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本

輔導技巧



核心態度

同理心

真摯尊重

﹝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系，2006﹞



同理心

何謂同理心？

從受助者的角度看事物,

從他 / 她的世界理解他 / 她的想法想法想法想法、、、、信念和感信念和感信念和感信念和感

受受受受  

感同身受
﹝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系，2006﹞



常見陷阱

–講「我明白」

–假裝明白，但實際上不明白

–沒有回應當事人感到重要的事  

﹝林孟平，2006; 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系，2006﹞

chauyukyin
文字方塊

chauyukyin
文字方塊



真摯 (Genuineness) 

–在適當情況下表白真情和想法

–我們能否保持沉默？(use of silence)

﹝林孟平，2006; 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系，2006﹞



常見陷阱

–是否意味着要把所有感受

擺在面上？



尊重

(Respect or 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s )

–相信人是有價值和應當被尊重的

–非判斷性的(non-judgmental)

態度

﹝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系，2006﹞



–前設！(Assumptions)

–提出意見，但當事人沒有問你

意見

常見陷阱

﹝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系，2006﹞



輔導技巧

(Key counseling 

skills)



積極聆聽
(Active listening )

– RREfe

(Perinatal Mental Health Project,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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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言語 SOLER

– 有哪些重要的非言語技巧？

– 面向對方(Face the other person Squarely)  

– 傳送接納的態度(Adopt an Open posture)  

– 上身稍微傾前(Lean toward the other 
person at times)  

– 維持良好的視線接觸(Maintain good Eye-
contact)

– 保持輕鬆自然(Remained relatively Relaxed)

(Egan, 2002;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系，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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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

規則：

– 聆聽和感受

– 不能寫筆記

– 以非語言行為及2-3字的短句讓當事人多
些機會表達自己

– 除了2-3字的短句(「啊哈」、「嗯哼」、
「嗯嗯」)之外，不要說其他話



練習

– 聆聽者覺得怎樣？

– 說話者又覺得怎樣？



反映感受
(Reflection of feelings)

–反映主要主要主要主要感受  

–連結受助者的感受

–引出與感受相關的經歷  

﹝林孟平，2006; 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系，2006﹞



感受反映

–重複或重述當事人陳述的感受(這

感受可以是當事人說的，或是根

據其他訊息所做的推論)

– 你覺得________，因為________

– 聽落你似乎覺得__________

– 聽你咁講，你似乎覺得_________



實用貼士

– 較強烈的較強烈的較強烈的較強烈的感受

–足夠多的感受詞語感受詞語感受詞語感受詞語

–留意其他反應反應反應反應(例如：係呀…)

– 不要讓挫折令你氣餒不要讓挫折令你氣餒不要讓挫折令你氣餒不要讓挫折令你氣餒



內容複述及內容簡述
(Restatement and paraphrase)

–簡單複述當事人表達的內容

–把說話內容的主題具體述說出來

﹝林孟平，2006; 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系，2006﹞



實用貼士

–說出一些關鍵字 (感受; 思想)

– 例如：爽

–專注於想法和感受

–複述要簡潔和清楚

–留心當事人對自己的負面評價

– 例如：我真白痴……�如何回應？

﹝林孟平，2006; 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系，2006﹞



總結 (Summarizing)

–輔導員簡單將受助者說出的

重點總結出來重點總結出來重點總結出來重點總結出來

﹝林孟平，2006﹞



甚麼時候採用？

–當事人的表達比較混亂時

–資訊太多

–面談快要結束

﹝林孟平，2006﹞



開放式問題 (Questioning)

– 目標是促進探索促進探索促進探索促進探索

– 不要問太多問題不要問太多問題不要問太多問題不要問太多問題

– 問開放問開放問開放問開放的問題(open question) Vs 

關閉的問題(closed question)

– 簡單-不要同時問多個問題不要同時問多個問題不要同時問多個問題不要同時問多個問題(multiple 
questions)。  

– 少問為甚麼為甚麼為甚麼為甚麼(WHY questions) 

﹝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系，2006﹞



練習

–主要練習聆聽和反映技巧

–不要問問題

• 19歲
• 16歲開始工作，轉過數份工，
• 最長的一份工作做了6個月
• 最近被裁退
• 被轉介接受輔導



尋解導向治療

主要技巧



焦點解決焦點解決焦點解決焦點解決

– 以過往成功的經驗作參考



焦點解決焦點解決焦點解決焦點解決

– 以過往問題例外的情況作參考



焦點解決焦點解決焦點解決焦點解決

– 以正面的、朝向未來的、朝向解決問題的觀點出

發



突發情境

及處理方法



學生表達想要離開



學生發脾氣



禮貌地離開現場

忟忟忟忟
躁底躁底躁底躁底

煩煩煩煩
生氣生氣生氣生氣

憤怒憤怒憤怒憤怒
抓狂抓狂抓狂抓狂

惱怒惱怒惱怒惱怒
大發大發大發大發
雷霆雷霆雷霆雷霆

怒髮怒髮怒髮怒髮
衝冠衝冠衝冠衝冠

1
2

3
4

5
6

7
8

9
10

太嬲之前就要離
開啦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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