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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夢。沙遊。語言】系列工作坊(二) ------ 

 

跨界的旅程：一位女性在沙遊與夢中的英雄之旅 

 

主講：山 愛美 教授 

    

 

 
    

 

 

一、 主辦單位：禾心心理諮商所、沙遊世界表達與療癒發展中心 

二、 協辦單位：嘉南藥理大學嬰幼兒保育系早期療育就業學程 

三、 活動地點：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國際會議廳(台南市仁德區二仁路一段 60號) 

四、 講師&譯者介紹： 

【講師】山 愛美教授 

【現任】京都學園大學人間文化学部心理学科教授 

【學歷】京都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 (指導教授 河合隼雄) 

【經歷】成安造形大学造形学部教授 

【專長】臨床心理學、深層心理學、人格心理學 

【獲獎】日本心理臨床学会奨励賞 

【相關著作】「子どもの心身症（兒童的身心症）」、「悪とメルヘン（惡與童話）」 

           「おとぎ話にみる家族の深層（童話故事中的家族深層心理）」 

           「心の解剖学 錬金術的セラピー原論（心靈解剖學  鍊金的諮商原論）」 

           「『女性』の目覚め（女性的自覺）」 

【所屬學會】日本心理臨床学会、日本箱庭療法学会、日本芸術療法学会、日本心理学会 

            日本記号学会、IAJS（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Jungian Studies） 

【譯者】邱敏麗老師 

【現任】沙遊世界表達與療癒發展中心副執行長 

禾心心理諮商所專業顧問 

台灣沙遊治療學會理事、日本箱庭療法學會會員 

國際分析心理學會台灣發展小組成員、臺南市第三區保母系統外聘督導 

臺南市公私協力新市托育資源中心外聘督導 

中國「中國心理學會」表達性心理治療系列課程講師 

【學歷】東京學藝大學臨床心理碩士  

【經歷】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嬰幼兒保育系講師、台南縣家庭暴力防治中心特約諮商師 

高雄巿/高雄縣/屏東市學諮中心專業督導、彰化署立醫院繪畫治療系列課程講師 

東京都中部精神保健中心心理師、日本成增醫院日間病房心理師 

墨崗精神科診所心理師 

【專長】沙遊療法、榮格心理學、兒童輔導、遊戲治療、繪畫治療 

【相關著作】沙遊療法與表現療法 山中康裕著 邱敏麗等譯  心靈工坊 2004 

            哈利波特與神隱少女:進入孩子的內心世界 山中康裕著 邱敏麗監修  心靈工坊 2006 

山 愛美教授 

在本次工作坊，山 愛美老師將分享一位 20歲左右女性長達

八年的心理治療歷程，帶你跟著她的足跡，看這位女性如何透

過夢與沙遊連結大地與自身，進而逐漸找回自己的過程。山 愛

美老師也會針對夢、沙遊與口語表達的不同之處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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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課程規劃：2015年 6月 7日(星期日)，9:20-16:30 

6/7(日) 主題 主講人 

09:00-09:20 報到  

09:20-09:25 司儀開場  

09:25-09:30 主持人 致詞 曾仁美博士 

09:30-11:00 案例的概要與晤談歷程 
講者：山 愛美博士 

譯者：邱敏麗老師 

11:00-11:10 中場休息  

11:10-12:30 夢與沙遊：心象的展現 
講者：山 愛美博士 

譯者：邱敏麗老師 

12:30-13:30 午餐 & 交流時間  

13:30-15:00 語言與心象：如何解析案例 
講者：山 愛美博士 

譯者：邱敏麗老師 

15:00-15:10 中場休息  

15:10-16:30 綜合討論 
講者：山 愛美博士 

譯者：邱敏麗老師 

六、 報名對象：心理師、各級學校輔導老師、社工師、兒童福利工作人員以及相關科系研究 

生(人數 60人為原則，額滿為止) 

七、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4年 5月 26日前開始接受報名，額滿為止。 

八、 報名方式： 

(一)  一律於本中心官網進行線上報名(需加入會員) 

(二)  請於線上報名後 7日內完成繳費，為方便作業管理，逾時將不予保留名額，請多包涵。 

(三)  經確認完成繳費後報名系統將寄出報名成功通知信，或至會員中心查詢報名狀態。 

(四)  轉帳或匯款專戶:沙遊世界有限公司  國泰世華銀行(013) 帳號：063035001800 

九、 課程費用(含講義)：以下優惠請擇一報名 

方案 一般報名 
團體報名 

(3人以上) 

早鳥報名 

(5/15日前) 

同時報名 

工作坊與講座 

報名費 2,400元 2,200元 2,000元 適用早鳥價 

*備註 1. 以上課程費用不含午餐。 

2. 花東地區優惠專案：凡花東地區報名學員一律適用團報價 

十、 注意事項： 

(一) 本活動將申請諮商心理師、社工師、臨床心理師繼續教育學分。 

(二) 為方便行前通知、資料印製、場地與茶點之準備，請事先報名。 

(三) 繳費後如因故無法參加，請務必於課程開始前一週來電告知，將予以退費，唯需酌收 600

元行政手續費，若活動當週告知則恕不退費。 

(四) 相關報名事宜請留意沙遊世界網站（http://www.sandplayworld.com.tw/）或沙遊世界

facebook（www.facebook.com/sandplay.world）最新公告，課程異動亦以公告為準。 

(五) 支持愛地球運動，本活動請自備環保杯，午餐提供代訂服務。 

(六) 連絡方式： 

 電話：06-3587822/0989-815189 

 E-mail：sandplayworld@gmail.com 

 Line：sandplayworld  

 連絡人：林小姐、陳小姐 

(七) 如有任何疑問請於上班時間(禮拜一至禮拜五 9:00~18:00)來電或 E-mail洽詢。 

mailto:sandplayworld@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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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交通資訊 

 

地     點: 嘉南藥理大學 國際會議廳 (台南市仁德區二仁路一段 60號)  

校園地圖：http://www.cnu.edu.tw/content-text.asp?fid=7&id=911&funcname=校園地圖 

如果您搭乘高鐵 

 高鐵臺南站下車，轉臺鐵沙崙線至保安站下車，步行約 20分鐘；或搭計程車 5分鐘內至嘉

南藥理大學。 

 高鐵臺南站下車，搭計程車由大潭交流道往西接臺 86號東西快速道路、臺一線省道約 12

分鐘至本校。 

如果您搭乘火車  

 由臺南火車站南下約 7分鐘至保安站下車，步行約 20分鐘；搭計程車 5分鐘內至本校。 

如果您搭乘客運 

 高雄到本校可搭乘高雄客運 8039、8041、8046；臺南到本校可搭乘臺南市 5路公車或大臺

南公車紅 3。 

 高雄客運公司 http://www.ksbus.com.tw/ 

 大臺南公車 http://citybus.tainan.gov.tw/zh/news/1.html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http://www.tainan.gov.tw/traffic/ 

 臺南市公車動態資訊系統 http://2384.tainan.gov.tw/TNWeb/2384.jsp 

 詳細時刻請洽詢電話：07-7462141、06-2230330、06-2998484、06-2982038。 

 

http://www.cnu.edu.tw/content-text.asp?fid=7&id=911&funcname=校園地圖
http://www.ksbus.com.tw/
http://citybus.tainan.gov.tw/zh/news/1.html
http://www.tainan.gov.tw/traffic/
http://2384.tainan.gov.tw/TNWeb/2384.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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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搭乘自行開車經由省道或高速公路 

 停車場：北三停車場 

 由臺南經臺一線省道南下約 20分鐘即達本校。 

 由高雄經臺一線省道北上約 50分鐘即達本校。 

 中山高（國道 1號）：由仁德系統交流道往西接臺 86號東西快速道路，至臺南出口下交流

道，朝湖內／路竹方向南下接臺一線省道約 10分鐘即達本校。 

 南二高（國道 3號）：由關廟交流道往西接臺 86號東西快速道路，至臺南出口下交流道，

朝湖內／路竹方向南下接臺一線省道約 15分鐘即達本校。 

 

會場住宿資訊 

 

1. 亞伯飯店：http://www.abba-hotel.com.tw/ 台南市大同路二段 617號 

 住宿享「嘉藥優惠方案」 

 早上可免費接駁至嘉藥 

 離嘉南藥理大學行車時間約 10分鐘 

 鄰近奇美博物館 

 如有需要建議提前預約住宿 

2. 皇賓大飯店：http://royalguesthotel.com.tw/index.asp 台南市中華東路三段 452巷 8弄 16號 

 住宿享「嘉藥優惠方案」 

 離嘉南藥理大學行車時間約 14分鐘 

 鄰近文化中心 

 如有需要建議提前預約住宿 

3. 台南 5319佳府都公寓：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453831548043009.1073741825.135023593257

141&type=1 台南市東區府連路 344 巷 53號 

 離嘉南藥理大學行車時間約 17分鐘 

 鄰近大東夜市 

 如有需要建議提前預約住宿 

 

 
 

http://www.abba-hotel.com.tw/
http://royalguesthotel.com.tw/index.asp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453831548043009.1073741825.135023593257141&type=1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453831548043009.1073741825.135023593257141&typ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