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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420142014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年會暨遊戲治療台灣遊戲治療學會年會暨遊戲治療台灣遊戲治療學會年會暨遊戲治療台灣遊戲治療學會年會暨遊戲治療    

專業認同與發展研討會專業認同與發展研討會專業認同與發展研討會專業認同與發展研討會    

 

一一一一、、、、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台灣遊戲治療學會、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二二二二、、、、    對對對對                象象象象：：：：對遊戲治療有興趣之心理師、專輔教師、社工師、相關系所研究生、及相關兒童輔

導實務工作者。 

三三三三、、、、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2014 年 11 月 2 日(日)，9：30 AM - 4：40 PM 

四四四四、、、、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設計大樓（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 529 號） 

五五五五、、、、    講師介紹講師介紹講師介紹講師介紹：：：：         

【【【【講師講師講師講師】】】】Dr. Dee RayDr. Dee RayDr. Dee RayDr. Dee Ray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北德州大學諮商員教育博士 

【【【【證照證照證照證照】】】】德州專業諮商師暨督導執照、國家認證諮商師、註冊遊戲

治療師暨督導 

【【【【現職現職現職現職】】】】北德州大學諮商與高等教育學系教授 

【【【【經歷經歷經歷經歷】】】】北德州大學兒童與家庭社區諮商所主任及督導，持續擔任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lay Therapy、Journal of 
Humanistic Counseling、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Studies、Person Centered & Experiential Psychotherapies、The Clinical 
Supervisor、American Journal of Play、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Texas Counseling Association Journal 等期刊之編輯委員        

【【【【專長專長專長專長】】】】遊戲治療、學校諮商、諮商督導、兒童心理診斷 

【【【【著作著作著作著作】】】】遊戲治療相關議題期刊 48 篇、書籍 11 本，含兒童中心遊戲治療於攻擊兒童之

運用、小學遊戲治療、學校心理學等。 

    【【【【榮譽榮譽榮譽榮譽】】】】曾獲頒教學總統獎；傑出教學教授奨；北德州大學優良教師奬；德州諮商員教

育與督導學會卓越諮商師獎；傑出督導獎；北德州大學、美國遊戲治療學會及

德州諮商學會優秀研究奬；德州諮商學會傑出服務獎；美國遊戲治療學會傑出

服務及遊戲治療貢獻獎。 

    

六六六六、、、、    會前會前會前會前與會後與會後與會後與會後工作坊時間工作坊時間工作坊時間工作坊時間：：：：    

 （一）10/31(五)會前工作坊 A ： 

主題：【兒童及遊戲治療師在遊戲治療的進展與評估】Progress and Evaluation in Play 

Therapy for the Child and Therapist.(講師：Dr. Dee Ray，地點：台南大學，9:30-16:30) 

（二）11/1(六)會前工作坊 B ： 

主題：【遊戲治療督導模式】The Models of Play Therapy Supervision. 

(講師：Dr. Dee Ray，地點：台南大學，9:30-16:30)        

（三）11/3(一)會後工作坊 C ： 

主題：【遊戲治療歷程中的主題】Themes in Play Therapy. 

(講師：Dr. Dee Ray，地點：中華大學台北教育中心，9:3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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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    研討會研討會研討會研討會議程議程議程議程：：：：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議程議程議程議程    

8:40-

9:30    
報到 

09:30~ 

10:00 

【【【【迎賓開幕式迎賓開幕式迎賓開幕式迎賓開幕式】】】】    

主 持 人：曾仁美博士（崑山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台灣遊戲治療學會理事長） 

貴賓致詞：張瓊云博士（台南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系主任） 

頒獎典禮：2014 遊戲治療優秀碩博士學位論文獎頒獎 

10:00~ 

11:30 

【【【【大會演講大會演講大會演講大會演講】】】】 

講  題：遊戲治療之專業認同與發展 

主持人：高淑貞博士(彰化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講  師：Dr. Dee Ray(北德州大學諮商與高等教育學系教授) 

回應人：梁培勇博士（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教授） 

翻  譯：沈玉培博士 (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助理教授) 

11:30~ 

12:00 
會員大會會員大會會員大會會員大會／／／／壁報論文發表壁報論文發表壁報論文發表壁報論文發表    

遊

戲

治

療

媒

材

展 

12:00~ 

13:00 
午餐聯誼午餐聯誼午餐聯誼午餐聯誼／／／／壁報論文發表壁報論文發表壁報論文發表壁報論文發表    

13:10~ 

14:30 

A 場 B 場 C 場 

【【【【迷你工作坊迷你工作坊迷你工作坊迷你工作坊】】】】    

公的幾百斤公的幾百斤公的幾百斤公的幾百斤，，，，母的母的母的母的賸賸賸賸沒幾沒幾沒幾沒幾

斤斤斤斤————巡迴督導後巡迴督導後巡迴督導後巡迴督導後，，，，對遊戲對遊戲對遊戲對遊戲

治療師的一些思考治療師的一些思考治療師的一些思考治療師的一些思考    

 

【主持人】王文秀博士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

理與諮商學系兼任教授) 

【講  師】梁培勇博士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

諮商學系教授) 

【【【【迷你工作坊迷你工作坊迷你工作坊迷你工作坊】】】】    

受性侵害幼兒遊戲治療受性侵害幼兒遊戲治療受性侵害幼兒遊戲治療受性侵害幼兒遊戲治療

之象徵性療癒歷程之象徵性療癒歷程之象徵性療癒歷程之象徵性療癒歷程    

 

 

【主持人】沈玉培博士 

(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

商學系助理教授) 

【講  師】邱敏麗老師 

(沙遊世界表達與療癒發

展中心副執行長) 

【【【【迷你工作坊迷你工作坊迷你工作坊迷你工作坊】】】】    

來自星星的孩子來自星星的孩子來自星星的孩子來自星星的孩子————談亞斯伯談亞斯伯談亞斯伯談亞斯伯

格症兒童的認識與心理治療格症兒童的認識與心理治療格症兒童的認識與心理治療格症兒童的認識與心理治療    

 

 

【主持人】李岳庭博士 

(國立臺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

系助理教授) 
【講  師】李筱容心理師 

(宇寧身心診所臨床心理師) 

14:30~ 

15:10 
茶敘茶敘茶敘茶敘／／／／壁報論文發表壁報論文發表壁報論文發表壁報論文發表    

15:10~ 

16:40 

【【【【論文發表論文發表論文發表論文發表】】】】(2(2(2(2 篇篇篇篇))))    

 

 

【主持人】王文秀博士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

心理與諮商學系兼任教

授) 

【回應人】連廷嘉博士

（國立台南大學諮商與輔

導學系副教授） 

【【【【論文發表論文發表論文發表論文發表】】】】(2(2(2(2 篇篇篇篇))))    

 

 

【主持人】張高賓博士

(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

諮商學系教授) 

【回應人】許育光博士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

育心理與諮商學系教

授) 

【【【【優秀遊戲治療碩博士論文獎優秀遊戲治療碩博士論文獎優秀遊戲治療碩博士論文獎優秀遊戲治療碩博士論文獎

發表發表發表發表】】】】    

 

【主持人】陳慶福博士(國立

屏東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

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回應人】黃宗堅博士(國立

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教授) 

本會會員免費(含研討會全天之活動、便當、講義與神秘會員禮)，非會員 1,000 元(含研討會全天之

活動、便當與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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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    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    

（一） 一律網路報名，請上本會網站（www.atpt.org.tw）專業課程認證區進行報名。 

（二） 繳費帳號：國泰世華銀行  成功分行   

【銀行代號】013【帳號】063-03-500284-9   

【戶名】台灣遊戲治療學會 曾仁美 

（三） 請於線上報名後 3333 日日日日內完成繳費，為方便作業管理，逾期將不予保留名額，請多包涵。 

九九九九、、、、    報名費用報名費用報名費用報名費用：：：：        

 會員 非會員 

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0 元(免費參加) 1,000 元 

單場工作坊 2,200 元 2,600 元 

10/15 前工作坊任兩場 4,000 元 4,800 元 

10/15 前工作坊 A+B+C 6,000 元 7,200 元 

（一） 線上報名截止時間：即日起至 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27272727 止止止止。。。。 

（二） 10101010/15/15/15/15 前二場合報有早鳥價，請把握時間儘速報名！ 

（三） 9/309/309/309/30 前加入會員，參與本次年會及工作坊最多優惠 2200 元，並享有全年工作坊優惠

價及年會會員禮，敬請把握機會哦!!  

（四） 超過二年未繳年費需重新入會者，9/309/309/309/30 前重新加入會員，享入會費五折五折五折五折優惠。  

 

十十十十、、、、    注注注注意事項意事項意事項意事項：：：：    

(一) 研討會開幕式於研討會開幕式於研討會開幕式於研討會開幕式於 9:309:309:309:30 準時開始準時開始準時開始準時開始，，，，9:309:309:309:30 前報到者前報到者前報到者前報到者，，，，可獲學會神秘小禮物可獲學會神秘小禮物可獲學會神秘小禮物可獲學會神秘小禮物哦哦哦哦!! 

(二) 本活動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社工師繼續教育認證申請中。 

(三) 完成報名手續後，將以 e-mail 通知，確認報名是否成功。 

(四) 尊重智慧財產權，除工作人員，上課內容請勿錄音錄影。 

(五) 各場全程參與者，本會將發予研習證明。 

(六) 繳費後因故無法參加，請務必於活動前一週來電告知，有繳費者將予以退費，惟酌收 666600000000

元行政處理費，活動當週告知則恕不退費。 

(七) 研討會當天供餐，為響應環保，請自備餐具及水杯。 

(八) 相關事宜請留意遊戲治療學會網站最新公告。（www.atpt.org.tw），如課程異動亦以公

告為準。 

(九) 聯絡方式： 

學會電話：0982-699664     Line：playtherapy 許小姐 

E-mail：atpt2013@gmail.com    FB 社團：台灣遊戲治療學會-Atpt 

     地址：701 台南市東區凱旋路 31 號 6 樓之 3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 

(十) 如有任何疑問請於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 9:30~17:00)來電或 E-mail 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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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十一十一十一、、、、    活動地點交通資訊活動地點交通資訊活動地點交通資訊活動地點交通資訊：：：：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 529529529529 號號號號））））    

1.地理位置 

 

2.交通方式 

◎台鐵 

(1) 台鐵台南站：可搭 5 號、21 號公車至鹽行站，由中正路步行至本校約 3 分鐘，或搭

計程車到校(約 20 分鐘)。 

(2) 台鐵永康站：可搭 20 號公車至台南應用科大站，或搭計程車到校(約 10 分鐘)。 

◎高鐵(台南站) 

(1) 可搭高鐵快捷公車(奇美線)至鹽行站，由中正路步行至本校約 3 分鐘，或搭計程車至

本校。 

(2) 可搭台鐵沙崙站區間車至台南火車站，再轉搭 5 號、21 號公車至鹽行站，由中正路

步行至本校約 3 分鐘。 

(3) 可搭台鐵沙崙站區間車至永康火車站，再轉搭 20 號公車至台南應用科大站。 

◎客運 

(1) 南下可搭統聯、和欣及國光客運往台南，至鹽行站下車，由中正路步行至本校約 3 分

鐘。 

◎開車 

※北上車輛 

(1) 國道 1(中山高)北上 320 公里處由永康交流道下，往台南市區方向約 1 公里即達本

校。 

(2) 國道 3(南二高)→新化系統轉接國道 8→台南系統轉接國道 1(中山高)往台南方向，

於南下 318 公里處由永康交流道下，轉往台南市區方向約 1 公里即達本校。 

(3) 國道 3(南二高)→關廟系統下→轉機場聯絡快速道路(86 號)西行→接中山高速公路

往北上→永康交流道下往台南市區方向約 1 公里即達本校。 

※南下車輛 

(1) 國道 1(中山高)南下 318 公里處由永康交流道下，右轉往台南市區方向約 1 公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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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本校。 

(2) 國道 3(南二高)→新化系統轉接國道 8→台南系統轉接國道 1(中山高)往台南方向，

於南下 318 公里處由永康交流道下，右轉往台南市區方向約 1 公里即達本校。 

 

3.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設計大樓（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 529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