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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目的在於統整近年來梁培勇督導經驗中常見的設限提問，蒐羅遊療

師在遊戲治療過程中所面臨的規則設置疑惑與操作困難，試圖歸納、整理並

合併進「衡鑑－猜測（假設）－介入」臨床工作架構模式之中，重新檢視遊

療師在操作介入之前的思考歷程。

全文以梁培勇的督導經驗為主要參考文本，統整歷來各助人工作界的遊

療師針對治療歷程中的規則所提出的困難，同時挑戰遊療師對治療學派的內

化程度與治療歷程的細膩理解。本文提出以下三點進行探討：一、綜觀台灣

遊戲治療發展之歷史脈絡，分析台灣遊療師以個人中心學派為主之成因，並

點出多數遊療師在遵守個人中心學派之三大原則之外，鮮少仔細思考執行治

療之現實層面與理論概念之間應如何實踐與遵循。二、羅列台灣遊療師在設

限上常見的困難與阻礙，特別是個人中心學派遊療師心中緊繫的三大原則與

現實條件的衝突與矛盾，導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藉由重新

反思遊療師介入之前的「衡鑑－猜測（假設）－介入」臨床工作架構模式，

以微觀的視角檢視其介入之依據與考量，並強調此乃不斷持續循環的動態歷

程。三、強調遊戲治療之結構化與投契關係之維繫並非如待辦清單在起始期

時交代完畢即可，而是在整個治療脈絡中不斷調整維護、隨著治療狀態流動

的架構，呼應前述「衡鑑－猜測（假設）－介入」臨床工作架構模式。

文末，再以 Paul於1967年所提出的疑問，重新提出遵循「衡鑑－猜測
（假設）－介入」臨床工作架構模式之再問，提醒遊療師在治療上對自身立場

或觀點的視角需有一定的敏感度；同時，也提出除了在治療室內的施作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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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規則或結構化在現實場域中的個人隱私之維護與多重關係之堅持，對

遊療師在治療的承諾與投入程度上是否有所改變。

關鍵字：規則、結構化、投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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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梁培勇在與遊戲治療實務工作者（包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輔導老師

與社工師，以下統稱遊戲治療師，簡稱遊療師）督導的過程中，遭遇到許多自

詡為個人中心學派的遊療師對於規則往往充滿困惑，例如：基於對個案的真誠

（genuineness）與無條件正向尊重（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遊療師該不該設

立規則或堅持某些限制？如果需要，則要制定哪些規則？又如果兒童違反規則該如

何處理？此外，梁培勇亦發現許多遊療師普遍都已經具有治療需要結構化的概念，

卻往往認為「在治療起始期已經交代完畢」、「已向個案確認過了解保密原則，完

成知後同意手續」等等「程序」，反而不明白何以個案在後續的治療過程中會出現

違反規則的原由，或在不同階段的違反規則行為上一律採取相同的因應方式，卻抱

怨收不到相同的效果。諸如此類的提問，遊療師所產生的困惑不僅僅是在遊戲室

中，亦存在來自現實環境的限制與要求，以及為兒童未來適應社會環境的發展考量

等等。因此，在規則或限制的制訂上應如何拿捏或選擇，本文希望以「囿而不限」

的立場出發，羅列常見的設限問題，從「衡鑑－猜測（假設）－介入」模式解讀問

題背後所需的思考架構。最後，我們也提問在「重視個人隱私」與「關係界限」的

大旗下，遊療師們對治療的承諾與投入程度是否有所改變，則是另一項可以讓遊療

師捫心自問的現代議題。

貳、個人中心學派在台灣的主流化現象

一、遊戲治療學派的百家爭鳴

根據 Lebo（1955）的觀點，遊戲治療的整體發展與 Sigmund Freud有很大的關

係，從最初 Freud為朋友函授兒童心理分析（亦即名留青史的 little Hans）開始，便

發現語言並非是與兒童溝通最適當媒介，且兒童正處於生命歷史脈絡的開展階段，

許多經驗也正處於發生階段，潛意識中尚未有相關被壓抑入內的感受；而 Freud的弟

子 Hug-Hellmuth則苦於兒童在治療期間往往不開口的狀況，靈光一閃地想到玩具為

兒童最常接觸的素材，以玩具作為媒介，鼓勵兒童用語言表達，或將玩具作為投射

的對象。Anna Freud與Melanie Klein皆同意語言能力在心理分析中的重要性，而這

正巧也是兒童最欠缺的部分：Anna Freud將兒童無法全然用語言表達的情形視為準

備期未完全具足的狀況，將遊戲行為看作是補足準備期不足的媒介，但遊戲本身並

不具有療效；而Melanie Klein則認定兒童在斷奶之後便具有足以進行心理分析的超

我，因此將遊戲行為看作是潛意識表達的舞台之一，將其作為兒童心理分析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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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

後續繼續發展出的結構式遊戲治療（structured play therapy），亦是依據 Freud

一派所強調的能量說延伸而來，認為遊戲本身的功能在於幫助主體宣洩累積在身上

過多的能量，如情緒水庫的累積與宣洩等等，但此類型的治療方式乃是由遊療師主

動接近案主並且設計相關宣洩遊戲，因此稱之為「主動式遊戲治療派」（active play 

therapy），後續又衍生出「紓解治療」（release therapy），最後以「結構式遊戲治

療」統稱之。

然而，有另外一些學者雖然也同意遊戲具有使兒童將能量發洩出去的功能，但

他們認為必須是兒童自發性產生的遊戲（free play）才有紓解能量的效果。因此，他

們不同意「主動式遊戲治療」的作法，而是強調治療者的工作是和兒童建立良好的

關係，並且認為在這個良好的關係之下，兒童就自然會產生自發性的遊戲，達到發

洩能量的效果。Lebo認為此時治療者的角色，相對於「主動式遊戲治療」中的治療

者顯得比較被動，所以將他們稱為「被動式遊戲治療」（passive play therapy）。而

Axline則是以非常強調治療師和案主關係的 Carl Rogers的理論為基礎，應用到遊戲

治療上面（後文簡稱為 Rogers-Axline學派）；因為此理論的精神非常重視關係，因

此就取代了上述之被動式遊戲治療，以兒童為遊戲治療的主體，因此稱之為「非指

導式遊戲治療」（non-directive play therapy），後來稱之為個人中心（client center）

遊戲治療；近年來由於遊戲治療是以兒童為主，因此又稱之為兒童中心（child 

center）遊戲治療。

Lebo的文章因為年代久遠，只有整理到個人中心（client center）遊戲治療為

止；然而，從 Freud的弟子 Hug-Hellmuth之後，還有許多其他理論派別也紛紛將

他們的理論應用到遊戲治療，例如由 Kottman和 Schaefer主編的《play therapy in 

action：a casebook for practitioners》（2001）（中譯：《遊戲治療實務指南》，

2005）就介紹了 17個遊戲治療學派。因此，事實是遊戲治療只是一個統稱，旗下其

實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

二、台灣特殊現象：遊戲治療＝Rogers-Axline 學派？

中央政府遷臺後，依據民國 41年 6月修正頒布的〈訓育綱要〉推動學校訓導

工作，其政策屬性為管制重於開放，訓導重於輔導。後來，輔導運動始於民國 43

年，肇因於蔣建白先生針對僑生輔導的需要而展開；民國 70年代以後，學務工作

才漸漸由訓導管理轉型為學生服務與促進發展，後續再因應社會發展之需要推動輔

導工作，民國 86年 6月函頒〈青少年輔導計畫〉，並於同年 7月函停止適用〈訓

育綱要〉，以加強辦理校園心理衛生教育、中輟學生復學輔導、人權教育、品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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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育、法治教育及強化學校學務功能等為主（教育部，

2019）。

從上可知，過去六十年來，我國整體輔導體系之發展乃是由訓導往輔導的方向

變革而來。除了政府機構在建立輔導制度上的不遺餘力之外，當時的救國團也在

1969年 11月 11日成立了「張老師」（現在改名為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幾年

後，台灣心理學界的前輩鄭心雄老師也從美國學成歸國，擔任救國團學校組組長，

後來也同時擔任台大心理系教授。鄭老師在美國Wisconsin大學留學時，曾經受教於

Carl Rogers，於是將 Rogers的概念帶入張老師基金會的訓練，也促成 Rogers的概念

在台灣學術界和實務界的開枝散葉，影響甚鉅。

後來張老師出版社在 1983年翻譯了 Axline（1947）所著的《Play therapy》一

書（中譯：《兒童遊戲治療》），是台灣介紹遊戲治療觀念的第一本書籍；接著在

1987年 Axline（1964）的著作《Dibs: In search of self 》，也被遠流出版社翻譯成中

文書《成長的軌跡》（1994年改名為《如何幫助情緒障礙的孩子》），本書敘述她

如何以遊戲治療處理對象為兒童的個案。於是 Rogers-Axline一派所呈現的遊戲治療

樣貌成為台灣人對遊戲治療最為鮮明的第一印象。

此外，目前國內許多遊戲治療的師資也大都是在德州的大學跟著 Rogers-Axline

一脈的 Landreth學習遊戲治療。學成歸國後進入大學教書、開始教授遊戲治療課

程，且幾乎都是以介紹 Rogers-Axline學派的遊戲治療模式為主，後續也培養出不

少本土且以 Rogers-Axline遊戲治療為主題的博士人才，畢業後再進入大學教職或

從事實際的遊戲治療工作，更是不斷擴展了 Rogers-Axline遊戲治療的影響力。由

於 Rogers-Axline遊戲治療是在台灣第一個被介紹的遊戲治療學派，加上前述張老師

機構與各大專院校師資教授的影響，因此，我們委請台中市頭家國小專任輔導老師

葉孟娟，實際整理 99到 107學年度各大學學士班和碩士班的教科書，發現使用最多

的三本書是《遊戲治療─建立關係的藝術》（高淑貞譯，1994）、《建立遊戲治

療關係─實用手冊》（王孟心、王世芬譯，2008）和《遊戲治療實務工作手冊》

（羅明華、曾仁美譯，2008）。前兩本書是 Landreth的個人著作或與人合著，第三

本的作者則是 Landreth的另一個學生 Terry Kottman。以上種種歷史脈絡，造成台灣

對遊戲治療存在一種普遍的誤解，認為遊戲治療即為 Rogers-Axline學派的做法。

三、Rogers-Axline 學派隱藏的模糊與矛盾

自 1940年代誕生出「非指導性治療」（Non-Directive therapy），Rogers認為治

療歷程的目的在於放鬆與強化案主生命力量，而非是入侵其生命的過程；到了 1950

年代轉變為「當事人中心療法」（Client-Centered Therapy），1957年的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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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性人格改變中必要而充分的條件」（The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of Therapeutic Personality Change）（Rogers, 1957）將真誠與無條件正向尊重列為

和同理心（empathy）相等地位的重要治療因子。同時於 1957年也發表治療的六

大必要條件：（一）雙方在心理層面上的相遇；（二）其中一人（即案主）處於

incongruence的狀態，表現脆弱或焦慮；（三）另一人（即治療師，此處是引用

Rogers，但是他沒有做遊戲治療，所以改成治療師）是在關係中處於比較 congruence

且整合的狀態；（四）治療師提供案主無條件正向尊重之經驗；（五）治療師對於

案主的內在參考架構提供同理了解，並針對此經驗進行彈性的溝通；（六）案主針

對治療師的同理了解與無條件正向尊重的溝通是容易進行的。後又於 1960年代將整

體理論進行擴充，正式修名為「個人中心治療學派」（Person-Centered Therapy），

其中一貫地維持不變的皆是強調，人的本質為可信賴的、具積極自我實現的傾向。

多數個案在治療後認為，無論在表層或是深層的改變中，案主在治療後多半會同意

有更高的整合感，較少的內在衝突，更多的內在資源可供有效率的生活，且行為上

的改變也從不成熟朝向更為完熟的行為表現。 

Axline承襲 Rogers的腳步，於 1940年代開始與 Rogers從教育的角度探討非指

導性治療，以及進一步應用在遊戲治療上的可能性，隨即以此作為後續發展的理論

基礎，並於 1947年提出遊戲治療的八大原則：

原則一： 治療者必須和小孩建立溫暖友善的關係，良好的投契關係（good 

rapport）也要儘早建立。

原則二：治療者必須接受孩子真實的一面。

原則三： 治療者在與小孩的關係中，要建立寬容的感受（a feeling of 

permissiveness），讓小孩能自由自在地表達他的感受。

原則四： 治療者要敏於辨識小孩表現出來的感受，並以能讓小孩領悟自己

行為的方式，把這些感受回饋給小孩。

原則五： 治療者要尊重小孩能夠把握機會解決問題的能力，做選擇和選擇

改變是小孩的責任。

原則六： 治療者不要企圖用方法來指導小孩的行為或談話，讓小孩帶領，

治療者跟隨。

原則七：治療者不能急著趕治療的進度。治療者要知道治療是漸進的過程。

原則八： 治療者只能定下一些必要的限制，這些限制為使治療符合真實生

活世界，以及讓小孩知道他在治療關係中應負的責任。

（引自程小危、黃惠玲譯，1983，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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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細看此八大原則後會發現，原則八是與 Rogers所提倡的無條件正向尊重

相互衝突，她認為遊戲室中還是可以有規則存在—而規則代表的就是有條件、有所

限制—只是要等到孩子違背規則時才需要說明限制；約束盡量減少，可使整個過程

更加順暢。因此 Axline學派之遊療師必須在心中有一套自己認定遊療室中應有的規

則，以及當兒童違反規則時，能提出一套相對應的違反規則的處理方法。

Axline避開原則八中與 Rogers在理論方面的衝突，直接從實務工作中提出設限

的必要，在實作時以最少設限的規則（不得出現攻擊行為、不可以破壞遊戲室內的

器材、不可將遊戲室內的玩具帶走、準時開始與準時結束治療時段），以及兒童違

背時才呈現出遊戲室規則來解決。而 Peoples（1983）在個人中心遊戲治療如日中天

之時，卻認為 Rogers所倡導的哲學觀在現實環境中本身並不存在，認為環境本身就

是有條件的現實存在，因此 Peoples所提倡的公平遊戲治療（Fair play therapy）結合

了現實治療與行為治療學派，建立遊療師與兒童都必須嚴格遵守規則的遊戲室，同

時在與兒童遊戲的過程中採用行為改變技術，達到消除不良行為、培養良好行為的

改變目的。

綜上可知，Rogers-Axline僅是各個遊戲治療學派中的其中一種，然而因為台灣

依序引進以及陸續進修歸國前輩們的推廣，導致台灣在遊戲治療領域中多半以個人

中心遊戲治療為主；然而，再次綜觀台灣整體輔導諮商的發展脈絡，訓導先於輔導

被植入大部分的教育人員與家長心中，致使許多輔導人員與親職教育工作者往往在

「規則豎立」與「非指導」、「個人中心」的兩難中拉扯，最後造成兩邊皆無法兼

得的窘境。

四、設限即治療─Bixler 提出設限的必要性與注意事項

不論是何種學派的實務工作者，都會遇到實作上的大困擾：當兒童不是那麼的

配合，在遊戲治療中會出現一些攻擊遊療師等等的行為舉止，於是 Bixler（1949）從

遊戲治療實務工作的立場提出設限的概念：

兒童在大部分的活動中是被允許自由的，但是在某些特殊場域裡則需要被嚴格

要求，這些在治療關係與其他關係之間有很大的不同。Bixler（1949）認為，這樣

變動的外在環境對於接受被動式遊戲治療的兒童而言並非最好，因此在《限制即治

療》（Limits are therapy）（Bixler, 1949）中提到：「限制」本身能將治療與現實

做連結，提醒兒童本身對於自我和世界的責任，除了提供安全感和自由度，也促使

治療經驗本身成為現實世界中的真實面貌之一。面對設限與否或其他治療中的困難

時，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採取對遊療師而言最為舒服的方式。個人的權利、財產與人

身安全是必須被保護的，能保護自己及所有物免於攻擊的遊療師，才有機會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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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悅納兒童，倘若因為潛在地失去個人立場或是經驗到肢體上的不舒服，可能會

因為自身產生抗拒，使得真實地接納兒童及其態度變成遊療師極大的壓力。

在關係沒有被建立之前，規則的設置是沒有意義的。兒童透過在遊戲室中的可

以與不可以，去測試與遊療師的關係。遊療師與兒童都有調整規則的權利，以達到

雙方都能接受的程度，如此這些設限才能較容易的被遵守，也比較不會導致遊療師

的不安全感。Bixler建議相關的規則有五：不被允許傷害遊療師、毀壞物品、違反時

間限制、從遊戲室中帶走玩具，或是將玩具或其他物品丟出窗外。除上述基本 5個

設限之外，其他須視情況彈性增加。這些考量的目標都是在於盡可能降低設限對治

療的影響，只須留下必要的限制，並將規則定義清楚，同時建議遊療師要釐清自身

對兒童行為的接受程度。有經驗的遊療師會發展有意義的系統，以因應超越其可接

受限制之行為：反應兒童的內在渴望、再次重申規則，必要時以肢體方式控制兒童

的行為。有些遊療師會用間接的方式限制口語表達，有些人並不同意，但是大部分

的遊療師都會在非口語活動的範圍上設限。

參、「衡鑑－猜測（假設）－介入」模式的微觀檢視

針對前述所論，台灣的遊療師常常在治療的實際操作上出現不少困境與常見的

變形現象。梁培勇（2006a）對於遊戲治療的定義奠基於Wolberg（1988）的心理

治療定義，強調「以良好的關係為基礎，治療者採用心理學的方法，達到改變求助

者的目的。」由此可知，在定義所欲改變的目標行為之後，遊療師應檢視的主題有

三：治療關係、遊療師自身特性與所選用的理論，以及治療最終所希望達成的正向

改變。前述不同理論學者從各自的理論角度發展出兒童遊戲治療，以國內最常見的

個人中心學派而言，Rogers-Axline一派的學者們因著 Rogers所談論的精神與態度

上有許多討論空間，也在各自反思後持著不同的理由與原因，發展出不同的處理脈

絡。個人中心學派最為人質疑的是，在整體治療過程上相對於其他學派而言更不具

結構性，且治療師似乎也僅提供案主情感上的支持，除了沒有向問題挑戰之外，治

療師也在這過程中彷彿失去了個性與獨特性（Corey, 1991），這些現象都與 Rogers

創立個人中心學派所提到的精神有所出入；再加上 Rogers理論原屬國外文化下的

產物，在引進台灣後也與原屬的台灣訓導文化產生衝擊，讓許多本土遊療師在實際

操作過程中出現許多困惑，造成在介入的歷程上或猶豫不決、或乾脆採用「自行折

衷學派」的方式回應案主，從原本自稱是「人本派」的遊療師無意間變成了「本人

派」遊療師。因此本文希望以「個人中心學派」為例，透過討論在遊療室規則設定

的常見困惑與困難，重新檢視治療中的結構化歷程，回歸到遊療師養成過程的原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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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從如何看待資料、標定問題行為、猜測行為問題緣由，以及在最終針對所猜

測之緣由做出介入之前，遊療師如何依據自我的特質、信念、價值觀以及理論的哲

學觀點做出抉擇。

在說明「衡鑑－猜測（假設）－介入」臨床工作架構模式如何運作之前，遊療

師須先對這個接近的過程有一重要的認知：在此不斷循環的過程中，兒童的心理狀

態為遊療師不斷追求理解與希望造成正向改變的主體；遊療師選擇切合自身價值觀

的理論架構，作為認識、理解兒童心理狀態的認識基礎；最後，根據上述的主體設

定與認識依據，遊療師採用何種方法策略，作為與兒童互動的形式或行動。

一、生態系統的環境文化

梁培勇發現實務工作中所面臨到的親職教育之困難在於，以 Rogers-Axline之個

人中心理論向家長說明，養孩子的「照書養」都相當合情合理，然而回到真實世界

的實際操作上，如何在建立符合社會規範的行為準則之外，亦能同時繼續將 Rogers

所提出的人性觀奉為行為最高準則的圭臬，這一方面挑戰的不僅是兒童在此時此刻

將會如何回應來自外界的訊息與安全感的建立，也挑戰著身為父母或遊療師要如何

拿捏管教與信任之間的拉扯。

遊戲室規則制定原則

遊療師常見提問：「規則」VS. 「生活常規」
遊療師心中清楚地知道，遊療室裡是獨特的時空設定，但是門外的社會確

實也會存在著現實層面中不可忽略的社會常規，到底遊療師與一般教師在執行

規則的行為上差別在哪？而這些又應該如何在遊療室中被呈現？

遊療師常見提問：規則可否客製化 ??
除了「要設哪些規則？」或是「要設多少規則才夠？」之外，針對每個不

同的兒童，遊療師們試著了解在每個個體之間的獨特性，但是相對的也帶來規

則執行上的疑問，倘若兒童本身的特質使其無法遵守一般遊戲室的規則，則遊

療師們是否該為兒童創造一份專屬的遊戲室規則？

Axline（1947；程小危、黃惠玲譯，1983）在當年提出遊療室中的限制時曾經

提倡，限制與規則雖然越少越好，但還是有一些不可或缺的規則存在，如：不得蓄

意毀損玩具、弄髒室內，以及攻擊治療者。此外，一些直覺上就可想到的限制也需

包含在內，並且治療若要有效果，絕不可僅止於遊戲室內而與日常生活脫節：「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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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者只能訂下一些必要的限制，這些限制是為使治療符合真實生活世界，以及讓小

孩知道他在治療關係中應負的責任。」Bixler（1949）提出遊戲治療中兒童不應出現

的五大行為：對設備進行除了遊戲行為之外的破壞動作；以任何一種生理的形式攻

擊遊療師；待在遊戲室裡直到超過規定的時間；將玩具帶離遊戲室；將玩具或其他

素材丟出窗外。Ginott 與 Lebo（1963）曾指出需設限的範圍可約略歸類為 6個設限

參考原則：攻擊遊療師、破壞治療室設備、社會不接受的行為、危及兒童健康與安

全的行為、不適當的肢體動作、破壞遊戲室常規的行為（Landreth, 2002）。梁培勇

（2006a）則根據過去經驗，強調遊戲室的佈置原則為「讓孩子盡興的玩」，才能讓

兒童盡可能地在遊療室中展現內心真實狀態。因此在盡量不破壞此一原則的前提之

下，梁培勇更精簡地累積出三項基本原則：不攻擊或破壞、守時、不帶走玩具。

生態系統的環境影響觀點之於個人中心學派

遊療師常見提問：兒童違規該怎麼辦？ 
常見遊療師將「妨礙遊療師想要的治療方向」之行為定義為「問題行

為」，如無法用口語表達、跳脫遊療師所設定之結構性遊戲進行方式，或是在

遊療室中一動不動的與遊療師大眼瞪小眼。遊療師若是將問題點著眼於外顯行

為之上，空有想施做的策略卻不知案主不照牌理出牌的反應從何而來，則很容

易卡在原地不知該如何是好。

在顧慮原則是否被遵守或是破壞之前，梁培勇也提醒了許多受督者：在受困於

兒童違反規則而苦於不知如何回應之前，或許應先回頭檢視、標定何謂「問題行

為」？又或者可以問，是誰、在甚麼環境脈絡裡，決定哪些行為叫做問題行為？在

梁培勇的實務現場中強調，「問題」與「偏差行為」還是有程度上的差異，「偏差

行為」的考量向度包含了偏離常態分配、違背社會規範、主觀痛苦和不舒服、功能

失常、不符合預期的反應與發展因素的考量。其中違背社會功能與不符合預期反應

都是強調在某一背景脈絡下，兒童的行為反應並不符合周遭大人所預期、期待或習

以為常的行為規範，但這些規範往往是相對而非絕對，甚至有時是隨著世代變遷而

改變。若從趨樂避苦的「生物人」學習成為可以等待、忍耐與遵守規範的「社會

人」而言，這是成長歷程中必經的相互消長的過程；但倘若成人在認定的規矩底限

之外還增加了許多不一定合理的期待，甚至其所設定的標準本身就有所偏頗，那此

一判斷是否有問題的標準本身就有待商榷。

以理論立場而言，Rogers對人的觀察是假定人具有積極樂觀正面的傾向，但此



囿而不限─遊戲治療的規則與結構化　11

一傾向必須在某種條件或心理空間的感受之下才會出現，否則來自條件不足的環境

將容易壓抑或扭曲這種向善的傾向，造成自我與有機體的分裂，或說 incongruence。

然而在個體所處的環境裡，小至個體的內在依戀安全感（小系統），向外擴展逐

漸推至家庭（中系統）、社區（外系統）及整個社會經濟文化（大系統），要求每

一層系統都能維持 Rogers所強調的「以個體為中心去提供個體正向自我實現經驗

的尊重涵容」本身就是極為艱難的任務，因為環境不僅是隨時依著不同條件而有

變化，當中也存在著主體個體所知覺到的變動變化，環境與個體之間有機體評價歷

程（organismic evaluation processes）所形成的正、負向經驗結論，也都因這些變化

而變動著，但此結果將會趨使個體往容易獲得正向尊重的行為方向發展而去，導

致個體接收到「有條件正向尊重」的環境脈絡。在此一歷程中可見，個體的評價

與感受皆是在其主觀世界中真實且可被信任的，反倒是環境的條件形塑了個體接

納或忽略原本無所謂正負向評價的經驗本身。因此回過頭來問，Rogers所談的無

條件正向尊重能如何被塑造？或許可從 Rogers與 Skinner的對談（Kirschenbaum & 

Henderson,1989）中略探一二。

從兩者的觀點比較來看，Rogers與 Skinner都屬於人文主義者（陳啟明，

1996），希望用自己的理論積極地協助個體往正向的方向成長。Rogers強調以真

誠、無條件正向尊重與同理心的人際關係，協助個體進行自我實現，成為功能充分

發揮的主體，追求美好的人生。對 Rogers而言，他是以「主體對主體」的人際關

係，針對個體的主觀現象場進行一場尊重其獨特感受與體驗的探索，再加上假定人

性是向善的基礎，以及對「自我實現傾向」的相信與「有機體評價歷程」的信任，

對於人格或行為適應失調的問題產生之處，定調在重要他人所提供的外在環境，有

其特定的價值條件，造成了個體的自我結構與體驗之間的矛盾衝突，因而產生了有

機體與自我 incongruence的狀況。針對個體的主觀世界，Rogers認為並沒有一定絕

對不變的真理，因此也不可能對未來有所預測或設定，故著重在協助個體不斷發展

的過程中盡可能地將有機體與自我趨向 congruence的狀態。

回顧 Rogers所談的真誠一致可知，真誠的態度是促使遊療師能表現出同理心

與無條件正向尊重的基礎。遊療師本身的態度是否真誠一致，與 Rogers所談及的

congruence息息相關：當自我與有機體的 congruence越高，自我隨著有機體的經驗

而進行調整的可能性越高，因此自我所表現出的態度越接近有機體的「本然」。治

療師自己的 congruence程度越高，能提供給案主的心理環境越一致，案主體會到內

心感覺與情緒在透過治療師的同理被接納的同時，在治療室中能被接受與不能被接

受的行為準則也越發清晰、一致。因此 Rogers也在真誠的態度上強調，治療師無須

完美，但是必須真實地面對自己的感受、與自我保持高度地真誠（Rogers, 1957）。



12　台灣遊戲治療學報　第八期

為此，Rogers向治療師們提問兩個在真誠上最基礎的自我省思：「我是否真的在做

我以為我要做的事情？我在操作上是否和我說的一致？」（Rogers, 1949）

而 Skinner則認為個體的行為是環境變項決定的結果，因此主張「透過對個體周

遭環境的正向安排與控制，進而塑造個體的行為。」對 Skinner而言，個體本身並無

性善性惡的區分，是受到「遺傳」與「環境歷史」的影響而塑造出「良好行為」。

因此透過從科學的角度出發，藉由「主體 -客體」的操作關係，找出潛存在環境與個

體之間的因果法則；另一方面，Skinner也認為可以透過行為改變技術的協助方式，

預先安排與控制環境，以達到塑造個體有效行為的結果，有利於人類及其文化的延

續。由此可知，Skinner相對於 Rogers更著重在預防的觀點，認為人在其生命過程

裡，雖然其行為是環境決定的結果，但是這並不代表個體僅能受環境改變而無法控

制自己的命運；相反的，正因為 Skinner假設行為本身是可以經由控制與改變而達到

有效行為的出現，個體本身在遺傳與環境變項上的各種努力，也為人們本身創造了

一個屬於自己的「人為世界」，藉著設計與控制，創造屬於自己的命運。同時因為

每個人的遺傳與環境變項皆有其獨特的組合，因此每個人所被控制的環境與自身所

創造的世界也是獨一無二的組合結果（Kirschenbaum & Henderson, 1989）。

二、博觀而約取─從資料蒐集到形成猜測

從開始接觸兒童開始，遊療師就不斷地在蒐集、讀取資料，並針對資料進行猜

測或假設的工作。梁培勇在其過往的實務經驗中，認為對個體危險因子的了解，有

助於遊療師提高之所以出現偏差行為的猜測正確的機率，因此多從發展觀點裡的危

險因子開始，進行猜測和統整的假設。從圖１可見，外圍長方形四角代表環境層面

（父母、同儕、學校與 3C），中間代表發展的不同層面（身體、語言、認知、社

會、情緒和道德），發展和環境的動態互動彼此發酵，最終變成中央的人格。在此

所強調的重點是，就在眼前的個體是資料的現象場所在，梁培勇用做研究的態度面

對資料的蒐集與理解，系統性的歸納所蒐集到的資料，從而發展出自己對於個體表

面行為之下的假設與猜測（梁培勇，200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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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１　發展概念示意圖

每個內容的背後皆有其歷程，每個訴說的背後皆有其痛點

新手遊療師容易將治療焦點聚焦於兒童不當的外顯行為，這或許也是因為新手

遊療師的工作場域多半是以學校為主，被轉介而來的兒童通常都有其轉介者所抱怨

的問題行為，同時夾帶著強烈的行為改善要求，以符合轉介者在群體管理上的方

便。也因此，新手遊療師容易受到轉介者的影響，目光除了容易被轉介者所困擾的

問題行為吸引之外，也會試著想要去制止不當行為的再現。從梁培勇對個人中心治

療學派的經驗與體會而言，兒童的所有感覺、渴望與感受都是有機體主觀世界的真

實，是可以被接受的存在，但並非因此而產生的行為也是可以被接受的，故不得不

提出規範來約束個人的行為以維持社會的正常運作，最後表現出來的就是「有條件

正向尊重」（梁培勇，2006）。

基於這樣的體悟，梁培勇也進一步的推測，兒童的行為其實就是在表達他真實

的感覺和想法。當兒童所採用的行為違背了社會規範時，環境會因為行為的不被允

許，連帶的否認了兒童真實的感覺和想法，因而容易讓兒童也認為自己真實的感覺

和想法是錯的，於是造成兒童出現 incongruence的狀態；相反地，如果環境對兒童真

實的感覺和想法能夠無條件的給予正向尊重，將行為區隔開來，讓兒童了解他可以

有真實的感覺和想法，但必須要用符合社會規範的行為來表現，自然兒童學習到的

是要尊重自己可以有真實的感覺和想法的權利，但也必須以符合社會規範的行為表

現出來。因此，如何分辨兒童「象徵性」的破壞行為與「攻擊」的破壞行為兩者，

去指認出並接納兒童行為背後的希望與渴望，這或許是治療歷程的重要關鍵（高淑

貞，1994）。依據梁培勇（2006a）修訂過的臨床工作架構（如圖 2）中，遊療師針

對與兒童的互動與觀察所得的資料進行衡鑑，其意義是資料的蒐集與解釋。故衡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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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中所得到的資料都是「內容」，而每個被蒐集到的「內容」背後都透露著個案心

理脈絡的「歷程」線索，對於歷程所提出的可能解釋就是猜測，遊療師必須透過後

續猜測的過程想辦法挖掘出屬於「歷程」的拼圖。

圖 2　「衡鑑－猜測（假設）－介入」臨床工作架構

在此須強調在諮商過程中之「內容」與「歷程」之不同：看見、描述案主違反

的行為乃是整個遊戲治療過程中的「內容」，偏向案主的認知層面；而遊療師根據

這些內容所進行的猜測與假設，則是為了逼近個案的心理運作過程而不斷持續進行

的「歷程」，整體而言更偏向案主的情緒層面。常見有新手遊療師在「內容」與

「歷程」上的區辨困難，除了看見個案有哪些違反規則的行為，更必須看懂個案在

違反規則時的心理運作過程，否則遊療師的回應只能停留在對個案的語意或認知

（這也是為什麼有些遊療師仍然依賴口語方式與兒童互動），而非針對個案的情緒

或心理運作過程做反應。

綜上所述，臨床工作架構中的「衡鑑－猜測（假設）－介入」在此所呈現的概

念是：於不同時期中的某個時間點，針對其當下的資料進行衡鑑並形成猜測，進而

建構出遊療師的介入。上述的流程中，對每一個當下資料的處理是相當微觀且快速

的歷程，遊療師透過這樣一次次的反覆反思與練習，最終會形成一自動化歷程在

自己的腦海中，判斷著每個當下歷程應如何回應。從整個治療脈絡來看，此一過程

乃是針對「歷程」的點狀切片觀，強調對每一個此時此刻之觀察、理解與介入的功

力。而在真正的介入之前，我們認為遊療師評估之後的「抉擇」更是影響著遊療師

對於自己正在做甚麼是否了然於胸的歷程，除了在前述所提及之「猜測」所內涵的

歷程資料與衡鑑概念之外，背後似乎還有關於遊療師自身立場的兩大原因存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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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遊療師的「學派的觀點與養成」，其二則是遊療師與案主之間「投契關係」的

灌溉與培育（如圖 3）。

圖 3　「衡鑑－猜測（假設）－介入」臨床工作架構─遊療師自身立場

遊療師的學派觀點與養成─人、人學、人性學

阿德勒學派遊療師 Kottman來台灣進行工作坊時曾說：「我本來是跟 Landreth

學兒童中心。但是我沒有助理幫我收拾玩具，只能自己很辛苦的收。所以我改走阿

德勒。」當然這是一句玩笑話，但是也體現出遊療師在養成過程中，個人對於學派

的思辨與體會往往並非只是三到四年的研究所養成時間即能做出選擇，還有許多現

實條件的考量與限制。梁培勇（2006b）認為，遊療師最好選擇一個比較符合自己價

值觀的理論作為介入的考量依據，以呼應此一治療學派對人的認識、對人如何行走

於世間的學說理念，以及對人性的信念堅持。

Rogers（1974）也針對自己被無數教師在實務工作上的提問進行反躬自問，倘若

自己某天也化身為一名教師時，會如何思索在整個教學現場的工作方式？ Rogers提

出 7個問題以試圖接近個人中心學派應用在教學實務場域的樣貌，並提出自己的見

解與看法。第一，讓學校成為一個友善的家庭，以協助兒童有效學習某件新事物；

第二，用「人－人」的方式進行關係上的連結，而非用角色功能去對待，相信兒童

向善的能力，對待兒童如一個真實的「人」、一個為自己所尊敬的人；第三，兒童

的興趣、目標、意圖與熱情何在？甚麼事物使他們能全身心的投入？身為老師，可

以從哪裡找到這些東西？第四，教師可以如何保持與發揮自我的好奇心，以及對新

事物渴知的初心？第五：認為教師的教導在教學現場中並非必要之物，資源才是必

要的，故教師們應考量如何提供學生在心理與生理上的學習資源？第六，教師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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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善用勇氣與幽默，滋養孩子們的創意？是否有足夠的耐受力與對人性的相信，接

納孩子們古怪而創新的點子？能否為這些孩子開創一個能涵容這些創意的空間？第

七，如何協助孩子發展「感知」如同發展「認知」？

身為在教學現場的老師，無可避免地必然會坐上領導者的位置，然而正因為

此一權力位子必然存在的特性，教師更須清楚知悉自己所帶給學生們的影響。對

Rogers而言，教導屬於非必要的教學策略，如何成為一個具有啟發性的領導者才是

重中之重。而在遊療師信念的自我反思上，或可參考高淑貞（2005）對遊療師所提

出的 12個自我反思問題，做為遊療師對自身初衷的反思與提醒：

(1)想請你先談談自己是怎麼開始接觸遊戲治療的？你有偏好特定學派嗎？

(2)你覺得在治療室中，兒童個案與成人個案有甚麼不同？

(3)你如何看待自己「遊戲治療師」的這個角色？

(4)可不可以舉一個你在治療室中與孩子接觸的深刻經驗或記憶？

(5)有沒有一些讓你覺得很困難工作的小孩？治療時刻？

(6)有沒有一些讓你覺得很滿足的治療經驗？你認為是怎麼發生的？

(7)你自己在兒童實務工作的學習或體會是甚麼？

(8)回到你自己的部分，你是怎樣的一個人？怎樣的遊戲治療師？

(9)你為什麼會持續與孩子工作下去？

(10)可以想像你的兒童個案會如何描述你嗎？

(11)可不可以描述、形容一下你所相信的兒童觀？

(12)你個人奉行的與兒童相處的信條？做為遊戲治療師的重要信條？

（引自高淑真，2005，頁 9）

個人特質與學派養成兩者相輔相成，塑造出一位遊療師於治療中所實踐的價值

理念及理論選擇。在學習的路途上往往不僅限於研究所的必修課程，而市面上各學

派大師們競相開班授課的結果，也讓新一輩的遊療師們如多頭馬車般地不斷交換追

逐。江湖上門派眾多，當多元自主學習與研習進修變成是一種向外人展示自己努力

不輟的表象與競賽，對深入體驗與思辯某一學派的時間與精力自然被分散掉，造成

許多現代遊療師無法深諳學派精隨，也往往在一知半解的情況下面臨自身價值觀與

學派哲學觀的衝突與困難。

新手遊療師需要踏在心理學理論的肩膀上，才能夠較統整地去經歷過一次驗證

「猜測」的過程。透過一次次在個案上去不斷堅持一個學派的理念實踐，其實也是

一種現象的研究與因應。透過如此的實踐過程，遊療師也會漸漸在堆疊實務經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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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經由經驗體會之後形成自己接個案的理論觀點。梁培勇（2006b）也鼓勵遊

療師，可以採取各種所學的心理學理論在腦海裡運作，但是若選擇某一種心理學理

論，那在介入時就開始考量此一選擇是否合乎該理論的主張。

三、厚積而薄發─介入形式的抉擇與資料的再蒐集 

遊療師常見現象：只堅持一半的「個人中心學派遊療師」

在 o e s ne學派裡，追蹤（t n ）是重要的技巧之一，原精神是因

為個人中心學派遊療師的座位是固定、並未跟隨個案移動的，因此經常會看不

見兒童的表情，但又為了要表現出「我在這兒 /我陪伴著你（ e e st
t o ）」，所以遊療師會以口語描述兒童的行為舉止。但是許多遊療師並非

真的如 o e s ne學派的作法操作，除了會跟著兒童的腳步移動位置（可能

之一是因為看不見兒童的面部表情而深怕錯失重要訊息）之外，又謹記過去老

師所教授的在做追蹤，這些在真實督導的過程中，經常聽到遊療師描繪出的兒

童反應出多半是厭煩的感受，覺得身旁有一個人在不停地迺迺念，而一旁的遊

療師卻反而不知該如何持續介入反應。

根據前述對於 Rogers對個人中心精神的理想形式與現實的衝突，後續各家弟子

們持續思考著如何在與兒童工作的同時更趨於一致的精神。但是反觀台灣目前許多

遊療師的實務工作，一半承襲著過往台灣訓導深植心中的精神，一半也吸收著來自

前輩們所引進的 Rogers精神，而常常面臨一方面認為應該敦促兒童學習社會化的責

任感，一方面卻又被教導需要依據 Rogers的個人中心精神來包容兒童一切的衝突

感，導致許多自稱是 Rogers-Axline學派的遊療師身處在學校場域的脈絡之下，雖然

採用個人中心學派，但是在實際執行遊戲治療時卻不一定會嚴格遵守 Rogers-Axline

一脈的做法，或是遵守如《遊戲治療─建立關係的藝術》（高淑貞譯，1994）和

《遊戲治療實務工作手冊》（羅明華、曾仁美，2008）等教科書所強調的技巧，造

成只執行一半的半調子個人中心學派遊戲治療。

根據前述所提及的衡鑑歷程，遊療師從衡鑑過程中得到的所有資料基本上都是

「內容」，每個「內容」都有它的「歷程」，所以「歷程」就是遊療師在「猜測」

的動態過程中想辦法找出來的，而「猜測」更是強調遊療師們在進行治療的過程

中，在心中持續保持著對現象的質問：「我所秉持的理論如何理解個案現在是甚麼

狀態？（What state it is now?）」當猜測經過統整變成假設之後 ,遊療師就可以根據

每種「內容」的「歷程」，歸納屬於個案這個人的高層次「歷程」，這些都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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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而上（bottom up）」的工作。一旦個案高層次的「歷程」出現，遊療師便可依據

自己所蒐集到的資料，大膽地覺察自己的直覺或想法，提出對資料的理解與策略的

提問：「我目前希望達成的目標為何？」（What is the gold?）與「以目標為方向，

我所秉持的理論下一步要做什麼？」（What’s the next step to reach the gold in my 

theory?）則是進一步透過理論「由上而下（top down）」的擬定各種介入的方向。遊

療師經由「介入」過程對自己形成的假設進行驗證，透過不斷留下得證的、淘汰無

法被支持之假設的這個動態過程，最終逐漸沉澱出對個案的理解與修正的介入精準

度。因此，遊療師在理解理論的文化或「氣味」，並不是指都不能將理論因地制宜

的有所調整，而是遊療師能否掌握理論的精隨，明白透過理論要傳達給個案的訊息

是否有效度。

遊療師的理論實踐之路

過去梁培勇往往鼓勵學生，至少要在一個案主身上單純且專一地去實踐一個學

派的方法與精神，體會此一學派行腳於世間的眼光，並且從中思辨與自身理念的契

合程度。選擇單一心理學理論的做法，主要是希望幫助遊療師自己好好的反思自己

對於所選擇理論的了解與體會，因為許多我們過去學過但不曾在實務工作中應用過

的理論，都只是停留在知性層次，一旦遊療師必須將理論轉換成遊戲治療的實際過

程時，相信一定會發現許多不曾考慮過的狀況。

遊療師常見現象：介入形式與遊療師的預期相衝突

在督導的過程中常見到自稱是個人中心學派的遊療師，一反理論所強調的

「案主中心」概念，以遊療師為主動角色去進行結構式遊戲，久而久之兒童也

習慣了被動等待遊療師的「節目」，而遊療師則困在苦惱於無法引發兒童內在

正向積極動力出現的時刻。

倘若以遊療師對兒童遊戲的主導程度作主、被動形式的粗略分野，常見的被動

遊戲形式如自發性遊戲（free play，或稱自由遊戲；意指遊療師主要是以跟隨案主的

玩法進行每一次的療程，將遊戲被玩出來的樣貌視為個案在某些情境下的投射），

遊療師透過這樣的遊戲形式蒐集個案的資料，也因為此一形式並沒有所謂輸贏存

在，自由開放地讓兒童完全獨立創造，因此此一形式也多半使用在遊戲治療的起始

期，協助兒童重建我能感（mastery feeling）。此一作法最常見的評價是認為遊療師

太過消極地處理個案，而這多半也使用在外在環境系統無法有太多配合或改變時，

遊療師苦無對策之下的唯一選擇。Axline曾提及，有的治療者為了要鼓勵兒童在治

療室內的自發性遊戲行為出現，認為先陪兒童玩，或選擇一樣玩具誘導兒童跟著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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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師玩，Axline認為這是一種支持性技巧（a supportive technique），可能會形成兒

童依賴遊療師的現象，因此當後續逐漸轉變改由兒童完全獨立、遊療師不給予任何

意見的遊戲時，兒童往往在一時間無法適應而感到無所依從的憤怒，並不再主動參

與。

相對地，以遊療師為相對主動的遊戲形式如結構式遊戲，遊療師心中先存有許

多不同的結構式遊戲（依據遊療師所蒐集到的資料與假設，為因應某一特定目的而

事先設計過的遊戲），順著個案原本的玩法的同時，亦依據當時對個案的假設，隱

約地誘導個案朝讓治療性訊息有機會出現的方向玩下去。此一形式常見於關係建立

到一定程度的穩定期後，療程逐漸進入治療期的階段，遊療師開始透過更為主動的

介入策略，型塑案主的改變。是故，遊療師在此一階段便開始蒐集不同的標準評估

案主進步，藉以協助自己與家長有更為具體的療效評估準則，為療程訂下結案的預

設次數或狀態。

理論看起來確實提供了一個可依賴的參考架構，協助遊療師們有系統的歸納各

式各樣的現象資訊；然而梁培勇（2006b）也提醒遊療師，理論只是代表著提出此一

理論的學者是如何觀察現象，但不等同於是一種全面性的觀點，也不代表沒有任何

瑕疵。學派觀點框架著由下而上的資料蒐集與歸納，同時也支持著遊療師由上而下

的介入，而在介入之前的目標設定，也時時體現著學派對「何以為健康之人」的觀

點；換言之，治療目標的設定，除了降低現在環境中已知的危險因子，也可考量在

兒童生活之中提升與延續保護因子，是同時參照現在與未來的決定結果，並考量當

下遊戲治療所處的「階段」有關（如圖 4）：在起始階段著重於治療關係的建立與治

療的結構化，治療階段多施力於逐步改變案主的歷程，結束階段則強調與案主關係

結束的預備與處理。

圖 4　「衡鑑－猜測（假設）－介入」臨床工作架構─治療階段與結案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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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循環過程的累積與正向改變的評估指標

在「衡鑑－猜測（假設）－介入」臨床工作架構下，再次蒐集資料的同時還要

再加上「評估」（evaluate）的步驟：當新資料統整出來且因著猜測所衍生出來的

介入方法有效時，除了證實此一猜測是正確的，也得到個案產生正面改變的評估

指標；反之，如果介入的方法無法產生有效的結果，依據三角形順時針反推回去的

第一步，是檢討遊療師的介入行動（action）（依據擬定好的企圖所採取的具體作

為）是否達到遊療師想要表現的企圖（intention）（依據猜測所推論的介入方向或策

略），第二步才是檢視遊療師的猜測是否需要修正。

遊療師常見現象：不同時期的結構化目標與違規行為的檢閱

許多遊療師反映，在治療起始期花了大量的時間建立關係、培養對規則的

默契與遵守習慣，偶爾卻在治療開始進入到治療期或結束期時，個案卻又突然

出現了破壞在起始期以為早已形成默契的規則，致使遊療師們懊惱是否治療又

退回了起始期呢？

承前述可知，每一個點狀切片的觀點皆是依據當下所蒐集到的資料，開始進行

衡鑑而得到猜測，而對於現階段位於治療三大時期（起始期、治療期和結束期）的

哪個階段，以及在不同時期中出現影響治療結構之問題行為的不同意義，也尚需納

入考量。若說每一個當下片刻的三角形都是一次細膩的微觀介入，而隨著時間發

展、遊療師的介入、新資料的再現與不斷修正的動態歷程，則逐漸形成了長條型螺

旋狀的循環。僅將前述的臨床工作架構統整如圖 5，「『衡鑑－猜測（假設）－介

入』臨床工作架構模式」。

圖 5　「衡鑑－猜測（假設）－介入」臨床工作架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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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培勇（2006b）於〈從做中學：一個遊戲治療者之個案治療模式建構的省思〉

中即強調，上述的三角衡鑑過程乃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過程，在每個點狀切片時間點

所進行的介入後，則繼續蒐集新資料以驗證前一猜測的想法是否受到支持。遊療師

在逆時針不斷反覆地循環所構成的動態螺旋模式上想辦法推進治療的進度，也可透

過順時針的方向檢視遊療師對案主的概念化與假設是否貼近案主狀態，在此兩者交

叉進行的歷程中，提供了遊療師評估案主是否產生正向改變的指標，進一步成為判

斷治療介入的方向取捨標準。

以上所闡述的動態螺旋三角衡鑑歷程，可說是遊療師在無限貼近案主狀態的過

程中，必須具備的軟體之一，對於理論的熟稔與掌握則是另一套應用軟體。我們認

為，除了前述兩套軟體，秉持著個人中心學派所強調的真誠一致原則，遊療師在面

對自我特性與條件的理解與掌握，可視為是在硬體設備上的操作熟悉度；最後，身

處在不同特性的場域，或可說是作業環境所能提供發揮的空間與限制，遊療師亦須

評估在系統環境中不同角色在意願與能力上能幫忙的順序排列，以因應案主在瞬息

變換的時機上調配資源。

四、在技巧與理論之間─療癒因子在遊戲中的立場與角色

為了更貼近的回答「遊戲治療為何（why）且如何（how）有效？」為了瞭解

改變個案的具體力量是如何展現，如同 Yalom所提出的團體中的療效因子，Schefer

（Schefer, 2014；羅訓哲譯，2018）在《遊戲治療的療癒力量：20個遊戲核心改變機

制》中針對遊戲治療更基層的改變機制做進一步跨理論的研究，歸納出四大類共 20

項的療癒因子，並將療癒因子定義為影響個案改變的實際機制，是一組介於理論與

技巧之間的抽象歷程。

各學派理論屬於最高的抽象層次，提供某一組架構以理解問題行為的起源和治

療，也反映著某種特定看待人類生活、生命本質的哲學觀；技術是最底層的實施策

略，屬於被用以實行療癒因子的可觀察臨床程序。遊戲的療癒因子是一種影響改變

的機制，在遊戲治療中屬於介在治療理論與治療技巧之間的抽象歷程，被區隔成

兩種因素：所有理論取向都共通的改變因子稱之為「共同因素」（如支持性的治療

關係、灌輸希望感），而某些專用於特定治療方法的療癒因子則稱之為「特殊因

素」，如自我表達、投射、隱喻等等。

因此，「遊戲的療癒力量」是指透過遊戲本身所啟動、催化與加強其治療影響

力的特殊改變因子，也就是說，遊戲不只是讓療癒因子展現的媒介或脈絡舞台，更

是其本身就存在著達到行為改變的主動力量（Schefer, 2014；羅訓哲譯，2018）。

現在有越來越多遊療師希望可以在自己的遊戲治療中多元地了解與應用各種改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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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因此折衷與跨理論取向的現象也越來越多見，透過遊療師彈性的處理方式為兒

童量身訂做個別化治療計畫，打破理論、整合改變因子作為介入的考量也越來越常

見。然而梁培勇認為，常見有許多新手遊療師太早使用折衷，往往是因為過於重視

「衡鑑－猜測（假設）－介入」臨床工作架構模式中右下角介入方式的結果，這與

療癒因子的不同點在於「過於重視介入」乃是指過於重視技巧的展現，許多遊療師

往往並不清楚為何選用此一介入策略，通常都是靠「直覺」覺得可以就開始介入

了，但詢問其假設或想法卻不知所以然。在此所談及的療癒因子，是建立在遊療師

更清楚具體的了解個案的需要、現在所處的狀態以及甚麼是在治療計畫中希望處理

的症狀和達成的目標之上，透過細膩觀察眼前的現象與善用這種治療性改變機制的

思考模式，遊刃有餘地在各理論學派間行走自如，才是折衷學派希望帶給遊療師打

破理論框架所帶來之陷阱的寬廣眼界。

最後，梁培勇在這些療癒因子之上提問的是：「無論是自發性遊戲、結構式遊

戲或對賽遊戲（game play），這些不同類型的遊戲，是否都具備這些療癒功能？」

我們認為，或許更進一步的提問是：「甚麼樣類型的遊戲，具備甚麼樣的特殊因

子，促進療癒力量的啟動、催化與加強？」這或許也跟和前述所提及之遊戲本身被

遊療師呈現的形式有關。

五、水到而成渠，順水而推舟─結構化是不斷在累積的狀態

遊療師常見提問：對結構化的輕視與迷思

治療的結構化在過去的教科書中皆會強調其重要性，一般也多半會在晤談

或治療的的第一次即向案主說明。然而許多遊療師往往以為結構化的目的僅僅

在於言明時間、地點、自我介紹、倫理和規則，或是基本晤談關係建立以促進

案主準時前來參與治療，卻忽略了每個學派所追求的結構化不僅是長時間的默

契建立，更有其各自的特性與目的。

基於遊療師的個人特質、信念與價值觀，加上對理論之哲學觀的認同、選擇與

浸淫許久後的技巧熟練，透過動態循環的三角衡鑑過程，逐漸累積正向改變的評估

標準，最終達到足夠支撐案主持續的正向改變量，完成暫時性的結案。但是在這個

循環歷程中，遊療師也必須想辦法逐漸累積出案主對遊療師的真誠的信任與整個治

療過程的結構化的安全感，從而培養出與整個治療體系的投契關係，達到 Rogers所

闡述的內在環境一致性。再次強調，Rogers在創建個人中心學派之初，對於環境亦

重視其建構的必要條件。故此，與其將結構化做為治療初期的重要目標，不如說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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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化的目標在於打造一個尊重個體盡情探索、體驗與反思的心理環境，做為整個治

療的重要基底與前提。然而經過長時間的教學傳授，現代遊療師逐漸淡忘了當初的

前提條件設定，僅著重於個人中心學派的三大態度是否被遵循，因而被綁手綁腳地

限制了其他角色出現的可能。因此，若以個人中心學派的觀點而言，其著重的目標

除了與案主的關係建立究竟會被以何種樣貌呈現，亦看重在諮商環境中所設立之有

條件的自由究竟能自由到甚麼程度？

假設遊療師與個案所展現的氣場、狀態為空間中各占一角的湧泉，關係是在兩

人之間來回流動的細流潺潺，結構化便是持續建造渠道讓兩股流水順利交匯的過

程。因此，結構化是從治療開始便持續不斷到結案後依然有其效果的動態歷程，甚

至可說是在每個當下如何維持順流涓涓的一種狀態的追求。談論規則如何在治療室

中被訂定與執行，不如談遊療師如何創造出能讓兒童感受到兼具限制與自由的心理

活動空間，如同 Skinner認為個體雖然能控制環境，但同樣的也受環境所控制：從

關係裡的增強而學習到可被接受的行為樣態，個體也在環境的設定與不變之下擁有

選擇與努力的自由。因此，雖然本文著重在討論個人中心學派之下如何執行規則，

但在此之前的環境作用是產生人類內在心靈的前提，而在此的環境設定可約略歸納

為：治療歷程結構化的塑造，以及遊療師同時作為環境創造者與身屬環境一環時，

自身所面臨的衝突與真誠之考驗。

溫柔而堅定─遊療師身心一致性的重要與堅持

結構化除了是前述 Skinner所強調的現實生態環境條件增強標準的真誠一致，還

有 Rogers所主張的內在心靈空間感受的一致性。兩者皆是長期動態的過程，沒有完

全抵達、完成的時候，只能無限可能地去接近理想中「完美」的狀態，因此接續所

討論的皆是讓遊療師無限可能去接近這個「完美」的考量因素。多數的學派在結構

化的訓練中並無著墨太多，但其目的往往是與案主建立能夠共同遵守、彼此熟知且

有默契的投契關係，意指兒童或是案主能在其中感受到可預測、可避免或是可修補

的關係經驗，形成能彼此尊重、有安全感且隨心所欲而不逾矩的關係形式。

個人中心治療定義案主的問題來源在於：有機體與自我因為外在環境屬於有條

件的正向尊重，案主刻意忽視、扭曲或壓抑了自身經驗而導致自我與有機體兩者間

的 incongruence。由此考量，無條件正向尊重的功能在於讓案主重新體驗有機體的真

實感受，提供一個案主不必刻意追求也能體會到安全、尊重的心理空間，提高案主

的自我與有機體兩者間的交集，亦能在案主與遊療師之間建立起有利治療推展的投

契關係。前述所提及，遊療師在治療情境中，維持規則與個案欲求成了遊療師最常

面臨的兩難所在，似乎在 Rogers的無條件正向尊重魔咒之下，不順從個案之當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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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竟變成了不可饒恕之事？然而，在這樣的擔心之前，我們也對這樣的擔心提問：

遊療師所擔心影響的「關係」內涵為何？

或許規則的維繫與否會困擾這麼多遊療師的原因也在於，遊療師們發現在與兒

童工作的同時，所談論的不再僅僅只是傳統的「內在人」，還要加進考慮環境塑造

力的「外在行為」，正如同 Rogers與 Skinner兩人經典對談錄所體現的對人之我見

的兩極合而為一，Rogers將治療關係視為主體與主體的相遇，而 Skinner則是將個

體產出的行為視為客體，將治療關係視為環境與行為之間的因果關係，透過對行為

的增強來協助個體提高有效行為的產出機率。如何將兩者治療關係中適切地同時呈

現，或許 Bowlby的依戀關係為治療關係所提供的基礎與彈性會是很好的解釋角度之

一。

遊療師常見現象：擔心一不小心就破壞了治療關係

常見遊療師受到訓練時的教導影響，尤其在面對非志願性兒童個案時，遊

療師除了汲汲營營地努力與兒童建立關係，同時也需要為了目標（無論是遊療

師所設定的，或是環境所要求的）去維護界限或是規則等限制。在此一過程中

常見遊療師的擔心在於，自己若是出現與一般教師或父母相同的管教行為，

將會失去案主的信任或是造成關係的破壞。為避免關係的破裂，遊療師容易出

現向兒童討好的反應，或是自己卡在不知該不該出聲阻止不適切行為的兩難之

中。

從廣義的客體關係而言，嬰幼兒從瓜瓜墜地之後，現實世界便被赤裸裸地呈現

在個案主體的相對位置上，逐漸地開始區分出主、客體的存在，個體（主體）透過

不斷接收來自世界（客體）的回應，從中學習在世界生存的法則，也就是 Freud所說

的從「生物人」成為「社會人」的進程。因此不可避免的，個體總會在現實世界中

體驗受到阻止、挫折與被拒絕的感受，這些感受可以被如何安放或消化，此時的主

要照顧者便成為相當重要的涵容容器與引導辨認的指標性存在；此外，主要照顧者

也透過這類的經驗，教導個體找到在世界中可被接納行為與存活的方式。

主要照顧者與個體之間的情感連結影響著嬰兒未來對於現實世界的感受與認

知、與環境關係的體會、與世界連結的穩固程度；換句話說，主要照顧者扮演著真

實世界最重要的代言人，因此安全堡壘、依戀關係便成為此時脆弱個體的最佳保護

與發展的有效因子之一。透過與照顧者之間的調和與反應性互動，其穩定與真誠的

回應能重新整理、組織個體的內在經驗，使其自動化認知和行為變得更加統整與滿

足，創造出個體內在穩定的安全感，也促使個體有足夠的勇氣可以預測、探索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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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環境。這種一致的穩定與回應所形成的互動過程，稱之為「安全循環」（circle of 

security）（Schefer, 2014；羅訓哲，2018）：對個體而言，照顧者總是強大、友善且

具有智慧，盡可能地跟隨著個體的需求，並且在必要時給予照顧，或甚至出手接管

個體當下的主體性。個體在此一循環中的需求包含兩種情形，其一是個體視照顧者

為安全避風港而尋求保護時，需要照顧者欣然接納案主到來的時刻，並且保護、安

撫與整理案主感受；其二則是在個體將照顧者視為安全堡壘而外出冒險、探索世界

時，需要照顧者的支持、看顧、幫助與享受這同在的時刻。

倘若此一關係對照到治療關係，此時身為關係中照顧者的遊療師便扮演類似主

要照顧者的位置，遊療師所給予的「穩」與「接納」正好映照著類似依附關係般的

連結，安全堡壘的累積與真誠一致的態度，都在不斷地向案主傳遞一種類似母親般

看顧與溫暖的意象。在以兒童佔有主導角色的遊戲治療裡，遊療師透過 LUV來創立

治療同盟，包含 L─看與聽（look and listen）、U─了解（understanding）、V─

確認（Validate），適時地提供支持性評論、語言和非語言的方式，傳達對案主的興

趣、溫暖與事實的界限設定，此一行為稱為「同理調和」（empathic attunement）

（Schefer, 2014；羅訓哲譯，2018），是創造並維持案主與遊療師之間情緒連結的

重要關鍵因素。這裡所談的肯定與同理，是針對案主的情緒與感受：我不能接受你

的這個行為，但是我理解你有這些感覺與心情，並且願意與你一同去接觸、面對這

些經驗。Rogers認為，遊療師能在治療經驗裡，提供案主看見自己的態度、疑惑、

矛盾、感受與知覺，被另一個他者精細地表達出來，同時去除掉複雜的情緒干擾，

以客觀的觀點去看待自己，並為接納自己內在擁有上述如此複雜的元素舖陳了一條

清楚而明亮的道路，就能促使案主重新整理自我、統整與擴大自我功能（Rogers, 

1949）。

治療者與兒童的良好關係須建立在雙方中心的互敬之上，因此兒童對自己行為

在往往無法完全負責的同時，經由彼此尊重而發展的某種程度約束是必要的存在。

限制一旦達成共識，就應該一貫的固守。治療者的言行一致，會讓案主得到安全

感，亦可使其確認自己被完全接納（Axline, 1947；程小危、黃惠玲譯，1983）。個

人中心遊戲治療用以處理違背遊戲治療規則的常見手法是：指出（Acknowledge）、

告知（Communicate）和目標（Target Behavior）三部曲（Kottman & Schaefer, 1993；

梁培勇總校閱，2005）。遊療師明確、具體地指出哪一種行為違背規則，並且清楚

的告知個案是打破了哪一條規則，最後提供個案不會違背規則且可以替代此一行為

的其他目標行為。然而我們認為，在此「告知」的原文亦可譯為「溝通」，根據個

人中心理論的原則，遊療師可在此一程序上藉由同理與無條件正向尊重的基本原

則，向案主表達反應對其內心感受的同理反映，同時展現無條件正向尊重其想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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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的存在，觀察案主是否能對遊療師的理解有所收容而對自我的接納或理解有更

進一步的提升，最後遊療師再提供更能實現案主欲求但可以被接納的目標行為，協

助案主在自我內心渴求和外在社會接納上有一更為平衡的選擇。

投契關係（good rapport）的建立、累積與矯正性經驗的影響

遊療師常見現象：「好不好？」、「要不要？」的激問句

常有遊療師反映兒童無法在遊療室內表達自己的想法，原因無外乎除了考

慮兒童的語言發展進程之外，遊療師們也常常在不知不覺中使用了看似是疑問

句（真誠、尊重且重視兒童的回答）而實際上卻是直述句（藏著遊療師肯定的

表達和要求）的表達方式（如：我們一起去遊戲室玩好不好？／你可不可以不

要破壞玩具？），導致兒童無法真正隨自己意念做抉擇，也在這樣的對話間感

受到不被尊重其自由意志的心情。

依照Wolberg（1988）的看法，所謂心理治療指稱的是 :「治療者與求助的案主

先建立良好的關係，在這個良好關係的基礎下，治療者藉由心理學的方法，達到改

變案主的目標。」Green（2006）將治療關係形容為「治療同盟」，試圖以概括性的

概念說明在遊療師和案主之間所存在的互動與關係因素；Bordin（1979）也認為治療

同盟由三大元素組成，包含「目標」（goal），意指案主與遊療師對於治療結果的共

識；「任務」（task）乃是在治療中彼此合作以達到治療目標的方法、策略與活動；

「連結」（bond）則是案主與遊療師之間的情感連結，是讓案主產生治療進展的緣

由。Axline八大原則中第一條便是強調建立良好的投契關係（good rapport）。

前述所談之無條件正向尊重是為遊療師所提供的消極心理環境，主要目的在於

提升案主有機體與自我之交集擴大的體質。而同理則是在消極的環境提供之外，遊

療師積極主動的態度與工具，藉由點出案主因為追求有條件之正向尊重或維持自我

一致性而尚未體會到（或說納入意識之中）的有機體經驗。但這樣的同理效能也必

須奠基在遊療師對案主真誠一致、肯定接納的態度所形成的投契關係之上，長期的

安全堡壘使這段關係有了韌力與接受挑戰的可能。根據 Rogers所治療過的病人表

述：「遊療師的同理創造了一種近乎是「神入」（we were me）的境界，彷彿遊療師

是自己的一部分，用自己所希望的方式與自己的問題工作。」（Rogers,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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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療師常見現象：對規則制定與執行的困惑與困難

常見遊療師們為了結構化的維持，往往讓自己身處於一種兩難之中：「如

果堅持規則應該被遵循，除了不確定該設定哪些規則之外，更擔心的是在規則

被破壞的當下，又該以甚麼樣的立場、樣貌或角色去要求或糾正個案？同時也

擔心這樣的堅持是否容易使案主感覺到自己與一般老師並無不同，進而被案主

討厭或拒絕再次前來治療呢？」

據上所述，倘若案主與遊療師有共同使命感（目標），在治療過程中經驗到安

全與信任感（任務），並對於與遊療師的相處感到舒適自在（連結），則完美的治

療同盟便再明顯不過。建立良好的「投契關係」為促進治療效果的重要前提，案主

與遊療師之間的默契則是在互動過程中一點一滴逐步的日積月累而來，從了解、遵

從到體會遊療師的真誠一致，並且在此一過程中體驗到無論自己怎麼做，遊療師都

能適時的跟從並如實地呈現規則，如此一來案主不僅能感覺到自主與自由，也能清

楚的了解到原則與框架，我能感（mastering feeling）便能在這種持續的情境中被建

立與建構。

在常見遊療師所擔憂的破壞關係之前，遊療師們有哪些參考值可以藉此評估與

個案本身的關係好壞程度，進一步知曉這段關係本身可承受的挑戰或彈性程度又有

多高？梁培勇多年督導的經驗中，認為常見判斷關係好壞的評估標準有下列幾項：

其一，個案在治療過程中的身體是否夠放鬆，反映著個案對於要與遊療師共處同一

空間中，認為是否需要自我保護的程度，倘若個案越能信任遊療師，越不需自我保

護之後，便越能在遊療室中放鬆與放開自我，越能玩出遊療師希望接近的主題；其

二，治療關係的樣態也反映在遊療師在個案的世界裡所扮演的角色，通常在治療起

始期中，遊療師和個案是分屬敵對的不同國者，然後逐漸變成兩人是相伴作戰的盟

友，對抗想像中的敵人，最後進階透過遊療師的引導，變化成強化本國的防禦措施

而非防禦敵方；其三，在當次的治療過程中，個案的投入程度反映在當次主題呈現

的數量之上，這也承接著前兩個論述的議題，倘若案主所感受到的安全感越高，越

能忘卻對外界的擔心，而越能投入在當下的遊戲世界之中，相對的在每個主題裡投

入的程度也越深、時間越長，每次療程中的主題數量也會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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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療師常見現象：違反了社會常規或潛規則怎麼辦 ??
常見遊療師卡在另一種規則執行與否的兩難是：案主並沒有違反一開始所

訂下的遊療室規則，然而卻在過程中出現了違反社會常規或社會常識的行為，

導致遊療師一方面既希望能教導個案這在真實世界中行不通，但另一方面卻又

覺得自己這樣陡然限制之前沒有事先講明不可行的行為，是否可能破壞了兩人

間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關係？

我們認為，在如何或是否該執行規則的疑問背後，挑戰的不只是遊療師對

Rogers理論之理解與體會是否有其堅持的信念與理由，更挑戰了遊療師要如何將這

份信念使用在充滿現實條件挑戰的親職工作上的困難；此外，每一次案主所出現的

「違反規則」，究竟違反的是依據心理學理論所制定的遊戲室規則，抑或是諮商師

心中的世俗或道德規則？在這過程中被挑起的不僅僅是世俗眼光在內心發酵、想要

衝出來制止的慾望，還有遊療師自己對於規則、規矩被挑戰時的自我內心激盪。

以個人中心學派而言，Cochran 等人（2011）發現兒童會有取悅遊療師、測試

界限的行為，而遊療師本身所呈現對兒童經驗的溫暖、接納與同理的一致態度，能

有效促使兒童經驗到被接納的感受，以及相信自身確實擁有選擇權，甚至團體中的

經驗也能拓展到教室情境，帶出正向的行為改變。因此，如何理解 Rogers所談論的

個人中心、無條件接納卻又有界限的治療環境而構成的遊戲治療風景呢？梁培勇在

自己的理解與摸索中體悟到，個人「中心」被「無條件」接納的主體，是情緒、感

受與主觀世界的認知，因為這都是在個案世界當中真實發生、感覺且被經驗到的實

有，是真實的主觀世界；然而，通常系統或一般社會大眾對於個案的經驗世界並無

太多知覺，而最容易被處理的自然是肉眼可見的行為與情緒表現，屬於有是非對錯

的客觀世界。因此，遊療師透過一致、溫柔地說出對案主內在感受的「看見」，透

過涵容使無關乎對錯之主觀世界的存有被承認、被接納，而後指出行為在真實世界

之所以無法被接納之處，並與案主討論或主動提供另外可被接納的替代行為方案。

肆、結語

Paul於 1967提出心理治療中亙古不變的重要提問：「甚麼樣的個案，帶著甚麼

樣的議題，碰到甚麼樣的心理師，採用甚麼樣的心理學理論，可以得到最好的治療

效果 ?」根據這樣的思考脈絡，在督導遊療師的過程中，發現許多新手遊療師的培訓

過程往往更為著重在技巧介入的演練與同理反映訓練，也在實務的過程中急於採用

某種技巧與個案互動而達到改變個案的目標，但卻對於就在眼前的個案狀態視而不



見或從未反思提問，在理論學派上的「食不知味」也往往造成遊療師消化不良等現

象。因此我們認為，遊療師更需以 Paul的提問為本，反以此框架自問：「我是甚麼

樣特質的遊療師，帶著甚麼樣的人性觀，信奉甚麼樣的理論學派，去看待甚麼樣的

問題是如何發生在甚麼樣的個案身上。」

規則除了是遊戲室中遊療師對個案施作的常見難題之外，也在現實世界中對遊

療師考驗其彈性與智慧。近年來，大眾開始重視個人隱私的重要性，在心理諮商中

的保密也是個案們越來越重視的議題。然而在系統合作中，遊療師們站在個案保密

原則的大旗之下，如何與其他專業領域之人士溝通合作變成一種兩難與自視甚高的

表現，相對地也更緊守住自己治療世界的神祕樣貌，而失去了考量個案利益為主的

前提之下是否有更為彈性的作法；又譬如，現代人際網絡比以往更為寬廣，遊療師

們在是否與一位個案開啟治療關係的考量標準除了自身的能力程度之外，往往還有

一份是否為「多重關係」的考量，界限似乎成為了維護遊療師本身專業度與否的工

具，而失去原先為案主考量的立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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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was to integrate and systematize questions regarding 

boundary setting frequently emerging in Dr. Liang Pei-Yung’s supervisions by 
collecting the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that play therapy clinicians encounter in 
rule-setting during the therapy process. By incorporating the organized results into 
the existing 'assessment-guessing(hypothesis)-intervention’ clinical working model, 
this article aimed to help play therapy clinicians examine their thinking process 
prior to intervention delivery. 

Data were mainly obtained from the texts of Dr. Liang’s supervision sessions 
in which various questions regarding rule setting and rule implementation were 
raised by the supervisees in response to the therapeutic processes. Meanwhile, these 
texts revealed how Dr. Liang examined his supervisees’ level of competency in 
relevant theories through posing challenges and the way he guided his supervisees 
to expand knowledge and deepen understanding of the nuanced therapeutic 
processes in play therapy. Findings were illustrated as follows: 1) the historical/
contextual background in which the Person-Centered Therapy became the leading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among play therapy clinicians in Taiwan was presented; 
difficulties in carrying out and following through the three PCT principles, 
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s, accurate empathetic understanding, and therapists’ 
congruence and genuineness, were indicated and discussed; 2) a list of challenges 
that play therapists encountered in boundary-setting was proposed, with a focus 
on the inevitable conflicts and incongruence between Taiwan’s social/educational/
cultural realities and the thre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underpinning PCT that the 
clinician held on to, which led to the 'know-how without know-why’ phenomenon 
among clinicians. As a result, a microscopic lens was taken to investigate 
clinicians’ underlying considerations underneath the interventions by contin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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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ng on their practices based on the ‘assessment-guessing (hypothesis)-
intervention’ clinical working model and regarding this 'action-reflection’ cycle as 
a repeated, dynamic, circular process.  3) Structuring and rapport-building need to 
be constantly regulated and maintained throughout the therapeutic process rather 
than being viewed as a one-time task on the top of the to-do-list that is supposed to 
be complet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irst session. This finding resonates the above-
mentioned 'assessment-guessing (hypothesis)-intervention’ clinical working model.

At the end of the article, the author(s) placed the therapeutic inquiries proposed by 

Cordon (1967) within the ‘assessment-guessing (hypothesis)-intervention’ clinical working 

model and provided tentative responses. Also, this current article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that as a clinician, one needed to be aware of his/her positionality and situated perspective. 

Meanwhile, one’s choices on personal privacy and dual/multiple relationships outside 

therapy sessions are reflections of their perceptions on structures and rules within therapy, 

which might have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on his/her commitment and engagement in 

therapy.

Key Word: Rule, Structured, Ra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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