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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與改變 

要改變一個持續已久的行為是不容易的。 

每個人都有明知道需要改變，但卻一直拖

延改變的習慣行為。 

要改變需要足夠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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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 

昨天： 
「小寶，你的房間亂得像豬窩， 趕快收拾收

拾！ 」「好，我等一下收。」 

今天： 
「小寶，你昨天不是說要收拾房間，怎麼還沒

收? 」「好，我等一下收。」 

後天： 
「都幾天了，你還沒收拾房間? 」 

「好啦，我有空再收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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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 

「小寶啊，王媽媽今天要來家裡玩，她女兒說有

有一些功課想請教你，你覺得你的房間要不要收

拾一下?」 

「小寶啊，在你收拾好你的房間並且通過我的檢

查之前，你不要想看電視！」 

「小寶啊，如果你今天收拾好你的房間，並且通

過我的檢查，這星期的零用錢可以多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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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機 

對於長期失業的身心障礙個案來說，極難

從外界給予回饋物來改變個案的動機。 

試著引導個案想想自己……… 

要改變這些行為，往往需要個案有自發性

的改變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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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式晤談」簡介 

定義：避免以爭辯來說服別人，對個案主觀經

驗予以承認與尊重，以幫助個案建立改變動機，

並做出承諾與行動的晤談方法(Dr. William R. 
Miller) 

理論基礎：ambivalence & self-regulation 

「求變的動機」是最重要的元素 

  絕非「唯一」正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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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概念 
成癮行為特質： 

為追求短暫滿足，不惜付出長期受害的代價。 

通常當事人對行為後果相當清楚，也曾決心去

控制或戒除這項習慣，但還是一再地回到原來

的模式。 

動機(motivation)： 

一種準備就緒(readiness)或渴望(eagerness)的
想法，但會隨時間與情境變化而改變起伏， 

容易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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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引發動機的方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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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給予建議 Giving Advice: 
    “這樣的話，你有想要做點改變嗎?” 
2. 移走障礙 Removing Barriers: 
    “有什麼原因在阻止你做改變嗎?” 
3. 提供選擇 Providing Choice: 
    “你覺得面對這些情況你有什麼不同的選擇嗎?” 
4. 降低渴求 Decreasing Desirability: 
   “想再喝酒的感覺確實很強烈，可是你覺得真的完

全無法撐過去嗎?” 



一般引發動機的方法-2 

5. 施以同理 Practicing Empathy: 
    “我想這確實是很不好處理的情況” 
6. 提出回饋 Providing Feedback: 
   “你剛才說到…讓我印象很深” 
7. 澄清目的 Clarifying Goals: 
    “我們再回頭來想想我們討論的目的是什麼” 
8. 主動協助 Active Hel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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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行為改變損益表覺察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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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ivalence:
是問題核心，
被視為可接
受、可理解
的心理，才
能瞭解個案
所經歷的衝
突，而不激
起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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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處 壞處 

持續意志
消沉 

不會感受
到立即的
工作壓力 

持續享樂 

失去婚姻 
子女壞榜樣 
經濟壓力 
否定自我價值 
浪費生命 

改變消極
行為，積
極求職 

改變現狀 
挽救婚姻 
養活自己 
找回自我
價值 

不能再休息了 
時間不能像現
在這麼多了! 

意願蹺蹺板 



動機式晤談及引發改變的過程 

改變的六個階段 

動機式晤談的五個原則 

動機式晤談的六大陷阱 

動機式晤談的兩大階層 

提高改變動機---五個策略 

強化對改變的承諾---六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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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輪 Wheel of Chan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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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的六個階段 
 James Prochaska & Carlo DiClemente,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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懵懂期 

沈思期 

決定期 行動期 

維繫期 

復發期 
pre-contemplation 

contemplation 

determination action 

maintenance 

relapse 



改變輪 Wheel of Change-2 

復發是正常的表現 

視不同階段來調整治療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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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輪 Wheel of Chang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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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階段 個案的態度 可提供的協助 
懵懂期 不以為自己需要改變 增加個案對問題所在及危險

性的認知 
沈思期 內心矛盾掙扎，既想

改變又拒絕改變 
提出需要改變的理由，不改
變的風險，強化個案的自信，
讓他開始想要改變 

決定期 「我得對這問題想點
辦法」，機會之窗 

幫個案決定最合適的策略 

行動期 為求改變而採取行動 幫個案採取步驟，邁向改變 
維繫期 保持行動期的成果並

避免復發 
幫個案辨識復發跡象，並採
取防範措施 

復發期 可預期，鼓起勇氣回
到沈思期重新開始 

幫個案重新開始，不因復發
而喪志 



動機式晤談的五個原則-1 

原則一：表達同理心 

接納的態度可助長改變發生： 

   “我想你確實面臨很多困難” 

熟練的回應式傾聽是基礎技巧： 

   點頭、表情 

個案表現出矛盾和猶豫都是正常現象 

15 動機式晤談 Chien Yu Lai 

 



動機式晤談的五個原則-2 

原則二：創造不一致 

當前行為與重要目標間的落差能引發動機 

 “你過去對自己有什麼期待?像是希望自己在

30歲的時候是過什麼樣的生活、做什麼樣的

事業?” 

從個案的內在去擴大這種落差，人們比較容

易被自己的話說服 

 “如果比較現在的情況和你對自己的期待，

你有什麼看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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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式晤談的五個原則-3 

原則三：避免爭辯 

爭辯不但徒勞無功，且助長個案的防衛心理，

應避免一廂情願的教育 

發生抗拒代表著需要改變策略： 

從個案的表情、肢體動作可看出阻抗的產生 

貼標籤是不必要的： 

應避免“都已經這麼窮困潦倒了，再不去找

工作就完了”的制式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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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式晤談的五個原則-4 

原則四：與抗拒纏鬥 
提出新觀點，但絕不強加於人： 
   “你這樣說確實有你的理由，那有沒有可能是
這樣…” 
讓個案積極參與問題的解決過程 
   “在我們的討論裡面你是最重要的人，我很希
望聽到你的想法” 
轉換重構，化阻力為助力 
  “你說談到這些覺得很煩，我想這表示你也是很
在意，才會覺得煩，你在意才有成功的機會” 

18 動機式晤談 Chien Yu Lai 



動機式晤談的五個原則-5 

原則五：支持自我效能(self-efficacy) 
自我效能(self-efficacy) ：一個人相信自己有

能力可以執行某項工作。 

個案有責任選擇並執行個人的改變 

治療者不說「我會改變你」，而說「如果你願

意，我會幫你改變你自己。」 

每個人都具有改變的潛能，治療者只是去把它

釋放出來，助長改變的自然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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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式晤談的五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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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技巧 範例 
表達 
同理心 

回映式傾聽、
點頭、適當的
表情 

「我想你確實面臨很多困難」 
「這確實是很不好處理的情況」 

創造 
不一致 

引導察覺內在
與行為的落差 

「你過去對自己有什麼期待?像是
希望自己在30歲的時候是過什麼
樣的生活、做什麼樣的事業?」 
「如果比較現在的情況和你對自
己的期待，你有什麼看法呢?」 

避免 
爭辯 

從個案的表情、
肢體動作可看
出阻抗的產生 



動機式晤談的五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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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技巧 範例 
與抗拒
纏鬥 

1. 提出新觀點，
但不強加於人 

2.讓個案積極參
與問題的解決
過程 

3.化阻力為助力 

「你這樣說確實有你的理由，
那有沒有可能是這樣…」 
「在這裡，你是最重要的人，
我很希望聽到你的想法」 
「你說這些讓你覺得很煩，表
示你也是很在意，才會覺得煩，
你在意才會有成功的機會啊！」 

提高自
我效能 

讓個案覺得自己
有責任改變自己 
 

「對啊，你以前就曾經成功地
連續一個禮拜都沒喝酒嘛！」 
「你說你有朋友成功戒酒， 
要相信你也可以做到喔！」 



動機式晤談的六大陷阱 

1. 一問一答、封閉式問句 
2. 面質與否認 
3. 「專家」的陷阱 
4. 「標籤」的陷阱 
5. 各說各話 
6. 是誰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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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的評估 

治療者多非正式地從個案行為來判斷其動機 

評估個案認知該行為帶來的好處與壞處 

 行為改變損益表：重點不在正負面因素「數量」

的多寡 

評估個案察覺到自己對改變的準備程度 

1. URICA (the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Change Assessment) 

2. SOCRATES (the Stages of Change Readiness 
and Treatment Eagerness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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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式晤談的兩大階層 

第一階層：提高改變動機 

五個策略 
1. 問開放式問題 
2. 回映式傾聽 
3. 給予肯定 
4. 做摘要 
5. 讓個案自己說出「想要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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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一：問開放式問題 

以留空白、等待的方式，讓個案知道治療者很

想知道他的想法。 

即使使用開放式問題，有時個案的回答仍是相

當有限，例如：青少年對於開放式的問題常常

還是說「不知道」，適時的封閉式問題有時也

能促進個案的思考，讓會談有所進展。 

對於抗拒的個案，避免太早談某一特殊問題(如
求職問題)，可以從他的生活狀況著手比較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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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問題的例子 

例一：今天怎麼會來這裡？  

例二：告訴我最近發生什麼事？  

例三：你爸爸擔心你最近的情況如何。 
            就你所知，你爸爸為何會對此這 
            麼關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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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二：回映式傾聽-1 

點頭、眼神的接觸、輕聲的呼應 

治療者除專心聽個案所說出的字眼外，還要對個案

所說的「原意」提出合理假設，再將此假設以敘述

方式「回映」。 

重複個案話中的一兩字、或以新的字眼表達個案的

原意。 

當個案表達出改變的意思時，一定要加以回映。 

以直敘句表達，非疑問句，因為會產生不同效果，

若諮商師說：「你是不是不確定自己想來這裡？」

則個案的回答可能讓會談的方向離改變更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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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二：回映式傾聽-2 

在嘗試回應個案的想法過程中，持續擁

有「猜測」的活力。 

即使猜測錯誤，個案在聽到距離自己真

實想法有偏差的回映式傾聽，也會做補

充和修正自己的說法，這會讓會談有新

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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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二：回映式傾聽的例子 

「你不覺得自己需要有個穩定的工作」 
「你不確定自己是否想要被工作束縛」 
「你擔心若不跟我談，我會很失望」 
「其實你很不想跟我談」 
「所以一方面你不想改變你現在的生活習
慣，但另一方面，又擔心再這樣下去，身
體沒有變得更好，反而坐吃山空」 
「你剛才說到…….，讓我印象很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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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三：給予肯定-1 

個案過去可能有許多想改變但失敗的經
驗，導致改變的信心不足，於是覺得改
變是不可能的，而抗拒改變。 

動機式晤談希望能增進個案成功改變的
自我效能 

「肯定」是表達讚許或表示了解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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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三：給予肯定-2 

原則 
表現真誠，若缺乏真誠，會令個案覺得不愉快，

例如拿每個人都自然會做的事來肯定，就達不

到效果。 

肯定要針對個案的「行為」，不要放在態度、

決定或是目標。 

避免以「我覺得」、「我認為」來開頭，而是

以「你」來進行肯定。 

31 動機式晤談 Chien Yu Lai 



策略三：給予肯定-3 

原則 
 直接敘述肯定，而非當成評估的結果。 

應避免說：「比起誰誰誰，你的努力非常值得
讚賞」 

 肯定正向做到的，而非不足的部份。 
應避免說：「你很努力不想繼續消沈下去」。 
較適合說：「雖然困難度很大，你還是能夠幫
自己做出好的決定，像是努力找適合自己的工
作」，並且最好跟著加上後續的問題，來開啟
進一步討論的機會，例如：「你是如何幫忙自
己維持繼續找工作的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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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三：給予肯定-4 

可以藉由和個案討論過去未成功的改變嘗
試，即使是失敗的經驗，都能經由重新架
構，呈現出個案值得肯定的經驗。 
例如：「我瞭解，來到這裡接受會談，對你來
說是多麼不容易的事，你跨出了一大步」 

給予肯定不是會談的終點，而是開端，給
予肯定之後，接續的問題有利於進行進一
步的澄清 
例如使用以「你是如何…」或「你做了哪些努
力來…」來進一步肯定和澄清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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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三：給予肯定的例子 

在生活方面你已經很努力，聽起來有些成果，

你做得很好，至少不再每天窩在家裡了！ 

很佩服你的努力，和為小孩做這麼多！ 

你們兩人都是非常好的父母，我相信那對你

們很重要 

很欣賞你下了那麼多苦功，在這種情形下你

還很堅強，我了解失業真的讓你覺得很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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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四：做摘要 

協助個案重整他的經驗，引發個案說

出有改變動機的話。 

協助個案檢討矛盾的地方。 

應簡潔、具有選擇性，選擇能引發矛

盾、產生願意改變、協助個案「往前

走」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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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四：做摘要的例子 

剛剛我們談到，你很不喜歡職場的工作壓力。

但你也知道再繼續停滯，不願走出去，可能會

讓自己承受更多負面的價值。你說你無法想像

自己能改變，但是你還是希望能有所突破。」 
「一方面你擔心自己找不到適合的工作；另一

方面你又擔心自己無法適應工作的壓力。其實

很多人都跟你說過可以找工作的方法，但實際

上似乎沒什麼效果，你不知道該怎麼辦，是這

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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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五：讓個案自己說出「想要改變」 

關鍵技巧 

 直接發問 

 正反考量 

 進一步說明 

 假設極端 

 往回看 

 往前看 

 探索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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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式晤談的挑戰---處理阻抗-1 
簡單反應(例一) 
個案：我要先讓你知道我並不想來這裡。我希望你 

             能了解這一點。 
諮商者：我知道來這裡並不是你最先想做的 

簡單反應(例二) 
個案：就算我沒有穩定的工作，我打零工還是餓不 

            死啦！我有很多朋友他們也是這樣，看起來 
            還不錯，這樣還比較不會被綁住咧！ 

諮商者：對你來說，輕鬆、沒有工作負擔是件很重 
                要的事，所以你寧可打零工，過著收入不 
                穩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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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式晤談的挑戰---處理阻抗-2 

誇張反應 
諮商者：露西，我不太清楚你現在心裡怎麼想，

你的朋友都很關心你的經濟問題。 
個案：嗯，我現在是沒工作啦！不過我不確定

能否積極找工作，我的花費並不多，我並不覺

得一定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過一天算一天，

人生要及時行樂！我覺得他們擔心太多了！ 
諮商者：所以你覺得「完全」不需要擔心你未

來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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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式晤談的挑戰---處理阻抗-3 
雙面反應 

諮商者：一方面，你很希望能有個穩定的工作，
讓小孩快樂成長，當個好父親；另一方面，你
卻有身體上的限制，使你對重回職場而卻步? 

個案：對，身體上的限制是最大的問題！ 

負面法  

諮商者：「無業」可能是你的選擇，你覺得它
讓你很輕鬆，難以放棄。對你來說，這個悠閒
的空間，是一個很好的喘息機會，所以你一點
都不想擺脫「無業遊民」的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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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式晤談的挑戰---處理阻抗-4 

重新框架  

個案：我覺得我很喜歡自己獨處的時間，這

樣我可以不用忍受外界異樣的眼光。 

諮商者：對你來說這是個自在安全的空間，

不用看別人的臉色或異樣的眼光；但你為了

要享受這樣的自在，而以逃避來面對自己該

負的責任，你的看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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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式晤談的挑戰---處理阻抗-5 

強調個人控制力  

諮商者：你才是為自己做決定最適合的人， 
        我無法替你做主。 

個案：怎麼會，我來這裡就是要聽你說的。 
      不過我可不是要來聽你的長篇大論或者 
      深受感動而痛哭流涕的。 

諮商者：所以你知道自己為什麼要來這裡嗎? 

個案：我到底在要這裡要待多久? 

諮商者：這個要由你自己決定，你才是必須要 
        為自己的未來做決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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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好要改變的徵兆 

抗拒現象減少：停止爭辯、否認或反對 

對問題本身減少發問：已獲得充分資訊 

主意已定：顯得比較平和、輕鬆和篤定 

自行陳述有動機的話 

開始對「改變」發問： 
自己該怎麼做？別人都怎麼做？ 

憧憬未來： 
討論改變後的生活會如何？會帶來什麼好處？ 

自行實驗： 
在下次會談前，開始嘗試可能的改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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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已有動機改變但尚徬徨的個案…. 

個案：你是唯一的例外。 
諮商者：我是唯一的例外? 
個案：對，即使你對我了解不多，不過你是唯一 

            不會因為我殘障、無業而看不起我的人。 
諮商者：好，我覺得當你提到每個人都很針對你

工作的問題時，他們都沒看到你其他的優點，你

也說沒有穩定工作確實為你帶來些麻煩，你會擔

心自己的健康和經濟方面的問題，不過現在你不

是很肯定自己是否能找得到工作?也不確定努力

去找工作就會有好的結果?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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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已有動機改變但尚徬徨的個案…. 

個案：我有說過那些難熬的日子嗎? 

諮商者：有 

個案：我沒有辦法克服我身體和心理的障礙，除

非我找到的工作主管和同事都能體諒我動作慢，

否則我不知道是否能一輩子不再為工作煩惱。 

諮商者：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成功找到一份主

管和同事都能體諒的工作?其實是一部分的自己不

知道自己是否能作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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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已有動機改變但尚徬徨的個案…. 

個案：其實，我相信我能做的事情很多，不過是

否能勝任工作，這一點我沒有把握，畢竟以前我

沒有一樣工作可以持續半年以上，不過，我現在

的身體狀況比較穩定了，我確實可以試試看，也

許之後找到的工作可以更穩定一點。 

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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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層：強化對改變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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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原      則 範       例 
摘要 
重述 

• 將個案目前狀況作一摘要，為
第一階段作結束。 

• 目的在把各種支持改變的理由
聚集在一起，也同理個案內心
的矛盾猶豫。 

問關鍵
問題 

個案不是被告知、而是被詢問
想怎麼做。 

「看來事情不能再這樣下
去，你覺得要怎麼做？」 
「如果你改變喝酒的習慣，
你最擔心的是什麼？」 

諮詢和
建議 

• 別急著建議，等個案問時再說 
• 以不針對個人的語氣，讓個案
自行判斷是否符合所需 

• 提出不只一種的選擇 

「是否可以試試看先把喝
的量減少？或者有其他的
替代方案?嚼口香糖或
是……」 



第二階段：強化對改變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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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原      則 範       例 

商討
計畫 

設定清楚的目標，考量各種
可能達成目標的方法，再擬
定計畫。 

「你現在每天喝，先試
試看一個禮拜少喝兩天，
如何？」 

堅定
承諾 

獲得個案對計畫的承諾遵行，
以強化個案的決心。這承諾
可藉由公開讓別人知道而得
到增強，特別是讓個案親自
告知。 

「很高興你願意為自己
做改變，現在太太也聽
到了，相信她也很開心!」 

「這個過程你需要太太
給你甚麼支持或協助嗎?」 

化為
行動 

訂出立刻可採取的步驟，馬
上去執行。若個案未做好準
備，勿操之過急。 

「可以在空白月曆上，
每個禮拜選兩天先畫XX，
提醒自己那天不要喝酒」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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