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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  療癒  圓夢” 
應用“生命自覺”到個人輔導和小組工作上的 
提升長者服務質素專業臨床證書課程 

 
目標：讓學員得到專業裝備，學習如何更自在、自信、與長者同行，協助長者活得自在、活得

悠然、活得真實無愧，活得充實無悔。 
概念：由自己開始，以「內在關係生命自覺」(Inner Relationship Focusing)為基礎，分四階，每

階 5 天 
對象：服務長者、有意提升服務質素、由機構推薦的社會工作者/輔導員/醫護人員/臨床心理學家

/牧靈工作者。 
名額：36 位工作員 
付費：學費全免# 

「華永會」為社區培訓更具專業質素的長者服務同工，全額資助課程開支，包括資助每位學員

學費$20,000。 
#備註： 
(1) 獲取錄的學員需於開課前繳交$5,000 按金，在完成全部課程要求後（包括出席率達

85%或以上、練習和實習、並準時遞交反思文章等後），按金全數將於課程完結後一個
月內發還。 

(2) 出席未夠 85%、或未能完成全部課程要求者，恕不退回已繳交費用 
- 學員需自行繳付「平常心」工作坊之 2天宿營及膳食費$1000 

証書： 出席率達 85%或以上、完成課程全部要求之學員，將獲發初階至四階修業証明。 
經導師評核合格的學員將獲發以下證書： 

1. 由天行家人心靈互動協會發出的「應用生命自覺提升長者服務質素專業臨床實踐証書」； 
2. 由註冊生命自覺培訓師簽發出的生命自覺初階至四階合格証書； 
3. 可被推薦獲取國際生命自覺協會所發 Proficiency in Focusing Partnership 証書，費用自付 
導師團隊： 每階導師 7 位 
上課地點： 天水圍區內社會服務單位(由博愛醫院陳平紀念長者鄰舍中心安排) 
 
 
 
 
 
 
 
 
 
 

自在  療癒  圓夢  
課程簡介會 

 
歡迎長者服務專業助人者 報名參加簡介會 
日期: 2022 年 12月 1日 ( 星期四) 

時間: 14:30  
報名請按: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DxcEdXt5BBongBzy0Fs_kgh2g0KHlQgch2rimJwcttNW5gg/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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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階至四階 課程大網 
初階「心明如鏡」 
● 旨在協助長者學習如何「活得自在」 
● 學習如何陪伴長者，在遇上正面情緒時，曉得充分接收；遇上情緒糾結時，尤其遇上人

際關係矛盾所觸發的情緒糾結時(委屈、不甘、憤怒等)，曉得不失陷其中，即使失陷了，也學
到如何回復心境清明。 
二階「活得悠然」 
● 旨在協助長者學習如何「活得悠然」 
● 學習陪伴長者如何擺脫“感受的感受”的枷鎖，回復自由。包括學習確認多種感受，尤其
是自我壓抑(矛盾、猶疑、忍氣吞聲等)和自我批判(自責、內疚、懊悔等) 
三階「活得真實無愧」 
● 旨在協助長者學習如何「活得真實無愧」 
● 學習引導長者溫柔地、如實地確認和表達內裡的多種感受。由長者自己開始提升個人素

養，進而有助提升家庭互動質素。 
四階「活得充實無悔」 
● 旨在協助長者學習如何「活得充實無悔」 
● 學習引導長者與負面情緒相處，讓更深層的意義和需要如實呈現，並以行動完成心願。  

 
課程結構 

授課時數 
每階 43小時 
總共 172 小時 
加 
平常心 20 小時 

● 每階 5天實體教學，包括：講授、示範、角色扮演、活動、夥伴練習、小
組實踐練習和小組實踐督導。  
● 以 Zoom進行：每階 1小時個人臨床督導  
● 以 Zoom進行：每階 2小時小組/大組/答問和練習 
*  導師將擔任編輯，把學員寫下的個人轉變、具體實踐和反思編輯成書。 
*  在二階和三階之間，學員將參與「平常心」工作坊，透過活動親身體驗， 
接觸和學習回應有關生死的課，工作坊 2天宿營及膳食需自費$1000。 

課外練習 
和實踐  

● 生命自覺練習：學員於每階 5天上課期間，每週一次與同學進行練習。 
● 實踐所學：學員於每階段完結後，在所屬單位帶領 2個 1.5小時的 6-8人
小組工作坊；和實習把生命自覺引入個人輔導（4人，每人 1小時）。若安排做小
組工作有困難，可只做個人輔導 （每階共做 8人，每人 1小時）。 

日期(暫定) 
初階 
二階 
平常心 
三階 
四階 

導師面授課                                     個別督導時間                     小組/大組  
6/2、13/2、20/2、27/2 及 6/3       27/3-29/3 期間完成            29/3 上午/下午

11/4、17/4、24/4、2/5 及 8/5 29/5-31/5 期間完成            31/5 上午/下午 
5/6上午 9:00 至 6/6 下午 5:00       地點：香港大學石崗嘉道理研究所 
19/6、26/6、3/7、10/7 及 17/7    21/8-23/8 期間完成            23/8 上午/下午 
28/8、4/9、11/9、18/9 及 25/9    9/10-10/10完成         16/10結業 頒發證書 

上課時間 上午 9:30-下午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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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團隊成員簡歷 
 
張家興博士 
國際認證生命自覺協調員和認證生命自覺培訓師，香港生命自覺協會創辦人， 
天行家人心靈互動協會(政府認可慈善團體) 執行總監 peter@lifeinhering.org 
著作 
- 張家興 包意琴：由“表裡一致”到“容會”──對沙維雅 “過分簡化”定義的反思 
- 張家興 包意琴：何不寬心相見 ─ 癌症病人與家人關係 ‧2013 
- Cheung, KH, Cheung, Grace YK.(2013).“Congruence and the Therapist’s Use of Self”. In Michele Baldwin (3rd ed.)  The 
Use of SELF in THERAPY.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Pp166-185. 
-“Letting Go” and “Holding On”: Grieving and Traditional Death Rituals in Hong Kong. (2006) Co-authored with Chan, 
CLW, Fu, Wai, Li Yawen and Cheung GPYK. In Chan, CLW and Chow AYM (Eds) Death, Dying and Bereavement – A Hong 
Kong Chinese Experienc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p 65-86. 

 

張包意琴博士: 

國際認證生命自覺培訓師，註冊社工，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客座助理教授， 
天行家人心靈互動協會(政府認可慈善團體) 專業臨床總監 cheungpg@hku.hk 
著作 
- 張包意琴、李永浩：輔導者的修為‧香港大學出版社‧2012 
- 張包意琴 田芳 陳智豪主編 : 天上人間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行為健康教研中心‧2010 
- 張包意琴主編：誰偷走了我的快樂‧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行為健康教研中心．鄰舍輔導會‧2009 
- 張包意琴主編：久違了的自己‧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行為健康教研中心香港仔街坊福利會社會服務中心‧2006 
- 張包意琴主編：脫困-在一念之間‧輔導自殺個案用沙維雅模式的臨床實踐‧香港: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香港賽馬會防止
自殺研究中心‧2005 
- 張包意琴：變，從家規入手‧見陳麗雲等(主編)：華人文化與心理輔導模式探索‧北京：民族出 2002‧頁 325-333 
- 張包意琴、陳麗雲：和諧中變革.易經與中國人的心理輔導初探‧見楊國樞(主編): 家長式領導行為‧台北：桂冠圖書公
司‧2002‧頁 199-235 
 

鄭惠卿女士：國際認證生命自覺培訓師、國際認證兒童生命自覺培訓師; 國際認證全身生命自覺治療師及培 

訓師；沙維雅家庭治療模式培訓師、社會工作碩士、註冊社工 

邵倩文女士：國際認證生命自覺培訓師、沙維雅家庭治療模式培訓師、社會科學輔導碩士、神道學碩士、紓 

緩護理科護士 

吳浣玲女士：國際認證生命自覺受訓協調員、國際認證生命自覺培訓師、沙維雅專業輔導證書、社會科學碩 

士、註冊社工 

李玉貞女士：國際認證生命自覺培訓師、沙維雅家庭治療模式培訓師、基督教研究碩士、註冊社工 

王梓庄醫生 : 國際認證生命自覺培訓師、國際認證全身生命自覺治療師、精神健康後學士文憑、靜觀導師 

黃麗華女士：國際認證生命自覺協調員、國際認證兒童生命自覺培訓師 

胡啟恩女士：國際認證全身生命自覺培訓師、社會工作碩士、哲學文學碩士、註冊社工 

羅淑娟女士：國際認證全身生命自覺治療師、行為健康碩士、註冊社工 

陳永超神父 :  沙維雅家庭治療模式培訓師、臨床牧關教育訓練 (CPE) 

周佩玲女士 : 國際認證生命自覺受訓培訓師、社會科學心理學碩士、退休老師 

吳永文先生 : 國際認證生命自覺受訓培訓師、諮商與輔導碩士、註冊社工 

許文馨女士 : 國際認證生命自覺受訓培訓師、哲學碩士(社會工作)、註冊社工 

徐永淇女士：國際認證生命自覺熟練同行者(PFP)、香港大學輔導碩士、輔導員 

張美琪女士 : 國際認證生命自覺熟練同行者(PFP)、香港大學佛法輔導碩士、正念導師 

梁慧賢女士：香港教育大學客席講師、香港大學社會科學輔導碩士、沙維雅家庭治療模式培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