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第三届全国心理服务机构发展
模式研讨会暨第三届中国心理专家

峰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7第三届全国心理服务机构发展模式研讨会暨第三届中国心理专家峰会将于2017年02月在广州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第三届全国第三届全国心理心理服务机构发展模式研讨会服务机构发展模式研讨会

---暨第三届中国心理专家峰会---暨第三届中国心理专家峰会

 

“要加大加大心理健康问题心理健康问题基础性研究，做好心理健康知识和心理疾病科普工作，规范发展心理治疗、心理咨询等心理
健康服务。”

——习近平（2016年8月《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习近平（2016年8月《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

 

“加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和规范化管理加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和规范化管理。加大全民心理健康科普宣传力度，提升心理健康素养。加强对抑郁
症、焦虑症等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的干预，加大对重点人群心理问题早期发现和及时干预力度。加强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报告登记和救治救助管理。全面推进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提高突发事件心理危机的干预能力和水
平。到2030年，常见精神障碍防治和心理行为问题识别干预水平显著提高。””

—— 2016年10月国务院发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2016年10月国务院发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一、一、会议主题会议主题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心理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与应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心理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与应用

 中学为本，中国之本源不可弃；西学为用，西方之舶来品可取精华加以辅之。

 

二、二、组织框架组织框架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

中国心理学会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天津师范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院

国民心理健康评估与促进协同创新中心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

中科博爱（北京）心理医学研究院

广州上馨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广州上馨索菲亚职业培训学校

http://www.huodongjia.com/event-1852609777.html
http://www.huodongjia.com/event-1852609777.html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29/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178/
http://www.huodongjia.com/tag/540/


 

三、三、会议时间会议时间

2017年2月23-26日（23日全天报到，24-26日正式会议）

 

四、四、会议地点会议地点

中国.广州.海关总署广州教育培训中心

 

五、五、参会对象参会对象

心理服务机构法人、执行CEO；

基金会、NGO组织、社会团体组织代表人；

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心理辅导员、心理社工、心理学爱好者；

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大中小学心理健康中心负责人；

高等院校心理学院（系）、社工系负责人及相关专业负责人。

 

六、与会嘉宾（以拼音形式为序）六、与会嘉宾（以拼音形式为序）

白学军、陈婕君、东振明、傅春胜、高天、葛操、龚岩、郭松、韩耀生、黄伟强、李勇、刘建新、刘松怀、刘正
奎、芦玲霞、马泽中、潘幸知、彭建玲、佘静、时勘、史占彪、舒曼、涂敏、汪卫东、王铮、魏世伟、温宗堃、伍
建新、武文、吴翔、徐凯文、闫洪丰、杨海波、杨瑞东、岳晓东、张德聪、张伦庆、赵然、赵祥和、周安山、周东
佼、周励志

特邀嘉宾：特邀嘉宾：张伯源、李幸民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会议日程（拟定）会议日程（拟定）

2月24日2月24日

主会场主会场

主题主题 嘉宾嘉宾 时间时间

开幕式+领导致辞 白学军等 9:00-9:40

心理服务与健康中国 闫洪丰 9:40-10:30

心理服务的本土化探究与实践
——台湾“张老师”经验分享

张德聪 10:30-11:00

基于互联网和VR的心身健康技术与示范 刘正奎 11:00-12:00

心理学的生命教育 伍建新 14:00-15:00

中国文化下大学生心理咨询范式探思 李桦 15:00-16:10

http://www.huodongjia.com/tag/4559/
http://www.huodongjia.com/tag/2802/
http://www.huodongjia.com/tag/437/


“空心病”与时代焦虑 徐凯文 16:30-17:30

心理机构大咖汇
傅春胜、韩耀生、杨
瑞东、黄伟强、陈婕
君、潘幸知

19:00-21:00

2月25日2月25日

主题：机构创业论坛主题：机构创业论坛

分会场一分会场一

心理服务机构品牌建设之路——中科博爱 傅春胜 9:00-9：40

心理咨询机构的发展模式——北京燕园博思 马泽中 9:40-10:20

美国心理培养体系的中国化运用——北京壹源心理 陈婕君 10:30-11:10

中国本土心理咨询师培养之路——上馨索菲亚心理
学院

涂敏 11:10-12:00

全国最大互联网心理平台运营——壹心理 黄伟强 14:00-14:50

女性心理成长平台运营思路——幸知在线 潘幸知 14:50-15:30

心理测评在心理机构中的应用 郭永兴 15:40-16:30

督导体系如何支持心理咨询机构的运营 龚岩 16:30-17:30

心理咨询基本功与案例督导 岳晓东 19:00-21:00

主题：当代婚恋论坛主题：当代婚恋论坛

分会场二分会场二

从心理咨询角度看当代婚恋男女 潘幸知 9:00-09:40

当代婚恋价值观解密 吴翔 09:40-10:20

精神分析视角下的婚姻家庭 彭建玲 10:30-12:00

爱情与婚姻是一个“自性化”的过程 武文 14:00-16:00

会痛的不是爱 涂敏 16:20-17:30

阿尼玛与阿尼姆斯之舞 佘静 19:00-21:00

主题：疗法探索论坛主题：疗法探索论坛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528/


分会场三分会场三

格式塔心理治疗体验 王铮 9:00-10:20

心智化——未来15年超越精神分析的新疗法 周励志 10:30-12:00

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精髓 赵然 14:00-15:00

心灵罗盘（PC）技术及咨询师自我成长的应用 龚岩 15:00-16:00

用精神分析洞悉世界 徐凯文 16:20-17:30

体验式团体沙盘心理技术 刘建新 19:00-21:00

主题：EAP应用发展论坛主题：EAP应用发展论坛

分会场四分会场四

中外EAP服务机构产品、服务模式与发展趋势探讨 赵然 09:00-09:50

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促进中心的模式与发展 闫洪丰 09:50-10:20

企业管理中的“心探索” 周东佼 10:30-12:00

企业职场的正念疗法运用 温宗堃 14:00-15:00

积极心理学如何在EAP中发挥作用 舒曼 15:00-16:00

多元文化咨询在台湾的另类实践与伦理处境 余安邦 16:20-17:30

中国心理学会心理服务机构工作委员会（筹）会议 19:00-21:00

2月26日2月26日

主会场主会场

心理治疗的东西方文化桥梁——以正念疗法为例 赵祥和 9:00-10:00

以列维纳斯的他者哲学谈心理治疗的伦理位置与修
复

翁世恒 10:00-11:00

中医心理学的理念与实践 汪卫东 11:00-12:00

授牌仪式 时勘/史占彪 13:30-13:40

心理学服务的胜任特征模型开发 时勘 13:40-14:00

EAP服务的“工匠”精神 张伦庆 14:10-14:40

EAP实践之路-锵锵企业行
主持：张伦庆 嘉
宾：南航、海关、中 14:40-15:40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46/


石化、广汽本田……

大型国企EAP工作的创新与发展 南航领导 15:40-16:10

中国EAP行业发展状况与重要使命 史占彪 16:10-17:00

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之路 杨海波 17:00-17:30

（议程如有变化，以最终版为准）（议程如有变化，以最终版为准）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部分嘉宾简介部分嘉宾简介

白学军白学军：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天津师范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院院长、教授

陈伯炜陈伯炜：世界自然医学大学心理学院硕士导师、WMECA 世界医学最高认证学会潜意识图像卡高级训练师

陈婕君陈婕君：北京壹源心理健康中心联合创始人；波士顿精神分析研究生院毕业，美国麻省执业精神分析师

傅春胜傅春胜：中科博爱心理医学研究院院长、“心教育”平台执行长、中国心理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

龚 岩龚 岩：合一疗法创始人，心灵罗盘技术及专利发明人，国际罗盘心理技术应用学院院长，北京瑞仁文化发展中心创
办人

韩耀生韩耀生：广州上馨心理创始人、企业EAP服务首席心理专家

黄伟强黄伟强：壹心理网站联合创始人、CEO

刘建新刘建新：澳门城市大学心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沙盘心理技术应用研究院中国区院长

刘松怀刘松怀：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心理科主任 ，首都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心理教研究室 主任

刘正奎刘正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心身健康技术联合实验室主任、中国心理学会副秘书长

马泽中马泽中: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燕园博思心理咨询中心创始人，中央电视台《心理访谈》特邀专家

潘幸知潘幸知：资深媒体人，“幸知在线”CEO，情感私董会创始人

彭建玲彭建玲：广州市惠爱医院副院长、市脑科医院副主任医师、心理治疗师

佘  静佘  静：美国舞蹈治疗师（认证中）、波拉克舞蹈治疗师

时  勘时  勘：中科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副会长

史占彪史占彪：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博士、国际EAP协会中国分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秘书长

舒  曼 舒  曼 :华东交通大学心理素质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副教授，研究生导师

涂  敏涂  敏：上馨心理机构执行董事、上馨心理咨询师成长之路项目总监

汪卫东汪卫东：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医心理研究院院长，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会长

王  铮王  铮：中国应用心理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国内知名格式塔心理咨询专家，莫斯科国立大学访问学者

温宗堃温宗堃：台湾法鼓佛教学院专任助理教授、语言与翻译中心主任；美中心理治疗研究院顾问

伍建新伍建新：真理浸信会青少年发展服务中心义务总干事、香港社工博士

武  文武  文：广东知名心理专家，精神分析师、国际认证催眠治疗师

吴  翔吴  翔：心理艺术化创新实验室核心成员，心理套娃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发明人之一

http://www.huodongjia.com/tag/514/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214/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20/
http://www.huodongjia.com/tag/2283/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22/


徐凯文徐凯文：北京大学副教授、北京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

闫洪丰闫洪丰：中国残联直属机关团委书记、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咨询中心副主任

杨海波杨海波：天津师范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天津市心理学会副秘书长

杨瑞东杨瑞东：白云心理医院院长

岳晓东岳晓东：美国哈佛心理学博士，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香港心理学会辅导分会首任会长与候任会长

张德聪张德聪：台湾张老师基金会董事长、台湾空中大学教授、台湾辅导与谘商学会前任理事长

张伦庆张伦庆：上馨心理机构执行董事、企业EAP高级顾问

张小远张小远：南方医科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广东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广
东省人民政府应急管理专家

赵  然赵  然：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心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国际EAP协会中国分会主席

赵祥和：赵祥和：  暨南国际大学咨商心理与人力资源发展系副教授、侨务研究中心主任，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心理与辅导学
系博士

周东佼周东佼：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健康促进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远东控股集团党委委员、首席行政官

周励志周励志：台大医院精神科住院医师、辅大医学院临床讲师、台湾心理治疗学会第四届常务理事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峰会会费峰会会费：2017年1月20日前1480元/人，之后1680元/人。

五人以上团体报名优惠100元/人；11人团购免1人费用。

（学员食宿自理食宿自理，大会可协助安排会场附近住宿）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1月18日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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