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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代的變遷與進步，少子化的家庭結構組成，早療專業人員不斷地朝向

多元與專業化發展，讓早期療育服務團隊提供給孩子更全面、完整、以家庭為中

心的療育服務；發展遲緩的孩子成因很複雜，可能性包含原本的先天性器官或是

基因損傷，或是後天性的生理、心理及社會環境因素所造成，例如：適應來自家

庭壓力、就學環境變動、與人際交往中可能遭遇到的挫折，或不懂得表達自己情

緒與內在需求，久而久之成為複雜的行為情緒方面的困難。

藝術治療在早期療育的介入角色主要是以協助孩子提升人際關係互動、社會

情緒發展和情緒困擾為主軸，幫助孩子發展出自主性、安全感、自信心，以及適

應人際關係、安全地情緒表達……等。透過治療環境、藝術素材的多元性，

讓發展遲緩的兒童能夠除了在情緒面向外，增加在觸覺和動覺意識、精細和粗大

運動技能、自我表達及感覺統合的能力，並充分發揮他們的潛力 (Robinson, 

2009)。藝術治療師在進行上課的方式會依據自身背景經驗、執業場所、孩子被

轉介的原因、該孩子的家庭背景，和孩子個性而有所不同。其中，藝術治療的非

口語特性能夠讓孩子有機會用自己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內在世界，透過治療師的

支持和關懷，在完成作品的過程中，讓孩子有機會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待自己與抒

發自己的情緒壓力。一般來說，藝術治療的形式包含個人藝術治療(一對一）、

團體藝術治療和親子藝術治療，治療師會依據第一次評估結果與家長討論孩子

目前適合的形式與療育目標。

給家長的療育建議
「孩子的改變並不是只靠治療師努力就會有成果，

而是我們三方(治療師們、孩子、家長)共同合作努力的結果。」

對於孩子剛被診斷出發展遲緩或其他身心診斷狀況時，家長的心態常常都

是很焦慮且複雜，我時常看到第一次預約評估的家長匆促地進入治療室，著急

地詢問孩子的狀況或是期待地看著我，能夠像施魔法一樣如何快速「改變」自

己孩子的現況；所以，常常第一個遇到的挑戰，就是與家長討論著「改變」的

期望，例如：「能夠聽話不要哭鬧」、「可以開心主動交朋友」、「上學的時

候跟大家一樣安靜上課」、「能夠表達自己」……等，大大小小不同對於孩子的

期許與希望。當我在傾聽家長的訴說時，我有時候會忍不住反問家長：

「這些是你想要的改變，還是孩子自己本身已經開始想要的改變?」

這句話通常是在確認家長與孩子目前的狀況，因為剛開始接觸早期療育的

家長，常常把自己作為家長的角色繃得太緊，導致有時候想改變孩子的慾望大

過於孩子想改變的想法，而巨大的焦慮與抗拒接納孩子的狀態可能會影響家庭

的氣氛、家庭成員的關係與孩子心理狀態等。有些家長則是很自責是否沒有照

顧好孩子，對於孩子的「不同」感到非常焦慮和不安；我都會告訴家長，拿到

診斷評估報告，並不是用來「評分」父母的職責，而是為了給家長說明，孩子

的部分特質與狀態需要被重新理解與協助。通常配合較久的家長們，我都鼓勵

透過藝術治療的歷程變化，來重新認識孩子，並嘗試重新平衡自己擔任父母親

的角色和父母親以外的角色。當我們一起改變過程同時，也請家長在某個時刻

真誠、傾聽與認同你的孩子，這個時刻可能是一起玩遊戲的時候、吃飯分享日

常的時候、一起出去玩的時候……等，找一個美好的時刻，爸爸與媽媽一起共同

真誠和單純地表達對孩子的喜愛與認同，這些正向情緒的交流能夠讓孩子在心

理層面上，獲得極大的滿足和安全感，也能夠讓治療師與孩子一起工作時更加

順利。

居家療育配合方式
藝術本身的特質能幫助穩定情緒、宣洩壓力，在創作過程中多元的藝術材

料提供孩子不同的觸覺、視覺刺激，透過把玩藝術材料的過程，能夠增強情緒

整合與穩定的功能，藝術激發了孩子的創造力，幼兒透過創作的過程擴展自身

經驗，並在過程中重新建構感官知覺，解決和整合內心的衝突與混亂(Kramer, 

1958)。建議家長可以在家裡設置孩子的玩藝術空間，允許孩子在此空間中能夠

安全地玩耍、被弄髒、盡情地進行個人的探索。規劃此空間的同時，如果孩子

年紀能夠一起參與規劃與空間與訂定使用規則，孩子將能夠更自在、更主動的

使用此空間。幼兒時期的兒童其實是很喜歡刺激感官的藝術材料，其中，材料

選擇的原則如下：

一、以五感刺激為基礎的材料，例如不同材質的紙張、五顏六色顏料罐、

包覆性強的黏土、大自然素材、大小不同形狀的紙盒子、不同材質

的布類、沙子與陶土……等。

二、 安全性的材料，例如 對於年紀小的幼兒，過小的材料提供較不

適合(例如：彈珠、串珠)、顏料的安全性等。

三、 好整理的空間，例如地板與牆壁是否能夠好清理、收拾的時間規劃、

乾淨的共識、洗手與洗材料的距離等。

常見問與答
Q：我不太知道藝術治療和藝術課的差別？

藝術治療給予孩子更多情緒面向的支持，特別是對於需要情緒抒發、情緒

困擾與行為異常、情緒起伏大和不知道如何表達感受與情緒的孩子，治療師會

給予更多梳理情緒的空間與保持孩子情緒的彈性，其作品的探索較多為內心議

題，因此藝術治療師須遵守雙方既定的保密條約。

藝術教育則較多著重在美感的訓練、想像力的培養、藝術知識與媒材技巧

的訓練、展示與分享作品的能力，所以這兩者之間是非常不一樣的。

Q：小朋友沒有很喜歡畫畫，可是我感覺她/他的情緒狀況不穩定，想要讓

他上課試試看，該怎麼選擇藝術治療師呢？

有時候不喜歡藝術不一定是真的不喜歡，有可能是孩子受到過去經驗的影

響。通常，藝術治療師會先安排第一次評估，結束後與家長討論孩子的狀況，

是否能願意跟藝術治療師一起工作；目前早療人員的多元與專業化能夠提供家

長與孩子更多的選擇，想要找到適合自己孩子的治療師，建議家長優先尊重孩

子的興趣喜好，孩子感到自在的話，就能夠更快速地進入狀況，再則，考慮孩

子是否能夠接受此治療師的風格、 家長與治療師是否能夠有良好的溝通與合作

等，都是決定上課前，值得好好思考的內容。

Q：藝術治療需要上多久的課？怎麼樣看出有效果？

根據孩子的狀況與困擾程度不同，會有不同的時間長度需求。通常，建立

較穩定治療關係至少需要三個月以上的時間，有些孩子可能需要更久，所以在

協商時間的部分，藝術治療師在第一次評估時，對家長會有較多清楚的說明與

解釋，家長也可以適時提出自己的疑慮，現場澄清訊息。針對效果的部分，合

作過的家長反應最明顯的效果，通常是發現自己孩子的情緒比之前穩定，且會

開始感覺到孩子的改變。改變的幅度與速度會依據三方(治療師、孩子、家長)的

努力而有所不同，請家長們必須要有耐心地等待孩子慢慢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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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發展和情緒困擾為主軸，幫助孩子發展出自主性、安全感、自信心，以及適

應人際關係、安全地情緒表達……等。透過治療環境、藝術素材的多元性，

讓發展遲緩的兒童能夠除了在情緒面向外，增加在觸覺和動覺意識、精細和粗大

運動技能、自我表達及感覺統合的能力，並充分發揮他們的潛力 (Robinson, 

2009)。藝術治療師在進行上課的方式會依據自身背景經驗、執業場所、孩子被

轉介的原因、該孩子的家庭背景，和孩子個性而有所不同。其中，藝術治療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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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自己的情緒壓力。一般來說，藝術治療的形式包含個人藝術治療(一對一）、

團體藝術治療和親子藝術治療，治療師會依據第一次評估結果與家長討論孩子

目前適合的形式與療育目標。

給家長的療育建議
「孩子的改變並不是只靠治療師努力就會有成果，

而是我們三方(治療師們、孩子、家長)共同合作努力的結果。」

對於孩子剛被診斷出發展遲緩或其他身心診斷狀況時，家長的心態常常都

是很焦慮且複雜，我時常看到第一次預約評估的家長匆促地進入治療室，著急

地詢問孩子的狀況或是期待地看著我，能夠像施魔法一樣如何快速「改變」自

己孩子的現況；所以，常常第一個遇到的挑戰，就是與家長討論著「改變」的

期望，例如：「能夠聽話不要哭鬧」、「可以開心主動交朋友」、「上學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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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通常，藝術治療師會先安排第一次評估，結束後與家長討論孩子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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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藝術治療需要上多久的課？怎麼樣看出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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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家長也可以適時提出自己的疑慮，現場澄清訊息。針對效果的部分，合

作過的家長反應最明顯的效果，通常是發現自己孩子的情緒比之前穩定，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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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代的變遷與進步，少子化的家庭結構組成，早療專業人員不斷地朝向

多元與專業化發展，讓早期療育服務團隊提供給孩子更全面、完整、以家庭為中

心的療育服務；發展遲緩的孩子成因很複雜，可能性包含原本的先天性器官或是

基因損傷，或是後天性的生理、心理及社會環境因素所造成，例如：適應來自家

庭壓力、就學環境變動、與人際交往中可能遭遇到的挫折，或不懂得表達自己情

緒與內在需求，久而久之成為複雜的行為情緒方面的困難。

藝術治療在早期療育的介入角色主要是以協助孩子提升人際關係互動、社會

情緒發展和情緒困擾為主軸，幫助孩子發展出自主性、安全感、自信心，以及適

應人際關係、安全地情緒表達……等。透過治療環境、藝術素材的多元性，

讓發展遲緩的兒童能夠除了在情緒面向外，增加在觸覺和動覺意識、精細和粗大

運動技能、自我表達及感覺統合的能力，並充分發揮他們的潛力 (Robinson, 

2009)。藝術治療師在進行上課的方式會依據自身背景經驗、執業場所、孩子被

轉介的原因、該孩子的家庭背景，和孩子個性而有所不同。其中，藝術治療的非

口語特性能夠讓孩子有機會用自己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內在世界，透過治療師的

支持和關懷，在完成作品的過程中，讓孩子有機會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待自己與抒

發自己的情緒壓力。一般來說，藝術治療的形式包含個人藝術治療(一對一）、

團體藝術治療和親子藝術治療，治療師會依據第一次評估結果與家長討論孩子

目前適合的形式與療育目標。

給家長的療育建議
「孩子的改變並不是只靠治療師努力就會有成果，

而是我們三方(治療師們、孩子、家長)共同合作努力的結果。」

對於孩子剛被診斷出發展遲緩或其他身心診斷狀況時，家長的心態常常都

是很焦慮且複雜，我時常看到第一次預約評估的家長匆促地進入治療室，著急

地詢問孩子的狀況或是期待地看著我，能夠像施魔法一樣如何快速「改變」自

己孩子的現況；所以，常常第一個遇到的挑戰，就是與家長討論著「改變」的

期望，例如：「能夠聽話不要哭鬧」、「可以開心主動交朋友」、「上學的時

候跟大家一樣安靜上課」、「能夠表達自己」……等，大大小小不同對於孩子的

期許與希望。當我在傾聽家長的訴說時，我有時候會忍不住反問家長：

「這些是你想要的改變，還是孩子自己本身已經開始想要的改變?」

這句話通常是在確認家長與孩子目前的狀況，因為剛開始接觸早期療育的

家長，常常把自己作為家長的角色繃得太緊，導致有時候想改變孩子的慾望大

過於孩子想改變的想法，而巨大的焦慮與抗拒接納孩子的狀態可能會影響家庭

的氣氛、家庭成員的關係與孩子心理狀態等。有些家長則是很自責是否沒有照

顧好孩子，對於孩子的「不同」感到非常焦慮和不安；我都會告訴家長，拿到

診斷評估報告，並不是用來「評分」父母的職責，而是為了給家長說明，孩子

的部分特質與狀態需要被重新理解與協助。通常配合較久的家長們，我都鼓勵

透過藝術治療的歷程變化，來重新認識孩子，並嘗試重新平衡自己擔任父母親

的角色和父母親以外的角色。當我們一起改變過程同時，也請家長在某個時刻

真誠、傾聽與認同你的孩子，這個時刻可能是一起玩遊戲的時候、吃飯分享日

常的時候、一起出去玩的時候……等，找一個美好的時刻，爸爸與媽媽一起共同

真誠和單純地表達對孩子的喜愛與認同，這些正向情緒的交流能夠讓孩子在心

理層面上，獲得極大的滿足和安全感，也能夠讓治療師與孩子一起工作時更加

順利。

居家療育配合方式
藝術本身的特質能幫助穩定情緒、宣洩壓力，在創作過程中多元的藝術材

料提供孩子不同的觸覺、視覺刺激，透過把玩藝術材料的過程，能夠增強情緒

整合與穩定的功能，藝術激發了孩子的創造力，幼兒透過創作的過程擴展自身

經驗，並在過程中重新建構感官知覺，解決和整合內心的衝突與混亂(Kramer, 

1958)。建議家長可以在家裡設置孩子的玩藝術空間，允許孩子在此空間中能夠

安全地玩耍、被弄髒、盡情地進行個人的探索。規劃此空間的同時，如果孩子

年紀能夠一起參與規劃與空間與訂定使用規則，孩子將能夠更自在、更主動的

使用此空間。幼兒時期的兒童其實是很喜歡刺激感官的藝術材料，其中，材料

選擇的原則如下：

一、以五感刺激為基礎的材料，例如不同材質的紙張、五顏六色顏料罐、

包覆性強的黏土、大自然素材、大小不同形狀的紙盒子、不同材質

的布類、沙子與陶土……等。

二、 安全性的材料，例如 對於年紀小的幼兒，過小的材料提供較不

適合(例如：彈珠、串珠)、顏料的安全性等。

三、 好整理的空間，例如地板與牆壁是否能夠好清理、收拾的時間規劃、

乾淨的共識、洗手與洗材料的距離等。

常見問與答
Q：我不太知道藝術治療和藝術課的差別？

藝術治療給予孩子更多情緒面向的支持，特別是對於需要情緒抒發、情緒

困擾與行為異常、情緒起伏大和不知道如何表達感受與情緒的孩子，治療師會

給予更多梳理情緒的空間與保持孩子情緒的彈性，其作品的探索較多為內心議

題，因此藝術治療師須遵守雙方既定的保密條約。

藝術教育則較多著重在美感的訓練、想像力的培養、藝術知識與媒材技巧

的訓練、展示與分享作品的能力，所以這兩者之間是非常不一樣的。

Q：小朋友沒有很喜歡畫畫，可是我感覺她/他的情緒狀況不穩定，想要讓

他上課試試看，該怎麼選擇藝術治療師呢？

有時候不喜歡藝術不一定是真的不喜歡，有可能是孩子受到過去經驗的影

響。通常，藝術治療師會先安排第一次評估，結束後與家長討論孩子的狀況，

是否能願意跟藝術治療師一起工作；目前早療人員的多元與專業化能夠提供家

長與孩子更多的選擇，想要找到適合自己孩子的治療師，建議家長優先尊重孩

子的興趣喜好，孩子感到自在的話，就能夠更快速地進入狀況，再則，考慮孩

子是否能夠接受此治療師的風格、 家長與治療師是否能夠有良好的溝通與合作

等，都是決定上課前，值得好好思考的內容。

Q：藝術治療需要上多久的課？怎麼樣看出有效果？

根據孩子的狀況與困擾程度不同，會有不同的時間長度需求。通常，建立

較穩定治療關係至少需要三個月以上的時間，有些孩子可能需要更久，所以在

協商時間的部分，藝術治療師在第一次評估時，對家長會有較多清楚的說明與

解釋，家長也可以適時提出自己的疑慮，現場澄清訊息。針對效果的部分，合

作過的家長反應最明顯的效果，通常是發現自己孩子的情緒比之前穩定，且會

開始感覺到孩子的改變。改變的幅度與速度會依據三方(治療師、孩子、家長)的

努力而有所不同，請家長們必須要有耐心地等待孩子慢慢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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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代的變遷與進步，少子化的家庭結構組成，早療專業人員不斷地朝向

多元與專業化發展，讓早期療育服務團隊提供給孩子更全面、完整、以家庭為中

心的療育服務；發展遲緩的孩子成因很複雜，可能性包含原本的先天性器官或是

基因損傷，或是後天性的生理、心理及社會環境因素所造成，例如：適應來自家

庭壓力、就學環境變動、與人際交往中可能遭遇到的挫折，或不懂得表達自己情

緒與內在需求，久而久之成為複雜的行為情緒方面的困難。

藝術治療在早期療育的介入角色主要是以協助孩子提升人際關係互動、社會

情緒發展和情緒困擾為主軸，幫助孩子發展出自主性、安全感、自信心，以及適

應人際關係、安全地情緒表達……等。透過治療環境、藝術素材的多元性，

讓發展遲緩的兒童能夠除了在情緒面向外，增加在觸覺和動覺意識、精細和粗大

運動技能、自我表達及感覺統合的能力，並充分發揮他們的潛力 (Robinson, 

2009)。藝術治療師在進行上課的方式會依據自身背景經驗、執業場所、孩子被

轉介的原因、該孩子的家庭背景，和孩子個性而有所不同。其中，藝術治療的非

口語特性能夠讓孩子有機會用自己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內在世界，透過治療師的

支持和關懷，在完成作品的過程中，讓孩子有機會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待自己與抒

發自己的情緒壓力。一般來說，藝術治療的形式包含個人藝術治療(一對一）、

團體藝術治療和親子藝術治療，治療師會依據第一次評估結果與家長討論孩子

目前適合的形式與療育目標。

給家長的療育建議
「孩子的改變並不是只靠治療師努力就會有成果，

而是我們三方(治療師們、孩子、家長)共同合作努力的結果。」

對於孩子剛被診斷出發展遲緩或其他身心診斷狀況時，家長的心態常常都

是很焦慮且複雜，我時常看到第一次預約評估的家長匆促地進入治療室，著急

地詢問孩子的狀況或是期待地看著我，能夠像施魔法一樣如何快速「改變」自

己孩子的現況；所以，常常第一個遇到的挑戰，就是與家長討論著「改變」的

期望，例如：「能夠聽話不要哭鬧」、「可以開心主動交朋友」、「上學的時

候跟大家一樣安靜上課」、「能夠表達自己」……等，大大小小不同對於孩子的

期許與希望。當我在傾聽家長的訴說時，我有時候會忍不住反問家長：

「這些是你想要的改變，還是孩子自己本身已經開始想要的改變?」

這句話通常是在確認家長與孩子目前的狀況，因為剛開始接觸早期療育的

家長，常常把自己作為家長的角色繃得太緊，導致有時候想改變孩子的慾望大

過於孩子想改變的想法，而巨大的焦慮與抗拒接納孩子的狀態可能會影響家庭

的氣氛、家庭成員的關係與孩子心理狀態等。有些家長則是很自責是否沒有照

顧好孩子，對於孩子的「不同」感到非常焦慮和不安；我都會告訴家長，拿到

診斷評估報告，並不是用來「評分」父母的職責，而是為了給家長說明，孩子

的部分特質與狀態需要被重新理解與協助。通常配合較久的家長們，我都鼓勵

透過藝術治療的歷程變化，來重新認識孩子，並嘗試重新平衡自己擔任父母親

的角色和父母親以外的角色。當我們一起改變過程同時，也請家長在某個時刻

真誠、傾聽與認同你的孩子，這個時刻可能是一起玩遊戲的時候、吃飯分享日

常的時候、一起出去玩的時候……等，找一個美好的時刻，爸爸與媽媽一起共同

真誠和單純地表達對孩子的喜愛與認同，這些正向情緒的交流能夠讓孩子在心

理層面上，獲得極大的滿足和安全感，也能夠讓治療師與孩子一起工作時更加

順利。

居家療育配合方式
藝術本身的特質能幫助穩定情緒、宣洩壓力，在創作過程中多元的藝術材

料提供孩子不同的觸覺、視覺刺激，透過把玩藝術材料的過程，能夠增強情緒

整合與穩定的功能，藝術激發了孩子的創造力，幼兒透過創作的過程擴展自身

經驗，並在過程中重新建構感官知覺，解決和整合內心的衝突與混亂(Kramer, 

1958)。建議家長可以在家裡設置孩子的玩藝術空間，允許孩子在此空間中能夠

安全地玩耍、被弄髒、盡情地進行個人的探索。規劃此空間的同時，如果孩子

年紀能夠一起參與規劃與空間與訂定使用規則，孩子將能夠更自在、更主動的

使用此空間。幼兒時期的兒童其實是很喜歡刺激感官的藝術材料，其中，材料

選擇的原則如下：

一、以五感刺激為基礎的材料，例如不同材質的紙張、五顏六色顏料罐、

包覆性強的黏土、大自然素材、大小不同形狀的紙盒子、不同材質

的布類、沙子與陶土……等。

二、 安全性的材料，例如 對於年紀小的幼兒，過小的材料提供較不

適合(例如：彈珠、串珠)、顏料的安全性等。

三、 好整理的空間，例如地板與牆壁是否能夠好清理、收拾的時間規劃、

乾淨的共識、洗手與洗材料的距離等。

常見問與答
Q：我不太知道藝術治療和藝術課的差別？

藝術治療給予孩子更多情緒面向的支持，特別是對於需要情緒抒發、情緒

困擾與行為異常、情緒起伏大和不知道如何表達感受與情緒的孩子，治療師會

給予更多梳理情緒的空間與保持孩子情緒的彈性，其作品的探索較多為內心議

題，因此藝術治療師須遵守雙方既定的保密條約。

藝術教育則較多著重在美感的訓練、想像力的培養、藝術知識與媒材技巧

的訓練、展示與分享作品的能力，所以這兩者之間是非常不一樣的。

Q：小朋友沒有很喜歡畫畫，可是我感覺她/他的情緒狀況不穩定，想要讓

他上課試試看，該怎麼選擇藝術治療師呢？

有時候不喜歡藝術不一定是真的不喜歡，有可能是孩子受到過去經驗的影

響。通常，藝術治療師會先安排第一次評估，結束後與家長討論孩子的狀況，

是否能願意跟藝術治療師一起工作；目前早療人員的多元與專業化能夠提供家

長與孩子更多的選擇，想要找到適合自己孩子的治療師，建議家長優先尊重孩

子的興趣喜好，孩子感到自在的話，就能夠更快速地進入狀況，再則，考慮孩

子是否能夠接受此治療師的風格、 家長與治療師是否能夠有良好的溝通與合作

等，都是決定上課前，值得好好思考的內容。

Q：藝術治療需要上多久的課？怎麼樣看出有效果？

根據孩子的狀況與困擾程度不同，會有不同的時間長度需求。通常，建立

較穩定治療關係至少需要三個月以上的時間，有些孩子可能需要更久，所以在

協商時間的部分，藝術治療師在第一次評估時，對家長會有較多清楚的說明與

解釋，家長也可以適時提出自己的疑慮，現場澄清訊息。針對效果的部分，合

作過的家長反應最明顯的效果，通常是發現自己孩子的情緒比之前穩定，且會

開始感覺到孩子的改變。改變的幅度與速度會依據三方(治療師、孩子、家長)的

努力而有所不同，請家長們必須要有耐心地等待孩子慢慢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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