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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故事學親職：繪本於讀書治療親職團體的實務運用
洪倩婷

洪雅鳳*

摘要
讀書治療能鼓勵廣泛之討論，在閱讀和討論的過程中使當事人自我覺察和抒
發情感。將其應用於親職團體，可提供父母一個和同儕父母親交流、溝通的機會，
在討論過程中，亦有助於思考自身的教養問題，產生不同的認知態度和行為方式。
國內有關使用互動式讀書治療團體的研究，多以國中小學生為對象進行，研
究者針對國小學童父母設計和進行讀書治療親職成長團體方案。團體前，閱讀和
蒐集相關文獻、選擇閱讀材料、考量成員需求和實施方式、討論讀書治療的心理
歷程和療效因子等。團體中，觀察成員是否隨著討論進入讀書治療心理歷程。本
文探討了上述內容，並列舉一個團體方案實例，最後並分享實際帶領團體的心得
與發現，提供給有志於運用繪本來進行讀書治療親職團體的輔導人員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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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個老師，承擔著教養子女的責任和義務。一般而言，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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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教孩子時，常以自身的觀點來解讀自己管教孩子的方式，與孩子缺乏溝通；
再者，坊間教養書籍多偏重子女問題和學習教養方式，未考慮到書中談及的教養
方式與孩子的適配性。就研究者與學童父母近距離接觸的經驗而言，多數的家長
習慣會在遇到親子相處的問題時，直接找學校教師溝通，或是和同儕家長商量，
尋求解決之道，但未接受過相關親職技能訓練的家長或教師無法提供較積極且有
效的教養技能給予家長；而態度積極的父母則會參與親職講座、讀書會、父母效
能訓練或親職團體，試圖解決遭遇到的親子困擾。國內已發展許多親職教育訓練
方式，其中，以小團體輔導進行的方式效果最為有效且被推崇（林家興，2010）。
父母參與親職團體不僅能促進親職知能的成長，長期來看，也能增進親子關係，
改善兒童的問題行為。
讀書治療是一般教師或輔導人員利用圖書當媒介，激發當事人產生新的認知
態度和行為，以解決問題的心理治療方法（王萬清，1999）。讀書治療的優點是
不但具有認知方面的目標，能鼓勵廣泛的討論，使當事人更能認識自己，也能促
進其情感表達（林烘煜、唐淑華，2008; Katherine, Theresa, & Jennifer, 2006）。
在過去，讀書治療多運用於兒童及青少年，不過近年來有不少以成人為處遇對象
的研究，例如針對受刑人的社會化態度(Burt, 1972)、恐慌發作(Febbraro, 2005)、
精神分裂症(Latino, 2003)、性偏差行為(Sbraga, 2002)、癌症的因應(Warner,
2000)、慢性病人之戒菸動機(Wells, 2002)、輕度及中度的壓力與焦慮(Reeves &
Stace, 2005)，以及憂鬱症(Bilich, Deane, Phipps, Barisic & Gould, 2008; Choi &
Morrow-Howell, 2007; Floyd, 2003; Floyd, Scogin, McKendree-Smith, Floyd, &
Rokke, 2004; Liu et al., 2009; McKendree-Smith, 2000; McNaughton, 2009; Stump,
2003)、酒精依賴、自我傷害、社交技巧（引自 Fanner & Urquhart, 2008）等生心
理健康問題的處遇，其中尤其以老年憂鬱症治療的相關研究為最多，且已發現有
顯著的效果(Cuijpers, Van Straten, & Smit, 2006)，這其中有以讀書治療做為單獨
處遇的模式，也有將讀書治療當成輔助治療的模式，不過不論是那一種模式都說
明了讀書治療對於成人的各種認知、態度、情緒或行為的改變有一定的成效。
Henry (1981) 就曾整理五種親職訓練的模式，其中包含行為取向、阿德勒取向、
人際溝通取向、父母親教育取向以及讀書治療取向等五種模式，只是後續少有研
究將讀書治療運用於親職訓練，Forehand、Merchant、Long 和 Garai (2010) 探討
讀書治療的效果，研究中讓父母自行閱讀「教養剛毅小孩」（Parenting the
Strong-Willed Child）這本書，發現有顯著效果，參與讀書治療的父母其小孩的問
題行為減少。運用讀書治療取向來進行團體的親職訓練，不僅能讓參與的父母在
團體中扮演更主動的角色，在閱讀適當的文學作品後參與討論，也能在團體中彼
此交流經驗和意見，並在團體中獲得安慰與支持；而在相互幫忙、提供解決對策
之中，亦獲得自信的提升，進而改善孩子的行為（徐韻、田燕、賈利軍，2007），
因此，採用讀書治療的模式應用於親職團體，可提供父母一個和同儕父母親交
流、溝通的機會，在討論的過程中，亦有助於思考自身的教養問題，產生不同的
認知態度和行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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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Harper (2010) 在文獻回顧中指出讀書治療的效果有許多中介變項，
包含當事人的問題類型、要考驗的依變項類型、當事人與治療師接觸的量等，而
其他如參與者人格特質、催化者技巧、互動歷程、順從性、參與者的參與和閱讀
理解能力等，皆會影響讀書治療的效果；尤其是參與者的動機，以及是否應用自
助的書本(Frude, 2005)。因此在運用讀書治療模式做介入時要考量上述諸多因
素。第一作者服務於東部某部落小學，在教學過程中深感學生家長對親職教育的
需求，但因學生家長的教育背景普遍較低落，為了能易於閱讀同時降低對閱讀的
抗拒，曾於 99 年 6 月以台東縣某國小 12 名學童父母為研究對象，採實驗組－控
制組前後測設計，實驗組成員進行為期 6 次（每次 3.5 小時）的團體聚會，主要
是運用繪本來進行讀書治療取向的親職團體，本文將探討讀書治療應用於親職團
體的實施方式和閱讀材料的選擇，其次說明讀書治療的心理歷程及療效因子，最
後再提供一個實例說明讀書治療親職團體方案的設計與實務應用的心得與發現。
貳、應用繪本於讀書治療親職團體的考量
進行讀書治療親職團體之前，必須先做好準備。若以國小學童父母為團體成
員對象，國小學童父母的年齡、興趣、心理需求、治療目標、經驗、注意力幅度、
閱讀理解層次和認知能力，以及選擇適用的媒介材料（王萬清，1999；施常花，
1988；Pardeck & Pardeck, 1985），都必須仔細考慮。進行團體之前，應先熟悉
讀書治療的實施方式，並了解如何選擇讀書治療的閱讀材料，茲分述如下。
一、讀書治療的實施方式
關於讀書治療的實施方式，學者提出不同的階段與進行步驟，筆者整理王萬
清（1999）與 Prater、Johnstun、Dyches 和 Johnstun (2006) 的觀點將步驟敘述如
下：
（一）準備階段：包含建立信任關係、瞭解當事人的需要和外部資源、決定次數
及目標、選擇適切媒介材料，討論活動設計、規劃時間和場地。
（二）實施階段：包含確立帶領者和父母的責任、設計讀書治療活動（包含暖身
活動、介紹書籍、閱讀或傾聽故事、討論、延伸活動和結束）。
（三）評鑑階段：在於當事人問題是否獲得解決、是否能因應當事人的需求、是
否擁有因應其他新問題的能力、讀書治療計劃及其實施是否符合倫理。
二、讀書治療閱讀材料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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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的選擇閱讀材料是必要的，多篇的文獻中均描述了此點的重要性（王萬
清，1999；Forgan, 2002; James, 2002）。Pardeck和Pardeck (1985) 認為在選擇閱
讀材料時，也要將父母的興趣和閱讀能力納入考量。總體而言，閱讀材料選擇的
原則有幾項：1.必須符合父母的認知能力、背景、個別需求和問題；2.符合普遍
性、易理解、正面的主題、淺顯易懂的文字等文學特質；3.能讓父母激起情緒感
覺反應，能抒發情感，並獲得問題之解決（王萬清，1999；施常花，1988）。一
般在父母的親職團體中被建議的閱讀材料，多是坊間已出版的教養書籍，選擇書
籍的主要目標是增加父母對孩子的了解與支持，例如相關研究會提供不同主題的
書單，包含了解父母離異之孩子處境的書單 (Woodman, 1993)、處理過動小孩的
行為取向技巧的書單 (Long, Rickert, & Ashcraft, 1993)、提供對焦慮症孩子了解
的書單 (Rapee, Abbott, & Lyneham, 2006)、提供父母親有關教養及生活危機的書
單 (Anstett, & Poole, 1983)、提供針對不同氣質孩子及難教養小孩的書單
(Mettetal, 1996)、針對不同年齡層孩子的父母之教養書籍 (Holcomb, Shearer, &
Thro, 1982)。不過這些文獻中建議的書單多是直接闡述特定問題行為孩子的相關
理論及處理技巧，對於教育背景較低落的父母親而言，整本的文字及概念恐怕難
吸引其投入閱讀，同時其理解成效也可能很有限。
Picture Books被稱為「繪本」或「圖畫書」。在訴求對象方面，較普遍以3
至7歲幼兒為主，但近年來有分別向上或向下延伸的趨勢；在使用名稱時不需再
加上幼兒、兒童，因其名稱已寓含有讀者對象的意義在內（洪文瓊，2004）。蔡
宛珊（2005）發現圖畫書不僅可以滿足成人情緒的需求，對成人也具有治療的效
果；它的文本意義組合方式比純文字或純圖像的書都更多元。隨著年齡的增長，
柳田邦男（2004/2006）認為人們更能深刻的玩味繪本的內容、透析繪本層次。
國內學者林敏宜（2007）將繪本主題領域區分為：探索自我、需求友情、關懷弱
勢、家庭問題、兩性問題、生態科技問題等，參與研究的團體成員是國小學童的
父母，團體目標在增進其親職功能，則團體探討的面向可以聚焦在教養態度、親
子關係和親子溝通，因此，探索自我、體驗親情和家庭問題等主題的繪本可做為
閱讀材料的選擇。
繪本故事有其功能和特色存在，陳美姿（2000）談到繪本的三個功能：1.
社會化：認同書中的主角和情境，並且連結自身的生活環境和經驗；2.娛樂：將
自己化身於各種角色，有助於語文、認知及價值觀的發展與培養中達到教育和娛
樂的功能；3.性情陶冶：用故事情節代替訓誡教訓，以慈祥擁抱的親密態度取代
道貌岸然的冷峻。筆者除了希望運用繪本的三種功能來觸動國小學童父母的情緒
和想法，並且能達到讀書治療中談到的功能。繪本故事在細節處表達不詳盡且含
意含糊的特性，也可以促使當事人將自己的經驗和創造力加入故事中，具投射的
功能，可以協助帶領者對當事人的問題有更清楚的認識與了解（范美珠，1986）。
透過繪本的故事內容穿針引線，可使父母進而認同故事人物角色和關注自身
問題，當其能運用自己的方式來陳述問題時，頓悟便能產生。若從閱讀中獲得靈
感或刺激，會使讀者獲得動力，設定步驟去解決自身的困境 (Cohen, 1992)，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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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自我問題的解決策略；此與劉志如、洪雅鳳（2005）談到故事和人的關係中「當
事人要決定怎麼說最有價值、故事可以做為治療和評估的工具」的說法是一致
的。研究者希望使國小學童父母能認同故事的人物角色，進而關注自身的問題，
運用自己的方式來陳述問題，並進一步醞釀解決問題的動機，這將有助於父母發
展自我問題的解決策略。
因此，團體帶領者以「繪本」為讀書治療的閱讀材料，透過選擇適當的繪本
閱讀材料，設計符合團體目標的讀書治療方案，帶領國小學童父母討論。
參、讀書治療的心理歷程與團體的療效因子
一、讀書治療的心理歷程
讀書治療是讀者與文學作品產生交互作用的心理歷程。王萬清（1999）綜合
多位專家學者對讀書治療心理歷程的闡述，提出了六個階段十五項反應的讀書治
療歷程，分別是：
1.投入：讀者「專注」於作品內容，「關心」作品所傳遞的訊息和角色表現。
2.認同：對閱讀材料中的人物、事件和背景產生「認知」，「理解」與自身
類似的經驗和感受，形成「情感聯結」。
3.投射：以自己主觀的經驗、情感和智慧，「解釋」讀物中角色的想法，「參
與」書中人物提供問題解決的策略和行動。
4.淨化：用主角的立場去「分享感受」書中人物喜怒哀樂的人際關係、情感
經驗後，再回到現實世界，「省察」反應及其影響，「釋放」壓抑的情緒。
5.領悟：「比較」自己和書中人物解決問題的過程，「學習」重新認識自己
的問題，「調適」自己的態度、動機需求及感受，「發現」可用的解決方
法，而重新「建構」新觀念。
6.應用：將自己的領悟「實踐」到日常生活中，「模擬預演」新的情境和行
為反應，最後在真實情境付諸實踐。
讀書治療親職團體的領導者，若能帶領國小學童父母進入六階段的心理歷
程，讀書治療的功能便能彰顯出來。筆者整理多位學者的看法（王萬清，1999；
施常花，1988；Cornett & Cornett, 1980; Gladding & Gladding, 1991; Pardeck,
1995），將讀書治療的功能列出有：1.對人類的行為和動機提供洞察，使得讀者
了解問題的普遍性；2.提供讀者特殊經驗或情境的洞察，協助讀者釋放情緒、心
理的壓力與發展新的興趣；3.使讀者知道問題解決方式不只一種，可根據自己的
需要做選擇；4.讓讀者有機會對問題做全面性的了解，並鼓勵讀者在採取行動之
前先擬好計劃；5.幫助讀者了解他們並不是唯一遇到這個問題的人，別人跟自己
也有著同樣的問題。是故，以讀書治療方式進行親職團體時，國小學童父母會依
據六階段心理歷程的討論，促使自己產生改變；而且，團體成員之間的互動，也
會誘發成員正向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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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讀書治療的療效因子
採取親職團體的實施方式，除了閱讀繪本及討論所獲得的學習外，團體的
形式也提供了助益，Harper (2010) 即指出讀書治療的完成是透過認同、宣洩、
領悟及普同性的歷程。在團體中經歷讀書治療的心理歷程，也透過團體成員的互
動及相互學習催化了團體治療的療效因子，例如 Yalom (1995/2003) 談到的團體
療效因子「普同性」、「人際學習」、「行為模仿」、「資訊傳遞」、「社交技
巧學習」、「情緒宣洩」等 (pp. 73-77)。Cohen (1992) 在研究中提及治療性閱讀
經驗是自我覺察的歷程，分為兩個面向：一為知道（ways of knowing）、二為感
受（ways of feeling），研究參與者中的七位成人在感受部分的啟發、舒適、希
望、檢驗和淨化作用皆有所提升。Cohen 進一步描述閱讀使得參與者在團體中被
認同且接受，並因為在團體中自在，更加願意抒發自我情緒。
肆、繪本讀書治療親職團體方案設計與實務運用
一、繪本讀書治療親職團體方案設計
（一）親職團體的主題內涵
上述的文獻探討中有提及選擇閱讀材料時必須考慮父母的興趣、閱讀能力、
需求和問題等，國內學者卓紋君（2001）與盧淑娟（2006）對於父母需學習的親
職內涵有共同的看法，包括：父母角色認知、教養子女的知能與技巧、親子相處
與溝通的知能等，內容不脫「父母教養」或「親子關係」等議題。
筆者鎖定以國內「父母親」為受試對象的研究進行文獻探討，得知親職教育
的內涵包括不同的面向：1.父母教養方面：關懷、權威（簡茂發，1978），自信、
歸因、接納、瞭解（鄭玉英，1983），開明權威、寬鬆放任、專制威權、忽視冷
漠（黃玉臻，1997）；2.親子關係方面：親近感、欣賞、溝通（鄭碧招，2004），
信任／尊重、情感／依附、友誼／活動（文惠慧，2007）。
歐陽儀、吳麗娟和林世華（2006）發現父母如果對待子女是運用關懷、讚賞
與認可、與理性溝通的互動方式，將會提升子女的自我價值、減少攻擊行為，以
及增加子女的安全感與樂觀積極性；林昭溶（2005）認為和諧關係下的親子關係
最為融洽；許詩淇、黃囇莉（2009）亦談到實性和諧關係下的子女對父母較具正
向的人際知覺、傾向真誠、信任、主動、支持、接納及順認自然的人際反應方式。
故研究者採取親近感、歸因、自信、欣賞、接納、溝通和瞭解作為親職團體的主
題內涵。
（二）團體領導者的學習背景
第一作者曾於99年6月針對國小學童父母，設計並帶領讀書治療之親職成長
團體方案，並於就讀台南師範學院初等教育系輔導組和國立台東大學諮商心理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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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期間，修習讀書治療、諮商技術與實務見習、團體諮商理論與技術和家族治
療研究等課程，擔任國小教師6年期間與國小學童之家長有密切的接觸，且於帶
領近40小時的學生小團體輔導，也曾參與劉志如、洪雅鳳（2005）的研究，接受
運用讀書治療於情意教學的訓練共20小時，並在督導下實作8次的繪本輔導團體
方案設計與實施，於研究撰寫期間閱讀讀書治療、親職團體相關文獻資料，對讀
書治療親職團體有確切的概念。領導者於團體中善用提問、支持、連結和摘要等
團體領導技巧，以及鼓勵成員導讀、朗讀角色對話、相互分享和回饋，來催化團
體的分享與多元觀點的討論。
（三）團體方案設計及實施時間的安排
團體方案共有 12 個單元，扣除前後各一週做團體的開始與結束外，共有 10
週，每週一次 2 小時的團體有固定討論的主題，同時選擇一本適切主題的繪本進
行閱讀，每週討論主題和書目如表 1。在實際運作團體的過程中，因參與父母的
時間考量，後來改成用 6 次團體聚會來完成，每次團體進行 2 個單元，即 3.5 小
時，總共有 21 小時。
每一單元的團體方案乃依照上述 6 個心理歷程設計問題，讓參與的學童父母
在閱讀完繪本後，依序討論問題。若是以「親近感」為單元主題，討論過程中，
國小學童父母會主動分享自己在家表達愛的方式，團體成員間談到共同經驗與感
受時會彼此直接對話，團體的凝聚力會提高，成員親子問題的普同性也會被接
納。為使讀者更了解讀書治療運用在國小學童父母可施行的方式，研究者在此試
以「親近感」單元主題為例，搭配讀書治療的心理歷程來設計該次的團體方案（詳
見附錄）。
表1
週次

閱讀書目主題表
讀物名稱

單元主題

作者

譯者

出版社

一

愛是什麼樣子

自信、欣賞

蘇珊．瓦奇喬斯基

劉清彥

道聲

二

猜猜我有多愛你

親近感

山姆．麥克布雷尼

陳淑惠

上誼

三

永遠愛你

親近感

Robert Munsch

林芳萍

和英

四

愛心樹

親近感

謝爾．希爾弗斯坦

鄭小芸

星月

五

我們的黃鼠狼爸爸

接納

武井博

吳佳芬

和融

六

我們的強強

歸因、接納

維洛妮奇．凡丹．雅比利

劉清彥

維京

七

莎莉，離水遠一點

溝通、瞭解

約翰伯寧罕

林真美

遠流

八

大姐姐和小妹妹

瞭解、溝通

夏洛特‧佐羅托

陳質采

遠流

九

愛你本來的樣子

歸因

陸可鐸

郭恩惠

道聲

十

你很特別

自信、欣賞

陸可鐸

丘慧文、郭恩惠

道聲

二、繪本讀書治療親職團體的實務運用之心得與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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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團體使用的閱讀材料是繪本，使用的對象為國小學童父母，團體進行時
難免遭遇一些問題，下列經驗提供給讀者在進行讀書治療親職團體之前必須考慮
的要點：
（一）為讓團體聚焦，領導者須適時切斷
閱讀材料會讓成員學習到多樣教養孩子的方法，常會引發成員表達自己為人
父母的情緒與辛苦之處，尤其是在討論讀書治療前 3 個歷程的問題（投入、認同、
投射）時，成員常會因為過度自我坦露而離題，領導者必須適時切斷，讓團體再
度聚焦在討論問題上。
（二）增加動態活動的安排
團體方案的設計乃依據讀書治療的 6 個心理歷程來設計討論的問題，建議可
以適時地增加動態活動的安排，例如：
1.較簡短的閱讀材料可由成員來導讀，讓成員較快速的進入故事內容。
2.繪本內若有角色對話情境，可請成員進行「角色扮演」，讓成員用自己或
角色的立場說話和感受，並在活動之後分享自己的想法。
3.具有反面範例的閱讀材料，可將其置於團體轉換階段、工作階段再實施比
較適當，一來較能減少成員的抗拒，二來也能請成員就正反兩例的讀物內
容做比較，使得成員有機會從書中角色的人際互動，覺察自己的行為模式，
並思考調整的必要性。因此在方案的單元順序上可將討論「愛心樹」和「我
們的黃鼠狼爸爸」等書之單元，調整到第五次團體（「我們的強強」）之
後，讓成員能更投入討論和分享。
4.實務帶領後，發現父母對「親近感」主題的繪本較有感覺，包含「猜猜我
有多愛你」、「永遠愛你」以及「愛心樹」三本繪本，而研究結果也發現
在量化的評估上，參與研究的父母在親近感較有顯著的進步，這顯示繪本
材料的選擇是很重要的，研究者亦發現帶領繪本的方式及延伸活動會影響
參與者的學習。建議未來的實務工作者在選擇繪本材料時，能謹慎考量繪
本對參與者的吸引力。
（三）團體帶領歷程及時間的掌控
1.從團體整個歷程來觀察，在前三次的團體時，成員可能會因為尚在摸索讀
書治療團體的模式，而在每一次單元的前三個心理歷程花過多的時間討
論，因而壓縮到後三個心理歷程的討論時間（淨化、領悟、應用）
，領導者
尤須適度掌控時間。
2.調整成員閱讀繪本的時間：在多次的團體中，成員常會對著書中某一個畫
面陷入思考，倘若時間允許的話，建議可以增加閱讀的時間，催化父母親
連結自身的親職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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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團體帶領過程的注意事項
1.大部分團體成員帶著自身的教養困擾來參與團體，在團體互動時，往往會
顯露出對自身教養方式信心不足的狀況，因此，在進行讀書治療親職團體
之前，有關團體方案的設計、讀物材料的選擇、以及團體進行時，領導者
的帶領都應考慮到「賦權予能」（empowerment）的概念，讓成員在參與
的過程中能真實的自我覺察，且在閱讀繪本和與成員討論時找到正向的力
量，再加上領導者的鼓舞和引導，最後進而肯定自己的價值。
2.邀請次團體分享對話內容：由於密集的相處和討論，成員間可能會形成次
團體，不僅會選擇鄰近的座位，也常於團體中私下談話，領導者可以適度
的引導成員將談話內容聚焦在閱讀材料上；或是請成員分享討論內容給團
體，以促進團體成員之間的對話。
3.邀請成員分享回饋單內容：誠如上述讀書治療的功能所言，成員在團體中
的分享會讓自己感到不孤單，而父母親在經過深思熟慮後，於回饋單所表
達的新領悟或實踐後的想法，乃十分值得在團體中共同討論。
伍、結語
陪伴孩子的成長是一段漫長的旅程，需要相當的承諾及耐心。適當地運用繪
本不僅能滋養與賦權予能於父母，同時也能讓父母學習到如何運用繪本故事陪伴
孩子，對於親職功能提昇有莫大助益。有意嘗試將繪本故事或讀書治療運用於親
職團體的相關教育及輔導人員，事前除了需要蒐集和閱讀讀書治療的相關文獻，
對於繪本材料也要有相當的涉獵，才能針對不同對象的團體成員選擇適合的繪本
材料。上述閱讀材料選擇、讀書治療心理歷程與團體療效因子、團體實務應用的
要點提供給讀者參考，將上述內容納入考量，再依據成員需要、團體目標後，審
慎規劃團體方案，進行讀書治療親職團體，才能給予團體成員最大的助益。

本論文係改寫自台東大學教育學系諮商心理碩士在職專班之碩士論文的部
分內容，在洪雅鳳教授指導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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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讀書治療親職團體方案舉例
項目

一、閱讀材料
二、單元目標

書籍

單元主題

猜猜我有多愛你

親近感：建立溫暖的親子關係。

1.體會到親子關係中溫暖親密的安全感。
2.察覺自己或成員如何建立溫暖的親子關係。

三、所需資源

繪本讀本、單槍投影機、筆記型電腦、Q&A 簡報

四、所需時間

約 100 分鐘

五、實施流程

討論問題之意圖、功能說明

（一）暖身活動
1.請父母用一個詞來形容自己和孩子間的關係
2.詢問父母親所希望的親子關係是怎麼樣（鼓勵舉出
具體的例子）？
（二）繪本導讀：請兩位成員導讀繪本
（三）讀書治療
※瞭解父母在故事中聽到的重

【投入歷程】
1.故事中的小兔子和大兔子之間是什麼關係？

點，觀察故事中角色的互動。
※讓成員學習去欣賞不同表達

2.小兔子最常說的話是什麼？

愛的方式。

【認同歷程】
你比較欣賞小兔子還是大兔子，為什麼？

※讓成員嘗試用自己的觀點去
解釋主角的想法。

【投射歷程】
小兔子為何詢問大兔子「猜猜我有多愛你」？

※愛的程度雖然難以比擬，然
而成員可以從故事中的比喻

【淨化歷程】
1.小兔子用哪些方式來表達他對大兔子的愛？

瞭解主角所使用的方式。

2.小兔子一直用相似的方法表達自己對大兔子的
※從大小兔子表達愛對方程度

愛，他真正想確認的是什麼？

的方法來檢視自己和孩子的

【領悟歷程】
1.你認為大小兔子能瞭解彼此對對方愛的程度嗎？

相處情形。並且從聆聽他人
的分享得知，可以透過不同

為什麼？

方式的表達來和孩子建立親

2.孩子曾經對你提出過類似的疑問嗎？

密關係。

【應用歷程】

1.聽完這個故事，你認為如何做，可以表達對孩子的 ※問題討論當下，可以請父母
談論自己和孩子較親密互動

愛？
2.返家後，我可能會選擇什麼方法來增進和孩子之間

的情形，並請他們分享親子
關係愈來愈親密的關鍵點，

的關係？

讓其他成員也可以參考使

（四）綜合整理
1.家庭作業：成員返家後用一種方式表達對孩子的
愛。
2.填寫單元回饋單
- 10 -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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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Parenting From Reading Story Books:
Using Picture Books in Parenting Group,
A Bibliotherapy Approach
Chine-Ting Hung

Ya-Feng Hung*

Abstract
Bibliotherapy encourages extensive discussion among group members in order to
promote self-awareness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It is used in parenting groups to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exchanges and communication among parent peers. The
discussion process helps group members think about parenting difficulties and
facilitates different cognition and behavior.
Most domestic bibliotherapy group researches used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ubjects. The author designed and conducted a group geared toward
parents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Pre-group preparation included literature
review, selecting reading materials, and assessing member needs, implementation
methods, bibliotherapy process and therapeutic factors. During the group, the author
observed whether members were drawn into the psychotherapeutic process of
bibliotherapy through the discussion. Through examination of the above topics and
case study of a group, this article provided practical experiences and findings as
references for bibliotherapy practitioners in parenting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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