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届中国表达艺术心理治疗国际
学术研讨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第六届中国表达艺术心理治疗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于2017年08月在苏州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第六届中国表达第六届中国表达艺术艺术心理心理治疗国际学术研讨会治疗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国 · 苏州中国 · 苏州

 

由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团体心理辅导与治疗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第六届中国表达艺术心理治疗国际学术研讨会将
于20120177年8月4 — 6日年8月4 — 6日在中国苏州举办，主题为:表达艺术心理治疗促进全民身心健康表达艺术心理治疗促进全民身心健康。。  

   

表达艺术心理治疗介绍表达艺术心理治疗介绍

表达艺术涵盖了视觉艺术、动作、戏剧、音乐、写作等，举凡能促进个人成长及社区发展的创造历程都属之；表达
艺术治疗是鼓励心理学、组织发展、社区艺术、教育等多元取向的结合，藉由这些艺术历程的整合且允许艺术历程
相互的流动，藉此获得自我内在资源，带来疗愈、厘清、启发及创造力”（2009年12月引自国际表达艺术治疗学会
（The International Expressive Arts Therapy Association , 简称IEATA之定义，来自网络
http://ieata.org/about.html）

 

中国表达艺术心理治疗国际学术研讨会历中国表达艺术心理治疗国际学术研讨会历

   自2007年8月至2015年8月，中国表达艺术心理治疗国际学术研讨会已经在苏州顺利召开5届，每两年一届，每次
会议都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和学者400人以上。专家们通过这五届大会的交流学习，不仅对表达艺术心理治疗
的独特魅力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感受到了由于文化差异带来的表达艺术心理治疗的应用差异。每次大会30多场工作
坊也让参会者收获满满，并且在过去的十年中在不同领域运用表达艺术心理治疗方式，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第六届中国表达艺术心理治疗国际学术研讨会介绍第六届中国表达艺术心理治疗国际学术研讨会介绍

主席主席 副主席副主席 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

樊富珉  山中康裕（日本）
桑志芹  赖念华  何天虹  吉沅洪  李
鸣

高天  陶勑恒  吉沅洪  

吴薇莉  吴爱勤  吴继霞    

王尔东  鲁小华  陶新华

王平  严文华  赵淑兰

 

http://www.41huiyi.com/event-710331722.html
http://www.41huiyi.com/event-710331722.html
http://www.41huiyi.com/tag/922/
http://www.41huiyi.com/tag/929/


大会工作组大会工作组

组长组长 副组长副组长 工作组成员工作组成员 翻译翻译组负责人组负责人

陶新华 王尔东  李春燕    许晓丹
傅春胜  时凤英  陈维麟  王
 平  张继玉  唐云芳  陈晓燕  穆
志江

吉沅洪 史晓白

 

会议主题会议主题

表达艺术心理治疗促进全民身心健康表达艺术心理治疗促进全民身心健康

 

会议论文交流内容会议论文交流内容

后现代心理治疗理论、艺术治疗、心理剧、绘画心理治疗、音乐心理治疗、舞蹈心理治疗、易术: 传统中医与表达艺
术治疗、造型疗法、沙盘游戏心理治疗、叙事治疗、诗歌疗法、写真疗法、投射法心理测量、心理咨询师的成长与
督导、其他心理治疗理论和方法……

 

会议参加对象会议参加对象

从事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工作的专家学者；

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兴趣爱好者；

心理学本科生、研究生等等。

 

会议时间、地点及会议时间、地点及语言语言

会议时间： 2017年8月4、5、6日（共3天， 3日下午报到）。

会议地点： 中国·苏州

会议语言： 英语、汉语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团体心理辅导与治疗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苏州市心理卫生协会、苏州新教育心理培训学校、中科博爱（北京）心理医学研究所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会议时间安排

时间 8月4日 8月5日 8月6日 8月7日

上午

9:00—12:00

开幕式

主题报告
论文交流/个案报告 工作坊 离会

下午

13:30-16：30
主题报告 工作坊

论文交流/个案报告

闭幕式
 

http://www.41huiyi.com/tag/2283/
http://www.41huiyi.com/tag/514/
http://www.41huiyi.com/tag/946/
http://www.41huiyi.com/tag/967/
http://www.41huiyi.com/tag/920/
http://www.41huiyi.com/tag/2051/
http://www.41huiyi.com/tag/7524/


晚上

18:30-21:00
 工作坊   

会前、会后工作坊安排 会前、会后工作坊安排 持续更新中......持续更新中......

时间 讲师 工作坊主题 费用

8月2-3日 邱敏丽（台湾） 沙游疗法 1200元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主题报告主题报告

序号序号 讲师讲师 主题主题

1 山中康裕 我的表达心理治疗50年

2 赖念华（台湾） 表达性艺术治疗在华人家暴妇女中的工作模式

3 高天（美国） 音乐治疗与中国文化

会中工作坊 会中工作坊    持续更新中   持续更新中…………

序号序号 讲师讲师 主题主题

1 樊富珉 表达艺术团体促进自我探索的体验工作坊

2 赖念华（台湾） 心理剧中设景的奥妙

3 何天虹（香港） 表达艺术治疗协助青少年自我发展及成长的应用

4 吉沅洪 表达艺术治疗中的游戏要素活用工作坊

5 高天（美国） 音乐与创伤治疗

6 鲁小华 人际动力团体在学生干部领导力提升中用的应用工作坊

7 陶新华 表达艺术治疗中的积极资源整合工作坊

8 王平 动作疗法在自我成长中的应用

9 严文华 愤怒是一份礼物――透过图画看到愤怒的另一面

10 张弩  王冰 再创造式音乐治疗方法--节奏鼓圈与歌圈在团体中的应用



11 田江春 梦与创伤的心理剧团体

12 沈眉 探寻情绪的秘密

13 金参花 自我探索与整合--当事人中心表达艺术治疗团体

14 蔡述群 种子的旅程

15 伍佩华(香港) 人本表达艺术治愈性暴力幸存者

16 许德城(香港) 倾听身心的声音．表达艺术治疗

17 Alessandro Secci 表达艺术心理治疗在无意识和意识过程中的运用

18 Anat G. –Conti 成瘾病人的一种治疗工具：棋类游戏的运用与创造

19 孙广和 身体化舞动静心

20 邱敏丽 绘画治疗

21 赵淑兰 身体与心灵的共创——舞动心理剧体验

22 张祐诚 “回到未来”生涯幻游心理剧团体

23 李胜强 音乐色彩工作坊

24 山中康裕（日本） 我的MSSM＋C拼贴画法

25 井上孝代（日本）
创伤辅导/恢复中的团体表达治疗的力量～「读书治疗bibliotherapy」
的视点

26 増田梨花（日本） 绘本的治愈“绘本和音乐“的组合效果

27 鈴木康明（日本） 团体艺术治疗

28 森谷寛之、西村喜文（日本） 拼贴画疗法入门

29 森田喜治（日本） 游戏疗法和创伤和文化

30 高桥哲（日本） 运用风景构成法的儿童评估

31 中村経子（日本） 快乐的心理健康教育

32 中島登代子（日本） 绘画法和梦分析和叙事—通过精神分裂症的个案



33 前田正（日本） 运用梦分析的表达心理治疗的体验

34 木村佐枝子（日本） 作为表达心理治疗的“制作闪光泥团子”体验

35 古谷学（日本）
CTS-Book法(○：Circle：圆形、△：Triangle：三角形、□：Square：
四边形、物語統合法)实习

更新中更新中…………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会议费用会议费用（不包括会前、会后工作坊费用）（不包括会前、会后工作坊费用）

会议费(人民币) 66月2020日前 7月10日前 现场

普通代表 14001400 16001600 18001800

学生 800800 900900 10001000

团体（1010人以上） 12001200 14001400 16001600

  全日制学生证或全日制研究生证报名注册方可享受优惠，在职读书者不可享受学生的优惠待遇。  全日制学生证或全日制研究生证报名注册方可享受优惠，在职读书者不可享受学生的优惠待遇。

食宿请自理、交通详见后续通知食宿请自理、交通详见后续通知

舒适快捷型舒适快捷型酒店酒店

全季酒店（苏州观前街店） 姑苏区临顿路落瓜桥下塘66号 0512-67778888 距离会场451米

新文城际酒店（观前街店） 姑苏区民治路235号
0512-65230888   0512-
65237999   

距离会场459米

海友酒店（苏州新观前店） 姑苏区观前街吉由巷58-60号 0512-65220555 距离会场721米

7天酒店（苏州观前步行街乐
桥地铁站店）

姑苏区富仁坊巷59号中兴商楼1层 0512-693377 距离会场851米

汉庭酒店（苏州沧浪亭店） 姑苏区古街道十梓街568号 0512-65122888 距离会场886米

锦江之星酒店（苏州观前街
店）

姑苏区人民路大石头巷25号 0512-65120900 距离会场948米

如家快捷酒店（苏州观前
店）

姑苏区观前街246号
0512-65238770
     13862650210

距离会场1.1公里

四星级酒店：四星级酒店：

http://www.41huiyi.com/tag/892/


雅戈尔富宫大酒店 姑苏区观前街宫巷62号 0512-65159998 距离会场580米

凯莱大酒店 姑苏区干将东路535号 0512-65218855 距离会场747米

五星级酒店：五星级酒店：

苏州温德姆花园酒店 姑苏区干将东路818号 0512-68019888 距离会场319米

南苑宾馆 姑苏区带城桥路99号
0512-67786778   0512-
67789707    0512-
67786977

距离会场1.2公里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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