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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魏世台 理事長 

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教授 

台北醫學大學兼任教授 

婚姻與家庭協談師 

 

「兩性平權」是二十一世紀的政治口號與現實，放眼望去，世界上有愈來愈

多的女性，經由民主的程序，成為各國的最高領導者。根據主計總處統計，在

全台約 4.8 萬名公務員主管中，女性主管的比例已經高達 35%；又以 2014

年的公家機關薦任級的男女性比例而言，除了政務官、大法官及簡任公務

員未達 3 分之 1，其他如考試委員、監察委員和薦任公務員都已超過 4 成。

至於國會議員全球 186 國的比較，2014 年時女性國會議員的比率，只有 40

國超過 3 成，我國女性立法委員比率為 35.5%，也高於新加坡、中國、南韓、

日本等鄰國。  

這樣的數字是令人興奮的，因為教育機會均等後，有更多的女性做了

自己喜歡的工作、發揮所長，而不受性別的束縛。  

應該也是影響所及，現在也有更多機會看見爸爸照顧孩子的景象。暑

假的清早到大安森林公園運動，幾乎每天都會看到有爸爸帶著兒子或女兒

在兒童遊樂區玩耍，有的盪鞦韆，有的玩接球，有的追趕跑跳碰，心中覺

得好開心！一方面是為他們的妻子或母親感到幸福 --有人可以分擔傳統觀

念所賦予惟獨女性應負之照顧子女的責任；另一方面是欣喜於這麼多的父

親，也有機會可以享受親子間的樂趣—看看現在有很多年長的父親跟孩子

「沒話可說」，推測也是因為一路走來，沒有這種互動的機會使然。  

自古以來，家是人類因婚姻、血緣或者有時候因為法律而組合成的。其中有

歡笑有眼淚、有溫馨有磨折，有因為我喜歡、也有因為我不得已；但家把一群人

緊密的結合在一起，也因此呱呱墜地的孩子得以溫飽，且因為父母的愛讓他們健

康成長。所以雖然時代變了，照顧者可能未必是母親或女性，但孩子需要和父母

或某個成人間建立良好親情依附的需求，則依舊是孩子未來良好人際關係的基

石。 

說到父親照顧孩子，前些時看到電視中也有節目是專門錄製爸爸在家裡製作

糕點給孩子吃、單獨帶孩子去露營、或陪伴小孩嬉鬧遊戲；情節中，有些部份也

真的是「遊戲中有教導」，但有些則趣味性較高，可能會「顧此失彼」--爸爸趨向

幼稚，而非孩子快樂成長。不由得想到：婚家可以關顧與吸引的夥伴又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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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的話】 

                                       

 

                         闕嘉玉 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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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拜讀了傅佩榮教授的新作「人生，一個哲學習題」，在書

中，傅教授提到了後現代的社會有三個特色：第一，價值歸零，亦即所有的價值

都回到原點，從前的是非善惡全都不算，而要重新找到衡量標準；第二，一切生

活都是拼湊的，食衣住行沒有一定規則，可以依個人喜好任意組合；第三，只相

信自己所經驗的一切(p.212)。對於傅教授的見解我十分認同，這段描述確實十分

貼切的形容出目前的社會狀況，以往我們所認同的價值似乎一再地被這股後現代

的浪潮衝撞，於是形成了個人主義凸顯而團體約束式微的社會窘境。 

  婚家學會一直不忘記成立的宗旨與使命，期許持續能傳遞婚姻與家庭對於社

會國家的重要以及透過各項課程推廣，讓婚姻與家庭系統觀點理論與實務技巧藉

由更多人的參與，幫助每個從家庭而出的個人，更有能力釐清自己與家庭、群體

之間的千絲萬縷，活出滿意的人生。 

  很快地，一年又到了尾聲，藉著這次機會要感謝這段時間所有老師們的傾囊

相授，還有會員們的熱力支持，在學會志工們的群策群力下，我們在近期也陸續

完成了以下的工作，包括： 

1. 持續進行江文賢老師所帶領的 Bowen系統理論進階讀書會、小組團督課程，而 

   初階讀書會也預計在明年初展開。 

  2. 繼續曾端真老師「阿德勒學派團體督導」課程。 

  3. 10／1舉辦的張傳琳老師「現實治療工作坊」。 

  4. 10／15、22完成的陳玲玲老師「親密之旅：情感智慧與自我成長培 

  訓課程」。 

  5. 以及 11／19謝文宜老師｢初探內在家族系統治療｣課程。 

 6. 而本年度的會員大會及理監事會也將在 12／17日舉行，當天我們也難得邀請 

    到彭懷真老師為會員朋友們帶來精彩講座「由虛擬與實境深度探索家庭的衝 

    突歷程與幸福營造」，誠摯地邀請老朋友、新朋友們共襄盛舉。 

  透過與老師們面對面的學習，我們收到了學員們很多回饋，包括了希望學習

時間能更長、能接續有進深課程、更頻繁的上課時間等等反應，這些我們都聽到

了，未來我們將更戰競地規劃內容，也希望各位能密切注意婚家學會未來的課程

規劃，繼續為我們加油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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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專文】1 

淺談情感缺失父母對成人依附關係的影響 

陳玲玲  
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理事/前理事長 

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講師 

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婚姻與家族治療碩士 

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哲學博士生 

存在的孤寂」源自父母的情感缺失 

最近閱讀了一本書，書名《假性孤兒》

（ Adult Children of Emotionally Immature 

Parents）是由美國的心理學博士與臨床心理

學家琳賽‧吉普森（Lindsay C. Gibson）所著，

作者透過許多真實案例，強調一個人如果成

長在一個父母情感不成熟（書中稱為情感缺

失的父母），使孩子在情感上無法被滿足的

家庭時，在他/她的內心會產生一種很深的孤

獨感。這種發自內心深處的空虛感，是別人

看不到、自己也很難述說，卻又很真實存在

的一種感覺，這種空虛的感覺，又稱為「存

在的孤寂」，有這種感覺的人，書中稱之為

「假性孤兒」又稱作「小大人」。 

這種人表面上看起來很正常，但內心的

空虛感從未消失。他們長大成人後，如果交

往的對象無法給他們足夠的情感，孤獨感就

會延續。在求學過程中、進入職場工作、甚

至結婚生了小孩，仍無時無刻的感到孤單、

寂寞，這種缺乏歸屬感或感受不到被關心、

被愛的親密感，令人產生「快樂不起來的」

感覺，會經常困惑著他們。及至撫育下一代

的時候，他們又在不知不覺中，因著在原生

家庭成長過程中情感上的缺乏，使他們也成

為「情感缺失父母」，使得對待孩子的教養

模式同樣落入自顧不暇，無法注意到孩子的

感受，不知如何對孩子表達情感，害怕親密

感等不良的互動模式中。當父母所營造的是

一個壓抑、封閉情感的家庭，親子關係的情

感疏離，不但影響孩子的一生，更甚的是讓

孩子喪失與他人建立親密情感連結的能

力。 

令人感到孤單、寂寞，缺乏歸屬感或感

受不到被關心、被愛的不安全感，與一個人

在孩童時期和重要照顧者之間的依附情境

有很重要的關係。精神分析學家約翰．鮑比

（John Bowlby）在1969年提出的「依附理論」

就提到；當嬰兒的需求得到適當的滿足，有

足夠的安全感、得到好的照顧和適當的依賴

時，就能跟照顧者建立安全的依附關係，在

親密關係中會表現出自信、友善和信任。否

則就會形成不安全的依附，亦即在其成長的

過程中有較多混亂的情境，譬如父母一方或

雙方失功能，或父母很情緒化的管教孩子，

過度的處罰或溺愛孩子，讓孩子感受到生活

的不穩定，在親密關係中，則容易感到焦慮、

不安，無法與人親近或信任他人。美國丹佛

大學社會心理學家辛蒂．哈贊和菲力普．謝

弗（Cindy Hazan & Philip Shave）認為成人在

親密關係中，雙方都會期待對方滿足自己的

需求，也會有像嬰兒與重要照顧者之間一樣，

形成相互依賴和請求支持的依附關係，所以

從觀察一個人的人際互動或親密關係，可以

瞭解其成長的背景。 

成人依附關係的類型 

金．巴瑟洛繆和立歐納德．霍羅威茲

（Kim Bartholomew & Leonard M.Horowitz）應

用人際互動的兩個向度：「依賴」與「逃避」，

將成人依附關係分成四種類型： 

（一）安全依附的人（Secure attachment, S） 

在成長過程中得到足夠情感支持和安

全感的人。成人依附關係中呈現低度的「依

賴」與低度的「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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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在運作模式： 

       對自己：有價值、有信心、知道自 

   己要什麼、認為自己是好的、行的。 

       對他人：信任、看別人是好的、有 

   價值的，行的。 

 ＊ 在一般關係中的現象： 

     與人相處有親和力，與人互動有適 

 當的界線，在衝突情境中有彈性地調整 

 與他人之間的距離，並能夠有彈性地管 

 理自己的情緒，有面對問題、承受壓力 

 的能力。 

 ＊ 在親密關係中的現象： 

    能清楚表達自己的需求，尊重對方的 

 感受，有需要會尋求彼此的支持慰藉， 

 會給彼此適當的空間（獨立又親密）。 

（二）焦慮依附的人（Anxious/preoccupied  

      attachment, P） 

  是在成長過程中沒得到足夠肯定和關

愛的人。成人依附關係中呈現高度的「依賴」

與低度的「逃避」。 

 ＊ 內在運作模式： 

    對自己：評價低、沒信心、不確定 

自己要什麼、懷疑自己、擔心自己不夠 

好、不行。 

      對他人：看別人是好的、有價值 

  的，行的。 

 ＊ 在一般關係中的現象： 

     對人友善會討好人，因希望得到別 

 人的認同傾向贊同，就會配合別人意見 

 和想法。遇到衝突時會感到壓力和焦 

 慮，對他人負面情緒很敏感，會要討好 

 對方。 

 ＊ 在親密關係中的現象： 

     過於敏感容易受傷，在乎對方需要 

 和情緒變化。怕被拋棄，努力做好一切， 

 讓另一半滿意以維持關係。當有情緒和 

 壓力時，情感會變得更依賴，想抓住對 

 方，掌控不給人空間。有時討好配合對 

 方而失去自己。 

（三）逃避/排拒依附的人（Dismissing  

      attachment，D） 

   是在成長過程中缺乏妥善的照顧和情 

感依賴，當他需要父母的支持和幫助時， 

經歷許多失望的人。成人依附關係中呈現 

低度的「依賴」與高度的「逃避」。 

＊ 內在運作模式： 

      對自己：會自我保護、看自己是好 

   的、有能力、有價值的。 

      對他人：不信任、看他人是不好 

  的、沒能力、沒有價值的。 

＊ 在一般關係中的現象： 

     保護自己不受傷害，不輕易相信 

   別人。給人很能幹、有自信、有擔當 

   的印象。 任務導向，做事有效率。不 

   好親近、不容易讓人了解，不在乎別 

   人的感受。沒有習慣跟人輕鬆的聊 

   天，感覺與人有距離。當與人發生衝 

   突時呈現出指責對方的溝通模式，或 

   是超理性和過度分析的樣貌。 

＊ 在親密關係中的現象： 

     比較容易覺得另一半不好，覺得 

   自己什麼都懂，比其他人聰明能幹， 

   容易批評另一半。不喜歡跟人靠近， 

   情感依賴低，喜歡享受獨立，痛苦也 

   靠自己一個人承擔。另一半想要靠 

   近，他會感覺不舒服。傾向以事、物 

   取代人際情感交流。 

（四）害怕/畏避依附的人（Fright/Avoidant 

      attachment, F） 

   在成長過程可能以很情緒化的方式 

被對待的人。成人依附關係中呈現高度 

的「依賴」與高度的「逃避」。 

＊ 內在運作模式： 

       對自己：不好、不行、沒價值。 

       對他人：不好、不行、沒價值。 

＊ 在一般關係中的現象： 

       很難聚焦在一件事情上太久。正 

   向來看：平時看來有趣搞笑，讓人覺 

   得無厘頭的表現。打岔型的溝通模 

   式。負向來看：善變又混亂，很難聚 

   焦跟他談話和工作。當與人有衝突時 

   會產生逃避型的樣貌，對愛飢渴卻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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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著懼怕，徘徊於麻木、拒人於千里之外

的，也會有常被強烈情緒淹沒的焦慮感。 

＊ 在親密關係中的現象： 

    無法辨認另一半的情緒變化，顯出對

親密對象愛恨交加的極端焦慮型。不清  

楚自己要什麼，情緒讓人捉摸不定，當情緒

壓力越大時焦慮現象越明顯。會用討好、指

責、逃避、黏膩等各種不良的溝通模式與人

互動，重現當年父母對待他的方式。 

「情感缺失」的療癒力量，來自個人

內心深處 

從事婚姻與家族輔導的協談師，自我探

索和自我覺察是必修的功課，學習各種的理

論是幫助我們，看懂人們在各種關係中的發

展及生存的微妙處，也讓我們在協談的過程

中找到治癒的契機。 

探索事實的真相和覺察、肯定當下所產

生的情緒，可以幫助個人進行自我療癒，協

談師可以透過探索事實的真相和覺察情緒，

協助個案駁斥非理性信念、改變認知，經由

理智思考做出適當的行為管理。 

首先，在認知上要理解「情感缺失父母」

的成因，以時代背景來觀察「父母的情感缺

失」；在50、60年代的父母，他們的人生經

過戰亂，當時的生活是困苦窮乏的，父母要

維持一家人的生計，可以滿足孩子的基本生

活需要，就覺得是盡到為人父母的責任，也

是愛家的表現。另一方面，五十年前對於兒

童發展理論、依附理論等，有關心理方面的

知識不是那麼普遍，訊息的取得也不似現在

的便捷，因此一般人都不懂也不知道如何成

為一個稱職的父母，來滿足孩子的心理需求，

因此造成普遍一整個世代的「父母情感缺

失」。 

從Bowen 家庭系統理論的多世代傳遞

歷程角度來觀察，情感缺失的父母，也可能

是生長在父母皆情感缺失的家庭，本身的成

長經歷是孤單的，在愛的需求上也沒有被滿

足。通常孩子的人際與親密關係互動的經驗，

是從父母身上學習而來，如果在成長過程中

沒有好的學習對象，自然沒有機會學習到如

何去愛與被愛。 兒童在成長時所經歷的

不安全依附，會直接影響到長大後人際與親

密關係的建立，特別是他們在進入親密關係

時，會採取同一方式來對待他們的配偶或所

愛的人。 

從自我覺察中看到自己負面情緒背後

深層的內在需求，探索此需求與原生家庭的

關係，當我們深入的瞭解父母成長的背景，

看到他們也經歷了成長的辛苦與缺乏，就可

以用較寬容的心看待，並接納他們因缺乏相

關的知識，及其他各種主客觀因素，在不自

覺中未能回應孩子幼年期情緒的需求，而對

子女造成的傷害。 

除了在認知上因瞭解接受事實做改變

之外，還可透過金．巴瑟洛繆（ Kim 

Bartholomew）在1992年建立的「關係型態量

表」，測出自己的成人依附型態，檢視自己

在人際及親密關係中所呈現的心態及行為

樣貌，透過理性的自由意志分析與選擇，找

到自己行事為人的原則，設立良好的人我界

線，慢慢地做自我修正和調整，降低自己的

負面情緒及人際中負向的互動循環，透過成

功經驗提升對自己與他人的信任與信心。 

還有一個可行的策略，就是運用完形治

療的空椅法，讓現在的我與心中受傷的小孩

對話，在自我對話中運用自我的同理心，協

助心中因受傷被卡住、無法健康成長的內在

小孩，走出自我保護而為自己設下的防衛堡

壘，可以再次勇敢的往前行。 

在療癒的過程中，個案可以為自己尋找

一個有「愛」的第二家庭，可以是一個人或

一個團體，甚至是來自協談師所展現的專業

傾聽、同理，讓個案因著有耐心和樂意傾聽

她/他心聲的耳而感受到「愛」，因著心中的

傷痛被他人了解而得到醫治。 

當我們內心深處得到愛的滋養，就會產

生一種讓自己幸福快樂的能力，不再受「情

感缺失父母」的影響，因為經歷到真正的幸

福感，並不是來自外部的給予，而是來自內

心深處因治癒而得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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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專文】2  

愛情關係～ 

Bowen 家庭系統理論的實踐 

原文作者：Roberta M. Gilbert 
譯者：田育慈 江文賢 

 

江文賢                                  田育慈 

懷仁全人發展中心心理師                   資深譯者 

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兼任助理教授           Bowen 家庭系統理論實務工作者 

心理衛生或社福機構家暴個別諮商           正向教養訓練講師 

 或團體諮商心理師 

  廣義來說，一對一關係是雙方能夠僅僅因為對方而彼此真實相互關聯，無
須談論他人（三角關係）或跟個人無關的事物……但說到底，其實沒有人知道
一對一關係的真正樣貌，因為任何關係的品質永遠都有改善的空間。從更務實
的層面來說，一對一關係存在於自我分化相當充分的兩個人之間；這兩個人可
以用成熟、尊重的態度直接溝通，而沒有成熟度較低關係中的難題。改善一對
一關係所做的努力，所改善的是家庭中的關係系統，這也是認識自我的重要練
習。                                           ─莫瑞．包溫， 1974年

一本以各種角度討論關係的書籍，怎麼可

能從頭到尾幾乎沒有使用到「愛」這個字？「愛」

是一個很有趣的字。大家都自認為知道這個字

的意思，但問題就出在為愛下定義時的假設 

－以為所有人都用了一模一樣的定義。「愛」

大概是我們的語言中，最為模稜兩可的語彙之

一；原因在於這個字負載了舊模式之中每一個

人賦予「愛」的特定情緒屬性。人們在諮商室

裡，對於設法明白什麼是愛所表達出來的挫折

感遠甚於其他字眼。 

「愛」這個字使用起來還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在盡可能以明確而深思熟慮的方式來看

待關係的時候，這個字的情緒指數太高。充滿

情緒的語言使用到一個程度，思維也會從情緒

出發，而不再理智、合理；如此思考出來的結

果，可靠性也就較低。愛被用來當作維持關係

的理由；而不愛了就成為結束關係的原因。這

種思路是經常以情緒主導生活、較少依賴思考

或內在指導原則的人最常沉溺其中的。 

包溫理論保持客觀、觀察事實，目的在於

將人類行為的研究引入科學範疇。愛，是一種

主觀的概念，很難、甚至不可能帶入科學範疇。

於是，「愛」這個充滿光與熱的概念就被包溫

理論基於幾項重要的前提而排除了。 

當然，情緒在性愛過程中是很明顯的。親

暱歡愛的時刻怎麼可能毫無情緒？頌讚、詩詞、

歌詠，都是這類親密舉動充滿感受的一面。戀

愛的感覺真好。不過，炙熱的「愛情」關係往

往有可能帶來彷彿深入叢林的各樣不安。這種

時候，穿越叢林的周延引導就成了詩詞、歌賦

之外，一項令人歡迎的重要指南。對於許多人

來說，理論就是這一類指南。 

為了讓關係擺脫許多人口中雲霄飛車般的

強烈起伏，除了感覺之外，思考也必須同時發

揮作用。如果強烈的吸引力能夠因著持久的

「區隔、平等、開放」的友誼而感到滿意，並

按捺住性的歡愉，那麼這類濃烈的感情長期下

來是否較有可能成功？在這些前提下，人就比

較有機會以深思熟慮的方式探索並認識指導

原則、了解自己在對方身邊是否能夠獨立思考，

並且看看是否有發展長期友誼（也就是所有穩

固關係必備基礎）的可能性。而且就進一步建

立自我而言，也比較可能看出即將形成的情緒

系統對於關係中的兩個人是否都有益處。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Roberta+M.+Gilbert&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7%94%B0%E8%82%B2%E6%85%88%2C%E6%B1%9F%E6%96%87%E8%B3%A2&f=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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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侶總以為他們之間的問題是性方面的問

題。然而，性治療專家卻發現，絕大比例的問

題顯然是關係議題。換句話說，如果關係較為

平順，性問題便會消失。家庭治療專家往往也

有相同的發現。當人們學會以嶄新的連結方式，

得以一起冷靜思考，並各自隨著時間更能妥善

管理自己的情緒我，於是關係問題變得可以解

決，性問題也迎刃而解。 

那麼，這意思是不是說，理想關係沒有緊

張的時候、也不存在熱烈的愛情？應該不是。

這可能意指出現強烈情緒的時候，將會受到篩

選、甚至相當程度的控制，而不是放任情緒去

傷害和支配關係。理想上來說，如果較具情緒

中立的友誼階段能夠延續得比一般更久，伴侶

雙方就可以建立起一份更為紮實的關係，並以

此為基礎來穩定他們的強烈感受。如果日後他

們決定要以強烈的情感和性關係彼此連結，此

時的強烈情感和性關係則會是長期穩固關係

中的一種表達。 

高度自我分化對於愛情關係的假設，是要

緩慢而平靜地發展，從互相吸引邁向一份積極、

相處得來和長期持續的友誼。就算在這段關係

中，「濃烈愛情」的部分最後無法持續，友誼

還是可以維繫下去。在高度自我分化中，情緒

多半經由選擇而較少受到情境支配。心血來潮

的事情是可以容許的；只是會比較有選擇而已。

因為界線區隔得相當清楚，關係不會受到情緒

激發、高漲和自我借貸的影響。平等也不成問

題—平等只是存在於所有行動和交流中的一

種認定。開放則是一項前提，也是遇到問題的

時候，主要的問題解決工具。 

俗話說得好，付出愛的能力，根基在於愛

自己的能力。愛自己的意思是什麼？一般人往

往很難設想如何愛自己，然而幻想與另一個人

戀愛卻輕而易舉。這或許是因為愛自己涉及一

種持續的自我關係，而那正是一個人對於人我 

 

關係的全部期待。這涉及某些審慎思量過的指

導原則，而這些指導原則與一個人如何看待自

己，以及如何將這些看法納入成為基本自我的

一部分有關。 

憂鬱或自殺的人通常對自己的看法非常不

公平、有懲罰性，甚至十分暴力。他們在檢視

這種思路的時候承認，如果他們對於自己以外

的任何人有這樣的想法，就會覺得很不應該、

不合理、沒有成效。他們還沒有把自己當作凡

人。如果他們看待自己的時候，也可以將對待

他人的原則套用在自己身上，問題就會迎刃而

解，並且走上了「以具有原則的方式陪伴自我」

的途徑。 

那麼，愛是什麼？當該說的都說了，該做

的也做了之後，究竟愛一個人是什麼意思？從

家庭系統理論衍生出來的愛的觀點，與其他理

論所持的觀點截然不同。或許這是一種新鮮的

視角，這個立場與電視、電影和大眾文化所呈

現的觀點恰恰相反。一個人最深情的狀態，同

時也可能是他最不容易呈現的面貌，需要一個

人竭盡所能展現自己最好的狀態。愛的關係的

必要前提包括：時時努力記得看清全盤狀態、

歷程、系統和個人的原則；努力善加維護，使

個人界線不受侵犯；以及努力改善平等與開放。

如果一個人去愛，這個人就會被愛，然而這不

是必然的結果。 

或許愛的最高形式是在所有連結性的亢奮

情緒消褪之後，還能夠單純地維持區隔，並將

焦點放在自己所能呈現的最佳狀態和界定自

我兩方面，同時還能與對方維持冷靜、深思熟

慮、有意義的接觸，並接納對方長期以來努力

維持的最佳自我狀態。 

 

 

（本文摘自張老師文化新書【解決關係焦慮】

第 20章，經作者及出版社同意摘錄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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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心得手札】1 親子互動篇～父子關係似如爭鋒相對的二顆太陽 

父子關係似如爭鋒相對的二顆太陽 

屠 釗 

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 婚姻與家庭碩二研究生 

台北道生幼稚園總管理處人力資源部主任 

一位22歲男大生與父親的關係 

維成是二十二歲是某國立大學的大四學

生，在高中之前與家人都有良好的互動，甚少

與父母發生衝突，父母勸誡的事情他也都能接

受並循規蹈矩，學校成績出類拔萃，在老師眼

中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尤其維成自幼一直是

父親照顧他生活起居，指導他學業，雙方互動

正常良好。但他進入大學後，漸漸的有自己看

法，尤其將要畢業之際，會經常挑戰父母所給

的想法，屢屢發生與父母對立的意見，尤其是

針對父親。 

以下是維成與父親爭鋒相對的二個實

例： 

實例一：在一個月前；父親告訴維成，他的一

位長居國外友人要回台灣講學，基於這位朋友

授課需要，想先與台灣的年輕學子吃飯聊聊天，

所以邀請維成一起來。或許在一個月後，他忘

了這聚餐的目的，或許當時父親並沒有將目的

說清楚。無論原因為何；當天父母親開車到維

成宿舍載他，抵達餐廳時，維成發現怎麼會有

這樣多人，這似乎不是維成所期待的聚餐，當

下他就逕自離開，丟下父母，父親非常尷尬，

不知如何向朋友交代，讓父親顏面盡失。接連

數周假日，維成留在宿舍不想回家與父母相見，

父子雙方陷入冷戰狀態。 

實例二：一日母親告訴父親，維成房間

冷氣濾網需要清洗了，父親就先將冷氣下方書 

 

桌上的書本移開，以防在拆卸濾網時灰塵掉

落書上，以後不好清理。等清理完畢，父親將

書桌擦拭乾淨又將書放回。未料；維成返家後

大發脾氣，指責父母不該亂動他東西，父親解

釋因要清洗濾網，不得不移開書本，然而；維

成並不接受父親的解釋，讓父親覺得這孩子為

什麼不講道理呢？父親很生氣，因此；雙方都

積蓄深厚怨氣的情緒，不想交談，父子關係就

急凍好幾日，遲遲無法復合。 

父子關係像二顆權力爭奪戰的太陽 

在親子關係裡最難經營的關係，就是父

子關係，父親在家庭角色裡象徵著一種權威，

讓孩子要學會由下而上的服從紀律，所以；男

孩子長大過程中一直將與父親互動關係視為

一種權威與紀律的典範學習，同時男孩慢慢成

年後，也似乎領悟到，要反對父親的權威才能

夠蛻變，在破繭成蝶後，建立自己的生命風格

的權威。 

因為；男孩在成年後與父親關係醞釀出

帶有張力的狀態，很難看到像是許多母女、母

子或父女之間可以相互傾吐心聲，促膝談心的

歡愉關係。反而；這關係在家中像是爭相展現

光芒的二顆太陽，互不相讓，那刺眼的亮光使

得其他家人也都不敢直視，影響到家人的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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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身體結構上的差異 

腦神經心理學家Anne Moir在《腦內乾坤》

書中說到：「---女人是自然的母親，生物的遺

傳使她們擁有所有作為一位母親所需要的裝

備。而男人成為父親則是透過社會學習的結果

---。」所以母親對子女的愛是天生的，與生俱

來的，但是父親是從社會中學習如何去愛孩子。

顯然男女在生理結構本質上就已經有相當的

不一樣。 

精神分析對「Oedipus Complex」的解釋 

精神分析學派的鼻祖弗洛伊德把自己對

於父母的真實感受寫進了他的《精神分析導論》

書中，並命名為「Oedipus Complex」，是一種

「戀母弒父」的心理學現象。就現代意義上的

「弒父」，已經和肉體上的暴力無關，而是通

過對父輩的質疑和反抗，得到屬於自己的位置，

確認自己的人格；更是解構權威，突破邊界，

開創新的疆域，建立更合理的新規則。 

聖經上說：做父親的不要惹自己兒女生氣 

在以弗所書六章 4節「你們做父親的，不

要惹自己兒女生氣，而要照著主的訓練和警戒

養育他們。」保羅特別用這句話來針對作父親

做告誡。一般來說，父親比較容易會激怒孩子，

讓孩子心裡受傷，內心充滿憤怒，以致「失了

志氣」（參考歌羅西 3：21），結果讓孩子失去

人生的動力，缺乏學習的熱誠，好像洩了氣的

皮球一樣，提不起勁。當然；身為父親不是故

意傷害兒女，但在不經意的情況下，會陷入這

樣情境裡而不自知。 

教育心理專家的建議 

基於以上從身、心、靈三面向解構出父

子關係之奧妙後。親子教育心理專家曾端真教

授在一本《教出有勇氣與行動力的孩子》書中

給出做父親以下三個想法與建議： 

（1）避開戰場：多數父母未覺察親子的戰爭 

     是需要戰場的，父母不只要主動避開自 

     己去提供戰場，當孩子挑起戰爭時，更 

     要控制自己情緒，勿跳入孩子所開的戰 

     場中。 

（2）不爭輸贏：親子的戰爭，任何一方 佔上 

     風都不會有喜悅，假設孩子贏了，那也 

     是一種對父母的反彈下的行為，在情感 

     上他不會快樂，因為孩子最大的需求是 

     獲得父母的肯定，讓父母生氣或操心是 

     孩子們最痛苦的事。若孩子屈服，表面 

     上父母贏了，實則輸掉很多，包括破壞 

     親子關係、失去孩子的信任等。父母失 

     去當教導者的影響力，孩子不再找父母 

     討論，有疑難不再請教父母，最後父母 

     可能必須面對一個頻頻出狀況的孩 

     子 。 

（3）退場機制：幫助孩子退場是第一順位的要 

     事，萬萬不能做的是與孩子陷入權力爭奪 

     的局面。尤其；勿將父母自我價値築基在 

     孩子的表現上成為權力的標的，父母本身 

     就要能自我肯定，相對的也比較能信任自 

     己的孩子，不要依賴子女的表現來提升自 

     己的價值感與成就感。做父親的可以一種 

     關心的態度，先伸出友誼之手，親近孩子  

     讓他了解到在親子互動中會有爭執，但不 

     會爭輸贏。 

對親子教育有專精研究心理學家阿德勒，

他認為：先肯定孩子的「存在」，就是最好的

鼓勵。我們要讓孩子知道，不是他做了甚麼

事，而是他的「存在」就足以讓父母快樂與

喜悅了。那父母自然會將心中，自認為理想

中的孩子形象從腦中剔除，只關注到眼前的

這個孩子，自然的在父子關係維繫中只會剩

下一顆充滿希望金光的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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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心得手札】2-1  現實治療工作坊學習心得感想之一 

選擇的我和負責的我 

～現實治療之選擇理論學習心得  

杜家麟   

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 碩二研究生 

選擇理論是現實治療的核心觀念。

William Glasser 認為，所有的行為都是

我們自己的選擇，行為的產生都是來自

於我們內在的動機而非外在的影響，每

一個行為都是為了去滿足我們生理和

心理的基本需求。選擇就是一種勇於負

責的行為，而不選擇或逃避選擇 ，就

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表現。 

Glasser 認為人的基本需求，包括了

可選擇和不可選擇的五大需求，即生存

感，歸屬感（愛與被愛），權力感，自

由感及趣味感。生存感是無可選擇的生

理需求，存活下去是人類最深層的驅動

力，是其他四種心理基本需求的核心基

礎。這五種內在生理、心理的基本需求，

其中任何的一項，都不可能有其完全的

獨佔性。因此，如何取得這五種生理與

心理基本需求的和諧 ，就是我們必須

學習的智慧。 

Glasser 指出，人類所有的行動、思

想、感覺和生理狀態，都是根據內在的

現實需求來選擇自己的行為，所有的決

定和選擇，都是自我間接或直接選擇的

結果。Glasser 認為，人類的行為是經過

大腦的判斷和評估，然後被選擇來滿足

自我內在的需求，他強力反對人的行為

是來自外在環境的影響，反對刺激產生

行為，主張行為的產生是來自內在的基

本需求。 

Glasser 強調人類行為的內控因素，

反對人類行為是受制於外在控制，他發

現人類行為所以會產生問題，是因我們

已習慣性的被外在因素所控制 ，所以

Glasser 強力主張，人必須揚棄舊的外在

控制理論，而必須以新的選擇理論來取

代之。Glasser 指出，人必須學習如何自

我控制及了解自我，而不再容許自己被

他人或外在事物所控制。我們必須意識

到，常常我們的行為都是習慣使然，而

非出自於自我的選擇。 

綜言之：Glasser 的選擇理論是一種

內控心理學，它是透過學習，以了解外

在控制理論的錯誤。我們必須清楚的瞭

解並意識到：人類的行為不是出於外在

的刺激或控制，而是來自於自我內在基

本需求，且是經過我們大腦思考和判斷

後所做的選擇，如此我們才能為我們自

己所做的選擇和行為，負起我們該當負

的責任，我們也才能活出一個自我選擇

和自我負責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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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心得手札】2-2  現實治療工作坊學習心得感想之二 

即學即用、讓當事人成為解決自己問題的專家 

～現實治療之選擇理論學習心得 

蔡欣吟   

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 婚姻與家族治療 碩三研究生 

能上張傳琳老師的課真是一件開

心的事。記得初踏入台灣教牧心理研究

院時，就一直期待能上張老師的課，因

為久聞老師將現實治療理論運用在臨

床實務工作多年，在諮商歷程中幫助了

很多當事人。升上碩二時修習張老師的

「諮商歷程」課程，老師在課堂上非常

用心詳細解說每一個諮商步驟及透過

不斷的實務運用演練，讓我們感受到初

次會談的功力，及學習到如何在短暫的

二至三次會談有效幫助當事人解決問

題，能更有效地聚焦在當事人真正的問

題，幫助當事人願意面對自身應負的責

任，並覺察自己是有能力做出選擇的，

因為每個當事人都是自己問題解決的

專家。 

這次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力

邀張傳琳老師開辦現實治療工作坊，期

望幫助更多助人工作者進一步學習現

實治療的理論根據及如何改變當事人

固著的信念，重新選擇適合自己的優質

圖片並且願意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任。 

當天工作坊一開始老師說出經典

句子：「現實是我們不喜歡的，但搞不

好是中國人太浪漫，生活才容易出現問

題。」美國現實治療法創始人 William 

Glasser（1952），從化學工程師轉變成

精神科醫師，奇妙地將理工的理論結合

運用在心理學，並且在美國教育界得到

廣泛的重視，且卓有貢獻。 

現實治療法是一種「行動治療法」，

幫助當事人去面對實際的困難，學習對

自己負責，有效的改變自己的行為或方

法，以致能滿足自我內在生理和心理的

需求，這也是我喜愛現實治療法的主要

原因。 

人所有的行為都是為了嘗試去滿

足自我生理和心理的基本需求，包括生

存感、歸屬感（愛與被愛）、權力感、

自由感及趣味感，以期達成一個有效且

內在需求被滿足的生活。 

現實治療運用在諮商中不是急著

找出當事人許多的問題，而是釐清問題

的關鍵點，幫助當事人運作學習負責任，

更有效地幫助當事人。現實治療法很重

視與當事人共融關係，相互關心的表達，

例如：不斷讓當事人知道我關心你，我

好希望能達到你的目標，學會關切自己

的需要，學會關心自己。透過不斷喚醒

當事人要什麼，並能接受自己的選擇或

不選擇，因為在諮商歷程中，有時候「不

選擇也是一種選擇」！幫助當事人覺察

自己常輕易不自覺說出一些話，卻又不

願意為自己的話負責任的狀況，在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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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除了有共融關係，也要有負責

任的行為，來滿足心理需求。 

接著，現實治療法的三大重點「到

底當事人心裡真正的需求」、「一直幫助

當事人澄清－他要什麼」、「幫助當事人

對自己負責任」，透過不斷邀請、不勉

強、一直到當事人願意面對問題，學習

負責任的行為，也是無條件地愛與等待，

更是現實治療很重要的精神。所以現實

治療也著重情緒、同理，若當事人不進

入行為改變時，在諮商中都只是陪伴當

事人，所以等待當事人有能力去面對行

為改變，使諮商目標朝正向有效地運

作。 

現實治療法的行為體系理論中，

William Glasser 引用汽車來隱喻我們的

行為運作：當前輪帶動時，如同思想行

動啟動了，車子會動了，「一致性」的

運作是很重要的，一定要朝同一個方向

開，朝正向運作就會有正向的結果，所

以尊重當事人的選擇的過程中，幫助當

事人有好的狀態、健康的生活及習慣、

整潔的服飾，能幫助當事人感受到希望、

快樂、信任、耐性、自信，以利當事人

有效的改變行為。 

現實治療法中選擇理論，與大腦控

制系統有關。我們基本需求中的四大項

－歸屬感、權力感、自由感、趣味感，

每天都在面對不同的選擇，我們也易陷

在兩難之間，導致自己不開心，這也是

因為我們不清楚自己的選擇。試著學習

做出自己願意負責任的選擇，這是有效

的控制，所以大腦是可以控制的，有助

當事人可以選擇是否要更換優質圖片，

降低自己的標準，幫助當事人重新建構

新的行為。 

在諮商歷程中，現實治療法不常使

用面質方式，較常使用挑戰當事人的方

式，透過正面、積極、溫暖的方式，不

急著解決問題，所以是彼此在共融環境

下，需等到當事人已經準備好了，才能

接受評估治療，最重要的是計畫要簡單

的、可行的、一致的、有立即效果、控

制的、此時此刻、必須能遵守約定達成

的。透過迴圈諮商「療程」的運作，不

斷檢視四個需求中那個是當事人優先

想要做到的，不斷提供一個溫暖的環境

使案主不斷成長，諮商師必不論斷、輕

視、批判、貶低、鼓勵藉口、挑剔錯誤、

輕易放棄。諮商師需要使用一種溫柔的

方式詢問，來幫助當事人專注在主述問

題，選擇一個實際而有效的計畫，激發

案主願意去執行，完成諮商目標。 

現實治療法看重人的完整性，不只

是在乎現在、未來，也在乎當事人的過

去，能幫助案主完整的瞭解自己的生命

發生什麼事了，更清楚釐清自己的主要

問題。當天工作坊之後，我將所學應用

在實習個案的輔導過程中，真的感受到

案主開始不斷覺察自己內心真正要什

麼，不再將選擇的結果怪罪他人，而是

學會自己負責任，真正幫助個人的自我

成長及建立新的行為模式。 

感謝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安

排了這次很棒的工作坊課程，當場主持

人已向張老師預約明年的進階課程，持

續的學習是助人工作者不斷前進的力

量來源，滿心期待明年再一次的現實治

療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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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張傳琳  博士－  

現實治療工作坊  

（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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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陳玲玲  老師－「親密之旅」初階帶領人培訓（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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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謝文宜  博士－  

內在家族系統治療工作坊（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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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婚  姻  與  家  庭  輔  導  學  會 

Email：twamfc@gmail.com   網站：http://www.tamfc.org.tw/ 秘書處電話：02-2732-4458 

  

  

敬邀參加第五屆第二次年會超值演講與會議  

親愛的婚家家人與我們的好朋友，大家好！ 

 時間過得真快，又到了歲末年終，也是要向各位請安及報告這一年來婚家做了什麼、有

什麼進展的時候！ 

 我們定於 12 月 17 日舉行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當天的議程

共分為三個部份： 

     9:30-12:00  超值演講—邀請彭懷真博士主講「由虛擬與實境 

                  深度探索家庭的衝突歷程與幸福營造」（詳參活動 DM） 

  12:00-13:30    午間餐敘 & 電影欣賞 

  13:30-15:30  會員大會 

 另外，要向您報告：自今（2016）年 9 月起，婚家已隨同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由先前的

衡陽路遷移至「基隆路二段 155 號浩然樓三樓（喬治高職東側校區內）」，非常期待您能撥空

參加為會員特別準備的超值免費演講及會員大會，並趁此機會與戴院長、諸位師長和久未見

面的婚家好友聊聊。 

 婚家學會一直以來，都期望能以專業來提升婚家家人與社會上有志於助人者的專業素養

與能力。過去的這一年，我們繼續邀請曾端真教授傳授「阿德勒學派諮商理論」的理論與應

用、江文賢博士的「Bowen 家庭系統理論工作坊」也持續開設系列課程；另外也邀請唐曾元

惠博士就「情緒焦點治療（EFT）」、張傳琳教授就「現實治療」、謝文宜教授就「內在家族系

統治療」跟學員分享他們的理論與實務經驗；此外，林蕙瑛前理事長與陳玲玲前理事長，也

持續在婚姻與家庭親密關係營造上分享，使學員受益良多。 

 學員們反應：參與這些課程，除了幫助他們在助人的專業課程學習與考試上更能融會貫

通；也有對人有興趣的非專業學員反應：每一次的學習，除了對專業多了一點認識，在日常

生活中與家人、朋友、工作夥伴的互動中，都自覺更得心應手、圓融順遂。在此，也誠心的

期望您共同為婚家的茁壯助一臂之力：邀請您的朋友成為婚家的會員，參加我們的活動—一

直以來，會員都有特殊的優惠。值得向您一提的是：我們所舉辦的活動，有愈來愈多台大、

師大等研究所在學或畢業研究生參加，以及已是合格心理師、專業人員來共襄盛舉，是大家

努力支持的成果，也表達婚家的感謝之意。 

 期待 12 月 17 日能面對面向您問候！ 

    順祝 

時祺 

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 理事長 

魏世台 敬上 2016/11/28  

P.S. 我們即將以 email 將會員大會相關資料傳給您，如果您未收到，煩請主動與我們連繫；

連繫方式請參末頁學會資料。 

mailto:twamfc@gmail.com
http://www.tamfc.org.tw/
mailto:twamfc@gmail.com
http://www.tamf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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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快訊】1 由虛擬與實境深度探索家庭的衝突歷程與幸福營造  

    二十一世紀的人最喜歡的兩件事就是「看電影」與「聽生命故事」， 

一個是「虛擬」，一個是「實境」。 

身為廣播節目主持人及【比人生更真實的是電影啊！】等五十本書作者的 

彭懷真博士，將以「窗戶」（電影《候鳥來的季節》劇情剖析） 

與「鏡子」（己身家庭動態分享）， 

來檢視當代的家人關係，再由「省思、檢視、創傷、再出發」的歷程，
提出以 5Ｌ（Living、Learn、Love、Legacy、Life）， 

來讓我們及我們要幫助的人擁有
更燦爛的生命。 

 

講師：彭懷真博士 

         ★ 經歷：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 

         中華民國幸福家庭促進協會理事長 

         總統府性平會委員/婦女權益基金會董事 

         中廣新聞網「5L 俱樂部」主持人 

        ★ 相關著作：比人生更真實的是電影啊、 

                     進入社會學的世界、婚姻與家 

                     庭、相愛久久：在婚姻中溫習愛情、激勵與輔導…等 

                        ◆上課時間：2016 年 12 月 17 日 ( 星期六）上午 9-12 時 

                            ◆上課地點：台北市基隆路二段 155 號 浩然樓 3 樓 

 ◆ 費    用：會員：免費 (完成 2017 年會籍登錄者) /非會員：700 元 

           （入會辦法詳學會網站）。 

   匯款資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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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報名方式：請於 12/12 前 Email或傳真您的報名回函， 
             並完成繳費 

 

 

 

 

 

 

 

【由虛擬與實境深度探索家庭的衝突歷程與幸福營造】報名回函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電話 / 行動：                             Email：                                          

銀行帳號後 5 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轉帳方式繳款者請填寫） 

費用：□會員：免費 (完成 2017 年會籍登錄者)   □非會員：$ 700 （請勾選） 

付款方式：□至學會現款交付 □銀行轉帳或匯款 （請勾選） 

轉帳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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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日起接受報名，請 email 報名回函至：twamfc@gmail.com 或傳真至  ( 02 ) 2736- 0990。 

若以轉帳方式繳款，為確保您的權益，請註明銀行帳號後 5 碼，以便我們查詢。 

若有需要請撥打學會電話詢問：( 02 ) 2732 – 4458 

 ※ Email或回傳報名回函及完成繳費者，始完成報名手續，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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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快訊】2 「Bowen 家庭系統理論-初階班」讀書會 

                        Bowen理論是一個思考人類互動的新方式， 

它清楚地說明家庭、組織甚至是社會本身的情緒樣貌與藍圖，

用以改善、穩定本身與家庭的關係， 

讓我們能夠真實地「做到最好的自己」，進而明顯提升團體中

的領導表現。 

    專長於 Bowen理論的江文賢博士將特別從核心家庭情緒

系統、自我分化量尺、三角關係、情緒切割、家庭投射歷程、

多世代傳遞歷程、手足位置、社會情緒歷程……等概念，進

行豐富深入的教導及學員的訪談。 

講 師:江文賢博士 

         學經歷：美國加州專業心理學院婚姻與家族治療博士  
         諮商心理師  
         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  副教授   
         懷仁全人發展中心心理師  
         曾任台北市生命線主任   

         專  長：自殺防治實務工作、婚姻與家庭治療系統取向心理治療、 
                 創傷治療、家庭暴力   

          上課日期：106/1/21、2/25、3/4、4/15（下午 1：30－4：30）、 
                 4/22、4/29、5/20、5/27、6/17、6/24 共計 10 次  
           （以上時間皆為星期六。除 4/15 外，皆上午 9：00－12：00） 

           上課地點：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10 號 6 樓 

費        用：會員 6,800 元 / 非會員 9,000 元（入會辦法詳學會網站）。 

匯款資訊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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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方式： 
請於 12/31前 Email: twamfc@gmail.com 回傳您的報名回函或傳真: (02)23313030 ，並
完成繳費 

參考書：Bowen 家庭系統理論之八大概念（Dr.Roberta Gilbert 原著）-售價:$250 

 

 

 

  

 

【「Bowen 家庭系統理論--初階班」讀書會】報名回函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電話 / 行動：                             Email：                                          

銀行帳號後 5 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轉帳方式繳款者請填寫） 

費用：□會員＄6800□非會員$9000（請勾選）  

付款方式：□至學會現款交付 □銀行轉帳或匯款（請勾選） 

轉帳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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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日起接受報名，請 email 報名回函至：twamfc@gmail.com 或傳真至(02)23313030。 

若以轉帳方式繳款，為確保您的權益，請註明銀行帳號後 5 碼，以便我們查詢。 

 ※ Email或回傳報名回函及完成繳費者，始完成報名手續，謝謝。 

若有需要請撥打秘書處詢問：(02)23116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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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快訊】 3 情緒焦點治療 (EFT)工作坊初階&進階 

 

「記得我們有約」 
學會於去年舉辦第一次「情緒焦點治療（EFT）工作坊」（初階），得到熱烈的迴響。參加的學員透

過唐曾博士的實例示範，對許多熟悉的技巧，有了更深的體悟。基於參與者與向隅者的期待，再次邀
請唐曾博士分初階與進階，講授與示範 EFT在諮商與治療上的應用。期待您一起來切磋、琢磨! 

「情緒焦點治療（EFT）」關心的是什麼？ 

在成長的過程中，許多人學會了壓抑情緒的反應模式。這個錯誤的模式使得 
他們在人際關係上很難得到滿足，在瞭解別人上也阻礙重重。 

有些負面的情緒更來自成長歷程所遭受的虐待或創傷，這樣的情緒須要去解決。 
情緒焦點治療以系統性的概念和步驟， 

幫助受輔者察覺和應用他們的情緒，使他們得到醫治並促進情緒智商的發展。 

學員學習迴響！ 
「唐曾元惠博士 EFT的課程打開了我的眼睛，透過她深切共情的同理心陪伴及情緒引導，我經歷、明白

自己喪父後的深切悔恨及害怕；同時看見在唐博士的陪伴下，一位像鋼鐵般的丈夫和他願意尋求幫助的妻
子，慢慢講出彼此對自我角色的期許與配偶、婚姻關係的渴望……。 
震憾的是治療過程中，唐博士不吝於回應自己真實的情緒感受，讓個案深深被情緒同理、鼓勵，受輔者

也慢慢地從肢體的警戒、防衛性動作放鬆地回應…，進而覺察自我情緒，說出他隱藏深處的情緒、恐懼和需
要。」（參加學員撰--2016年5月6、7日；歡迎至「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網站點閱「婚家電子報」第五屆第二期） 

唐曾元惠博士 

學經歷：美國普度大學諮商教育學博士、臺灣大學學士 

經  歷：諮商和心理治療經驗（25 年） 

        東密西根大學研究所諮商課程講師 

        底特律韋恩州立大學諮商中心諮商師 

現  職：芝加哥市郊瑞柏市個人諮商所諮商師（家庭、婚姻及個別諮商） 

伊利諾州教育局兒童關懷計劃 (針對特殊教育人員) 主領訓練員 

◆ 上課時間：初階－2017 年 3 月 18 日（星期六）上午 9 - 12 點，下午 1- 4 點 ( 共 6 小時 ) 

進階－2017 年 3 月 19 日（星期日）下午 2 - 5 點，晚上 6- 9 點； 

2017 年 3 月 25 日（星期六）上午 9 - 12 點，下午 1- 4 點 ( 共 12 小時 ) 

◆ 上課地點：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10 號 6 樓 611 教室 

◆ 費    用：初階-會員 1,200 元 / 非會員 1,600 元（入會辦法詳學會網站）。 

進階-會員 2,400 元 / 非會員 3,200 元 

匯  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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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報名方式：請於 106 /3 /3 前 Email 或傳真您的報名回函，並完成繳費 

 

【優質好書推薦】 

《教出有勇氣與行動力的孩子：親子雙贏的教養功夫》 

 售價$ 250，買 5 本以上打 9 折$ 225 

【 2017 年情緒焦點治療（EFT）工作坊】報名回函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電話 / 行動：                             Email：                                            

金融卡帳號後 5 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轉帳方式繳款者請填寫） 

費用：初階：□ 會員＄1,200 / □ 非會員 $1,600（請勾選）；可選擇單獨一個或初、進階課程同時報名 

      進階：□ 會員＄2,400 / □ 非會員 $3,200（請勾選） 

付款方式：□ 現款交付 □ 銀行轉帳或匯款（請勾選） 

轉帳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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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日起接受報名，請 email 報名回函至：twamfc@gmail.com 或傳真至 ( 02 ) 2736- 0990。 

若以轉帳方式繳款，為確保您的權益，請註明銀行帳號後 5 碼，以便我們查詢。 

若有需要請撥打學會電話詢問：( 02 ) 2732 – 4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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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好書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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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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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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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好書推薦】 

                         傾聽生命故事與敘說的療癒力：阿德勒學派心理治療 

作  者：曾端真 

出版社：張老師文化 

售  價：380 元 

  阿德勒（Alfred Adler）對學校教育、家庭教育與心理治療

的貢獻，是其提倡社會情懷（social interest）的最佳驗證，至今

我們仍然在領受他留傳下來的智慧。 

本書是阿德勒心理學家曾端真教授將阿德勒心理治療的教學

與實務工作，加以沉澱與整理，留下自己的學習記錄，也是學習

個體心理學的最佳基本教材。 

作者師事西北華盛頓阿德勒中心主任 Henry Stein，感受最深

的是治療師如何傾聽案主的生命故事，書名即為作者對這個治療

學派的領悟──治療是一門傾聽的藝術，每位案主都在敘說自己的故事，治療師傾聽案主的故

事，同時也引領案主傾聽自己的故事。 

  治療師不是案主人生的操盤手，而是從傾聽中，猜測案主故事中的隱喻，產生帶領案主的

方向。案主在敘說故事的歷程，一邊說，一邊往內在去聽被自己所壓抑與塵封的故事。療癒力

來自聽懂自己的故事，接納自己的故事，探照出生命故事中的意義和復原力。 

 

 

 

解決關係焦慮-Bowen 家庭系統理論的理想關係藍圖 

譯  者：江文賢、田育慈  

出版社：張老師文化 

售  價：350 元 

有問題都是對方的錯？只要對方改變，狀況就可以改善？ 

如果對方不願意改變，你該怎麼辦？ 

 帶您從 Bowen 家庭系統理論的觀點── 

1.跳脫自動化思考，看清人我關係上的連結 

2.清楚自己在關係上能夠掌握與不能掌握的部分 

3.重新檢視自己的立場與原則，學習自我管理                  

4.改變自己情緒性的行為與想法 

5.看清人我共同創造出來的特定舞步 

6.創造屬於自己的人我關係之從容與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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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好書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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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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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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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家家訊】 
 
★捐款芳名錄★ 林蕙瑛＄1370  陳玲玲＄5000  魏世台＄3600 (依姓氏筆畫順序) 

                （婚家學會感謝您的支持！） 

★歡迎成為婚家人★ 
凡贊同本學會「促進婚姻與家庭輔導的理論研究與實務推廣，增進台灣婚姻與家庭健全發展」之宗旨， 

並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般會員】 

會員類別 會    員    資    格 入會費 常年會費 

正會員 

1.具國內外輔導諮商相關碩士或博士學位並實際從事婚  

姻與家庭輔導諮商兩年以上之工作者。 

2.具大學以上學位並實際從事婚姻與家庭輔導諮商五年 

  以上之工作者。 

3.具專科學歷，並實際從事婚姻與家庭輔導諮商八年以上

之工作者。 

500 1,000 

準會員 

1.輔導諮商相關科系碩士或博士班之在學學生或畢業生。 

2.具大學以上學位並實際從事婚姻與家庭輔導諮商兩年

以上之工作者。 

3.具專科學歷，並實際從事婚姻與家庭輔導諮商五年以上

之工作者。 

500 500 

團體會員 
 凡贊同本會宗旨，從事婚姻與家庭輔導諮商之教育、研究

或實務工作的機構或團體。 
1,000 2,000 

   ※本會除一般會員外，亦歡迎成為終身會員或贊助會員。 

 【會員權益】 

  1. 免費參加本學會舉辦的各項會議，及每年一次特別為會員舉辦的研討會。 

  2. 得優先及優惠參加本學會舉辦的各項訓練課程或工作坊。  

   ★我們的異象與使命★ 

本學會的異象與使命在於增進台灣婚姻與家庭的健全發展，您時時的關心、支持與捐款贊助，  

都是對我們的鼓勵與督促。謝謝您﹗ 

【捐款資訊】 

戶名：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 

銀行電匯或ATM轉帳，華南銀行大安分行（銀行代碼：008  帳號：125-10-0055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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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處聯絡方式★  

  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秘書處 

  會 址：（11054）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二段155號3樓（浩然樓）    

  電 話：02-27324458    傳真： 02-27360990 

  Email： twamfc@gmail.com 

  網 站：http://www.tamfc.org.tw/       

  臉 書：https://www.facebook.com/twamfc1     統 編：98777167 

注意！ 

我們搬家囉。 

 

https://www.facebook.com/twamfc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