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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生離死別，無疑是每個人生命中所難以承受之輕；對於年少懵懂的兒童而

言，面對如此巨大的情感衝擊，顯然更需要適當的管道以宣洩內心的種種不安、

憤怒與難過等相互矛盾甚至衝突的情緒與想法。近年來，表達性藝術治療透過媒

材在悲傷輔導團體中運用的成效，無論是在情緒宣洩、情感支持與復原力均已獲

得肯定與證實；那麼，對於兒童悲傷輔導團體又能提供哪些具體的療效因子來協

助孩子們面對悲傷呢？ 

本研究係文獻回顧，收集 1999-2009 年間國內表達性藝術治療應用於兒童悲

傷團體之相關實徵研究等資料，筆者以 Yalom (1995/2001) 的團體心理治療理

論進而歸納出表達性藝術治療之療效因子與其他療效因素，並提出整理文獻後之

發現與建議，以其作為實務工作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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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死亡，是人一生無法避免的終點，卻也是許多人不願面對的課題；甚至在生

活中常成為禁忌的話題，特別是過年時節，與「死」相關的字詞常不被允許。兒

童的死亡概念因年齡與認知發展逐漸建立，生活經驗影響死亡概念的形成，當孩

童無法從成人身上得到相關的理解時，或成人以不明確或童話的說法，如睡覺、

旅行、上天堂等來解釋親人的死亡時，兒童容易因不解而產生對死亡的錯誤認

知，如因對死亡的恐懼而害怕睡覺、期盼死者歸來、對死亡有美化的好奇與期待

（陳淑霞，2003；游麗蓉，2006）。 

    人皆有親和動機，希望與重要他人建立依附關係，一旦關係消失，很容易產

生失落與悲傷情緒。特別是兒童階段，尚與重要他人維持著緊密的連結，重要他

人的死亡更容易留下深刻的影響（侯素棉，1994；陳淑霞，2002；彭寶旺，2002；

葉春杏，2004)。然而，面對死亡事件，成人常以保護或小孩子不懂的想法，不

與兒童談論相關的話題，甚至以為不說就不會有影響（李佩怡，1998）。再者，

McGlauflin 於 1990 年指出，兒童的反應方式受週遭成人的影響，當成人對此避

而不談時，易造成兒童對悲傷反應有錯誤的認知，將談論親人死亡視為禁忌，而

無法隨心表達情緒（引自侯素棉，1994）。因此，兒童在面對死亡事件時，常將

悲傷的情緒隱藏起來、避免提及去世的親人。在校園中，儘管老師容易發現班上

學生有喪親的情況，卻常因為不知如何處理、擔心觸動學生強烈情緒、怕學生哭

泣等考量，無法適時表達關心之情，更易造成兒童在面對死亡事件時因缺乏支持

而產生孤單感受（葉春杏，2004；劉秀雄，2003）。國內外研究皆指出，在壓抑

本身悲傷情緒及缺乏外在情緒支持的情況下，喪親兒童可能產生沮喪、憂鬱等情

緒或行為表現上的問題，對兒童的適應產生影響（侯素棉，1994；劉秀雄，2003；

Kirwin & Hamrin, 2005; Mitchell et al., 2006)。 

    游麗蓉（2006）指出，兒童哀傷治療的重點在於對兒童情感反應及表達的支

持。表達性藝術以非口語表達的方式，讓兒童能在創作中投射、宣洩相關情緒，

允許兒童以自己的方式表達悲傷。另一方面，團體中成員皆有相關經驗，較能引

發成員表達相關經驗，並從中獲得普同感與情緒的支持，成員的示範也使得平常

較壓抑的成員有機會表達內在的情緒。Graham 認為，當兒童若能夠利用個人特

質、家庭及社會支持、社交人際技巧等自身能力及資源以有效處理、度過困境，

具有較高復原力（引自賴怡霖，2007）。表達性藝術治療團體結合兒童自身能力

及團體支持以幫助喪親兒童復原並有正面的成效（彭寶旺，2002；葉春杏，2004），

然而，近十年國內使用表達性藝術治療於兒童悲傷輔導團體之相關實徵研究僅九

篇（張淑玲，2001；陳志賢、連廷嘉、施家順，2008；陳凱婷，2006；陳凱婷、

陳慶福，2008；郭碧蘭，2003；彭寶旺，2002；曾瑞瑾，2009；葉春杏，2004；

賴念華，2000）。因此，本文擬對表達性藝術治療對兒童悲傷輔導團體之療效進

行探討，希望能對兒童相關輔導實務及學校輔導工作提供可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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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表達性藝術治療之應用表達性藝術治療之應用表達性藝術治療之應用表達性藝術治療之應用 

 

表達性藝術治療（expressive art therapy）通常又可稱為創造性治療（creative 

therapy），主要是以具備表達性的各式媒材為治療工具。根據 Corey (2009) 對於

「表達性藝術治療」所下的定義：「表達性藝術治療」是一種人們可以透過語言

與非語言的方式，去探索個人的問題，因此表達性藝術治療是一種心理治療的介

入方式，可使人釐清個人問題的面貌；美國藝術治療協會 (American Art Therapy 

Association, AATA, n.d.) 的最新定義也與「藝術治療（Art therapy）」做了進一步

的區分。因此，「表達性藝術治療」結合了心理治療與表現藝術，可將人們潛藏

的創造力再度激起，用來幫助當事人將無法說出的衝突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

提供一種非語言的表達方式與溝通機會，藉由一種「象徵性描述」（symbolic 

speech）的方式，可以減低當事人直接說出而造成的威脅感，進而可以更加深入

探索個人內在與外在的經驗（劉慧屏，2007；賴念華，2003，2009）；Johnson (1998) 

認為透過藝術作品做為中介，可以將當事人的內在狀態予以外化或投射出來，當

事人可由此機會再度重新整合自我內在狀態。 

表達性藝術治療的種類有許多，治療師透過像是遊戲（play）、藝術（art）、

沙盤工作（sand tray work）、音樂（music）、舞蹈（dance）、繪本（picture books）、

說故事（storytelling）、雕刻（sculpting）、繪畫（drawing）、寫作（writing）、戲

劇（drama）、心理劇（psychodrama）等方式，可使人們的創造力及靈感再度復

甦（陳志賢、徐西森，2004；陳志賢、連廷嘉、施家順，2008；賴念華，2009；

Corey，2009）。賴念華（2001）認為人類與生俱有藝術創造的能力，而藝術作品

可以展現人類最原始的情感，透過情緒的再經驗，將有助於帶動認知與行為層次

的改變。 

傳統的表達性藝術治療取向主要是以精神分析取向（psychoanalytic）為主，

其中受到 Jung 的理論影響很深，陳志賢（2003）指出精神分析取向的藝術治療

師認為表達性藝術治療的功能有以下兩項：一、自我癒合：創作本身就具有自我

療癒的功能，潛意識與內在情感透過「象徵」方式表達出來，以達到自我內在的

心靈統整；二、對話效果：當事人在完成作品後與自己的作品進行對話，當事人

在陳述自己的感受和體驗的同時，更可以直接面對自己的內在潛意識。賴念華

（1997）的研究中發現，以藝術媒材介入團體治療的特色有：類似遊戲的創作過

程、象徵性、自我內在的表達、情緒宣洩、自我覺察、另一種瞭解自己的方式、

作品意象的持久性、另一種與人溝通的工具。另外，藝術媒材介入心理治療的有

利之處在於透過不同媒材，當事人可以有新的方式探索自我內在並可產生不同的

體驗，在選擇不同的藝術媒材表達自我內在情感時，透過一些技法與運用媒材，

可以使情感與意念達到統合，同時作品提供一個實質性的存在，能夠使個人在回

顧自己的成長歷程時，不受時間影響而產生記憶扭曲的情況（陳學添，2001）。

由此觀之，透過一些藝術媒材的表達，可以將個人內在的問題具象化，而作品的

完成有助於統合個人內在的情感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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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兒童諮商輔導領域的實務工作者發現「表達性藝術治療」非常適用

於兒童身上，可以激發兒童的潛意識或意識，也可藉此收集兒童的資料，另外亦

可做為發洩情緒與揭露兒童的欲求之用（郭修廷，2003）。因此，「表達性藝術治

療」運用在兒童身上的適切性，受到越來越多實務工作者的重視，並且運用在眾

多有關兒童的諮商輔導中，尤其是以藝術媒材來進行兒童的團體諮商將是重要的

趨勢（陳志賢、徐西森，2004）。 

 

參參參參、、、、兒童悲傷輔導之目的兒童悲傷輔導之目的兒童悲傷輔導之目的兒童悲傷輔導之目的 

 

吳秀碧（2000）整理兒童悲傷輔導團體的諮商形式，主要可區分為教育性（以

輔導兒童面對失落與哀傷的能力為主）與治療性（以不同失落經驗的需求而策劃

的團體，又可分為危機介入、支持性團體與事後預防性團體）兩種。簡而言之，

悲傷輔導係指以兒童為對象的定期聚會，並藉由團體領導者的協助，討論彼此的

感受，以適應重要他人已經不存在的世界（饒夢霞、陳志豪，2000）。 

悲傷輔導的主要目的並非著重於減輕個人的傷痛，而是在過程中賦能，使個

人能夠去面對分離的事實和完形與死者間的未竟事宜，並向逝者告別，這些特定

目標與協助兒童順利完成悲傷的歷程相符合，主要有四點原則：一、增加失落的

現實感；二、協助兒童處理已表達或潛在的情感；三、協助兒童克服失落後再適

應過程中的障礙；四、鼓勵兒童以健康的方式向逝者告別，並坦然的重新將情感

投注在新的關係裡（吳秀碧，2001；Webb, 2002; Worden, 1991, 1995/2004）。 

Rando (1984) 整合悲傷歷程之探討，將正常的悲傷歷程分成三階段，分別為

逃避（如，震驚、否認等）、對抗（恐懼、憤怒、罪惡感等）與重新建立（恢復

對周遭人事物興趣）。兒童在面對親人死亡的悲傷過程中，可能歷經身體、情緒、

認知及行為上的反應 (Goldman, 2004; Emswiler & Emswiler, 2000)。然而，礙於

兒童的口語表達能力有限，所以多半以非口語的方式傳達悲傷，例如：生病、拒

食、摔東西、情緒退縮或變得過於好動等 (McEntire, 2003)。 

此外，兒童的死亡概念與成人不盡相同，並隨其認知的發展而有所改變（陳

凱婷、陳慶福，2008）。但多數人很難體會哀傷的程度並不依年齡而有所不同，

僅是在表達悲傷的過程，孩童及青少年表達悲傷的方式不同於成人，故先要瞭解

他們的內心悲傷，才能給予適當的協助。吳秀碧提出兒童悲傷不易獲得協助主要

原因有五：一、成人對於兒童哀傷缺乏瞭解，否認其悲傷的事實；二、成人自身

陷於哀傷而自顧不暇，忽略兒童也有悲傷需要；三、成人基於保護與避諱而不向

兒童談論哀傷；四、求助資源有所限制；五、兒童淪為成人哀傷情緒的出口（引

自劉麗惠，2007）。國外學者Wolfelt (1992) 在多年從事兒童悲傷心理研究的經

驗中亦發現，一般人看待兒童悲傷的心理有下列幾點常見的錯誤觀念：悲傷與哀

悼是相同的經驗、兒童的悲傷與哀悼很快就會過去、嬰兒和學步的幼兒太小，所

以他們不會悲傷、兒童不會受到周圍成人的悲傷影響與兒童不要參加喪禮比較

好。綜觀以上的種種因素，兒童的悲傷輔導相形之下顯得更加重要，而在眾多兒



 - 34 - 

童表達哀傷的方法與形式之中，運用藝術治療作為媒介的輔導方式之療效即是本

研究所關切的重點。 

 

肆肆肆肆、、、、表達性藝術治療提供兒童悲傷輔導團體之療效因子表達性藝術治療提供兒童悲傷輔導團體之療效因子表達性藝術治療提供兒童悲傷輔導團體之療效因子表達性藝術治療提供兒童悲傷輔導團體之療效因子 

 

    表達性藝術治療為兒童悲傷輔導的媒介之一，陳志賢（2003）指出，兒童使

用言語表達內心感受的能力較差，且常較無意願敘說心中的想法，透過創作，兒

童可以利用作品與自我內在對話，投射出心中的想法、情緒與需求。透過分享作

品的過程，可以相互了解與學習，卸除兒童的防衛意識，打破不擅言詞的障礙（陳

志賢、徐西森，2004）。此外，透過團體，兒童能嘗試新行為（陳志賢等，2008）。

Liebmann 亦提出，利用團體進行輔導具有以下的優點：一、團體被視為一個小

型社會，因此可以產生社會學習。二、有相同困擾者可以相互支持。三、可由其

他成員的回饋中學習。四、在團體中可以模仿適切的行為。五、在團體催化的過

程中，可以發展潛力（引自陳志賢、徐西森，2004）。綜合以上所述，表達性藝

術治療能有助於兒童悲傷輔導團體之進行。筆者根據 Yalom (1995/2001) 提出之

療效因子進行文獻整理歸納，發現表達性藝術治療提供兒童悲傷輔導團體的療效

因子如下： 

 

一一一一、、、、灌輸希望灌輸希望灌輸希望灌輸希望 

 

李佩怡（1998）指出，運用表達性藝術治療方法可以幫助兒童重新畫出新的

生命，經由團體領導者的催化下，兒童完成作品後開始對作品重新詮釋，並重新

賦予新的意義，同時學習到一種不同於以往的新方法來抒發自己的情緒。Mitchell

等人 (2007) 認為，儘管兒童因為喪親而失去一些東西，透過創作與討論，可以

發現自己仍擁有的部分、發現還有愛他與支持他的人。另外，在團體的運作之下，

成員們分享自己的經驗能夠增進團體間成員彼此的友誼，成員間相互支持。再

者，透過團體成員相互激盪，呈現出一種多元觀，藉由聽到很多不同的意見以擴

展自己的視野，故成員將學到從多元角度來看待「悲傷」這件事。另一方面，團

體領導者亦會協助團體成員討論對於未來的想法與期望，使成員們能夠有力量可

以繼續走下去（王萬清，1999；陳志賢等，2008；陳淑雯，2003；陳凱婷，2006；

曾瑞瑾，2009；賴念華，2000；Chilcote, 2007）。 

 

二二二二、、、、普同感普同感普同感普同感 

 

    由於成人常壓抑難過的情緒，以至於使兒童認為只有自己擁有這種難過的心

情，因此很多處於悲傷階段的兒童常會認為自己是孤獨一人。在團體中，對於成

員的獨特感不予以肯定是一種很有用的紓解方式，透過團體中相同性質成員的相

互分享，兒童將會知道自己並不是特別的，其他同年齡的人也會有跟自己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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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因此，透過團體中成員彼此經驗的分享與討論，將可以發現其他人也跟自

己有相類似的經驗，因而減低自己憂慮不安的心情，並因此大感放鬆（陳凱婷，

2006；陳凱婷、陳慶福，2008；彭寶旺，2002；曾瑞瑾，2009；賴念華，2000；

Berns, 2004; Chilcote, 2007; Griffith, 2003; Mitchell et al., 2007; Webb, 2003）。 

 

三三三三、、、、傳達資訊傳達資訊傳達資訊傳達資訊 

 

Mitchell 等人 (2007) 指出，透過團體過程成員間作品的分享及討論，可使

成員了解其他不同因應悲傷的經驗與方式，發現自己擁有哪些僵固的不適應行

為，從中學習到其他因應的方式以應用在自己身上。另外，由於兒童對於死亡的

概念並不是非常清楚，團體領導者在成員討論的過程中將會引導成員解除自己內

心對於死亡的疑惑，並針對死亡此種抽象的概念提供相關的訊息，而在喪禮與宗

教的儀式上，釐清成員對習俗的困惑及迷思（陳凱婷，2006；彭寶旺，2002；游

麗蓉，2006；簡秀雯，2008；Berns, 2004; Griffith, 2003; Mitchell et al., 2006; Register 

& Hilliard, 2008; Webb, 2003）。 

 

四四四四、、、、行為模仿行為模仿行為模仿行為模仿 

 

    在團體中，行為模仿是一個很普遍的狀況，成員經常會模仿團體領導者及其

他成員的行為。彭寶旺（2002）指出，其他成員對於創作的投入，易觸動較害羞

或拘謹的兒童對於活動的參與，而有助於情緒的表達與宣洩。另一方面，由於兒

童對於自己的悲傷情緒常處於不知如何抒發的狀態，在團體活動中，領導者藉由

示範使用媒材形塑作品的過程，可以使成員模仿其行為來達到內在心理狀態的投

射並可宣洩自己的情緒。劉秀雄（2003）指出，其他成員對於個人經驗勇於表達

的態度，可以鼓勵原先較壓抑或逃避而沉默不語的成員以較認真的態度面對自己

的經驗與情緒，並加入團體的討論。由於團體被視為一個小型社會，許多有相同

經驗的成員將會在團體中嘗試一些新行為，其他成員藉由觀看的方式達到一種替

代性治療，可從適應功能良好者身上進一步得到楷模學習的效果（陳凱婷、陳慶

福，2008；曾瑞瑾，2009；Chilcote, 2007; Kirwin & Hamrin, 2005; Register & Hilliard, 

2008）。 

 

五五五五、、、、人際學習人際學習人際學習人際學習 

 

    在人類的社會中，人際關係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並且也是我們很重要且

可加以利用的資源之一。在團體中可提供一種人際相處的練習機會，成員在人際

中得到獲取也學習如何付出，並透過與團體成員的合作中得到滿足，因而學習如

何與人分工合作。成員間彼此支持與相互學習的情況，將可類化到日常的生活情

境。另外，團體在互動的過程中將會產生一種新的認知行為態度，由此可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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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傷反應程度與促進生活的適應，對於新的行為也較有勇氣去加以嘗試。另一方

面，兒童在藝術治療團體中被鼓勵與故事主角相互比較，可以協助兒童更加勇於

面對實際日常生活中的難題。在團體中有較多自我表達的機會，鼓勵想法的表達

而不會被他人拒絕，對於兒童來說亦是一種很棒的成長經驗（王萬清，1999；陳

志賢等，2008；陳淑雯，2003；曾瑞瑾，2009；彭寶旺，2002；葉春杏，2004；

簡秀雯，2008; Griffith, 2003; Kirwin & Hamrin, 2005; Mitchell et al., 2007）。 

 

六六六六、、、、發展社交技巧發展社交技巧發展社交技巧發展社交技巧 

 

    團體的運作必須透過成員不斷分享才能持續下去，因此，在團體中，兒童必

須學習與團體內的其他人和平相處並練習尊重發言的人。同時，兒童也必須練習

分享自己的想法。在討論的過程中，成員將學會如何幫助他人，也學習如何跟他

人相處，故團體被視為是一個很好的社交技巧練習場所，在團體中學到的技巧將

可以類化到日常生活情境，大大提升兒童的人際相處能力 （陳凱婷，2006；曾

瑞瑾，2009；彭寶旺，2002；葉春杏，2004；Mitchell et al., 2007; Register & Hilliard, 

2008）。 

 

七七七七、、、、團體凝聚力團體凝聚力團體凝聚力團體凝聚力 

 

    團體提供一個安全、溫暖、接納、傾聽的支持環境，允許並鼓勵成員表達情

緒與經驗。團體中重視成員的個別差異，能依成員當時的狀況與需求調整分享的

步調 (Mitchell et al., 2007)，使兒童能在安全尊重的氣氛下進行分享，不需擔心

因意見不同而被拒絕。藉由成員間的互動回饋與接納，兒童能產生自我接納，並

對彼此產生歸屬感（陳凱婷，2006；陳凱婷、陳慶福，2008；曾瑞瑾，2009；彭

寶旺，2002; Berns, 2004; Mitchell et al., 2007）。 

 

八八八八、、、、宣洩宣洩宣洩宣洩／／／／淨化情緒淨化情緒淨化情緒淨化情緒 

 

    Mitchell 等人 (2007) 認為，創作過程允許兒童有時間及心理準備之下覺察

自己的經驗，透過素材，兒童能以不具傷害、威脅性與選擇自己想要的方式，自

在的表達內在經驗，將原先壓抑的悲傷失落之感覺、情緒、想法投射與抒發在作

品中。透過水彩、廣告顏料等媒材、畫筆大面積的揮灑、創作過程中的撕貼剪裁、

雕塑作品時的捶打揉捏、對故事繪本主角經驗的認同與投射等，皆有助於兒童進

行情緒的宣洩、緩和與轉換，再進一步透過團體成員的分享與傾聽，有助於情緒

的抒發、了解與接納，並減輕內心的難過與孤獨感受（王萬清，1999；陳志賢等，

2008；陳淑雯，2003；陳凱婷，2006；陳凱婷、陳慶福，2008；曾瑞瑾，2009；

彭寶旺，2002；葉春杏，2004；劉秀雄，2003；賴念華，2000；Berns, 2004; Chilcote, 

2007; Fiorini & Mullen, 2006; Griffith, 2003; Mitchell et al., 2006; Regis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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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liard, 2008; Sholt & Gavron, 2006; Webb, 2003）。 

    當兒童能以自己的方式向他人敘說經驗、宣洩情緒後，悲傷情緒逐減減弱，

並能逐漸將負面情緒調整轉化為正面的情緒，接受失落的事實，並能以正面的態

度詮釋事件與逝者，達到淨化情緒的作用（林道修，2005；Mitchell et al., 2007）。 

 

九九九九、、、、存在性因子存在性因子存在性因子存在性因子 

 

    透過團體成員的分享與討論，兒童對死亡相關概念有正確的認知，能了解死

亡的現實性及永久性。此外，兒童面對死亡的態度亦有所轉變，不再僅是對死亡

產生恐懼及壓抑等負面的情緒，能對生命產生新的認識，從而珍惜生命及與親人

朋友相處的時光，對自己的生命亦有較正面的期許與責任感 （李佩怡，1998；

曾瑞瑾，2009；彭寶旺，2002；賴念華，2000；Webb, 2003）。 

 

十十十十、、、、其他療效因素其他療效因素其他療效因素其他療效因素 

 

筆者在文獻整理過程中，亦發現表達性藝術治療在兒童悲傷輔導團體中的其

他重要的療效因素，歸納如下： 

 

（（（（一一一一））））促進自我了解與自我覺察促進自我了解與自我覺察促進自我了解與自我覺察促進自我了解與自我覺察 

    在創作過程裡兒童能從中獲得豐富的感官體驗，藉由不同的藝術媒材抒發與

表達情緒，例如透過圖畫的創作，兒童將進而覺察自己內在的各種情緒，因為創

造的歷程亦是情緒醞釀的過程，繪畫的方式能讓兒童有機會將自身的感受呈現並

相互連結與對照；在繪本治療的方式中，兒童則能夠對繪本之角色或故事內容中

投射出自身的經驗，藉由對故事裡人物的心情和想法來表達出自身隱藏的情緒與

情感，因而更加理解自己的經驗與感受，提升自我的覺察與自我了解，促進自我

接納。藉由團體中與他人討論的過程，協助兒童更加理解自己的價值信念，進而

發展適當的認知與行為。這樣的體悟，幫助兒童對於自我和外在世界的整合，有

助於進一步的生活適應（王萬清，1999；陳志賢等，2008；陳淑雯，2003；曾瑞

瑾，2009；Berns, 2004; Mitchell et al., 2007; Webb, 2003）。 

 

（（（（二二二二））））具體化抽象的概念與感覺具體化抽象的概念與感覺具體化抽象的概念與感覺具體化抽象的概念與感覺 

    由認知發展階段的觀點可以得知，兒童尚不能夠完全理解抽象的概念。透過

作品，兒童得以具體化自己的內在經驗、顯示悲傷意象、自己對於死亡概念的了

解程度及想像，皆有助於兒童經驗與情緒的口語表達，再經由團體的分享與討

論，可澄清兒童原先抽象模糊的概念想法，降低兒童因不理解而產生的恐懼（李

佩怡，1998；彭寶旺，2002；劉秀雄，2003；Chilcote, 2007; Mitchell et al., 2007; 

Webb, 2003）。另一方面，Sholt和 Gavron (2006) 表示，當兒童的口語表達受限

於字彙時，透過作品細節的展現，能呈現其豐富且深層的內在經驗。因此，成人



 - 38 - 

能藉此了解兒童的想法、情緒及死亡事件對兒童的影響，進而能適時予以關心、

澄清及支持，有利於兒童與成人的溝通（陳淑霞，2003；陳凱婷、陳慶福，2008；

賴念華，2000）。 

 

（（（（三三三三））））投入創作與緩和情緒投入創作與緩和情緒投入創作與緩和情緒投入創作與緩和情緒 

    由於表達性藝術治療的形式具備了親近性的特點，故兒童於創作或體驗的過

程中，能專注於作品之中，因而能夠降低兒童的防衛心理，使其能夠安心的抒發

並緩和情緒。此外，賴念華（2000）認為「透過藝術的象徵性的預演過程，增進

了兒童對悲傷反應的能力與行為」（p.54）；因為創作過程中本身就能達到撫慰情

緒的療效，給予兒童混亂之中支持和安撫作用，使其對於未來的生活又更充足的

心理準備（李佩怡，1998；陳凱婷、陳慶福，2008；曾瑞瑾，2009；Kirwin & Hamrin, 

2005）。  

 

（（（（四四四四））））完成未竟事務與新生的力量完成未竟事務與新生的力量完成未竟事務與新生的力量完成未竟事務與新生的力量：：：： 

    兒童透過回憶盒、紀念冊、繪畫與寫信…等各種媒材，來傳達對於逝者的感

受、重新建立連結，也同樣在過程中感受到重要他人對自己的影響，這種追憶與

創造共同回憶的方式，協助兒童發現自己和逝者關係意義的定位，在賦予新的意

義之中找到新生的力量，並能在往後的生活中找到重新投注與建立關係的可能

（曾瑞瑾，2009；葉春杏，2004；劉秀雄，2003；賴念華，2000；簡秀雯，2008；

Kirwin & Hamrin, 2005; Mitchell et al, 2007）。 

 

（（（（五五五五））））賦能賦能賦能賦能，，，，並獲得自我掌控感並獲得自我掌控感並獲得自我掌控感並獲得自我掌控感 

    親人的逝世常改變原來的依附關係，與存在親人的互動亦會有所調整，兒童

常需要重新調整原有的互動模式，重新建立失落的連結關係。此外，親人逝世後

生活方式的改變、生存親人角色的調整亦會造成兒童被動調整生活方式，若親人

突然間死亡，更易使兒童對生活產生過份擔憂及不安全的失控感受（侯素棉，

1994；彭寶旺，2002）。透過作品的創作過程中，兒童能依照自己的意思決定創

作的方式、決定要表達多少情緒，兒童得以取回自主權，以及對事物的掌控、實

現與擁有（曾瑞瑾，2009；葉春杏，2004）。李佩怡（1998）認為，將情緒投射

於作品，能使兒童嘗試將情緒與自己分離，決定悲傷情緒的表現方式而產生對悲

傷情緒的控制感，進而減少悲傷情緒的影響。透過對團體成員的分享，亦能理解、

學習不同成員對悲傷情緒的掌控，增強自己的正向感受（葉春杏，2004；Chilcote, 

2007; Mitchell et al., 2007）。 

 

伍伍伍伍、、、、結論與發現結論與發現結論與發現結論與發現 

 

在兒童階段遭遇重要他人的過世，成人常以保護兒童的名義拒絕與兒童正視

「死亡」這件事，導致兒童對於悲傷情緒的處理經常是採用壓抑的方式，兒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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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卻再再透露出他對於親人過世的悲傷處理反應，此種負向表達悲傷的行為模

式顯示出兒童的悲傷情緒需要被處理與正式討論。 

經由上述文獻探討中發現，將表達性藝術治療運用在兒童悲傷團體輔導上確

實有助於兒童去處理自己的悲傷情緒，使情緒有不同於傳統的抒發管道，並且藉

由團體討論的方式，兒童心中的疑惑將會被徹底澄清。以 Yalom (1995/2001) 所

提出的十一個療效因子來看，文獻中出現的療效因子有灌輸希望、普同感、傳達

資訊、行為模仿、人際學習、發展社交技巧、團體凝聚力、宣洩、存在因子，由

此發現，團體本身對於兒童悲傷情緒的緩解是有助益的，透過團體中不斷地討論

與澄清，兒童將感受到自己所擁有的情緒並非個人性；團體猶如微型的社會，兒

童在團體中能學到許多人際方面的技巧，都將有助於兒童進一步發展正向的人際

關係。此外，在情緒宣洩的因子上，國內外的文獻中都特別強調此療效因子對於

喪親兒童的重要性，藉由表達性藝術治療的方式，可以使不擅言詞的兒童以其他

不同的方式再次去體驗悲傷情緒並且加以宣洩，進而達到淨化情緒的作用；因為

使用藝術媒材創作的過程，亦是一種自我療癒的方式。 

再者，文獻中除了呈現出 Yalom 所提出的療效因子外，尚發現其他療效因

子，像是：促進自我了解與自我覺察、具體化抽象的概念與感覺、投入創作與緩

和情緒、完成未竟事務與新生的力量、賦能並獲得自我掌控感。這些另外發現的

療效因子正是表達性藝術治療所發揮的功效，尤其是在「具體化抽象概念與感覺」

方面，可以使兒童將抽象的感覺與想像以具體化呈現出來，藉由實物上的呈現與

討論，將可使兒童不再陷於無法用言詞說清自己情緒的難題中。 

由於表達性藝術治療運用在兒童悲傷團體中的文獻尚不廣泛，藉由文獻討論

的方式，可使實務工作者對於表達性藝術治療在兒童悲傷團體的療效有更清楚的

瞭解。最後，希望透過對實務工作者的建議，可使表達性藝術治療更廣泛運用於

兒童悲傷輔導團體：1.有些兒童很在意自己作品的美醜，實務工作者可針對作品

呈現的方式來進行討論，並且不帶美醜的價值觀來看待作品。2.在兒童悲傷輔導

團體中，應該以同性質成員組成一團體較為恰當，如此，將可使全部成員都可討

論與自身關切的相關經驗，而不會有落單的情況發生。3.在團體的設計中可以使

用多種不同的方式，像是音樂、舞蹈、繪畫、雕塑等，運用多種媒材將可以使兒

童有多元的自我表達方式。4.由於台灣有許多特定節日，實務工作者可以在特定

節日融入傳統民俗，將可使兒童更容易引發其悲傷情緒進而加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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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parations and deaths are inevitable agonies, particularly for young children 

since they especially need appropriate means for expressing their fear, anger, sadness 

and other conflicting feelings and thoughts. In recent years, expressive art therapy in 

grief group counseling has been found effective for emotional catharsis, emotional 

support and resilience. The task then is to delineate therapeutic factors that help 

children deal with sorrow in children’s grief group counseling.   

Based on Yalom’s (1995/2001) group therapy, this study reviewed Taiwan’s 

empirical studies published between 1999 and 2009 on the use of expressive art 

therapy in children’s grief group counseling. Findings and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as 

references for practiti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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