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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傷、復健與置身所在： 
再論現代心理學處境，兼回應李維倫教授 

 
林耀盛 

 
    小蠓蟲問道：「如果他們不回應自己的名字，那他們擁有自己名字的

用途是什麼？」 
    愛麗絲說：「我想，名字本身是沒什麼用的。但是，對命名的人們來

說，名字是有用的。」                                Carroll（1965） 
    「沒有惡就沒有善，沒有苦痛也就沒有善。所謂的善惡是以交互替

換的、標定記號的特性保留下來…因此，沒有惡不是從善那裡衍生出來

的；而當善就在那裡，就沒有善是贊成惡的。」             Lacan（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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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之後，千禧之始〉一文中（以下簡稱為「地文」），筆者書寫位置主軸

是定位在知識論討論層次上，個人的田野觀察是以背景底襯的方式在文本內發

聲，而非直接處理筆者於九二一現場的田野體驗與反思見聞。事實上，「地文」試

圖指出經由九二一地震對台灣社會的衝擊撞面，學界（尤其是社會與行為科學）

更需迫切面對的是思考學術研究與社會服務間兩難困境的可能出路。目前以個人

取向為經緯的諮商與心理治療學處理九二一災後心理復健工作所呈顯的無能為力

或力有未逮，反映出心理病理知識與現實生活處境的斷層。雖然，在「地文」中

筆者並未直接引用田野參與觀察資料，但整篇文章的反省脈絡，正是以個人的體

察見聞為發動基點，也就是以筆者的現場參與觀察為定錨點而完成書寫，這樣的

書寫徑路可說是李維倫教授所提出「置身所在」議題之展現。如李維倫教授文章

所指涉意涵，臨床研究者/工作者的置身/所在議題，確實是與知識論的討論邊界

難以切割分離。以下本文將分成兩大部分，第一部份再度省思現代心理學的屬性，

試圖梳理「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轇輵關係，以對李維倫教授所關懷的「置

身所在」議題作回應。第二部分則從九二一地震已過七個月的時空背景下，以受

創者的創傷印記為切入點，再度說明災後心理復健工作方案，或需超越個人取向

諮商與心理治療學的單一意涵，進而轉向以受創者生活整體為關照氛圍的策略營

構之途。 
 
置身所在：處境與行動 

 
    1.現代心理學屬性：兩種文化之間 
    臨床/健康心理學是一門將基本心理學知識有效運用的學科。然而，若臨床心

理學領域的學術研究者/實務工作者對基礎學科知識論的認識薄弱，當從事臨床心

理學研究或工作遭遇困難之際，往往忽視了回歸心理學的理論建構或概念解析的

根本面向，以為只是臨床研究變項的重新操弄或臨床工作實務技巧的改善，就能

全面徹底地解決所遭遇的臨床問題。Shakow 早在七○年代，就論及臨床心理學家

的雙重角色—「科學家」/「專業人員」，說明臨床心理學家一方面要基於真實生

活情境，對心理學的理論掌握瞭解，以獲得臨床案例處理的相關技巧；另一方面，

要對這般拿來應用的心理學知識，維持一種不斷探究、質疑的態度（Shakow，

1976）。因之，一個具批判反省力的臨床心理學研究者/實務工作者，不但需對承

受受苦經驗的人類處境進行同理的瞭解，並根據最適切條件的配合（什麼問題，

由什麼樣的治療者，以什麼方法，何時何地介入，能夠對個案提供最有效的幫助）

（Paul，1967），以嘗試回答整個臨床心理學場域所遭逢的問題；同時也應對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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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發展的時代脈絡有所認識，以掌握知識應用的有效途徑。 
    當代心理學的基本邏輯是以實證論為基軸，學術工作者的養成教育設計大抵

仍脫胎於此。然而，Sampson（1997）現身說法指出，他由純粹的「心理的」心

理學興趣轉向「社會的」、「文化的」心理學瞭解，是經過一種心理學家自我角色

建構、解構與重構的基進轉換過程。Gergen 與 Gergen（1997）也自剖心路歷程，

指出他們夫婦多年來的努力，無非是希望心理學的面貌可以從西方心理學所構築

想像的理論上與方法論上的個人主義出走，進而發展組構以關係歷程（relational 
processes）為軸的人類行動，以貫徹心理科學知識是由歷史社會建構轉化的後現

代心理學觀點。究其實，近年來心理學家自我角色轉換例子不在少數，箇中因由

關鍵或許在於其深切體認心理學的研究對象與自然科學並不相同。 
    Bhaskar（1989）曾指出「社會客體」（social object）與「自然客體」（natural 
object）的差異，至少包括三方面： 
    （1）本體上的（ontological）差異：社會客體和自然客體的差異，並不在社

會結構的社會關係依賴程度的差別，而在於二者相對的「時間—空間」的特殊性，

或者具體的生態歷史性的差異。 
    （2）知識論上的（epistemological）差異：社會科學知識論是社會現象只有

在開放性的系統才可能發生。而自然科學的領域，有時是可以創造局部封閉性的

（或類封閉性的）系統，以觀察自然客體現象。 
    （3）關係上的（relational）差異：社會科學知識，總是和其他社會科學知

識客體，以及社會科學知識生產過程中的相關因素互為依賴。 
    另外，Danziger（1990）則認為心理學研究的對象是心理客體（psychological 
object），這類研究對象的知識生產，其實是社會建構的產物。他指出： 

 
    科學知識的生產者從來不可能以獨立的個體工作，而是被一種社會

關係網絡所圈圍。他們原初所生產的並不是像知識（自身）所宣稱的知

識型態，（他們所宣稱的）這種知識型態只有通過很多個體的接受過程，

才能轉化成知識——如彼此享有某種規範及共同興趣的評論者、讀者、

教科書作者，這種對接受過程的預期，從一開始就影響知識的生產。

（Danziger，1990︰179-180） 

 
    由以上引言，可以簡單地說，與其認為心理客體的位置是接近自然客體，毋

寧認為心理客體是社會客體的一種。科學知識的生產，不可避免的是一開始即與



 57

學術社群內部的關係網絡互為影響。既然自然客體與社會客體並非對等體，因此

探究異質客體對象的不同學科間，當探討相關議題時，就無法以完全化約的方式，

任意相互取代、挪用彼此間差異的研究典範。Foucault（1970/1994）指出，「人文

科學」與「具嚴格意義科學」的主要差異，在於人文科學處在現代知識型（modern 
episteme）的鮮明位置。他指出心理學因為師承生物學模式，大體上延續了常模

功能論的知識傳統，因此，在該位置下的心理學面貌，將人類視為對外界刺激的

（包括生理上的與社會上的）反應體，個人藉由「刺激—反應」的歷程，以維持

個人對置身環境的妥當適應狀態，這是人文科學位置轉向科學秩序世界的一種典

範移植。不可否認，Foucault 所考察的心理學知識是偏頗的，他約略指涉的範疇

是功能主義與行為主義的心理學，二十世紀中葉以後的心理學並不在他所探討範

圍之內，但他仍然具體指出心理學學科的後設邏輯，往往隱含一種常態性/正常性

（norm）的功能概念。 
    從字義上來說，學科（discipline）一詞，同時具有規訓、紀律的意思。Foucault
（1977）的研究，分析說明規訓是古典時期結束後開始發展的，它是作為社會控

制與社會組織的一種特殊策略，在當代時期規訓技術進入支配階段。規訓化技術

的特性，就是它同時兼具既常模化又階層化；既同質化又差異化的能力。人文學

科的紀律規訓化歷程，係以後啟蒙運動的科技理性為基本意識形態，依法複製自

然科學的研究典範，卻忽略了自然客體與心理社會客體的根本差異。從學科歷史

發展的角度來看，將學科化約為「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雙元論思維，其

實是「兩種文化」前世今生幽靈漂浮不散的詭譎局碼翻演。 
    Collini（1993）將 Snow 於 1959 年演講所拈出的「兩種文化」（the two 
cultures），即 「文學評論/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予以重新概念化。Collini
指出科學成為狹隘指涉意義下的「自然」科學是十九世紀中葉以後的事。其實，

到了 1963 年 Snow 再度回首「兩種文化」觀點時，他承認過去忽略了第三類文化

（社會科學）對人類生活世界的可能影響。晚進社會科學多元研究典範，對於人

類知識產生歷程造成相當程度衝擊，可說是第三類文化後續影響效應。若以較基

進觀點來看，所謂的（自然）科學不過是一種文化系統與價值信念的敘事模式，

科學是眾多文化活動的一支，科學是社會對世界回應方式的一種表達，「兩種文化」

並非靜態寓居於特定時空，而是隨世界變遷而豐富意義。Collini（1993）以 Steiner
的話語指出，未來社會人若未能正視社會變遷仍固著於老舊技巧，終將成為語言

秩序的被鄙視階級（word-helot）。所以，兩種文化之間的互動當是以共同瞭解人

類世界的苦痛與深切回應社會責任為基調。但是，在所謂兩種文化的學科整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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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inter-disciplinary enterprises）或雙向學科化工程（bi-disciplinary enterprises）
系列裡，經常只是兩造科學文化貌似神合的並置，彷彿兩個自負自足的王國以貞

潔行誼並肩而臥，互不侵犯對方；但兩造之間卻往往隱含著臣屬權力關係，例如

自然科學研究者對人文科學研究成果的忽視；或者人文科學研究者對自然科學研

究認識的不足，因而雙方欠缺真誠互動的基礎瞭解。因此，學術社群以兩種文化

概念所構築的二元極端對立光譜，反而更遠離科學知識對人類世界的貢獻意義，

若轉向以多元向度空間所建構的立體文化構面，並面對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脈絡/
處境關係，方能更逼近人類生活世界。 
    只是，李教授所點出的心理復健研究者/工作者如何面對肯認自身在現場所遭

逢的置身/處境問題，在一般心理學家養成教育往往是欠缺的環節；更進一步地

說，雙語/跨文化人文教育形塑成效在典律化的學習環境終究是見樹難見林。因

此，就知識論層面看，從兩種文化的對立面出走，迎向的與其說是整合學科的路

線，毋寧認為是反學科（anti-discipline）建制化的工程，這其中涉及需要以審慎

態度處理雙文化人的置身處境議題，方能邁向開放系統的知識輿圖建構大道。從

實踐層面來看，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關係，像是分別置身於兩種文化類籌的兩造

群落，一般狀況是研究者往往以（自然）科學視野進駐研究現場，強調展演李教

授所提示的「診斷」或「分析的詞語」特色。但是，被研究者的常民生活經常是

底現裱誌一種充滿人情味的、歷史味的人文文化世界。如果兩造文化未能互為主

體性地尊重與瞭解，彼此間依然涵蘊權力宰制關係，則常民文化經常容易被收編

為科學語言，一切局戲照舊擺盪在二元對立的幽魂裡。尋求脫困的當下，或許當

務之道是積極營構第三類文化所產造的「瞭解」與「描述的詞語」特性（這也是

李教授所揭顯的返回生活世界的思考/行動原則），以豐富同理兩種文化間境域融

合的互為主體性，這般路徑當然更需要整體學術生態的徹底改造與雙語/跨文化人

文教育環境的潛移生成。由此反思，廓清研究者/工作者的「處境」/「置身」問

題，並建構他異心理學的願景雖是指日可期，但仍有嚴格考驗橫豎在眼前。 
    2.分類理路：「以正常之名」的召喚 
    回到與九二一地震有關的 PTSD 論述，是一種以正常理性之名為常規視框的

心理病理分類學概念的演繹張本。在「地文」中，筆者已經指出「正常」與「違

常」的分類邏輯，仍是嵌陷於二元對立的思維格局。近年來，關於什麼叫做心理

違常（mental disorder）概念，迭有爭議，除「地文」所討論相關論述外，另如

Wakefield（1999）透過十二個概念實驗的論述，辯詰說明以演化（evolutionary）
的觀點所構築「有害的反常功能」（Harmful Dysfunction，簡稱 HD）語彙，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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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ienfeld 與 Marino 所提出心理違常是一種典型性（prototype）概念，更可以解釋

不適環境對違常的影響、正常變異與偏鋒狀態的分界、以及心理違常診斷理論等

等議題。 
然而，Kirmayer 與 Young（1999）認為以 Wakefield（1999）所提出的「有

害的反常功能」一詞替代「心理違常」辭彙，基本上仍然是基於生物化約論的論

點，以物種演化的適應觀點探討個體內在機制的不平衡狀態，忽略了疾病同時是

社會與文化建構的結果（例如他們指出像憂鬱症、PTSD、解離性認同違常等狀態，

本身就涵蘊社會文化的多重意義，不單只是一種疾病意義而已）。因此，關於疾病

的意義形成，可以說是個人經驗（包含個人的態度、行動與意圖性）與社會文化

建構不斷地磋商、競逐、辯證而產造出來的。所以，心理疾病的概念不是單一意

義的生理意義，而是一種涵蘊文化知識與社會實踐的多重構面概念。 
    此外，Kelly 與 Field（1998）（引自 Williams，2000）認為，隨著社會變遷，

人們的生活形態與風格逐漸多樣化。在這般樣態下，「正常」（normality）自身就

形成一個只是分殊的與相對的議題，也就是正常是一種層次上的差異，而不是一

個絕對閾限的指認。另外，Schaffner（1999）也指出，「健康」與「疾病」概念的

二元對立，基本上是以生物演化的功能邏輯為出發點，反映出生物醫學所認定的

「事實」與「價值」之間的哲學觀點溝隙。因此，探討健康與疾病的概念，不單

純以功能常模論述來看，而能夠同理含納價值的成分，則即使個體欠缺疾病病名

的診斷，但個體主觀的受苦（suffering）狀態及其折磨，也構成探討身心健康或

心理復健狀態的重要內涵。是故，從事心理復健相關人員以整全式觀點瞭解/傾聽

受創者的生活敘說與經驗書寫，超越以病理徵候為單一語言接縫創傷，當是回應

心理學研究者/工作者面對置身所在議題時不可迴避的根本態度。  
 

置身所在：重返生活的現場 
 
    1.創傷印記：見證的危機 
    九二一地震轉眼已過七個月，相關的社會心理復健工作持續進行。創傷是一

種道成肉身苦痛經驗不斷說話的歷程，創傷的符號不必然映射一種 PTSD 病名診

斷類別的「一對一」對應函數關係，更涉及一種生還者存活權（survivorship）的

義理，那可說是一種面對存在的困境如何過活的生活掙扎狀態（Bettelheim， 
1979）。Bettelheim 指出創傷的概念強調個人在生活週期裡所建立的目標與理想的

徹底崩解，同時在這般狀態下伴隨著個人認同持續的毀滅性衝擊，並影響其家庭

與社會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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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man（1992）言簡意賅地點出「創傷」意味個體承受著驚駭事件的見證，

這樣的驚駭事件可能是天然的，也可能是人造的，但創傷指向個人信念所認定理

所當然的世界秩序開始產生動搖。Bauman（1992）指出，存活是一種社會構念

（survival as social construct），亦即存活意味著比他者活得更久；存活需要不斷地

保證，而最具說服力的保證是他者的死亡，不是存活者自身的死亡。因此，存活

的議題是一種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是個人生活歷史書寫與再書寫的反覆回

歸；是一種隱忍過去，想像未來的象徵記憶位址拉扯征戰的社會意涵。 
    Kleber，Figley 與 Gersons（1995）指出，創傷意味著個體與生活脈絡產生斷

裂，個體喪失了控制感與確定感，感受到自己與周遭他者的聯繫被切斷。創傷也

可以說是個人對生活世界基本信念與規則的崩解碎裂，個人創傷事件的「前」「後」

生活產生明顯改變。因此，創傷對生還者而言是一種存在的經驗，是涵蘊道德上

的與倫理上的意義。 
    從九二一災後生活重建的點滴現象來看，顯示創傷終究不只是症狀符號意義

的指認辨識。Williams（1999）指出，置身後現代時期關於身體研究的主軸焦點，

側重於經驗本身的生活書寫政治（politics of life writing）。因此，關於探討生還者

日常生活所遭逢問題的研究，需要發展一套新的語言與解釋方式，不能僅僅依賴

生物醫療的疾病模式觀點。例如，我們可以從言說取向分析獲得啟發與靈思。 
    像 Wilkinson 與 Kitzinger（2000）以言說取向（discursive approach）研究癌

症病人的「正向思考」（thinking positive）指出，從文化脈絡與社會規範來說，面

對疾病時產造正向思考是一種道德必然率，是社會鼓勵強化的行動，而不只是一

種個人認知狀態的表徵意義而已。所以，他們的研究顯示，與其將正向思考視為

一種特殊的因應策略，不如將正向思考當作一種互動脈絡下的會話工具，在這樣

的狀態下，正向思考反映一種使個體得以談論自身的苦痛與悲傷情感。所以，思

考「正向思考」不是指向疾病（創傷）自身，而得追問個體的正向思考是「關於」

（about）什麼。換言之，當個體面對疾病或創傷，所謂的「正向思考」往往不是

反映個人的心理世界狀態，而是映照他們置身社會世界的道德壓力。問題是，社

會世界是否可創造使個體得以敘說討論自身受苦狀態的空間，恐怕是值得反思的

課題。因此，思考本身或許就不是一種個人的獨白囈語，而是思考作為一種對論

（thinking as arguing）的人我互動意義（Billig，1987）。由此論點延伸思索，筆

者才一再指出九二一事件就不只是個人的事件，同時也是社會的事件。 
    Kleber（1995）指出，創傷是超越個人層次的，創傷同時是在社會與文化脈

絡裡現身意義，因此藉由公共的形式構築共同體意識，並建構集體記憶是探究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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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意涵的重要環節。但，後創傷的「後」（post）或許是個妄想詞彙，什麼狀態叫

做創傷之後呢？創傷是經常反覆回歸的、複雜難解的，並非單數的指涉意符，故

Kleber 以「多重的創傷」（multiple traumatization）或「系列的創傷」（sequential 
traumatization）概念涵攝後創傷壓力症候群的意義。 
    Summerfield（1995）指出，創傷的經驗需要以動力的、受創個體與置身社會

雙向互動的概念進行理解，創傷經驗隨著時間而演進變化，因此，以傳統的個體

心理學研究探討創傷有其侷限之處。Summerfield 的論點說明創傷是一種集體經

驗，是在社會氛圍與文化傳統裡建構創傷意義。對受創者而言，面對生活重建的

工作可以說是一種集體活動，他們尋求幫助的層面不只是在心理生活上，更是在

社會生活上。所以，創傷的爭議若只停留在心理病理診斷的層面上反而見樹不見

林，難以深度勘析創傷的複雜面向。事實上，創傷的復原同時需要政治社會力的

修補與重建，創傷應該超越個人徵候的病理意涵，重新置放於具公平正義的人權

架構裡進行探究，如此涓滴打造創傷意義方能見樹又見林，得以從社會文化的動

力角度形構個人的/集體的交互辯證羅織的敘說與記憶。 
    2.心理復健：走出單一，轉向非一 
    Kleber，Figley 與 Gersons（1995）指出，個人的不同系統間可以是彼此獨立，

例如個體可能在社會系統產生改變，但在信仰系統卻未變化。因此，對於受創者

整體生活介面而言，有些部分可能是呈顯脆弱性（vulnerability），有些部分則具

復原力（resilience），這樣看似矛盾卻也不再是弔詭性現象。所以，探討個體的創

傷經驗就得從生還者的生活整體性（totality）及其家人生活狀態的觀點著手，而

不是單調式地挪用個人取向諮商與心理治療學的技巧而已。 
    Szasz（1970）即寫下（心理）治療者是作為一種既定社會文化施為者（agent）
的警句，因此，心理治療工作可說是治療者面對個案所置身系統因壓力或創傷而

產造罅縫的填補過程，這樣的修補搓揉工程目標是期使個體可以克服困境以逐漸

融入既有的文化模式。Brom 與 Witztum（1995）也認為，心理治療的特性可以說

是一種選擇性注意與選擇性遺忘的活動，治療者對問題的概念化、同理度與企圖

性會影響治療策略的選擇，因此，心理治療可說是涵蘊一種道德上的、倫理上的、

甚至政治上的高度意涵。  
    記憶是一種追念、見證、懺悔及控訴的行動，許多創傷事件是天災與人禍共

謀的結果。像 Young（1995）以越戰為例指出，這場戰役是國家社會的集體罪惡，

但卻透過「重大創傷壓力後症候群」的診斷，試圖藉由個人的醫療化經驗取消公

共罪疚，將集體的義務轉移為個人受苦經驗的敘說，是一種社會建構的結果。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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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來看，創傷事件的災難意義就不只是個人身心反應現象所形構的 PTSD，也可

能造成另類的 PTSD ，亦即後創傷社會違常現象（ Post-Traumatic Social 
Disorders），在此含意下，創傷往往不只是個人事件，也是人際與社會現象。如果

社會他者不在了，社會/社群集體遺忘我們共同承受著的創痛記憶，受創者將可能

陷入社會失能泥淖與群際疏離深淵。所以，社會需要建造一個「再敘說」的公共

空間，並積極專注傾聽回應受創者的生活傳記史。 
    Brom 與 Witztum（1995）指出，大多數的治療者面對受創者的衝突，往往選

擇不介入受創者所面臨的不同衝突樣態，而是以技術性功能導向策略傾向於將衝

突內在化，以隱喻的語言將衝突轉譯為發展上的心理病理表徵，這樣其實是過度

強調個體的內在世界，忽略個體外在現實真實生活的苦痛處境。如此只是一味地

以內在/外在的二元思維瞭解受創者，未能以整體視野體察受創者的生活世界，可

說是個體取向心理諮商與治療學的侷限處。況且，就算是心理治療者是以心理病

理診斷為關心主軸，但不要忘了 McFarlane（1995）的提醒，他認為災難事件「本

身」固然與個體日後是否會產生身心症狀有關聯關係，但個體解釋災難意義的方

式與因應創傷衝擊的策略，以及「後災難」（postdisaster）整體環境的重建狀態與

個體所遭逢的後續生活事件或日常壓力，對於個體是否會產生心理病理發展的影

響層面仍不容小歔。 
    Brom 與 Witztum（1995）追問，我們治療者是將自身視為社會的主動部分，

抑或我們認為治療的空間是屬於社會的非部分（nonpart）？因此，整個心理治療

過程，如果我們肯認是一種社會涉入的活動，則我們無可避免地面臨置身真實世

界，我們如何看待自身所在位置的議題。是故，心理復健工作應該是以受創者整

體生活面向為重建摹本，深刻入裡地考量家園殘破整建後對受創者的心理空間意

義，並著重社區/城市重建另類空間的可能生成蘊含，例如瞭解組合屋、鐵皮屋、

貨櫃屋、無殼蝸牛族、寄居者/寄讀者、簡易教室教學者/學習者、因地震驚嚇外

移他地，甚至目前零星帳棚散戶等等差異空間居住者的社會心理因應歷程與生活

傳記史的腳本編寫內涵。誠如 Foucault 所提出的「另類空間」概念，意味著主流

社會建構的都市空間忽略真實的民間草根生活，未來的都市空間將必走向另類平

權的趨勢，即將來都會（城市）有更多弱勢另類的異質混雜空間（參考夏鑄九與

王志弘，1993）。是故，災後社會心理復健工作不可輕忽受創者需要的或許是可以

真誠尊重傾聽他們/她們敘說故事/記憶/經驗的「潛在」公共空間，而不只是一種

過度強調「後創傷」的個人道德領悟過程而已。 
    其實，晚進在「生物心理社會」健康模式外，八○年代以後，又有研究者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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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 /健康地理學的角度，提出健康的「社會—生態模式」（ socio-ecological 
model），認為健康是個人和社會的、物理的、生態系統的複雜互動關係之效應。

因此，諸如醫療場域的象徵地景、地方感的意義、個人對醫療空間文本的感受經

驗與詮釋方式等等人文概念，亦形構為整體醫療實踐（holistic medical practice）
觀點下，關於醫療地景文化（ therapeutic landscapes）的重要思考基本配備

（Williams，1998）。當然，這般不斷擴充健康的意義，認為健康的定義至少應涵

蓋生理、心理、社會、文化、經濟、精神等層面的福祉感內涵，是將健康視為一

種動力狀態，個人的健康狀態經常被社會結構或環境條件所限制。但是，個人亦

具主動性，得以創造健康的意義，這是醫療關照者在整體式醫療地景的思維下，

不可忽視的治療功能向度。事實上，以臨床健康心理學立場進行災後社會心理復

健工作，積極意義就在於營建健康社區，甚至開創後啟蒙時代以來，強調追求公

平正義健康權的健康城市（Davies & Kelly，1993）建構之全民運動，使居民肯定

生活價值，創造生活品質。九二一地震距今已超過半年，未來賡續的社會心理復

健/復原工作意義，亦當作如是觀。 
    「換一個燈泡需要多少個心理學家？」「只要一個，但是燈泡必須『真正地

想要改變。』」這是對心理治療的開玩笑，是對心理主義化約論的揶揄，這樣的反

諷卻也足以令人勇於面對九二一事件所涵攝的心理社會文化意蘊，促使吾輩深層

憬悟社會及行為科學研究者/工作者的置身所在議題，並戮力思忖當如何落實學術

社會實踐之途，方能更貼近我們所共處的生活世界。（2000 年 4 月 30 日收件，作

者為高雄醫學大學心理系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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