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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浸信會神學中國浸信會神學中國浸信會神學中國浸信會神學 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 

(China Baptist Theological College syllabus) 

 

課程名稱(course name):    C102 輔導技巧 

教師名稱(teacher name):   楊國堅先生 

課程日期(course dates):   2019年1日28日 

課程目的(course objectives) 

課程旨在讓學員掌握基本輔導概念和技巧，並運用在輔導過程中。本科採用經驗式教學，包

括技巧培訓、個案討論、角色扮演和小組實習，讓學員經歷實際的輔導過程。此外，亦透過

信仰的角度，對各種輔導概念和技巧，嘗試作出反思。 

課程作業/評估 和 計分方法 (coursework Requirements and course grading) 

作業 / 評估 日期 計分方法 

1. 閱讀反思3篇 2月、3月、4月 每篇佔10%，共30% 

2. 技巧評估 5月20日、5月27日 30% 

3. 技巧學習報告 6月10日前 40% 

作業 / 評估 細則： 

1. 閱讀反思 : 透過閱讀參考資料或書籍，每月撰寫一篇「閱讀反思」，全課程共3篇，每篇

不多於500字。當月的「閱讀反思」，須於月底前繳交。每篇佔總成績10%。 

2. 技巧評估 : 每學員進行20分鐘輔導面談，評估學員所掌握的輔導技巧和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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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巧學習報告 :  

I. 學員分成3組，每組約4人，以角色扮演形式，進行輔導面談練習。角色包括：受

導者、輔導者、觀察員(2人) 。輔導面談練習詳情： 

a. 日期：3月25日、4月1日、4月8日、4月15日、4月29日、5月6日，每節1.5小時。 

b. 預備：每位組員，預備一個有關自己的故事(盡可能真實，又可以在小組中透露的) ， 

在輔導面談練習中，讓組員發掘。 

c. 過程：6次練習分為3循環，每循環重複一次以下安排，以致每組員可進行3次輔導練 

習，亦嘗試3次受導和3次觀察。 

1-3循環 首20分鐘 其次25分鐘 其次20分鐘 其次25分鐘 

第一節 A輔導B 

C和D作觀察 

討論 C輔導D 

A和B作觀察 

討論 

第二節 D輔導A 

B和C作觀察 

討論 B輔導C 

A和D作觀察 

討論 

d. 討論：分享應用學習技巧上，面對的困難和處理方法。 

  受導者分享：輔導者能否有效地，引導自己表達感受和內心隱藏的世界。 

  輔導者分享：引導別人表達感受的困難；曾經使用的技巧是否有效。 

  觀察者分享：從旁觀的角度，給與意見。 

II. 整個學習階段中，最少進行一個輔導個案，為時約10小時 ，並在受導者同意下，

錄音或錄映，作自我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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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技巧學習報告：這是一份學習報告，同時也是一份自我反思！內容包括： 

a. 簡介I. 和/或 II. 的實習個案。 

b. 透過 I. 和/或 II. 實習的輔導過程，反思： 

� 能否掌握和運用基本的輔導模式？ 

� 能否檢視自身的強項和弱項？ 

c. 透個這課程的自我發現和信仰反思。 

IV. 報告字數在3000-4000字間 

 

課程大綱(course schedule or outlines) 

28/1 課程介紹 / 認識輔導者和受導者的世界觀 

11/2 基本輔導模式(I) - 連繫( Connecting)   

基本輔導技巧 - 聆聽 (Listening) 、複述(Paraphrasing) 、肯定(Affirmation) 、

總結(Summarizing) 、沉默(Use of Silence)  

18/2 

25/2 基本輔導模式(II) - 介入(Intervention) 

基本輔導技巧 - 提問(Asking Questions) 、觀察(Observation) 、 

反映(Reflection) 、質疑(Confrontation) 、主題(Themes)  、 

問題處理(Problem Management) 

4/3 

11/3 

18/3 

25/3 基本輔導模式(III) - 結束(Closing)  / 技巧實習(I) 

1/4 基本輔導模式(III) - 結束(Closing)  / 技巧實習(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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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輔導技巧的信仰反思  / 技巧實習(III) 

15/4 個案探索(I)  / 技巧實習(IV) 

29/4 個案探索(II)  / 技巧實習(V) 

6/5 個案探索(III)  / 技巧實習(VI) 

20/5 技巧評估(I) 

27/5 技巧評估(II) 

 

課本(若有..)(textbook, if any…) 

---- 

參考書目(若有..)(bibliography, if any…) 

1. Corey, G. (2017).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unselling and Psychotherapy(10th ed.). 

New York, NY: Cengage Learning. 

2. Satir, V. M. (1988). The new people making. Palo Alto, CA: Science and Behavior 

Books. 

3. Satir, V. M., & Baldwin, M. (1983). Satir step by step: A guide to creating change in 

families. Palo Alto, CA: Science and Behavior Books. 

4. Larry Crabb (2006)。生命結連 (吳麗恆譯)。香港：天道書樓有限公司。 

5. Dr. Henry Cloud (2015) 。改變帶來醫治 (顧美芬譯)。台灣：中國學園傳道會出版部。

(原著出版1997) 。 

6. 魏樂德著 (2006)。心靈的重塑 (譚睛譯)。香港：天道書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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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Bill O’Hanlon,  Michele Weiner-Davis (2007) 。心理治療的薪趨勢 - 解決導向療法 

(李淑珺譯) 。台北張老師文化出版社。 

8. Michael White (2008) 。敘事治療的工作地圖 (黃孟嬌譯) 。台北張老師文化出版社。 

9. 蘇珊.強森 (2009) 。抱緊我 - 扭轉夫妻關係的七種對話 (劉淑瓊譯) 。台北張老師文化

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