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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無創傷性照護是兒科照護的重要原則之一 ，然而
兒童未成熟的認知發展與有限的壓力因應能力 ，
促使兒童在疾病與住院的過程更顯緊張。治療性
遊戲已經被證實是住院兒童的有效介入措施 ，可
幫助兒童表達及處理所承受的壓力 ，協助照護人
員評估其對壓力事件的認知 、觀感與需要 ，並從
中協助調適。本文藉文獻查證統整治療性遊戲相
關概念 ，裨益讀者對此有一完整認識 ，進而落實
此行動於兒童照護過程 ，朝無創傷性照護的理想
邁進。

關鍵詞： 治療性遊戲 、無創傷性照護 、住院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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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幫助兒童正向因應與復原 ，朝無創傷性照護的理
想邁進。
因此本文以遊戲 、遊戲分期 、治療性遊戲 、與
其在臨床應用的注意事項為大綱進行介紹 ，裨益臨床
護理人員對於治療性遊戲有更完整的概念與應用。

遊

戲

遊 戲 是 兒 童 富 有 價 值 與 意 義 的 活 動（McCue,
1988）
。透過遊戲 ，兒童發展感覺運動 、智力 、社會

化 、創造力 、覺察能力 、認識治療價值（Whaley &
Wong, 1991）
；並建立面對環境的自信 、呈現人格特

前

言

兒童對事物的理解 ，取決於認知的發展；而調
適行為 ，亦需透過學習來獲得。兒童尚未成熟的認知
發展與有限的壓力調適能力 ，促使其在住院時承受更
大壓力（Tiedeman, Simon, & Clatworthy, 1990）。遊戲
為兒童階段的重要活動 ，促進兒童正常發展 ，幫助
兒童瞭解健康照護 、傳達焦慮感受 、重獲掌控感 、
對抗抗拒 ，並增加其對情境的瞭解（Ball & Bindler,
1995）。同時遊戲亦幫助兒童轉移及降低壓力與害
怕 、提升兒童與照護人員之間的親密與信任關係 、
降 低 對 治 療 的 抗 拒 、 促 進 合 作 與 遵 從（Haiat, BarMor, & Schochat, 2003），並影響出院後的調適（Bolig,
Yolton, & Nissen, 1991）。因此 ，遊戲對於住院兒童的
意義與價值相形提高（Tiedeman et al., 1990）。
治療性遊戲已為眾多學者證實為有效幫助兒童調
適創傷與壓力的介入方式（Betz, Hunsberger, & Wright,
1994; Tiedeman et al., 1990）。今日兒童複雜的健康需
求與縮短的住院天數 ，使得兒童與健康照護人員建立
信任關係的時間縮減 ，卻又必須快速接受所施予的診
斷與侵入性療程。這些變動 ，凸顯健康照護人員主動
透過遊戲協助兒童獲得疾病與住院相關知識 、經驗與
調適的重要性（Bolig et al., 1991）。因此兒童健康照護
人員應結合治療性遊戲的技能在兒童的個別化照護 ，
將治療性遊戲結合於照護過程（Sheridan, 2002），以
護理雜誌

質 ，在遊戲中透露情緒 、表達想法 、熟練行為 、實現
想法 、促進發展 ，在過程中學習（Schaefer, 1992）
。
遊戲幫助成人進入語言較認知發展緩慢的兒童內
心世界 ，瞭解兒童對現實的認知與理解；協助兒童
藉此自發 、愉悅 、自主 、非目標導向 、可在任何時
間與地點發生的活動 ，處理焦慮 、重建平衡與掌控
感。此外 ，藉由遊戲可以重複的特性 ，兒童學習對
創傷性經驗有更佳的調適 ，在遊戲過程嘗試改變或
扭轉結果 ，並將結果轉移到真實世界協助因應壓力
（Schaefer, 1992）。一般而言 ，遊戲具有以下特性：⑴
遊戲是自發的；⑵遊戲者重視遊戲的過程大於結果；
⑶遊戲常為遊戲者所主導；⑷遊戲者帶來正向感受；
⑸遊戲可以模仿與不真實；⑹遊戲是自由的；⑺遊戲
是投入的（Schaefer, 1992）。

遊戲分期
一 、認知發展
遊戲促進兒童的認知發展 ，兒童的認知發展亦
展現在兒童的遊戲當中。Piaget（1951）認為兒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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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的認知發展可以分為以下四個階段：⑴練習遊戲
（practice play）：即嬰兒時期的感覺運動遊戲。兒童無
目的地透過物件練習與控制獲得愉悅 ，如重複擊打物
品或丟落玩具 ，為兒童探索與發展自我的基礎；⑵建
構（construction）或組合（combinatorial）遊戲：發生
於 15－24 個月大兒童。兒童開始將物品集中推放 ，
組合成某物品的型態；⑶符號或假裝（pretend）遊戲：
為二至六歲兒童主要的遊戲類型。兒童透過想像在遊
戲情境中同化角色 ，是最引人興趣與富創意的階段；
⑷規則性遊戲（games with rules）：約發生在五歲以
上 ，為較成熟的遊戲類型。兒童開始接受規則 、假想
他人可能存在的觀點 、能夠專心 ，並控制自己的行
為 、活動與反應（引自 Schaefer, 1992）
。
二 、社會發展
遊戲促進兒童的社會發展 ，兒童的社會發展亦
展現在兒童的遊戲中。Parten（1932）將兒童遊戲的
社會發展行為分為以下六個階段：⑴無所事事的行為
（unoccupied behavior）：無目標性地移動身體或注視；
⑵旁觀者（onlooker）：主動觀看進行的活動但無企圖
加入；⑶單獨或獨立遊戲：獨自玩耍 ，對周遭活動無
理會；⑷平行遊戲：約起自二歲 ，兒童與鄰近兒童聚
集玩耍 ，但彼此之間欠缺有意義性的互動；⑸聯合遊
戲：約起自學齡前期 ，兒童與他人進行相似或同一活
動 ，然而相互之間欠缺組織 、領導與共同目標；⑹
合作遊戲：起自學齡前期晚期至兒童中期 ，遊戲具有
組織性與共同目標（引自 Schaefer, 1992）。
遊戲的選擇方面 ，嬰兒時期的愉悅來源與遊戲對
象 ，源自自己與母親身體。一歲左右 ，換成毯子或填
充動物。二歲半之後 ，玩具開始具有符號意義 ，玩
偶 、繪畫 、演戲等幻想與假裝性遊戲方成為兒童遊
戲的選擇。六歲之後 ，遊戲轉變為具社會與競爭性的
競賽遊戲（game）。瞭解兒童遊戲的發展 ，方有助兒
童遊戲的選擇（Schaefer, 1992）。

治療性遊戲
所謂治療性遊戲 ，乃指透過認識兒童發展 、威
脅性生活事件與其內在衝突 ，有計畫地 、有目的地
與有技巧地運用遊戲 ，以作為介入的照護活動（DelPo
& Frick, 1988）。目的為透過遊戲協助兒童表達與處
理壓力 、焦慮 、挫折 、憤怒 、孤獨 、害怕與擔憂 ，
提供照護人員機會評估壓力情境下兒童對事件的認
知 、觀感與需要 ，並從中協助調適。亦即治療性遊

戲具有促進壓力情境下兒童的生長 、發展與安適的
功能 ，為照護兒童健康的要素（Ball & Bindler, 1995;
Hunsberg, 1988; Tiedeman et al., 1990）。
治療性遊戲的介入 ，可以分為直接與間接兩種類
型。所謂直接型的治療性遊戲 ，乃指照護者扮演主動
與主導的角色 ，從中引導並控制遊戲流程以達目的之
遊戲。成人依據兒童發展 、需求與壓力事件 ，事前規
劃遊戲主題 、內容與形式；當中兒童常扮演訊息接受
者與被動因應的角色。此方式適合兒童住院 、手術 、
醫療或牙科治療前的準備 ，藉以降低兒童的抗拒程度
與疼痛經驗。間接型的治療性遊戲是指成人在準備好
的環境裡 ，提供兒童多樣化的遊戲素材 ，由兒童本
身作為遊戲的發起人與引導者 ，成人則在旁擔任參與
觀察與配合的角色。其中 ，遊戲的主題 、內容 、過
程與素材的選擇 、以及遊戲步調的控制等要素 ，均
交由兒童掌控（DelPo & Frick, 1988）。
此外 ，Vessey 與 Mahon（1990）依據遊戲的執行
目的 ，將治療性遊戲分為以下三種類型：⑴情緒宣洩
性遊戲：幫助兒童在具傷害性的情緒經驗中重獲掌控
感；⑵指導性遊戲：提供兒童生活情境相關資訊；⑶
生理提昇性遊戲：維持或促進兒童的生理健康或幫助
兒童更容易接受治療。另一方面 ，學者認為實際上治
療性遊戲應包含遊戲治療（play therapy）與醫療遊戲
（medical play）兩種形式（Betz et al., 1994）：二者均以
兒童為對象 ，遊戲為媒介 ，然而在理論基礎 、活動
目的 、實施過程 、與執行人員的訓練背景上有所差
異。臨床護理人員所應用的治療性遊戲 ，歸屬於醫療
遊戲的範圍。
一 、遊戲治療
遊戲治療為一種兒童心理治療的方式 ，透過合格
的治療師針對嚴重情緒或心理衝突的兒童 ，有系統地
運用遊戲的治療力量進行心理治療 ，目標為幫助症狀
減緩或增加所期望的行為（Betz et al., 1994; Hunsberg,
1988; Schaefer, 1992）。
二 、醫療遊戲
醫療遊戲乃指以健康照護環境中的具體事件為主
題的遊戲 ，McCue（1988）指出醫療遊戲包含以下四
種類型：
㈠角色預演（role rehearsal medical play）或角色對調
的醫療遊戲（role reversal medical play）：指讓兒童扮
演健康專業人員的角色 ，藉由娃娃 、木偶 、或填充
護理雜誌

JNv53-3-079-083 普94D059.indd 80

53 卷 3 期‧中華民國 95 年 6 月

2006/6/1 4:02:11 PM

治療性遊戲

玩具重新演出所經歷之醫療事件的遊戲。坊間現今許
多的商業性醫療玩具與玩偶 ，已可資用來進行此類遊
戲。此遊戲可能為兒童真實的經歷或虛構的幻想 ，過
程中常可清晰見到兒童經歷侵入或具創傷性的經驗。
㈡ 醫療的想像遊戲（medical fantasy play）：指當
兒童對真實的醫療用物存有畏懼時 ，以積木 、玩具
屋 、汽車 、玩具動物等物品 ，替代遊戲中醫療活動
場景與角色 ，其成效常較應用真實醫療用物來得緩
慢。遊戲中應避免控制或指導 ，以避免喪失遊戲價
值或讓兒童感到混淆。然而適時的建議是可被接受
的 ，例如兒童主動玩著汽車遊戲 ，但汽車相撞了 ，
成 人 可 在 旁 詢 問「汽 車 有 受 傷 嗎？」。 若 兒 童 認 為 汽
車受傷了 ，則成人可繼續回應「那受傷的汽車要怎麼
辦？」
。其回答常是「去看醫生啦！」或「進醫院！」，此

時則可引導兒童進入想像的遊戲裡。遊戲過程中兒童
所投入的強度 、參與和愉悅度愈高 ，顯示兒童對該
議題的敏感度與處理此議題的重要性。
㈢ 間接的醫療遊戲（indirect medical play）：當兒童
處於被動 、害怕 、無法溝通 、或因虛弱而無法活動
時 ，與醫院有關的拼圖 、遊戲或音樂亦可作為其對
醫療用物去敏感化的素材 ，例如讓空針成為水槍 、
便盆做為音樂遊戲中的鼓 、點滴管變為點心時間的長
吸管。照顧者可以從遊戲過程裡得知兒童對訊息的理
解內容 ，兒童本身也可獲得情緒宣洩 ，然而應敏覺
兒童反應 ，留意勿造成兒童精神與體力的過度負荷。
㈣ 醫療相關的藝術（medically related art）活動：藝
術活動的範圍相當廣泛 ，蠟筆 、圖畫紙 、膠水等小
小的東西加上創作 ，即可稱為兒童藝術。此活動可助
兒童表達醫療經驗與其心理反應 ，邀請兒童針對內容
與成品說故事 、或引導鼓勵表達「當您在做這件事情的
時候想到什麼？」
，將幫助瞭解並提升彼此關係。然而

一味詢問「這是什麼？」常較無意義 ，因為藝術活動的
結果或成品常非兒童所在意。兒童所表達的故事與想
像的內容 ，常與其對醫療情境的擔憂與知覺相關。

臨床應用注意事項
治療性遊戲的進行 ，首先必須具有對此技巧的
深度瞭解 ，因為治療性遊戲並非所有住院兒童問題
的萬靈藥（Betz et al., 1994），未經訓練或對個案不熟
悉 ，都可能對兒童帶來負面影響（Bolig et al., 1991）。
護理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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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aefer（1992）提及遊戲提供者的人格特質 ，必須
喜歡兒童 ，個性和善 、溫暖 ，能夠接納 、同理兒童
的表現 ，並具有彈性與創造能力。遊戲的進行 ，可
以透過結構化或非結構化的方式。在遊戲的選擇與
計畫上 ，考量兒童的發展階段 、心智年齡 、活動能
力 、特質與兒童個人喜好（Betz et al., 1994; Sheridan,
2002），透過事前完善的準備與計畫以有效進行此介
入。
此外 ，無論是角色扮演、表達性遊戲或攻擊
性遊戲 ，在玩具的選擇上均必須考量兒童的發展與
安全（Bolig et al., 1991; Tiedeman et al., 1990）。遊
戲的進行可以在任何時間 、地點 、透過任何玩具與
人物來執行 ，但期望能與兒童住院的常規作業相結
合並注意其隱私。過程中避免治療 、查房 、或具壓
力性干擾事件 ，並在兒童無生理不適或特殊限制時
進行。事前彼此關懷性關係的建立 ，將提升執行成
效。事前的活動契約 ，例如遊戲進行時間 、遊戲中
不能傷害自己 、玩具或他人 、或遊戲之後玩具的擁
有 者 等 說 明 可 適 時 提 出 討 論（Tiedeman, Simon, &
Clatworthy, 2001）。
此外 ，建議將在旁照料兒童的父母或照顧者納
入遊戲計畫 ，必要時鼓勵返家後繼續協助執行（Betz
et al., 1994）。執行策略部分 ，宜對幼兒採取緩慢漸
進性接觸的策略 ，家長的陪伴將有助降低陌生人焦
慮；填充玩具 、其熟悉的故事及家中所帶來的熟悉
物品亦有助減輕壓力 ，提昇持續與安全感。安全的
醫院設備與用物（如繃帶 、除去針頭的空針 、聽診
器）提供遊玩或觸摸 ，亦有助幼兒克服因此些物品
引發的焦慮。
學齡前期兒童部分 ，身體的描繪或器官娃娃的
使用 ，將有助其瞭解與降低因幻想身體受傷所帶來
的恐懼；安全的醫院設備與用物 、蠟筆 、圖畫書 、
玩偶 、黏土 、故事書 、故事錄音帶 、玩具醫院等常
被使用。進入學齡階段的兒童 ，遊戲對其所佔的重要
性逐漸降低 ，然而照護人員仍可利用治療性遊戲的技
巧協助其處理壓力 ，尤其是住院期間的分離焦慮與害
怕身體受傷害等退行性行為。照護人員可以利用身體
的描繪與玩偶向學齡期兒童解釋疾病的原因與治療 ，
然而身體器官名詞的應用 ，則適合較年長的兒童。
部分學齡期兒童會期待保留曾經使用在他們身上的用
物 ，並在之後應用於他的朋友身上。比賽 、畫圖 、
書籍 、手工藝 、錄音帶 、電腦等均受學齡兒童所喜
愛。對於青少年而言 ，具計畫性的休閒活動為維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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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所必須。同儕的電話聯繫與探訪 、或與其他青少
年同儕的互動 ，將有助其維持正常感受與期望。互動
過程中 ，應盡量提供選擇機會以提升其自主與獨立感
（Sheridan, 2002）。
建議與結論
遊戲是兒童應有的權益 ，承受疾病與住院壓力
的兒童更需具有神奇魔力遊戲的陪伴。在英國其醫
院遊戲師（hospital play specialist）的角色已經悠久歷
史 ，並遠在 1975 年即成立「國家醫院遊戲工作人員協
會」之組織（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ospital Play Staff,
n.d.）；鄰近香港並已有社會服務機構積極推動「醫院
遊戲計畫」，透過醫院遊戲師協助住院兒童在執行醫
護程序與治療前的「模擬醫療程序遊戲」、接受醫療
程序時的「注意力轉移遊戲」、「醫療遊戲」與「適齡
遊戲」等醫院遊戲服務 ，同時並提供「醫院發展計畫」
協助醫護人員與病童遊戲技巧的訓練（樂智兒童遊樂
協會 ，無日期）。反觀國內住院兒童遊戲服務的發展
內容與現況 ，更凸顯此議題之需受關注。
遊戲為有效幫助兒童面對疾病與住院的介入 ，
國內雖未有遊戲師相關的專業人員 ，但期待臨床第
一線照護工作者能認知兒童遊戲的重要性 、學習在
不同情境的護理過程引用與執行 ，將遊戲與照護常
規相結合 ，尤其在兒童手術 、侵入性治療 、與將帶
來疼痛與不適的措施時（Haiat et al., 2003）。同時期
待爾後能夠發展相關教育訓練 ，提升照護人員對兒
童遊戲需要的關切與具體執行遊戲的能力 ，並在足
夠遊戲的用物與環境中 ，甚至是經由受過訓練的專
業遊戲工作人員提供與協助兒童遊戲 ，以提升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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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eh-Ling Wang • Li-Hua Lo*
Abstract: Atraumatic car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rinciples in pediatric nursing. Immature cognitive development, however, and limited coping ability exacerbate tension when children are ill and require hospitalization. Therapeutic play has been demonstrated as an effec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Through
therapeutic play, children can acquire opportunities to express themselves and deal with stress related
to health experiences. Also, nurses can gain insights into children’s cognition, perception, and needs.
This paper introduces concepts of therapeutic play. We hope that nurses will be able to incorporate it
into pediatric nursing practice and provide care as atraumatically as possible.
Key Words: therapeutic play, atraumatic care, hospitalized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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