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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th 國際冒險 
治療研討會

城市：澳洲 雪梨 
地點：Stanwell Tops  
⽇期：2018.8/29-9/2 
出席者： 
堅璽、⽴莉、函潔、詠琳 
仲甫、舒安、韋德



Nature Walk
認識澳洲的Bush⽂化 
親近⾃然景觀與⼟地 
給晨起者的多元選擇



台灣冒險治療發展分析
收錄⾃2006年-2017年期間，亞洲體驗教育學會第⼀屆至第⼗
⼆屆年會，登錄於⼿冊中112個⼯作坊與論⽂發表場次，其內
容涵蓋關鍵字「冒險輔導、諮商與治療的探討與發展」。 
整理後分析歸納為下列四個指標數據，期能藉此窺⾒台灣冒
險治療的發展與⾯貌。

發表者身份

關注議題服務對象

冒險活動類型



體驗教育⼯作者，約佔50%。 

醫療與社⼯⼈員，約佔20％。 

學校教師為主，約佔20％。 

與歐美國家冒險治療的起源有
所類似，從⼾外活動(休閒)延
伸至體驗學習(教育)，再進⽽
聚焦於身⼼靈的醫療運⽤。 
2014年成⽴「台灣冒險治療專
業社群(TTA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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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對象

30%

3%
3%

20% 1%

41%

3%

Children ( under age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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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Students
Ad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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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2-18歲的青少年為⼤宗(近
60%)，顯⽰冒險治療運⽤於青
少年族群的獨特影響⼒。 
關於成⼈的服務對象，發表內
容多是以提供治療師團體的同
儕⽀持與專業成長，少數針對
受暴婦女和⽼年⼈族群為主的
服務對象。 
以兒童、親⼦或家庭為主體的
發表內容更少(僅6篇)。



資料顯⽰台灣冒險活動類型多以
平⾯為主(40%)，推論與台灣⼈
民⽣活安排和休閒喜好有關，由
於居住環境地狹⼈稠和⽣活節奏
忙碌，因此多偏好安排半天至⼀
天的活動⽅案。 
近期開始⼤⼒推廣短天數與長天
數的冒險計畫，像是露營、登山、
獨⽊⾈等⼾外活動，預期將是下
階段冒險活動類型的發展重點。

冒險活動類型

11%

13%

7%

9%
33%

10%

18%

Un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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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 Days Camp ( < 7 Days )
Long Days Camp ( > 7 Days )
Long-term or Periodic Course



關注議題
多數發表者關注的議題依序為 
個案研究或活動成果報告(31%) 

基⾦會或社福組織為特定族群所
舉辦的營隊。 
教師、社⼯與醫療專業⼈員為實
務⼯作的對象，所提供輔導、諮
商與治療之案例分享。 

冒險⽅案設計與運⽤原則(22%) 
治療師操作技巧反思與分享(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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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s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peration and Reflection Skills
Tools Using and Application
Case Study and Activities Reports
Profession Growth and Career
Theory and Philosophy
Others



關注議題
2012年後，更多聚焦於「冒險⽅
案設計與運⽤原則」議題，探討
以本⼟化為主冒險治療⽅案不同
層⾯的控制變項，同時也有更多
⼯作者整理關於治療師或引導員
的帶領與反思技巧。 
近三年也開始探究「治療師的⾃
我成長與⽣涯」議題，以及融合
發展具本⼟化的「冒險治療理論
與哲學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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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enture of Post Humanism
冒險治療是經驗(Experience)學習取向

關係(interaction)

知識(Knowledge)
匯集於城市的故事或⾃然的智慧。

⼈與非⼈之間的關聯影響，包含城市、⽣物。

我們應持續不斷的反思「We and Place」



特殊焦點：Complex trauma 
focused Adventure Therapy

ACE研究-創傷知情同意 

冒險活動的復原因素： 

可控制感(Control) 

⼈際連結(Connection) 

學習技能(Competency) 

⾃我貢獻(Contribution)

以⼼理科學為基礎發展冒險治療活動

美國



親⼦議題： 
Father and Son Up in the Tree

2015-2017⽅案，55對⽗⼦。 

Neuropsychiatric男孩。 

治療效益：深化關係、創造連

結、⾃我調節、新經驗。 

治療師角⾊：盡⼒促成⽗⼦連

結，⽽非當⽗⼦的傳聲筒。

冒險活動為⽗⼦角⾊創造新的關係媒介

芬蘭



醫療機構： 
Sørlandet Hospital in Norway

提 供 野 外 治 療 ( w i l d n e s s 

therapy)的精神醫療機構。 

「friluftsterapi」 

主要針對 outpatient 

期待未來，國內也能發展以

冒險治療(綠⾊照護)為輔助治

療，具特⾊的機構或⽅案。

將⼤⾃然幻化為⼼理治療的⼾外教室

挪威



8th-IATC 
回國之後...

台灣冒險治療後續可再推動的⽅向： 
1.連結在地社群(綠⾊照護、荒野保護) 
2.發展冒險治療的認證或訓練計畫 
3.與政府部⾨斡旋⽀持計畫與政策推動(原民會、衛福部) 
4.申請第⼗屆 (2024) IATC 舉辦權 
5.研究⼯具和實徵研究⽅法資料庫建⽴ 
6.邀請不同國家的⼈來台交流分享 
7.重新定義冒險治療-辦理論壇(涵蓋更多元的領域和觀點) 
8.辦理教師研習-推廣至學校場域應⽤



省思國內外冒險治療

⼼理 
治療

⼾外
體驗

Adventure Therapy 
-冒險治療(?)-

期許更多⼾外活動(⾃然)
的元素。 
開拓不同議題的冒險治療
⽅案，如親⼦、創傷等。 
仍以⼼理治療為基礎，更
完整「假設-評估-介入」
模式與實徵研究。



從世界看台灣 
我們的初次國際冒險治療年會經驗分享

虞⽴莉 
東吳⼤學社⼯系兼任助理教授 

TTAPG委員



特⾊：以⾃然為本、尊重與
珍視原民智慧 

會前⼯作坊Cave Think Tank 

五天的⼤會演講、⼯作坊與
活動

第八屆 
國際冒險治療研討會



會前⼯作坊CAVE  THINK  TANK

想理解：什麼是AT實務⼯作者的重要知識和技巧 

這個理解是跨⽂化的 

活動、對話 、反思 

低結構的／open space model



參與者介紹該國
冒險治療現況

美國、加拿⼤ 

英國、西班牙、匈牙利 

紐西蘭、澳洲 

印度、台灣



關於冒險治療的未來（經費／贊助，
⾃然環境變遷，培訓／能⼒指標） 

「冒險」如何能夠「治療」where 
adventure meet activity? 

  

冒險治療的倫理與哲學 

國際冒險治療訓練⽅案的
共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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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險治療訓練重要的元素LIST

團體⼯作，催化（引導）過程  

風險評估和管理（⼼理急救） 

⼾外技術  

在地⽂化覺察 

以⾃然為本的介入⽅式 

創傷知情 

冒險治療的理論與模式 

治療性的關係

 擴展舒適圈 

安全、倫理及有效的經驗 

 全⼈福𧘲holistic wellbeing 

⼯作者⾃我覺察 

專業的反思與督導 

有效的介入⽅式（正念、隱喻等） 

評估有效性 

關於個案的特別知識



⼤會演講、⼯作
坊與活動

計4場主題演講  

88場⼯作坊 

27個活動



主題演講關切的議題 

原民智慧與⽂化（2）：相遇的策略／後⼈⽂主義的冒險－關
於國家和共同成長的原住民的本體論概念︔尋找原住民⽂化
所在地和靈性空間裡的創造性 

冒險治療的原理原則（1）：冒險治療的核⼼AT The Core 

專業間的融合（1）：將冒險治療與相關專業融合



整體年會⼯作坊發表的議題 
創傷 

原民智慧／⽂化 

⼼理衛⽣的促進與矯治 

與⾃然連結 

冒險治療的原理原則

以上，以「⼼理衛⽣的促進與矯治」為⼤宗，探討「冒險
治療的原理原則」次之，「連結⾃然」者再次之

教育訓練與推廣 

實務作法探討 

專業間融合 

⼯作者的經驗反思 

蓋亞關懷 

其他



⽅案的服務對象

兒童／青少年（最多） 

青年／成年（未特別說明身份） 

婦女 

軍⼈ 

身障者 

原住民



⽅案欲介入的問題型態 

創傷（家暴、性侵） 

⼼理健康 

精神疾病 

亞斯伯格／⾃閉症 

家庭關係 

犯罪防治



⽅案運⽤的活動類型

荒野環境、 健⾏、登山 

單⾞、攀岩 

衝浪、划船 

⾺術  

正念 

室內冒險活動／競賽（較少）



以介入的深淺程度區分⽅案類型

教育型 

增能型 

輔助治療型 

主要治療型 

以上，增能型與治療型較多



相看兩不厭：回看台灣，看什麼︖

台灣經驗較多呈現在個案研究或活動成果的報告，宣傳／推廣的⾊彩似
乎較濃 

雖已累積不少經驗，但較少對冒險治療本身的哲學、理念、⼀般議題與
特殊議題做本⼟化的探究 

針對綠⾊觀點的⾃然連結探討不多，活動以⼈⼯環境的平⾯活動為⼤宗 

跨專業的合作關係尚未被關注 

珍視原民⽂化的在地觀點…



冒險治療與⼾外體驗活動的關係

冒險治療與其他助⼈取向有多
不同︖



冒險治療與其他助⼈取向有多
不同︖



從體驗教育到冒險治療

⽅案需具備哪些要素，能被稱作冒險⽅案︖ 

需要怎樣的介入，能被稱作冒險治療／冒險處遇︖ 

不同的專業間的對話與合作︖ 

再深化：N族M化  vs  M族N化 

再定義︖



謝 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