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職能治療師劉國政



對於職能治療師而言，面對情緒障礙的兒童是
司空見慣的，如果無法有效地解決孩子情緒的
問題，在治療的過程中，往往是事倍功半，於
是在多年前開啟了與心理師的合作。

敘事同時可應用在心理、社工與職能治療等不
同的領域，領域不同，需求與介入方式也不同
，透過此一療法之協助，確實縮短處理孩子問
題所需的時間，僅以簡單的介紹讓大家了解敘
事治療在職能治療之應用，同時因為有介入該
療法的治療師不多，也希望透過這個機會讓更
多的治療師了解，並參與相關的研究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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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敘事治療(理論與發展)

敘事治療輿情緒障礙兒童的關係

過程中遇到的障礙

實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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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始人: Michael White

是一個重寫生命故事的對話過程 (reauthoring
/ restorying conversation)

是一個從單薄到豐富的對話過程 (from thin 
to 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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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敘事治療是指諮詢者運用適當的方法，幫助當事
人找出遺漏的片段，以喚起當事人改變內在力量
的過程。

• 當事人在選擇和述說其生命故事的時候，會維持
故事主要的信息(main information)，以符合故
事的主題，但往往會遺漏一些片段，為了找出這
些遺漏的片段，諮詢者會幫助當事人發展出雙重
故事。

2018/3/31 5



人生由一連串的故事形成，在這個過程中人們
會選擇重要遺忘自認為不重要的部分，經過過濾而
產生主要故事(dominant story)，但是生命中會有
跟主軸不符，但是繞著主軸轉的故事，稱之為替代
故事(alternative story)，治療師透過找出替代
故事的方式，豐富個案的主要故事，並找出問題解
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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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是社會建構出來的 (socially constructed) 

• 人類是透過社會的規範、別人的回饋去理解自己的
行為及生活

• 當個人違背主流論述(Mainstream discussion)的
時候，就是問題衍生的時候

• 要講一個令人明白的故事，就必須跟隨社會所認同
有意義的價值觀念去描述

• 我們怎樣說我們的故事，代表了我們怎樣理解我們
的過去，並影響我們對現在的理解，及對將來的縯
繹

• 我們怎麼說故事，也代表我們怎麼生活—自我身份
的建構(非常具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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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敘說(Narrative story)

—重新編排和詮釋故事(Rearrange and interpret 
stories)

問題外化(Externalization of problems)

—將問題與人分開(Separate the problem from 
people)

由薄到厚(From thin to thick)

—形成積極有力的自己觀念(Active and strong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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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個案先講出自己的生命故事，以此為主軸，再透
過治療者的重寫，豐富故事內容。

敘事治療的故事所引發的不是封閉的結論，而是開
放的感想。有時在故事中還需要加入「重要他人」的角
色，從中尋找新的意義與方向，讓當事人能夠清楚地看
到自己的生命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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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是問題，問題本身才是問題！

People are not problems, the problem itself 
is the problem!

將問題與人分開，把貼上標籤的人還原，讓問題是
問題，人是人。

Let the problem is the problem, people ar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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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治療的策略，有點像中國古老的太極圖。

☆其實白點和黑面是共生的。

☆敘事心理輔導採用的是「由單薄到豐厚」的策
略」。擴大個案對自我的認同，以提高自信，避免
個案用扭曲的故事滿足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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敍事治療中的故事就是個人對自己、對事
情、對其身處的環境及對其將來的詮釋。

The story in narrative therapy is 
about the Individuals to themselves, to 
things, to their environment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 of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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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故事是個人對事情的詮釋
 The story in life is the pers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ings.

故事包含事件、次序、時間及主題
 Stories contain events, sequence, times and topics.

敘述故事就等如用針線將所發生過的事件，按照時間及
次序編織成一個有主題的生命故事
 Woven into a theme of life story according to time and 
sequence

故事的形成及出現能夠非常具強烈地建構個人的生活並
對自我的理解
 The stories can be very strong in constructing 
personal lif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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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生命乃由很多不同故事組成的(Multistoried)

• 很多不同及豐富的故事在生命主題形成的時候被
忽略及忘記了

• 敘事治療法的目標是解構不重要的故事，發掘更
多更新的故事

• 將單薄的身份結論帶到更豐富的領域

*同理心—發現生命的豐富

*謙柔的心—承認自己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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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障兒童(children mood disorder)的主要問
題，多半都跟表達(expression)與理解障礙
(understanding obstacles) 有關

敘事治療的介入策略中，主要是建立孩子完整
並正確表達的機會與能力(build children’s 
opportunities and abilities to be 
complete and correct )，並且藉此降低孩子
與互動對象的衝突(reduce conflicts between 
children and interacting o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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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不同的解決問題模式！(find another way)

 避免重複性的問題一再發生(avoid repetitive issues)

讓人回歸真實的自我情境！(return to the true 
self-context)

 避免將問題與人格混淆(avoid confusion )

找出問題以外的故事版本(find out the story 
version beyond the question)

 認識並了解孩子，找出生活細節中的支線故事(meet 
and understand children, find out branch s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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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孩子的生命故事細緻而精彩(Let the child's 
life story be meticulous and exciting.)

 找出更多的支線故事(Find out more branch stories)

給孩子一個舞台(Give children a stage)

 找出重要的他人成為觀眾(Finding important others 
to become vie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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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日記書寫、口述

 Diary writing, dictation

語彙量、生活經驗的擴充

 The expansion of vocabulary and life experience

描繪出事件的工作地圖

 Work map depicting events

簡單的演劇、說故事、圖畫旁白

 Drama、stories、picture nar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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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治療過程偏離主軸

 Avoid off-axis.

是一個指引，目的在於協助我們找到非特定、
非事先決定的目的地

 Finding a non-specific destination.

工作地圖的目的在於歸納、整理治療的探索之
路，它是沒有絕對規則的

 Induction, sorting the road of therapy.

要跟被協助者討論目的以及預計路徑

 To discuss with the person to be assi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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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的問題不只是情緒、行為問題，還包含智
能問題

 Not just emotional, behavioral issues, but 
also intelligent issues.

缺乏充分表達的能力

 Lack of adequate expression.

缺乏足夠介入時間

 Lake of the time.

陪伴者的干預

 Companion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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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處理孩子的衝突與行為問題時，需要重
新結構並解構問題！

 Restructure and deconstruct the problem

看到的是問題的全貌還是一個小角

 Is the whole picture of the problem or a 
small corner.

處理著所站的立場為何？

 What is the position of the station?

當立場角色不同，該如何重新結構問題全貌？

 When the position is different, how to 
restructure the whole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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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目前服務個案中，共計有27位情障個案，
有19位符合敘事治療介入，持續治療超過1年者
有19位，除兩位新收案仍在訓練外，其餘17位
均能自主陳述生活衝突，並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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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案評估

 (Receipt assessment)

常用語彙訓練6週

 (Common vocabulary training for 6 weeks)

日記書寫12週

 Diary writing 12 weeks

童話故事改寫6週

 Fairy tale rewrite 6 weeks

生活故事書寫12週

 Life story writing 12 wee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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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故事改寫12週

 Life story rewritten 12 weeks.

他人故事敘寫6週

 Other people's stories are written for 6 
weeks.

結案評估

 Case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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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二年級男生小威

 診斷：亞斯伯格，小四開始接受治療

中學三年級女生小涵

 診斷：輕度智能障礙合併自閉症，小二開始接受治
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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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主要為心理師介入，其他領域的治療師較
為少見，曾和美國的職能治療師一起上過課，
但是，後續在討論的過程中發現，因為相關限
制因素，所以多數後來都放棄，但是實驗性質
的介入一直有人在做，因為職能治療在精神科
的領域也有所著墨，期望能有更多人能嘗試各
種不同的介入策略。

2018/3/31 27



找尋相關治療師或心理師引導入門

建立相關工作坊或工作團體，建立合適的作業
模式

2018/3/31 28



聯絡方式：

 email：kevinliou1206@gmail.com

微信ID：prince20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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