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OI: 10.6245/ JLIS.2013.391/591 

4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39（1）：4 – 23（April, 2013） 

繪本對大學新生之情緒療癒效用研究 

陳書梅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教授 

E-mail：synn@ntu.edu.tw 

陳庭、劉振興、洪靜婷、梁安琪、甄景童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大學部學生 

E-mail：b98101054, b98101018, b98101027, b97101068, b98101082@ntu.edu.tw 

關鍵詞：繪本；情緒療癒；書目療法；大學新生 
 
 

【摘要】 

相關研究指出，大學一年級新生常為自我認

同、人際關係等所衍生之問題所困，並可能因

此變得缺乏自信，或是易衍生不安與焦慮等負

面情緒。事實上，大學新生可藉由自助閱讀，

體認他人亦有類似的處境，藉以宣洩負面情

緒，且進而獲致問題的解決之道，達到「情緒

療癒」的效果，此即「書目療法」精神之所在。

相關研究顯示，當代社會閱聽人對視覺影像的

需求提高，不少大學生亦喜愛閱讀圖文兼具的

繪本，準此，繪本實可作為大學新生的情緒療

癒素材，為當事者提供紓解負面情緒之管道。

爰此，研究者參考相關之繪本書目，選擇故事

主題為探討人際關係的繪本《有你，真好！》，

並運用半結構式之深度訪談法，以 15 位國立

臺灣大學大學部一年級新生為研究對象，進行

探索性研究，藉以了解該繪本供大學新生紓解

之情緒困擾問題類型，並進一步探討大學新生

閱讀該繪本時之情緒療癒效用為何，以管窺繪

本的療癒性功能。研究結果發現，該繪本可協

助大學新生面對自我認同、人際關係，以及分

離失落等情緒困擾問題；同時，受訪之大學新

生在閱讀的過程中皆能認同繪本《有你，真

好！》中的角色，且多數可獲致情緒的淨化，

亦能在閱讀後產生新的領悟，並將之應用於現

實生活中，從而獲致思想觀念與行為反應上

的正向改變。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現今價值觀紊亂、充滿不確定性的年代，大學

生常為課業壓力、自我認同、人際關係等所衍生之

問題所困，並可能因此變得缺乏自信，或衍生不安

與焦慮等負面情緒，亦可能產生自我貶抑或逃避的

心態，使個人承受壓力與挫折的能力降低，甚至喪

失追求生命意義的熱忱（張學善、林旻良、葉淑文，

2010；陳書梅、洪新柔，2012；黃韞臻、林淑惠，

2009）。財團法人董氏基金會（以下簡稱董氏基金

會）之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臺灣地區有近兩成大學

生具有明顯的憂鬱情緒，且已達須接受專業協助之程

度（董氏基金會，2012）。相關報導亦指出，肇因於

自我認同教育之不足，大學生在成長的過程中未能

透過學校教育培養成熟人格，導致其在遭遇挫折時

易選擇以輕生的方式逃避問題（修瑞瑩，2011）。

另外，從行政院衛生署（2012）公布的「民國 100

年主要死因分析」可見，自殺乃 15 至 24 歲之青少

年族群十大死因的第二位。由上述可知，當前大學

生之情緒調適與身心健康的維護實為吾人所當深思

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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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相關調查指出，在大學一年級時期能否建立良

好的人際關係，乃是影響大學生在往後數年的學習

與生活品質之關鍵因素（蔡路，2011）。尤其一年級

新生甫進入大學新環境，面對與高中時期截然不同

的學習方式、新的人際交往關係，以及自我評價標

準的改變，往往使大學一年級學生感到焦慮困惑，

甚或導致自信心降低，並產生自卑感（吳洪宇，

2010）。此際，大學新生若欲免除求助專業機構時可

能引人側目之掛慮，或是不敢將心事向諮商人員全

然坦露之情形，則可嘗試自行閱讀與個人情緒困擾

相關之小說、繪本（picture book）、詩文等素材，藉

由自助閱讀（self-help reading），對書中角色產生「認

同」（identification），體認他人亦有類似的處境；並

在閱讀的過程中宣洩個人的負面情緒，達到情緒之

「淨化」（catharsis）；且個人在閱讀後能有所「領悟」

（insight），並獲致問題的解決之道。易言之，閱讀

適當的素材有助於大學新生解決心理或情緒上之問

題，藉由暫時隔絕與外在世界的聯繫，協助情緒混

亂的當事者紓解壓力，放鬆心情，使個人的情緒淨

化，進而恢復身心的安然恬適，達到「情緒療癒」

（ emotional healing）之效，此即「書目療法」

（bibliotherapy）精神之所在（江振亨，2002；宮梅

玲、叢中，2004；陳書梅，2008；Hayes & Amer, 1999; 

Heath, Sheen, Leavy, Young, & Money, 2005; Hébert, 

1995; Lu, 2008; Smith, Floyd, Scogin, & Jamison, 1997）。 

而在現今媒體與資訊豐富的時代，書目療法所使

用之情緒療癒閱讀素材亦相當多元，包括紙本圖書

與非紙本之素材如電影、歌曲、音樂等，其中，繪本

是書目療法中常使用之素材。繪本又稱為圖畫書、圖

畫故事書等，若從形式上來看，其可視為一種以圖

畫為主，文字為輔，甚至無文字之作品。因繪本具

有豐富的圖畫意象及多元的主題內容，使讀者易於

閱讀與理解，進而能達到自我省思與自我調適，適

合 0 歲至 100 歲閱讀（林文寶等人，2007；徐素霞，

2001）。雖然繪本往往被歸類為兒童讀物，事實上，

相關研究（王千倖，2004；洪新柔，2009）顯示，

繪本亦廣泛為大學生所喜愛。2009 年遠東科技大學

圖書館為了服務社區民眾，特別設置「親子圖書區」，

館藏內容亦包含許多繪本。該館發現許多大學生會前

往借閱繪本，而借閱者更表示，繪本中多蘊含寓意深

遠的內容，且閱讀時可抒發個人之情緒（黃芳祿，

2010）。由此可知，繪本圖書資源不僅可使兒童讀者

受惠，亦適於作為大學生情緒療癒之閱讀素材。 

爰此，研究者參考相關之繪本書目，選擇故事主

題為探討人際關係的繪本《有你，真好！》（布罕

─柯司莫、達列克，2005/2006），並運用半結構

式之深度訪談法（semi-structured interview），以 15

位國立臺灣大學（以下簡稱臺大）大學部一年級學

生為研究對象，進行探索性研究，藉以了解該繪本

供大學新生紓解之情緒困擾問題類型，並進一步探

討大學新生閱讀該繪本時之情緒療癒效用為何，以

管窺繪本的療癒性功能。期冀藉由本研究結果，能

使大學新生了解繪本具有情緒療癒作用，且在遭遇

情緒困擾問題時，能為個人挑選符合自身需求之情

緒療癒繪本素材；同時，亦期能使大學圖書館考量

相關主題繪本館藏之建置，以供大學生在遭遇情緒

困擾問題時自行閱讀適當之繪本素材，並收自我情

緒療癒之效，如此，大學圖書館在滿足大學生知識

性的需求之餘，猶可發揮圖書資訊資源之療癒性功

能，從而能善盡大學圖書館之社會責任，並發揮其

人文關懷的精神。 

大學新生的情緒困擾問題 
甫進入大學校園的新生，由於尚未適應新環境與

新的學習方式，對自我的評價陡然降低；復以其尚

未建立新的人際關係，且部分學生乃是離開家鄉，

遠赴外地求學，凡此皆可能使大學新生在陌生的校

園中，感受到較少的社會支持與鼓勵，導致許多人

感到迷茫、徬徨、失落等，並產生嚴重的焦慮、抑

鬱等心理問題（王運彩，2006；吳洪宇，2010）。 

其中，課業與人際關係上的新挑戰可能會使大學

新生產生對個人能力的懷疑，並影響其自我概念

（Cassidy & Trew, 2004）。詳言之，在進入大學以前，

學生的個人自信主要建立於學業上的優良表現，或

是相應的社團與課外活動。然而進入大學後，一方

面由於適應新學習方式的過程中所遭遇之挫折，另

一方面則是因為社會與學校對學生的期許已不僅侷

限於學業表現，導致大學新生的自信心動搖，發現

處於新環境時個人能力尚有不足，因而感受到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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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壓力，且與原本對自我的評價產生落差，並進

而導致自卑感。相關研究（Martyn-Nemeth, Penckofer, 

Gulanick, Velsor-Friedrich, & Bryant, 2009）則指出，

自我認同感低落與龐大的壓力會造成青少年族群憂

鬱情緒和逃避問題的心態，長期下來恐危害大學生

身心之健全發展。 

同時，在人際關係方面，相關調查（蔡路，2011）

顯示，由於許多大學新生係初步接觸社會生活，朋

友們也不再僅限於朝夕相處的「同窗」，因此在面對

親疏交織的人際關係時，可能會怯於主動自我表露

（self-disclosure），亦排斥向新同學敞開心扉，或拒

絕與他人分享自己的生活，因而阻礙個人融入新的

同儕團體，導致在新環境中缺乏集體歸屬感；而該

項調查亦提及，部分大學生在展現強烈自我中心與

自尊心的同時，卻又易感害羞，對自己的一言一行

過於在意，害怕有所差錯，反而成為與人正常交往

的阻礙；甚而有學生因此形成孤僻性格，寧可沉浸

在自己的生活中，不願意主動與他人交往。相較於

高中階段，大學生對人際關係的關注程度實已超過

對學習的重視，且為大學生心理困擾的主要來源之

一（李秋英，2006）。 

此外，相關調查顯示，有七成大學生為離鄉背井至

外地求學者（董氏基金會，2008），這些大學生離開

了提供安全感與認同感的家鄉，但尚未融入新環境的

生活圈，往往會油然升起失落之感（Chow & Healey, 

2008），此時亦無法立即向家人或原本熟識的朋友傾

訴心情，使個人負面情緒無由排遣，並對未能把握與

家人朋友共處的時光感到懊悔，長期下來可能影響當

事者的課業表現與日常生活的正常運作。 

綜合上述可知，自我認同危機、人際交往時的顧

忌疑慮，以及離開親朋好友所衍生之的失落感等，

皆可能使大學新生的內心處於不安定之狀態，進而

使個人產生諸多情緒困擾問題，如此，不僅會影響

個人之學習成效，亦有礙大學生未來之身心正常發

展，實值得吾人重視之。 

書目療法與情緒療癒繪本素材 
「書目療法」一詞衍生自拉丁文中的 biblio（圖書）

與 therapia（療癒）二字，意為「將圖書作為療癒之

用」（book for healing），係指由圖書館館員或專業人

士針對當事者的情緒困擾問題，為之挑選與推薦適

當的閱讀素材（王波，2004；王萬清，1997；施常

花，1988；陳書梅、洪新柔，2012；Rubin, 1980; Sturm, 

2003），使其在閱讀的過程中歷經認同、淨化與領悟，

從而改變個人混亂無助的情緒狀態，達到放鬆心緒

與解決自身困擾問題的情緒療癒效果，以維持或促

進個人身心健康（陳書梅，2008; Baruchson-Arbib, 

1996; Heath et al., 2005; Lu, 2005; Walwyn & Rowley, 

2011）。書目療法根據其實行方式與目的可分為不同

類型，其中，「發展性書目療法」（developmental 

bibliotherapy）係協助一般人改善個人之情緒困擾，

或促進自我成長的輔助性方法；當事者可經由專業

人員的推薦而進行閱讀，透過與素材內容的互動來

舒緩負面情緒，並從中獲致解決情緒困擾問題之方

法（王波，2004；施常花，1988；陳書梅、洪新柔，

2012；Doll & Doll, 1997; Lack, 1985; Pardeck & 

Pardeck, 1984）。而大學新生自行閱讀繪本以舒緩情

緒之舉，即為發展性書目療法之應用。 

而書目療法之所以能發揮素材之情緒療癒效用，

其機制原理乃繫於閱讀者能在與素材的互動過程

中，產生所謂的認同、淨化與領悟的心理狀態。詳

言之，「認同」指的是讀者透過閱讀適當之圖書資訊

資源，認同故事中的角色以產生知音之感，感覺自己

並非唯一的受苦或受難者，並透過故事人物更清楚地

了解自己（Afolayan, 1992; Brewster, 2008; Morawski, 

1997; Pardeck, 1991）。而所謂「淨化」的過程，乃

是讀者以旁觀者與參與者的角度閱讀，並與故事中

之角色分享感覺、情緒及挫折等，而得到感同身受

的經驗，進而得以釋放被壓抑的內心情緒，並產生

同情共感後的解脫（Doll & Doll, 1997; Sullivan & 

Strang, 2002）。至於「領悟」則是指讀者在產生認同

後，藉由故事中角色的遭遇與情境照見個人的情

緒、問題，以及行為反應等，並能以成熟、理性的

態度面對自我與解決問題，最終讀者能整合個人之

心境與情緒，產生「有為者亦若是」的想法（Lu, 2005; 

Pardeck & Pardeck, 1993）。總之，若當事者在閱讀

的過程中能夠經歷此三項心理歷程，則可獲得個人

情緒之療癒效果。 



 

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 39（1）：4 – 23（民一○二年四月）  7 

在療癒素材方面，由於當代社會資訊網路與傳播

媒體的蓬勃發展，書目療法所運用之素材可謂相當

多元，包括小說、繪本、電影、音樂、圖像等，凡

可協助個人達到情緒療癒之目的者，均為書目療法

可運用之素材。尤其，隨著電視、電腦等科技產品

不斷推陳出新，圖像訊息日益發達，導致當代人閱

讀習慣改變，除了對視覺影像的需求提高，亦偏愛

「圖像符號」勝於「語言符號」（蘇振明，1999；

Henry & Simpson, 2001）。自 1990 年代以來，由於

電子傳媒的普及，使大眾的閱讀習慣逐漸由文字媒

介轉變為影視圖像等視覺訊息，「圖像時代」正式來

臨（邱麗香，2004；周芷綺，2010；Smith, 2008）。

Henry 與 Simpson（2001）即指出，在閱讀習慣轉變

之趨勢下，愈來愈多的青少年亦開始喜歡閱讀繪

本，超越以往鎖定以兒童為範圍的讀者群，因此，

圖文兼具的繪本即成為書目療法極佳的素材。 

繪本具有豐富的圖畫意象，內容生動活潑，其故

事能夠委婉地傳達豐富而細膩的意涵，並啟發人心

（林文寶、徐守濤、陳正治、蔡尚志，1996；林文

寶等人，2007；冀文慧，2003）。詳言之，情節結構

良好之優質繪本，易使讀者融入故事中與角色互

動，並在閱讀繪本時投射個人情感，認同其中之角

色，並藉由繪本角色、情節反映出其情緒經驗，終

而能釋放個人沮喪、孤獨、無助等負面情緒，如此

可以協助讀者撫平心理的創傷，從而引發其自我療

癒與自我復原（resilience）的能力（陳書梅，2011）。

繪本的主題大致可涵蓋自我成長、家庭生活、社會

行為、人際關係、情緒管理等議題（冀文慧，2003），

對成人讀者而言，由於其已具有更多生活的經驗與

體悟，故往往更容易了解繪本中的寓意與作者的弦

外之音。因此，成人讀者能夠藉由閱讀繪本，從中

獲得壓力的釋放、情緒的宣洩，或於困惑中找到人

生的方向（周芷綺，2010；洪綉雯，2007；楊裕隆、

陳美蓉，2005）。 

研究設計與研究實施 
誠如前述，繪本是一種可親、多元的閱讀素材，

而具有情緒療癒效用之繪本，更可舒緩當事者內心

的痛苦、無助、恐懼、憂慮等負面情緒，陪伴其度

過生命中的困頓時刻，進而引發個人內在自我療癒

的本能，以預防當事者未來在心理社會發展方面的

偏差行為。但相同的素材會因閱讀對象的個別差

異，產生不同的療癒效果，且相關研究（王春展、

潘婉瑜，2006；陳書梅、洪新柔，2012）顯示，大

學生隨年級不同，各階段所煩惱之問題亦有所差

異，其中，不少一年級大學新生的情緒困擾問題係

來自人際關係。而誠如前述，一年級時期的大學生

是否擁有良好的人際關係，會影響其未來的學習與

生活品質；是故，研究者乃將本研究之核心，聚焦

於探討一年級大學新生在人際關係方面的議題。另

一方面，由於相關研究顯示，不少當代大學新生為

「圖像世代」，且為圖文兼具的繪本之愛好者。基

此，研究者參考相關之繪本解題書目，選擇主題內

容為探討人際關係之繪本《有你，真好！》，作為探

究受訪者閱讀經驗的素材。俟受訪者閱畢，研究者

旋即詢問受訪者閱讀繪本之心得，藉以了解該書對

大學新生之情緒療癒效用為何，從而管窺繪本的療

癒性功能。 

《有你，真好！》一書係法國人布罕─柯司莫

（Brun-Cosme）著、達列克（Tallec）所繪，由天下

遠見出版公司於 2006 年出版之繪本。此書之內容描

述一直以來皆獨自居住在山丘上的大野狼，某天突

然遇到一隻闖入地盤的小野狼。大野狼起初對外來

者抱持猜疑的態度，但後來便漸漸地習慣了小野狼

的存在，因此當大野狼外出，返回山丘後卻不見小

野狼的蹤影時，大野狼開始感到擔心與難過，並且

決定要等待小野狼再次出現。經過漫長的守候，小

野狼終於回到山丘上，兩隻狼從此共同生活，成為

一輩子互相依靠的好朋友。繪本《有你，真好！》

為相關繪本解題書目中多所提及的優良作品，諸如

臺北縣政府所發行的《繪本同心圓：親師閱讀指導

手冊（低幼篇）》（李詩穎等人，2009），以及獲行政

院研究考核發展委員會所舉辦之第一屆國家出版品

佳作之《兒童情緒療癒繪本解題書目》（陳書梅，

2009）等；同時，該繪本亦是臺北市立圖書館 2006

年「好書大家讀」圖畫書及幼兒讀物組年度最佳少

年兒童讀物作品之一，因此，其可謂是內容適切之

書目療法素材。 

有關情緒療癒功能之界定與評量，研究者綜整國

內外的相關文獻發現，目前皆未有一致性之驗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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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與指標。Rubin（1978）曾指出，書目療法常用的

三種評估方法，計有如實驗法、訪談法，以及評量

表等。而 Shrodes（1949）則提出可運用訪談法來評

估書目療法的成效，其主張研究者可設計開放性

的問題，且以如此之方式了解參與者對於閱讀素

材的態度與想法，當更能收書目療法的評估成

效。加之以研究者考量本研究乃探討繪本《有你，

真好！》對大學新生的情緒療癒效用，訪談內容

觸及個人私隱性的情緒困擾問題、閱讀經驗，以及

個人心理需求等，且讀者對作品的反應常受個人經

驗、情緒需要及背景個性等之影響，是故，本研

究採用質化的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法蒐集資料，透

過面對面的訪談與互動，深入探討受訪者之經驗

與意見，蒐集不同讀者對相同作品的內容和情節所

產生之不同反應，並得以立即針對受訪者語意不

明確之處提問，以確認受訪者內心的真實感受與行

為認知。 

在正式進行訪談之前，研究者根據相關文獻揭示

之書目療法產生情緒療癒效用的認同、淨化、領悟

等機制，同時參考國內外書目療法學者，如王萬清

（1997）、施常花（1988）、Cornett 與 Cornett（1980），

以及 Stephens（1981）等人之專書與相關實證研

究中為評估書目療法成效所設計的問題，據以擬

訂本研究的訪談大綱。詳言之，倘若繪本《有你，

真好！》對於受訪之大學新生可發揮情緒療癒之

作用，則其在閱讀的過程中，會經歷認同、淨化

及領悟等三個心理歷程。其中，「認同」意指受訪

者透過閱讀適當之圖書資訊資源，認同故事中的

角色，並因此更清楚地了解自己；而「淨化」則

係指受訪者在閱讀的過程中，與書中角色分享情緒

與經歷，得到感同身受的經驗，進而釋放內心的負

面情緒；至於「領悟」則是受訪者在閱讀故事角色

的經歷與作法時，從中照見個人的問題與行為反

應，並進而以成熟理性的態度面對個人的問題，最

終得到個人思考與情緒的整合。立基於上述書目療

法產生情緒療癒效用的理論基礎，在繪本《有你，

真好！》是否具有情緒療癒功能的評量方面，本研

究係以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敘述其個人於閱讀繪

本之後，是否達致認同、淨化、領悟等三個心理狀

態為憑依。 

依此，在實際進行深度訪談時，研究者首先會詢

問諸如「主角大野狼遭遇到了哪些情緒困擾問題？

為什麼？」等問題，以評量受訪者之認同心理狀態；

其次，再詢問受訪者「您覺得大野狼在面對情緒困

擾問題時產生了哪些心理感受？為什麼？」等問

題，以評量其淨化之心理狀態；最後，則詢問受訪

者「當您面對類似大野狼的情緒困擾問題時，您會

怎麼做？為什麼？」等問題，以評量其領悟之心理

狀態。訪談大綱總計有十個題項，詳細之訪談大綱

內容參見附錄 1。 

由於書目療法之目的乃在於幫助大學生透過療癒

閱讀素材來紓解情緒與壓力，或獲得問題的解決之

道，具有預防保健之意，因而其適用對象包括遭遇

問題及未曾遭遇問題者，故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包含

遭遇情緒困擾問題或是一般未有情緒困擾問題之大

學新生。而由於研究者任教於臺大，考量訪談之方

便易行，是以採取便利取樣（convenience sampling）

之方式徵求臺大之大一新生為訪談對象。研究者首

先以個人人脈關係尋找合適的受訪者，再透過滾雪

球法，請受訪者推薦符合資格者接受訪談。參與本

研究的受訪者共計 15 位，其中，計有 6 位男性，9

位女性，介於一般學籍年齡 18 至 19 歲之間，分別

來自中國文學系、外國語文學系、政治學系、經濟

學系、社會工作學系，以及法律學系等，受訪者基

本資料如表 1 所示。 

 
表 1 受訪者基本資料（按系別排列） 

代碼 性別 系別 年齡 
CL-a 男 中國文學系 18 
CL-b 男 中國文學系 18 
CL-c 男 中國文學系 18 
CL-d 女 中國文學系 18 
CL-e 女 中國文學系 18 
CL-f 女 中國文學系 18 
CL-g 男 中國文學系 18 
CL-h 女 中國文學系 18 
CL-i 男 中國文學系 19 
CL-j 女 中國文學系 19 

FLL-a 女 外國語文學系 18 
POL-a 男 政治學系 18 
ECO-a 女 經濟學系 18 
SW-a 女 社會工作學系 18 

LAW-a 女 法律學系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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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訪談進行時間自 2012 年 5 月起至 2012 年 6

月止，訪談的平均時間為 60 分鐘。由研究者以面對

面方式親自訪談受訪者，以確實掌握訪談者之情

緒、表情與訪談內容。訪談進行時，研究者先向受

訪者說明研究目的，不進行任何問答，一切訪談皆

於受訪者閱讀完紙本繪本《有你，真好！》後方始

進行。其後，研究者依訪談大綱進行訪談，並按實

際情況調整問題順序或增減題項；同時，亦於徵得

受訪者同意後，全程採用錄音方式記錄訪談內容，

以便日後分析處理。此外，倘若正式訪談後尚有疑

義之處，則研究者亦再透過電話與 MSN 線上即時通

訊軟體的方式釐清未明之問題。 

訪談結束後，研究者先將錄音檔謄錄為逐字稿，

並於每份訪談逐字稿均加上受訪者代碼。代碼乃是

取該學系英文名稱或BBS上的學系英文簡稱之前二

或三碼，並以大寫字母表示之；再以小寫英文字母

之排序，代表其接受訪談的先後順序。例如在本研

究中，中國文學系之第一位受訪者，其代碼為 CL-a，

而第二位中國文學系之受訪者，其代碼為 CL-b。此

外，為方便進行訪談結果的分析，研究者亦將逐字

稿加上行數，例如本研究中，受訪者 CL-j 在訪談逐

字稿第 15 行至第 20 行之談話內容，其編號以

（CL-j：15-20）表示之。 

而後，研究者逐行閱讀逐字稿，並使用內容分析

法（content analysis）針對訪談結果進行分析與詮

釋。內容分析法係用一套規則與程序，其目的係將

內容文字作有效的推理及詮釋，進而推論其更深層

之意義（Bowers, 1970; Weber, 1985）。由於大學生之

情緒困擾問題、繪本書目療法等皆有相關文獻提供

本研究一分析架構與分類內涵，故研究者以內容分

析法來分析本次訪談結果，如此能有助研究者聚焦

於所欲探討之議題。在分析過程中，研究者對各受

訪者表達的事例及意見進行概念分析（conceptual 

analysis），以確認受訪者所描述的概念意義為何，

以及是否與研究者所用以分析的架構有相符之處。

之後再進行詮釋性分析（interpretative analysis），亦

即將受訪者中相同或相關之意見或概念歸於同類，

並進一步分析與比較各概念之間的關連性，從而適

當地詮釋與歸納受訪者之意見。 

研究結果分析 
本研究探討受訪之大學新生於閱讀繪本《有你，

真好！》後，其是否達致情緒療癒效用。茲將研究

結果依書目療法之情緒療癒歷程分為三部分，第一部

分闡述受訪者對繪本角色的認同，第二部分為受訪之

大學新生閱讀此繪本的淨化效用，第三部分則臚列受

訪者閱讀繪本後所得到的個人領悟，以下分述之。 

大學新生閱讀繪本《有你，真好！》的認

同效用分析 

在本研究中，計有 15 位受訪者在閱讀此繪本時，

將故事角色的感受與自身連結，乃產生感同身受之

共鳴心理，此即為書目療法之「認同」歷程。而深

入探究受訪大學新生在閱讀繪本《有你，真好！》

時所產生之「認同」類型可發現，受訪者係因故事

角色的經歷與讀者個人之「自我認同問題」、「人際

交往問題」，以及「分離與失落問題」等三種情緒困

擾相似，因而在閱讀的過程中對故事角色產生認同

之感。茲分別敘述如下。 

1.自我認同 

本研究之二位受訪者 CL-c 和 CL-j 認為，在故事

開始時，大野狼不敢主動接觸小野狼，僅從旁觀察

與比較自己與對方，其原因乃是大野狼對自己的自

卑感所致。CL-c 和 CL-j 表示，自己亦會因缺乏自信

心與對自我的認同不足，而在與他人交往時會有自

卑與恐懼之感，故對繪本中大野狼的角色產生認同

感。CL-c 指出，大野狼害怕自己會被超越，因此不

敢主動接觸外來的小野狼，而由於 CL-c 覺得自己亦

是屬於較容易感到自卑，且害怕受到傷害的人，故

能理解並認同大野狼的舉動： 

「……大野狼牠都是有一種自卑感在……

不會主動地去接觸別人，也是出於自卑，在

這方面我會有一點像牠。牠會害怕有比牠更

大的大野狼會出現……我是害怕自己受傷，

而大野狼是害怕有比牠更大的狼出現。」

（CL-c:38-39） 

而受訪者 CL-j 則表示，由於經常對自己抱有不確

定感，缺乏信心，故看到繪本中描述大野狼無法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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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接納小野狼，且會藉由爬樹等活動作為肯定自己

的方法，並不斷地將自己與小野狼作比較的情節

時，CL-j 十分能夠對大野狼的舉止感到認同，並將

自己投射在大野狼的角色上： 

「……大野狼是一隻很……自卑……牠的

核心價值很弱……對自我意識可能很脆弱，

所以很害怕被侵犯……需要花一點時間才能

夠接納另外一個人……會害怕小野狼爬得比

牠高，或者是有些事情大野狼覺得只有自己

才能做……會一直找一些小小的點來肯定自

己……我在看繪本的時候，就會把自己投射

在大野狼身上……想像書中的大野狼就好像

自己一樣……那種自卑，是對自己的不確定

感，就是我到底是怎麼樣的呢？我真的夠好

嗎？那種充滿疑問的感覺……」（CL-j:13-25） 

2.人際關係 

本研究之十位受訪者指出，大野狼對小野狼存有戒

心、不敢主動接觸對方，因此採取先在旁默默觀察的

方式，清楚區別自我與他人，此係大野狼在面對陌生

的人際關係時，出於不安與恐懼所產生的自我保護；

或者是因為不善於表達自己，而在面對眼前的陌生人

或新朋友時會顯得退縮。如受訪者 CL-b 表示，大野

狼原本習於獨處，但小野狼卻闖入了牠所預設的安全

範圍中，並逐漸打開大野狼的心胸，破除了彼此間

的隔閡。同時，CL-b 認為自己與大野狼的性格相

似，平常並不喜歡對他人說出私人的想法與感受： 

「……大野狼就像是一個平常不會敞開心

胸的人……但是當有一個人走進牠的封鎖範

圍裡……牠從此不能再過自以為……以往以

為安全的空間裡面……之後呢，小野狼就幫

大野狼打開心胸……跟自己……有相似的地

方……」（CL-b:19-24） 

至於受訪者 CL-h 則指稱，大野狼在與小野狼相處

上所面臨的困難，其實即是如何在一個新環境中結

交新朋友，而此正是 CL-h 個人在成長階段經常遇到

的問題： 

「……我覺得還滿多相似的……有一個人

踏入牠的生活，就其實像是進入每個階段都

會有適應的過程，就像剛上高中、剛上大學，

害怕會不會交到……就是該怎麼交朋友這件

事。」（CL-h:135-137） 

另外，受訪者 SW-a 表示，自己在剛開始與他人

相處時，就如同大野狼和小野狼的互動模式般，其

雖不會主動去關懷別人，但並非出於對人際交往的

排斥，而是由於不知如何表達對他人的好感，因此

只能在旁靜靜地觀察： 

「……不知道要怎麼對別人表達好感，或

是說對別人……主動去關懷啊，或是主動去

與別人相處之類的，就我覺得我跟牠的角色

有點像，就是我會靜靜地在旁邊看他，我可

能對他不會有惡意，但是我也不會特別主動

去關懷他……不會主動和他講話啊，就是跟

他們兩個，大野狼和小野狼一開始的模式一

樣。」（SW-a:78-82） 

SW-a 進一步說明，自己在大學生活的第一年，與

他人的相處模式就如同繪本中大野狼消極地對待小

野狼一般，僅僅只是維繫表面上的互相往來，而他

人僅是生命中的配角，並不會真正地進入到自己的

生活中，SW-a 認為自己與孤獨地生活著的大野狼十

分相似： 

「……大學生活都自己跟自己過啊……覺

得好孤獨喔，那種孤獨並不是說別人排擠

你，而是說你要學著跟你自己相處，然後久

而久之就會變得非常孤獨，就是跟那個大野

狼一樣，非常孤獨……久而久之你就會習慣

這種生活，然後你也不覺得這種生活是一個

病態的東西，你就覺得這是一個很正常的現

象……你還是過你的生活，旁邊很多配角都

會經過你，這樣他們都不會介入，就是那種

介入你的生命，就你還是一個人這樣，就一

直生活下去。」（SW-a :164-176） 

3.分離與失落 

CL-f、SW-a 和 FLL-a 指出，大野狼在失去小野狼

之後，才了解到小野狼的重要，並因而懂得珍惜。

而此三位受訪者皆表示，自己曾經與重要的人分

離，或因為失去重要的事物並感到遺憾，因此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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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體會繪本中大野狼的心情。其中，CL-f 認為，

生命中有或大或小的事物，不知不覺中已然在自己

的心中佔有一席之地，而自己也如同大野狼般，往

往在事先並未預料的情況下失去了平常視為理所當

然的東西，且在感到挫折與困難後才會了解到失去

之物的重要性： 

「……就是『儘管那麼小，就是能佔據你

的心，佔據很多很多的地方』。就是我覺得就

大野狼原本視為理所當然，東西不見了才知

道要珍惜……有時候自己也會這樣啊，不管

是多大多小的東西，就是它已經失去了之後

才會去珍惜它。」（CL-f:109-112） 

受訪者 FLL-a 則認為，大野狼與小野狼從相識到

分別的過程，就如同個人在大學宿舍中與室友的關

係。FLL-a 說明自己在宿舍生活中，僅是淡然地接

受新室友的加入，但平時並不會特別地看重對方，

卻在自己或對方即將離去時才發現已然習慣了有著

對方陪伴的生活，並因此感到不捨與孤獨： 

「……我是覺得……牠是不是有一點孤獨

啊？……我們人啊，剛開始一個人的時候就

覺得還好嘛，可是突然有一天有人出現了，

然後一直陪你啊，住在一起……你一個人

嘛，突然有室友搬進來，你可能就會覺得……

喔，還不錯啊相處下來。然後突然又要回國

了，你就會覺得捨不得……」 

而 Law-a 則提到自己平常皆視朋友或家人為理所

當然的存在，等到失去了才開始懊悔當初不懂得珍

惜，個人欲彌補亦為時已晚： 

「……我覺得就是我平常……跟朋友或者

是家人，都會覺得理所當然……等到失去之

後才會覺得來不及……不知道珍惜……」

（LAW-a:48-49）  

大學新生閱讀繪本《有你，真好！》的淨

化效用分析 

本研究之 15 位受訪者中，有 13 位皆表示在閱讀

此繪本時對主角的情緒反應感同身受，心情會隨著

情節內容變化而高低起伏，從而抒發個人心中的負

面情緒，達到情緒「淨化」之效用。 

1.自我認同 

CL-j 能夠理解大野狼表達關心的含蓄方式，在閱

讀的過程中不斷揣想牠害怕受傷的心情，並為大野

狼感到心疼。而小野狼的不告而別亦讓 CL-j 強烈地

體會到大野狼遭受遺棄的心情，因此在閱讀時與大

野狼一同感到疑惑、害怕及傷心： 

「……覺得大野狼好可愛哦！還是有點心

疼吧，牠表達的方式都很含蓄小心，我會一

直想像牠那種很害怕受傷的心情，然後跟著

陷進那種小心翼翼的心情裡面……我對這段

感覺很強烈……覺得很害怕很傷心。那種『是

不是我作錯了什麼？』、『為什麼會這樣？』、

『牠會回來嗎？』、『我該怎麼做牠才會回

來？』、『我是不是不好？』的質疑一直跑出

來。」（CL-j:154-160） 

在繪本的結尾時，大野狼的生命就此改觀，從原

本的自我懷疑變成敞開心胸，且對自己的心意抱持

堅定的態度，而小野狼也重新回到大野狼的身邊，

回應了大野狼所付出的感情，CL-c 因此感到慶幸與

欣慰： 

「……為大灰狼感到欣慰，自己所釋放出

的感情終於有所回報……最有感覺的，是大

灰狼放開心胸、自我改變的那一頁，由懷疑

的心態，到堅定自己的心意……大野狼能在

牠的生命之中遇到了小野狼敲響牠的心門，

而我……因著有人能夠改變牠的生命感到慶

幸。」（CL-c:75-81） 

2.人際交往 

受訪者 CL-g 說明，看到繪本中的大野狼獲得小野

狼這位能相作伴、相扶持的好朋友，心中十分為大

野狼感到高興；但之後小野狼突然離開了大野狼，

CL-g 也因而感到心情低落： 

「……看到大野狼遇到小野狼時，還挺高興

的說，但後來小野狼有離開，心情上就是比較

低落……遇到一個好朋友之類的心情，或是說

一個可以扶持的伴吧！」（CL-g:180-183） 

受訪者 CL-h 則表示，在閱讀繪本《有你，真好！》

時，自己也會沉浸在故事情節中，看到小野狼來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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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狼的身邊又離去，會如同大野狼般感到十分疑惑，

並忍不住思考對方離開的原因。之後看到小野狼歸

來，CL-h 亦為大野狼感到開心，覺得大野狼的生命

拼圖回歸完整，繪本的結局使 CL-h 產生溫馨的感覺： 

「……會想說為什麼牠（小野狼）會就這

樣來了又走了……會自己思考也在想背後原

因……會好奇……就覺得說嗯……有疑問的

感覺……覺得還滿溫馨的，然後就是一個拼

圖，小野狼的離開就像拼圖少了一塊，但當

牠回來之後一切都完美了，就為大野狼感到

開心……」（CL-h:126-132） 

CL-i 在閱讀到繪本中大野狼開始主動親近小野狼

時，心中感到十分高興，但之後小野狼的離去令 CL-i

覺得失落與傷心，並為大野狼失去了一個朋友產生

惋惜之情。此外，大野狼坐在樹下消極等待的舉止

令 CL-i 在閱讀時感到生氣，認為大野狼應該主動去

尋找小野狼。在閱讀完繪本後，受訪者 CL-i 為兩隻

野狼又可以再次相聚感到開心，並覺得如此的結局

是完美而溫馨的： 

「……小野狼出來，然後牠開始靠近小野

狼的時候，就有一種挺高興的吧，就因為牠

會主動去親近別人……小野狼離開就覺得有

點失落，然後大野狼開始擔心啊，我也會覺

得理所當然，因為朋友消失本來就會這樣擔

心，但是牠之後的舉動就讓我覺得牠比較消

極，所以我反而有點，嗯……生氣吧，那為

什麼要一直在那等而不去找這樣……最後的

話就是很溫馨，有種完美大結局的感覺。」

（CL-i:177-195） 

受訪者 FLL-a 則是在閱讀到大野狼於夜晚分棉被

予小野狼的舉動時，覺得大野狼很貼心。而 FLL-a

亦能感受小野狼離開之後，為大野狼帶來的空虛與

悲傷情緒，且因此令 FLL-a 對大野狼感到十分同情： 

「……牠分那個棉被給小野狼的時候……

我覺得很貼心……小野狼離開之後，大野狼

就變得很寂寞，跟之前的牠完全不同，讀到

那一段，其實還蠻同情大野狼的，小野狼突

然出現又突然離開，不管是大野狼或甚至是我

們也會感到空虛，也可以說大野狼與小野狼在

一起的時候，每天都是快樂的日子，但有一天

離開了就會很傷心。」（FLL-a:35; 103-106） 

受訪者 ECO-a 說明，一開始大野狼面對小野狼的

到來係出於對未知的恐懼與擔憂感，ECO-a 在閱讀

中也會產生如此的情緒。而看見大野狼開始照顧小

野狼令 ECO-a 感到溫暖，覺得大小野狼皆是心地善

良的故事角色。及至小野狼離開，ECO-a 與大野狼

一同感受到失去朋友當下的傷心與孤寂。最後，

ECO-a 的心情亦因小野狼的再次出現而好轉： 

「……當我看到大野狼的遭遇，因為看到

有動物要走近，而對牠又不了解，一開始我

感到害怕和恐懼，在中段時，大野狼開始照

顧小野狼，我覺得很溫暖，覺得牠們都很善

良，有憐憫之心。之後，小野狼離開了，我

和大野狼一樣感到傷心失落，因為失去了一

個朋友，感到很孤寂。最後，小野狼再次出

現，我很開心。」（ECO-a:62-65） 

受訪者 POL-a 認為，大野狼主動關懷、分一點棉

被予小野狼的行為，與大野狼願意等待小野狼的歸

來，及至最後小野狼也符合期待再次出現等情節，

表現出兩個原本陌生的人，經過一段時間的相互陪

伴，使彼此的關係變得更為密切，如此的故事情節

令 POL-a 感到溫暖： 

「……大野狼在晚上睡覺時，用樹葉弄了

一床被，晚上就將這張大被分了一點給小野

狼蓋。還有最後大野狼等了很久，小野狼出

現的那個畫面……令人感到溫暖，好像原本

彼此互相不認識的人，經歷一段時日之後，

關係變得密切。」（POL-a:35-39） 

3.分離與失落 

受訪者 CL-e 對於繪本中大野狼在小野狼離開後

長久地等待感到十分心疼，但也因此產生樂觀的態

度，在這份等待中看見生命的希望與信念的存在。

CL-e 認為繪本整體內容令人感到很溫暖，最後心裡

獲得快樂大結局的撫慰： 

「……（看到大野狼等待小野狼的過程）

很心疼，不過看著牠一心一意地相信小野狼

會回來的時候，就會覺得生命中還是會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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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事物值得去等待並且相信……看完這本繪

本會覺得很溫暖，它會安慰到人，就是會好

起來這種感覺，就是一個 happy ending啊。」

（CL-e :175-177; 265-266） 

至於 LAW-a 則說明，繪本中大野狼將棉被與果子

分予小野狼的共同生活情景，令 LAW-a 在閱讀繪本

時感到相當溫馨： 

「……牠們一起生活就讓人家覺得很溫馨

啊……牠分牠一小角的那個葉子做的棉被

蓋……也會就是多採一些果子給牠吃，我覺

得很溫馨！」（LAW-a:29-30） 

受訪者 CL-f 則表示，閱讀繪本的過程中，心情會

隨著大野狼的情緒與情節的發展而起伏。當大野狼

發現小野狼不見了而感到非常擔心時，自己心中也

衍生酸酸的失落感；及至小野狼回返的情節，CL-f

回憶起大野狼在小野狼離開期間對自己許下的承

諾，即產生寬慰之感，且臉上不禁泛起微笑： 

「……在小野狼不見大野狼很擔心的時

候，我就覺得有點……酸酸的？就是那種失

去的失落吧！跟著大野狼的情緒起伏。在小

野狼回來的時候，就想到大野狼之前說『小

野狼回來之後要對他更好』……看到這裡會

不禁淡淡地笑……」（CL-f :213-226） 

大學新生閱讀繪本《有你，真好！》的領

悟效用分析 

本研究之 15 位受訪者在讀完此繪本後皆產生了

自己的體會，顯示繪本《有你，真好！》可協助個

人獲得「領悟」之作用，從而得以成熟理性之態度

面對自我與解決問題。 

1.接納個人，肯定自我 

受訪者 CL-c 表示，大野狼一開始面對小野狼的出

現時，之所以不懂得與對方相處的方法，主要是因

為牠對自己感到自卑與疑惑，因此 CL-c 從中領悟

到，在發展新的人際關係時，應先肯定自我，方能

讓他人亦接受自己： 

「……面對這樣的情況，你不去接受自

己，不去接受自己的渺小的話，你不可以說

服別人去接受自己，想要別人接受你，你必

須要先接受自己，以及自己的渺小……」

（CL-c:100-102） 

受訪者 CL-j 則指出，一個人單獨面對不安或恐懼

往往會使自己的負面情緒加劇，甚至更加貶抑自己，

因此可以請朋友、情人或家人給予自己肯定，藉由他

人的陪伴能使自己變得勇敢和主動，並建立起自信： 

「……感到恐懼的時候啊，尤其是那種來

自於就是對自己不確定的恐懼，比如說『我

真的夠好嗎？』、『我這樣做可以嗎？』的時

候……去尋求他人……不管是朋友、情人、

家人……聽到他們說其實你還不錯，其實你

沒有那麼糟啦……給我一些肯定……看法、

客觀的描述……我覺得我很難很客觀的認知

自己，我會加很多貶抑進去，所以我需要別

人的聲音，才能讓我感到較確定……就不會

這麼恐懼……」（CL-j:193-199） 

2.敞開心胸，積極主動 

CL-i 認為《有你，真好！》中的大野狼態度太過

消極，應該可以採取更為主動的方式，增進對小野

狼的認識。而對應到現實的生活，CL-i 指出，掌握

主動權有助於建立新的人際關係，亦即，雖然在認

識一個人之前，可能因不了解對方而產生距離感或

有所恐懼，但只要試著先主動釋出善意，去發掘對

方的優點，深入了解對方，對陌生事物的不安感即

會消失： 

「……在人與人的交往上，主動一點會比

較好……如果主動釋出善意的話，在人際交

往上會比較容易取得主動權……比較容易交

到朋友，就是你去做結果不一定是好的，但

至少你去做了。但是如果你不去做的話，你

就得不到好結果……至少是種善的回應。因

為害怕與恐懼的來源都是陌生、不了解，所

以一個事物完全陌生、很神祕的東西你會不

自覺地感到害怕、不安，等到你了解就不會

感到害怕不安。」（CL-i : 255-264） 

FLL-a 則指出，生命中勢必需要有家人或朋友的

陪伴，而倘若必須建立新的人際交往關係，則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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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定得有一人先採取行動，若彼此都十分膽怯、退

縮，則不會有真正了解對方的一天，因此 FLL-a 會

選擇主動去交朋友： 

「……我覺得一個人啊，就是不管誰啦，

還是需要一個伴啦。不管是朋友，還是家人，

就是要有一個可以互相依靠的人……你想要

認識一個人……兩個人啊，要有一個人主

動。就是如果想要認識的話，你也要主動去

找他。不然的話，兩個人，如果一個人說我

又不認識他，我又不敢怎樣怎樣的話，最後

沒有一個人主動出來的話，還是沒用啊。」

（FLL-a:170-175） 

在閱讀完此繪本後，POL-a 理解到，其應該開始

改變自己原本被動的人際交往態度，並試著主動與

他人建立新的友誼，如此，可避免雙方都抱持著被

動的態度而難以認識彼此： 

「……在兩者彼此都不認識時，如果你想

認識這個人時你應該要做主動……如果兩個

都是被動就難以認識對方……我通常都會是

被動的角色……應該要主動跟人好好相處，

我覺得我也應該開始要改變自己，不應該再

如此被動，覺得臉皮好像很重要。應該要放

下這回事，不需要拿那麼多框架跟架子框住

自己。」（POL-a:80-83;94-96） 

而受訪者 SW-a 則領悟，人與人相處時一定要在

當下表達內心的想法，或是將之付諸實際行動，否

則一旦錯過時機就可能後悔莫及。SW-a 亦想起平時

和他人說話的經驗，認為在與新朋友攀談時應儘快

回應對方，否則可能會留給對方不佳的印象，而失

去了交朋友的機會： 

「……在與人相處的時候，你要盡量在當

下就是完全表達你的情感之類的，不然你很

容易會錯過些什麼或是產生誤會也來不及解

釋……別人在跟你講話的時候，你要表達出

你想要跟他交朋友或什麼的，因為如果你當

下就是退卻的話，然後那個人可能很快就會

覺得你是個很無聊的人……你怎麼那麼害羞

什麼的，他就會走掉，然後你就失去了一個

交朋友的機會……」（SW-a:132-146） 

3.真誠相待，珍惜彼此 

當 CL-h 閱讀到大野狼未經複雜的思考，而是純

粹以為對方好的方式對待小野狼時，CL-h 體會到，

自己平常可能會耗費不少心思去揣測對方在想什

麼，以迎合對方的想法，但如此一來，其實會使自

己對人際關係產生疲憊感，所以 CL-h 也希望個人

能如同大野狼般，以單純的態度面對自己與朋友間

的交往： 

「……像大野狼對小野狼這樣，只是單純

的想說要對這個人好，我覺得有這種領悟

吧，因為有時候我們會把，就是花很多心思

在想說別人在想些什麼，可是其實這樣還滿

累的，所以牠有讓我覺得一種可以做自己，

比較單純的想法。」（CL-h:181-183） 

ECO-a 則表示，從此繪本中，其領悟到在與朋友

相處時應主動付出、釋出善意，敞開胸懷，不須抱

持過分的戒心；且在平時即應關懷身邊的人，如

此，與對方分開之後，才不會後悔當初自己未努力

付出： 

「……對著其他人戒心不用太大……在一

起的時候就對別人好一點，就不要之後才後

悔那時候自己沒有做什麼、沒有做什麼這

樣……要放開一點……珍惜眼前人……」

（ECO-a:89-94） 

受訪者 CL-f 亦感嘆，自己總是在失去了才知道事

物的重要性，但應該要學習在失去以前即了解到此

點，並加以珍惜： 

「……要在失去以前就懂得珍惜吧……誰知

道失去之後會不會再回來……失去之後才會

知道東西有多重要，但我覺得有時候要學習的

就是，你要在失去之前就知道它的重要性……

可以一開始就做得更好。」（CL-f:205-208） 

受訪者 LAW-a 指出，故事中兩位主角在結尾時，

皆明白地告訴彼此對方之於自己的重要性，對 LAW-a

而言，採取實際的舉動向身旁的家人與朋友表達珍

惜之情並非易事，在閱讀繪本《有你，真好！》後，

LAW-a 認為，若能將心中的想法坦承說出口，將可

增進朋友或家人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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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面牠們彼此都有說牠們覺得沒

有對方很無聊……我覺得有時候承認也是蠻

難的事情……我就還蠻不會做這樣的事，我覺

得這樣應該是可以讓關係更好的一個方法。」

（LAW-a:61-63） 

4.轉移重心，重拾生活 

CL-b 則提及，若朋友是毫無交代地突然離開，由

於無法確定對方是否會返回，因此若選擇如大野狼

般地苦等，恐怕僅只會增加個人的哀傷感，毋寧將

感情轉移到其他事物上，讓自己從等待的心情中抽

離，以避免個人繼續胡思亂想： 

「……假若是這樣的情況，找另外一個感

情投放，別專注在這件事上，去做一些將自

己專注力投射在別的東西身上……做其他

事，儘早脫離，別讓自己想太多。」 

（CL-b:119-121;142） 

受訪者 CL-e 則表示，閱讀此繪本後，其體認到，

若欲擺脫難過的心情，則可多向外尋求資源，例如

參加活動、認識新朋友，把握與陌生人認識的機

會，或是找人訴苦等，而並非一直封閉在自我的情

緒之中： 

「……找人講講話之類的，或是找人訴苦，

或是說讓自己的生活回復正常……要讓自己

過得很好，還要……做運動！……可以藉此排

解壓力！……要踏出去，接觸其他的人，不

可以讓自己就是一直封閉在那裡……很真心

的認識每個人……不要害怕或是什麼原因，

就是錯過跟這個人認識的機會……可能就讓

他消失在你身邊之中……」（CL-e:228-234; 

247-250） 

CL-g 認為，在真實的人生中，個人的境遇不一定

會如同繪本《有你，真好！》的情節般獲得圓滿的結

局；因此，在面對分離時，個人一開始可以等待，但

時間久了之後，心裡得明白再等下去亦只會落空，

此時即須懂得放下，讓自己回歸原有的生活步調： 

「……不可能一開始就直接放棄啊，一開

始一定心裡會想說他一定會回來，但等久了

應該還是會感覺那就是白等的東西，不用刻

意去（等待）……（小野狼離開後）下雪天

時還在那裡等……我覺得那就不用啦，該放

棄時就放棄……其實不一定會有這樣好的結

局……可是心情上……還是希望，不管是有

沒有知道落空，就還是會在那裡等……可能

要過一段時間才會真正放比較開吧……心境

上都回歸自己生活是什麼態度上面。」

（CL-g:147-150;321-323） 

綜合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共針對 15 位臺大一年級之新生進行半結

構式深度訪談，藉以了解受訪者藉由閱讀繪本《有

你，真好！》舒緩之情緒困擾問題類型，以及其閱

讀該繪本時的認同、淨化與領悟等之情緒療癒效

用，藉以管窺繪本的療癒性功能。茲將本研究的結

論敘述如下。 

繪本《有你，真好！》紓解之大學新生情

緒困擾問題類型 

研究者分析受訪大學新生閱讀繪本《有你，真好！》

之閱讀經驗發現，受訪者普遍認為，可將閱讀該繪

本後之體悟應用於處理個人的自我認同、人際關

係，以及分離與失落等情緒困擾問題，以下詳述之。 

在本研究中，有二位受訪者感到自信心或對自我

之認同不足，自我核心價值較低，而導致個人在進

入大學新環境時，對人際交往關係產生恐懼與自卑

之感。此與吳洪宇（2010）之觀點相符，其指出，

大學新生入學後，由於社會與學校對個人的評價已

不僅侷限於學業成績，導致大學新生憂慮自己昔日

的優勢已不復存在，甚至在面對新挑戰時驚覺個人

的缺點與不足，因而在心中產生認同落差，從而導

致自卑感。而相關研究（賴英娟、陸偉明、董旭英，

2011）顯示，個體的自尊對校園人際關係有直接影

響；當大學生對自己懷抱較高的信心時，其態度與

行為會較為積極樂觀，且會樂於與他人相處互動，

進而能擁有較佳的人際關係。反之，若大學生的自

我認同感低落，則較易使之在與同儕的人際互動上

產生排拒的心理。 

事實上，在本研究中，即有十位受訪者遭遇人際

關係方面的情緒困擾問題。其中，有三位受訪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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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善於表達自己，導致其在面對陌生人或新朋友

時，會顯得較為退縮，而未採取主動與他人攀談之

行動。本研究中亦有二位受訪者因無法馬上適應生

活環境中突然有新同學的加入，而產生不安與憂慮

等情緒困擾。此外，有一位受訪者則透露，自己處

於新環境時，往往僅與他人維持客套的關係，實際

上並未真正地與對方交心，因而感到孤獨。究其原

因，許多處於青春期與成人期之大學新生，可能是

首度為了適應成人的社會，而必須不斷地探索自

我、形成個人的價值觀，並建立不同形式的人際交

往關係，因此，大學新生若對陌生的人際關係感到

不安與懷疑，出於自我保護的心態，在關係未明之

前，寧可先清楚區別自己與他人，並避免個人的情

感揭露，或多僅止於維持表面上的客套關係，此呼

應黃囇莉（2006）所揭示之華人社會的虛性和諧關

係。亦即，在日常生活中個人僅與友人維持相敬如

賓的互動方式，而未有主動親近對方，或深化雙方

關係的意願，然而此舉可能阻礙雙方建立深厚的友

誼，並不利於大學生發展健全的人際交往關係。 

至於在大學新生所遭遇的分離與失落問題方面，

本研究中有三位受訪者曾因未珍惜重要的人或物

品，而在失去後產生懊惱與後悔之情；或是因與平

時視為理所當然的家人和朋友分離，而感到悲傷與

失落。究其原因，可能係由於多數大學新生乃是首

度與家人長期分離，且離開原本熟悉的交友圈後，

尚未在新環境建立起新的人際交往關係，導致其對

於自己未珍惜家人或朋友而衍生懊悔的情緒。 

事實上，在多元與變遷快速的現今社會中，大學

新生往往面臨多重壓力，亦非僅受困於單一情緒困

擾問題。而本研究結果顯示，15 位受訪者中即有十

位在閱讀繪本《有你，真好！》後，提及之情緒困

擾類型為人際關係問題，研究者推論，此係由於該

繪本之主題，乃聚焦於探討兩個故事角色從互不相

識至成為好友的過程，故受訪之大學新生多能從繪

本中，照見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遭遇之人際關係問

題。由此可見，大學新生在閱讀此繪本時，確實能

將書中角色的經歷及故事情節，用以對照個人在現

實生活中的人際交往經驗。然亦有三分之一的受訪

者跳脫繪本主題，聯想到個人的自我認同，以及分

離與失落等情緒困擾問題，可以想見，由於大學生

具備相當的閱讀理解與詮釋之能力，也擁有較以往

更豐富的生活經驗與體悟，因此閱讀繪本時可觸類

旁通，除了能理解故事本身的弦外之音，且能更進

一步領會有別於繪本主題的寓意。 

繪本《有你，真好！》對大學新生的情緒

療癒效用 

本研究發現，整體而言，15 位受訪的大學新生中，

總共有 13 位在閱讀繪本《有你，真好！》時，經歷

書目療法之「認同」、「淨化」及「領悟」等三個心

理歷程，達到情緒療癒之效。茲依序分述如下。 

1.「認同」效用 

在本研究中，有 15 位受訪者皆在閱讀繪本《有

你，真好！》時，對其中之大小野狼角色產生「認

同」之感。而大野狼在遇到小野狼時所顯現的自卑

感及害怕被超越的憂慮，使二位遭遇自我認同問題

的受訪者聯想到同樣缺乏自信的自己，因而對大野

狼的角色深感認同。至於對人際關係感到煩心的十

位受訪者，則是在讀到大小野狼的相處模式時，聯

想到個人在經營新的人際關係時須面對的隔閡感。

若細究受訪者與新朋友保持距離的原因，則多係出

於因不安與懷疑而產生的自我保護心態，或是由於

不善於向他人表達個人感受所致。此外，三位遭遇

分離與失落問題的受訪者，則是將個人經驗投射於

大野狼身上，並認同大野狼在小野狼離開後的孤單

與悲傷心情。此即為 Afolayan（1992）、Brewster

（2008）、Hynes 與 Hynes-Berry（1986）、Morawski

（1997）、Pardeck（1991）等人所指出之「認同」

效用，意即，在書目療法對當事者的影響之歷程中，

讀者在閱讀時會特別注意到故事角色的經驗、行為

及思想，了解該角色所遭遇的問題或困境與個人經

驗有相符之處，即對此角色產生認同感。 

2.「淨化」效用 

本研究之 15 位受訪者中，共計有 13 位在閱讀此

繪本的過程中，心情會隨著繪本故事情節的鋪陳而

產生高低起伏，藉此將積鬱的情緒宣洩出來，或是

使心情得到撫慰，從而使個人的心靈獲得「淨化」。

例如，在故事剛開始時，受訪者會為繪本中兩位角

色的相處關係擔憂；而當大野狼逐漸習慣小野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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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並且透過各種不著痕跡的方式向對方表示自

己的關心時，受訪者亦會感到貼心與溫暖；而之後

小野狼的不告而別，則令受訪者湧現與大野狼相同

的擔心與悲傷之情。最後，小野狼平安地回到大野

狼的身邊，此種圓滿的結局令受訪者感到欣慰，並

且由衷地為繪本角色感到喜悅。此符合前人（王萬

清，1997；施常花，1988；陳書梅，2008；Doll & Doll, 

1997; Sullivan &Strang, 2002）所言，在「淨化」之

歷程中，遁入故事世界的讀者可在安全的環境中，

透過個人與角色人物情緒的疊合，使個人的負面情

緒隨著故事情節的鋪陳逐漸宣洩出來，並且在閱讀

之後獲致情緒上的安慰感。 

3.「領悟」效用 

本研究之 15 位受訪者皆在閱讀繪本《有你，真

好！》後得到個人之領悟。其中，在自我認同方面，

二位受訪大學新生閱讀繪本之後，皆產生接納並肯

定自我的想法；而在與他人交往方面，十位受訪者

皆有所感，認為個人應敞開心胸，以真誠且積極主

動的態度經營新的人際關係，並珍惜彼此相處的時

間。至於在面對已然失去的人或事物方面，有三位

受訪者領會到，自己不宜繼續沉浸在失落的負面情

緒中，而應懂得放下；同時，個人可藉由參與活動，

或尋求與他人之聯繫，試圖將重心放在其他事物之

上，以重拾原本生活的步調。此符合 Lu（2005）、

Pardeck 與 Pardeck（1993）等人之觀點，當事者在

閱讀素材之後，會產生個人的觀感與想法，並自我

反省與檢視其意義為何，再進一步將個人經驗與故

事角色之經歷結合，並比照故事角色與個人相同之

處，繼而調整與反思兩者不同的因應方式以獲得新

的領悟，再將之應用於現實生活中，由此獲致思想

觀念與行為反應的正向改變。 

建議 
本研究限於時間與人力，僅以 15 名國立臺灣大學

一年級新生為研究對象，針對繪本《有你，真好！》

之情緒療癒效用進行一探索性研究，研究結果不宜

過度推論至全國大學院校之學生。而針對此議題，

尚有許多值得進一步探討的空間。研究者在此提出

相關建議，藉供未來研究者參考。 

首先，在情緒療癒繪本的類型方面，本研究僅挑

選一本以人際關係為主題之繪本作為素材，未來之

研究者可蒐集各主題類型之繪本，藉以深入探討各

主題繪本素材之情緒療癒效用。此外，本研究亦建

議，未來之相關研究可擴展研究對象族群，針對各

年級的大學生進行研究，以探究繪本對不同年齡層

之讀者的情緒療癒效用為何。如此一來，相信未來

之研究將可更深入地了解繪本所具有之情緒療癒效

用，同時，亦能為各年級之大學生，建置符合其需

求之情緒療癒繪本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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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繪本對大學新生之情緒療癒效用研究 

訪談大綱 

受訪者基本資料 

性別：男□ 女□　 

年齡：______ 

科系：_______________ 

素材之情緒療癒效用 

一、認同 

1.這本繪本的內容在講些什麼？故事中的主角是誰？ 

2.本故事的主角遭遇到了哪些情緒困擾問題？為什麼？ 

3.故事中有哪些角色與主角的情緒困擾問題相關？ 

 

二、淨化 

1.您覺得大野狼在面對情緒困擾問題時產生了哪些心理感受？為什麼？ 

2.大野狼如何解決問題？ 

3.大野狼運用牠的處理方式後，其想法與情緒感受有何轉變？為什麼？ 

4.在整個故事當中，有哪些片段／情節特別讓您印象深刻？為什麼？ 

 

三、領悟 

1.若您是大野狼的話，面對如此的情緒困擾問題，您會怎麼做？為什麼？ 

2.您在大學生活中，是否曾遭遇與主角相似的情緒困擾問題？ 

3.您對這個繪本故事的看法為何？繪本的內容帶給您什麼樣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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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teratures have shown that freshmen often suffered from emotional disturbance problems, 
such as self-identity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hey might become lack of self-confidence or 
even overwhelmed by uneasiness and anxiety. In this regard, freshmen can relieve their negative 
emotions with self-help reading. Hence they might understand that other people have undergone 
similar experience and learn how to deal with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This is the core of the so-called 
“bibliotherapy”.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people are more adapted to visual images. In consequence, 
picture books are read by not only children but also adolescents and grownups, and thus play an 
adequate role as an emotional healing material for them. Therefore, the researcher looked up 
related bibliographies, chose a picture book, and provided it to interviewees for reading. The 
chosen material is “Grand Loup & Petit Loup”, which i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hen the researcher conducted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15 freshmen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o understand the emotional disturbance problems this picture book 
can help with and the emotional healing process of each interviewee. The findings revealed that 
this picture book could help freshmen face their emotional disturbance problems, such as self-identity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lso, the findings showed all of the interviewed freshmen would 
identify themselves with the characters in the picture book, and most of them underwent emotional 
catharses during their reading. Finally, all of the interviewees have generated new ideas and 
perspectives which could be applied in their campus liv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