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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司法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科別：觀護人（選試社會工作概論）、觀護人（選試少年事件處理法） 

科  目：諮商與輔導 

彭博老師 

 

Viktor E. Frankl）「意義治療法」（Logotherapy

解高風險家庭孩子的成長困擾與被歧視」之個別輔導計畫。(25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難度重點在於如何依題旨要求，寫出具體的輔導計畫，解題關鍵在於：

將意義治療法對生命問題的治療哲學前題與假設明確說出。 說明幾項意義治療法可能採用

的諮商方式與治療方法。 結合上述 1.2 的內涵，具體以「化解高風險家庭孩子的成長困擾

與被歧視」為諮商議題，擬定可行的個別輔導計畫（至少包含輔導目標與輔導活動內容)。 

【擬答】 

意義治療（logotherapy），是指協助患者從生活中領悟自己生命的意義，藉以改變其人生觀，

進而面對現實，積極樂觀的活下去，努力追求生命的意義。維克多.法蘭克 (Victor Frankl) 是

意義治療法的始創者，因為 次世界大戰時奧斯維辛集中營中的悲痛經驗，使他發展出積極

樂觀的人生哲學。 

法蘭克的意義治療中的三個基本信念為： 

（the freedom of will）：每個人無論是在生理上、心理上或是社會中的世界中

其實並不自由，但是人可以超越這些限制而進入更高的精神層次。法蘭克認為世上只有

 

（the will to meaning）：法蘭克認為人類的基本動力是“追求意義的意

志”

自我存在的意義與價值，這個意義或是價值可

以讓個人得以忍受任何艱難的情況卻能堅持活下去的理由。 

（the meaning of life）:生命的

異，因時而異。最重要的是要明白個人生命在某個具體時間的具體意義。 

意義治療的方法 

矛盾療法（paradoxical intention） 

養成『自我超離』（self-distancing）

向發生逆轉，看到新的意義。 

轉移注意力（de-reflection）：注意力的改變會導致核心意義的變化，使患者發現新的生

命意義，確立新的生活目標。 

培養正面思維（positive thinking）：以積極樂觀的生活態度，代替消極悲觀的生活態度，

生活態度的改變必然導致生活意義的改變，從而確立新的意義。 

建立自我價值： 

展現能力和才華，建立自我價值感，以及勝任的自信心。 

健康的自我價值以服務他人和社會為樂；源源不絶的喜悅，是為最佳之意義治療。 

超越意義（終極意義）的追尋：接受困難和痛苦的試煉及工作壓力的挑戰，把困難和壓

力扭轉成內在的勝利。在精神沮喪和痛苦中體會生命的意義, 把心理障礙轉化為心靈成

長的機會。 

設計 份「化解高風險家庭孩子的成長困擾與被歧視」之個別輔導計畫。 

輔導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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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高風險家庭孩子，探索瞭解個人成長的生活問題與困境，以及辨識個人心理特質

與問題。 

培養高風險家庭孩子正向思維與生活意志，學習如何追尋個人意義的生命價值之方

式。 

輔導高風險家庭孩子，發掘個人潛能與正向心理特質，以及如何培育生命復原力，如

何在生活困境中，學習在挫折中疼惜自己並突破困境的意志與態度。 

輔導高風險家庭孩子學習對個人生活風格與生命意義，做個人探索後的選擇自由與負

責的理念，並能具有個人意義的生命意志力。 

 輔導活動內容： 

評估個案家庭問題及生活困境，以及個案對生活狀況與生活意義的知覺內容。 

讓個案瞭解困擾其多年的情結與受歧視的負面情感之起因，並進而藉由矛盾對話與想

像練習，讓個案以第三者超脫當事人的立場，來看自己所知覺的生活困境或其他問

題，是否能有其他的想法與情感。 

協助個案從生活經驗中發掘個人正向能力與心理特質，並珍視之且能以『例外故事』

駁斥自己無能改變生活困境的不理性想法，且以分析個案優勢中心特質過程，逐步克

服他人對自己被歧視的負面評價，與安撫累積的自卑憤怒悲傷等情緒，強化超越過去

自己的意志與能量。 

培養個案將注意力著重當下的情況與感覺的能力，而不去反芻過去的負面經驗，運用

正念技術，接納當下所有的正負面感受，但不去批判：並能正視挫折事件經驗，所帶

來的情緒與感受，轉而奮發向上的自我超越動力。 

協助個案建立正向的個人生命價值觀，並從存在主義所揭櫫的選擇自由與負責的概

念，讓個案能有堅實但彈性，隨情境而變的個人生活風格，選擇自由與執行意志的價

值信念。能有心靈依託，不至於被突然困境或他人負面歧視所擊垮。             

【參考自 http://neurohappiness.blogspot.com/2013/11/logotherapy.html 

https://chenyuhsi.wordpress.com/2015/06/06/methods-of-logotherapy/】 

 

 

https://chenyuhsi.wordpress.com/2015/06/06/methods-of-logo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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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與那些專業團體合作最為有效？請舉例說明。（25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簡述青少年的身心特質。 因應青少年族群的身心特質，舉出適當的諮商技

巧（簡單說明其義），以增進其自我覺察功能（至少五種為佳）。 具體舉出政府與民間相關

機構資源，可協助青少年犯罪矯治工作的例子，並加以說明其功能。（至少五個為佳）。 

【擬答】 

青少年的身心特質： 

艾爾楷(Elkind)認為青少年自我中心有下列四大特徵： 

想像觀眾(imaginary audience):由於過高的自我意識會使青少年 直以為自己是被觀賞的

對象。 

個人神話(personalfable):青少年過度強調自己情感與獨特性。 

假裝愚蠢(pseudo):大智若愚的表現。 

明顯的偽善(apparent hypocrisy)。 

而青少年的行為往往反映他們成長時的心理需要或心理特點，以下是其中較主要的幾項特

質： 

 

 

 

 

 

 

 

喪 

 

 

 

增進青少年案主自我覺察的諮商技巧：在針對青少年族群諮商時，為促進青少年個案的自

我覺察功能，以達諮商目標，必須瞭解青少年身心特質，方能運用適當的諮商技術，以下

的諮商技巧，能增強案主的自我覺察功能。 

而信任治療師與積極參與活動。對案主必須注意到下列幾點： 

視線必須平行面對成員，並保持視線接觸。 

保持開放的姿態，流露出積極傾聽案主說話的神情，並面帶微笑，以降低青少年的抗

拒特性。 

維持和諧聲調與關懷語氣，讓案主感受你接納的深意，以降低案主防衛機轉。 

第 次的印象以是否受到案主尊重為基礎，諮商師的專注可以充分傳遞出尊重訊息，

因此，專注亦可為營造與青少年尋求自主與隸屬感關係的重要技術。 

：諮商師對於個案表達的語言與非語言訊息，不做任何的平價與批判。可明確區辨

案主 案主的接納、關心與尊重，引導青少年案主

積極參與、自我表露與深入探索，並獲得他們的信任。用傾聽以減少發問、講述，激勵

青少年案主多說、多講、多想，引導他們主動發言。由於青少年自我主義日漸高漲，故

在團體諮商時，諮商師亦應教導青少年案主學會傾聽，積極主動的傾聽同儕的語言、非

語言訊息，方能讓團體互動更為多元、熱絡參與、和諧。 

引導：治療時為釐清青少年思緒，協助其表達情感、促使案主更深入自我探索，避免案

主偏離主題或目標、探討新策略與目標所運用的技術，引導以直接發問、肢體支持來達

成上述目標，透過問句來引導成員；傾聽與支持，透過微笑與點頭的肢體語言、口頭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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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與讚美的語言支持來引導案主。 

同理心：諮商師設身處地的站在案主的角度來思考問題，再將結果反應予成員的歷程。

可增進相互信任與和諧，傳遞諮商師充分瞭解案主的訊息，更可鼓勵案主更深層次的自

我探索。同理心包括傾聽、辨識、溝通三個歷程，同理心可分為初層次同理心、高層次

同理心兩種。初層次同理心指諮商師體會案主「當下具體呈現」的設身處地的感覺、經

驗、或行為，而不深入挖掘成員隱喻部分；高層次同理心則指諮商師體會成員「隱喻或

未覺察」的感覺、經驗、或行為，必須雙方已建立良好關係後，方能運用此技術；青少

年族群常有保護個人隱私的需求與特質，因此高層次同理心有利化解諮商困境。 

面質：諮商師針對案主在語言與非語言訊息、前後看法之差異或矛盾，與成員更深入探

討，其能促使其更坦然面對自己、增進案主自我覺察、協助面對想逃避之思想、行為或

感覺。建設性的面質是案主自我檢查語言與非語言訊息、前後思維的差異，以傾聽、接

納與支持來協助案主探討自己未曾覺察的部分或潛能，並將觀念轉化為行動。 

青少年矯治犯罪部分與那些專業團體合作最為有效 

師、導師、處遇個案行為及擔任個案諮商服務的輔導人員及學校相關專業人員。 

 

刑時安心，並可讓弱勢家庭受到社會資源的保障，不會讓青少年再次因家庭困境因素再

次犯罪。 

家庭成員常有密切關聯的動力，因此，家庭教育中心可提供受刑人家庭成員更多的諮詢

與協助。 

可能由於原生家庭經濟困頓，而短暫面臨生活困窘的情況，各地更生人保護會可提供適

當的關懷與協助，以解燃眉之急。 

助，甚至有訓練學習的機會，讓自己未來經濟生活無虞，同時生活也更有意義。 

對於個人生活及親生子女的安置養育疑慮問題，可透過政府資源及相關基金會予以協助

做適當的安置與照顧。 

兩性關係的諮詢鞋協助。 

【參考自 http://163.28.10.78/content/primary/fellowship/tn_nt/field3/field304/gcs.htm 

http://163.28.10.78/content/primary/fellowship/tn_nt/field3/field304/gc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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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別諮商時，若有人或機構需要「個案的諮商資料」，要考慮到那些因素 才能做最適當的處

理，並請舉例說明。（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並不太難。本題主要在考個案諮商紀錄的轉移使用相關倫理規範，考生依

據諮商倫理原則，具體依諮商資料性質、轉移使用對象、轉移動機及目的等，來敘述如何轉

移資料，並且以具體例子適宜說明， 

【擬答】 

個別諮商時，若有人或機構需要「個案的諮商資料」，要考慮到那些因素，依據台灣諮商

學會諮商倫理的規範如下： 

料、個別或團體錄音或錄影帶、及測驗資料等。 

：未經當事人的同意，任何形式的諮商記錄不得外洩。 

：當事人本人有權查看其諮商記錄及測驗資料，諮商師不得拒絕，除非這些諮

商資料可能對其產生誤導或不利的影響。 

:合法監護人或合法的第三責任者要求查看當事人的諮商資料時，諮商

師應先瞭解其動機，評估當事人的最佳利益，並徵得當事人的同意。 

：其他人包括導師、任課教師、行政人員等要求查看當事人的諮商資料

時，諮商師應視具體情況及實際需要，為當事人的最佳利益著想，並須徵得當事人的同

意後，審慎處理。 

 諮商資料轉移：未徵得當事人同意，諮商師不可轉移諮商資料給他人；經當事人同意

時，諮商師應採取適當的安全措施進行諮商資料之轉移。 

：若為研究之需要須參考當事人的諮商資料時，諮商師應為當事人的身份保

密，並預先徵得其同意。 

：若發表演講、著作、文章、或研究報告需要利用當事人的諮商資料時，應

先徵求其同意，並應讓當事人預閱稿件的內容，才可發表。 

：若為專業的目的，需要討論諮商的內容時，諮商師只能與本案有關的關係

人討論。若為諮詢的目的，需要做口頭或書面報告時，應設法為當事人的身份保密，並

避免涉及當事人的隱私。 

因此就上述規範分析，必須考慮以下三種主要因素： 個案的諮商資料性質 借用諮商資料

的人或單位性質 借用諮商資料的動機或目的。 

料，各種形式的諮商資料都包括在內。 

案有權利查看瞭解自己的諮商過程紀錄，法定代理人經過當事人同意，及經動機目的評

估後，亦有權利查看個案的諮商紀錄。 

特殊情況，譬如：司法機構調閱諮商紀錄，由於目前本國諮商師、臨床心理師尚無特

權溝通權益，所以必須依法規及法院相關單位需求，提供諮商過程紀錄。 

舉例：少年受刑人小明的個別諮商資料，除法律規定的法院相關機構，有調閱諮商紀錄

之權限，其他任何人（機構）調閱小明的個別諮商資料，無論是做諮詢、督導、

或研究等用途，都應該經過當事人小明或法定代理人同意，方能轉移諮商紀錄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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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諮商員的「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對諮商與輔導的成效有何影響？要如何自我改善？

請舉例說明。（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著重在諮商師的教育～自我覺察訓練技巧，考生可能較疏忽。本題應從下

列幾項回答： 說明諮商師自我覺察的意涵。 具體說明諮商員自我覺察，可能在諮商過

程、諮商員及個案所帶來的正面功能。 具體說明如何促進諮商員自我覺察的方式（至少寫

三項以上）。 

【擬答】 

諮商師具有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能力，在助人關係及諮商歷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

色，「持續擴大對於自己與別人的察覺」被認為是有助於治療關係的諮商師特質。因此，

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被認為是諮商師重要溝通技巧，諮商員自我覺察三要素，包括：

對個案經驗、感受及行為的覺知。 

諮商師的經驗感受、行為。 

個案交互作用後的覺知。 

自我覺察對諮商輔導成效： 

可避免移情或運用反移情。諮商員透過自我覺察，因分析諮商員反移情關係的形成原

因，可使治療關係更為正向；相對地，透過自我覺察客觀反移情，將有助於瞭解個案的

狀態、諮商員專業諮商能力之進展、諮商效能之增加。 

由於諮商現場所對於個案的狀況需當下立即反應，形成諮商師經常只是迅速地、直覺性

地「做」，因此如果透過謄寫會談逐字稿，在事後覺察在這些介入方式背後，所形成之

假設與個案概念化、以及個案對此介入的回應，並藉由自我覺察訊息，進而修正對個案

的理解以及 介入方法，以提昇諮商效能以及專業能力。 

諮商員的自我覺察，有助瞭解諮商員自我狀態，包括：身心狀況、能力限制、個人需求

與價值觀等等，以免損害到個案的權益;也藉由諮商員與個案互動之後的感受，蒐集個案

相關 資料、瞭解個案狀態。 

諮商員的自我覺察，也在自我提醒諮商的反應，以免造成諮商反效果;自我提醒與個案之

間的界線，以免受到個案的情緒渲染，而耗損自我能量。  

提升諮商師自我覺察之方式。 

接受個別心理治療 

心理師接受個別心理治療，將有助於提升專業性相關的自我覺察，以及較佳的專業能

力；某種程度而言，個別治療的經驗，也讓諮商師對於執行心理治療時，將自我覺察視

為有利資源的準備度與 偏好度有所不同，協助個案探索對事情的看法、感覺及行動，

以增進個案的自我覺察，覺察自己說出來的部分、沒有說出來的部分、不 致的部分，

並且培養個案的觀察我(observing ego)。因此諮商師接受個別心理治療，不僅可以處理心

理議題，亦可培養觀察我，即使不在治療情境之中，也可自我觀察、自我覺察，並提升

專業能力。  

接受督導  

督導的主要目的在於發展受督導者的諮商技巧、知識以及覺察，主要焦點即在於透過自

我覺察的五個基本策略，激發、提升諮商師的自我覺察， 增進諮商師對其在諮商關係

中與個案的互動關係及其在諮商歷程中之狀況與變化之瞭解與反省，幫助諮商師瞭解其

選用特定諮商取向與技術之依據與考量，掌握其所選用之取向與技術，同時進而強化個

人成長與專業成長。此五個基本策略為： 「彼時彼刻」與「此時此刻」的覺察。 覺

察線索(生理感官、肢體動作、情緒感覺、想法念頭)的偵察、體驗與解讀。 以「抽

離」的角度反觀自我。 覺察源頭 的探索：對象與事件。 個人價值觀及諮商取向的

檢視。在督導過程中，督導員也透過陳述自己當下的自我覺察， 方面與諮商師有立即

性的互動、分享之外， 方面具體示範如何自我覺察。  

撰寫自我札記 

自我覺察札記是要求諮商師將每日生活中的個別領會記錄下來，目的是做為自我成長的



公
職
王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1司法特考） 

共 7 頁 第 7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記憶簿與反思紀錄，其助益包含肯定未來努力方向與行動、渾沌與覺醒的揉合、願意面

對矛盾衝突的挑戰，讓自我統整的功夫更為徹底。上述皆有助於諮商師之自我統整。 

自我覺察訓練課程  

提升自我覺察之策略包括:增進體驗 與促進思考，「將自己放進其中」來體驗及思考。

因此藉由參與活動，並鼓勵思考經驗當中的感受，以此可提升自我覺察。 

以情緒為思考線索  

對諮商師而言，負向的情緒也可轉換為成長的動力，藉由諮商師覺察自我的反移情， 

亦可增進對於個案之瞭解。客體關係理論之下的諮商工作，視反移情為對個案投射性認

同之自然反應，而非諮商師尚未解決之依底帕斯衝突 之反應，因此為治療過程中有其

價值，甚至是必要的部分。藉由小心地監測諮商師的情緒反應，在經驗層面上確認個案

的投射性認同之本質。  

聆聽諮商之錄音或整理諮商逐字稿  

諮商師要從實務工作的直覺與臨床經驗中，不斷地強迫自己檢討與改進，藉由逐字稿

字 句抄寫的過程，將諮商師的思維帶回進行諮商的當下，回溯性的思考會談室所發生

的事情， 這樣的歷程將有助於諮商師思考當下的感受、介入方式背後的意圖與假設、

與個案的關係狀態等等，也可修正自己的介入方式，或是練習以不同方式回應，也有助

於同理個案的情緒， 

【參考自：林倩如、林美芳(2014)。諮商師之自我覺察與專業提升。輔導季刊,第 50卷,第 1 期,頁 67-

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