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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一）Case Study1

• 四十九歲，男性公務員，對於機關的要求，
大致上都可以遵守與達成，但上司對於該員
不太與同事互動，也無法理解同事間的人際
互動『眉角』，而感到困擾，所以常有同事
抱怨該員不會做人。經股長的多次聊天建立
關係與關懷，該員漸漸吐露，自己與太太的
婚姻關係快要不保，自己的人生很茫然。

• 長官做了什麼，讓該員坦露心事？

• 後續諮商會如何幫忙？



案例分享（二）Case study 2

• 四十歲女性公務員，在機關常常覺得被某同事
欺壓，覺得該同事會故意將業務轉移給自己，
造成自己業務壓力增加，所以該員會找機會抒
發的不滿，該員常常向其他同事及長官抱怨，
希望他們給與幫忙，但卻造成同事及長官的困
擾。

• 該員面對哪些『檯面上』及『檯面下』困擾？

• 你會如何幫助他？

• 後續諮商會如何幫忙？



案例分享（三）Case study 3

• 28歲公務人員，剛到職約一年，常常
在上班時流淚，也曾經傳訊給同事表
示想了結生命，最後同事在租屋處發
現其員自殘，最後同事將其安排與自
己同住。

• 這樣的安排妥不妥當？

• 後續可以在給與哪些協助？



『人』的狀態評估
Evaluation of “human”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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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話技巧—具體化
Consultation skill-Concretization

what(什麼) 發生了什麼事情讓你…

who(誰) 是誰讓你…

when(何時) 什麼時候發生的…

where(哪裡) 是在哪裡發生的…

why(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how(如何) 當…發生的時候，你會如何處
理…



談話技巧-同理心
Consultation skill-Empathy

• 化解衝突

• 尊重別人

• 增進人我關係

• 解決問題



同理心的運用過程
Process of empathy

同理心需要同時融合至少四個過程：

Ａ．與自己的感覺起共鳴

Ｂ．表達自己的感覺

Ｃ．與他人的感覺起共鳴

Ｄ．以了解的心情回答他人的感覺

同理心與你的特質及妳曾經如何被對
待過有關，如果你沒有曾經被同理的
感覺，那要求你就如此對孩子，那是
很為難你的。。



放下自己
Putting yourself aside

• 人天生不是一個聆聽者，因為聆聽

別人需要放下自己

• 放下自己需要很大的謙卑與節制，

這是與我們的肉體敵對！



提高對自殺的敏感度
Raising up sensitivity of suicide issue

• 語言線索：「我想去死」、「沒有人在乎我的生死」、「如果我
死掉(不存在)的話，事情也許會好些」……

• 生活習慣的重大改變：食欲不佳、容易疲倦、停止喜愛
的活動、容易生病、常請假

• 開始安排後事、將喜愛東西送人

• 性格上的突然轉變，尤其是變得疏離、抑鬱、激動不安
、、疏離、無助、絕望、沒有價值、無能、專注力降低

• 喜歡討論死亡計畫(提出具體計畫) 

• 最近有嚴重的挫折事件發生：尤其打擊自尊、自信及失
落經驗(分手、經濟困境、生病)

• 不小心演出意外事件(神情恍忽)

• 過去有企圖者 (有過自殺經驗)



1. 發現 2. 評估 3. 解決

1. 無法發現同事問題。

2. 發現問題卻 不會處理。

3. 發現問題卻 不敢處理。

同事

主管

發現

同仁
自我
發現

一般常見的組織衝突與危機事件發生中，通常是任一角色均無發揮〝發現〞的功能。

1. 請勿直接心急於給同仁解決方法。
2. 同事的角色不見得合適處理問題。

【人事處】 【心理健康資源】 【專業資源】

1. 人事處的資源

2. 諮商協助

3. 社會資源

4. 政府資源

1. 專業評估

2. 短期諮詢

3. 個案管理 → 個案預防

專業評估：
EX：
1. 釐清情緒與事件差別。
事件 → 情緒 → 影響工作表現
必須了解影響工作表現是基於
什麼樣的情緒(害怕、憤怒、厭
惡…)，找到情緒，才能追本溯
源找到關鍵的事件軸心。

2. 評估個案。

關於同仁問題發現與處理角色與流程
The process and roles of 
Discovering/Interventing colleague's problems   

是否能有效處理的專業指標：

可以詢問同仁情緒，是否較之
前更為安定？

發現。評估

評估。解決
評估。解決



身心健康守門人
Be the Doorkeeper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熟悉「1問、2應、3轉介」

培養對同仁的敏感度

培養聆聽、同理與關懷的能力

串連資源來協助『困擾同仁』



身心健康守門人主要任務
The main task of being a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doorkeeper

熟悉「1問、2應、3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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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預防
提早覺察，積極化解

First prevention-Advanced Awareness 
and positive solvation

• 行為觀察：苦惱、希望感

• 認識憂鬱，敏察無望感

• 探尋澄清( 一問 )

• 支持陪伴

• 鼓勵勸說(二應) 

上司
人事處

同仁

專業諮商師



紅色警戒 CODE ＲＥＤ
• 嚴重的沮喪（絕望與無助）：常常不是精神疾
患而是一連串糾纏不清的事件所引發的無助感
。但這些感受可以透過心理諮商及藥物治療來
協助。

• 重大損失：如財物、自信、升遷、婚姻、親子
，但警察常常被要求要快速復原。

• 預先顯現的自殺意圖：真的會自殺的人不會說
（迷思），要嚴肅看待，並請直接詢問。

• 性格的突然改變

• 放棄一切：財物、關係、成就等

• 不計一切的後果：常常如此做之後，會採取自
殺解決



處理自殺的祕訣
Secrets of dealing with suicide issues

• 直接與自殺者談其自殺意圖

• 立場要堅定：提高關心，表達還有其他方法

• 評估危險程度：越仔細越危險

• 建立支持系統：讓更多朋友、家人一起關心

• 給希望：分享一起渡過的困難時光

• 不要只是給立志言語：開心起來、不要想就沒事

• 不要和自殺者爭論：『自殺是一種罪』越說越糟

• 尊重自己的極限

• 自殺的人要為自己負責



二級預防
安排苦惱者接受心理諮商

Second prevention-Tranfering the client to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 安全與關係最重要

• 肯定尊重取代懲罰

• 轉介接受專業治療

單位關懷

諮商股

個案 心理諮商
與醫療

( 三轉介 )

• 避免標籤作用



三級預防
減少復發與負擔

Third prevention-Decreasing 
relapse and burden

• 維持期的重要

• 健康作息

➢人際支持

➢小心壓力

• 找到意義與活力

時間

復原



一問
ASK

➢營造單位主動關懷

➢同仁異常問題辨識

➢區辨行為、情緒、緊急狀態

➢通報尋求協助



二應 Reply
• 我可以如何回應

➢ 目標：讓對方感受到我的陪伴與支持

➢ 避免：我的無能、不耐煩、只顧解決問題

• 表達你有感受到一些他的苦惱

➢ 聽起來，你過得很辛苦！

• 強調對他的支持

➢ 只要你願意，我們一群同事都願意聽你說！

• 試著串連資源

➢ 如果對你有幫助，我知道人事處有一些資源可以使
用，聽說會保護我們隱私，要不要試試看！

➢ 如果你願意，我陪你找長官商量！



徵詢對方是否願意進一步的解決
Asking for further solutions
• 找出問題

是什麼事讓你如此難過

• 強化動機

聽起來這問題真的是很困擾著你

你打算怎麼辦

• 邀請處理

如果這問題有可能解決的話，

你想要試著去處理這個問題嗎？



三轉介Tranfer

• 轉介資源

內部資源
外部資源



協助應有的態度
Attitude matters!

1. 是關懷而不是八卦

2. 是協助澄清問題而不是偵探

3. 保密決不多嘴

4. 價值觀決不轉嫁



鼓勵型

1.我覺得這問題似乎真的很難，雖然我很想幫

你，但可惜我不是專家，人事處有提供專家

諮詢服務的資源，你要不要去尋求一下他們

的建議？

2. 這樣聽起來，您最近的心情真的受到蠻大的

影響，人事處有提供專家諮詢服務的協助，

我特別幫你安排一下，您要不要試試？

3. 人事處有相關的協助資源，您想不想多了解

一下?

鼓勵或協助其運用
The application of encouragement and 

assistance



強迫轉介型

1.我覺得這問題超出我可以幫你的範圍
，我想請心理諮商老師來幫你，所以會
請心理諮商師來跟你談，你什麼時候方
便?

2.我覺得這問題超出我可以幫你的範圍
，我想請心理諮商老師來幫你，所以會
請心理諮商老師來跟你談，下午 ___可
以嗎?(真接指定時間)



心理諮商服務/轉介流程
Trasfering process

～～～～～～～

結案 心理諮商師會談

第一階段服務(電話)
受理服務/轉介並進行問題的初步了解與評估

以電話預約 (自行求助)

單位以電話轉介

人事處內部協助
政府／社會資源



資源諮商

身心科

衛生局免費
諮商

113通報

兒虐/家暴

自殺防治
0800788995

生命線1995

宗教

家屬

朋友



諮商的迷思
Myths of counseling

• 有病才需要諮商

• 我精神很正常不需要諮商

• 太脆弱，太軟弱

• 講私事不安全

• 擔心被笑

• 家醜不可外揚

• 和心理師談話，所有問題迎刃而解。

• 心理師會告訴我問題在哪，我照著做就好。



什麼是諮商？
What is counseling?

• 每個人都會有遇到問題的時候，在遇
到問題時，有些人會運用環境中的資
源來幫助自己面對問題，其中一種能
運用的資源就是諮商。

• 心理師運用心理學、輔導學的專業知
識與技巧，來協助當事人面對生活中
的種種困擾。



• 心理師不是魔術師，也沒有仙女棒，
無法將你的困擾變不見，也不會替你
解決問題，但是透過訴說和一起討論
的過程，你可以一步步將問題釐清，
更有勇氣和法寶去面對生活中的種種
壓力和變動。

• 諮商也可以幫助你將過去的一些不好
經驗感受，加以轉化為人生的資產。

什麼是諮商？
What is counseling?



常見的疑問 FAQ

• 是不是去談的人都「有問題」？

• 談了真的有效嗎？

• 談幾次才夠？

• 真的一定保密嗎？？？
• 其他問題？



環境介紹 Environment

⚫坐落於府連東路上，由窗戶看去面向一大片公園，白
天的綠蔭盎然及晚間的寧靜溫暖，渾然天成的舒適空
間，既舒適又寧靜



⚫等候休息區有三處，開放但又隱密

⚫兒童等待空間，讓小朋友有熊熊玩偶和書籍的陪伴

⚫成人或是兒童在等待諮商的同時，都有足夠的空間靜
下心來，為諮商做準備

▲第一等候區
▲第二等候區

環境介紹 Environment



⚫家族治療室

– 進行婚姻、親子及家族治療的諮商空間，可以讓親愛
的家人，好好地進行會談

▲家族治療室

▲象徵滋養關係的擺設

環境介紹 Environment



⚫個人諮商室，也是兒童最愛的遊戲室

– 個別諮商、沙遊治療、遊戲治療的使用空間，用最完
整的硬體環境和營造最舒適安全的氛圍

▲遊戲創作角落

▲沙遊治療室

環境介紹 Environment



▲沙遊物件

▲沙盤治療

環境介紹 Environment



▲遊戲治療室

▲遊戲空間

環境介紹 Environ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