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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報告 
疫情下高校的心理健康 

 

李焰教授 

清華大學教授、學生心理發展指導中心主任 

常態化疫情下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2020 年至今新冠肺炎疫情及內地高校疫情管控政策給大學生帶來

的不確定性、不安全感、喪失感、疏離感和被拋棄感等心理體驗，

以及社會隔離、親子關係緊張、在線學習壓力、就業壓力、家境

變遷等現實問題，對高校學生心理健康影響甚大。 本文介紹了中

國心理衛生協會大學生心理諮詢專業委員會這三年所開展的工作，

是如何在加強督導、組織學術會議、積极參加行業會議、積极參

加教育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專家指導委員會工作、組織換屆改選

等工作。 同時介紹了內地高校如何創新工作形式，通過網路、電

話、微信、APP 小程式等各種方式構建“雲上心理中心”，實現了

符合倫理和法律要求下的網络個體和團體心理諮詢服務，以及心

理熱線諮詢、文字諮詢等心理服務，幫助學生應對疫情下的學業、

人際、戀愛、就業等方面帶來的心理挑戰，守護他們身心健康，

促進心理健康發展。 最後，對內地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遇到的挑戰

或者困惑做以討論並展望了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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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斐娟副教授 

台灣雲林科技大學技職教育研究所暨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疫下高校學生心理健康 

前言：疫情對大專校院(高校)學生的影響：(一)疫情本身的看法與

感受，(二)學校生活有關之學習與人際關係，(三)家庭(人)關係，

(四)生涯發展，(五)情緒調適與壓力因應等諸多面向。  

疫情下高校之學生輔導：在學生輔導法的三級輔導架構下做法舉

隅  

發展性輔導—心理衛生資訊、安心文宣等，防疫專區的資源提供

與連結；發展性輔導活動之持續推展，以及導師、授課教師對學

生的關懷輔導。  

介入性輔導—1.個別諮商：通訊諮商的加速進展—2021年 7月份教

育部發布「嚴重特殊傳染病期間各級學校及學生輔導諮商中心通

訊關懷與輔導諮商參考原則」，在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疫情達三級，

學生因疫情停課不到校期間，輔導人員可依據學生輔法對學生以

通訊諮商方式進行關懷與諮商輔導。從解決燃眉之急，到五十幾

所大專校院申請通過通訊諮商服務之提供，對通訊諮商之推進，

以及整體通訊諮商面臨之挑戰的思考。2.高關懷篩檢作法之考量  

處遇性輔導—仍舊考驗系統合作機制與能力，以及個案管理工作

之落實。  

結語：(一)當疫情成為新常態，線上線下並行的大專校院輔導工作

如何關注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態，以更貼近學生需求的方式連結資

源，系統合作共同推展是維護或增進大專校院學生心理健康之道。  

(二)專業輔導人員的增能培訓，以及自身的身心健康(包含兼顧當

事人福祉與自我照顧的輔導工作環境)為關鍵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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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桂龍處長 

澳門大學學生輔導處處長 

疫下高校學生心理健康的挑戰 - 澳門的情況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了三年，全球各國心理健康問題變得嚴重。有

研究發現，在疫情影響下，全球憂鬱症和焦慮症的個案估計分別

增加 5,320萬與 7,620萬宗，當中青年群體受影響的程度也比較大

1。另外亦有大型研究顯示，高校學生受疫情影響主要出現幾方面

的問題，包括擔心自己或朋友染疫、遠距上課形式帶來的焦慮、

產生孤獨感、缺乏動機、睡眠障礙、以及憂鬱焦慮等 2。  

我國青少年憂鬱檢出率為 24.6%3，而澳門高校學生憂鬱盛行率更

高達 35.2%4。加上疫情影響，澳門高校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備受

關注。為改善高校學生心理健康狀態，為改善高校學生心理健康

狀態，澳門高校從即時性、安全性、支持性三方面，有序開展相

應的心理干預工作。  

即時性：於疫情初期，高校迅速構建抗疫專責小組與疫情相關網

頁，匯總疫情最新資訊以及相關心理輔導信息，以降低學生焦慮。

同時也開設網絡平台，分享關於改善睡眠、提升遠距學習效能、

隔離期間自我照顧等心理健康資訊。  

安全性：為減低疫情傳播風險，高校亦開通線上心理輔導平台，

以便學生於隔離或在家學習期間，仍能繼續使用心理輔導服務。  

支持性：到了疫情中後期，高校亦結合線上線下形式舉辦不同類

型的心理健康講座和活動，強化學生心理韌性與情緒調適能力，

並提升學生關心身邊同伴的效能，建立更有效的保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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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高校學生心理健康：世界各地的啓示  

在全球疫症大流行的影響下 ，人們在這數年間的生活、工作、防疫習慣、人際相處、

學習均遇上翻天覆地的改變。世界各地的學者正積極研究新冠疫症(COVID-19)及後疫

情在各方面對人類的影響，當中不少心理學學者也集中研究疫情如何影響人們的身心

健康，特別在情緒、人際、心理韌性及抗逆能力方面作出分析。由最初探討對新冠病

症的恐懼(Fear of Covid-19)，到後期的疫後適應等。是次分享將聚焦與高校學生心理健

康相關的研究上，分享者會綜合由 2020 年起在世界各地的主要研究，並分析當中對高

校學生的研究焦點及發展趨勢，包括研究在抗疫過程中如何影響他們的網上學習模

式、人際溝通、處理焦慮、孤獨感及家庭關係等等。 

 
 

 

 

 

  

郭倩衡女士 
香港樹仁大學尹周玉芬跨學科循證實踐及

研究中心家庭及兒童發展研究團隊領導 
 

鄧素琴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協理學術副校長(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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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報告摘要 
輔導諮詢專業地位及發展 

 

黃嘉穎處長 

澳門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處長 

澳門心理輔導諮詢的專業地位及發展 

回顧並介紹澳門心理輔導諮詢專業的現況，結合澳門高校心理輔導

諮詢的專業服務，討論相關政策制度議題，分析社區與高校的心理

輔導諮詢專業的協作關係，從高校心理輔導諮詢的專業發展，探討

澳門心理輔導諮詢的專業地位和發展路向。  

澳門政府在 2018 年 8月提交草案並於 2020 年 9月經立法會細則性

討論及表決的《醫療人員專業資格及執業註冊制度》法案，訂定醫

療人員專業資格及執業註冊制度，其中包括心理治療師。《社會工

作者專業資格制度》法律於 2020年 4月正式生效，主要是針對從事

社工職業的註冊及專業資格認可。澳門心理學會於 2019 年 10月與

中國心理學會簽署合作協議，獲授權為澳門唯一機構處理《中國心

理學會臨床與諮詢心理學專業機構和專業人員註冊系統》申請工作。

讓本澳心理輔導諮詢專業人員多一個渠道獲得專業認可，提升專業

的素質。但有關澳門心理輔導諮詢的專業地位及發展，仍需要探討

分析現實狀況和實際需求，從而釐訂相關政策及規管。  

現時澳門共有十所高等院校，最早於 2003年開始設立心理輔導諮詢

功能，聘請心理輔導員及/或社工為學生提供心理健康和輔導諮詢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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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才智教授 

華中師範大學心理學院教授 

教育部華中師範大學心理援助熱線的組織與管理 

2020 年新冠疫情期間，教育部依託華中師範大學已有工作資源，

動員全國心理學力量，設立教育部華中師範大學心理援助熱線平

臺，面向湖北及全國大眾、海外華人華僑、留學生等提供 24 小時

抗疫心理援助熱線公益服務。 該平臺首次有 4000名咨詢師報名，

1700名咨詢師入選，高峰時每周 1000名咨詢師上線值班，前後有

200 多名督 導師提供督導。 如何在雲端對這龐大的資源進行高效

的組織與管理，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國際上並沒有經驗可循。 在

中國心理學會專家指導下，平臺成立了專家委員會; 諮詢業務部分

成立專家工作組，中國心理學會臨床與諮詢心理學專委會、註冊

系統的各位專家親自參與工作設計，審定各類專業方案，從諮詢

師招募、選拔、培訓、督導、危機干預、倫理投訴、過程控制等

多個環節，嚴把品質關，提升專業性。 實踐證明，該工作設計比

較切合實際，運行良好。 至 2022 年 5月底，平臺累計配置諮詢師

31000 人次，服務 11萬餘人次，危機干預 1500餘人次。 該熱線使

用互聯網集成技術，使大規模的心理援助服務成為可能; 其動員效

率、援助規模、服務形式在全球心理救援史上前所未有，充分展

示了中國的制度優勢，也為全球疫情治理和心理健康服務提供了

中國方案。  

 
 

王智弘教授 

台灣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所)教授 

華人心理諮商發展的重要議題：科技化與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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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文得博士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教師教育及學習領導學部副教授 

香港輔導專業：現狀與發展 

作者概述了香港輔導專業在學校、職場、社區三大服務領域的最

新發展。並探討了輔導人員的專業地位，輔導專業協會的角色，

以及輔導專業認證的情況。此外作者也對香港高校輔導專業的未

來發展作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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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報告 

石丹理教授 

香港理工大學協理副校長 

疫情和逆境：一場沒有硝煙的戰役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對個人，家庭，社區，社會和全球產生

了負面影響。這一流行病亦加劇了若干問題，如數字鴻溝、兩性不

平等、貧困和精神健康問題。關於年輕人，心理健康問題更是

COVID-19 下的一個緊迫問題。在本次演講中，根據我們的研究，

我將重點介紹年輕人心理健康和福祉的問題。首先，我們檢視中國

大陸青少年和香港大學生的心理健康, 包括他們的焦慮、抑鬱、壓力

和創傷。其次，我們確定學生心理健康的社會人口統計相關性，這

可以使輔導員能夠識別高風險病例。第三，我們研究 COVID-19 下

大學生的需求滿意度。第四，我們強調「青少年正面發展」(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的重要性。在我們的研究中，相對於較低水平的

青少年正面發展，在較高的青少年正面發展下，COVID-19 相關壓

力對心理健康的影響較弱。我們認為，除了 COVID-19 的背景之外，

我們還必須宣傳「青少年正面發展」的重要性, 並將其作為預防和促

進年輕人全面發展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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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報告 

王麗斐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教授兼副主任 

教師好，學生會更好： 

台灣教師諮商輔導支持中心的輔導作為及發展 

台灣於 2019 年修正「教師法」，明文規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各主管機關需建立教師諮商輔導支持體系」。自此，教師諮商輔

導支持服務儼然成為一門新生之諮商輔導專業。本場次由該計畫

主持人臺師大王麗斐教授分享他們如何從零開始，建構與推動這

個全球首創的教師諮商輔導支持中心的經驗，以及目前所面臨的

挑戰、因應歷程，以及對未來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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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報告 

孫天倫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首席副校長 

華人社會心理輔導的明天: 本土化或活化傳統？ 

在心理學的領域中，幾乎所有的心理治療和諮詢模式都是歐美的

舶來品。 為了使這些舶來品能為我們所用，幾十年來我們一直在

揮舞「本土化」的大旗。 同時在西方，在過去的二三十年裡，我

們目睹了愈來愈多歐美心理諮詢與東方哲學的融合，其中比較知

名為道家認知治療（如 Chang et al， 2020; Hwang, 2009; Tsang, 

2021; Young et al， 2002）和正念為本的認知治療（如 Felder & 

Segal，2012 年; Fulton， Germer & Siegel，2005 年; Segal, Teasdale 

& Williams，2002 年）。 上述兩種融合治療模式的流行證明瞭其

實中國本身或已存有有效的心理諮詢模式。 有鑒於此，我們必須

提出以下的問題：既然中國文化中已經存在有效的諮詢模式，為

什麼還需要由西方引進？ 本文試圖找出在中國文化中已經存在的

諮詢和心理治療的模式，試圖將這些模式結構化，並提出對其有

效性和可靠性進行實證研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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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報告 

樊富珉教授 

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部臨床與諮詢心理學院院長 

團體諮詢師專業成長中的督導模式 

團體諮詢是心理諮詢師必備的核心工作技能。 正如美國 ASGW 所

要求的「所有的咨詢師應該能夠運用團體工作的基本技能，並且

應該具備團體的基本知識」。 有效能的團體諮詢師在專業成長中

學習和掌握團體諮詢知能，在督導下完成團體工作培訓是不可或

缺的必修環節。 本報告基於作者在中國大陸的探索和實踐，介紹

了團體諮詢師專業成長的過程，幾種培訓團體諮詢師常用的督導

方式，重點介紹了便捷有效的提升團體帶領能力的團體督導模式，

以及對團體諮詢師進行團體督導的特殊優勢，為國內團體諮詢師

專業成長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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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報告 
輔導諮詢專業督導 

 

馬建青教授 

浙江大學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 

抗疫形勢下的高校心理專業督導的探索與實踐 

心理諮詢督導師是幫助心理諮詢師更好地自我成長、業務提升的

專業人員。這個過程就是督導，這個工作就是督導工作。接受督

導是一名新手諮詢師成長為一名合格諮詢師、一名合格的諮詢師

成長為優秀的諮詢師的必經之路。只有透過不斷地接受督導，諮

詢師的生涯才能日漸豐富，才能走得更遠，做得更久，幹得更好。 

近年來，在國家高度關注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中國高校心理

諮詢面臨蓬勃發展的今天，特別是在抗疫形勢下，如何開展有序

有效的督導以推進高校心理諮詢工作的規範化和專業化，正越來

越受到重視。而這需要一大批合格的督導師。 

本報告在分析了內地高校督導供需脫節現狀的基礎上，詳細論述

了筆者採用團體模式進行督導工作坊和督導師培養工作坊的訓練

模式及其效果。回顧性匿名問卷調查顯示，在包含認知、情感、

技能、應用四維度的 31 個調查欄目上，認為對自己“幫助很

大”“幫助較大”的合計比例均在 90%以上，相比較而言，認知效

果最明顯，情感其次。培訓效果與性別、年齡、學歷、專業背景、

工作崗位、專兼職、從業時間等因素存在一定的關聯性。說明這

種模式對提升諮詢師的諮詢能力和培養督導師具有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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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輔導諮詢專業督導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於 2019 年修訂專業督導認證辦法，將專業督導分為「諮商心理專

業督導」 與「學校輔導專業督導」兩類。此後督導培訓也區分為兩個管道，但基礎課

程多有重疊。在學校輔導專業督導（偏中小學）方面，林淑華、田秀蘭、盧鴻文

（2020）以紮根理論研究分析 10位學校專任輔導教師督導者受訪資料，結果顯示督導

者之督導經驗為一動態循環過程。而督導系統方面， 

可從督導者本身、課程、實踐模式三向度說明。前兩者較容易理解，第三者實踐模式

向度，則指須加強督導評量機制並提供專輔教師多元學習機會。本模式的特色在於運

用生態系統觀點於督導歷程中，包括理解受系統環境影響之個案、看見在系統中工作

的專輔、覺察督導者個人所處之系統，以及善用系統思維進行督導。在高校/大專院校，

同樣須注意校園的生態系統，然培訓模式較偏向以諮商心理專業督導為主。督導實務

模式，大致分兩大模組，其一為針對高關懷學生個案管理的定期督導（由中心主管主

持，偏向行政督導），其二為諮商心理專業督導（由專家主持，偏向諮商心理專業精

進）。經身心健康關懷量表評估為高關懷、高危險之個案，不定期接受院系所屬個管

心理師的關懷，而諮商中心主管則需負責督導，掌握這群學生的心理健康及人身安全。

諮商心理專業督導部分，一方面以中心定期個案研討方式進行，另方面也透過個別督

導方式進行。本論壇將說明大專院校在針對高關懷、高危險學生，以及諮商專業督導

方面的實務運作。 

  

田秀蘭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特聘教授 
 

林淑華博士 
台灣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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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覓博士  
澳門大學心理輔導中心事務主管 

澳門高校心理輔導專業督導  

近年來，隨著大眾對心理健康認識的提高，加上颱風天鴿、新冠

疫情等事件的影響，越來越多的學生主動求助或被轉介來接受心

理輔導，且帶來的議題也愈加複雜，這為高校的心理輔導帶來了

空前的關注和挑戰。  

專業督導以提高心理輔導員勝任力、保障個案得到合適的幫助為

目標。不同的督導流派對這兩個目標有不同的優先排序，督導資

源的多寡等外部限制也影響督導師對兩個目標的取捨。心理輔導

在澳門是一個較新的行業，本地缺乏足夠的心理輔導人才儲備。

這意味著澳門需要培養一批擁有專業勝任力的本地心理輔導員，

以應對當前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  

鑒於心理輔導的學生個案量大且複雜困難程度明顯增加，澳門高

等教育局（後與教育暨青年局合併為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在 2016

年開始組織《大專院校輔導範疇督導服務》，聘用外地督導師為

高校心理輔導員提供督導，唯因資源限制，每個學期僅能提供一

次團體督導和少量的個體督導。這種督導模式決定了督導師只能

聚焦在個案身上，而無法對心理輔導員的專業成長有深度的干預。

部分高校在這基礎上組織了校內的團體督導，但督導資源緊缺依

然是高校心理輔導員面臨的困難之一。  

  

 



第九屆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高校心理輔導與諮詢高峰論壇 

 

最後修訂日期：2022年 7月 26日 15 

伍清華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發展（輔導）副處長 

專業督導三重奏  

與所有成長過程類似，輔導諮詢督導是培育經驗豐富和優良素質

的諮詢師或心理治療師的「苗床」。它需要給予諮詢師或心理治

療師自主的空間和有人同行的感覺。在香港城市大學，輔導服務

盡力為輔導員的個人成長及專業發展提供最佳條件。大學內的諮

詢有三個不同層面：員工發展，專業諮詢和同伴諮詢。  

大學贊助輔導員參加諮詢模式或理論的證書課程，以幫助他們吸

收、發展有關特定模式或理論的專業知識。大學還分配財政資源

給心理輔導部，以聘請社區的心理學家向校內輔導員提供專業諮

詢，以加強諮詢師的諮詢技能和知識。此外，城市諮詢服務團隊

還制定了同伴監督制度。高級輔導員將監督初級輔導員。憑這三

個層次的專業輔導督導，奏出孕育優良的心理咨詢師的搖籃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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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報告 
綜合與展望 

 

桑志芹教授 

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疫情下網絡團體輔導的理論與實務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擴散形勢嚴峻，民眾的身心健康與工作生活或

多或少受到衝擊。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和民政部聯合印發《關

於加強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心理援助與社會工作服務的通

知》，要求組建多學科專業人員隊伍為受疫情影響的群眾提供專

業心理援助和社會工作服務，減輕疫情所致的心理傷害和社會影

響。 在國內外歷次重大災難和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中，團體心理

工作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受疫情影響，開展網路團體工

作是疫情下的特殊需求也是社會需求。 在國內新冠疫情的特殊

時期，網路團體心理工作是否具有可行性，是需要解決的第一個

問題。  

網路團體，是藉助於網路進行的團體輔導或團體諮詢。 在國外，

網路團體始於 20世紀 60 年代，並逐步發展壯大。 在國內，網路

團體實務工作尚處於起步階段，相關研究較為缺乏，本土化經驗

較不完備。 網路團體不同於線下團體，帶領者與團體成員、團

體成員之間須藉助網路進行遠端溝通。 網路本身的不穩定性、

網路環境下成員隱私性、安全性的保障，也為網路團體工作提出

新的挑戰。  

本研究依據在疫情中多個網路團體的研究，探討疫情中網路團體

輔導的理論與效果研究，證明瞭網路團體的有效性，以及網路團

體領導者訓練的有效性，和網路減壓團體有效性研究，以及有效

因素研究，既有一定的理論意義，也具有一定的實踐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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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韻淇學務長 

聖若瑟大學學生及校友事務處學生事務長 

澳門學生事務協會（MSAA)心理服務回顧展望 

新冠疫情發生以来，高等院校嚴格按照政府防疫要求，認真落實

各项防疫工作部署，如學習模式的改變，由面授改為在线学习的

方式、實習、國際交流以及學生活動模式的改變等，對高校學生

發展產生影響。在新冠疫防疫的新常態下，高校學生都面對防疫

帶來的學習、生活、心理、就業等的壓力，這對學生和教育者

（學生事務人員）是一項挑戰。澳門學生事務協會於 2014 成立，

旨在致力促進澳門高等教育學生事務的發展，為學生事務專業人

員包括高等院校的心理輔導員提供一個分享及交流學生事務經驗

的平台。透過「澳門學生事務協會（MSAA)心理服務回顧展望」，

我們從七所高等院校輔導員的角度回顧過往的心理服務及對未來

工作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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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麗安教授 

台灣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 

大會主題交流及總結 

一場新冠肺炎，讓全世界的經濟，政治，教育，家庭以及個人的

生活受到重大的影響．作為心理衛生臨床工作者，過去兩年來，

我們的臨床工作媒介，從面對面，改為用多元且彼此間差異甚大

之工作方法，尤其是諮商工作。 

 

本文旨在分享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在台灣疫情嚴峻期間，如何與

教育、衛生福利主管機關就立法、提供諮商教育訓練充權諮商體

系外；在諮商服務上，也分享台灣助人專業在疫情期間處理民眾

個人心理健康及其家庭關係，乃至於醫事人員的心理健康支持方

案的內涵與經驗。 

 

不管疫情如何演變，助人工作者永遠與民眾之福祉同在。 

 

 

 

 
  



第九屆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高校心理輔導與諮詢高峰論壇 

 

最後修訂日期：2022年 7月 26日 19 

張偉良副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副教授 

疫情下大學生發展的反思 

青年人進入高等院校，是人生發展的重要階段。大學生發展可理

解為學生在進入高等教育院校後成長、進步或提高其發展能力的

方式 (Rogers, 1990)。香港高校的學生發展工作, 多採納全人發展的

理念, 以輔導、諮詢及教育等多形式推行。近年積極青年發展的相

關理論及方法, 亦已應用及落實於高校, 成效顯著。香港疫情下學

生發展工作發揮什麼作用?以下根據心理社會與及積極青年發展的

視角, 引伸本論壇相關論據, 反思疫情下的大學生發展, 探討學生發

展與抗疫及適應的關係, 與及學生發展的評估及實踐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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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論壇論文一覽 
分論壇 

論文
編號 

主題 報告人 

論
壇
一
： 

疫
情
下
的
心
理
健
康
問
題
新
特
徵 

01 文化取向心理治療理論與技術 — 疫情下中國傳統文化的視角 
趙富才、李冉、 
趙彤 

02 
疫情下大學生生命意義感與抑鬱的關係：領悟社會支援與心理彈
性的仲介作用 

李夢媛、岳曉東 

03 
香港青年身份認同型態對社會事件及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困擾及
心理健康的調節作用 

崔志暉、張偉良、 
李允安、李鏗、 
彭正敏、張越華 

04 
在社會動盪和疫情的雙重打擊下感知影響對香港青年創傷壓力與
創傷後成長之間關係的調節作用 

畢迎春、劉喜寶 

05 學校輔導員於疫情下為香港學校提供的心理支援服務 
余鎮洋、彭樂謙、 
章景輝、鍾紹杰 

06 疫情下的遙距輔導服務之實務經驗與反思  徐澤琛、黃家盈 
07 Covid-19期間青年人在表達藝術治療中的所展現的抗逆力 周德慧 
08 無邊界的邊界：線上視像團體輔導研究在培訓和臨床督導之應用 彭蘭施 

09 
疫情前後兩屆藝術新生開學初心理健康對比研究 — 以北京市某
高校為例  

單學敏、趙芳芳 

論
壇
二
： 

高
校
心
理
健
康
問
題
的
理
論
研
究 

10 心理資本在促進中國大學生在校期間職業成長中的積極作用 
周文霞、馮悅、 
金秋萍 

11 高校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心理健康 
吳海雅、梅錦榮、 
關志威 

12 大學生心理發展與素質調查報告 陳敏 

13 
知覺壓力對青少年生命意義感的影響：生活滿意度和自我效能感
的鏈式仲介作用 

許辰、彭李、 
傅萬豔、李敏 

14 
電競與心理健康：香港心理學界、社會工作界與電競業界觀點的
敘事研究 

符瑋、方富輝、 
劉軒朗 

15 大學生氣質性樂觀、完美主義與身體意象 
徐燕寧、王岩、 
岳曉東 

16 抑鬱自我污名量表在大學生群體中的修訂 
劉瓊鄉、孫斌、 
周文琪、袁彩紅、 
劉陳陵 

論
壇
三
： 

高
校
心
理
健
康
問
題
的
預
防
與
干
預 

17 
大學生心理建設的途徑與措施—重慶市大學生心理成長論壇十年
探索 

朱衛嘉 

18 世界衛生組織「一步步」電子精神健康干預對 

薛巧鳳、洪盈惠、
Sebastian Burchert、
蘇桂龍、王覓、 
陳雯、林玉鳳、 
Brian J. Hall 

19 網上生涯設計輔導提升大專生的生涯適應能力 彭樂謙 
20 無效家庭環境與羞恥感對青少年非自殺性自傷的影響 黃安麟、鍾傑 

21 
曼陀羅對降低香港大專生學業焦慮程度之成效－以完美主義為調
節變數 

陳懿、余啟程 

22 初顯成年期愛情獲取安全感對愛情關係品質的預測 孫頌賢 

23 研究生心理健康特徵的網路文本表達分析 
鄧麗芳、許金文、 
王姝怡 

24 心理情景劇在抑鬱傾向大學生心理復原力干預中的作用 王姝怡、鄧麗芳 

25 
香港心理健康和尋求專業幫助態度的預測因子：心理困擾與求助
相關自我污名的中介分析 

譚嘉宜、袁穎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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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論壇 
論文

編號 
主題 報告人 

論
壇
四
： 

高
校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教
學 

26 高校背景下雙諮詢師聯合工作模式的探索 
張宏宇、朱艷新、 

劉一桐、孫曉曦 

27 「三全育人」體系下的高校心理委員專業化培養 張馳、崔若冰 

28 對分課堂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應用 孟麗娟、溫婷婷 

29 在高校開展線上心理諮詢的系統綜述研究  張艷 

30 我在香港高校任輔導心理學家：一個訪談研究的初步結果 張艷 

31 深度學習視角下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課程思政的探索 許文英 

32 大學生心理健康素養與專業心理求助行為 

劉陳陵、賈亞菲、 

孫斌、周文琪、 

候金波 

33 
職業身份認同歷程對其畢業後感知就業能力、職涯成長、及生活滿意

度的影響:香港大專生的縱向硏究 

張偉良、金秋萍、 

楊嘉傑、劉軒朗 

論
壇
五
： 

心
理
輔
導
與
諮
詢
理
論

研
究 

34 生死之間是無間 張逸哲 

35 跨文化分離、語言與創傷性—一例留學生個案的精神分析 張逸哲 

36 清知簡做，讓心理健康成為一種習慣 
邢建輝、張宏、 

李榮瑤 

37 喪失、愛恨與反移情 唐曉 

38 以敘述方式探討自閉症兒童夫婦如何談論自閉症及其適應過程 呂樂敏、彭蘭施 

39 香港同居人士之出軌經歷：敘事研究 章丹婷、彭蘭施 

論
壇
六
： 

心
理
輔
導
與
諮
詢
技
巧
實
務
與
應
用 

40 應用頌缽冥想於抑鬱症患者之質性研究 
郭家耀、徐澤琛、 

張貝芝 

41 
父母的情緒管理和個人成長是改善親子關係和提升家庭幸福感的關鍵

路徑：循證為本的視角 

蘇細清、陳家揚、 

張君 

42 
香港父母親職自我效能感對家庭溝通品質和幸福感的影響：從家庭教

育服務需求的視角 

蘇細清、陳家揚、 

張君 

43 探究團體諮詢初次歷程之重要性 
郭芳瑋、刑志彬、 

陳玉芯 

44 
敘事生涯規劃在患有高功能思覺失調青年人職業復元中的應用：從個

案工作到循證干預研究 

周德慧、Chui Yat 

Hung、Chiu Yu Lung 

Marcus、Choi Yan 

Yin、Lau Bien Shuk-

yin、Lau Ka-shing、

Poon Yan-che 

Magdalene、Chu 

Menza、Choi Wing 

Sheung、Lam Wing 

Yan 

45 心理危機大學生家長支持性團體的實踐研究 張靜、路智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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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論壇論文摘要 
論壇一：疫情下的心理健康問題新特徵 

 

論文 01 

文化取向心理治療理論與技術 ——疫情下中國傳統文化的視角  

趙富才 教授    聊城大學心理健康教育與諮詢中心 

李冉  女士    聊城大學心理健康教育與諮詢中心 

趙彤  女士    聊城大學心理健康教育與諮詢中心  

線下的諮詢、危機干預與救援深刻體現出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體制的優勢和特

點。 心理諮詢是諮詢師與求助者雙方價值觀的碰撞、交流的人際互動過程，求助者在

陳述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要涉及自己的觀點、態度和立場，即心理諮詢必然要涉及求

助者所處文化背景和價值觀念。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從中國傳統文化的視角，結合疫

情當下心理諮詢的特殊情況，探討文化取向的心理治療（Culture-Orientated Therapy， 

COT）的概念、功能和治療程式和技術。 

運用問卷調查法、訪談法、文獻分析法，對我國高校心理諮詢的理論取向、諮

詢技術進行調查和訪談，並分析了當下流行的心理諮詢理論與技術的優點和不足。 文

化取向心理治療認為，人的心理問題複雜多樣，但從根本說，都是源於文化的衝突。 

而同一個諮詢治療理論技術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其功效是不同的。 對高校的心理諮詢

工作的調查結果表明，高校心理諮詢師的理論取向選擇從高到低依次是認知行為主義、

精神分析、人本主義; 常用的技術或方法主要有：（1）認知行為療法; （2）支持療法; 

（3）精神分析療法; （4）以人為中心的療法; （5）森田療法。 我國當下流行的心理

諮詢理論技術主要來自美國和西方國家，與我國的文化存在明顯不一致。 我國心理諮

詢具有獨特的文化背景與特點：集體主義文化顯著; 民族文化差異較大; 宗教文化的影

響明顯; 地域文化差異明顯。 文化取向治療對文化做出操作性的界定和分類，將文化

分成第一文化、第二文化、代際文化、家庭文化和個人文化。 

文化取向治療構建了一系列諮詢的概念和技術，包括連結技術、心理空間、心

理代價、具象化、諮詢關係適宜性、技術靈活性、“元”諮詢理論、多元諮詢能力。 文

化取向治療具有獨特的理論功能：整合心理諮詢的理論方法、建立適宜的咨訪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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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多元文化認同。 文化取向心理治療包括五個階段：「觀察-傾聽」階段，是建立良

好諮詢關係的關鍵環節; “連接-澄清”階段，全面瞭解求助者及其問題，重點釐清這些

事件與文化的關係; “鼓勵-領悟”階段，幫助來訪者看到問題和衝突的全景及其與文化

價值的關係; “改變-成長”階段，求助者學會用新的視角、新的語言、新的行為去認識、

表達和應對衝突; “生成-遷移”階段，來訪者能夠將新的能力應用到生活的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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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02 

疫情下大學生生命意義感與抑鬱的關係： 

領悟社會支援與心理彈性的仲介作用 

李夢媛 研究生   首都師範大學心理學院  

岳曉東 教授    首都師範大學心理學院  

疫情下，大學生群體中的空虛感、無意義感的現象越來越嚴重，缺乏對人生目

的的認知帶來了許多如：孤獨感、空虛感等負面情緒。研究表明，生命意義感對心理

健康有著非常積極的影響，能有效減少抑鬱症的發生。高生命意義感的個體往往在面

對挫折危機時擁有更加積極健康的情緒和應對方式，同時也更不容易產生對生命不負

責任的傾向和行為。由此，開展對大學生生命意義感的研究，積極引導大學生探索和

追尋自己人生的意義，擺脫空虛感，對於提升大學生心理健康水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義。探究生命意義感通過怎樣的內部機制影響抑鬱能夠為減少抑鬱的發生提供更加具

體可行的干預方向。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的方法，引入領悟社會支援和心理彈性為仲介變數，搜集

了北京市 309名在校大學生關於生命意義感主題研究的相關資料。所得結果如下：1、

生命意義感和領悟社會支持在是否獨生子女水準上差異顯著、心理彈性在不同年級水

準上差異顯著、並且三個變數在家庭經濟狀況水準上差異均顯著；2、生命意義感與抑

鬱呈顯著負相關、與社會支援和心理彈性呈顯著正相關；3、領悟社會支援與心理彈性

呈顯著正相關、與抑鬱呈顯著負相關；4、心理彈性與抑鬱呈顯著負相關；5、領悟社

會支援和心理彈性在生命意義感和抑鬱之間的仲介效應均顯著，分別占總效應的

37.9%和 48.4%；6、領悟社會支援和心理彈性的鏈式仲介效應顯著，占總效應的

10.3%。  

本研究通過對生命意義感、領悟社會支援、心理彈性和抑鬱四者之間關係的探

討豐富了生命意義感相關領域的理論研究，並且從提升大學生生命意義感、增強領悟

社會支援的能力以及面對挫折壓力事件時的抗逆力等方面為疫情下有效減少大學生抑

鬱的發生，提升大學生心理健康水準提供可能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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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03  
香港青年身份認同型態對社會事件及 

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困擾及心理健康的調節作用 

崔志暉 副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張偉良 副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 

李允安 副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 

李鏗  助理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學系 

彭正敏 副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張越華 卓越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學系 

研究目的：近年本地一連串的社會事件及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續狀況對香港人的

心理健康帶來很大的影響。有研究發現，香港居民的壓力、焦慮及抑鬱狀況有大幅上

升的趨勢。本研究旨在探討社會事件及新冠肺炎疫情下香港青年的心理健康狀況。研

究團隊假設社會事件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困擾對不同類型身份認同型態的青年的心理健

康會帶來不同的影響。 

研究方法：本研究以問卷調查的方式，在 2020 年 11月到 2021 年 9月期間收集

了 1817名香港青年的資料。被訪者當中包括 727名男性及 1090名女性，年齡介乎 15

至 28歲。基於 Luyckx 等學者(2008)建立的整合身份模型（Integrative Identity Model），

本研究團隊通過聚類分析（Cluster Analysis）總結得出六種身份認同型態：成就型，早

閉型，延緩型，搜尋延緩型，輕鬆散亂型及擴散散亂型。此研究以生活滿足感，自尊

感，正面情感及負面情感等四個指標來反映個人心理健康狀況，而所收集的資料以

SPSS 進行變異數分析(ANOVA)。 

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發現因為社會事件及新冠肺炎分別帶來的感知困擾對生活

滿足感並沒有顯著的直接影響(F=2.22, p=.08；F=2.04, p=.11)。成就型的青年顯著比其

他類型有較高的生活滿足感；而延緩型及擴散散亂型顯著比其他類型有較低的生活滿

足感(F=14.41, p<.001)。另外，成就型的青年顯著比其他類型有較高的自尊感；而延緩

型及擴散散亂型顯著比其他類型有較低的自尊感(F=29.48, p<.001)。雖然因為社會事件

及新冠肺炎帶來的感知困擾對自尊感並沒有顯著的直接影響(F=1.50, p=.21；F=1.00, 

p=.39)，但是身份認同型態及因為新冠肺炎帶來的感知困擾兩個變項相交起來對自尊

感會產生顯著的交互作用(F=1.88, p=.02)。早閉型青年的自尊感會因為困擾愈大呈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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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趨勢，而延緩型青年的自尊感反而會因為困擾愈大而變得上升。而其他類型的青年

的自尊感則沒有因為困擾程度的轉變而有太大變化。 

社會事件的困擾亦會影響個人的情感，研究結果發現因為社會事件帶來的感知

困擾對正面情感並沒有顯著的直接影響(F=1.92, p=.18)；而新冠肺炎帶來的感知困擾對

正面情感則有顯著的影響(F=8.20, p<.001)。但結果與預計的不一樣，新冠肺炎帶來的

感知困擾愈大，正面情感愈加上升而非下降。另外，身份認同型態及因為社會事件帶

來的感知困擾兩個變項相交起來對正面情感會產生顯著的交互作用(F=2.06, p=.01)。受

到社會事件困擾愈多的早閉型青年正面情感愈低；但成就型，搜尋延緩型及延緩型青

年的正面情感會隨著困擾愈多先下降而慢慢重新回復較高程度。而身份認同型態及因

為新冠肺炎帶來的感知困擾兩個變項相交起來亦對正面情感會產生顯著的交互作用

(F=2.08, p<.001)。受到新冠肺炎帶來的困擾愈多的輕鬆散亂型青年正面情感愈低；但

成就型，搜尋延緩型及擴散散亂型青年的困擾愈多，正面情感反而愈高。關於負面情

感方面，研究結果發現因為社會事件帶來的感知困擾對負面情感有顯著的影響

(F=16.92, p<.001)。結果與預計的一樣，困擾愈大，負面情感愈多。而新冠肺炎帶來的

感知困擾則對負面情感則沒有顯著的影響(F=0.98, p=.40)。身份認同型態對負面情感亦

有顯著的影響(F=29.48, p<.001)。當中成就型的青年顯著比其他類型有較低的負面情感；

而延緩型及擴散散亂型比其他類型有較高的負面情感。 

結論：綜合以上結果有幾點藉得注意：首先，社會事件帶來的感知困擾愈多，

青年的負面情感愈大。其次，新冠肺炎帶來的感知困擾增加會令到早閉型青年的自尊

感減低及輕鬆散亂型青年的正面情感下降；而社會事件造成的困擾亦會使早閉型青年

的正面情感下降。因此，社會服務機構應該為香港青年，特別是早閉型及輕鬆散亂型

的青年提供適切的情緒支援。誠然，研究發現面對新冠肺炎的困擾並非只會帶來負面

的影響，或會對於提升某些類型青年的自尊感及正面情感有所幫助。或許這些青年能

視面對新冠肺炎為挑戰及機遇，從而對自己的心理狀況作出反思使他們有所成長。所

以，從事心理輔導的同工可以協助青年以正面的態度面對逆境，轉危為機，這或對他

們的福祉有所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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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04  

在社會動盪和疫情的雙重打擊下， 

感知影響對香港青年創傷壓力與創傷後成長之間關係的調節作用 

畢迎春 研究生   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 

劉喜寶 副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 

簡介：儘管先前的研究表明，創傷性壓力(PTSD)與創傷後成長(PTG)有關，但

這種關係的強度和潛在的調節因素仍然沒有定論。香港市民自 2019 年經歷了社會動盪，

2020 年初冠状病毒疫情的肆虐，市民要面對不同形式的封城政策，以及在日常生活中

個人感染的風險。由於這些事件，香港年輕人的創傷後應激障礙水平有所上升，他們

是社會動蕩的積極參與者，並受到不穩定的社會經濟環境打擊。然而，創傷性壓力和

創傷後成長之間的潛在關係及其調節因素尚待闡明。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對社會動

蕩和疫情的感知影響是否會調節香港年輕人創傷性壓力與創傷後成長之間的關係。  

  研究設計：研究在 2021 年 9 月進行了一項橫斷線上調查，評估了社會動盪和疫

情的感知影響、創傷性壓力和創傷後成長的。研究使用了任意抽樣，通過在大學論壇

和不同的本地討論區上發放調查連結。  

參與者：研究招募了 244 名年齡介乎 18 至 34 歲的香港青年，其中女性佔 59.8%，學

生佔 70.1%(其餘為全職或兼職人士)。  

測量：研究使用了三項問卷，包括 22 項修訂版影響事件量表(IES-R；Wiess, 2007)； 

21 項創傷後成長量表 (PTGI; Tedeschi & Calhoun, 1996) 和 10 項自建量表，測量參與者

因社會動蕩和疫情在工作/學術、財務、家庭關係、社會互動和日常生活等領域所感受

的影響。感知影響量表早前已在一項本地疫情研究使用(Lau, 2021 年)。  

結果：大約一半的樣本（46.3%）在 IES-R 得分高於 32 分(滿分 88 分)，表現出

潛在創傷性壓力。 6.6%樣本在 PTGI得分高於 4 分(滿分 5 分)並表現出顯著的創傷後成

長。社會動盪和疫情的感知影響(平均值 (標準差) = 3.95 (1.63)；範圍 = 1 到 10)程度適

中。  

研究使用 PROCESS macro 4.0 (模型 =7 )測試了以創傷性壓力作為預測因子、感知影響

作為調節因子和創傷後成長作為結果因子的調節模型。結果表明，感知影響調節了創

傷性壓力和創傷後成長之間的關聯，F(1, 235) = 4.44, p = .0362。因此，較高的感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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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與創傷性壓力和創傷後成長之間有更積極的關係。研究使用詹森內曼法，得出 3.24 

的感知影響分數為基礎值，高於該分數將在創傷性壓力和創傷後成長之間發現關聯。  

結論：目前的研究表明，與 Lau & Ng (2020) 的研究相比，我們的參與者中潛在

創傷性壓力的患病率相似，Lau & Ng (2020) 的研究有 28.6% 的參與者經歷過潛在創傷

性壓力。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感知影響調節了創傷性壓力和創傷後成長之間的關係。

具體而言，社會動盪和疫情對個人認知影響的感知程度越高，潛在的創傷性壓力水平

越高，創傷後成長也越多。因此，我們的研究結果闡明了強烈的情緒反應和認知意識

之間的耦合在促進創傷後成長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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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05  

學校輔導員於疫情下為香港學校提供的心理支援服務 

余鎮洋 主席    亞洲專業輔導及心理協會 

彭樂謙 學校輔導部主席  亞洲專業輔導及心理協會 

章景輝 主席    香港學校輔導專業人員總工會 

鍾紹杰 學校輔導部副主席  亞洲專業輔導及心理協會 

背景：綜觀香港學校輔導工作在上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開始發展，學校輔導工

作一直主要由輔導老師（Guidance Teacher）或社工負責。直至 2000年左右，香港教育

局向中學發出「中學學生輔導工作」文件及在小學推行「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部

分學校才開始聘用已接受專業輔導培訓的輔導員（Counsellor；台灣譯作諮商師、內地

譯作諮詢師）成為學校輔導員（School Counsellor），其主要工作是透過為學校提供個

別或小組輔導服務、家長及教師支援服務、個人成長教育和學校政策與組織的諮商服

務（Counselling Service），從而促進學生的學業發展、個人與群性發展、以及事業和

才華發展。研究目的：本文會闡述香港學校輔導員因應是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所

調節的輔導模式。由於是次疫情對香港社會產生的影響前所未見，本研究將會分析學

校輔導員如何應對前線工作的轉變，當中包括處理個案類型、實務討論、介入模式等，

藉此深入剖析學校輔導員於香港學校的工作與角色，並且會分析學校輔導員於疫情下

透過線上和實體模式提供學校輔導服務的優勢和難點，為日後提供混合式學校輔導服

務（Blended School Counselling Support Service）奠定良好實踐的基礎。研究方法：本

研究透過焦點團體方式與五位學校輔導員進行訪談，參加者來自香港的中小學學校輔

導員，焦點團體座談會利用半結構式的訪談指引來進行討論，時間約 90分鐘，以錄音、

摘要形式及參與式觀察來紀錄訪談過程及內容。受訪者的經驗會透過 van Manen 氏的

詮釋現象學（interpretive phenomenology）及描述生活經歷（Lived experience）中感覺、

行動的關係及與周遭狀況的互動為主軸，從中得出資訊文本（informative text）及反思

文本（reformative text）。研究結果根據以下範疇整理和歸納受訪者的經驗：一、混合

模式下學校輔導員提供的學校輔導服務；二、混合模式下學校輔導服務對學生發展的

幫助；三、混合模式下學校輔導員的跨專業協作；四、學校輔導員提供混合式學校輔

導服務的難點。研究結果：研究顯示學校輔導員對以下主題分享了他們的經驗，包括

如何混合進行線上及實體模式輔導工作、如何支援不同類型學生、利用網路工具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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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適的輔導目標、運用線上系統促進跨專業協作、及線上輔導的困難及挑戰等。學校

輔導員在疫情下仍維持學校輔導服務，除了實體輔導外，亦開展了使用線上系統提供

個別輔導、團體輔導和家長諮詢工作。學校輔導員的經驗反映線上系統有助較低動機

的學生接受輔導服務，並認為使用混合式輔導服務更能照顧學生的多元輔導需要，使

學校輔導服務更臻完善。除此以外，學校輔導員的經驗認為線上和電話系統皆可有效

地與家長保持聯繫，從而促進家校合作，強化學生的支援系統。另外，學校輔導員的

經驗亦反映線上輔導模式能保持跨專業協作，惟進行線上溝通時面對不少限制，如未

能獲得其他專業的即時支援或協作。最後，學校輔導員的經驗亦反映了混合式學校輔

導服務的難點，包括欠缺參考範例、處理危機個案的限制、以及在維護及實踐線上輔

導倫理守則的挑戰。結論：混合式學校輔導在香港仍處於萌芽階段，本研究結果為香

港學校輔導員提供了良好實踐混合式學校輔導服務的基礎。本研究結果反映線上輔導

服務能在疫情下透過不同網路工具有限度地協助學生進行社交訓練、情緒疏導及家長

諮詢等工作。由於學校線上輔導缺乏前人經驗，在疫情下推行遇到不少困難，建議業

界需加強學校輔導員培訓，強化他們的線上輔導策略及處理危機個案技巧。另外，本

研究亦建議學校須根據專業心理或輔導協會的專業倫理守則，制訂各項線上輔導工作

的具體執行計劃及指引，為日後有效實踐混合式學校輔導服務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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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06  
疫情下的遙距輔導服務之實務經驗與反思 

徐澤琛 註冊輔導心理學家  香港樹仁大學輔導暨研究中心 

黃家盈 註冊輔導心理學家  香港樹仁大學輔導暨研究中心 

 新冠疫情持續，對全球市民的精神健康構成重大影響，心理壓力與情緒困擾達

至臨床水平的比例大幅提高。抗疫期間，市民能夠親身接觸輔導及心理治療的機會減

少，但心理支援的需要卻大為上升。基層民眾面對的壓力尤甚，市民急切需要適當的

心理及情緒支援。由於疫情對大眾精神健康影響之廣泛前所未見，儘管不少非政府組

織及團體自發組織各類支援服務，心理支援方面仍有不足。有見及此，輔導暨研究中

心聯同亞洲專業輔導及心理協會、香港學校輔導專業人員總工會自 2022 年 4月初合辦

為期兩個月的熱線及線上心理支援服務，向大眾提供遙距心理支援。參與服務之專業

團隊均為有心理學相關學歷及輔導訓練背景。  

於新冠疫情下提供遙距輔導及心理支援的經驗實有助了解由新冠疫情引發之本

土輔導需要，並為輔導專業之長遠發展有所啟發。是次服務檢討報告據 Braun 及 

Clarke (2006; 2013) 提出之主題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要旨，與由 7位資深輔導工

作者擔任之遙距輔導服務經理進行個別訪談。完成訪談後，訪談錄音由本文兩位作者

分別作編碼及就對差異編碼及主題命名作修訂直致達成一致共識。  

訪談結果歸納出服務經理在是次遙距輔導 (Tele-Counselling) 支援的經歷及領會、

反思在疫情對大眾的心理及精神健康造成之「無形」影響。此外，亦探討專業輔導人

員在大眾心理及精神健康所擔當之角色及未來發展範疇。就求助者及主述問題而言，

大多致電到熱線之市民為中老年人士並因疫症直接或間接感到困擾。例如來電的市民

在適應防疫操施時，由於減少人際接觸，社交支援大為減少以致亦缺乏被聆聽的機會。

在疫情下，不乏受有更多抑鬱、焦慮、和感到憤怒的情緒困擾的人士情況惡化。而普

遍來電者表示接受通話後情緒得到抒緩、更積極面對生活上的困境。  

就遙距輔導服務對輔導及心理服務專業在發展及推廣而言，疫情令輔導專業人

員及大眾對遙距心理支援持更開放之態度。唯市民大眾對心理輔導的認知仍有不足。

而遙距輔導能有效觸普羅及大眾，拆解市民對專業輔導之固有誤解及迷思。藉與媒體

共同推廣是次遙距輔導服務，服務經理亦一致認為輔導心理學家及輔導員在大眾漸漸

為大眾認知並建立正面、專業形象。就輔導專業之長遠發長而言，包括政府、學者與

前線輔導工作者在公眾推廣及教育、培養輔導專業人員等範疇均扮演重要角色，藉以

為市民大眾建立有效之精神健康安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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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07  

Covid-19 期間青年人在表達藝術治療中的所展現的抗逆力 

周德慧 副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 

疫情改變了人生活的不同方面。多項研究表明，在 Covid-19 疫情 期間，香港有

更多青年人出現心理健康的問題。根據 Paolo Knill 的理論，音樂、戲劇、動作、詩歌

和視覺藝術的不同藝術形式可用於多藝術媒介的轉換及去中心化的表達藝術治療，促

進人在面對困境挑戰時， 透過藝術創作去探索和獲取新的資源。在過去三年中，筆者

曾運用表達藝術與香港共 84 名青少年工作，其中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SEN）、心理

健康或毒品問題的青少年。這項以藝術爲本的研究，不僅反映了表達藝術在疫情期間

在香港青年個人和團體工作中的實際應用，而且還展示了年青人在獨特的藝術作品中

所表達的抗逆力和對抗逆力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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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08 

無邊界的邊界：線上視像團體輔導研究在培訓和臨床督導之應用 

彭蘭施 實務副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 

在全球新冠疫情之前， 線上輔導傳統上不是主流心理服務模式，也沒有被納入

高校的 心理輔導培訓課程 (Holmes et al., 2019; Kraus et al., 2010; Richards & Vigano, 2013)。

直到新 冠疫情的爆發，實體輔導模式迫切轉成線上輔導模式以配合相關防疫措施 (例

如: 社交 距離, 在家工作)，衝擊著高校的傳統心理輔導培訓形態。作爲行業的「守門

員」，老師 和臨床督導們，在疫情的推動下謹慎地反思如何在線上輔導成爲「新常態」

下有效回 應修讀心理輔導的學生們的培訓需要。 

此質性研究填補研究和培訓缺口，以 Llewelyn et al. 的 Helpful Aspects of Therapy 

(1988) 爲 訪談框架，透過 Zoom 軟體與五位在香港修讀心理輔導的學生進行深入個人

訪談，了解 他們於疫情下在家工作期間進行線上視像輔導的經歷。 反思性主題分析 

(Reflective thematic analysis) 揭示受訪者一致地對於設計和帶領線上視像團體輔導感到

困難。他們 面對最大的困難是拿捏線上的無邊界空間和實體邊界的科技中介空間 

(technologymediated space) 之間的動態相互作用。 「去抑制效應的兩難」 (Dilemma of 

Disinhibition Effect) 、 「解構團體壓力」 (Deconstruction of Group Pressure) 和「掌控轉

移」 (Shift of Control) 的次主題反映如何影響整體線上團體歷程和治療關係。尤其在新

冠疫情之下， 實習輔導員和當事人需要在家進行團體輔導，這些影響更被擴大。 

由此可見，傳統的實體爲本團體輔導理論—即是輔導員和團體輔導成員都在同

一個三 維空間—缺乏適合和到位的理論引導心理輔導的學生在二維線上視像的情景進

行團體 輔導 (Pang, 2020)。這些發現符合一些文獻論據提到線上團體輔導需要不一樣的

理論， 不一樣的引導和促進技巧，甚至輔導歷程 (counselling process) 的概念—臨在感 

(sense of presence) 、 界線 (boundary) 和空間 (space)— 也需要有不一樣的理解 (Israeli et 

al., 2013; Weinberg & Rolnick, 2020)。 

高校的心理輔導專業課程扮演一個關鍵的角色去模塑和發展線上輔導的教學、

臨床督 導和實務指引 (Adeyemo & Agokei, 2012; Baker & Ray, 2011)。本發表會分享在

現行的教學 和臨床督導裏面，應用此項從下而上 (bottom-up) 研究的洞見來建立和修訂

線上視像團 體輔導的培訓素材、倫理守則和實務標準， 從而引申線上輔導在知識，實

務，研究和 倫理層面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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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09  

疫情前後兩屆藝術新生開學初心理健康對比研究 

單學敏 博士    河北旅遊職業學院心理健康指導中心 

趙芳芳 副教授   北京城市學院 

為了探討疫情前後兩屆藝術設計類專業新生開學初心理健康狀況的差異，本論

文采用症狀自評量表（SCL-90） 分別對某高校 2019 級和 2020 級藝術設計類專業新生

在其入學初進行測試，評估其心理健康狀況差異。數據統計結果顯示 ： 20 級藝術設計

類專業新生心理健康水平低於 19 級藝術設計類專業新生（P ＜0.05），且女生低於男

生（P ＜0.01）；20 級藝 術設計類專業新生在軀體化、人際關係敏感、抑鬱、焦慮、

恐怖等因子方面低於 19 級藝術設計類專業新生（均 P ＜0.05）。通過 分析研究產生問

題的原因，建議對 20 級藝術設計類專業新生的心理健康水平降低應予以重視，並採取

積極有效的措施幫助 其提高心理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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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二：高校心理健康問題的理論研究 

論文 10  

心理資本在促進中國大學生 

在校期間職業成長中的積極作用：基於自我決定的視角 

周文霞 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  

馮悅  博士生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  

金秋萍 助理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 

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提出中國大學生的心理資本對於大學生在校期間職業成

長 的積極作用，並揭示其發揮作用的中間機制和邊界條件，即專業選擇的自主性動 機

的中介作用和職業成功觀的調節作用。研究方法：本研究基於一項中國在校大學生職

業發展追踪調查數據，並採用路徑 分析方法對於假設模型進行了整體檢驗。研究結果

與結論：本研究基於自我決定理論和中國大學生專業選擇的實際情境， 提出了一個有

調節的中介模型。研究結果表明：（1）中國大學生的心理資本水平 正向影響大學生

在校期間的職業成長水平；（2）專業選擇的自主性動機起到中介 作用，即大學生的

心理資本正向影響專業選擇的自主性動機（具有較高心理資本 的大學生更有可能根據

個人興趣選擇大學專業），且專業選擇的自主性動機進一 步正向影響大學生在校期間

的職業成長水平；（3）大學生的職業成功觀（包括外 在報酬、內在滿足、工作家庭

平衡三維度）在專業選擇的自主性動機和職業成長 之間起到調節作用，其中外在報酬

和工作家庭平衡成功觀的負向調節作用得到驗 證，即當外在報酬和工作家庭平衡成功

觀較低時，專業選擇的自主性動機和職業 成長之間的積極作用更強；且有調節的中介

模型也得到驗證，即當外在報酬和工 作家庭平衡成功觀較低時，心理資本通過專業選

擇的自主性動機對於職業成長的 積極作用更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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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11  

高校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心理健康 

吳海雅 學生事務長及助理教授  明愛専上學院 

梅錦榮 研究教授    明愛専上學院 

榮譽教授    香港大學 

關志威 高級講師    香港大學 

融合教育理念認為，所有學生（無論是否有殘疾，是否有特殊教育需要）都應

在同一所主流學校上課。通過共同的學習活動，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以下簡稱特

需生）會在學業、人際關係、生活適應方面受益。過去有關特需生的研究，主要以中、

小學生為對象，研究結果未能一致證實融合教育的正面成效。近期高校特需生人數日

益增多，由中學過渡到高校的各種轉變，是特需生面對的重要挑戰。特需生在高校的

心理適應狀況，是教育工作者應予以關注的。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高校特需生的心理

健康並與非特需生的數據比較。研究方法首先確定測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工具包括

《融合知覺問卷》(含學校生活感受、人際關係、學業自我概念等量表)和《K6》（心

理困擾量表）。量表於信度和效度確定後，編入收集數據的問卷，通過線上連結，邀

請一所高校學生，以不記名和自願方式參與研究。結果共 90名特需生和 457名非特需

生參與研究。兩組學生在性別、年齡、就讀年級的分佈並無顯著差異，參與者 69%為

女性，大部分（75%）年齡介於 18至 24歲，但特需生信仰宗教的比例較高。特需生障

礙有三種類型:I 肢體及感覺障礙（27.8%），II 學習困難及發展障礙（53.3%），III 精

神及情緒障礙（18.9%）。Welch 氏的 t-檢驗顯示，特需生的學校生活感受和人際關係

與非特需生者無顯著差異，但學業自我概念（即應付學業能力的自我評估）則顯著較

差，並有較嚴重的心理困擾(t-值分別為 2.87 及 3.08, p值< .01)。變異量分析顯示，這兩

方面低下的狀況，主要在第 II及第 III類型障礙的特需生出現(F-值分別為 7.14及 20.01, 

p值分別<.01 及< .001)，第 I 類型特需生與非特需生的學業自我概念和心理困擾水平，

並無顯著差異。數據又顯示，沒有宗教信仰特需生的學業自我概念偏低。但有宗教信

仰特需生的學業自我概念與非特需生者並無顯著差異，表明宗教信仰對特需生的學業

自我概念起保護作用。本研究資料於 2021 年 10/11月新冠肺炎疫情下收集，數據除了

證實特需生較嚴重的心理困擾，也顯示了非特需生在《K6》的測驗分數，超過了心理

困擾的分界值(12/13)，有心理疾病的風險。疫情後可通過重復驗證研究，比較疫情與

心理困擾的關係。歸納本研究數據的結論，證實疫情下高校特需生比非特需生在學業

自我概念方面，顯著低下，心理困擾亦較嚴重，但特需生障礙類型和宗教信仰起了調

節作用。本研究結果可作為輔導工作的參考，幫助高校特需生有效學習，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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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12  

大學生心理發展與素質調查報告 

陳敏  心理輔導中心主任  重慶郵電大學 

心理素質是以生理條件為基礎，將外在獲得的刺激內化成穩定的、基本的、內

隱的，並具有基礎、衍生、發展和自組織功能的，並與人的適應、發展、創造行為密

切聯繫的一種心理品質。 有關心理素質的相關研究發現，具有高心理素質的青少年，

通常其心理健康水準更好，學業成績更佳，心理素質較好的學生能更加從容地應對學

業、擇業、社交和適應社會等問題，表現出積極的自我調節與社會適應能力，因此心

理素質被認為是影響個體全面發展的重要品質。 

調查採用張大均和張娟等（2018）修訂的大學生心理素質問卷（簡化版），包

括認知品質、個性品質和適應能力 3 個維度。 其中，認知品質體現在個體對客觀事物

的反映活動中，主要涉及全面性、敏捷性、發散性等; 個性品質反映在個體對客觀事物

的態度與行為上，主要涉及堅持性、獨立性、責任感等; 適應能力是在前兩者的基礎

上，受外在社會環境的影響，所形成的習慣性行為傾向，主要涉及學習適應和生活適

應等。 

一、調查背景及目的 

在校大學生處於青年早期，其生理發育趨於成熟，但心理發展尚未完全成熟，

身心成熟的不一致性是他們心理衝突頻發的重要原因。 對其心理素質進行調查，有助

於全面了解學生的心理發展狀況，從而更有針對性地開展心理健康教育與輔導工作。 

二、調查方式及物件 

採用網路調查，共計調查學生 20889名，其中 17275名學生完成調查，完成率

為 83%。 未參測學生多為外出實習的大四學生。 

學生心理素質現狀 

1. 整體心理素質 

參測學生在整體心理素質、認知品質和適應能力的得分上均顯著高於全國常

模，僅在個性品質上略低於全國常模。 結果顯示參測學生整體心理素質發展狀況良

好，特別是在學習能力、思維能力和靈活性上優於全國平均水準，具體可能表現在專

業學業和社會適應方面具有較強的競爭力與優勢。 人格品質上得分略低於全國平均水

準，顯示參測學生群體可能在堅持性、獨立性和責任心上存在一定的不足。 學校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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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有必要加強學生個性品質的錘鍊，培養其健全的人格品質，從而促進學生的全

面發展。 

不同群體心理素質 

調查結果顯示，有過留守經歷的大學生，其心理素質明顯差於無留守經歷大學

生; 學生幹部的心理素質水平顯著優於普通同學; 大四學生的心理素質明顯優於前三個

年級。 男女生心理素質不存在顯著差異。 針對有留守經歷的大學生，學校有必要提供

更多的關懷與支援，促進他們在大學期間的成長發展; 學校要高度重視選撥和培育學生

幹部，進一步鼓勵學生自己管理自己，有利於提升學生心理素質; 經歷了四年的學習與

生活，有可能讓學生的心理品質得到了顯著的提升，但一次橫向調查尚不能支持這個

觀點，學校可考慮通過追蹤調查的方式，來進一步探究這一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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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13  

知覺壓力對青少年生命意義感的影響： 

生活滿意度和自我效能感的鍊式中介作用 

許辰  講師   陸軍軍醫大學醫學（第三軍醫大學）心理系 

軍事心理學教研室 

彭李  講師   陸軍軍醫大學醫學（第三軍醫大學）心理系 

傅萬豔 二級講師  重慶市大學城第一中學 

李敏  教授   陸軍軍醫大學醫學（第三軍醫大學）心理系 

研究目的：“一個人知道自己為什麼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種生活” ，青少年

生命意義感缺乏是產生心理問題和選擇自傷或自殺的一個重要原因，本研究主要探討

知覺壓力對青少年生命意義感的影響作用機制，考察生活滿意度和自我效能感在兩者

之間關係中所起的中介作用。研究方法：2021 年 5月-6月，採用方便抽樣法對重慶市

某 3 所中學 2045 名學生進行問卷調查。評估工具包括知覺壓力量表(Perceived Stress 

Scale，PSS)、生活滿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自我效能感量表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GSES) 和生命意義感量表（Life Meaning Scale，LMS），

使用 Pearson相關檢驗各變量之間的關係，Process插件模型 6檢驗變量間的鍊式中介作

用。研究結果：①知覺壓力與生活滿意度、自我效能感和生命意義感的相關係數分別

為-0.51、-0.58、-0.44（P <0.01）；生活滿意度和自我效能感、生命意義感的相關係數

分別為 0.39、0.31（P <0.01）；自我效能感和生命意義的相關係數為 0.45（P <0.01）；

②知覺壓力影響青少年生命意義感主要通過三條路徑，分別為知覺壓力→生活滿意度

→生命意義感，中介效應佔比（13.38%）；知覺壓力→自我效能感→生命意義感，中

介效應佔比（32.99%）；知覺壓力→生活滿意度→自我效能感→生命意義感，中介效

應佔比（3.99%）。研究結論：知覺壓力、生活滿意度、自我效能感與生命意義關係密

切，知覺壓力可以通過影響青少年生活滿意度和自我效能感來影響生命意義感，未來

可以通過開展減壓訓練、生活技能訓練、自我效能感提升訓練等方式來提升青少年的

生命意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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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14  

電競與心理健康﹕香港心理學界、社會工作界與電競業界 

符瑋  副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  

方富輝 系主任   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劉軒朗 研究員   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 

自從世界衛生組織在 2019年於 ICD-11引入電玩遊戲成癮(Gaming Disorder) 的診

斷後，前線輔導工作者對於相關診斷標準是否適切作出不少討論，其中最大的爭議來

自到底應該視電玩遊戲是引致上癮的風險因子，還是應視之為職業輔導生涯規劃的可

能選項(Kim et al., 2022)。兩種對電競完全不同的論述的碰撞，突顯出電競發展對各種

相關輔導議題難以使用單一觀點去進行介入。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以論述分析，比

較香港的輔導心理學界、社會工作者及電競業界的觀點，找出彼此的論述之間的相交

點、差異和互動情況，從而了解輔導工作者應如何擴闊有關電競趨勢的多重視角。研

究方法﹕本研究在 2021 年 11月至 2022 年 4月期間，對來自四個不同的香港心理學界

專業團體代表的訪談、對四個不同類型的社會工作機構共八名受訪者、以及對二十二

名電競選手及電競從業者進行個人訪談。本文以 Polkinghorne (1988,1995)的敘事研究

法為基礎，旨在從不同持分者就電競現象相關的的經歷、想象和身分認同之間，以配

置敘事(narrative configuration) 的方式，整理出現時與輔導相關的輔導(斷癮輔導及職業

輔導)之間有待磨合的盲點。研究結果﹕本文在整理不同持分者的敘事後，得出以下主

要的敘事差異﹕1)香港社會工作者同時要置於「斷癮」和「以電競活動作為重燃青少

年鬥志的介入手法」兩者之間，服務定位往往受到制肘。而心理業界則偏重斷癮論述，

但又視職業電競為一種例外狀態。2)輔導業界,不論是心理業界或是社會工作界，都有

視職業電競手為理想型的傾向，但有關成癮的診斷(投入時間長、以電玩為優先等)卻

是電競選手成功的必要條件。3)心理學界往往忽略常見引起成癮和「課金現象」的手

機遊戲其實不是標準的電競項目遊戲、亦不了解電活動中的技術含量。4)與此同時，

電競業界期待心理輔導專業能夠支援他們面對壓力和因工作形態而來的身心問題，但

又覺得心理業界在這方面的服務完全缺乏。5)即使從事職涯輔導的心理學家及社會工

作者，亦未完全相信電競相關行業的可持續發展性。結論﹕本文整合了各持分者對電

競敘事的不同理解，擴闊了現時僅以投入時間和活動優次定義電玩遊戲成癮的框架，

亦對相關輔導業界整合了各種不同視角下進行溝通的可能性。(本研究來自香港研究資

助局資助研究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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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15  

大學生身體意象、完美主義與氣質性樂觀的關係比較 

徐燕寧 學生    首都師範大學心理學院 

王岩  副教授   首都師範大學心理學院 

岳曉東 教授    首都師範大學心理學院 

當下，中國大學生羣體對身體外貌具有普遍積極追，但過度節食整容等偏激行

爲卻時有發生，矛盾背後的心理機制值得探究。身體意象是個體對自身的外貌、體型

所採取的態度、情感及行爲方式，是衡量身心健康的重要指標。本研究以積極心理學

爲導向，選取完美主義氣、質性樂觀對身體意象的心理機制進行探討。研究採用問卷

調查法在北京等地回收有效問卷 424 份。檢驗了各變量间關係、人口學差異，並構建

樂觀在完美主義與身體意象間的 process 調節檢驗模型。發現如下：1、男生的完美主

義水平顯著高於女生，樂觀水平顯著低於女生，體象得分無顯著差異。2、大四學生的

完美主義得分顯著低於其低年級，大一至大四完美主義水平具有遞減趨勢。3、完美主

義與樂觀顯著負相關，身體意象與樂觀和完美主義都顯著正相關。4、調節模型上①

高樂觀水平組身體意象得分高於低樂觀水平組。②在高樂觀組內，身體意象得分隨完

美主義升高而下降，樂觀調節效應不顯著。③在低樂觀組內，身體意象得分隨完美主

義升高而升高，調節作用顯著。筆者認爲，調節檢驗驗證了樂觀與完美的交互影響。

高樂觀羣體無論是否追求完美，對自身狀態相對“自洽”，身體意象較好，符合氣質性

樂觀的瀰漫向好預期。低樂觀低完美的人羣，對身體既無好的期待，也沒有更好追求，

身體意象最低，恰如最近熱詞“躺平”狀態。而低樂觀高完美人羣，貼近熱詞“內卷”狀

態，一方面相對悲觀，一方面用高完美要求自己，在奮鬥中追求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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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16  

抑鬱自我污名量表在大學生群體 

劉瓊鄉 心理學碩士研究生  中國地質大學（武漢）教育研究院 

孫斌  心理學碩士研究生  中國地質大學（武漢）教育研究院 

周文琪 心理學碩士研究生  中國地質大學（武漢）教育研究院 

袁彩紅 心理學碩士研究生  中國地質大學（武漢）教育研究院 

劉陳陵 副教授   中國地質大學（武漢）教育研究院 

應用心理學研究所 

研究背景：自我污名是指被污名群體的個人反應，他們內化公衆污名幷産生自

我貶低和回避心理。近年來，大學生心理疾病的發病率急劇增加，其中，抑鬱症是常

見心理疾病之一。而大學生抑鬱自我污名已經影響了其求助意願、學業成績和心理健

康等方面。研究目的：修訂抑鬱自我污名量表（The Self-Stigma of Depression Scale，

SSDS）幷在中國大學生群體中檢驗其信效度。研究方法：首先，對原量表進行漢化，

結合中文的語法習慣，修改個別存在表述問題的語句，最終形成中文版量表。其次，

採用 SSDS 和心理疾病內化污名量表（Internalized Stigma of Mental Illness，ISMI）對大

學生進行施測。其中，對樣本 1（N=501）進行項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對樣本 2

（N=544）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對樣本 3（N=607）進行校標關聯效度分析，時隔 2

周抽取 72 人進行重測信度分析。研究結果：（1）量表包括 11 個條目，由無價值感、

求助抑制和羞愧感 3個因數構成，累積解釋總方差變異的 73.01%；（2）驗證性因素分

析發現三因素模型擬合良好（ c2/df=4.01，CFI=0.98，TLI=0.97， SRMR=0.04，

RMSEA=0.07）；（3）量表的 Cronbach’s α 係數在 0.85~0.91 之間；重測信度在

0.72~0.84（P<0.01）之間；（4）SSDS 的總分和各維度分與 ISMI 得分呈顯著正相關

（r=0.45~0.67, P<0.01），量表具有較好的結構效度。結論：抑鬱自我污名量表在大學

生樣本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以作爲在中國背景下測量抑鬱自我污名的適宜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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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三：高校心理健康問題的預防與干預 

論文 17  

大學生心理建設的途徑與措施—重慶市大學生心理成長論壇十年探索 

朱衛嘉 教授    重慶科技學院 

大學生心理成長論壇是大學生心理建設的重要途徑與措施。 通過連續 12年舉辦

大學生心理成長論壇，培育三級心理之家建設、心理成長微課大賽、心理成長沙盤競

賽、調研與社會實踐報告、特色與創新活動等品牌活動，為大學生心理建設提供了發

展平臺與保障，育人成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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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18  

世界衛生組織「一步步」電子精神健康干預 

對改善中國青年抑鬱症狀的可行性研究 

薛巧鳳  博士生  香港大學心理學系 

洪盈惠  導師   澳門大學滿珍記念書院 

Sebastian Burchert 研究員  柏林自由大學教育及心理學系 

蘇桂龍  處長   澳門大學學生輔導處 

王覓   職務主管  澳門大學心理輔導中心 

陳雯   副教授  中山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林玉鳳   主任   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Brian J. Hall 主任   上海紐約大學全球健康公平中心 

背景：中國青年在接受精神健康治療方面遇到不少阻礙，當中包括缺乏治療資

源和大眾對於心理服務尋求者的污名化情況等。實證為本的電子精神健康干預有望可

作為傳統面對面治療的替代及可擴展的治療措施，以支援中國青年的心理健康。然而，

目前尚未有足夠嚴謹證據支持在中國運用電子干預措施擴大心理支援規模的情況。  

目的：本研究是為評估電子精神健康干預「一步步」的大規模隨機對照研究準

備的可行性研究。「一步步」 是一項基於行為活化的精神健康干預計劃，旨在降低中

國年輕人的抑鬱和焦慮症狀。本研究嘗試評估在大學環境中實施「一步步」的可行性、

計劃的接受程度以及潛在的效用。  

方法：研究人員在中國澳門招募具高抑鬱症狀水平（PHQ-9評分為 10分或以上）

的大學生參與一項非對照的可行性試驗，以了解大學生對「一步步」的接受程度性和

干預實施可行性。數據通過「一步步」應用程式中的問卷功能在干預前後（即基線和

基線後 8 週）收集。研究人員亦考察「一步步」的參加和中途退出的情況，測量參加

者抑鬱和焦慮症狀的嚴重程度、幸福感和自我定義的壓力，並使用質性訪談評估參加

者對計劃的滿意度。  

結果：共 173名大學生報名並透過「一步步」進行初步評估，33名(22.0%)大學

生符合參加條件，其中 63.2%（n = 24）參與了干預。中途退出率為 45.8%。完成者的

結果表示，「一步步」對於減低抑鬱、焦慮症狀和自我定義的壓力有潛在效用。學生

普遍對該計劃感到滿意，並提出了繼續改進的建議。有關參加者反饋訪談的質性結果



第九屆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高校心理輔導與諮詢高峰論壇 

 

最後修訂日期：2022年 7月 26日 45 

則根據 RE-AIM 框架進行歸納報告，包括招募、效果、採用、實施和維持五個主題。

研究團隊及開發人員根據參加者的反饋對程序進行了修改。  

結論：本研究成功在中國大學生群體中測試了最低限度指導性的「一步步」電

子精神健康應用程式的干預和研究方案。中國大學生普遍接受「一步步」電子精神健

康應用程式，干預研究過程沒有任何不良事件。研究結果支持該計劃的潛在效用和進

行大規模評估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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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19  

網上生涯設計輔導提升大專生的生涯適應能力： 隨機對照試驗 

彭樂謙 學校輔導部主席   亞洲專業輔導及心理協會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充滿變數的年代，不論是由於科技發展帶來的變化，或是疫

情所帶來的影響，使人生充滿着不少的不確定性。對於一班將要踏入社會工作的大專

學生，他們除了需要掌握其學科知識，更重要的是培育出生涯適應力（Career 

Adaptability），以應對未來種種的挑戰。若要提升大專生的生涯適應能力，生涯輔導

亦需要作出相應的調整。Savickas 等人（2009）提出生涯輔導需要作出五個觀念上的

轉移，包括：一）從個人與工作配對到生涯管理、二）從直接到高靈活性的輔導模式、

三）從單一觀點到多重觀點的生涯決策模式、四）從結構化到重視個人的敍述及五）

從重數據到着重對話的生涯輔導模式。故此，Savickas（2009, 2015, 2019）提出了生涯

設計輔導模式以促進受導者提升其生涯適應力。另外，香港正受疫情影響，不少輔導

服務都需要轉變成遙距輔導模式（Tele-counselling）。所以，本研究希望探討透過網

上模式進行生涯設計輔導對於香港大專學生生涯適應能力的影響。研究方法：研究對

象為香港就讀大專院校的大專生，總共 32 人，並且隨機分為兩組（研究組 16 人，對

照組 16 人），兩組成員於研究前及研究後皆完成「生涯適應力量表」以了解網上生涯

設計輔導介入對於他們生涯適應力的影響。「生涯適應力量表」包括生涯適應力總分

及四項分量表分數。其分量表包括「生涯好奇」、「生涯信心」、「生涯關注」和

「生涯控制」。數據使用 One-way ANOVA 來分析研究組與對照組於生涯適應力及其

分量表項目之間的差異。研究結果：完成研究者共有 32 人。對比對照組，研究組在接

受完網上生涯設計輔導後，大專學生的生涯適應力 (F(1, 30) = 14.52, p <.001) 和所有分

量表（生涯好奇(F(1, 30) = 12.13, p <.01)、生涯信心(F(1, 30) = 13.98, p <.001)、生涯關

注(F(1, 30) = 14.14, p <.001)和生涯控制(F(1, 30) = 12.51, p <.01)）皆有顯着的提升。結

論：網上生涯設計輔導模式能夠有效地促進大專生的生涯適應力，並且有助他們提升

對生涯發展的關注，對於未來不同的發展可能性感到好奇，以及有信心和感到有能力

去應對未來種種的生涯發展挑戰。可見，生涯設計輔導除了能夠應用於華人社區外，

亦適合應用於網上輔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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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20  

無效家庭環境與青少年自傷：羞恥感的中介作用 

黃安麟 碩士研究生   北京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 

學院應用心理（臨床方向） 

鍾傑  副教授   北京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 

研究目的：非自殺性自傷（NSSI）是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其問題的嚴重性在

高校學生尤其突出。 無效家庭環境（Invalidating Family Environment）可能是 NSSI 行

為持續性的重要成長和環境因素，而羞恥感可能是 NSSI的實施和嚴重性加劇的重要心

理因素。 然而，甚少研究討論無效家庭環境、羞恥感與 NSSI 之間互相作用與關係。 

本研究旨在對無效家庭環境、羞恥感、青少年非自殺性自傷程度進行本土化研究，從

而促進對 NSSI發展機制的瞭解。 研究方法：對雲南一所特殊職業教育學院的 540名學

生進行問卷調查，最終自傷組為126人（男性21名，女性105名， 平均年齡19.63±1.15

歲）; 非自殺組 414 人（男性 45名，女性 369名，平均年齡 19.80±1.18歲） 。 其後對

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和多元回歸分析。 研究結果：獨立樣本 T 檢驗結果發現男性的

NSSI 程度（包括頻率及嚴重性）顯著高於女性（p<0.05）; NSSI 組相較於非 NSSI 組具

有更嚴重的家庭無效和更高的羞恥感（p<0.001）; 女性自傷者在羞恥感中身體羞恥維

度上顯著高於男性自傷者（p<0.05）; 通過 Hayes的 Process程序發現，無效家庭水平顯

著正向預測自傷程度 B=1.22[95%CI（0.45， 2.00）]，自傷程度在無效家庭環境與羞恥

體驗的中介效應 B=0.76[ 95%CI(0.31, 1.33)]。 結論：男性有著更高的 NSSI 程度; NSSI

組的家庭無效水準和羞恥感高於非 NSSI 組。 同時，羞恥感在無效家庭環境與 NSSI之

間存在仲介作用。 本研究對 NSSI 個體的成長因素及心理因素提出相應病理模型，為

高校心理衛生專業人員對 NSSI治療及預防方案上提供了科學理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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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21  

曼陀羅對降低香港大專生學業焦慮程度之成效－以完美主義為調節變數 

陳懿  輔導心理學碩士生  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 

余啟程 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 

近年，繪製曼陀羅變得普遍。越來越多文獻指出繪製曼陀羅有效降低與學術相

關的焦慮程度。本研究旨在探討繪製曼陀羅在降低香港大專生學業焦慮程度的有效

性，以及完美主義在當中的調節作用。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爆發，本實驗分別於面對面

和線上進行。51名香港大專生被隨機分配到三組：（1）曼陀羅填色，（2）曼陀羅繪

畫，和（3）任意繪畫（對照組）。研究對象需要回想一件有關學業令其感到焦慮的

事，再用 20分鐘繪畫，並填寫狀態焦慮量表和量度皮膚電導反應，以評估焦慮程度的

變化。結果顯示，曼陀羅填色及繪畫與任意繪畫（對照組）相比，能有效幫助學生降

低對學業的狀態焦慮程度，而曼陀羅填色及繪畫的效果相若。此外，完美主義對降低

焦慮有顯著影響。較高水平的完美主義者在曼陀羅填色或繪畫時，焦慮程度的降低幅

度比任意繪畫（對照組）更大。另一方面，較低水平的完美主義者從任意繪畫（對照

組）中能更大幅度地降低學業焦慮。這些結果反映，在圓圈內填色或繪畫複雜的幾何

圖案能讓大專生集中，如進入冥想狀態。這樣可讓他們忽略引起焦慮的事情，將注意

力轉為關注自我。總括而言，曼陀羅填色或繪畫有效幫助香港大專生於短時間內降低

有關學業的焦慮。治療師可透過面對面或線上輔導，利用曼陀羅作為輔助療法，以減

輕香港大專生的焦慮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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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22  

初顯成年期愛情獲取安全感對愛情關係品質的預測 

孫頌賢 教授    台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 

初顯成年期（emerging adulthood）的重要發展任務之一，即是發展愛情能力，

個體開始學習如何談戀愛、如何維持具安全感的親密關係，以做為未來維持親密關係

與經營婚姻的基礎。而成人依戀理論（adult attachment）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理論架構，

來理解個體如何在愛情關係中，展現具安全感的行為，以維持成熟的愛情關係。而傳

統上，成人依戀理論採取演化-生物性觀點，並認為每個個體都有一套獨特的「依戀行

為系統（attachment behavioral system，ABS）」，並以個人層面的情緒調節觀點來測

量ABS活化方式，包括焦慮與逃避兩種依戀行為。而本研究依據生物-心理社會系統觀

點，融合了微觀的情緒調節歷程，以及巨觀的華人文化愛情特徵，認為 ABS 的活化方

式會透過關係層面的「界限滲透」、「照顧者角色行為、「調節努力」等三種方式在

愛情中獲取安全感（gaining security），可能比單純從個人層面的情緒調節觀點，更能

預測愛情關係品質。研究目的：本研究欲編製一套「愛情獲取安全感量表」，以檢證

愛情獲取安全感之內涵，以及探討愛情獲取安全感對愛情關係品質預測情形。研究方

法：本研究採量化問卷調查，在預試研究中，共收集有效樣本 560 人，進行愛情獲取

安全感量表之編製，以及檢證其信、效度。在正式研究中，共收集 450 有效樣本，並

另外測量愛情依戀量表（焦慮與逃避依戀行為），以及愛情關係品質（包括：愛情關

係適應量表與約會暴力行為量表），檢證愛情獲取安全感量表的效標關聯效度，以及

比較愛情獲取安全感量表與愛情依戀量表，對愛情關係品質預測上的差異。研究結果：

第一，愛情獲取安全感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表現，其內涵可包括界限滲透、照顧

者角色行為、調節努力等三個因素。第二，愛情獲取安全感在預測初顯成年期的愛情

關係品質方面，具有良好的效標關聯效度。第三，愛情獲取安全感比的愛情依戀量表

更能預測愛情關係品質。研究結論：從生物-心理-社會系統觀點建構的愛情獲取安全

感，可能比以生物-演化為基礎的愛情依戀傾向，更能預測初顯成年期個體的愛情關係

品質。最後討論該研究結果在增進對初顯成年期所需「愛情能力」內涵之理解，以及

對情感教育、伴侶諮商實務上的啟發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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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23  

研究生心理健康特徵的網絡文本表達分析 

鄧麗芳 教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心理學系 

許金文 碩士研究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心理學系 

王姝怡 博士研究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心理學系 

研究旨在分析當前我國研究生群體的心理健康特徵和累積風險影響因素，為研

究生群體心理健康的維護提供參考借鑒。 研究結合質性分析、網路爬蟲、詞向量分析

的方法，構建了研究生心理健康特徵詞庫，並進一步通過計算機技術進行文本匹配分

析，探尋研究生心理健康特徵與各個累積風險影響因素間的關聯，以及通過機器學習

對研究生心理健康的累積風險影響因素進行文本分類和模型驗證。 研究發現：（1）

研究生群體的心理健康特徵可包括癥狀、適應和積極心理特質三個維度。 其中與研究

生“積極心理特質”相關的網络文本表達最多、其次為“心理癥狀”和“適應良好”。 其中

「主觀負面感受」範疇和其他心理健康特徵範疇間的關聯最多; （2）研究生群體心理

健康的累積風險影響因素包括家庭環境、校園環境、社交環境和社會環境四個維度。 

文本匹配分析發現，累積風險影響因素與「心理癥狀」關聯緊密，其中與「主觀負面

感受」關聯最大，與“積極人格特質”“適應良好”的關聯相對較小。 “家庭衝突”往往伴

隨著研究生的“網络成癮”、“攻擊行為”等“外化行為”; （3）研究生群體心理健康面臨

的最主要累積風險影響因素是家庭環境，其中「家庭衝突」最為突出; 其次是校園環境，

其中「不適應規章制度」是主要方面; 再次是人際環境與社會環境，「伴侶矛盾」和

「就業形勢嚴峻」分別是人際和社會因素中表達最多的方面。 

本研究充分運用網路爬蟲文本，對研究生群體的心理健康特徵和累積風險影響

因素進行了探索分析，研究結果得到了詞向量模型的驗證。 最後，本文根據研究發現，

從個人、家庭、學校、社會四個層面對研究生群體心理健康水平的維護提出了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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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24  

心理情景劇在抑鬱傾向大學生心理復原力干預中的作用 

王姝怡 在讀博士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鄧麗芳 教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研究目的:研究表明，個體早年的負性經歷可能是影響其身心健康的一個重要風

險因素。過多的負面生活事件，會降低個體心理復原力水平，也會影響他們的抑鬱狀

況。心理情景劇的主要理念是通過重演舊事以幫助個體了解自己，化解創傷，感受和

體驗到成長力量， 增強當事人適應環境和克服危機的能力。因此本研究積極地探尋心

理情景劇對有抑鬱傾向大學生心理復原力的干預作用，以提高他們的心理復原力，使

他們能夠有效應對生活中的壓力事件，用積極的心態來面對生活。研究過程:共有 103

名大學生完成了乾預前測試和乾預後測試。其中 51名大學生作為乾預組，進行了為期

3 個月的心理干預，52 名未進行干預的大學生作為對照組。每個參與者都簽署了一份

知情同意書。問卷調查採用了《大學生早期負性經歷量表》（自編）、《心理復原力

量表》(CD-RISC)、《抑鬱自評量表》(SDS)以及《Heartland 寬恕量表》(HFS) 中的寬

恕他人部分。干預過程採用心理情景劇的形式，通過 9 次團體干預實現，每週一次，

每次干預時間為 90 分鐘。研究發現: 心理情景劇干預可顯著提高被試心理復原力水平。

在進行干預後，寬恕他人的水平顯著高於對照組，抑鬱的水平顯著低於對照組。負性

事件能夠直接預測個體抑鬱水平，也通過心理復原力以及寬恕他人間接影響抑鬱水平，

通過多組比較，結果顯示對照組和乾預組之間有顯著差異。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對有

創傷經歷和抑鬱傾向的大學生進行心理情景劇干預可以有效地提高他們的心理復原力

水平，並緩解他們的抑鬱症狀，促進其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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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25  

香港心理健康和尋求專業幫助態度的預測因子： 

心理困擾與求助相關自我污名的中介分析 

譚嘉宜 盈力僱員服務顧問培訓顧問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袁穎忻 課程助理教授及助理主任  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 

過去的研究顯示，86%的香港受訪者報告了軀體和心理困擾（Lee 等，2015）。

然而，2010 年的香港精神健康調查顯示，過去一年只有 26%面對心理困擾的人尋求專

業心理服務（Lam 等，2015）。香港面對心理困擾的成年人較少尋求專業心理服務，

鑒於這個不良現象，本研究旨在調查影響香港成年人尋求專業幫助的因素。當面對心

理困擾時，與求助相關的自我污名作為中介因子，會如何影響個人尋求專業幫助的態

度與行為，以至於其心理健康。現時缺乏研究調查求助相關自我污名對非臨床群體人

士心理健康的影響，所以此研究旨在通過調查求助相關自我污名是否會對一般大眾的

心理健康產生負面影響，為心理學研究提供一些參考價值。此外，本研究提出並調查

了求助相關自我污名分別在心理困擾、尋求專業幫助態度、尋求專業幫助意向和心理

健康之間相互關係中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採用橫斷面設計，透過網上中文問卷從 331 名現時沒有臨床心理診斷的

香港成年人樣本中收集數據。研究參與者經由香港樹仁大學研究參與者庫和社交媒體

招募（包括 WhatsApp 和 Facebook）。研究所採用的自我報告問卷包括情緒自評量表

－21（DASS-21；Antony 等，1998）、求助自我污名量表（SSOSH；Vogel 等，

2006）、求助態度量表－短式（ATSPPH-SF；Fischer 和 Farina，1995）、心理求助意

向量表－3（MHSIS-3；Hammer 和 Spiker， 2018）、心理幸福感量表（RPWB；Ryff

和 Keyes，1995）和其他人口分析題目。並採用社會科學統計軟體（SPSS）分析已收

集的樣本資料。   

研究結果顯示，求助相關自我污名與尋求專業幫助態度（r＝-.48，p＜.01）、

尋求專業幫助意向（r＝-.41，p＜.01）和心理健康（r＝-.29，p＜.01）（假設 1）呈顯

著的負相關。過去研究發現，精神病患者的心理健康與他們的精神病污名化呈顯著的

負相關；而患有愛滋病的男同性戀者的情緒健康與他們的愛滋病自我羞辱和歧视呈顯

著的負相關（Thoits和 Link，2016；Skinta等，2019）。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亦確立

一般沒有臨床心理診斷成年人的心理健康與他們的求助相關自我污名呈顯著的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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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研究可總結出，不同人群可以根據其情況和條件產生不同但切合其現況的自我污

名，而每種自我污名往往與其心理健康有負向關係。此外，相關分析法顯示心理困擾

（抑鬱，r＝-.53，p＜.01；焦慮，r＝-.41，p＜.01；壓力，r＝-.42，p＜.01）與心理健

康呈顯著的負相關，但與尋求專業幫助態度和意向沒有顯著的相關性。結果亦顯示求

助相關自我污名是心理困擾（抑鬱、焦慮或壓力）和心理健康關係間的重要中介。中

介分析結果得出顯著的間接系數（抑鬱，b＝-.04，SE＝.02，95% CI＝-.08，-.01；焦

慮，b＝-.05，SE＝.02，95% CI＝-.09，-.01；壓力，b＝-.04，SE＝.02，95% CI＝-.08，

-.01），證明心理困擾部分透過影響求助相關自我污名進而影響心理健康。研究更意外

地發現，在壓力和尋求專業幫助態度／意向關係中，求助相關自我污名是顯著的中介

因子（假設 2）。中介分析結果得出壓力對尋求專業幫助態度的顯著間接系數（b＝

-.04，SE＝.01，95% CI＝-.06，-.01）和顯著直接系數（b＝.07，SE＝.02，p＜.01），

然而卻沒有顯著的總效應（b＝.03，SE＝.03，p＝.24），呈現出不一致的中介作用，

遏抑劑效應可解釋此現象。與此同時，在壓力和尋求專業幫助意向之間也發現了類似

的不一致中介作用，得出顯著的間接系數（b＝-.01，SE＜.01，95% CI＝-.02，-.00）。

根據本研究所發現的不一致中介作用，可以理解為壓力的正向直接效應和經求助相關

自我污名的負向間接效應對尋求專業幫助態度／意向的影響完全相互抵消，當中直接

和間接效應具有相當的數值但相反的正負值，導致非零值而非顯著的整體關係。換言

之，壓力對尋求專業幫助態度／意向的顯著正向直接效應顯示，壓力大的參與者較大

機會向專業人士尋求幫助，但他們的求助相關自我污名最終使他們不敢尋求幫助。因

此，目前研究結果證明求助相關自我污名的中介作用。本研究同時討論針對研究結果

的初步解釋。  

本研究確立了在香港普遍人群中，求助相關自我污名與心理健康之間顯著性的

負相關，以及求助相關自我污名的顯著性中介作用，這意味著業界需要好好應對尋求

專業心理幫助的標籤效應。針對 2019 新冠肺炎對高等教育機構心理諮詢工作所產生的

影響，研究會進一步討論相關應對措施，例如舉辦線上和線下心理教育、使學生更容

易接觸心理諮詢、常態化學生尋求專業心理諮詢，以及在疫症大流行下建立同伴支援

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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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四：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學 
論文 26  

高校背景下雙諮詢師聯合工作模式的探索 

 張宏宇 博士 副教授   北京工商大學心理素質教育中心  

朱艷新 講師    北京工商大學心理素質教育中心  

劉一桐 講師    北京工商大學心理素質教育中心 

孫曉曦 講師    北京工商大學心理素質教育中心 

高校心理中心時常面臨由院系推介學生尋求心理評估並期待依據評估結果進行

日常管理決策的情況，此時，與學生工作的心理諮詢師被推入一個可能扮演雙重角色

的困境中。 其一是學院的期待與潛在要求，其二是與學生之間的咨訪關係，兩個角色

之間雖然可能有共同性，學院和諮詢師在長遠目標的方向上都是為學生的成長與福祉，

但很多時候，尤其是在求詢的當下，學生個人需求與學院期待中的現實目標迥異，學

生的內在需求和期待與學院管理需求之間可能存在較大的裂隙。 這種裂隙帶給諮詢師

的不僅僅是倫理考量，還承擔著矛盾糾結的雙重壓力感，影響到諮詢師對來訪學生的

客觀評判以及繼後的專業工作。 

諮詢師如何保持專業工作的穩定設置，能持續之後的咨訪關係以便於在諮詢倫

理的框架下穩定的工作來有效的幫助來訪者，同時還能回應院系對於學生心理狀態評

估的需求來幫助學院在管理工作中的恰當決策，保持現實環境中維持決策公正，需要

一個能權衡雙方期待的工作機制。 

本文回應這一實踐中的問題，依據合作式行為主義心理諮詢（CBG）理論基礎，

借鑒抑鬱青少年與父母的聯合工作模式，探討高校背景下諮詢師在與學生來訪之間的

諮詢工作及心理危機干預中如何應用” 雙諮詢師的聯合工作模式『進行工作，包括雙

諮詢師在聯合工作中的角色界定，雙諮詢師的工作目標和工作內容，聯合工作的具體

運行模式，並提出這一工作模式在高校心理諮詢中的實踐意義與仍需探討的問題。 

首先，聯合諮詢師的工作模式是包含了兩位諮詢師，但是分別承擔學生來訪的

諮詢師以及學生來訪的輔導員或家長的諮詢師，兩位諮詢師的關係可能是新手諮詢師-

資深諮詢師的合作模式、兩位新手諮詢師的平行合作模式，還可能是雙諮詢師-督導師

的合作模式。 第二，聯合諮詢師的具體工作內容不同，工作目標各有側重，學生來訪



第九屆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高校心理輔導與諮詢高峰論壇 

 

最後修訂日期：2022年 7月 26日 55 

的諮詢師主要負責與學生建立咨訪關係，在諮詢的設置下評估學生的心理狀態或危機

性質危機程度，在倫理框架下確定是否或者在何種程度上突破保密原則; 聯合諮詢師在

與學生來訪諮詢師討論后，承擔與學院輔導員或者家長的聯繫工作，幫助學院和家長

理解學生目前的心理狀態，提示他們在日常生活中與學生來訪相處時的注意事項，也

可以進行一定的心理健康教育，同時可以收集學生在現實生活環境中的客觀信息資料。 

第三，兩位聯合諮詢師的具體工作模式。 學生來訪諮詢師與聯合諮詢師可以根據情況

定期討論學生的工作方案，並告知學生來訪聯合諮詢師的工作設置，徵得學生的同意。 

兩位諮詢師可以通過相互討論雙方的工作，或者兩位諮詢師中較為資深的諮詢師擔任

主導或者督導角色，還可以由另一位上級督導作為兩位諮詢師的工作督導，確保聯合

模式在倫理況下工作，利於學生的最大福祉，並符合學校管理環境的要求。 

雙諮詢師模式是高校背景下的學生心理諮詢工作的一個創新的嘗試，本文作者

已經在諮詢實踐的個案中多次運行聯合工作模式，包括諮詢中啟動危機干預的個案以

及學院推薦來的特殊需求個案，雙諮詢師的聯合工作都有較好的效果，既確保了來訪

學生有安全嚴密的諮詢空間，在這個空間中幫助學生在心理層面上的修復，又能平衡

和保證學生管理工作的有序進行。 當然，雙諮詢師的模式需要更多的諮詢師與督導師

的參與，也增加了諮詢師的工作時間，同時兩位諮詢師的具體配合與討論內容的邊界

問題仍需要更為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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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27 

「三全育人」體系下的高校心理委員專業化培養 

張馳  副教授   北京交通大學學生心理素質教育中心 

崔若冰 助教    北京交通大學學生心理素質教育中心 

大學生心理委員是高校心理健康工作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社會環境和學

習環境愈加複雜多樣，構建專業化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培養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然而，目前我國高校心理委員培養體系尚不完善，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從

人員組成來看，心理委員培訓覆蓋面窄，高校心理委員水平參差不齊，授課團隊構成

單一; 第二，從時間階段看，心理委員培訓課程缺乏系統化和長效性，也缺乏勝任力跟

蹤與考核評定機制; 第三，從工作載體看，培訓形式過於刻板、單調，培訓後期缺失實

踐指導。 

在此背景下，本文對「三全育人」體系下心理委員專業化培養模式進行了探究，

提出如下方案：第一，以全員育人為基礎，加強專業化心理委員教育培養工作隊伍建

設，多角度、全覆蓋確定培養人群，建立更專業、更穩定的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團隊; 第二，以全程育人為核心，覆蓋專業化心理委員教育培養全週期，包括完善心理

委員選拔制度和定期培訓制度; 第三，以全方位育人為重點，搭建立體化心理委員教育

培養模式，加強“第一課堂”建設，發揮“第二課堂”實效並成立“心理委員之家”。 

依據以上方案，筆者在北京交通大學對「三全育人」體系下心理委員專業化培

養模式進行了相應實踐，並將心理委員系列培訓的成果量化以探究該模式的可行性。 

例如，本文採用了問卷調查的方法來追蹤心理委員的勝任能力水準（包括對心理委員

工作的認識、參加和組織活動的積極性、對心理委員工作的興趣等），獲得了 123 份

有效問卷，調查結果具有較強的信度。 此外，心理委員理論培訓后的第一次社會實踐

環節活動覆蓋率達 99.21%，覆蓋新生人數 3000餘人，在學生群體中產生了十分廣泛的

積極影響。 

“三全育人”體系的提出為構建新時代下高校心理委員的專業化教育培養體系提

供了更加科學的工作思路。 經過我校在“全員參與、全過程培養、全方位聯動”的心理

委員專業化培養模式下的初步探索和實踐發現，從不同角度、不同維度和不同層面協

同育人對心理委員專業化培養的體系構建意義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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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28 

對分課堂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應用 

孟麗娟 副教授 濱州職業學院學生工作處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  

溫婷婷 講師  上海交通職業技術學院心理教師   

對分課堂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新途徑、新範式。基於高職生的學情分析，以

《大學生心理素質訓練》課程為例，開展隔堂對分、當堂對分等教學，有效提高了學

生的學習主動性。在對分課堂種，學生的潛力與教師的智慧相互碰撞、迸發，使學生

真正學會學習。 

【目的】為探究心理健康教育課程的有效範式，根據對分課堂的範式開展教學，

師生作為教學中對立統一的兩個主體，以科學的方式分配對教學活動的掌控權，從而

構建真正的師生共同體，讓教育教學獲得最大程度的價值。 

【方法】《大學生心理素質訓練》在我院作為必修公共課開設，每學期共 10次

課，每次 2 節，涉及辨識健康、認識自我、優化人格、管理情緒、學會交往、經營愛

情、有效學習、珍愛生命、適應職業等內容，最後一次課考試。 選擇藥學和建設室內

設計的一個班級開展實驗，各 70人，同專業的其他班級作為對照班，人數在 70左右。 

其中實驗班按照對分課堂理念展開教學，對照班按照傳統教學實施教學。 這些班級的

教材一樣、教學內容基本一致。 

當堂對分以《管理情緒》為例。 教師用 10分鐘的時間精講情緒的定義、狀態、

理論，講重點、框架; 將閱讀材料發給學生，學生安靜自學 10分鐘，形成自己的理解; 

分組討論 10分鐘，每人 2-3分鐘，介紹自己的學習收穫、不懂之處，提出問題在組內

解決; 教師抽查 4 組同學，以「我們組」開頭介紹本組的討論內容，向其餘組發出答題

邀請，約 7分鐘，最後 3分鐘教師答疑。 

隔堂對分以《經營愛情》為例，在講授愛情的定義、斯騰伯格的愛情三因素論、

弗洛姆之提升愛的能力，布置思維導圖、愛情類型舉例、愛的地圖三個作業。 學生在

一周時間內完成作業、消化吸收所講內容、形成思考和發現。 學生的作業亮點紛呈，

還結合電視劇、文學中深刻分析愛情，把枯燥的感性的抽象知識化成了理性有溫度的

內容。 

【結果】直觀效果上，學生的抬頭率高了，由以前的“卧龍”一族變成了“長頸鹿”

一族; 學生的眼睛亮了，眼神中帶著思考和探索; 手機由「靈魂伴侶」變成了輔助工具; 



第九屆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高校心理輔導與諮詢高峰論壇 

 

最後修訂日期：2022年 7月 26日 58 

筆、紙重新回歸課堂，嘩嘩聲進入耳中。 從這些現象中，我們直觀判斷，對分課堂激

發了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引導學生領悟到學習的樂趣。 問卷調查中， 

學生說「多時候單純的聽講學生會出現走神等一些情況，而對分課堂可以讓學

生自主討論，激發學生的積極性也更説明有效記憶」; “主動性提高、參與性增加、參

與興趣濃厚、教師教授很好、分組方式更能提高同學們的參與度，聽課更認真，更能

融入課堂。” 學生的感受、判斷與表達本身便是表達、合作與創新能力的表現。 

【結論】對分課堂的形式有當堂對分、隔堂對分、微對分等形式，其基本流程

包含講授（Presentation）、獨學（Assimilation）、討論（Aiscussion）三個基本環節、

四個過程，也可稱為 PAD課堂。 在講授環節，教師講解框架、重點和難點，根據學生

的能力水平適當留白，確定講授的示範重點，進行充分而不過分的引導; 在獨學環節，

學生安靜學習、獨立思考，根據理解形成「亮考幫」; 在討論環節，學生就內化吸收的

內容分組討論，解決低層次問題，凝練高層次問題，然後教師隨機抽查、答疑，以解

決高層次問題。 在這樣的操作模式下，學生的創新思維、批判思維得到培養、溝通能

力和合作能力得以提升，在“人-人介面”的運作中，學生的潛力與教師的智慧相互碰撞、

迸發，學生真正學會學習，實現素質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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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29 

在高校開展線上心理諮詢的系統綜述研究 

張艷  講師    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 

實時的、面對面的線上心理輔導（Real-time, synchronous face-to-face Online 

Counselling）不僅僅是在無法進行面對面輔導的替代方案，例如在疫情期間，線上心

理輔導為諮商服務開創了新局面，並打破了傳統諮商服務的時間和地點的局限性。  

現在的大學生群體被視為互聯網一代（Internet Generation），為了更好地瞭解

線上諮商在高校裡的應用，促進線上諮商服務的研究證據、擴充相關研究文獻，我們

進行了一項系統綜述（Systematic Review）研究。在各大可信度高的資料庫中，如

ProQuest Central、PsycINFO、PsychArticles 和 Academic Search Complete，找到了 2000

年以來發表的關於高校線上諮商的同行評審期刊。納入和排除標準都有明確規定。結

果發現了只有不到 30 個相關的研究符合標準，其中沒有一個屬於香港地區，而只有少

數的研究探討了線上諮商在澳門、台灣和中國大陸地區的實踐經驗。研究結果表明本

土線上諮商需積累要更多的臨床研究經驗，同時關於大學生線上諮商相關研究的方法

和成果也需要海峽兩岸地區間更多的交流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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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30 

我在香港高校任輔導心理學家：一個訪談研究的初步結果 

張艷  講師    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 

在香港高校裡， 為在校學生提供心理輔導及諮詢工作的大部分為臨床心理學家

或社工， 近年才多了畢業自輔導心理學系的碩士畢業生投身香港各大院校擔任學生輔

導員一職。  

本研究訪問了三位輔導心理學家， 他們現正或於三年內曾任職於不同的香港高

校並擔任學生輔導員一職。是次研究透過深度半結構性訪問進行， 每位受訪者接受約

1 小時的個別訪問，錄音檔案先被轉化為逐字稿， 隨後逐字稿用以作主題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三位輔導心理學家在高校的工作有相同之處： 如設計學生活動計

畫與學生心理輔導工作； 但基於不同院校資源、學生文化背景及需要的不同，大學輔

導員的日常工作亦不盡相同。  

是次研究冀望增加對本土培訓的輔導心理學家在高校擔任輔導員專業職能的瞭

解，研究結果亦有助日後投身高校輔導員的輔導心理學家對崗位的需要有更準確的期

待及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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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31 

深度學習視角下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課程思政的探索 

許文英 講師    浙江理工大學 

研究目的：探討如何在心理健康課程教育和思政教育同行同向的前提下，推進

大學生心理健康課程教育和思政教育的融合，實現課程教育知識、能力學習和立德樹

人相統一。研究方法：主要運用文獻研究法和教學案例分析法，梳理當前大學生心理

健康教育課程存在的問題和難題。結果：經過多年發展，目前多數高校基本都按建設

標準將心理健康教育課程納入教學計劃並面向全校開設公共必修課程。該課程改革、

發展的重心也逐步從規模覆蓋轉向教學質量提升，對教學效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課程思政”強調以學科課程為載體並挖掘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注重在傳播知識的同時

凸顯價值導向作用，即“課程承載思政，思政寓於課程”。課程思政的提出，給大學生

心理健康教育課堂教學提供了新的思路。針對當前課程教學中教學對象的特殊性、教

學方法和教學評價等存在的問題，可以藉鑑深度學習來實現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課程

思政的有效實施。深度學習是一種有德性、有意義的教育，承擔能力培養和價值傳遞

的雙重育人功能，具體深度學習包括目標維度、結果維度、策略維度、過程維度等維

度。結論：深度學習視角下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課程思政可以通過課程目標的重新確

立、激發內驅力，各章節的交互教學設計、啟發思考力，轉變考核方式、提高參與力，

依托社會實踐、提升遷移力等來實施，依托多個維度實現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課程能

力培養與價值引導的育人功能，從而實現教育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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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32 

大學生心理健康素養與專業心理求助行為 

劉陳陵 副教授  中國地質大學（武漢）教育研究院  

賈亞菲 研究生  中國地質大學（武漢）教育研究院 

孫斌  研究生  中國地質大學（武漢）教育研究院 

周文琪 研究生  中國地質大學（武漢）教育研究院 

侯金波 講師   中國地質大學[武漢]學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目的：了解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的分类特点，比较不同类型大学生在专业心理

求助行为上的差异。方法：采用国民心理健康素养问卷、非疫情和新冠肺炎疫情中专

业心理求助行为自评表整群抽样调查 12850 名大学生，利用潜在剖面分析将大学生心

理健康素养分类，并采用卡方检验和 Logistic 回归分析探讨其专业心理求助行为的差

异。结果：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可分为知识匮乏组(7.4%)、态度不良组 (50.2%)和高素

养组  (42.4%) 三类。非疫情中，三个类别大学生的求助率无显著差异（c2=1.71，

P>0.05）。新冠肺炎疫情中，三个类别大学生求助率（c2=11.30，P<0.01）和推荐他人

求助率（c2=50.78，P<0.001）表现不同。知识匮乏组的求助率（9.97%降至 6.51%）和

推荐率（9.97%降至 5.56%）明显下降；态度不良组的求助率（10.23%降至 9.18%）和

推荐率（10.23%降至 10.11%）略有下降；高素养组的专业求助率降低（10.90%降至

7.89%）而推荐率增加（10.90%增至 12.72%）。疫情中，相比知识匮乏组，高素养组、

态度不良组更可能推荐他人寻求专业心理帮助（OR=1.77、2.45）。结论：大学生心理

健康素养存在不同特征群体，非疫情和新冠肺炎疫情中不同类别的群体专业心理求助

行为不同。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需要正确看待心理健康素养与专业心理求助行为

的关系，针对不同群体特征开展差异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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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33 

職業身份認同歷程對其畢業後感知就業能力、職涯成長、 

及生活滿意度的影響：香港大專生的縱向硏究 

張偉良 副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 

金秋萍 講師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 

楊嘉傑 碩士生   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心理學 

劉軒朗 研究員   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 

職業身份認同(vocational identity)是個人對自己作為工作者的身份有意識的察覺。

通過職涯探索及對有關職業選項的投入，高校生逐漸建立職業身份認同。跟據 Porfeli 

et al.(2011)所提出的職業身份認同歷程模型(the process model of vocational identity), 職業

身份認同可分為三大維度及引伸成的六種歷程，包括探索（廣度職業探索和深度職業

探索）、承諾(作出承諾和承諾認同）和再考慮（職涯自我懷疑和職涯靈活性）。橫斷

面研究中已發現，職業身份認同的發展歷程與幸福感及心理社會適應呈現相關

(e.g.,Lannegrand-Willems et al., 2016; Porfeli et al., 2011) 。我們進一步思考，大專生的職

業身份認同，會否對其畢業後的適應及職涯發展構成影響？在此，我們採取了縱向研

究方式，探究香港大專生的職業身份歷程能否預測其在畢業過渡期中的感知就業能力、

職涯成長、及生活滿意度。 

研究目的及方法 

本研究屬於一項獲得香港研究資助局資助項目的部份成果，涉及邀集參加者，

即在不同院校修讀副學位課程最後一年的大專學生，於 2020 年 3 月至 6月在學期間填

寫職業身份認同評估量表(VISA: Porfeli et al., 2011)；這批學生完成學業後，研究於

2021 年初跟進並邀請他們再參與問卷評估，當中包括：感知就業能力(De Cuyperet 

al.,2011)、職涯成長(Bedeianet al., 1991)、及生活滿意度(Dieneret al.,1985)。此縱向研究

的有效樣本數為 249 人。研究總共進行三次分層回歸分析，分別以感知就業能力、職

涯成長、及生活滿意度作為因變量。每一次分層回歸分析總共有三個模型，第一個模

型包含廣度和深度的職業探索的變量，第二個模型增加了作出承諾和承諾認同的變量，

第三個模型增加了職涯自我懷疑和職涯靈活性的變量。 

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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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感知就業能力方面，回歸模型具統計顯著性 F (6,186) = 6.39，p< .001，隨

著自變量增加，模型一至三的 R2值分別增加至 0.06、0.16 和 0.17，但只有模型一及模

型二的 R2差值具有顯著性差異(p<.01)。參考模型三的迴歸系數，深度職業探索及承諾

認同對大專生的就業能力有顯著的正面影響。2) 在生活滿意度方面，回歸模型具統計

顯著性 F (6,240) = 5.26，p< .001，隨著自變量增加，模型一至三的 R2 值分別增加至

0.01、0.08 和 0.12，當中模型二及模型三的 R2差值具有顯著性差異(p<.01)。參考模型

三的迴歸系數，職涯自我懷疑對大專生的生活滿意度有顯著的負面影響，其它成長歷

程皆沒有顯著影響。3)在職涯成長方面，回歸模型具統計顯著性 F (6,227) = 6.18，

p< .001，隨著自變量增加，模型一至三的 R2值分別增加至 0.01、0.13 和 0.14，當中只

有模型二的 R2 差值具有顯著性差異(p<.001)。參考模型三的迴歸系數，承諾認同對大

專生的職涯成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其它成長歷程皆沒有顯著影響。 

研究總結 

綜上所述，研究證實了職業身份認同的建構過程對感知就業能力、職涯成長、

及生活滿意度皆有不同程度影響。在大專生的生活滿意度上，只有與感受為主的建構

過程（職涯自我懷疑）能夠產生影響。在就業能力及職涯成長方面，承諾認同是能夠

產生顯著正面影響的歷程。研究結果反映個人的成長與職業身份認同息息相關，也讓

職涯輔導及或諮商人員了解如何透過評估及提升個人的職業身份認同，以協助正經歷

過渡期的畢業生邁向成長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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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五：心理輔導與諮詢理論研究 
論文 34 

生死之間是無間——關於喪失、愛恨與反移情 

 張逸哲 專職心理諮詢師  上海大學心理輔導中心 

當我們討論喪失的時候，我們在討論什麼？當我們談到哀悼，我們又在哀悼什

麼？是一個客體的喪失，一段關係的喪失，還是是內在客體、自體客體的喪失？又或

者，是在移情關係中的喪失？本文希望藉由一例精神分析個案，經過移情與反移情的

對話與分析，一同試圖探討這個關於這個喪失與愛恨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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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35 

跨文化分離、語言與創傷性——一例留學生個案的精神分析 

張逸哲 專職心理諮詢師  上海大學心理輔導中心 

疫情對我們每個人來說意味著什麼？當一名病人因為新冠疫情走進了我的諮詢

室，一場跨文化、跨語言的對話開始了；同時，一場穿越時空的無意識對話也在病人

與諮詢師雙方的移情互動中就此展開。在她的無意識世界究竟發生了什麼？是疫情引

發的焦慮、文化適應的困難，語言的障礙，還是一場關於創傷的生命之旅？本文希望

藉助一例留學生個案的精神分析，一同試圖探討這個關於疫情、文化、語言與創傷的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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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36 

清知簡做，讓心理健康成為一種習慣 

邢建輝 教授    河北體育學院社會科學教學部 

張宏  講師    河北體育學院社會科學教學部 

李榮瑤 講師    河北體育學院社會科學教學部 

越是複雜的問題越需要用最簡單的方法來解決，心理健康涉及到人生中的方方

面面，唯有抓住影響心理健康的幾個關鍵要素，才能從小切口進入，從心靈內部解決

心理問題，保證心理健康。針對現在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諮詢的現狀，結合工

作實踐，對如何促進大學生心理健康進行探討。 

一、以心理學的理論為主來構建心理健康教育與心理諮詢的理論與方法  

心理健康教育與心理諮詢的工作應按照心理學的規律來構建內容、確定方法和

採取行動，注意發揮主體的主觀能動性，注重研究教育對象和來訪者的個性特點和心

理活動規律，通過把握身心交互作用的平衡轉化規律，將心理健康規範滲透到個體的

日常生活和學習中。 

結合中國傳統文化，在進行相應的心理健康教育與心理諮詢工作時，首先要考

慮到來訪者的“魂”與“魄”，即清醒的頭腦和行動的魄力。其次要考慮到來訪者目標追

求的現實性和可行性，立足現實進行目標設置。再次要區分來訪者心理問題的特質性

和狀態性，針對不同性質選用不同方法。最後還要永遠牢記助人自助的心理諮詢原則，

充分調動來訪者的主觀能動性。 

二、通過認清自我來規範自我，在社會中擺正自己的位置  

清知是將問題看清楚，看透徹，看簡單。認清自我是自我認知中的清知自我。

在自我認知中用少而全的理念來認識自我，可通過提升自我概念發展元認知策略，發

展歸因策略（即客觀、利己、發展、可控的悅納現實），及掌握一些保持良好的心態

心理調節方法等擺正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 

三、讓心靈自知自在，讓無憂心態伴隨左右  

人生之事十之八九不如意，常思一二，不想八九，方能保持無憂心態。當無憂

心態伴隨左右，心靈自然自由自在。結合中國的情志相勝理論，在明確五行、五情、

五臟、五色、五味、五音等的交互作用基礎上，明確每種心理狀態調節的方向，借助

相應的方法，達到心態無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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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簡做來疏通心靈，努力永遠被忘卻  

情緒一旦形成，認知很難再起作用，只能通過意志行為來改善。專注於自己的

行動，在悅納一切向前看、往前走的實際行動中。通過豐富自己的知識、技能，規範

自己的需要，美化環境，加強校園文化建設，拓展興趣，簡約可行的學業計劃、職業

生涯設計和人生規劃的有效結合等，充分驗證“既然我們天生雙眼在前，那我們就學會

忘卻，快樂前行”的以簡做來疏通心靈的生活方式。 

五、築就寬厚人格，用文化底蘊來保證心理健康  

從社會化的角度可以將良好的性格歸納為外傾、隨和、穩定、求新，從社會學

和倫理學角度來考慮，心理健康還需要寬厚的人格來支撐。寬厚的人格包括與人為善、

包容從容、誠信立德等。在寬厚人格塑造中，可通過營造良好的生活氛圍，奠定符合

人性需求、能夠與時俱進的文化底蘊，從而在主體和客體、環境與傳承、時代與發展

等多層面築就保證心理健康的寬厚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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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37 

喪失、愛恨與反移情 

唐曉  助教    上海大學心理輔導中心 

喪失指的是，一個人失去了生命中對其來講非常可貴的人或事物，當喪失發生

時，人會出現抑鬱、憤怒、崩潰等各種各樣的情緒。本文借助一個個案的臨床實例說

明，試圖探析喪失背後的愛恨關係，以及諮詢關係中出現的移情反移情對理解客體的

愛恨以及對完成哀悼過程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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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38 

以敘述方式探討自閉症兒童夫婦如何談論自閉症及其適應過程 

呂樂敏 輔導心理學碩士生  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 

彭蘭施 實務副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 

研究關於有自閉症兒童的父母對自閉症的經歷以及對自閉症診斷的接受程度和

滿意度已在不同國家發表。研究人員發現，兒童的自閉症診斷及其診斷過程及披露與

配偶的情緒和婚姻關係有關。然而，關於有自閉症兒童的已婚夫婦如何談論他們孩子

的診斷以及夫婦適應診斷及過程的研究在本地十分有限。這項質性研究利用敘事分析

來探索有自閉症兒童的配偶如何與他們的伴侶談論和適應診斷，談論內容通常涉及哪

些主題，以及他們如何在專業人士的陪同下接收和理解診斷。是次研究共有五位有自

閉症兒童的妻子參加了半結構性的個人訪談，讓她們以自我敘述來分享她們從懷疑階

段到接收自閉症診斷後的故事。從她們的敘事時間線中分享的經驗發現，她們傾向於

與丈夫談論孩子一切有關自閉症的事宜。大多數妻子都得到了伴侶的支持和感激。然

而，妻子們希望他們的伴侶可以更加積極主動，共同承擔照顧孩子的責任。大多數妻

子對從專業人士間接收孩子的自閉症診斷過程和之後接收有限度支持感到不滿意。研

究人員在參與者的時間線上都發現開放與接受、溝通與協作、理解和支持等主題普遍

存在。研究結果強調了在育兒過程中，配偶之間保持開放和支持心態的重要性。在華

人社區中母親都是主要照顧孩子的普遍性別。而這項研究發現，五個家庭的孩子自閉

症診斷都是由母親帶同前往進行評估，並在接受診斷時感到沮喪和困惑。她們表達當

時接收診斷的過程都感受到脆弱的精神狀態，並表示渴望得到伴侶的支持，以及醫生

或心理學家提供全面的診斷資訊。相反，大多數妻子對診斷過程不滿意。妻子們在分

享中提及到在評估及診斷過程中沒有得到醫生或心理學家的關顧，並感受到評估過程

既匆忙又冷漠。輔導心理學家等有關專業人士應考慮在夫妻收到子女的心理診斷後提

供即時心理支援，給予妻子和丈夫同理心，理解和無條件的積極關注。早前的研究表

示，被診斷患有精神疾病的兒童與照顧者的配偶關係和婚姻穩定性（Hartley et  

al.,2010）、壓力和抑鬱（Lecavalier et  al.,2006）有顯著關連。為夫妻提供心理輔導也

可以促進配偶間的溝通和理解，並讓他們表達自己的需求和獲得彼此的支持。心理輔

導可以為夫妻提供一個安全的空間來表達他們的感受和引導，以減少心理健康壓力並

提供對所接收疾病的心理教育。每對夫婦都致力於照顧好自己的孩子，然而，他們也

應該好好照顧自己的心理健康和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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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39 

香港同居人士之出軌經歷：敘事研究 

章丹婷 輔導心理學碩士生  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 

彭蘭施 實務副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 

 出軌是關係中的普遍現象，並通常被一種誤解的方式去理解。對於治療

師來說，幫助出軌人士在這個發展危機及心碎的悲傷中經歷和恢復自我也同樣具有挑

戰性。很少研究曾被進行以讓大眾以更人性化的方式去了解出軌。在一個單一的角度

下，這可能不僅會導致對這種情況的偏見越來越大，而且還會減低正處於親密關係中

不同階段的人士互相之間的幸福感和忠誠度。在香港，儘管超過一半的已婚夫婦曾背

著伴侶有一次性的出軌，約三分之一的受訪對象甚至承認曾一腳踏兩船，然而，近年

來甚少或沒有進行有關出軌的研究，更何況關於人出軌背後的原因及其需求的探索或

了解。由於同居已成為香港年輕人一個作為親密關係的過渡階段中普遍及可接受的選

擇，本研究旨在以曾經在同居關係中出軌的香港人士之角度去探索及了解其出軌的經

歷。由於重要性在於這個經驗對於出軌人士以及為其個人生活帶來的的意義，意義性

亦可以通過重大或深刻的事件，以及為他們帶來日常生活體驗以外的獨特感而引起，

所以有關經歷將會以出軌人士的個人角度出發，除有關定義以外。質性方法被採用了

去更深入及廣泛地了解出軌人士個人主觀的經歷和故事。為了讓他們能夠在參與研究

的過程中使用各種視角來理解自己在出軌經歷中不同階段獨特的體驗，是次研究採用

了敘事分析。研究對象是曾經在同居關係以外與他人發生性關係的人士。通過網上宣

傳，六名女性及一名男性分別被招募進行網上或實體的半結構化訪談。從研究對象的

敘事時間線中，在他們出軌前及整個出軌過程中，出現了兩個突出的主題，分別是自

我及應對方式。除了同居的因素以外，大多數研究對象也被發現通過出軌來尋找、識

別和實現自我。同時，透過出軌，所有的對象均被發現以這個方式作為應對自己在同

居關係中未能被滿足的個人需求。換句話說，出軌只是一種外在的形式，用來展現和

提醒個人一些已經存在的潛在問題，無論是個人或關係上，他們需要但沒有意識到、

面對或了解到的問題。因此，生活中的潛在問題可能會以相似或不同的方式再次發生，

直到它們被認真地對待。有見及此，除了這個經驗本身以外，更重要的是個人願意敞

開心扉，深入地了解自己。儘管出軌經歷是個人的，並且長期以來一直被一種誤解的

方式理解，但所有參與是次研究的對象願意分享及回顧均有助於創造不同的視角來看

待已經過去的事件。自我意識、了解的力量以及通過敘事而達到的意識不僅可以揭示，

而且還間接地帶出了輔導對個人成長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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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六：心理輔導與諮詢技巧實務與應用 
論文 40 

應用頌缽冥想於抑鬱症患者之質性研究 

 郭家耀 博士    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 

徐澤琛 輔導心理學家  香港樹仁大學輔導暨研究中心  

張貝芝  博士    與抑鬱共舞協會 

研究目的：是次研究旨在研討一個為期七節、每節約為兩小時的頌缽冥想小組

在治療抑鬱症之臨床果效。  

研究方法：是次研究共招募 6名年約 20-50歲，並在參與研究前曾參與傳統正念

或冥想課程、工作坊之参加者。參加者在小組首節前及小組結束後均會完成貝克憂鬱

量表。小組完成後，參加者亦參與一個約四十五分鐘之的個別訪談，陳述其對頌缽小

組的理解及看法，訪問過程及後被轉錄為文字作初步分析。  

研究結果：秩和檢驗 (Wilcoxon Rank-Sum Test) 顯示在参與小組後，参加者於貝

克憂鬱量表之分數在後測時有顯著下降(Z = -1.922, p = 0.046) 中文。貝克憂鬱量表之分

數由前測均值 20.67 (S.D. = 3.14) 降至 11.33 (S.D. = 8.48)。訪談內容亦顯示參加者一致

認同參與頌缽冥想小組為其帶來正面經驗，並指出小組教援之方法有效觸發其對以頌

缽為本冥想練習之興趣。參加者亦提到在參與頌缽冥想小組之練習時所遇之挑戰，當

中包括負面回憶及情緒之湧現，胃痛等身心反應。上述身心反應大多在練習及小組初

段時出現，並在小組後段漸漸消退。  

結論：參加者認同以頌缽為本冥想對比傳統正念或冥想練習更易掌握，讓參加

者專注體驗過程，持續參與。參加者亦表示在參與以頌缽為本冥想小組程期間就個人

心理及情緒需要、身份認同感及職業角色有不同程度之反思。參加者的反思及小組練

習經驗雖對其情緒未有直接改善，但參加者普遍認同透過小組所獲得的啟發及個人反

思具長遠益處。上述結果將為抑鬱症患者提供一項有效的心理干預方案，並為以頌缽

冥想作小組式介入提供初步實證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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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41 

父母的情緒管理和個人成長是改善親子關係和提升家庭幸福感的 

關鍵路徑：循證為本的視角 

蘇細清 講師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   

  副主任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實踐與精神健康中心 

陳家揚 傳訊總監  DADs Network機構 

張君  研究助理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實踐與精神健康中心  

研究表明，家長的情緒健康直接影響親子關係（Howard, 2006; Bandura et al., 

2011 ）、子女教育品质（Davidov & Grusec, 2006; Shorer & Leibovich, 2020）和家庭幸

福感 (Sheridan et al., 2010)。Covid-19爆發二年多，香港家庭親子矛盾日益增多。親子

衝突是危機，亦是重塑親子關係和溝通方式的契機。有鑒及此，受香港家庭議會的資

助，DADsNetwork 團隊設計的《衝突·關係建立契機》工作坊，希望通過協助家長的情

緒管理，以改善親子关系，提升家庭幸福感。是次循證為本的研究旨在對此工作坊的

成效作出評估，採用準實驗室研究設計方法（Quasi-experimental Research Design），

研究團隊於 2021 年 7月初，通過活動宣傳和家庭教育講座方式招募家有高小到中一孩

子的家長參加研究，並根據意願分為實驗組（100 位）和參照組（50 位）。是次成效

評估包括過程評估和效果評估。過程評估重在評估每節工作坊內容設計的合理性、有

用性以及工作人員表現的滿意度，參與工作坊的家長（實驗組）每周參加完工作坊後，

填寫自制的周評估表（Weekly-log）；效果評估則邀請家長應用標準化量表進行前後

评估，量表包括：「教養自我效能感」（含「教養自信心」、「教養焦慮感」兩分量

表）（Jones & Prinz, 2005，信度 α= 0.70~0.95）、「教養方式」（Poston et al., 2003）、

「家庭溝通品質」（Poston et al., 2003；香港家庭福利會，2017，信度 α=0.88）以及

「家庭精神幸福」（Poston et al., 2003; 香港家庭福利會，2017，信度 α=0.69）。所有

問卷由 Qualtrics 軟件網絡化成為問卷包，由研究助理發相關二維碼給家長，保證在一

周內完成填寫。最終，有 80位實驗組家長（20%男，76.2%女）和 37位參照組的家長

（35.9%男，59%女）填寫了有效的前後測問卷；亦成功邀請到實驗組中的 10 位家長

（5男 5 女）及 6位子女（4男 2女）接受個人的深入訪談（in-depth interview），以瞭

解工作坊成效的過程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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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前後測問卷數據進行分析的結果顯示，為期八週的《衝突·關係建立契機》工

作坊明顯有助於提昇家長的「教養自我效能感」、「教養自信心」、「教養方式」、

「家庭溝通品質」以及「家庭精神幸福感」，明顯降低其「教養焦慮感」。過程評估

數據顯示，參與的家長對工作坊內容設計的合理性、有用性以及工作人員的表現都比

較滿意；家長認為每節工作坊均有助於提升自己情緒管理的意識，提醒自己多聆聽孩

子，「更懂得如何關心孩子」，「有意識地增加與孩子一起的時間」，「與孩子相處

更愉快」；深入訪談結果亦驗證了工作坊的成效，家長對此滿意的原因是：工作坊促

進了父母的「個人的成長」，包括：提升自己情緒管理的意識、覺察力、反省力以及

主動聆聽孩子的意識等；溝通技能上更善於駕馭語言，使用正面積極的語言，提昇了

自己情緒的穩定性，自己更開心。家長的個人成長所帶來的積極改變，能直接促進孩

子的情緒和行為的積極改變；提升了親子衝突時的管理和溝通能力，能改善親子的關

係，同時亦促進了與家庭其他成員的關係，特別是夫妻關係改善，令家庭的幸福感更

高。從個人改變到家庭幸福感提升的改變路徑也得到了參與訪談的子女的佐證。參與

訪談的子女表示，他們能清晰感覺到父母在參與工作坊後，明顯提升了他們的情緒穩

定性，更有意識和意愿關心子女，從子女角度出發聆聽他们的心思，因此子女也願意

與家長相處，甚至願意與家長聊自己的心事。  

是次研究不僅論證了工作坊對提升家長親職自我效能感，促進家庭溝通品質和

家庭幸福感上的成效，亦初步論證出改善親子關係和提升家庭幸福所依賴的路徑：開

始於父母的成長，即父母的情緒管理以及個人在教養知識、意識和技巧上的成長，有

利於提升自己的情緒健康，亦能協助提升孩子的情緒健康，改善親子關係和夫妻關係，

最終改善「家庭溝通品質」並提升「家庭的幸福感」。是次研究初步探索出改善「親

子關係」改善和提升「家庭幸福」所依賴的路徑為今後家庭服務提供初步的實證依據，

但仍然需要未來研究設計更有代表性的大樣本的實證研究進一步進行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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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42 

香港父母親職自我效能感對家庭溝通品質和幸福感的影響： 

從家庭教育服務需求的視角 

蘇細清 講師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   

  副主任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實踐與精神健康中心 

陳家揚 傳訊總監  DADs Network機構 

張君  研究助理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實踐與精神健康中心  

父母和家庭對幼小的子女健康發展影響深遠。父母的親職效能感（parenting 

efficacy）反映其在子女教育上的自信程度，直接影響子女教育的品質和家庭幸福，但

現時仍缺乏香港本土的實證研究。本研究以家裡有高小至中一的家長為對象，應用

Qualtrics 軟件將評估量表電腦化，形成二維碼，以滾雪球的便利抽樣方式，發送給合

資格的家長，以評估香港父母親職自我效能感、家庭溝通品質和幸福現狀，了解他們

在子女教育上關心的議題和教育需求，以期為發展香港家庭教育服務、改善親子關係

以及提升家庭幸福感提供科學的依據。研究量表包括：「教養自我效能感」（含「教

養自信心」、「教養焦慮感」兩個分量表）（Jones & Prinz, 2005，信度 α= 0.70~0.95）、

「教養方式」（Poston et al., 2003）、「家庭溝通品質」（Poston et al., 2003；香港家庭

福利會，2017，信度 α=0.88）、「家庭精神幸福」（Poston et al., 2003; 香港家庭福利

會，2017，信度 α=0.69），以及自製的家庭教育需求的量表。研究於 2021 年 6月開始

至 2022 年 1月 10日期間完成，共有 275位合資格的家長（男 99 人，女 161 人）填寫

了有效問卷。是次樣本受教育水平普遍較高，74%家長受到專上教育，77.7%家庭月平

均收入高過 3萬。其中，26.5%的家長有內地教育背景。  

研究結果如下：  

1）這些教育水平較高的家長普遍是終身學習型的家長，家庭教育現狀相對較好，

六成以上的家長的「教養自我效能感」較高（佔 62.9%）、「教養的自信心」較強

（佔 67.2%）；90.3%家長認為自己的「教養方式」有利於子女正向發展；86.5%表示

「家庭溝通品質」較好，74.1%認為「家庭精神幸福感」頗高。但是，50.6%的家長自

認在子女教育是很焦慮的，27.8%不具備足夠的「教養自我效能感」，14.7%家庭缺乏

幸福感。  

2）親職效能感上存在明顯的性別差異，母親的「教養焦慮」明顯高過父親；  

3）對比香港本地家庭的父母，有內地背景的家長「教養焦慮」明顯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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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父母的夫妻關係越好，「教養自信心」越高，「教養方式」、「家庭溝通品

質」以及「家庭精神幸福感」就越好，但「教養焦慮感」明顯越低；當父母的「教養

焦慮」越高，「家庭精神幸福感」則明顯下降；  

5）父母「教養方式」越積極，則「家庭溝通品質」、「家庭精神幸福感」明顯

越好；  

6）「家庭溝通品質」越好，則「家庭精神幸福感」明顯越高。  

7）最令家長焦慮的子女教育議題依次是：「子女在數碼時代不當使用網絡與手

機成癮」（佔 58.2%），家長關注孩子「反叛唔聽話」（佔 42.9%），「子女的精神和

情緒健康問題」（佔 41.8%），「子女未來出路」（佔 38.4%），「子女學業成績不佳」

（佔 35.7%），「子女的生涯規劃」（佔 33.8%），以及「子女的性及相關議題」（佔

22.3%）。  

8）家長迫切的家庭教育需求依次是：增加「提升親子互動關係的活動」，「叛

逆期的教育」，「網絡時代的網絡成癮問題」，「情緒管理及情緒健康問題」，「青

少年性教育」，以及多舉辦「有經驗的家長分享會」。  

9）大多數香港父母認為，成為孩子的「情緒陪伴者」、「子女的導師」是父母

的首要角色，而成為「終身學習的父母」才能真正陪伴好子女一起面對未來的變化，

也是香港家長的共識。  

在研究發現的基礎上，相關的家庭教育服務的建議包括：  

1）支援家長成為有信心的父母，才能真正促進家庭溝通品質，提升家庭的幸福

感。因此，照顧和支援孩子的照顧者—父母，是未來家庭教育服務的重點。  

2）家庭需要與孩子一起成長，特別是協助父母進行情緒管理，提升父母婚姻關

係的維護和經營能力，是家庭成長的關鍵任務，直接影響家庭教育的品質。 

3）母親和內地移民家庭需要更多的情緒支援，以舒緩教養帶來的焦慮。家

庭。  

4）家庭教育的內容需要增加的議題是：在數碼時代，父母與子女一起學習如何

合理使用網絡和手機，叛逆期教育，與子女溝通並促進子女其情緒健康等。  

5） 最受歡迎香港家庭的工作手法是：能與同齡孩子的家庭互助同行，向有

經驗的家長學習。  

6） 教育服務出現明顯的馬太效應。如何增強低收入的基層家庭參與到家長

成長的教育服務中，是一個重要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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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43 

探究團體諮商初次歷程之重要性 

郭芳瑋 研究生  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刑志彬 

陳玉芯 研究生  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團體歷程中的初始階段被視為具決定性的時期，團體開始之際，領導者會要求

成員談論其進入團體之理由、參與的擔心與對團體的期待，幫助成員清楚明確定義個

人目標，使他們渴望在生活中有所改變，並透過這些目標引導成員發展出團體規範

（Corey, 2003）。在此階段，成員會檢視自己與其他成員在團體中的舒適程度，並在

團體中分享對團體的感受與期望，倘若領導者所帶領出的團體期待不清楚、團體目標

與規範不明確，成員將會陷入不必要的掙扎中（Corey, 2003; Jacobs et al., 1995）。在

臺灣，諮商團體多為短期工作形態，多數的團體通常以八至十二次的聚會，尤其過長

時間的團體常使擬參加者怯步。因此，諮商團體領導者面對實際工作時，最現實的問

題乃在聚會時間的有限性，在初始團體階段促進相關團體的療效因素產生，是後續團

體歷程順利進行的關鍵。而促進或催化團體療效的產生既是一種科學，也是一種藝術，

每個團體都是獨特的，領導者得在有限的時間內協助成員形成一個有凝聚力的團體，

及團體如何轉動和應有多少轉動力，沒有公式可循，對於初學者和經驗較少之領導者

尤其困難（吳秀碧，2005），所以，團體初始的療效與催化跟領導者本身的經驗可能

存在潛在關聯性。 

基於此假設與研究發想，回顧台灣近年對於非結構式團體諮商之研究，無論是

針對領導者介入策略，或是團體諮商歷程之探究，皆從第二次之後的團體諮商作為分

析之依據（許育光，2005/2016；許育光、吳秀碧 2010；刑志彬，2019）。但是，

Corey（2003）認為領導者在形成階段的準備，對團體的結果是具有決定性的。因此，

研究者著重於探究團體領導者資歷與第一次團體諮商成效的關聯，認為首次團體諮商

為值得重視之歷程。研究採實際進行的 7 個非結構團體（各將進行十次的諮商團體歷

程）作為研究對象，並進行問卷調查，其中 4 個是 10 年以上領導經驗者帶領（資深

組）、另外 3個團體為 1到 5年領導經驗者帶領（新手組），在首次團體聚會結束後立

即填寫「團體凝聚力量表」、「利他性量表」、「心理擁有感量表」與「團體處遇可

接受性／可行性因素量表」，進行 t檢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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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結果顯示，（一）在首次諮商團體，領導者之年資對於團體初期形成凝

聚力、社會效度可接受性與社會效度可行性具顯著差異，指資深領導者比起新 

手領導者，在團體初期更能夠促進團體凝聚力，且增進社會效度可接受性與可

行性；（二）而團體的利他性與心理擁有感則未具顯著差異，意指不論領導者資歷深

淺，對於首次團體歷程促成利他性與心理擁有感之差異並不明顯。本研究結果支持了

首次諮商團體之重要性，但對於團體開展的利他性與心理擁有感之工作，仍需持續於

團體中後段進行催化。綜合上述研究結果，結論將進行相關實務討論與建議。 

研究者根據結果進行討論，（一）對新手團體領導者之實務建議：從研究結果

發現，新手團體領導者對於促進首次團體聚會的「團體凝聚力」、「社會效度可接受

性」與「社會效度可行性」之成效低於資深領導者。因此，新手團體領導者在自我專

業發展上，熟悉團體前期主要領導任務、建立專業自信、增進團體實作能力等，皆是

可強化之面向。此外，初次的團體歷程成員亦可以從團體的進程中獲得可接受、可行

的相關學習，此部分資深團體領導者優於新手團體領導者，代表即使初次團體有團體

行程的任務之外，較有團體領導經驗者可以產生較多的團體效益；（二）對輔導諮商

機構／督導培訓團體領導者之建議：團體諮商培訓者可參照此研究結果，結合相關培

訓元素，以強化新手團體諮商於早期階段之實務能力，如在初期給予新手領導者較多

的支持和鼓勵，有助於提升其團體領導能力和專業自信，此結果與許育光和刑志彬

（2021）相仿，如能在團體前期協助領導者建立自信，後續對於自評的領導能力也得

分較高；（三）未來研究建議：研究者建議未來可更多探討團體初始階段不同的療效

因素與領導者之間的關聯性，全面性的瞭解早期團體發展之重要性。後續針對團體領

導者之研究亦可增加不同變項，如性別、文化族群等，期望對於團體諮商領域有更多

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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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44 

敘事生涯規劃在患有高功能思覺失調青年人職業復元中的應用： 

從個案工作到循證干預研究 

Zhou De-Hui Ruth  Chui Yat Hung  Chiu Yu Lung Marcus 

Choi Yan Yin   Lau Bien Shuk-yin  Lau Ka-shing 

Poon Yan-che Magdalene Chu Menza   Choi Wing Sheung 

Lam Wing Yan 

許多與精神疾病抗爭的年青人正經歷曲折的復元之旅。在這個旅程中，職業復

元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希望。在 Savikkas 的敘事生涯規劃中，生涯輔導員透過生涯建構

訪談（如最喜歡的故事、最喜歡的人物或角色、人生格言、興趣和早期回憶）與案主

共同構建他們的生命寫照（Life Portrait）。在探索的過程中，案主更加清楚自己的性

格强項、人生主題和生命意義。在試點研究階段， 我們透過運用敘事生涯規劃與兩位

患有思覺失調的年輕女性，探索共建她們的生命主題和人生方向。基於這些初步的成

功經驗，我們與本地精神健康醫院的精神科醫生和職業治療師合作，設計了一項由

102 名 15 至 25 歲的高功能患有思覺失調的年青人參與的追蹤性的隨機對照有效性研

究。儘管數據收集過程尚未完成，但我們使用敘事生涯規劃支持高功能精神病青少年

的的實踐經驗和反思，顯示了對使用敘事生涯規劃為患有思覺失調的年青人提供有效

職業復元干預的新可能性以及在和他們工作時需要關注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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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45 

心理危機大學生家長支持性團體的實踐研究 

張靜   副研究員   中國傳媒大學學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路智鵬 助理研究員   中國傳媒大學學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目前高校學生心理危機事件頻發，嘗試過自傷和自殺行為的學生比例不斷增加，

以往研究表明大學生心理問題的成因在一定程度上和原生家庭、父母的教養方式以及

早年的成長環境具有密切的聯繫，同時發生心理危機的學生在康復的路上如果有家長

的支持、陪伴往往會有很好的效果，但是家長在支持自己孩子的過程中常常出現無力

感、無助感、知識匱乏等情況。所以了解心理危機學生家長的心理健康狀況，對家長

進行積極的心理健康教育、技能培訓，情感支持等具有重要的社會價值。 

    本研究以支持性團體的方式，採用線上+線下的活動形式，定向招募北京某高校

部分具有心理危機或潛在心理危機的學生家長，團體容量為 8-10 個家庭。團體通過理

論講授、小組討論和模擬演練、角色扮演、家庭作業、問題答疑、在校支持、讀書分

享等系統干預的方式，傳授抑鬱症、雙向情感障礙、自傷自殺等等精神類障礙的相關

知識，討論和解決父母和孩子在生活相處時遇到的實際問題、 孩子在言語溝通中表現

的衝突和價值觀的對立，以及在面對孩子疾病症狀中的困難和如何支持、陪伴孩子、

做好自我關愛等，通過角色扮演的方式模擬衝突場景，學習溝通表達過程中的技術技

巧，運用趣味性活動幫助家長們釋放情緒壓力，更多地自我關照，鼓勵家長們之間進

行情感支持與聯結，從而獲得內心的成長。 

    本團體為了科學研究，增強團體工作的嚴謹性和科學性，對發生心理危機的學

生和家長進行了標準化的心理量表測試，實行前後測，研究者也通過質性訪談與自然

觀察，團體沙盤等形式，關注家長們在團體中的過程性變化，量表採用了父母教養方

式評價量表（EMBU），家庭親密度和適應性量表（FACESII），中國人婚姻質量問

卷，焦慮自評量表（SAS）和抑鬱自評量表（SDS），通過前後測結果發現，參與心

理危機的大學生家長在參與過程前後的焦慮情緒和抑鬱情緒有顯著性的改變。發生心

理危機的學生在家長參加團體學習後行為改變明顯，症狀減輕，心理危機的嚴重程度

普遍呈現下降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