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 年『個案概念化』系列專業成長工作坊
『個案概念化』為助人工作中相當重要的一環，我們將用什麼樣的視野來看個案，影響到我
們將如何與個案工作，本所之專業成長工作坊將運用課程講述和實際操作等方式，帶領大家
增進自己助人工作歷程的效能。元品心理諮商所將於 104 年寒假推出『個案概念化』之專業
成長工作坊，並包含黃雅羚心理師的「青少年及成人個案概念化」和張懿心心理師的「兒童
遊戲治療個案概念化」兩堂系列課程，敬邀各位夥伴踴躍報名。

系列一

「青少年及成人個案概念化」

黃雅羚心理師



課程時間：104 年 2 月 3-4 日(二)-(三) 09:00-12:00 / 13:00-16:00(共計 12 小時)



課程介紹：
【課程簡介】

【課程大綱】

接案過程中，身為助人工作者的我們，從與轉介者、來
談者及家屬的接觸，接收許多個案的資訊，然而我們該針對

1. 個案概念化的架構
2. 青少年及成人個案發展概念(基本資

哪些內容進行多元資料蒐集、該針對哪些焦點進行深入探

料、歷史背景、環境因素、人格動力、

問、該如何對關係形成心理動力觀點，進而統整所蒐集的資

測驗評估)

料，形成對個案問題的評估假設，這就是在心理諮商中的「個
案概念化」
。

3. 青少年及成人個案危險程度評估(自
傷、傷人、施暴和受暴……等危險行

助人工作者的個案概念化若能具有正確、精細、多元、

為的出現)

聚焦之能力，也將能夠發展更加有效的諮商策略與計畫。此

4. 系統性的評估架構

工作坊將讓學員練習個案問題分析與評估，並腦力激盪討論

5. 發展諮商計畫表及介入策略

諮商策略並提出諮商計畫，以增進自己助人工作歷程的效能。 6. 個案實務討論



課程講師介紹：黃雅羚博士/諮商心理師
【學歷】

【經歷】
台南元品心理諮商所所長、台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副理事
長、嘉義縣學生諮商中心心理師督導、屏東縣學生諮商中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碩士

心心理師督導、彰化縣學生諮商中心心理師督導、高雄市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博士

學生諮商中心分區輔導老師督導、台南市學生諮商中心分
區輔導老師督導、內政部南區兒童之家心理師督導
台南地方法院特約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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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二

「兒童遊戲治療個案概念化」

張懿心心理師



課程時間：104 年 2 月 9-10 日(一)-(二) 10:00-12:00 / 13:00-16:00 (共計 10 小時)



課程介紹：
【課程簡介】

【課程大綱】

美國遊戲治療大師 Gary Landreth 曾說：
「鳥飛、魚游、兒童
遊戲。」兒童雖然口語表達能力有限，卻是遊戲及非口語表達的
專家。透過兒童的遊戲本能與引領，讓陪伴者有機會一窺孩子的
內在世界，了解與其相處的節奏及方法。

1. 兒童個案發展概念(個人特質、
家庭互動及動力、生活經驗、環

本工作坊將協助參與者學習如何從遊戲治療看待兒童的觀點

境因素)

出發，經由陪伴兒童遊戲的過程中，脈絡化兒童的生活經驗，並

2. 兒童遊戲治療自我概念化

進行系統性的評估，協助遊戲治療助人工作者，可以更能夠進入

3. 兒童遊戲治療系統工作之應用

兒童的世界。

4. 兒童遊戲主題的觀察與分析

此外，搭配遊戲治療室情境之實務演練，強化參與者實際進
行遊戲治療的概念，一方面促進孩子本身之成長，也讓參與者練

5. 發展諮商計畫表及介入策略
6. 個案實務討論

習兒童個案問題分析及遊戲策略，進而對個案進行評估及提出諮
商計畫，更提昇遊戲治療助人工作者處理個案問題之能力。



課程講師介紹：張懿心博士/諮商心理師
【學歷】

【經歷】

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博士
美國中央奧克拉荷馬大學輔導與諮商碩士
美國中央奧克拉荷馬大學人類發展
(兒童發展與家庭關係)碩士
美國格蘭布林州立大學早期兒童教育碩士
【專業證照】
美國遊戲治療協會認證遊戲治療師

台南元品心理諮商所諮商心理師暨督導
高雄市兒童青少年與家庭諮商中心專業督導
台南市學生心理諮商中心心理師督導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兼任助理教授
高雄市兒童青少年與家庭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
內政部南區兒童之家外聘心理師督導

美國奧克拉荷馬州認證親職教育專業訓練師
美國奧克拉荷馬州認證家庭服務個案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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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地點：元品心理諮商所(台南市東區府連東路 53 號 4F)



課程人數：8-15 位(若報名人數 15 位額滿則進行候補，本所保有增減學員人數的權利)



1.

(系列一)「青少年及成人個案概念化」(未滿 8 人不予開課)

2.

(系列二)「兒童遊戲治療個案概念化」(未滿 7 人不予開課)

招收成員：
1.

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

2.

專任輔導老師

3.

社會工作師

4.

心理諮商相關科系研究生

5.

相關助人工作者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104 年 1 月 30 日(五) ※早鳥期限為 1/10(六)前完成報名繳費流程※



報名辦法：
1.

填妥報名表後（敬請務必完整填寫）請 E-Mail 回傳至 service@opin.tw，郵件主旨
載明「報名個案概念化工作坊」並請主動來電(06)275-7691 / 0972-101975 確認
是否收到報名表。

2.

填妥報名表後（敬請務必完整填寫）請傳真至(06)238-6660，並請主動來電
(06)275-7691 / 0972-101975 確認是否收到傳真報名表。

3.

直接至線上報名系統填寫報名表，並請主動來電(06)275-7691 / 0972-101975 確
認是否收到報名資料。



繳費辦法：
1.

確認有報名名額之後，請於報名截止日期前繳交課程費用。
（逾期未繳費者視同放棄，
本會不另通知，將依序通知候補名額）

2.

繳費方式：（手續費恕請自行負擔）
ATM/匯款
現場繳費

3.

銀行全名：華南商業銀行南都分行
戶名：元品心理諮商所

銀行代碼：008

帳號：645100-030804

請於上班時間(週一到週五 10:00-12:00 13:30-21:00；週六 10:00-12:00
13:00-19:00)前來元品心理諮商所(台南市東區府連東路 53 號 4F)繳費。

完成繳費後，請依以下方式擇一回覆後，並來電確認：
(1) 傳真繳費證明，請註記：課程名稱及日期、聯絡電話。
(2) E-Mail 告知本會繳費日期、匯款人姓名、帳號後五碼、聯絡電話、課程名稱及
日期（兩人結伴報名者，請填寫共同報名人姓名）。

4.

本所在核對報名及繳費手續皆完成後，會以 E-Mail 通知完成報名手續。

5.

活動前 5 日以 E-Mail 寄發「行前通知」，敬請注意。

6.

繳費收據將於活動當天分送，請妥善保管繳費收據，若遺失，恕無法補開及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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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特定收據抬頭，請事先聯繫本所。


退費辦法：
1.

開課日七天前告知無法參加課程者，得全額退費。(範例：若本週六開課，則上週五開始往
前計算，請以電話告知)

2.

開課日七天內告知無法參加課程者，概不退還報名費。(範例：若本週六開課，則上週六
開始計算)

3.


無故未參加者，恕不退費。

颱風天停課標準：
1.

開課期間如遇颱風、豪雨、地震等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事件，課程當天上課與否，
依人事行政局公告：
「活動舉辦課程地點」高中職以上學校停班為標準，配合將當天
課程暫停。

2.

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事件退費標準如下：
(1) 如因颱風來襲順延課程而無法出席者，請於延期當週課程前三天以 E-mail 或是
來電等方式向本所申請全額退費。
(2) 若已進行一天的課程，則可申請折半退費(依學員實際繳交之金額折半)。
(3) 人事行政局公告：http://www.cpa.gov.tw/



其他注意事項：
1.

上課地點或教室如有變動，本所將於行前通知告知，並公佈於本會官網、Facebook。

2.

上課日期或時間更動，本所會提前告知，若學員無法配合，將可辦理全額退費，恕
無法補課。

3.

上課日如遇颱風、地震等天災，依政府公告停課，並另擇日補課或退費。

4.

時數證明的發放將於課程結束由本會授予實際參加之研習時數證書，請妥善保管，
遺失恕不補發。



元品聯絡方式：
1.

電話：(06)275-7691 0972-101975

2.

傳真：(06)238-6660

3.

E-mail：service@opin.tw

4.

官方網址：http://www.opin.tw/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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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個案概念化』系列專業成長工作坊
報名表
報名日期：

序號：_____________

男 女

姓名(必填)

性別

電話(必填)

電子信箱(必填)

本欄由工作人員填
寫，請勿自行填寫

年齡

地址

基
本
資
料

服務機構
/職稱(必填)

老人 成人

服務對象(必填)

諮商心理師
臨床心理師
國小輔導老師
國中輔導老師
高中輔導老師
社會工作師
心理諮商相關科系研究生
其他：
(請填寫)
青少年 兒童 其他 (可複選)

報名場次(請勾選)：
 (系列一)「青少年及成人個案概念化」
課程時間：104 年 2 月 3-4 日(二)-(三) 09:00-16:00

 (系列二) 「兒童遊戲治療個案概念化」
課程時間：104 年 2 月 9-10 日(一)-(二) 10:00-16:00

課程費用： 請在所繳費用前勾選
課程

早鳥優惠

兩人同行早鳥優惠

一般價格

兩人同行一般價格

系列一

 3,900 元/人

 3,800 元/人

 4,200 元/人

 4,000 元/人

系列二

 3,900 元/人

 3,800 元/人

 4,200 元/人

 4,000 元/人

若為兩人合報，請註明另外一位報名者：____________。

您對工作坊的期待：

謝謝您的耐心填寫，增加我們對您的了解！
如有任何建議或疑問，歡迎來信或來電洽詢！
E-mail：service@opin.tw
電話：(06)275-7691 / 0972-10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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