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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私立弘明實驗高級中學 107年山野教育推廣計畫書 

計畫名稱：山野．生命夢想旅程 

計畫期程：106年 10月 1日~107年 12月 31日 

申請學校：南投縣私立弘明實驗高級中學 

申請類別：□策略聯盟  □優質課程  □一次性山野體驗 

 

 

 

 

 

 

 

 

 

 

 

 

 

 

 

 

 

□已確認所送計畫未申請教育部其他補助計畫經費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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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明實驗高級中學 107 年辦理山野教育推廣計畫書摘要表 

學校名稱 南投縣私立弘明實驗高級中學 
所處地區：□離島地區 □特偏地區 

□偏遠地區 □都會地區□,v一般地區 

山野特色課程名稱 山野．生命夢想旅程 

山野課程活動地點 日月潭、杉林溪、合歡山、谷關、廬山 課程天數    12 天 

申請類別 

□學校發展山野教育策略聯盟方案(結盟學校名稱：                  ) 

□學校發展山野教育優質課程方案（目標山區/路線：：水社大山、金柑樹山 

合歡山主峰、合歡東峰、石門山、東卯山、奇萊南峰、南華山） 

□一次性之山野教育體驗活動（目標山區/路線：：                  ） 

山野教育範疇

內涵 

□登山教育＋環境教育     

□登山教育＋探索教育 

□登山教育＋環境教育＋探索教育 

山野課程歷程 課程開始年度： 96年至 106年  共 10年 

課程實施對象 
106/107學年全校學生數：    610     人；參與山野課程教師數：   20    人 

本課程實施年級   12     年級（可混齡跨年級）、受惠學生數：    37    人 

校本願景 

與學校特色 

    本校是一所從幼兒園到高中，期望培育具有文化素養的卓越人才。以品德

教育、經典教育、藝術人文教育作為特色課程的實驗學校。教學特色有五：一、

飽讀詩書，潛移默化→落實於「讀經課程」二、敦倫盡分，關懷生命→落實於

「品德課程」三、灑掃應對，惜福惜勞→落實於「日常生活」四、傳統文化，

尋根感恩→落實於「節慶活動」五、允文允武，中醫保健→落實於「武術中醫」。 

山野課程特色 

    山野教育融入生命教育教學的課程設計方面著重於身體力行的實作課，因

此，以幫助生命學習的靈修六原則：「第一個去愛、第一個去給；給人信心、給

人希望、給人歡喜、給人方便；緩於發怒、敏於寬恕、勇於道歉；誠意正心、

戒慎恐懼；擇善固執、不變隨緣；在每一個人身上看見神、看見佛、看見人。」

做為整個教學方案的核心，中間進行山野教育的室內與戶外登山課程體驗，包

含二次山野室內課程及六次戶外登山體驗課程，最後以「心心相應」的活動做

為整個教學課程美好的結束。 

推廣計畫構想 

    弘明的「山野．生命夢想旅程」，期待從本校小學一年級學生到高中三年級

進入大學就讀時所預見的山野生命人格素養的一大願景。山野教育課程的設計

是透過登山、體驗與引導反思活動來促進學生建構一完整的包含人與大自然關

係的生命觀，體認人必須與自然和諧共存。當學生經由登山的親身體驗歷程去

感知自然是一有機的生命組織，把這經驗轉化成知識，成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又在登山體驗的學習過程可以喚醒學生本身擁有的自然觀察智能，教師藉此鼓

勵學生以全身五官體驗與感受大自然。當學生能全人的投入登山的過程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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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協助學生反思及整理所學，總結對大自然、對自己的新發現而去學習尊重

生命、珍惜生命並獲得個人生命的成長。 

課程網址 

(選擇性) 

http://school.holdmean.org.tw/index1.htm 

體能提升計畫 

1.每日上午 20分鐘校園慢跑，下午 30分鐘(含團體武術練習、個人球類運動) 

2.期末辦理路跑活動，以個人成績與班級榮譽成績來評量，頒發優異成績獎金 

  做為獎勵與成效檢核。 

計畫附件 1.登山計劃書  2.課程回饋單                             件數：2 

主要聯絡人 
姓名：羅光欣      職稱：總務主任      電話：(公)049-2731799#733 

手機：0920-242982         E-mail：holds.means@gmail.com 

承辦人：                           校長： 

申請日期：107年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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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表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核定表 
申請單位：南投縣私立弘明實驗高級中學       計畫名稱：山野．生命夢想旅程 

計畫期程：  106 年 11 月 1 日至  107 年  07  月  31  日 

計畫經費總額：116500 元，向本署申請補助金額： 116500 ，自籌款： 0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有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教育部核定情形 

單價

（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計畫金

額（元） 

補助金

額(元) 

業 
 
務 
 
費 

膳費 800 50 40000 四餐，共 800/人*50人 
  

車資（大巴） 10000 1 10000 1天 
  

車資（7人座車） 3000 8 24000 8部 7人座，二天 3000元/車 
  

印刷費 100 50 5000 手冊教材印製 
  

材料費-宿營 200 50 10000 睡袋租借費用 200元/個 
  

宿費 450 50 22500 天池山莊：450元/晚*50人 
  

雜支 
 
 

        5000    

合  計      116,500 
  本部核定

補助   
元 

承辦             主(會)計        機關學校首長 

單位             單位            或團體負責人 

教育部          
教育部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備註： 
1、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

內，詳列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
造假情事，本部應撤銷該補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2、補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助人事費、內部場
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3、申請補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需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
意事項」、預算法第 62條之 1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
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教育部）名稱，並不得以
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指定
項目補助□是□否) 
【 補 助 比 率  
％】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  （請敘明
依據） 

 
□不繳回（請敘明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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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名稱：山野．生命夢想旅程 

二、理念目的 

創辦人連志道老師談到弘明實驗高中的辦學理念是：以孔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

游於藝」的文化綱領，涵養孩子至善的心靈、光明的智慧、溫厚的胸襟與廣博的能力，培育融

貫中外、博通古今、允文允武、學有專長，深具人文關懷與國際宏觀的現代國民。培養孩子，

立足在整個中華文化的精髓上，他去學習任何的技藝，要學得好、要學得精，不論是科技的、

人文的，都有道，以此能力來利益整個社會、來利益整個人群。而弘明具體的辦學理念有：一、

落實品德教育與生活教育，達成全人教育的目標。二、重視經典教育與藝術人文，涵養純善溫

厚的胸襟。三、實施十六年一貫的教育學程，學習多元的智識能力。 

    弘明的教育目標在於「培育具有文化素養的卓越人才」，校長張宏儒將「人才」定義為具

備基礎能力及某方面專業能力的人；「素養」是指日常生活中各方面的涵養，而「文化」是一

個環境，在其中傳遞的訊息、進行的活動都能增進人類的幸福感，「卓越」則是具有提昇心靈

及分享幸福的動機與能量。 

    本校是一所從幼兒園到高中(國中、高中生一律住校)，期望培育具有文化素養的卓越人才。

以品德教育、經典教育、藝術人文教育作為特色課程的實驗學校。教學特色有五：一、飽讀詩

書，潛移默化→落實於「讀經課程」二、敦倫盡分，關懷生命→落實於「品德課程」三、灑掃

應對，惜福惜勞→落實於「日常生活」四、傳統文化，尋根感恩→落實於「節慶活動」五、允

文允武，中醫保健→落實於「武術中醫」。 

    弘明山野教育的推動於小六、國三、高三畢業前安排登山體驗活動，以連結平日所讀誦的

四書五經的經典，感受古人在大自然中體悟人生的大道理，對於所讀誦的經典能在登山親近大

自然時領略古人所要傳達的生命哲理，並以此融入生命教育的五大素養，思考素養、人學探索、

終極關懷、價值思辨、靈性修養。而要學習這五大素養，需透由山野教育的登山體驗過程之後，

經由帶領者分享課程之後的反思，學生方能藉由體驗、反思、歸納、應用產生正循環，習得此

五大素養。 

三、山野教育課程規劃 

（一）課程/活動緣起 

研究者從大學時期參加登山社，遇到假期就喜歡往山林跑，在登山的歷程中體會許多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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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每每於登頂的那一刻在內心中對自我的肯定並深切體悟人生哲理，學習山教我的「厚實、

能容、安定」之德。因而期許自己能於教育現場也能帶給學生們在山野教育的活動中進入生命

教育教學的領域，在登高處探索人生三問：我為什麼活著？我該怎樣活著？我又如何能活出該

活的生命？ 

除了個人喜好山野教育的活動之外，研究者在學校帶領中學生上習勞(學習勞動)課時，每

班學生數 25人之中大約有 2-3位同學不敢打赤腳踩在泥土地上，雙手更是不敢碰泥巴。問其

因？答：怕髒、怕有蟲、怕腳受傷。這一景象的原因應是現今的孩子沒有親近大自然的機會，

整天面對電視、電腦、電玩的虛擬世界之中，這將影響他們身心的發展。這種現象 Richard Louv

於《失去山林的孩子：拯救「大自然缺失症」兒童》一書中，提到的「大自然缺失症」，它並

不是醫學診斷，作者只是借用這個詞與家長和教育工作者討論我們都了解的一種現象，它是指

人類因疏遠自然而產生的各種表現，如感覺遲鈍、注意力不集中、好發生理和心理疾病(Richard 

Louv，2009)。又指出兒童親近大自然，長大後對於守護家鄉、尊重土地倫理、活動領導力與

創造力等都有明顯正增強。研究者發現「大自然缺失症」的學生在學校中有逐年增加的現象，

如能設計山野教育課程融入生命教育的教學，並帶領學生藉由登山的歷程中學習省察與自己的

關係、在活動中增加與他人互動、參與環境觀察以探索人與環境的關係，最後省思人與社會的

互動關係。 

（二）課程願景與課程/活動目的 

  研究者深感生命教育於學校教育的迫切性與重要性，高中生正處於狂飆期趨於穩定期的階

段，透過山野教育登山體驗課程作為師生於生命教育教學過程中的助緣，以引發學生自發主動

的學習。同時於登山體驗的互動中學習團隊合作的精神，最後教師引導反思生命教育的目的，

以提升學生為理想奉獻的生命態度。因而嘗試將山野教育融入生命教育教學，選擇弘明實驗高

中進行教育行動研究，期待看見生命教育教學共好的成果。 

    基於以上的教學理念而建立的教學目標如下： 

1.藉由登山的過程吃苦耐勞，焠鍊強健的體魄和堅毅的意志。 

2.親近山林，了解自己生長的土地，學習以行動來保護大自然。 

3.登山時學習遵守規範、互相扶持、團結一致，追求共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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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謙卑的心學習山「厚實、能容、安定」之德。 

（三）教學方案 

  本計畫針對實施對象是參加大學學測後的高三學生，在山野教育融入生命教育教學的課程

設計方面著重於身體力行的實作課，因此，以幫助生命學習的靈修六原則：「第一個去愛、第

一個去給；給人信心、給人希望、給人歡喜、給人方便；緩於發怒、敏於寬恕、勇於道歉；誠

意正心、戒慎恐懼；擇善固執、不變隨緣；在每一個人身上看見神、看見佛、看見人。」做為

整個教學方案的核心，中間進行山野教育的室內與戶外登山課程體驗，包含二次山野室內課程

及六次戶外登山體驗課程，最後以「心心相應」的活動做為整個教學課程美好的結束。教學方

案大綱如表 1： 

表 1—「山野教育融入生命教育課程」教學方案大綱 (107年) 

課程名稱 

1. 生命教育靈修六原則 

2. 山野教育簡介登山安全裝備檢查 

3. 地圖判讀與實作 

4. 水社大山 

5. 金柑樹山、忘憂森林、杉林溪 

6. 合歡主、東峰、石門山 

7. 唐麻丹山 

8. 東卯山 

9. 奇萊南峰、南華山 

 

10. 心心相應 

11. 期末課程總反思與回饋 

12. 成果發表 

預計實施日期 

2/1(四) 

2/01(四) 

2/02(五) 

2/05(一) 

3/12(一) 

3/26(一) 

4/02(一) 

4/16(一) 

4/30(一) 

5/01(二) 

5/04(五) 

5/09(三) 

5/16(三) 

時間 

50鐘 

50鐘 

50鐘 

8小時 

8小時 

8小時 

8小時 

8小時 

2天 

 

50鐘 

50鐘 

50鐘 

地點   海拔 

室內課 

室內課 

室內課 

日月潭 2023M 

杉林溪 2091M  

合歡山 3416M 

谷關  1305M 

谷關  1091M 

廬山  3358M 

夜宿天池莊   

室內課 

室內課 

室內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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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山野教育戶外體驗學習之行程與教學規劃 

    此次教學方案規劃六次戶外的登山課程，其中一次含夜宿高海拔 2800M的天池山莊，每一

次的登山活動從登山口到登頂又安全返回平地的時間大約都需花 8小時的時間，教師與學生除

了需要具備良好的體力與耐力之外，戶外課程的複雜性都甚於室內的講解課程，因此須有縝密

的戶外山野課程規劃方能順利完成課程。 

1.活動風險評估 

安全是登山活動的最高指導原則。行前詳細的登山計畫能降低風險的發生，同時須有大量

人力協助，活動才能安全完成。Priest＆Gass(2005)提出意外方程式，將「環境的危險」、「學

員的危險」、「領導者的危險」三類危險重疊就會形成「意外的可能(accidentpotential)」。研

究者依此意外方程式的考量將此次參與登山的學生人數 37人，分成 5組，每組約 8人並選一

位小組長，負責人員的掌握，每組組員各有一學習服務的任務，如表 2。各組並安排一位老師

或家長擔任嚮導，押隊是一位具有經驗豐富的登山老師，研究者本身為領隊。研究者負責登山

行前的規劃並與各組老師與組長討論、協調，建立彼此的默契，確立活動目標，同時討論各種

可能發生的風險及意外狀況。登山戶外課程規劃步驟如表 3。 

表 2—學生學習服務登山編組工作職掌 

職稱 工作內容 

小隊長 小隊長必須清楚掌握所有小隊員的情況。走在隊伍前頭，做好

領導小隊的工作。完成老師交辦任務，協助其他隊員。活動中

有任何問題立刻聯絡老師。 

副隊長 小隊長不在時，擔負領導小隊的職務。在隊伍後方負責押隊的

工作，若有隊員落隊跟不上立刻告訴老師。 

行政長 負責行前訓練活動及正式活動過程中的拍照。紀錄活動過程中

有趣或值得記錄的事項。 

網頁長 將行政組所拍攝的照片及所寫的文字，定期傳送至網頁。負責

管理網頁並回覆留言。要求小隊員上部落格發表文章。 

裝備長 瞭解登山裝備如何正確使用。教導其他隊員裝備使用方式。 

醫護長 走於隊伍中間，小隊員身體不適時，立刻通知小隊長及隨隊老

師。 

香積長 管理烹飪器具、食材、飲用水，並煮出香噴噴的熱食補充組員

的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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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登山戶外課程規劃步驟 

步 驟 重  要  作  為 

認識風險  實施行前課程，讓學生學習登山可能遇到的風險及處置方式。 

活動評估  1.訪問專家意見，規劃適當的戶外課程。 

2.就人事時地物各方面評估戶外課程實施之可行性。 

詳擬計畫  1.召開領隊會議，建立工作團隊默契。詳細擬定工作計畫。  

2.研究者(領隊)熟悉登山路線，進行實地風險評估，並研擬活 

  動動線、教學解說重點、安全措施。 

行前準備 1.發予學生及家長詳細之登山活動說明及報名表，說明活動方 

  式、必須遵守之活動規範，邀請家長學生一同參與。  

2.製作活動手冊，詳細介紹活動行程，針對人事時地物詳細說 

  明。並建立團體規範及小組編隊。  

3.發下行前通知及要求學生依裝備自我檢核表準備裝備。 

4.公用裝備準備。確實檢查各項裝備之可用性。 

5.隨時依天候等狀況，召開領隊線上會議，討論相關應變方式。 

責任保險 因本活動屬於登中級山及百岳行程，為了使活動安全措施更為完

善，替參與學生、老師及家長投保旅遊平安險。 

檢核追蹤 1.針對上述風險管理政策，建立領隊工作聯繫社群網路，隨時檢

核並修正活動進行細節。  

2.活動中，不定時向總領隊回報小組活動狀況。  

3.活動後召開檢討會議，討論活動進行狀況及缺失。 

 

2.行前會議與作業 

每次的登山活動前一周都將召開行前會議，確認各項工作細節，進行風險評估與安全的措

施的擬定，會議重點及風險評估分析如表 4 

表 4—行前會議風險評估分析表 

行前會議 討論戶外登山活動風險評估分析表 

人 專業人力 活動人員分成五小隊，每小隊均配有一名嚮導，負責小隊行

進帶領、導覽解說。每小隊不超過 10人(含家長)。 

團隊建立  邀請兩位戶外活動經驗豐富的家長擔任醫護和押隊的工作。 

行政支持 學校各處室行政人員全力支持本次登山活動。 

體能準備 學校每日安排上午 15分鐘，下午 30分鐘健走與跑步、武術

進行基本體能訓練。(住宿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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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課程主題  山野教育中保護自我與環境能力的建立與提升。解說重點要

扣緊行走技巧、安全注意事項、環境保護等。 

活動類型 中級山及百岳。 

行前課程  三次室內課。針對登山安全、自我保護加強學生基本概念。

要求學生家長詳閱行前手冊和地圖。 

緊急應變  因體力不支或腳程慢而沒有跟上隊伍的處置；受傷生病學員

之處置；每一家庭都有緊急聯絡人(留守人)。 

時 季節因素  氣候不佳，需有延期之準備。遇小雨則選擇平路步道健行為

備案。 

時程安排  如下雨，最多安排 4小時，如無下雨則可在山上用餐，進行 

6小時活動。 

日夜因素  活動有五次均在白天進行，一次過夜的活動天池山莊屬林務

局安全管轄範圍。 

行進速度  由領隊控制，每隊小組長配有無線電聯繫。 

地 環境危險 為中級山及百岳登山活動有危險地形及叉路多，需要注意路

標，嚴禁單獨行動。 

山區路徑  為原始山路，下雨天須注意溼滑。 

山野民生 學生、老師及家長飲水、食物自備，午餐各組煮熱食補充鹽

分、熱量。 

緊急救護  建立鄰近緊急醫療聯絡網 

物 裝備整備  除行前課程介紹外，發給學生裝備檢查表。登山活動當日出

發前再檢查一次 

後勤整備 備有機動車輛一部，如因體力不支，可隨時運載下山。 

醫護用品 每隊嚮導均備有簡易急救包。 

裝備使用 行前檢查後，於路程中提醒使用時機。 

 

會議完成後同時做出登山計畫書，內容包括集合時間、地點、交通、安全守則、裝備檢查、

地圖、緊急事件聯絡電話等。當書面資料完成後，請同學們詳細閱讀，並提醒同學莫忘了生命

教育的靈修六原則，只要每個人心中謹記並實踐它，可以避免風險產生而提高安全性。每次的

登山計畫書如附件一。 

3.實施成效 

   (1)學生部分 

   在每一課程或登山體驗活動完成後，請學生填寫學習日誌、回饋表，以蒐集學生對教學

內容的意見與學習成果。於整個課程教學實施過程中，安排三梯次學生座談，與每位學生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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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面談話的機會，聽到每位學生的回饋；於課程完成後，最後進行整體課程的學生訪談。訪談

過程事先徵得家長同意，並將訪談記錄做為質性分析的資料。 

  (2)老師部分 

．觀察記錄 

     研究者紀錄在教學過程中所觀察到學生的表現情形，及學生彼此互動的事件或行為，藉

以做為評估教學的設計與實施，以及學生學習成效的參考。 

．教學札記 

    研究者對於本身教學過程的紀要、以及課堂上或課後與學生互動得到回饋的紀錄，用以做

為評估教學方案之參考。 

．教學省思 

    研究者從教學的觀察、或者得之於學生、家長、導師的回饋，對於教學內容所使用的教材、

教法，進行的反思、檢討與修訂。 

（五）體能提升計畫 

1.每日上午 20分鐘校園慢跑，下午 30分鐘(健走、武術練習、球類運動)。 

2.期末辦理路跑活動，以個人成績與班級榮譽成績來評量，頒發優異成績獎金 

  做為獎勵與成效檢核。 

四、山野教育推廣計畫 

    弘明高中的山野教育推廣計畫，期待從本校小學一年級學生到高中三年級進入大學就讀時

所預見的山野生命人格素養的一大願景。山野教育課程的設計是透過登山、體驗與引導反思活

動來促進學生建構一完整的包含人與大自然關係的生命觀，體認人必須與自然和諧共存。當學

生經由登山的親身體驗歷程去感知自然是一有機的生命組織，把這經驗轉化成知識，成為自己

生命的一部分。又在登山體驗的學習過程可以喚醒學生本身擁有的自然觀察智能，教師藉此鼓

勵學生以全身五官體驗與感受大自然。當學生能全人的投入登山的過程之後，老師協助學生反

思及整理所學，總結對大自然、對自己的新發現而去學習尊重生命、珍惜生命並獲得個人生命

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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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山野教育資源規劃 

（一）空間場域規劃 

    ．校園步道健走、慢跑。 

    ．練武場體能訓練。 

（二）人力資源與社會資源的整合規劃 

    ．校友：因熟悉登山路線可作為各分組的安全人力的支援。 

    ．家長：車輛支援、安全守護、醫療。 

六、山野課程與教學相關成果 

（一）過往本校山野課程與教學活動 

    ．95年小六畢業生登玉山活動 

    ．96~103年小六畢業生梅峰農場、合歡山、石門山。 

    ．104~105年小六畢業生杉林溪鹿屈前山登山活動。 

    ．105年國三畢業生溪頭南鳳凰山、天文台畢業登山之旅。 

（二）創新教學特色 

    ．山野教育融入高中生命教育教學。 

    ．高中地理地圖判讀課程融入山野教育。 

    ．高中家政課程的烹飪課運用於山野教育食的安全。 

七、實施期程 

課程實施計畫期程圖 

 

       進 度（2017-2018） 

項 目  
11 

月 

12 

月 

01 

月 

02 

月 

03 

月 

04 

月 

05 

月 

06 

月 

07 

月 

計畫提案與計畫修訂 ◎         

召開家長說明會  ◎   ◎     

學生收集資料  ◎ ◎       

教學活動場域探勘 ◎ ◎ ◎       

負重登階體能訓練 ◎ ◎ ◎ ◎      

前置課程實施          

戶外教學活動實施    ◎ ◎ ◎ ◎ ◎  

後設課程實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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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簡報製作        ◎  

經費核銷         ◎ 

成果編印與結案核銷         ◎ 

 

八、預期效益 

(一)學生方面 

1.山野教育的體驗活動融入生命教育的教學，藉此提升高三學生正向的生命態度。 

2. 經由登山的過程焠鍊學生強健的體魄和堅毅的意志。 

(二)教師方面 

1.探究實施山野教育融入生命教育教學，可能遭遇的困難及解決之道。 

2.省思研究者藉由行動研究歷程，在山野教育課程設計與教學之成長。 

九、計畫經費預算表 

    課程設計為一學期課程，於二月開始實施，經費申請僅申請四、五月份二次戶外登山體驗

課程之費用。預算表如下： 

 

經費項目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膳費 800 50 40000 四餐，800/人*50人 

車資（大巴） 10000 1 10000 1天 

車資（7人座車） 3000 8 24000 
8 部 7 人座，二天 3000 元/

車 

印刷費 100 50 5000 手冊教材印製 

材料費-宿營 200 50 10000 睡袋租借費用 200元/個 

宿費 450 50 22500 天池山莊：450元/晚*50人 

雜支 
 
 

           5000  

合  計         116,500  

 

承辦單位:羅光欣    主(會)計單位：江玉瓊     機關學校首長:張宏儒 



14 
 

 
南投縣弘明實驗高級中學辦理教育部體育署推動學校體育運動發展成果報告 
辦理名稱 山野．生命夢想旅程 

辦理內容摘要 

(活動部分) 
一、辦理時間：106.11.1~107.7.31 

二、辦理地點：日月潭、杉林溪、合歡山、谷關、廬山 

三、參加對象：主任、教師、12年級學生、校友、家長 

四、參加人數：50人 
辦理成果摘述 一、達成預期效益： 

1.山野教育融入生命教育教學對 12年級學生生命態度具有正向的影響。 

2.以行動研究方式將山野教育融入生命教育教學，能夠提昇教師教學與學生 

  學習的成效。 

3.山野教育有助於生命教育教學的實施，是生命教育的活教材。 

4.實施山野教育融入生命教育教學善用溝通、應變、人力支援以因應困境。 

二、與往年績效比較： 

在質的方面增加了山野課程的設計並融入生命教育的核心價值。 
整體經費 一、教育部核定計畫經費：9,2500元 

二、教育部核定補助經費：8,3200元 

三、教育部撥付經費：8,3200元 

四、教育部補助比率：89.95％ 

五、實支總額：120,620元 

六、計畫結餘款：0元 
檢附資料 □成果報告書 

．辦理內容 

．參與人數概況 

．辦理成果 

．辦理績效 

□成果報告書電子檔 

．文宣資料 

．經費支用情形 

．活動照片 

 

檢討與建議 一、山野教育首重安全，雖登頂是學生參加活動的目標與成就感、自信、自

我挑戰的建立，教師與同學亦有此心理，但教師須一切以學生的安全及健康

狀態為優先考量，當學生有高山反應等狀況時，教師須陪伴同學下降至安全

高度並做好妥善處置。 

二、此次山野體驗活動發現 12年級學生在體能、平衡感、協調性的差異頗大，

為增強體能及避免肢體的平衡感、協調性錯失發金開發期，山野教育訓練應

該從幼兒園開始。 

三、本研究規劃五次的山野體驗範圍，海拔從一千多到三千多，動、植物分

布及生態的差異，還有林相是有很大的變化的，宜融入知識性的學習也是很

重要的一環，可以增加同學對台灣土地多一分的認識，就能凝結成多一分的

關愛和認同。 

四、原定登南華山、奇萊南峰因山路中斷而更改為登玉山前峰及鹿林山、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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趾山等，所更改的地點都須與原定規畫的地點相似的挑戰性。這都須另花時

間與經費探路，這都是領隊的職責，也是山野教育融入生命教育教學的困境，

說是困境也是職責所在。對於 12年級學生而言，所安排的登山地點皆須具挑

戰性，方能達到體驗課程的深度。 

 
申請單位主管核章：                    申請單位填表人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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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山野體驗活動照片 

 
 水社大山 金柑樹山 

 
 合歡東峰 石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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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山前峰登頂 東卯山登頂 

 
獨處靜默 

 

 敬山祈文 登山野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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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雨無阻 挑戰大岩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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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設計備課單 

「學習者中心」學習活動設計備課單 

 

學校名稱：弘明高中 

任教學科：山野教育 VS生命教育 

單元名稱：山野教育融入生命教育 

實施節數：共 1節，每節 50分鐘 

授課年級：__高三___年___智__班 

授課日期： 107 年 2 月 1 日 

教學者：羅光欣 

備課成員：羅光欣 

 

課程綱要能力指標 

了解生命教育的五大核心素養。 

 

  一、單元學習目標 

大概念（BigIdeas） 

【江秀真生命故事】登山挑戰不在踏上

頂峰而是下山的旅途-以此故事，將山

野教育與生命教育連結。省思關於自身

的生三問及靈修 6大原則。 

關鍵問題（EssentialQuestions） 

生命意義與價值的探討。 

學生能知道的知識（Knowledge） 

生命的可貴。活著是一件幸福的事 

學生能做到的技能（Skills） 

喜歡自己。 

 

二、教材組織分析 

教學架構：探討江秀真生命故事，導入生命教育五大素養並介紹靈修六大原則。 

 

三、學習表現的評量 

課堂的參與度 

學習單的創作 

 

四、本單元各節次學習活動設計的重點 

節次 學習重點 

一 認識人生三問與靈修 6大原則，珍惜生命，活出生命的價值。 

 

五、本單元第一節學習活動設計 

流程 內容 
時

間 

學習指導 

注意事項 

導入（引起動機或複

習舊經驗） 

1. 山野教育融入生命教育的概念介紹。 

2. 【江秀真生命故事】影片觀賞：登山挑戰

10 影片重點的提

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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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踏上頂峰而是下山的旅途。 觀察學生專注

度 

開展（開始新概念的

學習） 

由以上的生命故事內容帶出生命教育五大核

心素養：1.思考素養 2.人學探索 3.終極關懷

4.價值思辨 5.靈性修養 

人生三問 

1. 我為什麼活著？Why 

追求幸福、最大的善 

2. 我該怎樣活著？What 

保持樂觀、做一個有道德的人 

舉出生命故事典範：為善最樂的陳樹菊。

因實踐道德而幸福快樂。 

3. 我如何能活出我應該活的生命？How 

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 

靈修六原則的實踐 

15 

 

 

以「開啟幸福人

生五把鑰匙」圖

片 

挑戰（實現伸展跳躍

的課題） 

介紹靈修六原則的意義及實踐方法： 

1. 第一個去愛、第一個去給 

2. 給人信心、給人希望、給人歡喜、給人方

便 

3. 緩於發怒、敏於寬恕、勇於道歉 

4. 誠意正心、戒慎恐懼 

5. 擇善固執、不變隨緣 

6. 在每一個人身上看見神、看見佛、看見人。 

15 

 

總結（統整本節學習

重點） 

寫一封信給大四的自己 

1. 你對大學生活的期許、你如何充實這四

年？ 

2. 說說你的人生夢想，你想為自己創造什麼

樣的人生價值？ 

3. 想想自己的優缺點，你將如何面對這些優

缺點？ 

4. 你如何具體的規劃未來四年？ 

5. 有哪些方法可以督促自己做到？ 

6. 其他想到要說的、、、？ 

師生相約四年後再見 

10 

學習單 

信紙 

信封 

說明：學習指導注意事項可包含：1.評量方式 2.教師要準備的媒材、資料等 3.預測學生可

能的答案或反應 4.就學生可能的迷思或困惑所做的引導 5.提問層次 6.其他注意事項 

 

2.影片欣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G318UmRW5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G318UmRW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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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中心」學習活動設計備課單 

 

學校名稱：弘明高中 

任教學科：山野教育 

單元名稱：山野教育簡介．登山安全． 

裝備檢查 

實施節數：共 1節，每節 50分鐘 

授課年級：__高三___年___智__班 

授課日期：__107___年__2_月 1日 

教學者：羅光欣 

備課成員：羅光欣 

 

課程綱要能力指標 

培養勇氣，激發創意，自我探索。 

 

一、單元學習目標 

大概念（BigIdeas） 

1.山野教育是什麼。 

2.登山安全的必備條件。 

關鍵問題（EssentialQuestions） 

走進山林野地需知道安全知識、技能與

素養 

學生能知道的知識（Knowledge） 

登山的安全觀念、保護自己的安全 

學生能做到的技能（Skills） 

照顧好自己的安全 

 

二、教材組織分析 

山野活動安全手冊：登山食、衣、住、行的架構解說 

 

三、學習表現的評量 

參與活動、學習單 

 

四、本單元各節次學習活動設計的重點 

節次 學習重點 

一 登山安全：食、衣、住、行的準備工作。 

 

五、本單元第一節學習活動設計 

流程 內容 
時

間 

學習指導 

注意事項 

導入 

1.說明山野教育概念： 

山野教育（MountainEducation）指包含

以「山林野地」為實施場域所進行的課

程與教學活動。 

2.山野教育乃泛指「在」山野、「有關」

10 

 認知概念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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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野以及「為了」山野所進行的教育活

動。 

3.在山野場域內進行的課程與教學活

動，以及課程實施的前（整備階段）、中

（課程與教學實踐）、後（課程評估與評

量等階段所需的知識、技能與素養。 

4.山野活動首重安全：登山教育、環境教

育、探索教育 

開展 

1.分組：五組 

2.原則探討 

3.個人裝備整備表 

證件、帽子、外套、排汗內衣、長褲、襪

子鞋子、手套、頭燈、水壺、乾糧、背包、

背包套、綁腿、睡袋、睡墊、雨具、塑膠

袋、碗筷、藥品 

其它：照相機、保暖包、濕紙巾、拖鞋、

太陽眼鏡、繩子…. 

20 

 

 

 

挑戰 

*沒準備好請勿上山 

*裝備整備要領  

◎著裝要領 

◎排汗層 

◎保暖層 

◎外層 

◎打包要領 

◎養成定位放置物品的習慣，不但是整理

背包時會較快，而且即使是在黑暗之中也

能夠迅速地在背包中找出您想要的東西

來。  

◎爐子(汽化爐、瓦斯爐)、燃料(配合所

使用之爐具)、炊具 

◎實物操作 

15 

 

 

總結 

※沒有安全就沒有登山 

1.不落單、不單獨行動 

2.隊伍需保持可以前呼後應 

3.勿讓身體及衣物受潮，以免體溫散失 

4.服從領隊指示，紀律是登山安全很重要

一環 

5. 注意兩性禮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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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判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Q-ikXyc3gs 

 
 
 

課程四、登水社大山體驗活動課程回饋表 

姓名：     日期：  年  月  日 

各位同學，感謝您參與這次的體驗活動，您對於這次的課程的內容有什麼樣

的感覺與想法，歡迎您給予老師回饋，以做為下一次課程設計的參考，謝謝您。 

請回答下面問題： 

1、請談談您對於登山前的心情？期待？ 

 

 

2、您在山上獨處時的心境如何？ 

 

 

 

3、請簡述這座山對於您內心的影響？它誘發什麼樣的感受？ 

 

 

 

 

4、請略述這座山有沒有引起您過去的回憶？有沒有什麼聯想？如果要用一句話

去描述您的體驗，您會怎麼寫？ 

 

 

 

 

5、請說明這次登山您為您們這一組貢獻了什麼？登山過程中您有遇到什麼困

難？ 

 

 

6、我想對老師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Q-ikXyc3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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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野教育融入生命教育教學心得寫作 

 

溼雲不動溪橋冷，嫩寒初透東風影。高三智周 00 

四月三十日，一群人踏著微曦，往飄渺蔥綠處走去。 

車上微微的顛簸，慢慢醞釀期待興奮的情緒。透過一方玻璃窗，還有一路上變化飛快的景

色，加上同學們的碎碎細語，我試著想像目的地的景色，也揣摩著下個行程的心情。 

下車，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十點，不算早也不算晚，山頭滿是陽光清亮的金黃，微微

濕冷的雲霧在葉緣結露。爬山，我習慣安安靜靜的走，但我也喜歡有幾個人也能安安靜靜的陪

我，我們這一組好像都心有靈犀，都是這樣緩慢走著，呼吸山裡樹間的靈氣。 

第一個目標：鹿林前山。微微的斜坡，平緩的山路，深邃而湛藍的天空，幾片浮雲，淡雅

蓊翳的山林，一群過客。在今天，是最美的風景。一步步往前，我一直在想，從第一次到現在，

走在或陡或緩的山路上，有時上坡，有時下坡，心裡的期待是什麼？情緒變化是什麼？給自己

這一時半會的目標是什麼？又是什麼可以讓我堅持一步一步的走完？ 

腦中千迴百轉，我不知道。不知道又何妨？看看身旁的樹，那樣沉著的刻痕；看看腳邊的

花，那樣玲瓏甜美；看看踏過的石頭，那樣老實堅韌。再看看頂上藍天，幾片浮雲悠悠閒適，

往前看，路是望不盡的，前面、後面的人，是信心堅定的走？還是茫然徬徨的走？我猜想著。

不過仍是沒有答案，也是，不知道又何妨？ 

到了，這不像山頂的山頂。我好像闖入某處神秘基地，這裡是中央大學天文台，一座座白

色圓頂的觀測點。老師說：那是天文望遠鏡，晚上會打開，用來觀測星空。我看著它們，有點

興奮，有點期待，有點羨慕。 

第二個目標：鹿林山。四周的樹，變成高高竄起的箭竹，還有傲然挺立的二葉松。我依然

迴盪著那幾個問題，踏著如紅毯般的松針，慢慢釐清自己的思緒，我發現我期待的是登上山頂

的那份愉悅以及悸動。過程中的情緒變化，不是特別明顯，但是雨悲晴喜感覺還是有的，山間

的景色隱約牽引我的思緒，也因我的思緒，進而影響我欣賞山野的目光。 

心中頓感坦然，那不只是我問自己的問題，更是我認識自己的過程。躺在微刺的箭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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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這麼想的。聽蟲鳴、聽鳥叫，看著天空藍藍一片，除了蚊蠅蟲蟻的侵擾外，我覺得這裡遺

世獨立，像是躺在某處不經意闖入的世外桃源。聽著忽遠忽近聲調各異的鳥叫聲，我暗暗的敬

佩大自然的奇妙與秀麗。 

第三個目標：麟趾山。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這句話我覺得是這段路最好的詮釋了吧！

對於登山經驗不多，但熱血沸騰的我們來說，一個包包，或許也不用登山杖，真的輕勝馬，誰

怕？一路勇往直前，無所畏懼。頗有「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之感，似乎是看透了，就走吧！

雖然因為年少，還不識愁滋味，但就憑著這樣的傻勁走下去，也能走出一條自己的路。 

就這麼一路走到山莊。 

架起鍋爐，我們迎接傍晚。翻找塑膠袋的聲音、鍋碗瓢盆碰撞的聲音、人們笑鬧談天的聲

音，在山裡雲裡，顯得格外清朗。在食物的暖心蒸氣裡，勾起發自內心最真誠的微笑。 

夜晚來臨，感覺比平地早了許多，繁星點點綴滿了夜空。啊！北斗七星，從山的那一端出

現，我數著星星：天樞、天璇、天機、天權、玉衡、開陽、瑤光，真的是七顆星，我已經好久

好久沒有如此完整得看到七顆星同時閃耀，我興奮極了！再往左邊看，一顆亮星攀著天際閃爍，

老師說：那是金星，是晨昏星。再左邊一些，也有顆亮星，懸在屋頂上，我認得那是天狼星。 

越夜越美麗。夜色更濃了，但星星卻是更亮更多。我雀躍的心情，隨著星光的明滅閃動著。

對照星座盤，看到大熊座、小熊座、獵戶座、雙子座、牧夫座、巨蟹座，也在老師的帶領下，

認識了春季大三角，春季大鑽石、春季大弧線、還有室女座的角宿一、牧夫座的大角星。在深

夜，我擁抱了這片天空。即將就寢，看著這片天空，我捨不得去睡覺，雙手放在火爐旁取暖，

眼睛卻一點也不想離開那一顆顆靈動的星星。 

那晚，躺在床上，心臟砰砰砰的跳著，比平常跳得更大力、也更急促，我索性坐起來，任

憑山裡的寒涼空氣浸潤我每一寸皮膚，我覺得不很冷，反倒覺得那樣的微冷很舒服，也令人安

心。我也掛念著屋外那片璀璨星空，不知道他們變得怎樣了？跑到哪裡了？是不是有些不見了？

是不是有些才剛出現？我翻來覆去，時而躺、時而坐，輾轉反側。大約凌晨三點，我按捺不住

徹夜未眠的焦躁，我離開房間。 

推開大門，一輪明月比銀盤還亮，像一盞燈似的。腦中瞬間浮現出一首蘇軾的詩句《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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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節氣如何不

重要，可那情景可真的是貼切呀！清寒的夜，明亮的月，或許只在今日，之後不會再有相同的

機會、相同的時間、相同的人、相同的心情、景物……此刻的我，珍惜現在。 

山裡的清晨，跟我熟悉的不一樣。天仍是暗的，月亮還在，星斗也還寥寥數點綴在上空，

凜冽的空氣透著薄霧，似乎還有植物甦醒的聲音。雖然意識清醒，但心裡卻有些疲憊，一捧冷

得刺骨的水，涮的一聲滲進臉上每一個毛孔，我真的醒了。 

五點，準備出發。溼雲不動溪橋冷，嫩寒初透東風影，雖然玉山國家公園沒有所謂溪橋，

但卻有一整路布滿青苔的欄杆。早晨雲霧的濕氣重，仿若不動一般，那欄杆浸潤在晨霧裡，濕

濕冷冷的，上頭的青苔似乎又冒了新芽，翠綠的可愛。從那一點點的生命氣息，讓我們感受到

春天的腳步，像是一抬頭，就能看見春神躲在某棵樹後面，嬌羞地掩嘴而笑。 

到玉山登山口前還有一段緩上坡要走，我呼吸著早晨溼冷的空氣，覺得清新極了，腳步隨

之輕快。我一個人走，我享受只有一個人的節奏，隨著雙腳一上一下，四面的綠油淺而深，突

然有個想法自心頭浮現：很多時候不都是這樣嗎？只能自己走，似乎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更

沒有與自己攜手同行的夥伴，就算路是對的，也會因為四顧無人而迷惘，但仍要鼓起勇氣，往

對的路走去。 

正當我興致高昂，闊步踏出，轉過一個彎道，赫然發現有一雙眼睛直直盯著我，似乎我是

不禮貌的闖入者一般。遠觀，像一條深褐色的土狗，我屏氣，盡量壓低呼吸聲和腳步聲，我怕

牠，我想牠也怕我吧！我慢慢靠近牠，看清了牠，牠不是土狗，但我不知道牠是什麼？是山羌？

是水鹿？我不知道。但我覺得我好幸運，居然會遇到野生動物耶！可是我沒帶相機，無法記錄

這驚喜的發現。我想再往前一些「喀嚓！」，我踩到落葉，牠最後看了我一眼，鑽進箭竹叢中。

看著牠最後離開的背影，我發現，我真的很愛這座山、這片土地。 

到了登山口，我是最早抵達的。遠眺群山萬壑，手倚著微濕微冷的欄杆，一點點的山間涼

風，還有屬於春天的蟲鳴鳥叫，濕雲不動溪橋冷，嫩寒初透東風影，就在玉山國家公園，我立

足的這塊土地。 

人陸陸續續到了。雙手合十，眼簾微垂，誠心頌禱敬山祈文。「祈求山神、樹神、土地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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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原民祖靈等……」在祈文中，不僅僅只有正意誠心的念誦，更學習對大自然的恭敬和虔誠。

人類，在大自然中顯得渺小，如同寄蜉蝣於天地，瞬熄瞬滅。也不只有尊重大自然，尊重環境，

更要尊重生命，比起大自然就算短暫，也不必哀吾生之須臾，而是要活得精彩、有意義、有價

值，才不枉費生命。 

腳踏在碎石步道上，我有些興奮：「我在爬玉山耶！雖然是玉山群峰中最矮的一座，可是

海拔也有三千多公尺，我一定可以的！」我是這麼告訴自己的。我們這一組，一個先鋒，一個

後衛，剩下三個同心協力往目標走去。今天的目標：玉山前峰，還有安全下山。 

一直一直走著，我也懶得去數沿路的標點，就這麼走吧！很累、很喘、很慢，可是很感恩

一路陪著我走的老師和同學。走過石坡，我牽著另一位同學的手，我學習去愛對方、學習給予，

給人信心、給人方便、給人歡喜，我希望我有幫到她。在放開她手的那一刻，我心裡默默祝福：

加油！ 

一路上，等待、拍照、笑語、打氣，滿滿的正能量散布整座山谷，是此時、此刻、此地最

難忘的美好。我彷彿能體會老師教導我們的靈修六原則：在每個人身上，看見神、看見佛、看

見人。感謝我的組員們，讓我深刻感受到人的美好及溫暖。而我，也應該要將這樣的美好、溫

暖，帶給更多的人。 

不知道走了多久，到了登山口，幾個腳程快的早在那裡等候多時了。我卸下背上的包包，

深深吸了口氣，「老師，我們要走了嗎？」「嗯，好啊！加油！」「加油！要注意安全喔！」

就這樣，踏上了最後的八百公尺。 

全部都是石頭，起起伏伏的高度落差，點滴耗盡我們的體力，真的很喘。可我覺得仍游刃

有餘，因為停下來會累，我一直走，組員落在後面，不過我知道他們跟著。一路上超了好多人，

雖然不能握著彼此的手往前、往上，但一句鼓舞人的話卻是最大的動力。 

畢竟，路，總是是要自己努力去走的，同伴也只是陪伴的助力。最後這段路，必須手腳並

用，卯足全力往上爬，但還要觀前顧後，注意手是否抓得穩？腳是否踩得穩？上面有沒有落石？

自己爬上去後會不會踢下落石，傷到下面的人？我不禁想起了我們考學測前那段日子，戰戰兢

兢、如履薄冰，最後一段路，只能自己走，只能自己努力往上爬，也要顧著同學，而不只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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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埋頭苦鑽。在今天的爬山行程中，好像看到三年來，我們一起努力的縮影，心裡迴盪著數不

清的感受。 

「哇！加油啊！原來是妳！」我知道我剩一小段路了。提起最後一口氣，哇！豁然開朗。

這就是玉山前峰，我的目標！站在山頂遙望群峰，心裡是平靜的，歡愉嗎？好像有這麼一點。

感慨嗎？好像也有一些。可是看著那藍天、還有蔥綠群山，複雜的情緒灰飛煙滅，變得清透無

比。 

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三年走來，無所謂得或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爬山也如此，

登上山巔，也無所謂得失，而是讓自己心安理得而已。 

能上，也要學習如何下。看著剛剛走過的路，那條石瀑，幾近垂直而下，我懷疑，我到底

怎麼上來的？深呼吸一口，沒時間想那麼多了，雙手撐著，腳下，算一步。一、二、三……好

像不知不覺，我居然看到登山口，在我們讚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時，竟沒發現自己無限潛力的

蘊藏，感恩大自然、感恩同伴、感恩自己的生命。 

   下山的路，就平順得多，很輕鬆、很愉快。路上遇到很多山友，「加油！」是心靈溝通的橋

梁，我相信每個人上山、下山，都會有不同的感受和發現，也一定都是精采絕倫的生命體驗。

我祝福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