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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 認識精神動⼒力學派理論現況 
• 學習精神動⼒力學派實務技巧 
• 精神動⼒力⼼心理治療的效⽤用 
• 簡介關係導向督導模式 
 

 



何家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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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用以詮釋治療 



⼈人各有體，何必摩⼈人之體 



物理法則般的⼼心理治療理論 

http://zh.wikipedia.org/wiki
/%E7%89%9B%E9%A1%B
F%E6%91%86#mediaviewer
/File:Newtons_cradle_animation_book.gif 

⽜牛頓擺 
當擺動最左側的球撞擊其它
球時，最右側的球會被彈出
。當最右側的兩個球同時擺
動並撞擊其他球時，最左側
的兩個球會被彈出。 



動⼒力學Dynamics 

• 主要研究運動的變化與造成這變化的
各種因素。 

http://www.mscsoftware.com/zh-hans/application/duo-ti-dong-li-xue 



精神動⼒力觀點 

• 採取發展的，⼈人際的（ Developmental ,
 Interpersonal）觀點。 

• 同時強調⽣生物學的(Biological)和⼼心理社會
的( Psychosocial )因素。 



精神動⼒力學 
• ⾏行為是由強⼤大的內部⼒力量驅使或激發。 
    －本能和⽣生物驅⼒力 
    －個⼈人需要vs.社會要求 
• 剝奪狀態、⽣生理喚起以及衝突都為⾏行為提供
⼒力量，就像煤給蒸汽機⾞車提供燃料⼀一樣。 

• ⾏行為的主要⺫⽬目的在降低緊張度。 

http://tupian.baike.com/a1_56_64_01300001145278130552648654858_jpg.html 



精神動⼒力學Psychodynamics 

• 各個意識及⾮非意識⼼心智或情感過程間的交互
作⽤用，特別是對⼈人格、⾏行為、態度的影響。 

•  The interaction of various conscious and
 unconscious mental or emotional processes,
 especially as they influence personality,  

    behavior, and attitudes.  
 
                        http://www.thefreedictionary.com/psychodynamics 



http://savvywillingandable.wordpress.com/2013/09/25/the-biopsychosocial-model-explained/ 



生物心理社會Bio-psycho-social 
精神動力評估

  生物的 心理的 社會的

誘發因子
先天體質因素(父
親自稱罹雙相情感
障礙症)

一、無法建立恰當
自我概念(self-concept)
二、低自尊

糾結的(enmeshed)、
不認可（invalidating）
的家庭關係

促發因子

一、高劑量抗精神
病藥物治療效果有
限
二、在乎副作用對
自我形象的影響

試圖脫離家庭不成，
未能建立個人認同
感(identity)


一、糾結的、不認可
的家庭關係
二、受挫於無法建立
親密關係(intimacy)

續發因子 過度依賴藥物
尚 無 法 獨 立 自 主
(autonomy)

一、糾結的、不認可
的家庭關係
二、求職不順



⽣生物本能 
 

⽣生存與發展 
 

辯證與演化 



座標與藍圖 
• 個⼈人發展階段：Ontogeny 

• 族群常模：Phylogeny 

http://meda.ntou.edu.tw/ 
martran/?t=3&i=0003 

http://spring.fhl.net/spring4/NDIST.html 



艾瑞克森社會⼼心理發展理論 

階               段    社會⼼心理衝突        結  果 
嬰兒期（0－1歲）             信任VS.不信任                希望 
兒童前期（1－3歲）         ⾃自主VS.羞恥，懷疑      意志⼒力 
遊玩期（3－6歲）             主動VS.罪惡                    ⺫⽬目的 
學校期（6－12歲）           勤勞VS.⾃自卑                    能⼒力 
⻘青少年期（12－18歲）     認同VS.認同混洧            忠實 
成年前期（18－35歲）     親密VS.孤⽴立                      愛 
成年中期（35－60歲）     ⽣生產VS.⾃自憐，停滯        關懷 
⽼老年期（60歲以上）         完整VS.失望，厭惡        智慧  
                                                               Erikson， 1976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
學；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
命；六⼗十⽽而⽿耳順；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論語．為政
第⼆二 



感官我 

認知我 

反思我 

正念我 

整合的⾃自我 



正念我 

•  應如是住，應無所住 
                       ⾦金剛經 
 

•  Feelings of security, acceptance & connection 
in relation as much to others as to ourselves 



三位⼀一體 

                               科學家 

                   藝術家            宗教家 



精神分析三原則 

• 中⽴立Neutrality 
• 匿名Anonymity 
• 節制Abstinence 

• Attitude of restraint 
•                                                           Gabbard O, 2010 



辯證 

孤陰不⽣生，獨陽不⻑⾧長                                                              
                        穀梁傳 

治療歷程概述 



http://tw.aboluowang.com/life/2012/0216/236879.html 

治療關係 
－Tune into, tune by 
－Talk to, talk with 



治療歷程概述 

⼼心智化 
Mentalizing 

依戀 
Attachment 



治療歷程概述 

⼋八卦/聯結 四象/歸類 兩儀/內化 太極/獨⽴立 

→ → → 



 
我知道你知道我的知道。 

 
“I know that 

 you know that I know……” 



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Insight Characteristic of A 
 Good Hour 

I. The ability to control regression. 
II. The ability to observe oneself objectively. 
III. The ability to control affective discharge. 
 
                                                                             Sugarman A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2003 



洞識三部曲 

• What 什麼 
• How  如何 
• Why  何以 
 

http://www.nipic.com/show/1/57/3204df7f386cd084.html 



Something More 

•  Intellectual 
 －Insight 洞察  
•  Experiential 
 －Doing 改變 
 －Being 存在 



那種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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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治療的學習 

• 怎麼做？ 
• 怎麼做得好？ 
• 做些什麼？ 



Mother-infant Interaction 
⺟母嬰互動 

•  1/3 of the time are correctly 
•  another 1/3 of the occasions appropriate

 corrected  
•  The successful repair of misattunements may be

 crucial for the infant’s normal development.  
                                                                   Lewis JM 
                                                                   Am J Psychiatry; 2000, 157:1375-8  



“what good therapists do with their patients 
is analogous to what successful parents do 

with their children”. 
好治療師對他們病⼈人所做的類似於成功的⽗父⺟母

對他們孩⼦子所做的。 
Holmes J, The search for the secure base:  Attachment 

theory and psychotherapy. 
New York: Brunner-Routledge 2001, p. xi 

⺟母嬰互動、⼼心理治療 



Mother-infant Interaction 
⺟母嬰互動 

• 成功修復 successful repair turns despair into
 positive emotions.  

                                                    Tronick EZ, Gianino A, 1986  

• 當無能修復時 When not successful repair 
    －begin to feel helpless (without mastery) 
    －turn away from relationships & focus on  
        self-regulation.  
    －a negative affective core to the sense of self 
                                                            
                                                            Lewis JM 
                                                            Am J Psychiatry; 2000, 157:1375-8  



Affect Regulation & Memory Reconsolidation 
情感調節與記憶重塑 



何謂⼼心理治療？ 

  是⼀一種去學習(unlearning)、學習(learning) 、
再學習(relearning)的過程。病⼈人必須學習如何
去除適應不良的⾏行為模式，發展更多新的、有
效的適應機轉，然後⼀一再重複，以增強這些新
的⾏行為模式。除了思考、感覺、⾏行為模式的知
識傳遞外，治療師更像是⼀一位好⽼老師—善於應
⽤用個⼈人的影響⼒力。 

                                          Bellak ，1977 
 



⼼心理治療的過程 

     治療師利⽤用本⾝身的專業知識與技巧與對病⼈人反
應的敏感度，⼀一⽅方⾯面幫助病⼈人⾃自我覺察(self
-aware)，並澄清(clarification)個⼈人的認知與
情緒，引導病⼈人將⾃自⾝身的情緒做適當地宣
洩(catharsis)與處理，另⼀一⽅方⾯面則是協助病⼈人重
新建⽴立(reconstruct)和諧且穩定的個⼈人發展模式
，使病⼈人能擺脫原有的困擾，在⽣生理、⼼心理上
皆能均衡健康地發展。 



Jerald Kay,  Focus 2006; 4:167-172 



⼼心理治療怎麼進⾏行？（⼀一） 

以憂鬱症為例： 
     初級預防→預防病發  
       ＊協助建⽴立個別化的壓⼒力調適策略  

     次級預防→減少憂鬱症對個⼈人的影響  
       ＊協助病⼈人辨識出所有可能的症狀 
       ＊接受充⾜足治療的意願 
     三級預防→協助⼼心理社會復健  



 
實務(⼀一) 

壹、治療室中的互動： 
  ⼀一、治療師的準備 
       1、放下、捨得 
       2、「情緒調理機」 
     ⼆二、特定基本技能：護持(holding) 
                                         涵容(containment) 
     三、學習過程 
       1、⽂文獻探討 
       2、實務經驗 
       3、督導、個案研討 



 
實務(⼆二) 

貳、治療模式： 
   ⼀一、連結(engagement) 
      1、處理試探⾏行為(surviving testing behavior) 
      2、維持界限(keeping boundary) 
      3、治療配合度(treatment adhesion) 
      4、⾃自傷⾏行為(deliberate self-harm behavior) 



 
實務(三) 

貳、治療模式： 
   ⼆二、發展諮商與⼼心理治療(Developmental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1、感覺動作/本質的 
     2、具體運思/情境的 
     3、形式運思/省思的 
     4、辯證/系統的 



Lazarus A, 1932-2013 



⼈人格七層⾯面 
BASIC ID 

•  Behavior：inappropriate acts, habits, gestures, or
 the lack of appropriate behaviors 

• Affect： negative feelings or emotions  
•  Sensation ：negative bodily sensations or

 physiological symptoms  
•  Imagery：negative cognitive images or mental

 pictures  
•  Cognition ：negative thoughts, attitudes, or beliefs 
•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 
• Drug & biological function ： 



Psychodynamic Psychiatry 

•  Elements of therapeutic skill acquired from
 psychodynamic training in psychotherapy can
 be applied to the Tx of all psychiatric patients 

    －Building a therapeutic alliance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of the  
        clinician/patient relationship 
    －establishing medication adherence 
    －negotiating with patients about behavior 
        which is harmful to them 
                                                              Friedman RC, Downey JI 

Psychodyn Psychiatry 2012; 40:5-22 

 



精神動⼒力⼼心理治療的效⽤用 



Methods of Psychodynamic Therapy 

•  Self-reflection, self-exploration, and self
-discovery that takes place in the context of a
 safe and deeply authen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rapist and patient 

http://www.life2point0.com/WindowsLiveWriter/
ThoughtsonPsychotherapy_14BE0/psychotherapy16.jpg



The Efficacy of  
Psychodynamic Psychotherapy 

•  Psychodynamic therapy may not only alleviate
 symptoms but also develop inner capacities and
 resources that allow a richer and more fulfilling
 life. 

http://www.harleytherapy.co.uk/images/CounsellingLondonPsychotherapy.jpg 



Goals of Psychodynamic Therapy 

•  Include, but extend beyond, symptom remission 
    － capacity to have more fulfilling relationships  
    － make more effective use of one’s talents and 
         abilities 
    － maintain a realistically based sense of self-esteem  
    － tolerate a wider range of affect  
    － have more satisfying sexual experiences  
    － understand self and others in more nuanced and   
         sophisticated ways 
    － face life’s challenges with greater freedom and  
         flexibility 



⼼心理治療督導 



督導/諮商團體的⼈人際互動（⼀一） 

⼼心理治療督導模式： 
   ⼀一、病⼈人（patient）導向。 
   ⼆二、關係（relationship)或過程（process） 
           導向：包容（containing）模式。 
   三、治療師（therapist）導向。 
                                                                          Kurt

 Gordan, 1996 







督導中常討論的主題 

• 移情 
• 反移情 
• 與督導的關係 



督導/諮商團體的⼈人際互動（⼆二） 
• 包容督導模式： 
    ⼀一、督導者做為⼀一個觸媒（catalyst） 
    ⼆二、督導者的功能： 
       1、ability to listen. 
       2、set up favorable conditions. 
       3、receiving & containing supervisee’s   
             uneasiness & anxiety. 
       4、enabling supervisee to liberate & make  
             use of his/her intrinsic resources for  
             problem solving. 
                                                                                                  Kurt Gordan, 1996 



督導/諮商團體的⼈人際互動（三） 

• 包容的功能： 
   ⼀一、降低supervisee 的內在壓⼒力。 
    ⼆二、幫助supervisee 瞭解、接受、處理 
            ⾃自⼰己的負向反移情。 
    三、提供⾃自⼰己做為⼀一個模範（model）和 
            認同客體（identification object）。 
                                                                          Kurt

 Gordan, 1996 



督導/諮商團體的⼈人際互動（四） 

• 反映過程、平⾏行過程： 
   P < -- > T < -- > T < -- > S 
  ⼀一、⼤大部分在潛意識層次運作 
  ⼆二、督導者也參與其中 
  三、可能的起源：（ Gordan，1996） 

      1、the patient’s intense, anxiety-charged
 emotions evoke the therapist’s own problems
 and arouse powerful feelings of anxiety. 

   
 



督導/諮商團體的⼈人際互動（五） 

2、transferences & countertransference
 among all the participants are usually
 included as active components in the
 parallel process.  

3、a form of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4、dose not necessarily lie in the common

 neurotic patterns of those involved. 
5、can be conceived as an indirect criticism

 of the supervisor who has not managed to
 satisfy the supervisee’s needs. 



督導/諮商團體的⼈人際互動（六） 

投射性認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一、Melanie Klein（1946） 
⼆二、Thomas Ogden（1987）： 
  Phase 1：projecting & depositing part-object 
  Phase 2：pressing receiver to accept part-object 
  Phase 3：working through, returning,     
                    reinternalizing 
  



督導/諮商團體的⼈人際互動（七） 

三、 Scharff DE（1992）：四個⺫⽬目的 
   1、Defense 
   2、Communication 
   3、Object-relatedness 
   4、Pathway for psychological change 
                                                                       



督導/諮商團體的⼈人際互動（⼋八） 

四、 Kurt Gordan（1996）：督導者的功能 
  1、Timing：check impulse to intervene,

 manage to wait, give time to find way out. 
  2、Interpretations：limit oneself to

 confrontation & clarification, help to see &
 understand. 

  3、Attitude：staying on the scene & enduring
 the “evil” & dangerous feelings. 

                                                                 



關係焦點⼼心理治療督導模式 
Relationship-focused Model of

 Psychotherapy Supervision 
 

周勵志 
新光醫院精神科 

台灣向⽇日葵全⼈人關懷協會 
886-2-25921411 
886-928354381 

joupsyc@gmail.com 



受訪者背景 
• 專業背景： 
   精神科專科醫師⼆二名 
   社會⼯工作師⼀一名 
   諮商⼼心理師⼀一名 
• 現任⼼心理治療督導四名 
 

周勵志，2012 
 



從督導中學習到的－正⾯面 

• 應以受督者為中⼼心協助其成⻑⾧長 
• 應以多元觀點看待每個督導關係 
• 幫助學習"有意義的陪伴“ 
• 在被督導的過程中, 試著把⾃自⼰己當作主體也
當做客體去瞭解 

• 得知督導者如何處理案主的各種可能情緒 
• 形成、調整概念化的視框，增加介⼊入、處理
的策略及判斷⼒力 

• 學習反移情的處理，其次是理論的運⽤用 
 

周勵志，2012 
 



從督導中學習到的－負⾯面 

• 有⼈人提議督導應獨⽴立於機構外,以減緩受督者覺
得"被評分"的壓⼒力 

• 有時受督者在未能有效吸收下，很容易試圖將
受督經驗全盤移植到治療中 

• 與督導的治療⽅方向、思考脈絡不太相同時，會
抓不住督導的意念 

 
周勵志，2012 

 



對督導⽅方式的建議 

• 明確說明督導⽅方式或程序 
• 讓受督者⾃自⼰己說出⾃自⼰己的問題，較能促成真切
的洞察與改變 

• 成熟度不佳的受督者,可⿎鼓勵多研讀專業書籍 
• 製成教學影帶 
• 與其他受督者分享討論 
• 督導與教學、⼯工作等的界線宜分隔 
 

周勵志，2012 
 



對督導⽅方式的建議 

1、進⾏行⽅方式介於完全討論理論技巧(知識技巧
取向)、完全分析受督者(精神分析取向)之間 

2、受督者⾄至少需完成120⼩小時被督導課程，初
期以每週⼀一次⼀一⼩小時，也可以安排團體督
導或個案報告⽅方式進⾏行。 

3、應有清楚的理論架構及進⾏行⽅方式，受督者
也必須應督導要求完成各項功課。 

4、建議有認證單位或授權學協會提供合法、
⾼高品質、有契約合同的督導，並定期考核。 

 
周勵志，2012 

 

 



對⾃自⼰己擔任督導的期待 

•  希望可以協助受督者體認⾃自⼰己 
•  希望可以成為“發現不適任者”的⾨門檻 
•  希望在督導過程可依個別受督者有不同反應 
•  塑造出⼀一位擁有⼼心理治療態度的治療師  
•  能夠剛柔並濟，除提昇⾃自⼰己的專業知識外，
亦能恰如其份地協助學⽣生覺察情緒 

•  希望可以有多⼀一些時間準備 
 

周勵志，2012 
 



對⾃自⼰己擔任督導的期待 

1、透過機構或單位轉介 
2、被認證 
3、⾃自⼰己接案時數達2000⼩小時以上 
4、⾄至少熟悉三種以上助⼈人技巧及理論 
 

周勵志，2012 
 



其它 

•  受督者和督導應有權⼒力相互選擇 
•  督導應慎思結束督導關係的時機 
•  督導者與受督者的互動 ，如在依戀-個體化
過程中交錯  

 
周勵志，2012 



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