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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From Editor in Chief） 

含攝華人文化的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觀：一次單元諮商模式的建構 

Chinese Culture-inclusive View of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The Construction of Single Session Counseling Model 
 

王智弘 

Chih-Hung Wang 

（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ethicgm@gmail.com） 

 

華人的輔導與諮商學界長期以來廣泛的運用來自西方的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與技

術，無論是學術研究、課程教學或者是實務工作，我們都以西方的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

馬首是瞻，包括傳統的精神分析取向、行為取向、存在人文取向的理論學派，或是新起的後

現代理論取向，西方的諮商理論或實務模式，一直提供了華人助人專業人員在學術與實務上

的良好知識來源，此等現狀可能會持續維持下去，但也可能會有不同的變化，如果心理諮商

本土化能達致豐富成果的話。 

台灣心理諮商季刊鼓勵學界積極投入含攝文化理論建構的研究，主編繼上次以個人投入

助人專業倫理雙元模型的建構為例（王智弘，2013），再次不揣簡陋、野人獻曝，嘗試探討

建構含攝華人文化的心理諮商理論的可能性，黃光國（2014）鼓勵華人心理學者投入含攝華

人文化的心理學理論建構，並強調：「『道、儒、法、兵』作為核心的中華文化傳統，再加

上東漢時期傳入中國的佛教，是座『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只需我們懂得如何建構

『含攝文化的心理學理論』，這些文化傳統都有可能變成一種『後現代智慧』」，本文即試

圖說明如何從華人文化的經典觀點出發，探討含攝華人文化的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觀，並試

圖整合西方的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觀點與華人文化中的療癒觀點，提出建構一次單元諮商模

式的論述，以鼓勵同好投入此等建構含攝文化與本土心理諮商理論的研究工作。 

 

含攝西方文化與華人文化的一次單元諮商模式 

 

一次單元諮商模式的緣起基於實務上的需要，首先是起自於電話諮商工作的挑戰：電話

諮商求助特性－多數的電話諮商只有求助一次的經驗，其次是因為網路諮商的困頓經驗：當

事人不滿意一次諮商不能立即的解決問題，顯示傳統的諮商取向不能充分滿足電話諮商與網

路諮商的需求，也就是為因應媒體中介諮商（media mediated counseling，王智弘，2007）的

實務需要，為了在挑戰與困頓中尋求出路，一次單元諮商模式因此因應而生。 

所謂一次單元諮商模式係指（王智弘、楊淳斐，2004，2006a）：諮商師在諮商服務過

程中致力於以一次諮商單元的成果為專業服務的努力目標，亦即單次的諮商單元必須是具有

諮商效果的，若限於現實條件，當事人僅願意或僅能有此一次單元的諮商求助經驗，則諮商

員亦能在相當程度上協助當事人，若能有後續單元則諮商員又能在此單元的基礎上延續下

去，以進行第二單元或後續的單元，而能進一步延伸或擴展先前的諮商成果，如此則可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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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諮商的效果。一次單元諮商模式以良好的諮商關係為基礎，以問題解決導向的結構性諮商

程序為脈絡，諮商的重心則以協助當事人發掘出其生命的意義與力量為核心目標，亦即以問

題解決為諮商的表層目標、以建立生命意義與力量為諮商的深層目標，使單一諮商單元能同

時致力於此兩層目標的達成，以求諮商工作成果的最大化，由於此等諮商模式是以一次單元

的效果達成為諮商的努力目標，每一諮商單元除保有與其他單元相結合的開放性之外，單元

本身更具有完整自足的獨立性，因此稱之為一次單元諮商模式。 

一次單元諮商模式特別強調結構性的諮商程序、良好諮商關係的建立、催化性與問題解

決導向之語言與文字的運用、改變是諮商的焦點任務、當事人生命意義與力量的發現，以及

找出具體且可以增強當事人問題解決的行動方案等概念，一次單元諮商的概念具有理論與技

術折衷的取向，受到相關諮商理論與其在實務應用經驗的啟發ㄧ次單元諮商模式自 2004 底

正式提出來之後，其實不斷的在實務工作中與實徵研究中被不斷的擴充與修正，透過這不斷

修正與擴充的過程，一次單元諮商的概念與應用有了加深、加廣的發展，特別是融入了傳統

文化的中醫預防醫學與健康促進的觀點（王智弘、楊淳斐，2004，2006a，2006b），以及易

經中所蘊含的改變的智慧，此一作法有助於使此一由華人生活經驗中發展出來的諮商模式，

更契合華人諮商實務與當事人的需要。 

 

西方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的啟發 

 

一次單元諮商模式強調結構性諮商程序的觀點，主要受到Talmon（1990）在一次單元

治療概念中所提出結構性治療程序的啟發，Talmon主張的結構性治療程序約可劃分為九個

次序：1.從最近的改變問起：最近有何改變？2.培養改變的準備度；3.激發當事人改變動力

的開場白：說明一次或短期諮商的有效性；4.找出本次晤談的焦點：可以透過想像或隱喻來

凸顯晤談的焦點；5.找出當事人的力量；6.演練可能的解決方案；7.在結束前允許當事人提

出疑問；8.在結束前給予當事人最後的回饋，其中包含四個要點：(1)確認：說明當事人確實

有必要來求助的理由，(2)肯定：肯定當事人在本次諮商中有關認知、情感與行為上的學習

是對解決問題有幫助的，(3)診斷：以具積極意涵而可加以改變的方式來描述當事人的問題，

(4)處方：提出具體的任務讓當事人在生活中加以實踐；9.追蹤。 

此等結構性諮商程序的概念，被大量應用於一次單元諮商模式之中，透過結構性的諮商

程序，使諮商能有效率的進行，強調改變與當事人的自我力量，使諮商易於聚焦，並朝向問

題解決的方向，具體可行的行動方案則能讓當事人得以落實改變的啟示與領悟於生活之中，

而達成問題的改善與諮商的成效。 

一次單元諮商模式強調良好諮商關係的建立，此等觀點特別來受到羅吉斯（Rogers, 

1961）所創個人中心治療法的啟發，個人中心治療法強調治療者與當事人間良好治療關係的

建立，特別是主張治療者的三種基本態度是治療關係的核心：真誠、無條件積極關懷、正確

的同理心。此等治療態度除可以透過諮商師與當事人面對面接觸的真實互動經驗中加以展現

之外，透過同理心技巧的口語和文字表達亦可讓當事人感受到諮商師真誠、接納與同理的態

度，包括電話中的語調與用語，函件與網路諮商中的文字呈現都有助於此等良好治療關係的

建立。 

一次單元諮商模式強調改變是諮商焦點任務的看法，也受到由Steve de Shazer以及 

Insoo Berg夫婦所發展之焦點解決短期諮商的啟發，焦點解決短期諮商強調正向的例外、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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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重新建構與改變的積少成多等概念與作法（許維素等，1998；張德聰，1999），運用於

媒體中介諮商（media mediated counseling）或次數受限之諮商中有其簡便性與高效率之優

點；而強調問題解決導向與改變的重要性，亦能與一次單元諮商模式所強調的結構性諮商程

序的概念相契合。 

不過一次單元諮商模式在強調問題解決導向與改變為焦點任務的策略之下，抱持「不管

白貓黑貓，能抓到老鼠就是好貓」的彈性態度，不但可運用不同理論取向的現有問題解決方

法與諮商技巧，亦可基於當事人需要而設計能促成改變的方法與技巧。 

一次單元諮商模式強調催化性與問題解決導向之語言與文字的運用，也受到敘事治療的

啟發。敘事治療重視書寫的傳統、文件的運用與問題的外化等概念與作法（懷特、艾普斯頓，

2001），對媒體中介諮商，特別是對以文本為主的傳統函件諮商、網路電子郵件諮商或即時

線上交談式諮商具有極大的吸引力與可行性。Mitchell和Murphy（Collie, et al, 2000; Murphy & 

Mitchell, 1998）即曾透過網路電子郵件諮商的過程，運用敘事治療的方法幫助當事人從造成

問題的舊故事中解套出來，協助當事人重寫（reauthoring）成有益於心理健康的新故事，而

能朝向健康之路發展。印證了敘事治療在媒體中介諮商上的適用性。 

一次單元諮商模式對於催化性與問題解決導向之語言與文字的運用，會以同理心為基

礎，在不否定當事人對問題陳述的前提下，透過同理的回應，將當事人所陳述與確認的「客

觀問題事實」，加以限縮為其「主觀問題認知」或「主觀問題感受」；將其「絕對與全然的

認定」，加以限縮為其「相對與部分的認定」，由此以「鬆動問題的根部」、「挖問題的牆

角」、催化問題解決與改變的可能性。 

一次單元諮商模式強調當事人生命意義與力量的發現，此點深受由Frankl所創立的意義

治療法的啟發。意義治療法強調人存在的價值、人的自由意志以及生命意義的追求，意義治

療法主張人們可以藉由自己的行動和努力，或藉由經驗到價值感與掙扎，來發現存在的意

義；而意義的追尋是間接獲得的，是人們投入於創作、愛、工作或建設的活動中，所獲得的

副產品（Corey, 2005）。該法雖不以諮商技巧與技術見長，但是，其相當適用於現代人所遭

遇有關價值觀、生存意義、自由與責任等問題，特別是有助於當事人在面對生命中的難題與

掙扎時，將核心目標擺在生命意義的追尋，從而發現自己生命的力量與勇氣（王智弘、楊淳

斐，2004，2006a）。 

意義治療法所強調的生命意義的追尋與生命力量的發現，對一次單元諮商模式特別具有

啟發性，並有助於應用於協助現代社會當事人在面對生命難題中個人意義與力量尋求的過

程，不過，一次單元諮商模式在應用此等概念時，將結合阿德勒學派治療法與焦點解決取向

短期諮商的概念與作法。 

阿德勒學派治療法主張人們的行為受到目標導向與社會興趣以追求生命意義的力量所

驅動，治療的過程是在諮商師與當事人所建立的合作、信任、尊重與建立共同目標的平等關

係上，透過協助當事人評估其心理動力，並增進其自我了解與洞察，而諮商師以其個人對自

己生命的信心與勇氣做為當事人的良好示範，以「鼓勵」當事人覺察其個人的正向特質、內

在力量與資源，由之萌發生命的希望與價值，以重新定向、採取行動、促成改變（Corey, 

2005）。在一次單元諮商模式中諮商師鼓勵當事人以建立其追求生命意義的勇氣與力量，以

提升個人價值，面對與解決目前所遭遇的問題。 

焦點解決取向短期諮商主張諮商工作可採取步步為營的務實觀點，幫助當事人累積小的

改變為大的改變，而使諮商工作由此得以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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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單元諮商模式在應用此等概念時，諮商師以「鼓勵」當事人覺察其個人的正向特質、

內在力量與資源，由之萌發生命的希望與價值，以重新定向、採取行動、促成改變，以實踐

生命的意義與力量，再透過結合焦點解決取向短期諮商的概念，以獲致諮商單元具體成果的

作法加以落實，亦即，對於個人生命意義的追尋與生命力量的發現，是以小而近的目標著眼，

隨著諮商單元成果的發展，方可能進展至其他大而遠的目標。   

 

華人文化療癒觀點的啟發 

 

    「黃帝內經」（無日期）是我國最早的一部醫學經典，其將藥分為三等：下藥為針灸、

百草；中藥為五穀雜糧；上藥為精、氣、神，亦即，下藥在養病；中藥在養生；上藥在養命，

對於前來求助的當事人而言，諮商師協助其解決問題為下藥；協助其發展出健康的生活方式

為中藥；協助其啟發生命意義為上藥，三藥並進，以下藥為先、為表；以中藥次之、為體；

以上藥為後、為主，亦即先表面著眼於當事人問題的解決與改善；同時培養其健康的生活態

度與生活方式以改善其體質，此為黃帝內經「三分醫護，七分調理」之要義；而其實諮商最

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核心目標是在啟發其個人的生命意義與力量，黃帝內經「醫者不治已病治

未病。」（黃帝內經。素問。上古天真論）的概念，所啟示的是預防更勝於治療的觀點，協

助當事人以完成問題解決雖是諮商師的工作項目，但是協助當事人發展出正向的生命力量與

健康生活方式才是諮商的核心目標，可加以圖示如下： 

     

    中國的養身之道：黃帝內經的智慧：三藥觀點 

 

    上藥：精 氣 神 →養命 →活出生命→發揮生命的意義與力量 

    中藥：五穀雜糧 →養生 →調整生活→發展健康的生活方式 

    下藥：針灸百草 →養病 →解決問題→提升問題解決的能力 

 

因此，一次單元諮商模式所取法意義治療法所強調的追尋生命意義與發現生命力量的觀

點，是著眼於「養命」，透過在諮商過程中藉由阿德勒學派治療法所主張的「鼓勵」作法，

以強化當事人的信心、勇氣與力量，並結合焦點解決取向短期諮商的概念，透過獲致諮商單

元具體成果的作法以逐步加以實踐，以發展出健康的自我意象與生活方式以「養生」，而將

當事人的問題化整為零，逐步加以解決，以不斷提升其問題解決能力，則是在「養病」，亦

即，對於個人生命意義的追尋與生命力量的發現，是以當事人與諮商師共同關切的小而近之

目標著眼，隨著諮商單元成果的發展，方可能進展至其他大而遠的目標，亦即隨著諮商成果

的進展，當事人能力與勇氣的提昇，對自我內在與外在生活資源的掌握與運用，當事人將更

有足夠的改變準備與力量去面對追求自由、面對改變所同時要經歷的焦慮與挑戰，並展現生

命的價值與意義。 

「易經」（無日期）有其三易原則，亦即變易、簡易與不易（李易儒，1996）。此等易

經的三易原則恰可對應黃帝內經的三要觀點，易經是一部讓人感通生命、領會人、事、物的

經典巨著，堪稱中華文化的瑰寶，對心理學、心理輔導、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有很大的啟發

性（王智弘，2014），首先是易經的不易原則：易經繫辭上傳明言：「易无思也，无為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易經所揭示的生命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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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寂然不動的真理，人們要在一生的生命中努力的自我修為，不斷精進加以學習、參透，感

而遂通天下萬事萬物之理，活出生命的意義，因此，活出生命在不易；其次是易經的簡易原

則：易經繫辭下傳明言：「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經透過簡易的

八種大自然現象－八卦，御繁於簡，以簡易原則掌握大自然的變化，現代生活雖然多變，但

是萬變不離其宗，人們要在這大自然中食用自然的食材、過簡單規律的生活以調養身心，維

持身心的平衡和諧，亦即調整生活在簡易；最後是易經的變易原則：易經繫辭下傳明言：「易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當人們遭遇困難問題，面臨山窮水盡之境，要解決問題不能一

成不變，必須發展與應用各種問題解決的技巧與方法，力求變通之道，尋求柳暗花明之途，

是故，解決問題在變易。易經的三易原則，可加以圖示如下： 

 

不易：活出生命在不易→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簡易：調整生活在簡易→御繁於簡、萬變不離其宗 

變易：解決問題在變易→窮則變、變則通 

 

西方心理治療與華人療癒觀的整合 

 

從上述的探討中可以得知，一次單元諮商模式的概念內涵是採折衷取向的觀點，兼具理

論的折衷與技術的折衷（王智弘、楊淳斐，2004），以黃帝內經的全人療癒三藥觀點與易經

的三易原則為理論核心，抱持存在人文取向之個人中心治療法的治療態度以建立治療關係，

運用意義治療法與阿德勒學派治療法的意義尋求與目標導向以建立正向鼓勵的治療方向，由

此以確立一次單元諮商模式的核心目標：活出生命在不易－生命意義與力量的發現；而透過

融入焦點解決取向短期諮商與敘事治療的問題解決方法與諮商技巧、不同理論取向現有的問

題解決方法與諮商技巧或基於當事人需要而設計改變的方法與技巧，由協助當事人解決問題

為起點、為表面任務，「上窮碧落下黃泉」透過各種問題解決的方法與技術，以達成一次單

元諮商模式的表層目標：解決問題在變易－催化問題的解決；為鞏固與擴大問題解決的成

果，更進一步協助當事人發展出健康的自我意象與生活方式，以確立一次單元諮商模式的中

層目標：調整生活在簡易－發展健康的生活方式。而此等治療目標的達成則要透過結構性的

諮商治程序加以開展。 

由於一次單元諮商模式抱持對西方心理治療與華人療癒觀的整合態度，因此對諮商技術

的使用具有其開放性，其他學派諮商技術的使用可就諮商過程之需要而運用於一次單元諮商

模式之中，基本上，一次單元諮商模式是以結構性諮商程序為具體實施脈絡，透過每一次單

元的諮商過程，以達成一次單元的具體成果為諮商目標，開展對當事人的一次或後續延伸的

諮商服務，而特別適用於諮商情境較為受限的媒體中介、次數受限或危機處理之諮商服務型

態中。由於此等模式強調做好單一諮商單元的重要性，雖然不是只能做一次，但是一次單元

諮商模式將每一次諮商都視為可能是最後一次，因此，希望能在有限的一次的諮商單元中能

達成具體的成果，因此結構性的諮商程序為一次單元諮商模式所強調。 

 

一次單元諮商模式的結構性諮商程序 

 

    一次單元諮商模式的結構性諮商程序包含了八個部分，此八個程序基本上有其先後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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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順序，但是並非是截然劃分與不可變動的，特別是在第ㄧ諮商單元中，此等程序的次序性

較為明顯，在第二諮商單元之後，程序的次序安排則具有很大的彈性，主要是針對當事人需

求與諮商單元的進展來做自然的應用與調整，基本上，此等程序進展的主要概念是反映了一

次單元諮商模式的結構性與問題解決導向概念，亦即，前一程序的具體成果推動了下一程序

的開展，而程序的依序順利開展則催化了諮商單元往達成諮商具體成果的方向邁進，八個程

序如下（王智弘，2009；王智弘、楊淳斐，2004，2006a）： 

    1.展現良好的治療態度以建立治療關係：一次單元諮商模式的諮商師除在諮商初期透過

口語與文字表達以充分展現真誠、關懷與同理的態度，並持續在諮商過程中維持展現此等態

度的基調。若進入第二次諮商單元，則應先簡要回顧第一次單元的內容，確認並肯定第一次

單元的成果與後續在當事人生活中的發展，並向當事人說明在每一次諮商單元中，諮商的目

標乃在於增進諮商的具體成果，藉此以進一步開展新的單元諮商程序，使當事人與諮商師共

同為增進諮商的具體成果而努力。 

    2.肯定當事人的求助行為與面對問題的勇氣：肯定當事人此次的求助行為與面對自己生

活問題的勇氣，求助與面對問題是良好改變的必要條件。特別在當事人的第一次諮商求助經

驗或第一次諮商單元，更要積極肯定當事人的求助行為已開展其追尋生命意義與有價值改變

的過程，若進入第二單元諮商，則要積極肯定當事人願意繼續追求成長與面對問題的決心與

勇氣，諮商師願意與其一起為提升諮商的具體成果而努力。 

    3.強調改變的可能性與強化當事人對問題解決的信心：諮商師透過引導當事人對生活中

所發生（特別是最近發生）之「改變」經驗的體驗，或是透過說明先前諮商單元的改變成果，

強調改變之可能性，並說明從過去諮商師協助許多當事人成功改變的經驗，可以肯定諮商治

療的功能，若當事人能對自己與諮商有信心，願意去面對問題加以解決，即使一次單元的諮

商亦能使當事人的問題獲得一定程度的改善與達到諮商的具體成果。 

    4.找出此次諮商焦點與選擇可解決的問題：找出此次諮商單元的焦點，當事人可透過敘

事或比喻的方式描繪問題，諮商師可協助當事人在描述完問題的同時，為此一問題作一標題

的命名（比如進退維谷、前途茫茫、山窮水盡疑無路、我是一個可憐蟲）；在完成問題命名

之後，諮商師可以此為主要議題，進一步協助當事人就問題中選擇可以解決的部分加以處

理，找出諮商的焦點，以集中力量朝向問題解決的方向。 

    5.找出當事人的生命意義與力量：諮商師應協助當事人找出生命的意義與力量，當事人

對自己的生命意義與價值感可能有造成其困境的假設，諮商師應協助當事人重新建構自己的

生命意義與價值感，特別是透過找出正向的例外與成功經驗，使當事人能帶著勇氣、希望，

與重獲生命意義與力量的意志力來面對問題、面對生命。為增加當事人成功的機會，諮商師

可同時協助當事人找出其生命中的資源與支持系統。 

    6.提出當事人可具體尋求改變的任務與演練可能的解決方案：針對本次所選擇的當事人

問題與諮商焦點，協助當事人提出可具體尋求改變的小型任務，以累積成功經驗，並協助當

事人預估可能遭遇的困難與化解之道，包括生命中的資源與支持系統的應用，具體規劃小型

任務的可行方案，並透過簡要的口頭演練或書面演練以預演此等可行方案。 

    7.肯定諮商與當事人的努力成果：在即時諮商情境中，可詢問當事人最後在執行改變任

務上有無疑問，有疑問則當面予以釐清，在非即時諮商情境中，則可預擬其可能產生之疑問

加以釐清，若無疑問或釐清疑問後再進行最後四步驟回饋：1.確認：說明當事人確實有必要

來求助的理由，2.肯定：肯定當事人在本次諮商中有關認知、情感與行為上的學習是對解決



 xii 

問題有幫助的，以確認本次諮商單元的成果，3.診斷：以具積極意涵與可改變性的方式描述

當事人問題，並強調當事人的生命意義與力量，4.對策：提出具體的小型任務讓當事人在生

活中加以實踐。諮商單元在完成最後回饋後結束，結束前諮商師除可表達祝福之意外，亦說

明進行追蹤或進行下一單元諮商的可能性。 

    8.追蹤或進行下一單元諮商（可能進行或不進行）：諮商後的追蹤，可透過電話或郵件

（傳統或電子郵件）以追蹤當事人的任務執行狀況，無論當事人達致多少的進展或遭遇任何

的挫敗與困難，都積極肯定其生命意義與力量，積極肯定其付出的努力與改變的成果，就如

同 Frankl 的名言：「有生存理由的人能忍受任何生存的方式」，對當事人肯定其生命意義

與力量是絕對必要的；也誠如焦點解決短期諮商取向在當事人有所進展時說：「你怎麼做到

的？」來加以肯定、而在當事人遭遇挫敗時說：「你怎麼熬過來的！」來加以支持，凡事以

正向角度看待，以積極樂觀的方式來肯定與支持當事人是諮商師的基本立場。最後諮商師並

說明「諮商的大門是永遠敞開的」，邀請當事人在其自覺有必要時歡迎其再求助，以進行下

一單元的諮商，以不斷的擴大諮商的具體成果。 

 

一次單元諮商模式的目標與策略 

 

    一次單元諮商模式強調每一諮商單元有其單元目標，而整體諮商則有其整體目標，一

次單元諮商模式的單元目標是：以達成每一諮商單元的具體成果為手段，以建立當事人對問

題解決與改變的信心；而一次單元諮商模式的整體目標則有三個層次：表層目標（變易）是

以當事人的問題解決為諮商的焦點任務；中層目標（簡易）是以當事人的生活型態改變為工

作重點；深層目標（不易）是以當事人生命意義與力量的發現為諮商進行成敗的關鍵。 

    一次單元諮商模式有其核心任務與實務策略，一次單元諮商模式的核心任務是：諮商師

透過結構性的諮商程序，表現真誠、無條件積極關懷與正確同理心的態度，建立良好的治療

關係以展開諮商，運用催化性與問題解決導向之語言與文字，以問題解決導向與改變的任務

為主軸，以達成問題解決的表層目標與生活改變的中層目標。同時諮商師不以專家角色自

居，並相信當事人有能力做正向與建設性的決定，尊重當事人的存在價值、自由意志以及生

命意義的追求，以達成發現生命意義與力量的深層目標。 

    而一次單元諮商模式的實務策略則包括：1.「同理共情、始終如一」：諮商師透過真誠、

關懷與同理的態度，與當事人建立良好治療關係，並示範良好通技巧，提升其人際敏感與人

際互動能力，並保持良好的治療關係直到治療的結束；2.「解決之道、量身打造」：諮商師

針對當事人問題的瞭解，選擇合適的現有諮商技術與技巧，甚至為其設計創新的方法與技巧

以協助當事人，以改善其對問題的認知與問題所帶來之情緒困擾，或者透過具體的行動與措

施以改變當事人的行為，以及撼動造成問題的環境因素；3.「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明在

解決問題，實為提升希望，表面上，諮商師透過深層關懷、積極參與，並協助當事人評估其

心理狀態，以增進其自我了解與洞察，以探索其問題的關鍵，激發其改變的動機，探討問題

的解決之道，實際上，在伺機鼓勵當事人覺察其優點、力量與資源，肯定生命的希望與價值，

特別是諮商師應以其個人對自我生命的信心與勇氣做為示範，以鼓勵當事人面對問題、採取

行動、促成改變；4.「師法自然、調整生活」：諮商師透過對當事人身體狀況、生活作息、

飲食運動、休閒活動的了解，協助當事人評估其生活狀態與生理狀況，與當事人共同探討如

何透過生理照護、作息調整、飲食運動規劃、休閒活動安排，基本上希望能以更為順應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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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以增進其生理健康與生活安適；5.「禍福相倚、否極泰來」：當事人的求助時機為

其遭遇困難瓶頸之時或挫折困頓之際，若為時有一段時日，則如股市長期下挫，當事人自然

心灰意冷，改變乏力，諮商師當使當事人了解生命中「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之「禍

福相倚」生命處境，以激發其危機即是轉機的改變動機，探討問題的解決之道，而萌生股市

觸底反彈之希望，以及「否極泰來、由剝反復」之生命力道。 

    由於一次單元諮商模式與華人文化的契合度，特別是其強調改變的觀點與易經的理念深

深契合，因此，一次單元諮商模式的英文翻譯為 single session counseling model（張勻銘、

王智弘、陳彥如、楊淳斐，2012），簡稱為 SSCM，為強調其與易經的契合度，其 logo 就

融入易經太極的圖樣，以太極的圖樣代替英文中的 C，意喻諮商（Counseling）的過程就是

在尋求改變（Change），亦即解決問題在變易→窮則變、變則通，但調整生活在簡易→御繁

於簡、萬變不離其宗，而活出生命在不易→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因此，一次單元諮商模式

蘊喻改變之義的 logo 如下： 

 

  

 

  

 

建構含攝華人文化心理諮商理論的可能性 

 

由於一次單元諮商模式為基於媒體中介諮商的實務需要，以及提升網路諮商與社區機構

危機處理電話諮商實務成果而設計，因此，其特別強調在實務工作策略之易於訓練與易於應

用，特別有關在網路諮商上的適用性（王智弘、楊淳斐，2004，2006a，2006b；卓翠玲，2007；

張勻銘，2005；張勻銘等，2012）與電話諮商上的適用性（王智弘、楊淳斐，2004，2006a，

2006b；蕭高明，2007）已被加以持續的探討。而在實務工作的應用上，除運用於媒體中介

諮商實務上，亦有運用於面談諮商上（王智弘、楊淳斐，2006a，2006b；卓翠玲，2007），

除了用於個別諮商上也可用於團體諮商上（王智弘、楊淳斐、林雅涵，2008；林雅涵，2010）；

從實徵研究上，一次單元諮商模式對協助協助人際困擾當事人（卓翠玲，2007）、焦慮情緒

當事人（林夏安，2009）、自殺意念當事人（林美芳，2013）、網路成癮當事人（林雅涵，

2011；陳彥如，2010；張勻銘等，2012）等，皆有良好的諮商效果；在教育訓練之應用上，

除被運用於諮商輔導人員的職前訓練上，也被運用於社區諮商人員以及學校諮商人員的在職

訓練（王智弘、楊淳斐，2006a，2006b）。 

    總結而言，一次單元諮商模式在實務應用上，是可提供一個簡單、易學、可行而有效的

諮商工作方式與程序，使諮商師與當事人能在有限的時間與資源的情況下，在一次諮商單元

中，集中資源共同完成諮商的短期目標，並提供後續諮商單元的有利基礎（王智弘，2009）。

由此觀之，一次單元諮商模式透過不斷融入本土文化的精華與實務經驗的心得，使得其在實

務應用上不失為一具有實用性的諮商工作策略，並為建構含攝華人文化心理諮商理論的可能

性提供了一個可能的例子。 

    本期的專題以「邁向自主的社會科學：以儒釋道來建構修養心理學理論」為名，專題主

一次單元諮商模式 
Single Session Counsel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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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夏允中老師長期投入本土社會科學的研究，本期專題與「華人心理諮商本土化專欄」文章

均運用了黃光國老師所建構的「曼陀羅自我模型」（Hwang, 2011），並以之探討建構良心理

論、回應女性主義在我國本土的發展與實踐，以及「放下」的心理運作歷程及其在心理治療

上的應用，可見含攝文化的理論建構對於社會科學、心理學與心理諮商等專業領域的發展，

提供了很好的思考理路，可引發與催化更多理論建構與實務反思的可能性，心理諮商是一門

應用的社會科學，心理諮商專業人員的理論與實務研究若能與本土的文化緊密結合，將更能

適切的提出更切合本土民眾的研究結果，更進一步來說，透過吸納西方文化且含攝華人文化

的理路探索過程，本土的心理諮商研究亦能接引出普世性的理論建構與實務模式，而能對全

世界的學術研究與民眾服務做出貢獻，本期專題以「修養心理學」為名，以對應目前頗為風

行的「積極心理學」理念，無疑是一個很好的創見與實例，值得加以重視與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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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自主的社會科學：以儒釋道來建構修養心理學理論 

Towards Independent Social Science: To Construct Self-Cultivation Theories 

via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夏允中 

Yung-Jong Shiah 

（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所副教授，shiah@nknucc.nknu.edu.tw） 

 

在本期專刊中夏允中與黃光國的文章中提到了建立自主社會科學的重要性，尤其主

編王智弘的文章中更點出了華人的輔導與諮商學界長期以來廣泛的運用來自西方的心理

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與技術，因此本期專刊之目的為呼應黃光國提出的含攝文化多重哲

學典範研究取向，以儒釋道文化智慧來吸納西方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文化，期待著未來

的我們能走出新格局，邁向自主的社會科學來提升當前學術研究套用西方研究理論的現

象。 

西方的積極心理學為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文化作為預設，而很明顯的是回顧我們的

文化不難發現，儒釋道就是我們的文化智慧，儒釋道文化的內涵與實踐就是要我們養成

向積極心理狀態、特質與行為。這個過程是由個人內在心理狀態出發，透過不斷學習調

節面對外界變動時的自我狀態，以「自我修養」走出人生之道，最終達到個人與環境之

間的和諧關係，進而使個人即便在面對困境時仍能有良好的心理社會平衡狀態，甚至可

以超越生死得到解脫。儒釋道文化智慧是以「自我修養」為核心概念，因此修養心理學

比積極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更為貼切作為我們以儒釋道文化智慧來建構心理學

理論的總稱，如此可能可以不再一味引用西方理論做為研究與實務基礎，進而擺脫西方

學術的宰制來建立符合我們文化的的自主社會科學。 

本專刊的四篇文章將是往上述目標而努力來建構修養心理學的理論，相信透過這樣

的努力有助於我們邁向自主的社會科學。未來還更需要更多研究與資源來往這個必須要

走的目標來投入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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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攝文化下的積極心理學：以曼陀羅自我模型建構良心理論 

夏允中* 黃光國 

 

摘要 

  心理學家黃光國建構的〈曼陀羅自我模型〉代表了人類普遍的自我心智，可用來

解釋各種文化中自我的良好運作，由於「良心」是自我功能的一部分，因此〈曼陀羅

自我模型〉很適合用來建構良心理論。本論文主要目的為以曼陀羅自我模型來建構良

心來引導未來的研究方向，並累積更多實徵資料。依據曼陀羅自我模型，良心可分為

良心反思與良心行動。本文認為良心之目的為引導個人方向，並為人類所追求的共同

目標。本研究認為，所有不同文化心態中，良心所追求的終極目標都是「圓滿」；最

後本論文據此提出未來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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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建立自主的社會科學的重要性 

 

  從 1980 年代開始，世界上許多不同的地區和國家，包括菲律賓、印度、韓國、日

本、香港等，都有人在從事本土心理學的研究工作。然而，由於當時世界各國的本土

心理學者在從事研究工作時大多採取實證主義研究取向，偏重於文化現象的收集，使

得成果流於瑣碎，研究結果仍不易為世界學術社群所接受或發表於國際性學術期刊。 

  在台灣，楊國樞是最早提倡本土心理學的學者，其從 1980 年代初期即開始提倡「心

理學研究中國化運動」。黃光國也在此時投入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並從推動中深刻體

會到：中國科學之所以落後西方，根本原因就是在於西方文化傳統裡，哲學是學術之

母，學院中講求的知識都是建立在哲學基礎之上，然中國學者對近代西方科學哲學的

演變缺乏「相應的理解」，因此無法真正掌握西方文明中獨特的精神意索。 

  為了使年輕學者能夠瞭解西方科學哲學的演變，黃光國（2013）將二十世紀裡十

八位最重要的哲學家對於本體論、知識論和方法論的主張整理為《社會科學的理路》

一書，並將內容區分為兩大部分：側重自然科學哲學的「科學哲學」，以及包含結構主

義、詮釋學和批判理論的「社會科學哲學」。黃光國認為，包括心理學在內的許多門社

會學科，其本質都同時兼俱「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雙重性格，因此年輕學者

必須要先對這兩種科學的哲學基礎有所瞭解，才有可能在自己的研究領域上有所創發。 

  2009 年初，黃光國（2009）整合其「華人本土心理學研究追求卓越計劃」研究成

果撰成《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一書，強調理論建構對本

土化運動的重要性，又根據文化心理學「一種心智，多種心態」（Shweder, Goodnow, 

Hatano, LeVine, Markus, & Miller, 1998）之原則，主張本土心理學的認識論目標正是建

構一系列的理論，這些理論不僅要能夠呈現人類普遍的心智，還要可以呈現某一特定

文化中人們的特殊心態。 

  黃光國以會長身分在「亞洲本土及文化心理學會」（Asian Association of Indigenous 

and Cultural Psychology）的主題演講中指出 （Hwang, 2010）：西方心理學者（Henrich, 

Heine, & Norenzayan, 2010）已公開承認當前西方的心理學理論是以來自西方

（Western）、高教育水準（Educated）、工業化（Industrialized）、富裕（Rich）和發達

（Developed）社會的「怪異」（W.E.I.R.D）樣本作為基礎所建構出來的。以「個人主

義」作為預設的西方心理學理論並不適用於非西方國家，因此亞洲本土及文化心理學

會的主要使命，就是以「關係主義」作為預設建構出一系列理論，對西方心理學發動

「科學革命」以取代西方「怪異的」心理學理論，解決本土社會的問題。 

  為了達到以上目標，黃光國除了針對自我理論提出〈曼陀羅自我模型〉 （Hwang, 

2011），更在《心理學的科學革命方案》（黃光國，2011）一書中說明其學術主張，不

斷提倡建構「含攝文化的心理學理論」的重要性（黃光國，2011；Hwang, 2012）。除

了說明其所採取的「多重哲學典範」與「批判實在論」在哲學上的共同之處，更闡明

其主張的「文化系統」研究取向與西方研究典範主張的「泛文化向度」研究取向之差

異：泛文化向度研究取向雖能累積許多瑣碎的實微研究成果，但卻會使得非西方文化

的面貌模糊，反而喪失其文化的可辨認性；但文化系統研究取向，是將儒家文化視為

整體系統，將能讓華人瞭解其文化傳統，並獲致清晰的文化認同感。這樣的研究取向

由於係以多重哲學典範作為基礎，且與批判實在論的哲學主張相通（黃光國，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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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堅實的哲學基礎，所以可以推廣到其他非西方國家，協助他們建立自主的社會科

學。 

  當任何一個學術活動找到其哲學基礎，除非有人能找到比它更有說服力的哲學來

與之競爭，否則這個「運動」便已經找到它的「道」，並逐漸喪失「運動」的性質。正

如世界各地的本土心理學運動歷經三十餘年的發展至今，當黃光國以其著

作”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為例，並以「批判實在論」和多重哲學典範作為

哲學基礎，其主張立刻受到國內外學界的關注與肯定，並於 2012 年受國際心理科學聯

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邀請至德國約拿大學（University of 

Jena）進行研討會主題演講「在心理學的教育與訓練中聯結科學普遍性與文化特殊性」

（Bridging Scientific University and Cultural Specificity in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由此可見黃光國對本土社會科學的主張居於世界領先的地位。 

  本文之目的為呼應黃光國提出的含攝文化多重哲學典範研究取向，期待著未來的

本土社會科學能走出新格局，提升當前學術研究水平的低落現象。上述的主張與使命

仍需要更多的學術資源與研究投入，其中黃光國教授建構的〈自我的曼陀羅模型〉包

含了人類普遍心智現象，因此本研究的最主要的目的提出以自我的曼陀羅模型理論來

建構良心理論來呼應黃光國教授對本土社會科學的主張，朝向建立自主的社會科學。 

  本文先談論含攝文化的積極心理學的科學哲學觀點，不再一味引用西方理論做為

研究基礎，應藉著開發各國文化遺產之途徑對西方的主流心理學提出科學革命，進而

擺脫西方學術的宰制，此重點也是呼應本期專刊的主題：含攝文化下的正向心理學；

接著以自我的曼陀羅模型理論為原則來建構良心理論，輔以儒家文化下的智慧、本土

及西方研究來完說明此良心理論。 

 

壹、 含攝文化下的修養心理學意義與使命 

 

  無論是以黃光國〈曼陀羅自我模型〉或〈人情與面子〉理論為基礎所建構的《心

理學的科學革命方案》及《儒家關係主義》系列理論，不僅都是依循文化心理學「一

種心智，多種心態」的原則進行的學術工程，也是以認識個體與世界互動的方式，得

以理解從何增加個體適應性、保持面對生活之正向積極心理狀態，進而促進心理健康，

且均跳脫了以關注負面心理疾病缺陷為出發點的傳統心理學角度，以強調個體發掘自

我正向因素，進而提升面對挫折之能力為宗旨，其概念近似於西方近年由 Seligman 及

Csidszentmihalyi（2000）所提出的”Positive Psychology”「積極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之內涵。「積極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在台灣普遍翻譯為「正向

心理學」（曾文志，2010），然因「正向」一詞易使人誤解為只選擇看見事件的光明面，

而不允許出現負面情緒，或忽略在生命事件中各種正負向感受交雜的真實經驗對人們

成長的重要性，故我們建議應改以「積極心理學」較能適切地描述其意涵。 

  積極心理學一詞雖首先由西方心理學提出，然回顧亞洲各國的文化不難發現，其

各自對於如何養成人們的正向積極心理狀態，有其以文化價值觀為基礎的背景，並留

下了極其豐富的文化遺產。正如儒家文化關係主義中，先秦儒家對於個人發展的理想

目標：「君子」，便是由個人內在心理狀態出發，透過不斷學習調節面對外界變動時的

自我狀態，以「自我修養」走出人生之道，最終達到個人與環境之間的和諧關係（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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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國，2014），進而使個人即使在面對困境時仍能有良好的健康心理狀態。可惜的是，

當前的本土社會科學尚未對傳統文化下獨有的個人內在歷程進行過系統性的研究，或

僅只是將各經典套用至西方心理學的脈絡中去解釋，忽略其根本哲學思維上的差異。

黃光國提出的含攝文化多重哲學典範研究取向，即是期待著未來的本土社會科學能走

出新格局，不再一味引用西方理論做為研究基礎，藉著開發各國文化遺產之途徑對西

方的主流心理學提出科學革命，進而擺脫西方學術的宰制，提升當前學術研究水平的

低落現象。2014 年黃光國帶領一群國內心理學家舉辦之「含攝文化的正向心理學：理

論與應用國際研究會（Culture-inclusive Theories of Positive Psychology: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its Application）」，其使命正如本文最主要的目的：呼應含攝文化多重

哲學典範研究取向的使命與主張，並號召更多的學術資源投入，以期推動建立含攝文

化下的積極心理學。但是如同前面所提的，儒家文化關係主義是以「自我修養」走出

人生之道，因此修養心理學又比積極心理學更為貼切。 

 

貳、 良心與曼陀羅自我模型理論 

 

  華人儒家文化對人的本性存在著孟子「性善」論、荀子「性惡」論、告子「性無

善，無不善」等說法，各學說之間並非在爭論人心本質是善良亦或邪惡的表淺意義（陳

復，2005），而是分別對華人自我良心系統的運作有不同角度的見解。 

  孟子認為人皆具有「不忍人之心」，人的原始天性中具備有能體會他人痛苦而不忍

讓他人受害的同理之心，但也認為「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

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這雖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天性之一，但可能會為了適應後天的

環境，而漸漸地拔除自己為他人著想的善心，終至作出「無良」的表現。此部分正如

荀子的性惡論認為「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人天生就是有許多需要被滿足的自然

感官私慾，為了自我的生存，若沒有後天習得的禮義規範，會自然地將他人權益擺在

自己的需求之後。荀子認為的性惡，指的是若將人類社會制定的禮義視為善，人類追

求自我生存的天性相對地會與其有許多相違背之處，因而謂之人性為惡。 

  子思則由更高層次的角度將人性的形成視為一種天命、人類本性、自然情感與後

天選擇的互動關係：「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於情，情生於性。」，又說「善不善，

性也，所善所不善，勢也。」，同如告子所言：「性無善，無不善也。」，人的本性不僅

無法二分為善或惡，各種人性中的本質其實也不具有「善」或「不善」的區別，所有

的本質都是中性的。天命決定了個人的本性，並讓我們依此對周遭產生各種情緒，人

們再根據這些內在浮現的感受來決定自己的選擇。所謂性善與性惡，只是社會根據世

俗約定的道德標準（陳復，2005），將一個人以天命、本性、情感、自我選擇四者間互

動的某部分結果貼上善惡標籤。 

  黃光國建構的〈曼陀羅自我模型〉（黃光國，2011）（圖 1）可以用來說明以上的心

智現象，而良心可視為自我的一部分，因此，曼陀羅自我模型很適合用來建構良心的

理論。曼陀羅自我模型認為，個人在現實生活中的外在行動取決於內在力場的運作。

這個內在力場是來自兩股雙向力道拉扯：代表生物本能的「個體」與符合社會規範的

「人」，以及認知上「知識（或智慧）」與行為上的「行動（或實踐）」。這四個力場處

在代表自我的圓形之外，代表生活世界的方框之內，並構成了一個具有良好功能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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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個自我在現實世界中（以圖中方框代表）不僅具有自我反思與行動的能力，

更能夠以「智慧」來處理現實世界中遇到的問題，並朝向「圓滿」（以圖中圓形代表）

的目標努力。 

 

 

圖 1 曼陀羅自我模型 

 

  若以自我曼陀羅模型的角度出發，便不難理解儒家各學說之間提出看似相異的人

性觀，也可以解釋人類有時會做出自私的舉動，有時也會做出為他人自我犧牲的行為，

是因為來自「個體」原始本能與身為社會「人」之間的需求力量拉扯，人們使用習得

的知識與實踐經驗彼此相互調整後的結果來做出回應這些需求的舉動。以下有更詳細

的說明。 

 

一、 良心是自我功能的良好表現 

 

  綜合以上說法，我們也可以說所謂「良心」是一種自我功能的系統。然過去西方

在討論良心的相關研究中，大多將良心拆解為三個獨立之特質向度來分別討論：道德

認知（習得的行為標準及規則及違反這些標準的結果）（Kohlberg, 1981; Piaget, 1965）、

道德情緒（罪惡感、犯下過失後的不適感）（Freud, 1960; Quinn, Houts, & Graesser, 1994）

以及道德行為（在沒有監控的情境下進行符合規則之行為的能力）（Bandura, 1986; 

Hoffman, 2000）。其相關研究結果雖眾，可惜的是未曾以完整自我概念理論來討論三

者間的動力關係、並未回答此系統存在之目的對人類自我的意義問題或提出能夠實際

應用於提升人類良心的方案。     

  黃光國的自我曼陀羅模型（2011）不僅包含了以上三個向度，更說明良心並不只

是種穩定的單一特質系統，而是種有目的性的能力系統。雖原本就存在於人性之中，

但需要人有意識的去學習、開發方得以出現，是一種以人類本能為基礎加上人的意識

去「尋」方能獲得的自我能力。若一個人沒有意願去認識自己的人性，學習以智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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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處理內在需求，則良心便會被藏於心內隱沒不出。 

  而人之所以努力尋求良心，目的並不是為了要完全滿足社會對身為人的期待，或

滿足個人的需求，而是透過妥善認識、處理內在各種力場，在生活中有意識地以智慧

做出最適當的選擇來呼應天命，追尋人生圓滿的終極目標（黃光國，2011）。若受外界

誘惑牽引而不能妥善的執行自我人生目標，其「義」便失去了正道，也就失去了他的

本體（陳復，2005），自我便無法提升到下一境界。因此，當自我在現實生活中遇到道

德問題時，若能透過力場運作朝向「圓滿」：也就是以具備「良心」能力的方向解決問

題，便可以被視為具有良好自我功能的表現。 

   

二、 良心是追求人生終極圓滿的條件 

 

  在榮格所編的《人及其象徵》（Man and his Symbols）一書中，收錄了 Aniela Jaffe

（1964）的一篇論文，題為〈視覺藝術中的象徵主義〉（Symbolism in the Visual Arts）。

文中指出，西元 1000 年左右出現的各種教派中，煉金術士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追

求人類心靈與肉體的圓滿整體，並為此創造了許多象徵，其中一個核心象徵稱作「正

方的圓形」（Quadratura circle）。這名稱聽來令人感到困惑，其實它可以用一個標準的

曼陀羅原型表現出來。在這篇論文裡，Jaffe 指出：不論是原始人的太陽崇拜或是現代

宗教，在神話或是在夢裡，在西藏僧侶繪製的曼陀羅，或是在文明社會中世俗和神聖

建築的平面圖裡，圓的象徵都是指向生命的終極圓滿，而方型則是世俗事物、肉體與

現實的象徵。黃光國（2011）也指出，在印度用來觀想的「護符」中，一種相當普遍

的主題是兩個相互交叉的三角形，其中一個三角形頂點向上，另一個頂點向下。在印

度教中，這種形狀象徵濕婆神和剎克蒂神陰陽神性的結合。在中國，陰陽結合則是以

太極圖來代表。這種結合實現了所有宗教的最終目的：天人合一，或靈魂與上帝的結

合。曼陀羅的圓形代表了心靈或自我的「圓滿」狀態，在這種狀態中，意識與潛意識

的作用是互相融攝的。 

  如上所述世界各種宗教或甚至儒家的教義與實踐中，都提到在遇到人生問題時必

須透過修練個人、陰與陽的融攝、天地人的關係等，來朝向提升自我良心的方向尋求

解決之道，可見得人們對良心的修練是朝向人生終極圓滿的重要條件之一。以下進一

步以曼陀羅自我模型的四種力場描述人們尋求良心的各種層次。 

 

三、 良心的生理與社會層次的成份 

 

  黃光國（2011）一再強調曼陀羅自我模型是普世性的，不僅可以運用在華人社會，

同時也可以解釋過去的西方心理學研究。本土心理學者在建構理論時，必須把握「一

種心智，多種心態」的原則，建構出來的理論既能夠反映人類的普遍心智（mind），又

能說明特定文化中人們的心態（mentalities）。因此，我們根據此模型來建構良心理論

時首先要考慮的是：人們是如何受到社會學層次的「人」（person）的影響？「人」與

心理學層次的「自我」以及生理學層次的「個體」（individual）之間又具有什麼樣的關

係？ 

  首先，良心會受到生物學層次的「個體」（individual）的影響，跟其他動物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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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各種天生的驅力，有些驅力是天生的，如孟子所言「不忍人之心」，有些是由後天

習得的。在西方的許多研究中指出，人類在最初的發展階段也已經具備良心的基礎機

制。例如 Kochanska 與 Aksan（2006）提出「早期良心」（early conscience）的概念，

代表一個在發展早期便存在的天生的內在自我調節系統。這個內在系統非常的穩定，

且不太會隨著時間變動，它讓兒童無論在後天受到的家庭教育為何，其在道德事件中

表現出來的行為與情緒之間都具有穩定的跨情境一致性，使即使是尚未受到社會化的

個體，在面對行為的抉擇時也會出現為他人著想的行為傾向。例如 Warneken 與

Tomasello （2006）發表在 Science 期刊上的行為實驗研究中指出，即使是在嬰兒時期，

當個體看見有人需要自己的協助，會主動的出現協助他人的行為。Hamlin 等人（2007）

發表在 Nature 期刊的研究，讓嬰兒觀看一段關於提供協助的卡通影片，結果發現，即

便只有八個月大的嬰兒，便已經傾向對影片中協助主角爬上山坡的三角圖型有較多的

正向反應與視覺關注，反之，則對阻饒主角成功的正方圖形有較多忽略的反應。 

  在後續的腦神經研究中也支持了同樣的論點。Molnar-Szakacs（2011）的研究指出，

人們在對事件做出對錯評量時，大腦中使我們能體會他人處境的神經迴路也跟著活

動。當我們看到對方在從事某個行為，大腦迴路中的鏡像神經元系統（Mirror neuron 

system, MNS）區域會產生反應，並在腦中出現類似動作的反應，使我們能夠理解別人

的行為及企圖，MNS 的激發不需要透過意識，且會連結至引發個體情緒的邊緣系統

（limbic system），提供個人同理他人時的情緒材料。 

  以上研究指出，即便在尚未接受過多社會化學習的幼兒階段，「良心」的判斷系統

便已經存在於個體中。從上述研究中可以推論：良心的形成確實有其生理基礎。人天

生會傾向去從事自己認為「對的行為」，而所謂對的行為，除了天生之外，通常還要符

合社會期望，且對於公眾利益有正面影響，而社會期望又跟後來的學習有很大的關係。 

  雖然每個人天生都具有良心判斷系統，但系統在發展過程中的演變則受到後天社

會環境的影響。在一些學齡前兒童的研究中指出，與照顧者有較多互動的幼兒，其道

德分數會顯著高於較少與照顧者或他人互動的同齡幼兒（Narvaez et al, 2013）；不同文

化下成長的東西方兒童，對於何謂真理和欺騙的道德判斷也都會有內涵上的不同（Fu, 

Xu, Cameron, Heyman, & Lee, 2007）。顯見個體與所處社會文化的互動，構成了其良心

系統的一部分，這部分也就是黃光國在〈曼陀羅自我模型〉中提出的「社會學層次的

『人』」，或稱「先驗的我」（transcendental self）。後天學習的良心，是「個體」接受社

會標準與規範，將社會認定作為「人」應有的標準內化之後，根據自己實際生命經驗

形成的「理想自我」（ideal self），並以之來策劃一系列的行動，以達成某種特定目標。

它在時間之流上較為恆定，當個人遭遇到生命中的變故時，往往會以這個「先驗的我」

和自己的生命經驗互相比對，進行「第二度的自我反思」（secondary order 

self-reflection），再決定自己為來要走的方向。 

  以文化層次的概念來看，便是把人當作「社會中的施為者」（agent-in-society），他

在社會秩序中會採取一定的立場，並策劃一系列的行動，以達成某種特定的目標。每

一個文化都有自己一套對於行為是否適當或合宜的定義，各種類別的行為透過來自各

方的社會化，讓每一種行動都被賦予了關於文化上的意義，這是良心很重要的判斷基

礎。 

  綜合言之，擁有自我反思的能力是健康個體很重要的條件與特質，自我的良心系

統會受到先天生理（個體）與後天社會（人）的拉扯，並在當中透過自我反思得以學

習成長。以下將說明個體是如何透過良心的認知與行動來達成自我反思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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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良心的道德知識與行動成份  

 

  我們先討論的是良心的認知成分，在曼陀羅自我模型個人認知結構中的「知識」，

除了來自社會層次「人」的社會規範，還有個人在實踐社會規範與道德時，為了適應

現實生活中的困難而進行反思、調整的個人經驗，最後形成自我面對各種不同道德情

境時所參考的角色行為準則（黃光國，2011）。這份與良心相關的知識庫可視為由一系

列的圖式（schema）所組成，圖式為 Piaget（1977）所提出的互動論（interactionism）

中的一個重要概念。Piaget 認為，知識是在認識過程中，認識主體與客體交互作用的

產物，它總是包含將對客體的新經驗融入於先行結構的過程。而圖式便是在這個過程

中，可以將同一類活動的某情境移轉到另一個情境的認知結構，它可以協調具有相同

性質的各種行動，將具有同樣特徵的所有活動予以同化。在不同情境中可以協調具有

相同性質的各種行動，將相同特徵的活動予以同化，並在重複運用中仍抱持其共同性。

人的智力行動，就是使各個認知圖式互相協調，使之串聯到一個整體的系統之中。人

們對於良心的智力行動，是將道德相關圖式整合串聯成一個整體系統，透過「適應」

歷程中的「順化」與「同化」，來不斷適應外在環境。「同化」是生物有機體自身不變，

而將環境因素整合到生物有機體既有的結構之中；「順化」則是生物有機體以改變自身

的方式，來應付環境的改變。「同化」與「順化」兩種機制的運作，是一種雙向的辯證

過程：只有當「同化」和「順化」達到平衡，智力的結構或「圖式」成為一個穩固的

系統時，適應過程才告達成。   

  依據黃光國〈曼陀羅自我模型〉，人類的道德知識是生命意義的重要來源，並能夠

引領個體以行動往圓滿之路邁進；西方發展心理學的社會領域理論（social-domain 

theory）認為，自我道德知識庫的內容大多來自於個人隨著發展階段的演進，與社會產

生互動行為後，對社會道德規範的認知累積，也因此，在不同社會環境下最後形成的

自我道德知識庫必定會有文化上的差異。而黃光國（2004）直接指出東西方社會中道

德觀念的重要差異何在：華人傾向於依照關係「親疏」「尊卑」兩個向度來評定並強調

個體在人際網絡中的角色、關係及其對應義務的「義務取向」做為首要的人際道德（危

芷芬、黃光國，1998）。西方個人主義文化是以「權利」為基礎，在儒家關係主義文化

中，則是以「義務」視為基礎。西方的道德義務有「消極義務／完全義務」與「積極

義務／不完全義務」兩類，並強調「不得作為」的「消極義務」（negative duty）。對於

應當作為的「積極義務」，做了會被視為一種美德，但個人仍保留有是否願意作該一行

為的權利。在華人社會裡，除了以上兩種，還有第三類的「無條件積極義務」，例如「孝

道」便是其中一種。這種義務沒有選擇性，且不論在甚麼情況下都應當要努力達成的，

若沒有進到此義務則會被社會是為是罪惡。因此，個體在追求個人目標前，勢必需要

先滿足關係角色的無條件積極義務，否則將會被視為違背道德。例如相對於美國學生

認為學習行為是個體獲取外界知識的過程，華人學生則認為學習知識與「做人」的生

命意義不可切分（Li, 2002）；符碧真（2003）在儒家社會中的學習成就與道德評價的

研究中更指出，華人學生認為子女若有傑出的表現將是孝順父母的體現，反之，若行

為上不夠努力學習，則會被視為是一種「沒有盡本份」的不道德行為。李維倫（2004a）

也認為，人類社會生活的核心便是人與人之間互動形成的倫理處境，「受苦」可以被理

解為人在其周遭的人情格局中無法做好自我安置，而非僅是傳統西方心理理論強調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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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思考行為模式與症狀的「自我病理學」。由此可見，東西方社會的傳統道德觀念在根

本上便有所差異，華人社會更加強調了當中「達到義務的能力觀」，也因此不僅內在歷

程，在良心行動的表現上也勢必有很大的不同。 

 

五、 良心能力：反思與行動 

 

  西方的認知失調理論（Festinger, 1957）可以來描述一部分的良心反思與良心行動

的表層動力關係：當人正在進行良心反思，但反思的結果跟我正在做的行為有不一致

時，我的生理層面會被激發出不適感，例如罪惡或是不忍心的側隱之心，此時的自我

為了要維持一致，若非改變行為，便是回過頭調整認知使其與行為不致衝突。 

  曼陀羅自我模型（黃光國，2011）則進一步說明了反思性歷程是如何產生動力性

的改變：心理學層次的「自我」，可稱之為「主體我」，或「緊扣於時間上的自我」，它

使個人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中能依據「智慧∕知識」，針對自己所遭遇到的問題採取各種

因應的「行動」，並且在遇到困難時做「第一度的自我反思」。人會思考自己做過的事，

並在時間之流中，透過思考調整自己的行動。 

  Bourdieu（1990）的「建構主義的結構論」（constructivist structuralism） 提出「慣

習」（habits）的概念，在某一社會結構條件下，行動者所形成的實踐或行動傾向，讓

行動者得以在特定的時空情境和特定的社會關係網絡中，表現出具有一定秩序性的動

態的身心實踐形式。當個人「反思地監視」（reflexively monitor） 自己以及他人的行

動時，他的「論述意識」（discursive consciousness）使他能夠計算並評估自己行動的後

果，同時為自己以及其他人的行動提供合理化的理由。而行動者的實作意識（practical 

consciousness），使他能夠以默會的方式，熟悉並身體化某種實作的技巧或知識。身為

「主體」）的自我能夠整合自己的行為，以之作為自我認同感的基礎。 

  自我又能夠以之作為反思覺察的客體，看出自己和世界中其他客體之間的關係，

並把自己看作是某一特殊社會群體中的一部份，而獲致一種社會認同感或個人認同

感。因此，當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扮演某種角色，如果他的「慣習」不能讓他解決他所

面臨的問題，則他必須開始用他「個人知識庫」所儲存的知識，來進行反思，並解決

困難。當個人認同於某一社會群體的時候，他必須跟他人進行溝通，並進行社會實在

的建構（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他們建構出來的社會實在也可能遭遇到某些

共同的問題，個人就必須進入社會資料庫，搜尋資料，設法解決整個社群所面臨的共

同問題。 

  Giddens（1993）的構動理論認為，作為施為之主體的自我，之所以可以產生讓自

我改變的動力，是因為具有兩種重要的能力：「能知性」（knowledge ability） 與「反思

性」（reflexivity）。前者能夠將各種不同的知識，記憶、儲存並組織成一個整合良好的

系統，作為個人反思（reflection）時的參考知識，以對行動進行監控和解釋。也就是

說，當人們在覺察到出現了目前能力無法解決的問題時，自我便能使用儲存的知識進

行反思工作，以提出可以解決目前困難的新方法。李維倫（2004b）便指出，從對中國

士人心學的考察中可以發現，當個人在生活中遇到難以安置的痛苦時，是以提升高度

的方式先越出困局，另謀一片天獲得自我安置，然後再返回困頓中進行心性鍛煉的行

動；Bandura（1986）的自我效能系統理論也認為，人類在面對困境時，必須透過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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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系統的運作對事件產生評價和動機，才能做出一系列的行為來盡力達成目標。 

  作為自我的一部份，良心系統也具有上述的反思與行動性，夏允中與黃光國（Shiah 

& Hwang, 2013）的實徵研究指出，「反思」「行動」之所以對於人們形成正向的心理健

康具有重要貢獻，正是因為「反思」能夠促進「自我」整合擁有的資源，並向外採取

的能力。反思性可能在一個人的思維過程中對自己產生洞察力，並能對目前的現實有

更清晰的認識以及產生有利影響（Eckensberger, 1990, 1996, 2012）。如前所述，當個人

在良心行動上遇到了阻礙，他們便會採取「行動取向的良心反思」，從個人知識庫中尋

求資訊來突破知識上的阻礙。倘若阻礙仍持續，個人便會進入社會知識庫去尋求協助，

採取進一步的解決方式。在尋求解套的過程，或當個人遭遇到生命中的最大變故，自

我往往會根據自己實際生命經驗所形成的「理想良心」，和自己的生命經驗互相比對，

進行「第二度的良心反思」，再決定良心行動要走的方向。這樣的歷程，結果呈現便會

如 Kohlberg（1981）的道德發展理論所言，良心判斷的發展由兒童時期因應社會要求

的「他律性」，轉變為自我要求的「自律性」。個人良心知識庫的發展便是個人認知成

熟（cognitive maturity）及與他人不斷互動所造成認知結構轉化的結果，然西方在談良

心時比較少注意到良心具有反思性及論述行動與反思的關係。 

 

參、 結論 

 

  綜合上述，以曼陀羅自我模型出發的華人「良心」與西方良心研究相比，有以下

三大相異處與優點：  

（一）心理學家黃光國建構的〈曼陀羅自我模型〉代表了人類自我普遍的心智，可用

來解釋各種文化中運作良好的自我。〈曼陀羅自我模型〉的四個力場可以解釋西方在自

我理論中解釋各種現象最常被提及的三個面向：認知、情緒與行為，並加上整體觀與

將良心視為良好自我功能的積極心理學觀點。 

（二）由於良心是自我功能的一部分，因而依據曼陀羅自我模型，我們可將良心分為

良心反思與良心行動兩部分來看。西方研究中，自我概念理論很少對反思性與行動性

在良心中的運作提出完整的解釋。 

（三）在西方對良心分解式的研究中，並沒有討論到人類運用反思性的目的，以及說

明人類良心的表現的深層動機，也就是人類究竟要將自己引導往甚麼方向所追求的共

同目標為何。反思性的目的為跟人類究竟要將自己引導往甚麼方向所追求的共同目標

有很大的關係，本研究認為，所有不同的文化心態底下所追求的良心終極目標便是達

到人生「圓滿」的境界。 

  以本文為基礎的未來研究方向，可以將建構發展良心量表作為一系列研究的開

展，進一步驗證本文所提出的命題：良心是種能力，且需要經過自我修養來培植；以

及驗證本文提出的良心理論能否良好地預測自我的適應功能與提升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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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inclusive Self-cultivation Psychology: A development of 

Conscience Theory based on Mandala Model of Self 

Yung-Jong Shiah*  Kwang-Kuo Hwang 

 

Abstract 

Developed by psychologist Kwang-Kuo Hwang, the universal Mandala model of Self 

(MMS) describes the well-functioning self in various cultures. Given that conscience is a 

part of a well-functioning self, the MMS is suitable for constructing a Conscience Theory 

(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velop the CT, with an aim towar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accumulation of empirical data. Drawing on the MMS, we defined 

conscience as conscience reflection and conscience action, and discussed the purpose of 

conscience. Specifically, where does the self guide the individual? What common goals do 

we pursue? We proposed that the end goal of the conscience is to attain ultimate wholeness 

in various cultures. Last, directions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sugg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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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女性主義理論發展的理路來分析性別工作平等法的本土實踐

與反思 

謝臥龍 

 

摘要 

女性主義 Feminism一詞，最早源於法國，意味著婦女解放，後來傳到英美，帶來風

起雲湧之勢；女性主義首先是在爭取女性投票與選擇權，進而追求性別平等，20世紀

之七 0年代，女性主義傳入我國，婦女運動團體藉此針對著台灣當前社會的父權文化，

挑戰男／女權力架構與一切性別不平等的權力關係，意圖消彌性別的壓迫，追求性別

平等。   

    女性主義成為我國性別研究的理論基石，不但深切地影響性別研究的知識論與方

法論，更經歷多年本土化的理論辯證與實踐之下，成為當今追求性別平等實務工作，

諸如性別平等教育，家暴性侵防治，性別平等工作等領域實踐的圭臬。本文將探討女

性主義發展的理路，以及性別工作平等法本土實務上的實踐，進而反思女性主義理論

本土發展與實踐之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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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 

 

  女性主義 Feminism 一詞，最早源於法國，意味著婦女解放，後來傳到英美各國，

帶來風起雲湧之勢；謝臥龍（2004）指出，六〇年代與七〇年代歐美第二波的女性主

義（The Second Wave Feminism）孕育儲備著婦女運動與社會參與的能量，也掀起百花

齊放波濤洶湧的思潮，而在第三波女性主義更回應與挑戰當今社會中的父權

（Patriarchy）文化與權力關係，反對任何形式的性別壓迫，翻動社會資源不公平的分

配方式，追求性別平等。 

   女性主義旨在批判傳統刻板的性別政治思維，解構父權主流文化中性別從屬關係

（Subordinate Status），批判男性主宰的中心／邊緣權力不對等的架構，翻轉性別的二

元對立，強調性別多元／多樣性。因此，Beasley（1999）在她所寫的文章 What is Feminism?

特別強調女性主義應透過革新（innovative），獨創（inventive）與反抗（rebellious）的

信念，來消瀰性別的壓迫，追求性別平等的政治立場。誠如顧燕翎（1996）歸納女性

主義的看法為下列幾點： 

一、 描述與突顯男女不平等與男女主／從地位的現象； 

二、 以女性主義的觀點剖析性別不平等的肇因； 

三、 尋求性別平等變革之道； 

四、 探討根除宰制男／女附庸的權力關係； 

五、 建立共存平等的新文化。 

  因此，本文將女性主義在台灣本土發展理路的探討，來分析追求職場性別平等，

保障女性基本人權之一，工作權的性別工作平等法的實踐與反思。 

 

貳、 女性主義在台灣的發展與實踐 

 

  性別二分的傳統父權社會，決定了男／女性別位置，框架著性別角色的扮演，因

此，父權文化與資本主義姑息了社會文化的性別盲，再製既存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

誠如謝臥龍（2002）所言，性別二分的社會文化傳統，讓男性侷限於養家活口的經濟

維持與家庭決策，女性偏重於生育和照顧。然而社會大眾經由眾所公認的性／別角色

的認同與呈現，形塑著男／女有別的行為組織，進而強調男／女性別角色的優／劣、

剛／柔、支配／被支配的特性，而在社會化（socialization）歷程中，經由學習模仿，

強化（reinforcement）與鞏固父權社會中的性別階級。Pedwell（2010）指出，在性別

角色規劃與行為不一致之時，性別階級常會引發性別角色衝突（gender role conflict）；

而在當今社會中，一個人必須同時兼扮多重性別角色之時，源於局僵化性別偏見的性

別角色衝突，常常會為男／女性帶來沉重的性別角色壓力，侷限個人的自我發展，貶

抑自己的人格特質，引發人我／己我的緊張關係（Stone, 2007）；不但如此，性別衝突

與壓力將會深切影響一個人工作、生活與社交關係，隨之而來的焦慮、不安、無助與

恐懼甚至會打擊個人的自信與自尊（謝臥龍，2002）。 

  然而隨著時空轉移、社會轉型、教育普及、經濟發展，醞釀性別意識覺醒的能量，

並在第二波女性主義（the 2nd wave feminism）推波助瀾之下，台灣社會女性主義與婦

女運動者開始質疑傳統性別角色的正當與正確性，挑戰既有的性別秩序，鬆動父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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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藉由一波波的婦女運動，婦運團體整合社會資源，倡議解構性別之間壓迫和宰制

的關係，要求資源公平地分配，保障個人的基本人權，進而建構新的性別權力秩序。

謝臥龍（2004）特別指出，思潮的澎湃迴響，婦運的發聲鼓舞，衝擊著性別權力的版

圖，翻轉著社會資源分配的方式；女性主義若在個人性別意識型塑、學術研究，以及

婦女運動中建置理論根基，進而產出本土性的回應（local responses）。誠如劉惠琴（2000）

所言，女性主義在台灣本土發展，凝聚出理論觀點的實踐，產生豐碩知識的啟迪。 

  七零年代新女性主義為台灣社會帶來前所未有婦女運動的能量，透過各種流派女

性主義的思辨衝擊，激盪出更為寬廣的社運空間；例如由精神分析女性主義所淬煉出

來的女性意識覺醒（consciousness raising）團體，廣泛地為台灣女性主義者用，藉以翻

轉女性受壓迫的歷史定位，藉以提升女性的自信與自尊，重塑合宜的性別意識。自由

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者，在企求改革社會體制與重建社會體制之間，興起了一

番的爭辯（黃淑玲，2000）。自由主義者意圖經由倡議與立法，尋求制度與法律的性別

平等，這也許台灣許多婦運團體所走的路線，透過倡議與遊說，希望立法與修法來進

行對婦女權益保障的法案通過和執行。生態女性主義的思潮，也讓整合社區婦女資源

的「主婦聯盟」在讀書會引導之下，帶動社區婦女關懷性別與生態之間的議題。夏曉

鵑（2002）指出，自由經濟為前提的全球化熱潮中，不但促使資本主義帶動了人類關

係商品化，競爭與剝削的全球化經濟及活動中，開發中國家的女性與兒童提供了廉價

的勞動力帶動經濟繁榮，往昔我們所傲的台灣經濟奇蹟，亦是建立於此基礎；所以謝

臥龍（2004）與 Hooks（2000）皆認為，透過全球化女性主義的倡議與鼓吹，整合全

球所有階級、種族、世代的婦女，追求所有婦女徹底的解放，藉以擺脫全球化資本主

義以國際整合（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之名，對婦女進行男尊女卑的父權意識形態與

制度上的剝削，建立資源公平分配，同工同酬的就業環境。 

源自歐美第一波與第二波女性主義思潮，在我國開拓了寬廣輝煌的女性主義論述

與倡議，更在第三波女性主義的濫觴，引發當今社會，一如謝臥龍（2004）所言，性

別角色、性別特質、性取向、身體、情慾、工作權、政治參與權等議題的探討，進而

引領性／別權力關係的反思與檢視。七零年代新女性主義思潮，激盪出我國女性主義

本土的發展與實踐，並在性別意識覺醒的風潮，為這社會注入性別平等的遠景，而在

女性主義的增能與實踐中，產出當今社會文化巨大的衝擊與改變；例如，性別平等教

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家庭暴力防治法，婦運團體經歷多年的努力，終於在立法院

三讀通過，全國公告實施，實為女性主義在台灣本土發展與實踐的典範。因此，接下

來的篇幅，筆者將以源於歐美西學東進的女性主義在我國本土的辯證之下，對既有傳

統父權社會的批判，深切檢視當今婦女的處境與地位，倡議性別平等，推動保障女性

基本人權之一的工作權，進而制定性別工作平等法的本土實踐，並反思女性主義本土

實踐的未來發展。 

後工業轉型與經濟全球化所引發社會結構的變遷，在衝擊著我國當今社會，尋求

性別平等的可能性（黃志隆，2008）；越來越多的女性面臨就業、職場的參考、婚姻家

庭之間，傳統與現代產生了相當大的變革，傳統性別角色家庭與分工模式，承載著前

所未有的改變。誠如黃光國（2014）所建構的自我陀羅模型所言，「自我」與「關係」，

家庭結構與人我關係的內涵樣貌，隨著社會文化交錯變動，對於個人與家庭皆產生生

理、心理、經驗、知識的累積與變革，人我與家庭行動操演的成效，都會回應到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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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文化脈絡中多元多樣的能動，形成具有情境特徵的性別角色與家庭婚姻關係，

當今台灣社會性別角色與婚姻家庭關係變動中，女性職場參與家庭角色與權力結構的

流變，具有多元文化社會背景之下性別人我關係的能動，黃光國 (2014)建構的自我曼

陀羅模型為「自我」與「關係」的普世性理論，圖二的自我（self）處於中心，橫向雙

箭頭的一端為行動（action）或實踐（praxis），另一端為知識（knowledge）或智慧

（wisdom）；縱向雙箭頭向上一端為人（person），向下一端則為個體（individual）。自

我的曼陀羅模型象徵人類自我普遍的心智，可用來解釋自我行為運作的模式，此模型

旨在剖析自我與婚姻家庭關係中如何透過知識的提昇，智慧的結晶的累積，面對傳統/

現代社會信念價值的挑戰與改變，在不知不覺/後知後覺的歷程，透過多重管道的運

作，在行動與實踐中，建構本土化的學理基礎，因此，本文以源於歐美的女性主義在

我國本土性的發展與實踐，與黃光國自我的曼陀羅模型來對話呼應，進而評析女性主

義學者專家與婦運團體，倡議與立法實施的性別平等工作，對於當今我國社會文化中

傳統性別角色與女性職場參與情況，以為未來施行落實性別工作平等法之參考。 

 

 

 

 

 

 

 

 

 

 

 

 

 

 

 

 

圖一 黃光國(2014)建構的自我曼陀羅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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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性別角色與婚姻家庭關係流動的自我曼陀羅模式 

 

近年來，不只台灣甚至全球婦女在就業職場與經濟角色方面，有著鮮明而強烈的

變化，職場參與不僅是學以致用，才能表現，自我意識提昇，更是經濟獨立自主的表

現的機會，這當然也關聯到婚姻家庭關係中，性別角色的定位，以及婦女的處遇地位

（莫藜藜，2011）。婚姻家庭具有情感聯與共同生活的親密關係，婦女意識的覺醒，走

出婚姻家庭，追求自我實現與經濟獨立，挑戰當今社會文化中性別角色的定位，婚姻

價值，家庭的關係，而在這變動的歷程，更因添加了傳統/現代的時間歷程，以及女性

主義衝擊所帶來的脈絡，而展開種種現實社會中女性職場參與，家庭角色與性別權力

關係各種面向的討論。黃光國（2014）自我曼陀羅模式加上時間軸的延展，來詮釋婚

姻關係中性別角色的流動與轉變的歷程，並在自我反思與能動的核心架構中，探討生

物性自我（preson）、社會性自我（individual），以及社會脈絡（available and accountable 

resourcer）與自我核心連結，使得西學東進的女性主義理論。能透過台灣社會婦運團

體與女性主義學者在倡議、實踐與反思過程中，呈現生生不息的歷程進展，在傳統/現

代二元對立中，拓展性別角色的侷限，單一價值的婚姻家庭框架，強調人我與婚姻家

庭關係性的變革，建理本土化的理論的發展與實踐，打破性別僵化的界線，檢視性別

權力的關係，提昇性別平等意識。黃光國（2009）特別強調如若僅止於個人關係的討

論，那將失去理論實踐的脈絡性，而喪失其行動與實踐歷程的意義。 

筆者就以黃光國（2014）自我曼陀羅模式，來探討性別角色、婦女就業、與婚姻

關係的流動，來回應女性主義在我國本土的發展與實踐，透過倡議與制訂性別工作平

等法，保障婦女工作權，追求新社會的性別平等，謝臥龍（2004）認為可藉此建構沒

有性別區隔與歧視職場氛圍，翻轉職場中女性的角色地位。 

 

行動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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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物性自我（person） 

 

    「個體」（individual）是一種生物學層次（biologic）的概念，是把人（human being）

當作是人類中的一個個體，和宇宙中許多有生命的個體並沒有兩樣。生物性自我包括

生裡與心理上自我的態樣，例如；身體健康、情緒穩定程度，而在性別角色定位，婚

姻與家庭親密關係中更含括了性與性別的因素；疼痛、疲倦、懷孕、重大疾病威脅等

生理壓力或者是心因性的衝動、不安全的依附行為、焦慮、憂鬱等心理狀態，都會是

影響自我在婚姻家庭關係中對配偶狀態的回應，對於要進入或已進入職場的女性自我

身心狀態與感受產生直接的影響與回應。 

 

二、社會性自我（individual） 

 

   「人」（person）是一種社會學層次（sociologic）或文化層次的概念，社會性自我

包括了各種個人在家庭社會中的角色，以及對於維持角色的行動。但在婚姻家庭關係

中，社會性自我因為關係的互動而更包含了配偶之間相互的期待與認定，這也就是婚

姻家庭關係會明顯在社會脈絡中，與其他外在事物情境明顯界線劃分的身心活動狀

況。丈夫和妻子、父親和母親、兒子和女兒等都代表著一個人所同時扮演的不同社會

身分，而會產生相互的社會性影響。「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性別定位讓許多女性在

職場和家庭中造成「蠟燭兩頭燒」的結果，謝臥龍（2004）指出，資本主義的興起，

讓越來越多的婦女投入職場，卻也因為父權結構與資本主義的聯手，使得職場上的女

性承受著不公平的對待。因此女性主義者與婦運團體紛紛強調工作場遇的性別互動

中，應藉由社會性自我的再建構破解性別權力的迷失，以能力來獲取相同的性別待遇，

訴求法律與政策上的對婦女權益的保障，更努力在家庭與工作中取得平衡點，創造婦

女在職場上更大的空間。相對的，男性更應以尊重的態度處理工作中男女的互動，以

男性為主導的工作階層中，更得放下權力的束綁，讓性別區隔、歧視與壓榨的符碼在

工作職場上消失，工作職位的薪資與升遷更也以能力為指標；女性主義者與婦女社運

者認為，職場上婦女地位處境既存的性別權力關係，隨著性別意識的覺醒，性別權力

關係的反省檢視，再建構沒有性別區隔與歧視職場氛圍的呼籲，將翻轉職場中女性的

角色與地位。 

 

三、社會脈絡（available and accountable resources） 

 

    每一個社會對於個體應該怎麼做才算扮演好各種不同的角色，都會作出不同的界

定，並賦予一定的意義和價值，並藉由各種社會化管道傳遞給個人；除了這些意義價

值與定位之外，社會脈絡中的體制運作與資源分配使用，在社會作為一個機制的範疇

中，持續評價、支持、抑制在社會脈絡中的自我。當今我國父權家長制的社會文化，

使得男性掌控了婚姻家庭的主導地位，女性在家中不僅成為男性的私有財產，連家務

中的勞力也由丈夫所支配（黃淑玲，2000，63）。婦女解放運動於婚姻家庭中的努力目

標也聚焦於夫妻親密關係/家務分工等的互動。夫妻間的刻板性別角色態度可以在情愛

的經營中得到翻轉，婚姻中的家庭關係的繫維其影響因素也因此而更趨多元，夫妻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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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親密關係也可以不再固著原有的形式。凡此種種的轉變，不僅鬆動家庭中性別權力

的階層，也因夫妻間親密關係的經營，而拓展更開闊且不受性別角色刻板態度的影響。

因此，透過性別角色認同，婚姻家庭親密關係的翻轉，台灣社會在女性主義的衝擊之

下，產生婚姻與家庭意識形態在傳統/現代價值拉扯之下的轉變，女性職場參與的比率

也節節升高，保障性別平等的工作權呼聲也越來越高。雙職家庭比率遽增，家務分工

與親職教育（joint parenting）男性參與撫育照顧子女，讓女性更有機會可進入職場，

發揮所長。 

    謝臥龍（2004）強調，女性可從育兒之沈重禁錮中解放，享有更自主與平等之權

利，男性則經由與孩子之親密互動中，學習情感依附與照護能力，並自僵固之男子氣

概枷鎖鬆綁，經由女性主義思潮之衝擊與迴盪，父/母職將可以有多元多樣與更合宜的

選擇。七○年代引領新女性主義運動的呂秀蓮（1990）呼籲，女性要以破釜沈舟的決

心和魄力追求平權地位，而形成當時白領階級女性追求性別平等的時尚。 

     

四、行動/實踐（relational practice/praxis） 

 

    無論是生物性自我、社會性自我、或是社會脈絡等面向因素對於自我的影響相當

深遠，作為一個生活中的行動實踐而言，如何面對各面向的因素，進行統合匯整社會

資源網絡，與行動實踐有著強烈的關聯性。 

    黃志隆（2008）引用 Crompton 的研究來說明：「社會結構的變遷，使得人們對傳

統家戶分工的態度出現的變化，個人及其配偶不得不在家戶中調整選擇的策略，以積

極適應環境的轉變，當女性逐漸在勞動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的同時，將有助於男性在

家務勞動上的分擔；也因此，使女性能有更多的時間進入勞動市場，這遠比家庭福利

政策更能達到男性與女性在性別平等上的訴求。」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ganization，ILO)於 2005 年會議時特別指出，「貧窮不僅是來自缺乏所得，同時更是

來自缺乏公平的機會與權利，這方面女性特別嚴重」，ILO 進而倡議會員國要落實性別

平等工作的目標，確保女性在職場的尊嚴（Decent work）的實現，劉梅君(2008)引用

世界銀行 2006 年的報告「性別平權是聰明經濟學」（Gender Eguality as Smart 

Economics），強調女性經濟培力是提昇勞動參與率，降低貧窮社會處境，造成經濟快

速成長的社會實踐；因此協助女性在增能培力之下，脫離既有性別框架，以及傳統父

權「男主外女主內」的婚姻家庭關係，建全勞動與經濟政策的治理之下，保障工作權

營造性別有善的工作環境，建治同工同酬的薪資結構，打破升遷天花板效應，這都是

女性主義學者專家與婦女社會運動這極力關切的議題。 

    因此，上述所言生物性與社會性的自我，連結當今傳統/現代交集的社會文化脈

絡，將呈顯於女性主義裡本土性的行動研究/實踐中，進而可讓我國女性在「性別工作

平等法」實施之後，排除經濟參與的障礙，讓我們女性勞動力能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

裡，扮演經濟效益提昇的重要角色；又如劉梅君（2008）所言，「女性經濟參與機會快

速擴張，但這些擴張的機會是否能為其帶來較高的社會安全保障，較大的生命自主空

間及不同於傳統婦權規範的性別關係，一直是不同領域的研究者關注的課題。因此，

健全的總體經濟政策、負責任的政府治理、友善的經營環境、機構制度的透明度與責

信能力、影響貿易的政策及法規等，都有助於女性經濟培力的目標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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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果（outcome） 

 

    根據黃光國（2014）的自我曼陀羅模型，生物性自我、社會性自我以及社會脈絡

環環相扣於自我主體的成長，而這自我的增能賦權正是行動與實踐的原動力；如

Beasley(1999）指出女性主義在批判傳統性別刻板印象的社會文化思維，經歷結構與變

革，建立女性主體性，解放根深蒂固的性別壓迫，不斷衍生發展一種社會行動與實踐，

並在辯證反思過程，進化出如 Harding（1992）所言更寬廣務實，強調多元包容的女性

主義學理基礎，隨著婦女運動產出追求女性權益行動實踐的方略與結果。法國女性主

義與婦權健將 Delphy（1999）認為，女性主義中的不確定性，是對不同時空脈絡之下

而產生的變異性，女性主義意識不是垂手可及，而是一個漫長而永不停止的自我成長

與意識覺醒(conscious raising）；楊美惠（1999）指出女性主義來自女人承載的壓迫，

而在婦女解放運動變異創新的歷程，消彌內化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所產生的各種型態

的假意識（fale conscious），並藉此興起革命性婦女運動，追求婦女解放的行動與實踐。

黃光國（2014）主張，自我主體意識的提昇，整合社會資源網絡，產出在地行動與實

踐的方略，始可將源於西方的學理，發展成本土化的理論與實踐，並為後續在地回應

的發展；雖然女性的處境地位有著跨越歷史時空的共同性，女性主義受到各種主流思

潮理論的影響，進而發展出各具歷史文化脈絡的主張，但如顧燕翎（1999）所說的，

各流派女性主義在歷史背景、文化差異以及行動實踐方略固然都有所差異，但其本質

上都在透過辯證批判，改變父權文化，追求性別平等。而在今日女性主義已由早年的

社會禁忌蛻變為今日顯學，我們不得因此自滿，更應將源自西方的女性主義，在經歷

四十年我國婦女運動引用而發展出來本土化的學理基礎與行動策略，透過不斷的思辨

反省，整合學界與婦運多年來的成果與資源網絡，精進女性主義理論與實務工作的本

土發展。在持續成長（ever-growimg）、多變（volatile）與流動（fluidity）的思維下，

讓女性主義在台灣當今社會文化政府政策體制發展中，更能與本土社會文化扣連回

應，貼近我國女性的期待需求，持續為性別平等而努力。 

 

參、 性別工作平等法的發展、實踐與反思 

 

   近幾十年來，台灣教育普及，經濟結構轉型，因應就業市場的需求，提高了女性

的就業機會，許多婦女紛紛投入了就業職場，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 102 年人力運用調

查統計分析，我國婦女就業參與率有史以來第一次突破 50%（請參閱表一）。然而誠如

劉梅君（2008）所言，國際主流社會思潮的引進，以及國內女性主義學者與婦女運動

團體的努力，保障女性就業權益法制化，「性別工作平等法」通過實施之後，女性工作

權逐漸受到保障，即是促進婦女就業參與率之重要因素之一；然而，父權社會的觀念

與國家的政策制度卻未適時因應此一變遷，使得職場上的女性仍然承受著許多不公平

的對待。謝臥龍（2004）指出，父權社會的意涵，決定了性別的位置，資本主義的利

益與價值，姑息著性別偏見與性別盲，性別區隔，同工不同酬，升遷制度中玻璃天花

板現象（class ceiling phenomenon）充斥職場，婦女工作權益不僅被剝奪，更因此而被

正常化與合理化；隨著性別意識的覺醒，性別權力關係的反省檢視，建構性別平等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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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職場氛圍的呼籲，在婦運團體努力之下，終於由婦女新知在 1989 年 3 月提出「男女

工作平等法」草案，至 2001 年 12 月 29 日完成「性別工作平等法」三讀通過；尤美女

（2002）指出，此法經歷漫長的 12 年歲月始得以通過，一方面保障女性在就業市場的

權益，另一方面也宣示育兒是國家大事，應由父母與國家共同承擔。「性別工作平等法」

是國內第一部由民間婦女團體所草擬，經過許多場公聽會，凝聚民間心聲與共識的法

案，更是婦運團體在倡議之後，參與立法與公共決策的第一部法案。  

 

表1  

勞動力參與率按年齡及教育程度分                         單位：% 

 

項目別 82 年 87 年 92 年 97 年 101 年 102 年 

總 計 58.59 57.84 57.13 58.25 58.21 58.25 

 男 72.42 70.22 67.53 67.00 66.90 66.61 

 女 44.68 45.57 46.88 49.72 49.84 50.23 

年   齡  

1 5 ~ 2 4 歲 38.58 34.20 33.11 29.64 28.26 28.75 

2 5 ~ 4 4 歲 77.50 79.55 80.28 83.80 86.33 86.60 

2 5 ~ 3 4 歲 76.79 79.74 81.44 84.61 88.89 89.17 

3 5 ~ 4 4 歲 78.35 79.36 79.18 82.96 83.76 84.07 

4 5 ~ 6 4 歲 60.58 60.87 59.48 60.98 60.42 60.60 

4 5 ~ 5 4 歲 69.76 70.97 69.26 71.32 73.20 73.84 

5 5 ~ 6 4 歲 49.70 46.05 40.94 44.02 43.80 44.05 

65歲以上  9.52 8.35 7.76 8.03 8.09 8.26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55.06 50.47 46.73 42.44 40.36 40.82 

高中（職） 60.41 61.45 62.08 63.70 62.47 61.94 

大專及以上 66.80 68.60 66.32 69.00 68.67 68.16 

註：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102 年人力運用調查統計結果綜合分析 

 

   施銀河（2008）指出，根據我國憲法茲為保障國民人權，明文揭示「中華民國人

民，無分男／女，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第15條又規定「人民的生存、工作與財產權，

都應予保障」，第152條也明文規定「人民具有工作能力者，國家應給予適當的工作機

會」；然而，保障人民權益的規定，顯而易見地並未落實在我們現實日常生活當中，尤

其是職業參與的就業市場。陳威龍（2009）從憲法平等的原則探討性別平等法之適用，

特別提出性別平等之法理論基礎： 

一、平等權，我國國民不能因為種族、性別、社會地位、宗教信仰的差異，而遭受到

排擠、區隔與不公平的待遇，平等權成為人類不可被剝奪的基本人權。平等權已從

立足點的形式平等，隨著時代的進步，已轉變成為要求結果平等之實質平等，而讓

我國國民享有平等的待遇，消彌一切形式與結構上的偏見與歧視，才能真正的落實

平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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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權，實質上是一種社會基本權利，我國社會大部分的人均以職場勞動獲取合

理的薪資報酬，維持家庭個人生活所需；然而現實生活中如王如玄（1999）指出，

當今我國社會中，就業職場的女性除了要面對男主外、女主內父權文化的性別壓迫

之外，還要與重視經濟效益的資本主義社會對抗拉扯，職場中的女性是社會與經濟

上的雙重弱勢，因此憲法應保障我國人民，無論男女性別、性取向、世代年齡、社

會地位公平的工作權，雇主在招募、任用、配置、升遷、進修或解僱等階段，都不

應有性別上的歧視與差別待遇； 

三、勞動權，係指國家應在實質的契約自由原則上，竭盡所能維護經濟與社會文化弱

勢勞動者的工作環境、工作內容、工作尊嚴與勞動權益。陳威龍（2009）強調，憲

法不但要賦予和保障人民的平等權與工作權，更要具體地落實於職場的勞動權。因

此，於今我國女性勞動參與率有史以來突破50%之際，如何立法保障父權社會文化

中，傳統女性的勞動權，讓女性走出私領域無償的照顧與家務工作，進入職場發揮

所長，一展人生抱負，獲得職場社會尊嚴對待，是我們國家社會當務之急。  

   隨著社會文化急遽變遷，少子與高齡化社會的來臨，教育水準提升，家庭組型結

構改變，性別意識覺醒，越來越多的女性投入就業市場，勞動市場的結構與文化也隨

之改變，女性對於自己福利與權益的自覺也跟著提升。然而我國婦女勞動參與遠低於

歐美先進國家，不但是女性屈從於私領域的家務與照顧工作，參與職場的女性也常遭

遇同工不同酬與升遷瓶頸的性別不公平對待；王如玄（1999）指出，女性就業在職位

上有「縱向區隔」，在職業別上有「橫向區隔」，女性受雇者大都集中在低報酬、易替

代、無發展的停滯職業中。劉梅君（2008）指出，我國高達75%的女性在「生活所需」

與「貼補家計」之下成為無奈的選擇工時的市場就業，而這種工作型態的抉擇，更讓

女性深陷於父權文化的性別規範和壓迫，以及凸顯資本主義社會市場機制的剝削，讓

女性面對家庭與職場「蠟燭兩頭燒」的窘境。從往昔業界與政府機構的單身禁孕條款，

人員招募進用的性別歧視，職場性別權力不對等之下的性騷擾，屢屢道出女性投入就

業市場的困境，難怪劉梅君（1999）指出，當我們以婦女勞動為題進行研究之時，唯

有將「性別視野」帶入探討，才能深刻的分析造成女性身處低劣勞動市場深層結構的

性別文化因素。 

  1975年聯合國婦女會議時，即決議將1975～85年訂為「聯合國婦女十年」，要求各

會員國在十年內，廢除歧視女性的法律，並積極判定政策保障女性權益，女性平等工

作權即為一大重要訴求；過去半世紀以來，茲為保障全球婦女基本權益，促進性別平

等，聯合國先後召開四次重要的世界婦女大會，並在1979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消除對婦

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1981年經聯合國20個會員國簽署後正式生效，至2013年一月已有187個締約

國參與簽署實施，CEDAW僅次於兒童權利公約，成為全世界第二大國際人權公約。 

  我國雖然不是聯合國會員，但仍遵守此重要的CEDAW公約，茲為促進與維護婦女

權益，1997年行政院設置婦女權益促進會，2007年於立法院通過參與CEDAW公約的簽

署，2011年立法院三讀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並於2012年正式

實施。我國在2002年制定施行的性別工作平等法即是，消除婦女在工作上的性別歧視，

保障婦女平等權、工作權與勞動權的法案。因此，性別工作平等法立法的源起為，從

憲法保障人權述及勞動人權平等權觀念，及兩性、性別工作平等立法條法之環境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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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禁止雇主對求職者或受雇者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茲以保障我國國

民公平的工作權。性別工作平等法可區分為四大部分，「性別歧視之禁止」、「性騷擾之

防治」、「促進就業措施」與「申訴救濟」。 

  國內外許多女性主義者在談到女性投入職場工作的議題時，常常特別強調經濟獨

立是女性爭取生活上獨立的第一步，有著經濟獨立為支持的後盾，男／女平等才能實

現。因此，王如玄（1999）、謝臥龍（2000）、Pedwell（2010）都認為消彌職場上的性

別歧視與區隔，建置性別友善的就業環境與氛圍，協助女性進入性別平權的勞動市場，

不但可讓女性適性適材投入就業職場，也讓我們人力資源可充分利用，增加國本與國

力。因此，回應聯合國婦女署「聯合國婦女十年」的訴求，我國首先制定「性別工作

平等法」消除一切女性就業上任何形式上的歧視，例如：懷孕歧視、年齡歧視、外表

歧視、性取向歧視等，進而保障兩性平等工作權，落實工作權即為基本人權的訴求。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七條、第十一條、第三十一條到第三十五條所關切的「差別待

遇」，則是指雇主因性別因素而對求職者與受僱者有直接／間接不利的對待即構成性別

歧視（郭玲惠，2005）。至於性別平等法禁止性別歧視的範圍包含從招募。就職到終止

勞動契約，諸如昇遷、分發、獎懲、降調、在職訓練、薪資結構、職業類別、福利、

退休，甚至所有的勞動條件皆不能因為性別因素而有不利之歧視行為。除了禁止因性

別而產出的不利歧視之外，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四章更有「促進就業措施」之規定，茲

以建置性別友善與平等的工作環境情境，特別是受僱者在結婚、懷孕、分娩或育兒時，

特訂制育嬰留職停薪、部份工時、產假、生理假、陪產假等措施，以保障女性因生／

育兒女而面對工作不利的威脅。而如施銀河（2008）指出性別工作平等法的制定，還

有賴政府大力宣導，帶動社會風氣形成，始能克竟其功，當然民間企業的配合態度也

是重要關鍵。      

   茲為推動性別工作平等法與促進性平等就業措施，政府除大力宣導之外，施銀河

（2008）指出必須針對僱用30人以上的民間事業機構辦理「性別工作平等專業檢查」，

此乃有助於此法之推動與落實;第二為「性別工作平等會之設置與運作」依據性別工作

平等法第五條第一項之規定，性別工作平等會之設置旨在審議與處理性別工作歧視的

案件；第三則是「推動友善職場認證活動」，建置性別友善的職場環境對女性、不同性

取向、高齡者、身心障礙者是一大福音，友善職場認證活動是透過評選指標的研議，

建立一套評選與認證機制，積極鼓勵民間企業單位打造性別友善的工作環境，促成產

官學永續經營的合作模式。然而，政府的宣導與民間企業機構的配合不盡理想，與性

別工作平等法既定的目標尚有段相當大的差距，如何配合母法修正施行細則的子法，

規劃產官學合作模式，始能全面落實性別平等工作的績效。 

  性別工作平等法的第三章即為「性騷擾防治」，而在此部份對性騷擾有下列之定義： 

一、 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

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

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  

二、 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

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遷、降調、

獎懲等之交換條件。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五章「救濟與申訴程序」旨在建立救濟與申訴程序，確保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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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可免於性歧視、性騷擾與性侵害的恐懼，並在安全友善職場環竟的考量之下，

受僱者因特定性別因素受到歧視、騷擾或傷害之時，雇主應建立申訴制度協調處理。

雇主需負起舉證責任，釐清受僱者是否受到性別差別與不友善的待遇，而雇主將因受

僱者的身心的傷害和損失，負起賠償責任，同時雇主也應針對工作職場性騷擾需有事

先防治與事後救濟的義務。 

  性別工作平等法在第五章「救濟與申訴」的部份明確地規範受僱者應擁有一個安

全友善的工作環境，乃雇主需遵守勞動契約而生之附隨義務，無論是勞工安全生法所

規範的職業災害，性別歧視與不友善的對待，甚至職場性騷擾與性侵害之預防救濟與

申訴，都應包含在其中。然而，性別工作平等法如此明確地規範，必會對民間機構與

企業之人事管理產生相當深遠的影響。因此，如劉志鵬（2002）所言，性別工作平等

法第五章之「救濟與申訴」的設計，現行勞資爭議處理法、民事訴訟法與行政訴訟法，

仍是相當值得探討的，如此才能政府大力宣導，民間機構與企業大力合作之下，落實

性別工作平等法設置救濟與申訴程序的意義。  

  女性在就業職場受到性別歧視與性騷擾的案例層出不窮（尤美女，2002），女性遭

此相待常是投訴無門或是宿命地接受。直到「性別工作平等法」公告實施之後，政府、

企業與社會大眾才開始正視職場性別友善與性騷擾相關議題。性別工作平等法除了將

「職場性騷擾」明文界定之外，並釐清工作場域性騷擾防治由單位善盡保護義務，維

護友善的工作環境。因此，在預防勝於治療的概念之下，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三條特

別規定雇主應提供受僱者免於遭受性騷擾工作環境之義務，防治職場性騷擾行為之發

生。 

   基於父權社會文化與傳統觀念的影響，「男主外，女主內」直接影響女性在家庭勞

動角色吃重之餘，也承擔職場工作的過勞，不但面對「天花板效應」的職場昇遷，也

有家庭和職場必須兼顧的蠟燭兩頭燒之勞累；然而，隨著我國女性投入職場比率日益

提昇，至今首次超過五成，少子化與高齡化社會趨勢日益顯著，處處可見性別工作平

等法未全然落實，導致相當多女性必須因家務、托老與育兒離開職場，甚至面臨職場

中性別不友善的待遇；因此，如何將勞動權視為人民的基本人權而入憲，修正性別不

等工作法施行細則，確實實施生理假、家庭照顧假、育嬰假、育嬰津貼等措施，消彌

同工不同酬與昇遷天花板效應之藩籬，建立性別平等與友善職場環境，如此才能落實

性別工作平等法的精神，提昇職場人力資源的質量，促進我們經濟的發展。  

  人力資源的素質與有效能的運用關係著國本，性別工作平等法的規劃與實施，旨

在從憲法保障勞動人權到建構性別友善的工作環境與情境，茲以保障勞動人權以及提

昇我國人力資源的有效運用。二十一世紀之時，性別主流化成為全球各國推展性別平

等的重要方針，而在置定與推動性別工作平等法多年之後，如何檢視此法執行成效，

並在各政府部門如何將性別觀點積極融入政策思維與主流施政，正是性別工作平等法

未來努力的方向。 

 

肆、 結論與建議  

 

  1960年代，歐美女性主美思潮澎湃興起，歷經三波的女性主義運動，孕育婦女社

運能量，扣擊著父權社會文化的性別疆界與權力版圖。謝臥龍（2003）在女性主義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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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下性別權力關係重建的省思一文中指出，七〇年代新女性主義在台灣社會的濫觴，

繼之而起，各種流派女性主義的風起雲湧，因此這一波波女性主義理念的激盪，透過

更寬廣的思辨當前社會文化中既存已久「男尊女卑」之性別區隔與不平等的現象，遭

受前所未有嚴厲地質疑與批評，追求性別平權，已蔚為現今社會一般風潮。 

    女性主義的思潮深切影響我國學術研究本土的實踐與發展，例如婦女／性別相關

研究機構紛紛成立，當然，最重要的是性別研究相關的研究所成立；筆者有幸擔任台

灣第一個性別研究相關研究所之創所所長，此所之創立旨在培育性別教育相關教學、

研究與社會服務的專材，整合國內外性別研究理論基礎，發展本土性性別研究的學理，

並將本土實踐的典範與世界學術主流交流接軌。隨著性別意識覺醒，性別相關議題，

諸如：情慾、性別角色、性取向、性別主流化、性別暴力的研究，也帶動了女性主義

在我國學術範疇深化的本土性發展，意圖翻轉性別傳統角色地位，反思父權文化之權

力結構，建立性別平等的社會環境與情境。  

    本文僅就女性主義理論對我國學界、婦運界與實務工作界所注入的理論養分，而

在充權與實踐之下，終在社會殷殷期盼之下，將立法院三讀通過公告實施，保障勞動

人權與追求性別工作平等的法案，性別工作平等法之時代脈絡、本土發展與未來展望

一一加以說明，旨在闡述當今我國父權社會文化中性別權力關係的男／女性別角色處

境地位，剖析女性主義思潮的衝擊，對性別平等工作議題產生的迴響，進而探討性別

工作平等法通過之後，本土實踐的時代意義。當然，本文作者也以後女性主義的思維

對性別工作平等法進行反思與展望，凝聚出女性主義理論本土實踐的典範，以為未來

本土建構知識更進一步的基石，更為國家推動「性別主流化」的重要依據。 

 

一、貫徹性別主流化的施政理念 

 

     1985年在肯亞舉行的第三次世界婦女會議，首次提出「性別盲」（gender blind），

並將婦女議題視為全人類的問題；在1995年北京舉辦的聯合國第四屆世界婦女高峰會

議，與會者通過「北京行動宣言」，正式以「性別主流化」為名組織了一個行動方案，

以檢視並督促聯合國諸會員國政府在決策和施政上必須將性別當成一個重要指標，藉

此達成公共領域中性別平等之目標。茲為呼應聯合國性別主流化行動宣言，行政院在

2004年1月一月九日通過「婦女政策綱領」，並將下列6大議題列為性別主流化之政策

綱領：(1)婦女政治參與；(2)婦女勞動與經濟；(3)婦女福利與脫貧；(4)婦女教育與文

化；(5)婦女健康與醫療；(6)婦女人身安全，而政策綱領，在「婦女勞動與經濟」的

部分，特別註明中央與地方政策，必須落實下列5點：(1)落實兩性工作平等法及就業

服務法，消除婦女職場就業障礙，營造友善、尊重兩性平權之就業環境；(2)建立多元

管道，開發女性勞動力，並輔導女性創業，以促進女性就業能力之延伸與發展；(3)

訂定彈性工時制度，反應女性勞動參與之特性；(4)強化家庭支持體系，累積女性勞動

參與之人力資本；(5)加強婦女勞動力研究分析，強化婦女勞動力投資，提升婦女人力

資源與勞動素質。莫藜藜(2011)對於性別主流化在婦女勞動與經濟區塊也特別強調下

列兩點理念的重要性：(1)充分就業是性別平等與和諧的基礎；(2)照顧工作是兩性與

社會的共同的責任；因此筆者認為婦運團體必須結合社會網絡資源，共同監督政府確

實貫徹性別主流化施政理念，為職場女性爭權公平就業機會，移除女性在職場上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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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與不友善的待遇與障礙，培養女性就業競爭力，提昇女性經濟地位，督促中央

與地方政府必須嚴格執行。 

 

二、落實女性就業的培力計畫 

 

   「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內」性別角色二分法的傳統社會文化，侷限了性別

的跨越，查甫人性別角色的扮演，以養家活口的經濟維持以及家庭決策為主；查某人

的角色任務，偏重於生育、家務料理以及全家老少的照顧。但是台灣邁進一個快速變

遷與經濟高度發展的社會之後，這一波源於工業化與都市化的經濟功能，促使台灣婦

女試圖掙脫家庭的束縛，邁入職場，親身經歷這股風起雲湧的經濟發展浪潮（Shieh, Lo 

& Su；1997）。隨著我國社會經濟快速發，女性教育知識水準的提昇，就業能力與機

會也隨之增加，女性就業人口已在2013年突破50百分比，女性勞動參與與廣大勞動市

場的供需，呂玉瑕（1983）認為女性積極參與與就業市場的趨勢，對於台灣經濟發展

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和貢獻，成為我國當今轉型社會中不可或缺的人力資源。由此可

知，性別工作平等法之立法精神，旨在保障性別工作權之平等，貫徹憲法消除性別歧

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而其中「辦理各類職業訓，就業服務與再就業訓練」是

培力女性就業，提昇工作能力，開發新的職種，此乃相當重要的措施；如此一來，才

能擴展女性參與職場的機會，確保女性就業品質，協助女性經濟自主，擺脫經濟弱勢

的惡性循環，性別工作平等法中，女性就業培力計畫的落實將為保障女性工作權相當

重要的措施。 

 

三、執行就業促進相關措施 

 

    自從「性別工作平等法」在2001年實施育嬰假以來，育嬰津貼辦法的制定一直是

眾所矚目的議題，此政策的制定是在消除女性參與職場就業的不利條件；劉梅君

（2008）指出，如若產假、育嬰假與育嬰津貼政策的設計，直接雇用懷孕生育勞工的

雇主被課以產假工資的責任，必然造成雇主努力將此責任外部化的後果，導致懷孕婦

女面臨雇主的懷孕歧視，而育嬰假措施如不能確實落實，在資本主義社會所標榜的社

會功能論，以及自由經濟得市場價值，女性很容易因育嬰問題，而落入職場不利的困

境，喪失就業的競爭力，就如劉梅君（2008）所言，這會對女性就業產生負面影響，

其一，原本就業市場對女性勞工原以存在「以家為重」、「不敬業」等的刻板印象，其

二，請育嬰假而暫時離開職場，對女性未來職業生涯的發展及技能知識的累積甚為不

利，甚至當婦女要回歸就業市場也會困難重重，讓女性落入失業的窘境，而不得學以

致用，追求經濟自主。 

 

四、解除蠟燭兩頭燒的窘境 

 

    女性就業參與比率日漸增加，但這趨勢並不意味著女性得以從傳統性別角色與婚

姻家庭中脫離性別刻板印象的威脅；莫藜藜（2011）以內政部「婦女生活狀況調查」

的資料說明，家庭中無酬工作與家務勞動女性化，讓很多女性無法投入職場，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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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的老人、兒童、身心障礙者，大多數由女性擔任照顧工作，莫藜藜根據勞委會勞

工安全衛生研究所（2011）的調查，表示將近4成女性勞動者扮演家庭主要經濟的供應

者，而近一半的女性也必須同時成為家庭照顧，推估當今台灣職場上約有25萬女性面

臨蠟燭兩頭燒的窘境。因此，如何建構性別友善就業市場機制與勞動參與機會，保障

女性工作權益，促進經濟安全，是未來性別工作平等法落實必須謹慎思考與規劃措施，

例如:結合教育資源，設置公共化課後照顧服務；整合社政系統，推展長期照顧與居家

服務系統；規劃托育與托嬰社區保母設施與措施；彈性工時，設定合宜的「同值同酬」

的認定標準等等，都是解除家庭職業兼顧女性蠟燭兩頭燒的窘境。 

 

五、打破職場玻璃天花板效應 

 

    根據美國勞動部「聯邦玻璃天花板委員會」的規定，認為職場常見的玻璃天花板

效應，應是針對弱勢少數族群所設置的障礙與分界線，玻璃天花板反映著職場上薪資、

升遷或在職進修上不平等的要求與對待，長成為女性在職場上面臨無以突破和攀越的

隔閡，造成生涯選擇與發展上的困境，而不得發揮其所長，而讓女性在就業市場的制

度與結構上被邊緣化與廉價勞動化。女性主義主與婦運團體領導都相當重視如何打破

職場玻璃天花板效應；因此，非常審慎地監督性別工作平等法的實施，必須建立一個

公平合理的規範與措施，鼓勵企業建立性別友善的工作環境，性別平等的薪資結構與

升遷管道；不但如此，政府更應帶頭規劃一些措施，打破公部門與私人企業存在已久

的職場玻璃天花板效應。 

    社會變遷與女性主義思維的衝擊影響之下，性別工作平等法公布實施至今已有14

年，如何保障女性工作權益，正視職場上性別的差異性，建置性別友善職場，提昇女

性就業能力，消彌不利女性投入職場發揮所長的不利因子，正是我們未來必須努力的

重要課題。莫藜藜（2011）強調，台灣人口結構在少子化與高齡化下所造成相當嚴重

的影響，就業人口的質與量將有斷層之慮，女性投入職場會為國家未來發展注入另一

股新生力；然而女性所面臨性別角色威脅與婚姻家庭的束縛，創造女性平等友善的就

業環境，正是性別工作平等法制定的本義，但是有法不表示問題都解決了，往後我們

更應督促性別工作平等法的落實，加重國家責任建全福利制度，提高婦女勞動參與率，

協助兩性充分就業，乃是目前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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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Feminist Theories, Analysis of Practice, and 

Reflection of the Act of Gender Equality in Employment in 

Taiwan. 

Vincent Shieh 

 

Abstract 

Originating from France, the word “feminism” implies women liberation. Introduced 

in Britain and the US later, the concept resulted in major revolutions, where it was first used 

to advocate for women’s right to vote and right of choice, then gender equity. Feminism was 

introduced in Taiwan around the 70s. Various women's movement groups utilized the 

concept to challenge the male/female power framework and sexually unequal power relation 

in Taiwan’s patriarchal culture at that time, to eliminate gender oppression and pursue 

gender equity.    

Feminism has become a fundamental concept in domestic gender study theories, and 

has not only deeply affected the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of gender studies but also 

the practice of gender equity. It has become the standard in fields such as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domestic violence and sexual assault prevention, and Act of Gender Equality in 

Employment.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indigenous development of feminism and its 

implementation in Taiwan, particularly in the formulation of the Act of Gender Equality in 

Employment. Implications in indigenous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feminism 

theories are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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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我與圓滿：曼陀羅自我模型與「放下」的心理運作歷程與在心

理治療上的應用 

莊慧琳 黃光國 夏允中* 

 

摘要 

放下一詞為源自佛教，它被視為可以成功面對各種生活適應，但目前有很少研究

來探討此現象，故本研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來探討自我放下與心理適應的關係。本文

所提出「放下的心理運作及調適歷程」的理論架構，主要是以「自我曼陀羅模型」來

說明個體如何進行自我反思的歷程轉化，以達到放下境界中的心理社會均衡的狀態。

放下的心理運作歷程為從我執到無我，然後放下，最後到達圓滿境界。本研究期待透

過建構「放下」的理論模型，來說明放下在個體在心理適應中的意義、內涵及在心理

治療上的應用，並為未來的研究提供理論的基礎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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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放下」一詞，經常性的會出現在本土社會中的用語當中，當個體遇到生活中的

重大事件或者無法解困的情境時，似乎「放下」便是能讓個體由充滿心理壓力的失衡

情形轉而進入心理平衡的狀態。但是並無相關的理論或者相關研究深入的探討究竟放

下的心理調適歷程將如何運作，因此，研究者將試圖由本土黃光國心理學家所提倡的

含攝文化（黃光國，2011）及多重哲學典範（黃光國，2013） 來建構放下的心理調適

歷程理論模型。放下在本文的簡單定義就是無我與慈悲心，後續會有詳細的說明。 

 

貳、使用自我曼陀羅模型來建構放下的理論基礎 

 

「作為一個有文化反思能力的個體，每個人都可能從其文化傳統中擷取他們所需

的部分，幫助他們解決自我在生活世界中所遭遇的問題」（黃光國，2009） 要能有效

提取出「社會知識庫」中的「文化智慧」，「自我」（self）必須進行整合的功夫，不

斷擴充或修正「個人知識庫」，以達到心理調適的目標。此觀點起自於 Hwang（2011）

所提出的「自我曼陀羅模型」（見圖 1），此模型主要在說明文化傳統與個人行動之

間的關聯性。 

 

 
圖 1 曼陀羅自我模型 

 

此模型是以一個外方內圓結構圖來表示人的生活世界，根據 Hwang（2011）指出，

方形代表佛教修練境界中的「色界」（Rupadhatu），是人生活的現實世界，從充斥著世

俗事物、肉體與現實的「欲界」（Kamadhatu）過渡而來。圓形則象徵生命的「終極圓

滿」（ultimate wholeness）這樣的結構便象徵了「自我」在心靈上的整體性，同時還融

合了與外在世界的關係。圖中的「自我」位於橫向與縱向兩個雙向箭頭中心，橫向雙

箭頭的一端指向『行動』（action）或『實踐』（praxis），另一端則指向『知識』（knowledge）

或『智慧』（wisdom）；縱向雙箭頭向上的一端指向『人』（person），向下的一端

指向『個體』（individual），他引述人類學者 Harris（1989）的論述表示：「個體」

（individual）是生物學層次（biologistic）的概念，是將人當作人類中有著各種動機與

需求的一個個體；「人」（person）則是社會學層次（sociologistic）或文化層次的概

念，在社會中的人會採取某些立場並策劃許多行動，以達成特定目標。「自我」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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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理學層次（psychologistic）概念，是經驗匯聚中樞（locus of experience），所以人會

在不同情境脈絡下進行不同實踐，並可能對自己的行動進行反思。如果人在某個社會

結構條件下，能依照自己平時實踐或行動傾向的「慣習」（habitus）（Bourdieu, 1990）。

所以從圖 1 曼陀羅自我模型中可以看出，一旦「慣習」無法發揮作用時，此時「作為

一個有文化反思能力的個體」，就會開始思考自己應當如何行動，才稱得上是所謂的

「理想人」，尤其是在認同自己的某種社會角色時，此種受到文化體系影響的反思歷

程就會開始運作。另一方面，人因為同時又是生物性的「個體」，故也會受到諸如：

需求、欲望、情緒、動機等影響，在遭逢困境時，通常會先搜尋「個人知識庫」中儲

存的資訊來進行反思，倘若問題仍無法解決，就可能更進一步從「社會知識庫」（即

傳統文化智慧）中找尋最佳行動解決方案所以從圖來看，「自我」是處在幾種力量拉

扯的力場（field of forces）中，一旦「慣習」無法發揮作用時，此時「作為一個有文化

反思能力的個體」，就會開始思考自己應當如何行動，才稱得上是所謂的「理想人」，

尤其是在認同自己的某種社會角色時，此種受到文化體系影響的反思歷程就會開始運

作。另一方面，人因為同時又是生物性的「個體」，故也會受到諸如：需求、欲望、

情緒、動機等影響，在遭逢困境時，通常會先搜尋「個人知識庫」中儲存的資訊來進

行反思，倘若問題仍無法解決，就可能更進一步從「社會知識庫」（即傳統文化智慧）

中找尋最佳行動解決方案（Hwang, 2011），此種文化智慧倘若有效，就會被納入「個

人知識庫」中儲存，成為影響心理適應歷程的「認知基模」。於是透過這樣不斷地自

我轉化與整合，人便能從現實的「欲界」與「色界」層次，逐漸往上提升到更高的圓

滿境界，達到真正的心理適應。這裡圓滿的境界是指根據佛教的觀點定義為無我（聖

嚴法師，2009）與具備慈悲的狀態，此部分後面本文會有更詳細的說明。 

放下可視為理想的自我，因為它代表佛教中的無我，《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

生其心」，這句話的意思是教我們不要執著在念頭或任何現象上，因為如此產生執著與

煩惱，此為無我；而生其心是指如此就會升起慈悲心，如此便可前往生命圓滿之途，

無我的境界就是人生圓滿的境界，因此放下在本文的簡單定義就是無我與慈悲心。放

下為自我的曼陀羅模型的最佳自我，因此此模型非常適合來建構放下的理論基礎，其

詳細的說明如下。 

 

參、放下與曼陀羅自我模型 

 

一、「放下」即「無我與慈悲心」：為曼陀羅模型中的圓滿自我 

放下一詞源自于佛教，簡單而言主要是指無我與慈悲心。無我（anatta）的概念

是佛教中的核心概念，佛教徒不認同保持或追求自我是好的，這與西方心理學理論著

重在追求自我與自尊等非常不同，因此根據此說法，佛教建築在自我的本質不是永久

及不存在的特性（Colzato, Zech, Hommel, Verdonschot, Wildenberg & Hsieh, 2012）。我

們如何思考自身的人格及自我，都是暫時性不是真實存在的（Dalai Lama, 2007）。這裡

自我的定義包含心理的自我與身體(生理)所產生的自我。佛教認為自我的本質是沒有自

我的，也就是空，其詳細的說明如下。 

《雜阿舍經》：「…色無常，無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亦非我所。如是觀者，

名真實正觀。如是受、想、行、識無常，無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亦非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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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執五蘊為有時，見其無常，人便會生苦或稱作煩惱。五蘊就是色、受、想、行、

識，它們是人的煩惱根本，就是指想法、情緒、感受、行動…等。因此，人之所以會

生苦與煩惱，是因為人的執著作祟，亦即執著於自我。佛教所謂的「俱生我」，是一個

我執的參考主體，也就是「我」或「我的」，及「我想」或「我要」等想法，然而這種

「自我」並沒有真實的存在，它是由五蘊聚合而成的（竹清嘉措仁波切，2013），此五

蘊便形成「我執」的主體。但是這種「我執」如何產生苦與煩惱？從《阿含經》及《阿

毘達摩》來看，五蘊，被稱作五取蘊。因為五蘊的產生，眾生有所執取貪、瞋等煩惱，

故稱五取；「取」英譯為「grasping」，意指對事物或觀點的緊抓不放。五蘊經常從屬於

煩惱，五蘊能夠生起煩惱，故名五取蘊。換句話說，因為有煩惱，故產生五蘊之現象；

因為有五蘊，故產生煩惱之執著，互相執取依存，彼此糾纏。因此，我們必須在內心

中生起無我的信念，了解五蘊和我執是如何的相互運作，以達到心境圓滿的狀態。其

中我執（atma-graha）又名我見，為一切眾生的肉體與精神界，都是因缘所生法。 

何謂無我? 為何無我可以脫離煩惱與人生之苦？以佛教的觀點，緣起的人生便是

無我的人生，並要求每個人都能夠具有同體大悲的心。所謂「緣起（pratitya-samutpada）」

者，即圓滿的智慧，佛家依「緣起」理論，認為「我執」是一切自私自利的思想根源，

必須加以遮破，則可得自在解脫（李潤生，1998）。「緣起」主要是以「十二因緣法」

說明有情眾生的生命流轉現象，」，始於「無明」，終至於「苦」。「無明」指的便是貪

嗔癡等煩惱，是時刻存在的心理狀態，也正是因為它的存在，使後面的緣起流轉呈現

出一系列的發生過程—從無明到苦：「因為有「無明」煩惱，因此便不斷造業，接著便

會產生了「苦」果。」。《雜阿含經》中提及:「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

此滅故彼滅」，人生在世，就是要「從這生滅因緣的把握中，指導人去怎樣實行，達到

目的」（印順， 2003）。其中貪嗔癡所指的便是人生煩惱的總稱，通過緣起無我的體會

與洗煉淨化，以至於把內在的愛升華成為慈悲，而緣起性空的般若人生，便是在生活

中體認及實踐中道，這裡所謂的中道即為，必須實在的瞭解當下的情境，觀察事物的

真相，也就是它的緣起緣滅、依存關係，不要固著在某種思考觀點上、侷限在某種經

驗模式，而能以更超然、更開闊的視野來認清事物的真實狀況（黃國達，1999），如此

便是中道圓滿的人生，而掌握好人生的空與慈悲，人生就會圓滿（聖凱法師，2013）。 

綜合上述，放下並不是放下所關注的事情，而是要放下「我執」。然而何謂我執？

其實就是執著「我」。這是「我的」身體，那是「我的」所有，總而言之，一切以我為

前提，把我擺在前邊，主宰一切的「我見」是妄情的計執；因此，當消融了自我的執

著、自我的煩惱，便能顯現出無我的大智慧以及平等的大慈悲；實際上就是自我的無

限自在與無限包容。可以稱之為空，也可以稱為無我、無相、無住、無念，一切都無，

唯有智慧與慈悲的功能（聖嚴法師，2009）。放下即代表了無我和慈悲，無我代表沒有

自我執著，卻有智慧的功能，它的功能，從主觀的表 現是解脫，從客觀的表現便是慈

悲（聖嚴法師，1900）。當人們發揮慈悲無我的真愛，便能消除人生的煩惱，並前往具

有慈悲的人生圓滿境界。此種無我的境界可視為自我的曼陀羅模型中的最佳自我狀態。 



 - 37 - 

伍、 自我放下的生理與社會層次：「個體」與「人」的成份 

 

依照黃光國（Hwang, 2011）提出的自我曼陀羅模型，在建構放下理論時首先我們

要考慮的是：該一模型中，我們會如何受到社會學層次的「人」（person）的影響？「人」

與心理學層次的「放下」以及生理學層次的「個體」（individual）之間，具有什麼樣

的關係？ 

首先從達爾文的演化論觀點來看無私與慈悲的我，個體的助人基因具有演化上的

生存價值，及受到生物學層次的「個體」（individual）所影響。主要是從親緣選擇（kinship 

selection）和互惠利他（reciprocal altruism）兩種觀點進行解釋。Nowak（2012）指出

生物在合作或助人的機制中，可能最符合直覺的無私行為就是遺傳血親間的合作。為

了帶有相同基因的親人，個體願意捨己。援助需要幫助的親人雖然會降低自己直接繁

殖的適性，卻有助散播自己與受援者共享的基因；另有研究也指出，增進利他行為出

現的動機，較明顯會出現於血緣的關係多於和陌生人之間的關係（Maner & Gailliot, 

2007）。 

西方對於同理（empathy，接近慈悲的概念）的研究中，De Vignemont 與 Singer

（2006）曾提出同理是藉由觀察或者想像他人的情感狀態而引發的一種個人的生理情

感狀態。Neff（2009）也提出了慈悲為「一同受苦」的概念，他認為個體對他人產生

慈悲心，首先必須先注意到他人正在受苦；再者，在情緒和心理上會對於他人的痛苦

有所回應，此時便會產生想要幫助他人的意願；擁有慈悲心也意謂著當他人陷入困境，

你能提供理解和善意；最後，對他人產生慈悲心，表示你理解到所有的痛苦、錯誤、

不完美都僅是人類經驗的一部分。在後續的腦神經研究中也支持了同樣的說法。

Molnar-Szakacs（2011）的研究中指出，人們在對事件做出對錯評量時，大腦中使我們

能體會他人處境的神經迴路也跟著活動。當我們看到對方在從事某個行為，大腦迴路

中的鏡像神經元系統（Mirror neuron system, MNS）區域會產生反應，並在腦中出現類

似動作的反應，使我們能夠理解別人的行為及企圖。MNS 的激發不需要透過意識，且

會連結至引發個體情緒的邊緣系統（limbic system），提供了我們同理他人時的情緒材

料。Kochanska 與 Aksan（2006）認為，助人行為是一個天生的內在自我調節系統，

在個體成長過程中，這個系統會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而有所演變，與個人先天氣質以

及後天教育三者間有著複雜的相互影響作用。他們提出「早期良知」（early conscience）

這個在發展早期便存在的特質系統。這個內在系統非常的穩定，且不太會隨著時間變

動，它讓兒童無論在後天受到的家庭教育為何，其在道德事件中表現出來的行為與情

緒之間都具有穩定的跨情境一致性，並使得即使是尚未受到社會化的個體，在面對行

為的抉擇時也會出現為他人著想的行為傾向。如在 Warneken 與 Tomasello（2006）發

表在著名 Science 期刊的行為實驗研究中指出，即使是在嬰兒時期，當個體看見有人需

要自己的協助，便會主動的出現協助他人的行為。此外，Hamlin、Wynn 與 Bloom（2007）

發表在著名 Nature 期刊的研究中讓嬰兒觀看一段關於提供協助的卡通影片，結果發

現，即便只有八個月大的嬰兒便已經會傾向對影片中協助主角爬上山坡的三角圖型有

較多的正向反應與視覺關注，反之則對阻饒主角成功的正方圖形有較多忽略的反應。

以上研究指出，即便在尚未接受過多社會化學習的幼兒階段，「慈悲」的判斷系統便已

經存在於個體中。從上述的研究中可以推論慈悲的形成確實有其生理基礎。人天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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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向去從事自己認為「對的行為」，而所謂對的行為，除了天生的設定之外，通常還要

符合社會期望，且對於公眾利益有正面影響，社會期望又跟後來的學習有很大的關係。 

「放下」從黃氏的自我曼陀羅模型中所提出的社會學層次的「人」，可以稱為「先

驗的我」（transcendental self）來說明，認為「個體」在接受了社會標準與規範，將社

會認定作為「人」應有的標準內化之後，依著根據自己實際生命經驗形成的「理想自

我」（ideal self），來策劃一系列的行動以達成某種特定目標。先驗的我指的是，先於經

驗而存在的自我，能夠反身自省（reflexively monitor），具論述意識（discursively 

consciousness），有思考（thoughts）、能言語（words）、會行動（actions）、具慣習（habits），

最終成就一個人之個性（character）與使命（destiny）的主體性自我（陸洛，2012）。

個人遭遇到生命中的重大改變時，往往會以這個「先驗的我」和自己的生命經驗互相

比對，進行「第二度的自我反思」（secondary order self reflection），再決定自己未來要

走的方向。其中這個自我反思是放下很重要的條件與特質，下面文中會在多做介紹與

說明。另外，若用西方的社會學取向觀點來解釋，則指出助人行為會受到社會情境中

規範的行為標準所影響，個人在行動前會預期他人如何看待自己，並做出符合他人期

待的行為。因此，個人會將社會規範內化為個人的價值標準，並主導個人的助人行為

表現。由此可見，個人在放下的過程中，會受到先天（個體）與後天（社會人）的拉

扯。 

 

伍、放下的道德知識與行動成份 

 

再來，我們要理解的是放下包含認知成分，這份認知結構中所包含的個人知識，

除了來自社會層次「人」的社會規範，還有透過在實踐這份社會規範與道德時遇到困

難，為了適應現實生活，進而反思、調整的個人經驗，最後形成自我面對各種不同道

德情境時所參考的角色行為準則（黃光國，2011）。 

曼陀羅自我模型中的放下知識庫可視由一系列的圖式（schema）所組成，圖式為

Piaget（1977）所提出的互動論（interactionism）中的一個重要概念。Piaget 認為，知

識是在認識過程中，認識主體與客體交互作用的產物，它總是包含將對客體的新經驗

融入於先行結構的過程。而圖式便是在這個過程中，可以將同一類活動的某情境移轉

到另一個情境的認知結構，它可以協調具有相同性質的各種行動，將具有同樣特徵的

所有活動予以同化。在不同情境中可以協調具有相同性質的各種行動，將相同特徵的

活動予以同化，並在重複運用中仍抱持其共同性。人的智力行動，就是使各個認知圖

式互相協調，使之串聯到一個整體的系統之中。 

以西方人格主義道德觀來解釋（盧麗華，2004），自我與道德有著密切關聯性，生

活在世界中的個人，離不開與世界的整體關聯，認為道德絕非只有人與人之間的利己

功利關係，而每一個道德行為就是個人建立自我及行動，人的自我圓滿在於人的道德

完善。進一步來說若按照東方文化天人合一的想法，人類社會與宇宙是一個整體

（Hwang, 2014），在人與人的交往中，會普遍遵循一些原則，這些原則對己對人都有

利的才符合道德。例如《禮記‧禮運》曾表述：「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

脩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因此，促進自己及他人的生命旺盛、人生

發展就是道德的、善的（常大群，2005）。東西方文化中對於道德的論述雖不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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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著共同強調的普遍性道德原則及價值，就是利他的行動及修養。 

西方相關研究在探討關於自我和諧和快樂的研究中，將自我區分為自我中心

（Self-centeredness）和無私（Selflessness）的兩個二分化概念（Dambrun & Ricard, 

2011），認為自我中心的個體是採取享樂原則（Hedonic principle），而無私的個體是採

取和諧原則（Harmony principle），並將和諧定義為整體中的各部份有著完美的協調性。

當自我被視為整體中的一個無常又相互依存的要素時，個體的心理功能會便得更加可

以內觀（mindful）和尊重整體中的所有元素。這樣的無私的自我的個體能夠擁有更穩

定的情緒感受以及恆久性的快樂（Authentic-durable happiness），因此西方的觀點是以

自我的概念來詮釋。以佛教的觀點來看，此點與西方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是放

下中的無我是完全沒有自我的存在，並且其中提到「無我」的概念，即是一種自我的

修養過程。尤其佛教主張「無我」的概念即為：自我的存在是清明的、透徹的，在心

中沒有任何干擾的狀態（Wawrytko ＆ Fu, 1991）。而空性即無我，無我即解脫，但眾

生强烈我執，已經是根深柢固，始终以我為中心，不能達到無我的境界，是故，有生

死、有煩惱、有輪迴（淨空法師，2012）。從佛法的觀點來看，我們所有問題的起因

就在於「根本無明」，它展現的方式是直覺的執著自我是實存的，執著現象是真實的，

執著對於「快樂是什麼」以及「如何獲得快樂」的錯誤認識，因而引起形形色色的煩

惱情緒和繼之而來的種種作為，這一切的結果只會帶來更多的痛苦（竹慶本樂仁波切，

2012）。因此佛教強調大眾要心量開拓，想一切大眾而不想自己。 

其中放下中包含的慈悲成分進一步來說，Dalai Lama（1995）認為身為人的基本價

值即為慈悲心。慈，為好意、慈心之意，是給予眾生快樂、幸福無條件地慈愛一切眾

生之精神狀態；悲則為悲憫、同情之意，是替眾生除苦難及煩惱，指能讓人由衷產生

願眾生離苦及苦因的一種情感。佛教所謂的「四無量心」：「慈、悲、喜、捨」，即強調

利他的內涵。這四個態度性的素質或者說情緒形成佛教道德系統的基礎。《華嚴經》：「心

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佛教所說的平等，不是局部的，乃是全面的平等，不單說人

與人平等，佛與佛平等，人與佛、人與動物、人與天神鬼獄都是平等。慈悲不是以我

為中心而出發的，乃是建立於一切眾生的平等相上面的。因此，佛教中又稱慈為平等

慈、無緣慈，悲為同體悲。 

佛教中強調「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便是要持有無條件愛護大眾，視眾生苦為己

苦的同心同感之心，因此慈悲是放下與無我的。《華嚴經》：「諸佛如來以大悲心為體故，

因於眾生而起大悲，因於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由此可知，慈悲心為

修行的根本，欲成就圓滿，應先發大慈悲心。慈是願求自、他快樂，悲是願求自、他

離苦，慈、悲之功德可以漸進的方式培養。多數的人對慈悲有錯誤的見解，認為慈悲

心是替他人感到難過。慈悲並不是為別人感到難過，真正的慈悲心是平等的心境，這

種心境沒有任何分別，沒有任何偏頗的意見，因此叫作「慈悲觀」。由此可知，慈悲也

是修靜觀的方法，因為我們愈修慈悲愈感覺到外面的一切都是平等的，當心中平等的

見解愈強時，便不再執著於我，而是以慈悲的心態去理解與放下，並以智慧心去展現

利他的行動，此時便能達到人生真正的圓滿。 

  從《入菩薩行》提出六度修持對境來可以更清楚說明放下的修養過程與其所包含

慈悲道德成分及慈悲行動： 

  一、「布施」：以自身的能力去協助他人，如金錢的救濟、協助危機中的他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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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勸說他人去惡行善等。通過布施實踐慈悲的和睦相處（平等心）以及濟貧扶弱（同

理心）的核心，進而實現和平共存，眾生平等的大同世界之必要條件，是故，慈悲雖

常見於佛教經典之中，卻非佛教專屬之道，因為其它宗教皆具有類似利他的行為，甚

至將其認為是責任或義務。 

  二、「持戒」：凡對損害眾生之念頭，或由此念所發之言行，皆要斷除於心。 

  三、「安忍」：不被瞋怒情緒所蒙蔽而做出傷害之舉，讓人可以具理性與平和情況

下面對與處理現下的逆境。因為在理性與平和的狀態下，人才能作出自利與利他的智

慧抉擇。是故，「安忍」是一種完全清醒覺照下的抉擇，自覺地以「安忍」面對逆境，

並非充滿無助，只能一味消極接受外在傷害的懦弱行為，反而充滿正向積極之創造性。 

  四、「精進」：身體力行，致力於行善，並因善行而歡喜。 

  五、「禪定」：心能安注於一善法之上而不散亂。禪坐是一種身、心、靈整合的訓

練，其產生自發性的療癒能力，讓身心得以平衡。 

  六、「智慧」：對自然參悟而達到心理平衡、圓滿與健康的狀態。 

  由六度修持的內涵可知，「布施」是利他與慈悲的行為展現，而「持戒」、「安忍」、

「精進」有了道德知識庫的內容，並可以提供自我反思，並藉由身體力行（禪定）與

修養來專注於當下自我內在的狀態，並且去整合自我內外，最終以達到心理健康與平

衡的狀態（智慧） 

    綜合言之，依據黃氏的曼陀羅自我模型，上述的道德知識也是重要的生命意義的

來源，才能引領個體往圓滿之路邁進。 

 

陸、放下的心理運作歷程 

 

根據上述本文提出如圖 2 所示的「放下的心理運作歷程模式」，作為探討個體自

我放下的心理運作歷程的結構模型。依據曼陀羅模型理論（Hwang, 2011；黃光國，

2011），放下包含放下反思與放下行動，其說明如下。 

心理學層次（psychologistic）的「自我」（self），Cheng（2004）稱之為「主體我」

（subject self），或「緊扣於時間上的自我」（time-engaged self），它使得個人在不同的

社會情境中，能依據「智慧∕知識」，針對自己所遭遇到的問題採取各種因應的「行動」

（action），並且在遇到困難時做「第一度的自我反思」（first order self-reflection），他

會思考自己做過的事，在時間之流中，思考並調整自己的行動。而社會學層次的「人」

（person），可以稱為「先驗的我」（transcendental self）。它是個人將社會認定的作為「人」

的標準內化之後，再根據自己實際生命經驗所形成的「理想自我」（ideal self），它在時

間之流上較為恆定。遇到生命中的重大變故時，往往會以「先驗的我」和自己的生命

經驗互相比對，進行「自我反思」（self -reflection），再決定自己未來要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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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放下的心理運作歷程 

 

進一步來說，聖嚴法師於 1999 年提出的「心」五四運動（聖嚴法師，1999），強

調不分宗教、種族、年齡，是用於全世界每個人其中在解除人生困境的主張中，其曾

表述放下的歷程：「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並認為：「一定先要有我，然

後才能無我」，且從佛家的立場說明達成無我的三階段，階段一：發現自私並認清自私

的我；階段二：化解、消融自私的我；階段三：提昇慈悲、智慧的無我。放下具備了

上述自我的反思性與其特性的描述，當個人遇到放下行動上遇到阻礙，便會產生行動

取向的放下反思，從個人知識庫中尋求資訊來突破知識上的阻礙。倘若阻礙仍持續，

個人便會進入社會知識庫去尋求協助，採取進一步的解決方式。而個人在尋求解決的

過程中，和自己生命經驗的比對下，則進行「第二度的放下反思」，在決定放下行動要

走的方向。而再度進行反思之後的行動，個人便會產生積極的利他行為。 

    放下反思及放下行動的動力關係，以前述的聖嚴法師的觀點來簡單說明如下：階

段一是透過自我反省，觀照內心與情緒，瞭解自我的所作所為，進行自我的放下反思，

為通往更高覺察的道路（Hofmann, Grossman, & Hinton, 2011）；階段二則是不以我為中

心，運用無常無我的觀點尋求行動的解決突破之道，但若行動和反思不一致，個人便

會感到痛苦；但若能行動與反思的一致，便能開始認知「無我與放下」；階段三則是體

驗無我與放，讓自私、煩惱的我沉澱，心不生煩惱，慈悲的我，奉獻一切給眾生而不

求回報，將自私的自我轉變為慈悲的行動，放下的智慧和慈悲的行動，人生可以到達

圓滿境界，因此圓滿即是空的境界。 

 

柒、放下理論在心理治療上的應用 

    

在心理治療上的應用部份，佛法思想和心理健康對於健康發展有共同的信念，包

括人與自己、他人和自然和諧者的相處、實現潛能、和個人存在的重要，可見兩者是

可以互相整合的（黃馥珍、高琇鈴、賴幸瑜，1998）。因此，以下將針對放下理論在

心理治療中的應用進行說明： 

 

一、 治療目標： 

 

自我放下的治療目標是促成個體達到生活中的心理社會均衡狀態，透過慈悲的心智

和行動體會生命的圓滿境界。因此，當我們理解到「無我」或「悲心」，仍需要以「正

念」（mindfulness）和慈悲心的訓練來進行自我檢視確認。「正念」一直以來都被相信

為一種可以促進個體心理健康的意識狀態（Brown & Ryan, 2003）。透過正念覺察能拓

 

我執 
無我/放下 圓滿 

破我執 

空/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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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意識領域，增進軀體和情感體驗的監控，從而增强自律能力，情感和行為能力的覺

醒。它有利于促進個體容忍並接受痛苦經驗能力的發展。此外，透過正念也有利于個

體穩定内部資源，减少衝動性行為的發展（Segal, 2003）。而慈悲心則有助於正念的評

估研究，因為慈悲心是觀察正念有利影響因素的重要媒介，例如：透過正念的潛在機

制在治療憂鬱症上能改變病患自身的慈悲心和認知扭曲（Kraus & Sears, 2009）。因此，

治療目標便是透過深度的自我覺察，和提高個體慈悲的責任和智能來促進個體的心理

健康發展。 

 

二、 治療關係： 

以強調內觀和技術使用而發展的治療方法「接納與承諾療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ACT）認為，在治療關係中治療師除了在治療中表達對案主的關

心之外，也強調要使案主能夠做出反思 （Hayes, Masuda & De Mey, 2003）；然而這此

療法所強調的自我反思是強調以自我為背景（self as context）來消除對於自我概念的

迷思，意即人們意識到自己的經驗流動但不固著於其上（Hayes, Luoma, Bond, Masuda & 

Lillis, 2006）。除了考量上述的治療關係之外，基於放下理論，治療師本身也需要非常

瞭解與認同佛教所提出的空和慈悲的教法，因為治療師對於慈悲的理解與修養也會促

進自我導向的慈悲心並且增強治療關係中的緊密性、整合性和自我凝聚力（Anderson, 

2005），此外，治療師也須與案主保持溫暖、正向的互動關係，讓案主可以反思自我的

執著如何影響自己在生活中的決定和選擇，以及如何造成自己的煩惱與痛苦，進而能

夠突破我執，達到清明無我的狀態。當案主的心境無我時，人格是圓滿的。因為他已

經離開欲望，他沒有貪嗔痴、煩惱，他也不會無明執著，自然他的人格便達到一種昇

華與圓滿的階段（慧廣法師，2005）。因此，當案主明白無我，了解身體、精神，是沒

有我的存在，就不會產生執著，也就不會自私、不會我執，不會去衝突，不會去做一

些讓別人不愉快、自己不愉快的事情。所以，「無我」是一種很好的修養。此外，愛與

慈悲心是因了解自己的弱點而生，而非因「圓滿」理想而生，追求圓滿本身，就是一

種分別心，真正圓滿不是超越，而是接納（廖世德譯，2008）。治療師的角色便是協助

案主接受自己的不足、弱點，進而願意從治療歷程中學習新的東西而繼續成長前進。 

三、 治療歷程與技巧運用： 

 

自我放下理論的心理治療的運用過程中，治療師可以使用西方各學派的心理治療

技術來加以實施，如：專注傾聽、帶領覺察、情感反映、同理…等調整案主的認知思

考以及情緒上的自我覺察。此外，更可使用正念內觀（mindfulness）技術，主要透過

「充分覺察而不執著」的方式來協助案主觀照內在主觀經驗。自我觀察之目的則在於

跳脫主觀之評定，盡量以旁觀之立場予以體驗。心理的感受與想法，傾向於是單純而

無評價的感受與想法，進而達到「去自我中心」（self-decentering）的境地。所謂的去

自我中心，並非對自我的冷漠與疏離，而是以恰如其分的心理距離，不讓自我隨著環

境的變化而有所波動，但又時時關注每一個當下；同時個體也不會與環境有所脫節，

或是故意迴避負向感受（張仁和、黃金蘭、林以正，2013）。此外，除了專心的自我覺

察的技能之外，一個安靜的心靈和自我慈悲也被視為培養對他人慈悲可能的必要先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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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Hofmann, Grossman, & Hinton,  2011）。Mascaro、Rilling、Negi 與 Rillinga（2012）

在研究中指出，認知性的慈悲心訓練會讓人們大腦前端的額下葉（inferior frontal gyrus, 

IFG）和背內側（dorsomedial PFC, dmPFC）產生活動及改變。Down 和 Mccleery（2007）

的研究也認為，慈悲（compassion）是在認知治療中可以進一步發展的概念，增加慈

悲心可以包容他人，減少憤怒與敵意，慈悲使我們原諒自己與他人，並且能對他人感

恩，因而能感受到生活中正向的情緒經驗。此外，在治療中除了增進案主對於他人的

慈悲心，更可以同時在治療中進行案主自我導向慈悲（self-directed compassion）的強

化與練習。自我導向的慈悲是指對自我內在痛苦的慈悲感，包括產生減輕自我痛苦的

期望、自我療癒的關懷、瞭解自我與他人相關的人性層面以及對於自我負面想法的覺

察等（Neff , 2003, Neff & Vonk, 2009, Thompson & Waltz, 2008）。Leary（2007）的研究

中指出，自我慈悲改善了個體對於煩惱（包括失敗、被拒絕和尷尬）的反應，此外，

較高自我慈悲的個體擁有較少的負面情緒，並且更願意對負面事件承擔責任。因此，

由上述研究結果可以發現，在治療過程中進行慈悲心的培養及訓練可以被視為促進案

主放下和成功適應生活的介入方式。因此，透過放下理論在治療中的運用，可以增進

案主對於自我的反思，以及提昇對於他人與自我的慈悲心，放下生命中造成煩惱與痛

苦的執著，朝向生命圓滿的境界前進。 

 

捌、結語 

 

「放下」被視為可以成功適應各種生活事件，因此，瞭解放下的心理適應歷程便

極為重要。本文透過黃光國（2011）的曼陀羅自我模型理論建構放下的心理運作結構

模型，從自我的執著到無我進而放下，最後達到生命的圓滿，期待對於心理衛生工作

者在實務中能有所助益，並且對於未來研究提供理論基礎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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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self and Ultimate Wholeness: The Mandala Model of Self, 

Fang-Shia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Psychotherapy 

Hui-Lin Chuang Kwang-Kuo Hwang Yung-Jong Shiah* 

 

Abstract 

Derived from Buddhism, “Fang-Shia” is a psychological process of moving from self 

to noself to finally attaining ultimate wholeness. It is long believed to be a successful coping 

mechanism for a variety of adversities in life, butvery few studies have targeted this concept. 

In this study, Fang-Hsia is incorporated into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which the 

Mandala Model of Self was used to explain how individuals use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self-reflection to reach psychosocial equilibrium. In other words, this study aimed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model of Fang-Shia and explain its role in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process and psychotherapy,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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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出版暨發行，採季刊與電子形式出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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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協助方案等與助人專業相關學科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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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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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學術研究風氣，希望透

過本季刊的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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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文化（Chinese Culture 

Inclusive）的心理諮商研究風氣。 

 

二、稿件格式（請參閱「台灣心理諮商季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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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基本資料表（表格請至 http://tcq.heart.net.t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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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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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文摘要頁 

以 500 字為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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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500 字為限，含論文題目、摘要及關鍵詞（以不超過五個為原則）。 

 

（五）著作權授權同意書（表格請至 http://tcq.heart.net.t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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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刊將退回給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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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行行距）為原則。 

 

三、著作權授權條款 

 

投稿論文經本季刊接受刊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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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刊收到稿件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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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刊採常年徵稿、先到先審制。請將稿件以電子郵件寄至 tcntcq@gmail.com，

註明「投稿台灣心理諮商季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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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心理諮商季刊」編輯委員會收，或傳真至 

(04)-7276542；電話：(04) 723-2105 #2208；E-mail：tcntcq@gmail.com 

mailto:tcntcq@gmail.com
mailto:tcntcq@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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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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協助方案等與助人專業相

關學科之專論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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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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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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版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th ed.） 之

規定體例或本季刊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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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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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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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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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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淑貞（2006）。親子共讀、怎麼開始？載於何琦瑜（主編），家庭教育：贏的

起點（pp. 317-321）。台北：天下雜誌。 

(2)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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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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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ybercounseling and cyberlearning: Strategies and resource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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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小

蘋、黃慧涵、劉安真、梁淑娟譯）。台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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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140.122.69.160/bulletin/3903/3903_PDF/04-王智弘.pdf
http://140.122.69.160/bulletin/3903/3903_PDF/04-王智弘.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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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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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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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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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

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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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3 月 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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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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心理諮商季刊」作者基本資料表 

篇名 

中文： 

 

英文： 

 

關鍵詞 

(不超過 5 個) 

中文： 

 

英文： 

 

文章資訊 字數：    字   圖片：  幅   表格：  個 

姓名（註一） 

中文： 

英文： 

任職單位與 

職稱（註一）  

中文： 

 

英文： 

 

聯絡電話 

第一作者(O)：                     (H)： 

手機： 

通訊作者(O)：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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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若本論文經台灣心理諮商季刊（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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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諮商資訊網 做下

述利用： 

1. 以紙本或是數位方式出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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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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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二、作者同意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得依其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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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作者保證本論文之研究與撰寫過程中合乎相關專業倫理之要求，並為其所自行創

作，有權為本同意書之各項授權。且授權著作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

本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作者仍對授權著作擁有著作權。 

 

此致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 

 

 

 

立同意書人（作者）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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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證字號（ID card number）： 

電話號碼（Telephone）： 

電子信箱（E-mail）： 

通訊地址（Address）： 

 

西元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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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 Board Organization - Terms and Conditions 

 The Board consists of one Chief Editor.  

 The Editorial Board recruit ten to thirty reviewers with a four-year term to participate in 

the editing and review process  

 The Editorial Board consists of one to two Assistant Editors for the administrative work 

involved in the editing of 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take effect as the date of the approval or amendmen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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