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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IJ 的:本火從心理師的觀點，描繪在深度諮椅關係Lj l' 個案對心理師iff.生內在依賴種 j突峙

的反應與因 I!lf.Jj式。研究方法﹒)主訪談二'-{在資深心理師，其以關{系理論取 111J進行諮商工作，且

諮It育方式多以深!監諂|荷為主。辭 iiLll訪談資料的反覆閱讀與交父比較，採內 3年，分析法做 j~資料分

析}j式。研究結果:資料顯 /I~伽l案→方出滿足被自效協助的依賴!惑，主 j ')j[剖也會主J依賴心理

自Ijj建生焦慮，擒，心即將重演過去被拒絕的!rI J 片給驗。凶此，伽 l案因應其內在依賴衝突 IIJ歸納出

好Hi:法: '積相i策略」、「消柏 i策略」以及， Jf;ll比競爭的關係」。研究結論: tl:深度諮|荷關係中，

{Ibl案會出現不|司的[凡應內航依賴衝突 jJ式，雖然這也[利應))式可能帶給心想師相當的歐力挑

戰，但是抗1I' IJ 府的本質，代夫 {I詞案將心J1t1fllti視為重要他人，且試圖從興，c.、理師的關係'I I找出

解決內在核心衝突的方式、矯 II))立有的悄締約1驗與人際校式。整個歷科 Nt.氏個案的改變 1J輯:莫

大的幫助。

關鏈詞:因應、依賴衝突、深度諮商、關係理論取向

人類是群居的動物，彼此的關係是密切且不可分割的 o I依賴 J ( dependence) 係指依靠別人或

事物而不能向立或H給。依賴為fl兩體的基本心理需求，是連結人們與身邊親近之人，甚至是與全

世界互動的關鍵( Murray, 1955; Ta祉， 1997) 0 依賴在關係中扮演車要的角色，透過相互依存使個體

自身的心用需求得到滿足，同時也能滿足對方的心理需求，因而在不同的時間不II情況下'關係中

的依賴與獨立之平衡將影響個體各個層而的發展。

乎在普遍的諮商或心理治療觀點，個案對心理師的心耳依賴被視為負面的，它通常被認為是“不

健康" (Tait, 1997) ，且常與藥物成癮或病閉'I年的賭博相提並論(Glatt & Cook, 1987) 。亦即:當

個案長期依賴心開師時，反而在而對向己的困難、挫折時，過度需要心理師的陪伴或建議，這樣

會影響f!古|案的獨立性或間主，阱，無法真正幫助個案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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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I依賴」真的是完全負面的嗎?人們在成長的過程中，若是缺乏安心的依賴經驗，父如

何能夠真正成為獨立自主的個體?客體關係耳論(object relations theory) 認為，個體與生俱來有

-股建立與維持闢係的驅力，此驅力立基於早期與重要他人或主要照顧者的關係，進而形成其人

格。且人格被塑造之後，個體便不斷地在其周遭的人際關係中，找尋與此相符的架構並加以核

對，何時也會不斷地透過與他人的互動來調整諸架構之內容(張怡敏，2008 ; Collins & Read, 1994) 。

客體關係理論學者 Klein 認為怯于通常會將渴望( desire) 、願望 (wish) 投射到客體之標的，而且

並非所有的事物都能夠成為客體，僅有那些對個體而言極為重要的人事物才會成為其客體(徐萍

萍， 2006); .般而言，客體通常為母親。

與客體關係有關的另一重要概念為「依附J ( attachment) 。依附由 Bowlby 於 1958 年提出，係

指個體具有對另一特定客體欲親近之傾向方式 (5午雅惠， 2009 :曾怡雅， 2010 ; Bowl旬， 1988) 。

依附行為始於嬰孩期，為人類初始的社會行為，是個體想要親近他人的行為，通常親近的對象為

母親或主要照顧者旦個體獲得親近之需求f糞便可感到安全與滿足(張春興， 1991) 0 Bowlby
認為嬰兒與主要照顧者的互動所形成的情感連結，影響嬰兒對向我概念與自我價值的看法(例如:

向覺本身是具備能力的、是可愛的)，同時也建立其對依附對象與外在環境之期待(例如:照顧者

會回應或滿足我的需求)，由此嬰兒會逐漸發展出對門我與他人的「內在運作模式j internal working

model) (李靜如 '2009 :許慧雯， 20 I0 ; Bartholomew & Horowitz, 1991; Bowl旬， 1973) 。依附為客

體關係的基礎，其所提山之「內在運作模式」即為內在的客體關係型態，能協助個體探索、主控

周遭環境，進而更有能力可以獨立門主。

出此可知，無論是客體關係或依附關係'皆著重於il古l體生命最初與主要照顧者的互動，而且

最重要的是在互動當中是否能獲得足夠的安全感與滿足感。當個體接受照顧者溫暖、有[9J應的關

懷與照顧，可以得到足夠的安全依賴，形成安全依附的模式，好的客體關係與依附關係輯歷將會

形塑出個體良好的適應，反之亦然(陳旺吟， 2004 ; Ainsworth & Bowl旬， 1991; Collins & Read, 1994;
Lopez, 2009)。此外，許多研究也讀實，客體關係與依附關係具有延續性，→旦個體在年幼時獲得
良好的客體關係或依附關係之發展，往往會在之後發展出良好的人際關係與親密關係(吳麗雲'

2005 ;李靜如， 2009 ;徐萍萍， 2006 ; Bartholomew, 1990; Russell , 1996) ，並且在面對人際衝突事
件時也將採取正向衝突解決策略(廖成敏、林維能，2003 ;賴雅純， 2006) 。

從這個角度出發，個體無論是在發展方面或在諮商過程中'F1前的人際互動模式牽涉到過去

與重要他人的互動模式。深度諮商，最重要的意義在於改變個體對於自己與對於重要他人的觀點，

進而改變門身的人格建構與人際互動模式(吳麗雲，200詢， 2002b ;連廷嘉， 1999 ;陳均妹、陳
登義、施欣欣， 2006 ; Safran, Muran, Samstag, & Stevens, 2002) 。因此在深度諮商關係中，個案能
否安心地依賴心理師，與心理師形成安哥哥的依附模式，進而調繫原有的內在運作模式，增加正向

的向我概念，並且相信向己有能力可以掌控外界的環境，是一個非常璽要的議題。然而，由於大

部分個案過去的依賴或依附經驗 uJ能是痛苦或害怕的(江琪彬， 2007; 沈慶鴻， 1997; Card凹， 1994;

Zeanah & Zeanah, 1989) ，這些經驗均吋能成為發展緊密諮商關係的阻力。因此，精確地探究個案
在諮商闢係中的依賴樣貌，包拍何時出現依賴衝突與對於依賴衝突的因應方式，能夠讓助人J二作

者深入理解個案在諮商歷程可能山現的抗拒行為與矛盾感受，是本研究的主要日的。

文獻探討

一、關係理論取向心理諮面的依賴與依賴衝哭

關係理論取向的心理諮商主要結合了人際關係理論(interpersonal theory) 與客體關係理論，

其理論核心特別重視諮商關{系，並且認為透過個案與L、理師共同解決諮商關係中所遭遇的問題，

能夠有效改變個案原有的人際關係模式(Aron， 1996; Levenson, 1995; Mitchell, 1988; Safran &
Muran, 2000; Wachtel, 2008) ，因此個案與心理師的諮商關係特點為:互動性(interaction)、執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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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actment) 、閃發性( spontaneity) 、相互'性( mutuality)以及真誠性( authenticity) ，和l過去古典

精神分析理論強調心理師的中立性與匿名性，具有明顯的書別(Mitchell， 1997) 。

關係理論取向的深度，心理諮商認為，個案會將原有不良的人際關係模式電現於諮商關係中，

必須透過諮商闢係的立即歷程評論，改變個案已建立之間己/他人(客體)關係模式。因此，e，、暉，師

的首要任務在於:藉著正確的同理心與個案建立合作的工作同盟，接著-I司檢視與改變在諮商關

係中正在發生的不良人際關係模式、衝突情緒或病態信念(Teyber, 2006)。在整個歷程中，透過主
動與個案討論與解決彼此關係的問題或衝突，讓il前案學習更多的方式彈性地因應人際關係衝突，

世將其類推、運用到現實中的人際關係，而且能夠發展山→個較為實際與肯定的門我概念(Safran,
Muran, Samstag, & Stevens, 2002)。因此，研究者認為關係理論取向的心耳語商最能探討與分析諾
商闢係中所山現的變化。

心理.諮商為有日的性的談話，其中，諮商關係更為助人工作之核心 (Patterson， 1985 ) ，透過話
商關係的進展決定諮商之品質與效能，良好的話商關係運作口J以達成語商中的工作任務( Reandeau
& Wampold, 1991 )。諾商關係指在諾商情境中心理師與個案之間的守軍互動關係，其關係之建立為
推動幣個諮商工作的動力:心理師與個案彼此間互動的態度與感覺，也將賦予諮商過程牛-命力流

動之關鍵要素(楊鎧 T ' 2010) 。因此，諾商可說是干示特殊的人際關係歷程(林家興、王麗女，
2003 : Strong, 1968) ，良好的諮商闢係本身即具有療癒效果，個案透過與心理師之人際互動過程可
獲得新的學習與成長，改變也在其中發生(Teyb缸， 2000) ，進而創造新的紳驗。

然而，對於具有人際困擾的個案而言，能夠安心地依賴他人，卻可能是一個具有趨避衝突的

重要議題。趨避衝突(approach-avoidance conflict) ，是心理衝突的一-種，係指同」目標對於個體同
時具有趨近干11逃避的心態，該鬥標吋以滿足個體某些部分的心理需求，但同時父會構成其他部分

的心理威脅，因此同時有吸引力又有排斥力，使個體陷入進退兩難的心理困境(程小蘋、陳珍德，

2001 )。具有人際困擾的個案，通常在童年時期曾僻山現被重要他人拒絕、排擠或忽略的負面純驗，
因此在成長過程中發展出獨特的人際策略，避免內己 ill陷相同的人際困境( Cassidy & Shaver, 2008;
Lieberman & Van Hom, 2008; Linehan, 1992, 1997) ;雖然這些人際模式成功地讓個體避免重蹈覆
轍，卻也阻隔了個體滿足其依賴的心理需求，未滿足的依賴心理需求持續在個體的內在累積，形

成更強烈的動力，此即為依賴的趨避衝突，在本研究簡稱依賴衝突。

二、做賴衝吏對諮商的影響

良好話商關係的建立促進來談個案的諮商效能，在這樣的諮商歷程中，心理師與個案在每

次的會談中逐漸形成緊雋的話商關係'會使il再案對心理師的依賴程度持續增高(何克倫，2006 ;

Gelso & Chat缸， 1985) 。因此，當il古|案對心理師的依賴日漸增加，將會浮現過去相關人際依輯的經

驗，以此做為與心理師繼續句:動的重要參照指標:這峙基於過去強烈將驗與感受，雖未必符合現

實情境，卻已將開始影響、甚至是主宰伽|案對心理師行為的知覺、判斷與感受(陳益綜， 1997 ;
陳婉真， 2008) 。因此，個案的人際依賴需求通常源而於其與軍要他人互動的結果，並會在諮商歷

程中重現。倘若個案對於人際依賴向來擁有的都是一負面經驗，或有滿足上的困難或挫折，這些困

難均將M應在諾商關係的反動上，使得個案對話商闢係的矛盾更加深化，產牛.強烈的內在依賴衝

突之壓力，特別是個巢呵能過去曾有重大的人際創傷經驗，當想要依賴」個人卻被所依賴的人傷

害，是最痛苦的情緒，包括:悔恨、孤單、悲傷等，這些痛苦的感受都將投射在心理師身上，當

if司案開始依賴心理師的時候，就會和舊的人際創傷經驗連結(吳麗娟、蔡秀玲、杜淑芬、方格正、

陳品惠譚， 2012/2011 )。此時，結束語商或是讓諮商闢係間在個停滯點，均是個案逃避壓力的 wJ

能方式，顯示個案抗拒 (resist) 處理，向己的依賴衝突。根據趙祥和 i與陳秉華( 1998)針對諮商中
抗拒的研究，抗拒對於諮商有良性的發展，具有其功能性;但!來會出現抗拒表達痛苦的情感、抗

拒回憶、抗拒諮商員、抗拒改變以及抗拒覺察等 7吉T

於過高焦I慮意的壓力狀態，才t. il襄心開師有機會發現 (Mahalik ， 1994) 。因此，從壓力調適的觀點分析

抗拒行為的本質，對於1古|案本身illj 言是非平進行問我壓力的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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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心理師能夠瞭解個案的人際依賴衝突，以及個案過去的重要他人如何同應其受傷的

感覺，使個案容易出現害怕或羞愧的情緒，心理師透過正確同理心的表達，能夠使個案知道其抗

拒的害怕或羞愧是可以理解的 (Hendricks， 2002) 。因此，當個案出現人際依賴衝突時，心理師要

概念化個案對於依賴的衝突，並且處理個案矛屑、衝突的反應，比逃避或忽略這些反應來得重要。

心理師不會以過去個案重要他人曾回應的方式，來[ciJI!f-個案測試或挑戰的行為，才能讓個案有足

夠的安全去呈現衝突的感受，並且去體驗新的經驗(吳麗娟等人譯，2012/20 II )。也就是說，心理
師如果可以提供個面容的環境，一個穩定的、而且比較令人滿意的反應而對個案依賴衝突的感

受，讓{岡案有機會產生矯正性的情感經驗，聖新體驗過去害怕、不敢面對的部分(吳麗娟等人譯，

2012/2011 ; Fonagy, Gergel句， Jurist, & Target, 2002; Wei蹈， 2005 )。

人際依賴衝突，會讓個案啟動他們對衝突情緒的防衛，避免不想要的人際關係重新在諮商關

係中出現。因此，心理師提供個案安全感以解決他們衝突感受的需要，且讓個案實際體驗這些害

怕與憂慮不必然會出現在諮商關係中。然而，心理師並非能夠輕而易舉地達到完全不受個案的衝

突情緒所影響，因為心理師亦是→個有感受、有需求的個體(吳麗娟， 2003) 0 阻礙心理師穩定[i口l

應個案衝突情緒的個人因素最常見的是心理師本身亦有強烈被喜愛的需求，因此當個案山現抗拒

或攻擊行為，挑戰個案與心理師原來已將建構的關係模式，心理師難以提供無防衛性的反應來面

對(吳麗娟等人譯，2012/20 II : Strupp & Hadley, 1979) :另外，心理師自己生活中的情緒困擾或
壓力程度，亦會選擇以逃避的方式而不是去接近個案的衝突感受(吳麗娟等人譯，2012/2011)。無

論是個人或環境的因素，心理師的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山現，均須尋求同儕或督導的協

助，才能夠對個案的抗拒或挑戰有穩定的反應(林淑君、陳秉華，2002 ;陳珮慈， 20 II )。

三、假賴衝突的因應方式

如前所述，依賴衝突是個案在深度諮商歷程經常會出現的感受，個案對於安心依賴的渴望與

害怕會使其出現強烈的焦慮情緒，這些焦慮情緒讓個案處於過高壓力狀態。過去研究顯示當個體

在幼年長期遭受不良的親于互動，會使其無法在親密與分離兩種需求間保持彈性，因而山現內在

衝突之過高壓力(吳麗雲，2002a ' 2002b) 。因此，依賴衝突壓力，可能如同一-般的壓力，代表

個體正面臨外在壓力、挑戰、威脅等，而且自身沒有充足的內外在資源足以應付，因此個體會產

牛.痛苦與壓力感受。當個體出現壓力時，本身的問我調節能力，固然會幫助自己恢復到原先的平

衡狀態，此為壓力因應 (coping) ，因應方式 (coping strategies) 係指個體努力與計畫去面對挑戰

或尋求解決問題之過程，其涵拈認知、情緒、行為三個面向來克服伴隨壓力而來的衝突、焦慮與

痛苦感受，並以此處理所遇之情境、事件及內在的要求或衝突，以減緩由壓力引發之不適(沈煌

費， 2002 ;林淑蔥、黃輯臻， 2008 ;張瑞芬， 1989 ;陳淑芳、王緒中、李明憲， 2008 ;黃開義、

自九芸、孫榮廷、張進煌， 2009; 葉瑛儒， 20個;蔡明若， 1994 ; Auerbach & Gramling, 1998; Lazarus
& Folkman, 1984) 。因此，因應方式可視為調節壓力事件與適應結果之重要要素，不同的壓力因應

方式將對身心健康帶來不同程度之影響 (Folkman， Lazarus, Dunkel-Schetter, DeLongis, & Gruen,

1986; Folkman, Lazarus, Gruen, & DeLongis, 1986) 。

壓力因應方式的分類以 Lazarus 與 Folkman ( 1984 )為基礎，分成問題取向的因應
(problem-focused coping) 以及情緒取向的因應 (emotional-focusedcoping) 。問題取向因應包括:

直接面對、對抗該問題為主，其意義如同「對症卡-藥J .情緒取向因應則為:減軒與該壓力有關之

不適感，當個體意識到外在情境之壓力源為不可改變，也無法另尋方法解決時，個體試著改變自

身對所處情境之感受與想法(游恆山、李素卿譯.1999 ;陳淑芳等人， 2008) 。另外， Justice ( 1988 )
以 Lazarus 與 Folkman ( 1984)的概念為基礎，將問題取向和情緒取向的因應方式再區分為:積極
行動 (direct) 、消極行動( indirect) 及抑制行動( inhibition) ，積極行動:以主動的方式來直接處
理問題或改變問題所帶來的情緒不適;消極行動:指稱逃避或離開壓力的環境或以被動或消極的

方式來籽解情緒;抑制行動:壓抑或不理會壓力來源，使自身處於較平靜之狀態。因此，當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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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依賴衝突的壓力時，究竟會採用什麼樣的因應方式以維持鬥身穩定的狀態。這些因應方式又

可以區分為哪些類型?

綜合上述所論，基於個案其鬥身的舊有的人際依賴經驗將於諮商闢係中再次浮現，並影響其

與心理師之互動，個案口J能會以不同壓力因憊的方式早現，再作為是否繼續諾商之評估關鍵。因

而，心理師如何在諮商關係中精準地瞭解到個案內在依賴衝突之因應情形，並藉由軍-建個案正向、

良好的依賴純驗，獲得安令依賴的人際關係'才能協助個案與他人建立新的人際互動。因此，深

入探討個案在講商關係中對於內在依賴衝突的反應，進而分析其在衝突中使用因應策略之類型，

為本研究欲探究的主要H的。

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與程序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以質↑"+取向探討與理解關係理論取向深度心耳諮商中，個案在諮商關係中

的內在依賴衝突。採用深入訪談研究法，從心理師的觀點，深入理解個案於諾商互動歷程中所出

現的內在依賴衝突，進而探究其在依賴衝突中使用之因應策略。研究對象需符合F列三個條件: ( 1 )
取得心理師誰照之合格心理師: (2) 進行諮商的工作取向以關係理論取向為主: (3)進行諮商的

時間多以深度諮商為主，且每週﹒次、講商時間超過 A年的個案至少有五位以上。

由於研究題材特殊，透過研究者的專業社群網絡，找到三位資深心理師完成訪談，其基本資

料見表 1 0 訪談問題主要是以訪談指引為基礎，協助受訪者|口l溯曾經或正在進行的諮商關係'並適

時針對受訪者所敘述的經驗與議題進行深入詢問與討論，訪談內容大綱包括下列各項: ( 1)個案
何時會出現依賴衝突: (2) 個案出現依賴衝突時會有哪些制試或挑戰行為; (3)個案如何因應其

內在依賴衝突; (4) 個案的因應策略對諮商關係的影響:以及 (5) 個案出現依賴衝突時，心理師

自身應有的態度與行為。每位訪談者進行兩次深度訪談，每次訪談時間約←叫、時，每次訪談智雄

得受訪者的同意，以錄音的方式記錄，將由轉騁的過程，學耳成文字稿。

C[，、理師

男

48歲

心理所碩士

20年

心開治療所

精神科醫院

高中輔導窯

精神科醫院服務期

間，接受定期團體督

導;後以關係取向為

個人社區執業的焦

點，日前每週均進行

團體|司儕督導。

大專院校諮商中1 [，、

曾接受精神分析訓練，

執業初期重視精神動力

分析;後接觸人際歷程

心呵!治療工作坊，目前

不定期參與關係取向團

體督導。

訪談者的資本資料

81心理師

女

39歲

心理所碩士

14年

表 l

AI心理師

!J:.
36歲

心理所碩士

10作

心理治療所

精神科醫院

執業初期固定接受每週

-次、-次川、時的個

別督導，長達四年，督

導以關係取向為訓練方

式 O 目前定期參加關係

取向團體督導。

訓練或督導的背民

執業場所

受訪者

性別

年齡
相關教育背景

心理師工作 it三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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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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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研究共有四位研究者。第-位研究者目前於大專院校輔導與諮商相關系所授課，擔任研究

生兼職實習與全職實習督導連十作時間，本身是合格的心理師，並具有執行質性研究的能力;第

二位研究者是輔導與諮商相關研究所畢業，目前擔任諸商心理師的工作。所有研究資料均由第一

研究者進行訪談，並與第二研究者進行初步資料分析後，再邀請第三與第四研究者(均為資深的

助人工作者與學者)作為專家對於內容的適切性予以評斷與建議 O

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資料分析採內容分析法，分析過程為:\.將文本編碼: 2. 對內容類別 F定義: 3. 蒐集

素材到分類當中; 4. 從結果中做出結論 (Lieblich ， Tuval-Mashiach, & Zilber, 1998) 。

得段訪談內容由膳稿員將錄音檔轉錄為逐字稿後，由研究者檢核逐字稿與訪談錄音檔的 4致

性，並將文本依據事件、意義或是主題進行斷句干II編碼。編碼規則為: r受訪者代號，訪談次數-段

落序 J '去lJ : A-2-07 即為A受訪者第二次訪談的第七個段落。詳細研究分析步驟如下:

研究者針對訪談逐字稿文本進行反覆的閱讀，從璽複出現的事件、意義或主題中，嘗試抽取

出有意義的概念，並進行開放性編碼。例如:從. -段文本「我的個案總是會討好我，可是她 a方

面討好我，又一方面很害怕自己的討好方式是錯誤的... ... J 中，將此意義主題開放性編碼為「個

案討好，心理自市」。在完成文本的開放性編碼後，為了將在開放性編碼中被分割的資料再加以類聚，

研究者將上述的編碼互相關聯之處彼此連結、再區分為較概念化的分類，助於將現象脈絡化，找

出呈現出因應依賴衝突的主軸，例如:上述的「討好諮商者」與另﹒段文本的開放性編碼「個案

不敢麻煩心理師J '具有共同的主軸，因此建立分類為「扮演a位稱職的好個案」。在此階段，研

究者將所有素材分派到相關分類中的過程，出覆再閱讀、省思，並隨時從分類中獲得新想法進行

壇新精鍊，以確保讓資料本身呈現其實的現象，而減少研究者主觀意見的涉入。最後統整出「核

心類別J' 將初始的概念整合為更為核心的概念，並與所有次級類別相關聯，如附錄-。

四、信教度轍核

本研究關於{言效度的考量在於每份錄音帶瞎寫完畢，經過訪談者校對以確定其為訪談原意，

始進行內容分析。在歸類分析時，研究者邀請→位協同分析者共|司進行編碼與分類，研究者與協

同分析者先各自獨立進行分析，經討論使雙方資料歸類達到.8 以上之百分比一致性，才開始正式

研究資料分析，最後正式研究資料歸類分析之e致性達到 .84 之百分比一致性o

研究發現與討論

綜合資料分析的結果與發現，研究者根據所提之研究閃的，歸納以下的結論O

如果個案對於人際依賴的需求向來就有滿足上的困難或挫折，個案對心開師協助的正向期

待，同時也會與過去依賴的負面純驗產生衝突。依賴的負面經驗通常來自於與重要他人互動的經

驗，特別是當個案感受到「被嫌棄」、「不被喜歡」等被拒絕反應，這些反應連結焦慮、(anxiety) 、

羞愧 (shame)、受辱(humiliation)等複雜的強烈情緒(陳婉真，2013 : Teyber & McClure, 2011 ) ,
甚平足「被拋棄」的恐懼，為了因應這些痛苦的情緒，個案發展與重要他人的人際互動模式，這

I!±o模式亦會在諮商關係中表露山來。以 F從心理師的觀點分析:個案何時會山現依賴衝突、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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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內在依賴衝突的策略以及心理師應有的態度與作法三個部分討論。特別聲明的是:為了保障

受訪心理師所提到個案的隱私槽，以 F內容所有個案的姓氏均為研究者所虛構。

第一部分:個案出現依賴衝突的時間點

想要深入理解個案的依賴衝突，首先要洞察個案何時會出現依賴衝突。依據心理師的描述，

主要可以歸納出下列兩個部分:個案想要更靠近心理師與個案投射不愉快的依賴體驗在心理師身

上。

一、個宴想要更靠近心理師但是又想逃避心理師

「當我的個案覺得我很了解他的時候，他就會很怕我，雖然;他也想親近我，但是他會故意閃

我、或是不看我，他想要離我遠一點，我問他怎麼了，他也表現出冷漠的樣子，似乎這樣對他比

較安全 OJ CA-I-19)
「陳同學談了一段時間以後變得春風滿面，經常與周遭的人設起來諮商的事，而且經常透過

想像我的眼光或觀點來看待周i董事物，並且會很期待下次諮商的到來，早早就在準備想跟我分享

的話題。只不過就在這段時間，他也變得經常質疑我的看法，例如他會常說，妳這一次的說法怎

麼跟上一次都不一樣! J (8-1-04)

二、個軍投射不愉快的依賴經驗在心理師身上

「靠山山倒、靠人人老、靠自己最好，這是我的個案的一句名言。雖然他想、要依賴我，但是

當他發覺自己多信任我一點時，他就會想到過去媽螞狠心對待他的種種畫面，他自己就會非常害

怕，覺得有一天萬一我不可信任的時候，那他怎麼辨，所以他一定要跟我維持在一個安全的距離。」

(A-1-09)
「李小姐變得很敏%\於我言談中的弦外之音，謹慎小心地澄清我對她的期待，彷彿我變成一

個話中有話，老是用晴示的方式溝通的權威人物。因此多一點對我的警戒，當然就會壓制對我的

依賴與需要，這應該是與李小姐的過去經驗有關J CC-1-11 )

Obegi (2008) 以依附用論詮釋個案與心理師的關係研究中指出，11司案在前依附階段會以表面

問題坦露的方式與心理師進行初步的接觸，藉此評估心理師的能力;當個案感受到心理師能夠理

解其感受.iJP.願意將心理師視為無uJ替代的諮詢者時，才會進入軍要的依附階段。從訪談內容來看，

在進入依附階段的過程中，個案-方而滿足於被有效協助的依賴感，另A方面可能也會對依賴心

開師產生焦慮，擔心即將軍演過去被拒絕的痛苦經驗。

第二部分:個宴因應內在依賴衝突策略

如前述，當個案出現內在依賴的趨避衝突時，將會f採采用哪些方:r:t來因應其J心L心、耳

心王理墮師訪談內容口吋I歸納山三汙干種噎作j法去:積揖策略、消輛策略以及形成競爭的關係以延續會談，以F

分別敘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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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積極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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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扮演一位「稱職」的好個案

而對心中複雜衝突的情緒， fl商案吋能採取扮演十分聽從心理師建議與指導的角色，盡量滿足

心理師的期待與成就感的方式來因應，換言之，個案以扮演-位「稱職」的好 fl胡案，積極討好心

理師。個案會怎麼做呢?

「我的個案總是會討好我，可是她一方面討好我，又一方面很害怕自己的討好方式是錯誤的，

所以她總是稱請我以後，如果發現我沒有太多的反應，她就會問我: IT"我又說錯什麼話了嗎? .J ••• J

(A-I-53 )
「吳同學常常在下課或中午吃飯的時間就會到我的辦公室旁邊，禮貌地詢問可以幫忙我什

麼，雖然她臉上常不經意地出現愁容，但是當我進一步詢問時她卻笑笑地表示沒事。每次會談都

一定會提前 5-10 分鐘到會設室，並且主動關心我會不會太累，如果太累她可以少談一些時間。逐

漸地，我可以明顯地成受到，她明明心裡有事卻不願意請我幫忙 ...J (8-1-26)
從訪談中可以發現:扮演﹒位「稱職」的奸細案或積極討好心理師，讓fl前案得以提前消胡害

怕的經驗責現，這種主動性讓個案能在人際關係中，獲得避免害怕將驗出現的控制感

( controllability) 0 此外，也輯出討好的行為，冀望從心理師那邊得到更多的關心與喜愛，來增加

鬥己在諮商關係上的安全感，用以降低可能被拒絕的焦慮，暫時達到內心衝突的平衡(Millon &

Grossman, 2007) 。不過，就在這「賓主盡歡」的過程，表面或訐雙方互動輕鬆，其實個案是小心

謹慎地維持這種關係。 C 心理師亦提到，當fl司案。直在扮演好個案時，在重要或困難的時刻，可

能不會找心理師幫忙，或是在無法確定心理師吋能的反應之前，個案不會讓心理師知道有關問己

重要的事情，免得自己的內在再度失去平衡 o

(二) r認同」心理師

「認同 J ( identification) 亦是個案斜常用的積極方法，藉由停留在理想化，心理師的印象，個案

仿效學習心理師的內在價值與觀念，藉以暫時免除面對與心理師 wJ能是異的內在複雜衝突。依據

心理師的描述，個案的作法包括下列幾項:

「有一位個案，他會想要我的簽名，作為當他達成某一個目標行為峙的獎賞。但是我們都覺

得給簽名好像怪怪的，後來就不斷地協調和商量，雖然;他的年齡比我還大，最後我們協議給予

獎狀，獎狀的意義彷彿代表了他得到了我的認同。 J (A-I-24)
「張同學會談了大約七、八次以後，愈來愈會請教我，如果是我遇到相同的情況，我會怎麼

做，他說我的想法、價值觀和經驗對他很重要，這樣他可以有更多的學習。當我的價值觀與他不

相同時，他會主動地仔細與我討論，似乎是企圖將我的想法納入他的價值體系...J (8-1-50)

「楊先生提到最近女友因細故對他生氣的事。楊先生採用與以往不同的方式回應女友的生

氣，首先他主動詢問女友，是不是在生他的氣，願不願意談一談，除了專心聆聽女友的抱怨外，

楊先生也會關心女友，適度安慰女友。描述完自己跟女友的互動，楊先生向我說:IT"這是跟你學的，

表現得不錯，巴!.J 0 J (C-2-31 )
藉由認同的歷程，除了可以消除內在的情緒衝突，個家:同時也在內化新的價fWl:觀念與複製心

理師的行為 o 如此一來，在認同的歷程中個案獲得「矯正性情緒經驗 J (correc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 ，解決其不良適應關係型態，而不是如個案預期般地重演舊有的關係型態(Alexander &

French, 1946; 8ernier & Dozier, 2002; Fonagy et aI., 2002; Teyber, 2000) 。

二、消極的作法

(一)社交被動

')社交被動」指個案在與心理師的互動方面，刻意採用人際被動的方式，不主動表達自己的

需求或看法。這樣的作法似于 wJ以避免向己被傷害，此時，個案會出現哪些樣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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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同學在會談的遲到反映出他的內心猶豫與測試，王同學漸漸變得愈來愈被動，有時還會

故意地表現出有沒有會談都變得無所謂，請假的次數也愈來愈頻繁，理由倒是愈來愈不充分。聽

到我的建議他仍然會點點頭，想和他討論關你的轉變，他依舊是被動，不過他的行為卻也表露出

不願意真的結束關像。 J (B-I-37)
「林小姐從四年前開始接受心理諮商，一旦自己遇上困難，真的度不過去，最後才會透過迂

迴方式，向我求助，譬如，寫信詢問我，自己現在不好的情緒狀態，該怎麼辨，總是要由我主動

建議，應該前來會談，然後就會被動地同意。從沒主動直接閉口請我安排時間給她o 而且，每次

都要到覺得自己快要撐不住，情緒越來越低，根本都不想出門，甚至明天要怎麼過都有些迷惘，

才會提起勇氣再跟我聯絡...J (C-I-22)
相對於前述的積驅討好，')而社l社t交被動」是

用挫折別人的方式，讓吋能傷害他的人因無力感而遠離，藉以免除白己被{傷努害的機會(Homey， 1970;

Millon, 1981; Weiss, 1993) 。

(二)節制依賴需求的行為

由於缺乏安全依賴的經驗，個案口J能害怕回己被對方拒絕而不敢對別人抱持太多的期待。個

案會如何節制自己對他人的需要，包拈對於心再師的依賴需求呢?

「我的個案說出了一點點他心中的需求以後，就會馬上說， w 我開玩笑而已! .!I然後就再也不

肯談論下去，即使我很認真地再次詢問或關心，他也不願意再說，只是一直想探問我是不是生氣

了 ...J (A-I-78)
「有一些學生會不斷地以自我貶抑的方式來壓制對我的依賴，例如:他們會說『我的問題其

實沒那麼嚴重』、『老師最近好像很忙，應該沒那麼多時間幫我』或是『我的要求好像太多，老師

可能會覺得我很煩』等等，這些反應都是他們在節制自己的依賴需求。J (B-I-09)
「李同學在諮商以外的時間經常想寫信給我，我也表達歡迎的態度。但是每當李同學寫完信

之後，在寄出的剎那，強烈地截至'1 不妥，於是不斷地刪減信的內容，總擔心自己會不會寫太多了，

不曉得會不會佔用老師太多的時間，原先豐富內容的一封信，經常刪成只剩下簡單的問候，最重

要的心事反倒沒提。在詢問以後，李同學表示，老師對自己已經夠好了，不想再增添老師的麻煩，

所以信的內容就不用寫那麼多。J (ι1-47)

由於缺乏安才有依賴的經驗，使得伽l案對依賴心理師，感到高度的不確定，無法排除被嚴厲拒

絕的wJ能，性，因此，個案會選擇儘量節制對心理師的需要，避免因為自己的需要造成心理師的負

擔，引發心理師的壓力過大或情緒失控，進而嚴厲地拒絕個案(Homey， 1970; Young, Klosko, &
Weishaar, 2003 )。因此， f~古|來 IJ叫、謹慎地維持與心理師的關係'敏銳地覺察心理師的不悅反應，藉

以迴避進 a步依賴的焦慮，達到暫時的內在衝突感受的平衡。對 fl司案而言，刻意地迴避或拒絕他

人是因為他們對於被拒絕不"羞愧相當地敏感 (Millon ， 1981 )。

(三)迴避了解相關資訊

相對於前述的認同心同師，倘若你|案過去曾對依相對象出現失望的經驗，在認同的過程中，

個案心們中的心同師形象 flJ能會山現不必致的矛盾。此時，刻意地迴避任何與理想化人物有關的

資訊，口J能是個案的策略。

「一位學生跟我談了很長的一段時間，但是她跟我說，有時候她會突然忘記我的名字，忘記

我的長相，來和我談話的時候，覺得我變得很生疏，好像陌生人一樣，她覺得我應該是很好的人，

可以幫助她成長，但是請她多談一點對我的期待時，她覺得很疲倦，她表示想這個問題是非常費

力的 ...J (B-2-10)
「黃先生跟我已經有著多年的會談關像，這過程因為出現移情關你對我的強烈生氣與失望，

也曾不服氣地找尋求過別的治療者的幫忙，不過最後還是回頭繼續與我會談。黃先生雖然肯定我

對他的幫助，也很戚謝我的一路相挺，但他也提到，自己其實會迴避多去了解我，包括我的學歷

或婚姻狀況，免得萬一失望峙，不知道怎麼處理...J (ι1-63 )
儘管個案將心王早，自rP.f用想、化，將心中期待的特質投射在心開師身上，冀望日後能從心理，師i身上

內化成白己的特質(主秀絨， 2010) 。但是夾雜過去對依賴對象失望的經驗，同時也會在會談當時

滲入成為對心理師形象的百1叫力，因此， f[吉|案，心向中的心理師形象其實是有，定程度的不-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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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矛盾，因此個案與心開師的互動總存在某種程度的不確定性。這種形象上的不確定性，常

會讓個案害怕心理師的依賴喇係產生變化，甚至是消失，因此，從心開師的訪談吋以看出:為了

消間這種不確定的形象帶來的焦慮，個案會刻意迴避驗譚心開師形象的機會，技巧性地忽略有關

心理師能力、性情...等方面的資訊，藉以繼續維持對心理師理想投射所得到的滿足。當個案一段

時間與心理師未見面會談，對心理師便有生疏或陌生的感受，表示{圖案對心理師的形象，缺乏足

夠的確定感，同時也顯示個案可能經常透過迴避了解心理師的方法來降低內在依賴衝突。

三、形成競畢的關係

在維持關係獲得依賴滿足的動力與減低垂現過去痛苦依賴經驗的焦慮的平衡過程，有時候il司

案會與心理自ffi之間形成競爭的關係 o 這種「競爭」的主要表現為有哪些?

「有一位個案常以罵我的方式跟我溝通，她會警告或威脅我，如果我不跟她做朋友，她就會

很生氣。她堅持地認為諮商關仿、是假的，我應該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也跟她做朋友，這樣才代表真

正的關餘，而不是只是在諮商室、一個星期才關心她一次，其實她很在乎我是不是真的關心她。」

(A-I-90)
「陳同學在會談的時候明顯地出現成冒症狀，我詢問是否需要給他一杯水，然後他拒絕了，

但還是很費力地在談話，而且一直咳嗽，我忍不住又問他一次需不需要我替他倒一杯水，他有些

發怒地說『拜託你不要問了!.Jl'陳同學堅持要用他的方式處理自己的任何問題!J (B-I-56)
「一向順應的李先生，最近對我的意見或看法，總會以『心理師您說得是，但是....Jl來回應，

多少反駁我的意見，如果我針對李先生的反駁，提出解釋或進一步說明，李先生不是點頭回應，

不然就是轉移話題，不過一旦轉移到新的話題，一模一樣的互動方式又會再度出現，這種互動方

式用光了會談的時間。J (C-2-09)
因信任而逐漸形成的依賴關係，使得過去的早期f主要人際模式重現。過去不安哥哥的依賴經驗

會逐漸活化，成為當時與心理師互動關係的焦點(Sampson， 20的， We間， 1993) 。此時，個案往往

開始質疑心理師的見解與協助，雖然放非完令不接受心理師的想法與建議，但是性往就是針對心

理師的部分言談，表達疑問或不贊同的看法，甚辛辛是挑戰心理師的說法o

過去研究亦顯示對於個案的負而評價、憤怒或挑撥，是心理師最難以忍受的部分，即使有經

驗的心理師亦可能被個案影響(Hill et 泣， 2008; Mats泌的， 1998) 。結果，會談的時間可能消耗在這

桶看似理性的辯證過程，但實際上是個案對心理師已經形成一種保留的態度，不願再像之前→般，

完哥哥相信心理師表達的看法與信念，而心理，師而對個案的質疑，可能產生「被質疑」的焦慮，繼

而辯護自己的想法，心理師為自己想法辯護的行為，其實是增強個案的保留態度。因此，個案與

心理師可能共謀將諮商會談淪為雙方意見的角力場，接下來我們繼續討論心理師可行的態度與行

為 O

第三部分:心理師自身應有的態度與行為

由第二部分的分析中可見:心理師免不了要成為個案透過「競爭」、練習獨立的對象。儘管個

案意圖與心理師競爭，但是競爭的行為會替個案增添內在壓力，因此心理師除了要節制與個案競

爭的衝動外，協助個案由與心聞自而競爭的行為中，覺察競爭行為背後的依賴焦慮，或許是心理師

重要的使命。

「我對待個窯的方式很穩定，我會主裝個案知道，不管他做什麼，我都會停在那裡'不會因為

他的行為或態度而有所改變。 J (A-2-23)
「競爭的出現讓我和學生的諮商關像變得相當特別，1盡管學生持續地前來會談，卻不斷在會

談中質疑、輕忽或挑戰我的指導與協助，這對我會有壓力，但是我知道這也是改變的關鍵。」

(B-2-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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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來談者而言，競爭的互動方式可以練習與我對立，增加他們對人際緊張的焦慮耐受力，

也可以藉以增加自我效能、獨立自主戚與價值鼠，例如:來談者的心態包括『我覺得我不再是個

唯唯諾諾、只知討好別人的人」、『我可以獨力靠自己，所以不怕被你拋棄」、還有『我之於你不是

一文不值，你無法因我毫無價值而拋棄我.D '這樣的練習對來談者往往是很有意義的，來談者覺得

自己能夠對抗權威人物，也就是我的期待與要求... J (C-I-的)

對於懷有過去不愉快依賴經驗的個案，這時候無法客觀地知覺與解釋，心理師的行為，特別是

心理師對個案的態度 ， i[司案會敏感地注意心理師對他的情緒反應，過)主敏感與錯誤解釋產生的假

警報現象會增加，錯誤的判斷增強了個案被拒絕的焦慮。 i!司案競爭的行為可能對話商關係產生衝

擊，帶給心理師相當1xFf!:的情緒負擔，也造成心理師無法成功協助的挫折與引發的焦慮(例如 1 :
內己不是個有能力的助人者) ，於是心開師也叫能以減少涉入或熱心投入的程度來控制情緒，然

而心理師為求白保、尋求平衡的行為，卻反倒被個案當成驗請被嫌棄、拒絕的譚據(陳婉血 '2013 )。

所以，穩定地對待個案是心理師此時最重要的態度。

第四部分:綜合討論

愛與歸屬是個體的基本心理需求。在獲得愛與歸屬的過程，個體發展出固定的人際模式，包

括如何呈現他們內在的核心衝突，與因應核心衝突的人際策略( Teyber, 2000)。個案的核心衝突(依
賴衝突)通常是其主要問題的關鍵因素，而且會廣泛地存在個案生活的是多層面，多數的臨床研

究顯示不安全依附關係所出現的僵化阿拉挫敗因應策略(self-defeating coping strategies) 雖然能夠

提供短期的效益，但也會對個案造成長期適應困難的代價(Rubino， Pezzarossa, Della Rosa, &

Siracusano, 2004; Schill & Williams, 1993; Wei & Ku, 2007; Zeidner & Endl仗， 1996)。依賴衝突的起源

在於個案從小與重要他人重複地互動所致，重要他人常為父母或主要照顧者;在深度關係取向心

理諮商中，過去的依賴衝突會重現於與心理師的諮商關係。因此本研究即以此開放的態度去探究

深度講商關係中，個案因ffl!內在依賴衝突的策略，藉以探討諮商關係的改變。

本研究分析出三種主要類型的因應模式，分別為積極的作法、消噸的作法以及形成競爭闢係'

研究結果與 Homey ( 1970)所提山的人際理論模式相當-致。 Homey 的人際理論模式認為概念化

個案問題 0J以從 F列四個角度分析，包括:個案未滿足的心理，需求、原生環境的阻礙需求滿足、

個案的核心依賴衝突與焦慮以及沒有彈性的人際因應策略;其沒有彈性的人際因應策略亦分為順

服取悅他人( pleasing / moving toward others) 、遠離迴避他人( avoiding / moving away from others)
以及威嚇對抗他人(intimidating / moving against others) .三種類型。因此，在深度諮商關係中，個
案亦會山現這其因時;內在衝突的人際因應策略，雖然這些因應方式口J能會帶給心理師相當的壓力

挑戰，但是抗拒行為的本質，代表個案將心同師l視為重要他人，且試圖從與心理師的關係中找出

解決核心衝突的方式、矯正原有的情緒經驗(Fonagy et aI., 2002) ，這對於個案的改變有著莫大的
幫助。

相)文地，若是心理師無法在il古|案11J現因應內在依賴衝突而出現的抗拒或挑戰的過程，繼續保

有對個案的行為理解，叫能會影響到心理師的自我評價與形象，心理師或許會擔心問己是個沒有

能力的助人者。心理師焦慮的本質與強度，直接影響白身在會談中展現的行為，這可能引發心理帥

開始與當事人競爭，以維持自己的尊嚴與價值，結果，會談雙方原來的角色(助人者與求助者)

開始模糊，變成兩個想要相互挫折對方，保護們己的祠堂人，此時諮商的結果對雙方帶來反而是

傷害(陳婉真，2013) 。

結論與建議

;來研究以質，性訪談干11內容分析的方式，深度探究關係取向心理諮商關係歷程中，個案因應內

在依賴衝突的策略，藉以深入開解諮商闢係的叫能改變o 研究結果發現:個案想要靠近心理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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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將過去不愉快的依賴經驗投射在心理師身上時，是依賴衝突最常出現的時間點:內在依賴衝

突出現之後 ， i圖案的自身壓力調節系統會以三大類型的因應方式來降低該衝突之強度，包括:積

極的作法(積極討好與認同)、消極的作法(社交被動、節制需求以及避免了解)以及形成競爭的

關係;個案因應自身依賴衝突的方式，雖然能夠成功地避免過高壓力的侵襲，但是無可避免地會

帶給心理.師或多或少的壓力與挑戰，造成語商關係的失衡，因此持續穩定地對待個案，是心理師

最重要的態度。上述研究結果對於諮商實務的啟示與未來研究的趨勢分述如後:

一、研究結果對諮面實務的歐示

本研究結果能夠促進諮商實務與研究之交流，幫助諮商工作者更加暸解個案因應內在衝突的

因應方式。透過本研究結果對於個案何時會出現依賴衝突以及不同因應方式的類型描述，冀望能

夠提供心理師更為敏銳的臨床敏感度，對於個案因應內在的依賴衝突方式有更多的包容;如此

來，個案舊有的人際模式有改變的機會，新的、有彈性的認知基模才有出現的可能性。心理師的

同理、憐憫與穩定對待，提供個案對自己舊有錯誤信念的反思，讓{闕案有機會能夠以自我接納、

原諒自己的方式來對待門己，此時個案能夠整合過去關係中車要卻有衝突、不被接納的經驗(Teyber,

2006; Thomaes, Steg阱， & Olthof, 2007)。尤其是新進的諮商工作者，如何藉由理解和同理個案，而
不會被個案的攻擊挑釁或負面反應所影響，將有助於諮商成效。

二、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從心理師的觀點山發，瞭解關係取向深度諸商闢係中的個案囚雄、內在依賴衝突的方

式，解此深入探討個案缺乏彈性的人際因應策略。然而，本研究的訪談對象限於採用關係取向的

資深心理師，故僅訪談三位，心理師，雖然他們提供的資料賦予深度諮商闢係的變化，不過未來如

何拓展研究的廣度，是值得多加思考的議題。例如:從個案的觀點去探索個案所知覺的因應策略

變化，因為個案與心理師的看法可能就不相同，增加個案的觀點有三個優點:其-可以便研究敘

說能夠更加地豐富與多元，避免資料變異度不足的限制;其二可以驗譚心理師推論的合理性，避

免心理師的反移情亦可能影響關係變化的詮釋。

本研究的另。個限制在於:以關係理論的觀點來闡釋個案在諮商歷程的依賴衝突與其依賴衝

突之因應方式，雖然能夠有系統地整理出於心理師所觀察到的個案現象，但是可能也會有過度將

現實故入理論的車白，反而窄化或僵化了諮商的實徵現象。因此，未來研究開放各種不同的理論

學派進行討論，是可行的研究方向。而且，若是訪談不同理論的心理師，日I以採用「焦點團體」

討論的方式收進行，藉由心理師之間的彼此討論與激盪，讓分析資料變得更有深度。或是在取得

個案|司意的前提下，以諮商錄影的片段，邀請心理師進行分析，可能會發現更多個案的反應，讓

資料更具實務意義。

個案出現依賴衝突的時間點之資料內容偏少，主要原因可能是訪談者沒有主動加以詢問這方

面的內容，而且研究訪談的三位心理師亦未深入討論這個部分。過去研究顯示個案面臨極火的心

理-困擾或重大抉擇的時候，或是個案面臨結案壓力時等，均會影響個案與心理師的話商關係

(Bowl旬， 1973; Teyber, 1997) ，也可能是個案出現依賴衝突的時間點，值得後續研究進-步探討。
過去研究發現個案能夠成功因應內在依賴衝突，使其人際因應策略變得比較有彈性之後，個

案逐漸可以安心地信賴他人，並從新的人際經驗中發展出新的內在運作模式，包括對內在門我與

外界環境的改變(Daly & Mallinckrodt, 2009; Westin, Morrison, & Thompson-Brenner, 2004) 。因而，
當it古l案能夠有成功的內在依賴衝突因應後，再進-步探討個案的內在自我與外界認知之基模改

變，是未來研究可進行的方向。

關係取向的心理諮商運用在憂鬱症的個案已有顯著的研究成效，包括處理其哀傷、失落與人

際衝突(文榮光， 2005) ，對於憂鬱症的個案，是否具有特殊的因應內在依賴衝突的方式;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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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邊緣性人格違常的個案，過去研究顯示這類{圖案心中的主體意象與客體意象會分裂為全奸( all
good) 與才有壞 (all bad) 兩部分，造成其依附關係與客體關係最容易出現問題(李文喧， 2002; Fall

& Craig, 1998; Farrugia, 1992)' 因此亦可針對邊緣牲人格連常的個案所早現的依賴衝突因應方式進
行分析，比較其與本文所轄月出來的研究發現是否有所異|司，這兩個部分均是未來研究值得深入

探討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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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核心類目表

個案想要靠近，心理師

依賴衝突發生時間
{I古l案想、要更靠近{，、理師但是父想逃避 'L、理自而

{I材案投射不愉快的依賴將驗在d心理且而身上

個案投射過去經驗

{I古|案討好J心理師

扮演「稱職」的奸細 {I;古|案表面禮貌

案 {I胡案不敢麻煩IL、耳.師

{I司案留意d心理自而是否牛氣
2 依賴衝突因應積輛

個案模仿d心理師穿辛辛

甜、|司J心理師
伽l案:想要心理，師鼓勵(獎狀)

{I材案想要心理師鼓勵(口頭讚美)

個案認同心理師的價俯觀

遠離L、理師的眼神接觸

{I司案表現冷漠

社交被動 個案變得不積輯、不主動

個案故意遲到

個案延遲求助時間

個案不敢提山明確的需求

3 依賴衝突因應消棋
個案阿拉貶低ffl.要{

節制依賴需求

個案擔心鬥己要求太多

個案害怕依賴J心理師

個案不想、太認識d心理師

迴避了解相關資訊 個案記不清楚心開師的長相

個案不想了解，心理師的個人背景

個案警告或威脅，心理師

依賴衝突因瞎、挑戰
個案抱怨i心坪-師的真誠

4
個案堅持日己的作法(直接對抗)

{I司案堅持自已的看法 Of祖解釋)

心理-師保持穩定

心理師應有態度與行為
個案與心理師競爭是改變關鍵

5
{I司案反抗是練習焦慮耐受皮

{I胡案反抗具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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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From the psychologists' perspective, this study delineated various responses and coping strategies clients had when

they developed dependency conflict toward their psychologists through in-depth counseling relationships. Methods: We

conducted interviews with 3 psychologists who adopted a relational approach to counseling and who primarily conducted

long-tenn counseling. Each psychologist was interviewed twice; all interviews lasted for about an hour.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was conducted by rereading and analyzing the narratives case by case, and repeatedly comparing the interview

transcripts. Results: The data showed that clients' needs for dependency were satisfied through being helped effectively. At

the same time, they exhibited anxiety about depending on their psychologists due to the worry of re-enacting the painful

experience of being rejected. Thus, how clients coped with their inner dependency conflict could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types: "active strategies," "passive strategies," and "fonning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s." Conclusions: During in-depth

counseling relationship, clients adopt different ways of coping to deal with inner dependency conflict. Though these coping

strategies might bring certain pressures and threats to psychologists, the nature of clients' resistance indicated that clients

tried to regard psychologists as important others, and they intended to resolve their core inner conflicts while correcting their

original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interpersonal model. The whole process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clients' overall

change.

KEY WORDS: coping, dependency conflict, in-depth counseling, relational approa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