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户外教育，顾名思义，是指发生在户外环境中，为了户外环境，关于户外环境的体验 
式学习。户外教育课程有时涉及到离家住宿或基于旅行的体验，在这些体验中参与者参加

各种各样具有挑战性的户外活动，如：徒步旅行，攀岩，皮划艇，绳索课程和集体游戏

等。户外教育的哲学和理论倾向于强调自然环境对人类的作用，‘压力和挑战’的教育属性

，和体验式教育。参与者置身于户外时回归到了他们最‘原始’的状态，因为他们在现代人

类文明社会的很多‘便利’都被‘剥夺’了。参与者能够意识到他们是大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

而不被现代社会的习俗和规范所约束。在本质上参与者做回‘真的自己’，同时能够更加尊

重的看待他人，而不分种族，性别，社会阶级，宗教等。户外教育受到世界各国的青睐，

它是教育方面的一大突破，对下一代的教育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虽然户外教育在国际上得到广泛认可和普及，但在中国似乎还刚处于起步阶段。由于 

中国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社会观念、教育体制等原因，户外教育在中国还有着比在其

他国家更艰难、更长远的路要走。大部分的中国家长都希望孩子专注于学业，考到重点学

校，为未来铺好路，因此忽略了户外教育的重要性。在部分学校和家长共同形成的“应试

至上主义”联盟里，户外教育是没有地位的，是被严重搁置的教育议程。想要说服他们并

不容易，即便他们希望改变目前的状况，也会搬出“升学压力”、“社会环境”这些理由，认

为现实条件不支持这些奢侈的教育理念的实践，因而不怎么鼓励自己的孩子参加户外活

动。 
然而，新加坡对户外教育的看法却恰恰相反。自新加坡教育部在2016年推行户外探 

险试验计划，便有越来越多学生参与相关活动。然而，户外教育的安全措施是否足够，户

外教育的课程是否有意义，学生是否都有机会参加户外活动呢？ 
因此，本论文将通过比较新中两国户外教育的现状、学校对户外教育的落实情况及学 

生对户外教育的期望以及参与户外活动后的实际收获，分析两国户外教育的成效，缺陷以

及为何能或不能流行起来的原因并提出改善的建议。 
 
 
 
 
 
 
 
 
 
 
 
 
 
 



二、研究综述 
 
（一）《国外学校户外教育研究》作者：余昭炜 兰自力 孙辉，2015-07-11，湖北经济学  
院体育经管学院  1

 
此研究对比了中国与其他国家户外教育的发展与现状并提出了以下观点：发达国家之所以

重视户外教育的开展，是因为户外教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功效显著。我国（中国）

各级学校应学习国外学校户外教育的先进理念和手段，结合我国国情和传统文化，开展好

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校户外教育。 
 
（二）《论户外教育的重要性》作者：王美美，2015年，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语言学院  2

 
王美美：户外教育有助于强化学生课堂所学知识，提高学习技能和户外生存技能。更重要

的是，与室内教育相比，户外教育的优越性在于促进学生个性成长和社会性发展，使其能

够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户外教育在世界各国得到普遍认可和推广，并被纳入教育大纲贯

彻实施。中国的户外教育还在起步阶段，需要加大推广和普及。 
 
 
三、研究问题 
 
（一）研究目的 

1. 对比新中两国户外教育的现状 
2. 调查分析新中两国中学生对户外教育的期望与收获  
3. 比较分析户外教育的成效并提出改进之处 

 
（二）研究方法 

1. 问卷调查 
2. 资料收集 
3. 网上采访 

 
（三）研究对象 
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是年龄于13岁-18岁的新加坡以及中国的青少年。中国主要针对的青少

年来自东部沿海城市。收回有效调查问卷为186份，93份来自新加坡，93份来自中国。 
 
 
 
 

1 http://www.gwyoo.com/lunwen/jylw/zhyjylw/201507/603117.html  
2 https://www.xzbu.com/8/view-71555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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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主体 
 
（一）户外教育在中国与新加坡的现状 
 
1、对比新中两国青少年参与户外活动的机会以及参与度 
 

图表1：请问您是否参加过户外活动 

 
 

图表2：请问您多经常参加户外活动? 

 
 

根据中国中学生中收回的调查问卷（图标1）显示，两国大部分的青少年都有参加过户 
外活动。然而，根据图表2，新加坡学生与中国学生在参与户外活动的频率上却存在差

异。根据图表2，新加坡学生在一年以内参加至少一次户外活动高达35%，与中国学生的

18%左右差了近20%。而新加坡学生在几年里参加一次户外活动只有约13%，与中国的

约27%形成对比。 
由此可见，虽然大部分中国学生都参加过户外活动，但在参与的频率方面仍然有着一 

定的差距。大部分的新加坡学生一年里都参加至少一次户外活动，而有一部分中国学生几

年里才有机会参与一次。这种现象可能由国家的资源分配不均，对户外教育不够重视，家

长不支持或无法支付高额费用等因素导致。中国青少年参与户外活动的频率较低，使户外

教育对他们的发展无法起到太大的作用，无法达到其目的和效果。 
 



2、对比新中两国户外教育的资源分配（对比学习资源、资金的分配，体现 
国家对户外教育的重视） 
 

图表3：请问您如何参加这些户外活动？ 

 
根据中国中学生中收回的调查问卷（图标3）显示，两国大部分的青少年都通过学校 

参加户外活动，少数学生是通过其他管道报名参加户外活动。然而，72.3%的新加坡学生

是通过学校报名参加户外活动，比这个学生多出超过10%。户外教育在新加坡备受瞩目

，如今已融入到了新加坡的教育体系内。新加坡主管教育事务的教育部代部长黄志明在国

会上宣布，2020年起，所有中三学生必须参与为期五天的外展训练营，地点是乌敏岛和

科尼岛的外展学校。现有四个教育部户外探险学习中心的设施也将获得提升。黄志明说，

户外探险和露营活动，能够让孩子学习独立，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并在面对挑战时，同心

协力、互相扶持。 可见，户外教育已经在新加坡十分成熟，甚至成为了新加坡义务教育 3

之一。新加坡各个学校都提供许多户外活动的机会，供学生们参加。大部分学生都通过学

校报名参加，而少数想参与更多户外活动的学生才通过其他机构报名。而在中国，户外教

育也开始受到各方机构重视，已渐渐地融入到了教育体系内，在一些较为发展的学校内实

行。中国也开办了许多户外教育学校如巅峰户外运动学校和领攀户外运动学校 ，针对中4

国户外教育的发展现状，对户外领队、当地向导、高校学生和青少年进行培训，以引导户

外教育向着更加安全更加环保的方向健康发展。但即便如此，户外教育在中国任处于起步

阶段，要在短时间内赶上新加坡的户外教育水平并彻底融入教育体系，成为义务教学之一

谈何容易。因此，新加坡学校所组织的户外活动数量远远超过中国，新加坡学生多数可轻

易从学校报名参加户外活动。相比之下，中国学校在户外教育方面所提供的机会并不多，

使中国学生只能通过其他渠道来体验户外活动。 
笔者认为通过学校来推广户外教育以及开办户外课程是最直接有效地方法。学校可以 

以针对大量学生，给予他们参与户外活动的机会。与其他机构相比，学校主动把户外教育

推广给学生，而不是等学生找上门来。然而，户外教育还没完全融入中国的教育体系内，

在各校施行。这使户外教育在中国无法针对所以学生，只有那些主动在其他机构报名的学

生才得以体验。户外教育可以提高学生身心健康水平，培养学生的人文体育素质等，更好

3 https://www.channel8news.sg/news8/singapore/20160408-sg-moe-outoor/2679030.html  
4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2139729/answer/276878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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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而学习缺乏推广户外教育将导致大量学生失去良好的学习

与发展机会，仍旧困在传统学校教育——“重书本、轻实践”的思维里面。 
 
3、对比新中两国青少年参与户外教育所需支付的费用 
 

户外教育的费用是大部分家庭所关注的一项。费用可以直接影响青少年是否参与户外 
活动，在推广户外教育中有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高昂的费用将使大部分家庭拒户外教育之

门外，放弃户外教育所带来的益处。然而，新加坡和中国的户外教育费用却截然不同。新

加坡的户外教育大部分由政府负责，以帮助学生发展为目标，因此在费用上给学生给予许

多帮助。新加坡学生参与户外活动时，学校会动用教育部提供的日常运作费、教育储蓄基

金，同时也会给予学生一定的津贴。对于贫困家庭的学生，学校甚至会帮助支付全额费用

，因而给每一位学生提供平等的学习和体验的机会。反观中国学生报名参加户外活动则需

支付高昂的费用。由于户外教育在中国还未融入到教育体系内，大部分的户外活动如夏令

营等活动都是由利益机构主办的，大部分是以赚取利润为目标，提出高昂的费用。因此与

新加坡学生相比，中国学生要参与户外活动，却没有任何津贴和补助，使许多家境一般的

学生知难而退，丧失了学习发展的大好机会。举例来说，针对全国中学三年级学生，为期

五天的新加坡户外拓展训练营只需一百新元。这也包括了非新加坡国籍的了留学生等，给

所有中三学生提供平等的机会。不仅如此，这一百新元经学校津贴后，学生只需通过教育

储蓄基金支付剩下的五十新元。而学生在报名前所需经过的健康检查也可通过教育储蓄基

金支付 。经过这一系列的津贴与补助，新加坡学生参与户外活动所需支付的费用可以说
5

是所剩无几了。相对而言，中国学生参加这些户外活动可没这么好的待遇。同样为期五天

，有着相似活动，由中国快乐121素质教育举办的荒野求生夏令营费用高达3000人民币

（约600多新元） 。 6

这几倍的价格差别反映出户外教育作为学习资源，在两国的不同地位——在中国的资 
源分配不均以及在新加坡的大众化，普遍化的趋势，备受重视。在教育费用越来越高的情

况下，只有一部分家庭才能够承担起户外活动高昂的费用，使他们抱着“高投入，高回报”
的心态参与户外活动。他们误以为户外教育与课堂上的学习一样，只需听从导师的命令，

等待他们为自己灌输知识，便会大有收获。这种心态会使他们忽略户外教育中最为重要的

体验式学习，通过动手探索，研究的自主学习来获取新技能，新知识，失去了参与户外活

动本应得到的收获。 
 
 
 
 
 
 
 

5 http://orchidparksec.moe.edu.sg/qql/slot/u163/2018/OBS%20Briefing%20for%20PTM.pdf  
6 https://www.xialingying.cc/kl121/course/14794358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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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中两国户外教育内容的相同与异同之处 
 
1、新中两国户外活动项目之比较 
 

图表4、5：请问您参加过以下哪几类户外活动？ 

 
根据图表4、5，新加坡学生大部分参与的户外活动为户外拓展训练营、划船、徒步 

旅行以及露营，中国学生则是军训、务农、露营、划船以及徒步旅行。几乎所有新加坡学

生都有着至少一个课外活动。课外活动则分体育，制服团体，以及各个俱乐部。其中，制

服团体便占学生群体的一大部分。童子军，学生军，圣约翰制服团体等都经常参加露营，

徒步旅行等。教育部希望通过户外教育来培养锻炼制服团体的学生的领导能力，意志力等

各种制服团体的精神。例如由新加坡Camp Challenge举办的制服团体握手计划（Uniform  
Groups Handshake programme）。他们以户外探险，露营，徒步旅行等方式锻炼以及  
培养新加坡的制服团体 。新加坡户外拓展训练营针对新加坡中学三年级学生，要求他们

7

参与并完成这项活动。最后，划船本身就是课外活动之一，同时又融入到各个户外训练营

的活动中，因此许多学生都参加过划船这项户外活动也不足为奇。与新加坡相比，中国户

外教育的特色则是军训和务农。中国军训以军事训练以及户外活动向学生们灌输国防意识

，同时培养学生们艰苦奋斗，刻苦耐劳的坚强毅力和集体主义精神，以及组织纪律性，养

成良好的学风和生活作风，掌握基本军事知识和技能。根据中国军网2017年的一项报导

，中国军训已不是以前枯燥乏味的穿迷彩踢正步。在一份国防教育活动的课程安排表上，

记者看到有适合小学生的智勇闯关、名人寻访、生活体验、勇敢攀爬、猎狐行动；有适合

初中生的突破障碍、巧渡险滩、龙舟竞渡、挑战趣桥、野营野餐；有适合高中生的定向越

野、拓展训练、铁人三项、军营体验 。因此，中国军训通过融合户外教育的特点来锻炼
8

青少年，同时灌输国防意识以及相关的军事知识，一举两得。不仅如此，中国不少夏令营

也以军事训练为主题，通过有趣的户外活动来提高青少年的国防观念。根据中国军网的调

7 http://www.camp-challenge.com/programmes/uniformed-groups-handshake-programme/  
8 http://www.81.cn/jwzl/2017-11/01/content_78082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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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显示，在搜索引擎输入关键词“军事夏令营”，显示有1410000个相关结果，首页几乎清

一色为各种广告推广，由此不难看出军训夏令营的火爆程度 。 9

从两国青少年所参与的户外活动中可以看出两国教育所注重发展学生的不同领域。新 
加坡较为注重学生的全方位发展，倡导德智体群美这五个方面，施行全人教育，帮助学生

为未来做好准备。中国则是十分注重国防这一方面。“少年强则国强”，中国通过种种户外

活动来培养青少年的爱国精神，国防意识，从而巩固国防的基础并未国家的富强做准备。 
 
2、新中两国户外活动平均时间之比较 
 

图表6：请问您所参加过的户外活动每次平均时间长达多久？ 

 
根据图表6显示，新加坡和中国学生所参与的户外活动大部分都是为期一到五天。大部分

活在当下的青少年都缺乏野外生存和户外活动的一些技能，因此大部分户外活动为期在3
至5是为了让青少年适应新环境，走出舒适圈。再加上费用以及忙碌的生活，大部分青少

年便会选择为期3到5天的户外活动，而不是长达一个月的活动，消耗掉他们整个假期。

在暑假期间，中国家长会为孩子选报很多补习班，比如有家长安排孩子上午学英语，下午

学钢琴，时间安排的非常之满。这样一来青少年就没有时间参加营地教育活动了或只能选

择为期较短的户外活动。 
 
 
 
 
 
 
 
 
 
 
 

9 http://www.81.cn/gfbmap/content/2016-09/22/content_1571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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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探讨户外教育无法在中国流行普遍起来的原因以及影响？ 
 

图表7：您认为户外教育是否流行？ 

 
图表7显示大部分新加坡青少年都认为户外教育在我国的流行程度偏为正面，大部分都 

是一般或以上，而中国青少年则认为户外教育的流行程度较为中等或不怎么流行。笔者认

为两国青少年对户外教育流行程度的界定主要是依照一下三点。第一，他们对户外教育的

接触，第二，他们参与户外教育的机会以及第三，国家的教育理念和方式。而图表数据的

差距便是两国户外教育在以上三方面的差距。 
中国青少年认为户外教育在国内不流行的原因主要是国家的教育理念和方式，以及国 

家在实行户外教育方面的不足使他们缺乏对户外教育的接触。一位来自中国广东的青少年

认为“在中国，很多学校会通过举办户外活动来让学生达到某一成果，但很少有学校能真

正将某一项户外活动列入到常规课程中。虽会定期举行，学生会定期受益，但因为其本身

不对学生的综合成绩造成太大影响，会有部分学生缺乏对其的重视，体现在不配合完成户

外活动的目的上，当然这是少数情况。”而另一位来自中国贵阳的青少年也认为“中国多半

推崇应试教育，对学生的其他方面不是很关注”。由此可见，中国青少年认为国内的教育

理念注重于成绩方面，而中国的应试教育便体现出中国对成绩的看重。中国应试教育重人

力素质轻人本素质教育 。它以考试为目的，对关系人本素质提高的价值、人格、权益、10

政治思想、社会参与等意识方面的教育则注意不够，而户外教育便包括其中。至今，中国

还未摆脱应试教育，走向素质教育，而这便导致户外教育在中国不够流行，对青少年的影

响不大，使他们产生这种看法。一位来自中国福建莆田的青少年认为自己“初中三年除了

军训真没看出学校想要带我们出去活动”。另一位也是来自中国福建莆田的青少年认为他

们“一直都是学习”，根本没机会出去参加户外活动。由此可见，中国青少年认为自己一直

忙碌于学业，而学校也没有经常举办户外活动给他们参加，使他们缺乏参与户外活动的机

会，而这也回到了中国所重视的应试教育，重视成绩，轻视成绩以外的事。即便如此，一

位来自中国北京的学生则认为“中国的教育目前仍更注重书本上的知识，但尽管如此，还

是有不少家庭、课外培训机构、小区之类的组织会自己计划进行户外教育”，这说明了中

国教育并非还停留在应试教育，而是慢慢地向其他方面扩展开来。 

10 https://www.wenku1.com/news/1FC15135F5CAF3A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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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几年中国在户外教育这方面已有所改变，开始国内各地推广户外教育，但图表 
显示中国户外教育的流行程度还是不足新加坡，反映在了学生身上。 
 
（三）对比分析新中两国父母对青少年参与户外活动的看法 
 
1、对比分析新中两国父母是否认为户外教育对孩子有所帮助 
 

图表8：请问您父母是否鼓励您参加这些户外活动？ 

 
图表8显示两国父母都十分鼓励孩子参与户外活动。随着中国在各个方面快速的发展， 

父母对现代教育理念的改观，他们逐渐意识到户外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当今的应试教学已

无法让孩子全方位发展，为21世纪做好准备，因此想为孩子铺垫一条新的道路，鼓励他

们参与户外活动。根据先锋少儿户外教育机构创始人，儿童户外教育专家易水的调查研究

显示，在北上广等城市，听说过户外教育的家长不超过10%；能比较准确说出户外教育

本质和作用的家长不超过3%，而这10%家长中几乎全部有着2年以上海外学习或生活经

历；而3%数据中的家长均在国外看见过户外中心、童军活动、丛林学校、历奇教育等，

且有不少家长在国外有在上述机构工作或志愿者经历。由此可见，户外教育这个教育成本

最低、适用人群最广、投资回报比最大、教育成果最多元化的教育模式在中国变成了“高
端”产品；究其原因还是人们对于教育的理解以及国家对于教育的导向所造成的。在笔者

的调差中还发现，70%的70后家长（北上广）期望且愿意为孩子接受户外教育买单；超

过90%的80后家长（北上广）支持户外教育，并明确指出目前中国教育体制所带来的不

足 。由此可见，年轻的家长们已经清楚的认识到现有的教育体制已经不能够满足孩子适11

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也清楚的认识到中国教育的短板所在。两国家长都对户外教育抱有积

极的态度，鼓励户外教育在两国发芽生根，而这对推广户外教育方面是如虎添翼。 
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家长不顾力孩子参加户外活动。他们质疑中国户外教育设施的 

健全，为了保护孩子的安全而不鼓力孩子参加户外活动。不仅如此，家长也希望孩子着重

于学业，好好学习，为高考做准备。一部分家长甚至认为户外教育与高考不挂钩，导致它

的功利性没有那么吸引人。另外，营地教育还是一个非标的东西，孩子究竟有没有学到东

11 http://travel.sohu.com/20140805/n40312241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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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该学些什么，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可谓是见仁见智。这使一部分家长对户外教育感

到质疑，不信任户外教育，因此不鼓励孩子参加。 
 
2、对比分析新中两国父母鼓励青少年参与户外活动的原因 
 

图表9：请问您父母为什么鼓励您参加这些户外活动？ 
 

 
根据图标9，两国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多多锻炼自己，多出去走走。父母不希望孩子成

天窝在家里，无所事事或忙于学业，想要他们在假期时参与户外活动，锻炼自己，增广见

闻。在中国以及新加坡的御宅现象变得十分普遍，青少年们整天呆在家里，能不出门就不

出门，在屋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上网看动漫、玩游戏，或者爱好收集物品。青少年

因为学习以及兴趣等因素而成为宅男宅女，而父母则为孩子的健康着想，想杜绝这种现象

，变鼓励青少年多参与户外活动，锻炼自己。 
 
（四）对比新中两国青少年对户外教育的看法 
 
1、对比分析新中两国青少年对户外教育的喜爱 
 

图表10：请问您是否喜欢参与户外活动？ 



从图表10可见，两国青少年都对户外教育抱有好感，并不排斥户外教育在国内发展与 
实行。青少年性格好动，更喜欢户外活动，希望通过户外活动放松心情，锻炼身体。他们

意识到了户外教育的益处以及趣处，因此都十分喜欢户外活动，想参与其中。 
几乎所有中国学生都喜欢参与户外活动，只有少数学生保持中立。他们十分喜欢户外 

活动，喜欢它所带来的乐趣、情感以及收获。一位来自中国广东的学生认为“（参与户外

活动）能够学到很多东西，有益身心健康，锻炼身体，缓解学习压力和生活压力。结识很

多有着不同特色的朋友，很快乐”， 而另一位来自中国贵阳的学生认为“（户外活动）虽然 
累但是和大家在一起会很快乐”。由此可见，中国青少年可以通过户外活动与伙伴们共同

度过难关，同甘共苦，从而促进彼此之间的友谊，促进凝聚力。在参与户外活动的同时，

他们也能结交许多新朋友，使他们获益匪浅，因此特别喜欢参与这一类活动。一位来自中

国广东的学生也认为“户外活动可以教给我们各种适应社会所需的技能，增长经验，这些

是从课本中学不到的。参加关于团队合作的户外活动，能让我们这个集体更加团结，更加

融合，也学会互相尊重和照顾，友情会更加坚固。”中国青少年意识到户外活动可以给他

们带来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和本领，给他带来许多益处。友谊是人的精神生活中一个

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友情的人，就像生活在凄凉的荒漠。友谊在户外活动中便是中国青

少年最大的收获之一，其意义对他们无比重要，使他们热爱参与户外活动，从中收获友谊

与知识、本领。 
新加坡学生也都十分喜欢参与户外活动。他们认为户外活动可以帮助他们松懈身心， 

疏解学业上的压力。一位新加坡学生认为“户外活动可以帮助他逃离常规课程，更换环境

来疏解身心”，而另一位新加坡学生认为“它非常吸引人，可以让你从繁忙的学校日程和无

休止的家庭作业中休息。它倡导建立一个新的友谊的地方，以建立和帮助建立兄弟情

谊。”新加坡青少年面临许多来自学业、父母、老师以及同学们的压力，忙碌的学业可功

课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因此想借由户外活动来好好放松以及建立友谊。 
即便大部分学生喜欢参与户外活动，但还是有一部分新加坡学生不喜欢参加户外活 

动。他们不是认为活动太累、环境较差就是活动有些无聊。这些学生不适应户外活动的环

境或吃不起苦，因此不喜欢参加户外活动，但这只是极为少数的一群新加坡学生，大部分

还是喜欢户外活动。 
从两国学生的看法里可以看出，户外活动吸引青少年的两点主要为帮助他们放松以及 

结交友谊，使他们喜欢户外活动，积极的参与。而两国的户外教育系统也可朝这两方面发

展，以吸引和鼓励更多青少年参加户外活动为目标，帮助他们全面发展。 
 
 
 
 
 
 
 
 
 



2、对比分析新中两国青少年对户外教育的看法 
 

图表11：请问您认为这些户外活动有什么目的？ 

 
图11显示，新加坡学生认为户外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育团队精神以及让学生踏出 

舒适圈。中国学生则认为户外教育的最主要目的是：培育团队精神以及锻炼身体。因此从

图11可以看出，新加坡和中国学生都达成共识，认为培养团队精神是户外教育最主要的

目的。可是，新中两国学生对户外教育的目的落差较为明显的是：户外生存技能、培养韧

性以及让学生踏出舒适圈。 
3、对比分析新中两国青少年对户外教育的期望与实际收获 
 

图表12：请问您最希望从参与户外活动中收获什么？ 

 
图表13：请问您实际上从参与户外活动中收获了什么？ 



      图12显示，新加坡学生较希望从参与户外教育中收获的是：锻炼身体和结交朋友。同

样的，中国学生也较希望从参与户外教育中收获的是：锻炼身体以及结交朋友。同时，许

多新加坡学生也希望从户外教育中培养自己的韧性。这与中国学生对参与户外教育来培养

韧性的期望形成鲜明的对比。 
图13显示，新加坡学生实际从参与户外教育中收获的是：团队精神和独立自主。中国 

学生则实际从参与户外教育中收获的是：自理能力以及磨练意志力。同样的，新加坡学生

和中国学生实际上在参与户外活动中培养韧性的方面有着极大的落差。 
户外教育中，韧性的培养是不可或缺。新加坡力推的户外教育是想为学生提供课堂外 

学习经历的又一个平台，旨在培养具有顺应力、韧性与坚强的一代年轻人 。同时，新加12

坡户外拓展训练营的最主要目的便是培养学生的韧性以及耐用性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网13

发布的一份论文表示，心理韧性对于青少年的成长具有积极的意义，高心理韧性的青少年

能够更好地克服逆境与挫折，追求人生的自我实现。中学生心理韧性受个人因素、家庭因

素、学校环境及社会因素的影响，可通过加强个体积极人格特质的培养、构建良好的社会

支持系统、开展韧性干预训练、推行挑战式和体验式教学、加强心理挫折教育和社会实

践、创建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环境等途径，提高中学生的心理韧性水平 。韧性并非一种14

技能，可以轻易地从课堂上学会，而是通过从户外教育中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后才能培养出

来的。因此，倘若学生无法从户外活动中培养韧性，甚至认为户外教育不是为了培养韧性

，那当地的户外教育系统和理念便有所偏差，出现问题，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4、户外教育在两国成效的差异 
 
       笔者认为，影响两地中学生户外教育成效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户外教育的全面性和科学性。全面化指的是各个方面的总和全面发展，让学生 
体验到完整的户外教育。科学性指的是判断事物是否符合客观事实的标准，富有科学依

据。户外教育的全面性和科学性包括其软硬件设施如安全隐患、导师的专业水平、营地、

设施、课程体系等方面。一个完善的设施环境将大大提升青少年在参与户外活动过程的体

验，从而使他们受益良多。相反的，恶劣的设施环境不但无法达到户外教育的目标，使青

少年一无所获，甚至还会威胁到他们的安全。中国北师大珠海分校运动休闲学院院长吴忠

魁表示，“我国（中国）青少年户外教育的需求可谓‘风起云涌，发展迅猛，需求旺盛’，但

我国的青少年户外教育在理论、模型构建上都非常落后，各种户外活动机构、游学机构完

全没有一个完善的体系和标准。北师大珠海分校通过学界与业界联手，希望早日搭建我国

青少年户外教育课程体系，推动我国青少年户外教育科学、规范发展。” 
由此可见，户外教育的课程以及实施过程的全面化和科学性对户外教育的成效有着至 

关重要的影响，它直接决定了户外教育的成败。根据吉姆舒尓(Jin Schoel) 在1988年提出  
的冒险浪潮（The Adventure Wave)，全面化的体验式学习由五个要素组成：基础，排序  

12 http://58.128.228.214/epaper/xdjyb/2016/06/20/A12/story/346448.shtml  
13 https://www.nyc.gov.sg/en/obs/about-us/  
14 http://edu.cssn.cn/jyx/jyx_jyxlx/201601/t20160122_2839670.shtml  

http://58.128.228.214/epaper/xdjyb/2016/06/20/A12/story/346448.shtml
https://www.nyc.gov.sg/en/obs/about-us/
http://edu.cssn.cn/jyx/jyx_jyxlx/201601/t20160122_2839670.shtml


，简报，活动和总结反思 。户外教育建立在体验式教育的基础上，需根据以上五个要素15

制定课程以及计划，以便发挥出户外教育的效果。 
首先，户外教育的第一个要素便是基础。活动的基础包括明确的目标、提案和实施计 

划的制定，适当的领导和培训，充足的资源，初始程序以及适当的参与者。以上几个方面

便是为户外教育的基础做准备，以打造积极有效的学习经历和环境。两国户外活动都设有

明确的目标，并围绕着目标来计划和施行活动。然而，中国在户外教育的软硬件设施方面

却落后新加坡许多。这些设施的短缺以及落后将无法充分的发挥出户外教育的优势，更好

的为青少年教育服务，影响户外教育的成效。 
其一，中国户外教育面临的师资问题。中国营地教育联盟主席、启行营地创始人赵蔚 

女士表示，“启行发现孩子群体需要一能够定期、持续学习的场所，但是行业内却没有人

能专业的运营管理营地，也没有专业的指导员去服务和带领孩子。”户外教育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就是教师或指导员（户外教练）。在教师或指导者的引导下青少年才能真正融入

到户外教育，真切体会到户外教育带来的快乐。这就要求参与户外教育的教师或指导者必

须拥有丰富的教育经验和专门的知识技能。但在现阶段，中国对户外教育的教师或指导者

的培训与资格认证体系还不够完善。另外，户外教育面临着非常复杂的户外环境，给安全

带来隐患，很多教师或指导者担心出现意外，甚至还会引起法律纠纷，国家的法律系统在

发生这种情况下的责任认定还没有相对完善的法律法规，这使很大一部分教师或指导者把

户外教育限定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无法实现户外教育的意义，有些人甚至不愿意采取户

外教育这种方式。中国缺乏专业导师，聘用经验不足或者未经专业训练的指导员将无法使

青少年在参与户外活动中真正受益，甚至提高了户外教育安全方面的风险，大大降低了户

外教育的成效。相比之下，新加坡的户外探险教育者需通过多种训练和评估之后才能成为

合格的户外探险教育者。根据新加坡的教育部，新的户外探险教育者将接受为期3个月的

基本培训课程。同时，他们也有许多机会通过各种发展计划在其专业领域上建立专业知识

，以便更好地指引学生。因此，两国在师资水平方面的差异导致了两国户外教育成效的差

异。 
其二，中国户外教育面临的场地问题。由于户外教育环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别是 

安全问题，使户外教育场地受到限制，目前大都只能在特定环境进行，真正让青少年进入

真实客观的自然环境当中尚有一定困难。随着国家和社会的投入，户外教育场地所不断增

加，但相对于庞大的青少年群体，户外教育场所还是不能真正的满足需要。“如果每年都

在一个地方的营地活动，我觉得体验太少”，即便作为老客户的家长，也对于机构提出了

新的需求。与国外单个营地重复体验不同，多个营地是中国家长愿意复购的重要原因。但

是，对于这种需求所面对的就是更多场地资源的把控和支出 。户外活动的场地安全合适16

十分重要，因此对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的要求颇高，并且是固定长期的大面积活动场地。

然而，中国很多很多教育营地都采取租用场地或者与地产商进行合作。同时，场地的规划

和改造也需消耗大量的物力和人力资源。与中国青少年人口基数相比，营地的数量还非常

少，而那些有质量，有品牌，优秀的营地更少。启行营地创始人赵蔚称，营地的安全性、

创新性，其教学功能、美育功能是否达标，都是开展营地教育的基础性问题。营地占地均

15 http://wheremyshoepinches.blogspot.com/2010/04/adventure-wave.html  
16 http://www.bjnews.com.cn/travel/2018/07/18/4955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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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0亩以上，一个营地从规划设计到建成再到投入使用至少需要2年到2.5年的时间。时

间长，成本高。游美营地CEO李景晖称，国内的营地的建设会遇到土地性质、规划和建

设指标等众多阻碍，在营地改造上会有一些阻力 。因此，户外教育的场地要求高，规划17

和建造也需大量资源和专业知识以达标准，使中国的户外教育面临场地不足或者不达标的

现象。同时，新加坡也面临同样的场地不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将建造新场

地来容纳更多学生。科尼岛中心便是由政府拨款2亿5000万元兴建，预计2020年竣工，

未来每年参加中心活动的青年将从目前的约1万4000人，增加至2020年以后的约4万5000
人，让所有中三学生都有机会参加。因此，适合以及足够的场地和完善的场地设施可以提

升青少年在参与户外活动时的体验以及户外教育的成效，同时给予所有青少年参与户外活

动的机会。两国户外活动场地上的差异便是导致两国户外教育成效上的差异。 
其次，户外教育的第二个要素便是排序。活动排序、计划需根据参与者的需求适当地 

排序每项活动。首先是通过引导活动，在身体上和情感上为参与者做好接下来将要经历艰

难活动的心理准备。接下来便是制定适当的计划，确保活动包括了接下来的要素——简报

，活动和反思。最后，基于冒险的不肯定性以及每个群体的不同需求，每个活动排序都需

要灵活变通。 
再次，参与者在开始活动前需了解活动规则，目标以及流程。通过指导员的简报，学 

生能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角色，团队的共同目标以及他们可以做出的贡献，从而跟着活动

的计划行事，促进户外活动的效果。 
然后，青少年便开始他们的活动。在这个冒险浪潮的阶段，参与者将有各种各样的 

反应。他们可能会放松，学会信任，尝试新事物，甚至成长，反之，他们也可能反抗领导

者，选择不参与活动。因此每项活动都需要具有丰富经验以及领导能力的指导员，以便提

供适当的辅导与调解。由此可见，指导员在户外教育成效方面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

的能力水平将决定活动的成败。 
最后，也就是最主要的阶段，总结反思。这个阶段涉及到讨论和处理活动期间可能出 

现的问题和麻烦并让参与者思考自己在活动中的经历。总结反思使活动成为一次具有意义

的体验，帮助参与者从中吸取经验，从中成长。可见，反思在户外教育中十分重要。可是

，中国的户外教育却缺少了这最为重要的一部分。许多盈利机构组办的户外活动如军事

营、夏令营等，都以盈利为主，只负责活动的正常运行等，并没确保青少年有做反思，而

他们也不管青少年是否有这么做。这使许多青少年在活动结束后就拍拍屁股走人，认为自

己付了大笔的报名费参加的活动已使自己获益良多，便不再反省活动的过程等。中国的盈

利机构对户外教育的非全面性和科学性导致青少年失去了户外教育重要的一部分，使他们

的收获大大减少，影响户外教育的成效。相反的，大部分新加坡的户外活动都有教育部管

理。教育部联合学校一起，确保学生在参与每个户外活动后都有做反思。这可以通过互联

网如学校网站等应用来提供平台给学生们反思。新加坡华桥中学确保学生在参与任何户外

活动如新加坡户外拓展训练营或者课外活动的露营后，须在学校智能网站上的品格与公民

教育电子文件夹（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Digital Portfolio）上发布他们所学     
到的东西以及各种领悟等，鼓励学生总结反思，增加了他们的收获。 

17 https://www.traveldaily.cn/article/12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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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两国户外教育在全面性和科学性方面的差别导致了两国青少年在户外教育上的

不同收获，导致了两国户外教育的成效差异。 

      
(The Adventure Wave model of experiential learning comprises five elements: bedrock, sequencing,            
briefing, leading, and debriefing) 
 

第二，户外教育的商业化。商业化是指以生产某种产品为手段，以盈利为主要目的 
的行为。户外教育商业化的现象在中国越来越普遍化，冬夏令营、户外探险的广告随处可

见，各个机构为了盈利而对自己的活动进行炒炸，过分夸大户外活动的好处以吸引更多家

长送孩子参加活动。户外教育如夏令营的产业化已形成了夏令营的产业链，而这将导致商

家为了公司利益而放弃户外活动的质量，降成本赚利润，导致活动中出现各种安全隐患18

。同时，在资源和场地不足的情况下，却为了吸引客户而大量宣传，导致户外教育场地和

资源供不应求的现象，加重了户外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这导致了许多不达标的户外教育

厂商的出现，使青少年无法从活动中获益，有的甚至危害的青少年的安全。据安徽工程大

学体验教育研究中心薛保红、南燕的研究发现，中国户外教育的发展现状是，“形式比较

单一，体验活动和教育内容不足，没有将青年价值观教育、身体教育和心理教育从公民整

体素质的高度进行培养，存在着以牟利为主要目的的多种“夏令营”活动，比如各种各样的

暑期文化课程辅导班打着“夏令营”的幌子开展功课补习。” 不仅如此，商家对户外活动过 19

分的赞美使家长和学生产生了对户外教育的高期望，再加上户外活动在中国所形成的产业

链导致的高额费用使许多青少年认为自己必须从中获得实际收获，倍具压力或以不切实际

的高期望参加户外活动，导致的户外教育的成效有所影响。相比之下，新加坡学生不受户

外教育商业化以及价格的影响，更能以平常心去接收和接纳户外活动。这反而能使他们收

获更多。 
中国户外教育的商业化不但影响力学生对户外活动的心态和期望，还影响力户外活动 

的质量，导致了户外教育的不健全以及缺乏调空，使户外教育的成效降低。然而，新加坡

的户外教育有政府管制，所有活动和计划都已学生的利益和学习为优先，给学生们提供各

种津贴和辅助，让学生一平常心，快乐地参加户外活动，提升效果。因此，笔者认为要打

18 http://business.sohu.com/20130714/n381546322.shtml  
19 http://www.chinawalking.net.cn/newsview.php?newsid=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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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一个完整的户外教育系统需确保它的大众化、全面化、科学性以及以学生教育为主的观

念。 
 
 
五、建议 
 

户外教育在中国与新加坡的资源分配与条件的不同，使户外教育在两国的体现方式有 
所差异以及成效的不同。笔者将针对户外教育的内容以及实施的方式为中方政府、学校及

户外教育机构提出改进建议，提高户外教育在中国的成效。 
首先在软硬件方面，学校和户外教育机构应举办适当的指导员培训或提升课程，同时 

聘请合格的指导员，以确保户外活动安全的进行，学生们都有所收获。学校和户外教育机

构也可聘请国外富有经验的专业指导员来训练国内的新指导员或者带领学生，提高户外教

育的水平和成效。户外教育机构也需确保场地的安全以及完善，定期检查设施的正常运行

，确保无事故发生，以及学生能提高学习效率。 
其次，在课程与活动内容方面，中国户外教育可借鉴外国的户外教育。中国的户外教 

育较为单一，活动内容和活动不足让青少年全面发展。借鉴外国成熟的户外教育体系个十

分规范化的运营模式。再融入到国内的户外教育系统可提高中国户外教育的水平，增加它

的多元化以及趣味性，在吸引更多学生参与的同时从多方面帮助他们发展，从而提高户外

教育的成效。 
再次，政府可以制定新法令，确保所有户外教育机构都已达标才可运行，并在中国户 

外教育成熟以后将其融入义务教育内，写入教育大纲内，并形成学校，家长和第三方的互

相监督体系。政府也可与户外教育机构合作，为学校和学生提供更加优廉的户外教育，并

通过津贴给予所有学生参与户外活动的机会。通过以上计划可以使户外教育更普及化，大

众化，在中国快速发展。 
最后，户外教育商家和学校应让学生在参与活动后做反思，反省自己的经历。同时， 

商家也需多多询问学生们的意见，让他们做出反馈以便帮助他们在课程和设施等方面做出

改进，更好地帮助学生们学习与适应。不仅如此，针对还未参与户外活动的青少年们，户

外教育机构也可调查他们对户外活动的期望，从而调整课程内容，使其更符合青少年的期

望，帮助他们达到目标。由此一来，通过结合学生意见、反馈以及期望，户外教育机构便

可打造出一个更全面、合理和符合学生目标的户外活动，使户外活动更有意义，更受欢迎

，同时也提高户外教育的成效。 
 
六、结论 
 
（一）局限 

本论文的研究对象大部分是针对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对中国较为落后的西北部并没有 
做出详细的调查。同时，对于中国庞大的青少年群体，仅仅一百分的调查问卷微不足道，

可能无法确切的放映出中国户外教育的真正情况，同时也极难统一归类进行对比。同时，

一百份的新加坡学生调查问卷也无法确切放映出新加坡的情况。再加上两国的文化背景、



教育理念和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以及户外教育在中国刚刚起步、新加坡户外教育系统的

成熟稳重，可能导致两国的户外教育缺乏一定的可比性。 
但归根结底，次论文将新加坡成熟的户外教育体系与中国的户外教育做对比，从而的 

出户外教育在中国不流行的原因、有待进步及可借鉴之处。 
 
（二）结语 

户外教育是一种通过简单而直接的体验式学习方式，它基于发现性学习和探究性学习 
的原则，强调直接利用感官来接触和了解大自然和社会。它通过不同活动来发展青少年，

教导他们一些户外生存技能、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团队精神、发展领导技能、了解

自然的环境、培养青少年独立自主、坚韧不拔等精神和价值观，对他们的成长有着极大的

帮助。然而，当今的中国户外教育却缺少一种摸板、使活动较为单一，缺乏全面性和科学

性。学校和户外教育机构甚至出现脱节现象，活动和系统不同一，使学生如坠入五里雾

中。中国的户外教育虽在快速发展，但还未成熟，无法确保学生都能从中获益。因此，中

国户外教育可借鉴有着几百年户外教育历史的的外的户外教育系统，如欧美国家。以它们

较为成熟的户外教育体系为基础，设立一个独特有效的中国户外教育系统，提高中国户外

教育的成效。同时，户外教育在中国的商业化所形成的产业链，促使了它高额的费用，成

为了一种高产阶级的奢侈品，一般低产或中产阶级无法承担，导致了非所有人都有机会参

与。笔者认为中国政府须意识到户外教育作为公共资源，并承担一定费用，使户外教育更

平民化，成为大众的学习资源。政府也需将户外教育机构纳入旗下，确保它们的安全性以

及全面性，并通过普及户外教育，在各校实行户外教育，学生户外教育的看法如缺乏韧性

的培养也会有所改变，同时真正了解到户外教育的目的以及接收方式，从而获得最大程度

上的收获。 
反观，新加坡的户外教育系统和内容虽健全，但缺乏场地资源而无法确保所以学生都 

参与户外活动。通过扩展营地，甚至让学生出国参与户外活动，新加坡政府可确保所有青

少年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户外活动，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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