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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法自然，快樂學習
機關(構)簡介
林務局為維護生物多樣性，達成森

及公部門建立夥伴關係，成為臺灣環境

林與自然資源之永續經營與發展目標，

教育推廣及資訊的交流平台，集合各方

自96年起，結合在地專業夥伴單位，

力量為臺灣生態環境的永續發展而努

優先自具有發展潛力之現有場域執行發

力。101年4月正式通過環保署環境教

展輔導，成立8處具有「保育、教育、

育設施場所認證，成為東部地區第1個

研究、文化及遊憩」等多功能的自然教

經認證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每年提供

育中心。

1.5萬人次優質的環境學習與戶外遊憩

池南自然教育中心於97年7月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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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

開幕，營運至今，持續努力藉由各方資

池南自然教育中心座落於花蓮縣境

源的整合，透過多元的夥伴關係合作模

內最大的內陸湖泊「鯉魚潭」旁，面積

式，歷年來陸續與教育單位、民間團體

達169公頃，擁有豐富的林業文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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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蟲共和國─幼稚園小朋友展示蝴蝶貼貼樂作品

守護青蛙─學童在遊戲中體會青蛙生存的危機

及東部特殊的自然、地質資源，加上園

進入，現有的7條步道路線可供訪客進

區交通便利，一直以來為民眾遊憩體

行遊憩體驗，並且在野餐觀景步道上設

驗、環境學習及登山健行的活動場域。

有森林美育平台，做為森林美育課程的

池南自然教育中心的池南區為荖溪

戶外活動場地。區內為熱帶闊葉樹林分

沿西、北、東三面環繞形成沖積扇地

布地帶，林相完整且森林蓊鬱，加上有

形，區內設有採運機具展示館，步道邊

鯉魚潭水域環境，因此物種資源豐富，

則陳列著各式保存良好的集材機具、火

適合進行營隊探索活動。

屆國家環境教育獎 機 關 構( 組
)

1

車頭、運材索道及蹦蹦車，可配合自然
文化與歷史。早期木材存放的貯木場，

推動環境教育事蹟

現今已成為綠野體驗場，為自然教育中

花蓮林區管理處自96年起透過

中心的林業課程，說明池南地區的林業

心教學活動主要的戶外體驗場地。

公、私部門合作，並委託學術單位系

根據池南區的環境資源與林業特

統性發展課程方案，結合正規及非正規

色，現已發展有「守護青蛙」、「鷹眼

教育，提供戶外教學、主題活動、專業

看大地」、「蟲蟲共和國」、「昆蟲特

研習、特別企劃及環境解說等5大類服

攻隊」、「林業生活歲時記」、「珍愛

務。

地球」、「綠生活，愛地球」、「黑熊

花蓮林管處透過結合學術單位專業

的故事」以及成人環境教育的「愛地球

培力，展現對於全球環境變遷及國內保

新主張」等校外教學課程與模組，不僅

育政策的推動與落實，規劃了多元、豐

有趣，亦將生活習慣與各項環境危機進

富有趣的課程活動，已成為東部環境教

行連結，讓參與的學生瞭解生活對於環

育最佳的實踐場域。

境的影響，進而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

池南自然教育中心成立以來，即以

鯉魚山步道區位於鯉魚潭東側，與

開創東部環境教育新局面為己任。在環

池南區隔著台9丙線相望，從環潭公路

境教育的推廣面向上，除了傳承園區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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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營隊─在荖溪體驗溪流生態

厚的的林業歷史，也辦理許多自然環境

場域空間研發12套戶外教學課程、11

相關的活動，如提供學生戶外教學；配

套主題活動、3套專業研習、2套環境

合季節性以及周邊社區之活動，舉辦一

解說及1套特別企劃等共計29套課程，

系列適合一般大眾以及親子同樂的主題

自97年成立迄今，共計辦理環境教育

活動；提供給國家森林志工、相關環境

課程達928梯次，參與人數達51,153人

教育機構、學校教師及NGO團體等關心

次。

環境教育之人士的專業研習；還有為團
體規劃特別企劃等活動。

在服務能量提昇的同時，品質提昇
及弱勢關懷亦是自然教育中心的重點工

此外，池南自然教育中心，也積極

作之一，中心未來將持續研發符合在地

與各單位合作，如黑潮海洋文教基金

特色及環境變遷議題之環境教育課程。

會、花蓮縣環境教育輔導團、特有生物

另外，花蓮林管處秉持資源共享及扶助

研究保育中心、永齡希望小學、花蓮家

弱勢的理念，於101年辦理13梯次偏鄉

扶中心、臺灣黑熊保育協會、東華大

及社會福利單位孩童過夜型環境教育營

學、池南社區發展協會及花蓮棲地保育

隊活動，讓這些孩子們在森林中與大自

學會等，提供環境教育優質的交流平

然一同作息，即使生活資源缺乏，因為

台。

這個計畫，偏鄉孩童重新發覺自然世界
池南自然教育中心期盼提昇學童及

民眾環境覺知、敏感度、知識及培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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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營隊─在荖溪體驗溪流生態

的喜樂、驚異與神祕，擁有「歡笑的童
年」。

環境的關懷態度，特別規劃「戶外教

專業人員培力是極重要的環節，花

學」、「主題活動」、「專業研習」、

蓮林管處自97年起推動了暑期實習生

「環境解說」及「特別企劃」5大類具

計畫，招募對環境教育有興趣的大專院

有在地性及專業的環境教育課程，希望

校學生，利用暑假在池南進行實務訓

透過多元的環境教育課程，連結人與自

練，在紮實的培訓下，目前已有4位暑

然的情感，實踐永續生活的目標。利用

期實習生陸續成為池南的環境教育教

第

於97年7月起正式運作，於101年4月通

屆國家環境教育獎 機 關 構( 組
)

1

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在長遠發展
上，池南自然教育中心秉持成立宗旨
「連結人與自然，創造一個快樂學習的
優質教育場域，進而實踐永續生活。」
擬訂未來發展願景及目標，實踐環境教
育發展。
面對全球環境變遷、社經結構的改
變、12年國民教育的規劃實施、環境
學生正在獨角仙棲地探索地底下的動物

教育法上路及自然資源管理等議題，池

師，未來更會持續培力環境教育種子，

南自然教育中心秉持行動研究模式，發

讓環境教育綠芽在臺灣各地發芽茁壯。

展成為學習型組織，以不斷的學習來解
決問題。5年來中心接受環境教育界夥

未來展望

伴們的支持協助及學校教師學童的正面

周儒教授（2011）指出建立一個

的課程活動，期許成為東部最優質的戶

環境教育機制，以提供社會大眾對於環

外環境教育場所。在長遠發展上，池南

境學習的需求，是各國推動環境教育工

自然教育中心更期待能成為政府單位與

作的一項重要措施，臺灣也需要創造一

民間團體之環境教育推廣交流平台，與

個完善的環境學習平台，以提供學校、

大家一同為環境教育與戶外遊憩品質而

社區居民與一般市民有意義與優質的環

努力。

迴響肯定。未來將持續地提供豐富多元

境學習機會與產品。池南自然教育中心
願景

目標

1.讓更多人了解林業；2.確保高品質的服務；3.被認定為戶外環境教育領航者
期程

短期(1-2年)

中期(3-5年)

長期(6-10年)

經營管理

1.修訂池南森林遊樂區計
畫。
2.加強對外地行銷。

協助各單位通過環境教育
設施場所認證。

成為國內從事戶外環境教
育的公部門典範。

場域規劃

改善園區環境友善設施

整建獨立之自然教育中
心、學員宿舍及森林教室
等。

規劃符合在地林業特色與
環境教育之學習場域。

課程活動

1.制訂教學評估與回饋機
制。
2.加強全球環境變遷及防
災環境教育課程。
3.持續提供弱勢孩童環境
教育協助方案。

1.增進服務質與量，課程
多樣性及深度。
2.辦理課程設計、教學評
量工作坊。

成為國內環境教育課程研
發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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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業生活歲時記─在園區樹林體驗森林與人的互動

推動心得
如果臺灣是一本書，
那森林便是最奇幻的字句，

等方式，相互學習，全面提昇同仁環境
教育及中心經營管理之專業知能。
彼得．聖吉（Senge, 1990）認為

寫下福爾摩沙美麗的四季詩篇。

學習型組織是組織中的成員不斷的發展

我們將引領孩子，

其能力，以實現其真正的願望，同時在

閱讀臺灣最美麗的山林生態，

組織中培育出創新且具影響力的思考模

透過環境教育體驗探索，

式，並且聚集熱忱，能繼續不斷的在團

學習生態的奧妙，

體中從事學習。中心的行動研究團隊運

與敬愛這美麗的自然土地。

用策略規劃擬定中心願景與目標，再藉

在各界的支持與關懷下不斷成長，

由行動研究研擬現場實務工作的解決對

池南自然教育中心即將滿5歲了。如同

策。在整體發展願景，以及各團隊成員

一個小孩被拉拔長大，5歲的池南自然

共同討論決定的明確發展目標，為日

教育中心也有一段長成故事可以訴說。

後成員的培力訓練方向奠定了重要的基

說是孩子，是因我們還在成長中，5年

礎。在擁有60多年歷史的公部門老單

的歲月不算長，但從無到有的過程，也

位中，培養營造出「學習型組織」的條

蘊涵不少的成長心得，願與大家分享。

件，充分顯現了重視與面對「改變」，

灱學習型組織－提昇經營管理效率

保持暢通的溝通及協調管道，有效解決

「池南自然教育中心發展團隊」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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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研討會及國內外環境學習機構參訪

突發事件及臨時的變化，進而能夠加深

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同仁與學術單位

成員間團隊默契，凝聚組織共識。

建立良好的夥伴關係，經由行動研究逐

牞學生的笑顏－是我們前進重要的動力

步解決各中心籌設過程面臨之問題。過

有好幾次，當告訴學生這一天的課

程中持續透過成長研習、分區發展會

程已上完了，學生竟說還想留下來繼續

的一句話。

助於許多專家學者的研究心血，自然教

寓教於樂是池南課程設計思考的重

育中心雖剛起步，但已有許多環境教育

點，我們極重視將環境教育的目標蘊藏

資源值得我們去探尋去整合。我們並非

在有趣的活動中。有趣的活動不少，但

事事都行，只不過願意將觸角探得遠一

需思考如何與課程的環境教育目標相配

些廣一些。與臺灣黑熊保育協會合作設

合，再者也需考量學生的年齡或認知層

計黑熊教案、與池南社區合作推動原住

次。曾有混齡的國小三、四年級一同上

民文化的主題活動等，都是例子。目前

一個適用於一到三年級的課程模組，我

林務局也著手辦理各中心教師的交流計

們即發現雖然只差一個年級，但年齡較

畫，相信透過彼此的觀摩學習，進步的

大的學生對課程的反應便不若他們的弟

動力會更強勁。

妹來得高昂。

1

屆國家環境教育獎 機 關 構( 組
)

肩膀上，同樣，池南的課程設計也是借

第

上課！這應是執行環境教育最甜在心頭

自然教育中心的運作，並非單獨一

符合認知、著重趣味及具有意義是

方可資完備，我們期望未來的路是合作

我們在課程設計時，不斷琢磨討論的重

與分享的大道，環境教育是一項永續大

點。牛頓曾說，他的成就是踩在巨人的

業，值得大家同心協力以赴！

綠生活愛地球課程讓高中生反思生活中的環境行動

環境教育4小時課程啟發學員對環境議題的關注

暑期營隊─在鯉魚山森林步道體驗森林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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