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訊息 
� 愛情翹翹板兩性關係成長團體：愛情翹翹板兩性關係成長團體：愛情翹翹板兩性關係成長團體：愛情翹翹板兩性關係成長團體：

團體共五次，時間如下：5/24（

5/30（四）12：10-13：00，請務必全程參與

且認真參加者，於團體結束後頒發研習證書

� 幸福職人生涯短片比賽幸福職人生涯短片比賽幸福職人生涯短片比賽幸福職人生涯短片比賽：：：：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全國高中職學生（含高三應屆畢業生

作品，短片長度以 3 分鐘為限（

日起至 102 年 6 月 19 日（星期三

年 8 月 14 日（星期三）12 時止

名參加。相關活動訊息歡迎至 http://www.sunny

� 102102102102 學年度大學考試分發學年度大學考試分發學年度大學考試分發學年度大學考試分發入學入學入學入學選填志願輔導說明會選填志願輔導說明會選填志願輔導說明會選填志願輔導說明會

上午 10：00 前返校參加選填志願輔導說明會

� 生涯規劃推薦書：生涯規劃推薦書：生涯規劃推薦書：生涯規劃推薦書：為了協助高二同學在未來一年更全面的因應多

二同學可自行購買「商業周刊 1329

入學全攻略、各校學生成功經驗分享

往書局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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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點人物             鄧惠文

時  間 內  容 

10：00- 

11：00 

應屆畢業生 

選填志願輔導說明會 

11：10- 

12：00 
導師時間 

各班教室

國立臺中文華高中輔導週報 

愛情翹翹板兩性關係成長團體：愛情翹翹板兩性關係成長團體：愛情翹翹板兩性關係成長團體：愛情翹翹板兩性關係成長團體：參與愛情翹翹板兩性關係成長團體的同學請於團體時間準時出席

（五）12：10-13：00、第六節、第七節；5/28

請務必全程參與，參加團體的同學將由輔導室統一請公假

於團體結束後頒發研習證書。活動地點：團體諮商室。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第五屆幸福職人生涯短片比賽

含高三應屆畢業生），短片類型可為記錄形式、創作形式

（含片頭、片尾、字幕），檔案大小 50MB

星期三）12 時止，作品上傳日期：102 年 6 月

時止，逾時不予受理。各獎項獎金優渥，歡迎有興趣的同學踴躍組隊報

http://www.sunny-team.net/pthscareer5 查詢

選填志願輔導說明會選填志願輔導說明會選填志願輔導說明會選填志願輔導說明會：請高三參加指考的同學務必於

返校參加選填志願輔導說明會，活動地點：禮堂。當天流程表

為了協助高二同學在未來一年更全面的因應多元入學制度的挑戰

1329 期—2013.05.13-2013.05.19 出刊」，

各校學生成功經驗分享、中等生突圍策略及觀念大解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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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惠文：在生命缺口上，長出更多枝葉

作者

精神科醫師鄧惠文，在單親家庭中長大，

家的不安全感，童年和青春期時都曾耗費龐大的力氣去安頓自己

的情緒。自我探索一步步修補了她人生的缺口

續與個案一起思考人生。 

地  點 參加人員 主講人 

禮堂 
301-319 應屆畢

業班學生及家長學生及家長學生及家長學生及家長 

何宜璟 

老師 

高三 

各班教室 

301-319 應屆畢

業班學生及家長學生及家長學生及家長學生及家長    

應屆畢業

班導師 

國立臺中文華高中輔導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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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翹翹板兩性關係成長團體的同學請於團體時間準時出席！

5/28（二）12：10-13：00；

由輔導室統一請公假，全程參與

    

第五屆幸福職人生涯短片比賽，參賽資格：

創作形式、音樂動畫形式之原創

50MB 以下，報名註冊日期：即

月 28 日（星期五）起至 102

歡迎有興趣的同學踴躍組隊報

查詢。活動辦法如第 4 頁。 

請高三參加指考的同學務必於 7 月 20 日（六）

當天流程表如下： 

入學制度的挑戰，輔導室推薦高

」，該期內容豐富，包含多元

。歡迎有興趣的同學自行前

������������������ 

長出更多枝葉    

作者： 李宜蓁 | 親子天下  

 

，五歲就被迫面對父親離

童年和青春期時都曾耗費龐大的力氣去安頓自己

步步修補了她人生的缺口，她希望未來能繼

 

備註 

 

1.請同學務必返回教

室，與老師對談。 

2.活動結束後，請各班

派代表將冷氣儲值

卡送回輔導室。 

國立臺中文華高中輔導週報 



   「如果一個地方讓你覺得委屈，你可以走、改變它，不要待在那裡哭。因為，人只有被自己困住。」

遇上在關係裡受苦的人，精神科醫師鄧惠文不直接給答案，卻直指更深的自我糾葛。這些話，不僅是她

從醫學院教科書上學到的，更是用自己的生命缺口換來的。  

    鄧惠文在單親家庭中長大，五歲就被迫面對父親離家的不安全感，童年和青春期時都曾耗費龐大的

力氣去安頓自己的情緒，因此很早就察覺到自己對人的心智著迷。 六十年次的她是保送北一女資優班、

考上台北醫學院醫學系的高材生，曾在萬芳醫院擔任多年精神科主治醫師；目前在私人診所服務，是走

精神分析路線、不開藥的醫師。 

    同時她還是兩性談話節目的固定班底，節目上她不搶話、不點火，但常能說出讓人驚豔的獨特觀點。

知名精神科醫師王浩威的朋友就常問他：「那個鄧惠文是誰？」 社會變遷太快，在新舊秩序的瓦解建

立交錯中，現代人對外在環境的疑惑與自我探索的需求增加，精神科專業人員早已供不應求。曾在台大

醫院帶過鄧惠文實習的王浩威認為，她之所以特別顯眼，乃是由於敏銳聰明，對性別議題有興趣，而且

口條好、反應快、外型亮眼，「除了有人生智慧，更具女性名嘴少有的獨立思考能力。」 

    雖然她曝光率高，引發「綜藝化」的討論，但除了吸引男粉絲與週刊狗仔追逐之外，她也確實抓住

一群高知識女性的眼球。 

    鄧惠文坦言，精神科醫師其實「不該出去拋頭露面」。她經常與督導討論，如何從媒體的多重角色

轉換到會談室中的單一角色。因此她選擇將每年諮商的個案量限定在二十個之內，不接新個案。 

    她也經常與個案討論她在媒體上的發言，對治療有哪些啟發或擾動，並據此修正。自我探索一步步

修補了鄧惠文人生的缺口，她希望未來能繼續與個案一起思考人生，也能持續用各種管道推廣心靈成長

的好處，「因為社會愈開放、愈有彈性，關係的型態就會有更多的可能。」  

 

****************************************************************************************************    

    我父親很早就離開，小時候的家庭環境並沒有安全感，不管去哪裡都受到異樣的眼光。比如小學聯

絡簿上要寫家長姓名，我寫的是媽媽的名字，一看就知道是女性。發作業本的同學會挑釁，說我家長欄

「寫錯了」，是要寫爸爸的名字。我很生氣的回說：「爸爸是家長、媽媽也是家長。」結果那位同學就

把全班的作業本「啪」的攤開說：「每個人寫的都是爸爸，」還集結很多人霸凌我：「她家沒有爸爸！

她家沒有爸爸！」 

    我不是生長在那種爸爸媽媽都會說我愛你的棉花糖家庭。從小我看到家人和親戚間有很多情緒、意

見與爭執。我家人的個性都很坦承，也不太會在小孩面前隱藏真正的想法，所以可能看見慈愛的阿嬤在

跟媽媽吵架時，說出讓我很驚嚇的話，或者反過來。 

    在北一女三年是塑造我人生基礎、把能量全部掏出來的關鍵時刻。在那裡我大幅挑戰自己以前沒有

自信的部分。我念的是資優班，發現世界上怎麼會有那麼多聰明的腦袋，你用盡一生的努力也不及她們

的一半，那就放鬆吧！努力讀書、學才藝、玩社團辦活動，沒有人會說你愛現，那是一個很寬廣、很舒

服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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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本身成長有一些缺口，為了存活下來，必須找一些方式去發展那些不足的地方。我遇到好幾

個很棒的老師，把一個行為性格可能偏差的小孩救回來。老師們真的可以補足家長沒辦法做到的事情。

因此本來有缺口的地方，反而長出更多枝葉。那感覺很像是，如果你要一棵樹長多一點枝葉，必須拿刀

砍一些缺口，讓它從那裡冒芽出來。 

    小時候身體不好，記得我已經長到很大隻了，阿嬤半夜還背我去敲診所的門。有些醫生娘很小氣的

說：「難道我們醫生都不用休息嗎？」以前看醫生時，經常遇到醫生、護士不親切的狀況，那時阿嬤就

說，看我以後能不能當一個親切的醫生。 

    一方面知道要當醫生，一方面又對人與人互動有非常強烈的興趣，就決定要走精神科。從實習開始

我對於那種「不去管人是怎麼樣，而只看到疾病」的事情非常反感。後來到精神科實習時發現太有趣了，

這個小時坐在這邊跟這個病人聊，下個小時跟另外一個病人聊，病人都會告訴我好多好奇特的事情。 

    從大醫院離開，主要也是因為對人的探索與興趣，無法在急迫的看診壓力下完成。健保制度要求大

醫院門診至少要看三十個病人，標準門診是三小時，你要跟人家聊到，你爸爸怎麼了？你的老師叫你去

罰站，鼓勵你不用一直考第一名。講完後面病人就來踹門了。我以前也曾經很自閉的每個病人都慢慢聊，

聊完爸爸聊爺爺。  

    後面病人真的來踹門，一進來就罵三字經，我眼前的病人正在稀里嘩啦的說她爺爺逃難的事情。踹

門進來的病人對我說：「○○○，你是會看不會看，一個人搞三十分鐘，藥還沒開出來喔，你是有執照

沒執照？」煞時那個病人也哭不出來，我也趕緊把藥開一開。換踹門的病人進來，我很快的問完憂鬱症

九條症狀就要開藥，他又拍桌大罵：「不然你是怎樣，剛才那個看那麼久，換我，你就三分鐘打發。」

於是我開始問：「那你阿公有逃難嗎？」（笑）後來病人全部來踹門。我就知道自己不能在大醫院這樣

看病了。  

    好的治療師得定期放下工作到國外受訓，並先經過一段長期、昂貴的「自我清理」過程。每個人的

一生經歷很多事，每個人都長成一部很複雜的樂器，好比一台鋼琴。如果我要分析個案，他丟出來的每

個事情都很像在敲擊我的琴鍵，然後我會聽到我內心有叮叮咚咚的各種想法。如果我搞不清楚自己的音

頻跟基調，我很可能會把自己的感覺跟對方的感覺混在一起。  

    做精神分析其實是我們跟一群自省能力很好、心智功能相當健全的個案一起探索內在的過程。做為

一個精神科醫生的機器，我的程式是比較被設計在探索內在，比較不是篩檢身心症狀，我對不斷探索內

心有熱忱。 

資料來源：親子天下雜誌第 4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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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 
報名．註冊：2013/05/1 起～ 2013 / 06 / 19 (三)12:00 止 
寄送報名表與切結書：2013/06/21（五）前由各校承辦單位將各校審核完成之參賽隊伍報名表件 
           （報名表、切結書、各校報名名冊）統一郵寄至國立屏東高中，以郵戳為憑。  
公告參賽名單： 2013 / 06 / 27 (四) 
上傳作品：2013 / 06 / 28 (五) ～ 2013 / 08 / 14 (三) 12:00 止，逾時不予受理  
人氣獎票選時間： 2013 / 9 / 23 (一) ~2013/10/18(五)12:00 止 
                 (刊出期間，以得票數最高之 10 組為「人氣獎」得獎團隊) 
公布決賽得獎名單：2013 / 10 / 21 (一) (專函通知得獎團隊學校) 
人氣獎得獎名單： 2013 / 10 / 21 (一) 

參賽資格 
全國高中高職學生（含高三應屆畢業學生）  

參賽人數 
1. 請同校同學組隊參賽（不受理跨校組隊參賽），每隊學生人數可為 1~10 人（10 人為上限）。如為

2 人以上之團隊，應於報名時載明隊名、隊長及所有隊員之姓名、就讀學校全名（需註明縣市）、年
級、班級、聯絡電話、電子郵件等基本資料。 

2. 每位學生限參加一隊。團隊參賽成員不得再以個人名義單獨參賽或擔任其他參賽團隊之成員。 

獎勵 
獎項與獎金  
（1）特優 3 隊，每隊 10000 元。  
（2）優等 10 隊，每隊 8000 元。  
（3）甲等 20 隊，每隊 6000 元。  
（4）佳作 25 隊，每隊 2000 元。  

指導老師 
1. 各參賽隊伍可列指導老師（限 1 名，其任教學校和參賽學生就讀學校為同一校），需於報名時一併

註明指導老師之姓名。得獎者之指導老師認定限以參賽隊伍報名時所註明之指導教師姓名資料為
準。 

2. 各隊若無指導老師則不必填寫。  
（1）特優獎：獎狀壹張，指導老師記嘉獎兩次。  
（2）優等獎：獎狀壹張，指導老師記嘉獎壹次。  
（3）甲等獎：獎狀壹張，指導老師記嘉獎壹次。  
（4）佳作獎：獎狀壹張。  
（5）每位指導老師累計敘獎獎勵最高限制：嘉獎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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