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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以儒家思想思索當代台灣心理諮商與助人工作的新路徑當作論文題目，

是我在生命脈絡中漸進發生的過程。主因是感受到自己所學的助人專業

與日常生活之間的「斷裂」感。我的指導教授翁開誠老師多年來不遺餘

力地在儒家哲學中探究心理諮商的理據與價值，其見解即融合了儒家心

學、詮釋學，以及行動研究等東、西方知識的要義與語言。我則是深受



他的影響與啟發而完成了此篇論文。 這篇論文是以「知行合一」為方

法，在具體生活中實踐儒家思想、在行動中體悟助人工作之道、在敘事

中爬梳儒家的諮商與助人路徑，並從自身的作為、理解與反思中，增添

人文性、文化性、主體性、反思性的意義。文本中包含了：個人生命故

事、家庭經驗、宗教信仰體會、社會工作教育實踐、心理諮商工作實

務、社群組織、社會議題參與等範疇。這些處境中，我以易經、論語、

孟子、大學、中庸以及傳習錄等文本為要義，將人倫日用的生活處境中

所感、所思與所為帶入與儒家經典文本互動的詮釋體驗，而取得新的存

在性意義，並以敘事與論述交互性的文體，再現體驗領悟的脈絡與道

理。 透過這篇論文的實踐探究，我確信影響華人文化數千年的儒家思想

體系，具有完備的療己、助人與社會實踐的行動知識，若以「博大精

深」形容其對現代諮商與助人工作的啟發性，絕非空洞的政治辭令。作

為一位情緒曾掉入深谷而再度爬出來、站起身、向前行的諮商工作者而

言，當我嘗試以儒家「為己之學」來探究自己的生命起落，所發現的自

己已不再只是心理學的我，而是道德主體的我。從心理諮商與助人工作

的學門範疇而論，我則認為儒家思想，相對於以英美為主的專業知識，

是大破而大立的典範轉移。這典範轉移不僅是「本土化」的嘗試運動、

也不只是文化殖民、反殖民到後殖民的批判與反思，而更是解構當今技

術理性與專業主義時代的意識形態，而重構「諮商」與「助人」的詮釋

意義與實踐路數。  

摘要

(英) 

Because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knowledge of helping profession and daily life 

of my own, I start to study the Confucism which learn from my instructor Dr. 

Wong,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different paradigm of Counseling and Social Work. 

The methodology of this thesis is the “Zhi Xing He Yi” which is the 

Confucious way of action research and emphasis on the practical wisdom rooted in 

daily life. The life experience, family experience, religious experience, teaching 

experience in social work profession, practices experience in counseling profession 

of mine are narrated on the articles. Further more, the Mencius of Confucius, such 

as: “Yi Jing”, “Lun Yu”, “Meng Zi”, “Da Xue”, “Zhong Yong”, 

“Chuan Xi Lu”, are used for reflected on those experiences that narrated, as 

well as justified the understanding and insight for the knowledge of helping career 

in the ordinary life. The ending of study, I believe that the philosophy of 

Confucism has the unique, systemic knowledge for self healing, helping other, and 

social practices. Different from others paradigm of counseling and helping 

profession, through the Confucious way of exploring, I have meet not only 

psychological self but also the subject of morality for self. Finally, I recognized 

that the Confucius well lead the movement of paradigm shifting for the Counseling 

and Helping profession fields. The meaning of the shifted is de-structuralizing the 

knowledge based on the ideology of techniques rationality and professionalism in 

moder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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