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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我，是個 36 歲的女人，是個今年病故榮民的女兒，是個 4 歲多小女孩

的母親，是個工作十一年已爬上中階經理位置男人的妻子，是個自認為

「半生不熟」的女性諮商員……。 父母當年以藍領階級能有的工作條件

與生存策略養活我們家五個孩子；我靠從小成績優異，漸漸習慣享有優

秀學生因為精熟知識而能在學校擁有的權力與自覺「與眾不同」的自我

認同，像個聰明俐落的女性「菁英」，是我經常顯現的樣貌，大學畢業

後靠著運氣與懂得一些心理諮商的知識，我漸漸在所謂的助人專業工作

領域找到我的謀生之路……後來我漸漸察覺大學時心理學、諮商相關的

知識所以吸引我，是高三遭逢家中第一次破產、大學得半工半讀、真正



嘗盡「貧窮」為何物的我，矇懂地以囫圇吞棗、大口大口吞進任何能接

觸到的心理學、諮商相關的知識在「餵養」貧苦的自己……，後來我做

諮商助人工作時，也常常以我會的心理學、諮商相關的知識努力「餵

養」我想幫忙的個案，那時的我常常幫忙的個案，也常是以優秀學生樣

貌被養大的，所以那時的我從來沒質疑過自己進行諮商的樣貌，會不會

過於菁英式的「一廂情願」或「自以為是」。 剛結婚那兩年，和先生既

黏又情緒衝突大的關係，讓我很有動力跟隨周邊同行朋友一起進入 John 

Banmen 帶領為期 2 年的「Satir Model」家族治療專業訓練，我開始經驗

性地學何謂心理諮商；後來新竹一些同行朋友在王輔天神父邀約下，一

起以實驗團體的方式，每週聚會經驗性地學何謂 N.L.P﹙Neuro Linguistic 

Programming﹚&Erickson﹙Milton Erickson﹚取向的催眠，我們約 10 個年

近 30 到 40 歲、來自新竹區各個機構的女性諮商員，跟著王神父這個年

長的男性心理治療師﹙他是我心中認的第三個師父﹚一起走了快四年的

專業實驗團體，那些大夥一起演練、討論及分享的日子，現在想起來覺

得那種經驗性地學何謂心理諮商的時光，真是如陶淵明所描繪的「桃花

源」中人所過的日子。 在我 29 歲那年，娘家（當時我已結婚 3 年）漸

漸出現將第二次破產的警訊，薪水、我所會的任何知識&助人技巧似乎

無法阻擋家?面臨第二次破產的命運，後來我自覺自己經驗到所謂的

「專業枯竭」徵狀，30 歲那年我離開別人稱羨的「員工諮商」專任工

作，想擠身進研究所「深造」是我台面上跟週邊親朋好友交代的離職理

由；跟交情較深也覺她/他可能能瞭解我狀況的同行朋友，則以覺家?二

度破產讓我極為重創，我需要「暫時退隱江湖，閉關養傷」的比喻試著

描繪我自覺自己的身心狀況。 一年多後，我終於帶著腹中的女兒擠進輔

大應用心理所諮商諮詢臨床組的窄門，重當老學生的幸福感沒享受多

久，新手媽媽的焦慮加上輔大應心所諮商諮詢相關課程很奇特的上課方

式所引動的強大不安，讓我不但沒經驗到原先期待漸漸能藉研究所的學

習「自我整合」過去在實務工作的經驗與學習，反而原堅信關於心理

學、諮商的知識與實務技巧被一一衝撞而問號越來越多，攪動我不斷透

過外在與同學、教授、督導在課堂上、實踐場上、論文撰寫上有許多疑

惑討論、乃至許多台面上、台面下的 power struggle（透過言詞辯證爭論

與內在能量角力），而這些能量角力也延伸回家?與母親、丈夫、妹妹

乃至我的女兒間的關係；內在則沒間斷攪動許多自我內在對話與自己能

量的 power struggle……! 歷經三年多的掙扎、衝突辯證的洗禮，以及沒

間斷透過在實務上、學校學習場上、家人的親密關係間互動的行動反思

後，我覺得自己漸漸有能耐將之轉化成文字，我想試著透過論文書寫，

寫下我這樣一個原先帶著許多焦慮、不安的「半生不熟」的 32 歲女性

諮商員，如何漸漸帶著許多憤怒、眼淚、困惑經過痛苦、難受、不安的

學習歷程中，逐漸長出一點一滴我清楚經驗自己已愈來愈有能耐、愈來

愈有愛與包容地讓自己「上了一個 36 歲女性諮商員與心理治療師的位

置」；而那樣的身心變化也讓我能真正與家人接觸、清楚地爭執與真摯

地相愛，雖然今年初家中突遭父親因「急性敗血症」緊急住院，82 天反

復於死亡邊緣的強救，父親努力想為我們活下來，全家團結分工地極力

想透過給父親最可能的身體照顧與情感的支持﹙我們其實是想拼命留父

親活下來﹚，前後陸續我們因父親的病而碰到的十幾位醫生﹙有些醫生



關心但清楚、謙虛說出醫學在父親病況能做的限制、有些醫生明明無能

做什麼卻仍端著只要父親願做”氣切”手術就能活著的神氣權威樣-但其

實得癱著的活著出院﹚，而和這些醫生互動的經驗也讓我深深省思關於

權威、關於我們這些菁英﹙我自己其實也是被學校、家裡如掌上明珠般

捧在手心長大的菁英﹚的一些樣貌！ 最後父親在給我們較多時間與他死

別後，決定尊嚴又安靜地赴死﹙在得意洋洋等著不顧父親意願-父親前後

三週堅定地表達拒絕做”氣切”手術，改施壓要我們家屬同意做”氣

切”手術的加護病房住院醫生始料未及下，父親原先是向來採卑順的認

命樣貌的海軍上等兵榮民，為自己的死做主，當父親準備好與我們告

別，似乎能決定人生死的呼吸器、強心劑也無法強留他！ 父親這個我從

小就很愛也很想保護的男人，以他能尊嚴又安靜地赴死，提醒我漸漸懂

得”尊重”與”信任’我身邊一些重要關係的男人-尤其是被我投射權威

樣貌的男人﹙即不需那麼輕易就用”角力”的方式讓他們知道我的”不

想被輕忽”﹚！而跟著父親與”死亡”接近，我發現自己在與家人的相

處中、在晤談室與個案的工作中，我漸漸能呈現更多此時此刻我想表達

的溫柔與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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