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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神學院與香港心理治療中心合辦證書課程
「個人心理分析
（2017個人心理分析輔導訓練課程
分析輔導訓練課程」
輔導訓練課程」
2017-2018 年）大綱
Training in Individual Psychoanalytic Counselling Course
目標：透過體驗和實踐，協助教牧在助人的歷程上，增進對自己和別人的了解；
學員接觸個人內在世界與成長經歷，有助他們明白別人的困擾，增強表達
及關懷心靈的能力，更能盛載信徒的心靈，以致能與信徒一同成長。
導師：孫遜萍女士(香港心理治療中心總監、資深心理分析治療師)
陳熾鴻醫生(精神科醫生，心理治療師，香港心理治療中心創辦人之一，誠
信綜合治療中心董事暨榮譽顧問)
彭陳淑儀女士（香港心理治療中心治療師）
張慧玲女士(香港神學院專任講師兼校牧、心理輔導員)
申請條件：本院道學碩士（教牧進修）學生，或 所有牧會第 2 至 5 年的現職傳道
人。申請者經面試甄選後取錄。
學分:1)道學碩士（教牧進修）課程的選修科，
2)若學員修畢這課程內所有科目共 15 學分並成績合格者獲香港神學院與香
港心理治療中心合頒證書。
要求：學員必須先在分析小組，然後學習理論，最後透過個案督導研討，應用所
學輔導信徒，增進了解及表達能力，增強信心接待人。課程分為三階段：
第一階段 2017 年春和夏季：「心理分析小組」體驗自我探索，共６學分。
第二階段 2017 年秋：「心理分析輔導法導論」，共３學分。
第三階段 2018 年全年：個案實踐及「督導研討小組」，共６學分。
人數：１２位
申請方法：首先報讀第一階段課程-分析小組，共兩季六學分，遞交申請表及三
篇文章：(1) 個人生命的歷史（約 1,500 字）
(2) 過去的事奉困難，牧養信徒的經驗(2,000 字)
(3) 報讀這課程的原因及期望自己有何改變(500 字以上)。
約見評估：由導師評估後取錄。導師個別約見 50 分鐘，並以小組形式約見申請
者 90 分鐘。若被取錄，會正式接通知到教務處辦理註冊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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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
本課程共有六科，15 學分，必須按次序修讀。受訓期間導師亦會按個別學員的
參與進行持續評估。分三個階段受訓：

課

心理分析輔導訓練

心理分析輔導訓練

心理分析輔導訓練

程
單
元

(I)、 (II)

(III)

(IV)、(V)和(VI)

心理分析小組

心理動力治療導論

督導個案

學員在分析小組中學習
自我探索，彼此了解切
磋。了解自己的內心世

認識心理分析概論、發 每位學員透過跟進
展及基本觀念。
短期或長期個人輔
了解如何分辨會友的
導個案，從而能夠深

界，明瞭自己的情緒反
應及來源，以致能夠明
白周遭事件的意義，體
會別人的感受及不同的

精神健康狀態，以便作 入理解及應用心理
出合宜的轉介。
分析理論。
短期心理輔導(Brief
Psychotherapy)的原理

價值觀念。盼望使受助
者能夠擁有豁達的人
生，可以更正面地表達
自我，與人建立更真、

及技巧，準備學員有信
心實踐。

目
標

更有深度的關係。
修
習
期
及
內
容

兩學期。共 28 堂，每堂 一學期。14 堂，每堂 2 全年實習，督導課共
42 節。每堂 90 分鐘。
兩節小組，共 56 節，每 小時 30 分。
節 90 分鐘。

內容是學習心理動力

內容是自我表達即時關
心的事件或感受，在一
個互信、保密及安全的
環境內，探索一些個人
面對的困難。組員可以

心理治療的基本理論：
1. 導論:心理分析的
發展
2. 認識精神病★
3. 聆聽與盛載

透過小組促進個人內
省、了解自己的情緒、
增加認識自己及身處的
境況。

4.
5.
6.
7.

與受助者結盟
移情及反移情
輔導過程的阻力

演繹和處理
8. 輔導的反效果
9. 短期個人心理輔導
法

學員要用心理動力
輔導一個心理治療
個案，為期一年，輪
流分享，並作深入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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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課
時
間

2017 年春和夏。
星期一
上午 9:15-10:45 及
11:00-12:30

2017 年秋。
星期一
下午 2:00-4:30

1/2018-12/2018
星期一
下午 2:00-3:30

學
分

6 學分(3 學分 X 2 學期)

3 學分

6 學分(2 學分 X 3 學
期)

導
師

孫遜萍心理分析師
張慧玲老師

彭陳淑儀心理治療師
陳熾鴻醫生

孫遜萍心理分析師
陳熾鴻精神科醫生
彭陳淑儀治療師
張慧玲老師

第一階段：單元(I)、(II)：心理分析小組 報名須知
A. 報名方法：
截止報名時間：2016 年 11 月 30 日
報名時填妥分析小組報名表連同 3 篇分享文章：遞交教務處:
（1） 個人生命的歷史（約 1,500 字）
（2） 過去的事奉困難，牧養信徒的經驗(2,000 字)
（3） 為何報讀這課程及期望自己有何改變(不少於 500 字)。
個別約見時間：2016 年 12 月（日期個別通知）
小組式約見時間：2016 年 12 月（日期個別通知）
約見費用：每次$100，共$200。
費用請連同報名表一併遞交，郵寄地址：九龍塘金巴倫道 17 號，香港神學院。
付款方式：以劃線支票（抬頭為「香港神學院有限公司」或“Bible Seminary
of Hong Kong Ltd.）。或將費用存入學院恆生銀行戶口（285-098067-001），
將存根寄回。
若被取錄，會正式接通知到教務處辦理註冊手續及簽約。
B. 簽約：學員被取錄註冊時要簽約承諾：
1. 願意完成為期 56 節小組治療。
2. 組員務必準時出席。不可隨意缺席；如特別事故而須缺席者，請儘
早向小組交代。
3. 互相尊重，願意開放自己，與別人相處。
4. 為避免影響小組治療過程，小組內談及的所有內容，必須保密，不
可在小組以外談及小組內的人及事。
5. 小組期間，希望暫停組外互相接觸或任何社交活動（包括電話及電
郵聯絡）。否則，這些活動會阻礙組的凝聚力及阻礙小組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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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心理分析輔導訓練課程」
(II)
個人心理分析輔導訓練課程」單元(I)、
單元

心理分析小組 報名表格

姓名： ＿＿＿＿＿＿＿＿＿＿（中文）＿＿＿＿＿＿＿＿＿（英文）
性別： ＿＿＿

年齡：＿＿＿事奉職銜：＿＿＿＿＿＿＿＿＿＿＿

學歷： ＿＿＿＿＿＿＿＿＿＿＿＿＿＿＿＿＿＿＿＿＿＿＿＿＿＿
電話： ＿＿＿＿＿（辦公室）＿＿＿＿＿＿（手機或傳呼機）
電郵：＿＿＿＿＿＿＿＿＿＿＿＿＿＿＿＿＿
聯絡地址：＿＿＿＿＿＿＿＿＿＿＿＿＿＿＿＿＿＿＿＿＿＿＿＿＿
從何途徑認識此心理分析小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介紹人（如有的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心理分析小組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事奉教會名稱：＿＿＿＿＿＿＿＿＿＿＿＿＿＿＿＿＿＿＿＿＿＿＿
畢業神學院、課程及年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現正修讀之道學碩士(教牧進修)年級(如有)：＿＿＿＿＿＿＿＿＿＿＿
本人承諾按課程內容各單元要求的時間上課及完成所有學分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