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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閉症兒童的遊戲介入」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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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結合虛擬實境、互動體感、數位學習、以及無所不在技術等優

點的多媒體數位遊戲技術。嘗試以「自閉症」兒童的遊戲介入治療為例，提

出「數位遊戲治療概念模式」。期許本篇文章能引起數位科技界與遊戲治療學

者與專業從業人員之注意，一方面使數位科技能更深入應用心理治療領域，

二方面為遊戲治療注入一些創新的思維，或許能促成跨界合作與科際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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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導論  

一般人對數位遊戲的刻板印象，以為就是市面上的電玩(如掌上型遊戲機、大

型遊戲機台或電視遊戲機等)，因此「否能應用數位科技於遊戲治療的發展歷程

中？」，本研究在發想這個問題之初，確實接收到許多質疑甚至反對的意見。 

但是本研究所言之數位遊戲並非市面之電玩，而是指結合虛擬實境 (virtual  

reality)、互動體感 (motion- sensitive interactivity)、數位學習 (e-Learning)、以及 

無所不在技術 (ubiquitous) 等優點的多媒體數位遊戲。在上述數位科技的引領下，

本文試圖從數位科技與遊戲治療在概念上進行初步的模合，嘗試提出「數位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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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療概念模式」建構，為了所提的概念模式能夠不模糊失焦，本研究先以「自閉

症」（autism spectrum disorder，簡稱 ASD）兒童的遊戲介入（play intervension）

治療為例，期許本篇文章能引起數位科技界與遊戲治療學者與專業從業人員之注

意，或許一方面使數位科技能更深入應用心理治療領域，二方面也能為遊戲治療

注入一些創新的思維，或許能促成跨界合作與科際整合之美事。  

貳、 數位遊戲的設計概念  

如前所述，本研究所言之數位遊戲是指結合虛擬實境、互動體感、數位學

習、以及無所不在技術等優點的多媒體電腦遊戲，不僅能發揮強大的影音效果、

可隨意切換所要進行的遊戲，讓遊戲者宛如置身其中，也能透過各種網路連線

設備，如利用互動體感技術與遊戲互動，或經由網路 (含無線與 U 化連線技術) 

與他人共同進行遊戲，透過在 3D 虛擬世界中享受各種人際溝通的快感，雖然

這些遊戲目前尚待開發，但相關技術已經成熟，遊戲的問世已指日可待。  

本研究在數位遊戲之設計概念主要是參考 Choi 和 Kim（2004）對線上遊戲

之概念模型，他們認為會讓玩家愛不釋手的數位遊戲，一定是有一種最佳經歷

（optimal experience）的特質吸引住玩家的忠誠度，這種流暢的心理狀態（flow 

state），反映在數位遊戲上就是一種互動（Interaction）的概念（Lewinski, 2000），

應用在數位遊戲的設計，就是一種互動介面的概念（Tidwell, 2005），互動介面

的 

概念可進一步區分為個人互動（personal Interaction）與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兩種（Cummins, 2002）：一、個人互動  

Crawford（1982）與 Clanton（1998）都認為：玩遊戲是一種問題解決的過

程（problem solving process），解決問題的人需要有回饋（feedback，如生命能

量）、 

功能的工具（operator，如一把劍）、以及所需達成的目標（goal，如殺死怪物）。     

Newell 和 Simon（1972）的解難理論（problem-solving theory）認為有許多的

遊戲的設計特性都與個人互動有關，但綜合而言，可以歸為目標、工具以及回饋

等三類主要元素。其中目標指的是玩家與系統互動時所要達成的任務，工具指玩

家用來達成任務所需使用之物件如錢財、武功、器具等，而回饋則是指系統反應

玩家對工具操作之程度，例如，當玩家完成一個任務，系統就會回饋給你較多的

生命能量。  

二、社會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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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tis（1992）認為一個多人可以同時上線的電腦遊戲，應具有「角色扮演」、 

「虛擬社群」、「遠距臨場感」等特性，此外，互動的設計還應加入溝通地方 

（Communication Place）與溝通工具（Communication Tool）兩個特性，前者是指

系統要提供一個虛擬空間，讓玩家與其他玩家可以同時在線上遊戲裡碰面，後者

則是指系統也提供玩家們可以在線上彼此溝通意見的方法，如線上即時對話、線

上聊天室等。  

近年來數位遊戲隨著「虛擬實境」與「知覺使用者介面」的技術導入，呈

現比以往更多元的互動方式與風貌，賦予遊戲者更自然、直覺的人機溝通方式，

讓過去單純的人機『互動娛樂』已擴展到『家庭娛樂、人際娛樂』境界，例如

在國外 Wii 遊戲平台已具備「自創戰術」功能，可讓玩家迅速地創造自己的戰

術，並指揮接球員的奔跑方向，給遊戲者帶來有趣、容易上手且創新的遊戲內

容 (EA PSORTS 2008)。而國內也有學者成功利用遊戲系統將遊戲者手勢動作的

即時影像，透過攝影機擷取後觸發虛擬寵物的反應動作，傳達出情感與動作意

涵，並藉此與虛擬寵物互動與其一同玩樂(李弘郁等，民 97)，其整體互動設計

試圖提供不同於往常的遊戲介面與互動體驗。  

本研究將嘗試將這些技術抽象成數位遊戲設計時的「介面」因素，期望藉由

這些如真似幻的介面，引發遊戲者主動、持續的探索潛藏於虛擬世界中更多的元

素與樂趣，也讓具專業素養的遊戲治療師能體驗到遊戲者具生命力的對話關係。      

目前已有香港城市大學多媒體及互聯網技術創新應用中心的研究人員，與香港藝

術治療師協會共同研究和設計出一種「虛擬情境藝術治療」系統 (註 1)，是一種

應用虛擬實境互動媒體技術於藝術治療的嶄新療法，旨在幫助身體或情緒受虐兒

童的心理治療，該遊戲系統能夠與兒童進行互動，因應他們的動作作出回應，卻

不須兒童穿戴任何感應器或特別的衣物，系統還會把兒童的身體動作和姿勢記錄

下來，並轉化為視像形態和動作，兒童只須配戴立體眼鏡，便可看到虛擬立體物

件及感到自身融入於治療環境，並可操控當中的虛擬物件，透過這些遊戲，治療

師會鼓勵兒童宣洩恐懼、憤怒和焦慮，繼而建立自信心，坦然接受自己和對未來

的正面感受。  

綜而言之，本研究認為要將目前的數位遊戲技術融入遊戲治療之中，工具、

回饋、目標、溝通以及介面等概念，是不可或缺的設計因子。  

參、 遊戲介入自閉症兒童治療  

著名的發展學家 Erickson 曾說：「遊戲」是孩童的職業，玩具則是他們的工

具」，這句話道盡了遊戲在孩童生命發展過程中那不可或缺的重要性。因此當孩童

的生命發展遇見困境、損傷時，用遊戲的方式進行理解、協助與治療將會是自然

又有效的方法。因此，遊戲治療自從發展至今，其分工與效果已卓然有成（Kenny 

& Winick, 2000），舉凡父母離異、性別認同混淆、攻擊行為、強迫行為、學習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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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發展遲緩、肢體不全、自閉症…之孩童困擾，皆已有遊戲治療方法介入之研

究報告產出。  

誠如導論所言，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想嘗試建構「數位遊戲治療概念模式」，為

了所提的概念模式能夠不模糊失焦，本研究是以自閉症兒童的遊戲介入為例，來

進行概念模式的建構。  

自閉症是一種廣泛性發展障礙，生理與心理的方面的研究至今尚無法完全

揭開其神祕面紗，故關於 ASD 兒童的遊戲介入，文獻上雖有許多不同的研究者

提出各式各樣的介入目標，但由於自閉症的成因不明，因此在早期介入上是一

個重大的挑戰 (楊宗仁，民 96)。ASD 兒童的主要缺陷（impairments）乃表現在

他們很難主動參與遊戲，並持續地與人互動（Wolfberg & Schuler, 1993）。綜合

過去嘗試以遊戲介入改善 ASD 兒童的狀況，主要有兩種主要的遊戲取向：一、

行為取向的遊戲（behavioral play）  

    行為取向的遊戲強調以比較結構性的任務，以重複且結構清楚的學習方法試圖

改變 ASD 兒童的表面行為，這些遊戲又有以下常見的四種分類（Mastrangelo,  

2009）：  

（一）應用行為分析（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亦即訓練 ASD 兒童對某些字詞

或物件（object）有配對的行為反應，看到父母要停下來微笑（甚至擁

抱）。  

（二）分離嘗試訓練（discrete trail training）：此類遊戲治療的設計是把一個複雜

的技巧，拆解成數個連續性的小技巧，透過多次重複的教導與嘗試，使 

ASD 兒童學會此一複雜的技術。  

（三）重要反應訓練（pivotal response training）：這類遊戲治療的訓練重點在於想

增加 ASD 兒童選擇、嘗試、輪流與分散注意力在不同的遊戲工作中，以

確保 ASD 兒童的語言、遊戲技巧與社會行為是有所增進的。  

（四）相互模仿訓練（reciprocal imitation training）：這類遊戲旨在透過假扮遊戲 

（pretent play）訓練 ASD 兒童與治療師（或老師、或其他兒童）模仿彼此

的語言與行為，並且期許 ASD 兒童能將此模仿能力轉移到期它新的互動

情境之中。  

    Greenspan 和 Wieder (2006) 指出：許多相關的研究發現 ASD 兒童接受行為取向

遊戲治療的孩子，只在課業能力上有普通程度的改善，但是在情緒與社交能力上

只有少許的進展，甚至是毫無進展。  

二、發展取向的遊戲（developmental play）  

    發展取向的遊戲治療認為遊戲應該是一種吸收式的經驗（incorporate  

experience），在充滿愉悅與玩樂的互動中，自然的提升 ASD 兒童的分享注意力  

( shared attention )、假扮遊戲、加入（initiation）與反應、溝通等能力。  

國際著名的兒童精神科醫師 Stanley Greenspan 經過二十多年的研究，與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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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伙伴發展出的一套 DIR (Developmental Individual-Difference Relationship-Based) 
遊戲介入治療方案，著名的「地板時間」（floor-time play）治療法就是該方案的

一部份。DIR 取向是以「發展、個別差異與關係基礎」等元素結構而成的遊戲治

療，目的在檢視兒童的「功能發展能力」（functional developmental capacities），
其中：  

（一）D (Developmental) 是指發展的能力，出現在兒童早年，包括分享注意力、

互動的往來、約定、問題解決、創新遊戲的點子、抽象思考…等。  

（二）I (Individual difference) 是指在感官動作歷程與調節（如聽覺、視覺、空間

處理能力…等）的個別差異。  

（三）R(Relationship-based)是指透過情感、社會與認知能力的培養、練習與提升

而產生的互動，是當時環境與關係所必須的互動。  

在上述三個基本觀點之下，DIR 取向進一步將 ASD 兒童的遊戲介入分成六個

階段性的發展層次，分別為：階段一：自律與共同注意，加強自我調節能力和對

外在環境產生興趣；階段二：約定與關係建立，透過人際關係的建立，產生依附

及共同參予的感覺；階段三：有目的的雙向溝通，發展有意識的雙向溝通，促進

有目標的情緒互動；階段四：為解決問題而溝通，為解決問題而產生的複雜溝

通；階段五：創造與精緻概念，創造並推敲符號概念；  

階段六：在概念之間建立橋樑，為符號概念之間建立橋樑，以促進邏輯思考能

力，建立想法間的聯結。  

兒童在發展的過程中，與生理因素、父母教養方式、社會文化和環境等因素

都相互關連，當兒童的感官系統協調失常、行動策畫或情感建立有困難時，就會

出現發展上的障礙，使用該方案可促進 ASD 兒童之情緒、語言、社會互動能力，

以及減少重複固定行為 (Greenspan & Wieder, 1997, 1998, 2003)。  

綜合 ASD 兒童的行為與發展兩大遊戲治療取向，Mastrangelo（2009）認為當

今兒童遊戲治療的當務之急，就是融合兩大治療取向之優點，發展出「發展的行

為遊戲治療法」，既能顧慮到 ASD 兒童發展上的個別差異與發展社會關係互動上

的需要，又能使 ASD 兒童透過重複且結構清楚的學習方法，獲得行為效果的證

據。本研究認為，要發展針對 ASD 兒童「發展的行為遊戲治療法」，此時融合進

數位遊戲科技，是一個極有發展潛力的趨勢，透過數位科技已具有之虛擬實境、

互動體感、數位學習、以及無所不在的技術，針對 ASD 兒童的遊戲治療，可以不

必侷限在遊戲治療室中，更可以將最有經驗的治療師的智慧結晶融合進數位遊戲

的技術之中，讓 ASD 兒童隨時隨地都可以在遊戲治療的情境之中。  

肆、自閉症兒童遊戲治療的遊戲類型  

在探究數位遊戲科技的設計因子與 ASD 兒童遊戲治療的發展取向之後，我們

需要進一步探討可以結合數位遊戲與 ASD 兒童遊戲治療二者之遊戲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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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為了能從遊戲的角度切入，更精準的瞭解 ASD 兒童在不同治療階段中

所欲達成的認知與心理狀態，本文特別整理〈表 1〉，以扼要的突顯出在不同治療

階段中，所應用之遊戲必須掌握的要領與特徵。  

〈表 1〉自閉症兒童地板時間法 遊戲治療的六大階段運用遊戲舉隅  

治療的六大階段  目的   適用遊戲舉隅  

階段一：自律與

共同注意  

加強分享式注意力

及調節能力，觀察

聽、看、嗅、摸及

動作的獨特模式。 

 「看一看、聽一聽」：面對面以臉部表情 

（如笑容）吸引孩子注意力。  

 「安撫我」：以緩和的搖擺節奏讓疲累、

焦躁的孩子放鬆。  

階段二：約定與

關係建立  

加強參與與建立關

係。  

 「請你跟我這樣做」：以聲音和有節奏的

肢體動作，邀請孩子一起配合。  

 「成為玩具一部分」：如把孩子最喜歡的

積木放在自己頭上，並做出好玩的表

情，帶給樂趣及親密感。  

階段三：  

有目的的雙向溝

通  

促進有目標的情緒

互動。  

 「拍拍手舞蹈」：若孩子興奮地拍手，可

利用此動作為基礎，進行互動式「拍

手」的跳舞動作。  

 「猜猜看有什麼」：刻意隱藏令人好奇的

東西在手裡，激發孩子想打開的嘗試，

以進行互動的溝通循環。  

階段四：  

為解決問題而溝

通  

促進共享的問題解

決。  

 「移開絆腳石」：以孩子喜歡的各種玩

具，製造出問題，讓他透過協助下才能

解決與玩具有關的問題。  

 「模仿遊戲」：模仿孩子的聲音、動作、

表情，誘使他反向模仿，再有目標地加

入字彙於遊戲中。  

階段五：創造與

精緻概念  

強化孩子形成、表

達、運用各種想法

的能力，將想法與

情感及行動結合。 

 「一起來聊聊天」：以孩子的興趣為主

題，使用能夠運用的單字或片語，將孩

子的單字反應引導較長的聊天內容。  

 「假扮遊戲」：先協助孩子扮演熟悉的互

動情境，配合曲折情節誘使他加入，加

上誇張表演，可將角色轉換成旁白或播

報員摘要劇情，並鼓勵孩子繼續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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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六：  

在概念之間建立

橋樑  

促進邏輯思考能

力，建立想法間的

聯結。  

 「導演遊戲」：玩假扮遊戲時，促進孩子

主動變換劇情或新故事的對白，引導孩

子增加故事情節的複雜度。  

 「為什麼是我」：在孩子提出要求時，用

溫和的口氣回應「為什麼是我？」視孩

子給出多少理由再做出妥協。  

資料來源：摘自劉瓊英譯(2007) 自閉兒教養寶典，台北：久周文化 73~79 頁  

  

誠如 DIR 取向認為，對 ASD 兒童施予遊戲治療需要掌握幾個重點：一是

ASD 兒童的遊戲治療必須是一連串持續不斷雙向互動及溝通過程中的一部份；二

是 

ASD 兒童的遊戲治療；三是 ASD 兒童的遊戲治療需涉及孩子的情緒，不管是自

然而生，或回應外來的要求；四是 ASD 兒童的遊戲治療必須依照孩子個別的訊

息處理能力而量身打造；五是 ASD 兒童的遊戲治療必須調整配合孩子目前的發

展層次 

（Greenspan & Wieder , 2006）。  

在上述的諸多重點中的第五項，特別強調 ASD 兒童的遊戲治療必須配合孩子

的發展層次，特別是指是指孩子的認知發展層次，因為學習與認知是關係密切

的。而關於認知發展層次，發展心理學家 Piaget 建構的認知發展理論，主張每個

人從嬰兒到成人必然經過這四個不會改變、秩序井然的過程，這四個階段包括：

感覺動作期（0-2 歲） 前運斯期（2-7 歲） 具體運思期（7-11 歲） 形式運思期

（11 歲以上）。  

如果根據 Piaget 的認知發展理論的四個發展階段，本研究認為可以設計出這

四大類型的遊戲來評估與強化兒童在該認知發展階段，這四類遊戲分別是：一、

功能性遊戲 (functional play)  

功能性遊戲主要是針對感覺運動期孩童發展所運用的遊戲，所欲建立的基礎

是對肌肉活動以及想要活動的需要反應。功能性遊戲具有重複性、操作性以及自

我模仿性等特點。皮亞傑曾如此描述功能性遊戲（他也將其稱之為「實踐遊戲」

或「練習遊戲」）：「兒童遲早(甚至經常在學習期間)會因為『抓握』的快樂而去

『抓握』，因為『擺弄』的快樂而去『擺弄』(一個懸掛的物品)…。總的說來，他

不是通過進一步學習與調查的努力來重複他的行為，而僅僅是一種『抓住』它並

且炫耀自己征服現實的能力。」  

功能性遊戲可以激發兒童去探索環境，與身體的關係。年幼的兒童特別會因

為愉悅而喜歡重複某種運動。兒童會因為發揮自己身體上的功能而帶來的喜悅，

使他們參與在感性印象之中。  

二、符號性遊戲 (symbolic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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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性遊戲皮亞傑也稱之為「讓我們假裝」的遊戲。在這個階段，兒童通過

多種方式自由地展示他們的創造性、身體能力以及社會意識。當兒童假稱一個物

體是另一個物體時符號性遊戲也就發生，一個大木塊是一輛小汽車，當然，也可

能假裝成另一個人---媽媽、爸爸或者保母。當兒童越來越大時，他們對符號性遊

戲也會變得更加精細與投入。  

三、規則性遊戲 (playing games with rules)  

適合第三個認知發展階段的遊戲，是讓兒童學習在規則允許的範圍內開展遊

戲，並且根據規則來調整自己的行為。他們能夠制定和遵循社會協定。規則性遊

戲在一般孩子的童年中期與成人時期都是非常普遍的。  

四、建設性的遊戲 (constructive play)  

皮亞傑認為第四個認知發展階段的遊戲必須建立在從「規則性遊戲」的基礎

之上，反映兒童對問題與他們創造性行為的適應。建設性遊戲的特色是，兒童參

與遊戲活動來建構他們對週遭世界的知識。他們先操作這些遊戲材料，然後使用

這些材料來創造和建造事物（用沙子做的城堡、用木塊搭建的房子、雜貨店），並

使用事物的結合來做各種創作的實驗。  

伍、自閉症遊戲治療結合數位遊戲科技的概念模式建構  

    在前述的探索中，我們一方面理解 ASD 兒童在不同階段之遊戲治療的遊戲特

色，另一方面也瞭解皮亞傑對一般兒童的認知發展階段的特徵的描述。  

    一般的研究皆肯定皮亞傑所提的兒童認知發展階段具有普遍性，即使針對 ASD 

兒童亦然。例如：楊惠(民 91)的研究就發現對高功能自閉症的兒童而言，他們在

想像與象徵遊戲的能力表現上，與正常發展的兒童之間沒有顯著的差異存在，又

因為如果以皮亞傑認知發展理論的不同階段，來設計兒童所適用的遊戲，會較易

掌握該認知階段遊戲的本質特徵。因此本文主張以皮亞傑的四大認知發展階段之

遊戲類型，並且考量 ASD 兒童普遍具有的注意力問題，而加上注意力訓練的遊

戲，建構出一個發展「自閉症兒童數位遊戲治療」的概念模式(參見〈圖 1〉)。 

為了進一步闡述此一概念模式，以下將分兩部份描述之：一、遊戲治療目標與遊

戲類型間的對應關係  

(一) 自律與共同注意力的建立：此階段的遊戲治療目的在於使 ASD 兒童能與他人

同步的注意週遭環境的新事物，並獲得自律與自我調節的能力，因此本文認

為此階段的遊戲治療應著重在注意力遊戲與規則性遊戲的設計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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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人約定及關係的建立：此階段的遊戲治療目的在於讓 ASD 兒童能夠增加社

會互動的參與，並能夠與人建立關係。功能性遊戲主要性是讓兒童透過肢體

的操作獲得成就感；符號性遊戲是一種「假扮的遊戲」(pretend play)，也是經

常被應用於 ASD 兒童的一種遊戲類型(Hess, 2006)，在這種遊戲中，可幫助孩

子探索社會角色與規則(Casby, 2003)；此外，規則性遊戲也可透過遊戲中隱藏

的規則而訓練孩童遵循社會協定。因此本文認為針對 ASD 兒童此階段的能力

培養，應著重於功能性、符號性以及規則性遊戲的設計與應用。  

(三) 有目的的雙向溝通階段：這個階段的主要目標是要幫助 ASD 兒童能夠為了達

成某些目的，而主動與週遭的人物溝通。因此本文認為符號性遊戲、規則性

遊戲皆適合使用於本階段之中。  

(四) 為解決問題而溝通階段：這個階段的主要目的是想要建立 ASD 兒童為解決問

題而主動溝通的能力與習慣，因此規則性遊戲是特別適合設計來訓練這些孩

子循著某些規則解決難題。當然這些規則也可以包括孩子要主動與人溝通，

遊戲中的難題才得以解決。  

(五) 創造與精緻化概念的訓練階段：這個階段對 ASD 兒童的訓練重點在於強化孩

子形成、表達並運用各種想法的能力，因此除了符號性遊戲、規則性遊戲很

適合運用之外，本文認為強調「讓兒童主動建構知識」的建設性遊戲，在這

個階段中也開始有其重要性，因為孩子在這類的遊戲中將有機會運用已經習

得的概念於遊戲情境中。  

(六) 在概念間建立橋樑的階段：這是一個試圖促進 ASD 兒童習得邏輯思考能力

的階段，本為認為透過符號性遊戲（讓孩子從假扮遊戲中建立角色間的關

係）與建設性遊戲（讓孩子主動建構周遭世界的認識）皆能夠不斷強化與促

進 

ASD 兒童的邏輯思辨能力。  

二、 遊戲類型與數位遊戲類型設計因子的對應關係  

(一) 注意力遊戲：本類型主要目的是吸引孩子注意力、安撫孩子不安的情緒，將

「遊戲是有趣的」的概念知識存入遊戲者的記憶中，所以設計概念會考慮利

用多媒體的聲光效果、娛樂成份及創意設計，激發遊戲者之外在動機與加深

遊戲者的印象(陳怡靜&計惠卿, 民 87)，因此在設計上本類型的遊戲，主要

會注重遊戲設計的「回饋」與「介面」兩個設計概念上。遊戲中會用「介

面」模擬一些簡單的操作工具(如芭比娃娃、積木、出氣棒、戲偶、沙盤、藝

術品等)，使其容易表達內心的情緒與心境，使用「回饋」是想借由產生一些

遊戲者有興趣的動畫、音樂或聲光效果，激發 ASD 兒童更多投入遊戲之

中。  

(二) 功能性遊戲： 本類型的遊戲主要目的是要訓練 ASD 兒童的感覺統合能力，

但因為考量 ASD 兒童的學習能力以及才剛經歷過前面注意力遊戲的階段，

所以設計概念會考慮利用各種不同的玩具讓遊戲者使用，並利用大螢幕的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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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效果，反應遊戲者的動作。所以本類型遊戲的設計重點會放在「工具」與

「回饋」兩個遊戲設計的設計概念上。其中此類遊戲的「回饋」就不是注意

力遊戲所重視的聲光效果，而是系統對遊戲者的回應。在遊戲的剛開始先從

多種單一動作玩法的遊戲時，例如按鍵盤中的某個鍵，系統就會回應某個音

符，之後，再進步到兩個以上步驟但玩法固定的遊戲。例如打小蜜蜂、小精

靈、賽車、簡易拼圖等需要多個步驟，但玩法固定的遊戲。之後也可以因材

施教訓練他們玩多個步驟，但玩法不固定的遊戲；例如教他們玩乒乓球對

打、演奏樂器等遊戲。  

(三) 符號性遊戲：本類型遊戲主要目的是學習類比的能力，當兒童在遊戲中假稱

一個物體是另一個物體時，符號性遊戲也就發生，因此，這個階段數位遊戲

的設計概念主要考量「介面」與「通訊」。利用「介面」模擬各種類比遊戲

的環境或腳本，例如小紅帽、三隻小豬、結婚、辦家家酒等兒童非常熟悉的

遊戲，遊戲治療師或家長也可利用「通訊」功能，從旁用旁白、圖畫書或故

事書內容等協助兒童了解故事發展。待例行性腳本的遊戲訓練好後，再逐漸

鼓勵兒童玩各種想像性的遊戲，此時可選擇較有想像空間的遊戲，例如角色

扮演、自由排列、畫圖等。規則性遊戲：這個類型遊戲的主要目的是，遊戲

者需要學習在規則允許的範圍內開展遊戲，並且根據規則相應地調整自己的

行為，使他們能夠制定和遵循社會協定。帶有規則的遊戲在童年中期與成人

時期非常普遍。但由於規則性遊戲的定義不明，而缺少相關文獻探討。以作

者的輔導經驗，大多數只要有人帶領、重覆玩幾次後，就能遵守簡單的遊戲

規則，例如聽到音樂停了就坐椅子或不能動，故本研究認為這個階段數位遊

戲的設計上重點應放在創造各種不同虛擬環境，例如利用「介面」模擬上課

環境，要能夠聽懂班長的口令(設計目標)，跟所有同學一起起立向老師問

好，或是模擬大買場的環境，遊戲者要學習買東西要付費的規則(設計目標)

等。  

(四) 建設性的遊戲：皮亞傑認為這個類型的遊戲是從「規則性遊戲」發展而來，

反映了兒童對問題與他們創造性行為的適應。遊戲活動主要目的是讓兒童來

建構他們關於世界的知識，所以剛開始可以像規則性遊戲一樣，利用遊戲中

的工具來建造自己的想像中的世界（例如用積木堆成一個城市、用遊戲中的

物件跟遊戲中的另一個朋友溝通），甚至可以利用遊戲中的環境，設計另外

一個遊戲請自己的好朋友來玩。本研究認為這類型的數位遊戲設計涵蓋所有

的設計因子，甚至必須視孩童的個別需求，動態調整遊戲的結構，以儘量滿

足遊戲者創造力的需求或想像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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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數位遊戲治療概念模式圖  

陸、本文的限制與建議  

有關 ASD 兒童遊戲治療的理論與實務的論述雖然不少，但卻少有學者提到運

用數位科技的力量來造福這些兒童。本文有鑒於數位影音、體感互動、3D 虛擬實

境、無所不在等數位技術的成熟，對協助心理治療師利用遊戲介入治療、類化到

自然情境以及改善 ASD 兒童，甚至是各種領域發展遲緩的情形，應有相當大的貢

獻與影響力，故提出數位遊戲治療概念模型建構的研究的想法，嘗試將遊戲治療

概念與相關理論，透過遊戲治療的目標與遊戲類型，融入數位遊戲設計中，除能

夠對未來具有教育或治療目標的數位遊戲有更清楚的設計思維，讓遊戲者可以在

邊玩邊學的過程中領悟到知識外，也期望能讓遊戲者在與遊戲互動過程中達到心

理治療的功能。  

但是畢竟這個數位遊戲治療概念模型目前只是一個想法，尚未有實際的作品

問世，本文作者希望未來能有學者、遊戲治療師，以及數位遊戲的業者能結集成

群，從學術、技術與創意三方面通力合作，將具實務療效的遊戲治療理論融入數

位遊戲的設計，以突破遊戲治療現存的時空限制的困境。本文所題的概念若付諸

實現，相信將對所有有廣泛發展障礙的兒童、家人或是心理治療師都會是一大福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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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digital play therapy model by integrating 

multimedia game technologies, e.g. virtual reality, motion-sensitive interactivity, e-

learning, and ubiquitous technology, into the study of play intervention on infant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 The researcher hopes this article will captivate the 

interests of professional practitioners and scholars of play therapy as well as the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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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e industry, so as to deepen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play 

therapy and to inject new creative ideas into the field of play therapy in the hopes of 

promoting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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