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荒野保護協會 台北分會
第 17 季生態心．冒險人交換課程

招

生

簡

曁

第五期生態心理志工

章

尋找一條生機蓬勃的林蔭小徑
尋找一條溫柔深厚的環境大道
一條自然與心靈攜手前行的道路
直到發現生命不可思議的神聖空間
「生態心理學」是一支結合生態環保與心理衛生的新思潮，荒野保護協會曾在 2010 年
譯印了 Sierra Club 出版的經典著作《生態心理學》，奠立荒野生態心理工作的理論基石。而
一群結合生態環保工作者與心理衛生工作的交換課程伙伴，也已在過去八年多的時間，融合
摸索著生態心理工作的可能。2012 年，荒野保護協會與交換課程的伙伴合力推出第一期生
態心理志工的招訓課程持續鑽研，歡迎對這個新領域有興趣的同好，加入第五期志工的行
列。
【主辦單位】荒野保護協會台北分會、生態心．冒險人交換課程團隊
【課程日期】2016 年 3 月 9 日至 2016 年 6 月 19 日（報名者並需出席 3 月 2 日之說明會）
【課程對象】歡迎有志從事生態心理工作志工者加入我們的行列。具生態環保志工或心理衛
生專業背景者尤佳。本班為志工招訓，以後續有意願於完成課程後，仍繼續參
與團隊志工活動與服務者為宜。名額 40 名。本會保留調節人數及錄取之權
利。

【課程費用】※荒野有效會員（已續繳 2016 年費者）：優惠價 NT$4,300 元
※非會員身份：5,200 元
(含講師費、行政費、保險費、講義費，但不含戶外活動之食宿交通場地費用。)
【報名日期】即日起受理報名，2016 年 02 月 25 日截止（二擇一報名，以收件時間為準）。
(一) email 報名：填妥報名表，主旨請註明「5 期生態心報名表-姓名 XXX」，email 至
angus7711@gmail.com 生態心培訓召集人(鹿角) 收。
(二) 傳真報名：填妥報名表，並傳真至(02)23072568，並聯繫(02)2307-1317 台北分會，確認
是否收到。
【注意事項】
1. 請務必出席 2016 年 3 月 2 日（週三）下午 19:30 「參訓暨遴選說明會」。
2. 錄取與否將於 2016 年 3 月 4 日(週五)前，以 e-mail 方式寄發通知書，e-mail 地址將以報
名時留存之資料為主。
3. 如您錄取，請於 2016 年 3 月 8 日(週二)前完成繳費程序。(恕不接受開課當日繳費)
4. 除 gmail 信箱，部分信箱有檔信狀況，還請協助留意垃圾信箱。
5. 由於名額有限，機會難得，若您無法參與請務必提早來電/來信取消報名。
【繳費方式】通知錄取後三日內，以線上繳款、郵局劃撥、便利商店、信用卡或協會繳費。
【退費標準】
1. 如已繳費於開課前七個工作天(含)前取消者，將酌收 20%課程費用，退還 80%課程費用。
2. 課程開課後取消則不予退費，亦不予保留費用至下期課程。
3. 選擇匯款退費者，將於退款金額中扣除匯款手續費用。
【上課地點】室內課：台北市詔安街 204 號
戶外課：課程中另行通知。

荒野保護協會台北總會 B1 教室

【參考資料】
1.《生態心理學：復育地球，療癒心靈》，荒野保護協會譯印，2010/2012 年。
2.《失靈的大地：生態心理學的反思與實踐》，心靈工坊，2015 年。
3.生態心理季：http://eco.ecopsychology.tw/
4.Facebook 查詢「生態心理學」社團，歡迎申請加入。
【活動網頁】荒野保護協會官網 https://www.sow.org.tw→近期活動→搜尋「生態心」關鍵字
即可看到相關內容。

【課程大綱】
室內課程 19:30-21:00 為課程聽講，21:00-21:30 為小組討論。本班定位為志工招訓，以後續
有意願於完成課程後，仍繼續參與團隊志工活動與服務者為宜。本期出席受訓時數達規定標
準者，另頒發參訓證書。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3/2(三)

19:30-21:30

遴選及參訓說明

交換課程及生態心理學簡介；訓練課
程及未來任務說明，※請務必參加

3/9(三)

19:30-21:30

G1：開訓典禮／相見歡
生態心理工作簡介

交換課程的歷史
生態心理學簡介及本組工作範疇

3/12~13
（六~日）

兩天一夜
(需過夜)

O1：期初旅行／自然觀察
及「龍貓車站」活動

大屯山系山區，需住宿。自然觀察入
門及深度自然體驗活動

3/23(三)

19:30-21:30

N1：福爾摩莎的美麗與哀
愁

台灣自然生態之美麗與危機
環境保護理念及實務

4/6(三)

19:30-21:30

M1：心理衛生概論

認識心理衛生工作（社區、校園、醫
療機構等）的範疇

4/20(三)

19:30-21:30

M2：自然療癒與綠色照護

運用自然做為心理衛生工作的幾種療
法

4/23(六)

單日參訪

O2：戶外：綠色照護
參訪分組進行

實地參訪綠色照護場景

5/4(三)

19:30-21:30

N2：自然史

宇宙的誕生、地球的形成、生命的演
化、文明的變遷

5/14-15
(六~日)

兩天一夜
(需過夜)

O3：期中旅行／眾生大會
工作坊(The Council of All
Beings)

台北近郊山區，需住宿。深層生態學
與生態心理學之經典工作坊

5/18(三)

19:30-21:30

M3：人與自然關係心理學

心理學中有關於人與自然關係的相關
理論。

5/28(六)

全日工作坊

M4：心理衛生工作技巧

協會教室。學習進行心理衛生工作的
同理心基礎原則

6/1(三)

19:30-21:30

N3：生態心理讀書會

經典素材閱讀及討論，需事先閱讀指
定教材

6/15(三)

19:30-21:30

G2：綜合討論會：自然與
瘋狂

整理訓練心得，分組進行報告及綜合
討論

6/18-6/19
(六~日)

兩天一夜
(需過夜)

O4：期末旅行／結訓典禮/
雙連埤自然中心

需住宿於宜蘭雙連埤
室內外活動、期末報告、結訓典禮

※以上課程內容主辦單位得作必要之調整

課程概述

荒野保護協會 台北分會
第 17 季生態心．冒險人交換課程 曁 第五期生態心理志工 報名表
(一) email 報名：填妥報名表，主旨請註明「5 期生態心報名表-姓名 XXX」，
email angus7711@gmail.com 生態心培訓召集人(鹿角) 收。(收到後，一週左右回覆)
(二) 傳真報名：填妥報名表，並傳真至(02)23072568，並聯繫(02)2307-1317 台北分會，
確認是否收到。
※2016 年 02 月 25 日截止報名（上述二擇一報名即可）
一、個人資料：
姓名：

性別：□男

□女

年齡：滿

歲

聯絡方式：電子信箱：
手機：

市內電話：

服務單位／學校：

職稱／系所：

二、生態環保面向之資歷：□專業人士
請說明個人在生態環保面向之資歷：

□熟悉

□業餘愛好者

□稍有接觸

□陌生

三、心理衛生面向之資歷：□專業人士
請說明個人在心理衛生面向之資歷：

□熟悉

□業餘愛好者

□稍有接觸

□陌生

四、您目前（或曾經）在荒野保護協會或其他環保團體、社團組織中參與的活動有哪些？

五、是否曾經接觸過生態心理學的相關課程或活動？？(複選)
□沒有人介紹，首次接觸
□外部相關單位推薦，請說明________
□ 生態心群組友人推薦，請說明________
□曾經參與生態心活動，請說明________
□其他志工群組推薦，請說明________
六、其他個人資歷補充或意見：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您是如何知道此培訓訊息？ *
□荒野電子報
□荒野官方網站

□Facebook
□ 親友推薦

□其他：__________
□公文
□荒野快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