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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 直觀式歷程繪畫專業訓練 

報名簡章 

一. 課程介紹： 

關於直觀式歷程繪畫 

  榮格說影像是意識與潛意識的橋樑，是潛意識的內容尋求意識化的產物。當我們

沈睡時，夢以荒誕無稽的影像，傳達潛意識的意圖。清醒時，依循直覺的引領創造的

圖像，成為我們與潛意識對話溝通的工具。「直觀繪畫」就是運用直覺繪畫的方式，探

尋潛意識的意向，進入自己內在的世界。我們在畫紙上睜眼做夢，讓創作出來的圖像

與意識自我對話，透過擴大、翻轉，發掘深埋的隱秘自我。這個過程讓我們得以看見

深層的心靈流動與自我潛藏的樣貌。透過繪畫，我們進入創造力之流，用顏色與線與

內在世界相連。 

 

本專訓將以圖像創造理論與經驗性之方式達成：對潛意識世界親身探索、了解創

造力的療癒、增進圖像與象徵的理解與對話能力，透過深化與檢視個人的繪畫經驗，

增進敏銳力與直覺力，並且學習有效的教學技巧以打開自由的創作之流。 

本課程將包含下列項目： 

(一) 第一階段—原型與積極想像：榮格心理治療與理論、原型心理學、積極想像的操

作、內在圖像創作與個人歷程檢視。本階段包含理論與個人經驗工作。 

(二) 第二階段—創造與象徵：象徵意義、圖像創造的轉，化與療癒功能、與個人象徵

的圖像工作。本階段包含理論與個人經驗工作。 

(三) 第三階段—圖像創造與情結：個人象徵圖像研究、探討如何應用歷程性繪畫過程

中出現的心理現象：阻抗、湧現情緒、破壞衝動…等身心反應，及如何跟個人情結

工作、從創作過程與榮格心理學相關理論，深入了解從潛意識中浮現之圖像，將

如何被意識解讀與整合為主、團體帶領實務演練及實務工作督導為輔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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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講師介紹： 

呂旭亞 

國際分析心理學會（IAAP）榮格分析師，蘇黎世國際分析心理學

院畢業，美國加州整合學院心理博士。 

專長：夢與象徵、榮格心理分析、表達性藝術治療 

 

 

  詹美涓 

國際分析心理學會（IAAP）榮格分析師，蘇黎世榮格學院訓練，

旭立基金會哲人石工房負責人與課程講師，作家 

專長：直觀歷程繪畫工作、圖像分析、沙遊、深度心靈書寫 

 

 

 

三. 課程時間 

直觀式歷程繪畫專業訓練將以三階段來進行，每階段訓練課程為期 5 天，課程總共 20

天，總訓練時數為 90 小時。 

第一階 2020 年 7 月 22-26 日     (三-日) 09:00-17:00 共計 5 天課程 

第二階 2021 年 2 月                      (三-日) 09:00-17:00 共計 5 天課程 

第三階  2021 年 7 月                      (三-日) 09:00-17:00 共計 5 天課程 

 

四. 課程對象與資格： 

1. 適合學習過榮格取向及對歷程性繪畫有興趣者。 

2. 參加過歷程性繪畫之經驗性團體，累積 30 小時。 

備註：資料填寫之細節度將影響資格審核結果，請詳細提供之。 

五. 結業資格： 

1. 每階段課程出席率需達 80％以上，並完成課堂上及階段間指定之作業，並於第二階

至第三階段間２人一組共同帶領繪畫團體（成員需６人以上，至少 10 小時），並完

成工作記錄。以上資格經基金會及指導老師評估通過後，始取得結業資格，將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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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旭立文教基金會所頒發之結業證書。 

2. 完成第一階至第三階課程訓練，但未符合結業條件者，發給時數證明。 

六. 補充說明： 

1. 將申請公務人員之繼續教育積分認可，心理師、社工師各滿三人以上，始申請

心理師、社工師繼續教育積分。 

2. 為提供課程講師及學員補課使用，本課程將全程錄影，非經同意將不公開發

表、發行、展示。 

七. 課程費用：80,000 元 

➢ 繳費方式： 

1. 收到本會資格通知審核結果為「正取」者，將同步收到匯款帳號資料，請於 10 日

內完成繳費，已完成報名程序。若未於期限內繳費，將視同報名放棄。 

2. 優惠方式： 

A. 於繳費期限內一次付清全額款項，可享優惠 85 折，68,000 元。 

B. 舊生複訓（請檢附研習時數證明），可享優惠 85 折，68,000 元。 

C. 三人以上之團體報名、心理相關研究生（請檢附就學證明或學生證 

）可享優惠９折，72,000 元。 

D. 上述費用，不提供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3. 可選擇一次付清款項或分三期付款。 

＊分三期付款： 

第１期於資格審查過後 10 日內，繳交課程費用之 35,000 元(優惠者比照辦理)。 

第２期於 2020/12/15-12/30，繳交課程費用之 25,000 元(優惠者比照辦理)。 

第３期於 2021/4/15-4/30，繳清課程餘額 20,000 元（舊生複訓優惠者為 8000

元；團報、學生優惠者為生 12,000 元）。 

八. 報名注意事項： 

➢ 報名流程：官網報名填寫資格審核表審核審核結果通知繳費完成繳費

報名完成。 

1. 官網報名：本課課程一律採網路報名作業，請上「旭立基金會官網/課程中

心」進行報名。 

2. 填寫資格審核表：官網報名後，請至 google 表單

https://forms.gle/gccppkP6YdaRavG97 填寫「資格審核表」，填寫詳細的

背景資料以供審核，未完成表單，將無法進行資格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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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審核結果通知：由審核小組審核，完成資格審查後，基金會將以 e-mail 和簡

訊發出審核結果及繳費通知。 

4. 完成繳費：收到審核結果後，請於 7 個工作天內，依繳費通知之帳號進行匯

款或轉帳，確認收到費用後，報名程序才完成。（正取學員若無法於期限內完

成匯款，將視為放棄，課程名額將自動釋出給候補學員） 

➢ 退費辦法：將依照第三屆直觀式歷程繪畫專業訓練退費辦法辦理。 

➢ 其他事項： 

1. 開課前７天將以 e-mail 發送「上課通知」，如未收到通知者，請電洽

23630966#25。 

2. 為尊重講師之智慧財產權，課程中請勿私自錄影、錄音、攝影，謝謝！ 

九. 課程內容 

第一階:2020 年 7 月 22-26 日    (三-日) 9:00-17:00 5 日課程共 30 小時 

第一階段課前準備： 

1. 閱讀《榮格心理治療》第三章 榮格心理學的積極想像 

2. 閱讀《榮格心理治療》第四章 積極想像的四個階段 

第二階 2021 年 2 月 日期未定 (三-日) 09:00-17:00 5 日課程共 30 小時 

第二階段課前準備： 

1. 整理過去個人畫作或夢中印象深刻、具個人意義的圖形，帶至工作坊 

2. 閱讀《心理類型》下冊：定義、26.意象(p.479)、41.幻想(p.495)、51.象徵與超越

功能(p.517) 

第二階段課後作業： 

1. 繪畫團體帶領：團體成員６人以上，團體總時數至少 10 小時，並完成工作記錄

（完成團體帶領，才能獲得結業證書） 

2. 整理歷程性繪畫作品及心得文字記述：至少３件，請以 A4 大小整理成冊 

第三階  2021 年 7 月 日期未定 (三-日) 09:00-17:00 5 日課程共 30 小時 

閱讀書目： 

易之新譯(2011)。《榮格心理治療》；台北市：心靈工坊。（原著 Marie-Louise von 

Franz. Psychotherapy.） 

吳康、丁傳林與趙善華譯（1999）。《心理類型》下冊，台北：桂冠。（原著 Jung, C. G. 

[1971]. Psychological types, a revision by R. F. C. Hull of the translation by H. G. 

Bayn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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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 直觀式歷程繪畫專業訓練 退費辦法 

一. 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因故無法上課，依下列情形辦理退費：  

1. 一般情況 

辦理退費時間點 退費金額 需扣行政費 

三階段 

課程全退 

第一階段開課前 45 天以上

(2020/6/7 前) 
課程費用金額 500 

第 一 階 段 開 課 前 44-30 天

(2020/6/8-2020/6/22) 
課程費用金額 X95% 

-- 
第一階段開課前 29-14 天 

(2020/6/23-2020/7/8) 
課程費用金額 X90% 

第一階段開課前 13 天～1 天 

(2020/7/9-2020/7/21) 
課程費用金額 X85% 

己上第 1 階段

課程欲退第

2-３階課程 

第一階段課程結束後 7 天內 
課程費用金額-依課程比例計

算之費用 
500 

第一階段課程結束後 8 天到第二

階段開課前 46 天 

(課程費用金額-依課程比例計

算之費用)X 95% 
-- 

第二階段開課前 45 天～1 天前 
(課程費用金額-依課程比例計

算之費用)X90% 

己上第 1、2 階課欲退後續課程 不予退費  

備註 ：(1)上述計算以實際天數計(含例假日)，不以上班日計。 (2)以上退費金額未含銀行匯款手續費，需另計之。 

2. 特殊情況：下列情況，可酌情給予全額退費 

A. 奔喪：但限直系親屬或三等親內，且提供相關證明。 

B. 學員本人因重病住院或感染流行性疾病﹙需附中央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之醫

院出具之證明﹚無法上課，如於開課前，所繳費用全額退還；已上課後，則依尚

未授時數比例退費。 

C. 本會因招生不足致無法開班、經資格審查後無法參與課程等因素。 

二. 若逢強烈颱風、地震等天災，依照台北市政府人事行政局宣佈停止上班之公告狀況，承辦人

會以簡訊與電話通知課程延期。 

三. 退費辦理方式： 

1. 退費申請需填寫「退費申請表」填寫後將紙本連同發票正本，郵寄或親送至「106 台北

市羅斯福路三段 245 號 7 樓，財團法人旭立文教基金會 課程部收」，信封上註明退費申

請。 

2. 退費款項將以匯款方式於收到退費申請相關表格報後 10 個工作天內匯入指定帳戶。 

※本辦法隨附「退費申請表(專業訓練課程)」



 

 

 

退費申請表(專業訓練課程) 

*依據本會「專業訓練課程退費辦法」辦理之。 

申請人姓名
(必填) 

 聯絡電話(必填)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必填)  

申請日期(必填)  ____年____月____日  

退班原因(必填) □個人因素 □特殊條件                   □其他                    

發票 

繳回狀況 

□ 正本繳回  □遺失(需另回簽「退回進貨退出或折讓証明單」)   □未領取 

發票號碼  

匯款種類 (＊戶名需與申請人姓名一致，退費帳戶非本人者，須提供戶籍資料影本) 

戶名(必填)  身分證字號(必填)           

□銀行 

 

 

□郵局 

銀行名稱  分行名稱(必填)  

銀行帳號               

郵局局號        

郵局帳號        

＊以下由本會人員填寫： 

專訓課程 

□ 一般情況，依專業訓練退費辦法計算其退費金額。 

□ 未達開班人數或因課程異動無法配合，全額退費。 

□ 特殊情況 

繳費金額  

核算應退費用  

大寫金額       萬      仟     佰      拾      元整 

申請人簽章：                (親簽)        年  月  日        經手人： 

 

證明聯(由學員存查) 

 

財團法人旭立文教基金會 退費申請(專業訓練課程)證明聯 

申請人姓名  課程編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經手人  

＊ 退費申請依正式書面申請日（郵寄則以收件日）計算，若退費文件資料填寫不完整，請主動來電告知。  

＊ 退費帳戶非本人者，僅限退至直系親屬帳戶，並請提供戶籍資料影本，證明親屬關係。 

＊ 退費申請表請郵寄或親送至「106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45號 7樓，財團法人旭立文教基金會 課程部收」，信封上註

明退費申請。聯絡電話：(02)2363-0966 /傳真：(02)2363-9424。 

二擇一(必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