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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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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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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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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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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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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