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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以個案報告形式探討結構式遊戲治療對內向性問題兒童介入之影

響。對象為「兒童行為檢核表」與「教師報告表」內化量尺 T分數分別為68、
78，均達臨床範圍（T>63分）以上之一位七歲女童，對其進行二十次、每次50
分鐘之結構式遊戲治療。本研究結果採取質量同時分析方式，質性部分針對遊戲

治療歷程的轉變，以及個案母親與導師的觀察作為分析內容；量化部分則是在結

構式遊戲治療介入開始前和結束後實施「兒童行為檢核表」和「教師報告表」，

並進行 T 分數前後之差異方式呈現結果。質性資料結果發現個案哭泣的頻率明
顯減少，以及自主能力與自信的提升，較積極努力，能接受較具挑戰性的問題；

量化結果發現除了內向性問題獲得明顯改善外，思考與注意力問題也同步獲得改

善，顯示結構式遊戲治療的介入改善個案的內向性問題與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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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研究者十多年來運用結構式遊戲治療協助過許多類型之兒童，改善他們的困擾

與適應，其中也包括有內向性問題兒童之適應。內向性問題是指個人內在的情緒或

身體問題，例如，憂鬱、焦慮、退縮以及身體症狀的抱怨等組合而成（Achenbach et 

al., 2008），他們是過度壓抑情緒與行為的內在症狀，常在童年出現，且經常增加並

演變成焦慮症和／或青春期抑鬱（Crick, Shirtcliff, Woods, & Zahn-Waxler, 2006; Kim, 

Leve, & Pears, 2005)。

內向性問題是兒童和青少年常見的一個問題，在兒童到青少年這段時期有逐漸

上升的趨勢（周惠清等人，2007；VanderValk, I., Spruijt, E., De Goede, M., Maas, C., & 

Meeus, W., 2005），在台彎青少年出現憂鬱症狀約略 8.9%，達重度憂鬱之百分比為

5.2%（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2003），且女生內向性問題也有顯著上升的發展

趨勢（陳玉佩，2008）。

Lin（2010）指出內向性問題兒童除了會有焦慮、不安、憂鬱與沮喪等情緒特徵

外，在認知上會顯得被動、失去興趣與低自尊，且憂鬱兒童對他們的照顧者也常有

負面的知覺，並感受到未被他們的父母所接受，而過多的罪惡感與壓抑，也讓他們

傾向有一個嚴厲且苛刻的自我。Mills等人（2015）也發現自我消極的看法是兒童中

期對內向性問題的重要影響因子，壓抑性的思考可直接預測兒童的內向性問題、焦

慮和憂鬱症狀及診斷青少年早期的疾病。

Rubin 與 Coplan（2004）研究發現兒童內向性問題因較少帶給照顧者、師長和

同儕的問題，因而內向性問題兒童成長過程中容易被忽略，常演變成較嚴重的焦

慮、憂鬱問題時，才易被發現。有些研究也發現兒童的內向性問題會影響其認知

發展、人際關係與學業表現，甚至可能影響成年後的認知、人際與職業等功能表

現（Albano, Barlow, & Chorpita, 2002; Hammen & Rudolph, 2002; Rubin & Burgess, 

2002)。因此兒童內向性問題是一個很重要且急需探討與介入的問題。    

兒童的情感很難以語言來表達，透過遊戲，兒童能自然表達與抒發情感。

Vygotsky（1967）認為遊戲對兒童的情緒、認知與人際發展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結構式遊戲治療是融合兒童中心遊戲治療、客體關係理論、人際歷程取向治療等學

派之遊戲治療模式，然其基礎是以兒童中心遊戲治療為核心，因此在進行結構式遊

戲治療時，諮商師秉持的理念與口語反映技巧皆以兒童中心遊戲治療為主，其理念

即 Landreth（2012）所描述之建立一個可以提供兒童正向成長經驗的關係，讓兒童在

這層關係下感到被了解、支持與接納，使兒童能發展內在自我指導的力量去追求自

我實現（鄭如安、張育德、陳玟如、王怡蓉、劉秀菊，2015）。此外，建構一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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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的界限，在安全且明確的環境之下，兒童可以很安心自在的探索與學習，滿足他

對這世界的好奇，兒童的生理和心理都會有充分的安全感（Booth & Ko, 2001; Booth 

& Jermberg, 2001）。結構式遊戲治療基於上述理念，建構一個具體明確的遊戲治療

模式，協助兒童在清楚明確的架構下，能安心自在 的探索。

結構式遊戲治療的架構為正向接觸的開始、遊戲與歷程回顧等三段式介入模

式。鄭如安（2012）認為結構式遊戲治療的首要目標是建構一個正向獨特的陪伴經

驗，因此在正向接觸開始的階段，除了治療師與兒童的關係建立外，諮商師會運用

一些介入策略，如布偶客體的使用、陪著你玩繪本等策略與兒童建立好的關係；此

外，結構式遊戲治療亦強調時間結構與治療過程的結構化的重要，因為結構化能提

供給兒童可預測性、一致性及穩定性的因子，此也包含在建構正向接觸開始階段的

目標之一。

結構式遊戲治療的第二階段為遊戲，包含自由遊戲、診斷遊戲與策略遊戲，諮

商師可根據兒童的問題與狀態的理解以及每個階段所要達到的目標，採取自由遊戲

或選用適合的診斷與策略遊戲介入（鄭如安，2012）。第三階段歷程回顧，結構式

遊戲治療會於每次治療結束前會透過歷程回顧給予兒童正向具體的回饋，而回顧與

回饋也是營造出結束的儀式，預備個案離開諮商。

綜上所述，結構式遊戲治療從正向的接觸、遊戲到歷程回顧正向的結束，時間

結構與治療過程的結構化提供給兒童可預測性、一致性及穩定性的因子，結構式遊

戲治療也透過固定三段式治療的步驟，使治療有固定的結構與節奏，可提升治療中

的可預測性與掌握感，進而提高兒童在治療中的穩定性、安全感與控制感（鄭如

安，2012），此點對易緊張焦慮的內向性兒童而言更為重要。因而，運用結構式遊

戲治療在內向性問題兒童，可以提高內向性問題兒童在治療中的穩定性、安全感與

控制感，協助內向性問題兒童表達與紓解過度壓抑的情緒，協助改善內向性問題兒

童被動、低自尊與消極的自我概念，提升自尊與自信等。因此，本研究期盼透過實

務的個案研究來探討結構式遊戲治療對內向性兒童個案之影響，也可作為結構式遊

戲治療理念實務上之佐證。此外，有關兒童的諮商，針對其重要他人的諮詢是非常

重要的，也是必需的；因而本研究除了運用結構式遊戲治療對兒童的介入外，也會

與兒童之家長及學校班級導師做諮詢，和他們共同合作幫助兒童。綜上，本研究目

的欲探討結構式遊戲治療對內向性問題兒童個案介入，以及與其家長、導師之諮詢

介入對內向性問題兒童個案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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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主要在探索結構式遊戲治療對內向性問題兒童介入之影響，本研究採個

案研究法，針對一位內向性問題兒童共進行 20 次，每次 50 分鐘之結構式遊戲治

療，以及 3 次導師諮詢和 4 次家長諮詢之處遇。資料收集包括資性與量化資料，資

性資料則以包含 20 次結構式遊戲治療單元紀錄、3 次導師諮詢和與 4 次家長諮詢紀

錄，以及結案後導師和案母約 20 分鐘的訪談錄音；量化方面為「兒童行為檢核表」

和「教師報告量表」兩量表在 20 次結構式遊戲治療前後施測之得分。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直轄市一位小學二年級的女生小巧（化名）。轉介原因為：1. 小

巧一年級時會因聽寫還沒寫完，導師就念下一個詞或一些無法預測的事情而哭泣半

天或一整天，上述狀況越來越頻繁發生與嚴重，令導師困擾不已。2. 專輔老師因上

述狀況發生協助時均以黑臉角色介入處理，且小巧無法和專輔老師說話，故小巧二

年級時轉介給諮商心理師。

三、研究工具

（一）遊戲治療觀察記錄摘要表

本分析工具是修正鄭如安（1999）所修正之遊戲治療觀察記錄表，記錄表內容

包含五個向度，說明如下：

1. 遊戲類型：指諮商心理師選擇介入的遊戲類型，如看圖編故事、動物家庭等

診斷遊戲或策略遊戲，或是自由遊戲等類型。

2. 玩具類型：指個案在遊戲治療中所碰觸或選擇過的玩具。

3. 遊戲過程描述：描述個案在遊戲治療的一個概括過程。

4. 互動情形：指諮商心理師與個案間的互動情形，包括口語與非口語的部份，

尤其是一些有意義的非口語行為，如個案如何回應諮商心理師的問題等。

5. 改變轉折處：指的是個案在口語、行為或情緒上的一些明顯轉變。

（二）兒童行為檢核表和教師報告量表

本研究採用的「兒童行為檢核表」（Child Behavior Checklist, 簡稱 CBCL）和

「教師報告量表」（Teacher Report Form, 簡稱 TRF）兩量表是陳怡群、黃惠玲和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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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琛（2009）翻譯 Achenbach 與 Rescorla 編製量表，並建立常模，藉以提供家長或

教師評估 6~18 歲的兒童及青少年的行為、情緒等。兩量表的計分方式、症候群量表

均相同。症候群量尺包含焦慮 /憂鬱、退縮 /憂鬱、身體抱怨、社會問題、思考問

題、注意力問題、違反規範行為、攻擊行為等八個分量尺，以及其他問題，內化量

尺包括前三個量尺，外化量尺包括違反規範行為和攻擊行為；將問題計分加總後，

整體問題分數之百分等級愈低，顯示其症狀問題愈輕微，身心適應良好。兩份量表

的記分皆為 0、1、2。量尺的 T 分數越高，表示其問題行為嚴重度越高，臨床切截分

數 T = 63，邊緣臨床範圍 T = 60~63，臨床範圍 T > 63。 

CBCL/6-18 各個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介於 .78~ .97，各個分量表之再測信度的平

均值為 .90；TRF 內部一致性介於 .72~ .95，再測信度達 .90。兩量表均具有良好的建

構效度、內容效度、及效標關連效度，且已建立台灣常模均。

（三）研究者與遊戲治療師

遊戲治療師為本文第一作者，具有台灣心理師執照、十二年結構式遊戲治療的

經驗，目前是國內輔導諮商博士生，曾修習過遊戲治療研究與研究方法等課程。

四、研究程序

本研究分結構式遊戲治療介入前的個案背景資料的收集、個案背景資料的分析

診斷與諮商目標、結構式遊戲治療介入、研究資料的整理與分析、研究報告的整理

與轉寫等五階段，說明如下：

（一）個案背景資料

以下就小巧（化名）的重要生活及診斷工具來說明小巧的相關背景資料。

1. 家庭生活

（1）家庭概況：小巧父母均從事服務業工作，小巧有一個小學五年級的哥哥，

和一個姊姊。

（2）父母教養態度：小巧母親告知，小巧正常情況下是一個乖巧聽話的孩子，

帶出門絕對不會讓她丟臉，但是小巧有時很執著，不順其意時，會哭泣不

已。由於父母親均一致認為小巧哭泣是為了達到其目的的手段，因而長期

以來他們均不理會小巧的哭泣，即使哭兩三小時亦是如此。小巧母親告

知，有天她帶小巧去大賣場，因小巧不聽話，媽媽說回家要給小巧打個叉

叉，小巧就哭泣不已，無論媽媽說什麼都沒有用，小巧就是不要打個叉

叉，雖然叉叉並不會帶來任何處罰，圈圈也沒能換什麼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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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家人關係：媽媽與小巧的互動幾乎屬於任務導向，諸如功課、生活的管理

等，小巧與爸爸和姐姐則有較多情感性的互動，因而小巧與爸爸和姐姐關

係也較親近。

（4）在安親班的概況：小巧平常放學後都和姊姊一起參加學校的課後安親班，

據小巧母親表示，小巧也多次在安親班因功課問題而情緒失控，哭泣不

已。如有次因一項數學作業，對是否要寫直式，小巧與安親班導師想法不

同，經和導師確認結果，安親班導師的看法是對的後，小巧又忍不住哭泣

不已。

2.學校生活

（1）一般的狀態：小巧導師表示小巧平時文靜乖巧、很少說話，說話的聲音也

非常小聲，導師常聽不清楚，有時會不斷地搓揉手指頭；在班級很少和同

學互動，常在一旁靜靜地看別人玩。

（2）無法預測的強烈情緒反應：小巧導師表示小巧一年級時，班上考聽寫，當

小巧還沒寫完上一個語詞，導師就念下一個聽寫語詞時，小巧就會哭泣半

天或一整天。小巧常因一些很小的事情而苦泣不已，如聯絡簿有個小點她

沒有抄到。

（3）學習態度與表現：小巧導師表示小巧學習認真，懂得自我要求，寫字非常

慢、想刻字一樣；學業成績在中下，國語稍好，數學較差。

3.問題史

小巧母親表示，小巧約從兩歲時開始出現哭泣很久的狀況，隨著年紀漸大，哭

泣的現象越來越頻繁，哭泣的時間也較長。

4.測驗結果

（1）小巧幼稚園時被診斷有語言發展遲緩，故學前和二年級時有接受語言治

療。

（2）學校一年級的智力測驗結果，百分等級 38。

（3）「兒童行為檢核表」前測焦慮、退縮與內向性問題 T分數分別為 70、68

和 68，「教師報告表」前測，焦慮、退縮與內向性問題 T分數 78、77和

78，「兒童行為檢核表」的退縮分數落在邊緣臨床，其餘分數均達到臨床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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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診斷與目標

1.分析診斷

根據上述的分析，認為小巧有時會哭泣不已的情緒與行為的原因如下：

（1）小巧可能因智力 (百分等級 38)、學習與語言發展較較慢，學習能力與成

效也較弱，自信心也受到影響。

（2）成長過程中，由於小巧壓抑過多的情緒，當面對生活上不如意之事，感

到難過哭泣時，父母也無法理解與接納，使得小巧過度壓抑，有嚴重焦

慮與退縮狀況，無法表達感受與需求，也因感受到未被父母接納，而呈現

如 Lin（2010）和 Mills 等人（2015）所認為的有一個嚴厲且苛刻的自我傾

向，無法接納不好的自己，因而無法接受自已跟不上同學，有消極的自我

看法。

因此，由於小巧因先天因素，學習成效與自信心受影響，加上成長過程中，父

母拒絕接納其負面情緒之教養態度，使得小巧過度壓抑，無法接納不好的自己，導

致當她在學校感受到跟不上同學或是被父母打個叉時，情緒就容易壓抑不住而崩

潰，哭泣不已。

2.諮商目標

有了上述的分析與診斷之後，期望提供下述的幫助：

（1）透過布偶客體與諮商心理師包容與接納的態度，與小巧積極建立良好正向

穩定的關係。

（2）透過穩定的諮商架構協助紓解與穩定小巧的情緒，並促進想法與感受的表

達。

（3）透過遊戲治療的反應、歷程回顧與見證方式，提升小巧的自尊、自信與增

強其我能感。

（4）在遊戲治療過程中透過上述與小巧建立良好穩定關係、紓解與穩定小巧的

情緒及提升其自尊與自信的基礎下，進而可以讓小巧更悅納自己。

（三）結構式遊戲治療介入

1.結構式遊戲治療：於 2017 年 9 月開始至 2018 年 3 月，進行 20 次，每次 50 

分鐘之結構式遊戲治療。

2.諮詢：在 20 次結構式遊戲治療介入其間，也進行了 4 次小巧母親諮詢與 3次

導師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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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資料收集與分析

1.本個案報告的質性資料來源包括 20 次結構式遊戲治療單元紀錄、3 次導師諮

詢和與 4 次家長諮詢紀錄，以及結案後導師和案母約 20 分鐘的訪談錄音。本

研究將結案後導師和案母的訪談錄音騰成逐字稿並進行編碼，編碼方式，第

一碼為「訪談對象代號」A 為導師，B 為案母，第二碼則是依對話順序與重要

句、有意義內容，進行扼要摘述其意涵，並進行編號，例如「A3」代表導師

訪談稿中第 3句意義單元。

2.量化資料的收集是在結構式遊戲治療介入前和 20次結構式遊戲治療單元結束

後實施「兒童行為檢核表」和「教師報告表」前、後測，並將分數轉化成 T 

分數進行前後對照，以佐證結構式遊戲治療介入對個案之影響。

參、結果與討論

一、結構式遊戲治療實施過程

小巧結構式遊戲治療共實施 20次，每次 50分鐘，實施的地點為小巧學校的遊

戲室；除了個別的結構式遊戲治療，也針對小巧的母親進行了 4次家長諮詢與 3次

導師諮詢。在面對這樣的個案，一方面要紓解個案的情緒，一方面要提升個案自尊

與建立關係及安全感。結構式遊戲治療的架構，是正向接觸、遊戲與歷程回顧的架

構介入，針對小巧，也是運用此模式介入。以下先介紹正向接觸與歷程回顧的介入

說明，再介紹第二段遊戲的介入歷程，以及諮詢的介入歷程。

（一）正向接觸與歷程回顧

1.正向接觸

作者在此個案正向接觸的主要活動是布偶的運用，如在第一次遊戲單元時會邀

請小巧挑選了一個布偶，並為它命名。之後每次遊戲單元的一開始，諮商心理師均

會用布偶和小巧打招呼或和其握握手，做正向接觸的開始。

2.歷程回顧

歷程回顧是在每次單元遊戲結束前，諮商心理師會再反映小巧在此次遊戲單元

過程中具體做到的好行為或好的特質或有進步的地方，有時也會運用小天使做正向

的歷程回顧，見證、放大小巧的進步與突破。

如在第五單元的歷程回顧時，諮商心理師對著小天使布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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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天使，今天小巧在自由遊戲時很快就決定要畫圖，而且還很認真專注

地畫了一個很多愛心形狀的房子和穿戴很多愛心服飾的女生呦！」

接著諮商心理師拿起小天使，以小天使的話語說：

「對呀，我也有看到耶！我還聽到她告訴我們，那個女生是一個小公主

呦！」

另一個在每次歷程回顧時會進行的策略是抽束口袋活動，此活動是在每次遊戲

單元結束前的歷程回顧的同時，會讓小巧從束口袋中抽一個小禮物，如一個小食物

或小玩具，然後將此禮物送給小巧，希望透過此策略傳達對小巧的滋養與撫育的意

圖。

（二）結構式遊戲治療之第二段遊戲的介入歷程

結構式遊戲治療的第二段是遊戲，此部分可分為診斷遊戲與策略遊戲，以及自

由遊戲。小巧 20單元結構式遊戲治療的歷程整理於表 1，主要的內容，包括遊戲類

型、玩具類型、遊戲治療過程描述、互動情形、改變轉折處等五個向度，改變轉折

處指的是小巧在遊戲治療過程中口語、行為或情緒上的一些明顯轉變；20單元中，

第一至第十二單元的遊戲均包含策略遊戲和自由遊戲兩部分，第十三單元則只有進

行聖誕卡片製作之策略遊戲，因小巧投入了整個遊戲時間在製作聖誕卡片，諮商心

理師因看到小巧的積極投入，因而之後至結案前的遊戲單元，就只進行自由遊戲，

小巧也積極主動地選擇要製作卡片、做小人偶等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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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小巧結構式遊戲治療過程概述

次數 遊戲類型
玩具、

媒材
遊戲治療過程描述 互動情形 改變轉折處

一

自由遊戲 個案一直靜靜地坐在椅子

上，都沒有離開椅子，只是

偶而眼睛看看周圍的玩具，

或看看 co，直到自由遊戲時
間結束。

偶 而 看 看 co
沒 有 和 co 說
話

情緒表達 情緒臉譜、

能量圖卡

個案挑出當時的心情是安

心、輕鬆、平靜與開心。挑

選出會讓心情變好的物件

是，愛心與小天使。因而同

意將布偶客體命名為小天

使。

二

情緒表達 情緒臉譜 很快挑選出開心、平靜的情

緒臉譜，但無法說出其情緒

的內涵。

以 害 羞 的 眼

神、聳肩和搖

頭回應 co

自由遊戲 慢慢地走到斜對角的玩具櫃

看一下，再慢慢地沿著櫃子

邊走邊看櫃內的玩具，接著

回位子安靜地坐著，偶而看

看其他玩具、co和時鐘，直
到遊戲時間結束。

偶而看看 co，
沒 有 和 co 說
話

三

情緒表達 情緒臉譜 挑選出開心、快樂的情緒臉

譜，無法說出其情緒的內

涵。

能盡情地探

索黏土，也

能簡單回應

所畫人物的

喜好

捏畫一個

完整的人

兩盒黏土、

圖畫紙和一

盒彩色筆

很專注、努力打開每盒黏土

蓋子，摸、捏一下每個黏土

後蓋回去，最後打開彩色

筆，選用很多鮮豔的顏色，

畫了一個帶皇冠的小女生，

描述這個小女生只喜歡姐

姐，沒有喜歡爸媽，最後取

名為小公主。

能簡單告訴 co
所畫人物的喜

好，但無法回

應 有 關 其 擔

心、害怕等負

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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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數 遊戲類型
玩具、

媒材
遊戲治療過程描述 互動情形 改變轉折處

四

動物家庭 動物玩具 挑選了河馬代表爸爸，粉紅

豬是媽媽，哥哥是黃色恐

龍，姐姐則是母老虎，而自

己則是長頸鹿。對河馬是爸

爸，媽媽是粉紅豬，以及自

己何以是長頸鹿，小巧同樣

兩手一攤並聳肩表示不知

道，但卻能表達選擇恐龍是

因為哥哥有時很兇，且有時

會打她，而姊姊是母老虎亦

是如此。

能表達選擇恐

龍是因為哥哥

有時很兇，且

有時會打她，

而姊姊是母老

虎亦是如此。

能表達對哥

哥與姊姊負

向的看法

第一次主動

玩玩具

自由遊戲 娃娃屋、小

熊

小巧看了動物玩具櫃子上面

擺放的小熊娃娃屋，動作很

慢、非常謹慎小心地將床

鋪、桌椅等擺設放到小熊娃

娃屋內，也將四隻小熊放進

房間內與陽台上。擺放的過

程中完全沒有出聲音。為了

讓小巧更安心地玩，當她不

小心碰倒玩具時，co隨即表
示「倒了沒關係，撿起來就

好了。」

五

看圖編故

事

家庭圖卡

情緒臉譜、

能量圖卡、

能量語句

小巧挑了一張圖中有三個人

圍著有很多烹煮好的食物的

餐桌的家庭圖，說了姐姐和

哥哥很開心地和媽媽吃飯的

故事，空的椅子是爸爸的。

邀請給每個家人選一個能量

語句與能量圖卡。

能以簡單語言

回 應 co 的 問
題

第一次說出

情緒的內涵

第一次快速

地決定要玩

什麼

自由遊戲 圖畫紙和彩

色筆

很快地決定要畫圖，很認真

專注地畫了一個很多愛心形

狀的房子和穿戴很多愛心服

飾的小公主。

表 1 
小巧結構式遊戲治療過程概述（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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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數 遊戲類型
玩具、

媒材
遊戲治療過程描述 互動情形 改變轉折處

六

排砂圖 沙盤、沙盤

物件

邀請排沙圖，小巧很快地選

了一個人物 (姐姐 )和兩棟
房子 (住家、學校 )及幾個
石頭，最後加上一個嬰兒 (
姊姊的小孩 )，co引導其介
紹圖像，不過無法為其排的

沙圖命名。

能 和 co 簡 單
介紹其所排的

沙圖

能簡單說明

所排的圖像

再次能決定

要玩什麼

自由遊戲 人 臉、 五

官、裝飾

快速決定去探索遊戲室的各

種玩具，最後排了兩個人臉

圖

七

看圖編故

事

家庭圖卡 針對第五單元的圖卡故事，

透過情緒臉譜引導小巧表達

媽媽、哥哥和姊姊很開心的

情緒，哥哥和姊姊開心是因

有他們喜歡吃的食物，而嗎

媽則是看到哥哥和姊姊開

心，她也開心。

和 co 說 出 情
緒的內涵。

自 主 性 增

強：能命名

動物船。

自由遊戲 積木

廚房玩具

很快地決定用積木拼了一個

造型，命名為動物船，接著

玩了煮食物的遊戲。

八

談話 引導個案說出對諮商時間的

安排其在意的地方，能說出

不喜歡諮商時間排在放學前

的最後一堂課。

和 co 說 出 自
己的一點想法

能說出自己

的想法

自由遊戲 廚房玩具、

泡泡

煮食物與吹泡泡

九

語句完成 A4紙、筆 無論口語或書寫均無法完成

語句，於是治療師引導與鼓

勵小巧運用情緒臉譜，小巧

就能表達看到我姐姐心情是

滿足的，看到我爸爸是開心

的。

雖無法完成

語句，但能

使用情緒臉

譜做一點表

達

自主性提升
自由遊戲 廚房玩具、

積木

玩了煮食物與用積木組合了

一個帆船。很快速用積木組

合了一個較上次較複雜些的

物件，並快速命名為帆船。

快速將組合的

積木命名為帆

船。

表 1 
小巧結構式遊戲治療過程概述（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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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數 遊戲類型
玩具、

媒材
遊戲治療過程描述 互動情形 改變轉折處

十

語句完成 A4紙、筆 拿筆寫下小天使很可愛，我

喜歡我爸爸這兩個語句

第一次完成

語句

第一次表達

自己比較負

向的情緒

自由遊戲 廚房玩具 玩了一會煮食物等類玩具

後，回到位子坐著。co 探
問了解巧小玩回到桌子處坐

著，是想趕快回教室，因其

擔心沒有聽到導師的講課。

能以語言回應

co問題

十一

語句完成 A4紙、筆 持續引導完成兩個語句 :我
姐姐很可愛，我爸爸很可愛

再次完成語

句

自主性增強

自由遊戲 繪本、芭比

娃娃、裝飾

品

挑了兩本繪本和 co一起唸完
內容。幫芭比娃娃換衣服、

鞋子，戴項鍊、髮飾，在 co
的引導下，說出那是小公主

要去參加王子的舞會。

能以語言回應

co問題

十二

語句完成 A4紙、筆 透過情緒臉譜表達看到我的

媽媽是開心，常覺得哥哥很

得意，同時說出哥哥常常對

她很兇。

能 和 co 說 出
對家人的感受

第二次表達

對哥哥的負

向感受

自由遊戲 一直坐在位子上，經理解是

想回教室上課，因擔心沒有

聽到老師上課的內容。

能以語言回應

co問題

十三

製作聖誕

卡

粉 彩 紙 亮

片、玲噹、

貼紙

很專注投入，且能自由選

擇、決定樣式和媒材，過程

中遇到不順利，也能一再嘗

試想辦法解決問題。

專注投入，

自主性增強

展現能力

十四

〜 
十八

自由遊戲 粉彩紙、亮

片、貼紙等

物件

繼續製作卡片，很快地選擇

兩張紙與信封，且積極專注

投入，媒材的選擇較寬廣，

動作越來越細心，也更有創

意一些，如將鈕扣當成台陽

花的花盆等。

能小聲告知上

週製作的卡片

已送給家人，

當天製作的卡

片也要送給另

一家人

積極專注投

入

自主性增強

展現能力

十九

自由遊戲 小人偶、棉

線

將小人偶穿線，特別的是，

她第一次直接請 co幫她打死
結，在 co邀請一起完成，最
後小巧已能獨立完成打結。

第 一 次 請 co
幫她打死結 

自主性增強

展現能力

表 1 
小巧結構式遊戲治療過程概述（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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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數 遊戲類型
玩具、

媒材
遊戲治療過程描述 互動情形 改變轉折處

二十

Good day
製作

Goodday、
相片和能量

語句小卡片

透過回顧過程中的相片與送

給自己的能量語句小卡，co
協助小巧整理諮商經驗，並

自由地將之黏貼到 goodday
上，很專注快速地完成。

帶著美好回

憶與祝福說

再見

（三）諮詢的歷程摘述

除了 20單元結構式遊戲治療的介入外，諮商心理師也對小巧的母親進行了 4 次

家長諮詢與 3次導師諮詢。諮詢的實施整理於表 2，包含實施對象、時間和主要介入

三方面。諮詢實施的重點包含以下四部分；

（1）傾聽、同理案母教養的情緒，肯定其努力與做得好的地方，回應其教養問

題。

（2）了解小巧在家與班級的適應情形。

（3）傳遞對小巧情緒與內在需求的理解。

（4）教導反映與接納情緒的重要，以及具體操作方法，鼓勵接納與同理小巧的

情緒。

表 2 
諮詢過程概述

對象 時間 主要介入

母親 1 第二次

遊戲後

1.傾聽與了解小巧母親敘說小巧的情緒問題與其處理方法。
2.傳達對小巧的緊張、焦慮情緒的理解，也說明理解與接納孩子的情緒，
對孩子情緒的穩定之重要，並介紹情感反應的具體方法，鼓勵小巧母親能

接納小巧的情緒。

母親 2    第五次
遊戲後

1.傾聽與同理小巧母親教養的壓力，同時回應其問題。
2.傳遞對小巧情緒與內在需求的理解，再次說明反映與同理孩子情緒的重
要，並介紹設限三步驟，鼓勵小巧母親能在接納小巧的情緒或與需求下，

給予界線。

母親 3    第七次
遊戲後

1.小巧母親很開心分享，她按照反應情緒方式實做過三次，均非常有效且
快速地安撫了小巧的情緒，使小巧不像以前崩潰地哭幾個小時。

2.傾聽小巧母親敘說夫妻教養的不同與困擾，co同理其感受與想法，肯
定其努力與進步，也提供可讓小巧父親一起分擔教養與簡易親子遊戲的具

體方法。

表 1 
小巧結構式遊戲治療過程概述（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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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時間 主要介入

母親 4 第十一

次遊戲

後

1.傾聽小巧母親敘說小巧近來在家的狀況，了解已實行全家一起遊戲的活
動，發現孩子非常喜歡與期待。co肯定小巧母親的用心。
2.傳達小巧較無法表達個人想法感受，因而對開放式問題感受到較大壓力
的發現。也發現小巧謹記母親曾說過的話，建議小巧母親跟小巧說，晤談

是可以讓她進步的課程。

導師 1 第一次

遊戲後

1.傾聽導師敘說小巧的狀況，同理導師的辛苦，肯定其做得不錯的地方。
2.傳達對小巧緊張焦慮情緒的了解，也提出對小巧哭鬧情緒的不同觀點給
導師理解。

導師 2   第三次
遊戲後

1.傾聽導師發現小巧近來的進步，如小巧有次作業本沒跟上班上的進度，
以及看到自己一張只有 30分考試卷，都沒有像以前一樣崩潰大哭，反而
是平靜地修改。

2.肯定導師的細心與關注，也傳達與小巧母親工作的狀況給導師了解。

導師 3     第十一
次遊戲

後

1.傾聽導師敘述小巧近上週因不會寫學習單中開放式問題，而失控哭泣的
事件

2.傳遞對小巧內在狀態的理解，提供遇類似狀況時的因應方法，也教導反
應情緒的技巧。

二、結構式遊戲治療對個案之影響

以下分三方面來看結構式遊戲治療的介入對小巧的影響，第一部分是從遊戲治

療的歷程來看結構式遊戲治療對小巧的情緒、自主能力與我能感等方面的轉變 (影

響 )；第二部分是小巧母親與導師對小巧的觀察；第三部份則是「兒童行為檢核表」

與「教師報告表」前、後測分數的變化，可做為小巧轉變的佐證資料。

（一）小巧遊戲治療的歷程轉變

1.從緊到鬆，情緒的表達與疏解，以及自主能力的提升。

對於有情緒困擾的小巧來說，協助其情緒的表達與紓解是很重要的一個目標，

因此，先就整個遊戲治療過程來探究有關小巧情緒的轉變情形。

（1）從抗拒到能表達負向經驗與情緒，以及情緒的內涵

治療師初期和中期每一個遊戲單元裡，都應用情緒臉譜讓小巧接觸與表達近一

周的內在情緒，或表達遊戲內容中的人物之的情緒。然從表 1 小巧結構式遊戲治療

過程概述中，看見小巧在前面三個單元均只能表達正向情緒，完全無法把她內在的

負向感受真實地表達出來，如第二次單元時，從小巧母親諮詢時得知，小巧遊療當

表 2 
諮詢過程概述（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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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在家上學前是不開心、有鬧情緒的，然她還是只表達開心等正向情緒，即使心理

師引導，小巧還是無法表達其負向的情緒。

但到第四次單元時，諮商心理師邀請小巧進行「動物家庭」診斷遊戲時，小巧

就能表達選擇恐龍代表哥哥是因為哥哥有時很兇，且有時哥哥會打她，而姊姊是母

老虎亦是如此。這是小巧第一次表達對他人的負向經驗（看法）。

接著第五至第七次單元時，諮商心理師邀請小巧為「看圖編故事」中的人物或

是她排沙盤作品中的人物選情緒時，小巧都能夠很貼切的為這些人物選擇她所感受

到這些人物的情緒，跟其所描述的故事內容是一致的，且小巧較能表達出情緒的內

涵，如其所編的故事中的姐姐和哥哥開心快樂地用餐是因為有他們喜歡的食物。

接著在第九次單元時，小巧已可以說出自己在遊戲單元之外，跟母親互動的情

緒。她表達母親在家陪伴其遊戲時 (事後從母親處得知，是全家人的輕鬆互動或遊戲

的時間 )的開心感受。之後在第 10次單元時，小巧就開始能表達「擔心沒在教室會

沒有聽到老師所講的內容」的情緒。這是小巧第一次表達自己比較負向的情緒，這

對小巧來說，是一個較大的突破。

（2）從無法表達到逐漸能表達心中的想法與觀點

小巧由緊到鬆，逐漸能表達自己的想法與觀點的狀態，也從語句完成活動的介

入歷程中看見。從表 1中可看見，在第九次單元，諮商心理師首次邀請小巧進行五

個語句的完成活動，然而小巧無論口語或書寫均無法表達，第十次單元時，小巧在

諮商心理師同理、接納與鼓勵下，終於拿筆寫下「小天使很可愛」，「我喜歡我爸

爸」這兩個語句，這是小巧的一個突破，小巧第一次完成語句，看到小巧內在放鬆

一點了。之後諮商心理師又陸續鼓勵小巧完成了「我姐姐很可愛」、「我爸爸很可

愛」兩個語句。過程中也看到小巧已逐漸放鬆。之後透過情緒臉譜，小巧表達看到

我的媽媽是開心，常覺得哥哥很得意，同時說出「哥哥常常對她很兇」，從這邊可

以看到小巧已經能具體的表達對哥哥的想法與觀點。

（3）從不敢玩到能自主決定要玩什麼

上述小巧的轉變也呈現在自由遊戲過程中。第一次單元整個 15分鐘自由遊戲時

間，小巧都一直靜靜地坐在椅子上小巧都沒有離開椅子，只是偶而看看周圍的玩具

或諮商心理師。

第二單元自由遊戲時間時，小巧有站起來，慢慢地走去到玩具櫃去看了一下玩

具後，又回到位子上坐著，和第一次遊療一樣，偶而看看其他玩具、co和時鐘，直

到自由遊戲時間結束。從小巧兩次在遊戲室不敢碰玩具，只敢看玩具的遊戲行為，

我看見小巧內在很強的緊張焦慮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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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在第四次單元時，我帶著小巧到動物玩具櫃區做下，在「動物家庭」診斷

遊戲結束後，隨即進行自由遊戲。此時小巧就開始玩了動物玩具區的櫃子上面擺放

的小熊娃娃屋，雖然是非常謹慎小心地擺放物件，但已是小巧第一次主動碰和玩遊

戲室內的玩具，是小巧內在緊張焦慮得到緩解、情緒開始放鬆的一個跡象了。

接著從第五次單元開始，接下來的每個自由遊戲時間，小巧已能自主決定要做

什麼了，從畫圖、拚積木、煮食物、吹泡泡到玩芭比娃娃等遊戲，從中看見小巧自

主能力得到提升。

2.展現能力，提升自信

在第 13次遊戲單元以後，小巧的整個自由遊戲主題有明顯地轉變，幾乎都是在

展現他的能力，她專注投入製作聖誕卡片、製作新年卡片，然後在製作的過程中不

斷地將這些作品更精緻化，有時加上繪圖，動作也越來細膩，且有創意，如將鈕扣

當成台陽花的花盆等。然後要把這些卡片送給家人、送給他的朋友，充分展現她的

能力。在這過程中看到小巧積極地投入、專注、用心、而且過程中遇到不順利，也

能想辦法、一再嘗試解決問題，從中也看見了她展現一些美好的特質。

在第十九次做小人偶項鍊也是如此，在諮商心理師帶領一起完成一次後，接

下去就能自己獨立完成打結，隔週小巧原本沒信心，用行為語言想請諮商心理師

協助，但在諮商心理師鼓勵下，小巧就獨立完成打結，且越做越熟練，越來越有信

心，很快完成了六個小人偶線的製作，從中看見小巧的自信心逐漸獲得提升。

3. 諮商關係從不信任到信任的增進

小巧是一個非常擔心焦慮、對自我有負向看法的小女孩，不容易和陌生人建立

信任關係。從第一次和第二次遊戲單元時，小巧對於諮商心理師的任何詢問，均沒

有言語，而是以害羞的眼神、聳肩和搖頭回應，從中看到小巧還未與諮商心理師建

立信任的諮商關係；然第三次遊戲單元起，小巧就逐漸能和諮商心理師簡單描述

其所畫的人的一些喜好、能表達對家人負向的看法，進而能表達自己負向的情緒與

想法，以及情緒的內涵，能以語言回應諮商心理師的問題了。在第十九單元時，小

巧第一次邀請諮商心理師協助她打死結，兩人也一起合作完成了。另外，從每單元

結束前的束口袋活動中，小巧初期均靜靜地遵守規範、取得一個小食物，到諮商中

期，小巧已能向諮商師表達其想要多一個餅乾的想法。從前述小巧與諮商心理師互

動關係的轉變中看見，小巧逐漸信任諮商心理師，逐漸能放鬆、放心地和諮商心理

師表達她的想法與感受，最後也敢請諮商心理師協助她做事，治療關係的信任感確

實得到增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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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巧母親與導師對小巧的觀察

1. 導師的觀察

（1）在介入過程中，發現小巧沒有因學習落後而哭泣

上述小巧在遊戲室情緒的疏解與自主能力的提升的轉變，小巧在班上的學習狀

態也同樣顯現。如在第五次諮商後，小巧導師告知，小巧有次作業本沒跟上班上的

進度，以及看到自己一張只有 30分考試卷，原本小巧導師還很擔心小巧又會想之

前一樣崩潰大哭，但是小巧並沒有，反而是平靜地修改答案，讓她老非常驚喜、

開心，明顯看到個案的進步。在第六次諮商後，小巧導師告知，當時適逢學校平時

考，個案狀況都很好，沒有出現像之前因寫考試院卷進度落後或成績不好而崩潰。

第八次後小巧導師也告知，小巧在校持續進步，以及好幾周沒有出現哭泣狀況，考

聽寫時，導師也有加速度，沒有像以往跟不上就崩潰大哭的情況出現了。

又如在第九次諮商後，導師告知小巧那週曾因不會寫學習單中開放式問題而哭

泣，諮商心理師傳遞對個案內在狀態的理解，如開放式問題對於小巧來說，是個很

大挑戰與壓力，就如小巧無法完成簡單的語句完成測驗一樣，因其過度壓抑、內在

太緊，很難有自己的想法，非常堅守一些規範，且有完美的傾向，如案寫字像刻字

一樣。

在遊戲室的轉變也帶動班級學習上的轉變，如第十二次諮商後，導師告知小巧

幾天前面對另一張開放式問題的學習單時，已能平靜地完成，導師也看見小巧逐漸

能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了。

（2）結案時情緒失控哭泣的頻率減少很多，哭泣狀況也較和緩

小巧結案時，小巧導師回饋其觀察到小巧的轉變是情緒失控哭泣的頻率減少很

多，哭泣的狀況也比較和緩，約一節課就能平復了，狀況改善非常明顯，這也讓小

巧導師感受到壓力減輕很多。

「她在現在改善很多，以前他讓我壓力很大，因為她的沒有辦法預測，根

本不知道什麼事情她會發作，我就覺得是很很小的問題啊，比如說聽寫她

還沒寫完，我就念下一個，她就哭了一整天。」（A1）

「還有啊有一次發作業簿，忘了是什麼因素，她發現有一頁她沒寫，但是

隔壁前後的同學都寫了，她就哭了好幾節課，所以讓你沒有辦法預防，有

些事情知道的我就會預防，但是就是無法預測。」（A2）

「在學校失控哭泣的狀況改善非常明顯，就是那個頻率減少很多，以前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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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發生，上學期就只有三次，開學一次。」（A3）

「然後哭泣的狀況也比較和緩，就哭一節課，然後就可以恢復了，不像以

前就給你哭了好幾節、幾乎一個早上這樣子，差很多。」（A4）

「還有一次啊就是寫學習單上次那一次哭，後來大概一個月吧，又再寫一

次學習單，她碰到那個開放式的問題的時候，奇怪我本來有點擔心他又要

哭了，像前一次那樣，但是後來那一次她就沒哭了，我就覺得也很意外，

她真的有進步。」（A5）

2.小巧母親的觀察發現

（1）在遊戲治療介入過程中觀察到情緒較平穩 

在第五次遊戲單元後，與小巧母親諮詢時，小巧母親回應小巧在家的情緒變得

較為平穩，較少哭泣；第七次單元後，小巧母親又回應，他們全家和親人一同露營

時，小巧的情緒又因件事而失控後，其按照諮商心理師教導的情緒反應技巧實際運

用，發現非常有效且快速地安撫了個案的情緒，使個案不像以前崩潰地哭幾個小

時。

（2）結案時發現小巧情緒與行為明顯改善，也較積極努力

小巧母親發現小巧在情緒與行為等方面的進步，無論是課業學習或生活規範等

方面，在不順其意時很少失控哭泣與執拗的行為，較能接受其他的可能性，小巧母

親也實際舉了離當時前幾天實際發生的例子，就是原本母親已答應小巧坐遊樂車，

最後因沒時間無法坐時，小巧竟沒像以往情緒失控。

「我感覺到她改變很多、很明顯。」（B1）

「就前幾天晚上，我們跟她們舅舅家約吃飯，然後我們先到，然後呢舅舅

他們還沒有來，我們就在餐廳門口等他們，她們就看到隔壁店門口有一個

遊樂車，小巧就跟我說，她們可以先去坐一下，我本來跟她說好，她們就

拿錢過去，結果才剛要坐，她們舅舅就來了，然後我就跟她說不要坐了，

等一下吃完還有時間再坐，結果呢等吃完飯，已經很晚了，我就說很晚了，

今天不要坐了，下次有機會再坐，這個時候如果是以前狀況，她一定就開

始哭啊、跟你魯很久不停，可是那一天很奇怪她就接受耶，她就乖乖地接

受，然後跟我們回家，反而是姊姊在車上就不斷地給我們魯，她就真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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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很多、很明顯。」（B2）

小巧母親也提到，她發現小巧較積極努力，自我掌控感也增強很多，如小巧開

始會積極努力在時間內完成任務，爭取能看電視的機會。

「我感覺到她變得比較⋯⋯，比如說她們最近突然想看一個電視節目，在

晚上 8點到 8點半，這個時間本來是不准看電視的，但是她就問我說可不

可以看，然後就跟她們說只要在他們在 8點之前把該做的事情，功課啦、

洗澡做完才可以看，然後我就發現她回家以後就動作很快，很積極認真、

很快的就洗澡啊，然後什麼都做完了，然後就去看電視。」（B3）

「也很乖！8點半就把電視關掉了。」（B4）

「要是以前啊，她就沒有辦法這麼努力積極，不然就有時候時間到了也不

關，我真的發現她這方面也進步很多，已經很少在不順她意的時候就一直

哭、一直跟你盧，真的，我覺得她長大很多。」（B5）

小巧母親也提到她在教養個案的態度上有轉變，較以往會關注與安撫個案情

緒。而個案各方面的進步，讓她在孩子的管教上較不費心費力，壓力也改善很多。

「她現在很少那樣哭或是跟你一直盧，我的壓力真的減輕不少，不只是在

家裡，在學校也是，以前她在學校那樣一直哭，讓我對老師覺得很不好意

思。」（B6）

「聽了您教的，就是當她情緒失控時，不要不理她，就是要說出她的情緒，

我去做了以後，發現很有效，她很快就不哭了。」（B7）

（三）「兒童行為檢核表」與「教師報告表」前、後測分數的變化

1. 「兒童行為檢核表」前、後測

從表 3「兒童行為檢核表」前、後測看到除了身體和社會分數不變外，其餘皆有

改善。整體內向性問題分數從「臨床範圍」下降至「正常範圍」，焦慮 /憂鬱與整體

問題分數從「臨床範圍」下降至「邊緣臨床」，退縮、思考和注意力問題從「邊緣

臨床」下降至「正常範圍」，顯示小巧母親觀察發現小巧的內向性問題獲得很大的

緩解，思考與注意力問題也同步獲得改善。表中邊緣臨床為介於正常範圍和臨床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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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之間的範圍分數（陳怡群等人，2009）。

表 3 
「兒童行為檢核表」前、後測分數

焦慮 退縮 身體 社會 思考 注意力 內向性問題 整體問題

前測 11 6 1 6 6 9 18 58

後側 9 2 1 6 4 7 12 47

前 T 70 68 51 63 67 65 68 68

後 T 66 57 51 63 63 62 62 63

邊緣臨床 65-70 60-63

2.「教師報告表」前、後測   

從表 4「教師報告表」前、後測看到除了社會分數不變外，其餘皆有改變。焦

慮／憂鬱、退縮、思考和注意力問題分數均下降，其中退縮從「臨床範圍」下降至

「邊緣臨床」，下降幅度最大，顯示導師觀察到小巧內向性問題獲得改善，另外，

身體、思考與注意力問題也有些微的改善。

表 4 
「教師報告表」前、後測分數

焦慮 退縮 身體 社會 思考 注意力 內向性問題 整體問題

前測 19 11 3 3 8 11 33 71

後側 18 6 2 3 7 9 26 61

前 T 78 77 65 62 75 57 78 69

後 T 76 66 63 62 73 56 72 67

邊緣臨床 65-70 60-63

三、討論

（一）小巧內向性問題、思考與注意力問題獲得改善

從表 2 與表 3 看出，小巧母親與導師對小巧在結構式遊戲治療的介入前後的量

化觀察資料，均一致肯定在結構式遊戲治療的介入後，小巧的內化、思考與注意力

問題均獲得改善，只是母親的量化資料較導師的量化資料改善較明顯，有可能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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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與小巧相處時間較長久，因而長久以來對小巧的內向性問題感受較深，對問題的

改善也較能深刻感受。此外，社會問題沒有改變，很可能是小巧的內化退縮問題原

本對社會人際並沒有造成明顯的問題，因而也沒有改善的空間所致。

另外，從小巧母親與導師處得到的量化資料，與質性的資料也很一致，她們均

觀察到小巧在結構式遊戲治療的介入後內向性問題與思考問題的明顯改善，包括內

化情緒與行為，以及思考的改善，如在不順其意時很少情緒失控哭泣不已的狀況發

生與執拗的行為，較能接受其他的可能性；另外自我掌控感與自信心也增強很多，

會積極努力去爭取想要的東西；小巧導師也觀察到小巧的情緒較平穩、自信心也提

升，在學習上較能接受自己沒跟上同學的進度或成績不好，對她較具挑戰性較高的

開放式的問題，後來面對時也不再情緒失控，而能平靜接受這個問題。

（二）改善的可能因素探討

從背景資料與結構式遊戲治療初期的歷程中可知，小巧如 Lin（2010）和Mills

等人（2015）所言，除了有焦慮、不安、憂鬱與沮喪等情緒特徵外，也有一個嚴厲

且苛刻的自我，無法接受自已的不好或跟不上同學，同時也較被動、失去興趣與低

自尊，對自我看法較消極。綜合結構式遊戲治療的歷程、小巧母親與導師的量化及

質性資料顯示，結構式遊戲治療的介入，改善小巧的焦慮、退縮與思考方式，也提

升其自主性與自信。究其原因可能有四項：

1.結構式遊戲治療透過固定介入的步驟，使治療更有結構化，提升治療中的可

預測性與掌握感，提高小巧在治療中的安全感、控制感與穩定性。如經過兩

三次遊戲單元後，小巧已清楚正向接觸、遊戲與歷程回顧的架構，這讓緊張

焦慮的小巧產生安全感與可預期性；又如小巧對於結束前的抽束口袋滋養活

動，很快就產生了期待，諮商心理師明顯感受到小巧的期待與獲得小禮物後

的愉悅與滿足。這呼應鄭如安（2012）認為時間與治療過程的結構化提供給

兒童可預測性、一致及穩定性的因子，可提高兒童在治療中的穩定性、安全

感與控制感，且固定而穩地如儀式性活動的束口袋活動也讓小巧產生可預期

性的滋養感受。

2.本研究諮商心理師運用一些策略遊戲及媒材的介入，可以有效地協助過度壓

抑、退縮、很難表達自己想法與感受的小巧，能逐漸放鬆、學習接觸與表達

自己的情緒與想法，從中情緒得到紓解，逐漸較能接受自己，自主性也提高。

如透過情緒臉譜來協助小巧表達內在的情緒感受；透過捏畫一個完整的人協

助小巧紓解情緒與表達對自我的看法；透過動物家庭玩偶的擺設協助小巧具

象且具體的表達家人間的互動與家庭動力；透過家庭圖卡編故事，再搭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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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臉譜的運用都協助小巧更輕鬆自在的表達對家人的感受與想法。另外，諮

商心理師也針對小巧過於緊張、焦慮，不敢自由去探索玩具的狀態，透過帶

領小巧到玩具櫃邊，邀請進行動物家庭遊戲，使得小巧在動物家庭活動遊戲

結束後，就第一次開始主動玩玩具。

3.結構式遊戲諮商心理師的關懷、接納和尊重的態度，以及固定而規律地在每

次單元中正向的開始與結束時正向歷程回顧過程中，逐漸協助小巧看見自己

具體做到的好的行為與特質外，更運用布偶客體的見證，放大小巧的進步與

突破，加速提升小巧的自尊、自信與我能感，使得小巧更敢去冒險嘗試。如

在第五次單元的歷程回顧時，諮商心理師透過布偶見證小巧在自由遊戲時突

破以往，很快就決定要畫圖，而且還很認真專注地畫了一個房子和穿戴很多

愛心服飾的女生等具體進步的行為，鼓勵小巧，也提升小巧的自尊與自信。

此也印證 Landreth（2012）認為建立一個提供兒童正向成長經驗的關係，使兒

童感受到被了解、接納與支持，就能提升兒童的自尊，進而增強內在自我的

力量去追求自我成長。

4.結構式遊戲諮商心理師適時的進行小巧母親與導師的諮詢，除了傾聽、接納

與同理他們教養小巧的辛苦、肯定其用心外，也協助他們更理解小巧情緒與

心理狀態，同時教導他們反應情緒的具體方法，鼓勵他們能接納與同理小巧

的情緒，應也是小巧內向性問題改善的重要因素之一。如在第二次母親的諮

詢時，諮商心理師除了傾聽與同理小巧母親教養的壓力外，也傳遞對小巧情

緒與內在需求的理解，同時介紹情感反應的具體方法，鼓勵小巧母親能接納

小巧的情緒。因而在第三次母親諮詢時，小巧母親就很開心分享，她按照反

應情緒方式實做過三次，均非常有效且快速地安撫了小巧的情緒，使小巧不

像以前崩潰地哭幾個小時。因此，適時的進行小巧母親與導師的諮詢，協助

小巧的重要他人能理解與接納小巧的情緒與內在需求，對小巧的情緒的紓解

與調節是有很大的幫助。

從上述得知，結構式遊戲治療在尊重、接納與理解孩子的前提下，建構固定而

規律的儀式化活動，同時運用一些診斷或策略遊戲，是能協助內向性問題孩子提高

安全感、穩定性與放鬆，促進其表達與紓解情緒，也能提升其自尊與自信，提高其

適應能力。 

（三）研究限制

1.本研究是一篇個案報告，因此在有關本研究個案的改善與轉變，在推論上仍

需持僅慎保守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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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關個案歷程的轉變，仍需有更多的個案實例來統整與驗證，以建構一個有

實務驗證的改變歷程。

肆、結語

從本文結構式遊戲治療對小巧介入之影響報告看出，結構式遊戲治療能協助內

向性問題兒童改善情緒、行為與思考方式。因此，結構式遊戲治療是適用於內向性

問題兒童的一個處遇模式。另外，本個案除了進行 20單元結構式遊戲治療外，也進

行了 5次家長諮詢和 2次導師諮詢。因此，建議輔導人員在實施結構式遊戲治療的

介入時，也須適宜加入家長的諮詢與導師的諮詢，除了可收集個案在學校與家裡的

狀況，有助於個案的問題診斷外，也能協助家長與導師對個案內在與需求有更多的

理解，協助採取適性的教養態度與方法，共同合作協助個案。如本個案透過家長諮

詢，傾聽與同理案母敘說個案情緒問題與教養的壓力、回應案母教養的擔心與問題

外，也協助其了解個案的情緒與內在需求，進而教導母親處理孩子嚴重情緒的具體

方法，適度滿足個案內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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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he structured play therapy on 

children with internalizing problems by case study. The case was a 7-year-old girl 
Her T-scores of internalization scale in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 and “Teacher 
Report” were 67 and 78, both were above the marginal clinical range (T 63).
The case was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structured play therapy for 20 times (50 
minutes per time).The study adapted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it explor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eatment process and the observation of her mother and her tutor. In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 the case was given to the pre test- and post- test on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 and “Teacher’s Report” before and after the structured play 
therapy, By the comparison of the pre-test T-score and post-test T-score, itwas 
found that the intervention of structured play therapy can improve the internalizing 
problem and the way of thinking.

Keyword: structured play therapy, internalizing problem child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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