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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針對諮詢的發展與概念、國內外家長諮詢的現況與相關研

究、父母效能系統訓練核心概念及實證研究，以及焦點解決短期治療的理論、技巧與

研究等文獻分別探討如下。 

 

第一節   諮詢的發展與概念 

一、諮詢服務的歷史 

  1949 年在以色列的服務可能是最早有系統取向的諮詢服務，當時 Gerald 

Caplan 和臨床團隊被安排參與一個 16000 位青少年的心理健康需求服務，執行此

任務面對的是超過 100 個寄養家庭的青少年，通常是有問題的家庭，而且這些寄

養家庭大約有一千個家庭尋求協助。面對傳統醫療體系的轉介、診斷、個別心理

治療的干擾，Caplan 思考這樣專業資源必須更有效的被使用（Caplan,1970）。 

  Caplan 發現機構的服務人員似乎根據他們個人主觀或偏見對孩童的行為做

出錯誤的判斷，因而他們的團隊將處理的焦點放在幫助這些服務人員，使服務人

員能以正向的態度來看待孩童的行為。由於太多家庭請求協助，Caplan 醫療團隊

就採用間接處理案主問題的理念，讓已受過基本助人訓練的學校專業人士直接處

理案主，而 Caplan 醫療團隊則協助專業人士能採用適當策略，以降低或減緩孩

童不當行為表現的頻率與程度。這一來不僅使各機構能依機構的特性發展出他們

處理問題的技術，也使直接處理案主的數量降低（Erchul,＆Martens, 2002）。 

  Caplan 醫療團隊支持青少年的照顧者，照顧者採用新的方法處理青少年問

題，使得照顧者更有效率的管理案主的問題。Caplan 團隊以專業執行諮詢活動，

改善了照顧者的功能，Caplan 相信心理健康諮詢服務跟傳統一對一的治療相比，

它可以讓案主有更多正向的效果。他也發現當服務符合照顧者需要時，照顧者將

可得到更多訊息(Caplan & Caplan,1993，1999)。 

  1952 年，Caplan 回到美國任職於哈佛公共衛生學院，當時為了幫助附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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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處理青少年問題行為，Caplan 分享昔日在以色列的經驗，獲得當地學者的認

同。於是 Caplan 與 Erich Lindemann 等人合作規劃一些方案，在魏斯禮人際關係

中心發展心理衛生諮詢的工作理念。他們認為透過教學或團體諮詢將足以提高受

諮詢者（consultee）的專業知能，並開始建構諮詢的理論學說。 

  除了 Caplan 之外，許多學校心理學家、諮商心理學家、社區心理學家等人

員努力推廣與應用，使諮詢專業得以快速崛起。此外，美國心理衛生工作者普遍

地意識到諮詢技術已成為助人者的重要技術之ㄧ，諮商與教育相關課程鑑定委員

會（Council for Accreditation of Counseling and Related Educational Programs,1988）

將諮詢列入諮商研究所必修課程之ㄧ；而美國學校諮商師學會（American School 

Counselor Association,1986）也將諮詢技術列入中學學校諮商師必備的技能之

ㄧ；同時美國諮商師教育與督導學會（Association for Counselor Education and 

Supervision）積極出版相關書刊（Brown, Kurpius, & Morris, 1988; Kurpius & 

Brown,1988）。愈來愈多單位機構隨著現實上的需要，開始實施諮詢專業理念與

服務。 

 Erchul(1993)指出，Caplan 對執行諮詢的貢獻是空前的，今日諮詢已經在學

校、臨床、社區諮商和組織心理學等佔有一席位置，以及許多教育領域（例如特

殊教育、學校諮商）、心理健康領域（例如社會工作、心理照護）亦是。此外，

有一些指標亦說明諮詢在人類服務的成長與普遍性，像是 PsychINFO(1990-2000)

使用諮詢一詞為關鍵字者，有 4607 篇參考文獻，而以諮詢為抬頭者有 1104 篇參

考文獻。另外，一般來說，在實務工作上，心理師約花 20%的時間在諮詢上，且

諮詢的報告也是他們服務要項之一（Fagan & Wise,2000）。 

  綜合上述，在 1959 年由 Gerald Caplan 提倡心理諮詢的概念，對不同對象提

早發現問題，並對直接服務者提供諮詢服務。隨著諮詢領域的不斷擴充，諮詢服

務已成為心理服務要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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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響諮詢服務的角色之因素 

    Caplan 在以色列的諮詢服務成效帶入美國，當時已有心理治療、心理健康服

務、校園內也有心理師，卻仍引起各界重視。此處試從影響因素來探討諮詢服務

的發展，並論述尋求諮詢者的需求，冀期對諮詢服務的歷史演變有較清晰的描述。 

   為了瞭解國外當前諮詢在心理學及相關領域的脈絡，必須回顧一些歷史因

素，尤其在 1950 年代造成許多人樂意接受及採用諮詢作為重要角色。此處以理

論的、專業的、實際的等三方面來陳述(Erchul & Martens,2002)： 

（一）、理論上的議題 

   首先，Szasz(1960，引自 Erchul & Martens,2002)認為心理疾病不能完全反映

個體許多生活上的困擾，以「心理疾病的迷失」來稱呼。他主張行為是否正常需

在社會、情境、道德脈絡下來思考，而不僅僅從個人的心理狀況來思考。此觀點

強調正常與非正常行為有共同的發展、維持、改變的歷程。 

   其次，社會心理與偏差行為的生態模式的興起。醫療體系應用於心理處遇卻

在 1950 年代開始失去支持，乃因社會學研究清晰描述發生心理疾病與一些社經

地位、教育、養育、和失功能的社會網絡有關。這些變項使得傳統個體中心主流

的心理健康專業，和提供可信賴的非傳統介入方案都引起注意。最後，行為心理

學的興起促進諮詢服務角色的發展。行為學的觀點認為不正常行為是環境功能的

事件，並強調學習和以學習為基本的治療。這些治療的歷程是特定的，即使半專

業的心理健康人員（如教師、父母）可以被訓練來使用，同時行為處遇被證明相

當多正向的處遇效果。更重要的是，行為心理學家將治療帶離臨床環境，讓處遇

監控與結果可能更緊密，它也擴大了潛在案主與潛在改變的可能（Gutkin & 

Curtis,1982; Hersch,1968; Tharp & Wetzel,1969）。 

 

 

（二）、專業上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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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文獻指出至少有三個專業的議題與出現諮詢服務角色有關。第一，心理

病理學臨床診斷，例如早期 DSM-I 和 DSM-II 的診斷類別是不可信的（Zubin, 

1967），當時症狀學與診斷的類別也時常無法明顯區分（Zigler & Phillips,1961 

）。此外，案主的社經地位是預測接受處遇的最佳因數，而不是診斷（Hollingshead 

& Redlich,1958），心理健康專業人員處遇之前的診斷，開始受到許多質疑

（Hobbs,1964）。第二，一些心理健康專業人員在特定的治療目標與歷程是失敗

的。1960 年代，更多的治療變得更有用，心理健康專業人員處遇的主要目標變

得不明顯，像是降低內在壓力、心理疾病的痊癒、重組病人的人格、改善症狀或

增進心理健康等。然行為治療與存在主義有關治療歷程方面，主動處遇成分時常

不被認定，或在關鍵處遇上有極相反意見（Hersch,1968）。此領域和民眾的看法

有了混淆，使得更多人接受非傳統的治療形式，例如會心團體（Lieberman, Yalom, 

& Iles,1973）。第三，心理治療的治療結果缺乏證據（Eysenck,1952）致使其價值

受到質疑，也使一些個案尋求其他的處遇意見。Eysenck 提出上述意見後，使其

他形式的助人關係合理化，包括基本人性關係訓練（Carkhuff,1969），互助團體

（Caplan & Killilea,1976）。 

  

（三）、實務上的議題 

   有三個理由說明為何諮詢角色會出現在心理學及相關領域。第一，受過心理

健康專業訓練的人員不足（Albee,1959）。正如 Hersch(1968)所述多數需要幫助的

人無法獲得服務提供者的協助。第二，1960 年代貧富之間出現不同的心理健康

服務。社會學研究顯示，更嚴重的心理健康問題與危險因數明顯的大量出現在較

低階層，此外，無論診斷如何，貧窮的案主受到心理治療較草率，而富有的案主

較可以得到長期的心理治療(Hollingshead & Redlich,1958)。第三，各種研究證明

輔導人員成功的擔任助人工作，這些研究也建議少數受過正式訓練的助人工作

者，可以做預防性的事務，以及心理疾患的處遇。特別是父母、教師和助教可以

被訓練，在特定場所糾正孩子的行為（Cowen et al.,1975; Hobbs,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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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諸多因素，當時對於傳統方式的心理健康服務發出不滿意聲音，遂出現

改革運動，稱為社區心理健康運動（community mental health movement）。此運

動在 1963 年由甘乃迪總統批准實施（P.L.88-164 號法令），並於 1980 年代早期

獲得聯邦經費支援與合作。這個法令使諮詢正式被認可，且合法的在心理健康機

構和學校正式執行。 

 

三、諮詢的定義 

  諮商輔導領域的學者對於「諮詢」（consultation）提供了不少的定義，基本

上都認為諮詢是多種助人工作者共同合作下的一種助人關係（Dougherty, 

1995）。在此關係中，針對當事人的問題尋找一個有效的協助方式，為了達到這

個目標，諮詢員的角色可依情況做調整，例如扮演專家、支持者或引導尋求諮詢

者潛能發揮的角色（Dougherty,1995）。因此，諮詢是共同努力去解決問題，並涉

及到第三者的協助（Meyers, Alpert, & Flersher,1983）。通常諮詢也都強調是專業

人員之間的互動，例如 Caplan 和 Caplan(1993)認為，諮詢是指兩位專業人員之間

所形成的互動過程，其中一個具有特殊的專長，稱為諮詢員（consultant），另一

個是信任諮詢員的專長，覺得諮詢員可以協助他解決在專業工作上的困境，而向

諮詢員求助者，稱為尋求諮詢者（consultee）。Keller(1981)也認為諮詢是兩個不

同領域專業之間，包含第三者的關係，試圖處理與工作相關的問題，但並不一定

是專業的關係。 

  諮詢也強調尋求諮詢者的自願性，例如 Conoley 和 Conoley(1992)就認為諮

詢的目標是為了協助專業功能的發揮，其透過不同專業領域之間，所進行的一種

志願性、非督導的關係。專業諮詢員協助的對像是尋求諮詢者，而不是案主。

Brown, Pryzwansk,和 Schulte(1991; 1995)也認為諮詢是自願性的問題解決過程，

諮詢關係的開始、結束可由諮詢員或尋求諮詢者主導，目的在協助尋求諮詢者發

展更有效的態度和技巧來協助案主（可能是個人、團體、組織），並增進尋求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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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者的能力。 

  國內方面，連廷嘉（1998）指出，諮詢是諮詢員和尋求諮詢者之間互動歷程，

係以合作、平等的方式增進其尋求諮詢之自我效能與問題解決能力，藉以協助案

主解決問題。吳淑禎（2002）則認為，諮詢應是一種協助或合作的過程，在此過

程中，諮詢員提供專業知能，以嘗試協助尋求諮詢者有效解決案主的問題。王淑

玲（2001）認為諮詢是諮詢員與尋求諮詢者一同合作協助案主改善問題的歷程。

諮詢員對尋求諮詢者提供直接服務，對案主提供間接的服務。 

   綜合上述學者所述，諮詢是一種專業性助人歷程，指諮詢者在平等合作的基

礎下，直接提供尋求諮詢者專業知能，以提昇尋求諮詢者解決問題的能力，間接

服務當事者或系統。此助人過程中包含諮詢者、尋求諮詢者、案主或系統。 

 

四、諮詢的重要概念 

    Caplan 和 Caplan(1993，1999)認為心理健康諮詢關係有獨特與特殊的形象，

它們不同於督導、教導、心理治療等專業活動之關係：(1)諮詢關係本質是三元，

它涉及諮詢員、一個或多個尋求諮詢者、案主；一般來說，尋求諮詢者缺乏諮詢

員在各種領域所具有的訓練和經驗，包括教育、養育、法律或醫療等。(2)最佳

工作關係是對等的且沒有階級的，在諮詢員和尋求諮詢者之間是沒有權力差別

的。(3)諮詢時不討論尋求諮詢者的個人問題。(4)諮詢員對尋求諮詢者沒有責任

或形式上的權威，因此最終的責任是案主的利益，而非諮詢員。(5)尋求諮詢者

可自由地接受或拒絕諮詢員所提供的任何意見。(6)諮詢員與尋求諮詢者的訊息

交換以保密為前提。(7)諮詢有雙重目的，一是幫助尋求諮詢者以專業知能與技

巧解決當前問題，一是讓尋求諮詢者在未來面對類似問題時可有效的解決，而不

再需要諮詢員持續的支援。 

   綜合相關的文獻，試將諮詢的重要概念整理如下（Conoley＆Conoley, 

1992;Dougherty,1995; Zins, Kratochwill, & Elliott,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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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諮詢的原理 

  Conoley 和 Conoley（1992）認為諮詢的基本原理有三： 

1.效果性（efficiency），是指尋求諮詢者所獲得的覺察和技巧，除了可協助目

前的案主，亦可類化到將來類似的案主。 

2.影響性（impact），是指最能影響案主的是長期且密切接觸的人，例如父母

或教師，諮詢可協助這些照顧者採取有效的策略。 

3.預防性（prevention），是指尋求諮詢者將所學到的概念和技巧應用協助案主

的適應問題，即可發揮預防的效果。 

 

(二）、諮詢的共同性質 

  儘管學者對諮詢的看法不盡相同，仍有其共通觀點，整理如下： 

1.諮詢的三角關係，是指諮詢過程中有著特殊的三角關係，其存在於諮詢員、  

尋求諮詢者和案主三者之間。 

2.諮詢服務的內容是以專業問題解決作為導向。 

3.強調預防的功能，儘管有學者認為諮詢兼具治療性、發展性、預防性等功     

能，但一般皆強調其預防性的功能。 

4.諮詢關係是自願性、平等性、合作性、自主性和暫時性的，諮詢關係的開        

始可由尋求諮詢者主動求助，在平等地位的情況下透過雙方的合作而將問

題解決。對於諮詢員所提供的意見，尋求諮詢者可以自行取捨，同時也必

須為自己的決定負責。因為是問題解決取向的服務，因此隨著問題解決了，

便終止此暫時之關係。儘管在理想上，諮詢關係是平等的，但事實上，諮

詢員擁有尋求諮詢者所期望的協助，故諮詢員可能擁有較高的權利

（Tokunaga,1984；邱獻輝，2000）。 

5.諮詢的目標，不同的學者、諮詢模式對諮詢目標的界定也就不同，但都有     

重疊。Conoley 和 Conoley（1992）的觀點頗具統整性，概述如下：(1).提供

對問題的客觀看法；(2).增進問題解決的技巧；(3).促進處理的技巧；(4).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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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選擇的自由；(5).加強尋求諮詢者做決定的承諾；(6).增加處理持續性問題

的有效資源。 

   綜合上述可知，諮詢也有教導的成分，但只是提供尋求諮詢者執行策略所需

的訊息；諮詢的本質在於協助輔導志工，發揮問題解決的功能，並且協助來電家

長將尋求諮詢之後協助子女的成功經驗，運用到往後的類似案主身上。事實上，

這正是諮詢的要義，即效率性、影響性、預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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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家長諮詢概念與相關研究 

一、家長諮詢概念 

  家長諮詢（parent consultation）直到 1968 年才由 Faust 開始倡導（邱獻輝，

2000）。值得注意的是在子女不適應行為改變過程中，家長與子女的互動常扮演

著無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從 Caplan 提出諮詢的概念到後續的學者，多將諮詢定

義為「兩個專業角色之間的互動」，然而，在家長諮詢中的尋求諮詢者（父母），

卻非屬於專業人員，因此有關家長諮詢的理論、文獻與實務經驗也就不多

（Sheridan & Kratochwill,1992；Sheridan, Krtochwill, & Bergan,1996）。 

   家長諮詢既不是直接諮詢案主，也不是父母訓練，有時會以「父母涉入（parent 

involvement）」來稱之(Sheridan, Kratochwill, & Bergan,1996)。然它們之間仍有差

異，正如 Sheridan(1993b)所指，以資訊的提供來說，親職教育最多，而家長諮詢

做最多的是提供特別的知識與技能，家長諮詢最強調個別性。此外，家長諮詢常

被認為是父母效能訓練，事實上，兩者之間有極大的差別。基本上父母效能訓練

與家長諮詢最大的差異在於，父母效能訓練會提供較多的知識，且較少進行人際

互動。而家長諮詢使父母發掘個人既有的能力，讓父母更有能力去解決問題，且

父母效能訓練偏重事前預防，而家長諮詢偏重事後處理。此外，兩者活動內容均

朝向促進溝通能力，培養父母效能並增廣孩童發展的相關知識等（Dougherty, 

2000; Brown,et al.,1988;1991;1995; Wallace & Hall,1996; 鄔佩麗、黃兆慧，2006）。 

在諮詢過程中，諮詢員和尋求諮詢者二者間的合作，強調兩者對結果有共

識，家長變的涉入更多，因而家長是改變的教唆者而非改變的標的（Dougherty, 

2000）。透過諮詢與合作關係，輔導志工可以協助家長們幫助孩子成功地完成發

展任務，並預防早期生活適應問題的發生（Conroy & Mayer,1994）。經由合作，

家長不會將焦點放在自己身上，而是把專業助人者所提供的知能拿來幫助他們的

孩子。諮詢員欲與家長們建立堅固的關係，以便幫助家長樂意遵循諮詢員的建議

（Maital,1996）。諮詢員常常同時提供各種服務給家長，正如Knoff和Batsche(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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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報告中提到，家長服務時常結合父母訓練、當教練（coaching）和支援。這些

活動包括訓練父母的當家教、瞭解孩子的課業、行為管理、督導家長教導自己和

孩子、當家長初次在家裡當孩子家教時在隨時等候父母諮詢、創造家長為中心的

氛圍激勵家長參與校園活動。最後，家長必須覺察諮詢和合作服務的益處，且感

覺樂意使用（Cole,Thomas, & Lee,1988）。換言之，家長諮詢的功能包含服務功

能、評估功能、合作功能、教育/訓練功能等，最主要目的是在於補足家長在家

庭知識方面的不足，以及增強家長的問題解決能力，進而協助家長或其家庭的改

變與成長，讓家長或其家庭成為一個具有功能健全的人格或家庭（曾文志，

2006）。 

   

二、國外家長諮詢的相關研究 

有關家長諮詢的研究，目前為止國外的研究不多。茲分述如下： 

 Medway(1979)檢視從 1972 年至 1977 年間的 20 篇諮詢研究，發現其中 76%

認為諮詢工作有正面效果;Medway 和 Updyke(1985)發現，84%有正向的改變。

Sheridan、WeIch 和 Orme(1996)檢視從 1985 年至 1995 間的 46 篇研究結果，發現

67%成正面結果，28%為中性結果，5%為負向結果。這些研究結果不同，可能是

研究設計不同、結果標準的合適性、整合分析研究未能跨越學派所造成的（連廷

嘉，2001），大體而言，諮詢工作是具有成效的。 

  目前美國學校諮商員對父母協助的狀況，可從 Bloss(1995)、Thompson(1986)

的研究略見端倪。Bloss 以美國學校諮商員協會(American School Counselor 

Association)為母群進行調查，受試者普遍認為學校諮商員的角色功能必須包括家

長諮詢、家庭諮詢和親職教育。但事實上，學校諮商員偶而才會使用這些家庭策

略來協助學生，學校基本上仍以學生的個別協助或教師諮詢為主。這種矛盾現

象，主要是因為龐大的個案量，以致無法提供家庭策略的協助。Thompson (1986)

也發現，學校輔導工作仍以個別諮商、教師諮詢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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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家長諮詢方案評估研究結果，實徵性研究大抵上都顯示有明顯的效果產

生。其中有關行為派取向的諮詢模式中，Myers(1996)以聯合行為諮詢

（collaboration consultation model，簡稱 CBC）協助問題困擾孩子的家長和教師

結果發現 CBC 能有效改善孩子至少一項以上的問題行為，且在事後的追蹤時，

仍能保持改善的程度。Taverne(1992)也曾設計以行為派諮詢模式，協助 6 對長期

教育挫折家庭的母親，他們的子女是學齡前。結果顯示，行為派諮詢的策略能被

受試者接受，除了能改善閱讀效果，並有助於子女的語言發展。另外，Carrington 

Rotto(1993)則是整合了行為派諮詢模式與能力本位（competence-based）的親職

教育，協助 9 位家長教養 7 個 3 至 7 歲的子女。結果發現在練習的情境中，家長

能熟練運用教養的技巧，且此效果延續至八週之後的追蹤測量，家長也主觀認為

子女行為有改善。但是，研究者在尋求諮詢者家庭中的客觀觀察，卻發現尋求諮

詢者的教養技巧並沒有改善，亦即沒有產生學習遷移，儘管行為派諮詢模式具有

這種從「練習—實際運用」連結的功能，但在此研究中並沒有證據顯示發揮此功

能。 

在前述教師諮詢或家長諮詢的效果研究中曾提到，尋求諮詢者有改變，但子

女或當事人卻尚未產生改變的情況是可能的，尤其是心理健康諮詢模式的效果評

估。因為當事人的改變可能是在尋求諮詢者改變之後的一段時間才會發生，所以

Conoley 和 Conoley(1992)主張諮詢效果的早期評估，重點應放在尋求諮詢者的態

度和行為。然而，若是採取行為派或組織發展諮詢模式，這樣的解釋觀點似乎不

易為人所接受，因為這兩個諮詢模式的工作重點，都是聚焦於尋求諮詢者欲協助

的對象（當事人），倘若欲協助的對象沒有改變，則很難說明諮詢的效果。 

  Rhoades(1993)以教師推薦的四名具有完成家庭作業能力，卻無法按時完成

的國小男童為尋求諮詢者協助的對象，提供家長五次的個別諮詢，然後以這四個

男童完成作業，以及正確率來評估諮詢效果。評估發現這四名男童從問題學生完

成作業的水準，提昇到一般學生的水準。Nichol(1984)以家長諮詢的方式協助前

操作期和具體操作期的國小一、二年級學生，進行自我教導訓練。結果顯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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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學生在問題解決技巧和自我控制的認知任務中，都有顯著的進步。同時，從家

長的觀點來看子女，也認為子女的自我控制能力有顯著提昇。 

 

三、國內家長諮詢的相關研究 

    國內諮詢服務乃以親職教育的諮詢為主（郭靜晃，2005）。至於實行方面，

兒童家庭福利服務在實行方面大致可分為兩類：一為家庭服務機構，其功能在解

決個人與家庭的問題；另一為兒童輔導中心，即兒童諮詢輔導，主要在解決兒童

適應及行為問題。兒童家庭福利服務即針對兒童本身及其所處的家庭環境兩方

面，提供適當諮詢，直接及間接促進兒童福祉（郭靜晃，2005）。 

  我國目前的兒童家庭福利服務在家庭諮詢服務部份都由社政單位配合教育

單位元元以及部分民間團體，如「張老師」、社會福利機構實施。民間一般社會

機構(信誼基金會、家扶中心、友緣基金會)及諮商輔導機構(張老師、家庭教育中

心、生命線)，亦附設「家庭諮詢專線」提供民眾有關子女教育、管教問題、親

子關係失調的電話諮詢，協助其解決家庭問題（郭靜晃，2005）。教育部中部辦

公室自 2000 年起每年辦理服務活動超過 200 場次，每年辦理諮詢服務個案總數

超過 900 人次，顯示中等教師及學生對諮詢服務需求大（中部辦公室，2006）。

臺北縣家庭教育中心 885 專線 95 年個案數超過 500 人次，而且均是親職之相關

議題（家庭教育中心，2006）。上述狀況均說明家長諮詢服務需求情形。 

   目前國內有關諮詢效果的研究，僅蒐集到鄔佩麗（1998）對國中教師提供個

別諮詢，協助教師輔導教室搗蛋學生的方案研究，該研究尋求諮詢者認為尋求諮

詢之後，自己本身有幾項改變：1.更客觀，自認更瞭解學生，對學生行為有了新

的觀點。2.更能解決問題，能排定問題的優先順序、系統的解決問題、肯定自己

是不錯的決策者。3.更能扮演好老師的角色，肯定自己是不錯的老師、有信心、

有效處理班級情境。4.更能瞭解人類行為。5.更能促進學生的成長。在鄔佩麗的

報告中，尋求諮詢者（教師）自陳報告問卷顯示有明顯的改變，但對於欲養成當



 19 
 

事人（受輔學生）目標行為的評估數據中，卻未支持當事人有明顯的改變。 

在國內進行團體式親職諮詢者唯有邱獻輝（2000）一篇，闡述的實徵性研究

也支持諮詢的效果，至少尋求諮詢者主觀的感受都肯定諮詢的成效。而有關家長

諮詢的研究，其協助對象（當事人）均屬於年齡較小者，如國小或學齡前的兒童，

其結果也大多發現子女的問題獲得改善。然而國內諸多研究指出，當家長忙碌無

暇跟學校教師接觸深談孩子問題，較傾向以電話諮詢為需求（甘玉霜，2005；黃

玲媛，2004；李愛華，2003；徐貴蓮，1994）。因此之故，單次的諮詢服務更需

發揮其最大程度的協助，也使得缺乏以社會輔導機構輔導員為對象的家長諮詢之

研究，更顯得重要與必要。 

    綜合上述，國內家長諮詢仍以校園環境為主，而參與成員也以學生家長和學

校教師為主要對象，以社會輔導機構及其輔導員為研究對象則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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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父母效能系統訓練理論與研究  

本節將介紹父母效能系統訓練的概念及相關實證研究，分別說明如下： 

一、父母效能系統訓練的概念 

Adler 重視人的社會性本質，也是第一位將家庭諮商運用到社區教育的心理

學者，他在 1919 年設立兒童輔導中心，是維也納學校制度中第一所心理諮商中

心，該中心聯合父母、教師、醫師及相關的工作人員，共同處理兒童的問題，進

而發展出 Adler 親職研習團體的革新諮商方式。Adler 學派反對家中權力的操縱

與控制，強調民主與合作的家庭氣氛對子女人格的模塑有深遠的影響。Adler 學

派認為人是一個能獨立自主的社會性動物，其一生的目標就是在尋找歸屬感。在

尋找的過程中，選擇並運用自己覺得可以能得到自己與他人重視的信念、感覺及

行為，逐漸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 

   美國精神科醫生 Rudolph Dreikurs 是親職教育運動的先驅者之ㄧ，Dreikurs

是 Adler 早期的門徒，也是 Adler 在維也納創立「兒童輔導中心」時期的同事。

在納粹橫掃歐洲之前，Dreikurs 在歐洲頗負盛名，1939 年逃到美國以迄逝世(1972)

期間，美國及全世界的親職教育、婚姻與家庭諮商、教育及心理治療界，受

Dreikurs 的影響甚钜。他有許多親子關係以及師生關係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一

本書是「孩子的挑戰」（Children:The Challenge），其訓練父母「透過親職教育，

幫助父母和孩子在親子平等的基礎上發展出最適當的親子互動模式」

（Christensen ＆Thomas,1980），亦即將民主的精神帶入家庭生活中。該書成為

許多親職教育主要的依據。 

   Dreikurs的模式主要源自Adler的個體心理學。Dinkmeyer、Mckay（1976）繼

承Adler和Dreikurs的民主教養理念，均強調孩子的行為均有其動機，選擇及權

利，所以親職教育重視孩子行為目的的瞭解，並養成民主精神的互動關係。

Dreikurs也關心孩子的社會性本質以及對價值感的追求，他認為孩子出現不良行

為是因為孩子追求價值感的導向錯了，父母的任務便在於幫助孩子用建設性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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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去獲得價值感和地位。家庭是孩子培養自我價值感以及建立自我形象的場所，

並藉此發展其社會性本質。民主的家庭有利於孩子的價值感與社會性本質的發

展。因而Dreikurs提倡利用家庭會議，以促進家庭培養關懷、信任、互相尊重的

家庭氣氛。 

Dreikurs 認為親職教育的目標雖然在於協助孩子成長，但是達到目標的關鍵

在於父母必須有所改變。不可否認的，要父母放棄原有的觀念與做法，採取新的

方式來管教孩子，對大多數父母而言是相當困難的事，而親職訓練方案則可協助

父母克服此難題。Dreikurs 將兒童的不適當行為依不同目的分為四大類，這些行

為亦存在於青少年及成人的行為中（Dinkmeyer＆ Mckay，1976；鍾思嘉，2005），

分述如下： 

（一） 獲得注意 

    幾乎所有孩子都渴望獲得他人注意。兒童學習以良好的行為來獲得他人的注

意，但是如果無法以那些方法達到目的時，則會以一些不當行為來尋得他人的注

意。有些孩子認為唯有得到他人的注意才有歸屬感，即使得到的注意是負向的也

比被忽視要好。例如，父母被攪擾了，而以提醒或哄慰的方式糾正孩子所表現的

不當行為，使他獲得所想要得到的注意。以後，他可能會再以相同的行動或纇似

的行為來求得注意。 

（二）爭取權力 

尋求權力的孩子覺得，只有在他們發號施令時，才顯示自己的重要。父母想

要控制子女，而孩子也想要證明自己能做自己所想要做的，也能拒絕別人要求他

應做的。如果權力的爭戰一直繼續不斷，使子女們漸漸覺得無法反抗父母時，他

們可能會改變對權力的渴望，而轉向第三個目的：報復。孩子的爭取權力，會在

一些破壞性為行顯現。主動型的孩子是以反抗的方式來因應，總作一些和父母所

說相反的事；消極型則是採固執的態度，不輕易服從父母所說必須要做的事。無

論是主動或消極，都是要從父母手中奪取可以用來指揮別人的權力(黃倩儀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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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報復 

    追求報復的孩子常認為自己是不被愛，不被注意的，是被拒絕、被排斥的，

只有當他傷害別人時，才會被看重，也只有以殘酷或令人討厭的行為出現，才會

獲得一席之地。當孩子有報復心態時，父母常會覺得受到傷害，認為應當懲罰此

種心態或行為。但是孩子對父母的反擊卻是尋找更激烈的手段，或是另選一種武

器來報復。孩子之所以表現報復行為，是由於其內心感到灰心與沮喪，這種感覺

並非一定是由父母所造成的，如果報復的鬥爭一直存在於親子之間，孩子會漸漸

覺得自己被打敗，而放棄此方式，以另一種「我差勁」的自暴自棄行為，來尋求

他人的原諒與同情。 

    （四）自暴自棄 

自暴自棄常是那些受到極多打擊，對自己非常灰心的孩子的表現。他用「我

沒有辦法」、「我無能為力」來保護自己，使別人不再對他存有任何期望，也藉此

逃避責任，省去了許多責備與不安。通常如果父母對孩子已不再抱任何希望，表

現出「我再也不管你了」的態度時，孩子也會放棄自己，而以冷漠或毫不關心的

反應來面對父母的決定。 

根據 Dreikurs 的分析，孩子為了達成以上這些目的，可能用建設性或破壞性

的方法；也可能用主動性或被動性的方法。孩子選擇用建設性或破壞性的方法，

主要是看其行為的結果，假使用破壞性的行為可以讓他覺得受到重視，他就會用

破壞性的行為來達成目的。此二種方式排列組合起來有四種行為方式（Dinkmeyer

＆ Mckay，1976；鍾思嘉，2005），即： 

1. 主動－－建設性：如在學校成績優良、活動出色。 

2. 主動－－破壞性：如行動粗魯、反抗、叛逆等。 

3. 被動－－建設性：如聽話、乖巧、可愛。 

4. 被動－－破壞性：如懶惰、固執等表現。 

若將此四種行為方式與四種行為目的相配和，可產生如表 2-1 所示之各種情

形。由表中可以看出，此四種行為方式均可獲得注意：用主動破壞性及被動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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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方法亦可爭取到權力及達到報復的目的。此外，被動破壞性的行為還可以達

到自暴自棄的目的。 

表 2-1     行為目的摘要表 

有用的 無用的  

主動建設 被動建設 主動破壞 被動破壞 行為目的 

成就● A 

乖巧可愛 ●

●騷擾 懶散 

B    ●

獲得注意 

  ●叛逆 C 固執   ● 爭取權力 

  ●行為不當 消極侵犯 ● 報復 

   無助   ● 自暴自棄 

資料來源：引自鍾思嘉（2005）<<培養有責任感的孩子：父母團體領導者手冊 p.67>>。 

當孩子以有用的方式無法得到團體中的歸屬感時，就會轉變成沒用的方法。

最常見的如表中 A 的過程，由主動建設性轉為主動破壞性的方式得到注意，若

無法達到此目的，則會用叛逆的行為以獲得權力：若仍無法爭得一席之地，會用

不當的行為，讓父母生氣的方式來達到報復的目的。另一種常見的轉變過程是孩

子先用被動建設性的行為來引起注意，無法達到目的時，轉而以被動破壞性的行

為引起大人的注意：若失敗會想以固執的方式爭取權力：如果依然失敗，則會將

自己藏在「我不行」的角色中，達到自暴自棄的目的（B）。除了 A、B 二種行為

轉變的路經外，有些孩子會直接由被動建設性獲得注意的方法，變為被動破壞性

的自暴自棄的行為，如 C 的途徑。 

Dreikurs 等人將阿德勒的觀念運用到親職教育，也發展出許多親職教育的觀

點，後來 Dinkmeyer 和 Mckay（1976）則發揮 Dreikurs 的想法，發展出 STEP。

當今國內外盛行的 STEP 親職教育方案，均涵蓋上述 Dreikurs 的親職理念。  

此外，Dinkmeyer 和 Mckay（1976）亦將「父母效能訓練」（Parent Effective 

Training, PET）創始人 Thomas Gordon 和 Carl Rogers 的人本學派的情感表達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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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轉而運用於親職訓練中，教導父母親溝通的技術，以改善親子互動，建立良

好的親子關係。Dinkmeyer 和 Mckay（1976）採用 PET 之三種親子溝通技術即積

極傾聽（active listening）、我的訊息（I message）及不敗的方法（no lose method），

且將之轉用於父母效能系統訓練中，並更有系統的發展出以下三種親子溝通方法

（Dinkmeyer＆ Mckay，1976；鍾思嘉，2005），詳述如下： 

（一）反映傾聽 （reflective listening） 

聽孩子說話的時候，讓他們明白我們已察覺到隱含在他們話裡的意思，以及

未說出的話背面的感受，讓子女感覺被瞭解、被接納，而能更瞭解自己的問題，

協助其建立解決問題的方式。互動的過程有口語和非口語（如動作、表情、聲調）

方式，無論使用何種溝通行為，當父母能以不評價的態度先接納子女的感受或想

法時，便顯示了對子女的尊重及設身處地的瞭解。 

   （二）我的訊息（I－message） 

父母同時必須表達自己真實的感受、想法及意圖讓子女瞭解，因為坦承地對

子女表示，遠比直接斥責或間接暗示孩子的不當行為更容易被孩子所接受。我的

訊息的運用通常包含三部份：1.描述行為（只描述而不評價）；2.指出行為的後果；

3.說出對這個行為後果的感覺，例如：你撞（行為）得我好痛（後果），我真的

痛到快哭出來了（感受）。 

    （三）探索各種解決問題之道（exploring alternatives） 

當孩子遇到困難或者親子雙方有衝突時，可以一起衡量各種解決方案，彼此

協調後，選擇合理的方式再付諸實行，其方式既民主又尊重子女的意見，而不是

父母權威的指導或壓制。探索的歩驟如下：1.使用反映傾聽的技巧去瞭解並澄清

子女的感受；2.利用腦力激盪探索各種可以採取的方法；3.評估各種方法；4.決

定雙方最能接受的解決辦法；5.付諸實行：6.預留時間評估執行成效。 

   由此可知，Dinkmeyer 和 Mckay（1976）的 STEP 融匯許多親職教育的理念

與實務技巧，此外，STEP 隨著時代社會變遷也不斷修正，例如 1980 年代加入

Ellis 的理情治療，1990 年代加入三個青少年的行為目的（鍾思嘉，2005）。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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諸多學者關注 STEP 團體方案的成效，例如，First 和 Way(1995) 與 Ring(2001)

發現在團體中加入角色扮演與示範、Smith(1993)在團體中引入心像引導（guided 

imagery）活動，均發現能幫助家長對 STEP 的技巧更有具體的概念，有助於提

高 STEP 在家長管教態度上的成效。 

Dreikurs 深信人與人之間的互助性，受過訓練都能扮演協助他人的角色。在

訓練團體中的領導者不是個講授者，而是與成員互相分享訊息與經驗的領導者。

綜合上論，STEP 採用尊重、民主、建設性的態度與孩子相處，引導孩子朝向積

極正向的生活。此外，STEP 認為改變父母的教養態度，對於增進家長與孩子親

子關係是相當有助益，因而藉著 STEP 的訓練，可以解決親職問題是不容懷疑的。 

 

二、父母效能系統訓練的研究 

自 1976 年，Dinkmeyer 和 McKay 提出 STEP 的訓練方案後，迄今已有近

百篇實徵研究與討論。Gibson（1999）整理了 1976 至 1999 間，關於 STEP 成效

研究的文章，包含政府的研究報告與博士論文，共 61 篇。其中，關於父母教養

態度研究有 28 篇。1999 年之後，Larson（2000）針對青少年的父母，發現參與

STEP 的父母其獨裁的教養態度顯著減少，親子關係亦有改善。Ring（2001）鑒

於以往 STEP 對於父母的改變總有程度上的不同，因而提出加入角色扮演（role 

playing）於 STEP 方案中，結果發現加入角色扮演的實驗組，其改變明顯高於控

制組。Shanock（2002）則是將團體治療加入 STEP 的團體，發現合併治療的親

職教育團體，對於提高改變父母態度的效果並沒有幫助。Adams（2001）的研究

則提及參加 STEP 的父母親對家中子女的問題處理，比孩子僅接受心理衛生服務

來的有效。 

香港的Lai, Yuk-Ching曾於 1993年針對香港的父母進行 STEP方案的效果研

究，共有九對家裡有國小學童的華人父母參與，分為母親與父親兩個團體，分別

進行 9 週的 STEP 的團體方案。結果發現香港華人母親的教養態度、知識與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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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變達顯著差異，但對香港華人父親的改變則未達顯著，Lai（1993）的解釋

是香港華人父親受傳統文化影響較大，較無法接受平等與尊重的教養觀。 

國內實證研究方面，張愛華（1986）的父母系統效能訓練團體研究是以學齡

前幼兒母親為對象，隨機分派至實驗組與控制組，經過八次的團體，從其自編的

教養態度量表與教養行為量表前後測的結果，經統計分析後得到參加團體的母親

在教養態度的改變達顯著差異，在教養行為的部分，在「與孩子爭執」和控制組

達顯著差異。 

劉姿吟（1992）的研究則是以國小高年級學童母親為對象，採等組前後測實

驗設計，實驗組接受八次的團體後，發現實驗組的母親在教養子女的自信、接納

與瞭解程度高於控制組。由於該方案偏重父母對子女行為的目之分析與瞭解，雖

然在後續追蹤仍可看到母親教養態度不同，但因母親自身的因素，仍過度重視子

女的課業，並以子女的學業表現視為親職能力的最高指標，故其他的改變未達顯

著。特別的是，實驗組的親子關係滿意程度在追蹤時達顯著，這可能是母親的改

變逐漸影響家中子女，而使子女也開始有了行為改變，提高親子關係滿意度。 

曾家炎（2005）則是以父母系統效能訓練的概念為講述的內容，測量父母在

教養態度與認知上的改變程度，參與方案者為 30 名國小學童父母，採單組實驗

設計，受試者經過為期 10 週共 30 小時之「父母效能系統訓練」講述課程後，進

行後測與 4 週後之追蹤，並於每堂課結束時輔以「家庭作業單」、「單元課程回

饋表」及「團體課程總回饋表」作為評量的輔助依據。其結果發現「父母效能系

統訓練」課程在幫助父母瞭解民主教養認知、教養態度及親子關係滿意度有顯著

差異。 

   由上述文獻可知，國內外相關STEP的成效研究結果，發現STEP在幫助父母

教養態度上有明顯效果。輔導人員工作的目的是在協助個體解決所遭遇的困擾或

問題，達到一個更滿意的狀況，因此其工作是目標導向的，有目的要完成它（黃

惠惠，1999）。此外，賦予父母學習正向和一致的管教態度，以改善親子關係品

質，亦是訓練方案的核心目標（Patterson, Mockford, & Stewart-Brown,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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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焦點解決短期治療理論與研究 

焦點解決短期治療（SFBT）是由 Steven de Shazer 和 Insoo Berg 發展的理念

和技術巧。以下分別探討短期諮商的發展、SFBT 的概念和技巧，以及其在親職

教育的相關研究。 

一、 短期諮商的發展 

早期的心理分析治療時間都是短暫的，強調透過諮商員的主動解釋，以儘快

地對案主的心理動力作判斷。之後因治療方式的改變，像是治療師的態度由積極

轉為消極，與治療目標的擴大，像是由減輕或消除症狀擴大為整個人格的重塑，

使得治療歷程加長。直到行為學派和治療學派等行動取向的諮商模式興起，加速

短期治療的發展（周玉真，1996；林怡光，2003）。近年來，考慮實務工作的人

力，大多數案主求助次數有限及經濟效益等問題，短期治療(Brief,Time-Limited, 

Short-Time Therapy）乃應運而生，並成為治療模式的發展趨勢（林怡光，2003）。 

短期治療是相對於長期治療的治療次數，然而仍有學者不從次數的觀點來看

短期治療。例如，Budman 和 Gurman(1988)綜合不同的短期治療學派的觀點，提

出「時效諮商」（time-effective）的短期治療模式。時效治療模式認為，時間和次

數並不是決定是否為短期治療的重要條件，重要的是諮商員看待諮商的態度，在

諮商一開始即有意縮短治療時間，並因而採取適當的處理策略以快速達成諮商目

標。因此，短期治療乃是以最有效率的時間幫助案主在想法、情緒、行動上趨向

改變的目標（Budman＆Gurman，1988）。 

近二、三十年來，短期治療已建構各種應用模式，其中焦點解決短期治療已

運用於個別、家庭或團體，甚至一次諮商等不同領域的趨勢，在目前雖仍不斷的

發展，但已受到廣泛的注意與熱烈肯定（Berg & Dolan，2001）。焦點解決短期

治療理論主要是由 Steven de Shazer 和 Insoo Berg（1970）夫婦在短期家族諮商

中心（Brief Family Therapy Center）發展出來的一種短期治療方法。這個取向的

整體目標是去幫助案主展開解決的歷程，不把焦點放在為什麼及如何發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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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enberg & Goldenberg,2000），亦即諮商員在建構一個解決方法時，不需要

去知道問題的歷史，或是什麼因素維持著抱怨，透過限制晤談的次數，諮商員協

助家庭創造出改變的期望（de Shazer，1985,1988）。 

   而1991年由Matthew D. Selekman等人陸續將焦點解決運用在親職教育上

（Solution-Focused Parent Group），針對子女不同問題，採用親職教育團體，

對父母做實徵研究。研究結果顯示，父母於實驗處理中找回教養自信心，並

能有效激發子女產生良好行為。且焦點解決法強調短期，每一次都是最後一

次，實稱短而有效率的諮商學派。尤其具有下列三大特色，為其他諮商之親

職教育所未有的，例如：1. 不以問題探討為主，重視問題解決的發展，以正向

積極的觀點，引發親子間更多正向的資源與多元觀點。2. 非常重視親子間互

動的對話，運用正向例外成功經驗，未來假設、解決、及評量問話的引導，建

構發展解決策略。3. 相信自己與子女的能力，整合有效資源，釐清目標架構，

且運用小改變帶來更多的大改變，激發父母的能力，與父母共同針對子女困擾

行為，作有目標、有策略、正向積極的解決行動計劃（林世莉，2003）。 

綜合上述，SFBT 強調短期時效的效率，正符合家庭教育中心之多數單次服

務的特性，特別是 SFBT 著重家長統整資源的能力，並從具體小處做改變，對忙

碌且渴望時效與自主的家長來說，是相當有效率的方法。 

 

二、焦點解決短期諮商的概念和技術 

Steven de Shazer 和 Insoo Berg 由實務經驗中發現，沒有一個諮商策略是絕

對正確的，重要的是什麼使案主產生改變，也就是「什麼是有效」的過程（張德

聰，1998）。如果引導家庭成員做出一小步而有效的改變，整個家庭就會越來越

注意於諮商中具體的改變，並逐漸發展出令全家滿意的解決方法（張德聰，

1998）。透過把目標轉為較小的開始，諮商員鼓勵案主去進行改變，這種改變可

能案主會視為自我促成的，且減少後續諮商的可能性（Goldenberg & Golden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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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de Shazer（1985,1988）用一個隱喻來描述他的治療取向：案主帶來求助於

諮商員的抱怨，就好像門上的鎖，只要找到鑰匙的話，就可以開啟令人滿意的生

活。de Shazer 認為萬能鑰匙介入法，乃是去打斷維持問題的行為模式、改變過

時的家庭信念，以及增強案主對於之前認為無法改變的行為之期望。此外，有兩

種問題特別是以解決為焦點取向的核心：（一）奇蹟問題（de Shazer,1991）;（二）

例外的問題（Berg & Mill,1992）。奇蹟問題是用來開啟一個假設性的解決方法，

並提供案主一個機會思考，當親子衝突已經解決時，他們的生活會變成什麼樣

子？鼓勵案主去思考光明的未來，不僅會增加它發生的可能性，也讓案主自己去

設法達成其目標（Goldenberg & Goldenberg,2000）。例外的問題乃是把焦點放在

規則之外的特例，例如對於提出模糊抱怨的案主，諮商員可能請案主觀察並在下

次晤談中，回報在生活中發生哪些事是案主希望繼續發生的，諮商員還問案主，

案主需要做些什麼才會讓令人滿意的經驗繼續發生（Goldenberg & 

Gldenberg,2000）。 

焦點解決的主要技巧，必須視案主之情況妥善使用，其目的均在協助案主

經驗的正向改變，催化案主正向之改變行為、知覺及判斷（張德聰，1999）。SFBT

所使用的技巧目的都在幫助案主經驗改變（de Shazer,1988），然考量本研究之

需，乃參考相關文獻，並與指導教授討論後，歸納出常使用之 SFBT 技巧，包括

正向開始目標架構、一般化、可能性的問話、重新再架構、例外問句、假設解決

問句、評量式問句、家庭作業等（許維素，2003）。分述如下： 

（一）、一般化（normalizing）的同理 

目的：以同理方式除了反映案主的感受外，更暗示事情是有其他可能性的

存在，並企圖鬆動案主的負面感受，改變他的自我覺知。 

原則： 

1.將案主所說的內容以「過去式」的動詞（如加上「曾經」）回應之，按

示現在的負向感受可以成為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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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把案主所用絕對性、強烈性字眼，換為嚴重程度較低或發生比例較少

的詞語。 

3.將案主以為的負向適時改為主觀的部分覺知，並加上「是你說的（而

非你就是）」、「似乎」、「看起來」、「變得（而非就是）」，而此暗示一切

負面感受只是暫時性的、仍可改變的。 

4.表示案主所提到的任何負面感受，是在相同處境下的人都會有的反

應，而讓案主覺得自己不是那麼孤單或特異。常引用「當然、自然、

可以瞭解」、「像大多數的----」。 

（二）、增加可能性的語句 

目的：諮商員運用語句的暗示，催化案主接受各種可能性的存在，以鬆

動案主覺得自己毫無選擇餘地的錯覺。 

原則： 

1.當案主描述現在的不好情形，諮商員加入「目前」、「尚未」等字眼，暗

示案主未來可以改變。 

2.當案主用有問題的語言敘述時，諮商員改為以正向或未來目標的語言

回應。 

3.當案主以無望的語言敘述時，諮商員以「若有改變即是進展」的語言

回應。 

（三）、重新再架構（reframing） 

目的：諮商員就案主所描述的事件，重新詮釋，賦予新的正向意義，或是

特別強調及反應其中正向的價值，因為 SFBT 相信任何事情都有正反兩

面，諮商員可以引導案主看到正向的意義，並且學習重新詮釋創傷事件的

正向意義。 

（四）、例外(exception)架構 

目的：帶領案主去看問題不發生、問題比較不嚴重的部分，以開發過去成

功的解決方式，使案主有意識的注意到自己過去是如何成功的，而讓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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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注意問題的嚴重性轉而看到問題可以解決的可能性。 

原則： 

1.詢問案主問題何時沒有發生，那時的部分成功方法。 

 2.詢問案主問題的結束或快要結束時的處理。 

3.過去曾經做過有一點點有成效的方法或是做了什麼讓自己有一些改

變？是如何做到的？ 

4.在其他方面（不見得與此問題有直接的關係）成功經驗，案主是如何

達成的？ 

5.詢問案主他做了什麼，問題何以沒有更糟？是如何做到的？ 

（五）、假設解決（hypothetical solution）架構 

目的：引導案主假想未來問題已經解決的遠景。鼓舞案主擁有希望，並由

未來的遠景中找到從現在發展到成為未來的路徑，以及現在就可以開始做

的步驟。 

（六）、評量式問句（scaling question） 

目的：評量式問句是一個有用的評量工具，可以引導出案主的理想遠景，

並化成具體可掌握的小步驟，在肯定、瞭解案主到目前為止的狀況與努力

之同時，還可以提供案主一種往前進的動感，思考下一步的具體行動。再

者，將案主的感受、態度、動機、想法等抽象的狀態變成具體的量化資料，

可協助案主自我澄清，幫助他們表達出難以說明的內在狀況或目標，同

時，也能協助諮商員理解案主，以及評估案主諮商的工作成效與可努力的

方向。 

（七）家庭作業（task） 

SFBT 的家庭作業緊扣著案主來談目標、思考脈絡、語言習慣、改變動

機，並參考案主回答假設問句或評量式問句的答案，邀請案主進行新的

思索，去做新的行動或多做已存在的成功行動，以促使案主專注於正向、

例外經驗的開發，催化案主有持續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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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SFBT 強調正向的思考、成功的例外經驗，這均使案主將焦點放

在問題的解決，而相信案主有解決問題的資源與能力，改變應從簡單易行的小地

方開始著手，小小改變可產生漣漪效果，累積成大的改變，並引發案主與其他人

關係的改變，因此 SFBT 鼓勵案主注意自己的資源，重視自己的內在力量，進而

擴展增強案主的解決行為導向，也提昇了案主的控制力與負責改變問題的動力。 

 

三、焦點解決短期治療在親職教育上的相關研究 

SFBT 方法過去被廣泛應用於家庭諮商，如婚姻暴力、婚姻關係、手足關係

等問題，Skidmore（1993，引自林世莉，2003）指出其成效與 Ericksonian 

Hypnotherapy 、MRI Brief Therapy 和 Cognitive Behavioral 等三種學派不相上下。 

Peter 和 Larry（1996）以短期家庭治療中心 1992-1993 年的 275 個個案，對

於治療後追蹤成效，以問題類型來看，親子衝突的中期效果有 71%，追蹤效果有

76%；家庭暴力的中期效果有 60%，追蹤效果有 77%；婚姻關係問題的中期效果

有 76%，追蹤效果有 81%；手足問題的中期效果有 78%，追蹤效果有 78%；混

合式家庭問題的中期效果有 74%；追蹤效果有 71%（引自陳清泉，2001）。Sharry

（2001）使用焦點解決治療模式應用在父母團體訓練方案上，認為如能以親子間

的互動改變成更正向的行為作為基礎，則問題行為將會降低。這可幫助過度使用

權力或是讓孩子過度自由的父母，在訓練後能增進自我效能，促進親子關係並改

善兒童行為。 

    國內研究以SFBT對親職教育工作成效的相關文獻並不多，洪莉竹（1998）

整合Linda Metcalf（1995）SFBT在學校親師溝通方案及Matthew Selekman（1991）

SFBT介入親職教育方式之論述，針對學校親職教育做探討，並論述Linda Metcalf 

提出SFBT在學校親師座談會之取向，例如有設定正向目標、例外架構問句、未

來解決架構問句、評量問句及正向回饋。他並摘述Matthew Selekman 所提SFBT

介入親職教育向之方式，如有目的的系統詢問、正向標籤、啦啦隊般的加油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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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的任務、作一些不同的事等。最後著墨於MatthewSelekman 所提SFBT介入

親職教育之方式與六次課程內容。該文在SFBT理論、基本假設等論述非常詳細，

重點在學校親師身上，對親師如何運用焦點解決亦有許多的闡述，主要是以國外

親師及父母成長團體方案介紹與論述。 

   林世莉（2003）運用 SFBT 探究國小學童家長親職教育方案之成效，以 SFBT

介入親職教育之方式與六次課程內容，結果顯示焦點解決親職教育方案對於實驗

組家長之父母管教態度、父母教養方式、特定子女特定良好行為等，均呈現顯著

增進。綜合論之，SFBT 講求正向、系統觀的諮商精神在親子關係及學齡兒童的

輔導上具有相當的理論基礎，而它對於想要解決親職問題的家長們應有相當的適

用性（林怡光，2003）。 

    從上述文獻顯示，SFBT雖為後起的諮商學派，但強調短期及時效，比其他

取向之親職教育更適合現代忙碌的父母。而且，SFBT非常重視如何訂定目標、

做有效的行為、小變帶來大改變、重視發展問題解決策略等，對於子女有困擾行

為的父母提供了一個具體有效的行動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