第二章

「分化―節錄 Bowen 的闡述」，是本書最愉快、動人且激勵人心的一段，本章富含 Bowen 對於此概念

的親自描述，它集結了 Bowen 對於這個主題所談論過且最豐富的部分，它們自成一格，而我僅真實地

將它們重現在本書中，我認為這些是對這個概念最好的敘述了。 

               （接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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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上一頁）第二部分「基石藍圖－指導原則」，探討 Bowen 提過但並沒有詳細探討的主題，即

基本自我的指導原則。第三章「高分化的領導力」，描述了基本自我的概念，以及透過指導原則而進行

周全思考的必要性。第四章「指導原則」，則更深入地探討「指導原則」這個概念，例如，什麼是指導

原則、如何建構指導原則等。 
第三部「建立更多自我」，探討經常被問及的問題：「我們要如何提升自我分化？」第五章「自我分

化：採取行動」，詳細描述了應用 Bowen 理論以提升自我分化的三個案例：第一在於婚姻中；第二在父

母提升功能之後，全家也將一併被提升；最後，於原生家庭中提升功能。按理來說，若我們能理解家庭

中的各種概念，並將它們運用於我們自己的家庭中，那麼，它們將更容易被理解並運用在領導功能上，

無論在任何脈絡中，這種運作模式對於我們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第六章「高分化領導」，闡述如何

將第五章所描述的行動，運用在領導上。第七章「我做的如何？進—步的評估」，檢視那些研討會參與

者，為了改善自我功能，而在強化情緒成熟度上的各種努力，這是探討人們如何在各個層面上運作，包

括在自己身上、家庭關係、核心家庭、原生家庭以及組織中，它闡述了個人自我進步之後的證據，證明

個人進步對於身邊系統的回饋，同時，透過事後的回顧去呈現個體如何進步。 
第四部分「生活中的自我分化」，重點在於如何將自我分化應用在現實生活中。第八章「建構在原

則之上的生活」，集結一些真實人物的生活描繪，他們雖然不完美，但仍展現了關於依原則而生活的部

分，其中有許多的歷史人物，也有當代的故事，對作者而言，這些就像他們努力「跟上」原則的故事。

第九章「活在當下並負起責任－指導原則、收穫與問題」，是我個人回到家庭關係系統工作的記錄。第

十章「社會退化中的高分化領導」，身處當今如此焦慮的時代，從個人到社會的不同分化程度，我們要

去思考各種更深入且多元的機會，以提升社會的功能。 
還有許多人比我更適合談論自我分化，因此，我邀請那些在工作上和本書有特定相關者的協助。第

五部分「Bowen 家庭系統理論的研究」，是近代和分化的研究最有關聯性的五篇文章。第十一章，Kathleen 
Cotter Cauley 分享了她更加理解她的家庭，並採取不同行動的努力。第十二章，Kenton Derstine 詳盡地

說明他如何將家庭系統理論運用於他的家庭關係，並提升到更好的立足點。第十三章，描述了 Victoria 
Harrison 的研究發現，關於在禱告中產生的生理反應歷程。第十四章，Tim Berdahl 詳述他針對數年來參

與研討會的學員，分析他們對自我進步之評估的專案研究成果。第十五章，Robert Creech 探討了新約中

耶穌的自我分化。本書是激發對理論性概念思考的一種方法，在研討會、課程和講座中聽取這些概念是

一種方法，聽取老師和參與者在自己家庭和組織中的努力則是另一種，跟隨一位有經驗的領導者，透過

團體討論是理解的一個方法，親自研究和書寫又是另一種（最棒的方法），透過閱讀本書及與本書同系

列的書籍，更是另一種。 
人類的學習是緩慢的，尤其在面臨改變的挑戰時，因此，越多的重複越好。有些重要的概念在本書

中重複敘述，在研討會中亦同。本書的案例都是虛構的，然而情境皆來自真實生活，每一則故事都能在

現實生活中經常聽到，同時，這些故事和我這幾年的大多數經驗有關，尤其大都是和神職人員的工作。 
在我的經驗中，唯有理解人類家庭的情緒面，才能夠理解組織的情緒面。因此，在本書中，和其他

幾本書一樣，先描述 Bowen 所發現在家庭系統中的各種概念，然後，將它們發展並應用至組織領導力

之中。 
當領導者努力於提升他們的情緒成熟度，在他們的家庭中，他們會改變並成為更高功能的人，而且，

不僅在家裡，更在他們的工作場域、組織或社會中都會有所改變。沒有比將概念實踐於家庭及領導關係

系統中更好的學習了，或許這一本書將有助於這樣的努力。 
Roberta M. Gilbert 

Basye，維吉尼亞 八月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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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有深度的學習與交流之旅 
──記首屆兩岸婚姻與家庭輔導行業專業交流會── 

廣東省婚姻家庭諮詢師協會 劉偉民會長 

十月的臺北秋高氣爽，陽光明媚，為全面深入瞭解和認識臺灣婚姻與家庭輔導行業的發展歷

程和運作模式，學習臺灣在婚姻輔導方面的治療技術與最新學術成果，增進廣東省和臺灣同行

之間的友好交流與合作，搭建兩岸專業交流與共享的平臺，廣東省婚姻家庭諮詢師協會於 2014

年 19 月 14 日組織 20 名專家學者和婚姻諮詢輔導機構的負責人赴臺北參加兩岸第一次行業專業

交流活動。 

10 月 15 日，臺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與廣東省婚姻家庭諮詢師協會兩岸交流會在臺北隆重

召開，交流會由臺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陳玲玲理事長主持，臺灣最知名的婚姻治療博士創會

理事長戴俊男教授，名譽理事長林蕙瑛博士，常務理事曾端真博士分別在交流會上做了專家發

言，來自臺灣婚姻與家庭輔導行業的一些專家學者，諮商師，心理師代表也參加了此次盛會。 

大陸方面由廣東省婚姻家庭諮詢師協會會長，知名婚姻法專家劉偉民擔任參訪團團長，並代

表參訪團在交流會上致辭，廣東省婚協常務副會長劉司城教授；常務理事，婚姻家庭心理學講

師張勇軍博士；常務理事，廣東省清遠維愛婚姻家庭諮詢中心馮玉華女士也先後在交流會上作

了重點介紹與專題演講，著重分享了廣東在婚姻家庭輔導方面的成功經驗與做法。 

本次交流會上，臺灣頂尖婚姻專家的介紹及講授的最新專業理論與輔導治療技術給大陸參訪

團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副校長曾端真博士介紹了《阿德勒心理治療在臺灣》，並詳細講解了臺灣心

理諮商機構，心理師在職訓練，學校輔導老師等方面的推展現況，特別是曾端真博士所著作及

講授的《教出有勇氣與行動力的孩子》，親子教育課程具有很強的實用性和指導性。林蕙瑛博士

介紹的《讓我們來認識臺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以及《培根國際學院諮商輔導服務》等精彩

介紹，讓大陸參訪團每一個成員深感震撼與欽佩！對臺灣婚姻家庭輔導行業的理論深度與治療

技術水準，予以高度的評價。 

兩岸專家還就對方關心的專業問題提問，臺灣方面的專家對大陸專家提出的問題做到了有問

必答，滿意為止！交流會氣氛活躍，專業性強，並體現出兩岸專家學者嚴謹的學術態度和濃濃

的血脈親情。 

此次兩岸交流會實現了行業的第一次握手，意義重大，成果豐碩，對於進一步加深兩岸同行

之間的瞭解與合作開闢了新的通道。展望 2015 年，我們熱誠的歡迎臺灣的專家學者，輔導老師

能經常來大陸講課和提供專業指導。 



婚家電子報 2015 年 1 月 出刊 

 

附：廣東省婚姻家庭諮詢師協會簡介 

廣東省婚姻家庭諮詢師協會是全中國第一家省級的婚姻家庭諮詢師協會。於 2012年 10月 26

日經廣東省民政廳批准正式成立。省協會是廣東省內從事婚姻家庭諮詢事務等相關行業的婚姻

家庭諮詢師及婚姻家庭諮詢師事務所或婚姻輔導機構組成的非營利性的社會團體法人，是廣東

省婚姻家庭諮詢師的自律性行業組織。 

廣東省婚姻家庭諮詢師協會會員現有一千多人，由婚姻家庭諮詢師，心理諮詢師，婚姻律師，

以及致力於婚姻家庭輔導方面研究的專家學者組成。 

協會秉承“關愛婚姻家庭，化解情感困惑，修復婚姻關係，促進家庭和諧，維護夫妻權益”

的服務宗旨，依法對廣東省內執業的婚姻家庭諮詢師實施行業管理。協會的主要職能為開展培

訓，學術交流，提供諮詢，開展婚姻家庭輔導，協助制定行業行規，承接政府職能部門委託的

事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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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2015年系列課程：【家庭系統理論的實踐和運用】  

第五梯次 Bowen初階讀書會  

 

時  間 

2015/1/24（六）開始，原則上採第二與第四週六上課 上午9:00~中午12:00  

共上課12次，每次3小時，共36小時。 

上課日期分別為：2015/1/24, 2/14, 2/28(暫定), 3/14, 3/28, 4/11, 4/25, 5/9,  

5/23, 6/13, 6/27, 7/11 

費用名額 

會員$4800／人；非會員＄7000／人（報名學員請自付劃撥費） 

上課名額：限18名  

 (本會保留開班與否的最終權利，並將於開課前2天通知有關上課事宜。) 

地  點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0號6樓(台北捷運站前地下街 Z10 號出口) 

主辦單位 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  

報名方式 
請填妥第2頁報名表，並黏貼(或Email、傳真)繳費收據 

Email至: twamfc@gmail.com 或傳真02-2331-3030 

繳費方式 

□ 銀行電匯或ATM：  

 戶名：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  

帳號：華南銀行大安分行（銀行代號008） 

       125-10-0055248 （學員請自付手續費）  

□ 親自繳交：報名費並連同填妥之報名表， 

交給〔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 

課程收據 一律於講座現場提供  

若對課程內容或匯款轉帳細節有任何疑問，請聯絡主辦單位 

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 

EMAIL: twamfc@gmail.com  電話：02-2311-6161 

mailto:twamfc@gmail.com
mailto:twamf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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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系列課程──Bowen 家庭系統理論的實踐與運用 

【Bowen 家庭系統理論 初階班】 

報名表 

報名表 

繳費方式  銀行電匯或 ATM：戶名：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  帳號：華南銀行 大

安分行（銀行代號 008）  125-10-0055248 （學員請自付手續費） 

上課地點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10 號 6 樓(台北捷運站前地下街 Z10 號出口) 

繳費紀錄 
繳費日期：      年    月    日 

轉帳帳號末五碼：              
繳
費
收
據
黏
貼
處 

 

 

 

備註 

此框格內學員請勿填寫 

課程收據：一律於講座現場提供  

若未達開課人數 15 人，本會保留開班與否的最終權利。 

若對課程內容或匯款轉帳細節有任何疑問，請聯絡主辦單位 

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 

EMAIL: twamfc@gmail.com  電話：02-2311-6161 

姓名  性別 男女（請勾選） 手機  

服務 

單位 
 職稱  email  

通訊 

地址 

□□□ (□同會員資料) 
電話 

(日)： 

(夜)： 

報名 

類別 
我是 會員 非會員（請勾選） 報名費用 

(

請
勾
選) 

我
要
報
名 

Bowen 家庭系統理論系列課程 會員 非會員 

【家庭系統理論的實踐和運用】 

 第三梯次 Bowen 初階讀書會 

時間：1/24（六）開始上午 9:00~中午 12:00。 

（原則上採第二與第四週六上課 共 12 次） 

預定上課日期為：2015/1/24, 2/14, 2/28（暫定）, 3/14, 

3/28, 4/11, 4/25,5/9, 5/23, 6/13, 6/27, 

7/11 

＄4800 ＄7000 

mailto:twamf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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