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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手札 解說員帶領民眾進行自然觀察

荒野解說二十年

今
年荒野度過二十週年慶，荒野有二十年的

歷史，解說組也就有二十年的歷史 解說

組不但是協會第一批成立的志工團隊，事實上，

甚至早在籌備階段，創會理事長徐仁修老師就號

召他所教導過的一群墾丁國家公園暑期解說員

們，協助辦理相關的準備工作 協會成立後，由

顏士傑 柯芸婷 周民雄 黃麟一等人召集眾多

的志工，共同組成 解說訓練委員會 ，承辦各

項戶外推廣活動，荒野解說員最主要的任務是引

領民眾走向大自然，領略荒野的美好，進而愛上

自然 保護荒野

打從創立之初，荒野解說員承襲徐老師的

風格，秉持著生態知識與自然體驗並重的風格，

用熱情與民眾互動，帶領民眾用各種感官和心靈

一起體會大自然，避免成為只是改在戶外進行的

自然知識填鴨課 另一方面，因為把格局擴大到

環境運動的思維，所以極力推動素人解說員的精

神，不以熟悉自然知識的專家為限，更歡迎沒有

生態基底的民眾也能加入荒野解說組的行列，因

此採行定點觀察的制度，用在地磨練與團隊合作

的方式補足知識層面的稚弱，讓解說員更容易上

手進而提供解說服務，也更進一步讓與土地做最

直接的連結

爾後，隨著各分會的成立，解說業務成為

各分會必然發展的項目，因此解說員是每個分會

必備編訓的志工群組 隨著協會的發展，近年每

個分會少則合編成單一定點，多則可達十幾個定

點，每年全臺各地經常維持在四十個定點以上，

可掌握的註冊解說員人力在五百到八百人之譜，

若說曾受訓過荒野的解說員訓練而散播各地的種

子，當在兩三千人以上 過去解說員是荒野規模

最大的志工次團體，隨著親子團 推廣講師等群

組的健全化，解說員目前人數雖不再是最多的，

但仍是各分會會務與推廣上極重要的人力棟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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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協會組織的擴張，許多事務漸漸制度

化 協會成立的次年，解說組的委員會召集人改

由顏士傑 包念澄 汪惠玲三人擔任 年，

再改由現任的理事長阿孝老師召集，開始推動解

說組內部相關制度的訂定， 年首次制訂 解

說員授證辦法 ，之後演變至今日而有實習 初

級 荒野 資深荒野 凍結中 等級解說員的授

證制度，是協會中最早訂定的志工晉級制度，以

為對志工的鼓 與肯定 同時，解說組也編製第

一屆 解說教育工作報告書 ，彙整當時各分會

解說組的成果 並在大雪山舉辦第一屆 解說員

研討會 ，這場聚集各分會解說員共同學習相互

取暖的盛會 幾年之後，曾演變成荒野志工聯合

研討會，是除了年會之外，志工們跨分會橫向串

連的另一個重要活動 年編製 解說員服

務手冊 年，筆者接手解說組，加上後

來輪手總召的蘇崧棱，因應當時各工作委員會漸

上軌道的趨勢，在組織上定名為 解說教育工作

委員會 ，並制訂 解說員管理規章 ，促請各

分會任命解說總組長擔任此工作委員會的委員，

而開始召開代表各分會解說組合議的第一次 全

國解說教育委員大會 至此，解說組的組織架

構大致定型，並且也成為日後協會其他志工次團

體可以參考的模式

除了制度上的規劃之外，解說組也在實務

工作上力求創新，從定點自然觀察的基礎上，陸

續規劃山步道設計 無實體自然中心 解說三面

向等教材，荒野的解說希望不要只強調知性的教

導，同時期許解說員能廣涉社會人文，豐厚自己

的素養，慢慢走到無相的生態靈性境界 此外，

也陸續對外學習，歷年來援引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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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生態心理學 y l y 等領

域結合，目前訂定以 自然達人 EEE 體驗

式環境教育 生態心理學 為荒野解說模式

的三大推動主軸：自然達人仍以定點自然知識為

基礎，累積生態資訊的傳達，近兩年更 展成在

每年地球日時的全臺定點聯合棲地調查，讓各定

點的記錄整合成為有更意義的生態資料；EEE 體

驗式環境教育希望更有系統的引用體驗教育的方

式，結合生態遊戲，並強化帶領反思的技巧，融

合成具體驗教育風格的環境教育，以及具環境意

識的體驗教育；生態心理學則以 J 	S 所傳

授的 眾生大會 l	 	 ll	 工作坊

為代表，透過活動，為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創造

直觀及情感上的深刻連結，並宣揚荒野地保護的

心靈意義；種種方式皆旨在 展更多元化的解說

模式，提供給個性特質自不相同的解說員 風土

文物各異的定點，可依自己的特色來選修 加上

過去 展過輻射式解說 主題式解說 主旨式解

說 體驗式解說 心靈風解說 療癒系解說 解

說三面向 認知 情感 行動 等教材，堪稱荒

野解說的天龍八部

荒野地圈護是協會的核心理念，棲地守護工

作有賴全體夥伴們共同促成 隨著協會志工型態

豐富多樣，固然百花齊放，好不熱鬧；惟萬流尚

須歸宗，這兩年，阿孝理事長提醒各志工次團體

回頭思考各志工任務型態如何還是回應到協會最

最核心的宗旨：棲地保護 在此思維下，解說組

擬出 為認養棲地開路，為守護棲地加值 的定

位，解說員平時經營著自然觀察與辦推廣活動的

定點，或者遊歷到其他自然野地，在分佈時空最

廣的觀察活動中，最可能 現受到威脅的棲地，

又或者接觸到有機會合作的方案，因此，解說組

廣伸的觸角，可以說是在 為認養棲地開路

而一旦協會有機會認養 圈護一塊土地，又豈只

是圈而護之即可，往往必須有相對應的經營方

案，而這當然不會是大興土木的硬體介入，而是

辦理推廣 教育 調查 維護的軟性運用，此時

解說員可以承辦的解說推廣活動，就是在 為守

護棲地加值 過去這些年協會結合公部門或私

人企業的認養棲地的案例，例如：臺北的五股溼

地和富陽自然公園 臺北．溪山組與公部門協調

山步道的施作 新竹．大山背組幫梭德氏赤蛙

過馬路 臺南．三崁店保護諸羅樹蛙 新竹．自

然谷的環境信託案，即可看到在地解說員與定點

觀察小組制度參與到棲地守護工作的各種可能模

式

近年來，民眾投身志工及參與環保的風氣日

盛，願意參加荒野解說員訓練的人員始終不斷；

但也因為會內會外可供選擇的志工種類繁多，甚

至會外某些組織的解說員福利更比完全以志工為

定位的荒野解說組來得優渥，也讓我們面臨培訓

人力流失的挑戰 然則不論如何，荒野解說組希

望建構一個以志工服務為定位，以素人解說員為

理念，以定點觀察制度來強化解說員與土地的連

結，以團隊為組織特性，以知識 體驗 心靈等

多面向來感受自然的解說風格，以圈護棲地為目

標的民間解說模式，仍是不變的精神，期待解說

員夥伴們一起來努力

 以生態心理學和深層生態學為基礎的眾生大會工作坊

 帶領民眾走進自然是荒野解說員的使命

 大自然中每一個生命都有其獨特之美

荒野解說思想演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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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OT 

解說的起源 

黃石國家公園 

心靈療癒自然中心 

主題式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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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點聯合棲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