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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行政領導-活動帶領技巧分享-探索教育實作簡介 
主講人：廖能惠 

現任：臺中市青年高中總務主任 

學歷： 
1.國立中興大學企業管理系畢 

2.銘傳大學教育學分班畢 

3.逢甲大學數學第二專長班畢 

4.東海大學地政法律專長班畢 

5.亞洲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畢 

經歷： 

1.台北大東山外銷珠寶貿易公司業務協理。 

2.雅聖特珠寶飾品店店長。 

3.長青學苑國語班教師。 

4.慈明高中註冊組長、教務兼實習、訓導、補校、代理校長。 

5.青年高中日校註冊組長、教務主任（兼實習主任）。 

6.南開、吳鳳、明新、育達 、亞洲大學兼任講師。 

7.南投地方研習中心主管班探索引導反思課程講座 

8.衛福部共識營課程講座 

探索教育實作簡介 
一、何謂探索教育？ 

西元 1907 年，貝登堡鮑進行一項歷史性的露營冒險體驗活動，他徵集二十

餘名的青少年和兒童，在英國南部白浪島舉辦露營活動訓練，將孩子們成若干

小組，教導她們如何結繩、急救、游泳、守獵、野炊和傳訊等知識技能。這場

露營冒險活動體驗活動獲得空前的成功，更支持了貝登堡的教育理念一運用大

自然來達到教育目的(譚文憲，1997)。 

在貝登堡創立童子軍活動後，猶太裔的德國教育學者柯漢(Kurt Hahn)在擔任

德國南方 Salem 學校的校長時，發現學生在社交活動及個人需求上不受到重視，

並且普遍有著健康狀況不佳、缺乏自信心、進取心冒險性不足、記憶力與創造

力衰退、技能與努力不夠、缺少休養或自律能力以及對他人不夠體諒、不夠信

任等問題。於是在 1941 年，柯漢創立了戶外冒險學校(Outward Bound School)，

教育哲學繼承了約翰 杜威(John Dewey)等學者，以重視經驗主義和自然主義的

方法，透過體能與心靈的挑戰，發展學生的內在潛能，進而建立學生的自信和

正向的自我形象(Sale，1992)。隨著這兩位先鋒的開創，冒險教育再世界各地展

露頭角，慢慢地受到重視和推廣。 



1970 年代美國的教育者開始有一些改革的聲音出現：學生在體能課中是否

可以學到如何在團體中解決問題？學生在社區中是否能協助某些團體解決問

題？在這個過程中知道針對需求提供服務，並且學到價值有關和社會方面的課

程？1970 年代這些話題開始在教育界出現，此時的戶外訓練 ( Outward Bound) 

運動引發教育界對於採用新教學方法的興趣。 

探索教育在台灣發展的歷史並不長。1980 年至 1982 年間，救國團嘗試引進

並推動冒險教育，但由於當時的時機未成熟又缺乏領導團體活動人才而中斷。

1994 年，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嘗試開設國中童子軍教師

在職進修班，進行實驗性的教學，這才讓冒險教育在台灣正式萌芽。接著金車

教育基金會孫慶國執行長於 1995 年在美國夏令營年會中發現，體認到此套課程

可以對國內教育界帶來新的思維與突破，於是在 1997 年邀請兩位專家再國內舉

辦講習、發展，皆積極推廣以體驗學習圈(Experiential Learning Cycle)為架構，

以活動教案為學習引導的方式，適時激發挑戰冒險的精神的課程。 

二、探索教育的理論基礎精神哲學及課程目標 

（一）探索體驗學習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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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教育即是利用生動的情境設計活動，在操作的過程中將累積的成功

或失敗經驗，能運用到下一次的活動使團隊或個人充分成長，最後在邁出虛

擬情境回到實際生活時，能將感覺或學習經驗運用出來。因為，現實生活畢

竟是殘酷的，在時間與壓力下不太能容許錯誤中的學習，所以探索教育提供

了經驗學習的空間。 

（二）全方位價值契約 

何謂全方位價值契約?是一個幫助團體達成目標及激發個人學習的有

效方法。此契約要求每一個成員能作到： 

1. 出現：不但要求盡量全都參加，而且盡可能將身心擺在課程學習上。 

2. 專注：將注意力放在體驗及了解課程上。 

3. 說真心話：當下說出真心話，自己的感覺獨一無二，使自己及他人有

潛在的學習價值。 

4. 開明的態度：不在課程結束前作任何斷章取義的評斷，那麼在課程結

束後，會發現自己在心智成長上會有料想不到的驚人收

穫。 

5. 注意身體，情感上的安全：每個人都有責任確保學習環境的安全，不

論在言語上或肢體語言上，都要注意。 

（三）選擇性挑戰 

在探索教育課程訓練的中心思想，意指所有受訓者在活動過程中，有

全力去選擇想要親自肢體參與的活動，選擇權永遠都是操之個人，只要覺

得自己不適宜或不確定是否參與某項活動，那麼他就可以不必親自參與活

動，但必須再活動外圍做個觀察者，這並不表示個人可以藉著「選擇性挑

戰」的理由離開團體消失其間;而是團體尊重個人不希望親自肢體參與的意

願，但個人也應以團體為重，並且以另一種方式主動觀摩參與，提供意見

給予團體不同角度的價值經驗，這才是選擇性挑戰的主旨與原意。因此選

擇性挑戰意旨： 

1. 參與者不論何時都有權利，選擇在什麼時候參加什麼層次的活動，應

當被尊重。 

2. 參與者被要求任何時候設法增加群體經驗的價值。 

3. 參與者被要求尊重和看重所有小組團隊成員做的決定。 

（四）課程目標的設立 

探索教育活動的過程具有輕鬆、活潑、自然、不設防、挑戰與冒險等

要素；一路引導學員從「做中學」學習各樣有益成長的活動。因此，在適



當正向的引導中，藉由小組隊員互動、溝通、揭露、觀察、諮商、駁斥----

而促進小組隊員能夠達到全方位成長之目標。基於這些理由，可以列出以

下目標： 

1. 建立活潑積極客觀開朗富有創意的活躍心志。 

2. 培養愛惜身體，並追求使身體擁有再生的力量。 

3. 更新人際關係，建立和諧團隊及個人充實的生活。 

4. 強化對於大自然之美的欣賞、尊重與環保的新關係。 

5. 促進對社會的責任感，並與其重要關係團體一起成長。 

6. 追求與生命主宰者建立更美、更真、更善的和諧關係。 

7. 造就正確堅定信心，並顯露信心的果效於實際日常生活中。 

三、探索教育的活動範圍與方法概述 

「探索教育」活動乃是結合各類型有趣群體遊戲、平面活動、低中高空繩

索冒險、攀岩活動等遊戲。藉由活動的安排，讓參與者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體

驗個人與群體間的相對關係。也藉由活動衝擊參與者的心思意志、價值觀、習

慣、思考行為模式、盲點、偏見等等，來提昇個人整體人格正向發展與人際互

動的成長。以下為活動範圍的概分： 

1. 認識活動。 

2. 目標設定活動。  

3. 熱身與破冰活動。 

4. 溝通、協調活動。  

5. 團隊合作活動。  

6. 解決問題（含觀察、創意）活動。  

7. 尊重、信任活動。 

8. 領導活動。 

9. 低空繩索課程活動。 

10. 高空繩索課程活動(突破自我極限)。 

探索教育十分重視參與者分享回饋活動過程中的感受，這些對於參與者幫

助極大。活動提供參與、檢視、思考、對話、傾聽、駁斥、尊重、接納、支持、

整合、責任、冒險及探索學習，以及克服挫折感等等問題，它協助小組隊員減

少刻板習慣思考和偏差傲慢的態度與行為，檢視自己的思考和人生盲點。並且

嘗試在回饋分享中學習新生命的態度與方式。 

  



四、團隊狀況評估及指導員的帶領須知 

（一）、評估團隊狀況 

要能有效的帶領探索教育的活動指導員首先要會觀察和評估。不論是

與團隊或個人都必須要做好事前的評估。因為沒有事先評估團隊或個人，

就好像開著沒有舵的船或像是帶領一群沒意見的旅客去旅行，雖然半路或

許有很多驚喜及變數，但是無法引導或結合學員未來的現實狀況。假使事

先做好完整的評估工作，將可藉由團隊感覺產生的前因後果、背景、極可

能的因素更有效的幫助團隊或個人進入下一個活動或面對未來。 

A.根據美國訓練員的經驗可依序由以下六步驟來觀察與評估： 

1.目標：目標是什麼？每位學員都清楚嗎？  

2.準備度：團隊擁有什麼能力和技巧？能快速運用嗎？  

3.影響：團隊或個人的感覺是什麼？團隊顯現出何種行為？  

4.行為：團隊如何再運作？往正向或負向發展？  

5.身心狀況：團隊或學員累了嗎？沮喪嗎？需要鼓勵或是適時引導？  

6.階段評量：團隊或個人目前所處的階段為何？團隊自認為處在何種

階段？ 

未來要前往何種階段？  

B.團隊成長在活動中會產生四個階段： 

1.形成期 

2.風暴期 

3.規範期 

4.績效期 

（二）引導者帶領活動注意原則 

1.提供焦點和界限（例：讓團隊專注於能夠應付之議題）。 

2.適時地加入活動（例：當成員安全無慮時）。 

3.扮演適當角色。 

4.注意安全問題，必要時介入制止。 

5.挑戰參與者加油。 

6.當表現壓力自我懷疑強烈時，提供學員“撤退” 選擇。 

7.不是每個人每一件事都要作。 

8.必要時可採個別化，某些學員無法像其他成員作同樣的事，可分配

他們一些支持性任務去完成。 

9.讓團隊有自我檢視的能力，當有需要時，可介入暫停活動，讓團隊

審視剛才所作的。 



10.嘉許參與者的正向行為。 

11.讚賞團隊的努力。 

12.藉由想像力、創意促進活動。 

13.鎖定目前的時態。 

14.讓活動儘可能有幽默和樂趣。 

15.觀察團隊能助於內省的訊息。 

（三）帶領分享與回饋須知 

分享觀察得到的和透過回饋討論在探索教育經驗學習圈中是最有力

的學習工具。所有的帶領者都想要知道如何改善活動的呈現方式及建立自

我風格。下列提供的一些具體的行為建議，只要切實地實行就能自分享回

饋討論中發揮最大的影響力。 

1. 解說詳細但切記簡潔有力。 

2. 引用“所見略同”的方法。 

3. 讓學員有沈默的權利。 

4. 注意時間上的限制。 

5. 切記回饋討論的重心是在學習者本身。 

6. 將意見和回饋重心限定於領導事物上。 

（四）賦予正面觀點的意涵  

因為探索教育的活動結果的不定性，領導者需事先告知團隊並不是每

次任務都能成功地達成。當然，這牽涉到另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對團

隊和領導者而言，成功的定義究竟是什麼？ 

當團隊沒能順利完成任務時，團隊學員感到失敗而難過，譬如說：沒

能把最後一個伙伴安全地送出電籬笆外，沒能在規定時間內全隊都過蜘蛛

網，因為失誤丟了許多救命的墊腳石，以致無法通過硫酸河。這些例子都

可能讓團隊因為沒有成功而感到難過。良好的“分享與回饋”討論，能為活

動結果創造另一個不同的角度，與其將失敗當重點來討論，不如找出活動

中做的好、做的成功的部分，讓團隊能知道所採取的行動或作為裡，有哪

些可以改進增強的部分，讓大家再做完“分享與回饋”的討論後感到興奮與

成就感，因為未來在面對同類型的問題時大家已有明確的因應之道了。 

好的“分享與回饋”討論，可以將一個挑戰度高和不愉快的團隊活動轉

換成為一個強而有力的正向學習經驗，讓大家回頭檢視並真正地瞭解到方

才活動中的學習價值（而不是失敗的部分），這是訓練員“分享與回饋”討

論時一種必要的藝術。個人及團體可以藉由好的“分享與回饋”討論，成功



地轉換情緒上、情智上及生理上的反應為正面的學習力量，相信這可能是

指導員操作活動的工具百寶箱中最有力的工具。 

五、探索教育的效益 

藉由特定的戶外運動或者是群體活動遊戲，啟發學生在智能上的表現，而

且更進一步的更要啟發學生在人際關係上的合作精神，是特別強調群育的「行

動教學法」。於是從「做中學習」也就成為探索教育的最大特色。探索教育專家

保羅．哈克如此認為：「探索教育課程的目的就是教導學生團隊合作的必要，如

何去支持、幫助同學，透過這些具體的活動，學生們可以看到、感受到合作的

重要，然後我們試著將這樣的經驗告訴學生說：『你可以把從活動中學習到的，

像是合作，運用到數學課、自然課上 』。當你遇到問題的時候，閉上眼睛，想

像你在走繩索的樣子，回想這個當初你曾做到的經驗，勇敢去面對新的事物。」 

體驗教育專家蘇珊．高曼分析說：「在體驗教育活動中彼此的關係真實，和

真實生活中的人際關係是相同的，我們的目的不是一直只做活動而已，而是希

望他們能把從這些活動中學習到的觀念轉化到生活裡頭，像在平衡木的遊戲中，

旁人的協助其實就像你和你家人或者是朋友之間的平衡關係是一樣的。這些活

動可以說是人生的縮影，你可以把他們放大到真實的人生。」 

六、探索教育參考書籍 

1. 體驗教育─從 150 個遊戲中學習，謝智謀、王貞懿、莊欣瑋，亞洲體驗

教育學會出版 

2. 『探索教育與活動學校』、『將探索教育帶回學校』、『引導員培訓手

冊』   共三本 中華探索教育發展協會 

3. 飛颺─人際有藍天  校園出版社 

4. 探索學習的第一本書 -企業培訓手冊 五南出版社 

5. 經驗與教育 杜威 五南出版社 

6. 玩出好品格 校園書房 

7. 體驗教育──帶領內省指導手冊  幼獅出版社 

8.探索教育活動安全管理 幼獅 

9. 探索教育與諮商治療 水牛出版社 

10.引導反思的第一本書 吳兆田  五南出版社 

11. 玩好團隊─探索體驗活動  幼獅出版社 

12. 建立高績效團隊活動手冊─體驗式學習  麗文文化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