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1 屆亞洲華人體驗教育會議暨第 13 屆亞洲體驗教育學會年會
11th Asia Chinese EE Conference ＆ 13th AAEE Annual Conference

聯結、聯手、聯心
美國學者 Bob Johansen 的研究發現 ，世界進入了一個不斷變動 (Volatile)，充滿不確定
(Uncertainty)，複雜(Complexity)與曖昧不明(Ambiguity)的 VUCA 時代，人工智慧、社群網路、
物聯網等等科技以及社會互動的變遷，充斥著我們的生活，體驗學習逐漸成為一門顯學。今年年會
的主題以「聯結、聯手、聯心」為題，希望，

• 透過體驗教育，促進各領域跨界聯結，創造多元價值；
• 透過體驗教育專業社群，促進聯手合作，共構願景，共建榮景；
• 透過對話與交流，讓我們手連手，心聯心，共創華人體驗教育新紀元。

會中，我們力邀，

• 台灣名導演魏德聖先生擔任大會開幕

Keynote，魏導在電影界是翹楚，而他的學習成就歷

程，則展現了體驗教育與多元產業聯結的深義。

• 以色列體驗教育工作者 Ophir Akiva，積極推動體驗教育，他的精神與貢獻教人欽服，為我們
開啟更宏觀的視野。

• 東海大學學務處談的是 Alpha Leaders 計畫的創新；
• 樟湖實驗中小學校長談創校；
• 玩轉學校團隊分享創業的心路歷程。
同時，也邀請了各產業中展現體驗學習綜效的人資、經營者及推動者，分享他們踐履的歷程。
最重要的是，我們將邀請各行各業中的會員及會友：有推動體驗教育已饒富績效的行家，有剛起步
的實踐者，在三天兩夜的交流與激盪中，把自己的創新、突破無私地分享出來，也從別人的分享中
找到驚豔與成長。
主 辦 單 位 ：亞洲體驗教育學會
協 辦 單 位 ：廣東青年歷奇教育學會、香港歷奇輔導學會、澳門體驗教育學會、中國青年救國團
會 議 期 間 ：2018

年 12 月 7 日（五）～9 日（日）

會 議 地 點 ：台北市劍潭青年活動中心
早鳥優惠報名： 08/20(一)~10/31(三)
報 名 截 止 ：11/30(五)
工 作 坊 申 請 ： 08/20(一)~ 10/24(三) 多元觀點工作坊/論文發表 開課申請
志

工

： 11/10(六)、12/06(四) 志工營隊成長分享會、志工行前集訓

大會網址：www.asiaaee.org

信箱：aaee2006@gmail.com

電話：(02)2901-7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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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議程安排】
12 月 7 日

內

容

08:20~09:00 報到
09:00~09:20 大會開幕、四地代表致詞、交換紀念品
09:20~10:30 開幕講座>一場與魏德聖導演的對話_故事的力量
10:30~10:50 大合照、Break
10:50~11:20 亞洲華人體驗教育大串聯
11:20~12:20 AAEE 學院論壇
12:20~13:40 午餐時間、AAEE 會員大會
13:40~15:10 多元觀點工作坊 Section：A (90mins)

14:00~17:00(3hrs)

15:10~15:30 Break

多元觀點工作坊 Section：C

15:30~17:00 多元觀點工作坊/論文發表 Section：B (90mins)
19:00~21:00 夜間工作坊

12 月 8 日

內

容

07:00~08:00 晨間活力體驗
08:20~09:00 報到
09:00~10:30 多元觀點工作坊 Section：D(90mins)

9:00~12:00(3hrs)
多元觀點工作坊 Section：F

10:30~10:50 Break
10:50~12:20 多元觀點工作坊/論文發表 Section：E(90mins)
12:20~13:40 午餐時間、四會代表聯誼餐敘
13:40~15:00 咖啡與人生主題工作坊/Open Space
15:00~15:30 Break
15:30~17:00 多元觀點工作坊/論文發表 Section：G(90mins)

15:00~17:00(2hrs)
多元觀點工作坊 Section：H

19:00~21:00 夜間工作坊

12 月 9 日

內

容

07:00~08:00 晨間活力體驗
09:00~10:30 多元觀點工作坊 Section：I(90mins)
10:30~10:50 Break

09:00~12:00(3hrs)
多元觀點工作坊 Section: K

10:50~12:20 多元觀點工作坊/論文發表 Section：J(90mins)
12:20~13:30 午餐時間
13:30~14:20 年會精選講座> Ophir Akiva_猶太人的成功秘訣
14:20~15:50 AAEE 精選論壇
15:50~16:00 Break
16:00~17:00 各會未來工作報告、主辦交接，明年廣東見

大會網址：www.asiaae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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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 Keynote】

魏德聖
一場與魏德聖導演的對話：故事的力量

魏德聖導演（簡稱魏導）的貢獻與成就在於為台灣電影產業注入一股新流，不單單是追求票房數
字，而是在商業電影的洪流下，成功地在文本故事、台灣社會大眾以及電影事業理想三者之間建立
了緊密的聯結(connection)，得到了共鳴，即使在幾次資金窘迫的逆境下，透過許許多多外力的合
作與參與(cooperation)，得以讓「賽德克.巴萊」呈現在國人面前，透過電影故事的完美鋪陳，誘
發人們與文本對話，更重要的是，幫助人們跟自己對話。
年會的開幕嘉賓魏導將與我們談一談：
如何與電影結緣？如何走進電影事業？分享當中的心酸與逆境；
從「海角七號」與「賽德克.巴萊」談理想與現實，以及如何突破困境；
從電影工作者以及社會觀察者的角色，建議台灣需要的是什麼樣的教育；
在當前的台灣與二岸關係前提下，您會給在場追求理想的教育工作者什麼建議；魏導的終極願景。

【AAEE 精選講座】

Ophir Akiva
猶太人的成功秘訣-賺更多、更健康、更幸福的 10 大訣竅

猶太人只佔世界的 0.05％。然而，您可以在世界各地的每個房子裡，找到以色列或猶太人的發
明，加上他們贏得了近 30％的諾貝爾獎，這讓我們清楚地看到-猶太人讓世界變得更美好。他們是
怎麼辦到的？什麼是我們可以學習、借鏡的？這得追朔 3500 年前，摩西帶來簡單而強力的密碼。
每一個歷經『愛、健康、事業、幸福、關係』豐富體驗的公司、組織成員或追求卓越的您，將在這
場講座中，獲得個人、公司及事業的成功秘訣。世界在變，然而，幫助我們培養身、心、靈的核心
價值不變。什麼才是您成為百萬富翁的秘訣？什麼才是生命追求的要徑？
在這裡，您將接收到：「來自內在聖啟火花的確認與幫助」、「以更有效的方式避免衝突和危機」、
「如何保持真摯與積極的想法」、「懂得感謝目前所有，並等待最佳時機」、「找到一種欣賞、愉悅與
和睦的方法，給周遭的人事物帶來良好影響」、「個人和企業在正確方向上取得成功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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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EE 精選論壇】

創業>玩轉學校( Play School)林哲宇、黎孔平
如果被問到「退休之後想要做什麼？」一般人的回答
是為了讓自己活得開心，但若這些事現在就能做，且
能讓自己活得很好，那不就提早退休了嗎?
玩轉學校想要創建一個「畢業後馬上可以退休的世
界」，我們正在嘗試跟年輕人證明：「當你在做一件
好的事情，是可以讓自己活下去的」。學校以遊戲式
教學為核心，以社會議題作為遊戲範本，塑造遊戲情
境點燃自主學習的熱情。

創校>樟湖生態中小學 陳清圳校長
中小學教育是很重要的，孩子的人格在此階段定型，
但學校的課程過於僵化，少了能夠培養心性、發展健
全人格的課程設計。基於這個理念，我極力推行戶外
教育，希望學生能在真實情境中學習。
戶外教育的主題課程對孩子影響很大，過程中會回歸
到自我、人與自然的互動，瞭解人的渺小、大自然強
大的生命力，因而懂得謙卑，生命內在的極限將慢慢
擴張。

創新>東海大學 Alpha Leader 計畫
α(Alpha)是希臘文首個字母，代表創新、改變的開始。
這群 α-leader 來自各個科系，主動陪伴新生適應大學
生活，為和新生互動而學習體驗教育。他們形成學生
關懷的組織系統，使每個學生都能被照顧，創造愛與
溫暖的校園，落實全校性博雅學習的目標。
α-leader 的內涵是希望學生做自己學習的主人，熱忱
以外更要有負責任的態度，並成為彼此學習的典範。
不是靠體驗教育的活動吸引學弟妹，而是從反思中付
諸行動，造就具有獨特眼光並能投入生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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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觀點工作坊】

>近百場，陸續增加中，敬請期待<

王一郎
賦力國際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蘇州賦力企管服務公司 首席培訓師
北京管道國際培訓機構 首席培訓師
擅長以活躍的課堂氣氛全面提高學員的團隊協作能力；課堂
內容針對性強；擅長與學員溝通，能充分調動課堂積極性。

蘇蕙蘭
TSAA 台灣服務稽核協會 執行長
25 年人力資源工作經驗
前 Giordano 臺灣區全品牌人力資源部經理
從服務稽核角度探討體驗學習對企業策略落實的價值。體驗
學習引導者的專業配角功能。體驗學習設計與引導 , 如何有效
協助企業於組織中進行人才培訓及訓練成果評估？

曾士民
國際引導者協會引導師
透過參與式策略規劃的引導手法，解決需要創新突破的議題。
帶領參與者反思在年會中的學習，體驗團隊討論發散與收斂的
動態，再進一步檢視思考層次的推演，進而理解在引導團隊進
行思考，達成結論或是行為改變的引導流程架構。接著透過小
組演練，學習提問方法及順序，這個工作坊將打通您引導反思
的任督二脈。

蔡宏基
臺灣行動學習協會 理事長
十餘年人資主管經歷，取得國際行動學習協會(WIAL)認證教練
資格後，創立臺灣行動學習協會。協助組織運用行動學習改變
對話模式，提升團隊與個人的反思能力，創造生命價值。期待
有更多的夥伴一起體驗、認識行動學習，並運用到工作與生活
當中，讓行動學習成為更多人改變工作與生活的好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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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費用】 (2018/08/20 起開始接受報名，2018/11/30 截止報名)
各身分不同期間之報名費

※點我報名

8/20~10/31 第一階段 早鳥/團報

11/01~11/30 第二階段

單日報名(不分身分)

NT$1600/人

NT$1800/人

AAEE 會員、學生

NT$3000/人

NT$3300/人

一般參加者

NT$3200/人

NT$3600/人

5 人以上(5-15 人)小團報

NT$3000/人(期間限定)

無

16 人以上超級大團報

NT$2900/人(期間限定)

無

由各會負責窗口統一報名收費

無

比照台灣參加者收費

無

個人報名

團體報名

其他
大陸、香港、澳門地區參加
者
其他海外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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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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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投稿須知】
一、開課申請：即日起至 2018/10/24 止（大會預定於 10/31 確認成功開課名單）
二、工作坊開放申請時段說明（工作坊申請表請詳附件一）
室內申
請數量

戶外申
請數量

8

不限

15:30-17:00 多元觀點工作坊/論文發表時段 B(90mins)

8

不限

14:00-17:00 多元觀點工作坊時段 C(180mins)

4

不限

19:00-21:00 夜間工作坊時段 NA(120mins)

2

0

0

5場

09:00-10:30 多元觀點工作坊時段 D(90mins)

10

不限

10:50-12:20 多元觀點工作坊/論文發表時段 E(90mins)

10

不限

09:00-12:00 多元觀點工作坊時段Ｆ(180mins)

4

不限

15:30-17:00 多元觀點工作坊/論文發表時段 G(90mins)

9

不限

15:00-17:00 多元觀點工作坊時段 H(120mins)

4

不限

19:00-21:00 夜間工作坊時段 NB(120mins)

2

0

0

5場

09:00-10:30 多元觀點工作坊時段 I(90mins)

10

不限

10:50-12:20 多元觀點工作坊/論文發表時段 J(90mins)

10

不限

09:00-12:00 多元觀點工作坊時段 K(180mins)

4

不限

日期

開放申請時段

12/07(五) 13:40-15:10 多元觀點工作坊時段 A(90mins)

12/08(六) 07:00-08:00 晨間活力體驗(限戶外)

大
會
期
間

12/09(日) 07:00-08:00 晨間活力體驗(限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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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工作坊】

※點我報名

一、時 間 ：12/10（一）～12/12（三），每日 9:00～17:00
二、地 點 ：臺北市劍潭青年活動中心
三、課程內容：向獅子學領導_聖地成功領導秘訣
四、講 師 ： Ophir Akiva（以色列）
五、學員名額：40 人（未滿 35 人不予開班）
六、費用（含講師鐘點費、場地費、講義、教材教具、午餐、保險，其餘不含）：新臺幣 5900 元/
每人，會員 5500 元/每人，學生會員 3900 元(名額限制 10 人，依報名順序)。
七、報名截止：即日起至 10 月 31 日止
八、報名窗口：AAEE 網站
九、課程內容：
以聰明的求生技能及經典故事為底蘊，學習已證明有效的方法，來規劃您的個人目標，進而達
成團體更大的成就。課程內容如下：
（一）向獅子學領導---學習自然的生存智慧，學習摩西和大衛國王成為最佳領導的典範
豹為什麼會成為最成功的狩獵者？狼群圍捕獵物嘷叫的計謀是什麼？這些動態有趣的內
容，引導我們從吉娃娃心態，邁向王者之路。
（二）十誡---3500 年來的古老智慧，在您賺更多錢、獲得更多健康及幸福上，仍然實用。
您只需把從 7 個最愛那裡學來的智慧，發揮運用 7%，您的生命立即就會有了轉變。
（三）耶路撒冷---從『虛擬實境』到『靈性之旅』再到『實際參與』
一起到全世界最神聖的地方，驚歷猶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的和平氛圍。跟隨大衛、
耶穌和穆罕默德的步伐，找到您真正的強項，也找到您圓滿生命的方法。
（四）城市叢林的沙漠求生---克服危機，成為生活贏家。
進出撒哈拉、卡拉哈裡、納米布及聖地沙漠，加上頂尖團隊的求生課程，Ophir 將給您
累聚尖端觀點的妙方, 使您從弱者成為信心堅強的人, 從容地克服每一個難關。
（五）團隊救援---累積生命活力
實用的知識與操作，讓您第一次面對極端困境時就有絕佳反應。 發揮即將獲得的自信與
所學的方法, 您將在團隊面臨各種緊急狀況下，適時提供有意義的協助。
（六）衝突解決與危機管理---戰鬥像動物, 活著就要像人
這個工作坊將帶您親歷險境，再回到真實；我們將從中建立起您的無比信心, 成為克服每
個危機的贏家。
（七）以色列軍隊的戰爭和道德規範---贏得所有戰鬥並獲得和平的實用方法
以色列軍隊自認是世界最好的。原因有二：1. 我們受到全球各地不斷的攻擊。2. 我們承
擔不起失敗，一次也不行!失敗將使猶太民族分崩離析。我們將揭露其中的秘密＋真實的
個案研究, 以及將其移轉到您個人和事業成功的方法。
（八）您內在的母獅性格---女性領導如何不同?又為什麼更好？
全世界女性因著歷史洪流改變, 現在換您了。在一個有力的現存事件上, 您將獲得十個實用
的方法來改變您的生活和周遭情境。

大會網址：www.asiaaee.org

信箱：aaee2006@gmail.com

電話：(02)2901-7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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