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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呈述一位受虐及被性侵六岁男童，在仅十次的音乐治疗介入长度中，在
节奏性的乐器敲打及学习音符绘图中，个案表达出与被性侵高度关联的具象图
象。因个案为保护个案之后又随即出养国外，相关议题一并讨论。 

 

一、 前言 

一般儿童成长包含多个面向，如身体、动作、认知、智力、语言、社会、情
绪等（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儿童版，2014），相关医疗或教育单位来评估儿童
发展是否达到其同年龄的程度，并了解儿童是否足以均衡顺利发展，成为一个健
全的个体，并在人类社会生存中，既有自己独立自主的能力，也有与他人共同相
处的能力。然而，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发生意外的风险总难避免，无论环境因素
造成的意外，例如跌伤，或是人为因素的加害，例如儿童受虐或被性侵，多半造
成对儿童日后无形且深远的影响。 

 
当儿童遭遇到伤害或重创时候，其会呈现创伤症候群的征兆（Malchiodi, 

2008），例如难入睡或易怒的过度警觉（hyperarousal）、噩梦或事件感官反应的
经验重现（reexperiencing）、忘记发生事件或避开类似创伤是建场景的回避
（avoidance）；这伤害或重创也影响到儿童其他方面的表现，包括口语表达能力
会减少或迟缓、注意力不集中、不适当情感、易怒及退缩行为（Fox, L., Long, SH, 
& Langiois, A., 1988；Hammond, Nebel-Goud, & Brooks, 1989）。为了减轻或消
除儿童因外来创伤产生的各种不适应，各类不同治疗均试图协助儿童走出阴霾。 

 
协助创伤性儿童的介入方法可分两类：一、口语性；二、为非口语性；前者

以口语表达为主的咨商或心理治疗，后者则以非口语或是以多类艺术媒材的创作
方式为主，亦统称表达性艺术治疗，例如音乐治疗、绘画治疗、舞蹈治疗、戏剧
治疗、游戏治疗…等（Malchiodi, 2008）。对于提供儿童经历情绪创伤时，此类表
达性艺术治疗可当成陪伴性、间接传达性、育乐性以及治疗性作用，而且在这些
艺术性创造过程中，透露或释放因创伤事件被抑制的强烈负向情绪/情感，协助
儿童找到抒发内在压力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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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治疗在前述的各种表达性艺术治疗方法中，其特色是以听觉为主，整合
了视觉（指读谱、音乐图、图像…）、动觉（指大肢体律动、小肢体敲奏、歌唱…），
在时间长短性、速度快慢性、旋律高低性、力度大小性、创造美感性…等范畴下，
扮演着一体两面的功用，也就是藉由精准的时间、速度、频率的音乐或音乐元素
下学习如何自我控制，同时也提供儿童很大的自由度来表达、抒发情感（张乃文，
2004；Davis, et al., 2008）。因此本文从音乐治疗介入的角度，来呈述音乐治疗对
一位六岁受虐及被性侵男童的协助。 
 

二、 个案背景 

小光（化名）为西元 2003 年五月出生，两岁生父因故病逝，母亲吸毒、无
工作能力，他随母亲与其男友同住。小光经常遭受母亲同居人施暴，母亲却表现
无力让施暴减少或停止。小光四岁（西元 2007 年）因全身多处瘀青昏厥而入院，
因伤势过重送医急救，医护人员认为小光除了身体受虐的迹象之外，也强烈怀疑
他遭受到性侵害而通报社会局。经评估后小光被送到社会局所属儿童相关安置单
位照顾，之后不久母亲放弃扶养，小光被安排国外出养。小光有一个姊姊，与他
在同一安置中心，曾被诊断为轻度智力障碍，但经妥善照顾后去名。 
 

小光在安置中心行为表现为情绪控制差，喜怒哀乐数秒内变化，遇挫折用暴
力攻击他人或自残。由于他被列为他为保护个案，治疗师（以下简称 T）仅被允
许阅览他的基本资料以及简略的一般记录，其他相关重要资料，例如就医纪录或
其他测验，均无法参阅。因此本文仅就小刚接受音乐治疗期间，提供有限资料。 
 

小光转介接受音乐治疗是因为他在静待出养国外的安置处所，表现无法专心
学习事物，情绪起伏大、易暴怒，会殴打他人，偶而偷窃。尤其在团体住宿的居
所夜晚，会在特定时间突然起身坐立无法睡觉，并会触碰相邻卧床入睡得其他男
童生殖器官。另外小光遭受挫折时，情绪激烈时也有自伤行为出现。由于晚上睡
不安稳，白天自然昏昏沉沉，很难在制式的教育体制下有效学习。 
 

小光在进入安置单位后，就持续接受心理治疗，一周两次，一次 30 分钟，
共达四十四次。心理师在过程中尝试以绘画方式引导其是否能表达出与被性侵相
关事件的内心情绪宣泄。由于小光在四十多次心理治疗过程中，并没有表达出任
何与性侵相关的指认，因他表达喜欢唱歌，转介音乐治疗试试，这时他已经是六
岁，为受虐及受性侵后的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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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音乐治疗介入 

(一) 音乐治疗评估 
音乐治疗评估显示：外观肢体正常，右手为惯用手，在音乐方面表现突出，

无论在歌唱单一音高准确、音程仿唱易佳，旋律上下行仿唱可达６拍长度的五至
七音，节奏的模仿以及乐器即兴创作上，均有优于同年龄的表现，而十项乐器音
色辨认上亦达 80%的正确率。此外，他行为上显得坐立难安，喜欢来回走动并不
时以身体磨擦物体，如桌椅，的动作出现。小光很少正眼看人，通常以斜眼作远
距离方式注视Ｔ。他喜欢读本中的图片大于文字，五字句的儿诗仿念可以，七字
句则显得无法一次记下整句。 
 
（二）治疗目标 

小光音乐治疗目标为：情感表达及增加专注力，施行细则（Objectives）为：
1.情感表达：(1)从歌曲中指出曲中的不同情感，(2)以乐器敲出过去一周最开心、
最难过的事情；2. 增加专注力：(1) 4x4 小节歌曲（即 16 拍）中，可跟着 T 音乐
的弹奏而指出旋律当下所在的乐谱位置，(2)随机接唱Ｔ在歌唱歌曲停顿后的下
一段歌词。 
 
（三） 治疗纪录摘要 
1.第一周至第四周 

前两周小光接受不同类型的音乐治疗活动，尤其喜欢由 T 伴奏儿歌他来唱，
较坐不住，单手交替着撑住桌面，对话时头常侧一边回答；T 提到上周什么事情
他最高兴？他时而低头不语，时而嘴角露出略带神秘的笑容。外显情绪表现还算
平稳，对于音乐的学习有动机，但持续力不佳。 
    第三周时，小光在节奏敲打活动中表达出他被性侵的图象。也就是当 T 与小
光以响棒（claves） 作互动式的节奏性模仿敲打后，T 请他随意的敲一段声音来
表达「紧张」的声音情绪时，当他敲了一阵子停下后，T 就他敲出的音色问他：
这是「紧张」的声音吗？小光未作回应，T 接着问：这是「兴奋开心」的声音吗？
他仍未作回应，但低下头似不好意思，以嘴角挂一丝微笑侧看 T 一眼。 T 再问：
你没有回答刚刚敲出的声音是什么声音，而你看起来在笑，T 接着说：「不想用
说的话，也可以用画的！」。小光未回应，但接过白纸，在纸上画出一个带六根
阴毛的男性生殖器官。 

第四周小光开始学习画音乐不同速度的音符，他可以任意画出不同速度组合
的节奏音符，画完后他需要敲出他排列的节奏音符，也将他排列的节奏音符，转
换填写成他认为想说的一句话，例如: 「我想出去玩」。小光表现很喜欢这活动，
第三周画出生殖器官的图象在第四周没有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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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五周至第八周 
在前四周已和小光建立治疗介入第一阶段的关系建立（Hadsell, 1993），这

包括：信任(trust) 、 规则(rule)、期望(expectations) 。正因如此，第五至六周
活动中，T 除了继续以音乐治疗技巧之一的呼与应（call and response）稳固第
一阶段的三项原则，并也往第二阶段推进，也就是协助他聚焦在小光能达到以口
语表达出对于自己情感、事件、行为与需求有更多的了解。 

第七周时，由于他必须上法院作其被性侵之加害人指认时，为减轻其上法院
指认的焦虑或恐惧，除了在活动中特别设计呼吸与歌唱呼吸放松单元外，出庭当
天Ｔ也被请求一同陪在其旁边，视其情绪变化而给予适当安抚。出庭当天小光在
另外隔间的保护室从萤幕上指认加害者（加害者并不知道小光也在场的另一空间
指认），除了两眼直视法官和加害者之外，两人的对话并未能听得清楚。 

仅见小光两眼直视萤幕，身体很少移动的持续了五十分钟。期间法官透过加
害者无法听到的问话，由法官透过麦克风多次问小光是否认识加害者，小光只发
出微弱几乎快听不到的喉声，但却没有发出任何说话字词。 
     第八周活动中 T 试着以音乐活动后联结询问当天在隐密室的感受或想法，小
光采回避方式，拒绝回应。活动中平常喜欢玩的即兴敲鼓活动也表现意兴阑珊。 
 
3. 第九周以后 
    第九周上课之前，T 被告知要协助小光作出养国外相关事宜准备，也就是音乐
治疗课程增添小光从未接触的英语教学。 T 除了教其英文字母之外，尽可能以
英语儿歌教唱为主，协助他在适应出养国外环境时，至少会唱一些儿歌作为衔接
的过桥作用。第十周唱完英语儿歌后，以「再见歌」进行相关准备告别的音乐活
动。数天后，T 被告之国外出养单位随同国外养父母已接走小光，音乐治疗课程
终止。 
 

四、 成效/结果 

本文个案因情势所趋仅接受十次的音乐治疗介入，着实无法有足够的证据来
评论所谓音乐治疗对个案产生的「成效」。行为数据虽显示个案的情绪指认与表
达有进步、但专注力时好时差，持续力亦同。成效数据的显示远不及文字描述来
的有意义。而音乐治疗对本个案的帮助是：(一)协助他在受到性侵两年后的时间，
第一次表达出与性侵极可能有关联事件的具体图象及非口语的情绪表达；（二）
个案每天昏沉处于性侵后的沉睡效应（”sleeper effects” ），音乐治疗时段中能提
供他可以尽情歌唱，舒缓心中隐藏的不适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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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讨论 

文献（Ｈaugaad, 2004；Klorer, 2008）曾指出：由于幼童遭受私处不当的被
碰触或性侵，是很少愿意说出那些经历的，尤其是儿童生活中面对基本需求所依
赖的人，如母亲或母亲同居人；即使外显行为没有明显的不安表现，也并不表示
幼童所受的性侵不严重，因为这影响的结果会在稍后的时间产生不良行为，如肢
体攻击、害怕受伤。本个案在音乐治疗第三周后表达出可能与他受性侵有关的图
象后，其寄住单位照顾者表示，个案半夜起床触碰临床其他男孩的生殖器官情形
减少许多，反倒是和其较亲近、较信任的人说话时，其肢体会和他人贴近接触。 

对于个案在音乐治疗历程中表达出其受到性侵的直接物体可能性，有以下因
素：（一）乐器形状的联结：响棒的圆锥长型形状（直径 2cm x 18cm），无论长
度与形状确实与男性生殖器官接近，是否双手握住响棒而联想到个案被性侵时手
被迫握住男性生殖器官的身体感官知觉再现，治疗师在提供乐器时需要谨慎处
理，并将之感官知觉转移到相关无论是正向或负向的情绪表达；（二）情绪兴奋
的联结：当下敲打节奏的快速急促声音，个案是否因此而联结到性侵者当时的呼
吸急促声、或自己的紧张情绪，这是音乐治疗中听觉刺激可能带来的相关情绪反
应，亦是治疗师在提供声音刺激时，更需小心的同步观察个案的任何反应；（三）
累积绘画表达的经验：虽然个案是在接受四十四次心理治疗的绘图活动中，未曾
表达被性侵事件的相关事物，却在停止心理治疗转介音乐治疗的时期表达出来，
但这先前所累积的绘图经验是不容忽略的。正因为这经验的累积，也表示绘图表
达事物的能量也在累积，只是刚好在后来的适当时机，各种因素相加，而让个案
有了勇气与机会表达关键性的图象。这是音乐与绘画媒材，在治疗中确实发挥作
用的佐证。 
 

六、结论 

本文有下列几点值得深思并提供未来作改进：  
一、照顾性侵儿童的横向联系 

个案从入院验伤后发现被虐、被性侵后到出养国外约两年期间，从身心创伤
照顾稍微有些协助的效果出现，因为出养国外之故，他必须再度面临远离熟悉的
环境，在另一个非母语的环境重新建立人际、信任关系。而以他为主的协助角色，
无论社工师、各种治疗师、两方出养单位负责人…等，对于他将作出养的准备，
也就是各方的横向联系中，应该有个清楚、明确且无缝的转衔制度在服务本个案
时并不存在。这些联系上的落差，仅由一位受创的儿童承担，足见未来有更大改
善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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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性侵儿童需要长期追踪 
二十多年前就有学者对儿童性侵害的治疗介入作了回顾与建议（Finkelhor, 

& Berliner, 1995)，文中提到(1)有关儿童性侵的研究需要更清楚并具科学性的治
疗效用研究，以便提供公共政策的制定；(2) 对于不易发觉的不明显，甚至毫无
的被性侵幼童后征状的沉睡效应（”sleeper effects” ）以及后来才发展出的性侵
结果行为，需要长期的后续跟踪研究；(3) 对于治疗无效果需要被重视，如孩童
特殊的行为模式未获得改善。学者也强调性侵儿童是身处于一个结合各个专业社
群环境中接受治疗, 因此对于儿童性侵的治疗，并不是著重在何种治疗才是有
效，而是哪种治疗处理孩童的哪一种问题。 

 
本文个案属于音乐治疗介入影响的单一个案叙述，无论乐器的使用及歌曲的

选择等，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受性侵的个案，应用时需警觉谨慎，并以个案是否会
因此接受治疗而受益为最大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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