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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个案个案个案研究：研究：研究：研究：““““三角失衡而发出求救讯号的女生三角失衡而发出求救讯号的女生三角失衡而发出求救讯号的女生三角失衡而发出求救讯号的女生”””” 

 

/  庄言咏 

摘要 
案主陷入了亲情、友情与爱情之间的困境：在舍与不舍之间，她哭了好多

次，流了好多泪，也在这样的困境里徘徊了好多次。她从本来性情温和，品学

兼优的好学生，落到了成绩变成单位数，同学之间也因为她的浮躁性格变得不

欢而散。案主觉得要读书、又活动、又服务、又帮忙家里生意、又要扛起照顾

弟妹的责任、又要处理家务实在弄得她好累，再加上现在的感情问题及友情问

题，她就快崩溃了。 

 

一、基本资料一、基本资料一、基本资料一、基本资料    

案主姓名：保密 

案主年龄：保密 

案主性别：女 

案主年级：高中 

案辅来源：咨商员亲自约谈 

 

二、困扰问题二、困扰问题二、困扰问题二、困扰问题    

1）友情：案主和四年好友因为男友关系闹得不甚愉快，使她变得忧郁寡 

                     欢，学业一落千丈。 

2）爱情：案主觉得拥有三年感情的男友显得较为木纳，不解浪漫；同时 

                     男友因为身边有很多女性好友，担心男友有朝一日会离开自 

                     己，故情绪也大受影响。 

3）家庭：传统家庭长大的她，面对着重男轻女的困境，和父母闹得非常 

                     不愉快，曾经有过自残的经历。这也是她在友情、爱情上失重 

                     的主因。 

 

三、问题总结三、问题总结三、问题总结三、问题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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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资料搜集、资料搜集、资料搜集、资料搜集 （第一次晤谈：2011 年 01 月 08 日，上午 10 时 15 分） 

1、家庭： 
 

 

 

 

 

 

 

 

 

 

符号代表： 

男性                  关系非常融洽               联接又敌对 

女性                  有摩擦 

忧郁                  关系密切 

         案主来自传统华人家庭，父亲是一名会计师，母亲管理着家族生意。除了

小妹以外，案主和其他的家庭成员关系都不是很融洽：很照顾家，很关心家

人；但却又因为本身的性格，和家人起了很多冲突（尤其是和参与私会党且常

以死威胁父母的弟弟），曾经想要离家出走。 

2、学校： 

          成绩一落千丈，由平时的七、八十分掉到单位数。参与我校服务团体多

年，热心于校内外服务，品学兼优，是老师们眼中的好学生。 

 

3、社交： 

         和好友因为男友而闹翻，和男友也因为自己本身的性格而有所顾忌。好友

在学会活动里组成小团队杯葛她。和班上同学相处也不 是很愉快，甚至有给同

学排挤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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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心理特征： 

         典型完美主义者，个性优柔寡断，多愁善感，非常注重所有感情，健谈但

心门不易打开，喜欢钻牛角尖的思考问题。 

 

5、健康状况： 

         视线、听觉一切良好，身体也无任何残废状况；手臂有多道疤痕，都是被

刀所伤，在靠近左手腕处有道最为明显的疤痕。 

 

6、案主之行为、认知、情绪、态度和人格之概析 

 治疗前治疗前治疗前治疗前    治疗中治疗中治疗中治疗中    治疗后治疗后治疗后治疗后    

行为 孤立自己，自残行

为，自暴自弃 

停止自残行为，依旧

孤立自己，停止自暴

自弃 

再没有自残现象，

还有少许自我孤立

现象，停止自暴自

弃 

认知 思想负面 负面思想时有时无 只有少许负面思

考，但案主已能自

我控制 

情绪 忧郁，愤怒，沮丧，

失望，混淆 

情绪时好时坏，但还

能自我控制 

变得较为开朗，热

情 

态度 态度消沉，没有自信 态度依然消沉，自信

心明显增加 

处事态度良好，人

际态度改善 

人格 完美主义，优柔寡断 不能接受任何瑕疵，

包括自己及其他人的

瑕疵，能够自己做决

定。 

只允许接受少许他

人的瑕疵，依然对

自我的要求过高，

但明显较为果断

了。 

    

五五五五、评估与评价、评估与评价、评估与评价、评估与评价    

    1、自由作画： 

 
a) 自由作画最主要是协助咨商员更了解案主所面对的问题，与此同时也让

案主通过绘画达致自我了解及自我疗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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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画里的一间黑色屋子及旁边黑色的爱心勾起了咨商员的兴趣，因为相较

起旁边一颗五颜六色的爱心树，这间屋子增添了几分忧愁、伤感的感

觉，故咨商员进而假设案主在家里面对更大的问题，而向案主提出疑问

来印证假设接不接受，结果假设被接受了。 

 

   2、左右脑处理： 

 
a) 通过望着自由画的主角，进入冥想后，要求案主先以非惯性使用的手写

出自我介绍（以确定案主进入了前/潜意识境），之后使用两手相互对

换让案主与自己对话。 

b) 非惯性使用的手是潜意识里属于自己的小孩，惯性使用的手是意识上的

自己，让案主以潜意识的自己发问非理智的问题，再由案主以意识的自

己回答理性答案。 

c) 结果发现案主真的处于不愉快的阶段，而更发现她也非常渴望让自己疗

愈（求救讯号之一）。 
 

3、忧郁症测试： 

a) 发现案主有自残的疤痕及晤谈时表露了非常多的忧郁症症状，如：长期

沮丧、对好多事情都失去兴趣、变得不是很活跃、自责、不正常的作息

（不休息），加上处于患上忧郁症的黄金少女时期，故咨商员决定以

Centre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

D）来测试案主的忧郁程度，方便转介。 

b) 得分是 47 分（满分为 60 分），处于轻微忧郁症的界限。 

 

4、家庭测试： 

a) 由咨商员以外人身份评估案主家庭和谐度。 

b) 评估所得：家庭沟通、家庭适应力、家庭情绪、家庭管教力都属中等。 

c) 因此咨商员假设主因应该是案主的个人问题。 

 

5、记录分析： 

a) 咨商员运用案主记录分析表，分析了案主的认知、行为、情绪、态度和

人格。 

b) 咨商员发现案主性格是问题的最大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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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辅导目标及策略、辅导目标及策略、辅导目标及策略、辅导目标及策略    

1、协助案主设立目标： 

a) 短期目标：加强自己的正面想法，放下钻牛角尖的习惯，妥善处理自己

的情绪。 

b) 长期目标：放下不属于自己的责任，修复与家人的关系。 

 

2、咨商员的辅导目标： 

a) 短期目标：引导案主化“被动”为“主动”，进而修复与家人之间的 

关系。 

b) 长期目标：协助案主走出忧郁。 

 

3、表达性艺术治疗法： 

a) 通过艺术媒材的呈现，帮助案主用与生俱来的创造力，整合思想行为、

发挥潜能、提升问题解决的弹性与能力，以向外呈现存于内心未表达出

来的思想与感情。让案主在过程中可自我探索、与人分享、藉由回馈与

讨论促进自我理解，进而达到自我成长。 

b) 当咨商员发现案主防卫心强，故决定用绘画和沙游让案主尽情发泄且不

伤害他人，也让案主重新统整其认知概念，评估自己的心理发展，将她

过去和现在连接再投射到未来的特质与功能。 

 

4、认知行为治疗法： 

a) 主要针对忧郁症、焦虑症等问题及修正功能障碍的想法与行为。 

b) 咨商员了解了案主之认知扭曲后，便顺着行为试验、活动监察计划、放

松、分心和再集中、利弊分析、场景演练、应付卡片及角色扮演的技

法，加上赋予作业让案主改变自己的想法以及行为，进而调整自己的情

绪。 

 

七七七七、辅导要点及方案、辅导要点及方案、辅导要点及方案、辅导要点及方案    

1、表达性艺术治疗： 

a) 绘画疗法 

i. 自由作画及左右脑处理： 

自由作画及左右脑处理除了是咨商员的评估工具，同时也是让案主

达到自我醒觉及自我疗愈的工具。 

 

 

 

 

 

 

 

 



个案研究：“三角失衡而发出求救讯号的女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0 

ii. 曼陀罗彩绘： 

 
 

通过曼陀罗彩绘让案主能够在平时没有咨商员指引下也能达到自我疗愈的功

效。案主将之取名为《雪花》。 

 

b) 沙游疗法 

 
 

          基于我校欠缺细纱，故咨商员将沙游与绘画结合，让案主在白纸上 

             摆放玩具，之后引导案主添加色彩背景让案主认识自己的定位、方向及 

             情绪，进而达到自我醒觉的功效。 

 

2、认知行为治疗： 

a) 放松、分心和再集中疗法 

咨 商 员 通 过 吹 气 球 法 ， 眼 手 距 离 法 （ Eye-Hand Distance 

Technique）协助案主放松自己，控制情绪，然后分散负面情景，集中

及保留案主的所有美好回忆，让案主不会因为情绪影响而轻易自杀。 

 

b) 行为试验及利弊分析疗法 

咨商员和案主探讨改变自己的对策及可能性行为，同时也引导案主分析

每个列出行为之利与弊，以及所有的可能性结果。这个疗法当中主要是

协助案主自己找出最适合的解决方案，并让案主自己做决定应该选择的

对策，让案主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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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场景演练及角色扮演疗法 

咨商员通过场景演练让案主把两个公仔反射为她的父母，让她学习与父

母沟通，然后再通过角色扮演让案主站在父母的立场回应，如此一来一

往的回应不止协助了案主懂得站在父母立场思考，而且在咨商员的指引

下，案主更假设了很多可能性发生的场景，然后再加以演练让案主对可

能发生的事情应付自如。 

 

d) 应付卡片疗法 

咨商员让案主写出所有将发生，可能发生，还没发生的事情在小卡片上

（问题卡），然后引导案主思考该有的应对方法并一一列在另一堆颜色

的小卡片上（应对卡），然后逐一针对事件，要求案主列出应对卡片，

再陪伴案主从中筛选出最适合及最妥当的应对卡片。接下来的几次晤

谈，咨商员会不经意的给案主复习问题卡，然后要求案主出示她的应付

卡，直到可能面对的问题已发生才把该问题卡抽出。 

 

e) 活动监察计划疗法 + 作业 

咨商员通过活动监察表及作业了解了案主的改变意愿、配合度及行动

力。活动监察表让咨商员看到案主所采取的行动是否一致，而且由起初

的被动化为最后的主动，这也让咨商员检测了案主的成长，并能够明确

决定结案时间。通过监察表及作业，咨商员发现及时给予的纠正、赞赏

和鼓励不止大大的提升了案主的自信心，这更对案主的自我成长起了疗

效。除此之外，咨商员更要求案主签下“拒绝自我伤害协议书”，并给

予案主多项求救资源。 

 

   3、治疗过程 

从一开始的关系建立（Rapport Building）到如今的追踪咨商，足足用尽了

将近 1 年半的时间。一开始的见面为每个星期见面一次，接着每两个星期一

次，到最后的每个月一次，咨商员和个案进行了 20 多环节见面晤谈。 
晤谈次数晤谈次数晤谈次数晤谈次数    晤谈阶段晤谈阶段晤谈阶段晤谈阶段    

1 - 2 关系建立 

- 谈一些较为轻松的话题，与个案

建立信任感。 

3 - 5 陈诉问题 

- 仔细聆听个案的问题陈诉，不加

任何纠正。 

6 - 7 测试评估 

- 运用心里测验测试及评估个案真

实问题。 

8 设定目标，治疗开始 

- 协助个案设定辅导目标，朝着辅

导目标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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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13 治疗过程 

- 计划治疗方案并运用之。 

14 - 15 提升能力，治疗尾声 

- 个案开始可以独立解决问题，故

设定提升其解决问题之能力。 

16 结案 

- 结束案件。 

17 - 22 个案追踪 

- 通过见面哈啦 

- 通过电邮 

 

   4、追踪观察（最后一次追踪：2012 年 07 月 23 日，下午四点） 

“老师，谢谢你！我现在轻松很多了，妈咪也很撑我了。就在前天罢了，妈咪

问我累不累，叫我先好好休息… …”最后一次追踪是在食堂偶遇，故与案主寒

暄哈拉一番，得知案主现在一切安好（没有终日以泪洗脸），与父母的亲子关

系也有了微小改善（案主发现妈妈对待她的态度也随着自己的改变而改善

了），自己也乐观了许多（谈话之中，负面词语及负面思想明显减少了）；虽

然友情之间的问题及学习上的压力犹然存在，但案主告诉咨商员她可以自行解

决，她也相信自己可以自行处理这两项问题了。案主更答应咨商员会好好活

着，不会再做傻事了。 

 

   5、咨商员对于案主的部分问题回应 

a) 当咨商员发现真正问题并非简单的友情及爱情时，对案主说了这么一句

话“我可以感觉到你是真诚来寻求方法，只是你还不敢把问题说出

来。” 

b) 当咨商员引导案主进行场景练习，但又发现案主无法完全投入时，这么

说“如果你爸妈听见你这句话，你觉得妈妈会怎样回应你呢？当然我知

道这个公仔是不会回答你的，但我要你用心地去感受一下，感觉你爸妈

会怎样的回答你，明白吗？那你现在有什么话要对你的爸爸妈妈说的

呢？” 

c) 当案主向咨商员说“不可能改变到”，且她开始对自己没自信时，这么

说“你的敌人是你自己，你到现在还理不清自己的情绪，走不出钻牛角

尖的负面思考，结果一直把自己困在里面。你感到力不从心吗？你总觉

得无法帮自己，是不是？” 

d) 当案主口口声声认定是弟弟的错，是弟弟害她的，认为弟弟一定要受罚

时，咨商员这么挑战她“从你刚刚的一番话里，我听到了审判的声音，

你是否有察觉到呢？你不断地强调弟弟应该受罚，你就像个法官要来审

判他的罪，一次又一次把他的犯罪证据呈现眼前，为的就是提醒自己：

他应该受罚！他不值得原谅！” 

e) 当案主出示了手上疤痕，且告诉咨商员曾想自我了断时，咨商员要让案

主看到自己的生命意义，并确保她以后不会再犯时，这么说 “生命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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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对每个人来说都不同，我的生命在我与案主共同成长的过程，显得特

别有意义。为了能够继续进行我的工作，我渴望继续活着。那你的生命

意义是什么呢？你为什么而活着？” 

f) 经过了好多次晤谈，案主的状况时好时坏，没有多大改变时，咨商员刚

巧也发现了案主的配合度不高，只带着被动的心态，并没有真正参与，

故咨商员这么告诉案主“如果你是带着‘让老师来帮我’的被动心态的

话，那你可能不会见到任何疗效。在这里我所扮演的角色是从旁指点

你，给你勇气向前进。我可以帮你设定目标，陪你往前走，却不能够代

替你走这条治疗路程，你需要告诉自己‘让我自己帮自己’，并积极地

参与这个疗程，这样你才能继续往前走。你明白吗？”  

 

八八八八、检讨与建议、检讨与建议、检讨与建议、检讨与建议    

    

1、不能期许个案对事的规则和信念马上改变。习惯固然难改，习气更不

容易修正；毕竟个案在家庭里多年的规则及习惯早已形成了一种习气，案主在

与咨商员见面的次数也不多，所以案主在处事上的规则及信念更不能在几次见

面后有所改变。咨商员唯一能做的是赋予案主作业及活动监察表以监督或协助

案主靠她的决心和努力，慢慢把新的习惯灌注在案主的生活中，再让她养成为

一个新习气。 

 

2、在适当的时候给予当头棒喝，或许比长期的责备，或长期的关爱来得

更有效。在与案主咨商的过程中，咨商员不时地挑战、扭转、辩论、甚至是当

头的一棒，目的在于让案主突然的醒觉，以及扭转观念。要警惕的是，过多的

挑战、扭转、辩论，也可能破坏了我们辛苦建立的关系（Rapport 

Building），也会让该案主把自己的心门关上，不再相信咨商员了。 

 

3、每一个个案都是不同的个体，绝不能一招行天下，一个好的咨商技巧

未必能在特别个体上一概全论的发挥，需要不断迎合个案节奏或步伐做更改，

这样方能打开个案的心房，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去探讨并加以协助。 

 

4、预防胜于治疗，一点点的变化，一点点的问题都不轻易放过，这或许

就可救了一条性命；而且及时发现问题让个案及早接受治疗总比事情发生后才

来进行辅导，功效则不能像预防工作做得透彻了。 

 

5、接受个案每个时刻所感受到的感觉和情绪，不加批评，不用修饰。晤

谈期间，某些时候案主不需要听多余的分析、解说、劝告、引导，因为不是适

当的时候，她根本听不进。案主要的是有人认同并接受她的感受和情绪来加强

自己的自信心。如果案主不想说话，只想沉默、独思，那咨商员就在旁边静静

的陪伴着她，这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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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结语结语结语结语    

治疗，不一定会达到“完全好了”的状态，常会看到的是：状态改善

了，感觉好多了，个案懂得掌控自如，就可以放手让个案自己走自己的路，让

个案自己展翅高飞了。案主相当明确接下来她该如何继续面对和应付了，看见

案主的成长，咨商员的心中也感到无限的满足；当个案不再需要来辅导处咨商

室时，是应该开心的，咨商员心里献上深深的祝福，祝福案主继续的健康、快

乐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