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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近期臺灣疫情變化，本活動亦可能調整為【線上課程】方式進行。 

舉辦形式將於 6 月初最後定案，並於【活動網站】公布，敬請留意。 

 

一、活動緣起： 

「蒙特梭利小學教育體驗營」為國內首個結合蒙特梭利教育與公立學校的公益推廣活

動，由 Y2 毅宇未來教育基金會（後簡稱為 Y2）與 TMEC 政大臺灣蒙特梭利教育基地

（後簡稱為 TMEC）共同舉辦。 

Y2 與 TMEC 以「可負擔的蒙特梭利」為目標，希望為臺灣的孩子與家長提供多一種教

育選擇，創造教育的多元樣貌。同時，亦期待邀請公立學校團隊與教師，成為推動

「可負擔的蒙特梭利」的夥伴。 

體驗營將分別由蒙特梭利教育三大主軸 — 成人、環境與學生，帶領公立學校教師認識

蒙特梭利教育理念；以培力、學習、教育、推廣及轉化等方式，啟動教師助人成長的

歷程，為有意以蒙特梭利精神作為教學實踐方式的公立學校及教師，給予具體支持與

實踐的機會。 

 

二、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Y2 毅宇未來教育基金會、TMEC 政大臺灣蒙特梭利教育基地 

（二）合作單位：臺北市滿兒圓蒙特梭利實驗教育團體、新北市心語蒙特梭利實驗教

育團體、臺南市哈佛蒙特梭利青少年實驗教育團體 

https://reurl.cc/XedK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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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時間：2021 年 7 月 7 日（三）至 7 月 9 日（五） 

 

四、活動地點：新莊翰品酒店（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82 號） 

 

五、活動對象及人數：本場活動預計招收 60 至 65 人，以下兩種身分優先錄取。 

（一）公立國小團隊：（每所學校團隊至少 3 人，至多 8 人） 

1. 期望能認識蒙特梭利教育內涵 

2. 欲了解如何實踐公立蒙特梭利實驗教育學校 

＊將優先錄取「校長、主任、家長會長、縣市教育局處承辦人或首長能共同參與」之

學校團隊 

（二）公立國小教師（個人）： 

1. 期望在教學中實踐蒙特梭利精神 

2. 欲了解蒙特梭利專業師資培訓 

 

六、講師名單：（完整名單及介紹，詳見活動網站） 

（一）鄭同僚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系副教授、臺灣實驗教育推動中心計畫主持人、政大臺灣蒙

特梭利教育基地計畫主持人。曾參與 NAMTA 12-18 歲青少年階段前導課程培

訓。長年關切並參與臺灣鄉村教育發展工作，主持小校混齡教學實驗，希望翻

轉小校裁廢危機，為創造教育新典範。 

（二）蔡昌霓 Teresa Tsai 

AMI 國際蒙特梭利協會（Association Montessori Internationale）6-12 歲蒙

特梭利教育培訓師（Auxiliary Trainer）和小學階段考官（Examiner）。 

（三）李憲為 

臺南市哈佛蒙特梭利實驗教育機構國小高年級主教老師，曾參與 NAMTA 12-

18 歲青少年階段前導課程培訓，並具有 AMI 6-12 歲蒙特梭利教師證照。 

https://reurl.cc/XedK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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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張雁玲 

臺北市立忠義國小教師、具有 AMI 6-12 歲蒙特梭利教師證照。 

（五）滿兒圓講師群 

臺北市滿兒園蒙特梭利團體實驗教育 6-12 主教老師，曾參與 NAMTA 12-18 

歲青少年階段前導課程培訓，或具有 AMI 6-12 歲蒙特梭利教師證照。 

 

七、活動內容： 

第一天（7/7） 

時間 內容 

9：00-9：45 學員報到 

9：45-10：00 開幕致詞 

10：00-11：30 

實驗教育的公共化  

講者：政大臺灣蒙特梭利教育基地計畫主持人 鄭同僚 

11：30-13：00 午餐與休息時間 

13：00-17：50 

【如何開始一所蒙特梭利小學】 

－成人：教師的準備 

－環境：蒙特梭利的班級與課程 

－學生：小學階段孩子的發展特徵與需求 

講師群：蔡昌霓、李憲為、張雁玲、滿兒圓講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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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7/8） 

時間 內容 

9：00-12：30 

認識蒙特梭利實驗小學 

1. 滿兒圓蒙特梭利實驗教育團體 

由投入蒙特梭利界超過 20 年的馬毓鴻老師帶領，於 2015 年

經教育局審核成為自學團體的滿兒圓，致力於依照兒童發展藍

圖，預備適當的 6-12 歲混齡環境。在最自然及開放的情境

中，兒童展開群體的社會性互動及學習適切的知識與技能，並

在學習歷程中體驗互相幫助、挑戰未知與解決問題的氛圍。教

學人員則為「引導者」和「觀察者」，敏銳的觀察每位兒童的

興趣和需要，讓兒童依照自己的性向來發展天賦並在社會中做

出貢獻，最終目標，在協助兒童有能力適應當前的文化環境，

完成生命發展的階段性任務。 

 

2. 心語蒙特梭利實驗教育機構 

由園長陳詠立及校長劉誠中帶領一群充滿熱忱的蒙特梭利老師

組成，從事 3-6 歲蒙特梭利教室，在林口扎根 30 年。並於 

2016 年開始 6-12 歲的蒙特梭利教室，2019 年成立 12-15 歲

的教室。希望孩子透過土地上農業耕作，從事傳統生產，學習

人類文明，並讓孩子明白人類與自然間互相依存的關係；透過

經濟活動的獨立，達成人格穩定化，成立「心語小蛙塘餐廳」

與孩子共同建設心語農場，為孩子打造一個屬於他們的環境。 

12：30-13：30 午餐與休息時間 

13：30-16：30 【公民咖啡館】公立學校轉型問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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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7/9） 

時間 內容 

7：00-8：00 
早餐時間 

8：00-8：30 【共思工作坊】進行說明 

8：30-12：00 

【共思工作坊】轉型提案預備 

－學員進行轉型或實踐蒙特梭利的提案討論 

－過程中會遇到的問題或需要的支持與資源 

－講者提供實務經驗協助解答問題 

12：00-13：30 午餐與休息時間 

13：00-16：00 

【共思工作坊】轉型／提案分享與回饋 

－學員報告轉型提案分享 

－講者回饋 

16：00-16：30 結語 

 

八、活動報名： 

（一）線上報名：前往報名網站【https://www.surveycake.com/s/meDXn】，完

整填寫報名資訊。 

（二）報名期限：即日起至 6 月 13 日（日）23:59 ，逾期恕不受理。 

（三）活動錄取： 

1. 學員錄取機制：本次體驗營將視報名資料填寫完整性及參與動機錄取，並將優

先錄取「學校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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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正取及備取：將於 2021 年 6 月 14 日（一）寄發正取及錄取通知信（同時，亦

以電話通知），錄取者需於指定日期完成保證金繳交。 

3. 保 證 金 繳 交 與 退 還 ： 每 人  3,000 元 。 

*本次課程採公益推廣性質，由 Y2 全額負擔每位參與者活動費用（約新台幣 3 

萬元／人），包含三天兩夜住宿（房型為兩人一間雙床房，主辦單位將統籌安

排房間）、活動期間餐食、參訪行程交通與保險費等（學員前往與結束活動後

之交通請自行安排）。 

(1) 繳交時間： 

● 正取學員：6 月 14 日（一）至 6 月 18 日（五） 17:00 前 

● 備取學員：6 月 18 日（五）至 6 月 25 日（五） 17:00 前 

(2) 請以轉帳或匯款方式繳交至以下帳號： 

● 抬頭：財團法人陳建志毅宇未來教育基金會 

● 銀行：第一銀行松江分行（銀行代號 007） 

● 帳號：146-10-057123 

(3) 匯款後請將帳號後 5 碼與報名者姓名寄至 tmec@y2edu.org，信件主旨註明

【體驗營保證金繳交--OOO (學員姓名)】。 

*如為團隊報名，亦可由一人匯款，並來信告知本批匯款包含之報名學員姓名，

信件主旨註明【體驗營保證金繳交--OOO (校名)】 

(4) 保證金退還方式：全程參與之學員，保證金將於 7 月 9 日（五） 活動結束當

天，以現金方式全額退還。 

（四）其它注意事項 

1. 本活動提供教師研習時數，全程參與者由 TMEC 頒發結業證書。 

2. 本活動將為學員全程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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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活動期間提供葷、素兩種選擇之餐食，如有特殊飲食需求，敬請自理。 

4. 本活動期間將有攝影與錄影紀錄，其所生之聲音、影像、照片，將為主辦單位

作為教育推廣之目的範圍內進行使用與公開。 

5. 主辦單位保留修改、終止、變更活動內容細節之權利。活動如遇不可抗力之因

素，如颱風、地震天災等停班停課方式，依舉辦場地所在地政府單位公告辦

理，主辦單位得以將活動取消或延期辦理 

九、相關防疫措施 : 

為因應新冠肺炎 COVID-19，已實施相關防疫措施，敬請配合 

● 本活動將提供酒精消毒噴霧，敬請配合測量額溫、手部消毒，並請自行佩戴口罩。 

● 本活動場地將安排適當的座位距離、並採梅花座，以防學員間有過度緊密之接觸。 

● 若有體溫超過 37.5 度者或感冒徵狀者，建議執行自主健康管理，請勿進入本次活

動場所。 

● 凡曾於 14 日內出入境已列為第三級疫情級別之國家，需配合疾管署規定進行居家

檢疫，不得參與本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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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活動海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