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y: Winnie Tse 謝麗婷
www.counselorwinnietse.com

http://www.counselorwinnietse.com/


1 逆境~人生常態

2 估量~逆境韌度

3 行在最低處~回溯你的逆境故事

4 盼望在轉角~迎向負面思想

5 心之所繫~逆境中的內在渴求

6 逆境~塑造品格的老師

7 幽谷同行~靈友相伴

8 逆境靈程~遇見上帝回家之路



當你在困境時，你需要甚麼？



你曾經被別人幫助的經驗

因何事尋找幫助？

過程的感受？

對方做了些甚麼讓你感到被明白？



從受助人到助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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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改變的條件與策略

 當一個人可以安心的面對自己和自己的問題時，
他就不需要再逃避或防衛或抗拒。

 當一個人知道自己有能力，有資源可用時，能
增進嘗試去改變的意願。

 當一個人認為改變會給他帶來有利情境，可能
比較願意去改變。

陳斐娟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技職教育研究所暨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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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改變的條件與策略

 當一個人覺得對方能無條件認定他，接納他和
尊重他時，最能產生信任感。

 當一個人體認到行為操之在己，才會認定自己
的行為責任。

陳斐娟
現職：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技職教育研究所暨
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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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者的角色

支援~陪伴同行
疏導~負面情緒
評估~危機/能力/狀況
釐清~問題徵結
賦能~助人自助
引介~運用資源
轉介~接受限制



同行的基本元素

 真誠(genuineness)

 尊重(respect)

 無條件接納(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s)

 表裏一致(congruence)

 同理心(empathy)





同行基本功

同在(Present)

同感(Empathy)

識聽(Active Listening)

識問(Probing)



同在~Present



同在~Present

安靜覺察



同感 (同理心)

Empathy, which literally translates as in feeling,

is the capability to share another being's 

emotions and feelings.



Empathy
The English word is derived from the 

Greek word ἐμπάθεια (empatheia), 
"physical affection, passion, partiality" 
which comes from ἐν (en), "in, at" + 
πάθος (pathos), "passion" or "suffering”



 Simon Baron-Cohen: Empathy is about spontaneously 
and naturally tuning into the other person's thoughts 
and feelings, whatever these might be [...]There are two 

major elements to empathy. The first is the cognitive 
component: Understanding the others feelings and 
the ability to take their perspective [...] the second 

element to empathy is the affective component. 
This is an observers appropriate emotional response to 
another person's emotional state. 



同感 (同理心)

進入對方的私人知覺世界，並且完全自在
地身處其中…..能夠敏銳感受對方的害怕、
忿怒、軟弱、困惑或任何對方正面經驗
的東西，意味著暫時地活在對方的生活
中，細膩地隨其腳步進展著，

而不做任何評斷。
Carl Rogers



同理心三種過程
1. 當下專注的聆聽

2. 理解對方的感受，並與其產生共鳴

3. 藉由具體的反應或回饋，讓對方知道有人
確實聽到他所說的話。

 你感到/你似乎感到……….因為……….

 我聽到你……………….你感到…………….





如何去了解

關鍵是………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Zz

yZbqe5q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ZzyZbqe5qM


識聽
Active Listening………

耳聽八方 (Relaxation Exercise)



全心全意



不能專注的原因

身理影響

心理因素

外在環境

先入為主





積極/同理聆聽---ACTIVE LISTENING

不同層次的聽

非聆聽者(Non-Listener)

邊緣聆聽者(Marginal Listener)

審核聆聽者(Evaluative Listener)

錄音式聆聽者 (Recording Listener)

同情式聆聽者(sympathetic Listener)

積極聆聽者(Active Listener)



積極/同理聆聽---ACTIVE LISTENING

一種忘我的存在
Carl Rogers



傾聽 (listening) 聽 (hearing)

聽=感觀，用耳朵

傾聽=耳朵+用心

傾聽當事人口語表達內容 (verbal messages)

觀察其非口語的行為 (nonverbal behaviors)

◼強調/調整/修飾/代替說話者的語文訊息

◼表達說話者真正的意思



生理專注-你的身體語言在講話

SOLER

▪ Squarely：面向對方

▪ Open：開放坐勢與表情

▪ Lean：適當向前傾

▪ Eye：保持眼神適當注視

▪ Relaxed：放輕鬆



傾聽本身就有治療作用



傾聽非語言信息

表情

姿勢

語調

速度

重複



你要怎樣「聽」、對方才會「講」?

不否定

不批評

不分析

不建議

不教誨

不發問

不岔開

不隴斷

積極聆聽

www.yipsir.com.hk 葉錦熙



你要怎樣「講」、對方才會「聽」? 

話題跟從

反映內容

反映感受

反映需要、動機、期望

www.yipsir.com.hk 葉錦熙



識問 (探問)

目的

深入探索

釐清問題/狀況 /處境



識問 (探問)



識問 (探問)

鼓勵探索：最近你生活如何？你曾經嘗試甚
麼方法處理嗎？

聚焦或澄清：你的意思是？可以多告訴我一
點嗎？讓你猶豫不決的原因是？

鼓勵談想法或感覺：當對方這麼說，你的反
應是什麼？你的期望是什麼？你現在的感
覺如何？

邀請舉例：你說上司對你不公平，當中發生
什麼事？有甚麼事情讓你感到不公平？



陪伴時的 “可做” 與 “不可做”



不該說的話

 我了解你的心情……..

 有任何需要打電話給我。

 事情會慢慢好轉的，時間會治癒一切。

 別哭，振作起來。

 你心愛的人在另一世界等你。這本來遲早
會發生。

 如果發生在我身上……..

 我們不要再談了，你已經夠難過了。

HelenSigny ：當有人逝去 (讀者文摘)



不妨這麼說

✓ 認同對方的感受：我無法想像你的遭遇，
但是我關心你，也明白你很不好受。

✓ 主動提議實際的協助：要不要我幫你購買
日用品，或者幫你接送小孩？

✓ 體會對方當下的感受：你一定非常難受。

✓ 讓對方表達感受：哭吧，沒有關係。我陪
你。



不妨這麼說

顧及對方的宗教信仰：可以說：我常
想著你好不好。

隨時準備傾聽，讓對方說話：你想說
話的時候，我都會聽。

說話有助於沉澱情緒。每當人們講述
一段經歷，腦部都會產生化學作用，
因此請當一個有同理心的聆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