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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科別：犯罪防治人員預防組 

科 目：諮商與輔導 

 

一、諮商倫理有關「當事人的權利」之「免受傷害權」、「要求忠誠權」、「隱私權」，在諮商時的

重要性為何？若不遵守，可能造成怎樣的結果？在每種權力中，請各舉一個實例說明之。

（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並不難，掌握諮商倫理的相關權利與義務意涵及相關規定，即能說明與舉

實例，可以台灣諮商倫理學會訂定的倫理守則加以闡釋。 

【擬答】: 

依據台灣諮商學會所訂定之諮商倫理守則有關之「當事人的權利」的「免受傷害權」即諮商

師在諮商過程中以及諮商結束後，當事人主應謹言慎行，避免對當事人造成傷害。以下幾點

必須加以注意，以免虞犯諮商倫理，造成當事人身心傷害。 

覺知能力限制:諮商師應知道自己的能力限制，不得接受超越個人專業能力的個案。  

覺察個人的需要:諮商師應覺知自己的內在需要，不得利用當事人滿足個人的需要。  

覺知個人的價值觀:諮商師應覺知自己的價值觀、信念、態度和行為，不得強制當事人接受

諮商師的價值觀。 

雙重關係:諮商師應儘可能避免與當事人有雙重關係，例如：親屬關係、社交關係、商業關

係、親密的個人關係及性關係等，以免影響諮商師的客觀判斷，對當事人造成傷害。  

親密及性關係:諮商師不可與當事人或與已結束諮商關係未超過兩年的當事人建立親密或性

關係，以免造成當事人身心的傷害。諮商師若與已結束諮商關係兩年以上的當事人建立親

密或性關係，必須證明此等關係不具剝削的特質，且非發展自諮商關係。  

團體諮商:諮商師領導諮商團體時，應審慎甄選成員，以符合團體的性質、目的及成員的需

要，並維護其他成員的權益。運用團體諮商技術及領導活動時，應考量自己的專業知能、

技術及活動的危險性，做好適當的安全措施，以保護成員免受身心的傷害。 

依據台灣諮商學會所訂定之諮商倫理守則有關之「當事人的權利」的『忠誠權』，即當事人有

要求諮商師信守承諾的權利，諮商師應對當事人忠誠，信守承諾，保持真誠與一致的態度 

依據台灣諮商學會所訂定之諮商倫理守則之『隱私權』，當事人有權要求諮商師為其保密，諮

商師也有責任為其保守諮商機密。而且對於當事人諮商過程與個資，必須重視當事人的隱私

權利，不得未經當事人同意情況下，透露公開諮商過程紀錄與保障當事人權益，除非有以下

情形當事人有涉及刑案、或是受刑人等法律規定例外、當事人傷害自己、他人或自殺行為，

此時諮商師基於緊急安全保護原則，得採取預警措施，得有條件地告知相關監護人、機構或

人員有關當事人的諮商資料。 

若不遵守以上相關的諮商倫理的話，諮商師不僅可能造成當事人的身心傷害，產生無法彌補

的遺憾：甚至可能因嚴重的諮商倫理問題，使得當事人與諮商師進行法律訴訟，讓諮商專業

過程變質，讓當事人對於諮商效果存疑，中斷了諮商過程。而且諮商師因為反諮商倫理的相

關規定，可能會因此而受到諮商學會或地方心理師公會懲處或吊銷執業資格。 

舉例說明： 

若違反了諮商倫理『免受傷害權』：諮商師可能在諮商過程並無接受過催眠醫療理論技術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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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訓練，也未取得相關治療執照，而私自使用自學不正確的催眠暗示技術，致使當事人

因相信諮商師，並因接受催眠暗示而嚴重自責自己的無能，反而讓當事人的問題愈發嚴重，

則諮商師不僅可能吊銷執照，甚至有法律的責任。 

若違反了諮商倫理『要求忠誠權』：諮商師與當事人約定諮商方式與次數、時間，但卻因為

諮商師個人想出國旅遊，也未與當事人事先溝通，而逕自中止與當事人的諮商關係，雖然

沒有諮商費用的問題，卻讓當事人與諮商師建立的諮商信任關係瓦解，不但造成當事人的

傷害，也影響諮商師的職業聲譽，讓大眾質疑諮商師的專業能力與態度。 

若違反了諮商倫理『隱私權』：諮商師與當事人諮商後，瞭解當事人的情慾性向後，因為覺

得當事人故事很特別，而在個人的臉書具體描述與當事人的諮商過程，雖未指名道姓，但

因為當事人看到諮商師的臉書內容，而察覺自己的隱私被公開，憤而提告諮商師違反諮商

倫理，造成他個人名譽的傷害。 

 

 

二、「認知行為治療」、「意義治療」的最佳運用方式為何？二者又如何整合運用？請舉實例說明

之。（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首先必須說明認知行為治療與意義治療的意義與目標及其有效的治療策

略，然後舉實例說明將兩者最佳的治療理念與技術整合，互相輔助來治療當事人的實際問

題。 

【擬答】 

「認知行為治療」（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的最佳運用方式：處理非潛意識人格深層的心

理問題的當事人，較能有好的效果。運用改變當事人的認知扭曲(獨斷的推論、選擇性的抽象

化、過度類化、誇大或貶低、個人化、標籤化、二分法思考)，並以積極、指導性、當下、問

題導向、合作、結構且實證、家庭作業、認知決定感覺與行為、開放式問句、共同合作來完

成解決當事人因認知困擾影響情緒的心理困擾目標。 

而且認知行為治療關係強調合作性關係，運用蘇格拉底對話協助當事人認清失功能信念，發

掘生活的替代功能，諮商師是個催化者、引導者。在小孩及青少年身上，認知行為治療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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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和焦慮比藥物治療有效。有效的行為技術包含放鬆技術、規劃活動、行為實驗、技巧訓

練、角色扮演、行為演練、暴露治療。 

意義治療：弗蘭克(Viktor E.Frankl)認為人的存在是由身體、 心理、 精神三個層面構成, 其中

精神層面為人類存在的最高層面。意義療法包括三種相互聯繫的基本假設: 意志的自由、 意

義意志以及生命意義。對生命和生活意義的探索和追求是人類的基本精神需要，人所追求的

既非弗洛伊德所說求樂意志，也非阿德勒所說的求權意志，而是追求意義的意志(即 Will to 

meaning)。而一些人在患重病、絕症，或遭受生活挫折，年老孤獨或環境劇變時常常會感到

失去了生活目標，對生活的意義感到迷惆，出現"存在挫折"或"存在空虛"的心理障礙。表現

出對生活的厭倦，悲觀失望或無所適從。 

意義治療就是用來解決存在挫折這一問題，幫助人們尋找、發現生命的意義。重要的是使人

改變對生活的態度和方式。保持對生命意義的追求。 

兩者整合運用（舉例說明）：諮商師在與因新冠疫情就業與生活困難，而產生挫折的當事人諮

商過程中，諮商師可以讓當事人瞭解並確認個人對生活的意義與價值加以澄清與認同，並能

形成克服挫折的意志與復原力，同時當事人對於新冠疫情生活挫折產生的認知扭曲（譬如：

疫情永遠不會好轉），亦可藉由真實醫學數據提供當事人與使用認知療法改變當事人的錯誤想

法及焦慮或負面感受與想法，讓其對於自己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生活方式，能以更客觀理性的

態度面對，同時對於焦慮無望的情緒，亦可藉由練習肌肉放鬆或腹式呼吸等方式，來消除焦

慮不快的感受。因此，意義治療與認知行為治療，兩者就目標與治療技術時有相輔相成的效

果。 

 

三、團體領導者應具備的溝通技巧為何？請比較下列團體輔導模式如：個人中心、心理劇、現實

治療，其團體領袖的角色與功能有何差異？請舉實例說明之。（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先說明團體領導者共通的領導溝通技巧，然後分別說出三種治療學派團體

領導者溝通方式與功能，並依此舉實例輔助說明。 

【擬答】： 

一個優秀的團體領導者還必須具備下列基本的溝通技巧: 

主動傾聽:是指聚精會神地去聆聽對方所想表達的訊息，藉以了解其內在的活動，並專注地

接收對方語言及非語言的行動，適時的給予對方有效的回饋。 

反映（reflection）是以領導者為主，在領導者接收到對方所要傳遞的訊息之後，經由思緒

統整，將其所得到的訊息適度的予以表達，使對方與全體成員了解目前所溝通的內容，並

藉以確認雙方的認知是否有所差異，以免產生誤解。 

澄清:將一個衝突混淆的訊息重組。 

催化:催化技巧引發成員間互動的質與量，並營建團體間的信任、溫暖，促進成員溝通及互

動。 

連結:指領導者將成員說的話及其表現加以統整，以促進成員間互動的形成和團體的凝聚力。 

保護(protect)係指領導者為了使成員避免受到身心上的傷害、批評或攻擊，而採取的安全性

反應。 

支持（supporting）透過支持技巧的運用，可以協助成員勇於面對各種挑戰，使其充滿韌性，

並能發揮其潛能。領導者可以利用眼神、手勢、表情及語言等方式提供成員有效的支持；

然而必須適度的給予支持，一味的支持只會使其得到反效果。 

（suggesting）協助成員發展另一種思考方向或行動所給予提供的不同訊息。不可過度的使

用建議技巧，因為容易使成員把事情簡單化;也會造成成員的依賴性，無法培養出成員獨立

思考之能力，只會一味的尋求建議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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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中心學派團體領導者角色：Corey(2003)認為個人中心治療學派是最反對結構的取向之

一，個人中心學派領導者 Rogers 對於一味使用技術來帶動團體，採負向的看法，他認為

領導者要扮演催化者的角色，鼓勵成員探索及發現自己的不一致，即領導者的角色既不結

構性也不指導性，而且成員是團體的重心而非是以團體領導者為中心，團體成員應為自己

負責，更強調自發性的本質，Rogers認為使用計劃性的練習設計，來引出特定的情緒會帶

來不良後果，所以強調以真誠一致性、無條件關懷與同理心去與成員進行溝通，而非以絕

對以指導者的來引導成員依照領導者所預定團體計劃內容運作。舉例：團體領導者發現團

體進行中，團體成員甲有未解決的性向認同問題，而他擔心自己問題與團體任務並無直接

關聯性，因此成員甲不敢在團體抒發感受與想法，則團體領導者會尊重成員甲的意願與同

理他的感受，並徵求團體其他成員的意願，給予團體成員支持的環境，讓其有機會陳述其

心理難解之問題，但不做批判與給建議，而是希望成員甲能從自己的陳述與成員真誠的互

動關懷中，尋出自己的選擇。 

心理劇學派團體領導者角色：在心理劇中擔任團體的領導者，也就是心理劇的導演，他熟

悉透過戲劇方式探索團體成員心理議題的人，也是戲劇主角的治療師。他安排戲劇演員的

演出角色，主角配角等，與心理劇演出成員討論劇本內容，並與團體成員共同分析討論戲

劇演出所要完成的目標與其所達成的功能，並與成員分析戲劇中所呈現的心理與個案問題

與心理動力治療策略。舉例：團體領導者會與主角演員討論劇本內容、演出順序、以及請

演出者分享自己演出的心得與感受，同時領導者亦會給予心理劇治療專業的意見與成員分

享。 

現實治療學派團體領導者角色：現實治療法強調營造一個共融關係，即一個關懷、接納、

非強迫性的抉擇理論環境，團體領導者讓團體成員感受被尊重、被人關心，使其有足夠的

勇氣、 信心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所以從團體初始段至結束階段領導者與成員均需在共融關

係下完成的，使當事人滿足其歸屬感的需求，進而發展出較理性、 有效的行為。領導者引

導成員進行改變的歷程，以 WDEP 的系統幫助當事人探索內在的需求， 評估行為的可行性，

訂定並實行可改變的計畫，實現自我需求。過程中，團體領導者使用面質、示範教導、角

色扮演、設限、幽默技術、矛盾意向法等技術協助成員完成任務。舉例：在戒酒癮團體中，

領導者可能會面質成員不願意放棄酗酒的不合理藉口，但心理卻期望改變的態度不一致態

度，並在團體成員不知如何訂定計畫時，以教導者或角色扮演方式，協助團體成員教導如

何訂定戒酒計畫與行動方案，以最有效成功的方案完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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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殺與危機（或危險因子）之間有何關聯？「輔導」在自殺防治上可以做什麼？請舉實例說

明之。（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分析自殺發生可能危險因子，從遺傳、生理、心理、社會加以說明：並且舉實

例說明自殺防治三級輔導的意義目標及其具體作法與策略。 

【擬答】 

自殺的發生原因與自殺成功的可能性與自殺的危險因子有密切關聯，自殺的危險因子可分為

遠端因子以及近端因子。其中遠端因子，包括：遺傳因素、性格特質、胎兒及週產期因素、

早年創傷經驗，以及神經生物學失調等;近端因子包括精神科疾患、身體疾患、心理社會危機、

失業經濟因素、致命工具的可得性、以及媒體模仿效應等。當個案擁有以上危險因子，同時

又遭遇生活壓力事件如喪偶、喪失身體健康、 退休或無業、離婚、家暴或性侵等，又加上個

人或社會支持系統及保護因子不足，其自殺的可能性則比一般人高 。 

自殺三級防治輔導方案： 

初級預防輔導： 

目標：增進心理健康，免於憂鬱自傷。 

策略：增加保護因子，降低危險因子。 

主導結合各層面學校、機關、醫療、社政、警政網絡單位資源，以建構整體協助機制。 

行動方案： 

訂定憂鬱與自我傷害防治計畫。 

建立危機應變機制，設立 24小時通報求助專線，訂定自殺事件危機應變處理作業流

程，並定期進行演練。 

整合資源，強化各單位合作機制。 

舉實例說明：以校園為例： 

教務處：規劃生命教育融入課程，提升學生抗壓能力（堅毅性與問題解決能力）與危

機處理、及憂鬱與自殺之自助與助人技巧。 

學務處： 

舉辦促進心理健康之活動，如：正向思考、衝突管理、情緒管理、以及壓力與危機

管理之活動。友善校園環境的宣導，加強師生對周遭人事物的關懷與注意以防意外

事件的發生。建立校園危機事件流程及全校緊急事件處理機制。 

輔導室：辦理生命教育電影、短片、閱讀、演講等宣導活動。強化教師輔導知能及對

學生憂鬱暨自我傷害學生辨識能力。憂鬱與自我傷害辨識及危機處理知能增強。 

總務處：危機處理能力之加強。校園高樓之中庭與樓梯間之意外預防安全網、生命教

育文宣與求助專線之宣導。校警危機處理能力的加強與訓練。     

教師方面:預防處治階段一相關知識的充實．生命教育的實施．主動積極的關懷。生命

教育融入教學活動。 

二級預防輔導： 

目標：早期發現、早期介入，減少憂鬱自傷發生或嚴重化之可能性。 

策略：篩選高危險群，即時介入。 

舉校園實例說明： 

高關懷群篩選：每學期(含開學新生入學)定期進行問卷篩選，篩檢「疑似憂鬱症」、

「曾經自殺企圖或已有自殺計畫者」及「憂鬱性妄想或幻聽者」；配合內政部強化篩檢

高風險家庭。 

全員篩檢：定期篩檢憂鬱與自殺高危險群，評估其情緒狀態，定期心理諮商與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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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晤談，讓同學對於情緒困擾有比較好的因應與調適，並建立高關懷群檔案，每學

期定期對高危險群進行長期追蹤與介入輔導；必要時，並進行危機處置。 

提升導師同儕、教職員、家長之憂鬱辨識能力，以協助觀察篩檢，對篩檢出之高危險

群提供進一步個別或團體的心理諮商或治療。 

評估憂鬱程度高，轉介至精神科治療，同時接受藥物與心理治療。 

整合校外之專業人員（如：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社工師、精神醫師等）資源到

校服務。 

三級預防輔導： 

目標：預防自殺未遂者與自殺身亡的周遭朋友或親友模仿自殺。 

策略：建立自殺與自殺企圖之危機處理與善後處置標準作業流程。 

行動方案：已有自殺計劃者：進行危機處理，包括注意學生是否需要安排住院與藥物治

療，避免其一個人獨居或接觸自殺途徑，必要時與之約訂不自殺契約安排進一步的心理

諮商與治療。 

舉校園實例說明： 

對尚未採取行動的個案 

對個案保持高度「敏感、接納、專注地傾聽」。 

鼓勵或帶領學生向輔導室求助，說出心中的痛苦，讓學生有傾吐的對象，尋求更多的

支持及協助。 

與個案討論對於「死亡」的看法，瞭解其是否有「死亡計畫」。 

營造班級「溫暖接納」的氣氛，讓個案感受到他是團體裡的重要份子，同學們都很關

心他。 

通知家長，動員家人發揮危機處理的功能，隨時注意個案的言行舉止。 

自殺未遂者：建立個案之危機處置標準作業流程，對校內之公開說明與教育輔導(降低自

殺模仿效應)，並注意其他高關懷群是否受影響；追蹤至少半年以上，定期評估其自殺意

念與企圖，以預防其再自殺；經常與其家長聯繫與預防再自殺教育。 

對已採取行動，但未成功之個案 

依據「校園自我傷害緊急處理要點」立即聯絡相關人員協助將個案送醫急救，並由送

醫小組通知家長。 

請總務處、學務處協助清理現場。 

聯絡輔導教師協助安撫其他同學情緒，並實施班級或團體輔導。 

接納個案的情緒、專注傾聽，並儘可能陪個案一段時間至其情緒平復。 

透過個案自述或其他資料，瞭解企圖自我傷害的動機。 

分別與個案及其他同學討論除了自我傷害之外的問題解決策略。 

自殺身亡： 

建立處置作業流程，含對媒體之說明、對校內相關單位之公開說明與教育輔導 (降低

自殺模仿效應)、家長聯繫協助及哀傷輔導。 

針對整個校園，以公開方式澄清自殺的迷思，並再提供正確的自殺防治觀念。 

班級減壓座談輔導活動：針對班級學生進行減壓輔導活動以協助其盡早恢復正常生活

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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