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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中區遊戲治療人才培訓系列 M1】
玩出關係連結與正向自我概念：兒童遊戲治療入門

「兒童遊戲治療入門」工作坊以兒童中心遊戲治療理論與技巧為基礎，搭配技巧示範、影

片觀摩與現場實務演練、實務技巧返家練習。此外，也針對遊戲治療實務練習狀況，提供遊

戲治療實務常見 Q & A、與父母教師諮詢重點與技巧，與案例說明，讓課程參與者從遊戲治

療基礎理論奠基與紮根，也實地練習遊戲治療進行過程，培養並提昇遊戲治療之應用能力。

一、主辦單位：台灣遊戲治療學會

二、合辦單位：台中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三、協辦單位： 台中市西區忠明國小

四、時 間： 2015 年 4/25(六)、4/26(日)、5/16(六)、5/17(日)，9：00AM ~ 4：30PM

五、地 點：台中市西區忠明國小(臺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 556 號)

六、對 象：對遊戲治療有興趣的實務工作者，含心理師、社工師、輔導教師及諮商輔導

相關系所之學生，預計招收 30 人。

七、講 師：沈玉培 博士

【學歷】美國德州農工大學 Commerce 分校諮商研究所博士

【證照】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 諮心字第 002187 號

【現職】國立嘉義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助理教授

【經歷】慈濟大學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 Commerce 分校學生諮商中心 實習諮商心理師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 Commerce 分校心理測驗與社區諮商中心 實習諮商心理師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 Commerce 分校諮商研究所 助理督導

【專長】遊戲治療、沙盤治療、兒童與青少年諮商、親職教育、督導

八、課程規劃：

（一） 瞭解遊戲在兒童發展的功能與意義

（二） 認識兒童中心遊戲治療之發展與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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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認識遊戲治療玩具媒材

（四） 學習兒童中心遊戲治療之技巧

（五） 瞭解遊戲治療實務進行方式

（六） 認識遊戲治療歷程常見問題與建議回應

（七） 學習如何與父母進行諮詢工作

九、報名方式與流程：

【線上報名】：請上本會網站（www.atpt.org.tw），專業課程與認證區報名

【繳交費用】：銀行代號 013(國泰世華銀行)；帳號 063-03-500284-9；

戶名：台灣遊戲治療學會曾仁美

【報名須知】：

（一） 請於線上報名後 7 日內完成繳費，始完成報名程序。為方便作業管理，逾期將

不予保留名額，請多包涵。

（二） 非會員請先以【遊療之友】登入報名系統。

（三） 若不確定會員資格是否有效，請主動聯繫學會秘書處，待確定會員資格後再匯

出正確費用。

十、報名費用：(本工作坊為初階課程)

早鳥

優惠

(4/10 前完

成報名程序)

會員 非會員

初階單場(4 天) 5600 6800

進階單場(2 天) 2800 3400

初階督導(4 天) 8800 10500

一般

報名

會員 非會員

初階單場(4 天) 6400 7600

進階單場(2 天) 3200 3800

初階督導(4 天) 10000 12000

多場

報名

好禮送

初階單場+初階督導 贈送價值 600 元遊戲治療媒材

進階兩場+初階督導 贈送價值 600 元遊戲治療媒材

進階報名三場以上 贈送價值 600 元遊戲治療媒材

同區課程全部報名 贈送價值 1200 元遊戲治療媒材

http://www.atp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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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注意事項：

（一） 繼續教育申請：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社工師繼續教育認證、教師研習時

數申請中。

（二） 尊重智慧財產權，除工作人員，上課內容請勿錄音錄影。

（三） 全程參與者，學會將核實發給研習證書。

（四） 中區四場全報者，本會將另外授予「遊戲治療人才培訓專業時數」共 66 小時之

證書。

（五） 繳費後因故無法參加，請務必於活動七天前來電告知，有繳費者將予以退費，

惟酌收 600 元行政處理費，活動七天內告知則恕不退費。

（六） 本會提供現場代訂便當服務，為響應環保，請自備餐具與水杯。

（七） 相關事宜請留意遊戲治療學會網站最新公告（www.atpt.org.tw）

十二、交通資訊

1. 搭火車至台中火車站

(1) 轉乘 BRT 藍線，約 30 分鐘。

(2) 轉乘計程車，約 15 分鐘。

2.行駛高速公路

(1) 從中山高速公路/國道 1號的 178-台中 號出口下交流道→ 接著走台中交流道

出口→ 於台 12 線/-台中交流道出口靠右行駛→ 繼續直行走中港路二段/台灣大

道三段/台 12 線→ 於忠明南路/忠明路處迴轉。

3.搭乘高鐵

(1) 159 路公車(開往台中公園方向) 至科學博物館站下車，步行至忠明國小。

(2) 151 公車(開往市警局方向)轉 BRT 藍線(秋紅谷站->忠明國小站) ，步行至忠明

國小。

(3) 161 公車(開往中科管理局)轉 BRT 藍線(秋紅谷站->忠明國小站) ，步行至忠明

國小。

http://www.atp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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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中區遊戲治療人才培訓系列 M2】
遊戲治療研究好好玩

本工作坊透過講授及範例，實地說明遊戲治療研究的設計與進行。不同於一般研究課

程的生硬嚴肅，講師將告訴你如何以好玩的心情和方法，結合遊戲治療與實務研究，讓你

能「邊玩邊研究」。

一、主辦單位：台灣遊戲治療學會

二、 合辦單位：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三、 時 間：2015 年 5/9(六)，9：00AM ~ 4：00PM

四、 地 點：新竹教育大學綜合教學大樓二樓 N203 教室(新竹市南大路 521 號)

五、 對 象：對遊戲治療有興趣的實務工作者，含心理師、社工師、輔導教師及諮商輔導

相關系所之學生，預計招收 30 人。

六、講 師：

(一)王文秀 教授

【學歷】美國賓州州立大學諮商師教育系博士

【證照】中華民國合格諮商心理師

【現職】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兼任教授

【經歷】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教授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理事長、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理事長、新竹市諮商心理師公會理事長

台灣諮商心理學會常務理事

【專長】兒童遊戲治療、諮商督導、個別/團體諮商、諮商專業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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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許育光 教授

【學歷】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博士

【證照】中華民國合格諮商心理師

【現職】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教授

【專長】兒童臨床心理學、團體實務、敘說與成長、人際動力諮商、早療與家庭諮詢

(三)連廷嘉 副教授

【學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博士

【證照】中華民國合格諮商心理師

【現職】台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副教授

【經歷】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副教授、國立台東大學助理教授

屏東高中專任輔導老師、小學教師兼教務主任

【專長】學校心理學、青少年諮商、諮商督導、職場心理健康、社區諮商

七、課程規劃：

時間 主題 主持人

8:30-9:00 報到（領取資料）

9:00-10:20 遊戲治療研究可以這麼做 王文秀教授

10:20-10:40 茶敘

10:40-12:00 遊戲治療的量化研究（編製量表、小樣本

統計分析、後設分析、實驗效果研究…）

連廷嘉副教授

12:00-13:00 午餐

13:00-14:20 遊戲治療的質性研究（方案建構/評鑑 &常

用質性方法的設計與資料分析…）

許育光教授

14:20-14:40 茶敘

14:40-16:00 快問快答（針對與會者帶來的研究計畫或

構想提出建議）

王文秀教授、許育

光教授、連廷嘉副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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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報名方式與流程：

【線上報名】：請上本會網站（www.atpt.org.tw），專業課程與認證區報名

【繳交費用】：銀行代號 013(國泰世華銀行)；帳號 063-03-500284-9；

戶名：台灣遊戲治療學會曾仁美

【報名須知】：

（一） 請於線上報名後 7 日內完成繳費，始完成報名程序。為方便作業管理，逾期將

不予保留名額，請多包涵。

（二） 非會員請先以【遊療之友】登入報名系統。

（三） 若不確定會員資格是否有效，請主動聯繫學會秘書處，待確定會員資格後再匯

出正確費用。

九、報名費用：(本工作坊為進階課程)

早鳥

優惠

(4/24 前完

成報名程序)

學生會員 一般/專業會員 非會員（學生） 非會員（一般）

本場次(1 天) 300 600 800

一般

報名

學生價 一般/專業會員 非會員（學生） 非會員（學生）

本場次(1 天) 600 1200 1600

多場

報名

好禮送

初階單場+初階督導 贈送價值 600 元遊戲治療媒材

進階兩場+初階督導 贈送價值 600 元遊戲治療媒材

進階報名三場以上 贈送價值 600 元遊戲治療媒材

同區課程全部報名 贈送價值 1200 元遊戲治療媒材

十、注意事項：

（一） 繼續教育申請：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社工師繼續教育認證、教師研習時

數申請中。

（二） 尊重智慧財產權，除工作人員，上課內容請勿錄音錄影。

（三） 全程參與者，學會將核實發給研習證書。

（四） 中區四場全報者，本會將另外授予「遊戲治療人才培訓專業時數」，共 66 小時

http://www.atp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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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證書。

（五） 繳費後因故無法參加，請務必於活動七天前來電告知，有繳費者將予以退費，

惟酌收 600 元行政處理費，活動七天內告知則恕不退費。

（六） 本會提供現場代訂便當服務，為響應環保，請自備餐具與水杯。

（七） 相關事宜請留意遊戲治療學會網站最新公告（www.atpt.org.tw）

十一、交通資訊

1. 搭乘台鐵、客運至新竹站，轉乘計程車或步行至本校。

(1) 計程車車程約 5-10 分鐘，車資約為 100-120 元。

(2) 步行有兩條路線，約需 15 至 20 分鐘。

2. 免費公車：

目前新竹市政府提供 72 路/73 路免費公車，可由本校往返新竹火車站。

新竹客運網站 (點選「免費公車」→ 選擇欲搭乘的路線，查詢最新班次資料與路

線圖) 。上述資料根據新竹市政府公告免費公車路線及時刻表製作，如有更動請

以新竹市政府公告為準。

3. 自行開車抵達： 請參見地圖。

4.搭乘高鐵

搭乘高鐵至六家新竹站，搭乘接駁車至市區圓環，再到達本校。

5.校內停車注意事項：

(1) 校內停車：校外車輛須取幣入校，採收費停車。請參考：停車相關規定

(2) 訪客之機車請停於「N大樓地下室」或「推廣大樓機車停車場」﹝面對大門左

邊(郵局提款機旁)包括圖書館地下室屬學生停車區域﹞。

http://www.atpt.org.tw/
http://www.hcbus.com.tw/big5/information-4.asp
http://gea.nhcue.edu.tw/new_page_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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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中區遊戲治療人才培訓系列 M3】
繪畫媒材在遊戲治療之應用

繪畫對兒童而言，是自然的情感表達，如 Read 所言：「要傳達思想，語言是最好的手

段；要傳達情感，繪畫是最好的方法。」（Read，1958；引自范瓊芳，民 90）。繪畫對孩子

來說，是一種最初的語言，也是最直接的訊息傳達，孩子從繪畫中所表達的自我是最真實

的，反應了他們內心的想法。

本工作坊以分析心理學理論為基礎架構，搭配實際演練，學習透過繪畫媒介以語言或

非語言的方式與兒童進行溝通，提升諮商師面對高抗拒或語言表達困難的個案建立關係及

溝通的能力。

一、主辦單位：台灣遊戲治療學會

二、合辦單位：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三、協辦單位：彰化縣員林鎮育英國小

四、時 間： 2015 年 6/13(六)、6/14(日)，9：00AM ~ 4：30PM

五、地 點：彰化縣員林鎮育英國小(彰化縣員林鎮光明街 31 號)

六、對 象：對遊戲治療有興趣的實務工作者，含心理師、社工師、輔導教師及諮商輔導

相關系所之學生，預計招收 30 人。

七、講 師：邱敏麗 副執行長

【學歷】東京學藝大學教育研究所臨床心理專攻

【證照】教育部講字第 049957 號

【現職】沙遊世界表達與療癒發展中心副執行長、臺灣沙遊治療學會常務理事

日本箱庭治療學會會員、高雄市學生心理輔導諮商中心表達性治療組督導

北京中國心理學會教育心理諮詢專業訓練講師、表達性治療專業諮商師督導

專業諮商師沙遊教育分析、專業諮商師沙遊治療團體督導

【經歷】日本京都大學研修員、日本慶應精神分析講座完訓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講師、東京中部精神保健中心兼任諮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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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墨岡精神科診所兼任心理師、東京成增厚生病院兼任心理師

台南大學附設兒童諮商中心兼任諮商師、空軍官校諮商科講師

高雄縣/市教育局學生諮商中心督導、屏東市教育局學生諮商中心督導

高雄兒福中心、台南縣家暴中心特約諮商員

臺灣 921 地震災難輔導講師/諮商員

521 汶川地震 災難輔導講師/諮商師/督導

台灣莫拉克風災輔心理輔導計畫 顧問/諮商員

臺灣莫拉克風災災難輔導講師/諮商員師

【專長】遊戲治療、沙盤治療、兒童與青少年諮商、親職教育、督導

八、課程規劃：

（一） 繪畫治療之發展與理論

（二） 繪畫治療運用的領域

（三） 瞭解繪畫治療的進行方式

（四） 動力式繪畫治療的治療要素

（五） 繪畫治療實務演練

（六） 繪畫分析一般原則

九、報名方式與流程：

【線上報名】：請上本會網站（www.atpt.org.tw），專業課程與認證區報名

【繳交費用】：銀行代號 013(國泰世華銀行)；帳號 063-03-500284-9；

戶名：台灣遊戲治療學會曾仁美

【報名須知】：

（一）請於線上報名後 7 日內完成繳費，始完成報名程序。為方便作業管理，逾期將

不予保留名額，請多包涵。

（二）非會員請先以【遊療之友】登入報名系統。

（三）若不確定會員資格是否有效，請主動聯繫學會秘書處，待確定會員資格後再匯

出正確費用。

http://www.atp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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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報名費用：(本工作坊為進階課程)

早鳥

優惠

(5/29 前完

成報名程序)

會員 非會員

初階單場(4 天) 5600 6800

進階單場(2 天) 2800 3400

初階督導(4 天) 8800 10500

一般

報名

會員 非會員

初階單場(4 天) 6400 7600

進階單場(2 天) 3200 3800

初階督導(4 天) 10000 12000

多場

報名

好禮送

初階單場+初階督導 贈送價值 600 元遊戲治療媒材

進階兩場+初階督導 贈送價值 600 元遊戲治療媒材

進階報名三場以上 贈送價值 600 元遊戲治療媒材

同區課程全部報名 贈送價值 1200 元遊戲治療媒材

十一、注意事項：

（一） 繼續教育申請：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社工師繼續教育認證、教師研習時

數申請中。

（二） 尊重智慧財產權，除工作人員，上課內容請勿錄音錄影。

（三） 全程參與者，學會將核實發給研習證書。

（四） 中區四場全報者，本會將另外授予「遊戲治療人才培訓專業時數」共 66 小時之

證書。

（五） 繳費後因故無法參加，請務必於活動七天前來電告知，有繳費者將予以退費，

惟酌收 600 元行政處理費，活動七天內告知則恕不退費。

（六） 本會提供現場代訂便當服務，為響應環保，請自備餐具與水杯。

（七） 相關事宜請留意遊戲治療學會網站最新公告（www.atpt.org.tw）

http://www.atp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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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交通資訊

1.《鐵路》

搭乘鐵路局往「員林站」之山線、海線各級列車，到站後往南循公路路線到達本校。

2.《公路》

(1) 東： 草屯、南投(台 148 線)→ 員東路→ 育英路口(左轉 100 公尺)→ 進入南昌路

→ 左轉中正路→ 行經「員榮醫院」→ 右轉光明街→ 育英國小 。

(2) 西： 溪湖、埔心(台 148 線)→ 員鹿路→ 穿越莒光路(台一線)→ 穿越中山路→ 進

入民生路→ 右轉中正路→ 行經「員榮醫院」→ 右轉光明街→ 育英國小。

(3) 南： 田中、社頭(台 141 線)→ 員集路→ 行經「員林演藝廳」指標→ 直行進入中

正路→ 行經「員林家商」→ 左轉光明街→ 育英國小 。

(4) 北： 彰化、花壇(台 1 線)→ 中山路→ 中正路→ 光明街→ 育英國小。

3.《快速道路》

省道 76 號東西向快速道路行至「員林」交流道間，轉省道 1號北上員林市區方

向，至惠明街右轉(往東)→ 左轉光明南街(北上)→ 右轉光明街(往東)→ 育英國小。

4.《高速公路》

國道 1號中山高速公路行至「彰化」、「員林」交流道間，轉省道 76 號東西向快速

道路，東行員林方向，下員林交流道穿越省道台一線，至員集路左轉(北上)→ 中正

路→ 光明街→ 育英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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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中區遊戲治療人才培訓系列 M4】
遊戲治療初階團體督導:從經驗中一起成長

美國遊戲治療大師 Gary Landreth 曾說：「鳥飛、魚游、兒童遊戲」。孩子雖然口語表達

能力有限，卻是遊戲及非口語表達的專家!!透過孩子的遊戲本能與引領，讓遊戲陪伴者有機

會一窺孩子的內在世界，了解與其相處的節奏及方法。

完整的遊戲治療學習至少包含「遊戲治療歷史」、「遊戲治療理論」、「遊戲治療技術」、

「遊戲治療於不同族群及實務議題之運用」等四大領域課程。此外，「遊戲治療督導」是應用

及整合四大領域內涵，是實務學習極為重要的過程。

「遊戲治療初階團體督導」課程特別配合校園學期性的輔導工作，以支持、細緻的團體

督導模式進行，主要針對剛接觸遊戲治療、目前已有接案且願意接受遊戲治療督導者進行實

務督導，將可協助遊戲治療初學入門者，深入掌握遊戲治療之理論與技術操作，並能更全面

應用於實務工作。

一、主辦單位：台灣遊戲治療學會

二、合辦單位：國立台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三、時 間： 2015 年 9/19(六)、10/3(六)、10/17(六)、10/31(六)，9：00AM~4：30PM

四、地 點：台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B307 研討室 (台中市西區民生路 140 號)

五、招募對象：

(一) 曾接受初階遊戲治療訓練之心理師、社工師、輔導老師、心理諮商與輔導相關

系所研究生、及相關兒童輔導實務工作者。

(二) 目前實際進行遊戲治療實務工作且能實際提案接受督導者。

六、講 師：羅明華 博士

【學歷】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諮商學系博士

【證照】中華民國合格諮商心理師﹝諮心字第 000045 號﹞

【現職】國立台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副教授

【經歷】台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副教授、台灣遊戲治療學會理事、

台中巿諮商心理師公會理事長、苗栗縣及台中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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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家暴暨性侵害性騷擾防治委員

【專長】兒童遊戲治療、兒童團體諮商、父母親職訓練、諮商員訓練與督導、遊戲治療

訓練與督導、團體諮商、親職教育、性別教育

七、課程規劃：

1.由報名之遊戲治療實務工作者針對自己目前所接之個案接受督導

2.每位提案人約接受 1.5 小時團體督導。

八、報名方式：

【線上報名】請上本會網站（www.atpt.org.tw），專業課程認證區報名

【繳交費用】銀行代號 013(國泰世華銀行)；帳號 063-03-500284-9；戶名：台灣遊戲治療

學會曾仁美

【報名須知】

（一）請於線上報名後 7 日內完成繳費，始完成報名程序。為方便作業管理，逾期將

不予保留名額，請多包涵。

（二）非會員請先以【遊療之友】登入報名系統。

（三）若不確定會員資格是否有效，請主動聯繫學會秘書處，待確定會員資格後再匯

出正確費用。

（四）預計招生人數上限 15 人，6人以下不開課。

九、報名費用：(本工作坊為初階督導課程)

早鳥

優惠

(9/4 前完成

報名程序)

會員 非會員

初階單場(4 天) 5600 6800

進階單場(2 天) 2800 3400

初階督導(4 天) 8800 10500

一般

報名

會員 非會員

初階單場(4 天) 6400 7600

進階單場(2 天) 3200 3800

初階督導(4 天) 10000 12000

多場

報名

好禮送

初階單場+初階督導 贈送價值 600 元遊戲治療媒材

進階兩場+初階督導 贈送價值 600 元遊戲治療媒材

進階報名三場以上 贈送價值 600 元遊戲治療媒材

同區內課程全部報名 贈送價值 1200 元遊戲治療媒材

http://www.atp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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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注意事項：

（一） 繼續教育申請：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社工師繼續教育認證、教師研習時

數申請中。

（二） 尊重智慧財產權，除工作人員，上課內容請勿錄音錄影。

（三） 全程參與者，學會將核實發給研習證書。

（四） 中區四場全報者，本會將另外授予「遊戲治療人才培訓專業時數」，共 66 小時

證書。

（五） 繳費後因故無法參加，請務必於活動前七天前來電告知，有繳費者將予以退

費，惟酌收 600 元行政處理費，活動七天內告知則恕不退費。

（六） 本會提供現場代訂便當服務，為響應環保，請自備餐具與水杯。

（七） 相關事宜請留意遊戲治療學會網站最新公告（www.atpt.org.tw）

十一、 交通資訊

1. 搭火車至台中火車站

(1) 火車站前廣場：搭乘藍二、27、57、86 及 290 路公車，於臺中教育大學站下車

即達本校後門。

(2) 步行至仁友東站（第一廣場）前：搭乘 30、40 路公車，於五權民生路口站下

車即達本校。

(3) 搭乘計程車至本校約十分鐘。

(4) 直接步行至本校約三十分鐘。

2.搭乘國道客運

(1) 有經過台中教育大學之國道客運，可直接在本校民權路側門下車。

(2) 無經過本校之客運，可搭至台中火車站或是朝馬、中港轉運站等站轉乘其他交

通工具。

3.行駛高速公路、中投公路

(1) 中山高速公路下台中交流道後往台中方向，直行台中港路右轉民權路或五權路

即可到達。

http://www.atp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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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山高速公路下南屯交流道後往台中方向，直行五權 西路接五權路即可到

達。

(3) →中投公路北上至台中端，直行五權南路 五權路即可到達。

4.搭乘高鐵

由高鐵站搭乘接駁車至 SOGO 百貨公司站或土庫停車場站（五權西路與忠明南路

口）下車，改搭計程車至台中教育大學民生路校門口 。相關資訊請參考《台灣高

鐵》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