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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乃探討諮商過程諮商師意圖使用幽默技術之相關經驗。研究採歷

程研究設計，資料蒐集以質性研究法之深入訪談法為之。研究材料係由研究對象

所提供為期七次個別晤談之諮商服務內容取之。研究對象為博士層級且受過幽默

諮商訓練並具證照之諮商師。研究結果顯示：諮商師意圖使用幽默技術有三大類

型，分別為幽默刺激之應用、幽默要素之應用，以及混合幽默刺激與要素之應用；

諮商師幽默技術使用之意圖，包括評估當事人對幽默接受度、建立晤談基調、替

代一般諮商技術、轉移晤談主題、調節諮商氣氛、協助當事人自我探索與覺察、

刺激當事人思考、改變當事人情緒狀態、輔助其它諮商技術、實踐特殊諮商目的

等十種；影響諮商師使用幽默技術因素，包含與諮商師個人關聯、與當事人個人

關聯，以及晤談過程當事人與諮商師互動等三大範疇二十種不同因素。本研究亦

針對諮商師使用幽默技術之實務，以及未來研究兩方面提出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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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自中世紀到十九世紀以來，醫療界一直流行以幽默療法（Humor therapy）來

治病 (Moody, 1978)。Freud 於 1905 年即指出為了要降低痛苦並促進健康，幽默

是一項治療上可考慮使用之附屬處遇，尤其對高敏感度當事人而言 (O’Maine, 
1994)。Ellis (1977) 亦提到人類在認知、情緒、行為方面對自己造成困擾，而幽

默由於它本身的特質，恰好能在這三個基本面有效的實施。Kuhlman (1994) 指

出在改變歷程中，幽默具有潛在性的力量；若治療師使用幽默所指涉內容和當事

人有關時，就會產生治療效果。O'Maine (1994) 指出生理方面的證據顯示：幽默

和自主神經系統與內分泌系統具有關聯；藉著這些機轉可將幽默的角色、情感表

達，以及情緒與身體的健康予以聯結。  
完整幽默概念，包含認知、情緒，與行為三個層面的活動。由於幽默的這些

特質與一般諮商理論強調從單一角度切入當事人的世界，似乎幽默對當事人方面

有更多觀照層面，也更符合 Schnarch (1990)所言：「臨床上，最理想之治療方法

為單一處遇，且具多重衝擊並能適配每一相關向度，而非僅是一系列無目標之處

遇」。實證研究結果也顯示諮商過程，藉著幽默運用能有效降低當事人與諮商師

之間所產生的陌生感、減緩當事人焦慮與緊張、降低當事人對諮商抗拒 (Falk & 
Hill, 1992)、協助個案以較積極態度面對問題（管秋雄，1999）、有助於諮商歷程

進行、提昇諮商師效能 (Pollio, 1995; Yovetich, Dale, & Hudak, 1990)。此外，諮

商師亦可將幽默視為諮商與處遇技巧 (Sultonaff, 2000)，特別是針對某些特殊個

案（如：非自願性轉介個案、不合作個案）、具有特殊問題的個案（如：自殺）、

以及導因於情境因素的個案（如：憂鬱症或焦慮症）（蕭文，2000）。 
Gladding (2005) 指出將幽默應用於諮商情境，具有幾項前提：(1)幽默與正

向健康有關，尤其當幽默伴隨著笑聲更能創造個人生理、心理，以及社會性的改

變；(2)幽默能令人免於陷入太主觀且均衡看待自我與環境；(3)幽默為預測創造

力之絕佳指標；(4)幽默應用受到研究支持。對於諮商與心理治療而言，幽默既

然具有這些獨特性質，故針對幽默在諮商中使用之研究，除了對幽默主題能更進

一步的認識之外，也為諮商與心理治療提供了另一種選擇。Ventis (1987) 即曾言

心理治療中幽默與笑的使用並不是目標，而是促進治療歷程的另一種選擇。 
自 1970 年美國地區開始對治療或諮商領域，應用幽默從事經驗性探討（劉

薏君，2008）。在探討該主題所使用詞彙，包含：治療性幽默（therapeutic humor）、

心理治療中的幽默（humor in therapy）、幽默治療（humor therapy）和幽默技術

（humor skill）等。如 Franzini (2001) 提到「治療性幽默，包括治療者和其他健

康保健專家有意且自發地使用幽默，其結果能導致當事人在理性自我和行為方面

的改善。」美國治療性幽默協會（Association of Applied and Therapeutic Humor, 
AATH）將治療性幽默界定為「任何提升心理健康的諮商介入，包括有趣刺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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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或不一致的陳述；此等諮商介入可提升當事人的心理健康或作為促進治療的

輔助處遇。不論是對生理、情緒、認知、社會或是精神層面的影響，其目的都在

增進當事人之療癒或學習新的因應策略 (Sultanoff, n.d.)。」 
Salisbury (1989) 指出直到 80 年代，期刊與其它研究才特別地考慮幽默之應

用此一問題。經過多年以來之研究累積的文獻並 不多，主要原因在於幽默概念缺

乏具體性與結構性，故常被研究者所忽視 (Gladding, 2005)。多數探討治療情境

幽默使用文獻來自對個案研究之臨床經驗或者是根據治療者個人意見，而非針對

此主題研究而得之結果 (Bennett, 1996)，因此在實務應用仍相當有限。此外，研

究者也指出諮商中使用幽默，如同其它諮商處遇一般可能具有建設性與破壞性效

果 (Schnarch, 1990; Sultanoff, 1994)，故有學者建議諮商師若欲在諮商過程使用

幽默，最好能先接受幽默技術相關訓練 (Salameh, 1987)。 
一項針對國內諮商心理師對於諮商過程使用幽默的態度與情形之調查研

究，發現國內諮商心理師支持諮商使用幽默技術態度傾向居於中上程度，其中尤

以幽默帶來的諮商效果的支持度最高；同時接受調查之諮商師也表示在諮商中使

用幽默技術頻率也居於中等程度（劉薏君，2008）。然而國內能夠提供幽默諮商

訓練之機構或專業人員不多，相對地接受此方面訓練之專業人員也比較少。故前

述接受調查之諮商心理師是否曾接受過幽默諮商相關訓練，是否具備正確使用幽

默的能力，這是值得重視的問題。 
依前述，本研究乃藉著對一位曾接受過幽默諮商訓練之諮商師，在其提供完

整諮商服務歷程中，探討其幽默技術使用的相關經驗。藉著此等資料蒐集與整

理，進而提供幽默在諮商實務操作的相關資訊與建議。 
 

二、文獻探討 
 
（一）幽默涵意及其多樣化與多層次概念內涵 

幽默不僅不易做明確界定，又具多樣化與多層次概念內涵。陳學志（2010）

指出幽默不易界定，肇因於三個因素：首先，幽默並非客觀存在的實體，而是人

類建構的觀念，它會隨著文化脈絡差異而投射出不同涵意；其次，幽默乃一個多

向度的概念，可能代表事物、人格特質，或心理狀態等；其三，幽默概念之涵意

隨著時間遞變與轉換。蕭颯、王文欽、徐智策（1995）曾指出關於幽默界定，大

致上可區分成兩類：一類是主張把所有逗笑的事物都叫幽默。此派的主張可稱作

廣義的幽默，英美的說法屬於這一派，如 Nazareth (1988) 將幽默界定成任何可

笑或有趣的事物；另一類稱為狹義的幽默，日本和中國的說法屬於本派，如《國

語辭典》即注釋為「指一種含蓄而充滿機智的辭令，可使聽者發出會心的一笑。」 
就幽默多樣化概念而言，幽默不僅可表示「幽默產出」也可表示「幽默理解」

這兩個概念（許峻豪、鄭谷苑，2005）。若以廣義幽默檢視，「笑話」、「機智」、「卡

通」、「滑稽」、「諷刺」、「反語」與「喜劇」等即指不同類型之幽默 (Nazareth, 1988)。
管秋雄（2010）指出幽默多樣化概念形成因素，源自於三方面事實：首先幽默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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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融合了中西文化內涵；其次，文獻上對幽默或幽默感定義，未被學者或研究者

予以明確區分；其三，實證研究方面，因化約主義與機械化研究方法使幽默呈現

多樣化概念內涵。 
就幽默多層次概念而言，幽默包括「幽默刺激」、「幽默反應」，以及「幽默

脈絡」等次級概念（陳學志，1991；Kuhlman, 1994; Nazareth, 1988）。「幽默刺激」

係指幽默故事、事件、情境。幽默刺激又可依其產生幽默反應機轉之不同，將其

區分為兩個下位概念：(1)「幽默內容」，強調幽默刺激所牽涉之內容為引發幽默

反應的機轉，例如性、攻擊或諷刺等題材；(2)「幽默結構」，著重幽默刺激呈現

之結構特性為引發幽默反應的機轉，通常指幽默使用技巧，諸如誇大、模仿、假

裝、矛盾、雙關等（陳學志，2010；陳學志、徐芝君，2006；劉淑娟，2004a，

2004b）。「幽默反應」係指個人覺察幽默事件後，內在的認知與情緒經驗，如失

諧、荒謬、可笑、荒唐、非預期、驚奇、震驚、突然領悟、平靜狀態下對混沌情

緒之回憶等內在經驗 (Sultonaff, 2002)，以及外顯行為反應「笑」與「微笑」。「幽

默脈絡」則指某種遊戲的、開玩笑、逗樂等氛圍 (Kuhlman, 1994)。 
 

（二）幽默的治療機轉 
Kuhlman (1994) 認為將幽默視為技術時，具有洞察（ Insight）與隔離

（Detachment）兩種策略之功能：「洞察策略」係指治療者激發當事人深入到某

個問題，並期盼將問題予以再綜合；「隔離策略」乃指治療者試圖將當事人從某

個問題情境中先抽離出來以降低當事人投入，藉此減低該問題對當事人產生先入

為主之影響。Gladding (2005) 亦曾提到諮商中幽默可以協助當事人獲得洞察，

並且能對自己所處情境發展另類觀點，然對於幽默與洞察之間的關聯性為何並未

明確交待。對此，Allport (1961) 曾指出幽默與洞察的關係，本質上係反映人類

具有自我客體化（Self-objectification）能力此一現象；亦即個人有能力將自己建

構為主體與客體的能力。這種自我客體化能力，使個人得以避免陷入過於主觀且

能超脫情境之限制，並能均衡看待自我與環境。 
幽默究竟透過何種機轉，使當事人發生改變？從認知取向之幽默理論檢視幽

默發生，包含以下歷程：首先，乃出現一種與個人慣用基模不合諧之刺激，引發

個人失諧的困境；其次，此失諧困境迫使個人必須跳脫慣用基模之限制，改以全

新或相反角度重新詮釋既有的困境並解決此困境。前述幽默產生歷程營造而生之

「跳脫慣用優勢基模」、「重新轉換舊有基模」歷程，皆為產生創意的重要技巧（陳

學志，1991），此等歷程正是諮商過程當事人產生認知轉移或改變的重要機轉。

陳金燕（1994）即指出幽默之所以能在笑聲之後，引人深思因而產生諮商效果之

重要機轉，乃在於幽默可以提供一個新的、不同的觀點；同時指出從困境經由幽

默言詞到脫困反應，其間可能經歷幾種可能路徑。首先是與預期不一致錯愕，其

次是破壞原有思考脈絡而來的重組，最終為串連起新舊思考脈絡而得之頓悟。 
 

（三）幽默諮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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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hlman (1994) 雖指出幽默對於諮商而言，具有兩方面效果：(1)短期效果，

降低緊張、愉快，以及任何有效幽默所造成的立即性情緒反應；(2)長期效果，

塑造、界定，以及改變參與者之間的關係。然而文獻上有關幽默使用對諮商影響

之探討，多數接受諮商中幽默使用具有建設性與破壞性效果  (Haig, 1986; 
Salameh, 1983)：Haig (1986) 指出在治療情境中幽默之建設性效果，包括治療同

盟的形成、瓦解抗拒、情緒舒解、敵意的疏通、溝通型式建立、中斷舊有思考模

式；破壞性效果則包含防衛性機轉，以及反移情反應。 
實證研究方面，Huber (1974) 研究發現諮商師在諮商過程中使用幽默，影響

當事人對諮商師的知覺。Killinger (1977) 研究發現治療師使用幽默不僅可以協助

關係建立，同時在晤談後期，可促進當事人自我探索。Brown (1980)以模擬研究

法（Analogue study），探討幽默式面質對促進當事人正向自我探索之影響效果，

研究顯示：觀賞幽默式面質與非幽默式面質兩組受試者無論在正向自我探索、尊

重水準分數之差異，皆未達顯著水準。他認為此項結果並未支持臨床研究的見

解，可能是導因於其它重要變項對幽默處遇有效性的影響。治療師以幽默式面

質，就如同以嚴肅方式進行面質一般，對特定當事人或特定時間下可能相當有效。 
Salisbury (1989) 曾探討阿德勒學派諮商師與當事人兩造間，對幽默使用與

知覺有效性關係。研究顯示諮商師幽默使用頻率與晤談評價兩者之間相關達顯著

水準；諮商師與當事人幽默使用頻率與晤談評價間相關達顯著水準；諮商師在諷

刺性幽默與類似權力表達之幽默對晤談的影響有較高評價；諮商師使用諷刺性幽

默令當事人感受較不舒服，且對晤談有效性評價較低。 
 

（四）諮商中幽默技術的類型及其使用型式 
「技術」不僅是能力表現，也指特定領域中一組特殊程序與操作方法 (Strupp, 

1986)。幽默要躋身為諮商技術之林，必須是隱含著被計畫與被安排的事件

(Kuhlman, 1994)，且為諮商師意識使用技巧 (Pollio, 1995)。故「幽默技術」意指

「諮商過程中諮商師有意識地將幽默相關概念發展而成的一群技術應用於諮商

情境，藉以促進諮商的進行與達成諮商的目標（管秋雄，2010）」。 
有關幽默技術分類方面，文獻上曾出現幾位研究者（管秋雄，1999；蕭文，

2000；Killinger, 1987; Salameh, 1983）提出各自的分類系統。如 Falk 和 Hill (1992)
發展之「治療師幽默類型表」，包含互斥的十一項技術：事實揭露、誇大／單純

化、驚奇、貶抑、壓力的釋放、失諧、文字遊戲、非口語式幽默、軼事奇聞、其

它幽默、非幽默式處置。劉薏君（2008）認為前述對幽默技術分類，大多是以材

料內容作為區分標準，亦即過往研究者，藉由觀察諮商師以幽默介入諮商歷程所

呈現的特徵進行分類。她改以諮商技術為主並結合幽默概念，將幽默的諮商技術

分為四種類型，即幽默的挑戰技術、幽默的荒謬回應、幽默的矛盾機制、幽默的

諷刺介入。 
管秋雄（2010）認為幽默技術分類與研究取向有關，根據不同取向探討結果

而發展之幽默技術類型即有所差異。長久以來，治療領域對幽默研究有兩種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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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第一類以心理治療為主體，將幽默視為治療技術進行探討 (Foster & Reid, 
1983: Rossel, 1981)；另一類以幽默為主體，探究心理治療歷程所發生的幽默事件

(Salameh, 1983；Killinger, 1987；Koelln, 1987)。以 Falk 和 Hill (1992) 發展之幽

默類型而言，係以幽默為主題之研究取向。研究者根據幽默要素或幽默外顯反應

判斷「既存之諮商事件，是否為幽默事件？」，若為幽默事件，將依晤談內容，

分析諮商師當下使用技術並根據事件內容予以命名（管秋雄，1999）。若以「技

術」意涵加以檢視，嚴格說來並不全然可稱為幽默技術。畢竟諮商中所發生之幽

默事件，不盡然是諮商師意識使用幽默的產物。Pollio (1995) 即指出：幽默在治

療情境之應用有兩種類型：其一為意識使用之技巧；其二視幽默為情境的副產物。 
管秋雄（2010）將諮商歷程幽默技術使用型式，區分為三類：第一，諮商師

將諮商情境外的幽默刺激介入諮商歷程。此類幽默使用又可將其分成兩種：(1)
諮商師藉著幽默刺激（題材、故事）之隱喻，表達不同諮商意圖，如對當事人所

面臨困境或當事人情感的同理 (Falk & Hill, 1992; Schnarch, 1990) 或協助當事人

洞察 (O’Connell, 1987) 等；(2)諮商師以幽默刺激做為諮商媒介，引入晤談歷程，

以利諮商進行或達成諮商目標 (O’Brien, Johnson, & Miller, 1978)。第二，諮商師

將幽默要素應用於諮商歷程。此類幽默使用型式，亦可將其分成兩種：(1)諮商

師與當事人互動期間諮商師掌握幽默要素之要旨，並依晤談當下當事人揭露內

容、問題本質、互動品質、諮商情境等因素，藉著語言或非語言型式回應當事人，

以創造出幽默反應 (Erickson, 1982; Farrelly & Brandsma, 1974)；(2)晤談過程諮商

師將幽默要素結合傳統諮商技術使用，以創造幽默反應 (Ellis, 1977; O’Connell, 
1987; Sluder, 1986)。第三，諮商師將個人真實特質自然展現在治療歷程 (Greenson, 
1967; Killinger, 1987; Nelson, 1968)。由於此類幽默使用型式並不吻合技術之意

涵，故本研究指稱之「幽默技術」並未將此類包括在內。 
 

（五）諮商師幽默技術使用之實證研究 
Olson (1996) 調查研究發現治療師對幽默的觀感與治療師在治療過程中幽

默的使用具有正相關；治療師對幽默的觀感與當事人治療結果具有正相關；治療

師對幽默的觀感與治療師對當事人治療結果的評估具有正相關。Bennett (1996) 
以人種誌晤談法（Ethnographic interviews），探討當事人對治療過程中運用幽默

的看法。針對治療師蒐集資料分析顯示治療期間發生之幽默事件多數屬於自發

性，但有幾位治療師表示治療期間有時是有計畫的使用幽默；其次，治療師陳述

使用幽默的目的，包括：改變當事之情緒、觀點、或釋放壓力；其三，治療師使

用幽默對治療歷程的影響，包括治療關係、當事人之安全感、當事人對治療者之

信任；其四，治療師認為笑或自我解嘲是治療中的一種技術；其五，治療師幽默

使用方式，有採直覺方式使用，亦有以幽默之隱喻對問題或事件重新再建構。 
管秋雄（1999）曾以受過幽默諮商訓練之諮商師進行實際接案晤談，探討諮

商師在諮商歷程中幽默技術使用之狀況與經驗。研究採歷程研究法，並以深度訪

談方式蒐集資料。研究發現諮商師使用幽默技術類型，包括：事實揭露、語言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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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驚奇／驚訝、悖理、面質／確認式幽默、關聯化、隱喻式歡笑、失諧、人類

條件、誇大／誇張、諷刺／反諷／貶抑、悲喜扭曲、自貶、矛盾、人格化。幽默

技術使用之意圖，包含：促進諮商進行、輔助其它諮商技術、替代其它諮商技術、

專屬幽默技術等意圖。影響諮商師幽默技術使用因素，包含三大範疇二十項因

素：一為諮商師覺察與當事人相關因素，如當事人對幽默反應、問題性質與脈絡、

人格特質、自我強度、覺察能力、承受度、配合度、準備度；二為諮商師覺察與

自身相關因子，如諮商師人格特質、覺察能力、敏感度與組織能力、當時身心狀

態、諮商取向與風格、對傳統諮商看法、對幽默介入諮商態度、幽默技術使用能

力、幽默技術使用意圖、對幽默技術使用後之預期、幽默技術使用之經驗。三為

諮商師覺察與晤談當下情境相關因素，如晤談話題與內容、諮商關係、晤談氣氛、

熟悉程度、幽默介入時機、諮商進展、諮商節奏、是否醞釀幽默條件。 
前述幽默不僅不易界定，同時又具多樣化與多層次概念。幽默藉著不同邏輯

或遊戲規則，令欣賞者通過尋找幽默刺激中不一致的相似性，並藉著類似問題解

決歷程，尋找方法解決失諧情境，進而重新組合以產生新意義，藉此獲得豁然開

朗和解除緊張感受。由於幽默具有此種潛在的治療特質，諮商師在晤談過程即可

藉著幽默刺激或要素之應用，藉以達到調節晤談氣氛、轉換當事人情緒之目的；

提供另類觀點或解決問題之參考架構，改變當事人認知並提昇問題解決能力之目

的。實證研究顯示諮商初期諮商師幽默使用不僅可以協助關係建立，晤談後期亦

可促進當事人自我探索。此外，幽默使用也影響當事人對諮商師的知覺，且與晤

談評價亦有關聯。幽默技術如同其它晤談技術一般，在特定時間或對特定當事人

可能是相當有效的。至於幽默技術分類與命名則與研究取向有關。文獻上有關幽

默技術分類，多數採幽默為主體之研究取向。此種研究取向可能將諮商師非意識

或非計畫性使用之幽默列入，此並不吻合「技術」意涵；此外，技術分類與命名

又根據諮商師以幽默介入諮商歷程所呈現的特徵進行分類，並依據事件內容進行

命名。若依此種方式針對幽默技術進行分類與命名，則諮商中可能存在著無數的

幽默技術，此結果將無法達到以簡馭繁之分類目的。本研究為確保諮商師係計畫

性地使用幽默技術，且為避免技術分類與命名方式未能達到以簡馭繁之分類目

的，乃採心理治療為主體之研究取向，同時採歷程研究設計，針對諮商師每次晤

談使用幽默技術段落，訪談諮商師在晤談過程中幽默技術使用之相關經驗。 
 

三、研究問題 
 

根據前述研究動機與文獻探討，本研究擬探討下列幾項研究問題： 
1.諮商師意圖使用幽默技術的類型為何？ 
2.諮商師使用幽默技術的意圖為何？  
3.諮商師使用幽默技術的影響因素為何？ 

 
貳、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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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歷程研究設計並以深入訪談法，進行研究資料之蒐集。因考量諮商

師對經驗回顧之有效性，故採研究材料與資料間隔蒐集，亦即諮商師每次晤談後

的 24 小時內，接受訪談員針對該次晤談中意圖使用幽默技術段落進行訪談。 
 

二、研究材料之簡介 
 
（一）研究材料之蒐集 

本研究材料取自於研究對象在其服務學校所提供為期七次之個別晤談諮商

服務內容。研究材料之選取，係諮商師每次晤談後，所指出有意使用幽默技術之

段落。 
 

（二）研究材料之當事人 
研究材料之當事人為大四女性學生，係主動前往學生輔導與諮商中心求助個

案。主訴問題為與室友之人際關係與異性交往的衝突。研究者邀請個案參與本研

究，同時告知本研究目的與進行方式，並徵詢同意每次晤談時接受錄影與錄音。

每次晤談時間大約 50 分鐘至 1 小時。 
 

（三）研究材料之內容  
根據諮商師七次晤談歷程指出有意使用幽默技術之段落，共計有 13 個：第

一次晤談共 2 個（段落 A-1、A-2），第二次晤談共 2 個（段落 B-1、B-2），第三

次晤談共 4 個（段落 C-1、C-2、C-3、C-4），第四次晤談共 1 個（段落 D），第

五次晤談共 2 個（段落 E-1、E-2），第六次晤談共 2 個（段落 F-1、F-2），第七

次晤談未使用，以下針對各段落詳述如下： 
A-1 當事人正在揭露與室友之間發生的衝突事件；在傾聽歷程中，諮商師覺

察當事人揭露內容可議之處，有意以「笑」回應當事人，企圖引發當事人的注意

並覺察自己不適切的地方。 
A-2 當事人正在敘述室友對她所交往男友態度議題時，諮商師使用「流行語」

回應當事人，藉以隱喻當事人室友對其異性交往對象的不滿情緒。 
B-1 當事人正在敘述室友並不支持其與男性友人繼續交往，當事人表示其面

臨一種抉擇，究竟該不該放棄與該男性友人繼續交往？諮商師以「詼諧式」方式

回應當事人。 
B-2 當事人正在描述與 XX 室友產生衝突之後，欲向另一位室友 YY 詢問

XX 室友之情況，但未能如願，當事人因此對另一位 YY 室友產生負面情緒，諮

商師即使用「俗語」回應當事人。 
C-1 探討過去一週，當事人與男性友人互動情形，當事人表示該週男性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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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透過電腦「即時通」聯繫當事人；諮商師詢問當事人在接收此訊息時，當下的

感受為何？晤談中諮商師藉著「模仿」當事人肢體動作，並將幽默要素「誇張」

融入於模仿。 
C-2 當事人探索自己是否具有「重色輕友」特質，諮商師藉著當事人與室友

彼此對於男性友人在各自心中所占百分比之比較，同時應用當事人本身思考邏輯

回應之。 
C-3 探索當事人對愛情追逐的態度時，諮商師覺察當事人在追求愛情方面易

受到他人的影響，故以「寓言故事」回應當事人。 
C-4 諮商師引用「俗語」，隱喻當事人在追逐愛情方面缺乏自主性之特質。 
D 諮商師與當事人正在探討其與男性友人關係時，當事人表示已將該友人視

為普通朋友，但仍害怕在室友面前打電話給該男性友人；諮商師藉著「笑話」之

隱含意義，表達對當事人矛盾情緒同理。 
E-1 探討當事人結交異性朋友的自主性，晤談中諮商師覺察當事人表現出無

意識的肢體行為，刻意以「誇張式」模仿當事人的肢體動作，企圖引發當事人的

覺察。 
E-2 諮商師邀請當事人思考如何向室友表達自己需求，同時又不至於令室友

感覺氣憤，晤談當下藉著角色扮演要求當事人演練。 
F-1 探索當事人追求愛情的自主性議題，過程中諮商師再次使用「寓言故事」

介入諮商。 
F-2 當事人在異性交往方面易受到他人影響且缺乏自主性，導致對待異性友

人方面較為輕忽，諮商師以「棒球術語」回應當事人對待異性友人的不適切。 
本研究即根據諮商師每次晤談過後，指出有意使用幽默技術的 13 個段落，

由訪談員依據訪談大綱進行諮商師訪談，以進行研究資料蒐集。 
 

（四）研究材料之評量 
幽默技術段落之評量，乃於晤談逐字稿謄寫完畢後，由三位評量者根據諮商

師指出之段落進行評定。另考量幽默意義，顯現在其內容與脈絡 (Aurora, 1990; 
Kuhlman, 1994; Pollio, 1995; Schnarch, 1990)，故研究材料乃以段落作為評量單

位。評量方式由三位評量者，分別判斷諮商師在該段落中使用之技術是否為「幽

默技術」。評量結果顯示其中有三個段落，一位評量者與其他兩位評量結果不一

致，分別為第一次晤談之段落一、第二次晤談之段落一，以及第六次晤談之段落

二，評量者一致性為 .84。經過三位評量者對於評量不一致的段落討論之後，最

終決定予以刪除第六次晤談第二段落，該段落雖諮商師引用專業術語，然該術語

並不具幽默要素。本研究資料即根據刪除後的 12 個幽默段落（即段落 F-2），訪

談諮商師相關經驗分析而得。 
 

三、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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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對象為博士層級且具有證照之諮商心理師，目前服務於中部某大學

院校，並於每週固定時段至該校學生輔導與諮商中心提供個別諮商服務。諮商理

論取向較偏向認知學派，技術使用則傾向折衷取向。諮商師曾於博士班就學期間

修習過幽默諮商專題研究，並參與過管秋雄（1999）為探討諮商歷程中諮商師意

圖使用幽默技術之相關研究所辦理之幽默諮商訓練課程。該訓練課程包含五個單

元，分別為幽默概念介紹、幽默諮商介紹、幽默技術介紹與演練、諮商情境中使

用幽默應注意事項、課程內容之回顧與模擬接案分析。 
 

四、研究資料之蒐集與信度分析 
 
（一）諮商師訪談之實施 

研究資料之蒐集採半結構式深入訪談法。訪談實施於諮商師每次晤談次日執

行。由訪談員依據訪談大綱問題，以及訪談員個人對幽默技術所提有關問題進行

訪談與錄音。由於第七次晤談諮商師並未使用幽默技術，故諮商師訪談次數總計

為 6 次。每次訪談耗時約 40 分鐘至 2 小時，視各次晤談諮商師使用幽默技術的

多寡而定。第三次晤談由於諮商師使用 4 次幽默技術，故該次諮商師訪談耗時約

2 小時。第四次晤談諮商師則僅使用 1 次幽默技術，故該次諮商師訪談耗時大約

40 分鐘。 
 

（二）研究資料之信度分析 
為提高研究客觀性，本研究進行評量者一致性的信度分析。首先由研究者向

另二位參與評量者說明本研究之目的、欲探討問題的性質，待評量者對這些相關

問題充份瞭解之後，分別由二位評量者與研究者針對同一份訪談稿進行獨立分析

與概念編碼。之後，比較三者間之異同並針對分析結果不一致處，分別討論並修

訂編碼原則、分類系統，以及命名。歷經三次約 6 小時討論，獲得共識。其後，

三位評量者再以另一份訪談稿進行編碼與概念分類。經分別計算兩兩評量者間一

致性，結果分別為 .72、.76、.82 平均一致性為 .76。於評量者一致性求得後，

研究者即依據修訂後之概念編碼原則與分類系統，獨立繼續進行其它訪談資料之

分析工作。 
 

五、研究工具 
 
（一）訪談員 

本研究之訪談員目前擔任中區某技術學院資源中心之輔導員，同時正在就讀

教育研究所博士班。訪談員於碩士班期間曾修習過諮商相關課程與質性研究方

法，並以質性研究法完成其碩士論文。訪談員於訪談之前與研究者進行研究目的

與資料蒐集方法之溝通，充份了解本研究性質與目的，具有擔任本研究訪談員的

資格與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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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材料之評量者 

擔任本研究材料評量者有三位，第一位為碩士層級具有證照之諮商心理師，

第二位為碩士層級並完成諮商實習之準諮商心理師，第三位為目前就讀教育研究

所博士生。三位評量者皆曾在研究所就讀期間研習過質性研究方法並於進行幽默

技術段落評量之前，皆受過幽默諮商相關訓練三小時。該訓練課程內容，包含幽

默概念、幽默諮商意涵、幽默技術意義，以及幽默技術使用型式。 

 
（三）研究資料之評量者 

本研究在進行訪談資料分析時邀請兩位評量者，一位已完成諮商實習碩士層

級之準諮商心理師、一位是碩士層級具有證照之諮商心理師，以及研究者共同進

行概念編碼原則、分類系統、命名之分析與討論。三位評量者皆曾在研究所就讀

期間修習過質性研究方法；此外三位評量者參與訪談資料評量之前，皆受過幽默

諮商相關訓練三小時。該訓練課程內容，包含幽默概念、幽默諮商意涵、幽默技

術意義，以及幽默技術使用型式。 

 
（四）訪談大綱 

本研究設計以下訪談大綱，以供訪談員於執行訪談工作時的依據。訪談大綱

內容如下： 
1.本次晤談中你是否使用幽默技術？ 
2.本段落中你使用何種類型的幽默技術？ 
3.能否請你說明為甚麼在本段落的此刻，選擇使用幽默技術？  
 

六、資料處理與分析 
 
（一）研究材料之處理 

1.晤談錄影帶內容，轉謄成晤談逐字稿。 
2.晤談稿逐句編碼（流水碼）。編碼方式以英文字母 I 表示晤談，I 之後以阿拉

伯數字代表晤談次數。以 Cl 表示當事人，Co 表示諮商師並於 Cl 與 Co 之後，

以數字表示談話句數。如 I2Cl023 表示第二次晤談，當事人所說的第 23 句

話。 
3.擷取諮商師所指認有意使用幽默技術段落之逐字稿，交予三位評量者各自獨

立進行幽默技術段落之評量。 
4.計算研究材料之評量者一致性係數。 
 

（二）研究資料之處理與分析 
1.研究資料之處理 

首先將諮商師訪談錄音帶內容，轉謄訪談逐字稿。其次將訪談稿，逐句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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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水碼）。編碼方式以英文字母 I 表示訪談，I 之後以阿拉伯數字代表訪談次數。

以 In 表示訪談員，Co 表示諮商師並於 In 與 Co 之後，以數字表示談話句數。如

I4Co012 表示第四次訪談，諮商師所說第 12 句話。 
2.研究資料分析 
(1)初步編碼：根據諮商師回答訪談大綱與訪談員個人對幽默技術使用所提相

關問題之內容，進行初步編碼。 
(2)主軸編碼：依據本研究欲探討之問題，進行主軸編碼。 
(3)概念化：根據初步編碼之摘要內容，並參酌研究主題進行概念化。 
(4)分類：將概念化結果，分別歸類到與研究主題相關的各個主軸。有關幽默

技術使用分類部份，排除過去依晤談內容並根據事件內容予以命名方式。

基於本研究將「幽默技術」界定為「諮商過程中諮商師有意識地將幽默相

關概念發展而成的一群技術應用於諮商情境，藉以促進諮商的進行與達成

諮商的目標」，故在幽默技術分類方面，採諮商為主體之研究取向，視幽默

為技術並以諮商師應用幽默概念之成份加以命名，將諮商師應用幽默類型

區分兩類：一為幽默刺激之使用，二為幽默要素之應用。 
 

參、結果與討論 
 
一、研究結果 
 
（一）諮商師意圖使用幽默技術的類型 

研究材料中的 12 個段落，根據諮商師應用幽默技術觀點，可分三大類型。

下列段落依序介紹並先後引述「晤談對話」與「訪談內容」，以進一步說明實例

與澄清意圖。 
1.幽默刺激應用 

諮商師將晤談情境外之幽默題材引入諮商過程，傳達不同意圖並藉以達成晤

談目標。此種幽默技術使用類型，類似諮商技術中隱喻技巧之應用。本研究對象

操作此類幽默技術所使用之刺激種類，包括：流行語、俚語、俗語、寓言，以及

笑話等。其中流行語、俚語、俗語、寓言等刺激，並非全然皆屬幽默刺激，仍須

檢視其內容及其隱含意義而定。換言之，該等刺激之內容或結構必須包含幽默相

關概念或要素在其間。 
(1)使用「流行語」：諮商師將流行語，引入晤談歷程，例如在第一次晤談過程

中，諮商師使用流行語（重色輕友）介入晤談過程，如下引述之晤談內容：  
Co：對不對？那…因為她對那個男生…她個人的好惡問題，所以她對

那個男生不喜歡，偏偏你又跟那個男生還談得來。(I1Co126) 
Cl：又很有好感，很好。(I1Cl126) 
Co：嗯…，所以你做出來的…就等於她會感覺到的是什麼？(I1Co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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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她會感覺到什麼？(I1Cl129) 
Co：以一個流行語來說吧！好像「重色輕友」喔！(I1Co130) 
Cl：啊！？哈…哈哈！(I1Cl130) 
Co：哈…哈，對不對？(I1Co131) 
Cl：不會哦？好像會！哈…哈。(I1Cl131) 

由於當下諮商師發覺當事人不能理解為何室友會因其所交往男性友人

而與自己發生衝突，諮商師藉著流行語，隱喻當事人室友對其異性交往對象

的不滿情緒之可能原因，如下引述訪談資料： 
Co：嗯…嗯！我想最主要我會用這個東西是根據她跟她室友之間，在

談論個案交男友的這種事情。因為她的室友哦…她的室友也有交

男…男朋友。啊…這個個案呢…當前正在交男朋友。可是室友好像

比較不能夠接受那個男朋友，就是個案的男朋友，覺得個案的男朋

友不是很正派啦！不喜歡…他們當時是有誤會。然後她跟我回答的

說：是不是她的室友在跟她吃醋啦！(I1Co105) 
In：喔…嗯…嗯！(I1In106) 
Co：吼…就是你覺得她在吃醋？我說應該不是這個樣子？(I1Co106) 

(2)使用「俚語或俗語」：晤談過程中，諮商師使用俚語或俗語介入晤談情境，

並藉著俚語或俗語的隱涵意義，傳達諮商師的意圖。於段落 B-2，諮商師

引用俗語「站高山，看馬相踢」回應當事人，如下引述晤談對話： 
Cl：然後…我很生氣喲！那算了，我要回家了，我就不去找她。然後

YY（室友）說：幹嘛這樣，你們生氣、你們吵架我很為難。(I2Cl069) 
Co：對…對。所以你看，她不是…是不是遭受池魚之殃？你們倆人吵

架，她可以「站在高山上，看馬相踢」，對不對？她為什麼要去掉

下去裡面，讓你們倆人踢來踢去？對不對？她現在…她的角色會變

得很尷尬。她到底要幫你，還是要幫她？本來應該是你們倆個要好

好的，結果你這樣講，另一位室友也這樣講，結果她是受害者，是

不是這樣？(I2Co070) 
依訪談資料分析，顯示諮商師企圖藉著俗語涵意，隱喻當事人另一室友

的立場，回應當事人。以下摘錄訪談內容： 
Co：因為真正衝突的是「XX」室友跟這個個案。(I2Co004) 
In：喔！(I2In005) 
Co：是。然後，好像嗯…在她們之間的衝突的其間呢…另外那個室友

好像在扮演著一個中間者的角色一樣。啊…有的時…嗯…會讓那個

第二個室友覺得說…嗯…她夾在這兩個人…兩個都是她的同學，夾

在這中間。吼…然後處在她們之間的衝突當中要去協調，對她來講

是很為難的。(I2Co005) 
In：嗯，對。沒錯！真的。(I2In006) 
Co：是…是。所以呢…我就…我就…嗯「站在高山，看馬互踢」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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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語的方式，來回應給當…那個當事人…，去…就描述一下那個…

另外那個…那個室友的…(I2Co006) 
於段落 C-4，諮商師為表達當事人在追逐愛情方面缺乏自主性，而引用

俗語「你在吃麵，旁邊的人喊燙，你就不吃了」，如下引述晤談內容： 
Co：對嘛！自己要有自主嘛！對不對？而不是別人說什麼你就做什

麼？別人說這…講到後來…你都不知道要怎麼做才是正確的呀！

這樣完全沒有選擇，現在你是不是遇到這個情形了，不是嗎？

(I3Co140) 
Cl：對！(I3Cl140) 
Co：…，真的喔！你看，談愛情…談情說愛是你跟那個男生的事噯…。

愛情是你個人的事，不是你的朋友，ok？啊…你也不是代替你的朋

友去跟男生約會，對不對？那你在談情說愛，就好像「你在吃麵，

旁邊的人在叫燙，你就不吃了」。(I3Co141) 
Cl：喔！哈…我才不會勒！哈…哈。(I3Cl141) 

經諮商師訪談稿分析結果，發現諮商師以這種方式回應當事人，乃意圖

藉著俗語的內涵，隱喻當事人對感情追逐的態度，同時再次強調當事人感情

追逐上面缺乏自主性，如下引述訪談內容： 
Co：喔…像我剛剛提到的，剛剛提到的「父子騎驢」的這個講完跟討

論之後，到後來我又用一個俗語嘛。(I3Co171) 
In：嗯…嗯…對。(I3In172) 
Co：就說「人家在吃東西，你在說燙，你就不要吃啊？」(I3Co172) 
In：喔…是…是。(I3In173) 
Co：其實這個俗語，這個俚語或是俗語其實跟那個「父子騎驢」都是

在講相同的東西啦。你缺乏自主性！(I3Co173) 
In：對，自主性！(I3In174) 
Co：人家說什麼，你就做什麼。(I3Co174) 

(3)使用「寓言故事」：諮商師將寓言故事引入晤談歷程，藉著故事隱含意義傳

達諮商師意圖。於段落 C-3，晤談內容如下： 
Co：對呀！你過去處理的方式都是不去面對她嘛！只是喔…人家叫我

做什麼我就做什麼？有…，知道嗎？…人家叫你做什麼你就做什

麼？你聽過這個故事嗎？父子騎驢？(I3Co135) 
Cl：啊？(I3Cl135) 
Co：父子，一對父子騎著驢？(I3Co136) 
Cl：搖頭。(I3Cl136) 
Co：有聽過嗎？沒有聽過啊？以前有一個一對父子啦，騎著驢要到城

市。「驢」你知道嗎？然後呢？因為父親很愛兒子，就叫兒子上去

坐在驢子上，父親牽著驢子走。走了一段時間之後，旁邊的人看到

就說：哎唷…這個小孩子怎麼這麼不孝順，爸爸牽著驢，他自己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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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驢子上面，很不孝順。爸爸聽到說：就想“不可以”，我不能讓

我的孩子被人家罵不孝。於是他就跟他兒子一起坐在驢子上。走著

走著，又被人指指點點。哎唷！這對父子實在是一點都沒有愛心。

驢子那麼瘦小，載著這一大一小，都不怕驢子累壞了嗎？噯…這個

爸爸就…奇怪這也不對，那樣也不對。乾脆啊…我們倆個都下來用

走的好了！當他們走走到一半又有人在說話了，說什麼？哎唷…這

對父子真的好呆哦！牽著一隻驢子竟然不去坐那個驢子，白白浪費

那個驢子。哇！那個爸爸儍楞在那邊，不曉得該怎麼辦？(I3Co137) 
依訪談資料分析結果，顯示諮商師在晤談當下覺察當事人在追求愛情方

面缺乏自主性，因而使用寓言故事介入晤談過程，藉著寓言故事涵意，隱喻

當事人對感情追逐缺乏自主性，如以下引述訪談內容： 
Co：嗯，在這這個段落當中，我引用的是一個寓言的故事「父子騎驢」

的這個寓言故事。啊…結果我用這樣的一個…用這樣的一個故事，

就是要讓…讓她去理解她自己的那種對感情追求上面的一種缺乏

的自主性，是。(I3Co137) 
In：嗯…嗯。(I3In138) 
Co：因為「父子騎驢」的這個寓言故事裡面，談到的就是一個父子之

間的那個對…就說對自己所決定的事情沒有辦法去決定，然後都必

須由旁人、路人在那邊指點…，遲疑…到後來不知道該怎麼做。

(I3Co138) 
In：嗯…嗯。對。由旁人…嗯…嗯。對…對。嗯…嗯。(I3In1139) 
Co：所以我用這樣的一種方式，其實是在隱喻這個當事人她對男女之

間的交往，或者是她自己對男性的追求，或者是追求感情這方面的

缺乏自主性。人家說什麼，她就做什麼？是，她不去理會自己的需

求。(I3Co139) 
於段落 F-1，諮商師以段落 C-3 的寓言故事再次引入諮商，但於寓言故

事結尾處稍作變更，如下晤談片斷： 
Co：不是這樣。你還記得我們談到這個部份的時候，我曾經跟你舉一

個寓言的故事嗎？(I6Co113) 
Cl：你說羊哦？(I6Cl113) 
Co：不是啦！父子倆人騎一頭驢。(I6Co114) 
Cl：哦！？驢？噢！(I6Cl114) 
Co：對不對！如果說父親本身他自己有自主權利，我給我兒子坐著有

什麼不對？我愛我兒子不行嗎？我為什麼一定要把兒子放下來

呢？(I6Co115) 
Cl：點頭。(I6Cl115) 
Co：再來換兒子在牽驢子，他自己坐在驢背上，也沒有問題呀！因為

別人說法，那是他們的事啊！我孩子孝順我讓我騎驢子也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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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到後來倆個都騎驢子，也沒問題呀！這是你個人的看法嘛！對

不對？你覺得我…我可以這樣子啊！為什麼不能？我愛護動物

嘛！可以呀！我們倆個都不要騎驢子，你們要笑我笨，不會利用這

個交通工具，那是你們自己的看法，你…你們自己的想法。我可以

不聽你的，對不對？(I6Co116) 
Cl ：(點點頭)。(I6Cl116) 
Co：甚至到後來，人家講呀…講，他都不能夠怎樣…不能夠堅持自己

的看法、自己也沒有…缺乏主見，乾脆父子倆個人把驢子扛在肩上

走出去了。那不是更離譜了嗎？對不對。驢子本來是幫我們服務

的，結果我們在幫驢子服務，到時候就變成這副德性，瞭解哦？啊…

我現在的意思就是要把它引申到你自己個人的問題上，你跟男朋友

你們之間的那種互動，那是你們的事，還要有人干涉，你們要怎麼

談戀愛啊？(I6Co117) 
Cl：(點頭)，哈…哈。(I6Cl117) 

根據訪談資料分析，顯示諮商師當下引用該寓言故事，主要意圖乃在強

調當事人在追求愛情方面，需要有自主性。如下訪談對話： 
Co：噯…在第六次晤談當中喔…應該是談到…嗯…中…中間的那個部

份。吼…這個主題，我還是我是再度再去強化。因為前面我們有提

到她對…個案對她自己追逐愛情的這個部份來講，她比較會去選擇

放棄她自己的感情，而比較去強調她的猶豫的部份。(I6Co001) 
In：嗯，沒錯。(I6In002) 
Co：但是…啊…在第五次的晤談當中，其實她對於自…追逐愛情這個

部份的需求還是蠻強的。(I6Co002) 
In：嗯…嗯，沒錯！(I6In003) 
Co：她有些非語言的行為當中去表現出來。所以在段落在第六次晤談

當中呢…我為了去強化當事人她自己對追逐愛情的那種自主的權

力，吼…就說能夠悍衛她自己的自…自主權。所以呢…我又再度地

用了那個寓言的故事，就是我前面曾經引用過的一個驢子的故事。

(I6Co003) 
(4)使用「笑話」：晤談歷程中，諮商師引用晤談情境外的笑話與當事人分享，

藉著笑話內容之隱喻，表達諮商師的意圖。段落 D 摘錄之晤談段落： 
Co：你不知道，對不對？對呀！這個…這個我就覺得很好玩哪！你一

方面跟我講說你已經把那個男生當成普通朋友，然後呢？一方面又

擔心在「XX（室友）」的面前打電話給他。我就不曉得你在擔心什

麼？所以我才要跟你講…你這樣的一種擔心，其實它反應出什麼？

你的內心的狀況是什麼？你怎麼會去擔心她干涉你？這是我要你

去探討的。有沒有…你的腦袋裡面充滿了一種…就好像…

(I4Co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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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啊…道士。有一個道士要到隔壁村莊去作法啊，…他趕路嘛！趕

得很晚，天色已暗。他就看到一個古宅然後到裡面去休息。這個古

宅，據說是有鬧鬼。他認為自己是一名道士怎麼可能被鬼捉了。結

果真的很不幸道士被鬼給纏上了。這時剛好有一個書生路過，就拉

他一把。當書生救他出來之後，那個道士非常感謝這個書生幫忙，

就說：你幫了我，啊…我畫一張避邪符送給你作為禮物，當作報答

你的救命之恩。你覺得這個故事是什麼？(I4Co153) 
……… 
Cl：他為什麼會被鬼纏住？(I4Cl158) 
Co：對呀！對呀！這就很奇怪啊！所以那張避邪符，有沒有用？

(I4Co159) 
Cl：沒用吧？！9I4Cl158) 
Co：沒用哦！這個故事只是告訴我們那是一種矛盾的故事，自相矛盾。

你現在的情況跟裡面的道士差不多。(I4Co160) 
Cl：喔！哈…哈！(I4Cl160) 

依據諮商師訪談資料分析，顯示諮商師引用笑話與當事人分享，並藉著

笑話涵意表達對當事人矛盾狀態的同理，如下引述訪談對話： 
Co：嗯…哦，對…。其實就是用這個笑話來隱喻她當時要打電話給男

朋友的那種心境。(I4Co003) 
In：那種心境？(I4In005) 
Co：對…對。那種內心的那種矛盾的狀態。(I4Co003) 
In：嗯…嗯。(I4In005) 
Co：因為她一方面很想要跟那個男生打電話，利用電話來談嘛！可是

她又跟室友相處在同一個空間。她很想打，但是又怕打了會…會…

對她的室友好像誤會或者是干涉。(I4Co003) 
In：對！誤會。對…對。(I4In005) 
Co：所以她那種…那種矛盾的情形，我就利用那個一個笑話的內容，

哦…去影…影射她的內心的…(I4Co003) 
2.幽默要素應用 

諮商過程中，諮商師根據幽默刺激要素或以幽默反應之要素（如：笑、誇張、

失諧、矛盾、趣味等）介入晤談，或在執行其它諮商技術時，將幽默要素融入其

中，藉以達成諮商目標。根據研究材料分析結果，發現本研究之諮商師在操作此

類技術所使用的幽默要素，包括：笑、趣味、誇張／誇大、悖理等。 
(1)使用「笑」：晤談過程，諮商師有意使用外顯行為「笑」，以傳達諮商師的

諮商意圖。於段落 A-1，諮商師在傾聽歷程中覺察當事人揭露內容可議之

處，藉著有意識的「笑」回應當事人，以下摘錄晤談內容： 
Cl：沒有，本來是很高興地要去八卦山。(I1Co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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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對…對。然後呢？為什麼你突然決定不去了？(I1Co037) 
Cl：對。我的電視做了呀！(I1Co038) 
Co：喔…喔，(笑…) (I1Co039) 
Cl：因為我的電視做了(在笑)。然後我想要看電視。我想說…哦…看完

了再去，結果看完了。我就說：我累了，不想去了。然後她就自己

出去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去八卦山？(I1Co039) 
根據諮商師訪談資料分析，顯示諮商師使用「笑」回應當事人，主要意

圖乃在激發當事人覺察自己行為可議之處，如下引述訪談內容： 
Co：哦…其實這個時候我就是在引導她，我「笑」是因為…為什麼會

做這樣的事情？然後讓她去洞察她自己揭露內容之間的那種可

能…可議之處啦！(I1Co069)。 
(2)使用「諧趣性」，晤談過程中諮商師以詼諧性或趣味性內容或方式，回應當

事人或與當事人互動，藉以傳達諮商師的意圖。於段落 B-1，諮商師以「請

XX 室友幫妳介紹男朋友」，回應當事人。如下對話： 
Co：嗯…但是在…反正這都是一定要付出代價的啦！喔…因為在選擇

的過程，我們會選擇其中一個，魚與熊掌只能擇一嘛！魚熊掌不可

得兼，最好是兩個最…得兼最好。如果按照你這樣的一種模式，你

的選擇方式或者最好的方式就是請「XX(室友)」幫你介紹男朋友。

(I2Co149) 
Cl：哈…哈！有，她們有說，可是我不要。(I2Cl149) 
Co：哈…哈！是吧！這是最好的嘛！如果她介紹，你又合適，那是最

理想的哦！(I2Co150) 
Cl：嗯…嗯，也對。(I2Cl150) 

根據訪談內容顯示：諮商師使用此種趣味性內容回應當事人，主要是諮

商師在晤談過程中覺察當事人在討論此議題時，內心呈現掙扎狀態且情緒較

低落，因此使用這種回應方式，目的乃企圖改變當事人的情緒狀態與晤談氣

氛，如下引述訪談對話： 
Co：是。對…對！然後…我到後來我就有跟她開玩笑。因為我覺得當

面對到這樣的狀況的時候，她的那種情緒是比較低落的啦。吼…，

因為她…好不容易有一個她喜歡的男生啦。(I2Co076) 
In：有一個…對。(I2In077) 
Co：就因為她室友的…。(I2Co077) 
In：她室友的反對。(I2In078) 
Co：跟她很要好的一個室友…反對，然後她必須要去放棄。所以我到

後來就用了另外一種就是要緩和一下氣氛嘛！。我就說如果你要魚

與熊掌都兼得，那最好的方式就是請「XX(室友)」幫你介紹男朋

友。吼…那最好。為什麼？因為她介紹的嘛！(I2Co078) 
(3)使用「誇張／誇大」或「單純化」：晤談過程諮商師藉著誇張手法或輕描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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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方式，將當事人所處情境之事實予以誇大或以輕描淡寫方式表達。於段

落 C-1，諮商師藉著「模仿」當事人肢體動作並將幽默要素「誇張」融合

於模仿技術之中，如下引述之晤談對話： 
Cl：後來他還是有傳「即時通」覓我。(I3Cl021) 
Co：你說那個男生？那當下你的感覺是什麼？(I3Co022) 
Cl：感覺？(I3Cl022) 
Co：你當下的感覺是什麼？(I3Co023) 
Cl：啊…不是叫你不要跟我聯絡了嗎？哈…！(I3Cl023) 
Co：然後呢？在你那個時候你的情緒是怎樣？(I3Co024) 
Cl：情緒？當下…哦，驚奇呀！我想跟他都沒聯絡。(I3Cl024) 
Co：啊…有沒有很高興？(I3Co025) 
Cl：有，一點點。哈…哈！(I3Cl025) 
Co：哈…哈！一點點，多少？(I3Co026) 
Cl：（用手勢）一點點，對呀！哈…哈。(I3Cl026) 
Co：（用手勢）一點點。這樣喔！很大耶！這樣很大耶！(I3Co027) 

根據諮商師訪談資料分析，顯示諮商師在使用該項技術時，主要意圖乃

藉著肢體動作模仿，誇大表現當事人內外不一致狀態；此外亦隱含著些許的

嘲諷意圖，說明如以下訪談對話： 
Co：是。然後我看她…她在講的時候是臉上表現很快樂的樣子。然後

就問她說：接到他的電話的情況是如何？她說有一點點高興啦！

是。我說一點點…就請她用具象化的方式去，把它表達出來。到底

是多…多大？(I3Co002) 
In：嗯，多大？(I3In003) 
Co：是，就比出來了就…說一點點，可是我看她所說的，嘴巴講一點

點，但是她的手勢卻是蠻大的。(I3Co003) 
In：蠻大的。(I3In004) 
Co：所以我就去模仿她的那個動作。嗯…然後…然後呢？就是去誇大

說，這樣叫做一點點？這樣很大ㄋㄟ！用模仿的方式然後去回應、

消遣她。(I3Co004) 
於段落 E-1，諮商師覺察當事人表現出無意識的肢體行為，諮商師刻意

誇大模仿當事人的肢體動作，企圖引起當事人的注意，如下晤談對話： 
Co：ok。所以嘍！只要跟任何異性交往都要經過她的同意嘛！(I5Co066) 
Cl：點頭。(I5Cl066) 
Co：她要能夠接受？(I5Co067) 
Cl：再點頭。(I5Cl067) 
Co：這樣你能接受？(I5Co068) 
Cl：啊…？(I5Cl068) 
Co：這樣你還能接受？(I5Co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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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我能接受嗎？(I5Cl069) 
Co：對呀！交男朋友都還要經過人家同意才能夠交，就是對方一定要

被你的室友接受，你才能夠跟這個男生繼續交往，你能夠接受這樣

的事情嗎？(I5Co070) 
Cl：手一直抽拉（無語）。(I5Cl070) 
Co：這是什麼意思（模仿當事人用手抽拉）？(I5Co071) 

根據諮商師訪談資料分析，顯示諮商師當時使用該項技術之意圖，主要

是透過誇張的肢體模仿，引起當事人注意並覺察自我內外不一致的情形，說

明如以下引述內容： 
Co：第二個地方，就是當她…她在思考…她自己在追逐愛情的過程當

中，經過我跟她提到說，必須要經過別人的同意的時候，她陷入到

了一個我…跟你講那一種沉思的狀態，然後呢…就開始要…開始會

有一些非…非語言的行為。吼…就非語言行為就出現。啊…我那個

時候呢…就是去模仿她的肢體行為。(I5Co009) 
In：嗯。嗯…嗯，歐喔！(I5In009) 
Co：要讓她去覺察她現在的狀態。(I5Co010) 
In：現在的狀態？(I5In011) 
Co：對，去覺察她自己。(I5Co011) 
In：嗯…嗯…(I5In012) 
Co：那我就去模仿她的動作，然後去問她，就故意誇大她的那個動作。

(I5Co012) 
(4)使用「悖理」：晤談過程，諮商師使用愚蠢的、荒謬的、無聊的、不合乎邏

輯的方式回應當事人。於段落 E-2，諮商師使用角色扮演的技術陪當事人

進行技巧演練，參見下述晤談對話： 
Co：你要…你要怎麼樣才能夠說…跟你的朋友表達你的需求，然後又

不會讓她感受到什麼氣憤的那種方式？(I5Co198) 
Cl：點頭。(I5Cl198) 
Co：你想想看可以怎麼說？(I5Co199) 
Cl：就說只是交朋友，然後我們講什麼你不用知道，哈…哈！(I5Cl199) 
Co：可是我就是想知道啊！(I5Co200) 
Cl：哈…哈！可是你想知道哦！(I5Cl200) 
Co：對呀！(I5Co201) 
Cl：不方便講。(I5Cl201) 
Co：你不是做見不得人的事哦！為什麼你不方便講啊？(I5Co211) 
Cl：沒有啦！(I5Cl211) 
Co：我現在…在扮演誰，妳知道嗎？(I5Co212) 
Cl：「XX 室友」。(I5Cl212) 

諮商師訪談時，表示晤談當下主要是藉角色扮演技術，進行技巧演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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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求演練時接近真實情況，諮商師（男性）模仿並誇大當事人室友（女性）

說話的語氣，如下引述訪談對話： 
Co：就這個地方，也是我有用到幽默技術的部份。(I5Co103) 
In：嗯…嗯！(I5In104) 
Co：最主要是用「角色扮演」的方式來扮演那個室友。(I5Co104) 
In：對…對！嗯…嗯！(I5In105) 
Co：然後呢…我又有誇大她室友的那種語言行為。(I5Co105) 
In：語言？(I5In106) 
Co：是，語言表現的行為。是。所以…當…當她意識到我用這樣的方

式在模仿她的室友的時候，到後來她也開始在笑了。(I5Co106) 
3.混合幽默刺激與幽默要素應用 

諮商過程中，諮商師不僅引用幽默刺激，同時也應用幽默要素於同一晤談段

落。於段落 C-3，諮商師藉著當事人與「XX 室友」對男性友人與彼此在各自心

中所占百分比之比較結果，以「流行語」回應當事人之外，諮商師也應用當事人

本身思考邏輯（矛盾）面質當事人，如下摘錄之晤談對話：  
Cl：然後我就開始想說，怎麼我好像是重色輕友，對！(I3Cl107) 
Co：哦…重色輕友？啊…你真的是重色輕友嗎？(I3Co108) 
Cl：啊！也有可能喲！不知道耶！(I3Cl108) 
Co：…以「XX（室友）」來講，她的男朋友占百分之四十，你占百分

之六十，確實是你高了那麼一點點。哦…對不對？啊…你呢…占她

百分之五十，他占百分之五十，兩個都很重要，這是你的選擇嘛！

這是你的比例嘛！這樣並不叫重色輕友。這是你個人的…其實我不

曉得你們在這樣的狀況下，你們是以開玩笑的方式在談，還是很正

經的在討論這個？(I3Co109) 
Cl：開玩笑。(I3Cl109) 
Co：ok，開玩笑的嘛！對不對？所以你能當真嗎？(I3Co110) 
Cl：可是她會講出來，那代表她是這樣想啊！(I3Cl110) 
Co：哦，ok！她是這樣想，你呢？(I3Co111) 
Cl：我怎樣？(I3Cl111) 
Co：你為什麼選擇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五十，你也是這樣想嗎？

(I3Co112) 
Cl：對呀！(I3Cl112) 
Co：對！？那妳真的是重色輕友！(I3Co113) 
Cl：哈…哈。(I3Cl113) 
Co：互笑（哈哈）。 (I3Co114) 
Cl：我…我有嗎？五十五十一半咧！(I3Cl114) 
Co：但是她四十六十耶！你比她男朋友還要高耶，而且你喜歡的這個

男生還沒有成為正式的男女朋友耶！(I3Co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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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也對喔！哈…哈！(I3Cl115) 
諮商師在訪談中表示之所以這種方式與當事人互動，主要考量到本次晤

談主題乃在當事人探討自我特質或許會較沉悶，因此一開始即為本次晤談建

立基調，改變傳統的諮商作法。如下摘錄之訪談內容： 
Co：吼…在前面…哦在之前有提到那個百分比…那個「重色輕友」喔，

在更早之前用模仿方式喔，這是我這一次晤談當中三個地方用的幽

默技巧。這三個地方的幽默技巧，我所使用的情形是這樣，第一個

就是因為一開始嘛…，讓這個這一次的晤談的能夠輕鬆一點。要談

到她個人的問題、跟特質的問題這樣子。我…我的意思是說探討她

個人的問題可能會比較沉悶一點。…所以我就說…讓她輕鬆的去談

這樣的一個問題。在這個時候我會去使用它，其實就是為了這一次

的晤談呢…建立一個那個基調啦…。(I3Co175) 
……… 
Co：只是我在晤談當中，我用幽默的技術，可以讓我們在晤談當中可

以比較快樂一點，比較愉快。(I3Co218) 
In：嗯…愉快一點的氣氛。(I3In219) 
Co：啊…是不是說這樣的一種氣氛，可以讓她，那能夠很自在地去自

我探索、跟自我揭露，她們之間的關聯性我就沒有那個…喔…我是

說…因為我不是用傳統的那樣的諮商的模式在做。(I3Co219) 
 
（二）諮商師幽默技術使用之意圖 

根據訪談資料分析結果顯示，諮商師在 12 個段落中使用幽默技術之意圖有

10 類，茲分別說明如下： 
1.「評估當事人幽默接受度」之意圖 

段落 A-1，諮商師表示由於本次為第一次與當事人進行晤談，況且在諮商過

程可能使用幽默技術，故以「笑」的回應來測試當事人反應狀況，藉以評估當事

人對幽默接受程度，如下引述訪談內容： 
Co：所以喔…要使用幽默技術哦…，基本上我會去想到說，這個個案

基本上他能不能接受幽默的那種氣氛。(I1Co004) 
In：嗯…嗯！(I1In005) 
Co：或者是接受幽默技巧的那種處置。(I1Co005) 
In：哦…哦。(I1In006) 
Co：所以我一開始的時候在…在第一次跟她晤談的時候，我有曾經用

到那個「笑」(I1Co006) 
In：對。(I1In007) 
Co：這樣的一個方式來嘗試看看，她是不是能夠接受這樣的方式。

(I1Co007) 
2.「建立晤談基調」之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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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師藉著使用幽默技術可能帶來的愉悅與輕鬆效果，為後續晤談主題定

調。於段落 C-2，諮商師接受訪談時表示由於後續晤談主題為自我探索，為使當

事人能更自在、輕鬆進行這個部份的探索，故使用幽默技術，以為後續晤談氣氛

定調，如下諮商師的自述： 

Co：吼…在前面…哦…在之前有提到那個百分比的那個「重色輕友」

喔…，在更早之前的用模仿的方式喔…，這是我在這一次晤談當中

三個地方用幽默技巧。這三個地方的幽默技巧，我所使用的情形是

這樣，第一個就是因為一開始嘛…，讓這個這一次的晤談的能夠輕

鬆一點。要談到她個人的問題、跟特質的問題這樣子。我…我的意

思是說探討她個人的問題可能會比較難過一點。…所以我就說…讓

她輕鬆的去談這樣的一個問題。在這個時候我會去使用它，其實就

是為了這一次的晤談呢…建立一個那個基調啦…。(I3Co175) 
3.「替代一般諮商技術」之意圖 

晤談過程諮商師覺察可以使用其他諮商技術，因某些特殊考量而以幽默技術

取代一般諮商技術。於段落 B-2，諮商師引用「俗語」介入晤談，取代直接回應

技術之使用，藉此啟動當事人思考 (I2Co057、I2Co059)；段落 C-3，諮商師以「寓

言故事」介入晤談，隱喻當事人對感情追逐缺乏自主性，取代直接反映技術 
(I3Co286)；段落 C-4，諮商師以「俗語」取代直接反應技術，藉著幽默刺激之隱

喻，啟動當事人認知系統運作的機會 (I3Co152)；段落 D，諮商師與當事人分享

「笑話」，同時表達對當事人的同理 (I4Co008)；段落 F-1，諮商師以「寓言故事」

取代口語的增強與鼓勵，以強化當事人捍衛愛情追逐的自主權 (I6Co020)。茲以

段落 C-1 為例，諮商師藉著「誇張式」模仿，表現當事人語言與外顯行為不一致

的情形，取代面質技術，藉以引導當事人覺察自己內外不一致 (I3Co013)，如下

諮商師自述內容： 
Co：喔…好。我當…當時的一個意圖就是想要去用誇大的一種手法…

喔…讓她去了解到她說話跟她表情上面的一種不一致。(I3Co013) 
根據訪談內容，諮商師表示當下之所以使用誇張式模仿技術，主要是藉著幽

默帶來的驚奇效果引起當事人的注意，同時引導當事人進行自我探索與覺察不一

致的情形 (I3Co073)，如下訪談對話： 
Co：噯…從諮商的技術來看，其實我還是延續著一般那種傳統諮商的

一種方法在做啦。因為我們談到這個部份，是她的主題是…這個…

我再從這個地方。然後呢…因為在跟她互動的過程當中，是…我會

比較著重在她的揭露的內容當中去找到一些啊…可以使用幽默技

術並且可以強化她對她自己個人的一種覺察，是。(I3Co073) 
In：嗯…嗯！(I3In074) 
Co：如果說我用幽默技術沒有辦法刺激她去對她自我的覺察的話，那

可能我不會去使用。(I3Co074) 
In：對…對！(I3In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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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是。因為我用這個幽默的技術只是要讓她加深她的印象，然後能

夠刺激她對自己的瞭解能夠更深入一點，是。(I3Co075) 
4.「轉移晤談主題」之意圖 

晤談過程諮商師應用幽默技術，引發當事人多層面的反應。當當事人反應被

激發之後，諮商師順勢選擇將晤談焦點轉移至關注的議題。於段落 B-1，諮商師

為了激發當事人覺察自己追求愛情之需求，而使用「詼諧式」回應(I2Co094)，
以段落 E-1 (I5Co128)。茲以段落 E-1 為例，諮商師在接受訪談時表示當下使用誇

大式模仿，除了協助當事人自我覺察意圖之外，也藉此將晤談焦點轉移至探索內

在真實感受方面，如下引述內容： 
Co：是，然後我就去模仿她、去誇大她那種肢體語言。(I5Co126) 
In：嗯…(I5In127) 
Co：然後是不是能夠回應給她，讓她自己去深入的去探討一下自己現

在的情形，心境是什麼？這是我在當下使用這樣的一種技術的時候

的那個喔…(I5Co127) 
In：對…對。嗯…的…(I5In128) 
Co：時機的轉換。(I5Co128) 

5.「調節諮商氣氛」之意圖 
諮商師在晤談過程使用幽默技術，引發當事人的幽默反應；藉著幽默效應達

到調節晤談氣氛目的。於段落 B-1 使用「諧趣性」內容回應當事人，藉以改變晤

談氣氛 (I2Co079)；於段落 C-1 使用「誇張式」模仿，以令晤談氣氛不致於太沉

悶  (I3Co039)；於段落 D 引用「笑話」與當事人分享，藉此活絡晤談氣氛 
(I4Co018)。茲舉段落 C-2 為例，諮商師表示當下使用「流行語」回應當事人，

主要是以詼諧的方式令晤談氣氛更輕鬆、愉快，讓當事人更自在的進行自我探索 
(I3Co218)，見以下訪談對話： 

Co：啊…我是用「重色輕友」這樣的一個詞語來說明、來回應…吼。

(I3Co179) 
In：嗯…嗯。(I3In180) 
Co：其實在強化她。其實你真的蠻在意他的。你自己給的比例當中，

就已經顯現出來的。嗯只是…我是用一種比較詼諧的方式、比較具

體的方式去告訴你這樣的事實。(I3Co180) 
…… 
Co：只是我在晤談當中，我用幽默的技術，可以讓我們的晤談當中可

以比較快樂一點，比較愉快。(I3Co218) 
In：嗯…愉快一點的氣氛。(I3In219) 
Co：啊…是不是說這樣的一種氣氛，可以讓她能夠很自在地去自我探

索、跟自我揭露，她們之間的關聯性我就沒有那個…喔…我是說…

因為我不是用傳統的那樣的諮商的模式在做。(I3Co219) 
6.「協助自我探索與覺察」之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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晤談過程諮商師藉著幽默技術使用，協助當事人達成自我探索與覺察目的。

於段落 C-2，諮商師以「流行語」與「百分比之比較 (I3Co178)」，協助當事人覺

察自己內在需求；於段落 C-3，諮商師以「寓言」與「俗語」介入，協助當事人

探索並覺察個人特質 (I3Co181)。茲以段落 E-1 為例，諮商師以「誇張式」模仿，

協助當事人覺察非語言行為 (I5Co038)、探索與覺察內在不一致狀態 (I5Co030、

I5In031)，同時體驗自己內在真實情緒感受 (I5Co121)，見以下引述訪談對話： 
Co：對，存在。是！其實我…我去模仿那個動作，就是在誇大它。

(I5Co032) 
In：誇大？(I5In033) 
Co：她自己不知道，沒有意識。(I5Co033) 
In：對！(I5In034) 
Co：但是當我在把那個動作模仿出來之後，做得很大。(I5Co034) 
In：嗯…嗯！(I5In035) 
Co：她開始注意到我這個動作，她會問我這個動作是什麼？(I5Co035) 
In：是什麼意思？(I5In036) 
Co：是，我說…這是你現…我是在模仿你的動作。(I5Co036) 
In：嗯…嗯！(I5In037) 
Co：是，所以我這樣的一種誇大似的模仿引起了她的注意。(I5Co037) 
In：對…對！(I5In038) 
Co：吼…她意識到她自己、覺察到她自己有這樣的一些動作。(I5Co038) 
在同一段落訪談中，諮商師表示除了協助當事人覺察肢體動作之外，亦表示

另一重要意圖，即協助當事人覺察內在不一致狀態，以及體驗掙扎與矛盾情緒 
(I5Co030、I5In031)，如下引述訪談內容： 

Co：我…我那時候的感覺。她自己也很懷疑她自己回答這樣，所以她

所表現出來的跟她內心所想的不一致。所以就會有一些比較焦…慮

或焦躁那種行為表現出來。(I5Co029) 
In：焦慮的…肢體語言？嗯…嗯。(I5In030) 
Co：是！啊…所以我就去模仿她，讓她去體驗。(I5Co030) 
In：對…對！所以，其實從剛剛你的回應裡面，可以聽得出來，這個個

案透過你使用這兩個諮商技術的時候，其實有呼應了你一開始所設

定的那個基調，就是有看到她有一些矛盾跟一些掙扎在。(I5In031) 
Co：嗯。(I5Co031) 
針對同一段落訪談中，諮商師又表示當下使用該技術另一意圖，乃欲透過這

種誇張式模仿，協助當事人探索自己內在真實感受 (I5Co121)，如下引述對話： 
Co：對！然後呢…再過來，其實這個缺乏自主性當中，她自己本身…

當事人也感受到了一種矛盾的情形。(I5Co115) 
In：嗯…嗯！(I5In116) 
Co：喔…她雖然選擇了友誼的這樣的一個部份，(I5Co116) 



 - 45 -

In：對。(I5In117) 
Co：但是卻放棄了愛情的這個部份。(I5Co117) 
In：愛情？(I5In118) 
Co：是！很明顯地可以感受到她那種矛盾。(I5Co118) 
In：矛盾？(I5In119) 
Co：是，那種應該…她自己也不曉得該怎麼去處理的方式。(I5Co119) 
In：嗯…嗯…(I5In120) 
Co：就說內在的一種掙扎的情形啦！(I5Co120) 
In：對…對。(I5In121) 
Co：喔…所以…我就有透過一個模仿的她的一些非語言或者是肢體行

為的這個部份，讓她去覺察她內心真正的感受是什麼？(I5Co121) 
7.「刺激當事人思考」之意圖 

諮商過程諮商師藉著幽默技術使用，刺激當事人對自己，以及所面對問題做

進一步的思考。於段落 A-1 使用「笑」回應當事人揭露內容 (I1Co116)；段落

A-2 使用「流行語」，藉著它的隱含意義，激發當事人思考 (I1Co095)；段落 C-1
使用「誇張式」模仿當事人肢體動作，刺激當事人思考她的決定是否符和自己的

需求 (I3Co030)；段落 C-2 使用「流行語」，令當事人思考自己作為，是否具有

流行語所描繪的行為 (I3Co066)；段落 C-3 使用「寓言故事」啟動當事人思考故

事涵意與自己問題之間的關聯 (I3Co231)；段落 E-1 藉著「誇張式」模仿當事人

肢體動作，刺激當事人覺察並思考 (I5Co041)。茲以段落 B-2，諮商師藉著「俗

語」之隱含意義，刺激當事人思考為例，見以下引述之訪談對話： 
In：嗯，所以可見這個透過用另外一個隱喻的方式來告訴個案，其實是

可以讓她…因為剛剛 XX 老師有提到說，她一開始「楞了一下」，

那我剛剛聽起來會覺得噯…那「楞了一下」感覺是蠻關鍵的，好像

有一點去…把她稍為搓一下，噯…又不會太大力，讓她感覺到、警

覺到原來她的室友的立場原來是這樣哦！(I2In050) 
Co：對，是。(I2Co050) 
In：如果…(I2In051) 
Co：是…，這個是從…喔…我們講說你的角度去看這樣。從我這個諮

商…諮商師的角度來看這些，我可以避免…直接的去告訴她這樣，

我用這種隱喻的方式吼…，然後透過她的一種認知跟思考去了解一

下。因為我覺得那個「楞一下」…，然後我覺得這個蠻…蠻重要，

因為這是認知的一種改變，那是一個契機。(I2Co051) 
8.「改變當事人情緒狀態」之意圖 

晤談過程諮商師使用幽默技術引發當事人產生幽默反應，藉以轉換當事人的

情緒狀態。於段落 D，諮商師以說「笑話」與當事人分享 (I4Co027)；段落 E-2
以「悖理」之角色扮演，降低當事人演練的威脅感受(I5Co107)；段落 F-1 引用「寓

言故事」避免當事人進入情緒低落狀態 (I6Co054)。茲以段落 B-1 為例，如下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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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之訪談對話： 
In：所以你當下會…會請「XX（室友）」幫她介紹男朋友。這樣的技術

用在當下只是最主要是緩和她當下的那種氣氛。(I2In083)  
Co：對…對！改變她的情緒狀態，是。(I2Co083) 
In：改變她…情緒狀態。啊…可見她接下來的情緒狀態，因為她的笑而

產生那個效果出現了。(I2In084) 
Co：她就比較不會沉溺在那個地方啦！其實因為她都已經做了選擇了

嘛！(I2Co084) 
9.「輔助其它諮商技術」之意圖 

晤談過程諮商師使用一般諮商技術，為使該技術發揮預期效果而加入幽默要

素，以強化該技術之功效 (I3Co013)。依訪談資料分析，顯示本研究對象在段落

E-1，將「誇張」融入模仿技術，見以下摘錄訪談內容： 
Co：第二個地方，就是當她…她在思考…她自己在追逐愛情的過程當

中，經過我跟她提到說，必須要經過別人的同意的時候，她陷入到

了一個我…跟你講那一種沉思的狀態，然後呢就開始要…開始會有

一些非…非語言的行為。吼…就非語言行為就出現。啊…我那個時

候呢…就是去模仿她的肢體行為。(I5Co009) 
In：嗯。嗯…嗯。喔！(I5In010) 
Co：要讓她去覺察她現在的狀態。(I5Co010) 
In：現在的狀態？(I5In011) 
Co：對！去覺察她自己。(I5Co011) 
In：嗯…嗯。(I5In012) 
Co：那我就去模仿她的動作，然後去問她，就故意誇大她的那個動作。

(I5Co012) 
10.「實踐特殊諮商目的」之意圖 

諮商師為實踐某些特殊性諮商目標，唯使用幽默技術方能達成。依訪談資料

分析，顯示本研究諮商師使用幽默技術之意圖屬於此類，包括：嘲諷 (I1Co051、

I1Co083)、驚奇 (I1Co138、I6Co011)。如段落 C-1，晤談中諮商師藉著「模仿」

當事人肢體動作，並將幽默要素「誇張」融入於模仿。諮商師接受訪談時，表示

當下使用該技術意圖之一即是以此嘲諷當事人，如下所示： 
Co：所以我就去模仿她的那個動作，吼…然後…然後呢…就是去誇大

說，這樣叫做一點點，這樣很大ㄋㄟ！用模仿的方式然後去回應、

消遣她。(I3Co004) 
In：嗯…嗯！去消遣她。(I3In005) 
Co：是…是！對，這是模仿的地方。(I3Co005) 
In：這是模仿的地方。(I3In006) 
Co：然後呢…我用這樣的一種方式，她看到我這樣子，她也覺得很好

笑。然後也就跟著笑出來了，其實我可以感覺到她其實蠻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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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Co006) 
 
（三）影響諮商師使用幽默技術的因素 

根據訪談資料分析，顯示影響研究對象使用幽默技術因素有三大類型。以下

根據影響諮商師幽默技術使用之因素來源，呈現研究發現： 
1.諮商師個人關聯的因素 
(1)人格特質 (I1Co164、I3Co226，I3Co227)，如下引述之訪談內容： 

Co：我會參差一些…嗯…參差一些幽默技術在裡面。(I3Co220) 
In：幽默技術在裡面？I3In221) 
Co：是！因為那個我覺得這樣的一種方式比較吻合我個人的特質（有

笑聲）。(I3Co221) 
(2)幽默感 (I1Co129、I1Co156、I2Co121、I2Co128、I2Co132、I3Co238、I3Co239、

I3Co242)，包含：諮商師本身庫存幽默題材的多寡 (I1Co158、I3Co197)、諮

商師使用幽默技術能力 (I1Co163、I1Co157、I2Co134、I3Co258)，以及自

信 (I3Co292)，見以下摘錄訪談之對話： 
Co：所以，每一個幽默技術的使用吼…，其實要看當事人所揭露的內

容，還有你諮商師你本身的意圖是什麼？吼然後你自己是不是有…

幽默題材，或者就是真的懂幽默的要素。(I3Co183) 
In：當事人，嗯。幽默的要素。(I3In184) 
Co：是…是。所以，你才能夠去創造那樣的一種…就說我們講…才使

用那個幽默技術介入。哦…，去創造幽默的一個反應。(I3Co184) 
(3)敏感度 (I1Co129、I3Co073、I3Co109)，如以下引述對話： 

Co：嗯…！其實我…基本上我是認為這個樣子，就是說幽默技術它…

可以替代一般我們傳統的諮商技術啦！啊…那就是看諮商師本身

對於晤談當時的情境還有探討的主題之間的一個敏感性(I1Co178) 
In：嗯…！對！(I1In179) 
Co：是，如果你夠敏感，然後又懂得幽默的原理，那麼我們在使用這

些幽默的時候，就會比較…比較方便一點。是！比較知道我自己要

做什麼。…我在這個時候可以把幽默介…介入進去！(I1Co179) 
(4)諮商技術與能力 (I3Co073、I3Co244 、I3Co258、I5Co055)，例如諮商師在

第三次接受訪談時，即表示以下的經驗： 
Co：應該是說諮商師本身啦！其實要有一些同理心的基礎。是，因為

你…你一方面要抓住當事人她現在的情況，然後又要去同理她，然

後才…啊…你腦袋裡面又有類…有一種所謂的這一些題材幽默題

材。嗯…那你才能夠適時地把它應用出來，這樣的效果會比較好，

是。(I3Co163) 
(5)幽默諮商的接受度 (I3Co242、I3Co243)，如下摘錄之訪談內容： 

Co：基本上就是說你對幽默技術接受的態度其實就影響你要不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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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不會用，用它了嘛！如果你對幽默跟本那個是一種採取一種拒

絕的態度，你根本就不會想要用它了嘛！(I1Co161) 
In：對，沒錯！沒錯！(I1In162) 
Co：啊…如果你是很接受幽默的方式，那你當然就是比較願意去使用，

是比較願意去使用。(I1Co162) 
(6)幽默技術在諮商歷程之定位觀 (I4Co023、I6Co077、I6Co078、I6Co092)，

如下引述之訪談對話： 
Co：對…對。因為幽默技術其實它可以取代一般的傳統的…蠻多的…

傳統的諮商技術的。但是有一些諮商的技術可能就不是幽默技術能

夠達成的。(I3Co246) 
In：嗯…嗯，能夠達成的。(I3In247) 
Co：對…對，是。相對的幽默技術也有它自己比較特殊的功能存在。

(I3Co247) 
(7)諮商進展觀點 (I3Co221)，如諮商師第六次接受訪談時表示以下談話內容： 

Co：嗯！對…對。因為你在諮商…就說…你對諮商到底是怎麼進行？

才會…然後…你比較能夠感覺舒服。(I6Co087) 
2.當事人個人關聯的因素 
(1)人格特質與幽默感 (I1Co177、I2Co121、I2Co128)，如下引述訪談對話： 

In：那我剛有想到另外一個…幽默技術的使用哦…跟諮商員本身的人格

特質有很大的 
關係嘛…對不對！那相對的在個案本身呢？…她的人格特質會不會跟

幽默技術的使 
用有什麼樣的關聯性？(I1In163) 
Co：有，有。(I1Co163) 
In：那大概…ㄟ就你個人的經驗來看的話，因為畢竟學…因為畢竟現在

談的晤談這個個案，她是學生嘛對不對！那學生的人格特質…學生

不同…不同的那個一些面相嗎？你覺得什麼樣的學生的特質會…

在晤談的過程中使用幽默技術的…我們說效果來講效果會比較

大？會比較容易達到原本的諮商意圖？(I1In164) 
Co：其實如果要看效果的話，那…可能要從比較長的時間去看。

(I1Co164) 
In：對。(I1In165) 
Co：我想從一個短期的效果來說啦…其實學生是不是能夠接受幽默，

這要看她本身的幽默感(I1Co165) 
In：嗯嗯！幽默感。(I1In166) 
Co：他…對幽默的一個素養，還有他接觸幽默的多寡。(I1Co166) 
In：對。(I1In167) 
Co：……，噯…其實學生是不是能夠接受幽默，這要看她本身的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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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I1Co167)  
In：嗯…嗯！幽默感。(I1In168) 
Co：她…她…她對幽默的一個素養，還有她接觸幽默的多寡。(I1Co168) 

(2) 經驗開放內容與揭露方式  (I1Co008 、 I1Co021 、 I1Co023 、 I1Co025 、

I2Co121)。晤談過程中當事人經驗開放內容，以及揭露方式影響諮商師使用

幽默技術的類型與介入的方式，如諮商師在第一次接受訪談時，陳述以下幽

默技術使用之經驗： 
Co：嗯…嗯！我想最主要我會用這個東西是根據她跟她室友之間在談

論這個個案交男友的這種事情上面。因為她的室友哦…她的室友也

是有交男…男朋友，啊…這個個案呢…當前正在交男朋友，啊…可

是室友好像比較不能夠接受那個男朋友，就是個案的男朋友，覺得

個案的男朋友不是很正派啦！不喜歡。他們當時是有誤會。然後她

跟我回答的說…是不是她的室友在跟她吃醋啦！(I1Co105) 
(3)情緒狀態。晤談過程中當事人當時的情緒狀態，不僅影響諮商師使用幽默

技術 (I1Co050、I1Co056、I1Co180、I1CO206、I2Co133、I2Co135、I3Co256、

I3Co262 、 I4Co018) ， 也 影 響 諮 商 師 使 用 幽 默 技 術 的 類 型  (I4Co023 、

I5Co029)，如下引述訪談對話： 
Co：是。對…對。然後我到後來我就有跟她開玩笑。因為我覺得當面

對到這樣的狀況的時候，她的那種情緒是比較低落啦。是…因為

她…好不容易有一個她喜歡的男生啦。(I2Co074) 
In：有一個…對。(I2In075) 
Co：就因為她室友的…(I2Co075) 
In：她室友的反對。(I2In076) 
Co：跟她很要好的一個室友反對，然後她必須要去放棄。所以我到後

來就用了另外一種就是要緩和一下氣氛嘛！我就說如果你要魚與

熊掌都兼得，那最好的方式就是請「XX」室友幫你介紹男朋友。

吼…那最好，為什麼？因為她介紹的嘛！(I2Co076) 
(4)諮商經驗。當事人過去是否曾經接受過諮商服務的經驗 (I3Co119)，影響當

事人對諮商的認知 (I3Co121)，以及諮商師在晤談中使用幽默技術的可能性

(I3Co127)，如下摘錄之訪談對話： 
Co：吼…。但是，我…我…我不敢說她是不是能夠接受啦…或者是這

樣的一個特質啦！因為最主要是她是第一次諮商經驗。(I3Co119) 
In：嗯…嗯。喔！對。(I3In120) 
Co：所以，她可能不是很清楚諮商是怎麼進行的？ (I3Co120) 
In：諮商是…對對對。(I3In121) 
Co：所以她可能會認為說我這樣的一種諮商的方式或是風格是…噯就

是一般的諮商的方式，…，她比較沒有特別去針對什麼，哦…這是

不是幽默技術或者什麼之類去做而已，…能不能接受？(I3Co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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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嗯…嗯，嗯…嗯。對。(I3In122) 
Co：也就是…這個我覺得這樣的一個…影響蠻大的，因為是第一次諮

商的經驗嘛！ (I3Co122) 
3.晤談過程當事人與諮商師互動之因素 
(1)晤談主題與內容。晤談過程中諮商師與當事人探討的主題 (I1Co123)、主題

牽 涉 之 內 容  (I2Co001 、 I5Co003 、 I5Co067) 與 當 事 人 經 驗 開 放 內 容 
(I3Co183)，影響諮商師使用幽默技術的類型與介入方式。如下引述之訪談： 
Co：那剛好我們在探討的主題呢，我在當下覺得非常適合把那個幽默

的要素呢…把它介…介入的。(I1Co021) 
In：對對。(I1In022) 
Co：然後，去看看當事人當時的一個反應是什麼？(I1Co022) 
In：嗯…嗯！所以，有很大的轉換是看當事人當下的反應來決定你要用

的幽默的成份或是幽默的技術…類型。(I1In023) 
Co：應該這是…應該是它的…那個討論的…那個主題啦！(I1Co023) 

(2)晤談氣氛。晤談過程諮商師個人對晤談氣氛的主觀感受，影響諮商師是否

使用幽默技術 (I1Co051、I1Co064、I1Co206、I2Co079、I3Co254、I3Co255、 
I4Co018、I4Co023)，以及技術使用類型 (I5Co009)。如下摘錄訪談對話： 
Co：所以有的時候我是引用可能…可能是引用故事或是笑話啦…幽默

的笑話啦！有的是應用幽默的要素。(I1Co205) 
In：嗯…嗯！對…對！( I1In206) 
Co：吼…所以最主要還是我跟當事人在討論的部份還有她呈現給我的

一個感受是什麼？或以及當時的那種晤談的起伏，才是我選擇會用

幽默技術的主要一個關鍵，是。(I1Co206) 
(3)諮商目標。晤談過程諮商師為晤談所設定之目標，亦為影響諮商師使用幽

默技術的因素 (I1C0076、I1C0180、I3Co160、I3Co203、I6Co059)。如下諮

商師訪談自述： 
Co：嗯…嗯！第一種狀況哦…其實我也是處在一種摸索的階段，就是

說要去摸索就是去了解一下，去探索一下，當事人能不能接受用幽

默技術？能不能用？因為她是…我還要考慮到我的諮商的那個目

標。在幾次的晤談當中我是還是以建立關係為主，然後呢…讓她化

解一些在晤談當中的那種焦慮。(I1Co180) 
(4)諮商師使用幽默技術意圖。諮商師在晤談過程使用幽默技術的意圖，可能

影響諮商師使用幽默技術類型與執行方式，如諮商師以幽默技術替代一般諮

商技術意圖 (I1Co150、I3Co186、I3Co246、I4Co003、I4Co008)、諮商師為

調節諮商氣氛 (I3Co197、I3Co200、I3Co202)、諮商師為建立諮商基調而使

用不同類型幽默技術 (I6Co081、I6Co084、I6Co092)。如下引述之： 
Co：所以，她或許是因為我在第一次跟她建立諮商的一個關係當中，

我已經幫她設定了一個所謂的…諮商的那個…晤談的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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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Co125) 
In：嗯…嗯，對。(I3In126) 
Co：就說三不五時的這個諮商員就會搞笑。喔…或者是會消遣我，或

者是消遣他自己或者是講一些笑話。嗯…這個是…。(I3Co126) 
In：嗯…嗯，有笑聲。(I3In127) 
Co：因為，這個我覺得我在使用幽默技術在這個個案身上，我發覺的

是因為她以前沒有諮商，所以她可能認為我這樣的諮商方式是一般

傳統的諮商方式，是。(I3Co127) 
In：哦…所以其實…那也是一邊去晤談，一邊去嘗試看看。(I3In128) 
Co：對，對…對。(I3Co128) 
In：就像剛剛你有提到說，其實你有時候會去設定那個晤談的基調，大

概是怎麼樣來走嘛！完全是看當下個案她所反應出來的狀況，是。

(I3In129) 
Co：噯…你…你到那個基調其實是我們第一次給當事人的印象。嗯…

然後至於在整個諮商的過程當中，是…我們會隨著當事人揭露的內

容，然後我自己本身的那個諮商的意圖在裡面，然後我去選擇使用

幽默或不使用幽默這樣子。(I3Co129) 
(5)諮商師使用幽默技術時機。晤談歷程諮商師以幽默技術介入時機往往反映

出諮商師意圖，進而影響諮商師幽默技術使用類型與介入方式 (I1Co008、

I1Co021、I1Co023、I4Co004)。如以下訪談時，諮商師自述： 
Co：嗯…我當初在使用這個技巧我並沒有考慮到探討主題，而是她呈

現的主題。我在聆聽她在描…表達她的那個事件發生的經過當中，

我發覺到那個內容之間，它有一些很奇妙的因素，我覺得這樣的一

個因素裡頭，我就適時的把那個幽默的東西呢…把它融入在裡頭，

去把那個幽默的地方把它挑出來，是！啊…順便是嘗試看看她能不

能接受這樣。(I1Co025) 
(6)諮商師使用幽默技術之類型。諮商師在晤談過程使用的幽默類型，如幽默

刺激或幽默要素應用，會影響諮商師執行幽默技術的方式  (I3Co272、

I4Co012)。如下摘錄訪談內容： 
Co：我是根據她所說的這些內容，我來說…你這樣的作為類似於所謂

的「重色輕友」，(I1Co090) 
In：嗯！ (I1In091) 
Co：是，只是當我在講「重色輕友」的時候，我是比較愉快的執行。

(I1Co090) 
In：哈哈！(I1In091) 
Co：我不敢…太嚴肅啦…吼！因為這個…個詞彙來講算是有一點負面

的啦！(I1Co091) 
In：對。(I1In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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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所以我就伴隨著開玩笑的方式來跟當事人做回應，是。(I1Co092) 
In：對…對！嗯…！所以這個半開玩笑的敘述方法，也是說怕太直接

講…會去傷害到…(I1In093) 
(7)諮商師對幽默技術使用後效果之權衡。晤談當下諮商師對幽默技術使用之

後 可 能 帶 來 效 應 的 權 衡 ， 也 是 影 響 諮 商 師 是 否 使 用 幽 默 技 術 因 素 
(I1Co132、I1Co207、I1Co210、I3Co256、I3Co262)。如下引述訪談片斷： 
Co：但是，如果我用幽默技術，它那個衝擊的效果，我相信比傳統的

「面質」的技術的衝擊效果還要更…(I3Co193) 
In：還要更大。(I3In194)  
Co：更大而且比較…比較好玩。是，也比較會…刺激。(I3Co194) 

(8)當事人對幽默技術的反應狀況。晤談過程當事人對諮商師使用幽默技術的

反應 (I1Co170、I1Co171、I3Co272、I5Co096)，及當事人對諮商師使用幽

默技術的配合情形 (I5Co135)，不僅影響諮商師使用幽默技術的意願，也影

響諮商師是否持續使用幽默技術 (I1Co178、I3Co231)。如下引述訪談內容： 
Co：嘗試說她能不能接受。(I1Co167) 
In：對…對。(I1In168) 
Co：是。啊…如果說她能夠…她能夠因為我們使用了幽默技術而跟我

們在那邊配合或者也是在跟我們…哦…就是說能夠…達到我們預

期的那個反應，這個時候這個個案我就會持續地去用…用幽默技

術。(I1Co168) 
 

二、討論 
 

根據諮商師技術使用觀點，本研究發現晤談過程諮商師以三種不同方式應用

幽默技術：其一，應用幽默刺激；其二乃應用幽默要素，此類方式又可區分為兩

種不同使用手法：第一為單純使用幽默要素，即晤談過程諮商師就當事人揭露內

容或方式，應用幽默要素回應當事人，藉以創造幽默反應；第二為諮商師在執行

一般諮商技術時，融入幽默要素。其三乃混合使用幽默刺激與幽默要素。研究結

果與 Falk 和 Hill (1992)、Killinger (1987)、Salameh (1983) 等人發展之幽默技術

分類與名稱有極大差異。造成此種差異現象，主要乃在研究取向不同。蓋研究取

向將引導技術分類所持標準與命名依據。Falk 和 Hill 等人乃以幽默為主體之研究

取向，藉著觀察諮商師在諮商歷程以幽默介入時呈現的內容特徵，進行分類與命

名。本研究則採諮商為主體之研究取向，並以諮商師應用幽默的觀點對幽默技術

進行分類；至於技術之命名方面，本研究依據諮商師應用幽默概念中何種成份稱

呼。研究結果亦與研究者之前的研究結果（管秋雄，1999）有明顯差異，當時採

諮商為主體的研究取向，然在技術命名方面，係參考 Falk 和 Hill 等人所使用之

名稱，自然與本研究結果有異。此外，本研究結果也與劉薏君（2008）對幽默的

諮商技術之分類與名稱不同。造成差異之主要因素，她以諮商技術為主並結合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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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概念進行技術分類與命名。 

至於幽默技術使用意圖方面，本次研究發現與 1999 年（管秋雄，1999）的

研究結果有些差異；如評估當事人幽默接受度、建立晤談基調，轉移晤談主題等

並未出現在該研究結果之列。就當事人幽默接受度評估意圖而言，或許反映研究

對象幽默技術使用類型差異。在當時的研究中，諮商師使用頻率較高的技術類型

為執行一般諮商技術時融入幽默要素，因此諮商師容易忽略對當事人接受幽默程

度的評估。就建立晤談基調之意圖而論，可能反映諮商師風格的差異，本研究對

象或許為保持每次晤談風格的一致性，故有本項意圖；就轉移晤談主題意圖而

言，可能反映諮商師應用幽默效應之能力高低，從研究結果來看，本研究對象似

乎較能掌握並應用幽默對當事人多重衝擊效應。 
研究發現影響諮商師使用幽默技術因素，有三大範疇 20 種因素。同樣地，

研究者於 1999 年的研究結果亦區分為三大範疇，但包括 27 種不同因素。就影響

因素分類而言，兩篇結果是一致，惟名稱有異。至於此兩篇研究差異部份，就諮

商師個人關聯範疇，包含覺察能力、組織能力、當時身心狀態、諮商取向與風格、

對傳統諮商看法、諮商技術與能力。就當事人個人關聯範疇，含自我強度、承受

度、配合度、準備度、經驗揭露方式、情緒狀態、諮商經驗。晤談過程當事人與

諮商師互動因素範疇，含當事人與諮商師彼此的熟悉程度、是否醞釀幽默條件、

諮商節奏、諮商師使用幽默技術之類型。此結果可能反映研究對象在幽默技術操

作與意圖之差異。參與 1999 年研究之諮商師，多數於執行一般諮商技術時，融

入幽默要素方式；本研究對象在使用幽默技術之類型，除前述使用形式之外，也

以幽默技術取代一般諮商技術。其次，諮商師諮商取向差異影響諮商師幽默技術

的介入與操作方式。參與當時研究中有一位諮商師擅長完形療法，因此使用較多

經驗技術；因此有較多機會在執行諮商技術時，融入幽默要素。此外，這種差異

亦可能反映更深層意涵，亦即諮商師受到傳統諮商觀念影響，因而影響其對幽默

介入諮商歷程之接受度與幽默技術之定位觀。 
前段將本研究結果與過去相關研究結果進行比較與討論。以下根據研究結

果，並以影響諮商師幽默技術使用因素之觀點，將本研究對象在諮商歷程幽默技

術使用情形整合如圖 1。圖中實線表示初級（直接）影響，虛線表示次級（反饋）

影響。依據圖示，可將諮商師幽默技術使用敘述如下：晤談過程中諮商師在個人

因素影響下對晤談主題、內容、晤談氣氛、當事人相關因素之覺察，此種覺察結

果將影響諮商師是否使用幽默技術？若確定使用幽默技術，諮商師即在諮商目標

與意圖的引導下，選擇技術使用類型與介入方式；當諮商師使用幽默技術之後，

其結果將反饋於晤談互動因素。同樣地，當事人也在其個人因素與互動因素之影

響下，對諮商師使用幽默技術之反應；此種反應內涵亦將反饋於互動因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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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影響諮商師幽默技術使用因素圖 

註：實線表示初級（直接）影響，虛線表示次級（反饋）影響。  
 
肆、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一）諮商師意圖使用幽默技術的類型 

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對象在諮商過程使用幽默技術有三大類型，研究結果與

既存文獻對幽默技術分類與命名有顯著的差異。由於既存文獻對幽默技術分類與

命名，係以幽默為主體之研究取向。此種研究取向與命名方式，理論上將有無數

的幽默技術。蓋不同諮商師與當事人組合所進行的晤談，其內容或發生之事件可

能成為幽默事件的情形甚多，如此技術分類將無法達到以簡馭繁的目的，因而使

得技術分類失去任何意義。就本研究結果之意涵而言，幽默技術既然指諮商過程

中，諮商師有意識地將依據幽默相關概念發展而成的一群技術應用於諮商情境，

藉以促進諮商進行與達成諮商目標。因此在幽默技術之分類與命名方面，即應採

諮商為主體之研究取向，亦即將幽默視為諮商師使用的技術，並以諮商師應用技

術觀點對幽默技術進行分類與命名，較吻合技術之涵意。 
 

（二）諮商師幽默技術使用之意圖 

諮商師 當事人

晤談主題與內容 

晤談氣氛 

諮商目標 

技術使用意圖 

技術使用時機 

技術使用類型 

當事人對幽默技術反應狀況 

諮商師因素 當事人因素 

人格特質 

幽默感 

經驗開放內容 

經驗開放方式 

情緒狀態 

諮商經驗 

人格特質 

幽默感 

敏感度 

諮商技術與能力 

諮商進展觀 

幽默諮商接受度 

幽默技術定位觀 

當
事
人
與
諮
商
師
互
動
因
素 

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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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顯示諮商師使用幽默技術意圖，包括評估當事人對幽默接受度、建立晤

談基調、替代一般諮商技術、轉移晤談主題、調節諮商氣氛、協助當事人自我探

索與覺察、刺激當事人思考、改變當事人情緒狀態、輔助其它諮商技術、實踐特

殊諮商目的等意圖等 10 種不同類型。以研究結果之意涵而言，諮商師在諮商歷

程使用幽默技術之意圖類型與內涵，不僅反映諮商師對於幽默在諮商歷程可扮演

之角色與功能之觀點與實踐，同時亦顯示幽默對當事人可能造成層面衝擊效應。 
 

（三）影響諮商師使用幽默技術的因素 
研究發現影響諮商師使用幽默技術因素，計三大類型 20 項不同因素。在晤

談過程無論諮商師是否使用幽默技術，其實都受到諸多因素之影響。若以本研究

結果之意涵而言，影響諮商師使用幽默技術因素高達 20 項，然而本研究所指稱

之幽默技術並非指單一技術，係指一群源自於幽默概念發展而成之技術。故諮商

師在操作不同型式之幽默技術，影響因素自然有異。其次，晤談過程影響諮商師

技術操作的因素多寡，除了反映諮商師對於幽默技術使用之謹慎外，亦反映出諮

商師對諮商倫理的強調與重視。 
 

二、建議 
 
（一）實務應用建議 

1.研究顯示諮商師在諮商歷程，如何使用幽默技術、使用何種幽默技術、幽默

技術使用意圖，以及幽默技術使用之影響因素等，都與諮商師對幽默技術在

諮商中的定位與角色觀有關。故諮商師在諮商過程中欲使用幽默技術，必先

探索自己對幽默技術在諮商中的定位與角色。 
2.研究顯示諮商師幽默技術使用類型，雖僅包括幽默刺激與幽默要素之應用，

以及幽默刺激與要素之混合應用三類。然在各類型下，仍包括多種源自於幽

默之相關概念發展而成之幽默技術。因此，諮商師在諮商過程欲使用幽默技

術，不僅須先熟悉其相關概念（如：幽默刺激、幽默內容、幽默結構、幽默

要素、幽默脈絡等），同時對於如何將各種幽默題材引入諮商，以及如何掌

握幽默要素之旨趣，並將其轉換成可操作之技術介入諮商情境，達成預期諮

商目標，乃幽默技術使用是否能達成預期效果的保證。故諮商師在晤談情境

中，若欲使用幽默技術，最好先接受幽默諮商的相關訓練。 
3.研究發現諮商師某些幽默技術使用，類似隱喻技巧，再者依技術使用意圖研

究亦發現諮商師以幽默技術替代一般諮商技術之例子甚多。據此，諮商師於

晤談中使用幽默技術，仍須具備一般諮商技術與能力，方能達到正確使用幽

默技術，以及發揮幽默技術之功能。 
4.當事人對幽默刺激反應相當主觀，且幽默在晤談歷程具多重層面之衝擊效

應，諮商師在晤談情境使用幽默技術，對於當事人反應亦可能較難預測與控

制。因此諮商師在諮商過程使用幽默技術，必須掌握當事人的人格特質、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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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感，以及對幽默技術接受度。 
5.當事人對幽默技術反應個別差異現象大，且幽默對當事人衝擊層面較廣，諮

商師不易預測與控制。因此諮商師使用幽默技術介入諮商歷程，須掌握幽默

技術使用意圖。如此方能在技術使用後，當事人產生非諮商師預期反應時，

較易執行補償措施。 
 

（二）研究方面建議 
1.本研究僅從諮商師的角度探討幽默技術使用之相關經驗，並未關注到幽默技

術對當事人、諮商關係、諮商歷程等的衝擊效應。未來研究或可考慮探討諮

商情境使用幽默技術對前述三層面之立即性衝擊效果。 
2.研究發現諮商師使用幽默技術之後，當事人反應是影響諮商師使用幽默技術

的因素，同時也是影響諮商師繼續使用幽默技術的意圖。故未來研究可繼續

探討諮商師幽默技術使用與當事人反應進行互動分析，以了解其間關聯性。 
3.未來研究方面，可以考慮增加研究對象，藉以探討不同諮商師對幽默技術在

諮商中角色定位的不同，是否可以反映出幽默技術使用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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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selor’s Use of Humor in Counseling 

 
Chiou-Shyn Kuan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d counselors experiences using humor in counseling. Process 

research design was used and data was collected using in-depth interviews. The 

subject was a licensed counselor who had training in humor counseling training.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counselor used three types of humor skills. The first type 

was the application of humor stimulus; the second was the application of humor 

elements, and the third type was the combined application humor stimulus and humor 

elements. The counselor had ten different purposes for using humor skills in 

counseling: to appraise client’s acceptance of humor skills, to set the basic tone of an 

interview, to substitute humor skills for general counseling skills, to change the topic 

of an interview, to adjust the atmosphere of counseling, to assist a client in 

self-exploration and awareness, to stimulate a client’s thinking, to change a client ‘s 

emotional state, to enhance other counseling skills, and to achieve specific counseling 

goals. Three different sets of factors affected the counselor’s use of humor skills. The 

first set was  counselor related, the second set was client related, and the third set 

was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ounselor and client related. Suggestions were provided 

for practice and future relate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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