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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杜威約榮格，花東單車遊 
英雄的旅程 心靈的探險 

英雄始於聆聽召喚（calling）, 自日常生活的世界外出冒險，進入超自然奇蹟的領域， 
他在那兒遭遇到奇幻的力量，並贏得決定性的勝利，然後英雄從神秘的歷險帶著給同胞恩賜的力量回來。 

--神話大師約瑟夫․坎伯 
英雄向外征戰的旅程，象徵著個人離開舒適的境地，走向未知， 

經歷威脅、恐懼和自我懷疑，以開啟向內探尋意義的生命對話歷程。 
 

你，聽見你的召喚了嗎？ 
 
 
 
 
 
 
 

一、前  言： 
    亞洲體教育學會(AAEE)以及所設的台灣冒險治療專業社群(TTAPG)，致力於冒險治療方
案和體驗式教育在治療處遇的原則進行計畫和推廣，也幫助社群成員以及各界從業人員的
專業發展。臺灣心理治療學會(TAP)以及所設的綠色心理治療小組，則嘗試在後現代社會多
元心理治療世界裏，連結自然生態與心理健康的各種綠色照護模式。當兩群各有所⾧的前
輩相聚㇐路，不在椅子上，而在單車上；不在教室裏，而在山水裏，會激盪出什麼樣的體
會呢?  運用專業協助人們面對生命難關的心理衛生助人工作伙伴們，在承接無法向世人揭
示的情緒負荷，身、心、靈皆倍受挑戰的同時，什麼樣的看顧，才能注入活力更新呢？ 
    去年，我們嘗試了花東單車體驗之旅，㇐同徜徉花東大自然的美好、經驗單車騎行的樂
趣和挑戰；今年，想要邀請伙伴帶著自我觀照的心情前來，和我們㇐起展開個人生命療癒
的對話。這是㇐趟成為個人內在英雄的起點，連結身體、心靈和自然相互激盪的冒險旅程。 

你，聽見召喚了嗎？ 
二、活動時間：2016 年 07 月 03 日、  07 月 28 日~08 月 01 日(㇐次說明會&五天四夜營期)
三、活動路線：關山火車站 台 9 線   台東 台 11 線   成功 台 11 線    

大港口 台 11   豐濱  台 11 線  花蓮火車站。【全程騎乘自行車】 
四、主辦單位：臺灣心理治療學會、亞洲體驗教育學會 五、協辦單位：臺灣榮格心理學學會籌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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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招生對象及人數：心理衛生助人專業或戶外領導專業之人員與學生 30 位(額滿為止) 
七、 報名費用： 

八、 講師資歷： 
 謝智謀/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副教授 

學經歷：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休閒行為哲學博士(主修體驗教育、冒險治療)、亞洲體驗 教育學會／台灣冒險治療專業社群主委、華人磐石領袖協會理事⾧；帶領 2009 年兩週 1500 公里「弱勢關懷暨紐西蘭單車圓夢」計劃。 
 曾麗娟/法鼓文理學院  兼任副教授 

學經歷：美國喬治亞大學諮商與人類發展服務研究所碩士、亞洲體驗教育學會／台灣冒險
治療專業社群委員、荒野保護協會顧問、臺心綠色照護小組成員。 

 徐堅璽/杏語心靈診所花蓮分部主任 
學經歷：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 臨床心理師、亞洲體驗教育學會／台灣冒險治療專

業社群副主委、花蓮好生活勞動合作社理事主席。 
 林杏足/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 

學經歷：國立彰化師大學輔導研究所博士、亞洲體驗教育學會／台灣冒險治療專業社群委
員、社區心理諮商及潛能發展中心主任。 

 陳俊霖/亞東紀念醫院精神科醫師 
學經歷：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人文組碩士、台灣大學醫學系、亞洲體驗教育學會／台

灣冒險治療專業社群委員、台灣心理治療學會理事、荒野保護協會常務理事。 
 黃韻如/慈濟大學社會工作系助理教授 

學經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博士、亞洲體驗教育學會／台灣冒險治療
專業社群委員。 

會員 一般參加者 兩人同行價 
12500 元/人 14000 元/人 25000 元/兩人 

 亞洲體驗教育學會、臺灣心理治療學會、臺灣榮格心理學學會會員，皆以會員價計。費用包含： 1. 繼續教育積分申請：精神專科醫師、臨床/諮商心理師、社工師（時數依各學會 實際核可結果為準）。 2. 課程說明會與說明會資料。 3. 活動期間住宿費和行程表所列餐食，及補給水。 （住宿以同性同房為原則下由主辦單位隨機安排房間。） 4. 27 段捷安特自行車、安全帽、車鎖、備用自行車之租賃。 （自備腳踏車者退 800 元）。 5. 前導補給支援車費用。 6. 領隊與專業講師費用。 7. 團員手冊㇠本、參加證書㇠紙。 8. 500 萬意外險+20 萬醫療險。  費用不含： 1. 行程表未列之餐食、行動補給糧及個人飲料（可在休息點自行購買）。 2. 各地至關山火車站集散點之往返交通費用。 3. 個人特殊使用之單車裝備。 4. 個人洗衣費用。 
5. 其他未明列由主辦單位支付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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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職務編制： 
 總  領  隊：林杏足 教授 
 副總領隊：徐堅璽 心理師 
 值星講師： 

★ 7 月 28 日（四）---黃韻如 教授 
★ 7 月 29 日（五）---謝智謀 教授 
★ 7 月 30 日（六）---徐堅璽 心理師 
★ 7 月 31 日（日）---曾麗娟 教授 
★ 8 月 01 日（㇐）---陳俊霖 醫師 

十、 活動行程： 
(一)   【課程說明會】─為個人騎程的舒適度以及行程順利進行，強烈建議參加！ 

1. 時間：2016 年 7 月 03 日(日) 14 點 00 分至 16 點 00 分 
2.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誠大樓十樓公領系教室(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段 162 號) 
3. 說明會內容：行程規畫、課程內容、穿著建議、裝備注意事項、事前訓練準備方式 

的建議、建立參加者的聯絡群組、騎乘安全等說明。 
4. 提醒：行前會時間有限，要確認和說明的事項眾多，請大家務必準時出席。 

(二)【單車行程】─ 
 日期 行程(里數) 內容 食宿 

D1 
7 月 28 日 (四) 

關山火車站    ↓(台 9 線)  鹿野@盈家溫泉  
里程數：23.4 KM 

14:30 關山火車站大廳集合(務必準時) 
14:30  火車站前捷安特前領腳踏車、試車 14:30  相見歡 15:30  啟程：關山火車站 18:00  抵達：盈家溫泉 18:00-18:30   Check in，休息 18:30-19:30  晚餐 19:30-20:30 主題工作坊─ 
主題：【冒險與助人的第一類接觸】 
值星講師：黃韻如 教授 

20:30-21:30  星光心語 

餐食： 
早/自理 
午/自理 
晚/全隊安排 

住宿： 
盈家溫泉 

D2 
7 月 29 日 (五) 

鹿野@盈家溫泉 ↓ 台東    ↓(台 11 線) 
 東河@螺絲釘民宿  

里程數：54.8KM 

07:00-08:30 主題工作坊─ 
主題：【戶外冒險之風險管理】 
值星講師：謝智謀 教授 09:00  啟程：盈家溫泉 

（中途休息、午餐約 2 小時）  15:30-16:00 抵達：東河@螺絲釘民宿 16:00-16:30  Check in，休息 16:30-19:00 主題工作坊─ 
主題：【讓光進入生命裂縫】 
值星講師：謝智謀 教授 19:00-20:00 晚餐 

20:00-21:00 星光心語 

餐食： 
早/民宿享用 
午/餐盒或當地小吃 
晚/全隊安排 

住宿： 
螺絲釘民宿 
東河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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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7 月 30 日 

(六) 

東河@ 螺絲釘民宿 ↓ 成功    ↓(台 11 線) ⾧濱    ↓(台 11 線) 大港口@荷雅居民宿  
里程數：64.7KM 

07:00 啟程：東河@螺絲釘民宿  
（中途休息、午餐約 2 小時） 

16:00 抵達：大港口@荷雅居民宿 
16:00-17:00 Check in，休息 
17:00-19:00 主題工作坊─ 
主題：【英雄的自我形象】 
值星講師：徐堅璽 心理師 

19:00-20:00 晚餐 
20:00-21:00 星光心語 

餐食： 
早/東河包子 
午/餐盒或當地小吃 
晚/全隊安排 4 

住宿： 
荷雅居民宿 

D4 
7 月 31 日 

(日) 

  大港口@ 荷雅居民宿     ↓(台 11 線) 壽豐 ↓ 遠雄海洋公園 @沐海民宿  
里程數：56.8 KM 

07:00 啟程：大港口@荷雅居民宿 
 （中途休息、午餐 2 小時） 

15:00 抵達：海洋公園對面@沐海民宿 
15:00-16:00    Check in，休息 
16:00-18:00 主題工作坊─ 
主題：【療癒體驗中的曼陀羅】 
值星講師：曾麗娟 教授 

18:00-19:00 晚餐 
19:00-20:00 星光心語 
※沿途景點：石梯坪海蝕地質景觀、人定勝天 
碑、新社梯田、親不知子斷崖、芭崎瞭望台、

餐食： 
早/民宿享用 
午/餐盒或當地小吃 
晚/全隊安排 

住宿： 
沐海民宿 

D5 
8 月 01 日 

(二) 

 遠雄海洋公園  ↓  吉安  ↓  花蓮火車站    
里程數：12.8 KM 

 
07:00-09:00 主題工作坊─ 
主題：【夢團體：夢境中的英雄之旅】 
值星講師：陳俊霖 醫師 

09:30 啟程：遠雄海洋公園對面@沐海民宿 
（中途休息、午餐 1 小時） 

11:00 抵達：花蓮火車站 
11:00-12:00  還車 
12:00  慶功宴 

※回顧與行動：主持人─林杏足總領隊 
※頒發證書 

解散 

餐食： 
早/民宿享用 
午/慶功宴 
晚/自理 

住宿： 
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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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註 1．以上行程及節目表謹供參考。行程可能配合天氣及物候狀況調整，課程活動亦可能由講 
師群視團體實際經歷機動調整。 註 2．為保留適度停駐及進行團體活動之體力與時間，全日行程以騎乘 65KM(約 6 小時)為度， 
並採團隊騎乘，體力需求不算太高，惟仍請報名人員積極自我訓練體力。 

註 3．全隊備有㇐輛後勤支援車，行李由支援車載送，行進時僅需攜帶簡單飲食騎車，非緊急 
狀況請盡全力自行完成騎程。 

註 4．配合活動規劃，食宿條件簡樸，敬請配合主辦單位之安排。 
註 5．部分民宿無提供牙刷牙膏、浴巾毛巾，請自備。 
註 6．支援車空間有限，敬請使用軟袋行李，以節省空間，並注意脆弱物品之包覆。 
註 7．活動相關 Q&A 將陸續於 AAEE 網頁上，敬請主動上網追蹤更新，或主動來信提出詢問。 
註 8．確認報名後，由本會將參加人員組成臉書社團，提前進行訊息交流。 
 
十㇐、 報名方式： 

：確認匯款帳戶資訊，先完成課程繳費匯款，所有參加者需「事先完成繳費」， 
才能繼續下面報名程序。 

1.「008」(華南銀行─文山分行)，帳號：195-10-000345-6，戶名：亞洲體驗教育學會 2.「700」(郵局代碼)，局號：0001530，帳號：0692323，戶名：亞洲體驗教育學會 3.  郵政劃撥帳號 19993214 ： ㇐律採取線上報名，匯款後至 AAEE 網站填寫線上報名表，  報名網址：http://www.asiaaee.org (官網首頁有杜威約榮格的快速圖片連結)。  ：確認是否報名成功 
已完成報名之名單將公布於 AAEE 網站。如送出報名資料兩個工作天後，尚未在網站上 看到您的姓名公告，敬請來電確認。 註 1‧候補方式 額滿後開放候補。額滿訊息將公布於 AAEE 網站，欲候補者請先完成上線 報名，待接獲候補通知後再於 3 天內完成繳費。如通知繳款 3 天內未完成繳費，主辦單 位將自動取消候補資格，恕不另行通知。 

註 2‧若額滿訊息公布前，有多人同時間完成報名手續，則以繳費順序為準；若已額滿， 
將可優先候補或退還費用。 

 
十二、 注意事項： 

1. 全程參與的學員可獲兩學會合頒之研習證書㇠紙。我們會為大家申請精神專科醫師、 
臨床/諮商心理師、社工師等繼續教育積分，學分時數則依各學會實際核可時數為準。 2. 退費辦法： 若因主辦單位因素(如：臨時改期、開課人數不足)或適逢天災 (如：颱風、地震等) 不 可抗拒之因素取消活動時，依主辦單位臨時公告處理，並全額退費。 

報名後，若因身體因素不克參加，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例如就醫證明、診斷證明書)， 
將退還 90%報名費用。如未能提出相關證明文件，則併入下列退費比例說明辦理退費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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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30 以前(含 6/30)取消報名者，退還 90%報名費。 
(2) 7/1-7/7(含 7/7)取消報名者，退還 70%報名費。 (3) 7/8-7/14(含 7/14)取消報名者，退還 50%報名費。(4)   7/15-7/27(含 7/27)取消報名者，退還 30%報名費。 (5) 營期間退出者，恕不退費。 

 
十三、 聯絡方式： 
若有任何疑問，歡迎聯絡：黃綉雯秘書 
aaee2006@gmail.com，電話：02-2901-7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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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主題工作坊課程內容 
第一天／主題：【冒險與助人的第一類接觸】   

值星講師：黃韻如 老師 

引言：    台灣近十年來大量使用體驗教育為媒材,與受助者一起工作,本堂課將讓與會者

了解冒險治療與體驗教育的基本概念及理念,了解助人工作與戶外活動結合的理論基礎及

實務經驗分享．課程包含：1.冒險治療基本概念／台灣實務運作情形 2.體驗教育與助人

專業實務經驗交流。 

   

第二天／主題：【讓光進入生命裂縫】 

值星講師：謝智謀 老師 

引言：    面對生命的歷程，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裂縫，有人關起來，讓傷口永遠在生

命中隱藏著。而有人卻在苦難中，成為生命的一種力量。讓光進入這樣的裂縫。透過這裂

縫照亮了更多生命。這不是優勢觀點或正向心理的詮釋，特別在經歷裂縫的時刻，面對、

咀嚼、等待、撫慰，那痛很深很難面對，但那一刻卻是生命中的珍貴。這一次，我們將以

兩小時敘事的方式，描述一個家暴、幫派砍殺、保護管束、憂鬱自殺到中風與心臟疾患，

一連串的負向的經驗，如何成為生命的助力，幫助走出更多生命相似生命的困境。每個人

生命都有裂縫，只是願不願意讓光透進來。   

 

第三天／主題：【英雄的自我形象】 

值星講師：徐堅璽 心理師 

引言：    透過自行車挑戰的行程，已經引發學員內在心理的衝突。進入課程的第三天，

學員或多或少都已感受到，自己過去的自我形象以受到一些威脅，可能是路程中的難關、

可能是天候的考驗、可能是人際的磨合、可能是大自然的感動，都足以造成自我認識的動

搖。因此，在此關鍵時刻，運用容格個體化的觀點，佐以感觀思行四方向的潛能覺察，或

可促成學員的自我形象的消解與重組，邁向更成熟的自我狀態。因此，課程中將探討體驗

學習理論與容格個體化過程理論兩者之間的結合，並應用在自身的覺察與改變。   

 

第四天／主題：【療癒體驗中的曼陀羅】   

值星講師：曾麗娟老師   

引言：     薩提爾說每個人都有一個自我曼陀羅，包含生理、知性、情緒、感官等八個

部分， 每個 部分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並且相互連結、相互影響。經過多日的單車騎乘，

徜徉在大自然的懷 抱中，生命已經悄悄地轉化、改變，在旅程最後一個晚上，透過自我

曼陀羅的整理與分享，大 家一起回顧療癒的發生、體會那份細緻的能量及因它而帶出的

喜悅與感動。   

 

第五天／主題：【夢團體：夢境中的英雄之旅】   

值星講師：陳俊霖醫師   

引言：     據說，文明在潛意識中的深度只有四天，進入山野之後第四個晚上，夢中會

是荒野的國度，而不再是文明的世界。幾天的行程下來，你否孵出了什麼有意思的夢境？

且讓我們一起來欣賞彼此的夢。榮格對象徵的理解，帶領我們在中世界找到真實；也希望

於將自然與心靈結合的熱情，日後將帶領我們在真實世界中找到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