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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師學習情緒取向伴侶諮商中同理反映之經驗研究 

 

孫頌賢*   呂美莉 

 

摘要 

 

在台灣，情緒取向伴侶諮商是一個逐漸興盛的學派，而同理反映技巧更是該

學派的核心技術之一。本研究目的在瞭解諮商師學習與運用情緒取向伴侶諮商中

同理反映技巧之經驗與困難，以及如何調整學習策略，以提供伴侶與家族治療訓

練之參考。研究方法以質性取向的焦點團體訪談進行，共邀請 8 位曾經參加「國

際情緒取向治療中心（ICEEFT）」所提供的認證訓練課程之諮商心理師或準諮商

心理師，分別參加兩場焦點團體訪談，聚焦分享運用同理反映時的經驗，採內容

分析歸納出研究結果。研究結果包括：1.負向情緒經驗；2.捕捉關鍵情緒與鋪陳情

緒脈絡的困難；3.理解與表達描述情緒狀態的困難；4.運用同理反映描述互動循環

的困難；5.諮商師的個人議題；6.調整學習策略與方式等。最後也歸納出學習與運

用困難的主要因素為：1.對系統觀的依戀行為系統之理解與探討不足：學習者不

僅要熟悉從依戀理論的角度，來進行伴侶諮商的介入，還必須充分熟悉「家庭系

統理論」的觀點；2.對情緒辨識與同理反映的實務體驗與演練不足：初學者往往

有「說了又說、但又說不清楚」的感覺，尤其針對如何幫助個案從表層情緒帶入

深層情緒的體驗，並且能細膩清晰的鋪陳與描述互動脈絡，更顯出 EFT 同理反映

在表達力上的困難；3.諮商師接收的情緒支持不足：諮商師在培養自身情緒調節

能力，以及增進辨識情緒內涵、理解依戀情緒的意義，更是需要許多的情緒支持

與覺察，光靠自身的力量，很容易碰到挫折、甚至感覺自身能力不足而有羞愧感，

故如何在學習歷程中，讓學習者感受到支持與鼓勵，可能是非常重要的關鍵因素。

最後也提出伴侶與家族治療訓練上的建議，包括：1.更重視學習者的負向情緒經

驗與感受；2.重視情緒辨識的培養；3.應先具備系統觀點與家族治療基礎訓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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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長同理反映的演練與體驗時間；5.建立長期維持關係的同儕督導與支持團體；6.

發展華人伴侶與家庭的 EFT同理反映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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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情緒取向伴侶諮商（Emotionally Focused Therapy，EFT）主要結合了成人依

戀與情緒調節理論、人本主義的經驗學派與系統理論（Johnson, 2004/2005/2007），

被公認為現今在伴侶諮商實證上有成效，且逐漸被重視的心理治療取向之一。

「同理反映（empathic reflection）」是該取向的重要核心與必備技巧，諮商師也藉

此技巧在晤談中協助伴侶降低惡性循環，以及重啟依戀關係的情感連結。該技巧

也與傳統的同理技巧不同，需以依戀與情緒調節理論為基礎，進行高層次的同理，

並以系統觀點反映互動的歷程，故諮商師在學習與實務運用該技巧時，會變得難

度更高、更複雜。故往往在學習 EFT 同理反映的技巧時，諮商師即使有諮商專業

的訓練背景，但仍碰到許多困難與挫折。 

本研究目的，欲探討諮商師在學習與運用該技巧時的經驗與困難，以及如何

調整自己的學習方式，本研究邀請國內曾接受國際情緒取向治療中心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Excellence in EFT，ICEEFT）所提供的完整認證訓練課程

之諮商心理師，參與本研究的焦點團體訪談，主要研究問題：國內諮商師在伴侶

諮商中，學習與運用 EFT 核心技巧—同理反映時，遇到什麼樣的學習困境與挑戰？

以及如何調整自己的學習策略？盼望藉此研究，對正在學習與運用該學派的助人

工作者有所啟發，並提供給伴侶與家族治療專業訓練與督導實務上的參考。 

 

貳、文獻探討 

 

EFT最早由Greenberg和 Johnson（1985）、Johnson（1996）於其著作中提出

此治療模式，Johnson（2004/2005）更擴大其原先以情緒為焦點的治療模式，整

理出成人依戀理論在伴侶治療中的治療介入觀點、實務作法、以及實務案例，其

強調若能協助伴侶雙方在改變依戀系統的運作，則能夠改善其困擾問題，故其強

調以介入情緒為焦點，配合原先經驗學派的治療經驗，以依戀理論為基礎的治療

取向，在國際上已經累積許多研究顯示該治療學派的效果（Dessaulles, Johnson, 

& Denton, 2003; Naaman, Radwan, & Johnson, 2009），台灣學者也將該取向設計成心理教

育團體，邀請伴侶參與，並以研究證實其效果（孫頌賢、劉婷，2015）。該學派的主要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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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依據，包含如下： 

 

一、成人依戀理論與情緒 

 

成人依戀理論（adult attachment theory）是指人類天生具有尋求情感連結的能

力，個體天生具有依戀行為系統具有心理驅力與目標導向，驅使個體選擇與重要

他人建立穩定的情感連結關係（Johnson & Whiffen, 2003），這些人會支持與保護

我們走過人生風雨，而這種追求連結的驅力乃是與生俱來，不是後天學習，而此

種依戀行為系統從嬰幼兒時期開始發展，並會形塑成年後的愛情與親密關係的維

持方式。依戀行為系統會隨著個體發展出不同的行為模組，Ainsworth、Blehar、

Water以及Wall（1978）即運用所設計的陌生情境測驗，發現不同嬰兒在面對與主

要照顧者（母親）分離之壓力情境時，每個個體的依戀行為系統運作會有其行為

傾向，即所謂的依戀風格（attachment style）。Hazan 和 Shaver（1994）則認為此

具有尋求接近性的依戀系統，會在成人階段展現出不同的依戀形式（attachment 

formation），例如焦慮矛盾型（anxious/ambivalence）、逃避型（avoidant）、安

全型（secure）等依戀風格。依戀行為系統具有四種特徵（Johnson, 2013），包括：

1.我們會尋求、追蹤、努力維持與所愛的人在情感與身體方面的連結。我們一生

都仰賴從這些人身上獲得情感的親近、回應與互動；2.當我們感到缺乏信心、不

安全、焦慮或心煩時，特別會尋求親人支持。與他們接觸讓人感覺好像有一個安

全感，可以在裡面找到安慰與情感的支持，這種安全感讓我們能學習調整自己的

情緒、與人連結及信任別人。3.當親人實質上很遙遠，我們會想念，心煩意亂；

這種分離焦慮可能極強烈，讓人失去力量。孤立本質上對人類就是極大的傷害；4.

我們仰賴親人提供情感支持，當我們到外面冒險、學習與探索時才能有安穩的基

礎。我們愈是能感受到真正的連結，便愈能獨立自主與忍受分離。 

這四種依戀行為系統的特徵，普遍存在於各種文化的關係中，並顯示出個體

天生具有與另一個重要他人形成深刻的情感連結的能力。Johnson（2013）更認為

親密關係中的依戀行為是一種動態的互動，伴侶如何擺動、屈身、回應，必然會

影響親密關係的互動品質與方式。雖然說嬰幼兒時期所發展出的依戀行為模式會

發展出穩定的固著性，而 EFT 企圖透過在伴侶諮商歷程的情感連結對話，協助伴

侶雙方調整其在親密關係中依戀行為系統的表現方式，重新建立具安全感的依戀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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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son, 2004）。 

 

 

二、情緒與依戀行為系統 

 

EFT 的伴侶諮商歷程，主要依據成人依戀理論而建立，其認為伴侶維繫親密

和相互照顧是人天生的本能和需求，成人依戀行為來自於嬰幼兒時期的轉換

（Hazan & Shaver, 1994），伴侶在不同依戀模式的組合及互動下，影響親密關係

的感受行為。當依戀需求被滿足時，人會感到安全、自在，容易彼此靠近，但若

依戀需求遭到威脅或無法滿足時，害怕、恐懼、憤怒、悲傷的強烈情緒就會被啟

動，逃離或緊追不捨的互動方式形成，進而影響伴侶之間的關係（Johnson, 

2004）。成人依戀理論的重要學者Mikulincer與 Shaver（2016）更指出，「情緒反

應」是辨識與瞭解依戀行為系統活動的重要線索與語言，而 EFT 也是藉由在諮商

歷程中對伴侶雙方情緒訊號的理解與反映過程，來協助伴侶改變關係中的情感連

結方式。 

葛琳卡（2007）指出，人類天生具有情緒反應是一種求生本能，也是與人連

結溝通的重要元素。不論我們要不要，情緒總在我們腦內翻擾，並向外流露，讓

別人知道。依戀行為系統活化歷程，也是一種情緒接收與表達的情緒調節歷程

（emotional regulation process）（Mikulincer & Shaver, 2016），個體會將外在資訊

組織起來，再進行內在的情緒調節歷程，如此便構成嬰孩回應環境變化的行為，

他們會發出適當信號去影響別人的行為，進而達到滿足自己的依戀需要。

Luborsky 和 Crits-Christoph（1990）認為，情緒不僅植基於現在，但受過去影響，

而且會影響未來，乃至影響一個人當下事件的經驗。人們現時對環境和關係的反

應，常常是由他們的情緒歷史所打造出來的。由此，就不難理解，為何有時一句

話或一個動作，就可以使另一個人立即的有反應。然而，這也和大腦的情緒記憶

有關。情緒記憶路線從嬰孩期便開始建立，去幫助我們組合內在的經驗。這些路

線整合了某種情緒被牽動的不同情況和例子，這些情況和例子所包含的相同特點，

形成人情緒記憶的核心。於是我們以不同的情緒主題，建立了恐懼和威脅、悲傷

和虧損、憤怒和被侵犯的情緒記憶路線（葛琳卡，2007）。Johnson（2013）指出，

我們每一天、每一秒都被成千上萬的刺激轟炸，情緒會自動、不假思索地加以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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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挑出重要的，引導我們採取適當行動。無論大小事情受感覺來引導，影響我

們的渴望、偏好、與需求。情緒反應是伴侶之間的雙人舞伴奏曲，告訴我們腳步

該怎麼擺，同時影響對方的腳步反應，它會透過臉部表情和語氣，同時傳達我們

內在的依戀需求給對方，個體也同時在此親密關係中接收對方內在的依戀需求訊

號。 

Mikulincer與 Shaver（2016）整理出一套依戀行為系統活化歷程，共包含三個

行為模組來描述個體依戀行為的活動方式，模組一是原初評估策略，主要功能在

監控與評估威脅事件；模組二是評估可獲得性，主要是監控與評估是否可從重要

他人∕依戀對象獲得心理上的安全感；而模組三屬於次級評估策略，主要是針對不

安全感時進行反映與因應，因應策略包括撤銷逃離與過度活動等方式，前者較容

易發展出逃避依戀風格，而後者較容易與焦慮依戀風格有關。而個體之所以發展

出逃避或焦慮等不安全感的因應策略，主要是在三個模組中發生了情緒調節的困

難（Mikulincer & Shaver, 2016），個體在不安全感的親密關係中，容易在原初評

估策略模組中過度敏感威脅或危險的訊號，而在可獲得性評估變得越來越不相信

對方能夠提供安全感，並且在次級評估策略中，採取過量的逃避或焦慮行為策略，

導致親密關係越來越沒有安全感、越來越缺乏情感連結。而 Greenberg 與 Safran

（1987）更認為個體的情緒調節歷程，主要是面對壓力或威脅時，會運用表層情

緒∕次級情緒（secondary emotion）來調節內在脆弱的深層情緒∕原初情緒（primary 

emotion），不良的表層情緒表達方式與行為；失控的情緒調節歷程，也會導致不

良適應結果，甚至在親密關係中做出破壞安全感的因應行為。Greenberg 所發展出

的情緒焦點治療（主要應用在個別諮商上），即是在諮商歷程中協助個案進行情

緒調節、體驗表層情緒背後的深層情緒經驗與歷程，再協助個案重新發展出較有

效的適應行為（Greenberg & Watson, 2005）。 

而 Johnson（2004）所發展的 EFT也認同親密關係中缺乏安全感時是一種失控

的情緒調節互動歷程，故若要改善伴侶互動，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分享」。因為

吐露心聲可以重整思緒與反應，釐清甚麼是最重要，能夠接收新的訊息與回饋，

使伴侶得到安慰與心情的平靜。由於情緒痛苦感受是個案長久問題的核心，當諮

商師可以有效回應這些感受，就可以幫助案主改變（Teyber & McClure, 2011）。 

在 Johnson（2004）發展的 EFT伴侶諮商中，治療師即運用「同理反映」技巧，

協助伴侶從惡劣的互動關係中，辨識「表層情緒」背後的「深層情緒」歷程，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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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依戀行為系統活化時未被清楚理解的「依戀需求」。EFT 協助伴侶在充滿強

烈情緒糾結、衝突痛苦的互動中，先成為伴侶間暫時的安全堡壘與合作治療聯盟，

藉此與個案一起探索互動關係中的情緒反應歷程與內在的依戀需求，協助伴侶在

失控的情緒調節互動中，能夠重新發出較有效的情緒訊號與反應。可知，運用

EFT 進行伴侶諮商的諮商師，則扮演了類似情緒導遊的角色與功能，帶領個案進

入親密關係中的情緒互動歷程，逐步從「表層情緒」探索背後的「深層情緒」，

而深層情緒經驗則是瞭解與解讀個體依戀需求與內在心理運作的關鍵鑰匙，諮商

師必須能夠辨識伴侶們的情緒地圖，運用同理幫助個案找到情緒調節的途徑。 

 

三、情緒取向伴侶諮商的治療任務與步驟 

 

Johnson（2004/2005/2007）所建構的 EFT 伴侶諮商，秉持人本取向與經驗取

向的諮商模式，並結合家庭系統理論與成人依戀理論，來發展出一套改變模式。

人本與經驗取向則視情緒覺察為一切改變的基礎，經驗取向會專注和反映伴侶的

個別與互動情緒經驗，接納並肯定個案的內在情緒經驗, 並且運用同理反映等技巧，

協助伴侶在關係互動中擴展對情緒經驗的理解。家庭系統理論讓 EFT 諮商師在諮

商歷程中以關係互動的觀點來檢視伴侶間的依戀行為系統活動歷程，系統理論重

視關係互動中的歷程（process）資訊而非內容（content）資訊，強調目前發生什

麼，而非過去發生什麼（McGoldrick, Gerson, & Petry, 2008），系統有尋求穩定及

均衡的傾向，溝通的型態是環型而非線型，若有新的訊息帶進系統會影響它的穩

定，在一個伴侶關係或家族裡，任一成員的行動都會影響到其他成員，而他們的

反應又會再回過頭來影響到原先的個體（Corey, 2016）。Johnson（2004/2005）更

依據成人依戀理論，使用「負向互動循環（negative interactional cycle）」來形容

伴侶間依據依戀行為系統所發展出不安全的互動模式，通常在此模式下，伴侶雙

方會各自扮演「攻擊施壓者」與「逃避防衛者」的「追-逃模式」，讓此關係陷入

僵局與不安全感中，EFT 的主要治療目標，就是降低此負向互動循環，並且協助

伴侶擴展對此追-逃模式的理解，重啟情感連結的對話。 

EFT 在伴侶諮商中，同時重視伴侶間「個人內在」與「人際互動」訊息的理

解，其認為伴侶陷入的不安全感僵局，主要是因為當下互動歷程的因應策略沒有

改變，而非個人有缺陷，以協助伴侶重新理解互動歷程，並且重新解讀對方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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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依戀需求與情緒反應。Johnson（2004/2005）指出，EFT 主要有三個基本諮商

任務：第一，創造並維持一個治療聯盟（creating and maintaining a therapeutic 

alliance）：治療聯盟的建立是 EFT 諮商初期運用處遇技巧很重要的部分。透過治

療聯盟的形成，個案體驗到治療師能夠並願意同理及了解他們被一個「強有力的

互動網絡」纏住的痛苦；第二，掌握並重塑情緒（accessing and reformulating 

emotion）：協助伴侶體驗深層情緒經驗是 EFT 諮商歷程的重心，治療目標是要協

助伴侶覺察與重新理解追-逃模式下，逃避防衛者與攻擊施壓者背後的深層情緒經

驗與依戀需求，並使用新解析的情緒擴展意義的架構，用情緒經驗感動個案產生

新的反應，用擴展的情緒來增進伴侶彼此投入的方法。在接納夫妻兩人現狀的基

礎上，諮商師運用同理反映、肯定和喚起回應、強調、同理的推測/解析、自我表

露等處遇上，建立探索與擴展伴侶經驗的環境；第三，重塑互動（restructuring 

key interactions）：EFT 諮商師會協助伴侶降低僵化的負向互動循環後，再不斷運

用新的情緒經驗去製造新的對話和互動，進而影響夫妻個別的內在運作方式。在

第三個任務下，諮商師會協助伴侶進行現場演練（enactment）的對話，主要運用

追蹤和反映互動循環、同理反映、以及加強等核心技巧，協助伴侶從互動循環、

過去歷史和背景、周遭情境的角度重新界定問題；藉著製造新的經驗來重塑互動

模式及修正夫妻各自的互動立場，讓追-逃模式不再成為伴侶間不安全感的來源。 

EFT 更提出一套治療地圖來實踐上述三個諮商任務，將伴侶改變的歷程分為

三個階段與九個步驟（Johnson, 2004/2005），包括：第一階段：指認與減緩僵化

的負向互動循環為主要目標，主要透過四個步驟，包括：步驟一、評估診斷，諮

商師與伴侶建立關係並描繪主要爭端的衝突點；步驟二、界定負向的互動模式。

步驟三、找出隱藏在「互動立場」下未覺察的深層情緒；步驟四、從深層情緒和

依戀需求的角度重新界定問題；第二階段：改變互動位置，主要透過現場演練技

巧來進行三個步驟的改變，包括：步驟五、增進伴侶對於一直被否認的個人需求

和特性的了解，並將這些新資訊應用於互動關係中；步驟六、增進伴侶一方對另

一方經驗及新的互動模式的了解及接受度；步驟七、鼓勵伴侶表達其需求和渴望，

並建立情感連結。在現場演練中，這三個步驟是一個連續性的對話過程，通常在

一次晤談中，協助其中一方伴侶進行步驟五，另一方伴侶則以步驟六回應，接著

讓伴侶雙方進行步驟七以相互傳達深層情緒背後的依戀需求；第三階段：鞏固與

整合，以穩定新改變為主要目標。主要包括兩個步驟，包括：步驟八、應用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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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模式去解決舊有的伴侶關係問題；步驟九、鞏固新的互動模式和依戀行為。 

可知，EFT 在介入理論上具有清楚的理論依據，也同時具有清晰的治療目標

與改變步驟，而協助伴侶雙方理解互動關係中的情緒經驗，也是該治療學派的主

要核心介入技巧，EFT 發展出的「同理反映」技巧，正是該治療介入的核心策略。 

 

 

四、同理反映—EFT的核心技巧 

 

同理反映是 EFT 伴侶諮商的核心介入技巧，諮商師透過各種形式的同理反映，

整理和加深每一位個案的經驗。使夫妻兩人一方面不斷投入自己的情緒經驗中，

還能跟對方及治療師保持連結（Johnson, 2004）。所謂同理（empathy）其英文字

的根源是從希臘字「empatheia」而來，內含進入別人世界、以及感受痛苦或熱情

之意（Barnett-Lennard, 1981）。事實上，在個別諮商歷程中，諮商師的同理技巧∕

能力的培養，幾乎是所有諮商專業訓練的基礎核心能力，諮商中的「同理」最早

由 Carl Rogers 發展的個人中心學派所提出，Rogers（1957）主張諮商師在諮商歷

程中使用「同理」，是最強而有力的治療元素，同理是諮商師能清晰指出個案內

在的情緒經驗，通常都是運用簡短的情緒狀態形容來達成，而正確的同理了解

（accurate empathic understanding）是人格發生治療性改變充分且必要條件之一。

早期在個別諮商的訓練中，有時把諮商師所使用的「同理」技巧，分成兩個層次

（Carkhuff, 1969）：初層次同理（primary level of empathy）與高層次同理

（advanced level of empathy），初層次同理是指對於當事人明顯表露的意思、感覺、

行為或問題做一基本的、可以轉換（Interchangeable）訊息的溝通，以幫助他從自

己的內在參照架構來澄清或探索自身遭遇的問題，而不往隱藏、暗示、只說一半

的部分深究。高層次同理是利用挑戰、面質或解釋來更深的探究當事人的盲點，

針對當事人隱含、說了一半或暗示的部分來探索所隱含的訊息、結論、主題等

（Goldstein, 1988），其目的是為了協助當事人對自己或問題原來扭曲、自毀性的

參照架構有新的觀點或了解（黃惠惠，2005）。高層次同理必須運用到諮商師的

邏輯推理能力，找出案主談話之蛛絲馬跡，以形成一些假設和統整相關的資訊

（Ottens, Shark, & Long, 1995）。 

Johnson（2004）的三階段九步驟的改變步驟中，每一個步驟都會使用同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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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EFT 的同理反映與前述個別諮商中的同理技巧不同，EFT 的同理反映需處於

高度注意力聚焦狀態，是一種多層次且複雜的技巧，反映的是伴侶互動經驗中的

情緒經驗，而非只針對個體進行同理介入，其同理反映的內涵主要描述互動經驗。

EFT 將同理反映歸類出三種類型：第一，反映當事人表層和深層情緒經驗；第二，

反映當事人的語言和非語言訊息，或兩者間的不一致；第三，反映伴侶間的互動

模式（Johnson, 2005）。EFT的同理反映，不僅要反映伴侶依戀行為系統活化時，

各自表層情緒背後的深層情緒，還要能反映出背後依戀行為系統原本欲傳達的依

戀需求與內在脆弱經驗，故 EFT的同理反映，與個別諮商中的同理有所不同。 

EFT 的同理反映技巧之運作方式，主要為專注、聚焦、和反映個案呈現且關

鍵的情緒經驗，引導個案專注在自己的內在經驗，並依據情緒調節理論，同理反

映的運用主要協助諮商師在伴侶諮商中，放慢晤談中人際互動的步調，並將伴侶

之間談論的話題，轉而專注在歷程資訊而非內容資訊。可知，EFT 的同理反映是

應用了成人依戀理論、情緒調節理論、與家庭系統理論的介入技巧，並諮商師藉

此技巧，由伴侶間的互動脈絡，來理解情緒同理的內涵與意義，並協助伴侶從表

層情緒逐步探入隱晦的深層情緒經驗，並在此狀態下尋見伴侶間依戀需求的渴望，

以及啟動情感連結的現場演練對話。由此可知，情緒取向伴侶諮商同理反映不僅

與一般同理反映的樣貌不同，且具複雜性。傅一珊（2014）針對國內 EFT 治療師

在諮商晤談中的同理反映進行歸類與探究，發現 EFT 的同理反映方式自由而多變，

不只是使用情緒形容詞敘述當事人情緒的單一形式，更與個別諮商的同理大相逕

庭，需要更多的專注力，也必須從系統理論來掌握伴侶互動的資訊與樣貌，以及

更需要從成人依戀理論與情緒調節理論的角度來進行同理反映，這也使得諮商師

在以 EFT 伴侶諮商來學習與運用同理反映時，難度高於一般個別諮商的同理技巧。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質性取向的焦點團體訪談進行之，共邀請到 8位曾經參加 ICEEFT所

提供的初階或進階認證訓練課程，並應用在伴侶與家族治療的諮商心理師或準諮

商心理師，研究參與者的基本背景資料如表 1 所示。參與者皆接受過完整的國內

諮商相關系所碩士級訓練，也曾經接受過伴侶與家族治療實務相關訓練，準諮商

心理師至少都已經完成全職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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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焦點團體訪談研究參與者背景資料 

焦點團體訪談 研究參與者 性別 年齡 實務資歷 已完成 EFT訓練 

第一次 

A 女 28 4年 進階 

B 女 35 3.5年 初階 

C 女 45 15年以上 進階 

D 男 48 5年 進階 

第二次 

E 男 38 6年 進階 

F 男 31 5年 初階 

G 女 36 3年 初階 

H 男 33 2年 初階 

 

本研究共舉辦兩場焦點團體訪談，每次焦點訪談約進行 2〜3 小時，聚焦分享

在學習與運用 EFT 同理反映時的經驗和困難，以及其調整學習的策略與方法。主

要的焦點團體訪談大綱包括：基本背景資料、實務經驗、以及參與 EFT 的學習經

驗，並進而邀請分享對同理反映的理解以及在學習與運用同理反映時的困難與挑

戰等經驗為何？自己如何看待這個困難？如何調整學習策略等經驗之分享。研究

參與者在接受研究前，已填寫參與研究同意書以執行知後同意權，由研究者清楚

告知該研究目的、保密原則等，本研究方式並未造成研究參與者的任何損失，且

研究結果之呈現，也會盡量隱匿足以辨識的個人資訊。 

由於焦點團體訪談主持人的主持能力與學養，影響著研究資料蒐集的成效，

故兩次焦點團體訪談，乃另外邀請一位已完成 ICEEFT初進階認證訓練課程之諮商

心理師擔任主持人，該主持人有豐富的伴侶與家族治療實務經驗，也有焦點團體

訪談研究之操作經驗。該主持人的諮商專業背景與研究參與者相似，同時也熟悉

EFT 的治療架構且實際運用在諮商實務中，其背景與訓練能使討論內容能夠切合

研究目的，更能深入探索蒐集與該主題相關的資訊，甚至在訪談中也能豐富訪談

深度。直至目前研究撰寫之際，該主持人也已獲得 ICEEFT治療師之認證。 

本研究焦點團體訪談的設計與分析，主要由第一作者完成，並同時與第二作

者共同進行討論與修正，本研究第一作者也曾參與 EFT 訓練課程，並熟悉伴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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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治療實務。第二作者也為諮商心理師，並已獲得 EFT 國際認證的治療師與督

導之資格，兩位作者的資歷足以進行該研究主題的分析。而本研究最後以內容分

析法（content analysis）進行分析，主要先瀏覽與熟悉全部的文本資料，並且先訂

定分析的大綱與方向，再將逐字稿的文本內容進行編碼，並進行分析單元與意義

單元之界定，在依據大綱將前述的分析單元與意義單元進行分類，並且命名出暫

時性的類別與主題，透過再次重整與確認這些類別與主題後，建立出最後的分析

結果（梁淑媛、莊宇慧、吳淑芳，2012）。內容分析除由第一作者進行，也由第

二作者以及另一位已完成 EFT 初階訓練並同時為諮商碩士研究生協同分析之。逐

字稿文本資料的編碼方式為逐句編碼，8 位研究參與者皆以 A〜H 編號做為代碼，

訪談主持人在第一、第二次焦點團體中的代碼分別為 La與 Lb。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將內容分析結果，分成「負向情緒經驗」、「同理反映學習與運用的

困難」、以及「調整學習策略與方式」等三部分，來瞭解本研究問題：諮商師在

學習與運用 EFT 同理反映時的經驗、困難、以及調整策略。在「一、負向情緒經

驗」的研究結果中，本研究發現諮商師在學習與運用同理反映的經驗中，挫折、

焦慮、羞愧等交錯的心情是普遍現象，而這些心情來自於在學習與運用歷程中的

困難，包括：「二、捕捉關鍵情緒與鋪陳情緒脈絡的困難」、「三、理解與表達

描述情緒狀態的困難」、「四、運用同理反映描述互動循環的困難」、以及「五、

諮商師的個人議題」等，最後也整理出研究參與者「六、調整學習策略與方式」。 

 

一、負向情緒經驗：挫折、悔恨、羞愧等交錯的心情 

 

在團體訪談中，參與研究者大都表示對這個學派的敬佩，以及感受到這個學

派帶來諮商實務上的幫助，但同理反映的確是一個不容易學習的晤談方式，學習

者往往會經驗到許多負向情緒經驗。EFT 的同理反映與過去同理技巧不同，需要

更能從互動脈絡中進行理解（傅一珊，2014），更類似於助人技巧中的高層次同

理心，需要運用到諮商師更多的邏輯推理能力（Ottens et. al., 1995），這都增加了

EFT 同理反映的學習，也使得學習者發生更多負向情緒經驗的機會。而這些負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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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的聲音，好像是一種在山谷中迴盪的共鳴，這幾乎是參與研究者的共同心聲，

這些經驗並不代表 EFT 的訓練是不良的，而往往是在瞭解了 EFT 的原理與介入架

構後，但卻無法精準的做到 EFT同理反映的效果，而有下列負向情緒經驗。 

第一，知道卻做不到的挫折、悔恨感覺：受訪者的複雜心情，就好像上了一

堂數理大師精彩的講解，但拿到題目發現還是不會作答的窘境。如同這位參與者

的分享：「我覺得在學習中的挫折感是很重的，重的意思是說，每次看了老師示

範。除了讚嘆之外，另外是挫折，因為你知道這樣是對，然後要細膩到一個程度，

理論我都清楚，可是就還是生不出來、做不出來，或是當下反映不出來！而且，

就是說…悔恨！（D42）」 

第二，原地踏步的挫折：研究參與者表示自己在學習上的焦慮與害怕，有時

候因為停在原點，在學習上沒有進展，所以會感覺到原地踏步的挫折，甚至不敢

去找督導。「後來漸漸變得不敢找督導，因為帶子（諮商影帶）自己看了（搖

頭），而且我裡面挫折感是很詭異的，詭異是說個案其實他覺得效果不錯，督導

真的幫我很多，只是我從 EFT 角度來看，哇，原地踏步，惡性循環沒降低，反映

也不清楚。（D52）」 

第三，反覆困在相同問題而不想和人討論的孤獨感：反覆在同一個癥結點上

做不出來，有時會懊惱到想找個地方躲起來，甚至會感覺到學習上的孤獨感，就

好像只有自己做不出來。「我覺得我可以分清楚，主觀上他們（個案）被幫忙，

知道我幫忙他們是在甚麼地方，可是在客觀上用 EFT 的角度來看我沒做到，那種

挫折就變成孤獨，孤獨是你沒甚麼人可以討論，再討論不就是做惡性循環嘛，你

把它做出來呀，可是做不出來呀！（D54）」 

第四，用不出來引發的焦慮感：「用不出來」彷彿是團體中共同的吶喊，這

在實務工作或角色扮演的演練中，會讓參與研究者感到焦慮感。如同下面對話： 

D57：老師講得可以運用在實際，問題是…。 

La58：用不出來！ 

D59：對，我們自己用不出來就增加挫折。 

A60：增加挫折就會增加自己的焦慮，然後自己的學習上不順暢。 

A61：而且 EFT重視感受，一有焦慮，感受就會卡住。 

在焦點團體中參與成員分享自己在學習上的負向情緒經驗時，幾乎現場充滿

了許多共鳴感。而另一個焦點訪談團體，也有表達類似的聲音：「那個困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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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怎麼去做，走到他伴侶的需要，所以有段時間就不敢見督導」（E48）。這些充

滿共鳴的負向心情，反映著諮商師在運用 EFT 同理反映時，呈現「能理解卻用不

出來」的極深焦慮、挫折、甚至是羞愧感。 

學習者覺得自己在原地踏步不敢去見督導的心情，似乎與督導間也跳著依戀

的舞步，學習者期待被督導指導，但又深怕被督導指出在治療結構上原地踏步沒

有進步的羞愧感，以至於和督導在關係上成為逃避者。研究者認為，逃避的心情

若能被關注和理解會有勇氣再度走回，若心情沒有被理解和支持，就有可能會變

得漸行漸遠。研究參與者的負向情緒聲音，另一個層面的意義是期待能夠得到幫

助克服困難的吶喊。因此，能多瞭解學習者的困難，並從中找到有效指導，是值

得更進一步來探究的。 

 

二、捕捉關鍵情緒與鋪陳情緒脈絡的困難 

 

兩個團體成員都不約而同，紛紛指出能有效的辨識關鍵情緒，以及能清楚的

鋪陳情緒脈絡，往往是在學習 EFT同理反映上的最大困難，包括如下： 

第一，對於辨識關鍵情緒的困惑：在運用與自行演練的過程中，學習者反而

會開始對所知到的 EFT 感到疑惑，很多學習者內心似乎都吶喊著：「到底甚麼才

是 EFT？我把情緒都標示出來了，但為什麼督導說這不是 EFT？」尤其在諮商師

的專業訓練中，能覺察個案的情緒感受可說是諮商的基本能力，讓學習者疑惑的

是，都已經在晤談中說出個案所有的情緒狀態，可是督導卻說這不是 EFT？這是

學習者常會遇到的困境。就像這位參與者的分享：「台上講有點見樹不見林，就

好像了解他的情緒很重要，情緒字眼很重要，要進入深層情緒很重要，所以我記

得一開始在演練的時候，就劈哩啪啦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說你有甚麼情緒，

你有甚麼情緒，好像在貼標籤，在勾 list這樣子，然後我印象很深刻，那天老師跟

我講：歷程都同意，但是這個不是 EFT，就是沒有感覺這樣。我那時還搞不清楚

狀況，就是說為什麼我把這些標識出來，可是它不是 EFT 且沒有效果的。（E2）」 

而在辨識情緒狀態的困難上，又可以分成以下幾點困難： 

1.對依戀情緒陌生：研究參與者提到對自身的依戀情緒覺察都還缺乏經驗，

尤其所反映的情緒經驗，要跟依戀互動歷程有關係，必需要從依戀理論來進行反

映，這是變成學習者的困難之一。例如這位參與者說：「我們碰觸自己的內在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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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經驗都有困難了，我們在關係的困難，我們還沒有自己去碰這個東西，但是我

們今天就要去碰人家的（眾人點頭）。（C82）」 

2.理性腦與情緒腦要同時進行的困難：EFT認為情緒引發並主導了依戀行為，

亦即建立伴侶安全感的連結，就是情緒的接觸和反應（Johnson, 2004）。諮商師

在伴侶諮商中進行同理反映時，要能同時情感上捕捉與貼近到個案的情緒和依戀

訊號，又要同時掌握諮商歷程與意圖，這對許多學習者來說很不適應，有點像是

初學鋼琴者，不知道如何讓左手和右手併著彈奏曲子。如同這段焦點團體的對話： 

H30：我就是比較分析型又蠻情緒化的人，所以對我來講那困難是，我在感

受的時候會喪失我的語言，所以反而是浸泡在裡面，但是沒有辦法用到

我的分析能力，然後我用我的分析能力時候就沒辦法這樣子，所以我比

較不是進出比較是切換，好像大腦是處於…。 

G31：分割狀態…。 

F32：我覺 EFT困難點是同步，這兩個腦是同時在進行，一直讓我覺得好困難。 

由於 Johnson認為伴侶所有的問題與互動劇碼都圍繞者情感連結而轉（劉淑瓊

譯，2009），強調諮商師要引領個案來經驗情緒，諮商師不僅要能辨識與依戀互

動有關的情緒，還要說出情緒內涵中的依戀需求，所以受訪者會覺得感性腦和理

性腦同時運作而覺得困難。這個經驗很像初學鋼琴者，先要能辨識音符在鋼琴上

的位置，若被要求左右手立即能合起來彈奏，必定會覺得左右手老是音和拍子都

對不在一起一樣。 

Johnson（2004）提及 EFT 特別重視三類情緒：1.在治療過程中出現明顯、不

可忽略的情緒經驗；2.依戀需求與依戀恐懼有關的情緒；3.有可能造成負向互動循

環的情緒。對於諮商師如何判斷要專注在那些情緒，Johnson 的看法可以做為學習

者在捕捉情緒時的參照：1.最好從個案目前所站的位置開始著手，也就是專注和

反映伴侶不自覺所表達的情緒著手；2.跟著個案走，因個案會讓諮商師知道那些

情緒是值得一探究竟的；3.跟著兩套不同的路線圖走：可以是根據諮商師融入個

案經驗去體會的同理心，也可以是反映伴侶互動雙方各自扮演的互動立場，

Johnson 並指出，諮商師要用知識和經驗作為判斷深層情緒的線索；4.從依戀理論

的角度看親密關係，亦即用依戀理論的架構去檢視伴侶行為背後所可能潛藏的依

戀的需求與情緒。 

此外，研究者認為情緒的選擇還要注意適切性，因為有時諮商師情緒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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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無意間會激起一方情緒太過強烈，使憤怒者更加憤怒，或是無望者過度無望，

這是需要避免的，但對初學者而言並不容易辨識，這時就需要依靠督導的經驗和

眼光來提升諮商師的敏銳度和判斷力。Johnson 的論述也可以幫助我們，他提及在

EFT 中情緒被視為正向的影響因素，然而 EFT 治療師還是會調整個案對情緒的經

驗和表達，有如音樂舞曲有時關小音量或改變曲調。 

第二，對於鋪陳情緒階梯的困惑：同理反映的運用，往往要視當下互動的互

動脈絡此時此刻的狀態，故同理反映會依據個案的回應來做調整。這種對情緒階

梯的掌握，甚至是能鋪陳情緒階梯，幫助個案進行同理反映的情緒體驗，這往往

是學習者的困難。對鋪陳情緒階梯的困惑中，往往出現以下困難： 

1.無法掌握「情緒削薄」歷程：有時諮商師給予的同理反映之情緒內涵太多、

太濃，諮商師就必須立即性的修改情緒反映之內涵，Johnson（2005）提供了在同

理反映中就必須進行將情緒辨識的技巧上給予「切更薄（Slicing it thinner）」的方

法，即是能夠立即依據個案的當下反應，諮商師將所反映的情緒經驗，修正為個

案可以立即感應與覺察的情緒經驗，而本研究受訪者將之稱為「情緒削薄」歷程。

本研究結果發現，這對許多學習者來說，這個用語既新鮮又充滿困惑。「好像當

個案在你面前，然後你會有些感受。但是你要很精準地去講出那個情緒又很困難，

而且後來是督導削薄這件事情，削薄會想掐死這種講法，就是你會想恐懼的削薄

是甚麼？然後再削薄又是甚麼？（F2）」 

2.無法掌握情緒階梯：受訪者表示 EFT 的同理反映運用了情緒調節理論，指

認個案的情緒經驗時，會需要指認表層情緒/次級情緒背後的深層情緒（Johnson, 

2004），這個過程就像是走一個「情緒階梯」，也是一種鋪陳情緒脈絡的過程，

也往往困難就發生在「不能理解情緒階梯」的現象中：「就是你要快速的在你的

想像中，知道他是生氣後面是傷心難過，然後生氣帶到這傷心難過是困難的，就

是老師看得見這個階梯，我看不到這個階梯。（A14）」同理反映是一種協助伴

侶在互動中進行情緒調節的歷程，故諮商師往往會從表層情緒慢慢一步一步的鋪

陳，就像走階梯一樣，協助個案體驗深層情緒。故同理反映強調情緒是有脈絡、

有階梯可循，從外到內、從表層到深層，引導諮商師與伴侶循線找到潛藏於內的

依戀需求和深層情緒。研究參與者用「階梯」來隱喻，分享了初學時對於如何鋪

陳情緒脈絡的困惑。 

受訪者所言「情緒削薄」是很多學習者的困惑，Johnson（2005）她提及「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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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薄」是一種更細的同理反映，它包含了行為、觀點、感受三個層次的連結，幫

助個案在情緒探索冒險的承擔上能夠變小一點。研究者覺得這很像是諮商師用細

細碎碎的腳步，緩緩帶著個案去接觸更深層的情緒和需求，也讓伴侶的另一方聽

見隱藏在深處的聲音。諮商師透過切薄鋪陳個案情緒的脈絡，主要是要連結伴侶

各自的情緒經驗和他們的互動關係，他們情緒經驗同時被擴展至不同角度。 

情緒調節理論告訴我們，情緒包覆著許多的故事和聲音，有過去的經驗、未

來的期待、還有現在的渴求，它用口語說，但是它也用非口語表達，不論柔弱或

嘶吼，不論嘴角一斜、眉頭一皺，都有一股力量、意義潛藏在裡面，諮商師要觀

察且要能讀得到。而學習者的困難，往往因自身缺乏對依戀關係的覺察與細緻體

驗，導致在理論理解與實務運用上的落差，以至於在運用時會有挫折。諮商師如

何去理解甚麼樣的依戀需求受到威脅而引發情緒的驅動？又誘發了什麼行為反應？

又該如何鋪陳與貼近個案感受？此結果顯示，學習者對於依戀、情緒理論和實務

中的連結，需要更多討論或案例的舉證，或深化於生活中的體驗，才能使學習者

更精準、細膩的運用同理反映。 

 

三、理解與表達描述情緒狀態的困難 

 

研究參與者在開始學習 EFT 同理反映時，對於如何表達情緒經驗感到挫折，

整理出的困難，包括如下： 

第一，無法用過去學習的經驗來進行同理反映：EFT 的同理反映因加入依戀

理論、情緒調節、系統理論的視野，故無法用過去的經驗做參照。「想說這是

EFT不是 EFT？我連知道它是 EFT都說不出來，鬼ㄌㄟ，但是你只能做做看，然

後你都不知道這裡面真的做了兩分鐘 EFT 嗎？還是它根本不是 EFT？我覺得這個

經驗，是你完全沒有辦法用以前經驗去做一點評估的。（C24）」 

第二，缺乏情緒辨識的經驗：有時以往在個別諮商的同理訓練，並沒有強調

情緒內涵的辨識，也沒有提及如何區辨表層與深層情緒的差異，也會造成缺乏情

緒辨識的經驗。參與者分享到：「剛開始訓練時不容易抓到那個（關鍵情緒），

其實我們以前的同理訓練沒有去管情緒的甚麼表層、深層，沒有這件事情，對不

對？（所有人點頭）案主表面初層次同理大概就是你看得到的，連他自己都碰觸

不到的是比較接近深層情緒的同理，可是我們以前在被訓練時，並不會真的去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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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情緒，只有說你要辨識情緒，好像辨識情緒變成我們與生俱來的一種，好像你

就是應該直覺可以感受的到。（C14）」 

第三，對情緒訊號理解角度不同：EFT 的同理反映和以往同理角度的不同，

其中最重要的關鍵點就是要從依戀理論與關係互動的角度，解讀出該情緒狀態的

訊號與意義，過往的同理，有時只要指出情緒狀態即可，造成對情緒訊號的理解

角度不同。如同以下對話： 

E34：EFT 的 View 這件事情，…我覺得自己講得蠻有感受的…很深層情緒啊，

他也哭了，為什麼他們關係沒有變得更好？到底出了甚麼事？ 

G35：焦點在關係。 

E36：到底是出了甚麼事？後來我去聽，是依戀的訊號跟依戀的角度，就是我

的受傷、我的那些情緒的背後，是因為你而受傷害，是因為我需要你，

我得不到，我受傷，那會有點不太一樣，…我覺得這個就是整個學派視

野的互動，以前沒有學，不會從依戀的視野去切，不會去切說其實我生

氣的背後，是我覺得你都不懂我。 

第四，停留在個別諮商時對同理的理解：以往同理反映諮商的經驗是一對一，

情緒取向伴侶諮商將同理反映用在一加一上，加上了系統的角度，與以往對個諮

的理解是非常不一樣的。「在學習上會感到好像在建立一個新的架構，因為在那

之前我沒有接過系統取向或者是伴侶，都是跟一對一的，所以會有一個困難，就

是說我一開始在接案的時候很像在做兩個個諮。（E2）」 

第五，同理傾斜的威脅：EFT 是一種系統晤談的形式，故在同理反映上也相

當重視能對伴侶雙方進行同等深度的情緒反映，強調尊重、肯定伴侶一方的前提

下，也要同理、肯定和接納伴侶另一方的經驗和立場（Johnson，2005），同理反

映必須是平衡的，倘若諮商師同理了一方，忽略對另一方的同理深度，就會造成

同理傾斜的現象，對治療關係具有破壞性。如同參與者分享：「因為我覺得這是

個諮和 EFT 的不同…個諮也同理，但是個諮對同理要看前看後嗎？沒有啊，個諮

的同理對就對，不對就不對，可是在伴侶關係裡的同理它很像是個平衡，你加錯

位子、加錯料、給錯力，那個關係就傾斜，治療同盟就在這個當下就會出現傾斜

狀態，所以它的威脅是很即刻性的。（C16）」 

第六，不知如何將伴侶兩人的情緒訊號以互動方式呈現出來：夫妻任一方的

行為都是對另一方行為所產生的反應，也同時刺激另一方接下來的行為（Joh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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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同理反映時，諮商師要把伴侶兩人相互的序列性穿起來，由此可以找到

伴侶互動的循環歷程。如同參與者說：「依戀理論大家都讀過，但是從依戀理論

去看互動，我覺得會有一段時間是掙扎的，比如說看這個人的行為這個人的情緒，

然後再這個人（指另一人）的行為這個人的情緒，我一開始對於用系統觀來看其

實不習慣，是因為沒有那個經驗，沒有那個訓練，我們的訓練都是個別的嘛，一

開始覺得好像作兩個個諮，很難去把它們穿在一起，然後還有一個困難是因為兩

個個諮會有太多訊息，你的情緒，你的情緒（指另一人），可是那東西怎麼把它

穿在一起？那個困難是說，當我試著把它穿在一起，就跑掉當場的體驗。所以一

開始學習的困難是好多東西同時進來，因為個諮可以放慢，聚焦個人身上。可是

在接兩個人的時候是同時發生，而且因為它的步驟太明確，所以有些時候還會在

想說，我現在在幹甚麼，我在哪個步驟，他們倆狀況是甚麼，所以會在一種就是

他們兩個的狀況，各自的狀況，然後互動的狀況，還有我自己的狀況。（E31）」 

第七，諮商師有時無法聽懂與自己性別不同或依戀風格不同的個案之依戀需

求：諮商師本身也有限制，難免在無意間忽略與自己與個案的差異，而無法進行

貼近的同理反映，如同這位參與者說：「像我對於女性，就比較容易聽見她內在

深深地呼喊是什麼，對男性聲聲的呼喊我都比較聽不到，他在呼喊甚麼？他也會

哀哀叫，他到底哀什麼？無聲的哀號到底是什麼？我覺得性別是不是有點影響？

再來就是我們自己的依戀型態，會有助我們容易聽見甚麼？哪一類的我們比較聽

不見？聽得見的同理當然做得比較精確比較容易同在一點點，那比較捕捉不到的，

常常在同理有時就很容易打模糊戰。（C20）」 

第八，運用時機不對，同理反映效可能會變成零：同理反映有時要同時注意

惡性循環是否降低，否則不僅無效，還可能還會造成同理傾斜的威脅。如同這位

參與者的分享：「就是你幫他說，對方不認同，變成你認同我這些都是你說的，

他們互相循環是比較僵化而且比較輕蔑的時候，這些說就是沒有用，而且很像是

你在跟他同盟，幫他找藉口，這個東西在一般我們的同理裡面還可以用，可是到

EFT 裡面就變成小心使用，除非他們關係循環不那麼僵硬以後，你去講這個東西，

才會變成關係真實善意，否則都會在前面像是藉口這樣子。（C30）」 

從以上結果可知，有些諮商專業訓練的過程中，不一定會特別強調對情緒辨

識的理解或分享，或者各個諮商學派對同理方式、著重的比例都有所不同。因此

同理反映的基礎，可能不是每個學習者都具備。此外，與個案情緒接觸，各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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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運用方式並不相同，這對於情緒捕捉原就缺乏經驗和訓練的諮商師來說，難免

會覺得困難。倘若學習者同理反映的基礎不嫻熟，依戀情緒捕捉和脈絡理解及表

達的方式陌生，加上要運用到系統上，有種難上加難的感覺。加上同理反映要能

敏覺於伴侶在此時此刻當下，每個口語和非口語的相互影響歷程，這都顯示諮商

師必須培養足夠的臨場反映能力。因此，本研究認為，除了對 EFT 理論架構的認

知理解外，加強諮商師對情緒辨識與敏感度的訓練，以及訓練其清晰的表達情緒

經驗，可能是有其必要性。 

另外，同理運用在系統上，首要達成的任務就是「創造並維持一個治療聯盟」

（Johnson, 2004/2005），由此可知同理的平衡的重要性。在系統裡，沒有留意平

衡的連結，隨時有人可能會怒氣全發讓諮商師難看，或者默不出聲但內心已在抗

拒。故該怎麼掌握住同理平衡？又該怎麼把感受到的情緒經驗以互動方式描述出

來？這都是學習者在運用同理反映時會受到的挑戰。 

 

四、運用同理反映描述互動循環的困難 

 

同理反映技巧被放到伴侶系統做互動循環的描述，是 EFT 的主要特色與諮商

目標。尤其，EFT 的治療核心任務，是要能讓伴侶雙方體驗惡性循環中的情緒經

驗，才能進一步協助伴侶「重塑互動經驗」，EFT 諮商師會運用同理反映協助伴

侶在晤談中創造新的情緒經驗與對話互動，以及影響伴侶對彼此的認知與情緒

（Johnson, 2004），要完成互動循環的描述也變得充滿挑戰，其困難包括： 

第一，要關注許多訊息以致不容易進行互動關係的描述：伴侶描述長期衝突

的生活事件訊息很多，諮商師往往需要花力氣去來回釐清、整理，梳理出其形成

惡性循環的脈絡，如同焦點團體中的對話： 

Lb173：每個個案的自我內在歷程，跟他的人際歷程怎樣把它結合起來，在這

方面我一直是比較困難……在這方面我花很多的心力，覺得很大的困難要去

理解，我可以理解一個人的自我內在運作模式，可是要把它結合到人際歷程

這個時候…。 

E174：互動…。 

F175：講出關係的語言…。 

Lb176：對，而且帶著他情緒深層的部分，我同理，他們同時可以去經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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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經驗自我，經驗對方，經驗自己到說自己帶給對方的感受，然後對方給你

的感受，然後去理解到原來是我們一起的責任時候。 

第二，有時不容易判斷伴侶的互動位置：困境中的伴侶常會形成追-逃模式的

負向互動循環，諮商師若能評估瞭解在互動位置中，誰是指責施壓者，誰是逃避

防衛者，有時是能夠判斷如何進行描述互動循環的同理反映之關鍵。若當互動位

置不太容易分辨時，會影響諮商師對於伴侶的循環脈絡的理解。如同下面焦點團

體中的對話： 

F47：有時若可以很明確判斷誰是追、誰是逃的時候，也會幫助去做同理情緒

的反映，但假如連那都沒辦法界定出來，你就會覺得…。 

Lb48：這倆個在抦啥魍（台語，讀音 pinn2 siann1 bang2，其意為搞什麼

鬼？）？ 

F49：對，就那種糊糊的感覺，好像又是這樣，好像又是這樣的感覺！ 

Lb50：有時候若碰到burn out的pursuer，或是 reactive的withdrawer，那就…。 

F51：就很難判斷。 

痛苦的伴侶往往會呈現最基本的追-逃模式，但偶爾也會有一些變化的互動位

置型態，這也是研究參與者提到不易辨識的原因，有時候一個表達抱怨、攻擊語

言很多的伴侶，並不見得就是一個攻擊施壓者。同樣，也不是每個語言少的伴侶，

都是逃避防衛者。當負向互動循環過度僵化時，Johnson（2005）指出，耗竭

（burn out）的攻擊施壓者是指在關係中已經疲累不堪的追逐者，故呈現放棄繼續

追逐狀態而變得很像逃避防衛者。過度反應的（reactive）的逃避防衛者，是指轉

變成反擊性的逃避者，其往往在關係中被激怒，進而呈現攻擊狀態而很像攻擊施

壓者，但他們通常會在被激怒後，又再次退回到逃避防衛者的位置。諮商師需要

藉著蒐集伴侶關係的發展史，和他們互動的模式，確認伴侶的互動位置。 

第三，無法清晰的進行個案概念化：個案概念化是諮商師對個案∕伴侶的認知

與解讀，若無法運用 EFT 的介入理論，來清晰的進行個案概念化，就不容易從其

伴侶互動中捕捉到正確情緒訊息，如同下面的對話分享： 

C56：有可能我們不是做不出來，我們只不過在那個脈絡訊息概念化的捕捉，

因為你捕捉好才能找出核心的焦點去進行，所以我們常常就是剛開始學的時

候，常常同理反映沒辦法有效果，也會跟這個有關聯，對不對？ 

D57：就像 C剛剛講的，那個概念化裡面其實包含怎麼讀取依戀需求，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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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重要的關鍵，然後我覺這個理論（EFT）怎麼落實在實際應用上面，才能

變成依戀訊息的讀取。 

第四，伴侶過多的依戀傷痛與僵化議題，無法短時間完成：有些伴侶存在他

們之間的依戀傷痛事件不只一件，有時處理好一個議題，下週來時卻又冒出新的

衝突，負向循環描述需要透過一次又一次的整理。就像參與者說：「他們本來就

是很難接的，尤其那種僵化就是已經非常久，他們年紀也很大了，他們這種歷史

已經太久了，所以你其實就應該稍微調降期待，或者說去拉長，拉長他們可以改

變的速度，有些個案就是這樣，就是預期療程一到三年之類的，或更長。

（C179）」 

Johnson（2004）從系統觀點認為，個人內在運作模式會影響兩人間的互動循

環，而這個互動循環也會影響個人內在運作模式，並促使伴侶間的衝突持續存在

也同時影響各自的情緒經驗，故 EFT 認為「持續界定與探索負向互動循環」扮演

著「解毒劑」的角色。這個技巧讓伴侶雙方共同為目前兩人所有的婚姻問題負責，

著重點是兩個人如何共同造成這樣有害關係的互動模式，而不是找出個人的錯誤。

且認清兩人間的負向互動循環是為疏遠的伴侶築了一座橋梁，讓兩個人開始向對

方靠近，共同對抗破壞兩人關係的敵人。而從上述結果可知，能持續描述互動歷

程往往是學習 EFT 當中相當困難的部分，更何況可以在此描述歷程中，同時進行

同理反映。此研究結果似乎反應出從家庭系統觀點來進行伴侶諮商的重要性，尤

其諮商師若在接受 EFT 訓練之前，並未奠立家庭系統觀點的良好基礎，或是不習

慣以系統觀點來看待伴侶互動議題，就有可能不熟悉進行追蹤與反映互動的技巧，

並進而從互動關係中進行同理反映。 

 

五、諮商師的個人議題 

 

從兩次的焦點團體訪談中，許多諮商師都提到同理反映的困難，可能也反映

出諮商師的個人議題，尤其是自己在伴侶諮商中的情緒調節能力。 

第一，諮商師本身的情緒調節能力：進入實務領域時，伴侶的衝突往往是高

於演練時好幾倍，以致於無法在臨場反應中進行同理反映，尤其過度伴侶間過度

激昂的情緒狀態，會降低諮商師個人的情緒調節能力，以致於無法在伴侶諮商中，

發揮該有的實務能力，如同這位研究參與者所說：「我接第一對伴侶時，有被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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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啊！怎麼辦生氣的打起來？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因為發現我好像兩邊都沒辦

法安撫，連另一個原本安靜的都被激怒，我當下整個人在裡面凍住！那時候腦袋

只有一個指令是：我要把他降下來，我要把他降下來，我要把他降下來，之後我

對於特別是生氣的個案都會感到可怕。（B45）」 

第二，若伴侶故事超過自己人生經驗，有時會引起自己的焦慮：有些個案的

生活經驗，對諮商師來講好像隔座山，需要費力抓取個案的訊息和脈絡，故諮商

師的焦慮很容易被引發。如同這位參與者所說：「他們的人生是我從來沒遇到過

的，或是沒有碰見過的那個人生經驗的話，我覺得會先引起自己的焦慮感。

（A57）」 

第三，諮商師無法接受個案的價值觀：遇到價值觀和我們完全相對的個案，

其困難是我們如何在不認同的情況下，仍然可以與個案站在一起，同理反映他的

依戀情緒和需求呢？對諮商師而言真的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如同訪談主持人也分

享了自己的經驗：「像我那時候接第一對 couple 就是這樣，他們就是一開始很順，

覺得可以慢慢去嘗試第一階段做的事情，可是他們某一天來說他們發生一件事，

說他們其中一方想要嘗試開放式關係，這第一個就衝擊到我自己，因為我自己本

身就不是接受這種觀念。我覺得那時候就會變得要比較用力，去同理突然中途出

軌的那個人，就會變成好像要勉強自己。（Lb223）」 

第四，諮商師情緒低潮時無力照顧個案：諮商師與個案相同，一樣要面對生

活的困境，尤其自己剛好在親密關係中遇到低潮的處境，但又必須從事諮商專業

工作，就會變成較難自由的運用同理反映。如同這位研究參與者所說：「我自己

剛好在一個關係處於低潮，就會不太想要照顧別人，不想要照顧我的個案，我沒

辦法去疼惜他的辛苦，因為我已經覺得很累了。不然就是要裝出一個傾聽關懷的

樣子的角色，我覺得那時候就好累喔！就覺他如果不來有多好！（E174）」 

第五，諮商師個人情緒調節議題無法在專業訓練中獲得協助：研究參與者提

及，諮商師內在深層情緒的調節若影響到與個案的工作，但是在專業訓練裡卻沒

有提供讓自己可以突破和調節的方法。如同以下焦點團體中的對話： 

D80：碰到你自身情緒調節的限制，就等於你知道好像有方法繼續練下去，可

是又變得有個難關要突破，那難關又是很個人內在，這個人內在難關其實就

像剛剛說增加孤獨感，而且你很難跟別人講。 

A81：而且 EFT沒有強調個人內在難關要怎麼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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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82：對對，比較沒有強調這部分，你的情緒調節如果限制住你… 

A83：就比較沒有處理方法，訓練課程只強調專業。 

此部分的發現，也通常是一般諮商師常會遇到的情緒調節能力之個人議題，

並影響著同理反映的表現。但也有研究參與者表示能找到有效的調適方法，一是

從專業督導中獲得幫助；二是從自我覺察中，接受自我限制與增進自我接納，並

回到現實面認清真正需求，由此找到能夠繼續工作的力量。可惜的是，諮商師與

陪伴伴侶時的情緒調節困難，在訓練課程中，較少獲得被幫助的機會。 

Lb227：就是他（督導）會這樣做一定有他的理由，你要相信，就是要相信。

他相信個案一定有他的原因與故事，一定有他的心情，那我就是去相信我的

個案，我就秉持一種相信。好，我相信你一定有，那我試著去了解，就是我

不能接受，我還是要相信。 

E2228：比較釋懷的是，我發現有一件事好重要，他們（伴侶）來焦點在對方

不在我身上，那我只要把自己管好，看他們今天發生甚麼事情，我們有一個

基礎的連結就夠了，重點是你們兩個連結，我就比較不焦慮了。 

這使研究者想到以往接受薩提爾（Satir）取向專業訓練的經驗，在兩年的訓

練課程中，每個月有一次資深督導陪伴的三人同儕小組，不論是個案會談或生活

中遇到的難題，都可以帶入同儕小組分享，並在分享中帶到冰山理論或溝通姿態

做對照，再加上訓練強調要將理論帶到自身體驗，因此在學習期間有機會不斷的

做對照和討論。這樣的訓練方式，似乎能幫助諮商師對於自己內在冰山及溝通姿

態有所核對與覺察，也能培養對個案內在心理歷程的敏感度。 

 

六、調整學習策略與方式 

 

本研究也邀請研究參與者分享在學習 EFT 的過程中，如何突破困難以及如何

調整學習方式，主要分成三部分研究結果，包括加強理論概念與技巧、持續接受

督導、將 EFT理論應用於自身生活等。 

 

（一）加強理論概念與技巧 

第一，增加理論理解：包括閱讀相關書籍增加對 EFT 的理論理解、多次參與

EFT 相關的工作坊，以透過他人經驗擴展自己對情緒的理解，並且試著將 EFT 的



68 

 

理論概念化於自己的實務工作中，例如以畫圖方式表現伴侶間的負向互動循環，

並以此做個案記錄，協助自己更能理解伴侶的知覺、表層與深層情緒、心理需求、

行為傾向。「因為在研究所時是沒有學過的，那變成要自己閱讀，或每次上工作

坊去補足這些東西。（E136）」「我會整理惡性循環（意指八字圖），因為這樣

可以幫助我下次進去談的時候，帶著他們一個惡性循環的一個架構進去談。

（C102）」 

第二，透過電影電視劇或影片來進行模擬學習：一位諮商師分享了自己運用

電影電視劇或影片進行模擬演練，影片中有情節、故事發展，可從中整理衝突伴

侶的依戀需求、核心情緒、互動循環，進而練習口語及非口語同理反映的表達。

從影片來訓練自己捕捉情緒、整理情緒脈絡和描述負向循環，是一種很有創意的

方法。翁開誠（1997）認為故事性思考能促進高層次同理反映的發生，藉由故事

性思考可以將事件與事件之間形成一個統整的主題，進而培養同理能力。 

如同這位諮商師很清楚的分享了自己的同理反映學習方式：「怎麼訓練我的

非口語！就是我把同樣一句話用喜、怒、哀、樂四種口吻講出來，比如講好氣你

喔！我用喜、怒、哀、樂四種口語講，我在練習的時候，因為找不到個案還看 

YOUTUBE 上面情侶吵架的影片。進 GOOGLE可以找情侶吵架影片，吵架過程就

可以一個字、一個字的把它停下來，去想說他講這句話背後的心情是甚麼，然後

男朋友為什麼這樣反應，女朋友為什麼這樣講，當講這句話背後的心情是甚麼，

然後它的可能性是甚麼。比如說有一卷我覺得還蠻有趣，那一卷是男生去當兵，

然後他問女朋友，他的態度有點卑微、討好地說：『怎麼都不跟我聯絡？女生說，

就不想跟你聯絡啊！然後那個男生的反應說，可是你這樣子不對啊！你這樣子很

沒有守信用！』他講女孩沒有守信用，然後我就把它標示出來『為什麼他會講沒

有守信用？』我標示出來後，他講得是說你不重視之前的承諾，所以它標示出來

是個『傷心』，我用這樣的方法，去想說背後他想要表達的是甚麼，女生為什麼

會講那麼絕？她其實是用一種長痛不如短痛：『你就死心了吧，我對你其實沒有

感覺的』，然後看他們發生甚麼？他們負性循環是甚麼？（E91）」 

第三，增加個案量以累積諮商實務經驗：透過接觸不同樣態的伴侶，增加伴

侶個案實務會談的經驗，得以落實及強化運用情緒伴侶諮商歷程會談的實力。如

同這位參與者所說：「我們看過的那些伴侶樣本、樣態還太少，其實當我們伴侶

接越多的時候，確實我們熟悉感比較多。（C63）」諮商能力的養成過程重視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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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理論的結合，個案經驗太少，接觸到的個案樣態太少，對諮商理論的體會自然

就不會深。所以，大量接觸伴侶個案是對於情緒取向伴侶諮商的理論與技術精進

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如同其中一位研究參與者分享：「之前曾聽過某位家族治療

大師說過，你至少要接過 100個家庭以後，你才算開始熟悉（D84）」。如同這位

分享者所說：「我都一直相信，持續接觸不同樣態的伴侶，就會增加我的經驗值，

還有整個熟練度（C104）」。 

 

（二）持續接受督導 

許多參與者都表示，持續的接受督導還是最有效的幫助： 

第一，督導的示範幫助概念的捕捉和學習同理的方式：初學者需要找到可以

學習的指標，從督導的示範可以學習如何捕捉訊息和表達。尤其「剛開始概念的

捕捉，跟同理的方式，看督導做還蠻重要的，就是看督導示範。（C106）」 

第二，透過督導的豐富經驗在持續討論與回饋中進步：督導接觸伴侶型態較

多，經驗也較豐富，可以提供學習者更多樣化的學習與調整方式，以及提供更多

元的面對同理反映困難的調整策略，主要透過督導後再回到實務現場操作之來來

回回的經驗，獲得學習：「第一督導經驗非常非常多，他的伴侶型態很多很多，

他可以馬上給我些地圖，他給我地圖後，我就回去操作，然後再跟督導討論、再

調整，然後再討論、再調整，再討論、再調整，好像必須跟督導一個相互的過程，

幫助我調整跟面對這個困難，就好像是一個螺旋式的同理反映學習過程。

（A89）」 

第三，臨場觀摩督導的治療歷程：其中一位諮商師分享了自己臨場觀摩督導

的完整進行一個諮商晤談的經驗，同時也幫助他看見 EFT 的效能，以及增加願意

繼續學習的信心，也深深感覺到督導在此學習歷程中的重要性：「曾經我有一個

個案，我請老師進來做一次晤談，她幫我把惡性循環補得更清楚，然後我回去再

補幾次做完，準備做第二階段，然後老師又進來再幫我做一次，之後我回去自己

做，也可以順順的做完。這個案就很漂亮的結束。我看她做現場，一個個比對她

跟我的方式，她有點像是陪著個案走完全程，我就比較清楚了解這整個過程跟

EFT 的方式。所以我們遇到的最大困難，就是雖然我們知道要去哪裡，可是你沒

有達到過，或是沒有人陪伴你走過，那同理反映就更困難。（A69）」 

第四，督導協助增進自我覺察：需要透過督導的眼光，提升自我覺察，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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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盲點。就如同這位分享者所說：「我覺得有一個東西叫自我覺察，因為當

我自我覺察還不是那麼足夠，我可能就會用自以為的方式，如果在督導的時候可

以再多跟我講一下，我要再更深的自我覺察，我覺得可以幫忙我蠻大的。

（G15）」 

綜合此處的分析結果，可看到在學習同理反映時需要督導的兩方面協助，一

方面是運用同理反映技巧的提升，包括要如何捕捉關鍵情緒、如何表達，以及三

階段九步驟歷程的辨識與引導。另一方面則是能幫助諮商師增進自我覺察，瞭解

在晤談中，自身內在發生甚麼事以至於影響了當時的判斷和表達，或是甚麼元素

使自己能力被限制住的。Johnson（2005）也提及和同儕及督導的討論是格外有幫

助的，能有定期的聚集提個案討論，且為了使督導盡可能有效，建議學習者在督

導前詳細寫下個案紀錄，紀錄內容能夠寫下伴侶個案的情緒循環，以及已經加強

工作的部分，並寫下自己覺得可能會被卡住的地方。 

 

 

（三）將 EFT理論應用於自身生活 

受訪者分享，藉著把 EFT 的理論運用到生活中的人際互動中，並從其中體會

和在調節情緒中更深刻體會同理反映的運用。 

第一，帶到自己的每一段關係中進行體會：諮商師若能將 EFT 的理論概念，

帶到每一個互動關係去體會時，會對伴侶諮商歷程，有更多的覺察。「我後來抓

得到，是我把 EFT 帶到每一段關係裡，再回去看我在關係發生什麼事？我的生氣

背後到底想跟他講什麼，或者他的反應到底要對我講什麼？有一次印象很深刻，

參加完進階時，突然打電話跟另一半說對不起，說我對不起你，不知道你那麼難

過，因為我不知道原來你有難過，然後我們倆在電話裡哭了（E146）。」自己的

親密關係，會因 EFT 的學習而有變化：「我的情感歷程就隨著 EFT的學習在進步，

我學 EFT 的第一、第二、第三年，我的感情也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年變化，

這其實蠻明顯的（A90）。」甚至可以將 EFT 帶到每一種不同的人際關係中，包

括像「對孩子、對長輩、對父、對母、對家裡的人（D140）。」 

第二，學會如何降低自身關係裡的惡性循環：諮商師藉由學習在自身親密關

係中找到調節與降低惡性循環的方法，學習調節自己的脆弱情緒，進而也會增加

自身的情緒調節能力，也變得更能應付伴侶諮商的情緒張力：「當然要先調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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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脆弱情緒，惡性循環先降低，自己也會變得更懂得如何情緒調節。（A92）」

尤其在看懂自己的人際互動樣貌就有力量去處理，也可以為自己重新做選擇：

「覺得這個理論對我來講，他提供了一個我知道會跟人家過不去是為什麼，倒不

是我去拆解，為什麼他要這樣，而是我懂，我懂我為什麼要跑，我為什麼要追，

我懂以後就比較清楚自己，內在的害怕恐懼是甚麼，我就可以自己重新做選擇。

（C140）」 

第三，培養自身情緒調節能力：許多參與者表示，將 EFT 帶入真實生活的體

驗，明白每個關係中的情緒都有原因，學會承受、面對和練習情緒調節耐受度，

也能增厚對個案情緒狀態的耐受度：「當我在伴侶關係當中有真的去面對，就是

依戀需求其實被威脅得很嚴重，其實害怕激動程度很高，是可以耐受住，然後再

去作調節，再做親密的表達或脆弱的表達。我在諮商的時候，對於個案所呈現生

氣的情緒，對於我的依戀威脅，當下威脅沒有那麼強。我的耐受度就提高。

（D166）」 

黃宜敏（1997）認為，要增加諮商心理師的實務效能，率先得處理個人內在

的真實自我和專業自我間的鴻溝。當我們從理論中反思自己的生命歷程，有助於

諮商師、理論、個案三者間的連結。Johnson 曾在《抱緊我》書中分享，她曾想不

通伴侶衝突到修復之間發生了甚麼事，猛然從 Bowlby 的依戀理論頓悟，且從依戀

理論回顧她與父母的互動，以及自己在親密關係中的經驗，看見關係中的依戀需

求和舞蹈（劉淑瓊譯，2009）。由此可知，把理論放到生活中去經歷，不但幫助

我們對理論有更深刻的體會，也幫助我們知道如何去理解及貼近個案。 

 

伍、結論 

 

依據前述研究結果，本研究歸納出「運用與學習 EFT 同理反映的困難因素」

以及「調整學習策略與方式」等兩大方向的研究結論： 

 

一、運用與學習 EFT同理反映的困難因素 

 

諮商師在學習與運用 EFT 同理反映時有時會遭遇負向情緒經驗，包括挫折、

悔恨、羞愧等交錯的心情，而所遇到的困難主要包括：1.捕捉關鍵情緒與鋪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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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脈絡的困難；2.理解與表達描述情緒狀態的困難；3.運用同理反映描述互動循環

的困難；4.諮商師的個人議題的困難。綜合分析結果，本研究認為主要造成學習

與運用困難的因素，包括：（一）對依戀行為系統的理解與探討不足；（二）對

情緒辨識與同理反映的實務體驗與訓練不足；（三）諮商師接收的情緒支持不足。

以下分述這三個子結論。 

 

（一）對系統觀的依戀行為系統之理解與探討不足 

Johnson（2004）指出，對一些諮商師和伴侶來說，要從依戀的角度思考成人

關係不太容易。本研究認為，在訓練與督導歷程中，學習者不僅要從依戀理論的

角度，來探討伴侶間的依戀互動歷程，還必須完全充分熟悉「家庭系統理論」的

觀點，以及伴侶之間對依戀行為的知覺，這些都可能是較為缺乏的部分。這是諮

商師過去未曾使用的視野，所以當理論放在現實生活中時，我們對於依戀行為系

統到底是什麼樣貌，依戀策略在伴侶中會跳出甚麼舞蹈，很容易有種陌生、不知

如何捕捉的感覺。依戀知覺是情緒取向伴侶諮商中諮商師的一個重要基本能力，

倘若訓練期間探討不足，自然會影響諮商師敏銳捕捉個案依戀知覺的能力。尤其，

這也顯示若要參與 EFT 的訓練課程與督導，最好先熟悉伴侶與家族治療的基本概

念，尤其是系統觀點的培養，更是學習 EFT 的重要基礎。若能在訓練與督導歷程

中，加深對依戀理論的理解與探討，並且加強系統觀點的熟悉度，似乎更能幫助

學習者運用同理反映。 

 

（二）對情緒辨識與同理反映的實務體驗與演練不足 

誠如 Egan（2013）所言，反映類的諮商技巧需要三種能力，包括知覺力、表

達能力和自我肯定。而 EFT 的同理反映技巧正是屬於諮商技巧中的反映類技巧。

Egan 指出，「知覺力」是做反映的重要依據，反映技巧只有在知覺力精確時才能

發揮最好效果，故若能先行增加學習者在情緒辨識上的覺察力與精準度，才能進

而協助學習者運用 EFT同理反映技巧。 

而「表達力」則是指覺察到需要做甚麼樣的反映時，必須能夠有足夠的語言

與非語言的傳達，如果不知道如何用語言或非語言說出諮商師的理解與感受，那

就沒有甚麼幫助。EFT 同理反映的表達，似乎過往習慣的個別諮商同理技巧，來

的更細膩、複雜、與多元。它不但非常重視對個案口語和非口語的觀察，諮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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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達時，除了要將所捕捉到情緒的感受、脈絡，帶著理解的依戀需求向伴侶表

達外，也要能夠運用非口語達到彷彿個案般地貼近個案情緒。初學者往往有「說

了又說、但又說不清楚」的感覺，尤其針對如何幫助個案從表層情緒帶入深層情

緒的體驗，並且能細膩清晰的鋪陳與描述互動脈絡，更顯出 EFT 同理反映在表達

力上的困難。故若要增加 EFT 同理反映的表達力，反覆演練、反覆增加實務經驗，

甚至是觀摩督導的實務現場，以擴增表達力，就變得非常重要。同理反映表達的

提升不能單靠書本的論述和課堂的講解，它是需要透過實地的訓練來增強諮商師

當下此時此刻的觀察、感受和體會。 

從研究參與者的分享中可知，在接受 EFT 相關課程訓練時，可以感受到該學

派的精彩與迷人之處，但本研究也顯示，若沒有引導學習者把基本功夫練好，讓

學習者增加自信，拳腳功夫就會使不上力，步伐也會混亂，學習者就難免會常常

在挫折、焦慮的情緒中，以為是自己的能力無法勝任而有羞愧感，而在缺乏「自

我肯定」的情況下，自然會降低同理反映的能力。 

 

（三）諮商師接收的情緒支持不足 

諮商工作是一種高度觸及人內在心理狀態的專業工作，尤其 EFT 是以人本取

向為基礎，非常強調運用諮商師本身這個「人」做促發改變的工具，運用同理反

映來靠近個案世界。諮商歷程是諮商師與個案生命的交會，當我們要引領個案成

長的同時，諮商師也要覺察自己有相同需要，當諮商師愈能整合自己，對自己及

別人狀態的敏感度自然會提升，就更能一致性的與自己和他人接觸。同樣的，

EFT 諮商師在引導伴侶轉化的同時，也應從自身覺察依戀情緒和需求並經驗所相

信的情緒連結和情緒調節歷程，由此諮商師增強對於自己依戀舞步的敏感度，就

更能夠知道如何靠近當事人。 

而情緒調節可說是 EFT 的重要工作目標，若 EFT 學習者還沒熟悉如何碰觸自

己在關係中依戀困難與情緒經驗，或自身情緒調節能力不足，如何去理解個案的

困難？甚至幫助伴侶度過負向互動循環帶來的情緒調節困難？前述分析結果都顯

示，學習者在自身情緒調節與 EFT 應用在自身人際互動關係的重要性，也是左右

諮商師是否能順利使用 EFT同理反映的關鍵。 

尤其，諮商師在培養自身情緒調節能力，以及增進辨識情緒內涵、理解依戀

情緒的意義，更是需要許多的情緒支持與覺察，光靠自身的力量，很容易碰到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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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甚至感覺自身能力不足而有羞愧感，故如何在學習歷程中，讓學習者感受到

支持與鼓勵，可能是非常重要的關鍵因素，如同前述研究參與者分享了薩提爾取

向的訓練模式，同儕小組的運作可能是有幫助的方式，藉由同儕小組或督導歷程

中，更可以增加學習者的情緒支持，以及激發更多的情緒覺察能力。 

 

二、調整學習策略與方式 

 

綜合前述分析結果，研究參與者分享了許多如何調整學習的策略與方式，以

幫助自己更能運用 EFT 同理反映，主要包括 1.加強理論概念與技巧；2.持續接受

督導；3.將 EFT理論應用於自身生活等研究結論。 

學習者可透過閱讀書籍或參加相關工作坊，來增加對 EFT 的理論理解，也可

透過電影、電視劇、或影片來進行模擬學習，同時可增加個案量以累積諮商實務

經驗，以加強理論概念與技巧。 

督導是學習 EFT 非常重要的支柱，持續接受督導，能帶來許多學習效果，包

括：督導的示範幫助概念的捕捉和學習同理的方式，透過督導的豐富經驗在持續

討論與回饋中進步，臨場觀摩督導的治療歷程以增加對 EFT 的體驗與信心，以及

督導幫助諮商師增進自我覺察。 

學習者也可以在自身生活中體驗 EFT，包括將 EFT 帶到自己的每一段關係中

進行體會，並且從中學會如何降低自身關係裡的惡性循環，以培養自身的情緒調

節能力。從其中看懂我們和周遭人的舞步，個案的舞步就能了然於心，試著把調

節的方法放在自己的關係裡去運用，就更能知道如何幫助個案。 

 

陸、建議與研究限制 

 

林家興（2013）提及，最近十年，國內外專技人員的教育訓練已經從核心課

程或課程本位的思維和模式，逐漸轉移為核心能力或能力本位的思維模式。能力

本位的訓練模式看重將學生的訓練緊扣著學習成果與執業能力。並指出專業或執

業能力通常包括知識、技術和態度，三者統整起來成為專門執業人員所必需。本

研究針對前述研究結果與結論，認為 EFT 同理反映的學習，也應具備知識、技術、

態度等三方面的培養。以下提出學習 EFT 同理反映，以及培訓伴侶與家族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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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實務建議： 

第一，更重視學習者的負向情緒經驗與感受：EFT 同理反映的運用，比一般

同理技巧來的更複雜，從研究結果來看，學習者比我們想像中，更容易發生挫折、

焦慮、甚至羞愧感的負向情緒經驗。尤其，在系統晤談中進行同理反映時，不僅

是要能注意系統中每個成員的情緒調節歷程與變化，還要能注意該情緒訊息的意

義與心理需求，又同時要面對多個成員，並且能夠點出能促成關係連結的情緒元

素，在學習上，已經讓學習者有了許多心理負擔，誠如前面的研究結果所說，學

習者更需要在學習 EFT 時給予更多的情緒支持。而學習者的負向情緒經驗，更是

比想像中的來的更多、更大、更廣，甚至會影響其專業認同，是在進行 EFT 教育

訓練時，非常值得注意的關鍵，不管是督導或是提供訓練的專業人士，更應該協

助學習者克服這些負向經驗。而學習者也可以自主性的在學習歷程中，增加對自

己負向情緒經驗的覺察，甚至能夠幫助自己尋求協助，不管是前述研究結果所說，

自主性的參與學習小組，增加專業上的演練、尋求更多同儕的情緒支持、或是尋

求督導的協助。總言之，在 EFT 訓練與督導過程中，重視學習者的負向情緒經驗

是值得關注的課題，不管是專業督導或學習者本身，都有義務自主性面對與處理

這些負向情緒經驗的課題。 

第二，重視情緒辨識的培養：EFT 同理反映的運用，主要還是奠立在情緒狀

態的覺察與知覺力上，情緒辨識的基本功，是不可或缺的元素，甚至可以說「情

緒辨識」是最重要的核心能力。尤其，EFT 同理反映中的情緒辨識，不僅是能辨

識出系統晤談中每位成員立即可理解的情緒狀態，並且善於辨識晤談中「此時此

刻」的情緒狀態，還要能夠幫助成員辨識與覺察深層情緒狀態，進一步辨識出與

互動惡性循環有關的隱藏的深層情緒元素，更重要的是能協助伴侶辨識出這些情

緒狀態的依戀需求與行為意義。故在進行 EFT 訓練與督導時，協助學習者能進行

更豐富、更多元、更深刻的情緒辨識能力，也是協助學習者降低學習挫折、增加

系統晤談專業能力的重要基礎。 

第三，應先具備系統觀點與家族治療基礎訓練：不管學習任何一個伴侶與家

族治療學派，能先培養系統觀點的基本工，是相當重要的，在 EFT 的訓練課程中，

主要集中在該治療模式的認識，但事實上，該學派還是建基於系統觀點的認識論，

故諮商歷程異於個別諮商的工作形式，系統晤談更應換一種思考腦袋來進行實務

晤談。同樣的，EFT 係為家族治療學派的一種，基礎的家族治療訓練還是必須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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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的，甚至應先具有家庭心理學、團體動力、心理病理學等基礎學養。 

第四，增長同理反映的演練與體驗時間：拉長訓練時間能讓學習者能夠將理

論奠定在更踏實的基礎上，尤其是在諮商師對伴侶知覺的捕捉，和同理反映表達

這兩個 EFT 的基本功夫，更是需要大量的演練與體驗歷程。例如國內薩提爾轉化

治療或完形治療訓練，訓練時間都以兩年起跳，這也顯示出培養一個伴侶與家族

治療師是需要花長時間來培養的。而 EFT 同理反映與以往慣用的同理技巧不同，

需要具備依戀理論與系統觀的理解，同理反映無法單單透過書籍和課堂講述而習

得，也無法單靠諮商師自我覺察與檢視，而是需要透過大量的團體演練與體驗，

並且在團體進行觀察、體驗來增強學習者的知覺力和表達力，故應增長同理反映

的演練與體驗時間。 

第五，建立長期維持關係的同儕督導與支持團體：伴侶諮商挑戰性高，成立

定期的同儕督導團體，能夠幫助在學習、探索的路途上有陪伴支持的力量，減少

諮商師心力的耗竭。尤其伴侶與家族治療培養過程漫長而不容易，能建立長期維

持關係的同儕督導支持團體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助力，團體中可以安排書籍的討

論、同理反映的練習、個案的討論、自我的覺察，由此同儕間可以彼此扶持和成

長，並縮短在學習時的摸索期，同時學習者在時間、經濟上的負擔也能減輕。 

第六，發展華人伴侶與家庭的 EFT 同理反映效果研究：林家興（2013）提及，

美國臨床心理師教育工作者 1949年在科羅拉多州博爾德市（Boulder, Colorado），

確立採用科學家和實務工作者的模式（The scientist practitioner model）來訓練臨床

心理師，後來其他心理學分支，包括諮商心理師、學校心理師等也跟進採用。根

據這個訓練模式，心理師被訓練成為一名科學家，同時被訓練為一名能夠運用科

學方法和知識協助當事人的實務工作者。換句話說，科學家和實務工作者訓練模

式的目標在於培養應用科學方法從事實務工作，並且根據科學實證結果作為臨床

助人工作的基礎。當代台灣諮商實務，幾乎都是從國外直接引進治療理論與技術，

並且透過機構訓練發展，似乎較缺乏將一個學派放在學術領域中，做長期個案研

究、臨床觀察，並從研究證據中取得其對台灣社會實質幫助的應證。不同文化的

情緒表達可能具有差異，而同理反映是一種情緒表達的歷程，而 EFT 的同理反映

對台灣伴侶治療的實際成效究竟為何？在文化的差異性上，我們是如何將其融合

運用在台灣社會？在本土化諮商的發展中，EFT 同理反映運用，是否需要做修正？

或是不同性別、年齡、實務資歷的助人工作者，在此同理反映學習上是否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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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以增加個案觀點來進行研究，藉由個案與諮商師之間的交叉檢核，可能

更能看到同理反映的效果與意義。這些都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議題。 

本研究也有些許研究限制，包括參與研究者當時皆未獲得 EFT 國際認證，無

法完整呈現學習 EFT 同理反映時的所有學習者經驗。本研究參與者的伴侶與家族

治療實務資歷不同，還有部分是「準諮商心理師」，故可能部分研究結果是受到

研究參與者的訓練背景與實務資歷的影響，無法完全反映學習該同理反映技巧的

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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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aiwan, Emotionally Focused Couple Therapy (EFT) is a gradually flourishing 

approach. Empathic reflec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ce core skills in EFT. The research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counselors’ learning and practicing experience of 

empathic reflection in EFT. This study is expected to provid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practicing training of couple and family therapy. The research method was used a focus 

group interview on qualitative research. Two focus groups were conducted to identify the 

challenges participants experience as practicing empathetic reflection skills. Eight 

participants, psychology counselors who completed either introductory or advanced 

training programs provided by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Excellence in EFT (ICEEFT),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wo groups of four each. The group responses were analyzed and 

categorized as below. Content analysis revealed three challenges emerge during training: 

1.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internal working model and attachment strategies, 

impeding participants to grasp client’s perceptions of attachment. Learners should not only 

be familiar with the interven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ttachment theory in couple 

therapy, must also be fully familiar with the view of family system theory. It would be 

helpful for learner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attachment theory the family system 

theory in the training and supervision process. 2. Insufficient training of empathetic 

reflection skills, impeding participants to identify couple’s emotions and precisely 

describe the context and interaction. Many learners feel the difficulty of expressing 

empathic reflection, and often have the feel of "can not be clear" or "repeated", especially 

for how to help the couple from the experience of secondary emotions into the pri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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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 and how to be clear elaborate interactive contex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increase 

the expressive ability of empathic reflection in EFT, repeated drills, repeated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even observe the practice of supervision of the scene to expand the 

expression. Similarly, the promotion of the expression with empathic reflection can not 

only rely on the book of the discussion, it is necessary through the field of training to 

enhance the counselor at the here and now of observation and experience. 3. Insufficient 

emotional self-regulation and peer support, impeding participants to apply empathetic 

reflection skills to approach clients. EFT is based on the humanistic approach. It is very 

emphasis on the use of counselor themselves as a tool to close to the client’s world. 

Counselors need a lot of emotional support and awareness to develop the ability of 

emotional regulation and identify emotion. Without sufficient professional supervision 

support, learners are more easer to feel frustration, or even feel their own lack of capacity, 

and even feel shame.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it may be a key important factor to help the 

learners to feel supported and encouraged. Participants overcame these challenges by: 1. 

More studying on the EFT theories and skills. It consisted of exploring the literature, 

attending workshops, using the negative interaction cycle to conceptualize clients, 

studying session video, and increasing consulting experience. 2. Receiving constant 

supervision. 3. Relating theories to personal experiences.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suggest 

trainers and learners to: The researchers proposed some suggestion for further training in 

couple and family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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