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緒導向治療(Emotion Focused Therapy，簡稱 EFT) 是由⼼心理理治療的權威葛林林堡博⼠士 Professor 
Greenberg創辦。 EFT 提出. 運⽤用情緖來來改變情緖  是 最佳達致持久的思想⼂丶⾏行行為和⼈人際互動的致變
⼿手法。經過30多年年的實證研究，EFT 被証實為⼀一有效的治療⼿手法來來療癒抑鬱症⼂丶焦慮症⼂丶創傷後遺症
⼂丶情緒傷害⼂丶⼈人際關係及夫妻問題。

本證書課程專為輔導專業⼈人⼠士和社⼯工⽽而設。課程⽬目標為增強參參加者掌握EFT的智識和技巧，善⽤用同理理
同調具治療的關係，配合 EFT 獨特的治療⼯工具，陪問案主進入⼼心底內的痛苦，進⾏行行深層的情緖轉化，
改變案主對⾃自⼰己⼂丶他⼈人和環境的看法和信念念，活出更更⾃自由和有能⼒力力的⽣生命。

上課⽇日期 : 2020年年8⽉月30⽇日 ⾄至 2021年年 

(全期合共 152⼩小時) 

上課地點 : 香港北⾓角英皇道389號 

豫港電⼒力力發展⼤大廈8樓A室 

查詢 :  63418273 聯聯絡林林⼩小姐 

            elsie@efthk.com 

            www.efthk.com 

⼀一年年制情緒導向治療 (個 ⼈人) 證書課程 Level A 

2020 - 2021 年

增強情緒輔導的能⼒力力

助案主轉化困擾的情緖

活出⾃自由、有能⼒力力的⽣生命

專業資歷

本課程已被國際情緖導向治療協會
(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motion Focused Therapy，簡稱
ISEFT) 認可。出席率達 80%的學員
均可獲由 ISEFT 認可 Level A : 
Completion of Basic EFT Training 
證書⼀一張。

本課程已獲香港⼼心理理學會接納作
DCP,  DCoP  &  DEP 持續進修學分 
(CE) 的認可課程

mailto:elsie@efthk.com
http://www.efthk.com
mailto:elsie@efthk.com
http://www.efthk.com


教學特⾊色` 

- 多元化的體驗互動學習⼩小班教學  (講課、
觀看輔導影⽚片⼂丶個案分享⼂丶現場練習和
示範⼂丶⼩小組實習⼂丶⼩小組督導

- 理理論與實踐並重 : 全年年課程分五個不同主
`題的單元的⼯工作坊 (共⼗十⼀一天)，學員需
分組進⾏行行⼩小組實習，演練 EFT 的輔導技
巧，並錄影實習時的輔導歷程在⼩小組臨臨
床督導時與導師討論，幫助學員鞏固每
單元的學習重點，逐步建立 EFT 的紮實
基礎

教學語⾔言    粵語 (輔以英語)

課程編排      全年年分五個學習單元 (共11天的⼯工作妨，8次⼩小組實習和8次⼩小組臨臨床督 

第⼀一單元     (2020年年8⽉月30⽇日⾄至2020年年12⽉月11⽇日

學習⽬目標 :  

認識情緖導向治療的重要概念念及掌握

不同的情緒知識來來評估⼂丶進入⼂丶分辨

案主的情緖

學習主題

- 情緒導向治療 (個⼈人) 的理理論

- 情緖的知識

- 建立和善⽤用具同理理同調的治療關係

- 推動案主覺察情緒的任務 (⼀一) :

逐步的喚起和揭露

           (systematic  evocative unfolding)    

訓練⼯工作坊  ⼀一  (3天)  

⽇日期 :  2020年年 8⽉月30⽇日 (星期⽇日)、 

            2020年年9⽉月6⽇日 (星期⽇日)、 

            2020年年9⽉月13⽇日 (星期⽇日) 

 時間 : 9:30am - 5:00pm     

+    
⼩小組實習 2次 

每次三⼩小時

時間由組員⾃自訂

+    
 ⼩小組臨臨床督導2次 

每次四⼩小時

時間由組員與導師

⾃自訂

⼩小組實習 : 每單元的⼯工作坊後，⼩小組需安排時間進⾏行行⼩小組實習，演練⼯工作坊內學習的知識 

和仼務，並把實習的過程錄影。

⼩小組臨臨床督導 : 每次⼩小組實習後，⼩小組會約導師，⼀一起觀看所錄的實習影⽚片，進⾏行行學習。



第⼆二單元     2020年年12⽉月12⽇日 ⾄至 2021年年3⽉月12⽇日

學習⽬目標 : 

運⽤用同理理同調及情緒導向獨特的

治療任務，推動案主覺察及進入

深層的情緖和需要

學習主題 : 

- 同理理同調的運⽤用

- 推動案主覺察情緖的任務 (⼆二) : 聚焦(Focusing)

- 喚起、激活和進入深層情緒的椅⼦子任務 (⼀一) :

處理理⾃自我內在衝突的雙椅任務

       ( Two-chair work on Self-splits)

訓練⼯工作坊  ⼆二  (2天)  

⽇日期 : 2020年年12⽉月12⽇日 (星期六) 

           2020年年12⽉月13⽇日 (星期⽇日) 

時間 : 9:30am - 5:00pm     

+
⼩小組實習 2次 

每次三⼩小時

時間由組員⾃自訂

⼩小組臨臨床督導 2次 

每次四⼩小時

時間由組員與導師

⾃自訂

+

第三單元     2021年年3⽉月15⽇日 ⾄至 2021年年6⽉月25⽇日

學習⽬目標 : 

再進深運⽤用同理理同調及情緒導向獨特的
治療任務，促進案主的情緖探索、進入
痛苦的情緒，作出反思和情緖轉化

   學習主題 : 

-喚起、激活和進入深層情緒的椅⼦子任務 (⼆二)

-處未完成事務的空椅技巧

           Empty-chair work for Unfinished Business 

訓練⼯工作坊  三  (2天)  

⽇日期 : 2021年年3⽉月13⽇日 (星期六) 

           2021年年3⽉月14⽇日 (星期⽇日)

⼩小組實習 2次 

每次三⼩小時

時間由組員⾃自訂

⼩小組臨臨床督導 2次 

每次四⼩小時

時間由組員與導師
⾃自訂

+ +
時間 : 9:30am - 5:00pm     



第四單元     2021年年6⽉月26⽇日 ⾄至 2021年年6⽉月27⽇日

學習⽬目標 : 

掌握陪伴案主進入痛苦情緒的任務， 

帶動情緖的轉化

學習主題 : 

   - 陪伴和處理理理理案主痛苦情緖的仼務 : 

        - ⾃自我安撫 (Self-soothing) 

        - 感到⾝身受的情緒肯定  

           (Empathic Affirmation) 

訓練⼯工作坊  四  (2天)  

⽇日期 : 2021年年6⽉月26⽇日 (星期六) 

           2020年年6⽉月27⽇日 (星期⽇日) 

 時間 : 9:30am - 5:00pm        

⼩小組實習 2次 

每次三⼩小時 

時間由組員⾃自訂

⼩小組臨臨床督導 2次 

     每次四⼩小時 

時間由組員與導師 

           ⾃自訂

+ +

第五單元     2021年年9⽉月4⽇日 ⾄至 2021年年9⽉月5⽇日

學習⽬目標 : 

掌握整套情緖導向治療 (個⼈人) 的個案程
式 (Case Formulation)，及如何應⽤用在
抑鬱症和焦慮症的個案上

學習主題  : 

  - 情緖導向治療 (個⼈人) 的個案程式 

     (Case Formulation) 

 - 應⽤用情緖導向治療 (個⼈人) 於 : 

         - 抑鬱症 

         - 焦慮症

訓練⼯工作坊  五 (2天)  

⽇日期 : 2021年年9⽉月4⽇日 (星期六) 

           2020年年9⽉月5⽇日 (星期⽇日) 
畢業了了



導師：林林婉華女⼠士    (Ms Elsie Lam)   

- 認證情緒導向治療(個⼈人)培訓師、督導⼂丶治療師 (由 ISEFT 頒授) 

- 註冊社⼯工

Elsie 擁有近40年年⼼心理理輔導經驗。 在任職社⼯工實習導師時，已將EFT
靈活地運⽤用在本地不同類類型的個案。⾃自2006年年成立同名的輔導中
⼼心，期間跟隨 EFT 創辦⼈人葛林林堡博⼠士 (Professor Greenberg)學習 
EFT，並考獲最⾼高級別的培訓師資格，更更全⼒力力運⽤用 EFT為華⼈人提供
私⼈人輔導。 2016年年，Elsie 成立了了由ISEFT認可的EFT培訓學院，⼀一
直致⼒力力為不同的社福機構 (⻘青少年年服務、家庭服務、長者服務⼂丶精神
健康及復康服務) 提供職員培訓及臨臨床督導，務求將 EFT 的理理論和
技巧傳承給更更多助⼈人專業⼈人員。

入讀條件 

伸請⼈人需要 

  - 持有認可⼤大學頒授學⼠士學有能⼒力力位(同等學歷)之輔導專業⼯工作者如 ; 社⼯工、輔導員、 

    ⼼心理理學家、精神科醫護⼈人員等 

  - 待⼈人處事成熟，有能⼒力力和⼩小組成員建立信任的關係，在⼩小組實習和臨臨床督導中願意分享 

    個⼈人情緖及進⾏行行輔導演練 

  - 具成⼈人個案輔導經驗將優先考慮 

  - 曾參參加本學院或由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和本學院合辦的 EFT ⼯工作坊的學員將優先考慮 

課程費⽤用 

全期費⽤用合共港幣$23,800 

2020年年7⽉月11⽇日前報名可獲早⿃鳥優惠，費⽤用為港幣$19,800

報名及付款⽅方法 

請把填好的報名表格連同劃線⽀支票⼀一張 (⽀支票抬頭 : 林林婉華輔導中⼼心有限公司) ，郵寄往:  

               林林婉華輔導中⼼心          香港北⾓角英皇道389號豫港電⼒力力發展⼤大厦8樓A室 

(恕不接受期票⽀支付費⽤用) 

截⽌止報名⽇日期       2020年年7⽉月25⽇日 (星期六)

甄選⾯面談        為促進學員的學習，本中⼼心將於2020年年8⽉月5號前致電伸請⼈人，進⾏行行電話甄選.   

                          ⾯面談。獲取錄⼈人⼠士將按課程编排上課，未取録⼈人⼠士將獲退還劃線⽀支票。 



申請表	

一年制情緒導向治療(個人)證書課程	Level	A		2020-2021

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		_______																																年齡	:		_____________	

現職機構	&	單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個案輔導年資	:	____________	

服務案主類別	:	________________								最高學歷	:	_________________		

專業資格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曾參加的	EFT	課程	: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舉辦機構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課程名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劃線支票號碼	:	____________________	付款銀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繳交費用	:		$23,800																				$19,800															(請在合適的方格內填上	X)	

獲悉本課程的渠道	:	本學院	Facebook								課程單張								推廣電郵	

																											工作機構推介											朋友推介									其他_________(請列明)							

本學院將持續舉辦各類EFT的課程，你是否同意本學院使用上述的個人資料，為你

提供最新的活動資訊？即使你選擇同意，你日後仍可隨時取消收取本學院的資訊。	

				同意																				不同意		

申請人簽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mportant Terms and Conditions  

1. The applicant  will be accepted a1er he/she successfully passes the screening 
interview. Applicants will be phoned to a<end the screening interview a1er their 
applica=on forms are received.  

2. Cancella=on of courses will be announced via email at least one week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course. No separate no=fica=on will be issued by post.  

3. Course Fee is non-refundable or non- transferable to other course once being 
no=ced that the applica=on is successful.   

4. Receipt of applica=on fee will be issued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course. 

5. The training materials of the program, including its lecture notes, worksheets, 
power-point slides, and demonstra=on videotapes, were prepared by the trainer 
and all materials contained are the property of the trainer. No reproduc=on of any 
pieces of these training materials is allowed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the trainer. 

6. No form of recording, including audio- or video-recording, during the training 
program is allowed without prior permission by the trainer.  

7. If Storm Warning Signal No. 8 or above, or Black Rainstorm Warning Signal is 
hoisted by 7am, the lesson will be cancelled. Details of postponement or other 
arrangements will be announced a1erwards.  

8. Personal data provided on applica=on forms are used by only for enrolment, course 
administra=on and future promo=on purposes. All personal data collected will be treated 
as strictly confiden=al.  

9. All changes and amendments are subject to the respec=ve course and the final decision 
of organis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