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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一位男性強迫症患者為對象，以其 25 次諮商歷程中之敘說為文本，詮釋其生命故

事中不斷重複出現主題的背景與脈絡。研究主要採敘事分析法中「整體--內容」的分析方法，

依據第一次的會談記錄與其餘 24 次的會談逐字稿，反覆閱讀，構築其整體的生命故事。並

依據觀察自我的角度理解當事人的改變，歸納出理想化、孤獨、情色及變調的人際世界等四

個主題，呈現當事人在主題上的改變。此外並依這四個主題歸納出當事人的核心防衛與模

式、以及打破循環覺醒的歷程。本研究進一步討論理想化的起源與發展、覺醒的要素以及移

情與防衛的關係。 
 
 

關鍵詞：防衛、理想化、觀察自我 

在各大學都有一群需要諮商中心長期介入與協助的當事人，這些當事人的內在世界（inner world）

至今仍未被瞭解，瞭解這群當事人的內在世界，有助於專業人員提供適當協助。因此研究者即以一

位長期會談的當事人為研究對象，以其會談內容與歷程進行研究，瞭解當事人的內在世界，並從當

事人敘說中釐清當事人生病的脈絡、治療中的改變，以及治療歷程中促進改變的機制。敘說分析本

身就是要瞭解當事人的內在世界，從當事人的敘說中，理解與建構當事人口中的事件與眼中的世界

（林美珠，民89；蔡敏玲、余曉雯譯，民92；Polkinghorne，1995），因此本研究採用敘說分析來進行

個案內在世界的研究，解析出可理解的生命故事（explanatory sotries）。 
人的自我瞭解是透過自身所經歷的事件與體驗以及對事件的回應而來。所經歷的事件是物質 

（material）現實，對事件的體驗是主觀 （subjective） 現實，與事件相連結所承載的情感、記憶、

信念、與幻想則為精神 （psychic） 現實（Good, Day, & Rowell, 2005; Schafer,1992;Widlocher, 2005）。

對事件的回應則是本我、自我、超我三個部分折衝下，經由防衛機轉（defense mechanism）運作形成

妥協（comprise）下的產物，當人的精神現實脫離（depart）物質現實時，心理治療的介入成為一個

可能的選項。心理治療的進行是在當事人與治療者彼此的主觀現實中透過移情所進行的工作。在診

療室當事人不斷敘說，治療者則持續給予回應，這樣的經歷帶給當事人不同的體驗，藉由治療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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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自我（auxiliary ego）協助當事人處理經由自由聯想而產生混亂、大量的經驗與情緒，當事人逐

漸內攝（introjection）治療者形象，內在世界得到修補，自我強度（ego strength）提升；當事人逐漸

能夠看清（observing）自己的經驗，對自己世界有新理解，對於過往發生在生活視界中的事件便開

始出現不同的意義，而不同意義引導自我做出不同的回應。 
強迫症（Obsession- Compulsion Disorder，簡稱 OCD ）患者會在腦中持續出現不想要的意念、

思緒或衝動而且極難去除，這些強迫性思考所引起的焦慮與受苦，讓當事人不得不藉由一些儀式性

的行為來降低焦慮，這形成了強迫性行為（First & Tasman, 2004）。以 Frued（1926）的觀點而言，焦

慮來自無法處理的外在情境與內在興奮，於是自我以壓抑（repression）的防衛機制來面對這些無法

處理的情境與興奮，這些被壓抑的想法、情緒在意識層面消失，卻透過行動化的方式上演，甚至形

成強迫性的重複（compulsion to repeat）。傳統上精神分析以力必多（libid）的觀點看待強迫症狀的形

成，認為強迫的症狀是肛門其殘存，而精神分析近期觀點則是認為強迫症狀的形成與自我功能有關，

與焦慮、控制與無力等感受有關（Chessick, 2001; Shapiro, 2001），Sadock 和 Grebb （1994）指出對

訓練過度與過度社會化的 OCD 病人而言，自由聯想與非指導性的治療對這些個案非常重要（引自

Chessick, 2001），因為沒有規則可循的治療模式，本身對於 OCD 病患就是一種打破既有模式的練習。

要打破這種強迫性的重複，以 Freud（1914b）的觀點，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勇氣關注自己的疾病，觀

察自我（observing ego）是關注自己的疾病、思考反覆出現的強迫性思考與強迫性行為背後意義的重

要因子，並進而達成覺察與頓悟的產生，新意義引發新行動，強迫性重複得以解除。Fairbairn 則認為

要讓病人相信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與新客體產生連結，才有可能打破強迫性的重複，這需要抱持

（holding）與涵容（contain）的環境（Mitchell & Black, 1995）。 
觀察自我是由 Sterba（1934）年所提出來的概念，在文中 Sterba 引用 Freud（1933）的精神分析

新論（New Introductory Lecture on Psycho-Analysis）所提到自我的概念做進一步延伸，將自我分成觀

察自我與經驗自我（experiencing ego），爾後這樣的觀點在精神分析的文獻與臨床工作中被廣泛的運

用（Bauer,1990; Couch, 1995; Couch, 1999; De Jonghe,1992; Josephs, 2003; Sugarman, 2006; Tuch , 
2007），也有近代臨床工作者再將觀察自我分為客觀的觀察自我與病態的觀察自我（pathological 
observing ego）（ Josephs,2003）。經驗自我與觀察自我經常被用來做為評估當事人是否參與治療、是

否進步的指標（Hirsh, 1966; Scialli, 1982; Winnicott, 1955）。當觀察自我萌芽時，當事人才能夠觀察自

己的行為、才有機會知道自己真正的模樣，並且根據自己的行為與外在環境的變化做連結，進而對

自己的行為進行反思（reflexive）；這也是 Bion（1962）所說的能夠面對自己的思緒進行思考，亦是

心智化（mentalization）與象徵化的能力。當在夠好（good enough）的環境中，觀察自我開始萌芽時，

當事人才能確認治療者是一個真人而不是自我的延伸，建立起分辨非我（not-me objects ）、現象與我

無關（not-me phenomena）的基模（Sandler, 1960; Winnicott, 1962），才能夠開始建立同盟關係，共同

討論治療目標（Modell, 1975），進而發現自身對外在環境的影響，改變才有可能發生。觀看自己時保

持適度的心理距離十分重要，太近觀看自己的經驗會被情緒淹沒，太遠則缺乏感受，維持適當的距

離才能仔細觀看而不會被融合（Leijssen, 1998）。適當的距離也提供自我思考的機會（Tuch, 2007），

此時治療者提供一個穩定抱持的環境，讓當事人在這穩定環境中進行投射，治療者就能根據當事人

的投射進行詮釋、協助當事人發現自己（Eyre,1978; Winnicott, 1960）。Bion（1963）在精神分析的元

素中（elements of psycho-analysis），第一個提出的元素就是涵容者（container）與被涵容（contained）

的動力關係，Bion 的涵容與被涵容是指母親調節嬰兒情緒的過程，在治療中則是指治療者接受當事

人的投射，並將調節過後的焦慮與恐懼回應給當事人的過程。Bion 的涵容指的是思緒的內在歷程，

Winnicott 的抱持指的是人際間的面向（Scharf & Scharf, 1992），兩者皆為治療的基石。Sandler（1960）

提出安全原則（safety-principle），他認為安全的感受是唯樂原則（pleasure-principle）走向現實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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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ty-principle）的重要媒介，其他學者如 Bishop & Lane（2002）、Bollas（1998）也都提到穩定環

境在治療中的重要性。 
自我可以觀察自己、批判自己（Freud, 1933，引自 Sterba, 1934），自我也會在困境中尋求妥協與

滿足，例如以理想化（idealization）做為解決衝突的方法（Glover, 1938）、以理想化做為逃避挫折的

方式 （Weil et al., 1964）、以理想化來逃避現實與拒絕面對真正的自己（Lachmann & Stolorow, 1976）、

用理想化來調節自尊（Spruiell, 1979）、用「假如有一天」來理想化未來、以「但願」來理想化過去

（Akhtar, 1996）。當一個人無法面對真實的自己，當然也沒有辦法如實的面對現實，來自生活環境的

回應便成為痛苦的來源，此時，受苦的人便由經驗自我掌控全局；如果透過詮釋增加當事人對觀看

自己行為的心理距離、提昇其觀察自我的強度，讓當事人對於自己的行為與動機獲得新的智性瞭解

（a new point of view of intellectural contemplation）、自我與現實能夠一致，改變便會開始（Sterba, 
1934）。 

以精神分析的觀點而言，潛意識掌控了大部分的本我、自我、超我（Frosh, 2003）。潛意識的衝

突有時被壓抑，有時則以妥協後的面貌呈現，那即是症狀。要解除症狀則需透過詮釋讓當事人的潛

意識意識化，將已經接錯線（missing line）的想法（ideal）與情感回復到正確的連結（Freud,1912a）。

本文是從經驗自我與觀察自我的角度，詮釋一位以憂鬱症狀呈現的 OCD 患者，在諮商中所呈現出理

想幻滅與自我瞭解的敘說，文中的自我係指心智體（psychic apparatus）中面對、回應外界刺激的部

分（Sterba, 1934），自我瞭解則是指對自己意識中的行為、情感有新的觀點與知識（Wilson, 1998; Miller, 
2000），本文中的理想化則以 Freudian 的觀點為主，將理想化視為一種自戀的現象、無法正確的知覺

現實、對自己能力高估的防衛機轉，用以抵抗無助、自卑的內在感受（Antonovsky, 1991; Glover, 1938; 
Jørstad, 2001;Spruiell, 1979; Weil et al., 1964），使用否認現實、貶抑他人的方法來提升自我感

（self-adoration）（Maldonado, 1999），同時也滿足被注意（being seen）的自戀需求（Steiner, 2006）。 

 

方   法 

一、研究參與者 

研究參與者迪迪，23歲，家中的獨子，國立大學文學院的學生，雙修商學院經濟系，並選修教

育學程。沈重的課業壓力讓他在大四期末考前崩潰，重返校園的他展開一連串自我瞭解的行動，包

括參加醫院的團體心理治療與個別心理治療、在就讀的學校開始參加諮商中心所辦理的各項推廣活

動，如成長團體、個別諮商、心理測驗。迪迪相當積極地尋求協助，在就讀學校至少參加過四個成

長團體、與兩位心理師會談、進行過兩個測驗，也會上網搜尋醫療單位或社區機構的團體治療。 
迪迪在大五上學期曾經是研究者自我探索團體中的成員，大五下學期進行諮商。他期望能在這

次諮商中瞭解自我的優缺點，並能藉此「功成名就」；但是在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治療中，他經歷了

一場深刻、痛苦的自我認識之旅。 
在治療過程中，迪迪提及每天不斷反覆出現相同、無法控制的想法與衝動，經常性超過一小時

以上，這些持續的衝動與想法帶給迪迪極大的痛苦與焦慮，影響到迪迪的學業功能與人際功能，迪

迪自己清楚無法控制的想法與衝動過度與不合理。治療進行期間，迪迪觀察自我逐漸發展，開始能

夠觀察自己時，也曾在治療中提及強迫症，「（笑）我知道…我知道身心症跟強迫症，我覺得我確實

有..那是一個很奇怪的習慣」（15th P3L6）。迪迪在諮商進行期間的焦慮症狀，則透過醫院的藥物治

療進行症狀控制，迪迪曾經服用的藥物包括：樂復得（Zoloft）、百憂解（Prozac）、克憂果（Serox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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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治療者/研究者 

治療者於民國91年開始學習精神分析，每週接受一次精神分析取向督導，為期兩年半，期間接

受一位臨床心理學家督導兩年，另一位精神科醫師督導半年。兩位督導均接受過完整的佛洛依德取

向（Freudian Approach）精神分析訓練。 
治療者亦接受一 Kleinian 學派取向諮商心理師的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兩年，並曾參與過台灣

精神分析學會內部課程約150小時、外部課程約300小時，個別諮商的直接接案時數約1600小時。其

中會談次數50次以上的當事人有5人，五分之四當事人超過15次，接案對象中有200人次為兒童青少

年，年紀最小的為5歲；其餘對象則以大專生、研究生為主，另有部分社會人士，其中年紀最大當事

人為50歲。接案地點五分之四在學校機構，五分之一在醫院。治療者為本研究之研究者，同時亦擔

任心理治療、資料分析及撰寫之工作。 

三、研究過程 

研究者為迪迪就讀學校的兼任心理師， 迪迪在學校曾參加過研究者所帶領的自我探索團體，在

那個自我探索團體結束後，迪迪表明想接受個別諮商，因研究者時段已滿，因此告知迪迪，歡迎他

於下學期預約。因此，迪迪於大五下學期期中考期間主動至諮商中心預約，開始與研究者進行個別

諮商。 
個別諮商一共進行兩個學期，橫跨兩個學年，第二個學期的諮商是在迪迪離開校園至綜合中學

實習返校諮商。迪迪在第二學期諮商進行期間，每週從實習學校回到母校，從未缺席，可見其求助

動機強烈，與治療者關係良好。 
諮商歷經共9個月，扣除暑假及國定假日，共進行25次個別諮商。其中第1次諮商至第9次諮商為

同一學期，第10次諮商至第25次諮商為同一學期。諮商地點在大學心理諮商中心諮商室，因需有安

靜而不受干擾的情境，兩個學期皆使用同一間諮商室，而同一個學期的諮商時間未曾更動。 
在第1次的個別諮商中，治療者與迪迪討論諮商架構，確定進行每週一次的心理治療，並說明機

構請假規則與保密例外原則。為讓迪迪進一步瞭解錄音對於機構、心理師以及他自身的意義與功能，

治療者與迪迪充分討論，迪迪當下亦立即同意錄音，並允許治療者與督導討論他的情況。於是在諮

商期間，除了第1次沒有錄音之外，其餘24次諮商皆全程錄音，迪迪亦未曾於諮商進行中要求停止錄

音。在諮商進行期間，迪迪主動說明至精神科求診的相關醫療資訊，同時亦曾參加諮商中心所舉辦

的心理測驗，測驗結果皆由諮商中心轉交治療者與迪迪討論。會談的第一學期結束前，治療者與迪

迪約定下學期續談的架構，而治療者在確定值班時間後，於開學前一週，以手機簡訊通知迪迪，告

知他需自行至諮商中心進行第一次預約。之後，於第二學期開學的第一週開始，治療者就與迪迪進

行諮商，直到第二學期學期末治療者值班的最後一週結束。 

四、資料蒐集與整理 

治療者主要資料來源為諮商的會談內容，輔以治療者的團體過程記錄、迪迪的測驗資料、簡要

自傳、修習課程。在25次的諮商內容中，第一次為過程記錄（process note），其餘24次為諮商逐字稿。 
治療者在徵得迪迪同意並簽訂研究同意書後，開始整理逐字稿。其中17次為已在接受督導過程

中繕打完畢的逐字稿，由研究者再度核對；其餘7次未整理完成的逐字稿，則委託專人繕打，並與繕

打人員簽訂謄寫保密同意書。繕打過程中以頓音記號「﹒」代表停頓，一個頓音記號代表一秒鐘的

停頓，阿拉伯數字代表會談順序，以 P 代表頁數，L 代表行數，如2th P3L14-18，即代表第二次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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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字稿第三頁第14行到第18行；本文中引用的會談內容以標楷體呈現，行文中單引號內若為標楷體，

即為迪迪所使用的語彙。 

五、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敘述分析方式進行治療歷程之分析。分析過程以關注、訴說、謄寫、分析與閱讀的程

序進行（王勇智、 鄧明宇譯，民92）。在迪迪訴說的過程中，治療者以自由聯想為基本工作架構，

讓迪迪敘說生命經驗中的重要時刻與事件。分析則以敘事分析法進行，主要採取吳芝儀譯（民97）「整

體—內容」（holistic-content）的分析方法，其焦點主要在生命故事的整體理解。而文本的解析則是透

由對當事人整體的生活經驗來進行理解，透過迪迪的敘說進行故事情節（plot）的建構，並針對迪迪

的敘說背後的狀態（position）、心情進行脈絡形式的辨認與瞭解。 
過程中，研究者反覆閱讀逐字稿，思考迪迪諸多改變中所呈現的共同心理元素，決定以經驗自

我與觀察自我為分析文本的角度；另參考 Labov（1972，引自王勇智、 鄧明宇譯，民92）的結構取

向為典範，以及產生意義的方法（張芬芬譯，民94），建立矩陣表，由研究者試行4份逐字稿後，修

訂矩陣表中的元素。確定後的元素包括：對迪迪有意義的事件與目標、影響迪迪狀態的原因、防衛

機制、行為模式、對研究者有意義的事件與其他等6個元素。 
接著進行人員的三角檢核（triangulation），請兩位訓練背景相似的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者（A、

B 二人）進行效度檢核。A 為已取得博士學位之諮商心理師，並以精神分析為研究領域，曾發表及翻

譯相關論文與書籍；B 為博士候選人，精神分析亦為其主要的興趣領域；兩人皆曾接受過治療、督導

與接案的精神分析訓練歷程，A 為 Kleinian Apprpach，B 無學派取向偏好。A、B 二人各閱讀治療前

期與後期的逐字稿2份，並以觀察自我、經驗自我以及研究者修正後的表格進行資料分析。 
檢核結果顯示三人對經驗自我、觀察自我的看法一致，5個元素的看法亦同，惟對治療者有意義

的事件與 A 出現歧異。討論後確認是學派取向形成的差異，其差異在以聯想系列為優先或是移情為

工作架構（transference as a framework）（Joseph, 1985）優先所形成的關注不同。 
研究者同步進行資料分析，確認對事件狀態認定的一致性，並依序將每一份逐字稿之經驗自我、

觀察自我標記出來。同時，將逐字稿中所呈現出來的要素逐一登錄於表格，再找出重複出現的議題，

以形成有意義的單元。另從中找出使用的防衛方式，記錄引發治療者頓悟的經驗，並依意義單元、

防衛方式以及經驗的背景脈絡形成核心議題後，試著建立核心議題、周邊議題之間的關連，整理出

迪迪生命過程中重要、獨特的特徵，並依會談次序整理出迪迪觀看議題、看待自己與周遭環境的變

化（Creswell, 2007）。  

六、倫理議題 

本研究為顧及參與者的自主性，在結束治療一段時間後，徵得其同意後方進行資料之整理與分

析工作。迪迪接受治療者的邀請，同意將會談過程以匿名方式、保護隱私與參與者的方式進行研究，

並簽訂知後同意書。 
研究者在本研究中雖具有研究者、治療者之雙重角色，但在進行資料分析時，治療者與迪迪的

治療關係結束已逾兩年，治療者不再是迪迪就讀學校的兼任心理師，迪迪也已畢業，師生關係、治

療關係權利衝擊的可能性已降至最低，故治療者已能盡量維持客觀的角色。 
在進行治療期間，治療者同時接受每週一次50分鐘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取向的個別督導

與每週3小時心理治療取向的團體督導。個別督導是以迪迪的逐字稿進行討論，多次的團體督導是以

迪迪為當事人進行討論，在進行治療期間，單純設定迪迪為當事人，治療介入依舊是以當事人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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祉為最重要的考量，所以研究意圖在治療期間並未影響治療進行。 
治療者以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治療進行諮商，研究進行時亦以精神分析取向的觀點進行詮釋。

惟為考量匿名迪迪的內在世界呈現給外界的觀感，故決定以觀察自我、經驗自我的主軸進行資料分

析，對於內在世界隱微處則不列入本研究主軸。最後以精神分析取向知識的獨特與主觀性，加上診

療室內所發生一切的模糊未明，以及治療者個人對精神分析知識實踐的背景（黃淑清、陳秉華，民

94），形成了對這些對話文本分析的署名（signature）。 

 

結   果 

一、迪迪的生命故事—人際舞台的發光族到角落族 

（一）迪迪的故事 
迪迪家裡有四個孩子，他是家裡的老么也是唯一的男生，三個姊姊跟迪迪的年紀都相差很多，

爸爸工作很忙經常不在家，媽媽是家庭主婦，迪迪覺得自己好像一直都是過著獨居的生活，沒有人

可以講話，有事情也不知道要問誰。從小迪迪就覺得自己是個很不平凡的人，長大之後一定會功成

名就，也要求自己在各方面的表現要出類拔萃。 
迪迪在小學一、二年級的時候很開朗，還當過風紀股長，但是在小學四年級之後就開始變得沈

默。迪迪剛上國中的時候，有一兩個月時間很受同學歡迎，但是在一兩個月之後，同學開始不喜歡

迪迪、批評迪迪。迪迪在國中的時候暗戀班上女同學，但是自始至終都沒有表白。國中時的迪迪很

有正義感、愛打抱不平，國二時，有一回因為看不慣班上的老大欺負同學、又捉弄迪迪，於是跟他

大打出手，那一次事情鬧得很大讓老師很頭痛，從那時候開始下課就是靜靜的在自己的位置上寫散

文，不再管班上的事情。迪迪國中時交迷上了 A 片和黃色書刊，後來，迪迪有很多的時間都花在 A
片和黃色書刊上，有了網路之後，下課就是上色情網站、打電動，雖然迪迪覺得上色情網站不好，

但是迪迪常常會情不自禁的上色情網站。 
上高中的那年暑假，迪迪家搬了家，迪迪跟以前的朋友完全斷了線。高一的時候看不慣同學作

弊，跟老師檢舉無效之後，迪迪到訓導處跟教官檢舉同學作弊，從那次以後，班上的氣氛變得很詭

異，迪迪就沒有再跟班上同學來往，一直到重新分班之後，才開始跟少數的同學互動。高中，迪迪

也曾經喜歡班上的女同學，也沒有表白，學校生活跟國中相同窩在位子上寫散文抒發心情，那時同

學幫迪迪取了個綽號叫林黛玉。迪迪上了大學之後，滿懷希望的想要重新開始，希望可以受到歡迎、

受到矚目、交到朋友、談一場戀愛。一上大學，迪迪參加了許多校內外的活動同時也擔任系學會的

公關，迪迪班上、系上男生本來就不多，加上迪迪沒有住校、沒有手機、假日有校外的訓練活動，

班上系上的男生早已經形成小圈圈的同時，迪迪卻是一個人。因為跟其他系聯誼一直沒有下文，擔

任公關的被迪迪班上的女生罵「死矮子」，加上那時迪迪跟班上女同學的表白失敗，也退出外校的訓

練活動，所以迪迪在這個事件之後就不跟班上、系上往來。 
迪迪退出班上、系上的活動之後，覺得十分孤單，覺得同學都不瞭解他、誤解他，所以迪迪決

定要讓同學對他刮目相看，於是開始規劃未來，要替功成名就的未來打底，所以迪迪雙主修、修習

教育學程。苦悶時電動與色情網站是迪迪的慰藉，透過色情網站，迪迪才能覺得自己是個正常的男

人，而不是鐘樓怪人，才能暫時忘記自己的封閉與可憐。迪迪經常下課之後回到家，就是電動與色

情網站，假日也是電動與網站相伴，要不然就是再度修正計畫，讓規劃更完美。期末考前是迪迪最

焦慮的時候，睡眠與飲食都不正常。修了很多課的迪迪，平常沒有看書，時間花在電動與色情網站，

修課內容完全沒準備，到了考前一天才猛 K 書。兩個系加上一個學程的課業壓力在大學四年級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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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來到最高點，覺得自己的期末考完全沒準備，前一天又念不完的情況下，覺得自己快要死掉了，

於是在清晨打電話給系上老師，一早由老師陪著迪迪到醫院看病。 
迪迪到了醫院就醫之後，除了醫院的藥物治療之外，也在醫院裡參加個別治療與團體治療，也

在學校裡尋求個別諮商，參加病友的支持團體、開始參加宗教性的社團。一直到迪迪畢業、當兵、

工作後，迪迪一直都跟醫院體系保持接觸，退伍後的幾次主動住院，都是在入院一兩天後，在醫囑：

「你沒怎麼樣，可以出院了！」下出院。 
（二）對迪迪生命故事的理解 
迪迪是家中獨子與老么，主流文化影響下，長期受家人保護與呵護，順遂缺乏適度挫折（optimal 

frustration）的童年生活，造成內在世界的願望與外在現實缺乏適當界線，使他難以承受離開保護環

境後的挫折經驗。在他內心深處，總以為生活環境中的回應，就應如同家人一般，形成了他對周遭

環境的理想化。家中的長子與獨子的身份，使得迪迪小時候許多的想法、期待與願望總成真，形成

了他對自己的理想化，以為自己擁有特殊與不凡的能力，應該能夠功成名就、應該要能闖出一番事

業來，遭遇挫折時仍期待奇蹟發生。 
「長輩」照顧之下的童年生活，都是以他的成就與表現為焦點，在他的生活經驗中，有些感覺、

有些想法、有些話、有些議題，家人從來沒有提及也沒有討論，他無從學習，所以他也不知道要怎

麼說、要如何面對，而這些都讓進入青春期、開始遇到挫折之後的他更加無助與孤單，閃躲與逃避

成了最好的方法。隨著生活環境日益複雜，迪迪必須面對越來越多的挫折與自我形象的挑戰，於是

發展出更多的防衛，形成盤根錯節的症狀與現象，迪迪的病因脈絡如圖一： 

 

 

焦慮：無法接受真實的自己

形成症狀與現象 發展防衛對抗焦慮 

理想化 

遭遇挫折 

父母老來得獨子下的生活環境 

 
圖1 迪迪的病因脈絡圖 

 
迪迪開始面對現實的磚牆是在國中，這些挫折代表著自我概念受到挑戰，自我形象受到威脅，

並形成了焦慮。迪迪透過合理化來說服自己逃離那些提醒他現實存在的環境，以避免面對真相。國

中、高中時期他的防衛方式還適用，上了大學後，慘痛的經驗再度發生。這次迪迪的防衛更加的複

雜，他用不同的目標與計畫來轉換生活圈，希望從不同的生活圈中重新開始，讓自己受到歡迎、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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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矚目，就如同自己的童年生活一般。可是，計畫與願望卻一再地挫敗，使得迪迪的信心跌到了谷

底。此時的他更是不敢面對自己真正的樣貌，只希望能夠重來一次，從國中開始就「重來」，在生活

中滿心期盼奇蹟與神蹟的出現，希望自己一覺醒來就變了另外一個人，理想化的防衛宰制了迪迪的

生活。 
被焦慮驅使的迪迪，發展出不同防衛的方式來克服自己的焦慮，同時也出現許多行為症狀，迪

迪不明白自己的善良、認真和努力，日子怎麼會越過越痛苦、路越走越窄？到了大四下學期期末考

期間，迪迪的焦慮來到最高點，呈現出憂鬱症狀住進醫院。睡不著、吃不下這樣的失控與崩潰讓他

受到了驚嚇，形成了另外一種焦慮，在日後的生活中，只要有憂鬱徵兆出現，他就會尋求快又有效

的協助--到精神科拿藥，使用藥物讓他自己穩定下來，而在煩躁、憤怒、空虛的時候，電動與情色是

他快又有效讓自己穩定下來的方式。 

二、迪迪生命中的四重奏 

迪迪的生病住院，像是安穩生活中的裂隙，讓他隱約明白事情的重複與自己之間的關係，所以

開始了一趟痛苦、深刻的自我瞭解過程。在治療剛開始的時候迪迪說： 
因為我發覺目前察覺到好像這些也都會影響到自己，現在才發現自己自我覺察的程度不是很

高，現在才在學習這樣子（2th P1L13-15） 
在治療的敘說裡，迪迪重新看待自己的孤單、修正對情色的態度、明白人際模式重複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明白了自己的理想化對生活的影響。以下逐一呈現迪迪的四個生命主題。 
（一）主題一：活在自己的理想國 
過度安適是迪迪理想化的來源，迪迪的家庭背景，使得他受到無微不至的照顧，周遭照顧者過

度滿足，讓缺乏挫折的他活在一個奇幻的世界，在他心中最深的角落相信自己有著特別的能力，能

讓這個世界是依照著他心中的願望運行，能夠讓許多事情成真。 
對周遭環境的理想化，使得迪迪對長大的環境非常失望，在他的眼中看來，怎麼周遭的人都這

麼冷漠、這麼現實，怎麼生活這麼痛苦，他不明白世界怎麼會是這個樣子，在他的想像中自己應該

是大家注目的焦點、是團體中發亮的星星，但是事與願違，迪迪用自己慣用的方式面對新環境帶來

的卻是挫折。國中新生入學時，迪迪用著他慣用表演式的熱情當上了副班長，卻在自己要安靜看書，

沒人管秩序時，義正辭嚴到講台上大聲喝叱同學，幾次之後，迪迪的人氣指數降到谷底。當時的他

真是不明白：自己要安靜看書的時候，為什麼沒有人管秩序、為什麼這麼吵，自己只是維持秩序，

為什麼遭來同學的反彈與批評？於是他選擇在班上隱沒。高一上的時候，他一樣不明白為什麼十幾

位同學不看書要聯合作弊？於是向老師舉發，對於那時候的迪迪而言，考試作弊是一件錯的行為，

學生本分就是要唸書，怎麼可以作弊。 
治療中期的迪迪，仍然無法接受目標是需要用力、努力才有機會達成，並非靠著自己願望奇蹟

式的達成。覺得自己已經定型的迪迪，認為自己沒有辦法靠自己的力量改變，所以將自己改變的希

望寄託在其他的力量上面，希望治療者能夠給一場醍醐灌頂的開示，讓他可以無論任何時刻都可以

活得很快樂、沒有痛苦與煩惱。觀察自我已經發展的他，知道自己的希望很矛盾也很荒唐，但是理

想化、渴盼奇蹟的心情依然存在，他希望自己的生活只有照顧與關懷，沒有要求與批判，迪迪甚至

希望如果可以選擇，每一世當人都在童年死去，這樣就不用面對外面的世界，迪迪說： 
因為我覺得就是去回想四、五歲的時候，很明顯就是沒有那些很煩很討厭的東西這樣子，然後

所以其實會想說自己 ok 如果可以選擇那我會選擇一直在當人，然後在童年後就死去，然後一直循環

我覺得這樣子是很棒的，對。（15th P5L34-37） 
迪迪清楚知道自己的改變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但是光想到需要很長的時間自己才能改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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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難以忍受，所以迪迪也將自己改變的希望寄託在宗教上，祈求菩薩讓自己睡一覺醒來就完全變

了一個人，或者能夠徹底解脫痛苦，對於人際上的相處則寄託於人際訓練課程、對於自己的沮喪則

將希望寄託於藥物、森田療法。 

迪迪面對治療者時，也將理想化投射到治療者身上，以為治療者具有神奇的能力，可以提供一

個快又有效、不需要努力就可以達成願望的方法，就如同他幼年時期，只要有願望不需要太多的努

力，家人都可以滿足他的願望一般。當治療者與他討論自己的理想化時，帶給迪迪相當的痛苦，因

為那迫使他不得不看見自己的受苦其實與自己個性有關，痛苦背後卻讓他對自己有更進一步的瞭

解，讓他明白愛情不會從天而降，愛情不會因為「渴望」而出現，渴望還必須付諸行動才可能有結

果，追求愛情也與追求其他的願望一樣，都必須付出努力、忍受可能出現的失敗與挫折。這一段討

論如下： 
治療者：你沒有實際的行動但是你很希望有成果。 
當事人：老師講對了，我覺得非常大的層面，對但是我覺得.現在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樣去走出

這個生活圈，因為…恩…我覺得我在大學接觸最多就是佛學社，但是在佛學社或是在

佛教這個環境裡實際上是.恩.覺得是真的不太適合去採取.恩真的覺得那個環境是不太

合適的這樣子。那.真的我暫時還想不到有什麼的方式可以讓我擴大生活圈這樣子。對

那我知道我必須要採取行動然後也一定會有.蠻多的失敗的對但是…想問問看老師有

沒有什麼樣的建議。 
治療者：你希望我能夠提供一個精簡、快速到達地點的方法，省略中間的痛苦、辛苦與努力。 
當事人：應該說在理智上、會告訴自己中間是會碰到有很多痛苦的，但是在心理的層面上會告

訴自己現在已經受了很多的苦然後、就是從以前到現在受了那麼多的苦，然後希望早

點找到一個解脫的路能夠逃出來這樣子。對那、實際上老師剛才那樣講實際上其實你

並沒有說錯，但是、你講的並沒有錯也是對的那、但是我覺得在情感上就是會覺得有

一些不愉快這樣子。（18th P3L19-36） 
治療者的詮釋引起了迪迪的「不愉快」，但是他並沒有選擇沈默，而是把感受說出來，這是來自

抱持與涵容的結果，同時這也是治療者作為一個溫和外在超我（externalized superego）所提供的矯正

性經驗，使得他得以有機會修整內在嚴厲的超我（harsh superego）。 
對於從小自命不凡的迪迪而言，隨著治療進展慢慢把遮住自己的布簾拉開時，迪迪對於自己「決

心軟弱」、「很矮」、「很醜」、「很嚴肅」的樣子無法接受，此時的他希望可以突然改變，變成可以勇

敢的面對人生的問題、變得開朗風趣。逐漸的，這些希望都破碎了，迪迪漸漸的看到自己必須要接

受一些真相，迪迪說： 
那我覺得我現在比較可以坦然接受我長得比較醜比較矮小，現在可以坦然接受我比較沒有進入

大家的環境這樣子，老實講我會覺得很討厭，因為必須虛心接受你才會坦然這樣子。（17th P7L18-20） 
承認自己外在的不完美是困難的一件事，但那是走回自己的第一步，也是卸下盔甲的開始。在

治療的尾聲，迪迪可以誠實面對自己，不再使用超我應該的眼光來苛求自己，對自己的理想化開始

鬆動，所以比較能正確覺知自己不美好的特質，不再否認現實、誇大現實世界。我們的討論如下： 
當事人：就好像我在別人面前,總是希望很有禮貌很認真的感覺,但是我覺得我現在開始在轉變

自己 
治療者：你所謂的轉變是什麼 
當事人：讓自己對自己更誠實一點, 
治療者：譬如說呢 
當事人：去承認自己其實也是很喜歡看美女，這個以前自己很不敢講，然後去承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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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者：就是承認自己是以貌取人，以前不敢承認 
當事人：對，去承認自己的缺點，我覺得我現在想起來，其實我蠻幸運的，其實當我去行動或

是真正的去勇敢面對它的話，反而那個事情都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可怕，其實我總會

在自己讓事情變的很糟糕之前就已經做了防護，好比像跟同事之間相處的這件事情，

我都一定會保持最基本的情誼存在（25th P5L24-32）。 
從認知上的知道、情緒上的明白到能夠真心的接受自己真正的樣子，是一條漫長而又艱困的道

路，而瞭解自己是一個平凡人，但在情感上卻無法接受自己是一個平凡人，則是治療的重大突破，

更是迪迪重新啟航的開始。就如同迪迪在最後一次諮商的尾聲提到： 
但是最重要的對我而言就是我必須承認我只是一個平凡的人，因為從諮商到現在，覺得這一點

對我而言非常重要（25th P4L29-30）。 
（二）主題二：孤獨的青春歲月 
在呵護中長大的迪迪，成長過程中得到關注、掌聲與喝采，是心理生活的必然。所以迪迪經驗

中的童年生活，受到矚目、成為焦點、得到肯定是一個常態。在被細心照顧下的迪迪，沒有手足競

爭的問題，也沒有同輩互惠的經驗，缺乏與人溝通協商的機會，不知道如何開口求助，更不知道如

何照顧別人。 
帶著國中、高中孤獨的生活經驗，迪迪渴望在上大學的時候生活能夠不一樣，能夠跟同學打成

一片，於是積極參與校內外的活動，希望用積極的行動獲得友誼。他在大一上學期擔任班上公關，

也參加校外訓練活動。在擔任公關初期，他熱心設計問卷、調查需求，實際上的聯誼活動卻遲遲沒

有舉辦，那時班上男生都已經有了自己的圈子，他沒人商量，迪迪也不知道要怎樣跟外系同學互動，

又擔心如果辦了聯誼，女生都被外系追走了那怎麼辦？跟同學沒有互動，與家人沒有交集的迪迪，

陷入困境卻不知如何求助。聯誼遲遲沒有下文，他隱約知道班上幾位女同學在背後批評自己，而在

一次當面的嘲諷、加上對班上女同學告白失敗，一連串現實世界的真實回應，讓他受到很大的打擊。 
女同學的嘲諷讓迪迪的自我形象再度受到挑戰，他從此自班上隱形，不再與同學互動，每回上

課的時候迪迪都是坐在第一排，把自己的背包放在旁邊，以行動拒絕同學靠近，所以也沒有人可以

靠近得了他。那時的他感覺全世界就只剩自己一個人，班上只剩下幾個男生會主動跟他說話，談話

也僅止於問候，沒有進一步的互動。迪迪從班上退回自己的世界之後，將時間放在修課上，要向班

上的同學證明自己是很厲害的，他說： 
喔!我發現自己從..大一跟同學相處不好以後，覺得自己好像是很孤獨的，然後，…我一定要做出

一番事業來，或者是能夠證明自己的成就，可以讓別人都無法忽視自己的存在（5th P2L20-21） 
帶著被誤解的悲憤，決定要用自己的方法完成自己的願望，他以為只要自己能夠功成名就、表

現能夠傑出，同學自然會刮目相看、會化解大一時候對他的誤解，進而成為團體的焦點、受到大家

的歡迎。因此迪迪努力修課，在雙主修與教育學程學分壓力下，他的大學生活只剩下學分，在學校

的時間除了上課再沒有其他，迪迪的世界只剩教室，人際世界幾乎成為真空，而他卻繼續的活著。

他在諮商過程中重新檢視自己，發現自己的人際互動模式，他發現自己總是拿其他的事情來抵擋住

與人接觸、建立關係的機會，對於迪迪而言，人際關係無法規劃又充滿變數，逃避是一個避免面對

的好方法，而在殘存的人際互動中，他用拘謹來迴避與人進一步接觸，這樣不自然的回應就如同小

時候家人對待他的方式一樣，過份的小心翼翼讓人覺得有距離，因此在大團體形成小團體的自然動

力中，他又被放在小圈圈的外面，孤獨又再次的與迪迪同行，他說： 
因為我真的很不會處理人際關係，所以我始終是用這樣子在保護自己，然後但是，我覺得這樣

子我始終是一再上演一再重複的樣子，就是到後面人家總是喔！慢慢找到比較有話題可以聊的朋

友，然後我就是外星人一樣，始終是沒有辦法讓人家談的很深入，然後我覺得我總是就會變成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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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孤獨的一個人這樣子（20th P6L22-26）。 
治療後期迪迪終於明白自己在國中、高中、大學五年時間，找不到可以深談的朋友的原因，也

瞭解本來一大群人，怎麼後來大家都會有自己的一票，而自己卻始終是一個人，也知道自己納悶許

久的問題，明明自己認識比較久的朋友，怎麼別人一下子就可以跟他比較好，因為他自己設下了藩

籬，築起了碉堡，彷彿設立了安全距離，別人只能跟他保持距離；他才明白為什麼自己在閒聊的時

候說理想、談競爭、發表冠冕堂皇的話引不起共鳴，因為朋友是分享彼此，而不是相互展示；而當

迪迪被冷落、無法成為焦點時，他覺得孤獨，無法接受這樣的事實，於是再一次的轉換願望、修正

計畫、轉換生活圈，再度開啟一個希望，希望自己願望會成真，迪迪行事風格並沒有改變下，孤獨

總是與他相隨、生活中總是形隻影單。 
（三）主題三：生活中慰藉的來源—情色 
迪迪從小沒有同儕，周遭的家人都是說道理，因此內攝許多規範、教條與應該。這些教誡都成

為他心中嚴厲的長輩，無時無刻在每一個層面中發揮著影響力，嚴厲的超我總是以應該（should）的

形象出現：應該要多讀一點書、應該多學一點東西、應該多增加自己的競爭力、應該要成就一番功

業、應該要闖出名氣來、應該要認真、應該要努力，甚至不應該有慾望，但是情色卻是迪迪孤單寂

寞生活中重要的慰藉。 
家人心理距離的遙遠與學校同學互動的空白，情色成了他貧乏生活中慰藉的來源。迪迪上國中

的時候，最小的姊姊也都已經高三了，另兩個姊姊都已經讀大學，家裡的姊姊補習的補習、打工的

打工，此時的他像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在家中孤單的過著自己的生活，學校生活則只剩讀書與寫作，

這時候同學們之間偷偷傳閱的色情書刊與第四台的興起，填補了他與家人互動、替代了與同學的互

動，成了生活中的一部份。 
這份感官心與靈上的慰藉，在大學一年級之後更成為補償的一部份，慰藉他矮小而產生的自卑。

迪迪唯有在看著男女交合或美女影像自慰時，才能夠暫時忘記被拒絕的痛苦，才有力量告訴自己「自

己是一個正常的男人」、「自己並不是怪物也不像像鐘樓怪人沒有女孩子喜愛」；在心情煩躁、心靈疲

憊時，情色也成了他發洩的對象，唯有將心中的能量釋放之後，迪迪才能靜下心來，才能再做其他

的事情。心中批判的聲音並沒有讓迪迪日子好過，每次自慰後，他都要花相對的時間去做贖罪與懺

悔的工作，因此迪迪在家中的時間，大多在自慰、贖罪與懺悔中度過。 
迪迪自慰之後，會透過向菩薩懺悔、念經文、靜坐、齋戒讓自己好過一些，同時也會在網路上

搜尋一些好文章傳送給同學。在他的想法中，自慰是不道德、不應該、不好的事情，所以應該要做

一些「好事」來彌補、進行贖罪。做完許多贖罪與懺悔工作的他，罪惡感依然強猛，他總覺得自己

不潔淨，靠近女生的時候，都覺得自己很髒、很糟糕。所以靠近女生對迪迪而言變成是一種挑戰，

渴望愛情的他，卻又無法靠近女生，形成了嚴重的衝突。 
迪迪在情色方面無法自拔，讓他對自己十分無力；對他而言，自己像是被情色怪獸所籠罩，他

覺得這個邪惡力量總是在軟弱時、睡夢中趁虛而入，而且無法抵抗，迪迪說： 
嗯！…當生理慾望掌控自己的時候，（苦笑）自己必須要發洩掉以後才有辦法讓另外一顆理性的

自己浮現出來這樣子，會覺得自己很可悲，但是這好像形成一種循環（6th P4L5-7） 
治療初期，迪迪無法接受自己的生理慾望，他以為善良的人是不會「做這樣的事情的」，所以他

想靠著自己的決心與毅力克服自己的生理慾望，而在治療後期時，超我溫和下來，他漸漸能夠明白，

正常人是會有生理需求，並且也能夠接受自己的生理慾望，他說： 
對，那，但是我覺得在有節制的狀態下我可以去納入他，我可以去承認他的存在，而不再是以．

呃…其實嘗試向菩薩懺悔，然後要求…就是要求自己要應該要去齋戒這樣子，就慢慢可以去接受自

己的這一面，然後，反而讓自己覺得自己只是一個平凡人，這樣反而會不再讓自己覺得自己必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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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著.好像什麼都要非常的…乾淨的那種感覺。（24th P7L22-26 ） 
治療後期，迪迪開始接受被自我所拒絕的部分自我，也就是被迪迪否認多時的生理慾望，被看

見也被接納，讓迪迪接受了自己平凡的一面。 
（四）主題四：變調的人際世界 
迪迪小時候是家人注目的焦點、生活的中心，他以為世界就是這樣運行，在年紀越來越大之後，

現實逐漸入侵生活時，他的苦難開始。當他真實去面對外在的人際世界時，卻發現自己一再地挫敗，

這樣的人際挫敗跟迪迪從小所建立的自我瞭解截然不同，此時，他才開始去認識那從來不認識的自

己（alien within the self）。 
在迪迪敘述與回憶中，國中、高中到大學的孤單是自己的不幸，自己沒有朋友、沒有知己、沒

有可以談話的人、沒有死黨、沒有女朋友是環境的關係，隨著諮商過程中治療工作的進展，他開始

有能力在實習的場閾中去觀察自己；透過實習學校老師的回應，他開始覺察自己過份的客氣、禮貌、

拘謹與嚴肅，原來是自己用來築牆的材料，目的是來保護膽小的自己。過份客氣與禮貌，使得周遭

的人不知道如何靠近他，他開始知道：自己的牆可以用來保護自己，但是在保護自己的同時，也阻

擋了與別人情感交流，而這些情感交流正是形成友誼的基石。和他人保持距離，是他從小所熟悉的

方式，老來得子的父母親對待么兒小心謹慎，姊姊們也戒慎恐懼的照顧弟弟，這樣的小心帶來了安

全也創造了距離，成年後的迪迪也用距離來保護自己。 
與人相處時，他的不安是什麼呢？他擔心「無話可說」。在許多的經驗裡他自己明白上台表演、

主持活動的「說」可以勝任愉快，但是人越少、不能表演的場合，他發現自己越不知道要說些什麼，

即使別人非常友善的、很有同理心的丟話題給他，談話依然沒有辦法持續。這樣的沈默與無話可說

提醒了迪迪自己的不足與匱乏，缺乏與別人聊天的能力，他無法忍受自己的無能為力，於是建造了

一堵牆來保護自己也離開人群，迪迪說： 
恩…（沈默）對，退出跟逃避確實是之後的結果，但我覺得可能沈默是它中間很重要的過程這

樣子。（12th P6L9-10） 
逃避是迪迪慣用的方法，但是他自己並不知道，在無話可說、無能為力的焦慮之下，他無意識

（unconsicously）的選擇了逃避，他逃離原有的環境，希望到另一個新的環境重新開始，而到了另外

一個環境之後，同樣情節再度發生。這些在無意識底下運作的動力，並沒有被意識到（sense）。因此

不斷重複無法被打破，故事總是這樣循環：到一個新的環境，以演說的方式開啟互動，這個階段結

束之後，他開始無話可說，於是開始選擇當個旁觀者，小圈圈形成時，他更無話可說、更搭不上話、

更不可能成為大家注意的焦點。這樣的「被忽略」與從小烙印在迪迪心靈模版（stereotype plate）的

樣子截然不同，在他幼年經驗所構築（construct）的心理世界中，自己是個受到掌聲、受到注目的孩

子，怎麼會受到忽略呢？於是他把在國中、高中、大學的經驗中，歸納成自己的不幸，覺得自己總

是碰到壞人，總是在吃苦、受排擠、被欺負。在他看見自己所築的牆時，孤單責任回到了他自己身

上，切斷關係是他自己的選擇，而這樣的切斷關係也同樣的發生在治療者與迪迪之間。 
在他的回憶中，是「別人」拒絕他、排斥他，而在治療關係中，他「主動的」想結束治療。治

療者將在他在治療過程中所敘述的事件連結起來，包括大學社團、大一經驗、高中的一人世界、國

中退回小說世界中，這些孤獨經驗都是他自己選擇離開人群，現在同樣的事件發生在治療者與他之

間。治療者將自己的困惑回應給迪迪，他顯然沒有從這個角度去思考問題，這打破了他牢不可破的

思考循環，「選擇主動離開」事件發生在他與治療者之間，之前他認定自己是一個無辜的受害者，而

在這之後，迪迪開始明白：自己在許多孤獨劇碼中所擔任的角色，不但是受害者而且還是導演。這

一段活生生發生在迪迪與治療者之間的對話如下： 
治療者：我還看到一個部分，你以前的人際關係，喜歡的、不喜歡的都是你主動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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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老師可以用結束這個字眼 
治療者：現在你做一樣的事情，你主動選擇的結束你跟治療者的關係，在這裡，我不知道你有

什麼想法 
當事人：……（面部抽搐、苦笑）嗯！……，我好像都是覺得，能夠……去結束……某些關係

然後才能釋放出時間，我會自動去…再去開拓新的地方，或者是說……讓我集中絕大

多數的時間精力去投入我認為現階段…主要的奮鬥目標這樣子 
治療者：嗯哼！ 
當事人：…… 
治療者：你要講的是什麼 
當事人：我知道我這樣做，其實蠻愚蠢的，真的蠻愚蠢的，……但我覺得…..現在很想考上預

官、然後考上教師甄試這樣子，……我會結束掉那些關係我覺得……一方面我覺得我

好像會麻煩人家，……還有另外一個方面在這麼多年我沒有辦法打開的結就是……在

我讀書的時候，或者是在我專心讀書的時候，我喜歡把自己一個人封閉起來，或者是

很專心的就是去做這個事情，我很羨慕人家可以……跟朋友一起很快樂的聊天、很快

樂的玩，能夠去一起讀書或者是能夠一起去執行某些計畫，……老師你剛剛問我這個

問題，其實我真的…是很震驚的，因為……因為我知道我考上預官的機率蠻大的，但

是考上教師甄試的機率真的非常的低，……但是我就是想去拼拼看這樣子，……對我

而言在現在的狀態下，……在……我覺得我現在的狀況真的……嗯！……覺得真的只

有一種很無奈的感覺吧！對！（13th P2L14-P3L3） 
在迪迪發現自己人際關係單薄與自己的習慣有關之後，他看世界的眼光變了，他終於看見了自

己失望後無意識的行動；他知道自己通常滿心期待在一個新環境受到歡迎、成為焦點，然而願望（wish）

無法滿足所帶來的失望變成被拒絕的感受，覺得自己不受重視、覺得自己非常渺小，於是選擇從環

境中撤退，孤伶伶與沮喪便如影隨形填滿了他的生活世界，於是他用轉換環境為自己再度尋找希望。

他從自認是一個犧牲者，到明白自己在重複劇碼中是個編劇，迪迪開始想要寫不一樣的劇本。 

三、迪迪的核心防衛模式 

希望是迪迪活下去的依憑，能量的來源。在迪迪的生命中，他透過不斷擬定新計畫，來安置自

己的希望、寄託自己的將來。所以從他大一三度退回自己世界開始，做計畫、檢討計畫、修改計畫

便是生活中重要部分，每隔兩三天便會思考與檢討現行計畫有沒有不周延之處、如何修正才能臻至

完美。透過計畫，迪迪的希望有了依歸，計畫逐漸變成生活重心與依靠。迪迪透過不斷檢視計畫、

修正計畫希望讓自己的學業表現出類拔萃，能夠向同學證明自己的優秀與傑出，而不是同學們所認

知的平庸與平凡。 
在迪迪的世界中，證明自己的能力與不凡彷彿（as if）與證明自己是個受歡迎的人是同一件事。

對迪迪而言，這是一場來自同儕眼中的自己與自己所認定的自己的爭戰：到底自己是怎麼樣的一個

人?到底是同學對？或者是自己對？是自己真的很糟糕所以不受歡迎、被排斥，還是自己其實是很優

秀、很傑出，只是同學誤解了自己。唯有打贏這場戰爭，迪迪才能說服自己從國中、高中與大學時

代，一而再、再而三的挫敗並不是自己的問題，而是其他人的問題。 
大學之後願望從來不曾在迪迪生活中缺席，計畫也從來不曾中斷過，就如同他自己所說的：「在

沒有希望的世界裡或沒有希望的環境裡面，你唯一不能放棄的就是你自己的希望」（17th P4L34）。迪

迪世界中願望與計畫禁不起挫折、誘惑與壓力，只要出現挫折、誘惑或者壓力，迪迪便會立刻放棄

原 來 的 願 望 與 計 畫 ， 朝 著 下 一 個 願 望 與 計 畫 前 進 ， 放 棄 願 望 與 計 畫 的 前 奏 曲 則 是 災 難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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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astrophe）、合理化（rationalisation）與身體化（somatisation），他無法終止的循環如圖二。 

 
 

願望與計畫 壓力 

執行 

身體化 

合理化 

災難化 

逃離原來的願

望與計畫 

重新訂定 

外在環境：挫折與誘惑 

 
圖2 迪迪無法終止的循環 

 
迪迪的計畫與目標總不外乎功成名就、愛情、渴望人際與戒掉情色，然而在治療中，這四個議

題總是如相互獨立的輪子般滾動，因為迪迪的身心狀態也如滾動般的輪子一樣的不穩定，迪迪說： 
我承認我自己的身心狀況是蠻起伏的，覺得 ok 一切 ok，也許等到明天晚上或者是晚上，就是突

然到了一個時期，…嗯！好像什麼事情都不對勁了，突然有覺得自己應該要很熱衷追求愛情，或者

是說應該把所有的經歷都投注到研究所的方面這個樣子。（4th P5L3-6） 
治療前期，迪迪滔滔不絕的敘說生活中的不快樂與對未來的希望。對未來的希望是他在大海中

的浮木，一刻也不能鬆手，不斷擬定計畫的迪迪，彷彿未曾意識到：執行計畫、實現希望需要實際

的行動與努力。外在環境的挫折與誘惑牽動著迪迪的目標與計畫，於是他一個接著一個更換目標與

計畫，當他在街上看到情侶時，匱乏所引發的孤獨與無助、悲慘與脆弱，讓生活中其他目標瞬間隱

沒，此時他的目標變成是追求愛情；在實習學校老師提供考教師甄試的利多訊息時，正在努力計畫

要如何突破自己人際困境的他，馬上放棄了對於突破人際困境的各項計畫與做法，開始想著要如何

準備教師甄試。 
教育實習還沒有開始，迪迪開始擔心教師甄試：擔心記不起來、擔心考不上。事前的擔心與害

怕，在面臨實際狀況的時候果真發生，在準備教師甄試的過程中，他發現要讀的材料很多，所以打

算撤退，卻說不出口，於是他「發現」了自己身體上的不舒適。此時的迪迪努力檢查身體，希望身

體檢查出狀況，那樣就能名正言順的放棄教師甄試，也希望身體上真的有什麼大毛病，連兵都可以

不用當了！迪迪說： 
實際上，老實講其實我很想要放棄教師甄試，老實講我是覺得我心裡很矛盾，因為我覺得我非

常希望我能夠透過健康檢查的結果能夠證實我身體上哪個部位或哪個器官生病了，然後就可以有個

理由我要放棄教師甄試好好的養病休息這樣子，對。（17th P2L19-23） 
因為我老實講，其實我剛剛我在講的過程，我心頭突然閃過一個想法，就是說最好那個病很嚴

重，然後連當兵也能夠不要當這樣子（17th P5L5-6） 
迪迪同時也說服自己考上教甄之後一定會不快樂，因為主修沒有紮實的學習，教育學程沒有花

心思，考上教甄要接行政工作，人際溝通不好的自己一定沒有辦法勝任，在災難化的自我預期、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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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症狀的出現加上合理化的自我說服之後，他試圖讓自己可以比較輕鬆的放棄這個與治療者討論過

的願望與計畫。未進行治療之前的迪迪，放棄與轉向如同呼吸一樣的輕易，治療中，他明白只要是

他敘說的，不管任何事情都會在治療中討論，不帶評價眼光的討論，放棄計畫一樣會被討論，他轉

換的速度慢了下來。慢下來後，開始有時間、空間去仔細想想他自己行動背後的想法與動力。 
當迪迪觀察自我開始發展，有能力去反身（reflexive）注視、觀看自己的決定與選擇時，也逐漸

明白：自己一次又一次重新選擇、更改願望都是因為無法面對挫折與壓力的產物。這些重複在運作

的當下，他自己並不知道這些重複行動背後真正推動的力量是什麼，當他明白許多一而再、再而三

反覆發生的事情都是來自自己無意識的運作之後，他用「遊戲」來看待這一再重複的模式，他希望

自己的行動是自己很清明之下的選擇，而不是被自己不知名的力量所推動，迪迪說： 
恩對你講的沒有錯。我覺得…應該這樣講，要承認自己的盲點或者是承認自己的、弱點是困難

的。對但是你講的沒有錯因為．在過去．在大一的時候人際受到挫折然後就.選擇去修經濟系的學分

選擇去修教育學程，我覺得那是讓你在這個環境之下你覺得很痛苦，但是它讓你有一個希望然後也

讓你有一條路可以逃出去這樣子。然後.到大四下發現這樣子不行滑掉了必須要休息，好 OK 然後研

究所 OK，壓力很大又又又逃避了。然後到．到現在又是這樣子我不知道就是我．恩…老師有沒有什

麼樣的建議可以讓我.可以不要再玩這樣一再重複的.遊戲，然後讓自己能夠提醒自己（18th P3L22-29） 
看清楚了自己玩的遊戲，真正的改變才要開始。至少，為自己負起責任。 
他自己漸漸明白計畫對於自己的重要性，計畫不僅是希望的寄託、生活的重心、向自己交代的

一個方式，同時也是重要的防禦武器，用來抵擋與人互動的機會，迪迪說： 
我覺得其實我變成一直在逃避就是說…在在人際交往中我一定會先問自己，到底有沒有事情一

定要先做…那如果有的話我就總是會拿這個藉口來、要自己先完成他，可是我發現即使沒有事情的

時候我又會開始去計劃，我接下來要做什麼，所以我就變成，呃我總是..覺得好像去躲在一個.殼裡面

這樣子，然後讓自己覺得比較…比較安全吧，但是..真的到了跟別人聊天或交往的時候，總是覺得

呃……我覺得我真的已經缺乏了某些能力（24th P1L29-35 ） 
藉由詮釋迪迪的防衛，使得他漸漸的能夠明白自己在做什麼，讓他能夠開始面對真正的自己。

迪迪從耽溺於情色開始到看見自己的缺乏決心、軟弱、一再地欺騙自己、無法面對真正的自己，一

層一層的從現象進入到現象背後的成因。 

四、覺醒—打破防衛的循環向前邁進 

自我瞭解是一條艱困的道路，面對自己的真我（true self）需要勇氣，就如同迪迪所說：「大二的

時候，就算目標是錯誤的、扭曲的，都還有目標在，都還有要拼的那種精神。」（20th P3L6），在初

期迪迪敘說自己經驗時，他覺得自己是一個無辜的受害者，隨著諮商的進行，他逐漸能夠針對自己

過去的經驗進行反思，心智化的能力開始出現。迪迪開始注意到自己不斷重複的模式，並能以新的

眼光看待過去發生的事情，也明白外在一再遭遇的困境與自己的個性特質有關。他在治療中發現自

己需要有壓力才能維持住基本的生活作息，發現自己需要不斷的做計畫來讓自己有事做，免得發現

自己的孤單；發現自己每天在實習中的痛苦，是來自於小團體又開始成形，自己又開始落單；發現

自己明明做了天大的計畫，卻是有時間就睡覺、就去玩；發現自己經常以時間不夠為由，拒絕別人

的邀約與需要，但是大部分時間都在發呆、看電視、「躲」在家裡，這些都是迪迪的防衛，迪迪過度

使用防衛，使得生活陷入不斷的重複之中。 
迪迪防衛來自過去的生活經驗，未曾意識到的防衛影響迪迪現在的生活以及對未來的規劃。就

如圖三中的三個同心圓：最內圈是過去的經驗，第二圈是現在的生活，第三圈則是未來的願望；迪

迪現在的生活受到過去經驗的影響，過去的經驗也同時牽動著迪迪對未來生活的想望。迪迪進入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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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時，生活深陷泥淖，雖然加足馬力想改變，卻依然在原地打轉，如下圖中的階段一。那時候迪迪

的連結有許多的偏誤（bias），例如：一個功成名就的人就會受到重視、生理慾望是骯髒的，愛是神

聖的、有缺點的平凡人不會受到歡迎、只要有願望總有一天會實現…等，這些錯誤的連結，讓孤單、

落寞、沒有愛情的迪迪無法忍受，因為這些事實指出他的不足與匱乏，於是自我無意識的不斷升高

防禦功能，阻擋迪迪去發現這些事實，以免自我崩解（disorganization），防衛系統使得迪迪的生活幾

乎在無法覺察的強迫性重複之中，就如同陷在泥中的輪子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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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  
圖3 覺醒、打破循環與前進的歷程 

 
面對這些殘酷的真相，治療者的涵容與不批判，有助於迪迪內在嚴厲、不成熟的超我得以透過

內攝得到適度的修正（modified），在治療者的抱持與涵容中，迪迪開始明白任何事情的完成都必須

付出代價，包括改變自己、維持愛情，能夠面對自己的平凡與缺點，治療近結束的時候，他痛苦的

看到自己的有限與不完美，迪迪說： 
對！所以我覺得嗯！…就是去承認自己是..有很多缺點，然後去承認自己是很平凡的…頓時間覺

得好像甩掉兩個很大的包袱。（23th P1L25-27） 
對於迪迪而言，面對自己的平凡與缺點，是經過一段漫長的諮商過程才抵達的一個中點站。這

個中點站卻也是打破重複的起點，當他漸漸有能力與勇氣去看自己、面對自己時，觀察自我開始發

揮作用，意念上錯誤的連結開始移動，引發行動的改變。治療者針對錯誤連結進行詮釋，使得迪迪

觀察自我萌芽，開始去發現自己；錯誤的連結開始歸位，治療者針對防衛的詮釋也使得防衛機轉開

始鬆動，防衛開始逐漸的降低，如階段二的圖示。在治療的末期，防衛系統降到一般的水準，錯誤

的連結歸位完成，迪迪對於自己重複的原因有部分的明瞭，於是強迫性的重複中斷，例如：在迪迪

的歷史中，他放棄同學、放棄了期末考、放棄了經濟系、放棄了研究所、放棄了社團。治療後期，

想放棄治療仍完成治療、想放棄教育實習但是仍舊完成實習、想放棄跟實習同學相處的機會卻選擇

主動要求加入他們、想放棄預官考試卻還是參加考試。治療結束之後，想放棄當兵的迪迪依然將役

期完成、想放棄教師甄試的他還是連續參加了幾次的教師甄試、想放棄工作帶來的壓力卻在退伍後

投入職場。迪迪不再用逃避的方法來面對壓力與可能的失敗，生活開始向前移動，人際世界不再是

真空狀態，有意義的關係開始出現並且能夠維持。 
圖四只呈現出迪迪眾多面向中的一個部分，在迪迪生活中一些層面與議題大部分仍然停留未覺

察的狀態之下，這也是短期心理治療的限制。 

 

討   論 

一、理想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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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化可分為正常健康的理想化、防衛病態的理想化與適應的理想化（Akhtar, 1996; Antonovsky, 
1991; Bishop & Lane, 2002; Spruiell, 1979）。正常健康的理想化來自父母親適當的鏡映與同理，健康正

常的理想化是我們的內在導師，引導著我們的前進，也是心智成熟的動力（葉宇記譯，民94；Glick, 
2003），在吳月霞等譯（民96）提到理想化時，就以例子清楚說明了理想化、正常、健康與適應的一

面。理想化否認與防衛的功能從 Freud 至今沒有太大轉變，理想化會影響個體掌握現實的能力，使得

個體與現實脫節（Akhtar, 1996; Antonovsky, 1991; Bishop & Lane, 2002; Glick, 2003; Glover, 1938; 
Lachmann & Stolorow, 1976; Spruiell, 1979; Weil et al., 1964），Glick 甚至認為理想化是難以克服的抗

拒。 
理想化起源則出現不同的視角，Freud 對於理想化的形成可分成兩種觀點，從原欲驅力理論而

言，理想化是一種自戀的現象；從自體客體的觀點而言，理想化是自體客體的殘留或是自體客體變

成誇大（引自 Spruiell, 1979）。客體關係理論家則從母嬰關係的觀點來論述理想化的起源以及自我理

想與嚴厲超我的關係；一般在嬰幼兒期，母嬰一體般無微不至的照顧，讓發展未臻完全的嬰幼兒自

以為是神，嬰兒以為自己有神奇的能力，能夠讓許多的事情成真，因為只要肚子餓了、奶就來了，

尿濕了不舒服馬上就換。嬰幼兒時期的自大全能，是日後成人健康自戀與自信的基礎，當母親無法

及時滿足嬰幼兒需要，這樣的挫折讓嬰幼兒的自大全能受到摧毀，於是嬰幼兒把這自大全能的影像

投射到雙親身上，再從父母親身上內攝這些的美好特質，造就了自我理想的形象。 
缺乏適度挫折或是經驗過度挫折的嬰幼兒，嬰兒式（infantile）的自大被保留下來，自大全能的

潛意識幻想（unconscious fantasy）成為潛藏的性格。嬰幼兒強化好的部分形成理想化，而將自身不

好的部分投射到外在客體，發展出以貶抑（devaluation）--理想化為主的防衛方式，干擾意識經驗、

影響心理生活（mental life），他們會以為自己有著神奇的能力能夠讓夢想實現，對於挫折容忍力低、

自我也特別脆弱（葉宇記譯，民94；Akhtar, 1996; Antonovsky, 1991; Bishop & Lane, 2002）。Target & 
Fonagy（2006）則從更細緻的心理歷程說明病態理想化的起源，他們認為當父母親的情感鏡映與嬰

幼兒實際上的情緒經驗不同調（misattuned）時，形成二級情感表徵與真實感受脫鉤，這是病態自戀、

防衛理想化的起源。在自我理想發展的階段中，缺乏適度挫折，自我理想未經修整，除了形成貶抑

理想化的防衛之外，亦化身為嚴厲超我的元素。 
在迪迪生活中不斷重複的場景，他總以為是別人的問題，不明白別人為什麼拒絕他、排斥他，

帶著理想眼光看世界的迪迪，以為世界應該要依著理想走，因此總是不快樂，這是理想化的否認與

防衛。迪迪的超我十分嚴厲，之一是以情色慰藉自己後，總是要不斷透過懺悔、齋戒、做好事來自

我懲罰，一次的慰藉，迪迪可以每天花二、三個小時在進行懺悔；之二是針對自己的計畫每天不斷

檢討、修正等，這些都是自我理想沒有適度修整，形成嚴厲超我的例子。 

二、覺醒的要素：觀察自我、頓悟與環境 

觀察自我包含兩個基本功能，一為現實測試，另一為覺知（Miller, 2000; Scialli, 1982）。頓悟的

產生必須要當事人觀察自我功能良好，所以觀察自我是治療進行與成功的基本要件；促進觀察自我

的發展則須治療者扮演輔助性的超我、可忍受的超我，讓當事人得以透過認同與內攝，逐漸的發展

當事人自身的觀察自我，發展出區分現實與幻想的能力（Eyre, 1978; Scialli, 1982; Sloane, 1958）。Miller
（2000）提出觀察自我發展的四個階段中，第一個階段為能夠區分自我與他人，第二個階段是能夠

區分自我與他人的需要，第三個階段是自我的評價、批判與譴責，最後一個階段是自我能夠瞭解內

在動力、情感、防衛與外在事件的動力關係（引自 Scialli, 1982），而 Schafer（1992）在提及短期心

理治療改變的指標時，其中之一即是瞭解問題的持續存在部分跟自己有關，這可以說明觀察自我的

發展程度亦是治療效果的指標，前文中的「瞭解」必須是頓悟式的瞭解，而不是教條式的接受。 



教 育 心 理 學 報  
 
．240． 

不同的作者對於頓悟有不同的定義，Levenson（1998）認為突然之間對一些事情有了新的瞭解稱

頓悟；Wilson（1998）則認為瞭解、經驗、意識到從不認識的自己叫頓悟；Miller（2000）則更精確

的定義頓悟是在認知層次與經驗層次同時發生，經驗到頓悟的當事人他對自身的瞭解是與情感相連

接的；Sugarman（2006）則將頓悟依歷史的演變做了歸納，Sugarman 指出傳統的頓悟是指對於潛意

識內容得到情緒與智性上的瞭解，現代所指的頓悟則是指當事人能夠接納自己的思想與情感，並瞭

解這些思想與情感是從過去的經驗、現在的症狀、特質與行為而來。治療者協助當事人產生頓悟的

方法則是透過詮釋，詮釋是指治療者協助當事人將敘說賦予意義的過程（Widlocher, 2005），回應臨

床需求進行詮釋時，以開放性的態度面對各種不同的理論，對當事人是一個較佳的作法 （Pine, 2001）。 
在治療中，治療者必須要提供一個環境，允許當事人用新的方式去經驗他自己，並接受那不愉

快卻是正確的經驗（Bishop & Lane, 2002）。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的環境包括架構與原則，架構指

的是時間、地點與費用，基本原則包括治療者中立（neutrality）的態度與當事人以自由聯想的方式參

與治療，中立是指治療者以均勻懸浮的注意力（evenly-suspended attention）聆聽當事人所敘述的任

何內容（Freud, 1912b），不選擇特定議題，也沒有預設的立場。治療者中立的態度與穩定的架構，都

是構成安全穩定心理環境的要素，有助於當事人進行自由聯想參與治療。 
覺醒是治療過程中的動力來源。在迪迪的治療過程中，我們一共經歷了三個階段，從以迪迪為

主體的敘說（monologue），到迪迪對治療者充滿期待的對話階段（dialogue），最後到迪迪自己有勇

氣、有能力面對真實的自己與理想的自己（Eyre, 1978; Winnicott, 1969）。這呼應了治療初期提供一個

安全的環境讓當事人宣洩他的情緒與焦慮，此時的治療者則是以中立原則的態度涵容迪迪的任何議

題。第二階段則是在治療者收集足夠的資料之後開始進行詮釋，解構與鬆動迪迪的防衛系統，使得

他得以開始窺見自己真正的樣貌；治療者的詮釋也使得迪迪開始放棄對治療者舊有的移情模式與連

結，開始嘗試一種新的、不同於以往的關係模式，到治療末期，迪迪已經有能力在治療室內面對真

實的自己，開始面對理想自我與真實自己之間的差距，這些歷程都需要涵容與抱持的環境。 
在整個治療過程中，迪迪不斷的敘說，治療者以均勻懸浮的注意力專注聆聽，試著從龐雜的敘

說中釐清其生活世界中的症狀與現象，然後勾勒出迪迪的具體圖像，包括：看待世界的角度、矛盾

的行為表現、不斷重複的模式等，將這些圖像以及治療者的困惑與不解回應給迪迪，並且等待迪迪

的回應。在這個過程中，不論是治療者的聆聽、回應、詮釋之後當事人的反應，治療者都必須維持

抱持的環境，保護當事人不受到損害，過程中治療者凝視的眼光決定了當事人是否再度啟動防衛機

制，如果當事人接受凝視覺得被羞辱，防衛機制便會啟動（Steiner, 2006），所以治療者在治療中的不

批判、不指責，使得當事人得以內攝治療者這位外在可忍受的超我，改變病態的心智內容、修整自

我的結構（Bollas, 1998; Sandler & Rosenblatt, 1962），所以抱持的環境有助於當事人發現自己、體驗

自我（Akhtar, 1996; Winnicott, 1960; Winnicott, 1969）。 

三、移情與防衛 

移情是治療的核心（Freud, 1912a），精神分析中 Freudian 與 Kleinian 的工作架構皆為自由聯想，

工作重點也都在移情，其中的差別在於 Freudian 取向較著重聯想與聯想之間所呈現的意義，處理移

情的態度偏向不帶任何預設，仔細聆聽並且靜待自然浮現的聯想，處理的移情可能針對是過去經驗

中的人事（there and then），也可能是與治療者之間的關係（here and now）；Kleinian 則聚焦在當事人

每一個聯想與治療者之間的移情關係，在 Kleinian 觀點中，個案的任何敘說都是建立在對治療師的

移情之上（Joseph, 1985）。當代精神分析取向治療者在傾聽當事人的自由聯想時，常在 Freud 所說的

意念序列邏輯與 Klein 所提及的投射邏輯這兩種不同聆聽邏輯之間交替變換（Bollas, 2002）。移情是

指當事人與治療者的感受（黃淑清，民95），在治療中的疑惑、不解與感受則是反移情，治療者監控



破繭而出  ．241． 

自己的聯想與感受，這些經由投射或投射認同形成的反移情都是治療進行的重要動力（黃淑清，民

95; 林玉華、樊雪梅譯，民88； Eyre, 1978; Maldonado, 1999; Modell, 1975），例如治療者的無趣、厭

煩、好奇，這些反移情是用來理解當事人的好工具，治療者並且將自己的感受化為治療性的語言回

饋給當事人、進行詮釋，涵容當事人所投射出來的焦慮、攻擊與恐懼，經過修整之後反映（mirroring）

給當事人協助當事人認識自己、瞭解自己（黃淑清，民95; Target & Fonagy, 2006; Winnicott, 1962）。 
防衛因焦慮而來。自我運用各種方法來避開危險、焦慮與不愉快，這些方法我們稱為防衛機制

（Freud, 1937）。防衛可能幫助自我適應生活，但也可能導致生活適應不良。太快太強的移情會引發

過高的焦慮，強化了原有的防衛，所以 Freud（1914b）與 Winnicott （1969）雖處在不同的年代，但

是都同樣強調整個治療的過程需要等待，等待該發生的事情按照他自己的步伐發生，等待移情依照

自己的速度醞釀與作用。 
防衛與理想化相同，有正常且適應良好的防衛，也有病態的防衛，迪迪在剛開始使用防衛機制

是為了適應、為了讓自己好過一些，但是後來演變成適應不良的例子。防衛基本是隨著不同的心理

狀態而使用不同的防衛，如果防衛僵化與固著便形成了病態的人格（林玉華、樊雪梅譯，民88）。防

衛是潛意識害怕再度受到傷害所採取的措施（Jørstad, 2001），基本上是心智的分裂（splitting）狀態，

將讓自己不愉快的情緒與意識分開。不愉快的情緒改裝易容通過超我檢驗以症狀的面貌呈現，所以

防衛對於自我而言有兩個層面的痛苦，一個是潛意識願望只有得到部分的表達，二是不愉快的情緒

僅得到部分的抒解，所以進行防衛詮釋時必須要緩慢，要評估當事人是否能夠承受防衛背後排山倒

海的情緒，所以需要尊重防衛，尊重防衛對於當事人的保護功能。（Frosh, 2003）。 
迪迪的防衛模式中，以災難化、合理化與身體化做為逃避的墊腳石，尤其是在大學階段，身體

化成了一個護身符，迪迪用身體來說話，表達自己的感受。每一小部分的詮釋都能降低防衛與獲得

智性的慎思，反應出現實的標準（Sterba, 1934），重重防衛，也藉由詮釋讓防衛逐步降低，讓生活原

地打轉、陷入泥淖的迪迪能夠慢慢的步出自己堅固的防衛堡壘，重新回到真實世界。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針對一位 OCD 的男性大學生，在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的架構下的25次諮商內容，以整

體內容的敘說分析進行資料理解與研究，在豐富的敘說資料中，以不過度揭露內心隱微世界為前提，

重現迪迪的生活經驗與生命故事，並且以觀察自我的角度解讀與分析迪迪生命經驗中不斷重複出現

的四個主題，四個主題分別為：理想化的生活世界、孤獨的青春歲月、情色是慰藉的主要來源、變

調的人際世界。並且依據這四個主題的故事，歸納出迪迪使用逃避、災難化、合理化與身體化來面

對生活中的挫折、誘惑與壓力，構築出迪迪的核心防衛模式與重新啟動（re-start 的機制）。這機制透

過不斷建立新希望、設定新計畫來逃避原有目標可能的失敗，用這樣的逃避來保持尊嚴，也用不斷

的設定計畫、檢查計畫來逃避掉自己的孤單，這不斷的重新啟動也就是迪迪的核心問題--無法終止的

強迫性循環。 
在穩定治療架構的抱持與涵容中，迪迪的觀察自我萌芽，迪迪開始可以去覺察到自己腦中閃過

的念頭，自我覺察的部分越來越多，錯誤連結陸續歸位，特定面向的強迫性重複得以減緩而至中止，

生活再度往前行。研究中也發現治療歷程與文獻一致，分成三個階段，從治療前期迪迪近乎獨白洪

水似的自由聯想與敘說，到治療中期迪迪與治療者進行真實的對話，一直到治療後期治療者陪著迪

迪看自己，迪迪在安全的情境中觀看自己，進而瞭解自身真正的樣貌。主觀現實與物質現實有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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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一致性，迪迪也開始用與現實相符順的眼光看待世界，角度不同視野不同，自然行動也開始不

同，因此從不斷重複的泥淖中掙脫出來、從理想化的幻想與願望中醒覺過來，接受自己是個有缺點

的平凡人。  

二、研究限制 

佛洛依德開啟對人類意識與經驗的研究，奠定精神分析發展的基礎，至今精神分析仍在不斷的

演進。精神分析理論的演進來自實務工作者對臨床經驗的思考，因此不同的生活經驗、與不同類型

的當事人工作，便發展出不同的理論觀點與關注。一生充滿失落與混亂的 Klein 發展出以攻擊與破壞

為核心的客體關係理論，與精神病患工作的 Kernberg 發展出對邊緣型人格的深刻思考，目睹二次大

戰滿街孤兒的 Winnicott 注意到環境的重要，童年生活不穩定的 Bion 發展出內在涵容的重要性，終其

一生原離倫敦論戰的 Fairbairn 發展出了富原創性的想法與概念。簡短的精神分析發展史中，活生生

的說明了移情的重要性，當然治療者本身的經驗與環境也會影響治療的進行、資料分析的角度、研

究結果的撰寫。 
本研究以敘說的角度進行，而不是個案研究的方法趣入，因此對於迪迪理想化的來源以及幼年

生活的敘說，部分來自當事人的敘說，部分來自當事人聯想的詮釋，部分則是經由理論的觀點補足

當事人所空缺的部分。這是治療研究的限制，因為治療者與當事人是在主觀現實上工作，而不是在

物質現實上討論。當事人的敘說在本研究中視為第一級概念（first-order concept），研究者所運用的

觀念（notion）則為第二級概念（second-order concept）（Van Maanen, 1979引自張芬芬譯，民94）。治

療情境中面對一個活生生的人，當事人的聯想時時都在改變、狀態都在變化，材料與聯想的意義皆

非單一（黃淑清，民95），加上因此在眾多的理論中選取可以協助治療者去思考當事人問題，變成是

一個彈性又務實的作法。但是治療者的角色轉換成研究者時，「說清楚」變成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在

本研究中為了能夠說清楚，挑選的角度與內容都受到限制，本研究中以觀察自我做為治療進展評估

的指標，對於迪迪生活世界與內在世界的敘說，也以觀察自我為主軸進行敘說，對於當事人不同的

狀態，則應用不同的理論觀點理解當事人、協助當事人。 
所以本研究僅代表某一角度觀看下的治療歷程，雖然在資料分析過程中，研究者儘量維持客觀，

並且不斷的閱讀文獻，參與不同學派取向的討論，藉著研究中的第三人--「理論」來客觀呈現出迪迪

的治療故事，如果從其他的角度進行敘說研究，應該會出現不同的風貌。 

三、建議 

理想化來自過度滿足或者是過度創傷（葉宇記譯，民94），具有病態理想化的當事人到底是幼年

時期過度滿足的多或是過度創傷的多，或者是如 Target & Fonagy（2006）所提出的概念，病態的理

想化是來自於母親對於嬰兒情緒反應的不同調，這都有待在臨床工作上進一步的驗證與辨析。Akhtar
（1996）針對極度樂觀防衛功能所形成的理想化討論時，針對希望感的三種類型：潛意識的否認、

不切實際的希望感與正常的希望感，提及了這三種類型的原因，這也是有待臨床工作與研究工作者

針對更多的臨床片段進行釐清。身為一個治療者，理所當然成為當事人理想化投射的對象，治療者

本身必須清楚那是來自當事人的影響，要將這樣的反移情轉化成有助於治療的元素，不是在治療中

扮演一個完美的治療者，就如同 Winnicott 在1962年所提到饒富趣味的概念：治療師要重複成為失敗

的角色，就如同父母親不斷的失敗一樣，這樣的失敗透過模仿（imitation）、認同、內攝的歷程，讓

當事人能夠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與失敗，而不再使用各種防衛來避免失敗，完美的治療者形象，不利

於此類型個案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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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理想化、自大全能的修整、理想化雙親影像的修整、自我理想的修整都需要適度的挫折，

適度的挫折也意味著，對於當事人的抱持與涵容並非一昧的滿足當事人，何謂適度，這與當事人的

自我強度有關。在治療中，治療者要如何給予適度的挫折、同時又維持抱持與涵容也有待臨床工作

者的研究。 
不管是 Freudian 或是 Klienian 都強調治療架構的重要性，治療架構是物質現實，沒有物質現實

為基礎，主觀現實與精神現實無從穩定，Bion 與 Winnicott 更針對物質現實之外的架構，提出了涵容

與抱持的觀念，深化治療架構的重要性。從症狀到改變是一系列的過程，從發現自己、面對自己、

接受自己、為自己負責，這一系列的過程適用在許多的面向，有些面向容易、有些面向困難，治療

者所能做的就是依著當事人目前的狀態陪著他朝著自己真正的樣子前進，慢慢的朝著自我悅納與整

合方向走去，而這些也都需要外在穩定的結構。前文提及治療者觀看當事人的眼光（Steiner, 2006），

也是穩定架構中的一環，就如同 Winnicott 提及的抱持，並不僅指環境還有心理上的因素，Bion 說的

涵容更直指治療者對於當事人內在世界的態度。穩定的治療架構給當事人的安全感是觀察自我萌芽

的要件，觀察自我又是治療進行的基本要件，因此不管面對任何類型的當事人，穩定的治療架構是

治療進行的最基本要件。 
穩定的治療架構下，面對許多不同的精神分析理論，找出不同理論可以參考之處並且在需要時

採用（Pine, 2001; Widlocher, 2005）。面對診療室內流動變化的關係，當事人生活中不斷出現的事件，

選用可以協助理解當事人的理論，對於治療者而言是工作上的必要，而不是堅守著某些觀點與學派，

強行將臨床資料切割成符合理論的樣貌（Sandler& Rosenblatt, 1962）。穩定的治療架構，同一時間、

同一地點、同一間診療室、同一個位置、同樣的擺設這些都是穩定治療架構的一環，最重要的當然

是同一位治療者，加上彈性的選用理論，是協助當事人的基本要件，也是治療者所應堅持的基本要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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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research was conducted to understand one OCD male who was repeating themes constantly in his life 
story and to interpret his themes by free association narration in 25 counseling sessions. Narrative and 
Holistic-Content analytic methods were used for this study article. The first session’s process note and the 
other 24 sessions’ transcripts which were used to constructed his meta-story through repeated reading and 
analyzing. According to observing ego, the researcher understand and presented the participant’s changes 
which induced such four themes: as idealizing, loneliness, sex desire, and interpersonal world that lacks the 
intimate friends.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er sum med up the participant’s core defense mechanism and it’s 
applying model, as well as represent and interpret the client’s awakening process in psychotherapy. The 
author discusses further etiology and development of idealization, essential factors of awakene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ference and def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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