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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情治療法及其適用對象
之探討

潘

壹、緒論

一、前言：

筆者搪任輔導教師一職多年，時有機會接觸各類有困摟的大專青

年，在嘗試運用各種諮商方法時，發覺理情治療法（ Rat:ona: Emot

ive Therapy;RET ）在某些困擾方面是相當適用的一種方法 c 誼然

，我們確知諮商的成功與否與許多因素有闕，例如諮商員的專業背景

，當事人的情況，諮商的情墳，技巧、目標設定以及諮商員本身的愛

心，態度，知識，經驗等均有很大的關保，理情治療法是否也有其適

用範圍呢？實有進一步探討之必要 c 本文之主要目的在於提供人們對

理情治療法有正確的認識，藉而能自我輔導並能協助他人建立合理的

生活哲學，撞得更佳的適應能力。

二、基本名詞解釋：

本文引用之主要概念，界定如下：

1.諮商員：

即負責諮商工作的人，在學校中是輔導教師負責草商主作 ，研以

輔導教師是諮商員，原文counselor c 

2.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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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諮商員所處理的對象，也就是求助者或來說者，原文client 0 

3. 諮商：

是諮商員與當事人之間的專業關係，這種關係通常是一對一車面

對面的，其設計在於幫助個人澄清他的觀點，獲得自我丘克長，並

做出有效的選擇與適應。為達成此項目的， 10、讀經過學習，人格

發展與自丑暸解。（註一）

4.適用對象：

指適合用理情治療法的諮商員，及適合日理情治療法諮商的當事

人而言。

三、理情j台車法的簡介：

理情治療法，創始人為要國臨床心理學家立里斯（ Albert Ellis ) 

，紐約人， 1947年哥倫比亞大學臨床心理學博士，曾受精神分析學派

專業訓褲並執業，於1955年融合各派理論與本身賣聲經！瞌所創建的一

套完整之諮商治療方法。此種治療法的基本理念是﹔人們所感受到的

情褚痛苦，都是起因於人們所持有的「非理性信念」之（ irrational 

belief ）鱷故，此信念導致人們產生自我打擊的想法或感覺，並進而
影響其行為。此派治療特別強調理智歷程的矯正或學習與其他治療法

強調的旱情緒疏通讀表現有很大的不同。生活在目前撞雜萬端的社會

裡，大多數人均有可能遭遇一些不盡公平的事件，如能以理情治療法

幫助自己，或協助他人，調整想法，排除情措化反應，進而形成更理

性，堅強，積極的信念自適應環境，可說是現代人應具備的一個基本

（嘩件。

四、不合理信章的內涵：

人輯由於受到生理，家庭、社會、文化等影響，普遍產生合理及

不合理的思考，而不合理的思考乃是造成個人情緒困攘的主要原因。

依攝艾里斯在1967年所提的非理性信念有下列十一條：

1.每個人都必讀得到每個重要人物（ significant others ）的喜愛

和讀賞 。

2.一個人也讀能力十足，在各方面均有肢誼，這樣的人才是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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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

3.每個人均應經昌盛快樂而非痛苦，如果環積不能使個人映樂的話，

那是令人難以忍受的事。

4某些很壤，邪惡，卑貧乏人直該受到責備與懲罰。

5.不愉快乃由外界環境所造，吱，個人無法：加以控制 。

6對於可能發生的危隘革可惜的事駒，我們要時時掛在心上。

7逃避某種困難或責任？總比面對它們來得容易。

8.過去的經驗與事件，是現在行為的決定者，過去定終身，拉過去

之事重要無比。

9.每個問題，都有一個正確或完美的解決方法，而且必讀要找到這

個方法，否則將是莫大的災難 c

10.一個人必須依賴他人，並ff＃.技一直比自己更強的人去依靠。

11.一個人應該為別人的難題或困擾而煩惱。
上述「不合理信念」，圍內亦有多位學者撰文提及，陳慶福（民

74 ）將Ellis所論之 「 非理性信念歸戰為三頸：

＠個人方面：個人必讀具備充分的能力及成就可並獲得生活中所

有重要人物的讚許，若非如此，個人不僅無法忍受﹒且將覺得自己是

一個無價值的人。

＠他人方面﹔他人必須如我們預期酸的和善‘公平地對待我們，

若非如此，那將是天大的災難，個人不直無法忍受，且覺他人應受懲

罰。

＠環境方面：個人必讀得到想要的東西，且個人生活周遭世界慮

如同個人期待般地有秩序，美好與明確，若非如止，個人不但無法忍

受這種不舒服挫折之環境，且覺得這個世界可怕，不值得再活下去。

（註二〉

何長珠教授 （民74年 〉認為非理性思考應包括完羹 ， 絕對，幼稚

（不負責任） ，過慮，悲觀等。（註三〉

張德榮教授認為「不合理的信念－大多出自「自迫性－ 的需求，

（“Musturbation-demandi月，ness: Commandingness” ）。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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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幾種：

＠大抵以「必讀」，「應誼」，「一定要」等辭暈的語詞屬之。

＠表示「糟透」（ a wfulizing ）的自我噩示。

＠表示「無法忍耐」的語旬。

＠對所做錯事自宜。

這些「不合理信念」的東由，不屬於本能（ instincts ），而係一

個人與生慎來的自然傾向（ predisposition 〉草潛在缺點（ innate

fallibility ），雖然根深蒂固，不易修正，但並非完全不能改變。另

一東由即為生命中早期的制約（ early conditioning ）。（註四）

關於評量不合理信念的心理量壺，常用的有卸下五種：

＠不合理信念祖Ij 驗（ The Irrational Beliefs Tests. IBT, Jones, 

1968) 

®評量理性十五題（ Fifteen Questions for Rating Reason, FQRR 

, Argabrite & Nidorf, 1968 ) 

＠艾里斯量表（ The Ellis Scale, ES, MacDonald & Games, 

1972) 

＠成人不合理概念目直是（ The Adult Irrational Ideas Inventory, 

AI!, Fox & Davies, 1971) 

＠不合理概念湖騙（ The Test of Irrational Ideas, TII, Laughridge 

1971 ) （註五〉

三、圍內外有關文獻：

RET之創始人艾里斯（ Dr. Albert Ellis 〉早年於哥倫比亞大學
接受碩士，博士之心理治療專業訓蟬，並曾在新澤西州立醫位從事臨

床心理治療工作，及新澤西州立大學從事教學工作，於1955年創RE

T ，現今有兩機構從事RET的教育及訓練工作，一為19己9年創立的

「合理生活學阻」（ The Institute for Rational Li,-ing Inc. ）另

一為負責治療專業訓練，兼設有博士挂研究，於1968年創立的「合理

情緒治療學院」，（ The Institute for Rational Emotive Therap 
y ）此兩機構均設在紐約，且在美關及國外有分機構，對外體行「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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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生活期刊 」 （ The Journal of Rational Living ），後改為「合

理情措治療期刊」（ The Journal of Rational Emotive Therapy) 
報導有關RET的理論與相關研究（註六） • Ellis的專長領域是婚姻

、軍區、性的問題，已發表論文 200多篇，著作多達30種斟上其中以

「合理生活新指引 J ( A New Guide to Rational Living) ( 1975 

），「理情治療之理論及實驗基礎」（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 of Rational-EmotiH' Therapy ) ( 1979 ），及 「 理

情治療手冊」（ Handbook of Rational-Emotive Therapy) ( 1979 

〉等論文適合一般人更進一步去7解RET的理論。（註七）

國內方面已陸續有介紹RE'T的專書及論文，如紀文祥：合理情

緒治療法（民67年）。柯永河：臨床心理學心理治療 （ 民67年〕，

呂勝瑛：諮商理論與技術（民73 ），黃禧祥：諮商真心理治療（民73

年）等書均以一章介紹RET理論，專著則有王守草，吳英璋的理性

心理治療（民76年），何長珠譯的 「 你不快樂－（民73年〉， 「 合理

情緒治療法進階」（民74年），張進上著的－理性情堵冶禮法的理論

與實審」（民74年），張禧榮譯的 「 操之在己 （ 民74年〉﹒碩士論

文亦有張幸雄「非理性觀念與情緒困擾的關係 ~ （民67年，台大心理

研究所），連麗紅「理情治療法對園中女生輔導之效果 」 （民73年，

師大輔導研究所），奧麗娟「理情教育課程對國中生理性思考，情禧

穩定與自我尊重之影響」（民74年〉，吳櫻菁 合理情緒教育對國小

高年級學生立效果」（民76年，教育學院輔導研究昕〉﹒劃坦輝一理

情治療法 」 （民75年），金樹人「理情治療原則在生計決定上的應用 J

（民75年）。以上皆為RET以園小，園中及大學生為對象之相關應

用論文，最近則有廖鳳池的專論 7 理性情緒自我分析法 ~ （民77年12

月，諮商與輔導月刊第36期），文中指出利RET用理論進行自在分

析與治療的方法。

貳、 RET理論及實務介紹
一、 RET產生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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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里斯最初接受的是古典精神分析學派的訓蟬，但他開始執業時

即已對之產生提間，發現精神分析法並不能對他的當事人有所助益，

因此他在1955年發展出一套治療法：強調對當事人「非理性信念」之

駁斥，而使當事人認知重組，日達最終行為的改變，此即為RET的

最初產生背景。

二、 RET的基本人性觀：

艾里斯不完全同意精神分析，及存在主義的觀點，他認為人是一

種生物，除了有強烈的本能傾向外，思考或行為一經制約後就形成了

固定的模式，不容易更改。治療時如祖憑接納，容許，或真誠之態度

將無法完全達到治療的故果，因此他提出RET o 其理論中之基本概

念如下：

1 人的行為大體受到一己所持的信念與價值觀而定，因而個人之命

運實取決於個人之思想，行為如何。恩想即為個人立自我或內在語言

( self talk/ internalized sentences ）。
2.人同時具有理性與非理性的兩面，當思想、行為是理性的時候，

人是有效的、幸福的、﹛故事勝任的，而當思考是非理性時，人是自我

破壞的、逃避的、偏肢的、自我苛責的、或是完美主義的。

3. 情緒的困擾由不合邏輯之思考所致，大部分來自幼兒期不合邏輯

的學習，少部分受生物或生理原因的影響。然而，透過正確的學習，

亦能增進合理性的思考，並能獲得新的思想，情緒和行為。

4.人具有趨向完美的傾向，因而常有不合理的思考，將這些不合理

的思考自我語言化（ self-verbalization ），而造技7混亂，不合邏

輯的行為，事實上並非一定是環境或外在事件所造哇，乃是人自己本

身對於這些事件的知覺或態度所形成。

5，人的某些不合理思考或情緒，必須藉知覺或思考的適當重組，予

以打破之後始能趨乎理性。

總之 ，上列RET的理論基睡可歸之與下列哲學思想有關：

1. 艾皮科蒂塔（ Epictetus 希措斯多亞學派 stoic哲學家〉的名言

「事不擾人，人自擾」（ "Men are disturbed not by things,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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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views which they take of them'' ) 

2. 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英國詩人，戲劇家）的「事無好壇，

惟人之思維定其好堪。 J (“There· s nothing either good or bad 

but thinking makes it so ’,) 

3 . 治療過程則安禪宗，佛教思想，由瞋、毋欲、毋怨及武士道講究

犧牲、奉獻、勇敢、忍耐、睿智、團結的精神所影響。

例 4. 治療的技衛安精神分析學派

(t) （儕洛伊德）探討潛意識及行為學

IC) 派（巴夫洛夫）著重行為的改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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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註八〉

三、人格ABCDE理論：

在RET的理論架構中， A表示

外在事件（ Activating e\·ent ) 0 

B表示個人信念體系（ Belief) ' C 

表示情緒及行為結果（ emotional

anc '.:JehaYia; car.sequence ) ' D 
表示產生情褚困擾時，諮商員協助當事人對抗其不合理的信念（ Dis

puting 〉，如對抗成功後，便能領悟而產生更有安全的行為E ( cognitiv 

eeffect ）。在此歷程中， A並不能引發c ，恆能藉B而影響C ，所DB

（個人信念）是最重要的中介歷程。舉例來說，一個人在失戀之後感

到沮喪，並非是失戀事件本身導致了沮直反應，而是個人認為自己是

個失敗者，被拒絕者，或失去自巨的所愛持著這樣的信念引發了沮喪

的結果c ，而不是失憊的事件本身所引發的＝總之， RET的人格理論

認為人自己製造了情緒困擾，這些困擾是因學習及天性本能而來，人

有潛在的能力可以暸解之所以會有這些想法（即錯誤的認知〉的原因

，也有能力改變這些想法，也就是捏出反~~ ( disputing ），駁斥
時經過爭辯， 分辨，及問題界定等過程，得以揖除令人沮喪的信念，

將非理性信念轉變為理性信念，如能順利，行為亦會隨之改變，此即

為最後之效果E (effect ）。以上為RET的人格＿－＼BCDE理論 ，亦有書

( 71 ) 



籍擴充為ABCDEFG理論，其演進模式為包含下述兩階段：

第一階陸：當事人經歷A.B . C.D.

A一事件（ activating event) 

B/Bu一潛在信念（ underlying beliefs ) 

"'-Bi 立即信念（ immediate beliefs ) 

/Ce 情緒結果（ emotional concequence ) 

C一Cb 行為結果（ behavior concequence) 

"'-Co 結局（ outcome concequence) 

D一以駁斥困擾個人的信念為主（ disputing the upsetting beli 

efs) 

第二階鹿：當事人經歷E.F.G.

E一所期待的新的實際目標（ expected new realistic goals ) 

F一尋求促進行動以達成實際目標立方法（ facilitating methods ) 

G一目標之達成（ goal achievement ）。 「 註九 」

以上所論立兩大頭RET人格理論，皆不脫A→B→C的基本架構。

D• E 
四、 RET諮商過程控術之應用：

艾里斯（ 1979 ）指出RET的主要目標即是在於「滅少當事人主要

的自我失敗觀，並且撞得更真實，與能容忍的人生哲學」。根據以上

所述，做為一個諮商員在RET諮商過程上可分下列裝個步驟進行：

1.首先暸解當事人思想上不合理之處，於恰當的時候指出並說明此

種不合理思想與當事人的困擾有何關聯。

2.讀當事人瞭解其困擾是因其持積的持有不合邏輯思考及對自己重

覆自敗語言的結果，而不是其他因素造成。

3.促使當事人放棄不合理的觀念，而重新思考，何種觀念才是對的。

4.也要考慮其他的不合理觀念，揮討較為合理的生活哲學，自兔再

受到其他頡似之不合理信念的傷害。當當事人的內在思想變得較合邏

輯，行為上已改變時，即能達痊癒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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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RET在拉衛上重視認知，情培和行為的主互影響：

＠多數的RET認知方法，是由諮商員主動且直接的去監斥，質

聽當事人的非理性信盒，書畫口說： 你為何說你是一位t卑書立人？」

或「何日見得愛情結束之磕就不能再童男一個人？」重要的是讓當事

人瞭解其困捶是諒自於自主是不正確非理性的想挂所載。’，．．．．讀者讓當

事入學會盤問自己：「義為什磨會覺得失散那麼可怕？即使我種拒絕

或遭到失敗，有什麼可以謹明在確實是一個毫無價值的人？」人們如

果能強力駐斥自己錯誤荒譯的想法，就可撞得一種新的認知果敢果

( Cognitive Effect 即E ），新的信念是「失敗可能有些不願麓，但

並非那麼可怕」，「被拒絕或遭失散並不表示我毫無價值」，「即使

此事無法鹿功，我仍可以其他方式撞取快樂，不會為這件事搞垮自己

。」（ Ellis, 1971 ）至於誼商員與當事人交談時有闢辯論的技衛包括

：指出個擾之祖源，分析說明，邏輯理性，捏示講導，鼓勵勸說，面

對事實和行為解說等法皆可適時而用。斟上可歸屬為RET治攝技術

「知」的部分。

＠在情緒方面：諮商員和當事人之間的親善關昂包括關懂、了解

、尊重、真誠、接納、此頡闢係的矗立是諮商gX功的一大助力。

＠給7當事人家陸作業：諮商員與當事人的話話可叫鐘音，讓其

帶回車去想，自己錯在何處，也可自給當事人看RET的書，此注稱

為Biblio Therapy ’或要求當事人系統的書寫軍區作業而定期查樓

。斟上為RET治療挂術「行」的部分。

綜觀來看RET在指控技衛上不僅重輯錯誤認知的改正，也重視

正確行為的矗立。

書、 RET的適用對象
一、諮商員：

1日ET諮商圓的特質：

在RET諮商過程中，諮商員必需與當事人的不合理思想辯論，

因此諮商員除了本身受過專業訓輝外，也要是一個思想合乎邏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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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靈墟，頭腦冷靜客觀而能清晰表達的人，同時文因諮商員所掛潰的

角色是一個指導者（ director ），敢師（ teacher ）和專家（ expert) 

，自己的價值體系（ value system ）及生活哲學（ philosophy ）都

有可能影響當事人，所以他品讀也是一個博學多聞知識里富，且說服

力及富積極主動人格的人，至少他的心理狀祖要比當事人健康才行。

此外，諮商時他的穩定扭著態度及自信心的流露亦能影響當事人。

2.諮商員的專業態度﹔

在諮商過程中艾里斯（ Ellis ’ 1973 ）認為RET過程的本質是教育

，人丈及科學的，諮商員對當事人應量示的是真誠及尊重的態度，但

不讀顯示特別之溫暖，圍內學者何長珠認為：「諮商的心理氧氣如果

是過分需求溫暖，本身就有許多值得討論的地方！」「註十」也就是

說RET諮商過程強調的是尊重當事人具有人性的尊嚴，諮商員所指

導的是針對當事人不合理的思考，而不是當事人本身，若當事人欲槌

諮商員處得到溫暖，那醒他本身就有7不合理思考7 ° RET的學者

也認為溫暖和善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諮商員有沒有能力能礎設話

中，聽出對方的心理肪衛內涵。此外，諮商員也必讀要暸解當事人的

內在思想，以及那些外在事件對他的意義，才能有助於睦斥當事人不

合理的想法，但要挂囂的是諮商員不能過度攝入（ involvement ) 

( Ellis 1962 ﹔ 115 ）因為當事人的盤述大多數是不合理的曲解，而不

一定是事實的真象。另一方面， RET之誼商員並不讀花費太多時間

在處理當事人的「可︱種事件」 (A)上，也避免運用心理動力學涯之自由

聯想，薯的解析等15法建立情感轉移或分析種立、戀母情結，或由過

去的事件來解釋當事人目前的行為和症狀（ Ellis ’ 1979 , 1980 ），而

是自快速，直接對宜，！駐斥的方式，改變當事人不合理的信念，並引

導當事人朝向更為滿意之行為發區（ Ellis ’ 1984 ）當然其間當事人的

「洞察性」 （ insight ）瞭解（亦即向在的頓悟）是非常重要之關鍵

。總而言之 ，一個巨好的RET諮商員應具備的是：

(1）攝散和東軟思考的能力，叫找出當事人可能有的不合理想告。

(2）適應性： 能自我接納一些缺點及對個軍有相當之忍受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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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專業能力的掌握：如覺察力，推理力，表達力，中立性，甚至幽默

感或和諧的能力，例如當當事人發現諮商員過分尖銳時，自無其men

tal energy會移來 「 對付 J 諮商員，或許是攻擊、願健、或逃避、如

此反而失去了RET要當事人面對自己的盲點之主要意義。（註十一〕

二、當事人：

RET是一種諮商方法，可以應用在個別諮商，團體諮商，婚姻

諮商與家庭諮商中。艾里斯並不認為所有的當事人都可透過RET獲

益，某些人可能無法接受較為嚴厲的理性分析過程，有些人與現實過

於疏離或太老不能變通，另外有些人有哲學上的偏見，反對接受理性

的分析，有些是慢性的逃避者，或是想魔衛艦解決全局的價惰者，有

些則不顧露努力配合RET的方法，男有些人喜歡歸罪自己的不幸於

他人讀其他事件，而不願做任何基本上的改壘。（註十二〉。一般患

有嚴重之精神疾病者，如完全脫離現實，狂巖症，自閉症患者，認知

能力不足或年紀太小太老者，智力過佳者皆不適合主E士，而以不頁

適應，中度焦慮草婚姻上有困攘的人，性生活有問題的人，神經官能

症患者，性格違常的人，少年及技人犯罪者等較適合以~ET治療 c

（ 註十三）

國內學者楊國樞認為中國人有權威性格，此種性格的人其恩考判

斷的反應方向常常是「應該．．．．．．才對一， 不可以．．．．．．應語．．．…干，

因此中國人有了困擾時似乎也以RET的指導式較為人能接受，在這

方面吳櫻菁（民76年）以國小六年級學生做實驗，發現理情教育對小

學六年級生的「合理觀念」有聽著增進效果，而具麗娟 （ 民74年 〉 的

實騙是以國中學生為對象，亦噩現﹝理情教育課程－對園中生增進理

性思考，減低非理性思考及增進情緒種定性方面皆有正面鼓果，至於

陳慶福（民76年）以大學生為對象，運用EET的團體諮商，來探討

其對國內大學青年的不合理信念及不適切情緒反應之諮商殼果，結果

雖然發現與未施團體諮商前並無攝著不同，但作者解釋蝕與在短短兩

個半月的團體經驗難日改變由來已久的不合理信念有關，當然此原因

與團體諮商的設計過程及處理亦有連帶關保。國外學者毛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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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ts旬， 1974 ）發展出一套適合高中和大學生用的RET ，用臥解

析個人的情緒問題，並可使學生學得有效處理情緒問題的方法。 RE

T在諮商過程中相當強調「認知」，對智能差或嚴重困擾的人可能無

效，而大學生是經過了大專聯考的篩選，在「認知」水準上己相當的

高，思想也漸趨成熟，值此青年期，正受到生理成長，人際交往，社

會文化及本身的學業，未來之事業等多方面之衝擊，處處皆遇挑戰，

RET確實可以幫助青年以冷靜、自省的態度，調適個人的情緒，進

而以理性為後盾，肯定自己去追求人生更崇高的境界。

肆、 RET在輔導上之應用
RET在輔導上可從多方面來幫助人，它在人際關係，考試焦慮

，生涯問題，恐懼症，愛情問題，同性憊，口吃矯正等上都有很好的

效果，（參考「通過理性的成長」“Grmvth Throngh Reaason”Elli 

s ）茲舉艾里斯（ Ellis ) 1985發表之有關“love problem’，部分論文為

例以供參考。一般所言之H romantic love，，可譯成 「 理想化愛情 」

或「浪漫式愛情」，通常被認為包含了下列車是個強力因素：

1.將所愛的人理想化。

2.高程度的獨有性。

3. 強烈的相屬感，通常包含性的成分。

4.堅信愛情必會永遠持久。

5.被所愛的人佔攘心恩。

6 . 與所愛的人強烈的結合慾望。

7.有為所愛的人做任何事或犧牲的一種驅力。

8.堅信獲得romantic love是世上最重要的事。

9.相信可與所愛的人合而為一。

抱持這種愛情觀的人通常會有下列各種愛情上的「非理性信念」

阻礙了他們與實侶或配偶間的親密關係及幸福感，例如：

1.你一次祇能熱情的愛一個人。（ Ellis, 1954 ) 

2 . 真愛是永遠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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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深厚的愛情可且保証一個穩定相容的婚姻。

4.性和愛通常同時存在的，性如果缺乏愛時是不道德的且不滿足的。

( Bach & Wyden, 1969; Ellis, 1954) 
5. 在婚姻關係中愛情就可且很容易形暐而且成長發展。

6. “ romantic love，，是遠超過夫婦之愛，朋友之愛，無性關係之壁，
或其他壁之上的，如果這一生沒有經騙過的話就是白活了。

7.一個人假如失去了研愛的人﹒必定會感到很深的悲哀或指鬱很長一

陸時間，直到這股長的悲哀期過了之後，你才能再入愛河。

8.認為「一個人要時刻感覺到愛情而且知道有人在愛他」是很重要的

一件事。（ ka峙， 1976)

以上八點非理性的愛情觀，並非皆是艾里斯所創，而是綜合許多

學者研究之結果，筆者所遇到之感情困擾學生幾乎都會持有過，由於

持有了那些非理性信念而變得焦慮，提鬱，敵意，說自慎。 RET告

訴我們可自兩個主要方式駐斥：

1.告訴當事人那些非理性的愛情觀是不合實皇島結果的，無意義且無

價值的，有數據顯示一個人絕對可以同時愛兩個車更多的人。

( Murstein, 1974 ）。特別是當相愛的人生活在一起時，＂romantic

love’，會漸漸消失。（ Frinck 1887 ）。太深厚的愛情不但不能保証一

個穩定相容的婚姻，反會阻礙它。（ de Rougemont, 1956 〕而

“ romantic love，，也絕不比其他種額的愛優越或能產生更多的快樂。

“Lederer & Jackson, 1968 ) 
2.RET對在生活其他方面持非理性信念春也駁斥了他們有關w

romantic love＂絕對要 「 應該－~「必須－的觀盒。 RET告訴我們

無論人們是多麼熱愛，也理所當然的不必非要完攻或維持這種情況不

可，當愛情消失時，人們必然悲傷可嘆，但握手卡什麼了不得的可怕之

事（ Ellis 1957 ,1962.1984a,E1Es & Becker 1983,Ellis & Grieger, 

1977, Ellis & Harper, 1975 ）以上這些認知控巧可以情緒行為治療方

法幫助那些迷信“romantic love＇＂者去除它們自敗性的想法 ，告訴7

人們不必與有錯誤想法的伴侶結合或生活，間接的也提俱了與伴侶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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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的技巧，甚至整個提棋了我們一個正確的愛情觀，筆者認為這對經

常陷入愛情問題困擾的大學生在輔導上是頗有益處的。

伍、 RET的評價：

(l)RET對認知層次高的大學生是相當實用的一種諮音方法，但所

謂的「不合理信念 」 本身亦有難定論之處，尤其是牽涉到人生哲學，

社會文化背景及價值觀的問題，在某一地區文化的 「 非理性信念 」 在

男一個地區可能是合理的，諮商員要先確立自己正確的人生觀，如不

能確定是否正確，最好不要將自己可能不正確的價值觀或人生觀強加

在當事人身上，此外如果諮商員自己所堅信的是對的信念，是否就一

定是對的呢？如果是對的，放在當事人身上是否也是對的呢？這是值

得諮商員深思的問題，因為每個人都有其獨特之處，由於不同的學考

架構，所看的現象場感受都不一樣，輔導時雖是儘量對當事人給予

「同理心」（ empathy ），仍然無法全部暸解，因為諮商員畢竟不是

當事人，而在諮商情境中，諮商員最重要的就是要先考慮當事人的利

益。因此如何找出一些在我國國情文化薰陶下的國人所常犯之非理性

觀念，以實証研究的結果，運用於國人之輔導上，也就是建立一套國

人的RET是未來值得努力之事。

(2）諮商過程中，諮商員的主要任務在於如何提高諮商的成功率，理

情治療法中的「非理性信念」一詞有完全否定當事人的觀點之蟬，事

實上當事人的信念可能不很恰當，但也未必完全 「 非理性」，在此情

況下，誼商員要駁斥當事人，必須僅模留心，否則效果適得其反，所

謂的「非理性信念 J 即使是透過科學驗証的結果，也可能有統計上的

誤差，因此沒有絕對的 「 非理性 」 ，祇有程度上的差別，如能將「非

理性信念 」 一詞改為 「 不很理性的信念 」 或許更為恰當，因為原來的

「非理性信念」一詞無形中很可能對諮商且具有潛在暗示作用，認為

當事人所有不同層次的不適合理念均為「非理性信念」 ，以上為筆者

一點接見 ，就教於專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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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ET是一種極為理性的治療法，對於某些需要溫暖或較為軟弱

的個案來說是否會失望或生畏懼之心呢？此點也許是ii.ET的一大限

制。

(4)RET屬激進方式的監斥，~~日太急於教導當事人而忽略了當事人

的接受與否，很容易引起當事人抗拒的心態甚而揖斥諮商，反而不易

達成諮商效果。

(5）如果諮商ι員駁斥的非理性信念不是當事人的主要信念，不是其棍

本問題所在，所處理的祇是當事人的次要癥候，此種治療目標的偏差

有可能導致治療的失敗。

(6）諮商員的知識，技巧、正確的判斷都很重要，可是如果太－強而

有力」或太過虛矯，溫和也易對當事人造哇傷害，挫折及某種反感。

(7)RET較不注重諮商員與當事人「關保」的運作，而任何一種豆

好的諮商技術皆以諮商員與當事人有良好的信任闢保為基礎？如果在

初期也能加強諮商員與當事人之間的關係，及注意疏導當事人的情緒

，則效果必定更好。

(8）當事人僅有認知的改變仍無法確保必然消除其困擾，必須有行為

上持久的改變才算治療成功，而RET也正是強調要把斬獲的洞察付

之行動，所包括的行為治療法，家庭作業等皆是幫助當事人練習新的

行為，所以RET也是行動導向的。

(9）派特生Patterson ( 1986 ）對於RET權戚式的治療方法提出批評
。認為此種治療方式會造成造當事人對治療害的依賴，同時他也價提

治療效果能否延續持久。 「 註十四－

QO）最後， RET有一相當好的優點是時間上較為縮短，較適合在學

生人數眾多的學校中實行，如方法正確，諮商員具有高度的智慧，

RET的效果是大而普遍的。

陸、結論

由以上的探討我們可知理情治療法是一有效實用的治療方法，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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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假設都可用實驗加以証明，在學校中的諮商效果也非常直好，

此法不僅重視認知層面且重視實際的行動，男外它強調的是當事人要

對自己的觀念態度行為負責，靠著諮商員的技巧，讓當事人自己頓悟

了自己的不合理觀念在何處，繼而代之以合理的想法，由於諮商員是

教導的方式，因此諸商的成功與否在於諮商員的人格特質及專業態度

。而RET的適用對象也有其種種限制，必2頁要有基本的認知能力及

理性水準，祖攝研究已知國小，園中及大學生用RET都有相當的效

果，如能更進一步創出適告我國國惰的理情治療模式，當更能發揮其

在輔導上之功效，值得吾人進一步研究。

〔附註〕：

〔註一〕：李東白：「諮商的理論與技情－，民六十四年。昇朝出版

社，頁六。

〔 註二 〕 ：廖鳳池：「諮商與輔導 」 月刊第三十六期，天馬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頁三。

〔註三〕：同註二。

〔註四〕：制約：甲事物之成立必以乙事物成立為其先訣條件者，貝lJ

乙為甲之制約，而甲為被乙所制約者。張春興：「心理學 」

民國七十二年，東華書局，頁一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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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六 〕 ：陳慶福： 「 合理情褚團體諮商之實驗 」 ，民七十六年，頁

三～四。

〔註七 〕 ：劉煜輝﹔「理性情緒治療法 」 ，「諮商與輔導 J 月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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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頁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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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十二 〕 ：黃德祥：「諮商與心理治療的理論與實施 」。心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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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十三）：呂勝瑛：「詰商理論與挂衛－，五南圖書出版企司，民

國七十四年 。 頁九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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