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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 團 

讓每個孩子愛上學習 L0VE TO LEARN 

「愛學習」體驗教育主題營隊企劃 
 

【翻轉教育】-愛學習 i 學習 新氣象 

 

 

 

 

 

 

 

你想要一個什麼樣的學習資源？ 

一個有「行動力、支持力、創造力」的學習觀念翻轉！ 

力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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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生氣蓬勃、相處融洽的精進氛圍！ 

一個創意無限、體貼包容的學習團隊！ 

一個自信互信、陽光燦爛的成長學園！ 
 



  

外展冒險 outward bound 
外展一詞，譯自英文Outward bound，他的原意是指船隻出港，航向大海。

更深層的是指一個人經由戶外冒險，以及一連串自我挑戰，鍛鍊強韌的意志力而邁

入人生的成熟期。 

在新加坡外展教育被納入正式教育課程至今42年，新加坡規定，14到16歲的

中學生，都必須參與這為期五天的冒險計畫。爾後，更鼓勵學生到全球冒險，李顯

龍2004年當選新加坡總理時，更在新加坡國慶演說中強調外展教育體驗式教學法 

，實現了“教學生越少，他們學得越多”的教育理想。 

 

• IF YOU WANT TO FEEL SECURE, 

若想要感覺安全無虞! 

• DO WHAT YOU ALREADY KNOW HOW TO DO. 

去做本來就會做的事；! 

• BUT IF YOU WANT TO GROW 

若想要真正成長，! 

• GO TO THE CUTTING EDGE OF YOUR COMPETENCE 

那就要挑戰能力的極限，! 

• WHICH MEANS A TEMPORARY LOSS OF SECURITY 

也就是暫時的失去安全感，! 

• SO…WHENEVER YOU DON’T QUITE KNOW WHAT YOU’RE DOING 

所以，當你不能確定自己在做什麼時， 

• KNOW THAT YOU ARE GROWING 

起碼要知道，你正在成長！ 

 

 
 

挑戰自我、突破極限、精彩學習、成就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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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體驗教育 
Adventure Education 

本計畫引進盛行美國的教育訓練新趨勢之一的體驗學習模式—冒險體驗教育 

(Adventure Education)，針對新世代學生設計的團隊共識凝聚課程，不同於傳統

團康活動，透過各種多元動態的體驗式活動課程，讓參加學生體會團隊精神的建⽴ 

、引導學生自我覺察與反思，同時在營隊活動中融⼊了品格、倫理、生命、生活教

育，從活動中培養積極正⾯的未來領導人特質。 

參考紐⻄蘭堤河⾢學校安排戶外森林的互動體驗課程，設計採取A.E. 

(Adeventure Eduction)冒險探索教育：室內與戶外探索體驗課程、野外安全認

知、定向越野、挑戰自我極限……等課程，引導參加學生透過有趣、冒險的自然探

索去⾯對自⼰的生命狀態，並且在未來的學習與團隊合作的過程裡，經由引導員的

引導去發現自⼰與他人之間真實的互動。並透過自然體驗、探索體驗教育及團隊運

作的生活，協助團隊文化的發展，培養共同解決問題及⾯對挫折的能力，了解自⼰

的人際特質、行為⾵格及學習尊重他人，了解自然及生命的奧妙與價值。 

本次辦理愛學習營隊的宗旨為「溫馨活力、團隊凝聚、快樂成長、激發潛能」 

，⽬標是幫助參加學生「挑戰自我、突破極限、精彩學習、成就⾮凡」，為辦理相

關團隊學習共識營最佳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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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構想 
壹、前言 

廿一世紀是創意的時代，也是團隊的世紀，每個成員都不可避免的被要求發揮

創意，創造團隊價值與績效，更是讓未來學生的學習生涯規劃，以及新世代領導人

的領導力提升，充分展現動能的原力。本課程提供學習操作的實驗室，強調實際操

作和體驗的學習模式。此模式是以團隊動力與發展為架構，主要在於強化「溝通協

調」、「問題解決」、「創意思考」、「團隊合作」、「領導與被領導」、「團隊

信任」……等⽬標的套裝課程，催化團隊動力與效益，創造１＋１＞２的可能。 

課程活動以充滿啟發性、挑戰性、刺激性及趣味性活動的參與，代替傳統單調

的授課方式，讓成員在無壓力的狀態下，體驗活動所賦與的意義。 

學習的成果往往只在課程的當下，對學員產生影響和效果，被帶回到現實學習

與生活情境中的，只有不到1/10 。因此我們特別注重引導的技巧，不但在活動設

計上能儘量與實際生活相仿，更希望能藉由引導策略，將學習的經驗和成果，能有

效完整的轉移到實際的生活和學習歷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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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特色 
1. 改善思考模式：啟發多元思維、增進創意與提高問題解決能力。 

2. 強化溝通技巧：在活動中增強傾聽，學會給予夥伴回饋。 

3. 嘗試未知的事務和參與較具冒險性的活動。 

4. 改善決策能力：透過活動中所塑造的情境，模擬評估訊息與決策內容

的可行性，可學習嘗試錯誤但不需付出太高的代價。 

5. 強化團隊工作：快速建立團隊，給予並接受團隊的支持。 

6. 改善計畫能力：透過團隊的激盪，決定達成⽬標的步驟，提高計畫的

周全性。 

7. 強化領導能力：從情境中學習，引領團隊達成⽬標的能力。 

8. 符合「全人素養教育」精神，相同的主題可開展成親子營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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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國團探索體驗教育團隊 
 

 

 

 

 

 

 

 
 

 

 

 

 

 

 

中臺灣一群有理念的教育伙伴 

含括了老師、主任、校長、教官、義工各方菁英

在離開奉獻一生的教育、工作崗位後 

秉持毋忘教育初衷的心念與赤忱

持續奉獻一輩子生命淬練的菁華

展現華麗充實的生命另一頁璀璨

服務更多的大眾 

這就是救國團探索體驗教育團隊



  

計畫內容 
一、指導單位：救國團總團部 

二、主辦單位：救國團苗栗縣團委會 

三、承辦單位：救國團探索教育中心 

四、舉辦日期：配合公司或學校(一天或多天) 

 五、辦理地點：配合公司或學校 

六、參加對象：公司同仁或學生 

七、實施方式：（詳見課程表） 

以講授式之認知課程和體驗式之探索教育活動交叉運用，配置

專業課程引導講師二至五人。除認知課程採室內講授方式實施外， 

體驗式課程採動態的情境式領導活動，及室內、戶外挑戰性活動體

驗與實作，以激發學員的創意、潛能和企圖心。每項活動必須透過

團隊合作，才能迎接挑戰、克服困難、發揮創意、解決問題、達成 

⽬標，課程具教育性、啟思性、挑戰性及趣味性。

八、預期效益： 

（一）讓參與學員體驗團隊合作的力量，建立開放溝通、相互信任

與支持、有⽬標感的團隊，增強團隊凝聚力與向心力，提升

團隊與個人的競爭力。 

（二）消除團隊普遍存在的「缺乏信任、懼怕衝突、欠缺投入、逃

避責任、無視結果」等機能障礙。 

（三）加強溝通協調意識，消除溝通障礙。 

（四）提升學習管理、溝通能力，迅速提升效能。 

（五）激發團隊動力與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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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課程活動學習⽬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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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包容
團隊倫理 
挑戰創新 

共學團隊
核心⽬標 

溝通協調 
⽬標設定 
信任合作 

成功卓越
解決問題
共好共贏 



  

課程表（第一天） 
時間 課程結構 課程效益 

08:30-09:00 喜相逢 參加學員報到 

09:00-10:00 
破冰活動 

熱心與熱身 

Opneing 

◎說明探索體驗學習課程進行方式。 

◎奠定探索體驗的主軸精神、建構團隊學習基礎。 

◎破除人際籓離，活潑氣氛，製造樂趣，增進互動。 

◎藉由活動的方式，喚起學習熱忱。 

10:00-11:00 
團隊共好 

團隊建立 

Team: 

◎增進小組成員認識，建立小組默契。 

◎瞭解成員角色特質，強化團隊凝聚與向心力。 

◎團隊成員的角色與關係建構。 

11:00-12:00 
團隊溝通 

與合作 

◎檢視成員溝通互動的品質與狀態，加強傾聽與分享 

  練習。 

◎藉由活動內化，瞭解團隊能量在於1+1〉2的真義。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團隊溝通 

活力效能 

◎檢視成員與團隊之間領導與被領導的互動關係。 

◎評估團隊發展歷程，推動團隊目標的共創。 

◎協助團隊處理情緒問題，提昇團隊決策力。 

◎強化溝通協調，確認共同目標，團隊建立增強團隊動 

  能。 

◎建立團隊整體的信任感，強化成員的互信與激勵作用 

  。 

15:00-16:30 團隊激勵 
◎激勵成員士氣，使團隊同心協力，尋求共同超越的可 

  能，創造高績效的班級團隊 

16：30 快樂賦歸 

 



  

 

「選好⽬標、定好方向、奮勇向前」

學習不只是學習，更是人生 

重點不只是你走了多遠的距離 

而是這段學習路途中的觀察與學習 

重點不是你在什麼地方

而是你知道⽬標在哪裡

清楚路要怎麼走 

有伙伴陪你走這一段路是幸福的 

而能一起享受這段路則是奢華的幸福 

希望大家成功學習達陣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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