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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華人本土諮商心理學的理論基礎：以儒家的諮商觀點為例 

 

王智弘 

摘要 

 

儒家思想是華人文化的重要哲學觀點，由於心理諮商本土化強調將文化傳統和在地生

活經驗與心理諮商相結合，因此，探討以儒家思想做為建構華人本土諮商心理學的理論基

礎之一，實具有其學術與實務的價值。本文即以本土諮商心理學的觀點探討儒家思想中所

隱含的助人觀點，得知儒家諮商是諮商師成己之美而後成人之美、是諮商師修己以安當事

人，而儒家倫理是諮商師盡己而後推己。因此，儒家諮商的本質即是儒家倫理的實踐，儒

家倫理的展現即是儒家諮商的功能，意即諮商即是倫理、倫理即是諮商。簡言之，儒家思

想做為華人本土諮商心理學的理論基礎在中和之道，意即講求以自我修養為先、專業與倫

理合一。此等儒家思想可作為心理諮商本土化的理論基礎之一，比如助人專業倫理雙元模

型即受儒家倫理之觀點所啟發，專業倫理雙元模型將前述的儒家倫理觀點：盡己以及推己

與西方的倫理觀點強調當事人的五大權利：諮商自主權、公平待遇權、諮商受益權、免受

傷害權即要求忠誠權，以及助人者的三大責任：專業責任、倫理責任、法律責任加以統整，

以得到助人專業倫理的雙元模型，以將強調外在客觀理性規範的西方倫理觀與強調內在主

觀修養的儒家倫理觀同時考慮進來。可見此等儒家諮商之觀點可作為建構華人本土諮商心

理學理論的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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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思想是影響華人文化非常重要的哲學觀點，由於心理諮商本土化強調將文化傳統

和在地生活經驗與心理諮商相結合（王智弘，2017），因此，探討以儒家思想做為建構華人

本土諮商心理學的理論基礎之一，實具有其學術與實務的價值。 

一言以蔽之，儒家的諮商之道在中和，其內涵是自我修養為先、專業倫理合一。謹就

儒家經典與諮商心理學的觀點加以探討如下： 

1.儒家諮商之道在成人之美：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論

語·顏淵》。所以諮商師的助人目標在成當事人之美（翁開誠，2002）。當然，諮商師要成人

之美之前應先成己之美，也就是說，諮商師應先做到修養自己的功夫。換句話說，儒家諮

商就是：諮商師成己之美而後成人之美。 

2.儒家諮商之道在修己安人：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

子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子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

其猶病諸。」《論語･憲問》助人專業人員沒有要當國家領導人，所以不用做到修己以安百

姓，只要做到修己以安人就可以，要做到修己以安人必先做到修己以敬，也就是說助人者

要先以恭敬心修養自己，然後以自己的修養來安定當事人之心。而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是

人在治療人，不是技術在治療人，儒家的心理諮商之道就是「修己以安人」（王智弘，2016a；

王智弘、楊淳斐，2016）。 

3.儒家倫理之道即士之倫理，也就是專業人士的倫理：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

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篇》所謂的仁指的是倫理，

所謂的文指的是專業學科，儒家要求弟子也就是士－專業人士要先能做到合乎倫理，行有

餘力才學習專業學科，所以儒家的倫理觀是「倫理先於專業」。 

4.儒家倫理之道為道德先於倫理而倫理先於專業：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

游於藝。」《論語．述而篇》其中所謂的藝也是指的是專業學科，因此，本文所揭示的學習

次第是，先是「志於道，據於德」的修身工作，然後是「依於仁」的落實於待人處事的生

活實踐，然後才是「游於藝」的致力於專業學術的學習，也就是是強調在專業學科之前有

倫理，而倫理之前有道德，因此，可進一步得知儒家的倫理觀是「道德先於倫理」而「倫

理先於專業」（Wang, 2013）。 

    5.儒家倫理之道為盡己而後推己：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

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里仁》朱熹則進

一步註解為「盡己之為忠，推己之為恕」《論語集注．里仁第四》由此，我們得知儒家倫理

之道為盡己而後推己。 

6.儒家自我修為之道在致中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

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

儒家自我修為的最高目標是要契合大自然的本性，也就是中，而能有合乎倫理的表現，也

就是和。自我修為以達中，合乎倫理以達和，儒家諮商即為中和之道。 

從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統整出儒家諮商之道：儒家諮商是諮商師成己之美而後成人

之美、是諮商師修己以安當事人，而儒家倫理是諮商師盡己而後推己。因此，儒家諮商的

本質即是儒家倫理的實踐，儒家倫理的展現即是儒家諮商的功能，諮商即是倫理、倫理即

是諮商。簡言之，儒家思想做為華人本土諮商心理學的理論基礎在中和之道（王智弘，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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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諮商之道在成己以成人，修己以安人，盡己以推己，儒家諮商在追求中和之道：以自

我修養為先、專業與倫理合一。 

7.儒家諮商之道做為華人本土諮商心理學理論基礎的可能性：中華文化淵遠流長，諸

子百家、各擅勝場，儒、釋、道更彼此會通。心理諮商本土化的可行方向是含攝華人文化

的心理諮商(王智弘，2013a；黃光國，2011；Shweder, et al., 1998)，是將心理諮商與文化傳

統及在地生活經驗相結合(王智弘，2017)。因此，儒家諮商之道做為華人本土諮商心理學

理論基礎之一確實有其可行性。實際的例子包括：「通過故事來成人之美」（翁開誠，2002），

盡己：儒家倫理療癒的理論（黃光國，2013）、「助人倫理雙元模型」（王智弘，2013b，2016a）

「以儒家心學為助人知識的家族治療」（王行，2016）。就以「助人倫理雙元模型」而言，

其將前述的儒家倫理觀點：盡己以及推己與西方的倫理觀點強調當事人的五大權利：諮商

自主權、公平待遇權、諮商受益權、免受傷害權即要求忠誠權，以及助人者的三大責任：

專業責任、倫理責任、法律責任加以統整，以得到助人專業倫理的雙元模型(王智弘，2016a)，

以將強調外在客觀理性規範的西方倫理觀與強調內在主觀修養的儒家倫理觀同時考慮進

來。 

外在客觀理性規範 

 

內在主觀自我修養 

助人專業倫理雙元模型 

 

    助人專業倫理雙元模型能提供西方文化倫理觀的補充觀點，在實務應用上將更能契合

華人助人專業人員與當事人的文化背景，可作為儒家諮商之道做為華人本土諮商心理學理

論基礎的良好例證。而本期的三篇論文也是很好的本土化探討研究，簡嘉貞所撰寫的「動

作模式分析系統之初探－動作觀察與組織中的決策歷程」一文，可說是舞蹈治療本土化的

初步理念探索；而鄭瀛川與沈顥瓏所撰寫的「EAPs 在醫療機構的應用—以護理人員為核

心的模式」則是員工協助方案應用於本土醫療機構的實踐經驗；而張德聰與林烝增所撰寫

的「網路輔導之本土化經驗探討：使用網路即時通訊服務的當事人之求助態度及輔導感受

之研究」則是本土網路諮商長期實務經驗的研究成果。要開展本土諮商心理學的研究，可

就不同的研究層次加以著力，包括（王智弘，2016b，2017）：（1）外學引入的在地化

（localization）：心理諮商理論與技術的引入須經在地化過程，透過在地化的修正，以適用

於在地民眾，也就是西學引入的本土化；（2）文化融合的本土化（acculturative indigenization）：

將外地引入的心理諮商理論與技術，進一步與在地文化相結合而晉升到本土化的層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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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中西合璧的本土化；（3）文化繼承的本土化（enculturative indigenization）：在本土諮

商心理學發展成熟的基礎下，本土助人專業人員能由繼承自文化傳統與植基於在地生活經

驗的本土文化出發，以創建植基於本土文化的特有助人專業理論與技術，以服務在地的人

們，並對外地的助人專業也有所啟發，也就是自地發展的本土化，不同層次的本土化研究

都彌足珍貴，也都值得我們助人專業人員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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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The Concept of Confucian Counseling as an Example   

 

Chih-Hung Wang 

 

Abstract 

 

Confucianism is an important philosophical point of view of Chinese culture. Due to the 

indigenization of counseling, which emphasizes the combination of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local 

life experience with counseling. Confucianism is discussed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constructing Chinese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it has its academic and practical valu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helping perspectives implied in Confuci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way of Confucian counseling is: 

perfecting the admirable qualities of the counselor and perfecting the admirable qualities of the 

client, counselor self-cultivating himself and giving peace of mind to the client. Confucian ethics 

is counselor self-demand and well to client. Therefore, the essence of Confucian counseling is the 

practice of Confucian ethics. The display of Confucian ethics is the function of Confucian 

counseling. Counseling is ethics. Ethics is counseling. The core of the Confucian counseling is 

the way of Equilibrium and Harmony—self-cultivation first, professional and ethical unity. These 

views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to build Chinese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theory. In 

terms of the "the duality model of helping ethics" as an example, Confucian ethical point of view 

emphasizes self-demand and well to others. West ethical point of view emphasizes the five major 

welfare of client: autonomy, beneficence, nonmaleficence, justice, and fidelity, and three major 

duty of helper: professional duty, ethical duty, and legal duty. To reconcile the above two, a dual 

model of professional ethics can be obtained. Western ethics that emphasize external objective 

rational regulation can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simultaneously with Confucian ethics that 

emphasize internal subjective self-cultivation. The duality model of helping ethics can provide a 

complementary view of Western cultural ethics and will be better suited to the Chines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helping professionals and clients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It can be used as a good 

example of the way of Confucian counseling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indigenous Chinese 

counseling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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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anism is the most important philosophical point of view that affect Chinese culture. 

Indigenization of counseling is to combine counseling with cultural tradition and living 

experience (Wang, 2017a). Thus, to study Confucianism as one of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for 

constructing Chinese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has its academic and practical values. 

In a nutshell, the core of the Confucian counseling is ―the way of Equilibrium‐ Harmony‖ that 

means ―self-cultivation first, professional and ethical unity‖. The Confucian classics will be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as follows: 

 

Firstly, the way of Confucian counseling is counselor perfecting the admirable qualities of 

the client. The Master said, "The superior man seeks to perfect the admirable qualities of men, 

and does not seek to perfect their bad qualities. The mean man does the opposite of this." ( Yan 

Yuan, The Analects). Therefore, the goal of counselor to help client is to perfect the admirable 

qualities of the client (Wong, 2002). Of course, counselors should first perfect the admirable 

qualities of themselves before they want to perfect the admirable qualities of the clients, and they 

should first do self-cultivation work. In other words, Confucian counseling is perfecting the 

admirable qualities of the counselor, and then perfecting the admirable qualities of the client. 

 

Secondly, the way of Confucian counseling is counselor cultivates himself so as to give peace 

of mind to client. Tsze-lu asked what constituted the superior man. The Master said, "The 

cultivation of himself in reverential carefulness." "And is this all?" said Tsze-lu. "He cultivates 

himself so as to give peace of mind to others," was the reply. "And is this all?" again asked 

Tsze-lu. The Master said, "He cultivates himself so as to give peace of mind to all the people. He 

cultivates himself so as to give peace of mind to all the people, even Yao and Shun were still 

solicitous about this." (Xian Wen, The Analects). Helping professionals do not have to be a 

national leader, so do not be to give peace of mind to all the people, as long as the self-cultivation 

can be to give peace of mind to others, to give peace of mind to others must first be cultivation of 

himself in reverential carefulness, that is helping professionals demand themselves with 

self-cultivation, and then use their own self-cultivation to stabilize the hearts of the clients.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however, are people treating people and not technics treating 

people. The Confucian counseling is "Counselor cultivating oneself and giving peace of mind to 

client" (Wang, 2016a; Wang, & Yang, 2016). 

 

Thirdly, the way of Confucianism ethics is the ethics of Shì (means professional). 

The Master said, " A youth, should be filial at home, respectful to elders abroad, should be 

earnest and truthful, should overflow in love to all, and should approach to the ―ren‖ 

(benevolence). When he has time and opportunity, after well done these things, remaining effort 

can be endeavored for ―wen‖(literature) learning.― (Hsio R, The Analects) 

The so-called ―ren‖(benevolence) refers to ethics. The so-called ―wen‖(literature) refer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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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courses. Confucianism requires that students, the so-called ―shì‖ refers to 

professionals, must first be able to do ethical, then learn professional courses. Therefore, 

Confucian ethics is " ethics precedes professionalism". 

 

Fourthly, the way of Confucianism ethics is “moral precedes ethics and ethics precedes 

professionalism”. The Master said, ―Setting on the tao, according to the virtue, abiding by the 

benevolence (ethics), swimming in the arts.― ( Shu R, The Analects): The so-called arts is also 

refers to the professional courses, therefore, the priority of lessons as follows, first the 

self-cultivation work of " Setting on the tao, according to the virtue"(means moral learning) is 

followed by " abiding by the benevolence benevolent"(means ethics learning) in the conduct of 

getting with others. Then it is " swimming in the arts"(means academic learning) devoted to 

professional academic study, that is, Professional disciplines are preceded by ethics, and ethics 

precede ethics. Therefore, we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at Confucian ethics is " moral precedes 

ethics" and "ethics precedes professionalism" (Wang, 2013b). 

           

Fifthly, the ways of Confucianism ethics is “self-demand, then well to others”. The Master 

said ―Tsang, My way(Tao) is bound together with one continuous strand.‖ The philosopher 

Tsang said ‖Yes, I see‖ Confucious walked out, and others ask ‖What‘s that?‖ The philosopher 

Tsang said：‖The way of the Master is Zhong and Shu, nothing more‖ ( Li Ren, The Analects). 

The philosopher Zhu Xi explained ―do what we can as Zhong (means loyalty, Self-demand) and 

treat others well as Shu (means empathy, Well to others) ‖ (Li Ren fourth, Note of The Analects) . 

As a result, we learned that Confucianism ethics is ―self-demand, then well to others‖. 

 

Sixthly, the way of Confucian self-cultivation is Equilibrium and Harmony. 

To be in the states of Equilibrium and Harmony. ―While there are no stirrings of pleasure, anger, 

sorrow, or joy, the mind may be said to be in the state of Equilibrium. When those feelings have 

been stirred, and they act in their due degree, there ensues what may be called the state of 

Harmony. This Equilibrium is the great root from which grow all the human acting in the world, 

and this Harmony is the universal path which they all should pursue. Let the states of 

Equilibrium and Harmony exist in perfection, and a happy order will prevail throughout heaven 

and earth, and all things will be nourished and flourish.‖ (Zhongyong,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The highest goal of Confucian self-cultivation is to conform to the nature, that is, Equilibrium; to 

achieve ethical performance, that is, Harmony. Self-cultivation to reach in Equilibrium. Being 

ethical to reach Harmony. Confucian counseling process is the way of Equilibrium and Harmony. 

 

From the above discussion, we can sort out the way of Confucian counseling as follows: 

perfecting the admirable qualities of the counselor and perfecting the admirable qualities of the 

client, counselor self-cultivating himself and giving peace of mind to the client. Confucian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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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counselor self-demand and well to client.     

The essence of Confucian counseling is the practice of Confucian ethics. The display of 

Confucian ethics is the function of Confucian counseling. Counseling is ethics. Ethics is 

counseling.  

 

In short, Confucianism serves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Chinese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Wang, 2017). The Confucian counseling approach has been to perfect qualities of 

the counselor and perfect qualities of the client. counselor self-cultivating himself and giving 

peace of mind to the client. The core of the Confucian counseling is the way of Equilibrium and 

Harmony—self-cultivation first, professional and ethical unity. 

 

Seventhly, the way of Confucian counseling as a possibl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hinese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Chinese culture has a long history, Each of the hundreds of 

different schools has its own specialty and strength.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have 

even more mutual understanding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The feasible direction for the 

indigenization of counseling is to include Chinese culture (Wang, 2013a; Huang, 2011; Shweder, 

et al., 1998), combining counseling with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local life experiences (Wang, 

2017). Therefore, it is indeed feasible for the way of Confucian counseling to be one of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Chinese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Practical examples include: 

" conscious reflections on my ow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sychotherapy: Appreciating the beauty 

of a person through the stories " (Wong, 2002), " Self-exertion: Confucian theory of ethical 

healing" (Huang, 2013), "the duality model of helping professional ethics" (Wang, 2013b, 2016a). 

" Self-cultivation and regulating the family：The Confucian way of family Therapy "(Wang, 

2016a). In terms of the "the duality model of helping ethics" as an example, Confucian ethical 

point of view emphasizes self-demand and well to others. West ethical point of view emphasizes 

the five major welfare of client: autonomy, beneficence, nonmaleficence, justice, and fidelity, and 

three major duty of helper: professional duty, ethical duty, and legal duty. To reconcile the above 

two, a dual model of professional ethics can be obtained (Wang, 2016a). Western ethics that 

emphasize external objective rational regulation can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simultaneously 

with Confucian ethics that emphasize internal subjective self-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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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uality model of helping ethics can provides a complementary view of Western cultural 

ethics and will be better suited to the Chines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helping professionals and 

clients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It can be used as a good example of the way of Confucian 

counseling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indigenous Chinese counseling psychology. The three 

papers of this issue are also good indigenous researches. ―Demonstration of movement pattern 

analysis: The application of movement assessment on decision-making process‖ by Jia-Jen Chien,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initial idea exploration of indigenization of dance therapy. ―The application 

of EAPs in medical institution: With the nurses as the core model‖ by Yen-Chuan Cheng and 

Hao-Long Shen, It is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that the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 is applied to 

local medical institutions. ―The localization experience of Internet consultation：The study of 

client‘s attitude toward seeking professional psychological help and counseling effects with 

Webcounseling by instant messaging‖ by Te-Chung Chang and Jeng-Tzeng Lin, It is the research 

of long-term local internet counseling practical experience. The study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Wang, 2016b, 2017): 1.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theory(localization): that is, localization of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theory and 

technique, through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amendment to be more applicable to the local people, it 

can be said the indigenization of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profession. 2. The indigenization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acculturative indigenization):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expected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counseling theory and technique can integrate with the local culture 

and promote to the indigenization level,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Indigenization of integrat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3. The indigenization of cultural inheritance(enculturative 

indigenization):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also look forward to the spontaneous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on the basis of mature development of helping profession, 

local helping professionals can create original counseling theory and technique based on local 

culture and experience to serve the people of the land, and the field of Western helping 

professional also inspired,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Indigenization of spontaneous development.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indigenous research are all precious, and deserve we helping professionals to 

work hard for them. 



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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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模式分析系統之初探－動作觀察與組織中的決策歷程 
 

簡嘉貞＊ 

摘要 

動作觀察為舞蹈治療的重要概念之一，舞蹈治療在台灣已有數十年的歷史，且正

在蓬勃發展中，目前多在學校、社區機構、醫院等應用，對身體動作覺察的重要性逐

漸被各個領域所重視；而動作模式分析（Movement pattern analysis, MPA, 或稱 Action 

Profile）正是一套結合動作分析與組織決策歷程，藉著對個人動作及內在動機的了解，

來評估其決策歷程的一套系統，是一以動作模式觀察來協助職場員工達到提升自我覺

察，甚而促進組織結果的工具；除了跨領域結合舞蹈治療中的動作觀察與組織行為外，

也帶來了解職場員工心理運作及促進職涯發展的良好契機，惟國內迄今尚未有中文文

獻加以探究，故本文欲透過整理相關文獻，釐清動作模式分析系統，以期未來能夠在

國內有所應用。本文旨在介紹及整理動作模式分析的歷史發展、理論基礎及中心假設、

以及實際層面的執行架構。研究方法採文獻回顧法，整理 Lamb 及 Ramsden 在動作模

式分析上的討論，這是最早從動作模式分析來思考團隊領導者的決策歷程的學者之二。

Lamb 首先從行動傾向討論團隊領導者的動作模式分析對決策歷程的影響，並強調要達

到團隊的創新及作出更好的決策，團隊中每個人可依其行動氣質適才適任，以發揮團

隊的最大效能；而 Ramsden 在動作模式分析的架構中加入了動作質地的討論，並對進

一步提出動作與人格之間的關係，其對自我動作覺察後促進個人的自我發展一是其重

要論點之一。在華人組織中可從對領導者動作模式分析的了解著手，再思考團隊的決

策歷程之調整方向，然而動作模式雖提供組織在適才適任的另一方向，但也因為動作

觀察無法同時多人進行，故雖然動作模式分析為組織發展提供了新的觀點，但在台灣

尚無相關研究，故在台灣文化下的適應性還待後續研究繼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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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觀察在工作場域的應用－動作模式分析介紹與操作 

 

動作，是每個人與生俱來，從事任何事情時都會自然流露出來的個人表徵，我們

很容易可以透過動作表達的組合，聯結到某個特定的人，看模仿秀時，除了聽其聲音、

看其表情，還會注意的是其肢體動作的展現是否與被模仿者相像，因此，肢體表達方

式可以做為個人的模式，而動作便是我們獨特的表達方式，也是與外界溝通的語言之

一。 

動作模式分析（Movement Pattern Analysis, MPA）或稱行動剖析（Action Profile），

是一套客觀觀察的方式記錄個體身體動作的系統，將動作觀察與評估的知識應用在了

解其動機及決策型態，以此來激發員工潛能，強調每個人獨特的動作展現反映了內在

的驅力，可從觀察一個人的動作模式來判斷做決定時的樣貌及著重點，再將每個人放

在適合的位置上，使內在特質與工作崗位能達到最好的適配。Kaylo（2007）整理動作

模式分析的歷史，指出這起源自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Lawrence 注意到工廠員工這種悖離

自然身體運作的工作方式，及此工作方式對生產力帶來的負向影響，故開始觀察工人

工作時的動作及節奏，以理解身體動作在生產力中扮演的角色。1940 年代，Laban 將

動作概念應用於增進工廠的產值，提出若個人的動作模式可以和適當的工作配合，便

能增加生產力、以及提升士氣；Laban 便和 Lamb 共同辨識身體動作和決策模式間的關

聯，將之運用在選才、佈局以及管理者的職涯引導。1960 年代，Lamb 提出開始思考

個人動作與決策歷程間，並系統性地評估管理者的決策方式，這種仰賴動作觀察來揭

露個人內在動力的方式，與其他管理訓練及評估的方式非常不同，故在實務層面應用

的重要性漸增。 

組織中管理者決策對組織影響甚鉅，在組織行為學中對決策歷程及其影響因素亦

是主要的議題之一，以往對決策的理解多認為決策是一連串認知判斷的過程，在數個

選項間分析與判斷，以達成特定的目標，較牽涉到認知層面的討論，而動作模式分析

雖然也討論決策歷程的樣貌，卻以動作作為媒介，以動作的觀察來了解決策的歷程，

有別於以往決策相關研究的切入點，將動作、內在動機、決策歷程、甚至自我發展作

了整合，動作模式分析在歐洲和美國已經實行超過數十年，應用在組織中的招募甄選、

職位配對、團隊建立等在組織管理上的不同面向 （Lamb, 2012; Moore, 2005），但至今

國內相關研究甚少，本文旨在介紹這套連結身體動作及決策歷程的理論及操作方式，

為提升組織中的個人的決策歷程及自我了解提供不一樣的思維。 

 

壹、 行動動機與身心的整合 

 

身體有無限的可能，會因為每個人的成長環境、感知強弱，敏銳程度的差異而產

生不同的體驗與感官連結，身體運作都有其獨特性，像是獨特的身體樣態，以及習慣

性的動作模式（李宗芹，2001a，2009）。Ramsden（1992）認為個人在決策和採取行動

時，乃由內在的行動動機（action motivation）所驅動，結合了心智功能的心理層面以

及積極行動和實踐的生理層面，其獨特性可藉由外顯的肢體動作來表現。相關的概念

整理如下。 

 

一、 行動中有想法 

 

Ramsden（1992）提出要達到身心整合，其中之一的途徑就是當個人能夠實踐「行

動中有想法」時，亦即整合決策和行動，表現出高階心智功能如想像、概念化、記憶、

邏輯等，即能邁向身心的整合。由於想法與做出決定是不同的層次，當有想法卻未付



 

3 

 

諸實踐時，想法只停留在心智的層次，但做出決策牽涉到承諾，以及付諸實行的內在

衝動力，因此決策是一身心整合的歷程。 

 

二、 人格層面的整合與姿體融合 

 

Ramsden（1992）認為達到身心整合的另一途徑是整合性格的不同層面，分別是

「做的」層面（doing part）和「存有」層面（being part），「做的」層面包含了學習、

因應、改變、執行等，又稱為姿勢性格（gesture personality），以姿勢來做身體表達；

而「存有」層面包括了維持、保持等，又可稱為體態性格（posture personality），則是

以全身的動作做整合性的表達。兩種性格整合時能讓身心在一種彈性、試驗的狀態，

存有能作為嘗試的後盾，讓一個人能在結果行為上有更高的投入，不僅只是試探性的

做出某種動作，而是做出自己、且就是自己做出的樣子；這也是經歷高峰經驗和單純

純熟某種技術不一樣之處，當一個人維持在高峰經驗時，能夠發展出適當的態度來投

入在活動中，將技術能力和個人的獨特表達整合起來，就像學習新技能時，每個人都

是從模仿動作，熟悉後再發展出自己的動作樣貌，故新的技巧會與個人獨特的表達方

式整合，使動作成為每個人獨特的展現（Ramsden, 1992）；上述歷程的前提便是姿勢

和體態性格的結合，以身體表達來看，也就是姿勢動作和體態動作的融合，稱為姿體

融合（Posture-Gesture Merger, PGM）。姿體融合是整合的動作，發生在始於姿勢的動

作，姿勢持續的同時動作流動到身體其他部位，進而成為全身的動作，當身體動作不

受干擾的流暢運作時，姿體融合於焉發生，其他人便可以感覺到此人身心的一致性及

和諧，且能在個人自然的動作模式中展現動作質地，故姿體融合就是動作模式分析的

基礎。 

但 Ramsden（1992）提到，雖然每個人都偏好用自己的模式去行動，動作的展現

卻經常會受到外在的影響（如文化或情境脈絡）而無法隨時都毫無束縛的展現，使得

能量無法自在流動於自我與環境之間，能量堵塞會使得個人的潛能無法完全發展出來，

也無法依據自己真正的樣子去行動，例如生產線上的工人因長期配合機器工作，讓機

器的節奏帶動個人的動作，但長時間違背個人身體運作方式的工作方式會造成身體不

適感，也會影響生產力。Lamb（1985）強調，當每個人可以整合自己的身體動作、使

動作與內在動機達到一體流暢時，便不再需要根據外在標準的方式來行動，讓內在的

動機來引領動作，而動作模式分析可幫助個人辨識自己內在的動機、拋開意識的紛擾，

了解自己真正想展現的樣子，使身心達到整合，不必再經歷心理上不一致的不舒服感。 

動作模式分析從動作觀察切入，從個人的動作模式來了解其行動動機，並依此來

理解個人如何在對內在更深的了解之下，了解自己的決策歷程並做適當的調整，其理

論的重要概念是：當身體動作整合時，個人的動作是依照內在驅力來行動，並以獨特

的方式來展現自我，這與促進自我了解相關，而自我了解則是促成適當調整的重要關

鍵之一。動作模式分析是透過觀察和解釋個體的動作模式來預測不同人在決策歷程的

差異 （Connors, Rende, & Colton, 2013），其中又以 Lamb 和 Ramsden 在動作分析模式

（行動剖析）的發展上著力最深，Lamb 將個人動作特徵和決策歷程作連結，幫助管理

者依其內在行動動機來適才適任，進而達到團隊的創新，而 Ramsden 更進一步提出對

個人內在動機的了解更可促進個人的自我發展；故以下依此脈絡，討論「Lamb 的決策

型態與團隊創新」及「Ramsden 的動作元素與決策歷程」，並提出動作模式分析的執行

架構。 

 

貳、 Lamb 的決策型態與團隊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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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作模式分析的基本假設是每個人都能以不同的方式來表達，且每一個主動創造

出的行動，都是依據其內在動機展現出獨特的行動氣質性 （predisposition）；Lamb

（1985） 將行動的氣質性應用於做決定的歷程中，以此來了解不同型態的經理人帶

領團隊的創新程度，以下從決策歷程和行動動機、行動氣質性的關係來討討論。 

 

一、 決策歷程與行動動機 

 

（一） 決策的三個階段 

決策是一歷程，由連續性的行為組合展現，在決策的過程中每個人都會經過從蒐集

資料到最後做決定，只是在不同階段中，每個人的著力程度可能不一，造就不同的決

策方式，Lamb（1985） 將決策歷程從蒐集資訊到做出決定分為三階段。第一個階段

為注意期（Attention stage），在第一階段的注意期中，決策者會開始思考問題、定義問

題的主軸，並初步的進行資訊的蒐集，當擁有基礎的資訊後，便能決定是否應該繼續

跟進這個問題、若跟進需要再蒐集怎樣的資訊；第二階段為意圖期（Intention stage），

此時決策者會去辨別和評估有無可行方案，並且釐清目標、為採取行動動力後盾，且

決定要採取的行動；第三個階段為承諾期（Commitment stage），當決策者對決定做出

承諾後，便能開始安排執行的細節，包括時間安排、掌握動向、資訊升級等等，並且

為重新安排計畫做準備。 

Lamb（1985）認為在決策歷程的三個階段中，都需要行動的自發（initiatives），若決

策時缺乏行動的自發時，便是屈服於周遭環境。在各個階段中，自發性的平衡是很重

要的，因為若行動的自發僅傾向某個階段時，對決策的品質會產生影響，例如過度專

注在注意期時，可能會對計畫有很完善的準備，但卻缺乏執行力；或是在意圖期過度

的自發，可能會過於堅持行動，卻無法面對其他小細節或可能的出奇不意；而在承諾

期過度自發的決策者可能採用激進的、狡猾的行為來達到目標。筆者認為 Lamb 提出

自發性的平衡時，除了考量到當團隊過於傾向某個階段時可能帶來的問題之外，也在

思考如何使團隊中每個人的能力得以發揮。 

 

（二） 行動自發的平衡與團隊運作 

Lamb（1985）以三位管理者 A、B、和 C 為例來討論管理者之行動動機對團隊決策

歷程的可能影響，進而提出在團隊層次上，行動動機平衡的重要性。A 是一位不願下

決策，但是不斷嘗試做更多的研究以解決問題的經理人，而第二位 B 則是一旦相信新

產品的品質之後，便會竭盡所能地為此產品努力並且以自己的觀點來蒐集及解釋資料

的經理人，第三位 C 是位希望很快做決策的經理人，甚至會試著去影響周遭使其可以

很快下決定。長期整理三位管理者在不同決策階段中的自發後發現，管理者 A 的自發

大多在注意期（54%）、管理者 B 的行動自發在意圖期（70%）所佔的比例最高、而管

理者 C 的行動動機中有 60%在承諾期，詳細地動作模式分析結果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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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A、B、和 C 三位管理者的動作模式分析結果 

資料來源：Lamb, W. (1985). Building balanced innovation teams.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2, 93-100. 

 

人們都喜歡和行動動機（action motivation）相似的人在一起，Lamb（1985）假設管理

者也可能挑選相似的人組成團隊，在此前提之下，團隊領導者的行動機便能預測團隊

的表現。管理者 A 帶領的團隊可能會設定不切實際的目標，內容包含過多的細節，且

對於新材料的蒐集沒完沒了，可能導致計畫一再延遲；而管理者 B 帶領的團隊在設定

目標時可能較模糊，但是會堅信其發展的產品會獲得成功，也會努力的去說服其他人，

即使在一開始碰到挫折仍會堅持其信念；管理者 C 帶領的團隊在設定目標時可能會缺

乏計畫且過早開始行動，導致產品早夭。 

故當團隊無法較均衡的顧及決策歷程中的不同階段時，決策的效果可能產生影響。

由於每個人都有各自的行動傾向，Lamb（1985）認為，因此若團隊只依照領導者的方

式去運作時，個人便只是執行管理者的指示，無法嶄露真實的樣貌，最終導致上述的

結果；但若團隊中的每一個人能依照自己的行動傾向去運作，團隊成員得以真實的自

己來表現，並與其他人共同發揮來填補各個決策階段的需要，以促進團隊的決策效率。

了解各個團隊成員之行動傾向，並且給予個人在團隊中依自發性來工作，對促進團隊

中的適才適任有其重要性。 

 

二、 行動氣質與決策階段 

 

（一） 行動的氣質性會影響其決策歷程 

 

Lamb（1985）提出在每個決策的階段中，可以針對兩個部分加以評估，一是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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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的主張程度（extent of assertion of mental and physical effort），二是增加整體觀點的

自發程度（extent of initiative to gain an overall perspective）。個人在這兩種方式中的個

體差異就產生了不同的決策型態；主張付出努力的管理者較會透過推進、訂定步調的

方式來完成任務；而較強調增加觀點的管理者則會關注決策對整體的影響，透過仔細

思量決策的方式來達成目標。 

因此決策歷程的三個階段能再各自細分為兩種類型，反映在決策時的六種型態。

在第一階段的注意期中，偏好在特定範圍內徹底分析和投入，並對細節一絲不苟的為

調查者（Investigator）；而行動傾向為尋找更寬廣的想法及思考替代方案的人則為探索

者（Explorer），探索者有創造力，但也可能變得天馬行空。在第二階段的意圖期中，

努力驗證自己的信念的為決定者（Determiner），決定者會堅持面對困難，但可能過於

固執與缺乏彈性；而偏好增加觀點、擴展不同視野的是評估者（Evaluator），評估者會

分辨、評論、澄清優先順序，但可能會過度將工作簡化。在承諾期，兢兢業業於達成

目標的為掌握時機者（Timer），他們強調實際做而不看重計畫，也許會抓到千載難逢

的機會，但相對也可能較魯莽行事；而繼續蒐集資訊並且高瞻遠矚的是期望者

（Anticipator），期望者對事情有詳盡的計畫和及敏感度，但也可能會考慮過多。以上

這六種不同型態的行動氣質詳細整理於下表 1。 

 

表 1   

Lamb 的決策型態 

決策歷程 身心努力的主張程度 增加整體觀點的自發程度 

注意期 

調查者 探索者 

1. 在特定範圍內蒐集、澄清資

訊，建立系統化的調查 

2. 定義採取行動的標準。 

1. 從不同領域中蒐集資訊以增加

新的觀點。 

2. 找到新的可能、或替代方案。 

意圖期 

決定者 評估者 

1. 努力確認目標、驗證自己的

信念、及解釋自己的意圖 

2. 控制減少例外狀況的發生。 

1. 評估相關資訊、判斷資訊重要

性，以擴展不同看法。 

2. 澄清議題，並使議題具體化。 

承諾期 

掌握時機者 期望者 

1. 致力於安排每一個時刻需採

取的行動的時機。 

2. 注意策略及實行的順序。 

1. 透過省思與自省來增加觀點，感

受每個階段的後果。 

2. 設定目標、評估進步，及更新計

畫。 

資料來源：Lamb, W. (1985). Building balanced innovation teams.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2, 93-100. 

 

 

（二） 行動氣質性與工作屬性適配時最能發揮潛能 

 

Lamb（1985）認為這六種行動傾向在團隊創新上有其重要性，他以 X 先生為例，

討論其在各個階段的行動傾向在決策歷程中呈現的樣貌，X 先生的動作模式分析結果

呈現於下圖 2。X 先生是一位以創新聞名的管理顧問，由動作模式分析的結果顯示，

在注意期 X 先生的行動傾向大多在探索，他總會努力找出新的可能，但調查所佔的行

動百分比只有 7%，顯示在實際行動前他可能缺乏納入更多的觀點。意圖期中，當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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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子時，他會很快的專注在做決定，但他在評估的行動百分比只有 2%，這讓他不太會

去檢查新資訊的相關性。而做出決策後，便會很快的接受自己的點子並且開始針對決

定制訂計畫。 

Lamb（1985）認為行動氣質如 X 先生不一定能夠面面俱到的做一個好的管理者，

但由於人具有學習及調適的能力，故能學習去順應環境中需要展現的行為，以達到好

的表現，是以 X 先生在工作上能可能有適當的表現，但卻不及讓 X 先生的工作岡位與

行動傾向配合時所可能展現出的效果，否則就只是努力的去做出環境需要的樣子罷了。

筆者認為，就短期來說，雖然個體可能順應環境需求而勉強表現出環境期待的樣子，

但長期以往可能會提高決策缺失的風險，以及個體內身心耗損的危機。 

 
圖 2  X先生的動作模式分析結果  

資料來源：Lamb, W. (1985). Building balanced innovation teams.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2, 93-100. 

 

Lamb（1985）認為，最有創造力和效率的團隊必定是要有行動氣質上的平衡，不

太可能每一個團隊成員在六種行動氣質上都達到平衡，若真如此似乎也犧牲了各個成

員的獨特動機的展現，故 Lamb 主張當團隊中整體的行動動機以團隊為單位達到平衡

時（即團隊成員的六種氣質性的傾向能達到平衡時），便是最具效率的團隊；但有時因

為團隊任務的不同而有使團隊可能需要更著重傾向於某種氣質，而達到平衡的關鍵就

是在辨識出個人和團隊在脈絡下的動作模式分析後，再依其長處和弱項進行管理與協

調。團隊樣貌可以隨著任務的性質而做調整，主要目標依舊是根據不同任務導向，使

每個人的潛能都得以有最大發揮。 

Lamb（1985）透過不一樣的方式來思索個人的決策風格，引發後續研究者對動作

展現與內在動機間關聯的注意，Lamb 大多在研究團隊互動如何達到適配及團隊創新的

影響，強調的是團隊成員行動動機的平衡及適配，意在提升組織效率或促成創新，但

對於團隊中的個人並沒有直接的建言或幫助，只是將團隊的狀況反應出來，關注的重

點放在組織層次，致力於為團隊提升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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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Ramsden 的動作元素與決策歷程 

 

Ramsden（1992）認為動作的特性與腦袋中的思考有關，故可由動作來判斷一個人

做決策的傾向，例如被要求同時展現直接（單一焦點）的動作時及虛幻的想像對一個

人來說是困難的，因為動作會反映心理及想法，因此便能從動作質地（movement quality）

的展現，去理解其心理歷程；不同的動作質地也會引發不同的思考歷程及相對應的結

果，故 Ramsden 在 Lamb 的決策歷程架構中再加入相對應的動作質地及引發的思考歷

程，每個行動氣質都有相對應的兩種結果，與其展現的動作質地有關。Ramsden 的架

構將行動動機及相對應的結果做了更詳細的闡釋。 

 

（一） Ramsden 將動作質地結合行動動機與決策歷程 

動作質地可分為勁（effort）和形（shape），勁與力道有關，其中共有四個元素，分

別是焦點（focus）、壓力（pressure）、時間（time）、流（flow），每一個元素都可視為

是一連續向度，有中間值也有兩極，焦點元素的兩極分別是直接及間接，壓力元素的

兩極分別是加壓及減壓，時間元素的兩極分別是加速及減速，而流元素的兩極分別是

束縛及自由；形則與空間有關，分別是水平面、垂直面以及輪狀面，分別表現於封閉

及開展、上升及下降、前進及後退的動作（李宗芹，2001b）。Ramsden（1992）提出

的行動動機、動作質地、及決策歷程的關係呈現於表 2。 

表 2   

Ramsden 的行動動機與決策歷程的關係 

決策階段 行動動機 動作質地 心理歷程 結果 

注意期 

調查 

調查已存在的事物 

直接 
1. 尋找資訊 

2. 找出獨特之處 
精準的分析 

間接 
1. 結合不同的資訊， 

2. 將資料歸類 
訊息的組織 

探索 

探索可行方案 

封閉 
1. 尋找其他可能性 

2. 包容不同觀點 
多樣的方法 

伸展 
1. 蒐集替代方案 

2. 增加行動的範圍 
行動基礎的擴展 

意圖期 

決定 

決定需完成的事項 

加壓 
1. 建立穩固的案子 

2. 應用或持續加壓 
為行動建立穩固基礎 

減壓 
1. 適度的堅持 

2. 能屈能伸但不放棄意見 
具有彈性的目標 

評估 

評估重要事項 

下降 
1. 評論相關議題 

2. 根據重要性做排序 
實際的順序考量 

上升 
1. 比較選擇 

2. 衡量優缺點 
闡明目標 

承諾期 

掌握時機 

行動時間步調 

加速 
1. 加速活動的步伐 

2. 尋求機會 
合時宜的行動 

減速 
1. 選擇對的時機 

2. 暫緩腳步允許發展 
彈性的做計畫 

期望 

對行動進展的期望 

後退 
1. 計畫行動的階段 

2. 測量進度 
活的行動計劃 

前進 
1. 設定目標 

2. 預見結果及趨勢 
進步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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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Ramsden, P. (1992). The action profile system of movement assessment for 

self-development. In H. Payne (Ed) Dance Movement Therapy: Theory and 

Practice(pp. 218–241.). London, England: Routledge. 

 

第一階段的決策歷程又可分為調查者與探索者，調查者的動作質地依據動作的焦點

分為直接或間接，當一個人展現直接（directing）的動作時，他更能集中注意力，而若

他的姿勢和體態整合在一起時，此人便能「成為」他正在做的樣子，他自己所有的注

意力都會被倒入一個特定的位置，這讓他可以探測出更多資訊及區辨這些資訊，在這

個過程中他能引出更多特定的資訊，故能更具體地對資訊下定義，故能對現行的情況

做更精確的分析；而當一個人的動作質地是間接（indirecting）的動作時，他能專注在

將不同的觀點做連結，並且對資料做歸類，於是便能將資料以較容易理解的方式來呈

現。評估者的動作質地則依據水平面的動作分為封閉的或開展的，當一個人的行動動

機著重在增加不同資訊，且動作質地為封閉（enclosing）的動作時，他就是一個較能

容納不同觀點、包容不同的人，故能用不同的方式來達到想要的情況；但若一個人的

姿體融合動作是開展的（spreading），他較能擴展自己的行動範圍，並且可採用不同的

方式，故為自己的行動創造了更寬廣的基礎。 

第二階段的意圖期又可分為決定者與評估者，決定者的動作質地依據其動作的壓力

分為增加或減少壓力，若姿體融合的動作是增加壓力的（increasing pressure），表示他

是一位會以行動為優先的人，他有堅定、有重力的能量，故也有強韌的決心使他能堅

定不移的堅持在自己的信念中；但當個人的姿體融合動做呈現的是減少壓力

（decreasing pressure）的動作時動作是比較輕盈的，較能「浮動」在現行的狀況上而

不被困住，他可以以平緩的方式來面對障礙、維持其意圖，故可以有彈性卻堅持的追

求目標。而評估者的動作質地則依照垂直分為面上升或下降的動作，動作呈現下降

（descending）使人能夠在面對事情時從旁觀之，故可以對事情有較客觀的看法及評論，

並且仔細思量，故可以對事物做實際的順序考量；而動作呈現上升（ascending）的人

較可以從整體的角度來看事情，也能知道自己與他人的關係，也可以比較不同的觀點

及其優缺點，故會更了解什麼是重要的及其重要的原因。 

第三階段的承諾期又可分為掌握時機者與期望者，掌握時機者的動作質地依據其動

作的時間快慢分為加速或減速，姿體融合時動作質地呈現加速（accelerating）的人的

步調較快，會很快的去加快自己的活動步調及尋找機會，這使他隨時保持警戒以確保

沒有流失任何機會；而動作質地呈現減速 （decelerating） 的人則覺得自己能夠掌握

時間，故能冷靜的選擇對的時機再去行動，在等待中讓某些事物有機會發展，故較有

彈性的根據其他事件的節奏來執行計畫。期望者的動作質地則依據動作的輪狀面分為

後退或前進，動作質地呈現後退（retreating）的人可以將自己與目標隔開，站在較後

面的位置去看自己下一步該怎麼做，然後進行逐步的評估，故可以創造的計畫是能根

據最新進展做調整的、活的計畫；而動作呈現前進（advancing） 的人則是可以看著更

遠，也與目標更靠近，故可以設定目標，並且預先看到可能的結果。 

 

（二） 從動作模式的了解促進自我發展 

透過動作模式分析可以了解決策者在做決定時的行動傾向，並以此來幫助協調團

隊內的動力平衡以達到有效率的運作；此外 Ramsden（1992）還認為了解動作模式還

可以促進個人的自我發展－透過對動作模式分析，個人能有機會了解自己的行動動機，

進而接觸深層的自我，而自我了解則是促進自我發展的基石，使個人能覺察自己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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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觀、自我概念、態度、習慣等等，並做出調整，促進新行動或新技巧的發生；值得

注意的是，行動動機無好與壞之分，只有在該情境下是否適當，但若環境無法使個人

盡情發揮時，個人也須學習管理自己的各項需求，以及學習如何協調自己與他人的的

行動動機，才能使個人效能有最大的發揮，進而創造自我實現的可能。 

Ramsden（1992）認為以下四點可以幫助個人達到上述的自我發展。首先是以個

人獨特的方式去感受，並依情境的不同來調整行動；第二是練習去掌握、利用、及發

展自己的長處，越能發揮自己的動機，便越能感到自我實現感；第三是辨識出可以展

現高行動動機的情境，幫助展現自我效能，反之也要能協調自己在不同情境時的動機，

例如當情境是不需要這麼多動機的展現時、或是發現自己的動機並不高時，可以如何

補強；最後是制定策略，發展一些截長補短的策略，讓自己能夠用不同的方式來應用

自己的行動動機。透過這些方式，覺察自己核心行動動機，了解可能在哪些層面卡住

了而使自己只能以僵化的模式展現，打開死結後便能開始建立新行為與技巧，及覺察

核心能量，當對自己的特徵有強烈的覺察時，就能對自己有一持久的認同，而這就是

自我發展的穩固基礎；對動作的覺察進而到對心理動機的了解是以對動作的觀察作為

媒介來達到覺察，對一般人而言不易隱藏，也更容易連結到意識之外的材料。 

Ramsden 在 Lamb 之後，更進一步在各決策歷程中納入不同動作質地的特性，預

估個人在決策的不同階段中的樣貌，透過動作模式分析能幫助個人更了解自己的樣貌、

截長補短，促成自我的發展。相較 Lamb 重視團隊成員在行動傾向上的平衡分配，

Ramseden 較重視的是個人的潛能發展，並加以考量人在調整自我與環境適應時的彈性，

關心的主體從團隊整體縮小到團隊中的個人，強調調整、發展、及進步的可能，不再

只是注重表面的績效，而是呼應了個人的心理層面，使得動作模式分析的價值更加擴

展。 

 

肆、 動作模式分析執行架構 

 

動作模式分析的發展來自於對個人姿體融合動作的觀察，中心假設是身體動作和內

在思考歷程間有一直接的連結，可透過觀察個體的動作模式來了解個體在環境中如何

行動及回應，進而到其內在思考，再對應到決策歷程的不同階段，故Connors等人（2013）

記錄動作模式分析的方式是從觀察個體動作去記錄姿體融合的數量，觀察員會對姿體

融合動作在 12 種動作質地上的分配做記錄，且將決策歷程中觀察到的原始資料分類為

「主張」、「觀點」兩大類，看被觀察者在哪些時候的動作會呈現姿體融合的狀態，並

以百分比的方式來呈現在每個階段呈現出姿體融合動作的次數，以此知其在決策的不

同階段的動作分佈百分比；Connors、Rende 和 Colton（2014）強調，訓練有素的計分

者會透過動作觀察去揭露個體的動機，以及去評估被觀察者如何去平衡不同的決策歷

程，並不是僅僅去記錄在不同階段裡姿體融合動作的總數。 

在實務運用上，丹麥的諮詢機構對於動作模式分析的執行歷程有較詳細的闡釋，故

以此來呈現動作模式分析的執行方式，其中分為三個階段，以下詳列於表 3（取自

http://www.coaction.dk/eng/eng_offer_system.htm）。 

    在非正式的訪談之後，動作模式分析師會觀察及記錄個人的動作模式以及對

其行動模式做描繪，並以個人的動作模式來辨認其在工作時的決策歷程及形態；分析

後，雙方會討論這個動作模式對於他現在的工作帶來的好處或壞處，最後提供個人一

些策略來幫助從其動作模式出發來做出行動計畫，促進工作表現。 

    這個分析、覺察、計畫的順序及過程相當重要，因為只有當個人覺察到自己的動

作及內在動機，並了解自己被「鎖」在某種動作模式的原因後，便有機會開啟改變不 

http://www.coaction.dk/eng/eng_offer_syste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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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動作模式分析執行架構 

階段 內容 

分析 
以兩個小時的自在會話確認個體行動動機：觀察個人的身體動作和分析他

們的內在模式，解碼動作提供的資訊，形成個人的動作模式分析結果。 

覺察 
討論動作模式結果及含義、討論個體的行動動機如何影響工作等，以提升

對內在能力和潛在弱項的覺察。 

方案計畫 提出行動以達成目標，配合及支持個人的獨特需求來發展後續方案。 

作者整理自 http://www.coaction.dk/eng/eng_offer_system.htm 

 

適應行為的可能，用更真誠的方式表達深層的行動動機，展現新的、適應性的行為；

根據以上的模式，動作模式分析的分析者需要對身體動作有敏銳、精細的觀察，透過

在無壓力的狀態下的操作，使得個人更能夠自然的流露出其身體動作的樣貌。 

信度方面，先前研究顯示姿體融合紀錄有良好的評分者間信度 （Connors, et al., 

2013, 2014; Winter, 1992; Winter, et al., 1989 ）；效度方面，在實驗室情境中，Connors 等

人（2014）的研究結果顯示動作模式分析的結果具有良好的預測效度。 

 

伍、 討論 

 

動作模式分析透過對個人動作元素的觀察來理解其決策歷程，而每個人會根據其

內在的動機而有不同的決策模式，故在理解個人的動作模式時，便能對組織運作注入

新的思考方向，但動作模式分析也有其限制，故以下就「了解個人行動氣質以適才適

任」及「在組織中的操作不易」做討論。 

 

一、 動作分析模式提供組織中適才適任的另一思考方向 

 

動作模式分析最初及最主要的貢獻在於為管理的發展提供了不同角度的工具。在

了解管理者的行動氣質後，便可以把管理者放在組織中適當的位置上，讓他適性發揮、

激發出自己的潛能，除了帶領團隊的發展外，也能促進個人的自我發展；相較於一般

組織對管理者提供的訓練較著重在如何帶出團隊的績效，動作模式分析更重視的是管

理者本身能否依照自己的行動動機來行動，進而達到幫助管理者本身及其團隊皆能依

照行動的氣質性發揮出潛能，這樣的方式並非單將短期的績效促進做為最主要考量，

而是將重點放在潛能的發揮，作為一種促進瞭解的工具，幫助管理者依據行動動機去

行動；當管理者了解自己的行動氣質或行動動機後，便可以覺察自己對團隊的影響，

幫助團隊的成員也依照自己的行動氣質去發揮，達到團隊成員間的各司其職及平衡。 

組織中評估員工是否適合從事某種型態的工作時，也有衡鑑中心（Assessment 

Center）的設計，透過邀請新進員工、一般員工、或高階主管到公司外的場域進行評估，

用多元的評估方式對員工的人格或潛能進行衡量，包括面談、團體活動、報告、考試

等方式，再以評估結果決定後續的錄用、升遷等；動作模式分析同樣進行評估，但動

作模式分析是透過對動作的觀察，了解其內在動機及決策歷程，增進自我的覺察，並

以此思索在決策歷程中的樣貌是否能有效達成工作目標，其過程較衡鑑中心的評估為

短，卻能看到個人最深層的展現，由發展角度看來，動作模式分析的目的即是要透過

了解決策歷程，幫助個人的後續發展，幫助個人發展出可行的方式來因應工作中的挑

戰，甚或進一步促成自我發展，反之衡鑑中心僅停留在評估或是考核，其他計畫擬定

http://www.coaction.dk/eng/eng_offer_system.htm
http://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064700/#B25
http://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064700/#B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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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過程尚待後續，故兩者（衡鑑中心和動作模式分析）雖然都重視對員工的了解，但

是切入方式不同，衡鑑中心評估的目的和功能主要均限於選才，而動作模式分析除了

可運用於組織選才，但它可進一步促成組織的目的及激發員工的自我能力，未來若能

更全面地將動作模式分析運用到組織人才的選用育留上，也許能對組織發展有更大的

貢獻。 

動作模式分析的另一項貢獻是帶入了在動作上自我覺察的重要性。展現的動作是

內在動機的反映，故對動作模式的覺察的重要性在於去了解自己的偏好，以及自己的

決策、行為如何受到內在動機的影響，再次強調了動作是每個人獨特的表達方式，也

是與外界溝通的語言之一，故觀察動作不僅可以幫助覺察自己，也可以用以理解他人。 

 

二、 動作分析模式在組織中之應用與限制 

 

動作模式分析是為了瞭解職場員工之決策歷程而發展出來，其應用場域多為工商

業界，除領導者之決策模式之外，也強調透過動作模式分析了解個人之內在歷程，以

促進自我發展，對組織之健康發展有其積極性的功能。然而，香港大學學者發現港、

台、日、南韓等地區大學生的價值觀中特有儒家工作動力因素（Confucian work dynamic, 

引自王妍蓁，2007）；儒家動力因素的價值包含了節儉、毅力、次序關係、羞恥感，遵

守儒家價值者對於社會規範強烈的遵從，甚或是服從（Lu, Rose, & Blodgett, 1999）。台

灣的文化深受儒家價值影響，組織團隊長幼次序分明，台灣企業組織之領導風格也有

家長式領導此種不同於西方組織的團隊領導風格－家長式領導是指領導者展現出如同

家長般的領導風格，有家長的權威，同時展現德性與操守，但對團隊成員悉心照料（樊

景立、鄭伯壎，2000），由此可知，華人在其儒家文化影響之下，有著不同於西方的團

隊風貌，動作模式分析著重在企業組織中團隊之決策歷程，對於華人團隊之不同面貌，

應加以考量。 

筆者認為，考量華人領導的特性及團隊成員之服從價值，在適用動作模式分析至

台灣企業組織中時，可以先透過動作模式分析對領導者的決策方式做深入了解，在領

導者了解自己的內在動機對決策歷程之影響後，再由領導者思考如何調整團隊在決策

時的長處及弱勢，如此由上而下的了解，或許不及了解整個團隊成員的動作模式分析

後直接就每個人的內在動機去做分配與整合，但是卻符合華人文化中對關係與次序的

重視。 

不過動作模式分析也有數點限制。首先，動作模式分析強調對動作的觀察，但是

相關研究仍為少數，且對動作的觀察需耗費大量的精力，不易進行研究；又動作模式

分析近年來較著重在實務層面的操作，但若要實際應用動作模式分析又需要對動作觀

察及舞蹈治療的概念有相當的了解及訓練才易執行，故不管在研究上、或實際上均需

經過嚴謹的訓練後方可操作。 

再來，動作模式分析強調當姿勢與體態的動作能融合時呈現出來的動作是最能反

映內在動機，但是人在不同的環境中常因為配合周遭的事物或脈絡而無法自在的展現

內在的行動動機，故姿體融合必須要在安全信任的環境下較有可能展現，故在一般情

況下對個人的動作進行觀察及剖析並不一定能完全反應出其內在的動機，故執行上受

限於環境必須是能夠讓其安心展現的場域，才能引出姿體融合的動作模式。 

最後，動作模式分析強調個人內在動機的展現能引發潛能，也認為環境因素會對

人的行動、動作造成影響，但卻未對環境的影響及動作模式分析間的關係多所著墨，

在組織環境中有許多因素會影響一個人如何在其中展現，適才適任不一定能保證其潛

能的發揮，還有其他因素需要考量，例如組織氛圍、資源是否容易取得等等，而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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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分析僅著重於個人，可能忽略組織環境的複雜性及變異度。 

 

陸、 研究貢獻與限制 

 

本研究主要的貢獻為介紹動作模式分析的概念及理論，為瞭解組織中的決策歷程

提供新的思維。在組織行為的研究中，許多是從人格的角度來探討個人因素對工作情

形與績效的影響；而本研究從對外顯動作的觀察，到內在行動動機，為了解組織的決

策歷程注入了不同的觀點，個人透過對自身動作的覺察接觸內在，了解自己在決策歷

程中的行動傾向，並可進一步以團隊方式增進在決策歷程中之優勢，或是在自我了解

的基礎上發展新的技巧，這與人格理論中強調人格為穩定不變的結構有所區別。動作

模式分析除了了解個人的行為，也提供組織另一種促進員工個人及組織團隊的發展的

方式。 

本研究的主要限制是結合動作分析及決策模式之相關文獻資料數量較少，未來希

望有更多研究深入探討動作模式分析在促進組織績效，或是實務應用上的效果。 

總的來說，動作模式分析提供了一個新的視野去理解一個人的動作、內在動機、

及在決策時的選擇方式，並能以此來幫助個人了解自己的潛能；但近年來逐漸轉為著

重在實務界而較少研究，本文僅簡要說明動作模式分析的概念及內涵，在本土文化下

的適應性，還需後續研究提供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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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nstration of Movement Pattern Analysis-The application of 

movement assessment on decision-making process 
 

Chien, Jia-Jen
＊ 

 

Abstract 
 

Movement observation is one significant concepts of Dance Movement Therapy‘s. Dance Movement 

Therapy has developed in Taiwan for decades and is now flourishing in application in schools,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and hospitals. The importance of awareness of body movement is 

gradually valued by different fields. 

Movement Pattern Analysis （MPA）, once called Action Profile, is an assessment system that 

combines movement analysis and organization decision-making process through understanding 

toward personal movement and inner initiatives. MPA can be used as a tool that helps employees in 

occupation to gain self-awareness and further make progress in occupational outcomes. Besides, 

MPA brings a good opportunity to know employees‘ mental operation and thus improve career 

development. However, so far there is no re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this article we 

organize relative literatures to clarify the concepts of MPA, looking forward to future application.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introduce the theory and hypothesi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executional framework in practical level. The research method of the study is literature review 

basically on the studies of Lamb and Ramsden‘s discussion on MPA. Lamb and Ramsden are two 

researchers who early started to consider movement analysis can be applied to analysis the 

decision-making styles of different team leaders. Lamb discussed the influences of MPA of team 

leaders‘ toward decision-making process from one‘s action inclination, and emphasized the balance 

of teams‘ action predispositions could have effects on team innovation and effectiveness. Ramsden 

added movement quality into discussion, and put forwar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vement and 

personality. Ramsden also stressed that self-awareness could assist people to achieve 

self-development. In Chinese organizati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PA of the leader could be the 

beginning to adjust group‘s decision-making direction. However, though Movement Pattern Analysis 

provides new perspective for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no relate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in 

Taiwan yet. Therefore the reliability, validity and evidence base of this system in Taiwan should be 

provided by follow-up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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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Ps 在醫療機構的應用—以護理人員為核心的模式 

 

鄭瀛川  沈顥瓏*
 

 

摘要 

    目前 EAPs 之相關研究大多限於觀念的闡述，國內外有關成功案例的研究雖漸有

累積，但對 EAPs 在醫療機構應用之探討並不多，實際推動過程仍有許多關鍵步驟需

要了解與釐清。在醫療機構中，護理人員常要面對輪班、超時工作、工作家庭無法兼

顧、醫生與護理人員的溝通、護病關係與醫療暴力，以及生涯規劃等問題，導致護理

人員常常出現工作壓力大、工作倦怠、憂鬱等現象，不僅連帶影響工作效率低落、工

作滿意度下降，甚至出現離職率偏高的現象。本研究以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作為個案研

究，結合相關文獻進行分析，探討了護理人員的健康問題及應對策略，提出以護理人

員為核心的 EAPs 服務模式，包括四大構面：（1）工作面、生活面、健康面以及護病

關係之 EAPs 需求分析、（2）以 EAPs 核心技術為基礎設計介入方案、（3）EAPs 成

效評估、以及（4）EAPs 的宣導與網路化等。其中部分方案試行之後，已顯示初步成

果。最後提出結論與建議，以作為醫療機構 EAPs 應用實務及未來相關研究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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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在醫療機構中，護理人員常要面對輪班、超時工作、工作家庭無法兼顧、醫生

護理溝通問題、護病糾紛、醫療暴力，以及生涯規劃等問題，導致護理人員常常出

現工作壓力大、工作倦怠、憂鬱等現象，不僅連帶影響工作效率低落、工作滿意度

下降，甚至出現人員流動的高離職率問題。張松齡等人（2003）指出，由於全民健

保實施以來，我國醫療照護體系在健保制度給付不斷改變下，為考量人事成本，醫

護人員的工作越來越重，病人對醫護照護品質期望愈來愈高，而醫院護理人力不斷

縮減，病人的嚴重度與護理人員需求節節上升，所承受的壓力更是與日俱增。吳明

蒼（2006）也指出長期處於換班式之輪班工作下，容易出現睡眠障礙，感覺長期疲

勞、行為型態改變、焦慮及憂鬱。而蔡美賢、陳淑貞與謝旻芬（2012）整理學者觀

點指出輪班工作由於較少的時間陪伴家人，導致其生活滿意度較低；同時，因家庭

時間的缺乏，安排家庭活動有困難，進而使輪班工作者在工作與家庭間無法取得平

衡。可見護理人員所面臨的問題，已經不只是影響個人健康的問題及工作家庭平衡

的問題，甚至會影響到離職率、工作績效等等組織問題。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文

獻分析及個案研究的方式，期待透過對於護理人員工作特性的瞭解，以及醫療機構

可運用資源的探討，設計出適合醫療機構之員工協助方案（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EAPs），以達到促進護理人員心理健康、降低離職率，增加工作滿意度，

提升組織效能的目的。 

 

貳、 相關研究與理論 

 

一、 EAPs 

    

根據美國員工協助專業人員協會（Employee Assistance Professionals Association，

EAPA）的定義：EAPs是工作組織的資源，其運用專業的技術，透過預防、確認和解

決員工個人及生產力問題，以增進員工與工作組織的效能。換言之，係指工作組織為

了協助員工及提昇生產力，而提供一系列的EAPs服務方案，目的在於發現並解決有關

影響員工工作表現的個人問題，包括：健康、婚姻、家庭、財務、酒癮、藥癮、法律、

情緒、壓力及其他（林桂碧，2008）。EAPA於1997年更提出「EAPs核心技術」，作為

美國所有員工協助專業人員（EA Professionals）所遵循的專業服務準則。員工協助方

案核心技術主要呈現員工協助（employee assistance，EA）專業的基本要素，這些基本

要素連結了運用創意的方式處理工作組織生產力的議題和員工個人影響工作表現的私

人議題，直到該名員工有能力執行他／她的工作。EAPs核心技術共八項（EAPA，

2010）： 

（1）提供諮詢、訓練和協助工作組織領導人（經理、督導和工會幹部）尋求管理陷入

困境的員工，提升工作環境和改善員工工作表現。 

（2） 積極向員工、其家庭成員以及工作組織推廣員工協助服務的可用性。 

（3）針對因個人問題可能影響工作表現的員工個案，提供保密、及時的問題確認 

／評估服務。 

（4）對員工個案運用建設性的面質，動機和短期介入的方法，以解決其影響工作 

績效的問題。 

（5）轉介員工個案進行診斷、治療及協助，也提供個案情況的監測和追蹤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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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協助工作組織建立和維護與治療/其他服務提供者有效的關係，及管理供應商合

約。 

（7）提供工作組織諮詢，鼓勵員工使用健康福利中有關醫療和行為問題的可用性，該

醫療和行為問題包括但不限於酗酒，吸毒，以及心理和情緒障礙。 

（8）評估EA服務在工作組織和個人工作表現的效果。 

我國勞動部（1998）將EAPs的服務內容分為三大層面，分別為（一）工作面：員

工在工作面臨的問題，除了一般的勞動條件外，還包括工作設計、專長發展、工作調

適、職位轉換、生涯發展、績效考核、職位晉升、退休規劃、離職安置等；（二）生活

面：與員工個人或家庭相關問題，如家庭婚姻、生活管理、休閒娛樂、保險規劃、托

兒養老、人際關係、財務法律等；（三）健康面：不僅是指如何有效減肥、戒煙，而是

強調有效統整企業內部服務與外部資源，主動關心員工，諸如在心理衛生、壓力管理、

運動保養、飲食健康、憂鬱焦慮、嗑藥毒癮、酗酒戒賭等。 

本研究以EAPA對於EAPs的定義及EAPs的核心技術為基礎，同時參考勞動部對於

EAPs的分類，探討如何運用EAPs方案規劃與執行，有效預防與解決護理人員的工作壓

力與相關問題，進而提升個人與組織效能。 

 

二、 EAPs 的實踐 

 

Seidl（2010）指出EAPs真正的專業需要有理論、實踐指南以及能夠量化的結果指

標。除此之外，他強調連結理論與實踐的重要性。作為一個員工協助專業人員，在實

踐的過程中，不僅能做學術理論的反思，而且能在人們工作與生活中，觀察是否產生

了實際及正向的改變。 

Seidl（2010）提出 EAPs的實踐架構（見圖1），主要是在論述一個EAPs的實踐過

程中，應該有的四個階段。第一個為EAPs的基本理論；第二階段是理論實踐，包含需

求分析、市場調查等等，唯有瞭解服務對象的需求後，才能以EAPs核心技術設計出適

合他們的方案；第三個為實踐指南也就是EAPs的核心技術，所有的EAPs方案設計皆需

要包含核心技術；第四個就是結果，也就是方案的成效評估部份，如：使用率、投資

回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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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以證據為基礎的 EAPs 實踐（Seidl, 2010）。資料來源：引用自趙然（2016 年 11

月）。人力資本、健康戰略和 EAPs 服務，國際化的專業服務與組織績效的提升。台灣

員工協助專業學術論壇，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 

  

關於EAPs在醫療機構在實踐，國外已有相關案例研究，如：Canosa 與Lewandowski

（1993）指出St. Joseph醫院的EAPs實施的是最多十二次的短期諮商，並且專注於問題

的解決。EAPs單位也從個案那邊獲得回饋，進而處理相關的組織議題，例如：經調查

後發現主管對自己的領導力的知覺與員工知覺到主管領導力有所落差，因而發展出工

作坊來訓練主管成為有效的領導者。另外，由於從護理人員那得知與醫師存在溝通的

問題，因此EAPs單位在院內實施護理人員支持團體以及研討會，增進護理人員與醫師

之間的合作關係。而院內的教育部門也發現到了護理人員與醫師合作的重要性，故將

其納入正規課程。 

    Kendall、Rice、Gale、Trice 與 Yarbrough（2008）針對醫學中心員工心理健康議

題，例如：憂鬱、壓力或成癮問題，透過介入、評估、諮商或諮詢的方式進行處遇。

針對護理人員物質濫用或成癮的問題，其必須遵守州政府的規定，接受EAPs工作／生

活聯繫（Work／Life Connections─EAPs）的護理人員健康方案（Nurse Wellness Program）

治療後，護理人員才可以回到工作崗位，即時與有效的治療能夠拯救護理人員的證照，

生涯，生命，甚至是病人的安全。針對危機事故處遇部份，工作/生活聯繫EAPs的護理

人員健康方案則指出相信一個立即、主動及系統性的介入是關鍵且必要的，可以防止

遭受攻擊的成員受到傷害，進而達到保護護理人員的效果。另外，針對仍在工作崗位

上的員工進行團體介入，進而恢復安全感及支持是重要的，以便讓員工有能力可以面

對危機事故所造成的壓力。同時，針對組織健康促進，透過適切的方法，如：心理教

育工作坊（壓力回復，處理變化，處理憤怒，改變溝通等等）來推廣情緒管理、促進

心理健康以減少壓力。 

    綜上，國外醫療機構 EAPs 實踐的探討發現，其中 EAPs 都有相關組織與系統性的

服務，透過問題的發現、評估到諮商、工作坊與課程等的問題解決方案，而且發現到

新問題後，再發展新方案，藉此發展成一個循環的系統迴路。然而上述研究皆為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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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機構 EAPs 的實踐，至於，在台灣目前尚未有針對醫療機構 EAPs 應用的研究，故

本研究依研究目的，以 Seidl（2010）的 EAPs 實踐架構，參考國外醫療機構 EAPs 的

實踐經驗，從醫療機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護理人員為對象，進行需求的了解，進而以

EAPs 核心技術為基準，提出以護理人員為核心的醫療機構 EAPs 應用模式。 

 

三、護理人員的工作特性 

 

    為瞭解護理人員對員工協助方案的需求，首先需要探究護理人員的工作特性，

以作為未來規劃其員工協助方案之參考。下列依照工作面、生活面、健康面等 EAPs

的三大內容以及護病關係分別探討護理人員的工作特性。 

 

（一）工作面 

護理人員是醫院內重要的人力資產，如何提升護理人員工作效能，降低其流動率，

對醫院而言是個關鍵績效衡量指標，黃璉華（2004）研究指出，新進護理人員的流動

率是最高的。新進護理人員工作的成就感，主要來自臨床護理專業能力獲得病人或病

患家屬肯定。新進護理人員的不滿意經驗依序排列則為：（1）護理專業能力與經驗準

備度不夠，未獲同事足夠支持、缺乏良好的人際互動；（2）臨床護理專業表現不滿意；

（3）工作負荷量大，組織與時間管理能力不佳，上班時間長，常常逾時下班（over time）；

（4）個人身體健康受損，發生下背痛，生活作息不正常等。在工作表現部分，Med 

Hunters staff（2004）指出美國護士協會研究發現百分之三十的護士感覺無能力改善病

人安全及照護，高達百分之四十的人對工作不滿意。莊子萱（2009）整理學者觀點則

指出工作壓力會造成工作效率不佳，甚至是想要逃避工作環境，拒絕與他人間的互動，

因而缺席的可能性也就提高且時間拉長。工作壓力感愈大，離職的意念也會愈強，進

而產生離職行為。 

    張保隆、周瑛琪與鄭妃君（2005）採取Super（1957）所提出的四階段劃分法，將

護理人員的生涯階段分為探索期、建立期、維持期與撤離期，並針對護理人員實地的

訪談，釐清各階段護理人員的特徵，其內容如表1： 

表1  

護理人員的生涯階段 

 階段特徵 

探索期 目前我希望儘快確定適合我的科別，學習工作所需的技能，我希望我的上司能支持

我、同事能接受我。目前有資深的同事指導我，不懂之處，我可向他請教，我負責護

理工作中基礎的臨床工作。（臨床工作大約0至2年） 

建立期 我不斷運用工作技巧，使我的工作結果更趨於完美，好讓別人知道我的能力。在目前

臨床中我負責某一部份的特殊護理，我可以決定護理工作中部分事務。我希望在目前

工作崗位中展露頭角，取得在工作上升遷的機會。（臨床工作大約2 至5 年）＂ 

維持期 我希望維持目前已逹到的職位地位，在新人輩出的競爭環境中，我希望仍保有一席之

地，我工作中大部分的時間在協調整合護理事務。目前我可以指導一些新手護理人員

的基礎護理工作，她們的工作成果，攸關我個人的工作績效。（臨床工作大約5 至15 

年） 

撤離期 我開始留意有那些工作是年事漸高的我所能從事的，我開始為退休生活做好規劃，並

為退休生活儲備資金。我與已退休的朋友討論退休生活及適應之道，希望從事退休前

想做而沒有做的事。（臨床工作大約 15 年以上） 

資料來源：修改自張保隆、周瑛琪、鄭妃君（2005）。護理人員生涯需求與醫院生涯發

展方案差距對離職傾向之影響－以工作滿意為中介變項。經濟與管理論叢，1（1），

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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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面 

    面對社會結構型態改變與個體的適應，Greenhaus 與Beutell（1985）以角色理論為

基礎，提出工作角色與家庭角色需求互相擠壓，形成了工作家庭衝突（Work-Family 

Conflict, WFC）議題，這樣的衝突分成四種類型：時間導致之衝突（如因為工作崗位

導致家庭聚會遲到）、行為導致之衝突（工作角色不經意地沿用於家庭角色的扮演上）、

壓力導致之衝突（因為工作壓力導致回家後情緒失常）與能量消耗之衝突（Greenhaus, 

Allen, & Spector, 2006）。其中最明顯得例子就是護理人員。 

    在醫療環境下，護理人員常需面對輪班的問題，輪班工作是一種違反人體生理時

鐘的作為，白班、小夜班及大夜班交替輪班，身體容易出現疲憊、精神不佳等狀況（鍾

明惠，2007）。吳明蒼（2006）指出針對女性護理人員進行研究發現，非固定班別者在

睡眠品質、身心健康及家庭功能三方面比固定班別者來的差，特別是需輪值大夜班的

女性；若長期處於換班式之輪班工作下，則容易出現睡眠障礙，感覺長期疲勞、行為

型態改變、焦慮及憂鬱。蔡美賢、陳淑貞與謝旻芬（2012）整理學者觀點指出輪班工

作由於較少的時間陪伴家人，導致其生活滿意度較低；同時，因家庭時間的缺乏，安

排家庭活動有困難，進而使輪班工作者在工作與家庭間無法取得平衡。 

 

（三）健康面 

    林桂碧與胡佩怡（2012）指出，整體來說，壓力可說是個體在面對外在環境刺激

時所感受到的一種內在歷程，在生理、心理及環境三方面失衡且無法立即消除壓迫感

受的情形下，所產生的不安感，造成個體內在的生理情緒和外在的肢體反應，呈現出

過度負荷的狀態。過去研究顯示護理人力不足以及工作量重的問題，常造成護理人員

的工作壓力（毛家舲、李引玉，1992；周惠千、馬鳳岐，1998；舒曼姝、王琪珍，1993；

劉雅惠、劉偉文，2009）。張松齡等人（2003）也指出，由於，全民健保實施以來，我

國醫療照護體系在健保制度給付不斷改變下，為考量人事成本，醫護人員的工作越來

越重，病人對醫護照護品質期望愈來愈高，而醫院護理人力不斷縮減，病人的嚴重度

與護理人員需求節節上升，所承受的壓力更是與日聚增。 

工作壓力可能使護理人員產生負面的身心症狀、身心疲潰、工作滿意度降低及離

職率增加（陳鳳櫻、程子芸、陳蕙玲，1997；蔡欣玲、陳梅麗、王瑋，1996）。莊子萱

（2009）也指出護理人員工作壓力可能引起生理方面的不適，最直接的影響為容易產

生疲倦感，以及身體部位的疼痛，如頭痛、胃痛、腸胃不適；Med Hunters Staff（2004）

則使用 Maslach 倦怠量表進行的研究，護理人員倦怠分數一致地高於其他健康照護專

業人員。 

 

（四）護病關係 

在護病關係上，莊子萱（2009）整理相關研究指出，病人病情突然發生緊急變化、

面臨照護瀕死的病人，或是照護的病人死亡、與病人和家屬間缺乏溝通或關係不好、

無法滿足病人和家屬的各項需求、必須處理病人和家屬情緒上的起伏、照護到不願意

配合醫療處置的病人及家屬、遭受病人或家屬的威脅、暴力攻擊和性騷擾事件等也是

護理人員會面臨的議題。Kendall 等人（2008）的研究也指出護理人員可能會經歷如：

病人治療情況不佳、病人攻擊護理人員、醫療單位多重死亡，以及其他危機事故。 

護理人員被攻擊後，會產生無助、憤怒、無法集中精神工作、憂慮需負責任、想

離職、保護自己、對其他病患感到恐懼、過當的防衛、認為自己專業失敗、不信任、

重覆回憶暴力事件、受創傷、壓抑悲傷、挫折感、害怕暴力事件再次發生、自責、悲

傷等反應（Hislop & Melby, 2003）。至於護病糾紛的部分，李開敏（2010）指出醫療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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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會使得醫院中的救人專業者，變成所謂的加害人，這樣角色認定上的翻轉，毀損了

長期專業養成教育中所樹立、鞏固的形象，引發自我否定、困惑、自責、羞愧、內咎。 

綜上，在護理人員工作面部份，主要是工作負荷量大、工時長、新人適應、專長

發展、職位轉換、生涯發展等議題，若護理人員在工作層面上存在問題時，可能會出

現工作不滿意、工作效率不佳、逃避工作環境、拒絕與他人間的互動、缺席、離職意

念與行為的增加等等；生活面部份，主要是輪班問題造成工作家庭衝突，若存在上述

問題，護理人員可能會出現身體容易出現疲憊、精神不佳、行為型態改變、焦慮、憂

鬱以及生活滿意度下降等狀況；健康面部份，主要以工作壓力為主，若存在工作壓力

問題，護理人員可能會出現負面的身心症狀、身心疲潰、工作滿意度降低及離職率增

加；護病關係部份，若存在護病衝突時，護理人員可能會出現無法集中精神工作、憂

慮、想離職、對其他病患感到恐懼、過當的防衛、認為自己專業失敗等問題，而無論

工作面、生活面、健康面及護病關係等問題的產生常會影響其工作表現。EAPs 係以處

理影響工作表現的個人問題以及生產力議題為目的的方案，可用以解決護理人員的相

關議題，以提升護理人員的工作表現，包括提升工作出勤時數、假性出勤時數、工作

投入、生活滿意度，以及降低工作壓力感受等（ Lennox, Sharar, Schmitz, & 

Goehner ,2010）；因此，本研究提出醫療機構 EAPs-以護理人員為核心的方案，即是從

護理人員之工作面、生活面、健康面及護病關係等需求分析出發，並以 EAPs 核心技

術為基礎進行 EAPs 方案設計，再以使用率、服務滿意度等作為成效評估，期望能有

效改善護理人員所面臨的各項問題，進而提升個人與組織效能。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 EAPs 在醫療機構的應用-以護理人員為核心的模式，以臺北市

立聯合醫院 EAPs 為個案研究，結合相關文獻進行分析，探討下列兩大問題： 

1. 護理人員的心理健康問題及處遇？ 

2. EAPs 在醫療機構如何應用？ 

 

一、研究對象與研究參與者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以下簡稱聯醫）為臺北市政府成立的公立醫院，共有八大院

區，院本部位於大同區中興院區。為了使臺北市的市立醫院能有效整合，臺北市政府

於 2005 年元旦將過去台北市各醫療單位整合，成為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以下簡稱聯

醫）。 

   訪談對象的選取則採取判斷抽樣，以便瞭解聯醫的護理人員問題、處遇以及 EAPs

的推行狀況，其訪談對象介紹如下：受訪者共三人，一為聯醫的護理部主任；另兩位

為勞安室的諮商心理師。本研究首先透過文獻探討，將護理人員的需求分為工作面、

生活面、健康面以及護病關係四大部份，並參考此架構，作為訪談的依據，透過訪談

試圖瞭解聯合醫院護理人員的需求，以 EAPs 核心技術為基礎，設計出適合護理人員

的 EAPs 方案。 

    本研究的研究者即是訪談員，同時也是資料分析者，研究者具有修讀過生涯諮商、

職涯管理、人力資源發展、組織變革、職場健康心理學及 EAPs 等課程及工作坊的背

景，並於台灣員工協助專業協會 2015 年專業論壇中以臺北市聯合醫院進行個案研究，

以「建置醫療機構 EAPs」一文進行口頭發表以及撰寫論文「以科技接受模型探討 EAPs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5%B8%82%E6%94%BF%E5%BA%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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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意願與行為」一文的研究經歷，正式訪談前並參加聯醫訪談會議，了解聯醫訪談

相關規定與注意事項。 

 

二、資料收集 

 

    本研究個案資料蒐集包括聯醫 EAPs 文宣、相關 EAPs 使用情形數據統計以及針對

護理人員需求設計出的工作坊方案內容、成果彙整及分析等。其它資料蒐集包括訪談

質性資料與調查數據資料。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訪談，訪談大綱的問題依Yin（2003）主張在探究時會以先前的

理論引導資料的搜集；如果某些研究主題無法找到可直接參照的理論，則建議可檢視

與研究主題相關的理論，而後發展出一個理論架構，作為引導資料搜集的依據，故本

研究根據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結果形成理論架構（護理人員的工作面、生活面、健康

面以及護病關係四大部份需求），擬定初步的大綱，作為資料蒐集工具。    

  

三、資料分析方法  

 

     Robinson 提出分析歸納法的步驟（引用自 Bogdan & Biklen, 2007），將之建構如

圖 2，由此可發現，分析歸納法是根據先前文獻中使用的類別，發展分類資料的暫定

類別，之後再視情況而修改。 

 

 

 

 

 

  
 

 

 

 

 

 

 

圖 2 分析歸納法。資料來源：鈕文英（2014）。質性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修訂版）。

臺北：雙葉書廊。 

 

    本研究將訪談內容用分析歸納法進行分析，將內容以類別（護理人員的工作面、

生活面、健康面以及護病關係四大部份需求）進行歸納，並針對訪談後彙整歸納出護

理人員的需求，以 EAPs 核心技術為基礎，設計方案實施。 

 

肆、EAPs 在醫療機構之應用 

 

    本研究以 EAPs 的文獻資料分析為主，並以聯醫的 EAPs 實際執行情形為輔，將 

EAPs 在醫療機構之應用分為四大部分進行探討，包括：（1）EAPs 需求分析，（2）以

EAPs 核心技術為基礎的介入方案，（3） EAPs 成效評估（4）EAPs 的宣導與網路化等，

分述如下： 

研究者從文獻中發現初步的資料分析類別 

根據這套類別分析資料 

放置在適當的類別項目中 調整或增加資料類別以涵蓋蒐集來的資料 

形成一套完整的資料分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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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APs 需求分析 

 

EAPs需求分析從服務對象的工作特性著手，亦即護理人員的工作面、生活面、健

康面及護病關係等四個層面，其中工作面部份，主要是工作負荷量大、工時長、新人

適應、專長發展、職位轉換、生涯發展等議題，生活面部份，主要是輪班問題造成工

作家庭衝突，健康面部份，則以工作壓力為主。而聯醫所做的EAPs需求分析，也發現

護理人員有其特殊需求，護理部主任舉出了一些例子： 

「現在時下的年輕護理人員，都較少與老人互動，但是來到這裡，就要照顧老人（病

人中有許多老人），而老人又多是慢性病常常也不是只有一種，護理人員要照顧全部，

有時候確實是負擔過重了點。」 

「我們這裡也常常會有工作1、2年內就離職的，一定是工作待得不好，而站在我的立

場，他們有些已經受訓好久，好不容易到了這邊，都會進一步了解原因。」「約聘的護

理人員由於護理人員普遍缺人，要再回到醫療機構很容易；所以，他們很容易因工作

負荷過重，照顧家人等因素而離開。」 

 

二、 EAPs核心技術為基礎的介入方案 

 

本研究將上述需求分析的四個層面，分別參考不同學者的觀點，提出了介入方案，

分述如下： 

（一）工作面 

    本研究將上述需求分析的四個層面，分別提出了介入方案，在工作面的介入方案，

參考張保隆等人（2005）採取 Super（1957）所提出的四階段劃分法，並依護理人員各

階段的生涯需求，整理出 EAPs 專業人員可以介入的方案，內容如表 2；其中包含以新

人適應、專長發展、職位轉換、生涯發展、退休規劃為議題的介入方案。 

 

表2   

護理人員的生涯介入方案 

探索期 （1）醫院協助護理人員做自我評估，使其了解在工作領域的興趣。 

（2）醫院提供護理人員具潛能開發訓練課程。 

（3）醫院提供護理人員改善工作成效之指導。 

建立期 （1）醫院能進行護理工作評估，協助護理人員了解升遷或調任。 

維持期 （1）醫院針對護理人員特殊需要，提供工作人際問題方面的輔導諮商。 

（2）醫院提供員工工作與家庭生活協調之輔導協助。 

撤離期 （1）醫院提供護理人員改進並維持工作能力之自我評估方法。 

（2）醫院提供護理人員生涯抉擇、角色轉換之輔導。 

（3）醫院提供護理人員退休生活規劃與離職輔導。 

註：資料來源：修改自張保隆、周瑛琪與鄭妃君（2005）。護理人員生涯需求與醫院生

涯發展方案差距對離職傾向之影響－以工作滿意為中介變項。經濟與管理論叢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05, Vol. 1, No.1, 15-34。   

 

（二）生活面 

    生活面的介入方案參考 Positive People Company（2006）提供調整工作生活平衡的

五階段來設計，包括（1）以平衡論評估自我狀態，其中包含 11 個生命面向，分別為

感情關係、職業生涯、社會人際網絡、家庭、社區服務（例如擔任志工、參與社區事

務等）、個人時間、身體健康、財務、心靈成長、進修以及娛樂，讓當事人澄清各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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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並思考如何調配各自的時間，才能達到平衡；（2）目標調整與選擇；（3）行動

計畫；（4）落實目標與計劃；（5）擴展目標計劃等。 

 

（三）健康面 

    健康面的介入方案參考 Yukl（2013／2014）的論述。Yukl 指出對於工作壓力非常

大的員工特別需要精神上的支持，這樣的支持可能來自領導者、同事及組織外的人士

等；尤其是領導者減少對員工績效的關注、願意聆聽其問題及抱怨、提供需要的幫助，

或是想辦法讓職場更加有趣，甚或避免不必要的施壓，可有助於減輕工作壓力；如果

在面臨危機的情況，提出不合理的需求或是強迫員工提升工作效能，以及要員工配合

不必要的官僚作風，都會讓員工覺得有壓力。上述論點可以作為 EAPs 專業人士在針

對護理人員主管（如：醫師、護理長等）進行管理諮詢之用。 

蕭淑貞、陳孝範與張珏（1999）提出針對護理人員可透過瞭解護理人員的壓力、

自我了解、肌肉放鬆訓練、音樂治療、冥想、自我肯定訓練、因應技巧訓練、時間管

理及社會支持網路等課程，可以促進壓力的因應及調適，降低壓力帶來的工作表現負

面影響。劉雅惠與劉偉文（2009）則建議成立護理人員的支持團體，增加護理人員之

間互動，相互分享工作心情，互相學習，提升處理事情能力進而提升自我專業知識與

能力。上述可供作 EAPs 專業人員作為健康面介入方案的參考，以減輕護理人員的壓

力。 

 

（四）護病關係 

    護病關係的介入方案可分為護理人員遭受暴力攻擊（即醫療暴力）以及護病糾紛

兩大部份，前者參考麥嘉萍、陳芳儀、胡瑞桃與朱翠萍（2005）的觀點，將暴力相關

課程納入在職教育訓練，以提高人員面對暴力之因應及調適，例如：請求安全人員或

警衛的協助、向他人訴說內心感受、立刻離開現場、尋求同事援助，及使用放鬆技巧

等等調適技巧的認識。後者，則可針對預防及事後處置進行訓練課程，在預防方面可

增進對下列程序的認識：正確執行護理技術並遵從工作標準、尊重病人，並善盡說明

解釋的義務、與病人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正確紀錄所說、所做及觀察發現、熟知危

機處理程序等（吳正吉、蔡振修、劉緒倫、劉曉頻，2002；徐南麗、汪蘋，2001）；在

事後處置方面，可增進對處置方式的認識，如：藉由溝通說明，及某種條件下，雙方

達成和解、尋求調解、檢察署的處分和法院的判決（盧美秀，2002）。 

除了文獻資料的參考外，聯醫也提供了一些可行的介入方案，諮商心理師提到： 

「面對護理人員工作上的事，聯合醫院運用短期焦點治療或是媒材等方式進行諮

商晤談，一方面護理人員工作忙碌，能接受服務的時間有限，適合短期焦點的諮商模

式。」 

「護理人員通常有堅強的使命感，被培養成要很堅強，不易說出自己的困難，較

難紓解自己的情緒，又加上要說出的是自己在工作上的事情及壓力，難免會有比較多

的抗拒，故可運用媒材比如說畫畫、摺紙之類的，比較容易減少抗拒，接觸到潛意識，

進而達到諮商成效，另外，由勞安室與各院區單位共同辦理工作坊活動，如園藝治療

工作坊及療癒情緒自助助人工作坊等。」 

「通常來談護理人員主要由自行求助或是主管轉介為主，護理人員可利用電話或

電子郵件方式向心理師預約諮商／及預約時間，心理師將安排後續事宜，並主動與同

仁聯繫，來談後再由心理師進行問題評估及諮商處遇，其中處遇部份，瑝事人資料及

會談內容依據諮商專業倫理守會確實保密。」 

綜合文獻分析與聯醫的作法，本研究提出以EAPs核心技術為基礎的介入方案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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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面、生活面、健康面以及護病關係四大部分，如圖3 。 

 
圖3。以EAPs核心技術為基礎的護理人員介入方案。 

 

三、EAPs成效評估 

 

EAPs 績效評估指標主要分為使用率、服務滿意度、投資回報的評估、個人改變影

響指標及組織運行影響指標（徐進，2010）。 

在 EAPs 使用率部分，組織和 EAPs 供應商通常將 EAPs 使用率作為 EAPs 成功與

否的衡量標準（EAPA，2009） 。EAPA 指出，EAPs 使用率的定義為由在某段期間（通

常是一年）新接受 EAPs 服務的個案數除以所有符合 EAPs 使用資格的員工。個人改變

影響指標部分，可參考職場表現問卷（Workplace Outcome Suite, WOS），個案在接案

時可將其用來進行前測，結案後 90 天進行後測，進行前後測分析，以瞭解 EAPs 的服

務成效：工作缺勤時數、假性出席時數、工作投入度、工作壓力感受、生活滿意度（Lennox 

et al., 2010）。在醫療機構 EAPs 研究案例中提到的評估指標部分，Kendall 等人（2008）

指出可透過使用率及提供一個匿名性的個案滿意度工具進行評估。Canosa 與

Lewandowski（1993）則指出有效的方案可以降低缺勤率，事故率，醫療索賠，殘疾和

工人的賠償要求，懲戒和申訴行動，離職率，因成癮性疾病或藥物濫用反覆住院的情

況。而聯醫導入 EAPs 後，主要是針對 EAPs 工作坊及活動進行滿意度進行調查，並針

對每季來談的人次及時數進行統計。 

綜上，建議醫療機構 EAPs 單位可依所提供的服務決定使用率的計算方式，以反

映其導入 EAPs 的狀況，針對個案除了了解其對服務的滿意度外，也可運用 WOS 測評

工具，以瞭解接受服務的成效。 

 

四、EAPs的宣導與網路化 

 

EAPs導入初期，對大部分員工和主管而言，員工協助方案是一個全新且陌生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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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他們不熟悉要如何去使用它。為了讓大家能更明白EAPs 的優點及運作方式，必

須加強宣導。而在EAPs 推行過程中，最大的挑戰是要讓同仁們在面對生活中或工作

上的困難時，能想到並樂於使用此方案，持續溝通也是必要的。另外，為提供更完整

的員工協助方案，網路資訊科技的應用也是可以考慮的方向，因此，本研究亦將EAPs

的宣導與網路化納入模式中。 

 

（一）醫療機構EAPs的宣導 

  趙然（2011）指出EAPs的宣導有以下方式：（1）講座：透過面對面的直接溝通可

以讓員工在方案開始前就對執行方案的EAPs專業人員有所認識，增強雙方的親切感。

同時，還可以讓員工更快融入整體EAPs中；（2）使用手冊：主要功能是向員工介紹EAPs

的概念、提供服務的類型和範圍、如何獲得EAPs服務、EAPs專家的資歷背景；（3）其

他：例如布告欄、海報等，這些宣傳品的內容和使用手冊基本相似，因為是張貼形式，

更容易引起員工的注意。 

    上述為EAPs普遍的宣導方式，然針對醫療機構的部分，本研究針對阻礙護理人員

前來使用的限制以及促進護理人員前來使用的推廣部分，進行彙整。由於護理人員工

作忙碌，並且需要兼顧工作與家庭，因此，能夠參加EAPs的活動與訓練的時間是很有

限的，通常護理人員會將參加活動視為一種負擔，Kendall等人（2008）就指出由於護

理人員有工作忙碌的問題，導致時常不能抽出時間，去參加壓力管理工作坊或個人

EAPs晤談，甚至進行午餐休息或處理個人事務的時間都不足夠；因此，工作-生活聯繫

EAPs提出的因應壓力的方式--休息，先承認護理人員難以休息，由護理健康委員會設

定目標鼓勵護理人員每天找個安靜的時間休息幾分鐘，改變護理文化。另外，Cares、 

Pace、Denious 與 Crane（2015）指出護理人員尋求協助最明顯的阻礙是恐懼及難為情，

以及擔心保密及失去證照的問題。要克服這些障礙，建議可以教導醫護人員如何尋求

朋友、同事及伙伴的支持，以及尋求協助的保密。     

上述皆為醫療機構推廣EAPs可能的限制，及如何減少限制的發生；至於針對EAPs

的積極宣傳上，可針對危機事故進行壓力處理的方案，包括：病人及同事的死亡，及

其他的危機事故，藉由危機事故的介入可增加其EAPs的信譽，並更進一步增加EAPs

服務的曝光；工作／生活聯繫—EAPs也經由參與委員會影響工作環境，例如：護理人

員健康委員會、工作／生活品質協會、受暴婦女防治委員會等等，藉此也可以發揮推

廣EAPs的效果。Canosa與Lewandowski（1993）指出St.Joseph's EAPs幫助員工成為組

織健康服務的顧客，讓員工喜歡組織提供的服務，並且發展外部顧問的服務。 

聯醫主要負責推動EAPs的單位為勞工安全衛生室，於2014年五月起提供服務，各

院區會議宣傳外，也提供EAPs的簡介海報、單張、手冊及投影片內容；另外，護理人

員只要參加EAPs的活動就給予公假，藉此鼓勵護理人員參加活動，並期待出席者，參

加活動過後，能夠傳播相關訊息內容，觸發真正有需求的人來報名的效果，藉此達到

宣傳推廣的效果還有舉辦像是心衛宣導、分享生命經驗、溫馨故事，每週說一句好話

等等小活動。聯醫除了在勞安室設立EAPs設立專責機構外，也成立幸福職場委員會，

建構員工協助與員工需求的溝通平台，藉此增進組織內的護理人員對EAPs的使用，並

且增進EAPs的推廣，加強護理人員對自己的醫院EAPs的信賴。 

 

（二）醫療機構EAPs的網路化 

    郭守軒（2002）認為由於員工問題的日益多元化，因此需要連結更多跨專業領域

的資源，方能提供更完整的員工協助方案。透過網路技術與知識管理方法的導入，將

各種員工協助方案的個別服務方案網路化後，並加以整合，似乎是一個可行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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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天生、黃慈惠、蘇上銘與李祈仁（2005）指出隨著網路資訊科技的蓬勃發展，以及

醫療環境的競爭日益激烈，醫院經營管理的系統化與電子化，漸漸成為趨勢，因此透

過各種網路平台的整合與開發，進而建構一個資訊化的員工協助方案平台，可以讓醫

院的管理階層即時瞭解醫院員工的狀況。至於，醫院推動院內各種員工協助方案的個

別服務方案（教育訓練、諮商輔導、工作協助、健康福祉、生涯規劃…）時常會搭配

院內知識管理所用的各種網路技術平台，如：企業入口網站、線上學習系統以及知識

社群平台，此亦為醫療機構推動網路化的一大步。而聯醫則規劃勞安室內網專區，如

生涯規劃資訊、職場心理健康檢測與服務需求調查等，建構一個資訊化的員工協助方

案平台 

 

五、醫療機構EAPs模式初步架構 

     

    本研究綜合上述 EAPs 相關文獻彙整以及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EAPs 的運作經驗，嘗

試提出以護理人員為核心的醫療機構 EAPs 運作模式，如圖 4，從護理人員的工作特性

進行分析，並以勞動部（1998）對員工協助方案的分類方式，將其分為工作面：新人

適應、專長發展、職位轉換、生涯發展、退休規劃 ; 生活面：工作家庭衝突、輪班問

題；健康面：工作壓力以及護病關係；並以 EAPs 核心技術為基礎，根據護理人員的

需求進行方案設計；最後再針對實行的方案進行成效評估，包含使用率、服務成效、

服務滿意度以及離職率。另外，針對醫療機構 EAPs 的推廣策略，本研究將其分為院

內宣導：講座、使用手冊、佈告欄以及海報等以及解決尋求協助的阻礙部分，如：鼓

勵休息文化，讓護理人員習慣抽出時間休息，若有需求能夠抽出時間尋求 EAPs 服務；

搭配各種網路技術平台，如：企業入口網站、線上學習系統以及知識社群平台，建構

一個資訊化的員工協助方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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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醫療機構 EAPs──以護理人員為核心的模式 

 
伍、醫療機構 EAPs 方案試行 

 

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EAPs 簡介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的 EAPs 採取內置式，主要負責推動 EAPs 的單位為勞工安全衛

生室，聘用兩位諮商心理師，並於 2014 年五月起提供服務，機構護理人員自行求助或

主管轉介，由心理師進行問題評估及諮商處遇。聯醫目前提供心理諮商、職涯發展與

組織諮詢以及涉及醫療糾紛及職場暴力攻擊員工之心理支持與輔導等服務，並辦理全

院性心理健康講座、提供心理健康衛教資料；關於諮商部分聯醫心理師指出可以運用

短期焦點治療或是媒材等方式進行諮商晤談，一方面護理人員工作忙碌，能接受服務

的時間有限，適合短期焦點的諮商模式；另一方面，護理人員通常有堅強的使命感，

被培養成要很堅強，不易說出自己的困難，較難紓解自己的情緒，又加上要說出的是

自己在工作上的事情及壓力，難免會有比較多的抗拒，故可運用媒材比如說畫畫、摺

紙之類的，比較容易減少抗拒，接觸到潛意識，進而達到諮商成效。另外，由勞安室

與各院區單位共同辦理工作坊活動，如園藝治療工作坊及療癒情緒自助助人工作坊

等。 

    聯合醫院目前在院內推廣 EAPs 的方式，主要是護理人員只要參加 EAPs 的活動就

給予公假，藉此鼓勵護理人員參加活動，並期待出席者，參加活動過後，能夠傳播相

關訊息內容，觸發真正有需求的人來報名的效果，藉此達到宣傳推廣的效果還有舉辦

像是心衛宣導、分享生命經驗、溫馨故事，每週說一句好話等等小活動。 



 

31 

 

    聯醫針對每季來談的人次及時數進行統計，相關數據整理如表 3。其數據是從 2014

年第 2 季彙整至 2016 年第 3 季的使用人次以及總共的使用時數，人次的分布為 27~62

人次，總時數從 115~241 小時。聯醫 EAPs 的推廣已逐漸受到員工關注與參與。 

表 3 

每季來談的人次及時數統計表 

 201402

季 

201403

季 
201404

季 
201501

季 
201502

季 
201503

季 
201504

季 
201601

季 
201602

季 
201603

季 

人次 38 39 54 30 27 48 36 43 62 28 

時數 161 167 225 129 118 196 162 158 241 115 

 

    表 4 是 2016 年第 3 季（7~9 月份）的相關數據，從來談問題類型進行分析歸納，

瞭解個別議題的個案數及使用人次。結果顯示來談問題類型以職場議題與家庭議題為

主，此與一般護理人員的特性大致相同。 

表 4 

2016 年 7-9 月份個案數與使用人次的彙整表 

項次 來談問題類型 個案數 人次 

1 職場議題 12 14 

2 家庭議題 7 10 

3 創傷事件 0 0 

4 感情困擾 1 1 

5 醫療爭議事件 0 0 

6 其他（危機處理、自我

探索、性騷擾…） 

3 3 

 合計 23 28 

 

二、新人適應的方案 

 

    聯醫為了推廣 EAPs，每年都會進行需求調查，2016 年員工反應最多的是新人適

應的問題，因此，勞安室在工作面介入，特別設計了新人適應的方案「新手相連人際

支持團體」。其中團體目標共三點：（1）幫助新進人員擴大人際支持，建立互助、支持

網絡（2）促進新進人員表達工作困境並透過經驗分享，學習問題解決方法（3）提供

新進人員安全的情緒紓壓管道。此團體為開放式團體，共 4 次團體課程，分別為職場

問題面面觀、情緒與壓力議題、時間管理與工作效率、人際問題與溝通技巧，新進同

仁至少需參加 1 次，每次團體允許新成員加入。 

另外，勞安室也針對「新手相連人際支持團體」進行活動滿意度調查以及質性的

回饋，在活動滿意度部份，每次活動皆有調查（如表 5），其中包含「我覺得活動內符

合我的期待」、「我對於講師活動帶領的方式」、「我覺得活動內容切合主題」、「我對於

工作人員的服務態度」、「整體而言，對於本次活動」，分別調查各自問項各自問項滿意

程度。從整體數據觀之，活動滿意程度大多為很滿意或是滿意，活動成效普遍來看皆

不錯。 

在質性回饋部份，反映了不同的活動主題；第一次活動主題為職場面面觀，因此

出現很多彼此分享工作經驗心境的回饋，讓護理人員有反思及彼此支持的效果出現； 

第二次活動主題為情緒與壓力議題，主要回饋就多以分享、紓壓為主；第三、四次團 

體主題為時間管理與工作效率及人際問題與溝通技巧，反映以管理技巧學習為主的主 

 

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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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相連人際支持團體的活動滿意度調查結果（N=18） 

題項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1. 我覺得活動內符

合我的期待 

8 10 0 0 

2. 我對於講師活動

帶領的方式 

10 8 0 0 

3. 我覺得活動內容

切合主題 

10 8 0 0 

4. 我對於工作人員

的服務態度 

12 6 0 0 

5. 整體而言，對於本

次活動 

10 8 0 0 

 

題，較少出現彼此分享等回饋，而是對技巧學習的主題做出評價或是意見，如：很好、

有趣、好玩或是未來可以多辦等（如表 6）。 

表 6 

新手相連人際支持團體質性回饋表 

 參加完此次活動您的心得或建議 

活動回饋 (1) 覺得看到許多不同科別的護理師工作心境，也可藉機反 

思自己的情形 

(2) 喜歡分享，但要有人可以說，謝謝你們讓我說 

(3) 和不同單位分享心得還不錯 

(4) 可以多辦活動從新進人員到全體員工 

(5) 聽到同仁分享心情覺得有幫助 

(6) 活動很好，可以聽聽其他人工作經驗 

(7) VERY GOOD 

(8) 舒服放鬆 

(9) 很棒，可以多辦 

(10) 很開心有這個機會分享自己的心情及聽別人的經驗 

(11) 很開心能參加此次活動，喜歡和大家互動的感覺，很舒壓 

(12) 謝謝心理師的用心設計，讓大家有不一樣的收穫，也謝謝有這個

活動讓大家分享與建議 

 

綜上所述，從新手相連人際支持團體的活動滿意度調查，以及質性回饋的資料看

來，活動滿意程度大多為很滿意或是滿意，活動成效普遍來看皆不錯，參加者的回饋

大多都有回應到活動的主題且回應多為正面回應。 

 

陸、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的個案研究，結合相關文獻進行分析，探討了護理

人員的健康問題及應對策略，並參考 Seidl（2010）的 EAPs 實踐架構，提出以護理人

員為核心的 EAPs 服務模式，包括四大構面：（1）工作面、生活面、健康面以及護病

關係之 EAPs 需求分析；（2）以 EAPs 核心技術為基礎設計介入方案；（3）EAPs 成效

評估；以及（4）EAPs 的宣導與網路化等。另外，本研究同時探討 EAPs 模式中新人

適應方案，於聯醫試行的情況，從活動滿意度調查以及質性回饋資料顯示已獲得參與

者的高度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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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本研究僅從文獻分析、個案訪談及調查資料分析，提出醫療機構 EAPs—以

護理人員為核心的模式，從聯醫試行部分方案的結果看來，雖有初步成效，但這只是

整個模式的一小部分，且觀察與試行僅限單一個案，其架構的合宜性仍有待更嚴謹的

檢驗，未來可以將完整的模式在更多醫療機構進行推廣、規劃、執行與成效評估。根

據本研究結果，提供學術界與實務界下列建議： 

 

一、學術上的建議 

 

    本研究一方面透過文獻分析，提出 EAPs 在醫療機構的應用-以護理人員為核心的

模式，一方面深入現場進行醫療機構現象內所產生的真實狀況，與模式架構對照。本

研究採用單一個案公司進行研究，並以護理部主任及兩位諮商心理師為主，探討 EAPs

在醫療機構的應用，屬於探索性的研究，建議未來研究可以擴及其它醫療機構，深入

探討並加以融合或比較，同時不斷檢討與修正，使 EAPs 在醫療機構的應用-以護理人

員為核心的模式更為適切。 

 

二、實務上的建議 

 

    過去雖然有一些文獻提到 EAPs 的理論與運作模式，但實際運用在醫療機構的甚

為少見。本研究從 EAPs 的服務對象著手，進行 EAPs 需求分析，了解護理人員在工作

面、生活面、健康面以及護病關係之特性與需求。並以 EAPs 核心技術為基礎設計介

入方案，以及包含 EAPs 成效評估、EAPs 的宣導與網路化的模式，從個案試行結果看

來，已經顯現初步的成果，未來更是期望能達到促進醫護人員心理健康、降低離職率，

增加工作滿意度 ，提升組織效能的目的。這些研究結果可以作為其它醫療機構導入

EAPs 之重要參考。而 EAPs 專業工作者更可以運用行動研究法，將此理論模式運用在

實際醫療場域中，透過不斷檢討與反思，使理論模式與實務上的需求更加緊密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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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EAPs in Medical Institution—with the Nurses 

as the Core Model 
 

Yen-Chuan Cheng  
  

Hao-Long Shen
*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related research of EAPs is mostly limited to the concept, and it are gradually 

accumulating many studies of the success case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but there are not many 

research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EAPs in medical institutions. There are still many key steps to 

understand and clarify the practical process about the application of EAPs in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a medical institution, the nurses always have to face on a plenty of issue, such as working overtime, 

shifting, consideration of family and work, communication with medical workers, dissensions, 

medical violence and career planning. It probably leads not only to big pressure, job burnout and 

depression, but also leads to the problems of low productivity, job satisfaction decline, or even a high 

turnover rate. The research is a client research which takes Taipei City Hospital as a sample. By the 

analyzing the related documents, we were making a discussion of how the nurses to find a way to 

solve their problems of health, and propose EAPs service model with the Nurses as the Core Model. 

It includes four facts: (1) EAPs needs analysis of Working aspect, Living aspect, Health aspect,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nurses and patients. (2)Designing intervention program basing EAPs core 

technology(3)EAPs assessment methods. (4)The promotion and networking of EAPs. At the same 

time, this study executes part of the program showing the initial results, the results can be used as 

medical institutions to implement EAPs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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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輔導之本土化經驗探討：使用網路即時通訊服務的當事人之

求助態度及輔導感受之研究 

 
張德聰、林烝增* 

 
摘要 

本研究欲探討網路輔導的當事人之求助態度與輔導感受。本研究以一全國性社區

輔導服務機構之網路平台，邀請主動求助網路輔導的當事人，研究工具為「求助態度」、

「晤談感受量表」。當事人接受網路輔導前、後皆填寫問卷，並邀請配對輔導員、督導

填寫問卷，共蒐集44份完整配對的問卷。結果發現：1.網路的當事人以女性（97.7％）、

19-24歲（38.6％）、大學學歷（72.7％）、來談「人際關係」問題（29.1%）、第一次

晤談為最多（34.1%）；2.當事人有正向的求助態度；3.當事人在「實際得到協助」與

「期望得到協助」相符，除「了解及接納別人與我不同的看法與做法」與「了解自己

觀念不一致或知行不一致的矛盾、衝突」較不如預期。4.當事人自評「實際得到協助」

高於輔導員，當事人自評「實際得到協助」與督導的預期一致，輔導員評估當事人「實

際得到協助」卻低於督導。根據研究發現與討論，提供實務與未來研究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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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2015 年調查「台灣寬頻網路使用調查」，顯示我國民眾上網

率從 2014 年調查之 75.6%上升到 80.3%，推估我國上網人數達 1,883 萬人；其中，18

至 30 歲民眾的上網率達 100%，是台灣網路主要使用族群（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15）；

行動上網的比率也從2015年的67.9%提升到2016年72.6%（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16）。

網際網路已是當前強力的溝通媒體與新興科技，並已衝擊了我們生活的各個層面，從

商業交易、人際互動，生活形態，以至於求助行為等（王智弘， 2000），均不免受其影

響。網路的方便性使網路使用 的可接近性（accessibility）或近用性（access）增加（吳筱玫，2003），

並且增強了民眾使用網路的動機，這使得網路諮商的服務更能普及 推展。 

    美國國家合格諮商員委員會（National Board for Certified Counselor, NBCC）於 2007

年修正網路諮商定義為「當事人與諮商師之間運用電子郵件、線上聊天與視訊會議等網

路溝通方式之間同步與非同步遠距互 動」（引自王智弘、林清文、劉淑慧、楊淳斐、蕭

宜綾，2008）。國外豐厚文獻探討網路諮商，有許多研究證實網路諮商有效（Garcia-Lizana 

& Munoz-Mayorga, 2010; Moreno, Chong, Dumbauld, Humke ＆ Byreddy, 2012）。

Richards 與 Viganó（2013）整理了 123 篇文獻，包括歷程研究與效果研究，他們提出

線上諮商可以具匿名性、降低抑制、方便、時間延遲、在網絡空間書寫便利…等特點。 

再者，時下通訊軟體已經愈來愈普遍使用，包括 WhatsApp、Messenger、Viber、line、

WeChat……。本研究希望調查即時線上網路輔導的情況，並了解真實情境中的接受網路

輔導的當事人之求助態度如何？而非為研究臨時招募或模擬進行。本研究希望除了當事

人的觀點外，可以從配對資料中了解當事人、輔導員與督導的觀點之間是否有差異？ 

貳、文獻探討 

一、網路輔導相關研究 

Cohen 與 Kerr（1998）發現網路即時諮商中，當事人對諮商的滿意度與傳統諮商

相似。Reynolds、Stiles 與 Grohol（2006）發現網路諮商滿意度更高於面對面諮商；但

也有不同研究發現，Leibek、Archer、Munson 與 York（2006）發現網路諮商在一開始

階段滿意度低於傳統諮商。Chechele 與 Stofle（2003）、Leibeke 等人（2006）探討網路

諮商的工作同盟、滿意度、次數與晤談階段等。有研究（Alleman, 2002; Kimberly, 2005）

發現線上服務對面對面治療並不是嚴重的威脅，許多研究發現網路諮商與傳統面對面

談話一樣有效（Barak, Hen, Boniel-Nissim＆Shapira, 2008; Richards, Viganó, 2013）；

Wright（2002）甚至認為網路諮商具有傳統面對面所欠缺的獨特優勢，例如當事人較

為自在與舒適、在網路上表達敏感話題、也容易投入諮商歷程。Kraus、Zack 與 Stricker

（2004）提出網路諮商尤其適合某些難以接觸的當事人、溝通障礙、身體障礙與防衛

心高以及不願意面對面的當事人。Hertlein、Blumer 與 Smith（2014）認為網路諮商是

方便的治療做法，因為它往往允許繁忙或行程很緊湊者能夠方便諮商。Kimberly（2005）

發現網路當事人會使用線上諮詢原因是考慮匿名性、隱私、以及可以在辦公室時間

處理，但相對地，當事人也擔心缺乏隱私以及召開上會議時被發現。Mohr、Vella、

Hart、Heckman 與 Simon（2008）的研究發現網路諮商對於處遇憂鬱症有效。 

國內已有的網路諮商實徵研究雖不多，但皆顯示網路諮商實務效果值得肯定，甚至

在諮商歷程與效果上的表現與傳統晤談諮商相當接近（李偉斌、王智弘、 陳慶福，2002；

林世鴻，2003；張景然，2000）。崔麗霞、雷靂、藺雯雯與鄭日昌（2007）提出透過網

路，可以建立良好的諮訪關係，透過語言的強度、即時反應與內容變化，或透過詞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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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打印方式，完全可以感受到他們當時的感覺與想法。在聊天室、顏色、笑臉、字

母的重複、字型、字體、標點、間距等能用來傳遞對方的感受、個性、背景等訊息。大

陸地區也逐漸累機網路實證研究，邵波與劉傳（2004）對於網路現狀的調查顯示心理諮

詢人員在互聯網上提供關於愛情婚姻、家庭成長、學習工作、性心理等諮詢，他們提出

網路心理諮詢可以解決輕度或一般心理疾病，僅有少數人認為可以解決嚴重的心理諮詢

疾病。 

國內一項全國性網路諮商服務現況調查研究顯示（王智弘、林清文、劉淑慧、楊淳斐、

蕭宜綾，2002），提供網路諮商服務的 300 個網站中有 80.3%提供輔導資訊網頁型態

服務，70.2%提供 E-mail 型態服務、52.2%提供留言版型態服務、29.8%提供討論區型

態服務、12.9%提供 BBS 型態服務、9.6%提供聊天室型態服務、4.5%提供即時視訊型

態服務、3.4%提供線上測驗與評量 型態服務、2.8%提供網路電話型態服務。因此國內透

過網路所提供的心理諮商服務都是使用電子郵件、電子布告欄、或在全球資訊網上設置

網站進行回答與諮詢，偏向問題解決方法的建議與書面資料，與傳統信件輔導方式性質

相似，不能視為即時網路諮商的一種（楊明磊，1998）。目前國內許多大專院校的諮商

中心 僅提供電子郵件服務，受限於人力配置和經驗，還無法同步與求助者交談（張景然，

2000）。然而，在目前即時通訊已十分普遍的情況，測量工具不能只停留在以網頁、電

子郵件進行，同時對象亦不能侷限使用模擬情境、或是網路輔導實務經驗有限的碩士班

學生；故本研究企圖了解已有十多年的網路輔導平台上採取即時通訊的當事人對輔導的

感受與看法。 

二、求助態度相關研究 

    求助態度包含個人對心理專業是否可以解決其困擾問題的評估，以及個人對心理

專業人員評估信任的程度（張虹雯，2011）。國內許多學者針對求助態度進行研究，

例如林幸台（1979）、朱娟瑩（1986）、王嘉琪（2010）、 黃芸瑩（2015）等，程小蘋與

陳珍德（2001）的研究透過訪談了解大學生求助心態，歸納出下列項目：受輔所擔心

的事、對自我尋求輔導的看法、尋求輔導對自己評價與看法、公開自己接受輔導的意

願與態度、調適受輔心態的方法及延遲求助 原因。國內學者指出求助包括與他人討論、

與直接向他人請求協助，以及個人以 正式、非正式網絡來處理個人面臨到的危機事件

（李柏英，1985；陳茱麗， 1989）。 

Rochlen、Beretvas 與 Zack（2004）認為網路諮商提供潛在對象傳統心理健康服

務無法觸及者，他們曾針對過去探討求助態度文獻，編制網路求助態度（Online 

Counseling Attitude Scale, OCAS）與面對面的求助態度（Face to Face Counseling 

Attitude, FCAS），發現兩者有顯著相關。 

學者 Lan（2013）研究發現，面對面輔導的求助感受越正向，網路輔導的求助感

受也會越正向。此外，面對面輔導態度是網路輔導態度的顯著預測因子，預測量為

30.1%。Fischer 與 Turner（1970）編製的「求助心理治療態度量表」（Attitudes Toward 

Seeking Professional Psychological Help Scale, ATSPPH）。ATSPPH 共有 29 題，包含四

個分量表,分別為「識別是否需要心理治療幫助」、「污名忍受度」、「人際開放」和「對

心理專業人員的信任程度」，Fischer 與 Farina（1995）將 ATSPPH 縮減為 10 題，遂

發展成為「求助心理治療態度量表-短式（Attitudes Toward Seeking Professional 

Psychological Help Scale - Short Form）」。國內多篇研究例如王嘉琪（2010）、張虹雯

（2011）、洪菱（2013）、黃瑩芸（2015）皆使用此量表， 該量表該量表俱有良好信效度。

本研究亦採用此量表以對照過去相關研究結 果。國內相關研究多數都是針對國中、高

中及大專學生 探討其求助態度，鮮少針對一般社會大眾探討其求助態度，國內也尚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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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針對使用網路習慣的當事人來探討其求助態度。 

三、輔導效果的相關研究 

過去諮商短期的效果，時常以談話感受來評量，包括輔導員對當事人會談的評價與

情感狀態（Stiles ＆ Snow, 1984）。許多研究探討輔導效果，效果時常滿意度、感受一

起被討論。國內許多研究也用晤談感受量表來評定諮商輔導的效果（洪雅鳳 1997；陳斐

娟，1995；鄭至雅，1999）。 

許雅惠（2014）評量大專院校輔導人員之成效，發現輔導者評量輔導成效的向度包

含案主的投入輔導程度、自我覺察狀態、情緒狀態、行動力、人際互動方式、是否能接

納自己無法改變的部份、能力是否增加、轉介者的回饋，以及案主是否能將諮商室學習

到的改變帶至日常生活等。影響輔導成效之因素包含：諮商師、案主、環境、諮商關係

等四大因素。國內有少數研究（許維素、鄭惠君與陳宇芬，2007；許維素、吳肇元與陳

宇芬，2010）開始探討網路輔導輔導效能，以及使用特定取向如焦點解決取向網路即時諮

商的適 用性，其發現網路即時諮商比起電子郵件方式，當事人所知覺之工作同盟與諮商

員效能間有較為顯著正相關。但這些研究並沒有採取多元評量方式，國外多位學者

Horensten、Houston 與 Holmes（1973）建議採用多元性評量來探討輔導效果，單以當事

人或輔導員評量有失客觀性。故本研究選取多元性指標評量，亦即輔導員、當事人與督

導，並且針對同一當 事人、同一次輔導會談進行評量。過去研究，由第三者如督導來

評量不見得客觀。張德聰（1985）採用督導與輔導員評量面談效果，但督導的評量依賴

對輔導員整體感受，無法對同一晤談情境評量其輔導效果。本研究使用 網路即時通進行

對話，因此督導可以根據雙方對話文字逐字稿來評估，更為具體與客觀。本研究輔導效

果與輔導感受交替使用。 

 

四、研究問題 

本研究旨在探討使用網路輔導服務的當事人，他們的求助態度，同時也關注不只

是當事人認為的輔導效果，也希望從輔導員、督導員等不同角度評估當事人的感受。 

本研究欲探討研究問題如下： 

（一）使用即時通訊網路輔導的當事人，其求助態度與輔導感受為何？ 

（二）對於輔導感受，當事人、輔導員及督導的看法是否有所不同？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欲了解使用網路輔導當事人的受求助態度，以及當事人、輔導員與督導分別

對輔導感受的看法。以全國性的社區輔導機構提供的網路輔導平台，透過即時通訊服務

方式，邀請進入網路平台之真實當事人，非模擬之研究情境當事人，透過文字對話所進行

的網路輔導。並請邀請輔導該當事人的輔導員、以及督導該輔導員的督導，配對填寫問

卷，希望透過不同觀點了解當事人需求與輔導感受。 

    本研究於 104 年 7 月進行預試，邀請到 66 位受試者完成問卷填寫，正式施測於 104

年 8 月至 105 年 2 月期間，邀請 125 位受試者參與研究並完成前測，但接受輔導後完成後

測問卷者有 44 位，追蹤率為 44／125，即為 35.2%。以此 44 位樣本的完整資料進行分析，

背景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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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事人背景資料  

    當事人背景資料，性別方面以女性為最高，佔 97.7%，男性佔 2.3％；年齡部分以 19-24

歲為最高（38.6%）、其次為 31-39 歲（18.2%）、再其次 16-18 歲（15.9%）、25-30 歲（15.9%）、

再次之 40-49 歲（9.1％）、13-15 歲（2.3%）；學歷部分以大學最高（72.7%）、其次為高

中職（20.5%）、再次之為研究所（4.5%）、國中（2.3%）；職業部分以學生最高（62.4%），

其次自由業（11.4%）、再其次為商業（9.1%）、服務業為 6.8%、工業、家管與「其他」

各為 2.3%；婚姻方面以未婚為最高（95.5%）、已婚為少（4.5%）；來談問題部分，由高

而低分別為人際關係（29.1%）、自我、人生觀（16.5%）、情感問題（11.4%）、職業問

題、學習問題、家庭關係、精神疾患（各8.9%）、尋求資源（3.8%、）其他問題（1.3%）。在

輔導次數方面，以第一次為最高（34.1%）、其次為第六次（含）以上為 25.0%、第二次為

13.6%、第三次為9.1%、第四次為9.1%、第五次為 9.1%；單次輔導時間部分，以 31-60 分

最高（54.5%），其次為91分以上有15.9%、再其次為16-30分有13.6%、61-90分有11.4%、

15 分以下有 4.5%。 

 

（二）網路輔導員背景資料  

    提供網路服務的輔導員係經過十個月輔導知能之儲備訓練，加上網路輔導相關主題課

程訓練、小團體輔導技巧演練、見習模擬，並通過機構三階段筆試、口試甄選通過的義工，

有接聽輔導電話、晤談輔導、網路輔導等實務經驗。本次參與者在性別部分，男性為 18.2%，

女性為 81.8%；在年齡部分，19-24 歲有 4.5%，25-30 歲有 38.6%，31-39 歲有 34.1%，40-49

歲有 18.2%，以及 50-59 歲有 4.5%；在科系部分，輔導相關有 50.0%，以及非輔導相

關有 50.0%；在擔任義工輔導員年資方面，1 年以下有 25.0%，1-3 年有 31.8%，4-6 年

有 15.9%，7-10 年有 6.8%，11-15 年有 11.4%，以及 16-20 年有 9.1%。 

 

（三）義工督導背景資料  

督導皆為擔任輔導員五年以上再經遴選、訓練、甄選而擔任義工督導，對輔導員進

行團體督導、個別督導，本次參與者在性別部分，男性佔 9.1%、女性佔 90.9%； 在年

齡部分，40-49 歲最多（63.6%），31-39 歲與 50-59 歲皆 18.2%；在科系部分，輔導相

關科系為 56.8%，以及非輔導相關科系為 43.2%；在志工年資方面，以 16-20 年最多

佔 40.9%，4-6 年為 15.9%、7-10 年為 18.2%、11-15 年為 13.6%，以及 21 年以上為

11.4%；擔任志工督導年資方面，11-15 年為最多佔 34.1%，1 年以下為 2.3%，1-3 年為

9.1%，4-6 年為 31.8%，7-10 年為 4.5%，16-20 年為 9.1%，以及 21 年以上為 9.1%。 

二、研究工具 

（一）網路平台 

    本研究使用某一全國性社區輔導機構之網路輔導平台，當事人自該單位全球資訊網

首頁之「網路輔導」連結進入，登入系統介面，介面上方為網路輔導服務須知，登入系

統介面由當事人輸入「姓名／暱稱」、「E-mail」、「想談的事情」以及「辨識碼」即可登入平台。

平台分為「功能選單區」、「對話區」以及「發言區」。「功能選單區」位於平台最上方，左上方

在「您的稱呼」中可任意更改暱稱，對談內容所呈現之暱稱也隨之更改，右上方有三個

系統按鈕，分別為「提醒聲音開啟／關閉」、「重新整理」以及「結束對談」。「對話區」在「功能

選單區」的下方，為輔導員與當事人的話對內容均會出現在此區域，最新的發言內容會

出下面下方；當有新的發言內容出現，舊的內容會往上移動，依此類推。「發言區」位

於本區塊的最下方，當事人可輸入文字並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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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求助態度量表 

    本研究採用 Fischer 與 Farina（1995）重新進行修訂與因素分析考驗後完成

ATSPPH-SF 量表。其中 5 題採反向計分（第 2、4、8、9、10 題），各項題目得分之加

總為總分，得分愈高表示求助態度愈正向、積極。本研究對「求助態度」進行項目分

析、計算決斷值、刪除題目後，全量表內部一致性 α 值為.645。Promax 轉軸法進行轉

軸，結果顯示 KMO 值為.712，Barlett’s 球形檢定值 199.63 也達到顯著水準（p<.001），

進行因素分析後可得到兩個因素，問卷累積解釋變異量達 51.54％，超過解釋變異程

50%。 

（三）晤談感受量表 

     本研究使用張德聰（1985）「晤談感受量表」，其改編自「張老師」晤談輔導滿意度

問卷、余德慧（1976）晤談感受量表。原量表共有四部分，包括滿意程度 5 題、晤談

前希望得到協助程度 11 題、晤談後覺得實際得到幫助的程度 11 題，以及輔導感受 8

題。為了解當事人談話前、後感受差異，本研究將此量表分為二，分開於前、後測方式實施，

晤談感受量表（前測），包括當事人晤談前希望得到協助程度 11 題，晤談感受量表（後

測），包括晤談後覺得實際得到幫助的程度 11 題、滿意程度（求助動機、滿意程度、幫

助程度、願意再求助程度等）5 題、輔導感受 8 題。輔導員、督導使用相同題目，內容

包括當事人晤談前希望得到協助程度 11 題、晤談後覺得實際得到幫助的程度 11 題、

滿意程度（求助動機、滿意程度、幫助程度、願意再求助程度等）5 題、輔導感受 8

題。 

本研究針對「晤談感受量表」進行項目分析，計算決斷值，以及考驗內部一致性 α

值，全量表內部一致性 α 值為.972，第四題與第十題刪除後其內部一致性 α 值上升

至.974。 

三、蒐集資料程序與倫理 

資料蒐集部分，本研究使用某社區輔導機構之網路輔導平台，當事人自該機構全球資

訊網首頁之「網路輔導」連結進入， 登入系統介面，閱讀網路輔導服務須知，當事人讀

取並點選同意之後，方進入平台提供輔導服務，登入系統介面由當事人輸 入「姓名／暱

稱」、「E-mail」、「想談的事情」以及「辨識碼」即可登入平台。平台分為「功能選單區」、

「對話區」以及「發言區」。邀請當事人於輔導談話前，先填寫「晤談感受量表」（前測）、

「求助態度」、基本資料。在進入聊天室之後與輔導員網路輔導結束後，再邀請受試者填

寫「晤談感受量表」（前測），包括當事人晤談前希望得到協助程度 11 題，晤談感受量表

（後測），包括晤談後覺得實際得到幫助的程度 11 題、滿意程度（求助動機、滿意程度、

幫助程度、願意再求助程度等）5 題、輔導態度 8 題。 

除了當事人填寫上述問卷的想法之外，提供服務的輔導員，對應同一當事人填寫輔

導員問卷。負責督導該輔導員的督導，從該次的輔導逐字稿，以及輔導員的督導會談後

進行問卷填寫，有關督導認為當事人談話前、後的心情、想法、獲得實際協助情況、輔

導感受。當事人若不願意參與研究者，則繼續進入接受網路輔導程序，並不影響當事人

求助權益，當事人若填寫前測不願意或無法填寫後測，亦不影響其接受輔導權益。 

 

肆、研究結果 

一、網路輔導當事人求助態度與輔導感受  

（一）求助態度  

從表 1 可以看出，網路當事人對於求助的態度是正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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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求助態度表 

求助態度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1.如果我認為我心理有嚴重的困擾，我願意去找心理輔導專家幫助我 44 5.34 .861 

2.和心理輔導專家談論自己的問題是解決問題的下策 44 3.52 1.691 

3.如果我現在有很嚴重的情緒困擾，我相信心理輔導專家可以幫助我解決 44 5.07 1.021 

4.我很欽佩一個人可以克服他自己心理上的困擾，不用去找心理輔導專家 44 2.41 1.263 

5.如果我長期陷於困擾當中，我願意接受心理輔導 44 5.43 .873 

6.未來也許我會去找心理輔導專家 44 5.05 1.160 

7.一個人不太容易自己解決情緒上的問題，在專家的幫助下才比較容易解決 44 4.77 1.031 

8.心理輔導要花很長的時間，甚至很多錢，所以我懷疑它的價值 44 4.55 1.405 

9.一個人應該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萬不得已才去找心理專家 44 3.98 1.502 

10.情緒上的困擾和其他很多事情一樣都可以自行解決 44 3.91 1.537 

（二）晤談感受 

從表 2 可知，當事人對輔導員的感受皆偏高之正向感受，僅「輔導員使當事人覺得

自己是個有能力的人」相較較低。整體而言，不管當事人、輔導員與督導皆為正向感受，

但是當事人評估高於輔導員，督導評估與當事人較為相似。 

 

表 2 

當事人對輔導員的感受 
 

 

當事人網路輔導時對輔導員的感受  當事人 輔導員 督導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1. 我覺得輔導員是（完全不可信任－

完全可以信任） 

44 5.23 .831 4.68 .639 5.14 .765 

2. 在談話中，我覺得我是（完全不被

關心－非常受到關心） 

44 5.11 .920 4.77 .605 5.18 .756 

3. 在談話中，我覺得我是（完全不尊

重－非常尊重） 

44 5.34 .776 4.73 .694 5.16 .680 

4. 我覺得輔導員對我的困擾（完全不

了解－非常了解） 

44 5.02 1.110 4.45 .791 4.93 .873 

5. 輔導員的態度，使我覺得談我的困

擾時（有所顧忌－毫無顧忌） 

44 5.20 .878 4.45 .875 5.00 .747 

6. 在談話中，輔導員使我覺得我是個

（沒有能力的人－有能力的人） 

44 4.66 .987 4.52 .731 4.75 .651 

7. 輔導員和我談事情的時候，讓我覺得

他（沒有完全站在我的立場－完全站

在我的立場） 

44 5.07 .925 4.48 .698 4.98 .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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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覺得輔導員對於我所告訴他的事

情（隨意的告訴別人－絕不會告訴別

人） 

44 5.55 .663 5.05 .714 5.27 .544 

9. 我對於來談話感到（完全不想來－

非常熱切） 

44 5.16 1.098 4.68 .829 5.02 .762 

10. 與輔導員網路談話後，我覺得（完

全沒有幫助－非常有幫助） 

44 5.02 1.000 4.14 .734 4.70 .878 

11. 對於這一次網路晤談，我感覺（非

常不滿意－非常滿意） 

44 5.09 .960 4.32 .708 4.82 .922 

12. 期待繼續找這位輔導員協助（毫不

期待－非常期待） 

44 5.16 .888 4.45 .848 5.07 .846 

 

 

 

三、當事人、輔導員及督導對網路談話後實際得到協助與談話前希望得到協助的差

異比較 

（一）當事人對於網路輔導後實際得到協助與談話前希望得到協助的差異比較 

使用 t 檢定，比較當事人對於網路輔導後實際得到協助與談話前希望得到協助的

期望是否相符，從表 3 可知，當事人在實際得到協助與期望得到協助普遍均相符合，除

了在「了解及接納別人與我不同的看法與做法」與「了解自己觀念不一致或知行不一致

的矛盾、衝突」較不如預期，達到顯著差異（p<.05）。 

表 3 

當事人對於網路輔導後實際得到協助與談話前希望得到協助的差異比較 
 

當事人對於當事人網路輔導後實際得到協助與談

話前希望得到協助 

網路談話 

前後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1.減少擔心、焦慮或不安      後 44 4.77   1.031  -1.00 

       前 44 4.95  0.987  

2.了解內心深處的想法和感受       後 44 4.82  1.263  -1.04 

       前 44 5.02  1.067  

3.能從多方面來考慮事情       後 44 4.73  1.301 -0.72 

       前 44 4.86  1.025  

4.對自己的能力、興趣、個性有更多、更 

深入的認識 

      後 44 4.43  1.371 -1.80 

      前   44   4.77  1.097  

5.了解及接納別人與我不同的看法與做法。      後   44   4.36 1.348    -2.74* 

     前  44 4.89 1.104  

6.增加解決困難的信心     後  44 4.57 1.208 -0.62 

     前 44 4.68 1.157  

7.得到解決問題的知識或資源     後 44 4.55 1.229 -1.22 

     前 44 4.75 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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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了解自己觀念不一致或知行不一致的矛盾、衝突     後 44 4.45 1.284   -2.13* 

     前 44 4.84 1.140  

9.得到解決問題的技巧或方法。     後 44 4.45 1.266 -1.26 

     前 44 4.68 1.177  

10.傾訴困難與苦悶。     後 44 5.11 1.061 -0.93 

     前 44 5.27 0.949  

11.得到支持及肯定。     後 44 5.07 0.974 -0.14 

     前 44 5.09 1.117  

*p<.05 

 

 

     

（二）輔導員對於當事人網路輔導後實際得到協助與談話前希望得到協助的差異 

比較使用 t 檢定，比較輔導員認為當事人對於網路輔導後實際得到協助與談話前

希望得到協助的期望是否相符，從表 4 可知，認為當事人在實際得到協助與期望得到

協助普遍均相符合，除了在「能從多方面來考慮事情」、「增加解決困難的信心」與「得

到解決問題的技巧或方法」比預期好，請達顯著差異（p<.05 與 p<.001），而在「得到

解決問題的知識或資源」較不如預期（顯著差異達 p<.05）。 

表 4 

輔導員對於當事人網路輔導後實際得到協助與談話前希望得到協助的差異比較 
 

輔導員對於當事人網路輔導後實際得到協助與

談話前希望得到協助 

網路談話前

後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1.減少擔心、焦慮或不安    後 44 4.09 0.910   -1.59 

    前 44 4.30 0.954  

2.了解內心深處的想法和感受    後 44 4.05 0.939  0.16 

    前 44 4.02 0.952  

3.能從多方面來考慮事情    後 44 3.64 0.942   4.14*** 

    前 44 3.09 1.074  

4.對自己的能力、興趣、個性有更多、更深入的

認識 

   後  44 3.36 1.241   1.96 

 前 44 3.09 1.074  

5.了解及接納別人與我不同的看法與做法 後 44 3.80 1.250  0.00 

 前 44 3.80 1.002  

6.增加解決困難的信心 後 44 4.18 0.995 2.39* 

 前 44 3.86 1.002  

7.得到解決問題的知識或資源 後 44 3.70 0.904   -2.64* 

 前 44 4.02 0.927  

8.了解自己觀念不一致或知行不一致的矛盾、衝

突 

後 44 3.59 1.127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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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44 3.41 1.148  

9.得到解決問題的技巧或方法 後 44 4.20 1.069   3.85*** 

 前 44 3.68 0.883  

10.傾訴困難與苦悶 後 44 4.82 0.947   1.31 

 前 44 4.66 0.914  

11.得到支持及肯定 後 44 4.64 0.892   1.31 

 前 44 4.48 0.876  

**p<.05 ; ***p<.001      

（三）督導對於當事人網路談話後實際得到協助與談話前希望得到協助的差異 比較 

使用成對樣本 t 檢定，比較督導認為當事人對於當事人網路談話後實際得到協助

與談話前希望得到協助的期望是否相符，從表 5 可知，認為當事人在實際得到協助與

期望得到協助普遍均相符合，除了在「能從多方面來考慮事情」與「得到解決問題的

技巧或方法」比預期好（顯著差異達 p<.01、p<.05），而在「增加解決困難的信心」較

不如預期（顯著差異達 p<.01）。 

表 5 

督導對於當事人網路談話後實際得到協助與談話前希望得到協助的差異比較 
 

輔導員對於當事人網路輔導後實際得到協助與

談話前希望得到協助 

網路談話前

後 

個數 平均

數 

標準差 t 值 

1.減少擔心、焦慮或不安 後 44 4.66 0.963       0.00 

 前 44 4.66    0.939 

2.了解內心深處的想法和感受  後 44 4.70 0.904       0.72 

 前 44 4.65 0.865 

3.能從多方面來考慮事情 後 44 4.66 0.963      0.74** 

  前 44 4.39 0.895 

4.對自己的能力、興趣、個性有更多、更深入的

認識 

後 44 4.11 0.970   -0.57 

 前 44 4.18 1.063 

5.了解及接納別人與我不同的看法與做法 後 44 4.32 0.857   -0.57 

 前 44 4.39 0.868 

6.增加解決困難的信心 後 44 4.45 0.975    -1.74** 

 前 44 4.61 0.970 

7.得到解決問題的知識或資源 後 44 4.39 0.841    -1.85 

 前 44 4.59 0.948 

8.了解自己觀念不一致或知行不一致的矛盾、衝

突 

後 44 4.16 0.914    -1.74 

 前 44 4.32 0.881 

9.得到解決問題的技巧或方法 後 44 4.55 1.022    2.03* 

 前 44 4.32 0.883 

10.傾訴困難與苦悶 後 44 5.00 0.915   -0.68 

 前 44 5.07 0.759 

11.得到支持及肯定。 後 44 5.14 0.795   0.27 

 前 44 5.11 0.784 

*p < .05 ;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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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當事人、輔導員與督導對於輔導效果評估之比較  

（一）當事人自評與輔導員評估當事人網路輔導後實際得

到協助的差異比較  

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比較當事人自評與輔導員評估當事人網

路輔導後實際得到協助是否相符，從表 6 可知，除了在「增加解決困難

的信心」、「得到解決問題的技巧或方法」與「得傾訴困難與苦悶」相

符合，其他項目當事人自評實際得到協助均超出輔導員的預期，且

達顯著差異（ p<.05 以及 p<.001）。  

表 6  

當事人自評與輔導員評估當事人網路輔導後實際得到協助的差異比

較  

當事人自評與輔導員評估
當事人網路輔導後實際得
到協助  

當事人及輔
導員  

個數    平均    標準差    t 值  
 

1.減少擔心、焦慮或不安  當事人  44 4.77 1.031 3.28*** 

 輔導員  44 4.09 0.910  

2.了解內心深處的想法和感  
受  

當事人  44 4.82 1.263 3.86*** 

 輔導員  44 4.05 0.939  

3.能從多方面來考慮事情  當事人  44 4.73 1.301   5.01*** 

 輔導員  44 3.64 0.942  

4.對自己的能力、興趣、個
性有更多、更深入的認識  

當事人  44 4.43 1.371   5.05*** 

 輔導員  44 3.36 1.241  

5.了解及接納別人與我不同
的看法與做法  

當事人  44 4.36 1.348   2.27* 

 輔導員  44 3.80 1.250  

6.增加解決困難的信心  當事人  44 4.57 1.208   1.79 

 輔導員  44 4.18 0.995  

7.得到解決問題的知識或資
源  

當事人  44 4.55 1.229   4.04*** 

 輔導員  44 3.70 0.904  

8.了解自己觀念不一致或知
行不一致的矛盾、衝突  

當事人  44 4.45 1.284   3.81*** 

 輔導員  44 3.59 1.127  

9.得到解決問題的技巧或方
法  

當事人  44 4.45 1.266   1.28 

 輔導員  44 4.20 1.069  

10.傾訴困難與苦悶  當事人  44 5.11 1.061   1.59 

 輔導員  44 4.82 0.947  

11.得到支持及肯定  當事人  44 5.07 0.974   2.23* 

 輔導員  44 4.77 1.031  

*p<.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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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事人自評與督導評估當事人網路輔導後實際得到協助的差異比

較 

使用 t 檢定，比較當事人自評與督導評估當事人網路輔導後實際得到協助是

否相符，從表 7 可知，當事人自評實際得到協助均與督導的預期一致，沒有顯著

差異。 

 

表 7 

當事人自評與督導評估當事人網路輔導後實際得到協助的差異比較 

當事人自評與督導評估當事人網路輔導後實際得到

協助 

當事人及督導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1.減少擔心、焦慮或不安 當事人 44 4.77 1.031 0.57 

 督導 44 4.66 0.963  

2.了解內心深處的想法和感受 當事人 44 4.82 1.263 0.67 

 督導 44 4.70 0.904  

3.能從多方面來考慮事情 當事人 44 4.73 1.301 0.37 

 督導 44 4.66 0.963  

4.對自己的能力、興趣、個性有更多、更深入的認識 當事人 44 4.43 1.371 1.55 

 督導 44 4.11 0.970  

5.了解及接納別人與我不同的看法與做法 當事人 44 4.36 1.348 0.23 

 督導 44 4.32 0.857  

6.增加解決困難的信心 當事人 44 4.57 1.208 0.57 

 督導 44 4.45 0.975  

7.得到解決問題的知識或資源 當事人 44 4.55 1.229 0.88 

 督導 44 4.39 0.841  

8.了解自己觀念不一致或知行不一致的矛盾、衝突 當事人 44 4.45 1.284 1.48 

 督導 44 4.16 0.914  

9.得到解決問題的技巧或方法 當事人 44 4.45 1.266 -0.47 

 督導 44 4.55 1.022  

10.傾訴困難與苦悶 當事人 44 5.11 1.061 0.70 

 督導 44 5.00 0.915  

11.得到支持及肯定。 當事人 44 5.07 0.974 -0.38 

 督導 44 5.14 0.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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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輔導員與督導評估當事人網路輔導後實際得到協助的差異比較 

使用 t 檢定，比較輔導員評估與督導評估當事人網路談話後實際得到協助

是否相符，從表 8 可知，在「了解內心深處的想法和感受」、「能從多方面來考慮事

情」、「對自己的能力、興趣、個性有更多、更深入的認識」、「得到解決問題

的知識或資源」等皆達顯著差異（p<.001）；在「減少擔心、焦慮或不安」、「了

解自己觀念不一致或知行不一致」、「得到支持及肯定」等差異也達顯著

（p<.01）；「了解及接納別人與我不同的看法與做法」差異亦達顯著（p<.05）。

整體而言，輔導員評估當事人實際得到協助均低於督導的預期。 

 
表 8 

當事人自評與督導評估當事人網路輔導後

實際得到協助 

輔導員及督導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1.減少擔心、焦慮或不安 輔導員 44 4.09 0.910 -3.61** 

 督導 44 4.66 0.963  

2.了解內心深處的想法和感受 輔導員 44 4.05 0.939 -3.77*** 

 督導 44 4.70 0.904  

3.能從多方面來考慮事情 輔導員 44 3.64 0.942 -5.89*** 

4.對自己的能力、興趣、個性有更多、更

深入的認識 

輔導員 44 3.36 1.241 -3.95*** 

 督導 44 4.11 0.970  

5.了解及接納別人與我不同的看法與做法 輔導員 44 3.80 1.250 -2.50* 

 督導 44 4.32 0.857  

6.增加解決困難的信心 輔導員 44 4.18 0.995 -1.37 

 督導 44 4.45 0.975  

7.得到解決問題的知識或資源 輔導員 44 3.70 0.904  -3.84*** 

 督導 44 4.39 0.841  

8.了解自己觀念不一致或知行不一致 

的矛盾、衝突 

輔導員 44 3.59 1.127   -3.17** 

 督導 44 4.16 0.914  

9.得到解決問題的技巧或方法 輔導員 44 4.20 1.069 -1.86 

 督導 44 4.55 1.022  

10.傾訴困難與苦悶 輔導員 44 4.82 0.947 -0.96 

 督導 44 5.00 0.915  

11.得到支持及肯定 輔導員 44 4.64 0.892  -2.93** 

 督導 44 5.14 0.795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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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員評估與督導評估當事人網路輔導後實際得到協助的差異比較 



 

 
51 

（四）當事人自評與輔導員評估當事人對輔導員感受的差異比較 

使用 t 檢定，比較當事人自評與輔導員評估當事人網路輔導時對輔導員感

受是否相符，從表 9 可知，除了在當事人覺得自己是個有能力的人是相符合之外，

當事人自評對輔導員感受均高於輔導員的預期。而當事人自評對於談話感到熱切程

度高於輔導員的預期，當事人自評覺得談話有幫助程度高於輔導員的預期，當事

人自評對於晤談感到滿意程度高於輔導員的預期，當事人自評期待繼續找這位輔

導員協助的程度也高於輔導員的預期，這兩者之間達顯著差異（p<.05、p<.01

與 p<.001）。 

 

表 9 

當事人自評、輔導員評估當事人對輔導員感受的差異比較  

當事人自評與督導評估當事人網路輔導後實際得到協助  當事人及 

輔導員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一、1.我覺得輔導員是（完全不可信任-完全可以信任） 當事人 44 5.23 0.831   3.71** 

 輔導員 44 4.68 0.639  

二、2.在談話中，我覺得我是（完全不被關心－非常受

到關心） 

當事人 44 5.11 0.920 2.10* 

 輔導員 44 4.77 0.605  

二、3.在談話中，我覺得我是（完全不尊重－非常尊重） 當事人 44 5.34 0.776 4.42*** 

 輔導員 44 4.73 0.694  

二、4.我覺得輔導員對我的困擾（完全不了解－非常了解） 當事人 44 5.02 1.110 3.12** 

 輔導員 44 4.45 0.791  

二、5.輔導員的態度，使我覺得談我的困擾時（有所顧忌

－毫無顧忌） 

當事人 44 5.20 0.878 4.43*** 

 輔導員 44 4.45 0.875  

二、6.在談話中，輔導員使我覺得我是個（沒有能力的人－

有能力的人） 

當事人 44 4.66 0.987 0.85 

 輔導員 44 4.52 0.731  

二、7.輔導員和我談事情的時候，讓我覺得他（沒有完

全站在我的立場－完全站在我的立場） 

當事人 44 5.07 0.925 3.36** 

 輔導員 44 4.48 0.698  

二、8.我覺得輔導員對於我所告訴他的事情（隨意的告訴

別人－絕不會告訴別人） 

當事人 44 5.55 0.663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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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續） 

當事人自評與督導評估當事人網路輔導後實際得到

協助 

  當事人及輔導員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輔導員 44 5.05 .714  

三、我對於來談話感到（完全不想來－非常熱切） 當事人 44 5.16 1.098 2.76** 

 輔導員 44 4.68 .829  

四、與「輔導員」網路談話後，我覺得（完全沒有幫助

－非常有幫助） 

當事人 44 5.02 1.000 5.92*** 

 輔導員 44 4.14 .734  

五、對於這一次網路晤談，我感覺（非常不滿意－非

常滿意） 

當事人 44 5.09 .960 4.87*** 

 輔導員 44 4.32 .708  

六、期待繼續找這位「輔導員」協助（毫不期待－非常

期待） 

當事人 44 5.16 .888 4.29*** 

 輔導員 44 4.45 .848  

*p<.05; **p<.01; ***p<.001 

（五）當事人自評與督導評估當事人網路輔導時對輔導員感受的差異比較 

使用 t 檢定，比較當事人自評與督導評估當事人對輔導員感受是否相符，從

表 10 可知，當事人自評對輔導員感受均與督導的預期相符合。僅有在「與輔導員

網路談話後覺得有幫助的程度，當事人與督導的評估有顯著差異（p<.05），當事

人比督導更高的評定有幫助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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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當事人自評與督導評估當事人網路談話時對輔導員感受的差異比較  

當事人自評與督導評估當事人網路談話時

對輔導員感受 

當事人 

及督導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二、1.我覺得輔導員是（完全不可信任－完

全可以信任） 

當事人 44 5.23 .831 0.63 

 督導 44 5.14 .765  

二、2.在談話中，我覺得我是（完全不被

關心－非常受到關心） 

當事人 44 5.11 .920 -0.39 

 督導 44 5.18 .756  

二、3.在談話中，我覺得我是（完全不尊

重－非常尊重） 

當事人 44 5.34 .776 1.16 

 督導 44 5.16 .680  

二、4.我覺得輔導員對我的困擾（完全不了

解－非常了解） 

當事人 44 5.02 1.110 0.50 

 督導 44 4.93 .873  

二、5.輔導員的態度，使我覺得談我的困擾

時（有所顧忌－毫無顧忌） 

當事人 44 5.20 .878 1.20 

 督導 44 5.00 .747  

二、6.在談話中，輔導員使我覺得我是個（沒

有能力的人－有能力的人） 

當事人 44 4.66 .987 -0.53 

 督導 44 4.75 .651  

二、7.輔導員和我談事情的時候，讓我覺

得他（沒有完全站在我的立場－完全站在

我的立場） 

當事人 44 5.07 .925 0.52 

 督導 44 4.98 .792  

二、8.我覺得輔導員對於我所告訴他的事情

（隨意的告訴別人－絕不會告訴別人） 

當事人 44 5.55 .663 1.96 

 督導 44 5.27 .544  

三、我對於來談話感到（完全不想來－非

常熱切） 

當事人 44 5.16 1.098 0.83 

 督導 44 5.02 .762  

四、與「輔導員」網路談話後，我覺得（完

全沒有幫助－非常有幫助） 

當事人 44 5.02 1.000     2.10* 

 督導 44 4.70 .878  

五、對於這一次網路晤談，我感覺（非常

不滿意－非常滿意） 

當事人 44 5.09 .960 2.01 

 督導 44 4.82 .922  

六、期待繼續找這位「輔導員」協助（毫不

期待－非常期待） 

當事人 44 5.16 .888 0.68 

 督導 44 5.07 .846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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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輔導員評估與督導評估當事人網路輔導時對輔導員感受的差異比較 

使用 t 檢定，比較輔導員評估與督導評估當事人網路談話時對輔導員感受是

否相符。從表 11 可知，輔導員評估當事人對輔導員感受均低於督導的預期，除了在

「當事人覺得自己是個有能力的人」，及「覺得輔導員對於當事人所告訴他的事情不

會告訴別人」是相符合、沒有差異。而輔導員評估當事人對於談話感到熱切程度低

於督導的預期，評估當事人覺得談話有幫助程度低於督導的預期，評估當事人對於

晤談感到滿意程度低於督導的預期，評估當事人期待繼續找這位輔導員協助的程度

也低於督導的預期，且皆達到顯著差異（p<.05、p<.01 與 p<.001） 

表 11 

輔導員評估與督導評估當事人網路輔導時對輔導員感受的差異比較 

輔導員評估與督導評估當事人 

網路輔導時對輔導員感受              輔導員及督導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二、1.我覺得輔導員是                   輔導員 

（完全不可信任－完全可以信任）               

44 4.68 .639 -3.02** 

                                    督導 44 5.14 .765  

二、2.在談話中，我覺得我是            輔導員 

（完全不被關心－非常受到關心）              

44 4.77 .605 -2.73** 

                                      督導 44 5.18 .756  

二、3.在談話中，我覺得我是            輔導員 

（完全不尊重－非常尊重）                          

44 4.73 .694 -3.10** 

                                      督導 44 5.16 .680  

二、4.我覺得輔導員對我的困擾            輔導員 

（完全不了解－非常了解）                            

44 4.45 .791 -3.10** 

                                      督導 44 4.93 .873  

二、5.輔導員的態度，使我覺得            輔導員 

談我的困擾時（有所顧忌－毫無顧忌）        

44 4.45 .875 -3.33** 

                                     督導 44 5.00 .747  

二、6.在談話中，輔導員使我               輔導員 

覺得我是個（沒有能力的人－有能力的人）   

44 4.52 .731 -1.65 

                                     督導 44 4.75 .651  

二、7.輔導員和我談事情的              輔導員 

時候，讓我覺得他（沒有完全站在 

我的立場－完全站在我的立場）                

44 4.48 .698 -3.40** 

                                     督導 44 4.98 .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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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續） 

輔導員評估與督導評估當事人 

網路輔導時對輔導員感受              輔導員及督導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二、8.我覺得輔導員對於我所             輔導員 

告訴他的事情（隨意的告訴別人－絕不 

會告訴別人）                                                  

44 5.05 .714 -1.57 

                      督導 44 5.27 .544  

三、我對於來談話感到                                                    

（完全不想來－非常熱切）              輔導員 

 

44 4.68 .829 -2.41* 

                                      督導 44 5.02 .762  

一、 與「輔導員」網路談話 

後，我覺得（完全沒有幫助－非常有幫助） 輔導員 

44 4.14 .734 -4.45*** 

                        督導 44 4.70 .878  

二、 對於這一次網路晤談，我感覺 

（非常不滿意－非常滿意）        輔導員 

44 4.32 .708 -3.32** 

                         督導 44 4.82 .922  

三、 期待繼續找這位「輔導員              輔導員 

協助（毫不期待－非常期待）                     

44 4.45 .848 -4.20*** 

                         督導 44 5.07 .846  

*p < .05; **p < .01; *** p < .001 

伍、討論與建議 

一、討論 

（一）使用網路輔導現況 

本研究發現當事人背景以大學、未婚女性使用最多，與林朝誠（2001）調

查使網路心靈診所的結果相似，他發現女性佔 71.9%，平均年齡為 25.4 歲，專

科學歷 37.0%最高、其次大學學歷占 29.1%。本研究結果發現使用網路求助的對

象有更為年輕之趨勢。與張德聰、黃正旭（2001）調查結果相較，這與 15 年前

的網路輔導求助者的差異比較，發現求助問題相似，兩者最高的求助問題皆為

人際問題與情感問題，當事人學歷有上升趨勢，2001 年以大專為最高（39%），

目前大學學歷已占八成；女性求助更多，從 67%增加為 97.7%，年齡、婚姻狀態

則相同，19-24 歲、未婚為主要使用族群。在本研究中發現晤談次數部分以第一

次為最高（34.1%）、其次為第六次（含）以上為 25.0%，在本研究中顯示網路輔

導以一次的次數為最常見；周蜜、宗敏、賈曉明（2012）提出即時文字網路諮

詢在一次諮詢中訊息量獲取比面對面諮詢少，需要更多時間準確表達與彼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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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對來訪者問題進行概念化的時間會延長，故需要更多諮詢次數之研究結果；

但國內許維素等人（2010）發現網路諮商的滿意度不見得隨著談話次數提高而

提高工作同盟、諮商效能。可見，網路諮商輔導一次性輔導的滿意度仍是高的，

但是哪些因素影響仍需投入更多研究來進行驗證。 

晤談時間部分，以 31-60 分最高（54.5%），此部分仍是與一般單次晤談時間

相近。至於針對較短例如 15 分鐘，以及較長例如 90 分鐘以上者與一般時間 31-60

分鐘的談話歷程差異則未來建議從談話文字、質性資料進行探究與瞭解。 

（二）求助態度 

在本研究中發現網路當事人的求助態度與其他方式求助的當事人都是正向

的求助態度，並未發現過去研究（吳筱玫，2003）提出當事人容易因為匿名、虛擬

而降低求助當事人的責任感或求助問題的真實性，亦即網路所高匿名特性並未阻礙

諮商效果之達成。在王雯華（2012）研究提出國中生的求助態度有一半不是正向、

積極，有五成的國中生表示未來若有心理困擾時，不一定會尋求網路諮商（53.8%），

網路諮商也不是其首選（50.8%），本次研究較少國中生當事人，並未發現此現象。 

郝志紅、梁寶勇（2007）、Lan（2013）提出當事人求助網路輔導的求助態度

是偏向積極、正向。Maples 與 Han（2008）認為網路諮商輔導雖然不能希望當事

人的誠實性提高，但因為網路諮商輔導時可以不必與諮商員面對面，當事人的防

衛性和脆弱感都會降低，在建立信任諮商關係前，對一個完全陌 生的人傾吐問題

是非常困難的，網路諮商可以減少這層困難。相較張德聰、黃正旭（2001）研究

同一機構當事人，發現求助心態以好奇、探測、防衛較高、負面情緒直接、易斷

然離線等狀況，本研究發現當事人求助態度轉為正向，且輔導談話前對輔導效果

期待偏高，顯示當事人求助態度已與 15 年前有很大差異。 

（三）當事人接受輔導前希望獲得協助與輔導後感受到的協助 

本研究發現當事人接受網路輔導前希望得到的協助普遍都偏高，其中尤以「了

解內心深處的想法和感受」、「傾訴困難與苦悶」與「得到支持及肯定」為最高。也

就是當事人求助網路輔導之前，最高的期待是被了解、傾訴與被支持。輔導員評估

當事人網路輔導前希望得到的協助普遍都略高，尤以「減少擔心、焦慮或不安」、「了

解內心深處的想法和感受」、「得到解決問題的知識或資源」、「傾訴困難與苦悶」與

「得到支持及肯定」等五項。督導評估當事人網路輔導前希望得到的協助普遍都偏高，

其中尤以「傾訴困難與苦悶」與「得到支持及肯定」為最高。輔導員的評估皆屬正確、

能涵及當事人的期待。整體來說，當事人自評實際得到協助均超出輔導員的預期，

除了在「增加解決困難的信心」、「得到解決問題的技巧或方法」與「得傾訴困難與苦悶。」

是相符合之外。當事人自評實際得到協助均與督導的預期一致，輔導員評估當事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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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得到協助均低於督導的預期。 

過去國內外研究 Stiles 與 Snow（1984）、李偉斌、陳慶福與王智弘（2008）、

林瑞吉（1997）等研究結果相同，當事人的評估晤談感受皆高於輔導員。這也過

去研究張德聰（1985）輔導效果一致，顯示網路輔導與面對面輔導的輔導效果評

估相似，輔導員低估自己輔導效果，當事人的評估與 督導評估接近。顯示，督導

對輔導員的督導工作可以提供輔導員檢視自己的 機會。張德聰（1985）依其研究

結果推論「問題解決」功能明確顯示未能達到當事人的期望，可能是輔導員訓練

偏重同理心訓練。本研究結果顯示輔導員自己更能評估當事人有獲得「得到解決問

題的技巧或方法」。同時本次研究發現輔導原的輔導效果非相關科系與否並沒有差

異，可見相關科系背景者受訓後並不影響輔導效果，張德聰（1985）發現輔導員

隨其性別、年齡、服務年資、學歷等不同背景變項之輔導效果有顯著差異，在本

研究中並沒有差異。 

（四）輔導感受評估 

本研究發現當事人對輔導員為正向感受，除了當事人「覺得自己是個有能力

的人」略低之外。當事人對於談話感到熱切程度、談話有幫助程度、對晤談滿意

程度、繼續與同一輔導員談話意願等程度都偏高。可見，網路輔導依 然與當事人

可以建立信任關係。過去有部分文獻提出，網路的匿名與訊息不足，會造成社會

臨場感（social presence）的降低，特別是情緒感受度的降低（蔡珮，1995），對

於諮商專業人員與當事人的情感互動造成限制，在本研究並未有此發現。 

本研究發現與過去許多研究同樣結果，支持當事人對網路諮商有良好滿意度

（李偉斌，2002；林世鴻，2003；許維素等，2010；張勻銘，2004；Cohen & Kerr, 1998;  

Leibek, Archer, Munson & York, 2006）。 

    Hertlein、Blumer 與 Mihaloliakos（2015）提出網路治療要能處理高風險個

案及預防潛在客戶抱怨的核心關鍵，即是治療師要能建立治療關係。Kivlighan、 

Gelso、Ain、Hummel 與 Markin (2015)指出，如果當事人在治療中知覺到較真實

的人際關係時，當事人與治療師都會將治療進展評估的較高。每一個治療師的當

事人之間，對於真實關係的評估（治療者評估或當事人評估）與治療成效都無關

（當事人評估的或治療師評估的）。當治療師知覺到較真實的人際關係時，普遍會

將治療進展評估的較低。這對於網路輔導是否也是如此， 仍值得進一步探討。 

    至於當事人感受到自己較沒有能力部分，Murphy 與 Mitchell（1998）採用焦

點解決取向與敘事治療取向作為治療性電子郵件的理論基礎，是否這樣優勢觀點

取向更能提升當事人對己身能力的，有待進一步研究。 

（五）當事人求助態度與輔導效果感受相關 

當事人網路談話後實際得到協助與當事人對心理輔導專家談話的看法均無



 

 
6 

相關存在，而在當事人網路談話後實際得到協助項目之間，均有中高程度的正相

關。 

這是國內研究首次針對真實網路即時輔導的當事人、輔導員來評估其輔導

滿意度、效果，並非針對研究需要而招募、模擬或配對設計，採取在真實、 主動求助

情境下實施。顯示對於當事人願意積極、正向求助，儘管是虛擬、 匿名、高隱私

的網路環境，依然可以對於正向求助態度的當事人達到輔導效 果。Richards 與

Viganó（2013）認為網路諮商與面對面諮商是同樣有效果的，仍需要更有力的實

證證據，來建立效能和效率，並進一步了解獨特的中介和潛在的變項。 

（六）輔導員自評輔導感受與效果低於當事人的評估、也低於督導的評估 

當事人對輔導感受度、熱切程度、有幫助程度、期待繼續找這位輔導員協助的

程度、對會談滿意程度⋯等皆高，當事人的評估與督導他評皆高於輔導員自評。此

結果與劉淑慧（1999）、張德聰（1985）的結果相同，督導（或教師）他評與輔導

員自評兩者之間不一致。研究者推估可能原因之一為輔導員低估當事人的滿意程度，

此部分宜宜增加輔導員對自己效能信心外，也要提醒輔導員在輔導過程中評估、核

對當事人感受、與來談目標契合度等。此部分建議未來可從質性資料輔導的即時文

字進一步探究。 

二、建議 

本研究貢獻為蒐集真實網路當事人的感受，透過輔導前、後填寫問卷以了

解當事人的談話期待與收獲，並以當事人、輔導員與督導的角度進行評估。唯，

本研究在搜集資料中仍頗多困境，包括完整前、後問卷的追蹤率之限制，樣本較

少且立意取樣，不一定能推論其他網路平台的使用族群。另，輔導員與督導以義

工身份，無法推論其他專業人員；本研究以文字即時通訊的方式進行，亦不適合

推論其他方式的網路輔導型態。茲針對提供實務工作與未來研究，提出下列建

議： 

 

（一）對於實務工作的建議 

1.網路輔導員核對當事人談話期待與介入、處遇 

 了解當事人需要網路即時談話的心理需求，當事人在「傾訴困難與苦悶」與「得

到支持及肯定」的需求最高，網路輔導的輔導員需要與一般傳統晤談 使用尊重、

接納、支持、情緒反映與同理心等技術，協助當事人情緒紓解、 感受到被支持。

本研究結果顯示在實際得到幫助的程度，輔導員與當事人的期望有差距，優先順

序不同，建議在網路輔導過程，輔導員需準確核對求助目標與期待，尤其當事人

對於「了解及接納別人與我不同的看法與做法」與「了解自 己觀念不一致或知行

不一致的矛盾、衝突」，需要多加協助當事人，並對當事人談話需求予以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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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king）。建議輔導員在關係建立關係後，在協助當事人「了解問題」階段，

進行更多討論與探索。 

2.網路輔導員的理論訓練  

建議在網路輔導員的儲備訓練課程仍要著重同理心的基礎訓練，此外，當事

人問題概念化、談話目標設定以及解決問題的方法與技巧的 訓練，都會影響當事

人解決問題的方向、技巧知識或資源。 

其次，本研究發現網路當事人普遍低估「自己是有能力的人」，建議在輔導

員的在職訓練增加賦能取向，提升當事人能力感。過去亦有研究（許維素等，2007；

Collie, Mitchell, & Murphy, 2000; Murphy, & Mitchell, 1998；）提出對於網路諮商適

用的焦點解決短期治療理論、敘事治療理論，建議網路 輔導員除了以同理心、解

決問題模式訓練為基礎，在職訓練可加強後現代理論，以期更賦能當事人，發掘

當事人之優勢、能力與資源。 

3.網路輔導之督導工作 

 輔導效果當事人的評估都高於輔導員的評估，顯示雙方均肯定輔導效果，督

導的評估接近當事人自身的評估。因此，網路督導應該要更加善用網路即 時通訊

的便利，平日督導工作即可透過即時對話產生文字逐字稿，與輔導員做 更精微討

論。個案研討部分也可以採用 即時文字對話資料來進行研討，更能掌握網路當事

人談話特性與互動關係。 

4.輔導效果與滿意度之評鑑工作 

 建議相關機構可以透過本研究評估輔導感受簡要的 11 題項，常設於網路輔導

平台，請當事人結束談話離線之前填寫，作為督導與機構了解服務品質之根 據。

同時，也邀請輔導員結束談話後立即於網頁上自評。透過當事人自評， 督導再找

該輔導員適時督導。藉由每次網路輔導的談話的三方評估，可以提 供機構進行輔

導員之遴選、續聘與評鑑工作。 

5.網路心理健康與預防推廣工作 

建議相關機構網站針對女性所需提供網路心理衛生資源，對於年輕、 高教育程

度、高度使用網路特性，提供充足且合適的知識及資訊，安排服務與轉介，以協助

更多當事人之身心健康。 

（二）研究建議 

1.提高追蹤率 

    網路蒐集資料回收率不高，建議未來研究設計需要考慮如何提高追蹤率，以

及增加樣本數量與代表性。 

2.研究方法上增加混合研究的設計 

    若能取得當事人、輔導員與機構，三方同意採用即時通訊的文字與內容分析，

探究網路輔導進行的文字特性、關係互動與口語技術，以及輔導歷程會有更多了解

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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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樣本的選擇 

本次研究對象以社區輔導機構中的輔導義工為樣本，故以探討網路輔導為主題，

未來也可以具執照心理師為樣本，探究網路諮商之進行，可以進一步比較半專業人

員與專業人員在執行輔導與諮商服務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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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client‘s attitude toward ―seeking professional 

psychological help‖ and ―counseling effects‖ in the process of internet counseling by 

instant messaging. In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client‘s perceptions of counselors‘ 

effectiveness, and client‘s satisfaction in the process of Internet counseling via 

real-time webcounseling. In addition, counselors and supervisors are invited，To 

explored the their different perceptions about counseling effects. 

125 subjects we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study, and completed the pre-test,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counseling to complete the questionnaire were 44 customers, 

tracking rate of 44/125, that is 35.2%. The 44 clients were invited to complete a self 

-report questionnaire including ―attitude toward seeking professional psychological 

help‖ and ‖Counseling Effects Questionnaire‖. About ―attitude toward seeking 

professional psychological help‖, the researchers used the Fischer and Farina (1995) 

single-structure, and use ATSPPH Chinese translation version (2009) (only to extract 

the ATSPPH-SF 10 questions). Another research tool was Chang Decong ‗s(1985) 

"Interview Feeling Scale", which was adapted from the "Teacher Chang " interview 

counseling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Yu Dehui (1976) interview the feelings of the 

scale. The original scale of a total of four parts, including the satisfaction of 5 questions, 

before the hope that the degree of assistance 11 questions, after the interview that the 

actual degree of help 11 questions, and counseling experience 8 questions 

Before counseling, clients completed the "attitude toward seeking professional 

psychological help " questionnaire and ―the expectation of counseling‖ questionnaire. 

After counseling, clients, counselor and supervisor all need to complete the part of what 

they actually acquired from counseling owing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ir 

perceptions of counseling effects. 

The results are: (a) The people seeking to webcounseling mostly consisted by female 

(97.7%), 19yrs to 24yrs old(38.6%), bachelor(72.7%), students(62.4%), 

un-marriage(95.5%) and first-come(34.1%). (b) Clients‘ attitude toward seeking 

professional psychological help is mostly positive. (c)Most people desired to get help by 

counseling, especially ―understanding more and deeper about themselves‖, ―confidin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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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selor for releasing pain‖ and ―gaining support and recognition‖. (d) Clients revealed 

that they earn a lot from counseling, especially ―confiding in counselor for releasing pain‖ 

and ―gaining support and recognition‖. (e) Most of clients‘ expectation about counseling 

matched their experience in counseling, besides ―knowing and accepting thinking and 

behavior different from others‖ and ―knowing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inking and 

behavior.‖ (g) What clients get from counseling is much more than counselor‘s 

expectation, but is similar to the supervisor‘s expectation. (h) The more clients desired to 

get help before counseling, the more they actually get after counseling. 

The client's self-evaluation means that the conversation is more favorable than the 

counselor's assessment. The client's self-evaluation means that the conversation is more 

helpful than the counselor's assessment. The client's self-evaluation is more satisfying 

than the counselor's assessment. The degree of assisting the counselor was also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unselor,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The 

self-assessment of the counselor is consistent with the expectations. The clients thinked 

the web conversation is helpful，clients ‗s scores is higher than the supervisor. 

According to research findings and discussions, to provide practical and future 

research related 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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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編輯委員會（以下稱本編委會）由「本土諮商心理

學學刊」主編邀請組成之，任期為四年。 

二、本編委會置主編一人，編輯委員若干名，共同執行學刊之編輯與審查工作。 

三、本編委會下置編輯助理一至三人，擔任本學刊編輯之行政工作。 

四、本要點經本編委會會議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編輯委員會編審工作要點 

一、「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以下稱本學刊） 為定期出版之學術性期刊。本學

刊之編輯委員會為處理文稿編審相關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學刊常年徵稿，每年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各出刊一期，每期刊出至

少二篇，以文稿審查通過先後為序。主編於接到稿件後兩個月內進行審查作

業。  

三、本學刊審查作業採匿名制，學刊論文稿件經主編和編輯助理執行匿名作業後，

再送交編輯委員提出審查委員推薦名單。如投稿人為編輯委員，於推薦該稿

件之審查委員人選時，應迴避之。  

四、依匿名審查者之審查意見決定稿件處理方式如下表所示： 

 

「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稿件審查處理方式一覽表 

處理方式 
第一位審查委員結果 

同意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再審 不宜刊登 

第
二
位
審
查
委
員
結
果 

同意刊登 同意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或再審* 
送第三位複審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或再審* 
送第三位複審 

修正後再審 
修正後刊登 

或再審* 

修正後刊登 

或再審* 

不予刊登 

或再審* 

不予刊登 

或再審* 

不宜刊登 送第三位複審 送第三位複審 
不予刊登 

或再審* 
不予刊登 

*由主編依論文品質及審查意見裁量決定。 

五、本學刊編輯委員另訂定文稿審查暨著作財產權處理要點，以俾利審查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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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徵稿通告 

 

一、主旨 

「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由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本土諮商心理

學研究發展中心、世界本土諮商心理學推動聯盟與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共同出版

暨發行，採學刊與電子形式出刊。本學刊以發表心理衛生、輔導、諮商心理、臨

床心理、復健諮商、社會工作、精神醫學、精神護理、職能治療、語言治療、特

殊教育、員工協助方案等與心理學及助人專業相關學科之本土化學術專論與實務

專論為主，包括：量化、質性或質量整合的實徵研究（empirical research）、綜論

性文章（review essay）以及個案研究等（不同文章類型稿件適用不同之審查標準）。

本學刊採雙匿名審查制度，發行主要目的在於增進心理諮商與助人相關專業之學

術交流、提升學術研究風氣，希望透過本學刊的帄臺，能結合更多的華人與華文

使用者，善用華人語言與華人文化的特色，做出更多更好的學術探討與研究，為

增進與亞洲地區專業人員及國際的交流我們也提供英文的標題與摘要，同時也接

受英文的稿件，我們期待能跨越國際推動含攝文化（Culture Inclusive）與本土化

的研究風氣。 

 

二、稿件格式（請參閱「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投稿論文格式之說明） 

 

本刊歡迎海內外中英文稿件，中文稿件以正體、簡體投稿皆可。來稿請參考

「美國心理學會出版手冊」第六版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th ed.） 規定體例，每篇以三萬字以內為原則。請勿一

稿兩投。稿件內容依序包括下列各項：（有關作者個人之相關資料，僅能於作者基

本資料表中呈現） 

 

（一）作者資料表（表格請至 http://jicp.heart.net.tw/04.html下載） 

填寫作者基本資料表，載明論文題目、全體作者之中英文姓名、任職機構中

英文名稱、第一作者與通訊作者之位址、電話、傳真及 E-mail（通訊作者為本學

刊為提供學術交流而設置，請作者於投稿時提供相關資料以利進一步學術對話之

開展）。 

另外，請下載作者自我檢核表乙份，以核對規定的格式是否正確，若否則填

寫其理由。填畢再以電子檔的方式與作者基本資料一併寄回。 

 

（二）中文摘要頁 

以 500～800字為原則，含論文題目、摘要及關鍵詞（以不超過五個為原則）。 

 

（三）正文 

http://tcq.heart.net.tw/standar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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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段落標題可有彈性，但宜有前言、本文、結論、以及參考文獻等之結構。 

 

（四）英文摘要頁 

  含論文題目、摘要本文及關鍵詞（以不超過 5 個為原則）。為助於與國際學

者交流，摘要本文請不少於 500 字，並以 800 字以內為原則 （自第九卷第一期

適用）。 

 

（五）著作權授權同意書（表格請至 http://jicp.heart.net.tw/03.html下載） 

投稿文章之所有作者均需分別填寫一式兩份。 

 

文稿格式、符號、標題、數字、圖表、引用書目及參考文獻等撰稿體例請參

閱本學刊投稿論文格式與本學刊之內容，或依照「美國心理學會出版手冊」第六

版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th ed.） 規定

體例（文稿格式不符者，本學刊將退回給作者，修正後歡迎再投稿）。 

來稿請由左至右、直式橫寫電腦打字，註明頁碼（每頁印 38 行，每行 35字，

12 級字，段落距離 0 列，1.5行行距）為原則。 

 

三、著作權授權條款 

 

投稿論文經本學刊接受刊登，作者同意非專屬授權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

諮商學系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做下述利用：  

（一）以紙本或是數位方式出版。 

（二）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瀏覽

等資料庫銷售或提供服務之行為。 

（三）以非專屬授權方式，授權給學術資料庫業者，將本論文納入資料庫中提供

服務。 

（四）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四、審稿 

 

本學刊收到稿件之後，由主編確認內容、格式是否符合本學刊之原則，交由

編輯委員推薦二位相關領域之專家進行匿名審查，審查意見與結果將主動回覆稿

件作者。凡經審查委員要求修改之文章，於作者修改後再行刊登。凡曾在相關研

討會上發表過之文章、改寫的學位論文或研究經費的來源等，請於作者基本資料

表之作者註一欄中加以說明。 

本學刊採常年徵稿、先到先審制。請將稿件以電子郵件寄至  

jicpheart@gmail.com，註明「投稿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著作權授權同意書，可

擇一寄發，但以電子檔為佳：(1)電子檔：列印紙本簽名後掃描成電子檔，或將個

http://jicphear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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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簽名以圖檔插入著作權同意書電子檔，再將成果直接寄至刊物信箱；或 (2)紙

本：寄至 50007彰化市進德路 1號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轉「本土諮

商心理學學刊」編輯委員會收，或傳真至 (04)-7276542；電話：(04) 723-2105 #2220, 

2208；E-mail：jicpheart@gmail.com

http://jicphear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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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投稿論文格式 

 

本學刊以發表輔導、諮商心理、臨床心理、復健諮商、社會工作、精神醫學、

精神護理、心理衛生、職能治療、語言治療、特殊教育、員工協助方案等與心理

學及助人專業相關學科之本土化專論為主。接受全球之正體中文、簡體中文與英

文稿件之投稿。稿長以三萬字以內為原則。行文請由左至右、直式橫寫電腦打字，

並以Word98 以上版本格式存檔，正文中請勿使用任何排版技術。正文請採 12級

字，段落距離 0列，單行行距，中文部份（含標點符號）請以新細明體與全形輸

入，英文（include punctuation marks）請以 Times New Roman與半型輸入為原則。

左右邊界 3.17公分、上下邊界 2.54公分。  

稿件格式請依下列規定： 

 

一、標題層次  

 

（一）中文書寫者請依序使用 

 

壹、（靠左，加粗，上下空一行） 

一、（靠左，加粗，上下空一行） 

（一）（靠左，加粗，上空一行） 

1.（靠左，不加粗，不空行） 

(1)（靠左，不加粗，不空行） 

  

（二）英文書寫者請依序使用  

 

Centered, Boldface, Uppercase and Lowercase Heading 

（置中，加粗，每個單字字首大寫，上下空一行）  

Flush Left, Boldface, Uppercase and Lowercase Heading 

（置左，加粗，每個單字字首大寫，上下空一行）  

Indented, boldface, lowercase paragraph heading ending with a period 

（空四格，加粗，第一個字字首大寫，上下空一行）  

Indented, boldface, italicized, lowercase paragraph heading ending with a period 

（空四格，加粗，斜體，第一個字字首大寫，不空行）  

Indented, italicized, lowercase paragraph heading ending with a period 

（空四格，斜體，第一個字字首大寫，不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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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文  

 

（一）行文原則 

1.一頁以 38行、一行 35字為原則，並註明頁碼。 

 

（二）標題與註解  

1.文內標題請依標題層次規定方式處理，體例如前述。  

2.附表、附圖，標題加粗，標題不大於 12級字，標號則用阿拉伯數字，例如：

表 1.、圖 1.、Table1.、Figure1 等，圖表中的文字不大於標題，以 word格式

製作，美觀清晰為原則。 

3.表的標題置於表上方，圖的標題置於圖下方，資料來源請於圖表下方列示。

以靠近正文引用處隨後出現為原則。 

4.正文瑝中使用註解時，請以阿拉伯數字標於相關文字的右上方，註解內容則

列於頁尾之處，以註腳方式、新細明體 10號字處理。  

 

（三）參考文獻與其它體例 

1.參考文獻依照中文、英文順序排列，前者依作者姓氏筆劃順序，後者依作者  

姓式英文字母順序排列，同一筆資料自第二行起中文頇內縮兩個字、英文頇

內縮 5個字元。 

2.文稿格式、符號、標題、數字、圖表、文獻引用方式及參考文獻等撰稿體例

請參考「三、撰稿體例說明」，未在體例範圍內請依照「美國心理學會出版

手冊」第六版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th ed.） 之規定體例或本學刊之內容。  

 

三、撰稿體例說明  

 

（一）文獻引用方式 

正文中引用文獻，以標示作者名（中文作者姓名全列，英文作者只列出姓）、

出版時間（一律以西元年代表示），中文引用使用全型符號，英文引用使用半型

符號，範例如下： 

  1.單一作者 

  (1)中文，如：（林杏足，2002） 

  (2)英文，如：（Hsieh, 2003） 

  2.兩位作者 

  (1)中文，如：（謝麗紅、鄭麗芬，1999） 

  (2)英文，如：（Chang & Chu,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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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位以上作者 

(1) 中文，若在五位作者以內，第一次出現頇全部列出，如：（賀孝銘、林清

文、李華璋、王文瑛、陳嘉雯，2007），第二次出現則需簡稱，即（賀孝

銘等，2007），若有六位以上作者，則第一次出現即需簡稱。 

(2) 英文，引用規則如上述之中文文獻，如：（Wang, Ratnofsky, Troppe, & Fletcher, 

2002），之後則為（Wang et al., 2002）。 

4.翻譯本引用：請註名原作者姓名，以及作品及譯本之年代，如：（Johnson & 

Johnson, 2003/2005）、（Jacobs, Masson, & Harvil, 2006/2008）。 

5.引用兩篇以上文獻以分號隔開（中文在前，英文在後，依姓氏或字母排序） 

(1)中文，如：（張虹雯、陳金燕，2004；黃宗堅、葉光輝、謝雨生，2004；趙

淑珠、蔡素妙，2002） 

(2)英文，如：（Huang & Huang, 2005; Kao & Landreth, 1997; Wu, 2003） 

 

（二）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在前，英文文獻在後，需依中文筆劃與英文字母序依次列出。中文

篇名、期刊名與卷期以粗體字標示；西文篇名、期刊名與卷期以斜體字標示，範

例如下： 

1.書籍 

(1)中文 

張景然（2004）。團體諮商的觀念與應用。臺北：弘智。 

高淑貞（2006）。親子共讀、怎麼開始？載於何琦瑜（主編），家庭教育：

贏的起點（pp. 317-321）。臺北：天下雜誌。 

(2)英文  

Corey, G., Corey, M., & Collanan, P. (1993). Issues and ethics in the helping 

professions. (4th ed.). Pacific grove, CA: Brooks/Cole. 

Collie, R. K., Mitchell, D., & Murphy, L. (2000). Skills for on-line counseling: 

Maximum impact at minimum bandwidth. In J. W. Bloom & G. R. Walz 

(Eds.), Cybercounseling and cyberlearning: Strategies and resources for 

the millennium (pp. 219-236). Alexandria, VA: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3)譯本 

Jacobs, E. E., Masson, R. L., & Harvil, R. L. (2008). 團體諮商：策略與技巧（程

小蘋、黃慧涵、劉安真、梁淑娟譯）。臺北：五南。（原著出版於 2006） 

2.期刊 

(1)中文 

王智弘、林清文、劉淑慧、楊淳斐、蕭宜綾（2008）。台灣地區網路諮商服

務發展之調查研究。教育心理學報，39（3），395-412。  

http://140.122.69.160/bulletin/3903/3903_PDF/04-王智弘.pdf
http://140.122.69.160/bulletin/3903/3903_PDF/04-王智弘.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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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淑慧、林怡青（2002）。國三學生選擇入學學校之抉擇歷程與其影響因素。

中華輔導學報，11，71-123。 

(2)英文 

Hsieh, Y. H. (2003).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exogenous and  endogenous orienting of visual attention.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45(3), 227-241. 

Kao, S. C., Lin, C. E., & Chiu, N. Y. (2006). A proposed e-care center for mental 

health interventions. Journal of Psychiatric Practice, 12(3), 180-186. 

3.會議、研討會  

(1)中文 

陳均姝、王郁琮、王麗斐（2007年 9月）。大學生成長團體與教育心理團體

之治療性因素及其影響因素研究。台灣統計方法學學會 2007年會暨第

四屆統計方法學學術研討會，臺北。 

郭麗安（2004年 9月）。同志與異性戀婚姻關係中的性別角色：諮商實務上

的反思與實踐。台灣心理學會第四十三屆年會，臺北。 

 (2)英文 

Wu, T. (2004, July). A comprehensive ethnic identity model for Chinese American 

women. Roundtable session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sia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Honolulu, HI. 

Price, S. M., Potter, L., & Wang, Y. L. (2006, November). Evaluating the role of 

VERB brand in influencing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Annu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Evaluation Association, Atlanta, GA . 

4.學位論文 

(1)中文 

施映竹（2011）。兒童網路成癮評估模組之建構及其實徵研究（未出版碩士

論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彰化。  

(2)英文  

Deng, C. P. (2006). Development of an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 and Basic 

Interest Scale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Champaign, IL. 

5.專門研究報告 

(1)中文 

趙淑珠、程小蘋（2001）。中學行政主管人員性別意識之評估研究。行政院

國科會研究計畫（NSC89-2413-H-018-031）。 

(2)英文  

Mazzeo, J., Druesne, B., Raffeld, P. C., Checketts, K. T., & Muhlstein, A. (1991). 

Comparability of computer and paper-and-pencil scores for two CL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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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examinations (College Board Rep. No. 91-5). Princeton, NJ: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6.電子媒體   

(1)中文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2001）。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諮商專業倫理守則。取

自 http://www.guidance.org.tw/ethic.shtm 

(2)英文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2005). ACA Code of Ethics. May 25, 2013, 

Retrieved from http://www.counseling.org/Resources/ 

odeOfEthics/TP/Home/CT2.aspx 

（文稿格式不符者，將退回給作者，修正後歡迎再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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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名稱：                                       （以下稱「本論文」） 

 

一、若本論文經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接受刊登，作者同意非專屬授權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

商學系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 做下述利用： 

1. 以紙本或是數位元方式出版 

2. 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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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 Board Organization - Terms and Conditions 

 The Board consists of one Editor in Chief.  

 The Editorial Board recruit members from world with a four-year term to 

participate in the editing and review process.  

 The Editorial Board consists of one to two Editor Assistants for the administrative 

work involved in the editing of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take effect as the date of the approval or amendment of the 

Editorial Board meeting.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Editorial Board 

The Operational Guidelines are developed by the board members to facilitate the 

editing and review process of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is an academic journal published 

quarterly with at least three papers per issue. Papers are published in chronological 

order of acceptance. Submissions will be reviewed within 2 months of receipt. 

 All submissions are reviewed under a process where both the authors and the referees 

are kept anonymous. Editorial board members shall refrain from making a 

recommendation of the referees for manuscripts authored by themselves.  

 Based on the referees‘ comments, the acceptance of the final the submission is 

outlined as follows:  

Final Decision 

Reviewer A 

Accept as is 
Accept after 

revision 

Re-review after 

revision 
Reject 

R
ev

iew
er B

 

Accept as is Accept as is 
Accept after 

revision 

Accept or 

re-review * 

Include a third 

reviewer 

Accept after 

revision 

Accept after 

revision 

Accept after 

revision 

Accept or 

re-review after 

revision* 

Include a third 

reviewer 

Re-review 

Accept or 

re-review after 

revision* 

Accept or 

re-review after 

revision* 

Reject or 

re-review * 

Reject or 

re-review * 

Reject 
Include a third 

reviewer 

Include a third 

reviewer 

Reject or 

re-review * 
Reject 

* Decision rests with the Editor in Chief based on the quality of the submissions and the 

reviewers’ comments. 

1. Guidelines in regard to review and copyright issues shall be developed by the 

Editorial Board to facilitate the paper review process.  

2. Contributions of each issue shall be restricted to one paper per individual as the 

first author. Each volume of the journal shall include at least two research papers 

external to the staff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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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for Paper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is a scholarly, electronic journal published quarterly 

by Center for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World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Alliance and Taiwan Counseling Net in Taiwan. The journal publishes contributions on 

many topics, such asguidance, counseling psychology, clinical psychology,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social work, psychiatry, mental health, Psychiatric nursing, occupational 

therapy, speech-language therapy, special education,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etc. 

Our purpose is to represent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academic research, enhance the 

indigenous and culture-inclusive research of counseling, and advance the trans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communication. We welcome previously 

unpublished empirical and review papers.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publishes papers in the areas of:  

1. Academic monograph, including empirical research, review essay, theory or skill 

about mental health, guidance, counseling psychology, clinical psychology,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social work, psychiatry, psychiatric nursing, occupational 

therapy, speech-language therapy, special education. 

2. Practical monograph, including method or strategy in practical experiences, 

program design and practice.  

 

Manuscript Preparation 

Submission must include a title page, the submitted manuscript, two copies of Publication 

Form. Submitted manuscripts must be written in the style outlined in the Publication 

Format of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and the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th edition). Any inconsistence with the format 

requirements will result in return of manuscripts. The authors are encouraged to correct the 

format and resubmit. All manuscripts must have Chinese and English abstracts both 

containing a maximum of 300 words (1,500 to 2,000 characters) typed in a separate page. 

Up to five keywords or brief expressions can be supplied with the abstract. A manuscript 

(including tables, figures, and both abstracts) should be limited to 30,000 Chinese words or 

15,000 English words. If manuscripts have been presented in conferences, have sponsors, 

or are adaptations of academic degree theses, it should be addressed in cover letters. 

The template of title page and Copyright Authorization Form can be found at 

http://jicp.heart.net.tw/ . All the identifying information of the authors should only appear 

on cover letters not on the title page. All authors must submit two copies of completed 

Copyright Authorization Form. 

Manuscripts must be single-spaced and typeset in 12-point word size and printed on one 

side only of A4 paper with page numbers. Each page has 38 lines and each line with 35 

http://jicp.heart.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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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words (not applicable if written in English.) There should be no line spacing 

between paragraphs. The author must supply all submitted materials on a CD in Word files 

(Word 98 or above). 

  

Publication Policies 

Upon acceptance for publication, the Department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at th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has the right to:  

 Publish the accepted manuscript in printed or electronic version  

 Provide the accepted manuscript to commercial online databases for electronically 

storage, reproduction, offering access to read, download, or print.  

 Allow the National Library or other database services to provide accepted manuscripts to 

their users  

 Make editorial change in accepted manuscripts tailored to different format requirements 

of various database services  

  

Review Process 

Upon receipt of the manuscripts, the manuscript will be evaluated by the Chief Editor to 

ensure the manuscript content fit for the purpose of the journal. Then, the Editorial Board 

recommends two experts as reviewers to undergo a masked review process. Reviewer 

comments will be forwarded to the authors. 

  

Submission 

Submissions are accepted at all times. A review process starts shortly after receipt. 

Submission materials must include a title page, three copies of the manuscript, copies of 

completed Copyright Authorization Form (each author with two copies completed) and a 

CD with all the submitted materials. Please send all materials to: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No. 1, Ji-De Road, Changhua City, Taiwan 500 R.O.C. 

Tel:886-4-723-2105 Ext.2220 

Email: jicpheart@gmail.com 

http://jicphear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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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Page 

Manuscript 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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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maximum of five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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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s) and Affiliation(s):  

(If more than one authors, please write in the order of authorship):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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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Information of the First Author and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Please include telephone and fax numbers, postal address, and email): 

Author’s Note: 

(If applicable, need to mention sources of research funds, academic theses the manuscript adapted from, 

and/or conferences the manuscript has been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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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Authorization Form 

Manuscript Tit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ill be addressed as this Manuscript throughout this form) 

1. Upon acceptance of the Manuscript, the author, I, hereby transfer and assign to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the copyright to: 

A. Publish the accepted manuscript in print or electronic forms. 

B. Provide the accepted manuscript to commercial online databases for electronic 

storage, reproduction, offering their users to read, download, and print. 

C. Permit the National Library or other database services to provide accepted 

manuscripts to their users. 

D. Adjust accepted manuscripts in order to fit different format requirements of 

various database services. 

2. The author permits the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at th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an grant the use of this Manuscript to other 

database services for free or for a cost. If it is for a cost, the money belongs to th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3. The author adheres to all related ethical guidelines throughout the process of 

completing this Manuscript. This Manuscript is an original piece of work by the 

author. The author has the right to transfer its publishing and proprietary rights. 

There is no plagiarism or violation of copyright. This form is the permission to 

publish this Manuscript. The author still holds the copyright of this Manuscript. If 

the Manuscript is prepared jointly with other authors, the completion of the 

authorization form for publication requires each author to complete this form 

separately and makes two copies of each. By signing this agreement, the author 

acknowledges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listed above. 

 

Author‘s signature: 

ID Number (or S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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