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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Therapy”在中文意思翻譯為「治療」，指透過方法來達

到解決健康問題的手段，屬於醫學當中相關名詞（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5）。張春興（2000）認為：心理治療應該能幫助心理困擾者減

輕精神痛苦。因此，心理師或諮商師，透過傳統諮商、會談來達到

治療效益。然而，在近幾年發現，傳統的諮商在青少年個案中遇到

了瓶頸，發現這些個案諮商的配合度普遍偏低，對心理或諮商師來

說，與青少年會談是一項非常大的挑戰（Hill, 2007）。為了克服這

樣的情況，在心理治療上，開始發展出許多不同的治療學派，例如：

敘事治療、完形治療、家族治療、認知治療及冒險治療。其中，「冒

險治療」是有目的利用冒險工具及技術，引導個案朝治療目標方向

改變的諮商與治療方式（Alvarez and Stauffer, 2001）。換句話說，

冒險治療也是針對青少年設計冒險方案，透過冒險性活動作為一種

治療媒介，進而達到冒險治療的效益（吳漢明、鄭瑞隆、盧仲文，

2005）。 

在美國，熟知家族治療的學者 Gass（1993），整合平面遊戲及

戶外活動，發展出「冒險治療」的理論與實務技術，其中，冒險與

自然環境是冒險治療的重要元素。Gass（1993）認為冒險活動，主

要包含：休閒遊憩、教育、增進發展、輔導及諮商治療五個深度的

類型，本研究探討的冒險治療是所屬於定義中第五個層級。冒險治

療這樣的概念早在二十多年前，在美國出現，是一個結合多項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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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心理治療、臨床心理、社工、諮商輔導和戶外冒險的領域。

在臺灣，則是到 2014 年時「臺灣冒險治療專業社群」（Taiwan 

Therapeutic Adventure Professionals Group，簡稱 TTAPG），在亞洲

體驗教育學會底下成立，開始邀請學者來臺灣推廣，讓國內更多人，

看到一個新領域的誕生。 

 

為了探討臺灣本土冒險治療相關的研究，研究者透過文獻回顧

方式，蒐集並閱覽「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以及「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兩個資料庫中之相關文獻，使用「冒險治

療」、「冒險式諮商」與「冒險輔導」作為搜尋關鍵詞，所得主要

結果，分述如下： 

謝宜蓉（2009）與向日葵基金會合作選定十三位個案，操作為

期六天的方案，透過個案研究方法，在過程當中進行觀察紀錄，並

填寫方案回饋表，同時結合研究者觀察日誌、成員日誌、個案之重

要他人訪談和填寫生活效能量表。透過質量資料分析後發現，冒險

治療方案對個案的行為（例如：團體中學習、對自然喜愛、鼓勵他

人、感恩、肯定別人成就感及學習轉移等）都有正向影響，且依據

個案重要他人與生活效能量表中顯示，個案變得行動積極、思想正

向並開始影響他人。 

林立、林杏足（2013）選定六位具有社會退縮傾向之青少年，

並為了團體氣氛及活動流暢度考量，增加了兩位正向成員，透過為

期八週的冒險治療與自然體驗，針對團體對社會退縮之青少年「社

交互動焦慮感」、「社會自尊」及「人際關係」等面向，進行前後

測及活動後六週追蹤測，透過團體紀錄表、成員回饋表與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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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作為輔助。在量化資料分析中，發現對於社會青少年在減輕互動

焦慮感、提升社會自尊及人際關係增進上不具有立即與追蹤輔導效

果；但在質化資料中，發現成員對團體整體感受普遍反應為正向。 

張瓊文（2013）使用冒險治療方案探討對高中生自尊的影響，

選定了九位研究參與對象，每次三小時共十一次的課程，使用「青

少年自尊量表」及「團體回饋表」作為研究工具，從量化資料分析

中，發現只有在「能力感」有顯著差異，而質性資料分析則發現，

對自己有比較正面的評價與感受。 

王克威（2013）以參加都市人基金會 2011 年舉辦之二十八天共

生營的十五位青少年做為研究對象，透過學員日誌、訪談及工作人

員會議紀錄，探討共生營的效益及對青少年自我概念影響。結果發

現：「樂於助人」、「表達能力」、「尊重別人」、「領導能力」、

「團隊合作」、「被信任」及「成就感」七種人際關係效益，且對

自我概念中（包括：軀體我、現象我、社會我、投射我、心理我與

理想我）都有正向影響。 

再者，黃芷玲、謝智謀（2010）對冒險家族治療的分類、處遇

及模式進行介紹，認為當青少年進行完冒險治療，過程或後續行為

有所改變後，但回到現實環境後，將會重拾舊有的模式；魏芳瑜

（2010）介紹冒險治療當中的學習遷移理論、隱喻及治療性異構同

型；徐堅璽（2011）以一國中生為例，以一對一治療的方式，試論

冒險治療的主體理論；並開啟了臺灣一對一冒險治療的嘗試。 

 

綜合上述，可以發現冒險活動能夠對參與者帶來許多的效益，

甚至能夠改變與治療個案心理或生理上的失能行為，然而在過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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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對於冒險治療工作者本身的文獻則較為缺乏。因此為補足

相關研究的缺口，研究者希望能夠探討冒險治療領域實務工作者的

投入動機，並透過實務工作者角度，瞭解冒險治療在臺灣的發展歷

程（包括：過去、現況與未來）。爰此，本研究目的主要有二： 

（一）探討臺灣冒險治療實務工作者的投入動機。 

（二）透過實務工作者角度瞭解冒險治療在臺灣的發展歷程。 

  

 

在臺灣，冒險治療是個新興領域，因此，這樣情況下，選擇使

用質性研究，來探究冒險治療實務工作者的投入動機與發展歷程。

透過半結構深度訪談法，進行資料收集，經由面對面的對話方式，

能讓研究者有充裕時間，將所陳述之事情之前因後果進行連結，能

夠有較完整資料蒐集，也能夠完整掌握受訪者所陳述內容與意義（王

金永，2000）。 

 

採用非隨機抽樣中的「滾雪球抽樣」，主要是為確保研究樣本

的「適切性」。先選出體驗與冒險教育、社會工作與心理衛生工作

各一位實務工作者，作為抽樣方式開頭，以便尋找到其他研究對象，

並且透過指數型，具鑑別度的滾雪球法，以三個相關的學術背景做

為篩選的方式，扣除無法配合研究及未符合篩選標準之推薦人，研

究最終尋找到九位受訪者，分別為三位戶外相關、四位心理衛生相



 49 

 

關及兩位社工相關背景作為研究對象，受訪者的年齡及現職整理如

表 1 所示。 

1  

     

A 女 某公司執行長 2016.07.04 新北市某咖啡廳 戶外工作者 

B 女 大學教授 2016.07.15 臺北市某咖啡廳 社會工作者 

C 男 自由工作者 2016.08.29 受訪者家中 心理衛生工作者

D 女 某公司執行長 2016.08.15 臺北市速食餐廳 社會工作者 

E 男 大學教授 2016.08.05 受訪者學校研究室 戶外工作者 

F 女 自由工作者 2017.03.01 臺北市某咖啡廳 心理衛生工作者

G 男 精神科醫師 2017.03.03 醫院會談室 心理衛生工作者

H 女 臨床心理師 2017.03.10 受訪者工作休息室 心理衛生工作者

I 男 基金會執行長 2017.03.31 基金會辦公室 戶外工作者 

 

本研究受訪者們的服務對象雖然多元，包含：家暴、性侵害、

高關懷（例如：行為偏差、藥毒癮、暴力傾向）、網路成癮、精神

患者、中輟生、社區青少年、保護管束、妥瑞氏症、亞斯伯格症、

家暴婦女、家暴加害人或為學校轉介的學生以及社會福利機構轉介

孩子，但是能夠發現方案服務對象，主要以青少年居多。 

 

本研究主要研究工具，包括：訪談大綱、訪談筆記與錄音與輔

助資料，分述如下： 

 

訪談大綱主要包含：受訪者的基本資料、實務工作投入動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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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歷程三個部份，於研究者擬出半結構式問題後，經研究同儕修

正語意後，才正式進行訪談。 

 

於訪談過程當中進行筆記及錄音，以便記錄受訪者所提關鍵詞

與非口語表達文字，也便於研究者繼續將問題深入瞭解及探討。 

 

為了能夠更清楚受訪者所述，研究者透過輔助資料來加強分

析，了解受訪者思維脈絡，因此研究者透過，受訪者的著作、演講、

發表於國內外期刊之研究、相關網站及亞洲體驗教育學會或臺灣冒

險治療專業社群之受訪文章、影片等作為輔助資料。 

 

 

針對深度訪談錄音檔與研究者訪談筆記，轉錄成文字，並且邀

請受訪者重新檢視逐字稿，確保轉錄的過程中，資料的精確性及真

實性，此外基於研究倫理考量，也將資料中名字部份進行匿名化處

理。 

 

本研究主要採取豐富描述取向的觀點來進行資料分析，這是因

為質性研究分析是仔細的，可以透過這樣方式理解研究事件背景，

並且提出厚實描述，研究者便能進一步對正在發生的事件提出解釋

（吳佳綺，2010），且透過反覆閱讀逐字稿，並檢視研究者與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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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有的對話過程。在研究者進行交叉檢核後，以開放式編碼方式

進行分類，再以主軸性編碼，將相同類屬詞句所代表編號串連，以

便後續歸納比較。在資料編碼部份，舉例而言，以（A-2016-07-04-In）

表示，其中，第一碼（A）是訪談者代號，其次（2016-07-04）為收

集到資料的時間年、月、日，最後是資料蒐集方式，分為訪談（In）

或輔助資料（Da），轉譯符號，如表 2 所示。 

2  

   

A,B,C,D,E,F,G,H,I 受訪者代碼 

In 訪談 

Da 輔助資料 

（相關著作、文章、工作坊、受訪者與研究者反思日誌）

 

 

本研究參考高頌和（2011）對信效度指標處理方法，首先是內

外在效度部份，本研究使用「受訪者資料再驗證」及「三角檢核」

方式來提升資料有效性；而內外在信度部份，主要透過「低推論的

描述」與「協同研究人員」來增加可信度： 

1.  

研究者在訪談結束後，先將訪談內容整理成逐字稿，而後研究

者自行先將內容逐一檢視後，再寄送給各個受訪者進行檢視，確認

訪談內容正確性。受訪者回覆之逐字稿效度，百分比平均為：92%。 

2.  

透過多種資料蒐集方式，幫助研究者解釋對於研究結果的信度

與效度，而本研究以相關輔助資料，協助檢視確認資料的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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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於研究者自身就是研究工具，在此狀況下，很容易陷入既定

思考方式，因此訪談中所獲得資料，直接採用受訪者內容，避免掉

入主觀自我意識。 

4.  

在研究資料分析時，與同樣從事學術研究的同儕進行討論，避

免研究者主觀意識影響到資料客觀性。 

  

一、  

如同 Ewert（1989）所述，戶外工作者的工作比起傳統職場相對

辛苦，究竟為何這些工作者會投入呢？研究者編碼摘錄為四個部

份，分別為：「看見改變發生」、「與過去經驗有關」、「傳統諮

商輔導問題」及「自我期許」。 

 

帶領或參與的過程當中，自己也沉浸在這樣的環境下，看見周

遭夥伴、自己以及參與課程的人開始改變，因此選擇投入。 

A-2016-07-04-In  



 53 

 

B-2016-07-15-In  

H-2017-03-10-In  

 

過去生活經驗當中，曾經有缺失的那一塊親情，因此希望透過

自身親力親為來補足其他孩子，所缺乏那一個缺口，有如防衛機轉

當中的補償作用。 

I-2017-03-31-In  

在學習冒險治療的經驗與過去某些經驗有所相同，第一次參與

課程時，這樣的經驗衝撞與反思，讓他們對於自己職涯規劃產生不

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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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016-08-15-In  

F-2017-03-01-In  

 

Hill（2007）認為傳統的諮商在青少年個案當中，配合度普遍偏

低。冒險治療的活動能降低個案的防備，同時也能夠透過活動過程，

真實表現來看見個案，而從這裡能夠嘗試另一種方式，來解決青少

年傳統諮商輔導的問題。 

E-2016-08-05-In  

 

因為自己的職業、身份加上一些因素，使自己似乎站在一個能

夠發展或推動這一個專業的位置上，使得受訪者們選擇走進冒險治

療的這條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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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

C-2016-08-29-In  

G-2017-03-03-In  

綜合上述，能夠發現受訪者們願意投入這份工作的原因，也能

發現到「看見改變發生」不論發生在自己身上或個案改變，都成為

三個領域實務工作者願意投入的動機；與過去的經驗相似，主要是

來自過去家庭的缺口，透過補償機制的方式回應到孩子身上，以及

傳統教育不適應和對自己的職業生涯反思與衝擊後的結果，且在傳

統的諮商輔導中常見問題，讓人應該思考到是否現在臺灣諮商室裡

都會遇到類似問題，加上自己的身份對於自我有所期許。 

 

此部分將冒險治療發展歷程，以「過去情況」、「發展現況」

以及「未來發展」三個部分進行分類編碼。 

 

在此次受訪者資料中能夠發現，冒險治療在臺灣發展歷程，一

開始的認識都是源自於體驗教育，在推動的過程當中，各界也紛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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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供各種協助辦理研討會或講座，都還在認識體驗教育與冒險治

療的階段，而此時訪談內容的時間是在 2006 年至 2014 年。 

1.  

本研究所訪談的這群冒險治療實務工作者們，大部分起初的概

念是來自於體驗教育，而當時對於冒險所能夠產生經驗的概念，還

不是那麼明確，也透過不斷嘗試與體驗，試圖尋找到最適合成為冒

險治療的冒險活動。而冒險治療從戶外跨足到社工界，是因為看見

冒險性活動對於青少年吸引力，產出了第一個冒險治療的方案。 

D-2016-08-15-In  

E-2016-08-05-In  

E-2016-08-05-In  

2.  

而冒險治療發展歷程中，各界也有不同貢獻，在非營利組織中

能夠看到，亞洲體驗教育學會與都市人基金會，在推動的過程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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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國外冒險治療師來臺灣辦演講、工作坊與各式研討會。 

2006 AAEE

F-2017-03-01-In  

28 I-2017-03-31-In  

2008

G-2017-03-03-In  

2006

論

2007 2008

Tony, Michael -Da  

當時亞洲體驗教育學會，也開始連結不同治療形式（例如：動

物輔助治療與園藝治療）共同辦理研討會，邀請更多對這樣治療模

式有興趣者，來參與工作坊分享，並且在臺灣推動綠色照護概念，

讓更多使用自然生態的治療師們互相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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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17-03-03-In  

2013 2018

-Da  

官界在這推動的過程當中，也曾經協助帶領相關工作者參加研

討會，回來後內政部兒童局便開始補助民間相關社福機構，事後將

帶領方法及技術引薦到社工訓練中，讓實際掌握方案的社工能帶領

並且運用。 

NRPA

I-2017-03-31-In  

E-2016-08-05-In  

學術界也因為 E 老師的關係，開始有輔導諮商、社工、醫學相

關背景的人開始投入一起合作與對話，嘗試推廣冒險治療概念。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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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16-07-04-In  

E 2010

-Da  

上述發現，冒險治療在過去的發展當中，在發展初期社工人員，

跨出第一步執行長天數方案，而實務界（非營利組織機構）也提供

許多工作坊、講座與訓練機會，讓更多人認識冒險治療。同時，為

了往更專業心理領域發展，也開始與其他治療方式共組綠色照護的

社群；在政府機構帶領相關人士到國外學習，回國後便開始補助機

構辦理更多長天數營隊。 

 

在冒險治療現況，主要分為三個部份，分別為「目前大環境」

與「專業性不足」兩部分進行分析，時間是在 2014 年至 2018 年，

此時的亞洲體驗教育學會成立已超過十年的時間，而 TTAPG 也成

立。 

1.  

（1）與過去差別 

冒險治療被理解之後，開始有更多的年輕人，投入學習冒險治

療，透過書籍出版、案例發表與組織聯盟等方式繼續推展，而在方

案設計中，也開始讓個案能夠有更多的反思，出現了屬於臺灣本土

的操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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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TTAPG

Power 

of Family

Dr. Norton

-Da  

G-2017-03-03-In  

D-2016-08-15-In  

TTAPG

C-2016-08-29-In  

C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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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者無力 

從臺灣戶外工作者的角度來談，能夠發現，雖然環境仍待改善，

但還是能在特定族群中佔有市場。而治療專業者，也一直很活躍發

展，但也因為兩個專業沒有交集，造成了戶外活動放進方案中，時

間不夠長、影響力不夠或沒能力追蹤，方案就淪為單純體驗。 

H

H-2017-03-10-In  

D-2016-08-15-In  

A-2016-07-04-In  

2.  

近幾年，冒險治療已經讓更多人理解與認識，能夠發現在更多

人投入後，在培訓時，理論內涵深度提升了，但冒險治療專業規劃

的介入，依然是不足，也因為這樣綜合專業，也讓執行上設立了一

道較高的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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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016-07-15-In  

E-2016-08-05-In  

 

整合上述冒險治療的發展現況，受訪者們也針對冒險治療在臺

灣的未來發展，提供建議與觀點。 

1.  

冒險治療除了跨足社工界之外，現在開始有些心理師、醫療人

員開始投入，但運用至方案中情況仍然算是少數。若讓更多治療方

案融入冒險元素，除能夠讓更多人了解之外，更提供冒險治療作為

專業訓練的方法，也許能夠透過醫療人員推廣，且鼓勵具有助人專

業背景的相關工作者，讓他們認識冒險治療，而後整合進入社會工

作，才能夠有效建立共通語言。 

F-2017-03-01-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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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16-07-04-In  

H-2017-03-10-In  

尋找到適合各個領域所適合的媒介與族群，例如：將平面活動

的方式，讓醫療人員帶入工作場域；戶外工作者服務尚未被診斷出

有疾病的高危險群，從治療的前端介入，降低成為個案風險，也能

夠提升醫療人員對冒險治療的認識。 

F-2017-03-01-In  

C-2016-08-29-In  

2.  

而受訪者們認為未來應該在訓練平台上有更多進步，分別是「提

供更多交流」，「專業能力養成與認證」與「讓冒險治療進入教育」，

能使冒險治療在未來能更專業化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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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供更多交流 

雖然冒險治療專業社群，設置於亞洲體驗教育學會底下，提供

很好的交流、學習平台，但對冒險治療似乎是不夠的，需要提供更

多交流的平台。 

D-2016-07-15- In  

（2）專業能力的養成與認證 

就像心理師法在臺灣努力很多年，才有完整法規，而在臺灣這

樣新的治療方式，在未來發展上，還需要很長時間，但也許能夠有

專業相關機構或認證來保障這些戶外工作者的規範。 

H-2017-03-10-In  

F-2017-03-01-In  

（3）冒險治療進入教育 

在目前臺灣的高等教育，還沒有任何一個系所能夠獨力完成一

個冒險治療的方案，不論在戶外技能的培訓或助人專業工作的學

習，目前都是分散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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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017-03-31-In  

C-2016-08-29-In  

3.  

冒險治療是跨界的領域，包括：諮商輔導、治療與戶外。加上

目前環境，對於有意願成為一個冒險治療師者，設了一個較高的專

業門檻，然而這樣跨專業，必須要去克服上述所提到的多個專業交

集不夠，並且也需要建立共通語言來合作。 

C-2016-08-29-In  

4.  

上述冒險治療現況中能夠看到戶外環境不斷萎縮，而為了能使

大環境更加健康的發展，建議能夠建立更完善的支持與安全系統。 

I-2017-03-31-In  

在冒險治療的多重限制情況，若要將此專業發展成一個產業，

需要一段很長時間，從外在環境到專業訓練，都還能有更多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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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這種狀態下，不濫用或誤用這個名詞，也許對投入這個產業的

工作者，將會是一大挑戰。 

  

 

冒險治療這麼困難的方案，究竟為什麼會有人願意投入這樣工

作中，而願意投入原因，除了從過去背景、實際經歷冒險活動，為

自己以及身邊人帶來改變、看見了傳統諮商，突破不了青少年個案

防衛機制、試圖想從冒險治療中，尋找自己以及自己站在一個適合

發展的這樣專業的自我定位，在謝智謀、黃芷玲（2012）的研究當

中探討戶外指導員的工作支持來源，發現與本研究有部份的部份，

認為來自四股力量分別為：來自於自己、工作、他人、工作團隊與

重要他人。 

在看見改變的發生與支持來自於工作的力量，認為和參與者一

起接觸活動的過程當中，能夠由此獲得成長及學習，而在自我期許

的部份與力量來自於工作團隊和生命中要他人有所雷同，在這過程

當中將工作認定為是自我生命的追尋以及一種使命感，與本研究結

果相似。而與本研究所有不同的是，與自身經驗有關係以及傳統諮

商的情況。 

 

在冒險治療持續發展的階段中，有許多的困難，但在近幾年更

多助人專業人士開始投入戶外活動，並且開始有心理師將這樣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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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加入他的工作當中，與過去書籍上有所不同的是有更多的本土操

作方式開始出現，包含了一對一冒險治療的嘗試，這樣的持續發展

下去，也希望未來也能夠將冒險治療推展到高等教育體系下，是否

能夠有個專業的系所，提供並且訓練冒險治療的專業人才，讓該系

所學生能夠獨立完成冒險治療方案，也能產生出更多的實證研究來

支撐，不論是以冒險活動融入諮商、輔導甚至是治療，都能夠成為

冒險治療變成產業的一個助力；甚至是未來在國內能夠有冒險治療

這樣的相關法令出現，這樣才能夠讓冒險治療這樣的專業健康的發

展，而不是被濫用或誤用認為參加戶外活動就是冒險治療。 

 

一、  

 

在投入的動機主要是，看見改變在自己的及伙伴之間發生、與

自身過去的經驗有很大的不同，進而選擇嘗試投入、對自我有期許

以及使命感、以及傳統諮商輔導的問題。 

 

冒險治療的過去主要是產官學的三方的努力在產業界，主要辦

理相關講座、工作坊、研討會到最後成立專業社群；在官政界主要

是帶領相關工作者出外考察，並且提供資源補助給民間社福機構辦

理方案；而學術界主要邀請了社工、輔導諮商及心理精神相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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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並且開始以體驗教育的名字進入高教體系。 

在這樣尚未成為一個產業的專業領域的發展現況，在大環境主

要還是需要有更多人的投入與認識、開始有屬於臺灣自己的操作方

式、不鼓勵冒險的環境，且存在一個模糊的位置，也缺乏就業的相

關規定，並且專業性的介入也不夠明確。 

未來的發展情除了需要讓更多人認識之外，也鼓勵將這樣的方

式帶給醫療人員之外、也需要找到不同專業所能使用的方式、並且

往更專業的心理衛生領域發展，提供一個好的平台能夠將冒險治療

的課程融入高教體系或有專業證照的發展，將需要跨領域的學習，

建立更多的共同語言，並且建立相關機制、延長方案的時間來改善

目前的環境。 

 

 

在未來的研究方向當中，除了增加更多的實證研究之外，更應

該能夠探討，究竟不同的元素，例如：獨木舟、登山健行、自行車……

等，不同的活動能夠觸碰到個案什麼樣的議題？而這樣的方式對於

哪一種族群是最適合的，而這些族群之間的關係能夠是家人嗎？且

應該如何論述個案在過程當中的經驗累積與實際改變的動力來源是

什麼？整合其他不同取向的治療方式是否能夠融入？而帶領課程的

人員在學習的歷程當中，是否有什麼經歷使得實務工作者，願意投

入於這樣的工作當中？這些人的人格特質是否有相關或共通，並且

這些人對於自己得職業生涯志向是如何定位？以及是為什麼讓冒險

活動的工作者不斷的流失？這些都是可以繼續探究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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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研究對象的選定當中，投入時間的長短是否應該納入篩選

的標準，因投入的時間點不同，對於產業界狀況的認知也會有落差，

是否應該將此設為選取研究對象的一個基準點。以及此次研究的抽

樣方式及限制導致抽樣不均，此次的抽樣中的社工背景的受訪者偏

少之外，並且沒有輔導諮商相關背景的受訪者。這些都需要研究繼

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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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venture Therapy (AT) was a treatment which 

combined counseling, psychological therapy as well as 

outdoor professionals and was introduced into Taiwan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In recent years, more and more empirical 

researches in Taiwan proved the effects for A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practitioners’ motivation of job involvem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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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of development for adventure therapy in Taiwan, 

qualitative research of in-depth interview and snowball 

sampling were used. “Motivation of job involvement” and 

“process of development” were two thematic core concepts.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nine adventure therapy practical 

workers. As a result, the motivation of job involvement was 

divided into four main concepts: (1) seeing the changes 

happen, (2) having related to the past experiences, (3) 

traditional counseling problems and (4) self-expectation.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development of AT, 

two main concepts: (1) coming from experiential education 

and (2) the dedications of industry-government-academic. 

Now the situations were two main concepts: (1) the 

environment problems, and (2) inadequate professions. In the 

future of development were four main concepts: (1) the 

development must let more people know, (2) provided a good 

platform, (3) trans-disciplinary learning and (4) wait for the 

improvements of environment. In the end, the researchers also 

provided future research topics and suggestions to make more 

contributions. 

 

Keywords: adventure therapy, qualitative research, process of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