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４ 第 47 期 人本教育基金會 
寒假森林育活動員培訓 

 
~從培訓與活動中掙脫舊教育的束縛~ 

~和孩子一同學習愛與被愛~ 

~體會生命的價值與尊嚴~ 

~欣賞人向上向善的能力~ 

~展現最真實的自我~ 

~過個有意思有意識的生活~ 

 

**你的加入 將為自己和孩子帶來不一樣的世界** 
【號召對象】 
活動員：年滿十八歲，想成為帶隊活動員並願意自我成長的大專院校學生。 
 
▲完成培訓與評估後，即可於 2015 年人本寒假營隊帶梯，實踐沒有口哨命令與值星官
的營隊教育。 
 
【出梯須知】 
☆營隊津貼：帶隊活動為有給制，可領取費用。 
★活動員需「專責照顧 5-6 位小朋友」，並與夥伴合作「設計 2-3 個教案」並於梯隊結
束後製作「讚美集」給 5-6 位小朋友。 
☆出梯資格：需完整完成培訓課程 
          （請假者應完成補課） 
 
【上課地點】 
11/1(六)、11/2(日)、12/7(日) 
人本教育基金會 南部聯合辦公室 
11/22(六)-11/23(日) 
新北市關渡基督書院 
 
【報名費用】 
2,000 元 (含餐費及全國二天一夜活培
營住宿但不含交通)  
※3 人成行 9 折優惠，早鳥報名 10 月 17
號之前 95 折優惠  (以上優惠取其一) 
※課程全勤者，贈人本教育札記一本。 
(請假補課不列入全勤)  



第 47 期高雄活動員培訓課程表 

日期/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11/1 

(六) 

9:30- 

10:00 

走進森林小徑 
「這裡提供給我的，不只是出梯的機會，更是展現自我的可能！」 

在你認識我們之前、先讓我們有機會認識你，有機會看到一個個有意思的人，看到人身

上的創意、自由與獨特… 

森林育工作人員 

&小組長 

10:00-

12:00 

開啟新營隊文化—森林育面面觀 
在森林育中，我們不套交情，沒有值星官，沒有處罰，沒有小獎品，那到底我們如何跟

孩子互動？活動真的能順利進行嗎? 

活動員的角色是協助者、照顧者還是教育者?什麼是「以人為本」的教育？教育改革和

我有什麼關係？少了威權、命令，人為什麼還願意學習？人還會願意遵守約定嗎？這堂

課就讓我們一起來看看森林育的種種吧~ 

李振源 

人本教育基金會 

森林育主任 

13:30- 

15:30 

〈九命人〉-紀錄片座談 
如果繼續允許或寬恕暴力，我們將無法面對孩子的雙眼 -Professor Pinheiro 

  在民國 95 年，台灣通過了教育基本法，促進校園零體罰，但身為學生的我們卻仍難

逃被體罰的經驗，有些人離開學校多年之後，仍深刻記得體罰的恐怖。本片從一名受訪

者與當年的老師對質體罰事件說起，從學校、教師、家長、學生等不同角度切入，探討

體罰的議題。反對體罰的我們，想要維護的到底是什麼? 

張 萍 

人本教育基金會 

南部聯合辦公室 

主任 

15:40-

16:40 

森林育圖像 

寒假，我們要帶孩子玩什麼？在各式各樣不同的主題裡有哪些好玩、值得一探究竟的議

題？你準備好在哪個主題中大展身手呢？讓我們一同體驗各個主題的精彩之處吧！ 

森林育工作人員 

11/2 

(日) 

10:00-

12:00 

童稚世界無限—人本兒童觀 
「小孩天生的以他樂於和敢於體驗的勇氣，參予大自然的領域與秩序；小孩無須風帆，

也不必依賴船，他像鳥一樣無畏懼，直奔不可測知的未來。」 

孩子，除了擁有無畏的生之勇氣，以一顆毫無畏懼的心闖蕩、摸索週遭環境的秩序，從

中認識並建構屬於自己的世界。讓我們一起從不同的角度、擁有新的眼光看待孩子。 

黃俐雅 

人本教育基金會 

數學想想國 

高雄教室 主任 

13:30- 

15:00 
在這裡,大人 v.s 小孩的關係 森林育小組長 

15:00- 

18:00 

你來我往才叫溝通 
溝通，不只有聆聽、不只練習說出自己的想法；更重要的是，在溝通的時候，你怎麼讓

對方聽懂。 
為什麼說者無心、聽者有意?是不是說話的語句和態度，無意識的透露出怎麼看這件事。 

這堂課我們將會看見原來每個人的溝通方式，會因應著不同的環境而有不同的樣貌，這

些不同的樣貌都是我們的生存姿態，而到底要怎麼樣的溝通，才能察覺他人又能照顧自

己。突破溝通的盲點，轉化和改變要從察覺自我的狀態開始。 

何素珍 

輔英科技大學 

專任講師 

11/22（六）- 11/23（日）台北二天一夜活培營 
地點：（基督書院）新北市淡水區自強路 51 號 

11/22 

(六) 

1500-

1700 

你是怎麼知道的 
人本教育，是教育的理想；人本教育的實現，是懷抱理想者無可逃避的任務。 
在教學當中，敎學者希望能吸引孩子們的教學，必定需要有某種厲害的賣點吸引孩子；

因此常聽見教育需要創新，但為了創意而創意的教學，會不會不小心離開教育的初衷?  
身為教學者的我們，又要如何將我們所明白的道理，用一種方式吸引孩子也願意投入熱

史英 

人本教育基金會 

董事長 



情開始練習思考呢? 

1830-

2100 

公民論壇 

「永遠不要懷疑，一小群用心執著的平民百姓，就足以改變這個世界。事實上，這件事

情一直在發生。」 
— 美國人類學家 Margaret Mead 
踩在學生和社會人的界線上的我們，在面臨台灣現今許多的議題時，你會選邊站?忽視

它?還是要假裝從沒發生過?要如何認識這些赤裸裸攤在眼前的問題，我們又可以用什麼

樣的姿態參予其中。 
了解、認識、或許是改變最好的方法!! 

待邀約 

11/23 

(日) 

0900-

1200 

森林園遊會 
在課程即將結束前，讓我們有這樣的一段時間，沉澱關於課程的種種，也有機會和你最

親近的夥伴們一起討論，在梯隊就要開始的時刻，可能會遇上什麼樣的情境，而身為擁

有自主性的活動員，你是怎麼想這件事，你又會怎麼面對這些挑戰呢? 

森林育工作人員 

1300-

1500 

愛是喚起愛的能力 
“愛＂簡單的一個字，要實踐卻沒有想像中的容易 
常常我們會問：怎麼愛孩子? 
但在這之前，你有沒有想過我們的內心中都有個孩子需要我們去寶貝它、愛護它 
當我們開始學習著愛自己，自然而然的就長出了愛人的能量了！ 

謝淑美 

人本教育基金會 

副執行長 

12/7 

(日) 

10:00-

12:00 

以人為本的教學，該從何下手 ─ 重建學習圖像 
反思在教學之前，自己要先把要教學的內容學會，而用什麼樣的方式學會一件事。針對

一個問題，練習猜想與反駁，才能透徹的把問題想清楚。對一件事有了疑惑，接下來只

要轉轉腦袋，你會發現事情跟我們原本想的不太一樣 
從這堂課當中，你絕對能深刻的感受到思考是一件有趣的事。 

林青蘭 

森林小學 

主任 

13:00-

14:30 

讚美時間與讚美集攻略 
讚美集是我們給小孩愛的禮物，這個禮物真誠而甜蜜，令人愉悅而舒服，要如何創造出

這份愛的禮物呢?我們將傳授秘笈給你。 

林青蘭 

森林小學 

主任 

15:00- 

17:00 

成為快樂的活動員自己的主人 
準備要出梯了，即將成為梯隊中孩子的照顧者，感覺充滿責任與壓力，

那我們該如何在梯隊中成為真正快樂的活動員？ 

黃俐雅 

人本教育基金會 

數學想想國 

高雄教室 主任 

梯隊前 

梯隊籌備期(依梯隊需求調整開會次數) 

除了培訓課程之外，各梯隊領隊及活動員們將在出梯之前，進行數次的梯隊籌備會議：活動場地探勘、思考人

本理念、設計與演練教案、培養夥伴間默契、討論孩子在梯隊中可能出現的各種狀況及處理方式…… 

從籌備到出梯，在對人與知識的思考與實踐過程中，是人本森林育讓所有參與者創造深刻體驗的好機會。 

1-2 月 森林育出梯了！ 

3 月 
後森林育 

梯隊結束了，除了身體上的疲憊、腦海中迴旋不掉的孩子的模樣，還有衝擊的心情需要沈澱，藉著彼此的分享

與討論，追尋成長的思維將獲得提昇。 

 

  



報名方式: 

先以網路或電話預約報名，並於一週內繳交報名表及報名費即可完
成報名 
⊙繳費方式： 
可至報名處以現金繳費或將繳費收據傳真或郵寄至報名處 
⊙報名地點： 
１. 南部聯合辦公室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249 號 4 樓〉 
電話：(07)7260833 轉 124 or 123  
傳真：(07)7260315 
 
２. 劃撥帳號：41971474      

戶名：財團法人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 
  ATM 轉帳：822 (中國信託)   037-540-066-483 
 
３. 報名表回傳信箱：ss790117@hef.org.tw 石小姐 
⊙退費辦法： 
１. 一星期以前通知本會退出者，九折退費。 
２. 一星期內，三天以前通知者，六折退費。 
３. 課程前兩天通知者，三折退費。 
４. 課程開始後退出者恕不退費。 
⊙聯絡相關： 
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http://www.hef.org.tw 
高雄森林育粉絲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KH.hef 

  

mailto:gcie7606@hef.org.tw
http://www.hef.org.tw/
http://www.facebook.com/KH.hef


2014 人本森林育活動員培訓 47 期 報名表 

我要報名 活動員培訓 03KC02  

姓    名  性別  身份證字號  
生日 

(年月日) 
學    校                    系               年級 
通訊地址 (   ) 
戶籍地址 (   ) 
電    話 (住家)                      (手機) 

E-mail                                                   (請務必要留) 
Facebook  

經   歷 
(社團、營隊、工作、教改……) 
 
 

照片 

興   趣  
 

為了增加對你的了解,請盡量在下面的一些問題裡發揮你的看法。 

1.為何想參加活動員培訓課程? 
 
 
 
 
2.在此之前,曾經有和孩子接觸的經驗嗎?(例如帶營隊、家教..) 

請描述一下那個經驗帶給你的想法。 

 

 

 

 

3.你覺得自己是個怎樣的人?具有那些特質? 

 

 

 

 

4.你希望在這個課程中或森林育營隊中得到怎樣的收穫？ 

 
 
 
□ 本人已詳閱人本 2014 春活動員培訓課程簡章，並同意之。 

消息來源 海報-地點：_________ FB：________   PTT：_________ 
         酷卡-地點：_________ Email：________ 朋友：_________ 其它________

繳費方式 現金  劃撥  ATM 轉帳：_________(後五碼) 
繳費金額：新台幣___________元 
【郵政劃撥】戶名：財團法人人本教育文教基金會 劃撥帳號：41971474 
【ATM 轉帳】中國信託  帳號：0375-4006-64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