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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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月匆匆，自 2015 年 12 月 26 日受會員之託付接任台灣婚姻

與家庭輔導學會第五屆理事長，倏忽已滿三年。感謝大家這麼長時

間的支持與鼓勵！在今（2018）年 12 月 1 日舉行的第六屆第一次

會員大會中，曾經多年參與學會理監事團隊（包括第五屆理監事會）

的蘇秀慧理事，高票當選第六屆理事長，相信在蘇理事長的規劃與

領導下，定能一棒接一棒，為學會再創新局。  

回想三年來，承襲戴創會理事長、第三屆林蕙瑛理事長及第四

屆陳玲玲理事長打下的基礎，兢兢業業、戮力以赴，除了依例為學

會會員舉辦各種輔導專業工作坊，也完成了「 107 年台灣婚姻與家

庭輔導學會婚姻與家庭協談師認證」，這是學會首次以口試方式認

證，每位申請者經三位學驗俱豐的專家共同口試後，有八位申請者

通過，通過率為 57%；已知有多位通過者，因為此證書在工作上

或進修上得以心想事成。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於第四屆陳玲玲理事長開了「婚家學會

電子報」的先河，第五屆也認真經營。有感於大家百忙中撥冗撰稿，

且篇篇精彩，今年年中想到要彙集成冊；很開心的是：終於美夢成

真！書名是「愛離你不遠 --只要你願意定睛」（請參閱本期的好書

推薦）。為了博得您的「定睛」 --眼光的青睞，在本文之後，也放

上為該書所寫的「序言」及目錄，或者有許多作者都是您認識的，

或者有許多主題也是您感興趣的。  

最後除了感謝每一位，特別要感謝戴創會理事長、第五屆的理

監事們及為我們提供專業課程的專家學者們，尤其是我的志工群，

陪伴我一起走過三年，還在 12 月 1 日的會員大會中，用鮮花、蛋

糕、感謝禮，讓我驚喜連三元！我一向習慣含蓄，除了上課、演講、

主持會議，大多更喜歡沉靜；但這次不同，他們的心意，使我願意

與想望跟大家分享，以表達我滿心的謝意！還請大家不吝把游標拉

到本期電子報的後半段，一起參與我們在 12 月 1 日那天：有人領

到證書、有人得到贈書或感謝狀、大家開心吃蛋糕的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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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新書】愛離你不遠—只要你願意定睛 

【序言】 

這本書的誕生是一個偶然，但也是小心翼翼的！ 

說是偶然，因為這本書是我們將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第五屆在三年中出刊各期電

子報中的文章彙集成冊而得。然而在開始編輯各期電子報時，並沒有這樣的構想，只是到

第三年時，有感於每位作者都這麼用心的準備稿件，加上讀者熱切的反應，覺得只是讓這

些文章束置在雲端的高閣，真的很可惜，才有將之印出紙本的起心動念。 

至於小心翼翼，卻也貼切！因為從一開始規劃電子報的內容時，為了稿源的豐富及多

元，文章部分規畫了兩個區塊：「本期專文」及「學習心得手札」。（電子報的內容還包括活

動花絮、活動快訊、優質好書推薦等）「本期專文」是邀請學者專家撰文，「學習心得手札」

則是邀請在學的研究生或是參加學會舉辦之工作坊的學員，將所學整理成文或分享心得。 

在本書的前三篇：「實務篇—按圖索驥．豁然開朗」、「理論篇—深耕理論．洞見觀瞻」、

「經驗篇—專業歷練．點滴在心」就是出自各期「本期專文」的內容。之所以按照實務、

理論與經驗的順序，是希望讓讀者先感受到婚姻與家庭輔導是有血有肉，非常貼近我們實

際生活，是很實用的；然而作為輔導專業，持之有故則是必須要慎重看待的前題，因此理

論的陳述也總是要被觀照；同樣寶貴的是輔導專業者也要不斷反思理論與體會不同的新經

驗，並從中受益，所以第三篇是幾位專業輔導者的親身體驗。 

接續的兩篇是：「學習心得—啼聲初試．斐然成章」與「研習有感—大師風采．啟迪教

誨」。雖然作者多是學生或學員：彼等或就課堂所學進一步加以擴展、整理，加上個人生活

經驗的印證，可謂生動感人；或在參加輔導專業工作坊後，分享個人在認知上、情感上或

行動上所得到的啟發。每篇都有很高的可讀性。 

誠然本書在前述各個篇章的內容，基於成書的過程，未能達到篇篇相扣、環環相連的

嚴整；但每一位作者所著墨的主題，都是目前社會大眾所關心的議題，因而所呈現的多面

向與涉獵的廣度，也更映照了專業輔導工作的重要性及需求層面的廣泛。 

回想起來，每個邀稿與選稿的過程，都是非常用心的！很高興 我們的誠心，獲得作者

愛心的回應，也成就了本書的豐富與精彩。在此也向每位作者致上最誠摯的感謝之意！ 

最後，由於職責所在，或者說是慣例，每一期的電子報，都有一篇「理事長的話」，一

方面略述學會的工作，同時敘及這一段期間社會關注的問題和自己的感想，也就不惴淺陋，

挑選了幾期的內容作為第六篇，就教於諸位先進。 

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成立的宗旨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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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與家庭健全發展的目標就是希望有更多人能享有美

滿的婚姻與擁有幸 福的家庭。本書書名為「愛離你不遠—只要你願意定睛」，家人關係中，

無論夫妻、親子、祖孫、岳婿、婆媳、手足、……，要有良好的關係，愛是關鍵因素；但

如何拿捏，因人、因時、因事而有講究，古人有云：「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期望

這本書的文章，能得到讀者眼光的停駐，而使更多的愛被有心人擷取。 

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 第五屆 理事長 

魏世台 謹誌  



婚家電子報 2 0 1 8 年 1 2 月  3   

 

【目錄】 

序言 愛離你不遠 -- 只要你願意定睛             ◎魏世台  02 

壹、實務篇 -- 按圖索驥．豁然開朗 

○01您的小孩過動無法專心嗎？ ◎戴俊男 10 

○02讓教養子女開出幸福的花朵 

-- 如何教出用心、開心、又貼心的孩子 

◎魏世台 14 

○03善用運動，強身也增進婚姻關係 ◎林蕙瑛 24 

○04成為一對愛侶：一個伴侶諮商師看 

【愛在黎明破曉時】中的親密關係 

◎趙文滔 26 

○05在忙碌的工作與生活中，維持親密關係 ◎朱建平 35 

○06婚姻的維繫及滋養 ◎吳慈恩 40 

○07「幻想」VS.「現實」 

-- 從現實治療談婚前的選擇與責任 

◎張傳琳 48 

○08精神疾患的回家之路 -- 多面向的醫療觀照 ◎張孟真 56 

貳、理論篇 -- 深耕理論．洞見觀瞻 

○01親職教育 -- 以家長為中心 以系統為脈絡 ◎曾端真 64 

○02淺談情感缺失父母對成人依附關係的影響 
◎陳玲玲 75 

○03婚外情與三角關係 
◎曾素玲 82 

○04愛情關係 --Bowen 家庭系統理論的實踐 ◎江文賢   89 

◎田育慈 

○05愛情診療室 -- 生病的愛情關係 ◎傅嘉祺 93 

○06毒品戒治的家庭觀點 ◎黃玉珍 96 

○07心事誰人知 -- 淺談男性憂鬱症 ◎陳輝銘 105 

參、經驗篇 -- 專業歷練．點滴在心 

○01回看來時路： 一個婚姻與家族治療學徒的朝聖 ◎蘇秀慧 116 

○02探討心理學與企業的連結 

-- 一位企業經營者的心靈之旅 

◎林瑞敏 121 

○03整合「分裂的心靈」-- 膽結石教會我的事 ◎謝文宜 128 

○04反思現代的後現代家族治療 ◎賈紅鶯 132 

肆、學習心得 -- 啼聲初試．斐然成章 

○01青少年網路成癮 ◎廖錦德 140 

○02科技對兒童與青少年認知發展的影響 ◎連美恩 150 

○03青春期碰上更年期 親子關係不衝突 ◎董  薏 158 

○04親子互動篇--父子關係似如爭鋒相對的二顆太陽 ◎屠  釗 163 



婚家電子報 2 0 1 8 年 1 2 月  4   

 

○05啃老族 -- 永恆的孩子 ◎許小玲 167 

○06來自異國聯姻家庭的孩子-- 阿怪給我的省思 ◎于文華 171 

○07失落的中年 -- 談男性中年危機的面對 ◎張傳琳 48 

○08失智症 -- 愛與被愛 ◎傅亞玲 182 

○09老年期的發展 -- 勇敢面對人生的終點站 ◎吳冠薇 190 

○10老當益壯 -- 活得久，活得好，活得有尊嚴 ◎吳燕菁 193 

伍、研習有感 -- 大師風采．啟迪教誨 

○01閱聽學阿德勒心理治療 ◎丁  皎 200 

○02練習聽故事 ◎葉安芬 204 

○03我與你同行 

-- 阿德勒學派團體督導課程分享 

◎王亞琴 207 

○04內在家族系統治療法工作坊心得 ◎卓珮婷 210 

○05淺談自我分化--Bowen 家庭系統理論習後心得 ◎闕嘉玉 212 

○06我與情緒焦點治療（EFT） ◎陳芳菊 215 

○07情緒焦點治療（EFT）上課心得 ◎曹冰瑩 217 

○08情緒焦點治療（EFT）工作坊心得感想 ◎李慧惠 219 

○09後現代家族治療在多壓力家庭的運用 ◎宋碧霞 221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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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11即學即用、讓當事人成為解決自己問題的 專家 ◎蔡欣吟 227 

○12現實治療法研習心得 ◎朱學華 231 

○13從證明對錯到承擔責任 

 --「現實治療在危機婚姻中的應用」 
◎葛迺瑜 234 

陸、理事長的話 -- 心靈點滴                     ◎魏世台    240 

 ○01理事長的話（一） 

 ○02理事長的話（二） 

 ○03理事長的話（三） 

 ○04理事長的話（四） 

 ○05理事長的話（五） 

 ○06理事長的話（六） 

 ○07理事長的話（七） 

附錄 

一、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第五屆 (105 年至 107 年 )理、監事名錄 

二、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第五屆志工團名錄  



婚家電子報 2 0 1 8 年 1 2 月  5   

 

【會務報告】107 年度會務工作報告 

感謝全體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會員的關心與支持，尤其是協助及參與我們完成各項

工作的諸位理事、監事、專家、學者、輔導界的好朋友、婚家志工及婚家電子報的讀者。 

 

序號 項    目 日   期 內                  容 

一 綜合會務 107.3.13 

 

107.6.20 

107.12.1 

107.12.1 

1. 第五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會議記錄報內政部並已准

予核備。 

2. 召開第五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 

3. 召開第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4. 召開第六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 

二 婚姻與家

庭協談師

認證 

107.2.8 

 

107.3.1 

 

107.6.1~7.2 

107.7.12 

 

107.8.9、 

9.6 及 9.7 

107.9.12 

107.9.25 

 

 

107.12.1 

 

1. 認證委員會委員以通訊方式覆審認證辦法及

公告。 

2. 公告「107 年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婚姻與

家庭協談師認證辦法」。 

3. 婚姻與家庭協談師認證報名。 

4. 第五屆認證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審核申請者報

名資格及確認口試作業相關細節。 

5. 認證口試分三日舉行（每一位受試由三位具婚

姻與家庭協談師證照之專家口試）。 

6. 第五屆認證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審定口試結

果。 

7. 公告通過協談師認證名單，通過者為林念潔、

闕嘉玉、蔡欣吟、洪瑋嬪、張秀鈴、宋碧霞、

張孟真、邵旦忠等八名（依報名先後順序），

通過率 57%。 

8. 於第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中頒發「婚姻與家庭

協談師」證書。 

三 婚姻與家庭專

題講座 

107.12.1 王天佑校長之「輕鬆學九型—知己知彼 百戰百勝」

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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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家族治療相關

學派之理論與

實務深度探研 

 

107.3.25 

107.3.30 

 

107.4.20~ 

10.19 

107.6.9.~ 

6.16 

1. 唐曾元惠博士之「情緒焦點治療（EFT）取向—

伴侶諮商。 

2. 唐曾元惠博士之「情緒焦點治療（EFT）取向—

個別諮商精深訓練。   

3. 曾端真教授之「阿德勒學派團體督導」（共六

次）。 

4. 賈紅鶯博士之「後現代家族治療在多壓力家庭

的運用」（共二天）。 

五 相關機構交流 107.10.25

~10.28 

 

 

 

全年持續進行 

1. 受邀參與並協辦由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

會、亞洲家庭治療學院舉辦之「第五屆亞洲家

庭治療學院年會」（The 5th Asian Academy of 

Family Therapy Annual Conference；主題為：

「尋找新家園—亞洲家庭治療的發展、生態與

未來：文化、培訓、對話」 

2. 持續與與上海心融集團所屬德瑞姆心理教育機

構聯繫合作。 

六 會員永續計畫 

 

全年持續進行 1. 本年度增加準會員 32 人。 

2. 本年度新增正會員 15 人，皆由原準會員轉來。 

七 婚家電子報 

 

全年持續進行 

 

 

 

107.4 

107.8 

107.12 

107.12 

 

 

1. 電子報主要內容包括：理事長的話、本期專文、

學習心得手札、活動快訊—課程宣傳、好書推薦、

婚家家訊等，本年度電子報特別增加有關「婚姻

與家庭協談師認證」之消息。 

2. 電子報出刊 

  第五屆第七期電子報 

   第五屆第八期電子報 

   第五屆第九期電子報 

3. 出版第五屆電子報合輯，書名「愛離你不遠—只

要你願意定睛」，主要內容為六篇： 

第一篇「實務篇—按圖索驥．豁然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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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理論篇—深耕理論．洞見觀瞻」、 

第三篇「經驗篇—專業歷練．點滴在心」、 

第四篇「學習心得—啼聲初試．斐然成章」、 

第五篇「研習有感—大師風采．啟迪教誨」、 

第六篇「理事長的話—心靈點滴」。 

八 網站與部落格 全年持續進行 1. 【婚家網站】升級與內容持續更新 

網址：http：//www.tamfc.org.tw/ 

2. 【婚家臉書】內容持續更新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twamfc1 

九 志工制度建立 全年持續進行 

 

 

 

 

 

 

 

 

會議召開 

 

頒給感謝狀 

1. 志工團，任務分配： 

 志工團主席 杜家麟  

 綜合會務組組長 林仲燕 

  發展推廣組組長 陳芳菊 

 專業教育組組長 蔡欣吟 

 組織交流組組長 杜家麟（主席兼） 

  財務會計組組長 廖渝荃 

  資訊網路組組長 廖錦德 

  電子報總編輯 宋碧霞 

  電子報編輯 葛迺瑜    

 

2. 召開志工會議。（分別於 107 年 3/14, 5/30,  

  10/3, 11/14 召開） 

3. 頒給志工感謝狀，感謝三年來對學會的支援服務。 

 

 

 

http://www.tamfc.org.tw/
https://www.facebook.com/twamf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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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專文】1 

親職教育  

- - -- 以家長為中心  以系統為脈絡  

曾端真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教授退休  

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教授  

  ～～～～～～～～～～～～～～～～～～～～～～～～～～～～～～～～～～～～～～～ 

參加親職訓練的父親或母親當他們回到家庭系統之中，將影響家人之間的

三角關係，或夫妻關係。……實施親職教育者必需要鳥瞰父母的行為脈絡，

訓練情境和家庭情境，是截然不同的行為脈絡。在訓練情境所學得的知識

能力，必須能適用於其生活的系統脈絡。 

  ～～～～～～～～～～～～～～～～～～～～～～～～～～～～～～～～～～～～～～～ 

親職教育模式  

親職本為自然的事，但是由於時代變遷，

社會型態轉型，家庭結構的多元化，使得親

職教育成為父母的重要需求。親職教育也是

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學、人類學、精神醫

學及小兒科醫學等領域的學者專家所共同關

心的議題。各個領域的專家從不同的觸角來

研究親職教育，或建構親職教育的理論與模

式，試圖解答幾個重要的問題：父母影響孩

子的途徑是什麼？父母如何選擇管教方式？

有效能的父母之因素是什麼？為什麼父母會

在管教孩子上失去功能？社會系統如何影響

父母的管教行為？ 

親職教育的理論與模式，以及相關的研

究，在六、七十年代可謂蓬勃發展。其中被

引進台灣，也是最出名的有四種取向的親職

教育模式為： 

「 父 母 效 能 訓 練 」（ PET ， Parent  

Effectiveness Training）、阿德勒學派的「父母

效能系統訓練」（STEP，Systematic Training for 

Effective Parenting）和「正向教養」親職教育

(PD, positive discipline)，認知行為學派取向的

親職教育，以及家族治療取向的親職教育。 

PET 是人本取向的模式，源自個人中心

學派之概念，重點在幫助父母覺察、瞭解、

與接納孩子的情緒，同時也要對自己的情緒

自我覺察。其中比較出名的技巧包括積極傾

聽、和「我」訊息技巧。STEP 和正向教養親

職教育主要依據阿德勒學派的概念，重視瞭

解孩子的行為動機、家庭會議、邏輯後果、

和鼓勵等之技巧訓練。近幾年來，阿德勒學

派取向的正向教養在訓練講師方面，已經發

展出一套完整的訓練方案，並培養出為數不

少的正向教養講師。認知行為學派取向的親

職教育模式，重視行為觀察、行為的形成與

持續因素分析、以及認知或信念對親職行為

的影響。所依據的原理主要為社會學習理論、

操作制約、以及認知基模等原理。 家族治療

取向的親職教育模式，重視家庭溝通、家庭

氣氛、心理界線等的學習。 

以上各種取向的親職教育都對台灣的親

職教育訓練有重要的影響。不同取向的訓練

模式，適用於不同的家長需求。不論哪一種

理論的親職教育，一般包含四個重點的訓練：

親職知識、改變信念、學習新技能、問題解

決能力的訓練。 

系統觀的親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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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觀的親職教育，不是另一種獨立的

親職教育理論或模式，而是一種親職教育的

哲學觀。Roberts (1994）提出親職教育的系統

觀，主張親子互動不是因果論，不宜用直線

式的思考模式來解讀父母的管教行為。當我

們在教導父母如何學習新的行為來管教子女

的時候，父母常常不容易跟隨指導，原因之

一是因果的思考模式，讓父母有被訓練師指

責的感受，好像他們錯了。他們會認為訓練

師把父母的行為當成是「因」，才會導致孩子

偏差行為的「果」。在指導父母的時候，如果

忽略了親子關係和管教行為，是個人、家庭、

社會及生態系統間交織下的產物，只從父母

的「管教行為」來思考，那麼訓練師和父母

雙方都會遇到瓶頸 。父母會出現「是的──

但是──」的反應，訓練師則覺得父母是在

找藉口，在阻抗改變。 

其次，必須避免落入開處方式的訓練模

式，以為父母「吃」了某種處方，便可以導

正孩子的特定行為。這種思考除了落入直線

因果的思考陷阱之外，也忽略了情境因素對

親子互動的影響。未考慮親子互動和情境脈

絡之間的環形互動（circular model）特質，類

似開處方的訓練模式，有所謂的「食譜」之

譏。親職教育的「食譜」，在種類上已經有其

限制，再加上不是每種食譜都適合於求助的

家長。這種食譜式的訓練模式，也會讓訓練

師和父母雙方都有挫折感。 

再者，參加訓練者通常只是父親或母親

個人，當他們回到家庭系統之中，將影響家

人之間的三角關係，或夫妻關係。親職教育

必須重視接受訓練者對家庭脈絡所可能帶來

的負面影響。親職教育不只是如何調整管教

行為，同時必須教導父母回到家庭系統的時

候，如何去實踐所學才不會衍生其他的問題。

亦即，實施親職教育者必需要鳥瞰父母的行

為脈絡，訓練情境和家庭情境，是截然不同

的行為脈絡。在訓練情境所學得的知識能力，

必須能適用於其生活的系統脈絡。 

Holden(1997)也提出生態系統的觀點，如

下圖所示： 

 

 

 

 

 

 

 

 

系統是指其中的元素相互影響的一種組

織。在家庭系統中，家庭成員在任何時候的

任何行為，對其他家庭成員而言都是有意義

的，成員彼此都相互影響。從系統的觀點，

親子關係為雙方互動的結果，親子在此關係

中均是主動反應的個體。 

系統的觀點強調行為發生在情靜脈絡之

中，不從直線因果思考父母的管教行為，而

從親子在生活情境中的循環互動來理解親子

的行為。父母的管教行為和孩子的偏差行為，

都必須放在家庭脈絡中來瞭解，親子關係發

生於個體、家庭、社會、與生態系統交互影

響之下。系統的觀點亦反對將教導者或訓練

師視為知識的權威者，由外在的力量來主導

父母的改變。系統觀主張應由父母內在生出

力量來提昇管教的功能，讓父母成為改變的

主導者。因此父母應如何與孩子對應，無法

依據專家所給的食譜般的建議，照著步驟去

執行即可。親職教育的方案必須考量情境脈

絡及孩子與父母之間的交互關係來設計。 

不論哪種取向的親職教育，系統觀是訓

練師需謹記於心的哲學觀，以便在實施親職

教育的時候，能夠更貼近父母的脈絡，提升

訓練的效果。 

以家長為中心  以系統為脈絡 

親職教育的意義和內涵常隨著訓練者的

專業背景而異，底下僅提出一些我在實施親

職教育的時候，將系統的觀點溶入我和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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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動之中的思考和做法。 

一、以父母為中心，勿讓專家的角色

阻礙助人的效能 

一般親職教育訓練者通常把訓練目標放

在管教行為或信念的學習上，訓練計畫也大

都以「父母應學習什麼」為規劃的方向。這

樣的目標和方向，隱含著對父母的管教方式

或信念的否定。往往使得多數求助的父母在

獲得協助之前已先被否定。在「家」面前，

父母發現自己在管教信念與方法上是那麼的

不足與錯誤，令他們深感自責、自卑與擔憂。 

訓練師對父母間接或直接提供建議或解

釋時，他們通常也可能覺得有幫助，因為父

母本來就帶著這個期望來接受協助。不過這

麼做的效果得視父母是否覺得受到同理與支

持，以及他們是否認同訓練者的觀點。訓練

師必須時時覺察自己所傳遞的訊息，父母如

何吸收或解讀，以及是否會導致父母對自己

的否定與自責。自責將使一個人覺得失望與

無助。這樣的結果有如「治療的暴力」，相對

於此，訓練者應提供的必須是「治療的愛」。 

在親職教育工作中，專家們一不小心便

容易以理論或專業標準來診斷父母的效能，

並且據此提供「處方」給家長。父母不自覺

的會貶低自己的經驗，屈服於專家的聲音，

使其為人父母的能力被「無能化」了。因此，

當我們在協助父母時，勿讓專家角色與專業

知識阻礙了我們的助人效能。 

二、以尊重父母的自我價值為首務，勿以

社會文化價值界定成功父母的定義 

我們的社會文化價值影響著成功父母的

定義，使得許多身處低社經背景的父母與自

認為失敗的父母陷於自責之中，進而影響其

為人父母的品質。文化的偏見以及社會文化

對父母親的過度期待，將導致他們因無法做

個理想的父母親而自責，這對親職的效能是

一大傷害。 

如何讓父母的聲音被聽到，以及讓他們

的經驗獲得尊重，是親職教育工作中的要

務。 

我曾在「輔導教學碩士班」的「親職教

育專題研究」課程中，請研究生（均為在職

國小教師）發函給家長，邀請家長寫一封以

「我心中的孩子」為主題的信。在兩百多封

家長的回信中，可以看出縱使父母的社經背

景完全不同，管教方式可能也大異其趣，但

是字裡行間透露出的是為人父母的共通性，

亦即他們深愛著孩子、關心孩子在學校是否

得到照顧、關心孩子是否能健康地成長。 

底下摘要幾封勞工階級父母寫給教師的

信： 

「他是一個乖巧的孩子，會幫我做家

事，照顧弟妹，也會體貼幫忙我做工作，

雖然很小，可是很熱心，唯一的缺點是功

課要人叫才會寫」 

「○○小時候身體就不好，在他二年

級的時候腳去開刀，我就寸步不離的守在

病床邊照顧○○，出院後，那時不能走路，

我天天背他上學──」 

「我心中的○○從小到現在都是乖

小孩不讓我煩惱」 

「○○很認真，考第二名我們都替他

高興」 

「○○是乖巧懂事貼心的孩子，課業

上很有進步，做父母也跟著高興，希望能

繼續加油」 

親職教育必須能提供父母一個平台，去

表達對子女的愛和欣賞。若從親職教育知識

的角度而言，他們的管教方式可能離標準甚

遠，也可能有著諸多錯誤互動，他們的親子

關係或許也不合親職教育書本上所標榜的模

式，但是若從生活整體來看，這些看似為家

計而忙，無暇管教子女的父母，他們與孩子

的關係，以及對孩子的關懷與欣賞卻是令人

感動的，充分顯示他們為人父母的智慧。或

許由於他們的辛苦，給了子女表達體貼與乖

巧、學習負責照顧自己、分擔父母辛勞的機

會，也讓孩子在功課之外能感受到自己存在

的價值。 

親職教育若侷限於教導父母應如何做，

或只針對他們所未做與失誤之處，恐怕會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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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在成就上缺乏自信的父母，平添其對父

職或母職的自卑。尤其當我們用孩子的學業

表現來界定親職的成功與否，更讓父母挫折。

與家長互動時，尊重父母的社經背景與價值

文化，及其對子女的心意，比提供同理心、

傾聽等技巧更重要。我常覺得與其跟挫折感

已經很重的父母談同理心、傾聽技巧，不如

讓他們覺得自己是好父母來的重要。如何讓

父母提高自我價值感應是親職教育的首務。 

三、著重豐富的親情和正向之處，勿讓父

母在管教知能與溝通技巧上感到挫敗 

承上述的家長信函，在回收的信中，有

半數家長寫到孩子貼心、乖巧、善良善體人

意、聽話、孝順等，以及父母對孩子的喜歡、

感謝或欣賞。雖然這不是一個嚴謹的研究，

但是父母在信中自然流露出的親子關係很有

意義。如果我們能讓父母知道，生活中處處

是教育，孩子重視的是與父母的一體感。孩

子的貼心、善良、孝順、乖巧、聽話、善體

人意，正表示孩子喜歡與父母親近，喜歡分

擔父母的辛勞，希望父母喜歡他們。可貴的

親子關係便發生在孩子所表現出來的這些行

為以及父母對這些行為的肯定。這樣的親子

互動，是任何家庭都可以做到的。親職教育

應多幫助父母看到生活中自然發生的親情，

而非強調他們應該如何改進溝通技巧，或因

該如何修正他們的管教信念。 

這些父母需要被看到他們在其家庭系統

中，所帶給孩子的豐富之處，讓他們感受到

身為父母的自信。 

一個經濟優渥的家庭和經濟困難的家庭，

家長能為子女做的事是不一樣的。一個高學

歷的家長和低學歷的家長，在表達與溝通的

能力上是有差異的。但是每位父母都在其系

統中發揮其應有的功能，而孩子也在家庭系

統中學習與成長。系統觀提醒我們去尊重每

個家庭運作的特質，協助他們在自己的系統

中取得平衡，而不是教導他們去做到書本上

的溝通技巧與信念。親職教育工作者若只一

味的以書本上的理論來教導父母，而未思考

每個家庭的差異，則對大多數父母是很大的

挫折。學校或社會機構舉辦親職教育的時候，

常感嘆該來的家長都不願意來，原因固然多

端，但是不可否認的，父母的挫折感、對於

權威知識的畏懼，常讓他們裹足不前。 

四、強化父母之所能為，勿凸顯親子衝突

與難為之處 

我在「從童年家庭經驗析論親子關係」

（曾端真 ,2000）的研究中發現孩子所看到、

所聽到的、所感受到的親子關係，主要發

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動，而不是刻意的言

語溝通或管教。也就是父母直接用言語管

教孩子，只是生活中的一小部份，孩子所

感受到的親子關係則是發生於生活中的

經驗。例如： 

 「媽媽的忍耐與包容陪我們度過爸

爸年輕率性，幾乎不管家事的童年」 

「記得有一回爸爸帶著全家一起出

遊，……。當時的氣氛真是歡樂，也感覺

自己跟爸爸之間的感情似乎很融洽」 

「有一次我在颱風天生病，還發高燒，

在半夜時分他冒著風雨抱我去看醫生，這

是很有溫馨感的童年經驗」 

「小跟班的我必定跟隨前往，每每定

能討得一些零嘴嚐嚐，並從父親與鄰人們

閒談中領受些閒談野味，更因此獲得鄰人

長輩較多的關愛」 

「爸爸可以做很多事，扛很重的東西，

走很遠的路，都不叫苦」 

「記憶中他總是穿著制服。一幅雄

壯威武的模樣，而在我的眼裡他是高大且

相當有威武」 

「每當父親從小店買得一小塊豆腐，

他就親自下廚，我少不了可分得一杯羹，

其中甜美滋味，於今回憶仍齒頰留香」  

這些是該研究中受試所提及的童年親子關

係，親子關係蘊含在溫馨的親子畫面之中。但

是，若從管教的角度來看親子關係時，易傾向

於凸顯衝突的關係，因為管教常常發生於孩子

做不好某些事情，或是意見與父母相左的時候。

善體親心是孩子做得到而且樂意做的事，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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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孩子對於做到父母的要求則很有大的困難。

當我們談親子關係時，須從父母與孩子易為之

處著手，勿偏向父母與孩子之難處。如果善用

家庭系統中最可貴與最自然的親情，則親子關

係的增進就如順水推舟般的容易。 

五、重視自然情境中的親子連結，而非與

家庭系統脫節的管教知能 

我們在談親子關係時，不應將其架空在家

庭系統的生活世界之外。亦即當父母刻意學習

什麼是父職或什麼是母職時，已然失去其與孩

子連結的自然親情。親子關係是自然的關係，

所以也應讓其回歸於親子相處的自然面。做為

一個生活中的人，和做為父母應是相容的，親

子關係也應與生活結合。當我們刻意把父母的

角色抽離出來，專門抽個時間來建立親子關係

時，其效果之不彰是可預見的。孩子看到的是

父母做為一個人的生活面，此生活面的部分正

是影響孩子的主體。親子關係並不是當父母在

管教孩子，或是直接與孩子接觸時才發生，而

是形成於家庭生活之中。 

孩子的需要不多，他們要的是一個融入於

家庭系統之中，能與父母情感有所連結的親子

關係，而不是一個與家庭系統脫節的「管教關

係中的父母」。 

不論父母是否察覺到了，孩子的眼睛、耳

朵、與感覺都繞著父母在遊走。父母說話也罷，

不說也罷；或工作，或睡覺；在家或外出；一

顰一笑，一怒一憂，等等無一不被孩子攝入心

坎。孩子總是努力在搜尋父母的一舉一動，努

力在想貼近父母的心聲，更渴望被父母所看到

與聽到。孩子與父母的互動是無所不在的。 

父母是否也把孩子的舉止、想法、感受放

在心上呢？從父母所寫的「我心中的孩子」之

內容來看，顯然的，父母瞭解孩子、也在注意

孩子、並且很喜歡與也很欣賞自己的兒女。只

是當父母的，有太多的擔心與評價，掩蓋了他

們對孩子的溫暖的關係，不知不覺地凸顯了管

教上的衝突關係。當父母覺得管教失功能時，

卻又急於想學一些可以加在孩子身上，讓孩子

改變的萬靈丹。 

實施親職教育應多多運用可貴的親子關係，

勿凸顯衝突的管教關係。降低父母的挫折感，

讓他們肯定自己對子女的愛，多張開眼睛看看

自己和孩子的好，是親職教育的重要部分。被

賦能的父母，便能和孩子有良好的互動。也就

是，技巧是親職教育的枝微末節，賦能才是親

職教育的主體。 

結語 

行為學派的大老 Watson （1928）曾指出

教養孩子是所有職業中最為艱難的一種。俄國

的小說家扥爾斯泰（Tolstoy） 言道：「所有的

幸福家庭有著共通性，然而，不幸福的家庭，

則各有一本難唸的經」。名人斯言，道盡為人父

母之不易以及經營一個家庭之困難。 

本文從系統觀點談親職教育，用意不在於否

定親職信念、溝通技巧、管教知能等的價值，而

是提醒親職教育工作者，勿抱著親職教育的理論

來審度父母的管教行為。同時，必須同理每個父

母所面對的困境，每個家庭和社會文化系統的差

異性很大，親職教育工作者切勿以自身的文化標

準與專家的角度，來評價父母的管教行為，而應

從父母所置身的系統以及他們的能為之處來協

助他們。協助父母欣賞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為孩子

的付出，凸顯父母所蘊含的最自然與珍貴的親情。

困境中的父母，需要被鼓勵和賦能，需要有人協

助他們降低挫折感，他們才會生出勇氣，選擇更

好的方法來愛孩子和管教孩子。 

曾端真（2000）從童年記憶的家庭生活析論親

子關係，中央研究院，第五屆華人心理與

行為科技學術研討會。 

Holden,G.W.（1997）Parents and the dynamics of 

child rearing. WestviewPress. 

Roberts,T.W.（1994）A systems perspective of 

parenting：The individual,the family,and the 

social network.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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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V.S「現實」  

- - -- 從現實治療談婚前的選擇與責任  

張傳琳  

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教授  

諮商心理督導、諮商心理師  

  ～～～～～～～～～～～～～～～～～～～～～～～～～～～～～～～～～～～～～～～ 

現實治療最主要的概念就是「選擇與責任」。因為在現實生活中，每

一個選擇，都附帶了一種責任；諸如：結婚，就是選擇了兩個人要一起生

活，後面緊跟著，附帶的就是兩個人要共同一起肩負婚姻中種種的共同責

任……如何藉由現實治療選擇與責任的概念，在婚前輔導中幫助準備結婚

的愛侶，釐清婚前的「幻想」與婚後的「現實」？ 

  ～～～～～～～～～～～～～～～～～～～～～～～～～～～～～～～～～～～～～～～

婚姻，人生的大事，關乎人一生的幸福，

更牽扯了一輩子的承諾！怎能不好好為自

己預備？但，可惜的是，人人都知道重要，

卻總要臨到頭，才發覺自己婚前怎麼沒好好

預備？以致總似措手不及，弄得捉襟見肘，

直到逼到死角，雙方愈來愈僵，自己不開心，

兩個人也不開心，甚至，全家族也都被攪得

不開心？諸如：家中那些事應該夫妻一起商

量、討論再決定？那些事自己決定就好？因

為婚前一個人，甚麼事自己決定就可以了；

可是結婚後，就必須顧念到另一半的想法、

感受？因為婚姻中最常見的衝突，往往都來

自生活中的細節，常常一個不留心，就會惹

得一肚子悶氣；久而久之，愛侶就變成了怨

偶，實在可惜！ 

許多人都以為：婚後的相處和婚前戀愛

時一樣，常認為婚後的伴侶也會像婚前戀愛

時一樣，一定會因為愛而肯妥協；或常認定，

無論發生什麼分歧，兩個人都會一同想出一

個折衷的辦法。但往往，婚後雙方常會為了

一點小事而抬槓，而自己也變得斤斤計較。

事實上，一男一女，兩個來自不同星球的兩

種人，從偶然的相遇、相知，從交往到結婚，

是非常不容易的。因為婚姻代表一輩子的承

諾，代表陪伴對方走過生命中的高低起伏，

兩個人無論是順境或是逆境，富足或貧窮，

健康或疾病，都需永遠愛著對方，相互珍惜

這段關係，直到天荒地老。事實上，結婚容

易，但，維繫婚姻的關係很難；因為，當愛

情變成了生活，浪漫激情變成了生命的依附，

生活裡的茶米油鹽醬醋茶取代了親密愛戀

中的關切叮嚀，夫妻相處關係就不再一樣了。

有人說：家如果像一個人，那麼婚後的夫妻

就像是一個人的兩條腿，婚姻要穩固，兩個

人都必須站得穩，家才能健康穩當。因此，

婚前就必須用心準備，想清楚如何為自己建

立一段穩固的婚姻關係？如何在婚前從「現

實」去考量，而不僅僅是昧於「幻想」，更

重要的是，需釐清自我在婚姻中的「選擇與

責任」！ 

現實治療最主要的概念就是「選擇與責

任」。因為在現實生活中，每一個選擇，都

附帶了一種責任；諸如：結婚，就是選擇了

兩個人要一起生活，後面緊跟著，附帶的就

是兩個人要共同一起肩負婚姻中種種的共

同責任：彼此的適應、相互的配合、共同需

求的滿足、互為補足的角色、一起共商的生

活議題等種種關聯；因為在婚姻的關係中，

不再是一個人，兩個個體，而是二人合為一

體同船共渡的一生！但是，道理人人都懂，

實踐起來卻是不易；因為在現實中，男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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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就是兩個不同的個體，兩個來自不同

的家族、不一樣文化背景的兩個人；想法不

同、期盼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自我概念也

不同。但是，婚姻與家庭中的種種關係，卻

牽扯了極多需求的「選擇」與角色的「責任」；

因此，如何藉由現實治療選擇與責任的概念，

在婚前輔導中幫助準備結婚的愛侶，釐清婚

前的「幻想」與婚後的「現實」？我們可以

從下列的三大課題來探討： 

一、第一課題：夫妻是心靈相契、永

遠的知心伴侶 

「幻想」： 

結婚，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自己一生最

知心的伴侶，可以暢談自己的理想，可以分

享彼此的悲喜，可以一起為理想打拼；縱使

發生什麼分歧，兩個人都能一同努力，為愛

彼此妥協，找到解決或處理的方法！ 

「現實」： 

事實上，兩個來自不同家庭背景、成長

環境的一男一女，往往會因成長的背景、文

化、教養相異，而有不同的價值觀、不同的

信念、不同的看法或不同的個性……等等。

因此，往往處理事情的方法，做事的態度和

想法都會不同；若是再加上性格的差異，很

多時候並非一個「愛」字，就可以化解了所

有的衝突和矛盾！ 

所以，面對自我對婚姻的期待，心靈需

求的「選擇」~「你(你)要甚麼？」，自我必

須面對自己的選擇並肩負起滿足自我期許

的「責任」~「你(妳)所做的能滿足你(妳)

的需求嗎？」： 

若，期待婚後夫妻能心靈相契；婚前，

自我的準備與伴侶的選擇，就必須慎選與考

量；因為要得著知心伴侶，就必須下工夫；

因此，婚前交往時，甚至在選擇對象時，靈

性、人格、處事、待人接物、人際關係與溝

通模式等等，都需要細心觀察，因為一個人

的成熟與否，都不是短暫的交往能夠了解的；

因為「時間」既可累積經驗，也可從經歷中

去體驗和覺察：無論是價值觀、信仰、抑或

成熟度，做人做事的行為模式、態度都可以

在人際互動中觀察。所以，選擇婚前付上時

間的代價去換取深度的認識和了解，才有可

能滿足婚後心靈契合的期待。也只有當自己

能認清自己對未來婚姻中、伴侶間心靈契合

的期待？才會看重婚前慎選伴侶的必要，花

時間、下功夫去認識和了解；若不然，就必

須承受婚前的草率和不清楚帶來的結果。 

但，心靈契合並非僅止於選對合宜的對

象；因為婚後，生活中的瑣碎，不管是金錢

的花費、生活的作息、兒女的教養、公婆的

相處，在在亦都會因價值觀、信念的不同，

產生衝突和矛盾。所以，婚前，必須選擇準

備好自己，好好學會良性的溝通技巧，並在

婚後，用一生的時間來學習接納和妥協。因

為，除非雙方的價值觀、信仰和觀念能相互

包容，才能因愛而妥協。 

「應用」： 

「若你們都期盼未來的婚姻關係

中，兩個人彼此間有更融洽的相處，心

靈可以有更深的契合，甚麼原因你們不

肯多花一點時間，多做一點準備？」 

「你們已經準備好自己在未來的

婚姻關係中，面對可能發生的衝突嗎？

若是當你們在觀念上不一致時，你們會

怎麼做？」 

「你們已經準備好自己在未來的

婚姻關係中，面對可能發生的衝突嗎？

若是當你們在觀念上不一致時，你們會

怎麼做？」 

二、第二課題：夫妻二人合為一體，

離開父母，相依相存，彼此關顧 

「幻想」： 

結婚，最大的好處就是彼此可以互為依

靠，在愛裡聯結、相互照應、永不分離，夫



婚家電子報 2 0 1 8 年 1 2 月  1 5   

 

妻二人一起用一生的力量和努力，讓彼此能

享有美好，二人彼此激勵，互相幫助，一起

為未來一生的共渡而打拚，護彼此一生的周

全！ 

「現實」： 

當愛情遇到現實，僅僅是經濟一項，往

往已是陷彼此於困擾的最大殺手，但婚前卻

常常是規避不願碰觸的議題；大部分的人總

是模模糊糊的提出自己的期待：你要養我一

輩子喔？或，我希望妳也能為家庭負一份責

任！抑或，我是一家之主，大項的支出我付，

瑣碎家用妳付！結婚後，雙薪家庭的兩人卻

總弄不清彼此間的糾結，無論是家用的支出、

紅白帖的歸屬、孝敬長輩的禮金，抑或個人

的零用金、兒女的教育費、房貸保險等等，

總成了口角的肇因。若再加上家事的分配、

家庭的負擔和事業、工作的願景，彼此之間

就更混亂了……。 

所以，面對自我對婚姻與家庭的共構，

是否更應釐清：「選擇」~「你(妳)要甚麼？」

與「責任」~「你(妳)所做的能滿足你(妳)

的需求嗎？」： 

有人說：愛情是一項長期投資的應收帳

款，賒銷基於信任愛情是一份雙向的合約，

彼此都有承擔對方違約可能帶來風險的責

任。所以，婚姻與家庭中的關係，絕對無法

用公平分擔，或平等分配來劃分；但面對現

實，也不能以「模糊」帶過，所以，婚前的

討論和清楚的規劃是很重要的。結婚代表兩

個人希望共同共創一個連結的新關係，若期

待彼此能成為感情融洽、生活幸福、相輔相

成的佳偶，就必須在婚前將兩人為「家」所

應負的責任和在經濟上的角色溝通清楚。尤

其，現在是一個雙薪家庭的世代，假如兩個

人都在工作，都有當然的收入；結婚成家，

雙方就都應肩負維護家庭生活的責任：做為

丈夫，有做為一家之主的責任，應當擔負家

庭主要經濟的需求，到底社會文化還是賦予

男性「家長」的職責；同樣，做妻子的也不

能忘記自己作為「幫助者」的角色，不能只

停留在幻想，一心只想滿足自己的白雪公主

夢，只一味想找個肩膀依靠。若不然，婚前

就必須好好溝通與規劃：家中經濟的分擔、

養兒育女費用的預備、購屋置產的規劃、父

母長輩奉養的考量及家庭危機處理的模式

等等。若兩個準備踏上婚姻關係的男女，都

能明白自我在婚姻中的角色與責任，並且能

學習做好自己，當然就能共創一段美滿持續

的婚姻。 

「應用」： 

「假若妳期待婚後，只想留在家中

相夫教子，甚麼原因妳從來都不提出妳

的想法？也從不討論妳的期待？」 

「你們希望在未來的婚姻關係中，

不會為了家庭的經濟起爭執，也不希望

為了家中的花費衝突；你們有好好的討

論嗎？」 

「你們已經準備好自己在未來的

婚姻關係中，當面對彼此間在家庭經濟

的衝突時？你們會怎麼做？」 

三、第三課題：夫妻兩情繾綣，彼此

愛慕，鶼鰈情深，圓融綿延 

「幻想」： 

在婚姻中能營造一個溫馨的環境與愛的

氛圍，兩情相悅，享受「性」與「趣」，既能

滿足親密關係的渴望和憧憬，又能達到身心

合一和生命的延續。 

「現實」： 

 婚姻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養育子女；

有了孩子後，工作壓力加上家事的繁瑣，忙

碌變成了生活的主軸，很難兼顧夫妻間的親

密關係。夫妻間有了愈來愈多無法探討的話

題，好像除了孩子，就無話可談；彼此間又

因關係的疏離，有許多不敢表達的情緒，兩

人間蘊藏了許多雙方小心迴避的禁區和忽略

的盲區。尤其，女性的親密偏向口語的表達，

而男性的親密則是工具性的。結果，讓本來

可以更加親近的關係卻變成了小心翼翼和心

照不宣。渴望愛，渴望親密關係，但一輪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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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輪的衝突和矛盾，卻讓彼此漸行漸遠，親

密感竟只剩下昨日美好的記憶……。 

所以，面對婚姻、家庭與自我的需求，

理想的關係，是需要不斷的成長和成熟的，

如何釐清自我的需要和關係上的渴求，需要

更清楚的認識自己的「選擇」~「你(妳)要甚

麼？」與「責任」~「你(妳)所做的能滿足你

(妳)的需求嗎？」： 

事實上，每一對夫妻都是帶著對愛的真

誠渴望與親密關係，進入婚姻、建立家庭。

彼此間也曾感受了相互間的親近和愛戀；可

是，賺錢養家容易令人疲憊，日復一日的相

處，逐漸會讓人產生惰性，以致親密關係停

止了成長，而生活中的挑戰和衝突會讓親近

的感覺慢慢消退。加上孩子的出生，漸漸改

變了夫妻原有的婚姻生活模式。如果，婚前

相戀交往卻未能深入瞭解彼此成長經歷中的

種種豐盈與匱乏，抑或，走入婚姻卻並不清

楚彼此對婚戀的期待，也不確定自己希望從

感情關係中獲得什麼？婚後，既不懂得如何

經營彼此間的親密關係，又未能花工夫深入

的、完全的瞭解彼此。所以，若只是糊裡糊

塗地走進婚姻的，縱使在形式上非常親近，

甚至習慣了彼此的存在，但是若不瞭解對方

對於情感、性、金錢、生育、精神追求等問

題的看法，又怎麼能怨懟兩人共同生活在同

一個屋簷下卻似貌合神離，而面對未來的關

係發展，只有愈來愈多的迷茫和擔憂。 

其實，沒有人願意在這樣的關係中度過

餘生。所以，婚前，必須提前做好準備以避

免這種狀況的發生。尤其，親密關係不僅僅

止於週末的燭光晚餐，情人節的巧克力和玫

瑰花，愛的表達和親吻……。當兩個人經歷

了這些親密的過程，關係自然會變得十分緊

密。可是，這些儀式卻並不能保障深入持續

的親密感。真正的親密，是兩個人關係的品

質、情感的聯結、溝通的深度，以及對彼此

深入的理解和信任來建立的；不能僅止於觀

察、模仿一些流程化、儀式化的行為。夫妻

的圓融相處與親密關係，需要經營，藉由彼

此的瞭解與默契、欣賞與讚美、尊重與接納、

敬意與感謝、體貼與關懷，從而建造更強烈

的愛戀動機及更為深刻的內在滿足。 

又，親密關係中的性，是夫妻兩情繾綣

的原動力，可以使夫妻更加接近，使關係更

具動力。人對性的需求是與生俱來的，且伴

隨人的一生，健康的性可以使夫妻之愛藉以

表達與經驗其愛的委身和承諾，更能支撐愛

的完整與婚姻的穩固。 很多人關心「性」事，

卻誤將性行為技巧的學習當作唯一，而無視

於兩性在性別角色之認識和溝通，以及性心

理的發展不同。當然，因著構造上男女的差

異，兩性都應努力認識自我的身體，才可能

更深入的尊重與接納彼此。只有當夫妻倆能

帶著一份學習和接納來面對婚姻生活：不時

關愛的眼神、動心的擁抱、穿越馬路時的牽

手、輕撥髮絲的細膩……才能讓二人的世界

擁有滿足和諧的關係。  

「應用」： 

「假若你倆期待婚姻中的親密關

係，和諧又滿足，甚麼原因你們從來都

不討論？」 

「看起來，你們希望在未來的婚姻

關係中，相知相悅，鶼鰈情深；不知道

你們如何準備自己成為一個能取悅對

方的人？」 

「你們曾經好好的探討自己在未

來的婚姻關係中，生理和心理的需求嗎？

當面對彼此在「性」的需求上，你們渴

望自己能扮演甚麼樣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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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專文】3 

反思現代的後現代家族治療  
賈紅鶯  

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副教授退休  

華人伴侶與家族治療協會後現代家族治療督導  

  ～～～～～～～～～～～～～～～～～～～～～～～～～～～～～～～～～～～～～～～ 

當每一位治療師願意時時站在自我反思的立場， 

不是 hold著自己的理念，而是接受自己也被其他人（包括家庭）觀察， 

我們就進入後現代家族治療了。 

  ～～～～～～～～～～～～～～～～～～～～～～～～～～～～～～～～～～～～～～～

後現代家族治療是什麼？思考這個問題

已經超過十年。我第一個認識的家族治療理

論是 Bowen 理論（Bowen theory）。民國七十

九年，從國外文獻認識了 Bowen，也是心理

治療史上由個別治療轉向家族治療理論的第

一個經典理論。民國八十年，我完成國內第

一篇關於 Bowen 理論的家族治療論文。博士

班時，有幸趕上市立療養院台灣第一個家族

治療門診，由楊連謙醫師主持至今；在醫院

臨床觀察六年中，完成台灣第一個探討家族

治療歷程的博士論文（賈紅鶯，二○○○）。

不過，這六年臨床觀察，我心中也產生許多

疑問，寫下對家族治療的反思（賈紅鶯，一

九九九）。二○○三年，我到英國泰維史塔克

醫院進修家族治療實務，接觸大量家族治療

文章，才發現吾道不孤，原來我所想所思的

疑問，叫做從「後現代」思維反思家族治療。

「後現代」就是對現代的反思、懷疑和發問。

十多年後的今天，我也想說，後現代家族治

療不是對現代的抨擊，更不是反對現代家族

治療；事實上，後現代家族治療大師也曾走

過現代家族治療，擁有現代家族治療的歷史，

是站在現代家族治療的肩膀上。「站在」意謂

著仍有連結，不可能全然分割。 

我很喜歡 Salvador Munuchin 的這篇文章

〈My Voices：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Minuchin,1989）。連 Munuchin 都說自己所

學來自聽見不同前人的聲音，包括 Murray 

Bowen、Jay Haley、Virginia Satir，他的成就

也是站在前人肩膀上。 

我在治療中也常聽見不同家族治療先人

的聲音，如 Bowen、Munuchin。我很慶幸自

己不是大師，不用去捍衛自己的理論，可以

永遠反思自己的不足。站在家庭文化之內，

也在家庭文化之外的不同文化之間移動；站

在理論之內，也不全然服膺理論，因為我接

觸的每個家庭故事都是理論的基石。他們都

有共同理論可以解釋的部分，也有理論不能

解釋的獨特部分。成熟的治療師不會再為了

理論而起身捍衛，而是找到家庭的理論，能

夠將自己的理論和家庭的理論「轉化成對話」，

這才是實務的價值所在。現代性治療傾向認

定理論全然正確，當家庭不能配合理論的結

果，就是不正確的；事實上，家庭反映的不

合理論之處可能正是最有價值的文化面向。 

「只是當時已惘然」的發現 

回顧我的碩士論文，有個「只是當時已

惘然」的發現。當年，我的研究結果有一個

發現：初期青少年子女與父母的黏結（fusion）

越高，但是其適應反而越好。當時非常不解，

與 Bowen 理論──個人與父母黏結越深，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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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越不好的理論相左。年輕的我不知道為什

麼如此，懷疑自己論文的價值，寫完了也不

敢告訴別人，更不敢發表。多年後，我才知

道這正是華人家庭文化的影響，過去的科學

實徵研究對所有文化一視同仁地應用，其實

缺少了文化脈絡的反思。後現代思維的影響，

特別是社會建構論的反思，認為任何一種結

果都是由關係脈絡共同建構而來。二十八年

後的當前心理治療，社會文化脈絡幾乎已成

為所有治療最看重的事，非常小心地不再把

西方理論做殖民式地跨文化應用，認為這麼

做並不恰當。 

但是，隨著後現代思維風潮越來越盛行，

很多人一旦接受了後現代思維影響，就傾向

批評現代家庭治療，我覺得這種非對即錯

（either or）的思維，基本上仍回到現代的思

維。後現代的精神應該是尊重現代家族治療

的歷史，如同《聖經》的新約是完成舊約的

律法而來。後現代是對現代的「反思」，並不

是否定現代家族治療。如果不理解現代家族

治療，其實也不能理解「後」現代。因為「後」

現代是對現代的反思，沒有現代，哪裡來的

「後」現代呢？ 

一位長期接受我督導的助人者告訴我，

她聽到某些投入後現代治療的人演講時充滿

批判，失去了對現代的尊重，開始對後現代

治療產生懷疑，令我相當遺憾。如果我們依

然陷入派別之爭，各占地土，文人相輕，即

使讀了後現代思潮的理論，骨子裡卻比現代

更封閉、更不能接納不同的聲音，其實我們

仍然不明白什麼是後現代心理治療。我認為，

肯尼斯．格根(Kenneth Gergen)和瑪莉．格根

（Mary Gergen）在《Social Construction： 

Entering The Dialogue》一書最後一章「從批

判到合作」（From Critique to Collaboration），

展現了當前後現代家族治療最重要的精神。

只要是婚姻家族治療就會受到現代系統觀的

影響；家族治療發展源於系統觀，家族治療

師和個別治療的不同也源於是否有系統觀。

如果家族治療師沒有經過從個別治療轉換到

系統思維的陣痛，而且可能痛很久，我懷疑

他是否明白什麼是家族治療。沒有系統觀的

家族治療師，等於沒有家族治療理論歷史的

連結，我其實是擔心的。 

然而，進入後現代的今日，僅有系統思

維並不夠。因為系統思維源於機器模擬人腦

而發展出來的神經機械學理論，今天我們已

經不相信人腦等於機械。人類有很多共同之

處，也有很多個別的不同，特別是來自每個

人不同的文化脈絡，這也是英國家族治療實

務期刊為何取名為《脈絡》（Context）的原

因。脈絡，包括治療師的脈絡和家庭的脈絡。

治療師的脈絡如：實務現場治療的介入、不

同治療理論取向，還可能受到政策、制度或

治療機構、治療師個人等不同背景因素的影

響；家庭的脈絡如：種族、怎麼轉介進來的、

過去的求助史，然後才是進入個案這個家庭

的背景文化。家族治療必須在這些巨觀

（macro）的脈絡下，才能確切地微觀（micro）

理解家庭困境的意義，也才能找出對他們最

適切的協助。 

現代家族治療師習慣以自己的專家理論

對家庭進行處理（ treatment ）和介入

（intervention）。雖然後現代家族治療師有自

己的理論，但是也看重每一個家庭的理論，

所謂「家庭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的

重要。治療師運用家庭的語言，將專業理論

融入家庭自己的理論，邀請他們擴充家庭原

有的理論。治療師是在其專業理論和家庭自

己的理論之間對話的專家，邀請家庭成為有

能力反思自己生活理論的專家。 

譬如，「家人是一體」是真的嗎？婚姻內、

親子間是不是該有界限？又如，「家有特殊的

孩子需要更多照顧」是不錯的，但是一不小

心可能犧牲手足的需要，產生另一種特殊孩

子的手足問題；或是，「父母需要無微不至地

照顧孩子」，然而父母的無微不至可能變成所

謂的糾結（enmeshed）；「一切聽爸爸的」，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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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是教練，媽媽是執行者，可能出現母親無

力管教的情況。 

危險的專家 

另一方面，治療師也要觀察有沒有什麼

地方理論僭越了家庭生活？譬如，鼓勵婚暴

婦女離婚，結果是否讓婦女受到整個家族或

部落貶抑？鼓勵家人「自我分化」，是否脫離

了家庭所在文化而成為「不孝」？我們是否

已經了解他們的處境呢？我常聽到某些「專

家」將理論如法炮製在家庭身上，如果沒有

思考家庭的文化背景，只憑著一知半解的理

論行事，是危險的專家。沒有一個理論可以

完整涵蓋一個家庭，家庭已經有了他們的理

論，只是不足夠或過於狹隘，需要經過對話，

鬆動並增加可能性，自然會發生改變。治療

師需要先真實地相信他們是自己生命的專家，

家庭才有信心承擔起自己的責任，更誠實地

面對他們的困境，逐漸展現出更多的能力。 

後現代家族治療師也是能夠與不同專業

合作的專家。我在倫敦萬寶路家庭服務中心

擔任名譽家族治療師三年，經常和精神科醫

師、兒童心理治療師、社工師、教育心理學

家和其他不同專長的家族治療師合作。我很

懷念午餐時間牽著腳踏車，和法國社工督導

Philip 進行「吃一個三明治時間」的督導，

也懷念當時服務中心的領導者、精神科醫師，

也是資深家族治療督導 Eia Asen主持每週一

分派個案的會議，討論每位新個案的背景，

治療師各自摩拳擦掌想挑戰新個案，或是提

出困難的個案接受團體督導。 

剛開始很緊，後來就漸漸鬆了…… 

昨天我在工作場域開始了第一次家族治

療反思小組，主責的精神科醫師與我一起進

場治療，另外有其他系統治療師、臨床心理

師、EFT 治療師、護理師、敘事取向實習心

理師形成的反思觀察小組。二○○六年自英

國回台，我最大的心願是期待進入如萬寶路

家庭服務中心這樣的機構工作。十二年後，

我提早由大學退休，繼續築夢，建構後現代

反思的家族治療。合作的王仁邦醫師――也

是泰維史塔克診所家族治療的學弟，我們是

台灣唯二的兩人――笑著說，我進去是催淚

的。反思團隊心理師進來分享時，治療中的

妻子繼續感動落淚。 

會後，單面鏡外的治療師們一起討論家

庭的轉變。 

「剛開始觀察覺得整個很緊，後來就漸

漸鬆了……」護理師說。他們一面熱烈地分

享觀察，我心裡默默感動著──他們不知道

他們的分享比家庭的轉變更讓我興奮！他們

不知道他們正走在台灣後現代反思家族治療

的歷史上。我們聽見很多自己學派之外的聲

音，也願意聆聽別人的聲音，這才是最寶貴

的。我彷彿回到十二年前倫敦萬寶路家庭服

務中心那間最愛的家族治療觀察室。 

當家庭是被觀察的（observed）系統，

這是第一序（first order）的治療；當家庭和

治療師同時是持續在觀察中的系統

（observing system），這是第二序（second 

order）的治療。當每一位治療師願意時時站

在自我反思的立場，不是 hold 著自己的理念，

而是接受自己也被其他人（包括家庭）觀察，

我們就是如同琳恩．霍夫曼所說的「反思姿

態的家族治療」（a reflexive stance for family 

therapy )，我們就進入後現代家族治療了。 

（本文摘自張老師文化出版《關

係是傷也是藥》第 21 篇，經作者 及

出版社同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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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心得手札】1  

老當益壯—活得久，活得好，活得有尊嚴 

吳燕菁  

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  婚姻與家族治療碩士生  

     ～～～～～～～～～～～～～～～～～～～～～～～～～～～～～～～～～～～～ 

大多數的人都會經歷老化，也會害怕老化，因為老化可能帶

來身心社會各方面功能的衰退、疾病的困擾，活動時會有不如以

前靈活或敏捷……當我們做好充足準備，有智慧的過生活，我們

就能擁抱樂齡人生，在人生最後的季節裡，心裡仍然喜樂且充滿

力量的活出美好！  

    ～～～～～～～～～～～～～～～～～～～～～～～～～～～～～～～～～～～～～ 

今天，我們的社會儼然進入高齡化的社

會，拜醫療發展之賜，人們活得越來越久，

但活得久也應該要活得好。老年人的社交生

活對於生活品質有極大的影響與重要性，以

下將從幾方面來討論這個議題： 

一、良好的關係讓我們維持快樂與健康 

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關係

(relationships)，與他人的關係使我們保持連

結，並影響我們的生活與分享我們的生活。 

哈佛大學作了一個長達 75 年的「幸福

感」研究，其結論是：想要快樂美好的人生，

重點要有「關係」。這個哈佛大學針對成人生

活所作的研究至今已進行 75 年，從 1938 年

開始，研究總共追蹤了 724 位成人，每一年

研究團隊都會詢問研究對象的工作、生活、

健康等狀況。從這份七十幾年來、幾十萬頁

的訪談資料與醫療記錄中，帶給我們的研究

結果，傳遞了一個很清楚的訊息：「良好的關

係讓我們維持快樂與健康。」威丁格教授表

示，關於「關係」有三個重點： 

1. 孤單有害，社交活躍有益健康 

與家人、朋友、社群保持較多聯繫的人，

心靈比較快樂、身體也較健康；研究也顯示，

社交活躍的人比較長壽。孤單的感覺對身心

都是毒害，如果人們非自願地感到孤獨，會

容易感到不快樂，在中年以後健康狀況會提

早衰退，大腦功能較早開始退化，因此容易

早逝。 

2. 友不在數量多寡，而在關係深淺 

我們在人群、聚會或婚姻中也會感到孤

獨，所以真正重要的是：關係的「質」。根據

研究，人們進入五十歲以後，影響他們日後

的健康狀況的，不是膽固醇高低，而是他們

對目前所在關係的滿意度。意思是說，在五

十歲對關係擁有最高滿意度的人，在八十歲

時是最健康的一群。顯然，親密的關係能減

緩老化帶來的生理與心理衝擊。 

3. 良好關係不只保護身體 也保護腦力 

研究顯示，是否能在年老時感受到仰賴

與信任另一方，對於腦部健康有重大影響。

八十幾歲的老先生若能感覺到有可以依靠的

對象，他的記憶力就能更長時間地保持清晰；

反推之，若老先生沒有這種感受，他就可能

提早面臨記憶力衰退。 

從這個 75 年研究結果所得的智慧，在在

說明了「關係」的重要——最快樂健康的人

是與家人朋友擁有親密關係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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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TEDxTaipei〉 

另外，美國芝加哥大學（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研究人員卡西奧普（ John 

Cacioppo）表示，在老年的時候自覺孤單寂

寞的人早死的風險，比起那些感覺自己被需

要的人高出約 15%，而和肥胖所造成的疾病

死亡風險相較，其風險也更高。卡西奧普進

一步說明，研究中發現，一種稱為 CTRA 的

免疫系統基因會抑制人體對抗病毒的能力，

而 CTRA 的免疫系統基因在 50 歲以上、自

覺孤單的人體內特別活躍，因此抑制了人體

對抗病毒的能力，同時也增加身體發炎的情

形，這些都與心臟疾病和健康問題相關。 

從以上資料我們可以看到孤獨感對一個

人不論是心理上或生理上都是健康殺手，擁

有良好的人際關係則能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

與生活品質。因此，老年期之朋友與家庭，

可說是我們的社會護衛，有一組人在人生旅

程與我們同行，在理想的狀況下，提供一個

保護的、安全的緩衝，使我們去探索與學習。

對老年人而言，這種社會護衛也是經由省思

自己對他人之意義，並加以肯定的來源，能

促進心理健康與安適。 

二、孤老世代的來臨 

雖然家人的陪伴與照顧是我們最重要的

資源，然而，社會真實的現況是：目前四十

歲上下、1970 年前後出生的人，很多人主張

不婚、不育，生育率屢屢來到新低點，這個

世代將會面臨孤獨變老的人生。根據推估，

未來全台灣有四分之一的人都是一個人，沒

有家庭、孤獨變老；就算結婚有子女，也是

「假性子女」，無力或無意願住在一起，配偶

去世後，也是一個人〈康健雜誌：照顧我們

所愛的人〉。所以有人說，結婚也好，不結婚

也罷，無論是誰，最後都是一個人。此外，

一般而言，老年人比之年輕人或中年人有較

少的友誼，以及較少新關係的發展，這種下

降的情況，反映出隨著時間，老年人開始失

去他們的友誼網絡的成員，通常是由於彼等

的死亡。研究者建議，老年人可以形成新的

連結來補償這種失落，或是發展其他非社會

性的活動。 

三、創造或增加有意義的社會互動， 

享受樂齡生活 

社交活動可稱為與社會的互動、與社會

的連結 （social engagement）及高度參與社

會活動，以期能在複雜性的人際關係中有效

的溝通及參與。與人及環境有雙向的互動，

是可以使個人創造與維持社會真實的方式，

因此即使一個人為獨居狀態，但只要生存於

社區中，皆可與至少一個個體互動，在這互

動過程當中便形成一個社交活動。社交圈

（social ties）意指與社會接觸的任何形式。

透過社交活動不僅增進與人際關係及與環境

的雙向互動，也能達到個體身體上的活動，

更能增進社會化。 

社交活動對於提升老人生理和心理的健

康，有顯著的相關： 

1. 生理方面：參與活動可幫助老人感

覺較佳及健康的狀態，研究指出：當老人居

於家中而沒有日常活動時，他們較少感到健

康狀態，但是參與社交活動者能營造健康的

感 覺 （ Matsuo, Nagasawa, Yoshino, 

Hiramatsu, & Kurashiki, 2003），而且社交活

動可以增進心肺功能及耐力、增加肌肉張力、

促進平衡、保持體力，對於退化中的機能予

以刺激，有復健的功能。社交活動與存活率

也有顯著的相關，較多的社交活動有較高的

存活率，且較多活動的老人似乎可降低死亡

率（Glass et al., 1999）。 

2. 心理方面：社會的參與和人際的互

動對老人的身體、心理及情緒的健康是相當

重要的，對老人情緒安適有正向的影響。參

與社交活動可能有助於降低心理壓力及情況

的惡化（Glass et al., 1999）。Glei 等（2005） 

提出許多研究發現認知減退與憂鬱有關，較

好的社會網絡及大量參與社會活動可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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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及壓力。 

美國密西根大學心理系曾追蹤 100名退

休族 4 年後的生活狀況，其中對生活最感滿

意的退休族，平均有 16 名可以依賴的朋友

或熟人；不滿意退休生活的，則只有不到 10

個朋友。研究人員因此得到一個重要結論：

團體和情感方面的支援，是左右退休快樂與

否的重要因素，影響程度更勝於金錢。即使

保持單身，但有很多親近的朋友、家人、鄰

居，經常參加有意義的組織，照樣可以擴大

生活圈，享受精彩的老年生活。 

此外，董氏基金會引用一項澳洲研究，

指出：參加讀書會或教會，可能可以增加退

休後的壽命！研究者蒐集 424 名 50 歲以上

之退休者資料，研究長達六年。結果發現，

退休前生活品質好的人，其退休後問卷調查

的得分也較高；退休後離開一個團體，六年

後生活品質得分則少 10%；退休六年後參與

者死亡率高達 28%。研究顯示，預測死亡的

關鍵因素並非健康，而是取決於參與團體的

數量。 

根據上述的資料，都顯示「社交」對老

年人生活品質的重要性。人類是社交的動物，

如果生活失去與他人互動的交流，就會感到

痛苦，甚至減少壽命。而與社會有良好的互

動及社交活動，除能延長生命長度，可以增

進生命的品質，提升幸福感，更能減緩知覺

的退化程度。 

四、可鼓勵老年人參與之活動 

1. 宗教聚會活動：如參與教會中的長

青團契，定期團契聚會、契友間的探訪關懷

活動，除了可以使身體功能得以維持，更藉

由弟兄姊妹的關心、禱告，建立與 神、與人

良好的十字架式關係。 

2. 團體聯誼活動：如長青會旅遊、卡

拉 OK、自強活動、退休公務人員協會等，

其中成員可能具有同年齡或性質相近的特質，

經由舉辦旅遊及戶外休閒活動可以協助調劑

身心、增進健康。 

3. 教育學習：老人小學、松年大學課

程內容多樣化，可依個人興趣及程度參與，

如識字班、網際網路訓練等。促進老人學習，

除了再次體驗上學的樂趣，除了可以認識新

朋友、擴展新的社交圈，也透過無壓力的學

習，刺激腦部思考減少知覺退化。  

4. 才藝班：如國畫等藝術創作。使老

人重拾興趣、發覺天分及恩賜，亦能透過作

品展示而增進老人成就感與自我實現。 

5. 人生事業第二春：如參與義工、部

份工時或彈性工時之工作、顧問等職務，可

使老人再次運用才能、貢獻專長，增進成就

感，增加與社會互動的機會。 

結語  

大多數的人都會經歷老化，也會害怕老

化，因為老化可能帶來身心社會各方面功能

的衰退、疾病的困擾，活動時會有不如以前

靈活或敏捷等等。但聖經上說「你的日子如

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申命記 33：25〉

當我們做好充足準備，有智慧的過生活，我

們就能擁抱樂齡人生，在人生最後的季節裡，

心裡仍然喜樂且充滿力量的活出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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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心得手札】2  

我與你同行— 

阿德勒學派團體督導課程分享 
王亞琴    

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  教牧諮商碩士生  
      ～～～～～～～～～～～～～～～～～～～～～～～～～～～～～～～～～～～～～ 

正如阿德勒所言：探究個案的核心問題，要一手拿粉筆，一手

拿板擦。在一次次蘇格拉底提問的對話中，推論、修正，推敲出案

主真正的議題。這也是一種絕對客觀、絕對案主中心的態度。這是

有結構性的、直覺性的(專業訓練、操練的直覺性覺察)、以及有邏

輯性的諮商歷程。。 
      ～～～～～～～～～～～～～～～～～～～～～～～～～～～～～～～～～～～～～ 

享受型的專業學習  

上曾老師的課程，是一種享受型的

專業學習。跟著曾老師深度同理的、細

膩傾聽的、語氣柔和堅定的、句子簡短

有功力的、有結構性的、直覺性的 (專業

訓練、操練的直覺性覺察 )、以及有邏輯

性的諮商歷程。  

穿梭在一個個活生生的、有血有淚

的立體生命中，跟著案主走她生命的歷

程：她的遭遇、她的處境、她的感受、

她內心的選擇、她的堅持、她緊抓著不

放的以為、甚或是她賴以活下去的意

念。  

以至，理解她現在的行為、她的情

緒、她的感覺、她的困境、她的迷茫、

她周而復始的問題與行為模式。  

於是，在諮商歷程的一問一答的會

談中，收集線索、探究核心議題，給予

積極的正面標示、引導覺察、肯定、鼓

舞、醫治，充分的賦能，使案主看見生

命的亮光、看到一條新的路、並且是有

益處有盼望能達到的路。以至於有勇氣、

有方向的繼續走他人生的路程。最後，

達到諮商治療的果效。  

曾老師種種的治療過程，使我們看

見阿德勒學派的精華與實務，有果效的

療法與操作。深切體認到阿德勒的至理

名言：「用他的眼睛看，用他的耳朵聽，

用他的心去感受。」學習深度同理的威

力。  

深度同理的態度與認知  

看見老師的與案主同行，以案主為

中心，陪伴一起邁進案主的內心世界的

那種堅毅的態度與明確的認知。完全、

深度的同理，以她的眼睛看、以她的耳

朵聽、以她的心去感受她的感受。  

但是，同理進入卻不入戲隨著搖擺

與選邊站，同理是探究她核心問題的途

徑，但又能區隔分化諮商關係，保持諮

商師的獨立判斷能力，與客觀治療的諮

商歷程。  

專業的會談技巧  

曾老師有一種內心穩定、有定見的

力量與態勢，配合柔和輕盈的語氣，給

人一種平靜安穩的感覺，和一種被接納

的平安，這種感覺是一種我知道你知道

的放心。  

細膩深層的傾聽，聽到案主說出來

的話與沒有說出來的話，聽見聽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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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與聽不到的心語。阿德勒說「案主

不會講沒有意義的話。」，也就是說案

主說出來的每句話，旁觀者有時看似雜

亂無章，然而，對她而言，句句都是對

其有深度的意義。如何在看似無厘頭、

甚或是焦慮、混亂情緒的東一句、西一

句對話中，找到與水平資料、垂直資料

相對應的線索，就是經驗與功力的展

現。  

例如，有一案主談到：「我四歲的時

候，我爸爸媽媽離婚，那天是我的生日。」

一句看似普通陳述經過的話語，在老師

的敏銳心思與眼光中，都有其重大的意

義。深度同理：那天是她的生日，隱隱

約約中透露出這是個對她而言的大日子，

然而在這個大日子中，爸爸媽媽他們卻

要辦離婚這個大事！深究其中的情緒、

感受與感覺：「在我的日子沒人在乎我、

沒人在乎我的生日、沒人在乎我的感受、

他們要離婚不在乎我、他們不要我了、

我是不重要的、我是不被重視的、我是

不被愛的、我是無關緊要的、生日都不

在乎我了……」。感同身受的同理之後，

老師細膩、柔和的引導：  

「你能說說那天發生了甚麼事嗎？」 

「你講給誰聽過呢？」 

「你怎麼會不講呢？」 

「你怎麼會選擇不講呢？」……。 

引導出更深層的情緒與案主緊抓著不

放的核心議題。  

又，這是一種反覆修正的歷程。正

如阿德勒所言：探究個案的核心問題，

要一手拿粉筆，一手拿板擦。在一次次

蘇格拉底提問的對話中，推論、修正，

推敲出案主真正的議題。這也是一種絕

對客觀、絕對案主中心的態度。  

這是有結構性的、直覺性的 (專業訓

練、操練的直覺性覺察 )、以及有邏輯性

的諮商歷程。就收集資料部分而言，就

有垂直資料與水平資料兩部分。垂直資

料為成長史、早年回憶、夢；水平資料

為前置原因、行為與結果。而垂直資料

與水平資料是永遠交織與相互影響的。

把現在的問題平面攤開解析，連結到垂

直資料可以明確清晰的看到案主在意的

點與核心議題。也就是說案主現在的問

題，是表面問題、是在一種慣性思考與

行為的運作下所產生的。唯有探究到深

層問題、核心問題，進而介入、解構，

才能翻轉人生。有益於案主，使其邁向

美好未來，達到諮商的療癒果效。  

在一次老師帶的讀書會結束前，學

員的心得分享，有云：「老師的諮商輕輕

柔柔的像一條絲巾，一針見血，還不會

痛。」深感同意。這種表達輕輕柔柔 (溫

柔、緩慢、同理、撫慰 )，洞悉核心問題

一針見血，還顧及案主的承受力，適時

適量、剛剛好的力道，使他感覺到被理

解、又沒有被撕裂的疼痛，進而有心力、

勇氣前進她前面的道路、未來的人生。

如此的諮商歷程真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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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心得手札】3  

後現代家族治療在多壓力家庭的運用 

--工作坊學習心得 
宋碧霞    

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  教牧諮商碩士  
      ～～～～～～～～～～～～～～～～～～～～～～～～～～～～～～～～～～～～～ 

傳統的家族治療認為症狀是家庭組織處於壓力之下的反應，每個家

庭成員都有症狀。然而後現代主義與社會建構主義者則認為家庭出現症

狀，不一定是反映出潛在關係衝突，而是家庭被症狀所困擾。……治療

師的工作就是把問題與外在的大文化連結，因為問題是社會建構出來的。

後現代治療師要能看見不同歷史脈絡下不同家庭的發展，要根據不同的

時代文化背景改變對家庭的觀點。。 
      ～～～～～～～～～～～～～～～～～～～～～～～～～～～～～～～～～～～～～ 

緣起 

很感恩今年 6 月參加了台灣婚家學會所

舉辦的後現代家族治療工作坊，透過溫柔甜

美的賈紅鶯老師專業的帶領，不僅加深了我

對後現代取向心理治療的印象，對反思團隊

的角色也更多認識。 

課堂中老師與學員們實際進行家族治療

及反思團隊的示範、演練，看見老師專業又

去專家化的風範，真是讓學員們耳目一新，

受益良多。 

因為自己在醫院作癌症病友的關懷事工，

常會接觸到病友的生命歷程充滿了許多的壓

力、抑鬱、憤怒、悲傷、擔憂等負向的情緒。

這些情緒都是長年累積在心深處，沒有被同

理、被聽到、被安慰導致健康出問題。 

多壓力家庭問題的輔導在當前 21 世紀

講求效率、目標導向的社會文化中，真是非

常的重要。因為關係斷裂所衍生出的個人問

題或家庭問題，著實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安危

與結構。尤其台灣正面臨社會結構性嚴重問

題，結婚率低、離婚率高且連年攀升，加上

高齡社會的來臨，這些都給家庭及社會帶來

嚴重負擔。記憶猶新的鄭捷捷運殺人事件、

小燈泡隨機遇害事件等等，皆因為個人生命

問題沒有被發覺或者是沒有去處理，最終帶

給更多家庭的破碎。因此看到這個工作坊的

訊息時，告訴自己處在後現代浪潮的輔導者

更是不能錯過。 

後現代取向的家族治療 

後現代主義是一個從理論上難以精準下

定論的一種概念，因為後現代主要理論家均

反對以各種約定俗成的形式，來界定或者規

範其主義。後現代主義者相信真實並非客觀

的存在，他們認為真實被人們所採用的語言

所決定，因此真實是社會建構出來的。諮商

的後現代取向相信來談的當事人才是自己問

題的專家，後現代取向的焦點不在問題起源

或確切本質，而在於對事件的詮釋與賦予意

義。 

賈紅鶯老師以她豐富的諮商經歷及專業

學識，幫助我們從後現代觀點思考如何協助

及陪伴多壓力的家庭成員度過困境，將問題

回到脈絡之中並產生新的一致性。老師認為

問題不是問題，如何回應問題才重要。 

治療師像是旅遊一般，因為個案將他的

家庭、他的人生、文化展現在治療師面前，

治療師要在文化脈絡下去看問題。從問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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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從關係到文化，從主流論述到支流論

述，個案的問題到底是個人問題、家庭問題

還是社會問題都是治療師要去思考的。過去

的傳統心理治療比較傾向注重個人內在而疏

於覺察外圍社會文化的情境脈絡。治療師需

要對個案的文化脈絡與差異有更多的敏感與

反思，才能建立真誠的治療關係。後現代的

趨勢是化暗為明，治療師必須用自己所有的

去幫助個案，包括治療師的專業、優勢、無

助與無知都要呈現在個案面前。 

傳統的家族治療所建構的系統觀，傾向

於改變不可分離的關係，治療師認為症狀是

家庭組織處於壓力之下的反應，每個家庭成

員都有症狀。然而後現代主義與社會建構主

義者則認為家庭出現症狀，不一定是反映出

潛在關係衝突，而是家庭被症狀所困擾。 

治療師的工作就是使這些家庭擺脫症狀

的捆鎖，把問題與外在的大文化連結，因為

問題是社會建構出來的。後現代治療師要能

看見不同歷史脈絡下不同家庭的發展，要根

據不同的時代文化背景改變對家庭的觀點。

賈老師說了句經典的話語：後現代的精神是

了解個案或家庭此時此刻的境況如何？ 可

能個案的問題無法被完全解決，但是治療師

可以更多的了解個案的故事，及他所在的社

會文化脈絡。幫助個案知道如何回應問題，

畢竟他才是自己問題的專家。 

反思團隊給我的提醒 

這次工作坊比較特別的是反思團隊的角

色與功能，反思團隊是在家族治療師與家庭

對話約 50 分鐘之後，經由治療師的邀請反

思團隊對家族治療的觀察彼此進行對話約

10 分鐘左右，然後治療師再回到家庭對反思

團隊的回應。由於學院過去並沒有對反思團

隊有特別的教導，所以我們的呈現幾乎成了

個案討論團隊，對個案的問題有過多的病理

化，完全幫不上治療師與家族。原來反思團

隊的對話是要說給個案聽的，是可以幫助這

個家庭的。不是要凸顯個人的專業，將個案

標籤化或病理化。 

反思團隊要在治療師與家族工作的過程

中仔細觀察，並做一個自我的反思，更多的

同理及支持家庭個案。反思團隊的討論可以

幫助治療師及家庭看見更多改變的可能。這

次的教學經驗真是讓我們學習很多，更提醒

我們成為一位助人者，我們的所思所想真的

對個案的影響很大。 

治療師的核心價值 

課堂中老師提及輔導者的核心價值是對

各式各樣不同文化的人都要接觸，要以案主

的利益為最大的利益，要去想個案有那些聲

音，那些思維沒有被聽到。後現代治療師需

要去專家化，要從專家的位置上下來與個案

同在，並且要勇於向社會文化的偏見挑戰。 

身為基督徒，讓我想到主耶穌傳福音的

腳蹤，充分展現出後現代的精神，祂挑戰當

時候的法利賽人所建構的主流文化，不懼怕

眾人異樣的眼光在安息日施行拯救工作、推

翻在聖殿裡做買賣的猶太人、質疑那些假冒

為善的法利賽人，與那些軟弱的、疾病的、

不被社會接納的人同在，用同理心醫治面臨

多重壓力的血漏婦人及犯姦淫的女人。主耶

穌的教導讓我有更多的反思如何用神的眼光

接納個案幫助個案，如何連結個人資源與教

會資源為個案創造出最大利益。就是在後現

代的浪潮中，我是否可以學習保羅先生的生

命：向什麼樣的人，我就作什麼樣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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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110077 年年台台灣灣婚婚姻姻與與家家庭庭輔輔導導學學會會  

婚婚姻姻與與家家庭庭協協談談師師認認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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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阿阿德德勒勒學學派派團團體體督督導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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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會會員員大大會會超超值值演演講講：：輕輕鬆鬆學學九九型型——知知己己知知彼彼，，百百戰戰百百勝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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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台台灣灣婚婚姻姻與與家家庭庭輔輔導導學學會會第第六六屆屆第第一一次次會會員員大大會會  

 

 

 

 

選選出出第第六六屆屆理理事事長長  

 

 

 

 

 

 

 

 

 

 

 

 

 

 

 

 

新新任任第第六六屆屆蘇蘇理理事事長長秀秀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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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頒發發婚婚姻姻與與家家庭庭協協談談師師證證書書  
 

 

 

 

 

 

 

 

 

 

 

 

 

 

 

 

  頒頒發發志志工工感感謝謝狀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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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鮮花花與與蛋蛋糕糕——第第五五屆屆理理事事長長欣欣悅悅交交棒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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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快訊】婚家年會超值演講 

輕輕鬆鬆學學九九型型——知知己己知知彼彼‧‧百百戰戰百百勝勝 

 

 

 

 

 

 

 

 

 

 

 

 

講師： 王天佑牧師 

學歷：台灣大學經濟系、基督門徒訓練神學院結業 

現任：五股禮拜堂主任牧師、約書亞事奉團隊召集人，事奉訓練學校校長、五股策盟召集人 

 

★ 上課時間：107 年 12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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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 2019 年會費者） / 非會員 $700 （入會辦法詳學會網站） 

★ 報名方式：請於 11/25 前 Email 或傳真您的報名回函，並完成繳費 

 

 

 

你希望了解自己，讓自己的長處發揮得更淋漓盡致嗎？ 

你希望更了解周遭的人，讓你的人際關係更如魚得水嗎？ 

「九型人格學」是一套幫助我們更認識人的好工具。 

「九型人格學」是美國史丹佛大學 MBA的一個熱門課程；全世界至少有五百個大

企業（如惠普、SONY等）乃至「紅十字會」，用它作為員工職訓的 

重要內容。 

「輕鬆學九型」一書的作者王天佑牧師，多年來在海內外的 

教會、公司與企業講授九型人格學，並受邀擔任上百場次研習課 

程的講座。王牧師以實際的例子—歷史上的知名人物、當代的媒 

體寵兒和知之甚深的工作夥伴，來闡述每一種性格的特質，使 

聽王牧師的演講或閱讀他的書都是一件輕鬆有趣的事，卻又條 

縷清晰、難以或忘。 

【 輕鬆學九型--知己知彼 百戰百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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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 2019 年會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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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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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2-4458 

mailto:twamf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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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好書推薦】 

愛愛  離離你你不不遠遠----只只要要你你願願意意定定睛睛 

 

 

 

 

愛愛就就在在你你身身旁旁等等你你擷擷取取、、擁擁有有！！  

特特約約十十數數位位婚婚姻姻與與家家庭庭的的專專家家為為您您撰撰文文；；  

還還有有曾曾經經跟跟您您一一樣樣思思索索著著情情感感疏疏離離、、  

親親子子衝衝突突、、父父母母老老邁邁，，網網路路成成癮癮，，  

自自我我突突破破的的心心路路歷歷程程；；一一次次開開展展在在您您眼眼前前，，  

等等待待您您的的青青睞睞！！  

作 者：戴俊男、魏世台等 

出版者：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 

定  價：250元   

《《鼓鼓勵勵孩孩子子邁邁向向勇勇氣氣之之路路----阿阿德德勒勒學學派派案案例例解解析析與與策策略略》》  

作  者：曾端真 

出版社：張老師文化  售  價：400 元 

沒有壞孩子，只有氣餒的孩子 

衝撞、破壞、攻擊、嗆聲、對立、  

翻桌、跳樓、拒學、偷竊、說謊……  

這些是氣餒的孩子保護其優越感的行為模式。 

生命的動力是從自卑到優越，孩子不會不

經掙扎便豎起白旗，他們會握緊武器奮力維

護其優越目標。直接管教行為，徒增其掙扎的強度，無法讓他們改

變行為。輔導者必須傾聽他們的人生故事，了解其獨特的生命風格，

輔導歷程的每一步都不能偏離鼓勵之道，孩子才能放下手中武器，

邁向勇氣之路。  

愛的來源不限於身生的父母，但因愛而結合、

因愛而願意相許的配偶，對於自己愛的結晶毫無疑

問，應該是最樂意付出、也最享受付出的人。人類

的社會也因而有了婚姻，並由婚姻而組成了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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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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Dr. Roberta Gilbert 

譯者 : 江文賢等           售價 ： $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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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牽伴不牽絆：幸福一生的 30 個關鍵策略》 

  作者： 林蕙瑛       售價：$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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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謝★ 感謝台灣科技大學前校長陳教授舜田慨允使用攝影佳作為本期封面圖樣。 

★捐款芳名錄★  陳芳菊＄2000   魏世台＄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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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