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8 
 

 

 

 

談如何建構一個好的本土化諮商理論 

 

葉光輝* 

 

摘要 

 

對於劉教授致力於建構本土化諮商理論及其實務應用的學術志業，個人由衷地敬佩及肯

定。閱讀劉教授文章後，個人比較會定位此文章是論述其哲學理念的諮商理論，而不太

像是科學諮商心理學理論。以一個非生涯發展主題專家，也非諮商輔導專業學者，個人

僅能就「如何建構好的本土化諮商理論」這一角度提出一些淺見，作為她未來繼續建構

其 DEL 模型的期許，還望劉教授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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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身處於計畫永遠趕不上環境變化的「學術生涯發展」歷程，有人可以從中領悟建

構出所謂的「本土生涯發展理論」嗎？從劉淑慧教授（以下簡稱劉教授）洋洋灑灑超過

4 萬 5 千字似個人生涯發展自傳又似本土諮商理論建構介紹的文章中，答案毋寧是肯定

的。她的「辯證存在生命生涯模型（Dialectic Existential Lifecareer Model，以下簡稱 DEL

模型」就是這樣發展建構出來的。事實上，上個世紀初的美國臨床心理學兼性格理論家，

喬治．亞歷山大．凱利（George Alexander Kelly, 1905-1967）針對性格發展提出的個人建

構（Personal Constructs）論觀點早就告訴我們：即使是非心理專業的門外漢，也都能

像科學理論專家般，從小就會透過個人生命成長的各式經驗，不斷地建構一套屬於個人

自己的「性格（或生涯）發展理論」，藉以應付生活周遭種種疑難與挑戰（Kelly, 1955）。

對於喬治凱利來說，人在生活當中「就像科學家」一般，面對各種事件，每個人都會發

展出自己的「內隱理論（自己並沒有清楚的理論意識及內容，這些內容也不一定具有統

整性及系統性）」，用來預測、評估自己行為可能的後果，若預測與結果差異太大時，也

會修正自己的內隱理論，以作為未來因應類似問題與挑戰的依循（Kelly, 1955）。喬治凱

利認為人不是被動地回應環境刺激，而是可以主動思考環境、挑戰問題，也可以反思自

身思維歷程問題，進而發展出自己特有的內隱理論，用來應對像劉教授從年少時就對自

我生命意義的探問：「活著為了什麼？要如何活？而今活成了什麼？」。依循喬治凱利的

觀點，不難想像每個人都可以依循著與自己多元生命經驗的對話及反思，建構出專屬於

自己的內隱生涯發展理論。其中，在喬治凱利所處的時代，心理分析論及行為學派分別

主宰著對人類行為原因的闡釋權，喬治凱利提出人具有主動反思與自我建構能力，不僅

是突破主流的創造性觀點，也刺激了心理學在 1960 年代開啟的「認知革命」轉向。經

閱讀劉教授論文後，個人以一個既非專精生涯發展議題、也非諮商輔導專業的學者身分，

謹提出以下幾個淺見問題與劉教授彼此切磋交流，作為對建構 DEL 諮商理論的期許。 

 

壹、可稱為「好的本土化」生涯發展理論？ 

 

根據劉教授的介紹，DEL 模型內容大致包含下列幾個特徵：1. 生涯發展是一個持

續演變的歷程；2. DEL 是一個強調順勢而為與和諧轉化理念的生涯發展模型；3. DEL 是

以轉化及應用西方現代與後現代兩類生涯理論論述與實務運作模式作為原初模型之發

想；4. 並以西方現象學及東方易經哲學思維作為後設理論架構；5. 其中掌控落實、悅納

變通是個人生涯演變歷程中的兩個核心行動原則。對於劉教授來說，它是個既繼承西方

主流文化智慧，也同時是因應華人本土文化需求而發展理論論述與實務應用的混血產品；

它既是劉教授致力於追求學術知識建構之概念化，同時又是志在於貼近華人本土芸芸眾

生當下生活現象的理論。劉教授建構其生涯發展理論，其上述企圖整合東、西文化經典

及哲學理念觀點，進而落實到民眾日常生活經驗中應用的恢弘目標，著實讓人敬佩與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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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對於劉教授這篇文章，個人關切的是經由這樣發展程序建構出來的生涯發展諮商理

論，可以被稱為「好」的「本土」諮商理論？對個人而言，要建構出一個好的本土化理

論是一個涉及「破與立」的歷程，在這破與立交織歷程中需要採用多重的哲學思維典範

（葉光輝，2011，2020）。在理論建構的「破」階段，需要先針對探討主題之現有理論知

識的缺失或不足處，提出個人的反思及批判之觀點，這需要採用 Harbermas（1971）在

《知識與人類旨趣》所區分之三種知識建構旨趣（cognitive interests）中的「批判與解放

的」（critical and liberating）知識旨趣；而在理論建構的「立」階段，則需要陸續採用

Harbermas 提出的其他兩種知識建構旨趣：「溝通與瞭解的（ communicating and 

understanding）」及「控制與預測的（control and predictive）」建構旨趣，藉以向學界同道

提出一個既能夠含括「跨文化普同之深層心智（one mind）」，也能夠含括關注「特定文

化之多樣心態（many mentalities）」的理論，更重要的是能夠說服學界同道，並被客觀地

接受與認可的好理論。進一步來說，劉教授「主觀陳述」自己的 DEL 模型的建構過程，

是在學術養成晚期援用西方現象學和東方易經經典思維作為後設理論架構，用以轉化與

應用學術養成前期所學之西方生涯理論論述與實務運作，從而滋生建構出來的生涯發展

本質論述與輔導諮商應用模型。但這是劉教授自己主觀的陳述，此文章中是否存有反映

其上述建構目標訴求的陳述內容作為溝通說服的材料，進而取得學界同道瞭解及接受其

論述邏輯？個人閱讀文章內容後，對此問題的答案，是持比較保留態度的。例如，個人

在文章中雖然看到第 18 頁的主觀陳述： 

DEL從現象學擷取的核心概念包括：（1）在世存有；（2）我他相互構成；（3）事實性與籌劃性相生

相成；（4）多重生活世界相互環扣；（5）抉擇既是自由也是責任；（6）過去現在未來同時綻放；

（7）存有持續超出自己；（8）由死而生成生命意義；（9）聆聽良知呼喚而朝向本真開展；（10）

為我為他雙向超越；（11）詮釋循環與視域融合（翁士恆、彭榮邦，2018；張鍠焜，2007；陳榮

華，2017；項退結，2006；楊婉儀，2014；劉淑慧，1995，1996，2018，2020；劉淑慧、朱曉

瑜，1999；劉淑慧、邱美華等，2000；劉淑慧、夏允中等，2019；劉淑慧、陳弈靜等，2014；

劉淑慧、盧怡任等，2013；鄭惠觀、洪如玉，2016；羅文興，2014；Cohen, 2003; Frankl, 1992; 

Gysbers et al., 2014; Harren, 1979; Heidegger, 2006/1927; Ho et al., 2001; Homan, 1986; Israeli, 2018; 

Liu et al., 2016; May, 1983; Mcllroy, 1979; Plant, 2018; Sartre, 2000/1943; Schultze & Miller, 2004; 

Van Deurzen, 1997; Yalom, 1980）。（劉淑慧，2022，24頁） 

或在第 19 頁中的主觀陳述： 

DEL從易經擷取的核心概念包括：（1）乾之掌控主導、積極有為、自強不息；（2）坤之悅納不爭、

自然無為、厚德載物；（3）和諧化辯證；（4）天地人三元共構和諧；（5）適時順勢而動；（6）

知幾憂患、原始反終；（7）以道立命、以術安身（左慧萱，2012；李朝木，2011；李鼎祚，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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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知德，1997；吳建明，2007；侯雪娟，2012；南懷瑾，1991 a，1991b；南懷瑾、徐芹庭，1997；

高秋芬，2009；倪淑娟，2012；郭建勳，2003；陳居淵，2002；陳鼓應、趙建偉，1999；曾仕

強，2013；傅佩榮，2012；傅隸樸，1981；黃壽祺、張善文，2012；黃慶萱，1995，2003，2007；

張包意琴、陳麗雲，2001；劉玉建，2005；劉君祖，1997；劉淑慧，2020；Cheng, 2006/ 

2009a/2009b/2013; Shen, 2003; Yao, 2013）。（劉淑慧，2022，25頁） 

然而，除了上列陳述內容外，作為一個學界讀者更想要看到的是「為什麼」及「如

何」DEL 會恰是如劉教授在上述內容中所做的「宣稱」的論述。既然這些心得是劉教授

個人的創新性整合觀點，讀者更期盼知道的是劉教授對這些宣稱論述的進一步詮釋與說

明，而不是如劉教授自己期待的，希望學界讀者自己從其宣稱論述後面所引用附錄的其

他學者文獻的閱讀中來評估及領悟。畢竟很多學界同道，並無法像劉教授一般，博覽東

西方經典哲學群書、諮商實務經驗豐富，作為學界讀者更想看到的是理論核心概念化過

程更為細緻的批判反省與論證闡述。再例如，劉教授先前建構的 VEC（Virtue Existential 

Career）模型為何要修改為 DEL 模型的細部闡述，具體而言，它應該包括：（1）新概念

之所以提出及其在新理論中的意義及功能的闡述、（2）它與被學界接納之既有其他概念

或功能的關聯性的闡釋（通常這可形成研究假設命題）、（3）目前有無客觀實徵證據支持

這些新的研究假設命題。唯有滿足了上述三項前後連貫一致的步驟之後，一項新理論及

其論述的觀點，大致才可能被學界同道認可與接受成為一項新的科學心理學理論，而不

只是純粹哲學論述的理論（葉光輝，2021）。 

 

貳、是具有內部統整性及外部應用效度的理論？ 

 

其次，一個新建構的理論觀點能否被學界同道瞭解及接受的關鍵點，更在於：對新

理論下所含括之相關核心概念彼此相互關係的論述，能否被組織成一個具有內部統整的

（integrative）及外部應用效度的（ecologically valid）邏輯性論述，進而在與學界同道的

溝通、說明、闡述、釐清過程中被認可及接受。當然，就如同喬治凱利在說明個人建構

論觀點時曾提醒過的，沒有哪個理論能夠包山包海、在對各種現象的解釋上無所不能，

但每個理論至少會針對欲說明的現象框定出適用範圍（range of convenience，意指一個

理論可以用來解釋現象的範圍）及適用焦點（focus of convenience，意即在適用範圍內，

該理論可以解釋得最好的幾個重點）。當一個理論認為它可以解釋無所不包的事物及現

象，其背後深層的意義是它甚麼都沒有解釋，而只是事後諸葛般地被用來描述所要敘述

的事物及現象。就像喬治凱利所言，不論是個人的內隱理論或專業科學家理論，一個好

的科學理論的本質是：它可以被用來「預測在某情境脈絡下，實踐特定行為後，其可能

發生的後果」，因而它是個可以被用來檢證其效用的理論。 

若以喬治凱利的個人建構論觀點作為說明範例，則可明確看到該理論不僅對於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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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概念彼此間的關係提出了具體論述，並將這一系列概念及其間關聯組織成一套具內

部統整性及外部應用效度的邏輯性論述。以下是凱利對個人構念理論的簡述：個人最重

要的性格結構變項是「個人構念」，因而他特別對應發展出角色構念目錄測驗（Role 

construct repertory test, 簡稱 Rep test）藉以測量每個人的構念成分，也可以用以確知這

當事人構念系統的複雜性／簡單性，進而以此構念系統來解釋諸如個體為何會產生焦慮

（即個人所面臨的事件不在其構念系統的適用範圍內時）、害怕（即當一個新的、不熟悉

的構念即將要進入個人的構念系統時）、威脅（即意識到自己的核心構念系統即將要發

生重大的改變時）。另外，他的構念理論也提出兩種改變歷程藉以說明何謂個人的成長

與發展：一是個人的構念系統將隨年齡增長而變得更複雜（包含構念數量增加與構念間

的連結更多元化）（Loevinger, 1993）；再則是隨年齡增長，個體更能夠覺知他人的構念

系統內容，並且能夠欣賞他人的構念與構念系統，亦即以構念系統的變化來反映個體同

理心能力的發展（Sigel, 1981）。除此之外，該理論也基於構念系統這一核心概念對個體

何以產生心理疾病進行闡述，亦即以個人構念系統功能失調來反映心理疾病的形成過程：

具體而言，心理疾病就是源自個人構念系統功能在一次又一次的解釋失敗後，個體卻還

是堅持原有構念系統的內容及其組織結構。至於個人為何會堅持使用無效的原構念系統，

則是由於個人要逃避前述由現實與構念系統落差所造成的焦慮、害怕或威脅等感受，而

不願意面對現實情境、調整自身慣用的構念系統。當個體無視各種事件之間的變化，及

其與個人構念系統解釋結果的落差，仍維持使用既有構念系統對自身行為做出解釋或預

測，恰反映出個人堅持使用或只能使用這些貧乏且適應不良的構念系統來因應周遭環境

的變化。最後，喬治凱利還發展出「固定角色治療法（fixed-role therapy）」來幫助案主

建立新的構念系統，這一治療法的目標是讓案主能以新的固定角色來看待自己、行動自

己。治療師會與其團隊共同討論並為案主撰寫出一份新的性格腳本，並協助案主以新的

角色來表現行為、以新的方式來解釋自己，進而可以成為新的自己（Kelly, 1955）。 

從上述說明可理解，喬治凱利的個人構念理論是以個人構念系統這一概念為核心，

並透過此概念重新組織、詮釋一系列原本常見的性格與心理學概念（如性格發展、心理

疾病、焦慮、威脅等），不僅一系列概念彼此環環相扣，且整體說明闡述相當簡潔，這即

符合個人所謂具有內部統整性及可用以檢證其外部應用效度之邏輯論述的好理論。他的

理論是小而美的理論，就從個人構念概念出發，然後以構念系統的各種變化扣連到個人

的成長及發展歷程，並具體指出何謂心理疾病、該如何給予治療。再如班都拉（Bandura, 

1997）的自我效能感（sense of self efficacy）理論，也是一個從自我效能感這一新概念出

發，進而發展出讓學界廣泛認可使用的整套心理治療理論，這同樣也是小而簡潔清楚的

好理論。所謂的好理論，並不一定非要使用複雜、多元概念來建構一套宏觀架構，若這

些多元概念彼此之間不能具有內部統整性及外部應用效度，反而易出現漏洞、難以客觀

說服學界同道接受。 



 
 

83 
 

可惜的是，在這篇靶子文章中，劉教授雖然使用了不少圖表試圖解釋 DEL 核心概

念在生涯觀上與現象學、易經之間的相互勾連（劉淑慧，2022，圖 7 與表 1），或西方現

代與後現代生涯理論與 DEL 模型在後設理解架構上的差異比較（劉淑慧，2022，表 2），

但仍然讓讀者盼望的是，這些被圖列及表列的最終理論架構，能在文中有進一步闡釋，

特別是針對一系列東、西方概念之間如何環環扣連而形成一套整合論述。畢竟讀者單憑

這些總結整體理論架構特徵的圖表內容，並無法直接掌握理論完整的推導過程，在欠缺

作者的實質論述內容下，更難以判斷圖表中所欲傳達的內容背後的合理性。換言之，目

前的介紹與呈現方式，更像是針對理論中挪用自東、西方不同知識體系的主要組成概念，

一一做出定義式的說明與並陳對照（What），但卻相對忽略說明為何選擇了現象學與易

經，為何這兩套知識系統可對治西方諮商知識體系下既有生涯理論的問題或侷限，以及

來自易經與現象學的知識系統如何與既有的生涯發展、諮商輔導知識脈絡形成有效的理

論橋接，例如易經與現象學概念的引入如何更新既有西方生涯諮商知識系統的座標，這

些易經與現象學概念又如何被重新定位到 DEL 理論中，使其不再只是一個易經或現象

學概念，而能真正透過本土化理論建構轉化為生涯發展諮商相關概念（Why、How）。此

種偏重描述理論組成內容與特色（What），但較少直接論述理論建構邏輯（Why、How）

的引介方式，反而讓讀者不易直接掌握 DEL 理論的具體內涵和應用優勢。 

 

參、可作為具體實務運作參考的理論？ 

 

從文章的第 34 頁開始，劉教授分別從空間性、時間性、可能性、循環性、目的性、

趨向性、方法性、律動性等向度，較細緻地呈現 DEL 模型對生涯發展樣貌的描述，但這

部分似乎只是在形式（而非具象內容）層次對 DEL 發展模型的觀點進行說明。就讀者

的角度而言，此部分雖洋洋灑灑花了相當多頁的篇幅陳述，可是並沒有進一步提供讀者

其他有用的資訊。總歸一句話，這部分想表達的重點是 DEL 模型發展的前提，亦即可

以從「任何」空間、時間、可能、循環、目的、趨向、方法或律動去發展個人的 DEL 模

型，且這一前提對任何條件及情況的人來說，都是一體適用的。這或許跟個人近期主張

「演變或轉化歷程」才是事物及現象之本體的觀點（葉光輝，2021）是同源的，但這些

論述作為本體究竟為何的主張觀點是可以接受的，然而要作為一個諮商實務運作參考的

理論內容，它並未提供當碰到某特定情境下時，究竟該如何作為以及為何如此作為，才

是所謂的辯證性思考、趨吉避凶、提升自己、活出天道等的實質引導的幫助。換言之，

在以「歷程思維（甚至是辯證歷程，而非具象的實體或粒子）」作為探究現象的核心主

體，則對現象的探究，它會是可以從「任何」空間、時間、可能、循環、目的、趨向、

方法或律動去切入討論的。除此之外，它並沒有提供這一系列向度可具體運作化方式以

及為何該如此運作化的相關論述內容，因而它們（這一系列說明向度）也就相對缺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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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可作為評估判斷其功能的參考依循，自然也就只能說它是屬於具「形式性」的形上

層次的訊息而已。 

再者，「轉念」在 DEL 理論中是重要的，但當身處在自己規劃或計畫目標持續趕不

上外在環境變化時，案主該如何面對因應，並願意轉個念頭調整心態，謀求如何與快速

變化的外在環境相互妥協、和平共處，並持續往自己原先規劃的目標，亦步亦趨的前進

以實踐自己的理想，這是需要具體的諮商技巧來引導案主願意產生轉念的動機、意向及

行動。對於這些具體諮商技巧及其引導方法，也是本文章中付之闕如的。事實上，個人

就認為「悅納變通轉念」是一個很具有發展潛力的概念，若劉教授能夠從「悅納變通轉

念」概念出發，詳細界定何謂悅納變通轉念，並藉以發展出與其他既有諮商理論之重要

概念環環相扣的關聯性闡述，並進一步說明如何應用悅納變通轉念概念，作為因應到數

位科技迅速變化、資訊氾濫爆炸的現今社會，或者是應用到受新冠病毒衝擊下的後疫情

未來社會，都會是諮商輔導學界相當期盼的題材。就個人有限知識所知，「接納」概念近

十年在心理治療與諮商輔導學界相當受歡迎，但絕多數所談的接納概念內容，都是在談

如何讓案主接納自己的現況，而不是恰如劉教授所企圖闡述如何讓案主欣喜接納外在環

境快速變化，進而得以轉化自己原有念頭的訴求。相信以劉教授現有的淵博知識及豐富

的諮商輔導經驗，若願意以「悅納變通轉念」概念出發，假以時日建構出闡述具體清楚、

小而美的生涯發展諮商理論，應該不是難事。 

另者，劉教授雖然拿自己的生涯發展歷程當作實例來說明自己建構理論的觀點與想

法，但從個人的閱讀過程中，隱約可以感受到，劉教授自己的生涯發展實例實在不是一

個一般人常態的實例，而倒像是一個比多數常人幸運許多，並受到家庭及父母支持及寵

愛有加而成長的「特例」，作為建構理論的實徵實例，其說服性相對微弱。或許劉教授認

為只要自己願意，每個人都可以依自己的自由意志做各種可能性的選擇，但實際的情形

是，每個人卻都只能在自己被框限的特定外在環境下作選擇；對於在客觀上相當艱困環

境中成長的個人，其選擇性是相對減少許多。所以人雖具有自由選擇的意志，但同時也

是被限定的，而每個人的自由意志選擇性，是有個別差異的。從文章陳述內容中，可以

窺見劉教授的客觀環境對劉教授在人生各階段的「主觀選擇」都相當「寬待包容」，當然

這可能需要搭配劉教授個人的性格特徵（至少是有毅力、誠真、果敢且勇於任事的）及

各式學習能力（至少是聰慧且好學的）的累積，遂足以讓劉教授能「從容自在」地倘佯

於多元豐富的學習歷程中，終而發展出現今這個讓人羨慕的模樣。對於不少的常人來說，

他們是不知如何「想像」願景的，也「不敢奢望有」願景的。因此，可以理解有不少比

例的人是無法「被遙在遠方的理想價值之呼喚引導著向前開展的」，當然也就無法如劉

教授般，順利地開啟從「立命」交互導引出「安身」的生涯發展歷程。劉教授還提到「儘

管每一次的抉擇與實踐都難以圓滿，但生命可以在一次次的新抉擇與實踐中轉彎、變化，

永遠都有機會重新趨向圓滿。」但拿得起、放得下，並不是一般常人都能瀟灑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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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何謂「適時而動」的行動原則？ 

 

另外，文章中述及 DEL 模型後設理解架構，蘊含著易經哲學中所謂「陽性的掌控

落實」與「陰性的悅納變通」兩變易策略行動交互辯證的發展歷程，劉教授進一步說明： 

個人若能依循易經變易哲學的陰陽轉化原則「適時而動」，靈活應用掌控落實、悅納變通之生涯行動，

就能夠讓太極圖持續旋轉、流動，向下穩穩札出圓錐體底部的形而下目標─展開落實夢想之具

體生涯經驗，和諧地活在世間，穩穩紮根大地（安身）；向上盤旋開展圓錐體頂端的形而上目標

─活出契合天地之道的抽象生命境界，活出心中嚮往的自我期待與生涯願景，昂然承接長天（立

命）（劉淑慧，2020；Liu et al., 2016）。（劉淑慧，2022，25頁） 

 

但同樣的，讀者更想知道的是何謂陰陽轉化「適時而動」的原則？掌控落實、悅納

變通兩行動原則，「一求安穩、一求享變」確實反映出易經「依勢權變」的底蘊精神，但

究竟在甚麼樣的情況下該採取掌控落實行動原則，又甚麼樣的情況下該採取悅納變通行

動原則，兩者又該如何相互配合，卻是關乎它何以能夠讓每個人生生不息流轉的重要關

鍵。但文章中，對於何謂「適時而動」原則這一重要關鍵議題的細部討論，卻付之闕如，

實在相當可惜。 

 

伍、對諮商師而言，它是知識、能力及態度三位一體的理論？ 

 

諮商師的專業發展與其個人的生活成長經驗密切關聯，當其從實務工作中累積經驗，

並跨越從依賴督導或他人理論階段，發展到可以融合不同的理論知識與技術，進而建構

出自己獨立的諮商理論與輔導風格，雖然是可貴的成就，但仍需要時時檢視自己的價值

理念是否與每個案主實際成長的生活世界與經驗有其差距，否則依然是曲高和寡，無法

發揮功效。 

DEL 理論作為一套諮商輔導實務應用理論，個人期待它應該是同時兼顧知識本位、

能力本位及態度本位三種面向的理論。所以除了有關生涯發展知識理論的陳述外，更應

該還要有如何培養諮商師實踐此一生涯發展諮商輔導理論之相關能力（例如：諮商關係

建立能力、對案主問題的衡鑑能力、輔導介入的能力、諮詢溝通的能力，甚至是對文化

或倫理反思的能力等等）的論述，以及還要含括如何培養諮商師踐行此一生涯發展諮商

理論時所需具備的專業態度（諸如：以案主為中心的諮商態度、以關懷案主利益為優先

的態度等等）的論述。 

雖然劉教授有提到 CCN（Chinese Career Net）系統的實務運作資料庫及其功能模組，

但一來 CCN 是比 DEL 理論更早期就建立的實務運作系統，它又如何跟晚期所建立的



 
 

86 
 

DEL 理論之核心概念產生實質的對應關聯，這是需要對諮商師進一步闡述的；其次，對

於諮商師在運用 DEL 理論時，該具備哪些相關能力或那些相關專業態度的具體論述與

評估指標，也並未出現在本論文的論述中，都實在有點可惜。 

最後，個人對於劉教授致力於建構本土化諮商理論及其實務應用的學術志業，由衷

地敬佩及肯定。閱讀劉教授的文章後，個人比較會定位它是論述其哲學理念的諮商理論，

而不太像是科學諮商心理學理論。以一個非生涯發展主題專家，也非諮商輔導專業學者，

個人僅就「如何建構好的本土化諮商理論」這一角度提出一些淺見，作為她未來繼續建

構其 DEL 模型的期許，實在有點班門弄斧，還望劉教授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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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 sincerely admire and affirm Professor Liu's academic career in constructing an indigenized 

counseling theory and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After reading Professor Liu's article, I regard it 

as a counseling theory that discusses her philosophical ideas rather than a theory of scientific 

counseling psychology. As neither an expert in career development nor a professional scholar 

in counseling psychology, I can only suggest my personal perspective on constructing a good 

indigenized counseling theory for her continuing efforts in constructing the Dialectical 

Existential Lifecareer Model, and welcome feedback from Professor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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