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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身體敘事治療」是在社會建構哲思下，整合舞蹈治療與敘事治療，同時重視身體語言和聲音語言
的「完全敘說」方式陪伴人們在舞動過程敏察「關係」對人影響，透過舞蹈的創造與隱喻聯想、促成關
係轉化的一種方法（洪瑩慧，2015a）。本文在後現代思潮影響下，以質性研究方法敘說一個被「家庭
暴力」影響的家庭，共同參與每週一次、每次三小時、共三次的「身體敘事治療團體」歷程。在拉邦動
作分析(Laban Movement Analysis, LMA)分析和結晶式分析（Crystallization Analysis Style）視框下，作者
遇見此家庭在互動關係上有了轉化的歷程：這對父母 1)因舞蹈遊戲與策略性互動，釋放了生活中情緒張
力；因為情緒鬆綁而 2)意識到女兒「用力打弟弟的頭」是模仿他們互動方式；願意 3)在團體中進行調整
互動方式，把「溫柔」的概念，實際的透過身體動作轉換成經驗，帶來關係轉化。

關鍵字：舞蹈治療、社會建構、家暴目睹兒童、身體敘事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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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Ｉsaw them fighting to each other: A
Narrative Inquiry of Reconstructing of Child–
Parenting Relationship through Embodied-Narrative
Dance Therapy

Abstract
"Children Witnessing Domestic Violence (CWDV)" is an important issue after
the News reporting about child abuse in Taiwan. The study base on social construction
point of view was explored by means of Embodied-Narrative Dance (EMD) group as an
approach to reconstruct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EMD is a combination of dance therapy and narrative therapy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nstruction. It’s a specific way to help people through body
language and voice language to aware relationship type.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efficacy
of three sessions parent-child EMD group for the families with children under 6 years
old having CWDV issues. Narrative Inquire method was used in this study. The meaning
of movement was coded by Laban Movement Analysis (LMA); All of data were the
crystal analyzed.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EMD group provided a transforming space for the
families. Through mirroring everyone’s movement rhythm and effort, parents ob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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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erience from “aware to practice” to know how to treat each other and children in
group, which was directly reconstructed the dynamic of family interaction.
Key world: Dance Movement Therapy, Social Construction, Children Witnessing
Domestic Violence, Embodied-Narrative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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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啟航

一、在關係中與人深情相遇的探尋
台灣近年來發生了隨機殺人、殺童與虐童等重大社會事件，引起人們更加關注家
庭對人帶來的影響。家庭對人的影響，如水與舟的關係，是支持的基礎、也能顛覆在
此基礎下建設的一切。筆者從事家庭關係暴力相關的議題處遇多年，在後現代思潮影
響下，將舞蹈治療運用身體動作俱身性特質置入社會建構的大傘，以敘事治療對話作
為內蘊，陪伴在關係中擱淺的女性和兒童，在舞動歷程裡，重新與自己相遇，在過程
創造新互動模式，讓關係有機會流動，不再擱淺。
從 Urie Bronfenbrenner (1917 –2005) 提出的生態系統觀(ecological systems)論點來
看，家庭既是微系統也是中介系統。人面對外在環境引動心境流轉的過程裡，「家」
不僅是一個物理性空間，同時也是心理上過度與涵養的空間。與家人互動的方式，建
構出人對自己第一層次的認同；而向外發展過程，也會因家庭中關係的狀態，獲得穩
定、支持或陷落等感受，進而影響認同、價值及世界觀的形成。所以個體一向不是孤
獨的存活於世界，而是在層層互動關係中長養並堆疊成自我認同。
當關係擱淺，人便在情境中受苦且掙扎，身體就像記錄器會記住經驗過的傷與痛。
長年研究創傷的 Bessel van der Kolk 認為身體會銘刻受創過程的感覺，就像在衝突與張
力下的身體，會影響呼吸深淺度、甚至偶而短暫停止呼吸不自知，而呼與吸正是調節交
感與副交感神經的關鍵之一；身體面對危險時啟動並且選擇奮戰或逃跑（fight/ flight），
也促發或消化腎上腺素等神經傳導物質的催化劑；還有，當人長時間處於憤怒或恐懼的
情境下，肌肉會持續緊張，甚至形成經痙攣現象。上述種種生理反應，都會直接傳回大
腦，形成行為迴路。而從社會行為的人際神經學來說，產生同理心時額葉出現亮光，語
言使用、抽象思考、整合資訊並賦予意義都屬於額葉功能。額葉功能掌握了和諧的人際
關係；而多元迷走理論，揭示了迷走神經與我們與人互動時專注和感通他人相關，甚而
令內臟器官成為傳達混亂、害怕、安心、放鬆等感受的調節器；加上鏡像神經元透過紀
錄與人互動經驗，成為生活參考，印證模仿之說並非空穴之風。上述觀點從身體生理功
能提醒我們，身體承載受創經驗時可能造成了身體健康的破壞，並且因為自我保護功能
的啟動，導致失去身體一小部分的自我感。這都令我們難以否認身體在生命中的地位！
所以 Bessel van der Kolk 進一步提醒我們，與身體交好，方能安然從暴力創傷中復原（劉
思潔譯，2017)。
我們就是身體，身體的舞動就是舞蹈，舞蹈的本質就是身體在生活中的節奏和律動
（歐建平譯，1998），這也呼應如米其哈特所說：生命關乎節奏。身體顫動，新造打出

血液。我們是律動的機器。這是人類的本質（劉思潔譯，2017，p.83）。轉換至本文主
4

角之一：正處於生理發展重要時期的幼童，筆者更會專注於從互動創造出的情境，所帶
給他們的影響。
筆者在進入精神醫療院所擔任全職治療師工作前曾是專業舞者，接受舞蹈治療
(Dance/ Movement Therapy)、身心學 (Somatics)、敘事治療 (Nattative Therapy) 與諮商
輔導 (Counseling and Guidance ) 等專業訓練後，開始整合自己跨領域的訓練，更加珍
視身體為活的有機體、生命的載體、生活的受體，以「身體語言」不斷發聲；並與助
於用「聲音語言」為治療媒介的對話方式，將身體/動作/舞蹈作為實務工作上主要的介
入媒介，漸漸長養出「身體敘事治療」的工作模式（洪瑩慧，2015a）。
沿著上述「暴力」、「關係」、「身體敘事」綜合交錯的思路，當人們擱淺在高
張力家庭關係情境時，身體都是有形、無形暴力的受體；身為父母的成人也曾是幼
童、曾經經驗純粹的身體語言溝通模式、曾經在身體遊戲中成長，這些都會被身體記
住，因之這些元素可以視為「共同擁有的經驗」，近一步在團體中探索相同與差異；
而敘事治療外化的概念，提醒我工作中的重點，必須讓人與「暴力」區隔、。從身體
動作觀點還原「暴力」樣貌，「暴力」是身體使用的力量、質地、流動與空間組成的
現象說法，在團體裡解構「失能家長」的標籤。帶著上述基礎想像，我好奇當「身體
敘事」與一個被標籤為「家庭暴力」家庭工作時，會發生什麼？
二、相遇
目前臺灣許多社會福利機構都承接著由政府提供、服務受「家庭暴力」所衍生出
相關狀況困擾的家庭。本文中所敘寫的場域，緣由筆者受某基金會邀請，與承辦社工
溝通討論之後，確定主題為「“曦”手打造幸福堡壘」之親子舞蹈治療團體。自 2018 年
4 月至 5 月間，由機構社工邀請因家庭暴力接受、並且家中有六歲以下、目睹暴力過程
幼童之家庭參與，共進行三次，每一次進行一天，上午與下午各三小時的課程。由於
顧慮家庭可能面臨困境，若規定要全勤才能報名參與，能參與的家庭勢必很少；此
外，亦顧慮到生活中也無打選擇自己要與誰相遇的實際狀態，因此筆者課程設計雖有
其連續性，但並不限制家庭參與的次數。
在此條件下，參加成員共涵蓋 9 組家庭，參與人數有 25 人，參與人次 39 人次；
成人與兒童的比例為 13:12；成員中父母年紀分佈 26 歲至 48 歲間，男性 9 位、女性
16 位；共計 25 位。參與兒童年紀分佈在 1.5 歲至 11 歲（學齡前 1.5 歲至 6 歲，其餘一
位小學一年級、一位小學四年級、一位小學五年級）。本文則是聚焦書寫三次團體皆
出席，成員有父母與分別為 1.5 歲及 4 歲兒童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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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社會建構的概念裡，現實生活情境總是隨機、無法受太多控制，因
此，這樣的團體人數，也正符合了生活的自然樣貌：我們無法選擇要與怎樣的人相
遇，但我們可以在相遇中，重新遇見自己，有意識的建構關係樣貌。
三、敘說
Sheila McNamee (2014) 在 Research as Relational Practice 文章中提出「研究」與
「關係實踐」相等關係，啟發我將團體每一個細節都視作「做研究本身」。這與傳統
研究方法最不一樣的概念，在於認為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建立自關係互動歷程的理解
與覺受。因此在語言（身體語言與聲音語言）出現的每個片段，都值得細細探尋並且
質疑「理所當然的形成」和「觀點如何被形塑」。於是我們一起聆聽、回應彼此的講
話、被探訪的歷程，呈現「真實現身與人互動的行動」便是研究本身。
儘管後現代研究典範轉移脈絡下，實證研究所採用的統計數字不再是唯一的真
實，然而經過實證與後實證影響的我，在此基礎下有更大的空間選擇適合我要言說的
研究範式。所以我選擇以邦動作分析（Laban Movement Analysis, LMA）探取動作意
涵、在結晶式分析（Crystallization Analysis Style）反覆觀看、書寫下凝煉出本文的反
思與體悟；最終以敘說方式來展現與分析我在其中的經驗。

貳、 航線與航程

一、家庭暴力航線圖
這是關於家庭/親密關係暴力、目睹兒童及其復原力等相關論述堆疊於筆者知
識海域中的樣貌。
臺灣「家庭暴力防制法」於 1998 年 6 月 24 日公布施行，開啟我國婦幼人
身安全保護的新里程(張秀鴛、吳冠穎，2016)。2007 年，潘淑滿對家庭/親密關係
暴力 (family violence 或 domestic violence) 做了較廣泛的定義：凡是配偶、同居
伴侶或家庭成員之間的肢體暴力、精神暴力或性虐待均屬於家庭或親密關係暴
力。本文進一步的焦點「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則是指在家庭暴力事件中未直接
受到暴力，但經常直接或間接目睹雙親（現在或曾有婚姻關係）之一方對另一方
施予暴力之十八歲以下兒童或少年（內政部，2019）。
相較於成人，幼小的兒童在家庭暴力中，並沒有選擇能力與機會，因此除了
直接看著父母的暴力相對之外，有研究指出關係中的暴力與兒童虐待事件，有相
當程度的重疊比例 (Edleson, 1999)；台灣本土的研究也說明當家中伴侶是以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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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對待彼此時，兒童亦有機會成為受暴的對象，呼應家庭/關係暴力與兒童虐待同
時存在於一個家庭中的機率極高 (沈瓊桃，2010；莊美娥，2004)。這些情境在社
會中佔有的比率究竟有多高？ Margolin 與 Gordis 在 2000 年針對美國目睹家庭暴
力並遭受虐待的兒童數量調查，發現有 30%-60%的兒童處在該情境中；英國的一
項研究則表明約有 29.5％的 18 歲以下兒童在家庭中遭受過暴力對待 (Radford,
Corral, Bradley & Fisher, 2013)。雖然台灣未有類似的調查研究報告，但筆者工作
的經驗發現，此一暴力情境確實存在、不容忽視。家庭/親密關係暴力對於兒童的
影響以及影響的程度，多年來國內外均已累積許多研究結果，不論是否直接暴力
對待，對兒童帶來的負面影響既深且遠。
我們常說，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若未來的主人翁遭受暴力情境養育，
對其成長的影響的想像版圖又會如何？郭思琪（2008）綜合幾篇 2002 及 2003 年
針對自幼兒時期便生活在以粗暴肢體或聲音語言（俗稱打、罵）互動情境下，對
其情緒和心理影響的研究，認為這些兒童在情緒反應上容易出現恐懼、暴躁、焦
慮、生氣、悲傷、自責等狀態；也歸結出連帶影響兒童上學的適應與學業表現。
林妙容（2014）綜合多篇國內外研究歸納出，當兒童在家庭暴力情境下成長，在
學校與社會適應、情緒功能、認知功能及家庭關係或動力四個面向都將受到極大
的負向影響，例如複製暴力行為、物質濫用、與人互動疏離、拒學、低自尊、認
知發展退化、甚至產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代間傳遞」1的相關研究則是直指父母對於兒童成長過程的影響力，證實成
長在暴力情境下的兒童，成長過程的生活適應狀況在情緒、行為、互動等層面，
均受極深遠影響的論述已成無可諱言的真實 (Callaghan, Alexander, Fellin
& Sixsmith, 2015; 沈瓊桃，2010)。
如此更能理解，當台灣近年來偶有兒童受虐致死的相關事件，引發社會各界
對於家庭/親密關係中暴力對成長於其中兒童的心理健康更加關注。政府為何會投
注非常大的心力關注、修正法案、辦理協助方案，傾力介入家庭暴力對於身處現
場看見父母暴力相向，對兒童所造成的影響；並透過不斷修法過程，針對身處家
庭暴力情境中的兒童及青少年，建立更多相關保護處遇配套措施 (內政部，
2019；全國法規資料庫，2019)。

1

根據王美琇、黃瑞榮與張家銘 (2015) 的整理，代間傳遞(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指在家庭形成
和發展歷程，上一代對下一代的影響。影響範圍可從社會學習理論、依附理論及家庭系統理論、期望價
值理論等面向論之，總括來說包含了價值觀、信念、行為規範、情感互動經驗以及態度等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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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靠岸與歇息的充能航線規劃
所以在這麼高的比例以及社會事件令人驚恐的報導中，人們開始更加積極尋
求改善方針。沈瓊桃（2010）從復原力的觀點，深入訪談六位在兒少時期曾遭受
雙重暴力的青年。她提出的結論認為，當兒童在暴力情境成長的歷程中，意識且
能運用重要他人及社會資源的支持，便能扭轉生命的劣勢。Lehmann 及 Rabenstein
(2002) 透過綜合整理相關研究，發現兒童本身的智力、人際互動、問題解決技
巧、對暴力事件的理解以及自我保護的知識加上相關韌力（復原力）的內在資
源；綜合其經歷暴力事件後，與家人（尤其是母親）的情緒支持、沒有多重受害
的歷史、以及社福機構或學校的支持等外在資源，都是韌力的元素。因此他們建
議針對目睹兒童，可以透過豐厚其內外在資源，啟動韌力以協助成長。
靠岸與歇息，是在航程中必須要有的規劃；團體就像一個停頓的時間，提供
探訪韌力的空間，讓家庭暫時從舊有時空抽離慣性互動情境，轉換到一個有策
略、有目的空間，和不同的人相遇，開啟一段共同探訪和見證彼此韌力的旅行。
這個想法可以說以 Gergen (2009) 提出「人是關係性（Relational–Being）動物」的
概念為本，相信人認識世界、理解自我和自我認同的發展，都來自和人或環境互
動協商的過程。當我們意識到在關係中探訪韌力的重要性，決定在這個臨時創造
的時空裡停留，以「關係互動」對人的影響向度為底盤，規劃一段協商關係的旅
行。
在航線的規劃上，也會以「讓人們意識到自己是影響人的人」為方針，循線
探查自己如何受家人影響、以及影響家人；並且循著不同關係建構的線索，與不
同的自我相遇；然後留下較為喜歡、感覺較為良好的自我。如同 Sheila
McNamee(2014）所說，人的生活因為有多元的關係，因之人不會受困於單一的、
問題式的自我認同，而應該擁有多元自我型態，所以在不同關係脈絡中，我們都
有機會在展現不同的自己，有意識發展不同的自我。也就是我們都需要意識到改
變與人的互動方式，便有機會引動改變看待「自我」的視野 ，透過與不同的人互
動，都是改變自己的渠道 (洪瑩慧，2015a; 2015b)。
本文關注的兒童，正處於張開雙眼對世界好奇、張開雙手準備擁抱他們世界
的階段，父母或重要照顧者對他們影響更是深遠；加上研究論述都指出成長於暴
力情境對其成長的震盪力道，便是提醒人們正視關係互動的重要性！筆者亦相信
若能在互動中啟動人們內在資源，面對暴力逆境時，就像逆水行舟的動力，學會
運用逆境成為前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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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照向身體、藝術、遊戲之燈塔
使用遊戲或藝術通常是與兒童建立關係的重要方式，因為在兒童的世界裡，
玩耍與創作過程通常比語言更容易靠近孩子，因此在兒童心理治療領域，遊戲或
是藝術治療經常是重要選項（林妙容，2014；郭思琪，2008）；在互動面向上，
如果父母與孩子在遊戲進行過程，能對他們作出適當回應，也能在生活中發揮輔
導的效能（葉貞屏、葉貞雯，2008）。而身體是遊戲、藝術創作直接媒介、是人
類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動作則是身體表達的語彙 (Studd＆Cox, 2013)。
舞蹈治療正是將身體語彙視為人們展現自己的第一個方法，也是人與世界互
動的方式；人們透過身體動作表達需要、並且在互動過程建立關係、形成自我認
同。而 Caldwell (2016) 除了認為身體是我們與外在世界互動的基礎外，她進一步
指出身體擁有思考能力、能表達想法，尤其我們與人互動過程裡，會將他人的評
價轉換成為對自己的看待，並且形成自我認同。而筆者在過去的實務工作或研究
中，也確實理解到，人對自己的理解來自於關係中，自我認同與互動息息相關
（洪瑩慧，2015a; 2015b）。正如 Sapolsky 提醒我們人們面對暴力情境時第一個
受體，也是身體。在求取生存的本能運作啟動奮戰或逃跑時，身體是直接反應的
載體，反映的決定則會成為身體記憶、身體動作模式，成為在生命裡遇見類似情
境的參酌（吳芠譯，2019）。因此本文亦將身體視為互動基礎媒材，進一步運用
整合來自身體、心理的概念。
綜合來說，兒童的生、心理狀態仍在發展進程，表達感受相對於成人，在身
體展現上比語言表達相對直接與豐富；而身體動作與暴力、互動、自我認同息息
相關，而且相互影響（Cuddy, 2015) 。因此筆者認為在聲音語言尚未發展到足以
表達自己感受、對外在環境與情境的感知卻格外敏銳的階段，我們有意識的應用
身體動作作為溝通的媒介，結合遊戲、隱喻，進入想像空間，陪伴成人與兒童一
起探訪自己內在豐富的資源，重新拾起「兒童視野」看見彼此關係建構交互影響
的脈絡。簡而言之，本文視「暴力」為一種「溝通」方式、身體為溝通的基本媒
介，尤其當聚焦於學齡前幼童，身體動作與遊戲為溝通的重要方法。

參、 沿途風景

一、登船
穿著桃紅色衣服的小牙（化名），踩著大大聲音的步伐上樓，後面跟著抱著
流鼻涕弟弟的小牙爸和和小牙媽，小牙爸邊走還邊大聲念叨著要小牙好好走，這
9

聲音大的可以引起身邊人的注意。小牙邊回頭看父親、邊好奇地看著四周，頭和
一雙鼓溜的眼睛同時飛快地轉著；小牙媽踩著沉沉的步伐，眼睛緊盯著小牙、緊
跟在後。這個家庭便是本文的主角，一對三十出頭歲的夫妻、帶著兩個幼童，走
入了教室；加入等待著課程開始的行列。這是我對他們的第一印象，對我來說，
當我的感官覺知到人們的身影、聲音，團體便已開始了。
環顧站成一圈大大小小的人兒，團體的初始總是需要努力讓每一個人現身、
讓彼此留下一點印象。因此，我一向選擇創造「每一個人都一樣」的平台。這個
年齡分佈在 1.5 歲-50 歲的團體裡，大家每天日常生活的動作、透過音樂的節奏，
被規律地展現在團體裡，刷牙的手、漱口的嘴、洗臉的頭…共同的節奏、身體部
位串出有節奏的律動，大人學小孩、小孩看大人，大家看著彼此、一起舞了起
來。
小牙爸和媽，似乎以小牙弟為緣由，配合弟的身高，仍坐在圈外的椅子上，
小牙則在團體裡奔跑，偶而停留在我面前跟我說話、偶而竄到社工前跟她動、偶
而搭跑到不認識的人前面哭了起來，小牙媽便過來把她拉回去身邊。這個家庭，
用他們的步調，參與著團體；團體的律動對他們來說，似乎正奏出不同的調子。
二、船上人與物
隨著大家的展現，團體開始有了變奏。身體空間與高度的變化，都是舞動中
創造互動關係流動的催化劑。站在彼此旁邊與面對面，創造出不同的關係層次，
加上「擊掌」找到更明確的目標，並透過手的氣力覺知彼此，不論在親子間、或
是大人和小孩間，彼此的熟悉度都在律動中悄然流轉。
那個面對面手拍手的動作，轉變成了山洞。孩子們遊戲的創意，在此時啟
動，開始放掉自己家長的手，鑽入由大人雙手搭起的山洞。此時除了音樂的聲音
之外，此起彼落的笑聲成了弦外之音，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漾出了一抹燦爛的笑。
小牙弟趁亂掙脫了爸媽的「照顧」，鑽入活動的人群中；小牙爸終於有機會
被旁邊的社工牽起手，築起一個小山洞。此時小牙看見爸爸的加入，便帶著大聲
的笑衝了過來；小牙媽穿越重重人潮，找到小牙弟抱起了他，想要回到椅子邊。
在經過爸身邊時，小牙爸伸手拉住了她、把弟抱在自己身上、和媽用一隻手搭起
橋樑。小牙在奔竄中，再一次衝回父母身邊，然後又加入人群。終於！這家人，
一起進入了團體的律動。
後來，爸媽說好久沒有這樣開心的笑了！的確在高張力的情境、卻又不知道
該如何辦的情境下，身體是緊繃到不知如何自處，只能透過「努力帶小孩」來彰
10

顯自己仍是稱職的父母。而身體律動，不論從生理層面與關係互動層面，都一層
層的是放掉緊繃的張力，身體靈活了、心理也會跟著靈活起來。他們隨著小牙進
入團體的探索，從眼睛追隨的「眼動」，到小牙弟進入人群，他們終於有機會的
「心動」，到接受邀請的搭起橋的「行動」，經過不容易的三部曲，讓他們真的
從「心」笑了出來！
三、船上的共振
小牙爸和媽關係的流轉，在第二次團體中直直地流洩了出來。他們開始用自
己的節奏緊隨著團體：當我們學彼此動作時，他們有了小夫妻間的嘻笑打鬧。
「趴！」大家都被一個拍打的聲音和動作吸引了注意力，大家都像玩「一、二、
三木頭人」的咒語般，動作凍結在當下！
小牙爸尷尬的望向大家，小牙媽摸著頭，像在告訴自己沒有關係。此時，小
牙也舉起手，朝向自己弟弟的頭打了下去！大家像第二聲「一、二、三木頭
人」，換了一個動作繼續不動。我聽見自己說了一聲「暫停」。
短短的時間，我心裡出現 Yalom（易之新譯，2002）提醒治療師視團體為社
會的縮影，在「此時此地」尋找相當於生活裡互動有狀況的事件，並直接在當下
建構新經驗的想法，知道這是一個重要的時刻，我必須邀請大家一起回到當下的
狀態進行對話。
接下來，我分別邀請他們描述自己身體的樣貌、帶領大家一起去經驗身體力
2

量 (Weight Effort)的使用，並且加入「直接」與「間接」的空間（Space Effort）使
用。在語言的使用上，提醒自己避開「指責」的用語，純粹的回到動作質感的描
述，並邀請爸爸練習動作力量轉變。每一個在場的人成為爸爸努力練習改變的見
證人，陪著練習由「用力、重」的力量到輕盈的力量，爸爸說其實自己以為自己
很溫柔，一位從小就是這樣，沒想到剛剛看見女兒打兒子的頭，就像自己打太太
頭的翻版，當下的錯愕、在我的喊了暫停並邀請大家一起練習力量的過程裡，知
道了，自己內心最深的渴望是「溫柔的對待太太和小孩」，這樣的想法，在練習
動作的過程裡，『終於』知道可以怎麼做了！
我看見媽媽的眼中有感動的淚光，我自己也有！這是多麼不容易的一段路，
小牙爸不是想要「暴力」對待家人，只是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力氣這麼大！也不知
道力氣是可以微調的！

2

此為拉邦動作分析（LMA）中 Effort 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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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團體裡，孩子的確受父親的影響，不假思索直接模仿了爸爸的行為；這卻
是我稱之為『魔門（moment）』最重要的時刻，我相信人有對親近的渴望，只是
因為沒有舊經驗可以採用，團體的確開啟了一個直接創造新經驗的門，讓他走進
去看見新世界。
四、靠岸的準備
小牙爸媽在接下來的過程，講話的聲音變柔軟了，斥喝小牙的聲音變輕了，
小牙在團體中莫名哭泣的頻率降低了。從主責社工的口中得知，爸媽回家都在練
習著團體中的學習，團體的經驗在生活裡慢慢滲透著。
回顧登船到靠岸的過程，身體動作在舞蹈遊戲策略性互動的軌跡裡，動作對
話帶入的同質性，創造出一個穩定、安全的空間，爸媽發現自己沒有被指責、問
題沒有被放大檢討，不需解釋自己的行為，因而 1)釋放了生活中情緒張力；情緒
鬆綁，讓他們有辦法在活動過程裡，意識到女兒「用力打弟弟的頭」是模仿他們
互動方式，辨識出自己行為的模樣和限制（不知道）；當「不知道」被團體成員
接納，願意在我的邀請下，透過身體動作質地的練習 3)在團體中進行調整互動方
式，把「溫柔」的概念，實際的透過身體動作轉換成經驗，帶來關係轉化。
這些轉變來自於團體中每一個人隨著課程發展的軸線，貢獻出自己生命珍貴
經驗的堆疊。小牙爸的轉變就像本文不斷重複「關係中責任建構」的觀點，當人
意識到自己對別人的影響，會變成更珍惜自己影響人的力量，並且跳脫「無助、
任由擺佈」的受害者情節，重拾自己的力量。從小牙家庭出現的那一剎那，我感
受到小牙爸在這個家是一個有主導權的父親、是一個想「教好」小孩的父親，真
正是一家之主；因此我猜測他的轉變會對這個家庭帶來較大的影響，因此我給了
較多的注意力。
團體的確因為成員的加入與離開，提供類似真實生活卻張力更強的多元互動
模式。強大的張力，拼湊成一面大大的人際互動鏡子，小牙是女兒、自然最吸引
他的目光，在鏡子裡看見她、也映照出自己。直視與舞蹈遊戲式的行動，讓轉變
直接在創造中進行。

肆、 靠岸

靠岸了，這個團體陪大家探訪了「自己」、「關係中的自己」以及「合作的
版圖」，生命繼續流轉、關係也會繼續流動。就像天氣的變化一般，相同的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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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還存在著各種影響的因素，這次團體經驗只是生命中的一小站，但我相信身體
是有記憶的，期待這些經驗能在重要的時刻，成為經驗參酌的一部分。
本文以社會建構的概念為底蘊，在理解家暴、目睹兒童的定義，與主流研
究給出的建議後，回到「關係性責任」的概念，重視「研究即關係建構」的概
念，「身體敘事治療」模式，在上述思維下整合舞動身體所產出豐富多元的創造
力、美感經驗，及其俱身性（embodiment）的特質，為擱淺在情緒、暴力影響的
家庭，開啟一個中介空間。透過其中的飛舞、互動，一起跳、一起笑，用身體所
處的當下時刻創造新經驗，並因著團體可以不斷用身體動作的練習，創造出的節
奏、頻率、美感、人際互動、人與宇宙共振等元素，跳回自己的生活裡，為困境
注入新的元素，帶來轉化的可能性。
目睹家暴的確為孩子的成長帶來很大的影響，也可能不會只停留在當下，
但有時，身處其中的人只是少了方法。如同沈瓊桃（2010）的研究主題與結論：
從暴力情境中成長，也可能成為一位堅韌的青年！Anderson 認為以嶄新的眼睛和
耳朵去看、去聽、去理解，並以不同的方式陳述，人們開始重新建構自我存在的
形態，便已參與在轉變的歷程中（McNamee＆Shotter, 2004; 周和君等人譯，
2010）。
暴力所帶入的創傷經驗是複雜且多樣的，而在臺灣現實的生活裡，心理諮
商與治療多數都還是透過政府相關部門或民間社會福利機構的轉介，民眾主動求
助的機率雖然已經升高，但是多數在於保護令的聲請，對於進一步服務資源的運
用，都還在發展階段。本文提供一種「以身體為度」的陪伴方式，希冀能為此領
域注入一種陪伴視野及方案。

Our bodies change our minds….
and our minds changes our behavior…
and our behavior changes outcomes.
Cudd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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