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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與本土、變遷與因應：網路諮商的本土發展 

 

王智弘
* 

 

摘要 

 

    心理諮商專業的發展從國際到本土，網路諮商的發展從變遷到因應，國際的變

遷以及本土的因應一直是台灣心理諮商專業發展的主要劇情脈絡，如何放眼國際並

紮根本土正是心理諮商專業發展持續努力的方向，而網路科技的衝擊，則提供了一

個必須快速回應變遷的情境，諮商專業人員如何應用網路科技帶來的便利以提供遠

距專業服務，並因應網路科技帶來的問題以解決網路成癮等相關問題，也是諮商專

業人員不斷要去面對與學習的課題，隨著衛生福利部於 2019 年 11 月 29 日公告《心

理師執行通訊心理諮商業務核準作業參考原則》，正式宣示網路諮商合法化，所謂網

路諮商、遠距諮商、通訊諮商或者媒體中介諮商，終於成為心理師的正式業務範圍，

政府所邁出的這一步政策突破，雖然相當落後社會發展的腳步，但也得來不易，其

中特別要歸功於數位政務委員唐鳳所推動，並在國家發展委員會法制協調中心、資策

會科技法律研究所與許多網友支援下，所建立的 vTaiwan.tw 數位經濟法規線上諮詢平

台，對於心理師執行通訊心理諮商業務的法制調適提供了關鍵的助力，本文就台灣網

路諮商的發展為主軸探討此等諮商服務方式所涉及的相關問題。 

     

 

 

 

 

 

 

 

 

關鍵詞：網路諮商、本土諮商心理學、心理諮商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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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是影響現代生活最重要的科技，改變了我們生活的各個層面，當然也

對助人專業帶來重大的衝擊，特別是網路諮商以及網路成癮的議題。隨著網路科技

的普及與發達，助人專業服務應用網路一直是重要的發展趨勢（王智弘，2000，2009）。

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1997)很早就指出，運用電子

通訊科技以提供衛生服務是 21 世紀提升衛生服務的重要策略。觀察自網路科技快

速發展以來，助人專業對網路科技的應用趨勢，最早是美國生涯發展學會（National 

Care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NCDA）提出利用網路以提供生涯資訊與規劃的指

導方針（1997）；其次是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

針對以電話、電訊會議或網路提供服務之相關倫理守則適用條文（1997）；更具體

的指標是美國全國合格諮商師委員會（National Board for Certified Counselor, NBCC），

制定了第一個網路諮商的倫理守則（1998）以及實務規範（2001, 2007），美國諮商

學會（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ACA）接著也提出了網路諮商的倫理守則

（1999），國際線上心理衛生協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Mental Health Online, 

ISMHO），亦提出了線上心理衛生服務的建議準則（2000）。而中國輔導學會（台

灣輔導與諮商學會的前身」則在 2000 年的年會上設立網路諮商的主題論壇，並在

新修訂的第二版倫理守則（2001）中制訂了網路諮商的專章，以針對此一新興的服

務型態加以規範。這些早期的遠見，為網路諮商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國內最早提供網路諮商服務的機構包括「高雄張老師」1996 年起在中山大學

BBS 站美麗之島（Formosa）所推出之「張老師與您談心板面」與 E-mail 網路諮商

服務（彭武德，1997），最特別的是他們在 1998 年舉辦台灣第一次專門探討網路諮

商服務的「網路諮商工作研討會」，這也是我開啟網路諮商研究的關鍵，因當年任

職「高雄張老師」的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彭武德老師，邀我去

研討會主講網路諮商的倫理議題，使我踏入了網路諮商的研究與實務領域，並於

1998 年 9 月 3 日在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創建了「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系

列公益網站，之後並透過提出研究計畫以申請購買使用（www.heart.net.tw）的獨立

網域，我是網站主持人，協同主持人則是本系的林清文教授與劉淑慧教授，當年在

大學部就讀的魏嘉宏老師與系上一些熱心的同學義務協助，我們架設了「台灣心理

諮商資訊網」的第一個網站「諮商專業倫理研究室」，維持網站其實並不容易，沒

想到撐著撐著時間一晃 20 年過去了，除了系上支持我們架站空間與設備，電腦工

程師黃健峰先生長期熱心協助之外，我們在沒有任何固定經費補助下以公益精神持

續經營，目前在我們伺服器上有超過 40 個心理與教育相關主題的網站，並除了提

供各種專業網頁資料以供網友瀏覽之外，也持續提供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中華本

土社會科學會、台灣心靈健康資訊協會等專業學會免費網站空間，網站的免費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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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專業資訊看板」、「求才求職看板」已是助人專業領域交換研習、實習或

工作機會最主要的資訊平台。 

當年除了「高雄張老師」與「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之外，提供網路諮商相關

服務的網站，還包括「心靈園地」（由當時任職玉里榮民醫院的林朝誠、陳震宇與

白雅美醫師所創辦）、「心理健康諮詢網」（由台灣大學心理系陳淑惠教授所創辦，

現已改名為「災難與創傷心理資訊網」）以及「台北生命線」等，當時主要是提供

留言板、討論區或電子郵件的網路諮商服務，之後「台北張老師」在 2001 年初開始

以 WWW 的網路聊天室型式進行預約制的即時網路諮商服務，「台灣心理諮商資訊

網」則建置「網路諮商服務研究室」網站，並透過設計 Let’s talk 網路聊天室程式以

進行網路諮商研究，2003 年國內為推動網路心理衛生服務的「台灣心靈健康資訊協

會」也正式成立。 

隨著網路科技在生活上的普遍應用，一般民眾透過網路求助的意願也逐漸增加，

相關機構提供網路諮商服務已成為重要的服務方式之一（王智弘，1998a，1998b，

2009；阮文瑞，1998；彭武德，1997；Shapiro & Schulman, 1996）。國內早期即提

供網路諮商服務的社區機構包括：高雄張老師、台北生命線、台北張老師等。而「華

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也在 2008 年推出「心療在線」線上諮詢服務（戴淑

芳，2008）。國內早期網路諮商的發展心理諮商網站與社區機構可說是重要的推手。 

而學校機構也開始透過建置輔導相關網站以提供網路諮商服務，較早提供此等

服務的包括大學的學生輔導中心，如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陽明大學、

嘉南藥理科技大壆、淡江大學、國立屏東教育大學等，或者中小學輔導工作團隊，

如雲林縣輔導工作輔導團網路諮商向日葵計劃等，都是早期開風氣之先的例子（王

智弘，2009）。 

除了學界、社區與學校機構之外，政府部門對網路諮商服務的推展其實也有參

與，特別在過去因應災難與危機事件時都曾應用過網路諮商服務，比如，在 1999 年

921 大地震發生，由教育部訓育委員會委託，由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社區心理諮商及

潛能發展中心承辦，而由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負責建置的「921 災後輔導與諮商資

訊網」，在當時透過網頁資訊的傳遞，快速的提供救災所需的災後心理輔導與「創

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處遇的重要資訊，對災

後心理復健工作有很大的助益，而當時所累積的資訊也在 2008 年 5 月 12 日中國大

陸四川汶川大地震時提供了救災的參考，在 2003 年 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肆虐期間，教育部訓育委員會委託中國輔導學

會承辦，而由台灣心理諮商諮訊網負責建置的「校園危機處理與 SARS 心理輔導諮

詢網」，除透過網頁傳播校園防疫心理健康資訊之外，也推出 E-mail 網路專家諮詢

的服務，同時行政院衛生署（衛生福利部的前身）則透過委託中華心理衛生協會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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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由「SARS 心理健康行動聯盟」與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所建置之「社區心理衛

生危機處理與 SARS 心理健康諮詢網」，除透過網頁傳播社區防疫心理健康資訊之

外，亦提供 E-mail 網路專家諮詢的服務，由於 SARS 的疾病傳染特性而造成面對面

諮商服務的限制，因而推出遠距諮商系統的服務，也使網路諮商服務的發展又向前

邁進（王智弘，2009）。危機往往也可能成為進步的轉機。 

不過政府部門參與網路諮商服務的最重要的進展應首推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行

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的前身）於 2006 年所建置的「公務人員網路諮商服務網」，提供

了 Skype 即時視訊、留言版與 E-mail 的多元員工協助方案網路諮商服務（王智弘，

2009），此外，行政院海巡署（海洋委員會的前身）所建置的「溫老師諮商園地」

則提供了電子郵件型式的網路諮商服務（王智弘，2006），而國防部在 2008 年亦為

軍士官兵架設了「國軍網路諮商服務網」（李耀杉，2008），教育部訓育委員會（學

生事務與特殊教育司的前身）曾委託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建置「中輟復學

輔導網路專家諮詢系統」以提供教師與家長的中輟諮詢服務，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

署亦曾委託八里療養院建置「祕密花園青少年視訊諮詢網」以提供青少年兩性教育

相關諮詢服務，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亦曾建置「中科園區員工協助中心」網

站提供中科進駐廠商的員工協助方案網路諮商服務，政府部門參與網路諮商服務的

提供是值得肯定的施政方向。 

為了解早期網路諮商的發展狀況，筆者曾住持過一項國家科學委員會（科技部

的前身）的研究計畫，以進行全國性網路諮商服務的調查研究，發現在全國 300 個

有提供網路諮商服務的網站的服務方式包括（王智弘、林清文、劉淑慧、楊淳斐、

蕭宜綾，2008）：80.3%有提供輔導資訊網頁型態服務；70.2%有提供 E-mail 型態服

務；52.2%有提供留言版型態服務；29.8%有提供討論區型態服務；12.9%有提供 BBS

型態服務；9.6%有提供聊天室型態服務；4.5%有提供即時視訊型態服務；3.4%有提

供線上測驗與評量型態服務；2.8%有提供網路電話型態服務。可見實務的發展其實

是很快的，需要加緊腳步的是教育、研究與政策。 

有關網路諮商的教育與研究方面，筆者最早投入網路諮商的研究室針對其倫理

議題以及可行的理論取向與實務技巧加以探討（王智弘，1998a，1998b；王智弘、

楊淳斐，2001），隨著筆者在 2000 年起於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大學部開設

「媒體與諮商」（後改名為網路諮商）課程，與在碩博士班開設「網路諮商研究」

以教授電話諮商、函件諮商與網路諮商之相關課程之後，並開始指導研究生進行網

路諮商的相關研究，我們首先就不同網路諮商的型態加以研究，並陸續探討留言板

（林昭伶，2005）、討論區（施文正，2006）、聊天室（李偉斌，2002；李偉斌、

陳慶福、王智弘，2008；卓翠玲，2007；郭思琪，2008；張勻銘，2005）、MSN（微

軟推出的史上第一個線上即時影音通訊軟體，李書藝，2004）、Skype（林夏安，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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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同網路溝通型態的可能助人成效。從上述研究中其實可以理解不同的網路溝通

形式各有其效果與特色，可以提供網路求助者不同的協助管道與可能選擇，以回應

其不同的求助需求，而即時的網路諮商相較於面對面諮商，在諮商歷程之工作同盟

與晤談感受的數值與趨勢上的表現其實是相當的，而呈現出相近的立即性諮商效果

（李偉斌，2001；李偉斌、陳慶福、王智弘，2008）。因此，對網路諮商的效能我

們可以抱持相當正向的態度加以看待。 

除了不同型態的網路諮商成效研究之外，我們也同時進行不同諮商取向的網路

諮商適用性研究以及協助不同問題當事人的網路諮商成效研究，包括焦點解決的網

路諮商研究（李書藝，2004）、以認知治療網路諮商協助憂鬱情緒當事人的研究（張

勻銘，2005）、以認知行為網路諮商協助焦慮情緒當事人的研究（郭思琪，2008）、

以一次單元諮商模式網路諮商協助人際困擾當事人的研究（卓翠玲，2007）、以一

次單元諮商模式網路諮商協助焦慮情緒當事人的研究（林夏安，2009）以及以一次

單元諮商模式網路諮商協助網路成癮當事人的研究（林雅涵，2011；陳彥如，2010；

張勻銘、王智弘、陳彥如、楊淳斐，2012）。從台灣的研究中可以發現，不同的諮

商取向皆有適用於網路諮商以協助不同問題當事人的可能性，其中又以焦點解決短

期治療取向在網路諮商上的運用（王智弘、楊淳斐，2001，2016；李書藝，2004；

許維素、鄭惠君、陳宇芬，2007；鄭惠君，2006）以及一次單元諮商模式在網路諮

商上的運用（王智弘、楊淳斐，2001，2016；卓翠玲，2007；林夏安，2009；林雅

涵，2011；陳彥如，2010；張勻銘、王智弘、陳彥如、楊淳斐，2012）被探討的較

多，其在網路諮商上的適用性也相對確定。 

網路諮商在台灣的發展是從網路諮商的實務應用開始，然後諮商教育機構開始

開設網路諮商課程，學界也開始進行網路諮商研究，學會也制訂了規範網路諮商的

倫理守則條文，萬事俱備卻只欠東風：醫療政策不允許。即使美國與日本等國已合

法實行網路諮商服務多年，我國主管專業人員施行網路諮商業務的政府單位—衛生

福利部一直在法規上不願鬆綁（國家發展委員會，2017），其主要是基於醫師執業

「應在所在地主關機構核准登記之醫療機構為之」的規定（醫師法，2018）與心理

師執業「以一處為限，並應在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構核准登記之醫療機

構、心理治療所、心理諮商所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為之」的規定（心理師，

2018），衛生福利部一直不允許醫師與心理師提供給民眾遠距醫療服務，直到行政

院在數位政務委員唐鳳的推動之下，並結合國家發展委員會法制協調中心、資策會

科技法律研究所與眾多熱心網友的支援，所建立的 vTaiwan.tw 數位經濟法規線上諮

詢平台，將「醫師、心理師透過網路平台提供服務」正式成案，在 2017 年 10 月 26

日於行政院召開討論會議，筆者也應邀在會議上以「網路在台灣助人專業的應用回

顧」為題進行報告（王智弘，2017），會議的共識朝向開放的方向推動，在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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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aiwan.tw 數位經濟法規線上諮詢平台的持續推動下，衛生福利部先是在 2018 年

5 月 11 日公告《通訊診療辦法》，又於 2019 年 11 月 29 日公告《心理師執行通訊

心理諮商業務核準作業參考原則》，正式宣示網路諮商合法化，所謂網路諮商、遠

距諮商、通訊諮商或者媒體中介諮商，終於成為心理師的正式業務範圍。 

網路科技與網路諮商的發展是國際社會的重大變遷事件，台灣網路諮商的本土

發展則是對此國際變遷的本土因應，雖然是來的晚些，但是也終於達陣了。台灣的

諮商專業無法置身於國際發展的趨勢之外，但是要貼近本地民眾的需要也不能不有

本土文化的考量，在本期所刊登的兩篇論文也都展現了國際變遷與本土因應的特色。 

張娟鳳與吳貞誼（2019）所發表的「本土心理師『同盟破裂與修復』經驗的訪

談研究」探討了本土心理師在諮商與心理治療歷程中與當事人的互動經驗，針對心

理師與當事人經歷建立同盟、覺察同盟變化與破裂，以及修復同盟破裂的過程加以

探討，並與西方先前研究結果做跨文化的比較，發現在本土的研究中所發現「過度

討好與讚美」的同盟破裂類型表現，與西方的研究結果有所不同，張娟鳳與吳貞誼

認為此可能與中西方的文化差異有關。諮商歷程的研究在Martin（1984）批評傳統

諮商與心理治療研究所採取之過程－結果典範（process-product paradigm）有所不足，

而強調認知中介（cognitive mediational）研究的重要性，其所宣告的是 1980年代以

來，已有諮商研究的新典範取代傳統的諮商效果研究，也就是所謂的諮商歷程研究，

而在諮商與心理治療學界推動了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上的重大改變與突破（段昌明、

王麗斐，1993；Elliott, 1983; Greenberg, 1986; Greenberg, & Pinsof, 1986; Heppner, 

Kivlighan, & Wampold, 1992; Heppner, Rosenberg, & Hedgespeth, 1992; Hill, 1990, 1992; 

Hill & Corbett, 1993; Mahrer & Nadler, 1986; Marmar, 1990），在歷程研究中工作同

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主題，張娟鳳與吳貞誼（2019）的研究不採取量化分析的

方法，而是採取敘事分析的質性策略以研究同盟破裂與修復的經驗，此等質性的分

析方式更有機會去探索文化因素對心理諮商歷程的可能影響，而能以本土文化的視

野去探討此等諮商歷程的重要主題。 

沈慶鴻（2019）所發表的「諮商教育與服務的未來：人工智慧發展下的影響與

回應」一文，探討的是目前最紅的科技議題：人工智慧，沈慶鴻提到 2017 年 6 月 5

日看到報紙斗大的新聞標題「AI 將取代人類 50%的工作」，文中報導創新工場創辦

人暨執行長李開復先生於台灣大學畢業典禮演講的內容，提出「未來 10 年的 AI 革

命，不僅比工業革命的規模更大，還來得迅速猛烈」並預言「AI 能在任何任務導向

的客觀領域裡超越人類…AI 將取代人類 50%的工作」。因此沈慶鴻認為如何應用 AI

以輔助心理治療和諮商工作，將是未來諮商專業跨領域研究的重點；她也認為隨著

科技發展的速度加快，心理治療和諮商專業的專業倫理要有隨之調整的準備，與電

腦和網路相關的心理疾病亦可能持續更新，而諮商教育也需培養學生面對人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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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跨專業能力，才能順應此一人工智慧的發展趨勢。到底 AI 會取代心理師的工作

嗎? 李建復在另一場演講中提到未來什麼樣的工作不會被 AI 取代時表示（聯合新

聞網，2019）：「重複性、日常性、優化性的工作都非常的危險，只有複雜的工作，

還有創意性的工作，比較安全。」「所以可確定的是，未來 2、30 年之內，創意性

的工作，還有愛與關懷的工作，AI 是做不來的。」可見心理師除了要了解 AI 與運

用 AI 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發揮助人工作者所特有的「創意、愛與關懷」的核心特質

與價值，才是在未來科技社會中維持東方不敗的法寶。 

無論是網路科技或是人工智慧，好的科技始終要來自於人性，心理諮商專業在

全球化、科技化的快速變遷社會中，除了要了解科技、應用科技，要能以不變應萬

變的，還是要以本土化的思維、人性化的溫暖，付出專業、付出愛以持續照顧需要

關懷的人們，這也是助人專業人員不會被 AI 取代的安身立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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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seling profession has gone from international to indigenou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online counseling has gone from change to response. Global 

changes and indigenous responses have always been the main storylin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counseling profession. How to pay attention to global changes and integrate 

into the local culture is the direction of continuous efforts in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counseling. The impac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provides a situation that makes the 

counselor must respond quickly to the changes. Counseling professionals how to apply the 

convenience brought by Internet technology to provide remote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to cope with related problems such as Internet addiction caused by Internet technology, are 

also the issues that counseling professionals have to face and learn. With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announced on November 29, 2019, the "Principles of Counseling 

Business Approval Operation" officially declares the legalization of online counseling. 

The so-called online counseling, remote counseling, telecommunicated counseling, or 

media mediated counseling have finally become the official business scope of 

psychologists. This step of policy breakthroughs, although quite behind the pace of social 

development, is not easy to come. We mainly thanks to vTaiwan.tw, digital economic 

regulations online consultation platform which is promoted by minister Audrey Tang, and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Regulatory Reform Center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Science & Technology Law Institute of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Industry, and the support 

of many netizens. This platform provides critical assistance for the psychologist to 

implement the legal adjustment of telecommunicated counseling busines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lated issues involved in these counseling service method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online couns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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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心理師「同盟破裂與修復」經驗的訪談研究 

 

張娟鳳、吳貞誼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本土心理師在諮商與心理治療歷程中與案主建立同盟、覺察同

盟變化與破裂，以及修復同盟破裂的情形，並與西方文獻做跨文化的比較。本研究

邀請國內五位諮商心理師與五位臨床心理師，研究方法採半結構式訪談，蒐集心理

師們在助人實務工作上的經驗，並透過敘事分析的「類別－內容」模式進行資料的

整理與分析。研究結果與發現如下：（1）同盟是諮商與心理治療的基礎與根本；（2）

同盟的建立情形存在個案差異；（3）同盟是動態的、非恆定的；（4）同盟破裂的發

生是不可避免的；（5）焦點解決短期諮商雖較少出現同盟破裂，但亦有可能面臨的

風險；（6）同盟破裂必須透過適當的策略加以修復；（7）同盟破裂的修復能力隨著

實務經驗的累積而提升；（8）同盟破裂是諮商與心理治療的考驗，但也可能帶來新

的轉機；（9）本研究發現與國外情形大致相符，然亦有相異之處：在本土諮商與心

理治療歷程中，除了「面質型破裂」和「退縮型破裂」兩大類型之外，尚出現「過

度討好與讚美」的類型表現，此可能與中西方的文化差異有關。根據上述研究結果

與發現，本研究提出相關建議：（1）心理師應將同盟建立視為治療初期的首要任務，

且持續注意同盟的變化；（2）心理師應預先做好準備，學習面對和接納同盟破裂；

（3）心理師應尊重案主的個別差異，以最適合的方式和步調進行治療；（4）心理師

應時時進行自我檢視與覺察，並學習自我照顧；（5）在新手心理師的專業訓練上，

應加強同盟概念及相關能力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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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 諮商與心理治療歷程的研究 

 

陳秉華與蔡秀玲（1999）曾回顧國內近十年來關於諮商與心理治療歷程的研究，

歸納出常見的研究主題為：（1）諮商師技術：包括自我開放、勸告與資訊提供、面

質、解釋；（2）諮商師反應、案主反應與結果間的關係：包括諮商師的意圖與口語

反應模式、諮商中重要時刻諮商師的口語反應與案主內隱及外顯口語反應間的關係、

諮商師與案主互動之序列關係、諮商師與案主的口語反應與同盟及晤談感受間的關

係；（3）諮商中重要事件或好時機；（4）同盟、移情與反移情等與諮商關係相關的

主題；（5）諮商師的概念形成；（6）其他主題：如諮商師的理論取向與概念水準、

諮商師的不當行為、諮商師的自我覺察；（7）以事件為主的改變歷程：針對少數案

主，以自然觀察或探索發現式方法來瞭解案主的改變歷程。 

本研究所欲探究的同盟概念屬於諮商與心理治療歷程中情境變項的治療關係，

而同盟的破裂與修復亦是諮商與心理治療歷程中洞察和行動階段的重要課題之一。

然而，國內目前關於同盟的研究雖然涵蓋了同盟與諸多變項或主題間關係的探討，

但針對諮商與心理治療歷程中同盟的變化、破裂與修復情形的研究卻相當缺乏，仍

有許多值得進一步探究的部分。因此，本研究欲透過訪談與質性研究分析方法，深

入探究心理師在諮商與心理治療歷程中與案主建立同 

盟、覺察同盟變化與破裂，以及修復同盟破裂的過程，以及該過程對於案主、 

諮商與心理治療互動和結果的可能影響。  

 

二、 同盟的研究 

 

（一） 同盟的內涵 

回顧同盟概念的發展歷史，同盟的概念深植於早期的精神分析文獻中（劉同雪，

2008；Safran, 2003; Safran & Muran, 2000）。「治療關係」的重要性最初是由 Freud 

在其早期對於移情（transference）的理論文獻中提出來討論。雖然 Freud 首先提出

在治療過程中 “成為案主之合作者（collaborator）” 的重要性，但 Freud（1912）主

要關心的是治療關係的移情部分，以及移情分析的重要性。其指出移情包含從某一

個對象或個體到另一個對象或個體的情感轉移，此種態度上的移情在過去常被視為

與父母親有關。 

Greenson（1967）對治療關係進行發展性的闡述，其指出治療關係是由移情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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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transference configuration）及真實關係（real relationship）所構成。真實關係為

案主和治療師彼此間相互的人性反應，包括非扭曲的知覺、真誠的喜歡、信任與尊

重。此外，Greenson 將同盟概念化為治療雙方在所進行的治療中有目的地一起工作

的能力。雖然案主的移情反應可能支持同盟，但同盟的基本核心為真實關係。 

同盟的概念對於精神分析領域有著重要的影響，雖然其總是備受爭議，但卻始

終在傳統的精神分析理論裡，持續扮演著一個重要且有意義的角色。同盟的概念後

來在心理治療研究領域漸受關注與重視，Edward Bordin 便是促進此一研究興趣發

展的關鍵性人物。Bordin（1979）對同盟概念重新概念化，將同盟重新闡述為一「跨

理論（transtheoretical）」的概念，其在促進心理治療研究者發展對於同盟的興趣上，

扮演著一相當重要且具發展性的角色。Bordin 指出，不論治療師的取向為何，均存

在著某種形式的同盟。同盟的類型雖然會隨著治療類型與治療要求的不同而有所不

同，但均由案主與治療師對於治療工作的三個主要要素的一致性所組成：治療目標

（goals of therapy）、治療任務（tasks of therapy）、情感聯結（emotional bond）。這三

個要素以相互依存的方式運作著，且持續地影響著彼此。 

研究者整理相關文獻歸納出對於同盟之傳統概念化與 Bordin 概念化的差異，

如表 1 所示： 

 

表 1 

「同盟」的傳統概念化與 Bordin 概念化的比較 

傳統概念化 Bordin 概念化 

靜態的、穩定的 動態的、相互的、過程取向的（不斷協

商） 

單一整體的改變模式 改變可能以許多方式發生 

單一的治療目標與任務 治療有許多不同的、可能的目標與任務 

傾向在患者較理性、非神經質的部

分，以及較移情的部分做一區分 

避免區分關係中的移情和真實部分，強

調技術因素和關係因素間的相互依賴 

改變的核心機轉為洞察，最重要的介

入策略為詮釋 

「同盟破裂協商」為治療過程的重要部

分，亦為改變過程的核心 

諮商與心理治療研究也已經累積大量的證據指出，不論是從不同的觀點（如治

療師、案主、觀察員等），或是使用各種不同的測量方法，同盟均是橫跨不同諮商與

心理治療取向間，對於諮商與心理治療效果的穩定、良好預測因子（林瑞吉、劉焜

輝，1998；謝麗紅，2000；Gaston, 1990; Horvath & Bedi, 2002; Horvath & Greenberg, 

1994; Horvath & Symonds, 1991; Martin et al., 2000; Safra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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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同盟的發展與影響因素 

Bordin（1980）提出一個同盟的模式（見圖 1），用以說明同盟對於諮商與心理

治療歷程和結果的影響。該模式指出，若案主經驗到正向的同盟，則較可能產生成

功的結果。而初期的同盟會影響到中、後期的同盟。在諮商與心理治療歷程中，若

第一次的同盟為負向的，則可能會導致案主中斷來談。此外，治療師在治療前的專

業技術與人際特質，以及案主在治療前的人際間因素與個人內因素均可能會影響初

期的同盟（張娟鳳，2001）。 

 

 

 

 

 

 

 

 

 

 

 

圖 1 工作同盟模式 資料來源：Horvath, A. O., & Greenberg, L. S. (1994). The 

working alliance: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New York: Wiley. 

此模式亦指出同盟可能會在任何時間因為各種因素而遭受到破壞。當同盟失敗

時，治療會受到影響：在治療的初期，可能會難以發展支持性的關係，或在對治療

程序取得同意上產生問題。在此些情況下，案主不太可能遵從治療，且可能會提早

結案（Kokotovic & Tracey, 1990）。而在治療的較後期，若案主無法體認同盟受到干

擾，則可能會感覺到治療下滑（如失功能的想法、情感或行為模式並未受到挑戰），

或是可能以不真實的、理想化的態度回應治療師，因而無法運用治療相遇

（therapeutic encounter）來處理重要的議題（如出現正向的移情，但卻未能建立同

盟）。在此些情況下，治療變成一種週期性的循環，治療內的事件會規律地重複出現，

不斷反映出案主過去尚未解決的衝突。此時，若同盟受到的挑戰過於嚴重，或是沒

有受到妥善的注意和處理，則可能會導致無法修補同盟破裂的嚴重結果（Safran et 

al., 1990）。 

 

（三）同盟破裂與修復的研究 

關於同盟破裂的種類，目前有兩種主要的類型：「退縮型破裂」（withdraw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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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ptures）與「面質型破裂」（confrontation ruptures）。退縮型破裂的案主傾向於以退

縮、順從或間接表達負面情感的方式，來處理治療關係中的困難或誤解，亦即，案

主可能會突然地沈默、退縮、改變話題或缺席等。而面質型破裂的案主則傾向於逃

避表達個人潛在的需求，習慣以指責或苛求的方式表達負面的情感，如公然地抨擊

或責備治療師（劉同雪，2008；Safran, 2003; Safran & Muran, 1998; Safran et al., 2005; 

Stevens et al., 2003）。 

Safran 和 Muran（1998）由其所進行的研究中，闡述一同盟破裂的化解模式，

該模式適用於澄清某些治療歷程，如解決短期治療結案時出現的治療關係緊張。該

模式由四個階段組成：注意破裂、探索破裂經驗、探索逃避、自我肯定或表達潛在

的希望。每一個階段均由「案主的狀態」及「治療師用以促進狀態轉變的治療介入」

組合而成（見圖 2）。 

Safran 和 Muran（2000）藉由任務分析（task analysis）將同盟破裂化解模式區

分為兩種類型：（1）「退縮型破裂化解模式」，此模式由五個階段構成：退縮型破裂

標記、注意並自破裂標記中解套、有限的肯定、逃避、自我肯定（見圖 3）；（2）「面

質型破裂化解模式」，此模式與退縮型破裂化解模式十分相似，但由六個階段組成：

面質型破裂標記、解套、探索建構、逃避攻擊、逃避受傷、受傷（見圖 4）。 

 

 

 

 

 

 

 

 

 

 

 

 

 

 

 

圖 2 治療同盟破裂化解模式 資料來源：Safran, J. D., & Muran, J. C. (1998). The 

therapeutic alliance in brief psycholog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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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退縮型破裂化解模式 資料來源：Safran, J. D., & Muran, J. C. (2000). 

Negotiating the therapeutic alliance: A Relational Treatment Guide.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圖 4 面質型破裂化解模式 

資料來源：Safran, J. D., & Muran, J. C. (2000). Negotiating the therapeutic alliance: A 

Relational Treatment Guide.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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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表現同盟破裂（enacting the alliance rupture）：案主和治療師陷於一種會引起破裂

的關係結構中。雖然治療師可能有某種程度地覺察到破裂或僵局，但可能尚未反映

其自身在當下關係結構中參與的本質。退縮型破裂的案主可能會藉由退出或部分地

脫離治療師、自己的部分經驗或治療過程，來處理治療關係的緊張。而面質型破裂

的案主則會直接地表達對於治療師或某部分治療過程的生氣、憤怒或不滿情緒。簡

言之，退縮型破裂的案主難以直接表達他們的自主需求，面質型破裂的案主則較難

以表達他們的關係需求。 

2.注意破裂且開始解套的過程（attending to the rupture and initiating the disembedding 

process）：治療師開始明確地聚焦於「此時此地的治療關係中正表現些什麼」。此 

外，也開始反映其自身參與的本質，並開始解套的過程。某些形式的後設溝通

（metacommunication），如：治療師試圖藉由評論來跳脫此一表現，或是在某些情況

下，明確地承認自身的貢獻和責任，通常都有助於解套過程的進行。雖然解套的過

程首先在此狀態下開始，但其會在整個破裂化解的過程中持續進行。 

3.探索案主的經驗（exploration of the patient's experience）：案主開始探索和表達其對

於同盟破裂的感受。在退縮型破裂的情況下，案主典型地會開始表達他們的負面感

受，或是他們對於支持或撫育的希望，但是是以一種保留的或間接的方式表達。而

在面質型破裂的情況下，這些感受典型地會以一種責備的或苛求的方式來表達。 

4.探索逃避（exploration of the avoidance）：治療師協助案主探索會干擾其承認和表

達潛在慾望與需求的防衛性過程。此過程會在探索逃避及探索案主的經驗之間來回

地輪流、交替。當在探索經驗上遇到阻礙時，探索逃避有助於將其鬆開。然而，探

索經驗必然會導致更多的焦慮、更防衛的行動，需要進一步地探索逃避。防衛性過

程有兩種主要的類型：第一種類型是由案主對於治療師對其潛在需求之反應（如放

棄、報復、崩潰）的恐懼和期待所組成；而第二種類型是由案主對於其自身希望或

需求的內化負面評價所組成。 

5.潛在的希望出現（emergence of the underlying wish）：案主表達在其所防衛之治療

關係脈絡中出現的希望或需求。在退縮型破裂的情況下，案主典型地會採取自我肯

定的形式（如對治療師表達憤怒）；而在面質型破裂的情況下，案主典型地會表達具

有較脆弱或易受傷本質的需求或希望（如需要撫育或指導的希望）。在此階段十分重

要的是，當案主表達他們潛在的希望時，治療師應以同理的、肯定的態度回應。不

論治療師是否能夠或是否選擇滿足案主的潛在希望，同理案主的潛在渴望及其未被

滿足的相關痛苦感受是很重要的，此有助於案主開始視其自身的需求為有效且合理

的，且同時能夠開始接納他人的限制，並放棄追求理想化與無法達成的目標。 

「同盟破裂化解模式」發展至 2011 年 Safran & Muran 的研究暫告一段落，後

續研究較少出現。Safran, Muran 與 Eubanks-Carter（2011）於美國心理學會「心理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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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期刊發表一份「修護同盟破裂」（repairing alliance ruptures） 的回顧性文章，將

過去發表過的相關論文（148 篇與 376 篇）進行二個整合分析（meta-analysis）。第

一個整合分析檢查破裂修護的段落與治療效果的關係（ r =.24 z =3.06, 95%  

CI[.09, .39], P=.002, k=3, N=148），第二個整合分析檢查訓練治療師使用破裂修護介

入的準則，與治療效果的關係（prepost r=.65, z=5.56, 95% CI[.46,.78], p<.001, k=8, 

N=376。這兩項統計都証實心理治療中修護同盟破裂的重要性。 

國外除了上述 Safran 與 Muran 的模式外，尚有其他學者對於「同盟的破裂與修

護」，也進行相關研究，茲舉例說明如下： 

Constantino 等人（2008）探究整合認知治療（Integrative Cognitive Therapy, ICT）

（包含某些特殊的同盟破裂化解策略）對於憂鬱症的效能。研究結果顯示，ICT 案

主較傳統 CT 案主有較佳的改善結果，且較容易達到臨床上的顯著改變。此外，ICT

案主亦評定較高的同盟及同理分數。此些初步發現支持 ICT 的可行性，以及同盟破

裂修復策略對於治療過程和結果的影響。 

Bennett、Parry 和 Ryle（2006）透過任務分析，探究治療師如何在邊緣性人格

疾患的認知分析治療中成功地解決同盟受到的威脅。研究結果顯示，成功解決同盟

所受的威脅取決於治療師的辨識能力。在獲得良好治療效果的案例中，治療師能夠

辨識且聚焦於大多數的問題關係模式；而在效果不佳的案例中，治療師對此常無法

加以覺察或注意。 

Strauss 等人（2006）以 30 位願意嘗試認知治療的畏避性人格疾患或強迫性人

格疾患門診案主為研究對象，研究中的同盟變項為案主對於早期同盟的評定與「破

裂－修復」的情節。研究結果顯示，強韌的早期同盟和「破裂－修復」情節能夠預

測人格疾患及憂鬱症狀的改善。此研究指出在此類人格疾患治療發展上的重要目標。 

Pinkerton（2008）提醒治療師：維持正向治療關係的最簡單要素為對案主表現

尊重的行為。研究者列出部分治療師在治療過程中容易出現的錯誤，包括：遲到、

意願不高、緩慢、表現疲憊、操控或打斷對話、說錯案主的姓名、一再注意時間等。

治療師應該注意此些行為以及其他可能會令人感到不愉快的行為。若治療師出現不

尊重的行為，尤其當同盟發生破裂時，治療師試圖去修復傷害是十分重要的。此外，

治療師應以開放、非防衛的態度，鼓勵案主表達自身對於該些行為的感受。 

    反觀國內，關於同盟破裂與修復主題的相關研究卻相當少見，目前僅有劉同雪

（2008）提出的「如何運用『治療同盟破裂化解模式』：個案報告」，以及兩篇針對

此一個案報告所做的回應（李維倫，2008；謝佩玲，2008）。劉同雪（2008）描述治

療師主動與案主談論過度依賴及界限的議題，導致案主在主觀上經驗到被治療師拒

絕，因而開始在治療互動中採取逃避的回應。治療師運用 Safran 和 Muran 的「同

盟破裂化解模式」闡明如何有效地運用後設溝通，將同盟破裂的危機轉化為治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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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契機。 

蔡秀玲（2012）將工作同盟用於督導方面，從督導者與受督者的角度檢視影響

督導工作同盟發展相關要素，共邀請七組督導配對在督導初期與後期分別進行深度

訪談，所收集的訪談資料採用開放性譯瑪的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受督者對督導關係

的焦慮有礙同盟；督導者則強調受督者的主動性與持續督導同一個案對工作同盟的

重要性，以及受督者不表達需求有礙督導工作同盟。 

因此，本研究欲透過訪談及質性研究分析方法，蒐集和整理本土諮商與心理治

療歷程中同盟發生變化、破裂及修復歷程的相關素材，以深入瞭解台灣本土諮商與

心理治療歷程中的同盟破裂與修復情形，且與西方的模式作一比較，找出兩者間的

差異，並探討可能的原因。 

 

三、 研究問題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問題如下： 

 

（一）在本土諮商與心理治療歷程中，心理師認為同盟對於諮商與心理治療結果的

影響為何？ 

 

（二）在本土諮商與心理治療歷程中，心理師如何與案主建立同盟？同盟的建立情

形是否隨案主的不同而有差異？ 

 

（三）在整個諮商與心理治療歷程中，同盟可能會出現哪些變化？ 

 

（四）在本土諮商與心理治療歷程中，常見的同盟破裂情形有哪些？可能對諮商與

心理治療造成哪些影響？造成同盟破裂的可能原因為何？ 

 

（五）在本土諮商與心理治療歷程中，當同盟破裂時，心理師如何進行修復？ 

 

（六）當修復且度過同盟破裂的危機後，案主有何轉變？可能為諮商與心理治療帶

來何種轉機？ 

 

（七）在本土諮商與心理治療歷程中的同盟建立、同盟變化與破裂以及同盟破裂修

復情形與西方有何異同？造成差異的可能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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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方法 

 

一、 研究參與者 

 

（一） 受訪者 

本研究邀請 5 位諮商心理師及 5 位臨床心理師接受訪談，邀請的原則如下： 

1. 具有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證照高考或特考及格之專業資格。 

2. 擁有五年以上諮商或心理治療實務經驗，且目前仍然從事實務工作。 

3. 在實際接案過程中，曾有過覺察同盟變化及修復同盟破裂情形之經驗。 

4. 對本研究主題感興趣，且同意參與本研究並分享個人實務經驗。 

5. 願意接受訪談過程全程錄音。 

    最後參與本研究之心理師的基本資料如表 2 

表 2 

受訪者基本資料 

編

號 

性

別 

年

齡 

工作 

場域 

工作

地點 

訓練層

級 

專業

資格 

實務

經驗 

治療 

學派 

訪談日期

與時數 

1 女 42 
大專院校 

輔導中心 
台中 碩士 高考 11 年 

家族治療 

精神分析 

10/12 

70 分鐘 

2 女 48 心理諮商所 高雄 碩士 特考 20 年 精神分析 
11/9 

65 分鐘 

3 女 40 
大專院校 

輔導中心 
台南 

博士班

進修 
特考 14 年 折衷學派 

11/2 

70 分鐘 

4 女 45 
大專院校 

輔導中心 
高雄 碩士 特考 19 年 

現實治療 

焦點解決 

10/26 

62 分鐘 

5 男 50 
大專院校 

輔導中心 
高雄 博士 特考 20 年 

焦點解決短期

諮商 

11/6 

90 分鐘 

6 男 40 醫院精神科 高雄 學士 特考 14 年 精神分析 
10/22 

65 分鐘 

7 女 38 醫院精神科 高雄 
碩士班

進修 
特考 12 年 折衷學派 

10/26 

66 分鐘 

8 男 33 醫院精神科 台南 
博士班

進修 
高考 6 年 

認知行為治療 

內觀 

10/24 

60 分鐘 

9 男 32 醫院精神科 嘉義 
博士候

選人 
高考 7 年 認知行為治療 

11/1 

63 分鐘 

10 女 38 
大專院校 

輔導中心 
屏東 碩士 高考 8 年 認知行為治療 

10/25 

65 分鐘 

 

（二） 訪談者 

為本研究的第二作者，現為碩士班諮商心理學組學生，接受心理學及心理諮商

訓練七年，曾修習「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專題」、「諮商實務」、「諮商實習」及「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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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法」等課程，已有不少實際接案經驗，且過去亦曾有過輔導實務工作經驗。 

 

（三） 資料分析者 

由本研究的第二作者擔任，在指導教授（本文第一作者）的督導下進行資料分

析。本研究自訪談、逐字稿的謄寫乃至於文本的分析及分析結果的撰寫主要均由研

究者進行，而在資料編碼及質性分析過程中有進行「三角檢核」（見第五節研究的有

效性）。 

 

二、 訪談大綱 

 

1. 在諮商/心理治療歷程中，您認為同盟對於諮商/治療結果會有影響嗎？可能有

哪些影響？ 

2. 在諮商/心理治療初期，您通常如何與案主建立同盟？ 

3. 您是否觀察到與哪些類型的案主比較容易建立同盟？而與哪些類型的案主比

較難以建立同盟？請舉例說明（如：案主的特質、問題類型等）。 

4. 在整個諮商/心理治療歷程中，您是否觀察到同盟會出現變化？有哪些變化？

請舉例說明變化的情形（如：時好時壞或起伏不定等）。 

5. 就您個人的經驗，請您舉例說明同盟瀕臨破裂的情形為何？剛開始時，您是

否有察覺或發現到什麼徵兆？當下案主的反應如何？會如何影響彼此的互動？面

對此一狀況，您內在有哪些想法和感受？您最後做了什麼反應？ 

6. 請您舉例說明：當同盟瀕臨破裂時，您採取哪些策略進行修復？請分享您成

功或失敗的經驗。 

7. 當修復同盟且度過同盟破裂的危機後，您是否發現到案主有何轉變？或整個

諮商/心理治療有何轉機？ 

8. 您對於同盟破裂的看法為何？關於今天訪談的主題，您是否還有其他想要補

充或說明的地方？ 

9. 謝謝您接受今天的訪談！ 

 

三、 資料蒐集與整理 

 

（一） 研究前先備知識的建立 

訪談者（本文第二作者），在研究所有修習「質性研究」課程，學習質性研究理

論與方法，並深入閱讀和探究「諮商歷程」、「同盟」及「同盟破裂與修復」相關書

籍與研究文獻，並與指導教授（本文第一作者）定期報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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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設計訪談大綱 

研究者根據研究問題與目的，並參考相關文獻（Al-Darmaki & 

Kivlighan, 1993; DeRubeis et al., 2005; Safran, 2003）編擬訪談問題及次序，且與指導

教授討論，並經初步預試，作彈性地調整和修改後成為正式的訪談大綱。訪談大綱

為訪談的基本架構與方向，可作為訪談時的參考，以確保訪談聚焦於研究主題，蒐

集到研究所需的確切、完整資料。 

 

（三） 進行訪談預試 

在進行正式訪談前，邀請一位受訪對象進行預試，模擬實際進行訪談的過程，

並發現可能面臨的問題或困難。訪談預試後，詢問受訪對象的回饋和意見，並作一

反思與修改，以形成正式的訪談大綱。 

 

（四） 邀請與確認受訪者 

研究者邀請中南部地區 10 名符合本研究條件的諮商心理師與臨床心理師，經

說明本研究的目的、內容、進行方式及資料運用原則後，取得心理師參與本研究的

同意，並簽署「研究同意書」。 

 

（五） 進行正式訪談 

本研究採取半結構式訪談，訪談者與每一位心理師進行一次的個別訪談，訪談

時間大約 1 小時，訪談過程全程錄音。訪談於安靜的、舒服的、不易被打擾的空間

進行。在訪談過程中，訪談者保持專注、尊重、開放的姿態，讓受訪者願意敘說自

身的觀點與經驗，分享更真實、豐富的資料。 

 

（六） 資料整理與分析 

訪談結束後，由研究者將訪談錄音內容轉謄成逐字稿（需逐字逐句完整呈現）

後，再採取敘事分析進行逐字稿內容的分析。 

 

四、 資料分析 

 

本研究根據 Lieblich, Tuval-Mashiach & Zilber （1998）所提出的「類別—內容」

模式來分析敘事資料，分析步驟如下： 

 

（一） 選擇替代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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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根據研究問題從逐字稿中尋找替代文本，將逐字稿中與本研究有關的部

分標示並集合起來，且將無關的部分加以省略，以形成本研究的替代文本。所選擇

的替代文本是從生命故事的整體脈絡中選取出來的，且被單獨地處理。 

 

（二） 定義內容類別 

類別為貫穿替代文本的不同主題或觀點，將文本分類為一個個單元。類別可以

根據相關理論基礎來進行定義，亦可透過開放的姿態閱讀文本，找出在閱讀過程中

浮現的主要內容類別。本研究是透過反覆地閱讀文本，找出文本中所浮現的重要主

題。 

 

（三） 將材料分配至類別中 

本研究將分類好的句子歸類到不同的類別當中。類別中的言詞可能來自於同一

個個體的生命故事，也可能包含不同個體所陳述的言詞。此部分有經過三角檢核，

以確保分類的精確性與適當性。以下以表 3 舉例說明資料的歸類。 

 

表 3 

受訪者資料歸類範例 

編碼 逐字稿內容 次類別 

09121L003～09121L005 

同盟是治療的基礎、根本，假如沒有同

盟的話，任何學派的治療都沒辦法做的

起來，所以它佔的因素很重，大概幾乎

成敗就看前面的同盟。 

同盟為一跨

理論的概念 

07222L010～07222L013 

有這個同盟，他才能確定把這樣深層的

一些 trauma 的經驗交付給你，你是否

能夠幫忙他度過去，而這個關係也會決

定到你們的治療進行的順暢不順暢，以

及到最後會不會有什麼樣的成效。 

同盟的重要

性與影響 

 

（四） 從研究結果形成結論 

根據研究目的與問題，對歸類好的資料進行分析、討論，並加以描述、解釋，

以形成結論。 

  

五、 研究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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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採取全程錄音的方式蒐集資料，且將訪談內容逐一且詳實

地謄錄成逐字稿，以期獲得真實、完整的資料。此外，研究者在每次訪談前後填寫

訪談手札，記錄在訪談中的觀察和特殊情況。然而，由於本研究訪談問題設計之緣

故，較無法獲得整體、連貫的資料，難以進行「整體－內容」分析，無法提供每位

受訪者各自的生命故事文本進行檢核，因此僅將整理好的逐字稿交給每位受訪者進

行檢核，以確認逐字稿內容的正確性與完整性。而在研究進行的過程中，研究者會

不定時地與指導教授溝通、討論，以避免個人的主觀意識或偏見。 

再者，雖然研究者為本研究的主要分析者，但為提升研究的品質，本研究亦在

資料編碼及分析的過程中進行三角檢核，與另兩位諮輔所的畢業生進行溝通、討論。

該兩位諮輔所畢業生曾修習過質性研究、諮商與心理治療歷程等相關課程，碩士論

文亦以質性研究方法進行，且目前實際從事諮商工作，對於質性資料分析以及本研

究的主題具有一定的熟悉度，因而邀請其協助檢核過程的進行，以減少因研究者單

方面觀察或詮釋所造成的偏誤，並提升研究結果的可信度。 

 

六、 研究倫理 

 

潘淑滿（2003）彙整出質性研究者必須面對的五個倫理議題，本研究參考並

進行如下： 

 

（一） 告知後同意 

本研究在進行正式訪談前，會確實告知受訪者以下內容，以讓受訪者做出最適

合的選擇：1.研究內容、目的與進行方式；2.受訪者會被要求什麼；3.研究資料的運

用原則；4.資料處理過程的保密；5.研究者的身份與單位。 

 

（二） 欺騙與隱瞞 

本研究對於是否需要向受訪者完全公開研究的目的與相關細節，採取一折衷的

觀點，以不影響被受訪者的福祉和權利為原則，來評估和決定公開的程度。 

 

（三） 隱私與保密 

在本研究過程中，為保障受訪者的隱私，研究者嚴守「匿名」原則，將受訪者

的個人資料或相關訊息予以保密。 

 

（四） 潛在的傷害與風險 

在本研究中，敘說同盟破裂事件可能讓心理師回想起不愉快或被挑戰的感受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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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因此在資料收集過程中，研究者會尊重受訪者的步調，讓受訪者在充分的意

願下自由地表達個人的想法與感受，避免因為研究者個人的好奇或興趣而強迫受訪

者或偏離研究主題。 

 

（五） 互惠關係 

在本研究進行過程中，由於受訪者們願意在百忙中抽空接受訪談，且分享許多

個人的實務經驗及內在心路歷程，因此研究者於訪談結束後均贈送一份小禮物，聊

表感謝之意。 

 

貳、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有關同盟的重要主題 

 

本研究採用 Lieblich、Tuval-Mashiach 和 Zilber 的「類別－內容」分析模式進

行跨受訪者的文本統整，研究者歸納和整理出五大重要主題，如表 4 所示： 

表 4 

「類別－內容」分析之重要主題發現 

主題 內容 

諮商與心理治療之鑰－「同盟」 
同盟為一跨理論的概念 

同盟的重要性與影響 

治療相遇的開始 
同盟建立的基本策略 

同盟的建立情形呈現個別差異 

關係中的考驗 
同盟是動態的、非恆定的 

導致同盟變化或破裂的可能原因 

迎向考驗 

協助案主因應同盟破裂的策略 

心理師個人因應同盟破裂的策略 

治療新取向－內觀治療 

若同盟破裂無法修復，應及時予以轉介 

危機與轉機 

同盟破裂的發生是不可避免的 

同盟破裂具有正向的意義與功能 

同盟破裂的因應能力隨著實務經驗的增加而提升 

 

（一） 諮商與心理治療之鑰－「同盟」 

1. 同盟為一跨理論的概念：同盟是一個跨理論的概念，在諮商與心理治療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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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同盟是所有諮商與心理治療學派的基礎和根本，倘若沒有建立同盟，諮商和

心理治療就很難進行下去，也很難看到成效。即使擁有再好、再熟練的技巧都難

以發揮效用。 

你要先學會建立同盟，建立跟病人適當的界限，後來才能夠進行下去，                      

但是在我們的治療裡面，我看到的往往這塊是被疏忽掉了，就是不管在學校或

者在臨床的實務裡面，好像不太會被談到這個部分，這個反而是最基礎、必要

的，當你同盟沒辦法建立好，你有再怎麼好的技巧都沒用，因為他可能就不來，

你技巧沒有辦法用，那就沒有太大的幫助了，所以其實這個反而是最基礎的，

有時候最基礎就是最重要的。（06122L690～06122L698） 

2. 同盟對於治療目標的釐清和確定有很大的影響：倘若同盟建立的好，治療雙

方在溝通上可以相互理解，且能夠在治療目標上達成共識、一致，亦即，治療可

以朝比較清楚、明確的目標和方向進行。此外，案主在治療過程中，情緒的部分

會變得比較少，能夠比較快速地進入工作階段，也較能夠常去檢核治療的進度與

方向。 

因為先確定了目標之後，或者是跟個案共同討論出他到底想要的是什麼，其實

就會比較是（停頓 1 秒）嗯朝這個方向去走，所以他會比較有那個引導性。

（03212L005～03212L008） 

諮商的過程也會進行的比較順利，因為他會很願意去配合，然後，他也會比較

開放、也比較信任吧，他會願意講很多，然後進步也會比較快。（01012L014～

01012L017） 

 

（二） 治療相遇的開始 

1. 同盟建立的基本策略：在治療初期，心理師應先瞭解案主的相關背景資料，

包括案主的求助動機、困擾問題，以及對於治療或治療師的期待，並評估彼此是

否能夠一起工作。此外，心理師應透過場面構成，讓案主對治療的內容、進行方

式和保密原則有一定的認識和瞭解，並預先做好準備。 

一些基本資料的瞭解是必要的嘛，那從他的基本資料裡面瞭解之後，然後也問

問看他對諮商的期待，然後看看他為什麼會想要找我，為什麼想要尋求協助，

他有什麼樣的困擾，那他想要的是什麼，看看他的部分，我們是不是可以一起…

（03212L019～03212L023） 

在同盟的建立上，心理師不應腳步過快或給予案主建議，而是應提供案主一個

溫暖、接納的環境，給予案主傾聽和同理，且試著去瞭解案主的處境與感受，

讓案主感覺到自己是被重視和瞭解的。此外，心理師也要讓案主知道他並非是

孤單一人的，心理師願意陪伴他，願意和他一起面對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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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關係的建立大概無非就是一定要做很完整、很好的傾聽，就是能夠聽的懂

個案所丟出來的東西…我覺得同理也是非常重要，他大概覺得被瞭解了，他來

然後有覺得你是理解他的，然後是願意陪他。（02212L068～02212L070、

02212L072～02212L074） 

此外，心理師應放慢腳步，讓案主充分表達自己的困擾和處境，且引導和協助

案主去釐清自己的問題，讓彼此對於案主的問題有比較清楚、一致的瞭解，如此同

盟會比較容易建立起來。 

我想很重要的一個方法應該就是，比較有耐心，放慢腳步，讓個案能夠好好的

把他的問題的來龍去脈給說清楚，然後我們也很誠心的去澄清他的一些問題，

然後慢慢的拉近我們雙方對於他困擾的理解，我覺得嗯這種拉近的比較（停頓 

1 秒）就是雙方的那個理解的程度比較接近啦，同盟可能會比較容易建立一點。

（10221L018～10221L024） 

2. 同盟的建立情形呈現個別差異：同盟的建立情形存在個別差異，會隨著案主的

特質、狀況或問題類型而有所不同。即使是同一問題類型的案主，也可能有很大的

差異。 

其實是有個別差異，所以我們不太去看診斷，看診斷只是去歸類而已，可是同

一個診斷其實有非常大的差異。（06122L176～06122L178） 

非自願的個案，如偏差行為、面臨法律訴訟案件或是青少年的案主，他們常常

都是被要求或強制過來接受治療，他們不覺得自己需要接受治療，對治療的動機和

參與度很低，甚至可能視治療師和父母親或獄所長官站在同一陣線，因此對治療有

比較多的觀望、質疑和防衛，在同盟的建立上較為困難 

青少年大部分都非自願的，因為他們是被家長強迫來的，那包含一些性侵的個

案，性侵加害者啦，他們有時候是因為法律的訴訟案件他們才來的…那這種其

實關係就（停頓 1 秒）就只是一般性的關係，但是真正的、我們期待的那種治

療性的關係就不見得能夠去建立那種深入的治療關係。（ 06122L122～

06122L125、06122L127～06122L129） 

重度憂鬱或焦慮的案主，因為他們陷在情緒和自己的世界裡面，很難與現實有

一適當的連結和接觸，因此同盟的建立很困難。 

如果是非常重度憂鬱，或是高度焦慮的話，那個同盟也會很難，我講那個

neurosis 的部分，是比較在輕度到中度的階段都還好，如果到中後度到重度，

我覺得那段關係的同盟也會很難，因為他們落在一個情緒的焦慮的本質裡面，

他們很難跟現實環境做一個連接，那當然在此時此刻他也很難跟你有一些關係，

因為他整個是沈溺在自己的一個世界裡面，自哎自憐也好，自我的鞏固保護也

好，他很難跟現實環境做一連接的話，這個同盟也會很難。（07222L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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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22L140） 

精神分裂症的案主因為處於自己紊亂的世界當中，很難跟外界維持持續和適當

的接觸，因此很難建立同盟。 

schizophrenia 的病人我們覺得很難，因為他整個混亂的世界裡面，他整個鞏固

在自己的世界，他也很難跟你有一定的接觸，那這時候同盟（停頓 1 秒）你就

變成要進去他的世界，你才有辦法跟他有同盟嘛。（07222L141～07222L145） 

 

（三） 關係中的考驗 

1. 同盟是動態的、非恆定的 

同盟不是穩定不變的，在治療中隨時都可能發生變化，而且變化的情形存在很

大的個別差異。 

同盟這個東西來講，本來就是每天、每個 session 都在發生和變化，它不是一

個恆定的關係。（07222L705、07222L706） 

同盟在治療中會不斷的變化，一般而言，同盟會隨著時間慢慢地發展和穩固，

治療也能進行的比較順利。有些案主在治療初期，會出現比較多的困惑、觀望和質

疑，但隨著治療的進展，在對心理師和治療有比較多的瞭解和信任之後，關係會變

得比較穩定，同盟也會慢慢建立起來。 

假如可以建立到比較長期的個案啊，那我們的對話有時候就可以比較快速，因

為他已經了解我的模式，然後我對於他的困擾問題也都很熟悉了，所以就不用

花很多的時間在澄清他的想法，或是澄清我要表達的意思是什麼，所以後來同

盟那種工作的感覺，就是會速度很快。（10221L083～10221L088） 

當同盟建立後，治療過程中仍有許多的狀況都可能會影響同盟，讓同盟變得不

穩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治療過程中，同盟的變化不見得都會很直接、很立

即的顯現出來，但案主會開始有一些負向的情緒和反應出現。 

有時候同盟的變化是他不會直接告訴你，他對你的話，他對你的面質也好，他

有任何的 anger，他有覺得不被理解的感覺，他不會告訴你，但是他會在下一

次的話，會有很多的 reject，或是會用一種（停頓 1 秒）他不讓你接近，也就

是說，他拒絕讓你在一些話題上面有更深入的瞭解，他就很明顯的拒絕你。

（07222L213～07222L219） 

2. 導致同盟變化或破裂的可能原因 

同盟破裂的情形常常來自於案主對於心理師有過高或不合理的期待，但心理師

並未按照案主的期待去做，而讓案主的期待落空。或者是，案主覺得治療的進展過

慢，遲遲未能看到效果，無法提供自己所需要的協助，且可能開始對治療師產生懷

疑或不信任。此些狀況常常都會導致同盟發生變化與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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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會需要我的認同，就是對於他所做的事情，要我說他這樣是對的，他要尋

求認同度的時候，我並沒有給予他認同，我只是給予同理，並沒有達到他的

期待跟他滿意的、他想要的。（03212L129～03212L132） 

導致同盟發生變化與破裂的另一個常見原因是，心理師帶案主去面對其忽略、

否認和逃避的議題。亦即，當心理師帶案主去面對一些未曾看見、比較現實的部分

或是較為深層的內在議題，但案主尚未做好準備，還無法真正去面對的時候，或者

是心理師對案主有一些面質或挑戰的時候，同盟都可能會開始出現變化。 

但是可能到後來（停頓 1 秒）比如說，我比較多的去挑戰他，或者是面質他的

時候，那這個時候考驗就會出來，所以在這個時候關係就會感覺上比較（停頓 

1  秒）也不是說對立，但是，他就會有一點防衛出來。（01212L130～01212L134） 

案主內在對於治療有一些擔心、猶疑和不確定，不曉得是否該揭露自己或該如

何表達自己。心理師在進行危機處理時，基於保護案主的需要不得不打破保密原則，

導致案主對心理師產生懷疑和不信任。此外，案主將個人議題或潛在情感轉移和投

射到心理師身上，對心理師產生負向的情感，或是對心理師產生過度正向的移情，

均可能對同盟造成影響或威脅。 

個案自殺的時候要找父母來談的時候，有些孩子就是堅持不肯，然後他可能就

會說，你告訴我的家人，我就會死給你看啊什麼之類的……當保密的部分打破

的時候。（04212L181～04212L183、04212L188） 

 

（四） 迎向考驗 

1. 協助案主因應同盟破裂的策略：同盟破裂是治療過程中不可避免的部分，心理

師應預先做好心理準備，瞭解同盟破裂隨時都可能發生。倘若心理師因為害怕或逃

避而忽略同盟破裂，會對治療造成很大的傷害，因此心理師應勇於面對和接受，並

思考原因何在，以及該如何去面對和修復。 

我會去接納它，我會去接納有這樣的一個狀況出現，雖然我不見得願意啊，但

是我覺得既然無可避免，我就去接受有這樣的狀況，那最重要的是我怎麼樣在

過程當中去做修補的動作。（01212L572～01212L576） 

心理師應去瞭解和同理案主當下的負向情緒感受，且予以接納。此外，心理師

在治療過程中應採取開放的姿態，隨時對案主的狀況或是彼此間的治療互動情形保

持高度的注意和覺察，立即且彈性地調整治療步調，讓雙方在治療中能夠達成共識、

步伐一致。 

就是我會嘗試著去同理他當下的那種不高興或者是不同意、憤怒等等，對我的

啦，然後我會去同理他，我也會去接納他現在的情緒，用一個接納的態度。

（01212L374～01212L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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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同盟發生破裂時，心理師應檢視和釐清導致同盟破裂的真正原因，究竟是案

主的狀況或是心理師個人的因素所致。此外，心理師應釐清自己的角色和情緒，從

關係的僵局中跳脫，且將案主的狀況還原到其病理機制或問題模式去思考，以對案

主的狀況有更清楚的掌握和瞭解。 

通常就是要去意識到當下的一個狀態，就是嗯現在是怎麼了，可能針對那個諮

商情境的部分，現在嘛，比較是 here and now 的東西，就現在是怎麼一回事，

到底是我的問題還是當事人的一個狀態，所以那是一個非常立即性的回應，或

者是覺察。（05112L750～05112L754） 

2. 心理師個人因應同盟破裂的策略：當同盟發生破裂時，心理師除了採取適當的

方法進行修復之外，亦需回過頭來檢視和覺察自己的狀態，自己在治療中是否步調

過快、是否出現不適當的情緒和反應、是否忽略掉什麼重要的訊息或部分，或者，

是否自己將某些個人議題帶進治療，因而對治療造成影響與干擾。 

我們要能夠覺察到自己可能會受到哪些觸動，那這些觸動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

或者其實是你自己的限制，這些能夠先去想清楚，就比較不會那麼容易被個案

噹到。（04212L500～04212L503） 

同盟破裂在諮商與心理治療歷程中十分常見，在面對和修復同盟破裂的過程當

中，心理師亦需回到自己，關注自己的身心狀態，適時地休息和放空自己，且找到

合適的自我調整方法，讓自己能夠有一些的釐清和整理，以維持一個良好、穩定的

狀態，且對治療工作有更多的洞察和體會。此外，心理師也需要透過進修、累積接

案經驗、同儕討論及專業督導，來增進和提升同盟破裂的修復能力。 

我想這個主題當然在我的工作裡面，我覺得它已經變成是一個還蠻常出現的一

個議題，那所以我也是覺得說，作為一個心理治療師，有的時候我都覺得我自

己在某些時候應該要好好的去休假……我覺得對我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就

是我可以轉換我自己的生命，然後這些東西暫時可以把它拋掉，然後覺得能夠

放空之後再回來。（ 02212L816 ～ 02212L819 、 02212L823 ～02212L826） 

3. 治療新取向－內觀治療：內觀治療中有很多的練習和體驗，需要心理師給予很

多的同理和接納，因此同盟更顯重要。在內觀治療中，心理師是案主的伙伴，陪伴

案主一起練習和討論。透過心理師的親身分享和見證，能夠讓案主更願意投入和參

與治療。 

它必須更重視這個關係，它必須更重視這個，因為你們是同修，治療師跟個案

是同修，只是我修的比你多一點點，所以我帶著你去看修行的過程當中遇到哪

些問題，然後我跟你討論。（08121L468～08121L472） 

4. 若同盟破裂無法修復，應及時予以轉介：同盟破裂修復失敗亦是諮商與心理治

療歷程中必然會發生的情形，倘若心理師無法成功地修復同盟破裂，則應接受和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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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案主的選擇與決定，並做好結案，讓案主願意再接受其他心理師的協助。 

那當然最後的一個決定權也是在他，就是他必須要為他自己的行為做一個選擇，

那我也是把這樣的一個決定權給他。（01212L430～01212L433） 

 

（五） 危機與轉機 

1. 同盟破裂的發生是不可避免的：同盟破裂未必會出現在每一段治療關係中，但

卻是不可避免的，且其發生的時間和狀況因人而異，在治療中隨時都可能會出現，

因此心理師在治療過程中要隨時保持高度的覺察，注意彼此關係與互動狀況的變化。 

我覺得它（停頓 1 秒）嗯不可避免，但是它當然也不見得一定會出現在每一個

個案的關係裡面，不見得我每一個個案都會面臨到破裂，但是我也不能夠去避

免它。（01212L567～01212L570） 

2. 同盟破裂具有正向的意義與功能：同盟破裂是治療過程中的考驗和挑戰，可能

對治療的關係與互動，以及治療的進行與效果造成負面的影響和阻礙，心理師必須

小心翼翼的面對和處理。然而，另一方面，同盟破裂對於心理師而言，其實也可能

是一種很重要的提醒，能夠讓心理師去發現和覺察自己所忽略或未處理好的部分

（包括案主的狀況及心理師的因素），並投入更多、更積極的關注和處理。此外，倘

若心理師能夠勇於面對同盟破裂，且成功地加以修復，往往反而能夠產生重要的契

機，為治療帶來重大且正向的影響與改變。 

我覺得諮商關係也需要經過考驗，就像團體一樣，有經過考驗的那樣的一個諮

商關係會更緊密。也許沒有經過這樣的一個破裂，當然我不敢說沒有經過這樣

的破裂那個效果可能就會不好，我也不能這樣講，但是我覺得如果可以安然度

過破裂，然後再修復，再一起努力工作的話，我覺得那個效果會很不一樣。

（01212L558～01212L564） 

3. 同盟破裂的因應能力隨著實務經驗的增加而提升：新手心理師在面對同盟破裂

時，會有比較多的害怕和擔心，且容易歸因到自己，對自己會有比較多的自責和懷

疑。然而，隨著實務經驗的累積，心理師漸漸會用比較坦然和穩定的態度去面對和

接納，也能夠用比較正向的思維來看待同盟破裂。 

我剛開始頭幾年出來，還算是比較新手，比較沒有經驗的時候，就會覺得說是

不是自己做錯事啊？是不是自己說錯話？或者是自己太嚴格？那個界限劃得

太清楚或者是怎麼樣？那那個是那個時候會有的，對自己會有這些比較負向的

看法跟感受。（01212L356～01212L361） 

 

二、 同盟的特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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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假同盟 

在治療過程中，有一必須注意的情形是，當案主對治療或是心理師表現出高度

的認同或服從，有時候也可能是案主用不真實的自己與心理師建立同盟。倘若出現

此一狀況，心理師應注意和檢視此一狀況的本質。 

還有說謊的啊（笑聲）…他根本就是用虛假的訊息來矇騙的…他就是很討好的

個案哪，然後要讓你對他印象是很好的，他自己比較常扮演的是一個受害者的

角色，要你同情他、認同他、同理他，他要得到的就是支持。（03212L176、

03212L178、03212L180～03212L183 ） 

 

（二） 「面質形破裂」與「退縮型破裂」 

關於西方同盟破裂化解模式中所陳述之同盟破裂類型，本研究結果顯示，在本

土諮商與心理治療歷程中，亦出現「面質型破裂」和「退縮型破裂」兩種常見的同

盟破裂類型。面質型破裂類型的案主在治療中會出現很多負向、強烈的情緒和反應，

案主會對心理師感到生氣、不悅，會對心理師有很多的質疑、批評和挑戰，甚至想

要威脅或攻擊心理師。 

那次他就是開足了火力非常的憤怒，一來就是很多的攻擊，然後很多的生

氣……就像引了一個大的炸藥，就都炸光了，那他也都沒有辦法聽我說話，就

是一直在啪啦啪啦啪啦，他把這一個月所有的情緒、不滿通通都一直不斷的宣

洩。（02212L542～02212L544、02212L584～02212L587） 

退縮型破裂類型的案主在治療中會出現很多的觀望和遲疑，在治療中不專注、

不投入，對治療的參與或是和心理師的互動都變得比較少，很難和心理師繼續一起

工作。此外，案主在治療中也顯得較為被動、消極，且開始出現逃避、拒絕和防衛

的情形。 

他那一次來的時候，我就感覺到是說他變得比較不自在，譬如我發現他在會談

的時候，因為他原本大概都可以跟我眼光接觸，可是我卻發現說他就是常常眼

睛都不看我，或者是說，我發現譬如我們有的時候在沈默的時候，那他就會好

像（停頓 1秒）在觀察我什麼，我覺得他有一些非語言的那種（停頓 2秒）不

安全或者是不確定性……變得敏感性比較高，我覺得他就很容易好像對我做某

些察言觀色，就他過去來是談他自己，可是他那次來，我覺得他一直在觀察我。

（02212L225～02212L231、02212L242～02212L244） 

 

（三） 「過度討好與讚美」 

在本研究結果中，部分受訪者指出另一種不同的同盟破裂類型表現：「過度討好

與讚美」。此類型的案主對心理師有很多的討好、很多表面的讚美，想要藉此拉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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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師的距離，獲得心理師的認同，但也有可能表示案主對於治療有一種潛在的抗

拒和防衛，開始想要從治療中抽離出來。 

他大概是極力的想要討好，然後也會讚美，讚美我，然後嗯（停頓 2 秒）讓我

高興，看我會不會高興了，就是我們的關係就變得好，我就會去跟他好像是站

在同一邊的這樣子。（03212L212～03212L215） 

有的一開始會一直講說覺得你很好，感覺很好，對我有好多幫助喔，可是這個

講的過程中，就代表他一方面來講，他不準備告訴你了嘛，當他告訴你他什麼

都很好了，就是他不需要做治療了，其實這也是治療中斷的一種象徵喔，所以

當病人一直誇獎你的時候，不用太高興的太快，因為常常後續下去他就不來了，

其實有時候可能會有這種情況出現。（06122L353～06122L360） 

 

三、 討論 

 

（一） 同盟在諮商與心理治療歷程中的建立 

同盟是諮商與心理治療的基礎、根本，因此同盟的建立是諮商與心理治療初期

的首要之務。綜合本研究結果發現，心理師通常會透過「工作」和「情感」兩方面

的策略來建立同盟：1、營造溫暖的治療環境與氛圍，同理、瞭解案主的想法和情緒；

2、瞭解案主的求助問題與動機，釐清案主對於治療的目標和期待。此外，與案主進

行場面構成，並評估彼此是否適合一起工作。此結果與李筱蓉（1994）的研究發現：

治療者在建立良好工作同盟的功能性操作上，可區分出蒐集資料、澄清、聚焦、提

供資訊、目標設定等五類與工作向度有關的意圖，以及情緒處理、正向增強、支持

同理、情感探索等四類與情感向度有關的意圖。在工作向度上，以蒐集資料出現的

頻率最高，在情感向度上，則以出現支持同理和情感探索兩意圖的頻率較高，實有

互相呼應之妙。 

然而，在同盟的建立過程中，有一個必須加以注意的部分是，Safran（2003）曾

指出一現象：治療師和案主的非真實自我建立了假同盟（pseudoalliance），整個治療

歷程是在案主未被真實地觸碰到的情況下進行。而在本研究結果中，受訪者亦提醒

此一特別的情況。若案主在治療過程中表現出高度的配合與認同，有時可能是其和

心理師之間形成一種「假同盟」，即案主以非真實的自我與心理師建立同盟。有鑑於

此，心理師在治療過程中應保持高度的覺察，倘若案主表現出高度的認可和服從，

心理師不宜過度自信、自喜而鬆懈，而是應進一步去檢視和釐清此一狀況的本質：

究竟是治療的效果與幫助讓案主對治療產生高度的信任與認同？抑或是案主本身

的人格特質過於順從所致？此部分實有賴於心理師敏銳的覺察與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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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同盟在諮商與心理治療歷程中的變化與破裂情形 

同盟「工作層面」的發展較「情感層面」困難，本研究的此些發現亦與相關研

究文獻有不少雷同之處。如案主將治療中的經驗與過去的負向經驗產生聯結，此與

國內外學者（劉同雪，2008；Safran & Muran, 1998; Stevens et al., 2003）的研究發現

相符合：同盟的破裂常常和案主不良的人際或關係基模（interpersonal or relational 

schemas）有關。當案主的不良人際或關係基模在治療情境中被觸動或引發時，結果

常會導致同盟的破裂。再者，Samstag 等人（2004）亦曾指出同盟破裂是案主和治療

師之間的一種情緒分離狀態，此種狀態可能來自案主和治療師對於治療目標、任務

和架構的誤解（如案主質疑某項任務的有效性），也可能和情緒或關係聯結因素有關

（如案主對治療師不信任）。 

而在心理師因素的部分，則包括心理師的身心狀況不佳，導致接案時分心或不

投入；心理師對案主產生反移情，影響治療的互動與進行；心理師過於問題導向，

快速且專注於探究問題，忽略案主的情緒感受，未尊重案主的意願與步調。此些結

果與張娟鳳（2001）的研究發現：諮商員的性格與反移情均可能對諮商關係造成影

響，實有相互呼應之處。 

 

（三） 諮商與心理治療歷程中的同盟破裂修復情形 

修復策略即為所謂的「治療後設溝通」。後設溝通為同盟破裂化解過程中一相當

重要的概念，又稱為「行動中的專注覺察」（mindfulness in action）（劉同雪，2008；

Safran & Muran, 2000）。治療師將當下的關係循環作為探索的焦點，與案主針對當

下正在發生的狀況或是隱含的溝通進行溝通，以試圖跳脫彼此所陷入的負向關係循

環（Safran & Muran, 2000; Samstag et al., 2004）。透過後設溝通，不僅能讓治療雙方

從關係的惡性循環當中解套，且更能帶給案主矯正性的經驗，讓案主獲得正向的、

不同於以往的關係體驗，此對於有人際關係困擾或情緒困擾的案主實有相當大的幫

助。 

    Coster 和 Schwebel（1997）指出，治療師的個人內在活動（包括自我覺察、監

控與調整）、自我照顧（適度休息、工作與生活的平衡、接受督導、參與工作坊或繼

續教育與訓練），以及因應可能的傷害（覺察可能對諮商工作造成負面影響的狀態，

尋求協助、接受諮詢或諮商，以改善不佳的狀態）等，均有助於提升治療師的效能。

Schmidt（2004）指出，治療師擁有健全的內、外在狀態，能與案主維持穩定的治療

關係，對於治療療效具有相當的重要性。黃淑清（2001）強調諮商師若未釐清內在

真實的自我，很容易形成其「人」部分的干擾且介入諮商，導致情感反轉移現象，

甚至造成諮商師的自我挫敗，或耗費過多精力而萌生退意。此外諮商師也常常跳過

情緒的覺察，以致錯失重要治療時機，甚至造成難以處的僵局。牛格正和王智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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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亦提醒和強調：助人者應敏銳覺察自己的身心狀態，避免因個人的專業折

損而造成案主的傷害。 

 

（四） 本土同盟破裂修復歷程與西方模式差異之探討 

本研究結果中，除了發現面質型破裂及退縮型破裂此兩種普遍、常見的同盟破

裂類型之外，亦指出另一種不同的類型表現：過度的討好與讚美。此可能與中華文

化強調人際的和諧，以和為貴，不習慣做直接的負向情緒表達，且較不願意與人發

生不愉快或衝突有關，因此在關係與互動當中，即使感到不愉快或不滿意，也容易

傾向於隱藏個人的負向觀感和情緒，甚至可能為了人際的圓滿與和諧，或者是為了

達到某些目的，而表現出反向的肯定與贊同。此一結果呼應國內學者的研究，如李

敏龍與楊國樞（1998，2005）曾分析華人會傾向選擇以沒有衝突或爭議的方式來面

對人際衝突，並指出「忍」或「忍讓」是華人文化中用以化解衝突的重要的方法。

而黃囇莉（2002）更指出「柔曲取向」（flexible approach）是東方文化中忍的概念的

一環，然這樣的「忍」並不只是單純的抑制，而是有著「柔弱勝剛強、迂迴勝直取」

的道理，雖然看似消極、被動，但實則有著主動控制的精神（引自利翠珊、蕭英玲，

2008）。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過度討好與讚美」的破裂類型表現亦可能是一種假

同盟的表現，亦即案主以非真實的自己與治療師互動，此部分值得進一步的注意與

探究。 

 

參、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研究者根據本研究的分析結果與發現，整理出以下的結論： 

 

（一） 同盟是諮商與心理治療的基礎與根本 

同盟是所有諮商與心理治療學派的基礎與根本。倘若缺乏同盟，治療的進行和

效果均會受到影響與限制。同盟的建立是諮商與心理治療初期的首要之務。 

 

（二） 同盟的建立情形存在個案差異 

心理師通常會透過情感和理智兩方面的策略來建立同盟。然而，同盟的建立情

形會隨著案主的特質、狀況或問題類型而有不同。在眾多的影響因素當中，案主的

「求助動機」是同盟建立情形的重要影響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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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同盟是動態的、非恆定的 

同盟在諮商與心理治療歷程中隨時都可能發生變化，而且初期的同盟會影響到

中、後期的同盟。此與 Bordin（1979, 1980）的論述相互呼應。此外，同盟的變化

亦存在個別差異，不同的案主可能會出現不同的變化情形。 

 

（四） 同盟破裂的發生是不可避免的 

同盟破裂未必會出現在每一段治療關係中，但卻是不可避免的。在諮商與心理

治療歷程中，案主因素及心理師因素均可能會造成同盟的破裂。在本土諮商與心理

治療歷程中，除了「面質型」、「退縮型」此兩種常見的同盟破裂類型之外， 亦出現

「過度討好與讚美」的同盟破裂類型表現。 

 

（五） 焦點解決短期諮商雖較少出現同盟破裂，但亦有可能面臨的風險 

雖然焦點解決短期諮商鮮少出現同盟破裂的情形，但仍有可能面臨的風險：由

於短期諮商有時間上的限制，「結案」實為一相當重要的議題（Safran & Muran, 1998）。

心理師應在治療初期清楚說明治療架構及建立治療時限，避免讓案主對治療抱持不

合理的想像和期待，因為期待落空的失望情緒而抗拒或中斷治療。 

 

（六） 同盟破裂需採取適當的策略加以修復，或及時進行轉介 

「治療後設溝通」為一相當重要且普遍的同盟破裂修復策略。而以案主為主體，

尊重案主的意願與步調，亦是十分重要的修復策略。此外，心理師的自我覺察與照

顧亦為一個必須加以正視的課題。再者，基於專業倫理，必要時應及時轉介，以讓

案主獲得最適切的協助。 

 

（七） 同盟破裂的修復能力隨著實務經驗的累積而提升 

實務經驗豐富的心理師接納同盟破裂為治療工作中必然會發生的一部份，能夠

用穩定、冷靜的態度來面對，且用正向的思維來看待同盟破裂，從中找出重要的提

醒與意義。此外，亦將同盟破裂的挑戰與考驗，視為個人學習和成長的機會。 

 

（八） 同盟破裂是諮商與心理治療的考驗，但也可能帶來新的轉機 

同盟破裂雖然帶來挑戰，但實具有正向的意義與功能，能提供心理師重要的提

醒，給予心理師重新檢視和反思的機會。倘若同盟破裂能夠成功地加以修復，往往

能帶給案主重要的成長與轉變，且為諮商與心理治療帶來新的契機和可能性。此與

相關文獻（劉同雪，2008；Safran, 2003; Stevens et al., 2003）的結果相互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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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本土同盟破裂修復歷程與西方同盟破裂化解模式有不少相互呼應之處 

由於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差異，導致在本土與西方諮商與心理治療歷程中出現的

同盟破裂類型略有不同。然而，綜觀而論，在本土諮商與心理治療歷程中，心理師

對於同盟破裂的修復歷程和情形與西方的同盟破裂化解模式（Safran, 2003）大致相

同。 

 

二、 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研究限制如下： 

1. 本研究僅從心理師的角度出發，並未探究案主的部分，因而未能瞭解案主對於

同盟建立、變化與破裂以及同盟破裂修復的觀點和感受。 

2. 本研究是採事後回溯的方式，邀請心理師回想過去的諮商或心理治療歷程與經

驗，由於是透過心理師的自我敘說，敘說內容可能流於主觀、有所保留或經過選擇

性地陳述。此外，亦可能因為時間因素之緣故，心理師無法清楚回憶，因而可能導

致所回憶的經驗內容有所模糊或缺漏。 

3. 由於本研究設計與進行方式之緣故，研究結果僅獲得較為廣泛性的資料，較無

法取得心理師在同盟破裂與修復經驗上的連貫性資料，因而難以進行文本的「整體

－內容」分析，對於此類經驗的探究有深度上的限制。此外，本研究結果亦不易與

西方同盟破裂化解模式進行深入的探究和比較。 

4. 本研究為一探索性的研究，僅採取十位心理師的意見，樣本數目仍屬少數，因

此在研究結果的推論上有其限制，無法做廣泛性的推論。 

5. 國外 Safran 與 Muran 的「同盟破裂與修護」模式，發展至 2011 年刊載整合分

析的回顧性文章之後，則較少出現。國內除劉同雪（2008）的個案研究與李維倫、

謝佩玲同年的回應文章之後，也暫告一段落，目前只有本篇論文進行實徵研究，因

此新近文獻資料較為缺少。 

 

三、 建議 

 

（一） 未來研究建議 

1. 增加研究對象人數，並搭配其他研究方法：由於本研究為一經驗訪談研究，採

取質性研究分析方法，受訪人數較少，資料的豐富性和推論性有限。未來可增加研

究對象人數，且配合其他研究方法，如採質性、量化方法並用，或是根據西方的同

盟破裂化解模式編制測驗，進行大規模的實施與探究，以獲得更豐富且主客觀並重

的資料，並嘗試整理或發展出屬於台灣本土諮商與心理治療歷程的同盟破裂化解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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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且針對心理師特質對於同盟的影響進行更深入的瞭解與探究。此外，亦可與西

方的同盟破裂情形及同盟破裂化解模式有更進一步的對照和比較。 

2. 針對「治療後設溝通」同盟破裂修復策略進行更深入的探究：由於治療後設溝

通是西方同盟破裂化解過程中相當重要的概念，且本研究結果亦顯示後設溝通為心

理師們最普遍使用且一致認為相當重要的同盟破裂修復策略。然而，本研究對於治

療後設溝通中一相當重要的概念－「治療師內在運作」的部分並未有太多的探究，

因此對於此一部份的瞭解有限。未來可聚焦於此一重要主題，並進行較深入、完整

的探究，以更清楚地瞭解心理師在面對和修復同盟破裂時的內在經驗與處理歷程。 

3. 嘗試探究團體治療的同盟破裂與修復情形：由於本研究僅探究個別治療的同盟

破裂與修復情形，然而，同盟在團體治療中亦十分重要，而且團體治療與個別治療

的成員組成、進行方式、治療關係與互動狀況實有很大的不同，未來可以嘗試探究

團體治療中的同盟破裂與修復情形，並進一步比較同盟變化、破裂及修復情形在個

別治療與團體治療中的異同。 

 

（二） 實務建議 

1. 將同盟建立視為治療初期的首要任務，且持續注意同盟的變化同盟是諮商與心

理治療的基礎與根本，亦是諮商與心理治療成效的重要指標，心理師在治療初期應

致力於同盟的建立與發展。此外，心理師亦需在諮商與心理治療過程中持續注意和

覺察同盟的起伏與變化，及時做一些適當的介入和處理。 

2. 預先做好準備，學習面對和接納同盟破裂：同盟破裂是心理師在實務工作中必

然會面對的重要課題，心理師應瞭解和留意可能會造成同盟破裂的各種原因與狀況，

以降低同盟發生破裂的機會和可能性。倘若發生同盟破裂的情形，應勇於面對和處

理，嘗試各種可能的修復方法，或是尋求專業督導與同儕的協助。切勿因為害怕而

逃避，造成更嚴重的後果。 

3. 尊重案主的個別差異，以最適合的方式和步調進行治療：每位案主都有其不同

的特質、狀況或問題類型，心理師不應依循一套固定的模式，或是按照自己的步調

前進，而是應瞭解案主的實際狀態和需求，彈性調整治療的方向與步調，必要時予

以轉介，讓案主能夠持續接受治療，且從治療中獲得最適切、最妥善的協助。 

4. 時時進行自我檢視與覺察，並學習自我照顧：根據研究結果發現，心理師的個

人因素常常也是造成同盟發生變化與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助人工作是一種需要高

度關注與投入的行業，倘若心理師未能覺察自己的狀況，適時進行自我的整理與調

適，便很容易造成個人專業的耗損及身心的耗竭，進而對治療產生負面的影響與干

擾。因此，心理師應時時檢視和反思自己，敏銳覺察自己的狀態，且應學習關照自

己，讓自己獲得適度的休息和調整，以維持最佳的身心狀態與專業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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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新手心理師的專業訓練上，加強同盟的概念與相關能力的培養：在現今諮商

與心理治療領域中，治療理論與技術的學習和訓練似乎是較被重視的部分，且往往

是專業訓練計畫與過程的主體。反觀之，同盟雖然並非是一個陌生的概念，但卻較

少被提及和談論。然而，同盟卻是諮商與心理治療的基礎與根本，對於治療的進行

與效果實有著相當大的重要性與影響力。因此在新手心理師的訓練與養成過程當中，

加強同盟的概念與相關能力的培養是一個更基本且更為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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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view Study of Indigenous Psychologists’Experiences on the 

Alliance Ruptures and Repairs 

 

Chuan-Feng Chang   Chen-Yi Wu*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conditions of how local psychologists 

established alliance, detected the variations and ruptures of the alliance, and repaired 

alliance ruptures in the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eutic process. Further, the researcher 

took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between this research outcome and Western literature. 

This study invited 5 internal counseling psychologists and 5 internal clinical psychologists. 

The research method took a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to collect psychologists’ experiences 

in helping practical work. This study adopted a categorical-content mode of narrative 

analysis to arrange and analyze the data. The results and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1) 

Alliance was the foundation of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2) There wer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lliances. (3) Alliance was dynamic, not constant. (4)  

Alliance ruptures were inevitable. (5) Although Solution- Focused Brief Counseling had 

fewer alliance ruptures, it still had some potential risks. (6) Alliance ruptures must be 

repaired through appropriate strategies. (7) The ability to repair alliance ruptures would 

promote according to the accumulation of practical experiences. (8) Alliance ruptures were 

tests to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but also might bring new turning points. (9)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corresponded to foreign conditions approximately but still had some 

differences. In local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eutic process, except for withdrawal 

ruptures and confrontation ruptures, there was still another type: overly ingratiation and 

praise. This might be relevant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ccording to the above-mentioned results and findings, this study proposed relevant 

suggestions: (1) Psychologists must regar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lliance as the first task 

in the initial stage and notice the variation of alliance continuously. (2) Psychologists must 

prepare for alliance ruptures and learn to confront and accept alliance ruptures. (3) 

Psychologists must respec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take the most appropriate way and 

pace. (4) Psychologists must keep self-examination and self-awareness and learn to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5) In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of beginners, it must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the concept of alliance and the relevant 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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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教育與服務的未來：人工智慧發展下的影響與回應 

 

沈慶鴻 

 

摘要 

 

「AI 將取代人類 50%的工作」是科技專家對大眾提出的警語。由於人工智慧正

深刻影響著我們的社會和經濟型態，工作被取代、貧富不均，成了人工智慧發展下

最被擔憂的兩個問題；而在機會和風險並存的情況下，不少專家呼籲各國政府須謹

慎因應、妥謀對策，以減低人工智慧帶來的負面效應。 

由於科技產品的使用已是現代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心理治療和諮商領域當然亦

需因應這個已全面涉入生活和產業環境的科技變革；關注科技如何影響人類、了解

科技如何改善心理問題、輔助心理治療和諮商工作的進行，是未來諮商專業跨領域

研究的重點。近年來，不少研究結果也證實，利用智慧型手機的便利、易攜帶和及

時性優勢，不僅可輔助臨床心理治療工作的進行，協助病患降低憂鬱和焦慮、提升

治療成效，也可針對社會大眾，提升大眾社交及心理健康水準、減輕壓力；因此在

心理諮商專業資源昂貴、有限的前提下，運用人工智慧產品的優勢輔助心理治療和

諮商工作的進行，成為專業工作者的責任。 

雖然早在三十年前，Sharf 就已意識到電腦科技可能對諮商和心理治療工作造

成影響，並發出「電腦是否會在 21 世紀取代諮商師？」的警語，而隨著科技發展的

速度加快，網路心理學會隨著科技發展而潛力無限，心理治療和諮商專業勢將面臨

更嚴峻的挑戰，不僅專業倫理需有隨之調整的準備，與電腦和網路相關的心理疾病

亦將持續更新。 

由於「教育」是因應人工智慧發展的當務之急，為了不讓諮商服務成為可能被

取代的 50%裡的工作，因此不論是諮商教育工作者、還是未來需在實務場域裡打拚

的諮商心理師，皆應早做準備，並在就學期間培養面對人工智慧的跨專業能力－獨

立的問題解決和創新能力、社交技巧、跨領域專業知識，及科技產品的使用能力等。

最後，作者還建議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的學生，應同時精進基礎能力和專業能力，並

期許所有諮商人都能順應此一人工智慧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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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7 年 6 月 5 日報紙新聞斗大的標題「AI 將取代人類 50%的工作」引發不少

話題，原來是創新工場創辦人暨執行長李開復先生前一天應臺灣大學之邀於畢業典

禮上的致詞內容，其以「進擊的 AI 時代：金字塔、魔法棒、愛心」為題鼓勵畢業生

開創未來，然其表示「未來 10 年的 AI 革命，不僅比工業革命的規模更大，還來得

迅速猛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內容是「AI 能在任何任務導向的客觀領域裡超越人

類…AI 將取代人類 50%的工作，其中包括建築師、操作員、分析師、會計師、司機、

助理、仲介等，甚至是部分的老師、律師」。 

此話題持續至今，時常能在書籍、報紙、雜誌、網路新聞裡，看見不同專家對

AI 時代提出的警語；由於諮商工作者亦為世界公民的一員，不僅無法自外於世界潮

流，且為了不讓諮商服務成為被取代的 50%，不論是諮商教育工作者、還是在實務

場域裡打拚的諮商師，皆有必要早做準備。本文即在此概念下完成，期能與現在和

未來的諮商人共勉。 

 

貳、人工智慧的發展 

 

AI 一詞，即「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的英文縮寫，這個詞是

Dartmouth 學院數學系教授 John McCarthy 在 1955 年創造的（羅耀宗譯，2017）；不

過人工智慧的定義歷經多次轉變，尚未取得一致的共識，包括認為人工智慧就是令

人覺得不可思議的電腦程式、是與人類思考方式相似的電腦程式、是會學習的電腦

程式，或者是能根據對環境的感知做出合理行為獲得最大效益的電腦程式等，不一

而足，李開復、王詠剛（2017）認為人工智慧的定義取決於問題討論時的語句和關

注焦點而定，前述每個定義皆有其特色，但最後一種定義－即「能根據對環境感知

做出合理行為獲得最大效益的電腦程式」，是較綜合性的定義，也被認為是較全面、

均衡與強調實證的定義。 

歷任蘋果、微軟、Google 全球副總裁的李開復指出，人工智慧發展快速，其以

具有清晰定義、規則和複雜性的棋類遊戲為例指出，1962、1997、2016 年三次的「人

機對弈」代表了人工智慧的三個時代－1962 年 IBM 的 Arthur Samuel 開發了第一個

能夠「學習」的跳棋程式，便一舉擊敗了世界級西洋跳棋大師 Robert Nealey；1997

年 5 月 IBM 深藍（Deep Blue）擊敗了西洋棋世界冠軍 Kasparov，以及 2016 年 3 月

Google 的 AlphaGo 以四比一的成績打敗了南韓圍棋九段、世界排名頂尖的李世乭，

更是震驚世界，特別是 AlphaGo 展現的「大局觀」令人震撼；其認為 AlphaGo 帶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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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是一種對未來的警語：如果電腦可以在兩年內實現多數人預測要二十年（或

更長時間）才能完成的進步，那麼還有哪些突破會以遠超人們預想的速度來臨？這

些突破會不會顛覆人類預想中的未來？而我們是否已為這些即將到來的技術突破

做好準備？ 

李開復、王詠剛（2017）表示，前兩階段的熱潮（即 1962、1997 年的發展）籠

罩著濃厚的學術研究和科學實驗色彩，但 2006 年隨著深度學習技術的成熟，加上

電腦運算速度的大幅成長，以及互聯網時代累積出的海量資料，人工智慧自此開啟

了一段與過往大不相同之路；其中在圖像識別系統的成就，更是人工智慧發展史上

一個了不起的里程碑，也是人工智慧從萌芽到熱潮的關鍵點；而隨著機器視覺領域

的突破，人工智慧也迅速地在語言辨識、資料探勘、自然語言處理等不同領域裡攻

城掠地，甚至開始將過去人們視為科幻的自動駕駛技術帶入現實；隨著深度學習的

科學研究結果被推向銀行、保險、交通運輸、醫療市場、行銷、教育等各個領域，

這些落實人工智慧和產業鏈之有機結合的領域，正深刻地影響我們的社會和經濟型

態。李開復、王詠剛（2017，p. 202）特別強調：「這不是科幻電影，而是你我日常

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其預測「從事翻譯、新聞報導、助理、保全、銷售、客服、交

易、會計、司機、家政等工作的人，未來十年將有 90%會被人工智慧全部或部分取

代；如果以人類的工作做粗估，大約 50%的工作會受到人工智慧的影響，而一半的

白領工作，包括任何帶有「助理」、「代理」、「經紀」和「師」的腦力白領都有可能

被取代，其甚至指出「金融分析師、醫師、律師和教師，這四個行業將受到極大的

衝擊」。 

除了李開復、王詠剛（2017）談到人工智慧的發展和影響外，嚴長夀（2017）

在其暢銷書「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中，亦表達其對未來的憂心，特別因其近年

投身社會公益、關注教育和人才培育等領域，因此對「青年定位」的憂心讓人印象

深刻。 

嚴長夀（2017）在其書中表示，科技的進展來勢洶洶，機器人聰明、高效、勤

奮、會思考、會學習，但他們不要薪水、不需休息，因此人工智慧將取代白領職位，

其衝擊遠大於工業革命，該書曾引矽谷創投報告「預測 AI 後的 10 年大未來」表示，

人工智慧的發展，配合更高速的積體電路，會在短短的五到十年內使醫療健保、自

駕汽車、教育、服務業面臨危機，其並舉例說明：高超的自動駕駛將大大減少車禍

傷亡，保險公司會面臨激烈的倒閉風潮，同時傳統的汽車工業將會消失；此報告並

預估人工智慧利用「自我學習」軟體，加速進步的幅度與精確度達到比專家預期提

前十年的成就，到了 2020 年，全球七成人口將擁有智慧型手機，能上網接受世界各

國的教育，而傳統老師的工作將由電腦取代。 



37 

此外，馬雲1在接受美國財經新聞頻道（CNBC）的訪談時亦指出，近年來人工

智慧發展迅速，不僅帶來新機遇，同時也伴隨新風險，因此各國政府必須嚴正以待、

妥謀對策；其甚至示警，人工智慧是人類第三次技術革命，可能引爆第三次世界大

戰，「如果不迅速採取行動就會有麻煩」；各國領導人應及早採取對策，避免自動

化造成的傷害（龔俊榮，2017）。 

 

參、人工智慧的應用 

 

前述李開復、王詠剛（2017）、馬雲、嚴長夀（2017）的提醒皆揭示了人工智慧

的無處不在，不論是我們打開手機，利用圖像和影片處理軟體，針對照片進行美化，

還是上網搜尋資料、購物、使用服務，都在和人工智慧互動－人工智慧會推薦你喜

歡的商品；在你下單後，先進的倉儲機器人、物流機器人和物流無人機，就會快速

的進行貨物分檢以消化物流量；以 2019 年雙 11（11 月 11 日）光棍節為例，馬雲所

屬的淘寶和天貓購物網，單天就接獲了 12.92 億筆的訂單、銷售金額高達 2,684.4 億

人民幣，較 2018 年增長 25.7%（黃慧雯，2019）；而該集團網站能接獲如此巨大的

訂單、且能快速地完成貨品的送達服務，靠的就是具深度學習功能的人工智慧在營

運管理、資料監控及物流配送上的協助（BBC News, 2017）。 

2017年10月出版的《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亦以「人工智

慧：萬能或不能？」為封面標題，並在《管理新趨勢》的專欄主題中論述人工智慧

下大眾應有的作為；另2017年12月《天下雜誌》的封面故事也以「AI大震撼，沒跟

上，就淘汰」為主題，可見AI已成為廣被討論的議題；Brynjolfsson和McAfee（2017）

在《哈佛商業評論》之「認識你不能錯過的未來：人工智慧大商機」之專欄中指出，

人工智慧最大的進展係在感知（perception）與認知（cognition）能力上；在感知能

力方面，其最實用的進展和語言有關，史丹福大學電腦科學家James Landay和同事

即發現，目前語音辨識比在手機上打字平均快三倍，以前的錯誤率是8.5%，現在已

降到4.9%，雖要達到完美境界還有一段距離，不過引人注目的是，這麼大幅度的改

善不是過去十年累積來的，而是最近不到一年的成果（2016年夏天至2017/10月）；

另外，則是圖像辨識能力的大幅改善，圖片辨識之錯誤率，從2010的高於30%，2016

年已降至4%左右（引自羅耀宗譯，2017）。 

人工智慧第二個重大的改善，則是認知和問題解決能力的提升，例如機器人在

圍棋和撲克牌競賽上擊敗全球最優秀的選手、網路安全公司使用智慧型媒介偵測惡

意軟體和防範洗錢、IBM使用系統將新加坡一家保險公司的理賠流程自動化、亞馬

 
1 馬雲為中國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其在 2017 年 6 月 23 日於美國底特律召開 Gateway‘17 大

會時接受 CNBC主持人 David Faber 聚焦於焦電子商務、全球化和人工智慧等話題的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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遜（Amazon）運用機器學習優化庫存和改善客戶對產品的建議等，皆是人工智慧改

善認知和問題解決能力的結果，而這些結果原是專家預測至少還要十年才能達到的

水準，然目前已能完成（引自羅耀宗譯，2017）。 

而一旦人工智慧在某個任務的表現上超越人類，它的影響力就會擴大，

Brynjolfsson 和 McAfee（2017）以線上教育資源 Udacity 的經驗為例，Udacity 共同

創辦人 Sebastian Thrun 注意到：銷售人員在聊天室回覆潛在客戶的來電詢問時，部

分人員的銷售成效遠高於他人，因此他和學生 Zayd Enam 將此一聊天室的紀錄進

行標記－將達成銷售的互動標記為「成功」、其他的互動資料標記為「失敗」，其使

用這些資料來預測成功的銷售人員在回答顧客詢問時可能提供的答案，再將此成果

運用在教育訓練上，以敦促銷售人員提升業績（引自羅耀宗譯，2017）。 

而除了商業開發和員工訓練外，將人工智慧用於醫療亦是趨勢之一；2017 年 6

月臺北醫學大學引進 IBM Watson for Oncology，首度把人工智慧變成腫瘤治療的輔

助工具，此舉使得臺灣至此進入 AI 醫療的全新世代；這個全球知名的醫療人工智

慧之超強學習力—每年可讀五萬篇腫瘤期刊，並能依病人的年齡、體重、身高、過

去病史及生活習慣等分析腫瘤數據後，提出解決方案供醫生參考；根據此工具上線

一個月的使用經驗發現，Watson 提供的建議已有 70%和臨床醫師的看法一致並獲得

採納（閻雲，2017）；另人工智慧在藥物研發上亦扮演重要角色，除了分析過往經驗、

剔除失敗藥物外，其還能關注具潛力的新藥物、檢視毒性和有效性，為藥物研發找

到新的出路（閻雲，2017）。 

另人工智慧亦為照顧產業帶來發展契機，使照顧工作也成為資訊技術發展下的

受益者；例如老人及身障者可透過人工智慧相關設備進行身體功能的監測，Chan、

Este`ve、Escriba和Campo（2008）以美國紐澤西州為例，說明使用監測設備能顯著

降低醫療費用，其還以荷蘭利用資訊技術協助照顧者、日本家電廠商開發智能家電

設備及醫療監測系統等經驗說明人工智慧已可分擔照顧服務工作。 

而亞馬遜、英特爾亦善用ImageNet等圖像辨識系統的優異能力，成為人工智慧

行善（ALL for Good）的典範；2015年亞馬遜和兒童救援機構棘刺2（Thorn: Digital 

Defenders of Children）合作開發的AI系統，已能從網路數千則的色情廣告中，救出

被迫在網路性交易的未成年受害者；而在過去的兩年半裡，已讓六千個未成年受害

者逃離網路性交易的虎口，破案效率提升65%；此外，2016年英特爾分別與美國聯

邦政府拯救失蹤兒童計畫（Intel Inside, Safer Children Outside）、美國國家失蹤與受

虐兒童援助中心（NCMEC）展開失蹤兒童搜尋的合作方案，NCMEC透過英特爾所

設計的程式，可處理臉書等網站業者每天主動傳送過來平均兩萬多筆的可疑線報，

 
2
 此機構由美國影星 Ashton Kutche 和 Demi Moore 於 2012 年創立的兒童機構，機構的前身為 DNA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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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比對資料庫裡十萬多筆失蹤兒童的照片；過去如此複雜的工作，光靠該組織25個

分析師肉眼比對根本無法負荷，而目前找到失蹤兒童的時間已能從平均33天減少到

1天，效率的提升十分驚人（引自陳良榕，2017）。 

 

肆、與人工智慧共存 

 

AI 發展最被擔憂的兩個問題，一是工作被取代、另一則是貧富不均（李開復、

王詠剛，2017；陳博志，2017；龔俊榮，2017；嚴長夀，2017），由兩位科技大老近

年的談話就可反映出此問題的嚴重性；一是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在其公司 2018 年股

東會上的發言「今年起的未來三年，是鴻海走向大數據、人工智慧、工作互聯網的

工作年……計畫五年內，把作業員拿掉 80%」，初步預計一年後可精簡 34 萬人3（魏

鑫陽，2018）；二是前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 2018 年 7 月在行政院科技會議上的發言

「未年五到十年，會有很多工作被人工智慧取代……未來 5%-10%掌握科技的人薪

水會變得非常高，其他九成人的薪水則會變低」（吳馥馨、林河名，2018）。 

而有關工作被機器取代的問題，李開復、王詠剛（2017）認為我們的時代正進

入一個前所未有的局面，隨著科技進步，AI 將在大量、簡單、重覆性、不需要複雜

思考就能完成決策的工作中取代人類，特別是內容重覆性高的工作首當其衝。不過，

仍有不少人樂觀的認為科技最終會回歸人性，例如嚴長夀（2017）認為，即便人工

智慧能取代很多職業，但人性的角色則是它無法取代的，其表示人類最有價值的部

分，就是每個個體獨特的世界觀、人文素養、情意美的敏感度、品味能力和生活智

慧等，這些機器做不到的地方就是人性價值最佳的展現之處；馬雲（2017）也堅信

人類終究會戰勝機器，其認為 「大規模是一種模式 」，但「個人化和客製化則是未

來 」；即便是以德州撲克（Heads-up No-Limit Texas Hold’em）競賽獲勝為例，說明

Affectiva 的機器學習系統在根據音調、臉部表情以覺察人類情緒狀態的能力已超越

人類的 Brynjolfsson 和 McAfee，也認為消極評估特定對象的心理狀態和積極解決問

題兩者是不一樣的；由於人類是強烈的社會性物種，擅長運用同情、自豪、團結、

羞恥，並能使用說服、激勵、鼓舞人心等社會性驅力（social drive），機器系統雖擅

長心理狀態的評估，但積極解決問題的部分仍遠遠落後人類（引自羅耀宗譯，2017）；

因此李開復、王詠剛（2017）建議，我們若不想在 AI 時代失去生活的價值和意義、

不想成為「無用」的人，唯有從現在開始找到自己獨特之處，成為在情感、性格、

素養更全面的人，才是最佳的因應之道。 

另有關貧富不均的問題，馬雲在接受 CNBC 訪問時強調，雖然機器永遠不會勝

過人類，但其將會改變人類的生活型態、縮短人類的工時，其甚至預估：未來 30 年，

 
3 2018 年 6 月 30 日鴻海員工總數為 69 萬人。 

http://www.cnbc.com/2017/06/21/alibabas-jack-ma-says-people-will-work-four-hours-a-day-in-30-years.html
http://www.cnbc.com/2017/06/21/alibabas-jack-ma-says-people-will-work-four-hours-a-day-in-30-yea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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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可能只要每天工作四小時、每周工作四天，因此隨著人工智慧的發展－大數據

加上自動化，不僅會擴大貧富差距，技術革命也將對就業帶來巨大的影響（龔俊榮，

2017）。陳博志（2017）則以工業革命為例表示，現在的情況十分不同於工業革命當

時－現在的技術擴展快，新技術通常在短期內就會普遍被運用，因此其提醒我們不

能過度樂觀的認為人力過剩的問題不會出現，且新技術比現有技術的生產力更高，

因此所得和財富分配惡化的情形將更顯著。故在人工智慧發展、人機協作的產業型

態下，社會經濟轉型、新社會福利體系的思考，以及如何在人力過剩的狀況下協助

失業和貧窮者從事不同的學習和職務轉換，皆挑戰著政府面對科技發展的因應能力。 

「教育」因此被認為是人工智慧發展下最迫切改變的課題（李開復、王詠剛，

2017；嚴長壽，2017；羅耀宗譯，2017）；馬雲也積極遊說各國領導人應關注教育（龔

俊榮，2017）；嚴長夀（2017）則提醒，老師的工作或許不會被淘汰，但老師的觀念

和教學方法絕對需要改變，除了及早因應外，科技產品的使用、教育制度的建構和

教學方法的改變都不可少，其並強調人工智慧時代培養 4C 能力的重要性－4C 是美

國「廿一世紀關係能力聯盟」（partnership for 21st century skills, P21）定出的教育方

向，包括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合作（collaboration）、有效溝通（communication）、

創造和創新能力（creativity innovation），其認為不論科技如何發展，4C 仍是電腦做

不到、但卻是人類最重要的能力。 

而李開復、王詠剛（2017）則認為在人工智慧時代，最能體現人綜合素質的技

能－例如對複雜系統的綜合分析與決策能力、對藝術和文化的審美和創造性思維、

由生活經驗和文化薰陶所生的直覺和常識，以及基於自身的情感（如愛、恨 熱情和

冷漠）與他人互動的能力等，將是 AI 時代最有價值、最值得培養和學習的技能；而

線上課程、討論小組、實習實踐、自我探索和自我完善等將成為今後教育的主要模

式，其還以北京清華大學電腦科學實驗班為例，提倡多元與專業結合的教學方法，

包括了鼓勵實踐、解決問題、強調做中學、培養創造力和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等，

且為充分運用教育資源，互動式的線上學習將愈來愈重要，另為適應未來人機協作

的社會，向機器學習、與機器溝通，都將成為重要的學習方法和目標。 

此外，聯合報系 2017 年 7 月亦舉辦聚焦於 AI 浪潮下因應作為的「願景工程公

民沙龍」，不少與會專家都強調，AI 時代看似一場危機，但換個視角，也會迎來許

多契機，特別是人的互動技巧會被凸顯、社交能力將更被重視，而管理 AI 的人才、

協助人類適應 AI 生活的工作未來都將蓬勃發展；「學習新技能」成為當今最大的挑

戰，歐洲許多國家與企業已著手因應趨勢，投入高比率的公共支出與商業盈餘於職

場「再教育」，企圖讓人民與 AI 同步升級（章凱閎，2017）。 

 

伍、AI 浪潮中的諮商與心理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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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人工智慧的發展和應用，顯示人工智慧產品不僅成為產業和醫療工具，更

是現代人生活的一部分；例如根據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的調查，2018年12至49歲民眾

的上網經驗已超過94%，其中以行動方式上網的比率則在76.9%；另全國家戶上網率

在2015年達到最高（89.2%），以寬頻方式上網的比率亦在2015年達到最高（88.8%），

顯示科技產品的使用已與現代人生活緊密相連（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18）。

另由2018年6月世界衛生組織（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宣布將「遊戲

疾患」（Gaming disorder）列入心理疾患，正式將其視為成癮行為導致的心理疾患現

象看來，科技不僅與現代人生活緊密相連，科技帶來的問題也將同時顯現。 

其實早在三十年前，Sharf（1985）就已意識到電腦科技可能對諮商和心理治療

造成影響，由於當時電腦已能協助評分、提供職業和教育資訊、輔助教學，且已有

研究者嘗試進行AI與心理諮商有關的方案設計；因此雖然當時尚未出現電腦輔助系

統（intelligent 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 ICAI）的諮商方案，但Sharf當時就已發

出「電腦是否會在21世紀取代諮商師？」的警語，並表達「當電腦能夠理解人類的

語言、語調，以及肢體所傳遞的意義時，那麼幫助人們解決生涯困擾、個人問題和

家庭問題的究竟是諮商師？還是電腦？」的憂心（Sharf, 1985, p. 34）。另Horia（2011）

也曾預估，在資訊充斥的社會裡，隨著人機互動的普遍，資訊科技結合心理學／精

神病理學會越來越被需要，網路心理學（cyberpsychology）更會隨著技術發展而潛

力無限，其認為關注資訊科技如何應用於改善心理問題，會是未來社會科學領域跨

學科研究的重點。 

 

一、 AI 在諮商中的使用概況 

 

前述研究者的提醒和預估目前似乎都已成真，電腦、網路等AI相關產品在諮商

和心理治療中的應用包括以下幾類（Helgadottir, 2019）： 

 

（一）網路支持的介入服務（internet-supported interventions） 

相 關 名 詞 包 括 online therapy, e-therapy, online counseling, teletherapy, 

telepsychiatry等，此方式可替代傳統面對面的會談，治療師可透過網路（如skype視

訊會議、即時通、信件、線上團體治療）和案主溝通或運用此法做為補充性服務；

此法最大的優勢是可以減少治療師和患者需在同一空間的限制，並增加服務的可近

性；然線上治療至今並未被普遍採用的主因，是其仍需治療師的現場參與，同樣得

花費較高的服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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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助處遇（self-guided treatment, online self-help） 

過去自助工具來自書、錄音帶、錄影帶等，但在網路普遍的狀況下，不少人開

始使用線上資料做為自我幫助的來源，然而資料品質不一是此法主要的限制，因此

不少治療師將其視為輔助方法，在治療時間外鼓勵案主獨立使用，治療師可在一段

期間後檢視其進步情形。 

 

（三）電腦化的治療（computerized-therapy） 

即虛擬治療師（avatar），相關名詞有AI therapy、computerized CBT；係指在沒

有治療師介入下使用電腦進行的心理衛生介入，此與仍需治療師參與的網路支持性

介入服務不同，computerized-therapy指由電腦扮演主動角色，透過Apps、機器人或

虛擬治療師進行的服務（將在下段進行更多的討論）。 

 

（四）治療機器人（Therapeutic Robots） 

人是社會性動物，會從他人的陪伴中獲益，過去已有研究證實動物能提升幸福

感，但對某些患有退化性疾病，如阿茲海默症或部分類型的失智症患者而言，他們

無法從動物獲得照顧，此時治療性機器人就可扮演重要工具；例如Paro是用來陪伴

失智症患者的治療性機器人，外型看起來像隻小海豹；Paro和其他機器人不同之處

在於其能從環境中學習，例如能互動，可對聲音和觸摸做反應、能表現不同情緒、

有安睡裝置等；目前已有研究證實，這類治療性機器人可幫助失智症患者降低焦慮、

促進放鬆、激勵使用者，也有助於改善自閉症患者的社交技巧，並做為焦慮或情緒

異常兒童的學習工具；因此不少人預測此類治療性機器人將在未來的照顧工作上扮

演重要的角色。 

 

（五）虛擬實境治療（virtual reality therapy） 

讓使用者戴上一些裝置（如stereoscopic headset），將其放在一個刺激或想像的

環境裡，如暴露在讓其高度恐懼的虛擬物品（蛇、馬桶）或環境（高度、飛行）裡，

治療者可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中，藉由控制使用者的看與聽，監控他們的情緒和心理

反應；治療者相信一旦者患者可在虛擬環境中對造成其恐懼的物品或環境減敏，應

可降低他們在真實環境中的恐懼感。 

 

（六）電子遊戲治療（video game therapy） 

針對憂鬱或焦慮的青少年進行的遊戲治療，如SPARX遊戲，讓使用者在虛擬、

想像的世界裡翱翔，並給予其須完成的任務和挑戰，例如可設計一些活動或利用遊

戲教導青少年處理憂鬱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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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虛擬治療師的運用 

 

受到較多討論的 Woebot，是史丹佛大學發明的虛擬治療師，這個以認知行為治

療（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CBT）為主的數位媒介能迅速組合訊息、提供服務

—他會詢問使用者的心情和想法、傾聽感受；雖然發明者 Darcy 說，Woebot 只是機

器人，無法取代治療師，然不少專家皆同意，Woebot 讓 CBT 更易進入這群缺乏時

間，且幾乎隨時使用網路的現代人，這個虛擬的治療師提供了個人化、不需事先預

約，且負擔得起的服務（Fulmer, 2017; Rucker, 2018）。 

其實 Woebot 並非第一個用來增進人們心理健康的虛擬機器人，事實上使用機

器人輔助心理治療早在 50 年前即開始—1966 年麻省理工學院人工智慧實驗室即發

明了可以與個案進行簡易對話、宣稱是羅吉斯學派的治療師（Rogerian Therapist）

機器人 Eliza；而在自然語言進步和智慧型手機大量被使用的現況下，機器人逐漸被

使用，也愈來愈人性化，例如可說荷蘭語、用來幫助輕度焦慮症的 Emma，和可說

阿拉伯語、用來幫助敘利亞難民因應戰爭暴行和逃難的 Karim；這些研發團隊均強

調：諮商師有家庭、需要休息，有些人甚至喜歡休假，AI 則可以隨時提供服務（Fulmer, 

2018）。 

知名的虛擬治療師還有 Ellie；Ellie 是南加州大學創新科技研究所（Institute for 

Creative Technologies, ICT）所創造，用來治療經歷憂鬱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

的退伍軍人；Ellie 具有人臉辨識系統，能根據人臉上 66 點線索知覺互動對象的情

緒狀態，使其不僅能偵測文字，還能反應情緒，並適度的點頭（Fulmer, 2018; Rucker, 

2018）；研發團隊認為，虛擬治療師能增進使用者的心理健康、提升診斷的精確性，

Ellie 的成功還在於使用者不會覺得自已被評價，因為她只能傾聽，不會提出任何要

求（Fulmer, 2018）。Rucker（2018）也認為虛擬治療師具有治療優勢，其根據英國

倫敦大學 Mel Slater 的實驗證實了即使使用者知道和他們互動的是機器人，他們仍

願意和其互動，和其分享一些在人際互動裡不願說出的話和覺得害羞、困窘的經驗；

由於機器人不會評價他們，讓他們覺得自在，且因可隨時使用（available），達到治

療師無法滿足的互動次數。 

而除了治療功能外，具情感交流、支持功能的聊天機器人也受到歡迎；例如蘋

果的Siri、Ally Bank推出的Alexa，以及微軟的小冰（Xiaoice）都成為許多人生活中

的好幫手，他們除了可從既有的資料庫中找答案，幫忙查詢、計算、協助轉帳，第

三代的小冰除能同理、做回應外，還能提出自創的問題，讓使用者願意說更多的話

－根據調查，Siri與使用者的對話平均只維持約1.5輪，而小冰與使用者的對話則可

維持至23輪；且分析這些使用情形後發現，每天晚上11點半到凌晨是使用者找小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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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的高峰時段，尤其是55歲以上的使用者；由於23輪的對話不只是回答問題，應

還包括了情感交流，顯示聊天機器人能排解中高齡使用者子女不在身旁或無法與子

女溝通的孤立感，成為理解心底話、滿足情感需求的工具（彭子珊，2017；Fulmer, 

2017）。 

 

三、以 AI 為基礎的心理照護系統 

 

根據美國心理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NIMH）的調查，

美國有將近 1/5（17.9%）的成年人有心理疾病，此疾病不僅會降低生活品質，也連

結了龐大的醫療費用，據估計心理疾病已是美國花費最多的疾病，每年約需花費

2,010 億美金，且隨著人口老化及不斷上升的失智症狀，這個數字預估還會逐年增

加；由於費用昂貴、治療師短缺、治療等待費時，以及大家對心理治療的刻板印象

等都讓患者無法及時的接受專業照顧（Rucker, 2018）。 

而 AI 科技提供新的照顧型態－整合 AI 和臨床人員提供 24 小時的線上 CBT

照護，以機器學習為骨架、透過 App 紀錄使用狀況，加上教練、治療師、精神科醫

師等組成的協同合作團隊，如此一來患者平時可與虛擬機器人聊天，一段時間再和

諮商師、醫師進行網路諮詢，而已累積的數位訊息則可供醫療團隊參考和比對；此

類以 AI 為基礎的心理照護系統可超越時間、地域、距離、經濟等限制，使治療更具

可近性、便利性，還能同時服務更多的使用者，降低使用者對心理治療不佳的烙印

（Rucker, 2018）。 

此外，在社交媒體上，機器學習模式也已用來偵測包括自殺、憂鬱等心理危機，

例如 2017 年 3 月社群網絡 Facebook 使用 AI 系統透過分析使用者的寫、說或回應

內容，監控使用者的自殺危機，當系統偵測到的危機訊息夠多時，AI 就會鼓勵使用

者尋求協助或通知使用者的朋友，有些美國醫院目前也開始透過病患累積的就醫紀

錄評估其自殺危機（Matias, Manikonda, Hale, & Arnold, 2017）。 

此外，AI 還可預防青少年的社交孤立，目前線上社群效益已被認可，線上社交

網絡可形成歸屬感、鼓勵正向溝通，因此不少科學家正運用 AI 提升社會連結；例

如澳洲青少年心理衛生中心推動緩和的線上社交治療（the Moderate Online Social 

Therapy, MOST），透過科技創造治療性環境以協助精神官能症和憂鬱症青少年復原；

此團隊亦努力連結其他系統、提供行動警示，當使用者的焦慮被手腕感應器偵測到

時，MOST 就能立即提供以個人為基礎的治療性介入（Rucker, 2018）。另一個針對

學生設計的 AI 心理衛生創新方案，是澳洲雪梨 Macquarie 大學和中國之跨國專業

團隊發展的降低大學生考試壓力、發展較佳因應技巧的虛擬顧問（advisor）；由於考

試會帶來憂鬱、失眠、自殺的風險，因此團隊設計出能隨時提供有效支持的虛擬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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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初期研究顯示這個虛擬的顧問能模仿治療師提供建議和支持，有效降低考試壓

力（Rucker, 2018）。 

 

四、實證研究 

 

過去歐洲心理學家拒絕使用電腦相關系統和設備，使得心理學界因此低估了AI

在心理學及心理治療中的功能，一直到最近，CBT治療師開始將AI運用在治療工作，

且獲得不少有效性證據後，才讓人工智慧和心理治療領域有了交集，特別是對社交

困境、恐懼症、網路成癮等個案的治療；AI不僅可有效提升治療成效，還可在複雜

的治療過程中協助案主與治療師（Horia, 2011）。Newman（2004）也指出，自助網

站、電腦輔助治療、透過網路進行篩選及評估、掌上型電腦輔助治療、線上諮詢、

互動式語音系統、透過動態生理監測進行生理回饋及虛擬的支持性團體等，皆是將

電腦等資訊科技應用於心理治療的可行方式，其認為心理治療應用資訊科技具有不

少優勢，患者不僅可在治療時間外獲得額外的，還能減少治療成本、協助患者獲得

更多有助其進行治療決策之資訊（引自Horia, 2011）。 

故如前所述，CBT 與 AI 的結合，係目前運用較多、也較被認可的嘗試；Mantani

等人（2017）、Fitzpatrick、Darcy 和 Vierhile（2017）的研究，皆證實了 AI 產品運用

在憂鬱症患者治療上的有效性。由於標準 CBT 療程通常需要 10 至 20 次，每次 45

至 60 分鐘的會談，然這樣的療程設計使治療產生了侷限性，因為使用電話或視訊

雖可降低面對面會談的負擔，但仍需花費相當多的時間，故如何讓憂鬱症患者願意

參與治療、使治療更具便利性，成為不少研究團隊努力的目標（Mantani, et al., 2017）。

由於資訊與通訊技術的迅速變化，人工智慧專家利用智慧型手機的便利、攜帶和及

時性，設計了自助、引導式的 CBT，期能證明這是花費時間最少，且與面對面治療

效果相當的設備。 

例如 Fitzpatrick 等人（2017）的研究亦是為瞭解 AI 產品治療憂鬱症功效的研究

－其針對有憂鬱及焦慮症狀的大學生進行實驗，了解與 Woebot 的對話和自助課程

能否在患者需要時提供協助；這些原本 46%為中度或重度的憂鬱症患者、3/4 的焦

慮在嚴重程度內的參與者4，在使用了 Woebot 兩週（20 次以上）後，發現憂鬱、焦

慮情緒的降低皆達顯著水準，11 位主動回饋 Woebot 對其有幫助的受試者其憂鬱及

焦慮狀態有明顯改善；受試者使用 Woebot 的正向經驗包括：每日的問候（N=9）、

同理心的展現（N=7）、與 Woebot 的學習經驗（N=12）；其他受試者反映與 Woebot

 
4 Fitzpatrick 等人招募了 70 位 18 歲至 28 歲的患者，以實驗組和控制組的對照方式進行實驗（實驗

組 34 人，提供以認知行為治療理論發展的自助工具 Woebot、控制組 36 人，僅提供與憂鬱資訊有

關的電子書），最後亦以量表來了解憂鬱、焦慮症狀的改變狀況－包括病人健康狀況問卷（PHQ-

9）、焦慮自我評估量表（GAD-7）、正負向情感量表（PANSS）等三量表。 



46 

的對話為其帶來情緒性洞察（N=5）、一般性洞察（N=5）及認知性洞察（N=2）；至

於使用 Woebot 的缺點則包括了：違反程序（N=15）、機器故障（N=8）等；最後，

研究團隊歸納前述的研究發現認為，如具有聊天機器人功能的對話媒介，應能為

CBT 提供一種可行、有吸引力、有影響力的方法。 

除了針對臨床患者的治療外，將 AI 產品用於大眾健康生活管理也是個趨勢；

例如體現式對話媒介（Embodied Conversational Agent, ECA）5的運用，已被證實可

使 18 至 34 歲的非裔美國人獲得健康資訊，而 Gardiner 等人（2017）為了進一步瞭

解其做為健康生活管理（正念、壓力管理、身體活動和健康飲食）的可行性和滿意

度展開的實驗計畫6；一個月的實驗結果發現，使用 ECA（實驗組）和使用錄音帶

（控制組）的兩組受試者皆反應在實驗過程中得到非常豐富的健康資訊，其中 69%

的受試者利用 ECA 改善了健康、增加身體活動（52％）和壓力管理（70％），因此

研究團隊認為，此結果證實了 ECA 能對不同族群的都會女性提供健康生活管理，

受試者與 ECA 互動一個月後，能顯著減少壓力性飲酒、增加水果攝取量。 

另外，Ly、Ly 和 Anderson（2017）的研究也是將 AI 用於非臨床的例子，其想

透過一種全自助式的介入工具－對話機器人（Shim），了解與 Shim 的互動能否協助

使用者提升社交及心理健康水準、減低壓力知覺，評估正向心理學與 CBT 的治療措

施7；研究最後發現，實驗組和控制組在豐盛人生量表、壓力知覺量表上達顯著差異，

因此 Ly 等人認為 Shim 是一種具有高成本效益的心理健康促進工具，且由受試者表

現出較高的遵循度（17.7 次）看來，研究團隊相當肯定使用者在 Shim 遵循度上的

效果。 

 

五、倫理守則 

 

由於科技產品輔助心理治療的情況日益普遍，Chan、Este`ve、Escriba和Campo

（2008）因此提醒，為減少醫療事故或診斷責任歸屬的法律爭議，與專業倫理有關

 
5 ECA 是一種動畫模擬的對話媒介，可與使用者進行面對面的交流，該系統由會話資料庫的網路伺

服器組成。 
6 Gardiner 等人（2017）研究團隊招募了 61 位 18 歲至 50 歲，平均 35 歲的女性進行實驗，利用隨機

方式分配實驗組和控制組－實驗組使用 ECA（交談內容包含正念、壓力管理、體能鍛鍊和健康飲食），

控制組則是使用冥想錄音帶（CD/MP3），每天一次（60 分鐘）持續 30 天；測量工具包含生活品質

量表（SF-12）、病人健康狀況問卷（PHQ-9）、全國健康與營養體檢調查（NHANES）、家庭糧食

危險調查量表（HFIAS）、自覺體能效能量表（SSE）和壓力自覺量表（PSS-4）。 
7 Ly 等人（2017）實驗組使用的 Shim，為一種應用於手機之完全自動化的對話 app，以選擇題或要

求用戶輸入文字之兩種方式與用戶互動，實驗中要求實驗組至少於 14 天內完成 14 次回應，且連續

七天不得間斷；為達到研究目的，研究團隊於是其利用 facebook、twitter 等社交媒體招募 18 歲以上、

未接受心理治療、未服用精神科藥物的受試者參與，總計招募到 28 位（15 位女性、13 位男性），

年齡 20 歲至 49 歲（平均年齡 26.2 歲）的受試者；之後再將 28 位受試者平均分為實驗組及對照組，

讓實驗組使用正向心理導向的對話機器人兩週後，除觀察其在三種量表上的變化－豐盛人生量表

（FS）、生活滿意度量表（SWLS）、壓力知覺量表（PSS-10），還收集受試者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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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議題，包括減少安全隱憂、加強個人隱私保護，以及使用者的知情同意（WHO／

PAHO提出八個原則：坦承、誠實、品質、知情同意、隱私、專業、負責任的夥伴關

係、責任）等，也應隨著AI設備進入助人場域、輔助助人工作而有隨之調整的準備。 

事實上，美國諮商學會（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ACA）在其2014年修

訂的倫理守則中已有針對「遠距諮商、科技和社交媒體」規範之專章（Section H: 

Distance Counseling, Technology, and Social Media），內容包含：知識及法律考量、知

後同意及安全（評估危機和效益、技術失敗時服務的轉換、預期回應時間、文化和

語言差異對服務的影響）、案主認證、遠距諮商和關係（談到效益和限制、專業界線）、

紀錄和網路維護、社交媒體等六部分；美國學校諮商師協會（American School 

Counselors Association, ASCA）2016年之倫理守則（ASCA Ethical Standards for School 

Counselors）中在對學生負責（A. Responsibility to Students）的章節裡亦含蓋了「虛

擬／遠距學校諮商」（A.15. Virtual/distance school counseling）之項目，強調虛擬／

遠距諮商具有與面對面諮商相同的倫理守則，並說明諮商師不在線上之危機或非危

機情境的處理程序，以及在缺乏口頭說明及肢體語言輔助的脈絡下，諮商師應協助

學生理解虛擬諮商關係的建立，以減少和預防學生的誤解（ASCA, 2016）。 

我國雖早在2001年修訂「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諮商專業倫理守則」時，為因應

網路諮商的發展趨勢，也加入了「網路諮商」一章以規範諮商師從事的網路服務，

內容包括了資格能力、知後同意、網路安全（資料傳輸的安全性）、避免傷害、法律

與倫理管轄權、轉介服務（諮商師不在線上時的因應）、普及服務等七項，並在資格

能力部分特別強調需熟悉網路人際關係及應具備多元文化諮商能力（台灣輔導與諮

商學會，2001）；不過，在科技發展快速，社交媒體及虛擬諮商興起的狀況下，前述

倫理守則勢必得再做修正，以符時代所需。 

 

陸、AI發展對諮商人的啟示 

 

一、 對諮商未來的想像 

 

綜合前述內容看來，技科專家對現代人的呼籲，以及 Horia 和 Sharf 對心理治

療和諮商工作的憂心，皆可能在不久的未來顯現；Rucker（2018）也認為 AI 將成為

心理衛生領域裡改變的關鍵，雖然 AI 的長期效益尚無法預期，諮商人仍須及早準

備以平衡利弊；Matias 等人（2017）亦提醒，在預期機器學習系統可能成為心理衛

生服務的基礎下，我們應及早擴展個別諮商師的範疇和角色。 

雖然 Fulmer（2018）曾特別強調「到目前為止」，AI 不會比諮商師好（No AI is 

better than the best counselor…yet）」，但可預期的是，未來 AI 會對諮商帶來顯著的



48 

改變，因此不論你喜歡與否，AI 就在這裡，「Educate yourself on AI now」是當務之

急，認為諮商師社群更應有智慧的預作準備以能適應和發展；為此，Fulmer 提出下

列建議供諮商人參考： 

1.科技進步得很快，諮商人需認識 AI，並對科技持開放態度。 

2.當 AI 被普遍運用時，人們將被影響，因此需了解 AI 影響下人們可能出現的問題

行為。 

3.當案主開始和虛擬諮商師談話時，身為諮商師的我們應思考該如何因應。 

4.科技公司從 App 到機器人，生產很多東西，也開始雇用心理衛生專業人員讓產品

更人性化，此時我們應善用時機為諮商專業進行更多的倡議。 

5.預防是良藥，我們應主動對倫理議題表達關心，並在全國性的整體層次上（如 ACA

倫理委員會）持續參與 AI 議題。 

本文作者也因持續關注科技發展和 AI 產品對大眾行為的影響，因此想像以下

場景可能很快將在國內的諮商教學場域中出現，例如： 

 

（一）在諮商技術的教學上 

由於諮商心理師養成過程中，諮商技術和能力培養是件不容易的事，特別是在

督導人力有限、合作機構搜尋不易，及憂心不純熟的學生可能損害案主權益等因素

下，多數諮商技術課程的授課教師只得透過書中例子分享經驗，或利用同學間的角

色扮演協助學生想像技術運用之成效；然而隨著AI發展和科技功能的提升，未來教

師或許可使用電腦輔助系統進行諮商技術教學，找出有效諮商的對話和語言使用

（如前述線上教育資源Udacity訓練銷售人員的經驗），甚至可以利用電腦案主進行

模擬諮商（如Sharf文中所舉的例子），如此一來學生不僅可反覆練習，並可在多次

練習後進行比較和回饋，不用擔心服務倫理上的限制和挑戰。 

 

（二）在逐字稿轉謄上 

隨著AI語音辨識系統的發展，未來或許逐字稿的整理將不再費力，如此諮商教

學、訓練及研究（特別是質性研究）將不再需要花費很多的時間和心力進行錄音資

料轉謄，而能同步收集諮商歷程中的對話記錄，便利學生了解自己的對話內容和記

錄整理。 

 

（三）在諮商督導工作上 

若能如此，也將便利督導工作的進行，督導可在諮商過程同步（或短時間內）

掌握受督學生的技術使用和概念化內容，或者能快速搜尋、追蹤受督者在不同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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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的技術和策略運用；甚至利用資料傳輸功能進行跨地域、影音及文字同步的視訊

督導，將成常態。  

 

二、對諮商人的建議 

 

因前述不同專家的提醒和未來諮商教育的想像，作者因此對諮商教育工作者、

準諮商／諮商師提出以下建議： 

 

（一）對諮商教育工作者的建議 

由於課程翻轉、跨領域，並推動「議題導向」8之教學（2017年開始試辦、2018

年正式實施）以克服僵化的分科課程設計，以及鬆綁院系與學制，鼓勵學生「系進

院出」、推動跨院課程的融合，已成為教育部設定之高等教育變革之方向（修瑞瑩，

2016）；故為因應科技發展和未來社會變遷的複雜性，作者建議諮商教育工作者可嘗

試朝以下方向進行調整： 

1. 培養學生跨領域能力成為必要，鼓勵跨院、系合作，不同專長教師共同開課、不

同系所學生跨系選課，以為跨領域知能的發展建立基礎。 

2. 前述專家提醒教育主管機關和學校教師，AI時代應培養學生具備的能力，包括：

AI產品的使用能力、問題解決能力、溝通能力、社交技巧等能力，教師應在課程設

計中思考促成前述能力的教學方法。  

3. 傳統教學使用的授課、學生報告或分組討論等方式需隨之改變，多元化的教學

方式（如線上學習、鼓勵實踐和體驗等）已成教學之必須。 

4. 在未來人機協作的產業和生活型態下，「使用AI產品的能力」成為學習成果的一

部分，因此需鼓勵學生善用AI產品的龐大功能（如影音、圖像、大數據資料等）展

現其學習成果。 

5. 除了傳統直接面對面的服務方式（個諮或團諮）外，線上服務／視訊或使用機器

人輔助諮商可能成為未來的服務方式，因此諮商教育和服務應思考如何順應科技發

展調整不同的課程內容和專業知能，以因應網路心理學的發展。 

 

（二） 對準諮商師／諮商師的建議 

1. 國內有關網路諮商的實徵性研究並不多，且受限於人力配置和經驗，國內透過

網路提供的諮商服務仍集中在電子佈告欄、設置網站提供資訊，以及以電子郵件進

行的諮商服務等；雖然不少研究者皆肯定網路諮商的效果，並發現網路諮商與傳統

 
8
 以芬蘭小學議題教學為例，說明芬蘭小學現已沒有國、英、數等這種分科的課程設計，而是類似

像「探討全球暖化」的議題，學生需自動自發去學習跨領域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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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面諮商的效果接近（張德聰、林烝增，2017）。不過，此一成效對不同年齡、身

分或問題類型是否具有普遍性、持續性，值得再做累積。最近作者走訪實務機構時，

發現已有機構以通訊軟體－「line」提供服務，此一服務策略雖仍在發展階段，但已

發現此服務型態是與年輕世代接觸的有效管道，未來可能有更多機構會使用此一管

道提供服務，因此專業關係的界線、資料的隱匿性和專屬性，及其他可能引發的倫

理問題（如知情同意、保密例外等），均值得助人專業組織和研究者持續了解。 

2. 利用聊天機器人、透過手機App等AI產品輔助諮商是未來可期的服務型態，然

該如何進行服務設計、考慮服務效益、確認工具的穩定性等將成為諮商師未來的責

任，如何使用這些工具在非諮商時間輔助和掌握案主的情緒變化、甚至協助監控有

自殺意念的高危機案主，亦是諮商師的新挑戰。此外，如何利用龐大的線上資料庫

協助諮商、透過大數據資料進行心理衛生方案規畫的參考和常模基礎，亦是未來諮

商心理師應有的能力。 

3. 如果學生可透過跨系合作課程而有跨領域知能，或許就具有走出傳統諮商場域

（不同層級學校）的服務基礎，例如鼓勵學生進行跨場域實習、關切AI影響下不同

產業結構的變化，而客製化的協助員工適應、能力轉換、發展AI影響下的員工協助

方案（EAP）等也可能是未來諮商師需關注的實務議題和需建構的發展能力；而即

使是在傳統場域，關切案主（如學生）受到AI產品影響而出現的身心適應問題（例

如網路成癮、手機成癮、遊戲疾患及社群焦慮等），亦是諮商師應有的能力。 

4. 近年不少諮商師投入寫書、經營部落格，甚至網路直播傳遞心理衛生資訊等服務，

或許隨著科技發展，結合諮商心理專業和AI科技的服務－例如加入AI產品（如機器

人）團隊、參與心理治療Apps的設計或網路心理衛生推廣方案等工作，亦是未來諮

商心理師的職場發展方向。 

 

柒、結語 

 

由於 AI 等科技產品的使用已是現代人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心理治療和諮商領

域當然亦需因應這個已全面涉入生活和產業環境的科技變革；關注科技如何影響人

類、了解科技如何改善心理問題、輔助心理治療和諮商工作的進行，是未來諮商專

業跨領域研究的重點。 

特別是在去年底（2019 年 11 月 29 日），諮商心理工作的主管機關－衛生福利

部公布了「心理師執行通訊心理諮商業務核准作業參考原則」，正式認可了網路諮

商、遠距諮商的合法性，相信在科技發展的風潮下 AI 與諮商工作的結合必將潛力

無限，因此也期許所有的諮商人都能在此風潮下做好準備和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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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of Counseling Education and Services: The Impact and 

Respon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Ching-Hung Shen 

 

Abstract 

 

“AI will replace 50% of all jobs,” sai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perts, which is a warning 

they put in front of the general public.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s profoundly affecting 

our social,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patterns, many jobs will be replaced, and the wealth 

disparities will be wider, which are the two most concern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blems. In the face of the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rings, many 

experts called on governments to be cautious and take countermeasures in their efforts to 

reduce the adverse effects caus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ecaus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s are already part of modern life, psychotherapy and 

counseling need to respond to technological changes that have been fully involved in the 

life and industrial environments. How technologies affect humans? How to use 

technologies to solve various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nd assist in psychotherapy or 

counseling? Those are the main research topics of social science in the future. In recent 

years, many pieces of evidence from the studies have proven that exper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ve been using the benefits of the smartphone such as accessibility, 

portability and immediacy to not only helped patients reduc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to be 

as adjunctive therapy for clinical psychotherapy, but also improved the levels of soci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nd reduced their stress perception. Therefore, 

under the premise of expensive and limited professional resources,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fessionals to use the advantag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s to assist 

psychotherapy and counseling. 30 years ago, Sharf realized that computer technologies 

might have an influence on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and put forward the question, 

“Will counselors in the 21st century be replaced by computers that understand English, 

voice tone, and body language? Who or What will assist people with career concerns, 

personal problems, family problems, is it going to be counselors or computers?”. Due to 

the accelerating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es, the challenges counselors face become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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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e; professional ethics of psychotherapy and counseling also need to be adjusted 

accordingly. Cyberpsychology will have unlimited potential as technology develops, but 

the mental disorders (such as gaming disorder) associated with computers and networks 

will continue to be updated. 

Education becomes a top priority in response to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prevent these services of psychotherapy and counseling from being one of the 50% jobs 

which are going to be replac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oth counseling educators and 

counselors who are going to work in the field of practice should prepare in advance. 

Technology experts recommend that students develop these abilities of problem solving 

and innovation, social skills, learn the knowledge of trans-disciplinary, and how to use 

technology products during the university will help them face these challeng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future. Finally, the author also gives suggestions to students studying in 

counseling psychology, whether they are in the universities or graduate institutes, they 

should refine their necessary skills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at the same time. People are 

expecting counselors to follow the developing tren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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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編輯委員會組織要點 

一、「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編輯委員會（以下稱本編委會）由「本土諮商心理學

學刊」主編邀請組成之，任期為四年。 

二、本編委會置主編一人，編輯委員若干名，共同執行學刊之編輯與審查工作。 

三、本編委會下置編輯助理一至三人，擔任本學刊編輯之行政工作。 

四、本要點經本編委會會議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編輯委員會編審工作要點 

一、「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以下稱本學刊） 為定期出版之學術性期刊。本學刊

之編輯委員會為處理文稿編審相關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學刊常年徵稿，每年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各出刊一期，每期刊出至少

二篇，以文稿審查通過先後為序。主編於接到稿件後兩個月內進行審查作業。  

三、本學刊審查作業採匿名制，學刊論文稿件經主編和編輯助理執行匿名作業後，

再送交編輯委員提出審查委員推薦名單。如投稿人為編輯委員，於推薦該稿件

之審查委員人選時，應迴避之。  

四、依匿名審查者之審查意見決定稿件處理方式如下表所示： 

 

「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稿件審查處理方式一覽表 

處理方式 
第一位審查委員結果 

同意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再審 不宜刊登 

第

二

位

審

查

委

員

結

果 

同意刊登 同意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或再審* 
送第三位複審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或再審* 
送第三位複審 

修正後再審 
修正後刊登 

或再審* 

修正後刊登 

或再審* 

不予刊登 

或再審* 

不予刊登 

或再審* 

不宜刊登 送第三位複審 送第三位複審 
不予刊登 

或再審* 
不予刊登 

*由主編依論文品質及審查意見裁量決定。 

五、本學刊編輯委員另訂定文稿審查暨著作財產權處理要點，以俾利審查之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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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徵稿通告 

 

一、主旨 

「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由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本土諮商心理學

研究發展中心、世界本土諮商心理學推動聯盟與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共同出版暨發

行，採學刊與電子形式出刊。本學刊以發表心理衛生、輔導、諮商心理、臨床心理、

復健諮商、社會工作、精神醫學、精神護理、職能治療、語言治療、特殊教育、員

工協助方案等與心理學及助人專業相關學科之本土化學術專論與實務專論為主，包

括：量化、質性或質量整合的實徵研究（empirical research）、綜論性文章（review 

essay）以及個案研究等（不同文章類型稿件適用不同之審查標準）。本學刊採雙匿

名審查制度，發行主要目的在於增進心理諮商與助人相關專業之學術交流、提升學

術研究風氣，希望透過本學刊的平臺，能結合更多的華人與華文使用者，善用華人

語言與華人文化的特色，做出更多更好的學術探討與研究，為增進與亞洲地區專業

人員及國際的交流我們也提供英文的標題與摘要，同時也接受英文的稿件，我們期

待能跨越國際推動含攝文化（Culture Inclusive）與本土化的研究風氣。 

 

二、稿件格式（請參閱「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投稿論文格式之說明） 

 

本刊歡迎海內外中英文稿件，中文稿件以正體、簡體投稿皆可。來稿請參考「美

國心理學會出版手冊」第六版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th ed.） 規定體例，每篇以三萬字以內為原則。請勿一稿兩投。稿件內

容依序包括下列各項：（有關作者個人之相關資料，僅能於作者基本資料表中呈現） 

 

（一）作者資料表（表格請至 http://jicp.heart.net.tw/04.html 下載） 

填寫作者基本資料表，載明論文題目、全體作者之中英文姓名、任職機構中英

文名稱、第一作者與通訊作者之位址、電話、傳真及 E-mail（通訊作者為本學刊為

提供學術交流而設置，請作者於投稿時提供相關資料以利進一步學術對話之開展）。 

另外，請下載作者自我檢核表乙份，以核對規定的格式是否正確，若否則填寫

其理由。填畢再以電子檔的方式與作者基本資料一併寄回。 

 

（二）中文摘要頁 

以 500～800字為原則，含論文題目、摘要及關鍵詞（以不超過五個為原則）。 

 

（三）正文 

正文段落標題可有彈性，但宜有前言、本文、結論、以及參考文獻等之結構。 

 

（四）英文摘要頁 

  含論文題目、摘要本文及關鍵詞（以不超過 5 個為原則）。為助於與國際學

者交流，摘要本文請不少於 500 字，並以 800字以內為原則 （自第九卷第一期適

用）。 

 

（五）著作權授權同意書（表格請至 http://jicp.heart.net.tw/03.html 下載） 

投稿文章之所有作者均需分別填寫一式兩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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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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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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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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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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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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imum impact at minimum bandwidth. In J. W. Bloom & G. R. Walz (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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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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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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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140.122.69.160/bulletin/3903/3903_PDF/04-%E7%8E%8B%E6%99%BA%E5%BC%98.pdf
http://140.122.69.160/bulletin/3903/3903_PDF/04-%E7%8E%8B%E6%99%BA%E5%BC%9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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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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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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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不超過 5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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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資訊 字數：    字   圖片：  幅   表格：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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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單位與 

職稱（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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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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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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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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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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論文名稱：                                       （以下稱「本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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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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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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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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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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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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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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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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pt as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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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ion 

Re-review after 

revision 
Re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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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ccept as is Accept as is 
Accept after 

revision 

Accept or re-

revie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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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er 

Accept after 

re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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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ion 

Accept after 

revision 

Accept or re-

review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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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a third 

reviewer 

Re-review 

Accept or re-

review after 

re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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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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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ject or re-

review * 

Reject or re-

review * 

Reject 
Include a third 

reviewer 

Include a third 

reviewer 

Reject or re-

review * 
Reject 

* Decision rests with the Editor in Chief based on the quality of the submissions and the 

reviewers’ comments. 

1. Guidelines in regard to review and copyright issues shall be developed by the Editorial 

Board to facilitate the paper review process.  

2. Contributions of each issue shall be restricted to one paper per individual as the first 

author. Each volume of the journal shall include at least two research papers external to 

the staff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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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for Paper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is a scholarly, electronic journal published quarterly 

by Center for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World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Alliance and Taiwan Counseling Net in Taiwan. The journal publishes contributions on many 

topics, such asguidance, counseling psychology, clinical psychology,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social work, psychiatry, mental health, Psychiatric nursing, occupational therapy, 

speech-language therapy, special education,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etc. Our purpose 

is to represent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academic research, enhance the indigenous and culture-

inclusive research of counseling, and advance the trans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communication. We welcome previously unpublished empirical and review 

papers.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publishes papers in the areas of:  

1. Academic monograph, including empirical research, review essay, theory or skill 

about mental health, guidance, counseling psychology, clinical psychology,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social work, psychiatry, psychiatric nursing, occupational therapy, speech-

language therapy, special education. 

2. Practical monograph, including method or strategy in practical experiences, 

program design and practice.  

 

Manuscript Preparation 
Submission must include a title page, the submitted manuscript, two copies of Publication 

Form. Submitted manuscripts must be written in the style outlined in the Publication Format 

of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and the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th edition). Any inconsistence with the format requirements will 

result in return of manuscripts. The authors are encouraged to correct the format and resubmit. 

All manuscripts must have Chinese and English abstracts both containing a maximum of 300 

words (1,500 to 2,000 characters) typed in a separate page. Up to five keywords or brief 

expressions can be supplied with the abstract. A manuscript (including tables, figures, and both 

abstracts) should be limited to 30,000 Chinese words or 15,000 English words. If manuscripts 

have been presented in conferences, have sponsors, or are adaptations of academic degree 

theses, it should be addressed in cover letters. 

The template of title page and Copyright Authorization Form can be found at 

http://jicp.heart.net.tw/ . All the identifying information of the authors should only appear on 

cover letters not on the title page. All authors must submit two copies of completed Copyright 

Authorization Form. 

Manuscripts must be single-spaced and typeset in 12-point word size and printed on one side 

only of A4 paper with page numbers. Each page has 38 lines and each line with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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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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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Page 
Manuscript 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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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s) and Affil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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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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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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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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