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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發展一適用於國中小外向性兒童青少年團體諮商之實務模式，從媒材
適切性與適於此類型兒少之表達性治療理念，以建構活動治療融入方案群組模式為
主，發展相關方案。研究第一年以方案建構與發展、前導研究為主，第二年則著重於
正式研究與效果評估；本文聚焦於方案建構與前導研究歷程之描述。團體方案建構包
含桌遊與牌卡等媒材的融入，並考量開始、轉換、工作與結束等階段的歷程要素來設
計，完成設計與規劃系列方案群組共 26 個，並進行實務專家評鑑與修正。前導研究分
別實地於國中小，進行兩個活動治療取向之團體，並據以提出修正與形成正式方案；
兩個正式團體諮商方案共包含了選用的八種桌遊和十九個組合於其中的方案。研究依
據成果形成正式方案，預期能延伸進階研究，對國中小兒童青少年團體諮商實務、輔
導模式發展、專業培育訓練，以及後續相關研究，能提供有助益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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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學校兒童團體諮商輔導工作之重要與當前發展要點 

（一） 學校兒童團體諮商工作之重要性 

  隨著學生問題的複雜化與低齡化、社會急遽變遷、學童問題行為日益嚴重的趨
勢，臺灣國小輔導工作有越來越被需要與被重視的趨向（許育光，2011；趙曉美、王
麗斐，2006）；綜觀近期輔導人力規劃之國家重要政策，如國中小應設專任輔導教師，
直轄縣市政府與55班以上國中小學，皆需設專任的專業輔導人員（包含心理師或社工
師）、各縣市成立支援輔導工作之學生諮商中心，以及聘足專業輔導人員和五年內增聘
1754位正式職缺之輔導老師（101教職網，2011；許育光，2013b）皆可發現當前輔導工
作已處於一個初具形式與實質發展的重要階段。 
 
  而在學校輔導工作中，團體諮商輔導在心理協助工作上有其效益和特定的優勢，
對於學校輔導工作而言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模式，因為兼顧學生群體常有發展性的需
要，以及在發展階段更需要人際層面的經驗與環境等，團體諮商與心理協助工作在學
校的實際效能與實用性上，甚至優於一對一的個別介入（吳秀碧，2005；許育光，
2013a）。在當前國中小輔導教師朝向專業聘任與專任化、心理師與社工師亦專職協助
學校之輔導工作後，團體諮商在學校場域的多樣化與多元面貌將更為明確，對於團體
工作之專業精進也更有其高度需要。Erford（2010）對於一般團體工作的優勢提出幾項
重要的見解，認為包括：（1）團體有時間上的效能、（2）對個體來說所付出的成本較
低且節省、（3）團體能帶來大量的資源、（4）團體能讓人感受到安全、（5）能夠讓成
員感到歸屬、（6）團體像是微縮的真實世界，能讓人再經歷與重新投入、（7）成員可
在團體中嘗試運用新的技術並獲得回饋、（8）團體促使人們能給予承諾、（9）團體同

儕能帶來巨大的影響力量、（10）團體能提供人際互助的給予和接受。歸納其觀點且放
置於心理導向的團體工作，我們可發現團體對於個人的心理成長或發展，最核心的優
勢可包含：（1）時效、成本或效益上的優勢、（2）能夠滿足個人的心理需要（例如：
安全感、歸屬感、成就與自我價值等），以及（3）能透過團體建立有意義的人際連
結，且從中發展出互助、資源開放和回饋等，能夠幫助成員潮向貼近真實世界情境的
改變或成長去發展。 
 
  而針對輔導教師之實務工作規劃，教育部曾提出一「學校三級預防輔導模式與輔
導教師之角色功能表」（教育部，2009），將輔導教師於初級預防工作和三級處遇之職
責，界定為提供支援與協助；而在次級介入工作則放置於主要負責推動者，其實務亦
強調以個別或小團體學生為單位，實施介入性輔導措施，以協助學生及早改善或克服
學習、認知、情緒、行為及人際問題，並增進其心理健康與社會適應；並且，亦將團
體諮商輔導相關訓練，列為「輔導教師」且採加註登記認證 26個學分之中重要的訓練
課程（教育部，2011），足見團體諮商輔導實務和訓練在當前學校輔導工作中之亟需與
重要性。 

（二）當前學校團體諮商輔導實務之發展要務 

  在學校三級輔導預防回應服務中，團體諮商與心理介入工作是相當重要的，對於

有特殊需求或有特定議題需要解決或找到應對方式的學生，短期、以解決問題等諮商
性質的團體可優先被考慮，例如：協助學生的人際困境與發展新的人際互動模式、協
助面對生涯困境之無法定向或抉擇、協助承受較大的壓力而需要情緒疏導之學生。許
育光（2013a）認為學校諮商團體可涉及的層面包含個人自我（如自我概念、自我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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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自我了解、情緒議題、生活適應、生涯或價值觀等），以及人際（如友伴、愛情或
家庭關係等）兩層面；而相對的，面對學校內可能因為性格或發展議題所設定的團體
心理介入工作，則可朝向較為長期發展的心理治療團體為主來做考慮，其中可依據團
體的性質和學生案主的需要，區分為支持導向（supportive）、介入導向（therapeutic），
和矯治導向（corrective）等三種類型的心理治療團體，三者皆可融入諮商性質的團體

工作，進行較為長期的團體。由此可知，學校所能採用和提供之團體諮商輔導形式、
功能和方式繁多，若能在此一實務領域有長足的發展和資源的提供，應能有效的補足
當前廣大且亟須有所成效的輔導需求。 
 
  然而，輔導教師人力不足、法令未規範輔導人員之專業知能、以及輔導教師需兼
責教學工作等現象，為近期最重要的輔導實務困境議題（王麗斐、趙曉美，2005；吳
芝儀，2005；林美珠，2000），其中在未來輔導教師與專業輔導人員（心理師和社工
師）聘任後，其專業能力與實務內涵也是有待觀察或促進的要務（許育光，2013b），
在團體諮商輔導實務工作之執行上，輔導人員是否具備適切的實務能力，或是否能有
適切的參考資源與介入模式以進行實際團體工作，實為重要的關注焦點。因此，當前
國小學校團體諮商輔導之要務，在訓練與實務督導之外，仍應包括從各種不同對象之
需求或問題類型，探究能對應或協助發展之理論取向，且運用適於此問題類型之介入
方法或媒材，積極發展可運用的團體諮商方案或模式，且透過實徵的研究或方案評
鑑，建構可提供學校輔導教師或心理工作者運用之資源。 
 

三、外向性學童之困境議題與輔導 

（一）外向性學童之行為特徵與發展 

  外向性行為（externalizing behaviors）或稱為外導性傾向指的是較為衝動、對立、
具攻擊傾向且難以遵守既定規範的一組決裂性（disruptive）的行為，在臨床上可能會
以對立反抗障礙（ODD）或行為規範障礙（CD）的診斷準則來界定此類型之兒童青少
年，若推估較為早期的兒童身心發展問題，亦包括注意力缺失過動症（ADHD）兒童
於發展過程中因高活動量與無法服從指令，以及持續的衝動性特質，所衍生的後續行
為問題。 
 

在高年級（五、六年級）與延伸至國中的外向性學童與青少年身上，因衝動或情
緒失控而發生的攻擊行為或傾向，特別是學校輔導或訓導亟需關注的一環。其中，攻
擊行為指的是因某些想法或情緒狀態，而有意圖的透過行動進行對他人進行身體或心
理上的傷害；在外顯的行為特徵上，可以被界定為身體攻擊、言語攻擊和關係攻擊等
舉止，而若以長時間的行為模式來觀察此些攻擊行為，亦可將其狀態分為：霸凌行為
（bullying）、反應或回擊性攻擊（reactive aggression），以及採取手段以促發或工具性
（proactive aggression）的攻擊等三個型態（Crick, Grotpeter, & Bigbee, 2002; Moeller, 2001; 
Shechtman, 2009）。其中，外向性的兒童青少年在人際上，可能因本身的衝動特質而有
較高頻率的攻擊舉止，也可能出現因亦被激怒而產生回應性的攻擊；從近期對於霸凌
類型的探討可發現，某些高攻擊傾向可能與外向性行為存在明顯的關聯，而此類型的
兒童青少年常被視為試校園輔導中最為棘手和無力的一群，與後續出現違規犯過或青

少年犯罪等情形，均有高度的相關。因此，此類外向性兒童青少年的輔導工作和相關
研究，實為學校教育與輔導、兒童心理諮商或治療，以及少年觀護或法務司法矯治工
作等領域，至為重要的議題（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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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近期社會層面與輔導體系、教育政策或社會媒體對於霸凌現象之關
注之下，外向性兒童青少年所呈現可能因衝動或缺乏自我控制而表現較高的攻擊傾
向，也是有待建構輔導策略的重要課題。理解並尋找對此類型兒少適切的協助方式，
在發展的早期或仍處於國小階段即進行適切的輔導介入，應是當前教育與輔導領域最
需要探究的議題之一。相對的，反應或回擊性攻擊，以及採取手段以促發或工具性的

攻擊，兩者也顯示兒童本身在面對情境事件要能妥適處理自身情緒之困難，或是在心
理需求上須透過攻擊行為等手段以取得某種個人在意的效益，抑或呈現身處於窘迫與
受迫害的環境氛圍中，而顯露出反映該傷害性的氣氛，或採取攻擊手段以謀取某種利
益的困局（Elias & Arnold, 2006）。長久而論，不論是何種型態的高攻擊行為，對個體
發展和社群互動，甚至因攻擊模式所帶來的傷害事件和司法矯治需要，對個人和社會
層面的傷害均十分重大，足見在發展早期的發現和介入，以及針對此議題進行研究之
高度重要。 

 
多數學者已著手探究高攻擊行為之成因，發現其於形成原因大致可歸納為家庭成

長背景、個人特質及學校環境等三個交互影響的層面，其中家庭成因如無效能的親職
教養、惡質的家庭互動型態，以及與脈絡有關的貧窮、生活壓力事件，以及對於攻擊
武器的可近性等；而個人因素則包括基因或生理因素、先天特質等因素，個人對壓力
事件的應對，以及連帶的個人性格形成等過程；學校環境因素則包括學校氛圍教導環
境與教導環境不良、同儕的排擠或欺凌、攻擊或反社會型態朋黨的影響、社會媒體之
負面影響，以及犯罪情境或友伴結夥的可能性等（Bloomquist & Schnell, 2002; Moeller, 
2001; Shechtman, 2009）。 

 
綜覽上述繁多之因素可發現，在國小高年級和國中初期階段，從學校輔導與諮商

方式，進行相對的協助或介入，或許能有機會在此階段進行有效的干預或導正；一方
面應朝向促進個體性格上能有效面對與解決問題，並發展適切的情緒表達與行為方
式，另一方面若能透過對情境與生活事件之探討，創造一個能正向影響的環境，則上
述相關的風險因子，或許能有緩衝與減緩決裂性行為的發展，幫助外向性兒童青少年
發展出朝向正向情緒適應與適切的社會行為。 

 

（二）外向性兒童青少年之輔導理念與方式 

  面對外向性、高決裂性之兒童青少年，學校教育、訓導與輔導等體系常因為問題
的複雜性和重複性而感到束手無策，或基本上無力予以回應或發揮教育輔導功能。
Shechtman（2009）提及對於此類兒童較高攻擊傾向或衝動之輔導目標，可考慮協助其
將情緒語言化、增進同理心、提升面對實質問題的知覺和抉擇權力，以及增加自我控
制能力等方向。從情緒調節的理念來看，部分學者從功能的角度來看待兒童的情緒調
節是一種能夠「透過控制注意歷程、改變對引發情緒情境的解釋、修正內在情緒編
碼、加強因應資源的取得、調整環境以符合情緒需求及選擇適當的情緒表達以達成目
的」的能力（Thompson, 1994）；Saarni（1997）也從能力發展的觀點將兒童情緒調節定
義為「覺察情緒、辨識他人情緒、情緒知識、理解他人情緒、情緒表達、調整策略、
情緒溝通及情緒效能」之情緒（Cole, Martin, & Dennis, 2004）。從此些觀點之建構可發
現情緒調節之能力內涵似乎包括對情境的認知（辨識、編碼、覺察、理解、解釋等）、

情緒的表達或抒發，以及情緒情境的調整、修正、因應、問題解決等。部分學者也發
現隨著年齡增長，兒童會越來越有計畫地從依賴外在控制，朝向能夠運用不同的外在
資源來調解自己的情緒，也越來越能加以區辨情境的可控制與不可控制性，而發展出
自我導向的內在策略（黎樂山、程景琳、簡淑真，2008；Brenner & Salovey,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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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pson, 1994）。對應外向性兒童青少年之決裂性行為與其對於情緒的控制、表達情
緒的方式、他人語言或行為舉止之知覺，以及對於現實情境問題的界定等課題，可能
均有高度的關聯，是以在輔導的核心上應著重於情緒和人際的覺察或發展適切的行為
為主。 
 

  研究從多年兒童臨床實務與團體諮商實務模式發展理念（許育光，2013）為基
礎，以情緒與行為調節歷程為外向性兒童青少年輔導之核心介入任務，從「知」的層
面（情緒與自我行為辨識、覺察、認知）、「情」的層面（情緒抒發、表達或宣洩等行
為的關注），以及「意」和「行」的層面（情境行為的困境、情緒議題解決、情緒表達
新行為演練、生活情境具體改變）等來架構輔導方案和介入目標；而在策略上則採用
情緒語言化、增進同理心、提升面對實質問題的知覺和抉擇權力，以及增加自我控制
能力等策略（Shechtman, 2009），且著重於實際於生活情境的應用；如下圖一可說明改
變層面、具體任務與運用策略之間之關聯。 

 

 

改變的層面 

 

 

 

 

 

 

具體任務 

 

 

 

 

 

 

 

運用策略 

 

 

 

 

 

 

 

 
圖一 個人改變層面、具體任務與運用策略之間關聯之研究理念架構圖 

 
三、表達性媒材在兒少輔導上的應用 

（一）表達性媒材治療 

  廣義的表達性藝術治療（expressive art therapy），是一種採取信賴個體的創造或表
達歷程能夠帶來改變的哲學，所進行的助人實務；其實務型態可以包含視覺藝術工作

情緒/情境辨識、覺察、認

知 

情緒/情境議題解決、情緒表達新

行為演練、生活情境具體改變 

情緒抒發、表達或宣洩 

增進同理心 

情緒語言化與行為自我控制 

「知」的層面 「情」的層面 「意」和「行」的層面 

提升面對實質問題的知覺和抉擇權力 

增加自我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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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art）、直覺導向的藝術工作（intuitive art）、語言敘說導向的藝術工作（language 
art）、創意活動與遊戲導向工作（playfulness art），以及表演或行動導向的藝術工作
（performing art）等領域。從外向性兒童青少年的特質來加以分析，過於靜態或需要深
度領會頓悟之表達形式對外向性的兒童青少年來說，可能有其使用上的困難，例如過
於著重於藝術形式或須沉靜於直覺直觀或較強調自我敘述等工作模式；然而，過於動

態或行動導向的表達形式，卻可能因為此類兒少成員在團體中較需要秩序的維持和管
理，而需要較長的時間或次數來加以磨合，因此，媒材的選擇上應考慮能持續維持高
度興趣、較有結構且能便於帶入真實生活經驗的表達形式。本研究考量上述要點，以
能提供較具體刺激、提升興趣並促進表達之桌遊活動與牌卡或投射圖卡（活動治療理
念）等媒材為主，進一步探討活動治療的相關範疇和實務應用要點。 
 

（二）活動治療在兒童青少年諮商工作上的運用 

  活動治療（game therapy）或稱為以活動為導向的治療（game-based therapy）是一
種以遊戲治療為基礎且採用結構化遊戲活動或方案，來促進關係建立、導引參與者融
入或透過活動方案作為介入的助人歷程；通常包括具遊戲趣味性的桌遊（board 
game）、牌卡（cards）等媒材，和以特定主題或焦點而設計的結構方案（structured 
project）為媒介，加以融入和運用於諮商輔導或治療工作中（Kazdin, 1994; Springer & 
Misurell, 2010）。 
 

從遊戲治療的理念延伸，適切的發展性遊戲（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games, 
DAGs）是一種針對特定兒童青少年需求或促進發展任務而設計的遊戲方式，可視為是
一種重要的遊戲治療技術，且在實徵研究上發現對ADHD的利社會行為、自我效能、

內導性的症狀，以及對立反抗和攻擊、過動與不專心等面向均有介入的成效（Reddy, 
Files-Hall, & Schaefer, 2005; Reddy, Springer, Files-Hall, Schmelzer-Benisz, Hauch, Braunstein, 
et al. 2005）。相關的研究也顯示，活動治療可有效的協助兒童青少年，其模式上多採
團體方式進行，且對於過於內向和外向性行為的兒童青少年均有其顯著的成效，為一
個極為適用於兒少心理工作的工作方式（Avinger & Jones, 2007; Johnson & Young, 2007; 
Weisz, Weiss, Han, Granger, & Morton, 1995）。 

 

貳、團體方案建構理念 

  旨在建構可應用於兒童與青少年之團體諮商方案構成和檢核。其中，方案建構階
段之主要任務為：建構適於外向性兒童青少年學童之活動治療團體諮商方案（包含桌
遊與牌卡於開始、轉換、工作與結束等階段的融入）。前導研究階段之主要任務：針對
外向性兒童青少年之活動治療團體諮商方案，進行前導研究並初步評鑑與修正，以形
成正式方案。正式研究階段之任務為：檢核外向性兒童青少年參與活動治療團體諮商
方案之成效，以及成員具體的改變經驗。以下依序先簡述諮商團體方案建構之考量和
設計。 
 

團體方案的建構理念，在歷程與段落上以最為簡要的觀點來界定團體之發展階
段，在一組團體結構方案的設計上應考慮對象與需求、團體歷程、理論取向與目標，

以及媒材融入方式等四個層面之架構，如下圖二所示，將目標（purpose）、對象
（person）、歷程（process）等整合起來，進行實務導向的方案群組設計與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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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治療: 桌遊與牌卡應用 

團體歷程（process） 

 開始階段 轉換階段 工作階段 結束階段 

對象/需求
（person） 

    

目標
（purpose） 

    

圖二 團體方案設計之對象與需求、團體歷程、理論取向與目標等多重考慮概念圖 

 

一、兒童青少年團體諮商輔導方案目標發展與歷程之考量 

  研究團體之方案設計理念，延續先前對設計架構的再思，期望能設計一有助於外
向性兒童活動治療媒材融入之團體諮商方案群組；其對象（person）主要能針對攻擊性
較高之兒童加以增進其情緒調節和發展適切行為之能力；團體之工作目標（purpose）
主要乃著重於個體對於情緒的反應與生活情境行為的實際改變，研究參考許育光
（2013a）從「知」、「情」、「意」、「行」等層面依序提出之目標，設定本方案群組期待
對個別成員之效益分別包含下列三個層面： 
 
1. 「知」的層面（情緒辨識、情緒覺察、情緒認知） 
2. 「情」的層面（情緒抒發、情緒表達或宣洩） 

3. 「意」和「行」的層面（情緒議題解決、情緒表達新行為演練、生活情境具體改
變 
 
在歷程實務上，領導者除了考慮目標（purpose）、對象（person）之外，可從自己

所熟悉或具信心的媒材運用、取向或理論基礎等出發，融入歷程（process）選用的觀
點，在一組結構方案中對等的選取適切的方案進行團體諮商實務（Trotzer, 2006）。因
此在目標上，以上述三個方向為主來設計方案內涵，對象上區分兒童（高年級外向性

小學學生）團體，以及青少年（外向性國中學生）團體等兩個方案；歷程上則如下接
續考慮和論述。 

二、方案之歷程規劃與架構 

更細一步延伸，在團體階段任務上，研究參考許育光（2013a）對於各階段運用結
構團體方案的觀點（如下表一和二所示），據以提出各階段之任務，並參酌實際需要設
定各階段之方案數量。其中開始階段共計6個、轉換階段6個、工作階段8個、結束階段
6個，共計26個可茲運用的方案群組，作為兩個方案之參考依據，來形成最終的前導研
究諮商團體方案。 
 

  

個人改變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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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各階段與各層面團體結構方案活動運用之功能摘要表 

 團體層面 人際層面 個人層面 

開始階段 融冰與規範設定 促進人際交流與熟悉 增加個人舒適感 

轉換階段 促進團體凝聚力 人際聯結與真實互動 促進個人自我揭露 

工作階段 轉換/深化團體焦點 回饋與資源的給予 促進個人覺察或改變 

結束階段 回顧與道別任務催化 人際回饋與正向肯定 肯定與鞏固個人改變 

資料來源：許育光（2013a）。團體諮商與心理治療：多元場域應用實務（頁 97）。臺北：五南圖書。 

 

表二 
各階段團體結構方案活動運用之任務與預計設計方案數量摘要表 

          團體歷程（process） 

方針（數量） 開始階段 轉換階段 工作階段 結束階段 

 
 
團體之階段任務與
目標 

1. 融冰與規
範設定  

2. 促進人際
交流與熟
悉 

3. 增加個人
舒適感 

 

1. 促進團體
凝聚、 

2. 人際聯結
與真實互
動， 

3. 促進個人
自我揭露
的朝向工
作發展 

 

1. 「知」的層面
（情緒辨識、
覺察、認知） 

2. 「情」的層面
（情緒抒發、
表達或宣洩） 

3. 「意」和
「行」的層面
（情緒議題解
決、情緒表達

新行為演練、
生活情境具體
改變） 

1. 回顧歷程或
結束團體之
活動 

2. 肯定與鞏固
個人改變 

3. 人際回饋與
正向肯定 

4. 道別與祝福 
 

預計選取團體次數 一至二 二至四 四至九 九至十 

一般通用結構方案 6 4  4 

活動治療（桌遊與

牌卡媒材運用） 

 2 8 2 

總計個數 6 6 8 6 

 

參、方案發展與簡介 

一、前導研究取向與設計 

  研究在取向上主要為方案設計與評鑑，研究依據目的將整體研究歷程分為方案建
構與發展、前導研究、正式研究，和方案再修正與構成等四個歷程；本文限於篇幅，
主要以報告方案之前導研究與檢核。茲簡述如下： 

（一）方案建構與發展 

  本研究以理論暨文獻探討、媒材選取與活動設計，和外向性兒童青少年發展核心
議題處理等角度，從兼顧對象（person）、目標（purpose）和歷程（process）等面向，
依據理念探究之架構，進行活動治療取向模式之團體諮商方案設計。方案效度採實務
專家檢核，以及設計者初步實作與修訂兩種方式，進行方案的建構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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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導研究 

  前導研究之目的主要為整體的嘗試，並了解應用於兒童（國小）和青少年（國
中）不同群體之適切性；進行整體方案之修正與形成正式方案。於對領導者（碩士班
研究生）進行實務訓練後，研究將於國中小分別各進行一個活動治療團體，共計兩個

團體，以能累積相關歷程檢核資訊，並據以修正方案。 

 

方案建構與發展 

 

 

 

 

 

 

 

------------------------------------------------------------------------------ 

前導研究 

 

 

 

 

 

 

 

 

 

 

 

----------------------------------------------------------------------------- 

正式研究與效果和歷程探究（略） 

----------------------------------------------------------------------------- 

方案的再修正與構成（略） 

圖三 研究架構與流程圖 

（三）正式研究與效果和歷程探究 

  延續前導研究之發展，於正式方案形成後進行正式研究；對專業領導者進行實務
訓練後，實驗組方面，將於國中小分別各進行一個活動治療團體，並且各自設置對照
組。改變歷程之探討則以分析實驗組外向性兒童之歷程質性資料為規劃。研究為顧及
研究倫理，亦於追蹤測量，以及分析活動治療團體成效之後，提供兩個對照組（於國
中與國小各一個）進行團體諮商實務介入。 

（四）方案的再修正與構成  

  研究將依據正式研究之效果與歷程探討，檢討外向性兒童青少年應用上之效益或
適切度不足之處，據以再修正與構成國中小輔導教師、心理師或兒少心理諮商與臨床
供作者可參考之方案模式。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團體諮商方案群組的編製與建構 

團體諮商架構與方案形成 

團體諮商方案嘗試進行與修正 

專家評鑑修正與方案修訂 

教師/家長與兒童前測 

教師提名問卷初篩 家長與兒童邀請與說明/同意 

學校/導師研究邀請與說明 

歷程記錄 

進行前導團體 

 國小 國中 

活動治療 1 1 

 

修正/形成正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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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步方案發展與評鑑 

（一）方案初步發展 

  研究進行文獻瀏覽與探討，以及相關運用媒材收集後，由研究者與兩位研究生助

理人員共同參與方案群組之發展，依據暨訂之目標進行細部方案目的的規劃，參酌前
述文獻與概念探討之歷程、任務與策略等架構，逐一發展研究所擬定的方案群組。於
方案發展階段，每一方案均由兩位助理人員實地相互進行預試，始能針對所設定之流
程，加以增修和改正，形成初步方案。 

（二）實務專家教師評鑑 

  在方案初步形成後，邀請鄰近區域之具備兩年以上實務經驗之現職輔導教師，參
與一整天八小時之方案展演討論會；其中包括多位國中小輔導教師參與，由研究者和
助理人員，依循開始、轉換、工作和結束階段，依序進行初步方案之演示和說明。演
示部分特別著重於工作階段之方案內容細節進行體驗和研討，完整走過各個方案之引
導和帶領歷程。方案之評鑑採焦點團體方式和整體質性回饋進行，焦點團體部分於上
午和下午方案演示後，進行意見回饋和修改建議的收集，整體質性資料採書面回饋方
式，邀請對於活動治療諮商團體方案進行相關缺失的提點和建議。 
 

三、前導研究與方案修正 

  研究前導團體之整體團體進行共計十週，其中第一週主要進行團體性質再說明、
彼此認識、規範建立和關切議題分享，並加以簡介後續團體歷程等任務；二至四週主
要以促進凝聚和嘗試以活動治療媒材引發和導引自我生活討論為主，著重於個人分享
的帶動與人際相互回饋之動力建構；團體之第四或五次至第九次，主要以透過選定之

桌遊牌卡（活動治療團體）等工作階段方案，進行相關的媒材運用並促發學生對生活
情境與經驗加以討論，清楚界定可於生活實際改變之具體目標，並透過逐週討論和支
持性的團體互動，強化與維持相關改變；團體結束階段之任務主要以回顧、自我肯定
與回饋支持、未竟事宜處理和祝福與道別為主。 
  研究於前導團體進行過程進行下列幾項資料之收集，包括：逐次的團體紀錄、領
導者對歷程的反思手札、團體歷程錄影或錄音，以及每週由兒童帶回班級與家中的親
師輔導連絡本等，以利後續對歷程改變之分析。於團體結束後兩週內，研究將再針對
教師和家長進行後測之量表評量與會談，針對兒童之家庭親子互動和行為改變，加以
了解和探討，且對於團體後延續之系統協助加以說明並澄清家長期待；也透過資料收
集提供相關方案修正意見。資料分析與方案修正方面，研究於前導研究結束後，統整
相關記錄和觀察回顧之問題摘要，進行方案的細部修正與重新統整，以形成正式團體
諮商方案。 
 

肆、前導研究評鑑與方案修正 
   

  研究初步針對前導研究試驗性的方案實務進行分析。整體從方案群組選出之方案
數量在兩個團體各為：國中青少年團體共九個、國小兒童團體共十個，共計19 個；每
次團體所運用之方案個數不等。研究在實務進行發現，桌遊活動之屬性因每次需有時
間讓成員熟悉媒材和講解示範，且國中小學參與團體之時間又較為有限，所以在方案

執行上能深入淺出的用兩週的時間來執行是較恰當的；兩週的區分上通常可有幾個工
作段落要項：其一為第一週的暖身和簡要了解桌遊媒材，進階熟悉玩法和掌握基本遊
戲策略，而後能稍微對於團體歷程進行省思，也擴充對於團體單元中人際歷程的觀
察；其二，則是延伸至第二週，能更精熟遊戲的參與和策略運用，延伸聯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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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優勢發揮和劣勢挑戰等更進階的導引，帶領的團體諮商師也較能給予個別的回
應和輔助，促進新的參與行為發生；第三，更進一步的從桌遊歷程而引發出來的自我
分享和反思體悟，以及與真實生活產生一些連結，則在第二週的更深入探討中，較有
可能發生和促進。 
 

  研究確立此一實務導引方式，採用＂兩週一遊＂的大致方向再進行方案時段和應
用的調整，如上表四和下表五所示可發現：用兩週時間進行的桌遊，在青少年團體部
分，包含：花火、妙語說書人、矮人金礦、實話實說等四個。兒童團體部分包含：賽
豬俱樂部、童話塔羅兩個；而德國心臟病在難度上較簡單，且放置於轉換階段之動力
和融入促進為主，方案之執行規劃僅安排一次；沉睡皇后之桌遊媒材，因為難度上對
小學生需要較多指引，且能延伸的有更多議題可促進深化，則方案上安排三週，且執
行上每週所觸及的深化程度不同，循序漸進地加以規畫和安排。 
 
  方案與引導分享之發言拋問，依據許育光（2013a）所提引的知情意行架構，在初
步反思桌遊歷程時，大致以知情的向度來探討，而在第二或三週延伸的探討中，則強
化從人際互動連結到真實生活的討論，從知情意行的各面向再思，於工作階段延伸較
多的意（重新抉擇）和行（真實改變行動）之探討。正式之兩個活動治療團體諮商方
案，其主題與單元設計、方案運用個數、選用媒材等，如下頁表三所列；在引導上之
催化，從較為趣味性和結構性，慢慢朝向開放性與聯想性，能鼓勵成員在活動之中，
以及相關的聯想與分享中來開放自己的經驗和感受，更帶入生活經驗的敘說與反思。
所選出的八種桌遊媒材和簡介，如附錄所示參考。 
 

表三 

活動治療團體單元方案設計摘要表 

團體 預設階段 選用方案個數 團體單元方案設計主題 選用桌遊媒材 

國中青少年 
活動治療團體
諮商方案 

開始階段 
轉換階段 

 
工作階段 

 

 
 
 
 

結束階段 

3 
1 
 
3 
 

 
 
 
 
2 

遊戲初心館 
同心協力放煙火~預演 
同心協力放煙火~正式演出 
天馬行空說書人（一） 
天馬行空說書人（二） 

找尋生命中的金曠（一） 
找尋生命中的金曠（二） 
超能讀心術 
超能讀心術進階版 
遊戲始終館 

 
花火 
 
妙語說書人 
 

矮人金礦 
 
實話實說 

團體 預設階段 選用方案個數 團體單元方案設計主題 選用桌遊媒材 

國小兒童 
活動治療團體
諮商方案 

開始階段 
轉換階段 

 
 

工作階段 
 

 
 

 
結束階段 

3 
2 
 
 
2 
 

 
 
 
3 

機會命運你選擇 
賽豬俱樂部Part1 
賽豬俱樂部Part2 
強心臟，心臟強！ 
皇后，我來救你了！ Part1 
皇后，我來救你了！ Part2 

價值王牌爭奪戰 
塔羅的奇幻世界Part1 
塔羅的奇幻世界Part2 
遊戲始終館 

 
賽豬俱樂部 
 
德國心臟病 
沉睡皇后 
 

 
童話塔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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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與建議 

一、討論 

  本研究在設計上期望能補充國內長期以單一方案進行小樣本成效探究之不足，而

能採媒材與歷程等融入介入理念的角度，設定團體結構方案群組之角色，可為嘗試或
開展有意義的啟發。再者，結合成效與個人歷程分析之設計，對於較難應用口語表達
內在思惟之兒童青少年群體，從歷程累積實徵資料之設計，亦可做為後續之參考。承
上述，評量與實務之結合、方案群組設計、專家評鑑之多元指標方式、看重實務者本
身之反思與紀錄、採多元生態系統方式收集資料且在資料收集過程同時兼具系統合作
概念，以及依據歷程實務資料進行修正等，均為可加以關注、評述或參考之理念。 
 
  研究所發展之團體諮商工作，預期能對於兒童團體諮商輔導工作提供相關活動治
療融入之參考。包括對於實務國小輔導現場，提供近期輔導教師在團體實務上一組可
茲選用和變化之實務依據；對於社區兒童輔導與諮商工作者亦能提供相對應的參考。
採方案選用概念所設計之方案群組，亦可以有彈性的架構和規劃，促使專業工作者能
銜接對團體諮商歷程應用的重要概念，促使而童青少年團體諮商工作不僅只是以操作
方案為主的概念，獲得嘗試性的應用與更深化的落實。 
 
  發展具實徵檢驗效度之活動治療團體諮商方案，且能從媒材融入團體方案群組的
角度，提供國小輔導實務工作和後續研究者，對於國小最需要關懷或協助之外向性與
高攻擊或對立群體之輔導工作，創建可茲參考的團體諮商工作模式；在當前學校輔導
與諮商需求極高、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增聘心理師協助學校，以及校園高攻擊或霸凌受
輔對象亟需協助的背景下，建構能適切應用於兒童青少年案主之實務模式，為本研究

最重要之努力目標；未來展望正式研究更嚴謹之分析與再次修訂後，編寫的實務參考
指引，預計能清晰的提供相關實務資訊。 

二、實務應用上的期待與建議 

（一）外向性／高攻擊傾向兒童青少年的學校輔導工作應用 

  研究所包含的方案細部運用、評量與招募、教師合作、家庭系統連結，以及實務
團體工作和成效評量方式等系列性的應用，能呈現一國中小輔導工作於團體諮商體系
推動之實務架構，值得參考。再者，未來所獲得之成效發現和歷程探討，對後續團體
諮商實務、團體諮商輔導教學和訓練等重要議題，可有其參考價值。另一方面，因探
討主題以外向性兒童青少年為主，在需求高但對仍處於迴避正視問題之社會氛圍而
言，學校校方之擔憂標籤化與家長之認同度不足，溝通和協調等均是進階實務和研究
有待努力的部份。 

（二）方案群組設計與選用的實務應用 

  在團體諮商方案採取方案群組之設計概念上，本研究在方案構成上與既有一般既
定的想法（固定方案設計內容）和建構概念上不同，雖具開創性但仍考慮學術社群與
實務應用上的接受度，若能對工作階段之方案加以限定次序和指定必須採用之主要方
案，應更能限定其架構且提高成效評估的信度；從正式研究方案之確認可提高此桌遊

方案進行形式之確認性，在實務啟發上未來一組性質接近之方案群組形式可延伸運
用，而進入到研究和效果評定時，也能根植於良好實務基礎且有依據和精確性的選定
方案來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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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理評量與輔導工作之結合 

  研究在設計上採多元評量且與團體諮商輔導實務結合之理念，可作為後續實務性
研究之參考，從家長、教師與學生本身所整合分析而得的介入焦點與效標，作為介入
任務與觀察分析之重點，在思維上能連結過往小樣本研究可能呈現的「評量」與「實

務」之無法銜接或斷裂；在專業工作整合上，也有助於輔導人員能充分的藉由此方法
上的設計，理解個別化評量與實務成效整合思考的重要性，為可再延伸的重要嘗試。
再者，由於研究所運用之評量在技術和程序上有其專業度，對於施測評量人員之訓練
雖已著手進行，但未來在正式研究之品質要求上仍需要更多時間養成和督導。 

（四）國小學校輔導體系工作實務之系統性建構參考 

  透過研究所運用的初評、篩檢、教師與家長會談、評量、籌組和實際進行團體，
協同參與的學校從相關經驗流程中，學校系統也可以逐漸了解輔導工作中次級預防輔
導架構，在學校直接服務和間接服務之運用；透過體系的溝通協調和合作，預期能建
構一套運用團體方案之外的潛在知識體系，隱含的整體籌備和前置作業與後續追蹤等
之輔導體系運作，以及系統化介入之實務，此歷程可作為國中小輔導工作實務體系建
構之參考。 

三、進階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在歷程中可累績下列幾個不同領域和重點之結果，期望能與國內外學術或
實務群體對話，並進行相關研討。其一，團體諮商輔導方案融入活動治療（桌遊牌卡
等媒材之運用），可從本研究運用之實務狀況進行相關整理，對於相關形式或效果比
較等，均能進行相關呈現，以與國內外相關研究對話。其二，後設的分析各種媒材之

效益，比較活動媒材在文化上的優勢或限制，亦可與國際文獻加以對比。其三，透過
個別化評量而形成焦點，以及運用改變階段作為區分和界定之歷程分析方式，對於小
樣本實務研究而言可為一種研究方法設計上的嘗試，正式研究上亦可延伸運用較複雜
之統計程序加以分析。從本研究預期之成果延伸，後續進階研究發展可從團體實務運
用、教學督導和國小學校輔導模式探究三方面來加以思考；在學校輔導模式方面，團
體諮商輔導為相當重要之實務工作，其效果評量、運用群體、成員改變歷程、家長／
教師合作協同之成效評估，以及輔導實務中的親師資源連結等概念，均為後續可再作
發展之重要研究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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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f Project Development of Game-Based Therapeutic 
Counseling Groups for th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Externalizing 

Behaviors/ Higher Aggression Tendency  
 

 

Yu-Kuang Kevin Hsu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  

Counseling/ Education & Mind Science Research Center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Aim to develop the appropriate models of installing the expressive therapy concept of 

game-based therapy into the group counseling program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externalizing behaviors in the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s, the projects were developed. 

The design of project development and pilot study were general in the first year, and the study 

of formal projects conduct and effectiveness analyzed were in the second year. Project forming 

and pilot study were focused and described in this article. There were twenty-six projects had 

been designed which installing the game-based approach and considering the group process as 

the beginning, transition, working and termination. The projects were updated through the 

evaluation of practical professionals and further the pilot study which two groups, one for 

adolescent and another for children with external behavior, had been tried to conduct in the 

junior high school and elementary school. Formal project of game-based therapy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externalizing behaviors were proposed. Eight kinds board game were 

chosen as the materials, and finally the nineteen projects were selected and combined for 

formed the two group projects. Discussion and recommendations will be proposed for group 

counseling practice and the guidance model in the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the training for school counselor, and further research.  

 

  

Keyword: child and adolescent counseling, externalizing behaviors, game-based therapy, 

group counseling, project evaluation, school counseling and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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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國中活動治療團體諮商方案 媒材運用簡介 

團體次數 桌遊名稱 遊戲封面 簡介 

二、三 花火 

 花火是款與一般遊戲都不同的互助合作遊戲，玩家會扮演村莊的煙火

師傅，需要一起努力將最璀璨的煙火施放出來，施放重點是如何透過

伙伴的提示一點一滴地將煙火正確地排放，一起來同心協力達成目標

吧! 

四、五 妙語說書人 

  說書人帶領大家回到童年，看圖說故事的那個年代！這款遊戲堪稱是

破冰的最佳遊戲，若是要介紹沒有玩過桌上遊戲的玩家進入桌上遊戲

的世界，那就非說書人莫屬了! 說書人遊戲內含 84 張卡片，每張卡

片都的畫風都相當精美。玩家必須在這些卡片中輪流看圖說故事，考

驗玩家是否能夠成為一個稱職的說書人！但是，千萬別把故事說得太

簡單囉，說得太簡單可是一分都拿不到的喔! 

六、七 矮人金礦 

 辛勤的小矮人們在礦坑中賣力地工作，期望能夠挖到金礦。 

然而他們當中卻混入了幾個想獨吞礦藏的壞蛋，不斷趁人不注意時暗

自破壞。假如，好人們成功的開闢一條通往寶藏的隧道，他們可以得

到金塊，而妨礙者則落得兩手空空。然而，假如好人們失敗了，那麼

妨礙者就能夠得到金塊。 

到底鹿死誰手，這就要各憑本事了。 

八、九 實話實說 

 遊戲中玩家將會收到來自於其他玩家的卡牌，但你看不到內容，而猜

中這些卡片是你的唯一任務。這些卡片可能都是你的特質(其他人所認

為的)，究竟在別人眼中你會是個怎麼樣的人呢？ 

 

國小活動治療團體諮商方案 媒材運用簡介 

團體次數 桌遊名稱 遊戲封面 簡介 

二、三 賽豬俱樂

部 

 

在這場節奏輕快的賽豬中，勇士們各自盡可能利用他們的賽豬卡獲取

最佳成績，讓小豬們能跑第一，為的是在賽豬結束後獲得最多的食

物。 

四 德國心臟

病 

 

這是一項刺激的心臟病遊戲，不僅需要敏銳度還要一些簡易的計算能

力，眼明手快的你準備好了嗎？每位玩家依序翻開手中的卡片，只要

桌上翻開的卡片中共出現 5 個相同水果時，最快按鈴的人贏得桌面上

所有卡片，最後贏得最多卡片的玩家獲勝。 

五、六、

七 

沉睡皇后 

 

鬆餅皇后和十一個親密的朋友們因魔咒而陷入沉睡，而你的任務是要

讓他們醒來。運用策略、快速思考以及一點運氣，將這些沉睡的貴族

從靜止的皇室中喚醒。派出騎士來掠奪皇后、或派出弄臣冒險一下，

還要留心邪惡的藥劑和卑鄙的龍！叫醒最多皇后的玩家獲勝！ 

八、九 童話塔羅 

 

塔羅是個千奇百怪、無奇不有的奇幻世界，每張卡傳達一個童話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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