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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苦有意義、煩惱即菩提：探討華人文化中的循環反覆、辯

證思維與雙元性特質觀點作為諮商心理學本土化的重要資產 

 

王智弘 

 

摘要 

     

《道德經》有「禍福相依」的觀點、《易經》有「物極必反」的主張，儒家強調

「由剝返復、否極泰來」，佛家講「隨順因緣」、「諸法無常」，此等華人文化中循

環反覆、辯證思維與雙元特質的觀點，對本土諮商心理學的發展具有深刻的啟發，

特別是用以對治生命中的痛苦與創傷，更是具有其理論上的超越性與實務上的可

行性。所謂「受苦有其意義」、「煩惱即是菩提」，深具華人文化辯證思維的諮商

師能透過自身的經驗分享與生命體悟，與當事人探討如何去面對痛苦與創傷的生

命智慧，而對生命中自身所不易與不能改變的狀態，賦予淬鍊生命成長的價值與

意義，改變能改變的，接納不能改變的，更體認受苦與煩惱是生命成長與精神領

悟的重要課題與珍貴資糧。此等來自文化而深入民間的生命觀點，如何與現代心

理諮商專業相結合而成為心理諮商本土化的重要養分，是值得去探討的課題，而

「一次單元諮商模式」運用此等循環反覆、辯證思維與雙元特質的觀點，將「受

苦有意義、煩惱即菩提」其視為重要的諮商策略以協助面對問題的當事人，以及

「助人專業倫理雙元模式」也運用此等循環反覆、辯證思維與雙元特質的觀點，

以建構專業倫理的理論模型則可視為心理諮商運用華人文化以進行本土化的具

體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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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經》第五十八章的內容是「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

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爲奇，善復爲妖。

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在

這段文字中最被後世傳頌的當是「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這兩句話。其

中所揭示的「禍福相依」觀點，一直被為是影響了華人看待災禍挫折與幸福運氣

的一種特殊人生觀與生命態度，因「禍兮福之所倚」所以面對逆境不要懷憂喪志，

而要努力奮發，化危機為轉機，因「福兮禍之所伏」所以面對困境要有憂患意識，

而要居安思危，要未雨而綢繆，其中所蘊涵的循環反覆、辯證思維與雙元特質正

是華人文化中的珍貴資產。 

    余培林（1994）認為《道德經》所闡釋的「道」既是宇宙萬物生成的本源，

同時又是宇宙萬物變化的法則，此等變化的法則就是「反者道之動」《道德經•

第四十章》，而「反」的意義有三：一是「相反相成」、二是「反向運動」、三是

「循環反覆」：所謂的「相反相成」是指《道德經》強調相反對立又相輔相成的

相對觀點，比如提出「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道德經•

第二章》或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道德經》可說是

充滿了相對論與雙元特質的觀點；所謂的「反向運動」是指《道德經》強調表面

上是反其道而行，事實上是順勢轉進的反面作用，比如「曲則全，枉則直，漥則

盈，敝則新」《道德經•第二十二章》，或者「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道

德經•第七章》，又或者提出「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

故幾於道」《道德經•第八章》，《道德經》可說是別出心裁的強調動態迴旋以及

以退為進的觀點；所謂的「循環反覆」是指《道德經》強調道有周流不息與循環

不已的特質，比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之為

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道德經•第二十五章》，或者「致虛極，守

敬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為復命。復

命曰常」《道德經•第十六章》，也就是會「正復為奇，善復為妖」而循環不已《道

德經•第五十八章》，《道德經》強調生生不息與循環反覆的觀點。 

    《道德經》此等強調生生不息與循環反覆的觀點，可說是特別道家特別看重

「道」的創生功能，是由母性生育功能的比喻出發，然後強調陰陽相生，創生不

息，所以說「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為天地根。緜緜若存，用之不

勤」《道德經•第六章》也就是特別強調「陰」的特質、「坤」的功能；這與儒家

特別強調「陽」的特質、「乾」的功能，比如《易經•彖傳》「大哉乾元，萬物資

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終，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又有了相對相

生的對應。 

    華人文化中此等相對相生的概念是深入人心的，俗話中耳熟能詳的「塞翁失

馬、焉知非福」的故事，老子《道德經》中「禍福相倚」的說法，以及孟子中所

言「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的觀點，都反映出的是「物極必反」的辯證思維，而



 

 

viii 

 

對應於《易經》「物極必反」的主張，佛家則講「隨順因緣」、「諸法無常」，無論

儒釋道三家，此等華人文化中循環反覆、辯證思維與雙元特質的觀點，是華人文

化之特色與優勢所在（王智弘、劉淑慧、孫頌賢、夏允中，2017；余培林，1994；

李易儒，2002；劉淑慧、孫頌賢，2016；Liu, Hung, Peng, Chang, & Lu, 2016; Liu, 

Pai, & Hung, 2016）。而雙元性（duality）特質，正是華人本土化研究的重要主軸

(王智弘，2013；王智弘等，2017；吳志文、葉光輝，2011；葉光輝，2009，2017)。 

    對本土諮商心理學而言，此等華人文化中循環反覆、辯證思維與雙元特質的

觀點確實具有深刻的啟發作用，比如，結合西方倫理觀與儒家倫理觀的「助人專

業倫理雙元模型」（the duality model of helping professional ethics, 王智弘，2013，

2016）即在整合含攝西方文化的倫理觀點（強調當事人的五大權利：自主決定權、

公平待遇權、諮商受益權、免受傷害權及要求忠誠權，以及助人者的三大責任：

專業責任、倫理責任、法律責任的外在客觀理性規範）以及含攝華人儒家文化的

倫理觀點（先求盡己、再求推己的內在主觀自我修養），並受易經太極圖之啟發，

將雙元模型建構如圖 1。 

 

外在客觀理性規範 

 

內在主觀自我修養 

圖 1助人專業倫理雙元模型圖，取自王智弘，2016，含攝儒家功夫論的本土專

業倫理觀：從助人倫理雙元模型談儒家的倫理自我修為之道。台灣心理諮商季

刊，8（2），第 vii 頁。 

 

    受到華人文化中循環反覆、辯證思維與雙元特質觀點的影響，「助人專業倫

理雙元模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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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透過提供華人儒家文化的倫理觀以與西方文化倫理

觀作為相輔相成的補充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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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智弘，2017）。 

除了「助人專業倫理雙元模型」之外，「一次單元諮商模式」（single session 

counseling model, ）（王智弘、楊淳斐，2016）也是運用此等循環反覆、辯

證思維與雙元特質的觀點而建構之本土諮商模式，其將「受苦有意義、煩惱即菩

提」視為重要的諮商策略以協助面對困境的當事人，基於心理諮商的助人專業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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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深具華人文化辯證思維的諮商師能透過自身的經驗分享與生命體悟，與當事

人探討如何去面對痛苦與創傷的生命智慧，而對生命中自身所不易與不能改變的

狀態，賦予淬鍊生命成長的價值與意義，改變能改變的，接納不能改變的，更體

認受苦與煩惱是生命成長與精神領悟的重要課題與珍貴資糧。藉此以幫助面臨困

境的當事人，特別是遭遇重大挫折與打擊的苦主，協助他（她）們對治生命中的

痛苦與創傷。此等來自文化而深入民間的生命觀點，如何與現代心理諮商專業相

結合而成為心理諮商本土化的重要養分，以建構諮商專業的理論模型，則可視為

心理諮商運用華人文化以進行本土化的具體嚐試，更是具有其理論上的超越性與

實務上的可行性，是值得去探討的課題。 

    而本期的三篇論文即是著眼於華人痛苦經驗的本土化研究：首先是陳婉真、

江守峻、黃禎慧與吳國慶（2017）所撰寫的「初探關係創傷經驗在長期諮商之樣

貌與影響：從心理師的觀點」一文，透過質性訪談研究方式以談討「關係創傷」

的成因與樣貌，並歸納出「關係創傷」對諮商歷程與諮商關係的影響，此一研究

的研究構思乃在重新檢視在本土文化脈絡下的創傷歷程可能有別於西方的創傷

觀點，由於過往國內外心理創傷的研究大多著眼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觀點，

但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著重在創傷事件的衝擊與往後心理壓力導致的適應性反應，

而此等觀點其自對戰後軍人心理困擾轉變成普遍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研究，所

以其定義與診斷皆屬西方文化下之產物，此一研究意欲另起爐灶，探討在華人社

會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的「關係」脈絡，並以余德慧等人（2004）主張由於華

人在乎關係的親密程度遠高於其他文化，關係的情感層面受阻對華人帶來的痛苦

感受可更為巨大，以及徐欣萍與黃光國所主張（2013）華人的「關係主義」文化，

可能發展出獨特的關係脈絡及本土心理諮商方式為立論基礎，故該研究以從事長

期心理諮商的專業人員為訪談對象，企圖理解在華人文化脈絡下個人與主要照顧

者間所生「關係創傷」的風貌及其對諮商產生的影響，此一研究可望開展「關係

創傷」與本土「關係創傷」諮商之研究方向，而為本土諮商心理學理論與現象研

究添柴加火，值得期待。 

    其次是黃姝文（2017）所撰寫的「本土喪親家庭母女悲傷諮商研究」則是在

探討本土喪親母女接受悲傷諮商後對家庭整體、母女個人的悲傷變化歷程，此一

研究觀察到華人在悲傷情緒的表達上是非開放、隱含內斂的，家庭悲傷情緒共享

未必會表現出安慰的語言或肢體碰觸，而是會透過在認知層面上分享彼此對悲傷

的看法，停留在悲傷時刻，共享悲傷情緒，此等「家人理解」且共享難過的華人

經驗，已具有重大的悲傷支持效果，因此當華人的喪親家庭在面對西方文化式鼓

勵情感宣洩與肢體互動的諮商介入時，所產生的抗拒行為，實與華人情感屬於內

斂表達的文化有關，因此研究者建議在本土喪親家庭的悲傷諮商實務與專業養成

教育中，可能不宜將西方的悲傷諮商模式硬套到東方的悲傷家庭中，尊重家庭系

統原有的獨特性可能要優於悲傷諮商的介入，並在進行諮商時隨時敏覺華人文化

的影響，包括宜重視對喪親夢境的因應與處理，此一研究對華人的本土家庭諮商

與悲傷諮商可望帶來了新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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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是李彥徵與陳秉華（2017）所撰寫的「以愛化傷：促進基督徒饒恕的靈

性因子之探究」，此一研究在探究基督徒在經歷關係的受傷後，如何在基督教信

仰的靈性經驗中展開饒恕的歷程，並探究其中促進基督徒饒恕的靈性因子，以了

解基督徒如何在信仰脈絡下運用靈性因子以展開饒恕歷程及其所產生之意義，其

以現象學研究的觀點進行質性訪談，並發現饒恕是基督徒面對傷害的一種正向因

應方式，也是其信仰之實踐；靈性是一種資源可做為促進饒恕的重要因子；信仰

與心理諮商可加以整合以發展出基督徒的饒恕心理諮商，研究者並強調陳秉華、

范嵐欣、程玲玲（2014）所主張基督徒心理師在提供融入基督宗教與靈性諮商前，

應接受相關訓練與督導，並相關的倫理議題和處理原則有充分的認識，以確保能

提供有效且合乎專業倫理的協助，同時對華人基督徒心理師而言，在進行基督信

仰與心理諮商整合外，亦宜將華人文化（比如「恕」的文化）納入基督信仰與心

理諮商的對話之中，並處理、消融與統整其中可能的觀點差異，此一研究對於開

展本土的靈性諮商研究可望帶來研究方法與理路上的啟發。 

    統整上述的研究，本期特以「本土關係傷害諮商研究」為主題，而在以關係

主義文化脈絡為主軸的華人社會中（黃光國，2009；Hwang, 2012），面對關係傷

害的生命困境，如何以「循環反覆」、「辯證思維」與「雙元特質」的華人文化觀

點以建構本土的諮商實務與理論模式，並以「受苦有意義、煩惱即菩提」的華人

文化智慧與諮商策略以協助面對困境的華人當事人，結合心理諮商的助人專業特

性與華人文化的辯證思維，與當事人探討如何去面對痛苦與創傷的生命智慧，可

能是華人的助人專業人員與研究人員，值得去持續探討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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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ffering is Meaningful, Affliction Is Bodhi: Exploring 

Cyclical Repetition, Dialectical Thinking and Duality 

Characteristics in Chinese Culture as Important Resources 

for Indigenization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Chih-Hung Wang 
 

Abstract 
The Tao Te Ching upholds the view that "fortune and misfortune are 
interdependent," the Book of Changes believes that "the extremes of matter 
must be reversed, " Confucianism emphasizes that " after a storm comes 
calm " and Buddhism speaks of "following the cause" and "the 
impermanence of law." These Chinese cultural views of cyclical repetition, 
dialectical thinking and duality characteristics have profound implic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In particular, the 
concepts of "following the cause" and "the impermanence of law" offer 
theoretical transcendence and practical feasibility in the approach to life's 
pain and trauma. With the belief that "Suffering is Meaningful, Affliction 
Is Bodhi," counselors with Chinese cultural dialectical thinking can share 
their life experiences and understanding with clients, discuss the life 
wisdom of confronting pain and trauma, and making sense of life's difficult 
and unchangeable value and meaning. Through these concepts, clients can 
learn to change that which can be changed, accept that which cannot be 
changed, and discern suffering and trouble as important issues and precious 
resources for life growth and spiritual enlightenment. Therefore, 
incorporating these traditional and Chinese mentality based life 
perspectives into modern professional counseling to cultivate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is a topic worth exploring. For example, using 
cyclical-repetitive, dialectical and duality characteristics perspectives to 
incorporate "Suffering is Meaningful, Affliction Is Bodhi" thinking in 
single-session counseling models is an important counseling strategy to 
help clients confront difficulties. Furthermore, the duality model for 
helping profession ethics also uses such perspectives of cyclical-repetitive, 
dialectical and duality characteristics in its theoretical model for 
professional ethics. These abovementioned practices can be regarded as 
concrete attempts to indigenize counseling psychology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Cyclical Repetition, Dialectical Thinking, Duality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Culture,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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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關係創傷經驗在長期諮商之樣貌與影響： 

從心理師的觀點 
 

陳婉真＊ 江守峻 黃禎慧 吳國慶 

 

摘要 

本研究呈現在長期諮商中，個案出現關係創傷的成因與樣貌，並歸納出關係

創傷對諮商歷程與諮商關係的影響。研究訪談五位具有長期諮商經驗的心理師，

並針對個案關係創傷的表徵，進行半結構式深度訪談。經由研究者反覆理解與分

析比較訪談內容，以內容分析法進行編碼和資料分析，詳實呈現心理師所察覺個

案的關係創傷樣貌，以及如何透過長期諮商關係處理個案的關係創傷經驗。研究

結果顯示：（1）關係創傷普遍發生在出現人際困擾的個案身上，成因大多與主要

照顧者有關，關係創傷對個案造成重大影響的主要原因包括：受傷的關係成為唯

一的關係與依賴關係的混亂；（2）個案為了避免關係創傷的重現，會出現回憶干

擾型反應，如空白記憶、昏睡以及知覺窄化，另外關係創傷會造成的生存意義空

虛，由於個案長期感受到不安全的環境和衝突的關係，讓個案無法相信他人，也

同樣地無法相信自己，對自己的價值充滿困惑與矛盾；以及（3）由於關係創傷

所衍生的依賴焦慮，個案在諮商關係中為靠近與疏遠並存，對諮商關係感到焦慮

和恐懼。因此，心理師要能穩定的對待個案，並且幫助個案察覺對心理師的依賴

焦慮，藉此更加理解個案害怕的人際結果。最後，透過個案對心理師同時出現正

負並存的衝突形象，克服早期創傷經驗對個案形成的關係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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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關係」是個體生存於世的重要基礎。楊國樞（1992）認為，華人社會最富

動力的特徵為「關係取向」，指華人經常以關係為重，將關係視為個人生活的核

心。正因如此，關係對於個體的影響性顯而易見；華人相當依賴、重視關係，容

易將關係視為生存的核心價值；如此一來，因關係良莠所帶來之創傷經驗，亦在

所難免。不過，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本文並非從文化心理學或社會心理學的觀點，

去闡釋關係本質的起源或是關係創傷的文化意涵，而是就實務工作者的經驗，從

諮商心理學的角度出發，探討因關係而造成創傷的個體所呈現的人際困擾，以及

實務工作者如何詮釋與看待個案的關係創傷，企求由實務經驗形塑出關係創傷的

概念，以期學界與實務界能共同來討論此議題在文化、社會與個體層面的意義。 

目前，國內外學者對於關係創傷尚未有明確的定義與統整，以致各方說法不

一，導致關係創傷尚未被視為是主要的心理困擾之一。另外，欲探討關係創傷對

個案造成的全面影響，有賴於心理師長期諮商的實務工作經驗，但在國內能夠大

量進行長期諮商的心理師並不是相當普遍，也增加了從事本研究主題的難度。因

此，研究者嘗試以「初探」的角度，針對關係創傷的定義、成因、樣貌與影響加

以釐清。本文之目的在於，試圖透過深度訪談進行長期諮商的心理師，經由心理

師所累積的實務經驗分享，將「關係創傷」此一現象予以呈現，並闡述個案關係

創傷經驗在長期諮商之樣貌與影響，增進實務工作者對於關係創傷的理解，方得

以在未來能夠進一步去探討關係創傷個案的諮商策略與處遇。 

 

一、 關係創傷的定義 

 

心理創傷（psychological trauma）指個體受到未預期的威脅事件所產生的心

理反應，包含極端的情緒狀態與對事件的過度反應，因此個體感受到威脅、焦慮，

並持續處於高度警覺狀態（Armsworth & Holaday, 1993; Briere & Scott, 2006）；人

際創傷（interpersonal trauma）是心理創傷的一個種類，特別指個體的威脅事件是

遭受親人或陌生人在身體、心理或性方面的暴力對待（Wiltgen, Arbona, Frankel, 

& Frueh, 2015）；另外，部分研究又將人際創傷的範圍限定於加害者為父母或重

要他人，因為該議題最能突顯出個體重要人際關係的失落，而且此失落乃因被拋

棄、忽略或受虐以致於讓個體失去信任感（Anderson & Gedo, 2013; Chen, 2016; 

Finding, Bratton, & Henson, 2006; Schreiber & Lyddon, 1998），並稱之為關係創傷

（relational trauma）。 

陳婉真（2015）根據依賴關係為基礎、並以親近的加害人為原則，從實務經

驗的歸納分析進一步定義關係創傷為：「在早期的依賴關係，被依賴者施予拋棄、

忽略與虐待，使依賴者經驗無法因應的極度恐懼，既無法預測結束，也無法逃離，

進入失去所有關係的連結。」上述之定義清楚地呈現關係創傷出現的要件，也就

是關係創傷是源自於早期的依賴關係，個體受到被依賴者（經常是主要照顧者）

的負面對待，因而造成個體對於關係的不確定性與恐懼，以及其進一步表示關係

創傷帶來的恐懼是「失去所有關係的連結」。失去所有關係的連結，讓個體感受

到四周一片死寂，只剩下自己一個人，承受的恐懼變得沒有盡頭，讓個體覺得快

溺斃或墜入黑洞。創傷經驗重現就是再度經歷這樣的恐懼，於是個體必然是盡其

所能地迴避或逃離。因此，關係創傷是屬於心理創傷中的人際創傷之ㄧ，並且是

來自於與主要照顧者早期的依賴關係所形成。 

另外，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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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ental Disorders, Fifth Edition，簡稱 DSM-5）曾試圖提案新增兒童創傷後壓力

症候群的亞型（subtype），此亞型界定創傷事件發生於孩童六歲以前親密關係的

創傷經驗，但最終定稿版並未出現此診斷（歐陽文貞，2013）。由此可推論個體

幼年時期的創傷經驗已逐漸受到重視，而且與重要他人的關係創傷可能在未來亦

會成為精神疾病的診斷標準。因此，本研究仍將早期的關係創傷定義為六歲以前

與主要照顧者的依賴關係衝突。 

 

二、早期關係創傷的影響 

 

關係創傷可能對個體的各方面發展與整體生活造成一輩子的負面影響。研究

調查發現，兒童遭受關係創傷的比例相當高，全世界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兒童曾經

被身體虐待的經驗，由於兒童腦部處於發育階段，而且創傷的來源通常是兒童親

密的重要他人，創傷事件往往是重複的、長期的、且關係本質複雜的，因此兒童

時期發生的關係創傷對個體所造成的影響更為深刻與長遠（Lieberman, Chu, Van 

Horn, & Harris, 2011; Widera-Wysoczańska & Kuczynska, 2010）。當創傷事件破壞

兒童的親密關係，兒童強烈感受到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而且兒童時期遭遇關係

創傷事件，會增加其衝動行為、注意力與意識的混亂、思考基模改變並產生內在

困境，關係際創傷事件對兒童的自我概念、周圍環境的認知與自我控制能力均造

成負面影響（Parker & Asher, 1987; Wamser‐Nanney & Vandenberg, 2013）。 

另外，兒童缺乏處理複雜壓力事件的認知能力，創傷事件直接衝擊的是兒童

的內在世界，包含依附型式的負向改變、難以與人建立信任感、社交技能的減低、

無法建立良好的社會互動、角色取代能力的缺乏以及與他人不清楚的界限

（DePrince, Chu, & Combs, 2008; Perlman, Kalish, & Pollak, 2008）。所以，早期關

係創傷不但對個體成長過程產生全面性的負面影響，對於個體人際關係方面的心

理衝突與困擾更有顯著的影響力。 

 

三、關係創傷對個案目前人際困擾的影響 

 

早期關係創傷對個體影響相當深遠，而且會持續影響到個體成年後發展，關

係創傷對於個體失功能的人際關係，具有最顯著的負面影響。從 Bowlby（1973）

的依附理論觀點來看，個體的發展是由探索依附系統以達到適應外在環境和生存

的目的。依附理論假定自我控制能力是從個體與照顧者的關係發展而來，兩者之

間的交流是個體自我控制能力發展的基礎。隨著個體的發展，依附系統會隨之擴

張，並且增加其複雜程度（Bartholomew & Horowitz, 1991; Padykula & Conklin, 

2010）；反之，如果個體難以與依附對象維持連結，就會缺乏調節內在狀態與適

應外在環境的能力。因此，關係創傷的恢復需要新的依附關係建立，包含信任感

的建立、自信心恢復、安全感獲得、以及愛的連結（Perry & Szalavitz, 2006）。 

個案早期的關係創傷經驗往往是其人際問題的核心，基於關係創傷所形成的

人際模式，最重要的就是：迴避再度經歷關係創傷。在個案人際關係發展的過程

中，個案可能會預期人際結果的失焦、空白與恐懼反應或是過度抑制自己的情緒

反應，於是可能迴避與人際接觸、形成人際退縮，同時也失去人際親密的機會，

造成對自我與對環境的負面建構（Kuo, Goldin, Werner, Heimberg, & Gross, 2001）。

因此，人際問題的解決不僅包括個案的人際模式改變，更涉及維持不良人際模式

的內在性格，在諮商歷程中，調整與改變個案的內在結構，成為解決人際問題的

重要關鍵。然而，個案的關係創傷經驗，亦會影響諮商關係的進展，個案對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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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抗拒，可能與個案的情緒疏離或關係混淆有關（陳婉真，2015）。 

 

四、透過長期諮商關係協助個案克服關係創傷經驗 

 

具有人際困擾的個案會以早年扭曲的人際關係模式與心理師互動，個案內在

的矛盾和困境源於自己無法理解其他的關係互動方式，但是卻又渴望修復這些關

係的不足之處。因此，要讓個案的關係創傷經驗產生改變，重點在於個案與心理

師所建立的長期諮商關係（Cashdan, 1988; Safran & Muran, 2006; Wachtel, 2008）。 

長期心理諮商係指超過六個月或十二個月以上的連續諮商歷程，最重要的意

義在於改變個體對於自己與對於重要他人的觀點，進而改變自身的人格建構與人

際關係經驗，使個案在現實生活中有更好的適應型態（吳麗雲，2002；連廷嘉，

2000）。傳統精神分析學派是長期心理諮商的發源，其諮商模式影響了後續諸多

心理諮商取向的架構，如：客體關係取向、心理動力取向、人際歷程取向以及關

係取向，皆主張個案須經歷長時間諮商歷程中的覺察與修通，才能獲得改變的契

機（Luborsky, O’Reilly-Landry, & Arlow, 2008）。Leichsenring 和 Rabung（2011）

認為接受長期心理諮商的個案比短期歷程在複雜的心理疾患或人際困擾上有更

好的成效，長期心理諮商有益於個案透過良好的諮商關係，獲得涵容的支持環境。

因此，如何讓個案在諮商關係中面對自己原有的人際焦慮、重新體驗新的正向關

係經驗，並且從中獲得矯正性情緒經驗（correc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藉以改

變原有的人際關係模式，是長期諮商獨特的價值。 

 

五、研究目的 

 

本研究由心理師觀點，深入探究個案關係創傷經驗在諮商歷程的三個議題： 

（一）個案關係創傷經驗的重現與反應：關係創傷經驗起源在於個案從小與

重要他人重複的互動所致，重要他人常為父母或主要照顧者；長期諮商為了改變

個案現在的人際關係模式，過去的關係創傷經驗是重要的討論議題，因此首要理

解個案如何展現關係創傷經驗。 

（二）個案關係創傷經驗對於諮商關係的影響：當個案想要藉由諮商關係體

驗不同的人際經驗時，過去的關係創傷經驗將如何阻礙緊密諮商關係的進展。 

（三）透過諮商關係協助個案因應關係創傷經驗：探討長期諮商如何協助個

案透過諮商關係的體驗，逐步降低過去創傷經驗對目前人際關係模式的影響。 

 

貳、研究方法 

 

一、 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共邀請五位心理師分別接受兩次深度訪談，每次約 60-90 分鐘，其

討論的個案皆在六歲之前出現關係創傷經驗，基本資料請見表 1。因期望透過深

度訪談蒐集心理師如何察覺個案的關係創傷經驗，並理解創傷經驗對於諮商關係

之影響與其因應作法，故設定研究參與者標準為：（1）具備合格之臨床心理師或

諮商心理師證照，且執業五年以上；（2）進行諮商工作取向以關係取向或動力取

向為主；（3）進行諮商的方式以長期諮商（超過一年）為主要方式，且每週一次、

諮商時間超過一年的個案至少有五位以上；以及（4）心理師所討論的個案，並

在訪談前均同意心理師就諮商內容以匿名、去連結化保護的方式接受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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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受訪者基本資料 

受訪者 
性

別 

訪談 

時間 

教育 

背景 
諮商取向 執業場所 

接觸個案族

群 

A 心理師 男 
65 分鐘 

85 分鐘 

心理所

碩士 
關係取向 

心理治療所 

精神科醫院 

高中輔導室 

成人為主 

B 心理師 女 
70 分鐘 

60 分鐘 

心理所

碩士 
關係取向 

心理治療所 

大專院校諮商

中心 

成人與大學

生為主 

C 心理師 男 
80 分鐘 

90 分鐘 

諮商所

博士 

人際歷程

取向 

大專院校諮商

中心 
大學生為主 

D 心理師 女 
90 分鐘 

85 分鐘 

心理所

碩士 
心理動力 

心理諮商所 

大專院校諮商

中心 

成人與大學

生為主 

E 心理師 女 
60 分鐘 

65 分鐘 

教育所

碩士 

心理動力 

家族治療

取向 

大專院校身心

健康中心 

家扶中心 

成人與大學

生為主 

 

二、 研究者角色與背景 

 

本研究共有四位研究者參與，第一位研究者擔任大專院校輔導與諮商相關系

所教師，帶領研究生兼職與全職實習經驗超過十年，具有發表質性研究的能力，

且有合格的心理師證照；第二位研究者就讀大專院校輔導與諮商相關系所碩士班，

具有執行與發表質性研究的能力；第三位研究者就讀大專院校輔導與諮商相關系

所博士班，具心理師證照、諮商經驗以及質性研究經驗；第四位研究者為心理治

療所的所長，進行長期諮商已超過 25 年。第一研究者指導與協助研究進行，研

究訪談由第二與第三研究者負責進行，四位研究者共同討論與進行質性分析。 

 

三、研究工具 

 

（一）基本資料表 

在進行訪談前，請受訪者填寫心理師基本資料表，其內容包含姓名、性別、

年齡、學歷，以及從事諮商工作相關經歷等。 

 

（二）訪談大綱 

訪談大綱的擬定是依據文獻中關於個案之關係創傷經驗於諮商關係中的重

現、影響與心理師之因應，研究者自身諮商實務經驗以及進行試探性訪談後修訂

而成，並以半結構式的訪談大綱進行深度訪談。訪談大綱的內容主要分為三個部

分：（1）個案如何在諮商歷程中呈現關係創傷經驗、（2）個案關係創傷後的因應

與其生活或人際關係模式的關聯以及（3）個案關係創傷經驗對諮商關係的影響。

研究者以事先設計之訪談大綱為訪談依據，實際進行訪談時會根據受訪者之回答

再行追問，催化受訪者深入探討個案關係創傷經驗在諮商歷程的呈現與對諮商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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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影響。 

 

三、 研究程序 

 

（一）進行試探性研究 

在進行正式訪談之前，研究者先邀請一位心理師進行試探性研究，以作為訪

談大綱與研究資料分析修正之依據。 

 

（二）邀請正式研究參與者 

由於研究參與者的獨特性，本研究以方便取樣的方式，邀請研究者人際網路

中進行長期心理諮商工作的心理師為研究對象。另採滾雪球的方式，透過心理師

邀約其認識的其他心理師，以便邀請更多的研究參與者。 

 

（三）進行訪談資料蒐集 

對於每位研究參與者進行兩次之深度訪談，每次訪談時間約 60-90 分鐘，

第一次訪談主要針對個案關係創傷經驗於諮商關係之重現與影響，以及心理師如

何透過諮商關係協助個案因應其關係創傷經驗；第二次訪談時間則於整理完第一

次訪談結果之後再次訪談，對上次訪談結果進行補充、澄清、修正以及重要關鍵

的後續追問。訪談進行的過程在徵得研究參與者同意下全程錄音，訪談結束後立

即書寫研究札記，確實記錄訪談過程中非語言的訊息、觀察與省思，以作為資料

分析之參考。 

 

四、 資料分析方式 

 

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主要探討心理師在實務工作中，所接觸到個案的關

係創傷樣貌，並透過研究者群共同討論與反覆閱讀，以釐清關係創傷之核心概念。 

 

（一）逐字稿資料整理 

研究者取得受訪者的同意後，將訪談內容全程錄音並謄寫逐字稿，逐字稿完

成後交付受訪者確認、補充和校正，確保逐字稿符合受訪者原意。除此之外，研

究者將過度詳細的個案描述予以修改，再交付給受訪者確認。 

 

（二）反覆閱讀理解逐字稿 

研究者分別閱讀本研究訪談之逐字稿，以對關係創傷的概念和脈絡有所掌握，

接著進行編碼分析（Morrow & Smith, 2000），將資料概念化、比較與解釋，把其

中的意義單元進行歸類編碼，接著訂定出較高層次的範疇。 

 

（三）開放式編碼（open coding） 

首先，研究者不斷反覆閱讀逐字稿內容，釐清訪談中每一句對話之意涵，以

及其背後所牽涉的個案描述，達到分類各句對話成單一意涵。再者，研究者將各

自形成之語句意涵進行比對，經由討論分析後，再獨立進行修改，反覆校對以達

到開放式編碼一致性。本研究編碼字型以標楷體顯示，並置於括號中，編碼依照

受訪者排序以大寫英文 A、B、C、D、E，如編碼 A-1-54，即為 A 受訪者的第一

次訪談之第 54 句段落。最後，歸類各語句以形成類別（category）項目，各類別

項目包含語句中關鍵和重要的意涵，以高一層次的概念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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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軸編碼（axial coding） 

完成開放式編碼後，研究者比對類別項目，經由頻繁討論和修改，找出開放

式編碼脈絡性的共通核心概念，並刪去與關係創傷無關之類別項目，主軸編碼包

括關係創傷起因、關係創傷樣貌以及關係創傷與依賴焦慮。 

 

（五）信效度檢核 

為確保研究信效度，除將逐字稿交由受訪者再次確認外，研究者共同進行分

析比較內容，並分別獨立完成第一階段的開放式編碼，經過三位研究者共同討論

後，將逐字稿各段編碼歸類到 .8 以上之一致性，才進行下一步的資料分析與主

軸編碼。最後全部研究資料經比對後達 .83 之一致性。 

 

六、研究倫理 

 

研究者皆曾參與研究倫理的訓練課程，並在訪談前向受訪者說明本研究目的、

方法與資料保密的作法，受訪者同意後才簽署知後同意書。訪談後，研究者亦寄

回謄寫的逐字稿給受訪者予以確認內容無誤，方進行本研究的資料分析。 

 
參、研究結果與討論 

 
在呈現研究結果之前，需先說明本結果是奠基於一項重要前提，亦即受訪者

一致認為，關係創傷唯有在長期諮商中才得以清晰與完整的呈現。 

「這個主題是長期治療才能看到的。你需要有效率地等待，等待時間的醞釀、

等待關係接受考驗。」（A-1-15） 

「她跟我談了超過五年，說真的，也算是再磨練我的功力，在她身上慢慢看

到、體悟到關係創傷對她的影響…有時候我們關係之間的張力是相當大的，我知

道她一直很努力在維繫。」（B-1-26） 

「她跟我談了有兩年或是更久，這些像是關係創傷、心理困擾都可以很明顯

的感受，那也因為接這麼久，印象會特別深刻，她在會談過程中的行為、反應跟

情緒。」（C-1-20） 

「談到這個議題，我認為是個案也需要有好的心理能力啦!我向來是做長期為

主，在你們來之前，我先統整一下我這些年的接案經驗，有一個個案是很適合談

得啦!」（D-1-225） 

「我的感覺是短期諮商不容易看見這些層面。這麼說不是在說取向或學派的

原因，導致個案特別做得長不長，而是一種過程，如果有機會做長期個案的話，

個案糾結、複雜的關係會出現，你才有機會去處理。」（E-1-10） 

 

由上述可知，為了掌握關係創傷的內涵，邀請的受訪者都提到需要有長期諮

商的經驗，才可以觀察、感受或描述個案的關係創傷。所以，為了使個案的關係

創傷經驗能產生改變，心理師需要與個案維持長期諮商關係，以逐漸地協助個案

處理心理議題（Cashdan, 1988; Safran & Muran, 2006）。故基於本前提，研究者將

訪談結果歸納出三個主軸，包括：關係創傷起因、關係創傷的樣貌以及關係創傷

與依賴焦慮，以下茲分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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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關係創傷起因 

 

本節藉由研究訪談分析，釐清關係創傷之起因。首先，關係創傷大多來自早

期家庭經驗，也就是個案與主要照顧者的關係即為關係創傷之肇因。對個案而言，

脫離此關係是相當困難的，因為生活一切賴以維生皆從主要照顧者而來，脫離關

係等同於切斷自己的生存命脈。另外，關係創傷可能同時具有普遍性，所有受訪

心理師均表示個案的關係創傷經驗是相當常見的，且接受長期心理服務的個案，

往往與關係創傷有關。 

 

（一）關係創傷源於早期經驗：唯一的關係 

關係創傷主要來自個案與主要照顧者的關係。個案年幼時身心發展狀態的易

脆性，造成主要照顧者似乎可以控制與主宰個案的一切。雖然個案在關係中痛苦、

焦慮不安，但是無法逃離的現實困境，造成個案產生矛盾的情感衝突。 

「因為小時候的呵護環境，這個被依賴的對象，比如說這名個案就是父親，

就等於是個體的全部。」（A-1-86） 

「她主要的創傷來源其實是母親，那因她母親是某個專業領域表現很好的一

個人物，然後，她母親在專業領域上真的表現很傑出…所以對她來說，她從小好

像母親講的永遠是對的，她不能有自己的聲音。」（B-1-55） 

「我印象很深刻是一位兒時受虐當事人的一張畫，這張畫裡有兩個人，一個

是媽媽，一個是小孩的她，媽媽拿棍子打她。這兩個人用一個牢籠關起來，再添

上許多鐵柵欄，想逃也逃不掉，就這樣一直待在籠裡。」（C-1-40） 

「我的個案曾經說過：『我是小孩，我需要媽媽，有時候媽媽很可怕，我的世

界裡卻只有媽媽』，那那他能怎麼辦?」（D-1-91） 

「黃先生提到印度教裡的濕婆神，祂是掌握死亡與豐盛的共同體，這讓他想

到只有父母才有這樣的能力，因為孩子是沒有選擇的！」（E-1-120） 

 

早期的關係創傷，讓個案感受到唯一的親密依賴關係是令人懼怕的，這可能

讓他們失去再度信任的能力。於是，個體難以從日後與他人的關係中獲得不同於

原有親密關係的新關係經驗，也等同於被控制在原有的關係系統中，呈現封閉的

情況（Joubert, Webster, & Hackett, 2012）。 

 

（二）關係創傷的矛盾：依賴關係的混亂 

依賴關係形成的關係創傷，讓所依賴的親近者變得充滿混亂感與不確定感，

帶給個體強烈的疑惑與不解。個體無法清楚地定位依賴關係，造成對依賴關係的

混亂與所依賴的親近者形象上的衝突。關係混亂主要包括「保護者與加害者的混

亂」與「依賴者與被依賴者的混亂」。 

1. 保護者與加害者的混亂 

父母原為孩子的保護者，理應呵護、照顧著孩子的生活起居，讓孩子可以安

心地依賴父母而成長、茁壯；然而，在孩子成長的過程，若是加害者同時是孩子

的父親或母親，則會出現「保護者與加害者的混亂」，讓孩子的關係世界變得不

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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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親子關係上她一直都是被說不對的人，一直被要求媽媽要你做的事，如

果沒有的話就是大罵、大吵、或不給她錢。所以對她來說會覺得憑什麼，但卻也

沒辦法脫離那個關係。」（B-1-62） 

「即便那個孩子在這個家裡面受到很多，例如說被施虐、被唾棄，或是說大

人覺得很不好的一種對待，可是她的資源還是在這個家裡面，所以她對主要關係

照顧者，也會有矛盾。」（C-1-55） 

「某個片段她覺得她爸媽很好很愛她，某個片段爸爸打她，她又覺得他不愛

她了，所以其實她也說不清楚這個感覺。」（C-1-79） 

「那我個案有說過：『我需要媽媽，我害怕媽媽，沒人救我，也不知道躲到哪

裡？』你想想這樣個案會多麼不知所措！」（D1-101） 

「其實他心裡有一種矛盾，他其實很想要貶抑爸爸媽媽，很想不信任爸爸媽

媽，可是他又覺得有罪惡感，愛他們又討厭他們的罪惡感，有時候就覺得應該是

自己很差吧！才會被這樣的對待......」（E-1-135） 

當期待中的保護者變成實際上的加害者，在經歷關係創傷之餘，個體會開始

思索如何跟原先所依賴的對象（通常為父親或母親）相處。這時候個體對於保護

者變成加害者的疑惑亦可能會出現，個體必須去解決這個疑惑，以保全依賴的親

密關係，讓親密關係能夠依舊存續，但是個體也需要找出避免再度經歷關係創傷

的方法。有些個體會以負向的自我來保全關係，就像 E 心理師所描述的個案，隔

開這種衝突的被依賴者形象，迴避面對這種關係上的基本疑惑。個體慣用迴避的

方式因應「保護者與加害者是同一個人」的疑惑，是因為一旦停駐在這種疑惑之

中，將引發個體對人理解的混亂，也會引發經歷過去關係創傷的高度恐懼。此現

象與過去研究指出，受暴兒童與青少年對於施虐親人有複雜矛盾及兩極化的情感

有關，他們無法辨別家庭暴力的成因，也會對暴力情境無法改變而覺得沮喪或自

責，因此對人產生不信任感、無法擁有正向和諧的人際互動、與異性難以建立親

密關係，此種複雜糾葛的情緒常帶給自己混亂的生活，同時會學習到以暴力解決

問題或是產生攻擊、退縮、逃家、自我傷害等反社會行為（董旭英、譚子文，2011；

Carris, Sheeber, & Howe, 1998）。 

2. 依賴者與被依賴者的混亂 

孩子的認知功能雖然未臻成熟，但是感受的能力卻相當敏銳、甚至可以完全

吸收父母的混亂與遠超過其年齡的沈重情緒；從受訪心理師的分析可以看出，當

父母是焦慮不安的，孩子一方面必須去扮演「倒錯」的角色，也就是反過頭來努

力地去安定父母，這時他們可能要壓抑自己的需要；另一方面，父母的焦慮不安

也讓孩子跟著焦慮不安，導致孩子也變得焦慮不安，如此一來孩子對父母的依賴

愈是加劇，但矛盾的是，孩子卻只能依賴著同樣無助的父母，這種關係讓孩子感

到極度的衝突與不安，造成「依賴者與被依賴者的混亂」。 

「有些隨時瀕臨情緒崩潰邊緣的父母，困在自己的情緒漩渦，一時無法自拔，

把自己的孩子當成自己的大洋娃娃，盡情地將心中混亂的情緒，向孩子傾吐或宣

洩，甚至是施虐，以為年幼、聽話的孩子，如同大洋娃娃一樣是沒有感受的。」

（A-2-69） 

「她說從小到大，我的媽媽一直跟我傾訴奶奶對她的傷害，每次我看著她眼

睛紅紅、很委屈的樣子，好像隨時都會離家出走，我怎麼敢把心中的害怕告訴她...」

（B-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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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曾說我媽就是常常抱怨爸爸這裡不好、那裡不好，希望我有能力替她

解決她的困難，可是我還那麼小、什麼也不懂，能幫忙她的想也知道也很有限，

阿有時不懂也只好裝懂...我也很害怕阿，不然我有那麼厲害喔...」（D-1-132） 

當加害者對被害者亦會有強烈的情緒依賴，這種依賴使得被害人更難選擇離

開加害者或停止認同加害者。研究指出，親密關係暴力之孩子在功能不良的父母

關係中被撕裂與拉扯，情緒層面缺乏安全感、無助、焦慮、害怕、恐懼、沮喪、

憤怒；認知層面產生對施暴者感到矛盾，受暴者視子女為情緒出口時，除了讓其

心理無法負荷，嚴重者更無法分辨父母及自己的情緒，影響自我存在感；生理層

面出現暴力畫面閃現的情況；人際關係層面則為膽怯、退縮、無自信（張高賓，

2013；Peltonen, Ellonen, Larsen, & Helweg-Larsen, 2010）。 

 

二、 關係創傷呈現的樣貌 

 

關係創傷雖然普遍存在，但個案往往難以察覺，因為創傷經驗由來已久，且

不斷影響、干擾其原有生活，導致為了因應關係創傷而出現的生活方式，已成為

目前習以為常的模式。因此，洞察關係創傷之樣貌在諮商實務工作中具有重要意

義，儘管個案展現關係創傷的樣貌會因人而異，但是大致上可歸類成主要的兩種

樣貌，其焦點均在於如何避免關係創傷的重現。研究結果分析發現：（1）個案通

常會使用回憶干擾型情緒反應來阻絕創傷經驗的回溯，也就是中斷相關記憶、昏

睡與知覺窄化等會產生茫然失措的現象，以停止關係創傷的重現；（2）關係創傷

經常會讓個案出現生存意義空虛，由於個案長期處於關係創傷之中，不安全的環

境和衝突的關係讓個案無法相信他人，也同樣地無法相信自己，對自己的價值充

滿困惑與矛盾，最終導致個案對生命沒有熱情、對未來沒有希望。 

 

（一）避免創傷重現：回憶干擾型反應 

1. 空白記憶 

記憶的空白，對許多人說也許會造成困擾，然而，對曾有痛苦創傷經驗之人，

記憶空白反而是某種程度上的解脫，避免極度痛苦的回憶反覆出現。 

「對這位個案來講，過去生命裡有些地方是空白的，比方說他六歲之前就忘

光…，就是生命過程遇到傷害，所以他沒有辦法連貫，可是生命當然是連貫的。」

（A-1-99） 

「就是對於一些很重大失落的事情，她就會想不起來，每次好像都會是這樣

子的。」（B-2-30） 

「然後她國高中的友情，發生了什麼事情其實她回想不起來…，她記得她這

段期間過得很不好，但是你要去細問或理解說那段時間怎麼了，她真的會想不起

來。」（C-2-18） 

 

由受訪心理師的描述發現：個案因關係創傷所呈現的空白記憶和記憶模糊反

應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的症狀相似，個體歷經創傷後會出現解離反應

（dissociative response），常見的有感覺麻木、疏離、失真感、遲鈍等（高淑貞，

2004；Fletcher, 1996）。但不同之處在於，早期的關係創傷是持續性地發生，故其

造成的空白記憶為一段較長期的時間，如 A 心理師說到的六歲之前或 C 心理師

提及的國高中期間。由於早年的創傷經驗使得個體難以復原，創傷經驗不斷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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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正常生活，促使個體更容易暴露於創傷的情境之中（Carlson, 2001; Rich & Grey, 

2005）。個體因應早年的關係創傷之方式就是經常使用切割過去記憶，以避免痛

苦的創傷回憶重現，記憶阻絕成為有效防止創傷重現的手段，個體也因此得以保

全內在情緒的平穩。因此，對個案而言，面對關係創傷會衍生出空白、模糊記憶

的反應，不讓創傷經驗出現於心理表徵的現象。 

2. 昏睡 

昏睡之生理機制如同空白記憶，皆屬於個案透過生理上的回憶干擾，以達到

遠離或隱藏創傷記憶的出現。但是，被壓抑的記憶實際上將不斷干擾個案，個案

需要花費大量精力在刻意地壓抑記憶，反而促使個案在會談過程中呈現昏睡的狀

態。 

「那談到越深入的時候，他其實會勾到很多他的焦慮，那你會發現這個人突

然有段時間就是會完全失神恍神，那他的形容就是：好像在昏迷、睡著了。」（A-

1-105） 

「可以講不敢，也可以講焦慮阻止他，想了以後怎麼辦；想了以後會害怕更

慌，那乾脆不要想了，所以個案也會在會談中突然睡著。」（A-1-114） 

「談到一些比較深入的話題，她好像就是陷入一種沒有精力、沒有現實的昏

睡裡。」（B-2-54） 

「有時候他談著談著，人就會愈來愈疲倦，他好像不想談，但是也不想完全

不談，所以好像就是昏昏沉沉地談，好幾次都是這樣，後來我才愈來愈理解，原

來一定要這樣談才能讓他繼續談下去。」（D-2-41） 

如同前述之空白記憶，模糊與昏睡是另一種逃避創傷重現的方式。記憶模糊

是當個案嘗試回憶創傷記憶，卻無法找到那些經驗的片段，出現特定時刻的生命

如同沒經歷過的現象；而昏睡狀態則是個體嘗試回憶創傷時，碰觸創傷記憶邊緣

後，自動生理反應產生昏昏欲睡的狀態（Chung & Wall, 2013）。實際上個體可能

在當下並沒有疲倦與睡意，只因昏睡能阻止其嘗試回想的行為，因此，記憶模糊

與昏睡狀態均可視為個體避免創傷重現的認知與生理反應。 

3. 知覺窄化 

個體的知覺泛指對外在事物的感知程度，包含生理與心理層面。一般而言，

個體在成長的過程，能回憶起生活片段的細節與週遭事物，因為當時知覺處於開

放的、全面的狀態。然而，當關係創傷發生時，個案的知覺出現窄化與失能，對

外在事物的知覺能力減弱，彷彿抽離當下的時空環境，僅能知覺到過去的創傷片

段。 

「她會失去對附近環境的感覺，只記得那時候發生什麼事情，但是附近有什

麼人、有什麼通西，好像通通都不太記得。」（C-2-38） 

「有時候說到過去，像是提到孩童時期的一段經驗，黃先生是能回憶起那個

時間，還有當天穿了什麼衣服，天氣如何那些，但是自己的心情和感受，這些跟

自己很相關的東西，好像都不太清楚。」（E-2-21） 

「黃先生會記得一些痛苦事件的片段畫面，譬如媽媽非常生氣的臉，然後接

下來發生的事情就不記得了…他也會有點懷疑到底有沒有發生，不過媽媽生氣的

臉是非常立體、真實的。」（E-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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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研究發現創傷發生時的強烈情緒，會讓個體的注意力窄化與知覺麻木

（numbing），只記得部分事件片段的鎂光燈（flashbulb）回憶，其餘周遭環境卻

全然失去知覺（Brown & Kulik, 1977; Clohessy & Ehlers, 1999; Foa, Riggs, & 

Gershuny, 1995）。Brewin（2003）認為當下的強烈情緒造成個體知覺窄化，減少

周遭訊息的接收，但對特定的片段會加以收錄儲存起來，可解釋創傷當下個體知

覺瞬間窄化後的失能現象，此種狀態將延續到個人日常生活中，出現再經驗（re-

experiencing）的狀況（Chen & Wu, 2006）。因此，創傷時產生知覺窄化，會在諮

商歷程中重現。 

 

（二）生存意義的空虛 

生存意義空虛可解釋為，個體對生命價值的茫然失措。由於關係創傷帶給個

體的恐懼是「失去所有關係的連結」，因此個體必然是盡其所能地迴避或逃離再

次經驗創傷。個體缺乏知覺成功、穩定的關係經驗，認為與他人建立關係只可能

接近創傷，因此產生兩種結果：一為不斷地減少與他人互動以避免關係創傷

（Sageman, 2002），二為盡其所能的滿足他人以遠離空虛（Liu, Chen, Tsai, Wu, & 

Hong, 2012)。個案呈現的現象如下： 

「因為關係受傷的個案，他基本的問題就是生存意義價值的空虛，或是孤寂

感，生存意義價值的空乏。那個案為了解決這個空乏，他就會投注大量的精力在

關係的經營上面，但是這不代表他能夠因此獲得良好品質的關係。」（A-2-80） 

「他生命最大的問題，他的生存意義價值會空虛，所以個案就變成是，就是

他會盡其一切的去獲得關係，就是要擺脫這個東西，比如說﹕他就很怕沒人重視

他，所以他交女朋友，就只要是女朋友覺得表達喜歡他，他就一定要跟她發生關

係，發生關係目的就是要得到一種歸屬，就關係上的歸屬，這樣他才能把他的空

虛給推遠這樣。」（A-2-99） 

「但是她覺得自己都沒有專業，所以她會覺得說，她很努力打工，她有錢，

可是她會覺得說我的生涯、我的未來我不知道，但是就是要努力的做，才能擺脫

空虛的感覺。」（B-1-101） 

「有創傷的人他生命最大的一個經驗，就是一個強烈的失落，那強烈的失落

當然跟，就是生命價值的空虛是有很大關係。」（D-2-55） 

「早期關係剝奪的小孩就是很難有個內化的安全關係，他常常覺得心裡是空

一塊，不知道為何而活，而且常覺得沒有一個人可以永遠在他身邊。」（E-1-145） 

在華人文化中，一個人生存的意義，經常藉由與他人的交互關係而展現。例

如，陳秉華（1994）發現，留學生返台後經常感受到台灣重視人情、靠關係的社

會文化，小至交友，大至找工作，都與人際關係有關。當失去與所有人的關係，

尤其對華人而言，正如同被社會拋棄，勢必難以繼續存活。可是，受到關係創傷

的個體，為了避免創傷經驗重現，會簡化自己的人際關係，對外人劃分明確的界

線以保護自己，如此一來便會造成關係層次的不足，認為人只有好人與壞人之別，

所以個體無法適應相對複雜的人際互動情境，造成在不同情境下的人際互動困擾

（Elwood, Williams, Olatunji, & Lohr 2007）。這些人際困擾使個體無法從人際關

係中滿足自己的心理需求，因此生存意義的空虛成為關係創傷個案常見的核心困

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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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關係創傷與依賴焦慮 

 

「依賴」（dependence）係指依靠别人或事物而不能自立或自給。依賴為個體

的基本心理需求，是連結人們與身邊親近之人，甚至是與全世界互動的關鍵

（Murray, 1955; Tait, 1997）。依賴在關係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透過相互依存使個

體自身的心理需求得到滿足，同時也能滿足對方的心理需求，因而在不同的時間

和情況下，關係中的依賴與獨立之平衡將影響個體各個層面的發展。個體早期的

生存與發展，仰賴與主要照顧者的依賴關係，透過依賴關係，個體得以獲得撫育、

愛、情感，居住、保衛、安全感與溫暖的需求滿足。 

然而，發生在早期依賴關係的心理創傷，會讓個體頓失依靠，並且讓個體對

依賴關係產生強烈的衝突與混亂，個體依賴關係但又被關係所重創。因此，依賴

關係所造成的心理創傷除了造成個體當時極大的適應與挑戰，造成個體未來依賴

關係之建立與維持都產生極大的困難，因此個案在諮商關係的建立也可能會出現

依賴焦慮。 

 

（一）個案在諮商關係出現「依賴衝突」 

Dewey（1964）提到，依賴（dependency）是一種力量，一種自然地生長所

產生的力量，因此依賴是個體成長之必要，但是當依賴關係遭遇衝突，個體事實

上難以反抗與脫離，一旦離開將面臨生存危機與內外在資源的喪失。於是，依賴

衝突延續到個體直至成熟，即使脫離主要照顧者後，個案會將依賴衝突投射於實

際生活的重要他人身上，難以解除依賴衝突的循環枷鎖。因此，這份依賴衝突也

會呈現在諮商關係當中： 

「就是他很想跟人親近，還是想要從跟人好的關係裡面去得到他要的人生，

這個東西力量也非常的大，所以個案會想靠近我。」（A-1-150） 

「那真的比較靠近我，這個時候他就要考慮：要不要再依賴下去？繼續依賴

或者是繼續再相信，對他來講是一件很沒把握的、很害怕的事。所以他又要靠近，

就開始出現就是不想靠近，但是基本上就是並沒有想要結束諮商關係。」（A-1-

152） 

「所以對他來說關係是....對他來說他需要關係啦，所以他就會說他不需要我、

不需要我的關心，但其實對他來說，他很希望別人是需要他，就像他也需要別人

一樣。」（D-1-179） 

「不管這位創傷型的個案他是怎麼樣的負向行為，可是其實都是很需要那個..

例如說依附的關係，他很需要一個穩定依附關係的對象，阿他也需要很多行為的

背後，我覺得都是想要獲得諮商者，就是我的注意力或者被注目的需求，雖然有

時候行為會有點拙劣...」（D-2-67） 

陳婉真等人（2014）的研究發現在諮商關係中的依賴衝突，可歸納成三種個

案因應依賴衝突的方式：積極策略、消極策略與形成競爭衝突。三種方式之目的

皆在於個體因應對心理師想要靠近卻又不敢靠近的內在衝突，此種原生性的驅力

不斷拉扯個體來回反覆於是否要建立親密關係之間。關係創傷可視為依賴衝突背

後的動力來源，因為關係創傷的存在，才導致個體在人際關係或諮商關係出現的

依賴衝突。依賴衝突對個體來說是痛苦且糾結的心理狀態，其過去的創傷經驗潛

在影響個體避免創傷重現，但是對親密關係的渴望也同時出現，如此兩難的矛盾

心理造成現實人際生活困境，當與他人建立比較親近的關係後，卻又急忙想要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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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對其周遭的人來說亦是種傷害，最後當雙方逐漸遠離對方，留下的僅是新舊

交織的關係創傷（Sheinberg & True, 2008）。 

 

（二）心理師覺察個案因「依賴焦慮」的抗拒 

當個案沒有逃離諮商關係，個案的心理越來越依賴心理師，許多的生活重心

與價值都會跟心理師連結在一起，經常透過想像心理師的眼光或觀點來看待周遭

事物。心理逐漸依賴心理師的個案，內在世界也會逐漸起了變化，過去不愉快的

依賴經驗逐漸被喚起，透過焦慮情緒的升高，個案想要控制自己對心理師的心理

依賴，與心理師保持安全的心理距離。對依賴不安的焦慮會促使個案採用一些行

動，讓自己覺得不再那麼重視或在意心理師，以達到降低依賴焦慮的目的。個案

常採用的方法如下： 

「我的個案變得出息不規律，不再那麼準時，甚至是忘記諮商時段，這樣做

來減低對會談或對我的重視度。」（A-2-137） 

「她就是很警戒、很敏感我們在言談中的弦外之音，很謹慎地澄清我對她的

期待。我好像就變成一個話中有話，老是使用暗示溝通的權威人物。警戒與信任

可以說是相互對抗的，多一點對我的警戒，當然她也就會壓制對我的依賴與需要。

可以說是有一點在挑戰我的意味。」（C-2-75） 

「有時候是過度有禮或客氣。他與我的互動變得更加恭敬、客氣地疏離，彷

彿兩人是初見面，只剩下正式關係。個案在建構另一種疏遠的關係，達到減低重

視心理師的目的。『是是是！您怎麼說我就怎麼做！』是個案會出現的話語。」

（D-2-86） 

「個案變得很挑剔，會不斷質疑我的意見，有時候就是以我的說法的前後不

一致，不斷地質疑我…例如他會說：這一次說法怎麼跟上次不一樣，你不是都要

我勇於面對焦慮的嗎？怎麼現在又說我可以自己選擇啦！這樣的情況其實會讓

我在當下感覺不太舒服。」（D-1-150） 

這些基於對心理師依賴的焦慮反應，可能讓心理師感受到被挑戰或不被尊重，

引發心理師的負向情緒，增加諮商關係轉向以對立與攻擊發展的可能性，再次重

現個案不適應的人際模式：需要親密卻無法親密，但是又無法放棄親密。過去研

究發現個案對諮商關係焦慮時，會呈現「出席晤談一直不穩定」、「破壞關係界限」、

「用自我傷害的方式懲罰他人」的特性，使得彼此關係建立與維持會持續受到一

些挑戰（Watson & Greenberg, 2000）。因此，心理師要能理解個案這些行為背後

的動力，才能運用個案對心理師的焦慮反應，做為下一步會談的素材，並且讓個

案信守原先對諮商關係的承諾。 

 

（三）心理師帶領個案覺察「依賴焦慮」的由來 

心理師等待個案有能力覺察本身的依賴焦慮，再協助個案運用「焦慮」的觀

點，繼續覺察會談過程是否出現其他形式的依賴焦慮，特別是針對心理師與個案

互動的當下焦慮反應。選擇與心理師互動的當下焦慮反應，作為進一步探索依賴

焦慮的素材，因為發生在當下，不僅感受深刻清晰，而且當下焦慮反應所鋪陳的

社交情境，提供了更具體的線索與背景，有利於呈現個案預期依賴心理師可能產

生的害怕後果。 

「有一次會談開始，我詢問黃先生最近過得如何？黃先生有點猶豫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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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天南下跟剛認識的女孩見面，繼續談這個話題，黃先生變得眼神閃爍，不自

覺地盯著我的一舉一動，連我的起筆、落筆都牽動著黃先生的神經…黃先生很擔

心我會不贊同他結交女朋友，他覺得如果我不同意，應該會極盡可能地處罰他。」

（E-1-179） 

「讓她熟悉以焦慮的觀點來看待與我的關係，拓展她與我關係的多元視野。

換句話說，當她能夠發現除了原先對我這個治療師的期待與好感外，也能了解到

她對我的另一種強烈情緒感受，就是治療師讓她焦慮不安！」（B-2-140） 

「另一方面我要很注意她會不會做出危害諮商關係存續的選擇，也就是她是

否會決定逃離會談。如果發現她打算中斷會談，我會將會談的焦點轉向她逃離會

談的決定，以逃離會談為背景，繼續聚焦在會談帶來的依賴焦慮。」（B-2-141） 

「有時候她對於我的詮釋並不認同，甚至會否認自己有移情，這時候關係當

然會有些卡卡的…我會節制想要教導她的衝動，我想等待她出現更強烈的移情，

再帶領她覺察。」（C-1-167） 

過去研究顯示個案在最脆弱和沮喪的時候，最容易傾向以熟悉的舊有模式看

待心理師，這些對心理師持續的扭曲知覺，影響著個案的關係模式。若是個案發

現心理師無法完成自己的未滿足需求，導致強烈的移情扭曲，結果通常是破滅的

夢想與被背叛的憤怒感受。越是身陷關係困境的個案，移情的扭曲越為廣泛，因

而造成他們親密關係出現更多的焦慮與害怕（Gelso & Hayes, 1998; Teyber & 

McClure, 2011）。此時，心理師直接從感覺經驗層次介入，使個案在諮商關係中

真正去面對自身的人際焦慮，協助個案察覺依賴焦慮以避免強烈的關係混淆（陳

婉真，2014；Hill & Knox, 2009; Safran & Muran, 2006）。另外，個案出現太快太

強的移情會引發過高的焦慮，Freud（1937）與 Winnicott（1969）均強調整個治

療過程需要等待，等待該發生的事情按照個案自己的步伐發生，等待移情依照自

己的速度醞釀與作用。 

 

（四）協助個案察覺對心理師「正負向形象並存」 

當個案能夠覺察因著依賴焦慮而對心理師產生的負面形象，心理師同時也要

喚起或聚焦心理師在個案心中的正向形象。心理師將焦點轉向個案對心理師的美

好期待，以及這段時間對心理師協助的行為與表現，確定並鞏固心理師的正向形

象，讓個案獲得心理師的正負衝突形象，並且能夠同時讓個案察覺。 

「對治療師的衝突形象對於個案克服關係創傷經驗是有獨特價值的，個案的

關係創傷所聯結的強烈負向情緒，會使他過度仰賴逃離與迴避。透過衝突的正負

形象，是讓恐懼變得有層次，是有層次的恐懼與有層次的治療關係。」（A-2-163） 

「某些時候黃先生會覺得我像是他生命中小時候的媽媽，他會覺得混淆，也

莫名地害怕我會操控他，這時候我會帶領他分辨我和他母親的不同，並且帶領他

思考我們長期以來曾經共同的努力、我們一起度過的難關。」（E-2-88） 

「當我的問案把我和他的重要他人重疊時，我就會問個案，阿那你覺得接下

來我會怎麼對你呢？我要讓他能夠更清楚自己在擔心什麼，那些擔心哪些可能是

真的，哪些是他自己投射的？讓他心中同時有好的我和壞的我。」（D-2-137） 

正負向並存的心理師形象，是達到降低負向形象、增強正向形象的必經過程。

對心理師的正、負向形象的彈性切換，提供個案在面對關係創傷經驗的另一種控

制感（陳婉真，2015）。個案可以利用增加對心理師正向形象的知覺，迴避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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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向的心理師形象所帶來的高度焦慮；反之，長時間聚焦心理師的正向形象，也

會增加對心理師負向形象的知覺。對心理師的負面形象，提供個案在暴露關係創

傷經驗的緩衝機制。個案可以在不同的諮商階段，採用複雜的心理動力與心理防

衛，透過對心理師的負面形象，以逐步的方式控制面對關係創傷記憶的強烈負面

情緒，避免立即與全部強度的暴露關係創傷經驗，傾覆個案的現有內在資源；另

一方便，基於對心理師的正面形象，個案可以暫時減低對心理師負面形象的知覺

程度，從諮商關係中獲得當下必要的情緒支持，緩和面對關係創傷經驗的強烈情

緒，並且透過在諮商關係中，練習表達需要與滿足需要，獲得支持正向心理師形

象的真實經驗。 

 

肆、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 研究結論 

 

（一）早期關係創傷經驗的影響力 

從研究結果發現，早期創傷經驗讓個案受傷的關係成為唯一的關係，而且關

係創傷會造成個案依賴關係的混亂，個案可能出現僵化與扭曲的人際關係模式，

對其人際關係具有負面的影響力。個體通常以認命（主要照顧者控制與主宰一切、

無法逃離）來控制對父母形象上的巨大衝突，保全內心對父母期待的形象，此舉

加深關係創傷之不可分離性，造成個體在日後人際關係發展無法面對也無法離開

的關係困境。 

 

（二）關係創傷需要透過長期諮商的歷程 

個案通常不會直接和心理師提及過去的創傷經驗，關係創傷實則難以明確地

被辨識。受訪心理師均是經由長期諮商才能掌握到個案的關係創傷樣貌，包括空

白記憶、昏睡反應、知覺窄化以及生存意義的空虛。由於創傷經驗所呈現的模糊

性，所以唯有長期的陪伴與建立良好的諮商關係，個案才有可能在安全、信任的

環境下，討論過去的創傷經驗，並進一步有機會處理早年的創傷經驗。 

 

（三）關係創傷與關係混淆 

Richo（2012）指出，當個體經歷過關係創傷經驗而無法滿足其需求後，在遇

到親密關係時，會產生三種情形：建立在希望上的移情，亦即委婉地要求對方給

愛；建立在期望上的移情，亦即直接要求對方給愛；建立在絕望上的移情，亦即

預見且害怕未吻合需求而失敗的情景，而選擇逃離。因此，具有關係創傷經驗的

個案通常缺少穩固的自我感，亟需他人的滋養和關愛，在人際互動上無法分離自

我和他人的思考、感受和需求，因而無法和他人劃清界線，產生人我之間的關係

混淆。 

因此，諮商歷程要幫助個案察覺自己的依賴焦慮，當個案越清楚依賴焦慮背

後的關係對待與依賴者形象，當然更會聯結既有的生命經驗，這時候對心理師的

感受，某些時刻會跟生命中的重要他人混淆，出現心理師與重要親人形象重疊的

現象，也就是通常所稱的移情反應。面對個案出現的心理師與重要親人形象重疊

的現象，心理師需要評估個案的現實區辨能力，如果個案直接就將心理師當成生

命中的重要他人，心理師除了要節制更深入的詮釋與介入，並且要先調整自己成

為支持性的協助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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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處理關係創傷在長期諮商的重要性 

本文採用依附關係理論和客體關係理論的概念，描述個案早期的關係創傷會

造成不安全的依附關係，並影響其人際關係的發展過程，而且原有不良的人際關

係模式也會重現於諮商關係中。不同於前述理論的部分在於：本研究從長期諮商

的實務經驗歸納出關係創傷對個案人際關係發展的獨特性，包括受傷的關係成為

唯一的關係、避免關係創傷重現成為個案生存的重要動力以及依賴焦慮在發展關

係所扮演的角色。這些重要的概念是過去理論較少提及的部分，但是對於諮商歷

程中的諮商關係變化可能具有關鍵的決定性。 

 

二、 研究限制 

 

（一）本研究尚未能代表整體關係創傷 

由於本研究屬於初探型研究，目的在於清楚地刻畫關係創傷的來源、樣貌與

影響，因此在研究方法上採取質性訪談五位曾長期接觸關係創傷個案的心理師，

以利深度呈現個案的關係創傷。研究者忠實的呈現出受訪心理師所描述的關係創

傷現象，但在研究數量上尚未達到能代表整體的關係創傷原貌，另外限於諮商倫

理的限制，未能直接訪談關係創傷的個案。因此，關係創傷其他的樣貌與因應方

式，以及其對於諮商關係的影響，本研究無法尚未提供更深入全面的瞭解。 

 

（二）成人與兒童的關係創傷差異 

在研究訪談中發現，幼童個案的創傷展現可能會有退縮與攻擊型兩種，但成

人大多都以逃避、抽離等迴避型反應來因應創傷經驗，此可能與個體所處的背景

環境有關。成人在生理與心理的成熟度較高，因此心理師比較有機會處理關係創

傷的議題；反之，雖然少數心理師在兒童身上看見關係創傷，但實際介入確存在

高度的困難，畢竟個體與主要照顧者依然朝夕相處，在認知上很難達到重新信任

關係的程度。另外，由於本研究受訪心理師的長期個案多以成人為主，所以對兒

童關係創傷的描述相對稀少，因此在資料整理時最後決定使用刪除的方式。然而

對兒童而言，由於創傷經驗尚屬鮮明，其不斷重複於現實生活中而非成人之過去

記憶，因此在兒童階段展現之關係創傷樣貌與因應方式，值得未來研究進一步探

討。 

 

三、 未來研究建議 

 

（一）擴大關係創傷對象基礎 

由於關係創傷可能普遍存在於群眾之中，針對關係創傷的盛行率研究與關係

創傷個案的資料顯得相當重要，建議未來研究除可繼續針對實務工作者進行訪談

以掌握更多的關係創傷樣貌與人際關係影響外，也能選取特定族群的關係創傷數

量，瞭解關係創傷在族群內的比例。另外，編製具有良好信效度的關係創傷量表，

並以量化的方式進行大樣本施測，亦是未來的研究方向。 

 

（二）結合關係創傷與本土心理諮商 

國內外心理創傷研究大多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相關，但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著

重在創傷事件的衝擊與往後心理壓力導致的適應性反應，從起初對戰後軍人心理

困擾轉變成普遍性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所以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定義和診斷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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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西方文化下產物（Card, 1987; Henning& Frueh, 1997; Possemato, et al., 2016）。 

然而，關係創傷強調人際關係的拉扯與緊繃，有別於西方文化所定義的創傷

事件。「關係」兩字在華人社會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余德慧等人（2004）說

明人情倫理對華人具有深切的影響，人們生活上的痛苦不是因為倫理的失序，而

是關係的情感層面受阻，華人在乎關係的親密程度遠高於其他文化，對於關係品

質的要求可能更高。許多本土心理諮商相關文獻也指出，華人對關係特別的重視

與關注，「關係主義」促使華人有別於其他文化，發展出獨特的關係脈絡及本土

心理諮商方式（徐欣萍、黃光國，2013）。本研究以長期心理諮商師為訪談對象，

企圖理解在華人文化中個體與主要照顧者複雜情感網絡下的關係創傷，未來研究

可結合關係創傷與本土心理諮商之研究，進一步充實本土心理諮商之理論與現象。 

 

（三）關係創傷與複雜型創傷後壓力症候 

Shevlin 等人（2017）指出，複雜型創傷後壓力症候（complex PTSD, CPTSD）

為一項新興的心理疾患，尚未收錄於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ition, DSM-5）與國際疾病分類標

準第 10 版（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 10th Edition, ICD-10）。但是，世界衛生組織將在 2018 年國際疾病分類

標準（ICD-11）的提案中，討論 CPTSD 正式成為診斷標準的可能性，可見 CPTSD

已逐漸受到學者與實務工作者的重視。 

CPTSD 不同於 PTSD 的創傷成因，其係肇因於與主要照顧者的關係問題、童

年創傷經驗以及監禁或戰爭倖存者等長期的創傷經驗。CPTSD 的症狀除了 PTSD

所涵蓋的向度外，還加上自我組織層面的困擾（disturbances in self-organization, 

DSO），DSO 包含三種症狀：情緒失調（affective dysregulation）、負向自我認知

（negative self-concept）與關係困擾（disturbances in relationships），這些概念與

本研究所討論關係創傷造成的關係困擾在概念上是相似的。因此，未來研究或許

可採用 Shevlin 等人（2017）對於 CPTSD 的測量工具，用以檢視本土的關係創傷

理論，並比較兩者之異同，以增進本土研究與國際趨勢的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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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ilot Study of the Relational Trauma in Long-term 

Counseling and its Symptoms and Influe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ists  
 

Wan-Chen Chen  Shou-Chun Chiang  Chen-Hui Huang  Kuo-Ching Wu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origin and the symptom of the relational trauma on the clients in the 

circumstance of the long-term counseling. Also, the paper reveals the influences of the 

relational trauma on the counseling process and the counseling relationships. Participants are 

five qualified psychologists (counseling or clinical) that had the experiences in long-term 

counseling by conducting semi-structural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them. Researchers are 

three who have trained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nd research ethics in order to seriously 

conduct the paper and carefully comply with the ethical rules. Through repeatedly 

understanding, analyzing, and comparing the scripts from the recording, the researchers use 

content analysis to code and analyze the interview scripts. In this process, we indicate to present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relational traum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sychologists 

authentically, and how they deal with the relational trauma in the long-term counseling 

relationships on the basis of their practices. Results includes three parts: (1) relational trauma 

is common to those clients with interpersonal problems or worry, and it usually derived from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the main caregivers who raised them and stay with them much of the 

time. The reasons for whom suffered from relational trauma are because of two: first, the 

wounded relationship is the only left relationship they remain, so they have no ability to develop 

a new relationship despite many people around. Second, they would be confused by the 

dependency relationship, meaning they depend on the caregivers, and the caregivers also 

depend on them, which cause them to be unfamiliar with a stable and dependable relationship. 

(2) In order to avoid or decrease the relapse of relational trauma and its following panics, the 

clients show some specific symptoms that disable them to function well, such as blank memory, 

dizziness (giddiness), and narrowed cognitive capacity. Besides, relational trauma will cause 

them to believe their lives are indeed meaningless due to the clients feel insecure and being in 

the conflicted relationships all their life time, which lead to see others and themselves as 

untrustworthiness and undependable, having doubtful and confused about their own values as 

a person. (3) Because of the dependency anxiety derived from the relational trauma, the clients 

will both come close and leave away in the same time in counseling relationships, and be 

anxious and fearful towards the relationships and the psychologists. Therefore, psychologists 

shall interact with the clients in a stable and consistent way, and help them to observe their 

dependency anxiety towards psychologists, which allows psychologists understand the specific 

interpersonal outcome that the clients might fear for. Last, by the conflicted versions of both 

negative and positive images on the psychologist from the perception of the clients with 

relational trauma, the clients might have a chance to overcome the relational trauma which 

cause them into the relational impa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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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喪親家庭母女悲傷諮商研究 

 
 

黃姝文＊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本土喪親母女接受悲傷諮商後的家庭整體、母女個人的悲

傷歷程變化。本研究以本土母親與女兒為研究參與者，喪親事件為九年前父親

突發疾病過世，母女接受六次悲傷諮商，諮商主述為女兒在父親過世三年後罹

患腦瘤，八年後離婚，該離婚事件影響妻子及女兒悲傷適應。研究方法以質性

研究法及重要事件訪談法收集資料，並以持續比較法來分析資料，資料來源包

括：一次諮商前訪談、六次諮商、六次諮商後訪談及五個月後的兩次追蹤訪

談。研究結果如下：一、喪親家庭悲傷歷程表現在家庭結構及家庭角色上。

二、案家母女呈現不同的個人悲傷主題。（一）妻子有 13 個主題：（1）「擔心女

兒」貫穿會談歷程；（2）對女婿觀點從憤怒到感謝；（3）喪親夢境的變化從有

罣礙到上天國；（4）對孫子觀點從擔心到放心；（5）角色調適從「不知所措」

到「自己也擔的起」；（6）信仰帶來支持；（7）放下對先生的未竟事件；（8）家

庭外系統的協助；（9）懷念先生美好的安慰；（10）孩子比不上先生優點的感

慨；（11）大家庭相處仍舊不適應；（12）接受先生死亡是上帝的安排；（13）諮

商帶來的好處從孤獨到心寬。（二）女兒有 11 個主題：（1）離開孩子心情的轉

變從在意到欣慰；（2）疾病適應的焦點從擔心到交託；（3）接受離婚不見得不

好；（4）對自我工作能力的觀點從無信心到自我肯定；（5）對父親的未竟事

件；（6）表裡不一的悲傷；（7）回憶父親美好形象的情感滿足；（8）手足衝突

讓她成為代罪羔羊；（9）信仰成為心靈寄託；（10）對父親死亡的認知從不捨到

有尊嚴；（11）孩子減低失去父親的悲傷。 

兩人歷程互有交錯，最後共同交集找到失落意義─「逝者到上帝身邊幫

忙」，將失落意義永恆整合進家庭信仰裡。最後研究針對相關議題進行討論，並

對實務工作與未來研究提出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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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 當代悲傷理論對喪親經驗的重新思考 

 

依附理論說明兒童失去安全依附時所產生的心理反應，這樣的反應也同時適

用人的一生（Neimeyer, 2012a）。失去依附者皆會產生焦慮行為並企圖重新連結

依附，依附理論認為失去安全依附會導致認知偏誤，產生個人信念認知系統改變，

進而影響個人終其一生在關係依附上的問題，但這個立論忽略悲傷過程中產生的

大量情緒，被質疑為過度簡化，有推論上的限制（Humphrey & Zimpfer, 2008; 

Sanders, 1989）。Steffen 與 Coyle（2010）指出，從依附觀點來看，見到或聽到逝

者可視為提供喪親者一種「安全的基礎」，不再如 Freud 所言是「精神病態的幻

覺」，也不需加以矯正就醫，而視為一種靈性觀點，有助於喪親者與逝去親人間

關係的「持續連結」而非「切斷終止」，有助喪親後的意義創造。Kübler-Ross 於

1969 年以實證性研究取代理論建立了瀕死階段論，雖然她的階段論是由臨終病

人的適應階段而來，但仍被廣泛應用在喪親的悲傷過程，悲傷階段論包含：（1）

否認和隔絕；（2）憤怒；（3）討價還價；（4）沮喪；（5）接受，五階段（Kübler-

Ross, & Kessler, 2006）。但這五個階段容易被誤認為有「一定」的順序，或成為

「質疑」生者沒有出現或經歷某特定階段的理由，Kübler-Ross 的悲傷階段論讓

人看到了悲傷過程普遍性，卻忽視了悲傷經驗的獨特性及文化差異（傅偉勳，

1993）。上述觀點顛覆傳統悲傷治療的階段性與線性，而重新省視了個別差異及

多元文化造成的悲傷獨特性。 

 

二、 華人喪親家庭悲傷調適的文化脈絡 

 

    喪親家庭悲傷調適的路徑受社會文化影響很大。蔡佩真（2006）的研究發現，

華人文化下的喪親情緒表達會受到個性、宗教、情境和家庭關係的信任程度不同，

而有「關係脈絡下的情緒表達模式」和「喪親情緒的情境轉換現象」；她指出家庭

動力會形成不同的情緒表達模式，因為家庭關係的凝聚與信任程度會影響家人悲

傷情緒的表達，她稱之為「關係脈絡下的情緒表達模式」，也發現喪親家屬有「喪

親情緒的情境轉換」現象，意即家屬會在人前人後，白天晚上，平日特殊節日會

有情緒的轉換現象。這樣的觀點隱含著華人的悲傷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不同的。Ho、

Chow、Chan 和 Tsui（2002）以 180 位接受悲傷諮商的香港華人為受試者（35 位

男性、134 位女性），心理師在初次晤談時以華人悲傷反應評估量表（Chinese Grief 

Reaction Assessment Form，簡稱 GRAF）來評估喪親者的悲傷反應，研究結果發

現「我不願放棄逝去的親人」為得分最高的項目（不管男性女性），此與中華文化

內涵有關；中國人相信仍能透過祖先崇拜儀式、家中祖先牌位的祭拜與逝者產生

連結，家人也仍會慶祝逝者生日、忌日來懷念死者，這些行為會讓家人覺得親人

仍活著，也有助於喪親家屬的心理健康；但也有可能讓家屬更難對逝者放下而增

加適應困難。許敏桃、余德慧和李維倫（2005）以 1995 年至 2002 年間以數個詮

釋人類學研究的資料進行再分析，來檢視本土哀悼傷逝文化模式；其發現，華人

為達終極生活目標「圓滿」及為保留父親或丈夫象徵意義的努力而出現的三個悲

傷主題 (1)家庭常規固著；(2)死者位格重置；(3)尋求與死者關係；有別於西方切

斷與死者關係的療癒進程，喪偶婦女運用華人的信仰方式來與死去丈夫連結，包

括：靈媒與祖先崇拜，在文化的脈絡下，以此關係連結來平復因丈夫或父親死亡

所帶來的不完整感或失敗感。這些本土學者的研究皆指出，華人透過喪親後的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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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儀式，和逝者產生一種持續性的連結，「祖先崇拜」也讓失去親人後以另一種文

化儀式持續連結。這些研究除了讓我們明白社會文化因素對於喪親家庭的悲傷調

適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三、 家庭悲傷諮商研究觀點 

 

    家庭中發生重大失落影響的是家庭整體而非個人，必須以家庭為單位來考量

死亡對整個家庭的影響（Hoogerbrugge, 2002）。不同的家庭成員會有不同的悲傷

議題，每個家庭成員都和逝者有著獨一無二的關係，也因此擁有獨一無二的悲傷

經驗，再加上家庭動力、家庭排列等因素影響，每一位家人各自的喪慟內涵與表

達方式就有所不同（李佩怡，2012；Humphrey & Zimpfer, 2008）。Moos（1995）

指出喪親家庭的哀悼任務有五項：（1）公開溝通與承認死亡；（2）允許哀悼產生；

（3）消除對死者的記憶；（4）重新安排家庭內角色；（5）重新安排家庭外角色。

而任務三「消除對死者的記憶」，也同樣為當代悲傷理論所批判，家庭哀悼任務

的過程不應該是消除逝者記憶，反而是與逝者重新連結更符合人性（Klass, 2001）。

Corr 與 Corr（1996/2001）運用家庭任務論透過任務上、情緒上及行為上分別描

述悲傷家庭的任務，這四個任務包含：(1)討論對死亡事實的理解與真相；(2)分享

悲傷痛苦的經驗；(3)重組家庭系統；(4)重整家庭關係和目標。 

    大多的悲傷處遇仍是聚焦在個人，卻忽略家庭是個人在悲傷時的基礎脈絡也

影響著喪慟的發生（Kissane & Parnes, 2014）。Hoogerbrugge（2002）指出家庭喪

親後為維持系統平衡，其維持方式可能有：(1)尋找代罪羔羊（scape-goating）；(2)

理想化逝者（ idealization）； (3)嬰兒退化反應（ infantilization）； (4)親職化

（parentification）；(5)角色反轉（role reversals）；(6)創造家庭秘密（creating family 

secrets）。這些調整的方式是為了維持失去親人後造成的家庭系統改變，而這因應

改變的方式是第一序改變，它讓改變只在系統內進行，有時使家庭更導向一個「失

功能」的平衡狀態（Corsini & Wedding, 2008）。但上述理論缺乏進一步的實證研

究，也缺乏文化差異的考量。 

    近來許多喪親議題的研究，大部份是依不同家庭角色進行，有的聚焦於喪子

（王純娟，2006；林秀玲，2009；Keesee, Currier, & Neimeyer, 2008; Laakso & 

Paunonen-Ilmonen, 2000; Lichtenthal, Currier, Neimeyer, & Keesee, 2010; Ungureanu 

& Sandberg, 2010）；有的是喪失父母（Abrams, 1992）；有的是喪偶（陳盈心、卓

紋君，2012；Johnson, et ai., 2009; Lowe & McClement, 2010; Prigerson, et al., 2002）；

或以手足為主（Horsley & Patterson, 2006），較少研究是針對整個家庭進行喪親研

究。而在研究方法上，有以訪談方式（林秀玲，2009；蔡佩真，2009）、團體諮商

（賴念華，2009），表達性藝術治療（吳明富、黃傳永，2013；洪伯昇，2010），

或文獻回顧分析（許敏桃等，2005）等不同方式進行研究。雖然蔡佩真（2006，

2009）是以整個家庭進行研究，但資料收集方式是以訪談而來，非以諮商介入，

因此喪親家庭的諮商研究在過往文獻中確實顯得稀少。  

    本研究試圖以家庭系統理論來理解家庭在喪親事件後及諮商介入後產生的

家庭系統變化，家庭系統架構可提供描述結構變化的所需概念，包含喪親後產生

結構、角色、次系統的轉變（Nadeau, 1994, 2001）。而在家庭系統外更大的社會

文化系統，更是影響悲傷樣貌運作的隱藏脈絡，個體在喪親事件發生後如何表現

悲傷歷程，家庭如何因應轉變，背後都有看不見的文化脈絡運作著。Shapiro（1994）

認為治療師應該敏感於喪親家庭或個人的社會文化因素，如果治療師能尊重家庭

自己的喪親文化，支持家庭運用原本的文化資源來因應悲傷反應，就能有效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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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將文化傳統轉換成支持性資源，而文化對家庭悲傷歷程的影響為何，有待研

究進一步探究。 

    因而，本研究目的有三：1.了解家庭如何因應喪親衝擊及產生何種轉變；2.

了解喪親家庭在家庭諮商介入後的轉變；3.探討文化因素對華人喪親家庭的影響。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為方法論，重要事件訪談法為資料收集方法。質性研究對

實體本質的看法，認為每個人看到的實體是不同的，是人們各自「主觀的真實」，

它是一個有選擇、重新建構和詮釋下的產物，會隨著「視框」（framing）和「情

境脈絡」（context）的移轉而有不同的真實（鈕文英，2012）。本研究中重要事件

訪談法，係參考  Elliott 重要事件研究法（ McLeod, 2000/2006a; McLeod, 

2003/2006b），在諮商結束 48 小時內，請研究參與者（案主、心理師）回答諮商

過程中重要事件。本研究以「印象深刻重要事件」，不用 Elliott「有助益事件」的

問法，是希望採用「中性」問法來收集諮商過程中對當事人有意義的重要事件，

希冀更能完整呈現變化歷程。 

 

一、 研究參與者 

 

（一）心理師 

    為避免研究者兼任心理師造成個案角色混淆及訪談資料收集困難，因此本研

究另請一位心理師擔任諮商師角色，研究者為訪談者及分析者角色。本研究諮商

心理師為一位 55-60 歲的已婚女性，目前於諮商相關系所博士班進修，有十年以

上喪親家庭諮商實務經驗，並持續接受家族治療訓練。心理師長期在社區機構諮

商家庭個案，也一直接受結構派家族治療取向訓練及督導，依其過往諮商喪親家

庭經驗而和研究者設計 6 次諮商次數，也向案家說明若有需要可再延長。心理師

在家族治療訓練中不斷接受家族個案的督導及文化敏感度訓練，對於諮商中的社

會文化議題具有一定敏感度。 

（二）參與母女 

    研究者透過社會福利機構招募到案家，案家為五口之家。家庭事件如下： 

表 1 

 家庭事件表 

時間 重要事件 家中成員 年齡 

2004 前 (1)大兒子工作在外(2)小兒子工作在

外(3)女兒結婚(最後離家) 

  

2004.03 父突發性主動脈剝離住院 父 H、母 W  

2004.6 父過世小兒子回家 W、小兒子 S2 父 63y, 母 55y 

2008 女腦瘤   

2009 母腎臟瘤   

2011 大兒子生意失利回家 W、大兒子 S1 全家、S2  

2012.4 女離婚   

2012.8 女回家 W、S1 全家、D、S2  

2012.9 母帶女從事清潔工作   

2012.11 女離家獨居（仍和母一起工作） W、S1 全家、S2  

2013.9-10 母女諮商  母 64y, 女 44y 

註：資料來源係作者自行整理。 

案家為基督教信仰，先生家族也是基督信仰，案主原為傳統民間信仰，18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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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後跟隨先生改信基督，先生過世後仍固定去教會，擔任教會煮飯志工準備每週

禮拜後愛宴，教會在先生病時及悲傷調適給予案主極大支持。案女婚前會和父母

去教會，27 歲婚後改信夫家民間信仰，婚後夫妻關係不佳，加上生病，案女重回

基督信仰尋求寄託。案女離婚後短暫回娘家居住，因離婚汙名化造成家庭衝突，

原生家庭關係緊繃，之後搬出去獨居但仍和案主一起工作。 

    案女得知研究訊息後（研究需要兩位以上家人參與）希望幫助尚未走出喪夫

之痛的母親，因而邀請母親進入諮商。諮商前訪談，母女兩人對 H 過世原因認知

不同，母認為前女婿曾在病榻前向先生提和女兒離婚，認為是案女婿害死先生，

女則認為是 H 無按時服藥，但不知前夫曾向父親提離婚一事。母諮商目標為想

處理女兒離婚對先生過世的影響。諮商共進行 6 次，諮商時家庭圖如下： 

 
 

圖 1 進入諮商前之家庭圖，資料來源係作者自行整理。 

 

二、 資料收集與分析 

 

    研究開始前先說明諮商及研究流程，也說明諮商費用完全免費以答謝參與研

究、參與過程有隨時退出的自主權，以及研究過程會進行錄音錄影，資料中涉及

特定人名及隱私者將以代號代替並完全保密。研究者共收集六次諮商、六次心理

師諮商後訪談、九次案家訪談（一次諮商前訪談、六次諮商後訪談、兩次追蹤訪

談），共計二十一次（約三十小時）的逐字稿以進行資料分析。一次諮商約 1.5 小

時，母女諮商後訪談約 1-2 小時，前三次為母女共同訪談，後三次母女提議改個

別訪談。諮商後訪談皆於 48 小時內進行，研究者先請心理師及案家就諮商主題

中印象深刻重要事件列點，再一一說明該事件的想法與感受。為避免訪談為諮商

的延續，訪談過程不做介入與處理，若出現情緒只做簡單同理支持，讓案家作事

件的想法與感受表達，也以不同地點進行以與諮商區別。 

    研究者整理出諮商及訪談逐字稿後，進行編碼、話題、分類後再和協同分析

者進行分析資料的檢核。在資料代碼部分，諮商逐字稿編碼參考賈紅鶯（2000）

在研究中將逐字稿區別出發言者與發言對象的編碼方式（詳見下表），以更清楚

說話對象與脈絡。母女互相發言表示母女彼此對話、溝通（即便是衝突），為一

種直接溝通；對 Co 發言有時是透過說給心理師聽，其實為說給對方聽，為一種

間接溝通。因為母女發言或對心理師發言具有不同意涵，因此加以區分發言者。

編碼原則：第一碼代表發言者，第二、三碼代表諮商次數，第四、五、六碼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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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句子，第七碼代表發言對象；若發言句子有多個意義單位，則增加第七碼代

表說話段落。資料代碼說明如下： 

表 2  

資料代碼說明 

資料 代碼 說明 

諮商 

逐字稿 

DC4130-W 

 

WC1026-1-C 

 

案女（D）第四次諮商（C4）第 130 段話（130）發

言對象為案主（W） 

案主第一次諮商第 26 段話第 1 個意義單位，發言對

象是心理師 

訪談 

逐字稿 

RI1001 

CO1034 

WI1001 

研究者（R）第一次訪談（I1）案家第 1 句話（001） 

心理師第一次訪談第 34 段話 

案主第一次訪談中第 1 段話 

註：資料來源係作者自行整理。 

 

    本研究採取持續比較法分析研究資料，持續比較法始於閱讀和註解資料以

找出話題，而後統整話題以形成類別，並進行反面或變異案例的分析，接著連

結類別以形成主題；最後視資料飽和情形，決定是否擴展和繼續資料的蒐集

（引自鈕文英，2012）。分析範例如下： 

 

表 3   

分析釋例 

編號 訪談逐字搞 話題   涉及層

面 

  主題 

DI3075-1： 剛剛講到是因為我突然想到說（爸爸生病時一直吵

著想回家）..因為爸爸過世了我們都一直沒有帶他回

家讓他回來家裡看一下，說真的我們就想說給他看

一下都沒有就對了，或是從家裡的門口經過，有沒

有！那人家說那也是回家啦!可是我們沒有就對了!就

不知道啊！就想說快一點去殯儀館把爸爸送到殯儀

館...（把）他的遺體冰起來，然後我們就直接到殯

儀館了!  

D原本沒

想到帶

爸爸回

家 

D 個人 父親的

未竟事

件 

DI3075-2： 是叔叔回來的時候，有一次叔叔說：「爸爸要火化

後……」，火化後也是放在殯儀館。叔叔就說：

「那你有把爸爸帶回家嗎?」我說沒有。（叔叔

說）：「要不然爸爸告別式的前一天，我們把爸爸

的骨灰拿回家？」 

D叔叔提

議將爸爸

骨灰帶回

家 

D 個人  

DI3076： 然後我心裡想說我如果講出這個問題出來的話，我

一定會被人家槍斃的(指被 W 罵) 

D怕被媽

媽罵 

D 個人  

DI3077： 然後她（W）說她要去問，還好她有問到對的人

【眾人笑】。 

D說媽媽

問對人 

D 個人  

R3170： 所以說到這一段時候你的感想是什麼?    

DI3078-1： 我覺得...我好激動，還好媽媽有問到對的人，今天

她如果去問那個類似拜拜的啦!這下子都不行了!我們

會遺憾一輩子，真的啦! 

D很慶幸

媽媽問對

人 

母女  

DI3078-2： 然後媽媽剛好去問到對的人（牧師）就 ok，又剛好 D說媽媽 母女  



 

 

29 

 

好像牧師的媽媽也是這樣子，就是（骨灰）放在家

裡面這樣，媽媽就說好，不然把爸爸帶回家，隔天

要告別式又從家裡面把他帶回鄉下去這樣。 

問到的情

形 

註：資料來源係作者自行整理。 

 

參、 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依序呈現：一、喪親後家庭整體變化，二、心理師重要事件，

三、母女重要事件。 

 

一、 喪親後家庭整體變化 

 

家庭整體變化以「先生過世」為時間切點來看家庭結構和角色變化。 

 

（一）家庭結構改變 

1. 先生過世前的家庭關係 

(1)衝突婚姻關係形成父女系統結盟 

先生過世前，夫妻常為生活瑣事吵架，妻為躲避 H 碎念往外跑，而妻的往

外跑卻增加夫碎念的頻率，形成互動上「你追我跑，你越追我越跑」的方式。

而女兒認為是母親太常往外跑才會引發夫妻衝突。 

（Co：妳先生這麼完美主義，和他生活在一起也是不輕鬆！）不輕鬆又很

會碎碎念，他現在如果要念了，我就快點走出去外面和別人講話啊 !

（WC3129-CO） 

我爸還在世的時候，我媽很會到處跑，睡醒起來，整理整理，吃ㄧ吃，一下

子就看不到人了，對! 那我問你啦，如果你這樣，你老公會受得了嗎?

（DI8147）。 

(2)疏離父子關係-像客人的哥哥和避開叨念的弟弟 

    父親過世前，哥哥住外地很少回來，回來以後就像客人，父子相處很客氣；

弟為避開父親的叨念選擇在外獨居。 

你說回來，也是當作遊子回來(笑)，都很像客人啊，我哥哥也很像客人耶，

所以你一回來大家都是客客氣氣的（DC4196-C）。 

算是他(弟弟)一間房間在那邊，就窩在那邊，也沒有人管我，我多晚要回去，

多早要回去，都是我的事嘛。你自由慣了啊，你如果搬回家住，我爸爸就會

念啊（DC2137-1-CO）。 

(3)互助手足關係 

    三個手足中，D 和弟弟較親近，兩人都留在家鄉工作關係不錯，D 有時會在

經濟上協助弟弟，父親生病時弟弟是主要照顧者，她也會到院協助照顧。D 雖和

哥哥較少互動，但哥哥是她面對父母衝突時的求助對象。 

像說我弟弟以前啊!三不五時都會跟我說：你現在身邊有幾萬嗎?可以先借

我一下嗎？我過兩天再還你這樣。我就想，喔！好，我就領給你借給你。

（DI4092）。像爸爸生病時，他一直都會找我！爸爸半夜什麼事情，他就叫

我趕快去幫他啊! 其實我都會去幫他（DI8187-1）。 

我還有打過電話喔，因為我哥在 OO（外地）啊，他什麼事都看不到，所以

家裡面甚麼事都是我在看的，我就說，你可不可以搬回來家裡住？我真的

快要受不了了，你知道嗎？他們每天都在吵架，每天都在吵架，每天，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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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人就不見了，不知道跑去哪裡，每天都在找人這樣（DC4198-CO）。 

2.先生過世後家庭變化 

(1)夫妻系統中斷形成母子（S2）結盟 

夫過世後，小兒子立刻搬回家照顧媽媽。W 談到小兒子時，認為先生生病時

他盡心盡力照顧非常可取。 

他好的是，(爸爸住院照顧)大大小小的都是他在處理，我就做閒人啊，對啊，

說真的他真的是很可取（WI4118）。 

 (2)大兒子回來形成另一家庭中心 

W 在喪夫後承接 H 對家庭的責任進行「補位」，大兒子在外生意失利，W

擔心孫子跟著吃苦流浪，建議大兒子搬回家。沒想到 S1 全家搬回來後，她認為

自己在大家庭中的位置被邊緣化，成為兒子小家庭的「外人」，只是照顧孫兒、

煮飯洗衣的配角，但為延續家庭責任，仍願「犧牲」自己委屈求全。 

我每天在那邊煮飯，你是做人家兒子，三不五時你臭臉給我看喔！我看到

心情會好嗎（WI4099）？….說真的，因為我兒子要買東西他都不曾買我的，

他從來沒有買我的份(笑)…（大兒子）很護衛他們四個人啦，他們四個就是

一個家庭、一個家，我就好像是在旁邊，插不進去啦（WC5056-CO）。 

(3)女兒離婚回家引爆衝突成為代罪羔羊 

離婚的女兒原本不想搬回娘家，但 W 不放心生病又離婚獨居的女兒，因此

要她搬回來。但 D 回家覺得自己不被家人接受，也因金錢因素造成手足吵架衝

突，形成「因為離婚的 D 回來後才產生手足失和」的「代罪羔羊」歸因。 

我媽媽都跟我說我在跟他(弟弟)討錢，因為我有需要所以我...我跟他要啊! 

難道你欠我錢我不該提醒你嗎? 我要出去自己買房子這樣，這樣我有太超

過嗎，我媽就說你時間點不對（DI4070-1）！  

(4)女兒離家獨居維持家庭平衡 

最後 D 搬出去，讓家庭又維持結構與關係上的平衡，但只是「假性平衡」

狀態，相處期間產生的摩擦與衝突沒有解決與處理，於是在諮商時將家庭衝突浮

上檯面。 

爸爸過世之後，S2 也搬回來，S1 生意做不好也就搬回來，她(D)也這樣搬

回來，事情就大亂了。現在就她搬出去，我就看一看，她（的頭）也沒有說

怎麼樣啦，就是她自己住沒有關係，第一點就是說沒有關係，第二點就是

說，沒有兄弟姊妹住在一起的這種摩擦（WC4291-CO）。 

 

（二）家庭角色變化 

    喪親後家庭結構轉變，家庭角色也隨之變化，家中男性：先生、大兒子、小

兒子的變化由母女視角進行理解與分析，說明如下： 

1.妻子由「家中閒人」變成「家庭守護者」 

    W 個性大剌剌，坦率有話直說，因為有 H 處理大小事，因此樂做家中閒人，

H 突然過世，讓 W 慌亂不已不知所措，孩子陸續發生狀況 W 努力因應，面對大

家庭相處的艱難也努力面對。最後以「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來為自己家庭守護者

角色下一註解。 

那時候會這樣，無憂無愁，就是有他(先生)幫我擋著啊，有大大小小的事都

是他在處理啊，我們又能怎麼樣?我們就讓自己好過一點，當個閒人而已啊

（MC2070-CO）。 

你(大兒子)回來我就更操勞啦!(嗯嗯)不然我閒閒的，很優閒欸!我是說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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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家庭齁，我是犧牲小我完成大我捏！你”目賙扣扣”（台語：不知好歹）

（WI9033）! 

2.女兒由「問題解決者」，變成「婚姻失敗者」「麻煩製造者」（代罪羔羊） 

    D 在父親生病期間，不論就醫、生病照顧、後事處理，皆表現出堅強能幹的

問題解決者角色。W 曾稱讚先生病發時女兒的鎮定，她說女兒： 

她（D）很堅強鎮定，他進去(醫院)時，都是她跟醫生在講她爸爸的事……

（WI1030-2）。 

  而 D 離婚後變成婚姻失敗者，回家後挑錯時機討錢成為麻煩製造者。一連

串的角色轉變，也讓 D 成為家庭衝突中的代罪羔羊。 

像我剛剛回去，有沒有?我那時候真的，我喝茶也不是，坐著也不是，躺著

也不是(嗯)就感覺好像，很繃緊在那邊(緊繃)，對，就像我剛剛講的嘛！什

麼事百分之百都是我的錯（DI8112）。我不管做什麼事，有做沒做啦，我就

是一個瘟疫啦（DC4130-CO）。 

3.先生由「家庭支柱」，過世後成為「無能為力者」 

    H 生前是家中支柱，大小事的擔當者、處理者，家人只要照著做就好。過世

後仍活在 W 的生活裡，是 W 遇到困難的求助對象，希望幫她解決問題，但 H 在

W 夢中是無能為力，只能看不能做的無力。 

有，我也有這樣跟他說，我也都有念給他聽(女兒離婚的事)。他躺在那邊，

我知道他眼睛能看但是無能為力阿，他每天都來讓我夢（WI1086）。 

4.小兒子由「逃避家庭者」變成「家庭照顧者」 

S2 原本為逃避父親權威而在外自由自在生活，當父親生病時成為主要照顧

者，父親過世後則成為母親的照顧者及情感支持者，在她喪夫傷心難過時安慰她。 

他要是知道我不吃飯的時候，他都會講給我聽，說：「媽媽，我朋友的爸爸

也是這樣，這是每個人都會經過的！」他都會跟我講這樣（WI4108）。 

5.大兒子由「離家中立者」變成「家庭延續者」 

    經 W 陳述得知 S1 在外工作表現不佳，D 也曾說 S1 接受過 H、D 的經濟資

助，因此，當 S1 不是以衣錦還鄉的姿態回家，而是以困頓失意姿態回家時，常

臭臉並對家內情緒造成影響也就不難理解。但對 W 而言，她為了家庭完整、安

頓孫子必須忍受和大兒子小家庭相處的差異，最後 W 只要求 S1 將自己小家庭照

顧好就好，自己另尋天地（外出找朋友聊天、唱歌），讓這個家由大兒子延續下

去。 

因為我們的家庭已經定型了，沒辦法再改變了，他(大兒子)也已經娶太太了，

孫子也已經長大了，這樣就...不要看，不要聽，要看的時候我就把他的孩子

顧好就好，肚子餓就準備給他吃，剩下的我們不要給他們說什麼（WI5078）。 

這幾年（和大兒子一家）相處在一起就差不多這樣，這樣我沒關係耶!只要

他那個圈圈(S1 小家庭)顧好就好（WI5071）。 

      

上述資料整理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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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H 過世前後家庭結構及角色變化圖，資料來源係作者自行整理。 

 

二、 心理師重要事件 

 
    根據六次心理師諮商後訪談的內容，輔以部份諮商內容說明心理師重要事件，

詳述如下。 

表 4   

諮商主題與心理師重要事件表 

次數 諮商主題 心理師重要事件 

一 

 

1.母女對 H 過世原因認知不同，W 對女婿的氣憤 

2. W 對孫子和女兒的擔心 

3. W 夢到先生無法上天國 

4.女兒敘述在婚姻中的困難處境，離婚不見得不好 

1.劃出界限幫助女兒表達自我 

2.同理支持憤怒情緒 

3.喪親夢探索 

4.重新框架離婚是去世父親保佑 

二 1.先生過世後 W 不知所措 

2.完成先生心願的欣慰—找到墓地、見親人 

3. W 感謝女婿的協助 

5.覺察喪偶後地位失落 

6.邀請共同經驗悲傷 

三 1.完成先生(爸爸)心願—骨灰回家 

2. W 指責 D 個性行為導致離婚 

3.D 對腦瘤復發的擔心 

7.拉進逝者力量面對困境 

8.企圖引發隱藏情緒 

四 1.鄰里、信仰對 W 的支持，家人各自悲傷的現況 

2.母女愉快回憶 H 生前趣事及正向特質 

3.W 夢到先生上天國在上帝身邊幫忙 

4. W 對大家庭相處的不適應與不滿 

5. W 指責 D 造成手足衝突，D 不滿回嗆 

9.強化喪偶後人生價值 

10.看到行為潛藏善意 

11.點出離婚女性文化困境 

五 1. W 對大家庭相處的忍耐退讓 

2. W 在六大生命關卡的辛苦與堅強 

12.陪伴看到女性堅強 

六 1. 母女對 H 過世意義轉念 

2. W 對 D 公婆的感謝及對離婚不追究，但 D 不滿

W 再提離婚 

13.整理臨終經歷 

14.死亡認知轉變 

註：資料來源係作者自行整理。 

 

    依據 14 個心理師重要事件及參考 Corr 與 Corr（1996/2001）的家庭悲傷任

務論觀點，整理出四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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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心理師重要事件主題表 

主題 子題 

（一）死亡真相理解與意義建

構 

1.營造開放敘說環境（1）劃出界限幫助女兒表達自我 

2.死亡意義重構：（1）整理臨終經歷；（2）死亡認知轉變 

（二）分享悲傷痛苦經驗 1.同理支持憤怒情緒；2.喪親夢探索；3.邀請共同經驗悲傷；4.

企圖引發隱藏情緒； 

（三）家庭關係角色重新定位 1.覺察喪偶後地位失落；2.強化喪偶後人生價值；3.陪伴看到

女性堅強；4.看到行為潛藏善意；5.離婚女性文化困境 

（四）重整延續逝者關係 1.重新框架離婚是去世父親保佑；2.拉進逝者力量面對困境 

註：資料來源係作者自行整理。 

 

（一） 死亡真相理解與意義建構 

1.營造開放敘說環境 

（1）劃出界限幫助女兒表達自我 

母女兩人對 H 過世的看法不同，心理師刻意讓女兒多發言，因為看到案主

在過程中是保護操控，而女兒就相對弱勢，因此會為女兒畫出一個空間，讓她能

多表達自我。 

每次我看到女兒的表情她都想要說些什麼，我就會做一個界線給女兒說，

如果沒有這個動作，她女兒說話的機會恐怕會很少（CO1034）。 

2.死亡意義重構 

（1）整理臨終經歷 

母女當初討論是否要讓 H 走時（是否拔管），內心充滿矛盾與掙扎，最後

決定放手是因為捨不得 H 受苦。心理師讓兩人順其自然的表達當時的矛盾與掙

扎，認為這樣的表達與整理對當事人是很有意義的，也幫助兩人看到願意放手讓

H 走，心理運作是複雜且深刻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覺得她們自己談得滿多的耶，談爸爸。因為她們有講，我覺得那一點很重

要是因為，她們說，她們要放掉手讓爸爸走是很難的，如果說不放手的話，

爸爸就會很痛苦啊。對啊，她們去表達她們心中的那個矛盾和複雜，那對她

們來說是重要的（CO6041）。 

（2）死亡認知轉變 

    最後一次諮商裡，案主對於先生死亡的認知觀點已經改變。未諮商前，她是

怨天尤人的，認為都是女婿害死先生，先生才會過世。到最後她能夠坦然接受，

認為先生的死亡是上帝的旨意，自己也參與其中，死亡認知觀點已經有了轉變。 

我覺得她的觀點完全改變了，要不然本來依照她那個觀點，就都是那個女

婿害死我先生的，對啊，都是因為他跟我女兒離婚啊。但是到最後她的觀點

已經變了，她覺得是主耶穌接他去啊，接她先生去，她願意讓她先生去啊，

因為她知道她要減少她先生的痛苦。對啊，我覺得在裡面，她自己的責任感

就是不一樣，看到她自己的主控性和選擇性（CO6105）。 

 

（二）分享悲傷痛苦經驗 

1.同理支持憤怒情緒 

    心理師感受到女婿提離婚對 W 造成的強大憤怒情緒，加上女兒沒有受到好

的對待，心理師讓她能自在的表達憤怒情緒成為此次諮商的重點。 

對，因為她覺得她的胸腔被人狠狠地刺進一刀，我覺得她的描述很生動，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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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道!如果我看到我女兒的婚姻還完整的話，我就自己獨自忍受下來，對，

可是她看到對方對她女兒這樣子，這把刀她覺得不講出來，她會覺得...覺得

有一口更大的怨氣，媽媽有好重的怨氣在裡面（CO1050）。 

2.喪親夢探索 

    第一次諮商出現的夢境，心理師覺得很重要，W 對於夢境無法解釋，心理師

轉而提問一個假設性問題給案主，讓她思考夢境內容和「你要不要放先生走？」

是否有關。 

她起先是說她每天做夢啦，她的夢是很遙遠的夢，就是她先生會很遙遠然

後她要打電話給他，可是她就是找不到他這樣子，後來她又說他(先生)上不

了天國，她說不知道他上不去天國是甚麼意思….。我想這個夢要好好跟她

探索，…..然後我覺得是她沒辦法（放開）..因為我說她現在要不要放他走？

我不知道，因為那是另一個次元的東西（CO1088）。 

3.邀請共同經驗悲傷 

    對於家庭具體表現出來的悲傷反應，心理師試著邀請家人一起經驗悲傷，互

相安慰。心理師試著邀請女兒對哭泣的媽媽表示安慰，拉拉手或拍拍肩，但是媽

媽堅持表示沒關係，不用安慰，女兒也就不堅持，心理師於是尊重家庭面對悲傷

的方式，但對於家庭無法互相安慰，心理師覺得些許遺憾。 

我想要去做一些讓他們一家人可以去談論哀傷，可是沒有成功啊(笑)。 就

是家人們可以一起，可以不用這麼ㄍㄧㄥ，悲傷就是悲傷，流淚就是流淚，

他們就很堅持，他們要用他們本來的方式，他們還是要用保護彼此的方式，

我覺得尊重他們啦，因為他們有他們的一個脈絡在啊（CO2114）。 

4.企圖引發隱藏情緒 

    因為家庭悲傷情緒是隱藏的，為保護家人而不表現，但不表現的情緒形成家

庭壓力鍋，心理師試圖引導出家庭中隱藏的事件和情緒，以舒緩家庭壓力，但家

庭自我保護系統拒絕外在資源進入，形成各自悲傷各自難過的情形。 

我還有企圖，也想把他們的一些隱而不見的情緒啊、事件啊能夠引發出來，

不過我覺得他們也有自己一套的保護系統…..他們只能自己假裝沒事、很

好，，他們不安慰彼此啊，只要我沒事，不要造成家人的負擔，他們全部都

是在這個地方，可是比較少去，當家人有難的時候，他們會去主動的去關懷

啊，就是裡面有蠻多，很多很多的拒絕(笑)（CO3051）。 

 

（三）家庭關係角色重新定位 

1.覺察喪偶後地位失落 

    心理師在了解先生在家中的重要地位後，想讓案主探索並覺察當丈夫去世，

家中主導地位不見時，案主失落的悲傷為何。當案主經驗悲傷時，也讓她覺察失

落後的力量。 

我覺得是她們在講她們爸爸是一權獨大的男主人，所以全家人都要在他控

制之下去進行。那當然講好聽就是保護，講不好聽就是由爸爸主導一切。因

此在爸爸倒下去之後，對她媽媽來說是一件非常焦慮的事情，因為她根本

不知道該怎麼處理，我覺得是，我第一個有，就是拉近媽媽，我就有用一點

a stroke and a kick(又捧又踢)的技巧，我就說：媽媽，你看起來也不是一個

沒有理性的人，為什麼妳的先生需要這麼保護你（CO2025）？ 

    心理師運用結構派家族治療的技巧，以兩面的言語來引導改變

（Minuchin, & Fishman, 1999; Minuchin, Nichols, & Lee, 2007/2007）。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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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技巧可維持和案主的關係，但又可進行「溫和」的面質，深化案主自我

覺察，也幫助案主看到自己的優勢力量。 

2.強化喪偶後人生價值 

    第四次諮商心理師持續肯定案主在先生過世後的承擔與能力，也很有智慧的

處理因應大家庭相處，更能夠在大家庭相處的艱難中轉身找到自己，過好自己生

活的方式。 

對，後來我就講到說媽媽也不簡單啊，不容易，就是先生過世後你也可以擔

的起家裡的事情，可以持續跟神接近，也可以這麼開明的去(和媳婦相處)...

我覺得那個媽媽這個部分她是做得不錯的耶，…..我覺得她能夠去放得開去

過她自己的生活，當然她心中還是有很多的氣啊（CO4017）。 

3.陪伴看到女性堅強 

第五次的諮商主題是案主自述的六大生命關卡，在諮商中，心理師感受到

案主堅強的生命力，也陪伴她敘說自己在生命中的重重難關，心理師肯定她面對

生命難關時所發揮出來的女性堅強，充權賦能（empower）女性力量，提高自我

價值。 

因為我覺得大概整個歷程都是繞著這個主題（六大生命關卡）在轉，在打轉

啊，可能就是去看這個媽媽很可貴的部分，也許媽媽為什麼到她先生過世

八九年了，然後她那個哀悼歷程好像也沒有走完。雖然她沒有走完，不過我

覺得她的生命力，也是一直發揮她的力量出來，來應付這個，來面對這些生

命中的重大事件，我就覺得很不容易耶（CO5004）。 

4.看到行為潛藏善意 

    心理師幫助案主看到女兒行為背後的婚姻苦境，也看到自己指責女兒行為背

後的動機是關心。案主的行為是批判女兒愛買東西浪費，但動機是為女兒好；而

女兒的行為是過度購物，但背後動機是離婚的苦以購物發洩。行為的表面是媽媽

責備，女兒逃避，而背後動機是媽媽「我都是為你好」，女兒「你不知道我婚姻

好苦」。心理師看出兩人背後的動機，也希望幫助兩人能會心交流。 

其實媽媽我覺得她對女兒的方式喔！我覺得動機都是好的，但是方式都是

批判批判批判耶。嗯，後來我昨天有做了一點，我就說，好像媽媽看到女兒

的行為，然後很擔心這個行為對女兒會帶來不利的影響，那真的是很關心

的，但是這裡面好像對女兒所受的苦好像就都不清楚（CO4041）。 

5.離婚女性文化困境 

    心理師在母女的衝突議題中，看到社會文化及性別的影響，心理師看到離婚

回家的女兒在原生家庭中是矮一截的，而案主更強化這種性別意識及文化觀點，

讓女兒回家更動彈不得。 

我覺得這邊有很多那個性別的議題耶，好像女兒嫁出去了，我不曉得那種

的，她總要求女兒要有那種低聲下氣啦。難道嫁出去的女兒（離婚）回來就

是寄人籬下嗎？我有說：奇怪，聽起來女兒好像有寄人籬下的感覺耶，啊女

兒就猛點頭，也許媽媽那種年紀喔，她就覺得女人比較沒有價值，所以回到

家的時候就要讓人家一點，口氣要好一點，工作要自己撿來做（CO4046）。 

 

（四）重整延續逝者關係 

1.重新框架離婚是去世父親保佑 

    心理師看到案主受女兒離婚的氣，情緒卡在裡面出不來。而女兒看待離婚是

一種「不見得不好」的觀點，心理師順勢連接到「是父親的保佑」才讓女兒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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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重新擁有健康的身體和心理，這樣的新觀點進入幫助案主以新的視框重新觀

看女兒的離婚。 

因為剛才有講到離婚對喪親的一個（衝擊）…，媽媽一直覺得說女婿不遵守

承諾，離婚，離婚對她來說很氣啊! 然後後來我去問她女兒：你自己的看法

呢？女兒就覺得自己離婚不見得是件不好的事，她有講說她在那個地方的

為難，然後女兒都說她每天每天（忍受這些），如果她不離婚的話早就瘋了。

然後我就趕快接下去說，我說：也許是爸爸冥冥中的安排。後來媽媽說對

喔，有可能喔，如果不早一點出來的話就可能會變成瘋婆子在路上了，就語

無倫次了（CO1122）。 

2.拉進逝者力量面對困境 

心理師在幫助家庭回憶逝者的美好時，發現有將逝者理想化的趨勢，而心理

師也就順著這股趨勢將逝者力量拉近母女現狀困境中，幫助她們看到 H 死亡雖

是失落，但離婚是父親保佑的結果，希望加入 H 力量，陪伴家庭繼續面對生命中

的困境。 

譬如她們現在談到他們對爸爸，我覺得是有一種把他理想化的一種趨勢。

我想理想化也不錯啦，至少爸爸在他們的心目中是一個力量，可是這個媽

媽大部分都是把它放在失落，還是失落的部份啦，我就有個企圖，因為爸爸

本身就有力量，變成不是失落，而是一個精神上的力量，然後陪伴著她們走

下去（CO3034）。 

   

三、 母女重要事件 

 
    根據 9 次母女訪談資料共整理出 18 個重要事件，輔以部份諮商內容，進一

步整理成四個主題。詳述如下： 

表 5 

母女重要事件主題表 

主題 子題 

（一）諮商帶來效益 1.喪親悲傷因應：（1）喪親夢從有罣礙到上天國（2）死亡

意義重構（3）允許悲傷釋放 

2.個人自我賦能：（1）W 角色調適從「不知所措」到「承

擔得起」（2）女兒自我能力從無信心到自我肯定（3）女兒

死亡焦慮從擔心到交託 

3.不同關係改變：（1）W 對女婿觀點從憤怒到感謝（2）W

對女兒從擔心罪責到珍惜放下（3）D 對孩子的心情從在意

到欣慰 

（二）悲傷助益因子 1.信仰帶來支持寄託；2.完成未竟事件；3.家外系統協助；

4.懷念逝者美好的滿足 

（三）離婚議題處理 1.離婚不見得不好；2. D 成為代罪羔羊；3. D 不滿母親一

直提離婚；4.母女非語言關心 

（四）三代同堂不適應  

 

（一）諮商帶來效益 

1.喪親悲傷因應 

（1）喪親夢從有罣礙到上天國 

    W 喪親夢境的轉變從「先生無助」、「上不了天國」到「到上帝身邊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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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諮商前訪談和第一次諮商裡， W 很擔心女兒被離婚趕出來，不知道該怎麼辦，

只好每天跟死去的先生訴苦抱怨，求先生告訴她該如何幫助女兒，但是她每天夢

到的先生只能無助的躺在那邊。 

我就還會跟他說：「H，(女婿)把你女兒趕出來，你看要怎麼辦?我每天都做

這種夢喔！那個時候我就沒辦法，我說你就指示我一下啊！是不是也給我

一點力量，你難道還要躺在那邊？」（WI1085） 

他都說他很擔心，他都沒有辦法就這樣上去(天國)了啦，他走不掉，他沒辦

法放下，但是我心裡想說，他不能上去是什麼意思我聽不懂（WC1100-1-C）。 

不只 W 夢到，小兒子（S2）也夢到爸爸交代三個孩子要好好相處（手足衝

突失和後）。 

H 來找他（S2），我們母子兩個人就抱在一起哭【哭泣聲】。他（S2）就

說：「媽媽，爸爸剛剛來找我，他說他知道我們三個住在一起，（他說）你

們三個要忍耐，都是自己的家人（WI1096-1）。 

    W 婚前為傳統信仰，婚後才與先生改信基督信仰，因此在喪親調適上具有融

合東西方信仰的特點。基督信仰中沒有本土文化的「祖先托夢」現象，讓 W 不

知如何以信仰解釋每天夢境意涵。W 因而尋求基督信仰外的支持，向傳統信仰的

鄰居友人尋求協助，鄰居認為先生看得到家庭變故但他無能為力也很難過。 

因為我們那邊有一個在拜拜的人喔，他說其實他有看到，可是他無法幫忙

啊，你又這樣常常求他，可是他也無能為力，你又一直這樣求他，他比我還

難過，說我先生比我還難過……（MC1155-CO-1）。 

    在第四次諮商，W 又再度提到夢到先生，夢境內容則是先生已到上帝身邊幫

忙，夢境內容有所轉變，W 認為當初先生生病時她的禱告，上帝已經聽到了。 

那時候他在難過(生病)的時候我也有跟主耶穌祈禱說：「你如果有需要他的

話，你不要折磨他，你不要讓他這麼難過，讓他好好的去你的身邊，幫你打

理(事情)。」他現在在天上應該是在上帝身邊幫忙了，我夢到的也是這樣

（WI5124）。 

女兒也非常同意媽媽的夢境解釋，進一步說： 

他現在在天上，不是牧師也應該是傳道（DI5124）。 

（2）死亡意義重構 

    從一開始 W 無法接受失去先生的事實，最後一次諮商可以將先生的去世視

為是上帝的安排，一個歷程，知道自己已經盡力，能夠放下、沒有遺憾。 

我心裡就很難過了啊。我現在就是這樣子，講到 H就是說，H(過世了)，就

沒有關係了啦，因為他生病啊，我們就有盡量去救他醫他了，但是主耶穌最

後還是需要他，沒關係了啦，這就只是一個過程而已啦（WC6017-C）。 

    D 對父親死亡認知則從不捨到有尊嚴。第一次諮商後訪談，D 談到父親生病

當時，不理解父親為何不要公司同事來探望他的想法，在自己也開刀住院過後，

了解父親當時其實是尊嚴受損的心情。因此，這樣離開對父親來說能夠脫離病痛，

也許對父親更好。 

快要三個月，爸爸已經...說實在的不要說病人承受不起，在那邊顧的人也承

受不起，我們不是在為了我們自己，躺在那邊的人最那個(痛苦)了!最難過

了!他雖然可能沒有反應了!可是他還會思想啊（DI3104）。 

我這樣子（腦瘤開刀）人家來看我，可能跟我爸爸的心態一樣，看到我最脆

弱也是最邋遢的（一面），像平常我們要出去，雖然不是說穿的怎麼樣，但

是至少會穿得很整齊啊（DC6069-CO）。然後我也知道他沒有病痛了，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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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看不到了，知道他的病痛好了，我們也是很高興（DI7025）。 

（3）允許悲傷釋放 

未諮商前母女悲傷釋放方式是獨自悲傷。 

我自己在家裡哭一哭沒有人知道啊（WC2106-CO）。 

對啊，我們還在難過的話就是躺在那邊（流淚），然後洗澡的時候也會流眼

淚啦，只是沒有被看到而已。…..大家都不敢講，怕觸景傷情啊（DC2120-CO）。 

由 W 陳述得知 S1、S2 則是尋求自己的管道抒發，兩人會尋求一位同齡的

男性鄰居支持，三人會談到 H 而流淚（該鄰居受到 H 很多照顧），但兩人回到

家依然以假裝沒事的樣貌呈現。 

    諮商時，D 想讓大家覺得即便喪父、離婚她也沒事，因此凡事表現出樂觀的

態度，不想讓別人知道她心理的傷，尤其更不想讓前夫看出來她心理受傷，因此

以不在乎、無所謂來顯現。 

像這種盡量就是大家看到我以後..(覺得)我很樂觀，大家都說我很樂痛(台

語)，樂痛你聽的懂嗎?前夫說我很樂痛(台語)，所以我跟他怎樣都沒關係，

因為我不會怎樣（DI3137）。 

爸爸過世..媽媽到現在都還有一點(走不出來)嘛!我就跟老師說：其實我 ok!

之前比如說我回到家我都不敢這樣子(比出流眼淚的手勢)，是因為我怕這樣

子的話，大家看到我，會更不好，其實我心裡面也是不 ok的!老師就說：我

的表面看起來很好，但是心裡面還是不 ok 的（DI3116）。 

而心理師的這句話，說中她心裡所想，她表示說中的感覺是「賓果」，也覺

得講出心中的秘密了。 

對，不能講的.. (笑)，應該講不敢講的秘密，或者是講不出來的秘密這樣，

我今天有把它講出來就對了（DI3143）。 

W 也因為來諮商，可以自在的流淚表達悲傷。 

我最近的分數差不多有 8分（0-10）喔，因為我所有的事情、心情，我都講

給你們分享了，我的心情都說出來，我的心情就開了，在孩子的面前我也不

敢說，我在你們的面前我才會流眼淚啊（WI7042）。 

2.個人自我賦能 

（1）W 角色調適從「不知所措」到「承擔得起」 

    W 在先生過世後，角色調適的變化由「不知所措」到發現自己「承擔得起」

發展出新能力。第二次諮商，W 說先生突然不在讓她很慌亂，家族的事就要由長

嫂的她來決定，但她會跟兒子說並一起商量。W 成為主要決策者，承擔的責任落

在 W 身上。她說： 

對啊，對啊，一開始真的都不知道，很難過耶（WC2040-C）！ 

就是我都覺得，像是他已經死了，有什麼事我一定都要自己處理這樣啊

（WC4004-C）。我覺得我也承擔得起啊（WC4033-C）。 

（2）女兒自我能力從無信心到自我肯定 

    D 原本擔心腦瘤開過刀找不到工作，也認為幫媽媽工作只是小事（如掃地、

撿菜、洗菜）不算甚麼。但 W 認為這些工作上的細節對她幫忙很大，可以加快

她的工作效率。 

我的狀況，我都會講，對，只是一般說你是老闆，我們兩個去應徵，他是正

常的，那我跟你講這樣子我的狀況，我相信你也不會用! 人之常情，如果今

天我是老闆的話會是這樣（DI2162）。 

對啊，就是幫她(媽媽)用，我幫忙掃地，等一下妳來拖地，我們都這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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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炒菜那些啊，我就幫她把菜切一切洗一洗，一盤盤用好，洗好了，切好

了就放在旁邊，她要先炒哪一盤？要用哪個？她自己的事了啊，炒一炒我

們就趕快落跑了就回家了啊……我們就可以早一點用完回家了（DI7089）。 

（3）女兒死亡焦慮從擔心到交託 

D 在諮商歷程裡，擔心腦瘤復發的主題不斷出現，有非常多擔心。 

實際去檢查完是還好，但是我是一直在擔心這個問題(腦瘤再復發)阿，(醫

生說)如果再長...就拿掉啊!就是再弄一次啊。(但是)上次那個醫生有跟你講

一句話，你再弄一次不見得會這麼好這樣...你聽的懂我的意思嗎？…有可

能..手腳..可能會有...類似別人癱瘓，就像中風那樣（DI2095）! 

最後一次諮商，D 談到雖然腦瘤是否復發仍是一個不確定事件，但已可以

將焦慮交託上帝讓 D 有所寄託與依靠，疾病適應焦點由自身轉移至上帝。 

我就會跟主耶穌求說，不要再讓我發生之前那件事，然後還給我一個健康

的身體，像說我們去教會，牧師也都會幫我們禱告啊，牧師也知道我的狀

況，我都會請牧師幫我禱告啊（DC6021-CO）。 

3.不同關係改變 

（1）W 對女婿觀點從憤怒到感謝 

    W 對女婿的觀點變化從一開始「對女婿離婚的憤怒」到「感謝女婿幫她尋找

醫生」。W 提到女婿向先生（H）提起要和女兒（D）離婚，先生才大受打擊一病

不起，認定女婿要為先生的死負責，加上和女兒離婚，因此女婿「罪加一等」，

成為把 W 家庭打碎的罪人。但第五次諮商時提到自己曾因腎臟瘤生病，當時是

前女婿緊急找到適合醫生才讓 W 康復。 

今天她（手術康復）回來你又把她打出去，打出去，把我一個家庭都變得碎

爛爛的，比豆花還碎!我..我怎麼忍的下咧 (台語)（WI1070）!   

「說真的，我這條命喔（腎臟瘤）…，也有很多人幫我啊，像那個我孫子他

爸爸，我們那個(前女婿)也一起幫忙找醫生，不要說他怎樣啦（WI5022）。 

（2）W 對女兒從擔心罪責到珍惜放下 

     第一次諮商中，W 表達對女婿強烈的憤怒，也進行了強烈的批判。而諮商

後訪談呈現出強烈憤怒背後的擔心，首要擔心孫子乏人照顧，次要擔心女兒往後

的生活無依。在追蹤訪談時，W 提到不想像之前一直矯正女兒，因此願意多珍惜

並把握相處的感情。 

你說她身體變這樣，我有的時候邊騎車邊哭，她都不知道的，我停紅燈我都

在擦眼淚。我大兒子生意失敗我都沒有哭成這樣，是她身體這樣我哭得最

慘，我如果騎到紅綠燈那裡我就開始哭..（WI6027）。 

因為那時候，我是一直要她調整她比較不好的習慣啦!到頭來啦，還是…大

家年紀也都大了，因為她也不小了，我也是，好啦!隨便她啦!上帝什麼時候

會帶我們走，我也不知道，我一直要幫她調整，這樣也是很痛苦(嗯嗯)，對

啊 !因為經過那幾個月來，我也覺得我很累了啊 !又打壞大家的感情

（WI9041）。 

（3）D 對孩子的心情從在意到欣慰 

D 在第一次諮商中首先提出的重要事件是擔心和孩子不住在一起會造成感

情疏離，很在意孩子是否在乎她。雖然難過離婚對孩子造成的心理傷害，但仍教

導女兒了解單親是一種社會常態，父母雖無法在一起，但母親依舊很關愛她。 

 剛才我也有跟老師講說一個禮拜會...會跟小朋友一起出去啊!但那也是不

常嘛!不常就怕會越來越不親（DI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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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媽媽沒有跟你們住在一起，不過媽媽還是很關心你，很疼你們。

（DI6110）。 

    第五次諮商後訪談，再次談到孩子的議題，D表示孩子還是願意和她親近，

沒有因為距離而和她疏遠，讓她感到很安慰。 

如果現在他們禮拜五有時候會來跟我睡，我兒子就會抱你抱到你的身體都

給你亂摸，我女兒也是，要跟我睡這樣，就是來黏著你。雖然我這樣，但是

我看到我孩子跟我這樣的互動，就覺得滿安慰的，沒有說因為你搬出去就

很疏遠了（DI6116-2）。 

 

（二）悲傷助益因子 

1.信仰帶來支持寄託 

    W 看到自己發展出「承擔得起」的新能力，也不忘將力量歸功上帝。她說： 

嗯，主耶穌給我力量啊！真的真的，這是上帝給我的力量（WC4036-C）。 

事實就是這樣，要感謝主耶穌，讓我關關難過關關都過這樣（WI6033）。 

    D 更直陳教會是她目前孤單的心靈寄託。 

就每天都一直很期待，就很期待去教會(做禮拜)，每兩個禮拜就很期待去那

邊(詩歌樂團)就對了。因為我在家裡，有的時候就真的很孤單，你也知道那

個房子，就我一個人在那邊，其實我很孤單，所以我這樣跑兩個地方，我就

很期待很期待，每天都期待可以趕快到，就會很開心（DI6097-1）。 

2.完成未竟事件 

    在 H 歷經病發到過世的歷程，有幾件未竟事件的完成，對 W 來說是重新經

驗悲傷情緒撫慰悲傷心情。第一是幫忙找到墓地，第二是安排親友見最後一面。 

都沒人給他弄（好墓地），他交代的工作...最後這一項工作，(如果)弄得很

潦草給他放在那裡，心裡覺得很難過，也有(安排)他想見的人有來見他

（WI3076）。 

第三則是女兒提議帶骨灰回家完成父親未竟之事。第二次諮商中，D 提到

父親生病時常吵著要回家，但家人都以「病好了就帶你回家」來安撫但直到過世

H 都沒回家，直到長輩提議，D 才把父親骨灰帶回家，諮商後訪談 D 仍很開心激

動，這也是完成女兒的未竟事件。D 說： 

有一次叔叔說要不然爸爸告別式的前一天，我們把爸爸的骨灰拿回家。他

說這句話真的，我不太敢講啦!因為爸爸倒了之後，你勢必要問媽媽嘛!我跟

她說了之後，她說：「哪有人在這樣做啦！從來沒有聽說過有人這樣就對

了。」後來她就突然想到說：要去問牧師(看看)，才說原來可以，你知道我

有多開心嗎（DC2181-1-CO）?  

我覺得...我好激動，還好媽媽有問到對的人，今天她如果去問那個拜拜的!

這下子都不行了!我們會遺憾一輩子（DI3078）！ 

剛才D說她爸爸自那個時候住院到走了，都沒有回到家裡，就是這樣(有讓

骨灰回家一晚)我就不會覺得心裡有個疙瘩，不會後悔這樣（WI3026）。 

3.家外系統協助 

    在喪親事件發生當時及之後都有家庭外系統的介入並提供實質幫助，給於 W

喪夫後不同層面的協助，牧師在 H 生病時給予的建議，W 也在喪偶後持續到教

會擔任志工，鄰居則不時前來關心 W 有無用餐。 

H 在生病很嚴重的時候，我想向上帝禱告，如果真的無法醫治請主耶穌讓

他好好走不要折磨他。可是喔！對於這樣禱告我會擔心會不會被誤會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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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我先生，所以我先去問牧師，牧師說可以，我才比較放心（WC2157-CO）。 

對啊，我現在不會孤單了啊，我禮拜天放假，就去教會那邊煮給大家吃，大

家多開心啊（WC6120-C）。 

還有我那些比較好的鄰居阿，像 H倒下去之後，他們每天，那個 OO 阿嬤，

都給你，每天都幫你滷一鍋的肉耶，一碗公的肉喔（WC4039-2-C）。 

4.懷念逝者美好的滿足 

    諮商中 W 不斷回憶先生的美好，幫忙過節、對親友孩子照顧，這些回憶讓

W 心感到滿足安慰。 

因為我在蒸年糕、包粽子，H 都…因為我做前面(的工作)，他就做後面(的

工作)洗東西，所以我在蒸粿或是包粽子都很輕鬆也是非常高興（WI5082-

2）。 

如果有談到 H喔!大家就會說：哦！當時誰上課都是我姊夫在載，大部分都

是聽到這樣，親戚朋友說到他都是稱讚的…（WI5106）。 

回想 H 美好往事如同連鎖反應，一經回憶就像開啟記憶的盒子，一連串鮮

明回憶不斷湧現，D 接著回憶起父親送文具給親戚孩子往事，和父親專屬的親子

時間。 

文具也沒有多少錢啊！我們說實在的，只是說鄉下比較(物質缺乏)...對啊，

所以有時候有鉛筆他就會拿回去給我二姑姑他兒子這樣，一個人幾隻給他

們，印象中就這樣子過（DI5031）。 

有時候吃完晚飯爸爸就會出去拜訪客戶，坐摩托車的時候我爸爸都會跟我

說叫我抱好，怕我睡著你知道嗎(笑)!他都會說抱緊一點就對了!怕我摔下去，

然後又會說你唱首歌給我聽。有時候他會，會教我唱...跟著我一起唱，我記

憶很深就是這樣子（DI5057）。 

 

（三）離婚議題處理 

1.離婚不見得不好 

    諮商時 D 提到前夫以她腦瘤開刀對家裡已無用處為由逼迫離婚。D 一開始

不願意離婚，不願意放棄孩子，但前夫仍然不斷言語騷擾，前夫對她的言語暴力

讓她快受不了，並假設如果再繼續待在不友善的婚姻裡，可能早晚會崩潰。 

如果我再拖拖拖拖到現在!你每天用那個話語給我砲轟，我跟你講我現在已

經發瘋了，我不是坐在這裡，可能就像那些流浪漢不知道走走走去哪裡

（DI2110）！ 

2. D 成為代罪羔羊 

W 在第三四次諮商中提及女兒愛亂買東西、家事不認真、脾氣不好，才會

被前夫離婚。W 更進一步說：作家事是女人該做的工作，應該主動做好，做不好

被先生挑剔是正常的。 

她三不五時就買一個東西回來，三不五時就買一個東西回來，你看到不會

生氣嗎（WC4276-CO）？我有聽她老公在跟我告狀說：我如果叫她去做工

作啦，擦桌子幹嘛的，都要人家叫就對了!她的婚姻會搞到現在齁，她的動

作、她的脾氣都有關係啦（WC3079-CO）! 

這種我們女人在做的工作，為什麼又要讓男人不時要叫她要做什麼做什麼?

【4】又加上她那種個性，有辦法跟人家相處嗎？人家當然會給你挑剔啊

（WC3122-2-CO）! 

第三次諮商，D 生氣媽媽只相信前夫的片面之詞，D 不敢直接反駁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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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表面說給心理師聽，實則說給媽媽聽。亂買東西則是為了紓解婚姻中的苦。 

在那邊十幾年了，哪可能都沒有拖、沒有掃勒?用頭腦想就知道了嘛，就是

有人會相信說，就是妳！就是有人會相信（DC3154-CO）。 

有的人是吃啊，我相信你是學心理這方面的老師你應該也知道啦，每個人

可能都有不同的發洩方式啦，那我的話，我可能（是購物）（DC4179-CO）。 

    而女兒在追蹤訪談提到之前她在家時，媽媽認為離婚的她是丟臉的。 

我在家裡的時候，有時候會想要出去外面透透空氣，不想待在屋子裡面嘛!

竟然跟我說不要去外面走，丟死我的臉了！我問你，你聽到這個，你會怎麼

樣嘛? 我在那邊已經(很鬱卒了)（DI8084-2）。 

手足衝突成為家庭壓力引爆的導火線，D 歸因也是離婚：「後來我離婚回

去之後，他(弟弟)有可能對我不諒解啦！對啊！我怎麼把一個家庭搞成這樣

子（DI8187-2）？」而當時母親也幫弟弟哥哥說話，讓 D 感到心寒，家庭

壓力的矛頭全指向 D，D 成了家庭中的代罪羔羊。 

我真的很心寒，本來像說我現在沒有在工作...我只是要你們把錢還給我，我

自己來（買房子）生活嘛，問題是你現在還在替他們說話!我現在這個樣子，

你還在替他們講話（DI5094）。 

3.D 不滿母親一直提離婚 

    第六次諮商時，W 提到感謝前親家及前女婿對於 H 病發及後事的協助，也

表示不想再矯正有關女兒離婚的事。但 D 很不喜歡媽媽都要再次提到離婚的事，

第六諮商女兒終於忍不住直接對媽媽反駁。D 對母親說： 

你不用一直這樣提醒我啊，不用這樣一直重複啊，說真的，今天我這件事情

我可能到死我都不會忘記，不用別人這樣一直在提醒我啊（DC6118-W）。

婚姻這種事已經過去了，我也不想要人家在我的傷口上灑鹽（DI7031-1）！  

在事後追蹤訪談中，D 認為當初的反嗆，其實是想化解媽媽對她的誤會，而

家庭諮商給出一個「不得不面對」的處境，也是心理師給予的勇氣讓她勇敢面對。 

她還是一直誤會我怎麼樣怎麼樣，你知道嗎？我說：好，我今天既然已經來

到這裡，我再不講的話，你還是一樣認為我怎樣怎樣（才會離婚），所以我

後來才敢講出來（DI8108）! 

4.母女非語言關心 

    而母親在女兒反嗆後也大為受傷，反省自己是不是做的不夠好？ 

好像我要做什麼，他們(兒女)都不能接受這樣子。也許是我做的不好啦，我

的表達方式，他們不能接受（WI7012-2）。 

    看到母親的消極自責後，心理師引導母女如何表達關心？D 也放下對母親的

負面情緒，提到表達關心的方式是「透過某種作為」：分享食物或煮東西給她吃。

為母女之間僵化的關係緩頰。 

老師有問我，你有沒有覺得你媽媽關心你？我就說：「有啊！」就是說，媽

媽如果有煮什麼好吃的東西，她也是會叫我回去，我回去之後，她也是叫我

拿一點回去吃，那也是一種關心，因為怕我在外面沒得吃（DI7052）。 

 

（四）三代同堂不適應 

H 過世後家庭結構轉變，由母子(小兒子)同住互相照顧到加入大兒子一家，

W 不斷適應著在大家庭中被邊緣化的角色。在家庭權力階層上，有著由「主」到

「從」的轉變，有一連串的心理調適，。 

我會閃到旁邊讓他們(兒子媳婦)在一起，我會去外面走走，和別人說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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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量不要和我媳婦他們坐在那邊廚房說話，有時候會有摩擦（WI6074）。

我現在會故意說，放著讓他們去承擔(照顧孩子)，主耶穌讓我的身體勇勇的，

我就出來外面加減做(家事清潔)（WI6091-1）。這樣我沒關係耶!只要他那

個圈圈(大兒子小家庭)顧好就好（WI5071）。 

但 W 仍舊不適應大家庭的相處，追蹤訪談講到此仍有情緒。 

真的!你回來我就更操勞啦!(嗯嗯)不然我閒閒的，很優閒欸!我是說為了一個

家庭齁，我是犧牲小我完成大我捏! 你”目賙扣扣”（台語：不知好歹）的你

（WI9033）! 

W 認為維持家庭和諧是自己現在最大的責任，而維持的方法是「退讓」和

「放手」，面對大家庭的相處策略是「退讓不計較以求和諧」，「放手讓兒子媳

婦學習承擔」。對於被邊緣化，W 也有一套自我調適的方法「不看不聽，把孫子

顧好就好」。 

 

肆、討論 

 

一、 喪親家庭中的個人具有多重角色調適 

 

    案主帶著失去丈夫的妻子角色悲傷，卻還有母兼父職的責任與壓力，在經驗

悲傷歷程時，妻子角色 V.S.母親角色時有錯亂。夫去丈夫需要更多悲傷情緒的表

達，但身為母親卻需要更多的獨立與堅強，尤其女兒生病案主認為有更多的責任

要擔負卻隱藏不住喪夫的脆弱與依賴，兩種角色的調適歷程讓案主在諮商及訪談

時出現很多混雜的情緒表達。另外，案主看待三代同堂面臨的家庭問題，自己看

自己是「過自己的日子」、「開心就好」，但從親子關係中看自己是「我是不是做

得不夠好，孩子才不能接受我？」。在「自我」中，案主很清楚要自己掌控日子

才能自在，但回到關係時，女兒不能接受她的教導方式，她覺得自己的掌控性不

見了。在追蹤訪談時，案主願意「調整放下」，不再要求女兒一定要「接受」她

的方式，當放下要孩子「接受」時，她才找回自己的掌控性，她也才能從「關係」

中解脫，回到自身的「個人主體性」。 

    女兒在經驗悲傷歷程時，有失去父親的女兒角色悲傷和失去婚姻的自我角色

悲傷。喪父後的悲傷調適角色較母親單一，主體都是「女兒」。當女兒在「父女

關係」「親子關係」（與孩子）中看自己時，是「有能力、堅強處理事情的」，但

從「母女關係」「婚姻關係」中看自己時，自己則變成「有問題、缺陷者」，但她

用表象的「樂痛」掩飾心中看待自己的「缺陷」。女兒的自我是「關係中的自我」，

若把關係都拿掉時，女兒的自我顯得脆弱，所以擔心未知的死亡、覺得自已沒有

能力工作，在「堅強」的表象下隱藏很大的不安，因此她會開始「依附」她的孩

子（尤其是兒子），特別在意孩子是否和她親近，而這些都和她對「自我」的不

安有關。 

 

二、 喪慟夢的處理帶來逝者連結的文化意涵 

 
    案主喪親夢境的轉變，從一開始丈夫不理她、不回應，上不了天國，除了反

映兩人親密又衝突的關係模式，也反應案主尚未接受失落的事實。先生上不了天

國，案主頓覺自己的苦苦哀求讓他有牽掛，反映出丈夫生前是案主的問題解決者。

隨著案主接受失落事實，夢境內容也隨之改變，夢到丈夫在上帝身邊幫忙，反映

出案主的放下與放手，也看到丈夫的良善助人特質不僅在世時得到眾人肯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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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到天國繼續在上帝身邊幫忙，成為一種從現世到來生的延續。許多研究學者

指出喪親夢對於悲傷調適具有助益（李佩怡，2014；李燕蕙，2006；蘇絢慧，2006；

Kennedy, 2001/2003; Nadeau, 1994, 2001; Sanders, 1989）。本研究一連串夢境的內

涵反應出案主的哀悼歷程、內在衝突、未竟事務、與過往情緒生活經驗連結，這

樣的研究結果與蘇絢慧（2006）發現喪慟夢的特性有所呼應。蘇絢慧（2006）從

三位研究參與者的喪慟夢經驗中發現，喪慟夢具有下述特性：（1）喪慟夢經驗反

映了個體悲傷哀悼任務完成的狀態；（2）喪慟夢經驗嘗試處理個體內外在衝突並

解決問題；（3）喪慟夢經驗具有明顯情緒特性並協助整合；（4）喪慟夢經驗協助

完成未竟事物；（5）喪慟夢經驗協助個體和逝者的關係重新連結；（6）喪慟夢經

驗和過往情緒或生活經驗有所連結；（7）喪慟夢經驗是個體悲傷調節的本能機制。

喪親夢的出現是一個諮商中的重要主題，心理師認為相當重要，並讓案主多加描

述、表達，以幫助更多的內省與覺察。案主也在敘說中，自陳夢境的轉變並反省

自身行為（一直向丈夫抱怨讓他放不下心上不了天國），而願意有所改變（不再

向丈夫抱怨了）。心理師利用夢的處理協助喪親者悲傷情緒經驗的整合，也協助

逐一完成哀悼任務。 

    研究結果中，案主相信丈夫在另一個世界過得很好，兩人關係未因死亡而結

束還能連結，此對案主有很大的療癒作用。案主最後夢到丈夫在上帝身邊，丈夫

間接的接受案主的請求，順應上帝旨意看顧重回基督信仰的女兒，讓案主更能放

下與放心，這和Kennedy（2001/2003）認為喪親夢是具有功能的看法一致。Kennedy

（2001/2003）認為喪親夢大致分為四類：（1）再保證之夢：向作夢的人保證，雖

然死亡已發生，亡者仍可接近且不再受苦；（2）確認關係之夢：顯示與作夢的人

關係已改變，但並沒有結束；（3）未解決議題之夢：關係中未解決的議題仍被提

起，或被積極談論；（4）支持或指引之夢：亡者給作夢的人支持或指引；透過夢

境與死亡對話，是轉化死亡恐懼和否認的開始，並讓關係變的真實，因此，夢是

珍貴禮物，能引導喪親者度過悲傷的挑戰。 

特別的是，基督信仰屬於西方文化，當進入喪親家庭所處的東方文化時，產

生融合、協調，形成本土喪親家庭獨特的悲傷調適歷程。在本研究中，案主夢到

逝者無助的躺著不理她、離不開，但不敢向基督教友分享的內容，但會和傳統信

仰的鄰居分享。這是一種華人文化中與逝者連結的方式，雖然案主不透過祖先崇

拜（拿香拜拜）的方式，但透過日常生活的連結，仍試圖與逝者產生關係再連結，

以平復失去丈夫的不完整感。案主在婚前為傳統民俗信仰，婚後跟隨丈夫改為基

督信仰，喪夫後雖遵從基督信仰成為靈性價值觀，但傳統文化信仰仍影響著悲傷

調適。她相信「夢見丈夫」具體指引家中問題的解決方式（丈夫指示手足三人要

好好相處、接納離婚回家的女兒），此為受到中國文化中「逝者永存」、「祖先

崇拜」、「靈魂不滅」、「鬼神信仰」等文化影響。 

    李佩怡（2014）指出個人喪慟調適或悲傷因應的方式深受文化脈絡的影響，

她提出三點隱含在華人文化關於夢與生後世界的信念：（1）相信靈魂不滅，死

亡的只是身體，靈魂存在於另一個世界；（2）相信「夢」跨越生死隔閡，是人世

與幽冥兩界交會的中介空間；（3）相信生者與逝親的關係彼此牽繫，延續轉化

為祖先崇拜。案主相信丈夫透過「托夢」來傳遞逝世前的未竟事件（擔心女兒）

並因此成為離世的罣礙（上不了天國），丈夫藉由夢與在世親人對話，彌補生死

隔閡的缺憾，化解未竟事件（家庭衝突），夢境成為逝者與生者溝通的管道，是

逝者主動產生連結的中介空間。而丈夫的保佑讓女兒離婚得以保全身體健康，則

和中國文化中「鬼神信仰」有關。祖先鬼魂被視為眷顧家人的神靈，當家庭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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諧或遭厄運時，則歸因於祖先鬼靈作祟。當與逝親持續連結的行為愈能在社會文

化的脈絡下被認可支持時，越有助於喪親者的悲傷調適。心理師在喪親夢的處理

上，運用了西方心理治療中夢的工作方式，結合東方文化中獨特的夢境意涵，形

塑出喪親家庭獨特的悲傷調適歷程。目前喪親悲傷的處遇多源自西方悲傷治療的

觀點與方式，但本土喪親家庭的喪慟方式深受華人文化信念影響（李孟儒、徐嘉

霙、劉佳芳、陳信宏，2014；許敏桃、田月玄，2009；許敏桃等，2005），若能

看重本土文化脈絡信仰為喪親者帶來的療癒，並在協助過程中融合西方心理治療

之夢工作法，更能有助於喪親者的悲傷調適。 

 

三、 喪親帶出社會文化下的女性議題 

 
    研究結果除了呈現喪親後家庭的改變樣貌，也帶出本土諮商中獨特的女性議

題。離婚女兒回娘家的衝突議題，母女兩人在離婚事件中的衝突議題，在在顯露

出台灣女性深受家庭角色、社會責任與婚姻關係所影響。高琇鈴（2011）的研究

中，討論了女性在夫妻衝突中受苦困局與受到的社會文化影響有關。台灣已婚女

性在面對西風東漸下產生的個人獨立自主性，在面對傳統父子軸家庭型態時，產

生的困擾、壓力和身心症狀，是諮商已婚女性時不可迴避的議題（余祥雲，2010）。

雖然案主在外工作、協助家中經濟，擔任主動生產角色，但照顧孩子（孫子）、

家事勞動仍為案主在父權思想建構家庭中維持自我存在的方式。吳瑾嫣（2000）

研究發現，家庭中不同成員不對等關係的存在，讓家可能成為父權家庭制度下壓

迫與衝突的所在。而女兒離婚回娘家，在家中因父權思想受到壓迫，讓女兒在家

有一種「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的無處容身感。「父權家庭的意識型態」中，嫁

出去的女兒是潑出去的水，女兒已成家外人，需要在另一家庭落葉深根，尋得歸

宿。離婚回家的女兒等同是「沒有歸宿」，讓案主萬般擔心女兒下半輩子的照顧

與生活，潛意識中也成為「父權家庭意識型態」的幫手，譴責女兒沒有用心經營

家庭才會導致離婚。 

    在本研究中，女性遇到困難、挫折是一種被動的處境（喪偶、喪父），但女

性可以有一種主動角色，主動迎接、主動化解。案主在主流父權文化下，讓出原

本自己的家，由小兒子、大兒子進駐，最後整個家案主自動退讓，讓大兒子成為

這個家的主體，而她成為家務育兒的角色。雖在被動環境中，但她仍有主動作為。

如：她覺得自己在面對先生過世後的重重生命關卡，證明自己也擔得起。但在這

種被動下的主動角色中，需思索的是喪偶後社會支持的定義。「三代同堂」一向

被視為一種年老獲得照顧的象徵，也象徵華人傳統孝道理想的居住型態（胡幼慧，

1995）。老年喪偶婦女，在喪偶後能有「兒孫同住」算是幸福的。但細究案主的

生活經驗，會發現只有和未婚兒子同住時，的確是感到幸福（案主為家中的主人）。

但大兒子一回來後就不同了，案主必須適應外人（媳婦），還需讓出自己「家」

的領域，因此提供「社會支持」的兒孫同住變成是「一種壓迫」，這與華人文化

有極大關係。 

    華人家庭社會是以「父子關係」為主軸，因此母親、女兒、媳婦需在「父權」、

「父居」的體系中依靠生活，女兒婚後從夫居，依附在丈夫的地位中，母親則依

附在兒子的地位中（楊國樞，1988）。因此雖然兒子回家，但因長遠與家疏離，

自然仍習慣以自己小家庭為考量。加上女兒離婚回家又挑戰傳統「父居」體系，

因此將家中隱藏的情緒衝突引爆，女兒也就成了家庭壓力的代罪羔羊、眾所矢的。

對女兒而言，關係失落（離婚）及生命不確定（腦瘤），讓她處於自我定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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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我飄盪的狀態。失去婚姻，她想尋回家人的支持，但母親和手足的責難，讓

她更難自處於自身的狀態。最後，她深刻了解到子女的關心對她在這世界上的飄

盪才是一條穩定的繩索，讓她知道自己還可立足在「母親」的角色上。 

研究結果中，案主面對大家庭的不適應，為維持和諧寧可「犧牲小我完成大

我」；面對女兒離婚時仍堅守「母親角色」，嚴格要求女兒修正「不適婚姻」行為，

也隱約譴責女兒離婚不顧子女是「不適母親」的角色，此為受到華人文化傳統以

「家庭」為核心的集體主義影響。華人文化強調關係取向的集體主義，著重個人

對社會的責任義務，也強調「大我」概念的培養，而「大我」的幸福是達到「小

我」幸福的先決條件（楊中芳，2008）。在重視人際和諧、自我克制及顧全大局

的文化影響下，案主限制個人的自我表現，也壓抑個體的獨特性，因此「自己過

自己的日子就好」是為了讓「自我情緒消音」，對於大家庭依舊「勞心勞力」，而

個人主體性也在「消音」下「消失」；案主個人主體性的消失，也讓她無法看見

女兒在婚姻中失去個人主體性的痛苦，也因此母女關係親密情感的內涵被迫在文

化意涵下的「母職」行為消音。劉惠琴（2000）認為「母職」（motherhood）內涵

是社會文化建構出來的，母職不是天生，「模範母親」是文化界定的角色內涵，

若個人對扮演角色沒有協商的可能，個人主體性被迫喪失，親子間情感內涵的真

實面貌亦被扭曲。羅皓誠（2012）的研究也發現，母職角色的扮演是受到社會文

化的影響，並不等同於母職情感上的認同。研究結果中，透過諮商，將母女關係

中具有文化意涵的「最佳妻子」行為、「最佳母親」行為等「應然母職」行為層

層拆解，「實然親情」的傳遞才得以顯現，女兒才能感受到母親層層「教化」行

為包裹下對她的關心，案主也才能放下「教化過度」的表現，傳遞對女兒的愛意。

因此母女關係並非單純只是一位母親和一位女兒所組成的人際關係，而是由社會

性、文化性因素共同積累而成的「文化關係」。 

透過諮商對話與互動溝通，母親從重視家庭和諧的「社會性」，逐漸轉移到

自己調整放下、不再對女兒過度干涉的「個人性」；女兒從認為離婚是恢復身心

健康的「個人性」，逐漸融入重視孩子互動關係的「社會性」，這些雙向自我（個

人性與社會性）流轉的現象，說明了華人自我已出現融合現象。陸洛（2003，2012）

指出華人自我不是一個獨立實體，是寓居於人我關係中；在面對傳統與現代交會

之際，逐漸發展出一套將西方文化「獨立我」與中國傳統「互依我」兼容並蓄的

「折衷自我」；「折衷自我」是一個動態過程，可因時因地制宜而有不同自我的展

現，「折衷自我」最重要的是背後需有一個「主體性自我」可以掌控、反思、行

動，除了可以選擇以何種自我出現，也必須「自我當責」。因此，母女之中並存

的「獨立我」與「互依我」是可以並存於「主體性自我」當中，也可以同時並存

於同一文化體系中，只是表現強弱和重視程度不同；家庭悲傷諮商讓母親與女兒

開啟一個兩種對立文化自我妥協與和解的可能性，也跳脫「二元對立」的框架，

母親與女兒在歷程中展現了折衷自我的動態現象可為之說明。 

 

四、 表裡不一的悲傷表達方式 

 
     研究結果發現母女表現出來的悲傷型態是「人前沒事、人後傷心」，但各自

有疏解的方式，形成一種表裡不一的悲傷，如同蔡佩真（2006）的研究指出喪親

家屬有「喪親情緒的情境轉換」現象，意即家屬會在人前人後，白天晚上，平日

特殊節日會有情緒的轉換現象。家人彼此間的依附關係會影響悲傷表達方式，在

研究結果中，小兒子在父親過世後即搬回家與母親同住，形成案主能在小兒子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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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前傷心」。後來大兒子一家搬回來同住，案主與大兒子及媳婦依附連結不

深，形成「人前沒事」現象。越重視關係脈絡的家庭越容易出現因為擔心家人而

有表裡不一的悲傷表達，也因家人間不熟悉開放情緒表達的溝通方式，而有關係

脈絡和情境轉換的集體性悲傷行為產生。這樣的行為也展現出中國人表達愛與關

心是透過「作為」而非「言說」。如案主會提供食物給女兒這是一種愛的表現，

而女兒也透過工作上的盡力協助，來「回報」母親的關心，關心的表現是「含蓄、

行動」。但是行為背後動機很隱晦、沒有明說，如女兒對母親工作上協助為對母

親的感謝，若未明說，母親則無從了解女兒對她的感激之情。當行為和背後動機

沒有進行明確的連結與確認時，則不易讓對方了解該協助真正的行為動機為何。 

    母女在諮商室表現出來的悲傷情緒，心理師鼓勵兩人將「人後傷心」透過在

諮商室「互相分享」，讓母女可以達到悲傷共享，母女兩人雖仍選擇「知道各自

的苦，但仍由各自排解」的方式因應，雖然案主、女兒在諮商中沒有「互相安慰」，

但在諮商情境中，她們彼此「理解」在面對失去至親，她們有共同的情緒感受，

這樣的「共同性」，讓她們有了心照不宣的「互相安慰」，成為「悲傷表達」的

另一種表現。 

 

伍、結論與建議 

 
一、 本土悲傷諮商可善用「喪親夢」的處理 

 
    悲傷諮商和家族治療是西方文化的產物，運用在本土喪親家庭時須留意華人

文化的影響，如喪親夢、情緒表達的處理。「逝者入夢」對於華人來說具有「逝

者永存」、「祖先崇拜」、「靈魂不滅」、「鬼神信仰」等文化影響，華人相信

「夢」是祖先轉知訊息給生者的中介空間，因此逝者和生者透過「夢境」可以永

遠連結。在家庭悲傷諮商中出現的喪親夢境，心理師除了可以運用來處理家人個

人或彼此之間的未竟事件，更可善用華人看待「逝親入夢」是永恆連結的方式，

來幫助家庭共同處理悲傷議題。 

 

二、 本土悲傷諮商的處理需考量華人文化獨特性 

 
    在悲傷情緒的表達上華人是非開放、隱含內斂的，家庭悲傷情緒共享不一定

要表現出安慰的語言或肢體碰觸，談談彼此對家人悲傷時的看法，好好停留在悲

傷時刻，共享悲傷情緒，對華人而言，「家人理解」且感到難過，即已是最大的

支持。本研究的喪親家庭面對西方文化的諮商介入，產生的抗拒行為，如抗拒在

家人面前的情緒表達與互相安慰，這與華人情感屬於內斂表達的文化有關。此外，

也因家庭是重視關係和諧及為人著想的「保護」心理，他們成員之間的保護心理

也是反應否認逃避的悲傷行為。Stroebe 和 Schut（2010）與 Shear（2010）認為

否認或逃避悲傷可以是一種保護機制，保護喪親者降低心理上的極大負荷。因此，

理解及允許家庭的「暫時逃離」，讓喪親家庭依自己的步調來經驗悲傷，對於喪

親家庭是重要的。諮商時，若不急著讓家庭成員彼此間互相安慰悲傷情緒來表示

支持，而是先讓家庭成員看到彼此想保護對方或逃離的心理動力，而後讓家人選

擇如何表現支持，不但符合華人文化中「為他人著想」、「體貼」的文化方式，也

讓「表示支持」有更多元的展現方式。因此華人家庭的悲傷情緒表達可以採取較

循序漸進的方式，讓家庭可以慢慢拿掉文化框架得以進行真實情感流動。本土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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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家庭的悲傷諮商實務中，心理師在訓練養成過程中應重視不將西方的悲傷諮商

模式硬套到東方的悲傷家庭中，尊重家庭系統原有的獨特性應優於悲傷諮商的介

入，並在進行諮商時隨時敏覺華人文化的影響。 

 

三、 高齡諮商研究議題值得開發 

 

    從研究結果中發現，三代同堂家庭是社會支持的「迷思」。老年女性喪偶者

身處在大家庭中，家中的權力、角色與分工，若沒有經過家庭成員間的溝通與對

話，三代同堂家庭對老年人不見得是社會支持，反而是成為悲傷調適中的干擾因

素，而在文化影響下，老年女性喪偶者更容易形成弱勢。高齡者的悲傷議題有時

不僅來自本身的喪親事件，失去生理機能、大腦功能退化、失業、朋友親人相繼

離世等，這些改變可能在短期內發生而導致高齡者的多重失落，悲傷能力降低

（Worden, 2009/2011）。而高齡者充滿「失而難以復得」的現實感受及「老年是一

個有終無始的局面」，社會性與生理性因素凸顯老年所面對的艱辛挑戰（李開敏，

2012a），這些皆容易造成高齡者的悲傷失落議題。年老者接受諮商不見得能讓其

悲傷得到完全處理，對高齡者來說，凝聚正向回憶的永恆連結並倚靠終生，可能

是最好的結局。台灣面對高齡化社會，老年人口日益增多，高齡者諮商領域值得

開發，若著重老後的社會心理調適將有助於高齡者達到更佳的生活品質與心理適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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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ief Processes of a Mother-Daughter Pair in A 

Bereaved Family 

 
Huang, Shu-Wen 

 

Abstract 
 

Purpose: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grieving process of a bereaved family.  

Method: The wife who’s husband had died from a sudden onset of a disease and an 

adult daughter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The family received six grief counseling 

sessions and were interviewed before the sessions, after each session, and 5 months 

after the final session. Results: The study concluded that: (1) The grieving process of 

the family was affected by the family structure and family roles; and (2) The grief 

themes of the wife and daughter were different. The wife had 13 themes: worries  

about the daughter, not blaming ex-son-in-law, dreams about her husband ranging from 

guilt to relief, not worrying about her grandchildren, feeling from “No, I can’t” to “Yes, 

I can”, the support of religion, her husband’s unfinished business, the support of 

neighbors, missing the comfort of her husband, not comparing her children to her 

husband, inability to adjust to the extended family, the death of her husband as God’s 

will, and the positive result of counseling. 

The daughter had 11 themes: missing her children, adjusting to illness, accepting 

divorce as being good for her, inability to find a job due to being ill, her father’s 

unfinished business, inconsistent grief, missing her father; being the scapegoat in her 

family, the support of religion, feeling from “don’t want to let her father go” to 

“retaining her father’s dignity”, and being with her children shifting the focus away 

from the bereavement. 

Despite having different grief themes, the wife and daughter eventually found  new 

meaning in their loss. The research discussed the application of grief counseling in 

Taiwan, and offered suggestions to counseling practitioners and futur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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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愛化傷-促進基督徒饒恕的靈性因子之探究 

李彥徵*、陳秉華 

摘要 

 

    本研究欲探究基督徒在經歷關係的受傷後，如何在基督信仰的靈性經驗中展

開饒恕的歷程，並探究其中可以促進基督徒饒恕的靈性因子，以了解基督徒如何

在其信仰脈絡下運用這些因子展開饒恕歷程及其所帶來的意義。本研究以現象學

研究針對五位熟悉基督教文化且對信仰有高度認同的基督徒進行訪談，欲探究基

督徒在其特有的信仰脈絡中，如何經驗饒恕的歷程？饒恕對基督徒的人際和自我

所帶來的意義與成長為何？基督徒如何運用基督宗教與靈性的因子面對關係中

的傷害？有哪些靈性因子可以有助於基督徒選擇饒恕？並以張芬芬(2010)的質性

資料分析模式進行分析，該模式主要是參考 Carney 在 1990 年提出的提升抽象層

級的觀點，逐步從文字化、概念化、命題化、圖表化到理論化，如同階梯由下而

上地將文本進行處理。結果發現五位研究參與者早先的信仰經歷可以轉化為因應

關係傷害的重要資源，這樣的資源如同寶貴的資產可以幫助基督徒面對人際中受

傷情緒的經驗，走出被受傷情緒紛擾的生命監窂，以愛化傷選擇饒恕，進而修復

與人與神的關係，重新迎向聖經所應許的自由生命路徑，最後則透過對饒恕經驗

的反思，重建人際關係的信心，並且促進靈命的增長，讓自己持續在生活中實踐

信仰；促進基督徒饒恕因子為上帝的愛與饒恕、禱告中交托與轉化、聚會中團契

相伴、聖經信仰的實踐、債務主權的放棄與交付。文末，研究者針對基督徒當事

人的饒恕心理治療工作，以及基督徒心理師如何在饒恕議題上作信仰與諮商整合

的實務工作等論題提出討論，期盼透過對基督徒饒恕之心理與靈性歷程的探討獲

得更充足的實徵知識，以發展適合基督徒的饒恕心理治療工作模式，並讓基督宗

教與靈性的介入可以重回心理治療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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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 基督徒的饒恕神學 

 
1997 年法務部製作的紀錄片《回家》有著這麼扣人心弦的一段文字：湯先

生：在台北法院出庭時，別人恨您恨得咬牙切齒，我卻淌著眼淚，向上帝祈

求，給你一個悔過自新的機會…杜花明」(黃明鎮、朱淑端、吳秀菁，1997)。 
1992 年 11 月 21 日轟動全國的台北神話 KTV 縱火案，受害人之一的家屬杜

花明，為了將上帝的愛分享給造成這場奪去 16 條人命刑案的犯案人-湯銘雄，放

棄悲痛與報復的權利卻選擇了以饒恕實踐自己的信仰，給予湯銘雄關懷與陪伴，

這樣的決定使得犯案人徹悟前非，受洗歸主，並與人分享上帝的愛。19 年後的聖

誕夜，一位痛失愛子的母親-游林美雲，承受失去兒子的悲痛，帶著水果刀上法

庭，威脅兇手如果出庭碰到的時候，也要用水果刀替自己受害的兒子報仇，卻在

信仰力量的陪伴下，放棄了預定的報復行動，面對殺害自己兒子的兇手，不只選

擇饒恕甚至給予擁抱並以親生兒子看待(GOOD TV 好消息電視台，2010)。饒恕，

不是一件易事，卻是上帝內置在人們自由意志裡，用來經歷醫治的一個選項。 
 

（一）心理學對饒恕的探究 

Enright、Santos 和 Mabuk 等人是心理學界早期針對饒恕議題進行系統性探

究或論述的代表學者。他們在 1989 年提出從社會認知發展的架構來處理饒恕的

內涵，並將饒恕的發展階段和 Kohlberg 的道德發展階段中進行連結，探索道德

理論中有關問題解決策略裡的公義性的課題，並認為饒恕的內涵乃是一種對公義

價值的違背，因為饒恕乃是放棄原有報復、懲罰甚至是獲得公平對待的機會

（Enright, Santos, & Mabuk, 1989）。Enright 和 Fitzgibbons（2000/2008）則提到道

德與轉化是組成饒恕的兩個中心思考，饒恕可以視為道德與無條件的行動，著重

在饒恕本身就有其價值，若加上條件和限制則是對饒恕的認知扭曲，他們從心理

學的觀點提出 14 個對饒恕的定義：饒恕是一個連續向度、使用道德原則而非覺

察道德原則、饒恕同時是穩定也可能是不穩定、饒恕測驗的分數可能具有多元意

義、饒恕是具發展性、饒恕是以人為主、冒犯行為的內容會不同、傷害的程度會

不同、傷害是客觀性而非主觀性、饒恕的品質依相關變項而定、饒恕表達的方式

因文化與宗教而異、饒恕可以認知-情緒-精神層次的方式來表達、誰是傷害者或

受害者有時並非很明確、饒恕的思維有時並不清楚（它可能是一種技巧、解決策

略或奉獻）。 

綜合相關研究，饒恕意指一人從另一人受到冒犯或侵害，可能是心理性的、

生理性的或是道德性的，致而使受傷者感到憤怒與恐懼，為了讓自己不再被這些

負面的情緒所困住，受傷者選擇主動放棄對傷害者的追討、報復甚至是免除債務

(精神或實質的)，饒恕是一種內在歷程，通常需要時間，且不代表痛苦的記憶會

被遺忘掉（Davis, Worthington, Hook, & Hill, 2013; Denton & Martin, 2007; Exline, 

Yali, & lobel, 1999）。Glaeser（2008）的研究結果還發現，受傷者對於傷害者的理

解，或是對於冒犯行為的觀點或態度對於饒恕的產生有重要的影響。 

McCullough 和 Witvliet（2005）根據饒恕的特性，進一步將饒恕界定為一種

對受傷感覺的正向轉化反應，意即減少對傷害者負向的感受，增加正向的感受，

是一種親社會的反應變化；一種跨人際情境的人格傾向（personality disposition）

-選擇饒恕的人格偏好；以及一種社會性的素質（uality of social units），如同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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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信任或承諾一樣，會根據不同的社會關係而有不同的表現。陳慧姿（2013）

則擴展 McCullough 和 Witvliet 在 2005 年的觀點，提出同理心、利他主義以及歸

因理論作為饒恕的心理學概念之解釋，並提到饒恕的動機、重新思考創傷事件、

以及饒恕的行為是饒恕歷程中的三個主要關鍵。饒恕的心理學，研究多著重在探

討與饒恕相關的各種社會-心理變項（李新民、陳密桃，2009; Idemudia & Mahri, 

2011; Ross, Hertenstein, & Wrobel, 2007; Strelan, Mckee, Calic, Cook, & Shaw, 2013; 

Toussaint & Webb, 2005），理解不同對象的饒恕行為（王慧琦，2011; Sidelinger, 

Frisby, & McMullen, 2009; Toussaint, Owen, & Cheadle, 2012），在實務的應用上，

包括將饒恕介入模式應用於學校的輔導與教育（林維芬，2011; 林碧花、吳金銅，

2008; 楊鳳玲、陳柏霖，2017）或是探討諮商中對饒恕議題的介入處理（Ardalani, 

Refahi, & Honarparvaran, 2016; Coyle & Enright, 1997; Denton & Martin, 2007; 

Freedman & Zarifkar, 2016; Glaeser, 2008）。簡言而論，心理學對饒恕的探究看重

饒恕對個體心理健康帶來的影響，，以科學研究的方法和步驟逐步地掌握饒恕在

心理學理論和臨床實務應用的價值，然而饒恕在基督宗教是一個重要議題，除了

有助於個人心理健康及人際和諧，在信仰層面也是個人對信仰的回應與實踐下所

表現的敬神愛人之具體行動。因此對於基督徒心理工作者，有必要從信仰觀點來

探討饒恕議題，也可擴充過去僅從心理學觀點了解饒恕的不足。 

 

（二）從華人文化看饒恕 

立基在孔、孟學說之上的儒家文化，幾乎可以説是華人傳統文化的根基，也

是對華人文化最具影響力的思想主流，在華人社會中，儒家的思想遍及個人的每

個生活層面，然而代表華人文化的儒家思想很少有關於饒恕的統整性論述。雖然

儒家對「恕」有所著墨，在《論語・衛靈公》「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予人」以

及出自《論語・雍也第六》「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

可謂仁之方也已」; 這兩句話交會在「推己及人」的焦點上，可以說是儒家對其

核心信念「仁」的實踐方式之觀點，這樣的概念，和《聖經・路加福音 6:31》耶

穌的教導：「愛人如己」（聯合聖經公會，1998：新約 p. 27）、「你們願意人怎麼樣

待你，你們也要怎麼樣待人」（聯合聖經公會，1998：新約 p. 70）似有異曲同工

之妙，然而兩者背後的宗教哲學典範卻是迥然有別。 

陳俊輝（2000）提到「仁」是一種實踐性的美德，「恕」則是人性的特質，作

為「仁」生發的本源，這樣的思維乃是一種天人合德的思維，是基於對「天」道

的敬重，藉由反求諸己、盡己、修己才去推己及人，使自己的理想與抱負廣披於

人。換句話說，儒家文化肯定人所具有的道德性，採取一種超然的價值信念做為

行動的準則，鼓勵人以實際行動推動理想道德人格的發展，因而指出人應該如何

修己、與人互動、相處的見解。儒家文化這樣對「恕」的觀點和饒恕的真正意涵

仍有差距，雖然強調人際間對等的回饋和互惠，但面對人際關係中的侵害或剝削，

儒家似乎更鼓勵站在認知的位置採取道德性的回應，而不是像基督教是從基督救

贖的概念出發，強調以「愛」作為對受傷的回應。雖然《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中有記載到戰國時期廉頗與藺相如負荊請罪的故事，但整體來說，華人文化對於

饒恕的理論架構相對基督信仰中的饒恕觀仍是相對薄弱。 

彭國翔（2007）提到華人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是一種主體性的哲學，重視「物」

-「我」之間的關係，強調所有存在者間的親和一體性，這種萬物一體的概念橫向

指涉自我與他人、也包括人類之外宇宙間一切之存在的關係，縱向則指涉人與天

地的一體關係，而天地乃是道德創造的根源，賦予人內在的本質結構，使自我獲

得了價值意義上的生命，人則需要透過發掘、擴充自身內在的天地之性，來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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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性的價值。從這樣的觀點出發，饒恕在華人文化中或許可以說是一種積極性

的道德行動，為使人和天地、和萬物一體的關係可以充分體現出來，人透過道德

的實踐使自我內在的本質價值得以實現，人成為了自己的創造者，這種人文主義

思維，和基督信仰同樣重視人性既有之本質價值，並且肯定人有與超越人之外的

形而上之終極實體互動的可能；不同的是基督信仰從獨一神觀的創造論出發，認

定宇宙中有一超然的終極實體，並在這個前提下，探討人與神、人與己、人與人

的關係，並且從人與神的關係出發，作為人我關係之反思與行動的規準，因此饒

恕可以視為對上帝的回應，也是信仰的實踐。 

 

（三）聖經中的饒恕神學 

基督教的信仰十分強調饒恕與赦免的概念，因為饒恕與赦免兩者是密不可

分的，聖經信仰強調人因著罪與上帝隔離，且被上帝視為仇敵，但因著上帝無

條件接納的愛，藉著基督耶穌為人的罪代死，且藉著基督耶穌的復活應允赦免

與饒恕的恩典臨到人類，叫相信的人得著永恆的生命，基督徒正是回應上帝這

份恩典而願意委身實踐聖經信仰的一群人，因此在面對傷害或剝削的關係，基

督徒仍立基在被上帝饒恕的經驗上，效仿基督愛人如己的精神，在宗教與靈性

的歷程中去面對饒恕的議題。有關聖經中的饒恕觀，研究者整理如下圖 1： 

 

圖 1  聖經中的饒恕觀，圖中顯示基督徒對饒恕的信仰觀。 

 

聖經提到人因罪與神為敵，靈性與神隔絕，致使人與神的關係斷裂，變成無

法跨越的鴻溝，然而因著神對人無條件的愛，藉著基督賜下赦免、饒恕和永生，

人與神的關係修復，基督徒可以效法上帝的愛來實踐愛人如己的生活，包括以仁

慈和饒恕面對關係中的傷害、衝突和剝奪; 因此聖經對於基督徒的饒恕的教導，

認為基督徒面對關係中的傷害與挫折必須以饒恕做為優先、也是唯一的選擇，正

如《聖經・以弗所書 4:31-32》中所言： 

一切苦毒、惱恨、忿怒、嚷鬧、毀謗，並一切的惡毒（或譯：陰毒），都

當從你們中間除掉；並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正如神

在基督裡饒恕了你們一樣（聯合聖經公會，1998：新約 p214） 

相較於心理學或華人文化以人為本位的饒恕觀點，基督徒依從聖經所啟示

上帝對人倫關係的心意，以信心回應信仰的教訓，紮根在基督捨己救贖所開創

的生命意義和敘事裡。基督徒之所以能饒恕，不是單憑個人好惡的選擇，或是

單為了舒緩自己的痛苦而做的決定，基督徒是因經歷了上帝饒恕的恩典，為回

應承受這份恩典的責任，效法基督，實踐寬恕仇敵、愛人如己的信仰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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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進基督徒饒恕的靈性經驗與因子 

 

（一）從心理學再回宗教與靈性 

一直以來有關饒恕的論題早在宗教和哲學的領域中被廣為討論和思索，宗教

家和哲學家希望藉此深化對生命本質的認識，了解苦難下人性的反應和變化，這

類的思想典範也以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展現在古往今來的藝術、文學、音樂等各方

面。20 世紀後期心理學家雖然大量對饒恕進行系統性的研究，企圖以嚴謹的科

學方法來處理饒恕的議題，亦也陸續獲得了一些相當好的研究成果（Enright & 

Fitzgibbons, 2000/2008; Worthington, 2001），然而心理學家對饒恕本身所蘊含的宗

教性之忽略，使得宗教與靈性的聲音被消弭，亦也喪失了心理學與宗教既有傳統、

信念和儀式對話的機會，更遑論要去了解那些可能影響人類思考、感覺、行為和

人格等變項的形而上的元素（McCullough & Worthington, 1999）。至今國內外也

有不少的心理學相關文獻指出饒恕直接或間接與心理健康有關（李新民、陳密桃，

2009；曾文志，2008；Eaton, Struthers, & Santelli, 2006; Witvliet, DeYoung, Hofelich, 

& DeYoung, 2011），但是宗教或靈性的觀點在主流心理學中仍然缺席。 

但是自二十世紀中葉，隨著超個人心理學勢力的興起，心理學研究派典逐漸

的拓寬，諮商中多元文化議題受到重視，使得靈性與宗教議題在心理學中重新獲

得重視，並且已有相關的機構或部門被賦予作為連結與整合宗教與靈性、心理學、

心理諮商的學術與實務之間的平台（陳秉華、蔡秀玲、鄭玉英，2011; West, 2000; 

Adams, Puig, Baggs, &Wolf, 2015）。舉饒恕的研究為例，Davis 等人（2013）指出，

饒恕的議題從哲學和神學進到心理學的範疇，心理學從促進或阻礙饒恕因子的探

究，逐漸轉移到情境脈絡如何解釋宗教/靈性因素影響饒恕，其研究發現，宗教/

靈性的因素會因為個人特質或是個人遭受傷害的程度而有不同的饒恕內涵，且越

有宗教性的受試者，越能將饒恕與宗教做連結，且越能饒恕自己。反之，負向的

靈性觀點也可能阻礙饒恕的發生，例如對上帝憤怒、將冒犯視為褻瀆或是將侵害

認為是魔鬼的作為（Davis et al., 2014）。 

（二）宗教、基督宗教的靈性、與饒恕的基督宗教靈性因子之定義 

宗教與靈性並不完全相同，但大部分的情況中，兩者有重疊的意思，甚至有

時候會被交替使用，它們共同提供了一套語言系統和思想架構，並賦予我們生命

深層的意義。綜整相關文獻，靈性（spirituality）是一種相對抽象的概念、涉及形

而上的、價值性的、神聖感的多重構念，不一定會牽涉到宗教或特定的超然對象，

但卻是一種普遍存在人類當中，卻又獨特地表現在不同文化之中、個別性地存在

每個人的生命之中，靈性與身體、心理交織在一起，密不可分; 而宗教（religion）

則是相對外顯和有組織性的概念，指引著我們如何以具象的外顯形式表現我們的

內隱生命，如果說靈性是一種內在的生命之力（personal force），那麼宗教就可以

說是一種外在的信仰生活，可以包括個人和社會的表述、具有主觀和客觀的元素、

可能對人帶來好處，也可能帶來壞處（Pargament, 2007; Swinton, 2001; West, 2000, 

2004）。這樣看來，在定義上，靈性一詞似乎有更廣泛的概念內涵，且會因著不

同角度對不同的宗教、信仰觀的切入，而有變動的意義， 

Swinton（2001）在 Spirituality and Mental Health Care: Rediscovering a 

Forgotten Dimension 一書中將靈性的探究區分為非宗教性的靈性觀與宗教性的

靈性觀，如同圖 2 所示。在靈性-非宗教性的靈性觀指涉的是較廣義的，泛指個

體心靈內在運作的於外彰顯，具有個別與社會歷程性的，也就是個體對個人或社

群的精神經驗之解釋而衍生出來的意念、觀念、態度與行為，涉及內在、人際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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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超個人層次的經驗;而宗教性的靈性觀意指一套有關信念的系統，通常會有

上帝或是特定宗教群體所表達的觀念所貫穿，並涉及到人性的本質、認定以及如

何看待所處的世界、自己的生活以及命運;Swinton 認為這兩者緊密交互連結，彼

此和諧共處，僅是焦點以及所衍生的類別之差別，若能將此範疇融入治療的歷程

與照顧的策略將可能為當事人帶來意義感、價值、希望以及生活目標。 

 
圖 2 靈性的意涵（Switon, 2001），圖中顯示宗教與非宗教之靈性觀的關係 

 

本研究借用 Swinton（2001）對靈性的定義，延伸應用在本研究所指涉的基

督宗教靈性觀點，泛指含括一切基督信仰價值信念的系統，以聖經思想、基督救

恩、因信稱義等核心教義所貫穿，由此而衍生出來的意念、觀點、態度與行為，

會影響基督徒對人性本質、世界存有、人我關係的看法與生活應對的表現。基督

宗教的靈性應歸屬在宗教性的靈性觀。本文選用「靈性」此一詞彙來含括靈性和

宗教的概念，而有時為了標示兩者是有分別的，則會使用「宗教與靈性」作為書

寫的詞彙。為與心理學上的「饒恕因素」做區別，文中以「饒恕的靈性因子」指

涉一切有關應用基督信仰的價值系統，包括信念、教義、儀式或組織活動等有關

的宗教或靈性的經驗或元素，作為處理個人饒恕議題產生改變的因子。心理學的

饒恕因素不一定會納入宗教與靈性的觀點，即使有，也只將其作為饒恕改變的一

種社會中介變項，例如 Enright 和 the Human Development Study Group 在 1991 年

以認知發展為取向的饒恕治療歷程模式(引自 Enright & Fitzgibbons, 2000/2008)，

以及 Worthington(2001)以同理心建構的「REACH」饒恕模式; 而基督徒運用靈性

作為饒恕課題的改變因子，與心理學研究中的饒恕因素不同之處為，基督徒的靈

性是促發饒恕行為的重要力量，也就是說基督徒的靈性必會促使基督徒面對饒恕

的選擇，進而做出饒恕的決定和行動，基督徒長久不饒恕將會傷害基督徒與上帝

的關係，導致信仰逐漸成為沒有生命力的教條。本研究納入了基督信仰的靈性因

子，試圖探討有關基督信仰中的宗教與靈性因子，如何幫助基督徒處理饒恕的議

題。 

 

（三）促進基督徒饒恕的靈性因子 

基督徒饒恕的因子在本研究中是指基督徒運用信仰中的靈性作為產生饒恕

的重要改變因子，關於促進基督徒饒恕的靈性因子之探究的文獻目前並不多，有

的探討受傷者與上帝關係的修復對自我饒恕、饒恕他人的關聯（Exline et al., 1999）；

有的則探討禱告、靈修對饒恕或對傷害者之同理的影響（Vasiliauskas & McMinn, 

2012）；還有的探討到基督徒對所屬信仰社群的認同度可以預測基督徒面對群體

內傷害的饒恕可能性（Greer et al., 2014）。就像 Seamands 在 1991 年所說的，基

督徒能從聖經的觀點，透過禱告、交託與順從聖靈的引導來透過饒恕獲得醫治和

成長（Seamands, 1991/1991）；C. R. Giunta 和 C. Giunta 在 2002 年《走出悲傷》

Spirituality 

Reli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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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中提到饒恕是神對基督徒的吩咐，並且從饒恕的操練中逐步地認識神，更深

地相信祂、專注在神所給的生命計畫，而獲得邁向復原的釋放與自由（C. R. Giunta 

& C. Giunta, 2002/2006） ；著名的神學家潘霍華牧師指出基督徒應仰望基督在十

架上所受的苦難，以「超平常性」的信仰之生活的實踐，效仿基督十架受苦的精

神對待仇敵，不只放棄對仇敵採取報復，更以積極與主動的愛來饒恕他們

（Bonhoeffer,1965/2005）。顯然，基督徒對於信仰的認同度、對聖經知識的熟悉

與實踐、對基督十架苦難的反思與體現，對基督門徒角色的自覺與委身、對基督

犧牲之愛的回應與仿效、與在生活中靈性的操練與順服等內在靈性經驗，與基督

徒面對饒恕的議題或是饒恕歷程的開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而基督徒常透過詩

歌頌讚、讀經、禱告、團契、主餐、浸禮、崇拜聚會、福音佈道、信仰見證等宗

教儀式作為其內在靈性歷程的展現與操練，更是基督徒在走饒恕的課題上不可少

的重要關鍵。 

靈性對基督徒來說，是一種信仰的資產，其中可以被基督徒加以運用，來面

對適應的困擾或生活挑戰上的信仰經驗或是靈性與宗教的元素可以稱為「靈性資

源」，在本研究中尤其指基督徒用來因應關係的傷害，以及傷害所造成的後續效

應的靈性資產，就是運用了信仰的靈性資源來處理問題。本研究便欲探究基督徒

在經歷關係的傷害後，如何運用信仰與靈性資源在饒恕的議題上帶出改變，並發

現這樣的改變歷程中的基督徒饒恕靈性因子。 

 

三、多元文化諮商的新視窗-基督信仰的靈性諮商 

 

West（2000：24）認為雖然從十九世紀末，精神病學與藥物治療佔據心理治

療的支配地位，人們不再從宗教社群尋找心靈的幫助，轉而透過心理諮商獲得對

心理問題的照護與處理。但隨著近代媒體科技的發展，媒體資訊的快速傳播，開

啟了多元文化交流、互相含攝的可能，人們不必然要再安於固守於原屬社群灌注

的思維系統之中，比起過往，人們更樂意試著跳脫固有的框架去欣賞、嘗試、接

觸新刺激與可能，在現代，更多的人對於基督信仰抱持著開放、好奇的態度，而

有關聖經的文句、基督信仰的價值觀念更早已全面融滲在台灣人民的日常生活之

中，結合基督信仰與心理治療作為對基督信仰者或對基督信仰有興趣的當事人之

多元文化介入策略的時機已然成熟。蔡維民（2004）表示今日要探討宗教信仰與

心理諮商的關係，這在傳統上絕不是問題，因為長久以來宗教團體一直都具有心

理諮商與治療的重要功能，若從「經驗-科學」的角度來思考，對於宗教的相關諮

商功能就相當有意見，但因為不同諮商學派對於宗教的作用有不同的看法，因此

真正需要討論的是諮商員要把宗教放到哪一個程序中，以及在諮商中如何適當地

處理諮商關係。 

目前已有不少文獻在探討針對基督信仰如何與心理學、心理諮商進行整，例

如 Blanton（2005）以後現代家族治療的取向探討對基督徒族群工作的可能，認

為後現代取向透過抱持對知識的開放，著重對經驗性知識的探討，並且運用語言

建構出對真理的探索等特性，可以用來作為與基督徒討論靈性生活的一種諮商取

逕; 許善惠（2007）則以光譜的概念提出基督信仰與心理學之整合的四大取向：

「聖經輔導模式」、「基督徒心理學模式」、「整合模式」與「分層解釋模式」，呈

現出不同學者對於神學和心理學整合的形式或比例之看法。林瑜琳（2011）則整

合神學、古代教父靈修觀點、諮商理論，提出三一原型諮商的模式。隨著後現代

思潮與多元文化觀點的興起，宗教和靈性議題在醫學、心理學、社會學等各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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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裡逐漸受到重視，並且從其研究發現，靈性議題已是心理師在多元文化的脈絡

下，必須探索、理解與面多的課題，治療者如何融入靈性的治療觀、發展融入靈

性的諮商方法，乃是未來治療者需要更多投入和裝備的（賈紅鶯，2010）。 

總整上述，本研究的問題如下：受訪者在基督宗教信仰脈絡中，如何經驗饒

恕的歷程？如何運用基督信仰的靈性因子面對關係中的傷害，進而產生饒恕？希

望透過對這兩個研究問題的探討，發現基督信仰中有助於基督徒化解受傷，經歷

饒恕的靈性與宗教資源，並根據本研究結果，嘗試對整合基督信仰處理饒恕議題

的心理諮商提出實務工作的建議 

 

貳、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現象學研究法對基督徒饒恕經驗的歷程進行探究，找出促進基督徒

饒恕的靈性因子，以顯露基督徒饒恕觀背後的信仰之本質意義。為了進入基督徒

「信仰即生活的世界」，本研究主題將基督徒與上帝、基督徒與基督信仰、基督

徒與傷害者、基督徒與自己的關係貫穿，以現象學研究法對基督徒饒恕經驗進行

探究，找出促進基督徒饒恕的靈性因子，以顯露基督徒饒恕觀背後的信仰之本質

意義。 

 

一、 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針對接觸基督信仰五年以上且目前穩定聚會的基督徒進行訪談，以了

解受訪者在受傷的人際關係中，生命歷程中的饒恕經驗與意義，進而增進對基督

信仰者有更多的理解。為了獲取豐厚且適切的訪談資料，研究者採立意取樣，以

身旁認識且具有信仰成熟度的基督徒友人為優先邀請訪談對象，再以滾雪球的方

式由受訪者推薦適合的基督徒邀請為訪談對象，共計五人。基本資料簡介如下： 

表 1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列表 

受訪者 性別 年齡 信仰年數 饒恕的對象 人際受傷議題 

A 女 34 17 前公司主管 離職被主管刁難 

B 男 31 14 父親、父親外遇對象 父親外遇 

C 男 59 36 以前一起創業的友人 被合夥人剝削 

D 女 45 30 母親、母親外遇對象 母親外遇 

E 女 50 34 養父、母親 媽媽的偏心、養

父的羞辱 

註：資料來源係作者自行整理。 

本研究的五位受訪者皆為受洗基督徒，都有多年參與不同教會崇拜以及各

種類型的信仰聚會之經驗，目前皆穩定參與所屬教會的聚會並熱衷投身於教會

的事工中，他們對於基督宗教的文化與基督教教義十分熟悉，對信仰有高度的

認同，並將信仰的價值觀融攝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中，成為自己待人接物的準

則，都可以在訪談中自由且公開地談論基督徒的饒恕經驗，並且可以從基督信

仰的觀點來探索個人促進饒恕的靈性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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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工具 

 
（一） 訪談大綱 

研究者自行設計訪談大綱，主要訪談問題包括：1.請分享一下你是如何開始

接觸基督信仰的，這份信仰對你的意義是什麼(過去、現在、未來的意義與經驗)？

2.在你的生命歷程中，曾經有過人際受傷經驗，但後來選擇以饒恕面對的經驗嗎

(具體的事件)，這些經驗是怎麼發生的？3.在你的饒恕歷程中，信仰對你帶來的

影響和幫助是什麼？你會選擇饒恕的考量是什麼？對你的意義和重要性是什麼？

4.經歷這些歷程，回到真實生活裡，你怎麼讓自己跟這些人互動？對你在人際關

係與自我方面的學習是什麼？其中訪談問題 1 和問題 2 可以對應研究問題 1「受

訪者在其特有的信仰脈絡中，如何經驗饒恕的歷程？」; 訪談問題 3 則是針對研

究問題 2「基督徒如何運用基督信仰的靈性因子面對關係中的傷害，進而產生饒

恕？」; 訪談問題 4 則同時針對兩個研究問題收集資料。 

 

（二）研究團隊 

研究團隊共兩名研究者，皆是基督徒諮商心理師，對基督宗教的信仰與文

化非常熟悉且高度認同，有足夠的信仰經驗與專業能力探討基督徒受訪者的饒

恕經驗，因為研究者與受訪者都隸屬於相同信仰群體，可以比較透徹地理解他

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從他們的角度詮釋研究結果（陳向明，2002）。兩人

都十分關注基督宗教/靈性與心理健康/諮商議題的整合與發展。主要研究者為諮

商心理博士學生，負責研究資料的收集與分析，曾在博士班修習過「質性研究

方法論專題研究」，對質性研究的方法在知識和研究實務上有一定程度的認識，

認為饒恕是涉及人際間的衝突或傷害，但是對基督徒而言，終要回到自己和上

帝關係，以及自己對信仰之委身的決心之檢視，這個再檢視的過程，可以幫助

基督徒重新思索如何以聖經的信仰觀點來看待自己、對方，以及彼此間的關係

與衝突，進而重構受傷的經驗，轉化爲正向、饒恕的行動，以服膺自己的信

仰。然而因為主要研究者與受訪者都是基督徒，同屬一個信仰群體，共享相同

的信仰觀念和生活態度，或多或少會有個人主觀價值的涉入，而對對方的語言

和行為意涵失去敏感度，為此在主要研究者與受訪者的訪談互動中，主要研究

者時刻提醒自己警覺這個可能的陷阱，盡量運用開放性的問句引導受訪者充分

地去敘說個人經驗，並運用諮商的對話技巧交互檢證，在尊重受訪者的主體性

下，使受訪者的敘說可以充分展現其個人觀點；另一位研究者為諮商心理學博

士，熟悉質性研究與基督宗教靈性諮商的議題，主要協助研究資料的分析、研

究結果的探討以及研究文本的撰寫之建議與修改。 

 

三、研究程序 

 

（一）研究者邀請熟識、委身信仰與教會生活，且具豐富信仰經驗的基督徒成

為研究參與者。 

 

（二）個別向研究參與者說明研究目的、程序及相關貢獻，並簽署研究參與同

意書。 

 

（三）研究開始前著手整理研究主題相關文獻，並設計訪談大綱，跟研究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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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排定訪談時程，每位受訪者皆以 1 次性的見面訪談為主，每次訪談時間 60-90

分鐘不等。 

 

（四）每位受訪者訪談後研究者進行訪談後的反思並寫下札記，並在所有訪談

者完成訪談後，再次閱覽相關文獻，加深對於研究主題的理解以及資料的敏察

度。 

 

（五）彙整訪談資料，轉騰為逐字稿，進行研究資料分析。 

 

四、 資料收集 

 
本研究採半結構式訪談方式收集資料，在立基與真誠互信的合作關係下，

引導受訪者分享自己的信仰經歷以及饒恕經驗，並依據受訪者的狀態以及當下

互動的歷程，調整訪談問題的陳述方式以催化受訪者在不偏離主題脈絡下維持

深度的自我揭露。此外，為確保訪談資料的確實性，避免對原始語料的過度解

讀，訪談過程中，研究者持續透過對話的方式進行檢證。訪談歷程中全程錄音

並轉謄成逐字稿，並結合訪談後研究者的個人反思札記，以協助研究者了解受

訪者如何在信仰脈絡中開展饒恕歷程之經驗的理解，以及促進基督徒饒恕的靈

性因子的發現。 

 

五、 訪談關係 

 

研究者與五位受訪者目前皆在桃園同一間隸屬基督教浸信會宗派的教會聚

會，與受訪者A、B參加同一個教會小組、與受訪者A、E則共同參與教會的事奉，

與受訪者C、D則是會在教會偶遇、聊天。五位受訪者除受訪者A與研究者熟識7

年以上，其餘四位受訪者皆是研究者到桃園開始聚會後才逐漸認識，至今約2-3

年左右。對於研究者的人際受傷經驗，在研究開始前，研究者僅知道受訪者A因

為離職曾與前老闆有過衝突，但不知道受訪者A後續如何處理這段關係，其他受

訪者的人際受傷經驗，研究者則幾乎不知情，但因為在同一間教會有足夠的互動

和認識，因此可以確定五位受訪者不只有豐厚且成熟的基督信仰經驗，他們對基

督信仰的高度的認同，使得他們積極地在日常生活中實踐聖經的教導，包括用饒

恕面對過往的人際受傷經驗；同時因著受訪者對研究者的熟識與信任，受訪者願

意向研究者坦誠揭露自己過往的人際受傷經驗，也因著擁有共通的信仰語言，受

訪者可以自然地在訪談中談論自己的饒恕歷程。 

 

六、 資料分析 

 

李維倫和賴憶嫻（2009）認為要將現象學作為一種實徵資料分析方法目前

並沒有固定的操作，但可以透過步驟化的分析，滿足科學對研究的判準，完成

對經驗文本的分析以實踐出存在處境的揭露。張芬芬（2010）認為質性研究若

要具備良好的科學素養，在資料分析上就需要按步就班地逐步提升資料的抽象

層級，牽引出有憑有據的結論。遂而綜整各種質性資料分析的模式，提出一套

具有彈性類目系統、標準分析程序、以及可以整合進不同質性研究理論觀點的

跨模式資料分析方法，本研究即透過此折衷取向的質性資料分析架構進行步驟

化的資料分析。因此研究以張芬芬（2010）提出的質性資料分析模式，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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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參考 Carney 在 1990 年提出的提升抽象層級的觀點，將其調整後進一步

再概念化而來，如同階梯由下而上： 
 

（一）文字化：將研究的訪談資料透過錄音設備轉謄成逐字稿，作為本研究的文

字資料。 

 

（二）概念化：將逐字稿中的某段文字資料進行編碼，賦予其抽象意涵，以進一

步探詢背後的意義。意即將原始資料予以轉型，原本具體指涉的文字，轉

化為抽象概念。其步驟為：1.編流水號 2.初步編碼 3.整理代碼清單 4.建立

初步代碼系統 5.尋找主旨代碼 6.建立更統整的代碼系統 7.繼續運用、修

改，直到代碼系統合用。 

 

（三）命題化：這個階段要找出整個資料中的主旨與趨勢，用命題的形式呈現此

主旨或趨勢。命題可由邏輯推理或是整體直觀產生。 

 

（四）圖表化：將資料整理為圖表，可凸顯清晰的焦點，讓人能夠對於一組完整

的資料一目了然，以有系統地回答心中的問題。 

 

（五）理論化：透過研究的分析歷程中逐漸浮現與主題有關的理論，這個更深層

的解釋架構能夠幫助研究者將手中的資料統整此來獲得統整性的解釋。 

 

七、 研究的效度 

 
Maxwell（1992）提出質性研究有賴對一系列內隱與外顯類型之組合的了解，

以及對於過程的描述、詮釋以及對有興趣現象之解釋的效度。並提出五個適用在

質性研究裡的效度種類，研究者認為有很高的參考價值，乃依據這五類效度來檢

核本研究： 

 

（一）描述效度（descriptive validity）：意指受訪者是否能如實描述其個人經驗，

使文本的獲得盡量貼近事實。為使描述盡量精確，研究者在訪談的時候盡

量記錄受訪者的語言與非語言訊息，協助受訪者聚焦在特定的事件或情境，

而非漫無目的的論述，訪談中透過對話進行檢證。訪談後研究者反覆檢核

錄音與逐字稿的內容，力求資料正確。  

 

（二）詮釋效度（interpretive validity）：質化研究重視受訪者的觀點，從他們的

視框認識他們所看到的世界。為使受訪者的觀點和立場可以充分展現，研

究者對於訪談資料的分析，抱持開放的態度，將個人過往的宗教經歷以及

饒恕的經驗和面對傷害者的立場與態度置入括弧，以研究者的角度針對所

浮現的現象進行意義的詮釋。並將訪談資料的分析呈現交給受訪者閱讀，

以了解是否貼近其表達的意涵，並透過討論讓受訪者的觀點可以更清晰。 

 

（三）理論效度（theoretical validity）：為了從受訪者的觀點萃取出共有的核心概

念，研究者在研究歷程中大量且深度地閱讀與統整有關本次研究主題的文

獻與資料，並整合自身的信仰經歷、靈性觀與治療觀，以培養高度的敏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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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了解基督徒饒恕經驗背後的重要靈性觀，進而形成對基督徒在面對創

傷議題的因應的模式的理解。 

 

（四）推論性（generalizability）：在質性研究中，推論性效度通常是透過理論的

發展來產生的，不只是對特定對象或情境的研究，也試圖了解相同的歷程

在不同的情境脈絡下如何去展現出特有的風貌，並且得以應用到受訪對象

以外的相同對象或事件。換句話說，在質性研究的推論性上，首重的是對

特定對象或情境的理解是否有助於理論的發展和應用，而訪談關係的互動

品質則是能否獲得對所關懷議題的充足理解和洞察的關鍵。為使研究結果

具有推論性，本研究選擇能提供豐厚訪談資料的受訪者-對基督信仰有高

度投入、有饒恕的主觀經歷、能透過語言清晰表達自己的內在歷程與後設

觀點者，在良好的訪談互動中，認識不同受訪者在饒恕歷程中獨特的靈性

經歷，進而了解基督徒可以如何運用信仰的資源從傷害走到饒恕，這樣的

研究發現可以推論到未來有相似背景、議題、與脈絡的其他對象。 

 

（五）評估效度（evaluative）：本研究為了深化對議題的理解與反思，除了統整

相關文獻以促成與研究結果的對話外，研究者也整合自己個人的信仰經歷

與饒恕經驗進入對話中，使研究結果-研究文獻-研究者三方交互思辨中，

對已產出的研究結果引發更多的新見解，並利用這些理解成為新研究主題

的延伸或創造，此部分會在研究討論中呈現。 

 

八、 研究倫理 

 
Glesne 和 Peshkin（1992）提到四種研究角色可能涉入的倫理兩難議題：剝

削（exploiter）、介入/改革（intervener/reformer）、倡議（advocate）以及朋友（friend），

以下是研究者從這四個角度探討本研究需要關注的研究倫理： 

 

（一）剝削（exploiter）：身為一名研究者，透過一系列的研究實施，不只能夠對

自己感興趣的議題獲得進一步深入的理解，其獲得豐富的收穫不只是知識

成就上，有時候更會有實質的利益上，假如研究者忽略自身投入研究的動

機，很有可能便會落入這個陷阱之中。在本研究的實施中，研究者時常提

醒自己要站在一個對自己與受訪者誠實的位置，訪談前不只詳細地向研究

者闡述研究目的與動機，更重要的是讓受訪者知道自己的貢獻將會對這個

研究主題有興趣的專業人員或熱忱者帶來幫助，研究者也在資料分析完成

後將分析後的結果個別回饋給受訪者，多數受訪者除了向研究者表達感謝

外，也肯定透過訪談及訪談後對自己文本分析的閱讀對自己帶來的正向幫

助，例如受訪者 A 在收到自己的文本分析後表示可以幫助自己的思緒做

一個整理，能幫助自己清楚是那些信仰因素幫自己度過那段不容易的時候。 

 

（二）介入/改革（intervener/reformer）：身為研究者難免涉入一些主觀的價值

判斷，特別研究者在進行本研究主題時，更需要涉入研究者自身的價值觀

與信仰經驗。為顧及質性研究中重視探索與平衡報導的精神，研究者在資

料收集與分析的過程中，不刻意遺漏與原先預設可能會有衝突或是對立的

聲音或資訊，並讓自己抱持開放的心胸、與彈性好奇的興致來與自己的受

訪者共同探索饒恕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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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倡議（advocate）：研究者也是基督徒，對於基督徒的饒恕議題難免有自身

先入為主的立場，而這個立場如果不去覺察或分辨，恐使得研究結果變成

研究者個人價值觀的倡導或說帖。因此研究者為了避免自身價值觀念影響

對研究結果的解釋，除了研究分析完成後，將各受訪分析的資料寄給受訪

者閱讀，確認資料的分析方向和呈現主體與受訪者的敘說相符，再盡量以

平實的方式解釋研究的文本，此外，研究者間對研究結果的解釋的交叉檢

核，更務求研究結果的解釋中肯而不浮誇。 

 

（四）朋友（friend）：因為受訪者與研究者熟識，為了避免訪談中受訪者為了維

護好印象而隱藏或誇大某些資訊，研究者在研究前，向每位受訪者個別完

整說明研究意圖及接受訪談的相關利益或倫理衝突後，獲得當事人主動的

首肯與同意，並簽署研究知後同意書後，才進一步實施訪談。此外，訪談

中，研究者善用晤談技巧引導受訪者敘說其個人的信仰歷程與饒恕的經驗，

並運用摘要、澄清、反映、具體化的技術幫助受訪者整理自己的觀點與想

法，因為受訪者與研究者擁有良好的互信合作關係，可以奠基在真誠互助

的互動上提供有助主題探究的正確訊息。 

 

參、 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分為兩部分，一為呈現基督徒的饒恕歷程：基督徒早先的信仰經歷

可以轉化為因應關係傷害的重要資源，這樣的資源如同寶貴的資產，可以幫助基

督徒面對人際中受傷情緒的經驗，走出被受傷情緒紛擾的生命監窂，以愛化傷選

擇饒恕，進而修復與人與神的關係，重新迎向聖經所應許的自由生命路徑，最後

則透過對饒恕經驗的反思，重建人際關係的信心，並且促進靈命的增長，讓自己

持續在生活中實踐信仰；二為促進基督徒饒恕的靈性因子：包括上帝的愛與饒恕、

禱告中交托與轉化、聚會中團契相伴、聖經信仰的實踐、審判主權的放棄與交付。

以下就基督徒饒恕歷程中的重要主題，及促進基督徒饒恕的靈性因子分述如下： 

 

一、 基督徒的饒恕歷程 

 
五位受訪者皆從自己的信仰經歷中，談到信仰的轉化，是一種從不信到信、

從觀望到投入、從探索到認同的階段變化，進而奠定了受訪者日後面對引發情緒

的人際經驗時，以信仰來回應挑戰的基礎。在受訪者的生命歷程中，因為受到生

活中一定親近程度之人（老闆、父母、好朋友）的傷害，遂而引發受傷的感覺，

使受訪者對對方或對自己都產生負向的情緒，因為沒有被了解，不只無法站在對

方的立場去體諒，甚至會自我懷疑，因為這些受傷而錯綜糾結的感受如同監牢把

受訪者困在其中而不可自拔，受訪者因此感到痛苦與不安，遂而將自己的無助帶

到上帝面前來，或透過禱告、或再次思想神的愛、或選擇順從聖經對饒恕的教導、

或是在小組聚會中對饒恕主題的探討，促成了受訪者對自己尚未饒恕的洞察，便

在與上帝的對話下，開啟了饒恕的歷程，最終選擇以神的愛，採取正向的態度來

面對過往的傷痛，甚至有的受訪者還採取了行動主動給予對方祝福以化解自己心

中的埋怨，進而釋放自己從傷痛的枷鎖中出來，以保有自己繼續跟隨基督的動力

和自由。最後從受訪者對自己饒恕歷程的回顧，發現多數受訪者會回到信仰的角

度再次省察自己的生命，檢視自己與神、與人、與己的關係，進而去調整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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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讓自己能用行動回應信心，繼續信仰前進的步伐。有關基督徒饒恕歷程中各重

要的主題整理如下。 

 

（一）信仰資產的累積 

綜合五位受訪者的信仰經歷資料，可以發現多數受訪者（B、C、D、E）是

透過家人、朋友或是參加教會的活動而接觸信仰，年紀多在青少年以前，只有受

訪者Ａ是在大學因為被教堂外觀所吸引而主動進入教會。進一步了解他們如何被

基督信仰所吸引且展出對其信仰的認同時，發現受訪者 A、C、E 是因為感受到

基督徒的關愛而逐漸地發展對信仰的認同，受訪者 B 和 D 則親身經驗到上帝以

超自然能力介入自己的問題而戲劇性地引發對上帝與信仰之真實的認同。他們共

同經歷了對生命的迷惘與真理的追尋、教會與上帝的愛與醫治、信心的回應與信

仰的委身，並認同信仰為自己生活的核心也是生命的意義。而這些信仰資產的累

積，也成為基督徒後來面對關係衝突與傷害的重要資源。例如受訪者 E 回顧自己

一生與信仰的關聯時，這樣說： 

「我覺得這是我一生當中很多事情連接起來，讓我覺得說讓我更深就

是更堅定的相信，願意持守我的信仰，對，然後當下你不會覺得這是

神的保守，是神的帶領，然後是事後回想才去回想原來神我身上是有

祂的計畫，恩，包括我的車禍，包括我的心律不整還有我的…喔…生

育還有結婚，對，我覺得這都是連帶在一起的，就是事實上神在我身

上所做的奇妙工作是超過我所求所想的，而且是根本我都沒想到，神

在我身上有這麼偉大的計畫，恩。」（E31-1） 

受訪者 B 則提到有上帝同在的信仰是生命的盼望： 

「恩，其實是蠻盼望的阿，就是會知道不管將來發生甚麼事情，有上

帝的同在，然後會覺得自己的生命是可以很豐富，然後很喜樂滿足，

就並不是說不會有苦難，而是說相信上帝會使萬事互相效力，然後讓

我們的生命是很有豐盛的意義。就是對，是很有盼望的」（B30-1） 

（二）引發在人際中受傷情緒的經驗 

整理五位受訪者的故事，各有不同引發情緒的衝突事件：因為離職而覺得被

老闆錯待、因為父母外遇而引起的紛擾與打擊、或因為得不到父母關愛而覺得受

傷、有因為相助朋友反遭羞辱與剝削。這些事件如同未竟事務般深埋在當事人的

心裡，久久不能忘懷，表面的事件卻掀起內在矛盾而反覆的受傷情緒。例如受訪

者 C 提到面對合作夥伴的羞辱自己選擇為了家庭忍氣吞聲： 

「…他是社長，我是總編輯，我們那時候所有人有 20幾個，他是社長

是管經營的，我管編輯，那時候在會議室裡他就當著大家的面說，Ｏ

Ｏ，你是豬阿！」（C54-1）。「那時候有些事情沒有做的很好，其實我

覺得我沒有，他是有一種一般的世俗的觀念就是，好，我比較會…比

較能夠帶領我們的同仁，然後有點功高震主這樣子，那樣罵我，我那

時候想說不行，我小孩還這麼小，那時候大概 20年前還很小，二十幾

年前很小，我想說…哎…就忍一下。」（C-54-2） 

（三）被傷害困住生命的牢籠 

整理五位受訪者的故事，來自老闆、父親、母親、朋友、養父的不同衝突

事件導致劇烈情緒的迸發，如憤怒、埋怨、苦毒、煎熬、被欺辱、覺得被偏待

等感受，而導致對相對人的恨、疏離、甚至是咒詛，對自我則是感到懷疑、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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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矛盾。這些因為受傷而交織糾結的複雜情緒如同牢籠監禁自己的生命，而

在關係中失去了自由。例如受訪者 E 提到養父對自己帶來的傷害使得自己會詛

咒養父早點死掉離開： 

「所以那時候會有一些抱怨跟詛咒，會希望爸爸早點死，快點離開我

們。」（E111-1） 

而受訪者Ａ提到老闆的錯待引起對自我價值的懷疑： 

「然後…當我開始有那樣的情緒去討厭我的前老闆的時候，我發現自

己又很像我以前的自己會覺得…會覺得…會覺得有時候會覺得是不是

我真的不值得人家對我這麼好，所以她才對我這麼壞，類似的感

覺。」（A105-3） 

（四）以愛化傷選擇饒恕 

面對人際的傷害情緒，以及隨之而來情緒的枷鎖，五位基督徒不約而同選擇

來到上帝面前，回應上帝的愛、順從聖經的教導，以禱告、祝福、交託、包容轉

化傷痛促成饒恕。例如受訪者 A 先透過禱告處理對前老闆的憤怒及憤怒對自己

生活帶來的負向影響，再從教會團契聚會中得著要饒恕的啟發，進而選擇以信件

和禮物向前老闆表達感謝與祝福來開展自己的饒恕歷程，消除心中對前老闆的憤

怒與苦毒： 

「我有感覺好像自己…不會再那麼生氣了，不會再…不會再那麼多的

苦毒吧。就是常常心裡會很討厭…對方…（A82-1）。我覺得其實可以

寫信給她，然後送小禮物給她這件事情…會讓我覺得可能以後看到這

個人的時候比較不會有那麼多的芥蒂，就我覺得如果還一直很生氣她

的狀態，就會覺得不…不想再看到她的。」（A85-1） 

（五）迎向自由的生命道路 

對五位受訪者來說，饒恕的抉擇與行動是不可分割的，饒恕是決定也是和好

的行動，是與上帝和好的結果，是與人的和好也是與自己的和好，當基督徒選擇

饒恕時，也是對自由的選擇，亦即選擇生命不再受限於傷害而來的苦毒和論斷。

總結來說饒恕使基督徒從傷痛牢籠走出來，重新迎向信仰中應許的自由之徑。如

受訪者 D 表示自從一次聚會聽見上帝的聲音，就選擇放下對原生家庭的埋怨，原

諒媽媽，並陸續帶父母信主，因著對饒恕的決定，受訪者 D 重新以正向的眼光看

待自己，釋放自己從傷害的牢籠中出來，為的是讓自己保有單純的信心繼續投身

在信仰中，得以自由地走跟隨基督的道路： 

「所以我會覺得很多事情不需要放在心上，因為我覺得太多事情放在

心上好累喔，就是神還是很喜歡我們像一個孩子一樣單純，因為神很

聖潔，所以如果這些事情放在我們心裡，只會生苦毒論斷惱恨，其實

這些黑暗，我覺得我要像耶穌說的就是要回轉像孩子一樣，我的耶穌

既然是聖潔的，我裡面應該是很乾淨的，我不要讓這些發生的人事

物，或別人的口舌來影響我跟隨耶穌，對。」（D102-2） 

（六） 信仰的反思與靈性成長 

五位訪談者回顧自己的饒恕歷程，多會回到信仰的角度重新省視自己的生命，

受訪者 A 期許自己可以更積極地面對未來關係中遭遇的衝突；受訪者 B 與 D 則

感悟到生命的問題只有上帝的愛與福音才能夠化解，因而決定委身傳道的工作；

受訪者 C 則期許自己回到信仰的初衷，使自己身體力行聖經的教訓；受訪者 E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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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上帝能幫助自己獲得饒恕的自由，不在活在他人的眼光中，雖然仍會看中關

係的和諧，但希望自己可以更好的扮演自己的角色。整合來說，對饒恕經驗的反

思，皆有助於基督徒提高面對人際受傷關係的信心、並對自己的信仰更加的認同，

且願意持續在生活中以具體的行動來實踐自己的信仰。 

 

五、 促進基督徒饒恕的靈性因子 

 
當受訪者因為受傷便將目光遠離了上帝，而聚焦在自己的傷痛上，進而產生

各樣負向的感受，例如對傷害者的憤怒、用恨與冷漠築起心中的高牆、身心俱疲、

怨天尤人，甚至是對傷害者的咒詛，這些感受將受訪者逐步地拉離上帝的同在，

把自己困在所築起的牢籠之中。然而這樣的生命光景是危機也是轉機，當受訪者

不放棄地持續投入信仰的生活，從信仰環境來的外在刺激和自己內在對上帝的信

心，兩者交互作用下，漸漸地喚起受訪者重新檢視自己與人、與神的關係，並為

了再次尋求個人在信仰上的實現，藉著對神愛的再體會、禱告、參加團契、和聖

經對話開啟了饒恕的歷程。藉由下列促進饒恕的靈性因素，讓自己以具體的行動

展現出自己的饒恕選擇。 

 

（一）體會上帝的愛與饒恕是選擇饒恕的動力 

對受訪者來說，信仰的核心乃是自身與上帝的關係，與上帝的關係越親近，

受訪者越能體會天父的愛，越能在傷困的枷鎖中得著上帝的滋潤與醫治，進而願

意照聖經的信仰實踐對他人的饒恕，如受訪者 B 提到自己對天父的愛與醫治化

為自身對外遇父親饒恕的動力： 

「我覺得說 14歲以前都是抗拒饒恕，所以就是非常憤怒的是，就是不

覺得我需要做這件事情，但 17歲經歷那個，應該說我父母離婚之後，

自己也經了一段黑暗的生活，那種所謂黑暗的情緒上或心情，可是在

黑暗當中就經歷到上帝很真實的同在，然後慢慢被恢復，我剛說的我

跟，就是我經歷到上帝他是我的天父，然後他愛我這樣子，就是不論

我地上的家裡是怎麼樣，祂是我的天父，然後他愛我，然後從跟天父

的那個關係的確據，讓我可以慢慢的被醫治，就是有能力慢慢的往這

個饒恕的方向前進，這只是一個開始這樣。」（B91-1） 

（二）禱告中交托與經歷轉化 

對所有的受訪者來說，禱告是開啟饒恕的重要關鍵，在禱告中交託自己受

傷的心情和衝突的情緒，也藉著禱告逐漸轉化自己對傷害者的看法，慢慢讓自

己跳脫受傷者的位置，思考如何回到信仰的價值觀處理自己與傷害者的關係，

如受訪者 D 面對一再欺瞞並引起家庭紛擾的外遇之母親，選擇透過禱告把重擔

交托，並轉化自己的心境： 

「然後後來神對我講話，孩子，你要把重擔交給我，我說好，我完全

交給你，父母的問題我完全交給你，不要扛這個問題了，所以從那天

之後，只要媽媽出去之後，就是爸爸去上班的時候，她買的新衣服阿

甚麼的，她化的妝，我就知道不是為爸爸，等她要出去的時候，我就

在媽媽化妝的中間的房間，我說主阿，求你祝福我的媽媽和外面那個

男人希望他們有一天能夠信耶穌，我就開始做這樣的禱告，我的心境

也不一樣，我就開始仰望神。」（D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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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會中團契相伴 

對受訪者來說，聚會中與其他基督徒的交往成為面對傷害的重要支持和陪伴，

基督徒因著共同信仰的緣故與其他信徒在例行的團契聚會中，進行彼此關心、禱

告和生活的分享，從中獲得照顧或支持。本研究的受訪者所參與的小組或團契擁

有足夠的團體凝聚力，使成員感到安全和信任，而提高自我揭露的意願，教會團

契對受訪者在饒恕的歷程之開展確實成為了重要的助力。如受訪者 E 提到小組

聚會中的同伴如何幫助自己增加對母親的理解： 

「對，她告訴我說，因為媽媽一直都跟弟弟一起生活，所以弟弟在媽

媽的心裏面，他是她的依靠，恩，對，然後或許我們做女兒的也想要

成為媽媽的依靠，但是媽媽有那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就是說這兒子才

是我的唯一，對，然後加上媽媽在語言上沒有辦法溝通，阿，所以你

也沒有辦法告訴她你的感受是甚麼，那也是因為這位姊妹告訴我說，

兒子在媽媽的心目中，心裡面，她是她唯一的依靠，也是因為這句

話，恩。」（E-68-1）。 

 

（四）實踐聖經中饒恕的教導 

對受訪者來說，饒恕是聖經信仰的實踐，消極來說，受訪者認為饒恕是讓

聖經的教訓理應遵守，積極來說，受訪者因為親身經歷上帝的愛，也知道聖經

教導主動饒恕的核心精神是要基督徒也從傷痛的牢籠中脫離而獲得生命的益

處。如受訪者 C 為了不讓太太心情一直受到波折，而願意回應聖經的教導而主

動饒恕： 

「我都沒有怪他的意思，這可能跟我講的，我們既知道這是既成的事

實，然後我也被他罵過，那我薪水要不回來，那我只好被動的接受，

那個是信仰的力量，我覺得說是聖經上教導我們要饒恕別人的過

犯。」（C72-2）。 

受訪者 A 則為了不想得罪神而願意從聖經裡上帝的眼光來看待傷害自己的

前老闆： 

「我覺得上帝也是愛她的，但是如果我卻一直覺得這個人錯誤對待

我，然後我就詛咒這個人，這個我覺得很得罪神的。」(A96-1) 

（五）審判主權的放棄與交托 

對受訪者來說，饒恕代表的是債務主權的放棄與交託，放棄從審判者的位

置向傷害自己的人施行審判，不再追究個人索取賠償或報復的權利，並把這些

權利放手給上帝接管，因為基督徒認為上帝才是最終的審判者，也是生命的主

宰，例如受訪者 B 提到參加爸爸和外遇的阿姨所生的女兒之告別式時，對於爸

爸和外遇阿姨的饒恕心境的轉化： 

「對，那我覺得我到真正可以釋懷這件事情，我覺得跟這個妹妹的過

世有很大的關係，對，因為我覺得妹妹過世之後，我很清楚的看到就

是在罪中的人很可憐，就是那種情緒真的很複雜，就是覺得其實他們

該受的這樣就夠了，某種程度的不饒恕是想要懲罰，是想要做那個判

斷，那個公義的決斷說你應當要受這樣子才合理，所以其實好像不饒

恕人心裡就是那個審判者，就是應該要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你應該要

承受做這個事情來這樣子，對，當然不是所有的饒恕的歷程都是會有

這種階段，好像他付上代價，就他承擔了這不堪的後果，不一定啦，

就是有的人，他還是過的很順遂啦或者是很怎麼樣，可是對我來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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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這一件事件讓我覺得我可以釋放，我不需要再做那個審判者，

對。」（B91-3）。 

 

肆、 討論與建議 

 
針對上述結果，研究者整理相關文獻並與研究發現對話，從充分討論中深化

對研究議題的理解，並思索針對基督徒當事人在饒恕議題上的心理治療工作如何

進行，以及基督徒心理師如何在饒恕的議題上將信仰與心裡諮商作整合： 

 

一、 饒恕是基督徒面對傷害的一種正向因應，也是自身信仰之實踐 

 
面對關係中的傷害，人們往往先看見的是自己成為受害者，權益遭受侵害，

而自怨自哀地呻吟和悲嘆，基督徒不例外，身為基督徒的研究者也不例外，但不

同的是，苦痛迫使我們在絕境中回到上帝面前，重新思索如何從聖經的觀點來看

待自己的遭遇與處境，並調整自己迎接傷痛。研究者想起大學時候的自己，也曾

對重返家鄉的父親充滿著不諒解與矛盾的情緒，然而幸有教會同伴的支持與聖經

的教導，使得自己毅然決定饒恕父親對自己和家庭的疏於照顧、也放下為母親打

抱不平的執念，並讓自己試著去理解父親、修復自己與父親的關係。陳秉華、程

玲玲、范嵐欣與莊雅婷（2013）研究指出基督徒在重大壓力事件下，經歷到與神、

與人、與自己關係的衝擊與挑戰時，會透過信仰的觀點進行詮釋，並從「經歷神」

的經驗裡獲得意義的轉化，其中經歷神與靈性資產的運用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若

從饒恕的定義來看，饒恕必然先有來自關係中的重大壓力和受傷事件，這些壓力

事件帶來的衝擊往往也造成基督徒的身心受挫，靈性失去定向，基督徒為了調適

自己度過這個靈性的危機，會透過聖經的信仰觀點對自身經驗進行意義的詮釋與

轉化，並運用基督宗教與靈性的資源幫助自己再次展開信仰的探索與實踐的旅程。

若從 Pargament（2007：106-107）談到有關靈性上的因應之兩個特性來看：（1）

假定有一位主動位格的上帝；（2）不只是個人對靈性因應的投注，且留意到這些

因應策略通常是人際互動性的。我們可以說基督徒在面對人際關係中的壓力與受

傷事件，以及隨之引發對靈性的衝擊，會回頭重新檢視自己與上帝的關係，透過

體會上帝對自身罪愆的赦免與饒恕，從而選擇去饒恕傷害自己的人，饒恕是基督

徒面對傷害的一種正向因應，也是其對自身信仰的實踐之選擇。 

 

二、 靈性是一種資源為促進饒恕的重要因子 

 

基督徒擁有豐富的信仰資產來因應人際關係中的衝突與傷害，不只促進饒恕

也助益其心理健康。Kimball、Boyatzis、Cook、Leonard 和 Flanagan（2013）從

依附理論的角度探索成年早期的基督徒和上帝的依附關係，他們發現不論親子間

依附程度的高或低之基督徒皆視上帝為安全避風港與安全堡壘，且透過禱告與上

帝獲得連結與互動，進而助益個體調適痛苦的經驗，或是發展健康的人際互動；

Vasiliauskas 與 McMinn（2012）的研究則指出有宗教經驗或宗教資源的人，若針

對饒恕議題進行靈修或禱告，明顯可以促進他們放下過往的傷害立定選擇饒恕，

且也可以對於傷害他們的人更有同理心; 好比基督徒經驗與上帝的神聖關係，彷

彿治療關係一樣可以促進他們在個人的生命旅程中朝向健康邁進; Yi 和 Bjorck

（2014）的研究顯示來自上帝或是信仰群體的宗教性支持和一般社會支持一樣皆

與生活滿意度有正向的關聯、與憂鬱有負向的關聯。從研究結果顯示受訪者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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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團契或小組經驗是正向的，有助於受訪者透過自我揭露而開展饒恕的歷程; 相

關文獻指出，個體在關係中會受到他人的影響，也同時因為自己的行為而影響了

他人，這樣的歷程是一個循環的互動關聯，從團體層次來看，團體的氣氛與條件、

團體人際歷程、領導者的催化或引導，以及成員的個人狀況或特質皆會影響成員

在團體中自我揭露的質量（許育光，2011/2013）。這樣看來，受訪成員在良好氛

圍與凝聚力的團體中的自我揭露，透過領導者巧妙的催化和引導，是可能會引發

正向的人際回饋，進而帶出更深度的自我揭露; 相反的，團體氣氛不佳、凝聚力

薄弱的團體，團體領導者拙劣的帶領技巧，則可能會使受訪成員在自我揭露後感

到不安，甚至是引來其他成員的批評而退縮或受傷。雖然在本研究中沒有發現阻

礙受訪者在團體中分享的因素或干擾因子，然而這是在團契與小組運作時需要留

意的。 

雖然受傷經驗的發生，使得個人一方面要因應事件所帶來的衝擊，一方面也

要面對隨之而來的現實壓力，為了能重獲對生活的掌控感，個體對受傷事件的意

義之再建構，便關係著個人對該事件本身的因應及後續的成長（陳亭君、林耀盛、

許文耀，2010）；靈性與宗教則確實提供了一個適合的架構來進行受傷後的意義

建構，使遭受關係傷害的個體得以透過正向的歷程引發成長（Schultz, Tallman, & 

Altmaier, 2010）。根據研究結果，基督徒與上帝間的直接連結或是與其他基督徒

在信仰上的交往和互動，為過往受傷的人際關係帶來了修正性經驗，進而使得基

督徒以積極主動的態度來處理或修復與傷害者的關係，關鍵是因為基督徒認知到

自己乃是被上帝所愛而擁有饒恕的能力，更是基督徒懂得在傷痛中以禱告尋求上

帝的幫助，獲得從上帝而來的醫治與滋養而對傷害者心生憐憫而放棄對其的報復

與控訴。 

 

三、 信仰與心理諮商的整合-發展基督徒的饒恕心理諮商 

 
基督宗教其獨樹一格的信仰系統，有其淵遠流長的宗教歷史與文化脈絡，基

督徒信奉獨一的上帝、接受基督為唯一罪得赦免的福音、認聖經為終極的權威經

典並力行信仰教義，以榮神益人為生活的目的，相對於其他宗教或是台灣的傳統

民俗信仰，有其信仰本質和型式上的差異，若不能了解基督信仰，則不能了解基

督徒。根據本研究結果，基督徒與上帝關係的內涵，對基督徒選擇饒恕具有關鍵

性的影響，特別是基督徒因著對上帝之愛的感受和回應，所採取對信仰實踐的態

度和決心，可以使基督徒以行動展開與上帝、與教會的互動，進而運用信仰中的

靈性因子開展饒恕的歷程。值得注意的是，五位受訪基督徒的故事中，饒恕都是

在傷害事件發生後的一段時間，有的甚至是十幾年、幾十年，在這之前雖然或多

或少承受來自傷害之苦，也曾有受訪者知道自己因為對傷害者的埋怨而使得自己

感到痛苦; 然而卻在某種情境下，意外激發受訪者強烈地感受到自己沒有饒恕或

是因著沒有饒恕對自已帶來的負向影響，然後這個覺察促使他們向上帝禱告或反

省聖經的教導而再次檢視自己的光景，接著引發一種意念的轉化，進而產生對饒

恕的決定和行動，再把這個決定和行動帶回上帝面前，饒恕對基督徒來說似乎是

一種持續來回於傷害者-自己-上帝三者之間的互動歷程，對研究者來說，饒恕是 

基督徒與上帝共同合作完成的，這樣的結果，對於有饒恕議題的基督徒案主的諮

商有相當大的啟示。對基督徒案主而言，饒恕的信仰觀與實踐歷程帶出的饒恕之

改變歷程，是值得在未來有更多的探究去建構出基督徒饒恕的諮商工作模式。 

透過本研究的發現，研究者認為未來要對於有饒恕議題的基督徒案主進行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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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需要發展將基督信仰與諮商整合的一種工作模式。以饒恕而言，這樣的整合

工作有幾個原則可以參考： 

1. 整合者必須兼具神學和諮商心理學的素養，更重要的是整合者必須是對基督

信仰具高度認同且能實踐聖經對饒恕的教導於生活中的基督徒。 

2. 以聖經中的人觀作為諮商工作的核心價值，採用與聖經預設沒有衝突的諮商

理論或介入取向，來建構對基督徒案主的饒恕諮商模式。 

3. 幫助有饒恕議題的基督徒當事人認識聖經中的饒恕觀，並且鼓勵其透過饒恕

行動作為個人對信仰的回應與實踐，而非僅止於心理健康的調適。 

4. 透過諮商技巧引導有饒恕議題的基督徒案主運用基督信仰中的靈性資源，幫

助自己面對傷害，走向饒恕。 

5. 除了對基督宗教特有文化的涉入和了解外，也能對當事人所屬文化有相當的

認識和敏銳度，以貼近當事人的需要，掌握其受傷議題下隱藏的心理與靈性

需求，進而引導當事人轉向基督，獲得饒恕的能力。 

6. 與教會系統合作，建立對有饒恕議題的基督徒當事人之支援與轉介網絡，透

過諮商處理饒恕議題，也在教會中與會有彼此實踐愛與饒恕的信仰生活。 

對比Enright與Fitzgibbons（2000/2008）以心理學認知發展為取向的饒恕治療

歷程模式，以及Worthington（2001）以同理心建構的「REACH」饒恕模式，兩者

皆以較為教育導向的方式，引導當事人去實踐饒恕，為了提供不一定有宗教信仰

背景的當事人協助，兩個模式並沒有採取鮮明的信仰立場，但在臨床實務上，對

於不同的發展階段對象、不同的問題症狀、以及不同諮商領域的應用上都有相當

的成效。然而文獻指出，對於宗教信仰是高投入或認同的案主，他們會期待諮商

師要在諮商中與他們討論信仰的觀點，或是使用信仰的介入方法（Gockel, 2011; 

Mayers, Leavey, Vallianatou, & Barker, 2007; Worthington & Sandage, 2001），因此

研究者認為對於有高認同的基督徒案主，在處理饒恕議題時，必須更直接地將基

督信仰的觀點融入，明確地將當事人與上帝的關係納入考量，透過對當事人信仰

生活的檢視來評估當事人的靈性狀態，引導當事人從聖經的觀點探索自己的饒恕

議題，輔以心理諮商的技巧，幫助當事人逐步地轉向上帝，並且在諮商師的協助

下，開啟和上帝的合作，幫助自己面對過往的傷害。這樣以基督信仰取向處理寬

恕議題的心理諮商，可以補足或拓寬心理學領域中以心理學的方法作為寬恕介入

處理的諮商方式。 

 

四、 未來的研究發展與實務應用 

 
（一）未來在諮商實務的應用 

有關基督宗教與靈性在心理諮商與治療領域的研究，已有相當的文獻開啟了

探討，其中多在探討基督徒諮商師如何將宗教與靈性的觀點與介入策略整合進入

心理治療與諮商實務中（陳秉華等人，2011; 陳秉華、詹杏如、范嵐欣、Mullahy，

2015; Beck & Seminary, 2003; Garzon, Wortbington, & Tan, 2009; Monroe & Scbwab, 

2009; Morrison & Borgen, 2010; Weld & Eriksen, 2007），或是探討如何面對基督徒

當事人開展靈性與心理諮商的工作（賈紅鶯，2010; Blanton, 2005; Greenidge & 

Baker, 2010; Reinert, Edwards, & Hendrix, 2009）、也有的探討基督徒的靈性對基

督徒心理健康的影響（Bornsheuer, Henriksen, & Irby, 2012）。依研究者觀點，要協

助基督徒當事人處理饒恕議題的諮商，必須融入信仰中的饒恕觀點，透過從基督

宗教的世界觀出發，引導當事人檢視自己與上帝、與教會、與人、與自己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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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聖經對饒恕的教導，促使當事人逐步開啟饒恕歷程，以上帝的愛和應許化解

傷痛，以獲得靈命的更新；諮商的過程，運用諮商理論和助人技巧，投入在與當

事人的互動和晤談之中，在不違反諮商倫理與諮商架構下，逐漸地開展與當事人

的工作歷程，使基督徒當事人在有品質的陪伴下，應用基督信仰中的靈性資源產

生饒恕的行動。 

因為基督信仰的饒恕諮商也是心理專業的程序，基督徒心理師在對有饒恕議

題的基督徒進行諮商時，不能因為同是基督徒而忽略諮商倫理的重要性，雖然基

督信仰有其對倫理的預設立場，重要的是如何以基督信仰的價值信念為核心，在

專業上實踐諮商倫理中所強調對當事人的保護、助益以及避免傷害等義務。

Tjeltveit（1997/2012）提到基督教倫理情境的強調，意味心理諮商在實務上絕不

能單純視為只有諮商師與案主之間的關係，乃是需要將當事人、諮商師、雙方家

庭、教會、神等關係架構納入作為一個整體關係的考量; 即使如此基督徒心理師

仍必須限定自己不得逾越專業的範疇以避免危險，基督徒諮商心理師必須依循專

業倫理的規範，且要事先主動告知並獲得當事人的同意後，才可以進行基督教倫

理的心理諮商。有關基督徒心理師面對基督徒諮商議題須考慮的倫理因素，研究

者綜整相關文獻列舉如下（陳秉華、范嵐欣、程玲玲，2014；陳秉華等人，2015；

陳秉華、范嵐欣、詹杏如、范馨云，2017； Greenidge & Baker, 2010; Tjeltveit, 

1997/2012; Weld & Eriksen, 2007）： 

1. 基督徒心理師在提供融入基督宗教與靈性的諮商前，應接受有關的訓練和督

導，並對於其中所遭遇的倫理議題和處理原則有充分的認識，以確保心理師

能夠提供有效且合乎專業倫理的協助（陳秉華等人，2014）。 

2. 基督徒心理師需要清楚自己的信仰與靈性的觀點，並且可以在知後同意的原

則下給予案主特有的靈性信念與價值觀適當的尊重，與當事人達成有共識的

工作目標和合作方式（陳秉華等人，2017; Tjeltveit, 1997/2012）。 

3. 基督徒心理師必須對於應用靈性在諮商工作的介入所帶來可能之風險和福祉

有所警覺，並且需要致力於維護並促進當事人的福祉，避免傷害的發生。除

了有關保密和雙重關係等倫理守則外、基督徒心理師也需要敏銳於當事人所

特有的文化特性，並對自己所持有的價值預設立場所產生的反移情，或是對

當事人所帶來的衝擊或助益都需要積極納入諮商工作中的考量（Weld & 

Eriksen, 2007）。 

4. 基督徒心理師必須依據當事人的宗教與靈性背景，掌握當事人的需要，使用

適合當事人的宗教與靈性語言，並在既有諮商架構的維持下，逐步將基督靈

性融入諮商工作中，以發展出與其信仰價值信念一致的工作模式（陳秉華等

人，2015; 陳秉華等人，2017; Greenidge & Baker, 2010） 

除了基督信仰與心理諮商的整合外，如何將華人文化納入基督信仰與心理諮

商的對話之中，也是身為華人基督徒心理師我們不可忽略的。張吉勇（2008）從

心理學的角度指出華人文化中的「恕」是（1）一種內省的心理過程，透過對自

我或他人的情感和需要的體驗，提升對他人的理解；（2）一種寬容的心態，強調

人際關係中的包容、寬恕、人際敏感度、客觀中立；（3）能對別人的需求或益處

予以肯定。身處儒家文化下的華人，面對關係的侵害或冒犯時，會視為修身養性

的鍛鍊機會，因而站在道德認知的層面來回應。期許自己應仿效「聖人」的待人

接物，不加以追究或寬容以對，過程中有關情感的轉化之討論是相對缺乏，受傷

者是否從心裡真正的原諒更是不得而知，另外饒恕的行動也會視對方的狀態或對

傷害者行為的理解程度而有所不同。為了協助華人基督徒當事人去分辨聖經與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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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文化對於饒恕教導的差異，並且鼓勵當事人回歸到信仰的饒恕觀點去理解和實

踐，研究者提出下列觀點： 

1. 引導華人基督徒當事人從聖經的觀點認識神-人-我三者間的關係和自我的定

位，並以基督救贖的核心教義出發，作為饒恕行動的依據，而非單從道德實

踐的角度做為自我實現的方式。 

2. 引導華人基督徒當事人認識人際間的傷害起源於人的犯罪與墮落，而基督率

先成了無條件饒恕的榜樣，鼓勵當事人學像基督，並且尋求神的安慰與賦能，

幫助自己在神的愛中去饒恕，而不用倚靠自己單純地修身養性來回應傷害。 

3. 幫助華人基督徒當事人認定自己透過基督的拯救成為神兒女的新身份，以及

新身份所賦予自己的生命價值與意義，從中引發當事人對傷害者既有人性價

值的肯定，將傷害者與傷害的行為分開來看待，提升對傷害者的同理，進而

轉化出傷害帶給自己的新意義，甚至對傷害者採取主動的饒恕行動。 

4. 陪伴華人基督徒當事人接觸自己受傷的情緒，利用基督信仰中的靈性資源面

對傷痛，開啟饒恕的歷程。 

5. 最後，在不妥協，扭曲基督信仰的核心價值下，以合乎聖經的華人基督宗教

文化出發，形成獨特的華人基督徒之身份的認同，發展對華人基督徒特有的

心理諮商工作。 

然而並非所有的心理師都是基督徒，也並非所有的基督徒都一定會尋求基督

徒心理師的協助，對於華人非基督徒的心理師如何協助有饒恕議題的基督徒當事

人，針對研究結果，研究者提出下列建議： 

1. 必須要熟悉基督信仰中的饒恕觀點，及饒恕行為對基督徒代表的靈性意涵。 

2. 需要了解基督信仰的靈性資源，且知道如何將其結合用在諮商工作中。 

3. 對於基督信仰特有的文化需要有所敏銳，並且留意個人所使用的宗教與靈性

語言，避免造成信仰價值觀的衝突與論辯，而傷害了諮商關係。 

4. 在共有的華人文化中尋得可以互動的方式或語言，也要避免華人文化中那些

與基督信仰衝突的觀念，誠實地與基督徒當事人討論基督信仰中對饒恕的看

法和立場。 

 

（二） 未來研究方面 

未來在同樣的研究議題發展上可以擴大研究樣本的數量，以紮根理論建構基

督徒當事人的饒恕模式，但因為不同的基督徒雖然有共同的信仰價值但在信仰的

認同以及經驗上仍有許多的歧異，在研究樣本的選定上需要更精緻地去做挑選和

設定；根據本次的研究經驗，發現受訪者面臨不同的饒恕情境與因應方式，例如

與饒恕對象的關係、情緒的強度、受侵害的影響等皆有所差異，而這些差異也會

影響基督徒運用其靈性上特有之資源的次序、頻率與效果，未來或許可以針對特

定的饒恕情境或樣態下基督徒當事人的靈性因應的深入了解，或是透過量化相關

研究，探討信仰認同、饒恕、與人際關係修復的關聯性；最終，研究者重視的是，

持續透過對基督徒的心理現象的探討獲得更充足的實徵知識，以發展結合信仰與

心理諮商的工作模式，讓基督宗教與靈性的介入可以重回心理治療的舞台。 

 

（三）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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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即研究工具，帶著自身對特定現象的關懷，透過與場

域中的人員互動，對所感興趣的議題進行探究，過程中，研究者難免帶入個

人經驗，而對研究的實施和結果分析產生一定的影響。 

2. 受限於研究樣本的數量只有 5 位，研究結果無法推論到所有基督徒族群或各

樣教派的基督信仰者身上，也無法將本研究所歸納出來的促進基督徒饒恕的

靈性因子，用來解釋基督徒各種情境下的饒恕經驗。 

3. 本研究從華人文化角度切入對基督信仰或心理諮商整合之評述稍嫌薄弱，加

上起初研究設計時，並未特別考慮到華人文化的視角，因此研究結果的探討，

會偏重在基督信仰與心理諮商在饒恕議題上整合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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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ing by Love: Christian’s Journey Offer Givenness and 

Spiritual Factors to Facilitate Their Forgiveness 
 

Yeng-Cheng Lee
＊  Ping-Hwa Chen 

 
Abstract 

"Make allowance for each other’s faults, and forgive anyone who offends you. 
Remember, the Lord forgave you, so you must forgive others.” Colossians 2:13, the 
Bible. According to the above scripture, forgiveness is the core belief of Christianity. 
Past studies disclosed that the forgiveness brought positive influences on mental health. 
The main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explore the forgiveness experience for those 
Christians who suffered by hurting relationships, and to reveal the spiritual factors 
embedded in the forgiveness experience. The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was adopted 
in this study.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questions were designed and individual 
interview was administrated. Research questions focused on interviewees’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background, interpersonal hurting experiences, the process and the experience 
of choosing forgiveness, and how forgiveness brings meaning of life. 
Five baptized adult Christians who have lived in Christian Life at least 5 years, and they 
are familiar the meaning of the Faith. They also are identified themselves as highly 
devoted believers, experienced hurting relationship but chose to forgive, were recruited 
as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Based on the five steps model proposed by Chang ’s(2010) 
and Carney’s (1990) qualitative analysis Methodologies, the research data was analyzed 
by steps including transcribing, conceptualizing, propostitionalizing, graphing, and 
theorizing.  
From the result, we found the five interviewees' previous faith experience become their 
important resources to cope hurt feeling from interrelationship. These resources are 
valuable assets which help Christians to face relation hurt experiences, and restore them 
from the hurting relationship. This spiritual resource helped research participants face 
the hurtful feeling and to set them free. Research participants choose forgiveness for 
practice biblical belief. The decision of practicing forgiveness freed them from hurt to 
love, and repaire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God and helped them enter into the free life 
path which promised in Bible. The forgiveness experience reflected by research 
participants rebuild the confidence of relationship, enhanced the spiritual growth, and 
helped them continue to practice Christian life. 
In addition, the results showed following factors to facilitate forgiveness: the love from 
God, the commitment and transformation through the prayers, the supports from the 
fellowship, the practice of biblical faith, and the consignment of personal right to God. 
Forgiveness was acknowledged as a spiritual coping strategy for research participants 
who suffered from hurting relationship and caused them experiencing spiritual struggle. 
Forgiveness enhanced self-esteem and obliged spiritual orientation. Christians’ faith 
facilitate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to cross barriers. At the end, researchers suggested 
forgiveness could use as a counseling intervention strategy to benefit Christian clients. 
Christian counselors may integrate forgiveness based on the biblical faith into 
counseling practice. Future researches will be needed to valid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practicing forgiveness in counseling to help Christian clients who suffered from hurting 
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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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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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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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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tcq.heart.net.tw/standar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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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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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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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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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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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當中使用註解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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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內縮兩個字、

英文須內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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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三位以上作者 

(1) 中文，若在五位作者以內，第一次出現須全部列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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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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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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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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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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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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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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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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作者基本資料表 

篇名 

中文： 

 

英文： 

 

關鍵詞 

(不超過 5個) 

中文： 

 

英文： 

 

文章資訊 字數：    字   圖片：  幅   表格：  個 

姓名（註一） 

中文： 

英文： 

任職單位與 

職稱（註一）  

中文： 

 

英文： 

 

聯絡電話 

第一作者(O)：                     (H)： 

手機： 

通訊作者(O)：                     (H)： 

手機： 

聯絡地址 
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電子郵件 

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此 E-mail 將列於稿件首頁註腳處，作為學術交流之用) 

作者註（註

二） 

 

 

註一：超過兩位以上者請依序編號排列填寫於本欄。通訊作者請於姓名右上角打

星號（＊）以為標示。ex: (1)王智弘 (2)張景然＊
 (3)謝毅興 

註二：有關本篇文章相關的訊息說明，例如：研究的經費來源（如：本論文獲國

科會補助，計畫編號：○○○○）、改寫自哪篇學位論文（如：本論文係○○大學

○○研究所之碩（博）士論文的部分內容，在○○○教授指導下完成）、於研討會

發表（如：本論文曾發表於○○○研討會）等訊息，將以括弧列於本文之後、

參考文獻之前。 

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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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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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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資料庫銷售或提供服務之行為 

3. 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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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二、作者同意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得依其決    

定，以有償或無償之方式再授權予其他資料庫業者，有償資料庫之權利金

收入則歸【彰化師範大學】所有。 

 

三、作者保證本論文之研究與撰寫過程中合乎相關專業倫理之要求，並為其所

自行創作，有權為本同意書之各項授權。且授權著作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

智慧財產權。本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作者仍對授權著作擁有著作權。 

 

此致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 

 

 

立同意書人（作者）簽名： 

 

（共同著作之作品，須每位作者各簽署同意書一式兩份，授權才可生效。） 

 

身份證字號（ID card number）： 

電話號碼（Telephone）： 

電子信箱（E-mail）： 

通訊地址（Address）： 

 

西元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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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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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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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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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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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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jicp.heart.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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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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Title Page 
Manuscript Title: 

Chinese: 

English: 

Key Words (maximum of five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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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more than one authors, please write in the order of auth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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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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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