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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退縮是指個體在不同情境中，不管遇到熟悉或不熟悉的岡儕，一致地展現孤立行為 (Rubin

& Asendorpf, 1993 )。具社會退縮特徵的兒童，其行為表現包含:害羞、沈默不甜、較為消極、獨

內行動、迴避、閃避行為等(草1\靜晃， 2013 ; Harrist, Za悶， Bates, Dodge, & Pettit, 1997) 。因社會退
縮兒童長期處於孤立狀態，且較不易安全地、自在地參與人際溝通、與人互動，情緒上較為m慮、

不快樂:此外，社會退縮兒童也早現較低的自尊與內我概念，這些特徵都有可能導致退縮兒童在

人際相處上的困難或是較負|句的向我知覺。若沒有心理健康服務的介入，可能會因此影響退縮兒

童日後的社會適應。

兒童社會退縮行為 4直以來較為人所忽略，退縮被視為一輯內向性行為 o Rubin 與 Coplan

(2004)指出外向性行為的兒童，因其情緒較容易失去控制，可能仙現玫擊、反抗、或衝動行的，

較易讓照顧者或師長採取介入措施:反之，社會退縮兒童的行為較為退縮與被動，較少引起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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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師長、或同學負向的情緒或行為，而在成長過程中，成為被忽略的一群。多數家長、師長容

易將兒童的退縮行為視為內向書羞、容易教養，而忽略退縮兒童也有需要協助的一面。

退縮兒童的研究，國內多以退縮.被拒絕的見畫為主要研究參與者(林佩琪，2000 ;胡斐瑜，
2005 ;詹前堂， 2004 ;劉舒珊， 2004 ;劉燕芬， 2006) ，然而，並非所有退縮兒童都遭受到拒絕，
Rubin 、 LeMare與 Lollis ( 1990)研究指出極端退縮的兒童中，有 26%的兒童仍受到同儕喜愛。影

響退縮兒童呈現退縮行為的原因包含:家庭的管教態度、學校的環境、師長的教導方式、同儕的

相處、或社交技巧不佳等。唯國內針對退縮兒童的研究多以社交技巧訓練的介入為主，較少對其

他因素造成退縮行為之影響進行相關研究。

遊戲在兒童認知、社會、及情感發展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Erikson， 1964; Piaget, 1962; Vygotsky,
1967) ，而避戲也是兒童表達最原始、自然的方式，透過避戲，兒童表達真實的自我(Carmich咐，
2006)。遊戲治療運用在退縮兒童，發現可以改善兒童在社交、人際關係、自信、與社會適應能力
等 o 然、國內針對退縮或害羞兒童之研究，多以團體治療及社交技巧訓練為主，研究發現並無一致

性之治療成效;而在個別治療多採個案歷程分析之研究，發現有其正向的效果。

此外，兒童的白我概念是一個多面向的複雜學習行為，經常反映個體的過去經驗及影響未來

行為 (Bracken， 1992) 。國內過去探討兒童概念的研究多以團體治療為主(章翠吟 '2013 ;彭智紹，

2005 ;黃麗娟， 2007 ;詹淑環， 2002) ，但結果呈現不一致的情形。遊戲治療介入的研究發現其對
自我概念的提升有效果，如提昇目睹家暴(洪家慧，2009) 或具攻擊行為(黃芳瑛，2006) 兒童

的自我概念。

根據過去研究，針對較內向退縮兒童之自我概念的研究鮮少，使用遊戲治療介入的研究多以

團體治療或歷程分析為主。因此本研究希望藉由實驗組一控制組的準實驗研究設計，探討個別遊戲

治療的介入方式，對退縮兒童的退縮行為及自我概念的改變歷程及其效能，進而在此領域有所貢

獻。本研究假設實驗組研究參與者在接受遊戲治療後，其退縮行為及白我概念有進展，本研究之

研究問題為:

(一)見畫中心避戲治療對社會退縮見畫之退縮行為改善之成效為何?

(二)見章中心避戲治療對於社會退縮見童自我概念改善之成效為何?

(三)退縮兒童在接受兒童中心避戲治輛自後之歷程斷包為何?

本研究重要名詞，釋義如下。社會退縮兒童:在任何情境與時間下，不管遇到熟悉或不熟悉

的同儕，在生活不同面向中，一致地展現孤立行為(Rubin & Asendorpf, 1993) 。本研究社會退縮

兒童是指在「教師報告表」中「退縮/憂鬱」分量尺 t 分數達邊緣臨床顯著 (t > = 65) 之兒童。

自我概念:個體看待自己的方法，隨著個體年紀的增長，會運用一些內在的心理特質，來形容自

己並且表達出對自我的看法、自我概念及個體的主觀性評價 (Dus此， 1996) 0 白我概念以吳裕益、

侯雅齡 (2000)所編製的「國小兒童自我概念量表」之得分，得分越高，代表兒童的自我概念越

正向積極 o 兒童中心遊戲治療:遊戲治療者與兒童之間的互動關係'而治療者必須受過良好的訓

練，知道如何選擇遊戲器材及如何發展一份安全的關{系，讓兒童能用其最自然的溝通方式(遊戲),

來表達及揭露自己的情感、想法、經驗、及行為 (Landreth， 2012) 0

文獻探討

一、社會退縮兒童之相關研究

個體呈現社會退縮行為的可能因素，包含: (l )生理因素，如行為抑制、右額葉腦電波不對

稱 (Coplan& Rubin , 2010; Fox, Henderson, Rubin , Calkins, & Schmidt, 2001) ; (2) 家庭因素，如:
不安全的依附關係、過度控制或期望過高的親子關係( Rubin & Coplan, 2004 ) ; ( 3)同儕關係，如:
少參與同儕活動、缺乏互動經驗或人際技巧，因社交能力較弱，易被同儕忽略，使其行為更加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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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 Rubin &Stew訓， 1996) ;及 (4) 師生關係，如:退縮兒童較不會主動引起老師關注，也較常

被忽略，與師長的情感交流機會較少( Stuhlman &Pianta, 2002 )。

退縮或害羞的個體較缺乏白信、羞怯、對社交感到焦慮、較少回應、較不菁於溝通、或呈現

消極性焦慮( passive-anxious) ( BTOP旬， 1996; Harrist et aI., 1997) 0 社會退縮的兒童因傾向;有社交恐

懼、焦慮、喜歡孤獨、或避免與同儕互動，從幼兒到青春期，通常較不易交友、人際關係較為缺

乏。在成長歷程也可能面臨社會情感的困難(焦慮、低自尊、憂鬱症狀)、同儕的困難(被排斥、

欺騙，缺乏良好的友請)、學校的困難(不良的師生的關係、學習困難、逃避學校)等(Rubin, Coplan,
& Bowker, 2009) 0 Hymel 、 Rubin 、 Rowden 與 LeMare ( 1990)也指出個體半年的社交退縮行為是
預測日後負向自尊的有效指標。

國內在退縮兒童治療的相關研究，多以團體治療或社交技巧訓練為主。研究顯示在遊戲治療

團體後，兒童的退縮行為明顯減少、同儕人際關係較佳、自尊也較提升(于佳馨， 2009 ;劉舒珊，
2004 ;劉燕芬， 2006) 。社交技巧訓練運用在退縮兒童的成效較不一致，部分研究末旱現治療的顯

著效果(胡斐瑜， 2005 ; 1宮前堂， 2004) ;部分研究顯示能提升其社會自尊(林佩琪，2000) 、或
改善其同儕闢係(蔡雪月，2002) 。此外，其他相關輔導諮商介入包含:現實治療團體輔導(陳智

婷， 2005) 、阿德勒遊戲治療團體(陳彥良，2005) 、認知行為團體(林玉彬，2000) 等，顯示對

害羞見童有不同之效能o

再者，運用個別兒童中心避戲治療於社會畏縮兒童，研究結果顯示兒童較能表達其情緒、較

為主動、語言表達變得較瞥，富、更1-iH信等(出世崇，2003) ;亦發現兒童的主動性增加、退縮行
為有改善(黃仙月，2008) 。綜合上述，國內外針對退縮或害羞兒童之研究，多以團體治療及社交

技巧訓練為主，研究結果並末里現一致性的治療成效;在個別治療部份多採單一個案之照程分析，

發現有其正向的效果。

二、自我概念之相關研究

Purkey ( 1988)提出自我概念的毛個特徵，包含: ( 1)經由學習在成長過程中累積，並透過不
同經驗塑造而成，是與重要他人的互動行為1!:重要的影響因素; (2) 具整體性、穩定性，是個體

與他人、環境互動產生的知覺; (3)其動態'I笠，隨個體成長及與外界互動而產生變化，形塑個體

看待自己、他人、和世界的看法。

家庭是影響個體自我概念的因素之一。學者表示當父母以溫暖、關懷、寬容、開明等教養態

度，于女會覺得受到父母的尊重，有利於兒童白我概念的發展 (Baumrind， 1971; Kawash, 1985) 。

此外，依附風格與自我概念關係的實徵研究中，顯示安全依附型的個體有較高的自我概念 (Wu&

Lin, 2005) 。再者，簡略琪 (2009 )指出家庭凝聚力與自我概念成正相閥，當家庭凝聚力越高時，

個體的學業自我概念、家庭自我概念、社會內我概念、及心月1于1我概念就越高 O

對於學齡期的兒童，學校是另一個影響個體自我概念的重要因素。 Hamachek ( 1995)研究指
出師長的期望會影響學生看待臼己的方式及學業的表現，當學牛感受到師長的正而期待，學生傾

向於努力迎合老師的標準'其表現較理想，進而提升其 H我概念 o Pintrich 與 Schunk ( 1996)表示
師長的言語及非語言動作，會是學位判斷及評價自己的依據，進而影響學魚的自我概念。此外，

當兒童與同儕一句:動時，他人對見童本身的評價，也會兒童如何形成其鬥我概念。

在國小兒童自我概念探究，研究多以團體治療進行，但對兒童 H我概念、I(z不具顯著或立即的

輔導成妓(陳淑慧， 2009 ;彭智紹， 2005 ;詹淑瓊， 2002) 。章翠吟 (2013 )探討國小四年級新移

民于女的而我概念，以小團體輔導進行，結果顯示在「繫體內政概念」、「身體向我概念」、「情緒

自我概念」自立即輔導效果;但在「家庭自我概念」、「學校向我概念」、「外貌咐我概念」未具立

即輔導效果。此外，張瓊文 (2002 )針對國小五年級三十位行為困擾兒童進行現實治療團體輔導，

採準賈驗研究設計，結果顯圳在「↑，~~我概念」及「家庭白我概念」具立即輔導效果，但在「學校

自我概念」、「外貌咐我概念」、「身體內我概念」、「情緒自我概念」則未呈現立即輔導效果 o 再者，

邱素梅 (2009 )針對凶小尚可三級兒童進行理情行為團體諮商，研究顯示對兒童「情緒咐我」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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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性諮商效果:且在「自我總分」、「學校自我」、「情緒自我」呈現持續性諮商效果。黃麗娟 (2007 )
針對國小憂鬱傾向兒童進行焦點解決團體，結果顯示研究參與者的自我概念，在立即效果與追蹤

效果均達顯著差異。吳卿華 (2006 )針對國小高年級生活適應困難學生進行阿德勒團體輔導，研

究顯示在團體輔導後，學生之自我概念有立即輔導效果。

在個別治療對兒童自我概念的研究，洪家慧 (2009 )針對日睹家暴之兒童進行個案研究，以

折衷取向遊戲治療進行，研究發現除「家庭自我概念」分數持平外，其餘均成正向改變。黃芳瑛

(2006)探討具攻擊行為之國小三年級兒童的自我概念，進行十次個別遊戲治療，結果顯示遊戲
治療對在「整體自我概念」、「學校自我」、「外貌自我」、「身體自我」及r ，情緒自我」等自我概念，

具立即性和持續性的輔導效果。再者，謝耀任與徐西森(2004)以完形取向個別遊戲治療進行探

究，研究發現兒童的自我感提升、對自我的感覺轉為較為正I甸、在班上較敢發言、與同儕和老師

關係較佳等。

綜合上述，國內過去探究兒童自我概念多以團體治療為主，研究結果呈現不一致，研究採個

別遊戲治療，發現其對兒童自我概念有提升效果，可以改菁目睹家暴及具攻擊行為兒童的自我概

念。然而，針對較內向退縮兒童之自我概念，以個別遊戲治療介入方式進行的研究並不多，因此

本研究希望在此領域有進一步的探究。

三、見畫中心遊圖自治療

Landreth (2012) 表示遊戲治療是遊戲治療者與兒童(或任何年齡者)之間的互動關係'遊戲

治療者必須受過良好的訓練，並瞭解如何選擇遊戲器材及如何發展安全而溫暖的關係，協助兒童

運用最自然的溝通方式:遊戲，來完全表達向己及揭露自己的感情、想法、經驗、及行為，進而

朝向門我實現、成長、與發展。兒童中心遊戲治療的核心信念，是兒童有與生俱來的能力去解決

他們所將驗到的問題、增強其自我控制、增加其能力與自倍(VanFleet, SY'叫lak， & Snisc紋， 201 I)。

Axline ( 1969)認為兒童中心遊戲治療提供了兒童相當有利的環境去成長，在歷程中兒童被提供機
會去玩山其積壓已久的緊張、挫折、不安全感、攻擊、害怕、困惑、或混亂的情緒，藉出情緒電

j曳，兒童將壓抑的情緒帶到表層，面對並學習去控制它。

Bratton 、 Ray 、Rhine 與 Jones (2005) 彙轄 1953 否有 2000 年共的篇遊戲治療研究並進行後設

分析，研究結果顯示有情緒和行為問題的兒童經過遊戲治療後，其功能較佳，比末治療者相差了

0.8 個標準差，研究也發現人本取向比非人本取向的遊戲治療成效較佳。此外，王純琪、張高賓、

連廷嘉與王文秀 (2006 )彙整台灣近 30 年共的篇遊戲治療研究，並進行後設分析，研究結果呈

現遊戲治療對於兒童的特定問題，其有立即性及長期的治療效能。兒童中心遊戲治療，在國內、

外已經廣泛運用於不同主訴問題的兒童，如多元文化兒童(Garza &Bratton, 2005 )、目睹婚暴兒童

(洪家慧， 2009) 、受虐兒童( Sco鈍， Burlingame, Starling, Porter, & Lilly, 2003 )、選擇性械默症(黃
世欽 '2005 )、攻擊行為( Schumann, 20 I0 )、過動( Ray, Schotelko巾， & Tsai, 2007 )、破壞行為( Cochr阻，

Cochran, Fuss, & Nordling, 2010) 等。上述研究結果顯示兒童中心遊戲治療可以有效協助兒童學會
表達自己、學習辨識自己的情緒立在表達出來、提升其生活適應力、對自己也較多的iI三向感受、降

低攻擊行為、減少過動現象等。

國內近十年遊戲治療相關的碩、博士論文研究，多以歷程分析為主(Tsai ， 2013 )。柳慶茂 (2004 )
對分離焦慮、兒童進行十二次的兒童中心遊戲治療後，研究發現兒童的語言表達能力有改善、非口

語部分也較輕鬆自在，其主動|生提升、情緒與行為表現較佳、分離焦慮、也改菁。 Brandt ( 1999)以
實驗設計方式，對兒童進行七平.十次遊戲治療後，結果顯示兒童的行為與情緒困擾程度降低，其

社會退縮、焦慮、沮喪等困擾程度也減少。 Wetting 、 Coleman 與 Geider (2011 )針對 22 位有語言

障礙、害羞、社交焦慮的兒童進行遊戲治療，研究發現遊戲治療明顯改菁兒童的自信、表達、與

溝通能力，也降低兒童的社會退縮行為。

國內針對遊戲治療運用在社會退縮兒童之研究較少，回世崇(2003 )針對一位國小四年級的

社會畏縮兒童，進行 12 次的兒童中心遊戲治療，歷程分析發現兒童與治療者的互動由被動轉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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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情緒抒發由壓抑隱藏轉變為自然流露、問題解決由逃避轉變為勇於面對、語言表達較為豐

富、有自信等。此外，黃仙月 (2008 )針對一位國小五年級社會畏縮之聽陣兒童進行兒童中心遊

戲治療，每週進行兩次、共計十六次。研究顯示退縮兒童的主動性增加、較能專注在遊戲中，對

社會畏縮行為也有立即改菁、延右性的介入效果。

綜合上述研究，顯現兒童中心遊戲治療對退縮兒童的書羞、缺乏 PH言、主動，性、表達上均有

所改苦，然而國外有針對大樣本進行研究與分析，國內在此部分則較為缺乏。本研究希冀透過準

實驗設計，將兒童中心遊戲治療運用在退縮兒童身上，並藉由量表前、後測分數，檢驗其治療效

果，世加入「直接觀察表」觀察退縮兒童之實際課掌行為表現，期能獲得更學富、全面的訊息。

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立意取樣招募研究參與者，以兒童中心遊戲治療探討其對退縮兒童在退縮行為與自

我概念之影響。研究參與者被隨機分派至實驗組或控制組，在遊戲治療進行前、後，分別施測「兒

童行為檢核表」、「教師報告表」及「國小學童自我概念量表」。此外，研究者在個別遊戲治療介入

前、介入期間、結束後，每週二次到實驗組與控制組成員教室，觀察記錄研究參與者在課堂上的

行為表現。

二、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宇要-以呈現社會退縮行為的國小四年級學生為篩選對象，研究者依兒童退縮行為特質

設計教師推薦單，提供導師進行初步推間之依據，共推薦 12 名學生。此 12 名學生之導師隨後填

寫「教師報告表 J ' I 教師報告表」中「退縮/憂鬱」分量尺 t 分數達邊緣臨床顯著 (t > = 65) 的

學生，符合本研究之研究對象條件， Jt計篩選山八名兒童。此八名研究參與者由本研究之遊戲治

療師隨機分派平.實驗組或控制組(每組各四名)。唯實驗組其中一名研究參與者，在研究進行第五

週因個人因素退出研究，因此最後實驗組之統計分析不列計該成員的分數。

本研究參與者總計七名:實驗組弋名、控制組四名 O 實驗組兒童接受每週一次、每次四十分

鐘，共計十週之對一兒童中心遊戲治療;控制組兒童在研究階段則不接受任何諮商介入。在研

究結束後，依照研究倫理，對控制組兒童進行每週一次、每次四十分鐘，共計十週之個別兒童中

心遊戲治療。研究參與者之基本資料、組別分配、「教師報告表 J ( !l Ui測)之「退縮/憂鬱」分量表

I 分數，如表 l 所朮。

表 l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成員代號 E1 E2 E3 C1 C2 C3 C4

組別 賈驗組 實驗組 實驗組 控制組 控制組 控制組 控制組

性別 男 男 另 女 男 女 男

教師報告表退縮/憂鬱分
73 66 78 66 78 73 73

量表 I 分數(前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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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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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第一作者為觀察者及資料分析者，其心理輔導碩士學位，曾修習遊戲治療、兒童心

理與輔導、進階遊戲治療專題研究、團體遊戲治療專題研究之課程，具遊戲治療理論基礎與訓練、

實務經驗。觀察者在遊戲治療開始前三週、進行遊戲治療的十週(僅實驗組兒童)、及遊戲治療結

束後三週'針對七位參與兒童的課堂行為表現進行觀察評量，並記錄於直接觀察表。此外，觀察

者本身並不知道研究參與者分屬實驗組或控制組，此雙盲的設計，乃為了減少研究結果受研究者

期望效應之影響。本研究資料協同分析者為通訊作者，具博士學位，專長於遊戲治療、親職遊戲

治療、諮商教育等，其美國遊戲治療師證卿、、台灣諮商心理師執照、台灣心理，諮商督導證書。

本研究之遊戲治療師具心開輔導碩士學位，具遊戲治療理論基礎與訓練、實務經驗 o 在遊戲

治療進行期間，遊戲治療師接受每週一次、共計十次的個別督導 o 督導專長包含兒童中心jll£戲治

療、沙、遊治療、兒童遊戲治療團體、親于遊戲治療訓練團體、人際溝通團體、自我探索團體等 o

四、研究工具

(一〉六血至十八歲兒童行為被核衰(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 CBCL)

兒童行為檢核表由Achenbach與 Rescorla (2001 )編製，中文版由陳怡群、黃惠玲與趙家珠(
2009)翻譯並建立常模，藉以提供家長評估 6-18 歲的兒童及青少年的能力、行為、情緒等 o

CBCL/6-18 症候群量表共有八個分量尺，包含:焦慮/憂鬱、退縮/憂鬱、身體抱怨、社交問題、思

考問題、注意力問題、違規行為、與攻擊行為 o 計分方式按照行為出現的頻率，採三點計分 -0

分:不符合; 1 分:有時或有一點符合 ;2 分:相當或多半符合。各分量尺分數可轉換為t 分數，

並千i兩個集合症狀量尺: (I)內化量尺:由焦慮、/憂鬱、退縮/憂鬱、與身體抱怨組成 ;(2) 外化量

尺:由違規行為與攻擊行為組成 o 各分量尺的 t 分數越高，表示其問題行為嚴重度越高，臨床切截

分數為 t = 70 '若 t = 65-70 -屬於邊緣臨床範圈。
CBCL/6-18 的內部一致性是以單因子變異分析計算組內相關係數(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 而得，評分者信度: 20 個能力項口為 .93 、 118 個特定問題項H為 .96 ;各個分

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介於 .78- .97 ;各個分量表之再測信度的平均值為 .90 。此外，研究結果也顯示

CBCL/6-18 具良好的建構效度、內容效廈、及效標關連效度 (Achenbach & Rescola, 2001 )。

CBCL/6-18 已建立跨文化常模，美國與台灣常模均屬於第二組常模，本研究結果以第二組常模為

計分解釋標準。

(二〉六到十八旗見童﹒教師報告衰 (Teacher Report Form, TRF)

教師報告表亦由Achenbach與 Rescorla (200 I)編製'中文版亦由陳怡群、黃惠玲與趟家璟(
2009)建立，協助教師評估6-18 歲之兒童及青少年的能力、行為與情緒。 TRF 的計分方式、症候

群量表(八個量尺)均與CBCL 相同。 TRF 內部一致性介於 .72- .肘，再測信度達.冊，具有良好

的建構效度、內容效度、及效標關連效度。如同CBCL- 教師報告表結果的解釋以第二組常模為標

準 o

(三)國小見童自我概念量衰

國小兒童自我概念量表出具裕益與侯雅齡(2000 )編製完成，適用於國小四到六年級的學章，

于要用來瞭解了解國小中、自-年級兒童向我概念的發展狀況。此量表共;有61 題，包含五個分量表:

1.家庭自我概念; 2. 學校自我概念; 3. 外貌自我概念; 4. 身體自我概念; 5. 情緒自我概念。

本量表的計分方式採 Likert 瓦點計分，每個題曰有五個答案，成員根據題日敘述的情形，和

個人的實際狀況填答 -5 分:完全符合 ;4 分:大部分符合 ;3 分:有些符合 ;2 分:大部分不符

合; 1 分:完全不符合。本量表各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α 均介於 .83- .89 '各分量
表的重測信度介於 .76- .叭，顯示穗定性佳。此外在效度部分，所有題門與總分的相關皆達.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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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分量表的效標效度皆人

牛本、J!泣詮表也以 f作干齡、性別、父舟婚前科狀況差異叮=項 l于建構效!EC

(四)直接觀察衰(Di rect Observation Form, DOF)

直接觀察表 C McConaughy & Achenbach, 2009 )與 CBCL 、 TRF 均屬於阿肯巴克實證衡鑑系統

的評佔量表，藉以觀察6 哥哥 11 歲兒童在教室、課間休息、或團體裡的行為o OOF 包含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為基本資料;第二部分為兒童在自然情境裡的行為，有:十分鐘觀察期，觀察兒童在每一

分鍾的最後 JL秒時的行為，評估放行為是否符合當下任務;第王部分為89 個項目的觀察.:tJ:卡分

鐘觀察結束後，由觀察者紀錄兒童不E此十分鐘內之整體行為表現，性加以填答:0= 沒有發牛~ : I =
非常少發牛。或較模糊發生: 2= 確定;有發牛且強度為輕度至中度，或行為曆時時間少於 3 分鐘; 3 =
確定有發生且強度為重度，或行為歷時時間多於 3 分鐘。

直接觀察表記分結果使用 ASEBAAOM 計分軟體進行分析，藉以計算行為觀察的平均分數 O

教室觀察症狀包含五個次量尺:遲緩的認知|節奏、不成熟/退縮、注意力問題、干擾性、及對抗性。

OSM 導向症狀包含注意力不足、及過動-衝動--".{間次量尺。直接觀察量表各項次量表的施測者問信

度介於 .70-.97 :再測信度具中等效度的量民包含干擾性、整體問題(教室)、 OSM 導向量尺之注

意力不足/過動量尺、及過動.衝動次量尺 C McConaughy &Achenbach, 2009 )。

此外，本研究觀察者在正式以「直接觀察表」進行見童行為觀察的，先至~t古巴某國小四年級

班級，錄製 40 分鐘之一般課堂情形。觀察者與協同分析者在討論欲觀察的兒童行為及方式後，開

始進行十分鍾的影片觀察，並將觀察結果紀錄於直接觀察表。觀察者與協同分析者的第一次評分

者信度係數為0.83 '隨後兩人討論不一致之虛、w進行修正確認，再進行第二次十分鐘之影片觀察，

第二次之評分者信度係數為0.93 。根據 Landis 與 Koch C1977) ，本研究之行為觀察的評分者信度
為強 C O~ .20=輕: .21~ .40 =尚可: .4 1-.60= 中度: .61~ .80=高度:及 81~ 1.0 =強)。於
正式研究階段，由觀察者一人完成全部研究參與者的課常行為觀察。

五、研究塌地

本研究遊戲治療場地為研究參與者就讀學校的團體教室或社團教室，研究場地依照 Landreth

C2012) 之建議設置，遊戲室的物件包含:真實午1古玩具;行動，性、發洩攻擊性玩其:創造性表

連及情緒發洩性玩具守=九六類。藉由選擇適當的玩具，期能提供兒童正向關係的建立、情感表達、

分享真實生活體驗、促進HI比概念的發展、及提供促進1'1我控制發展的機會。

六、資料分析

本研究問題利山無舟數分析法，以 SPSS 軟體進行研究參與者在「兒童行為檢核表」與「教師

報告表」之「退縮/憂鬱」分量表，及「國小學童自主k:概念量表」的統計分析。此外，使山視覺分

析法探討直接觀察表結果在基準期、介入期、及迫蹤期的行為變化。視覺分析包含階段內分析及

階段間分析，的者包含:階段長度、趨勢走向、趨勢穩定皮、水準範圓、水準變化、及水準穩定

性;後有包含:趨向路標與效果變化、趨勢穩定變化、水準絕對變化、重疊百分比 CUll二治 '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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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一、研究問題一:兒童中心遊戲治療對社會退縮兒童之退縮行為改善成致為何?

本問題將以實驗組及控制組兒童在「教師報告表」及「兒童行為檢核表」中「退縮/憂鬱」分

量尺 t 分數的前、後測得分進行分析。

(一) r教師報告衰」中「退縮/憂.J 分量尺，分輔甜、復瀏得分為何?

實驗組及控制組兒童「教師報告表」的「退縮/憂鬱」分量尺前、後mu t 分數的平均數與標準

差摘要表，如表 2 所示。實驗組各成員前、後酒U t 分數分別為: El : 73 至 66; E2: “至 60; E3 :
77 平: 66 '以 E3 降幅最大。控制組各成員前、後測 t 分數分別為: Cl : 73 至 69; C2 :“至 64 ;
C3 : 78 至 74; C4 : 73 至 74 '除 C4 分數略有上升，其他成員的分數均些微下降，但改善幅度不

明顯。

表 2 r教師報告表」中「退縮/憂鬱」分量尺 t 分數之平均數與標準差摘要表

實驗扣 押制組

量尺名稱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退縮/憂鬱 72.0 (四= 5.568) 64.0 (SD = 3.464) 72.5 (SD = 4.933) 70.25 (SD = 4.787)

根據無母數統計之壘，惠尼U檢定(Mann-Whitney U test) ，研究結果顯示「教師報告表」的
「退縮/憂鬱」分量表呈現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U = 0 ' z = -2.141 ' P = .032) ，亦即實驗組成員的後
測分數明顯低於前測、退縮行為有明顯降低;控制組則無明顯降低。

(二) r見童行為轍按衰」中「退縮/憂.J 分量衰，分數前後翻得分為何?

實驗組及控制組兒童「兒童行為檢核表」的「退縮/憂鬱」分量尺的、後mu t 分數的平均數與

標準差摘要表，呈現於表3 。實驗組各成員前、後mu t 分數分別為: El : 58 至 54; E2: “至 62 ;
曰:“至 62 。控制組各成員jlU、後測 t 分數分別為: Cl : 58 至 58; C2 : 68 至 66; C3 : 60 至 60 ;
C4 : 60 予: 60' 除成員 C2 外 ， t 分數均無顯著改變 O

表 3 r 兒童行為槍核表」之「退縮/憂鬱」分量尺 t 分數的平均數與標準差摘要表

實驗細 梓制相

量尺名稱 前測 後測 的測 後測

退縮/憂鬱 63 .33 (SD=4.619) 59.33 (SD=4.619) 6 1.5 (SD=4 .435) 61.0 (SD=3 .464)

依據無母數統計之曼﹒惠尼 U檢定( Mann-Whitney U test) ，結果，顯示「兒童行為檢核表」的

「退縮/憂鬱」分量表呈現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U = 0 ' z = -2.291 ' P = .022) ，亦即實驗組成員的後
測分數顯著低於11日測、退縮行為有明顯下降;控制組成員則無明顯改變。

二、研究問題二:兒童中心遊戲治療對於社會退縮兒童自我概念改善之成放為何?

本研究問題以實驗組及控制組兒童在「國小學童向我概念量表」的的、後測得分進行分析。

各項向我概念及全量表的前，、後潰。t 分數統計摘要，如表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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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r 國小兒童自我概念量表」前、後測 t 分數之平均數與標準差摘要表

實胎細 體制組

重尺名稱

家庭自我概念

事校自我概念

外貌自我概念、

身體自我概念

晴緒自我概念

全量表

人際自我概念、

團體自我概念

前測

45.67 (SD = 6.66)

43.00 (SD = 15.87)

52.00 (SD = 10.82)

43.67 (SD= 12.10)

45.00 (SD = 5.00)

43.67 (SD = 12.58)

42.80 (SD= 12.90)

46.83 (SD = 11.44)

後測

42.00 (SD= 14.73)

49.00 (SD= 12.21)

57.33 (SD= 13.32)

47.67 (SD= 12.22)

45.33 (SD = 2.52)

46.00 (SD = 14.00)

44 .47 (SD= 15.90)

52.23 (SD = 14.67)

前測

54.50 (SD = 5.80)

62.00 (SD = 11.74)

64.75 (SD= 5.25)

53.75 (SD= 5.44)

56.25 (SD = 2.06)

60.75 (SD= 5.56)

58.50 (SD = 8.50)

57.33 (SD = 8.67)

後測

52.50 (SD = 6.03 )

58.75 (SD=7.63)

63.25 (SD = 5.38)

57.25 (SD = 2.22)

62.00 (SD = 4.76)

62.50 (SD = 2.52 )

56.05 (SD = 4.15 )

63.03 (SD = 2.73)

根據無母數統計之壘-惠出U檢定(Mann- Whitney U test) ，研究結果顯示「國小兒童自我概

念量表」的七個分量表及全量表，均未呈現統計上的顯著差異，結果分別為:家庭向我概念(U=

5' Z = -.354' P = .724); 學校自我概念 (U=4 'Z = -.720 'P= .471); 外貌向我概念(U=4'z=-.707 '

P = .4 80); 身體自我概念( U = 5.5 'z = -.182 'P = .856); 情緒向我概念( U = 2 ' z = - 1.427 'P = .0154 ) ;

人際自我概念 (U=4' z=-.707' p= .480): 個體自我概念 (U=5' z=-.354' p=.724); 全量表

(U=5 'z=-.354 'p=.724)。亦即實驗組成員其向我概念並未有明顯提高:控制組成員的自我概

念在前、後測亦無統計上差異。

賀!撿組各成員的全量表前、後測分!數分別為:E1 : 32 至 30 ; E2 : 57 至 56 ;曰: 42 至 52 '除

白的總分有明顯提升外，其餘成員均呈現微幅下降。控制組各成員分數分別為 CI : 57 至 60 ;

C2 :“至 62 ; C3 : 65 毫 62 ; C4 : 553頁 66 '除 C1 與 C4 分數有提升外， C2 與 C3 分數均下降。

三、研究問題三:退縮兒童在接受兒童中心遊戲治療前後之歷程變化為何?

本研究問題所欲觀察的兒童退縮行為，主要以直接觀察表 (OOF) 中「不成熟/退縮」分量表

/分數進行資料分析。七位研究參與者之結果，逐一探討如下。

(一)成員 EI 觀覺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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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l 成員 EI r 不成熟/退縮」分量表 t 分數曲線圖

在基準期，成員凹的 f 分數分別為 72 、 73 、 73 '平均值為72.7 '退縮行為呈現穩定趨勢，水

準範圍為 72-73 '水準變化為-I 。在介入期，除第七、九週上升，其餘呈現穩定或下降，趨向穩定

性達 90% '幣體早現穩定狀態，水準範圍為 50-71 '平均值為 64.3 '水準變化為 13' 表朮成員 EI

退縮行為柯:避戲治療介入後，持續下降。在追蹤期， I 分數分別為 58 、 50 、 63 '平均俏的 57 '維

持效果良好， I鞋趨向穩定度的 67% '旱現H也不穩定狀態。根據階段間視覺分析，成員 E1 從基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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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介入期的水準變化為-2 '趨向方向由上于|到下降，重控百分比為 0% '顯示介入處理效果明顯;

從介入期到追蹤期的趨向由下降到上升，重疊百分比達 100% '表示遊戲治療的效果在追蹤期能繼

續保持(如園一)。

(二)成員 E2 觀覺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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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成員 E2 r 不成熟/退縮」分量表 f 分數曲線圖

在基準期成員凹的 f 分數分別為 67 、 71 、 72' 平均值為 68.7 '退縮行為呈現穩定趨勢，水準

範圍爵的-72 '水準變化為-9 。在介入期 ， f 分數均呈現穩定或下降的情形，趨向穩定性 100% '整

體呈現穩定狀況。水準範園為 58-71 '平均值為 67.1 '水準變化為 8' 表示成員 E2 退縮行為在遊

戲治療介入後，持續下I~年。在追蹤則 ， t 分數分別為 67 、 58 、 63 '平均值 62.7 '趨向穩定度達 100% '
呈現穩定狀態。根據階段問視覺分析，從基準期到介入期的水準變化為 J '趨向出上升到下降，重

疊百分比為 90% '顯示介入處理的效果不明顯;從介入期到追蹤期的趨向由下降到下降，重控百

分比達 100% '表示遊戲治療的效果在迫蹤WJ能繼續保持(如圓二所示)。

(三)成員 E3 親覺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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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成員 E3 r 不成熟/退縮」分量表 I 分數曲線圖

成員 E3 和基準lot1J的 f 分數分別為 67 、 72 、 71 '平均值為 70 '退縮行為呈現穩定趨勢，水準

純國 67-72 '水準變化-4 。在介入期 ， f 分數呈現下降的狀況，趨向穩定性 80% '呈現穩定狀態。

介入期水準純國為 50-71 '平均值為 60.4 '水準變化的 13 '顯示成員 E3 退縮行為在遊戲治療的介

入下，持續下降。在追蹤期 ， f 分數分別為 63 、 50 、兒，平均值為 57 '趨向穩定度為 67% '呈現

不帶定的狀態。如圖三所示，成員 E3 從基準期到介入J:tIJ的水準變化為 8' 趨向方向由上升到下降，

重控百分比為 40% '表示遊戲治療介入的效果明顯;從介入期到追蹤期的趨向方向由下降到下降，

重fb百分比達 100% '表示遊戲治療的效果在迫蹤其I]能繼續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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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員 Cl 觀覺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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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成員 Cl r 不成熟/退縮」份量表f 分數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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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 CI 在基準期的 I 分數分別為 72 、 71 、 72' 平均值為 7 1.7 '退縮行的早現穩定趨勢，水準

範因為 71-72 '水準變化為 0 。在介入期 ， t 分數些許下降，趨向穩定性 100% '呈現穩定狀態，水

準範圍爵的-72 '平均值 70.1 '水準變化為 2' 顯示成員 CI 退縮行為在介入期並無明顯改變。在

追蹤期 ， t 分數分別為 71 、 73 、 67 '平均值為 70.3 '趨向穩定度達 100% '呈現穩定狀態。階段問

視覺分析顯示成員 CI 從基準期到介入期的水準變化為 0'趨向由等於到上升，重控百分比為 60%'

表示介入期與基準期並無明顯差異;從介入期到追蹤期的趨向出下降到下降，童聲百分比達 67% '
表爪介入期與迫蹤期的退縮行為呈現相同的情形(如圍四所/卡)。

(五)成員 C2 觀覺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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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成員 C2 r 不成熟/退縮」分量表t .分數曲線圖

成員 C2 在基準期的f 分數分別為71 、 67 、 70 '平均值為69.3 '退縮行為呈現些許下降的趨勢，

水準範圍為 67-71 '水準變化為 l 。在介入期 ， t 分數呈現稍微下降趨向穩定性為80% '旱現穩定

狀態。在介入期，水準範圍為58-71 '平均怕自 67.1 '水準變化為0' 表示成員 C2 的退縮行為在

介入期並沒有明顯的改變。在迫蹤期， t 分數分別為 67 、 71 、 67 '平均值為 68.3 '趨向穩定度達

100% '呈現穩定的狀態。由國 II.可側，成員 C2 從基準期到介入期的水準變化為-I '趨向方向出下

降到下降，重疊百分比為 80% '表示介入則與基準期的退縮行為接近，從介入期到追蹤期的趨自

7向由下降到等於'童聲百分比達 100% '騙II"介入期與迫蹤期的退縮行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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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員的觀覺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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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成員 C3 r 不成熟/退縮」分量表 t 分數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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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準期，成員 C3 的 I 分數分別為 70 、 67 、 71 '平均值為 69.3 '退縮行為稍微上升，水准範

圍為 67-71 '水準變化為﹒ l 。在介入期， 1 分數呈現些許增加，趨向穩定性為 100% '整體呈現穩定

的狀態。在介入期，水準範圓爵的-72 '平均值為 69.9 '水準變化為 0' 亦即退縮行為沒有明顯的

改變。在追蹤期， 1 分數分別為 71 、 63 、 70 '平均值為品，趨向穩定度達 100% '呈現穩定的狀態。

根據國六，成員。從基準期到介入期的水準變化為 0' 趨向方向由上升到上升，重疊百分比為

70% '表示介入期與基準期的退縮行為並無明顯差異;從介入期到追蹤期的趨向方向由上于|到下
降，重疊百分比 100% '顯示介入期與追蹤期的退縮行為相似。

(七)成員 C4 視覺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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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成員 C4 r 不成熟/退縮」份量表t 分數曲線固

成員 C4 在基準期的f 分數分別為71 、 71 、 67 '平均值為69.7 '退縮行為呈現下降趨勢，水準

範因為 67-71 '水準變化為4 。在介入期， 1 分數上升，趨向穩定性達100% '整體旱現穩定狀況。

在介入期，水準範圍爵的-71 '平均值為 68.1 '水準變化為-8 '表示成員 C4 退縮行為非降反增。

在迫蹤期， 1 分數分別為71 、 70 、肘，平均值為69.3 '趨向穩定度達100% '呈現穩定。階段間的

視覺分析顯示從基準期到介入期的水準變化為4' 趨向由下降到上升，重型百分比達80% '表示介

入期與基準期的退縮行為並無明顯差異;從介入期到追蹤期的趨向由上升到下降，重疊百分比達

100% '顯示介入期與追蹤期的退縮行為相似(如國七所示)。
根據上述視覺分析研究結果，顯示質驗組研究參與者的退縮行為均呈現下降的趨向，且穩定

性高，且在追蹤效果上呈現良好的結果， {草穩定性較弱。反觀控制組研究參與者的退縮行為在三

惘階段的變化差異不大，曲線圖趨於平緩斗穩定，顯示退縮行為未呈現明顯的差異或改變。因此，

不E惘別兒童中心遊戲治療介入後，與控制組相比，立驗組研究參與者的退縮行為呈現減少的情形，

介入效果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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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退縮行為

本研究實驗組研究參與者在接受一對一兒童中心遊戲治療後，根據「教師報告表」與「兒童

行為檢核表」之前、後測結果，均顯示兒童的退縮行為有明顯降低，兒童的「直接觀察表」也早

現相同結果。亦即實驗組兒童整體之退縮行為在基準期呈現穩定的趨勢;在介入期呈現穩定或下

降的狀況，介入處理的效果明顯;在迫蹤期介入的維持效果良好。反觀控制組研究參與者的「教

師報告表」及「兒童行為檢核表」結果，末早現兒童的退縮行為有明攝下降。此外，根據階段間

視覺分析結果，兒童的退縮行為在基準期早現穩定的趨勢;在介入期早現些許上升的狀況，但無

明顯改變:在迫蹤期，無明顯改變，早現穩定的狀態，亦即控制組兒童的退縮行為在基準期、介

入期、與迫蹤期收無明顯差異。

兒童中，心L心、遊戲治療的核d心L心、{信言念是兒童千白J

其能力與內信，在真誠一致、同理接納、無條件積輛關懷的環境，個體的|列在資源將可被挖掘，

進而協助個體往內我買現的方向邁進 (Rogers ， 1980; VanFleet, Sywul此， & Snisc此， 2011 )。在個別
避戲治療歷程中，當兒童感受到被了解、被拉納，此治療性關係將能協助兒童降低其焦慮、及退縮

行為。

綜合上述，兒童中心遊戲治療實施後，根據兒童的導師及家長的評估，均表示兒童的退縮行

為有減少，繁體 b~l{同別分析結果亦顯示貫驗組兒童的退縮行為有明顯改苦，顯 jl \ 兒童中心遊戲治

療的介入能有效故荐社會退縮兒童之退縮行為。卅世崇 (2003 )及黃仙月 (2008 )的研究均發現

遊戲治療對於退縮兒童之退縮行為有-所改荐，斗;研究的研究結果與上述學者的研究結果相符。

(二)自我概念

研究結果顯示賈驗組研究參與者在接受個別兒童中心遊戲治療後，其門我概念投末呈現顯著

改善，其立即效果與迫蹤效果與控制組研究參與者相較，也未旱現明顯的差異。若進行個別分析，

「家庭自我概念 J 1壘成員 E2 1-l提升; r學校內我概念」成員 E3 有明顯的提升、成員 EI 與 E2 略

為下降; r外貌白我概念」除成員 El 外，均干J所提升; r身體內我概念」與「情緒向我概念」除成

員 E2 外，均有明顯的提升; r人際內我概念 J 在成員 E2 、 E3 均有明顯的提升; r個體自我概念」

在成員 EI 、 E3 千J明融，捉升。此外， r 自我概念全量表」僅成員 E3 有明顯的提升， EI 、 E2 則是呈

現微幅的下降 O 整體結果早現較不一致的狀態。

較少避戲治療研究將 H政概念量表運用於退縮兒童，較多以歷程分析或訪談探討兒童 H我概

念的變化 O 然在其他主訴議題的研究，則有類似連叫 Hf主概念量表的研究，如洪家慧 (2009 )針

對川日吾家暴兒童、黃芳瑛 (2006 )針對呈現攻擊行為之兒童，研究結果顯示對兒童的 1~1 我概念有

iE l句改變。此外，趙曉美 (2001 )進行為期刊週的增進“我概念課程教學研究，研究發現賈驗組

研究參與者的整體自我概念得分擷著晶，於控制組 'W.且現迫蹤效果 O 探討其有效以因可能足以一

學.{f府賈施時間，以較長的時間增進兒童之自我概念，較易對t'!說概念產生積梧的效果 υ

內我概念具整體性、穩定性、動態 'I笠，兒童也透過同儕間的相互同韻，增進向政了解及提升

內我概念，若以團體或是較長時間的介入，可能較易對兒童的什我概念產生積賴的故果。 l准本研

究結果布:提升兒童的自我概念 bW無立即妓果，其可能!以因為受限於時間因素，僅進行 10 起之{[古|

別遊戲治療，在時間上可能較難以早 f5!明擷的效果。本研究結果，與唐淑環 (2002 )、彭軒1娟 (2005 )
的研究結果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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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對實務工作及未來研究的建議，分述如下 o

(一)在實輯上的建懿

1.運用「兒童中心遊戲治療」之概念於退縮兒童的輔導上:退縮兒童因較為內向、害羞、或

沈默，家長或師長也較容易忽略其需求。實務上，建議家長及師長能秉持兒童中心遊戲治療之核

心信念，敏銳地覺察、瞭解退縮兒童之需求，給予適時的關注並接納其情緒，避免退縮兒童因長

期受忽略而羞於表達其需求 o

2. 增進學校輔導人力遊戲治療之專業知能:研究顯示遊戲治療在國小兒童的輔導上有相當的

效能，若能加強國小輔導人力在遊戲治療上的專業知能，相信能夠對於退縮兒童有所幫助。

(二)在研究上的建輯

1.研究對象:本研究以七位國小四年級社會退縮兒童為研究參與者，屬小樣，本之探索型研究，

研究結果較難推論至其他對象，未來研究建議擴大年齡層及增加樣本數，並進行性別變項控制，

以期進一步了解性別在退縮行為上是否有所差異，並讓研究結果更為嚴謹與廣泛運用。

2. 研究工具:本研究採用三份評量工具，但量化資料有時難以呈現兒童細微之改變。研究者

根據遊戲治療師的回饋，發現退縮兒童在遊戲治療歷程中有許多改變，建議未來研究設計可增加

治療師的訪談與回饋，藉以取得更豐富之質性資料，進而對結果有更全面的評估與分析。此外，

在自我概念量表施測，建議在施測前與成員建立關係，藉以降低其不安感，進而安心作答，而降

低在答題上的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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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tudy recruited seven 4th-grade students (9-10-year-olds) from elementary schools. The participants were

referred by their teachers due to their socially withdrawing behaviors. Research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an

experimental group (n = 3) or a control group (n = 4). A pretest-posttest experimental design was utilized in this study.

Participa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individual child-centered play therapy once a week for 10 weeks, while

participa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did not receive any intervention. All research participants were administered by three

questionnaires including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 for Ages 6-18(CBCL), Teacher's Report Form for Ages 6-18(TRF), and

Children's Self-Concept Questionnaire one week prior to and one week after receiving child-centered play therapy. All data

was entered into SPSS and analyzed by non-parametric statistics (i.e., Mann-Whitney U test). In addition, in-class

observations were conducted twice a week for sixteen weeks. Data from direct observations were examined by visual

analysis. The main results of the current study included the following: (a) Child-centered play therapy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withdrawn behaviors among socially withdrawn children; (b) Child-centered play therapy did not show instant improvement

on socially withdrawn children's self-concept; and (c) Positive process changes occurred in socially withdrawn children after

receiving child-centered play therapy.

KEY WORDS: child-centered play therapy, self-concept, socially withdrawn childr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