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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諮商理論 

第一章 精神分析取向 

【精神分析治療 psycho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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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Sigmund Freud簡介（1856-1939）-奧國精神醫學家 

身長在一個並不富裕的猶太家庭，父親雅各步•佛洛依德是一個毛織品商人，他十分嚴厲；

母親阿瑪麗亞•佛洛依德是一個虔誠的猶太教徒；Freud 有 2 個異母哥哥，2 個同胞弟弟與 5 個

妹妹，他排行老大。 

Freud 非常聰明，成績名列前矛，各方面的才華受父母的培養，他選擇當神經科醫生.後來又

從事生理方面的研究；因為家庭經濟衰落的影響，做了一名臨床助理醫生，由於在醫院表現突出，

昇為一名住院內科醫生，並且持續生物學研究結合神經方面，他覺得精神病人腦裡有「本能」與

「抵抗」，這 2 種衝動固定不變的過程稱為「壓抑」，當被壓抑的衝動跑出來，病人的病狀就產

生了，這就是 Freud 的壓抑學說，當暴露壓抑，用判斷行動取代之，他稱此法為「精神分析」（Die 

Psychoanalyse）。 

1902 年，幾位年輕的醫生包括 Alfred Adler 等等，組成一個「星期三心理學會」（The Wednesday 

Society）是心理分析運動的萌芽，後來還有非猶太人又是精神病醫院的台柱醫生 Carl Jung 的加

入，更壯大聲勢。 

1911～1913 年間，發生分裂，Alfred Adler 否定性慾的重要意義，認為形成精神病的原因是

人的權力與慾望無法滿足與自卑感，1911 開創「個體心理學」（individual psychology）; Carl Jung

反對兒童性慾論與戀母情結，在 1914 樹立分析心理學（analytical psychology）。 

1939 年得了口腔癌，動了 33 次手術，最後病逝於倫敦。 

貳、重要概念 

一、人格的結構 

Freud 在人格的結構中，很清楚的提出了三種人格結構的形式，本我（the id）、自我（the ego）

與超我（the superego），Freud 認為人是一個能量系統，能量在三種人格中分配，若是停留

在本我狀態比較多，那麼其他兩個狀態就會比較少。 

本我 

本我涵義：本我是人格最原始的面貌，人一出生時主要是受到本我的控制，整個本我的

系統都是存在於潛意識裏，是精神心靈主要能量來源，也是本能的居所。它的特色是毫

無系統、盲目的、衝動的和不能忍耐的。 

本我的功能：本我的功能在於馬上為個人卸下焦慮而恢復到平靜的狀態，主要受「享樂

原則 」的支配 ，Freud 認為本我的人主要是以減少緊張、避免痛苦和得到快樂為主。 

本我的特色：本我對現實是陌生的，它不成熟也沒有道德，唯一的動力就是不惜一切代

價滿足本身的需要，沒有是非觀念，也缺少邏輯的推理。 

案例：當強暴犯被捕時，法官問他：「為何強暴女人？」，強暴犯回答：「因為我有需

要！」，法官又問：「你知不知道這樣會帶給別人很大的痛苦？」，強暴犯回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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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有向她們說對不起！」 

強暴犯是在一種本我的狀態，他只追求自己的享樂和需要，忽略了道德和良心，他的思

考也缺乏邏輯，他以為說對不起就可以彌補所有的傷害，這是很幼稚的本我思考。 

自我 

自我涵義：自我是人和環境慢慢互動發展出來的人格結構，自我並不是與生俱來。它的

一部份屬於潛意識，而有些部份則是屬於意識，在意識的層面，它盡量讓人可以滿足社

會的規範，而在潛意識的部份，它兼顧到本我的需求。 

自我的功能：它的主要功能是完成本能和外界環境二者間的協調，受「現實原則」的支

配，它是人的智慧和理性的所在地。它也是紀律管理和規範個人行為的執行者。 

自我的特色：自我所做所為符合社會規範，能做合理的思考，可以區分想像與現實，而

且有系統地計劃並逐步實行滿足需求的活動。 

案例：當一個男人喜歡上一個女人時，它的本我很想滿足他自己性的需求，此時自我的

人格狀態，就會協助個人按部就班的邀約女孩，有計劃的交往到滿足性的需求。 

超我 

超我涵義：超我主要是從自我分化而出，大約在五歲或六歲的時候開始發展，它代表由

父母傳給孩子的傳統和理想。它是一個監督者和審判官，告訴我們什麼事情合乎道德，

什麼事是不道德的，它設法引導人走向更高尚的自我途徑。 

超我的功能：基本上超我的功能是管制本我的衝動，引導自我走向合於現實社會的道德

規範目標，力求達到個人的完美狀態。它是人格中道德的或公義的部份，它代表理想而

非現實，追求完美而非享樂。 

超我的發展：超我主要是在父母和社會文化的薰陶下，經獎勵和懲罰的學習歷程而形成

的。獎勵建立了兒童的自我理想，使小孩有榮譽感與自愛感；懲罰則建立了兒童的良心，

使其有罪惡感和自卑感。 

案例：小孩早上起床想賴床，但是十歲的小孩對自己說：「因為我是好小孩，我上學都

準時。」小孩有榮譽感和自愛感就可以自己起床，這是在超我的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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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我（id） 自我（ego） 超我（superego） 

性格 本我是人格的原始本

能性衝動。  

獲得基本需求的滿足，維

持個體生存 

調節本我的原始衝動，以

符合現實要求 

　管 制 不 被 超 我 接 受 的 原

始性衝動 

是父母管教與社會化的結果，

包括 

  自 我 理 想 -按 認 同 對 象 建 立

自我形象 

  道 德 良 知 -社 會 規 範 內 化

自我管制 

特性 受 享 樂 原 則 pleasure 

principle 支配，滿足

本 能 需 求 → 減 少 緊

張、避免痛苦與得到

快樂 

受現實原則 reality principle

支配，管理、控制與規範人

格  

受道德原則影響，抑制本我的

衝動， 

與現實

的關係 

對現實是陌生的，沒

有道德觀念，也缺少

邏輯推理，不惜一切

代價滿足本身需求 

能 分 辨 內 心 想 像 與 外 界 真

實 的 事 物 ， 作 何 合 理 的 思

考，有系統的計劃各種滿足

需求的活動 

在父母與社會的陶冶下，學習

到獎勵與懲罰，獎勵→兒童自

我理想有自愛感，懲罰→良心

有罪惡感、自卑感 

anxiety 本能性衝動無法獲得

滿足而產生的焦慮 

個 人 因 內 心 衝 突 而 生 的 焦

慮，即自我無法協調三者產

生的焦慮感 

 

二、人性觀 

Freud 對人性的看法一般而言是悲觀的、因果論和負面的。他認為不合理的意志、潛意識的

動機、生物性的本能需求和驅迫力，及出生後最初六年性的發展對個體的行為具有決定的力

量。 

 Freud 對人性提出了六點假設： 

心理決定論： 

人所有的思想與行動都有其前因，每件事情都是有它的前因後果的，事情並不會單獨存

在。 

潛意識的心理歷程影響人的動機： 

此一假設與前一假設即構成精神分析論對人性的基本觀點，Freud 認為所有行為皆有其

原因，而且這個原因往往可在潛意識中發掘。所有人類的變態行為都是有原因的而存於

潛意識。例如一個男人偷女人的內褲，可能是因為他想透過這種方式和女人靠近，內褲

是一種親密物的象徵。 

兩性觀： 

每個人均有想靠近異性和異性親近的特性，這種特性所引起的罪惡感與焦慮感都會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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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於每個人的潛意識中。每一個人面對心儀的異性都會不自主的緊張。 

情緒的衝突性： 

正向的感受往往伴隨著另外一些負向的感受，反之亦然；在一個人對世界反應時，常常

僅僅表現了一種反應，另一種反應型態通常很容易被壓抑在潛意識中，在個人不自覺的

時候表現出來，人們常常只覺察情緒反應中的一面。例如：愛恨交織的情緒中，我們只

發現愛，而忽略掉恨的部分。 

轉移作用： 

個人過去的經驗移轉到現在和他人之間的關係中而不自覺，譬如：獲自某個權威者的不

愉快感覺可能被轉化，以至於對所有代表權威的人均有不愉快的感受。最常被轉化的關

係是和家人的關係，對父親的害怕、對母親的愛、對手足的競爭。 

昇華作用： 

將性的本能導向能滿足社會的非性活動，而且這些活動可能帶來一些滿足，Freud 一直

相信昇華是促進文明發展的原動力，昇華也是個人面對焦慮時，最好的防衛形式。例如

對性有衝動的藝術家透過繪畫性器官來表現他的內在能量和衝動，用合於社會接受的方

式展現衝動，就是昇華的機制。 

生物本能（instinct） 

Freud 認為這是人格內在動力，用以解釋人類行為內在動力（驅力）。 

生之本能（life instinct） 

相當於性慾力（libido），是人類與生俱來的原始性衝動，Freud 後來擴大解釋為生之本

能;C.Jung 解釋為人類生命的內在動力，除了促進性行為外，也促發人類在社會文化多

方面的創造性活動，亦是一種尋樂的行為。 

死之本能（death instinct） 

Freud 將之視為攻擊驅力 aggressive drive，是指在潛意識有想死或傷害自己別人的慾望。 

※攻擊行為的另三種理論： 

理論提出 攻擊理論 

A.Adler 個人 will to power 權力意志促使下力求超越別人的表現 

A.Bandura 社會學習論：模仿別人攻擊行為 

J.Dollard v.s N.E.Miller 挫折攻擊假說：個體追求目標的動機性行為受到挫折導致 

 

 Freud 將心智分為三部分 

意識 

如果人的心智是一個冰山，意識就是冰山浮在海面上的部份，它占的比例是少部分的。

意識是由個人所知覺的一切所形成的內容，它與另二種意識內容比起來是較小的部分

的，而它所知覺的內容是會不斷改變的，有些意識是從外部世界學習得來的，而大多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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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前意識的下層升上來的。例如：一個人的名字，喜好。 

前意識 

前意識是心智冰山上上下下浮浮沉沉的區域，它有時在意識有時在潛意識，裡面的材料

和內容有時可以被想起來，有時想不起來。前意識的內容可由自由聯想帶至意識，可是

潛意識的素材變成意識的難度會有所不同，一方面要看分析進行時被分析者自由聯想程

度，而另一方面要看個人的潛意識痛苦的程度，痛苦程度愈高，這些回憶愈難進入意識。 

 

                                意識 

 

                                潛意識 

 

潛意識 

潛意識的重要： 

潛意識層是 Freud 理論中最著名的觀念，他認為人的行為問題主要來自潛意識，這個

時代的許多學者對於意識心理學所無法回答的部份， Freud 提供了一個可能的解答。 

潛意識的內涵： 

潛意識是個人心智最大的部份，是冰山在水面下的部份，個人雖無法透過思考來知

道，但是對一個人的思想和行動有極大的影響。潛意識材料有時很難用語言來表達，

或像意識內容一般做系統的安排，它比較是片段的、不完整、幼稚和原始的。無法意

識的潛意識。儲藏大量的人類經驗、記憶和童年壓抑的資料，大部份的心理素材是存

於潛意識的範圍中。 

潛意識的來源： 

主要來源有二： 

其一是由意識所壓入的。 

另一為從未意識過、而存在於原本人性中的慾望與需求。潛意識無法直接取來用做

觀察研究的對象，而是從一個人的行為推斷出來的。 

對潛意識的瞭解： 

由下列方法可尋求潛意識的概念與材料 

Ⅰ夢：用象徵的方式，傳遞無法意識的需要、願望和衝突之象徵。 

Ⅱ遺忘：講錯話和遺忘熟悉的名字。 

Ⅲ催眠：受催眠後經過暗示而瞭解。 

Ⅳ自由聯想：從分析時自由聯想獲得的資料。 

Ⅴ投射作用：從人們投射自己的想法和感覺的方式獲得的資料。 

Ⅵ精神分析：透過精神分析過程中的移情和詮釋。 

前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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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理動力對「焦慮」的觀點 

焦慮的內涵及心理動力 

焦慮是一種特殊的恐懼或憂慮，是一種激發個體去做某種事的緊張狀態。焦慮本身的功

能是預警的作用，當個人感覺到危險即將來臨時，向自我發出一種警訊，讓自我採取適

當措施，如果沒有焦慮的狀態，危險可能導致個人的死亡或毀滅。當人格的自我狀態無

法以合理而真實的方法處理焦慮時，它就會改用另外一種自我防衛的方式出現。 

 Freud 認為人會有心理及行為的問題，大多皆由焦慮的因應不適當而來。當人的自我產

生一種慾望時，想要得到的慾望就會產生一種緊張狀態，如果人們壓抑這種緊張，就會

將這種心理能量轉化成一種自我防衛的形式，像是合理化或是否認。例如：當男人喜歡

上一個人，他想向這個人表白，但是害怕會失敗，就安慰自己反正對方也沒有很漂亮，

我還是自己一個人好了。 

整個焦慮和心理防衛的重點就在壓抑的這個機制，如果沒有壓抑，就會變成一種真實的

表達，因為有壓抑所以在未來想要探索時會有抗拒的現象，Freud 曾說：「沒有抗拒就

沒有精神分析」，抗拒的機制來自於壓抑的過程，透過潛意識的探索，這部分的東西才

會被知道。 

壓抑之後，每個人會用不同的方式呈現自己，這就是防衛機制的來源，Freud 歸納了許

多的不同防衛形式，這些形式也被後人不斷的擴充和引申。 

焦慮的種類有三： 

現實焦慮 

又稱「客觀的焦慮」，這類焦慮導因於擔憂真實環境所造成的危險，焦慮的程度往往和

現實威脅的程度成正比。例如：鄰人咳嗽擔心被傳染。 

神精性的焦慮 

此焦慮所怕的對象是一種因為本能所造成的害怕，個人擔心自我無法阻止本能去做一些

事情，以至於本能的慾望會漫延到不可收拾，而造成某些無法彌補的傷害性思想或行

動。例如：個案害怕死亡，就一直不斷的洗手。 

道德焦慮 

此焦慮是由良心所知覺到的危險而喚起的，一個有良好道德感的人，當他的處事違反道

德規律時則會自覺有罪，並不需要別人判他有罪。例如：自己開車撞到人，深深感到後

悔。這種焦慮是因為內在的良知所喚起的。 

四、自我防衛機制 

自我防衛機制定義 

自我防衛機轉主要的功能在於幫助個體克服焦慮和保護因焦慮受到威脅的自我，一般而

言，並不需要將自我防衛看成一種病態的行為，因為大部分的人在現實生活中，或多或

少都會使用這種解決焦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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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自我防衛機轉成為個人逃避現實真實生活方式的情況時，才會真正產生問題，如

果只是將自我防衛當做保護自己的一種方式，仍然對個人有相當的價值。 

每個人所採取的自我防衛形式各有不同，這是依照每個人身心發展的情況和焦慮的情況

而展現出不同的方式。 

自我防衛機制否定或歪曲現實和在潛意識層活動，個人本身是無法透過意識狀態知覺到

的，只有透過特定的方式，才有機會探索。 

常見的自我防衛機制 

壓抑（repression） 

Freud 曾經說過「壓抑是一切心理防衛機制的起始點」，當一些具有威脅或極度痛苦的

記憶、想法及感覺，出現在個人的生命中時，人會啟動壓抑的自我防衛機制，透過遺忘

這些心靈創傷或引起焦慮的生活內容，將無法接受的真實訊息壓作潛意識的領域，讓傷

痛的記憶、想法及感覺永遠排除在意識之外，藉以保護自己。例如：忘記自己的生日，

可能顯示自己不想記得自己的不重要。 

這些壓抑的資料會透過不同形式的防衛機制顯現出來，像是投射或是合理化，所以壓抑

是許多別的自我防衛作用的前身，焦慮通常先進入壓抑，再經由其它的防衛機制表現出

來。 

否認（denial） 

生命中的創傷事件發生時，人常有不願面對現實真相的狀況，以不正視現實威脅的存在

來防衛那種創傷的焦慮，拒絕去真實地接受引起焦慮的現實，因為現實常常過於痛苦讓

人無法承受，就告訴自己事情沒有發生。例如：許多人在被告知親人死亡的那一刻，都

有覺得自己在作夢的感覺。這就是否認的一種反應，透過作夢的感覺，讓自己不會活在

現在，感受那種痛若。 

投射（projection） 

把自己因為超我作用而無法接受的思想、感受、行動，投到別人身上，認為別人的思想、

感受、行動是自己不能接受的狀況，指責別人的錯誤，透過這樣的指責，隔離掉自己罪

惡的本我衝動。有時候也因為這樣就將自己與現實隔離，或是扭曲了真相。 

例如：有些人會對另一個人說：「我知道你喜歡我，為何你不肯向我表白。」這個喜歡

可能是當事人投到他所喜歡的對象上的，而遠離了事實。許多瘋狂的追星族常常

會有被明星喜歡的感覺，這多半是一種自己心裡的投射所造成。 

內射（introjection） 

投射是將自我不能接受的心理訊息從個人的知覺中排出，但內射則是將外在刺激訊息吸

收進來，最常被吸收的是一些父母或社會的價值觀。 

例如：有一些受虐的孩子，在她們受虐的過程中吸收了施虐者的價值，認為是自己不好

才會有這個懲罰，長大後這些受虐者可能也會變成施虐者，因為他們把這些價值

吸收了進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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