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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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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ester 1

輔仁大學九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綱要
心理治療理論與實務
                                                                          陳美
琴副教授
一、科目名稱：心理治療理論與實務
二、開課年級：輔仁臨床心理系大學部二年級
四、必（選）修別：必修
五、教學目標：
      1. 協助學生對心理治療理論有基本的概念
      2. 藉著理論及實務的探討，協助學生學習基本的助人技術及其運用
六、授課方式：
      教師講授課程與討論
七、課程進度與綱要：
      1. 心理治療實務的基本議題：心理治療師是具人性的專業人員
      2. 心理治療實務的基本議題：心理治療師的道德議題
      3. 四大心理治療取向簡介: 
           （1）分析取向(Analytic approach)、
           （2）經驗與關係導向治療(Experiential and relationship-oriented 
therapies)、
           （3）行動治療(Action therapies)、
           （4）系統觀點(Systems perspective)
       4. 當代十種心理治療取向：（分組報告的主題）
           （1）Psychoanalytic therapy
           （2）Adlerian therapy
           （3）Existential therapy
           （4）Person-centered therapy
           （5）Gestalt therapy
           （6）Reality therapy
           （7）Behavior therapy
           （8）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9）Feminist therapy
           （10）Family Systems therapy
           （11）整合暨應用

八、評分方式：
  1.主題報告（上台口頭報告以及書面報告，各20﹪）
   （共11組,5-6人一組,2007/01/03日前交書面報告,A4約3-4張,字型12,雙行距）
分組報告十種不同的治療理論以及整合，內容必須包括治療學派的歷史、治療理論    的基本概念、以及利
用史丹個案分析來介紹治療歷程（每組上台報告時間為半小時）。
    PS：分組時，請不要和性格心理學的主題重疊，如：上學期介紹佛洛依德的同學，請不要再選擇精神分
析為本堂課的報告主題。
    PS：課業只能提前交，不可延後交。
 
 2.課程參與討論，活動態度及積極性（5﹪）
    每組輪流上台報告，其它非報告組必須在上課之前，針對本週報告章節提出相關問題（一組至少兩題，
在上課前交給報告組，由報告組彙整並回答之，課後整理交給老師）
  3.隨堂考試（約3~5次，15﹪）
  4.期中、期末考（各佔30﹪）

九、主要參考書籍
      1. 諮商與心理治療的理論與實務第六版         雙葉（by Corey，1991）
      2. 諮商與心理治療的理論與實務－學習手冊     揚智
十、其它參考書籍
      1. 當代心理治療的理論與實務  心理出版社  (Corsini,1995)
      2.   心理治療與諮商理論 － 觀念與個案     五南出版社
      3. 諮商工作實務        心理出版社
      4.   諮商要素            心理出版社
      5. 助人技巧 － 探索、探索與行動的催化    學富出版社
      6. 助人技巧訓練手冊    天馬出版社
      7. 助人者的晤談策略    心理出版社
      8. 其他講義

 

   人本心理學
                                                                陳美琴副教授
一、科目名稱：人本心理學
二、開課年級：輔仁臨床心理系大學部三年級



課程大綱

四、必（選）修別：必修
五、教學目標：
人本/存在心理學是心理學第三勢力(The Third Force)也涵蓋存在主義，此典範是以樂觀、積極、健康
正向的心理學，它強調自由與責任，並探索人類對死亡、孤獨及意志並建構生命意義，期盼協助人邁向「完
全且完整」的人生。本課程同時希望能提高學生對自我實現的體驗及對他人的關懷，並找到人生的意義，因
為生命的成長和成熟是不斷向外、向上的提昇。
六、課程綱要：
1. 人本心理學的人格理論─自我實現者的特質與人格成熟
2. 成為一個人過程─人性的探索過程
3. Maslow的後設需求和後設病理
4. I/Thou的關係
5. 治療歷程;無條件積極關懷，真誠一致與同理心
6. 存在的意義與挑戰：死亡、自由/責任、孤獨、無意義
7. 意義的呼喚與追尋

七、評分方式：
1. 期末報告（閱讀所列之參考書籍中一本，寫讀書心得報告，字數800~1000字，字型大小12，雙行距，
以A4紙列印）－20﹪
2. 隨堂小考2次－10﹪
3. 讀書心得與影片欣賞心得（各一篇）－20﹪
4. 配合學校『服務學習導向－人本與專業知識整合計劃』，修習本堂課的學生必須在學期內志願服務滿四
個小時。－30﹪
5. 上台報告（在服務後次週，每組上台以power point呈現並說明自己在本學期參加志願服務的學習與
人本/存在心理學之關係及心得）－20﹪

參考書籍
1. 成為一個人    羅晢斯  著     桂冠
2. 自我實現與人格成熟    馬斯洛  著    光啟
3. 意義的呼喚   維克多．法蘭可   心靈工坊
4. 活出意義來   Frankl,V.   光啟
5. 人本心理學入門   Tony Merry 著   心理
6. 諮商手札 遇見羅吉斯    呂承芬 著   天馬
7. 會心團體與人際關係訓練    林家興  編著    天馬
8. 羅吉斯諮商理論初探   劉明秋   等著    天馬
9. 人的潛能和價值    馬斯洛  弗洛姆  等著    結構群
10. 存在心理治療 上下歐文．亞隆       張老師文化
11. 生命的禮物   歐文．亞隆   心靈工坊
12. 當尼采哭泣時    歐文．亞隆   張老師文化
13. 診療以上的謊言    歐文．亞隆   張老師文化
14. 愛情劊子手    Irvin D. Yalom   聯經
15. 焦慮的意義  Rollo May  立緒
16. 杈力與無知   Rollo May  立緒
17. 哭喊神話  Rollo May  立緒
18. 創造的勇氣   Rollo May  立緒
19. 自由與命運   Rollo May  立緒
20. 愛與意志   Rollo May  立緒
21. 尋找存在的真諦  Rollo May  城邦
22. Encounter Groups   Carl Rogers
23. On Becoming A Person    Carl Rogers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  Boston
24. Carl  Rogers :  Dialogues    Howard Kirschenbaum and Valerie Land 
Henders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  Boston  1989

 

  創傷與心理治療
                                                                            陳
美琴副教授
一、科目名稱：創傷與心理治療
二、開課年級：輔仁臨床心理所碩一碩二
四、必（選）修別：選修
五、教學目標：
•   本課程主旨是積極探索人類災難與創傷的經驗：死亡、創傷、悲傷、與失落，
    加強學生對創傷死亡的認識和其心理歷程。進而學習適切的心理治療，並提高
    自我及他人對生命的珍惜和意義。

六、授課方法：
        本課程採取問題導向（Problem－Based Learning，PBL）的教學方式，教學重點
    不以傳統講授專業知識為主，而以學生自發主動的學習與小團體討論藉以加強學習態
    度，並建構此領域的專業知識與技術。
        每星期五上課，每次三小時，前兩小時為報告階段（report phase），交換本週
    蒐集的資料；後一小時為詢問階段（query phase），開新個案或議題，討論學習目標。

七、課程進度與綱要：
  I. 創傷後壓力疾患(PTSD) 
     PTSD個案探討
     PTSD歷史回潮
     PTSD的複雜性：政治、經濟、社會、種族…
 II. 傷慟與死亡的認識
     個案探討
     認識悲傷與失落



     傷慟與失落心理治療與生命意義的建構
 III. 助人者的壓力調適
     PTSD對助人者的影響
     Debriefing的認識與運用
     電影賞析
     其他相關議題
八、評分方式：
      1. 本課程不採考試評分，評分標準以學生在本課程的過程表現為主，
         分為教師、同儕彼此及學生自評。－ 60﹪
      2. 期末報告，題目自訂，但請先與老師商量。－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