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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報名表（基本資料與注意事項檢核）參選單位或個人均需填寫並傳送 email  

教育部體育署 109-110年度各級學校【優質登山教育推手選拔】報名表 

參選類別

甄選主題 

A.□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國小組□國中組□高中組) 

  A1□卓越登峰獎（學校） 

  A2□山野推手獎（個人） 

□登山教育＋環境教育  

□登山教育＋探索教育 

□登山教育＋環境教育＋探索教育 

B.□大專校院登山相關社團 

  B1.□卓越登峰獎（社團） 

  B2.□山野推手獎（個人） 

      □指導教師  □社團領導人 

■登山教育＋ 

□山林守護□調查研究 

□社會服務□創新經營（可複選） 

參選者 

基本資料 

□卓越登峰獎（學校或社團）／報名卓越登峰獎之參選學校或社團獎寫 

學校或大專社團名稱（全銜）：                                          

校長姓名：                （大專社團負責人姓名：                 ）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請填寫團隊成員代表至多 3位，序號 1為代表聯絡人。） 

 

 姓    名 職  稱 聯絡電話 Email 
1     

2     

3     

 

高中以下學校校長（或大專社團負責人）核章(職章或私章)：                

□山野推手獎（個人）／報名參選山野推手獎之個人填寫 

姓    名  看得清楚臉的個人照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服務單位  
電話（公）  
手  機  
Email  

FB 或 LINE  
 

報名參選山野推手獎之個人核章(或簽名)：                        

【參選者登山教育成果簡介】（若有網站或網路上相關成果請檢附連結網址） 

登山教育推手 
成果簡介 
(300 字以內) 

 
 
 
 
相關成果網路佐證連結（可含影音）： 
1. 
2. 

參選編號（由承辦單位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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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書面資料文件】（請打勾並依序放入信封內） 

自我檢視確認 

□  報名表 1 份（附件 1-1 所有參賽者均需填寫） 
□  甄選文件（成果方案）一式 2 份 
  （高中以下學校或個人填寫附件 1-2、大專社團或個人填寫附件 1-3） 
□  切結書暨授權書 1 份（附件 2 所有參賽者均需填寫） 
□ 電子檔案光碟或隨身硬碟 
  （含報名表、甄選文件或方案、成果佐證資料） 
□ 相關附件與佐證資料（或網路、雲端之連結網址） 

附註說明 

一、書面資料（紙本輸出）報名卓越登峰獎之高中以下學校或大專社團，請單位

負責人核章（職章或私章），報名山野推手獎之個人請核章（或簽名）。 
二、報名表各項基本資料請詳實填寫，如有不齊全者，將不予受理評選。 
三、後續獎勵作業，將依照報名表資料內容進行製作，請確認資料內容之正確

性，經確認送出後，不得再要求承辦單位協助更改資料。 
四、本報名表欄位不足者可自行增加，但頁數以 3 頁為限。 
五、所送資料，不論入選與否，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底稿。 
六、所屬單位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含個人）：1.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所轄之

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含個人），參選文件請以「紙本正本（含報名表

與附件）與光碟一份（請勿黏貼標籤及上鎖）」，於 110 年 10 月 1 日（五）

中午 12：00 前送達各直轄市、縣（市）政府。2. 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將報名甄選的學校或個人，彙整名單與參選文件後，於 110 年 10 月 11 日

（一）下午 17：00 前寄達台師大公領系，逾期將不受理。 
收件地址：106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 誠 10 樓 1012 室（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收件單位：教育部山野教育推廣計畫工作團隊「109-110 年度優質登山教育

推手選拔」甄選小組收 
七、所屬單位為國立學校附設國民中小學、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及全國私立高級

中等學校等申請學校、大專登山社團（含個人），將參賽方案「紙本正本（含

報名表與附件）與光碟或隨身碟一份（請勿黏貼標籤及上鎖）」，於 110 年 10
月 1 日（五）中午 12：00 前寄達台師大公領系，逾期恕不受理。 
收件地址：106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 誠 10 樓 1012 室（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收件單位：教育部山野教育推廣計畫工作團隊「109-110 年度優質登山教育

推手選拔」甄選小組收 

送交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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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高中以下學校（學校/個人）甄選方案參選學校或個人均需填寫並傳送 email  

教育部體育署 109-110年度各級學校【優質登山教育推手選拔】成果方案 

A、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校、個人） 

參選單位 
或參選人 

A1□卓越登峰獎（學校）     
學校：                          
聯絡人：                         

A2□山野推手獎（個人） 
學校/職稱：                      
姓名：                           

方案名稱  

推動山野 
課程歷程 

課程開始年度： _______年至_______年  共____年 

課程實施 
理念目標 

闡述推動實施登山教育、山野教育理念願景，包含如何藉登山與山野課程，融入

學校優質課程或山野教育策略聯盟之目標。（150-200 字） 

推動山野 
課程特色 

闡述推動山野教育的課程、活動特色（150-200 字）。 

行政支持

與運作 
學校推動登山教育與山野教育課程，行政如何支援教學（跨處室行政組職與運作

方式）。若為個人報名，應敘明其所扮演的角色或與行政支持的關聯。（250 字） 

場域/人力

資源運用 
闡述山野場域環境資源如何運用，內部與外部人力資源協作系統，及如何統合相

關資源連結，促進整體登山安全、山野課程與教學的品質。（250 字） 

風險評估 
安全管理 

學校（或個人）如何進行登山與山野課程活動的風險評估、安全管理（包含緊急

應變機制）等作為，應詳述之。（250 字） 

課程教學

活動內涵 
登山/山野教育行程規劃與課程教學設計及引導，如何連結十二年國教的部定課程

或校訂課程相關核心素養，或探究實作主題/專題/議題等課程內涵。（350 字） 

學習表現 
多元評量 

方案對學生的影響與改變，尤其在課程前／中／後的學習表現、多元評量，或探

究實作的創造性思維；也可就該方案對教師/家長等的影響。（300 字） 

參選編號（由承辦單位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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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推廣性 
擴散效應 

登山教育與山野課程總體成效、創新效益與可推廣性如何擴大分享、連結與推廣

（外延效益），使學習產生深層的漣漪與擴散作用。（250 字） 

登山教育

成果摘要 

參賽推手應針對登山教育、山野教育之課程與教學等推廣活動成果，撰寫 500-800 
字摘要(建議可採用新聞稿樣式，並搭配照片與圖說。) 
 
 
 
 
 
 
 
 
 
 
 
相關成果佐證資料（可含影音）連結網址： 
1. 
2. 

 
注意事項： 
  1. 參選文件（成果方案）一式 2 份。格式要求：請依照此標題與格式進行撰寫，內文撰寫可

自行調整行列。內文 A4 直式橫書、左側裝訂、單行間距、插入頁碼、字型大小 12 號，

含封面全文至多 6 頁，含相關附件與佐證資料以 10 頁為限（建議附件與佐證資料以電子檔

或網路連結網址方式呈現）。 
  2.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已申請並獲得體育署山野教育推廣補助者，可依該校實施成果予以濃縮

簡化，提綱挈領，呈現該校實施成果的歷程與亮點。 
  3. 相關佐證資料裝訂成冊：內容為教材教案、書籍、獎狀、影像資料等有關證明書文件及活

動照片 8-10 張供參，圖片解析度 300 dpi 以上之 JPG 格式（建議附件與佐證資料以電子檔

或網路連結網址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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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大專校院登山社團（社團/個人）甄選方案參選社團或個人均需填寫並傳送 email  

教育部體育署 109-110年度各級學校【優質登山教育推手選拔】成果方案 

B、大專校院登山社團（社團、個人） 

參選單位 
或參選人 

A1□卓越登峰獎（社團）     
社團名稱：                         
聯絡人：                         

A2□山野推手獎（個人） 
學校/職稱：                         
姓名：                            

方案名稱  

登山教育

推動歷程 
開始年度： _______年至_______年  共____年 

登山教育

重點特色 
闡述推動山野教育的課程、活動特色（150-200 字）。 

社團經營

理念目標 
闡述社團經營的理念願景與目標，包含除了登山教育外，還設定哪些有關於調查

研究、社會服務、創新經營等、戶外領導等等目標。（150-200 字） 

社團行政

組織運作 

社團行政組織運作，包含近三年社團人數增減（量化指標）、人力素質（質性描

述）及整體運作機制。若為個人報名，應敘明其在社團行政組織運作中的角色與

主要貢獻。（250 字） 

場域/人力

資源運用 

社團近三年來活動場域，如何運用環境資源及外部人力資源（如學長姐/O.B.）及

專業人士等，以促進社團經驗傳承、登山安全、社會服務或調查研究。若為個人

報名，應敘明其在此項次中的貢獻。（300 字） 

風險評估 
安全管理 

社團如何進行登山前的山難預防（風險評估與安全準備）、出隊中的安全管理（含

緊急應變機制）及山難搜救等如何處理自救、求就、搜救等。個人申請者應說明

自己在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機制上的角色。（350 字） 

學習表現 
總體素養 

社團經營對參與學生知識、技能、態度等總體素養的影響，或探究實作等創造性

思維與行動。個人申請者應說明自己在該項次中的角色與貢獻。（300 字） 

創新經營 
未來期許 

參賽社團（個人）對未來期許與創新經營策略；尤應著重該經驗如何擴大分享、

連結與推廣（外延效益），使其他登山社團也能借鏡取經。（250 字） 



6 
 

登山教育

成果摘要 

參賽推手應針對登山教育及相關成果，撰寫 500-800 字具體成果摘要(建議採用新

聞稿樣式，並搭配照片與圖說。) 
 
 
 
 
 
 
 
 
 
 
 
 
相關成果佐證資料（可含影音）連結網址： 
1. 
2. 

 
注意事項： 
  1. 參選文件（成果方案）一式 2 份。格式要求：請依照此標題與格式進行撰寫，內文撰寫可

自行調整行列。內文 A4 直式橫書、左側裝訂、單行間距、插入頁碼、字型大小 12 號，

含封面全文至多 6 頁，含相關附件與佐證資料以 10 頁為限（建議附件與佐證資料以電子檔

或網路連結網址方式呈現）。 
  2. 相關佐證資料裝訂成冊：內容為活動成果、相關方案、歷程檔案、教材教案、書籍、獎

狀、影像資料等有關證明書文件及活動照片 8-10 張供參，圖片解析度 300 dpi 以上之 JPG
格式（建議附件與佐證資料以電子檔或網路連結網址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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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切結書與授權書參選學校（社團）或個人均需填寫並簽章  

教育部體育署 109-110年度各級學校【優質登山教育推手選拔】 

切結書與授權書 
 

本校/本社團/本人                  同意參與教育部（含體育署）辦理「教育部

體育署 109-110 年度各級學校【優質登山教育推手選拔】」，並提供相關資料參與選拔

作業，如獲該獎項同意提供相關照片、貢獻事蹟等資料作為後續宣傳使用。其相關成

果文字、照片等係為本縣市/本校/本人所創作，未違反智慧財產權法之相關規定，如有

抄襲、仿冒等妨害他人著作權者或其餘不實情形，得由主辦單位取消得獎資格，收回

已核發之行政獎勵獎金，本校/本社團/本人無任何異議，並將自負法律責任。 
本校/本社團/本人（以下簡稱甲方）並同意無償授權教育部（含體育署）及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乙方），使用甲方報名參加「教育部體育署 109-110 年度各級學

校【優質登山教育推手選拔】」之作品（含佐證文件/圖片/影音素材等）與所提供之網

路連結相關成果資料。 
甲方同意並擔保以下條款： 
  1. 甲方授權之作品內容皆為自行創作。 
  2. 甲方擁有權限簽署並履行本同意書，且已取得簽署本同意書必要之第三者同意與

授權。 
  3. 甲方作品無償授權乙方於非營利目的下，得出版、典藏、推廣、借閱、公布、發

行、重製、複製、公開展示、上網與宣傳之使用。 
  4. 授權之作品無侵害任何第三者之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商業機密或其他智慧

財產權之情形。 
  5. 甲方不得運用同一作品參加其他比賽，亦不得運用已獲獎作品參加本選拔活動。 
  6. 如違反本同意書各項規定，甲方須自負法律責任，乙方並得要求甲方返還全數得

獎獎勵，於本同意書內容範圍內，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致乙方受有損害，甲方

應負賠償乙方之責。 
  7. 甲方得獎作品無償授權乙方不限時間、方式、次數及地域利用（包括公開傳輸），

其著作人格權並受著作權法保護。 
 
此致 
教育部（含體育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學校/社團全銜： 
學校（社團）代表人/授權人：                 （請簽名⁄蓋印信）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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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報名專用信封 縣市政府彙整所屬學校、國立高中職、大專社團與個人等寄發用 

教育部體育署 109-110年度各級學校【優質登山教育推手選拔】報名專用信封 

 

寄件人/單位： 

地址： 

電話： 
 

 

 

 

收件人 

106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

與活動領導學系  

葉孟學先生收 

 
 
  

 

 

參選資料確認（請打勾並依序放入信封內，縣市政府勾選可複選。） 

※報名類別（直轄市縣市政府彙整請填寫   校，   人。謝謝！） 

A.□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國小組□國中組□高中組) 

      A1□卓越登峰獎（學校）共   校 A2□山野推手獎（個人）共   人 

B.□大專校院登山相關社團 

      B1.□卓越登峰獎（社團）     B2.□山野推手獎（個人） 

 

※內附文件（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協助確認各校必備資料，謝謝！） 

□  報名表 1 份（附件 1-1 所有參賽者均需填寫並核章）必備 
□  甄選文件（成果方案）一式 2 份必備 

      （高中以下學校/個人附件 1-2、大專社團/個人附件 1-3） 
□  切結書暨授權書 1 份（附件 2 所有參選者均需填寫並核章）必備 
□ 電子檔案光碟或隨身硬碟   

□ 相關附件與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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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直轄市/縣市政府彙整表 
※本表僅供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彙整資料用（可自行增列） 

直轄市/縣市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參選資料彙整表 
縣市名稱：__________________ 

直轄市/縣市政府名稱 承辦人 連絡電話 

   

編號 
卓越登峰獎

（學校） 
學校全銜 成果方案名稱 團隊連絡人 連絡電話 

小 1 

國小組 

    

小 2     

小 3     

中 1 

國中組 

    

中 2     

中 3     

高 1 

高中組 

    

高 2     

高 3     

編號 
山野推手獎

（個人） 
姓 名 

職稱 服務單位 連絡電話 

個 1     

個 2     

個 3     

業務辦理單位聯絡資料 

承 辦 人：                 （簽章處） 

連絡電話： 
電子信箱： 

（單位主管核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