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輔導員臨床理論與實踐證書課程
你有否感到學了很多輔導理論，卻難以運用及實踐？

如何按著個人獨特的性格及氣質，靈活地運用輔導技巧及工具？

當您完成了輔導碩士學位，卻發覺難以找到繼續實踐輔導的機會？
有見及此本中心將提供臨床理論及實習機會予有興趣向心理輔導發展
的人士，以協助參加者獲取專業資格及使心理輔導服務得到進一步的認
受性。以能得到亞洲專業輔導及心理協會認可的註冊輔導員資格。
甲部•臨床理論及實踐
日期
9 月. 8,15, 22, 29
(4 堂)
19:30-22:00

專題內容

綜合式兒童遊戲輔導進深技巧
徐雲生 先生
證書課程
1. 「兒童為本遊戲治療」及 心暖心輔導中心總幹事
「指導式遊戲治療」的概
2.
3.

10 月 6,13 日
(2 堂)

講員

念，技巧及應用
治療師的自覺和移情作用
兒童及家長個案評估及分
析
「病榻中的關顧者」
心靈關顧輔導證書課程

19:30-22:00
第一節內容：
1. 認識哀傷與哀傷者的需要
重點－透過臨床個案檢視哀傷
過程及哀傷者的需要
第二節內容：
2. 適切使用信仰資源關懷哀
傷者
重點－透過臨床個案反思如何

盧惠銓 牧師
香港醫院院牧事工聯會
總幹事

應用信仰資源關懷哀傷者
10 月 12,19
(2 堂)

精神病理學之應用證書課程

19:30-22:00

1. 性成癮及性侵犯行為的心
臨床心理學家
態、成因、影響，治療及預防。
2. 精神狀態及人格障礙與犯
罪行為的關係。

11 月 4 日
2:30-6:30pm

劉錦麟 博士

生涯規劃輔導證書課程

鍾紹杰

第一節內容：

生涯規劃輔導主任

1. 學生/青少年的生涯規劃
需要
2. 設計學校生涯規劃活動
3. 個人生涯規劃輔導技巧
4. 生涯規劃輔導工具簡介
5. 生涯規劃輔導員與學校的
發展

在過去 7 年建立學校的生
涯規劃系統、設計生涯規劃
之活動及計劃、向師生提供
生涯規劃輔導培訓等

先生

第二節內容：
1. 了解香港升學制度與青年
生涯規劃的關係
2. 應用生涯規劃輔導的理論
及流程
3. 個案分享與討論
4. SEN 青少年的生涯規劃
5. 其他持分者對生涯規劃輔
導之影響
11 月 11 日

家庭及婚姻輔導理論實踐
證書課程

2:30-6:30pm

徐雲生 先生
心暖心輔導中心總幹事

1.
2.
3.
4.
5.

婚姻/家庭關係常見的挑
戰
重建關係的要素
輔導過程的原則及技巧
輔導員要留意的重點
個案分析及處理方式



『甲部•臨床理論及實踐』對象：
對心理輔導有興趣的心理輔導工作者、心理輔導學生、社工、老師、醫護人
員，以及有志學習心理輔導的人士
乙部•臨床實習
日期

專題研習

17,24/11/2017
(2 堂)
19:30-22:00

DiSC 性格評估工具

講師

黃潔貞小姐

認識最真實的自己，發掘優勢：利 心暖心輔導中心行政及輔
用 DiSC 性格分析作職涯規劃及性 導經理
格評估工具。

12/2017-4/2018

個人輔導

亞洲專業輔導及心理協會
督導及專業發展部經理
(中心協助安排)

每位學員需接受輔導 7 次
2018 年 1 月至
個案輔導實習
2018 年 7 月期間(6
個月內)完成
最少 20 次個案面談

(中心協助安排)

臨床督導

在個案輔導實習期間，接受
本中心臨床督導

臨床督導
4 節之個別督導和
2 次小組督導，及持續性評估

 由於臨床實習的名額有限，導師會在【甲部. 臨床理論及實踐】的學習中觀
察和評核學員的進度，學員需完成甲部之 80%出席率，達標的學員方能參加
【乙部. 臨床實習】的部份。
 上課地點：待定
費用：
【甲部 臨床理論及實踐】

每單元分開報讀收費：
(凡於開課前 2 星期報讀，減收$100)

單元 1: 職業輔導

1000

單元 2: 家庭及婚姻輔導

1000

單元 3: 兒童遊戲輔導進深技巧

2000

單元 4: 心靈關顧

1000

單元 5: 精神病理學之應用

1000
 6,000 凡 5 個單元一起報讀，共$5,400



5 個單元共



凡完成每一單元，可獲亞洲專業輔導及心理協會認可證書

【乙部. 臨床實習】[ 實習名額有限，需經甄選 ]
收費：$6,500
學員當完成甲部及乙部後，可以申請成為本中心輔導義工，資格如下：
1. 已獲得輔導碩士資歷，並希望累積臨床輔導經驗之人士
2. 完成「甲部」課程之 80%出席率



中心會簽發輔導及督導時數証明，以便申請成為註冊輔導員
完結實習後可申請成為本中心的義務輔導員，繼續累積臨床時數

報名方法：請填妥報名表，連同劃線支票 (抬頭︰「心暖心輔導中心有限公司」)
郵寄：九龍彌敦道 331 號高信大廈七樓 A 室
網頁：www.prayinghearts.org.hk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2797-6808 或 Whatsapp: 6587 8634

報名表
姓名：（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__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__ 職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育程度：（學士/碩士/研究生/博士）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於申請表格內清楚填寫準確之電郵地址,當收到報名表後,我們會以電郵通知)

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報名(請於方格內加上號)
課程名稱

綜合式兒童遊戲輔導進深技巧

每單元分開報讀收費：
(凡於開課前 2 星期報讀，減收$100)
2 人同行價，每位減收$200
$2000

 「病榻中的關顧者」—心靈關 $1000
顧輔導
精神病理學之應用

$1000

生涯規劃輔導

$1000

家庭及婚姻輔導理論及實踐

$1000

 我有意於完成『甲部. 臨床理論及實踐』後報讀『乙部. 臨床實習』 (HK$6,500)
註：導師會在『甲部. 臨床理論及實踐』的學習中觀察和評估學員進度，學員方
能參加『乙部. 臨床實習』。乙部的課程費用於學員獲取錄後支付。
參加者聲明：
1.

本人明白及同意我必須繳付整個課程的費用。在課程開始前或課程中途不論任何原因退出，
已繳之費用將不獲任何退款。

2.

本人自願向心暖心輔導中心提供以上資料作為中心處理活動報名及日後通訊之用，並且明白
除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豁免範圍外，本人有權查閱及更正個人資料。本人清楚知道，為確
保活動之質素，整個活動過程會被攝錄，以作為中心導師檢討及學員研習之用。

參加者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費用 HKD：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九龍彌敦道 331 號高信大厦 7 樓 A 室 電話：2797 6888
網頁：www.prayinghearts.org.hk whatsapp: 6587 8634 Fax: 27992615

Facebook: PrayingHearts Counselling Centre LT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