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台灣失落關懷與諮商協會        函  
會址: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92號 

                                               聯絡人及電話:賴敬云 02-25433535 #3680 
電子信箱: caring.for.loss@gmail.com 

受文者: 如列表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 106年 07 月 03 日 
發文字號：台關諮字第 106012號 
附件: 海報、DM 
 
主旨: 本協會將於民國 106年 10月 26日－27日辦理「2017大師開講－ 

悲傷輔導雙軌論 (Two Track Model) 工作坊」。檢送活動海報及課程
資料各乙份，惠請轉知活動訊息予貴單位同仁，請 查照。 

說明:  
一、 以色列學者－Simon Shimshon Rubin, Ph.D.－賽門魯賓博士是悲傷輔導雙

軌論（Two Track Model）模式的創始者，此理論也是一系列喪親者相關
研究介入策略的基礎。此次受本協會邀請來台進行演講與工作坊，機會

難得，歡迎各界好友共同與會。 
二、 報名方式：一律採網路報名，請見網站： 

https://goo.gl/forms/05cWRm08yIIqif9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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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大師開講  
悲傷輔導雙軌論（Two Track Model）   Professor Rubin 首次來台工作坊  

 

10/26 上午 Rubin 博士將以演講的方式，與大家分享悲傷療癒雙軌論目前的發展與研究成果。 

10/27 整天，Rubin 博士將親自示範如何將雙軌論運用在悲傷治療的實務，並親自指導成員

演練與討論! 機會難得，歡迎心理專業人員報名參加！ 

全程將有口譯人員，保證讓您心靈收穫滿滿，行囊滿載而歸! 

＊時間：2017 年 10 月 26 日上午、27 日整天 

＊地點：淡水馬偕醫院 安寧示範中心 

＊主辦單位：台灣失落關懷與諮商協會、馬偕自殺防治中心 

＊報名方式：網路報名 https://goo.gl/forms/05cWRm08yIIqif9t1，請於送出報名資料後（含

email 優待身分證明），經確認回覆信件後於一週內完成 ATM 轉帳或匯款，告知帳號後五

碼，收到最後確認信即完成報名！ 

＊匯款分行：彰化銀行中山北路分行 009 

＊匯款帳號：508151 28372000 

＊費用：報名 10/26 單日演講 500 元，報名兩日共 6000 元 

                  早鳥價（8/31 前九折）：450 元／5400 元 

＊優待資格（請將相關證明傳至 caring.for.loss@gmail.com）： 

                  協會與相關會員、馬偕員工、學生（九折）：450 元／5400 元 

                  早鳥價（8/31 前再享九折）：405 元／4860 元 

＊議程： 

10/26(四) 
08:30-09:00   報到 
09:00-10:20   雙軌論 Two Track Model 的發

展與演進 
10:20-10:30   休息 
10:30-11:50   實務與理論之合併:TTQB 量表

的使用與研究 
11:50-12:00   Q&A 
12:00-             賦歸 

10/27(五) 
09:00-12:00  大師示範與實務練習 01 
12:00-13:30  午餐 
13:30-16:00  大師示範與實務練習 02 
16:00-16:30  Q&A 
16:30-            賦歸 
 

＊本活動將申請臨床心理、諮商心理、安寧、醫師、社工師及護理師專業教育積分＊  



 

 

 

 

 

 

Brief Biographical Statement: 

Professor Simon Shimshon Rubin, Ph.D. 

講者簡介:賽門  魯賓博士  

https://sites.hevra.haifa.ac.il/rubin/ 

賽門.魯賓博士是以色列海法大學

「悲傷失落與人類韌性國際研究中心」

的創始者跟主任。同時也是該校研究生

心理治療計劃主席和心理學教授。其致

力於研究失落悲傷的終身影響；與逝者

關係的重要性；以及創傷性和非創傷性

失落對個人和家庭的影響。他的悲傷適

應之雙軌理論模式已經成為一系列喪親

者相關研究介入策略的基礎。 
身為臨床心理學家，魯賓教授持

續的接觸臨床現場，教授與出版了大量

與悲傷失落主題相關的研究、心理治療

訓練和實務工作研究、以及生物倫理學

跟臨床工作倫理之相關研究。他同時也

是「國際死亡、瀕死、喪慟工作團隊」

的成員，並擔任「生死；災難及臨終研

究期刊」的編輯委員。他最新的著作是

與露絲•馬爾金森（Ruth Malkinson）和

埃里澤•維茲圖（Eliezer Witztum），共

同撰寫的「悲傷失落的諸多面向：理論

與治療」。本書在 2016 年時用希伯來文

在以色列出版；這是其上一本著作「與

喪親者的工作 :透視失落與哀悼」的延

續。此書同樣也是和馬爾金森博士以及

維茲圖博士共同撰寫；並在 2012 年由羅

德里奇出版社發行。他們的其他著作是

「創傷性和非創傷性的悲傷失落：臨床

理論與實踐」（International U. Press / 
Psychosocial Press，2000）以及「以色列

猶太社群的悲傷與失落」，1993）。魯

賓博士畢業於美國波士頓大學，也曾擔

任哈佛大學和西北大學醫學院的訪問學

者。 
 

Simon Shimshon Rubin, Ph.D., is founder and 
direc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oss, Bereavement and Human Resili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Haifa in Israel where he is also 
Chairman of the Postgraduate Psychotherapy 
Program and Professor of Psychology. Dr. Rubin has 
focused on the life-long implications of loss and 
bereavemen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lationship to 
the deceased, and the impact of traumatic and non-
traumatic losses upon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His 
Two-Track Model of Bereavement has served as the 
basis for ongoing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across a range of bereaved persons. 

A clinical psychologist, Professor Rubin 
maintains an active clinical practice, and has lectured 
and published extensively on matters related to 
bereavement, the field of psychotherapy training and 
practice, and bio- and professional ethics. A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 Group for Death, Dying 
and Bereavement, he serves on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journals Death Studies, Disaster Studies, and 
Omega.  His most recent book, written with Ruth 
Malkinson and Eliezer Witztum, The Many Faces of 
Loss and Bereavement: Theory and Therapy, was 
published in Hebrew in Israel in 2016. It followed 
the book, Working with the Bereaved: Multiple 
Lenses on Loss and Mourning, also written with Drs. 
Malkinson and Witztum, which was published by 
Routledge in 2012. Their other books are Traumatic 
and Non-traumatic Loss and Bereavement: Clin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International U. 
Press/Psychosocial Press, 2000) and Loss and 
Bereavement in Jewish Society in Israel (Hebrew, 
1993). A graduate of Boston University in the US, 
Dr. Rubin has held visiting appointments as 
professor at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nd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