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又實用的教學法
一灰上手的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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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主也司 圖 i閩教學語計﹔

最攪動育課程蠶計﹔
台江團軍公園遊書中暉，﹛台南市安甫區四草大道，他揖﹜

夫姐星活動申心（台商市安平區安北路可 6巷， 7弄45 揖﹜

→連結，時間×空間

→連結，目標×對象

→設計，故事×謎題

→設計，策略×評量

→體驗，自然×人文

→體驗，教育×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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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佛教育工﹛暉，總是苦惱口袋裡的教學法不夠用嗎？想要設計謀
程，卻;y)知道如何著手嗎？
卜莫慌、莫害111白，就讓友種團隊傳擾你招招見骨、拳拳到肉

師資團隊
邱韻璇（ ;J~ 來）
友種團隊自然中心部南區主任

為你是學校教師、學校外的教育工作者﹔無論你是初出茅廬的教

專長／環境解說系統規劃、環境傳擂、非營利組織運作 、
環教場城策略規劃與營運、環境教育課程設計

育新鮮人，或是經驗老到的金牌教師，千萬別錯過，友種團隊將
多年來的現場教學經驗，接合理論內功、實務外功及教學心法，

濃縮成超實用的修練課程，助你練成教育職人神功。
2020夏季，友種於台南推出這2套經典再現的教學工作坊。

徐煥諾（ ;J~~－）
友種團隊台江國家公圍環境教育輔導案計劃主持人
專長／遊戲設計、活動企劃與領導、自然中心規劃、
環境教育謀程設計

你將得到「一套實用又好用的教學法」、「一套容易上手的課程
設計工具」’並且能靈活運用在不同教學目的、教學主題、場

林柚源（阿源）

鐵、對象上，同時提升課程設計能力，晉身教育職人。

友種團隊台立國家公園環境教育教師
專長／野生動物調查、生態解說

特色：

自

理論→站穩腳步，打好基髓功

注
‘mm

的→親自體驗，學習更深刻

區家欣（海膽）
友種團隊壽山國家自然公圍環擾教育教師

’,

φ 的→活動副析，傳授小撇步

切 實作→實際阱，教學力大增
S主 秘技→職人轍，心法與訣竅
對籤：
環境教育賣務工作者、對環境教育有興趣、環境教育初學者、

對多元教學方法有需求者、學校教師、其他領埸教學者或講師。

專長／海洋與臨豚生態

施曇竹（刺竹）
友種團隊壽山團蒙自然公圍環境教育教師
專長／中學地理教育、歷史地圖運用
兩堂課程皆可獲得

徐頡雯（嗎蟻）
友種團隊台江團家公圍環債教育教師
專長／野生動物調查、生態解說

環攬教育展延時數

各6. 5小時

【環境教育課程蠶計】

用地圖的教學設計】
來辨誼方位、確定各個地標位置以外，還可以做什麼呢？

課程，是經過系統化設計的過程，讓學習者可以親身體驗、思考、內化、行動，

心研聾的「地圖教學法 J ’讓您快速學會運用地圖進行教學設計，掌握地周教

奧義：

改變的機會。
本課程將讓您掌握課程設計的方法，學會G.A.M.E. 系統化工具，包含：

→快速了解環壇內的自然或人文資源

→從發散到收斂：課程主題的選擇

是豔

→依不同目的創作不同面向的地圖

→連結環攝的過去一現在一未來
→觀察晶眛週遭環攬與在地特色

→什麼是好目標：設定目標的方法
→課程為誰而教：對象的學習風格

→如何寓教於樂：多元的教學策略

、t

→教學是否有效：賣用的教學評量

→整合並創造環盾中時間與空間的故事

→創意地圖設計以深化永續關懷

課程設計流程表
自

地圖教學流程表

..國直..~~"I!罰

............

0900-0930

來者何人報到

0930-0950

門派集結認識夥伴

0950-1200

外功招式修練地圖教學體驗

1200-1300

大俠噩吃午餐

1300-1500

內功心 法 修練 地 圖教學設計解構

1500-1510

大俠養精蓄銳

1510-1550

＠ 報名網址：

內功心法演練＿ Jo也圖教學實作設計

1550-1630

外功招式演練－實作地圖試跑

1630-1650

比武現場－貫作地固解構發表會

1650-1700

武林秘笈 環境教育職人完全攻略

1700-

賦歸

https://reurl.cc/z85qg0

單單

0830-0900

來者何 人 －報 到

0900-093 0

報上名 來 －認識夥伴

0930-1030

外功招式腫駿環境資源蒐集

1030-1100

移動至練功場

1100-1130

外功招式 體驗－課程主題選擇

1130-1300

大俠愛 吃午餐

1300- 1400

心法 － G.A. M . E. 第一式

1400-1540

心法 G.A. M. E. 第二式

題已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z85qg0

1540-1550

大俠 養精 蓄 銳

1550-1630

出招！ 實作演 練

163 0-1 700

內功修練－環境教 育 職人完 全攻略

1730-

賦歸

麗麗

進 集合地點：台江國家公園遊害中心（台南市安南區四草大道 118號）

＠ 地點：天妃里活動中心（台商市安平區安北路 16巷 17弄45號）

4 室內課程：天妃里活動中心（台南市安平區安北路 16巷 17弄45號）

＠ 費用： 1800

4 費用： 1800

（含講師費 、 教材費、午餐及點心茶水 、 場地費、保險費等 ，

（含講師資、教材費、午餐及點心茶水、場地費 、 保險費等，

，市值650元

’市值650元

＠ 兩堂一起報更划算！費用3000 ，贈一套《禪想卡》

司已 兩堂一起報更划算！費用3000 ，贈一套《禪想卡》
※主辦單位保留調整活動的權力

_ep會關，發現創新教學設計的可能

在頭程中，學到了很多實踐經驗，體驗了多元教學法，老師在課程中指出，沒有

講師多年現場教學心法傳授，讓功力大增
獨家設計《禪想卡》，教學、送禮、自我反思都好用 l

~ 學員專屬共學社團，彼此交流分享學習心得及應用實況

最好的教育方式，只有最合適的教育方式。所以，在課程設計中，老師不是給我們
魚，而是教我們捕魚的方法。
老師要我們問自己，為什麼會走上環攬教育這條路？在設計輯程時，站在什麼角

度去設計譯程？設計課程的目的是什麼？環境教育不僅僅是帶孩子進入環境，不只是

在環覽中娛樂一下而己，要引導至環境教育的主題，要在環覽中教育，教育與環覽有

友種工作坊學員迴響：

關的知識，還要為了環盾而教育。
在課程中，我學到課程設計的SW 啊，並重視課程結束時的封享與評估，在課程的

遊戲體驗環節結束時，老師多次發問：「看到什麼？聽到什麼？感受到什麼？」來引
課程中安排演練與封享討論﹒能增進專

業技能、實際運用。每次老師客觀的引導，
對自己有澄清的作用，更能聚焦課程的規
劃、思考的角度，讓我學習成長，很開心。

導大家封享自己的感受與收穫，並把大家引導到課程的主題目標上來。
在最後的實作環節，我們學員分組進行課程設計並帶頭其他同學進行活動。老師

透過觀察，一針見血，提出了存在的問題。透過各組的實作，得到很多經驗，對我這
樣難乎沒有實務經驗的人來說，是非常寶貴的。

非常感謝專業講師們的精彩至于享，工作坊非常棒 l 教室的選擇和安排讓整個上課
氛圍變得十分輕鬆毫無負擔。課程設計方面也讓我重新認誼目前的不足，無論是最攬
教育課程還是其他課程其實都是相通的，精眾多的課程設計確實需要不斷的演練、調整

FAQ:

才會精影。

不是從事環攬教育工作，也可以參加嗎？

精彩有趣的課程！一整天下來穿梭安平錯綜復雜的
小巷弄，尋找古今歷史演變的贖跡，以及按圖索鸝搜索
安平特有的創獅文化，既燒腦又充實。關卡活動的安排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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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其他不同類型的教學工作坊嗎？

一照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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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趣眛性，又兼具背後的文化深度，給了我許多敢
謹，獲益良多。

囂後我在教學現場的應用有問題怎麼辦？

h ～J寺在7 、 d

.-- . ZE ~睡

覺得很開心可以遇到不同地方來的人一起合作學習，在E相交流的時候，才發現

臺灣有這麼多愛護環攬的種子正在發芽！這次的引導很開心聽到不同的方式，以住我
只聽過4F封享的方式，這次學到比較完整且有系統性的引導方式！相信未來在實際演
練的時儂可以派上用場。

詢問其他課程相關問題

TEL : ( 02)

2368-0603 研訓部︱林素燕

Ema i I : tsubame I i n@f r i end I yseed. com. tw

S~EnD
環境友善種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