績優事蹟實錄

湯奇霖

優等

服 務 單 位 ：屏東縣新埤鄉餉潭國民小學∕教導主任
服 務 年 資 ：11年
電

話 ：(08)7981600轉12

E m a i l ：cline621@ms49.hinet.net
地

址 ：屏東縣新埤鄉餉潭村龍潭路149號

個人簡介
自然環境的永續根基於教育，教

教育相關課程，每年暑假舉辦2到3天

育提供生命無限的可能。湯奇霖主任自

自然生態體驗營與寒假賞鳥等活動，帶

大學時期開始愛上自然生態，35歲的

領學生們認識校園環境，夜間觀察、實

湯奇霖，臺東大學語文教育系畢業，

地走訪；並經營部落格「Cline的野桐

服完兵役後即任教於餉潭國小至今11

誌」，記錄餉潭校園點滴。住在臺北的

年。忠於教學也心繫於偏鄉孩子的學習

餉潭人看到後，得知有老師記錄家鄉故

力提昇，所以勤耕於環境、生態及科學

事相當感動，也讓湯奇霖感受到網路世

教育，並藉由多項環境教育專案申請，

界力量無限大。

成功整合學校特色與學校教師形成教學
研究團隊，落實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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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老師，這個像蚯蚓的動物是
什麼？」，經濟的弱勢伴隨家庭功能的

一個起點，一份熱愛，教育的溫

不足，讓學生的自信心及學習一再受

熱在餉潭地區不斷擴散。湯老師任教的

阻，環境教育正是最好的出發點。教導

餉潭國小地處偏鄉，校園擁有豐富生態

主任湯奇霖長期致力環境教育，結合課

樣貌，湯老師花3年展開校園生態調查

程規劃「餉潭國小樂活綠地圖」，帶學

紀錄，發現校園稀有保育類鳥種有大

生觀察、記錄校園裡的領角鴞及臺北赤

冠鷲及領角鴞等，還有保育類的臺北

蛙等多樣生態，他常和學童拿著望遠鏡

赤蛙等，相當珍貴。隨後也設計環境

及飼育箱，探索學校每個角落，讓學生

第
屆國家環境教育獎 個

1

人
組

受邀擔任學校環境教育講師

記錄校園生態與個人發現。現在他覺得

長，一起關心環境教育。有家長把在田

校園變得更漂亮了，因為學生都知道不

裡發現的領角鴞幼鳥送回學校，讓師生

能亂丟垃圾，以免破壞生物棲息地。因

觀察與教學；學生也會關心外來種動植

為環境及生態是餉潭的根，也是滋潤的

物對環境的影響，甚至全班合作編寫生

養料，更是餉潭孩子們最值得驕傲的資

態觀察繪本，希望讓更多人重視環境保

產。

育。
湯奇霖主任以推廣及分享環境教

最近，湯奇霖帶著4歲女兒，一路

育為職志，曾擔任屏東縣野鳥學會理事

尋訪屏東老樹根，踏出認識家鄉土地的

長及屏東縣環境教育輔導員，於高雄師

第一步。他說，孩子從摸樹、採集、迷

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畢業後，取得環

路、看地圖及問路當中，培養了興趣，

境教育人員認證，積極協助縣內各級學

行程還沒走完，女兒就迫不及待說：

校及社區進行環境教育與生態保育教

「今年老樹點名後，明年來幫昆蟲點

育，並研發多樣化的環境教材及創意教

名，然後再幫小花點名，好不好？」最

材與課程簡報，以臻深耕於教學、活化

後還補充一句：「爸爸做的事很奇怪，

教材、成就教育之效。教育無他，唯愛

但是好好玩。」

與榜樣！期許自己能撒播教育的能量與
熱情，讓環境教育的生命之愛不斷涓流
傳唱。

環境教育事蹟

湯奇霖主任認為，環境教育很難

走過，是最美好的經驗，但是要

用量化方式來呈現教學成果，卻能從學

走得踏實，並不容易！保育類臺北赤蛙

生的行為表現看到改變，甚至影響家

的出現是餉潭國小的驕傲，而外來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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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亞洲錦蛙的現蹤，也讓學校學會付諸

於環境教育教學與教師進修，發

行動。因為從本土種到外來種再回到本

揮e化影響力。

土種的迴圈，說明的正是餉潭這個校園

玎執行教育部101-102年「未來想像

擁有讓人驚艷的生物多樣性，而藉由這

與創意人才培育計畫」，研發環

樣一次又一次的發現與引導，餉潭國小

境教育議題的創意教學與教案設

師生們漸漸清晰了，也逐漸看見了，一

計。

條環境教育的方向已然深刻地扎根在校
園的迷人路徑上。

一、以環境教育為根系
灱持續擔任屏東縣環境教育輔導員3
年，積極協助學校及社區環境教
育之推廣與活化環教思維。
牞延 展創造力精進教學計畫，研發
並推廣環境教育創意教學設計與
活動，並針對縣內30餘所學校辦

計畫」，以餉潭生活綠地圖為核
心，提供學生多元面向的服務學
習課程。

二、以探索為觸角
灱申請教育部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
與未來想像創意人才培育計畫，
組織學校環境教育研究團隊。
牞帶
 領學生進行第45屆、46屆、48

理研習，讓環境教育「動」起來

屆、49屆及52屆校內環境議題之

犴湯奇霖主任協助學校深耕環境教

科學展覽的主題探究，積極培養

育，連續獲得96、97、99及101年
屏東縣環境教育考評特優殊榮。
犵以 學校本位課程為中心，設計並
研發30餘件環境教育多媒體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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甪執行教育部100-102年「服務學習

學生環境倫理與科學素養。
犴引進校外豐富之環境教育資源與
保育團體力量，提供師生更多元
豐富的研習進修與學習體驗。

材，5件環境教育e化網站，落實

犵以
 實務投入推動能源教育，與學

成立學校亞洲錦蛙科展小隊

成立學校美麗花蝴蝶觀察小隊

第

校團隊共同爭取97年度台電公司

屆國家環境教育獎 個

1

節能比賽榮獲第1名。

三、以教育心推展
灱配 合 教 育 部 外 來 種 議 題 防 治 主
軸，運用所學協助南區各級學校
進行外來種議題的經驗推展，協
助辦理屏東縣環境教育相關研習
牞參與屏東市萬年溪重點議題，主
分享與宣導、融入教學，並擔任
屏東市復興國小走讀萬年溪系列
外聘講師。

會等組織）與慈濟善心團體（慈
濟、佛光山等），帶領學生力行
居家節能減廢運動，並指導學生
落實資源回收。
犵自 9 1 年 起 長 期 記 錄 學 校 及 社 區

犴參與屏東縣隘寮溪重點議題，湯

周遭環境的變化與生物多樣性，

奇霖主任主編隘寮溪校外教學路

推動「餉潭樂活綠地圖」服務學

線，並廣為分享與宣導、融入教

習。

學，結合隘寮溪周邊學校進行推

組

編萬年溪綠色生活地圖，並廣為

犴引進並結合環保團體（荒野、鳥

人

20餘場次。

觀察生物：校園生態教育扎根

五、以專長勤推廣

廣。
犵協助南區2所大專院校及30餘所

灱受邀擔任高雄師範大學及大仁科

國、高中小學擔任環境教育推廣

技大學的環境教育認證機構講

講師，獲環保署97年環保有功教

師。

師。

四、以鄉里情傳薪
灱每學年結合自然領域課程，帶領

牞受邀擔任屏東縣環保局100年社區
環境教育解說志工培訓講師、101
年環保小局長活動講師及102年公
館國小「聽演講做學問」講師。

學生進行社區水資源檢測，並擔

犴受 邀擔任高雄市大樹區姑山社區

任屏東縣環保局推廣宣導社區水

講師，協助社區編寫綠色生活地

資源志工研習講師，共3場次。

圖。

牞蒐集餉潭地區環境問題與水資源

犵透 過餉潭國小環境教育網、餉潭

議題，湯奇霖主任引導學生、教

99年、100年及101年資訊融入環

師及社區家長正確環境教育觀

境教育教學網並經營「Cline的野

念，並融入課程設計「水水餉

桐誌」個人部落格，將環境教育

潭」教學模組。

的理念傳播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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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成長、師長們可以親近環境、創意發

大武山是屏東人的母親，餉潭國

想、以環境教育為根系的餉潭幸福貓頭

小何其有幸正地處她潤澤的山麓下，但

鷹校園。

也何其無奈，因為外在資訊刺激不足，

101年起，湯奇霖主任申請了教育

因為謀生不易而人口外移嚴重，諸多種

部「中小學未來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

種不利的因素滯礙了學生的學習路，但

畫」，推動校園成為屏東縣「外來種議

所有的老師不曾卻步，不曾放棄過任何

題資訊教育中心」的核心目標，計畫共

一絲可以教導孩子成長的機會。因為餉

分為3年，在第1年計畫中，獲得教育

潭國小師生們看見了，環境及生態多樣

處及中山大學計畫主持群的肯定，因

性正是餉潭國小的根，是滋潤的養料，

此，接待了遠從澳洲來的外國學者蒞臨

也是餉潭孩子最值得驕傲的資產！

餉潭環境教育校園。藉由多元活潑的教

這一路走來，湯奇霖主任深深體

學方式引導學童們認識臺灣重要的外來

會「當各方一再追求環境硬體的營造、

入侵種，以及培養孩子們學會以環境倫

設施及棲地的重設下，看似資源不足、

理為核心的生態學觀點，重新思考人與

設備落後的餉潭國小，其實走得更紮

外來種的環境議題，並落實環境教育在

實、更穩健、也更加幸福！」，因為每

居家、社區及校園的身體力行與應用。

一次與土地的觀察教學活動，每一場與

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之下，環境教

自然邀約的探索發現，湯主任看見孩子

育及創意低碳校園成就了餉潭國小師生

們臉上的喜悅與笑容，看見社區家長的

們對於餉潭的珍惜，更親近了新的天

驚豔眼神與讚賞，其實這不斷的鼓舞著

空、新的夥伴關係，還有新的思維模

餉潭國小師生們。

式！湯奇霖主任逐漸引導成立了學校環

因此，湯主任讓餉潭國小決定以

教團隊，歷經3任校長，依舊堅持：一

環境教育為核心，以低碳校園為脈絡，

次又一次的用環境教育訴說餉潭國小師

服務學習體驗一日環境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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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營造一個孩子們可以歡喜奔跑、學

未來展望

校園野鳥週深耕保育教育

第

生們發現，用一個又一個的精彩故事，

屆國家環境教育獎 個

1

一張又一張的觀察照片，用一雙雙交接
的眼神，從故事之中再連結出另外一個
故事。10年了，餉潭的環境教育依然
是個現在進行式！湯奇霖主任堅信：任
何成功的事都是從一個決心、一顆種子
開始，努力既已開始，就會勇往直前、
義無反顧地走下去！

著校園中發現的秘密花園，隨時肯定他

「99分和100分的愛，差別並

們、讚美他們，那是一種生活的帶領、

不大；但從0到1分的愛，差別卻是

一種生命的體驗與一股生態的傻勁兒。

『無』跟『有』。」在偏鄉小學服務超

「三生一體」，我慢慢發現：孩

過10年的光景，我未曾動過想要離開

子開始改變了！我的自然課成了一間可

的念頭！因為這裡的孩子要的真的不

以創意發想的教室、可以放膽討論與參

多，我們每天所做的即使再忙、再累，

與對話的平臺，更是一個讓全校師生可

聽到孩子一聲清亮有勁的問好，看到他

以共同體現環境教育的場合。在「無」

們在所有弱勢的不利中，依舊保有最溫

跟「有」之間，我偷偷地放進了「愛」

暖的純真與熱情，我深深感動！透過多

的元素，而這些想法與省思，4年來在

年來積極申請的各項環境教育相關計

我的部落格中共累積了超過200餘篇的

畫，讓學校在推動環境教育的腳步上更

文字和影像紀錄。我相信：環境教育就

有支持，也更加確立了方向。也在這樣

是生活中的教育，只有在「愛」的起心

的基礎上，我開始協助各級學校的環境

動念下，我們才會共同去愛護這個校

教育推廣，輔以網路世界的無遠弗屆、

園、這個社區與環境。

相互提昇下，我真的發現：有心，推動
環境教育就不難！做，就對了~

組

推動心得

人

帶領萬年溪沿岸學校學生尋訪河川

快樂是什麼？這是我時常在問自
己的問題！什麼樣的快樂可以讓人不斷

校園領角鴞的拜訪是讓人記憶深

地從事探究與精進、什麼樣的快樂又會

刻的序曲！而那段青春歲月也正是學校

讓人願意分享與傳遞？很多人會認為：

環境教育的開端，起心動念的開始。如

「快樂就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何能用一種魅力，吸引著學校的孩子們

可我認為：「喜歡自己所做的事情，那

看到校園中出現的蝶鳥蟲蛙，第一個就

才是快樂！」環境教育對於我而言，就

想到我？那是種挑戰！於是我將自己放

是這樣一件可以隨時充滿熱情與快樂的

在隨時準備與孩子出發去探索環境與生

事情，更是一件值得深耕與執著無悔的

態的狀態，隨時與他們沒有壓力地討論

志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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