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树仁⼤学 
承办机构： 

呜谢： 

抗疫.成⻓.发展 

论坛报告摘要集 

 

2022 年 7 ⽉ 26 ⽇- 30 ⽇线上举⾏ 

第九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 

⾼校⼼理辅导与咨询⾼峰论坛 



第九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高校心理辅导与咨询高峰论坛 

 

最后修订日期：2022年 7月 26日 1 

大会报告 
疫情下高校的心理健康 

 

李焰教授 

清华大学教授、学生心理发展的指导中心主任 

常态化疫情下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2020 年至今新冠肺炎疫情及内地高校疫情管控政策给大学生带来

的不确定性、不安全感、丧失感、疏离感和被抛弃感等心理体验，

以及社会隔离、亲子关系紧张、在线学习压力、就业压力、家境

变迁等现实问题，对高校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甚大。本文介绍了中

国心理卫生协会大学生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这三年所开展的工作，

是如何在加强督导、组织学术会议、积极参加行业会议、积极参

加教育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工作、组织换届改选

等工作。同时介绍了内地高校如何创新工作形式，通过网路、电

话、微信、APP 小程式等各种方式构建鬓云上心理中心铀，实现

了符合伦理和法律要求下的网络个体和团体心理咨询服务，以及

心理热线咨询、文字咨询等心理服务，帮助学生应对疫情下的学

业、人际、恋爱、就业等方面带来的心理挑战，守护他们身心健

康，促进心理健康发展。最后，对内地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遇到的

挑战或者困惑做以讨论并展望了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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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斐娟副教授 

台湾云林科技大学技职教育研究所暨师资培育中心副教授 

疫下高校学生心理健康 

前言：疫情对大专校院（高校）学生的影响：（一）疫情本身的

看法与感受，（二）学校生活有关学习与人际关系，（三）家庭

（人）关系，（四）生涯发展，（五）情绪调适与压力因应等诸

多面向。 

疫情下高校学生辅导：在学生辅导法的三级辅导架构下做法举隅 

发展性辅导—心理卫生资讯、安心文宣等，防疫专区的资源提供

与链接;发展性辅导活动持续推展，以及导师、授课教师对学生的

关怀辅导。 

介入性辅导—1 .个别咨商：通讯咨商的加速进展—2021 年 7 月份

教育部发布「严重特殊传染病期间各级学校及学生辅导咨商中心

通讯关怀与辅导咨商参考原则」，在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疫情达三

级，学生因疫情停课不到校期间，辅导人员可依据学生辅法对学

生以通讯咨商方式进行关怀与咨商辅导。从解决燃眉之急，到五

十几所大专校院申请通过通讯谘商服务提供，对通讯谘商推进，

以及整体通讯咨商面临挑战的思考。2 .高关怀筛检作法之考量 

处遇性辅导—仍旧考验系统合作机制与能力，以及个案管理工作

落实。 

结语：（一）当疫情成为新常态，线上线下并行的大专校院辅导

工作如何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以更贴近学生需求的方式链

接资源，系统合作共同推展是维护或增进大专校院学生心理健康

之道。 

（二）专业辅导人员的增能培训，以及自身的身心健康（包含兼

顾当事人福祉与自我照顾的辅导工作环境）为关键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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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桂龙处长 

澳门大学学生辅导处处长 

疫下高校学生心理健康的挑战-澳门的情况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了三年，全球各国心理健康问题变得严重。有

研究发现，在疫情影响下，全球忧郁症和焦虑症的个案估计分别

增加 5，320萬与 7，620萬宗，当中青年群体受影响的程度也比较

大 1。另外亦有大型研究显示，高校学生受疫情影响主要出现几方

面的问题，包括担心自己或朋友染疫、远距上课形式带来的焦虑、

产生孤独感、缺乏动机、睡眠障碍、以及忧郁焦虑等 2。 

我国青少年忧郁检出率为 24.6%3，而澳门高校学生忧郁盛行率更

高达 35.2%4。加上疫情影响，澳门高校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备受

关注。为改善高校学生心理健康状态，为改善高校学生心理健康

状态，澳门高校从即时性、安全性、支持性三方面，有序开展相

应的心理干预工作。 

即时性：於疫情初期，高校迅速构建抗疫专责小组与疫情相关网

页，汇总疫情最新资讯以及相关心理辅导信息，以降低学生焦虑。

同时也开设网络平台，分享关于改善睡眠、提升远距学习效能、

隔离期间自我照顾等心理健康资讯。 

安全性：为减低疫情传播风险，高校亦开通线上心理辅导平台，

以便学生於隔离或在家学习期间，仍能继续使用心理辅导服务。 

支持性：到了疫情中后期，高校亦结合线上线下形式举办不同类

型的心理健康讲座和活动，强化学生心理韧性与情绪调适能力，

并提升学生关心身边同伴的效能，建立更有效的保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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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高校学生心理健康：世界各地的启示 

在全球疫症大流行的影响下，人们在这数年间的生活、工作、防疫习惯、人际相处、

学习均遇上翻天覆地的改变。世界各地的学者正积极研究新冠疫症（ COVID-19 ）之

后疫情在各方面对人类的影响，当中不少心理学学者也集中研究疫情如何影响人们的

身心健康，特别在情绪、人际、心理韧性及抗逆能力方面作出分析。从最初探讨对新

冠病症的恐惧（ Fear of Covid-19 ），到后期的疫后适应等。是次分享将聚焦与高校学

生心理健康相关的研究上，分享者会综合从 2020 年起在世界各地的主要研究，并分析

当中对高校学生的研究焦点及发展趋势，包括研究在抗疫过程中如何影响他们的网上

学习模式、人际沟通、处理焦虑、孤独感及家庭关系等等。 

 
 

 

 

 

  

郭倩衡女士 

香港树仁大学尹周玉芬跨学科循证实践及

研究中心家庭及儿童发展研究团队领导 

 

邓素琴教授 

香港树仁大学协理学术副校长（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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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报告摘要 
辅导咨询专业地位及发展 

 

黄嘉颖处长 

澳门科技大学学生事务处处长 

澳门心理辅导咨询的专业地位及发展 

回顾并介绍澳门心理辅导咨询专业的现况，结合澳门高校心理辅导

咨询的专业服务，讨论相关政策制度议题，分析社区与高校的心理

辅导咨询专业的协作关系，从高校心理辅导咨询的专业发展，探讨

澳门心理辅导咨询的专业地位和发展路向。 

澳门政府在 2018 年 8月提交草案并於 2020 年 9月经立法会细则性

讨论及表决的《医疗人员专业资格及执业注册制度》法案，订定医

疗人员专业资格及执业注册制度，其中包括心理治疗师。《社会工

作者专业资格制度》法律於 2020年 4月正式生效，主要是针对从事

社工职业的注册及专业资格认可。澳门心理学会于 2019 年 10月与

中国心理学会签署合作协议，获授权为澳门唯一机构处理《中国心

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注册系统》申请工作。

让本澳心理辅导咨询专业人员多一个渠道获得专业认可，提升专业

的素质。但有关澳门心理辅导咨询的专业地位及发展，仍需要探讨

分析现实状况和实际需求，从而厘订相关政策及规管。 

现时澳门共有十所高等院校，最早於 2003年开始设立心理辅导咨询

功能，聘请心理辅导员及/或社工为学生提供心理健康和辅导咨询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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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才智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心理援助热线的组织与管理 

2020 年新冠疫情期间，教育部依托华中师范大学已有工作资源，

动员全国心理学力量，设立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心理援助热线平

台，面向湖北及全国大众、海外华人华侨、留学生等提供 24 小时

抗疫心理援助热线公益服务。该平台首次有 4000 名咨询师报名，

1700名咨询师入选，高峰时每周 1000名咨询师上线值班，前后有

200多名督导师提供督导。如何在云端对这庞大的资源进行高效的

组织与管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国际上并没有经验可循。在中

国心理学会专家指导下，平台成立了专家委员会;咨询业务部分成

立专家工作组，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委会、注册系

统的各位专家亲自参与工作设计，审定各类专业方案，从咨询师

招募、选拔、培训、督导、危机干预、伦理投诉、过程控制等多

个环节，严把品质关，提升专业性。实践证明，该工作设计比较

切合实际，运行良好。至 2022 年 5 月底，平台累计配置咨询师

31000 人次，服务 11万余人次，危机干预 1500余人次。该热线使

用互联网集成技术，使大规模的心理援助服务成为可能;其动员效

率、援助规模、服务形式在全球心理救援史上前所未有，充分展

示了中国的制度优势，也为全球疫情治理和心理健康服务提供了

中国方案。 

 
 

王智弘教授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辅导与咨商学系（所）教授 

华人心理咨商发展的重要议题：科技化与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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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文得博士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教师教育及学习领导学部副教授 

香港辅导专业：现状与发展 

作者概述了香港辅导专业在学校、职场、社区三大服务领域的最

新发展。并探讨了辅导人员的专业地位，辅导专业协会的角色，

以及辅导专业认证的情况。此外作者也对香港高校辅导专业的未

来发展作出展望。 

 
  



第九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高校心理辅导与咨询高峰论坛 

 

最后修订日期：2022年 7月 26日 8 

主题报告 

石丹理教授 

香港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 

疫情和逆境：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 

2019 冠状病毒病（ COVID-19 ）对个人，家庭，社区，社会和全球

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一流行病也加剧了若干问题，如数字鸿沟、两

性不平等、贫困和精神健康问题。关于年轻人，心理健康问题更是

COVID-19 下的一个紧迫问题。在本次演讲中，根据我们的研究，

我将重点介绍年轻人心理健康和福祉的问题。首先，我们检视中国

大陆青少年和香港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包括他们的焦虑、抑郁、压

力和创伤。其次，我们确定学生心理健康的社会人口统计相关性，

这可以使辅导员能够识别高风险病例。第三，我们研究 COVID-19

下大学生的需求满意度。第四，我们强调「青少年正面发展」

（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的重要性。在我们的研究中，相对於

较低水平的青少年正面发展，在较高的青少年正面发展下，COVID-

19 相关压力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较弱。我们认为，除了 COVID-19 的

背景之外，我们还必须宣传「青少年正面发展」的重要性，并将其

作为预防和促进年轻人全面发展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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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报告 

王丽斐教授 

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心理与辅导学系教授兼副主任 

教师好，学生会更好：台湾教师咨商辅导 

支持中心的辅导作为及发展 

台湾于 2019 年修正「教师法」，明文规范「高级中等以下学校，

各主管机关需建立教师咨商辅导支持体系」。自此，教师咨商辅

导支持服务俨然成为一门新生之咨商辅导专业。本场次由该计划

主持人台师大王丽斐教授分享他们如何从零开始，建构与推动这

个全球首创的教师咨商辅导支持中心的经验，以及目前所面临的

挑战、因应历程，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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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报告 

孙天伦教授 

香港树仁大学首席副校长 

华人社会心理辅导的明天：本土化或活化传统？ 

在心理学的领域中，几乎所有的心理治疗和咨询模式都是欧美的

舶来品。為了使這些舶來品能為我們所用，幾十年來我們一直在 

揮舞「本土化」的大旗。同时在西方，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我

们目睹了愈来愈多欧美心理咨询与东方哲学的融合，其中比较知

名为道家认知治疗（如 Chang et al，2020;Hwang, 2009;Tsang, 

2021;Young et al，2002 ）和正念为本的认知治疗（如 Felder & 

Segal，2012 年;Fulton， Germer & Siegel，2005 年;Segal，Teasdale 

& Williams，2002 年）。上述两种融合治疗模式的流行证明了其

实中国本身或已存有有效的心理咨询模式。有鉴于此，我们必须

提出以下的问题：既然中国文化中已经存在有效的咨询模式，为

什么还需要从西方引进？本文试图找出在中国文化中已经存在的

咨询和心理治疗的模式，试图把这些模式结构化，并提出对其有

效性和可靠性进行实证研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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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报告 

樊富珉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临床与咨询心理学院院长 

团体咨询师专业成长中的督导模式 

团体咨询是心理咨询师必备的核心工作技能。正如美国 ASGW 所

要求的「所有的咨询师应该能够运用团体工作的基本技能，并且

应该具备团体的基本知识」。有效能的团体咨询师在专业成长中

学习和掌握团体咨询知能，在督导下完成团体工作培训是不可或

缺的必修环节。本报告基于作者在中国大陆的探索和实践，介绍

了团体咨询师专业成长的过程，几种培训团体咨询师常用的督导

方式，重点介绍了便捷有效的提升团体带领能力的团体督导模式，

以及对团体咨询师进行团体督导的特殊优势，为国内团体咨询师

专业成长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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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报告 
辅导咨询专业督导 

 

马建青教授 

浙江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抗疫形势下的高校心理专业督导的探索与实践 

心理咨询督导师是帮助心理咨询师更好地自我成长、业务提升的

专业人员。这个过程就是督导，这个工作就是督导工作。接受督

导是一名新手咨询师成长为一名合格咨询师、一名合格的咨询师

成长为优秀的咨询师的必经之路。只有通过不断地接受督导，咨

询师的生涯才能日渐丰富，才能跑得更远，做得更久，干得更好。 

近年来，在国家高度关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国高校心理

咨询面临蓬勃发展的今天，特别是在抗疫形势下，如何开展有序

有效的督导以推进高校心理咨询工作的规范化和专业化，正越来

越受到重视。而这需要一大批合格的督导师。 

本报告在分析了内地高校督导供需脱节现状的基础上，详细论述

了笔者采用团体模式进行督导工作坊和督导师培养工作坊的训练

模式及其效果。回顾性匿名问卷调查显示，在包含认知、情感、

技能、应用四维度的 31 个调查栏目上，认为对自己“帮助很

大”“帮助较大”的合计比例均在 90%以上，相比较而言，认知效

果最明显，情感其次。培训效果与性别、年龄、学历、专业背景、

工作岗位、专兼职、从业时间等因素存在一定的关联性。说明这

种模式对提升咨询师的咨询能力和培养督导师具有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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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辅导咨询专业督导 

台湾辅导与咨商学会於 2019 年修订专业督导认证办法，把专业督导分为「咨商心理专

业督导」与「学校辅导专业督导」两类。此后督导培训也区分为两个管道，但基础课

程多有重叠。在学校辅导专业督导（偏中小学）方面，林淑华、田秀兰、卢鸿文

（ 2020 ）以扎根理论研究分析 10 位学校专任辅导教师督导者受访资料，结果显示督

导者督导经验为一动态循环过程。而督导系统方面， 

可从督导者本身、课程、实践模式三向这里说明。前两者较容易理解，第三者实践模

式向这里，则指须加强督导评量机制并提供专辅教师多元学习机会。本模式的特色在

于运用生态系统观点於督导历程中，包括理解受系统环境影响个案、看见在系统中工

作的专辅、觉察督导者个人所处系统，以及善用系统思维进行督导。在高校/大专院校，

同样须注意校园的生态系统，然培训模式较偏向以咨商心理专业督导为主。督导实务

模式，大致分两大模组，其一为针对高关怀学生个案管理的定期督导（由中心主管主

持，偏向行政督导），其二为咨商心理专业督导（由专家主持，偏向咨商心理专业精

进）。经身心健康关怀量表评估为高关怀、高危险个案，不定期接受院系所属个管心

理师的关怀，而咨商中心主管则需负责督导，掌握这群学生的心理健康及人身安全。

谘商心理专业督导部分，一方面以中心定期个案研讨方式进行，另一方面也透过个别

督导方式进行。本论坛将说明大专院校在针对高关怀、高危险学生，以及咨商专业督

导方面的实务运作。 

  

田秀兰教授 

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心理与辅导学系

特聘教授 

 

林淑华博士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辅导与咨商学系助

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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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觅博士 
澳门大学心理辅导中心事务主管 

澳门高校心理辅导专业督导 

近年来，随着大众对心理健康认识的提高，加上台风天鸽、新冠

疫情等事件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生主动求助或被转介来接受心

理辅导，且带来的议题也愈加复杂，这为高校的心理辅导带来了

空前的关注和挑战。 

专业督导以提高心理辅导员胜任力、保障个案得到合适的帮助为

目标。不同的督导流派对这两个目标有不同的优先排序，督导资

源的多寡等外部限制也影响督导师对两个目标的取舍。心理辅导

在澳门是一个较新的行业，本地缺乏足够的心理辅导人才储备。

这意味着澳门需要培养一批拥有专业胜任力的本地心理辅导员，

以应对当前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鉴于心理辅导的学生个案量大且复杂困难程度明显增加，澳门高

等教育局（后与教育暨青年局合并为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在 2016

年开始组织《大专院校辅导范畴督导服务》，聘用外地督导师为

高校心理辅导员提供督导，只因资源限制，每个学期仅能提供一

次团体督导和少量的个体督导。这种督导模式决定了督导师只能

聚焦在个案身上，而无法对心理辅导员的专业成长有深度的干预。

部分高校在这基础上组织了校内的团体督导，但督导资源紧缺依

然是高校心理辅导员面临的困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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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清华博士 

香港城市大学学生发展（辅导）副处长 

专业督导三重奏 

与所有成长过程类似，辅导咨询督导是培育经验丰富和优良素质

的咨询师或心理治疗师的「苗床」。它需要给予咨询师或心理治

疗师自主的空间和有人同行的感觉。在香港城市大学，辅导服务

尽力为辅导员的个人成长及专业发展提供最佳条件。大学内的咨

询有三个不同层面：员工发展，专业咨询和同伴咨询。 

大学赞助辅导员参加咨询模式或理论的证书课程，以帮助他们吸

收、发展有关特定模式或理论的专业知识。大学还分配财政资源

给心理辅导部，以聘请社区的心理学家向校内辅导员提供专业咨

询，以加强咨询师的咨询技能和知识。此外，城市咨询服务团队

还制定了同伴监督制度。高级辅导员将监督初级辅导员。凭这三

个层次的专业辅导督导，奏出孕育优良的心理咨询师的摇篮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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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报告 
综合与展望 

 

桑志芹教授 

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疫情下网络团体辅导的理论与实务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扩散形势严峻，民众的身心健康与工作生活或

多或少受到冲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

加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心理援助与社会工作服务的通

知 》 ， 要求组建多学科专业人员队伍为受疫情影响的群众提供

专业心理援助和社会工作服务，减轻疫情所致的心理伤害和社会

影响。在国内外历次重大灾难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团体心理

工作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受疫情影响，开展网路团体工作

是疫情下的特殊需求也是社会需求。在国内新冠疫情的特殊时期，

网路团体心理工作是否具有可行性，是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网路团体，是藉助於网路进行的团体辅导或团体咨询。在国外，

网路团体始于 20世纪 60 年代，并逐步发展壮大。在国内，网路

团体实务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较为缺乏，本土化经验

较不完备。网路团体不同於线下团体，带领者与团体成员、团体

成员之间须藉助网路进行远端沟通。网路本身的不稳定性、网路

环境下成员隐私性、安全性的保障，也为网路团体工作提出新的

挑战。 

本研究依据在疫情中多个网路团体的研究，探讨疫情中网路团体

辅导的理论与效果研究，证明了网路团体的有效性，以及网路团

体领导者训练的有效性，和网路减压团体有效性研究，以及有效

因素研究，既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也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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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韵淇学务长 

圣若瑟大学学生及校友事务处学生事务长 

澳门学生事务协会（ MSAA ）心理服务回顾展望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高等院校严格按照政府防疫要求，认真落实

各项防疫工作部署，如学习模式的改变，由面授改为在线学习的

方式、实习、国际交流以及学生活动模式的改变等，对高校学生

发展产生影响。在新冠疫防疫的新常态下，高校学生都面对防疫

带来的学习、生活、心理、就业等的压力，这对学生和教育者

（学生事务人员）是一项挑战。澳门学生事务协会於 2014 成立，

旨在致力促进澳门高等教育学生事务的发展，为学生事务专业人

员包括高等院校的心理辅导员提供一个分享及交流学生事务经验

的平台。透过「澳门学生事务协会（ MSAA ）心理服务回顾展

望」，我们从七所高等院校辅导员的角度回顾过往的心理服务及

对未来工作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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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丽安教授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辅导与咨商学系教授 

大会主题交流及总结 

一场新冠肺炎，让全世界的经济，政治，教育，家庭以及个人的

生活受到重大的影响．作为心理卫生临床工作者，过去两年来，

我们的临床工作媒介，从面对面，改为用多元且彼此间差异甚大

之工作方法，尤其是咨商工作。 

 

本文旨在分享台湾辅导与咨商学会在台湾疫情严峻期间，如何与

教育、卫生福利主管机关就立法、提供咨商教育训练充权咨商体

系外；在咨商服务上，也分享台湾助人专业在疫情期间处理民众

个人心理健康及其家庭关系，乃至于医事人员的心理健康支持方

案的内涵与经验。 

 

不管疫情如何演变，助人工作者永远与民众之福祉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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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良副教授 

香港树仁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副教授 

疫情下大学生发展的反思 

青年人进入高等院校，是人生发展的重要阶段。大学生发展可理

解为学生在进入高等教育院校后成长、进步或提高其发展能力的

方式（ Rogers，1990 ）。香港高校的学生发展工作，多采纳全人

发展的理念，以辅导、咨询及教育等多形式推行。近年积极青年

发展的相关理论及方法，亦已应用及落实於高校，成效显著。香

港疫情的学生发展工作发挥什么作用？以下根据心理社会以及积

极青年发展的视角，引伸本论坛相关论据，反思疫情下的大学生

发展，探讨学生发展与抗疫及适应的关系，以及学生发展的评估

及实践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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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论文一览 
分论坛 论文

编号 主题 报告人 

论
坛
一
： 

疫
情
下
的
心
理
健
康
问
题
新
特
征 

01 文化取向心理治疗理论与技术-疫情下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 赵富才、李冉、赵
彤 

02 疫情下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与抑郁的关系：领悟社会支援与心理弹
性的仲介作用 

李梦媛、岳晓东 

03 香港青年身份认同型态对社会事件及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困扰及
心理健康的调节作用 

崔志晖、张伟良、
李允安、李铿、彭
正敏、张越华 

04 在社会动荡和疫情的双重打击下感知影响对香港青年创伤压力与
创伤后成长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毕迎春、刘喜宝 

05 学校辅导员於疫情的为香港学校提供的心理支援服务 余镇洋、彭乐谦、
章景辉、钟绍杰 

06 疫情下的遥距辅导服务之实务经验与反思 徐泽琛、黄家盈 
07 Covid-19期间青年人在表达艺术治疗中的所展现的抗逆力 周德慧 
08 无边界的边界：线上视像团体辅导研究在培训和临床督导之应用 彭兰施 

09 疫情前后两届艺术新生开学初心理健康对比研究-以北京市某高
校为例 

单学敏、赵芳芳 

论
坛
二
： 

高
校
心
理
健
康
问
题
的
理
论
研
究 

10 心理资本在促进中国大学生在校期间职业成长中的积极作用 周文霞、冯悦、金
秋萍 

11 高校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心理健康 吴海雅、梅锦荣、
关志威 

12 大学生心理发展与素质调查报告 陈敏 

13 知觉压力对青少年生命意义感的影响：生活满意度和自我效能感
的链式仲介作用 

许辰、彭李、傅万
艳、李敏 

14 电竞与心理健康：香港心理学界、社会工作界与电竞业界观点的
叙事研究 

符玮、方富辉、刘
轩朗 

15 大学生气质性乐观、完美主义与身体意象 徐燕宁、王岩、岳
晓东 

16 抑郁自我污名量表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修订 
刘琼乡、孙斌、 
周文琪、袁彩红、 
刘陈陵 

论
坛
三
： 

高
校
心
理
健
康
问
题
的
预
防
与
干
预 

17 大学生心理建设的途径与措施-重庆市大学生心理成长论坛十年
探索 

朱卫嘉 

18 世界卫生组织「一步步」电子精神健康干预对 

薛巧凤、洪盈惠、
Sebastian Burchert、
苏桂龙、王觅、 
陈雯、林玉凤、
Brian J. Hall 

19 网上生涯设计辅导提升大专生的生涯适应能力 彭乐谦 
20 无效家庭环境与羞耻感对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的影响 黄安麟、钟杰 

21 曼陀罗对降低香港大专生学业焦虑程度成效-以完美主义为调节
变数 

陈懿、余启程 

22 初显成年期爱情获取安全感对爱情关系品质的预测 孙颂贤 

23 研究生心理健康特征的网路文本表达分析 邓丽芳、许金文、 
王蔷怡 

24 心理情景剧在抑郁倾向大学生心理复原力干预中的作用 王蔷怡、邓丽芳 

25 香港心理健康和寻求专业帮助态度的预测因子：心理困扰与求助
相关自我污名的中介分析 

谭嘉宜、袁颖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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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 
论文

编号 
主题 报告人 

论
坛
四
： 

高
校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教
学 

26 高校背景下双咨询师联合工作模式的探索 
张宏宇、朱艳新、 
刘一桐、孙晓曦 

27 「三全育人」体系下的高校心理委员专业化培养 张驰、崔若冰 
28 对分课堂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孟丽娟、温婷婷 
29 在高校开展线上心理咨询的系统综述研究 张艳 
30 我在香港高校任辅导心理学家：一个访谈研究的初步结果 张艳 
31 深度学习视角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思政的探索 许文英 

32 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与专业心理求助行为 
刘陈陵、贾亚菲、 
孙斌、周文琪、 
候金波 

33 
职业身份认同历程对其毕业后感知就业能力、职涯成长、及生活满意

度的影响：香港大专生的纵向究究 
张伟良、金秋萍、 
杨嘉杰、刘轩朗 

论
坛
五
： 

心
理
辅
导
与
咨
询
理
论

研
究 

34 生死之间是无间 张逸哲 
35 跨文化分离、语言与创伤性—一例留学生个案的精神分析 张逸哲 

36 清知简做，让心理健康成为一种习惯 
邢建辉、张宏、 
李荣瑶 

37 丧失、爱恨与反移情 唐晓 
38 以叙述方式探讨自闭症儿童夫妇如何谈论自闭症及其适应过程 吕乐敏、彭兰施 

39 香港同居人士之出轨经历：叙事研究 章丹婷、彭兰施 

论
坛
六
： 

心
理
辅
导
与
咨
询
技
巧
实
务
与
应
用 

40 应用颂钵冥想於抑郁症患者之质性研究 
郭家耀、徐泽琛、 
张贝芝 

41 
父母的情绪管理和个人成长是改善亲子关系和提升家庭幸福感的关键

路径：循证为本的视角 
苏细清、陈家扬、 
张君 

42 
香港父母亲职自我效能感对家庭沟通品质和幸福感的影响：从家庭教

育服务需求的视角 
苏细清、陈家扬、 
张君 

43 探究团体咨询初次历程之重要性 
郭芳玮、刑志彬、

陈玉芯 

44 
叙事生涯规划在患有高功能思觉失调青年人职业复元中的应用：从个

案工作到循证干预研究 

周德慧、Chui Yat 
Hung、Chiu Yu 
Lung Marcus、Choi 
Yan Yin、Lau Bien 
Shuk-yin、Lau Ka-
shing、Poon Yan-
che Magdalene、
Chu Menza、Choi 
Wing Sheung、Lam 
Wing Yan 

45 心理危机大学生家长支持性团体的实践研究 张静、路智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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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论文摘要 
论坛一：疫情下的心理健康问题新特征 

 

论文 01 

文化取向心理治疗理论与技术——疫情下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 

赵富才 教授    聊城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李冉  女士    聊城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赵彤  女士    聊城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线下的咨询、危机干预与救援深刻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体制的优势和特

点。心理咨询是咨询师与求助者双方价值观的碰撞、交流的人际互动过程，求助者在

陈述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要涉及自己的观点、态度和立场，即心理咨询必然要涉及求

助者所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结合疫

情当下心理咨询的特殊情况，探讨文化取向的心理治疗（ Culture-Orientated Therapy，

COT ）的概念、功能和治疗程式和技术。 

运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文献分析法，对我国高校心理咨询的理论取向、咨

询技术进行调查和访谈，并分析了当下流行的心理咨询理论与技术的优点和不足。文

化取向心理治疗认为，人的心理问题复杂多样，但从根本说，都是源于文化的冲突。

而同一个咨询治疗理论技术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其功效是不同的。对高校的心理咨询

工作的调查结果表明，高校心理咨询师的理论取向选择从高到低依次是认知行为主义、

精神分析、人本主义;常用的技术或方法主要有：（1）认知行为疗法;（2）支持疗法;

（3）精神分析疗法;（4） 以人为中心的疗法;（5）森田疗法。我国当下流行的心理咨

询理论技术主要来自美国和西方国家，与我国的文化存在明显不一致。我国心理咨询

具有独特的文化背景与特点：集体主义文化显著;民族文化差异较大;宗教文化的影响明

显;地域文化差异明显。文化取向治疗对文化做出操作性的界定和分类，把文化分成第

一文化、第二文化、代际文化、家庭文化和个人文化。 

文化取向治疗构建了一系列咨询的概念和技术，包括链接技术、心理空间、心

理代价、具象化、咨询关系适宜性、技术灵活性、抡元抡咨询理论、多元咨询能力。

文化取向治疗具有独特的理论功能：整合心理咨询的理论方法、建立适宜的咨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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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多元文化认同。文化取向心理治疗包括五个阶段：「观察-倾听」阶段，是建立良

好咨询关系的关键环节;“连接-澄清”阶段，全面了解求助者及其问题，重点厘清这些事

件与文化的关系;“鼓励-领悟”阶段，帮助来访者看到问题和冲突的全景及其与文化价值

的关系;“改变-成长”阶段，求助者学会用新的视角、新的语言、新的行为去认识、表达

和应对冲突;“生成-迁移”阶段，来访者能够将新的能力应用到生活的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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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02 

疫情下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与抑郁的关系：领悟社会支援与心理弹性的仲介

作用 

 
李梦媛 研究生   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岳晓东 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疫情下，大学生群体中的空虚感、无意义感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缺乏对人生目

的的认知带来了许多如：孤独感、空虚感等负面情绪。研究表明，生命意义感对心理

健康有着非常积极的影响，能有效减少抑郁症的发生。高生命意义感的个体往往在面

对挫折危机时拥有更加积极健康的情绪和应对方式，同时也更不容易产生对生命不负

责任的倾向和行为。由此，开展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研究，积极引导大学生探索和

追寻自己人生的意义，摆脱空虚感，对于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探究生命意义感通过怎样的内部机制影响抑郁能够为减少抑郁的发生提供更加具

体可行的干预方向。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引入领悟社会支援和心理弹性为仲介变数，搜集

了北京市 309名在校大学生关于生命意义感主题研究的相关资料。所得结果如下：1、

生命意义感和领悟社会支持在是否独生子女水准上差异显著、心理弹性在不同年级水

准上差异显著、并且三个变数在家庭经济状况水准上差异均显著;2、生命意义感与抑

郁呈显著负相关、与社会支援和心理弹性呈显著正相关;3、领悟社会支援与心理弹性

呈显著正相关、与 抑郁呈显著负相关;4、心理弹性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5、领悟社会

支援和心理弹性在生命意义感和抑郁之间的仲介效应均显著，分别占总效应的 37.9%

和 48.4%;6、领悟社会支援和心理弹性的链式仲介效应显著，占总效应的 10.3%。 

本研究通过对生命意义感、领悟社会支援、心理弹性和抑郁四者之间关系的探

讨丰富了生命意义感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并且从提升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增强领悟

社会支援的能力以及面对挫折压力事件时的抗逆力等方面为疫情的有效减少大学生抑

郁的发生，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准提供可能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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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03  
香港青年身份认同型态对社会事件及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困扰及心理健康的调节作用 

崔志晖 副教授   香港树仁大学社会工作学系 

张伟良 副教授   香港树仁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 

李允安 副教授   香港树仁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 

李铿助 理教授   香港树仁大学社会学系  

彭正敏 副教授   香港树仁大学工商管理学系 

张越华 卓越教授   香港树仁大学社会学系  

研究目的：近年本地一连串的社会事件及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状况对香港人的

心理健康带来很大的影响。有研究发现，香港居民的压力、焦虑及抑郁状况有大幅上

升的趋势。本研究旨在探讨社会事件及新冠肺炎疫情下香港青年的心理健康状况。研

究团队假设社会事件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困扰对不同类型身份认同型态的青年的心理健

康会带来不同的影响。 

研究方法：本研究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在 2020 年 11月到 2021 年 9月期间收集

了 1817名香港青年的资料。被访者当中包括 727名男性及 1090名女性，年龄介乎 15

至 28 岁。基于 Luyckx 等学者（ 2008 ）建立的整合身份模型（ Integrative Identity 

Model ），本研究团队通过聚类分析（ Cluster Analysis ）总结得出六种身份认同型态：

成就型，早闭型，延缓型，搜寻延缓型，轻松散乱型及扩散散乱型。此研究以生活满

足感，自尊感，正面情感及负面情感等四个指标来反映个人心理健康状况，而所收集

的资料以 SPSS 进行变异数分析（ ANOVA ）。 

研究结果：研究结果发现因为社会事件及新冠肺炎分别带来的感知困扰对生活

满足感并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 F=2.22，p=.08;F=2.04，p=.11 ）。成就型的青年显著

比其他类型有较高的生活满足感;而延缓型及扩散散乱型显著比其他类型有较低的生活

满足感（ F=14.41，p<.001 ）。另外，成就型的青年显著比其他类型有较高的自尊感;

而延缓型及扩散散乱型显著比其他类型有较低的自尊感（ F=29.48，p<.001 ）。虽然因

为社会事件及新冠肺炎带来的感知困扰对自尊感并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 F=1.50，

p=.21;F=1.00，p=.39 ），但是身份认同型态及因为新冠肺炎带来的感知困扰两个变项

相交起来对自尊感会产生显著的交互作用（ F=1.88，p=.02 ）。早闭型青年的自尊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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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困扰愈大呈现下降趋势，而延缓型青年的自尊感反而会因为困扰愈大而变得上升。

而其他类型的青年的自尊感则没有因为困扰程度的转变而有太大变化。 

社会事件的困扰也会影响个人的情感，研究结果发现因为社会事件带来的感知

困扰对正面情感并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 F=1.92，p=.18 ）;而新冠肺炎带来的感知困

扰对正面情感则有显著的影响（ F=8.20，p<.001 ）。但结果与预计的不一样，新冠肺

炎带来的感知困扰愈大，正面情感愈加上升而非下降。另外，身份认同型态及因为社

会事件带来的感知困扰两个变项相交起来对正面情感会产生显著的交互作用（ F=2.06，

p=.01 ）。受到社会事件困扰愈多的早闭型青年正面情感愈低;但成就型，搜寻延缓型

及延缓型青年的正面情感会随着困扰愈多下降而慢慢重新回复较高程度。而身份认同

型态及因为新冠肺炎带来的感知困扰两个变项相交起来也对正面情感会产生显著的交

互作用（ F=2.08，p<.001 ）。受到新冠肺炎带来的困扰愈多的轻松散乱型青年正面情

感愈低;但成就型，搜寻延缓型及扩散散乱型青年的困扰愈多，正面情感反而愈高。关

于负面情感方面，研究结果发现因为社会事件带来的感知困扰对负面情感有显著的影

响（ F=16.92，p<.001 ）。结果与预计的一样，困扰愈大，负面情感愈多。而新冠肺炎

带来的感知困扰则对负面情感则没有显著的影响（ F=0.98，p=.40 ）。身份认同型态对

负面情感亦有显著的影响（ F=29.48，p<.001 ）。当中成就型的青年显著比其他类型有

较低的负面情感;而延缓型及扩散散乱型比其他类型有较高的负面情感。 

结论：综合以上结果有几点藉得注意：首先，社会事件带来的感知困扰愈多，

青年的负面情感愈大。其次，新冠肺炎带来的感知困扰增加会令早闭型青年的自尊感

减低及轻松散乱型青年的正面情感下降;而社会事件造成的困扰也会使早闭型青年的正

面情感下降。因此，社会服务机构应该为香港青年，特别是早闭型及轻松散乱型的青

年提供适切的情绪支援。诚然，研究发现面对新冠肺炎的困扰并非只会带来负面的影

响，或会对于提升某些类型青年的自尊感及正面情感有所帮助。或许这些青年能视面

对新冠肺炎为挑战及机遇，从而对自己的心理状况作出反思使他们有所成长。所以，

从事心理辅导的同工可以协助青年以正面的态度面对逆境，转危为机，这或对他们的

福祉有所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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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04  

在社会动荡和疫情的双重打击下， 

感知影响对香港青年创伤压力与创伤后成长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毕迎春 研究生   香港树仁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 

刘喜宝 副教授   香港树仁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 

简介：尽管先前的研究表明，创伤性压力（ PTSD ）与创伤后成长（ PTG ）有

关，但这种关系的强度和潜在的调节因素仍然没有定论。香港市民自 2019 年经历了社

会动荡，2020 年初冠状病毒疫情的肆虐，市民要面对不同形式的封城政策，以及在日

常生活中个人感染的风险。由於这些事件，香港年轻人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水平有所上

升，他们是社会动荡的积极参与者，并受到不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打击。然而，创伤

性压力和创伤后成长之间的潜在关系及其调节因素尚待阐明。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

对社会动荡和疫情的感知影响是否会调节香港年轻人创伤性压力与创伤后成长之间的

关系。 

 研究设计：研究在 2021 年 9月进行了一项横断线上调查，评估了社会动荡和疫

情的感知影响、创伤性压力和创伤后成长的。研究使用了任意抽样，通过在大学论坛

和不同的本地讨论区上发放调查链接。 

参与者：研究招募了 244名年龄介乎 18 至 34岁的香港青年，其中女性占 59.8%，学生

占 70.1% （其余为全职或兼职人士）。 

测量：研究使用了三项问卷，包括 22 项修订版影响事件量表（  IES-R;Wiess，

2007）;21项创伤后成长量表（PTGI;Tedeschi & Calhoun，1996 ）和 10项自建量表，

测量参与者因社会动荡和疫情在工作/学术、财务、家庭关系、社会互动和日常生活等

领域所感受的影响。感知影响量表早前已在一项本地疫情研究使用（ Lau，2021 年）。 

结果：大约一半的样本（ 46.3% ）在 ISS-R得分高于 32分（满分 88分），表

现出潜在创伤性压力。6.6%样本在 PTGI得分高于 4分（满分 5分）并表现出显著的创

伤后成长。社会动荡和疫情的感知影响（平均值（标准差） = 3.95 （ 1.63 ）;范围= 1

到 10 ）程度适中。 

研究使用 PROCESS macro 4.0 （模型=7）测试了以创伤性压力作为预测因子、感知影

响作为调节因子和创伤后成长作为结果因子的调节模型。结果表明，感知影响调节了

创伤性压力和创伤后成长之间的关联，F （ 1，235 ） = 4.44，p = . 0362。因此，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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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知影响与创伤性压力和创伤后成长之间有更积极的关系。研究使用詹森内曼法，

得出 3.24 的感知影响分数为基础值，高于该分数将在创伤性压力和创伤后成长之间发

现关联。 

结论：目前的研究表明，与 Lau & Ng （ 2020 ）的研究相比，我们的参与者中

潜在创伤性压力的患病率相似，Lau & Ng （ 2020 ）的研究有 28.6%的参与者经历过潜

在创伤性压力。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感知影响调节了创伤性压力和创伤后成长之间

的关系。具体而言，社会动荡和疫情对个人认知影响的感知程度越高，潜在的创伤性

压力水平越高，创伤后成长也越多。因此，我们的研究结果阐明了强烈的情绪反应和

认知意识之间的耦合在促进创伤后成长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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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05  

学校辅导员於疫情的为香港学校提供的心理支援服务 

余镇洋 主席    亚洲专业辅导及心理协会  

彭乐谦学 校辅导部主席  亚洲专业辅导及心理协会  

章景辉 主席    香港学校辅导专业人员总工会 

钟绍杰 学校辅导部副主席  亚洲专业辅导及心理协会 

背景：综观香港学校辅导工作在上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开始发展，学校辅导工

作一直主要由辅导老师（Guidance Teacher）或社工负责。直至 2000年左右，香港教育

局向中学发出「中学学生辅导工作」文件及在小学推行「全方位学生辅导服务」，部

分学校才开始聘用已接受专业辅导培训的辅导员（Counsellor;台湾译作咨商师、内地

译作咨询师）成为学校辅导员（School Counsellor），其主要工作是通过为学校提供个

别或小组辅导服务、家长及教师支援服务、个人成长教育和学校政策与组织的咨商服

务（Counselling Service），从而促进学生的学业发展、个人与群性发展、以及事业和

才华发展。研究目的：本文会阐述香港学校辅导员因应是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所

调节的辅导模式。由於是次疫情对香港社会产生的影响前所未见，本研究将会分析学

校辅导员如何应对前线工作的转变，当中包括处理个案类型、实务讨论、介入模式等，

借此深入剖析学校辅导员於香港学校的工作与角色，并且会分析学校辅导员於疫情下

通过线上和实体模式提供学校辅导服务的优势和难点，为日后提供混合式学校辅导服

务（Blended School Counselling Support Service）奠定良好实践的基础。研究方法：本

研究通过焦点团体方式与五位学校辅导员进行访谈，参加者来自香港的中小学学校辅

导员，焦点团体座谈会利用半结构式的访谈指引来进行讨论，时间约 90分钟，以录音、

摘要形式及参与式观察来纪录访谈过程及内容。受访者的经验会通过 van Manen 氏的

诠释现象学（interpretive phenomenology）及描述生活经历（Lived experience）中感觉、

行动的关系及与周遭状况的互动为主轴，从中得出资讯文本（informative text）及反思

文本（reformative text）。研究结果根据以下范畴整理和归纳受访者的经验：一、混合

模式下学校辅导员提供的学校辅导服务;二、混合模式下学校辅导服务对学生发展的帮

助;三、混合模式下学校辅导员的跨专业协作;四、学校辅导员提供混合式学校辅导服务

的难点。研究结果：研究显示学校辅导员对以下主题分享了他们的经验，包括如何混

合进行线上及实体模式辅导工作、如何支援不同类型学生、利用网路工具达到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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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目标、运用线上系统促进跨专业协作、及线上辅导的困难及挑战等。学校辅导员

在疫情下仍维持学校辅导服务，除了实体辅导外，亦开展了使用线上系统提供个别辅

导、团体辅导和家长咨询工作。学校辅导员的经验反映线上系统有助较低动机的学生

接受辅导服务，并认为使用混合式辅导服务更能照顾学生的多元辅导需要，使学校辅

导服务更臻完善。除此以外，学校辅导员的经验认为线上和电话系统皆可有效地与家

长保持联系，从而促进家校合作，强化学生的支援系统。另外，学校辅导员的经验亦

反映线上辅导模式能保持跨专业协作，惟进行线上沟通时面对不少限制，如未能获得

其他专业的即时支援或协作。最后，学校辅导员的经验亦反映了混合式学校辅导服务

的难点，包括欠缺参考范例、处理危机个案的限制、以及在维护及实践线上辅导伦理

守则的挑战。结论：混合式学校辅导在香港仍处于萌芽阶段，本研究结果为香港学校

辅导员提供了良好实践混合式学校辅导服务的基础。本研究结果反映线上辅导服务能

在疫情下透过不同网路工具有限度地协助学生进行社交训练、情绪疏导及家长咨询等

工作。由於学校线上辅导缺乏前人经验，在疫情下推行遇到不少困难，建议业界需加

强学校辅导员培训，强化他们的线上辅导策略及处理危机个案技巧。另外，本研究亦

建议学校须根据专业心理或辅导协会的专业伦理守则，制订各项线上辅导工作的具体

执行计划及指引，为日后有效实践混合式学校辅导服务作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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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06  
疫情下的遥距辅导服务之实务经验与反思 

徐泽琛 注册辅导心理学家  香港树仁大学辅导暨研究中心  

黄家盈 注册辅导心理学家  香港树仁大学辅导暨研究中心 

 新冠疫情持续，对全球市民的精神健康构成重大影响，心理压力与情绪困扰达

至临床水平的比例大幅提高。抗疫期间，市民能够亲身接触辅导及心理治疗的机会减

少，但心理支援的需要却大为上升。基层民众面对的压力尤甚，市民急切需要适当的

心理及情绪支援。由于疫情对大众精神健康影响广泛前所未见，尽管不少非政府组织

及团体自发组织各类支援服务，心理支援方面仍有不足。有见及此，辅导暨研究中心

联同亚洲专业辅导及心理协会、香港学校辅导专业人员总工会自 2022 年 4月初合办为

期两个月的热线及线上心理支援服务，向大众提供遥距心理支援。参与服务专业团队

均为有心理学相关学历及辅导训练背景。 

於新冠疫情下提供遥距辅导及心理支援的经验实有助了解由新冠疫情引发本土

辅导需要，并为辅导专业长远发展有所启发。是次服务检讨报告据 Braun 及 Clarke 

（ 2006; 2013 ） 提出主题分析法（ Thematic Analysis ）要旨，与由 7位资深辅导工作

者担任之遥距辅导服务经理进行个别访谈。完成访谈后，访谈录音由本文两位作者分

别作编码及就对差异编码及主题命名作修订直致达成一致共识。 

访谈结果归纳出服务经理在是次遥距辅导 （ Tele-Counselling ） 支援的经历及

领会、反思在疫情对大众的心理及精神健康造成「无形」影响。此外，亦探讨专业辅

导人员在大众心理及精神健康所担当角色及未来发展范畴。就求助者及主述问题而言，

大多致电到热线市民为中老年人士并因疫症直接或间接感到困扰。例如来电的市民在

适应防疫操施时，由於减少人际接触，社交支援大为减少以致亦缺乏被聆听的机会。

在疫情下，不乏受有更多抑郁、焦虑、和感到愤怒的情绪困扰的人士情况恶化。而普

遍来电者表示接受通话后情绪得到抒缓、更积极面对生活上的困境。 

就遥距辅导服务对辅导及心理服务专业在发展及推广而言，疫情令辅导专业人

员及大众对遥距心理支援持更开放态度。唯市民大众对心理辅导的认知仍有不足。而

遥距辅导能有效触普罗及大众，拆解市民对专业辅导固有误解及迷思。藉与媒体共同

推广是次遥距辅导服务，服务经理亦一致认为辅导心理学家及辅导员在大众渐渐为大

众认知并建立正面、专业形象。就辅导专业长远发长而言，包括政府、学者与前线辅

导工作者在公众推广及教育、培养辅导专业人员等范畴均扮演重要角色，藉以为市民

大众建立有效精神健康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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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07  

Covid-19期间青年人在表达艺术治疗中的所展现的抗逆力 

周德慧 副教授 香港树仁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  

疫情改变了人生活的不同方面。多项研究表明，在 Covid-19 疫情期间，香港有

更多青年人出现心理健康的问题。根据 Paolo Knill 的理论，音乐、戏剧、动作、诗歌

和视觉艺术的不同艺术形式可用於多艺术媒介的转换及去中心化的表达艺术治疗，促

进人在面对困境挑战时，通过艺术创作去探索和获取新的资源。在过去三年中，笔者

曾运用表达艺术与香港共 84 名青少年工作，其中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 SEN ）、心

理健康或毒品问题的青少年。这项以艺术爲本的研究，不仅反映了表达艺术在疫情期

间在香港青年个人和团体工作中的实际应用，而且还展示了年青人在独特的艺术作品

中所表达的抗逆力和对抗逆力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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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08 

无边界的边界：线上视像团体辅导研究在培训和临床督导之应用 

彭兰施 实务副教授   香港树仁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  

在全球新冠疫情之前，线上辅导传统上不是主流心理服务模式，也没有被纳入

高校的心理辅导培训课程（ Holmes et al.，2019;Kraus et al., 2010;Richards & Vigano, 

2013)。直到新冠疫情的爆发，实体辅导模式迫切转成线上辅导模式以配合相关防疫措

施（例如：社交距离，在家工作），冲击着高校的传统心理辅导培训形态。作为行业

的「守门员」，老师和临床督导们，在疫情的推动下谨慎地反思如何在线上辅导成为

「新常态」下有效回应修读心理辅导的学生们的培训需要。 

此质性研究填补研究和培训缺口，以 Llewelyn et al.的 Helpful Aspects of Therapy 

（ 1988 ）为访谈框架，通过 Zoom软体与五位在香港修读心理辅导的学生进行深入个

人访谈，了解他们於疫情下在家工作期间进行线上视像辅导的经历。反思性主题分析

（ Reflective thematic analysis ）揭示受访者一致地对于设计和带领线上视像团体辅导感

到困难。他们面对最大的困难是拿捏线上的无边界空间和实体边界的科技中介空间

（  technologymediated space ）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去抑制效应的两难」

（ Dilemma of Disinhibition Effect ）、「解构团体压力」（ Deconstruction of Group 

Pressure ）和「掌控转移」（ Shift of Control ）的次主题反映如何影响整体线上团体历

程和治疗关系。尤其在新冠疫情之下，实习辅导员和当事人需要在家进行团体辅导，

这些影响更被扩大。 

由此可见，传统的实体爲本团体辅导理论—即是辅导员和团体辅导成员都在同

一个三维空间—缺乏适合和到位的理论引导心理辅导的学生在二维线上视像的情景进

行团体辅导（ Pang，2020 ）。这些发现符合一些文献论据提到线上团体辅导需要不一

样的理论，不一样的引导和促进技巧，甚至辅导历程（ counselling process ）的概念—

临在感（ sense of presence ）、界线（ boundary ）和空间（ space ） -也需要有不一样

的理解（ Israeli et al.，2013;Weinberg & Rolnick, 2020)。 

高校的心理辅导专业课程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去模塑和发展线上辅导的教学、

临床督导和实务指引（ Adeyemo & Agokei，2012;Baker & Ray, 2011)。本发表会分享在

现行的教学和临床督导里面，应用此项从下而上（ bottom-up ）研究的洞见来建立和修

订线上视像团体辅导的培训素材、伦理守则和实务标准，从而引申线上辅导在知识，

实务，研究和伦理层面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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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09  

疫情前后两届艺术新生开学初心理健康对比研究 

单学敏 博士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心理健康指导中心 

赵芳芳 副教授   北京城市学院    

为了探讨疫情前后两届艺术设计类专业新生开学初心理健康状况的差异，本论

文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 分别对某高校 2019级和 2020级艺术设计类专业新生

在其入学初进行测试，评估其心理健康状况差异。数据统计结果显示 ：20级艺术设计

类专业新生心理健康水平低于 19级艺术设计类专业新生（P＜0.05），且女生低于男生

（P＜0.01）；20 级艺 术设计类专业新生在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恐

怖等因子方面低于 19级艺术设计类专业新生（均 P＜0.05）。通过 分析研究产生问题

的原因，建议对 20级艺术设计类专业新生的心理健康水平降低应予以重视，并采取积

极有效的措施帮助 其提高心理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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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二：高校心理健康问题的理论研究 

论文 10  

心理资本在促进中国大学生 

在校期间职业成长中的积极作用：基于自我决定的视角 

 
周文霞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冯悦  博士生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金秋萍 助理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提出中国大学生的心理资本对于大学生在校期间职业成

长的积极作用，并揭示其发挥作用的中间机制和边界条件，即专业选择的自主性动机

的中介作用和职业成功观的调节作用。研究方法：本研究基于一项中国在校大学生职

业发展追踪调查数据，并采用路径分析方法对于假设模型进行了整体检验。研究结果

与结论：本研究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和中国大学生专业选择的实际情境，提出了一个有

调节的中介模型。研究结果表明：（ 1 ）中国大学生的心理资本水平正向影响大学生

在校期间的职业成长水平;（ 2 ）专业选择的自主性动机起到中介作用，即大学生的心

理资本正向影响专业选择的自主性动机（具有较高心理资本的大学生更有可能根据个

人兴趣选择大学专业），且专业选择的自主性动机进一步正向影响大学生在校期间的

职业成长水平;（3）大学生的职业成功观（包括外在报酬、内在满足、工作家庭 平衡

三维度）在专业选择的自主性动机和职业成长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其中外在报酬和工

作家庭平衡成功观的负向调节作用得到验证，即当外在报酬和工作家庭平衡成功观较

低时，专业选择的自主性动机和职业成长之间的积极作用更强;且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也

得到验证，即当外在报酬和工作家庭平衡成功观较低时，心理资本通过专业选择的自

主性动机对于职业成长的积极作用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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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11  

高校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心理健康 

吴海雅 学生事务长及助理教授 明爱専上学院   

梅锦荣 荣誉教授   明爱専上学院研究教授及香港大学 

关志威 高级讲师   香港大学     

融合教育理念认为，所有学生（无论是否有残疾，是否有特殊教育需要）都应

在同一所主流学校上课。通过共同的学习活动，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以下简称特

需生）会在学业、人际关系、生活适应方面受益。过去有关特需生的研究，主要以中、

小学生为对象，研究结果未能一致证实融合教育的正面成效。近期高校特需生人数日

益增多，从中学过渡到高校的各种转变，是特需生面对的重要挑战。特需生在高校的

心理适应状况，是教育工作者应予以关注的。本研究目的在于探讨高校特需生的心理

健康并与非特需生的数据比较。研究方法首先确定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工具包括

《融合知觉问卷》（含学校生活感受、人际关系、学业自我概念等量表）和《K6》

（心理困扰量表）。量表於信度和效度确定后，编入收集数据的问卷，通过线上链接，

邀请一所高校学生，以不记名和自愿方式参与研究。结果共 90名特需生和 457名非特

需生参与研究。两组学生在性别、年龄、就读年级的分布并没有显著差异，参与者

69%为女性，大部分（ 75% ）年龄介于 18 至 24岁，但特需生信仰宗教的比例较高。

特需生障碍有三种类型：i 肢体及感觉障碍（  27.8% ），II 学习困难及发展障碍

（ 53.3% ），III精神及情绪障碍（ 18.9% ）。Welch氏的 t-检验显示，特需生的学校

生活感受和人际关系与非特需生者没有显著差异，但学业自我概念（即应付学业能力

的自我评估）则显著较差，并有较严重的心理困扰（ t-值分别为 2.87 及 3.08，p 值< . 

01 ）。变异量分析显示，这两方面低下的状况，主要在第 II及第 III类型障碍的特需生

出现（ F-值分别为 7.14 及 20.01，p值分别<.01 及< . 001 ），第 i类型特需生与非特需

生的学业自我概念和心理困扰水平，并没有显著差异。数据又显示，没有宗教信仰特

需生的学业自我概念偏低。但有宗教信仰特需生的学业自我概念与非特需生者并没有

显著差异，表明宗教信仰对特需生的学业自我概念起保护作用。本研究资料於 2021 年

10/11 月新冠肺炎疫情下收集，数据除了证实特需生较严重的心理困扰，也显示了非特

需生在《K6》的测验分数，超过了心理困扰的分界值（ 12/13 ），有心理疾病的风险。

疫情后可通过重复验证研究，比较疫情与心理困扰的关系。归纳本研究数据的结论，

证实疫情下高校特需生比非特需生在学业自我概念方面，显著低下，心理困扰亦较严

重，但特需生障碍类型和宗教信仰起了调节作用。本研究结果可作为辅导工作的参考，

帮助高校特需生有效学习，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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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12  

大学生心理发展与素质调查报告 

陈敏  心理辅导中心主任  重庆邮电大学   

 心理素质是以生理条件为基础，将外在获得的刺激内化成稳定的、基本的、内

隐的，并具有基础、衍生、发展和自组织功能的，并与人的适应、发展、创造行为密

切联系的一种心理品质。有关心理素质的相关研究发现，具有高心理素质的青少年，

通常其心理健康水准更好，学业成绩更佳，心理素质较好的学生能更加从容地应对学

业、择业、社交和适应社会等问题，表现出积极的自我调节与社会适应能力，因此心

理素质被认为是影响个体全面发展的重要品质。 

调查采用张大均和张娟等（ 2018 ）修订的大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包

括认知品质、个性品质和适应能力 3 个维度。其中，认知品质体现在个体对客观事物

的反映活动中，主要涉及全面性、敏捷性、发散性等;个性品质反映在个体对客观事物

的态度与行为上，主要涉及坚持性、独立性、责任感等;适应能力是在前两者的基础

上，受外在社会环境的影响，所形成的习惯性行为倾向，主要涉及学习适应和生活适

应等。 

一、调查背景及目的 

在校大学生处于青年早期，其生理发育趋于成熟，但心理发展尚未完全成熟，

身心成熟的不一致性是他们心理冲突频发的重要原因。对其心理素质进行调查，有助

于全面了解学生的心理发展状况，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与辅导工作。 

二、调查方式及物件 

采用网路调查，共计调查学生 20889名，其中 17275名学生完成调查，完成率

为 83%。未参测学生多为外出实习的大四学生。 

学生心理素质现状 

1 .整体心理素质 

参测学生在整体心理素质、认知品质和适应能力的得分上均显著高于全国常

模，仅在个性品质上略低于全国常模。结果显示参测学生整体心理素质发展状况良

好，特别是在学习能力、思维能力和灵活性上优于全国平均水准，具体可能表现在专

业学业和社会适应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与优势。人格品质上得分略低于全国平均水

准，显示参测学生群体可能在坚持性、独立性和责任心上存在一定的不足。学校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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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有必要加强学生个性品质的锤炼，培养其健全的人格品质，从而促进学生的全

面发展。 

不同群体心理素质 

调查结果显示，有过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其心理素质明显差于无留守经历大学

生;学生干部的心理素质水平显著优于普通同学;大四学生的心理素质明显优于前三个年

级。男女生心理素质不存在显著差异。针对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学校有必要提供更

多的关怀与支援，促进他们在大学期间的成长发展;学校要高度重视选拨和培育学生干

部，进一步鼓励学生自己管理自己，有利於提升学生心理素质;经历了四年的学习与生

活，有可能让学生的心理品质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但一次横向调查尚不能支持这个观

点，学校可考虑通过追踪调查的方式，来进一步探究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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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13  

知觉压力对青少年生命意义感的影响： 

生活满意度和自我效能感的炼式中介作用 

许辰  讲师陆  军军医大学医学（第三军医大学）心理系 

军事心理学教研室 

彭李  讲师   陆军军医大学医学（第三军医大学）心理系 

傅万艳 二级讲师  重庆市大学城第一中学 

李敏  教授   陆军军医大学医学（第三军医大学）心理系 

研究目的：“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青少年

生命意义感缺乏是产生心理问题和选择自伤或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本研究主要探讨

知觉压力对青少年生命意义感的影响作用机制，考察生活满意度和自我效能感在两者

之间关系中所起的中介作用。研究方法：2021 年 5月-6月，采用方便抽样法对重庆市

某 3 所中学 2045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评估工具包括知觉压力量表（ Perceived Stress 

Scale，PSS ）、生活满意度量表（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SWLS ）、自我效能感

量表（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 ）和生命意义感量表（ Life Meaning Scale，

LMS ），使用 Pearson相关检验各变量之间的关系，Process插件模型 6检验变量间的

炼式中介作用。研究结果：（ 1 ）知觉压力与生活满意度、自我效能感和生命意义感

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1、-0.58、-0.44 （ P <0.01 ）;生活满意度和自我效能感、生命意

义感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39、0.31 （ P <0.01 ）;自我效能感和生命意义的相关系数为

0.45 （ P <0.01 ）;（ 2 ）知觉压力影响青少年生命意义感主要通过三条路径，分别为

知觉压力→生活满意度→生命意义感，中介效应占比（ 13.38% ）;知觉压力→自我效

能感→生命意义感，中介效应占比（ 32.99% ）;知觉压力→生活满意度→自我效能感

→生命意义感，中介效应占比（ 3.99% ）。研究结论：知觉压力、生活满意度、自我

效能感与生命意义关系密切，知觉压力可以通过影响青少年生活满意度和自我效能感

来影响生命意义感，未来可以通过开展减压训练、生活技能训练、自我效能感提升训

练等方式来提升青少年的生命意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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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14  

电竞与心理健康：香港心理学界、社会工作界与电竞业界 

符玮  副教授   香港树仁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  

方富辉 系主任   香港树仁大学社会工作学系  

刘轩朗 研究员   香港树仁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 

自从世界卫生组织在 2019 年於 ICD-11引入电玩游戏成瘾（ Gaming Disorder ）

的诊断后，前线辅导工作者对于相关诊断标准是否适切作出不少讨论，其中最大的争

议来自到底应该视电玩游戏是引致上瘾的风险因子，还是应视之为职业辅导生涯规划

的可能选项（ Kim et al.，2022 ）。两种对电竞完全不同的论述的碰撞，突显出电竞发

展对各种相关辅导议题难以使用单一观点去进行介入。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以论述

分析，比较香港的辅导心理学界、社会工作者及电竞业界的观点，找出彼此的论述之

间的相交点、差异和互动情况，从而了解辅导工作者应如何扩阔有关电竞趋势的多重

视角。研究方法：本研究在 2021 年 11月至 2022 年 4月期间，对来自四个不同的香港

心理学界专业团体代表的访谈、对四个不同类型的社会工作机构共八名受访者、以及

对二十二名电竞选手及电竞从业者进行个人访谈。本文以 Polkinghorne （ 1988，1995 ）

的叙事研究法为基础，旨在从不同持分者就电竞现象相关的的经历、想象和身分认同

之间，以配置叙事（ narrative configuration ）的方式，整理出现时与辅导相关的辅导

（断瘾辅导及职业辅导）之间有待磨合的盲点。研究结果：本文在整理不同持分者的

叙事后，得出以下主要的叙事差异：1 ）香港社会工作者同时要置于「断瘾」和「以

电竞活动作为重燃青少年斗志的介入手法」两者之间，服务定位往往受到制肘。而心

理业界则偏重断瘾论述，但又视职业电竞为一种例外状态。2 ）辅导业界，不论是心

理业界或是社会工作界，都有视职业电竞手为理想型的倾向，但有关成瘾的诊断（投

入时间长、以电玩为优先等）却是电竞选手成功的必要条件。3 ）心理学界往往忽略

常见引起成瘾和「课金现象」的手机游戏其实不是标准的电竞项目游戏、也不了解电

活动中的技术含量。4 ）与此同时，电竞业界期待心理辅导专业能够支援他们面对压

力和因工作形态而来的身心问题，但又觉得心理业界在这方面的服务完全缺乏。5 ）

即使从事职涯辅导的心理学家及社会工作者，亦未完全相信电竞相关行业的可持续发

展性。结论：本文整合了各持分者对电竞叙事的不同理解，扩宽了现在仅以投入时间

和活动优次定义电玩游戏成瘾的框架，也对相关辅导业界整合了各种不同视角下进行

沟通的可能性。（本研究来自香港研究资助局资助研究项目） 

 



第九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高校心理辅导与咨询高峰论坛 

 

最后修订日期：2022年 7月 26日 41 

论文 15  

大学生身体意象、完美主义与气质性乐观的关系比较 

徐燕宁 学生    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王岩副 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岳晓东 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当下，中国大学生群体对身体外貌具有普遍积极追，但过度节食整容等偏激行

为却时有发生，矛盾背后的心理机制值得探究。身体意象是个体对自身的外貌、体型

所采取的态度、情感及行爲方式，是衡量身心健康的重要指标。本研究以积极心理学

为导向，选取完美主义气、质性乐观对身体意象的心理机制进行探讨。研究采用问卷

调查法在北京等地回收有效问卷 424 份。检验了各变量间关系、人口学差异，并构建

乐观在完美主义与身体意象间的 process 调节检验模型。发现如下：1、男生的完美主

义水平显著高于女生，乐观水平显著低于女生，体象得分无显著差异。2、大四学生的

完美主义得分显著低于其低年级，大一至大四完美主义水平具有递减趋势。3、完美主

义与乐观显著负相关，身体意象与乐观和完美主义都显著正相关。4、调节模型上（1）

高乐观水平组身体意象得分高于低乐观水平组。（2）在高乐观组内，身体意象得分随

完美主义升高而下降，乐观调节效应不显著。（3）在低乐观组内，身体意象得分随完

美主义升高而升高，调节作用显著。笔者认爲，调节检验验证了乐观与完美的交互影

响。高乐观羣体无论是否追求完美，对自身状态相对“自洽”，身体意象较好，符合气

质性乐观的弥漫向好预期。低乐观低完美的人群，对身体既无好的期待，也没有更好

追求，身体意象最低，恰如最近热词“躺平”状态。而低乐观高完美人群，贴近热词“内

卷”状态，一方面相对悲观，一方面用高完美要求自己，在奋斗中追求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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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16  

抑郁自我污名量表在大学生群体 

刘琼乡 心理学硕士研究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育研究院 

孙斌  心理学硕士研究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育研究院 

周文琪 心理学硕士研究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育研究院 

袁彩红 心理学硕士研究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育研究院 

刘陈陵 副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育研究院 

应用心理学研究所 

研究背景：自我污名是指被污名群体的个人反应，他们内化公衆污名孪生自我

贬低和回避心理。近年来，大学生心理疾病的发病率急剧增加，其中，抑郁症是常见

心理疾病之一。而大学生抑郁自我污名已经影响了其求助意愿、学业成绩和心理健康

等方面。研究目的：修订抑郁自我污名量表（ The Self-Stigma of Depression Scale，

SSDS ）幷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检验其信效度。研究方法：首先，对原量表进行汉化，

结合中文的语法习惯，修改个别存在表述问题的语句，最终形成中文版量表。其次，

采用 SSDS 和心理疾病内化污名量表（ Internalized Stigma of Mental Illness，ISMI ）对

大学生进行施测。其中，对样本 1（ N=501 ）进行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对样

本 2（ N=544 ）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对样本 3（ N=607 ）进行校标关联效度分析，

时隔 2周抽取 72人进行重测信度分析。研究结果：（ 1 ）量表包括 11个条目，由无价

值感、求助抑制和羞愧感 3 个因数构成，累积解释总方差变异的 73.01%;(2 ）验证性因

素分析发现三因素模型拟合良好（ c2/df=4.01，CFI=0.98，TLI=0.97，SRMR=0.04，

RMSEA=0.07 ）;(3 ）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在 0.85~0.91之间;重测信度在 0.72~0.84 

（  P<0.01 ）之间 ;（  4 ）  SSDS 的总分和各维度分与 ISMI 得分呈显著正相关

（ r=0.45~0.67，P<0.01 ），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结论：抑郁自我污名量表在大

学生样本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以作为在中国背景下测量抑郁自我污名的适宜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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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三：高校心理健康问题的预防与干预 

论文 17  

大学生心理建设的途径与措施-重庆市大学生心理成长论坛十年探索 

朱卫嘉 教授    重庆科技学院  

大学生心理成长论坛是大学生心理建设的重要途径与措施。通过连续 12 年举办

大学生心理成长论坛，培育三级心理之家建设、心理成长微课大赛、心理成长沙盘竞

赛、调研与社会实践报告、特色与创新活动等品牌活动，为大学生心理建设提供了发

展平台与保障，育人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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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18  

世界卫生组织「一步步」电子精神健康干预 

对改善中国青年抑郁症状的可行性研究 

薛巧凤  博士生  香港大学心理学系   

洪盈惠  导师   澳门大学满珍记念书院   

Sebastian Burchert 研究员  柏林自由大学教育及心理学系  

苏桂龙  处长   澳门大学学生辅导处   

王觅   职务主管  澳门大学心理辅导中心   

陈雯   副教授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林玉凤  主任   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   

Brian J. Hall  主任   上海纽约大学全球健康公平中心 

背景：中国青年在接受精神健康治疗方面遇到不少阻碍，当中包括缺乏治疗资

源和大众对于心理服务寻求者的污名化情况等。实证为本的电子精神健康干预有望可

作为传统面对面治疗的替代及可扩展的治疗措施，以支援中国青年的心理健康。然而，

目前尚未有足够严谨证据支持在中国运用电子干预措施扩大心理支援规模的情况。 

目的：本研究是为评估电子精神健康干预「一步步」的大规模随机对照研究准

备的可行性研究。「一步步」是一项基于行为活化的精神健康干预计划，旨在降低中

国年轻人的抑郁和焦虑症状。本研究尝试评估在大学环境中实施「一步步」的可行性、

计划的接受程度以及潜在的效用。 

方法：研究人员在中国澳门招募具高抑郁症状水平（ PHQ-9 评分为 10 分或以

上）的大学生参与一项非对照的可行性试验，以了解大学生对「一步步」的接受程度

性和干预实施可行性。数据通过「一步步」应用程式中的问卷功能在干预前后（即基

线和基线后 8 周）收集。研究人员也考察「一步步」的参加和中途退出的情况，测量

参加者抑郁和焦虑症状的严重程度、幸福感和自我定义的压力，并使用质性访谈评估

参加者对计划的满意度。 

结果：和 173名大学生报名并通过「一步步」进行初步评估，33名（ 22.0% ）

大学生符合参加条件，其中 63.2% （ n = 24 ）参与了干预。中途退出率为 45.8%。完

成者的结果表示，「一步步」对于减低抑郁、焦虑症状和自我定义的压力有潜在效用。

学生普遍对该计划感到满意，并提出了继续改进的建议。有关参加者反馈访谈的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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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则根据 RE-AIM 框架进行归纳报告，包括招募、效果、采用、实施和维持五个主

题。研究团队及开发人员根据参加者的反馈对程序进行了修改。 

结论：本研究成功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测试了最低限度指导性的「一步步」电

子精神健康应用程式的干预和研究方案。中国大学生普遍接受「一步步」电子精神健

康应用程式，干预研究过程没有任何不良事件。研究结果支持该计划的潜在效用和进

行大规模评估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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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19  

网上生涯设计辅导提升大专生的生涯适应能力：随机对照试验 

彭乐谦 学校辅导部主席  亚洲专业辅导及心理协会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年代，不论是由於科技发展带来的变化，或是疫

情所带来的影响，使人生充满着不少的不确定性。对于一班将要踏入社会工作的大专

学生，他们除了需要掌握其学科知识，更重要的是培育出生涯适应力（  Career 

Adaptability ），以应对未来种种的挑战。若要提升大专生的生涯适应能力，生涯辅导

亦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Savickas 等人（ 2009 ）提出生涯辅导需要作出五个观念上的

转移，包括：一）从个人与工作配对到生涯管理、二）从直接到高灵活性的辅导模式、

三）从单一观点到多重观点的生涯决策模式、四）从结构化到重视个人的叙述及五）

从重数据到着重对话的生涯辅导模式。故此，Savickas （ 2009，2015，2019 ）提出了

生涯设计辅导模式以促进受导者提升其生涯适应力。另外，香港正受疫情影响，不少

辅导服务都需要转变成遥距辅导模式（ Tele-counselling ）。所以，本研究希望探讨通

过网上模式进行生涯设计辅导对于香港大专学生生涯适应能力的影响。研究方法：研

究对象为香港就读大专院校的大专生，总共 32人，并且随机分为两组（研究组 16人，

对照组 16 人），两组成员於研究前及研究后皆完成「生涯适应力量表」以了解网上生

涯设计辅导介入对于他们生涯适应力的影响。「生涯适应力量表」包括生涯适应力总

分及四项分量表分数。其分量表包括「生涯好奇」、「生涯信心」、「生涯关注」和

「生涯控制」。数据使用 One-way ANOVA 来分析研究组与对照组於生涯适应力及其

分量表项目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完成研究者共有 32 人。对比对照组，研究组在接

受完网上生涯设计辅导后，大专学生的生涯适应力（ F （ 1，30 ） = 14.52，p <.001 ）

和所有分量表（生涯好奇（ F （ 1， 30 ） = 12.13，p <.01 ）、生涯信心（ F （ 1，30 ） 

= 13.98，p <.001 ）、生涯关注（ F （ 1，30 ） = 14.14，p <.001 ）和生涯控制（ F （ 1，

30 ） = 12.51，p <.01 ） ）皆有显着的提升。结论：网上生涯设计辅导模式能够有效地

促进大专生的生涯适应力，并且有助他们提升对生涯发展的关注，对于未来不同的发

展可能性感到好奇，以及有信心和感到有能力去应对未来种种的生涯发展挑战。可见，

生涯设计辅导除了能够应用於华人社区外，也适合应用於网上辅导模式。 

 

  



第九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高校心理辅导与咨询高峰论坛 

 

最后修订日期：2022年 7月 26日 47 

论文 20  

无效家庭环境与青少年自伤：羞耻感的中介作用 

黄安麟 硕士研究生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 

学院应用心理（临床方向） 

钟杰  副教授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研究目的：非自杀性自伤（ NSSI ）是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其问题的严重性在

高校学生尤其突出。无效家庭环境（ Invalidating Family Environment ）可能是 NSSI 行

为持续性的重要成长和环境因素，而羞耻感可能是 NSSI的实施和严重性加剧的重要心

理因素。然而，甚少研究讨论无效家庭环境、羞耻感与 NSSI之间互相作用与关系。本

研究旨在对无效家庭环境、羞耻感、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程度进行本土化研究，从而

促进对 NSSI 发展机制的了解。研究方法：对云南一所特殊职业教育学院的 540名学生

进行问卷调查，最终自伤组为 126 人（男性 21名，女性 105名，平均年龄 19.63±1.15

岁）;非自杀组 414 人（男性 45名，女性 369名，平均年龄 19.80±1.18岁）。其后对数

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多元回归分析。研究结果：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发现男性的 NSSI

程度（包括频率及严重性）显著高于女性（p<0.05）;NSSI 组相较于非 NSSI 组具有更

严重的家庭无效和更高的羞耻感（p<0.001）;女性伤者在羞耻感中身体羞耻维度上显

著高于男性伤者（ p <0.05 ）;通过 Hayes 的 Process 程序发现，无效家庭水平显著正向

预测自伤程度 B=1.22[ 95%CI （ 0.45，2.00 ） ]，自伤程度在无效家庭环境与羞耻体验

的中介效应 B=0.76[ 95%CI （ 0.31，1.33 ） ]。结论：男性有着更高的 NSSI 程度;NSSI

组的家庭无效水准和羞耻感高于非 NSSI 组。同时，羞耻感在无效家庭环境与 NSSI之

间存在仲介作用。本研究对 NSSI个体的成长因素及心理因素提出相应病理模型，为高

校心理卫生专业人员对 NSSI治疗及预防方案上提供了科学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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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21  

曼陀罗对降低香港大专生学业焦虑程度成效-以完美主义为调节变数 

陈懿  辅导心理学硕士生   香港树仁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 

余启程 教授     香港树仁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 

近年，绘制曼陀罗变得普遍。越来越多文献指出绘制曼陀罗有效降低与学术相

关的焦虑程度。本研究旨在探讨绘制曼陀罗在降低香港大专生学业焦虑程度的有效

性，以及完美主义在当中的调节作用。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爆发，本实验分别于面对面

和线上进行。51名香港大专生被随机分配到三组：（1）曼陀罗填色，（2）曼陀罗绘

画，和（3）任意绘画（对照组）。研究对象需要回想一件有关学业令其感到焦虑的

事，再用 20分钟绘画，并填写状态焦虑量表和量度皮肤电导反应，以评估焦虑程度的

变化。结果显示，曼陀罗填色及绘画与任意绘画（对照组）相比，能有效帮助学生降

低对学业的状态焦虑程度，而曼陀罗填色及绘画的效果相若。此外，完美主义对降低

焦虑有显著影响。较高水平的完美主义者在曼陀罗填色或绘画时，焦虑程度的降低幅

度比任意绘画（对照组）更大。另一方面，较低水平的完美主义者从任意绘画（对照

组）中能更大幅度地降低学业焦虑。这些结果反映，在圆圈内填色或绘画复杂的几何

图案能让大专生集中，如进入冥想状态。这样可让他们忽略引起焦虑的事情，把注意

力转为关注自我。总括而言，曼陀罗填色或绘画有效帮助香港大专生于短时间内降低

有关学业的焦虑。治疗师可通过面对面或线上辅导，利用曼陀罗作为辅助疗法，以减

轻香港大专生的焦虑程度。 

  



第九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高校心理辅导与咨询高峰论坛 

 

最后修订日期：2022年 7月 26日 49 

论文 22  

初显成年期爱情获取安全感对爱情关系品质的预测 

孙颂贤 教授    台北教育大学心理与咨商学系 

初显成年期（ emerging adulthood ）的重要发展任务之一，即是发展爱情能力，

个体开始学习如何谈恋爱、如何维持具安全感的亲密关系，以做为未来维持亲密关系

与经营婚姻的基础。而成人依恋理论（ adult attachment ）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理论架构，

来理解个体如何在爱情关系中，展现具安全感的行为，以维持成熟的爱情关系。而传

统上，成人依恋理论采取演化-生物性观点，并认为每个个体都有一套独特的「依恋行

为系统（ attachment behavioral system，ABS ）」，并以个人层面的情绪调节观点来测

量ABS活化方式，包括焦虑与逃避两种依恋行为。而本研究依据生物-心理社会系统观

点，融合了微观的情绪调节历程，以及巨观的华人文化爱情特征，认为 ABS 的活化方

式会通过关系层面的「界限渗透」、「照顾者角色行为、「调节努力」等三种方式在

爱情中获取安全感（ gaining security ），可能比单纯从个人层面的情绪调节观点，更

能预测爱情关系品质。研究目的：本研究欲编制一套「爱情获取安全感量表」，以检

证爱情获取安全感内涵，以及探讨爱情获取安全感对爱情关系品质预测情形。研究方

法：本研究采量化问卷调查，在预试研究中，共收集有效样本 560 人，进行爱情获取

安全感量表编制，以及检证其信、效度。在正式研究中，共收集 450 有效样本，并另

外测量爱情依恋量表（焦虑与逃避依恋行为），以及爱情关系品质（包括：爱情关系

适应量表与约会暴力行为量表），检证爱情获取安全感量表的效标关联效度，以及比

较爱情获取安全感量表与爱情依恋量表，对爱情关系品质预测上的差异。研究结果：

第一，爱情获取安全感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表现，其内涵可包括界限渗透、照顾

者角色行为、调节努力等三个因素。第二，爱情获取安全感在预测初显成年期的爱情

关系品质方面，具有良好的效标关联效度。第三，爱情获取安全感比的爱情依恋量表

更能预测爱情关系品质。研究结论：从生物-心理-社会系统观点建构的爱情获取安全

感，可能比以生物-演化为基础的爱情依恋倾向，更能预测初显成年期个体的爱情关系

品质。最后讨论该研究结果在增进对初显成年期所需「爱情能力」内涵理解，以及对

情感教育、伴侣咨商实务上的启发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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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23  

研究生心理健康特征的网络文本表达分析 

邓丽芳 教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心理学系  

许金文 硕士研究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心理学系 

王蔷怡 博士研究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心理学系 

研究旨在分析当前我国研究生群体的心理健康特征和累积风险影响因素，为研

究生群体心理健康的维护提供参考借鉴。研究结合质性分析、网路爬虫、词向量分析

的方法，构建了研究生心理健康特征词库，并进一步通过计算机技术进行文本匹配分

析，探寻研究生心理健康特征与各个累积风险影响因素间的关联，以及通过机器学习

对研究生心理健康的累积风险影响因素进行文本分类和模型验证。研究发现：（1）研

究生群体的心理健康特征可包括症状、适应和积极心理特质三个维度。其中与研究生

铀积极心理特质铀相关的网络文本表达最多、其次为铀心理症状铀和铀适应良好铀。

其中「主观负面感受」范畴和其他心理健康特征范畴间的关联最多;（2）研究生群体

心理健康的累积风险影响因素包括家庭环境、校园环境、社交环境和社会环境四个维

度。文本匹配分析发现，累积风险影响因素与「心理症状」关联紧密，其中与「主观

负面感受」关联最大，与“积极人格特质”“适应良好”的关联相对较小。“家庭冲突”往

往伴随着研究生的“网络成瘾”、“攻击行为”等“外化行为”;（3）研究生群体心理健康面

临的最主要累积风险影响因素是家庭环境，其中「家庭冲突」最为突出;其次是校园环

境，其中「不适应规章制度」是主要方面;再次是人际环境与社会环境，「伴侣矛盾」

和「就业形势严峻」分别是人际和社会因素中表达最多的方面。 

本研究充分运用网路爬虫文本，对研究生群体的心理健康特征和累积风险影响

因素进行了探索分析，研究结果得到了词向量模型的验证。最后，本文根据研究发现，

从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四个层面对研究生群体心理健康水平的维护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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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24  

心理情景剧在抑郁倾向大学生心理复原力干预中的作用 

王蔷怡 在读博士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邓丽芳 教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研究目的：研究表明，个体早年的负性经历可能是影响其身心健康的一个重要

风险因素。过多的负面生活事件，会降低个体心理复原力水平，也会影响他们的抑郁

状况。心理情景剧的主要理念是通过重演旧事以帮助个体了解自己，化解创伤，感受

和体验到成长力量，增强当事人适应环境和克服危机的能力。因此本研究积极地探寻

心理情景剧对有抑郁倾向大学生心理复原力的干预作用，以提高他们的心理复原力，

使他们能够有效应对生活中的压力事件，用积极的心态来面对生活。研究过程：共有

103 名大学生完成了干预前测试和干预后测试。其中 51 名大学生作为干预组，进行了

为期 3 个月的心理干预，52 名未进行干预的大学生作为对照组。每个参与者都签署了

一份知情同意书。问卷调查采用了《大学生早期负性经历量表》（自编）、《心理复

原力量表》（ CD-RISC ）、《抑郁自评量表》（ SDS ）以及《Heartland 宽恕量表》

（ HFS ）中的宽恕他人部分。干预过程采用心理情景剧的形式，通过 9次团体干预实

现，每周一次，每次干预时间为 90分钟。研究发现：心理情景剧干预可显著提高被试

心理复原力水平。在进行干预后，宽恕他人的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抑郁的水平显著

低于对照组。负性事件能够直接预测个体抑郁水平，也通过心理复原力以及宽恕他人

间接影响抑郁水平，通过多组比较，结果显示对照组和干预组之间有显著差异。通过

实证研究发现，对有创伤经历和抑郁倾向的大学生进行心理情景剧干预可以有效地提

高他们的心理复原力水平，并缓解他们的抑郁症状，促进其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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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25  

香港心理健康和寻求专业帮助态度的预测因子： 

心理困扰与求助相关自我污名的中介分析 

谭嘉宜 盈力雇员服务顾问培训顾问 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 

袁颖忻 课程助理教授及助理主任  香港树仁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 

过去的研究显示，86%的香港受访者报告了躯体和心理困扰（ Lee 等，2015 ）。

然而，2010 年的香港精神健康调查显示，过去一年只有 26%面对心理困扰的人寻求专

业心理服务（ Lam 等，2015 ）。香港面对心理困扰的成年人较少寻求专业心理服务，

鉴于这个不良现象，本研究旨在调查影响香港成年人寻求专业帮助的因素。当面对心

理困扰时，与求助相关的自我污名作为中介因子，会如何影响个人寻求专业帮助的态

度与行为，以至于其心理健康。现在缺乏研究调查求助相关自我污名对非临床群体人

士心理健康的影响，所以此研究旨在通过调查求助相关自我污名是否会对一般大众的

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为心理学研究提供一些参考价值。此外，本研究提出并调查

了求助相关自我污名分别在心理困扰、寻求专业帮助态度、寻求专业帮助意向和心理

健康之间相互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通过网上中文问卷从 331 名现时没有临床心理诊断的

香港成年人样本中收集数据。研究参与者经由香港树仁大学研究参与者库和社交媒体

招募（包括WhatsApp 和 Facebook ） 。研究所采用的自我报告问卷包括情绪自评量表

-21 （ DASS-21;Antony等，1998 ）、求助自我污名量表（ SSOSH;Vogel等，2006 ）、

求助态度量表-短式（ ATSPPH-SF;Fischer 和 Farina，1995 ）、心理求助意向量表-3 

（ MHSIS-3;Hammer 和 Spiker， 2018 ）、心理幸福感量表（ RPWB;Ryff 和 Keyes，

1995 ）和其他人口分析题目。并采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体（ SPSS ）分析已收集的样本

资料。 

研究结果显示，求助相关自我污名与寻求专业帮助态度（r＝-.48，p＜.01）、

寻求专业帮助意向（r＝-.41，p＜.01）和心理健康（r＝-.29，p＜.01）（假设 1）呈显

著的负相关。过去研究发现，精神病患者的心理健康与他们的精神病污名化呈显著的

负相关;而患有艾滋病的男同性恋者的情绪健康与他们的艾滋病自我羞辱和歧视呈显著

的负相关（Thoits和 Link，2016；Skinta等，2019）。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亦确立一

般没有临床心理诊断成年人的心理健康与他们的求助相关自我污名呈显著的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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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研究可总结出，不同人群可以根据其情况和条件产生不同但切合其现况的自我污

名，而每种自我污名往往与其心理健康有负向关系。此外，相关分析法显示心理困扰

（抑郁，r＝-.53，p＜.01;焦虑，r＝-.41，p＜.01;压力，r＝-.42，p＜.01）与心理健康呈

显著的负相关，但与寻求专业帮助态度和意向没有显著的相关性。结果亦显示求助相

关自我污名是心理困扰（抑郁、焦虑或压力）和心理健康关系间的重要中介。中介分

析结果得出显著的间接系数（抑郁，b＝-.04，SE＝.02，95% CI＝-.08，-.01;焦虑，b＝

-.05，SE＝.02，95% CI＝-.09，-.01;压力，b＝-.04，SE＝.02，95% CI＝-.08，-.01） ， 

证明心理困扰部分通过影响求助相关自我污名进而影响心理健康。研究更意外地发现，

在压力和寻求专业帮助态度/意向关系中，求助相关自我污名是显著的中介因子（假设

2）。中介分析结果得出压力对寻求专业帮助态度的显著间接系数（b＝-.04，SE＝.01，

95% CI＝-.06，-.01）和显著直接系数（b＝.07，SE＝.02，p＜.01），然而却没有显著

的总效应（b＝.03，SE＝.03，p＝.24），呈现出不一致的中介作用，遏抑剂效应可解

释此现象。与此同时，在压力和寻求专业帮助意向之间也发现了类似的不一致中介作

用，得出显著的间接系数（b＝-.01，SE＜.01，95% CI＝-.02，-.00）。根据本研究所

发现的不一致中介作用，可以理解为压力的正向直接效应和经求助相关自我污名的负

向间接效应对寻求专业帮助态度/意向的影响完全相互抵消，当中直接和间接效应具有

相当的数值但相反的正负值，导致非零值而非显著的整体关系。换言之，压力对寻求

专业帮助态度/意向的显著正向直接效应显示，压力大的参与者较大机会向专业人士寻

求帮助，但他们的求助相关自我污名最终使他们不敢寻求帮助。因此，目前研究结果

证明求助相关自我污名的中介作用。本研究同时讨论针对研究结果的初步解释。  

本研究确立了在香港普遍人群中，求助相关自我污名与心理健康之间显著性的

负相关，以及求助相关自我污名的显著性中介作用，这意味着业界需要好好应对寻求

专业心理帮助的标签效应。针对 2019 新冠肺炎对高等教育机构心理咨询工作所产生的

影响，研究会进一步讨论相关应对措施，例如举办线上和线下心理教育、使学生更容

易接触心理咨询、常态化学生寻求专业心理咨询，以及在疫症大流行下建立同伴支援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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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四：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学 
论文 26  

高校背景下双咨询师联合工作模式的探索 

 张宏宇 博士 副教授   北京工商大学心理素质教育中心  

朱艳新 讲师    北京工商大学心理素质教育中心  

刘一桐 讲师    北京工商大学心理素质教育中心  

孙晓曦 讲师    北京工商大学心理素质教育中心  

高校心理中心时常面临由院系推介学生寻求心理评估并期待依据评估结果进行

日常管理决策的情况，此时，与学生工作的心理咨询师被推入一个可能扮演双重角色

的困境中。其一是学院的期待与潜在要求，其二是与学生之间的咨访关系，两个角色

之间虽然可能有共同性，学院和咨询师在长远目标的方向上都是为学生的成长与福祉，

但很多时候，尤其是在求询的当下，学生个人需求与学院期待中的现实目标迥异，学

生的内在需求和期待与学院管理需求之间可能存在较大的裂隙。这种裂隙带给咨询师

的不仅仅是伦理考量，还承担着矛盾纠结的双重压力感，影响到咨询师对来访学生的

客观评判以及继后的专业工作。 

咨询师如何保持专业工作的稳定设置，能持续之后的咨访关系以便于在咨询伦

理的框架下稳定的工作来有效的帮助来访者，同时还能回应院系对于学生心理状态评

估的需求来帮助学院在管理工作中的恰当决策，保持现实环境中维持决策公正，需要

一个能权衡双方期待的工作机制。 

本文回应这一实践中的问题，依据合作式行为主义心理咨询（ CBG ）理论基础，

借鉴抑郁青少年与父母的联合工作模式，探讨高校背景下咨询师在与学生来访之间的

咨询工作及心理危机干预中如何应用“双咨询师的联合工作模式『进行工作，包括双咨

询师在联合工作中的角色界定，双咨询师的工作目标和工作内容，联合工作的具体运

行模式，并提出这一工作模式在高校心理咨询中的实践意义与仍需探讨的问题。 

首先，联合咨询师的工作模式是包含了两位咨询师，但是分别承担学生来访的

咨询师以及学生来访的辅导员或家长的咨询师，两位咨询师的关系可能是新手咨询师-

资深咨询师的合作模式、两位新手咨询师的平行合作模式，还可能是双咨询师-督导师

的合作模式。第二，联合咨询师的具体工作内容不同，工作目标各有侧重，学生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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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咨询师主要负责与学生建立咨访关系，在咨询的设置下评估学生的心理状态或危机

性质危机程度，在伦理框架下确定是否或者在何种程度上突破保密原则;联合咨询师在

与学生来访咨询师讨论后，承担与学院辅导员或者家长的联系工作，帮助学院和家长

理解学生目前的心理状态，提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与学生来访相处时的注意事项，也

可以进行一定的心理健康教育，同时可以收集学生在现实生活环境中的客观信息资料。

第三，两位联合咨询师的具体工作模式。学生来访咨询师与联合咨询师可以根据情况

定期讨论学生的工作方案，并告知学生来访联合咨询师的工作设置，征得学生的同意。

两位咨询师可以通过相互讨论双方的工作，或者两位咨询师中较为资深的咨询师担任

主导或督导角色，还可以由另一位上级督导作为两位咨询师的工作督导，确保联合模

式在伦理况下工作，利于学生的最大福祉，并符合学校管理环境的要求。 

双咨询师模式是高校背景下的学生心理咨询工作的一个创新的尝试，本文作者

已经在咨询实践的个案中多次运行联合工作模式，包括咨询中启动危机干预的个案以

及学院推荐来的特殊需求个案，双咨询师的联合工作都有较好的效果，既确保了来访

学生有安全严密的咨询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帮助学生在心理层面上的修复，又能平衡

和保证学生管理工作的有序进行。当然，双咨询师的模式需要更多的咨询师与督导师

的参与，也增加了咨询师的工作时间，同时两位咨询师的具体配合与讨论内容的边界

问题仍需要更为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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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27 

「三全育人」体系下的高校心理委员专业化培养 

张驰  副教授   北京交通大学学生心理素质教育中心 

崔若冰 助教    北京交通大学学生心理素质教育中心 

大学生心理委员是高校心理健康工作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环境和学

习环境愈加复杂多样，构建专业化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培养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然而，目前我国高校心理委员培养体系尚不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从

人员组成来看，心理委员培训覆盖面窄，高校心理委员水平参差不齐，授课团队构成

单一;第二，从时间阶段看，心理委员培训课程缺乏系统化和长效性，也缺乏胜任力跟

踪与考核评定机制;第三，从工作载体看，培训形式过于刻板、单调，培训后期缺失实

践指导。 

在此背景下，本文对「三全育人」体系下心理委员专业化培养模式进行了探究，

提出如下方案：第一，以全员育人为基础，加强专业化心理委员教育培养工作队伍建

设，多角度、全覆盖确定培养人群，建立更专业、更稳定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团队;第二，以全程育人为核心，覆盖专业化心理委员教育培养全周期，包括完善心理

委员选拔制度和定期培训制度;第三，以全方位育人为重点，乘建立体化心理委员教育

培养模式，加强“第一课堂”建设，发挥“第二课堂”实效并成立“心理委员之家”。 

依据以上方案，笔者在北京交通大学对「三全育人」体系下心理委员专业化培

养模式进行了相应实践，并将心理委员系列培训的成果量化以探究该模式的可行性。

例如，本文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法来追踪心理委员的胜任能力水准（包括对心理委员

工作的认识、参加和组织活动的积极性、对心理委员工作的兴趣等），获得了 123 份

有效问卷，调查结果具有较强的信度。此外，心理委员理论培训后的第一次社会实践

环节活动覆盖率达 99.21%，覆盖新生人数 3000余人，在学生群体中产生了十分广泛的

积极影响。 

「三全育人」体系的提出为构建新时代下高校心理委员的专业化教育培养体系

提供了更加科学的工作思路。经过我校在“全员参与、全过程培养、全方位联动”的心

理委员专业化培养模式下的初步探索和实践发现，从不同角度、不同维度和不同层面

协同育人对心理委员专业化培养的体系构建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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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28 

对分课堂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孟丽娟 副教授 滨州职业学院学生工作处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 

温婷婷 讲师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教师    

对分课堂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新途径、新范式。基于高职生的学情分析，以

《大学生心理素质训练》课程为例，开展隔堂对分、当场对分等教学，有效提高了学

生的学习主动性。在对分课堂种，学生的潜力与教师的智慧相互碰撞、迸发，使学生

真正学会学习。 

【目的】为探究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有效范式，根据对分课堂的范式开展教学，

师生作为教学中对立统一的两个主体，以科学的方式分配对教学活动的掌控权，从而

构建真正的师生共同体，让教育教学获得最大程度的价值。 

【方法】《大学生心理素质训练》在我院作为必修公共课开设，每学期共 10次

课，每次 2 节，涉及辨识健康、认识自我、优化人格、管理情绪、学会交往、经营爱

情、有效学习、珍爱生命、适应职业等内容，最后一次课考试。选择药学和建设室内

设计的一个班级开展实验，各 70人，和专业的其他班级作为对照班，人数在 70左右。

其中实验班按照对分课堂理念展开教学，对照班按照传统教学实施教学。这些班级的

教材一样、教学内容基本一致。 

当场对分以《管理情绪》为例。教师用 10分钟的时间精讲情绪的定义、状态、

理论，讲重点、框架;把阅读材料发给学生，学生安静自学 10 分钟，形成自己的理解;

分组讨论 10分钟，每人 2-3分钟，介绍自己的学习收获、不懂之处，提出问题在组内

解决;教师抽查 4 组同学，以「我们组」开始介绍本组的讨论内容，向其余组发出答题

邀请，约 7分钟，最后 3分钟教师答疑。 

隔堂对分以《经营爱情》为例，在讲授爱情的定义、斯腾伯格的爱情三因素论、

弗洛姆提升爱的能力，布置思维导图、爱情类型举例、爱的地图三个作业。学生在一

周时间内完成作业、消化吸收所说内容、形成思考和发现。学生的作业亮点纷呈，还

结合电视剧、文学中深刻分析爱情，把枯燥的感性的抽象知识化成了理性有温度的内

容。 

【结果】直观效果上，学生的抬头率高了，从以前的卧卧龙驹一族变成了抬长

颈鹿抡一族;学生的眼睛亮了，眼神中带著思考和探索;手机从「灵魂伴侣」变成了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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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笔、纸重新回归课堂，哗哗声进入耳中。从这些现象中，我们直观判断，对分课

堂激发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引导学生领悟到学习的乐趣。问卷调查中， 

学生说「多时候单纯的听说学生会出现走神等一些情况，而对分课堂可以让学

生自主讨论，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也更説明有效记忆」;“主动性提高、参与性增加、参

与兴趣浓厚、教师教授很好、分组方式更能提高同学们的参与度，听课更认真，更能

融入课堂。“学生的感受、判断与表达本身便是表达、合作与创新能力的表现。 

【结论】对分课堂的形式有当场对分、隔堂对分、微对分等形式，其基本流程

包含讲授（ Presentation ）、独学（ Assimilation ）、讨论（ Aiscussion ）三个基本环

节、四个过程，也可称为 PAD课堂。在讲授环节，教师讲解框架、重点和难点，根据

学生的能力水平适当留白，确定讲授的示范重点，进行充分而不过分的引导;在独学环

节，学生安静学习、独立思考，根据理解形成「亮考帮」;在讨论环节，学生就内化吸

收的内容分组讨论，解决低层次问题，凝练高层次问题，然后教师随机抽查、答疑，

以解决高层次问题。在这样的操作模式下，学生的创新思维、批判思维得到培养、沟

通能力和合作能力得以提升，在“人-人介面”的运作中，学生的潜力与教师的智慧相互

碰撞、迸发，学生真正学会学习，实现素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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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29 

在高校开展线上心理咨询的系统综述研究 

张艳  讲师    香港树仁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 

实时的、面对面的线上心理辅导（ Real-time，synchronous face-to-face Online 

Counselling ）不仅仅是在无法进行面对面辅导的替代方案，例如在疫情期间，线上心

理辅导为咨商服务开创了新局面，并打破了传统咨商服务的时间和地点的局限性。 

现在的大学生群体被视为互联网一代（ Internet Generation ），为了更好地了解

线上咨商在高校里的应用，促进线上咨商服务的研究证据、扩充相关研究文献，我们

进行了一项系统综述（ Systematic Review ）研究。在各大可信度高的资料库中，如

ProQuest Central、PsycINFO、PsychArticles 和 Academic Search Complete，找到了 2000

年以来发表的关于高校线上咨商的同行评审期刊。纳入和排除标准都有明确规定。结

果发现了只有不到 30 个相关的研究符合标准，其中没有一个属于香港地区，而只有少

数的研究探讨了线上咨商在澳门、台湾和中国大陆地区的实践经验。研究结果表明本

土线上咨商需积累要更多的临床研究经验，同时关于大学生线上咨商相关研究的方法

和成果也需要海峡两岸地区间更多的交流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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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30 

我在香港高校任辅导心理学家：一个访谈研究的初步结果 

张艳  讲师    香港树仁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  

在香港高校里，为在校学生提供心理辅导及咨询工作的大部分为临床心理学家

或社工，近年才多毕业辅导心理学系的硕士毕业生投身香港各大院校担任学生辅导员

一职。 

本研究访问了三位辅导心理学家，他们现正或於三年内曾任职於不同的香港高

校并担任学生辅导员一职。是次研究通过深度半结构性访问进行，每位受访者接受约

1 小时的个别访问，录音档案被转化为逐字稿，随后逐字稿用以作主题分析。 

研究结果发现三位辅导心理学家在高校的工作有相同之处：如设计学生活动计

划与学生心理辅导工作;但基于不同院校资源、学生文化背景及需要的不同，大学辅导

员的日常工作也不尽相同。 

是次研究冀望增加对本土培训的辅导心理学家在高校担任辅导员专业职能的了

解，研究结果亦有助日后投身高校辅导员的辅导心理学家对岗位的需要有更准确的期

待及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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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31 

深度学习视角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思政的探索 

许文英 讲师    浙江理工大学 

研究目的：探讨如何在心理健康课程教育和思政教育同行同向的前提下，推进

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教育和思政教育的融合，实现课程教育知识、能力学习和立德树

人相统一。研究方法：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和教学案例分析法，梳理当前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课程存在的问题和难题。结果：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多数高校基本都按建设

标准把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纳入教学计划并面向全校开设公共必修课程。该课程改革、

发展的重心也逐步从规模覆盖转向教学质量提升，对教学效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课

程思政”强调以学科课程为载体并挖掘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注重在传播知识的同时凸显

价值导向作用，即“课程承载思政，思政寓於课程”。课程思政的提出，给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课堂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针对当前课程教学中教学对象的特殊性、教学方

法和教学评价等存在的问题，可以藉鉴深度学习来实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思政

的有效实施。深度学习是一种有德性、有意义的教育，承担能力培养和价值传递的双

重育人功能，具体深度学习包括目标维度、结果维度、策略维度、过程维度等维度。

结论：深度学习视角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思政可以通过课程目标的重新确立、

激发内驱力，各章节的交互教学设计、启发思考力，转变考核方式、提高参与力，依

托社会实践、提升迁移力等来实施，依托多个维度实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能力

培养与价值引导的育人功能，从而实现教育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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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32 

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与专业心理求助行为 

刘陈陵 副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育研究院  

贾亚菲 研究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育研究院  

孙斌  研究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育研究院 

周文琪 研究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育研究院  

侯金波 讲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目的：了解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的分类特点，比较不同类型大学生在专业心理

求助行为上的差异。方法：采用国民心理健康素养问卷、非疫情和新冠肺炎疫情中专

业心理求助行为自评表整群抽样调查 12850 名大学生，利用潜在剖面分析将大学生心

理健康素养分类，并采用卡方检验和 Logistic 回归分析探讨其专业心理求助行为的差

异。结果：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可分为知识匮乏组（7.4%）、态度不良组 （50.2%）

和高素养组  （42.4%）  三类。非疫情中，三个类别大学生的求助率无显著差异

（c2=1.71，P>0.05）。新冠肺炎疫情中，三个类别大学生求助率（c2=11.30，P<0.01）

和推荐他人求助率（c2=50.78，P<0.001）表现不同。知识匮乏组的求助率（9.97%降

至 6.51%）和推荐率（9.97%降至 5.56%）明显下降;态度不良组的求助率（10.23%降至

9.18%）和推荐率（10.23%降至 10.11%）略有下降 ;高素养组的专业求助率降低

（10.90%降至 7.89%）而推荐率增加（10.90%增至 12.72%）。疫情中，相比知识匮乏

组，高素养组、态度不良组更可能推荐他人寻求专业心理帮助（OR=1.77、2.45）。结

论：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存在不同特征群体，非疫情和新冠肺炎疫情中不同类别的群

体专业心理求助行为不同。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需要正确看待心理健康素养与专

业心理求助行为的关系，针对不同群体特征开展差异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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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33 

职业身份认同历程对其毕业后感知就业能力、职涯成长、 

及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香港大专生的纵向究究 

 
张伟良 副教授   香港树仁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  

金秋萍 讲师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杨嘉杰 硕士生   香港树仁大学辅导心理学  

刘轩朗 研究员   香港树仁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  

职业身份认同（ vocational identity ）是个人对自己作为工作者的身份有意识的

察觉。通过职涯探索及对有关职业选项的投入，高校生逐渐建立职业身份认同。跟据

Porfeli et al. （ 2011 ）所提出的职业身份认同历程模型（ the process model of vocational 

identity ），职业身份认同可分为三大维度及引伸成的六种历程，包括探索（广度职业

探索和深度职业探索）、承诺（作出承诺和承诺认同）和再考虑（职涯自我怀疑和职

涯灵活性）。横断面研究中已发现，职业身份认同的发展历程与幸福感及心理社会适

应呈现相关（ e.g.，Lannegrand-Willems et al.，2016;Porfeli et al., 2011) 。我们进一步思

考，大专生的职业身份认同，会否对其毕业后的适应及职涯发展构成影响？在此，我

们采取了纵向研究方式，探究香港大专生的职业身份历程能否预测其在毕业过渡期中

的感知就业能力、职涯成长、及生活满意度。 

研究目的及方法 

本研究属于一项获得香港研究资助局资助项目的部份成果，涉及邀集参加者，

即在不同院校修读副学位课程最后一年的大专学生，於 2020 年 3月至 6月在学期间填

写职业身份认同评估量表（ VISA：Porfeli et al.， 2011 ）;这批学生完成学业后，研究

於 2021年初跟进并邀请他们再参与问卷评估，当中包括：感知就业能力（ De Cuyperet 

al.，2011 ）、职涯成长（  Bedeianet al.，1991 ）、及生活满意度（  Dieneret al.，

1985 ）。此纵向研究的有效样本数为 249 人。研究总共进行三次分层回归分析，分别

以感知就业能力、职涯成长、及生活满意度作为因变量。每一次分层回归分析总共有

三个模型，第一个模型包含广度和深度的职业探索的变量，第二个模型增加了作出承

诺和承诺认同的变量，第三个模型增加了职涯自我怀疑和职涯灵活性的变量。 

研究结果 



第九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高校心理辅导与咨询高峰论坛 

 

最后修订日期：2022年 7月 26日 64 

1 ）在感知就业能力方面，回归模型具统计显著性 F （ 6，186 ） = 6.39，

p< .001，随着自变量增加，模型一至三的 R2值分别增加至 0.06、0.16 和 0.17，但只有

模型一及模型二的 R2差值具有显著性差异（ p<.01 ）。参考模型三的回归系数，深度

职业探索及承诺认同对大专生的就业能力有显著的正面影响。2 ）在生活满意度方面，

回归模型具统计显著性 F （ 6，240 ） = 5.26，p< .001，随着自变量增加，模型一至三

的 R2值分别增加至 0.01、0.08 和 0.12，当中模型二及模型三的 R2差值具有显著性差

异（ p<.01 ）。参考模型三的回归系数，职涯自我怀疑对大专生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

的负面影响，其它成长历程皆没有显著影响。3 ）在职涯成长方面，回归模型具统计

显著性 F （ 6，227 ） = 6.18，p< .001，随着自变量增加，模型一至三的 R2值分别增

加至 0.01、0.13 和 0.14，当中只有模型二的 R2差值具有显著性差异（ p<.001 ）。参

考模型三的回归系数，承诺认同对大专生的职涯成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其它成长历

程皆没有显著影响。 

研究总结 

综上所述，研究证实了职业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对感知就业能力、职涯成长、

及生活满意度皆有不同程度影响。在大专生的生活满意度上，只有与感受为主的建构

过程（职涯自我怀疑）能够产生影响。在就业能力及职涯成长方面，承诺认同是能够

产生显著正面影响的历程。研究结果反映个人的成长与职业身份认同息息相关，也让

职涯辅导及或咨商人员了解如何通过评估及提升个人的职业身份认同，以协助正经历

过渡期的毕业生迈向成长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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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五：心理辅导与咨询理论研究 
论文 34 

生死之间是无间——关于丧失、爱恨与反移情 

 张逸哲 专职心理咨询师  上海大学心理辅导中心 

当我们讨论丧失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什么？当我们谈到哀悼，我们又在哀悼什

么？是一个客体的丧失，一段关系的丧失，还是是内在客体、自体客体的丧失？又或

者，是在移情关系中的丧失？本文希望藉由一例精神分析个案，经过移情与反移情的

对话与分析，一同试图探讨这个关于这个丧失与爱恨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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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35 

跨文化分离、语言与创伤性——一例留学生个案的精神分析 

张逸哲 专职心理咨询师  上海大学心理辅导中心  

疫情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当一名病人因为新冠疫情走进了我的咨询

室，一场跨文化、跨语言的对话开始了;同时，一场穿越时空的无意识对话也在病人与

咨询师双方的移情互动中就此展开。在她的无意识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是疫情引发

的焦虑、文化适应的困难，语言的障碍，还是一场关于创伤的生命之旅？本文希望藉

助一例留学生个案的精神分析，一同试图探讨这个关于疫情、文化、语言与创伤的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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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36 

清知简做，让心理健康成为一种习惯 

邢建辉 教授    河北体育学院社会科学教学部  

张宏  讲师    河北体育学院社会科学教学部  

李荣瑶 讲师    河北体育学院社会科学教学部  

越是复杂的问题越需要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解决，心理健康涉及到人生中的方方

面面，只有抓住影响心理健康的几个关键要素，才能从小切口进入，从心灵内部解决

心理问题，保证心理健康。针对现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的现状，结合工

作实践，对如何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进行探讨。 

一、以心理学的理论为主来构建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咨询的理论与方法 

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咨询的工作应按照心理学的规律来构建内容、确定方法和

采取行动，注意发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注重研究教育对象和来访者的个性特点和心

理活动规律，通过把握身心交互作用的平衡转化规律，把心理健康规范渗透到个体的

日常生活和学习中。 

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在进行相应的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咨询工作时，首先要考

虑到来访者的“魂”与“魄”，即清醒的头脑和行动的魄力。其次要考虑到来访者目标追

求的现实性和可行性，立足现实进行目标设置。再次要区分来访者心理问题的特质性

和状态性，针对不同性质选用不同方法。最后还要永远牢记助人自助的心理咨询原则，

充分调动来访者的主观能动性。 

二、通过认清自我来规范自我，在社会中摆正自己的位置 

清知是把问题看清楚，看透彻，看简单。认清自我是自我认知中的清知自我。

在自我认知中用少而全的理念来认识自我，可通过提升自我概念发展元认知策略，发

展归因策略（即客观、利己、发展、可控的悦纳现实），及掌握一些保持良好的心态

心理调节方法等摆正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 

三、让心灵自知自在，让无忧心态伴随左右 

人生之事十之八九不如意，常思一二，不想八九，方能保持无忧心态。当无忧

心态伴随左右，心灵自然自由自在。结合中国的情志相胜理论，在明确五行、五情、

五脏、五色、五味、五音等的交互作用基础上，明确每种心理状态调节的方向，借助

相应的方法，达到心态无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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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简做来疏通心灵，努力永远被忘却 

情绪一旦形成，认知很难重建作用，只能通过意志行为来改善。专注於自己的

行动，在悦纳一切向前看、往前走的实际行动中。通过丰富自己的知识、技能，规范

自己的需要，美化环境，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拓展兴趣，简约可行的学业计划、职业

生涯设计和人生规划的有效结合等，充分验证“既然我们天生双眼在前，那我们就学会

忘却，快乐前行”的以简做来疏通心灵的生活方式。 

五、筑就宽厚人格，用文化底蕴来保证心理健康 

从社会化的角度可以把良好的性格归纳为外倾、随和、稳定、求新，从社会学

和伦理学角度来考虑，心理健康还需要宽厚的人格来支撑。宽厚的人格包括与人为善、

包容从容、诚信立德等。在宽厚人格塑造中，可通过营造良好的生活氛围，奠定符合

人性需求、能够与时俱进的文化底蕴，从而在主体和客体、环境与传承、时代与发展

等多层面筑就保证心理健康的宽厚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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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37 

丧失、爱恨与反移情 

唐晓  助教    上海大学心理辅导中心 

丧失指的是，一个人失去了生命中对其来说非常可贵的人或事物，当丧失发生

时，人会出现抑郁、愤怒、崩溃等各种各样的情绪。本文借助一个个案的临床实例说

明，试图探析丧失背后的爱恨关系，以及咨询关系中出现的移情反移情对理解客体的

爱恨以及对完成哀悼过程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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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38 

以叙述方式探讨自闭症儿童夫妇如何谈论自闭症及其适应过程 

吕乐敏 辅导心理学硕士生  香港树仁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  

彭兰施 实务副教授   香港树仁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  

研究关于有自闭症儿童的父母对自闭症的经历以及对自闭症诊断的接受程度和

满意度已在不同国家发表。研究人员发现，儿童的自闭症诊断及其诊断过程及披露与

配偶的情绪和婚姻关系有关。然而，关于有自闭症儿童的已婚夫妇如何谈论他们孩子

的诊断以及夫妇适应诊断及过程的研究在本地十分有限。这项质性研究利用叙事分析

来探索有自闭症儿童的配偶如何与他们的伴侣谈论和适应诊断，谈论内容通常涉及哪

些主题，以及他们如何在专业人士的陪同下接收和理解诊断。是次研究共有五位有自

闭症儿童的妻子参加了半结构性的个人访谈，让她们以自我叙述来分享她们从怀疑阶

段到接收自闭症诊断后的故事。从她们的叙事时间线中分享的经验发现，她们倾向于

与丈夫谈论孩子一切有关自闭症的事宜。大多数妻子都得到了伴侣的支持和感激。然

而，妻子们希望他们的伴侣可以更加积极主动，共同承担照顾孩子的责任。大多数妻

子对从专业人士间接收孩子的自闭症诊断过程和之后接收有限度支持感到不满意。研

究人员在参与者的时间线上也发现开放与接受、沟通与协作、理解和支持等主题普遍

存在。研究结果强调了在育儿过程中，配偶之间保持开放和支持心态的重要性。在华

人社区中母亲都是主要照顾孩子的普遍性别。而这项研究发现，五个家庭的孩子自闭

症诊断都是由母亲带同前往进行评估，并在接受诊断时感到沮丧和困惑。她们表达当

时接收诊断的过程都感受到脆弱的精神状态，并表示渴望得到伴侣的支持，以及医生

或心理学家提供全面的诊断资讯。相反，大多数妻子对诊断过程不满意。妻子们在分

享中提及到在评估及诊断过程中没有得到医生或心理学家的关顾，并感受到评估过程

既匆忙又冷漠。辅导心理学家等有关专业人士应考虑在夫妻收到子女的心理诊断后提

供即时心理支援，给予妻子和丈夫同理心，理解和无条件的积极关注。早前的研究表

示，被诊断患有精神疾病的儿童与照顾者的配偶关系和婚姻稳定性（ Hartley et al.，

2010 ）、压力和抑郁（ Lecavalier et al.，2006 ）有显著关连。为夫妻提供心理辅导也

可以促进配偶间的沟通和理解，并让他们表达自己的需求和获得彼此的支持。心理辅

导可以为夫妻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来表达他们的感受和引导，以减少心理健康压力并

提供对所接收疾病的心理教育。每对夫妇都致力于照顾好自己的孩子，然而，他们也

应该好好照顾自己的心理健康和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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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39 

香港同居人士之出轨经历：叙事研究 

章丹婷 辅导心理学硕士生  香港树仁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 

彭兰施 实务副教授   香港树仁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 

 出轨是关系中的普遍现象，并通常被一种误解的方式去理解。对于治疗

师来说，帮助出轨人士在这个发展危机及心碎的悲伤中经历和恢复自我也同样具有挑

战性。很少研究曾被进行以让大众以更人性化的方式去了解出轨。在一个单一的角度

下，这可能不仅会导致对这种情况的偏见越来越大，而且还会减低正处于亲密关系中

不同阶段的人士互相之间的幸福感和忠诚度。在香港，尽管超过一半的已婚夫妇曾背

著伴侣有一次性的出轨，约三分之一的受访对象甚至承认曾一脚踏两船，然而，近年

来甚少或没有进行有关出轨的研究，更何况关于人出轨背后的原因及其需求的探索或

了解。由於同居已成为香港年轻人一个作为亲密关系的过渡阶段中普遍及可接受的选

择，本研究旨在以曾经在同居关系中出轨的香港人士角度去探索及了解其出轨的经历。

由於重要性在于这个经验对于出轨人士以及为其个人生活带来的的意义，意义性也可

以通过重大或深刻的事件，以及为他们带来日常生活体验以外的独特感而引起，所以

有关经历将会以出轨人士的个人角度出发，除有关定义以外。质性方法被采用了去更

深入及广泛地了解出轨人士个人主观的经历和故事。为了让他们能够在参与研究的过

程中使用各种视角来理解自己在出轨经历中不同阶段独特的体验，是次研究采用了叙

事分析。研究对象是曾经在同居关系以外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人士。通过网上宣传，

六名女性及一名男性分别被招募进行网上或实体的半结构化访谈。从研究对象的叙事

时间线中，在他们出轨前及整个出轨过程中，出现了两个突出的主题，分别是自我及

应对方式。除了同居的因素以外，大多数研究对象也被发现通过出轨来寻找、识别和

实现自我。同时，通过出轨，所有的对象均被发现以这个方式作为应对自己在同居关

系中未能被满足的个人需求。换句话说，出轨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用来展现和提醒

个人一些已经存在的潜在问题，无论是个人或关系上，他们需要但没有意识到、面对

或了解到的问题。因此，生活中的潜在问题可能会以相似或不同的方式再次发生，直

到它们被认真地对待。有见及此，除了这个经验本身以外，更重要的是个人愿意敞开

心扉，深入地了解自己。尽管出轨经历是个人的，并且长期以来一直被一种误解的方

式理解，但所有参与是次研究的对象愿意分享及回顾均有助于创造不同的视角来看待

已经过去的事件。自我意识、了解的力量以及通过叙事而达到的意识不仅可以揭示，

而且还间接地带出了辅导对个人成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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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六：心理辅导与咨询技巧实务与应用 
论文 40 

应用颂钵冥想於抑郁症患者之质性研究 

 郭家耀 博士香港    树仁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 

徐泽琛 辅导心理学家   香港树仁大学辅导暨研究中心 

张贝芝 博士     与抑郁共舞协会 

研究目的：是次研究旨在研讨一个为期七节、每节约为俩小时的颂钵冥想小组

在治疗抑郁症临床果效。 

研究方法：是次研究共招募 6名年约 20-50岁，并在参与研究前曾参与传统正念

或冥想课程、工作坊参加者。参加者在小组首节前及小组结束后均会完成贝克忧郁量

表。小组完成后，参加者亦参与一个约四十五分钟之的个别访谈，陈述其对颂钵小组

的理解及看法，访问过程之后被转录为文字作初步分析。 

研究结果：秩和检验（ Wilcoxon Rank-Sum Test ）显示在参与小组后，参加者

於贝克忧郁量表分数在后测时有显著下降（ Z = - 1.922，p = 0.046 ）中文。贝克忧郁量

表分数由前测均值 20.67 （ S.D. = 3.14 ）降至 11.33 （ S.D. = 8.48 ）。访谈内容亦显示

参加者一致认同参与颂钵冥想小组为其带来正面经验，并指出小组教援方法有效触发

其对以颂钵为本冥想练习兴趣。参加者亦提到在参与颂钵冥想小组练习时所遇挑战，

当中包括负面回忆及情绪涌现，胃痛等身心反应。上述身心反应大多在练习及小组初

段时出现，并在小组后段渐渐消退。 

结论：参加者认同以颂钵为本冥想对比传统正念或冥想练习更易掌握，让参加

者专注体验过程，持续参与。参加者亦表示在参与以颂钵为本冥想小组程期间就个人

心理及情绪需要、身份认同感及职业角色有不同程度反思。参加者的反思及小组练习

经验虽对其情绪未有直接改善，但参加者普遍认同透过小组所获得的启发及个人反思

具长远益处。上述结果将为抑郁症患者提供一项有效的心理干预方案，并为以颂钵冥

想作小组式介入提供初步实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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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41 

父母的情绪管理和个人成长是改善亲子关系和提升家庭幸福感的关键路

径：循证为本的视角 

 
苏细清 讲师   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工作系    

  副主任  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工作实践与精神健康中心 

陈家扬 传讯总监  DADs Network机构   

张君  研究助理  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工作实践与精神健康中心 

研究表明，家长的情绪健康直接影响亲子关系（ Howard，2006;Bandura et al.， 

2011 ）、子女教育品质（Davidov & Grusec， 2006;Shorer & Leibovich， 2020 ）和家庭

幸福感（ Sheridan et al.， 2010 ）。Covid-19爆发二年多，香港家庭亲子矛盾日益增多。

亲子冲突是危机，亦是重塑亲子关系和沟通方式的契机。有鉴及此，受香港家庭议会

的资助，DADsNetwork 团队设计的《冲突·关系建立契机》工作坊，希望通过协助家长

的情绪管理，以改善亲子关系，提升家庭幸福感。是次循证为本的研究旨在对此工作

坊的成效作出评估，采用准实验室研究设计方法（  Quasi-experimental Research 

Design ），研究团队於 2021 年 7月初，通过活动宣传和家庭教育讲座方式招募家有高

小到中一孩子的家长参加研究，并根据意愿分为实验组（ 100位）和参照组（ 50位）。

是次成效评估包括过程评估和效果评估。过程评估重在评估每节工作坊内容设计的合

理性、有用性以及工作人员表现的满意度，参与工作坊的家长（实验组）每周参加完

工作坊后，填写自制的周评估表（ Weekly-log ）;效果评估则邀请家长应用标准化量表

进行前后评估，量表包括：「教养自我效能感」（含「教养自信心」、「教养焦虑感」

两分量表） （ Jones & Prinz， 2005，信度 α= 0.70~0.95 ）、「教养方式」（ Poston et 

al.，2003 ）、「家庭沟通品质」（ Poston et al.，2003;香港家庭福利会，2017，信度

α=0.88 ）以及「家庭精神幸福」（ Poston et al.，2003;香港家庭福利会，2017，信度

α=0.69）。所有问卷由 Qualtrics 软件网络化成为问卷包，由研究助理发相关二维码给

家长，保证在一周内完成填写。最终，有 80位实验组家长（ 20%男， 76.2%女）和 37

位参照组的家长（ 35.9%男， 59%女）填写了有效的前后测问卷;也成功邀请到实验组

中的 10位家长（ 5男 5女）及 6位子女（ 4男 2女）接受个人的深入访谈（ in-depth 

interview ），以了解工作坊成效的过程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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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前后测问卷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为期八周的《冲突·关系建立契机》工

作坊明显有助于提升家长的「教养自我效能感」、「教养自信心」、「教养方式」、

「家庭沟通品质」以及「家庭精神幸福感」，明显降低其「教养焦虑感」。过程评估

数据显示，参与的家长对工作坊内容设计的合理性、有用性以及工作人员的表现都比

较满意;家长认为每节工作坊均有助于提升自己情绪管理的意识，提醒自己多聆听孩子，

「更懂得如何关心孩子」，「有意识地增加与孩子一起的时间」，「与孩子相处更愉

快」;深入访谈结果 也验证了工作坊的成效，家长对此满意的原因是：工作坊促进了父

母的「个人的成长」，包括：提升自己情绪管理的意识、觉察力、反省力以及主动聆

听孩子的意识等;沟通技能上更善于驾驭语言，使用正面积极的语言，提升了自己情绪

的稳定性，自己更高兴。家长的个人成长所带来的积极改变，能直接促进孩子的情绪

和行为的积极改变;提升了亲子冲突时的管理和沟通能力，能改善亲子的关系，也促进

了与家庭其他成员的关系，特别是夫妻关系改善，令家庭的幸福感更高。从个人改变

到家庭幸福感提升的改变路径也得到了参与访谈的子女的佐证。参与访谈的子女表示，

他们能清晰感觉到父母在参与工作坊后，明显提升了他们的情绪稳定性，更有意识和

意愿关心子女，从子女角度出发聆听他们的心思，因此子女也愿意与家长相处，甚至

愿意与家长聊自己的心事。 

是次研究不仅论证了工作坊对提升家长亲职自我效能感，促进家庭沟通品质和

家庭幸福感上的成效，亦初步论证出改善亲子关系和提升家庭幸福所依赖的路径：开

始於父母的成长，即父母的情绪管理以及个人在教养知识、意识和技巧上的成长，有

利於提升自己的情绪健康，也能协助提升孩子的情绪健康，改善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

最终改善「家庭沟通品质」并提升「家庭的幸福感」。是次研究初步探索出改善「亲

子关系」改善和提升「家庭幸福」所依赖的路径为今后家庭服务提供初步的实证依据，

但仍然需要未来研究设计更有代表性的大样本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进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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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42 

香港父母亲职自我效能感对家庭沟通品质和幸福感的影响： 

从家庭教育服务需求的视角 

 
苏细清 讲师   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工作系    

  副主任  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工作实践与精神健康中心 

陈家扬 传讯总监  DADs Network机构   

张君  研究助理  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工作实践与精神健康中心 

父母和家庭对幼小的子女健康发展影响深远。父母的亲职效能感（ parenting 

efficacy ）反映其在子女教育上的自信程度，直接影响子女教育的品质和家庭幸福，但

现在仍缺乏香港本土的实证研究。本研究以家里有高小至中一的家长为对象，应用

Qualtrics 软件将评估量表电脑化，形成二维码，以滚雪球的便利抽样方式，发送给合

资格的家长，以评估香港父母亲职自我效能感、家庭沟通品质和幸福现状，了解他们

在子女教育上关心的议题和教育需求，以期为发展香港家庭教育服务、改善亲子关系

以及提升家庭幸福感提供科学的依据。研究量表包括：「教养自我效能感」（含「教

养自信心」、「教养焦虑感」两个分量表）  （  Jones & Prinz，  2005，信度 α= 

0.70~0.95 ）、「教养方式」（ Poston et al.，2003 ）、「家庭沟通品质」（ Poston et 

al.，2003;香港家庭福利会，2017，信度 α=0.88 ）、「家庭精神幸福」（ Poston et al.，

2003;香港家庭福利会，2017，信度 α=0.69 ），以及自制的家庭教育需求的量表。研究

於 2021 年 6月开始至 2022 年 1月 10日期间完成，共有 275位合资格的家长（男 99

人，女 161 人）填写了有效问卷。是次样本受教育水平普遍较高，74%家长受到专上

教育，77.7%家庭月平均收入高过 3万。其中，26.5%的家长有内地教育背景。 

研究结果如下： 

1 ）这些教育水平较高的家长普遍是终身学习型的家长，家庭教育现状相对较

好，六成以上的家长的「教养自我效能感」较高（占 62.9% ）、「教养的自信心」较

强（占 67.2% ）;90.3%家长认为自己的「教养方式」有利於子女正向发展;86.5%表示

「家庭沟通品质」较好，74.1%认为「家庭精神幸福感」颇高。但是，50.6%的家长自

认在子女教育是很焦虑的，27.8%不具备足够的「教养自我效能感」，14.7%家庭缺乏

幸福感。 

2 ）职效能感上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母亲的「教养焦虑」明显高过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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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比香港本地家庭的父母，有内地背景的家长「教养焦虑」明显较高。 

4 ）父母的夫妻关系越好，「教养自信心」越高，「教养方式」、「家庭沟通

品质」以及「家庭精神幸福感」就越好，但「教养焦虑感」明显越低;当父母的「教养

焦虑」越高，「家庭精神幸福感」则明显下降; 

5 ）父母「教养方式」越积极，则「家庭沟通品质」、「家庭精神幸福感」明

显越好; 

6 ）「家庭沟通品质」越好，则「家庭精神幸福感」明显越高。 

7 ）最令家长焦虑的子女教育议题依次是：「子女在数码时代不当使用网络与

手机成瘾」（占 58.2% ），家长关注孩子「反叛不听话」（占 42.9% ），「子女的精

神和情绪健康问题」（占 41.8% ），「子女未来出路」（占 38.4% ），「子女学业成

绩不佳」（占 35.7% ），「子女的生涯规划」（占 33.8% ），以及「子女的性及相关

议题」（占 22.3% ）。 

8 ）家长迫切的家庭教育需求依次是：增加「提升亲子互动关系的活动」，

「叛逆期的教育」，「网络时代的网络成瘾问题」，「情绪管理及情绪健康问题」，

「青少年性教育」，以及多举办「有经验的家长分享会」。 

9 ）大多数香港父母认为，成为孩子的「情绪陪伴者」、「子女的导师」是父

母的首要角色，而成为「终身学习的父母」才能真正陪伴好子女一起面对未来的变化，

也是香港家长的共识。 

在研究发现的基础上，相关的家庭教育服务的建议包括： 

1 ）支援家长成为有信心的父母，才能真正促进家庭沟通品质，提升家庭的幸

福感。因此，照顾和支援孩子的照顾者—父母，是未来家庭教育服务的重点。 

2 ）家庭需要与孩子一起成长，特别是协助父母进行情绪管理，提升父母婚姻

关系的维护和经营能力，是家庭成长的关键任务，直接影响家庭教育的品质。 

3 ）母亲和内地移民家庭需要更多的情绪支援，以舒缓教养带来的焦虑。家庭。 

4 ）家庭教育的内容需要增加的议题是：在数码时代，父母与子女一起学习如

何合理使用网络和手机，叛逆期教育，与子女沟通并促进子女其情绪健康等。 

5 ） 最受欢迎香港家庭的工作手法是：能与同龄孩子的家庭互助同行，向有

经验的家长学习。 

6 ） 教育服务出现明显的马太效应。如何增强低收入的基层家庭参与到家长

成长的教育服务中，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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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43 

探究团体咨商初次历程之重要性 

郭芳玮 研究生  高雄师范大学咨商心理与复健咨商研究所 

刑志彬 

陈玉芯 研究生  高雄师范大学咨商心理与复健咨商研究所 

团体历程中的初始阶段被视为具决定性的时期，团体开始之际，领导者会要求

成员谈论其进入团体理由、参与的担心与对团体的期待，帮助成员清楚明确定义个人

目标，使他们渴望在生活中有所改变，并通过这些目标引导成员发展出团体规范

（ Corey，2003 ）。在此阶段，成员会检视自己与其他成员在团体中的舒适程度，并

在团体中分享对团体的感受与期望，倘若领导者所带领出的团体期待不清楚、团体目

标与规范不明确，成员将会陷入不必要的挣扎中（ Corey，2003;Jacobs et al., 1995）。

在台湾，谘商团体多为短期工作形态，多数的团体通常以八至十二次的聚会，尤其过

长时间的团体常使拟参加者怯步。因此，咨商团体领导者面对实际工作时，最现实的

问题乃在聚会时间的有限性，在初始团体阶段促进相关团体的疗效因素产生，是后续

团体历程顺利进行的关键。而促进或催化团体疗效的产生既是一种科学，也是一种艺

术，每个团体都是独特的，领导者得在有限的时间内协助成员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团

体，及团体如何转动和应有多少转动力，没有公式可循，对于初学者和经验较少领导

者尤其困难（吴秀碧，2005 ），所以，团体初始的疗效与催化跟领导者本身的经验可

能存在潜在关联性。 

基于此假设与研究发想，回顾台湾近年对于非结构式团体咨商研究，无论是针

对领导者介入策略，或是团体咨商历程探究，皆从第二次之后的团体咨商作为分析依

据（许育光，2005/2016;许育光、吴秀碧 2010;刑志彬，2019 ）。但是，Corey （ 2003 ）

认为领导者在形成阶段的准备，对团体的结果是具有决定性的。因此，研究者着重于

探究团体领导者资历与第一次团体谘商成效的关联，认为首次团体谘商为值得重视之

历程。研究采实际进行的 7 个非结构团体（各将进行十次的咨商团体历程）作为研究

对象，并进行问卷调查，其中 4 个是 10 年以上领导经验者带领（资深组）、另外 3 个

团体为 1 到 5 年领导经验者带领（新手组），在首次团体聚会结束后立即填写「团体

凝聚力量表」、「利他性量表」、「心理拥有感量表」与「团体处遇可接受性/可行性

因素量表」，进行 t检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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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结果显示，（一）在首次咨商团体，领导者之年资对于团体初期形成凝

聚力、社会效度可接受性与社会效度可行性具显著差异，指资深领导者比起新 

手领导者，在团体初期更能够促进团体凝聚力，且增进社会效度可接受性与可

行性;（二）而团体的利他性与心理拥有感则未具显著差异，意指不论领导者资历深浅，

对于首次团体历程促成利他性与心理拥有感差异并不明显。本研究结果支持了首次谘

商团体之重要性，但对于团体开展的利他性与心理拥有感工作，仍需持续于团体中后

段进行催化。综合上述研究结果，结论将进行相关实务讨论与建议。 

研究者根据结果进行讨论，（一）对新手团体领导者实务建议：从研究结果发

现，新手团体领导者对于促进首次团体聚会的「团体凝聚力」、「社会效度可接受性」

与「社会效度可行性」成效低于资深领导者。因此，新手团体领导者在自我专业发展

上，熟悉团体前期主要领导任务、建立专业自信、增进团体实作能力等，皆是可强化

之面向。此外，初次的团体历程成员也可以从团体的进程中获得可接受、可行的相关

学习，此部分资深团体领导者优于新手团体领导者，代表即使初次团体有团体行程的

任务之外，较有团体领导经验者可以产生较多的团体效益;（二）对辅导咨商机构/督导

培训团体领导者建议：团体咨商培训者可参照此研究结果，结合相关培训元素，以强

化新手团体咨商於早期阶段肯定 务能力，如在初期给予新手领导者较多的支持和鼓励，

有助于提升其团体领导能力和专业自信，此结果与许育光和刑志彬（ 2021 ）相仿，如

能在团体前期协助领导者建立自信，后续对于自评的领导能力也得分较高;（三）未来

研究建议：研究者建议未来可更多探讨团体初始阶段不同的疗效因素与领导者之间的

关联性，全面性的了解早期团体发展之重要性。后续针对团体领导者研究亦可增加不

同变项，如性别、文化族群等，期望对于团体咨商领域有更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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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44 

叙事生涯规划在患有高功能思觉失调青年人职业复元中的应用：从个案工

作到循证干预研究 

Zhou De-Hui Ruth  Chui Yat Hung Chiu Yu Lung Marcus  

Choi Yan Yin   Lau Bien Shuk-yin Lau Ka-shing   

Poon Yan-che Magdalene Chu Menza  Choi Wing Sheung   

Lam Wing Yan 

许多与精神疾病抗争的年青人正经历曲折的复元之旅。在这个旅程中，职业复

元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希望。在 Savikkas 的叙事生涯规划中，生涯辅导员通过生涯建构

访谈（如最喜欢的故事、最喜欢的人物或角色、人生格言、兴趣和早期回忆）与案主

共同构建他们的生命写照（ Life Portrait ）。在探索的过程中，案主更加清楚自己的性

格强项、人生主题和生命意义。在试点研究阶段，我们通过运用叙事生涯规划与两位

患有思觉失调的年轻女性，探索共建她们的生命主题和人生方向。基于这些初步的成

功经验，我们与本地精神健康医院的精神科医生和职业治疗师合作，设计了一项由

102 名 15 至 25 岁的高功能患有思觉失调的年青人参与的追踪性的随机对照有效性研

究。尽管数据收集过程尚未完成，但我们使用叙事生涯规划支持高功能精神病青少年

的的实践经验和反思，显示了对使用叙事生涯规划为患有思觉失调的年青人提供有效

职业复元干预的新可能性以及在和他们工作时需要关注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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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45 

心理危机大学生家长支持性团体的实践研究 

张静  副研究员   中国传媒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路智鹏 助理研究员   中国传媒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目前高校学生心理危机事件频发，尝试过自伤和自杀行为的学生比例不断增加，

以往研究表明大学生心理问题的成因在一定程度上和原生家庭、父母的教养方式以及

早年的成长环境具有密切的联系，同时发生心理危机的学生在康复的路上如果有家长

的支持、陪伴往往会有很好的效果，但是家长在支持自己孩子的过程中常常出现无力

感、无助感、知识匮乏等情况。所以了解心理危机学生家长的心理健康状况，对家长

进行积极的心理健康教育、技能培训，情感支持等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本研究以支持性团体的方式，采用线上+线下的活动形式，定向招募北京某高

校部分具有心理危机或潜在心理危机的学生家长，团体容量为 8-10 个家庭。团体通过

理论讲授、小组讨论和模拟演练、角色扮演、家庭作业、问题答疑、在校支持、读书

分享等系统干预的方式，传授抑郁症、双向情感障碍、自伤自杀等精神类障碍的相关

知识，讨论和解决父母和孩子在生活相处时遇到的实际问题、孩子在言语沟通中表现

的冲突和 价值观的对立，以及在面对孩子疾病症状中的困难和如何支持、陪伴孩子、

做好自我关爱等，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模拟冲突场景，学习沟通表达过程中的技术技

巧，运用趣味性活动帮助家长们释放情绪压力，更多地自我关照，鼓励家长们之间进

行情感支持与联结，从而获得内心的成长。 

    本团体为了科学研究，增强团体工作的严谨性和科学性，对发生心理危机的

学生和家长进行了标准化的心理量表测试，实行前后测，研究者也通过质性访谈与自

然观察，团体沙盘等形式，关注家长们在团体中的过程性变化，量表采用了父母教养

方式评价量表（ EMBU ），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 FACESII ），中国人婚姻质量

问卷，焦虑自评量表（ SAS ）和抑郁自评量表（ SDS ），通过前后测结果发现，参与

心理危机的大学生家长在参与过程前后的焦虑情绪和抑郁情绪有显著性的改变。发生

心理危机的学生在家长参加团体学习后行为改变明显，症状减轻，心理危机的严重程

度普遍呈现下降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