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坊：6選 1，各工作坊將同步進行，時數共 14 小時。

請依興趣作（1-6）順序優先排列。	 	

（	）藝術治療						（	）音樂治療					 		（	）認知行為治療

（	）舞蹈治療						（	）表達性治療						（	）沙箱游戲治療

各工作坊僅限 40人，先報名先得。工作坊選定后，恕不更換。

聯辦單位將保留更換之權。

	 	 	

報名費含 2早餐、3午餐、2晚餐、5茶點、出席証書、手冊及資料袋。

		8 月 30 日前報名 		9 月 01 日后報名

（）RM360		( 不住宿 ) （）RM380		( 不住宿 )

（）RM410		(3 人 1房 ) （）RM430		(3 人 1房 )	

（）RM450		(2 人 1房 ) （）RM470		(2 人 1房 )

* 報名至額滿為止。

住宿：一旦經由聯辦單位安排后，恕不更換。

									本人樂意接受安排其他室友，共宿	____________ 人一房	。

									本人願意與以下	_____	位室友，共宿	____________	人一房	。

姓名（1）：																																					H/P：

姓名（2）：																																																																						H/P：

付款方式（避免遺失，請勿寄現金）

（	）支票 /WangPos	台頭請寫Agape	Counselling	Centre	Malaysia

（	）請將報名費直接存入Agape	Counselling	Centre	Malaysia	

	 （Maybank	014235–110919）並將 Bank–in	Slip 及報名表格
	 傳真	03–7785	4832、電郵 agapemal@yahoo.com 或郵寄至
	 56B,	Jalan	PJS		1/46,	Taman	Petaling	Utama,	461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報名表格可自行影印或上網下載。報名的確認是以收到報名費為准。 

如繳費后無法上課，其報名費恕不退還，但可自行找人代替，並須以

電郵方式通知聯辦單位。

凡在 11 月 1 日或以后方才通知聯辦單位，因無法上課而須找人代替

者，須酌收行政費 RM10.00。

工
作
坊

第七屆馬來西亞
學校教師輔導研討會

聯辦

贊助

對象

地點

馬來西亞博愛輔導中心
Agape Counselling Centre Malaysia

2015 年 11 月 21 日至 23 日（周六至周一）

Pearl	International	Hotel,	Kuala	Lumpur

學校教師（務必曾經參加過相同的工作坊）

复
原
力

與
自
我
照

報名表格時間表

姓名（中）：																															性別：（	）男				（	）女	

						（英）：

身份証號碼	：																														餐類：（	）葷				（	）素

手提	：																														（辦／家	）

電郵：

教職： 		教學年資：									年

學校名稱：				

學校地址：

第一天 2015 年 11 月 21 日（星期六）

時間 項目

08:30	am	–	09:30	am 報到注冊

09:30	am	–	10:30	am 開幕禮

10:30	am	–	11:00	am 拍照	/	茶點

11:00	am	–	01:00	pm 主題演講：

鄔佩麗教授

01:00	pm	–	02:00	pm 午餐	

02:00	pm	–	03:00	pm 辦理入宿

03:00	pm	–	07:30	pm 工作坊（4小時）

（茶點	30 分鐘）

07:30	pm	–	08:30	pm 晚餐

08:30	pm 休息

第二天 2015 年 11 月 22 日（星期日）

07:00	am	–	08:30	am 早餐

08:30	am	–	01:00	pm 工作坊（4小時）

（茶點	30 分鐘）

01:00	pm	–	02:30	pm 午餐

02:30	pm	–	07:00	pm 工作坊（4小時）

（茶點	30 分鐘）

07:00	pm	–	08:30	pm 晚餐

08:30	pm	 休息

第三天 2015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一）

07.00	am	–	08.30	am	 早餐

08.30	am	–	10.30	am	 工作坊（2	小時）

10.30	am	–	11.00	am 辦理退宿	/	茶點

11.00	am	–	12.30	pm 講師與學員交流會

12.30	pm	–	01.00	pm 閉幕禮

01.00	pm	–	02.00	pm	 午餐

02.00	pm	 賦歸



陸雅青教授
•	西班牙馬德裡大學藝術博士

•	台北市立大學視覺藝術系暨藝術治療碩士
	 學位學程專任教授

•	台北市立大學藝術治療研究所創辦人

•	財團法人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藝術
治療師 /諮商心理師

•		台灣藝術治療學會創會理事長、專業會員、
監事

•	台灣心理治療學會專業會員、理事

•	美國藝術治療學會証照委員會認証之藝術
	 治療師 (ATR-BC)

•	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

鄔佩麗教授
•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諮商心理哲學
博士

•	國立台灣師范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教授

•	台灣眼動減敏與歷程更新治療（EMDR）
	 學會創會理事長

•	中華民國社區諮商學會創會暨現任理事長

•	美國聖地牙哥州立大學訪問學者

•	國立台灣師范大學輔導研究所碩士

•	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理學士

•	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

高淑貞教授
•	美國北德州大學心理諮商博士

•	彰化師范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兼教育學
院院長

•	台灣游戲治療學會創會理事長

•	前彰化師范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系主任

•	前彰化師范大學心理諮商與潛能發展中心主任

•	馬來西亞博愛輔導中心游戲治療顧問
	 （1999-2001）

•	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

師資陣容

張乃文博士
•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音樂治療博士

•	台灣國立高雄師范大學音樂系、台南
應用科技大學音樂系兼任助理教授

•	中華民國應用音樂推廣協會創會會員、
現任理事長

•	中華民國應用音樂推廣協會音樂治療
師認証專業會員

•	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協會
監事

•	美國音樂治療協會專業會員、登記音
樂治療師（RMT）

•	Rephasia 失語症溝通練習系統音樂治
療顧問

梁信惠博士
•	美國明尼蘇達專業心理學院臨床心理
學博士

•	國際與美國沙游治療學會教師証照

•	台灣沙游治療學會創會理事長 /現任常
務監事

•	勵馨社會福利基金會蒲公英諮商輔導
中心專業顧問

•	台灣心理治療學會專業會員與理事

•	美國明尼蘇達州臨床心理師（博士級）

•	勵馨社會福利基金會董事

•	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

朱慶琳博士
•	台灣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精神科博
士后研究員

•	台灣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博士

•	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

•	台灣舞蹈治療研究協會前任理事長

•	舞蹈治療師	/	臨床心理師

進行模式

A．主題演講

	“復原力與自我照護”──	鄔佩麗教授

	

B．工作坊（六選一）各工作坊將同步進行，

 學習時數共 14 小時。

	 藝術治療	 陸雅青教授

	 舞蹈治療	 朱慶琳博士

	 音樂治療	 張乃文博士

	 表達性治療	 高淑貞教授

	 認知行為治療	 鄔佩麗教授

	 沙箱游戲治療	 梁信惠博士

C．交流會 ：講師與學員交流意見、分享經驗。

詳情請洽

電話：	03-7785	4833/012-242	1756（Ms	Tan/Ms	Lai）；

	 03-7650	8651/7650	8694（Ms	Khor）

電郵：agapemal@yahoo.com

博愛輔導中心網址：www.agape.org.my

博愛輔導中心面子書：www.facebook.com/agapemal	

南洋報業基金面子書：www.facebook.com/YayasanNanyangPress

會場地圖，請瀏覽網址 :

http://www.pearl.com.my/location.php

交通資訊：

1.	在 KL	Sentral	乘搭巴士 Rapid	KL	U60,	U68,	U69,	U70 及

U76，在 Pear	International	Hotel 下車。

2.	乘搭 KTM	Komuter	至 Mid	Valley	Station	下車，再乘搭計程

車前往研討會會場。距離約 10公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