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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動物照護工作者需要長期、密集、持續的使用同理心，因而易患有同情疲

勞，尤其是收容所的從業者。他們有著愛動物的心，卻要面對收容動物被撲殺、

安樂死等痛苦的場面，因此承受更高程度的同情疲勞。過往的研究不乏探究影

響同情疲勞以及如何減緩同情疲勞的因素，卻少有研究說明團體諮商課程如何

影響同情疲勞。本研究以混合研究方法，結合量化與質化分析，檢視諮商活動

對同情疲勞的舒緩效果。量化資料採準實驗研究設計，將 75名研究對象以非隨

機分派的方式分配至四組實驗組及一組控制組，四組實驗組分別施以不同團體

諮商課程，控制組則不施以任何介入方案，並於實驗的前、後發放同情疲勞簡

短版問卷，將蒐集到的數據以多元迴歸進行分析。質化資料則是將四場諮商課

程的互動過程繕打成逐字稿，進行歸納、整理，並作為與參與團體諮商課程的

團隊成員以及心理諮商師焦點團體訪談之資料，以補充量化分析的結果。根據

量化及質化分析的結果，本研究結果如下：(一)訓練課程有效減緩動物保護檢查

員之同情疲勞；(二)根據完形心理學及表達性藝術治療所設計的團體諮商課程

比起其他兩場諮商課程對減緩同情疲勞的效果更顯著；(三)不同的團體諮商課

程，減緩同情疲勞的程度亦不同。據此提出相關建議，希望提供未來政府推動

相關訓練課程時，能夠有效減緩動物保護業務從業者同情疲勞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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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所謂的同情疲勞，是因為長期和病人有著強烈連結、讓自己暴露在壓力之

下而逐漸累積的過程，會隨著壓力不同而產生明顯的身體、社交、情緒、精神

以及智力的變化。吾人必須關心同情疲勞，不僅是因為這會影響照護者的個人

健康，事實上，也會降低工作效率(Figley, 1999; Figley & Stamm, 1996)，增加醫

療疏失(Figley & Roop, 2006; Rudolph, Stamm, & Stamm, 1997)、缺勤及離職率

(Medland, Howard-Ruben, & Whitaker, 2004)，使機構須耗費更高的人事成本

(Meadors & Lamson, 2008)。 

同理建立於傾聽與溝通的基礎上，高度依賴語言、文字、圖片等具體的溝

通方式(李屏瑤，2014)，使諮商者能設身處地的反應(Egan, 1988╱王文秀等人譯，

1992)，但因為動物無法透過語言或人類熟悉的方式表達痛苦，而可能要付出更

多同理心，也更有可能患有同情疲勞。國外研究證實一般獸醫師常具有同情疲

勞的困境，但因為動物收容所從業人員的資源更少，無法獲得適當的訓練，因

此承受了更高程度的同情疲勞(Figley & Roop, 2006) 。而本研究針對的研究焦

點──動物保護檢查員1 (以下簡稱動檢員)，一方面必須救助受傷或受虐待的動

物，必須高度同理動物的痛苦，依賴自身經驗為動物做決定(Figley & Roop, 2006)，

但另方面卻也須控管救助資源(甚至安樂死動物)(岳東卿，2014；黃慧敏，2015)，

因此會有更嚴重的同情疲勞問題。2016 年震驚國內外的桃園收容所的簡稚澄醫

師自殺事件，就是一個明顯的同情疲勞個案(蔡百蕙，2017)，由此可知，如何舒

緩動物保護檢查員的同情疲勞，已成為刻不容緩的議題。 

經過筆者初步的文獻檢閱後發現，有許多策略都能舒緩同情疲勞。首先，

組織可以增補或強化某些個人特質的員工，例如堅韌、樂觀的個性，比較能正

向的跨越難關(Figley & Roop, 2006)。其次，透過員工個人的練習，例如練習情

感分離(emotional separation)，建立自我與受助者間的界線，或者練習「正念」

 
1 根據我國《動物保護法》第 23 條規定，各縣市主管機關應設置動物保護檢查員，以協

助諸如稽查、取締違反本法規定之與動物保護檢查相關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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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dfulness)，覺察每個當下，並如實地接受(Josefsson, Larsman, Broberg, & 

Lundh, 2011)，還有練習創造環境，提升自我滿足感(Hooper, Craig, Janvrin, Wetsel, 

& Reimels, 2010)。最後，則是組織可以減少員工的工作負荷(Keidel, 2002; Yoder, 

2010)，強化組織對員工的支持(Dickinson, Roof, & Roof, 2010)，爭取整體社會

對於動保工作者的支持(Figley & Roop, 2006)等等。 

但是，若組織希望能夠同時強化員工個人層面在正念與情感分離的技巧，

且強化組織對員工的支持，或透過雙向溝通了解員工的工作負荷，則似乎只有

心理諮商能夠直接且達到多元的效果。過去的文獻中，也的確有少數文獻建議

可以效法其他各種專業領域，採用在職教育課程、研討會(Aycock & Boyle, 2009; 

Meadors & Lamson, 2008)、諮商活動、工作坊，個案討論會，來舒緩動物保護

人員的同情疲勞(Figley & Roop, 2006; Pearlman, 1999; Tehrani, 2009)。工作坊可

以達成兩個層次的效果，在個人層次，能夠使員工暫時脫離工作，短暫休息遠

離病患苦難的情境，進而透過自覺反省並分析事件，避免過度投入的傾向，或

者運用靈性或宗教信仰，藉助祈求的方式，讓心靈得到平靜，也才能採取正向

態度及幽默態度應對(Keidel, 2002; Yoder, 2010)。在人際關係層次，藉由社會心

理方面的教育活動(如：壓力釋放、內心成長營)(楊琳琪等人，2010；Aycock & 

Boyle, 2009; Meadors & Lamson, 2008)，或者參與團體活動，舒解內心的疑惑，

適時緩解情緒，以取得專業工作與生活平衡點之相關資訊(楊琳琪等人，2010)。 

過去在某些專業領域，已經有了較周延的諮商設計，例如 Medland 等人

(2004)創造一個「護理撤退圈」(Circle of Care Retreat)，便提供包羅萬象的減壓

策略，用來減少護理人員的倦怠感，護理人員在此可以接觸小組會議、個人諮

詢、技能建立和行為活動，但這些活動較側重於自我保健。又例如 Flin 與 Maran 

(2004)則是針對風險職業(如飛行員)所設計的 NOTECHS 模型，包含認知、行為

和人際/群體技能──所有急救人員應該有的能力，主要以反思與韌性來增加他

們的救援效能，但這個模型較缺乏情緒方面的紓解策略。 

雖然過去文獻已指出，其他專業領域已有不少實際的諮商經驗，然而，這

些諮商活動及紓壓技巧，是否也能舒緩動物保護人員的同情疲勞，實證研究尚

付之闕如，本文希望能彌補過去動物照護人員同情疲勞現象的幾個研究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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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雖然過去已針對小動物獸醫、獸醫助手或行政人員(Figley & Roop, 2006)、

野生動物獸醫(Yeung, White, & Chilvers, 2017)、獸醫系學生(McArthur, Andrews, 

Brand, & Hazel, 2017)等進行調查，但對於承受更大心理壓力的動檢員，尚未有

經驗性調查。其次，截至目前為止，同情疲勞現象的紓解策略少有經驗性研究，

McArthur 等人(2017)雖然曾以量化方式調查各種舒緩策略對同情疲勞的效果，

但卻獨缺「心理諮商」之舒緩效果的實證調查。並且，過去的經驗似乎也都僅

是將各種紓壓技巧透過包裹的方式，在一個工作坊或團隊活動中執行，缺乏設

計該諮商活動的理論原則。 

最後，過去少有研究同時採用質化和量化混合的方法，探討諮商課程對台

灣動物照護者同情疲勞的影響，所以本研究以此為焦點，進行下列待答問題的

探究：(一)不同團體諮商課程減緩我國動檢員之同情疲勞的效果為何？(二)探討

不同諮商課程減緩同情疲勞之成效顯著與否的因素。 

貳、理論基礎 

一、同情疲勞的形成與舒緩原則 

Coetzee與Klopper (2010)認為，同情疲勞是由於長期和病人有著強烈連結、

讓自己暴露在壓力之下而逐漸累積的過程，是「一種獨特的倦怠形式」(Joinson, 

1992)，也是一種壓力的形式(Figley, 1995, 2002)。Coetzee 與 Klopper 進一步將

同情疲勞發展的過程分為風險因子、成因以及發展三大類(如圖 1)，首先，照護

者必須接觸到苦難、因而產生自我損耗及壓力(Radey & Figley, 2007; Smith, 2007; 

Van den Berg et al., 2006)，因此處於風險當中，惟若助人者長期的、持續的、密

集的接觸風險因子，就形成了同情疲勞的成因(Coetzee & Klopp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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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同情疲勞發展過程 

資料來源：修改自 Coetzee & Klopper (2010, p. 240) 

 

既然同情疲勞與助人者處於負面處境的時間具高度相關，最重要的原則便

是需儘早「覺察」到引發同情疲勞的風險因素、成因及發展，以便提供適當的

諮商協助。協助發展舒緩技巧並堅固支持系統，便能協助護理人員改善同情疲

勞的程度(楊琳琪等人，2010；Bride, Radey, & Figley, 2007; Coetzee & Klopper, 

2010)，如 Figley 與 Roop (2006)合著的一本關於動物照護者同情疲勞的專書中，

提及有幾種方法可以協助動物照護者減緩在工作上產生的負面影響，其中包含

倒帶技術(rewind technique)、格式塔空椅技術(Gestalt chair technique)、促進正向

的人際關係以及安樂處的可視化(safe and joyful place [SJP] visualization，簡稱

SJP)等方法。Fakkema (1991)用了一個非常好的對比，他描述若是助人者能覺察

並處理同情疲勞，就像一個好的馬拉松選手，能夠透過良好的配速，找到最有

力的節奏，產生釋放的感覺，順利達到終點。 

除了前段所述的因子會增加從業者患有同情疲勞的風險之外，以往的文獻

也指出性別、年資以及是否為正職等背景因素，亦會影響同情疲勞的程度。研

究發現性別、年資、正職與否等因素會影響從業者本身的心理特質以及是否已

經發展出面對這些負面情緒的能力，進而影響到產生同情疲勞的風險(Burtson & 

Stichler, 2010; Doolittle, 2010; Pietrantoni & Prati,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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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混合研究法 

由於本研究旨在了解不同心理諮商舒緩動檢員的效果差異，以及諮商之所

以產生影響的系絡因素。為了能夠更清楚地分析研究的問題，採取了兼顧質化

與量化的混合研究方法中的實驗/干預設計，以探討某項實驗或試點的影響

(Creswell & Clark, 2017)。過去研究指出，若質化資料先於量化調查，則質化資

料就可以用來來設計更好的試點方案(Donovan et al, 2002)；若質化資料於量化

調查過程中同時進行，則質化資料可以了解參與試點者的個人經驗(Plano Clark 

et al, 2013)；若質化調查在量化調查之後，則可用來補充說明為何某些方案能夠

(或不能)發揮預期作用的原因(Farquhar, Ewing, & Booth, 2011)。 

本文將同時使用上述三種途徑的質、量化資料整合方式，首先，在諮商前，

筆者將先檢閱心理學文獻，用以設計適當的諮商方式；在諮商當中，筆者對參

與諮商者的發言進行錄音及記錄，用以了解參與者的心理經驗；在諮商後，筆

者則邀請辦理諮商的執行及學術團隊共同討論，以分析不同諮商方案收效與否

的原因。根據上述的精神，筆者繪製研究流程圖如圖 2。 

二、研究架構 

本研究希望能夠透過混合研究，了解不同心理諮商方案對舒緩同情疲勞的

效果，以及這些方案如何及為何能夠舒緩同情疲勞。從量化部分來說，研究架

構如圖 3，在控制了人口變項之後，本研究假設：動物保護工作者之同情疲勞

及其次構面在施以不同種類的團體諮商後皆有顯著的降低。至於本研究中的質

化研究，則是希望能夠由諮商過程的觀察，了解團體諮商舒緩同情疲勞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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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研究流程 

 



環境教育研究，第十五卷，第二期，2019年 

8 

圖 3 本研究量化研究架構圖 

三、課程設計 

本研究在進行團體諮商之前，研究團隊會向受試者詳細的說明同情疲勞的

內涵、相關名詞簡介，以及其症狀、後果，以協助動檢員覺察、檢視自己的狀

態，此外，團體諮商的主題都圍繞在動物保護業務所帶來的苦難，除了請各位

受試者以此去做聯想、敘述自己的相關經驗外，帶領的心理諮商師亦緊扣著同

情疲勞的主題進行諮商，協助受試者釐清問題，並嘗試著療癒他們。 

之所以在團體諮商前進行這樣的說明，一方面希望受試者能夠在經驗回想

時，聚焦在「同情疲勞」，而不要分散注意力到其他因素上，另方面則因為過去

許多研究證實，訓練課程的確能夠減緩同情疲勞，但之所以能夠產生減緩效果

的原因，必須先教導受試者察覺同情疲勞，進而採取應對方式，達到減緩同情

疲勞(Gentry, Baggerly, & Baranowsky, 2004; Berger & Gelkopf, 2011)。為檢驗團

體諮商課程降低動檢員之同情疲勞的成效，本研究採取實驗/干預設計混合研究

方法。干預課程融合了減緩同情疲勞的原則與曾經採取的實際方案之設計精神，

搭配相關心理學的理論，經過多次討論，兩位心理諮商老師根據訓練課程的目



團體諮商課程對動物保護檢查員同情疲勞影響之研究 

9 

的，設計了以下四場不同的課程。四個諮商說明及方案簡介如下： 

(一)敘事治療 

敘事治療模式藉由問題外化─也就是運用將問題擬人化的方式，協助個案

意識到自己不等於問題，並對抗個案對負面問題的認同(如：覺得自己很懶惰、

漏洞百出等)，如此，個案即可將「問題」排除在生活外，或是用某種方式控制

(邱珍琬，2012)。此外，透過個案與擬人化後的問題間的對話，有助於個案了解

「問題」的全貌，也會更認真看待自己的問題、覺察自己的狀態，而帶來改變

的契機，再遇到類似的狀況時，就可以用全新的觀念看待自己的問題，做出不

同的選擇(Payne, 2000╱陳增穎譯，2008)。 

據 Figley 與 Roop (2006)合著的動物照護者同情疲勞專書中，提及有幾種

方法可以協助動物照護者減緩渠等在工作上產生的負面影響，其中包含倒帶技

術，想像自己以抽離的角度，不停得倒帶那段令自己不安的回憶，直到不再逃

避，心靈就能從中獲得力量。 

因此，本研究根據敘事治療模式的精神，設計了「和壓力 Say Hello」諮商

工作坊。讓被諮商者能夠對自己所處的問題有更客觀的分析，而產生「問題外

化」的效果，諮商者會先邀請被諮商者將問題與其自身分離，並將問題當作一

個自主的個體，藉由「為問題命名」的方式，不但可以協助當事人澄清問題，

更有助於當事人重新定位他和問題的關係(Payne, 2000╱陳增穎譯，2008)。再藉

由諮商者問一些特定問題，被諮商者回覆問題的一來一往過程，例如：「請問 X

出現多久了？為什麼出現？」，使得被諮商者能夠更客觀釐清自己問題的全貌，

經過重新審視後，下次再碰到類似的問題時，就會發現新的選擇與應對方式。 

(二)完形心理學 

完形治療主張，只要當事人能夠察覺到自己正被接觸干擾所影響所產生種

種負面情緒，就可以使其產生改變。當事人用真實的面貌和環境接觸，自我調

節機制也因此能夠不被接觸干擾，順利完成經驗環，獲得滿足的需求，負面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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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也就不再蠢蠢欲動。據此，團體諮商的心理師的首要功能，便是提供方法增

進成員察覺干擾自己的未竟事務為何。過去解決動物保護人員同情疲勞的文獻，

也提供了格式塔空椅技術(Figley & Roop, 2006)進行完形心理學的治療，如果能

先想像冒犯我們的對象坐在對面的椅子上，在放鬆自己之後，試著透過交換對

方的觀點，常常就能夠放下過度負面的情緒，而能夠務實處理問題。 

    本研究中則設計了「Present / Gift-擁抱此時此刻的自己」諮商工作坊，心理

師透過抽牌卡的方式進行完形治療。第一次抽牌卡，心理師提供了兩副畫風比

較正向的牌卡，其中一副還附上一句正向、溫暖、鼓勵的話，讓參與者各抽一

張，接著再請參與者根據牌卡的內容，分享自己的感受及牌卡提醒自己的重點。

第二次抽牌卡，心理師要求參與者回想自己工作上所遇到的困境，再請參與者

根據自己的想法，找出可以代表自己所想到的困境的牌卡，選完牌卡後，和小

組成員分享自己為什麼選擇這張卡片，或是這張卡片的意義，接著請其他成員

帶著好奇心提問、傾聽，而非給建議。如此使參與者發現以往的自己可能被某

些觀念困住，或是被自己嚴厲的批判所傷害，進而能夠放下負面的情緒。 

(三)人際歷程心理治療 

人際歷程心理治療透過治療者和個案實際互動的過程中，讓個案察覺到自

己重複的人際模式，並協助個案將外在的互動模式轉換為內在的想法、感受與

反應；讓個案可以感受到不同於以往的經驗，也就是所謂的「矯正性的情緒經

驗(correc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就可以打破舊有的關係及重複的互動模式，

再遇到類似的情境，個案就會發現有更多其他的選擇。簡言之，人際歷程心理

治療認為治療人際關係就可以達到治療的效果，先找出困擾個案的人際問題後，

藉由重現個案的人際衝突、互動模式，提供個案不同於以往的人際互動經驗，

就能治癒個案(何長珠、林原賢，2013；Anchin & Kiesler, 1982; Benjamin, 1995; 

Teyber, 2000)。 

過去的許多文獻，都有談到如何透過促進護理人員正向的人際關係，及教

導適當的調適技巧以解決工作上的壓力關係(楊琳琪等人，2010；Aycock & Boyle, 

2009; Keidel, 2002; Yoder, 2010)，而在本研究中，則設計了「戲如人生─從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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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看見關係」諮商工作坊，請成員依照講師的指示，扮演他們在工作中可能遇

到的角色的停格畫面。除了扮演角色可能的動作外，也揣摩他們的內心及他們

可能遇到困境，還運用肢體的動作展現所有角色間權力的樣貌，這當中的角色

則包括：民眾、單位主管、民意代表、動物、動檢員，透過扮演不同角色的心

理劇，可以看到動檢員及相關利害關係人的壓力與困境，進而引發被同理、理

解的感受。此外參與者也可以用比較客觀的方式，看到整件事情的全貌，在討

論的過程中可以彼此分享用不同的觀點看待事情，以舒緩負面情緒。 

(四)表達性藝術治療 

表達性藝術治療是指藉由藝術創作將深層的情感、難以用言語表達的情緒

呈現出來後，提供治療者作為處理的指標，並幫助個案的治療方法。一般而言，

藝術創作是一種具象化的過程，可以協助個案將難以用言語表達的情緒以藝術

的形式呈現出來，此外，藝術創作也是一種比較直覺式的心象思考，可以讓個

案探索自己更深層的情感，能夠幫助治療者了解個案的潛意識。作品往往可以

投射出個案過去、現在，甚至未來的情緒、思想，進而協助個案統整自己的意

念和情感。治療者可透過表達性藝術治療協助個案解決問題，以正面的態度重

新詮釋事件(陸雅青，2000；黃月霞，1980；賴念華、陳秉華，1997；Amighi, Loman, 

& Sossin, 1999; Levine & Levine, 1999; Mitchell et al., 2007)。 

    在過去的文獻中，Figley 與 Roop (2006)所著的專書中提及安樂處的可視化

(SJP)，即運用了引導潛意識的方法進行諮商，諮商師會使用引導圖像，使參與

者想像覺得舒服的、滿足的、沒有壓力、感到安全、喜悅及安詳的地方(即 SJP)，

同時想像這些因為付出同情關懷的副作用，就是充滿毒素的水壺，再想像用很

多喜悅與滿足的感覺進到這個水壺，然後不斷的稀釋，中和掉這些毒素。在足

夠想像後，讓參與者逐漸地回到現實，思考能更放鬆的面對工作中的壓力。 

而在本研究中，則是設計了「畢卡索的繪畫教室─探索靈魂」諮商工作坊，

首先，諮商師會先請參與者感受自己的身體疲憊，再將這個感覺畫出來，藉由

繪畫的力量，協助參與者可以更深入的瞭解自己的狀態，之後，請成員畫下自

己工作或是心中黑暗的部分，並且命名，接下來，再去感覺、接納，看看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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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怎麼樣後，再將它畫出來，再一次命名。最後讓各位成員分享自己的感想，

透過這個過程，讓參與者能探索自己的內在或是工作上的黑暗面，並試著接納

它，繪圖可以幫助講師及成員瞭解更深層的想法與感受，並藉由分享將心裡的

想法組織成文字，而與講師一來一往的對話，讓成員抒發自己的內心、重新詮

釋，達到療癒、淨化心靈的效果。 

四、研究設計 

(一)量化資料 

1. 準實驗研究設計 

    實驗法可透過人為操作、控制的環境下了解自、依變項間的因果關係，然

而受到環境限制，本研究採準實驗研究法的不等組前後測設計，以實驗組與控

制組、前測與後測的對照，並搭配量化分析方法以檢核組別間的差異性。實驗

組分別施以為期兩天的四種團體諮商課程，課程內容根據本研究聘請的心理諮

商師之專業判斷，設計四場不同的團體諮商課程，並在課程開始前投入前測，

課程結束後請受試者填寫後測；控制組僅進行前、後測，填寫前後測間的時間

間隔與實驗組相同，不介入任何實驗處理。以比較四組團體諮商課程對受試者

的同情疲勞程度，實驗設計說明如表 1 所示。 

2. 實驗參與者 

    本研究寄送紙本公文，徵求我國各縣市願意參與團體諮商之動檢員，作為

本研究之實驗組的受試者。原預計於北、中、南、東各舉辦一場，讓各地的動

檢員依地緣選擇場次，然而北部與東部報名狀況與預期差距較大，經調整後，

請原本報名東部場的學員至台北上課。另外，控制組則是藉由便利抽樣的方

式，請來參與團體諮商的動檢員帶一份包含前、後測問卷的回郵信封給同仁填

寫。本研究之受試者樣本分佈狀況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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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實驗設計 

組別 前測 實驗處理 後測 

實驗組 1 T1 和壓力 say hello T2 

實驗組 2 T3 present/gift-擁抱此時此刻的自己 T4 

實驗組 3 T5 戲如人生─從演出看見關係 T6 

實驗組 4 T7 畢卡索的繪畫教室─探索靈魂 T8 

控制組 T9  T10 

註：T1、T 3、T 5、T 7：為實驗組的前測，測量我國動物保護業務從業者的前測，包含同情疲勞及個

人背景變項。T2、T 4、T 6、T 8：為實驗組的後測，測量我國動物保護業務從業者的後測，僅測量其

同情疲勞程度。T9：為控制組的前測，測量我國動物保護業務從業者的前測，包含同情疲勞及個人

背景變項。T10：為控制組的後測，測量我國動物保護業務從業者的後測，僅測量其同情疲勞程度。 

 

 

表 2 樣本特性之次數分配表(n= 75) 

 

 

項目 類別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32 42.7% 

女 43 57.3% 

職務性質 

正職 44 58.7% 

約聘雇 30 40.0% 

遺漏值  1 1.3% 

擔任動物保護 

行政工作資歷 

未滿一年 22 29.3% 

1-3 年 28 37.3% 

3-6 年 15 20.0% 

6-9 年  2 2.7% 

9-14 年  2 2.7% 

14 年以上  5 6.7% 

遺漏值  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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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未全程參與訓練課程，實驗組與控制組合計達 75 位受試者。諮商團

隊在諮商開始前，將前、後測問卷放在同一個信封當中，請參與者先填答標明

「前測」之問卷，諮商結束後，再填寫標明「後測」之問卷，在離開諮商會場

時繳回，放置問卷之信封未有任何可辨識填答者之符號，以避免參與者產生填

答心理壓力(至於控制組亦採取相同方式，惟其並未接受心理諮商，但前後測過

程間隔一天)，各個實驗組及控制組參與及問卷回收狀況如表 3，若同一受試者

無法同時收回前測及後測，則該樣本不列入本研究的分析。 

(二)質化資料 

質化分析分兩方面處理。首先，研究團隊在諮商進行前，說明本研究目的

及資料收集與使用原則，在徵得所有參與人員同意後，將諮商中所有互動過程

均予錄音，事後繕打成逐字稿，但資料處理階段去除可供辨別之個人資料，惟

參與者仍可自行決定是否願意質化資料之蒐集並簽署同意書。本研究同時於

2017 年 7 至 9 月間，辦理「建立動保公務人力心理諮商及協助支持機制計畫」

四場工作坊(吳宗憲，2017)，每場工作坊為期兩天，最終共有 48 人參加，而最

後則有 38 人同意其錄音內容全部或部分作為研究使用。 

表 3 各場參與人數及問卷回收情形 

組             別 
參與
人數 

前測問卷 

回收量 

後測問卷 

回收量 
編號 

實驗組 1─和壓力 say hello 11 位 11 11 1-1~1-11 

實驗組 2─present/gift-擁抱此

時此刻的自己 
11 位 11 11 2-1~2-11 

實驗組 3─戲如人生─從演出

看見關係 
19 位 19 16 3-1~3-16 

實驗組 4─畢卡索的繪畫教

室─探索靈魂 
7 位 7 7 4-1~4-7 

控制組 30 位 30 30 5-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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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 Adams、Boscarino 與 Figley (2006)所發展的同情疲勞簡短版量

表(Compassion Fatigue Short Scale, CFS)，並配合同情對象(為動物)小幅修改問

卷內容，該份問卷將同情疲勞分為職業倦怠以及次級創傷壓力作為衡量的次構

面，共有 13 題，職業倦怠 8 題(如：身為一位動保工作者我經常感到脆弱、疲

憊、無力)，次級創傷壓力 5 題(如：在業務上碰到特別可憐的動物後，我會不由

自主的回想起這些場景)。 

由於本研究之變項以過去學者所發展出的問卷作為測量基礎，因此採用驗

證性因素分析來瞭解所應用的問卷能夠解釋某一心理特質的程度，並以

Cronbach’s α 值來檢驗各因素細項內部一致性及穩定性。同情疲勞簡短版量表

的 KMO 值為 0.87 各題項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0.5，解釋變異量為 57.48%，

Cronbach’s α 係數為 0.90，代表此量表具有一定的信、效度。 

六、資料分析 

(一)量化分析 

將前、後測蒐集所得之數據以 SPSS 進行描述性統計，初步瞭解樣本之背

景變項。以信、效度分析衡量所採用的量表之一致性與解釋某一心理特質的程

度。根據以往的文獻指出，同情疲勞會受到性別、年資及是否為正職等背景變

項的影響，故以多元階層迴歸分析，將背景資料投入第一個區組處理，再將轉

變為虛擬變數的四場團體諮商課程放入第二個區組，以控制背景變項對同情疲

勞降低程度的影響，檢視團體諮商減緩動檢員同情疲勞的效果(邱皓政，2019)。 

(二)質化資料分析 

本研究的質化分析主要可分為兩個部分，首先，逐句閱讀團體諮商課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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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期間的觀察、紀錄，反覆將零散的資料進行分類和歸納，將歸納後的同類屬

性資料給予一個主題概念。接著，本研究於團體諮商後，除了研究者兩人外，

再另次邀請全程參與本次團體諮商的心理師一位(編號：諮商師 A)、諮商活動

行政專員一位(編號：行政專員 D)，諮商參與者一位(編號：成員 1-7)，並且為

避免集體盲思，另亦邀請未參與本團體諮商的心理師兩位(編號：諮商師 B、諮

商師 C)，以上共五位，事先提供他們諮商錄音的文字資料及編碼後的資料，於

座談會時分享各自觀察到的現象，並予以錄音及記錄，再次印證編碼結果，並

更詳細的補充團體諮商課程收效與否的原因。 

為確保本研究所使用的資料符合內在效度，在觀點的呈現上，筆者採取三

角檢定的原則，五位受訪者都同意的觀點才予以採用，並擇其中情境較豐富者

引用，若有一位受訪者不同意，則不予應用。至於外在效度，為避免斷章取義，

或是經過個人詮釋而偏離受訪者原意等情形，則引用較完整的句子呈現。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之受試者的同情疲勞描述性統計如表 4，各組別的同情疲勞前後測

如表 5。 

二、四種團體諮商策略對同情疲勞間的效果 

本研究採用階層迴歸分析檢驗不同團體諮商課程對同情疲勞之效果，在迴

歸分析之前，先以變異數分析─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 確認實驗組與控制組

等五組受試者間的同情疲勞是否有顯著差異。在 Levene’s 檢定結果顯示，回收

的數據未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設，不同團體諮商課程及控制組的動檢員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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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同情疲勞描述性統計分析表 

變

項 

前

後

測 

題 項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總平

均 

總標 

準差 

同
情
疲
勞 

 前
測 

職
業
倦
怠 

(1)我花太多心思在工作上，覺得被工

作困住了 
3.20 .92 

2.85 .62 

(2)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實現人生的目標 3.15 .83 

(3)我覺得在工作上我是一個「失敗的

人」 
2.51 .98 

(4)和動物相關的工作會讓我產生無力

感 
2.89 .88 

(5)身為一位動保工作者我經常感到脆

弱、疲憊、無力 
3.19 .98 

(6)我因為工作而感到情緒低落 3.12 .99 

(7)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區隔工作與生活 2.81 .97 

(8)我的工作讓我覺得氣憤、理想破

滅、毫無價值可言 
2.84 .89 

次
級
創
傷 

(1)我不時會回想起動物的遭遇 3.03 .82 

(2)我會做惡夢，夢到動物所遭遇到的

不好的事 
2.36 .83 

(3)在業務上碰到特別可憐的動物後，

我會不由自主的回想起這些場景 
2.89 .98 

(4)我曾經在和動物相處時，不由自主

的想起可怕的經驗 
2.69 .96 

(5)我會因為動物痛苦的遭遇而失眠 2.51 .84  

後
測 

職
業
倦
怠 

(1)我花太多心思在工作上，覺得被工

作困住了 
3.03 .93 

2.74 .65 

(2)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實現人生的目標 2.91 .86 

(3)我覺得在工作上我是一個「失敗的

人」 
2.42 .86 

(4)和動物相關的工作會讓我產生無力

感 
2.99 .92 

(5)身為一位動保工作者我經常感到脆

弱、疲憊、無力 
3.14 .93 

(6)我因為工作而感到情緒低落 3.08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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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區隔工作與生活 2.63 .99 

(8)我的工作讓我覺得氣憤、理想破

滅、毫無價值可言 
2.77 .91 

次
級
創
傷 

(1)我不時會回想起動物的遭遇 2.71 .90 

(2)我會做惡夢，夢到動物所遭遇到的

不好的事 
2.32 .90 

(3)在業務上碰到特別可憐的動物後，

我會不由自主的回想起這些場景 
2.71 .98 

(4)我曾經在和動物相處時，不由自主

的想起可怕的經驗 
2.56 .92 

(5)我會因為動物痛苦的遭遇而失眠 2.45 .96 

 

表 5 各細格描述統計 

課程種類 n 
 CF 前測  CF 後測 

 M (SD)  M (SD) 

課程一  

敘事治療模式 
11  2.92 (0.43)  2.80 (0.43) 

課程二 

內在小孩模式 
11  2.87 (0.76)  2.43 (0.60) 

課程三 

人際歷程治療 
16  2.89 (0.46)  2.88 (0.38) 

課程四 

表達性藝術 
7  2.79 (0.54)  2.45 (0.50) 

課程五 

控制組 
30  2.82 (0.74)  2.83 (0.84) 

 

情疲勞間並沒有顯著差異，F(4, 70) = 0.09，p = .99，ηp2 = .01，適合進行變異數

分析。 

在階層迴歸分析中，本研究以團體諮商課程的種類做為自變項，但由於團

體諮商課程的種類為類別變項，因此將自變項轉換為虛擬變數，而依變項則是

將實驗前後所測得的同情疲勞及其次構面分數相減，得出實驗干預減緩同情疲

勞的效果。接著，進行階層迴歸分析，於階層一放入控制變項，再將轉換成虛

擬變數的四場課程放入階層二，將背景變項與自變項的結果做對照四場課程對

同情疲勞的效果如表 6。分析結果顯示，此模型之 F 值為 3.51，p= 0.003 達顯 

表 4(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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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不同團體諮商課程對同情疲勞及其次構面效果之迴歸分析表 

變項 
同情疲勞 職業倦怠 次級創傷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一 模型二 

控制變項       

性別 0.17 0.19 0.11 0.11 0.19 0.21 

正職否 0.23* 0.24* 0.31** 0.31** 0.05 0.06 

年資 0.03 0.11 0.10 0.18 -0.08 -0.02 

自變項           

課程一  0.11   0.17   -0.02 

課程二  0.45***  0.37**  0.37** 

課程三  0.10  0.08  0.08 

課程四  0.23*  0.18  0.20 

R2 .27 .24 .20 

△R2 .18 .12 .15 

F 值   3.51**    2.99**   2.26* 

△F 值   4.09**   2.67*   2.96* 

* p < .05, ** p < .01, ***p < .001 

 

著水準，代表此模型具有預測能力。只是，團體諮商課程對於動檢員之同情疲

勞程度的解釋力有限，R2= 0.18，迴歸模型解釋力不高。課程二(β = 0.45, p < .001)

及課程四(β =0.23, p = .05)可以顯著降低同情疲勞，其中課程二的顯著性更高。 

本研究採用解釋式混合研究設計，探討不同團體諮商課程對同情疲勞的效

果及可能影響其成效的因素。因此，本研究先分析四場不同課程前後測所測得

的同情疲勞程度的差異，得出各場團體諮商課程對同情疲勞的量化效果。接著，

再藉由課程中的觀察、逐字稿紀錄，以及課程結束後的焦點團體訪談，以補充

量化資料，說明不同團體諮商課程對同情疲勞有無效果可能的因素。四場團體

諮商對同情疲勞的效果，茲分述如下。 

(一)敘事治療 

根據量化分析結果顯示，採用敘事治療模式的課程一(和壓力 say hello)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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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疲勞的效果未達顯著(β = 0.11, p = .37)。在此次諮商工作坊的實施過程中，

諮商心理師讓參與者實際演練「問題外化」的過程。問題外化是由諮商者先邀

請被諮商者將問題當作一個自主的個體，再藉由諮商者問一些特定問題，而被

諮商者回覆問題的一來一往過程，使得被諮商者能夠更客觀釐清自己的問題。 

以下舉受諮商者成員1-5與其他諮商者間的互動對話內容，作為分析基礎。

成員 1-5 認為他需要外化的問題，就是「工作」，因此，有了以下的對話：  

 

成員1-5：他叫做「工作」。他有越來越大的趨勢，越長越大。他吃太

多了，我希望他能夠減肥。快把我壓垮了。從年輕的時候

他就存在了。 

成員1-7：你不是有休息一陣子? 

成員1-5：還是在。 

成員1-7：你的工作包含？ 

成員1-5：家庭的勞動、人際關係、經濟等，好像做不完，沒有做完

的一天。很想叫他們出國去玩好了，不要再回來了。 

成員1-7：出去玩的時候你覺得有比較舒服嗎？就是跟工作離開的時

候。 

成員1-3：那他快樂嗎？ 

成員1-5：我覺得已經沒有快樂跟不快樂的分別了。他已經不會有情

緒了。只是覺得累，這樣。 

成員1-7：那有沒有嘗試用甚麼方式讓他減肥？ 

成員1-5：我有在嘗試，但是別人都會餵他。覺得好像沒有效果。 

成員1-4：那他有朋友嗎？ 

成員1-5：他朋友很多。 

成員1-4：那跟朋友比起來，他是胖的還是瘦的？ 

成員1-5：我覺得大家都很胖，其實沒有比較瘦的。我覺得不要理他。 

 

理論上，經過這樣的對話，應該可以產生將自己問題客觀化的效果，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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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諮商似乎也某種程度達成這樣的目的。在事後的座談當中，這一位實際參

與活動的成員 1-7，便這麼說： 

 

用擬人化的方式去問他，…會覺得真的有一點改變，…當問題真

的有跟這個人分開之後，好像會跟平常你自己認知的部分會有點差

距，就是你平常自己去認知這個問題，就會一直很煩惱，會一直用自

己的言語去想他。跟現在，另外一個人去問你，這個問題是胖的還是

瘦的，當下被問到，還真的會開始用不同的方式去想像你的問題，甚

至你會把你自己的問題想像成一個…可能有一個模樣、有一個個性。 

 

然而，理論上，既然「工作」是被諮商所應該外化的問題，在問答的過程

中，不論是諮商者或被諮商者，都應當將「工作」作為客觀的第三者來進行分

析，但從上面這一段對話，可以發現，雖然某些問法是正確的(如：那他快樂嗎？)，

但由於諮商者是由參加諮商的其他學員所扮演，在還沒有對外化技巧很熟悉的

狀況下，某些提問方式卻又詢問被諮商者的狀態(如：你不是有休息一陣子)，在

交互使用兩種問句的狀況下，會使得被諮商者無法使問題產生外化的效果。 

對此，旁觀本次諮商的諮商師 B 便說道，實施問題外化的難處： 

 

問題外化對一般人來說，比較困難的部分就是那個『問句』，在

訓練要怎麼問問題的時候是蠻嚴謹的，要怎麼樣把問題拿出來，…

那個案就會感覺到輕鬆、對話，就會有不同的看見。但是，問題外化

對一般人來說，她們要兩人一組互相問是困難的，所以這個效果就

會出不來。 

 

而負責本次諮商的諮商師 A 也反省道：「 (如果是)我們諮商師在帶，就變

成是老師在提問，學生體驗。但這一場是由學生提問、學生體驗，所以就等於

是一個初學者在幫另一個初學者在經驗和探索，…所以這個探索的品質就會受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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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問題外化方法的第二個缺點，便是諮商者與被諮商者間，必須用隱喻

的方式，將抽象的情緒感受，使用具象的語句描述出來，舉例來說，在前文中，

將「工作」擬人化之後，詢問他的胖、瘦，或者是否有朋友等，這種方法，在

溝通的過程中，一方面容易流於不知所云，另方面則是這樣的溝通方式，使得

受諮商者情緒的宣洩，必須通過認知面的文字，因而變成一種理性溝通的過程，

而使感受的表現受到阻礙。 

作為前一段文字中發問「工作的胖瘦」或「工作是否有朋友」的成員 1-4，

在事後的座談中便這樣說：「我覺得第一場大家都很不進入狀況。我們那一組陷

入各種沉默。我就隨便問阿，因為沒有人要問問題」，這就是落入了不知所云的

困境。同時，諮商會後座談會時，大家都認同，這種溝通方式，雖然能夠意識

到問題，但無助於受諮商者情緒的宣洩，B 諮商師便這麼說到：「這種方法可能

是可以看到自己的問題，但是問題跟自己的情緒不一定有什麼貼近的關係。」 

根據倡導敘事治療模式的學者 White 與 Epston (1990)指出，採用敘事治療

的過程中會不斷運用到外化語言，也就是鼓勵個案用擬人化的方式將自己和問

題分開，而個案也會因為這樣的轉變，發覺有別於負面自我認同的新的自我認

識(Draucker, 1998; White, 2006)、減低問題持續存在的失敗感(White, 1989)、展

開新的可能性。然而從本研究的質化分析與歸納可以發現，受試者對話的過程

中，由於不斷的在自己與問題的角色扮演中做轉換，而無法有效達到減緩同情

疲勞的效果，學者 Carlson (1997)也在文章中以案例的方式指出，在敘事治療的

過程中，語言的應用確實會影響到治療的結果。 

(二)完形心理學 

在第二場以完形心理學治療模式設計的「Present / Gift-擁抱此時此刻的自

己」諮商工作坊中，根據量化分析結果顯示，有顯著降低同情疲勞的效果(β = .45, 

p < .001)。這一場根據完形心理學的脈絡設計的課程中，諮商師安排各位參與

者談談自己的困境，帶領他們面對在動物保護業務中的「未竟事務」，讓參與者

與自己的困境對話、處理它，讓它可以順利退至背景中，而不再受到干擾。這

個部分搭配了抽牌卡的機制，第一次抽牌卡，心理師提供了兩副畫風比較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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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牌卡，其中一副還附上一句正向、溫暖、鼓勵的話，讓參與者各抽一張；接

著再請參與者根據牌卡的內容，讓參與者分享自己的感受及牌卡提醒自己的重

點。第二次抽牌卡，心理師要求參與者，回想自己工作上所遇到的困境，再請

參與者根據自己的想法，找出可以代表自己所想到的困境的牌卡。選完牌卡後，

和小組成員分享自己為什麼選擇這張卡片，或是這張卡片的意義，接著請其他

成員帶著好奇心提問、去傾聽，而非給建議。此外，透過冥想、內在小孩等方

式，覺察、感受當下的自己，全然的接受自己的模樣。 

在解釋自己抽到牌卡的過程當中，參與諮商的成員們幾乎都有非常正向的

回饋，可見得經由「完形諮商」的刻意引導，參與者先提到自己想像中理想境

界的感受為何，再來則是目前的困境給自己的感受如何，最後能夠自己找到解

決問題的策略。僅舉以下幾段文字為例： 

 

圖都很療癒，…雖然有烏雲但是有雨水，可以讓幼苗成長茁壯，

但是我們在動保這條路，我覺得我們不是被烏雲蓋住，而是被蓋了

一座水泥的監牢，然後也不是雨水，而是有水車，有人拿著強力水

柱沖我們，…我只能選擇站在動物面前為他擋住水柱，…其實我覺

得每一天都在這種煎熬裡面。我覺得我們在這個機構待過的人，要

嘛就大家出來弄一個動保團體，因為動保團體那邊，利益牽扯太多，

因為他團體裡面有甚麼人，他自己也很難篩選，…我覺得如果離開

的人來弄一個動保團體，他才真正有監督，或者是了解政府在做甚

麼事、了解他的漏洞。(成員2-3) 

 

前面抽到這張就是說，...不管是海還是河，就是一片汙濁，我

們在這個汙濁的環境裡面，但是我們可以一直為我們保持一顆積極、

正面、正向的心，我們可以一直持續的走下去、走更遠，就是會覺

得，其實很多可能愛媽，或是一些反對的聲音，最後會變成是你的

一個夥伴，一起陪你走到更遠的地方。後面這張圖片，我是覺得說，

看起來就是一個人會非常的孤寂，在這個環境就是孤獨的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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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這個的意思呢，…是覺得說，你雖然孤獨，就像我們這個環境

不斷的被所有人給攻擊、給批評，但是你可以把自己....做出對自己，

就是說對自己的世界有獨特貢獻的人這樣子，我覺得就算是孤獨，

可是可以把自己....就是對這個世界有一點點小小的貢獻，都是好的。

(成員2-8) 

 

筆者在調查後發現，使用牌卡似乎比較容易讓人連結到理想(完形)的那些

情緒當中，而以理想境界與夢想為目標。回過頭來反省當前所遭遇的情緒困境

時，牌卡似乎也比較容易讓參與者宣洩實際上所遭遇到的問題，最後促使自己

能夠產生動力。有些動力較積極，會連結到未來主動行動的策略，有些動力則

是比較被動的因應策略。 

    然而，本場活動的參與者認為，除了諮商設計本身的效果以外，本場活

動中參與者本身願意投入，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整場做為旁觀者的行政

專員D，在事後的座談會中，便這麼說：「我覺得第二場成員本身很願意分

享、比較開放性、比較有互動。我覺得是全員整個動力、老師整個條件都很

好。我覺得是整個因緣有到位，我無法去說為什麼這樣感覺。」 

諮商師 A 也不居功地表示： 

 

也不是每一次都會成功，因為帶領成員看見自己的時候，不是

自己去想像，而是他自己出現的 ，但如果成員內心有很多牆的時候，

他可能就只會看到一片空白，所以我再怎麼講他腦袋還是一片空白，

這個不像我們平常想像一顆球，腦海就會浮現一顆球，在這種情況

下他閉上眼睛就是看不到。那如果他有連到，那就會很成功。 

 

至於為什麼成員願意開放，穿越內心的牆，諮商師 B 認為，成員對分享的

氛圍要有足夠的安全感： 

 

去年跟OO老師(諮商師A)一起帶的，…他的對象是受到性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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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少年，…主辦單位希望我們可以帶到一點創傷的療癒，但是能

不能帶到創傷的療癒這件事情本身就要看因緣。我們那個時候帶了

兩場，就有一場就真的沒有辦法，有一場他們一來就很進入狀況，

團體氛圍也很安全，所以有帶到很多療癒的部分。但是兩場的設計

是一模一樣的。 

 

諮商師 B 進一步補充說道： 

 

其實團體凝聚力是可以測量的，團體的凝聚力可以放進研究要

測量的變項中，…像是我願不願意在團體中說出我的感受，或是我

願不願意傾聽別人等等，這些其實都算。可以把這幾個題目抽出來

作為一個研究的變項，他會是一個干擾的變數。 

 

因此，座談會中眾人表示，這次研究並未能將團體諮商的氛圍放入研究較

為可惜，未來進行這一類的諮商研究，建議將團隊凝聚力一起納入研究變項當

中。 

這一場以完形心理學設計的課程成功的原因，主要是歸功於對動檢員工作

上之「未竟事務」的解決，透過牌卡成功的連結，並試著面對、處理自己的未

竟事務，再搭配冥想、內在小孩、繪畫等方式讓參與者專注於當下的自己。當

參與者不再受到過去經驗，以及對未來的擔憂所干擾時，力量就會集中於當下

(Corey, 2009)，讓自己可以順利的完成任務，而感到全然的放鬆，進而減緩執行

公務時，同情疲勞所帶來的影響。 

(三)人際歷程心理治療 

根據量化分析結果顯示，採用人際歷程心理治療模式所設計的課程三─戲

如人生，從演出中看見關係對同情疲勞的效果未達顯著(β = .10, p = .425)。在這

一場團體諮商課程中，諮商師請成員依照講師的指示，先藉由社會劇充分地瞭

解受試者人際關係中的緊張或壓力，探討受試者產生同情疲勞的根本原因。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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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者扮演他們在工作中可能遇到的角色(包括民眾、單位主管、民意代表、動物、

動檢員)，揣摩他們的內心及他們可能遇到困境，還運用肢體的動作展現所有角

色間權力的樣貌。原本諮商師 A 對此方法的效果是深具信心的： 

 

這種角色扮演，通常是用在強化情緒 。當初我們會想要用這個

方法是因為，我們發現用圖像的方式有些東西出不來，出來的都是

一些表面的東西，所以我們就想說用演出的方式，讓他們內心比較

深的東西浮出來。 

 

但實際執行的狀況，卻讓諮商師 B 有些出乎預期： 

 

但那一天有點失敗，即便已經使用演出的方式，還是無法讓參

與者的情緒下到更深一層。所以其實社會劇是一種讓情緒進到更深

一個層次的方法，所以那天才會想說用這個方法。但那一天的演出

卻拖了很長的時間， 平常的時候我通常可以很快讓他們進入狀況， 

可是那一天不行再加(劇情)，...不行，還是再加(劇情)，到最後還是

不行。 

 

因此，在情緒無法宣洩的狀況下，這場諮商活動流於對於所處工作環境的

「抱怨」大會，似乎只能夠協助受試者發現問題，讓同仁發牢騷，實際解決問

題效果不大。以下僅舉幾位參與者的談話紀錄以做說明。 

首先，動保員會抱怨工作量太大：「被關注的動保案件，動檢員一定要

第一時間出現，拋頭露面，把該演得演好演滿，有時候事情發生的時候是在

下班後，這是最辛苦的。(成員3-5)」同時，動保員也非常介意民眾的負面態

度： 

 

那時候我才剛來四個多月，就發生很重大的事件，…民眾電話

幾乎都是我接的，他們就直接講說『你會下地獄』，或者是說『你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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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還有臉坐在這個位置上』，還有一個人質問說『你是嘉義人嗎？我

覺得嘉義好丟臉，我覺得我們好丟臉喔』，我就崩潰大哭，我覺得不

是我去造成這樣的事情，沒有人願意這樣，可是我都是被質疑、被

罵。(成員3-9)  

 

另一個壓力則是來自於地方的民意代表： 

 

議員其實就是淡淡的說，「不去抓狗嗎？我們議會見」，他們掌

控預算。現在零撲殺，各地收容所都爆滿，大家壓力都很大，但是議

員、民眾、村里長我們還是要給他們一點面子，…因為現在抓回來

沒地方收容，但是你不抓對地方沒辦法交代，所以這個部分，你怎

麼去抓，又剛剛好抓不到，這個才是技術。(成員3-4) 

 

但是，除了如此大的外界壓力，內部長官的壓力更是雪上加霜： 

 

本身我們是行政組的，其他人會覺得我們就是吹冷氣的，但其

實不是這樣。我們是夾心餅乾。我們第一線接聽民眾的電話，就已

經戴上假面了，他一通電話可以跟你盧一個小時。雖然不向管制組

需要到外面拋頭露面，但是行政組需要面對民眾、主管要的數據報

告，一通電話就馬上要。我們也要對上對下，管制隊員在外面所發

生的糾紛，一些疑難雜症，我們都要快速地想辦法解決，甚至能馬

上解決的不要再把事情傳到上面去鬧大。每天都絞盡腦汁、安撫隊

員不要跟外面民眾衝突等。上有公婆下有兒孫。真的要(身段)很軟很

軟，很假面，雙重人格。(成員3-12) 

 

由上述文字不難發現，在成員競相吐苦水的狀況下，整場活動充斥著負面

的情緒。而事後座談會評估本場諮商之所以效果不如預期，大約可以歸納成下

面幾項原因。首先，在活動最初，因為有一位與當地動保處合作的動物保護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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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志工加入諮商，主辦單位為了保障參與者的隱私，與志工溝通過程中引發志

工不悅，故憤而離開諮商活動，這可能便造成了其他留下諮商成員的心情波動。 

 

我覺得有一個突發事件對他們的衝擊就很大，…一般來說如果

突然有一個人離去 ，或是突然出現了一個很不一樣的身分，那在團

體一開始，大家會共有一個對這個人的情緒，可能大家都會對那個

記者有一些想法，…那種懷疑不安的心情已經就擋在上面了，所以

才會卡住。(諮商師C) 

 

第二個原因可能來自於本次參與諮商的成員之間有太多平常已經是同事

關係，因此對於自己情緒的宣洩，會有不安全感。諮商師 A 提到：「這四場就

這一場的笑聲最多」，但諮商師 B 馬上補充：「這是一種團體沒有安全感的表現，

因為成員彼此之間太熟了。或者說用玩笑的方式可以化解，讓他們躲回去自己

的小世界裡。」 

 

因為我剛剛這樣聽下來，那個情境是一個被長官罵的狀況，在

這樣的情境之下大家被觸發的心情應該都是一樣的。但是如果那個

情境是一個不夠安全的狀況下，那大家各自都藏著比較深層的感受，

其實這樣會上不來，因為我不知道這樣夠不夠安全講出自己心裡的

感受。(諮商師B) 

 

最後一個原因，可能來自這次諮商活動中，某一兩位情緒過於強烈的成員，

在情緒宣洩出來後，馬上會造成負面的團體氣氛。 

 

可能是他本身情緒就已經很滿了，所以他遇到一個比較安全的

情境就直接說了。但是如果團體不夠安全的話，當下別人可能會嚇

到，…或是別人可能會想說...(參加諮商原來)我得要講這麼多，其實

這種心情，會很阻礙成員接下來是經驗自己的情緒。如果這種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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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現就會很麻煩，因為當事人他自己也會嚇到，想說怎麼辦我讓

大家尷尬了，我後面可能就不講了。但是，他後面又有講到這些部

分，所以代表他自己的情況比較複雜，就是代表說他自己的情緒已

經滿到一個程度，....但是這對一個團體來講要處理是困難的。(諮商

師B) 

  

根據人際歷程治療的理論，治療重點在於發現個案人際關係中的問題，並

提供「矯正的情緒經驗」以協助個案能夠跳脫以往的人際互動關係，就能產生

療癒的效果。然而，在第三場課程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來參加課程的動檢員

們，其實清楚自己在現實中扮演著怎麼樣的角色，也大約能夠猜到是其他利害

關係人行動背後的無奈，可以說受試者在理智上能夠理解，但在情緒上還未能

做出改變。這有可能是因為課程時間還不足以讓受試者判別自己的真實情緒─

區別原級(primary)情緒和次級(secondary)2情緒，就無法對症下藥(黃惠惠，2007)，

缺乏沒有充分的自我揭露，因此無法從諮商中獲益(Yalom, 1995)。 

(四)表達性藝術治療 

根據量化分析結果顯示，採用表達性藝術治療模式所設計的課程四─畢卡

索的繪畫教室/探索靈魂有顯著減緩同情疲勞的效果 (β = 0.23, p = .046)。在這

一場以表達性藝術治療為架構設計的團體諮商課程中，諮商師讓諮商成員先透

過冥想與舒緩，再透過繪畫的方式，將心中的壓力與理想的情境，透過兩次的

繪畫表現出來，另外，在繪畫之後，以口語表達的方式，向其他成員說明自己

的感受。而觀察這場的紀錄，成員也都有了情感的抒發，並進而產生新的行動

力量。 

 

平常就是壓力很重，這邊[圖4左]看的出來是一個肩膀，上面都

 
2 原級(primary)情緒和次級(secondary) 情緒：例如因為覺得自己受到委屈，而以憤怒的

方式表現出來，那麼憤怒就是次級情緒，而感到委屈則是原級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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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藍藍的、灰灰的，就是色彩都是很糟糕的，因為就是天天肩頸痠

痛一直都沒有好。(諮商師：所以叫做壓力沉重)但多年來也學會一件

事，就是稍微調整一下心情，色彩就會開始變化一點，變成這樣[圖

4右]，就是把所有的壓力都看淡了這樣，調整以後的心情大概就是變

這樣，就會覺得這也沒什麼。(成員4-2) 

第一張圖[圖5左]，就是每當我閉上眼睛的時候，就會看到一個

亮光，但是四周全部都是黑的，但是[這個黑色的部分]是一個漩渦會

一直旋轉。我會陷在那個思緒裡面一直逃不出來的感覺，就是在經

過這些沉澱後，就會發現它其實顏色開始改變，亮光愈來愈亮[圖5

右]，它有點渴望成真的感覺，有點找到自己的出路了，想要變的不

一樣。以前的我比較容易會陷在自己的思緒裡，但現在就比較會想

要掙脫漩渦，想要嘗試更多的事情。(成員4-7) 

 

   

圖 5 成員 4-7 描述現況與未來之繪圖 

   

圖 4 成員 4-2 描述現況與未來之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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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自己就是很塞車，全部的事情都塞在一起，就是覺得我

就是要這樣做，可能會做不到，或是下班之後也無法[和自己的生活]

切開，就會讓自己蠻不輕鬆的[圖6左]。所以希望自己可以充滿粉紅

色泡泡[圖6右)。所以希望自己上班和下都班都輕鬆愉快、遊刃有餘。

(成員4-3) 

 

第四場諮商活動，藉由繪圖使團隊成員能夠抒發情感的方法，不但從問題

的描繪、理想狀態的分享，乃至於現狀下如何調適心情達成理想目標，透過繪

圖，成員都能夠自發性地產生解決方案。諮商師似乎只要扮演好傾聽的角色即

可，這與第一場及第三場由諮商師協助成員釐清問題的策略，有很大的不同。 

綜上所述，經由這四場的諮商活動的比較，筆者發現，第二場與第四場諮

商的活動，偏向於透過圖像協助成員抒發感情，而第一場跟第三場則較偏向透

過問題的認知，希望能解決實際工作的問題。但從前、後測問卷的結果來看，

抒發感情的團體諮商似乎對於解決同情疲勞的問題更有效果。 

根據本研究以表達性藝術治療為架構所設計的第四場實驗的結果，可以發

現以繪畫的方式，除了能夠協助受試者宣洩情緒外，更激發參與者與講師之間

深度的談話，也就是「詮釋」就可以發揮很大的效果。此結果呼應許多研究證

實的，表達性藝術的治療介入可以使個案獲得情感的釋放並用正面的態度面對

問題，進而平穩其情緒、降低憂鬱情緒等顯著成效(侯禎塘，2002；Malchiodi, 

2003; Mitchell et al., 2007)。 

   

圖 6 成員 4-3 描述現況與未來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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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論與應用 

本研究某種程度彌補過去動物照護人員同情疲勞現象的幾個研究缺口。首

先，除了獸醫學生及從業者外，本文對承受更複雜心理壓力的動檢員進行了經

驗性調查；其次，將過去未曾研究過的同情疲勞現象的「心理諮商」舒緩效果，

進行實證調查。最後，則是了解混合研究方法在心理諮商效果評估上的優點。 

在動檢員同情疲勞壓力方面，本研究發現，雖然救助動物充滿了壓力，但

這些壓力常是來自諸如：動物保護行政工作量、民眾動保意見分歧、民意代表

施加的壓力，以及組織內部的管理問題。但諮商師只要能夠透過諮商，引發人

員對動物愛好的初衷，產生「同情滿足」(楊琳琪等人，2010)，就能夠產生克服

這些壓力的效果。 

在不同的諮商活動效果方面，本研究證實，經過設計的諮商活動及紓壓技

巧，的確能夠舒緩動物保護人員的同情疲勞。並且，本研究也初步驗證，四種

不同的諮商技巧會對於同情疲勞產生不同的效果。其中，偏向認知面的「敘事

治療」、「人際歷程心理治療」，對於同情疲勞發揮的效果，似乎並不如引導情緒

抒發的「完形心理學」及「藝術治療」兩種方法。初步的解釋可能是，若使用

認知面的方法，容易使成員進入實際議題的分析模式，因此忽略情感面的體驗，

所以無法有效引起成員「同情滿足」的召喚。例如在敘事治療模式裡面的問題

外化過程中，受試者不斷的在不同的角色中轉換；在人際歷程治療模式裡面，

未有足夠的時間讓受試者找到最根本的原因，使其負面情緒無法順利的宣洩出

來。反觀「完形心理學」及「藝術治療」兩種模式，用牌卡、繪畫的方式帶領

受試者抒發情緒，而能夠順利解決困境，重新以正向、積極的態度面對問題。 

但是，本研究也同時發現，「敘事治療」與「人際歷程心理治療」之所以

未能發揮效果，也有可能是以下因素的影響，例如：(1)諮商成員未能事前過濾

不應參與人選；(2)參與者間平日工作關係密切，因而使得成員不願開放地分享

秘密；(3)部分成員情緒宣洩的速度過早；以及(4)缺乏對陌生團隊成員的信任感

等這些因素，都會對參與者本身投入意願產生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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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實務上，除了建議針對我國動物保護行政職系的諮商制度以外，在

課程設計與安排上，也建議以情感抒發而非解決問題作為諮商的目標，並仔細

篩選參與者，但也應避免參與諮商者被標籤化的可能性。另外，如果資源上許

可，應提供個案長期的諮商，以確保其效果。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發現，若未使用混合實驗方法，則無法全面性了

解諮商對同情疲勞的實際效果。首先，若僅採用量化的前、後測比較，只能知

道某些方法較另外一些方法更為有效，但因為進行實際諮商活動時，影響諮商

的各種變數複雜性太高，若缺乏質化訪談蒐集這些影響諮商的變項，有可能會

做出錯誤的解讀；但是，另方面，若僅只有質化調查，缺乏量化評估，就容易

流於主觀地各說各話，無法證明諮商活動的確對參與成員產生了緩和的效果，

進而爭取後續的實驗方案。因此，透過混合研究中的實驗/干預設計，可以對心

理諮商活動做出更精緻的評估。然而，受到環境的限制，未能以真實驗的模式

進行本研究，且迴歸模型解釋力並不高，這代表著團體諮商方法對動檢員的同

情疲勞影響有限，筆者認為這項限制很有可能受限於本研究的樣本數，以及受

試者接受課程的期間太短，導致前、後測的差異有限。建議未來相關研究可將

上述因子納入考量，讓研究設計更為周全。 

過去研究者雖然已經以量化調查的方法，研究了各種紓解動物救助人員同

情疲勞的紓壓方法(減少工作量、正念、強化同情滿足等)，但仍缺乏諮商活動的

效果評估，雖然本研究補充了這一個缺口，但是，諮商活動相較於其他的紓壓

方法的效果差異，尚待後續研究者持續調查。    

最後，本研究經質化訪談所發現的種種影響諮商效果的變項，只是產生了

新的假設，後續研究者若欲驗證之，則必須更精緻地發展出各種量表(諸如：諮

商成員信賴感、諮商成員工作人際網絡等)，以便進行更深入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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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imal welfare workers are prone to compassion fatigue caused by long, intense 

and continuous emotional involvement in helping animals. In particular, animal shelter 

workers are likely to suffer from even more severe compassion fatigue as they are 

responsible for painful tasks such as neuter and euthanasia. Even though there were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discussion have never come close to how counselling training 

may help alleviate compassion fatigue. Through mixed-methods research, combined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counselling approaches on compassion fatigue. A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was 

implemented in the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75 subjects were non-randomly divided 

into four experimental groups and one control group. Each experimental group was 

introduced to a different type of counselling approach. The control group did not receive 

any treatment. The Compassion Fatigue Short Scale (CFS) was conducted before and 

after the experiment for hypothesis testing by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In the part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journals of the counselling process were induced to conduct 

the focus group interview with the research team members and psychologists. The result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was complemented by the results of qualitative analysis. The 

research findings have shown that 1) the psychological counselling courses effectively 

mitigated the compassion fatigue of the participants; 2) the counselling effects of the 

curricula designed with Gestalt psychology and Expressive Art Therapy were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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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vious than those designed with the other two counselling approaches; 3) the ways of 

conducting these counselling courses had different impacts on the participants. Based on 

the findings, we would like to give recommendations to the government on providing 

related training courses in the future to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compassion fatigue of 

animal welfare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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