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蓋婭遇上賽琪～～2010 生態心理季系列活動
第四波文宣 2010/05/03 發稿

壹、緣起：
生態心理學（ecopsychology）主張「生態健全」與「心理健康」是一體的兩面，認為要達成其中
一者，都必須同時注重另一方面的並進。沒有平衡的生態環境，人心也將受到創傷；人心如果貪婪自
大，生態環境也必然受到破壞；2009 年八八水災造成南臺居民的心靈震憾，以及原住民文化流離失
根，更讓我們深信這個理念的價值。
2010 年適逢世界地球日 40 週年，是故生態保育界與心理衛生界的四個團體，合作於此際辦理「生
態心理季」活動，結合生態界與心理界的力量，推動此一理念。期能為國內日後的生態心理發展種下
第一顆種籽。在環境或心靈均日受擠迫的當代社會，我們試圖弘揚此一精神，引進相關資訊，並串結
生態環保團體與心理衛生專業界的力量，讓自然生態成為照顧心靈的守護神，也讓心理學成為環境保
護的好幫手。

貳、年度主題：
1．年度標題：關懷大地，綠化心靈；綠化大地，關懷心靈
「Ecopsychology: Green the Mind; Mind the Green」
2．具體訴求：
(1) 確立生理、心理、社會、生態的整全健康觀念。
(2) 重視氣候變遷與環境災害造成的心理衛生衝擊。
(3) 推動修復人類與自然關係的綠色心靈療癒模式。
(4) 促成生態平衡與心靈和諧兼重的永續快樂島嶼。

參、辦理單位：
一、發起單位：
中華心理衛生協會、臺灣心理治療學會、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荒野保護協會

二、主辦單位：
亞洲體驗教育學會、心靈工坊文化公司、財團法人天主教康泰醫療教育基金會、都市人基金會、生態
關懷者協會、臺灣綠色養生學會

三、聯合發起單位：
財團法人勵馨社會福利事業基金會、臺灣沙遊治療學會、野人文化出版公司、臺灣環境保護聯盟、呂
旭立紀念文教基金會、臺灣區臺北區中等學校心理衛生中心、人禾環境倫理發展基金會、中華民國職
能治療師公會全國聯合會、華人心理治療研究發展基金會、中華團體心理治療學會、臺灣遊戲治療學
會、草盛園園藝治療工作室、風潮音樂、音樂心靈推廣協會、國軍北投醫院、臺灣動物輔助活動及治
療協會、國際珍古德教育及保育協會中華民國總會、中華民國傷健策騎協會、花蓮黎明教養院、財團
法人光寶文教基金會、法鼓山人文社會基金會、廣青文教基金會、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新竹市野
鳥學會、余紀忠文教基金會、中華民國人與植物學會、馬偕醫學院、臺灣原住民政策協會

官網：http://eco.ecopsychology.tw

肆、子活動一覽表
生態心理學的概念涵蓋著甚為廣闊的範疇。全系列之生態心理季，除了出版《生態心理
學》中譯本一書做為序曲之外，陸續亦由十項活動所組成，有室內研討會、有戶外體驗活動；
有適合心理衛生專業人員進修自然輔助療癒模式的，也有適合環境工作人員學習如何將心理
學運用在環境工作上。希望每一個關切這個議題的人士，都能從中至少找到一兩種自己有興
趣的門道可以進入生態心理學的國界～～

◎

【活動：經典書籍出版】《生態心理學》中譯本出版

日期：4/22（四）

世界地球日四十週年

新出版

出版單位：荒野保護協會
說明：原書 Ecopsychology: Restoring the Earth, Healing the Main(Roszak eds. Sierra Club Books, 1995)堪稱是
生態心理學的經典。荒野保護協會取得 Sierra Club 中文版版權，翻譯此書，並請臺灣心理治療學會理
事長王浩威、荒野保護協會榮譽理事長李偉文為中文版撰序。此外，並配合導讀此書之書香分享會(參
見【活動肆】)，將為本土生態及心理界，吹起生態心理學觀點的起床號！
Î購買請逕荒野保護協會各地分會(http://www.sow.org.tw/)

【活動壹】

生態心靈體驗活動：思源埡口春之旅

日期：4/10~12（六～一）
地點：思源埡口

已順利完成，感謝支持

主辦單位：荒野保護協會

說明：經過了凜冽的冬，一到春的時節便是美麗而繽紛，萬物蓄積潛藏的能量迫不及待地釋放，光禿
的樹枝頭歡欣冒出了新綠，野花恣意綻放點綴了山林，大地一片欣欣向榮，充滿了蓬勃盎然的生機。
在思源最多采多姿的季節，邀請您來拜訪這不可思議眾神的花園，領會一次具心靈風的自然體驗營隊。

【活動貳】

世界地球日「心靈好野人」工作假期

日期：4/17(六)
地點：全島各地荒野分會戶外
主辦單位：荒野保護協會
說明：今年是世界地球日四十週年的重要紀念。多年來，環保支持者在地球日這一天，透過聚會、倡

已順利完成，感謝支持

議、及實際的環境工作參與，來表達對環境的關切。今年，荒野舉辦了好野人工作假期，邀請民眾親
自走入棲地，用雙手重拾與土地的關係，透過棲地工作的形式，讓參與者用雙手恢復棲地生機'、讓
大地療癒參與者的心靈。除了北部地區有大崙尾山自然步道舖設、烏來南勢溪淨溪、八里挖子尾淨灘、
臺北福州山系淨山外，全臺各地分會棲地皆有活動，讓參加者在照顧地球的同時，也照顧自己的身心，
成為心靈的好野人。

【活動參】

荒野週四協會見：生態心理季系列

日期：4/22~5/20 每週四晚 19:30-21:00
地點：荒野保護協會．臺北總會（臺北市詔安街 204 號）
主辦單位：荒野保護協會
贊助單位：心靈工坊、風潮唱片、野人出版
節目清單：
日期

主講人

講題

4/22

黃盛璘（園藝治療師）

植物的療癒力量

4/29

杜白（知名獸醫師）

動物生死書

5/06

汪素娥（永定國小校長）

在大自然的教室裡

5/13

吳金黛（自然音樂創作人）

聆聽自然～～天籟的聲音

5/20

黃香萍/張櫻馨

如何遇見你，在最美麗的時刻

（荒野保護協會思源組資深解說員）

～～黯然銷魂的自然心靈體驗

報名：不須報名，免費自由入場，先到先入座。
相關網址：http://www.sow.org.tw/

【活動肆】

《生態心理學》書香分享會

日期：4/24(六)09:00-18:00
地點：荒野保護協會．臺北總會（臺北市詔安街 204 號）

已順利完成，感謝支持

主辦單位：荒野保護協會

說明：上午為成書慶祝及荒野保護協會創會理事長資深生態工作者徐仁修專題演講，分享自己在自然
中多年以來的心理與靈性心路歷程。下午邀集資深的荒野志工，與來自各界的專業人士，分為六大主
題，針對《生態心理學》書中的篇章，進行導讀及延伸討論。

【活動伍】

自然生態與心靈療癒研討會

日期：5/16(日)
地點：亞東紀念醫院（臺北縣板橋市南雅南路二段 21 號）
主辦單位：臺灣心理治療學會、亞東紀念醫院、中華心理衛生協會、亞洲體驗教育學會、臺北縣職能
治療師公會
協辦單位：都市人基金會、荒野保護協會、國軍北投醫院、草盛園園藝治療工作室、心靈工坊文化公
司、臺灣動物輔助活動及治療協會、中華民國傷健策騎協會
說明：邀集國內親身投入多種自然輔助治療模式──動物輔助治療/園藝治療/冒險治療/荒野治療/生態

已順利完成，感謝支持

治療/綠色照護──的專業人士，發表近年來從事相關照護的親身經驗，並邀請各界先驅，探討國內
這幾種模式的當代概況及未來發展潛起，適合對運用自然元素有興趣者的心理衛生工作者，一起來認
識及持續關注這些新興模式的發展現況。

【活動陸】

綠色健康與園藝治療──第四屆園藝療法國際研討會（臺北）

日期：5/25(二)全日~5/26(三)上午，合計一天半
地點：亞東紀念醫院（臺北縣板橋市南雅南路二段 21 號）

主辦單位：臺灣園藝治療學會籌備處、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金會附設亞東紀念醫院、亞東技術
學院醫護學群、臺灣心理治療學會、草盛園園藝治療工作室、心靈工坊文化公司、荒野保護協會、大
願文教基金會、財團法人天主教康泰醫療教育基金會
協辦：中華民國人與植物學會
說明：近年來，每年由日籍園藝治療師菅．由美子，率領日本及歐美的園藝治療專業外賓前來臺灣，
為臺灣的園藝治療界持續充電。今年邀請有《益康花園》（五南）一書的原作者 Marni Barnes 等人抵
臺，第一天由多位外賓介紹國外園藝療法的發展，為國內帶來世界園藝療法的新訊息。第二天上午並
安排多處國內進行園藝療法的先鋒，共同分享實作經驗，並在大會最後安排一場本土園藝療法座談
會，一起來探索未來發展的方向。
報名：下附第一次公告（點選連結書籤）
相關網址：http://htc.kungtai.org.tw

【活動柒】

自然與健康──園藝治療國際研討會（臺中）

日期：5/29-30（六、日）
地點：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立體劇場地下一樓第三演講（藍）廳（台中市北區館前路一號）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金會、台中慈濟醫院、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台灣
綠色養生學會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聯合中醫醫學會、台中市職能治療師公會、中華民國護理師護士公會全國聯合會、
台灣園藝學會、中華民國人與植物學會
說明：「園藝療法（Horticultural Therapy）」乃是利用園藝的操作，幫助一些因病需要療養的人，進
行物理及心理的復健，讓這些人重拾自信心，有益於恢復健康。這樣的園藝操作，在國外已非常普遍，
尤其是在若干植物園中已設立專業的部門，推廣此類活動；然而在台灣，目前只處於在少數大學開課
階段。 往年舉辦的活動令參與學員深受感動與贊同，本屆學術活動邀請來自美國、奧地利、日本及
韓國等園藝療法的專業人士九名，進行演講。
本屆園藝療法主題為「自然與健康(Nature & Health)」，以自然為基本訴求，健康自然為依歸，體
會人類身心靈的深層的感動，感受植物與人類之間的溝通互動。
報名：一律採取網路報名方式，請逕至下列網址報名。（點選相關說明）
相關網址：http://www.tzuchi.com.tw/a_f/f_tc/horticultural/default.htm

【活動捌】

心靈風自然體驗工作坊

日期：5/15~6/6 之週末假日
地點：戶外各地
主辦單位：荒野保護協會
說明：本活動邀請多位資深戶外活動講師，實際到戶外場域，辦理自然與心靈體驗之活動。活動講師
的風格或活動節目的安排，各不相同，有恬淡閒適，有性靈啟迪，也有冒險挑戰，透過不同的模式，
讓心靈和生態同時展現出多樣風貌。
節目清單：
．5/15(六)Deeksha 劉瓊玉、黃香萍【拜訪地球的潘朵拉：龍貓車站】
．5/22(六)丁鉉旗、張昀【北投大砲岩-垂降體驗活動】
．5/29(六)許中光【走入歷史 與樹共舞】
．6/06(日)蕭淑碧、涂淑芳【走進自然 體驗生命】

報名：下附簡章（點選連結書籤）
相關網址：http://www.sow.org.tw/

【活動玖】

生態心理學與環境運動座談會

日期：6/5(六)（世界環境日）09:00-17:00
地點：荒野保護協會．臺北總會（臺北市詔安街 204 號）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生態關懷者協會、荒野保護協會、臺灣心理治療學會
說明：本活動邀請資深環境工作者，從自然經驗、解說、戶外活動、生活環保、環境教育、環境運動、
原住民觀點等各種面向，對談生態心理學對未來國內環境運動可以產生的啟發，期待能夠激盪出有助
於突破環運現況的新思維。誠摯邀請關心環境運動的熱情伙伴一起來交流、對談！
專題演講：王浩威
主題座談：黃淑德、陳慈美、瓦歷斯．貝林、紀駿傑、蔡嘉陽、陳椒華、許世璋、林慧年
報名：下附簡章（點選連結書籤）
相關網址：www.csee.org.tw

【活動拾】

冒險輔導與治療研討會

日期：6/19(六)
地點：國立臺北科技大學．綜合科館．第二演講廳（臺北市忠孝東路三段一號）
主辦單位：亞洲體驗教育學會
協辦單位：臺灣心理治療學會、荒野保護協會
說明：冒險，不只是外在的拓展與挑戰，更是內在生命的煉淨與轉化。不同層次的冒險經驗，可以提
供參加者不同程度身體、情感和智力上的挑戰機會，可以增加人們在教育過程中的認知和正向特質發
展。本場冒險輔導與治療研討會，透過不同機構冒險課程應用案例的分享，並邀請心理衛生與諮商輔
導領域的專家學者共同參與回應，讓大家有機會見到冒險課程在臺灣的多元應用及發展，並展開不同
學派及專業領域的對話平臺。
報名：下附簡章（點選連結書籤）
相關網址：http://www.aaee.org.tw/

官方網頁：http://eco.ecopsychology.tw

第四屆

園藝療法

國際研討會

The 4th International Horticultural Therapy Conference

綠色健康與園藝療法 Green Care & Horticultural Therapy

第四屆園藝療法國際研討會即將於 5 月 25、26 日，於板橋亞東醫院舉行。來自美國的主
講者 Marni Barnes 將於研討會中報告認知、壓力及自然療癒的途徑；日本菅由美子、常住良
保、美國 Victoria Stockton 及奧地利 Susanne Rieser，也分享園藝療法應用於各領域的實務經驗。
本屆更邀請台灣致力於園藝治療的專業人士，分享園藝療法的本土案例，歡迎對園藝治療、
綠色照顧有興趣的朋友來參與這場難得的園藝療法國際研討會。
園藝療法的最大特色是其運用媒介的「植物」就是個生命體，在照顧植物的過程中，會
一直感覺到生命的變化：發新葉、新芽、花開、花落，生生不息。而當我們感覺到有個生命
需要照顧、呵護的時候，相對的也能夠增加對自我的肯定。
近年來台灣在第一位獲得美國認證的園藝治療師黃盛璘，以及多位相關專業人士及機構
的共同推廣下，以獨特的本土經驗，透過理論與實作練習，將園藝療法帶入學校、社區、及
醫療照護等機構。在園藝治療與綠色照顧方面，都獲得了相當顯現的成效。
第一屆「園藝療法國際研討會」於 2007 年在台北舉行，今年已進入第四屆，先後邀請
日本、韓國、美國、德國、希臘、香港等知名園藝治療師分享經驗，均獲得廣大迴響。今年
5 月 25、26 日，於亞東醫院舉行的第四屆園藝療法國際研討會，除了日本、美國、奧地利的
講者分享精彩的國際經驗，更邀請台灣致力於園藝治療的專業人士，分享園藝療法的本土案
例。歡迎所有對園藝治療、綠色照顧有興趣的朋友來參與這場難得的園藝療法國際研討會，
體驗植物的療癒力量！

【活動訊息】
時間：2010 年 5 月 25~26 日(25 日全天、26 日上午)
地點：亞東紀念醫院 14 樓國際會議廳
（台北縣板橋市南雅南路二段 21 號，捷運板南線亞東醫院站）
費用：每人 NT$1,800(費用不含午餐，敬請自理)
優惠：2010 年 4 月 30 日(五)前報名:一人 NT$1,500，三人同行每人 NT$1,200
語言：演講以中、英及日文發表，英文演講時提供現場翻譯
主辦單位：臺灣園藝治療學會籌備處、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金會附設亞東紀念醫院、亞東
技術學院醫護學群、臺灣心理治療學會、草盛園園藝治療工作室、心靈工坊文化公司、
荒野保護協會、大願文教基金會、財團法人天主教康泰醫療教育基金會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人與植物學會
洽詢電話：02-23657780#26 藍先生
網址：http://htc.kungtai.org.tw

【第四屆園藝療法國際研討會議程】
2010/ 5 / 25（二）
時

間

主

題

08:50-09:10

報

到

09:10-09:30

開 幕 式

09:30-10:50

Perception, Stress and Nature’s Healing Path
認知、壓力及自然療癒的途徑

10:50-11:10

休

11:10-12:30

Nature and Music Education for the Deaf Children
聽障兒童的自然與音樂教育

12:30-13:40

午

13:40-15:00
15:00-15:20

講

Marni Barnes
（美國）

息
Victoria Stockton
（美國）

休

Nature Healing from War Trauma
戰後創傷的自然療癒
休

主

Yumiko Kan
（日本）

息

15:20-16:40

Nature Feeling- Nature Observation with the Disabled
與身心障礙者一起自然觀察

Yoshiyasu Tsunezumi
（日本）

16:40-17:20

New potential of HT for Refugees in Austria
在奧地利園藝治療對難民的新潛能

Susanne Rieser
（奧地利）

17:20-17:50

綜合座談
2010/ 5 / 26（三）

08:00-08:10
08:20-10:50
10:50-11:00
11:00-11:30

報

到

園藝療法在治療之運用及學術研究
休

林一真、林木泉、周秉萱/
黃淑雯、黃盛璘

息

本土園藝療法發展願景座談會

主持：黃盛璘

第四屆 園藝療法國際研討會 報名表

編號：

2010 年 5 月 25~26 日
台灣 台北 亞東紀念醫院

秘書處：財團法人天主教康泰醫療教育基金會
106 台北市羅斯福路三段 245 號 8 樓
電話：02－23657780 * 26 傳真：02－23657770
電子信箱：kt050801@kungtai.org.tw
請用正楷書寫，秘書處收到後會回信確認；或由網站報名http://htc.kungtai.org.tw

姓

名

性

別

男性

女性

男性

女性

男性

女性

服務單位/就讀學校
職稱/系所
身分證字號
電

話(O)

傳

真

行 動 電 話
電 子 郵 件
【請務必填寫，以便行前通知】

聯 絡 地 址
報 名 費 用
【包含大會手冊、各項演講、茶水】

□□□

□□□

□□□

□ 5/14 前報名,每人 NT$1500。
□ 5/14 前報名,3 人同行，每人 NT$1200。
□ 一般報名，每人 NT$1800。
1. □支票或 □匯票
抬頭「財團法人天主教康泰醫療教育基金會」
，連同此表掛號寄至：
106 台北市羅斯福路三段 245 號 8 樓 園藝療法國際研討會秘書處收

2. □郵局劃撥 05845554
戶名：：「財團法人天主教康泰醫療教育基金會」
，收據連同此表傳
真至：02-23657770，園藝療法國際研討會秘書處收

3. □信用卡；信用卡授權書

付 款 方 式

□Visa □Master Card

持卡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發卡銀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交易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用卡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效日期： （

月 /

年）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卡人簽名

1.取消與退費：

備

註

因故如欲取消及退費，需以書面向秘書處提出申請，在 2010 年 5 月
14 日(含)前提出申請者，於會議結束後退費 50％；逾期恕無法退費。

2.傳真或網路報名後，請記得電話確認是否報名成功，謝謝！

【活動柒】第四屆國際園藝治療研討會（台中）

報名網址：http://www.tzuchi.com.tw/a_f/f_tc/horticultural/default.htm
大德，朋友您好，
「園藝療法（Horticultural Therapy）」乃是利用園藝的操作，幫助一些因病需要療養的人，
進行物理及心理的復健，讓這些人重拾自信心，有益於恢復健康。這樣的園藝操作，在國外
已非常普遍，尤其是在若干植物園中已設立專業的部門，推廣此類活動；然而在台灣，目前
只處於在少數大學開課階段。 往年舉辦的活動令參與學員深受感動與贊同，本屆學術活動邀
請來自美國、奧地利、日本及韓國等園藝療法的專業人士九名，進行演講。
本屆園藝療法主題為「自然與健康(Nature & Health)」，以自然為基本訴求，健康自然為
依歸，體會人類身心靈的深層的感動，感受植物與人類之間的溝通互動。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金會、台中慈濟醫院、國立自然科學博物
館、台灣綠色養生學會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聯合中醫醫學會、台中市職能治療師公會、台中縣職能治療師公會、中
華民國護理師護士公會全國聯合會、台灣園藝學會、中華民國人與植物學會
1. 會議地點：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立體劇場地下一樓第三演講(藍)廳 (台中市北區館前路一號)
2. 會議日期：
2010 年 5 月 29、30 日(六、日)
3. 報名對象：
園藝、中醫、藥學、環境景觀、傳統醫療、政府機關、醫療業之相關人員、有意從事
園藝療法者…等，對園藝療法有濃厚興趣者。
4. 參加人數：共計 150 個名額，備取 10 名。
5. 報名日期：
4 月 15 日開始受理網路報名至民國 2010 年 5 月 15 日止，報名額滿則提前截止。
6. 報名方式：
一律採取網路報名方式。 (報名一律採線上報名，先至報名系統登錄資料，再下載< 報
名表 >※另存目標可下載，研習名單以收到報名表及劃撥單收據為完成報名手續)
7. 5 月 18 日於網站公佈錄取學員名單為主，並以電子郵件或電話發送
8. 活動費用：
主辦及協辦單位會員 2012 元整，非會員 2512 元整(含匯費或手續費 12 元)
~歡迎您的踴躍參與~
議程：
第一天（2010 年 5 月 29 日 星期六）

時間

講者

題目

8:30~9:00

報到

9:00~9:20

主席暨貴賓致詞

9:20~10:50

Mrs. Marni Barnes Healing Garden (療癒花園)

10:50~11:10

Break Time（茶道表演）

11:10~12:10

Susanne Rieser

New potential of HT for Refugee in Austria (在奧
地利園藝治療對難民的新潛能)

12:10~13:10

備註

美國

奧地利

午餐
Intergeneration and Multicultural Horticultural

13:10~14:40

Kim Hyoung Dueg Therapy in Korea

韓國

(在韓國不同世代及文化間的園藝治療)
14:40~15:00

Break Time（花道表演）

15:00~16:30

Kim＇s Team1

16:30~18:00

Kim＇s Team 2

Case of Horticulture therapy program operation in
Korea (韓國的園藝治療案例分享)
Case of Horticulture therapy program in Korea

韓國
韓國

第二天（2010 年 5 月 30 日 星期日）
時間

講者

題目

8:30~9:00
9:00~10:30

報到
Mrs. Vicky Stockton

10:30~10:50
10:50~12:20

Yumiko Kan

16:50~17:30

children(聽障兒童的自然與音樂教育)

美國

Nature Healing from War Trauma (戰後創傷的自
然療癒)

日本

午餐
Yoshiyasu

Nature Feeling-Nature Observation with the

Tsunezumi

disabled (失能者的自然感覺及觀察)

15:00~15:20
15:20~16:50

Nature and Music Education for the deaf

Break Time（手語表演）

12:20~13:30
13:30~15:00

備註

日本

Break Time（書法表演）
Kazuo Nishimura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Health
(有機農業及健康)

日本

綜合討論

註一：教師及公務人員全程參與者可申請研習時數（申請中）
註二：醫師、藥師、護理人員、社工師、諮商心理師、心理及復健相關積分申請（申請中）。
※如有調整已最新公告資訊為主，承辦單位有修改的權利，如有不便敬請見諒，謝謝!
聯絡方式：

聯絡方式：
聯絡電話：(04)3606-0666
張小姐 分機 2705（tc207161@tzuchi.com.tw）、高小姐 分機 1228（fgca100123@gmail.com）
報名網址：http://www.tzuchi.com.tw/a_f/f_tc/horticultural/default.htm
學會部落格：http://f-greencare.blogspot.com/(將不定期更新訊息)
^^^^^^^^^^^^^^^^^^^^^^^^^^^^^^^^^^^^^^^^^^^^^^
台灣綠色養生學會
會址：427 台中縣潭子鄉豐興路一段 66 號
電話：04-3606-0666 分機 1228 高小姐
傳真：04-36061228
http://f-greencare.blogspot.com/
^^^^^^^^^^^^^^^^^^^^^^^^^^^^^^^^^^^^^^^^^^^^^^^

【活動捌】心靈風自然體驗工作坊
當蓋婭遇上賽琪 - 2010 生態心理季系列活動

心靈風自然體驗工作坊
活動報名簡章
來自山水的邀約 傾聽自然的呼喚
如果靈魂的原鄉是自然
那麼回家的路到底在哪裡?
請你重新記憶起這塊土地
將你的悲歡離聚種在這塊土地上
將過去的幻滅、未來的夢想重新連結在這塊土地上吧
隨著山風 讓身體去流浪
停駐在樹梢 眺望夕陽 靜聽或是唱著自己內心的歌曲
走入雲霧 讓心思縹緲自由
浮向山頂 或是坐下 看見冠鷲盤旋 慢慢消失
秋冬輪迴了春夏 綠楠交替了楓紅
把悲傷埋入土壤收藏
成為滋養生命的沃土
來自天堂的聲音 就在花朵中綻放了

【活動內容】(詳見：http://www.sow.org.tw/)
(1) 99/5/15（星期六）09：00-16：00 【拜訪地球的潘朵拉：龍貓車站】
講師：劉瓊玉Deeksha－美國歐林中心光體課程授證教師．台北光中心身心靈成長課程講師
黃香萍－荒野思源定點資深解說員
活動簡介：電影「阿凡達」所描述的潘朵拉星球，是否只是一個不存在於現實人生的虛擬幻
境？在一個自然森林深處，一處沒有運輸工具可到達的龍貓車站，開啟一段荒野漫遊的美麗
秘徑，以及驚豔欽羨自我發現的真實旅程。
地點︰陽明山萬里瑪鋉溪上游
費用：荒野志工 800 元，其他生心季主、協辦單位 1000 元，一般民眾 1200 元
(含︰交通及 100 萬保險費用，午餐自理)
人數： 20 人，最低開隊人數為 10 人
(2) 99/5/22（星期六）09：00-16：00 【北投大砲岩－垂降體驗活動】
講師：丁鉉旗、張昀－紅十字會初級急救證、天然岩場攀岩、溯溪、登
山訓練、高低空繩索場等指導員。
活動簡介：藉由戶外垂降體驗，讓參與者從垂降挑戰中，跨出自己的舒
適圈，建立自信。活動會融合情境設計，引領參與者進入不同的思維與
體驗。此課程屬於高挑戰、高信任的活動，需要夥伴的支持幫助與鼓勵，

並在活動後，針對垂降經驗與情境做分享。
費用：荒野志工 1300 元，其他生心季主、協辦單位 1500 元，一般民眾 1700 元（需年滿二
十歲）
(含︰教練、器材、300 萬保險費用，午餐自理，交通自行前往或自費共乘)
人數： 12 人，最低開隊人數為 6 人
(3) 99/5/29（星期六）09：00-17：00 【走入歷史 與樹共舞】
講師：許中光－27 年經驗的心理與自然工作者，目前是一個農夫學習者
活動簡介：這是一個經驗性的心理與自然工作坊，你會在一個流動的探險過程中，經驗到一
群人在一起，卻能全然安靜和自己在一起，聽得見風聲、水聲、鳥聲，不只親炙四獸山的老
歷史、走古道、體驗式攀岩，以及一個獨特的與樹共舞活動，從中深刻體驗人與自己、人與
人、人與環境的親密關係，燃起愛護保護之心。
活動地點：四獸山大縱走
費用：荒野志工 800 元，其他生心季主、協辦單位 1000 元，一般民眾 1200 元
(含︰100 萬保險費用，午餐自理，約定交通點集合)
人數： 20 人，最低開隊人數為 12 人
(4) 99/6/06（星期日）09：00-16：00 【走進自然 體驗生命】
講師：蕭淑碧－宇愛光養生協會前任理事長、陽明山國家公園解說暨保育人員
涂淑芳－涂大芳體驗自然中心負責人、長期引領「柯內爾」方式自然體驗活動
活動簡介：用感官和心靈直接去體驗，透過自然遊戲激發出喜悅、生命洞察力等。每個遊戲
皆由大自然擔任導師，有時講的是科學家的話，有時說的是藝術家或玄秘家的話。自然無形
能量引發每個人對自然的愛與熱望，透過適當的引導，每個人都有能力與自然融合，可以化
身為葉或花或白雲，領會自然生命的奧妙之處。
活動地點：陽明山童軍活動中心
費用：荒野志工 800 元，其他生心季主、協辦單位 1000 元，一般民眾 1200 元
(含︰100 萬保險費用，午餐自理，交通自行前往或自費共乘)
人數： 30 人，最低開隊人數為 15 人
【報名方式】即日起受理報名，荒野保護協會︰(02) 2307-1568 分機 13 報名

來自山水的邀約 傾聽自然的呼喚

【報名表格】

荒野保護協會信用卡繳費單
個人資料：
傳真後請來電確認

姓名：
□生態心理季主/協辦單位：

□ 荒野會員編號：

□一

般民眾
生日：民國

身分證字號：
電話：自宅(

公司(

)

年

)

月

日

手機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緊 急 聯 絡 人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緊 急 聯 絡 人 電 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寫日期：

年

月

日

活動費用：
學員姓名：
活動名稱：
《心靈風自然體驗工作坊》 (請勾選) (荒野志工/生心季主協辦單位/一般民眾價)
□ (1) 99/5/15（星期六）09：00-16：00 【拜訪地球的潘朵拉：龍貓車站】800/1000/1200
□ (2) 99/5/22（星期六）09：00-16：00 【北投大砲岩－垂降體驗活動】 1300/1500/1700
□ (3) 99/5/29（星期六）09：00-17：00 【走入歷史

與樹共舞】

800/1000/1200

□ (4) 99/6/06（星期日）09：00-16：00 【走進自然

體驗生命】

800/1000/1200

總金額：

元（持卡人請務必親填）

信用卡資料：
信 用 卡 別 ： □ VISA

信用卡有效期限至

年

□ MASTER

月止

信 用 卡 號 ：

持卡人簽名：
（需與信用卡簽名一致）

收據抬頭：

※ 填妥表格後，請傳真至（02）23072568，並請來電確認（02）23071568#13 以利作業。歡迎用

郵政劃撥匯款，帳號：1872429-2，帳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請寫全名）

2010 生態心理季系列活動

當蓋婭遇到賽琪
──生態心理學與環境運動座談會
走過二十幾年的台灣環境運動，的確碰到成長的困境。《生態心理學》的出版正
是時候，解答許多環保人士心中的疑問，指引得以整合探索與行動的更有效培力方式，
療癒在環運路上累積多年的內傷和鬱卒。
Lester R. Brown 在環境序中一針見血地指出：環保運動的弱點之一是：少有團
體能退到足夠的距離外來綜觀全貌，並排列出議題的優先順序。而 James Hillman 的
心理序之標題「以地球為度的心靈」，簡單扼要地道出生態心理學的核心內容：一個
人要與「自己深層的自我」調和，需要的不僅是一趟探索內在的旅程，也需要和外在
世界的環境和諧共存。
本活動邀請資深環境工作者，從自然經驗、解說、戶外活動、生活環保、環境教
育、環境運動、原住民觀點等各種面向，對談生態心理學對未來國內環境運動可以產
生的啟發，期待能夠激盪出有助於突破環運現況的新思維。誠摯邀請關心環境運動的
熱情伙伴一起來交流、對談！
◎ 日期：2010 年 6 月 5 日（星期六）08:30～17:30
◎ 地點：荒野保護協會．臺北總會（臺北市詔安街 204 號）
◎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生態關懷者協會、臺灣心理治療學會、荒野保護協會
◎ 報名費：一般－500 元；生態心理季相關主協辦單位人員或會員、學生等身份者－優待價
300 元。(含午餐)
◎ 報名方式與流程
1. 即日起開始受理報名，本座談會採預先報名制，座位有限額滿為止，請即行動。。
2. 報名程序：請先劃撥報名費用、並將劃撥收據黏貼於報名表後傳真至 02-29336947，
或至報名網頁以線上報名（仍須先完成劃撥，帳戶：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
17340602）
，我們會在收到報名表後一週內以 E-mail 通知您是否報名成功。
※線上報名請至環教學會網站www.csee.org.tw
3. 劃撥費用時，請於劃撥單上通訊欄處註明活動名稱，以利行政作業。
4. 報名專線：02-29326364 張小姐

帳號：

【議程表】
報

08:30
08:45

開幕致詞

王浩威／臺灣心理治療學會理事長、華人心理治療基金會

人與自然關係的綠色心靈療癒

執行長

中

10:30-10:40
生態心理學與綠色生活的對話
10:40-11:30
11:30-12:00

主持：陳俊霖／荒野保護協會副理長
施純榮／荒野保護協會前秘書長

【主題演講】

09:00-10:30

【綜合討論】

息

主持：梁明煌／國立東華大學環境政策研究所
午

與自然共生～原住民的自然觀

休

瓦歷斯貝林／前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
紀駿傑／國立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
主持：李育青／生態關懷者協會前理事長
中

14:20-14:30

場

休

息

從生態心理學看環境運動者的

蔡嘉陽／彰化環保聯盟理事長

困境與曙光

陳椒華／台灣電磁輻射公害防治協會理事長

15:20-15:50 【綜合討論】
15:50-16:40

休

陳慈美／生態關懷者協會秘書長

13:50-14:20 【綜合討論】

14:30-15:20

場

黃淑德／台灣主婦聯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常務理事

12:00-13:00
13:00-13:50

到

主持：許世璋／東華大學生態與環境教育研究所教授

生態心理學在戶外／環境教育

許世璋／東華大學生態與環境教育研究所教授

中的運用

林慧年／義守大學休閒事業管理系助理教授

16:40-17:10 【綜合討論】

主持：王順美／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理事長

17:10-17:30 綜合座談

主持：王順美、梁明煌、許世璋、陳慈美

◎ 注意事項：
1. 建議先行閱讀《生態心理學》一書，購書辦法如下。
2. 參加者請自備環保水杯及餐具，午餐由大會提供簡便之環保午餐。

購書辦法：請洽荒野保護協會 TEL：02-2307-1568 #15
郵政劃撥帳號：１８７２４２９２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請於收據上註明姓名及購買生態心理學書籍，傳真至(02) 2307-2568，並來電確認，謝謝！

【活動拾】冒險輔導與治療研討會

【活動拾】冒險輔導與治療研討會

（詳見：http://www.aaee.org.tw/）

＜2010 年生態心理季系列活動＞

冒險輔導與治療研討會
冒險，不只是外在的拓展與挑戰，更是內在生命的煉淨與轉化。~小謀語錄

從探索到冒險
近年來「冒險」一詞在國人的觀感及接受度上已漸有改變，從父母教養方式的思考，讓
孩子拓展好奇與冒險心，對生活責任產生更多的行動力與自主性；從大學高等教育的冒險領
導課程發展出另一種新世代「險」學，擺脫爛草莓的稱號，更玩出生命的韌度；企業經營哲
學與管理人才培育也強調冒險開創與終生學習的精神；青少年透過壯遊的體驗歷程來自我探
索我是誰，甚至渴望別人因自己的幫助而過得更好，結合旅行夢想和國際志工服務，浪跡世
界幫助別人‧從探索(Explore)到冒險(Adventure)，在我們內心嚮往「冒險」精神的同時，應
該開始思考冒險對我們的意義和生命價值為何‧

從教育、輔導到治療
不同層次的冒險經驗，可以提供參加者不同程度身體、情感和智力上的挑戰機會，除了
好玩刺激外，透過冒險課程可以增加人們在教育過程中的認知和正向特質發展，幫助其擴大
眼界、信念與態度，從過去經驗中追溯與治療相關的議題，甚至找到適當的處遇與介入方式，
以減緩其行為或精神症狀的相關問題(Gillis et al., 1991)‧
以體驗學習為本之冒險教育運用於學校教育、企業教育訓練及個案輔導治療在台灣近幾
年來引起不小迴響，透過一些民間非營利組織及政府相關單位的推動，以體驗教育及冒險諮
商的理念與活動來進行青少年輔導之工作，甚至也開始被視為團體諮商及臨床治療處遇的一
種方式，相關之研究及實務操作經驗也開始在這幾年發展累積。95 年亞洲體驗教育學會舉辦
第一屆高關懷少年冒險治療理論與實務座談研討會，我們邀請國內外冒險輔導實務工作者與
大家分享國外及國內的發展現況及相關運用案例；96 及 97 兩年我們更持續邀請國內多家承
辦長天數冒險治療營隊之相關組織機構分享辦理冒險輔導及治療營隊的經驗及實施成效，並
邀請多位專家學者共同參與座談，討論長短天數冒險輔導營隊的價值及其未來發展。98 年在
兒童局的指導辦理下，我們更是邀請國外具有豐富實務經驗的社會工作者東尼(Tony) 再次來
台與大家分享冒險團體的引導藝術，如何運用優勢觀點的治療技巧來進行諮商輔導，甚至是
一對一個案輔導的演練操作示範，強化相關工作者對青少年輔導的實務操作認知與概念。

今年，我們將與台灣心理治療學會結合其他協辦單位（荒野保護協會,心靈工坊文化事業,
亞東紀念醫院等）共同舉辦冒險輔導與治療研討會，期能透過不同單位機構的冒險課程應用
案例分享，並邀請心理衛生與諮商輔導領域的專家學者共同參與回應，讓大家有機會見到冒
險課程在台灣的多元應用及發展，並展開不同學派及專業領域的對話平台，共同對此相關議
題注入更多的思考與沉澱。

活動目標：
1.

安排以冒險為本的相關實作案例來呈現目前冒險元素在台灣教育、輔導及治療不同面向
的發展現況。

2.

透過冒險實務工作方的體驗及操作，讓與會者更進一步了解冒險元素的輔佐與應用相關
細節‧

主辦單位：亞洲體驗教育學會（AAEE）
協辦單位：台灣心理治療學會、荒野保護協會
活動日期：2010/06/19 (六) 09:00-17:30
活動地點：國立台北科技大學(綜合科館第二演講廳)
參加對象：
1.
2.
3.

從事體驗教育或冒險教育訓練之相關單位機構或個人。
從事職能治療、社會工作、心理衛生及輔導諮商相關之大專院校師生或單位機構工作人
員。
其他對此議題有興趣之一般大眾。

報名人數：150 位（額滿為止）
報名費用：(包含中餐)
~5/20(Early Bird)

1000 元/人(AAEE 及生心季協辦單位會員 800 元/人)

5/21~6/15

1200 元/人(AAEE 及生心季協辦單位會員 1000 元/人)

研討會進行方式：
1.案例發表與回應：邀請相關機構單位或個人分享如何運用冒險元素於個案輔導及處遇，並
邀請心理衛生與諮商輔導領域的專家學者共同參與相關主題回應，開啟不同專業角度與面向
的討論互動。
2.實務工作坊：擬定與冒險相關主題的工作坊議題，幫助大家從實務操作面來對冒險元素的
應用有更全面性的了解。
3.書籍展售：會場將搭配提供相關書籍的展售，各廠商單位包含:AAEE/心靈工坊/荒野/飛颺青
少年成長中心/台灣外展教育基金會/風潮音樂..(陸續邀請中)‧
4.專題演講。

研討會議程安排：
報到、領取手冊資料
【書籍聯合展售】
Opening 開幕
【冒險治療臨床工作案例報告】
主持人：國立體育大學休閒產業經營學系謝智謀老師
報告者(1)：信安醫院職能治療室主任張馨之
報告主題：當冒險活動進入精神機構
報告者(2)：台北醫學大學附設醫院復健科歐陽萱
報告主題：冒險活動 vs.住院精神官能症患者
邀請與談者：
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林杏足老師
國軍北投醫院精神科沙堅白主任
10:30-10:45 中場休息
10:45-11:45 【冒險教育輔導案例報告】
主持人：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公領系蔡居澤老師
報告者(1)：杏語心靈診所資深治療師徐堅璽
報告主題：如何能說這是一次冒險治療取向的個別輔導
報告者(2)：都市人基金會副執行長朱芩
報告主題：八八風災心靈重建「創傷輔導」營隊
邀請與談者：
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理與諮商學系/系主任劉淑瀅老師
國防大學心理及社會工作學系兼任副教授曾麗娟老師
11:45-12:00 【綜合座談】開放給與會者做相關問題詢問及回應
說明下午工作坊上課注意事項
12:00-13:00 用餐、休息
13:00-16:00 【冒險實務操作工作坊】提供與會者透過直接體驗的方式對使用冒
險元素來做為輔導或治療的工具有更一步的瞭解，包括：攜帶式低空活動的帶
領與反思、短期安置家園針對性侵家暴少女的創傷輔導團體及個案、一對一冒
險輔導實務演練與討論、冒險教育、輔導與治療的探討等議題。
（各工作坊開課
選擇及上課教室地點請以大會當日公佈為準）
16:20-17:20 【專題演講】冒險輔導與治療的過去、現在與未來
講者：國立體育大學休閒產業經營學系謝智謀老師
17:20-17:30 閉幕(年底第五屆年會見!)
08:30-09:00
10:00-17:00
09:00-09:30
09:30-10:30

【2010 冒險輔導與治療研討會-個人/團體報名表】
□個人報名(僅需填寫個人資料) □團體五人共同報名，每人均可享會員價

參加者基本資料 (所有欄位請務必完整填寫，以免影響您完成報名手續的時效性)
姓

名 性別

餐點

身份證字號 出生年/月/日

服務單位

□ 男 □ 葷
□ 女 □ 素

（1）
聯 絡 電 話

E-mail

□一般參加者
□我是 AAEE 會員
□生心季協辦單位
會員

E-mail

□一般參加者
□我是 AAEE 會員
□生心季協辦單位
會員

E-mail

□一般參加者
□我是 AAEE 會員
□生心季協辦單位
會員

E-mail

□一般參加者
□我是 AAEE 會員
□生心季協辦單位
會員

E-mail

□一般參加者
□我是 AAEE 會員
□生心季協辦單位
會員

□ 男 □ 葷
□ 女 □ 素

（2）
聯 絡 電 話

□ 男 □ 葷
□ 女 □ 素

（3）
聯 絡 電 話

□ 男 □ 葷
□ 女 □ 素

（4）
聯 絡 電 話

□ 男 □ 葷
□ 女 □ 素

（5）
聯 絡 電 話

身份(請勾選)

發票開立資料□抬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統編：___________ □不需抬頭統編(皆以個人名義)
報名方式及費用繳交

所有參加者需事先完成繳費，才能進行下述報名程序
z
z

z
z

匯款帳戶：華南銀行 008─文山分行，帳號：195-10-000345-6，戶名：亞洲體驗教育學會。
報名方式：匯款完後您可以：(1) 線上報名，至 AAEE 網站填寫線上報名表
(2)傳真報名，請連同報名表與匯款單據，傳真至 0945617447
如您送出報名表後兩天，尚未在網站上看到您的姓名公告，敬請來電確認。
報名截止日期：6/10
如因臨時事由，不克前往參加時，可來電/來信本會申請辦理退費，其規定如下 ：
1.單元開始一週前取消報名者，扣除退款手續費，退還 70%報名費用。
2.於單元開始前一週內通知取消者，則不辦理退費事宜。
3.因主辦單位因素(如臨時改期)，或天候等不可抗拒之因素導致無法參加，無息退回全額報名費用。
4.若該梯次單元已公布額滿，而後繳費報名者，建議可改選其他梯次或選擇退費(扣除轉帳手續費後退款)。

-- 單據黏貼處 -（建議個人保留已匯款之相關單據，若日後需要可做核對證明之用）
匯款金額：
匯款日期：
匯入本會帳戶：□華南銀行□其他(

轉出帳號末五碼：
) 其他備註說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