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肆】

＜2010 年生態心理季系列活動＞

《生態心理學》書香分享會
「這是一本令人激賞的好書。每一個關心人類這個物種未來的你我都會很有收
穫──對環境運動者、立法者、工商企業主、教育工作者，乃至我們每一個人皆然。
書中帶給我們的訊息應該成為西方思想的一部份。」
--- 珍．古德（Jane Goodall）
荒野保護協會將於地球日四十周年鄭重推出 SIERRA CLUB 授權翻譯《生態心理學》中文版

美國前副總統高爾（Al Gore）曾說：「什麼地方，人的精神被踐踏了，生態環境便
蒙災難；什麼地方，人感到無力時，生態環境便蒙災難；什麼地方，人活著感受不出生
命的意義和目的時，生態環境便蒙災難。換句話說，人蒙受痛苦時，生態環境便蒙受痛
苦。」。高爾清楚點出生態還境與心理發展之間可能的關聯。
進入二十一世紀，物慾文明發展造成人類身心及環境危機之際，環境保護雖已成普
世價值，然而環境運動需要以更積極的方式方能解決急迫的環境議題，心理學方面的應
用是一個新的方向。同時心理治療的方式與技巧也因生態的運用而有所變革。生態與心
理的結合運用已成為環境保護及心理醫療相關人士值得關注的新領域。
《生態心理學》一書正是深入探討這方面理念及作法的完整著作。
為推廣這本值得每位關心環境及人類心靈發展者仔細閱讀的好書，荒野保護協會特訂於
新書上市後，為讀者舉辦一場書香分享會，邀請多位相關人士，依據不同主題與讀者分享心
得，深入淺出地協助讀者深層瞭解書中的精神。
活動名稱：《生態心理學》書香分享會

主辦單位：荒野保護協會
協辦單位：心靈工坊、風潮音樂
活動日期：2010/04/24 (六)

09:00-18:00

活動地點：荒野保護協會．台北總會
台北市中正區詔安街 204 號

電話 (02) 2307-1568

www.sow.org.tw
參加對象：
1．從事環境保護相關工作或對自然有興趣的生態愛好者。
2．從事心理衛生相關工作或對人類心靈好奇的心理愛好者。
3．對生態心理學有興趣之一般大眾。

活動進行方式：
1．專題演講：邀請國內生態及心理經驗豐富人士以專題演講方式分享相關經驗。
2．個別主題分享：下午分六大主題由相關實務工作者導讀分享心得及本書相關文章。
3．出版品展售：會場提供相關出版品展售：心靈工坊、風潮音樂（陸續邀請中）‧

報名費用及方式：
１．熱情預購價：限荒野保護協會會員/志工及生態心理季主協辦單位相關成員適用。即日起
至 4/18 日止，凡預購三本《生態心理學》者，特價 1000 元，並贈送 4/24 書香分享會入場券
三張（含環保午餐，每張原價 400 元，總價值 1200 元）。名額有限，入場券可分贈，但需預
登記入場者姓名及聯絡方式。
2．好學認購價：每人 400 元，即日起即可認購。含書香分享會入場券一張（含環保午餐），
並贈《生態心理學》中文版一本。入場券可轉讓，但需預登記入場者姓名及聯絡方式。
3．全分享會採報名制，座位有限，額滿為止，請即行動。
4．名額有限，請逕自填下方表格傳真(02)2307-2568 或email:tooeasy@staff.sow.org.tw報名。
5．登記入場者，登記出席者，將另聯絡填寫報名表，以便選排下午分組導讀活動。
6．參加者請務必自備環保水杯及餐具，午餐由大會提供簡便之環保午餐。

4/24 書香分享會議程表：

上午：開幕及主題演講：
08:30-09:00 報到(可現場購書)
09:00-17:00 【生態心理相關書籍/DVD 聯合展售】

09:00-09:30

開

幕

09:30-10:10 序者推薦

荒野保護協會．理事長．林耀國
成書源起：生態心理學與環境工作
荒野保護協會．榮譽理事長．李偉文
環境運動的困境與曙光

10:10-10:30 中場休息
10:30-11:40 專題演講 荒野保護協會．創會理事長．徐仁修
～～一個資深生態工作者的心理與靈性之路
11:40-13:00

用餐、書展、影片欣賞： ＜第 11 個小時＞（The 11th Hour）

下午：分組主題導讀：
生態心理學與環境工作

13:00

14:45

生態心理與療癒

【諮商室裏的運用】
【環境工作與心靈成長】
導讀人：
導讀人：
．賴榮孝 荒野副理事長/台 ．白寶鳳 諮商心理師
北縣環境教育中心推廣部主任
．魏慧珠 諮商心理師
．陳善德 荒野理事/自然心 ．黃瓊慧 亞東紀念醫院精神
靈工作坊創辦人兼講師
．陳德鴻 荒野理事/荒野濕
地庇護中心負責人

生態心理與特殊族群
【原住民】
導讀人：
．希雅特．烏洛 精神科醫

師/太魯閣族/台灣原住民政策協
會理事長
科社工/荒野解說組二格定點組 ．許椀晴 荒野思源組資深解
說員/荒野原住民委員會資深志
長
工
．鄭廷斌 前 523 登山會秘書
長/泰雅獵人學校共同創辦人

【自然觀察與定點情感】
【荒野裏的運用】
【女性及兒童】
導讀人：
導讀人：
導讀人：
．張菁砡 荒野兒童教育召集 ．黃麗錦 前荒野推廣部主任 ．林耀國 荒野理事長/荒野
15:15

17:00

人/國立台灣體育大學休閒產業 /荒野思源組資深解說員
炫蜂團創辦人/行政院國家永續
經營研究所碩士
．黃香萍 荒野思源組資深解 發展委員會委員
．林慧年 義守大學休閒事業 說員/資深荒野志工
．汪仁珮 荒野監事/前荒野
管理系助理教授/荒野解說組常 ．王克威 都市人基金會執行 綠活圖召集人
務委員
長/亞洲體驗教育學會理事/國立 ．許美惠 八仙山自然教育中
．陳維立 美國國家公園解說 台灣體育大學休閒產業經營研 心環境教育教師
發展訓練學程檢定委員/明道大 究所碩士研究生
學休閒保健學系助理教授

17:00-18:00 閉幕：綜合討論（全體導讀人）
主持人：荒野保護協會．副理事長．柯典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預購單編號：

荒野保護協會

《生態心理學》書籍暨書香分享會預購單
姓名
購買人身份
書籍、收據
寄送地址

───────

(O)
□ 荒野會員／志工
□ 其他生態心理季主協辦單位成員
單位名稱：

聯絡電話 (H)
(M)

□□□

E-mail
●基本資料
姓名
荒野會員

(O)
□ 是

□否

聯絡電話 (H)

身份證字號
書籍、收據
寄送地址

(M)
□□□

E-mail
●付款項目
□熱情預購價：即日起至 4/18（一）止
3 本《生態心理學》+ 4/24（六）書香分享會入場券 3 張 ＝ 特價 1000 元
（含環保午餐，每張原價 400 元，總價值 1200 元）。限荒野保護協會會員及生態心理季主協辦單位
相關成員，即日起至 4/18 日止。入場券可分贈，但需預登記入場者姓名及聯絡方式。
□ 好學認購價：即日起即可認購
《生態心理學》+ 4/24（六）書香分享會入場券 1 張 ＝ 特價 400 元
含環保午餐，入場券可轉讓，但需預登記入場者姓名及聯絡方式。
□ 單本認購價：4/22（四）起售完為止：《生態心理學》1 本 ＝ 350 元
●付款方式
□郵局存簿儲金轉帳

□信用卡
卡別： VISA

MASTER

卡號：__ __ __ __ -__ __ __ __-__ __ __ __-__ __ __ __
有效期限：至___ ___年__

__月止

授權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___
（需與信用卡簽名一致）

立帳局名：________郵局
局號：__ __ __ __ __ __ __
帳號：__ __ __ __ __ __ __
□郵局劃撥儲金轉帳
帳號：__ __ __ __ __ __ __ __
授權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局帳戶以立委託書人帳戶為限)

郵政劃撥帳號：荒野帳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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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據抬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同購買人

荒野保護協會

預購單編號：

《生態心理學：復育地球，療癒心靈》

───────

書香分享會報名清單
序號

姓名

電話

電子郵件

1

2

3
1. 本書香分享會報名表僅適用於生態心理學書籍「熱情認購價」或「好學認購價」專案者。
2. 全分享會採預先報名制，座位有限，額滿為止，請即行動。
3. 名額有限，請逕傳真(02)2307-2568 或 email:tooeasy@staff.sow.org.tw 報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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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73 台北市中正區詔安街 204 號

電話：+886-2-2307-1568

傳真：+886-2-2307-2568

No.204, Jhao-an St, Jhongjheng District,

http://www.sow.org.tw

E-mail:sow@sow.org.tw

Taipei City 100, TAIWAN, R.O.C.

劃撥帳號：18724292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