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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辦單位：臺北市諮商心理師公會 
二、協辦單位：臺灣諮商心理學會 
三、課程介紹：藉由不同主題性課程內容之講解與討論過程，協助諮商心理師擴展多元角度、充

實專業知能，以提升執業過程中面臨各項議題與困境的能力。 
四、參加對象：本會會員、及其他縣市執業諮商心理師 
五、研習時間：2010 年 1 月 25 日至 2010 年 12 月 27 日 

（每月最後一個星期一晚上 19：00－21：30） 
六、研習地點：臺北市諮商心理師公會（臺北市中正區中山北路一段 2 號 6 樓之 5） 
七、課程主題 

日期 課   程   主  題 教 師 

第 1 週(01/25) 如何進行懷孕諮商 李韋蓉心理師 

第 2 週(02/22) 如何進行犯罪者諮商      周秀姝心理師 

第 3 週(03/29) 如何進行性侵諮商 施如珍心理師 

第 4 週(04/26) 如何進行同志諮商      王明智心理師 

第 5 週(05/31) 如何進行高齡諮商      李開敏心理師 

第 6 週(06/28) 如何進行青少年諮商 黃心怡心理師 

第 7 週(07/26) 如何進行悲傷諮商 蘇絢慧心理師 

第 8 週(08/30) 如何進行企業諮商      楊明磊心理師 

第 9 週(09/27) 如何與其他助人專業合作 林雪琴心理師 

第 10 週(10/25) 如何進行性諮商 呂嘉惠心理師 

第 11 週(11/29) 如何進行生涯諮商      黃素菲心理師 

第 12 週(12/27) 靈性觀點如何應用於心理諮商      鄭玉英心理師 

 
八、講師：李韋蓉  心理師（臺北張老師基金會諮商心理師） 

周秀姝 心理師（財團法人張老師基金會台北分事務所諮商心理師） 
施如珍 心理師（頭陀心理諮商所所長） 
王明智 心理師（臺北教育大學諮商中心兼任心理師） 
李開敏 心理師（華人心理治療研究發展基金會諮商心理師） 
黃心怡 心理師（懷仁全人發展中心諮商心理師） 
蘇絢慧 心理師（馬偕醫院協談中心諮商心理師） 
楊明磊 心理師（淡江大學教育心理與諮商研究所副教授） 
林雪琴 心理師（國立台北教育大學兼任諮商心理師） 
呂嘉惠 心理師（杏陵性諮商治療中心主任） 
黃素菲 心理師（國立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教育中心助理教授） 
鄭玉英 心理師（懷仁全人發展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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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講師簡歷 

 
李韋蓉 心理師 
現職：台灣世界展望會督導、國立陽明大學心理師、國立師範大學心理師、輔仁大學

心理師、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講師、杏語心靈診所資深治療師、臺北張老師基

金會諮商心理師 
 
學歷：美國紐約市立大學諮商心理學碩士、美國俄亥俄大學特殊教育學碩士 
經歷：新光醫院專案心理師、美國紐約 NYAWC 治療師     
專長：外語諮商、自我探索、生涯探索、身心調適、壓力與情緒管理、人際與兩性關

係、懷孕諮商、伴侶諮商、心理成長團體 
          專業證照：中華民國諮商心理師執照、大學講師証書(教育部核發) 

 
周秀姝 心理師 
現任：財團法人張老師基金會台北分事務所諮商心理師 
學歷：中國文化大學心理輔導研究所碩士 
經歷：清華大學教育學程兼任講師暨諮商中心心理師 
      中山醫學大學輔導老師 
      衛生局性侵害加害人暨家庭暴力相對人社區治療心理師 
      台北縣衛生局駐區心理師 
      台北監獄性侵害加害人矯治心理師 
      財團法人張老師基金會台北分事務所心理師     
      萬華區健康中心心理師 
      台北市縣國小駐區諮商心理師 
專長：兒童心理治療、犯罪行為治療 

      兩性/兒童/青少年心理問題議題 

      壓力調適/憂鬱症/家暴加害人諮商/性侵害加害人諮商 
專業證照：中華民國諮商心理師執照 
 
施如珍 心理師 
現職：頭陀心理諮商所所長 
學歷：美國加州大學聖塔巴巴拉分校教育所碩士 
經歷：頭陀心理諮商工作室(前台北 TA 發展中心)負責人及心理治療師 
      私立輔仁大學臨床心理系兼任講師 
      勵馨基金會顧問及督導 
      臺北市家庭暴力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督導及合作諮商心理師 
專長：人際溝通分析 
      完形治療及督導 
      婚姻/家族治療 
      憂鬱症/焦慮症/心理創傷心理諮商 
      婚暴婦女諮商 
專業證照：中華民國諮商心理師執照 
 
王明智 心理師 
現職：台北教育大學諮商中心、東吳大學諮商中心、東華大學諮商中心(含美侖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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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社區心理衛生中心、秀林國中、北投復興高中等學校諮商心理師 
學歷：輔仁大學應用心理研究所諮商組碩士 
經歷：台北市少輔會輔導員及督導、花蓮縣警局特約諮商師、台北家庭暴力中心兼任

諮商師、陽明大學專任諮商師兼任諮商師以及兼任講師、佛教觀音線協會(松山

婦女服務中心)兼任諮商師、花蓮教育大學兼任講師 
專長：多元性別(LTGB)、愛情經營、自我肯定、自我探索、兩性關係、同志關係 
專業證照：中華民國諮商心理師執照 
 
李開敏 心理師 
現職：國立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教育中心助理教授 
學歷：美國紐約 Hunter College 碩士後老人學學位 美國紐澤西 Rutgers University 社工

碩士 
經歷：國立台灣大學社會工作系及通識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台北市政府員工協談中心 
      華人心理治療研究發展基金會 
      呂旭立紀念文教基金會等單位諮商心理師 
專長：個案工作 
      團體諮商 
      壓力管理 
      悲傷創傷輔導 
      醫務社會工作 
      老年社會工作 
      社會工作督導 
專業證照：中華民國諮商心理師執照 
 
黃心怡 心理師 
現任：懷仁全人發展中心督導、諮商心理師  
學歷：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經歷：台北市政府員工協談中心兼任諮商心理師 
      心靈工作室 諮商心理師 
      心理測驗諮商學苑顧問 
      中華心理衛生協會秘書長  

    中華心理衛生協會理事 
      返璞歸真心理工作室諮商老師 
      北市家暴中心、展望會家庭寄養組、兒福聯盟合作諮商心理師 

並長期在張老師月刊與聯合報專欄執筆 
著作：「父母心 玻璃心」「給你的非常建議」「非常青少年」 
      「青少年非常心事」「我的孩子變了」等書 

專長：青少年個別心理諮商 
      親子與家庭聯合會談 
      系統取向青少年諮商輔導專業訓練 
      策略取向「父母心」青少年父母支持團體 
專業證照：中華民國諮商心理師執照 

 
蘇絢慧 心理師 
現任：馬偕醫院協談中心諮商心理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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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歷：國立台北教育大學心理與諮商研究所碩士 
經歷：馬偕醫院安寧中心臨床社工師 
      臺北市諮商心理師公會理事 
      國立台北教育大學諮商中心兼任諮商理師 
      一葉蘭喪偶家庭成長協會團體帶領老師 
      行天宮社會大學「多元表達性藝術與自我探索」課程講師 
      台灣神學院教會與社會系兼任講師 
專長：個人失落悲傷議題 
      死亡與心理議題 
      釋夢工作 
      情緒困擾議題 
      自我整合 
專業證照：中華民國諮商心理師執照、中華民國社工師執照 
 
楊明磊 心理師 
現任：淡江大學教育心理與諮商研究所副教授 

世界華人性學家協會台灣分會會長 
學歷：政大心理研究所碩士  彰化師大輔導與諮商學博士 
經歷：銘傳大學教育心理與諮商學系副教授 

樹德科技大學人類性學研究所副教授、 
           新竹師範學院心輔所「心理劇」課程教師 
           輔仁大學兒家系所「家庭諮詢」､「家庭重塑」､「團體動力」課程教師 
           懷仁全人發展中心､反璞歸真心理工作室兼任諮商師 
           華碩電腦､鉅微管理顧問､台北市政府､台北捷運公司…特約諮商師 
     專長：職場心理諮商 
           網路諮商 
           心理劇 
           性別與性學 
           親密按摩與身體工作 

專業證照：中華民國諮商心理師執照 
 
 
林雪琴 心理師 
現任：國立台北教育大學諮商中心諮商心理師 
學歷：美國密蘇里大學教育碩士 
經歷：國立台北教育大學兼任諮商心理師 
      中崙聯合診所諮商心理師 
      台北市社區心理衛生中心諮商心理師 
      輔仁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兼任講師 
      臺北市＆臺北縣家庭暴力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特約諮商心理師 
      現代婦女基金會&大直婦女中心&新女性聯合特約諮商心理師 
      中華航空公司約諮商心理師 
專長：情感婚姻諮商 
      生涯規劃諮商 
      家庭暴力及性侵害諮商 
      悲傷輔導及災難復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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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緒與壓力調適 
      同理心訓練 
專業證照：中華民國諮商心理師執照 

 
呂嘉惠 心理師 
現職：杏陵性諮商治療中心 主任/ 督導/ 諮商心理師 

華人心理治療研究發展基金會 諮商心理師  
杏陵醫學基金會特約講師 
杏陵性教育輔導專線 訓練講師與督導 
勵馨基金會北區顧問 
性教育協會常務理事 

學歷：國立政治大學經濟學學士 
美國雪城大學諮商教育碩士 

經歷：杏陵性教育輔導專線 專線諮商師 
陽明大學兼任諮商心理師 
元智大學兼任諮商心理師 
國立台北藝術大學兼任諮商心理師 
國立台灣藝術大學兼任諮商心理師 
輔仁大學兼任諮商心理師 
衣蝶百貨兼任諮商心理師 
核能研究所兼任諮商心理師 
南港婦女中心兼任諮商心理師 
勵馨基金會兼任諮商心理師 
蒲公英兒少治療中心兼任諮商心理師 

專長：性諮商 
親密關係經營及與性相關議題的諮商工作 
大眾演講工作坊 
專業訓練 

專業證照：諮商心理師 
著作：湛藍深海 地球書房出版 

Takky:為什麼不能永遠在一起 時廣出版 
 

黃素菲 心理師 
現職：國立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教育中心助理教授 
學歷：國立台灣大學心理學碩士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理與輔導博士 
經歷：陽明大學心理諮商中心主任 
專長：生涯諮商 

敘事治療 
關係與互動 

專業證照：(93)專特心字第 000149  諮心字第 000431 
 
鄭玉英 心理師 
現職：懷仁全人發展中心主任 
學歷：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理與輔導研究所博士 
經歷：輔仁大學社會工作系兼任教授 
      曾創辦反璞歸真心理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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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仁全人發展中心主任 
專長：婚姻輔導 
      家族治療 
      家庭重塑 
專業證照：中華民國諮商心理師執照 

 
十、研習費用 

身份 報名時間 金額 

本會會員 完全免費 

臺灣諮商心理學會會員 
其他縣市諮商心理師公會會員 

每場 500 元整 

其他人士 

每一場次舉行「前一個月」起

開始授理報名，直至額滿為止

每場 600 元整 

 
十一、 備註： 

1.依實際參與時數團體認證諮商心理師專業課程類繼續教育時數(目前正在申請中)；其他人士若

需要研習證書，請事先向本會秘書處申請，將於講座當天發給該場次講座之研習證書。。 

2.每場次以 30 人為限，為使資源能妥善使用，每一場次舉行「前一個月」起開始授理報名，直

至額滿為止。座位有限，請把握機會！報名前請務必來電確認名額，完成報名費用繳納後，恕

不退費。 

3.已完成報名手續之本會會員，請您務必出席該場次講座。若您因故無法前來出席講座，請事先

告知本會秘書處，以便通知候補學員依次遞補。 

4.不在期限內報名者，恕無法授理您的報名。 

5.若有疑問，請洽本會秘書處，電話：02-2389-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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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姓名  
認證

方式

 □諮商心理師積分認證 

 □無須認證，需核發研習證明 

電話  手機  
填表

日期
 

報名

場次 
 

服務單位 
 

 職稱  
※ 每一場次舉行「前一個月」起開始授

理報名，直至額滿為止。不在期限內報名

者，恕無法授理您的報名。 

報

名

費

用 

□免費  公會會員 

□每場 500 元(請附證明文件) 
□臺灣諮商心理學會會員 

□其他縣市諮商心理師公會會員 

□每場 600 元  其他人士 

備

註 

每場次以 30 人為限，報名前請務必來電確認名額，完成報名費用繳納後，

恕不退費。為使資源能妥善使用，已完成報名手續之本會會員，請您務必出

席該場次講座。若您因故無法前來出席講座，請事先告知本會秘書處，以便

通知候補學員依次遞補。座位有限，請把握機會！ 

電子信箱  
收據抬

頭 
□本人 

□其他＿＿＿＿＿＿＿＿＿ 

聯絡地址 □□□□□ 

【劃撥收據黏貼處】 

報名方式：請先傳真報名表、來電確認名額後再劃撥報名費， 
並傳真劃撥收據至本會秘書處以完成報名手續 

     郵政劃撥帳號：19918596 戶名：臺北市諮商心理師公會 
     電話：02-2389-0188         傳真：02-2389-0186    
     地址：10041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北路一段 2 號 6 樓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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