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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維雅女士與
青草地上的沙維雅成長模式
被譽為 家庭 治療 之母 和家 庭治療 先鋒 之世界 知名 大師 沙維 雅女士
(Virginia Satir, 1916-1988)把她終生致力發展及傳授的治療模式稱為
成 長 模 式 (Growth Model) 、 種 子 模 式 (Seed Model) 、 尋 寶 模 式
(Human Process Validation Model)和歷程模式(Human Validation
Process Model)。她強調人的靈性本質，看重每個人獨特而美麗的生
命力，希望每位向她學習的人藉著練習所學，能更肯定自己，發出自
己獨特的光輝。因此，她在接受訪問時，不只一次提到不想這世上有
一個一個的｢小沙維雅｣出現。
她也沒提出要把自己的名字冠在她所教導的學說上，可是這個情況已
然存在，而且「沙維雅模式」也為人所熟悉了，青草地遂選擇採用沙
維雅成長模式(Satir Growth Model)來代表她的學說，希望人們可以
從中領略到她主要想傳達的信念。青草地上的沙維雅成長模式是容曾
莘薇博士經過二十多年努力地學習、鑽研和實踐，並持續不斷地更新
對沙維雅女士學說之理解，從而整理出來的一套既能完整保留沙維雅
女士的原創神髓，又能結合香港及華人社會的文化現況之｢沙維雅成長
模式｣。其內容之詳盡、概念和理論架構之清晰，在個人成長、專業輔
導和臨牀督導的應用中成效顯著。

容曾博士認為沙維雅成長模式是「知難行易」的，因為我們雖然一生
都在做人、處事，但大都習慣了把「處理好事情」放在「做好一個人」
之前，以致做人都變得很功能性，而忘記了、甚至從未想過怎樣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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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做好一個人，怎樣「充分體現人性，活出完整生命」(Becoming more
fully human)。學習沙維雅成長模式就是讓我們返回根本，無論「處」
甚麼「事」都從「做人」開始。沙維雅成長模式邀請我們看重每個人
獨特而美麗的生命力，從肯定自己和尊重每個人的價值開始，為自己
的生命負責任，做自己的抉擇者，最終擁有個人內在的平安(Peace
Within)，與人相處時和諧舒暢 (Peace Between)，並在不同的情境中
都能感到自在，如實地活在當下，與眾生和平共存 (Peace Among)。
這個歷程並不容易，是「知難」的過程，可是當我們一旦掌握了其精
粹，就能夠「行易」，活出成長模式，「處事」和「做人」都容易、
自在得多了。
青草地上的沙維雅成長模式專業培訓除了注重教導沙維雅的不同工具
和技巧外，更重視學員能夠「得意忘形」——按照自己的獨特氣質、
當下情境的需要和配合不同工具及技巧背後的意義，把這些工具適當
而又靈活地運用，而不是一成不變地抄襲前人的做法來使用這些工具
和技巧，以致忽略了它的精神。沙維雅認為輔導員本身就是好「工具」，
鼓勵輔導員在輔導過程中善用自己，與受輔者共同探索，共同成長。
因此，青草地上的沙維雅成長模式之專業輔導培訓項目均致力於推動
學員親身經歷「知難行易」和「得意忘形」的過程，著眼於培育輔導
員的「人」和「功」，使之成為內心祥和一致，有能力關顧自己、關
顧受輔者和關顧情境，具備專業技能和操守，虛心而有自信的專業輔
導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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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
本專業輔導證書課程由容曾莘薇博士(Dr. Grace Yung)策劃，至今已
培育了共十屆的學員(第十一屆舉行中)，而容曾博士一直以來都虛心地
從這些經驗中學習，務求讓課程精益求精。課程分為【甲部·理論及課
堂實踐】和【乙部·臨牀實習】兩部份。學員需要在修畢【甲部】並經
容曾博士評核為達標後，方可以進入【乙部】的學習。而在實習期間，
學員將會透過容曾博士的親自督導，以及更有系統及連貫性的評估、
針對性的學習來提升專業水平，逐漸掌握沙維雅成長模式於個人輔導、
關係及/或家庭輔導的應用，最終取得專業證書。
課程《甲部．理論及課堂實踐》共五個單元，包括工作坊（106 課時）
及小組導修（12 小時)；其中單元一【善用自己】為三日兩夜的宿營。
《乙部．臨牀實習》共三個單元，包括實習、小組導修（18 小時）、
小組臨牀督導（24 小時）及個別督導（9 節）。
除了《甲部》單元三的小組導修和《乙部》單元六的小組導修由導修
助教帶領之外，所有工作坊、小組臨牀督導(是屆增加至 8 次)及個別督
導均由容曾莘薇博士親自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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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特色
1.

本課程秉承中心促進人們找到「自己心中一片可安歇的青草地」的
核心理念，鼓勵學員先找到自己心中的青草地。

2. 課程強調「人」和「功」的培育，從促進學員的「第三度誕生」——
成為自己的抉擇者——為出發點，以培育具備「功力」的專業輔導
員為目標。
3.

青草地能夠提供適當的環境，足夠的行政及專業支援以促進學員在
實習的過程中邁向「與己和、與彼和、與眾生和」；並在專業輔導
上磨練自己的「人」和「功」。

4.

課程由容曾莘薇博士親自帶領所有工作坊，學員有很多機會向老師
直接學習，分享她豐富的學養和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受輔者身上靈活
應用沙維雅成長模式的精彩經驗。學員更有機會觀摩老師的示範和
藉課堂上的同儕練習，實踐所學。

5.

學員可以在小組導修中進行系統性的微格技巧練習，以達到同儕間
彼此激勵，共同進步的目的。而在容曾莘薇博士一對一的個別督導
和小組臨牀督導中，學員亦能就輔導實習的實際情況，按個人的發
展階段深化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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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完成【甲部.理論及課堂實踐】的學員能：
1.

理解並掌握沙維雅成長模式在心理輔導上的應用——
基本信念、理論基礎、不同的工具和技巧以及它們背後的理念；

2.

理解「青草地上的沙維雅成長模式」之專業輔導態度及操守；

3.

應用沙維雅成長模式的系統理論，特別是原生家庭對人的影響，
進一步瞭解自己，瞭解他人和人際間的互動；

4.

親身經歷「知難行易」的過程，返回根本，無論「處」甚麼「事」
都從「做人」開始；

5.

看重每個人獨特而美麗的生命力，肯定自己和尊重別人的價值，
為自己的生命負責任，成為自己的抉擇者，時刻關顧自己在個人
及專業成長上的需要，善用沙維雅成長模式促進自己的個人成長，
在心理輔導中積極及有效地「善用自己」；

6.

在課堂的示範和分組練習中，體驗沙維雅成長模式之理念和工具
在心理輔導上的實際應用。

完成【乙部.臨牀實習】的學員更能：
7.

掌握並應用沙維雅成長模式於心理輔導工作中，並有效地促進受輔
者啟動自療能量，作出深入而持久的轉變；

8.

「得意忘形」——按照自己的獨特氣質、當下情境的需要和配合
不同工具及技巧背後的意義，把沙維雅成長模式的不同工具和技巧
靈活地運用，而不是一成不變地抄襲前人的做法，而忽略了它們的
精神；

9.

以沙維雅成長模式之心理輔導理論配合自己的獨特氣質和經驗，
建立一個紮實的心理輔導實踐基礎，在輔導工作上展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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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簡介及時間表
整個專業輔導證書課程包括八個單元，分甲和乙兩個部份，架構如下：

單元

項目

形式 及 日期．時間

【甲部. 理論及課堂實踐】

單元一

單元二

單元三

沙維雅成長模式心理輔導
善用自己

之

沙維雅成長模式心理輔導
理論概覽

之

沙維雅成長模式心理輔導
臨牀應用

之

為協助學員掌握所學，
特別增設 12 小時的小組導修，
由導修助教帶領。

單元四

臨牀應用 之 進深研習
(包括個案面談之實務工作)

單元五

小組同儕研習

週四晚上工作坊 (3 次 3 小時，共 9 小時) 及
週一至週三宿營 (工作坊 25 小時)
【工作坊】
2017 年 4 月 13、20、27 日 (星期四)
19:00-22:00
【宿營 (三日兩夜)】
2017 年 5 月 1 日 15:00 至 5 月 3 日 18:00
(星期一 至 星期三 [星期一及三為公眾假期])
週四晚上工作坊 (8 次 3 小時，共 24 小時)
2017 年 5 月 11、18、25 日；
6 月 1、8、22、29 日；7 月 6 日
(星期四) 19:00 – 22:00
週四晚上工作坊 (8 次 3 小時，共 24 小時) 及
週四晚上小組導修 (4 次 3 小時，共 12 小時)
【工作坊】
2017 年 7 月 13、20 日；
8 月 10、17、31 日；
9 月 7、21、28 日 (星期四)
19:00 – 22:00
【小組導修(一)】
2017 年 8 月 3、24 日；9 月 14 日；
10 月 12 日 (星期四) 19:00 – 22:00
週六下午工作坊 (4 次 6 小時，共 24 小時)
2017 年 10 月 14、21 日；11 月 4、11 日
(星期六) 13:00 – 19:00
學員組成研習小組，練習及深化各方面的學習
(2017 年 6 月至 11 月期間進行 6 次 3 小時，
共 18 小時)

修畢上述五個單元的學員將獲頒發「沙維雅成長模式專業輔導證書(理論及課堂實踐)」

【乙部. 臨牀實習】(需經甄選)
導師會在【甲部. 理論及課堂實踐】中觀察和評估學員，達標的學員方能參加【乙部. 臨牀實習】

單元六

小組導修(二)

單元七

實習

單元八

臨牀督導

在導修助教的輔助下深化及鞏固各方面的學習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0 月期間進行
6 次 3 小時，共 18 小時)
個案輔導實習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1 月期間(12 個月內)
完成最少 60 次、每次最少 50 分鐘之個案面談
臨牀督導
在個案輔導實習期間，接受導師容曾莘薇博士
9 節之個別督導(每節 50 分鐘)和 8 次小組督導
(每次 180 分鐘)，及持續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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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及報名要求
1.

對沙維雅成長模式心理輔導有興趣的心理輔導工作者、心理輔導學
生、社工、老師、醫護人員、不同宗教背景的助人者，以及有志學
習心理輔導的人士； 及

2.

必須修畢本中心：2015/2016 年或 2017 年 2 月舉辦的
《沙維雅成長模式個人成長基要課程之「進階專業裝備」》
( 課 程 編 號 ： PSM(E)B1501 、 PSM(E)B1502 、 PSM(E)B1503 、 PSM(E)B1504 、
PSM(E)B1601、PSM(E)B1602、PSM(E)B1603、PSM(E)B1604、PSM(E)B1701)；

3.

由於臨牀實習的名額有限，導師會在【甲部. 理論及課堂實踐】
（單元一至五）的學習中觀察和評核學員的進度，達標的學員方能
參加【乙部. 臨牀實習】（單元六至八）的部份。

※請注意：《沙維雅成長模式個人成長基要課程之「進階專業裝備」》是
本《專業輔導證書課程》的先備課程，學員必須先修畢方可參加。
有關詳情另見《沙維雅成長模式個人成長基要課程》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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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要求
1. 學員必須出席不少於 80%之課堂（以每單元計算。單元一之宿營部
份則須全程參與，100%出席）、小組研習及導修，並在持續評估中
接受導師的建議，作出具體而積極的改善。
2. 參與【乙部. 臨牀實習】的學員必須於實習期內完成下列項目：


最少 60 次每次最少 50 分鐘的個案實習 (每個個案不少於 4 次面
談，每次不少於 50 分鐘)，其中最少 20 次個案輔導必須在青草地
進行；並且，當中包括最少 1 個關係或家庭個案(最少 2 位案主)。



於青草地接受本中心的專業輔導員最少 6 次輔導(本課程費用不包
括輔導服務所需之費用)。

3. 學員除了符合上述「量」的要求外，還要在個人修養上展示出成長
模式輔導員的素質。
4. 學員需完成所有持續評核的作業及準時提交所有報告。

評核
導師對學員的持續性評估，內容包括：
1.

學員定期提交的報告和每個單元的作業；

2.

學員在督導中呈現輔導個案錄像，導師透過與學員討論和觀察
學員在「人」和「功」方面的進展；

3.

學員在實習期間與人接觸和個案管理之表現、對導師的回饋及評估
之回應，臨牀表現和進展。

導師兼臨牀督導．容曾莘薇博士
語言．廣東話
上課地點．青草地全人發展中心
九龍彌敦道 574-576 號和富商業大廈 15 樓．活動室 (港鐵油麻地站 A2 出口)
青草地全人發展中心 | 沙維雅成長模式專業輔導證書課程(第十二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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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維雅成長模式專業輔導證書課程
內容簡介
【甲部. 理論及課堂實踐】

單元一. 沙維雅成長模式心理輔導之善用自己
【工作坊及宿營】
進一步掌握沙維雅成長模式之理念，經歷「知難行易」的過
程，返回根本，無論「處」甚麼「事」都從「做人」開始。
深入探索原生家庭及個人的經歷對成長所造成的影響，從中
發掘及善用個人的內在資源——經驗結合沙維雅成長模式不
同的工具進行家庭重塑，把窒礙成長的阻力轉化成助力，讓
自己經歷「第三度誕生」，成為能為自己生命負責之抉擇者，
並在輔導歷程中能善用「自己」這個好「工具」。

內容及目標：
1. 透過應用沙維雅成長模式的各個工具進一步認識自己
2. 釐清自己在現階段的成長需要、預備需要及/或治療需要
3. 深入應用沙維雅成長模式的理念和工具，啟動自療能量，
鞏固成長及/或治療創傷，以成為一個健康的、
「治癒」的
治療者
4. 學習及體驗善用自己的「心法」
，在心理輔導中有效地「善
用自己」
5. 與同學組成學習及互相支援的學習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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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 沙維雅成長模式心理輔導之理論概覽
以秉承沙維雅女士視「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奇蹟」的信念為出
發點，促進學員理解沙維雅成長模式心理輔導的精粹，掌握
當中的哲理、概念及理論基礎，為自己的輔導專業發展定下
方向，一步步成長為一個具備個人特色的沙維雅成長模式心
理輔導員。

內容及目標：
1. 進一步瞭解沙維雅女士的生平及世界觀，從她的「成、敗、
得、失」以及她對於人際互動和轉變歷程的獨特而透徹的
觀點中理解她學說的立論點
2. 瞭解沙維雅成長模式心理輔導的取向和重點
3. 瞭解沙維雅成長模式心理輔導的目標及過程，以及其中的
「心法」和「做法」
4. 掌握以沙維雅成長模式進行輔導面談的原則

單元三. 沙維雅成長模式心理輔導之臨牀應用
【工作坊及小組導修】
將應用沙維雅成長模式的主要工具和微格技巧(micro-skills)
細緻地劃分及逐一講解，並透過大量示範、演練和討論，幫
助學員掌握及靈活運用。

內容及目標：
1. 從發展及成長的角度進行個案評估，整理出主角(們)的成
長需要、預備需要及治療需要
2. 輔導員在各個輔導階段所需具備的基本能力
3. 建構全面的輔導方案
青草地全人發展中心 | 沙維雅成長模式專業輔導證書課程(第十二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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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沙維雅成長模式的主要工具和微格技巧(micro-skills)
應用在：
a)

輔導員在面談前和面談中的「全然臨在」

b)

與受輔者連線及保持在線

c)

進行全面的評估：全然明白主角

d)

訂立目標：與受輔者探索及前瞻他(們)所關注的問題
之方向和目標

e)

辨別可能的切入點

f)

應用沙維雅成長模式的工具及其他技巧促進改變及
深化改變

單元四. 臨牀應用之進深研習

(包括個案面談實務工作)

進一步運用及整合沙維雅成長模式的理念和治療工具，操練
輔導員的「人」和「功」
，並透過演練進一步掌握它們在個別、
關係和家庭輔導中的具體實施之「心法」和「做法」。

內容及目標：
1.

認識及掌握有效心理輔導的要素

2.

透過簡單的每節評估，檢討及提升輔導或治療的成效

3.

深入個案分析，進一步鞏固輔導方案構思的能力

4.

具體掌握個案面談的整個程序，進行高效能的心理輔導

單元五. 小組同儕研習
學員組成同儕研習小組，按照導師的作業指引，
深化各方面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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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 臨牀實習】(需經甄選)
導師會在【甲部. 理論及課堂實踐】中觀察和評估學員，達標的學員方能參加此部

接受心理輔導
學員需要就自己成長或治療的需要，在課程期間，自費在青草地接受
專業輔導員最少 6 次的輔導，鞏固成長／治療創傷，並體驗被輔導的
經歷。

單元六. 小組導修
學員組成導修小組，在導修助教的指導下按照作業指引，透
過輪流擔當受輔者、輔導員和同儕督導的角色，彼此切磋、
鑽研，和分享心得，深入學習運用沙維雅成長模式的理念和
治療工具，促進個人及專業上的成長。

單元七. 實習
學員需在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1 月期間完成最少 60 次，
每次最少 50 分鐘的個案實習 (每個個案不少於 4 次面談，
每次不少於 50 分鐘)，其中最少 20 次個案輔導必須在青草地
進行；並且，當中包括最少 1 個關係或家庭個案(最少 2 位案
主)。學員並需自行安排其他實習場所，以完成最少 60 次的
實習個案要求。

單元八. 臨牀督導
每位學員在實習期間需接受導師 9 節(每節 50 分鐘)之個別督
導及 8 次小組督導(每次 180 分鐘)。

青草地全人發展中心 | 沙維雅成長模式專業輔導證書課程(第十二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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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費

(優惠咭不適用)

《沙維雅成長模式專業輔導證書課程》
【甲部. 理論及課堂實踐】
單元一

沙維雅成長模式心理輔導之善用自己(34 小時，包括宿營)

單元二

沙維雅成長模式心理輔導之理論概覽(24 小時)

單元三

沙維雅成長模式心理輔導之臨牀應用(24 小時) 及小組導修(12 小時)

單元四

進深研習(24 小時)

單元五

小組同儕研習(18 小時)

費

用

HK$28,800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報名特別優惠價：HK$25,380

【乙部. 臨牀實習】[ 實習名額有限，需經甄選 ]
單元六

小組導修(18 小時)

單元七

實習 (由青草地提供最少 20 次個案實習)

單元八
費

用

臨牀督導 (由容曾莘薇博士提供 9 節[每節 50 分鐘] 個別督導 及
8 次[每次 180 分鐘] 小組督導)

HK$29,800

注意：學員需於本中心接受最少 6 次的輔導，及按實際需要接受額
外的個別臨牀督導；而本課程之收費並不包括輔導服務及額
外的臨牀督導服務所需之費用。

報讀證書課程注意事項
 接受報名日期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3 月 30 日
 退出課程安排：
獲取錄的學員在課程開始前或課程中途不論任何原因退出，
已繳之費用將不獲任何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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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簡介
容曾莘薇博士(Dr.Grace YUNG)
青草地全人發展中心總監．臨牀督導總監
容曾博士從事教育工作超過四十年，曾擔任教師、講師及校長等職務，並
於 1992 年獲頒香港優秀教育工作者愛心獎。她在 1983 年開始輔導工作，
曾於中學、醫院的精神科單位及私人機構擔任輔導員；並於 1997 年開展
臨牀督導的工作。
她在 2002 年得到夥伴的支持創辦了青草地全人發展中心，致力在教導、
輔導、督導和出版等服務中，促進每個人「與己和」
，在人際關係中「與彼
和」
，在所有情境中「與眾生和」
；並相信每一個人都能找到自己心靈上一
片可安歇的青草地。
作為資深心理輔導員及家庭治療師、課程導師及策劃者，容曾博士委身於
促進個人從內到外的和諧一致，以及家庭和人際關係的融和，在香港、國
內及海外不同的城市為專業人士及普羅大眾提供相關的培訓課程和專業服
務，獲得很高的評價。
容曾博士的輔導取向建基於「沙維雅成長模式」
。她聚焦於促進受輔者和學
生負責任和快樂地為自己抉擇；她在教導、輔導、家庭治療和臨牀督導都
取得很好的成果。她孜孜不倦的學習精神，也讓她在專業上不斷精益求精。
她的博士研究除了讓她對沙維雅成長模式有了更深入和細緻的理解，更加
使她成為了世界上第一個研究沙維雅的臨牀督導的學者，她的研究更獲評
審委員評為「他學術生涯裡讀過最有吸引力和最享受的論文」。
容曾博士在過去三十年致力在香港和世界各地推動「沙維雅成長模式」的
學習，曾擔任香港沙維雅人文發展中心主席；是第一位當選為 Virginia Satir
Global Network（沙維雅環球網絡）幹事的亞洲人，也是第一位在 2009
年獲得該網絡頒發 The Living Treasure 榮譽的亞洲人。她會繼續致力發
展和推動適合華人社會，並聚焦於成長理念的輔導、督導和培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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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維雅成長模式專業輔導證書課程(第十二屆)．［甲部］報名表
接受報名日期：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3 月 30 日(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報名及付款方法：請填妥此報名表，連同【甲部. 理論及課堂實踐】的費用
(1) 以劃線支票 (抬頭：
「青草地全人發展中心」，恕不接受期票) 寄回本中心
(九龍彌敦道 574-576 號和富商業大廈 9 樓)；或
(2) 親臨本中心交費 (只接受現金 / 支票) ；或
(3) 直接將款項存入本中心的渣打銀行戶口：
 銀行名稱：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帳戶號碼：405-1-110004-3
 帳戶名稱： Green Pastures Whole Person Development Centre
並將入帳收據圖像連同填妥的報名表一併傳真至 2771 7717 或電郵至
enquiries@greenpastures.com.hk，標題請註明【報名沙維雅成長模式專業輔導證書課程(第十二屆)】
恕不接受傳真留位；歡迎參加者於報名前致電本中心查詢名額餘位。
本中心收妥報名費用後，報名方作落實，本中心會以電郵通知，並會於上課時派發收據給參加者。
參加者倘因遺失收據要求本中心發出收據副本，每張需繳付手續費港幣 50 元。
如參加者對收據抬頭等有特別要求，請於報名表上註明，收據發出後恕不能作出修改。
本中心保留取消活動的權利；本中心會盡快通知參加者，並以郵遞方式將費用全數退還。

姓名：_______________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欲列印於證書用的全名] 性別：男 / 女
年齡界別：18-25／26-35／36-50／51 或以上 (請圈出選擇)
電話：(日間及手提)_____________________職業及機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工作經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必須填寫)
收據抬頭(如非報名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報名(請於方格內加上號)

課程編號：PSM_Cert(XII)/17

沙維雅成長模式專業輔導證書課程 (第十二屆)

【甲部. 理論及課堂實踐】 HK$28,800

 HK$25,380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報名)

我已修畢
 2015 年______月舉行的「沙維雅成長模式個人成長基要課程∙進階專業裝備」
 2016 年______月舉行的「沙維雅成長模式個人成長基要課程∙進階專業裝備」/
 已報讀 2017 年 2 月舉行的「沙維雅成長模式個人成長基要課程∙進階專業裝備」
 我有意於完成【甲部. 理論及課堂實踐】後報讀【乙部. 臨牀實習】(HK$29,800)
 我不打算報讀【乙部. 臨牀實習】
註：導師會在【甲部. 理論及課堂實踐】的學習中觀察和評估學員，在「人」和「功」各方面均達標
的學員方能參加【乙部. 臨牀實習】。【乙部】的課程費用於學員獲取錄後支付。
參加者聲明：
 本人明白及同意我必須繳付整個課程的費用。在課程開始前或課程中途不論任何原因退出，已繳之
費用將不獲任何退款。
 本人自願向青草地全人發展中心提供以上資料作為中心處理活動報名及日後通訊之用，並且明白除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豁免範圍外，本人有權查閱及更正個人資料。本人清楚知道，為確保活動之
質素，整個活動過程會被攝錄，以作為中心導師檢討及學員研習之用。

參加者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費用 HKD：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付款方法：現金 銀行支票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 銀行入帳 (附入帳收據副本)
中心專用

收費金額：HK＄_____________收據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經辦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青草地全人發展中心．九龍彌敦道 574-576 號和富商業大廈 9 樓
Tel: 2771 1370 Fax: 2771 7717
青草地全人發展中心
|
沙維雅成長模式專業輔導證書課程(第十二屆)
Email: enquiries@greenpastures.com.hk
Website: www.greenpastures.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