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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王智弘（2017）所提出的概念，將本土諮商心理學的研究分為三個類別，分

別為外學引入的在地化（ localization）、文化融合的本土化（ acculturative 

indigenization）及文化繼承的本土化（enculturative indigenization）。本文提出此

分類其實是三波本土化的運動。本其收錄的兩篇文章為家庭處遇本土化的第二波， 

其中包含含攝文化的兒少虐待預防與親職教育，採用美國 ACT（Adults and 

Children Together）Raising Safe Kids 方案及親子遊戲治療 CPRT（Child Parent 

Relationship Therapy; Landreth & Bratton, 2006）在本土的運用。此兩篇文章都是

針對一般家庭的親子互動進行研究，並都是採用西方理論與技術，以及考量結合

本土文化傳統與生活經驗，將技術融入本土文化中，以提生西方理論與技術的適

切性。 

此二篇文章，不管是 ACT或者是 CPRT都不只用於有問題的家庭，還能提

供一般正常兒童家長協助，皆能促進親子互動關係、增進正向親子互動與情緒溝

通技巧，且都以家長與主要照顧者為執行關係改變的對象。ACT 及 CPRT 都將

課程翻譯成中文，並將文字、例句、影片等調整文本土的內容，而且考量華人家

庭接受幫助的擔憂、角色責任等狀況，調整部分內容以提高課程本土化的適切性，

這些動作都是本土化第二波的階段。 

筆者期待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的理論與技術能持續第一波及第二波的運動，

一方面在第一波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與技術本土化過程中，不斷的累積實證

上或經驗上與本土文化的不相容，另一方面在地二波修正的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

理論與技術過程中，不斷反思本土文化的哲學觀，以儲蓄更多的火花，為第三波

本土化理論的創意及能量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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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收錄的兩篇文章，都是採用西方文化發展出來的心理治療技術，並加以

修正以符合本土文化的在地需要，以提升技術使用的適切性，在此筆者稱呼為家

庭處遇本土化的第二波。王智弘（2017）認為本土諮商心理學的研究可分為三個

類別，分別為外學引入的在地化（localization）、文化融合的本土化（acculturative 

indigenization）及文化繼承的本土化（enculturative indigenization）。外學引入的

在地化意指將西方文化所產生的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與技術，移植在本土文

化中運作，並提出此理論與技術執行的成效。文化融合的本土化是指將西方文化

所產生的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與技術，結合本土文化傳統與生活經驗，使之

更適用於在地人們身上，提升此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與技術運用的適切性。

文化繼承的本土化為根據本土文化內涵，而建構出來的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

與技術。此三個類別的研究，筆者認為是三波的運動，因為這三波的本土化，是

帶著動力，而非只是單純的研究分類。簡單的說，第一波將外來理論與技術運用

在本土文化及在地人上，所產生的不相容現象，除了在學術文章上討論外，這樣

的不相容現象，將逐步累積渴望有效率使用理論的能量，此積累的能量，推動進

入第二波修改外來理論與技術的運作，以符合本土的文化及在地人的經驗，並擴

展理論的適切性。當地一波的不相容及渴望的動能，加上第二波修改理論過程中

的反思，第三波本土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與技術的創建將因此開始運作。 

 

本期中含攝文化的兒少虐待預防與親職教育一文，採用美國 ACT（Adults and 

Children Together）Raising Safe Kids方案，針對特定主題討論來預防家暴與兒虐

的親職教育方案，主題以作業練習、小講座、團體、影片討論、實際演練與角色

扮演等體驗活動方式來進行並提升兒童發展知識、憤怒管理與社交問題解決技巧、

媒體對孩童的影響、以及保護兒童免於接觸暴力的方法來預防家暴與兒虐。另外

在親職技巧上會教導適合年齡發展的處罰方式，還有管理情緒及減少孩童接觸暴

力媒體。另外親子遊戲治療 CPRT（Child Parent Relationship Therapy; Landreth & 

Bratton, 2006）在本土的運用一文中，廣泛討論國內外運用親子遊戲治療於不同

類型參與者，不僅限於家長或主要照顧者，教保員、教師，甚至祖父母與手足有

涉及，也正理研究探討多種類型的家庭與兒童，包含單親、施暴、特殊兒童等。

親子遊戲治療以授課、技術演練、遊戲單元督導進行，訓練家長提供正向、安全、

溫暖的互動氛圍，使兒童能在遊戲中發展自我建立自尊，而不用處罰。協助家長

或主要照顧者了解兒童的內在世界，其目標為促進親子關係，並幫助親子相互了

解、建立自尊自信，並降低教養的挫折感。 

 

此二篇文章，不管是 ACT 或者是 CPRT 都不只用於有問題的家庭，還能提

供一般正常兒童家長協助，皆能促進親子互動關係、增進正向親子互動與情緒溝

通技巧，且都以家長與主要照顧者為執行關係改變的對象。這兩種方案不只提供

親子互動技巧，還能協助參與者自我覺察，並教導家長與主要照顧者非暴力的管

教技巧，諸如設定限制、針對正向行為的正增強。課程設計為漸進且安排特定主



題持續多周，使家長能一步一步跟著做且課程都有實證研究為基礎並在多個國家

施行過。特別是 ACT 及 CPRT 都將課程翻譯成中文，並將文字、例句、影片等

調整文本土的內容，而且考量華人家庭接受幫助的擔憂、角色責任等狀況，調整

部分內容以提高課程本土化的適切性，這些動作都是本土化第二波的階段。 

 

筆者期待此兩篇的家庭處遇的方案研究中，能激勵未來的研究者。特別是在

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的本土化理論建構中哲學的反思、理論的建構、實徵的研究

三個步驟（黃光國，2013；Hwang, 2012；Hwang, 2016）。持續第一波及第二波

的運動，一方面在第一波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與技術本土化過程中，不斷的

累積實證上或經驗上與本土文化的不相容，另一方面在地二波修正的心理諮商與

心理治療理論與技術過程中，不斷反思本土文化的哲學觀，以儲蓄更多的火花，

為第三波本土化理論的創意及能量作準備。這個火花就如同 Kuhn（1996）提及

主流理論中的例外，期待這個火花能多到不能被忽視，能量能大到可以推動典範

的轉移。這個典範轉移可以建構更寬廣的普世性理論，而非只有以西方文化所建

構的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與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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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Wave Indigenization of Family Intervention 

 
Yueh-Ting Lee 

 

Abstract 
 

 

Wang (2017) proposed categorizing the indigenization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research into three groups, namely localization, acculturative indigenization and 

enculturative indigenization. This article addressed the categori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three waves in the indigenization movement. Two articles in this edition illustrate the 

second wave indigenization of family intervention. Culture-inclusive prevention and 

family education of child abuse adopted the Adults and Children Together Raising 

Safe Kids program (ACT) and Child Parent Relationship Therapy (CPRT, Landreth & 

Bratton, 2006) for indigenization. The two articles focused on research targeting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in the average family, with both implementing Western 

theories and techniques, and incorporating indigenization traditions into daily 

experiences. The authors also integrated the techniques into the local culture to 

enhance the appropriateness of Western theory and techniques. 

 In the two articles, both ACT and CPRT were applied not only to families 

with difficulties, but also to helping with general child-parent relationship. The ACT 

and CPRT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where the wordings, sentences and 

videos have been adjusted to fit cultural context. In addition, given factors such as 

accepting help being anxiety provoking for a Chinese family and affecting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parts of the content were modified to enhance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program. These above-mentioned actions are part of the second wave of 

indigenization. 

 The authors anticipated that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theories and techniques can be pursued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waves movements. In 

continuing the first wave of indigenization, we hope to accumulate empirical evidence 

of diverging experiences that are incompatible with indigenization. In terms of the 

second wave, we hope to reflect upon the philosophical aspects of indigenization, and 

accrue the impetus for cultivating energy and creativity for the third wave 

indigenization of family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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