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認證——臨床督導計劃 2023-2025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through Clinical Supervision

青草地全人發展中心一直致力培育專業輔導員的「人」和「功」——
專業操守和技能，同時亦非常重視提升他們關顧自己、關顧受輔者和關顧情境的能
力，以期他們在助人的過程中，內心能平靜安穩、祥和一致，虛心而有自信。
然而，輔導工作的挑戰畢竟繁多，輔導員亦難免間或有所迷失、感覺乏力甚或虛怯，
致令在輔導過程中，不時錯過了稍縱即逝的探索或開展療癒歷程的機會；
這也讓輔導員倍感挫折，同時失落心靈的平安。
故此，我們不斷鼓勵專業輔導員要時刻關顧自己個人及專業成長的需要，
定期接受專業督導，務必從輔導學理、助人實務，以至自身的精神和靈性都得到
充盈的滋養，為受輔者的福祉及自己的專業修養奠定厚實的根基。
因之，我們特別推出《專業認證——臨床督導計劃》，以支援和滿足有志在輔導專業上
持續磨練自己、提升個人素養及專業技能的學員。

《專業認證——臨床督導計劃》
「專業」的深度來自「量」的累積，「質」的精進，和輔導員「個人」的修持。

目的及內容
協助專業輔導員：
 釐清輔導歷程中受輔者是「主角」的定位
 疏解混亂繁瑣的輔導情節，找出問題的癥結，理出方向
 突破輔導瓶頸，辨析著力點
 拓展感知與多感官潛力，充實輔導技能
 提升敏銳度和覺知力，加強聆聽及面談的深廣度
 面對自己和受輔者個人的執迷和牢固信念，擴闊探索可能
 掃除盲點與錯覺，感受洞悉和瞭解的豁然
 分辨思維邏輯可能出現的不實和扭曲，調整觀念上的差異
 豐富靈性和生命力的學習體驗

對象




曾修讀青草地全人發展中心舉辦的
《沙維雅成長模式專業輔導證書課程（第九至十二屆）[甲部]》
；或
《沙維雅成長模式心理輔導證書・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屆【理論及課堂實踐】》
；
或
具同等資歷（需提供相關證書）。

安排及要求
(一) 參加者需要自費在青草地接受專業輔導員最少 4 次(每次 1.5 節，75 分鐘)的專業
輔導(個人或家庭)；
(二) 參加者自行安排輔導個案及場所，在 24 個月內，完成個案輔導面談最少 120 次；及
(三) 接受導師容曾莘薇博士的*臨床督導，包括：個別督導共 16 節（每節 50 分鐘）
，
#
小組導督共 10+14 次，每次 2.5 小時，10 次中最少 4 次需發表個案（參加《輔導個案
小組督導及研習》之核心研討圈或自組 3-6 人小組督導）
，其餘 14 次則參加《輔導個案
小組督導及研習》之觀摩旁聽圈；24 個月内，每月都有一次參加小組督導的機會。
(四) 滿足上述要求後即可申請「專業輔導評核」;「專業輔導評核」的內容包括呈交詳細的學
習報告、案例分析 (case study)，並在面試中接受導師的當面評核。

完成(一)至(三)，且「專業輔導評核」的及格者將獲簽發：
沙維雅成長模式心理輔導專業證書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
in Psychological Counselling Using The Satir Growth Model
* 臨床督導的時數可用作申請為
HKPCA { www.hkpca.org.hk } 和 HKMFTA { www.hkmfta.org } 專業會員的時數要求。
#

參加者可自選參加由青草地全人發展中心舉辦的《輔導個案小組督導及研習》(詳情及時間表請參
閱 greenpastures.com.hk/supgroup.pdf )。

收費

項目

安排及要求

個別臨床督導 16 節 (每節 50 分鐘)
10+14 次 (每次 2.5 小時)

合共
※ 參加 10 次(其中最少 4 次需發表個案)：
港幣 51,000 元 小組臨床督導
青草地舉辦的《輔導個案小組督導及研習》之 (核心研討圈)
(可分三期繳付；

或自組 3-6 人小組督導

每期港幣 17,000 元)

※ 參加 14 次：青草地舉辦的《輔導個案小組督導及研習》(觀摩
旁聽圈)
專業輔導評核

自費
-

接受專業輔導

包括導師檢閱詳細的學習報告、案例分析 (case study)，並接受
導師的當面評核。
在青草地接受最少 4 次(每次 1.5 節，75 分鐘)的專業輔導(個人
或家庭)

提供輔導服務 自行安排輔導個案及場所，並完成個案輔導面談最少 120 次

導師：容曾莘薇博士 Dr. Grace YUNG
地點：青草地全人發展中心 九龍彌敦道 555 號九龍行 12 樓 1202-03 室 (港鐵油麻地站 A1 出口)

注意事項
1.

《計劃》限期（24 個月）
：
Sup-P05：2023

2.

年 9 月 1 日至 2025 年 8 月 31 日（名額：6 人）

可平均分三期繳費：(一)報名時；(二)計劃開始後 6 個月內；(三) 計劃開始後 12 個月內
Sup-P05：(一)報名時；(二)2024

3.

年 3 月 1 日前；(三) 2024 年 9 月 1 日前

參加者需自行安排輔導個案及場所，並於限期（24 個月）內完成《計劃》的要求，及格
者可獲簽發：沙維雅成長模式心理輔導專業證書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 in
Psychological Counselling Using The Satir Growth Model。

4.

參加者需為自己的個人及專業成長負責，於《計劃》期間適時主動預約個別督導及參加
小組臨床督導。《計劃》期滿後尚未使用的督導服務時數將作廢，不設退款，亦不可換
算作其他服務或用途。

5.

退出／中止安排：
參加者在《計劃》開始前或中途不論任何原因退出／中止，已繳之費用將不獲任何退款，
亦不可把未使用的督導服務時數換算作其他服務或用途。

《專業認證——臨床督導計劃》流程

參加者填妥報名表連同相關證書(如有)，一併傳真至 2771 7717 或電郵至
enquiries@greenpastures.com.hk，標題請註明【專業認證——臨床督導計劃】。

導師容曾莘薇博士審核報名申請後，本中心通知參加者其申請結果。

參加者繳付費用後，本中心會以電郵正式落實報名申請。

參加者於限期(24 個月)內完成《計劃》的要求後，即可申請「專業輔導評核」。

及格者可獲簽發：沙維雅成長模式心理輔導專業證書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 in
Psychological Counselling Using The Satir Growth Model。

《專業認證——臨床督導計劃 2023-2025》報名表
◼

報名方法：
(1) 請填妥此報名表，並傳真至 2771 7717 或電郵至
enquiries@greenpastures.com.hk，標題請註
明【專業認證——臨床督導計劃】。
(2) 導師審核報名申請後，本中心會通知參加者申請
結果及付款方式。

◼

◼
◼
◼

本中心收妥報名費用後，報名方作落實，本中心
會以電郵通知，並會於上課時派發收據給參加
者。
參加者倘因遺失收據要求本中心發出收據副本，
每張需繳付手續費港幣 100 元。
如參加者對收據抬頭等有特別要求，請於報名表
上註明，收據發出後恕不能作出修改。
本中心保留取消活動的權利；本中心會盡快通知
參加者，並以郵遞方式將費用全數退還。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欲列印於證書用的全名]
年齡：18-25／26-35／36-50／51 或以上 (請圈出選擇)

性別：男／女

學歷：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附上相關證明)

職業及機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工作經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日間及手提)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必須填寫)

收據抬頭(如非報名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登記成為「青草地的同儕」
，收取青草地的資訊及活動消息：□ 我已登記

□ 我要登記

□ 我無意成為「青草地的同儕」

 我曾修讀青草地舉辦的「沙維雅成長模式心理輔導證書課程」：第________屆

參加報名
□

費用

課程編號：Sup-P05

《專業認證——臨床督導計劃》

HK$51,000

計劃期限：2023 年 9 月 1 日至 2025 年 8 月 31 日
自行安排輔導個案的機構名稱：
自行安排輔導個案的主要類型／對象：

付款方式

*詳細繳付日期請參閱單張

□

一次繳付 HK$51,000

□

分三期繳付(每期 HK$17,000)：(一)報名時；(二)計劃開始後 6 個月內；(三) 計劃開始後 12 個月內

參加者聲明：
本人明白及同意我必須繳付整個《計劃》的費用。在《計劃》開始前或中途不論任何原因退出/中止，已繳之費用將不獲
任何退款；《計劃》期滿後尚未使用的督導服務時數亦將作廢，不設退款或換算作其他服務或用途。
◼ 本人自願向青草地全人發展中心提供以上資料作為中心處理活動報名及日後通訊之用，並且明白
除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豁免範圍外，本人有權查閱及更正個人資料。
◼

參加者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付款方法：□ 現金

□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費用 HKD：______________________

銀行支票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

中心專用 收費金額：HK＄_____________收據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銀行入帳 (附入帳收據副本)

經辦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理智選擇。真誠付出。快樂收成。珍惜所有

青草地全人發展中心．九龍彌敦道 555 號九龍行 12 樓 1202-03 室
Tel: 2771 1370 Fax: 2771 7717
Email: enquiries@greenpastures.com.hk
Website: www.greenpastures.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