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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曾經教過一系列有關輔導的課程，當時有學生建議我

把內容修改一下，然後出書。過了一段時間，我就把它修改了

一番，寫成書稿，放在檔案櫃裏，然後就去忙別的事了。有一

次不經意地向一位出版界的朋友提起，他就鼓勵我把書稿拿出

來，他要將之印製成書。結果，那書後來深受讀者的喜愛，銷

售量比我其他的書都要好，並且還繙譯成多種的語言。

那一本書（第一版）便是本書（修訂版）的前身。這些年

來輔導學上有許多改變，例如輔導的技巧、訓練的方法、研究

的發現，和問題的種類等等，甚至對輔導的觀念也有改變

其中一項便是看到友誼型輔導的重要性，不論是在社會上或教

會界，都有關於這方面的書籍和訓練課程。因此，本書又加入

了新的題目以及更詳細的資料，並且又多加了一些例子。此外，

在每一章後面都列有一些習題，讀者可以自己作或和小組的人

一起討論，但和別人一起討論會使人獲益更大。

我在寫本書的時候給自己定了一些原則：簡明的內容、清

楚的原則、淺白的文字、以聖經教導為基礎、避免複雜難懂的

心理學術語，但又合乎心理學的學理。我並沒有在任何一個特

別問題上，討論得太詳細，例如有關憂鬱、焦慮、婚姻衝突、

癮癖等等，這些方面的專論可以看別的書，或我的另一本書

《基督教輔導學》（Christian Counseling: A Complete Guide）。

本書主要訴求的對象是非專業的友誼型輔導者。專業的輔

導者通常具有專業的訓練，並且他們大部分是在處理個人的問

題；但友誼型的輔導者所處理的範圍就更廣一些，雖然他們也

會和人一對一的協談，但所作的卻不僅於此，還包括一般性的

關懷、鼓勵、扶持和幫助等等。

筆者有一個信念，那就是友誼型輔導和基督教輔導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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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都是建立在聖經 神的話語 之上，並且必須和大使

命一致，就是要在輔導中，回應耶穌「使萬民作我的門徒」的

命令。我們會在第 1章中討論這方面的細節。

但這也不表示一個優秀的輔導者就應該揚棄心理學、精神

科學或其他研究而得的技巧，或認為專業的訓練是沒有必要

的。我自己就是一個專業的輔導者，而且我也很尊敬一些在這

專業中的人，然而我和一些同僚都認為，雖然有些人沒受過專

業訓練，或只受過少許的訓練，卻是很有效的友誼型輔導者。

本書就是為了幫助這些人，好使他們（你們）能夠把這個關懷

輔導人的事工作得更有技巧、更有果效。

要成為一個有效的友誼型輔導者，一定要和別人來往，不

是讀一本書就夠了，這就像學彈琴或學游泳一樣，需要許多的

練習。最好的友誼型輔導者，是那些實際操練輔導技巧，並且

又和別人的生活有交流的人。

很多人都曾經在我寫作這本書時給予我關懷和幫助，特別

是我的妻子茱麗（Julie）。我深深感謝老友董懷斯（Lawrence

Tornquist），他對本書的第一版有很大的貢獻。我也很謝謝女

兒琳（Lynn），本書有很多部分是她打的字，省了我不少時間。

我還要謝謝克霖頓（Timothy Clinton）和畢爾（Olson Beers），

他們鼓勵我將第一版的書修訂成本書。我也要謝謝行政助理歐

兒姍（JoyOlson），她是心理學的專家，又有很好的人際技巧，

使我能不受打擾地寫作，她也在其他很多方面幫助我完成此書。

我還要特別謝謝海威（Brett Helvie），他幫我作了和本書有關

的一些研究，寫了大部分的思考和討論問題，和我一起設計訓

練課程，並且對本書的原稿提出許多洞見。

過去多年來，我有機會將本書的觀念呈現給許多北美以及

海外的人，我也很感謝他們對我的回應和寫給我的信件，這些

學生、關懷輔導者、求助者等不知名的人，幫助我改進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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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想法，使得這個修訂版比第一版更好。或許第一版真的

是需要「修理一下」了！

我盼望讀者會喜歡本書的內容，而且也會覺得很有幫助。

但最重要的是，我求神使用本書讓您能成為一個更好的基督徒

友誼型輔導者，藉著幫助別人來服事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蓋瑞．柯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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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盧雲（Henri Nouwen）到玻利維亞宣教的時候，有一次

有人問他是否願意去墓園和一位剛剛喪子的母親禱告，她十六

歲的兒子華生在一個月前才過世。這位婦人坐在小鎮中心的長

椅子上等候著盧雲，而當她述說這悲慘的故事時，淚水流了滿

面。事情是這樣發生的：華生搭乘在一部滿載貨物和乘客的卡

車上，他和平時一樣，與其他男孩子一起站在車子側面的踏腳

板上。車在路上行駛的時候，他卻一不小心失去平衡便滑落在

車輪的中間，結果被後輪輾過，在大家還來不及送他到醫院之

前，華生就去世了。

當盧雲與這位悲傷的母親一起站在她兒子的墳墓前，他被

自己無能為力的感覺所淹沒。「我無法注視這位婦人的臉龐，

她有一張柔和而深刻的面孔，流露出非常深的痛苦。當我站在

墳墓前，我感到非常無力，但同時又有一股強烈的慾望，想要

將華生從死裏復活過來。我自問︰『為什麼我沒有能力將他帶

回給他的母親？』但是後來我意識到，我的事奉是建立在我的

無能上，而非我的能力上；我所能給她的，只有我的眼淚。」

（註1）

有時候，關懷輔導別人會使我們感到自己很無能，而且可

能也會不由自主地淚流滿面。面對人生深刻的悲傷和需要，我

們通常都不知如何是好，即使是使徒保羅，也經常有同樣的感

受。他時常意識到自己的軟弱和不完全，但他知道，當我們覺

得軟弱時，神就要使用我們，還要使我們剛強起來。保羅寫給

哥林多的信徒說︰「因我在你們那裏，又軟弱、又懼怕、又甚

戰兢。我說的話、講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語，乃是用聖

靈和大能的明證。」（林前 2: 3-4）後來他又寫道︰「因我什麼

時候軟弱，什麼時候就剛強了。」（林後 12: 10）

保羅從不以他的軟弱作為不努力學習或不好好預備的藉

口。他研讀神的話語，非常了解他所居住之地的文化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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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每個人會有的掙扎，也敏感於察覺社會中人們的需要。

我們所有身為耶穌基督僕人的人，都和保羅一樣，有時候會感

到軟弱、沒有能力，但是我們知道，耶穌基督會在我們最需要

的時候，賜給我們能力和智慧。我們也知道，祂期待我們盡一

切所能地去研究和學習那些與我們服事有關的事物。以下我們

就要從這一點來開始討論友誼型輔導的第五項原則。

友誼型輔導的原則五：技巧

友誼型輔導者需要學習各種必備的技巧。

有許多書籍專門教導各種輔導的技巧，有些人估計，目前

已經有超過三千種的輔導技巧，而且不同的人還有更多不同的

看法。不過，大部分的輔導者都會同意，為了要了解和幫助別

人，我們至少必須懂得使用以下七項基本的技巧：

1.專注

你可以想像這樣的情況嗎：當你被一些問題困擾而去尋求

輔導時，卻發現當你一邊談話，輔導者卻一邊在整理他早上收

到的信件。你對這種情形會怎麼反應呢？可能再也不會回去找

他了。有誰希望與輔導者談論私人問題的時候，對方卻分心地

在做別的事情，而不留心聽你說話？

在美國麻州大學的一位心理學家艾維（Allen Ivey），曾經

發展出一套極被讚揚的模式，來教導人們如何輔導別人。（註2）

這模式包含十二個步驟，都是從所謂「專注的行動」開始：密

切注意著求助者，鼓勵他盡情地說話，藉著一些肢體語言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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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你正在傾聽，不被其他的事物干擾。

按照艾維的說法，這至少包含了四個方面﹕(1)眼睛注視對

方 當你在說話和傾聽時，眼睛要注視著對方；(2)肢體語言

表達專注 求助者可以由你的肢體語言來判斷你是否在專注

地傾聽。你的臉要正視著對方，坐著的身體要稍微前傾，看起

來不緊張，臉部也很有表情，又不時點點頭，這些都能表達出

你正在專心地傾聽；(3)注意說話的品質 這包括你的語氣、

聲調、音量和說話的速度，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4)保持討論

的主題 這是指談話的內容要保持在求助者所提出的問題

上，要避免改變話題，或詢問對方一些不相干的問題。有時候

求助者改變話題，特別是當他在覺得不自在的時候，這時候輔

導者可用溫和的暗示或簡短的建議，將討論帶回主題。

專注的目的是要幫助求助者能夠放鬆而自在地談話。要記

住，如果總是輔導者在說話，那麼他就不能了解對方的情況或

問題。要幫助求助者說話，可以試著使用一些鼓勵性的句子，

例如︰「這聽起來有道理」或「我知道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偶爾也可使用一些探索性的句子，例如︰「請繼續說」，「再

多告訴我一點」，或是「然後呢？」有時候輔導者也需要重複

求助者所說的話，以確定自己正確地了解對方的意思。

如果你發現自己說得太多了（我們常常會如此），就要問

問自己為什麼會這樣。通常來說，當我們覺得不自在，或是不

知道該說些什麼的時候，我們反而會說得過多。鼓勵求助者說

話，並且專注地去傾聽，乃是友誼型輔導的一個重要起點。然

後，當對方繼續談話時，我們就繼續傾聽。

2.傾聽

在往以馬忤斯的路上，主耶穌雖然完全了解與祂談話的那

兩個人的個性和問題，但祂還是非常有耐心地傾聽他們的談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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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24: 13-24）。祂的作法多少顯出傾聽的療效，就是當一個

人將他的問題化為言語，並向別人傾訴的時候，「可以得醫

治。」（雅 5: 16）

當我們傾聽時，不但能夠更多地了解對方和他們的問題，

而且還能夠建立我們與他們的關係，表達我們真的關心，並且

顯出我們不但關心而且願意去分擔他們的重擔（加 6: 2；雅 1:

19）。通常來說，專注地傾聽是非常有幫助的，因為這樣能給

求助者一個機會去自在地傾訴他們的問題，並且以言詞來表達

他們的感覺和想法。

表 3-1 提供了許多有效的傾聽原則，能夠幫助我們作一個

好的傾聽者和友誼型輔導者。不過，當讀者讀這表或實際傾聽

求助者說話的時候，請不要忘記，有效的輔導者不只是要聽進

去求助者的話語，還要注意到他臉上的表情、淚水、聲調的改

變、情緒的表達、姿態的改變，以及其他能使我們更了解對方

的線索。我們不但要聽進對方說的話語，還要了解他的感覺、

觀點、心態和期望。

表 3-1 有效的傾聽原則

(1)要有預備 有時候我們事先不知道別人要述說他的問題，但是如果

時間允許的話，試著在身體和心理上先作些準備。

在身體方面，要知道傾聽是一件吃力的工作，所以

應盡量在與求助者會面之前，得到充分的休息。在傾聽

時，坐姿可保持輕鬆，但是不要太隨便，否則會引起疲

累或無力，也會使求助者有一種印象，以為你沒有認真

地面對他的問題。

在心理方面，試著先閱讀一些有關討論問題的資

料。充分預備的傾聽者，通常能夠聽得更敏銳、更仔細。

(2)檢查自己傾聽的
態度

要記住以下的事﹕

當你願意去聽，並且認知傾聽的重要性時，你的傾聽

會更有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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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時注意對方
說話的內容和
表達的方式

傾聽是學習新資訊和新觀念的最好方法之一，也是去

了解別人最好的方法之一。我們愈能傾聽，並且不急

著下結論，我們的了解就會愈清晰。

要專心傾聽並不容易，需要操練。

聽和說一樣重要，一個不懂得傾聽的人，也不會懂得

說話（雅 1: 19）。
雖然沉默可能會使雙方都覺得不自在，但沉默的時刻

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要避免用話語打破沉默。通常

人需要時間來思考，而沉默可以使人有時間思考 。

當我們學習去傾聽別人時，通常我們便更能夠傾聽

神。

說話的人講些什麼固然重要，但是他如何表達也非常重

要。觀察是否有一些非語言性的訊息 眼淚、顫抖、

姿勢的轉換、音調或速度的改變，以及呼吸頻率的變化

等等，當這些訊號出現的時候，表示這人正在談論特別

重要或是敏感的內容。

(4)注意自己的情緒

(5)不要分心

(6)鼓勵對方繼續分享

(7)思想真正的訊息

(8)注意提問題的技巧

有時你可能會因所聽到的內容而覺得衝擊太大、生氣、

恐懼或悲傷，但不要因為你覺得不自在，或不喜歡你所

聽到的而停止傾聽。問問自己，為什麼會有如此的反

應。當別人說話時要有耐心地去聽。

你可能會因為所聽到的、所看到的，或因胡思亂想而分

心。要抗拒這類的情形，並想想你為什麼會分心。

要作一些可以鼓勵對方繼續說話的反應，包括點頭或說

些「嗯」、「喔」、「多告訴我一些」之類的回答。偶

爾重組或是複述對方所說的話。如果你的姿勢和臉上的

表情顯示出你是感興趣的，對方就會繼續說下去。

請記住，你思想的速度比對方說話的速度還快，因此，

你可以思想求助者所說的話或所做的動作，評估你所聽

到的和所看到的，並且問問自己對方真正想要溝通的是

什麼（或是想要隱藏的是什麼）。

注意你所問的問題，特別是在開始的時候。盡量不要問

「為什麼」，因為這通常會使求助者轉移注意力，去替

他的行為解釋或辯護，反而不談那些造成他壓力和情緒

問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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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盡量不打斷對方
的談話

(10)避免說教、規勸
或爭辯

(11)抓住要點 求助者是否經常重複某些話題、字句或是人名？這些內

容可能就是一些重要問題的線索。

(12)不要被自己的
好奇心所影響

傾聽的目的是去了解和協助對方，而不是要滿足自己的

好奇心、慾望或需要。

當輔導者一邊在傾聽和觀察的時候，一邊最好問問自己一

些問題，例如︰「我所聽到的是真正的問題所在，還是真正的

問題不在於此？」「他說的事情中有什麼細節沒提到？」「他

所說的話和所做的動作，究竟是要表達什麼？」我們問自己這

些問題的用意不是要去懷疑對方，因為我們不是要作偵探福爾

摩斯，去探人隱私以發現隱藏的線索。但我們知道，通常話語

和動作所代表的，要比表面上我們所聽見和所看見的更深。

每個作父母的都明白，嬰兒藉著大哭表達出「我不舒服」

的意思，而父母的責任就是去發掘他不舒服的原因。護士經常

發現，那些不停要求護士做這做那的難纏病人，其實很多時候

是在表達︰「我覺得自己控制不了病情，但是又不知道該怎麼

辦才好。」或是在表達︰「我很害怕。」因此，我們傾聽者必

須去發現，在所見到或所聽到的背後，有哪些是當事人真正想

要表達的。

由此可見，傾聽不是一件被動的行為，我們不可以一邊不

專心地聽，一邊又讓自己的心思和注意力亂竄。輔導學的書籍

上常用「主動的傾聽」（active listening）一詞，就是說明有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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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傾聽，是需要高度專心和仔細注意的。

我們若不願意下工夫去傾聽，那麼在幫助他人時會造成很

大的障礙。這在傳福音和訓練門徒上是如此，而在輔導的事工

上也是一樣。如果你總是說個不停，那麼你就不會了解對方的

需要、掙扎和問題。如果你太快地給予對方建議或答案，便是

拆毀自己作為輔導者的身分，因為就如智慧的所羅門王所說過

的︰「未曾聽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箴 18:

13）

筆者認識一位不喜歡傾聽的輔導者，他說因為他不想作一

個「塞滿別人生活中破爛和敗壞行為的垃圾桶」，我能夠了解

他所說的意思，因為正如聖經上所說的︰「我差你們去，如同

羊進入狼群。所以，你們要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太 10:

16）「弟兄們……在惡事上要作嬰孩。」（林前 14: 20）輔導者保

持天真和純潔是很重要的，而且了解別人罪行的細節，在專業

上也不會幫助和建立輔導者自己。因此，有時輔導者需要說︰

「我想，我已經了解情況了，所以你不需要重複這些細節。」

不過要注意，在傾聽的過程中，不要太快就說這些話，因為它

可能會遏止交談，使你不能獲得一些重要的資訊。

那位向我抱怨不願成為垃圾桶的朋友，現在已經不作輔導

者了。當他停止傾聽時，就不能再成為別人的幫助了。

3.引導

有些時候我們使用一些技巧來鼓勵求助者說話，希望他們

能分享自己的感覺，訴說他們的想法，描述他們過去為了這個

問題而做過什麼或沒做什麼處理。然而，有時候他們會沉默下

來，而且好像不自在、不願意或不能夠再談下去。這類的反應

可能會使輔導者覺得氣餒，特別是對剛出道的人來說，不過輔

導者可以嘗試使用下列的一些方法來增進交談。這些方法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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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來激發求助者從嶄新的角度去思想和評斷問題，雖然他不

再侃侃而談，但是他仍能藉著我們的幫助而獲益。

詢問一個問題或徵求一項意見，是求助者不能僅用一個

單詞回答的（例「是」或「不是」）。舉例來說，「說

說你現在正在想些什麼？」「多告訴我一點關於你父母

的事情。」「你說你和你老板處得不好，這是什麼意

思？舉個例子吧。」

依照你的觀察和了解，不時地對情況給予簡短的摘要，

並且詢問對方是否正確，如果不正確，請對方加以修

正。

使用引導性的句子，好使交談能夠持續下去。例如你可

以這樣問︰「後來發生了什麼事？」「在這之後你去了

哪裏？」「你認為現在可能會發生什麼事？」

使用心理學家所謂的「回響」（reflection）技巧，就是

將求助者所要表達的或是所感受到的，用新的字句說出

來。例如︰「這一定使你覺得非常棒！」「你好像對於

你所做的事感到很內疚。」「我猜他的批評一定使你很

生氣。」

重述求助者的想法，這是另一種的「回響」技巧。例如︰

「你的意思是不是說，你對自己在約會時的表現沒信

心？」「你剛才所說的話，是不是指你不知道該如何與

青春期的孩子談話？」「我聽起來的感覺是，你對你老

板告訴你的話覺得很困惑。」

將你目前所觀察到的求助者作一陳述，這稱為「即時反

應」（immediacy responses），因為這是輔導者對求助者

現在的、立即的印象。例如︰「你現在看起來很緊張。」

「你雖然在微笑，但是我覺得你內心很傷痛。」

在輔導者使用這些方法來增進交談之後，就要讓求助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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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回應，即使他可能說你完全會錯意了。使用這些方法是為

了鼓勵求助者說出他們的感覺和想法，並誠實地面對他們的行

為，而輔導者也能藉以更了解情況，並改正自己誤解的地方。

不過，更重要的目的，是要幫助求助者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問

題所在，然後才能接受輔導者的幫助，以新的角度看事情，或

在行為和思想上有所改變。

在往以馬忤斯的路上，主耶穌與兩位頹喪的門徒談話時，

也包含了引導交談的技巧：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走路彼此談論的是什麼事呢？』

他們就站住，臉上帶著愁容。」（路 24: 17）主耶穌一定注意到

他們這個非語言性的表達方式。

「二人中有一個名叫革流巴的，回答說：『你在耶路撒冷

作客，還不知道這幾天在那裏所出的事麼？』」（路 24: 18）革

流巴沒有說出究竟是什麼事。

「耶穌說：『什麼事呢？ 』」（路 24: 19）這是上等的引

導問句，能使對方繼續談下去。

4.扶持

聖經中所記載的比喻，要以主耶穌所說的「好撒瑪利亞

人」最為人熟悉的了（路 10: 30-37）。當這位好撒瑪利亞人發

現路旁有一個被強盜打傷的人，便上前去扶持他，並且把他帶

到一個可以得到治療和康復的地方。主耶穌說完這個比喻，便

告訴祂的聽眾說：「你去照樣行吧！」

當我們扶持人度過不同的危機或心靈的傷害時，就是在做

好撒瑪利亞人所做的事。「扶持」的意思不是說永遠抱住內心

受傷的人，以致他們無法學習面對或應付自己的問題；也不是

要藉著拯救那些依賴我們獲得自尊的人，來滿足我們自己需要

被人依賴的不健康心態。好撒瑪利亞人將這受傷的人帶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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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照應他能安定恢復之後，就離開了。

當然，我們每個人都有些時候需要依靠別人，在這段特別

需要的期間，一位能扶持我們的朋友或輔導者，可以帶給我們

鼓勵、協助、引導，甚至有時候還有物質上的幫補。不過，扶

持者或輔導者常發現，對任何人來說，要敞開自己，談論自己

的失敗，承認罪惡的思想和行為，或是告知自己無法克服的某

些問題，都是很困難的。對別人敞開自己，特別是對著其他的

基督徒，會有遭到拒絕、論斷或排斥的危險，這就是為什麼大

部分的人通常不將自己的失敗和內心的想法告訴別人。如果我

們告訴別人這些事，他們可能會看不起我們，或甚至離開我

們。這種害怕被論斷或被拒絕的恐懼感，造成許多人在別人面

前擺出另一副臉孔，使別人不能看到真實的自己。因此之故，

隱藏在面具之後的這個人，就不能得到別人的扶持和因扶持所

帶來的醫治。

聖經告訴我們，我們應該認自己的罪，不只是在禱告中向

神認罪，也要彼此認罪（雅 5: 16）。當我們聽到別人認罪時，

我們的反應不該是吃驚或譴責對方，但也不該寬恕犯罪的行

為，或是假裝那行為不重要。身為基督徒，我們應表示同情，

擔代求助者的軟弱（羅 15: 1；加 6: 2）。有時候我們是與人一同

因勝過罪而喜樂，有時候我們則是與人一同哀哭（羅 12: 15）。

如果我們發現求助者有罪，就應鼓勵他認罪，並且在他嘗試改

變態度和行為的時候，守在一旁給予安慰與協助。藉著這樣在

情緒和靈命上的扶持，求助者便能逐漸成長而邁向成熟。

5.影響

雖然輔導者能夠傾聽，會使用引導交談的技巧，並且扶持

這位求助者，但求助者的情況卻很可能一點兒都沒有改善。這

是因為求助者的問題深植在他的行為、態度或是思想裏，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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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方面都是必須要改變的。要達成如此的改變，有問題的求助

者必須勇於面對自己的行為，而輔導者也必須使用一些影響他

的技巧，來引導這個過程。

亞當斯（Jay Adams）在他所寫的輔導書籍《如何幫助人改

變》（How to Help People Change）裏，提到一個所有輔導者都同意

的看法：「不論各個輔導者在想法上有多麼分歧，但所有的輔

導者 包括基督徒在內 都同意，輔導的目的是要幫助人

改變，這包括改變思想、感覺、行為、態度、敏感度、警覺度

或理解力。幫助人改變是所有輔導事工的目標。」（註3）

我們應如何來影響別人而使他們改變呢？表 3-2 列出了幾

項「影響的技巧」，是友誼型輔導者可以運用來幫助別人的。

請注意這些方法的順序，是從不需要太多技巧，進入到需要難

度較高的技巧，例如第(7)項的指正，是直接地指出問題，這比

較困難。

表 3-2 影響的技巧

(1)複述或摘要對方
的話

(2)給予回應

將求助者說過的話連在一起，藉著複述、用別的字句或

摘要來重新說一次。這能夠使求助者以新的角度來看問

題。

明確地告訴求助者別人怎麼看待他，有時候是必須要做

的。說的時候要盡量明確，沒有論斷的態度，並且只講

事實。請記住，大多數的人一次只能接受一項這類的回

應，所以不要說得太多以免對方承擔不了。此外，還要

讓對方有機會作反應。

舉例來說：「小美，你有沒有注意到，每次我一開

始說話，你就打斷我的話。我想，別人也會和我一樣地

感到挫折， 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無法把話說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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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向對方敞開自己

(4)提供建議、勸
告、指引或資訊

(5)提出問題的解釋

有時候輔導者對求助者表達出自己的感受，會對求助者

有幫助。但是要小心，不要將注意力從求助者身上轉移

到自己身上，也不要暗示自己的心態、情緒或看法，才

是正確或有用的。最好用這類的句子開始敞開自己：

「從我的角度來看……」 「我想如果……」 「我覺得

這像是……」「有一次，我處在類似的情況下……」

有時候求助者需要的是指引、資訊或技巧，好幫助他們

有效的處理問題。最好的方法是以尊重並溫和的態度提

供建議、勸告、指引或資訊。我們常有一個傾向，就是

喜歡告訴別人應該怎麼做，輔導者也常常沒有先聽就給

予勸告，特別是在不知道該說些什麼的時候。結果，聽

到勸告的人反而會拒絕輔導者告訴他如何作改變，以致

這些勸告時常被忽視掉。

試著以建議的方式來提供資訊，例如：「如果你直

接向你的老板反應他對你的態度，你覺得怎麼樣？」

「我有一些建議可能會幫助你的學習更有果效……」然

後讓求助者有機會表達同意、不同意或其他的看法。

這時的求助者已經藉著輔導者的幫助而能以不同的和獨

立的角度來看問題，所以當輔導者對情況提出解釋的時

候要謹慎，不要用太絕對的口吻，因為你可能會是錯

的。例如這樣說比較恰當：「俊強，我注意到大部分你

所提出的問題，都和權威有關。我不知道這是不是表示

你有反抗任何權威的傾向。」

(6)告知必然而合理
的後果

(7)給予指正和
指引

輔導者可以告訴求助者，如果他持續目前的行為的話，

可能造成什麼後果。輔導者仍然要注意，態度不要太強

硬，好像釘釘子似的去強迫對方改變，因為操縱別人的

言語，幾乎一定會帶來抗拒。例如不要這樣說：「你最

好趕快改變，否則不久以後你就要流落街頭了。」而要

這樣說：「你是一個聰明人，你知道如果你再這樣上癮

似地工作，事業可能會很成功，但是卻可能會失去家

庭。」

這樣告知對方一個必然而合理的後果，可幫助他願

意繼續討論如何作改變。

輔導者要指引求助者作必要的態度或行為改變，而這時

通常需要指正對方的矛盾之處、有罪的人際關係、自我

挫敗或傷害的行為，或逃避問題的傾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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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思考或小組討論問題

1.主耶穌曾說過什麼關於友誼型輔導方面的教導？請讀以下經文所舉

的例子，並列出一些結論來：馬可福音10: 13-29；路加福音10: 25-

37; 24:13-35；約翰福音8: 2-11。你是否還能舉出其他經文的例子？

2.為了更清楚地了解「專注」的重要性，請將參與討論的人分為兩人

小組，其中一人分享自己的一項興趣，另一人則假裝違反所有該注

意的事項，例如眼睛不注視對方，分心不注意聽等等。幾分鐘以後

兩人角色互換。接著討論一下你對別人不專注的感受，這對想要尋

求幫助的人會有什麼影響？

3.當友誼型輔導者顯出全神貫注的態度時，表示出他真的在聽求助者

的心聲。雅各書 1: 19也強調傾聽的重要。對你來說，有什麼困難使

你不能有效地傾聽？你能作些什麼來改進自己傾聽的技巧？若有人

真的很仔細聽你說話，你的感受會如何？

4.為了練習輔導者藉著傾聽來了解求助者的思想、感覺和行為，請將

參與討論的人分為三人小組，選擇一種典型需要友誼型輔導的狀

況，例如母親和青少年孩子間有問題，父親的工作有困難等等，其

中一人扮演輔導者，一人扮演求助者，另一人則扮演旁觀者。求助

者向輔導者求助，而輔導者要藉著全神貫注的傾聽技巧，在協談中

找出他對求助者在思想、感覺和行為等三方面的了解。五分鐘以

後，請求助者和旁觀者對輔導者說明他扮演得如何。三人角色互

換，再重複演練。

5.想一想你和別人的關係。你通常會很快就指正別人的錯誤嗎？還是

你很不願意指正別人？指正別人時應注意些什麼（太7:1；加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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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通常會很快就指正別人，那你該採取哪些步驟來幫助自己溫

和一些？反之，你該如何改進才能變得較有把握去指正別人呢？

6.友誼型輔導和訓練門徒有何關聯？我們應有哪些認識？這對你關懷

輔導別人有何實際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