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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進階遊戲治療工作坊系列】 
 

在進行輔導工作時，您是否曾想進行團體遊戲治療，卻力不從心，不知怎麼進行呢？您是

否覺得牌卡很適合用在兒童及青少年的輔導諮商工作，但常發現很開心的結束遊戲後，卻不知

如何應用結構性遊戲治療的觀點進行觀察、記錄及討論呢？您又是否曾想將家長結合至兒童工

作中，卻不知如何引導家長陪伴兒童？還有在進行過程會有那些需考量的面向呢？ 

完整的遊戲治療學習應包含「遊戲治療歷史」、「遊戲治療理論取向」、「遊戲治療策略及技

術」、「遊戲治療於不同族群及實務議題之運用」、「遊戲治療督導」等五大面向，2014台灣遊戲

治療學會繼「北部人才培訓增能系列課程」之後，繼續推出一系列「進階遊戲治療」課程，以

學校或機構最常見的諮商工作型態及議題為主軸，去探討「團體遊戲治療」的模式、「結構性遊

戲治療」的觀點及做法、以及「親子遊戲治療」的概念及實施等，機會難得，有興趣深入認識

遊戲治療的夥伴千萬別錯過哦!! 

 

一、 主辦單位：台灣遊戲治療學會、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國立臺南大學諮商與

輔導學系 

二、 合辦單位：高雄市勝利國小 

三、 對        象：對遊戲治療有興趣之心理師、專輔教師、社工師、相關系所研究生、及相關兒

童輔導實務工作者。 

四、 講師介紹：(依授課順序排列) 

【講師】沈玉培博士 

【學歷】美國德州農工大學 Commerce分校諮商研究所 

【證照】中華民國合格諮商心理師 

【現職】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助理教授 

【經歷】慈濟大學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助理教授、台灣遊戲治療學會理事、 

嘉義市諮商心理師公會理事長、沙遊世界表達與療癒發展中心專業顧問 

【專長】遊戲治療、沙盤治療、親子遊戲治療、親職教育、諮商督導 

【講師】吳麗雲博士 

【學歷】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博士 

【證照】中華民國合格諮商心理師、GCDF 全球職涯規劃師 

【現職】台南科技大學幼保系助理教授 

【經歷】台灣遊戲治療學會理事、台南縣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885諮詢專線督導 

                 地檢署特殊行為學生團體輔導種子教師訓練督導 

                  兒童福利聯盟高雄分會遊戲治療師 

【專長】遊戲治療、親子/家庭遊戲治療、團體諮商、家庭與婚姻諮商、園藝治療、企業

諮商、表達性治療、親職教育、職涯諮商、情緒管理與壓力調適、人際關係 

【講師】鍾巧鳳博士 

【學歷】北德州大學諮商系博士 

【證照】中華民國合格諮商心理師 

【現職】社區服務中心(Community Services Center)諮商心理師 

【專長】遊戲/活動治療、親子關係治療、兒童及青少年心理衡鑑、社區諮商、 多元文 

                化諮商、危機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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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課程規劃： 

【E場】親子遊戲治療 (講師：沈玉培博士，地點：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德校區) 

 

【F 場】阿德勒遊戲治療於選擇性緘默兒童之運用 (講師：吳麗雲博士，地點：高雄市勝利國小)   

 

【G 場】團體遊戲治療的概念與應用(講師：鍾巧鳳博士，地點：國立臺南大學府城校區) 

 

六、 報名方式： 

（一） 報名方式：一律網路報名，請上本會網站（www.atpt.org.tw）專業課程認證區進行報

名，非會員請以【遊療之友】登入報名系統。 

（二） 繳費帳號：國泰世華銀行  成功分行   

【銀行代號】013【帳號】063-03-500284-9  【戶名】台灣遊戲治療學會 曾仁美 

（三） 請於線上報名後 7 日內完成繳費，為方便作業管理，逾期將不予保留名額，請多包

涵。 

 

 

 

 

 

 

時間 7/5(六) 7/6(日) 

9:30-11:00 認識親子遊戲治療之發展 
親子遊戲治療單元 1~5 之目標、內容與進

行歷程(一) 

11:00-12:30 認識親子遊戲治療之理論 
親子遊戲治療單元 6~10 之目標、內容與

進行歷程(二) 

13:30-15:00 催化親子遊戲治療訓練與歷程之重

要元素(一) 
認識親子遊戲治療歷程 

15:00-16:30 催化親子遊戲治療訓練與歷程之重

要元素(二) 
常見問題與建議回應 

時間 8/16(六) 8/17(日) 

9:30-11:00 阿德勒遊戲治療槪念 認識選擇性鍼默兒童 

11:00-12:30 阿德勒取向系統評估 
阿德勒取向於選擇性緘默兒童之實務應用

(一) 

13:30-15:00 評估和解析兒童不良適應行為的目

的 

阿德勒取向於選擇性緘默兒童之實務應用

(二) 

15:00-16:30 阿德勒取向介入之多元媒材實務應

用 
阿德勒取向父母/教師初次晤談與諮詢 

時間 9/27(六) 9/28(日) 

9:30-12:30 團體遊戲治療的概念 結合指導性和非指導性的團體介入方式 

13:30-16:30 團體遊戲治療的過程和階段 團體遊戲治療的應用 

http://www.atp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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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報名費用：  

  學生會員 一般/專業會員 非會員 

單

場

報

名 

□6/25 前早鳥報名：E 場(共 12 小時) 2400 2800 3400 

□6/25 後一般報名：E 場(共 12 小時) 2800 3200 3800 

□7/16 前早鳥報名：F 場(共 12 小時) 2400 2800 3400 

□7/16 後一般報名：F 場(共 12 小時) 2800 3200 3800 

□8/27 前早鳥報名：G 場(共 12 小時)  2400 2800 3400 

□8/27 後一般報名：G 場(共 12 小時)  2800 3200 3800 

同

報 

進階工作坊參加任兩場 (含北區) 4800 6400 

進階工作坊參加任三場 (含北區) 7200 9600 

備

註 

1. 即日起至 6月 20前申請加入本會會員即可享全系列工作坊報名優惠!! 

2. 由於多場同報網站報名系統尚未開放，欲同時報名多場者，請至各場報名，繳

費總金額請參考上表【同報多場】所示，若有任何疑問，請來電洽詢。 

八、   注意事項： 

(一) 本活動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社工師繼續教育認證申請中。 

(二) 完成報名手續後，將以 e-mail 通知，確認報名是否成功。 

(三) 尊重智慧財產權，除工作人員，上課內容請勿錄音錄影。 

(四) 各場全程參與者，本會將發予研習證明。 

(五) 本活動為一系列性課程，為維持個人學習之完整性及團體進度之一致性，報名後敬請

務必全程參與，繳費後因故無法參加，請務必於活動前一週來電告知，有繳費者將予

以退費，惟酌收 600 元行政處理費，活動當週告知則恕不退費。若單場其中任一天缺

席，上課師資及相關安排已排定，恕無法退費，敬請見諒。 

(六) 本活動不供餐，會提供現場代訂便當服務，為響應環保，請自備餐具及水杯。 

(七) 相關事宜請留意遊戲治療學會網站最新公告。（www.atpt.org.tw），如課程異動亦以公

告為準。 

(八) 聯絡方式： 

學會電話：0982-699664     Line：playtherapy    找 楊小姐或郭小姐 

E-mail：atpt2013@gmail.com    FB 社團：台灣遊戲治療學會-Atpt 

                地址：701 台南市東區凱旋路 31 號 6 樓之 3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 

(九) 如有任何疑問請於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 9:30~17:00)來電或 E-mail 洽詢。 

 

 

 

 

 

 

 

 

 

http://www.atpt.org.tw/
mailto:atpt201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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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活動地點交通資訊： 

(一) E 場：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彰化市進德路一號) 

1.地理位置 

 

2.交通方式   

(1)鐵公路： 

 從彰化火車站搭乘「彰化客運」，「台中客運」101路線，於彰化師範大學下

車，步行約五分鐘，即可抵達。 

(2)中山高速公路： 

 彰化市以北者，經高速公路南下，下王田交流道往彰化方向，經大肚橋，沿

中山路直行經台化工廠、7-11，左轉進德路即可抵達。 

 彰化市以南者，經高速公路北上，下彰化交流道往彰化方向，沿中華西路右

轉中央路，上中央路橋，左轉中山路(台一線)直行，右轉進德路即可抵達。 

(3)國道三號高速公路： 

 由快官系統交流道(往彰化方向)下中彰快速道路(台 74線)，至中彰牛埔交流道

(芬園)出口後右轉彰南路(台 14線)，至中山路左轉，經台化工廠，左轉進德

路，即可抵達。 

(4)高鐵： 

 臺灣高鐵台中(烏日)站下車，轉搭「台中客運」路線、101路線，「彰化客運」

台中-鹿港路線，「員林客運」台中-西港路線、台中-西螺路線，於彰化師範大

學下車，步行約五分鐘，即可抵達。 

(註：以上資訊若有異動，以高鐵車站現場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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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F 場：高雄勝利國小(高雄市左營區南屏路１號) 

1.地理位置 

 

2.交通方式   

(1)捷運： 

搭乘捷運至捷運左營站後，轉搭計程車，車程約七分鐘。 

 (3)火車 

搭乘火車至左營火車站後，步行前往(研翠華路→華榮路→裕興路前往，約一公里)

或轉搭計程車，車程約三分鐘。 

(4)高鐵 

搭乘高鐵至高鐵左營站後，轉搭計程車，車程約七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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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G 場：國立台南大學(台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 33號) 

1.地理位置 

 

2.交通方式   

(1)高鐵免費接駁公車：延平郡王祠(開山路 181 號)站 

(網址 http://www2.thsrc.com.tw/download/transfer/thsrcTransfer_Tainan.pdf ) 

(2)計程車：未搭上高鐵免費接駁公車者可轉搭乘計程車(約 23 分鐘抵達) 

(3)汽車：  

出發地點 參考路線 

臺南火車站 臺南火車站－北門路－府前路－開山路－樹林街二段 

－國立臺南大學 

臺南機場 臺南機場－大同路－開山路－樹林街二段－國立臺南大學  

臺 17 線 臺 17 線－府前路－南門路－樹林街二段－國立臺南大學 

中山高速公路 中山高－仁德交流道－東門路－府前路－開山路 

－樹林街二段－國立臺南大學  

 

(4)公車 

公車代號 下車地點 步行路線 

2 號 南門路站 南門路站下車，轉樹林街二段直走即為臺南大學 

5 號 體育公園站 體育公園站下車，直走轉五妃街即為臺南大學後

門 

88 安平線 體育公園站 體育公園站下車，直走轉五妃街即為臺南大學後

門 

(5)台鐵：  

(1)至台南火車站後轉搭計程車，車程約 8 分鐘，車資約 100 元。  

(2) 至台南火車站後轉搭臺南市公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