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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人生如戲」戲劇是反映人類生活經驗的載體，戲劇亦可成為重塑生命際遇與開創理想未來的治
療方法。在戲劇治療的歷程中，為協助團體成員達成治療目標，就有賴於戲劇治療工作者在有限的時間
架構中，依照不同發展階段的演進予以適切的催化、引導與介入。臺灣戲劇復原力協會長期致力戲劇治
療之團體工作，因此，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之焦點團體訪談法，訪談協會之戲劇治療工作者，探索戲劇
治療歷程在各發展階段中所呈現的團體現象及工作之策略與方法。
本研究顯示，在戲劇治療團體歷程中，戲劇治療工作者一方面可藉由引導成員透過虛擬的戲劇題材
創作，進而連結、整理自我真實生命經驗；另一方面則是聚焦於成員主觀世界的探索，進而促進成員與
所處環境的關係發展及對話，此二路徑交織呈現「戲」、「劇」、「治」、「療」之四個發展階段。在
「戲」的階段中，成員透過「遊戲」去拓展生活經驗、探索潛意識世界的體驗，到「劇」的階段中經由
「入戲」而身歷其境的在虛擬故事中形成對自我生命經驗的連結與反思，進而在「治」的歷程中去「改
戲」，匯整自我生命的資源，去調整面對生命課題時的選擇，最後在「療」的階段能「出戲」，以轉化
過往創傷經驗，產生重返社會的行動。

關鍵字：戲劇治療、團體、發展階段、工作方法、本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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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

古諺有云：「人生如戲」，戲劇成了反映人類生活經驗的載體，使人們將生活中
片段的記憶，編整為具有時間發展性的故事，透過戲劇幕起、幕落的現在，讓人重新
在戲劇的觀與演中，為自己的生命找到歷史感與意義感。時間成為了限制，也因著時
間的有限性，使得不論是人生老病死或是戲劇幕起幕落，在自由、創意的發展及擴張
下終需走向結局。但是，時間也是禮物，因其的不可逆性，使得人在面對生命的發展
與劇情的推進時，需學習在面對挑戰、衝突的每個當下，從眾多因應的可能性中，權
衡自我價值的考量，進行取捨與抉擇，以轉化衝突為張力，使人能漸漸掌握在對的時
機做對的事，也讓劇在好的時刻堆疊好的情結。
戲劇治療做為整合真實人生際遇與虛擬想像世界的媒介，如何讓成員在有限的戲
劇治療時間架構中，透過戲劇的舞台進行對自我無限的探索，就有賴於治療師依照戲
劇治療歷程的不同發展階段，予以適切的引導、催化與介入，來豐富成員的學習，進
而提升治療的效能。臺灣戲劇復原力協會長期投入於戲劇治療團體工作，因此，本研
究透過訪談臺灣戲劇復原力協會之戲劇治療實務工作者，整理其戲劇治療歷程中對於
各發展階段參與及操作的經驗與反思，期待能提供戲劇治療實務工作者對戲劇治療發
展階段現象特徵的認識與工作介入之參考。
貳、

文獻探討

一、 團體心理治療發展階段的認識與工作要點
團體是一個有生命的組織系統，在團體心理治療的歷程中，治療師必需辨視團體
歷程發展與階段演進，予以適切的引導、催化與介入，才能有效整合有益團體的因
素，豐富成員的學習，提升治療的效能 (Corey，2000)。回顧團體心理治療歷程階段發
展演進的研究，回顧團體心理治療歷程階段發展演進的研究，首推美國心理學者
Trotzer(1977)以人類成長與發展心理學做為脈絡，並結合 Maslow 的人類需求理論去討
論、界定心理治療的發展階段。但是，由於 Trotzer 主要透過聚焦個體的角度去詮釋
團體歷程的演進，相對缺少了對團體豐富人際互動內涵所帶動之社會性與組織性的整
體討論。(吳秀碧，2017)。
反觀 Bales(1950)嘗試納入團體動力與組織發展的觀察，將團體發展過程分為定向
期、評估期及作決策期三個階段。Tuckman(1965)則是由實驗研究中, 針對團體不同階
段所呈現之現象特徵，整理歸納為形成期(Forming)、風暴期、(Storming)、規範期
(Norming)、表現期(Performing)四個團體階段，此團體發展模型後來成為團體帶領者在
規畫團體之重要參考依據(Tosland & Rivas，1995)。如 Corey 後期將團體修改為二時期
五階段模式，包括開始、衝突、凝聚、工作、及結束五個階段。而 Yalom(1970)則認為
成員在團體中不同的階段，所關心的議題亦不相同，因此他主張初期階段焦點放在成
員對於團體定位(in or out)，到第二階段焦點為成員自身投入程度(high and low)，在第三
階段的評估自我達成團體目標的程度(far and near)。雖然不同學者在各團體階段演進之
邊界設定有所不同，但其提供工作者能掌握團體各階段的發展進程，成為其在團體規
劃、議題設定與處遇介入的重要參考。
二、 戲劇治療發展階段的認識與工作方法
戲劇治療做為團體治療專業的其中一種取向，亦有許多學者針對不同發展階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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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象 、 需 求 及 工 作 者 介 入 焦 點 ， 提 出 其 看 法 (Silverman ， 2004 ； Landy ， 1994 ；
Jones，1996；Emunah，1994)。而所謂戲劇治療依英國戲劇治療師協會(The British
Association of Dramatherapists, a.k.a BADth)定義為心理治療的一種形式，戲劇治療師結
合臨床工作者與藝術家的角色，融合劇場/戲劇和心理治療的工作，協助成員達到心
理、情緒和社會性的改變(The British Association of Dramatherapy)。換言之，戲劇是透
過結合劇場藝術，使成員自發地嘗試並探討生命中之經驗，達到舒緩情緒、建立認
知、解決精神上、疾病或障礙目標的團體治療程序(張曉華，2003)，戲劇治療做為團
體治療的一種取徑，也因著治療師各自成長背景、專業教育養成、及實踐場域與生活
文化的差異，發展出對團體發展階段的多元看法(Irwin, 2000；Emunah, 1994； Landy,
1994；Landy, 1986；Jones, 1996；Langley, 1993； Couroucli-Robertson, 1996；Chesner,
1995；Duggan and Grainger, 1997)。
Jennings(2010)嘗試觀察人類行為與發展，提出 EPR 三階團體工作模式(EmbodimentProjection-Role)，認為戲劇治療提供成員從身體化經驗，到內心經驗投射，進而透過角
色扮演使能協助成員達成治療目標。Emunah(1994)則是聚焦於戲劇治療工作方法的操
作，將戲劇治療分為戲劇性遊戲、情境演出、角色扮演、與演出高峰及戲劇性儀式五
大程序。但 Jennings 和 Emuah 皆認為其提出團體模型其各階段並非存在一定之先後次
序，而是有相互流動且互相重疊的可能。
Landy(1994)認為在戲劇治療一次性的歷程中，可依活動的形式分為暖身、演出及
結束的三個階段，並依不同階段特性與工作目標作為活動規畫依據。Jones(1996)則是
將戲劇治療的基本輪廓再細分為：暖身、聚焦、主要活動、閉幕與去除角色和結束五
個階段，然而，Jones 認為並非所有戲劇治療團體皆會遵循此流程，但此流程可作為戲
劇治療團體時間架構的參考，此流程亦可作為團體發展、需求與介入的評估依據。
Emunah(1994)在其前述提出之戲劇治療五大程序的觀點外，亦聚焦於長期性戲劇
治療團體歷程變化的觀察，依工作任務的屬性分為初期、中期及尾聲三大階段：初期
著重在建立團體的信任感與互動；中期在於促進成員間的溝通、合作與自我揭露的意
願；尾聲則關注於團體歷程的經驗回顧與經驗。
Chesner(2000)則是結合樹的譬喻，將戲劇治療的發展階段分為樹根、樹幹、樹枝
及樹葉四個階段，同樣強調從治療基底，即信任力的建立；而後使團體具涵容力，以
承接成員的感受並給予支持，進而提供一個治療的架構、規範，使成員運用其想像力
進行創作及活在當下；最後是促成成員對自我的洞察，重新認知自我的責任與意義。
綜觀以上學者對戲劇治療團體歷程發展的看法，Jennings 和 Emunah 提供成員在戲
劇治療經驗轉化與工作介入之架構。而 Landy 和 Jones 則勾勒出戲劇治療團體進行架構
的輪廓。Emunah、Chesner 則是都進一步強調戲劇治療歷程應注意隨時間發展的演進，
工作者應從落實團體信任氛圍的營造，以促使成員關係的建立與凝聚，再藉由團體的
合作與探索，使成員能回到個人自我的覺察與整合。
三、本土戲劇治療實踐經驗中發展階段的認識與轉化
然而，戲劇治療所累積對治療歷程之發展階段的認識與工作方法，運用於臺灣本
土心理治療實務工作中，往往受到臺灣社會文化情境之影響，值得戲劇治療工作者進
一步進行探究。
戲劇治療顧名思義結合了「戲劇」與「治療」二個元素，戲劇治療的工作，首重
於以戲劇的原理與方法作為治療工作媒介。然而近年來受新媒體發展的影響，讓大眾
對「戲劇」傾向於娛樂化的印象，淡化戲劇原有作為傳承精神文化的功能(陳萬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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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臺灣俗諺中：「做戲空，看戲憨。」更是反映出集體社會認為戲劇無助個人成
長的基本思維。深究其因，可能受到長期儒家思想的教化下，強調人的行為應合乎禮
的節度，如《詩經•大序》中所言：「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
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因此，對於肢體的展演與情感的渲洩，自不在社會鼓
勵的行為範疇，使得一般民眾認對戲劇存在一種「裝模作樣」、一種等同於「表演」
的刻版印象，而產生擔心自己在戲劇創作過程中會失態、出糗的演出焦慮，致使脫離
了戲劇在希臘原文中做為「行動」的意涵，失去「看戲是修養、演戲是修行」的作
用，減少民眾參與戲劇治療的意願。
再者，面對「治療」西方常以醫療模式之症狀移除、問題解決作為核心目標。對
臺灣大多民眾而言，在生理方面「治療」則連結了過往接受醫療的經驗，啟動對抗疾
病的緊張、不安的情緒；在心理方面則往往視「症狀」與「問題」為反應人與自我、
人與環境交互作用的表象。因此，華人在面對心理層次的生命議題與困境時，有時更
強調於透過自我的修練，以達境界的提升與超越。而所謂境界的提升是指為抵達「道
1
通為一」狀態，意即在「道不可言」的基礎認知上，透過「窮理」的方法 (見註一)，
「格物」以「致知」，進而促成自我在認知結構上的提升與成長(黃光國，1995)。因
此，境界的提昇是建構在對道理事物或生活經驗的更深層理解，而非對外在困境、問
題的排除，是超脫客觀知識的模式而產生屬於個人心象的詮釋觀點，而非倚賴認知結
構的心理功能運作。童輝傑(2002)也同意這樣的「為一」觀點，認為境界提升的追求
就是「為一」狀態的絕對自由，而在達到那境界之前，要從「坐忘」開始，忘卻自我
而後渾然物我，終至超然解脫。如果從本土心理學的角度，其終極目標是「天人合
一」，也就是莊子在《逍遙遊》中所提到的「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
窮。」這樣自我覺解的心理狀態。因此，對華人而言，心理議題的探索與治療，往往
走入了內在修行的路徑，而減少向外求助與心理助人專業合作的意願。
最後，華人參與團體的經驗，受其宗族傳統的影響，在群體中講求「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倫常關係下的社會互動禮節，團體的人我互動中則遵循「利他」更
甚於「利己」的潛規則。再加上華人對於家庭「忠誠度」的重視，認為「家醜不可外
揚」、「兒女情懷不足與外人道」的思維，使得成員在自我揭露、團體信任與凝聚的
工作建立上，倍受困難。因此，在西方團體工作方法脈絡中，自我情感與想法表達的
侷限性、與過度社會化的表淺人際互動模式…等視為成員的自我防衛與團體阻抗的現
象，在華人社會反而是一種禮教的展現。
因此，為突破華人在文化制約下對戲劇、治療、與團體產生工作的抗阻，研究者
於 2014 年以行動研究的精神，試圖融合東、西方不同的觀點，權衡服務對象、處理議
題、系統合作的特殊屬性與需求，整理本土戲劇治療經驗，將團體的發展分為
「戲」、「劇」、「治」、「療」四個階段：「戲」的階段，是透過遊戲讓成員得以
離開主流社會文化的期待與約束，放下自我的防衛，重拾自發與創造的本能；「劇」
的階段，則是藉由戲劇創作的歷程，使潛意識的心理素材，得以被意識化、具像化編
整於故事、劇本的時空結構中；「治」的階段，用於引導成員重新意識自我的困境，
彙整心理與環境的資源，找到疏導轉化的方向；「療」的階段，最終停止過往創傷對
自我造成的傷害，使能在現實生活的舞台上開創安身立命的新劇章(張志豪，2014)。

1註一:「道不可言」反映華人在探討生命的意義時，不同於西方強調透過語言的

論述、理性的思辯來建構真理，而是著重以心傳心、不立語言，心領神會的直觀感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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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基礎下，本研究期能從近年戲劇治療工作者累積之實務經驗中，予以擴
充、修正戲劇治療發展階段的理論架構，提供工作者催化、介入團體的工作方法，使
能把握團體的發展契機，善用戲劇的舞台，讓成員得超越時、空的限制，去實驗、創
作、與發展生命不同的可能性。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的精神，在社會建構主義的觀點下，透過焦點團體，針對研究
主題，積極鼓勵成員參與討論及交流互動，以促成觀點的表達、建構與修正，完備研
究資料之收集(Wilkinson，2003)。本研究分二階段訪談設計，第一階段為訪談者進入
戲劇復原力協會為期四日的戲劇治療團體工作執行現場中，於每日工作坊檢討會議
後，進行焦點團體訪談，使能在工作者對團體現場記憶較完整時，提供個人對戲劇治
療團體發展階段參與及操作經驗之描述與反思。第二階段則為該工作坊結束一個月
後，訪談工作者講述過往團體工作經驗中對戲劇治療團體發展階段的認識、操作經驗
與反思，以補充第一次訪談資料之不足。
表 1. 參與訪談之工作者基本資料
編號

性別

年紀

工作年資(年)

專業背景

曾為學員

T1
T2
T3

女
男
男

31 歲
28 歲
26 歲

3年
5年
5年

社工
心理
心理、經濟

否
否
否

T4
T5
T6
T7
T8
T9

女
女
女
男
女
女

32 歲
25 歲
26 歲
25 歲
26 歲
30 歲

5年
3年
3年
5年
5年
5年

戲劇、心理
心理
戲劇治療
心理
心理
心理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為學員時，第一次
參與團體的年齡

15 歲

焦點團體獲得之錄音檔轉為逐字稿後，做為了解戲劇治療發展階段之資料文本，
研究助理將焦點團體訪談資料打成逐字稿，逐字稿的編碼原則為：第一碼用編號代表
不同受訪者，T 為工作者，「-」符號後方數字為第幾次的訪談，最後的數字則代表逐
字稿頁碼。例如 T1-2-8 代表受訪者 T1，第二份逐字稿中第八頁的逐字稿敘述。研究者
透過反覆對文本之閱讀，進行文本的分類與概念化，使能透過對受訪者經驗詮釋的過
程，對文本經驗予以再形構，進而產生對戲劇治療發展階段之新理解與體悟。最後，
研究者將完成之文本交予受訪者閱讀、與校正，使能確認資料之引用與詮釋符合訪者
之獨特經驗與感受。
肆、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 第一階段「戲」：
(一)以趣味的遊戲、共通的話題，營造涵容的氛圍
「戲」即是「遊戲」，透過遊戲可以使成員能暫時離開對戲劇、治療、與團體長
期形塑的誤解及文化束縛，創造出一個輕鬆、安全、接納的涵容環境，透過共通的日
常話題，讓成員重拾生活的控制感。
「開場活動，就我們用一個比較趣味度很高的方式去吸引成員的注意力，然後讓
他們也能夠去預備他今天要進入到這個活動裡面。」(T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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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困難的是邀請青少年參與活動，因為他們覺得有些活動會覺得很無聊，或
者是他們平常沒有這樣子的習慣或活動，然後我覺得我們團隊很好的地方就是我們很
有耐心地一直不斷地找他們有反應的話題，邀請他加入團體。」(T3-1-8)
(二)善用小組分享與合作，使能從關照自我的狀態，逐步促進群體互動。
基於人類發展的歷程，往往關係的發展會從單一依附對象的關係，進而建立到多
元關係群體的交流，內心的需求也從生理層次的滿足轉向心理乃至於靈性的完全。因
此，戲劇治療初期，在這個階段的團體操作過程中，適度地運用小組的分組討論或活
動，有助於穩定成員關係的建立，深化議題的討論，逐漸建立團體的凝聚力。
「小組的好處是，就是小團體裡面成員就更少，我覺得可以講的東西就是講到比
較深入的東西，相較於大團體來講，我覺得可以比較有多一點的安全性，然後覺得要
建立彼此之間可能合作上的默契和關係也會比較容易一點點。」(T2-1-6)
「有時候在小組中分享自己比較內心的話，也會有一種我們互相擁有彼此密秘的
親密感，關係會有機會從陌生變的緊密」(T5-2-2)
(三)透過「玩」的體驗，探索虛擬的主題，喚醒內心的議題
當成員在遊戲的狀態中，較能離開生活僵化的規條，進入即興、虛構的創作，進
而鬆動內心的防衛，跳脫意識、理性的監控，使長期壓抑在潛意識的素材與訊息，得
以浮現到意識層面，提昇個人未來面對問題、探索議題時更多元豐富的可能性。
「有時候北爛的遊戲玩一玩，反而不小心把自己的某部分給玩(放)出來了，自己
在遊戲中扮演大白鯊吃人，其實這個大白鯊可能就是自己在生活中的某個樣貌…是原
本可能沒有覺察的事情」(T5-2-2)
「(零件組合的遊戲)可以從具體的東西，到…抽象的經驗、概念，這些活動(成
員)反而會投射生活的經驗，那就不是停留在趣味層次的玩而已，他可以進入某種心理
層次議題的工作，它(零件組合的遊戲)可以暖出一個議題。」(T6-1-7)
二、第二階段「劇」：
(一)將零散、片斷的心理素材，予以情節化、脈絡化。
在「劇」的階段裡即是透過戲劇創作的過程，協助成員將前一階段所浮現的零
散、斷裂的心理回憶與創作素材，重置於特定時間、空間的脈絡之下，重整為具有完
整發展情節的故事。
「編劇起承轉合的概念…有一個前因後果，要把很多的線索組在一起…要把生命
很多的片段的經驗要把它組在一起，所以就有重組的那樣的概念。」(T6-1-15)
「有時候可能他們只願意提供片段的素材或主題…沒什麼具體事件…(透過)一些
編造的、虛擬的橋段會觸動到真實情緒，就可以藉此釣出那些他不願意多透漏的內
容。」(T4-2-3)
(二)在虛擬的故事創作中，發展與外在環境的互動及覺察。
成員藉由虛擬的故事創作中，漸漸地發揮想像力，鬆動原本固著的生活視框，打
開對外在環境的知覺，並利用虛幻的場景投射真實內心的感受與想法，讓舞台的體驗
與自我生活的經驗產生連結。
「(劇的階段)比較做到聯想的東西…讓他們好像透過一個小東西去擴展，就是那
個象徵的意涵讓他們可以看見。」(T2-1-11)
「透過虛擬的情境、角色…(成員往往)，自然就會把角色擬人化，把真實情緒放
進去，好像是一種投射…這種體驗，這好像可以幫助自己去釐清和別人互動時，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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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樣貌。」(T4-2-6)
(三)進入觀眾的角色，反思自我與的生活中的僵化的角色與經驗。
透過觀看自我、其他團體成員或工作者的戲劇創作，讓成員進置身於看似較疏
離、安全與被動的觀眾的位置上，反而常常有助成員引發對自我生命經驗的共鳴與討
論，此歷程簡稱為以「真」引「真」。
「從『聽到』相似的生命故事，進而『說出』自己真實的生命經驗」(T9-2-5)
「我們可以『以真引真』，老師(工作者)真實的生命故事有時候就會讓學生要嘛
很有誠意地分享一個自己的真實生命故事，那不嘛他也會在他的故事裡面找到比較相
關的。」(T6-1-17)
「有一個人願意先分享他自己的故事…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其實那個安全感
會慢慢建立…過程都是會被接納跟包容，或是在這樣的狀態底下揭開其實是不危險
的。」(T1-1-18)
二、 第三階段：「治」
(一)盤點內在資源，匯集生命的動能，疏通自我核心課題。
「治」，原意為開鑿水道，修築堤壩(水經注對「治」之考證)，疏水防洪也就等
同於「疏通」。戲劇治療師在此階段會著重於協助成員從劇場上活動、創作的體驗，
放置於自我成長脈絡下進行反思，使成員能發現、整合自我成長過程中的優勢能力與
生命韌性，提昇成員意識與面對自我生命核心議題的能力。
「某些生命中深刻的經驗，我們會陪同成員一起再次經驗，但也會陪伴成員去探
索與看見生活中其他的小故事，那些可能是被他們忽略，但卻很重要的資源。」(T8-24)
「我自己在感覺上其實是每一個人一天能夠去接觸自己深層內在的能量是有一定
的限度的，可是整理生命經驗這件事情本身跟演出這件事情，都會有需要很多的能
量。」(T2-1-29)
(二)在過度與過近距離中，找到放置往真實生命經驗的美感距離。
Robert Landy(1994)曾提到在戲劇治療中協助成員在過度與 過近心理距離的過程
中，找到回觀生命重要事件的美感距離，使成員在這個生命事件中有最大化的感性與
理性的體悟。在美感距離的位置上，成員較能面對過往創傷，及自我內在、關係或及
環境間的衝突，透過劇場體驗帶來對過往生命事件轉化新的視框。
「每個人在團體中都可以用自己想要的方式來說故事，有時在過程中會感受到成
員的抗拒，我們不會強迫他，會提供他彈性和選擇，他可以用自己喜歡、覺得自在的
方式來呈現。有時候比起自己演，透過偶戲或許更能讓成員好好表達自己。」(T8-2-4)
「大多時候○○老師(工作者)會邀請主角扮演劇情當中的其他重要角色，但有時候
他也會邀請主角坐到台下，讓他看看整個畫面。有時候是導演視角、有時候是天堂視
角、或是其他的…希望主角增加一些…理解或是祝福。」(T2-2-4)
(三)看見內在愛與被愛的渴望，轉化為重新選擇生活方式的動力。
成員在修復創傷的過程中，會發現自己外表看似偏差的行為、或僵化的生活，其
實往往是在否認、壓抑、或隱藏內心對愛的渴望。猶如弗洛姆認為現代人的核心問題
在於缺乏愛、渴望愛、不知道如何去愛(Fromm，1987)，因此，成員在此階段中，因著
內在自我價值提升後，較能嘗試跨越現實處境中的各種限制，產生改變的勇氣。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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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現實生活中一個人做了新的抉擇，有了新的改變，就會付出必要的代價，而戲
劇的舞台則給予成員去嘗試、練習接受愛與分享愛的機會，讓成員選擇不再透過防衛
的機制，隔離自我與環境的接觸。
「愛的力量像是一個活水源頭…， (每個成員)故事差異很大，可是核心有一個共
同地去那個情感面的東西，就是對愛的渴望。」(T6-1-28)
「那些滿嘴隨便不在乎、看似玩世不恭的青少年，在那一刻能夠回看自己的經
驗、抒發情緒，最後『承認』自己其實也渴望被愛，我覺得認回這樣的渴望是很重要
的一步…接納自己的需要，才會有後續的行動」(T5-2-5)
四、第四階段：「療」
(一)透過儀式性的活動，象徵性地終結僵化的生命劇本。
周禮注云：「止病曰療」。因此，在戲劇治療的最後一個階段中，工作者通常會
鼓勵成員互相分享心得與自身對於戲劇的詮釋，以豐富多元觀點，讓在劇場習得的力
量得以延續至真實生活。(洪素珍，2009)另一方面，工作者往往會儀式性地協助成員
告別過往創傷所帶來的僵化生命劇本及其影響，強化成員在重返現實生活時產生改變
的意圖與行動。
「感謝時間…是我們很重要的儀式…在團體中練習這麼做的時候，其實就幫忙我
們能夠多增加一個感恩的眼光，看見、改變自己的生活。」(T2-2-6)
「我很喜歡送禮物這個隱喻(儀式)，讓他們送給自己一個禮物，在團體中他們經
驗被傾聽、被理解、甚至被懂，透過送自己一個禮物，讓他們反思自己最需要什麼，
也同時看見他是最了解自己的人，即使回到生活中獨自一人，也能學習看懂並善待自
己。」(T8-2-8)
(二) 處理分離焦慮，為返回現實生活作準備。
戲劇治療的歷程是一個促使人們不單在社會空間、更是在心理空間相遇的過程，
因此不論是工作者與成員之間、成員與成員之間、乃至於成員與自我之間都經驗深刻
地彼此情感支持與關係的連結，因此，在發展歷程的最後一階段，分離的焦慮與議
題，需被正視與處理，以利成員重返現實的生活。
「團體的最後一天，成員會一直黏在我(工作者)的身邊，想再跟我多說幾句話，
也會熱情地幫忙我整理東西，希望在團體結束前珍惜相處的時光。」(T3-2-7)
「我們也會寫小卡，把團體過程當中對於該成員的觀察寫在卡片上面，表達我們
對他的欣賞、感謝跟祝福。讓他不是團體結束就結束了，而是帶著我們的祝福繼續往
前。」(T2-2-6)
(三)重建與真實生活環境的連結，實踐去愛與被愛的行動。
透過「療」的階段，喚醒成員與生俱來「愛」的本能，使人性中特有的理智與情
感得以在愛中整合，漸漸在成員內心中長成自我照顧的父母，也使成員們得以在現實
生活情境中重新實踐「愛」與「被愛」的能力。
「在幾天的團體中，會以組為單位分工家庭事務，家事內容有洗衣曬衣、打飯洗
碗，在更早期的團體還曾有早起做早餐給大家吃，從中學習照顧他人需要與被好好照
顧的經驗，而許多成員甚至會把這經驗、新的習慣帶回家。」(T9-2-7)
「還記得有一個青少年在我們準備要回台北的前一天，團體的感謝時間結束後，
主動打給爸爸說出「我愛你」也感謝爸爸的照顧…透過這樣的機會，他傳達愛給爸
爸。」(T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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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透過本研究顯示，戲劇治療之戲、劇、治、療的四個發展階段，各階段呈現不
同的團體現象，反映成員與團體的多元需求，但是，各發展階段非全然斷裂與獨立，
每階段彼此亦互相孕育、補充。透過戲劇治療四發展階段架構之整理與建構，其發現
如下：
一、戲劇治療之發展階段的演進體現一趟「弄假成真」的儀式性歷程。
戲劇的起源與本質是儀式(汪曉云，2007)。人們透過在儀式的分離(separation)
階段、中介(margin)階段、到整合(aggregation)階段的歷程中，往往得以超脫俗世生
活，進入神聖的身心靈整合經驗(Turner，1982)。在戲劇治療中，成員藉由劇場的舞
台、團體的空間，支撐出過渡性空間，使參與者得以在「戲」的階段，透過「遊戲」
離開、跳脫現實社會文化的影響與生活角色的限制，重啟內心自發、創造的玩性。進
而在「劇」、與「治」的階段中，提供成員從虛擬的戲劇創作到真實的生命梳理的安
全架構，由「入戲(做戲、看戲)」到「改戲」探索潛意識的世界，認識自我多元的樣
貌，疏通核心生命議題，卻不致於失去理智而陷入意識的失序狀態。最後，在「療」
的階段，成員能整合虛擬與真實的經驗，重建對自我新的認識，使能「出戲」重返現
實社會環境，讓虛擬的劇場經驗轉化為真實生活的行動。
二、戲劇治療的發展歷程提供工作者「從假到真」、「由內而外」雙軌催化、介入團
體的架構。
戲劇治療從初始到終結的歷程中，工作者在創作題材的選擇方面，可先由透過引
導成員進行虛擬的戲劇題材創作轉而到真實生命經驗的整理，此即是「從假到真」；
另一方面，工作者在引導成員發展意識之焦點時，建議由關照於自我主觀世界的探
索，進而促進與所處環境進行接觸與連結，此即是「由內而外」。此二工作路徑，協
助戲劇治療歷程交織呈現和諧相應、往復循環的四個發展階段(參見圖一)，讓成員透
過虛擬的角色探索潛意識的世界，進而連結真實生活經驗，轉化生命的議題，做能重
建與社會環境的連結。

圖一
三、戲劇治療透過四個發展階段協助成員擴充經驗、深化反省、重新選擇、進而產生
行動。
成員在「戲」的階段中，透過「演員」的角色，離開過往心理經驗與知覺環境訊
息時的制約和影響，活化五感的知覺能力，擴充嶄新的經驗；接著在「劇」的階段
時，利用劇的創作將心理經驗具象化、可操作化，當個人回觀前一階段的經驗時，就
如同「觀眾」的角色，有了對故事的感受與覺察，並藉由讓參與者在「演員」、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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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兩個角色間的轉換與扮演，產生不同的觀點與角度，而從反觀故事中得到啟
發、深化反省，重新看待與理解自我；進而在「治」的階段裡，戲劇治療師與參與者
共同盤點心理資源，使成員擁有「編導」的能力選擇改寫劇本，重新學習修復過往創
傷，練習為自己生命的出路做出不同的選擇；使成員最後在「療」的階段出戲、重回
人生的舞台時，或許無去一時改變現實生活處境的問題與困境，但卻能因著戲劇創作
的歷程，提升與問題、困境共生的能耐，及心境上自我調適與超越過往視框的新覺察
(參見圖二)。

圖二
四、透過戲劇治療的發展階段，帶領成員超越自我、迎向他人的可能。
戲劇使人們得以從自我(me)的位置經由角色扮演、戲劇創作，得以進入非我(not
me)的位置，轉化自我中心的視角，得到對生命經驗的重新理解與詮釋；使人們能有機
會喚醒愛與被愛的經驗與能力，打破過往生命經驗與創傷所帶來與他者與環境的隔
閡，修復過往創傷所帶來自我與他者「主客二元」的孤立、對立的狀態，透過集體與
即興的創作，在玩的氛圍下，重新創造自我與他者、自我與環境接觸的可能，走向
「互為主體」、成就成己達人的關係實踐。
本研究結果可供戲劇治療工作者作在戲劇治療不同發展階段中，辨識團體發展，
進行團體適切的引導、催化與介入，使成員在戲劇舞台的過渡空間中，去開拓生活經
驗的體驗與反思，彙整內在成長動能，修復過往議題與創傷，透過學習選擇與行動重
新找回生命的主體，凝聚出改變的意願與行動，實現自我生命的潛能，開創未來的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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