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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諮商意涵與諮商中幽默技術之使用
管秋雄

摘要
本文藉文獻回顧，探討並整理有關幽默諮商意涵與諮商中幽默技術使用之相
關議題。結果顯示幽默諮商意涵有四：
「探討發生在諮商歷程中之幽默事件」
、
「協
助當事人以幽默態度對待自己的生活」
、
「以幽默題材、要素介入諮商歷程，達成
諮商目標」
、
「以幽默概念為基礎發展的諮商理論」
。幽默技術使用形式：
「將諮商
情境外的幽默題材介入諮商」
、
「應用幽默要素於諮商歷程」
、
「諮商歷程中展現個
人幽默特質」。諮商中幽默技術使用時機分別為：諮商師覺察與當事人、自身與
諮商歷程相關現象。幽默技術使用效果，文獻未呈現一致的見解。幽默技術使用
原則與規範，包含使用前提、態度、能力、幽默類型、意圖、時機、幽默的文化
與性別差異，以及補救措施等議題。最後，本文建議諮商師在使用幽默以激發當
事人採取行動之動力與增進治療效果的同時，須謹防幽默之誤用與濫用。

關鍵字：幽默諮商、幽默治療、治療性幽默
管秋雄

中州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cskuan@dragon.cc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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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一項針對國內諮商心理師對諮商中使用幽默的態度與使用幽默的情形之
調查研究中，發現國內諮商心理師支持諮商中使用幽默技術的態度傾向居於中上
程度，其中尤以幽默帶來的諮商效果的支持度最高；接受調查之諮商師也表示在
諮商中使用幽默技術的頻率也居於中等（劉薏君，2008）。但學者們卻指出諮商
中使用幽默就如同其它的諮商處遇，可能具有建設性與破壞性效果 (Narboe,
1981; Schnarch, 1990; Sultanoff, 1994)。因此，學者建議諮商師欲於諮商中使用幽
默，最好先接受訓練 (Salameh, 1983, 1987)。
然而國內能夠提供幽默諮商訓練之機構或專業人員不多（劉薏君，2008），
相對地接受此方面訓練之專業人員為數也不多。故前述接受調查之諮商心理師是
否接受過幽默諮商相關訓練，是否具備正確使用幽默能力，這是值得重視的問
題。為了避免幽默在諮商或治療情境發生濫用或誤用情形，以致於影響治療效果
或傷害當事人，本文根據幽默諮商相關文獻回顧，針對幽默諮商與幽默技術之意
涵進行探討，並整理文獻中有關諮商情境幽默技術使用之原則與相關規範，以供
參考。
貳、幽默諮商之意涵
「幽默諮商」並非專指某種特別諮商理論或學派，此術語具有多重涵意。美
國自 1970 年開始對治療或諮商領域中幽默的應用進行經驗性討論，期間所使用
字彙包括：治療性幽默（Therapeutic humor）
、幽默治療（Humor therapy）
、治療
中的幽默（Humor in therapy）、幽默技術（Humor skill）等，這些詞彙在實務上
經常被視為同義詞（劉薏君，2008），然他們之間仍存在些許差異。
治療性幽默係治療者和其他健康保健專家有意使用幽默，其結果能導致當事
人在理性自我和行為方面獲得改善 (Franzini, 2001)。美國應用與治療性幽默協會
（Association of Applied and Therapeutic Humor, AATH）將治療性幽默定義為「任
何提升心理健康的治療介入，包括有趣刺激、荒唐或不一致陳述等，這些治療介
入可提升當事人心理健康或作為，並可作為治療的輔助處遇；不論是對當事人生
理、情緒、認知、社會或精神層面的影響，其目的都是在促進當事人之療治或學
習新的因應策略」(Sultanoff, 2007)。蕭文（2000）認為幽默諮商是一種諮商師面
對個案的態度，藉由某些技術的介入，或操弄某些事件的發生，故幽默諮商具有
下列兩種不同的意涵：其一讓當事人學習以幽默態度面對自己的問題；其二將幽
默要素、題材，介入諮商，以達諮商目標的一種方式。
管秋雄（1999，2002）依諮商領域對幽默研究類型，檢視幽默諮商的意涵。
他指出依幽默在諮商領域研究類型，大致分成四種類型：第一類，以探討諮商所
發生之幽默事件為主 (Greenwald, 1975, 1987; Megdell, 1984)；第二類，以幽默構
成要素，探討並分析既有諮商技術所隱含的幽默要素 (Farrelly & Lynch,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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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y, 1976; Frankl, 1975)，如矛盾意向法（Paradoxical approach）的失諧機制，以
及使用幽默故事傳達諮商員意圖之隱喻技術（Metaphor）；第三類，探討將幽默
要素融合在其它諮商技術，以強化該諮商技術對當事人之衝擊效果(Ellis, 1977,
1987; Roncoli, 1974; Schnarch, 1990)，如以幽默方式執行面質／挑戰、幽默語言
／行為執行回應等，或將幽默概念融入其它治療理論或系統之中（Driscoll, 1984;
Ellis, 1987; Madanes, 1984; Meichenbaum, 1992; Salameh, 1987)；第四類，探討將
諮 商 情 境 外 之 幽 默 題 材 介 入 諮 商 中 的 影 響 (Olson, 1976; Richman, 1996;
Rosenheim, 1974; Schnarch, 1990; Sluder, 1986)。如藉著卡通、寓言故事、笑話、
俚語等傳達諮商師的意圖等。
依前述幽默在諮商領域研究類型，管秋雄（1999，2002）認為幽默諮商包括
幾種不同的涵意：其一指「探討發生在諮商歷程之幽默事件」(Greenwald, 1975,
1987; Killinger, 1987; Salameh, 1983; Falk & Hill, 1992; Megdell, 1984)，通常以心
理治療中的幽默（Humor in therapy）來稱呼。其二為「協助當事人，使其能以幽
默態度對待自己的生活」(Grotjahn, 1971; Salisbury, 1989)；此觀點係將培養當事
人幽默感視為諮商目標，如：Salisbury (1989) 提到在治療過程中，治療師可以
根據當事人的人格與需求，以協助當事人發現最適合當事人之幽默類型。其三乃
「將幽默題材、要素介入諮商歷程，藉以達成諮商目標的一種諮商方法」；此觀
點係將幽默諮商視為達成諮商目標的技術，即所謂「幽默技術」，如：管秋雄
（1999，2002）將幽默技術界定為諮商師應用幽默題材、幽默要素，或將幽默要
素融入其它諮商技術，有意圖的在諮商過程中予以操弄，以促進諮商的進行。
此外，作者以為「幽默諮商」亦可指「以幽默概念為基礎發展而成的諮商或
治療理論」。如刺激療法（Provocative Therapy）(Farrelly & Brandsma, 1974)、嚴
峻考驗療法（Ordeal Therapy）(Haley, 1984)，以及 O’Connell (1987) 發展之自然
興奮理論（Natural High Theory）
。Farrelly 和 Brandsma (1974) 發展的刺激療法
中，諮商師藉著誇大、諷刺地描述當事人的觀念、情感、行為、關係和目標，或
藉著高估或低估的方式，以測試當事人對現實的看法或對問題的觀感；諮商師模
仿當事人負面的情感、觀念、行為或聲調，以創造幽默反應；諮商師在以非語言
方式表達對當事人的熱誠與關懷之下，「嘲弄」當事人的瘋狂觀念、自我防衛行
為，以及反制當事人過度自憐的行為，甚至在適切時機下，也會嘲笑自己的角色
和職業尊嚴；幽默「曲解」技術使用方面，諮商師除了故意誤解當事人表達的訊
息，以刺激當事人澄清自己的想法、感受之外，亦被使用來嘲笑當事人對諮商師
傳統角色的期待，以及提供空洞的解決辦法，令尚未表明問題的當事人澄清自己
的期待。「諷刺」的使用亦有幾種不同型式，如問答式反諷中，諮商師在晤談過
程假裝無知，再以巧妙的問題揭露當事人無用的觀念；隱喻式反諷則是諮商師借
用話語的言外之意；至於戲劇性反諷則是用來彰顯當事人預期的狀況和實際情況
之間的不一致。
Haley (1984) 發展的嚴峻考驗療法（Ordeal Therapy），則以幽默之矛盾概念
為基礎，發展而成之治療模式。該模式中，諮商師針對當事人所處的自然環境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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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一項治療任務／考驗，設計給當事人實際操作。此項任務必須能持續影響當事
人，直到正式治療結束。Haley 表示該項任務／考驗，必須比當事人所面對的問
題更令當事人嫌惡，且須具有幾項特徵：明確界定的問題、矛盾的痛苦經驗、治
療師即是痛苦經驗來源、包含兩個或更多的人在其間。就當事人而言，當他／她
企圖執行這項任務時，他(她)會為該問題發展出解決方法，此時問題的性質即改
變成為非求助性質之工作。當事人為了避免治療師導向的痛苦經驗，因此必須修
正或改變自己，以完成該任務。
O’Connell (1987)則將幽默感視為是個人實現（Actualization）或個體化
（Individuation）的目標，以此創造心理治療理論，名為自然興奮理論（Natural
High Theory）或幽默的自我療法（Humor Self-therapy）或幽默的心理治療
（Humorous Psychotherapy），企圖建構一個因應個人幽默態度發展的人格理論
與治療理論。O’Connell 指出具有幽默態度者是真我導向（Self-oriented）而非自
我設限（Ego constricted）；換言之，這些幽默者了解真我尊重（Self-esteem）是
一種內在發展的直覺歷程。至於個人幽默觀點的發展則需要有目的的歸屬感，此
種有目的的歸屬感即所謂的社會興趣。同時又指出幽默的核心態度，除了真我尊
重與社會興趣之外，另一個更深層的要素為對矛盾的愛或對生命本身根本的迷思
（The love of the paradox, or the basic mystery of life itself）。於自然興奮療法中，
幽默目標乃在去除罪惡感所帶來自我挫敗，這種罪惡感被認為是狹隘的自我認證
（Ego-identity）的產物。由於幽默為當事人與治療者兩造之間共同原點，其使用
之根本，在於它能提供個人自我認證方面之重新建構，並可促使個人獲得成長。
幽默的適應功能則是藉著對所呈現問題的重新架構，以達成因應的目的。治療過
程中諮商師藉著機智與幽默之簡易、濃縮、失諧、非預期等特徵，並輔以視覺和
口語方式，帶領個人覺察並轉換新意義。
參、諮商中幽默技術的使用形式
Driscoll (1987) 指出幽默技術使用形式有兩二：其一為自發性地發生在此時
此地的動力中。由於此類幽默常是片斷的、奇妙的，而且與當事人立即性關注焦
點緊緊相聯，因此很容易在晤談之後被遺忘。另一類指諮商師將發生在其它晤談
或脈絡的幽默事件，引用於類似情境的晤談中，即所謂庫存式幽默（Stock humor）
或標準式幽默（Standard humor）
。Madanes (1987) 也指出治療師可以兩種方式使
用幽默，以改變個人或家庭劇的脈絡。一是藉著語言使用，重新定義情境；另一
為藉著組織化的行動，改變事件發生的歷程，或變更互動的結果。
事實上治療中的幽默可能以多重樣貌出現，例如：俏皮話、奇聞軼事、寓言、
故事、笑話、失諧、裝無辜、表現滑稽、趣聞、趣味對話、歌曲、可笑行為、誇
張、愚蠢歌曲、藉著聲音變化扮演丑角或表現愉悅，以及提供其它描繪態度與立
場有關的彩色圖畫等（張景然，1994；Driscoll, 1987; Gladding, 2005; Ness, 1989）
。
幽默也能和其它創造性藝術，如戲劇、結構性活動、喜劇、卡通等結合呈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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晤談中角色扮演、交換說笑話、開放式語句、卡通拼圖、佈告牌等都是相當有效
的幽默技術 (Sluder, 1986)。管秋雄（1999）在一項實證性研究，發現有三種幽
默技術使用型式：諮商師以幽默口語介入諮商過程；諮商師使用傳統諮商技術，
但該諮商技術本身屬於幽默技術；諮商師將幽默結合在其它諮商技術中使用。
由於幽默技術使用具有多種樣貌，為了將諮商中幽默技術使用形式予以分
類，本文將諮商師技術使用的觀點，將幽默使用形式分成三大類型：
一、諮商師將諮商情境外的幽默題材介入諮商歷程
此類幽默使用類型又可將其分成兩種：一為諮商師藉著陳述幽默故事，隱喻
當事人所面臨的困境或表達對當事人的同理（管秋雄，2002；Falk & Hill, 1992;
Huber, 1978; Schnarch, 1990）或協助當事人洞察 (O’Connell,1987) 等；二為諮商
師將幽默題材做為介入諮商歷程之媒介，以利諮商進行或達成諮商目標。如
O’Brien、Johnson 和 Miller (1978) 指出卡通是一種視覺型式幽默，由於它的引導
性、可用性、普遍性與方便應用性，使得這種幽默藝術成為一項促進個人內省技
術，或可供選擇之處遇策略。O’Brien 等人 (1978) 曾描述卡通完成技術之使用
方式。此法，由諮商師提供僅有圖畫但無文字說明的卡通給當事人感受，並指導
當事人給該卡通一個標題。他們認為這種由當事人賦予的訊息是相當個人化，且
可提供當事人思考一項直接證據；同時也提供當事人指認自己面對問題情境的特
徵，又可鼓勵當事人對先前隱藏的需求或需要作反應。
二、諮商師將幽默要素應用於諮商歷程
此類幽默使用形式亦可分成兩類：一為諮商師依當事人問題本質、互動品
質、諮商情境等因素，適切運用幽默要素，以創造出幽默反應。如 Erickson (1982)
將當事人在治療期間表達的話語與想法，藉著切斷、接合、聯結等方式，重新編
輯當事人經驗、知覺與行為的意義 (O’Maine,1994)，或刺激療法中，諮商師在諮
商過程中運用嘲弄、誇張、諷刺、笑話、開玩笑、曲解、模仿等幽默方式，瓦解
當事人對現實的看法或對某個問題的觀感 (Farrelly & Brandsma, 1974)。其二乃
諮商師在晤談過程中，將幽默概念結合傳統的諮商技術，以創造幽默事件。如
Ellis (1977) 在其所著之《Fun as Psychotherapy》一文中，提到他曾以自己改編之
幽默歌曲來處理挫折容忍力低的個案，以及 O’Connell (1975, 1987) 應用幽默劇
協助當事人表達宣洩、覺察虛弱的自我設限。
三、諮商師將個人真實特質自然展現在治療歷程
諮商師在與當事人晤談中，展現個人的幽默感。O’Maine (1994) 就指出
Erickson (1982) 本人很少論及治療中他是如何使用幽默，對他而言幽默只是他的
-5-

一項自然技術。Olson (1996) 認為在治療中使用幽默，最能捕捉到治療師將自我
視為一種促進他人成長工具的真正本質。Greenson (1967) 與 Nelson (1968) 也指
出最佳的治療師就是擁有良好的幽默感，他能協助當事人忍受處理自我揭露時所
伴隨之痛苦。Killinger (1987) 也認為只有在治療師與當事人立即性互動中，由治
療師自發性與創造性地去發展出幽默，才能捕捉或析出其本質或意義。她認為諮
商師在主動聆聽當事人的歷程中，應企圖瞭解當事人正在想些甚麼，以及當事人
對他們自己說了些甚麼？如此，諮商師才能在重要的關鍵點，藉著創造一種幽默
的文字圖像，以架構出當事人的動力本質，並將焦點置於當事人問題的處遇方面。
肆、諮商中幽默技術使用時機與效果
一、幽默技術使用時機
學者們強調幽默的意義，顯現在其內容與脈絡中 (Aurora, 1990; Kuhlman,
1994; Pollio, 1995; Schnarch, 1990)。以幽默在治療情境中使用而論，諮商師如何
掌握適切時機將幽默引入諮商，乃是成功使用幽默技術的必備條件。Driscoll
(1987) 曾指出良好的幽默使用需要高度注意力、個人關聯，以及對當事人目前
關注主題的敏感性。
根據學者們從不同角度與觀點，論述幽默在諮商中的角色以及功能來看，幽
默技術在諮商中應用的最佳時機，乃當諮商陷入「僵局」之時。如當事人表現沉
默、抗拒、敵對、防衛、尋找藉口、抗拒改變，或當事人陷入情緒死結、跳脫不
出問題情境範疇，以及當事人思考無法脫離其僵化的模式（蕭文，2000）。管秋
雄（1999）以實證方式探討諮商過程中諮商師意圖使用幽默技術的時機。研究發
現三大類使用時機：第一為諮商師覺察到與當事人相關的現象，如呈現預期的擔
心、矛盾、不一致、迷惑、掙扎、困擾、陷入問題情境、愧疚、負面自我評價、
不同評價標準、僵化或單向思考模式、偏差觀念、對情境覺察能力較弱、經驗覺
察出現盲點、缺陷、感覺不自在、無力感、缺乏活力、多種的需求、背負過多的
責任、超越應有的表現、揭露的內容有趣、誇張、嚴肅，或者當事人以幽默的方
式自我揭露；第二為諮商師覺察到與自身相關事項的時機，如自覺尷尬、與當事
人具有類似的經驗；第三為諮商師覺察到與諮商歷程有關現象，如諮商進行不順
暢、瓶頸、僵局、停滯等現象、提昇當事人參與諮商處遇之動機。
事實上，諮商歷程中存在著許多可以應用幽默技術的時機。只是這些時機的
選擇，將隨著諮商師個人使用幽默技術的類型、使用幽默的類別、諮商師意圖的
不同而有差異。即便是在相同的時機下，由於諮商師本身對幽默技術介入方式的
偏好，以及意圖的不同，在幽默技術使用上，也會有差異。此外諮商師在時機的
選擇方面，也深受諮商師對時機的覺察，以及諮商師本身對幽默技術使用的能力
的影響（管秋雄，1999，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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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幽默技術使用之效果
影響幽默在諮商情境應用效果的因素不少，如當事人對幽默之覺察、當事人
對諮商師使用之幽默溝通解釋等 (Newton & Dowd, 1990)。故以幽默使用後的效
果言，文獻上並未呈現一致的見解（管秋雄，1999，2002）；如 Kuhlman (1994)
指出幽默具有短期效果：降低緊張、愉快與任何有效幽默所造成之立即性的情緒
反應，以及長期效果：塑造、界定，以及改變參與者之間的關係。Salameh (1983)
則認為在某一特定情境中幽默之處遇，可以利用直線來加以描述其有效性，此直
線範圍從破壞性到相當地有效。Haig (1986) 與 Rosenheim (1974) 則將幽默處遇
分成建設性效果與破壞性效果。他們指出在治療情境中幽默之建設性效果包括：
治療同盟的形成、瓦解抗拒、情緒舒解、敵意的疏通、溝通的型式、中斷舊有的
思考模式；幽默之破壞性效果則包含：防衛性機轉，以及反移情反應。
諮商與心理治療領域，以實證研究方式探討幽默與諮商效果的主題，包括諮
商過程中幽默出現頻率對諮商影響 (Kerrigan,1983; Pinegar,1984)，如 Pinegar
(1984) 研究發現特定的自我探索層次，具有較高頻率之幽默；諮商師使用幽默
技術影響當事人對諮商師評價 (Huber, 1978; Megdell, 1984)，如 Foster 和 Reid
(1983) 研究發現當諮商師使用非促進式幽默，對諮商師的受喜歡性、可親近性、
創造正向關係能力的評價上，低於促進式幽默與未使用幽默，至於提供了解的能
力向度並無差異，且評量結果也未受性別因素之影響；諮商師使用幽默技術對諮
商效果的影響 (Salisbury, 1989)，如 Killinger (1987) 研究發現治療師使用幽默能
促進當事人對正在探討的主題，作更深層的自我探索，且能促進當事人對治療師
的正向態度；幽默概念結合諮商處遇技術之治療效果 (Brown, 1980; Prerost, 1983;
Rule, 1977; Sonntag, 1985)，如 Prerost (1983) 研究發現幽默想像情境技術，對於
協助人們面對生活改變的適應是一項有用的工具。國內學者劉淑娟（2004a，
2004b）亦曾與數位學者進行數個為期六週之幽默團體，以及為期四小時之幽默
工作坊，發現幽默治療具有相當吸引力及需求性。此外，團體成員認為藉著幽默
團體可以令他們體認幽默精神、認識幽默內涵、增進對幽默感的學習興趣。
伍、諮商中幽默技術使用原則
一、諮商情境中使用幽默技術之見解
治療性幽默是一項強而有力的工具，它能促進情緒、認知、行為與生理的幸
福感；然而幽默就如同其它的治療處遇一般，它並非是中性的，它可能是建設性
的，也可能是破壞性 (Sultanoff, 1994)。就如 Schnarch (1990) 所言「幽默如同其
它治療技術一般，可能被使用與常被誤用」。
Shaughnessy 和 Wadsworth (1992) 指出在 1980 年代，對幽默興趣與研究相
當熱烈。當幽默廣泛地被接受應用於臨床上時，文獻方面也反映出幾個較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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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趨勢，以彰顯這一方面的發展。其中之一，即為有效的幽默使用技術與原則。
為避免在諮商情境中發生幽默誤用或濫用情形，學者們對於將幽默應用於諮商情
境的看法，各自提出不同的看法 (Kerrigan, 1983; Olson, 1996; Ventis, 1987)。陳
金燕（1994）指出幾乎所有的研究者，不論是否肯定幽默在諮商中的功效，都指
出避免誤用幽默的重要性 (Dimmer, Carroll, & Wyatt, 1990; Haig, 1986; Megdell,
1984; Mindess, 1996; Ness, 1989; Shaughness & Wadsworth, 1992)。在回顧相關文
獻之後，有關幽默在諮商情境中的應用，有幾種不同的見解（管秋雄，1999，
2002）：有條件使用幽默 (Farrelly & Brandsma, 1974; Goodman, 1983)，以及反對
將幽默應用於諮商情境 (Kubie, 1971)。Kubie 曾提出關於幽默可能在諮商情境中
被誤用的警告：幽默可能被諮商員或當事人用來避開不愉快的感覺
（Uncomfortable feelings）
、幽默可能被當事人使用作為抗拒接受問題的重要性、
諷刺性幽默可能被諮商員用來掩飾他對當事人的敵意、幽默可能被諮商員用來展
現他的風趣、機智，以及過多的幽默可能使當事人懷疑他被重視的程度。
二、諮商中幽默技術使用之原則與規範
針對諮商情境中須有條件使用幽默此一看法而言，文獻上出現不少有關幽默
技術使用的原則、規範或應注意事項之相關論述 (Cade, 1982; Haig, 1986;
Salameh, 1987)。本文將有關治療情境中使用幽默之相關規範，整理如下幾方面：
其一，諮商情境中使用幽默技術的前提 (Bennett, 1996; Driscoll, 1987; Greenwald,
1987; Salameh, 1983)。Meichenbaum (1992) 即提到諮商師在探討當事人所呈現問
題之幽默成份前，必須先覺察到自己幽默方式，並於應用任何幽默處遇之前，諮
商師要先自我監視可能產生反移情的歷程，以及熟稔高層次諮商技術之使用
(O’Maine, 1994)。其次，幽默使用態度之規範 (Driscoll, 1987; Killinger, 1987)，
如 Salameh (1987) 指出在諮商處遇中諮商師若欲使用幽默，必須先確認自己站
在甚麼位置下看待幽默。其三，幽默使用能力之規範 (Salameh,1987)，Madanes
(1984) 指出諮商師使用幽默時，必須思考如何利用多重隱喻溝通與表達不同層
次的能力。其四，幽默技術使用類型之原則 (Greenwald, 1987; Huber, 1978)，
Sultanoff (1994) 即曾指出為了防範幽默使用的負面效果，對於專業助人者而言
「學習如何區辨治療性幽默，以及傷害性幽默是一件基本要求」。他建議諮商師
可針對三方面作檢視，即幽默對象（Target of humor）
、幽默呈現背景條件、個人
對幽默感受性。其五，幽默技術使用意圖之規範（管秋雄，1999，2002）
，如 Driscoll
(1987)指出將幽默引入諮商過程裡，諮商師應該覺察自己的目標。其六，幽默技
術使用時機之規範 (Driscoll, 1987)。Greenwald (1987) 曾建議諮商師不應企圖對
任何當事人使用幽默技術，而是隨著不同當事人的腳步，並知道在何時才可使用
幽默。
此外，諮商師欲於諮商中應用幽默，尚須考慮幽默的文化差異現象。由於幽
默欣賞與表達是認知的，也是文化的（陳學志，2003），藉著笑話亦可認識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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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差異（王慶中，2005）
。如國內學者 Liao (2001) 曾由社會語言學觀點，探
討台灣人的幽默感。她提出社會性的「寓教於樂」理論，解釋中國人或台灣人的
語言幽默。研究發現台灣人及中國大陸的中國人而言，幽默絕對是好的詞語，因
為它具有寓教於樂的功能；對台灣人而言，「幽默」、「寓教於樂」、「會心微笑」
三個語詞是密不可分；台灣人喜歡百聽不厭的笑話；台灣人不認為有幽默感的人
需要開懷大笑或微笑，主要因素乃多數人認為開懷大笑是不正常且令人不安；台
灣人不認為幽默及開玩笑是同義詞；孩子很難和父親建立開玩笑或幽默關係，員
工和上司也很難建立此種關係；對西洋人，幽默可以包括：開玩笑、魔術、小丑、
卡通、漫畫，然而對台灣人而言，這些名詞和幽默是平行的概念，只是有些是高
級，有些是較不高級。幽默除了文化差異現象之外，研究也發現不同性別對幽默
的反應、理解、創造有異，且對不同笑話內容的反應也不同 (Barreca, 1991; Lundell,
1993)。
三、補救措施
幽默技術使用後，當事人反應為何，實非諮商師所能掌控。幽默處遇之所以
無法引發幽默反應(如：笑聲)或預期結果，可能有多種原因。如諮商師本人就是
無趣的、當事人無法理解幽默、當事人誤解幽默 (Pollio, 1995)。為避免此類問題
發生，諮商師在面對幽默使用所引發的問題時，該採取何種措施？這是諮商師欲
於諮商情境使用幽默技術，必要學習課題。
Killinger (1987)主張在諮商前期，諮商師針對當事人所處情境作簡短的幽默
評論是不錯的方式；此外，她也提到「復原陳述（Recovery statement）」的概念。
她指出剛開始使用幽默技術的諮商師，當冒著使用幽默技術可能帶來的風險時，
應該去熟悉復原陳述的技巧。藉著它以表達對當事人所表現的任何焦慮反應的敏
感度，以及澄清意圖。如此，諮商師將可以修正因使用幽默所帶來的風險。復原
陳述能令諮商師所使用的幽默變得更緩和，況且這種舉動可能令當事人更積極的
對待諮商師，並能讓當事人感覺更自由地去探索他自己的問題。
Salameh (1987) 則採諮商之前，向當事人簡短說明諮商師可能在諮商歷程使
用幽默技術。這兩種方式的使用，皆需要諮商師的自發性，以及在情感表達上可
令當事人感覺溫暖。Pollio (1995) 則是透過幽默技術使用過後，對當事人反應再
評估，以及補償的方式，來補救因幽默所帶來的負面效果。Pollio 以為補償本身
即為一種人性化的歷程（Humanizing process）
，因此它可以協助諮商師創造與當
事人維持較長期的關係。
實證研究則發現諮商師為了避免因幽默技術使用而傷害當事人，尤其是當使
用的幽默類型帶有攻擊性或諷刺性，諮商師會採取一些嚐試性的試探。若使用幽
默技術之後，諮商師覺察到當事人無法承受時，即進行補救性的措施（管秋雄，
199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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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結論
將幽默視為一項諮商技術，並使用於諮商過程，對於諮商的影響可能存在建
設性與破壞性影響。由於幽默的使用具有風險性，雖然它的功能多，若使用過度
則顯得太危險。在一項針對國內諮商心理師調查研究顯示支持諮商中使用幽默技
術的態度居於中上程度，且表示在諮商中曾使用幽默技術的頻率也居於中等（劉
薏君，2008）。國內能夠提供幽默諮商訓練之機構或專業人員並不多，相對地接
受此方面訓練之專業人員為數也不多。故前述接受調查之諮商心理師是否曾接受
過幽默諮商相關訓練，是否具備正確使用幽默的能力，這是值得重視的問題。
藉著既存文獻探討幽默諮商的涵意與諮商技術之使用，結果顯示幽默諮商一
詞有四種不同的涵意，其中一類即指幽默技術。關於幽默技術使用類型，依諮商
師技術使用的觀點，雖有三種不同型式，但於諮商歷程中，諮商師將以何種型式
使用幽默技術，取決於諮商師個人幽默風格或個人較擅長的幽默表達型式而定。
以諮商中幽默技術使用時機而言，視諮商師對時機的選擇而定。將隨著諮商師個
人對時機的覺察、幽默技術使用能力、幽默技術使用類型、幽默類別，以及諮商
師意圖的影響。至於幽默技術的使用效果，文獻上雖未呈現一致性的看法。然而
從一些實證性的研究結果顯示，諮商過程中使用幽默技術其效果並未亞於傳統的
諮商技術。若從當事人的角度檢視幽默在諮商應用之效果，除了當事人對諮商師
使用幽默覺察，以及當事人對諮商師使用幽默溝通解釋外，當事人與諮商師在諮
商歷程中雙方的關係脈絡，也是影響幽默在諮商的有效性關鍵。此外，諮商師是
否遵循有關諮商情境使用幽默技術之相關原則與規範，也是影響幽默在諮商有效
性一項重要因素。依文獻探討結果發現在此方面重要的議題，包括：使用前提、
使用態度、使用能力、使用幽默類型原則、使用意圖、使用時機、幽默的文化與
性別差異，以及補救措施等。
幽默技術使用的效果，取決於它是否能適切地激發當事人採取行動之動力，
並增進治療處遇之衝擊效果。雖然多數研究者肯定幽默在諮商中的功效，但由於
幽默技術使用過後，對當事人所造成的衝擊效果難以預測。諮商師為避免因幽默
使用而帶來對諮商產生負面的影響效果，最佳的使用方式乃在諮商情境中使用幽
默技術之原則與規範之下使用。因此，諮商師在諮商中若使用幽默技術時，為保
障當事人在諮商情境不受到傷害，不得不謹慎考慮此一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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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or Counseling: Content and Skills
Chiu-Shyn Kuan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organize and synthesis the content,
techniques, application and effects of humor counseling skills, and its related
principle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of humor counseling or humor therapy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material for counselors who desire to use humor skills in their
interview with clients.
Results revealed four themes in humor counseling: exploring humorous
incidences during counseling, helping clients face their lives with humor, applying
humorous materials or elements to attain counseling goals, using the concept of
humor to develop counseling or therapy theories.

Humor techniques included

introducing humorous materials into counseling sessions, applying humorous
elements in counseling, using the counselor’s humorous characteristics. The timing of
application included when counselors became aware of particular phenomenon in
clients, when counselors became aware of particular phenomenon in themselves, and
when counselors became aware of particular phenomenon in the counseling process.
In terms of effects, the result of literature review was inconsistent.

Principles and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use of humor techniques included premises, attitude, ability,
categories, intent, timing, cultural and gender differences, and compensation.
It is strongly recommended that counselors intending to use humor to motivate
clients and facilitate treatment effect should carefully weigh its appropriateness and
misuse.

Keywords: humor counseling, humor skills in counseling, therapeutic hu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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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理師在司法體系中的角色
陳慧女

林明傑*

摘要
隨著心理師的立法，心理師的專業地位具有法制的建置，在相關法令中的角
色也愈趨重要，這也顯示心理師及其他助人專業與司法體系之間將有更多的互
動。本文探討心理學與法律互動下的法律心理學概念，闡述心理師與司法體系互
動時所扮演的角色，並以與司法體系合作過程中的鑑定人／專家證人、家事調解
者、心理評估者、心理治療者等角色經驗加以說明，最後提出對於心理師與司法
體系合作的建議。

關鍵字：心理師、司法體系、法律心理學、專家證人
陳慧女
林明傑*

長榮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副教授（crmmcl@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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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二十年來，隨著社會的民主化，以及對弱勢團體權益的關注，許多法案在
社會運動的倡導下逐一立法，包括兒童福利法（民國六十二年公布、民國九十三
年廢止）
、少年福利法（民國七十八年，民國九十三年廢止）
、兒童及少年福利法
的合併立法（民國九十二年）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民國八十六年公布）
、家庭暴
力防治法（民國八十七年公布）、精神衛生法（民國七十九年公布）等法令內容
均規範相關專業人員的角色與職責。同樣的，隨著心理師法在民國九十年制定公
布，心理師的專業地位有了法制的建置，在相關法令中的角色也愈趨重要，這也
顯示心理師及其他相關助人專業與司法體系之間將有更多的互動。
因此，本文探討心理學與法律互動下的法律心理學概念，繼之闡述心理師與
司法體系互動時所扮演的角色，並以作者的實務經驗佐以說明，最後提出對於心
理師與司法體系合作的建議。
貳、心理學與法律
一、法律心理學
「forensic」這個字是源自於拉丁文的 forensis（譯為法律或法庭）
，意指「公
開討論的場所」（forum），是指古羅馬的法庭，在現代則是指應用科學的原則與
實務於司法體系中 (American Psychology-Law Society, 2007)。「法律心理學」
（forensic psychology）1是指心理學與司法體系之間的接觸，是將心理學的知識
應用於了解犯罪與其他司法的議題，亦即應用心理學的科學與專業來回應與法律
及司法體系的相關議題 (Brigham, 1999)。
法律心理學家通常是由律師或法院聘僱來協助以下的任務：兒童監護權的評
估、父母之親職的適任評估、相關機構轉介以進行家庭治療等，以及評估當事人
在犯罪當時是否為心神喪失、評估當事人是否有作證能力、評估再犯的風險；另
外，也對於在司法體系中的罪犯、假釋犯，或是被法院指定來接受治療的當事人
進行心理治療 (American Psychology-Law Society, 2007)。
在心理學領域中，有關法律心理學的研究內涵包括理論與應用等二個層面。
理論方面的研究內容：1.生理心理學方面，研究犯罪的遺傳因子與犯罪的後果影
響；2.發展心理學方面，研究攻擊與偏差行為；3.認知心理學方面，研究目擊證
人及兒童證人的作證能力；4.社會心理學方面，研究陪審團的運作及媒體相關報
導的影響等。應用方面的研究：1.警政心理學方面，研究警察的辦案過程與壓力
情形；2.調查心理學方面，研究犯罪的區域描繪及犯罪者的心理描繪；3.臨床心
理學方面，研究犯罪者的心理評估與犯罪行為的預測；4.監獄心理學方面，研究
罪犯的處遇與假釋等 (Howitt, 2002)。關於法律心理學的研究內涵詳如圖 1。
1

forensic psychology 或譯為「法庭心理學」
，但筆者認為譯為「法律心理學」較能廣泛涵括與司
法體系相關的概念，也能包含法庭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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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政心理學
警察
壓力

生理心理學
犯罪的遺傳因子
傷害造成的後果
調查心理學
心理描繪
地理描繪

發展心理學
攻擊行為
偏差行為

臨床心理學
評估
預測

認知心理學
目擊證人作證
會談

監獄心理學
處遇
假釋

社會心理學
陪審團
傳播媒體的影響

應用的

理論的

圖 1 法律心理學的主要內涵
註：Forensic and criminal psychology (p. 9), by D. Howitt, 2002, England: Pearson Education.

二、法律心理學的實務
法律心理學從心理學的不同取向，如發展、社會、認知、臨床心理學的層面
應用在不同的領域中，包括：研究、臨床實務、公共政策、教學／訓練 (American
Psychology-Law Society, 2009)。根據美國專業心理學協會（American Board of
Professional Psychology）對於法律心理學的實務之界定 (American Board of
Forensic Psychology, 2009)，包括：
1.關於犯罪與法律議題的心理評估與專家作證，如：作證能力、刑事責任、
死刑減刑、受虐婦女症候群、家庭暴力、藥物依賴、性異常等。
2.關於公民議題的作證與評估，如：自我傷害、兒童監護權、就業歧視、心
理障礙、瀆職等。
3.對於當事人在社區、職場、治療機構或矯治機構裡，屬於高危險程度攻擊
行為的評估、處遇與諮詢。
4.對於心理議題在司法過程中之影響的研究、作證與諮詢，如：目擊證人作
證、陪審員的選擇、兒童作證、被壓抑的記憶等。
5.對於涉及司法體系之當事人的特定處遇與服務。
6.提供立法委員有關心理學議題之公共政策議題的諮詢。
7 提供執行法律、犯罪防治及矯治體系的諮詢與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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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提供心理健康體系與執業人員在司法議題方面的諮詢與訓練。
9.對於有關人群實踐、責信及安全等相關議題的分析。
10.對於有關遵照監控對心理健康或犯罪矯治機構之影響的利益訴訟之解決。
11.調解及衝突解決。
12.心理學與法律領域之政策與方案的推展。
13.對於研究所學生、心理系學生、精神科實習醫生、住院醫生、法律系學生
的教育、訓練及督導。
從上述所列舉之心理師在司法體系方面的任務，依序可歸納為以下之角色：
心理評估者、專家證人、心理治療者、諮詢者、研究分析者、調解商談者、倡導
者、教育訓練者等，可見法律心理學者在司法體系中扮演多種角色。本文就專家
證人、家事調解者、心理評估者、心理治療者的角色做探討。
參、心理師與司法體系互動中的角色
一、鑑定人／專家證人
（一）對於鑑定人與專家證人的探討
我國法律中並未有專家證人（expert testimony）名稱，但是在民事訴訟法第
二編第一章第三節設有「鑑定」專目，刑事訴訟法第十二章第三節設有「鑑定及
通譯」專節，均有關於鑑定人之規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八條（民國九
十二年修訂）即規定：
「鑑定人由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就下列之人選任一
人或數人充之：一、就鑑定事項有特別知識經驗者。二、經政府機關委任有鑑定
職務者。」亦即鑑定人是本於其專門知識，輔助法院判斷特定證據問題之專家，
而專家以其專門知識，就待證事實所為的判斷，需經過鑑定的法定程序，才能成
為法院裁判的基礎（王梅英，2000）。至於專家要如何將專業意見呈現於法庭上
呢？刑事訴訟法第二百零六條第一項規定：「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應命鑑定人
以言詞或書面報告。」該條第三項：「以書面報告者，於必要時得使其以言詞說
明。」
另外，司法院於民國九十二年修訂的「專家諮詢要點」2中，亦對於專家參
與審判有所規定。該要點第二點載明適用之案件性質：「地方法院及少年法院於
辦理醫療、營建工程、智慧財產及科技、環境保護及公害、證劵金融、海事、勞
工、家事、性侵害、交通、少年刑事等第一審事件，得經當事人合意或依職權，
行專家參與審判諮詢。」因此，家事事件、家庭暴力、性侵害案件、少年犯罪事
件、醫療糾紛等，均為與心理衛生專業有關之專家參與審判之案件。至於專家參
與審判則依據該要點的第九點第一項規定：「參與審判諮詢專家應本於良知及專
業確信，於審判提出專業意見供法院參考，不參與事實認定及法律判斷。」因此，
2

民國八十九年五月二日所公布之「專家參與審判諮詢試行要點」，於民國九十二年修訂為「專
家諮詢要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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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審判諮詢之專家較接近於鑑定人或鑑定證人，在型態上，類似審判程序中之
法官顧問，而實質上，仍不改其為鑑定人之本質；在相關案件之審判中，其與法
官之互動關係甚為重要，而專家所為之專業意見，除左右當事人間之同意與否，
亦會影響法官之判斷（黃朝義，2000）。
至於鑑定人與專家證人之間究係有何不同？我國的法律是沿用歐陸法系，採
職權中心主義，在民國九十二年修訂的刑事訴訟法中對於專家證人是採取「改良
式當事人進行主義」；而英美等國家的法律為英美法系，採當事人進行主義。在
英美法系國家中，對於具專業性的爭議案件，多會採用專家證人，其專家證人可
能是由檢辯雙方或法官所聘任。在我國之鑑定人則由法官委託專業機關或自行指
聘，以提供專業上的見解，在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二十六條第一項即規定：「鑑定
人由受訴法院選任，並定其人數」。
根據高鳳仙法官（2002）之見，認為我國的民事訴訟法及刑事訴訟法所規定
的鑑定及鑑定證人與國外之專家證人不盡相同，但相當類似，都是具備特別知識
而到法庭提供意見，並以該意見做為證據資料，以協助法官或陪審團認定事實並
做成裁判。我國法令雖未載明專家證人之名詞，但實質上已採取相當於國外之專
家證人之制度。因此，高鳳仙法官認為我國之鑑定及鑑定證人制度即相當於國外
之專家證人制度，且我國之鑑定及鑑定證人制度在法律規範上並非不如國外之專
家證人制度，故無需再引進國外之專家證人制度，惟需有好的配套措施方能有好
的適用效果。
最高法院於民國四十七年台上字第 1253 號之裁判要旨為：
「精神是否耗弱，
乃屬醫學上精神病科之專門學問，非有專門精神病醫學研究之人予以診察鑑定，
不足以資斷定。」此判例說明了應尊重鑑定人之專業，即使鑑定內容有明顯瑕疵，
亦應尋求相同專業之其他鑑定人給予指正，不應由法官依自己的見識來判斷精神
鑑定之好壞及採用與否。但是，最高法院在九十二年度第五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卻
修改上述之判例，內容為：「刑事訴訟法採職權調查主義，鑑定報告只為形成法
院心證之資料，對於法院之審判力並無拘束，故待證事項雖經鑑定，法院仍應本
於職權予以調查，以期發現事實之真相，不得僅以鑑定報告作為判決之唯一依
據。」若依九十二年最高法院之新決議，將使法官得以自己之自由心證決定採用
鑑定報告與否。此見解將使法官將自己對精神醫學及心理學之非專業見解融入其
自由心證中，而扮演起精神科醫師或心理師而不自知，此所產生之效應實在可怕
（葉建廷，2003）。這也是高鳳仙（2002）所稱之鑑定人／專家證人制度需要有
好的配套措施，方能有好的適用效果之原因。
（二）專家證人的意義
專家證人是具有專門的知識、技術、經驗、受過訓練或教育的人，他們能向
法官或陪審員解釋一些他們可能不了解的有關辯護的重要事項 (Stern, 1997)。在
專業領域中的專家與在法庭中的專家是不同的，在法庭中的專家並不是來代替法
官或陪審團去審判案件，而是以其專門的知識與經驗協助法官或陪審團了解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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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 (Stern, 1997)。
專家有可能是該領域之學有專精的學者、具豐富經驗的臨床工作者，或者是
該領域有相當經驗的人員。Stern (1997) 列出專家的可能資歷包括：所受的教育、
學位論文、實習訓練、參加特定訓練、曾參加相關研討會、協（學）會會員、曾
獲相關學術獎項、持有證照、從事相關研究、發表相關論文、出版相關書籍、擔
任相關領域之諮詢顧問等。若以性侵害案件為例來說，心理衛生專業人員在法庭
上對兒童性侵害案件的作證，主要是以其專業訓練與經驗提供有關兒童性侵害議
題的內涵，以及遭受性侵害的兒童所具有的一般特質之情形作證 (Mason, 1998)。
Mason (1991) 研究統計美國各州與聯邦法院自 1980 至 1990 年間的資料檔
案，探討有關上訴法院運用專業人員擔任專家證人的情形，總計有 122 個案件，
其分析專家證人的定義、專家作證的本質、法官的判決、法官的心證等，結果發
現專家證人以臨床專業人員居多（總計 160 人中，專業人員佔 146 人，其他人員
佔 14 人）居多，其中社會工作師佔 34%，臨床心理學家佔 31%，諮商師或治療
師佔 12%，精神科醫師佔 8%，醫師佔 8%，其他人員佔 9%（包括教授、警政調
查人員、校長），而專家證人的出庭案件以兒童作證佔最多，其中有 87%是與兒
童會談。從這個資料可知心理衛生專業人員在性侵害案件中的專家作證佔有相當
之重要性。而在台灣則多是因為被告之精神疾患問題或以心神喪失抗辯而由法官
委託機關（大多是精神醫療院所）的方式，委由任職於醫療院所或機關內之精神
科專科醫師對當事人進行評估，製作鑑定評估報告以為法官之參酌。惟我國在九
十二年九月一日開始實施刑事訴訟法新制，包括全面合議審判及交互詰問之當事
人進行主義制度之後，實需進一步了解心理衛生專業人員的專家證人角色情形。
（三）專家證人的角色與功能
一般而言，專家證人在法庭上扮演著教育者、解述者、說明者、倡導者的角
色（Horowitz, Willging & Bordens, 1998；Stern, 1997）
，而一個有效能的專家證人
也需是靈活、有見聞、細心、能清楚表達、有常識、有警覺性的 (Stern, 1997)。
綜合而之，不管是檢方或辯方所邀請來的專家證人，最好能具有上述的角色與特
質。Stern (1997) 也認為不管是採用 Fyre Test3、Daubert Test4，或其他的標準，

3

4

佛瑞判例－美國 Frye v. United States，佛瑞案是第一個決定科學證據之許容性應與其他證據不
同的案例。該判例提出佛瑞測試（Frye Test）
，又被稱為「普遍接受」檢驗（general acceptance
test）。其包括二個原則：(1)該專家必須被認定為具備與該案件所涉及相關的專業領域﹔(2)該
專家必須為同專業領域的其他專家所普遍接受者(Maston, 1999)，據此建立專家意見作為證據
的準則。
道伯判例－美國 Daubert v. 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 Inc，由於佛瑞準則所強調的「普遍接
受」檢驗不適用於日新月異的專業技術發展，因此，在道柏判例之後，美國最高法院於 1993
年 6 月以「聯邦證據法則」
（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 FRE）取代佛瑞準則，法院不再以該學
科專家的一致性意見為依據 (Tomkins, 1995)。最高法院定訂出專家證據被考量的五項指導原
則，由各該法院決定其是否接受科學證據，這五個原則為：(1)科學技術是能被測試檢驗的；(2)
該科學或技術曾為專業同儕所審查而發表或出版；(3)其可信度有已知或潛在的誤差率；(4)控
制該項技術的操作方式有其現存的標準程序；(5)在該科學社群中，該技術有其被接受之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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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都必須要能展現其專業理論的可信度，而所有類型的專家作證都需立基於科
學或專業上的原則。
美國在十九世紀之時，Francis L. Wellman 律師就曾表示在美國有 60%的訴
訟官司是得參考專家證人的證詞，而唯有透過對於專家證人的交互詰問，才能啟
蒙 陪 審 員 、 司 法 人 員 ， 協 助 其 對 於 這 類 證 詞 做 出 公 正 的 評 價 (Wellman,
1997/2001)。從這段話中，可見專家證人在法庭上對於科學證據的呈現有其功能
及重要性，對於決定判決的法官、陪審員而言，亦具有相當之影響作用。
Stern (1997) 認為醫療或心理衛生專業人員在法庭上擔任專家證人通常有三
個功能，分別為：
1.背景證人（background witness）
：在提供與案件相關的基本科學原則與（或）
現象之一般科學背景資訊，專家並不需為該特定案件表達意見。例如：在
兒童性侵害案件中，對於兒童為何不敢揭露遭受侵害之事實，專家可能是
引用科學研究來描述兒童之所以遲遲不揭露的比例，並運用臨床案例報告
來說明兒童不敢揭露的原因。
2.個案證人（case witness）
：即回顧與該案件相關的資訊，包括：臨床個案紀
錄、警方之筆錄、證人之陳述、會談之錄影、證詞、其他既存的案件資料，
這些資料可充分提供專家去發展一個確實與合理的意見。個案證人除了提
供一般的資訊之外，也提供與該案件相關的直接意見。所以在性侵害案件
中，專家證人可評估上述資料之可信度，發展其對兒童為何不揭露之原因
的意見。
3.評估證人（evaluating witness）：運用背景資訊之知識、回顧個案資料、對
該案件當事人做獨立的評估。評估證人可就其專業知識與經驗，以及評估
結果發展其對案件之見解。因此，在性侵害案件中，專家可就背景資訊、
既有的個案資料、專業上的評估等三方面來發展並提供其對兒童之所不敢
揭露遭受侵害原因的意見。
從以上三項功能來看，可見專家證人有不同的目的，要選擇哪一種功能，若
以英美法系國家而言，應是由律師與專家在初期約定過程中協商好在法庭中要以
何種角色為專家作證。其主要是根據律師的目標或意見、案件可使用之資料的本
質、評估當事人之困難度等三個議題做考慮。而在我國司法或法務體系中，心理
師係在偵察／審理階段擔任專家證人角色。
筆者曾經接受檢察官之委託，針對某位自稱罹患高功能自閉症的成年性侵
害犯進行心理評估，提供專業上之見解，以做為其起訴的參考證據。檢察官先提
供該案之警方筆錄、證人陳述等相關之案件資料予筆者，這些資料提供筆者就其
性侵害的犯行、該犯行與高功能自閉症之關係、再犯率等進行評估，據此發展出
專業上的見解，並提供書面評估資料給檢方，筆者在這個過程中所扮演的專家角
色是屬於個案證人的角色。後來因為該案法官、檢察官認為有進一步說明之必
該判例作出科學方法學的使用是否有效、研究是否可應用於審判上的議題、其他的研究是否支
持該專家之研究的判斷 (Penrod, Fulero, & Cutler,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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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此邀請筆者出庭擔任鑑定證人／專家證人以陳述筆者對該案的專業見解，
在此過程中，筆者所擔任的專家證人融合了背景證人、個案證人、評估證人等三
種功能，並先後以書面報告及出庭言詞說明之方式呈現筆者之專業見解。
二、家事調解者
根據民事訴訟法第四百零三條第一項第十款：「下列事件，除有第四百零六
條第一項個款所定情形之一者外，於起訴前，應經法院調解：……十、配偶、直
系親屬、四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姻親、家長或家屬相互間因財產
權發生爭執者。」同法第五百七十七條第一項：「離婚之訴即夫妻同居之訴，於
起訴前，應經法院調解。」同法第五百八十七條：「終止收養關係之訴，於起訴
前，應經法院調解。」上述規定離婚之訴、夫妻同居之訴、終止收養關係之訴及
親屬間的財產糾紛等家事事件需先經調解程序5。多數的家事法庭或法院均會聘
請具有心理、社工、法律背景者擔任調解委員。因此，心理師、社工師、律師等
專業人員均有機會擔任調解者。
調解、商談都是屬於替代性訟爭解決方式的一種，可以減少法官審理的案件
量，增加辦案效率，並減少訴訟成本。其程序機制具有以下特點：1.由當事人參
與，並有權決定其結果；2.擔任仲裁或協商的第三人並無爭議裁決權，但具有公
正與獨立的義務；3.程序的彈性與自由；4.擔任仲裁或協商的第三人具有專業性；
5.不以公開審理程序進行，能保有當事人之隱私秘密（藍瀛芳，2004）。
筆者在法院擔任家事事件調解委員期間，所處理之案件以夫妻訴請離婚及未
成年子女監護權居多。離婚案件經常伴隨著子女的監護權歸屬、子女教育費及生
活費、夫妻財產歸屬及贍養費等事務的調解。家事調解者／商談者的角色，與心
理師的角色又有所不同，在單次的短時間內6需要完成調解任務。因此，調解員
在說明調解的結構與程序之後，即需進入問題焦點，針對雙方的調解項目、堅持
點及爭執點做了解，並就差異做溝通，期待雙方能以孩子的最佳利益為主要考
量，各有退讓，以達成雙贏的結果。當然，雙方若是難以溝通，各持己見，調解
不成的話，最後仍是進入司法訴訟程序處理。
三、心理評估者
遭受身心虐待、性侵害、家庭暴力之當事人，經常會遭遇不易取得具體身
5

6

「家事事件處理辦法」已於九十八年六月十九日廢止，除了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外，相關事件亦
依據九十八年一月五日修訂之「家事非訟事件處理辦法」規定辦理。有關家事調解委員之遴選
資格，規定在地方法院辦理家事調解事件實施要點之要點七。
筆者所擔任之家事法庭的調解時程安排為：在上午(9:00-12:00)或下午(2:00-5:00)的時段裡排二
至三個案件，每個案件約為 0.5-1 小時的時間，若遇案件當事人未到或案件能在時間內調解完
畢，則 0.5-1 小時即能處理完畢，但有些需要較多時間溝通調解的案件，可能會進行 1.5 小時
以上，基本上會依案件的個別差異而調整時間。其他各地方法院的家事調解則因其個別的時間
安排，可能會有 1-2 小時的時間進行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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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受傷的證據。甚至因為當事人受到的傷害使其身心出現創傷後壓力症候，呈現
創傷影像重現、逃避與創傷相關事宜、警醒度高等症狀，這使得當事人難以承受
檢警的多次訊問、逃避訊問，或有前後說詞不一之情形。也因此，以性侵害案件
而言，於民國九十四年修訂的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即增加第十七條之規定：「被害
人於審判中有下列情形之一，其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
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
為證據：一、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者。二、到庭後因身心壓力於訊問或
詰問時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或拒絕陳述者。」此條例給予檢察官、法官在呈現身心
創傷證據方面有所依據。
筆者曾經在處遇性侵害受害人的案件過程中，因案件仍處於檢察官偵查的階
段中，檢察官需要當事人之身心症狀的評估資料，以做為其偵訊及起訴的參考，
因此應檢察官之委託，就遭受性侵害被害人之心理狀態提供臨床上的評估意見。
而所提供的報告，係筆者與當事人在治療過程中，對於當事人的主觀陳述、治療
者的客觀觀察、實施具信效度測驗之結果，以及在治療過程中的觀察所做成之整
體評估。心理師所提供的心理評估報告資料純粹是提供專業的見解，至於檢察官
是否據以提出公訴的參考證據，或法官是否據以做為審判之參考證據，則有賴其
對該案件所形成之心證而定。
四、心理治療者
部分被告如家庭暴力加害人，得在判決之前先行進入處遇階段，俟處遇或治
療成效以列入量刑與否之依據。依據家庭暴力防治法第十四條第十項第十款的規
定，法院於審理終結後，認為相對人有家庭暴力之事實且有必要者，應聲請或核
發保護令內容之一為：「命相對人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另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第二十條規定：「加害人經評估認有施以治療輔導之必要者，應命其接受身心
治療或輔導教育。」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有關性侵害犯罪之強制處分的規定：
「犯
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二百
三十條、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三百三十四條第二
款、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二項第一款及其特別法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令
入相當處所，施以強制治療：一、徒刑執行期滿前，於接受輔導或治療後，經鑑
定、評估，認有再犯之危險者。二、依其他法律規定，於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
育後，經鑑定、評估，認有再犯之危險者。前項處分期間至其再犯危險顯著降低
為止，執行期間應每年鑑定、評估有無停止治療之必要。」以及監獄行刑法第八
十一條第二項：「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二百二十八條、
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二百三十條、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二項第二
款、第三百三十四條第二款、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二項第一款及其特別法之罪之受
刑人，其強制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辦法，由法務部定之。」及第三項：「依刑法
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一項接受強制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之受刑人，應附具曾受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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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輔導之紀錄及個案自我控制再犯預防成效評估報告，如顯有再犯之虞，不得報
請假釋。」大部分於判決確定後的矯治階段，被告得於服刑期間或假釋後，強制
參加加害人處遇或治療計畫。實施加害人之處遇或治療計畫者多為心理衛生專業
人員，包括精神科醫師、心理師、社工師。心理師在處遇計畫中扮演心理治療的
角色，此專家治療角色在後現代司法或治療性司法的精神下備受重視。
筆者在家暴犯、性侵害犯實施處遇治療的經驗中，著重在治療對於其再犯的
預防。除了施以團體或個別心理治療之外，也需經常與法院、地檢署、監獄、社
政、心理衛生等機關相互合作，定期與司法體系聯繫討論治療情形。尤其對於不
來或中斷治療者，要共同想辦法強制其前來，並透過社區監控模式持續追蹤治療
情形及回歸社區生活情形。
肆、結語
不管是在哪一個專業領域的助人者，都是在協助當事人解決其困擾問題，也
都在透過不同的方式為當事人尋求公平正義，只是其所處的位置與角色不同。法
官、檢察官等法律背景者因其所擔任職務及所賦予的職責，對於被告或原告之當
事人，多是採取法律所賦予其權威的態度面對當事人，此與心理師對於當事人的
同理、真誠態度，建立同盟關係的做法完全不同。專業的訓練背景不同，服務的
取向有差異，當然彼此之間的溝通難免會有所不順。因此，心理衛生專業人員在
與司法體系互動的過程中，難免會面臨不同專業的用語、態度上的差異，故專業
彼此之間的尊重與溝通甚為重要。以做為專家證人來說，在法庭上的教育者、解
述者、說明者、倡導者的角色即是在為法官及案件與當事人之間做有效的溝通
者，讓法官、檢察官能夠對於需要專業見解以協助其了解的案件有更深入的理
解，以能做出勿枉勿縱的判決。
在筆者與法官、檢察官的互動經驗中，認為司法人員雖具有其法律上的權威
地位，但是做為與司法人員共同為當事人伸張公平正義的合作者而言，心理師與
司法體系互動的過程中，可以充分發揮教育者、解述者、倡導者的角色，讓司法
人員能夠從心理學的觀點去理解當事人的身心困境，進而有更進一步的認識。
目前多數心理師的執業場域包括：醫院、學校、社區、社會福利機構、矯治
機構、或是自行開業等。這顯示心理師在實務工作中的角色也愈趨多元，不再只
是端坐在會談室中等待當事人前來求助的助人者，而需具備積極的態度，能主動
與當事人聯繫，甚至有時也需要外展至案家進行治療的工作者。執業場域的多
元，顯示心理師與其他專業有更多的互動機會，專業彼此之間的跨領域團隊合
作，包括與社工師、精神科醫師、司法人員、學校教師等的互動，均顯示心理師
與其他專業之間的合作亦需秉持多元文化的觀點，彼此尊重與合作，共同為當事
人的權益而努力。
本文闡釋心理師於司法體系中的角色定位與功能，所參酌之相關文獻資料仍屬有限，主要依據筆者與司法體系互
動之實務經驗撰寫而成，尚缺乏在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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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行性與信效度方面之檢驗。期待藉由本文的初探，未來能有更多有關此議題
之多元的研究實徵報告的發表，以增進心理與司法兩個體系的互動了解，增進專
業成長，更有助於對當事人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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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llowing the legislation of psychologists, their roles in the legal system became
more important, thereby highlighting the increasing interaction between psychologists
and other helping professions, and the law.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oncept
of forensic psychology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sychology and law, the rol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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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性藝術治療在兒童悲傷輔導團體療效因子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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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離死別，無疑是每個人生命中所難以承受之輕；對於年少懵懂的兒童而
言，面對如此巨大的情感衝擊，顯然更需要適當的管道以宣洩內心的種種不安、
憤怒與難過等相互矛盾甚至衝突的情緒與想法。近年來，表達性藝術治療透過媒
材在悲傷輔導團體中運用的成效，無論是在情緒宣洩、情感支持與復原力均已獲
得肯定與證實；那麼，對於兒童悲傷輔導團體又能提供哪些具體的療效因子來協
助孩子們面對悲傷呢？
本研究係文獻回顧，收集 1999-2009 年間國內表達性藝術治療應用於兒童悲
傷團體之相關實徵研究等資料，筆者以 Yalom (1995/2001) 的團體心理治療理
論進而歸納出表達性藝術治療之療效因子與其他療效因素，並提出整理文獻後之
發現與建議，以其作為實務工作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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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死亡，是人一生無法避免的終點，卻也是許多人不願面對的課題；甚至在生
活中常成為禁忌的話題，特別是過年時節，與「死」相關的字詞常不被允許。兒
童的死亡概念因年齡與認知發展逐漸建立，生活經驗影響死亡概念的形成，當孩
童無法從成人身上得到相關的理解時，或成人以不明確或童話的說法，如睡覺、
旅行、上天堂等來解釋親人的死亡時，兒童容易因不解而產生對死亡的錯誤認
知，如因對死亡的恐懼而害怕睡覺、期盼死者歸來、對死亡有美化的好奇與期待
（陳淑霞，2003；游麗蓉，2006）。
人皆有親和動機，希望與重要他人建立依附關係，一旦關係消失，很容易產
生失落與悲傷情緒。特別是兒童階段，尚與重要他人維持著緊密的連結，重要他
人的死亡更容易留下深刻的影響（侯素棉，1994；陳淑霞，2002；彭寶旺，2002；
葉春杏，2004)。然而，面對死亡事件，成人常以保護或小孩子不懂的想法，不
與兒童談論相關的話題，甚至以為不說就不會有影響（李佩怡，1998）。再者，
McGlauflin 於 1990 年指出，兒童的反應方式受週遭成人的影響，當成人對此避
而不談時，易造成兒童對悲傷反應有錯誤的認知，將談論親人死亡視為禁忌，而
無法隨心表達情緒（引自侯素棉，1994）。因此，兒童在面對死亡事件時，常將
悲傷的情緒隱藏起來、避免提及去世的親人。在校園中，儘管老師容易發現班上
學生有喪親的情況，卻常因為不知如何處理、擔心觸動學生強烈情緒、怕學生哭
泣等考量，無法適時表達關心之情，更易造成兒童在面對死亡事件時因缺乏支持
而產生孤單感受（葉春杏，2004；劉秀雄，2003）。國內外研究皆指出，在壓抑
本身悲傷情緒及缺乏外在情緒支持的情況下，喪親兒童可能產生沮喪、憂鬱等情
緒或行為表現上的問題，對兒童的適應產生影響（侯素棉，1994；劉秀雄，2003；
Kirwin & Hamrin, 2005; Mitchell et al., 2006)。
游麗蓉（2006）指出，兒童哀傷治療的重點在於對兒童情感反應及表達的支
持。表達性藝術以非口語表達的方式，讓兒童能在創作中投射、宣洩相關情緒，
允許兒童以自己的方式表達悲傷。另一方面，團體中成員皆有相關經驗，較能引
發成員表達相關經驗，並從中獲得普同感與情緒的支持，成員的示範也使得平常
較壓抑的成員有機會表達內在的情緒。Graham 認為，當兒童若能夠利用個人特
質、家庭及社會支持、社交人際技巧等自身能力及資源以有效處理、度過困境，
具有較高復原力（引自賴怡霖，2007）。表達性藝術治療團體結合兒童自身能力
及團體支持以幫助喪親兒童復原並有正面的成效（彭寶旺，2002；葉春杏，2004）
，
然而，近十年國內使用表達性藝術治療於兒童悲傷輔導團體之相關實徵研究僅九
篇（張淑玲，2001；陳志賢、連廷嘉、施家順，2008；陳凱婷，2006；陳凱婷、
陳慶福，2008；郭碧蘭，2003；彭寶旺，2002；曾瑞瑾，2009；葉春杏，2004；
賴念華，2000）。因此，本文擬對表達性藝術治療對兒童悲傷輔導團體之療效進
行探討，希望能對兒童相關輔導實務及學校輔導工作提供可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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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表達性藝術治療之應用
表達性藝術治療（expressive art therapy）通常又可稱為創造性治療（creative
therapy），主要是以具備表達性的各式媒材為治療工具。根據 Corey (2009) 對於
「表達性藝術治療」所下的定義：
「表達性藝術治療」是一種人們可以透過語言
與非語言的方式，去探索個人的問題，因此表達性藝術治療是一種心理治療的介
入方式，可使人釐清個人問題的面貌；美國藝術治療協會 (American Art Therapy
Association, AATA, n.d.) 的最新定義也與「藝術治療（Art therapy）」做了進一步
的區分。因此，「表達性藝術治療」結合了心理治療與表現藝術，可將人們潛藏
的創造力再度激起，用來幫助當事人將無法說出的衝突以不同的方式表現出來，
提供一種非語言的表達方式與溝通機會，藉由一種「象徵性描述」（symbolic
speech）的方式，可以減低當事人直接說出而造成的威脅感，進而可以更加深入
探索個人內在與外在的經驗（劉慧屏，2007；賴念華，2003，2009）
；Johnson (1998)
認為透過藝術作品做為中介，可以將當事人的內在狀態予以外化或投射出來，當
事人可由此機會再度重新整合自我內在狀態。
表達性藝術治療的種類有許多，治療師透過像是遊戲（play）、藝術（art）、
沙盤工作（sand tray work）
、音樂（music）
、舞蹈（dance）
、繪本（picture books）、
說故事（storytelling）、雕刻（sculpting）、繪畫（drawing）、寫作（writing）、戲
劇（drama）、心理劇（psychodrama）等方式，可使人們的創造力及靈感再度復
甦（陳志賢、徐西森，2004；陳志賢、連廷嘉、施家順，2008；賴念華，2009；
Corey，2009）
。賴念華（2001）認為人類與生俱有藝術創造的能力，而藝術作品
可以展現人類最原始的情感，透過情緒的再經驗，將有助於帶動認知與行為層次
的改變。
傳統的表達性藝術治療取向主要是以精神分析取向（psychoanalytic）為主，
其中受到 Jung 的理論影響很深，陳志賢（2003）指出精神分析取向的藝術治療
師認為表達性藝術治療的功能有以下兩項：一、自我癒合：創作本身就具有自我
療癒的功能，潛意識與內在情感透過「象徵」方式表達出來，以達到自我內在的
心靈統整；二、對話效果：當事人在完成作品後與自己的作品進行對話，當事人
在陳述自己的感受和體驗的同時，更可以直接面對自己的內在潛意識。賴念華
（1997）的研究中發現，以藝術媒材介入團體治療的特色有：類似遊戲的創作過
程、象徵性、自我內在的表達、情緒宣洩、自我覺察、另一種瞭解自己的方式、
作品意象的持久性、另一種與人溝通的工具。另外，藝術媒材介入心理治療的有
利之處在於透過不同媒材，當事人可以有新的方式探索自我內在並可產生不同的
體驗，在選擇不同的藝術媒材表達自我內在情感時，透過一些技法與運用媒材，
可以使情感與意念達到統合，同時作品提供一個實質性的存在，能夠使個人在回
顧自己的成長歷程時，不受時間影響而產生記憶扭曲的情況（陳學添，2001）。
由此觀之，透過一些藝術媒材的表達，可以將個人內在的問題具象化，而作品的
完成有助於統合個人內在的情感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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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來，兒童諮商輔導領域的實務工作者發現「表達性藝術治療」非常適用
於兒童身上，可以激發兒童的潛意識或意識，也可藉此收集兒童的資料，另外亦
可做為發洩情緒與揭露兒童的欲求之用（郭修廷，2003）
。因此，
「表達性藝術治
療」運用在兒童身上的適切性，受到越來越多實務工作者的重視，並且運用在眾
多有關兒童的諮商輔導中，尤其是以藝術媒材來進行兒童的團體諮商將是重要的
趨勢（陳志賢、徐西森，2004）。
參、兒童悲傷輔導之目的
吳秀碧（2000）整理兒童悲傷輔導團體的諮商形式，主要可區分為教育性（以
輔導兒童面對失落與哀傷的能力為主）與治療性（以不同失落經驗的需求而策劃
的團體，又可分為危機介入、支持性團體與事後預防性團體）兩種。簡而言之，
悲傷輔導係指以兒童為對象的定期聚會，並藉由團體領導者的協助，討論彼此的
感受，以適應重要他人已經不存在的世界（饒夢霞、陳志豪，2000）。
悲傷輔導的主要目的並非著重於減輕個人的傷痛，而是在過程中賦能，使個
人能夠去面對分離的事實和完形與死者間的未竟事宜，並向逝者告別，這些特定
目標與協助兒童順利完成悲傷的歷程相符合，主要有四點原則：一、增加失落的
現實感；二、協助兒童處理已表達或潛在的情感；三、協助兒童克服失落後再適
應過程中的障礙；四、鼓勵兒童以健康的方式向逝者告別，並坦然的重新將情感
投注在新的關係裡（吳秀碧，2001；Webb, 2002; Worden, 1991, 1995/2004）。
Rando (1984) 整合悲傷歷程之探討，將正常的悲傷歷程分成三階段，分別為
逃避（如，震驚、否認等）、對抗（恐懼、憤怒、罪惡感等）與重新建立（恢復
對周遭人事物興趣）。兒童在面對親人死亡的悲傷過程中，可能歷經身體、情緒、
認知及行為上的反應 (Goldman, 2004; Emswiler & Emswiler, 2000)。然而，礙於
兒童的口語表達能力有限，所以多半以非口語的方式傳達悲傷，例如：生病、拒
食、摔東西、情緒退縮或變得過於好動等 (McEntire, 2003)。
此外，兒童的死亡概念與成人不盡相同，並隨其認知的發展而有所改變（陳
凱婷、陳慶福，2008）。但多數人很難體會哀傷的程度並不依年齡而有所不同，
僅是在表達悲傷的過程，孩童及青少年表達悲傷的方式不同於成人，故先要瞭解
他們的內心悲傷，才能給予適當的協助。吳秀碧提出兒童悲傷不易獲得協助主要
原因有五：一、成人對於兒童哀傷缺乏瞭解，否認其悲傷的事實；二、成人自身
陷於哀傷而自顧不暇，忽略兒童也有悲傷需要；三、成人基於保護與避諱而不向
兒童談論哀傷；四、求助資源有所限制；五、兒童淪為成人哀傷情緒的出口（引
自劉麗惠，2007）。國外學者Wolfelt (1992) 在多年從事兒童悲傷心理研究的經
驗中亦發現，一般人看待兒童悲傷的心理有下列幾點常見的錯誤觀念：悲傷與哀
悼是相同的經驗、兒童的悲傷與哀悼很快就會過去、嬰兒和學步的幼兒太小，所
以他們不會悲傷、兒童不會受到周圍成人的悲傷影響與兒童不要參加喪禮比較
好。綜觀以上的種種因素，兒童的悲傷輔導相形之下顯得更加重要，而在眾多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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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表達哀傷的方法與形式之中，運用藝術治療作為媒介的輔導方式之療效即是本
研究所關切的重點。
肆、表達性藝術治療提供兒童悲傷輔導團體之療效因子
表達性藝術治療為兒童悲傷輔導的媒介之一，陳志賢（2003）指出，兒童使
用言語表達內心感受的能力較差，且常較無意願敘說心中的想法，透過創作，兒
童可以利用作品與自我內在對話，投射出心中的想法、情緒與需求。透過分享作
品的過程，可以相互了解與學習，卸除兒童的防衛意識，打破不擅言詞的障礙（陳
志賢、徐西森，2004）
。此外，透過團體，兒童能嘗試新行為（陳志賢等，2008）。
Liebmann 亦提出，利用團體進行輔導具有以下的優點：一、團體被視為一個小
型社會，因此可以產生社會學習。二、有相同困擾者可以相互支持。三、可由其
他成員的回饋中學習。四、在團體中可以模仿適切的行為。五、在團體催化的過
程中，可以發展潛力（引自陳志賢、徐西森，2004）。綜合以上所述，表達性藝
術治療能有助於兒童悲傷輔導團體之進行。筆者根據 Yalom (1995/2001) 提出之
療效因子進行文獻整理歸納，發現表達性藝術治療提供兒童悲傷輔導團體的療效
因子如下：
一、灌輸希望
李佩怡（1998）指出，運用表達性藝術治療方法可以幫助兒童重新畫出新的
生命，經由團體領導者的催化下，兒童完成作品後開始對作品重新詮釋，並重新
賦予新的意義，同時學習到一種不同於以往的新方法來抒發自己的情緒。Mitchell
等人 (2007) 認為，儘管兒童因為喪親而失去一些東西，透過創作與討論，可以
發現自己仍擁有的部分、發現還有愛他與支持他的人。另外，在團體的運作之下，
成員們分享自己的經驗能夠增進團體間成員彼此的友誼，成員間相互支持。再
者，透過團體成員相互激盪，呈現出一種多元觀，藉由聽到很多不同的意見以擴
展自己的視野，故成員將學到從多元角度來看待「悲傷」這件事。另一方面，團
體領導者亦會協助團體成員討論對於未來的想法與期望，使成員們能夠有力量可
以繼續走下去（王萬清，1999；陳志賢等，2008；陳淑雯，2003；陳凱婷，2006；
曾瑞瑾，2009；賴念華，2000；Chilcote, 2007）。
二、普同感
由於成人常壓抑難過的情緒，以至於使兒童認為只有自己擁有這種難過的心
情，因此很多處於悲傷階段的兒童常會認為自己是孤獨一人。在團體中，對於成
員的獨特感不予以肯定是一種很有用的紓解方式，透過團體中相同性質成員的相
互分享，兒童將會知道自己並不是特別的，其他同年齡的人也會有跟自己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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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因此，透過團體中成員彼此經驗的分享與討論，將可以發現其他人也跟自
己有相類似的經驗，因而減低自己憂慮不安的心情，並因此大感放鬆（陳凱婷，
2006；陳凱婷、陳慶福，2008；彭寶旺，2002；曾瑞瑾，2009；賴念華，2000；
Berns, 2004; Chilcote, 2007; Griffith, 2003; Mitchell et al., 2007; Webb, 2003）。
三、傳達資訊
Mitchell 等人 (2007) 指出，透過團體過程成員間作品的分享及討論，可使
成員了解其他不同因應悲傷的經驗與方式，發現自己擁有哪些僵固的不適應行
為，從中學習到其他因應的方式以應用在自己身上。另外，由於兒童對於死亡的
概念並不是非常清楚，團體領導者在成員討論的過程中將會引導成員解除自己內
心對於死亡的疑惑，並針對死亡此種抽象的概念提供相關的訊息，而在喪禮與宗
教的儀式上，釐清成員對習俗的困惑及迷思（陳凱婷，2006；彭寶旺，2002；游
麗蓉，2006；簡秀雯，2008；Berns, 2004; Griffith, 2003; Mitchell et al., 2006; Register
& Hilliard, 2008; Webb, 2003）。
四、行為模仿
在團體中，行為模仿是一個很普遍的狀況，成員經常會模仿團體領導者及其
他成員的行為。彭寶旺（2002）指出，其他成員對於創作的投入，易觸動較害羞
或拘謹的兒童對於活動的參與，而有助於情緒的表達與宣洩。另一方面，由於兒
童對於自己的悲傷情緒常處於不知如何抒發的狀態，在團體活動中，領導者藉由
示範使用媒材形塑作品的過程，可以使成員模仿其行為來達到內在心理狀態的投
射並可宣洩自己的情緒。劉秀雄（2003）指出，其他成員對於個人經驗勇於表達
的態度，可以鼓勵原先較壓抑或逃避而沉默不語的成員以較認真的態度面對自己
的經驗與情緒，並加入團體的討論。由於團體被視為一個小型社會，許多有相同
經驗的成員將會在團體中嘗試一些新行為，其他成員藉由觀看的方式達到一種替
代性治療，可從適應功能良好者身上進一步得到楷模學習的效果（陳凱婷、陳慶
福，2008；曾瑞瑾，2009；Chilcote, 2007; Kirwin & Hamrin, 2005; Register & Hilliard,
2008）。
五、人際學習
在人類的社會中，人際關係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並且也是我們很重要且
可加以利用的資源之一。在團體中可提供一種人際相處的練習機會，成員在人際
中得到獲取也學習如何付出，並透過與團體成員的合作中得到滿足，因而學習如
何與人分工合作。成員間彼此支持與相互學習的情況，將可類化到日常的生活情
境。另外，團體在互動的過程中將會產生一種新的認知行為態度，由此可以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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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傷反應程度與促進生活的適應，對於新的行為也較有勇氣去加以嘗試。另一方
面，兒童在藝術治療團體中被鼓勵與故事主角相互比較，可以協助兒童更加勇於
面對實際日常生活中的難題。在團體中有較多自我表達的機會，鼓勵想法的表達
而不會被他人拒絕，對於兒童來說亦是一種很棒的成長經驗（王萬清，1999；陳
志賢等，2008；陳淑雯，2003；曾瑞瑾，2009；彭寶旺，2002；葉春杏，2004；
簡秀雯，2008; Griffith, 2003; Kirwin & Hamrin, 2005; Mitchell et al., 2007）。
六、發展社交技巧
團體的運作必須透過成員不斷分享才能持續下去，因此，在團體中，兒童必
須學習與團體內的其他人和平相處並練習尊重發言的人。同時，兒童也必須練習
分享自己的想法。在討論的過程中，成員將學會如何幫助他人，也學習如何跟他
人相處，故團體被視為是一個很好的社交技巧練習場所，在團體中學到的技巧將
可以類化到日常生活情境，大大提升兒童的人際相處能力 （陳凱婷，2006；曾
瑞瑾，2009；彭寶旺，2002；葉春杏，2004；Mitchell et al., 2007; Register & Hilliard,
2008）。
七、團體凝聚力
團體提供一個安全、溫暖、接納、傾聽的支持環境，允許並鼓勵成員表達情
緒與經驗。團體中重視成員的個別差異，能依成員當時的狀況與需求調整分享的
步調 (Mitchell et al., 2007)，使兒童能在安全尊重的氣氛下進行分享，不需擔心
因意見不同而被拒絕。藉由成員間的互動回饋與接納，兒童能產生自我接納，並
對彼此產生歸屬感（陳凱婷，2006；陳凱婷、陳慶福，2008；曾瑞瑾，2009；彭
寶旺，2002; Berns, 2004; Mitchell et al., 2007）
。
八、宣洩／淨化情緒
Mitchell 等人 (2007) 認為，創作過程允許兒童有時間及心理準備之下覺察
自己的經驗，透過素材，兒童能以不具傷害、威脅性與選擇自己想要的方式，自
在的表達內在經驗，將原先壓抑的悲傷失落之感覺、情緒、想法投射與抒發在作
品中。透過水彩、廣告顏料等媒材、畫筆大面積的揮灑、創作過程中的撕貼剪裁、
雕塑作品時的捶打揉捏、對故事繪本主角經驗的認同與投射等，皆有助於兒童進
行情緒的宣洩、緩和與轉換，再進一步透過團體成員的分享與傾聽，有助於情緒
的抒發、了解與接納，並減輕內心的難過與孤獨感受（王萬清，1999；陳志賢等，
2008；陳淑雯，2003；陳凱婷，2006；陳凱婷、陳慶福，2008；曾瑞瑾，2009；
彭寶旺，2002；葉春杏，2004；劉秀雄，2003；賴念華，2000；Berns, 2004; Chilcote,
2007; Fiorini & Mullen, 2006; Griffith, 2003; Mitchell et al., 2006; Regis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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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liard, 2008; Sholt & Gavron, 2006; Webb, 2003）。
當兒童能以自己的方式向他人敘說經驗、宣洩情緒後，悲傷情緒逐減減弱，
並能逐漸將負面情緒調整轉化為正面的情緒，接受失落的事實，並能以正面的態
度詮釋事件與逝者，達到淨化情緒的作用（林道修，2005；Mitchell et al., 2007）。
九、存在性因子
透過團體成員的分享與討論，兒童對死亡相關概念有正確的認知，能了解死
亡的現實性及永久性。此外，兒童面對死亡的態度亦有所轉變，不再僅是對死亡
產生恐懼及壓抑等負面的情緒，能對生命產生新的認識，從而珍惜生命及與親人
朋友相處的時光，對自己的生命亦有較正面的期許與責任感 （李佩怡，1998；
曾瑞瑾，2009；彭寶旺，2002；賴念華，2000；Webb, 2003）。
十、其他療效因素
筆者在文獻整理過程中，亦發現表達性藝術治療在兒童悲傷輔導團體中的其
他重要的療效因素，歸納如下：
（一）促進自我了解與自我覺察
在創作過程裡兒童能從中獲得豐富的感官體驗，藉由不同的藝術媒材抒發與
表達情緒，例如透過圖畫的創作，兒童將進而覺察自己內在的各種情緒，因為創
造的歷程亦是情緒醞釀的過程，繪畫的方式能讓兒童有機會將自身的感受呈現並
相互連結與對照；在繪本治療的方式中，兒童則能夠對繪本之角色或故事內容中
投射出自身的經驗，藉由對故事裡人物的心情和想法來表達出自身隱藏的情緒與
情感，因而更加理解自己的經驗與感受，提升自我的覺察與自我了解，促進自我
接納。藉由團體中與他人討論的過程，協助兒童更加理解自己的價值信念，進而
發展適當的認知與行為。這樣的體悟，幫助兒童對於自我和外在世界的整合，有
助於進一步的生活適應（王萬清，1999；陳志賢等，2008；陳淑雯，2003；曾瑞
瑾，2009；Berns, 2004; Mitchell et al., 2007; Webb, 2003）。
（二）具體化抽象的概念與感覺
由認知發展階段的觀點可以得知，兒童尚不能夠完全理解抽象的概念。透過
作品，兒童得以具體化自己的內在經驗、顯示悲傷意象、自己對於死亡概念的了
解程度及想像，皆有助於兒童經驗與情緒的口語表達，再經由團體的分享與討
論，可澄清兒童原先抽象模糊的概念想法，降低兒童因不理解而產生的恐懼（李
佩怡，1998；彭寶旺，2002；劉秀雄，2003；Chilcote, 2007; Mitchell et al., 2007;
Webb, 2003）。另一方面，Sholt 和 Gavron (2006) 表示，當兒童的口語表達受限
於字彙時，透過作品細節的展現，能呈現其豐富且深層的內在經驗。因此，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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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藉此了解兒童的想法、情緒及死亡事件對兒童的影響，進而能適時予以關心、
澄清及支持，有利於兒童與成人的溝通（陳淑霞，2003；陳凱婷、陳慶福，2008；
賴念華，2000）。
（三）投入創作與緩和情緒
由於表達性藝術治療的形式具備了親近性的特點，故兒童於創作或體驗的過
程中，能專注於作品之中，因而能夠降低兒童的防衛心理，使其能夠安心的抒發
並緩和情緒。此外，賴念華（2000）認為「透過藝術的象徵性的預演過程，增進
了兒童對悲傷反應的能力與行為」
（p.54）
；因為創作過程中本身就能達到撫慰情
緒的療效，給予兒童混亂之中支持和安撫作用，使其對於未來的生活又更充足的
心理準備（李佩怡，1998；陳凱婷、陳慶福，2008；曾瑞瑾，2009；Kirwin & Hamrin,
2005）。
（四）完成未竟事務與新生的力量：

兒童透過回憶盒、紀念冊、繪畫與寫信…等各種媒材，來傳達對於逝者的感
受、重新建立連結，也同樣在過程中感受到重要他人對自己的影響，這種追憶與
創造共同回憶的方式，協助兒童發現自己和逝者關係意義的定位，在賦予新的意
義之中找到新生的力量，並能在往後的生活中找到重新投注與建立關係的可能
（曾瑞瑾，2009；葉春杏，2004；劉秀雄，2003；賴念華，2000；簡秀雯，2008；
Kirwin & Hamrin, 2005; Mitchell et al, 2007）。
（五）賦能，並獲得自我掌控感
親人的逝世常改變原來的依附關係，與存在親人的互動亦會有所調整，兒童
常需要重新調整原有的互動模式，重新建立失落的連結關係。此外，親人逝世後
生活方式的改變、生存親人角色的調整亦會造成兒童被動調整生活方式，若親人
突然間死亡，更易使兒童對生活產生過份擔憂及不安全的失控感受（侯素棉，
1994；彭寶旺，2002）。透過作品的創作過程中，兒童能依照自己的意思決定創
作的方式、決定要表達多少情緒，兒童得以取回自主權，以及對事物的掌控、實
現與擁有（曾瑞瑾，2009；葉春杏，2004）。李佩怡（1998）認為，將情緒投射
於作品，能使兒童嘗試將情緒與自己分離，決定悲傷情緒的表現方式而產生對悲
傷情緒的控制感，進而減少悲傷情緒的影響。透過對團體成員的分享，亦能理解、
學習不同成員對悲傷情緒的掌控，增強自己的正向感受（葉春杏，2004；Chilcote,
2007; Mitchell et al., 2007）。
伍、結論與發現
在兒童階段遭遇重要他人的過世，成人常以保護兒童的名義拒絕與兒童正視
「死亡」這件事，導致兒童對於悲傷情緒的處理經常是採用壓抑的方式，兒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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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卻再再透露出他對於親人過世的悲傷處理反應，此種負向表達悲傷的行為模
式顯示出兒童的悲傷情緒需要被處理與正式討論。
經由上述文獻探討中發現，將表達性藝術治療運用在兒童悲傷團體輔導上確
實有助於兒童去處理自己的悲傷情緒，使情緒有不同於傳統的抒發管道，並且藉
由團體討論的方式，兒童心中的疑惑將會被徹底澄清。以 Yalom (1995/2001) 所
提出的十一個療效因子來看，文獻中出現的療效因子有灌輸希望、普同感、傳達
資訊、行為模仿、人際學習、發展社交技巧、團體凝聚力、宣洩、存在因子，由
此發現，團體本身對於兒童悲傷情緒的緩解是有助益的，透過團體中不斷地討論
與澄清，兒童將感受到自己所擁有的情緒並非個人性；團體猶如微型的社會，兒
童在團體中能學到許多人際方面的技巧，都將有助於兒童進一步發展正向的人際
關係。此外，在情緒宣洩的因子上，國內外的文獻中都特別強調此療效因子對於
喪親兒童的重要性，藉由表達性藝術治療的方式，可以使不擅言詞的兒童以其他
不同的方式再次去體驗悲傷情緒並且加以宣洩，進而達到淨化情緒的作用；因為
使用藝術媒材創作的過程，亦是一種自我療癒的方式。
再者，文獻中除了呈現出 Yalom 所提出的療效因子外，尚發現其他療效因
子，像是：促進自我了解與自我覺察、具體化抽象的概念與感覺、投入創作與緩
和情緒、完成未竟事務與新生的力量、賦能並獲得自我掌控感。這些另外發現的
療效因子正是表達性藝術治療所發揮的功效，尤其是在「具體化抽象概念與感覺」
方面，可以使兒童將抽象的感覺與想像以具體化呈現出來，藉由實物上的呈現與
討論，將可使兒童不再陷於無法用言詞說清自己情緒的難題中。
由於表達性藝術治療運用在兒童悲傷團體中的文獻尚不廣泛，藉由文獻討論
的方式，可使實務工作者對於表達性藝術治療在兒童悲傷團體的療效有更清楚的
瞭解。最後，希望透過對實務工作者的建議，可使表達性藝術治療更廣泛運用於
兒童悲傷輔導團體：1.有些兒童很在意自己作品的美醜，實務工作者可針對作品
呈現的方式來進行討論，並且不帶美醜的價值觀來看待作品。2.在兒童悲傷輔導
團體中，應該以同性質成員組成一團體較為恰當，如此，將可使全部成員都可討
論與自身關切的相關經驗，而不會有落單的情況發生。3.在團體的設計中可以使
用多種不同的方式，像是音樂、舞蹈、繪畫、雕塑等，運用多種媒材將可以使兒
童有多元的自我表達方式。4.由於台灣有許多特定節日，實務工作者可以在特定
節日融入傳統民俗，將可使兒童更容易引發其悲傷情緒進而加以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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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parations and deaths are inevitable agonies, particularly for young children
since they especially need appropriate means for expressing their fear, anger, sadness
and other conflicting feelings and thoughts. In recent years, expressive art therapy in
grief group counseling has been found effective for emotional catharsis, emotional
support and resilience. The task then is to delineate therapeutic factors that help
children deal with sorrow in children’s grief group counseling.
Based on Yalom’s (1995/2001) group therapy, this study reviewed Taiwan’s
empirical studies published between 1999 and 2009 on the use of expressive art
therapy in children’s grief group counseling. Findings and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as
references for practiti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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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心理諮商季刊」編輯委員會編審工作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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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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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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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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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心理諮商季刊」投稿論文格式
本季刊以發表心理衛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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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等與助人專業相關學科之
專論為主。接受全球之繁體中文、簡體中文與英文稿件之投稿。稿長以五千字到
一萬字為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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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PERCASE HEADING
(置中，加粗，上下空一行)
Centered Uppercase and Lowercase Heading
(置中，加粗，上下空一行)
Centered, Italicized, Uppercase and Lowercase Heading
(置中，加粗，上空一行)
Flush Left, Italicized, Uppercase and Lowercase Slid Heading
(靠左，不加粗，不空行)
Indented, italicized, lowercase paragraph heading ending with a period.
(置中，不加粗，不空行)
二、正文
（一）行文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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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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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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版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5th ed.) 之規定或本季刊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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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華，2005）
(2)英文，如：(Hsieh, 2003)
2.兩位作者
(1)中文，如：（金樹人、許宏彬，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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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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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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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麗安、李星謙、王唯馨，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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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書籍
(1)中文
張景然（2004）。團體諮商的觀念與應用。台北：弘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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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的起點（317-321 頁）。台北：天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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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y, G., Corey, M., & Collanan, P. (1993). Issues and ethics in the helping
professions. (4th ed.). Pacific grove, CA: Brooks/Cole.
Collie, R. K., Mitchell, D., & Murphy, L. (2000). Skills for on-line couns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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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llennium (pp. 219-236). Alexandria, VA: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3)譯本
Jacobs, E. E., Masson, R. L., & Harvil, R. L. (2008). 團體諮商：策略與技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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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五南。
（原著出版於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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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合模式之研究，勞工安全衛生季刊，12（3），195-210。
張秀玉、曾華源、賴玫凰（2004）。發展遲緩兒童之家庭特質與資源運用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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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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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 S. M., Potter, L., & Wang, Y. L. (2006, November). Evaluating the rol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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