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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主義 (Humanistic Approach) 

     人本主義心理治療流派，始於美國心理學家卡爾．羅

傑斯，本著人對生命的尊重、投入和體驗，於四十年代與心

理分析及行為治療分庭抗爭，成為心理治療的第三波勢力。

其中很多人本主義的概念都被視為諮詢師的基本功，如「共

情(empathy)」，「無條件關懷(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表裡一致(Congruency)」, 「平等協作關係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等等。 

人本主義心理學的最終目標：就是發揮出自己的潛能，

並認為人具有完善技能和自我實現的傾向；人本學派強調人

的尊嚴、價值、創造力和自我實現，把人的本性的自我實現

歸結為潛能的發揮，而潛能是一種類似本能的性質。人本主

義最大的貢獻是看到了人的心理與人的本質的一致性，主張

心理學必須從人的本性出發研究人的心理。 

  

培訓課程

學術背景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the 

Schools of 

Psycho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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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義 (Existential Therapy) 

存在主義來源自著名的存在主義哲學學者理念, 如尼采、海德格爾、薩特

等, 其後由 Viktor Frankl, Rollo May, Irvin Yalom 等發展成為心理治療其中一

個流派。廣為人知的有 Irvin Yalom 所提出的四大終極關懷, 包括「死亡」, 

「自由」, 「孤獨感」, 「生命無意義」, 成為瞭解人性的重要學術理論。 

 

技術性折衷療法 (Technical Eclecticism / Multimodal 

Therapy) 

技術性折衷法此術語在 1967 年 Lazarus 正式提出，但其精神概念已流傳

久遠。技術性折衷指心理治療師為諮詢關係選用一個技術，但不考慮其所屬流

派的理論框架，只要是能符合心理治療師本身流派理念和研究證據即可。所

以，在技術操作上，技術性折衷法治療師會有很大彈性，根據自己紮根的流派

理論和原則，選取各門各派適合的技巧。 

 

課程目標 (Target and Purpose of Phase II training) 

 通過初級班的瞭解，以及考核及格後，學員對以上流派都有初步認識並選

擇其為深造的方向。中級班務求讓學員學會如何用以上框架進行完整的心理治

療療程，消化每一步將會遇上的議題和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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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時要求： 

８天課程，每天６小時，共４８課時。學員必須出

席８０％以上的課時，方可發放認可證書。 

課段 教授重點 內容 教師 

第一部份： 初次面談

first 

session 

人本主義治療的前期準備

(preparation of person-centered 

therapy) 

李泳康 

  初次面談的可能議題，如轉介和阻抗

等(issues in the intake session，

e.g. referral, resistance…) 

 

  人本-存在主義的技術應用(technical 

eclectic practice under the 

humanistic-existential framework) 

 

第二部份 治療初期 

initial stage 

人本-存在主義的評估(assessment 

under the humanistic-existential 

framework) 

李泳康 

  技術性折衷法評估協助(assessment 

by technical eclecticism) 

 

課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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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期關係建立(relationship in the 

initial stage) 

 

  治療初期的相關議題，如邊界和自省

等(issues in the initial stage, e.g. 

boundary, insight…) 

 

  3 大基本條件的運用(application of 

the three core conditions) 

 

  治療目標與期望(treatment goal 

and expectations) 

 

  信任(trust)  

第三部份 督導 

supervision 

督導關係(relationship in 

supervision) 

李泳康 

  人本-存在主義的督導原則

(principles in humanistic-

existential supervision) 

 

  督導的應用(application of 

supervision) 

 

  自我督導(self-help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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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督導(group supervision)  

第四部份 治療中期 

middle 

stage 

個案概念化(case 

conceptualization) 

李泳康 

  治療中期的相關議題，如瓶頸和關係

轉變等(issues in the middle stage, 

e.g. bottleneck, change in 

relationship…) 

 

  關係(relationship)  

  人本主義技術性折衷法的中期應用

(application of technical 

eclecticism under the humanistic-

existential framework in the 

middle stage) 

 

  治療中期評估(evaluation and 

assessment in the middle stage) 

 

  治療計畫(treatment plan)  

  3 大基本條件的運用(applic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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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ree core conditions) 

第五部份 治療後期 

final stage 

治療後期的相關議題，如分離準備和

關係轉變等(issues in the final 

stage, e.g. termination 

preparation, change in 

relationship…) 

李泳康 

  人本主義技術性折衷法的後期應用

(application of technical 

eclecticism under the humanistic-

existential framework in the final 

stage) 

 

  來訪者成長及諮詢終止評估

(assessment of growth and 

readiness of termination) 

 

  概化(generalization)  

  個性化(individuation)  

  3 大基本條件的運用(application of 

the three core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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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壞打算(preparing for the worst)  

第六部份 最後面談及

預後 

termination 

and follow 

up 

人本-存在主義療法的最後面談(the 

last sess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humanistic-existential therapy) 

李泳康 

  技術應用(application of technique 

in the last session) 

 

  分離焦慮(separation anxiety)  

  終止儀式(ritual of termination)  

  跟進(follow up)  

  分離性存在(detached-presence)  

第七部份 考核 

assessment 

筆試及小組示範(paper and pencil; 

group demonstration)  

李泳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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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級班考核模式 

考核方法： 

1. 筆試, 包括 4-8 題短答題及 2-4 題長答

題 

2. 小組示範, 根據學員人數分為若干小組, 

每組 3-5 位同學。學員需根據導師提前

給予的心理諮詢議題, 作小組討論及研

究, 並於考試日示範約 20-30 分鐘的模

擬諮詢過程, 並於示範後解說原理。 

考核評級： 

優、及格、試驗性及格、不及格、缺席 

考核方向： 

筆試主要考核課堂的知識點及其運用；小組

示範則主要圍繞示範的準確度及解說的清晰

度。 

考核過程： 

筆試以閉卷形式考核；小組示範需在所有學

員前展示，並需解答其他學員的問題。 

注意事項 

學員需完成課程 80%或以上的

課時數才有資格參加考

核。 

學員需得到考核項目分數的

60%方為正式及格。 

不及格學員需參加補考，補考

及格後方可取得正式修

業證書。補考需另繳費

用。 

學員必須考核及格，取得正式

修業證書後，方可參加

高級班。 

每組都會獲發考核報告一份，

指示其失當和得當之

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