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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戶外－對話互動教育講師培訓計劃 

~一個培養「對話的力量」的專業技術~ 

可用於親子之間、師生之間、同儕之間、上司下屬之間…等 

 

瘋戶外長期耕耘親子、企業之戶外冒險與教育活動，以「對話的力量」來支撐起瘋

戶外的核心價值－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連結，至使每每參與瘋戶外活動的學員們總有不

同的感動與收獲。而現在，我們將透過培訓計劃，在我們的引導下，培育更多的講師夥

伴，一同來成就自已與成就別人，一起瘋戶外！ 

 

◆培訓計劃源起                                                          

我們是否用對了方式，真正與對方「對話」呢？ 

當你關心的跟孩子詢問是否有吃飯，他竟說：「不用管我……」 

當你想給孩子未來成長的建議，她卻回：「每次都說一樣，可以講點別的嗎?……」 

 

我們每天都在說話，都以為在溝通，但你是否是真正雙向交流的對話，還是讓人

感受到你的緊張與擔憂，或是讓人感受到慣性的「我說你聽」的說服、命令和大

道理，即便是戶外冒險與教育活動，對話也都悄悄地透過各種狀態進行中。 

 

「瘋戶外－對話互動教育講師培訓計劃」是南部第一個將對話核心帶入戶外冒險與教育

活動的機構，秉著十多年的專業資歷，促成了本次講師培訓計劃的進行，透過講課、實

作、實戰輔導等一系列過程，為未來的準講師們紮下最厚實的根基。 

 

瘋戶外期許培育更多的講師夥伴，於日後的親子、企業之戶外冒險與教育活動，可以引

領大人小孩，一同於各式的活動情境中，透由身體、語言產生真正的雙向交流，讓對話

產生力量，引領各親子之間、師生之間、同儕之間、上司下屬之間的成長與成就。 

 

◆培訓計劃單位 

主辦單位：瘋戶外事業有限公司 

協辦單位：紘悅場域電商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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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計劃內容 

「瘋戶外－對話互動教育講師培訓計劃」以減少理論講述，大幅增加實務比重之方式，

以情境設計之教學模式，與分組探討型式，讓未來準講師們可以真正體會「對話的力量」，

此項專業技術於課前、課後展現出的差異！ 

 

本培訓計劃內容如下： 

 

1. 學習戶外冒險與教育活動相關產業文化與特色。 

2. 學習對話技巧與引導技巧。 

3. 學習各類活動應用之理論核心。 

4. 學習 Colors 人格分析。 

5. 學習戶外冒險與教育活動之技術課程。 

6. 學會講師應有的身體語言與個人魅力。 

7. 學習各類活動控場之注意事項及應變方式。 

 

◆培訓對象 

1. 欲成為戶外體驗教育領域相關從業人員。 

2. 欲成從事教育領域相關從業人員。 

3. 欲成為社工、諮商、心理相關從業人員。 

4. 欲成為親子與家庭教育相關從業人員。 

5. 欲成為企業講師之人員。 

6. 對本主題有興趣之人員。 

 

◆培訓方式 

「瘋戶外－對話互動教育講師培訓計劃」以透過三階段來進行養成： 

第一階段－情境操作與演練，12 小時。以情境帶領來演練與學習理論。 

          (註：驗證方式：需設計生活對話情境) 

第二階段－活動操作與實習，8 次。以實際活動參與與操作。 

(註：驗證方式：需完全參與活動前、中、後之操作，並交付心得報名) 

(註：本階段亦視同瘋戶外之工作夥伴，得領最底基本時薪津貼) 

第三階段：面試操作與評核，1 次。以面試及筆試，來驗證是否取得本計劃之講師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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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情境操作與演練培訓 

時間：第一場次 2018/04/29 (日) 09:00 ~ 21:00 

      第二場次 2018/05/26 (六) 09:00 ~ 21:00 

地點：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 385 號 2 樓(紘悅場域電商基地) 

時間 培訓內容 

9:00~9:30 

【產業文化情境】 

1. 產業文化與概述 

2. 講師的角色 特質 

3. 講師必要的職能 

4. 講師的專業形象  

9:30~12:30 

【如何理解與尊重自己和他人最好的一面】 

1. 什麼原因，影響我們的想法與行動？ 

2. 什麼觀點，為什麼有些人跟我很接近，有些卻很相斥？ 

3. 什麼角色，在生活中自己大多扮演哪些角色？ 

12:30~13:30 午間休息（用餐自理） 

13:30~17:30 

【各類情境操作】 

1. 「經驗學習」透過經驗學習來對話。 

2. 「對話反思」引導團隊進行對話反思。 

3. 情境演練： 

情境Ａ：透過對話，促進家長覺察清子互動的盲點，進而調整

自己，學習與孩子間互動的模式。 

情境 B：透過對話反思，促進團隊間的溝通合作與問題解決，

協助團隊釐清問題，看見彼此立場進而形成共識。 

情境 C：透過極限挑戰的對話經驗，尋找自我的可能，面對自

我的目標訂定與人生突破 

17:30~18:30 晚間休息（用餐自理） 

18:30~20:30 

【分組對話演練與分享】 

1. 對話，需要注意的事情。 

2. 對話，遇到問題時處理方式。 

3. 演練與分享。 

20:30~21:00 
【第二階段－活動操作與實習】解說 

【第三階段：面試操作與評核】解說 

*主辦單位保留調整課程內容與講師之權利     

*主辦單位得視報名情況而保留實際開課日期的變更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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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活動操作與實習 

時間：4 月中~8 月底 

地點：高雄各專案活動場次 

月份 實習活動場次 

4 月份 

4 月 1 日(日)柴山精靈-攀岩秘境瘋戶外 (上午場)(下午場)  

4 月 4 日(三)甲仙樹上鳥居瘋戶外(下午場) 

4 月 14 日(六)親子溯溪瘋戶外(下午場)  

4 月 15 日(日)大樹鳳梨小廚神瘋戶外(上午場) (下午場) 

4 月 22 日(日)荒野山林逃脫瘋戶外(上午場) (下午場) 

4 月 28 日(六)向心力 SUP 瘋戶外(上午場) (下午場) 

4 月 29 日(日)會員日-親子風格探索瘋戶外(上午場) (下午場) 

其他平假日各企業/團體活動專案 

5 月份 

5 月 6 日(日)旗山香蕉小廚神瘋戶外(上午場) (下午場) 

5 月 19 日(六)親子溯溪瘋戶外(上午場) (下午場) 

5 月 20 日(日)城市小獵人瘋戶外(上午場) (下午場) 

5 月 26 日(六)親子造筏瘋戶外(上午場) (下午場) 

5 月 27 日(日)會員日-親子風格探索瘋戶外(上午場) (下午場) 

其他平假日各企業/團體活動專案 

6 月份 

親子活動專案 

企業/團體活動專案 

其他專案 

7 月份 

親子活動專案 

企業/團體活動專案 

其他專案 

8 月份 

親子活動專案 

企業/團體活動專案 

其他專案 

*主辦單位保留調整實習活動場次之權利     

*準講師可依自身時間狀況安排實習活動場次 

*準講師亦視同瘋戶外之工作夥伴，得領最底基本時薪津貼 

 

第三階段：面試操作與評核 

時間：2018 年 6/2(六)  09：00 ~ 12：00(紘悅場域電商基地) 

地點：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 385 號 2 樓 

*相關面試及評核細節，將於第一階段進行公告 

*若本次未能完成第一、第二階段者，將另安排其他月份進行。 



5 
 

 

◆培訓費用及權益： 

1. 本三階段之培訓計劃費用：NT$18,800 元，費用含各階段之教材、評測等。 

(第一階段費用：6,800 元、第二階段費用：8,000 元、第三階段費用：4,000 元) 

2. 凡於 4 月 8 日前完成報名並繳費者，可享三階段早鳥優惠一次價：6,800 元。 

3. 團報優惠：3 人團報可打 9 折。 

4. 團報優惠與早鳥優惠可一併使用。 

 

◆報名方式 

1. 電話報名：07- 3521154 

2. Email 報名：funoutdoor.go@gmail.com 

3. 報名者需檢附個人背景簡介，主辦單位保有審視權利。 

 

◆發展願景 

1. 提昇個人視野及自我成長。 

2. 提昇個人專業講師技能。 

3. 強化原工作領域之整體能力提昇。 

4. 成為專職親子戶外教學專業講師。 

5. 成為專業企業探索教育講師。 

6. 可依興趣與願景發展而自行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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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瘋戶外】簡介 

瘋戶外以台灣得天獨厚的自然景觀、結合人文底蘊，以安全為首要考慮因素，運用

體驗式及人際風格等教育或訓練方法，藉由深度探索台灣各處的山林、溪流，提供各項

親子互動、團隊共識、戶外體驗、探索教育、冒險教育等客製主題式學習環境與訓練，

進行企業共識及親子互動發展與培育，並以此強化學習效果，且創造每個人獨特的記憶

與發展。 

1.品牌詮釋:瘋戶外的 LOGO，就是這隻最具代表性的「石龍子」！ 「石龍子」具有敏捷行

動力，象徵著在戶外中無畏逆流而下的阻擋，依然靈活應變，捲曲尾巴兼具再

生能力的特徵，是活躍的生命力與堅毅不拔的精神！ 

2.使命： 應用體驗學習及人際風格工具等教學法，與自然環境結合，以客製化的訓練及教

育服務，為提升親子及社會人才發展提供實質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