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婚姻家庭治疗国际研讨会（第二轮通知）

婚姻家庭治疗：碰撞与整合
为了推动我国婚姻家庭治疗和临床实践工作的发展，促进我国婚姻家庭的幸福，在成功举
办前三届婚姻家庭治疗国际研讨会的基础上，我们拟于 2018 年的 7 月 21 日-7 月 22 日在美丽
的杭州召开第四届婚姻家庭国际研讨会，并在研讨会结束后举办为期 3 天的会后工作坊。
一、会议主题
婚姻家庭治疗：碰撞与整合
二、会议时间
会 议：2018 年 7 月 21 日—7 月 22 日
工作坊：2018 年 7 月 23 日—7 月 25 日
三、会议地点
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塘路 2318 号）
四、主办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
杭州师范大学心理科学研究院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天津师范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院
美国西北大学家庭研究院
五、协办单位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福建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辽宁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广州大学心理系
深圳大学心理学与社会学学院
六、承办单位
杭州师范大学婚姻家庭与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与研究浙江分中心
浙江省社会心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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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会议日程

7 月 21 日上午
8:30-9:00

开幕式与合影

7 月 21 日上午：大会特邀报告
9:15-10:05
10:10-11:00

11:05-11:55

特邀报告 1：“家庭治疗整合模型”
Douglas C.Breunlin 院长 美国西北大学家庭研究院
特邀报告 2：“家庭暴力的研究和干预”
Jason Whiting 教授 美国杨百翰大学婚姻家庭治疗系
特邀报告 3：“展开依附理论和人本角度的地图：谈 EFT 的跨文化应用”
刘婷博士 美国普渡大学婚姻与家族治疗系

7 月 21 日下午：专题学术报告（分四个分会场）
分会场一

专题一 家庭治疗过程研究：治疗如何起作用，治疗师如何能更成功
报告 1：MFT 过程研究：它是什么，为什么重要?
Lee Johnson 美国杨百翰大学婚姻家庭治疗系
14:00-15:20

报告 2：在做 MFT 过程研究总结时，方法论上的考虑
Rick Miller 美国杨百翰大学婚姻家庭治疗系
报告 3：治疗也会给个案带来压力吗?
Emily Stephen 美国杨百翰大学婚姻家庭治疗系

专题二 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家庭预防干预研究
报告 1：聚焦儿童情绪和行为的家长团体对 ODD 儿童父母干预的效果研究
蔺秀云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发展心理研究院
15:50-17:10

报告 2：家庭团体干预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效果及其作用机制
刘勤学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报告 3：家庭干预对改变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问题行为的作用
王海平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家庭研究与治疗中心
分会场二

专题三 夫妻互动与婚姻质量
报告 1：中国夫妻都有哪些典型的互动行为？
14:00-15:20

方晓义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

报告 2：中国夫妻互动模式的跨情境一致性与跨时间稳定性及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
曹洪健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

报告 3：中美夫妻互动行为与婚姻满意度关系的差异研究
琚晓燕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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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四 中国夫妻婚姻家庭问题
报告 1：中国城镇低收入家庭的婚姻质量及其影响机制研究
15:50-17:10

张会平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工作系
报告 2：中国女性亲密伴侣暴力幸存者宽恕的概念化和过程
吴清禄 香港大学社会行政与社会工作系
报告 3：配偶出轨后的宽恕:中国社会的一个过程探索
池培莲 澳门大学心理学系
分会场三

专题五 婚姻家庭剧场——家庭治疗技术在婚姻经营中的应用
14:00-17:00

第一幕

奇葩说：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第二幕

锵锵三人行：别闹，亲爱的，让我们好好说话

第三幕

小组汇报演出：原来我们可以这样美好

第四幕

太空时刻：爱，别离！

钟思嘉

刘宣文 王志寰（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分会场四

专题六 沙箱/箱庭家庭干预
报告 1：基于校园暴力事件的系列整合性家庭沙盘游戏治疗研究
14:00-15:20

李灵 辽宁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报告 2：箱庭游戏家谱图的理论背景和临床实践
徐洁 北京化工大学国家大学生素质教育基地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
报告 3：一例不安全依恋幼儿亲子沙盘游戏干预分析研究
李洁 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15:50-17:10

专题七 更多内容，敬请期待！

7 月 22 日 上午：案例演示与督导
8:30-8:50
8:50-10:30

邀请个案到现场，咨询师介绍案例
邀请婚姻家庭咨询专家从不同理论
流派出发，对该案例进行现场咨询

10:30-11:30

现场互动

各流
派咨
询师

1.家庭治疗整合模型：Douglas C.Breunlin

2.Physio-Relational Therapy：Jason Whiting
3.短期焦点治疗流派：赵然
4.情绪焦点家庭治疗流派：刘婷

7 月 22 日 下午：分组交流
分会场一

14:00-16:00

分会场二

16:00-17:00

海报张贴

7 月 23-25 三天会后工作坊
工作坊一
7 月 23-25
工作坊二
7 月 23-25

“系统整合治疗”

课程主要内容：结合案例和视频，介绍综合

Douglas C.Breunlin

系统疗法(IST)的由来、基础知识、治疗过程

美国西北大学心理学系主任

和作用机制等等。

课程主要内容：焦点解决基本理念，哲学基
“焦点解决短期家庭治疗”
础，基本能力，核心技术，咨询流程。
赵 然
授课形式：采用讲解、实战演示、小组练习
中央财经大学企业与社会心理应用
及共创分享相结合的体验式学习模式。
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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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会议注册费
研讨会报名费
浙江省中小学教师优惠价
2018 年 6 月 15 日（含）前报名

640 元

2018 年 6 月 15 日后报名

800 元

注：1、该优惠价只面向浙江省中小学教师，届时会务组会进行身份审核。
2、研讨会由杭州师范大学心理科学研究院提供会务支持并开具发票。

会后工作坊报名费
时间

演讲人

主题

浙江省中小学教师优惠价

7 月 23
－25 日

Douglas C.
Breunlin
（美国西北大学心
理学系主任）

系统整合治疗
(Integrative Systemic
Therapy, IST)

2018 年 6 月 15 日（含）前报名 1120 元
2018 年 6 月 15 日后报名 1440 元

7 月 23
－25 日

赵然
（中央财经大学企
业与社会心理应用
研究所所长）

焦点解决短期家庭治
疗(Solution-Focused
Brief Therapy, SFBT)

2018 年 6 月 15 日（含）前报名 1120 元
2018 年 6 月 15 日后报名 1440 元

注：1、该优惠价只面向浙江省中小学教师，届时会务组会进行身份审核。
2、会后工作坊由浙江省社会心理学会提供会务支持并开具发票。

九、大会主题和论文摘要提交
1、婚姻家庭治疗理论与技术
2、夫妻互动与婚姻质量的关系
3、婚姻家庭与儿童青少年发展
4、婚姻家庭问题预防干预研究
5、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家庭干预
6、家校合作与儿童青少年发展
7、婚姻家庭治疗效果循证研究
8、婚姻家庭治疗与中国文化
请围绕以上主题撰写论文摘要，摘要不超过500字，内容包括：1、文章题目；2、作者；3、
单位；4、关键词；5、正文。
摘要提交方式：请将包含上述内容的中英文摘要发送至大会专用邮箱，邮件标题为“摘要题目
+姓名”；大会专用邮箱：familytherapy2018@163.com，摘要投稿截止日期：2018年6月15日。
特别提醒：大会报告的PPT和Poster都需要有英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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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报名参会
1、浙江省中小学教师专属报名通道
网址：https://www.huiyixing.com/Events/470083（PC 端）
或直接通过手机网页报名。
2、缴费途径
电脑 PC 端可以采用支付宝和微信付款，移动端采用微信付款。
3、联系方式
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我们：
电子邮箱： familytherapy2018@163.com
联系电话：周薪老师，0571-28867717，13616815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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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住宿信息*
重要提醒：请参会人员自行预订，提前安排好住宿。由于时值杭州旅游旺季与学校办班高峰期，
务必请参会人员及早通过电话或网络预定房间！预订房间时请报会议名称可以享受协议价。

杭州梅苑悦居酒店（杭州师范大学店）
地址
费用
距离
咨询电话

杭州余杭区余杭塘路 2318 号杭州师范大学学术交流中心 B 座
标间 458，含早
校内
(0571)26271000

杭师大恕园招待所
地址
费用
距离
咨询电话

杭州余杭区余杭塘路 2318 号杭州师范大学 3 号楼
标间 180，无早
校内
(0571)28865555

维也纳国际酒店（杭州未来科技城店）（协议单位）
地址
费用
距离
咨询电话

杭州未来科技城向往街 368 号
房价 328-466，含早
1 公里，步行约 15 分钟
13388619769 或 17562732738（苏经理）

杭州同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
费用
距离
咨询电话

杭州未来科技城向往街 199 号
标间 289/309，含早
1.2 公里，步行约 18 分钟
(0571)26299966

合景木莲庄酒店（协议单位）
地址
费用
距离
咨询电话

杭州文一西路 998 号浙江海外层次人才创新园 2 号楼 1 楼
房价 558-698（10 间以上可优惠），含早
1.7 公里
(0571)88723688

西苑宾馆(文一西路)（协议单位）
地址
费用
距离
咨询电话

杭州文一西路 1008 号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内
标间 298，含早
2.1 公里
(0571)89085555

杭州未来科技城亚朵 S 酒店（协议单位）
地址
费用
距离
咨询电话

杭州余杭塘路 2301 号海智中心 2 号楼

地址
费用
距离
咨询电话

杭州余杭区高教路 978 号

房价 500-550，含早
500 米（学校门口）
0571-88795577

杭州未来科技城亚朵轻居酒店（协议单位）
房价 400-450，含早
1000 米
0571-88567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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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价格会浮动，具体请致电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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