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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疾病和成瘾康复的权威与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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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5 月 26-29 日 

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街甲 59 号⽂化⼤厦 20 层 

主办单位： 

中国⼼理卫⽣协会团体⼼理辅导与治疗专业委员

会，中国 

芝加哥⼤学北京中⼼，美国 

⼀场雙語的塔维斯托克传统体验式会议 

研究团体与组织历程的难得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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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与目标：从经验中学习 
	

团体关系会议是一项教育活动，其

主要任务为: 以此会议作为暂时性

的教育性社会系统，在其中藉由各

种机会去学习如何在人际间、团体

间和机构关系中行使权威。 

有效的领导和有意义的权力行使需

要的不仅仅是智力和技巧层面的理

解。塔维斯托克传统的团体关系模

式提供一个明确定义的环境来观察

此时此刻发生的团体力量和动态。

因为参加者来自不同的团体、家庭

和社会系统，他们的参与将领会出

不同的意义，影响其思维、情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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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个体意义的交汇对于我们在

团体、学校、组织、机构、社区和

社会中的身份、角色和权力起着巨

大的影响。 

团体关系会议成员有机会直

接体验： 

♦ ⼈们如何加⼊并参与团体活

动，如何委派或抵制权⼒，如

何确定⾓⾊和建⽴声望。 

♦ ⼈们如何帮助或阻碍团体任务

的完成。 

♦ 团体成员——既是领导者也是

追随者——如何采⽤有意义和

恰当的⽅式⾏来使权威、权⼒

和影响⼒。 

♦ 有关于形成及维持团体内适应

不良⾓⾊的团体共谋。 

♦ 在从这些适应不良的⾓⾊中康

复过程中的团体⽀持。 

团体关系会议具体日程与报名请登录专委会网站： 
  
http://www.groupwork.org.cn/RecruitStudents/20162191543512
79.html 
更多团体信息请加微信公众号：groupcamh 

2016 年团体专委会学术活动概览 

 

全年精彩学术活动： 
5 月团体关系会议； 
8 月全国心理卫生学术会

议团体分论坛与工作坊； 
10 月团体心理咨询论坛 
12 月第二届心理剧学组

大会 

认证专业培训： 
赖念华表达性艺术培训 
恋爱与婚前辅导团体领导

者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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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体关系会议: 



 
 页眉 

第九次全国心理卫生学术

大会  

第九次全国心理卫生学术大会将于

2016 年 8 月 26 日－28 日在北京召

开。会议由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主

办，协会下属 18 个专委会、三个

行业分会、4 个杂志社、北京市西

城区中北心理咨询师职业技能培训

学校和中科博爱（北京）咨询有限

公是联合协办。 

在本次学术大会上，作为协办单位

的团体专委会将举办一场题为“团

体咨询与团体治疗新趋势”的专题

论坛。并带来精彩工作坊：  

主题论坛： 

1. 樊富珉报告对团体领导者培训

的体系建构； 

2. 徐勇报告题目待定 

3. 施琪嘉报告题目待定 

4. 何瑾（北大）报告：大学新生

学习适应的积极心理团体干预

过程与效果 

5. 成瘾行为的团体治疗，报告人

待定 

工作坊： 

《表达性艺术团体治疗体验工作

坊》 主讲：樊富珉  

《家庭治理——家庭视角”工作

坊》主讲：唐登华 

注册会议请登录： 

http://www.camh.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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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坛主题  

生命深处的相遇----团体咨询与

团体治疗在不同人群中的应用 

二、论坛目的  

1．团体咨询与治疗最新国际发

展动态 

2．团体咨询与治疗的专业理论

与应用实践研讨 

3．国内外团体咨询与治疗的应

用案例与督导 

4．团体咨询与治疗伦理、法规

的认识与实践 

三、论坛时间  

2016 年 10 月 27 日-10 月 29 日 

四、论坛地点  

北京（具体地点待定） 

五、论坛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团体心理辅导与治疗专业委员

会，美中国际心理学院（China 
institute psychology） 

承办单位：北京万生心语教育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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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拟邀请的嘉宾与专家  

朱瑟琳·乔塞尔森（Ruthellen 
Josselson）：著名团体心理治疗

专家，临床心理学博士 

樊富珉：清华大学心理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团体专委会

主任委员 

桑志芹：南京大学心理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团体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 

吴秀碧：美国北科罗拉多大学

咨商心理研究所博士，亚洲大

学心理学系教授。 

许育光：彰化师大辅导与谘商

心理学博士，台湾新竹教育大

学教育与心理咨商学系教授。 

杨凤池：首都医科大学教授，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职业群体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非团

体领域的专家） 

柏晓利：团体心理治疗临床应

用专家，北京友谊医院心理门

诊副主任医师。 

徐勇：国际团体治疗学会理

事，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

师 

最新信息请关注： 
www.groupwork.org.cn 

2016 年团体咨询与团体治疗 

（北京）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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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1. 招生人数为 40 人 

2. 时间：2016 年 1 月 6-
11 日；每天 6 小时；共
计 36 学时。 

3. 培训每次将提供 3 小时
团体课后督导及个案讨
论； 

4. 培训有助教及小组带领
者一起协助教学+提供参
与学员实践后之督导； 

5. 授课地点：西南民族大
学文翰宾馆三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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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特色与内容： 
（一）培训特色： 

1. 训练内容包括训练者示
范、实际演练、理论讲解与
说明、现场督导、课程结束
后实践录像，带回个案研讨
督导的循环历程。 

2. 从行动演出到艺术的融
合，从个体咨询到团体咨询的
扩展，从亲身体验来谈者感受
到咨询师角色的转换，从受督
者的位置理解理论的延展。课
后需在真实的工作中实践，并
试图协助成员能发展出个人的
工作风格与特色。 

西南 民族大学 社会学与

心理 学学院特 别邀请赖 念 华

教授 ，将她十 几年来在 华人

社群的工作精华，传授给心理咨

询专业人员。她的研究与实践一

直关注华人社会文化的特点，将

西方心理治疗概念和技术与华人

文化特质融合，她所发展出的

「画说灾难一艺术减压模

式」、「表达性艺术治疗创伤

工作模式」，在台湾 921 大地

震、八八水灾、SARS 风暴、512 

汶川地震的灾后心理干预中被广

泛使用。 

赖念华是第一位在本土的华

人，获得美国心理剧、社会计

量、团体心理治疗考试委员会

(Th e American Board of 

Examiners in Psychodrama, 

Sociometry and 

GroupPsychotherapy,简称

ABEPSGP)认证通过的训练师、教

育者、导演（Trainer, 

Educator, Practitioner,简称

TEP)及心理剧导演(Clinical 

Practitioner,简称 CP)。更可贵

的是，她甫得知获得 2014 年美国

心理剧、社会计量、团体心理治

疗学会颁发 David Kipper 的学术

奖项，目前是唯一获此奖项的华

人！ 

赖念华是目前唯一一位华人

获得美国专为创伤患者所发展出

的螺旋心理剧治疗模式(The 

Spiral Therapeutic Model)认证

通过的团体领导者（Trained 

Leader,简称 TL) 及训 练师

（T r a i n e r）。 

赖念华 .表达性艺术治疗培训 
你想成为一位有效能的咨询师吗？ 

你想知道以表达性艺术治疗的工作方式，在咨询中

会带出的效果吗？ 

你想明白个体咨询与团体咨询的差异吗？ 

你想明白如何剖析团体的动力并由此推进团体的发

展吗？ 

联系人：陈璐玮（ 028-85528062；028-85700223    

18685558040） 

邮  箱：344169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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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6 年 4 月 15-17 日（合计三天），共 21 个学时【地点】武汉市内【人数】50 人以内 

报名邮箱：dfmjxl@126.com 联系人：夏天   电话：027-87108919, 13995662024 

2016 年恋爱与婚前辅导团体领导者培训 

婚姻与家庭辅导的理论与咨询实践中发现，婚前对夫妻相处之道、彼此

对家庭生活的期望、婚后即将面临的挑战等问题的了解程度，直接影响到婚

后的婚姻生活质量及满意度；婚姻中夫妻二人是否能及时地自我觉察，正面

积极地处理婚姻困难，也与婚姻的整体满意度密切相关。 

希望通过参加本培训学习，能够增强团体领导者带领即将或正身处恋爱与婚

姻之中的当事人，彼此了解、探索两性差异、学习沟通与表达技巧、深入了

解爱情的真谛与婚姻的内涵的能力，掌握协助当事人建设性处理和发展健康

的恋爱关系，创造幸福、美满、长久的婚姻的辅导技巧。 

婚恋与家庭辅导培训师资  

萧庆仪女士：香港资深心理辅导及培训师，现任香港溪水旁辅

导轩资深心理辅导主任、香港浸会大学社会科学硕士（青年辅导）专

业实习督导，擅长恋爱与婚姻辅导，具有丰富的婚姻辅导经验。曾多

次在清华大学培训国内心理咨询师，经常应邀前往海外及国内主领婚

前、婚姻及个人成长讲座及培训课程。 

樊富珉教授：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心理

学会认定心理学家、注册督导师，现任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理事、临床与咨询心理

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危机干预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临床心理学

注册工作委员会伦理分委员会主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事等

职，是中国团体心理咨询的创始人和传播者，将团体心理咨询体系全

面、系统引入中国。 

         汪海燕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已荣休），硕士生导师，中

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督导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

心主任、湖北省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副主任。汪教授是国内著名

结构式团体辅导专家，有多年团体辅导、女性心理学及性教育领域的

理论与实践教育经验。 

第⼆届⼼理剧⼤会与您相约

12 ⽉南京 

        团体专委会将于2016年12

月3日至4日召开中国心理卫生协

会团体心理咨询与辅导治疗委员

会心理剧学组第二次大会，特别

邀请心理剧创始人雅各布.莫雷诺

亲自培养的第一批心理剧导演、

英国心理剧创始人、《心理剧入

门》作者马修.卡璞大会演讲，并

与12月5-7日作会后工作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