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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路規劃兩種宣導課程，依國小、國中到高中職需求搭配
讓學生從學習認識、接納、尊重障礙者，到障礙預防知能建立

◎ 心路基金會高雄分會校園宣導活動，歡迎臺南、高雄、屏東地區的國小、

國中、高中職各級學校來電預約申請，或索取計畫說明，可洽

(07)321-9911公共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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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是一家人∼障礙預防宣導

● 心路青年才藝展演

● 身心障礙者傳愛畫展

● 好天天愛心健走／路跑

● 障礙預防宣講

★ 愛在校園蔓延時∼生命教育、特殊教育宣導

文  臺南市柳營區重溪國小 姜文通校長

　　當第一次單車課程路騎練習返校後，小蓁迫不及待興奮的與我分享

他的成就感：「校長，我完成了 !我會騎腳踏車了 !」四年級小蓁原本不
會騎腳踏車，怕摔倒而始終不願意學，為了能和同學一起參與單車走讀，

每天下課後總會在校園空曠處，看見他練騎的身影，在同學們協助與鼓

勵之下，完成單車齒輪構造、拆解組裝、修復補胎、單車安全等系列課

程，終於可以一起踏上單車走讀課程之旅，當完成跨縣市單車長征學習

旅程返校那一刻，在頒發完騎證書與省思回饋時，看見全體孩子們臉上

洋溢著自信，我們知道，孩子們不僅學到一生受用的能力，也改變了學

習態度。

▲

 單車走讀家鄉驗證課本知識，

引領孩子社會參與。

種子需要澆灌，才會萌芽，
　　生命需要淬鍊，才會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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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 108課綱即將上路，將
取代現行九年一貫課綱及高中課

綱，如同彭漣漪 (2016)在「5分
鐘看懂 108新課綱」一文中所述：
「這波教育新浪潮，正在撼動從

小學到大學的教育現場，並顛覆

家長及第一線教育工作者想像的

大革新。」這項重大教育政策，

將是影響未來 10年臺灣教育最重

要的改革。108新課綱乃教育部於
103年正式頒布，其全稱為「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強調以素養導向為課程理念，希

望學生學習從學知識、能力，變

成學素養，「素養」要比「能力」

更適用於當今臺灣社會，是指一

個人適應現在生活及未來挑戰，

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國
▲

 教育的目的要使孩子成為快樂自信

的人，教育的方法也要是快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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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及探索體驗」與「學校在地

特色及教育發展需求」進行結合，

綜整領域知識，來研發校本課程

或特色課程。

家教育研究院，2015）。「核心
素養」承續過去課程綱要的「基

本能力」，但涵蓋更寬廣和豐富

的教育內涵，強調多面向的學習，

學校教育不再只以學科知識作為

學習的唯一範疇，而是彰顯學習

者的主體性，重視學習者能夠運

用所學於生活情境中，才能培養

核心素養，身為教育工作者，必

須思索如何再創教育價值，讓孩

子具備迎向未來的知識、能力與

態度。

　　美國作家保羅．塔夫（Paul 
Tough）曾說：「學業成就並非『成
功』的唯一指標」；毅力、熱情、

自我覺察以及自制等非認知能

力，才是促使孩子願意自我超越

的根本，得以成就孩子的未來。

而面對當前教育趨勢的改變，筆

者認為以現有的領域學習而言，

難以涵蓋素養養成的範疇，想讓

孩子具備「溝通互動、自主行動

以及社會參與」的能力，必須在

自發、互動以及共好的理念下，

改變課程的教學方式，讓「教學

▲

 攀樹課程讓孩子親近大樹，自我生命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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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越野」、「攀岩攀樹」、「食

農教育」、「空拍機操作」等學

習內容，依不同年級不同學習階

段，安排適宜的學習素材，讓學

習充滿了驚喜，也看見了「教與

學」的感動，特別是跳脫傳統而

枯燥的純課堂學習，帶領孩子走

出教室，在大自然中學習，驗證

課本內的知識，更重要的是讓孩

子從課程中，深刻體會面對逆境

的自我挑戰與成長，提高生命高

度，從而激發對生命的熱誠。

　　還記得，首次實施獨木舟課

程，兩人一舟必須要同心協力才

　　據此，本文將從學校實務面，

以筆者任職學校的校本課程為

例，分享孩子在本校戶外教育課

程中，愛上學習並自主學習的過

程，我們也發現創新教學模式除

了建構認知能力，更能培養孩子

堅韌的生命力。

　　本於「快樂學習，自信成長」

的核心價值，從認識家鄉校本課

程出發，貼近生活經驗，以「四

季山岳景觀」、「野外自然探索」

與「資訊科技」為主軸，我們設

計了「社區踏查」、「山野教育」、

「水域運動」、「單車走讀」、

▲ 

帶領孩子完成人生第一座百岳，實現自發互動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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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百岳課程，令人感動的是六

年級小詩本來是一位不太愛運動

的孩子，體育課總是以身體不適

作為推託的理由，為了能參與山

野戶外課程，每天自主體能練習，

原本以為在百岳課程時，她會在

山下等大家，但她選擇不放棄，

在老師和同學們的陪伴、鼓勵與

互助下，一起完成百岳課程，這

次課程不僅是她挑戰自我的人生

百岳，更是她一生中最難忘的回

憶。

　　郭瓊瑩 (2016)指出「鄉土生
命力影響孕育一個人成長，也是

能讓船順利前進，孩子從一味指

責對方到學會溝通合作，孩子除

了要面對湖水的恐懼，也要有耐

力、體力和溝通力，最難忘的是

那天午後突來一場大雨，看見他

們在烏雲密佈的風雨中，堅定地

逐一完成教練指定任務，並且合

力把船隻搬上岸，臉上髮絲滿是

雨水，雖有不捨，但仍為他們的

勇氣喝采與肯定。

　　「送給孩子人生第一座百岳」

是本校推動山野教育的信念，全

體六年級學生頂著高山寒風，在

相互鼓勵、彼此支持，團隊合作

▲ 

獨木舟挑戰課程，學會人際溝通與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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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這些課程將帶領孩子關心土

地環境的變遷，並學習主動關心

參與社會議題，筆者期待每個孩

子有朝一日都能成為翻轉偏鄉弱

勢的新種子。

　　教育學家史賓賽 (Herbert 
Spencer)說過：「教育是讓孩子
成為快樂自信的人，教育的手段

和方法也應該是快樂的。」學習

需要感受到樂趣，才能自主學習，

看見孩子努力的完成每一項課

程，心智比以前更成熟，也看見

教育的感動。我們深信，學習必

須要有熱情，我們更相信只要願

意改變，孩子就會被看見。 

人格養成的基礎」，而翻轉孩子

的未來，正是學校肩負的使命，

因此，結合在地特色，讓孩子認

識家鄉之美、探究家鄉的困境、

進而培養倫理關懷的情操，本校

整合「食農教育」、「自然教學」、

「資訊科技」以及「公民教育」，

帶領孩子進行田園教學，用友善

耕作農法來播種插秧；透過「生

態探索」，實施科學研究；藉由

學習「無人機操作」，來空拍家

鄉的變化；指導「社區小公民」，

參與社區事務；規劃「社區服務

學習」，關懷社區獨居老人，也

都是本校戶外教育重要的課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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