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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會員與熱愛遊療的朋友們大家好：

2021年很快地即將到尾聲了，回首這一年，雖然受到COVID-19疫情籠罩，
但大家卻仍然堅守在工作的崗位上，為著學術、工作和生活盡力付出。台灣遊
戲治療學會這一年，也在理監事們的支持與協助下，在穩定中持續發展。除了
辦理遊戲治療專業人員和遊戲治療督導的認證外，也陸續出版台灣遊戲治療學
報和會刊，期望能為台灣遊戲治療建立人才庫和專業資源，讓更廣大的社群民
眾連結運用。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本年度教育訓練組所規劃一列的繼續教育課
程，因為受到疫情的影響，而被迫停辦，讓很多喜愛遊戲治療的好朋友們，少
了一些互相切磋勉勵、專業學習成長的機會，真的非常可惜。

所幸，十月份後疫情漸趨和緩，學會克服一切困難，首次採取視訊課程方
式，今年遊戲治療學會的年會和學術研討會終於能如期舉辦，讓所有愛好遊戲
治療的好朋友們，得以齊聚一堂，有機會共同關切彼此的近況，以及在遊療領
域上繼續充電學習。

今年的學術研討會以「遊戲治療和創傷療育」為主題，很榮幸邀請到Ms. 
Clair Mellenthin為大會進行一場專題演講，以及帶領「依附中心遊戲治療實
務」、「創傷個案之家庭應用」會前與會後工作坊，這三場的專業課程皆同步
可獲得美國遊戲治療專業的認證時數。此外，年會當天也安排三場主題式的迷
你工作坊，每場專業課程幾乎都報名額滿，可見大家對於遊戲治療專業學習的
需求和動機強烈。除了專業課程外，學會也持續辦理遊戲治療績優單位和創意
媒材的選拔活動，期望能讓用心推廣遊戲治療的單位和人才繼續扎根和茁壯。

2021年是充滿挑戰的一年，但我們相信憑藉著大家對遊戲治療的熱情和喜
愛，台灣遊戲治療學會將繼續成長茁壯，也期望喜好遊戲治療的朋友們，繼續
給予學會支持，踴躍參與學會所辦理的各項活動，並積極申請遊戲治療的專業
認證，為遊戲治療的本土化和專業化盡一份心力。

接任學會這兩年來，衷心感謝各位會員朋友長期以來對學會的支持，也謝
謝第八屆理監事老師們的協助，更感謝秘書長毅樺、以及絮雯和雅茜兩位秘書
的辛勞和付出。未來學會還需大家一起支持和投入，讓學會繼續發展，成為一
個更具專業和本土特色的專業學會，讓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理事長 謹識

2021/11/14

理 事 長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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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召開本會各項會議

本會接任迄今共召開九次理監事會議，會議中除討論本學會重要議案及會務推
動相關事宜，並進一步擬定學會之發展方向。

二、出版學報

本會所出版之台灣遊戲治療學報，自第九期起改以電子版發行(不印紙本)，並
可於華藝線上圖書館查詢、下載。第十期學報目前投稿方式亦為線上投稿，也
歡迎本會會員踴躍投稿，繼續支持。

三、專業認證

1. 截至目前為止，本會通過認證之遊戲治療專業人員如下：遊戲治療督導共
計17位，遊戲治療師共計11位，遊戲治療輔導員1位。

2. 111年第一季申請為111年3月7日至5月7日，審查期為5月9日至6月5日，
第二季申請為111年6月20日至8月21日，審查期為111年8月22日至9月
11日，歡迎會員依時提出遊戲治療督導及遊戲治療專業人員認證申請。

3. 為能與國際接軌，本會將APT 及 CAPT 認證之督導列入本會核可單位及對
象，並將持續進行簡化相關審核程序。

四、更新與維護學會網站內容

1. 目前學會網站將「申請專業認證」線上化，於網站上可見認證專屬頁面，
公告認證辦法、申請流程以及申請表。

2. 會員可於「會員專區」觀看課程記錄及上課狀況，並能查詢該課程對應之
分類認證時數，以利會員申請專業認證。

3. 本會已將將網站改成響應式網頁，方便手機版瀏覽。

五、會員人數

截至目前為止，學會總共有105位有效會員，其中專業會員36人，一般會員
30人，學生會員39人。加入會員可享有研習工作坊報名費優惠、參與年會免
費且可獲得會員禮一份。懇請各位會員鼓勵對遊戲治療有興趣的朋友們加入台
灣遊戲治療學會。

秘 書 處 報 告

本屆台灣遊戲治療學會朝幾個方向努力，利用會刊與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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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灣遊戲治療學會課程一覽表

日期 主題 講師 地點

7/3~7/5
【遊戲治療入門】

初階認證課程南區工作坊
曾仁美博士 高雄市民族國中

8/1
【遊戲治療入門】

初階認證課程南區工作坊
──督導課程

曾仁美博士 高雄市民族國中

7/24~7/26
【遊戲治療入門】

初階認證課程中區工作坊
何美雪博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8/29
【遊戲治療入門】

初階認證課程中區工作坊
──督導課程

何美雪博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8/22~8/23 沙盤在遊戲治療中的運用 蔡美香博士 國立臺南大學

9/12~9/13 客體關係取向遊戲治療 林淑君博士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0/17~10/18
兒童遊戲評估與個案概念化：

多元媒材應用
許育光博士

國立清華大學
南大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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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遊戲治療學會109年度繼續教育訓練
【遊戲治療入門】初階認證課程南區工作坊

講師：曾仁美博士

參加對象
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大學教授、
認知老師、一般教師、輔導教師、學生、
科技業

活動時間

109年7月3日(五
)
109年7月4日(六
)
109年7月5日(五
)
109年8月1日(六
)

參加人數

三日工作坊：
17位學員、5位志工、1位秘書
一日督導課程：
8位學員、4位志工、1位秘書

活動地點
高雄市民族國中

4樓視聽教室

課程介紹

此遊戲治療初階工作坊屬於本學會遊戲治療師認證課程之初階課程，由
曾仁美博士以兒童中心遊戲治療理論與技巧為基礎架構，搭配技巧示範、
演練和實務說明，奠基與會者對遊戲治療的理解，協助與會者實際演練
遊戲治療技巧，培養並提升與會者遊戲治療實際應用之能力。同時能於
工作坊結束後，更進一步透過遊戲治療團體督導模式，協助目前已有接
案且願意接受遊戲治療督導者進行實務督導，藉由團體督導者（曾仁美
博士）的引導及示範，增進遊戲治療入門者能夠更深入掌握遊戲治療之
理論、技術及應用，獲得遊戲治療專業技巧與知能方面的成長。

三日工作坊團體大合照 團體督導大合照

學諮中心主任、曾仁美講師、劉人豪理事合照講師示範個案演練 學員分享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109年度繼續教育訓練
【遊戲治療入門】初階認證課程中區工作坊

講師：何美雪博士

參加對象

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語言治療師、
認知老師、一般教師、輔導教師、社工
師、
早療老師、職能治療師、學生、行銷顧
問

活動時間

109年7月24日(五)
109年7月25日(六)
109年7月26日(五)
109年8月29日(六)

參加人數

三日工作坊：
38位學員、3位志工、1位秘書
一日督導課程：
20位學員、3位志工、1位秘書

活動地點
臺中教育大學

教育樓
B1多功能教室

課程介紹

此遊戲治療初階工作坊屬於本學會遊戲治療師認證課程之初階課程，由
何美雪博士以兒童中心遊戲治療理論與技巧為基礎架構，搭配技巧示範、
演練和實務說明，奠基與會者對遊戲治療的理解，協助與會者實際演練
遊戲治療技巧，培養並提升與會者遊戲治療實際應用之能力。同時能於
工作坊結束後，更進一步透過遊戲治療團體督導模式，協助目前已有接
案且願意接受遊戲治療督導者進行團體督導，藉由團體督導者（何美雪
博士）的引導及示範，增進遊戲治療入門者能夠更深入掌握遊戲治療之
理論、技術及應用，獲得遊戲治療專業技巧與知能方面的成長。

三日工作坊團體大合照 團體督導大合照

羅明華理事長致贈感謝狀學員挑選玩具 學員小組討論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109年度繼續教育訓練
【南區】「沙盤在遊戲治療中的運用」工作坊

講師：蔡美香博士

參加對象
諮商心理師、醫師、大學教授、一般教
師
、輔導教師、學生

活動時間
109年8月22日(六)
109年8月23日(日)

參加人數 38位學員、3位志工、2位秘書 活動地點 國立臺南大學

課程介紹

遊戲是兒童的自然溝通媒介，當助人者能提供一個安全與支持的空間，
協助兒童玩出他們的經驗與感覺，兒童便能在此歷程裡進行自我療癒。

本工作坊將探討遊戲與沙盤治療（非語言治療）中的象徵與隱喻，並運
用沙盤治療的非指導性與指導性的原則和技巧，進行實務演練與討論，
期能深化遊戲治療歷程對象徵與隱喻的了解。同時，透過案例與實務演
練，分享如何運用沙盤於年齡較大兒童與青少年的遊戲治療歷程，亦是
本工作坊的焦點之一。

06



參加對象
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大學教授、
輔導教師、學生

活動時間
109年9月12日(六)
109年9月13日(日)

參加人數 31位學員、3位志工、1位秘書 活動地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創思坊

課程介紹

在進行兒童遊戲治療的過程中，治療者總是想多了解一點兒童的內在世
界發生了什麼事情，以及產生了怎樣的變化。客體關係重視兒童內在對
重要他人的看法，而這樣的內在觀點，也形塑了兒童與人互動的行為、
想法及感覺。客體關係的重要概念─依附關係/內在運作模式、投射性認
同與反移情、夠好的母親、過渡性客體，擁有著歷久彌新的迷人之處。

在「客體關係取向遊戲治療」十二小時的工作坊中，林淑君老師將會先
探討客體關係取向遊戲治療的基本概念，並說明幾個重要概念（依附關
係/內在運作模式、投射性認同與反移情、夠好的母親、過渡性客體等）。
接著談客體關係取向之治療態度與精神，以及遊戲治療之治療性回應，
最後以客體關係理論詮釋受虐兒童之遊戲治療歷程。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109年度繼續教育訓練
【中區】「客體關係取向遊戲治療」工作坊

講師：林淑君博士



參加對象
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大學教授、
輔導教師、學生、關懷志工

活動時間
109年10月17日(六)
109年10月18日(日)

參加人數 38位學員、3位志工、2位秘書 活動地點

國立清華大學
南大校區

綜合教學大樓2樓
N201教室

課程介紹

遊戲治療與兒童諮商工作初期，包含有系統的對案主的身心發展與社會心理
脈絡能進行整合的觀察與評估；如何在初步接案和初期遊戲單元、結構的活
動或遊戲單元，同步評估且形成概念化、界定接案的層次、以及訂定接案的
規劃，是相當重要的實務議題；本課程著重於下列內涵的講授與實務討論：

1.兒童初步接案之心理衡鑑：探討兒童初步接案之生理/心理/社會等多元向度
的評估與衡鑑，採更具脈絡性與朝向介入導向之觀點蒐集資料與行程臨床推
論，並透過實際案例進行初步接案思維方式的深化。

2.遊戲衡鑑與評估：初次單元與衡鑑歷程實務－提出於遊戲治療初期進行遊戲
評估與衡鑑之基本概念，包括架構、媒材與觀察評估向度，以及資料的統整
與形成概念化。

3.兒童介入導向之多元媒材衡鑑應用：投射與催化的動態歷程－簡介於遊戲治
療、表達性媒材運用歷程，以及活動治療或桌遊牌卡諮商中，投射與催化介
入的實務應用；其中介入導向強調實務者的專業反映性實踐思維建立，採行
動導向來建立實務的持續調整和再介入。

4.介入方向暨實務的建構與創設：兒童發展、文化與系統的考量－整合個別心
理衡鑑與系統脈絡評估之資訊，加以融入於兒童案主個別、家庭與系統或環
境處遇等面向，也能以遊戲治療為基礎，延伸進行家長諮詢、親子會談或親
子遊戲治療單元、雙師合作或個案研討、專業團隊建構之工作的深化。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109年度繼續教育訓練
【北區】「兒童遊戲評估與個案概念化：多元媒材應用」工作坊

講師：許育光博士



109年年會暨會前會後工作坊

日期 主題 講師 地點

10/31
整合式親子遊戲治療實務:
華人教養觀與專注(RAPT)
理念的再建構與融入

許育光博士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11/1
2020台灣遊戲治療學會年會
暨「家庭與親子遊戲共融」

學術研討會

黃惠玲博士
李宏鎰博士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11/2
如何促進自閉症的遊戲能力

~人際互動之石
李宏鎰博士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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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 109年10月31日(六) 活動地點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教育樓多功能教室

課程介紹

上午

1. 親子遊戲治療源流與理念簡介：模式、效益與發展

2. 親子遊療實務要素分析：團體架構、課程要素、遊戲單元督導、教練諮詢、

反思＆回家功課

3. 模式簡介與示範（一）：開啟團體與維持架構、LIFE教練諮詢對話的應用

下午

1. 模式簡介與示範（二）：融入遊療學習內涵（ROAST GLASS）的12單元

親職微課

2. 模式簡介與示範（三）：遊戲單元的團體督導循環對話

3. 落花生的心學啟發：華人教養觀與專注(RAPT)理念研討

整合式親子遊戲治療實務:
華人教養觀與專注(RAPT)理念的再建構與融入

講師：許育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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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 109年11月1日(日) 活動地點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求真樓音樂廳

大會專題演講一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兒童的心理治療趨勢

【講 師】黃惠玲博士
【主持人】高淑貞博士

活動時間 109年11月1日(日) 活動地點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求真樓音樂廳

大會專題演講二
特殊兒童的遊戲介入：以自閉症、過動症、學障為例

【講 師】李宏鎰博士
【主持人】王文秀博士

口頭論文發表A

【主持人】吳麗雲博士
【回應人】沈玉培博士

口頭論文發表B

【主持人】林妙容博士
【回應人】方惠生博士

【A-1】表達式沙盤遊戲治療於一位重度
憂鬱症女性的轉化經驗

發表人：李蓉蓉、黃宗堅

【A-2】女同志家長在團體親子關係治療
的經驗探究

發表人：郭淑惠、林淑君

【B-1】桌遊團體對國小高年級注意力不
足過動症學童情緒調適之輔導效果

發表人：陳淑娟、羅明華

【B-2】網路親子遊戲治療對注意力不足
過動兒童與家長之成效

發表人：劉秀菊、高淑貞

口頭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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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2020優秀碩博士論文獎 家庭與親子遊戲嘉年華/書展/媒材展

壁報論文發表 學員認真參與學術研討會

頒發遊戲治療師證書 頒發遊戲治療督導師證書

2020年台灣遊戲治療學會會員大會羅明華理事長致詞 講師帶來精采豐富的專題演講



活動時間 109年11月2日(一) 活動地點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求真樓演講廳

課程介紹

自閉症是個別差異很大的族群，但是他們的共同特徵在於人際互動異常。而

人際互動之石在於兒童的遊戲能力，因此本工作坊以協助自閉兒發展遊戲能

力目的。首先，介紹兩類自閉症兒童教學技巧，第一類為互動類技巧，能增

加孩子與你社會參與、互動的能力。一旦孩子感興趣且願意互動參與，第二

類是直接類技巧，就可用來教孩子的語言、模仿及遊戲技能。再分別介紹基

礎的自閉兒遊戲：模仿。包括：身體動作模仿、物體模仿、聲音模仿、口-臉

表情之模仿等方案。及進階的自閉兒遊戲：互動。包括：發展假裝性的遊戲、

象徵與假裝階層的遊戲、互動性遊戲、整合性團體遊戲。

如何促進自閉症的遊戲能力
~人際互動之石

講師：李宏鎰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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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年會暨會前會後工作坊

日期 主題 講師 地點

11/6
11/7

年會前專業工作坊：
依附中心遊戲治療實務

Ms. Clair 
Mellenthin
沈玉培博士

線上辦理

11/14
2021台灣遊戲治療學會年會

「遊戲治療與創傷療癒」學術研討會

Ms. Clair 
Mellenthin
沈玉培博士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1/14
以故事療癒

──敘事治療在創傷兒童之運用
連廷誥博士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1/14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以家庭遊戲治療陪伴家人步出
創傷與失落

吳麗雲博士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1/14
入戲太深

──治療師替代性創傷與身體取向
心理治療

陳雪均博士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1/20
11/21

年會後專業工作坊：
遊戲治療在創傷個案之家庭的運用

Ms. Clair 
Mellenthin
沈玉培博士

線上辦理

14



2021年，學會突破重重限制與困境，首次採取視訊課程方式，
並申請美國遊戲治療學會(APT)認證，是台灣遊戲治療學會邁向國際化的濫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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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
110年11月6日(六)
110年11月7日(日)

活動地點 線上辦理

課程介紹

依附中心的遊戲治療 (ACPT) 是一種整合性、系統性的遊戲治療模式，它結合

早期與當代的依附理論與遊戲治療的療癒力，以創建一種整合、系統的方法

來與兒童和家庭工作。此取向的臨床工作者並非只關注兒童當前的個別行為

或情緒議題，而是以家庭系統的視框理解兒童，並將整個家庭視為「個案」

為治療處遇之對象。

本工作坊的參與者將經由依附理論的視框，重新理解兒童和家庭是如何以健

康與適應不良的方式互動和連結。課程中將探索創傷、虐待、疏忽和哀傷如

何影響家庭系統中的依附連結，以及甚至是學習邀請最難相處的父母參與遊

戲治療的過程。您將在本工作坊學習以依附中心遊戲治療法的療癒力，修復、

重建親子關係並創造親子間的安全感。

依附中心遊戲治療實務
Attachment Centered Play Therapy and Practice

講師：Ms. Clair Mellenthin
翻譯：沈玉培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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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 110年11月14日(日) 活動地點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2021台灣遊戲治療學會年會
「遊戲治療與創傷療癒」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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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學會傳統，進行兒童團體進行開幕式表演 2021創意遊戲媒材嘉年華

2021台灣遊戲治療學會年會暨「遊戲治療與創傷療癒」學術研討會大合照

頒發遊戲治療師、遊戲治療督導師證書 會員大會共同討論與表決議案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第八屆團隊 突破時空限制的專題演講



參加對象
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大學教授、
輔導教師、社工師、學生

活動時間 110年11月14日(日)

參加人數 55位學員、3位志工 活動地點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圓形劇場

以故事療癒
──敘事治療在創傷兒童之運用

講師：連廷誥博士

羅明華理事長頒發感謝狀給主持人許育光博士 迷你工作坊一全體成員大合照

講師連廷誥博士示範如何應用實務技巧 學員熱烈參與討論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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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對象
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大學教授、
輔導教師、社工師、個管師、學生、
語言治療師

活動時間 110年11月14日(日)

參加人數 56位學員、3位志工 活動地點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A105哈佛教室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以家庭遊戲治療陪伴家人步出創傷與失落

講師：吳麗雲博士

講師吳麗雲博士與主持人林淑君博士合影留念 麗雲老師引導學員進行體驗

學員在麗雲老師的引導下，專心完成情緒關係圖 學員挑選合適的遊戲媒材與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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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對象
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大學教授、
輔導教師、社工師、學生

活動時間 110年11月14日(日)

參加人數 28位學員、3位志工 活動地點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A202教室

入戲太深
──治療師替代性創傷與身體取向心理治療

講師：陳雪均博士

講師引導學員體驗身體取向心理治療 主持人曾仁美博士頒發感謝狀給雪均老師

講師連陳雪均博士簡介身體取向心理治療的理論基礎 學員體驗與覺察表達性藝術治療的療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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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
110年11月20日(六)
110年11月21日(日)

活動地點 線上辦理

課程介紹

創傷造成家庭多樣的影響——有些創傷非常明顯，例如天然災害、社區暴力、

慢性醫療問題、因火災而失去房屋等等。有些創傷的形式是隱藏與不易察覺

的，但往往是令人最痛苦且對人們有著長遠的影響。其中 關係創傷和人際暴

力發生在世界各地的家庭中，並對跨世代的家庭產生影響。對許多父母和家

庭成員而言，其親人遭受創傷經歷之後，父母與家庭成員即便只是間接經歷

此次級創傷的，但也產生仿如自身真正經歷該創傷歷程之傷害。當今全球疫

情大流行之際，對世界各地兒童和家庭的生活也造成了重大破壞與影響，故

遊戲治療在創傷個案家庭的運用實值得注意。

遊戲治療師通常是在創傷事件後，協助兒童及其父母進行情緒復原、心理和

關係健康的第一位回應者。在本工作坊中，我們將探討創傷對家庭成員依附

關係的影響，以及如何使用以依附理論的遊戲治療來修復、重建和恢復個案

與他人的安全連結。加入我們吧！一起探索如何使用親子遊戲治療促進、修

復和建立依附連結，並幫助父母成為孩子康復之旅的重要資源。

遊戲治療在創傷個案家庭的運用
How to work with a traumatized client's family in play therapy

講師：Ms. Clair Mellenthin
翻譯：沈玉培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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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學校/系所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劉秀菊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

網路親子遊戲治療對注意力不足

過動兒童與家長之成效
高淑貞

姓名 學校/系所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郭淑惠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

女同志家長在團體親子關係治療

的經驗探究
林淑君

陳淑娟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桌遊團體對國小高年級注意力不足

過動症學童情緒調適之輔導效果 羅明華

博士論文獎

碩士論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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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單位

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毛蟲藝術心理諮商所

負責人 方惠生 張秀娟

承辦人 陳嘉雯 陳怡婷

具體

事蹟

1. 專業人力及遊療設備完整。

2. 協助191所學校成立遊戲治療室；

補助127國中小遊戲治療媒材；協

助建立64駐點學校遊戲治療室。

3. 督導培訓中宣傳遊戲治療之理念。

1. 單位專業人力充分、設備

完善。

2. 跨入社區、結合相關單位

努力推廣實務工作，堪為

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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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作者 單位 作品名稱

1

胡絮雯

蔡佳勳

蔡佩芹

李語珊

羅明華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感同身受》同理心訓練桌遊

2 彭詩怡 倉佑實業 終點的起點-曼陀羅拼貼

3
張君儀

陳思帆
長榮大學健康心理學系

天秤搖搖晃晃，尋找人際平衡

──人際互動媒材

佳作
張雅淳

邱惠振
芙樂奇心理諮商所 芙樂奇星球

佳作

楊甯婷

吳彥均

沈倍甫

林芳慈

國立臺南大學 專屬天地

佳作

張雅淳

邱惠振

黃子玲

芙樂奇心理諮商所 可以睡覺了

人氣獎
陳芊蓉

陳思帆
長榮大學健康心理學系

你看，情緒開花了！情緒小花-

創意遊戲媒材

人氣獎

楊甯婷

吳彥均

沈倍甫

林芳慈

國立臺南大學 專屬天地

人氣獎
張君儀

陳思帆
長榮大學健康心理學系

天秤搖搖晃晃，尋找人際平衡

──人際互動媒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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