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后修订日期：2022年 7月 25日 

第九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高校心理辅导与咨询 

高峰论坛日程安排 

2022年7月26日-7月31日 

  

时间 2022年7月26日（星期二） 

论坛代表报到(全天) 

(参加者可以利用帐户及密码登入论坛网站) 

EventX论坛线上平台网址： 
https://spot.eventx.io/events/19fbaf00-62bc-4892-9c81-d5395a839688 

登入论坛教学视频（适用于一般参会者）： 
https://www.loom.com/share/765367c0d906488dadd2e014a8d02320 

登入论坛及使用教学视频（适用于讲者及主持人）： 
https://www.loom.com/share/64f01033194242699a7732cbab98a4f4 

「允许」在浏览器使用镜头、麦克风教学视频（适用于讲者及主持人）： 
https://www.loom.com/share/888bb7e23df24fd88b68349a78f3a84a 

更改头像及个人档案教学视频（适用于讲者及主持人）： 
https://www.loom.com/share/f86033ef7f204cae84391c2cdcd35a99 

寻找自己设为「演讲者」的分场教学视频（只适用于讲者）： 
https://www.loom.com/share/c90646f71e5a4603804fb928e7f182f7 

寻找自己设为「主持人」的分场教学视频（只适用于主持人）： 
https://www.loom.com/share/884e705cb8dd4e7aad2bda6a8c157749 

 

14:30 - 16:30 

线上参观香港树仁大学辅导及心理系 
三场课程简介，每场40分钟： 
(1) 简介心理学哲学硕士课程、博士课程 
黄澔霖女士（香港树仁大学心理学哲学硕士生）及 
余启程教授（香港树仁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系主任） 
 

(2) 简介社会科学硕士（辅导心理学）课程 
张伟良副教授（香港树仁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副教授、辅导心理学硕士课程总监）、 
林孟仪博士（香港树仁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助理教授、辅导心理学硕士课程助理总监）、 
章丹婷女士（香港树仁大学辅导心理学硕士生）及 
龚衍铭先生（香港树仁大学辅导心理学硕士生） 
 

(3) 简介辅导心理学博士课程 
彭兰施博士（香港树仁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实务副教授、辅导心理学博士课程总监）及 
张艳博士（香港树仁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讲师、辅导心理学博士课程毕业生） 

17:00 - 17:30 

线上欢迎茶聚 
(1) 简介论坛排程亮点 
(2) 简介论坛平台操作 
(3) 简介虚拟展览摊位 
(4) 举杯仪式（参会者可自备饮料） 

支援论坛平台的浏览器包括：  
- 谷歌 Google Chrome  
- 火狐 Firefox  
- 微软Microsoft Edge  
 
操作系统：  
Windows 7+、Mac OS X 10.7+、
或 Ubuntu 10+  
 
网络：10+ Mbps 的互联网连接 



最后修订日期：2022年 7月 25日 

 

时间 2022年7月27日（星期三） 

09:10 - 09:30 会议报到 

09:30 - 10:30 
 

开幕式 
介绍高峰论坛组织委员会 

主礼嘉宾致辞 
香港特别行政区教育局副秘书长 李忠善先生 
香港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石丹理教授 
香港青年协会副总干事徐小曼女士 
香港游乐场协会副总干事温立文博士 
香港游乐场协会社会工作部总监周惠霞女士 
香港直接资助学校议会主席陈狄安先生 

致欢迎辞 
香港树仁大学首席副校长孙天伦教授 

集体合影 

10:30 - 11:00 小休 

11:00 - 12:30 

大会报告：疫情下高校的心理健康 
报告人：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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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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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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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素琴教授 
（香港树仁大学协理学术副校长（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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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下高校学生心理健康：世界

各地的启示 

主持人：岳晓东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特聘教授） 
12:30 - 14:00 午休 

14:00 - 15:30 

特邀报告：辅导咨询专业地位及发展 
报告人：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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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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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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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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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马建青教授（浙江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15:30 - 15:40 小休 

15:40 - 17:10 

论坛一：疫情下的心理健康问题新特征 
三个分论坛，每篇论文按编号顺序作二十分钟报告;论文主题与报告人详见附件 

一号房间 
主持人：邹辰宠处长 

（澳门城市大学学生事务处处长） 

 
论文（01）、（02）、（03） 

二号房间 
主持人：吴日岚教授 
（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工作系 

副系主任及教授） 

论文（04）、（05）、（06） 

三号房间 
主持人：桑志芹教授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应用心理学博士生导师） 

论文（07）、（08）、（09） 



最后修订日期：2022年 7月 25日 

  

时间 2022年 7月 28（星期四） 

09:10 - 09:30 会议报到 

09:30 - 10:10 
主题报告：疫情和逆境：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 

报告人：石丹理教授（香港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 
主持人：马喜亭主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员、积极心理体验中心主任、硕士生导师） 

10:10 - 10:50 
主题报告：教师好，学生会更好：台湾教师支持中心的辅导作为及发展 

报告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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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彭兰施博士（香港树仁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实务副教授、辅导心理学博士课程总监） 

10:50 - 11:00 小休 

11:00 - 12:30 

论坛二：高校心理健康问题的理论研究 
三个分论坛，每篇论文按编号顺序作二十分钟报告;论文主题与报告人详见附件 

一号房间 
主持人：赵淑珠教授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辅导与咨商学系教授） 
论文（10）、（11）、（12） 

二号房间 
主持人：李正云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论文（13）、（14） 

三号房间 
主持人：朱振荣处长 

（澳门旅游学院学生事务处处长） 
论文（15）、（16） 

12:30 - 14:00 午休 

14:00 - 15:30 

特邀报告：辅导咨询专业督导 
报告人：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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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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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辅导咨询的专业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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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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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金宏章教授（四川工商学院教授、哈尔滨工程大学退休教授） 
15:30 - 15:40 小休 

15:40 - 17:10 

论坛三：高校心理健康问题的预防与干预 
三个分论坛，每篇论文按编号顺序作二十分钟报告;论文主题与报告人详见附件 

一号房间 
主持人：贾晓明教授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论文（17）、（18）、（19） 

二号房间 
主持人：程美珍主席 
（澳门心理学会会员大会主席） 
论文（20）、（21）、（22） 

三号房间 
主持人：黄薛冰博士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主任医师） 
论文（23）、（24）、（25） 

17:10 - 19:00 晚餐时间 

19:00 - 21:00 

会中工作坊 

一号房间 
主题：看见的力量-叙事治疗中的积极心理学 
主讲人：李焰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学生心理发展的指导中心主任） 

二号房间 
主题：生涯微信八段锦 
主讲人：陈棨年先生（香港人力资源协会及香港专业辅导协会院士） 

三号房间 
主题：走进图式疗法 
主讲人：林孟仪博士（香港树仁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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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2年 7月 29日（星期五） 

09:10 - 09:30 会议报到 

09:30 - 10:10 
主题报告：华人社会心理辅导的明天：本土化或活化传统 

报告人：孙天伦教授（香港树仁大学首席副校长） 
主持人：彭执中学务长（澳门大学学生事务长） 

10:10 - 10:50 
主题报告：团体咨询师专业成长中的督导模式 

报告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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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岳晓东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特聘教授） 

10:50 - 11:00 小休 

11:00 - 12:30 

论坛四：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学 
三个分论坛，每篇论文按编号顺序作二十分钟报告;论文主题与报告人详见附件 

一号房间 
主持人：陈秋燕教授 

（西南民族大学教育学与心理学院教

授） 

 
论文（26）、（27）、（28） 

二号房间 
主持人：苏桂龙处长 
（澳门大学学生辅导处处长） 

 
论文（29）、（30）、（31） 

三号房间 
主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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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32）、（33） 

12:30 - 14:00 午休 

14:00 - 15:30 

论坛五：心理辅导与咨询理论研究 
两个分论坛，每篇论文按编号顺序作二十分钟报告;论文主题与报告人详见附件 

一号房间 
主持人：白学军教授 
（天津师范大学副校长） 

论文（34）、（35）、（36） 

二号房间 
主持人：苏志豪博士 

（香港专上学院科技、工程及健康学部首席讲师） 

论文（37）、（38）、（39） 

15:30 - 15:40 小休 

15:40 - 17:10 

论坛六：心理辅导与咨询技巧实务与应用 
两个分论坛，每篇论文按编号顺序作二十分钟报告;论文主题与报告人详见附件 

一号房间 
主持人：张艳博士 

（香港树仁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讲师） 

论文（40）、（41）、（42） 

二号房间 
主持人：乔志宏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论文（43）、（44）、（45） 

17:10-18:10 

自由活动/线上参观虚拟展位 
虚拟展位（可实时向单位代表咨询）： 
(1) 香港心理学会辅导心理学部 
(2) 香港树仁大学 
(3) 香港旅游发展局 

60分鐘圓桌交流 
(1) 疫情下高校的心理健康 
(2) 輔導諮詢專業地位及發展輔導專業督導 
(3) 生涯輔導與諮詢 
(4) 線上輔導與諮詢 
(5) 心理輔導與諮詢技巧實務與應用 
(6) 自由交流及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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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2年7月30日（星期六） 

09:10 - 09:30 会议报到 

09:30 - 11:00 

大会报告：综合与展望 
报告人：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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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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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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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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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田秀兰教授（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心理与辅导学系特聘教授） 
11:00 - 11:10 小休 

11:10 - 12:00 

闭幕仪式/大会交接仪式 
主讲人：张伟良副教授（香港树仁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副教授）、岳晓东教授（首都师

范大学心理学院特聘教授） 
 

时间 2022年 7月 31日（星期日） 

9:30 - 12:30 
会后工作坊 

主题：健康幽默工作坊（上午部份） 
主讲人：岳晓东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特聘教授） 

12:30 - 14:00 午休 

14:00 - 17:00 
会后工作坊 

主题：健康幽默工作坊（下午部份） 
主讲人：岳晓东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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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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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