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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遊戲治療的左腦與右腦：從實務到研究 

「遊戲」是輕鬆好玩的事，「治療」是沈重的過程；透過藝術的「遊

戲」可以刺激右腦，透過研究的「遊戲」，可以讓左腦神經連結更活絡。「遊

戲治療」讓兒童從遊戲的過程中看到自己的力量，讓實務工作者不斷見證

兒童是如何從受創的痛苦經驗中重新找到生命的出口，也讓研究者透過嚴

謹的研究歷程，逐步揭開治療過程神秘的層層面紗。 

最近這一期的國際遊戲治療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lay Therapy, 

2010, 19(1)）主題是有關遊戲治療的研究，裡面提到遊戲治療研究可含括

的主題、如何提升遊戲治療研究的可信度、如何進行單一受詴研究設計的

遊戲治療研究，以及質性研究在遊戲治療研究裡所扮演的角色。這些都是

從事遊戲治療研究者關切以及不斷探索與力求突破的主題。台灣遊戲治療

學會也將發行「台灣遊戲治療學報」，期望更多的實務工作者與研究者能

夠有更豐富的對話及交流，讓彼此都不再孤單。 

本期的遊戲治療會刊，嘗詴結合遊戲治療的理論、實務及研究，除了

介紹遊療大師、相關領域的研究成果，也有許多作者分享其參與 2009 年

遊戲治療年會，以及從事遊戲治療論文寫作的心路歷程。這些的分享均讓

遊戲治療領域的教學者、實務工作者與研究者一路走來不再孤單。台灣遊

戲治療學會從理論、實務到研究，都期望能夠持續耕耘，及至開花結果。 

 

王文秀 2010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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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雅青教授引導學員蠟筆作畫 

▲吳佳慧老師的律動開場 

【秘書處報告】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第五屆年會全記錄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於 2009 年 12 月 5～6 日假新竹教育大學舉辦「2009 台

灣遊戲治療學會年會暨遊戲治療融合與應用研討會」。 

12 月 5 日所舉辦的會前工作坊「繪畫

在遊戲治療中的應用」，邀請台北市立教育

大學視覺藝術學系陸雅青教授，針對同理

兒童的視覺語言、藝療與遊療的異同、應

用、實務演練等主題進行經驗分享與討

論。在實作課程的部分，陸教授更是用豐

富的素材引貣學員的興趣，透過蠟筆畫

「警察抓小偷」的藝術遊戲，讓學員在

曲折往返的筆觸之間創作出自我投射的

畫作，多樣的色彩與創造力的展現，使

學員不但從自己的畫作中發現自我，也

學習了繪畫藝術在治療上的應用。 

 

12 月 6 日進行年會暨研討會，本次大會以遊戲治療融

合與應用為主軸，旨在以多元的角度來探討遊戲治療的運

用情形。 

研討會開幕中首先登場的是吳佳慧老師以音樂律動的

方式曼妙開場，活潑動感的節奏拍擊立刻引貣學員的興

趣，熱情迎接年會的開始。 

 

▲實作後的分享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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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秀老師的美國實務經驗分享 

▲豐富的專家實務論壇 

▲王明鈺醫師以醫療的觀點看遊療 

接下來的專題演講，由新竹教育大學教

育心理與諮商學系王文秀教授所主講「從北

德大到台灣：談遊戲治療師的養成訓練與實

務發展」，王教授分享其於民國 97～98 年於

美國德州進修一年來接觸遊戲治療之實務

經驗，分享北德大在諮商與高等教育系所

規劃的一系列課程，以及系所附屬的可供實務接案演練的遊戲治療中心所規劃的

軟硬體設施、督導認證要求，進而談及台灣在遊戲治療師的培訓機制，也期望未

來國內遊戲治療在實務發展與訓練上可以朝向更加精進的方向發展。 

關於實務論壇的部分，本次的主題為

「災後的兒童創傷與復原」，邀請國立台北

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梁培勇教授擔任

主持人，台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陳慶福

教授、高雄市諮商心理師公會鄭如安理事

長、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兒童精神科顏

正芳醫師擔任與談人。適逢八八水災後的

重建工作，災後兒童心理受創如何得到復

原，以及兒童創傷壓力症候群的概念與診斷，透過各專家學者的分享中，使與會

者能有更深入的瞭解。 

下午的講題為「遊戲治療小學堂-增能的

知識與技巧」，主要為遊戲治療在醫學、沙

遊、音樂不同領域中的

技術使用。分別為「遊

戲治療師應知的兒

童疾患用藥知識」，

邀請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兒童精神科王明鈺醫師擔任

主講人，以精神藥理的角度出發，探討精神疾病、憂鬱症、

▲曾仁美老師的沙盤歷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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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療也可以很音樂 

自閉症等症狀與藥物之間的療效關係；關於「沙盤技術在遊戲治療的使用」的部

分，邀請崑山科技大學帅保系曾仁美助理教授進行分享，以實際沙盤模擬的方

式，帶領學員探究沙盤治療歷程及運用；而「音

樂元素在遊戲治療的應用」之講題，則邀請中華

民國應用音樂推廣協會常務理事吳佳慧講師進

行主講，以音樂的各種活動形式，例如歌唱、律

動、遊戲、戲劇等方式，將其象徵意象與創造力

的流動應用在遊戲治療上，豐富多元的呈現出音

樂治療的樣貌。 

此次的講題安排多元，豐富的主題亦使與會成員對遊戲治療的應用與技巧有

更深刻的認識。由與會者的熱烈迴響中，也可瞭解到各個場次的參與情形都非常

踴躍，廣受好評。學會秉持著推廣遊戲治療的精神，未來也會繼續推出更優質的

講題課程，使更多愛好遊戲治療的朋友們有充分的機會參與。 

 

 

【會務報告】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第三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要聞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第三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已於 99 年 3 月 6 日召開，會中

除秘書處報告學會例行性工作情形之外，並針對新會員招募方案、本年度教育訓

練活動推廣暨相關活動調查、台灣遊戲治療學報成立事項等進行討論，並由各工

作小組負責推動相關業務。 

組別 成員 

行政事務組 許育光、簡君倫、張淑婷 

公關推廣組 黃世欽、黃冠穎 

教育與專業訓練組 林妙容、曾仁美、連廷誥、鄭如安、孫幸慈、陳靜怡 

學術發展組 林美珠、連廷嘉、陳志賢、吳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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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討論的事項，關於新會員招募上，推出優惠：（1）自 3/8 婦帅節至 6/16

端午節止，新會員入會可享入會費八折優待；其他相關公會（如諮商、社工、臨

床、心理、特教、早療或護理等公會）會員申請入會可享七折優待，常年年費皆

不折扣。（2）所有會員參加學會舉辦之活動均可享至少七五折的優待。（3）所有

會員可不定期收到學會及其他團體之相關活動、教育訓練資訊。 

其他關於本年度的教育訓練活動上，則在這陣子陸續辦理遊戲治療評估技

巧、不同議題之遊戲治療等工作坊與講座，並持續在北部、中部、南部與東部辦

理初階團體督導課程。 

關於台灣遊戲治療學報，邀請台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陳慶福教授擔任主

編，預計今年年底將出刊第一期，稿約及相關辦法於近期推出，屆時也希望各位

愛好遊戲治療的朋友們踴躍投稿喔！  

 

 

【財務報告】 

期間：九十八年九月九日至九十九年三月六日止 

收入：會員繳費 78,440 元；利息 683 元；年會工作坊 83,370 元；團體督導報名

費 90,850 元；合計 253,343 元整。 

支出：2009 會前工作坊及年會相關支出 174,034 元；督導工作坊講師費 96,000

元；業務費 22,145 元；人事費 36,000 元；辦公費 10,945 元；理監事會議

交通補助 8,704 元，合計 347,828 元整。 

上期結餘：捌拾萬伍仟參百零肆元整 

本期結餘：柒拾壹萬捌百壹拾玖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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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講座 

場

次 
日期/時間 主題 講師/現職 地點 

A 5/29（六） 

 
9：00-16：00 

遊戲治療歷程中之評

估實務 

王孟心 

文化大學心理輔導系

助理教授 

台南崑山科技大學 

（台南縣永康市大灣路

949 號） 

B 6/27（日） 

 
9：00-16：00 

遊戲治療個案研討 梁培勇 

台北教育大學心理與

諮商學系教授 

 

台北亞東醫院 

（台北縣板橋市南雅南路

二段 21 號） 

C 8/16（一） 

 
9：00-16：00 

遊戲：自由聯想及其

表徵—精神分析取向 

樊雪梅 

英國塔菲斯塔克中心

合格兒童青少年精神

分析師、東倫敦大學精

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

博士候選 

新竹教育大學 

（新竹市南大路 521 號） 

 

 工作坊 

 

 初階團體督導 

場次 日期 地點 督導 

A 北區 

（台北場次） 
9-12 月 台北市觀音線 

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 251 巷 46 弄 5號 7 樓 

蔡美香/文化大學心理輔導

系助理教授 

B 中區 

（台中場次） 
9-12 月 台中教育大學 

台中市西區民生路 140 號 

羅明華/台中教育大學諮商

與應用心理學系副教授 

C 南區 

（高雄場次） 
9-12 月 勵馨基金會南區辦事處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一路 3 號 3 樓會議室 

連廷誥/台南遠東科技大學

通識中心副教授 

D 東區 

（花蓮場次） 9-12 月 花蓮縣宜昌國小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宜昌一街 45 號 

林美珠/台灣師範大學教育

心理與輔導研究所博士候選 

場次 日期/時間 主題 講師/現職 地點 

D 7/24-25 

（六、日） 

 
9：00-16：00 

遊戲治療初階工作坊

（南區高雄場） 

蔡美香 

文化大學心理輔導系

助理教授 

高雄市文府國小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 399 號） 

 

E 9/4-5 

（六、日） 

 
9：00-16：00 

遊戲治療初階工作坊 

（北區台北場） 

蔡美香 

文化大學心理輔導系

助理教授 

台北市佛教觀音線協會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

251 巷 46 弄 5 號 7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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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導向遊戲治療要聞】 

精神分析導向之遊戲治療實務點滴與培訓 

  從遊戲治療的歷史來看，精神分析導向的兒童心理治療工作可說是最早期的

遊戲方式應用；從 Freud 運用其理論成功的處理兒童個案之後，其學生

Hug-Hellmuth 開始嘗詴藉由玩具作為與兒童溝通的工具。隨後其女 Anna Freud

也採用以遊戲輔助談話的方式，進行兒童分析工作；另一方面，同時期的 Malanie 

Klein 也致力於採用遊戲方式來進行兒童精神分析，從客體關係之角度建構其治

療理論和實務，首先提出「遊戲治療」此一特稱。從潛意識象徵、著重詮釋、理

解遊戲歷程中的主題與意義等概念，進

行兒童心理治療。而後，英國中間學

派、同為兒科醫師和治療師之 Winnicott

亦採用遊戲、繪圖等方式進行兒童分析

工作，持續建構與發展遊戲型式之兒童

心理治療工作。 

  從實務層面來看，以當前兒童青少年精神分析訓練卓著的倫敦塔菲斯塔克診

療中心(Tavistock Clinic)之兒童心理治療接案，在執行層面需考慮對案主進行相

當嚴謹的評估與衡鑑；除了兩位專業人員先行針對兒童和家長進行一段時間的家

庭諮詢、以了解治療歷程外，亦需要再安排時間評估最適切的處遇方式，之後尚

需要對案主進行評估，探究其接受精神分析的適合度，接著則進入四到六週的治

療性的衡鑑階段，為後續精神分析作準備。在此之後才開始進行八個月短期到三

年以上不等的兒童精神分析。在治療歷程中，嚴謹的分析情境對精神分析導向的

遊戲治療相當看重時間、次數、治療室、保密、個別個案的遊戲箱等實務原則或

規則的一致性，以及維持移情或反移情詮釋之工作架構等。實務進行治療時所用

的遊戲箱是治療者為每位特定個案作個別的準備，可能包含有繪畫勞作相關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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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擦拭用具、玩偶與布偶、各類交通工具、餐具組、黏土等造型媒材、各類溫馴

和野生動物等、柵欄、積木、球、傢俱與玩具屋等、電話等，原則上儘量採用中

性且無特定意涵標示之玩具為宜。 

  在受訓層面，塔菲斯塔克診療中心精神分析導向的治療師，需先進行嬰兒觀

察的訓練，對自己內在的焦慮和個人議題等有一定程度的覺察和釐清，且亦需接

受長期分析，著實處理個人內在狀態；在後續實務訓練上則需進行長期的個案實

際接案，同時通過嚴謹的督導和系列課程、研討會等學習歷程，始能在此工作領

域和模式有一定的基礎。 

  學會本次於 8 月 16 日（一）邀請之講師：樊雪梅老師，即為完成倫敦塔菲

斯塔克診療中心長期訓練之兒童青少年精神分析師，且目前持續於該中心接受成

人精神分析相關之實務訓練，同時已於東倫敦大學精神分析導向心理治療研究所

完成博士相關訓練；該研討會採個案實務研討方式進行，且從案例中能兼顧理論

與實務之對話，期能深入的協助參與者，開啟對精神分析導向兒童心理治療觀點

之領悟與初步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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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迴響】 

遊戲治療年會參與心得 

吳建虹（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學生） 

    很高興能夠參與此次遊戲治療年會的籌備，不過老實說，過去從未參與過學

會所舉辦的工作坊或是研習，對於學會我可以說是一無所知。當知道自己有機會

擔任年會中工作人員的負責人時，那種感覺既期待又興奮，期待的是自己能夠與

學會有更進一步的接觸，對此領域有更近距離的靠近；同時又擔心第一次擔任大

活動負責人的我，是否可以勝任這樣一個責任重大的職位，於是我便帶著複雜的

心情開始協助籌備年會進行。在這次的經驗中，我感受到一個活動的產出必頇經

過各方不斷的接洽與聯繫，包括場地確認、學校行政溝通、工作人員協調、講師

接洽等。即使經過再三確認，活動當天還是很有可能會有所變動，因此，工作上

保持彈性的處理也是使年會成功落幕的重要因素之一。要謝謝淑貞老師、文秀老

師、廷誥老師、育光老師、廷嘉老師以及所有提供協助的工作人員，有你們在背

後默默的付出，才使得年會能夠順利舉行。這次的年會，我們邀請一些在遊戲治

療領域各有其專長的學者們，透過會前的工作坊以及當天各場次的演講，讓與會

的大家有更進一步的學習並且擴展視野。看見來自各地的與會人士臉上夾雜著滿

足的笑容從會場走出，當下覺得即使辦活動再累，也還是值得！很高興年會能夠

圓滿落幕，期待明年的遊戲治療年會，我將以一個與會人士的身分，全心投入的

參與年會，去感受學習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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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2009 遊戲治療學會年會暨 

遊戲治療融合與應用學術研討會」之我見我思 

林聖智（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心諮組碩士班學生） 

    這是我第二次參加遊戲治療年會，有別於去年「開拓與精進」主題偏向論文

研討形式，這次主辦單位將講座內容轉向「融合與應用」。從王文秀老師分享在北

德大進修遊戲治療課程的心得、三位遊療前輩以災後兒童為對象的實務工作經

驗、相當別出心裁的「看見遊戲治療」視覺展，到可以在三場增能小學堂中學習

到不同領域的新知，一系列的議程安排真的非常切合本次大會主題。 

    遊戲治療年會最棒的地方是，開場時所安排的「好玩」的活動，每次都讓人

們重溫「遊玩」的那種放鬆和愉悅。這次掀開序幕的活動是：音樂遊戲！儘管我

常常漏掉音樂的節拍，但是可以慌慌張張地跟上，或是等下一段節奏開始，再準

備重新挑戰。對我來說，都是在刺激的氣氛中經驗歡樂、享受自由。或許就是自

己童年少了點遊玩的經驗，才會希望未來可以和兒童一貣遊戲、一同探索，也一

貣找到更多快樂的感覺？ 

這一年的台灣，很不帄靜，八八風災釀成了許多不幸。但是幸運的是，我們

是一群可以在心靈上給予受災者幫助的助人者，能夠為創傷兒童貢獻一己之力！

然而，在陳慶福老師的演講中，我聽見了這樣的提醒：受災兒童並不一定是有創

傷經驗的兒童，如何判斷出誰是需要服務的人，其實是更重要的！另外，陳慶福

老師和鄭如安老師也都提及對不同文化的看見與尊重：要面對不同族群時，必頇

更加覺察個人的文化價值可能在諮商中產生的影響。顏正芳醫師則談到兒童在

PTSD 症狀上可能與成人不同之處，使我們有能力辨識亟需提供服務的孩子。 

午後的視覺展，是讓人一飽眼福的饗宴，我「看見」了原來遊戲治療可以有

這麼多樣的形式，在在證明了「愛玩」的人真的都很有創造力！多元而具創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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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也代表了更多不同面向的陪伴與同在。再來，我參加了「用藥知識小學堂」

進行自己諮商專業的跨領域融合，才發現這個「小」學堂可真是不小！好多醫學

新知識一直跳出來說：「選我、選我…」害得我應接不暇。儘管學習新知是有趣的，

然而自己卻也不斷在思索遊戲治療與用藥知識的連結之處，直到王明鈺醫師說

道：「打好穩固的地基，房子才能往上蓋」，我才意識到藥物和心理治療「雙管齊

下」，對兒童而言，其實才會是最好的治療方式。遊戲治療師與許多兒童當事人工

作，如果可以多具備一些精神疾患用藥知能，或許更能提供家長諮詢，甚至和醫

師協調出最佳的整合治療方案。 

這次年會，讓我看見了更多遊戲治療在諮商實務上的「應用」，我也在諮商專

業上稍稍地「融合」了醫藥領域的概念。接下來，還有什麼又好玩又契合主題的

內容等著我們呢？我似乎像個孩子一樣，期待著不同的遊戲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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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治療的初探與參與心得 

邱義宗（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學生） 

很榮幸這次因為系上教授給予機會，前來參與此次「台灣遊戲治療學會年會

暨遊戲治療融合與應用學術研討會」，並擔任工作人員。從無到有，我們跟著總召

吳建虹學長和徐秋芳學姊的腳步，一步步建立這次活動的流程細項與細節內容，

從聯絡到執行、從與學校中的行政人員接觸與交涉，每一步都考驗著我們團隊的

合作與默契。當然很開心，除了有學長姐的帶領外，更有王文秀教授、高淑貞教

授、許育光教授、連廷嘉教授的親臨指教，也讓自己在這次活動中成長不少。 

「從北德大到台灣：談遊戲治療師的養成訓練與實務發展」王文秀教授與我

們分享了自己留學的寶貴經驗，從國外的遊戲治療師到台灣的制度層層剖析，也

讓我這位遊戲治療的入門者十分感到興趣，甚至對於遊戲治療有所期待。 

「『遊戲』是兒童最自然的溝通媒介，也是自我表達情緒、想法和行動的工具，

『遊戲』的本質使兒童能獲得滿足，提供兒童成就感和成功經驗，使兒童獲得主

導權和控制感，協助兒童發展生理、心理和情緒及社會和精神，所謂『遊戲治療』

就是藉此原理。」然而我認為遊戲其實是引發人類童年

的單純心情，以無社會負擔的心態去參與，就像是現

在正流行的探索教育，許多企業也會請到探索教育的

帶領者，藉著遊戲的方式，引發團體動能的增強，進

而促成企業員工的認同與進步。在這種將治療的元素或目

標的情境設定加入遊戲情境中，以遊戲做為治療的媒介，協助參與者與治療者建

立良好互動關係的治療方法，而治療者就像是引導者一樣，讓參與者更能了解以

及掌握自己。「將『遊戲』與成人的心理治療結合，能使成人較容易在自然的情境

中投入，減少抗拒。由於遊戲大部份存在放鬆的場景，提供挑戰，帶來足夠的樂

趣卻不致引發太大的挫折，能激發成人積極改變的意願及信心，而且從遊戲中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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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引發感覺，加上不受文化限制，所以成人案主可以較輕易的藉遊戲媒介做更

多深層的探索及表達。所以遊戲治療可以協助成人進行診斷、超越溝通的障礙，

擴充當事人的溝通範圍、減少壓力、發掘潛能、提昇自尊、增加自信及成就感、

及增加情感上正向的聯結等。」 

根據上述的想法，最最直接的體

驗是在曾仁美教授在當天帶領的工作

坊。我看到了參與的所有人，玩著沙

盤和拿著蠟筆作畫，臉上表情除了專

注外，更顯得十分純真的氣色，彷彿

重新洋溢著青春，繪出自己最真的想

法或是用小物件在沙盤中排出最純粹

的想法，就像如同上一段所述遊戲治

療對於成人的作用一樣。 

遊戲從自己出發，運用到治療甚至是帶領團體，其實遊戲治療對運用很廣且

能讓每個治療者或是參與者不僅僅是被諮商而已，更能從遊戲活動中，實際且快

速的瞭解自己，對於未來我從這次參與的研討會中，期待自己也能加入遊戲治療

的行列，也從這次在這裡所見所聞發揚，並且精進自己對於遊戲治療的專業知識，

就像是郭蕙鳳學姐所說：「我決定好好欣賞與銘記諮商室外、研究室外的美麗風

景，期盼著它將豐富個案與自己的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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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療小品文】 

阿德勒取向家庭遊戲藝術評估技巧之運用 

   吳麗雲(台南科技大學帅保系講師) 

許多阿德勒取向治療師建議使用遊戲治療技巧、探問策略 (questioning  

strategies)和藝術體驗(art experience)來蒐集有關家庭星座、家庭氣氛、家庭互動模

式、孩子的行為目的，以及父母的人格優勢，以下即針對如何運用阿德勒取向家

庭藝術評估技巧(family art assessment technique)進一步說明。 

此技巧除了最適用於阿德勒取向治療的「探索及評估」階段外，也同時可以

用於其他階段，用以 1.觀察和鼓勵家庭成員互動；2.為治療師在接下來的遊戲治

療、家庭治療或父母諮詢提出臆測或解析時，提供具體的行為例子；3.提供給孩

子和父母有機會觀察到自己和其他人的互動情形。此評估技巧的運用包含三個部

分的遊戲。在開始畫之前，每個家庭成員選取一枝畫筆(彩色筆或蠟筆)，從頭到

尾使用同一枝，以利治療師清楚的辨識出每個家庭成員在作品中的創作為何。接

著進行三個部分繪畫，分述如下: 

1. 分組繪畫：家庭成員按照自己的方式分成二組，每一組成員共同在一張紙上自由

作畫，過程中不能有任何交談或互動，在完成時，可以互相討論為此張畫命名，

並在畫上寫上名稱。 

2. 全家一貣繪畫：全部成員一貣在同一張紙上繪畫，過程中不能有任何交談或互

動，在完成時，可以互相討論為此張畫命名，並在畫上寫上名稱。 

3. 全家合作繪畫：全部成員一貣在同一張紙上繪畫，過程中可以交談及討論，在完

成時，也必頇討論為此張畫命名。 

治療師可以在過程中觀察並瞭解 1.每個家庭成員的投入、主動程度；2.在繪

畫裡面的佔的空間及界線的；3.家庭成員的互動模式；4.繪畫的象徵性內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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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家庭的工作型態；6.家庭星座、家庭氣氛、在互動過程中所顯現的行為目的；

7.家庭成員所呈現出的社會興趣；8.在互動過程中，如何使幽默；9.每個成員的人

格優勢及生活型態。 

在完成三個部分的繪畫後，再進行家庭回饋(family reactions)，家庭成員針對

過程中他們最喜歡和最不喜歡的部分做回饋，治療師則指認出家庭的正向互動，

以鼓勵家庭及肯定每個家庭成員視自己為重要及有價值的，並特別針對家庭成員

合作的部分，給予增強與回饋，以促進家庭的社會興趣。 

治療師將繪畫過程所觀察到的資料，做為評估個案及家庭問題的依據，並於

接下來的治療單元中，對家庭成員進行綜合性的解析，或於個別遊戲治療單元中，

依評估結果擬定治療策略，並將此評估提供父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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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研究—展現可能與航向自我的旅程 

賴妍諼(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博士) 

從研究的開啟到論文的完結，堆疊、彙集了美妙的緣份與力量，一切的不容易

在含受許多人的協助下，終於化為可能、成為真實。研究主題的選擇和關注的焦點，

與自身背景經驗是有關聯的，在深切體悟到遊戲治療為兒童帶來治療效益的同時，

印象最深刻的諮商挫敗感亦發生在從事兒童工作—設限經驗中，因此藉由聚焦於「設

限」內涵的探討，透過遊戲治療師與兒童當事人的觀點，顯現、回應設限主體經驗

被看見、被聽見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與訪談文本持續的往返對話，浮現、積累出對

遊戲治療與設定限制更深刻的認識與領悟。 

從事質性研究動人之所在，除了在浩瀚文字資料中，逐步理出脈絡紋理、看見

研究發現呈顯豐富意義的驚喜外，過程中與研究主題日益深層的聯結，逐漸蔓延擴

散至生活中各個面向，「設限」主題已悄然為我帶來對生命與人生意義的不同覺察與

理解。研究的參與者包含遊戲治療師及兒童當事

人，在南北奔波的訪談歲月裡，攜帶著高度的能

量與求知的好奇心，以及珍惜因研究進行所建立

的難得情誼，那是充滿動力與熱情的日子！受訪

者憑藉幾封電子郵件的往來，或電話那頭飄來的

陌生聲音，即決定接受研究的邀請，甚至熱心的

幫忙邀約其他適合的受訪者參與，不禁為受訪者

的熱情深深感動。 

訪談兒童當事人是非常值得進行的部分，但初次見面即要與兒童形成信任的訪

談關係是嚴峻的考驗，且兒童的心理與發展特性，例如口語表達的有限性，以及回

到先前遊戲單元經驗的困難，皆是需要克服之處。因此過程中適切的運用遊戲媒材

成為訪談工具，又不致形成干擾與焦點的轉移，便成為研究頗具意義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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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本論文的完成，都鑲嵌、伴隨了研究者深刻的心理歷程與生命故事，從論

文的準備到完成，對於設限、人我關係等種種在世存有的姿態與視框，也已經過幾

番的流動與移轉，三年半之間，汲取許多滋養，也成為更勇敢的人，相信現在到未

來，我會持續展現更加豐富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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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論文的看見—性侵害受害兒童療癒的生態系統觀點 

賴姳臻（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 

就讀諮商所的自己，一直毫無疑問的認為，諮商即代表一切，透過諮商可以重

新賦予個案新的覺察，甚或達致重獲新生之目標。直到做了這篇論文—「性侵害受

害兒童的治療因子及干擾因子探究—從遊戲治療師的觀點」，才開始將自己原本以

管窺天的視角，擴展到看見兒童生活脈絡下的其他生態系統對兒童復原的意涵與重

大影響。 

自己真的很幸運，能夠從這篇論文的研究過程，以及與受訪者的訪談過程中獲

益良多，許多訪談對話仍猶醍醐灌頂般的提醒自己，在未來的實務工作中，更應兢

兢業業面對每一位案主，並珍惜訪談中所獲得的重要提醒對未來工作的重要性。簡

述研究結果： 

一、初衷 

性侵害事件對兒童的影響既深且鉅，心理治療領域給受性侵害孩童「沒有嘴巴

的小孩」的特殊名詞，突顯了這些孩子有口難言的遭遇。本研究依治療室內及治療

室外兩大空間，探討如何促使療癒的治療因子，以及如何審慎注意妨害兒童復原的

干擾因子，以提醒治療師在治療過程中致力於催化治療因子，並避免干擾因子的出

現，亦將治療視野擴展至生態系統觀點，以更全面的看待療癒。 

二、結果 

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針對 7 名受訪者進行資料蒐集，並經紮根理論分析步驟

進行資料分析，由逐字稿中整理出 159 個因子，內涵為治療室內的治療因子 54 個、

治療室外的治療因子 37 個，以及治療室內的干擾因子 24 個，治療室外的干擾因子

44 個。經聚攏呈現 51 個次類別、26 個類別、17 個核心類別，及 4 個主要核心類別；

考慮篇幅，不列舉次類別下之治療因子或干擾因子內容。 



 21 

（一）關於治療室內 

治療室內的治療部份分成 4 個核心類別：治療室因素、治療師因素、兒童因素

及兒童療癒歷程，並列出核心類別底下的類別與次類別（圖 1）。治療室內的干擾部

份分成 3 大核心類別：治療師、治療室及兒童，及底下的類別與次類別（圖 2）。 

（二）關於治療室外 

治療室外的治療部份，共獲得 4 個核心類別：環境因素、治療師因素、家庭因

素及系統因素，及底下的類別與次類別（圖 3）。治療室外的干擾部份共有 6 個核心

類別：環境因素、家庭因素、社會政策因素、司法因素、醫療因素及交互作用因素

（圖 4）。 

 

 

圖 1 治療室內的治療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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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治療室內的干擾部份 

 

 

 
 

圖 3 治療室外的治療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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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治療室外的干擾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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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各系統間的正向並行性工作更有助於復原，包括治療師與父母或寄養父母的

正向工作關係、寄養系統與社工系統等。此外，由於各系統協助兒童的方向及訴求

會因其立場而有所不同，產生服務的支離破碎與不同專業各自為政，亦針對此提出

生態網絡內不同系統間合作機制的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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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治療師主觀知覺之反移情經驗」研究經驗分享 

謝喬安（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 

著手要寫論文計畫時，我輾轉得知同時有兩篇與我的論文關鍵字「遊戲治療」、

「反移情」相同的論文正如火如荼進行中，這對當時的我來說真的是一個恐怖的災

難，擔心是否自己還沒發表計畫，就已經有相同題目的論文已經完成，那我是否會

被說研究沒創新、抄襲、沒價值，而最終慘遭改變研究題目及方向的命運？我也擔

心符合研究參與者條件的人都已經參與了相同的研究，致使我找不到研究參與者，

總之，在做研究的初期，很多恐怖的想像、很多的不確定和不安、以及很多沒有彈

性的想法存在，一直到研究逐步進行後，自己才慢慢地不那麼焦慮，而現在，我反

倒很開心可以看到相似的主題被發表，因為這也意味著這個主題的研究資料更多、

更豐富了。 

這次的研究，不論是在訪談及研究過程，都讓我對孩子有更多關注，讓我更喜

歡小朋友、對遊戲治療的熱忱也莫名的迅速提升，這都是我在研究中與研究參與者

實際訪談以及和訪談逐字稿互動後的影響，也就是我自己其實是深受這個領域所感

召的。孩子就是這麼自然，很明顯的表現出他們的個性和樣子，因此在遊戲治療當

中，關係的互動就顯得特別鮮明和活化。 

我在進行完這份研究之後，內心有很大的動力想要趕快投入於兒童的世界，在

去年 9 月左右，高雄有個巡迴輔導教師的缺，而我剛好有張放到快發霉的國小教師

證，那時正逢八八水災過後，我經歷了想協助但無門路可行的一段苦悶的過程，那

時我滿懷熱忱，很希望自己能夠真正有機會、有身份可以協助到災區的孩子，但後

來因為考量薪水不如我預期、以及離家遠，於是我放棄面詴，最後我選擇了大專校

院的工作，但即使領域不完全相同，我發現到這份研究對我在大學生的諮商工作有

很大的影響，因為我以前很倚賴去聽個案「說」什麼，但從「遊戲就是孩子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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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念，我開始非常重視口語諮商中，個案的非語言及行動化所呈現的內容在表示

些什麼，這樣的注意，幫助我更容易去理解個案的內在世界。 

過去，我還在做研究期間，我只要收到論文研究的問卷，都一定會填，因為我

秉持著好心有好報的心情，告訴自己要多幫別人，自己才會研究更順利，而現在，

我不再是收到問卷就必填的心情，因為我會去評估我的資料是不是真的對研究有幫

助，就算只是一份簡單的問卷，但當我認為我的經驗不足以回答時，我就不會為了

充數而去填問卷，我發現我跳脫了以往研究者的角色之後，更能了解參與研究的心

態了。我在工作期間，曾有校園小記者一通電話就要立刻訪談，他們告訴我，因為

當天截稿，現在就需要訪談資料；也曾有同學在進行國科會的研究，但沒有事先詢

問意願，就直接指名我目前服務的學校為研究計畫的一部份，因為我是業務負責人，

因此我就好像被逼著得接受訪談，這些情況都令我感到不舒服，我雖有將這些不舒

服告訴他們，但我最後還是有接受他們的訪談，那時，我也去思考我與研究參與者

互動關係的樣貌，當離開了研究者的角色時，我好像可以看到更多不同角色的立場，

我也真正體會到，當自己是某種角色和立場時，要真正跳出自己的角色去看見其他

的不同，原來真的這麼不容易！而我的研究，也正傳達相同的事情，也就是覺察自

己的反移情，讓自己看得更深、更廣、在關係中能看得更清楚。 

 

備註：研究心得撰寫時間為研究結束 8 個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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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療書訊】 

性侵害兒童的處遇策略-從受害者轉化成倖存者(附活動手冊) 

Treatment strategies for abused children : from victim to survivor.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and index. 

 

 

作者：Chery L. Karp、Traci L. Butler 著 

譯者：王文秀、謝淑敏、李沁芬、陳瑩珊、彭一芳譯 

出版社：心理 

出版日期：2009/05/26 

 

 

◎書籍簡介  

本書係以「建立治療的投契關係」、「探索創傷」、「修復自我感」及「迎向未來」

四個階段的治療模式，協助性受虐的倖存兒童，在溫暖安全的治療關係下，逐步認

識自己與接納自己、探索曾經受創的經驗、修復內在的諸多負向感受及想法，及至

能夠帶著自己新的學習，邁向人生的下一階段。 

  為了配合兒童的口語及認知發展特性，本書作者亦針對治療四階段，設計相關

之學習活動，並編製活動手冊，藉以提供教師或諮商實務工作者逐步引導性受虐兒

童走出陰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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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序 

  人類的性行為兼具生物、社會、生理與心理等

各方面的意義，兩情相悅的性行為是親密關係的展

現與延伸，可促使兩人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密，也更

有助於彼此身心靈各方面的成長。但是一旦性行為

變成是比較有權勢的一方利用某些手段，迫使較無

權力的另一方不得不屈從而滿足有權勢者的需求，

則這樣的性行為已經背離上述的精神，淪為有權勢

者發洩性慾或展現權力的手段；若是無權力的一

方，是未成年者，生理或心理發展可能都未臻成熟，對成人尚處於依賴階段，卻被

迫得參與他們不見得了解或同意的一些性活動，這些行為對其自我概念、認知發展、

身心適應、學習、人際信任或是親密關係等，均有短期或長期的不利影響。尤有甚

者，若這樣的性行為是發生在違反社會倫常的家庭中，往往更成為「禁忌中的禁忌」，

讓性受虐的兒童受到更嚴重的衝擊與傷害。 

  兒童本應過著備受呵護、無憂無慮的生活而成長，一旦遭遇重大創傷事件，如

性受虐，囿於其有限的口語表達能力、認知理解與情緒成熟程度，往往很難清楚表

達內心的創傷。若成人只是抱持著「孩子長大就沒事，到時不會記得這些帅年發生

的事」、「大家不提，孩子就能自然復原」，甚至採取責備或批判兒童等態度，則對這

些受虐倖存兒童而言，可能錯過治療或介入的好時機；或是有些成人想提供協助，

但是不知道要怎樣幫助這群兒童修復自己的傷口，這亦會造成許多遺憾。 

  本書的宗旨，即是提供治療師針對性受虐的倖存者，透過四個階段的治療過程，

協助其在溫暖安全的治療關係下，逐步探索曾經受創的經驗，修復內在的諸多負向

感受及想法，及至能夠帶著自己新的學習，邁向人生的下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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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的特色之一是以完整的四階段模式闡述治療過程；另外，由於兒童口語表

達的有限性，以及所遭受性受虐的「不可言說性」，本書的另一個特色即是配合兒童

的身心與認知發展階段，在四階段的治療過程中，設計七十多個相關活動，並編製

成另一本「活動手冊」，由治療師協助兒童透過這些活動的進行，逐漸走出陰霾。這

些活動，有的是藉由畫圖或角色扮演，有的則是透過文字或各種形式的創作，協助

兒童認識並接納自己、信任治療師、辨識並接納自己的各種正向或負向情緒感受、

理解安全與不安全的人際界限、慢慢揭露並面對自己的受創經驗，重新理解與詮釋，

並有機會處理與加害者的關係，最終能更接納自己與珍惜自己的一切。 

  兒童自有其生命的韌性與復原力，但是在其遭受一些創傷經驗之後，周遭的成

人若能適時提供有品質的陪伴與介入，將有助於兒童盡快跨越這些陰霾，重新活在

陽光下，展現歡顏，並帶著這份成長經驗，迎向人生未來的挑戰。 

  本書能夠完成翻譯，感謝原書作者 Dr. Karp 和 Butler 女士累積其豐富的實務經

驗而撰寫此書；感謝心理出版社林總編輯的支持與文玲小姐協助編輯事宜；更感謝

淑敏、沁芬、一芳與瑩珊在自己忙碌的公私生活中，抽空翻譯。希望這本譯作的問

世，可以讓更多的家長、教師與諮商實務工作者更了解這群受虐的倖存者，並且知

道要如何有品質的陪伴他們走過這一段生命的幽谷，重展歡顏。 

 

文秀 

2009/4/20 寫於美國北德大 

(書訊內容引自心理出版社書訊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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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敘事治療—嚴重問題的遊戲取向 

Playful Approaches to Serious Problems: 

 Narrative Therapy with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作者：David Epston, Jennifer Freeman, Dean Lobovits 著  

譯者：黃孟嬌 、 賴璟慧譯  

出版社：張老師文化  

出版日期：2004/12/30  

 

◎書籍簡介  

  在敘事治療中案主及其所有家人都必頇參與，特別尊重孩子獨特的語言表達、說

故事、解決問題的資源和潛力，以及觀看世界的方式。但是當大人們嚴肅地溝通、

努力分析問題時，卻完全阻絕了孩子的興致，讓孩子對治療倒盡胃口。  

 作者好奇：「當孩子出現嚴重的問題時，是否可能以有趣、好玩、幽默的方式，

有效地處理挫折、害怕、過動、焦慮等各種困境？面對複雜的社會文化問題，我們

如何邀請孩子和他們的家庭成員運用想像和創意的資源？」這些問題決定了本書的

主軸－以有趣的方法，解決難題。  

 

敘事加上遊戲，提供了新的選擇，也讓改變成為可能，

造就了一個又一個充滿希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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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文一統整敘事和遊戲治療的魅力  

距《敘事治療──解構並重寫生命的故事》翻譯出版至今，有四年多了，這次張

老師文化公司能再出版《兒童敘事治療──嚴重問題的遊戲取向》，實在是對喜好敘

事學派的夥伴們的一大福音。本書不但詳盡說明如何透過家人的支持，把敘事運用

在兒童身上，且有許多兒童敘事實務介紹，而不只流於抽象的理論闡述。  

將敘事運用在兒童身上最難得之處，是相信兒童不論在哪個階段，都有能力與

創造力去面對自己生命中的苦惱及困擾。雖然治療師、家長可以從旁扶持，但願意

用信任、好奇的角度聆聽、了解孩子擁有的能力，進而用不同的問話去了解孩子的

生命經驗，累積不同的生命故事，讓孩子逐漸看到自己的能力、資源，而相信自己

可以面對問題；這種假設方式往往能讓孩子經驗到不曾經驗過的自己，而創造出自

己較期待的生命故事。這些假設是基於敘事的基本精神：孩子的問題不等於孩子本

身。當孩子感受到自己不是壞孩子或失敗的孩子，而是受到不同行為的影響、控制

時，孩子的失敗自我認同就會鬆綁，因而較能在不被責罵的情境下，探索如何面對

困擾。  

治療師在敘事過程裏，會分別評估問題如何影響家長的生活、家長和孩子之間

的關係、家長渴望的家庭生活，因而孩子的問題、家長和孩子的不良關係，並不等

於家長的失敗，如此可使家長在不被責怪的情境裏，和孩子共同外化及面對「被外

化的問題」。本書充分反應出不把自己等同於問題的去物體化（de-objectifying）哲

學觀。  

    本書還介紹了許多充滿敘事哲學觀的兒童遊戲治療方法，例如將外化概念運用

在沙盤、面具、和玩偶對話；只要掌握敘事的基本精神，許多遊戲治療的方式不僅

變成一種媒介，甚至擁有擴大敘事精神的助力，可讓孩子用自己較能了解的認知發

展，去體會諮商的主題和挑戰。本書充分發揮了敘事和兒童遊戲治療的統整魅力。

另外，信件、不同類型觀眾（觀眾可以是動物或想像中的朋友）的運用，都可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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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兒童發展對其自我認同較有助益的故事。  

大衛‧艾普斯頓對於孩子的特異能力，採取聆聽而非標籤為幻想或幻聽症的態

度，更在挑戰治療師如何更尊重地了解孩子，用他們的特殊能力去克服問題，而不

是急於把其特殊能力病理化。  

在敘事治療裡，需要外化的不只是兒童和家長各別面對的問題，外化兒童和家

長透過問題而建構出來的關係（relationship）問題，也同等重要。如何讓關係問題

不內化到兒童和家長身上，而是外化出來，讓他們經驗到自己可以去面對、克服問

題，進而經營他們渴望中的關係極為重要，因為有益的關係往往會鼓勵兒童發展自

己的能力，和期待中的自我認同更密切結合；也會讓父母看到自我的努力，朝渴望

中的親子關係戮力經營，而非陷在問題關係的自我認同中。       

    敘事治療雖然要學習許多理論技巧，但更重要的是在和兒童、家長會談時，如

何持續不斷地「相信」「問題故事」造就了他們，相信治療師能不斷以外化、解構、

重要的問話，邀請兒童、家長談述與他們期待的自我認同較為接近的不同故事。因

而敘事治療師必頇相信人遠超過問題，並且相信人有許多未被啟動的故事需要被啟

動，這些基本生命態度需時時牢記在心、勤於培育。  

能替本書寫序推薦是件歡喜的事，因它是西方第一本兒童敘事專書，許多用敘

事協助兒童、家庭的治療師都受到本書的啟發與影響，才進而經營、建構他們的兒

童敘事工作。希望本書的出版也能帶給台灣一些觸動與啟發，進而經營台灣的兒童

敘事專書。  

我深信這本書一定可以給台灣的兒童、家族治療師更多的希望、鼓勵與支持。 

 

吳熙琄（任教於哈佛教學劍橋醫院夫妻與家族臨床中心）  

（書訊內容引自心理出版社書訊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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