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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 书 总 序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王思斌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民生问题、社会治理问题更加突

出地摆在政府和社会面前。社会工作作为帮助弱势群体解决其基本生活困难、

走出困境，进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进步的专业学科，其快速和稳步发展

显得十分重要。《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作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战略部署，中央十九部委也制定了《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此外，在政府、学术界

和实务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社会工作事业得到了较快发展。但是，与解决

上述问题的迫切性和社会工作学科发展的要求相比，我国大陆的社会工作发展

还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工作专业化与本土化

的结合还不到位。

社会工作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其基本理念、工作方法带有浓厚的西方文

化色彩，带有它产生于其中的社会结构的印记。在改革开放和走向现代化的进

程中，我国要发展社会工作事业，需要借鉴西方社会工作的优秀成果，走专业化

之路。但是，我们必须同时清醒地认识到，在此过程中照搬西方社会工作的既

有成果有时并不恰当，因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与

西方有很大差异。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工作本土化就显得尤为重要。关于社会

工作本土化，学界有许多不同的理解。但是如果说来自西方的社会工作要适应

我国的基本国情和解决问题的具体环境，则是没有那么多争论的。来自西方的

社会工作理论、工作方法必须在中国能落地，能与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相契合，

这是问题的关键。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笔者曾经讨论过社会工作本土化问题，

也提出了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几种路径：第一，研究西方社会工作与中国国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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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容之处，删去不适宜的部分，再应用于中国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第二，对

从事实际社会工作的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促进国际社会工作经验与本土社会工

作的比较和碰撞；第三，分析两种社会工作之异同，找出它们的相似之处，强化

它们之间的亲和性；第四，在此基础上从事社会工作实践，扩大两者之间的相容

性，以实现优势互补。在上述可能的实践中，笔者还提出过一种看法：本土社会

工作学者在其中能发挥重要作用。因为，一方面，他们熟悉产生于西方的社会

工作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他们长期生活于非西方社会之中，对何种社会工作

理论、知识和方法有助于本地问题的解决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从而进行选择性

“过滤”。

回到当下我国社会工作的现实处境。虽然大陆的社会工作学科重建已有

３０年，但是在学术研究、经验总结、理论反思方面还相对滞后。相比之下，我国

港台地区的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较早，实践比较充分。在来自西方的理论与本地

实践的磨合互动中，一些学者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观点、经验模式、知识积累，这

对同具华人社会文化的大陆地区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华东理工大学

出版社出版这套“华人社会工作丛书”的重要初衷。本丛书选择工作生活于世

界各地（主要是欧美和我国港台地区）的资深华人社会工作学者的有分量的著

述加以印行，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能缩短大陆地区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进

程，也有利于向读者提供一个参照———这些优秀的学者是怎样在专业化与本土

化之间进行思考的。当然，这些学者工作、研究和进行专业实践的背景与大陆

地区也不相同，政治制度、社会体制、社会福利体系和社会工作制度方面的差异

也比较明显，因此对他们的理论、观点我们也不能照抄照搬。如果大陆读者能

在这些华人学者的理论、经验与自己面对的现实之间进行比较、思考和反思，有

了新见解，那就真正从深层次上达到出版本丛书的目的了。说不定这会对华人

社会工作乃至世界社会工作的发展有所贡献。但愿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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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９章　精神分析理论与社会工作

９．１　前　　言

话说芮奇蒙创立社会工作的时候，是以富有爱心的亲善访问者起家的。

虽然也逐渐体会到在帮助穷人的过程中，就必须用系统、科学、调查的方法，

以便“有效”地帮助穷人，然而当时自以为助人“专业”的亲善访问员，还是没

被认定为一个专业，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理论体系作后盾。为了弥补这个缺

点，当时的社会工作者，很自然地就向那个时期最方兴未艾、最受青睐的精神

分析理论靠拢，丝毫不考虑社工专业与精神分析理论在本质上的差异。时隔

七八十年，请问社工专业的学者与实务界的同仁，对精神分析理论及其处遇

的运用果真驾轻就熟？果真比其他理论用得“实惠有效”？果真与社工的原

则与精神紧紧相扣？答案若是否定的，我们应该也要默默地问自己，“原因出

在哪里？”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要在哲学领域里帮精神分析理论找到“归宿”，其实也

颇费周章。人文存在主义或认知理论与内省哲学相依；行为主义理论与实证或

外观哲学相扣；社工自创的问题解决模式、任务中心模式及危机处遇模式可以

在实用主义哲学的范畴里找到归宿。但要探究精神分析的哲学背景是什么时，

可能会有“身世复杂”的感触，这个理论的哲学背景不能一言以蔽之。我们可以

用“混合哲学”来称之，因为精神分析理论实在兼具内省哲学与外观哲学混杂的

特质。说它与内省哲学有血缘有关，是因为“精神分析”所探究的当然是无法用

肉眼所能观察的“行为”，它甚至钻研比人的心理底层还要深奥的角落———潜意

识（要命的是虽然潜意识只是一个“假设”出来的“东西”，它言之有理，但永远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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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证据说它就在“那里”）。弗洛伊德固然没有确切的证据告诉我们潜意识在

哪里，但是我们却也不能推翻他，认为我们找不到，所以它就不存在，从这个角

度来看，精神分析理论无疑是“属于”内省型的哲学，主要是因为它探讨人的内

在精神（潜意识）世界。

但从精神分析“看事情”的态度来看，我们似乎看不出它对人的“本性”有多

大的尊重，它与内省哲学相反，根本不用从“功能”的角度来看人。最严重的是

它强烈的“决定论”观点（Ｓｔｒｅａｍ，１９８３：１９；Ｆｉｎｅ，１９７９）。依弗洛伊德的论点，幼

年（四岁以前）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并不是不见了，也不是忘掉了，而是隐藏在潜

意识里，而且这个潜意识将影响他的未来行为，说得斩钉截铁，这就是决定论，

潜意识影响个体的行为是决定论，性与驱力对个体行为的控制力也是决定论。

尽管弗洛伊德的三种我（本我、自我、超我）对人类的行为有很高的解释力；尽管

自我防卫机制也道尽了人类行为种种不为人知、无法由外表来解释的奥秘；尽

管这一切假设都没有经过实际的验证，我们依然很难抹掉这“Ａ一定造成Ｂ”的

因果哲学与决定论的色彩。

对性与驱力毫无保留的解释，让我们看到弗氏理论的“低心理能量的行为

色彩”，这就是精神分析理论的特色，名曰“精神”，但让我们感受更多的却是让

人的理性无法招架的驱力与性的巨大影响力。在这一背景之下，人的自主性、

道德性、意志性一个一个在性与驱力的攻击后倒地不起，这就是精神分析理论

对“精神”最大的贬损，弗洛伊德看不起人的精神功能，比行为主义有过之而无

不及，从这个角度来看，精神分析理论是具有浓烈的外观哲学“精神”的。

简而言之，精神分析理论所研究的“对象”或“分析的方法”属于“内省哲学”

的范围，但是精神分析的“本质与精神”（看待事情的态度）则地地道道地属于因

果式的、决定论的外观哲学。所以本书姑且称之为“混合模式的哲学”。

这种“混合”哲学，主要是看出它的内省哲学与外观哲学两大支柱，但是这

种混合与实用主义的处遇模式不可同日而语。如后几章实用主义的处遇模式

所述，问题解决模式强调让处遇有效化，尽快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任务中心模

式则将问题切割为一些可以逐项完成的任务；危机处遇则以协助当事者发现自

己面对危机因应方式有了盲点，并且协助他能在短暂时间之内，能以全新而有

效的因应方式来处理他所遭遇的问题为主。实用主义的处遇模式以有效性、时

间性、具体性为考量，而精神分析理论则以探讨平日所未曾注意，而且无从“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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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潜意识、童年经验或羞于启齿的性与驱力见长，所以精神分析模式无法摆

在“实用主义”的范畴里。

９．２　弗洛伊德理论的历史发展

一、前言

弗洛伊德（ＳｉｇｍｕｎｄＦｒｅｕｄ，１８５６—１９３９），犹太人，生于捷克，居于维也纳，

后至法国留学，逝于英国。为近百年中，对心理学界、行为科学界、哲学界，甚至

艺术理论界里最有贡献、最受争议、也最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家。其学说一反几

百年来的传统与规范，想人之所不能（敢）想，言常人所不能言，加上理论内容的

丰富、新鲜、神奇，对人类社会贡献非凡。

二、成长背景与丰富的理论来源

任何人都会讶异，弗洛伊德哪来的资料，哪来那么多灵感，能够想到这么多

新奇的理论？可以回答的是弗洛伊德很会把自己的童年经验理论化。他坦诚

地描写他母亲的美丽动人，也不讳言地提及自己对母亲的恋慕之情，这和他对

父亲的憎恶及轻视形成强烈的对比。他甚至曾写道，“当我四岁时，我的欲望便

会被母亲挑起，有次我和她一起旅行，晚上必须同宿时，我一定看过她裸体的样

子”。他同时承认自己好多次梦到弑杀父亲，这带给他很深的罪恶感。恋母情

结如此坦率的表露，连仇视父亲的潜意识也如此赤裸裸的宣告，的确不是一般

人所敢揭露的。他声称照顾他的女仆常来挑逗他，弗洛伊德称这个女仆为他的

“第一个情欲的启蒙者”，在他叙述与母亲共宿的那段记载中，也提到了这个女

仆，好似一想到与母亲的共宿经验之时，就有了微妙的情欲竞争关系出现，他形

容这个女仆为自己一生问题的“始作俑者”。

弗洛伊德在自传中透露自己对弟弟和妹妹的嫉妒，因为弟弟和妹妹与他争

夺母亲，常梦到杀死他们，这强烈的嫉妒及梦境所带来的罪恶感，始终折磨着他

的内心。根据弗洛伊德的自述及同事的旁证，他的人际关系通常是爱恨交织

的，可能是他对父母及弟妹的爱恨之情，影响了他与朋友的关系，关系越近，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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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交织的情况越炽烈。若这些关系都属实，弗洛伊德的一生的确被这些奇异的

童年经验影响颇深。难怪他的理论无时无刻都与这些早期的体验脱离不了

关系。

三、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历史

弗洛伊德（１８５６．５—１９３９．９）自己说，“了解精神分析最好的方法乃是追踪

其根源及发展过程”。篇幅所限，本书中我们简单地从精神分析理论发展的时

间次序，做简要的了解，分为四个发展阶段（Ｂａｔｅｍａｎ＆Ｈｏｌｍｅｓ，２００１：４ ８）。

（一）理论前期（１８８５—１８９７）

１８８６年弗洛伊德３０岁，已婚，虽已经是著名的神经学家，但仍属努力养家

糊口的阶段。他在巴黎目睹夏卡特（Ｃｈａｒｃｏｔ）示范催眠法，珍妮特（Ｊａｎｅｔ）以催

眠法成功地治疗歇斯底里病患时，深深地被吸引，后来在密友布鲁勒（Ｂｒｅｕｅｒ）

的协助下，催生了精神分析理论。两人根据１３个个案，合写了《歇斯底里研究》

（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Ｈｙｓｔｅｒｉａ）一书，该书中的理论重点如下：

１．宣泄（ｃａｔｈａｒｔｉｃ）：每个人内心的痛苦、不满或愤怒等负面情绪，能借由口

语的表达来释放，或借一些行为与动作来加强时，则病人的压抑病情将可以被

减轻。时至今日，在心理辅导领域，宣泄已是非常普遍的原则与技巧，让案主宣

泄内心的压抑与情绪，对治疗的过程大有助益。

２．抗拒（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抗拒是了解当事者病情最有效的工具。弗洛伊德将

抗拒理论化，并把抗拒视为治疗过程中的正向因素。抗拒的原因必然是内心的

冲突、本我与超我之间的交战；潜意识浮现与否的挣扎，对外界事件的刺激种种

自我防卫机制，无一不说明当事者正在挣扎、抗拒。

３．对催眠疗法的质疑：尽管弗洛伊德对催眠有浓厚的兴趣，但也逐渐产生

了质疑。他发现有些病人无法被催眠，并且催眠过程太强调治疗师的主导角色

而忽略了病人的自主性；催眠后案主容易出现移情的现象；更重要的是，借着催

眠，他发现病人的问题都与他幼儿时期“性”方面的悲惨经验有关。

（二）理论发展期（１８９８—１９０８）

此时期是弗洛伊德理论认知最辉煌、情感最脆弱的时期，奠定了精神分析

理论与实务的基础。

１．放弃催眠治疗改为自由联想：弗洛伊德对催眠的观察与反省，使他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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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催眠治疗而发明了自由联想，从病人自由联想所得资料的准确性不亚于催

眠，而且可以避免催眠疗法中的种种问题与缺陷。

２．发现潜意识的冲突：借由病人的自由联想，弗氏发现，精神官能症不是来

自当事者本身真实的悲惨经验，也不是他神经衰弱，而是来自潜意识的冲突（没有

惨痛童年经验的人也会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原因是潜意识方面的挣扎与冲突）。

３．性的幻想与冲突：对性的过度强调似乎就是弗洛伊德理论的特色。弗

氏认为最主要的冲突是被本能驱动的性幻想（ｉｎｓｔｉｎｃｔｄｒｉｖｅｎｆａｎｔａｓｉｅｓ），轻者寝

食难安，重者整个行为脱序。１９０５年他提出《性学三论》（Ｔｈｒｅｅ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该书强调婴儿期的性冲动，以及身体经验对早期人格发

展的影响力。

４．梦的解析：梦的解析是弗洛伊德颇为自豪的杰作，他用自己成长的经验

归纳出梦的解析及心智发展过程的理论。事实上，弗洛伊德的成长经验提供了

不少他建构的异于常人的理论内涵，如成长早期与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对父

亲死亡的复杂情结；母亲对他的宠爱；身为犹太人的荣与辱；在事业发展上的孤

立感（对于一个相当敏感的人而言），弗洛伊德的成长经验历历如绘地在他的理

论中成形。难得的是他这个天才，能将这些感受理论化，而且居然成为震撼世

界的“一家之说”。

梦的解析必须与事后发展的事实作比较，才能证明解析是否正确。不管弗

洛伊德对梦的解析是否正确，但以梦为主轴的治疗方式，只要案主肯配合，治疗

者就可以从案主那里得到很多资料。

（三）心理治疗实务期（１９０９—１９２０）

在精神分析发展初期，吸引了很多较为开放的医生与学者的注意与投入，

如荣格（Ｊｕｎｇ）、阿德勒（Ａｄｌｅｒ）、史戴克（Ｓｔｅｋｅｌ）、艾伯予（Ａｂｒａｈａｍ）、菲瑞斯

（Ｆｅｒｅｎｃｚｉ）、坛斯（Ｊｏｎｅｓ）与瑞恩克（Ｒａｎｋ）等人。尤其是荣格，他是第一个非犹

太人的精神分析学者，与弗洛伊德相交密切，１９１０年两人一起受邀到美国演讲，

相互分析对方的梦境，或许是缺乏距离感的缘故，１９１３年两人分道扬镳，因为荣

格反对弗洛伊德把性当成理论的重心，他也受不了弗洛伊德对宗教的怀疑与独

裁风格。阿德勒也在１９１１年离开了弗洛伊德，因为他反对弗洛伊德以原欲

（ｌｉｂｉｄｏ）和伊底帕斯情结（Ｏｅｄｉｐｕｓｃｏｍｐｌｅｘ）作为理念的核心。

两位大师的离开对精神分析派打击不小，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却帮助精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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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学派在欧洲得以发展，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大战期间，弗洛伊德已６０岁，但声望却

如日中天。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自恋》（ＯｎＮａｒｃｉｓｓｉｓｍ）、《哀悼与抑变》

（Ｍｏｕｒｎｉｎｇａｎｄ Ｍｅｌａｎｃｈｏｌｉａ）、《精神分析导论》（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等都在这个时候出版。此外，由于战争的影响，弗洛伊德也开

始注意人性的黑暗面，比以往更强调人的攻击驱力，１９２０年更提出死神的概念，

对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领域，弗洛伊德的确相当敏感，也相当用心。

（四）晚年的理论发展（１９２０—１９３９）

大家最熟悉的“三我”人格理论（本我、自我、超我）是弗洛伊德在他晚年

（１９２３）年对其著作《自我与本我》（Ｅｇｏａｎｄｉｄ）一书的修正，该书将心智分为潜

意识、前意识和意识，也将自我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１９２６年，他又对焦虑的

概念提出更详尽的解释，把焦虑与自我的挣扎及潜意识的矛盾几个重要的理念

整合在一起。１９２７年的“自我分裂”（ｔｈｅ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ｅｇｏ）理念更是当时治

疗精神病患者最重要的理论根据，也是当时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思想。弗洛伊

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继承其衣钵，是儿童心理治疗的先驱。１９３８年因纳粹

的迫害，弗洛伊德逃到英国，隔年逝世。

四、精神分析在英国的发展

虽然奥地利才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最主要的发源地，但是为了对此理

论的发展历史有基本的了解，精神分析在英国的发展不可忽略。

（一）何为精神分析的“传统”？

精神分析理论深深地影响了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英国学者，影响了比较先进

的精神医师和其他科的医生们，凯芮（Ｋａｒｉｎ）和史翠西（ＪａｍｅｓＳｔｒａｃｈｅｙ）更创办

了一套帮助医生成为精神分析师的训练课程。但是精神分析到底是属于医疗

科别其中的一科还是心理治疗学者也可以使用的“心理治疗技巧”，始终不无争

议。琼斯决心保护精神分析传统，不让它被“路过”的心理治疗学者所左右，但

是他也极力主张应“认可”非医学背景出身的精神分析师，弗洛伊德（１９２６）本身

也支持这种态度。显然，在那个时期传统弗洛伊德的理论并非精神分析者或精

神科医师的专利。

（二）克莱恩（ＭｅｌａｎｉｅＫｌｅｉｎ）的游戏治疗法

克莱恩将梦的解析发展出一套游戏治疗法。梦让我们可以了解幼童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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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借着从小孩那里得到的资料可以协助我们分析有情绪困扰的成年病人。他

特别把重点放在母亲与婴儿的关系上，并认定可以在一岁以前的婴儿身上观察

到可能产生的伊底帕斯情结。后来，克莱恩又探讨婴儿的攻击和妒羡（ｅｎｖｙ）行

为，认为婴儿有两个阶段的心理状态，由“妄想—分裂”（ｐａｒａｎｏｉｄｓｃｈｉｚｏｉｄ）的心

理状态进入“忧郁”（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的心理状态（Ｇｒｏｓｓｋｕｒｔｈ，１９８６：

３８ ３９）。

（三）三个学派

克莱恩的论点影响了很多人，但弗洛伊德并不赞同（他倒较赞同他女儿安

娜·弗洛伊德的看法，认为治疗小孩不能只靠分析，而需要更多支持性的技

巧），１９４４年，精神分析学分别以克莱恩学派和安娜·弗洛伊德学派形成两个主

流。后来又成立了“独立学派”或称“中间学派”（ＭｉｄｄｌｅＧｒｏｕｐ）。当这三个学

派的沟通越来越多后，对立的观点逐渐减少，彼此有了互惠的成果。他们发现

三个学派之间的差异不是在于意识形态，而是在于呈现的方式及强调的重点不

同而已。

五、精神分析在美国的发展

（一）哈特曼的自我心理学（ｅｇｏ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１９２５年以后，因大量移民的涌入，精神分析学的主要舞台在美国而非欧洲，

最重要的学派是哈特曼（Ｈａｒｔｍａｎ，１９３９）的自我心理学。自我心理学所强调的

是自我适应的功能及创造“无冲突境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ｆｒｅｅｚｏｎｅ）的能力，意即每个个

体本我与超我之间的调适，如何在两者之间做适当的权衡，与弗洛伊德总是注

重内心“骚动的潜意识”有别。比较起来，北美的精神分析理论较欧洲的学风趋

于保守，驱力理论与结构理论一直主导着北美的精神分析界，而且都由医学界

的人在控制，非医学背景的分析师一直被排斥在外，直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一位

心理学家到法院申告被歧视后，美国精神分析学会才开始接受相关专业学者的

入会申请（Ｂａｔｅｍａｎ＆Ｈｏｌｍｅｓ，１９９６：１１ １３）。

（二）多元的发展

由于不同分析团体的注入，美国的精神分析出现多元的意见和不同的派

系。艾里克森（Ｅｒｉｃｋｓｏｎ，１９６５）的八阶段发展论同时强调文化及心理因素对

美国精神分析界的影响非同小可；梅勒（Ｍａｈｌｅｒ，１９７５）以直接观察法了解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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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的心理发展过程；法姆（Ｆｒｏｍｍ，１９７３）以文化及社会心理的角度探讨精神

分析，也因此为拉许（Ｌａｓｃｈ）对文化自恋（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Ｎａｒｃｉｓｓｉｓｍ）的批判铺路。赫

里（Ｈｏｒｎｅｙ）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回应精神分析理论。沙利曼（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１９５３）则

创立了人际关系学派（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Ｓｃｈｏｏｌ），强调个体早期人际关系对人格的

影响，他甚至注意到治疗时在诊疗室里此时此刻的关系对治疗的影响，不把

整个治疗只放在性、攻击或压抑的角度里来思考。直至最近，米切尔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１９８８）也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探讨精神分析，他根据伯林（Ｂｅｒｌｉｎ）对自

由意志的正面看法，认为人可以自由地发展潜能（不必老是以驱力来解释人

性）。对米切尔而言，人是自由的，而非天生处在内在冲突及外在世界的干

扰中。

（三）卡亨特的自我心理学

在台湾地区，ｅｇｏ与ｓｅｌｆ一直都是被翻译为“自我”，在本书中这两种心理学

有别，请读者加以区分。美国挑战古典精神分析学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卡亨特

（Ｋｏｈｕｔ）的自我心理学。卡亨特（１９７７）指出，造成精神疾病的主要原因不是意

识与潜意识之间的矛盾，也不是本我与超我之间的冲突，而是当事者“环境条

件”是否充足。所谓环境条件，指当事者是否有良好的自我关系（对自己是否尊

重），与客体之间（外界的人、事、物）是否有健康的联系。因此治疗者用同理心

及对案主的关心才是治疗能否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借着同理心可以增强

案主弱化了的自我，对案主的关怀更可让案主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更为健康。治

疗一个人不一定是在他灰暗、迷漫的潜意识领域里大做文章，也不必紧粘着案

主的问题与情结来寻找诠释与顿悟。这些论点有别于传统大家所以为的精神

分析，因此引起很多辩论，但是卡亨特强调，同理心不是被动的静默或是虚弱无

力的同情，处理个案的问题不一定要对当事者过度地介入，也不必“黏得太紧”，

一个不怎么介入的精神分析师，反而让病人更容易找到一个独立自主的自我。

案主若是来自被忽视或破碎的家庭，则他们需要的是被关怀（Ｂａｔｅｍａｎ＆

Ｈｏｌｍｅｓ，１９９６：１２ １３）。此外，史卡佛（Ｓｃｈａｆｅｒ，１９７６）与史宾斯（Ｓｐｅｎｃｅ，１９８２）

则根据哈伯玛斯（Ｈａｂｅｒｍａｓ）与瑞可（Ｒｉｃｏ）的主张，从语言学或诠释学的角度来

看精神分析，这些都是较属于内省或人文哲学的解释，所分析与强调的是“意

义”，而不是“方法或技巧”，此与医学界里所标榜的严谨的科学已有基本的

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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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派别与发展

由于神经化学与遗传学对脑部研究的进展，使精神分析失去了它在美国精

神医学界的地位（Ｇａｂｂａｒｄ，１９９２），加上其他心理治疗法的发展以及经济萧条等

都影响了精神分析的发展。从正面来说，它使美国的精神分析界有了一些开放

的空间，如英国学派的客体关系（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１９８２）和婴儿观察法

（Ｓｔｅｍ，１９８５），以及其他一些较主观的精神分析或较客观的科学研究法等都被

美国精神分析界所接受。

六、精神分析在欧洲的发展

精神分析理论较强调真理、自主及个人自由，所以与极权主义极不相容。

德国法西斯主义（纳粹）的兴风作浪，使精神分析几乎消失了一个世代，而当

时巴洛夫学派（Ｐａｖｌｏｖｉａｎ）的行为主义便成为心理学界的官方主流。相同的，

由于斯大林的缘故，苏联俄罗斯的精神分析也在苏联解体以后，才逐渐兴旺

起来。

德国也是在战后才兴起了对精神分析的兴趣，但精神分析附属于身心症的

医学部门，传统的精神医院通常不设精神分析部门，一直到国家健康保险系统

明确规定病人可以免费接受２００小时的精神分析治疗后，整个欧洲的精神分析

界才又显得朝气蓬勃（加拿大的情形亦是如此）。他们以“ＵＬＭ”的模式为主，

与玛兰（Ｍａｌａｎ，１９７９）的短期治疗法极为相似。

法国的精神分析受到当时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及晚年结构主义的影响，

精神分析理论同时也成为哲学思考的一环。存在主义者沙特对精神分析理论

也予以强力攻击，他认为强调潜意识的概念，会使不好的信念合法化，更会使当

事者不必负起自由抉择的责任。

法国的精神分析如同它的政治情况一样，有很多派别，其中最为特别的是

拉冈（ＪａｃｑｕｅｓＬａｃａｎ），他批判哈特曼的自我心理学，认为哈特曼太强调适应（他

认为适应是美国式的思想，这或许是法国知识分子抗拒美国帝国主义思想的例

子）。拉冈（１９６６：３０ ３４）呼吁大家回归弗洛伊德（ｒｅｔｕｒｎＦｒｅｕｄ），回到结构模

式的弗洛伊德思想。拉冈提出三个发展阶段的理念：（１）潜意识中最原始的婴

儿欲望；（２）镜映时期（Ｍｉｒｒｏｒｓｔａｇｅ）的想象世界，此时期的小孩会先挑战自己

的影像，自恋并错误地以为这个自我影像就是真实的我；（３）象征秩序阶段



社会工作理论

· ２８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