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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治療師全面了解創傷的疾病和解離防禦時，治療的潛在結果會得到改善，病人也會變得更好”
(Danylchuk & Connors, 2017, p.7)
When the clinician has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rauma-

based disorders and dissociative defenses, the potential outcome of 
therapy improves, and clients get better”

課程第㇐天

01 o 創傷症狀
o 創傷性記憶

複雜性心理創傷概覽

02 o歷史及概覽
o適應性資訊處理模式

快速眼動記憶重組法

03 o 依附關係與自我的塑造
o 依附關係與情緒調節

依附理論與複雜性心理創傷

04 o 結構性解離
o 自我狀態理論
解離概覽

01 o 解離體驗量表
o 多維解離量表

解離評估工具

02 o 營造內在安全及穩定
o 穩定練習介紹
階段模式治療

03 o 自我狀態會議地點
o 防衛轉化與更新
與解離共舞

04
o EMDR標準程序及適應性資訊處理模式
o 記憶重組再鞏固
o 治療目標選擇及排序

快速眼動記憶重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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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第二天

✘ 許多患者被對治療複雜創傷相關問題的理解和技能不足的治療師再度創傷
✘ Many patients have been retraumatized by clinicians who had inadequate understanding and skills to treat complex trauma-related problems (van der Hart et al., 2006)
✘ 治療師在治療關係中的力量很大，必須加以監控
✘ The power of the therapists in the treatment dyads is great and must be monitored (Perlman,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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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創傷治療的專業實踐指引
Professional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the treatment of CPTSD

©潘惠玲博士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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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眼動記憶重組法
Eye Movement Desensitization Reprocessing (EMDR)

o歷史及概覽
o適應性資訊處理模式

EMDR: ㇐種特定的整合心理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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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激活創傷記憶，有意識經驗 (Stein et.al., 2015)
 預測誤差 (prediction error)
 當大腦清晰見證兩個現實

 從過去經驗信念而來的現實 vs.從實際現在此刻發生而來的現實
 兩個現實不可能同時是事實， 其中㇐個是錯誤信息(error message)
 大腦留意到它的預測模式 (prediction model) 和現實不符， 可能是更新的時候
 在內隱層面重組最初的創傷記憶

EMDR: 轉化內隱記憶

©潘惠玲博士2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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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DR 治療適用於其他精神病上嗎?

©潘惠玲博士2022 9Puppet-Schizophrene (Bryan Charnley)

現代依附理論與臨床應用
©潘惠玲博士2022 10

當事人講自己問題時，欠缺客觀事情的叙述
在短短事情的叙述中，常牽動彭湃的情緒

臨床現象(三) : 失控情緒 12

解離主要不是關於解離障礙。它是關於大腦如何努力應對無法承受和難於忍受的事情。
Dissociation is not mostly about dissociative disorders.  It is about how a mind struggles to cope with the intolerable and unbearable (Chefetz, 2015,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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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解離的事實 (Brand et. al., 2016; Ross, 2015)

• 正常和常見對壓力的反應
• 影響2-6%住院的精神病病人
• 大部份符合DID準則的精神病人，在醫療系統裏已經6-12年，然後才被確診
• 治療前景是樂觀的，只要治療師能有足夠的培訓，以及按照治療的指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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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

潛意識的自我狀態

創傷後遺症
PTSD

複雜創傷CPTSD

邊緣人格障礙

其他特定解離性障礙
Other Specified Dissociative Disorder (OSDD)

解離性身分障礙
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 (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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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cident (Frido Kahlo, 1926)

初始/原始解離 (Primary dissociation)
• 入侵性記憶 / 閃回
• 創傷經驗被分隔 ， 當事人無法記起， 或衹有零碎的片段 / 感覺
• 當事人感覺如在霧中，留意不到自己的感覺，或對自己的感覺疏離、陌生

©潘惠玲博士202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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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級解離 (Tertiary dissociation)
• 源自童年早期發生的⾧期創傷，威協生命安全

– 依附對象可能是恐慌來源
– 兒童恐慌， 外面卻逃不了， 又打不過， 惟有向內尋求解決

• 分裂 (Splitting)
– 自我保護機制，e.g. 凍結 (Freeze)
– 把個人部份可怕的經驗分割出來
– 「不是發生在我身上」(not-me)
– 分裂導致解離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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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狀態種類: 受傷的自我狀態 (Wounded ego states)
• 停留在創傷事件發生時的動物性防衛模式 (戰/逃/凍結)
• 可以是成人/兒童自我狀態
• 自我矛盾 (Ego dystonic)

– 停留在過去
– 停留在痛苦情緒
– 對自己及世界持負面信念
– 缺乏彈性
– 出現不合適行為

©潘惠玲博士2022 18

Assessment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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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解離評估工具

1. 解離經驗量表 (Dissociative Experience Scale; DES)2. 多維解離量表 Multidimensional Inventory of Dissociation; MID)

✘ 身分解離: 轉換 (switching)
- 在建立良好關係和減少對內心體驗的恐懼之前，DID患者很少在治療師前轉換（即呈現自主解離部分)

(Steele et al., 2005)

- 只有當患者被觸發，並且無法進行足夠的控制以隱藏他們的症狀時，才會發生人格之間的突然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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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着1973年 Sybil 這本書的出版， 誕生了「多重人格障礙」這名
 多重人格障礙(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 MPD)第㇐次出現在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三版 (1980)
 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 (1994): 改名為解離性身分障礙症 (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 DID) 
 直到 1970 年代，第㇐份清楚地將 MPD 與童年創傷聯繫起來的報告才開始出現在案例病史中。第㇐個也是最著名的是西比爾 (Sybil) 的案例 (Putnam, 1989, p.47) 
 同時亦開始出現在心理治療中恢復童年性虐侵犯記憶的法庭訴訟個案 (恢復記憶綜合症; False Memory 

Syndrome) 
@2022 Maggie Poon.  All rights reserved 21

階段式治療@複雜性創傷
Phase-oriented model for treatment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Steele et al., 2005)

重新變得完
整Become whole again

復元與重建Personality reintegration & rehabilitation

處理創傷記
憶Working on traumatic memories

穩定整體情
況Stabilization & symptom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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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DR治療標準8階段
1. 歷史與治療計劃 (History and treatment planning)
o 來訪者的綜合信息，包括非適應性行為，症狀，需要處理的特徵，具體的需要，重新處理的目標記憶。
2. 預備 (Preparation)

o 穩定練習
o 處理解離
o 認識自我狀態

3. 評估 (Assessment)
o 選擇要處理的記憶，最能夠代表這段記憶的影像 (Image)
o 伴隨影像的負面認知 (Negative Cognition; NC) 、情感、身體感覺
o 希望以後用來替代消極認知的積極認知 (Positive cognition; PC)
o VOC (Validity of Cognition, 1 - 7): 評估積極認知的可信度
o 主觀困擾程度 (Subjective Unit of Distress; SUD 1 - 10) 評估影像(Image)和消極的自我認知 (NC) 所帶來的情感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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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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