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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連結 

 

HOT【重要活動】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2016 年會暨學術研討會/10 月 22 日國北教大 

變局中的挑戰與因應：投身世界、輔導諮商專業人員的自我修練 

早鳥報名：9 月 30 日以前（點我） 

 

【理事長的話】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從本土化走向全世界/王智弘（點我） 

 

【心靈專欄】傳統和流行下的排隊/林繼偉（點我） 

 

【心靈專欄】愛的路上 我和你 攜手行/趙淑珠（點我） 

 

【小蕃薯的呢喃】成為一名諮商師/蕭維真（點我） 

 

【小蕃薯的呢喃】「爸，我不與你談論愛情」青少年男同志現身對象考量/俞鴻泰（點我） 

 

【邀稿訊息】5000 字以內，歡迎各界  老朋友、新朋友、小朋友一起來投稿（點我） 

 

 

 



 

 

 

Head talk 理事長的話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從本土化走向全世界 

王智弘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理事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 

 

 
 

2016 年 8 月 1-4 日本會成功的舉辦了 2016 年本土諮商心理學國際學術研討

會：「含攝文化的諮商心理學」，這個研討會的舉辦具有多重的意義，除了宣告

輔導與諮商專業本土化時代的來臨，更宣示了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要從台灣本土

走向亞洲與世界的舞台。 

 

現代心理學的起源通常以 1879 年 12 月，德國的生理學家（也是第一個心理

學家）威廉·馮德（Wilhelm Maximilian Wundt，1832－1920），在萊比錫大學

創建了世界第一個心理學實驗室作為歷史性的標記。 

 

而在馮德創立心理學實驗室的 79 年後，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前身為中國輔

導學會）由 蔣建白 博士提議，於 1958 年 12 月成立，是台灣最早成立的輔導與

諮商領域專業組織。 

 

隨著時代的巨輪往前推動，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也與時俱進，因應台灣推動

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使學校輔導工作快速發展，本會以中國輔導學會的民間專業

組織扮演起政府推動政策的有力支撐，透過學術交流、實務訓練、期刊出版與政

策參與，使學校輔導工作穩定的成長，並因應社會需求與專業發展的趨勢在 2011

年推動通過「心理師法」，建立了台灣的諮商心理師執照制度，更在 2014 年推動

通過「學生輔導法」，使台灣輔導與諮商的專業化發展，進入前所未有的蓬勃發

展時代。 

 

本會雖時值外在的蓬勃發展，卻不曾稍減內在的深刻反思，由於現代的心理

學知識與輔導諮商專業是由歐美地區所引進，台灣位處東西方文化交會的太平洋

濱，經過數十年西方學術在地化的耕耘過程，更逐漸覺察文化因素的真實影響與

本土化的實務需求，於是在心理學本土化運動的啟發之下，心理諮商本土化運動

乃漸次風起雲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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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馮德創立心理學實驗室的 136 年後，引領台灣心理諮商專業發展的台灣

輔導與諮商學會也於去年(2015)成立了心理諮商本土化工作小組，開始以學術組織的

力量來推動台灣心理諮商專業的本土化運動。 

 

更進一步在馮德創立心理學實驗室即將屆滿 137 年後的 2016 年，將不同國家、

不同地區與不同專業背景的學者與實務工作者聚集在風景優美的日月潭，舉辦在台

灣、在亞洲、甚至在全世界都深具開創性的第一屆本土諮商心理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樹立了輔導與諮商專業發展的重要里程碑，使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無論在台灣或是全

世界的諮商專業發展史上，都寫下了輝煌的一頁。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雖成立將近一甲子，展望未來，體認到輔導與諮商專業除在

學校與社區之需求仍為殷切之外，在醫療、司法以及職場等各領域亦有風姿各具的新

興多元發展，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本會自當持續精進開展，目前先著手籌設員工協

助方案工作小組，以回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與勞動部積極推動公私立職場員工協助

方案的政府政策，以及職場心理健康與員工協助方案日益受到重視的發展趨勢。我們

會以開放的心胸、持續的努力與多元的創意，以開展各項專業服務與學術活動，而

2016 年本土諮商心理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成功舉辦，便標示著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要從本土走向世界，在台灣、亞洲、華人地區以至於全球的諮商專業舞台上都扮演著

舉足輕重的角色，讓我們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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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Line  學會活動宣傳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2016 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主題：變局中的挑戰與因應：投身世界、輔導諮商專業人員的自我修練 

時間：105 年 10 月 22 日(星期六)  9:00-17:00  

地點：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雨賢廳、至善樓 

 

一位「專業」助人者應如何因應瞬息萬變的社會？應該，是從「接受世界已

經改變」開始去審視我們該如何展開一次又一次的蛻變！今年的年會相當精

采，安排了豐富且貼近社會脈動與未來趨勢的議題，歡迎您踴躍報名參加~ 

 

請按連結網址：http://year.guidance.org.tw/agenda.php 

 

重要日期： 

論文審查結果將於 2016/10/9 前公告 

 

 

 

 

 

 

 

 

 

 

 

 

 

 

 

 

 

 

 

 

 

 

 

 

 

 

 

 

3

http://year.guidance.org.tw/agenda.php


 會務報導 

 

一、委員會及小組報告 

※諮商師教育與督導研究委員會：審查 105 年度督導資格認證案件，預計下半年將

推出本年度督導認證課程。 

※學校輔導工作研究委員會：推動學校輔導督導認證辦法及規劃相關認證課程，預

計下半年推出認證課程。 

※組織發展組：例行審查入會會員資格。 

※研究推廣組、學術活動組：正積極籌劃 2016 年學術研討會及下半年度系列研習

活動，課程精采可期，請會員密切留意本會研習活動公告

（http://www.guidance.org.tw/edu.html）。 

※心理諮商本土化工作小組：於 8 月份圓滿完成 2016 本土諮商心理學國際學術研

討會－含攝文化的諮商心理學活動，會中共有將近國內外約 300 位學者與實務工

作者蒞臨，發表百餘篇論文，12 場主題演講，反應與迴響熱烈。 

 

二、專業繼續教育課程與活動 

※張傳琳老師帶領之「選擇與責任-現實治療工作坊」於臺北舉辦（2016 年 6 月

18 日），課中藉由現實治療理論的學習，探索人如何選擇與抉擇，為自己負

責，並能選擇有效而負責的行動，來滿足自我的決定。本工作坊從理論的學習到

實務的演練，幫助學習者能從學習中覺察自我抉擇的基本心理需求，以致學會為

自己負責，選擇有效的行為來滿足自我需求；並能藉有自我 RT 運用的經驗去幫

助需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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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艾如老師帶領之「掙脫生命經驗中的枷鎖-從解離多元角度談創傷歷程的療癒之

路」工作坊於臺北  舉辦（2016 年 7 月 16-17 日），工作坊從解離/多重人格來

評估與治療實務經驗體悟而在國際上發表的「葡萄理論」及「身-心-靈健康模

式」，帶領學員了解情緒、體悟生命真實相，不只得以在專業上運用於個案，還

能從實務演練中照顧助人者自身，讓每個人都可學習「情緒能量的調節」之治本

方法, 更貼近創傷受苦心靈內在心理歷程；特別是幫助個案走出創傷、減低發展

成解離之可能性。同時透過二天工作坊，除了專業理論與實務交流外，藉由充電

與內在創傷療癒，更貼近與落實人性化之關懷工作。張艾如老師帶領之「掙脫生

命經驗中的枷鎖-從解離多元角度談創傷歷程的療癒之路」工作坊於臺北舉辦

（2016 年 7 月 16-17 日），工作坊從解離/多重人格來評估與治療實務經驗體

悟而在國際上發表的「葡萄理論」及「身-心-靈健康模式」，帶領學員了解情

緒、體悟生命真實相，不只得以在專業上運用於個案，還能從實務演練中照顧助

人者自身，讓每個人都可學習「情緒能量的調節」之治本方法, 更貼近創傷受苦

心靈內在心理歷程；特別是幫助個案走出創傷、減低發展成解離之可能性。同時

透過二天工作坊，除了專業理論與實務交流外，藉由充電與內在創傷療癒，更貼

近與落實人性化之關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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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燦槐老師帶領之「性侵害創傷與復原」工作坊於臺北舉辦（2016 年 8 月 13-

14 日），課程中從性侵害創傷症(RTS)、性侵害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的內涵

開始，介紹性侵害被害人的創傷，進而了解被害人的內心世界，接著以階段面向

去探討被害人的創傷反應與需求解離，帶入現行性侵害被害人服務的結構模式，

提出現今常見的處遇瓶頸以及討論如何突破目前的限制。最後介紹臺灣性侵害心

理創傷量表的建置與評估方法，當面臨性侵害個案時的危機處理與諮商輔導技

巧。透過一個具脈絡的方式，介紹性侵害個案的創傷反應與復原路徑。提供專業

理論與實務的交流平臺，同時也能讓實務工作者汲取相關資訊，用以自我修練，

給予個案更好的諮商輔導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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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台專訪－蕃薯的呢喃 

2016.06.07    趙淑珠─誰掌控我的情緒~從電影「腦筋急轉彎」(inside out) 談起 

2016.06.21    洪利穎─失落經歷的陪伴與關懷 

2016.07.05    李素玲─心事誰人知!?心理師可以幫助我什麼呢? 

2016.07.19    王智弘─指考寄發成績單 考生家長忙思量 

2016.08.02    謝文宜─輔導諮商專業人員的自我修練 

2016.08.16    周宗成─與少年同行_讓教養成為陪伴、並成就彼此 

2016.09.06    劉恕穎─小孩的開學收心操 VS 爸媽的開學健康操 

    2016.09.20  傅嘉祺─大學新生適應環境行不行，我家小孩轉大人 

      2016.10.04   詹宗熙─『多元』的力量 

立即前往線上收聽：http://goo.gl/9PLtB6 

 

 

四、張老師月刊專欄：幸福心工程 

六月號：林繼偉監事－傳統和流行下的排隊 

七月號：李岳庭國際交流組組長 - 孩子需要更多的「被看見」 

八月號：陳金燕監事 -生活中的將心比心、諮商中的尊重同理 ：從性別平權談起 

九月號：趙淑珠常務理事 -愛的路上 我和你 攜手行 

十月號：王文秀常務監事 -諮商關係教會我的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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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ounter 心靈專欄 
 

                                                                                                                              

傳統和流行下的排隊 

 

林繼偉 

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副教授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監事 

 

 

台灣人愛排隊，遠近馳名，彷彿是一個國民運動和日常生活的儀式。這種儀式有時

是節慶時的文化性參與，伴隨人們兒時記憶的重溫與再現，例如在清明節購買知名老店

潤餅或春節福袋；可能是平時隨處可見的場景，像是搶購限量版潮鞋、或百貨公司年中

慶、年終慶或週年慶的人龍；或是為了追逐某些爆紅和新興的事物，例如對某間新開幕

的日式拉麵店趨之若鶩，抱持必欲一探究竟的好奇心情。一般來說，台灣民眾「挑得

精，吃得細」，對選物購物，心中自有一把尺。加上「食好鬥相報」的習慣，聽者遂聞

風而至，紛紛加入排隊的行列。不少人排起隊來堅忍不拔，夙夜匪懈，甚至「無眾不

歡，逢隊必排」。絡繹不絕的人群在街坊巷弄，尋找舊時的氣味和口味。這些排隊者

「就是愛這味！」和「自細漢就呷到搭！」等言語，傳達了人們在變遷社會中期望保留

不變傳統的隱微心理。另一方面，排隊搶購限量商品或紀念款球鞋等行為則顯示「社群

認同」或「競標流行」的強勁趨力，表現旺盛的消費潮流與「玩家」次文化現象。縱合

而言，台灣的排隊現象揉雜傳統與流行的雙重元素，且含括重疊性甚高的熱誠參與者，

呈現多元繽紛的文化風貌。縱使某些傳統可能逐漸式微，而流行事物總是不斷推陳出

新，排隊的人群常有「春江水暖鴨先知」式的驚人靈敏，在排隊的前線擔任各式新舊風

潮的尖兵。 

 

排隊的意義不僅止於嚐鮮或嘗新。對許多人而言，排隊的行列提供某種目標、方向

和「架構」，正好成為現代人對「失序」或「茫無所從」之苦的鮮明對照。某些人從排

隊和其相關事物的追尋中獲得團體與個人認同；另一些人即使流於盲從也在所不惜。此

外，排隊的人潮在前呼後擁中交換訊息、分享心得，也相互感染情緒，上演另類的社會

互動形式。排隊於此呈現團體行動的意涵，而非單純為個人消費行為。排隊的民眾乃共

同建構出一種積極參與的集體行動，在相對熱烈或熱情的人群中朝向共同目標，部份滿

足了佛洛姆所指的「關聯需求」和「定向需求」等心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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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門熟路的排隊者擁有「巷子內」的淡定和一絲得意之情；按圖索驥的人眾裡尋它

千百度，就算煞費功夫，甚至幾番折騰，總能享受最後豁然開朗、柳暗花明的瞬間。有

些人單槍匹馬，其他人呼朋引伴，匯聚成排隊人龍。長長的隊伍固然令人咋舌或不耐，

卻也是人們在「從眾心理」下，產生「一定不會錯」的信心之所寄。於是，排隊的人就

在焦灼與篤定交織的心情中緩步前進，迎向走到最前排的奪標時刻。有趣的是，在這個

行動通訊裝置相當便捷的年代，許多民眾少不了一面排隊一面打卡，或向親友傳送位置

訊息，最後再將戰利品貼上臉書等社群網站，形成有趣的現代版「到此一遊」標記。此

種記錄和分享方式無疑也為排隊帶來推波助瀾的效果。 

 

台灣背靠大陸，面向大海，交通、運輸和資訊四通八達，具有海洋國家的開放與進

取活力，對於新事物的歡迎程度甚高。更因多元族群和歷史發展等因素所形成的文化多

樣性，台灣社會蘊含豐富的在地資源，吸引民眾探索或欣賞。上述琳瑯滿目的新興事物

和文化資源為「排隊」提供源源不絕的標的，注入「尋寶」和「獵奇」的趣味，使不少

人感到樂此不疲。最後，熱情而好客的台灣民眾，亦喜歡透過邀請、贈送伴手禮或代購

等方式分享排隊之所得。所有費時費力的排隊過程，都在對方滿足的謝意中化為無形。 

 

無關貧富，排隊是民眾的小確幸。儘管有時或某些排隊被連結到「一窩蜂」現象，

或被視為「淺碟文化」的表徵，它仍是一個自成意義的集體行動，富於文化內涵於生活

脈絡。我們或許可以將排隊當作一種文化體驗，去細細品味店家的工藝與堅持，聆聽這

些努力背後的故事，並探索相關的文化底蘊。當然，在排隊之外，我們也不妨放下各式

的指南或推薦商品，尋找屬於自己的野地百合，且欣喜發現，在那些默默無聞的地方也

有明媚的春天。 

 ──轉載自《張老師月刊》2016 年月 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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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ounter 心靈專欄 
 

 

 

愛的路上 我和你 攜手行 

 

 

趙淑珠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  

婚姻與家族治療碩士班 教授 

 

 

 

美好的親密關係或婚姻關係是許多人對於成年生活的期待，而維持一段令人滿意的關係

究竟需要甚麼元素?找到對的那個人?還是可以好好說話、相處的人? 
 

人格因素與關係 

台灣社會中很熟悉以星座來做為理解自己與他人的方式，在婚配過程中，合八字也

是經常有的步驟，但對心理學家而言，則經常以人格因素來瞭解哪些人格特性是有益於

親密關係，而哪些又容易對關係有不良的影響。近幾年經常被論的是「人格五因素」，

包括了: 外向性、友善性、神經質、開放性、嚴謹性  (extraversion, agreeableness, 

neuroticism, openness, conscientiousness)。就你對自己的瞭解，上述五個特性，自

己較傾向哪些特質?再猜猜，哪幾個特性強對婚姻關係分別有正向跟負向的影響呢? 

 

許多研究都發現，神經質較強的人，其對自己婚姻關係的評估也較為負向，相對

的，嚴謹性與友善性較高的人則對婚姻關係有較為正向的評量。你猜對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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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自己: 人格五因素簡介 

 

外向性(extraversion):活動力、社交性強，精力旺盛，尋求刺激，喜歡成為人群中的焦點 

友善性(agreeableness): 可信任、利他的，具有熱情且易於合作的 

神經質(neuroticism): 情緒易波動的，易感到焦慮、憤怒或憂慮，缺乏安全感 

開放性(openness): 想像力豐富的，對不同的事物或經驗抱持好奇心，具冒險性的 

嚴謹性 (conscientiousness): 自律性高，對生活有規畫的，具成就取向的 

 

 
你說、我說 〜 溝通與關係 

如果婚姻關係僅是由人格特質來決定，那真是太悲觀了!在關係中如何溝通，是更為

重要的關鍵。在我們的文化中，對於親密關係中有不滿意時，常常會想:包容就好了，不

要太計較，或是就忍讓一下，不要繼續吵了。其實，從衝突中退縮，或許讓爭執暫停，

但長遠而言對關係是不利的。衝突中的溝通，要如何是有幫助而不會是傷害性的? 在筆

者的研究與觀察中，不管配偶是在討論過去不愉快的事件或是愉悅的經驗，在討論過

程，如果出現拒絕理解對方，抱怨對方，對關係是不利的，如果能夠出現聆聽對方、尊

重對方則對關係有所助益；另外一個有趣的發現是，在配偶討論過程中，如果出現是妻

子參與較多，引導討論，丈夫較為沉默，則對婚姻關係的影響是負向的〜對於妻子與丈

夫的影響皆同。這個結果也經常出現在婚姻諮商的過程中，丈夫常常安靜、沉默的不表

示意見，妻子在開始會是代言人，回答治療師的問話，接著妻子越說越多，也越來越生

氣，而丈夫則越無言越退縮，形成一個「追(妻子)--逃(丈夫)」的局面，這個型態經常是

他們平日的互動情形，也是婚姻關係的困境之一。 

 

國外很有經驗的婚姻關係研究者與治療者 John Gottman，也提出類似的分析結

果，他發現在衝突溝通中如果經常出現下列的四種方式，則對於關係將有很致命性的影

響: 抱怨批評、防衛、鄙夷、冷漠拒絕 (Complain/Criticize, Defensiveness, Contempt, 

Stonewalling)。抱怨批評，是一種對外的，不停的指責對方哪裡沒做好；防衛是保護自

己的，解釋自己的行為是為了甚麼原因；鄙夷，有時並不一定是說出來的言語，而常是

在話裡有話的表達，如: 「是啊，如果不是你一直加班賺錢都不回家，我怎麼買得起名牌

包呢! 謝謝你喔!」 或有時並未真的回答甚麼，但卻有種很不屑或撇嘴角等的臉部表情。

最後的冷漠拒絕，則彷彿夫妻間有一堵牆，不管其中一方說甚麼，另一方都不會回應，

似乎對方並不存在。仔細想一下，你們的溝通中經常出現這幾種樣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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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情感表達 〜 你知道我是在意你的 

上述的這些觀察都是負向，希望能在親密關係中減少他們的出現，而哪些是正向、

有助關係發展的? 正向情感表達，是多數研究親密關係的學者或治療者會給的建議，正

向情感包括了抽象的感激、尊重、愛等等，但更重要的是向伴侶具體表達你的正向情

感。在婚姻諮商中，經常會聽到:「難道他/她不知道我有多在意他/她嗎?一定要說出來

嗎?」我們的文化，並不是很鼓勵表達，總覺得對方應該知道我是在意他的吧!? 然而在親

密關係中，互相知道彼此對自己是在意的，自己對對方是重要、無可取代的，是關係繼

續很重要的潤滑劑。 

 

我常問夫妻，最近一次去參加朋友或同事的聚會或是婚宴是甚麼時候，經常就是上

周或幾周前；當我再問，最近一次跟伴侶單獨出去走走、散散步或是喝杯茶、喝杯咖啡

是甚麼時候?卻很難回答得出來。好像我們可以把時間給不那麼重要的人，但卻忘了把時

間留給最重要的人。所以在每天忙碌的生活中，為對方泡一杯茶，在生日或重要的紀念

日留張字條、卡片或簡單的禮物，有個半天的空檔，兩個人偷空一起約會。這些，都在

跟對方說: 謝謝你，我記得。而這些生活中細微的正向情感表達，將是支撐當衝突來臨時

的安全氣囊。 

 

每個人的成長經驗不同，所發展出的人格特性也有所差異，有些人格特性讓我們輕

鬆些，有些特性讓我們謹慎辛苦些，然而，不論我們帶著何種人格特性進入親密關係，

能夠持續的互相表達對對方的情感、感謝與愛，相信是支持兩人在顛陂中攜手前行的能

量。 

 

最後以江蕙小姐的「甲你攬牢牢」的歌詞來提醒，希望在愛的路上，伴侶都是彼此

在需要時的「肩甲頭」，也不吝於經常「攬牢牢」: 

 

我欲甲你攬牢牢 不免驚驚 驚見笑   世事乎人 想袂曉 需要一個肩甲頭 

我欲甲你攬牢牢 乎我陪你唱同調   分擔你的憂 你的愁 甲你的哭  哭完心事著無了了 

 

──轉載自《張老師月刊》2016 年月 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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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E 小番薯的呢喃 

 
成為一名諮商師 

 

蕭維真 

嘉義基督教醫院好消息協談中心 諮商心理師 

 

當年大學快畢業時，做了一個選擇諮商這條路的決定，當時並不真正了解諮商師究

竟是怎麼樣的一個職業，只是粗淺的覺得是一個助人的行業吧、滿有意義的吧。幸運地

考上了研究所，進了研究所後才真正開始慢慢體會成為一個諮商師是什麼意思。 

 

碩一碩二是第一個階段，一邊充實諮商理論的專業知識，一邊為晤談的實務能力打

底；碩三進入全職實習，開始親臨現場體會理論和實務的不同，也探索自己合適的取

向，延伸到碩四時更真實和細緻的面對諮商師可以做的事情是什麼、在目前台灣社會中

對諮商師角色的期待是什麼、我自己又到底學到了什麼；準備心理師考試的時候，在困

擾於考試要準備的範圍之廣的同時，腦中卻也閃過一個警覺：我們的專業包含那麼多東

西！但是考完之後，硬背下來的知識已船過水無痕，而知識要怎麼應用到實務場域又是

另外一回事。在這個過程中，慢慢發現諮商完全不是我一開始懵懂無知的以為就是一個

助人的行業而已，成為一個諮商師，現在的我覺得其實更接近於一個陶塑生命的過程。 

 

不只是技術上的專業 

這四年來我體會最深的事情是，諮商不只是一個專業「技術」。我們並不是修好一

個東西就好了，諮商的本質其實是人與人的互動，其中至少包含兩個人：我和個案。 

常有人會說，學習諮商是利人利己，在幫助別人前自己就先受惠，我很同意這句

話，但這其實是一個良藥苦口的過程。我想應該沒有人會覺得面對自己的軟弱是輕鬆自

在的吧！總是在面臨不得不改變的時候，才會去改變。為了要成為一個好的諮商師，發

現不先好好面對自己是不行的，因為我在面對個案時的一言一行、每一秒的反應，其實

都反映出我這個人的樣子，是假裝不了的；即使假裝了，也無法真正帶出療效。於是我

被迫面對自己的生命價值觀，舉凡人際、家庭、工作成就、關係、死亡、生命等，發現

都是需要不斷反思的課題，什麼是對的？這些信念又受了什麼影響？這些信念如何影響

我的評估和處遇？像是剝洋蔥般的一點一點把自己剝開，只為了讓自己變得更為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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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個案，是活生生的一個人。不是一個診斷標籤、不是一個問題代碼、甚至不只是

一個學生，或是一個 30 歲婦女。憂鬱症的人也有快樂的時候，人際關係出了問題也許

工作表現非常優秀，一個青少年在學生的角色之外也是一個孩子、兒子、或是哥哥，一

個婚姻困擾的婦女背後有幾十年的故事。人，一點都不簡單，再加上每個人都不一樣，

絕不會有一模一樣的晤談，如果我想要拿 SOP 來應付每一個案主，就等著吃閉門羹吧。 

 

人性，讓諮商這件事變得無比複雜，卻又無比美妙。記得在實習的時候，我一心只

希望自己能「有效能」，後來發現我當時以為的有效能只是「看起來有效能」而已，真

正的效能有時候反而潛藏在看似沒有效能的過程中，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或是明眼人才能

看的出來。諮商很複雜，卻始終脫離不了人，要成為一名諮商師，就是得不斷和人性周

旋，有點痛苦，卻又總是能在開花結果的剎那感到無比甘甜。 

 

主動建構：不再追求某種諮商師的樣子 

在和個案不斷互動的過程中，也讓我慢慢的從「以為有一個諮商師的標準樣子」，

逐漸改變想法，接受「自己就是會有自己的樣子，而且這才是最有力的工具」。 

 

諮商的確有現成的理論和技術，但這些理論和技術並不只有一套，且每一套都像內

功心法或武功祕笈，不同人使出來都不太一樣。所以當我一開始帶著好學生的包袱，希

望能做出「正確解答」，也就是有一套方法只要使出來個案就會改變時，我非常的挫

折，並且歸罪於是自己不夠好的緣故。慢慢地我才明白，自發性才是諮商裡最寶貴的東

西之一。每個諮商師以自身的特質融合所學創造獨一無二的工作風格，獨一無二的諮商

師，遇見獨一無二的案主，創造獨一無二的相遇，也許這才是諮商最真實的面貌吧。 

 

慢慢體會這件事後，我開始能更大膽地去確認自己想鑽研的領域，在找尋工作時能

為自己訂下一些原則和方向，練習創造自己喜歡的諮商師的樣子，而不是被迫限縮於某

種框架之中。於是雖然諮商是一個複雜的專業，實務中的眉眉角角也有好多，但現在對

我來說，它也慢慢變成一件單純的事情：相信自己，珍愛他人，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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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E  小番薯的呢喃 

 

「爸，我不與你談論愛情」青少年男同志現身對象考量 

 

俞鴻泰 

銘傳大學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 四年級學生 

 

不論性別，同志族群在與他人現身（即出櫃）時，內心的掙扎與考量繁複，那是一

段持續決策的歷程。當自己對於性傾向的認同達一定程度時，「現身」常是性傾向認同

的指標性行為。此時現身對象的選擇尤為重要，信心的增減就在這一刻開始。選擇一個

接受度感覺比較高的人，可能對自己比較不會有危害。然而男同志向家人現身時，母親

或手足都是第一個知情的，而父親往往是最後一個得知，甚至到最後仍未知情。為什麼

第一個對象會選媽媽而不是爸爸呢？為什麼向媽媽現身比爸爸容易呢？連我媽都說：

「千萬別跟你爸講」。其實父親這個角色會有距離感其中三個原因便是：性別刻板印

象、接受度、家庭角色與功能。 

 

 

性別刻板印象 

男同志認為女性較男性更具有包容性以及溫柔等特質，因此傾向與女性現身，感覺

較不會受到抨擊或是反對（俞鴻泰、許瑛玿，2016）。同時，台灣對於女性的期待也是

高包容性，且要能在親子關係之間處理情感、以及提供心理照護與支持。在台灣傳統社

會中，對男性的期待除了是堅強、獨立、自主，還包含了對家庭的服從與被家庭控制的

潛在要求（蔡淑鈴、吳麗娟，2003）。因此可看出對於男性的要求極為矛盾，既要獨

立，又躲不過家庭條件的束縛。男性內心的情緒衝突與掙扎可能都被壓抑或是必須要不

斷提醒自己不能輕易說出口。再加上台灣社會對男性的要求是不鼓勵情感與情緒的表

達，必須堅強、減少情感的流露，否則不像個男子漢。「男兒有淚不輕彈」相信是許多

男性從小聽到大的一句話，這句話沒有什麼實質的安撫功能，而是要男性隱藏或壓抑情

感，並且不能輕易表達出情緒。基於從小就一直被訓練要當個「男子漢」，所以多數男

性從小便不擅長處理情緒，也較少有機會接觸感性的部分，僅是一昧地將情緒吞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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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畢恆達（2003）訪談男同志時也發現，男同志認為與父親談論情感不夠男子氣

概，不像個男人。且認為父親對子女的社會經濟成功期望較高，因此不能接受身為同性

戀的自己，可能會覺得同性戀兒子不僅為光耀門楣，還敗壞門風。由此可知，從一般生

活相處時，男同志已認定與父親談論情感是不適合的，並延伸預想父親會對自己的同性

戀身分感到排斥。當男同志預想到這些場景與內容時，便開始退縮，而轉往向母親透

露。 

 

接受度 

縱然多元文化與多元性別的意識已教育宣導多年，但社會大眾仍對同志有許多不了

解，甚至有些歧視與霸凌仍舊存在，受霸凌事件時有所聞。過往研究指出，雖然社會整

體對於同性戀者的認知與接受程度較以往增加，但似乎是有條件性的接受。如果家人以

外的人是同性戀，當事人能接受，但不能接受自己的家人是同性戀。(王素真、陳住銘、

洪耀釧，2014)。這樣有條件下的接受其實並無功能，當同性戀手足或子女聽見其他家庭

成員如此主張時，皆是迫使同性戀者更加深櫃的因素之一。黃玲蘭（2005）在研究中指

出家庭對青少年而言是成長過程中的重要支持來源，青少年期待能從中得到愛與歸屬，

同時對於家人的態度十分敏感，深怕不受到認同。青少年男同志懼怕自己的性傾向被家

人拒絕，因此家庭成員對同性戀任何態度或想法都會影響其現身與否。另外張德勝、游

家盛、王采薇（2013）研究中同時指出，在男女大學生與同性戀男女各項關係的接受度

中（同性戀男性友情、同性戀男性愛情、同性戀男性同情、同性戀女性友情、同性戀女

性愛情、同性戀女性同情），相較於同性戀女性，同性戀男性的各項關係顯著偏低，尤

其是對同性戀男性的友情與愛情關係的接受度。其中女性較男性能接受同性戀男性的各

項關係，且達顯著關係。由此可知在同性戀者的接受度上，女性的確較有包容與接納的

傾向，而男性雖能接受，但卻偏向接受同性戀女性。即便社會意識下的接受度明顯提

高，但是一般男性對於同性戀男性仍有許多不接受，男同志或多或少能感知這樣的不和

善。因此男同志於此方面進行接受度試探時，便會發現男性比較有可能排斥。於家庭

中，母親或是姊妹自然成了現身首選對象。在與女性家庭成員現身的過程之中，部分男

同志希望能從家人口中得知如何「攻略」父親，認為母親對父親的個性或思考模式較為

熟悉，能提供一個適當的方式向父親現身。另一部分的男同志則因為與父親關係疏遠，

所以壓根沒打算要向父親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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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角色與功能 

華人傳統社會中，男性多為在外工作，女性多為在家養育子女、照護年長者、家務

勞動。即便這樣的分工模式已經開始轉型，但多數家庭中照顧、教育小孩的角色仍舊由

母親負責，父親則專心於支撐家庭經濟，因而對於小孩的近況較不熟悉。再加上目前分

工模式已轉型的家庭多為年輕父母家庭，一般已面臨現身決策的同性戀族群仍舊生活在

一般傳統家庭中。長期下來父親被認為已是提供功能性的角色（即經濟來源），因此無

須照護或是無暇照護子女。如此父親角色對於子女而言便產生的距離感，相處變得陌生

而不自在。子女不了解該與父親談論什麼內容，父親也不知道該如何開口與子女互動。

硬是開口找話題聊，聊得再多都有些陌生。常聽到青少年子女抱怨「他平時不管我，一

管我就只問成績」、「我不過跟同學逛個夜市他就唸我是不是翅膀硬了想離家」，當父

親想破頭終於找到一個能關心的話題時，那詢問的方式或是詢問的內容時常帶給子女壓

力。彷彿關係中僅剩成就導向的關心、控制與被控制者的對話，其餘的部分得從母親身

上取得。父親的形象在無形之中被塑造成嚴肅、不易親近的，以至於情感支持慣性由母

親身上尋求。過往研究指出：（一）青少年男性對於其父親常有憤怒、排斥、厭惡等負

向情緒與行為，對於母親則有較多的正向情感。（二）此外男性相較於女性知覺到在親

子關係中有更高的不自主、無法表達自我的情況。（三）如果青少年男性主觀知覺與父

親的關係較良好，較容易表達自我（蔡淑鈴、吳麗娟，2003）。因此父親近乎是被判定

為半個陌生人，要與如此不貼近的人現身，在青少年男同志現身的考量之中是過於危險

的。加上先前所提，部分男同志壓根沒打算讓自己的父親得知性傾向一事。認為父親本

來就不親近，因此這個祕密他不會發現，甚至覺得「反正他也沒在管我過的怎麼樣，所

以他不需要知道」（俞鴻泰、許瑛玿，2016）。 

 

結語 

基於以上種種，青少年男同志之所以不與父親現身的關係似乎有些頭緒，但我相信

這之間還需要許多研究來進行澄清。其中：（一）母親是基於什麼樣的考量而要求同志

兒子不要向父親現身：為了保護兒子安全？為了維持家庭和諧？或是其實母親並未認

同，而是迫於無奈接受，因此希望越少被提起越好？（二）父親角色的現身說法：同志

父親在得知兒子性傾向後的心路歷程、感受與因應、實際反應的行為等都是未來需要進

行討論的部分。尤其是同志父親的現身說法尤為重要，目前台灣針對同性戀者的研究

中，論及父母時，都將父母合併為一個群體。筆者認為其中的差異特別需要釐清，且父

親角色的心理需求與歷程應該被重視，以利未來心理服務者能夠更貼近同志父母。另外

要怎麼增加親子關係也是一大課題，為人父親也會想知道孩子的近況，怎麼讓子女信任

自己、與自己對話，並且同時表達其關心。期望未來學術研究者們能提供相關實徵資

料，讓同志諮商更加完善。 

 

 

 

17



邀稿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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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字數約 5000 字以內，若在字數上有特殊需求，秘書處審稿仍會依實際情況作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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