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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論文是以「涂大芳體驗自然活動」為研究主題，回觀自 1996 年到

2010 年間，實踐者在台灣推展及實踐體驗自然活動的歷程與紀實。 研

究發現，實踐者個人童年自然經驗、家庭經驗及求學經驗等重大生命經

驗影響了她投入體驗自然活動的決心。並因台灣社會的背景脈絡及實踐

者價值觀，放棄推展體驗自然活動帶領人「證照制度」，將實踐方向帶

向，以台北地區兒童為對象的「大自然裡的生命教育」。 本論文探討了

「涂大芳體驗自然活動」獨特運轉的關鍵，如家長的參與負責，行政

家長協助經營班級，教學老師的帶領等。也呈現分析了「涂大芳體驗自

然活動」的形式與內容，安全議題，「大自然裡的生命教育」課程的現



場。 論文過程釐清了研究者自身的許多困惑，辨認其多年實踐的默會知

識，因而更踏實肯定自身社會實踐的意義，確認出未來走向，將能更有

意識參與公民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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