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分析 
 

本章文獻探討分為三節，第一節探討九年一貫課程「綜合活

動學習領域」與童軍教育之關係；第二節論述童軍教育在「綜合

活動學習領域」之應用；第三節為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專業知

能之探討，第四節探究童軍教育之未來走向。 

 
 

第一節   童軍教育與九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注重學生個體的學習經驗，強調課程與現

實生活的聯繫，而童軍教育也強調從生活中學習。本節將從童軍

教育課程的性質與內容了解其特色並探討其在九年一貫課程「綜

合活動學習領域」的定位及兩者間的相互關係。 

 
 
壹、「童軍教育」課程之性質與內容 
 

以往我國學校正式課程的實施內容皆依據各科課程標準，目

前國民中學童軍教育課程內容的實施係依據民國八十三年十月教

育部修訂公佈「國民中學童軍教育課程標準」的規定，本課程的

性質為一活動科目，著重實踐力行的生活教育，主要目的是誘導

學生從「做中學，學中做」，將所學的與實際生活相結合，以培養

其生活能力，並經由各種團體活動，養成學生互助合作和服務人

群的良好習慣。以下按教育部公佈的童軍教育課程標準，就其課

程目標、活動內容、時間分配、教學方法作簡要的敘述： 

一、課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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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習童軍知識、技能和精神，發展做事才能，達到知

行合一的功能。 

（二）實踐童軍誓詞（諾言）、規律、銘言，發展活潑進取、

修己善群、負責盡職的美德。 

（三）從事正當休閒活動，親近自然，增進身心的健全發展。 

（四）發掦人類愛及民族情操，建立服務助人、仁民愛物、

四海一家的人生觀。 

二、活動內容與時間分配 

童軍教育課程的範圍可概分為行善服務（包括童軍精神、童

軍資訊及服務活動）及野外生活（包括露營、旅行與戶外休閒活

動的知識與技能、戶外活動）二大類。第一、二、三學年每週授

課各為一節，為配合教學需要，得隔週連排二節實施之。各項服

務活動和戶外活動的實施，由學校列入行事曆，聯合全年級或數

班於學期中、寒暑假或週未假日實施，亦可由各班自行實施。三

學年的課程內容依其綱要分為： 

（一）童軍精神：諾言、規律、銘言的意義與實踐、小隊制

度、童軍禮節、操法、參與社區活動、敬愛國旗、關

心國事、世界公民的素養。 

（二）童軍資訊：世界童軍運動的起源與發展、童軍訓練的

類別、我國童軍運動的起源與發展、童軍國際活動的

現況。 

（三）服務活動：家庭服務、班級服務、學校服務活動的設

計與實施、社區服務活動的設計與實施、宣慰服務活

動的設計與實施、日常生活中災變處理的演練、社會

服務活動的設計與實施、響應並宣導促進全人類福祉

的活動。 

（四）露營的基本知識與技能：包括營地的選擇、露營的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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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露營的計畫、觀察、結繩（一）、野外炊事、營火、

營帳的搭架、拆收和保養、露營的安全與衛生、露營中

的環保工作。 

（五）旅行的基本知識與技能：包括旅行的種類與裝備、旅行

的計畫、方位、繩結（2）、現代戶外炊具的使用與維護、

旅行的安全、大地遊戲的設計與實施、自然景觀的欣賞與

維護、人文環境的欣賞與維護、旅行遊憩中的環境教育。 

（六）戶外休閒活動的基本知識與技能：包括戶外休閒活動的

種類、裝備、方法與安全、休閒活動的生涯規畫、團體

康樂活動的設計與領導、估測、繩結（3）、無具炊事、

氣象觀察、通訊、野外求生、地圖的應用、戶外休閒活

動的環境教育、戶外活動的安全。 

（七）戶外活動：包括炊事實習、隔宿露營、綜合旅行或露營

活動、無具炊事實習、戶外休閒活動。 

四、教學方法 

在教學方法，有以下要領： 

（一）活動化的方式：教學活動應採融合歌唱、遊戲、歡呼

等項目，以提高學習和實踐的興趣，達成情意、認知

和技能等目標。 

（二）生活化的公民教育：每週教學應注重童軍誓詞(諾言)、

規律、銘言的實踐。 

（三）小隊制度的方法：童軍教育教學以小隊為學習、活動

的基本單位，指導學生編隊，每小隊六至八人為原

則，實施小隊分工，合作學習，以達成群育的目的。 

並且各小隊輪流擔任服務小隊，與教師共同準備教學

活動、整理教學場地和設備。 

（四）師生共同設計課程：教學活動除由教師設計外，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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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小隊或學生參與設計與領導。技能教學可採「教

師教小隊代表，小隊代表教隊員」的模式實施。 

（五）徽章制度與榮譽制度的運用：教學活動應參照童軍運

動的徽章制度與榮譽制度，設計增強物，如榮譽旗、

榮譽章、榮譽卡等，激勵學生重視團體榮譽，樂於參

與各項學習活動。 

（六）統整學習：各項服務活動和戶外活動，可結合地理、

地球科學、生物、健康教育、公民與道德、團體活動

等相關學科共同策劃，由學校列入行事曆，聯合全年

級或數班於學期中、寒暑假或週末假日實施，亦可由

各班自行實施。 

 

貳、童軍教育之特色及在九年一貫課程之重新定位 
 

由其「國民中學童軍教育課程標準」的規定，可看出童軍教

育的特色。綜合學者沈六等人（民 79）及陳君健（民 90）的看法，

闡述如下： 

一、誓詞、規律與銘言 

童軍教育將青少年們所應、所能做到的行為規範，以積極的

口吻訂定出來，那就是誓詞、規律與銘言。它使抽象無形的道德，

精簡而具體的呈現出來，使青少年的思想、行為有所依循，為人

處事有所準則。 

二、小隊制度 

小隊是童軍活動的基本單位，它比起其他課程的分組最大的

不同，在於它有一個團隊的核心精神－小隊精神，並且擁有分工

合作的機制－小隊分工。小隊精神－隊名、隊歌、隊呼…可以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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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小隊的團隊意識和默契；小隊分工－小隊長、文書、事務、康

樂…等職務的分配，可以透過團隊的運作，使學習更有效率，也

使學生經由分工與合作的過程，實踐溝通、關懷與欣賞的真意。 

三、徽章制度 

童軍團的活動中有各種各樣的徽章，激發青少年的榮譽感，

誘發學習的興趣，進而引導自我學習，鼓勵青少年依照自己的興

趣才能，從事各項知能的研究，這可使青少年多才多藝，並拓展

生活的領域。 

四、榮譽精神 

童軍活動是採榮譽方式鼓勵向上，除了制服、徽章等外在的榮

譽象徵外，更設計各種莊嚴的儀典活動，激發青少年的榮譽心，促

使他們在品格方面力爭上游，堅定道德的意志，追求高尚的人生。 

五、遊戲化的活動設計 

寓教於樂的遊戲化的活動設計，是童軍教育實施的原則。唯

許多人誤以為童軍只是唱唱跳跳、玩玩遊戲而己，殊不知快樂的

活動往往隱含著深深的意涵，在笑談嬉戲之間，已完成了知能的

學習。例如，童軍教師往往將一些知識、技能性的問題，運用字

陣、大富翁、賓果等遊戲的方式呈現，讓學生在遊戲中愉快地學

習或接受評量。 

五、服務助人 

    童軍的諾言、規律、銘言裏，均有服務、行善的字詞，顯示

出服務助人是童軍教育中很重要的一環。原有的童軍教育課程

中，每學期中也都有服務行善的單元，其服務的範圍及對象自家

庭、學校以至於社會、國際。童軍的關懷弱勢正符合了新課程中

很重要的精神。 

六、親近自然 

說到了童軍，露營、野炊是最具代表性的特色。學校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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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最容易貼近大自然的就屬童軍。童軍的野外活動是真正讓孩

子貼近自然、享受自然的課程。此外，環境教育是近年來的新興

議題，經由童軍活動，最能讓孩子體驗自然、了解自然，進而學

會尊重自然。 

七、統整學習 

我們常笑稱童軍教師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十八般武藝樣樣

得精通。的確，我們可以從下面表列很清楚的了解－童軍是最適

合做課程統整的： 

 

童軍教材 統整領域 童軍教材 統整領域 

通訊/友誼 

估測 

植物辨識/星象/氣象 

方位/地圖/參訪 

語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急救/野外活動

小隊精神/營火

炊事/手工藝 

人際/探索活動

體健 

藝術人文 

家政 

輔導 

 

八、多元文化 

童軍運動在國際間已經發展了近百年，它的創始人是英國

人，發源地是非洲，經過英、美兩國人大力推展於世界各地，並

且生根、發芽、茁壯。一開始便融合了不同宗教、族群、文化，

這種尊重與多元的特色，正好符合了新課程對多元文化的期許。 

九、國際友誼 

由於童軍是一個國際性的青少年組識，每年都有許多國際性

活動在世界不同的角落舉行（例如 JOTA、Jamboree）、介紹這些

活動，不但能開拓學生的視野，而且透過童軍的國際活動，最能

實現對國際的理解與文化的學習。 

陳君健（民 90）更強調童軍教育的特色使其在綜合活動學習

領域有著重新的定位及功能，如下： 

1、人與自己：探索自己，尋求自己的定位，建立生命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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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價值。 

2、人與社會：以童軍的小隊制度，學習團體自治、負責與服

從紀律，並建立服務的態度，及尊重多元文化。 

3、人與自然：以童軍的野外活動，親近自然、探索和研究自

然，並學習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綜合上述，童軍教育是一種教育理念，也是一種教學方法，

協助青少年發展自我，鼓勵青少年接近大自然，藉由冒險的精神

去探索新事物，學得智識、技術及生活能力，並透過小隊制度發

展青少年領導能力、團體技能和個人責任，使得青少年在個性及

群性方面獲得良好人格，進而能貢獻自己所長於社會，服務人群，

成為健全的國民與世界公民；其運用的範圍不只在教學，也可以

是生活中的一種能力。九年一貫課程重視培養學生帶著走的能

力，童軍教育依此有著重新的定位。 

 

 

參、童軍教育與九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相互關係 

 
童軍教育與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關係，以下將分四個層面陳述： 
 

一、童軍教育與九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具有相同的教育理念 
 

依據教育部（民 89）的「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網要」，綜合活

動學習領域於現階段九年一貫新課程中的角色與必要性反映在以

下四項基本理念： 

（一）提供反思訊息：綜合活動課程提供學習者獲得直接經

驗的機會，使學習者檢證知識與體會意義，也將「學

生是否能將所瞭解的、所感受的、所熟練的知能實踐

於生活中」的信息，提供給教育系統作為反思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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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教育系統與學校能掌握學生「實踐」情況，以作為

調整現有各領域課程綱要或學校課程計畫之參考，使

之更趨近知行合一的理想教育目標。 

（二）擴展學習經驗：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讓學生以多種

感官協調行動，提供他們在學校中擁有一個更為開放

的、多面的學習環境，使學生擴大了信息選擇的方

式、範圍與內容，並增加建構個人意義與實踐知識的

機會。 

（三）推動整體關聯：綜合活動課程具有與其他六大學習領

域同等份量的基本時數，提供學校統整語文、健康與

體育、社會、藝術與人文、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之

認知、情意與技能等學習內容的機會。綜合活動課程

不僅推動學校規劃各學習領域相互關聯課程，也協助

學生瞭解與實踐整體性的重要。 

 

（四）鼓勵多元自主：「發展學校特色」係此次九年一貫課程

規劃所欲達成的目標之一。因此，各校可依學校實際

的需求，自行發展具有特色的綜合活動課程；此外，

各校綜合活動課程可由其獨特設計中，提供學生發展

個人興趣、專長、需求的學習機會，藉由活動的多樣

性，提供學生多元自主的學習。 

陳鐵（民 81）認為童子軍是以：戶外活動、徽章制度、特定

儀典、自願參加、由做而學等方法融合而成的獨特制度以達成其

品格的培育，技能與知識的教導，健康與自我照顧，愛國與助人

等方面的教育目的，所以近代教育家杜威說童子軍是廿世紀教育

上的三大發明之一。而劉彥俊（民 76）更說明童軍這一設計，並

不是打算拿它來完全代替學校的教育，而是一種補充學校教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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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設計，是對那機械式的教學方法的一種救濟。把青少年們領

到野外去，使他有實用自己的力量，才智，道德人性，以及體力

的機會。這種錯綜複雜的內容，才能對各種不同的智力，不同環

境的青少年們都有他很適當的活動，達到他的興趣與志願及未來

的生活需要的要求。 

由上述二位學者的看法得知童軍這一補充學校教育不及的設

計，擴展了青少年的學習經驗。藉由戶外活動，引青少年到野外

去，挑戰大自然的多樣性，激發才智，實用所學，培養自主，其

教育理念是與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相同的。  

  

二、九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與童軍教育具有相同的課程目標 
 

依據教育部（民 89）的「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網要」，基於實

踐與統整的理念，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設定四大目標如下： 

（一）生活實踐：一般學習領域多分認知、技能、情意三類學

習目標，其中常以認知的比重最重；而綜合活動學習領

域則特別強調學生在真實生活中的實踐能力，協助學生

表現自我與檢證學習內容。 

（二）體驗意義：綜合活動學習領域重視學生在實踐過程中體

驗活動的意義，在體驗的省思過程中增進對自己的瞭

解，並從中發現人生的意義。 

（三）個別發展：綜合活動學習領域針對學生不同能力、興趣、

需求設計多元的活動，給予個別發展的學習機會。 

（四）學習統整：學校成立「綜合活動課程小組」，以獨立的設

計，運用校內外資源，進行若干學習領域的統整設計。 

而依據民國八十三年教育部頒布之「國民中學童軍教育課程

標準」，其中所列之目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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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習童軍知識、技能和精神，發展做事才能，達到知行

合一的功能。 

（二）實踐童軍誓詞（諾言）、規律、銘言，發展活潑進取、修

己善群、負責盡職的美德。 

（三）從事正當休閒活動，親近自然，增進身心的健全發展。 

（四）發掦人類愛及民族情操，建立服務助人、仁民愛物、四

海一家的人生觀。 

根據上述九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課程目標與

國民中學童軍教育課程目標，可以發現，在生活實踐方面；九年

一貫課程強調學生在真實生活中的實踐能力，協助學生表現自我

與檢證學習內容與楊清國（民 83）指出童軍教育是生活化的公民

教育，透過做中學、行中求知的方法，增進學生的生活技能，提

升其適應能力，並進而培養健全的人格有著相同的目標；而在體

驗意義方面，呂建政（民 83）認為「做中學」的活動是童軍主要

的學習方式，這些「做中學」的活動，除了「遊戲」活動以外，

戶外活動尤其受到注意，它符合兒童及青少年內在的天性與需

要，並能以活動提供豐富的「體驗」機會，以最接近真實生活情 

境的方式，讓學習者完成身心的發展。童軍教育的鼓勵親近自然，

更協助學習者體驗意義的完成；而在個別發展方面，呂建政（民

83）指出童軍的「晉級制度」及「徽章制度」具備了引發學習動

機，並使之持續的功能，同時，其運作方式也能適應個別差異的

學習，符合青少年的個別發展；至於學習統整，李義男（民 85）

認為童軍教育以服務為終身學習的方法，以助人的知能投入社區

的發展活動，充分運用校內外資源實踐學習統整。由上觀之，九

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與童軍教育具有相同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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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四大主題軸與童軍教育相通 
 

依據教育部（民 89）的「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網要」，綜合活

動學習領域在呼應大網精神及領域的目標之下，綜合活動學習領

域發展了四大主題軸： 

（一）認識自我：探索自我潛能與肯定自我價值、尊重生命

並珍惜自己與他人生命、尋求自己在家庭與社區中的

定位、尋求自己在文化與歷史中的定位、發展興趣、

専長與終身學習的體認。 

（二）生活經營：注重日常生活衛生和營養，養成保健習慣、

均衡工作、情感與休閒生活、重視家庭生活，發展與

家人的親密關係、體驗大自然及培養野外生存技能、

認識與規劃個人生涯。 

（三）社會參與：團體自治、負責與尊重紀律、發展人際關

係並學習有效的人際溝通、發揮社會關懷，養成服務

態度，實踐服務活動、認識社會資源，並能有效運用、

尊重多元文化，建立國際觀。 

（四）保護自我與環境：辨識情境，學習自我保護、妥善運

用空間，減低危險發生、抗拒誘惑，因應危險與解決

問題、保護或改善環境，推動環境永續發展、發揮互

助精神，主動協助需要幫助的人、事、物。 

呂建政（民 83）認為童軍教育有三大制度，即小隊制度、榮

譽制度及徽章制度。小隊制度讓孩子有承擔責任及發展個性的機

會，並且以徽章制度進行個別教育，鼓勵孩子們培養正當嗜好並

力求進步，以如此之方法幫助青少年認識自我；再者呂氏（民 91）

亦指出童軍運動的目的是品格、手工藝、健康及服務，所有個別

的童軍活動會在露營、旅行等「戶外活動」以及慶典服務、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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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等「服務活動」這兩大架構下，讓青少年得以「理解」知識、

技能、情意在活動中「實踐意義」，並透過這些實踐，豐富而深刻

地「理解」人與自己、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係」，藉以培養

青少年生活經營的技能及社會參與的能力。可見綜合活動學習領

域之四大主題軸與童軍教育是相通的。 

 
四、九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指定內涵大都可透過童軍教育達成。 
 

依據教育部（民 89）的「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網要」，綜合活

動學習領域之課程計畫應融入下列十項指定內涵： 

（一）學生自治活動：從年幼到年長，逐步增加管理自己事

務的權限，提高自律與負責的情操，並學習相關的程

序與技能。 

（二）生命教育活動：從觀察與分享對生、老、病、死之感

受的過程中，體會生命的意義及存在的價值，進而培

養尊重和珍惜自己與他人生命的情懷。 

（三）社會服務活動：藉由參觀、訪問及實際參與，瞭解社

會現象，體驗自己與社會的關係，培養關懷人群之情

懷與行動力，進而樂意以實際行動參與社會服務。 

（四）危機辨識與處理活動：從各項活動的參與與體驗中，

增加自己對生活周遭可能威脅個人、人群與自然環境

的各種安全問題的觀察力，練習因應危機的方法，並

能適時給予他人協助。 

（五）野外休閒與探索活動：野外休閒活動乃指以野外為背

景的各種親近自然的活動，這些活動旨在促進學生學

習野外生存的知能，培養欣賞、享受、敬畏自然的情

懷與能力，並藉此體驗休閒在生活上的積極意義。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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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探索教育活動乃是強調戶外體驗學習，並以運用身

體學習與情境塑造為特色的系列性團體活動，這些活

動旨在透過團體歷程，以發現個別差異，促進相互學

習，並加深人我互信，促進團體成長。 

（六）自我探索與瞭解活動：藉由各項活動的參與，逐步瞭

解自己的能力、興趣、想法、情緒和價值觀，進而欣

賞自己的特長，悅納自己的缺點，促進個人的生涯發

展，並培養自我指導的能力。 

（七）人際關係與溝通活動：從各項活動參與中，瞭解群己

關係及自己在團體中的角色與定位，並學習情緒管理

及有效的人際溝通技巧，以增進正確生活管理的能力

和良性的人際互動。 

（八）環境教育活動：經由對環境的體驗、欣賞、學習、探

索、與行動等環境學習活動，使學生能夠瞭解人與環

境間相互依存的關係，關懷周遭的自然與社會環境，

採行負責任的環境行為，而成為一個良好的公民。 

（九）兩性的關係與互動：從瞭解兩性在家庭、學校和社會

的關係中，去學習良性互動的模式，並能設計促進兩

性合作的組織與活動。 

（十）家庭生活活動：在家庭與學校活動中，培養與實踐基

本生活能力，透過個人、家庭、學校與社區的互動，

增進家人關係，體察愛、被愛與關懷。 

我國童軍的諾言是：「我願意參加中國童子軍、遵守童子軍規

律，終身奉行下列三事：第一、敬天樂群，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

國人。第二，隨時隨地扶助他人，服務公眾。第三、力求自己智

識、品德、體格之健全。童軍規律則包括誠實、忠孝、助人、仁

愛、禮節、公平、負責、快樂、勸儉、勇敢、清潔、公德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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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而童軍的銘言則是準備、日行一善、人生以服務為目的。楊

百世（民 87）指出從諾言、規律、及銘言的內涵來看，它本身除

了具備道德功能之外，更在教育系統中扮演著工具性的角色。透

過童軍諾言、規律及銘言的承諾與實踐，讓學生依據他的自由意

志，了解和接受生活準則及行為規範，永遠實踐，培養自治。而

童軍的小隊制度是以小團體為社會化的單位，實施小隊分工、合

作學習，提供學生逐步發現自我，培養其責任感，啓發青少年合

群的特性，促進其人際關係與溝通能力。此外，楊百世（民 87）

亦指出童軍教育一向是以大自然及戶外活動，為最佳的埸所與方

活，其野外生活的課程，是透過露營、戶外活動、旅行及休閒活

動來表現，不僅可以培養青少年健全體格，且大自然所蘊藏的許

多挑戰，能夠激發青少年的潛力，並讓他們接觸到在都會生活，

所不能提供的奧妙生機與答案，同時，在面對大自然具挑戰的情

境中，童軍伙伴所培養出來的同舟共濟、患難與共的情操，更是

社會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命價值與意義。由上述學者的看法，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十項指定內涵除「兩性的關係與互動」、「家庭

生活活動」等兩項內涵在以往童軍教育較少提及外，大部分內涵

是可以透過童軍教育來達成的。 

總而言之，在九年一貫課程中，就學生的認知學習而言，童

軍教育除了具有獨特的三大制度，更具跨科際連結的知識體系，

擁有一個整體性與豐富性的內涵；對學生的情意學習而言，藉由

與大自然的接觸，關懷自然環境中的物種及社會中的弱勢族群，

服務他人，可成全高尚的人格情操；對學生的行為學習而言，童

軍教育重視日常生活中具體呈現的現象或問題，經由生活中實際

的探討與解決，達成生活能力的落實與實踐；最後對學校與教師

而言，童軍教育雖不再單獨為一門學科，然其內涵仍得持續發展，

需要學校與教師主動關切與合作學習，藉由科際整合與教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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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注入童軍教育的新活力。 

 

 

 

 

 

第二節   童軍教育在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應用 
 

童軍教育在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重要性巳如前述，然要發揮

實質的功效，莫過於實際應用。童軍教育的特色在其特殊的制度

及親近自然。因此，原有童軍教育課程中那些內容和教法可以應

用在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課程設計上，本節將探討之。 

 
壹、童軍教育可提供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學之方法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院長羅素先生曾指出，「童子軍訓

練對教育最有意義的貢獻，要算他們的教學法了。」（轉引自張忠

仁，民 66，頁 10）的確，呂建政（民 91）亦認為童軍教育的特

徵並不在其表象的活動，而是在其作為教育之基礎的原則與方

法。童軍運動世界組織（World Organization of the Scout 

Movement，WOSM）前秘書長拉斯洛˙納吉（Laszlo Nagy）博士

在「二億五千萬童子軍」一書中指出使童軍活動得以成功的要素，

包括「遊戲」（games）、「小隊制度」（the patrol system）、「童軍團」

（the troop）、「露營活動與大自然」（the camp and nature）、「規律

與諾言」（the Law and Promise）、「自我教育」（self-education）－

係指童軍活動透過其晋級制度與徽章制度以誘導青少年進行自我

教育之義、「象徵符號」（symbolism）－係指童軍特有的制服、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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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三指禮及左握禮等，而其作用則在建立童軍特有的認同感，

並傳遞童軍活動的精神理想等七項。（Nagy，1985，pp180-186 轉

引自呂建政，民 91，頁 270）綜合兩位學者的說法，上述特徵是

促使童軍教育成功的要素，也可視為童軍教育具有特色的教學方

法。陳君健（民 91）闡述如下並建議可提供作為綜合活動學習領

域的教學方法： 

一、遊戲 
遊戲的種類很多，例如：以故事化的追蹤活動，設計認識校

園的活動；以角色扮演的方法探索與解決問題的活動；以趣味化

的「恐怖箱」活動做為學習的驗收。競賽是一種多元評量，可增

加趣味性與挑戰性。 

二、分站 
分站活動的方法，可以提供孩子不同的學習情境，並且運用

自學法或站長法，提供不同的學習方式，也是多元評量時的一種

方法。 

三、唱跳 

為了以動靜錯綜的方式提供學生學習的情境，唱跳可以用來

暖身、引起動機，更可以運用在凝聚氣氛之時。 

四、歡呼 

歡呼可以在加油打氣、肯定成就、增進運動家精神時使用，

在綜合活動課程中，也可以增進團隊默契，使課程進行更順利、

更生動活潑。 

五、實作 

實作可以化知識為「知能」、化理論為「實際」。在新課程中，

「體驗」、「省思」與「回饋分享」是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學習的目

標，所以「實作」的確是很重要的一種教學方法。 

六、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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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多元評量的概念發展，角色扮演、表演、表現専長等，

都可以成為評量的方式及內容。 

七、儀典 

童軍的儀典通常用於集會的開始與結束、宣誓與晉級，還有

便是虔敬集會，而在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裏，虔敬集會的模式，

可以運用在省思、回饋與分享的活動中。 

八、榮譽榜 

在童軍教學中，運用小隊制度配合榮譽榜的使用，可以激勵

學生士氣、激發榮譽感，也可以是學習過程的紀錄、或多元評量

的依據。 

九、小隊時間 

在課程進行中，可以提供一段時間給小隊，其目的可能是技

能的練習，也可以是討論、分享與回饋，善用小隊時間，可以使

學習活動更從容、更踏實。 

 

貳、童軍教育可提供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教學內容 
 

蔡清田（民 91）認為九年一貫課程並無提供明確的教材，而

是僅提供「課程綱要」、「能力指標」，因此教師的角色從傳統的課

程接受者，轉化成為課程的設計者與發展者，因此教師必需具有

下列能力：1、學習領域課程的理論依據（rationale），包括整個教

育目標。2、描述課程的 ILOs（Intended learning outcomes，意圖的

學習結果）之課程計畫（curriculum plan）。3、依課程計畫訂定教

學計畫（instructional plan）。4、依課程計畫進行評鑑計畫（evaluation 

plan），因此課程發展之初均需轉化能力指標。而高新建（民 90）

認為轉化一詞在本質上是決定的過程。教材編撰者、教師都需將

能力指標及分段能力指標經知覺、理解及詮釋之後，再依實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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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加以具體化及組織。陳新轉（民 91）則指出「能力指標」之

課程轉化要能轉化成課程要素，能為教師決定教學目標、選擇教

學內容、安排教學活動、擬定學習評量策略。 

國內對於「能力指標」轉化的模式大致可分為四類，分段能

力指標的分析法各有千秋，教師可依自己需要及能力自行選用適

宜之分析方法。本研究依據學者李坤崇（民 91）提出的概念分析

模式，採用其步驟分析能力指標，先解讀指標中所具有的核心概

念，再對照「童軍教育課程標準」的教材內容，探討綜合活動學

習領域分段能力指標與童軍教育課程內容的關係，進而提供綜合

活動學習領域的教學內容。 

 

一、概念分析模式： 

李坤崇（民 91）在分析青少年發展理論、剖析現行的課程標

準、融入六大議題、參酌相關學會建議之能力指標、解析能力指

標內涵與呼應主題軸及其內涵後所發展出的分析模式，其步驟為

1、找出核心概念；2、評析左右同基本能力之横向銜接；3、分析

上下同學習階段之緃向連貫；4、展開核心概念，予以窮舉；5、

對照課程標準、相對理論與發展現象；6、評析最佳學習、教學策

略；7、細分能力指標宜大多學生能達成者。 

李氏（民 91）指出概念式分析的優點為架構、概念完整嚴謹，

缺點則為需高專業素養，相當費時。 

 

二、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分段能力指標與童軍教育課程內容的關係 

運用概念分析方法，分段能力指標的分析必需先找出核心概

念。如「1-4-1 體會生命的起源與發展過程，並分享個人的經驗

與感受。」的核心概念為「體會」「生命的起源與發展過程」「分

享」個人的經驗與感受」。「生命的起源與發展過程」可藉由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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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環境的一草一物而達成，因此在童軍野外生活類的「旅行遊

憩中的環境教育」與此一概念相通。而「3-4-3 蒐集世界各地不

同的生活方式，瞭解在多元社會中生活所應具備的能力。」的核

心概念為「蒐集」「世界各地不同的生活方式」「瞭解」「多元社會

中生活所應具備的能力」。「世界各地不同的生活方式」可藉由童

軍資訊類的「童軍國際活動的現況」達成。「多元社會中生活所應

具備的能力」因強調生活能力的養成，因此野外生活類的教學內

容皆可納入。「2-4-3  規劃並準備自己升學或職業生涯，同時瞭解

自己選擇的理由」的核心概念為「規劃」「準備」「自己升學或職

業生涯」「瞭解」「自己選擇的理由」。「自己升學或職業生涯」、「自

己選擇的理由」等有關生涯規劃的課程，在原有童軍教育課程裏

較欠缺此安排，陳君健（民 91）建議加入「探索教育」。下表是

筆者分析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分段能力指標與童軍教育課程內容的

關係，提供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教學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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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分段能力指標與童軍教育課程內容之關係 
學習階段

基本能力  

第四階段  

（7-9 年級）  

綜合活動學習領

域四大主題軸

相關之童軍教育

課程內容 

一、瞭解自我與發

展潛能 

1-4-1 體會生命的起源與發展過程，並分

享個人的經驗與感受 
認識自我 

◎旅行遊憩中的

環境教育 

二、欣賞、表現與

創新 

3-4-3 蒐集世界各地不同的生活方式，瞭

解在多元社會中 
社會參與 

◎童軍國際活動 

◎野外生活 

三、生涯規劃與終

身學習 

2-4-3 規劃並準備自己升學或職業生

涯，同時瞭解自己選擇的理由 
生活經營 ◎童軍探索活動 

四、表達、溝通與

分享 

2-4-1 分享自己與家人溝通的方式，並體

驗經營家庭生活的重要 
生活經營 

◎家庭服務 

◎童軍探索活動 

五、尊重、關懷與

合作 
3-4-2 學習關懷世人與照顧弱勢團體 社會參與 

◎社會服務 

◎宣慰活動 

◎社區服務 

1-4-3 描述自己的文化特色，並分享自己

對文化所建立的意義與價值 
認識自我 

◎人文景觀的欣

賞與維護 

◎自然景觀的欣

賞與維護 

◎童軍國際活動 六、文化學習與國

際瞭解 

1-4-4 應用基本的外語能力，展現自己對

國際的理解與文化的學習 
認識自我 

◎童軍國際活動 

◎世界公民的素養 

◎響應並宣導促

進全人類福祉

的活動 

七、規劃、組織與

實踐 

1-4-2 透過各類的活動或方式，展現自己

的興趣與專長 
認識自我 

◎小隊制度、團

康活動 

八、運用科技與資

訊 

4-4-1 分析各種人為和自然環境可能發生

的危險與危機，擬定並執行保護與

改善環境之策略與行動，以減低危

險的發生 

保護自我與環境

◎觀察、露營中

的環保工作、

旅行遊憩中的

環境教育、野

外求生 

九、主動探索與研

究 

4-4-2 分析人與自然的關係，並能對日常

生活中的事物做有系統的觀察與

探究，發現及解決問題 

保護自我與環境

◎日常生活中災

變處理的演練 

◎自然景觀的欣

賞與維護 

十、獨立思考與解

決問題 

2-4-2 規劃適合自己的休閒活動，並學習

野外生活的能力 
生活經營 

◎旅行、露營、

休閒活動、野

外求生 

 

 34 
 
 



童軍教育納入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範疇，在統整的過程中

難免衝突，唯有透過教師進行「顱內轉化運動」，將童軍教育

的內容與方法，應用在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課程設計，透過統

整式課程與教學的改革，將童軍教育落實於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的課程計劃內，使童軍教育課程與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從內

涵、結構融為一體。 

 

 

參、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案示例－童軍教育教學內容與

教學方法之應用 

 

洪久賢（民 90）認為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課程設計應與生活

經驗、領域學習、社會發展整合，把握下列五項要點，以落實有

意義的學習： 

一、領域內或領域間的統整：即以本學習領域的內涵為主，

進行整合，或與其他領域的學習內涵進行橫向的統整。 

二、正式課程與潛在課程間的統整：在教師所設計的課程與

所欲連結發展的潛在課程進行整合，達到「知情意行」並重的學

習內涵。 

三、採主題式的統整或領域活動的結合：以主題作為各學習

內涵的整合，確定發展的具體方向。 

四、以問題（議題）中心做統整課程設計：以學校、師生共

同的議題作為探討發展的主軸，結合階段能力指標的內涵，進行

活動的設計。 

五、知識與社會生活的聯繫：將欲教授、傳達的知識內涵與

社會發展相互聯繫，落實於活動當中，充實活動發展的內涵。 

而張景媛（民 89a）更認為最好的課程設計是依照教師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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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的模式來設計，也就是以教師的先前經驗為基礎，提出適當

的改進方法或策略，教師在研究發展中逐漸培養專業成長的能

力，最後成為一位能自主設計課程的專家老師。 

綜合兩位學者的看法，以童軍教師的立場而言，童軍教師有

著先前的童軍教育先備知識，若能充分瞭解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綱

要的內容，並掌握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設計的原理，將原有童

軍先備知識予以轉化，運用童軍具特色的活潑化教學方式並扮演

好課程設計的角色，將學習內容多樣化統整，結合生活經驗與社

會發展，則學生們的學習也就能加深加廣，豐富的教育也就能隨

之誕生。因此筆者嘗試以前述之童軍教育教學內容及教學方法出

發，進行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課程設計，探討童軍教育在課程設

計上的應用。 
 

表 2-2-3   童軍教育應用在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設計示例 

主題名稱 休閒你我他（一） 實施年級七上 教學時間：十二節的前三節  

能力指標 

綜 1-4-2 透過各式各類的活動或方式，展現自己的興趣與専

長。 

綜 2-4-2 規劃適合自己的休閒活動，並學習野外生活的能

力。 

綜 3-4-1 體會參與各類團體活動的意義，並練習改善或組織

團體活動的知能。 

綜 4-4-2 分析各種人為和自然環境可能發生的危險與危

機，擬定並執行保護與改善環境的策略與行動。 

健體 2-3-6 分析個人對身體外觀的看法及其對個人飲食運

動的趨勢的影響，並擬定適當的體重控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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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續上頁 

教   學   活   動（第一節課） 備   註 

活動一   休閒大家談 

一、休閒萬花筒（20'） 

1. 教師與學生共同躺在校園（或是公園）的草地上，享受微風的吹拂，

陽光的照耀，聆聽小鳥的歌聲，聞聞泥土的氣息。 

2. 教師與學生聊聊現在的感受，身心的變化。 

3. 教師發給各小隊一張海報，計時五分鐘，請各小隊將所想到的休

閒活動名稱寫在海報上。 

4. 請同學根據海報所列的休閒活動，依活動性質加以分類。 

5. 教師補充說明休閒活動的一般分類方式（例如：室內、戶外；動

態、靜態等）及海報上没有出現的活動類別。 

 
二、我喜歡的休閒活動（10'） 

1. 請學生發表自己喜歡的休閒活動，以及自己常進行的休閒活動。 

2. 討論喜歡的與常進行的活動間有無差別存在？為什麼喜歡的活動

不見得是常進行的活動呢？ 

3. 發現進行休閒活動需要考量哪些因素？（例如：活動時間的長短、

需要家人的參與、安全上的問題等） 

 

三、休閒的目的（15'） 

1. 從上面的活動中，讓學生提出休閒活動的目的可能是什麼？ 

2. 從海報上發現哪些活動無法達到休閒活動的目的？（如飆車、網

咖、舞廳）請小隊討論其爭議所在（合法、安全、有益身心、花

費），這些活動能否歸類為休閒活動或不可歸類為休閒活動？ 

3. 各隊派人報告結果，其它小隊予以回應。 

4. 教師請學生為「休閒活動」下個定義。 

5. 請每人選出一種喜歡但不曾從事過的休閒活動進行研究（蒐集相

關的裝備、埸地、學習管道） 

※教師請學生將前一次上課交待學生準備的物品拿出來準備。 

 
 
 
 
 
 
 
 
 
 
 
 
 
 
 
 
 
 
 
木炭、火種、

打火機、鐵餅

乾盒、準備好

的玉米盤（或

是各隊準備

的烤肉、筊白

筍等食物）、

鐵夾、水桶、

掃把、垃圾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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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續上頁 

教    學    活    動（第二節課） 備   註 
活動二   戶外休閒樂 
※大家來爆爆（20'） 

1、教師提到上面談的休閒活動中包括野外活動，教師先請有

經驗的學生說說如何架炭煮食，並請學生從這些方法中發

現應注意哪些問題才能達成任務及避免危險？ 

2、教師歸納注意事項：（5'） 

（1）注意安全，不用手拿炭。 

（2）不拿夾子玩耍。 

（3）風大則將炭架密一點，風小則將炭架疏。 

（4）爆玉米花最先要慢慢移動使奶油溶化，接著要固定盤

子，讓大火來爆玉米花。（火勢若太小，爆出的玉米

會黃黃焦焦的不好吃） 

（5）其它食物要如何檢視巳經熟了。 

（6）滅跡要確實（先用水澆熄再將炭夾入水桶中，待五分鐘

左右夾出，不能將有餘灰的炭放入垃圾袋中） 

（7）活動中要保持乾淨，活動後要收到不留痕跡。 

（8）注意團體合作。 

3、評分時刻：（10'） 

各隊依評分項目進行自評與互評（準備、架炭、合作、衞生、

滅跡） 

4、頒獎時刻：（10'） 

（1）依準備、架炭、合作、衞生、滅跡等五個項目分項

選出最優小隊，頒發榮譽旗，並接受歡呼。 

（2）計算準備、架炭、合作、衞生、滅跡等五個項目的

總分，選出最優小隊，頒發榮譽旗，並接受歡呼。

 

 
 
 
 
 
 
 
 
 
 
 
 
 
 
 
 

學習單（自評

與互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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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續上頁 

教   學   活   動（第三節課） 備   註 

※分享時刻（40’） 

1、教師請學生享用成果，並提問討論活動中的各種問題。例如： 

（1）剛才的活動中，同學看到了什麼？ 

（2）這些事情對你產生什麼影響？你覺得應該如何才

好？為什麼你會有這種感覺呢？ 

（3）烤肉、爆玉米、烤筊白筍等的方法有何不同？如何

才能烤出原汁原味？ 

（4）這些食物的營養價值如何？萬一吃多了會怎樣？可

以用什麼方法來消耗這些熱量？ 

（5）如果下次有機會出去活動，你想如何改進，活動會

進行得更好？ 

、2、請學生想想週休二日時，可以和家人進行哪些休閒活動？

如果在鄉下的家中院子裏進行野炊，烤給家人吃，可以增

進親子關係，但要注意哪些安全措施？ 

＝＝＝＝第一、二、三節課結束＝＝＝ 

預告後續活動：下週進行家庭休閒活動企畫案。（5’） 

 

註：本教案改編自新埔國中自編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 

 

透過上述以童軍教育教學內容發展的課程設計例子，大致可

以認識透過童軍教育教學活動實際運作的程序，及其在教學方法

上的豐富表現，符合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理念及課程設計的原

則。具體而言，在上述教學活動一（休閒大家談中），運用了小隊

時間的教學方式；而在活動二（戶外休閒樂），先請有經驗的學生

說說如何架炭煮食，再讓學生動手，強調實作的重要性；而頒獎

時刻運用了榮譽榜與歡呼，肯定學生的成就；最後的分享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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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童軍的虔敬集會，同學們省思、回饋與分享活動中的事項。

此外，分享時刻更提到與「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結合，重視與

其它領域的統整。可見童軍教育的重要，不僅表現在其教學方法

的活潑、教學活動的多元，同時也在教學歷程中充滿學生個人、

小隊、自然環境彼此間的互動，使學生能體會人與自己、人與社

會、人與自然三層面的關係。 

 

 
 
 

 
第三節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專業知能之探討 

 
教師是課程改革能否成功的關鍵，教師的専業知能必須不斷

地提昇，才能確保優良的教育品質。Shulman（1987）認為教學

専業知能的基礎，包括有關専門科目的知識、有關教材的知識、

教學研究及產生於教學實務中的智慧，如此才能產生良好的教學

效果。因此童軍教師若想勝任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教學工作，除

要精研九年一貫課程及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綱要外，亦應具備他所

擔任學習領域的教學研究及教學實施等專業能力。茲就綜合活動

學習領域教師應具備的專業知能敍述如下： 

李坤崇（民 90b）指出實施綜合活動必須由以往的分科教學

改為領域教學，因此此領域教學難沿襲以往單打獨鬥的方式，必

須善用「協同教學」方能達成領域的學習目標。除了協同教學之

外，李坤崇（民 90b）也強調，面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這個之前

未曾接觸過的新領域時，教師應主動的精研課程理念而非被動的

等待上級告知，以調整専業成長的心態；進而透過自我學習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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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研究建立領域専業；而在教學過程中更應以學生本位取代教

師主導、以動態多元取代靜態一致、善用多元化教學評量，強化

資訊能力取代灌輸知識、並整合資源調整學生環境以及尊重社區

的參與。 

顏妙桂（民 89）則認為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應從教科書課

程的執行者轉換成為課程設計者，依能力指標做課程設計並發展

學校本位課程。此外教師應透過各種在職進修機會，或組成讀書

會、成長團體，研讀有關發展心理學、課程統整、活動教育、經

驗教育、教學活動設計有關的專書，運用科技與資訊進行學習與

教學，以強化教師專業能力。顏妙桂亦強調教師應具備多元學養，

在課程內容上安排多元的教材以協助學生培養「文化學習與國際

了解」、「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等基本能力，亦應尊重多元價

值的共存，而不再以單一價值規範學生的思維和行為。因此，評

量應有多元方式，以具體的能力向度，鼓勵學生達到目標的方式

取代學生資質與用功程度的方式。 

何英奇（民 90）提出教師行動研究及行動學習的重要。他強

調教師即研究者，應透過行動研究建立教師的專業知識。他更建

議教師建立反省性教學的能力。何英奇指出 Ghaye & Ghaye

（1998）的反思性實踐之教學專業模式，（見圖 2-3-1）重視反思

與實踐，包括：價值、實踐、改善、脈絡等四項反思，正好與綜

合活動學習領域的理念一致。因此，它最適合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教師專業知能的培養。Ghaye & Ghaye（1998）反思性實踐之教學

専業模式包括四項特性：循環的、有彈性的、聚焦的、神聖的。

分述如下： 

1、循環的：藉由反思與實踐建構一不斷的循環過程，不會在

結束時又重返原點，而是導向一新的及修正的循環。 

2、有彈性的：為使此模式發揮功效，彈性是極其重要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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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非意謂著一系列的步驟及工作。而是教師能從不同的角度及

起始點進行反思及實踐，並且能對學習的方法保持高度的敏感

性，畢竟提昇教學與學習不能拘限於固定的、連續的模式。 

3、聚焦的：主要在引發有意義的學習。圖一可被視為學習地

圖，此模式幫助教師引導及集中注意力，找到學習的入口

及出口並了解必須探索的知識版圖。此模式包括價值、實

踐、改善、脈絡等四項反思，教師可依照自己的興趣、専

業發展來選擇聚焦項目。 

4、神聖的：此模式使教師視教學與學習是神聖的。它連結専

業價值與實踐，教學是為了改善學習及専業發展，整個反

思過程不會是空白，而是在一變化的及不確定的脈絡。 

由上述特性，Ghaye & Ghaye（1998）反思性實踐之教學専業

模式，（見圖 2-3-2）主要目的在使教師透過行、思、知三者之交

融，啟迪教師力量，建立教學專業。Brookfield（1995）亦指出要

成為一位具有批判反省性的專業教師，需要從學生、理論、同事

的角度，以及自我傳記式反思，批判存在教學脈絡下之假說及權

力關係等，詳見圖 2-3-3。 

何英奇（民 90）同時建議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宜與同事集

體合作進行行動研究，配合 Ghaye & Ghaye（1998）與 Brookfield

（1995）的模式，在行、思、知三者交融下，以建立綜合活動課

程的教學專業如圖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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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 實踐反思模式（Ghaye & Ghaye,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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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 實踐反思四項焦點（Ghaye & Ghaye,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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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 
假說 規約性假說

霸權

典範式假說

學生 理論

自傳 同事

圖 2-3-3 專業教師批判反省性之過程（Brookfield，1995，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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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4 教育行動研究、教師反省思考與教師專業成長之關係 

（來源：陳惠邦，1998，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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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李義男（民 93）指出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素質除應符合

教育行政上的規範，具備課程發展與課堂教學能力，並且有能力

去實踐教育理想，更應具備統整和協調能力，發展活動教育的専

業知能，應用輔導知能於助人工作。 

根據上述學者的看法，在九年一貫課程中，一位稱職的綜合

活動學習領域教師所應具備的専業知能可歸納如下： 

1、統整輔導活動、童軍教育、團體活動、家政教育或其他課程。 

2、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3、善用協同教學與教師群。 

4、依分段能力指標進行課程設計。 

5、建立反省性教學的能力。 

6、多元化評量的能力。 

7、與同事集體合作進行行動研究。 

8、具備多元學養，安排多元教材，尊重多元價值。 

9、運用科技與資訊的能力。 

10、發展活動教育的専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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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童軍教育未來發展方向之探究 
 

童軍教育自民國十八年，教育部於「中小學課程暫行標準」

中，在初中新增「童軍」一科以來，至今巳有七十年歷史。七十

年來秉持著童軍特有的精神與方法，引導學生發展群性，修養品

德，對學校生活教育、休閒教育，與訓育工作的推展助益頗大，

值得肯定。在此次新課程的規劃中，雖無童軍教育之名，然依綜

合活動學習領域的理念，没有任何特殊理由童軍教育是必須從這

個領域移除的。以往童軍教育實施成效不彰的主因為升學主義之

故，此次九年一貫課程特別突顯活動課程的重要，為期童軍教育

更能在此次教改中發揮功效，原有童軍教育的課程內容勢必做一

番調整，予以減少或増列，以順應時代變遷。本節將探討因應綜

合活動學習領域的實施，童軍教育未來在教學內容上應發展的方

向及應加入的新內涵。       

                                     

壹、結合戶外教育 
 

 學者呂建政（民 85）曾於民國八十一年九月至八十二年一

月間，邀請童軍教育學科専家五人，童軍教育教師及國民中學行

政人員四人，環境教育専家四人，休閒及戶外遊憩教育専家四人，

社會賢達人士五人，合計六十二人參與運用「懷德術」的方法研

究適用未來十到二十年間之童軍教育課程內容。研究結果發現，

未來的童軍教育課程內容應刪除下列三類的內容，即童軍運動

類、不合時代需求之野外活動技能類及軍事形式操法類，而應包

含的內容可分五大類，即環境教育類、服務活動類、群體生活類、

野外生活類及休閒生活類。因此，呂氏建議童軍教育的發展趨勢，

應該配合戶外教育、環境教育、休閒教育、活動教育以及經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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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理念，以建立新的課程架構。雖說此項研究有其研究上的限

制，不過，仍可窺出童軍教育未來發展的端倪。而 Lu（2001）更

為文指出配合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實施，童軍教育的戶外及服務

活動可整合至該領域。綜合其研究及建議，童軍教育加強結合戶

外教育將愈形重要。 

 

貳、值得推展之戶外教育活動 

 

戶外教育以往並非未在童軍教育課程裏實施，然社會的變遷

及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實施，童軍戶外教育應考慮加入新興的戶

外活動，茲探討如下：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計畫內容需包含十個指定單元，在十

個指定單元中明列「野外休閒與探索活動」與「環境教育」的重

要。而這兩項單元都跟戶外有極大的關聯。蔡居澤（民 90）便指

出九年一貫課程的改革，將探索教育活動列入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指定單元「野外休閒與探索活動」，突顯探索教育在未來學校活動

課程的重要性。而在「環境教育」方面，強調採行負責任的環境

行為。Will （1997）便指出由於人們的疏忽，致使許多原野遭受

破壞，唯有人們注意細節，小心維護，才能使得這些自然資源有

所生機，因此他強調最低衝擊戶外休閒(Minimum Impact Outdoor 

Recreation)的重要性，與指定內涵的「環境教育活動」，目標一致。

而 Simon （1990）亦指出自然資源總是遭到人們的破壞，並且人

類在從事戶外活動時總是容易受傷，為降低這些傷害，専家的指

導非常重要，「戶外領導」能教導人們有效的利用自然環境，除符

合「環境教育活動」的目的外，亦與指定內涵的「危機辨識與處

理活動」目的相同。 

再者，美國童子軍協會的網站（http：//www.scouti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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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適合 11-17 歲青少年童子軍應具備的戶外活動能力提供一些指

標，含括 18 項活動，如下： 

1、一日露營（Camping－Day） 

2、家庭露營（Camping－Family）  

3、住宿型露營（Camping－Resident） 

4、大露營（Camporees） 

5、自然環境保護計畫（Conservation Projects） 

6、野外炊事（Cooking Outdoors） 

7、升火（Fire Building） 

8、釣魚（Fishing ） 

9、燃料裝置（Fueled Devices） 

10、一日遠足（Hiking－Day） 

11、多日遠足（Hiking－Multiple Day） 

12、騎馬（Horseback Riding） 

13、地圖與指南針（Map and Compass） 

14、山間腳踏車騎行（Mountain Bike Day Rides） 

15、識途定向運動（Orienteering） 

16、繩橋（Rope Bridges） 

17、求生訓練（Survival Training 

18、冬季露營（Winter Camping） 

比較上述活動與我國童軍教育課程內容，發現在我國較未涉及的

有騎馬與識途定向運動。 

從上述學者的看法、國外的經驗及因應我國的國情並以研究

者參加中國童子軍學會或國內民間團體所舉辦研習時極力推行的

戶外活動的經驗，本研究提出五項戶外活動以充實童軍戶外教育

的內涵，包括識途定向運動、探索教育、戶外領導、自然體驗、

最低衝擊戶外休閒。茲將各項戶外活動詳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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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識途定向運動（Orienteering） 

莫道（民 90）指出定向越野是十九世紀末源自北歐瑞典

國，當時作行軍訓練為主，西元一九一八年，瑞典的基蘭少校

（Major Ernst Killander）策劃一種越野式的尋寶活動，以訓練童

軍在森林中辨別方向及自尋出路的能力，由於大受歡迎，遂繼續

闡述這項比賽的各種細節，從此奠定了現代定向比賽的基本模

式。識途定向類似越野賽跑，但強調閱讀地圖、辨別方向及定向

前進。參與者藉著閱讀來判釋地形地物，並以指北針引導前進，

目的是要穿越某特定之區域並到達指定地點---檢查點，其間須自

行尋找出路，並憑其技術、體能及判斷力作出路線的選擇。這是

高度發揮個人智慧和體能，係需要快速而慎密的思考和充沛的體

力的一項戶外運動。簡言之，識途定向可解釋為：首要看地圖，

並判別地徵，再選擇路線，先決定方向，而後再前進，達指定地

點。跨越三個世紀，識途定向之形式更多樣化：可徒步（Foot-O）、

或藉越野單車（Mountain Bike-O）、輪椅、獨木舟，或甚至北歐

流行的滑雪定向（Ski-O）；可單獨地、或以家庭小組參與；可個

人或團隊接力（Relay-O）；可在日間，又可在夜間進行（Night-O）；

可於市鎮公園，郊山，丘陵野地，森林，河川或其他地形複雜的

地區進行。再者，常見於市鎮公園者，稱公園定向（Park-O）；於

山野者，稱野外定向；在山區以馬拉松形式進行者，稱馬拉松定

向（Marathaon-O）；又凡規模限於小路附近進行者，為考驗準確

的地圖判讀技術，稱精確定向（Precision-0，又稱 Trail-0，路徑

定向）；此外，在特定區域內，設置許多永久性的檢查點，多以固

定樁柱形式出現，參與者不受比賽規例之限制，可隨時並按其意

欲尋找各檢查點，這是無競賽性的休閒健體活動，稱為 Tri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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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索教育活動（Adventure Education） 
余紫瑛（民 90）認為探索教育（Adventure Education）為強調戶

外體驗學習，並以體驗學習與情境塑造為特色的系列性團體活動，

這些活動旨在透過團體歷程，發現個別差異，促進相互學習，並加

深人我互信，促進團體發展。而蔡居澤（民 90）指出探索教育活動

自從民國八十三年在師大公訓系所開設的國中童軍教育教師在職進

修班進行實驗性的教學與實施開始，七年來探索教育在台灣的發

展，無論是質與量的方面均有可觀的進步。尤其是近三年民間的力

量也紛紛投入推展探索教育的陣容，如：發展國際公司、探索教育

體驗中心、救國團等單位，此外以不同名義事實上也是推廣探索教

育的，也有金車教育基金會、飛颺青少年中心等組織。此次教改納

入其中，突顯其重要性。以下筆者探討探索教育與綜合活動學習領

域的關聯性、探索教育的內涵及實施要領： 

（一）探索教育與綜合活動的關聯性 

謝隆盛主任（民 89）從兩個方面提到探索教育與綜合活動

的關聯性： 

1、教學活動的設計來看 

探索教育每一個主題都有設定目標，而且透過活動體驗

的具體經驗，讓學習者主動投入課程的進行，並願意去

澄清自己的觀念，思考生活中的問題，尋找解決之道，

此種活動設計符合綜合活動強調「實踐」與「體驗」的

意義。 

2、從教學活動的歷程來看 

（1）尊重學生為學習主體，激發主動學習的意願探索教育

的中心思想是自發性選擇，使學生能自己去建構學習

的意義，學習本身就更具實質的教學成效。 

（2）師生共同參與，在安全信任中學習探索教育在參與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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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強調全方位價值契約，要求參與者以真誠的態

度來參與，因此師生關係是尊重、信任、安全，對學

生提供良好的學習情境，增進學習效果。 

（3）教師角色調適，使知識更具價值在探索教育中，教師

的角色由指導者轉變為引導者，使教學過程由傳統單

向知識的灌輸轉化為重視學生實際體驗，讓學生有機

會去察覺、了解自己的能力與限制，透過自我認識，

擴展學習經驗，使學習更有價值。 

（4）促進同儕互動，學習團隊技能，培養解決問題能力 

探索教育注重團隊技能的學習，個人在團隊中學習如

何與其他成員互動，增進人際關係，彼此合作，學習

解決問題的能力，完成團隊任務，再透過反思，進而

應用在實際生活中，成為自己的重要的生活能力。 

（二）童軍探索教育的內涵，分述如下： 

李義男（民 90b）指出配合九年一貫國民中小學之課程網

要，各學習領域所應涵蓋之自我成長、以及人與人、人與社會、

人與環境之間關係的探討，童軍探索教育宜予分為下列內容進

行說明： 

1、自我探索 

探索自己的需要、興趣、性向、理想、潛力，以及

個人的外在條件等，以便從事人生長期的發展工作。 

2、人際探索 

審查個人的人際關係與技能，體驗合作學習經驗，

開拓人際關係，養成親近社會的態度和行為。 

3、社區探索 

探索家庭、學校、社區、社會機構的資源，以充實

個人的生存和發展條件，和確立終身學習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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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科技探索 

探討科學知識，充實探索世界的能力，擴大人生學

習領域，建立世界觀和宇宙觀。 

5、自然探索 

探索自然界與生態，養成尊重生命與生命的根源，

養成感激、謙讓、體諒的人生態度。 

（三）探索教育的實施要領 

學者李義男（民 90b）的看法，探索教育活動的實施

應按活動設計確實有效地執行和評鑑。在執行方面應兼顧

活動任務之達成與學員個別成長之進程。因為探索活動係

依學員需要，經驗和活動環境與條件，以及探索活動的原

理進行設計，故執行時應按活動程序進行，以達成活動的

任務。其活動進程如下： 

1、定向活動：檢查個人對活動目的和任務的了解，告知

活動的安全、規則、風險，確定個人的準備就緒。 

2、領導活動：針對學員的經驗和能力採取不同的領導方

法。領導者可以親自參與學員的活動，從中協助和引

導。也可在旁觀察和支持鼓勵。 

3、檢討活動：在各個活動完成某階段任務時，應進行檢

討活動，以確定改變活動方式，或回饋團體的和個人

的成就，然後可重新再做一次或進行下一個活動。 

4、團體輔導活動：針對當日活動的進行團體諮商活動。

重點在於澄清活動價值、團體活動的特別事件、個人的

感覺和活動對自己的意義。 

5、經驗進昇活動：針對活動知能的了解與應用，評估團

體和個人的執行情形，鑑定共同和個人的特別經驗，提

議今後相關活動的方式與知能應用，擬定個人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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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程序照常規是依次進行，但是因活動內容之簡單和複雜

不同而有彈性更動。初期活動大致進行到第 3 檢討活動。比較有

深度的活動則將後三項活動合併進行。 

 

二、戶外領導（Leadership in the outdoors） 

余紫瑛（民 90）指出戶外領導的主要目標在發展和教導野外

技能及領導才能，並宣揚低衝擊的自然環境教育，必須結合「技

能」、「知識」和「判斷」，而透過不斷地直接練習和實際的領導經

驗以發展學生的領導潛能。學者李義男（民 82）曾做過一項調查

研究得知戶外領導人具備的特質和經驗如下： 

（一）具備個人野外生活知能。 

1、童軍教育之知識與技能。 

2、野外登山與露營經驗。 

3、領導長途旅行之經驗。 

（二）團體領導能力之共同因素 

1、團體經理能力。 

2、肯定、注意聴的能力。 

3、做事能力、體力和意志力。 

4、負責任。 

其中前三項均含有協調能力，可見團體經理與協調能

力是重要的團體因素。 

（三）領導態度之共同因素 

1、熱誠、耐心、為人謀福利。 

2、主持團體活動。 

3、好動、外向、表演。 

4、自制、思考。 

5、善於與青少年為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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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 3、4、5 均含大方態度。第 2、3、4 都含抽象

思考能力。足見領導態度動靜均宜；如外向也能抽象思考，

自制也能大方。 

今後可加強野外小組露營經驗、團體技能，以配合其

他野外探索活動，來實施戶外領導者的訓練工作。 

 

四、自然體驗活動 
王佩蓮（民 87）指出自然體驗活動為培養學童豐沛人性，鼓

勵其參與以自然為教材之環境學習及冒險活動等，其活動提供學

生充分享受和利用戶外環境，發揮學習原則（使用感官進行觀察

與知覺），提昇學習意願與教學效果，可促使學生在真實生活情境

中實際去體會，促進兒童的自我成長與社會化發展，為將來的成

人生活做準備。 

柯內爾(Joseph Cornell)指出自然體驗的五個原則為：少教多共

賞（Teach less share more）；傾聽學員的意見（Be receptive）；掌

握學員的注意力，激起眼、耳、鼻、心等的敏銳感官能力（Focus 

student’s attention without delay）；先看、先聽、先體驗、後說（Look 

and experience first，talk later）；最後讓喜悅的感覺彌漫整個體驗

的過程（A sence of joy should ermeate）其流程學習（flow 

learning ）包括四個步驟，依序是：激起熱切的心（Awaken 

Enthusiasm）、集中注意力（Focus Attention）、直接體驗（Direct 

Experience）與共想歡欣（啓示、領悟、鼓舞…等）（Share 

Inspiration）（轉引自方潔玫譯，民 83、金恆鑣譯，民 86、王家祥

譯，民 86） 

而陳慶隆（民 91）認為四個步驟的落實，才可以提昇自然體

驗活動的品質與成效。尤其是並享歡欣或領悟等等，更是對現行

師生單向或雙向溝通教學方式的一種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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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最低衝擊戶外休閒(Minimum Impact Outdoor Recreation) 

美國最低衝擊戶外休閒協會的網站（http://www.lnt.org）指出

最低衝擊戶外休閒(Minimum Impact Outdoor Recreation)旨在提醒

人們在戶外休閒時對環境所造成的衝擊，並教導其防止及降低這

些衝擊的技巧。主要任務在藉由教育、探索與合作，提昇並鼓勵

負責任的戶外休閒，特別著重在人力的（非馬達化的）休閒。 Will 

（1997）則認為最低衝擊戶外休閒的準則為： 

1、事前計劃、完善準備及防患於未然（Plan Ahead, prepare 

well and prevent problems before they occur）。 

2、將噪音降至最低並致力於不引人注目（keep noise to a 

minimum and strive to be inconspicuous）。 

3、將物品打包處理好（Pack it in, pack it out）。 

4、適當丟棄無法打包的任何東西（Properly dispose of 

anything that can’t be packed out） 

5、保持原貌的離開（Leave the land as you found it）。 

6、集中使用受公眾歡迎之地（In popular places, concentrate use）。 

7、分散使用人煙稀少之地（In pristine places, disperse use）。 

8、盡量避免輕度受損或是剛啟用之地。（Avoid places that are 

lightly worn or just beginning to show signs of use） 

隨著教改的浪潮，童軍教育不應只是墨守於原先設置於國民

中學童軍教育課程的面貌，童軍教育既是以戶外活動為主，在符

應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精神下，加入新的戶外教育內涵 

藉由統整的、有系統的、有意義的課程設計，使得童軍教育

更具多元化，以落實活動的實質意義，培養適應生活與解決問題

的能力，達到「活動教育化，教育活動化」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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