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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遊戲治療國際研討會暨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年會/專業工作坊 

 
生態系統導向的遊戲治療實務整合 

 
 

一、 主辦單位：台灣遊戲治療學會、國立臺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 

二、 合辦/協辦單位：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國立彰化師範大

學輔導與諮商學系、銘傳大學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

會全國聯合會、桃園臨床心理師公會、台灣學校心理與諮商輔導協會。 

三、 時    間：2016 年 11 月 20 日（週日） 

四、 地    點：國立臺南大學(70005 台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 33 號. 府城校區)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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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講師介紹: 

【講師】Dr. Kevin John O'Connor  

【學歷】美國 Toledo 大學 臨床心理博士 

【證照】加州心理師證照、美國專業心理學委員會、遊戲治療

師與督導 

【現職】California School of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教授 

【經歷】生態系統遊戲治療訓練中心主任、遊戲治療機構主任、臨床心理博士課

程主任、獨立執業心理學家等 

【專長】生態系統遊戲治療、特殊教育、專業心理學 

【著作】Play Therapy Treatment Planning and Interventions: The Ecosystemic Model 

and Workbook（與 S. Ammen 合著）、Play Therapy Theory and Practice: A 

Comparative Presentation（與 L. M. Braverman 合編） etc.  

 

七、 會議主題： 

（一） 生態系統導向的遊戲治療-經驗回顧與實務應用 

（二） 遊戲治療系統與團隊合作運作經驗 

（三） 遊戲治療中的實務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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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會前工作坊： 

11/19(六)會前工作坊 A 

主題：【生態系統遊戲治療及其在依附關係困難兒童的應用】 

"Ecosystemic Play Therapy and its Application to Children with Attachment 

Related Difficulties" 

講師 Dr. Kevin John O'Connor 

翻譯 沈玉培 博士(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助理教授) 

時間：09:00- 16:30  

地點：臺南大學 誠正大樓 B308 

 

九、 會後專題演講與工作坊： 

（一） 11/23(三)會後專題演講 

主題：【兒童依附關係的評估、MIM-RS 和 Marschak 介入策略的應用】

"Assessing Adult-Child Attachment: Using the Marschak Interaction Method & 

MIM-RS Clinically" 

講師 Dr. Kevin John O'Connor 

翻譯 吳子銳(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研究生) 

時間：13:30-16:30 

地點：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明德館一樓演講廳 

 

（二） 11/25(五)會後工作坊 B 

主題：【兒童結構性遊戲治療團體】 

"Structured Group Play Therapy for Children" 

講師 Dr. Kevin John O'Connor 

翻譯 沈玉培 博士(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助理教授) 

時間：09:00- 16:30  

地點：銘傳大學基河校區（基河路 130 號）3 樓 J616 

 

（三） 11/26-27(六、日)會後工作坊 C 

主題：【遊戲治療治療處遇與介入:生態系統工作模式】 

"Play Therapy Treatment Planning and Interventions:  The Ecosystemic Model 

and Work" 

講師 Dr. Kevin John O'Connor 

翻譯 姜兆眉 博士(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助理教授) 

時間：09:00- 16:30  

地點：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綜合教學大樓 1 樓 N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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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研討會議程表 

2016 年 11 月 20 日（星期日） 
時間 議程 

8:40-9:30 報到地點：臺南大學啟明苑演講廳 

09:30~10:00 

【迎賓開幕式】 

主持人：許育光博士（新竹教育大學教授、台灣遊戲治療學會理事長 ） 

貴賓致詞： 

黃宗顯校長（臺南大學校長） 

相關專業學會/協會理事長或代表（邀請中） 

連廷嘉博士（臺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頒獎典禮：優秀碩博士學位論文獎頒獎 

10:00~11:30 

【大會演講】 

 

專題演講： 運用遊戲治療協助兒童因應可預測的危機 

（Using Play Therapy to Help Children Cope with Predictable Crises） 

主講人：Kevin O'Connor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linical Psychology, California School 

of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主持人：高淑貞博士（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兼學務長） 

翻  譯：沈玉培博士（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助理教授） 

11:30~12:00 
會員大會／壁報論文發表 

 

遊戲治療

媒材展 

12:00~13:00 
午餐聯誼／壁報論文發表 

 

13:10~ 

14:30 

A 場(啟明苑演講廳) B 場(文薈樓 J106) C 場(文薈樓 JB106) 

【迷你工作坊】 

從司法心理看兒童

遊戲治療 

 

【主持人】王文秀

博士(新竹教育大學教

育心理與諮商學系退

休教授) 

 

【講  師】朱惠英
（嘉義大學輔導與諮

商學系助理教授） 

【迷你工作坊】 

社福體系下之遊戲

治療 

 

【主持人】林妙容

博士(暨南大學諮商與

人力資源學系副教授) 

 

【講  師】馬宗潔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

系副教授) 

【迷你工作坊】 

醫起療心-遊戲治

療師不可不知的兒

童青少年精神藥物

【主持人】高淑貞

博士（彰化師範大學輔

導與諮商學系教授兼

學務長） 

 

【講  師】陳信昭

醫師(台南市自然就好

心理諮商所創辦人、殷

建智精神科診所主治

醫師) 

14:30~15:10 

 

茶敘／壁報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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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 

16:40 

【論文發表】(2 篇) 

發表人 

1.蔡憓嘉、蔡麗芳 

-幼兒園教師運用認知

行為取向遊戲治療改

善幼兒攻擊行為、利社

會行為、人際問題解決

能力之研究 

 

2. 蘇榆鈞、王櫻芬 

-敘事取向團體諮商方

案對隔代教養兒童與

家庭概念之成效 

 

 

 

【主持人】洪慧涓

博士（中興大學師培中

心副教授） 

 

 

【回應人】鄭如安

博士（高雄市學生輔導

諮商中心主任退休） 

 

【論文發表】(2 篇) 

發表人 

1. 高宛琳、林妙容 

-接受遊戲治療督導之

學習經驗初探 

 

 

 

2. 范晉維、鄭如安 
-結構式遊戲治療之策

略介入意圖、評估與其

歷程變化之探討 

 

 

 

 

【主持人】黃宗堅

博士(彰化師範大學輔

導與諮商學系主任) 

 

 

【回應人】蔡美香 

(國立台南大學諮商與

輔導學系助理教授) 

【優秀遊戲治療碩

博士論文獎發表】 

1.劉麗娟(國立彰化

師範大學 導與諮商學

系所博士) 

-探究國小輔導實務工

作中之教師諮詢執行

經驗－雙向現象場視

框之觀照 

2.朱思綺(國立暨南

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

所碩士) 

-三折肱成「梁」醫: 一

位資深遊戲治療師生

命經驗之展現 

 

【主持人】曾仁美

博士(沙遊世界表達與

療癒發展中心執行

長、禾心心理諮商所所

長) 

 

【回應人】連廷誥

博士（遠東科技大學旅

遊事業管理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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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報名方式： 

（一） 一律網路報名，請上本會網站（www.atpt.org.tw）專業課程與認證區進

行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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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育光 

（三） 請於線上報名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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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報名費用：  

11/19(六)會前工作坊 A：台南 

【生態系統遊戲治療及其在依附關係困難兒童的應用】 

 

11/23(三)會後專題演講：彰化 

【兒童依附關係的評估、MIM-RS 和 Marschak 介入策略的應用】  

 

11/25(五)會後工作坊 B：台北 

【兒童結構性遊戲治療團體】 

 

11/26-27(六、日)會後工作坊 C：新竹 

【遊戲治療治療處遇與介入:生態系統工作模式】 

 

 會員 非會員 

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會員及主辦單位師生免費參

加) 

1,500 元 

會後專題演講 免費參與 免費參與 

 一般 早鳥價(10/31 前) 一般 早鳥價(10/31 前) 

單場工作坊 A 或 B

單天 
2,000 1,800 2,500 2,200 

單場工作坊 C 兩天 4,000 3,600 5,000 4,400 

AB 兩場同報(兩天) 3,800 3,400 4,800 4,200 

AC 或 BC 兩場同報

(三天) 
5,700 5,100 7,100 6,200 

ABC 三場同報(四

天) 
7,500 6,800 9,500 8,200 

（一） 線上報名截止時間：即日起至 2016 年 11 月 10 日（四）止。 

（二） 10/31 前有早鳥價，多場同報亦有優惠，請把握時間儘速報名！ 

（三） 9/30 前加入會員，參與本次年會及工作坊最多優惠 2000 元，並享

有全年工作坊優惠價及年會會員禮，敬請把握機會哦!!  

（四） 超過二年未繳年費需重新入會者，9/30 前重新加入會員，享入會費

五折優惠。  

 

 

http://www.atp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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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注意事項： 

(一) 研討會開幕式於 9:30 準時開始，9:30 前報到者，可獲學會神秘小禮

物哦!!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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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完成報名手續後，將以 e-mail 通知，確認報名是否成功。 

(四) 尊重智慧財產權，除工作人員，上課內容請勿錄音錄影。 

(五) 各場全程參與者，本會將發予研習證明。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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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研討會當天供餐，為響應環保，請自備餐具及水杯。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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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聯絡方式： 

學會電話：0982-699664    E-mail：atpt2013@gmail.com     

FB 社團：台灣遊戲治療學會-Atpt 

     地址：300 新竹市南大路 521 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心諮系【台灣遊戲

治療學會收】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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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pt2013@gmail.com 洽詢。 

 

 

http://www.atp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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