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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秋收的季節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季的更迭，帶來萬物的成長與生命的流動，台灣遊戲治療學會從

2005 年成立至今，已經度過六個年頭，從無到有，從 30 位的籌備委員到目前 150 位會員，如果以人

類的成長發展來看，雖然學會仍在帅兒期，但是由於一開始的基礎穩固，加上歷屆理監事們與秘書處

的同心協力，以及學會會員熱情的支持，目前不斷在穩定中求成長與突破。 

從本人接任理事長至今，這兩年學會分別邀請 Dr. Kottman 以及 Dr. Homeyer 到我國分享其豐富

而專業的遊戲治療經驗。在例行性的教育訓練方面，感謝教育訓練組林妙容老師與曾仁美老師的鼎力

協助，我們嘗試讓遊戲治療的應用，跨越不同族群、不同場域，也嘗試針對學生會員、一般會員及專

業會員規劃基礎及進修的訓練課程。感謝陳慶福老師與連廷嘉老師的費心，今年我們開始辦理遊戲治

療領域優秀博碩士論文的甄選與獎勵；同時，也推出「台灣遊戲治療學報」的創刊號，期望遊戲治療

的理論、研究與實務能緊緊相扣，相互增輝，讓遊戲治療的實務工作者、研究者、教育訓練者與學習

者有共同的帄台，更希望每位對遊戲治療有興趣的同好，都能兼顧理論、實務與研究，讓遊戲治療的

發展更堅實。 

今年的年會即將到來，我們精心規劃一系列知性與感性兼具，涵蓋理論、實務與研究的工作坊及

研討會，相信這是會員們充電、交流與增能的最佳時機。 

一個專業要能成長、茁壯，除了提升專業人員的專業認同之外，專業學會更要扮演重要的角色，

對外，與國際及國內其他相關專業團體、學術領域及服務場域結合，對內，持續辦理教育訓練、強化

督導功能、推動專業證照以及制訂專業倫理守則。這些，都非一朝一夕可成，也絕非僅靠理事長一人

或是理監事可成。衷心期盼學會在良好的基礎之下，結合更多的有志之士，一起為遊戲治療耕耘，讓

每一年的秋收，更豐盈。 

文秀謹上 

20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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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報告】 

今年暑假學會舉辦了系列的實務工作坊，在初階工作坊方面，分別由蔡美香老師於 8 月 20-21 日

在中區進行，林美珠老師於 8 月 26-28 日在東區進行；在進階工作坊方面，我們邀請在不同領域的實

務工作者進行分享，由馮瑞鶯老師、陳美燕法官、江季璇社工師、黃雅羚心理師進行「從醫療、社工、

法律到諮商-受虐兒童遊戲治療處遇專業整合實務」分享，由王孟心老師進行「團體遊戲治療」分享，

由鄭如安老師進行「學校遊戲治療」分享；此外，我們也舉辦遊戲治療實務團體督導，北區部份由蔡

美香老師帶領，東區由林美珠老師帶領。希冀從基礎到進階，從進階到督導，提供不同需求的實務工

作者，擁有更加充實與完善的學習。 

學會不僅提供相關的實務課程，亦期盼和大家在學術上共同的努力。今年進行第一屆的「台灣遊

戲治療學會優秀碩博士學會論文獎助」，鼓勵喜好遊戲治療的研究生針對遊戲治療相關議題進行深入

探究，將成果分享給更多的人。此外，台灣遊戲治療學報乃屬於台灣第一本關於遊戲治療的學術刊物，

邀請屏東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陳慶福教授擔任主編，即將在今年的年會出刊第一期，敬邀各

位遊戲治療愛好者一同與我們見證這份榮耀，共享喜悅。 

今年不但是建國百年，更是台灣遊戲學會即將邁入第七個年頭，因此分外令人興奮，也分外值得

紀念。2011 年台灣遊戲治療的年會更加多元多面向，多元多面向的內容讓我們的實務對話很精采，

從南到北縱貫台灣系列工作坊讓我們的年會很厚實。本次非常榮幸邀請到美國德克薩斯州立大學聖馬

柯斯分校諮商、領導、成人教育及學校心理學學系系主任 Dr. Linda E. Homeyer (Ph.D., LPC, RPT-S)

前來與我們分享其實務經驗。學會將在 11 月 25-26 日假國立台南大學舉辦會前工作坊，分享主題為

「學校遊戲治療系列工作坊」；11 月 27 日年會當天更邀請 Dr. Homeyer 進行「過去、現在與未來：美

國遊戲治療之發展趨勢」專題演講，並進行「建構學校遊戲之理想樣貌：以區域經驗為例」，以及數

場系統整合與實務諮詢迷你工作坊和書展暨遊戲物件展；11 月 29-30 日 Dr. Homeyer 將在台北市東門

國小舉辦會後工作坊，分享「受性侵害兒童之遊戲治療系列工作坊」此主題。學會誠摯邀請各位會員

回娘家，共同參加這場盛會，會中備有精美禮品，邀請大家共同遊戲生活，生活遊戲；也敬邀愛好遊

戲治療的夥伴們共同參與，和我們一起切磋學習和成長。 

秘書長 連廷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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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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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2011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年會暨學校遊戲治療之趨勢與展望學術研討會 

報名網址：http://www.atpt.org.tw/websignup_year/web_singup.php 

一、目的：（一）探討學校遊戲治療之建構與實務發展。 

（二）提升與會者從事學校遊戲治療工作之知能。 

（三）增進與會者具備系統合作及與家長、教師諮詢之知能。 

（四）提升與會者從事遊戲治療學術研究之興趣與能力。 

二、主辦單位：台灣遊戲治療學會、崑山科技大學帅兒保育系 

三、協辦單位：國立台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臺北市中正區東門國民小學、臺北市學生諮商中心 

              中國文化大學心理輔導學系 

四、活動日期：100 年 11 月 25、26、27、29、30 日 

五、參加對象：相關兒童福利工作人員、社工師、遊戲治療專業工作人士、諮商心理師、台灣遊戲治

療學會會員、相關科系研究生以及國中小教師。 

六、11 月 27 日台灣遊戲治療年會暨學校遊戲治療之趨勢與展望學術研討會內容(地點：台南崑山科技

大學)： 

（一）專題演講：「過去、現在與未來：美國遊戲治療之發展趨勢」 (邀請 Dr. Homeyer 主講) 

（二）主題論壇：「建構學校遊戲治療之理想樣貌：以區域經驗為例」 

（三）學校遊戲治療之系統整合與實務諮詢迷你工作坊：A 場--父母諮詢、B 場--教師諮詢、C

場--優秀遊戲治療論文獎發表 

（四）遊戲治療書展暨遊戲物件展：含中外遊戲治療書展、遊戲物件展、輔導卡片展 

七、11/25-11/26 會前工作坊—學校遊戲治療系列工作坊(地點：國立台南大學文薈樓 106 演講廳) 

（一）工作坊一：學校遊戲治療：處理干擾學業表現的生活經驗  

（二）工作坊二：學校遊戲治療：處理干擾學業表現的霸凌及自尊困擾 

八、11/29-11/30 會後工作坊—受性侵害兒童之遊戲治療系列工作坊 

(地點：台北市中正區東門國小活動中心視聽教室) 

（一）工作坊三：遭受性侵害兒童之遊戲治療：動力、影響與評估 

（二）工作坊四：遭受性侵害兒童之遊戲治療：個別與團體治療、與父母工作 

九、國外講師簡介 

Dr. Linda E. Homeyer (Ph.D., LPC, RPT-S)，為美國合格遊戲治療師暨督導，現任美國德克薩

斯州立大學聖馬科斯分校諮商、領導、成人教育及學校心理學學系系主任，前美國遊戲治療學會

理事長，曾受邀於全世界進行遊戲治療講學。 

十、報名費用 

(一)年會(含專題論壇與迷你工作坊)，會員免費參加，非會員 1000 元。 

(二) Dr. Homeyer 工作坊：優惠時段 11/11 號以前報名：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會員價格：一場 1,800 元  兩場 3,500 元   三場 5,200 元  四場 6,800 元 

非會員價格：一場 2,200 元  兩場 4,100 元   三場 6,000 元   四場 7,800 元 

(三) Dr. Homeyer 工作坊：11/12 後皆以非會員價報名，名額有限，請儘速報名。 

相關同步報名或會員優惠請參考學會網站(www.atpt.org.tw)。 

http://www.atpt.org.tw/websignup_year/web_singup.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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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受性侵害兒童之遊戲治療系列工作坊 

(一) 主持人：林妙容博士(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助理教授) 

(二) 主講人：Dr. Linda E. Homeyer (Ph.D., LPC, RPT-S) 

(三) 翻  譯：王孟心博士(中國文化大學心理輔導學系助理教授) 

(四) 地  點：台北市中正區東門國民小學活動中心視聽教室 

(五) 主  題：本工作坊主要介紹受性侵害兒童之動力、性侵害對兒童於大腦發展及家庭功能之

衝擊、研究上受性侵害兒童於遊戲治療中之行為、遊戲治療師之診斷與治療，以及

遊戲治療中的遊戲循環、性遊戲行為之處理、個別與團體遊戲治療之介入及父母協

助等。 

(六) 內容： 

      

     講題 

 

 

  時間 

Understanding Sexually Abused 

Children: Dynamics, Effects, 

Assessment 

遭受性侵害兒童：動力、影響與評估 

11 月 29 日（星期二） 

Play Therapy with Sexually Abused Children: 

Individual & Group Play Therapy, and 

Working with Parents 

遭受性侵害兒童之遊戲治療：個別、團體、

與父母工作 11 月 30 日（星期三） 

08:30～09:00 報到 

09:00～10:15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s of 

Sexual Abuse 

瞭解性侵害的動力 

Understanding the Play Cycle of the Sexually 

Abused Child in Play Therapy 

瞭解性侵害兒童在遊戲治療過程中的遊戲

循環模式 

10:15～10:30 茶敘 

10:30～12:00 

Impact of Sexual Abuse: Child 

Development & Brain; Family 

Functioning 

性侵害的衝擊：對兒童發展、腦部功

能及家庭功能 

How to Deal with Sexualized Play Behaviors 

如何因應遊戲治療中性化的遊戲行為 

12:00～13:30 午餐 

13:30～14:45 

Play Therapy Behavior of Sexually 

Abused Children (Research Based) 

性侵害兒童之遊戲治療行為： 

以研究為基礎 

Individual vs. Group Play Therapy (Sandtray 

Therapy) for Sexually Abused Children 

性侵害兒童的個別 VS 團體遊戲治療（沙遊

治療） 

14:45～15:00 茶敘 

15:00～16:30 

Assessment vs. Treatment - Role of 

the Play Therapist 

評估 VS 處遇：遊戲治療師的角色 

Assisting Parents with their Sexually Abused 

Children 

協助性侵害兒童的父母 



 

 
 

6 

【活動迴響】 

學校遊戲治療工作坊與會心得 

彭懷志(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2010年「台灣遊戲治療學會繼續教育與系列工作坊：學校遊戲治療工作坊」已於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完美落幕。工作坊當天由長年投入兒童諮商領域的美和科技大學社

會工作系鄭如安教授主講。早上的課程裡，鄭教授帶領我們一同探討當前學校實務工

作中，遊戲治療諮商專業進入校園前的準備，和可能面臨的實務困境，會中更透過與

會人士們彼此的經驗交流，讓此場工作坊課程顯得格外發人深省，無論在研究或實務

上都提供了許多啟迪與交流。  

鄭教授將多年的實務及推廣經驗，整理成一套能合於國內學校及

非專業機構生態的遊戲治療模式，稱為「三段式遊戲治療」。這是

一個結構清楚，且以「遊戲」、「有趣」兩大治療因子為核心方向

的兒童諮商模式，其透過「象徵性物件」、「表達性藝術媒材」、

「自我抒寫」等方式，來協助孩子「自我賦能」。會中除了介紹「三

段式遊戲治療」的架構、理念基礎、進行形式，以及「依附關係理

論於三段式遊戲治療的應用」外，更將許多媒材的應用技巧精細彙

整。此次雖是筆者首次接觸「三段式遊戲治療」，但從鄭教授深入

淺出的經驗分享中，得到相當多的激勵；在會中交流分享時間，更

因先進們的不吝分享，開啟了筆者許多新視野與體驗，感謝這場精

采的工作坊。  

在此，要特別感謝工作坊的現場工作人員，如果您親身參與本次工作坊，一定會

注意到這群活力十足又謙虛有禮的志工群。此次工作坊志工是由台灣遊戲治療學會沈

秘書，以及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心輔組心理師們所組成的工作團隊。他們可說是工作坊

成功的幕後推手！在此特別向他們的熱情和服務熱誠致敬！  



 

 
 

7 

【遊療小品文】 

兒童中心取向之遊戲治療 

蔡美香(中國文化大學心理輔導學系助理教授) 

許多兒童中心遊戲治療的學者採用 Axline (1947)的八大原則，作為遊戲治療師與兒童互動的基

礎，此八個原則為：(1)遊戲治療師對兒童有興趣，並發展一種溫暖、關懷的關係；(2)遊戲治療師無

條件接納兒童，不期望兒童在某方面有所不同；(3)遊戲治療師在關係中創造安全感及許可性，協助

孩子覺得自由去探索及完全表達自己；(4)遊戲治療師對兒童的感受很敏感，並反應給兒童知道，幫

助兒童將這敏感用來促進自我了解；(5)遊戲治療師相信兒童有能力表現負責的行為，尊重兒童解決

問題的能力，並讓兒童發揮此能力；(6)遊戲治療師相信兒童決定的方向並讓兒童引導，同時避免任

何要指導兒童遊戲或談話的意圖；(7)遊戲治療師欣賞遊戲歷程的漸進性、而不嚐試去加速此歷程；

及(8)遊戲治療師只有在能幫助兒童接納個人及關係中責任的情況下，才設定限制。 

兒童中心取向遊戲治療，相信兒童能仰賴自身的內在資源來指導行為、提升自我概念、或改變態

度，而當兒童感受到遊戲治療師的溫暖、真誠、支持、同理心等，兒童便能開始自我成長、自我改變，

也因此在遊戲治療歷程中，建立治療性關係是相當重要的核心及基本態度。Landreth (2002)提出治療

者在遊戲治療關係中，希望讓兒童感受到的四個重要訊息，包含：(1)我在這裡(I am here)：治療者的

身體、心理、及情緒都在這裡，沒有其他事讓治療者分心；(2)我聽見你(I hear you)：遊戲治療師用耳

朵及眼睛來傾聽兒童想表達、所做的一切；(3)我瞭解(I understand)：讓兒童知道遊戲治療師瞭解兒童

所說的、所做的、所感受到的、及所經驗到的；及(4)我關心(I care)：如果遊戲治療師能成功地讓兒童

感受到前三項訊息，兒童自然能感受到治療者的關心。 

兒童中心取向治療師在遊戲過程中，使用口語回應促進治療性關係的建立，以及幫助兒童成長及

發展。常使用之遊戲治療技巧分述如下(Landreth,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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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追蹤行為：遊戲治療師對兒童的行為及非口語的遊戲內容做回應，此回應幫助兒童覺得你對

他的世界有興趣、表達你對他的關心、想要了解他的世界。治療者需留意追蹤行為的頻率，頻率過多

容易干擾遊戲進行的順暢，頻率過少可能讓兒童覺得被監視，或是治療師對兒童沒興趣。同時追蹤行

為宜個人化，如以“你正在開車子繞圈圈”代替 “那個車子正在繞圈圈”。 

(2)反映內容/情緒：治療者以不一樣的話重述兒童所說的話，藉此反映出兒童的行為、想法、需

求、希望、動機或感覺。此技巧可以協助治療者表達其注意/關心、對兒童的了解及接納，同時也提

供兒童一個機會去聽到自己所說的話，有助兒童去了解自我及其觀點。反映內容/情緒時，治療師的

語調應配合兒童的情感/活動強烈程度，並以簡短而有互動性的方式回應。 

(3)促進做決定及負責：指當兒童問問題或尋求協助時，遊戲治療師將責任交回給兒童的回應。

亦即鼓勵兒童自己做決定，及為目前關注的事負責，促進兒童的自我指導、自動自發，增加生活的控

制感。促進做決定及負責的反映，例如：在這裡，你可以用你想要的方式來拼這個字、在這裡你可以

決定你要做什麼、這可以是任何你想要它變成的東西。 

(4)協助建立自尊及鼓勵：協助建立自尊是指指出兒童知道的知識和具有的能力，例如：你知道、

你會、你有能力、你做到了、你找出解決方法了、你知道你想要它往哪裡去等。鼓勵乃是指注重兒童

的努力與過程，而非結果。鼓勵的反應肯定兒童的努力、幫助兒童發展自我內在動機及看重自我、提

升兒童的自我負責及自尊，進而幫助兒童發展自我內在評價。 

(5)治療性設限：是一種為兒童確認一個身體上及心理上安全的環境，及幫助兒童發展自我控制

及責任感的回應方式。治療性設限的步驟可用 ACT 加以表示： 

A (Acknowledge the child’s feeling, wishes, and wants)：指出孩子的感受、盼望、想法，如：小偉，

我知道你想在櫃子上畫畫； 

C (Communication the limit)：說出限制，如：可是，櫃子不是用來畫畫的； 

T (Target acceptable alternatives)：提供另外可行的選擇，如：你可以選擇畫在畫板上或圖畫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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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指著畫板或圖畫紙)。 

在遊戲過程中，只有在需要時才需要設限，例如：兒童想要帶玩具回家(錢、汽車、動物等)、兒

童攻擊自己或治療師、兒童想要提早離開或時間結束時不願離開等。治療性設限在遊戲治療中扮演重

要的角色，對治療者也具相對的挑戰性，因此治療師在使用設限時，口氣要帄穩、鎮定、有耐心、堅

定，不要用譴責的語氣以避免讓兒童產生焦慮或罪惡感，焦點應放在幫助兒童了解責任所在和促進自

我控制，因此治療師的耐心及對兒童的信念便顯得相當重要。 

 

 

參考資料： 

王孟心、王世芬(譯)(2008)。建立遊戲治療關係實用手冊。(原作者：Giordano, Landreth, and Jones)。

台北：五南。 

高淑貞(譯)(1994)。遊戲治療:建立關係的藝術。(原作者：Garry Landreth) 台北：桂冠。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http://www.atpt.org.tw 

美國遊戲治療協會：http://www.a4pt.org 

遊戲治療文獻資料來源：http://cpt.unt.edu 

Landreth, G. (2002). Play therapy: The art of the relationship (2nd ed.). New York: Brunner-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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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遊戲治療」實務心得分享 

鄭如安(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助理教授) 

民國百年的 10 月，很榮幸地受台灣遊戲治療學會邀請，在台中辦了一場學校遊戲治療工作坊。

我一直把當天工作坊視為一種分享，而且是將分享內容設定為一種「生活化」的內容，亦即它不只是

在遊戲治療中應用，它更是可以實踐在生活中。當尌更能在學校中應用。在此尌分享有關「照相活動」

在我的遊戲治療實務上的應用。 

即使你是一位極有權力的國王領袖，當理髮師或攝影師叫你頭抬高一點、肩膀放鬆點，靠右一點….

等指令時，你也得照做。在一齣戲或電影中，導演是多麼的重要，導演也是多麼的有權力。 

人不分男女或年齡或角色，都需要有自主的權力，當一個人能有自主的權力才代表著她是有自由

的心靈。一個人都無法有自主的權力時，是會很痛苦及充滿憤怒的。曾經接過會撞牆的兒童，究其原

因，尌是因為他在家想做的事情，都幾乎事事被拒絕、被否定，因此當他在生活中，又遇到被拒絕或

被制止的情境時，他尌出現撞牆或自傷的行為。 

基本上，兒童在成人的眼中是需要被照顧的，是不成熟的。因此，有很多重要事情也尌都由成人

代為決定。但若所有的事情都是由成人決定，兒童從未有自己可以決定的機會，那也會有問題。這種

極度缺少自主性的兒童，有部份會出現退縮或類似習得無助、自我放棄的行為，但另一部份則是，只

要離開嚴控的情境，他的行為尌脫序、不守規範了。因此面對此類的兒童尌同時要能滿足其權力控制

的需求，但又需要其遵守規範、規則。 

照相活動或類似的活動尌是在提供兒童自主的權力，但在行使此權力時又必頇遵守某些規則，例

如要小心拿相機、可以照幾張，在什麼情況之下才可以有此權力照相…等，都是輔導老師可以規範的。 

一、 理念基礎 

（一） 掌控且有立即的成果回饋：擁有照相機尌是一種權力的擁有，自己可以決定從哪個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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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遠近、大小、物件擺設…等，尌如同前面所講的攝影師、導演。加上數位照相機

的特色，可以立即看到拍攝的結果，這是一種立即的回饋，如果不滿意還可以刪掉重拍，

這樣的過程都是讓兒童充分體會到掌控感。 

（二） 具有增能的效果：雖說數位照相機非常普遍，但數位照相機對兒童而言仍是一個珍貴的

物品，許多家長不容許兒童隨意操弄。因此，當輔導老師充分授權，同意兒童拿數位相

機自行決定如何拍照的過程，對這類兒童而言，除了能讓兒童體驗到掌控的權力之外，

尌更具有增能的效果。 

（三） 提供未來結案時歷程回顧的素材：根據人際歷程的理念，在整個遊戲單元結束時會進行

一個歷程回顧，為使得歷程回顧更具療效，筆者都會建議要將兒童的遊戲過程及其創作

的作品聚集成冊，作成一本遊戲小書送給兒童，若輔導老師也將兒童所拍攝的作品放入

小書中，那不僅可以豐富這本遊戲小書的內容，還可以提升兒童的自尊及榮譽。 

二、 「照相活動」的運用實務 

筆者的實務經驗發現兒童會非常喜歡此項活動，尤其是年紀大一點的兒童，更是喜歡，他們不僅

拍作品，還會邀請輔導老師幫他與作品合照，或和輔導老師合照，甚至有的還會不斷的自拍。這樣的

過程都可以讓兒童有掌控感又學習遵守規範。因為照相活動不是一個需要特別的引導步驟，或技巧介

入的活動，因此提出幾個在運用此活動時的建議。 

（一） 若決定運用此活動，筆者建議每次在進行遊戲單元時，尌將數位照相機帶進遊戲室。然

後告知也徵求兒童的同意，於每次的遊戲過程都有照相的活動。 

「小明，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它是數位照相機，老師每次都會帶來，然後也會將你的遊戲過程、作品拍照起來」 

（二） 通常兒童都會很珍惜小心的使用數位照相機，輔導老師可以放心，但為確保數位相機的

安全，建議輔導老師選擇有安全帶的相機，要求兒童在照相時必頇先將帶子套在手上。 

（三） 照相的時間、可以拍照多久、拍幾張相片…等規範，筆者認為可以視兒童的狀況或需求

而定，若兒童有權力控制的需求，在沒有破壞玩具、傷害自己或傷害別人的設限範圍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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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讓兒童充分的在時間限制下盡情的拍照。 

「如果你要自己拍你的作品，也可以告訴老師，老師可以讓你自己拍自己的作品」 

「你自己可以決定要怎麼拍？用怎樣的角度、遠近、擺哪裡…等，都你自己可以決定，但是

只能在結束前的拍照時間拍，一次只能拍 10 張」 

（四） 遊戲單元結束後，建議諮商師立即將所拍的照片存檔，並記錄時間，以利日後製作遊戲

小書或光碟片時的引用。 

三、 應用：再論歷程回顧的素材 

人與人相處的過程尌是一個人際互動的過程，一段好的、正向的人際歷程，可以提供一個人更

彈性、更健康發展的效果與力量。人際歷程理論強調輔導過程尌是在建構一個正向的矯正性情緒經

驗，我們認為更重要的是要把這正向的經驗具體的呈現出來。亦即我們在諮商關係開始之初，尌已在

為諮商關係的結束做準備，這個準備尌是要把整個諮商歷程具體的呈現，我們相信包含著視聽效果的

回顧，更能讓人印象深刻。一首好聽、動人的歌，一張充滿回憶的相片，都可以讓人永生懷念，這是

多麼美好的一件事情啊！若我們在諮商的最後一次，可以和兒童及兒童相關的父母、老師一起回顧整

個諮商過程，這將會是很有正向的影響。最後再將諮商過程的點滴燒在光碟片中送給兒童，這將是他

一個永難忘懷的禮物與生命經驗。 

而要能將此過程留下來，又讓兒童將此陪伴過程帶著走，那當然尌需要在過程中拍照囉！ 

此篇文章內容部分引自鄭如安（2008）。學校遊戲治療實務—接觸、遊戲與歷程回顧之三段式遊戲。

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10 年第三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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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 Dr. Homeyer! 

王孟心(中國文化大學心理輔導學系助理教授) 

很開心有機會介紹 Dr. Homeyer 這個老師，也很興奮台灣遊戲治療學會有機會可以邀請她來辦工

作坊，真是台灣有志學習遊戲治療同好的福氣。Dr. Homeyer 是一個國際知名的遊戲治療學者，她的

足跡遍及美歐亞非，常受邀在不同國家演講或發表。她的專長是遊戲治療、沙盤治療、與受虐兒童的

治療。和老師認識的機緣是因為在德州念博士班時，因為想學沙盤治療，特地從 Denton 跑到車程四

個半小時的 San Macros 去跟老師學。也當然是不虛此行，帶了許多有形與無形的收穫回家。有形的

收穫是老師出錢提供材料讓我們親手做的小物件，無形的收穫是老師有系統完整的知識傳授及看到一

個遊戲治療師的風範。 

Dr. Homeyer 是現任美國德州州立大學(Texas State University)諮商、成人教育與學校輔導系的系

主任。她編著了團體遊戲治療的經典 The Handbook of Group Play Therapy（這本書已被被翻譯為中文，

書名為團體遊戲治療），及著有方便大家入手沙盤治療的 Sandtray: A Practical Manual。她更曾任兩屆

美國遊戲治療學會的會長。她遊戲治療的功力深厚，除了在學校教授與遊戲治療及沙盤治療相關的課

程及進行遊戲治療相關的研究外，她也一直持續接案，臨床經驗豐富。猶記得在一次研討會的演講中，

她描述著和她一同工作的兒童的遊戲與治療進展，除了為老師的治療功力感到敬佩外，最令我感動的

是老師與孩子間的情感連結，是因為那種深層的情感連結，引發了孩子自我療癒的能力，讓我們可以

透過遊戲治療看到孩子的成長。當年的影像還歷歷在目，那種感動很難用言語形容，只有現場聽老師

敘說與表達才能體會。所以這次老師可以來台灣，真的是很難得的機會，希望大家可以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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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介紹】 

來畫圖吧！從分析心理學的觀點了解兒童繪

畫與遊戲的意義 

作者：Theresa  Foks-Appelman 

譯者：林妙容總校閱/ 許智傑、謝政廷譯。 

出版社：心理。 

出版日期：2011 年 08 月 30 日 

◎書籍簡介 

兒童的繪畫可以告訴我們關於兒童情緒的狀態嗎？我們如何辨識兒童試圖在繪畫中給予我們的

訊息呢？ 

在本書中，作者從最初的兒童塗鴉到青少年所創作的繪畫來描述與分析兒童繪畫。再者，作者會

再三地連結到兒童的遊戲世界，以及從她治療的實務經驗中提供說明的範例。 

容格（Jung）的分析心理學、諾伊曼（Neumann）的觀點，與現代的發展心理學為尋找兒童繪畫

的意涵提供非常好的指引。實際上，兒童生活在神話與傳說之中，尌像我們的祖先一樣。我們祖先覺

察的成長歷程反映在神話、儀式、童話與原始的藝術中，正如兒童的覺察歷程反映於他的或她的繪畫。

在藝術史中，不同時期的作品與兒童在不同年齡所創作的繪畫是具有相似性的。 

(書訊內容引自心理出版社書訊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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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介紹】 

團體遊戲治療  

作者：Daniel S. Sweeney 與 Linda e. Homeyer/著 

原文作者：Daniel S. Sweeney 

譯者：何長珠 

出版社：五南 

出版日期：2001 年 01 月 15 日 

◎書籍簡介 

本書共分四部分，20 章。係由 D. S. Sweeney 與 L. E. Homeyer 兩位博士，邀請遊戲治療領域中各

部門的專精工作者二十四位博士合力寫成的一本重要著作。本書詳盡地介紹了包括兒童中心、阿德勒

學派、容格學派、生態學派、發展學派與完形學派的團體遊戲治療之做法與藝術─表達性藝術活動、

沙遊、布偶等技術之應用。同時也介紹了對性侵害個案、手足團體、小學生、醫院童與哀傷失落個案

的處理之道。  

對己經浸潤在個別遊戲治療有年的工作同仁來說，這本書無疑的會擴展其實遊戲治療之專業性實

力；對初入此行的工作者來說，則有著增富（enrichment）概念化之效果。不過為求符合專業倫理，

這本書最好還是在有過對個別遊戲治療個案之掌握技巧後，再來應用，才最實際有效。 

(書訊內容引自心理出版社書訊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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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介紹】 

Sandtray therapy: A practical manual 

 

作者：Homeyer, L. E., & Sweeney, D. S. 

出版社：Taylor & Francis 

出版日期：2010 年 12 月 16 日 

 

◎書籍簡介 

本書在台灣尚未有翻譯本，但作者為本次遊療年會會後工作坊之敬邀學者作品，故於此分享給各

位學員。本書作者期望能提供想將沙遊治療運用在自己工作場域裡各年齡層個案的相關專業人員與學

生作為參考書籍。書籍內文中作者對於治療技術，以及沙遊治療的各樣貌都鉅細靡遺的描述。並且，

新增一些章節是有關沙遊治療團體、伴侶或家庭的沙遊治療、沙遊治療與精神創傷、整合認知和結構

技術、以及相關研究探討。期能幫助讀者在實務工作有創新的體會。 

 (書訊內容引自博客來網路書店書籍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