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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教育部於 104年起開始推動「戶外教育實施計畫」，在戶外教育課程計畫過程

中，教師常有安全風險管理的考量與擔心，因此影響教師帶領學生參與戶外教育課

程的意願。為了提升教師戶外教育風險管理的專業能力，特提出本計畫以提升臺灣

教師帶領戶外教育課程的風險管理能力與實作技術。 

貳、計畫目的 

本計畫將提升參與教師： 

一、風險管理的正確意識 

二、風險管理的分析能力 

三、風險管理的策略 

四、風險計畫書的撰寫 

五、妥善應對意外事件的能力 

參、計畫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執行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驗教育與領導力中心 

合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肆、計畫培訓對象 

全臺灣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及高級中學在職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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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參與資格 

一、必須具備「在職教師」身份。 

二、必須至少有五次以上戶外跨夜課程帶領經驗。 

三、必須具有持續五年以上戶外活動相關經驗。 

四、對下述四項戶外活動之一項或兩項具有教學能力 。 

       （一）登山 （二）溯溪（三）獨木舟（四）自行車 

五、對戶外教育的風險管理能力與實作技術有高度熱忱，並有意願成為本計畫培訓 

        師資者。 

六、身體健康體力良好者，足以勝任戶外教育風險管理推動工作。 

七、能夠承諾全程參與三階段培訓課程規劃。 

        第一階段：風險管理工作坊（三天） 

        第二階段：風險管理野外實務操作（兩天） 

        第三階段：教師基礎風險管理課程工作坊（兩天） 

八、需自備第二階段課程之個人戶外裝備，如登山健行裝備、自行車、頭盔、防寒 

        衣、防水包、溯溪鞋等（第二階段課程所需裝備，將隨行前通知寄出）。 

附註： 

（一）第二階段風險管理野外實務操作，請依專業興趣選一項戶外專項課程參與。 

            詳如計畫第 6頁說明。 

（二）第三階段教師基礎風險管理課程工作坊，培訓教師需四人一組擔任初階講師 

            共同授課，詳如計畫第 7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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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錄取資格順位說明 

一、具有效期限內之WFA/ WAFA/ WFR/ EMT野外急救證照或救護技術員證照，請 

        在報名系統上傳證照之證明文件。 

二、在職「正式教師」為第一錄取順位；在職「代理教師」為第二錄取順位、在職 

       「代課教師」為第三錄取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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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第一階段【風險管理工作坊】課程資訊 

臺中場次	
時間	 109 年 12 月 25 日至 109 年 12 月 27 日	

地點	 東海大學（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727 號）	

招收人數	 25 人	

授課講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謝智謀教授	

報名截止	
即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11 日截止報名，109 年 12 月 18 日公布入選之培

訓教師。	

報名限制	
僅接受任教於苗栗、臺中、彰化、南投、雲林、花蓮、臺東、金門、

馬祖、澎湖教師報名。	

 
高雄場次	

時間	 110 年 01 月 08 日至 110 年 01 月 10 日	

地點	 高雄醫學大學（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 100 號）	

招收人數	 25 人	

授課講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謝智謀教授	

報名截止	
即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14 日截止報名，109 年 12 月 20 日公布入選之培

訓教師。	

報名限制	
僅接受任教於嘉義、臺南、高雄、屏東、花蓮、臺東、金門、馬祖、

澎湖教師報名。	

 
臺北場次	

時間	 110 年 01 月 15 日至 110 年 01 月 17 日	

地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號）	
招收人數	 40 人	

授課講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謝智謀教授	

報名截止	
即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20 日截止報名，109 年 12 月 27 日公布入選之培

訓教師。	

報名限制	
僅接受任教於雙北、基隆、桃園、新竹、宜蘭、花蓮、臺東、金門、

馬祖、澎湖教師報名。	

附註： 
（一）花蓮、臺東、金門、馬祖、澎湖教師可選任一場次參與，其他地區欲參與的教 
            師請務必依任教學校所在地報名第一階段工作坊課程。 
（二）為求有效運用教育資源，避免報名成功後無故缺席，執行單位必要時採超額 
            錄取方式增加各場次培訓教師。 
（三）各場次場地教室及行前資訊以錄取後發送之行前通知信件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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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第二階段【風險管理野外實務操作】課程資訊 

課程項目 課程資訊 

登山 

授課時間 110年 1月 27日至 110年 1月 28日 
授課地點 暫定為北部或中部山區 

授課講師 
米亞桑戶外中心   林政翰 
國立體育大學休閒產業經營學系兼任講師   彭筱琦 

溯溪 

授課時間 110年 2月 27日至 110年 2月 28日 
授課地點 暫定為北部地區 

授課講師 
國立體育大學休閒產業經營學系教授   吳冠璋 
艾格探險有限公司技術總監   張星雯 

獨木舟 

授課時間 110年 2月 2日至 110年 2月 3日 
授課地點 暫定為花蓮地區 

授課講師 
光合作用戶外探索學校執行長   林妍杏 
國立臺東大學體育學系兼任講師   徐祥議 

自行車 

授課時間 110年 2月 4日至 110年 2月 5日 
授課地點 暫定為北部地區 
授課講師 中華單車文化協會理事長   陳守忠 

 
附註： 
（一）第二階段風險管理野外實務操作，請依專業興趣選填戶外課程志願序。每人 
            至多參加一項課程。  

（二）各項課程人數以 30人為限，若該項課程選課人數超過人數上限，則以報名時 
          間及報名課程志願序排列分發。 

（三）第一階段【風險管理工作坊】修課完畢，才可繼續參加第二階段【風險管理 
          野外實務操作】課程。 

（四）第二階段課程的個人裝備、交通及住宿皆需自行處理，詳細課程資訊以行前 
          通知信件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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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第三階段【教師基礎風險管理課程工作坊】課程資訊 

一、執行日期： 

        110年 3月至 4月底前須執行完畢。 

二、課程方式： 

        培訓教師需以四人為一組，在 110年 4月以前開設一場為期兩天的教師基礎風 

        險管理課程工作坊，並共同擔任授課講師。第三階段預計開設 20場教師基礎風 

        險管理課程工作坊，每場開放 35參與名額，至少約 700位教師可參與。 

三、授課對象： 

        凡對戶外風險管理能力與實作技術有興趣之教師均可參加。 

四、授課地點： 

        由四位培訓教師共同決議。 

五、訪視審查： 

        第三階段【教師基礎風險管理課程工作坊】會安排每組一位諮詢委員進行課程 

        訪視，並在課後給予培訓教師評分及課程回饋。通過三階段考核後，會授與培 

        訓教師風險管理課程結業證明書，並擔任本計畫之種子教師，未來可協助開設 

        本計畫教師基礎風險管理課程工作坊。 

六、諮詢委員名單： 

 

 

 

 

 

 

   附註：諮詢委員由主辦單位統一安排與指派。      

姓名 職稱 
李潛龍	 國立臺東大學體育學系專任講師	

徐彥暉	 臺灣野外地區緊急救護協會秘書長	

林政翰	 米亞桑戶外中心負責人	

彭筱琦	 國立體育大學休閒產業經營學系兼任講師	

張星雯	 艾格探險有限公司技術總監	

吳佳穎	 靜宜大學教學卓越計畫領導培力講師	

蔡奕緯	 WMAI 國際野外醫療協會野外急救教練	

林妍杏	 光合作用戶外探索學校執行長	

徐祥議	 國立臺東大學體育學系兼任講師	

蕭如軒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兼任講師	

洪維忼	 戶外安全對策本部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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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計畫課程安排 

 

第一期程三階段培訓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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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報名須知 

一、培訓計畫報名連結：https://reurl.cc/EzeYQn 

二、報名資格審核方式：收件後，由主辦單位針對報名資格及繳交資料進行初步審 

        閱；經確認符合計畫參與資格且繳交資料無誤後，由報名填寫之先後順序，篩 

        選出計畫培訓錄取名單，未錄取者恕不另行通知。 

三、活動相關資訊與審核名單公布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驗教育與領導力中 

        心 FB粉絲專頁。FB搜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驗教育與領導力中心」 

四、全程參與培訓計畫者，核予 40小時教師研習時數（第三階段為培訓教師資格 

        考核，因此不給予教師研習時數，敬請見諒）。 

五、本次培訓計畫需酌收新臺幣 3000元保證金，全程參與培訓課程並協助第三階 

        段兩天工作坊授課，並考核通過授予風險管理課程結業證明書後，保證金將全 

        額退還。如因個人事由致無法完成者全程課程，將不退還保證金。 

六、主辦單位保有修改、變更、活動解釋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如有任何變更內容 

        或詳細注意事項，將公布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驗教育與領導力中心 FB粉絲 

        專頁。 

拾貳、聯繫方式 

聯絡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驗教育與領導力中心  

聯絡人：陳佩茹小姐 

電話：（02）7749-1859 

 Email：zhazha0609@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