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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is alway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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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852) 2336 3121       Whatsapp︰6878 7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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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PCCC 13)

專業輔導證書課程

導師︰
約翰‧⾙曼博⼠
林沈明瑩博⼠

 
助理導師︰
陳少玲⼥⼠

開課⽇期︰2020年9⽉4⽇

改變永遠是有可能的！

太平洋沙維雅學院 
太平洋沙維雅學院設於加拿⼤，是
⼀所輔導教育中⼼，⾃ 1 9 9 8年起以
推廣沙維雅模式作個⼈成⻑及專業
發展為服務宗旨，並致⼒於建⽴沙
維雅輔導⼈員專業認證及進⾏與沙
維雅模式相關的研究。

合辦機構

⾹港沙維雅⼈⽂發展中⼼
⾹港沙維雅⼈⽂發展中⼼乃註冊慈
善機構。⾃ 1 9 8 9年起，在港推廣沙
維雅模式及其他⼈本主義取向的輔
導及治療。中⼼所提供服務包括個
⼈成⻑⼯作坊、專業培訓、輔導、
督導及出版沙維雅書籍及各種教育
資源。中⼼⾃ 1 9 9 7年起舉辦專業輔
導證書課程，迄今已訓練超過 3 0 0
位沙維雅輔導⼈員。



美國懷俄明⼤學輔導⼼理學博⼠；加拿⼤英屬哥

倫⽐亞⼤學輔導⼼理學碩⼠

註冊⼼理學家及註冊婚姻及家庭治療師

美國婚姻與家庭治療協會認可督導；加拿⼤及美

國⼼理學會會員；曾任加拿⼤蒙尼拓跋更新及復

康部副部⻑

曾任教於加拿⼤蒙尼拓跋⼤學、加拿⼤英屬哥倫

⽐亞⼤學及⾹港⼤學；現於中國北京⾸都師範⼤

學擔任顧問及上海⾼校⼼理咨詢協會薩提亞模式

研究及發展中⼼顧問

曾是沙維雅環球網絡、國際家庭治療協會、美國

婚姻與家庭治療協會、英屬哥倫⽐亞⼼理學會及

太平洋沙維雅學院董事

著有「活⽤沙維雅模式：有效處理⾃殺危機」培

訓⼿冊；與沙維雅⼥⼠及其他⼈合著有“The

Satir Model: Family Therapy and Beyond”；編有

⼤量家庭治療及輔導培訓⼿冊如

“Meditations of Virginia Satir”, “Application of

the Satir Growth Model”, “Satir Transformational

Systemic Therapy”, “Virginia Satir…In Her Own

Words”

為⼗⼀個國家的家庭及⼼理輔導⼈員提供指導；

是沙維雅⼥⼠的緊密⼯作伙伴

課程導師

約翰‧⾙曼博⼠ 林沈明瑩博⼠

斯理蘭卡公開⼤學治療輔導博⼠；加州洛杉磯

分校公共衞⽣碩⼠

⾹港沙維雅⼈⽂發展中⼼資深督導及資深輔導

員；太平洋沙維雅學院臨床會員；沙維雅環球

網絡永久會員；加拿⼤輔導及⼼理治療協會及

國際家庭治療協會會員

⾹港沙維雅⼈⽂發展中⼼創辦⼈及前董事；台

北呂旭⽴基⾦會及台灣薩提爾中⼼前董事

翻譯書籍包括「沉思靈想」、「薩提爾的家族

治療模式」及「沙維雅的系統轉化治療−沙維

雅模式冰⼭歷程提問範例（初學者⼿冊）」

於⾹港、國內、台灣及東南亞各地帶領個⼈成

⻑⼯作坊及專業培訓課程，並為其他全⼈⼯作

⼤師作⼯作坊即席翻譯

⾹港婚姻及家庭治療協會(HKMFTA)認證的臨床

督導及婚姻和家庭治療師

陳少玲⼥⼠

⾹港公開⼤學中國⼈⽂學科學⼠;⾹港中⽂⼤學

家⻑教育⽂學碩⼠

⾹港沙維雅⼈⽂發展中⼼及太平洋沙維雅學院

專業輔導證書課程畢業⽣ (優異)

註冊教師，曾任中學輔導主任

⾹港沙維雅⼈⽂發展中⼼前董事

⾹港沙維雅⼈⽂發展中⼼導師、督導員、資深

輔導員；輔導訓練、進階輔導訓練及個⼈成⻑

課程⼩組導師；⾹港沙維雅⼈⽂發展中⼼專業

輔導證書課程主任

基督教團體個⼈成⻑⼯作坊導師

⾹港婚姻及家庭治療協會(HKMFTA)認證的臨床

督導及婚姻和家庭治療師

助理課程導師



協助受輔者的轉化
提升受輔者作選擇的能⼒
⽀持受輔者為⾃⼰的⾏為、思想、感受和期待負
責任
幫助受輔者提升⾃我價值感，達致內⼼平安
幫助受輔者更有效地應對⼀些困難的處境或⽣命
中的重⼤事件

訓練有效、⾃信及⼀致性地運⽤沙維雅模式的輔導
員，以達致下列⽬標：

課程重點

課程模式

⽰範
短講
⼩組討論
體驗學習
技巧研習

課程對象

擁有學⼠學位(同等學歷)之助⼈專業⼯作者如：
社⼯
⼼理學家    
輔導員
教師
醫⽣或精神科醫⽣
護⼠

(申請者均須通過⾯試。曾參與沙維雅⼯作坊之申請
⼈將獲優先考慮。申請者請附交有關⽂件，以茲證
明。)

課程⽬標

沙維雅的治療信念

沙維雅系統轉化治療五⼤要素

區分⽀持、難題解決及轉化

運⽤⾃⼰，以⽰範尊重、平等、⾃決、負責任、

⾼⾃我價值感及⼀致性

與受輔者連繫，並與之發展和諧互信的關係

鑑別受輔者在壓⼒下的應對姿態

訂⽴輔導⽬標和制定治療計劃

將問題轉成正向的⽬標，並為達致改變⽽⼯作

協助受輔者將焦點從解決問題轉移到處理事件對

他的衝擊

明⽩並運⽤與受輔者⼯作時帶來轉化改變的⼀些

必要元素

運⽤「冰⼭」和家庭系統概念來評估受輔者所呈

現的問題

協助受輔者接觸、接納和運⽤其內在資源

協助受輔者在僵化的觀點上⼯作，處理未滿⾜的

期待及渴望

協助受輔者找到⽣命的意義

學員學習在能量的層次上⼯作

明⽩抑鬱症乃是受輔者⽤以處理未滿⾜渴望的失

功能⽅法

強化受輔者運⽤⽣命能量，與負⾯的⽣命經驗連

繫 

明⽩到在⽣命受威脅及⾼壓⼒的環境下，應對創

傷的求⽣存反應

協助受創傷者轉化這些求⽣存反應，成為健康地

流動的正⾯能量

1. 概念發展：

2. 技巧發展：

3. 以沙維雅模式輔導，幫助如下有特別需要的案主：

3.1 受抑鬱症困擾的受輔者

3.2 受創傷困擾的受輔者

證書

完成課程要求於並於評核中表現滿意者，會獲發⾹
港沙維雅⼈⽂發展中⼼及太平洋沙維雅學院合頒之
專業証書

名額

36-42⼈

授課語⾔

粵語和英語（輔以粵語翻譯）；學員可⽤中⽂或英
⽂書寫作業

課本（隨課程提供）

薩提爾系統轉化治療訓練課程實務研習⼿冊(助⼈
專業⼯作者專⽤)
(Satir Transformational Systemic Therapy Training
Program, Counselling Practicum Workbook for
Professionals)

指定參考書 (書籍於沙維雅中⼼有售)

薩提爾的家族治療模式

新家庭如何塑造⼈

沙維雅的系統轉化治療−沙維雅模式冰⼭歷程
提問範例（初學者⼿冊）

Satir Transformational Systemic Therapy

     (The Satir Model: Family Therapy and Beyond)

     (The New People Making)

     (Satir Transformational Systemic Therapy -
     Sample Iceberg Process Questions of the Satir     
     Model: A Beginner’s Manual)

錄影

⼯作坊過程將被攝錄，作記錄、評估、培訓、出版
及讓導師和⼯作坊參與者⽇後作研習之⽤。

費⽤

報名費：HK$350
 學費：(包括第⼀、三、五及⼋部份)
⼀次過繳交：
HK$39,800  (*會員)          HK$ 49,750 (⾮會員)   
(學費全數須於接獲取錄通知後按中⼼指定⽇期繳交)
分三期繳交：
每期 HK$15,000 (*會員)     每期HK$18,750 (⾮會員)
(學員須於第⼀、⼆及三次⼯作坊前繳付分期款項，
確實交費⽇期會於稍後公佈)
(*歡迎網上報讀︰https://hksatir.org/pccc-13/；會
籍則可於獲取錄時申請)
實習場地費⽤(適⽤於本中⼼進⾏實習學員)︰
每節費⽤$150 (⾸20節可獲中⼼豁免收費)
 評核(I)費⽤：HK$2,500
(學員須於第四次⼯作坊時報名參與評核及繳交費⽤)
 評核(II)費⽤：HK$2,800
(中⼼將於稍後公佈報名及交費安排)



課程時間表

轉數快（東亞銀⾏）(快速⽀付系統識別碼：2100857）：請於提⽰訊息欄輸⼊姓名及課程編號，並轉發轉賬記錄⾄：satir4@hksatir.org 或 Whatsapp：68787974。
劃線⽀票：抬頭為「⾹港沙維雅⼈⽂發展中⼼有限公司」，請於背⾴列明姓名、電話號碼及課程編號 
櫃員機轉賬（恒⽣銀⾏：390-373249-883）：請於收據空⽩位置，列明姓名、電話及課程編號
現⾦：親臨中⼼繳付

報名
1.     請於2020年4⽉28⽇或以前填妥回條，連同報名費，以及職業、學歷、與助⼈專業相關之義⼯經驗及曾參與沙維雅課程的證明⽂件副本⼀併交回⾹港沙維雅⼈⽂發展中⼼。報名
       費可以如下任何⼀種⽅式繳付：

2.    中⼼將安排符合本課程⼊讀資格的報名者進⾏⾯試，收⽣結果將於2020年7⽉14⽇公佈。
3.    獲取錄者如於限期前申請退學，須繳付⾏政費⽤。中⼼將於稍後公佈退學之相關安排。報名費及會員費將不獲退款。
4.    如遇上難以預知的情況，中⼼將保留取消課程之權利。若課程取消，中⼼會全數退還報名費及學費，會員費則不獲退款。
5.     如遇上難以預知的情況，中⼼亦保留更換導師之權利。課程將會繼續進⾏，亦不會因⽽作出退款。
6.         如個別學員之⾏為對其他參加者構成滋擾，並影響課程之正常進⾏，⾹港沙維雅⼈⽂發展中⼼將終⽌其出席課堂之權利。

(註：以下為⼯作坊暫定⽇期，若有更改將預早通知。)



⾹港沙維雅⼈⽂發展中⼼及太平洋沙維雅學院
專業輔導證書課程 (課程編號︰PCCC 13) 回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