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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性取向舞蹈治療：以庇護家園青少女團體為例 

李宗芹 

 

摘要 

目前在臺灣，對於特殊處遇青少女的安置，大都是政府以公設民營的方式委託社

福機構成立之庇護家園辦理，此類機構提供的各項服務以生活管理，行政協調為主要

工作，對於心理輔導或教育所提供的服務大多以口語為主要媒介之服務。鑑於青少女

的特別處境與特徵，包括：家的解體、關係，情緒、身體變化等，採用「舞動」的方

式，在於打開一個體驗的空間，從身體經驗中學習自身經歷的情緒感覺，破除口語言

說偏重意識思想的習慣。採用創造性取向的舞蹈治療，特點是從動作的元素上引導人

們探索身體，擴展身體經驗，增進青少女的自我認同和心理發展。此青少女團體以「表

達-支持」團體的模式為工作方向，根據團體歷程中所引發的身體經驗與個人身體記憶

之探究，提出省思，希望藉此經驗瞭解家園青少女的處境，期待以此團體的發現，以

利後續相關研究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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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背景 

 

  庇護家園算是一個家嗎？庇護家園為公設民營社會局委託之少女庇護機構，其所

庇護的對象為十二至十八歲需受保護且有中長期安置需求之少女，她們的特殊處境包

括：家庭暴力、性侵受害者，受保護管束者、違反少女性交易法者以及家庭無力扶養

者等，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庇護家園是一社福單位，一個保護安置的機構，擔負從廣

泛的生活起居、教育，到個別內在的情緒、行為及自我發展等大小業務，兼具生活照

顧、心理輔導、醫療保健、生涯輔導等各項功能。然青少女正處於身體變化的尷尬時

期，他們的情緒、行為、非語言的互動與溝通等，常與身體經驗習習相關，這些都是

自我發展的重要課題。 

  為了提供青少女們另一種發展上的助力，本方案以創造性取向的身體探索進行，

因每次進行時間較長（2.5 小時，150 分鐘），故在創造性取向的身體探索之外，還結

合畫圖、看繪本、媒體影像、書寫等媒材輔助，以增進團體的豐富與多樣性。 

  本文將焦點放在身體探索中的現象，由此探討舞動時的身體感受與自我的關係，

以及身體運作中對自我的認識。在團體歷程中鼓勵少女們言說、表達情緒感覺、傾聽

身體，由此開擴心理空間，促進青少女們的學習與成長。  

 

貳、舞動的國度中引領青少年接近身體 

 

青春期是一個社會、心理、生理快速改變的混亂時期，此時的特點是生理結構與

心理共變動的時期（Freud, 1958）。青少年的心理發展需要在一整體的脈絡下來看，

而且每一階段的心理發展無法獨立於前一階段或後一階段（Erikson,1967）。此時期的

心理發展，學者吳英璋（2005）提出下列幾大項：（1）認知與知能方面的抽象性思考

能力之發展；（2）性的發展，包括性生理的成長與性心理的發展。性生理的成長女性

大約是在十三～十五歲到高峰，性心理的發展包括性別角色的認同，兩性關係的態度

形成，親密關係以及性行為的態度形成等；（3）自我與社會心理發展，這項發展大部

分是在與同儕交流的情況下完成。一方面逐漸轉向與同儕互相提供相關的訊息，也互

相學習與模仿對方的行為；而另一方面也逐漸增加了與同儕的比較，評量個人各項表

現與同儕不同之處；（4）自我認同（self-identity）的發展。此外，Phillips（1995/2000）

認為除了生理的轉變之外，青少年時期還有一些重要的議題如冒險、孤獨、親密關係

等等，也與此時期的發展息息有關。 

由上述研究可知，生理的改變、同儕團體、角色定位、性別認同以及環境的影響，

多重的原因都在青少年的心理上產生重要的變化（陳坤虎、雷庚玲、吳英璋，2005）。

這一些變動反映在身體上，包含了生理的、情緒感覺的種種訊息，包含了生理上的性

徵，例如毛髮，胸部的發育，聲音的改變等等，而且身體亦再現了情緒、歡娛、投入、

困惑、害怕、罪惡感與羞恥感（Engelhard, 2014）。 

Payne（1992）認為，青少年他們同時在主觀的個體以及個體被他人觀看之間，達

到交互主體的關係。或者可以說，同儕及社會環境都會對青少年的行為及調適帶來甚

大影響。青少年在社交行為的學習過程中，會遇到各式各樣的狀況，他們需要發展新

的方法來調適自己與環境共處或與他人保持適當的互動模式。然而，並不是所有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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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都能作良好的調節，當青少年因外在環境或與他人的互動過程中，若和內在心理

預期不同，通常會產生情緒或關係上的不適應與衝突。在這樣的情況下，青少年的身

體動作及非語言的表達亦受到影響，比如說，他們可能會習慣性的雙手環抱著胸口、

眼神迴避與人的接觸、身體緊張，或是身體承受壓力，身體顯示了許多負面的訊息如

拒絕和防衛（王浩威，2014）。 

  以往至今，語言傳遞著思想與歷史，成為主要的溝通方式，不過我們可能太依賴

語言，而忽略了非語言的內容，也因太重視語言及思考，而與自己的身體感覺疏離，

對自己的身體感到陌生。在這個前提下，透過舞動身體接近自我，不僅能在舞動中改

善關係，也能在身體練習中以另以種眼光看待自己的身體，更何況舞動身體還能有效

的調節血清素和多巴胺的濃度，改善青少年的輕度憂鬱 （Jeong, Hong, Lee, & Park, 

2005）。以身體接近自己的門，這樣的方法對青春期，特別是青少女或許能夠提供另一

種助力。 

 

一、舞蹈治療的身體感覺經驗 

 

  從「身體」入手，探索情感、記憶、創傷…等心理範疇，是舞蹈治療與其他心理

治療的最大的差異。舞動身體接近自己，也是舞蹈治療所著重而擅長的領域。舞蹈治

療師相信，身體動作（body movement）如一乘具（body as vehicle），人們能在其中創

造、表達、接納自我的各種樣貌與心理狀態。透過對身體運作方式的引導、在不同的

移位、非移位動作、姿勢、體態之間帶來身體的覺受（felt sense），在體驗覺察自己

的同時，亦可能會回憶起相關的身體記憶以及內在情緒的生命經驗。因著身體的舞動

開展自我而觸及心理意義上的轉化是可能發生的（Stromsted, 2001）。 

  舞動中的治療關係不同於言談中的關係。它是落在「身體感覺」（body felt sense）

的層次。「身體感覺」是身體的感官經驗（sensory experience），在嬰幼兒早期發展中是

重要的。Stern（1985）提到身體感覺是嬰幼兒早期自我發展中的感知之一。透過身體

的感官知覺，所形塑的「身體感覺」，不只是感覺模組（modality）或官能（sensory）

的知覺，還包含多種的層次如滑順感、空間感、侷促緊縮感、沈重感、時間感…，它

們也不只是多重知覺的匯集而已，還包含難以言說的、莫名的感覺…等，這些感覺，

是在「身體感覺」的層次，留在我們的身體內，在身體的層次上作用，還沒有到達思

辨或意識。 可以說，身體感覺是情緒最初的表現形式，當我們感受到情緒時我們也在

感知自己身體上發生的事情（Damasio, 2003）。 

     創造性取向（creative approach）舞蹈治療，很重要的特色是透過「動作元素」的

探索來延展身體的經驗。使用動作元素是因為它可以擺脫制式或模式化的身體訓練，

讓人們能自由且不受拘束的感受體驗自己。由此，進入一種「順著身體」的狀態，讓

身心之間有著流動管道。一些人很自然地在創造性舞動時會帶出心理的感受，或對某

一生活事件產生了連結。在治療師的協助下，將內在感覺透過身體展現，以及用自

己身體來「吸收」自身當下的情緒與不舒服，這個身心交互牽引的運動中，是從

身體的角度學習情緒感覺的釋放，甚至攻擊性行為的轉化與反應的方式。總之，在身

心之間找到聯繫的通道，這個身體與自身情緒、體驗、感受的結合，將能形塑我們身

心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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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方式與心理諮商或精神醫學有很大的差異。在精神醫學的領域，早期注意的

是患者的身體姿態、動作的表現，這一些身體動作與病症之間關係，企圖從身體上

的表現對患者的人格特質做了解（Freud, 1925; Fromm-Reichman, 1959），後期將身體

互動、非語言行為視為改善醫病關係，與預測患者治療康復結果的因素之一（Hall, 

Harrigan & Rosenthal, 1995）；在諮商/輔導之中，身體語言及非語言姿態的線索是輔導

關係形成的要素（Bedi, 2006）。對於身體的表達，以「非語言動作」看待，如搖頭、

點頭、身體向前傾或下巴抬起等等動作，「避開」或「減少」身心之間相關互動特質的

探討，較注重單方面的身體訊息（Fretz, Corn, Tuemmler, & Betlet, 1979）。在舞蹈治療

中，無論何種取向，身體總是放在優先的地位來發展。舞蹈治療認為人們的身體動作

與知覺、感覺、意象、象徵、具體生命事件等是彼此相關連在一起的（Goodill, 2005）。

身體不只是自我的顯現，也能將難以言說的感覺，透過身體來工作，讓人們調整與再

組織自己，達到身體心理我充實（fullness）的發展（李宗芹，2011）。這個立基點說明

了舞蹈治療是透過身體探索的過程來「整合」或「再現」存在於身體中未竟的感覺經

驗。因此，心情不同，身體感覺不同；不只心情會「伴隨」著身體感覺，「心理狀態」

也透過身體感覺來構成。這種構成關係讓人們的身體不是功能性的操作，而是承載了

情感、感官、主客體關係、以及可能的界限。 

  舞動身體而與心理的層面有所連結，此歷程不是一個單純的跳舞或動作，而是一

個身心工作的過程。Dosamantes-Alperson（1981）認為舞蹈治療中的身體到心理轉化

發生的關鍵因素來自於「身體經驗」（bodily experience）的深度性，身體經驗包含了

所使用的感官及肌肉骨骼、體態、呼吸、動作的表達等，當身體的體驗與感覺充分時，

將促進人們能對自己有所洞察與轉化（Dosamantes, 1992）。因此，舞蹈治療師不能忽

略身體探索工作，由此引導身體流動，擴展身體感覺，協助人們感受自我身體的溫度、

筋肉的鬆與緊，身體的韻律，進而在身體的層面上喚起的某些感受，某種記憶，在身

體表達中再現，而獲得新的認識與意義。 

  透過舞動身體的方式帶領青少年，很重要的是讓青少年與自己的身體有實際的接

觸；與他人有目光、非語言互動，這些經驗能幫助並促進對自己情緒感覺的連結。可

以說，舞蹈治療最重要的價值，是個案從身體經驗中直接與自己內在情感與其生命中

有意義的事件接觸（Dosamantes-Alperson, 1981, p.33）。對自己的身體有感覺，或能在

非語言互動中與他人做相互的理解，這對青少年的發展是重要且有意義的。 

 

二、青少女異想世界團體 

 

此庇護家園的團體名為「異想世界」，團體目標為提升自我表達、身體感覺以及

改善關係互動。以創造性取向（creative approach）之方式進行。創造性取向之舞蹈治

療，是以藝術形式（art-based form）為基礎，使用各種藝術的技藝於治療過程之中

（Hervey, 2000）。此種方法奠基於人本主義的原則上，在支持性的環境中，透過各種

藝術的方法，整合個人心理、身體與情緒，達到成長與療癒。任何從藝術形式而生成

的表達，都有助於自我探索的歷程，歷程中不僅言談感受，更注重表達中帶來的心理

轉化（Corey, 2000/2009）。創造性模式的方法帶領團體時，領導者需要創造團體成為

一個安全的地方，無條件的接納成員各種狀態，還有提供刺激與挑戰的經驗（Rogers,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62184905800496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62184905800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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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上述這些條件，標示著此團體會運用藝術形式(美術、音樂、舞蹈、戲劇等)的媒材

為一個「運作平台」或「潛能空間」，透過藝術性的過程賦予心理感覺一個具體的形

式來表達。使用表達藝術為主的團體，最主要是從藝術自身的感官模組與其蘊含的原

理抒發情感而達到了轉化或療癒（Levine & Levine, 1999）。因而，此藝術性過程的團

體歷程，重點不是在概念上去做分類與詮釋，而是透過所表達之內容與之「對話」。

藝術性的表達歷程通常會突破意識的防衛，而能接觸到自己心理未知或隱藏的部分，

也因其具體展現，故能由此表達中去談論或連結到與自身相關的生命事件或記憶上。 

      

對青少年來說，親身運用自己的身體來表現自己，在言語之外多了一個運作平台

有其必要性，這種方式能讓成員經驗到難以用言語予以服膺、言喻的經驗，而讓自我

更勇於探求內心感受，甚至一同體驗某種情緒經驗，一起修復情感創傷。改變，因此

發生。 

 

参、團體結構與內容設計 

 

一、團體流程 

 

  此「表達-支持」團體配合青少女的學期進行，寒暑假休息，從 2009 年開始至 2011

年結束，為期兩年，總計 32 次的長期開放團體，進行時間為隔週末晚上，每次 2.5 小

時（中間休息 15 分鐘）。團體目標為增進少女們身體覺察、自我表達、感受與身體的

關係。團體以結構與自由並進－結構能增進團體安全感，幫助成員了解過程與步驟；

身體自由探索能讓成員以自然的方式表達。 

團體分兩大堂課：第一堂課為（1）身心暖身，檢查每個人當天的狀態；（2）動作探

索，擴展身體經驗；（3）就身體探索中的經驗或體會找出共同的主題；第二堂課為（1）

主題延展：依身體經驗中的某一個主題或成員的需要延展，並以繪本、影像、或書寫

等輔助主題探討；（2）團體結束。 

  每次團體開始時會對今天要做什麼稍做說明，此外，有新成員加入時，會再說一

次團體的結構與注意事項；結束時給成員回饋並整理與摘述團體經驗。結束後整理團

體日誌給機構，本文依照當時紀錄整理並擷取團體過程中相關內容探討。 

     

  以下為青少女異想世界團體流程：（見表 1） 

 

表 1  

「異想世界成長團體」流程及內容舉隅 

時間 團體內容 

 

18:30-18:45 

 

第一堂課 

開始：身心暖身 

1.詢問成員今天身心狀況。 

2.確認每位成員的出席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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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說明本次團體進行的流程。 

18:45-19:30 

 

動作探索 

1.擴展身體經驗。 

2.動作元素、身體、道具。 

19:30-19:45 

 

經驗分享，共同主題 

就身體探索中的經驗或體會找出共同的主題。 

19:45-20:00 休息時間 

 

20:00-20:50 

第二堂課 

主題延展：依身體經驗中的某一個主題或成員的需要

延展，並使用多樣媒材，利用繪本、影像、或書寫等

輔助主題探討，與前面的身體探索經驗連結。 

討論：成員分享自身生活經驗到團體中。 

20:50-21:00 團體結束、回顧歷程、給予回饋。 

 

二、團體領導者 

 

  領導者與助理為支持、接納與催化的角色，透過引導與催化，協助團體成員探索

身體經驗，透過成員的分享內容進行連結、探索與回饋，以形塑彼此共同議題做討論。

本研究中團體領導者的訓練背景為心理諮商博士、認證舞蹈治療師，助理為心理諮商

所研究生。 

 

三、空間設施 

 

團體在家園的三樓活動室進行。此空間寬敞，地面鋪著木質地板，區隔幾個不同

的區塊，外側是可以跳舞、運動的區域，旁邊掛著兩個沙包，地面有一些彈性球；內

側放置一張四方桌， 二台電子琴，二張乒乓球台。 

   

四、團體成員簡介 

 

  團體成員為居住在家園之受保護個案。進行期間有新進者加入、結案者離開或是

離家後再回來。然而，團體有一些穩定成員。礙於篇幅，本文介紹參與團體時間完整

持續，以及較具代表性的個案作為探討，由此了解家園少女的狀態與心理需求。（以下

個案皆為化名） 

 

（一）Case C 

16 歲，高中一年級少女，為性侵、家暴保護個案。曾經割腕自殺數次、住院數次。

C 在小學時被父親、叔叔的兒子等多數家庭成員亂倫性侵，而母親無力保護她，身心

受到極大傷害。庇護家園的一些成員在假日時或回家，或到親戚家，滿足最低限度的

家庭情感需求，而 C 避開了這一些的接觸，自幼受傷的經驗，讓她對家庭感到害怕，

C 不敢回家，也不想與親戚朋友連繫，想要切斷與過去的連結，然而傷害卻是揮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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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她似乎無力面對自己不堪的過去，常藉由割腕的方式傷害自己。 

 

（二）Case F 

16 歲，中輟生，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而進入庇護家園。F 父親為施

暴者時常毆打母親。她小學畢業就離開家鄉到台北親友家自己打工賺錢，面對事件與

衝突時，她習慣用拳頭解決問題，曾經把男同學打得受傷住院，以及參與聚眾鬥毆的

情事。到庇護家園後，在宿舍對他人不滿時，也會採取暴力途徑，也因此其他人都對

她相當懼怕。 

 

（三）Case Y 

17 歲，高職二年級少女，強褓時父母雙雙入獄且不再適任親職，嬰幼兒時期的她

即交由寄養家庭扶養。國中開始與寄養家庭時常衝突，寄養家庭不再收養，將她退回

社會局，再重新安置在家園。 

 

（四）Case W 

15 歲，國中三年級。父母分居，與父同住。因為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而進入庇護家園。父母知道後很生氣且相互指責，雙方皆不願認她，也不想帶她回家，

後由社會局轉至家園。 

 

（五）Case L  

13 歲，國中一年級，其父為慢性精神病患，母為輕度智能障礙，做打掃工作，因

家庭經濟狀況不好無力撫養，是以社會局處理將她送到庇護家園，L 喜歡跳舞，期待

舞療團體從未缺席，且喜愛家園辦的各種活動。 

 

（六）Case E 

13 歲，國中一年級，父不詳。幼時與母親在台東居住，後搬移台北，母親生病無

經濟收入，無力撫養，六歲時母親送她到社福單位，國中時轉到庇護家園，E 個性開

朗、遵守家園規則，熱心參與團體。 

 

肆、團體歷程與現象描述 

 

  舞蹈治療團體是從身體表現中給于反映、回應或是區辨身體經驗等，以此增進自

我覺察、人際互動或情緒調節。Piper、Joyce、McCallum、Azim 及 Ogrodniczuk（2002）

提到以語言為主的團體歷程，主要是透過言說、傾聽的方式進行交談或詮釋，然這種

方法對於青少年來說較困難且不足。相形之下，從身體的層面進行的舞蹈治療，對青

春期來說則具體的多（Schmais, 1985）雖然身體流動之特性，讓團體沒有明顯發展階

段的分界（李宗芹，2011）；然而，儘管團體的流動性、不確定性高，Berrol（2000）

仍建議舞蹈治療團體之領導者，除依團體目的、對象及結構來發展團體歷程之外，最

好能有參照的框架（frame）與利用每一階段的特性，來處理特殊議題以回應成員的參

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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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異想世界」團體之結構為（1）開始階段：使用創造性的方式引導成員探索身

體，此時期成員對身體較陌生，或是有自己對舞蹈的想法（認為需要教形式與規則），

因此，要處理心理的抗拒之外，也需要透過一些輔助道具，讓成員覺得好玩，而能參

與團體；（2）身體經驗階段：此階段強調動作元素，以及引導將注意力放在身體覺察

以及跟自己身體關係上，要處理團體的規則，此時會經驗從舞動中釋放、宣洩或表達

情緒；（3）身體記憶階段：從身體動作的經驗中而喚起的生命記憶，在身體經驗中看

見自己的行為動作，進而認識自己；（4）結束階段。 

 

圖 1 異想世界團體歷程 

以下為團體歷程中的現象描述： 

 

一、開始階段： 

 

  工作人員早已預告晚上的團體，當帶領老師與助理到達家園後，空間中廣播著請

少女們到三樓參加團體，工作人員例行的介紹老師後離去。此團體成員都住在家園，

彼此之間有原本的關係，以及有個人在家園中的生活史。而團體領導者、助理與她們

不認識，因此從介紹自己開始，但她們不想介紹自己，也不願說出自己的名字，說名

字似乎顯得彆扭；之後，她們很機械的報上自己的綽號，沒有其他的自我描述，自我

介紹一下子結束了……。在我不想告訴你我是誰，而每個人又都認識的情況之下，例

行公事完成，大家鳥獸散在四周，三三兩兩聊天。Shechtman 與 Diver（2006）指出，

團體成員彼此之間已有原本的關係時，團體最大的困難是發展信任關係，她們建議從

結構性活動帶團體，發展感覺性的活動，建立安全感。 

  團體一開始就面臨了挑戰，乍入團體現場的領導者與助理對於青少女的態度，當

然不容易掌握，但從過去的實務經驗中也調整因應。領導者拿出一大塊彈性布，彈性

布是一個治療道具（therapeutic props），是一種催化的功能，可以輔助個體的感知探

索，擴展身體動作，或將想像、虛擬帶入到身體動作中，建立起一種橫向的情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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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versal affective relations）（McCormack, 2003）。成員們雙手握著彈性布，柔軟

的布有觸覺，還有一個依靠，布撐開了，團體每個人都能看到彼此，從與布的互動中

帶少女們身體探索。 

 成員的身體隨意的隨著布自由的擺盪、抖動著、拉長延展身體。與布的互動中她

們的身體拘謹的伴隨著新鮮感的笑聲，接著一個個的輪流在布中央，旁邊人拉著

布高低起伏的各種變化，中間的人的身體順著布的波動舞蹈身體，大家很興奮的

開始輪流，按照次序輪了一圈。 

當大家興致不錯期待下面的活動時，L說還要再到中間玩一次，成員面露不平的

表情問「為什麼?」，L快速的進入彈性布的中央，幾位成員質問她為什麼要坐在

中間兩次? 為什麼總是想出風頭? 為什麼每次都這樣要老師注意你….，. 

L不理會繼續說：「你們為什麼不拉布…我還要玩」，旁邊的少女不願意在旁邊

拉著布，丟下了布…成員開始爭吵，團體散了…。 

為了帶大家回到團體，領導者拿出了一個閃亮的球放在布上，再度邀請成員加入，

她們加入了滾球遊戲，一開始玩的歡聲雷動，然而球掉到地上，年齡大的要小的

去檢球，但沒人想去檢…然後嘗鮮期一過，就放棄了，不再或不願體會身體的流

動，各自散開，到一邊聊天，交換生活情報，三兩人挨在一起低聲談話…團體在

一盤散沙中結束。（DL009090027-1） 

  第一次的聚會，成員之間形成配對與次團體，口語上的相互戲謔、攻擊等等讓領

導者感受深刻。第二次，助理用心的準備所需輔助用具，做了各種形狀的圖卡，以圖

卡來提示身體的各種造型變化，然後用圖卡玩造形配對，再到空間中以身體作出各種

造型。身體形狀是動作元素之一，身體形狀不是平時人們拍照片的擺姿勢，舞動的身

形指的是身體的軀幹手足在不同狀態下的各種變化，其形狀包含了延展、收縮，高或

低的水平，對稱或不對稱，領導者會請成員在元素上再去體會身體的出力點，形狀還

可以怎樣變化，覺受又是些甚麼，身形反映了人們的態度。 

Y與W 一人拿長方形另一人拿的圓形，此時將長方形配小圓形時，口中說著戲謔

男性器官（例：雞雞、熱狗……）或穢物（例：吐）的話語；還有把兩個三角形

的形狀組合一起時，說的是身體的語詞，這是 G罩杯，G奶，大奶，開心的說伴

隨著臉上一抹說不出的笑容……，F加入她們很天馬行空的輕聲講了許多與性相

關的語言，三人相視默笑。L拿著圖卡想加入，但無法進來玩，大叫著說：「妳

們好色，以為自己是正妹，哼，這麼色唷！」。聽後，F把所有圖卡用力揮到地

上，與 L爭吵起來，相互生氣……。團體被打斷了，……大家也各自巧妙的避開，

C 在一旁看書，E 呆坐著看大家，W 忙著打毛線……F生氣的看著窗外……。

（DX00910004-2） 

   青少女的回應是領導者沒想到的。有些訝異，停頓一會兒後，反映聽到很多性意涵

的語言，以及各種罩杯顯示的性特徵議題，持開放的態度讓成員知道能討論性是健康

的，或者大家可說說自己的想法。團體沉默安靜好一會兒… 

C 打破沉默說： 

老師，這是我們的家常飯，你不要太在意……，當 C 在說話時，F便打岔（幹嘛

要跟老師說……，不可以洩漏我們的生活狀態……）、Y對 F回嘴：別人講話你

幹嘛要插嘴？F嗆聲到：我又沒跟你說話……要你管……，一陣爭吵，各自負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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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說話，團體沉默了……每個人忙著做自己的事，低頭看漫畫書，打毛線，擦

指甲油……（DX00910011-2） 

  領導者帶大家討論所發生的爭執，試圖釐清，以及期望成員能在團體中的社會學

習（social learning），然而，成員們很自然的會與相鄰的成員進行自己的小圈圈話題，

講的話題不合意時，突然的又爭執頂嘴，致使討論或談話的難以聚焦。此外，習慣性

的使用負面的詞語去攻擊非同黨派的小圈圈，激起他人怒氣，但小圈圈又時常重組。 

  從少女們在團體的行為與彼此的談話中，這很可能是她們生活的常態，少女們在

家園中有許多的團體經驗，她們習慣這種爭吵與哄亂，也都有準備對策，如隨身帶著

自己的東西（指甲油，毛線、書本等）避開不喜歡的時間等。家園的工作人員比較從

管教的角度處理，她們對領導者說，當孩子鬧的時候，只要按個鈴，她們隨時可以進

來管教孩子。這些看似的阻礙如抗拒、互動關係不友善，其實所反映的是她們需要「學

習」對自己的行為有所覺察。現階段需要協助團體成員看到這一些態度對她們在生活

上及人際關係帶來的負面影響。 

 

二、從開始階段移動到身體經驗階段 

 

  團體成員的浮動不定，每個人身上各自背著沈重的過往，不同的目的和感覺，流

竄在這些小少女的團體動力之中，團體進行到第四次： 

家園今天帶她們去山上完摘了許多芒草，一開始年紀小的幾位國中生很高興的分

享今天去山上發生的趣事，國中生的 L意猶未盡的拿了好幾條長枝的蘆葦，把這

個當掃把其在上面玩，C 也加入，二人在空間中跑來跑去，引來 F不高興，F大

聲對她們說，你們幹嘛這樣亂動……，邊搶著芒草要放回窗邊..，在爭奪之間弄壞

了芒草，三人開始吵架……領導者欲釐清芒草被弄爛引發的情緒..；在此同時，三、

四位成員在旁邊發現一隻螞蟻，好玩的用手堵住螞蟻的移動，螞蟻被堵就換方向，

他們就歡呼的大叫繼續玩螞蟻……；也有幾位冷面的坐在那旁觀。領導者請成員

聚一起來大家討論團體發生的事情，他們輕鬆的說：「老師，今天已經去郊外了……

很無聊，就玩一下螞蟻」，旁邊人附和：「對呀……不知道幹嘛要去山上，一點

不好玩..。」大家哄堂大笑，繼續做自己的事情……。 （DX00910008-4）  

  這樣的團體，領導者可以做什麼呢? 如果放任不管，那團體會繼續耗在鬆散無目

的之中，Shechtman（2007）的研究指出青少年團體與成人團體不同，帶青少年團體需

要直接表達（direct expression），對看到的現象表達出來，這樣讓彼此底線清楚，關

係才更踏實。領導者決定要回應她們的衝突。 

這幾次來，我覺得妳們很喜歡玩這種「一哄而散、相不往來的互動」；而且很會

玩「關係重新洗牌的遊戲」。就我看，這也算是一種「本領」（幾位少女們聽到

我說他們有本領，臉上露出很得意的神情……），你們是否有相同的感覺呢？ 

還有時常感到團體的爭吵亂哄哄的，我可以接受你們無顧忌的顯現自己，但這種

吵鬧，讓我的身體感到不舒服，我也很想知道妳們的感覺是怎樣?有時候因為這樣

的吵鬧爭鬧不小心的就阻礙了我們跟別人的關係，我們可不可以討論一下，把這

個本領轉化的更好呢?讓每個人的獨特性長得更好，還有彼此之間能建立好的互動

呢？（DL00911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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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導者表達對團體的看法，開啟了彼此之間的溝通，正如 Yalom （1985）所言，

除非團體成員皆可忍受衝突，否則健康的方法是把衝突帶出來，這會有意想不到的改

變與發展。經此對話過程，少女們也坦白的說她們是來「混時間的」，以免被扣分，

並沒很認真想參加團體，也不知道團體要幹嘛等等。因此，我們再重新一次的讓成員

瞭解團體會做什麼，團體的流程、時間分配、限制等再度釐清，也傾聽她們對團體的

期待。 

  對話讓我們重新建構了彼此的關係，再度請成員回到身體活動上，二人一組，一

人手拿長枝的蘆葦在地面移動畫出路徑，另一人的身體跟著畫出的路徑移位，一組一

組的出來，學習意識到個人的空間，與他人的空間，不去撞到別人，少女們在移位中

開始專注。 

  各種身體探索，都可做為一種前期的擴展，在這個過程中，學習擴展身體的語彙，

因為每一種動作的探索，都表現出個人身體現有的樣貌，而在領導者的催化下，推動

團體動力的同時，也進一步開展了身體，無論是韻律、節奏、動作質地的可能性。 

 

三、身體經驗到身體記憶階段 

 

  舞動探索身體的經驗，讓青少女們對自己的身體逐漸的感到熟悉，與自我的生活

經驗有了較多的聯繫。時常在某個動作剎那，引發了少女對於自己的過往經驗的連結，

大都是一些情感關係中的影像或事件回憶。當團體走到這時，顯示的是內在層面的心

理感覺包裹在動作內。如果成員的情緒或感覺成熟時，可以和身體記憶對話，引出過

往經驗或負向的情緒等心理素材。此階段領導者的需創造充足的安全感，並與成員之

間有足夠的對話，詢問、回饋或尋求幫助（Shechtman, 2007）。以二名案例說明在身

體經驗到身體記憶的過程。 

 

（一）案例一：情緒舞譜中的自我揭露 

  暖身之後，學習情緒的表達。團體準備了各種情緒圖卡：生氣、快樂、煩惱、期

待、痛苦、開心、無奈、憤恨、煩躁、忌妒、退縮、開放、憂鬱、悲傷、平靜、迴避

等等。學員們各挑自己喜歡的或是與自己相配的感覺，然後做出身體動作表達這個感

覺，體會這個動作帶來的感受。這個體驗讓幾位成員很有感觸，大家感覺自己許多時

候是那樣的充滿了說不出的情緒。團體出現難得的安靜，C 舉手想說自己的感覺。 

C 說：「我覺得有一些圖似乎是在講我自己，我挑的是退縮、悲傷、憤恨、憂鬱

這四張，跟圖片中很像，我真的很想有個地方躲藏起來永遠不要被人發現……，

剛才我躲到窗簾後面，我覺得自己想要永遠在裡面不出來……」，與他同寢室的

成員 E說：「拜託！你不要這樣，我很擔心妳趁我們不注意時拿美工刀偷偷割自

己，然後流血，躺在地上，我每次看到了，其實我很害怕、很擔心……，我好怕

妳就死了」，L說：「上次看到妳昏倒我也是很擔心……，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割

自己了……」，W 說：「我有看一個新聞報導裡面有一位國二女生，那個女生有

自殘的習慣，我看了覺得她跟 C，跟我很像」。W 把手舉給我看，說：「會割一

割啦，但是我都割很淺，不像 C 是那種割很深，血會流一地的。我割腕，因為有

一些難過的感覺，我想把它轉移掉……」。C 回應著：「我跟你不同，我是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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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掉……，因為我討厭自己……我有時想把自己埋葬起來……我對自己感到絕

望……我心情不好就這樣做……我很困難說出這些感覺，甚至也不想跟你們互

動……」（DS00912006-7）  

  這些日子來，我觀察 C 在團體中是沉默、安靜，憂傷總停留在她的臉龐。在團體

中，往往冷漠的看著吵鬧的人，一臉失望。她有技術的不參與團體的胡鬧起鬨，在舞

蹈遊戲、藝術遊戲偶爾參加，她的身體呈現封閉的、防衛的狀態，不接受他人碰觸自

己的身體。 

  割傷自己的行為，利用疼痛的體驗與目賭流血而得到情緒撫慰，這種方式我們難

以想像，然而對那些僅能在一種痛與另一種痛之間選擇的個案而言，傷痛過後留下的

麻木感，的確是減輕痛苦的機制（Levenkron, 1998/2004）。使用更痛的方式來減輕痛

苦，藉一種疼痛來治療另一種疼痛，如此逐漸地會轉向自己內心，遠離他人。嚴重創

傷的影響常常是身體的，受創者會為生理的疼痛所佔據，或對身體麻木、解離，她們

很難把身體感覺轉換為可表達的感受（Wallin, 2007）。跟家園說到 C 多次自我傷害的

情形要特別預防，並且需要長期的心理幫助，她的重覆性的自我傷害（repetitive 

self-harm）與封閉的身體代表著否定自己身體的價值，在團體中能讓她多一些的自我

揭露與同儕之間相互支持，會對她有幫助的。 

 

圖 2  C 畫出層層圈表示自己被困的心情，右下角的小圖為割傷自己的印記， 

寫著「出出落落 慌慌忽忽 投石入海 要哭亦呼 人死而呼」表達自己。 

 

（二）案例二：打鬥少女 

  F不喜歡跟人互動，團體進行時她人雖有參加，但我行我素地將幾個椅子拼一起

躺在上面睡覺，或是在一旁打電玩，她參加團體表示對領導者友善。前陣子她回家鄉

處理家中事務，缺席兩周，今天上樓參加團體讓大家感到很意外。成員坐在大大的彈

力球（bouncing ball）上隨意在空間移動，彈力球是一種動力的（dynamic）移動，在

彈跳中學習控制身體的力度、方向，以及在垂直性的彈跳動作中釋放情緒。F坐在彈

力球上跳來跳去，跳到沙包之處就用手打一下，腳踢一下，這樣打、踢的動作，所創

造出的動感，它總是變化流動的。身體舞動，會搗亂意識的防衛，我們會突然在身體

的鬆動之中想起了什麼，F就是這樣地，突然多話了起來，以下是團體的一段對話： 

「……只要很絕望狀態時，我就完全變成另外一個人，逼到不行了，我就發洩，

開始打人摔東西，完了就沒事了……，如果我壓在心底，放在心內，我會突然的

爆發，爆發完後就沒事了……，有時我看到不爽的人、礙我路的人就打；哼，我

沒那麼好惹。領導者回應：你是說累積太多後，就會出現一個爆點，不一定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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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事件，但你自己會處在一種情緒的邊緣，很想大聲怒吼、很想摔東西大發脾

氣……。 

F的眼睛睜著大大的說：「你怎麼知道我是這樣的人？，我打人是因為情緒很爆，

還有我不想讓別人欺侮我……，有一次有個男生惹了我，我把他打受傷住院……」 

Y問道：「那你打人時不會感到別人的疼痛與受傷嗎?」 

F：身體前傾臉朝向 Y，大聲的說「反正就是暴力劇呀，習慣了就好。」 

Y：身體也向前，不以為然的表情回道「習慣了就好，什麼意思啊？別人就活該

倒楣呀？  」 

F：揮起一隻手臂「要你管，我自己就是這樣長大的呀，我媽也是，我們都習慣了。」

（DL001002027-9）」。 

  領導者此時指出 Y 與 F 身體向前傾，以及愈說愈快與不耐煩的感覺，請他們二

人試試看在身體姿勢及語言上做些調整。Y 將那句「習慣了就好，什麼意思啊？別人

就活該倒楣呀？  」調整為：「習慣了喔，那你一定非常無奈吧? 」F 回她 「什麼無

奈我都要崩潰了……」。 

  F 小時候，父親時常毆打母親，她所見所聞中皆是暴力與傷害，由於肢體暴力是

父母關係裡的一部份，致使其在學習社會角色時，她也模仿了相同的動作。Groves

（1998/2004）認為暴力亦是一種關係，或關係本來就包含著暴力，是以在暴力中長大

的孩子往往以怒吼、威脅的手段達到所想要的，透過拳頭獲取所渴望的。Tolan 與 Guerra

（1994）界定暴力行為是一種嚴重的極端行為，且對另一人做出生理傷害。 F 有行動

力，她的身體內有很強的支配性與竄流之力。竄流之力，給了她信心與能動性，她能

行動，卻不會控制，她能主導卻不了解自己與他人的需要與感覺。在對自己的感覺不

清楚，卻有身體的行動力量，故很容易把衝動直接付諸行動。在今天的團體中，她說

了自己的打人事件，也在回饋中覺察自己衝動易怒的情緒，針對此，在團體中大家學

習釐清「打、踢」的動作與心理感覺之關連，練習把直接有力量的踢打動作，轉換為

緩慢、輕盈的動作，來體會身體可以有不同的面向，同時也修正口語的交流讓關係互

動能有支持。 

  上述二個案例，皆來自失功能的家庭，C 在生理與情感的傷害，或是 F 暴力的行

為，二人都在身體的舞動中引發了潛藏的記憶。Casey（1987）描述身體記憶

（body-memory）是身體記得的方式，將經驗儲存在自身體內。Casey 將身體記憶分為

習慣的身體記憶（habitual body-memory），創傷的身體記憶（traumatic body-memory），

愉悅的身體記憶（erotic body-memory）。習慣的身體記憶，其內容大都與人們的生活

經驗相關，包含人們生活脈絡中日常的重複行動與生活中的身體經驗；創傷性身體記

憶，包含來自創傷經驗時刻的身體感，不管是親身經歷還是目睹，都因其極度的痛苦

而升起負面感覺與想法；愉悅的身體記憶，則為享樂經驗的容器。身體記憶與自我關

係密切，人們過往的生活篇章儲存在身體中成為身體記憶（Pylvänäinen, 2003）。舞動

中引發的身體記憶，經由言說、對話，能夠改寫或重建自我成長之路。 

在身體經驗上的開展意味著創傷或負面的身體記憶，能直接的從身體之處再次學

習。學習重新看待某種面臨的困難或不想經驗的感受，而不再逃避或是否認感覺，切

斷自己的感受。透過身體的表達來改變原先的感受這是舞蹈治療獨特性之所在，及其

能為青少女的行為所創造出的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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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束階段 

 

  結束階段不只是團體結束，而是一個團體歷程的整合及在歷程中的改變（Yalom & 

Leszcz, 2005）。團體中期時，就預告了結束日期。少女們先是沒什麼特別感覺，但還

剩最後一個月時，住在家園的少女開始會特別去黏著老師與助理說東道西的，還會主

動的分享近日學習的街舞，一起跳一段給我們看，這一些跡象顯示著分離的焦慮。最

後一次她們邀請我們提早到家園一起用餐，平時，工作人員將買好的菜放在廚房，她

們分組分配任務，輪班做菜。今天她們全部下廚，每組分配不同的菜、湯、甜點或飲

料，跟我們分享食物。 

    大家一起用餐，就像是一段旅程要結束，少女們拿著茶杯來敬老師。餐後，她們

把餐桌整好，請我們坐下，倒茶給我們。領導者從團體的歷程，開始的狀況到現在，

看到每個人的改變給予回饋，也指出有哪一些個人的特質或改變了什麼？最後請大家

站起來，每人輪流用身體動作表達一個想像的禮物給團體中的夥伴；再一起跳舞，並

對身邊的夥伴們說謝謝，在舞動中結束團體。 

 

伍、反思與討論 

 

  身體經驗引出生活事件的連結，並喚起身體記憶，讓其從身體的面向展開自我的

整理，帶來自我覺察。對青少女而言，與自己的身體經驗連結，表達自己的情感，與

自我對話並與人分享，這些經驗不同於在學校的學習。對比於團體開始時的現象，我

們看到她們開始有能力調節情緒與跟同伴建立友善的關係；此外，可發現在身體層面

的學習提供一個體驗感受自己的空間，由此看到自己有關童年特殊的回憶或是對個人

而言具有重要意義的生命故事。這些心理素材，形成了團體討論與對話的焦點，轉變

成相互之間的交流，這個歷程幫助她們再學習，並展開自我修復。 

回顧整個團體發展的歷程，仍有以下限制。首先，舞蹈治療團體雖具創造性、自

由度，然而這種自由的探索較難建立常規與缺乏秩序。其次，動作元素上的開展，會

依靠領導者的主觀經驗，如有客觀評量工具可資參照將更能協助身體經驗的擴展。當

然，改變並非單一的因素，然在智性的析辯和談話之外，創造性的身體表達能夠協助

青少女在身體的基礎下，產生新的理解和發展心理韌性。 

 由此青少女團體的經驗讓我們理解到，上述所列舉的二位個案所顯現的問題並不

單純，其他個案亦有類似狀況，包含了依附關係、同儕關係、親密關係、自我認同等

發展的重要議題。也因此，對這些青少女來說，自我覺察到自我重新的認同，是一條

漫漫長路。個人以為，以身體經驗出發的舞蹈治療，應在輔導諮商中扮演一定的角色，

以協助這些特殊處遇的青少女。未來如何持續發展創造性取向之舞蹈治療模式，在家

庭、校園、機構等之間作系統性的合作，由此理解她們的難題，協助她們能面對自我。

也是未來相關工作者必須思考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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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reative Approach to Dance Therapy: A Female Adolescent 

Support Group in a Shelter 

Tsung-Chin Lee 

 

Abstract 

Currently in Taiwan, most shelters for adolescent girls in adverse situations are 

usually affiliated with government social welfare institutions that are privately managed. 

These institutions mainly provide life management assistance and administrative 

coordination.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guidance or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re also 

provided, usually through talks and discussions. 

Problems confronting the adolescent girls in shelters include family and relational 

disintegration, and emotional and physical challenges. In view of the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adolescent girls, this study used a creative approach to dance therapy to 

help subjects learn to get in touch directly with their feelings and emotions through body 

experience instead of cognitively as in traditional counseling. 

Creative approaches to dance therapy explore and extend body experience by using 

movement elements. It is assumed that a creative approach to dance therapy would help the 

adolescent girls in the shelters learn about themselves through body experience, enhance 

their body-mind connection, and thus deepen their self-understanding and facilitate their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  expressive-supportive model of therapy was implemented 

in the studied group. Based on the bodily experiences and physical memories of the 

individual subjects, the author hopes to gain insight into the situations confronting the 

adolescent girls in the shelter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tur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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