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研究：研学类环境教育



案例：台湾“冒险疗法”自然研学夏令营

通过亲自然体验，建立与自然的联结，进而学习合
理的和自然环境相处的方式，提升环境意识！

“冒险疗法”

通过一些在自然界里有挑战冒险的自然体验，强调个人在
野外经历和自然挑战中的成长。



带领云南孩子参访屏东县自然史教育馆

了解恒春半岛的陆地与海洋的自然与文化资源•

屏东县自然史教育馆位于垦丁国家公园中，坐落于垦丁国小内，主要展示恒春半岛•
的陆地与海洋的自然与文化资源，创馆理念是作为恒春半岛自然地形及生态的资讯
站，负起解说及教育功能，以提升各界对地方文化资源保存研究的重视。







了解地貌和地史





自然体验：海盐豆腐制作
从《落山风下的盐花阿嬷》

开始认识盐的历史，
传统的炒海盐工艺

在机制食盐量产后逐渐没落，
人们忘了海盐是土地的馈赠忘了感恩，

今天的体验小朋友们
从煮海盐榨豆浆做豆花豆渣饼豆腐

享受了豆腐盛宴







海盐历史讲解





压豆腐 煮盐卤



海盐豆腐制作



豆渣饼制作





太平洋岸“秘境”徒步探险

秘境徒步两小时，
收获有泪水
闹脾气，

嫌脏吵着要洗鞋，
害怕一身泥到最后坦然接受，

但更多的是在自然中的兴奋、惊奇与发现和探索，
更有小朋友们无限的体力与耐力

给我们惊喜

















夜探寄居蟹

一堂生动的生命教育
小朋友嗨到不愿走的一项游学体验，

带上海螺壳
为寄居蟹提供居所以防被踩踏，
小朋友们最后走路非常小心翼翼，

生怕踩踏了寄居蟹











社顶公园寻鹿

社顶国家自然公园，探索了一条特别预定的线路，公园内植物•
种类达290种之多，滋养着50多种的蝶类，虽然孩子不一定记得
新认识的物种，可谁知道这颗种子什么时候发芽呢！他们虽然
很累，但每发现一种生物都非常兴奋，关键大家今天勇敢的跟
小青蛇做了朋友





社顶国家公园探秘•



青阳农场：有机农法

青阳农场是一个以种植有机蔬果以支持蝴蝶复育项目的私人农园。在园区•
中，由农场主人付老师带领介绍健康且友善土地的农作方式，生动的给孩
子们介绍蝴蝶与寄主植物的关系，从中延伸到生命的奥妙，进而学习尊重
生命、保护生命。付老师还和家长们讨论了同理心角色扮演、对生命负
责、自由主义、家庭主义， 明晰孩子的权利和义务，从自己家族变迁聊
到了关注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孩子的未来，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了付老师身
上贵族的自由精神















海相化石采集

如何想象地球过去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化石是很好的标志物•

鲜有人知的完美海相沉积剖面，•

小朋友们趟泥挖掘•

丰富的贝类螺类化石在雨水•

冲刷后很容易挖掘•

孩子们伸出稚嫩的小手•

摸一摸地球的沧海桑田•

拥抱自然强悍的生命•

学习化石清理及标本瓶制作，查阅“贝类化石志”鉴定化石标本•

养成科学学习的严谨习惯，学会从书本里找答案•



学习如何采集化石及处理















夜宿海生馆

热情的鱼儿入了夜，夜生活会如何？•

入了夜的海生馆是怎样的光景？•

•
许多的博物馆总是让人们有着严肃的感觉
即便是以活体生物做展示的海生馆，
一般人也仅能参观白天在展示缸里的海洋生物
而入夜后的海生馆海洋世界会是怎样的情形?
今天，小朋友们
亲身体会在夜间不同风貌的海生馆
整个行程与一般游客区别开，以避开拥挤
深入海生馆的心脏地带，参观后场作业情形
于夜间探索珊瑚王国，感受着夜晚的海底世界
体验宛如置身海底世界、与鱼群共眠的特殊感觉
有专业的解说员做深度导览，获得更多海洋生态知识



夜宿海生馆，看看夜晚的
鱼儿在干什么











东源湿地移动草原体验

极大的舒适区挑战，洁癖症挑战光脚踩在草毯上行走，但下面却是很厚的•
松软泥巴，深一脚浅一脚，有的时候一脚下去就陷进去到膝盖，米多是一
直哭害怕嫌脏，有的小朋友还恶心，可到最后到小溪里全都撒欢了不肯
走，但这趟体验相信小朋友的五感都激活了，因为稍不专注和仔细观察极
易陷进泥潭



打开脚底板的触觉，来场趟泥之旅







泛舟挑战

小勇士们挑战全程24公里的秀姑峦溪下游瑞穗到大港口段泛舟，發源於縱•
貫台灣島的中央山脈東麓，切穿1000多米的海岸山脈奔騰入海，途中留
下的中央山脈黑頁岩風化黑泥孕育了池上米，还有白大理石是台湾胜景又
称秀姑漱玉，河道蜿蜒曲折，且激流处处期待我们的小勇士挑战成功



勇气挑战：24公里泛
舟漂流





SUP技能学习

巴士海峡小口湾SUP立桨(初级独木舟，无动力水上活动)体验教•
学，学习亲近海洋的方式和水域活动安全，在享受海洋獨木舟
旅行樂趣的同時，也學習如何以最友善的方式，降低對孕育我
們美麗的海洋的動、植物所造成的冲击与影响。













潮间带观察

后壁湖潮间带观察，老师一大早踩点让我们迅速看到了潮间带精彩的生物•
多样性。潮間帶是海水漲潮到最高位和退潮時退至最低位之间会曝露的海
岸部分。它可以緩衝海浪直接衝擊陸地的力量，如果太窄太小，大浪将对
陸地造成大破壞。潮間帶也是我們親近海洋時，最先接触的地方，也是自
然教育最佳教室。但它也是最容易受到人类破坏的地方，海边废土及垃圾
的傾倒，污水廢水污染，都讓潮間帶生物面臨更大的生存压力













在教练沿途不断的安全提示下
透过团队合作
穿越艰困地形

体验、认识大自然之美
透过溯溪活动培养冒险精神
并学习了户外活动安全守则与

群体合作能力

溯溪





在自然里总会有惊喜发现



由畏惧到舍不得离开
向自然学习
勇气
冒险
专注



无具野炊

今天的游学内容曾入围台湾环境教育大奖•
部落的传统生态智慧
转化为体验式的环境教育课程
传统文化的传承
部落产业发展
年轻人回乡健全社会结构
环境教育推广
数个目标同时进行





由入山的祭悼祖灵开始
以部落传统生态智慧
转化为体验式的环境教育课程



在自然里，什么都可以
成为我们的玩具





大自然真神奇，植物
的汁液也可以吹泡泡



由取火
炊煮到上菜、用餐

让孩纸们在
不使用任何人造合成炊具及碗筷的条件下

所有取材及食材均来自大自然
一切又回归自然都能降解

来一次真正的自然而然的野炊







* 环境教育是复杂的、有意义的、富有
创造性的一项事业；

* 环境教育不仅传授知识，而且是要引
导人民更新观念、重新认识自己、提高
人们的自信心、发展自身的能力，从而
带来终身可持续性发展的潜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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