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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最常被問成員問的問題 

• 催化員在做甚麼? 

• 主席在做甚麼? 

• 為什麼不能談團體外的事? 

• 甚麼叫邊緣型人格? 

• 為什麼要團體規則要限制大家不能有團體外交流? 

• 打包一定要說話嗎?參加團體一定要說話嗎? 

• 不要理催化員，我們說我們的! 

• 誰能決定我可不可以繼續來團體? 



與BPD同在-在治療中的挑戰 
DSM-IV-TR 

1.  frantic efforts to avoid real or imagined abandonment. 

2. a pattern of unstable and intens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characterized 
by alternating between extremes of idealization and devaluation. 

3. identity disturbance: markedly and persistently unstable self-image or sense of 
self. 

4. impulsivity in at least two areas that are potentially self-damaging (e.g., spending, 
sex, substance abuse, reckless driving, binge eating).  

5. recurrent suicidal behavior, gestures, or threats, or self-mutilating behavior  

6. affective instability due to a marked reactivity of mood (e.g., intense episodic 
dysphoria, irritability, or anxiety usually lasting a few hours and only rarely more 
than a few days).  

7. chronic feelings of emptiness  

8. inappropriate, intense anger or difficulty controlling anger (e.g., frequent 
displays of temper, constant anger, recurrent physical fights)  

9. transient, stress-related paranoid ideation or severe dissociative symptoms 



某醫學中心 
BPD團體心理治療發展沿革 

• 2001年起迄今，固定時間與流程 

• 催化員組合 

–同性別、異性別 

–醫師+社工師、醫師+心理師、雙心理師、社工
師+心理師、心理師+實習心理師 

–自2013年7月起，單一心理師 

• 團體規則制定 

– 2001年由治療團隊先提出概要，之後於團體一
起修訂，目前版本為第□版。 

 



團體模式 

• 知情同意與取得錄音同意 

• 三個月一期 

• 異質性 

• 前兩次開放新成員，後封
閉 

• 成員輪流擔任主席 

• 擔任催化員希先擔任一期
觀察員 



論點基礎 
A. 開創期：客體關係與辯證(Linehan) 

B. 發展期： 

 其他精神動力取向:依附理論、自體、自我 

 人際(Yalom)  

 存在(Yalom)  

 Moment of meeting (Stern) 

C. 現階段再新增： 

 心智化(Fonagy) 

 Basic assumption groups (Bion) 

 意義(Fran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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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發展:對應到”一個人”的發展 
反團體 

差序格局 

存在:死亡
到自由 

存在:孤獨
與無意義 

存在:自由
與孤獨 

存在:面對
死亡 

存在:自由
與責任 

開創 

療效探討 

界線討論 

面對有限-出席(認同) 

發展螺旋 

生、養階段-從治
療者出發 

意識的發展-成
員與團隊的面
對面 

像個成人般與
有限性的”威脅” 



反問: 

• 成員、催化員和觀察員都會換，怎麼說團
體有個持續感? 

 



凝聚力與認同感 

• 成員之間 

• 成員與團隊 

• 團隊之間 

• 世代傳遞 



團體的螺旋發展 

•  Yalom & Leszcz(2005) 

–團體會反覆地面臨一些議題。 

–團體回到早先階段的目的，是為了把相
同的議題處理得更完整。 

–以不同的角度切入，並且切入得更深的
過程。 



•  Basch MF, 1995/1999 

• 發展的螺旋性循環(developmental spiral) 

–在正常的情形下，人們會穩定的進步，由做決
定開始，然後付諸行動，進而證明自己能夠勝
任，因此提高自我價值感，這樣的過程會一直
向上循環，穩定進步。了解病人的問題，使其
發展的螺旋性循環繼續朝向正確的方向發展。 

 



團體主要特色與常見成員反應 

• 主席與班長vs成員常問”主席的功能是甚麼?”
但催化員不回應這問題 

 

• 此時此地vs成員常問”為什麼不能說生活的
事 

 

• 強調自主vs成員常說是被叫來參加團體 

 



何以證明療效? 

• 自2010年起不使用任何量表工具，缺少客
觀工具? 

• 僅單就成員在團體內的陳述? 

• 僅以理論分析歷程? 

• 出席穩定?就醫穩定?生活穩定?人際穩定?工
作穩定? 



團體具有療效，但是那些使其有效? 

• 人際互動 

 

• 此時此地 

 

• 存在:專屬PD,或常人也可見?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http://www.consciousaging.com/Transpersonal Psychology/Conscious Aging -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aspx


反思 : 以工具測量療效 

• 從團體歷程和相關理論概念相互映證與討
論 

 

• 病人自身經驗的價值vs測量工具的有限呈現 

 

• 病人，或人 

使用測量工具的意圖 



看待一個人:意義/存在取向 



發展/促進心智化 

自我概念、人際連結、交會瞬間 

適應:四大人生議題 

自我超越 

自我實現 

過去 現在 未來 



團體:人際理論(Sullivan,Yalom) 
操作:人際互動團體(Yalom; Rutan et al) 

 
 
 
 
 
 
 
 

團體的理論與實務-經驗整理 

個體:自我發展 
操作:心智化
(Bateman & Fonagy) 

焦慮(May) 
認識”人”: 
精神動力取向 

操作(辨識) 
Bion 基本假設團體 
Yalom 存在精神動力 

操作: 
概念化 

促進發展: 
Moment of meeting(Stern) 



個體-團體 
概念化:精神動力取向 

• 自我心理學 

• 自體心理學 

• 客體關係 

• 依附理論 

• 心智化 



治療場域 : 涵容與護持 

• 立場 

–是行為有問題，不是人有問題 

–能忍受成員攻擊，因為成員未必是在攻擊治療
師 

 

• 操作策略: 

–情緒聚焦 : 誘發、宣洩、檢視 



簡介:心智化 

• Mentalizing is the key social-cognitive capacity 
that has allowed human beings to create 
effective social groups. 

• Mentalization is part of the way we are 

• Mentalizing is often context-specific 

 



• Mentalizing simply implies a focus on mental states 
in oneself or in others. 

– Beliefs, wishes, feeling and thoughts, whether inside or 
outside our awareness, determine what we do. 

• Mentalization is a mostly preconscious, imaginative 
mental activity- 

– We have to imagine what other people might be thinking 
or feeling 

– Each person’s history and capacity to imagine may lead  
them to different conclusions about the mental states of 
others 



心智化的操作原則 

• 停，聽，看 + 問與探索 

–請團體先提下腳步，一起看現場發生甚麼 

–問問感受 

• 說自己 

• 問別人 

• 想像別人 

–邀請多樣觀點 

– “言下之意”或”意圖” 



人際互動 

• 創造適當團體文化，促進洞察的層次 

• 回應原則:說說看 

1. 了解別人如何看待自己 

2. 了解自己在互動中對別人做了甚麼 

3. 了解自己為何要這麼做 

4. 對基因上的洞察(genetic insights) 

• 其他原則: 

 矯正性情感經驗 

 與治療相關的情感揭露 



焦慮辨識與因應 

1. 透過互動覺察焦慮: 

 個體”死亡、自由、孤獨、無意義” 

 從團體互動中辨識”依賴、戰逃、配對”等基本
假設團體 

 

2. 認識防衛機轉，再透過心智化能力發展，發展其
他適應策略 

 

操作策略:此時此地 



Group-as-a-Whole Approach(Bion,1959) 

• 受客體關係影響 

• 每個團體都具備兩種層次 

–工作團體Work group 

–基本假設團體Basic assumption groups 

• 基本假設團體 

1. 依賴 dependency group 

2. 戰/逃 fight-flight group 

3. 配對 paring group 

– 三種假設團體用意都在保存團體 



周勵志，莊淑婷(2011)。運用基本假設團體概念促進邊緣型人格障礙團體成長為
例。中華團體心理治療，17(3)，21-28 

 

• 基於“心意”值得肯定，但是作法需要改變的治療
立場下，將基本假設團體加以辨識將有助成長: 

– 基本假設團體現象主要源於團體心理治療療程的提早
結束以及成員離開團體的各類方式，呼應成員早期與
重要他人分離的失落經驗。 

–透過凝聚力與此時此地 

 

http://www.airiti.com/teps/ec_en/ecJnlIntro.aspx?jnlcattype=1&jnlptype=2&jnltype=7&Jnliid=679&newIssueiid=146636


促進發展-moments of meeting 

• As characterized by Stern and colleagues(2004), 
poignant moment of intersubjective contact in 
psychotherapy that have a potentially powerful 
therapeutic effect;  in their spontaneity, moments of 
meeting exemplify the artful nature of mentalizing 

Daniel N. Stern, 1998 



Now, What’s in your mind about 
know-ing mine/ours and YO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