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届国际森田疗法学术大会第三轮通知
暨中日森田疗法理论技术培训班
第七届中国内观疗法学术大会邀请函
2019 年 8 月 30-9 月 1 日

中国 芜湖

森田疗法是一种对神经症治疗十分有效的心理治疗方法，问世以
来至今已经有近百年历史，由于其方法简便，容易理解，效果显著，
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国，获得了国际森田疗法学会，并于 1991 年在日
本东京成立，同期召开了第一届国际森田疗法学会，每三年召开一次
国际森田疗法学术大会，为了让森田疗法的人生哲学理念惠及世界，
内观疗法与森田疗法有机整合相互促进，2019 年 8 月 30-31 日，在
中国安徽省芜湖市由“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承办召开的第十届国际
森田疗法学会如期举办，届时国内外森田疗法专家云集，共同交流近
年来森田疗法的研究、临床应用成果。同期召开第七届中国内观疗法
学会，国家继教中日森田疗法理论技术培训班。
“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力求各个医学领域的发展，秉承着取其
精华弃其糟粕的理念，吸纳学习了大量的医师人才和临床经验，其中
“中日森田疗法”为重要的医学疗法之一，成绩显著，深受患者接纳
认可。

国际森田疗法大会主题
让森田疗法的人生哲学理念惠及世界

中国内观疗法大会主题
内观疗法与森田疗法有机整合相互促进
一、大会时间：
2019 年 8 月 29 日——9 月 1 日
报到注册：8 月 29 日
正式会议：2019 年 8 月 30 日—9 月 1 日
二、大会地点：
中国安徽省芜湖市海螺国际会议中心(住宿和开会在同一地址)
三、会议内容：
2019 年 8 月 30 日——8 月 31 日（国际森田疗法学术大会）
2019 年 8 月 30 日－9 月１日（中日森田疗法理论技术培训班）
2019 年 9 月１日（中国内观疗法学术大会）

四、大会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国际森田疗法委员会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森田疗法应用专业委员会
日本森田疗法学会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和治疗专业委员会内观疗法学组
承办单位：
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
协办单位
日本心理卫生冈本纪念财团
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
芜湖市心理卫生协会
芜湖市心理学会
芜湖市睡眠研究会
芜湖市心理咨询师学会
皖南医学院人文与管理学院
芜湖市心怡心理健康服务中心
铜陵市第三人民医院
大会主席
李江波
大会顾问:
田代信维，牛岛定信，中山和彦，崔玉华，
王祖承，王高华，李振涛，曲伟杰
大会学术委员会主席:
北西宪二（ 日本） 中村敬（ 日本） 路英智
大会学术委员会副主席:
张海音 施旺红 水野雅文（ 日本）Ishu Ishiyama（加拿大）
大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郄凤卿，毛富强，张勤峰，张伯全，王心蕊，潘令仪，孟刚，马秀青，陈美娟，
张少平，谢红涛，何蕊芳，栾玉民，陈俊，王红欣，管让成，柳毅， John Mercer
（澳大利亚），Masahiro Minami,（加拿大），Eugene Mullan（英国），David A.
Richards（英国），Natalia D. Semenova（俄罗斯），Ayumi Sasaki（加拿大），
久保田干子（日本）、渡边直树（日本），岩木久满子（日本），伊藤克人（日本）、
立松一德（日本），Saori Miyazaki(美国),桥本和幸（日本），盐路理惠子（日
本），岸本年史（日本）、堀井茂男（日本）, 長山恵一（日本），真荣城辉明（日
本），榛木美惠子（日本），馆野歩（日本）、通之口润一郎（日本）,有田三郎（日
本）

大会组织委员会主席:
于恩彦 胡健 黑木俊秀（ 日本）
大会组织委员会副主席:
李荐中 张玲 繁田雅弘（ 日本）
大会组织委员会委员:
李广福，孙礼侠，张仁虎，邹滨，徐利民，吴宏，水心富，章如平，沈棫华，蔡
昌群，宋传福，冈本信夫（日本），冈本清秋（日本），西田和子（日本）, 大住
诚（日本），李克明（台湾），杜荣昶，黄晓琴，程万良，李晓驷，夏仲，刘秀，
王瑞权，陶金花，杭荣华，赵来田，王文君，吴义高，马文有，任清涛，钟庆芳，
张建军，李桦，刘福，黄爱国，韩雪，姜孜依，王无为，王丽娜，唐微，季龙妹，
夏寒松，肖琼，李紫晴，张欣欣，史景轩，张琪彦，刘晓滨，王跃生，宋长慧,
许宝贵，陆德宝，马明东，刘明义、孙本生,李勇君，翟刚，向伟华，李树忠，
李光耀，顾石松，李学君，麻赪，李红，黄辛隐，王焕，范玉江，胡伟萍，韩国
林，赵秋萍，张伟霞，张子明，黄鹤，魏三利，粟幼嵩，武建胤，李嘉诚，高志
国，齐美娜，，许和，邓云天，东振明，张明，岳耀，熊紫彤，翁悦红，马桐领，
金刚，杨晓冬，储红颍，刘庆贵，孙赟，余张华，宋荣，肖天爽，朱茂治，戴维
红，陈学，季学磊，刘昌阔，高国昀，徐云，何安南，王振宇，江飞云，翟玉红，
叶燕萍，李大勇，朱洁，章翠萍，朱玲

大会秘书长
戎伟
大会副秘书长
陈琳 杨玉祥 刘培培
大会秘书
伍安琪 廖青松
（未标注国（地区）名者都是中国大陆籍）

五、会议注册
发表内容：森田疗法的临床、基础研究成果、森田疗法病例报告、理论研究、森
田疗法与其他心理疗法的整合应用、森田疗法活动报告；内观疗法研究和应用成
果报告，内观疗法与森田疗法的整合应用。
论文集语言：用母语（中国语、日本语、英语、俄语、意大利语、法语等）＋英
语，即 2 种语言提交论文摘要。论文摘要 600-1000 字，也可以提交论文全文。
第三天是中国内观疗法学会，注册时说明报名内观还是内观加国际森田会议，还
是国际森田加国家继教。中日森田疗法理论技术培训班还有一天课程（另一会场），
根据需要报名。没有提交英语摘要的发言者一定提交 1 份，发表到国际森田疗
法网站。
论文摘要或全文投稿信箱 sentian77@126.com
秘书处信箱 sentian77@126.com
论文摘要投稿延期至：２０１９年 7 月 2０日（截止日期）
海外团体参加者有大巴到机场迎送（免费）。
会议中：日中、中英翻译、日英翻译
大会授国家Ⅰ类学分 6 分
组委会电话：戎老师 18155317067 杨老师 18155396053 伍老师 18155333855

大会日程

时间 2019/8/29

一天报到，地点

2019/8/29
20:30-21:00

海螺国际会议中心
海螺国际会议中心

中国森田专委会理事会
20：20-，582 室

发表者 Publisher,

主 持 和 翻 译 Chair and
Translation

8 月 30 日 8：00-8： 开幕式
30
主席台成员
北西宪二，中村敬
市领导，卫健委领导，院
领导，路英智，王祖承，
石山一舟，冈本信夫，
Natalia D. Semenova, David
Richards

北西宪二
中村敬
冈本信夫
市领导
卫健委领导
院领导
8：30-8：40 毛富
强教授赠书
全体合影

李江波
(JiangBoLi)

8：40-9:40
以下所有讲演时间
都包括翻译同声时
间
All of the
following speaking
time
includes
simultaneous
translation time

特別講演
中村敬
(Kei Nakamura)

路英智（ Yingzhi Lu ）
毛富强(MaoFuqiang)

会场：7 楼学术报告
厅

Venue: Academic Reporting
Hall, 7th Floor

时间 2019/8/30

题目 Title,

9：40－10：30

森田療法の今日的課題
―日本における最近の研
究動向から
Present-Day Issue of Morita
Therapy –In View of the
Recent Research Trend in
Japan
医学难以解释的躯体症状
发生的心理机制研究
Research on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medically unexplained
somatic symptoms

10：30-10:40
10：40－11：20

11：20－11：40

茶歇( Tea break.)
Morita Therapy in Russia:
Looking Back, Moving
Forward
WPA Women’s
Mental Health
Section activities
and reflections on
promoting Morita
Therapy
internationally

夏寒松（日漢翻译）
（XiaHansong）

日漢夏寒松(XiaHansong)
日英 Ayumi Sasaki

会長講演
李江波
(JiangboLi)

王
祖
承
（ ZuchengWang ）
张伯全(ZhangBoquan)
漢日 唐微(TangWei)
中英 廉彤（LianTong）

NataliaD.Semenova

李荐中(LiJianzhong)
赵来田(ZhaoLaitian)
英漢 蔡冰(CaiBing)
英日 Ayumi Sasaki

Natalia D.
Semenova

李荐中(LiJianzhong)
赵来田(ZhaoLaitian)
英漢 蔡冰(CaiBing)
英日 Ayumi Sasaki

11:40-12:30

Morita
Therapy
for
depression in a UK
population:
Results
of
a
Pilot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Holly Sugg
David Richards

12:30-14:00

午餐(威斯汀厅)

Lunch(Westin Hall)

14:00-14:50

森田療法の概念的及び実
践的応用の広がり―その
基礎となる人間性と変容
過程に関する森田的視点
Expansion of conceptual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Morita
therapy:
Its
foundational
Moritian
perspective on human
nature and change process

石山一舟

森田療法与内観療法整合
及臨床応用
The
Integration
and
Practice of Morita Therapy
and Naikan Therapy

路英智(Yingzhi Lu)

森田療法の研修と拡がり
Training and Expanding
Useof Morita Therapy

教育讲演

14:50-15:40

15：40-16:40

(Ishu Ishiyama)

毛富强(MaoFuqiang)
姜孜依（JiangZiyi）
英汉廉彤(LianTong)
英日 Ayumi Sasaki

曲伟杰（QuWeijie）
马秀清(MaXiuqin)

日漢 徐晓霏(XuXiaofei)
日英 Ayumi Sasaki

王心蕊(WangXinrui)
张伯全(ZhangBoquan)
漢英 廉彤(LianTong)
漢日陈琦佳(ChenQijia)

久 保 田 幹 子

潘令仪(PanLingyi)
张建军(ZhangJianjun)

(MikikoKubota) 日

漢 夏
(XiaHansong)

寒

松

日英 Ayumi Sasaki
16:40-16:50

茶歇 Tea break.

16:50-17:40

心理肿瘤学与森田疗法
Psycho-oncology
and
Morita therapy

王
祖
承
(ZuchengWang)

张海音(Haiyin Zhang)
马秀清(MaXiuqin)

17:40-18:30

森田療法とトラウマケア
Morita Therapy and Trauma
Care

黒木俊秀
(Toshihide Kuroki)

漢日 唐微(TangWei)
漢英 蔡冰(CaiBing)
张勤峰(ZhangQinfeng)
钟庆芳(ZhongQingfang)
日漢 徐骁霏(XuXiaofei)
日英 Ayumi Sasaki

18:30-20:30
2019.8.30

晚餐地址(宴会厅)
民族音乐会(宴会厅)

Dinner( Ballroom)
Folk concert

20:30-21:00
2019.8.30

国际森田疗法委员会会议
582 房间（208Room）

International
Morita Therapeutic
Law
Committee
Conference

晚餐主持 戎伟(Rongwei)
日汉夏寒松(XiaHansong)
祝酒词 北西宪二
中村敬，李江波，院领导

8 月 31 日
A 会场：弋江厅

A Venue: Youjiang Hall

时间 2019/8/31

题目 Title

发表者 Publisher

主持和翻译 Chair and
Translation

8:00-8:45

様々な疾患に共通する
外来森田療法の治療技
法
Common Therapeutic
Techniques of the
Outpatient Morita Therapy
across Treatment of
Diverse Disorders

橋本和幸
(Kazuyuki
Hashimoto)

刘晓滨(Xiaobin Liu)
李勇君（LiYongjun）

8:45-9:30

如何练成顺其自然的心
How to practice natural
psychology

日 漢
陈 琦 佳
(ChenQiying)
日英 Ayumi Sasaki
张勤峰
(Qinfeng Zhang)

刘晓滨(Xiaobin Liu)
李勇君（LiYongjun）
汉日 卢立群(LuLiqun)
汉英 廉彤（LianTong）

9:30-9:40

茶歇 Tea break.

9:40-10:25

入 院 森 田 療 法を 施 行さ
れ た 自 己 臭 恐怖 の 臨床
的特徴について

舘
野
歩
(AyumuTateno )

李勇君（LiYongjun）
刘晓滨(Xiaobin Liu)
日 汉
陈 琦 佳
(ChenQijia)
英日 Ayumi Sasaki

10:25-11:10

“消极关注”的无意识思
维效应
" Distractive Interaction"
and the effect of
unconscious thinking

刘 晓 滨 （ Xiaobin
Liu）

李勇君（LiYongjun）
黄爱国(Aiguo Huang )
汉日 卢立群(LuLiqun)
汉英 蔡冰（CaiBing）

11:10-11:55

神経質性格について
ー 森 田 の い わゆ る 神経
質を現代に生かす
About the Shinkeisitsu
personality-for
our
making use of the
Shinkeisitsu
(-personality)that was
defined by Morita in
the present age-

岩 木 久 満 子
(Kumiko Iwaki)

张勤峰(ZhangQinfeng)
马秀清(MaXiuqing)
日 汉
陈 琦 佳
(ChenQijia)
英日 Ayumi Sasaki

12:10-13:30

午餐(威斯汀厅)

Lunch(Westin Hall)

13:30-14:15

ガ ン 治 療 へ の森 田 療法
の応用 ～生きがい療法

伊 丹 仁 朗 (Jinroh

张 勤 峰 (ZhangQinfeng)
黄爱国(Aiguo Huang)

Itami)

日汉 卢立群(LuLiqun)
英日 Ayumi Sasaki

森 田 疗 法 生 物学 机 制探
讨及临床应用
Discussion
on
the
Biological Mechanism of
Morita Therapy and Its
Clinical Application

李勇君
(Yongjun Li)

黄爱国(Aiguo Huang)
姜孜依（JinangZhiyi）
汉 日
陈 琦 佳
(ChenQijia)

森 田 療 法 の 視点 か ら身
体 表 現 性 障 害患 者 の治
療経過を類型化する
－ 思 想 の 矛 盾が 中 心的
な テ ー マ と なる 事 例に
ついて－

太田大介

～
An Ap p plication of Morita
Therapy for cancer trea a
tment
~ ~ Meaning ful Life
Therapy~ ~
14:15-15:00

15:00-15：45

汉英 廉彤（LianTong）

(Daisuke Ohta)

黄爱国(Aiguo Huang)
姜孜依（JinangZhiyi）
日汉 卢立群（LuLiqun）
日英 Ayumi Sasaki

An attempt to classify s
omatoform disorders ac
cording to their therap
eutic process from Mor
ita therapeutic view, a
group where contradicti
on of thought and pati
ents’ perfectionism ma
y be main therapeutic
theme

15:45-15:55

茶歇 Tea break

15:55-16:40

神经症的疏导疗法
Psychological
cathartic
therapy for neurosis

黄 爱 国 (Aiguo
Huang)

张勤峰(ZhangQinfeng)
张伯全（ZhangBoquan）
日 汉
陈 琦 佳
(ChenQijia)
汉英 蔡冰（CaiBing）

16:40-17:25

ネオ（修正）森田療法と
しての瞑想箱庭療法

大 住 誠 （ Makoto
Ohsumi）

马秀清(MaXiuqing)
张勤峰(ZhangQinfeng)

Meditative
Sandplay
Therapy
as
Neo
(Modified)
Morita
Therapy
17:25-18:10

中 国 式 森 田 疗法 的 时空
与文化
Time, Space and Culture of
Chinese Morita Therapy

日汉 卢立群(Luliqun)
日英 Ayumi Sasaki

李申(LiShen)

张伯全(ZhangBoquan)
马秀清(MaXiuqing)
日 漢
陈 琦 佳
(ChenQijia)
汉英廉彤（LianTong）

18:10-18:30
闭幕式会场：7 楼
学术报告厅
Closing venue:
7Th
floor
academic lecture
hall
18:30-20:30

闭 幕 式
ceremony

Closing

7 楼学术报告厅
7Th floor academic lecture
hall

闭幕式主席台：
北西宪二，中村敬
路英智，王祖承，
石山一舟，张海音，
Natalia
D.
Semenova, David
Richards

主持人，日汉翻译
李江波
讲话
北西宪二，
中村敬，
路英智

Dinner at Westin
Hall.

晚餐地址：威尼斯厅

B 会场 305 室
时间 2019/8/31

题目 Title

发表者 Publisher

主持和翻译
Chair and Translation

8:00-8:45

三聖病院の森田療法
Morita therapy of the
Sansei Hospital

島 浦
順 介
(Junsuke Shimaura)

栾玉民（Yumin Luan）
钟
庆
芳
(ZhongQingfang)
漢日 唐微(TangWei)

J
8:45-9:30

森田疗法与十二因缘学
说
Morita therapy and the
theory of twelve karma

9:30-10:15

On the clinical practice of
Morita Therapy.

10:15-10:25

茶歇 Tea break

10:25-11:10

森田心理疗法联合艾司
西酞普兰对老年脑卒中
后抑郁症患者 HAMD 评
分及日常生活能力的影
响

栾 玉 民 (Yumin 裴孟旭(Mengxu Pei)
Luan)
钟
庆
芳
(Zhongqingfang)
漢日 唐微(TangWei)
Ayumi Sasaki

栾玉民（Yumin Luan）
王心蕊（WangXinrui）
日 漢
夏 寒 松
(XiaHansong)

王 心 蕊 (Xinrui 钟
庆
芳
Wang)
(ZhongQingfang)
栾玉民（Yumin Luan）
漢 日
夏 寒 松
(XiaHansong)

Effect of Morita
Psychotherapy Combined
with Escitalopram on
Hamd Score and Daily
Living Ability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Post-Stroke
Depression
11:10-11:55

顎顔面及び口腔領域の
慢性疼痛に対する歯科
医 の 治 療 の難 し さ― 外
来森田療法の導入の意
義―

石田 惠（Isita）

钟
庆
(ZhongQingfang)

芳

宋妍(SongYan)

Difficulties in
providing dental
treatment for patients
with chronic pain in
maxillofacial and oral
regions

日漢 唐微(TangWei)

-Significance of
introducing outpatient
Morita therapy
12:10-13:30
13：30-14:15

午餐(威斯汀厅)
网络森田疗法咨询设置

Lunch(Westin Hall)
钟
庆
芳
（ZhongQingfang）

与伦理
Counseling Settings and
Ethics in Online Morita
Therapy
14:15-15:00

15:00-15:45

森田療法とマインドフ
ルネス
Comparison
between
Morita
Therapy
and
Mindfulness-Based
Therapy:Conceptualization
ofArugamamaand
mindfulness
改良森田疗法对 PLWHA
人格、心理防御及医学应
对方式干预疗效
Effect of modified morita
therapy
on
PLWHA
personality, psychological

新村秀人（Hidehito
Niimura）

裴孟旭(Mengxu Pei)
宋妍(SongYan)
汉 日
夏 寒 松
(XiaHansong)

宋妍(SongYan)
王心蕊（WangXinrui）
日漢 唐微(TangWei)

宋妍(SongYan)

王心蕊（WangXinrui）
栾玉民（Yumin Luan）

漢 日

夏 寒 松

defense and
coping style

15:45-15:55

medical

(XiaHansong)

茶歇
森田療法の研修受講者
が感じる学習上の課題
に関する予備的研究

松浦隆信(Matuura)

16:40-17:25

我为森田疗法代言
I speak for Morita's
therapy.

裴 孟 旭 (Mengxu 宋妍(SongYan)
Pei)
王心蕊（WangXinrui）
日漢 唐微(TangWei)

18:00-18:30

国际会议闭幕式
7 楼学术报告厅
Closing venue:
7Th floor academic lecture
hall

闭幕式主席台：
北西宪二，中村敬
路英智，王祖承，
石山一舟，张海音，
Natalia
D.
Semenova, David
Richards

主持人，日汉翻译
李江波
讲话
北西宪二，
中村敬，
路英智
王祖承

晚餐地址威尼斯厅

Dinner at Westin Hall.

15:55-16:40

闭幕式会场：7 楼
学术报告厅
Closing venue:
7Th floor academic
lecture hall
18:30-20:30

C 会场 208 室
时间 2019/8/31

8:00-8:40
8:00-12:10
生活发现会工作
坊
Life Discovery
Workshop

8:40-9:20

王心蕊（WangXinrui）
宋妍(SongYan)
日漢 唐微(TangWei)

题目 Title

发表者 presenter

主 持 和 翻 译
Chairing
and
Translation

日本における森田療
法理論の自助グルー
プ・NPO 法人生活の
発見会について
A self-help group on
Japanese
morita
therapy,
NPO
corporate
life
discovery

岡本 清秋
(Okamoto)

赵约翰(Yuehan
Zhao)

森田生活发现会与团
体心理治疗

宋荣(Rong Song)

Morita life discovery
will work with group
psychotherapy

宋荣(Rong Song)
日 漢 徐
(XuXiaofei)

骁

霏

赵约翰(Yuehan Zhao)
张 建 军 (Jianjun
Zhang)
汉日 李江波
(JiangboLi)

9:20-9:30

茶歇 Tea break

9:30-10:10

全治して思うこと
頓悟の実態 私の場
合
My Thoughts after
Fully Recovering, A
State of Epiphany, In
My Case

三木真美(Mami Miki)

潘令仪（PanLingyi）
张素娟(ZhangSujuan)
日 漢 徐 骁 霏
(XuXiaofei)

10:10-10:50

2019 上海森田疗 法
和内观疗法学术活动
报告

潘令仪（PanLingyi）

张 建 军 (Jianjun
Zhang)
张素娟(ZhangSujuan)
日 漢 徐 骁 霏
(XuXiaofei)

2019 Shanghai Morita
Therapy and Naikan
Therapy Academic
Activity Report

10:50-11:30

Utilization possibility
of Morita Therapy for
lifelong learning of
neurosis experience

吉澤 隆(Yaosizawa)

张素娟(ZhangSujuan)
宋荣(Rong Song)
日 漢 李 江 波
(JiangboLi)

11:30-12:10

改良式生活发现会在
精神康复治疗中的应
用
Application
of
Improved
Life
Discovery in Mental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张素娟(ZhangSujuan)

潘令仪（PanLingyi）
闫冰(Bing Yan)

12:10-13:20

午餐(威斯汀厅)

Lunch(Westin Hall)

13:20-14:00
13:20-18:10 强迫症工
作坊
OCD Workshop

感觉类强迫特征及治
疗

赵约翰(Yuehan Zhao)

张 建 军 (Jianjun
Zhang)
潘令仪（PanLingyi）

张 建 军 (Jianjun
Zhang)

潘俊星(Junxing Pan)
张素娟(ZhangSujuan)

Feelings

漢 日 徐
(XuXiaofei)

of

骁

霏

compulsive
characteristics

and

treatment
14：00-14:40

森田疗法在强迫症中
的实践
Morita therapy in the

practice of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14:40-15:20

从强迫观念论森田疗
法与精神分析工作情
境的冲突与整合
On the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of morita
therapy
and
psychoanalysis
working
situ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ulsion

岳耀(Yao Yue)

闫冰(Bing Yan)
潘俊星(Junxing Pan)

15:20-16：00

国学与强迫症治疗
Guoxue
and
treatment of the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钟 庆 南 (Qingnan
Zhong)

岳耀(Yao Yue)
衣磊(Lei Yi)

16:00-16:10

茶歇

16:10-16:50

从森田疗法的视角谈
强迫症的痊愈问题
Discuss the
cure
problem of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from the Angle of
Morita therapy

闫冰(Bing Yan)

衣磊(Lei Yi)
岳耀(Yao Yue)

16:50-17:30

森田疗法治疗强迫症
的案例分析
Case Analysis of
Morita Therapy for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潘俊星(Junxing Pan)

钟 庆 南 (Qingnan
Zhong)
姜孜依（JiangZiyi）

17:30-18：10

氟伏沙明合并森田治
疗治疗强迫症的对照
分析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luvoxamine
combined with morita
in the treatment of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18:10-18:30
闭幕式会场：7 楼学

闭 幕 式 The closing
ceremony

衣磊(Lei Yi)

姜孜依（JiangZiyi）
钟 庆 南 (Qingnan
Zhong)

闭幕式主席台：
北西宪二，中村敬

主持人，日汉翻译
李江波

术报告厅
Closing venue:
7Th floor academic
lecture hall

7Th floor academic
lecture hall

晚餐地址威斯汀厅

Dinner at Westin Hall.

路英智，王祖承，石
山一舟，张海音，
Natalia D. Semenova,
David Richards

讲话
北西宪二，
中村敬，
路英智
王祖承

D 会场 403 室

时间 2019/8/31

题目 Title

发表者 Publisher

主持和翻译
Chair and Translation

8:00-8:30

森田疗法真是不虚—
一例经典森田训练案
例汇报
Morita Therapy is very
good

许耕地(Xi Gengdi)

黄刚（Gang Huang）
马侗领(Ma Tongling)

8:30-9:00

生物反馈治疗结合改
良森田疗法对焦虑症
近期社会功能康复效
果的影响
Effect of biofeedback
therapy
combined
with improved Morita
therapy
on
the
rehabilitation of social
function in the near
future of anxiety
disorders

李锦棉（LiJinmian）

马侗领(Ma Tongling)
黄刚（Gang Huang）

9:00-9:30

中国心理卫生立法与
政策若干问题解读
Interpretation
of
Some Problems in
Chinese
Mental
Health Legislation and
Policy

袁安(An Yuan)

许耕地(XuGengdi)
闫琳(Lin Yan)

9:30-10:00

森田疗法核心理念在
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
育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the
Core
Concept
of
Morita Therapy in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Vocational Colleges

闫琳(Lin Yan)

黄刚（Gang Huang）
李锦棉(LiJinmian)

10:00-10:10

茶歇 Tea break

10:10-10:40

森田疗法结合心理剧
在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中的应用报告
――以原创心理剧
《为所当为》为例

金银花(JinYinhua)

姜 春 哲 (JiangCunzhe)
马秀清（MaXiuqing）

王滋(WangZhi)

马秀清（MaXiuqing）
姜春哲(JiangCunzhe)
金银花(JinYinhua)
王戈（WangGe）

A New Way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

Morita

Therapy

Combining

with

Psychodrama — Take
the
Psychodrama

Original
“ Do

what You Should” as
10:40-11:10

an Example
森田疗法的理论研究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Morita Therapy

11:10-11:40

探访森田故居 缅怀
先生业绩
Visiting Morita ’ s
Former
Residence,
Remembering
His
Performance

陈琦佳 ChenQijia)

12:10-13:30

午餐(威斯汀厅)

Lunch(Westin Hall)

13:30-14:00

大学生学业拖延森田
疗法干预研究
Intervention of Morita
Therapy on Academic
Delay of College
Students

王戈（WangGe）

黄刚（Gang Huang）
孙赟(Yun Sun)

14:00-14:30

接纳与承诺疗法对脊
髓损伤患者康复预后
的影响
Effect of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on prognosis
of spinal cord injury
patients

黄刚（Gang Huang）

张
正
晶
（ZhangZhengjing）
孙赟(Yun Sun)

14:30-15:00

森田疗法的哲学基础
解析及应用效果评价
Philosophical

张 正 晶
Zhengjing)

(Zhang

高薇薇(GaoWeiwei)
付娟(FuJuan)

basis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effect
evaluation of Morita
therapy
15:00-15:10

茶歇(Tea break)

15:10-15:40

对神经症症状形成的
深入构想
An Insight into the
Formation of Neurotic
Symptoms

孙赟(Yun Sun)

付娟(FuJuan)
赟王戈（WangGe）

孙
15：40-16:10

新时期森田疗法幻象
整合技术研究初探
A preliminary study
on
Phantom
integration technique
of Morita therapy in
the new era

付娟（FuJuan）

李锦棉（LiJinmian）
高薇薇(GaoWeiwei)

16:10-16:40

对森田疗法原理的探
索与继承
Explor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Morita
Therapy Principle

马侗领(MaTongling)

王戈（WangGe）
李锦棉（LiJinmian）

18:10-18:30
闭幕式会场：7 楼学
术报告厅
Closing venue:
7Th floor academic
lecture hall

闭幕式 Closing
7 楼学术报告厅
Closing venue:
7Th floor academic
lecture hall

闭幕式主席台：
北西宪二，中村敬
路英智，王祖承，石
山一舟，张海音，
Natalia D. Semenova,
David Richards

主持人，日汉翻译
李江波
讲话
北西宪二，
中村敬，
路英智
王祖承

18：:30--

晚餐 dinner

晚餐威尼斯厅

Dinner at Westin Hall.

时间 2019/8/31

题目 Title

发表者 Publisher

主持 Presider

8:00-8:30

浅析森田微信导航与
经典森田训练的差异
Analysis
on
the
difference of the
training of Morida
therapy
and
the
classical
Morida
therapy

詹学知(ZhangXuezhi)

牛翠红(NiuCuihong)
张明（ZhangMing）

8:30-9:00

精神能量的投注与转

张明（ZhangMing）

詹学知(ZhanXuezhi)

E 会场 582 室 Room

移
The
betting
and
transfer of spiritual
energy

牛翠红(NiuCuihong)

9:00-9:30

森田疗法在朋辈中的
应用
Application of Morita
therapy in peers

牛翠红(NiuCuihong)

詹学知(ZhanXuezhi)
张明（ZhangMing）

9:30-10:00

“解咒”的疗法

姜春哲(JiangCunzhe)

张明（ZhangMing）
詹学知(ZhanXuezhi)

---- 森 田 心 理 训 练 体
验
Morita psychological
training experience

10:00-10:10

茶歇(Tea break.)

10:10-10:40

生活中的训练
—森田微信导航训
练练体验
Training in life
-- Training experience
of Morita WeChat

高薇薇（Gao Weiwei） 张健(ZhangJian)
王忆青(WangYiqing)

10:40-11：10

润物无声 变在其中
--森田疗法导航训练
体验与指导
Moisture
becomes
silent in it.
The experience and
guidance of Morida
therapy
navigation
training

孙畅(SunChang)

王忆青(WangYiqing)
张健(ZhangJian)

11:10-11:40

生活处处是森田
Life is full of Morita
therapy

王忆青(WangYiqing)

张健(ZhangJian)
孙畅(SunChang)

11:40-12:10

森田疗法活动报道
Report about Morita
therapy activity

张健(ZhangJian)

孙畅(SunChang)
姜杨（JiangYang）

12:10-13:30

午餐(威斯汀厅)

Lunch(Westin Hall)

13:30-14:00

团训森田疗法对改善
焦虑症患者负性情绪
效果的研究

姜杨(JiangYang)

张艳（ZhangYan）
王忆青(WangYiqing)

Study on the effect of
group training morita
therapy on improving
negative emotion in
patients with anxiety
disorder
14:00-14:30

森田生活发现会在疑
病症康复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Morita
Life
Discovery
in
Rehabilitation
of
Hypochondriac

储红颍(ChuHongying)

姜杨（JiangYang）
吴欲晓(WuYuxiao)

14:30-15:00

两次森田体验的异同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Morita
therapy experiences

吴欲晓(WuYuxiao)

张艳（ZhnagYan）詹
学知(ZhanXuezhi)

15:00-15:30

提高受容性对治疗抑
郁症的作用一例报告
A report on improving
the effect of tolerance
on th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张艳（ZhnagYan）

储
红
颍
（ChuHongying）
吴欲晓(WuYuxiao)

15:30-15:40

茶歇 Tea break

15:40-17：40

强迫症病历讨论
戎伟介绍病例
Discussion on OCD
medical records
RongWei introduced
the case

北西宪二，李江波
(kenji Kitanisi ）
(JiangboLi)

久保田幹子，路英智
(MikikoKubota)
（ Yingzhi Lu ）
翻 译 徐 骁 霏
（XuXiaofei）

18:00-18:30
闭幕式会场：7 楼学
术报告厅
Closing venue:
7Th floor academic
lecture hall
18:30-

闭 幕 式 closing
ceremony
7 楼学术报告厅 7Th
floor
Academic
Reporting Hall

闭幕式主席台：
北西宪二，中村敬
路英智，王祖承，石
山一舟，张海音，
Natalia D. Semenova,
David Richards

主持人，日汉翻译
李江波
讲话
北西宪二，
中村敬，
路英智

晚餐威尼斯厅

Dinner at Westin Hall.

9月1日
会场 305 室

中日森田疗法理论技

术培训班第 3 天

时间 2019/9/1

题目 Title

发表者 Publisher

主持和翻译
Chair and Translation

8:00-8:50

住院森田疗法
Hospital
Morita

路英智（LuYingzhi）

王 祖 承 （ Wang
Zucheng）

Therapy
8:50-9:40

门诊森田疗法
Clinic Morita Therapy

9：40-9：50

茶歇

9:50-10:30

神经症发病因素与精
神病理
Pathogenic
factors
and psychopathy of
neurosis

李江波(LiJiangbo)

路英智（LuYingzhi）

10:30-11:10

森田疗法的神经症发
病机制
The pathogenesis of
neurosis in Morita
therapy

李江波(LiJiangbo)

曲伟杰(QuWeijie)

11:10-12:00

森 田疗 法核心 理念 顺其自然为所当为
The core concept of
Morita therapy-let it
go, as it should be

张
勤
(ZhangQinfeng)

12:10-13:30

午餐(威斯汀厅)

Lunch(Westin Hall)

13:30-14：10

森田疗法生活发现会
Morita Therapy Life
Discovery Society

潘令仪（PanLingyi）

王心蕊(WangXinrui)

14：10-14:50

森田疗法实践
Morita
Therapy
Practice

马秀清(MaXiuqing)

潘令仪（PanLingyi）

14:50-15:30

森田疗法治疗老年抑
郁症的失眠
Morita therapy for
insomnia in elderly
depression

王心蕊(WangXinrui)

马秀清(MaXiuqing)

张建军(ZhangJianjun)

钟
庆
(ZhongQinfang)

森田疗法网络咨询
Morita
Therapy
Network Consultation

钟
庆
(ZhongQinfang)

张建军(ZhangJianjun)

森田疗法培训班闭幕

主席台
王祖承
路英智
李江波

15:30-15：40
15:40-16:20

张
伯
(ZhangBoquan)

全

峰

张
勤
(ZhangQinfeng)

施
旺
(ShiWanghong)

峰

红

茶歇
森田疗法咨询技术
Morita Therapy

芳

Consulting Technique
16:20-17:00

17:00-17:20

式
多功能厅

芳

主持 戎伟

张海音
毛富强
曲伟杰
张伯全
晚餐地：多功能厅

Dinner: Multipurpose Hall

2019 第七届中国内观疗法学术大会
会议日程
时间

内容

2019 年 8 月 31 日（星期六） 晚 全体理事会议
20:00-20:30 学组工作总结
20:30-21:00 换届选举工作
21:00-21:30 2021 年大会候选城市表决
2019 年 9 月 1 日（星期日） 上午 主会场
8:00-8:30
签到
8:30-8:50
8:50
8:50-9:50

嘉宾/讲者

主持/主
席

地点

张海音

王祖承

会议室
582

李江波

多功能
厅

张海音
郗凤卿
翻译
夏寒松，
卢立群

多功能
厅

路英
塚﨑
稔

会议室
208

何蕊芳
真荣城
辉明

会议室
403

开幕式
主题报告
主题报告 1：一种终身的心理治疗方法——内观疗法

9:50-10:20 主题报告 2：内观疗法飄洋过海来到中国
10:20-10:35 茶歇
10:35-11:35 主题报告 3：为刑事案罪犯做内观治疗
11:35-12:05 主题报告 4：良知内观戒毒探索
12:05-12:10 讨论&总结
12:10-13:00
午餐
2019 年 9 月 1 日（星期日） 下午 分会场 1 内观疗法临床研究新进展
13:00-13:20 报告 1：中国内观者在集中内观过程中对“麻烦”观念的认知变化
13:20-13:40 报告 2：使用内观疗法自我洞察探索内心奥秘
13:40-14:00 报告 3：1969-2019 年日本内观疗法文献分析
14:00-14:20 报告 4：探究内观认知疗法对抑郁障碍患者的影响
报告 5：团体内观对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家庭责任感及自我和谐的影
14:20-14:40
响
14:40-15:00 讨论&总结
2019 年 9 月 1 日（星期日） 下午 分会场 2 内观疗法理论应用新探索
13:00-13:20 报告 1：成人 ADHD（注意缺损和多动障碍）和内观疗法
13:20-13:40 报告 2：内观疗法打破“我执”的作用机制探讨
13:40-14:00 报告 3：关于内观疗法和音乐疗法的关联性的小考察

真荣城 辉
明
王祖承
塚﨑 稔
毛富强

卢立群
路英智
张彤
范玉江
史景轩

王祖承
李江波
石合洋子

14:00-14:20 报告 4：从佛教视角探讨内观设置中的治愈机制
14:20-14:40 报告 5：女性强制戒毒人员毒品渴求内观认知疗法干预研究
14:40-15:00 讨论&总结
2019 年 9 月 1 日（星期日） 下午 分会场 3 内观疗法临床应用新案例
13:00-13:20 报告 1：内观疗法治疗强迫症的案例
13:20-13:40 报告 2：1 例性侵女孩的内观报告
13:40-14:00 报告 3：上海地区森田疗法和内观疗法学术活动报告
14:00-14:20 报告 4：我的五次内观体验
14:20-14:40 报告 5：一则将内观心理治疗应用于戒毒实践的案例
14:40-15:00 讨论&总结
2019 年 9 月 1 日（星期日） 下午 主会场
15:00-15:15
茶歇

何蕊芳
李一波

张勤峰
王锦蓉
潘令仪
裴孟旭
王苏湘

榛木美惠
子

15:15-16:15 主题报告 5：日本治愈文化和内观治疗

16:15-16:30

闭幕式

曲伟杰
榛木 美
惠子

会议室
582

陈俊
黄辛隐
翻译
唐薇
毛富强
王祖承

多功能
厅

国际森田疗法学会、内观学会或中日森田培训班共 3 天或内观学会 1
天参会（每人注册费）
参会

时间

个人 2 天 团体 2 天 个人 3 天 团体 3 天

1 天内观

团体 1 天

代表

7 月 20 日前

1400 元

1300 元

1700 元

1600 元

700 元

600 元

代表

现场注册

1700 元

1700 元

2000 元

2000 元

900 元

900 元

10 人以上即为团体报名
出示学生证可按现场注册半价收费
汇款账号：20000276467810300000042
开户行：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银湖支行
收款单位：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注姓名，国际森田疗法学会或中国
内观疗法学会)
参会回执
姓名

手机

职称

性别

信箱

单位

双 人

月

日 单间

月 日----

住 几 2 宿，3 宿，4 宿，

间

----

月

月 日

宿

5宿

日
住宿普通客房一天 300 元以内，2 人合住可,希望合住者回执时提出
申请，提交回执者由会务组预约住宿
酒店信息：芜湖市海螺国际会议中心，地址弋江区九华南路 1005 号
公交：火车站 10 路，奥体中心转 16 路，在外赵村站下车
火车站打车 30 分钟左右，南京机场坐大巴到旧火车站附近的机场候
机楼，坐 19 路到奥体中心转 16 路，在外赵村站下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