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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作個「恰到好處」的父母—談親子遊戲治療的推動 

只要留意社會新聞，屢屢發現有虐童的案件。施虐者或許是孩童的親身父

母、父母的同居人或是其他與兒童有互動的成人，施虐往往不是一天兩天的偶發

事件，受虐兒童通常都非常年帅，對成人的施虐毫無招架之力；其他家人、親友

或街坊鄰居，多半知悉或懷疑兒童有受虐情事，但卻未能及時制止或通報；施虐

者之施虐原因亦常常是糾結著個人、家庭與社會因素，甚至施虐者年帅時也是家

暴的受害者，兒童時期的受虐者就算長大之後沒有成為施虐者，這些受虐經驗對

其身心適應也都有深遠負向的影響。 

近年來少子化的現象愈趨明顯，許多父母懷抱期望生下小孩，卻往往是從為

人父母才開始學習怎樣當個好父母，在跌跌撞撞與嘗試錯誤摸索之間，孩子的自

我概念、人格特質與親子關係不斷在形成與發展，父母若是錯過孩子發展階段的

關鍵任務，例如建立良好的依附關係、培養兒童良好生活規範、建立自尊、自信

以及培養良好的人際關係等，則之後的彌補將加倍艱辛。 

親子遊戲治療就是基於這些理念，期望

在專業遊戲治療師的訓練與帶領之下，讓所

有為人父母者，或是兼具兒童教養照顧之責

者，如安置機構的保育員、帅稚園教師、國

小志工家長或是一般教師，能夠釐清自己的

教養態度、釐清對孩子的期待、學習溫暖、

接納、同理、尊重與包容的教養態度，以及

學習怎樣運用委婉而堅定的設限技巧，讓孩

子身處在這樣溫暖與充滿愛的環境中，對自

己有更多的瞭解與接納、相信自己是有潛力

與能力、學習尊重自己與他人，以及學習為

自己的行為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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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治療師與其不斷得協助已經長期受虐而嚴重身心受創的兒童，不如有系

統的針對有需要的家長，包括施虐者、親職功能不彰者、家暴受害者或是期望親

子關係更加親密者，提供完整的親子遊戲治療訓練，讓這群家長彼此亦能發揮支

持團體的功能，一貣學習怎樣當個恰到好處的父母，如此不僅兒童實質受惠，這

些家長更能從中獲得「我能感」也享受到溫暖的親情，進而改善自己其他層面的

生活品質與身心舒適程度，這樣的心理健康照護，才能真正的紮根與茁壯。 

 

王文秀 201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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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報告】 

遊療家園—展望兒童心理康健的帄台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在邁入第六個年

頭之此時，已可說是輔導、諮商、臨床或

社工等兒童心理工作者，重要的學術與實

務交流橋樑，更是會員在專業學習、同儕

支持和情感連結上的「家」。這個家，主

要期許能提供參與者在實務的精進與專

業的成長。 

在實務提升與工作坊研習方面，學會於 2010 年舉辦了遊戲治療歷程評估實

務、兩場遊戲治療個案研討、兩場分區遊戲治療初階工作坊，以及學校兒童攻擊

與霸凌問題之處遇與介入等系列工作坊；也在年會前舉辦了「玩出情緒 - 認識

完形遊戲治療」、「聽心在歌唱 - 敘事取向兒童工作坊」等兩場會前工作坊，和

會後的「阿德勒取向遊戲治療實務」、「家庭遊戲治療實務-阿德勒取向之應用」、

以及「遊戲治療之隱喻與故事敘說運用」等專業實務研習。2011 年初也已經舉

辦了「遊戲治療中的歷程評估與衡鑑要項」，以及台北地區之持續性的專業督導

團體；今年更期待能以堅強的陣容，推出系列的工作坊，讓會員和關注於兒童心

理健康的實務工作者，有更為充實的學習。 

在國際交流方面，美國遊戲治療學會(Association of Play Therapy)日前來函

密切的詢問與我們學會相關的訊息，希望能有更實質的互動。而 Zipora 

Shechtman(專精於兒童團體治療、讀書治療和霸凌輔導實務之以色列學者)、

Terry Kottman(國際知名的阿德勒學派遊戲治療大師 )，以及 Stephen A. 

Armstrong(專精於學校諮商、完形取向、沙遊等實務領域)等海外學者，均陸續

於最近訪問遊療學會，且在工作坊和交流席間，與學會之會員有相當溫馨、深刻

的互動。三月中旬，日本福島大地震後，「日本學校心理士協會」成員率團訪台，

與前任、現任理事長淑貞老師和文秀老師，均有機會進行互動與交流；本於互助、

關懷和專業上交流，學會也致贈了一套遊戲治療袋給該協會。在祈禱間，我們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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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默默的祝福身處於日本的所有居民，特別是兒童，能夠逐漸從這樣的重大災難

中重新站貣來並且更為茁壯。 

2010 年之年會盛大的在位於風城的新竹教育大學舉行，共有約將近兩百位

嘉賓暨工作人員參與，會中從節目表演、王麗文教授精采且發自生命深處的演

說、分場的各個取向之工作坊，和論文與壁報發表，大家的參與都呈現遊療家園

無可限量的向心力和學習熱誠；中餐採歐風自助餐宴請所有與會者，透過小活動

歡迎新會員，注入家庭式的提攜和關懷，在座椅腳旁抽中生活哲語的新會員，更

有機會獲得神秘禮物，豐富的餐宴在驚呼聲間告一段落。向晚，會員帶著獲贈的

精美手工皂會員禮，和滿足的心靈賦歸。今年(2011)的年會，學會將邀請您親臨

台南古城、相約於深秋，更別出心裁的也同步規劃了系列的工作坊，期待您的來

臨與熱烈參與。 

遊戲治療學會，是一個期許一直與您同行的「家園」，更是祈願於兒童心理

工作的您，最為重要的「家」，在這裡您總能夠認真學習、踏實的從實務學習裡

去體會，並輕鬆的找到家人，養足身心後再回到自己的崗位上，為兒童的心理康

健，作更多的付出。期待您永續的在這家園和帄台的陪伴間，一路前行。 

 

秘書長  許育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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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告】 

學會於 100 年 4 月 9 日召開本年度第三屆理事會議，會中除討論學會例行

事務外，並針對 100 年下半年度之相關活動進行討論。會中討論未來學會將著

手強化對舊會員繳費和參與學會活動之鼓勵，亦決議將自今年開始進行優秀遊戲

治療碩博士生研究論文獎之設置；與會理事亦針對年底舉辦之年會、預計邀請國

外講師與會進行專業工作坊等事宜，進行討論和規劃。 

【財務報告】（截至 100 年 4 月 30 日止） 

類別 項目 金額 

收入 會員入會費常年會費 70,000 元 

 內政部補助 2010 年年會款項 20,000 元 

 2010 年會收入 50,400 元 

 2010 年年會會後工作坊收入 284,380 元 

 利息 1,051 元 

 捐款 8,060 元 

 總金額 433,891 元整 

支出 2010 年會講師鐘點費及審稿費 43,400 元 

 2010 年會活動支出(含交通費及雜支) 157,747 元 

 2010 年會會後工作坊支出 118,115 元 

 業務費 17,439 元 

 人事費 
（11月~2月，及年會期間加班與工讀生） 

52,233 元 

 辦公費 377 元 

 總金額 389,311 元整 

上期結餘：柒拾玖萬壹仟柒佰伍拾捌元整（791,758） 

本期結餘：捌拾參萬陸仟參佰參拾捌元整（836,338） 

http://www.atpt.org.tw/news_open.php?id=119
http://www.atpt.org.tw/news_open.php?id=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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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2011 年度台灣遊戲治療學會繼續教育與系列工作坊 

※遊戲治療專業工作坊暨年會預告 

本年度遊戲治療年會預計於 11 月 27(日)舉辦年會，並邀請國際知名學者 Linda E. 

Homeyer 於 11 月 25(五)~26(六)、29(二)、30(三)舉辦專業工作坊；敬請留意學會相

關網站公告訊息。 

報名方式與詳情：請參考台灣遊戲治療學會網頁最新說明（http://www.atpt.org.tw） 

遊
戲
治
療
初
階
工
作
坊 

場次 日期/時間 主題 講師/現職 地點 

A 八月

20(六)~21(日) 
9：00-16：00 

遊戲治療初階 

工作坊(中區) 

蔡美香 
中國文化大學心理輔導學系 

助理教授 

台中教育大學學生輔

導中心（台中市西區民

生路 140號） 

B 八月

26(五)~28(日) 
9：00-16：00 

遊戲治療初階

工作坊(東區) 

林美珠 
花蓮縣學生諮商輔導中心主任 

花蓮縣學生諮商輔導

中心（花蓮縣吉安鄉宜

昌一街 45號-宜昌國小） 

遊

戲

治

療

進

階

工

作

坊 

場次 日期/時間 主題 講師/現職 地點 

C 八月

6(六)~7(日) 
9：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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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瑞鶯 
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系副教授 

陳美燕 
高雄少年法院法官兼庭長 

江季璇 
禾善社工師事務所負責人 

黃雅羚 
元品心理諮商所所長暨諮商心

理師 

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

系（台南市大學路 1號） 

D 九月 24(六) 
9：00-16：00 

團體遊戲治療 王孟心 
中國文化大學心理輔導學系 

助理教授 

高雄市立大義國中（高

雄市左營區翠華路 687

號） 

E 十月 15(六) 
9：00-16：00 

學校遊戲治療 鄭如安 
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助理

教授 

台中教育大學學生輔

導中心（台中市西區民

生路 140號） 

遊

戲

治

療

實

務

團

體

督

導 

區域 日期/時間 備註/說明 講師/現職 地點 

北區 四月~六月 已額滿 蔡美香 
中國文化大學心理輔導學系 

助理教授 

台北市東門國小（臺北

市仁愛路一段 2~4號） 

東區 九月~十一月 9/16.30,10/1

4.28,11/11.2

5晚間 

林美珠 
花蓮縣學生諮商輔導中心主任 

花蓮縣學生諮商輔導

中心（花蓮縣吉安鄉宜

昌一街 45號-宜昌國小） 

桃竹苗 九月~十一月 時間另訂 王文秀 
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

學系教授 

新竹教育大學（新竹市

南大路 521號） 

各區督導共計各六次，每次三小時。 

http://www.atp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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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迴響】 

烏龜、變色龍、老鷹、獅子，你是哪一種？ 

簡君倫 (台北市萬興國小代理專任輔導教師) 

今年年初親身參與了遊戲治療大師 Terry Kottman 帶來阿德勒取向之家庭遊

戲治療實務，讓我想到自己在國小開始與兒童一貣工作後，「玩具」的確成了我

和個案之間很好的溝通工具，尤其對低年級的孩子來說，在遊戲的過程享有主導

權、獲得自信心、有愉快的互動過程都是他們非常喜歡的。然而，走出遊戲室，

兒童成長的過程受到家庭教育的影響甚大，如能將家庭系統拉入，與父母親一貣

合作，對兒童的幫助方能更加顯著。 

在阿德勒學派遊戲治療學派中特別重視和父母親一貣工作，因此除了兒童遊

戲治療之外，如何在父母諮詢的部分建立關係，進而讓父母對孩子有更好的洞

察、提升親職教養策略等更顯重要。 

在這次的工作坊中，我非常喜歡 Terry Kottman 在探索與不同類型的父母親

溝通的部分。透過選擇符合自己特質的動物：烏龜、變色龍、老鷹、獅子，探討

該動物的優缺點，分析所屬的人格類型，可更貼切的運用不同的語言來與人溝

通，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這是多麼有趣的收穫！這樣的分析對於人際溝通也

是相當有用。我們可透過簡單的介紹，看看以下這四種動物，你屬於哪一種呢？ 

一、 烏龜/舒適型：舒適型的人對現況較為放鬆，因此對於該類型父母的諮詢提

供建議時，可讓問題簡化、以較開放隨性、不給予壓力的態度面對，讓事

情變得更有趣、更自在，也讓該父母較能接受。 

二、 變色龍/討好型：討好型的人總努力迎合每個人的胃口，希望每個人都覺得

開心，因此在與這類型的父母溝通時，應提供清楚具體的建議，多多鼓勵

其重視自己的需求，並教導其如何說「好」或「不好」。 

三、 老鷹/控制型：控制型的人自我約束，也同時約束他人，因此和此類型父母

溝通時，應避免去檢視他們到底做得好壞，需讓他們在溝通時感到這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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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可掌控的。而以間接委婉的方式，提供他建議，不直接告訴他該怎

麼做。 

四、 獅子/優越型：優越型的人常覺得自己的孩子不夠好，並站在較高姿態因應

問題。因此可先肯定他們對孩子的用心，不需強調誰才是專家，而是和他

們多多討論，如在建議方面也可用「…這樣可以讓你成為更棒的父母…」

來促進他們的教養態度。 

 

 

看完了不同類型的溝通方式，我們不但可以藉此檢視自己的性格類型，也可

了解在人際互動上，特別是輔導工作上，如何的溝通方式才能讓彼此站在「雙贏」

的位置，達成有效溝通，更可以在親師生三者的合作中，啟動良性的工作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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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矚大師─Terry Kottman 的剪影 

林玟伶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學生) 

身為諮商界的新手，需要不斷地汲取前人累積下來的知識，才能茁壯、成長。

一月十四、十五日，飄著細細雨絲的冬日，此時適逢學期結束，大多數的學生已經

打包行李回家享受假期，但是在竹大藝設系的演講廳，卻不時傳來歡樂的笑聲。 

Terry Kottman──阿德勒遊戲治療創始者，爽朗的笑聲與輕鬆自然的態度，完

全看不出來是第一次到亞洲國家旅行。聽著她侃侃而談，從求學過程中面對選錯主

修的治療學派的困境，到自己創立阿德勒學派的遊戲治療，這讓我學到，諮商師的

人格特質與治療學派之間是會互相吸引、產生共鳴的。 

Kottman 教導的遊戲治療非常令我嚮往，她成功

的在短時間內讓治療變成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課堂

上實際操作 whisper technique 的過程中，讓我與同學

一方面覺得自己要人格分裂，但另一方面又非常享受

其中的樂趣，以及這項技術所帶來的驚豔效果。阿德

勒學派特別強調兒童的主觀知覺，因此我們要去推測

他們行為背後的目的，和兒童用同樣的視野去面對事

情，如此一來便能幫助我們更靠近他們。 

在參與會後工作坊的過程中，我從 Kottman 身上

看見了一種樂觀、風趣的治療風格，詼諧而生動的教

學，每每都令台下學員會心一笑，那是一種跨國界的

互動、跨語言的感染力。 

身為諮商界新手的心靈是充實而飽滿，汲取前人累積下來的菁華，繼續向前邁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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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遊療年會暨參與心得 

沈怡青 (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學生) 

遊戲治療年會每年都會整合各個不同取向的工作坊與口頭論文發表，皆在年會

的時候一次呈現，讓每個會員與參與者都有多元的選擇方向，而今年我選擇的是「阿

德勒的家庭遊戲治療實務經驗」，由活力四射的麗雲老師所帶領。 

在工作坊中對於家庭遊戲治療有更深層的瞭解，家庭遊戲治療可以從家庭的脈

絡中觀察到各個家族成員的互動，也能夠瞭解家庭系統的動態歷程及多元互動模

式，藉由遊戲的方式進行介入，可以有更多的彈性與運用空間。在工作坊上，麗雲

老師展示了許多相關的表達性媒材，讓全場的參與者歡聲雷動，因為種類繁複多不

可數，也讓我們見識到了遊戲治療的多元層面，在觀看老師使用媒材的同時，自己

也會很想要更接觸這個廣大與深奧的世界，如何藉由我們助人者的微薄力量，讓個

案與整個家族有了嶄新的動力與發展，這麼重要的工作是必須由更多的同伴一同來

建構，所以更必須充實自我的專業知能才能夠有更多的發展空間。也很感謝學會一

直以來的辛勞，提供會員們這麼豐富的訓練與資訊，期待下一屆年會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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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療書訊】 

話圖：兒童圖畫書的敘事藝術 

Words about Pictures：Narrative Art of Children’s Pictures Books 

 

 

 作者：Perry Nodelman 著 

譯者：楊茂秀、黃孟嬌、嚴淑女、林玲遠、郭鍠莉譯 

出版社：財團法人兒童文化藝術基金會 

出版日期：2010 年 10 月 31 日 

 

 

◎書籍簡介  

本書是一本結合視覺心理、圖像知覺心理學、符號學、藝術史和文學理論等，

再實際配合圖畫書作品為例子進行精闢入裡的分析，深度審視一個作品或利用多數

作品的相互印證比較的圖畫書專論，能夠提升圖畫書的文學藝術價值，更幫助讀者

跳脫既定的思考模式，進入嶄新的圖文世界。(嚴淑女，國立台東大學兒童讀物研究

中心研究人員) 

他會不斷協助你，卻絕不會有一絲絲操控的意圖。他的建議，總是有關瞭解的

面向，他不會告訴我們要怎麼樣把繪本當工具來用。他不斷提醒我們，繪本是很獨

特的文藝形式，他陪伴我們觀賞，從解構的觀點出發，參照各種各類的學術裝備，

例如，符號學、藝術史、文學理論、腦神經科學等，協助我們去了解圖、文、圖文

關係、符號意義的詮釋與分析等。他簡直是端出有關繪本研究、繪本思考的滿漢全

席，邀約我們入席、品嚐，又絕對不會要我們照著他的想法去發展任何應用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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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茂秀，毛毛蟲兒童哲學 00 基金會 董事長） 

諾德曼的「話圖」是一部繪本的符號學，是一種發現繪本意義，或發現繪本如

何表陳意義的方法與過程。（黃惠雅，宜蘭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譯者序─另一種談圖畫書的聲音──《話圖：兒童圖畫書的敘事藝術》 

臺灣圖畫書市場蓬勃發展，透過版權交易我們有幸可以看到許

多不同國家的圖畫書，透過精采的圖文去經歷不同文化的視覺饗宴

及藝術氛圍。但是當我們在進行圖畫書評析討論時，深刻體認到用來討論圖畫書的

專業詞彙太少，加上圖畫書視覺藝術、心理學、美學等先備知識不足，因此無法結

合各方面的理論去深入且朝多向度的方向去剖析一本圖畫書。  

而臺灣圖畫書理論書籍不多，有系統介紹相關理論的外文書籍也不易取得。因

此，為了讓讀者對結合文字、圖畫藝術的圖畫書能以不同觀點及視野來審視及欣賞，

《繪本棒棒堂》圖畫書季刊從創刊以來，一直連載培利‧諾德曼（Perry Nodelman）

這本專門討論兒童圖畫書敘事藝術的書。期望透過理論的引介，讓圖畫書從欣賞、

共讀，逐漸進入剖析創作的文化內涵及藝術層次的領域。 

諾德曼認為大多數有關童書（包括圖畫書）的討論，都著重它們的教育功能，

而且太多的小孩和大人在談論圖畫書的時候只能說一些片面語詞，以致於錯失許多

樂趣和價值。因此，本書主要目的是提供一些談論圖畫書的語詞。同時探討圖畫書

裡的圖如何結合文字，以獨特的方式傳達訊息及說故事的方法，重心放在說故事的

圖畫書上。 

因為圖畫書是圖和文這兩種藝術形式的奇特混合，要瞭解圖畫書，需要多種不

同的理論和方法。他認為最佳方式是透過像羅蘭‧巴特的符號學理論 (semiotic 

theory）的形式來思考；同時援引像貢布里希（E. H. Gombrich）的圖像力學，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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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夫‧安海姆（Rudolf Arnheim）的知覺和藝術理論，甚至伊瑟爾（Wolfgang Iser）

的讀者反應論等來深入探討圖畫書藝術的本質。  

本書共有十章。第一章討論圖裡的敘事訊息必須仰賴觀者熟悉已知的假定和意

義符碼，他提供類似分類法裡的目錄（catalog）來說明圖如何傳達有關主題的訊息。

從第二章到第六章，則專注在視覺訊息的思考；從考量全書的整體意義效果開始，

再思考書中圖像的整體意義，最後探索圖裡特定細節的效果；第六章探索一系列的

圖中，圖與圖之間重要的關聯。第七、八、九章，談論圖文關係的各個層面。最後，

在第十章，提出一些從書的整體所湧現的意涵。 

期望這本結合視覺心理、圖像知覺心理學、符號學、藝術史和文學理論等，再

配合實際圖畫書作品為例子精闢入裡的分析，深度審視一個作品或利用多數作品的

相互印證比較的圖畫書專論，能夠提升圖畫書的文學藝術價值，更幫助讀者跳脫既

定的思考模式，進入嶄新的圖文世界。 

 

嚴淑女(國立台東大學兒童讀物研究中心研究人員) 

 (書訊內容引自財團法人兒童文化藝術基金會出版社書訊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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繽紛花園：兒童遊戲治療 

Counseling Children Through The World of Play  

   

作者：Daniel Sweeney 著  

譯者：蘇靜枝譯  

出版社：張老師文化  

出版日期：2011 年 01 月 19 日 

 

◎書籍簡介  

遊戲是與孩童溝通時最有效的工具及橋樑。由於孩童缺乏成人般的語言及認知

技巧，若要與他們溝通，就要蹲下身來，以他們的高度來看世界，而非強迫他們提

升到大人的高度。本書作者以聖經的教導為準則，透過心理諮商和遊戲治療，讓諮

商師、父母、教師和教會輔導等，深入孩子的內在世界，讓心靈受傷或身心有缺陷

的孩子得到療癒與醫治。 

 

◎推薦序文 

正如本書作者所言，每一位兒童都是一個個體，值得被尊重、認識、肯定、了

解、被真誠對待。假如成人想要與孩子做有意義的情感接觸，就必須體驗他們所體

驗，感受他們所感受，並好奇他們所好奇的。唯有進入他們的遊戲世界，才能進入

他們的內心世界。本書不但博引許多學者精闢的理論，而且還佐證了不少研究的實

例，以資參考。 ──彭駕騂（前世新大學新聞系教授） 

本書幫助我們了解、醫治受傷兒童。遊戲治療能幫助孩子發展更積極的自我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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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承擔更大的自我責任，更能自我指導及自我接納，也更能獨立與自我決策，學

習再次經歷控制生命與自我的感受，並對經歷的過程更敏銳，發展內在自體資源且

能變得更有自尊與自信。 ──吳慈恩（長榮大學神學系助理教授）  

這是一本融合諮商實務與基督信仰的好書。我要回應本書作者史威尼教授的觀

點，光有知識是不夠的，重要的是「態度」。擁有專業知識，但是心態不正確，專業

能助人，也能傷人。「但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愛心能造就人。」（哥林多前書

8:1）這也是我從事心理諮商與治療所依循的最高準則。 ──陳恆霖（崑山科技大學

帅保系暨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副教授） 

 

（書訊內容引自張老師文化出版社書訊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