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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高校心理輔導與諮詢 

高峰論壇日程安排 

2022年7月26日-7月31日 

  

時間 2022年7月26日（星期二） 

論壇代表報到(全天) 

(參加者可以利用帳戶及密碼登入論壇網站) 

EventX論壇線上平台網址： 
https://spot.eventx.io/events/19fbaf00-62bc-4892-9c81-d5395a839688 

登入論壇教學視頻（適用於一般參會者）： 

https://www.loom.com/share/765367c0d906488dadd2e014a8d02320 

登入論壇及使用教學視頻（適用於講者及主持人）： 
https://www.loom.com/share/64f01033194242699a7732cbab98a4f4 

「允許」在瀏覽器使用鏡頭、麥克風教學視頻（適用於講者及主持人）： 

https://www.loom.com/share/888bb7e23df24fd88b68349a78f3a84a 

更改頭像及個人檔案教學視頻（適用於講者及主持人）： 

https://www.loom.com/share/f86033ef7f204cae84391c2cdcd35a99 

尋找自己設為「演講者」的分場教學視頻（只適用於講者）： 

https://www.loom.com/share/c90646f71e5a4603804fb928e7f182f7 

尋找自己設為「主持人」的分場教學視頻（只適用於主持人）： 

https://www.loom.com/share/884e705cb8dd4e7aad2bda6a8c157749 

 

14:30 - 16:30 

線上参觀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系 
三場課程簡介，每場40分鐘： 
(1) 簡介心理學哲學碩士課程、博士課程 

黃澔霖女士（香港樹仁大學心理學哲學碩士生）及 
余啟程教授（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系主任） 
 

(2) 簡介社會科學碩士（輔導心理學）課程 
張偉良副教授（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副教授、輔導心理學碩士課程總監）、 
林孟儀博士（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助理教授、輔導心理學碩士課程助理總監）、 
章丹婷女士（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心理學碩士生）及 
龔衍銘先生（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心理學碩士生） 
 

(3) 簡介輔導心理學博士課程 
彭蘭施博士（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實務副教授、輔導心理學博士課程總監）及 
張艷博士（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講師、輔導心理學博士課程畢業生） 

17:00 - 17:30 

線上歡迎茶聚 
(1) 簡介論壇排程亮點 
(2) 簡介論壇平台操作 
(3) 簡介虛擬展覽攤位 
(4) 舉杯儀式（參會者可自備飲料） 

支援論壇平台的瀏覽器包括：  
- 谷歌 Google Chrome  
- 火狐 Firefox  
- 微軟Microsoft Edge  
 
操作系統： 
Windows 7+、Mac OS X 10.7+、
或 Ubuntu 10+  
 
網絡：10+ Mbps 的互聯網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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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2022年7月27日（星期三） 

09:10 - 09:30 會議報到 

09:30 - 10:30 
 

開幕式 
介紹高峰論壇組織委員會 

主禮嘉賓致辭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副秘書長 李忠善先生 
香港理工大學協理副校長 石丹理教授  
香港青年協會副總幹事 徐小曼女士 
香港遊樂場協會副總幹事 溫立文博士  
香港遊樂場協會社會工作部總監 周惠霞女士  
香港直接資助學校議會 主席 陳狄安先生 

致歡迎辭 
香港樹仁大學首席副校長孫天倫教授 

集體合影 

10:30 - 11:00 小休 

11:00 - 12:30 

大會報告：疫情下高校的心理健康 
報告人： 主題： 
李焰教授 
（清華大學教授、學生心理發展指導中心主任） 

常態化疫情下的高校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 
陳斐娟副教授 
（台灣雲林科技大學技職教育研究所暨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疫下高校學生心理健康 

蘇桂龍處長 
（澳門大學學生輔導處處長） 

疫下高校學生心理健康的挑戰：

澳門的情況 
鄧素琴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協理學術副校長(研究院)） 
郭倩衡女士 
（香港樹仁大學尹周玉芬跨學科循證實踐及研究中心家庭及兒

童發展研究團隊領導） 

疫情下高校學生心理健康：世界

各地的啓示 

主持人：岳曉東教授（首都師範大學心理學院特聘教授） 
12:30 - 14:00 午休 

14:00 - 15:30 

特邀報告：輔導諮詢專業地位及發展 
報告人： 主題： 
黃嘉穎處長 
（澳門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處長） 

澳門心理輔導諮詢的專業地位及

發展 
吳才智教授 
（華中師範大學心理學院教授） 

教育部華中師範大學心理援助熱

線的組織與管理 
王智弘教授 
（台灣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所)教授） 

華人心理諮商發展的重要議題： 
科技化與本土化 

袁文得博士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教師教育及學習領導學部副教授） 香港輔導專業：現狀與發展 

主持人：馬建青教授（浙江大學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 
15:30 - 15:40 小休 

15:40 - 17:10 

論壇一：疫情下的心理健康問題新特徵 
三個分論壇，每篇論文按編號順序作二十分鐘報告；論文主題與報告人詳見附件 

一號房間 
主持人：鄒辰寵處長 

（澳門城市大學學生事務處處長） 

 
論文(01)、(02)、(03) 

二號房間 
主持人：吳日嵐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 

副系主任及教授) 

論文(04)、(05)、(06) 

三號房間 
主持人：桑志芹教授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 

應用心理學博士生導師） 

論文(07)、(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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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2022 年 7 月 28（星期四） 

09:10 - 09:30 會議報到 

09:30 - 10:10 
主題報告：疫情和逆境：一場沒有硝煙的戰役 

報告人：石丹理教授（香港理工大學協理副校長） 
主持人：馬喜亭主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研究員、積極心理體驗中心主任、碩士生導師） 

10:10 - 10:50 
主題報告：教師好，學生會更好：台灣教師支持中心的輔導作為及發展 

報告人：王麗斐教授（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教授兼副主任） 
主持人：彭蘭施博士（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實務副教授、輔導心理學博士課程總監） 

10:50 - 11:00 小休 

11:00 - 12:30 

論壇二：高校心理健康問題的理論研究 
三個分論壇，每篇論文按編號順序作二十分鐘報告；論文主題與報告人詳見附件 

一號房間 
主持人：趙淑珠教授 

(台灣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 
論文(10)、(11)、(12) 

二號房間 
主持人：李正雲教授 

(上海師範大學教授) 
論文(13)、(14) 

三號房間 
主持人：朱振榮處長 

(澳門旅遊學院學生事務處處長) 
論文(15)、(16) 

12:30 - 14:00 午休 

14:00 - 15:30 

特邀報告：輔導諮詢專業督導 
報告人： 主題： 
馬建青教授 
（浙江大學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 

抗疫形勢下的高校心理專業督導的探
索與實踐 

田秀蘭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特聘教授） 
林淑華博士 
（台灣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助理教授）   

高校輔導諮詢的專業督導 

王覓博士 
（澳門大學心理輔導中心事務主管） 澳門高校心理輔導專業督導 

伍清華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發展（輔導）副處長） 

專業督導三重奏 

主持人：金宏章教授（四川工商學院教授、哈爾濱工程大學退休教授） 
15:30 - 15:40 小休 

15:40 - 17:10 

論壇三：高校心理健康問題的預防與干預 
三個分論壇，每篇論文按編號順序作二十分鐘報告；論文主題與報告人詳見附件 

一號房間 
主持人：賈曉明教授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論文(17)、(18)、(19) 

二號房間 
主持人：程美珍主席 
（澳門心理學會會員大會主席） 
論文(20)、(21)、(22) 

三號房間 
主持人：黄薛冰博士 
（北京大學第六醫院主任醫師） 
論文(23)、(24)、(25) 

17:10 - 19:00 晚餐時間 

19:00 - 21:00 

會中工作坊 

一號房間 
主題：看見的力量—敘事治療中的積極心理學 
主講人：李焰教授 （清華大學教授、學生心理發展指導中心主任） 

二號房間 
主題：生涯微信八段錦 
主講人：陳棨年先生（香港人力資源協會及香港專業輔導協會院士） 

三號房間 
主題：走進圖式療法 
主講人：林孟儀博士（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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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2022 年 7 月 29 日（星期五） 

09:10 - 09:30 會議報到 

09:30 - 10:10 
主題報告：華人社會心理輔導的明天：本土化或活化傳統 

報告人：孫天倫教授（香港樹仁大學首席副校長） 
主持人：彭執中學務長（澳門大學學生事務長） 

10:10 - 10:50 
主題報告：團體諮詢師專業成長中的督導模式 

報告人：樊富珉教授（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部臨床與諮詢心理學院院長） 
主持人：岳曉東教授（首都師範大學心理學院特聘教授） 

10:50 - 11:00 小休 

11:00 - 12:30 

論壇四：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學 
三個分論壇，每篇論文按編號順序作二十分鐘報告；論文主題與報告人詳見附件 

一號房間 
主持人：陳秋燕教授 

(西南民族大學教育學與心理學院教授) 

 
論文(26)、(27)、(28) 

二號房間 
主持人：蘇桂龍處長 
（澳門大學學生輔導處處長） 

 
論文(29)、(30)、(31) 

三號房間 
主持人：郭倩衡女士 

（香港樹仁大學尹周玉芬跨學科循證

實踐及研究中心家庭及兒童發展研究

團隊領導） 

論文(32)、(33) 

12:30 - 14:00 午休 

14:00 - 15:30 

論壇五：心理輔導與諮詢理論研究 
兩個分論壇，每篇論文按編號順序作二十分鐘報告；論文主題與報告人詳見附件 

一號房間 
主持人：白學軍教授 

(天津師範大學副校長) 

論文(34)、(35)、(36) 

二號房間 
主持人：蘇志豪博士 

（香港專上學院科技、工程及健康學部首席講師） 

論文(37)、(38)、(39) 

15:30 - 15:40 小休 

15:40 - 17:10 

論壇六：心理輔導與諮詢技巧實務與應用 
兩個分論壇，每篇論文按編號順序作二十分鐘報告；論文主題與報告人詳見附件 

一號房間 
主持人：張艶博士 

(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講師) 

論文(40)、(41)、(42) 

二號房間 
主持人：喬志宏教授 
(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院教授) 

論文(43)、(44)、(45) 

17:30-18:30 

自由活動／線上參觀虛擬展位 
虛擬展位（可實時向單位代表諮詢）： 
(1) 香港心理學會輔導心理學部 
(2) 香港樹仁大學 
(3) 香港旅遊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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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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2022年7月30日（星期六） 

09:10 - 09:30 會議報到 

09:30 - 11:00 

大會報告：綜合與展望 
報告人： 主題： 
桑志芹教授 
（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疫情下網絡團體輔導的理論與實務研究 

農韻淇學務長 
（聖若瑟大學學生及校友事務處學生事務長）  澳門學生事務協會（MSAA）心理服務回顧展望 

郭麗安教授 
（台灣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   大會主題交流及總結 

張偉良副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副教授） 疫情下大學生發展的反思 

主持人：田秀蘭教授（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特聘教授） 
11:00 - 11:10 小休 

11:10 - 12:00 

閉幕儀式／大會交接儀式 
主講人：張偉良副教授（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副教授）、岳曉東教授（首都師

範大學心理學院特聘教授） 
 

時間 2022 年 7 月 31 日（星期日） 

9:30 - 12:30 
會後工作坊 

主題：健康幽默工作坊（上午部份） 
主講人：岳曉東教授（首都師範大學心理學院特聘教授） 

12:30 - 14:00 午休 

14:00 - 17:00 
會後工作坊 

主題：健康幽默工作坊（下午部份） 
主講人：岳曉東教授（首都師範大學心理學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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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分論壇論文一覽 
 

分論壇 論文
編號 主題 報告人 

論
壇
一
： 

疫
情
下
的
心
理
健
康
問
題
新
特
徵 

01 文化取向心理治療理論與技術 — 疫情下中國傳統文化的視角 趙富才、李冉、 
趙彤 

02 疫情下大學生生命意義感與抑鬱的關係：領悟社會支援與心理彈
性的仲介作用 

李夢媛、岳曉東 

03 香港青年身份認同型態對社會事件及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困擾及
心理健康的調節作用 

崔志暉、張偉良、 
李允安、李鏗、 
彭正敏、張越華 

＃04 在社會動盪和疫情的雙重打擊下感知影響對香港青年創傷壓力與
創傷後成長之間關係的調節作用 

畢迎春、劉喜寶 

05 學校輔導員於疫情下為香港學校提供的心理支援服務 余鎮洋、彭樂謙、 
章景輝、鍾紹杰 

06 疫情下的遙距輔導服務之實務經驗與反思  徐澤琛、黃家盈 
07 Covid-19期間青年人在表達藝術治療中的所展現的抗逆力 周德慧 
08 無邊界的邊界：線上視像團體輔導研究在培訓和臨床督導之應用 彭蘭施 

09 疫情前後兩屆藝術新生開學初心理健康對比研究 — 以北京市某
高校為例  

單學敏、趙芳芳 

論
壇
二
： 

高
校
心
理
健
康
問
題
的
理
論
研
究 

10 心理資本在促進中國大學生在校期間職業成長中的積極作用 周文霞、馮悅、 
金秋萍 

11 高校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心理健康 吳海雅、梅錦榮、 
關志威 

12 大學生心理發展與素質調查報告 陳敏 

13 知覺壓力對青少年生命意義感的影響：生活滿意度和自我效能感
的鏈式仲介作用 

許辰、彭李、 
傅萬豔、李敏 

14 電競與心理健康：香港心理學界、社會工作界與電競業界觀點的
敘事研究 

符瑋、方富輝、 
劉軒朗 

15 大學生氣質性樂觀、完美主義與身體意象 徐燕寧、王岩、 
岳曉東 

16 抑鬱自我污名量表在大學生群體中的修訂 
劉瓊鄉、孫斌、 
周文琪、袁彩紅、 
劉陳陵 

論
壇
三
： 

高
校
心
理
健
康
問
題
的
預
防
與
干
預 

17 大學生心理建設的途徑與措施—重慶市大學生心理成長論壇十年
探索 

朱衛嘉 

18 世界衛生組織「一步步」電子精神健康干預對 

薛巧鳳、洪盈惠、
Sebastian Burchert、
蘇桂龍、王覓、 
陳雯、林玉鳳、 
Brian J. Hall 

19 網上生涯設計輔導提升大專生的生涯適應能力 彭樂謙 
20 無效家庭環境與羞恥感對青少年非自殺性自傷的影響 黃安麟、鍾傑 

＃21 曼陀羅對降低香港大專生學業焦慮程度之成效－以完美主義為調
節變數 

陳懿、余啟程 

22 初顯成年期愛情獲取安全感對愛情關係品質的預測 孫頌賢 

23 研究生心理健康特徵的網路文本表達分析 鄧麗芳、許金文、 
王姝怡 

24 心理情景劇在抑鬱傾向大學生心理復原力干預中的作用 王姝怡、鄧麗芳 

25 香港心理健康和尋求專業幫助態度的預測因子：心理困擾與求助
相關自我污名的中介分析 

譚嘉宜、袁穎忻 

 
＊報告語言為粵語 
＃報告語言為英語 
 



最後修訂日期：2022年 7月 25日 
 

分論壇 
論文

編號 
主題 報告人 

論
壇
四
： 

高
校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教
學 

26 高校背景下雙諮詢師聯合工作模式的探索 張宏宇、朱艷新、 
劉一桐、孫曉曦 

27 「三全育人」體系下的高校心理委員專業化培養 張馳、崔若冰 
28 對分課堂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應用 孟麗娟、溫婷婷 
29 在高校開展線上心理諮詢的系統綜述研究  張艷 
30 我在香港高校任輔導心理學家：一個訪談研究的初步結果 張艷 
31 深度學習視角下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課程思政的探索 許文英 

32 大學生心理健康素養與專業心理求助行為 
劉陳陵、賈亞菲、 
孫斌、周文琪、 
候金波 

33 
職業身份認同歷程對其畢業後感知就業能力、職涯成長、
及生活滿意度的影響:香港大專生的縱向硏究 

張偉良、金秋萍、 
楊嘉傑、劉軒朗 

論
壇
五
： 

心
理
輔
導
與
諮
詢
理
論
研
究 

34 生死之間是無間 張逸哲 
35 跨文化分離、語言與創傷性—一例留學生個案的精神分析 張逸哲 

36 清知簡做，讓心理健康成為一種習慣 邢建輝、張宏、 
李榮瑤 

37 喪失、愛恨與反移情 唐曉 

＊38 
以敘述方式探討自閉症兒童夫婦如何談論自閉症及其適應

過程 
呂樂敏、彭蘭施 

39 香港同居人士之出軌經歷：敘事研究 章丹婷、彭蘭施 

論
壇
六
： 

心
理
輔
導
與
諮
詢
技
巧
實
務
與
應
用 

40 應用頌缽冥想於抑鬱症患者之質性研究 郭家耀、徐澤琛、 
張貝芝 

41 
父母的情緒管理和個人成長是改善親子關係和提升家庭幸

福感的關鍵路徑：循證為本的視角 
蘇細清、陳家揚、 
張君 

42 
香港父母親職自我效能感對家庭溝通品質和幸福感的影

響：從家庭教育服務需求的視角 
蘇細清、陳家揚、 
張君 

43 探究團體諮詢初次歷程之重要性 郭芳瑋、刑志彬、 
陳玉芯 

44 
敘事生涯規劃在患有高功能思覺失調青年人職業復元中的
應用：從個案工作到循證干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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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危機大學生家長支持性團體的實踐研究 張靜、路智鵬 
 
＊報告語言為粵語 
＃報告語言為英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