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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實務與研究皆肯定與兒童重要他人的合作是兒童輔導者很重要的工作內涵，

但家長諮詢卻也是兒童輔導工作者常見的困難之一。遊戲治療背景的研究者想藉

由結構化遊戲評估增進家長諮詢工作的效能，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究運用馬謝克

親子互動法（Marschak Interaction Method）於個別家長諮詢中對家長親職角色的
影響。研究對象是四位有親職困擾的國小學童母親。研究者在家長諮詢前後進行

親子互動錄影，做為家長諮詢中的討論素材，並針對影片進行質化共識分析，以

了解家長在諮詢前後的親職角色轉變；另外以半結構式深度訪談，以了解求詢者

在諮詢過程中對自我親職的改變經驗，並以主題分析法將訪談內容意義化。研究

結果顯示透過馬謝克親子互動法進行諮詢，求詢者在參與、結構、挑戰與撫育四

個向度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正向提升。求詢者改變歷程中的重要經驗有：遊戲體驗

活動中的自我察覺、求詢者的自我接納、求詢者自我效能提升、諮詢經驗外化於

家庭系統、諮詢者觀察後具體的回饋、諮詢關係中的相互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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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家長諮詢需求與困境

兒童是最有成長潛力、富有可塑性卻也常是最無法為自己發聲的一群，且兒童

行為受環境的影響極大，因而學者亦特別強調在處理學童問題時，必須以「系統 /生

態」的概念來思考兒童問題，也就是在處理學童問題時，同時也要處理與學童問題

相關的「學校─家庭─社區」脈絡環境（王麗斐，2009；Green & Keys, 2001）。亦

即結合兒童生活中主要成人成為治療夥伴，不僅能增進治療的療效，更能因系統的

改變而延伸治療效果於治療室外，因此與相關成人的治療性合作在兒童治療工作中

更形重要（Buysse & Wesley, 2005; Shapiro, Friedberg, & Bardenstein, 2006）。Kottman

（2003）強調父母的參與將使治療的改變更具系統性與持續性。並因重要成人的學

習成長，可使治療的改變在現實情境中具有類化及預防復發之療效。

美國於 1960年代末期起，即將諮詢視為是學校諮商員的主要角色（Dinkmeyer 

& Carlson, 1973）。但同時也因 Caplan（1970）最早是在學校場域中運用諮詢策

略，因而諮詢初始的合作對象主要是以教師為主，而當學校推展諮詢工作的過程

中，亦因實際需要而使得家長諮詢服務漸成為中小學諮商員很重要的工作（Brown, 

Pryzwansky, & Schulte, 2006; Campbell, 1993）。有關諮詢的重要與困境而在國內外相

關文獻也發現一共同點，即一般中小學教師及諮商員本身所知覺到以及所期望的，

傾向將諮商與諮詢工作同列為輔導人員的重要角色內涵之一（方惠生、戴嘉南，

2008；Gutkin & Curtis, 1982; Hall & Lin, 1994）。在以兒童為主要服務對象的遊戲治

療相關文獻中，也不斷提及邀請家長參與治療過程的重要性，同時探討治療師在過

程中應具有的角色（高淑貞、蔡群瑞，2009；鄭乃璇 2010；Harvey, 2008; Kottman, 

2003; Landreth, 2002; Leblanc & Ritchie, 2001; McGuire & McGuire, 2001; Van Fleet, 

2000）。

相較於國外，國內早期有關家長諮詢的相關文獻探討相當有限（何美雪，

2013），但在 2011年後各縣市成立輔導諮商中心、2012年起中小學校園開始設置

專任輔導教師後，相關論述文獻明顯增加。但主要多藉由透過輔導人員的實務經

驗，探究家長諮詢在學校輔導工作中的重要性與困境（王子欣，2013；周育而，

2016；許育光，2013；黃靖淳，2015；黃懷瑾，2015；黃傳永，2016），及編制相

關量表（張雅嵐，2017）。但探究可行的工作模式則相對較少，只有邱獻輝與鄔佩

麗（2004）探究諮詢團體的方案效果，何美雪（2013）探究遊戲治療歷程的家長

諮詢運作架構。此現象誠如王麗斐、杜淑芬與趙曉美（2008）和甄家明與林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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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在研究中皆看到不管是在校園或醫院臨床工作上家長諮詢的重要，但也指

出國內關於諮詢實務中缺乏系統化的建構與相關研究。綜合而言，對以兒童為助人

對象的相關諮商工作者而言，家長諮詢是其須具備之能力，但有關諮詢實證研究並

未受相對等的重視，據此，本研究中擬探究一較具體可行之家長諮詢策略。

隨著家長需求的增加和效益的被肯定，家長諮詢漸成為學校工作者的優先工作

項目（Brown et. al.,2006）。漸發展出不同理論取向的家長諮詢模式，並肯定對兒童

治療的重要性與有效性（Dougherty, 2005; Jarvis, Trevatt, & Trevatt, 2004; Joyce, 1990; 

Laura, 2005; Schottelkorb, Swan, & Ogawa, 2015）。

近年來遊戲治療在兒童諮商工作中的療效受到國內外研究的肯定，且可看到遊

戲治療在運用上，在兒童個別諮商外漸擴及至教師、親職相關成人的訓練上，且具

相當效益（何美雪、高淑貞、洪慧涓，2005；曾仁美、高淑貞，2005；Brown, 2000; 

Ginsberg, 2002；Garwood, 1999）。但卻未見到遊戲治療運用於在兒童相關成人諮詢

工作中的角色受到相同之重視，對以兒童為主要工作對象的遊戲治療師而言，如何

運用遊戲治療相關策略於家長諮詢工作上，發展較結構化的諮詢模式協助兒童生活

中的重要他人，此是身為遊戲治療師的研究者在本研究中欲探討之主軸。

而阿德勒遊戲治療學者 Kottman（2003）強調家長諮詢在療程中的重要，他認

為家長諮詢是遊戲治療師重要的功能，特別是其可維持個案正向的改變。Kottman

同時結合阿德勒理論中之優勢人格、家庭星座、社會興趣與生活型態等概念於家長

諮詢，而其強調運用阿德勒諮詢模式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此模式理論基礎上提

供了明確的四個步驟：建立關係、進行評估、設定目標與策略、追蹤與結案四個步

驟；其次是遊戲治療師在諮詢中可運用優勢人格理論降低家長抗拒與預防可能的問

題等。本研究中，研究者即以此有明確諮詢步驟之阿德勒理論做為家長諮詢模式，

探討在此諮詢架構下家長在諮詢中的改變歷程。但在阿德勒家長諮詢階段中的評估

涉及到兒童時，遊戲治療師如何能結合遊戲的評估方式幫助求詢者與兒童，是諮詢

者不可忽略的家長諮詢關鍵。因之，本研究旨在探究以遊戲評估之理論概念運用於

家長個別諮詢中之經驗，以此研究結果做為未來兒童諮商工作者建構家長諮詢策略

的基礎之一。

二、馬謝克互動法在家長諮詢中的運用

對兒童諮商工作者而言，遊戲評估是了解個案目前功能水準的重要工具

（Brooke, 2004），大多是運用在兒童諮商特定議題，如以互動性同儕量表（Penn 

Interactive Peer Play Scale） 評 定 兒 童 之 社 交 能 力（Fantuzzo & McWayne, 2002; 

McAloney & Stagnitti, 2009）；藉由教師評定了解社交能力、參與技巧和孩子在裝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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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的參與技巧有相關（Uren & Stagnitti, 2009）；透過遊戲單元的錄影帶評估以辨

識孩子的創傷經驗（Findling, Bratton, & Henson, 2006）；而兒童早期裝扮遊戲評估

（Child-Initiated Pretend Play Assessment ）則是以觀察兒童之裝扮遊戲以評估兒童之

社會能力（Swindells & Stagnitti, 2006）。另外，以家庭為評估對象的則有：以結構

性遊戲評估親子關係的馬謝克親子互動法（Marschak Interaction Method）；以家庭

系統理論發展的家庭系統測驗（Family System Test），主要在瞭解家庭動力。在本

研究中，求詢者是有親職困擾的家長，因而研究者選擇涵蓋家長與孩子為評估對象

的馬謝克互動法作為諮詢中的評估工具。

國外文獻有較多了解親子互動模式的評估工具，而馬謝克互動法（Marschak 

Interaction Method）是其中之一，其主要以遊戲觀察法評估兩個個體間的關係

（Booth & Jernberg, 2010）。馬謝克互動法是 1960年Marschak發展出來的一種評量

方法，原先名為控制互動表（Controlled Interaction Schedule；簡稱 CIS），Marschak

從依附理論強調父母和孩子彼此的情緒關係緊密，親子間的互動是依附關係品質的

關鍵因子。因此，Marschak針對每對親子設計一系列活動任務以做結構性的觀察，

是第一個運用觀察法在學前兒童的親子互動但隨著孩子年齡的增長，僅適用於學前

兒童的 CIS不足涵蓋親子互動的內涵，Jernberg因臨床目的而調整，將適用對象從學

齡前兒童擴及至 18歲與照顧者之關係，運用對象包括親生父母與孩子、養父母與孩

子、家庭工作者與孩子，並將之命名為馬謝克互動法（Lindaman, Booth, & Chambers, 

2000）。

馬謝克互動法主要以四架構做為親子互動的內涵，此四架構為：參與性

（engage）、結構性（structure）、挑戰性（challenge）、與撫育性（nurture）等四

向度。此四向度之內涵如下（Lindaman et al., 2000）。

1.參與性：是指在親子互動中評估父母與孩子互動時，能以孩子的發展程度與

情緒狀態鼓勵參與，父母提供興奮、驚奇、以及激勵態度以維持最高層次的

變化與參與；以及評估孩子高興地參與這些互動的情形。

2.結構性：指在親子互動中評估父母能負責、設限、提供安全、秩序、瞭解的

環境給孩子，以及評估孩子願意接受這些結構的情形。

3.挑戰性：挑戰性是指父母能刺激孩子的發展、設定適度發展上的期待、而且

能因孩子的成就而感到喜悅。

4.撫育性：撫育性是指父母能提供適合孩子發展與情境的需要，以及父母能辨

認孩子 的緊張與壓力並協助孩子處理的能力。

馬謝克互動法即在此架構下考量兒童發展與相關背景，設計此四向度之一系列

遊戲任務，是屬於較結構化之觀察評估。活動方式主要是將親子安排在同一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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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親方照著治療者設計之說明卡指示完成一系列任務。同時，活動觀察目的除了

評估父母效能外，同時藉由這四個向度評估孩子回應父母的能力和親子關係的親

密程度，是進行處遇計畫和了解如何增強親子關係的絕佳輔助工具（Bojanowski & 

Ammen, 2011）。其評估父母的效能與親子關係之向度如表 1。

表 1 
馬謝克互動法之評估向度

評估向度 對父母效能的評估 對兒童的評估

建構（structure） 能建構情境給予設限並提供清楚、

適合的指令

接受成人建構的情境 vs.堅持自己
想要的嘗試

參與（engage） 視孩子的狀態與反應促使孩子參與

互動中

和成人共同參與 vs.畏縮、逃避、
過度依賴

挑戰（challenge） 支持和鼓勵孩子努力去達成適切的

發展水準

適切面對的挑戰 vs.無助、過度依
附或表現競爭心、高度的自我要求

撫育（nurture） 回應孩子在注意、撫慰、照顧方面

的需求

接受成人給與的撫慰 vs.只重視自
己的舒服感

資料來源： 整理自 “Play diagnosis and assessment” by Weiner, Sandgrund & Schaefer, 2000, New 
York, NY: John Wiley & Sons.

Marschak（1960）初期即指出馬謝克互動法主要可運用於三方面：診斷和處

遇、教學、研究（引自 Eloff & Moen, 2003）。馬謝克互動法在實務上之運用，最具

里程碑意義的是 Jernberg在 1987於美國芝加哥成立治療性遊戲學會（The Theraplay 

Institute），學會目標主要在以馬謝克互動法為架構發展治療性遊戲提供父母與家庭

訓練服務等，將馬謝克互動法更有系統組織的運用於實務工作上（Booth & Jernberg, 

2010）。

而在相關研究的文獻上，藉由馬謝克互動法作為評估工具探究親子互動關係之

研究有：Marschak（1960）以正常兒童和特殊兒童為對象，以分析不同特質兒童的

親子互動；McKey與 Pickens（1996）則以 46對親子為對象探究互動與親職壓力間

的關係；Mckay、Pickens與 Stewart（1996）探究親職壓力、社經地位與親子關係

間的關係；Eloff與Moen（2003）運用馬謝克互動法分析在獄中生活之母子互動模

式；Martin、Snow 與 Sullivan（2008）探究學前兒童的親子關係模式；Siu 與 Yuen

（2010）探究中國家庭中親子關係與孩子社會行為間之關係。相對於近年國外漸以

馬謝克互動法做為親子研究工具而言，在國內則僅有洪慧涓（2004）以馬謝克互動

法探究干擾性行為兒童之母子互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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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馬謝克互動法漸被作為重要之研究工具的同時，如何使馬謝克互動法之評

估結果更具客觀化、標準化，近年亦成為研究者致力之目標。主要之相關研究有：

Mckay等人（1996）發展一標準化評分之五點量表以量化馬謝克互動法觀察之親子

關係，內在一致性信度為 .46- .70；Wilson（2001）以馬謝克互動法和 AAPI-2（Adult 

Adolescent Parenting Inventory-2）比較，發展標關聯效度的研究，以Mckay等人發展

的量表比較，發現兩者間有著明顯的正向關係（ .05水準）。

另外，亦有研究在探究 Jernberg 以馬謝克互動法發展之治療性遊戲

（Theraplay）對父母之訓練結果，此部分主要的研究有：Bojanowski 與 Ammen

（2011）對接受 8次治療遊戲訓練的 11對親子，以親子互動法評分系統進行前後測

證明訓練之有效性；Mahan（2001）以馬謝克互動法作為親子依附關係困難父母在

接受 Theraplay訓練前後測，父母行為困擾降低。由上述可知，馬謝克互動法是一遊

戲觀察法，在研究運用上較多被做為一親子評估的工具，且朝更客觀化發展；但另

一方面馬謝克互動法在實務上亦漸被運用於親職訓練。因此，在本研究中，馬謝克

互動法不僅是一研究工具，亦是重要之諮詢輔助工具，研究者將此結構性的馬謝克

互動法親子評估運用於國小輔導工作中的家長諮詢工作中，嘗試透過此親子活動的

設計，提供家長更深刻而具體的經驗，並協助諮詢者可透過觀察以提供家長諮詢服

務。

因之，研究者於本研究中欲試探性結合馬謝克親子互動法於家長諮詢模式中，

以進行親子評估做為回饋與評估諮詢效益。綜合上述，本研究目的在了解以馬謝克

互動法介入家長諮詢對提升家長親職角色功能的影響為何，具體研究問題在探討：

（一）以馬謝克親子互動評估介入家長諮詢對親子互動有何影響？

（二）參與諮詢過程中的親方主觀經驗與影響因子為何？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是採立意抽樣方式，透過中部兩縣市之學校諮商中心邀請有管教困

擾，但孩子目前未接受個別治療之國小學童父母參與，共有四位母親報名接受諮

詢，其相關背景資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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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求詢者基本資料

編號 求詢者 求詢者學歷 個案 主訴孩子之不適應行為

A 母 高中 小一男 輕微自閉症，會在教室外遊蕩

B 母 專科 小二男 亞斯柏格症，手足容易爭吵

C 母 大學 小一女 孩子學習動機低，父母管教無力感

D 母 高中 小六男 孩子容易與人起衝突，曾受家暴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諮詢架構

圖 1　諮詢架構

本研究參考阿德勒之諮詢架構，結合馬謝克互動法，每位研究對象進行每周一

次共六次的諮詢晤談，分為五個步驟（如圖 1）：建立關係、馬謝克互動法、設定目

標與策略、追蹤與結案。其中在進行評估和結案階段時以馬謝克互動法進行觀察評

估，而步驟三設定目標與策略和步驟四追蹤是諮詢過程中一循環過程不斷推進。如

此架構下，讓諮詢者於跨對象間的諮詢有較一致的介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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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Marschak活動設計

本研究中主要介入之諮詢策略與內容以馬謝克互動法為主要依據。研究者根據

Weiner等人（2000）所提出之向度與活動內容之建議，及參考由美國 Theraplay學

會所出版的MIM手冊（Jernberg, Booth, Kollar, & Allert, 1991），在第一次晤談中初

步了解親子日常活動，排除親子較排斥之活動內容，並考量孩子之年齡與發展水準

下，在諮詢前後設計之馬謝克親子互動法結構式遊戲活動內容如下：

表 3 
諮詢前後之馬謝克互動法活動一覽表

家長諮詢前 家長諮詢後

建構（structure） 請親方引導子方畫出和親方相同的

圖形

請親方引導子方畫出和親方相同的

圖形

參與（engage） 請親子一起玩撲克牌遊戲。 親子共同完成拼圖。

挑戰（challenge） 請親方參考謎語書出題給子方猜 請親方出數學題給子方完成

撫育（nurture） 親子相互餵食糖果 親子相互擦拭乳液

（三）Marschak互動觀察紀錄表

O’Connor 等人（2001）針對馬謝克互動法發展出親子互動法評分系統

（Marschak Interaction Method Rating System），依四個向度聚焦於兒童與親方的反

映與互動，而分別設計了 6-8個項目對其互動品質進行評分，每個項目採李克特五點

量表由 0-4計分。

（四）半結構式訪談大綱

六次諮詢晤談結束後，由訪談員與案母進行深度訪談並全程錄音，以了解求詢

者（母親）在諮詢過程中自我改變的主觀知覺經驗。訪談大綱的擬定主要是根據研

究者的研究目的，對相關文獻的閱讀，以及研究者個人的學習與接案經驗中的體會

整理而來。本研究擬定題綱如下：

1. 相較於您之前在其他單位機構接受的治療，此次諮詢有哪些不同之處？

2. 諮詢過程中，讓您感到最有幫助的部分是什麼？

3. 在諮詢中的親子遊戲與你平常和孩子相處的經驗有什麼不同？

4. 諮詢的過程中你注意到孩子有怎樣的改變？你認為改變的理由是什麼？

5. 你覺得自己在諮詢前、後的改變是什麼？而這些改變和你在晤談中想達到的

目標有無一致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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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諮詢過程中你覺得有哪些因素對你的改變是有影響力的？

7. 您可以想到哪些建議來幫助諮商師可以有更好的方式來協助其他的家長？

（五）研究人員

本研究相關研究人員主要有諮詢者、訪談者、協同分析者。諮詢者具心理師證

照之輔導諮商博士，遊戲治療接案十五年以上經驗，曾接受美國 Theraplay Institute 

有關馬謝克互動法訓練課程。

諮詢後之研究訪談者也是諮商博士，擔任學生諮商中心十年以上之督導。

本研究的資料分析主要由研究者與兩位協同分析者共同完成，兩位協同分析者

都具有諮商博士，第一位協同分析者有在大學教授遊戲治療、諮商實務課程，亦具

備質化研究經驗；第二位協同分析者具諮商心理師證照，在遊戲治療接案與督導實

務工作上，有十年以上之實務經驗。

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之資料整理與分析，主要有兩部分：

其一為在諮詢前後的馬謝克親子互動評估活動影片，依照四個不同向度進行討

論與進行共識分析；進行方式先以觀看影片後，分析者先個別完成Marschak互動

觀察紀錄表，再依據彼此觀察每對親子後理解的異同，以四個向度進行討論形成共

識。針對每對親子在MIM活動中的編碼方式是第一個字母為 B表示是諮詢前，字

母為 A表示是諮詢後之MIM活動；第二個字母大寫代表親方，小寫代表子方；第

三個字母代表四個向度活動中的次序，第四五六數字代表該活動中之對話順序。如

BA2004是指親方 A在諮詢前第二項參與活動中出現的第四次對話；Aa3005是指子

方 a在諮詢後第三項挑戰活動過程中出現的第五次對話。

半結構訪談內容錄音轉謄為逐字稿後，針對文本採開放編碼方式進行主題分

析。編碼方式：第一個字母代表親方，第二和第三的數字代表訪談段落，第四和第

五的數字代表。如 A0102是指家長 A在訪談第一段中敘述的第二個概念。

參、結果與討論

研究結果與討論分成兩部份，首先就馬謝克親子互動評估的共識分析結果描述

研究對象在家長諮詢前後於四個向度的轉變進行討論，其次就求詢者訪談內容分

析，以了解求詢者在諮詢歷程經驗與相關影響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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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親子互動在馬謝克互動評估向度的轉變

由諮詢前後所進行的馬謝克親子互動評估過程經過共識分析後，針對四位求詢

者的親子互動在四個主要的評估向度上，前後的親子互動有其相同與改變處，茲分

述如下： 

（一）個案 A─親子角色位移

相同處：不論是諮詢前或後的親子互動，親子間身體會自然接觸，子方在親方

前能很自然表達情緒，且對話會相互開玩笑，可見其關係親密度高。

（諮詢前撫育遊戲：相互餵食糖果）

唸完題目，親子即很開心，特別是子方大笑「哪裡有糖果？」（Ba4003）邊找

出糖果，親方打開後也興奮表示「像棉花耶！」（BA4006）「你昨天不是剛好說想

吃棉花糖？」（BA4010）親方提議兩人用猜拳定誰先餵食，兩人開心一起玩黑白配

猜拳，然後相互餵食並討論「贏的餵輸的喔！」（Ba4015），親密抱一起餵食，且

會閒聊互動「像夜市的那個！」（Ba4021）「我要小口一點」（Ba4025）「換你餵

我吃小口點」（BA4030）「好甜哩！」（BA436），連續相互餵食八次。

改變處：

1. 親子角色位移：諮詢前親子雙方互動有較多同儕角色，子方對親方要求容易

抗拒，甚至出現親子角色倒置，親方很難有效執行結構化的遊戲，但在諮詢

後的互動，親方則較能接納子方的意見的同時，並能有效執行結構化的遊戲。

2. 親職技巧提升：諮詢前親方使用較多設限卻無效，諮詢後則沒有使用設限，

但能運用策略有效的執行遊戲的結構化。

3. 親方會表達對子方的了解：親方在諮詢後較能給予子方同理與鼓勵，親子情

緒較能同步，並依孩子的發展程度漸次提供挑戰與子方。

（諮詢前結構遊戲：畫圖）

很明顯的是子方對親方的要求，一直出現抗拒行為，親方以和緩語氣要求

子方拿筆講了三次「你要拿筆畫阿！」（BA1012），子方有直接拒絕「不要」

（Ba1002），但更多是以不耐煩表情與沉默抗拒回應。親方想設限但無法有效結構

化「你要照我畫的啊！」（BA1016）「老師這裡有寫要照我畫喔！」（BA1020）

「不然我們來畫樹好嗎？」（BA1022）。親方會以在讚美、比較方式激勵子方聽從

指令「你畫得很漂亮！」（BA1025）「哇！ 你畫得比較圓。」（BA1032）。但子

方仍沒有完全照親方要求繪圖，過程中看到親方要努力結構化但明顯地無力。

（諮詢後結構遊戲：畫圖）

親方過程中謹慎的主導著，語氣和緩但反覆提醒子方要跟隨他，子方幾次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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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決定繪畫內容「我要畫房子了」（Aa1003），但親方提醒要跟著自己但同時採

納子方部分意見，如：「ㄟ 你要等我畫一下喔！」（AA1005）「好啦！你想畫房

子，那我們先畫船再畫房子喔？」（AA1008），子方可以較有耐性的等待親方完

成，有配合親方主題畫船，但在形式大小內容上仍會有些改變，親子間會得意地相

互比較「我的船比較大」（Aa1012）「我的雖然小，可是⋯⋯」（AA1013），親方

在互動中的結構化能力有提升，彼此互動氣氛是親密與愉快的。

（二）個案 B─引導鼓勵減緩無力

相同處：親子互動皆相當親密自然，肢體能很自然接觸；且顯然親方很重視子

方的認知與生活學習，會利用機會反覆叮嚀，面對簡單任務時，親方會給予引導與

鼓勵；但諮詢前後，親方在挑選給予孩子挑戰的任務上，都未能符合子方的能力發

展，皆出現孩子無法回答家長出題的場面，親方此時有明顯的挫折表情反應。

（諮詢前參與遊戲：玩撲克牌）

活動指令是親子一起玩撲克牌，但親方很自然地將動物撲克牌當成識字卡般的

與子方互動，每次抽一張牌要求子方看字讀出動物名稱，子方不知道則會教導要求

子方跟著覆述，反覆來回 18張卡片的問答。會適時引導或讚美子方「你會念喔？再

來呢？」（BB2036）「你認很多字嘛！」（BB2040），此識字程度對子方是屬於

容易的任務，子方配合度很高且回答得很認真，在親方主導下，親子間並沒有玩所

謂遊戲性的撲克牌遊戲，但親子互動很親密的靠近與碰觸，並會閒聊相關生活經驗

「牠會學說話那個呀？爸爸有帶我們去綠世界那裡喔。」（BB2022）「棕熊，牠手

手很可愛喔，很像我們的那個熊」（BB2026）。

改變處：

1. 增加對子方的鼓勵：面對子方在任務上有困難時，諮詢後的親方明顯增加的

是對子方的鼓勵與肯定，並會適時提供協助給孩子。

2. 親方結構化能力的增加：諮詢前親方在結構上有困難，面對子方自顧自的玩

耍行為，僅能抱怨、生氣和指責；諮詢後較能有效的執行結構化的能力，會

以反映、肯定的回應方式面對孩子的拒絕、猶豫。

3. 引導代替責罵：雖然諮詢前後皆出現孩子無法解決問題的場面，但在諮詢前

親方僅是無奈責罵孩子，在諮詢後則嘗試引導孩子達成目標。

（諮詢前挑戰遊戲：猜謎語）

親方一開始唸完題目，子方顯然未能專注聽仔細，沉默數秒，親方再唸一次題

目後，子方隨便給答案「猴子」（Bb3003）「香蕉」（Bb3004），親方解釋無效

後很無奈的說「金魚啦！」（BB310），且親方認真的想藉機幫助子方多一些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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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所以無視於子方的困難，又反覆出有難度題目 4題，過程中子方明顯的不耐

煩、躁動，甚至表示「我肚子痛」（Bb3032），親方則是忽略子方情緒而專注努力

出題，子方總是沉默或隨意給答案，最後親方很無奈與洩氣的結束此遊戲。

（諮詢後挑戰遊戲 ~數學題）

一聽到要算數學題，子方馬上怯怯的說「不要啦！」（Ab3003），希望親方

出較容易的題目「10＋ 10啦！」（Ab3005），親方則是認真地拿起紙筆出題，

且不是一般的計算題，而是文字題，子方看著題目沉默，表情不安顯然有困難答

題，親方認真地說明與引導「50元可以買什麼？」（AB3013）「20跟 50哪一個

多？」（AB3016）等，子方未專注無法回答，學校剛好下課鐘響，子方轉頭看著外

面，親方關注到子方狀態笑著說「你不要一聽到下課鐘聲響，你心就飛走了喔！」

（AB3022），過程中子方會不確認的抬頭看親方，確認親方給予的肯定表情或點頭

再繼續寫，最後子方在親方引導下算出答案，親子雙方彷彿都鬆口氣。

（三）個案 C─高結構下的暖化

相同處：相對於親方的嚴肅、高結構化，子方在參與、結構、撫育等活動都享

有相當的愉快感；親方對孩子有較多在認知發展上的期待，故遊戲過程仍有時具有

指導性。

（諮詢前參與遊戲：撲克牌）

親子間沒有玩撲克牌遊戲經驗，一開始親方詢問子方會玩什麼，子方興致很高

的說「我要跟你玩大老二」（Bc2002），並開心的向親方說明大老二與心臟病遊

戲規則，但親方很快的取回掌控權，如親方在子方發牌時會說「不要這麼多張好不

好？你全部分完很多張耶！」（BC2014）玩遊戲過程會表示「9，10，就這樣子喔？

你不能這樣子呀，你要 2，趕快放下去呀，你這樣算投機的動作。」（BC2016）

「你看，你如果投機你就會輸了呀！」（BC2027），對照子方的愉悅與關注親方表

情，親方顯得相當嚴肅與權威感，眼神幾乎都在撲克牌上忽略子方狀態。

（諮詢後的參與遊戲 ~拼圖）

親方先拿著拼圖的圖片與子方互動，得意且微笑看著並告訴子方「這是我新發

明的遊戲」（AC2002）「我一次發 10張圖卡，看你能不能記得」（AC2005）發完

開始先一一詢問「有無兔子？」（AC2007）「有無公雞？」（AC2008），子方也配

合回答有或沒有，親子在問答間互動顯得愉快，親方並告知子方可以輪流出題，第

二回合親方把圖卡交給子方出題，子方顯然很喜歡可以出題考親方的感覺，而親方

也很公平且配合的讓子方擔任出題者，此互動中關注子方眼神有 5次。

改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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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親方態度較為愉悅並關注子方：相較於諮詢前的嚴肅，親方最大的不同在於

神情的輕鬆，笑容的增加，與注視孩子眼神頻率的提高。

2. 親方少批評，子方少躁動：諮詢後親方對孩子雖仍有指導性但少批評與責備，

而能以具體方法引導孩子；子方亦因親方的轉變，而在挑戰單元有較多的投

入與專注，能聆聽母親的指導而未出現之前的躁動、無奈與不耐煩。

3. 子方表達的意見較能被親方聽見：諮詢前後親方在結構化部分皆相當一致有

效，但相較於子方在諮詢前對挑戰單元的無奈配合，諮詢後的子方較能表達

出與親方不同的想法，親方也較能關注與回應困難。

（諮詢前挑戰遊戲：猜謎語）

親方總是認真的努力看著本子找題目念題，幾乎未正視孩子的唸讀「像一雙

手，十個手指頭，看看光是平，摸一摸沒有骨頭，猜一種用品」（BC3005），子方

答不出來時，親方明顯地透露出訝異不耐煩，就再念一次題目，或是「聽得懂我在

講什麼嗎？你國語聽不懂喔？我說台語好了」（BC3008），即使子方表示「你出簡

單的好不好 ?我根本就聽不懂。」（Bc3009），親方完全忽略子方的情緒，與子方

在挫折下逐漸表露出來的無奈，無法結束遊戲下甚至趴在桌子上，親方仍是很認真

的繼續出了 6題，子方在無奈下一直配合隨意猜測答案。

（諮詢後挑戰遊戲：出數學題）

子方一開始就用較膽怯語氣表示「數學喔！這我不會」（Ac3002），親方未正

面回答但先看著子方問「你想要我出幾題？」（AC3003）子方先表示出五題，後

又說六題，最後就說隨便好了（子方似乎是藉此想要與親方有更久的遊戲時間）。

案母很認真地寫題目時，子方趴近親方旁邊看著，親方寫完交給子方「好了，你先

做這這些，第 5題我再想想」（AC3005），子方很認真也很快算出一題「耶！我贏

了！」（Ac3007），做到第 3題時，子方表示「這個我不會呀！」（Ac3013），親

方給予引導「媽媽有有 44元，小華⋯⋯」（AC3014）子方因此最後可以自己算出 5

題，很開心在自己的紙上畫 100，親方則邊笑邊以質疑語氣表示「這樣是 100嗎 ? 好

啦！進行下一個（活動）」（AC3036），親方仍是較高控制，但彼此間顯然較輕鬆

有較多眼神與肢體的互動。

（四）個案 D─有覺察低改變

相同處：雖然諮詢後出現頻率較低，但親子角色都有倒置情形出現，子方在關

係中常出現明顯的控制、主導甚至是指責；另外，親方對孩子之發展並不熟悉，在

兩次的任務選擇上都過於簡單，孩子更形得意的批評與指導親方。

（諮詢前參與遊戲：撲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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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參與都很認真，而子方對撲克牌遊戲相當有興趣，遊戲開始，子方即

自行決定玩大老二，且決定遊戲規則「先說喔，鬼牌可以當任何一支牌喔！」

（Bd2003），討論規則過程，親方雖然表達對規則質疑「沒有阿。這樣不對呀，

裡面本來就有固定的」（BD2005）「嗯⋯⋯可是我覺得這樣不好，這樣子我不會

玩」（BD2007），但在反覆討論規則過程，相較於親方的不確定口語，子方態度

是堅決且對直接表達不耐煩與指責「吼優，不會啦不會啦，我玩，玩一次你就會」

（Bd2011）「真的（不會）？笨！一句話。來」（Bd2015），在展開大老二遊戲

後，整個過程仍持續因為規則輸贏，反覆出現如此爭辯與挑戰的親子互動。

（諮詢後參與遊戲：拼圖）

子方很認真專注於要完成拼圖，但只想要獨立完成，沒有要讓親方參與「不

用」（Ad2002），親方嘗試與子方溝通「可是老師說我們要一起完成的！」

（AD2002），子方沉默不理會將拼圖至於自己胸前，親方不再爭辯且靠近子方，親

子肢體顯然較之前靠近，親方情緒溫和且持續在旁陪伴，偶爾幫忙撿拾拼圖片並給

予肯定的回應「你好快喔！」（AD2006）或閒聊一下「你以前也有玩過一個拼圖，

記得嗎？」（AD2008），待子方很得意的完成拼圖後，親方再次給予肯定「你很厲

害耶！」（AD2018）。

改變處：

1. 親方試圖取回控制權：諮詢前親子角色倒置，子方掌權並任意指責親方，親

方對子方之設限完全無效；諮詢後親方試圖取回也有部分的結構化能力，孩

子偶爾會勉強配合，但親方仍無法貫徹有時向孩子妥協。

2. 親子互動親密度提高：諮詢前子方的愉快情緒程度明顯高於親方，而親方面

對孩子的控制有較多是無奈或平靜的反應；諮詢後親子身體距離較靠近，親

子間有較多的樂趣，子方對親方之要求偶有不滿的情緒。

3. 親方對子方有較多情感的關注：在諮詢後親方對孩子的情緒有較多的關注與

回應，親子較能靠近與對話。

（諮詢前結構遊戲：畫圖）

子方不願意照著親方的圖繪畫，親方反覆嘗試跟子方溝通「那不然你就照我的

指令畫囉？」（BD1003）「不是呀！我又沒有要你畫多漂亮啊」（BD1006）「我覺

得上顏色會比較漂亮呀？」（BD1009），甚至再次借老師之名要求子方「可是老師

說你要照媽媽的指令做！」（BD1013），過程中，子方雙腳不斷擺放於另一張椅子

上下來回，親方嘗試制止，但子方 依然故我的搖晃，親方完全是無效溝通與無力的

要求，子方則依照自己想法隨意畫，不接受親方欲執行的任何結構化情境。

（諮詢後前結構遊戲：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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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方一開始要求子方配合畫圖「你要跟著我畫喔？」（AD1001），子方仍然是

明確拒絕，但親方再度要求「不然你畫我就好了」（AD1004），子方有些生氣也敷

衍地配合畫一下，親方會表達「還沒畫好，再畫」（AD1007），子方無奈的隨意畫

一下，但過程中親子身體是靠近且有些樂趣的互動，如親方表示「你把我畫成這樣

像巫婆！」（AD1011），子方聽完很開心的再畫上幾筆。

由上述四位參與親子在諮詢前後的馬謝克親子互動評估中的行為變化，可以觀

察到四對親子的互動都有著正向的提升。較明顯的是彼此都較能投入互動，親方較

能運用策略引導孩子進行結構化遊戲，親子情緒較能同步與關注，親方較會回應子

方的情緒回應。此親子互動的調整也呼應了 Bojanowski 和 Ammen（2011）研究對運

用馬謝克互動法有效提升親子關係的研究結果。

另外，在諮詢前的 A與 D都出現親子角色倒置，但顯然相較於求詢者 D而言，

求詢者 A較能取回親職角色中結構化的功能；但個案 D的親方與子方角色倒置較難

調整，於諮詢前後皆可看到子方對親方的批評與指導，只是諮詢後頻率有較減少與

弱化，此部分考量可能原因有二：其一是比較其在諮詢前的親子互動差異，顯然求

詢者 A的親子關係是親密，D的親子關係較疏離，在親子有較親密與信任關係下，

親方的調整是較能彼此接受。其二或與求詢者 D在家暴過程中，親方有受暴婦女特

性之自尊低落並出現自責（陳惠英、鄭媛玲，2012），有其需協助之個人議題未處

理，較難僅藉由親職諮詢改變其個人親職角色。

二、求詢者參與家長諮詢過程主觀經驗之內涵

（一）求詢者在馬謝克互動法活動經驗中對親子互動的覺察

1. 感受到親子獨處之特殊性與重要性：求詢者平日少有全心全意陪伴孩子遊戲

的經驗，因而在馬謝克互動遊戲過程中，求詢者 A、B和 D感受到孩子喜歡

其專心陪伴的喜悅，孩子的干擾性行為減少，對親子獨處之特殊性與其意義

有著相當正向的解讀（A0802、B0901、D1001）。如：「我覺得單獨相處的

時候，××應該是喜歡的，那個時候，我們比較不會有什麼爭吵，我當然可

以感覺到孩子在這樣的環境下是比較快樂。」（D1001）

2. 在親子互動中親職角色的調整：求詢者 A從第二次經驗發現自己第一次太隱

忍而順從孩子，而調整策略取回部分控制權（A1301、A1704）；B認為自己

較能體會孩子學習困難而少生氣（B0605）；C則自覺較會關注子方的非語言

行為（C2501）。如：「第二次我就會跟他說，那你不想玩就不要玩，我就自

己玩，不跟你玩了！這樣子我也不想要跟你玩了，然後他就會說拜託啦！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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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玩啦！我就會想第一次，我太忍了，然後他想要怎麼要求我都順著她。」

（B1704）；「第一個就是注意到當她不耐煩的時候就會東摸西摸，其實就是

其實他已經不想再做這件事情了。」（C2401）

3. 親職技巧與策略的提升：求詢者 B自覺在第二次過程擁有較多之親職策略

（B1701、B1201）；或更能關注到孩子的非語言行為（C2501）求詢者 A在

第二次過程中感到自我效能的提升；「我覺得我帶他們變聰明了耶！⋯以前

要求什麼不是讓他予取予求，就是只能說這不可以呀，那個不可以呀！現

在就比較會用方法，就是會跟他談條件，就比較會跟他溝通。」（A1501、

A1503）

4. 透過與諮詢者共同觀看親子互動影片的覺察：在共同觀看影片與回饋討論過

程，能增進求詢者對孩子的觀察與理解，如：感受到孩子在單獨的親子遊戲

過程中的喜悅（B1001）；以往過度的聽從孩子（A1502）覺察以往容易陷入

與孩子對立場面（A1503）

（二）親職角色中的自我效能提升

1. 釐清諮詢前在管教策略之迷思：

 求詢者透過諮詢歷程覺察自己在管教策略上的迷思或困難：在設限、堅

持、鼓勵等管教技巧上的不足所衍生之管教困難（B1801、B0504、B1102、

D1802）；自己因情緒而無法理性溝通（D1604）；管教態度受親友影響

（C0902、C1001）；婚姻的衝突或困難對親職角色的負面影響（C1002、

D0701、D2201）；警覺到以往管教中的體罰、嘲笑對親子關係的威脅，並是

孩子模仿的對象而改變（B1202、B1703）。

「我有發現我們兩個夫妻關係是有影響到孩子，有點像踢皮球效應，孩子

問我的時候，我會叫他去問爸爸，去問爸爸時，他又會叫他們來問我，彼

此就這樣丟來丟去。」（D1904）

2. 對親職角色認知的調整：

 求詢者透過諮詢在親職角色認知上的調整：在改變管教策略後觀察到孩子的

改變，更感受到家長對孩子的影響（C0703）；同理孩子後調整對孩子的期待

（C2102、B0604）；覺得孩子與他人的差異 無法比較（B1402）；覺得全家

能共同的休閒更好（A1002）；覺察問題焦點在自己（D2301）；自己的求完

美特質對親職的影響（A1901）；覺察到處罰對親子關係的影響（B1702）；



馬謝克親子互動法在家長諮詢運用之影響探究　87

規劃孩子去安親班的矛盾（B0603）；感受到管教有方法就容易多（A1801）；

感受到孩子情感上對成人的期待（C2501）；在生活中的落實，儘量與孩子獨

處，但有時間上的困難（D1301）

「因為你在中間你的方法的改變  鼓勵過程之類的時候呢  那你就會慢慢的

慢慢的你的對他的要求也會有點小小的變化  原則上也不是要求他到要什麼

程度這樣。」（C2102）「其實以前在教的時候，我都會擔心太兇或者太嚴，

他們會跟我有距離，現在知道怎麼帶他們。」（A1602）

「和老師談，會讓我比較區分的出來，原來我也可以用比較慢、比較關心

他們而不是指責的方式和孩子相處。」（D1703）

3. 親職管教策略的調整：

 具體管教策略：誘發興趣的方法、鼓勵的方式（過程勝於結果）、親子共同

參與，擬定明確的行為目標（C2001、C2701）；學習到適時讓孩子解決手足

衝突（A2002）；能以較慢較關心少指責的方式和孩子相處（B1702）；為孩

子安排學習課外更多元的休閒活動（B0701）；學習到鼓勵的技巧（C2002）；

以較幽默方式協助孩子自己發現錯誤（C2205）；與孩子共同討論考試的目標

（C2703）；調整與孩子的互動（C2502）；願意提供孩子較多元的活動經驗

（B0701）；較能接納同理孩子的自我中心特質（B0403、B0501）；注意並

了解孩子的非語言溝通（C2401）；管教策略較能採具體溝通（A1502）；會

與孩子溝通不再是予取予求（A1503）；處罰頻率降低（B1602）；學習到慢

下來想方法 與孩子講道理和堅持（A1203、A1802、B1201）

「幫助其實很大，因為至少在一些在引導他產生興趣的部份用了一些方法，

或 者說譬如老師講的怎樣誘發他的興趣，或者是給他鼓勵過程，其實這是

我之 前沒想過的。」（C2001）

「我現在就比較慢，比較不會生氣。現在比較會想方法，好像是多一些空

間可以比較冷靜的看我的小孩。」（A1203）

（三）察覺子方的改變

孩子的主動性增加（C2201）；諮詢過程孩子的行為有反覆的情形（C2301）；

認為孩子感受到不一樣的媽媽 少了指責與嘮叨（A1401）；孩子與爸爸的互動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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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與以前一直找媽媽不同（A2201）；孩子較會找爸爸或自己處理（A2203）。

「因為他以前不喜歡像跟人家用猜拳的，他想說反正我先決定的，我是老

大，你們都要聽我的。他不會用猜拳或講規則什麼的，他現在就比較好。」

（A0902）

「孩子也會開始覺得說媽媽有在關心我吧！⋯他也比較不會對我那麼反彈

吧！」（D1402）

（四）親職壓力的調適

因態度調整而降低自我的負面情緒（A1602）；放慢腳步較不會生氣而能冷靜生

氣的處理孩子的堅持（D1202）；情緒控制度提高減少負面情緒（A1202、C1602）

由緊張到放鬆（A1602）；管教壓力降低（D1902）；親職態度的覺察（B1901）；

較會想方法降低負面情緒（D1202）；因管教策略增加而降低生氣頻率（A1201）

「以前比較在乎他們缺少什麼，也擔心自己教得好不好，以前比較緊張，

現在可以比較放鬆一些。」（A1602）「我以前對待他們，個性比較急，要

求高了一點，以前我並沒有發覺。」（B1901）

（五）諮詢經驗外化在家庭系統中

1. 與父方溝通諮詢內容而凝聚夫妻共識

 夫妻共同領悟到處罰對行為改變的消極（B1602）；父母心態的改變、先生

對諮詢經驗的關心（C0701）；和先生溝通以減少打孩子，父親隨之調整管

教（B1801）；與先生談論給予孩子的關愛（C2503）；肯定先生在親職角色

上的投入（B1901）；因婚姻關係，諮詢對其家人關係改變不大（D2101）；

父親還有跟別人分享諮詢中的學習（C3703）；父親因母親的分享學習而調整

（C1401）；父親參與親職時間增加（C3701、C3704）；夫妻雙方都有感受

到孩子喜歡父母的陪伴（C3702）

「ㄟ他發現⋯⋯他覺得孩子好像真的有點改變，所以他慢慢就覺得說ㄟ，

應該是家長的方法的關係也會影響到小孩。」（B0703）

「他自己有慢慢做調整，他有調整到父母是需要參與的，不再像以前，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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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就是放任小孩。」（C3802）

2. 將學到之成功經驗外化到家庭次系統上的成功經驗

 覺察自己的親子溝通原則外化到夫妻溝通有正向感受（A1503）；孩子回饋其

夫妻由吵架到可溝通（A2202）；類化所學到手足的運用，思考為另一手足安

排特殊之親子互動時間（A1502）

「我覺得最棒的是連對爸爸，用這種方式也很有效，就是變成說溝通上比

較不會吵架，其實對爸爸和對他們的方法都一樣，只是說話的語氣不同，

其實不論是夫妻或者是親子，用這個方法都是有效的。」（A1503）

 不斷被提醒，但難以面對婚姻問題（D2102）；覺察到婚姻關係對親子關係

的影響（D1901、D2001、D2101）；媽媽的放手使孩子與父親的互動增加

（A2102）； 希望爸爸加入但覺得有困難（C1003）；先生雖未參加但有配合

（C3601）；夫妻難以溝通被提醒婚姻諮商（D2001、D2002）；

「跟爸爸的互動變得比較多，找爸爸的機會也變得比較多，變成不一定每

一件事情都需要媽媽來處理。」（A2102） 

（六）對諮詢方案之回饋與建議

期待另一親方加入晤談（D2302、C0801）；肯定晤談有幫助卻仍有實踐的

困難（D1701）；肯定晤談中的幫助，次數的增加（花較多時間討論婚姻議題）

（D2301）；希望有更多人受惠接受諮詢（A2302、A2401）；能有更多的諮詢時間

可充分討論（B0801、C4002）；配合學期段落的安排（C4101）

「其實我覺得我很希望他能夠來  甚至來一兩次有無所謂  可是他就是不願

意。」（C3501）

「前面次數密集後面次數可間隔 2-3 週，我是覺得有時候是嗯剛開始的時候

也許可以密集，到後來因為剛開始你會急著想知道方法內容，也許前三次

可 以一週一次，到後來可以兩週一次， 如果時間充裕的話兩週一次或三週

一次這樣。」（C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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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之諮詢是以馬謝克互動法作為在諮詢前後評估，並據此形成家長諮

詢方向與目標。由上述求詢者訪談資料分析來看，求詢者藉由此諮詢歷程對自身親

子互動有較深刻體會與感受，也因親方的自覺與調整提升自我效能，並因而感受到

子方的改變，甚至啟動家庭互動的改變。此結果與Mahan（2001）和 Bojanowski和 

Ammen（2011）以馬謝克互動法評估後以治療性遊戲訓練家長有效協助家長知能

相同。另外，可觀察到影響求詢家長調整的重要因素之一，顯然是在親子遊戲的自

身體驗，與在諮詢中與諮詢者觀看自身之親子遊戲影片的回饋討論最能提升其覺察

力，就如 Broughtan（2014）和 Fukkink 和 Tavecchio（2010）提及影片回饋的介入是

很能提高照顧者的反思能力與對孩子需求的敏感度。

如此藉由評估進行短期之家長諮詢，不同於親職團體是以既定之課程協助父母

提升效能，而是結合評估針對家長在親職角色上的諮詢，似更能深入協助家長覺察

自我親子互動的調整。

肆、結論與建議

綜合研究中所蒐集的「親子互動歷程的轉變」、「半結構式訪談」的研究結果

及諮詢者手札資料分析，有如下之發現與討論，並據此提出建議：

一、結論

（一）諮詢者運用馬謝克親子互動法進行評估，能協助親方調整親職

角色與效能

由研究結果看到，以馬謝克親子互動法介入家長諮詢模式，透過親子遊戲過程

中的深刻感受與諮詢者給予親方具體回饋與討論，對於提昇親職知能、調整親職策

略與增進親子互動關係有正面效益，親方並能類化於生活中看到子方的改變。

（二）諮詢中透過親子互動影片的觀察與自我對話，求詢者更能覺察

自己與理解子方

透過親子遊戲體驗與諮詢中對影片觀察，求詢者有機會自我對話，因而更能深

刻覺察到親子互動中的困難或需調整處，同時也因而對子方的需求有更多的理解，

而能在諮詢中聚焦獲得協助。

（三）短期家長諮詢的成效差異似與原本之親子議題有其關聯性

從不同個案在諮詢前後的親子互動差異比較來看，親子互動在不同向度上的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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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有其差異性的存在，在諮詢前即已有建立親密的親子關係，是諮詢過程中的有利

基礎，較能順利協助親方在管教知能上的調整，親子關係因未解決議題而有困難

者，諮詢的效益亦有其限制。

（四）運用馬謝克親子互動法做為阿德勒諮詢中的評估，協助諮詢者

更具體理解問題與擬定諮詢目標，協助家長的洞察與領悟

MIM的活動體驗豐富了整個的諮詢過程與內容，提供諮商員討論的具體線索。

對諮詢者而言可更具體、深入評估兒童所處之生態系統，確認問題、研擬策略時更

能掌握要旨。

（五）單一家長諮詢之效益可以擴及家庭系統

雖然是單一家長接受諮詢，但透過家庭內的對話，卻可將效益影響家庭中其他

重要他人，並將管教知能的影響擴及至家中其他手足的親職經驗。

二、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是研究者從實務經驗與需求出發，嘗試結合馬謝克親子評估介入家長諮

詢實務中的運用，是一初探性研究，樣本也是採立意取樣的質性研究。因此對於兒

童問題、親職困難類型或諮詢者的差異等，不同變項對此諮詢的影響，無法進行更

深入之探究。

根據研究發現與結論，研究者提出下列建議，以供兒童諮商相關工作者與研究

者參考：

（一）近來有更多遊戲評估策略在發展，在兒童輔導與諮商工作中，結合遊戲

評估運用於家長或教師諮詢工作是一值得努力耕耘的方向。對求詢的親

師而言，似乎更輕易傳達兒童相關訊息給諮商員，使專業人員更能落實

親師諮詢工作，並將諮詢效益擴及家庭系統。

（二）諮詢者的專業能力是諮詢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之ㄧ，目前國中小輔導專

業化人力已設置，未來培訓兒少諮商相關專業人員院的校或機構，更應

看重相關諮詢能力的訓練。

（三）結構化親子互動評估之運用應可擴及法院或社福領域等實務工作，有關

親子監護爭議或出養評估等爭議過程中，兒少難為自己發聲，但在法院

或社福體系具有維護與裁定兒少安置之責任下，親子互動評估或是可運

用之策略。

（四）諮詢的型態有不同理論、形式、對象的差別，本研究僅以四位家長進行

諮詢進行初探，後續研究可就不同理論、形式、對象、團體等進行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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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實證性研究以累積更豐富的研究資料對諮詢專業化的推展將有更大

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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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MIM觀察紀錄表 代號：

單元 向度 觀察描述

參與 1.父母參與孩子的程度

2.孩子對母親參與的回應程度

3.母親的同理

4.父母與孩子在肢體上和情緒上同步程度

5.母親能以符合孩子的程度激勵孩子

6.兩個互動的樂趣程度

結構 由誰掌控

母親和孩子分別扮演的角色類型

父母執行結構化的一致性與有效程度

孩子有多接受父母的結構

挑戰 父母能選擇適合孩子發展程度的任務

孩子對任務的回應

孩子能關注與專注的程度

孩子處理挫折的程度

母親以何種方式協助孩子面對挫折

撫育 母親提供撫育性接觸、肢體接觸和照顧的程度

孩子接受母親撫育性接觸、肢體接觸和照顧的程度

3.母親會要求孩子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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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Marschak Interaction 
Method（MIM）in Parenting 

Consultation 
Mei-Hsueh Ho1* and Hui-Sheng Fang2

1 Tong Psychotherapy Center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2 Changhua Student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Center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parenting role in individual 

consultation by utilizing Marschak Interaction Method（MIM）. The participants 
included 4 mothers of elementary-school-child bothered by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The before and after MIM consultation is filmed and become the 
contents for discussion and carried out qualitative consensus analysis regarding 
the film to underst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arental role before and after 
the consultation.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er use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to understand the participants’ experience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parental 
role during the consultancy, generalizing the pattern of consultation with 
content analysis. The research outcome suggests that by MIM, the participants’ 
engagement, structure, challenge, and nurture of level all went up by various 
degrees. Through the transforming process, the significant experiences included 
self-awareness during the gaming experiencing activities, the consultees’ self-
acceptance, the improvement of self-performance, expanding the experience of 
consultation to the family system, the specific feedback of the consultant, and the 
mutual trust in the consultative relationship.

Keywrds: Marschak Interaction Method, parent consultation, play assessment

1 Mei-Hsueh Ho：counseling psychologist, Tong Psychotherapy Cen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