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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冒險到服務 – 攀上心中的高峰      
（Summit in Heart） 

 

 
 
 

 

敘事、隱喻故事一直是體驗學習引導反思的關鍵元素，談到敘事與故事，不能不

提到神話學家 Joseph Campbell的「英雄旅程」。他在《千面英雄》中提出了英雄旅

程模式：從「平凡世界」冒險進入「非常世界」，歸返回饋「平凡世界」。 

主角長期生活在「平凡世界」，有一天，接到一個冒險的召喚；一開始，他不願

意跟隨這個召喚，極力抗拒改變，但在師傅的指導與幫助下，終於跨越門檻，來到一

個未知的「非常世界」。 

過程中，他勇敢地面對艱難及試煉，結交盟友，好不容易到達了冒險旅程中最困

難的地方；在那裡，他必須接受更大的折磨，克服旅程中主要的障礙，戰勝無所不在

的敵人，最後才獲得他的「獎賞」---能力與智慧 ，成為真正的英雄。於是，蛻變後

的英雄，帶著他的智慧與能力，歸返「平凡世界」，回饋平凡世界的同胞。 

2019 年，亞洲體驗教育學會（AAEE）亞洲年會主題「從冒險到服務---攀上心中

的高峰」，以戶外冒險與服務學習為主軸，就是希望每個在體驗教育寬廣天地中的您，

自我期許成為生命中的英雄。 

&誠摯歡迎您參加 2019年 AAEE亞洲英雄會& 

主辦單位：亞洲體驗教育學會 

協辦單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會議期間：2019 年 11 月 23 日（六）～24 日（日） 

會議地點：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館校區 

早早鳥優惠報名：06/18~6/30 

早鳥優惠報名： 07/01~8/31 

一般報名：09/01~10/27 

工作坊推薦與申請： 06/01~ 09/30 工作坊/論文發表 開課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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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議程安排】 

11 月 23 日 內          容 

08:00~08:50 報到 

09:00~10:30 
開幕暨台灣體驗教育論壇：我們走在教育創新的路上 
與談人：謝智謀、蔡居澤、吳崇旗、吳兆田 

10:30~11:00 合照、Break 

11:00~12:30 

國際講座 

Amy Meuers 

The current state of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Lear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12:30~13:30 午餐時間、攤位展示、體驗活動 

12:30~15:30 與 Luk Peeters 深度交流會 

13:30~15:00 工作坊/論文發表 Section：A(90mins) 
14:00~17:00 
 
工作坊 Section：AB(180mins) 

15:00~15:30 Break  

15:30~17:00 工作坊 Section：B(90mins) 

19:00~21:00 夜間工作坊(120mins) 

11 月 24 日 內          容 

07:00~08:00 晨間活力體驗 

09:00~10:30 工作坊/論文發表 Section：C(90mins) 
09:00~12:00 
 
工作坊 Section：CD(180mins) 

10:30~11:00 Break 

11:00~12:30 工作坊 Section：D(90mins) 

12:30~13:30 午餐時間、攤位、體驗活動 

12:30~15:30 與 Amy Meuers 深度交流會 

13:30~15:00 
南極冒險高峰論壇：前進南極點 
與談人：劉柏園（橘子關懷基金會創辦人）、楊力州紀錄片導演 

15:00~15:30 Break 

15:30~17:00 

國際講座暨閉幕 

Luk Peeters 

Outdoor adventures as an instrument for training, education and therapy: A 
European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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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會前後工作坊與深度交流會安排】 

國際專業論壇暨深化工作坊 

 講者與講題 日期、時間、地點 

深度交

流會 

1.與 Luk Peeters 

   談戶外冒險與冒險治療 

2.與 Amy Meuers(CEO of NYLC) 

   談服務學習 

全程美語、每場限額 10 人、安排餐廳 

1.11/23(六)12:30~15:30 

 

2.11/24(日)12:30~15:30 

年會前

工作坊 

Luk Peeters：Ways to heighten 

the experiencing capacity of our 
participants and groups 

11/22 單日工作坊 

（現場口譯、限額 30 人） 

09:00~17:00 

地點：台北劍潭青年活動中心 

年會後

工作坊 

Amy Meuers：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Quality  
Service-Learning program 

11/25-26 兩天工作坊 

（現場口譯、限額 30 人） 

09:00~17:00 

地點：台北劍潭青年活動中心 

Luk Peeters：Presenting and 

utilising models that fit in an 
experiential framework 

11/25-26 兩天工作坊 

（現場口譯、限額 30 人） 

09:00~17:00 

地點：台北劍潭青年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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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note 講者】Amy Meuers 

 

講題 

The current state of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Learning in the United 

 

 

 

現職：美國青年領導協會（National Youth Leadership Council）執行長 

經歷：投入美國青年領導協會數十年，曾擔任營運長、行銷總監等職務，完整的教育

經歷讓 Amy 多次獲邀在世界級的研討會上，分享「服務學習」以及「青年參

與」的教育議題。 

學歷： 

里吉斯大學組織領導學的碩士 

獲頒亞利桑那大學非營利創新與行政領導證書 

專長： 

青年領導力發展、活動策劃、專案規劃 

非營利組織營運管理、員工發展、培訓管理 

董事會發展、行銷與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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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note 講者】Luk Peeters 
 

講題 

Outdoor adventures as an instrument for 

training, education and therapy: A European 

perspective. 

 

 

現職：歐洲挑戰課程設計與培訓公司共同創辦人 

經歷： 

比利時心理治療中心擔任情緒焦點治療法（Emotion Focused Therapy） 

團體心理治療（Group Psychotherapy）與冒險治療（Adventure Therapy）

的計畫人員 

專長： 

從 1985 年開始投入戶外體驗教育與治療領域。 

擁有理學碩士學歷，格式塔學派（Gestalt）培訓師及個人中心（Person-

Centered）治療的領域。 

WFR(Wilderness First responder)  

超過 30 年擔任外展教育訓練員的經驗、長期擔任國際冒險治療委員會會員。 

在眾多國際研討會上發表關於團體動力學、體驗式學習、冒險治療心理治療領

域的文章與演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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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會工作坊】                     

 

吳崇祺，（AB1-1）11/23 14:00~17:00 

主題：探索體育：鍛鍊品格、體育加值 

現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教授 

教育部體育署「探索體育」計畫主持人 

經歷 

亞洲體驗教育學會第四屆理事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休閒運動健康系主任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王一朗，（AB1-2） 11/23 14:00~17:00 

主題：在超越之前 

一個過動的中年男子,走過天涯路,行過水窮處,探索成功的奧秘,最終發現一切答

案都在行動之前就已決定,故事在選擇的時候就已經寫好。 

祝福每一位來到工作坊的同學,在超越之前,擁有信念,希望、上肩！ 

Hiep Nguyen 、Carmen Lo(香港)，（AB1-3） 11/23 14:00~17:00 

主題：圓圈繪畫 Circle Painting - 集體作畫，以圓建愛（有機會沾顏料） 

 Hiep Nguyen 是 Circle Painting 的創作者，在美國擁有 20 多年的藝

術創作及教學經驗，為全球數以千計的人提供社區藝術項目。他的作畫過

程獨特，鼓勵參與和社交，不單令許多幅空牆和畫布煥然一新，更讓許多

從未參與或認為自己沒有創意的人，得以一展其藝術潛能。Hiep 的教學

風格充滿活力、有趣和不批判，且對製作集體藝術充滿熱情，亦經常獲邀

到藝術教育機構、大學及博物館等教授及主講，足跡遍佈美國各地及海

外。 

 Carmen 來自香港，於兩岸四地從事體驗式培訓工作超過 18 年，同時參與演講、網上節目主

持、翻譯及著作等，為 Circle Painting 認可發證導師，於是次活動擔任協作發表及翻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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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婉雯，（B1-1）11/23 15:30~17:00 

主題：手繪故鄉 愛傳異邦～從被服務到服務他人的偏鄉學校 

彰化師大數學系學士、台中教育大學數教系碩士，中台技術學院幼保系幼兒

數學兼任講師，一個和數學打了二十年幾年交道，卻鍾情於合活動領域教學

的國小老師。23 年前，想知道「為什麼有那麼多孩子在進入國中前就放棄數

學」，進到偏鄉迷你小學服務。之後，不但找到孩子放棄數學的答案，也學

習了比數學更重要的人生課題。 

 

王群元，（B1-2）11/23 15:30~17:00 

主題：我與 108 課綱的距離~以自然體驗與人文走讀列車學素養~

以角板山走讀列車系列為例 

復興青年活動中心總幹事、探索教育推廣中心督導訓練員、 

團隊鏈企管顧問公司資深講師、中華民國定向越野 C 級教練、 

休閒獨木舟協會獨木舟初級教練、旅行業出國觀光領隊第 100 期 

旅行業專業經理人第 27 期、LNT 無痕山林種子教師、 

童軍總會輔導木章第 40 期 

 

◎授課專長： 

野外求生、活動設計、企劃實務、志願服務、導覽解說、旅遊規劃、外展冒險、團隊激勵、登山野

營、獨木舟教學、行銷經營、班級經營、生態觀察、自然體驗、團隊建立。 

 

李潛龍，（B1-3）11/23 15:30~17:00 

主題：從教學現場回顧個人在國民小學戶外冒險課程歷程

(2001~2019) 

大學加入登山社，開始接觸戶外活動，對任何相關的活動:登山健行、長天縱

走、攀岩垂降、自然攝影、定向運動、經驗學習、無痕山林、工業繩索、野

外醫療、繩索攀樹、自然體驗、鐵人三項、等等，都有興趣學習。 

畢業任職於國小，擔任老師。不安於教室，希望將所學的戶外活動，帶進校

園，常常說自己在體制內做體制外的事，走出教室走出校園。就這樣一路教進大學，現在希望培養出

更多能夠帶領戶外活動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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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峯，（B1-4）11/23 15:30~17:00 

主題：「用生命影響生命」-體驗教育融入青年壯遊行動及兒少服務

學習的實踐與反思 

李明峯，綽號小強，現為師大公領所戶外組研究生、環保星勢力志工隊創辦人、

十大傑出青年基金會志工隊長、服務學習推廣講師。 

15 歲「揪團」籌組跨校團隊帶領上百位青少年響應服務學習關心環境；大學時

成立國際志工團前往泰北服務；2018 年代表臺灣前往德國出席 IAVE 國際志工全

球年會發表演說，向全球 78 國家的志工代表分享臺灣青年服務經驗；投入服務

學習行動至今 17 年，致力於推動公益關懷與青年培力，鼓勵更多青年成為有「感」的世界公民。 

 

周佑民，（C1-1）11/24 09:00~10:00 

主題：超越始於領導力的實踐 

康士藤（VINE）公司專精于人才與組織發展相關議題，落實顧問式培訓，以問

題解決為導向，提供高度客制化課程，並達成落地學習應用的效果，為組織帶

來最佳績效。在構築『聰明』且『健康』的組織方向上，提供各職能展開及提

升策略思維的管理課程、企業文化建構及領導力與團隊建立課程。康士藤期許

能在組織人才發展上，為企業最強力的後盾及策略夥伴。 

Ming 現任康士藤管理顧問總經理，過往在兩岸科技企業人力資源高階主管有豐富的經驗，多年實際

參與企業高層經營決策、建構人才發展系統以及深耕企業內部文化重塑。透過管理實務經驗與紮實的

理論的融合，再加上專業能力與純熟的教學技巧，可有效縮短理論與運用之間的距離，常年獲得學員

高度的評價，不但協助許多企業解決人才選訓用留上的議題，更跳脫一般管顧公司的窠臼，堅持客戶

導向，因而能夠深入企業經營策略的層次，協助企業整體正向的成長與發展。數年來，Ming 已在業

界累積厚實的授課經驗，秉持著「創造與豐富他人的工作與生命價值」的理念，現為專精於建構企業

商業模式、策略及設計思考力、領越領導力、跨越團隊五障礙、TCA 部屬培育與發展等課程。 

林宏勳，論文發表（C2-1）11/24 09:00~10:00 

論文發表名稱：體驗教育課程對大一新生復原力之影響研究 

本研究探討體驗教育課程對大一新生復原力之影響。採用質量混合研究方式進

行，主要研究方式為量化研究，輔以質性訪談協助研究進行。透過自編復原力量

表檢視體驗教育課程對復原力的影響。並藉由質性訪談，立意抽樣三位成員作為

訪談對象，結合半結構式訪談進行。本研究結果如下：體驗教育課程對大一新生

復原力會產生正向的影響，並且在總分及各向度中皆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p&amp;lt;.05），其影響包含：建立個人自信心、同理心；增強正向思考能

力、勇於挑戰、強化問題解決能力；並且可以增加個體在團隊當中的合作、溝通以及鼓勵他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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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體驗教育的課程安排，於課程進行當中對復原力產生影響的因素包含：引導員的反思帶領、與

成員的互動過程、完成活動後的成就感、同儕之間的支持與鼓勵、溝通技巧的學習……等。 
 

吳兆田，（CD1-1）11/24 09:00~12:00 

主題： 超越始於：習慣領域的覺察與突破 

吳兆田 博士，2006 年創辦歷奇國際有限公司，目前為「商周週刊 CEO 學院」指

定引導教練；擔任第五屆亞洲體驗教育學會理事長；此外，與東海大學學務處合

作，執行「Alpha Leaders 計畫」培育大專青年領導素養。 

吳兆田擁有國立清華大學化學碩士學位，2009 年，攻讀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

育與活動領導教育哲學博士學位，發表多篇學術期刊，專精於體驗學習冒險教育

相關理論與領導素養。擁有豐富企業培訓實務，曾在高科技企業專職於人才及企

業文化培訓，並擔任人力資源培訓部門管理職務。 

專精於： 

1. 突破個人習慣領域：逆境向上學(逆境領導)、對話領導力 

2. 突破團隊習慣領域：團隊領導力、阿迪茲企業生命週期領導學 

3. 突破組織習慣領域：企業文化培訓、當責文化建立 

4. 突破思考習慣領域：批判思考、系統(分析)思考、概念思考、設計思考、自我反思。 

 

陳柏宇，（CD1-2）11/24 09:00~12:00 

主題：Beyond Is Discovering The Hero Within 

發現內在英雄的自我旅程 

 Cambridge® 英國劍橋引導式培訓 亞洲首位註冊導師 

 StrengthScope® 英國關鍵優勢分析師及教練雙認證 

 NLP® 美國身心程式語言學 高階執行師 

 AAEE® 亞洲體驗教育認證引導師 

 Psychological Examination 中國國家一級心理諮詢師 

亞洲培訓引導師，曾任全球第一大節能科技，美國上市跨國公司高階經理，鑽研西方身心學(Somatics)

及教練、引導 Coaching &amp;Facilitation)領域，與世界級頂尖諮詢顧問，參與華為大型通訊諮詢培

訓案，足跡遍及亞洲各地(中國/香港/臺灣/越南/菲律賓/柬埔寨)。 

 



亞洲體驗教育學會 第 14 屆年會 
AAEE 14th  Annual Conference 

大會網址：www.asiaaee.org     信箱：aaee2006@gmail.com     電話：(02)2901-7943      P. 11 

 

藍仁志、陳東榮、王志龍，（CD3-I）11/24 09:00~12:00 

主題：攀–樹把我「ㄌ一ㄢˊ」在一起 

 籃仁志老師彰化縣茄荖國小主任/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員 

在學校教學資歷 30 年,2004 年開始接觸體驗教育教學，2010 年投入攀樹活動推

廣，現任彰化縣綜合活動領域兼任輔導員共 17 年。 

 陳東榮教官，變色龍攀樹工作室創辦人 

擔任九年高中職校進修部教官一職，2010 年開始接觸體驗教育，建立多元體驗

教室，2017 年完成臺灣攀樹技術引進與發展現況之研究論文及通過 ISA 國際攀

樹師認證。 

 王志龍主任，新北市瑞亭國小主任/新北市候用校長/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員 

從工程師意外踏進教育領域，教一教也 20 年,98 年也意外的開始體驗教育教學協助高關懷孩子，107

年意外接觸攀樹活動。人生好像都是意外，但自從到瑞亭國小任教，學校百年老樹很多，它不是意外，

一直矗立在那裏，等著孩子去親近、去知道、去愛慕。現在正努力建立學校以樹為本的校訂課程。目前

擔任新北市綜合活動領域兼任輔導員共 8 年。 

 

 

 

楊恭茂，（D1-1）11/24 11:00~12:30 

主題：超越始於展現培訓的價值－如何讓培訓更有效的幾點思考 

康士藤（VINE）公司專精于人才與組織發展相關議題，落實顧問式培訓，以問

題解決為導向，提供高度客制化課程，並達成落地學習應用的效果，為組織帶

來最佳績效。在構築『聰明』且『健康』的組織方向上，提供各職能展開及提

升策略思維的管理課程、企業文化建構及領導力與團隊建立課程。康士藤期許

能在組織人才發展上，為企業最強力的後盾及策略夥伴。 

楊恭茂（大茂）老師曾於公務機關與民營企業任職，後從事體驗式培訓工作已逾 15 年，近年更頻繁往

返兩岸為企業、政府機關協助團隊建立與領導力相關培訓。楊老師擅長以體驗式培訓帶領學員體會心態

面、觀念面的衝擊，進而落實於行為面。授課風格幽默詼諧 卻又能兼具力量，於課程引導討論時，則

透過有系統的結構式問句，帶領學員反思自身與團隊如何能更為精進，且能有效的將體驗式培訓所傳遞

的態度與觀念，確實導引落地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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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會地點】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館校區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汀州路四段 88 號 

大眾交通： 

捷運：1.公館站 1 號出口向南徒步 10-15 分鐘  

2.萬隆站 4 號出口徒步 10-15 分鐘 

公車：藍 28. 綠 13 . 30 . 52. 74 . 109 . 236 . 251 . 252 . 253 . 278 . 284 . 290 . 530 . 

606 . 623 . 642 . 644 . 647 . 648 . 650 . 660 

開車： 

中山高速公路： 圓山交流道下→建國南北快速道路→左轉辛亥路→右轉基隆路→

左轉羅斯福路→過公館圓環右轉臺灣師大公館校區  

北部第二高速公路： 木柵交流道→萬芳交流道→辛亥路→左轉基隆路→ 

左轉羅斯福路→過公館圓環右轉臺灣師大公館校區  

北部第二高速公路： 安坑交流道→新店環河快速道路→水源快速道路→ 

右轉師大路→右轉羅斯福路→過公館圓環右轉臺灣師大公館

校區 

https://goo.gl/maps/Ma55MeCpZisGGtT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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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費用】 (2019/07/01 起開始接受報名，2019/10/27 截止報名)         

各身分不同期間之報名費 07/01~08/31 第一階段 早鳥/團報 09/01~10/27 第二階段 

個人報名※點我報名 

單日報名(不分身分) NT$2600/人 NT$3000/人 

AAEE 會員、一般學生 NT$4500/人 NT$4800/人 

台灣師大公領系所師生 NT$3500/人(期間限定) 無 

一般參加者 NT$4900/人 NT$5800/人 

團體報名※點我報名 

5 人以上(5-15 人)小團報 NT$4500/人(期間限定) 無 

16 人以上超級大團報 NT$4300/人(期間限定) 無 

海外參加者 比照台灣一般參加者收費 

其他選項 

深度交流會 每人 6,000 元(含特色餐費)，早鳥期間 4,900 元(額滿為止) 

11/22 單日工作坊 每人 2,500 元，早鳥期間 1,900 元(額滿為止) 

11/25-26 兩天工作坊 每人 4,500 元，早鳥期間 3,900 元(額滿為止) 

※報名費用說明、團體報名注意事項、繳費及匯款說明、報名步驟請詳見 AAEE 網站。 

 

 

 

 

 

  

https://asiaaee.neticrm.tw/civicrm/event/info?reset=1&id=48
https://asiaaee.neticrm.tw/civicrm/event/info?reset=1&id=56
https://www.asiaaee.org/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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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投稿須知】                                                              

一、開課申請：即日起至 09/30 止 

二、工作坊開放申請時段說明（工作坊申請表請詳附件一）       

                                                                                                                                                    

日期 時間 時段 時長 收件類型 室內申請數量 室外申請數量 

11/23(六) 

13:30~15:00 時段 A 90 分鐘 工作坊/論文 13 3 

14:00~17:00 時段 AB 180 分鐘 工作坊 3 2 

15:30~17:00 時段 B 90 分鐘 工作坊 13 3 

19:00~21:00 時段 N 120 分鐘 夜間工作坊 2 -- 

11/24(日) 

07:00~0800 時段 M 60 分鐘 晨間活力體驗 -- 3 

09:00~10:30 時段 C 90 分鐘 工作坊/論文 13 3 

09:00~12:00 時段 CD 180 分鐘 工作坊 3 2 

11:00~12:30 時段 D 90 分鐘 工作坊 13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