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證治療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證書課程 

Evidence-based Treatment for ADHD – Certificate Course    
課程講師 資深精神科醫生: 林樹強醫生 Dr Liem Shu Keung 

資深臨床心理學家: 劉澤俊博士 Dr Jeffrey Liu, 鄭健榮博士 Dr Sammy Cheng, 胡美心女士 Ms Doris Woo  

2020 年 11 月 7-8 日(週六及日), 9:00am-5:30pm 

疫情期間上課形式：Zoom 視像課堂、並附設部分課堂錄影以便重温 
  

認識實證治療、精神專科治療、行為治療、靜觀治療、社交訓練、腦功能訓練、家長及導師訓練 

學習具體實務方法，更自信有效地幫助 ADHD 個案   
課程目標 

 認識治療 ADHD 兒童、青少年及成人患者的有效方案 
 認識透過系統的家長/導師訓練及行為治療有效改善兒童 ADHD 
 認識透過執行功能及社交技巧訓練去改善學習技巧及人際關係 
 教導治療師及醫療人員如何提供系統的家長訓練 
 如何透過靜觀幫助 ADHD 的兒童及青少年患者並練習相關技巧 
 如何透過腦功能訓練改善 ADHD 患者的專注力及記憶力 
 深入認識精神專科如何治療 ADHD 及處理相關問題 
 

培訓對象 
 
課程適合心理學家、醫護人員、專職醫療、社工、輔導員、教師、
上述助人專業學生、ADHD 患者家屬及對 ADHD 治療有興趣的人仕。
授課語言為廣東話；歡迎香港、澳門、國內及其他地區學員參加。 
 

課程內容: 第 1 天 9am-12pm; 2:30pm-5:30pm 

  實證治療 ADHD 患者總覽 (Dr Cheng) 

鳥瞰一系列現時治療 ADHD 兒童、青少年及成人患者的有效方案 

  家長訓練 ADHD 兒童(I) (Dr Liu) 
認識透過系統的家長訓練及行為治療如何有效改善ADHD兒童的 
學習、行為與情緒問題  

課程內容: 第 2 天 9am-12pm; 2:30pm-5:30pm 

  家長訓練 ADHD 兒童(II) (Dr Liu) 

1) 學習更多具體實務方法，應用在管理 ADHD 兒童的身上 
2) 學習發展執行功能/社交技巧去改善學習技巧及人際關係 

3) 討論及分享不同個案，以提高所學習技巧的日常應用性 
  精神專科實證治療 ADHD (Dr Liem) 
1) 更深入認識診斷 ADHD 的概念和標準、可能的徵狀、病情與其他

發育相關問題 
2)  更全面認識藥物治療和選擇、誤解和治療的常見問題 
3)  討論及分析病例，讓學員更清晰了解精神專科對 ADHD 的治療 
 腦功能訓練 ADHD 兒童、青少年及成人 (Dr Cheng) 

認識如何透過腦功能訓練改善 ADHD 患者的專注力及記憶力  
靜觀治療工作訪 兩天 12pm-1:30pm 

  靜觀治療 ADHD 兒童及青少年 (Ms Woo) 

1) 教導 ADHD 青少年學習靜觀的挑戰  

2) 簡介 ADHD 兒童靜觀課程   3) 簡介 ADHD 青少年靜觀課程 

4) 有關 ADHD 和靜觀療法的研究 

講師簡介 
 林樹強醫生 - 是精神科專科醫生、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曾任

職葵涌醫院副顧問醫生並瑪麗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顧問醫生
逾 20 年。林醫生現時是私人執業醫生；專為兒童、青少年、成人
提供醫療程序，包括情緖病、兒童及青少年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
症等評估及治療。林醫生一向重視精神健康推廣活動，經常為香
港精神科醫學院及自願機構提供講座。過去一直有教育同儕與市
民有關 ADHD 的臨床診斷、藥物治療目標及成效議題。 
 

 劉澤俊博士 - 是醫院管理局駐大埔及那打素醫院臨床心理學家，
逾 22 年豐富臨床經驗，專注提供兒童及青少年臨床心理診斷及治
療服務。現時除了擔任香港大學心理學系榮譽實務副教授、香港
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榮譽臨床導師外，劉博士更獲委任
為香港精神科醫學院精神科醫生之心理治療訓練督導，亦曾為香
港中文大學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腦神經科碩士生提供有關專注力
不足/過度活躍症(ADHD)及自閉症譜系障礙(ASD)之教學課堂。 
  

 鄭健榮博士 - 是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組的註冊臨床心理學
家, 曾於醫管局醫院任職臨床心理學家逾 20 年，曾服務的醫院包
括葵涌醫院、仁濟醫院、明愛醫院、瑪嘉烈醫院，具豐富臨床經
驗。鄭博士曾擔任香港大學醫學院榮譽助理教授，為香港大學及
中文大學心理學系榮譽臨床導師多年; 曾擔任香港精神科醫學院
及政府衛生署專業培訓課程統籌及講師, 幫助培訓實習臨床心理
學家、精神科醫生及護士。 
  

 胡美心女士 - 是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組的註冊臨床心理學
家，亦是中文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兼職講師，具豐富經驗治理青少
年情緒、學習能力、專注力及行為問題。分別於美國麻省大學及
英國牛津靜觀中心修讀靜觀減壓和靜觀認知治療短期課程，並完
成由阿母斯特丹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合辦的Mymind進階導師訓練:
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及自閉症譜系青少年靜觀訓練及其家長
同步訓練。胡美心女士曾於政府部門、企業機構、大學及醫院舉
辦靜觀訓練及協助相關研究。 

 
兩天課程均備有不同個案分析、實用技巧示範環節  

課程網站 www.ipsyh.com/adhd2020 

課程特色 學員報名表格 - 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課程綜合一系列有效方案，包括實證治療、 

精神專科治療、靜觀治療、社交訓練及家長訓練；

討論不同的個案、學習更多具體實務方法，並提

高日常應用性，從而更有效地幫助 ADHD 個案。 

已申請多個專業組織認可為持續進修課程 

1. 社會工作者註冊局 (CPD:12 分 approved) 

2. 香港物理治療學會( CPD:6 分) 

3. 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組 (CE approved) 

4. 香港心理學會工業與組織心理學部(CE approved) 

5. 香港心理學會輔導心理學部 (CE approved) 

6. 香港心理學會教育心理學部 (CE:12 分 approved) 

7. 香港職業治療學會 (CPD:11 分) 

8. 香港護士管理局 (CNE:11 分 approved) 
 

主辦 心理健康會  心理健康有限公司  

 
1) 網上報名: Paypal/信用卡繳費: www.ipsyh.com/adhd2020    

 
2) 填寫報名表連同銀行轉帳收據 WhatsApp 至 (+852)55791101 

銀行: 恒生銀行(bank: 83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SWIFT:HASE HKHH) 

戶名: 心理健康有限公司; 賬號: 239-449911-883 或 轉數快 FPS ID: 1541143  
學費: 港幣$2700(早鳥優惠); 港幣$3400(2020 年 10 月 27 日後報名) 

聯絡: 丹姑娘,電話/WhatsApp (+852)55791101,電郵 psyhatraining@gmail.com 
 

*若報名資料不完整，恕不受理 
 
*姓名: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性別: □男 □女 

*手提/WhatsApp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年齡: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工作機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育程度: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讀資格:中學畢業學歷或以上人仕)   

Course ID:ADHD2NDANNUAL 
 

©2020 Psychological Health Company Ltd – Provider of High Quality Psychological Training Courses; Suite 1201, 54-58 Des Voeux Road Central, Central, Hong Kong 
 

 

http://www.ipsyh.com/adhd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