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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家族治療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劉同雪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95 學期
Semester 1

課程大綱

家族治療

授課老師： 劉同雪 老師   Med0045@mails.fju.edu.tw  
T.A.:                 陳瀅如         imlm11@yahoo.com.tw

課程內容： 
身為治療師的我們帶著什麼進入治療室? 我們的原生家庭、家庭規條、對正常家庭或不正常家庭之看法、直
線或系統性思考、權力概念、反移情作用等皆如影隨行，深深影響著我們如何看待和處理案主的困擾。  
           本課程將帶領大家探索上列議題，並初步了解家族治療經典學派之理論基礎和臨床技巧，
如Bowenian、結構派家族治療、策略、焦點解決、薩堤爾模式家族治療等。 

時間： 九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 星期二        7-8節
學分數：2 學分  (選修)
指定教材：   
1. Goldenberg, I. & Goldenberg, H. 著  翁樹澍/王大維 譯 (民 88)。家族治療:理論與技術
。揚智。
2. 講義 (隨堂發)。

參考書目： 
Napier, Augustus Y.Whitaker, Carl 李瑞玲(譯) (1991) 熱鍋上的家庭 --- 一個家庭治療的
心路歷程 張老師文化
Minuchin, SalvadorNichols, Michael P.劉瓊瑛等(譯) (2000) 回家 -- 結構派大師說家庭治
療的故事 張老師文化
Nelson, Thorana S. Trepper, Terry S. 潘貞妮等(譯) (2002) 101種家族治療技巧 心理出
版社
Nochols, M. P. Schawartz, R. C.王慧玲等(譯) (2002) 家族治療 的理論與方法 洪葉文化
李維榕 (1999) 家庭舞蹈I – 從家庭治療剖析婚姻關係 張老師文化
李維榕 (1999) 家庭舞蹈II – 從家庭治療探討家人互動 張老師文化
Virginia Satir et al.林沈明瑩等(譯) (1998) 薩堤爾的家族治療模式 張老師文化
Lawson, D. M. & Prevatt, F. F.  (1999) Casebook in family therapy Wadso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教學方式：講授、分組討論、小組報告、書面報告

評估標準： 1. 課堂參與和小組報告 (10%)
  2. 考試 (65%)
  3. 報告 (25%)

課程綱要：
日期 週次 主題 課前閱讀章節
9/19/2006          課程介紹Overview 
9/26/2006  採用家庭關係架構 & 家庭是心理社會系統 Ch. 1 & Ch. 3
10/3/2006  電影:「讓愛飛翔」& 小組討論Movie: Since Otar Left 
10/10/2006 國慶日放假 
10/17/2006 小組報告 
10/24/2006 Genogram Ch.8
10/31/2006 Bowen取向 Bowenian Family Therapy (2) Ch.8
11/7/2006 8 Bowen取向 Bowenian Family Therapy (2) Ch.8
11/14/2006 期中考Midterm Exam Review
11/21/2006 結構派家族治療Structural family therapy (1) Ch.9
11/28/2006 結構派家族治療Structural family therapy (2) Ch.9
12/5/2006 12 結構派家族治療Structural family therapy (3) Ch.9
12/12/2006 策略派家族治療Strategic family therapy Ch.10
12/19/2006 薩堤爾模式家族治療 The Satir Model (1)  pp. 220-235
12/26/2006 薩堤爾模式家族治療 The Satir Model (2) **交報告** pp. 220-235
1/2/2007 16 焦點解決家族治療Solution-focused therapy (1)  pp. 444-454
1/9/2007 17 焦點解決家族治療Solution-focused therapy (2) pp. 444-454
1/16/2007 18 期末考 Final Exam Review

報告: (占總成績之25%)
· 請用A4紙張、新細明體、字型大小12pt、4-5頁 (不包括封面、封底、家庭圖)。
· 文稿請勿單行書寫。
· 請標明課程名稱、姓名、學號。
· 報告內容應包含下列部分: (請確實回答每一個問題)。
· 12/26/2006交

  期中考: (占總成績之30%)
· 11/14/2006



· 以選擇題和簡答題為主。
· 將包含第1-8週的內容。
· 無補考機會。當天缺席者期中考成績以零分計算。

   期末考: (占總成績之35%)
· 1/16/2007
· 以選擇題和簡答題為主。
· 將包含第10-17週的內容。
· 無補考機會。當天缺席者期末考成績以零分計算。

**考試時請不要作弊。寫報告時請不要抄襲。如果你引用了別人的想法或意見，一定要註明出處，千萬不要
一字不漏的抄過來。

**一旦發現作弊或抄襲行為，學期總成績一律以零分計算。

課堂禮儀公約:
1. 請將手機調為靜音。2. 請不要遲到或早退。3. 請大家共同維持課堂秩序，不要私下交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