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光性諮商專業訓練中心

台灣性諮商學會

2018 趙文滔伴侶諮商專業培訓課程
伴侶/婚姻關係是成人生活滿意度、意義感與身心健康的關鍵指標。愈
來愈多伴侶與夫妻想要尋求專業人員協助處理他們的關係議題，但在台灣，
好的伴侶諮商師很稀有。
荷光性諮商專業訓練中心與趙文滔訓練師，合作規劃一套完整的伴侶諮
商訓練課程共 90 小時，以閱讀、授課及討論的方式，充實伴侶關係知識；
以示範及演練培養核心能力；透過逐步分析伴侶諮商影片，拓展體會與學習；
最後透過實習接案及督導，累積實務經驗。並以 14 人以內小班制的細緻傳
授，協助您紮實培養伴侶諮商實務工作能力。

趙文滔 伴侶諮商訓練師
學歷：香港大學婚姻及家族治療博士
證照：國家考試合格諮商心理師執照
專長：伴侶諮商、家族治療、系統合作

現任：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 教授

C101 線上課前原典討論會

一階 C102 理論主軸課程
C103 實務演練

二階

三階

四階

C201 演講專訓
C202 模擬演講

C301 諮商歷程解析

C401 接案與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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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趙文滔伴侶諮商專業培訓課程
一、 C000 伴侶諮商概念與實務：一日體驗精萃工作坊
伴侶關係經營是生命中重要的歷程，心理師無論是面對激烈衝突或是已拒絕
連結的伴侶，都需協助想在關係中前進的伴侶們在衝突中找到力量、在僵局
中重新連結，而這是難度高且極富挑戰性的專業工作並需要系統性的訓練。
文滔老師在伴侶諮商領域耕耘多年，
在本工作坊中除了伴侶諮商精簡的理念說明，
文滔老師將會透過現場示範讓參與者親身體驗伴侶諮商的精華，
歡迎你一起來探究伴侶諮商的奧秘。
1.日期：2018 年 10 月 7 日(週日)
時間

內容

09:00-12:00

伴侶諮商理論與實務

12:00-12:30

2018 伴侶諮商專業訓練課程說明會
(欲報名 2018 專業培訓課程者，請務必參與)

12:30-13:20

休息時間

13:20-16:50

伴侶諮商演練、Q&A

2.費用：1,200 元
3.報名連結：https://goo.gl/UYkYPH
4.備註：(1)本工作坊將申請諮商心理師繼續教育積分
(2)僅出席說明會者，請直接於報名選項中勾選

二、2018 趙文滔伴侶諮商專業培訓課程。說明會
1.日期：2018 年 10 月 7 日(週日)
時間

內容

12:00-12:30

2018 伴侶諮商專業訓練課程說明會
(欲報名 2018 專業培訓課程者，請務必參與)

2.費用：免費
3.報名連結：https://goo.gl/UYkY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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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8 趙文滔伴侶諮商專業培訓課程
1.課程概要：
課程主題

師資

C101 課前線上原典
討論會 6 小時

C102 理論主軸課程
12 小時

日期

時間

(1)由助教團帶領、分組線上進行。
(2)共 4 次，每次 1.5 小時，總計 6 小時。
(3)每組學員與助教商討討論會日期，每
課前閱讀伴侶關係與諮商
次須於以下指定區間完成。
助教團
相關理論知識，進行線上
第一次：11/19~11/25
討論會。
第二次：12/3~12/9
第三次：12/17~12/23
第四次：12/31~1/6
趙文滔
2018/12/15-16(週末)
趙文滔 2019/1/12-13 (週末)
助教團

C103 實務演練
12 小時

C201 演講專訓

呂嘉惠

6 小時

C202 模擬演講

呂嘉惠

6 小時

課程內容

2019/2/16(週六)

2019/3/10(週日)

9:0012:00

授課與討論，充實伴侶關
係與諮商相關理論知識。

13:00- 示範與實務演練，熟練伴
16:00 侶諮商基礎能力。
9:0016:00

呂嘉惠老師指點，親授演
講訣竅！

9:0016:00

參與者運用演講課程所
學，呈現 15 分鐘演講，整
合伴侶諮商理論概念，鍛
鍊精準表達。

C301 諮商歷程解析
24 小時

C401 接案與督導
24 小時

9:00- 分析伴侶諮商歷程錄影，
2019/3/9、3/23、4/13、4/27、 12:00 培養知覺敏感度。
趙文滔
5/18、6/1、6/15、6/29 (週六) 13:00- 實 習 接 案 ， 錄 影 接 受 督
16:00 導，培養實務工作能力。

※ 相關書籍與教材將於開課通知中說明。

1.報名資格：需以下兼具
(1) 對伴侶諮商有興趣，已從事或未來打算從事此領域工作者
(2) 領有心理師/社工師/醫師執照，或具報考資格者
2.人數：上限 14 人，滿 10 人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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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費用：
身分別

早鳥價

優惠價

台灣性諮商學會會員

54,000

兩人同行

54,000

非台灣性諮商學會會員

54,000

55,800

(1) 非會員者 10/14 前完成繳費，可享早鳥價 54,000 元。可分兩期繳費。
(10/14 前須繳交第一期款 27,000 元，第二期款須在 11/18 前繳清)。

(2) 申請加入台灣性諮商學會，即可享有學會眾多課程優惠價，申請入會
請見 https://bit.ly/2I7iLwn。入會費用如下：
A. 入會費：一般會員 1,000 元
B. 常年會費：一般會員 1.000 元，學生 600 元，永久會員 10,000 元
即日起入會，本年度 (107) 常年會費優惠只要半價！！

4.報名連結：https://goo.gl/UYkYPH

※注意事項：
1.上課地點：荷光性諮商專業訓練中心
(1)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60 巷 2 弄 3 號 3 樓
(2) 交通：近捷運新店線新店區公所站 1 號出口，若有更動將於開課通知中說明
2.本課程將申請諮商心理師繼續教育積分
3.繳費方式：
ATM 轉帳
戶名：荷光有限公司
玉山銀行代碼：808
北新分行帳號：0901-940-008893
匯款完畢請來電告知帳號末五碼，以方便行政對帳。

4.退費標準：
A. 2018 趙文滔伴侶諮商專業培訓課程 & C000 一日體驗精萃工作坊：
報名後若因個人因素無法參與者，退費原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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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課前 21 天退費 70%

課前 14 天退費 30%

課前 7 天內不退費

C000 一日體驗
精萃工作坊

9/16-9/22(含)

9/23-9/29(含)

9/30 起(含)

2018 趙文滔
伴侶諮商專業培訓

10/29-11/4(含)

11/5-11/11(含)

11/12 起(含)

B. 請妥善保管繳費收據，若遺失恕無法補開及退費。
5.課程洽詢聯絡方式
電

話：(02)2918-1060

聯絡人：卓伶珊

電子信箱：beonepla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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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址：www.beone.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