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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的移情現象與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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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Frued 認為移情有二個面向：一它是阻礙回憶的抗拒，另一它是嬰

兒期衝突的重現，前者為移情的機制即過去經驗的反映﹔後者為移情的
動力是由被分析的情境挑起的，這些看法也引發”過去”潛意識重要，亦

或”現在”潛意重要之爭論。 Bateman

&

Holmes(l995 ）用”古典”與”當

代”二種觀點來詮釋移情與反移惰，古典分析論者認為移情是對現在現
象的扭曲，將過去的關係投射到目前的關係的心理現象﹔而反移情則為
治療者對”病人的移情所產生的潛意識的、不自覺的、不恰當的和暫時

令人滿足的反應”，當代的精神分析把反移情當作病人的心智狀態與分
析師溝通的方法。

團體提供豐富的機會與資源，更加容易去喚起個過往的經驗，人際
反應類型，因此這樣的投射機轉產生的移情反移情現象，也就成為團體
中重要的治療因素與素材。
由於團體提供動力性情境去喚起成員早期的經驗鏡映在目前的情境

中，如未被妥善會使成員產生相當的抗拒（ Corey, 1990 ）。 Yalm(1995 ）認

為解決移情有二個作法： (1) 雙方確認（ Consensual

Val ;dation)

(2 ）增加治療

者的透明感。分析取向的團體對移情的處理，比較偏重用解釋來分析，

治療者指出並解釋行為的潛在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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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中的反移情指治療者潛意識不自覺的對病人的潛意的情緒反

應，導致對病人的行為產生扭曲的知覺（張景然、吳芝儀，民 84 ﹔吳麗
雲，民 86 ）。團體治療者必須對自身尚未解決的問題有所警覺以免干擾

團體有效地發揮功能，並導致利用或員滿足自己末實現的需要（ Corey,

1990 ），吳麗雲（民自）提到當反移情情形己影響治療者有效進行治療者
工作時，治療者必須尋求治療。分析取向要求治療者運用心理分析認識

自己的動力及這些動力可能阻礙治療任務的種種方式（ Yalom,

1990)Yalm

則認為被導導的經驗不僅可以學習團體的領導技術’也可以探索反移情
的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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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 U 昌

近代精神分析師相信精神分析的創立者視移情為人類閱係的部分，

他們假設移情不抵存在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療中，而且是存在每一地方，
人們建構他們的現在的關係是以他們過去關係中重要的情緒部分再製造

( Robert J. Ursano, et at .1991 ），尤其團體被視為一社會的縮影
( Social microcom

），在團體中發生成員對其他成員或治療師產生移情

亦或治療師對成員產生反移情就不足為奇，因此下面先就在個案諮高中

對移情、反移情的看法作一把要說明：再歸納團體中的移情、皮移情的
各種看法﹔最後再就如何處理團體中的移情和反移情分析說明。

二、自全釋移情
最初， Breuer 和 Frued

( 1895

會妨礙或阻抗治療中的宣洩（

）將移情視為“有污染的影響”，它

Cathartic Method

）。佛洛依德擔心移情

是醫師對案主有不當影響的結果，因此精神分析如果專注於這樣的現

象，會被視為一種變帽的催眠或晴衣。但是佛洛依德很快就瞭解到移情

並非單由暗 示所挑起，案主與分析師的關係是瞭解個人內在世 界的首要
途徑。因此 早期佛洛依德就認為移）毒有三個面向：一方面它是 一種阻礙

回憶的抗拒 ﹔另一方面，它是嬰兒均衝突的重現（ Robe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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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洛依德（

1912

）也區分移情機制（

transference mecha -

）和移情動力的不同﹔前者反映了過去的經驗而後者則是被分析的

情境挑起的。
這樣的看法引起一些爭論究竟“過去”潛意識重要亦或“現在”潛

意識重要（

sandler & sandier 1984

）﹔有些認為移情是重建童年創傷的

主要路徑﹔有些則主張探索治療中的移情才是治療的重心﹔另一爭論則

認為到底要從精神內在的解廈（
際互動角度（

intrapsyohic view

interpersonal aspects

）來看移情，或從人

）來看移情。移情追溯歷史對團體治

療的核心也有精神內在或人際互動角壇的亦有此爭論。

Beteman & Holmes ( 1995 ）：用“古典”和“當代”二種觀點來
詮釋移情，移情最“古典”的定義是，案主將其過去但重要他人（父
母、手足）的經驗知識和強烈的情感移情到分析師身上，這些強烈的感

覺包括依賴、愛、性吸引力、嫉妒、挫折、恨﹔案主沒覺察到此種錯誤
的連結，在他（她）的感覺中，這些情緒並不屬於過去，而是直接與在

他（她）面前的治療者有關。相反地，採取“當代觀”的學者認為，移

情所呈現的並不一定是過去潛意識的心理能量，也可能是治療中由於強

烈的治療關係所引發的潛在意義，在他們的眼中，移情二字所包含的意
義較廣，它包括案主與泊者之間的互動﹔它也是一種使個人內在建構透

過治療者而呈現出來的媒介，它是受過去影響的新經驗，而非過去經驗
的重現（

Cooper,1987

）。

移情的古典觀和當代觀存著一種複雜的互動關係。古典分析論者認
為移情是對現象的扭曲﹔移情是個案透過目前的關係滿足早期渴望的現

象，因此它是將過去的關係投射到目前關係的心理現象，個人所經驗到
的不是過去真實的關係，而是在目前的關係裡經驗過去的感覺（

man & Holmes,1995

Bate-

）。當代觀點隱含著一個說法，亦即有一個潛藏的、

可被瞭解的真理或內在“心理現實”（ psychi reality ) ; Schafer

( 1981

）

、 Gill

( 1982

）和 Spence

( 1982

）對所謂的“可被 瞭解的真

理”提出 質 蜓，他們認為移情關係有個人主觀的真實面，而不 是一種對

潛意識幻 想的心理現實面的曲。對他們來說沒有所謂的重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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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

），只有從此時此刻的立場來建構（

construct

）過去。

客體關係理論視移情為：投射性認同的概念和內在客體的外射，很
明顯地與分析歷程中的移情和日常生活中的人際關係有關。 Kern berg

( 1987

）認為，分析移情其實是在分析心理結構的不同面向之間的衝

突。他反對將現在表徵與真實過去做過分簡單的連結，並認為內在客體
關係的形成同時來自幻想和現實。

Bateman & Holmes ( 1995 ）將移情古典與現代觀點整理如下（表一）
表一移情的古典與現代觀點
古

定凳

現實

動機

典

用現在代替過去經驗受到過去經驗
的影響

當

代

價掃過去模式建構現在的經驗

主觀的現實

扭曲一客觀的現實

與早年渴求、幻想、害怕有關的攻

擊／原慾驅力

適應性的：組織知覺／情感／認
知經驗以建立一統整的自我

( cohesiveself )

分析師

中立的 ／ 空白的銀幕：客觀的

介 入

對曲解的詮釋

改變

減少早年的渴求及曲解

也由互動而有所介入﹔主觀的
反應案主的自我建構，以及他如
何建構其分析治療闖係

僵化的 心 理基礎慢變得較有彈世
：分析的經驗使案主以新的基模

三、反移情
反移情是指治療者對一個當事人的潛意識情緒反應，導致這個當事

人的行為產生扭曲的知覺（

Corey,1990 ) :

Kutash 和 Wolf

( 1983

）將

反移情描述為治療者對“病人的移情所產生的潛意識的、不自覺的、不
恰當的和暫時令人滿足的反應”。

佛洛依德與他的追隨者將分析師視為是病人溝通症狀中潛意識的意
義的解析者，是隔離於會談的，他們認為反移情平擾聆聽潛意識的精確

，︱笠，導致在 維持鏡映一般的分析態度的失敗，在解釋潛意識的 溝通上反

移情不被認 為有效（

Bateman & Holmes,199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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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enczi ( 1921 ）是挑戰這個技術的第一個並且在他的“主動的技
術”書中，提到相當多分析師和病人間牽連，他把反移情當作是一種分
析師本身可能有的困擾，例如自戀地鼓勵病人對自己阿訣。英國客體關

係興起，把反移情定義的更廣 0

Heiman ( 1950

）保留原先對反移情的看

法，另外認為反移情必要因素是分析師對病人的溝通與行為產生！育感、
態度和聯想的現象，有助於了解病人的潛意識歷程，即使分析師在第一
次並未完全意識到，僅透過小心的自我省察而再認﹔ Heiman 進一步把

“所有分析師對病人所體驗到的情感”當作反移惰，認為反移情不只是
移情－皮移情關係中動力的部分，更是病人的產物，病人人格的一部分。

而 Winnicott (

1940

）創造“客觀的恨”（ 0吋ect hate ）一詞說明分析

師對病人無理行為的自然反應，相信並非是分析師未解決的衝突所引起
的。它是對挑釁和無法忍受的行為的一種正常反應，這對當時流行對反

移情採取輕蔑、罪惡感的看法是很重要的。 Kernberg

( 1984

）把反移情

視為是分析師面對多重產生困惑情緒的歷程，包括：

(a ）對病人不成熟和混亂的移膚的一種反應。

(b）抗拒嚴重心理壓力和焦膚的困境之反射。
(c ）是關於病人的投射系統。
投射的看法則認為是去刺激分析師的人格的原始層面，下面 Bete

man 、 Holems

( 1995 ）整理的反移情定義（表二）摘要反移情的各種看

法：

表．二反移惰的定義

.

Stern, Winnicott )
Kein, Bion, Steiner, etc. )
．雙人或主體間續域的部份。（ Sulli vi an, Langs )
﹒分研師對庸人潛意識或意識的移情反應。（ Heimann, Sandler )
1青！擎的共鳴和同理。（

﹒投射認同的結果。（

﹒分析師對病人的移膺，換旬話說，病人呈現分析師過去重要的人物。（
．分析師的盲點或阻抗。（
﹒所有分析師 對病人的反應

Freud )

Freud, Sandler )
。 （ Joseph )

當代精 神分析把反移情當作病人的心智狀態與分析師溝通 的方法，

Bate & Holems

( 1995 ）認為這樣的溝通嚴格來說，並非全部 都是反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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惰，他們認為：第一，情感共鳴、同理心、嘗試認同、和初級認同是分

析師的能力。第二，分析師可以對病人的事有立即性的反應﹒就像被威脅
時感到害怕－不可能是病人潛意識意圍的結果。第三，分析師的情感可經

由分析師和病人觸動某些潛意識而引發投射認同的結果。第凹，分析的

推理和認知的能力和來自訓練的了解，將使他人能跟隨著病人的溝通思

維。
由上面的整理可以看出反移惰的看法由佛洛依德認為反移情是反向
移情的作用，治療者應保持客觀態度，藉以減少反向移情對個案的影響

與干擾。而持轉廣義的看法則視反移情廣泛包括治療過程中治療者對被

治療者“有意識”亦或“無意識”的態度，這種態度產生可能源自於對

個案真實、想像的或扭曲的反應。

總結上述的看法，可以看出反移情由原先負面的看法，延伸是一種
正常反應的看法，也由原先限定的看法延伸到較廣義的彼此關係互動看

法，說明對反移情多層面角度可以愈加逼近真實的了解﹔因此 Bateman

& Holmes ( 1995

）也提到知道如何與何時使用反移情－從分析師情感轉

換到有用的工作上、從理智的了解轉換到情感性相闊的解析、從直接反
應轉換到了解、從認同和同情轉換到同理的理解”是分析師實質的技巧。

四、團體中的移情與處置
心理分析團體 ？F
洛克（

1961

E 多重移情機會被許多學者強調（

Corey,1990 ) •

）說，這種 九 體建構 7 一種建設性的環境，可以重現具有重

要意義的過去，因為“ 刊 亡的團酹已成為昨日的家庭”﹔在個別治療
中，當事人的投射是指向治療者－ ＇： i~ 人的﹔而在團體治療情境中，它們

還可指向其他團體成員。因體提供 了 豐富的機會重演個人過去懸而未解

的事件，尤其是當其他成員激起了某一個人的強烈情感，以致他或她在
他們身上“看”到父親、配偶、以前的情人、老問．．．等等的角色形象時

( Corey,1990

）。因為團體是由一群人所組成，所以各類型的 成員也就

宛如真實 社 會一般，個別諮商情境有更豐富的資源，產生人際 互動的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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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與動力也就更加多樣化、更加容易去喚起個人過往的經驗、人際反應
的類型，宛如外界真實環境中一樣，因此這樣的一個投射機轉產生移情

現象，也就成為團體中重要的治療因素與素材。
佛洛依德（

1895

）認為一些阻礙形成好的治療關係’移情是其中一

項，因為它移情早年對重要他人的印象於治療者身，這些對治療者的感
覺是“錯誤的聯結”－舊衝突的新翻版。不過直接年後佛洛依德了解，移情
不再是治療的阻礙﹔如果運用得當，可能是治療者最有效的工真

( Yalom,1995

），治療者透過移情作用重新體驗自己的過去，是讓當事

人領悟、認識過去經歷妨礙現時功能發揮的方式。這種領悟的完成是藉

由解決那些使當事人停滯不前，使情緒充分發展的懸而未決問題來實現
的。基本上來說，痛苦的早期經驗的消極效果，會經由在治療環境中解

決相似的矛盾衝突而被抵消（

Corey,1990 )

由於團體提供一種動力性的情境去喚起成員早期的經驗鏡映在目前

的情境中，而且如果移情不被治療者妥善地掌握，成員也可能會產生相

當的抗拒（

Corey,1990

），而且 Yalom

( 1995

）也指出移情確實會出現

在治療性的團體，事實上它無所不在，而且完全影響團體的互動，在這

種認知下，實在有必要在對移情的屬性有充分的了解與認識，而且

Yalom ( 1995

）更進一步指出泊療者如果忽視移情可能會引起相當嚴重

的誤解：一些團體的技術執行及困惑而無法領導團體。有鑑於此團體領
導者實有必要了解無論帶何種類型的團體，都應該對移情有相當的把

握，才不致受其影響而不自知。

Yalom ( 1995

）認為一病人為移情的扭曲多少都對治療者有不正確

的看法，很少能夠在面對權威者能夠不衝突的。因為移情如此到處存
在。 Yalom 甚至認為治療師進入治療前的沈默，是一種提醒，提醒成員

的技人實任﹔另外座位方式、坐的遠的和留下治療者兩旁的位子處罰晚
到的人，偏執狂的患者正坐治療師的對面﹔而依賴的人坐靠近治療者，

如果治療 與 協同治療者之間空一位，那一個位子必定最後被 坐 上﹔而每
次團體結 束 讓成員對彼此及治療者評定每人的活動量，成員 闊 的互評有
相當高的 信 廈，但對治療者卻出現很差的信度﹔這些現象都 說 明不可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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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事實，成員用他們自己的方式在知覺著一切。

Yalom ( 1995

）認為每個成員都想成為領導者的最愛，解決的辦法

就是一旬格言“團體的領導者應沒有偏好”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公

平，這種想獲治療者注意，宛如在人類原始的團體：兄弟姊妹的團體。

因此唯有公平對待才能解決這種將在家庭競爭移轉到團體的競爭現象。

Yalom ( 1995

）也提到催化解決移情有二個主要作法： (1) 雙方確認

( Consensual Validation ）：治療鼓勵病人確認他與其他成員對治療者有
不同的印象，如果成員同時對治療反應一樣或這個反應並非不真實，這

樣就可以知道病人的反應是正確的，如果相反，沒有獲得其它的確認，
成員單獨對治療者獨特的看法，那麼要幫助這個成員去檢驗，他可能透

過內在扭曲稜鏡來看治療者或其他成員。（2 ）增加治療者的透明感：因此
催化現實慰的一個方法是鼓勵成員檢查他們對他人的知覺，另外一個方
法就依賴治療者運用自我，治療者以逐揭露治療者更多的自己幫助成員
証實或不証實他們對治療者的印象。成員缺乏去認為治療者是此時此刻

一個真實的人。如此你對成員反應，你分享你的感受，你承認或反駁被
認為是你的動機或情緒，你看到你的盲點，你示範尊重成員回饋提供給

你的回饋。面對這些真實的生活資料，驅使成員檢驗他們對治療者虛構
的信念的本質與棋據。
Yalom 是一存榨取向的治療者，而其團體諮商的主要重點在人際互

動上及此時此刻的黨 E 與領悟，因此不主張在團體中進入個人的內在心

理世界，所以他了解移！穹的議題，也知道它不可避免會發生，也相信它
的重要性 c

而分析取向的團體對移惰的處理，則比較偏重用解釋（

ti on

interpreta-

）來分析，而解釋時團體治療者必須指出並解釋行為的潛在意義。其

中的假設是，當事人可運用恰當的時機準確地解釋、整合新的材料，從

而產生洞察。 Scheidlinger

( 1987

）認為，解釋不過是一種假設，無論

它看上去多 麼令人信服，仍可能被証實或被否定﹔他認為，作 出解釋的
恰當時機意 謂著，既要給某一成員時間準備予以理解和接受它 ，也要使

其他成員也 作好準備。而對解釋除了在時機上要考量外，他認 為用提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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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方式來解釋他的解釋，比較能夠說明解釋僅只是假設而己，也比較

容易為當事人所考慮。

Corey ( 1995

）在進行解釋時，其他一些一般原則也很好用﹔

．解釋應針對與當事人的覺察具有密切相閥的內容。

﹒解釋應在當事人能接受的程度範圍內，由淺入深地進行。
．在解釋潛藏於防衛或抗拒下的情感或衝突之前，指出其防衛或抗

拒的形式。
在分析團體進行解釋可以鼓勵成員表達他們對其他成員的領悟，使
對其他成員產生深刻的影響，而非單獨來自治療者。另外解釋也可以針
對整個團體，透過對團體歷程的觀察，把所觀察到的現象在團體中公開

出來，治療者可以指導性幫助成員看到他們隱藏的動機，從而達到更深

一層的交流。
以上分別就人際互動取向的團體及分析性的團體說明二取向對移情
的重視與處理。

五、團體中的反移情
在團體中治療者的反移情作用也不可忽視，所謂反移情指的是治療

者潛意識不自覺的對病人的潛意識之情緒反應，導致對病人的行為產生
扭曲的知覺（張景然、吳芝儀，民 84

0

：吳麗雲，民 86

) ; Corey ( 199

）認為治療者自己的情感會與治療關係糾握在一起，會妨礙甚至破壞治

療者的客觀性。

Wolf

( 1983

）對此澄清說道：沒有那個團體領導者能夠

完全避免陷入移情或反移情的反應中。
從現時存在的意義來說，團體治療者對成員的反移情就好像這些成

員是自己原生家庭的重要人物一般。而反移情的各種表現包括：
．在某些團體成員身上看到自己，並對他們過分認同，以致於不能

對他 們進行有效的工作 。
﹒對當 事人投射某些自己所鄙視的自身特質，把這些當事 人當作是
難以 接受治療，或不能對其進行治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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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引誘的行為，利用團體領導者角色的優勢贏得某些成員的特

殊情感。
﹒扮演一個慈祥代替式的父母，具有過度的保護性。（

Corey,199

0 )
團體治療者必須對自身尚未解決的問題有所警覺，因為他們可能會

平擾團體有效地發揮功能，並導致利用成員滿足自己末實現的需要

(

Core）叫 990

) ; Yalom ( 1995 ） 也提到因為反移情或壓迫治療者自己

情緒的困擾，導致治療者不能對成員不切實際的反應，會使團體中治療

效果愈少，甚至產生反效果﹔因此處置治療者的反移情，是相當重要的

事。
吳麗雲（民 86

）提到當反移惰的情形已經影響治療者有效進行治療

工作時，治療者必須尋求治療解決自己的內在衝突。分析取向要求治療
者運用心理分析去認識自己的動力和這些動力可能阻礙治療任務的種種

方式（

Yalom,1990

Yalom ( 1995

）。
）則認為被督導的經驗不僅可以學習團體的領導技

術，也可以探索反移情的深置，及對團體成員或協同領導者的感受，會
是被督導重要的資料。
因此不論由個男 1J 諮商或團體認商，認識移情或反移情的本質，從而

能夠辨識它們的表現，再進一步才能夠談到如何面對和運用此二種豐富
的資源，產生治療性的效果，實在對團體諮商員來說是一極富挑戰的工

作，雖然進行一個全然以動力分析取向為主的治療團體的機會並不多。

套句 Yalom

( 1995 j 所說的移情無所不在，因此不論運用何種理論或技

術，可能很難不去面對它的無所不在﹔ Yalom 的二種減少移情產生的技
術可以減少移情發生的機會，而分析論對移情、反移情詮釋與定義，可
以幫助在進行團體時帶著了解的態度、辨識移情的現象、被運用理論說
明此現象，從而有能力處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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