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年會暨 

「遊戲治療與創傷療癒」學術研討會/專業工作坊 

  

一、 主辦單位：台灣遊戲治療學會 

二、 合辦單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年會暨年會前

工作坊)、臺北市立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年會後工作坊) 

三、 協辦單位：Clair Mellenthin LLC、南投縣政府教育處(年會暨年會前工作坊) 

四、時間：2021年 11月 6日（星期六）至 2021年 11月 21日（星期日） 

五、地點（因疫情，國外學者無法抵台，採線上授課）： 

 (一)會前工作坊：線上辦理 

 (二)年會：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 1號) 

我國疫情警戒如升三級，將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指引改為全線上辦理，如

有變更將另行公告。 

 (三)會後工作坊：線上辦理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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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會專題演講及會前、會後專業工作坊介紹： 

  【講師】Ms. Clair Mellenthin 

 【學歷】美國南加州大學社會工作碩士學位 

 【現職】美國猶他州遊戲治療協會主席 

     Wasatch 家庭療法的臨床主任 

 【專長】兒童、青少年遊戲治療 

     家族治療 

     創傷療癒 

 

 



 （一）年會專題演講：2021年 11月 14日（日）9：30-11：00 

       主題：與創傷兒童工作之倫理議題 

    Keynote : Ethical issues of working with traumatized children in Play 

 （二）年會前工作坊： 

2021年 11 月 6日（六）及 11 月 7 日（日），9：00-12：00，共 6小時  

主題：依附中心遊戲治療實務 

Workshop #1: Attachment Centered Play Therapy and Practice 

 （三）年會後工作坊： 

    2021年 11月 20日（六）及 11 月 21日（日），9：00-12：00共 6小時         

  主題：遊戲治療在創傷個案之家庭的運用(包含家族治療、家長諮詢等) 

  Workshop #2: How to work with a traumatized client's family in play therapy 

 

八、台灣遊戲治療學會年會暨「遊戲治療與創傷療癒」學術研討會議程 

2021台灣遊戲治療學會年會暨遊戲治療與創傷療癒學術研討會 

地點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時間 11月 14日（星期日） 

09:00~09:30 

迎賓開幕、貴賓介紹 

【理事長致詞】羅明華博士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理事長/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主任） 

【貴賓致詞】 

【頒獎典禮】2021遊戲治療推廣績優單位與優良創意媒材頒獎 

09:30~11:00 

大會主題演講 

主  題：與創傷兒童工作之倫理議題 

（ Ethical issues of working with traumatized children in Play Therapy ） 

主講人：Ms. Clair Mellenthin 

(The Director of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at Wasatch Family Therapy) 

翻  譯：沈玉培 博士 

（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助理教授兼學生輔導中心主任） 

11:00~11:15                        中場休息 

Therapy 



九、報名費用、方式與流程 

 (一) 報名費用： 

 會員 非會員/遊療之友 

2021年會暨

學術研討會 
會員免費 1,500 元 

專業工作坊 優惠價 一般 優惠價 一般  

單場工作坊  1,800 元 2,000 元 2,300 元 2,500 元 

年會前後 

兩場同報 
3,200 元 3,800 元 4,200 元 4,800 元 

備註 

1. 線上報名截止時間：即日起至 2021 年 10 月 17 日（日）止。 

2. 會前/會後工作坊：合辦/協辦單位之師生，除工作人員享有免費外，非工作

人員一律享會員優惠價。 

3. 優惠價係指 2021 年 9 月 30 日前(含)完成報名程序並繳費者。 

4. 本活動將同時申請美國遊戲治療學會（APT）認證時數。 

(二)線上報名：請至台灣遊戲治療學會網站（www.atpt.org.tw），專業課程與認證區

報名。  

11:15~12:00 會員大會 

多 

元 

遊 

戲 

媒

材

嘉 

年 

華

展 

12:00~13:00 午餐聯誼/理監事改選投票 

13:00~13:30 理監事改選開票 

13:30~14:30 

（主題暫定） 

迷你工作坊一： 

以故事療癒 

- 敘事治療在創傷兒童

之運用 

主講人：連廷誥 博士 

（遇見心理諮商所所

長） 

迷你工作坊二：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以家庭遊戲治療陪伴

家人步出創傷與失落 

主講人：吳麗雲 博士 

（國立台南大學諮商

與輔導學系副教授） 

迷你工作坊三： 

入戲太深 

-治療師替代性創傷與

身體取向心理治療 

主講人：陳雪均 博士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

導與諮商學系助理教

授） 

14:30~15:00

（茶點時間、新

任理監事當選名

單公布） 

15:00~17:00 

17:00 賦歸 



(三) 繳費方式：  

【銀行代號】013(國泰世華銀行 成功分行) 

【帳號】063-03-500284-9  

【戶名】台灣遊戲治療學會 羅明華  

【付款通知】繳費完成後請至會員專區>>查詢課程紀錄>>付款通知>>填寫付款資料 

  

(四) 報名須知： 

1. 非會員請至【會員專區】先以【遊療之友】進行【入會線上申請】。核准後，

方可登入報名系統。 

2. 合辦/協辦單位之師生，除工作人員享有免費外，非工作人員一律享會員優惠

價。  

3. 報名系統將於報名後三天內進行確認(例假日除外)。2021年 9月 30日前(含)

完成報名程序並繳費者可享有優惠價。 

4. 以優惠價格報名者，請主動將證明文件 E-mail 至學會信箱 (學生身份請提供

學生證正反面圖檔)，並於「給管理者的留言」註明優惠身分，待確認優惠資

格後，再匯出正確款項。 

5. 為行政管理作業流暢，系統報名確認信寄出後七日未繳費視為逾期，將不予

保留名額，請多包涵。  

6. 完成報名手續後，將以 e-mail 通知確認報名是否成功。  

7. 若有任何疑問歡迎寄信至 atpt2013@gmail.com 洽詢台灣遊戲治療學會秘書

處。  

十、注意事項  

(一) 年會開幕式於 9：00 準時開始，請準時出席!  

(二) 本活動教育積分認證(申請中)：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社工師。 

(三) 尊重智慧財產權，除工作人員外，上課內容禁止錄音錄影。  

(四) 各場次全程參與者，本會將發予研習證明。  

(五) 完成繳費因故無法參加者，請務必於 2021年 10月 20日(含)前來信告知，將

可辦理退費申請，惟需酌收 600 元行政處理費；於 2021年 10月 25日(含)後

來信告知者，則恕不退費。  

(六) 年會當天將提供餐點，為響應環保政策，請自備餐具及水杯。工作坊將不供

餐，請自理。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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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以網站公告為準。 

(八)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嚴峻，且考量線上辦理有人數上限與資安問題，本活動不開

放海外民眾報名。若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十一、備註：上開程序得依實際狀況、新冠肺炎疫情適時調整修正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