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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轉化學習理論為基礎，以現象學方法論探討參與海岸徒步環臺活動

參與者的海洋環境意識轉化學習經驗。研究對象為全程參與臺灣海洋環境教育推

廣協會於2017、2019年所舉辦之海岸徒步環島活動之參加者共6位。以研究參與

者的徒步生活經驗為範疇，針對其動機、徒步歷程中與個人、群體及環境的互動

經驗，以及轉化學習的歷程與成果，以現象學方法及質性分析法，逐步分析及理

解其在徒步過程中海洋環境意識的內涵、轉化的觸發、歷程及轉化學習的成果，

並透過文本描述、結構描述及複合描述呈現此經驗現象的本質。 

本研究發現研究參與者徒步前大多缺乏與海洋的深入接觸經驗，這與個人所

處的社會、文化及教育脈絡有關。研究參與者們參與環島徒步的動機多元，但「海

洋」並非關鍵因素。然而，在徒步過程中研究參與者們在獨行、身心調適、及自

我對話、同行夥伴們扮演研究參與者們的情感支持者、經驗分享者、海洋環境的

共同體驗者、促進認知的合作學習者、友善海洋行動的示範者以及開放議題的對

話者等角色，以及透過自身對於臺灣海洋環境觀察的覺察與體驗，研究參與者們

的海洋環境意識觀點，隨著徒步、觀看、對話、反思與行動的過程中，在個人脈

絡、群體脈絡與外在環境互動的三個脈絡間，在認知、環境敏感度、環境價值觀、

情意與行動意圖上皆有改變。研究參與者們在海洋環境意識觀點轉化學習的內涵

包括「產生減塑與環保行動」、「開拓海洋認知視域」、「拉近與海洋情感上的

親近與連結」以及「建立更開放的環境生態學觀點」，呼應海洋環境意識的行動、

認知、態度與價值觀四個面向。而「 自我反省及評估」、「自我要求與責任感」、

「身體感官的另類學習」、「覺察脈絡與連結」、「系統性觀看」、「同理與換

位思考」是研究參與者如何經驗海洋環境意識觀點轉化學習的歷程主題。研究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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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出海岸環島徒步活動的經驗本質在於「認同與連結」以及「增能與行動」。最

後並對成人海洋教育者及政府相關機構提出多點建議。 

 

關鍵字：轉化學習、海洋教育、海洋環境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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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this study used the phenomenology 

method to investigate the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experience of participants in a walk 

around the coast of Taiwan regarding marine environment awareness.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were 6 people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entire walk around the coast of 

Taiwan hosted by Taiwan Association for Marin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2017 

and 2019. The qualitative and the phenomenology research method were adopted t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ticipants’ daily experience of walking, explore their 

motiv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walk, the process and results of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as well as their interactive experience with themselves, with the group, and with the 

environment during their walk. We analyzed and examined the content of their marine 

environment awareness, how the transformation was triggered, as well as the process 

and the results of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during their walk. The essence of this 

experience was presented through textural, structural, and composite descriptions.  

This study revealed that before the walk, most participants lacked the experience 

of being in deep contact with the ocean. This is related to their social,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lthough participants had diverse motivations to participate 

in the walk around the island, ocean was not a key motive for them. However, during 

the walk, changes were observed in participant’s solo-walking,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self-dialogue, and interaction with their companions, who 

served as various roles for the participants, including emotional supporters, experience 

sharers, coexperiencers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colearners in improving 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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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nstrators of friendly marine action, and someone to talk to in open topics. Through 

their own observation and experience on Taiwan’s marine environment, they had 

changed their viewpoint of marine environment awareness on the aspects of cognition, 

environmental sensitivity, environmental values, affection,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Such change of viewpoint was induced through interaction with themselves, the group,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during the process of walking, observing, dialoguing, 

reflecting, and taking actions. The content of the participants’ marine environment 

awareness in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consisted of the following four: reduce plastic 

generation and tak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ctions, exp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ocean, enhance the emotional connection with the ocean, and establish an open 

environmental ecology viewpoint. These echoed the four aspects of marine 

environment awareness: action, cognition, attitude, and value. The themes in the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experience of the participants for marine environment 

awareness were self-reflection and evaluation, self-demand an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lternative learning of physical senses, identification of context and connection, 

systematic observation, and empathy and thinking in someone else’s shoes. This study 

concluded that the essence of the experience of walking around the coast of Taiwan lied 

in identification and connection as well as increasing capacity and taking action. Finally, 

multiple recommendations were provided for adult marine educators and relevant 

government agencies.  

Keywords ：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Marine Education, Marine Environment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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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海洋佔地球表面積的 70%，不管在生活、文化、科學與科技面向，海洋都與

人類息息相關。然而，現今的海洋環境已遭受人為破壞、面臨巨大的危機，這樣

的狀況若不改善將影響未來環境及人類的永續生存。研究者認為，要改善海洋的

未來需要靠更多的友善海洋行動，但若要觸發這些行動，必須要讓人們具備正向

的海洋環境意識。研究者投入博物館非正規海洋教育領域，參與博物館內之策展

及教育推廣業務已十幾年，從自身工作場域的經驗與觀察發現，目前臺灣成人不

管在正式教育或非正式教育管道，普遍缺乏接受海洋教育的機會，故海洋環境意

識較為低落；另一方面，社會上強調親身體驗的徒步環島風潮卻日益興盛，亦有

民間非營利單位多年來持續推動徒步海岸線的體驗活動，參加者日眾。研究者親

身體驗走在海岸線時，一腳踏入紫色、帶有微溫且泛著油光的河水，眼見著這些

水經由出海口流入大海、或是走在一邊是點綴著漂亮貝殼的寧靜沙灘，另一邊卻

是延綿數公里的垃圾袋與消波塊的海岸線時衝突時，心中產生了對於海洋教育推

廣更堅定的使命感。於是，研究者對於民眾在徒步過程中的海洋環境意識觀點是

否有發生變化？有什麼樣的變化？是否能藉由徒步這類體驗型的戶外活動方式

來促進民眾海洋環境意識的提升？這一連串的問題產生好奇。若能夠較全盤且系

統性的深入了解本議題，並與成人學習中重要的轉化學習概念結合，對於研究者

自身所推動的博物館非正規成人海洋教育應有相當助益。 

綜上，本章緒論便從研究背景與動機開始，逐步論述本研究之研究問題、研

究目的、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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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緣起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這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 

這是信仰的時代，也是疑慮的時代。 

狄更斯 1859《雙城記》 

壹、矛盾的人海依存關係 

二十一世紀的人海關係可以說是一種矛盾的依存關係。海洋佔了地球表面積

的 70%，是地球最主要的生態系之一，給予了人類適合生存的環境條件。海洋是

生物多樣性的寶庫，無數的生物在此成長繁衍。小至作為盤中飧的海洋生物、大

到氣候的調節、各種與海洋相關的產業、甚至應用在生物科技、醫藥及製造工業

等各領域的創新，皆與海洋相關。 

在過去大家的認知中，海洋資源是無窮無盡、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然而，

隨著人類不斷的開發、現今產業科技的發達及整體地球環境的變化，海洋已遭受

了極大的破壞及污染。從聯合國「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 （United Nations, 2015）

可以看到目前的海洋遭遇到了嚴重的問題，包括各類型的海洋污染、沿海生態系

統的破壞以及過度捕撈，需要大家正視。國內著名海洋學家邵廣昭（2017）提及：

隨著人類對海洋開發利用的不斷增強，海洋生態系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全球 41%

的海洋區域已受到嚴重影響，過度捕撈、棲地破壞、污染、垃圾及海洋酸化等問

題，可能使海洋生態系崩盤。加拿大及美國的科學家在《科學》（Science）期刊

中甚至提出沈重的警告，再不改善現況，到 2048 年時全球會面臨無魚可吃的窘

境（Worm et al., 2006）。但於此時，臺灣報章媒體出現關於海洋的報導時，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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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是保育類生物龍王鯛被獵捕、擱淺鯨魚肚子裡都是塑膠袋、海龜被垃圾纏繞脖

子、從海龜鼻中抽出吸管等這類海洋生物遭受人類危害的新聞，反而少見對於人

類所作所為的反思與檢討。 

以上的現象凸顯了目前人海之間的矛盾依存關係。人類仰賴海洋所給予的各

式生物與非生物資源，甚至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都與海洋息息相關。然而，人類

卻又不斷的破壞海洋環境、破壞生物的棲地、過度捕撈海洋生物以及讓海岸線充

斥著人為的垃圾。對從事海洋教育推廣的研究者而言，目睹這樣的現象其實心中

產生極大的無奈與憂心。 

貳、缺席的成人海洋教育 

臺灣雖然四面環海，但過去國人囿於歷史與政治因素，普遍缺乏與海互動的

經驗，人與海之間存在著無形、透明的隔閡。在 2008 年教育部大力推行海洋教

育前，過去的正規教育課程中，海洋議題及相關內容所佔比例極低，許多成人在

學校時並沒有機會接受相關海洋教育課程；離開學校後，所獲得的海洋相關資訊

仍是片段、缺乏與不足的。學者吳靖國（2016a）指出：目前臺灣目前推動之海

洋教育可以涵蓋中小學的海洋教育、社會教育機構的海洋教育及大學海洋通識教

育及海洋科普教育。然而，受限於政策與資源分配的關係，目前教育部推動海洋

教育的主力多集中在國中小階段。針對海洋普通教育的研究與探討，亦多集中於

此範疇，這從陳品儒與林瑞榮（2012）的研究中可得到驗證：該研究指出，自 2000-

2010 年與海洋教育相關的博碩士論文共有 76 篇，其中以國小為研究對象居多、

以海洋教育內涵的分析和教學方案的評估為主要研究主題居多。相較之下，亦為

海洋普通教育一環的成人海洋教育並未廣泛引起學者或推動機構的留意與關心，

遑論以成人作為研究對象進一步探討海洋教育與其之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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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自身於博物館十餘年來推動非正規海洋教育的經驗與觀察，發現不管

是博物館或其他教育機構，針對成人所提供的海洋教育相關課程不但在數量上遠

低於國中小年齡層，且大多以專題演講或影展播映等靜態方式為主，缺乏多樣化

的體驗。然而，在海洋環境的持續惡化下，如要達成永續海洋的目標需要更多的

行動支持。在此前提下，本研究認為，影響與號召具有行動力、改變能力的成人

關注海洋環境議題是很重要的，但遺憾的是這群具有改變機會與能力的人在過去

卻沒有太多機會接受海洋教育。 

參、永續海洋與海洋環境意識的關聯性 

環境議題並非是一個新興議題，早在 1972 年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舉辦「人

類環境會議」（Human Environment Conference）以來，人類如何與環境共存共榮、

並使之得以永續發展一直是國際社會所關切的重點。從 1992 年聯合國在巴西里

約熱內盧所召開的地球高峰會議（Earth Summit）通過的「二十一世紀議程」

（Agenda21）、到 2015 年聯合國所發佈的「永續發展目標」（SDGs）及「聯合國

後 2015 年發展議程」中都可以看見國際社會永續環境的規劃及努力。然而，面

對這些環境衝擊，最重要的根源，仍然還是人類面對環境的態度、價值與行為必

須要有相對應的建立與改變，各階層的人都需建立永續概念，並將之付諸行動（周

儒、張子超、黃淑芬，2003；王順美，2016）。 

在推動海洋教育十年歷程後，吳靖國 （2016b）針對臺灣目前推動的現況有

進一步的觀察與省思，提出海洋意識與海洋觀點是型塑海洋素養的基礎，並強調

目前國人普遍對於海洋認知與接觸接觸皆不足，若要產生友善海洋的行動，必須

要先有善待海洋的意識及觀點。然而，從 Coady（2013）的研究顯示參與者較容

易察覺到改變的需求是與自身的健康或生存相關的議題。研究者認為談到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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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人較無法察覺海洋與自身生存的關聯性，不易產生需改變目前看待與對待海

洋方式的企圖與行動，故要先喚醒大家對於海洋的覺察，讓社會大眾瞭解海洋的

重要性且具備正向的海洋環境意識與觀點，才有可能進一步促使大眾產生永續海

洋的行動。 

國內目海洋教育領域鮮少以成人為研究對象，根據彭思瑜（2019）年的研究

指出，目前從 2000 年到 2018 年的海洋教育研究相關論文多集中於國小教育階

段，學前教育與大學教育階段各僅有一篇研究。但研究者認為在目前海洋環境日

益惡化的前提下，唯有更多關懷海洋、愛護海洋的行動才能減緩或改善這樣的狀

況。而成人具備能動性與決策力，若成人皆能擁有正向的海洋環境意識與觀點，

較可能在生活中的各個面向產生與落實愛護海洋的行為，不管是參與淨灘活動、

使用環保餐具或是選擇友善海洋的海鮮等，而轉化學習是成人重要的學習方式之

一，若能將對此主題作一較完整與全盤性之瞭解，對於未來海洋教育的推廣應有

助益。 

此外，近年來隨著休閒、健康、運動、養生風氣的興起，越來越多人喜歡參

與戶外活動，單車環島、徒步環島也逐漸成為成人喜愛的旅行方式之一。研究者

透過文獻整理回顧發現目前以單車環島、徒步環島為主題所進行相關研究較多探

討活動參與者自我成長方面的轉化（林美如，2011；翁靖雯、楊宗文，2016；曾

柏仁，2017； 蔡正芸，2014；謝孟珈，2007；謝鈞峯，2014），而較少關切參與

者對於外在環境的觀點轉化。 

綜上，徒步、海洋環境意識與轉化學習這三者之間有何關聯？如何與是否能

透過徒步活動為大眾創造海洋經驗、由經驗中喚醒與提升大眾的海洋環境意識，

並能透過海洋環境意識的轉化產生具有能動性之親海、愛海行為，達到海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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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永續？這是研究者好奇之處，亦是本研究之緣起。 

 

第二節 研究動機 

本節敘述本研究之研究動機，動機之一為研究者個人在生活與實務工作上之

觀察與省思，另一動機為成人轉化學習理論對於本研究之啟發。 

壹、研究者自身生活與實務經驗之觀察與省思 

以下略述研究者自身於自然環境中的轉化經驗與工作場域的觀察所引發之

研究動機。 

一、登山帶給研究者的轉化經驗 

徒步，是人類單純利用自身來感知周遭環境變化的一種方式。徒步，意味的

是身體與空間的互動、與周遭景觀及身、心靈的互動。2010 年左右開始，許多年

輕人受到電影「練習曲」中「有些事現在不做，一輩子就不會做了」口號的影響，

單車環島蔚為風氣，連帶著帶動環島的熱潮。有人用單車環島、有人用徒步環島、

也有人用慢跑環島。而研究者自身特別關注的，則是「徒步環島」這個議題，這

與研究者自身經驗有關。 

研究者大學時曾參與登山社團，每一段攀登山岳的過程就是徒步的經驗。僅

背著一個大背包，靠著自己的雙腳，就得以自在徜徉地投入大自然的懷抱裡，這

樣的經驗對研究者而言是非常特別且難忘的。研究者自身在徒步過程中所體驗與

學習的，是一種人如何在自然裡調適自己、與自然互動的方式，包括背包如何打

包才能走得更省力？身上要穿什麼才能適應山上早晚變化的溫度、如何調配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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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速度以適應不同的地形變化、如何靠著地圖、指北針與地形地貌對應找到自己

的正確方位、如何觀察困難地形的突破點安然度過這些挑戰…更重要的是何調整

自己的呼吸、自己的速度，讓自己不僅是背負著重物走路，而可以在不斷調整出

最適狀態的前提下，一步一腳印地抵達目的地。過程中每一道美麗的風景，不管

是夥伴間的盈盈笑語、日出、日落、山風樹影、還有腳旁繽紛的綠葉花朵都可以

是欣賞與對話的對象。這樣的經驗，已經遠遠跳脫「走路」這件事，而是如蔡正

芸（2014）所提及的進入一種「動態的系統」中。 

在這個不定期運作、逐漸累積經驗的系統中，研究者對於大自然的意識與觀

點逐漸開始改變。登山之於研究者，從一開始的「征服山頭」的優越感逐漸演變

到「崇敬自然」、「與自然一體」的歸屬感。研究者再也不會執著於百岳登頂的數

字、糾結長程縱走中漏了哪顆山頭，而是能夠安於當下，以感恩的心情看待走過

的路徑與周遭的環境。研究者無法明白分辨這樣的轉變是源自於哪一次的攀登經

驗，但它的確就是產生了。現在回過頭來看，登山的確提供了研究者在看待自然

環境觀點上的轉化經驗，從「征服者」觀點到產生「我與自然是一體的」的歸屬

感。 

二、推廣海洋教育的經驗與省思 

研究者於研究所畢業後加入海洋類型博物館的工作陣容，成為推廣海洋教育

的一份子。在教育部推動中小學海洋教育的初期（2008-2010 年間），研究者常與

館內其他研究人員到各縣市協助推動海洋教育。此時參與研習的對象多為中小學

教師，研習的方式多為講師講述的靜態課程。但據研究者自身之觀察，這樣以靜

態的演說方式推動的海洋教育，其成效似乎不如預期。 

除了在中小學內受到政策要求所必須推行的海洋教育外，鮮少以成人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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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對象的海洋教育，在 2008 年有了一種新的活動型態-台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

協會（以下簡稱「協會」）開始舉辦海岸線徒步活動。在各式媒體的採訪及宣傳

下，參與人數逐年增加，徒步者中以成人居多。「協會」所舉辦的徒步活動以帶

領參與者親近海洋為目的，路線皆沿著海岸線而行，徒步過程中的食衣住行中皆

以簡樸與環保為原則，為一種近似清貧的旅行。這讓研究者想起自身的登山經驗，

並引起了研究者的初始興趣：為什麼這群人會想參與這種苦行僧式步行體驗？是

對於海洋的嚮往？還是有其他原因？此外，研究者從「協會」工作口中及相關出

版品中看見這些曾經參與海岸徒步環臺活動的徒步者，於旅程結束後，有些人自

己開設推廣海洋教育的工作室、有些人開始在自己居住的城市辦起了清海小旅行、

有些人即使在生命的最後告別式，還堅持著環臺活動帶給他的簡樸、環保理念與

價值觀。而研究者自身在參與體驗徒步活動的過程中，深刻感受到靈性觸動的

「Aha moment」，對於自身的海洋環境觀點有了突破以往的理解與觀看方式，與

Foote （2015）的研究：「轉化的觸發有時僅是剎那間的頓悟」有心有戚戚焉之共

感，此歷程略述如下： 

2017 年 3 月 31 日，是全程組徒步的第 49 天。一早吃完早餐、收拾完裝備

後便準備出發，這時是早上 6 點 30 分左右。出發後只見帶頭領隊一馬當先的向

前走，以研究者自身多年的登山經驗判斷，這樣的速度遠高於一般人平均一小時

步行 4 公里的速度。然而，令研究者訝異的是多數的參與者可以緊緊的跟著領

隊，顯示長天數的步行已訓練出大家的體力與速度，於是研究者也只好加緊腳步，

加入領先團隊的一員。但是，快速的前進使得路旁的風景無一進入研究者的眼簾，

眼中映照著的不是兩旁的風景，只有前人的身影。於是，走到海邊之後，研究者

決定不跟著領隊了，因為參與此行的目的是來感受海洋與觀察活動進行方式的，

而不是只是來快速走路的。於是研究者放慢腳步走在大園海邊，保持前後依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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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見夥伴不落單的速度前進。研究者自己獨自一人行走時，一開始無意識地走

在沙灘的中間，因為這裡最好走。沙灘一側是海，另一邊則是陸地，研究者走著

走著突然覺察到這樣的行為跟一早開始的趕路有什麼不同？如果不停下來觀察

左手邊的藻礁、不仔細觀看右手邊靠近陸地一側的狀態，而只是輕鬆的走過，那

研究者到底「看見」了海洋的什麼？海洋僅是研究者經過的風景，研究者並無法

從中體驗、學習或與之產生連結。在那一瞬間，研究者突然有了頓悟，如果一直

把海洋當作習以為常的慣性事物，如同自身辦理海洋教育活動時，只是下意識的

利用歷年來累積的各式流程 SOP 去包裝與處理活動的細節，就像徒步時選擇快

速與安適的沙灘行走，雖然最終都能抵達終點、完成活動，但研究者到底有沒有

在這過程中享受與學習？「好走的路走得快，但如果選擇停留、走不好走的路，

可能有更多的收穫」、「打破慣性就是轉化的觸發契機」這是研究者在徒步過程中

經由頓悟得到的最大收穫與啟示。 

簡而言之，曾經參與海岸徒步的這群人，在活動之後的確出現了對待海洋與

環境友善的行動，顯示了在徒步過程中一定有某些刺激與觸發，讓這些人得以轉

化他們的觀點、改變了他們的行為。包括連研究者自身，都能在短時間參與的徒

步過程中體悟到觀點轉化的觸發。於是，研究者進一步的提問為：這些徒步者在

徒步過程經驗中，對於海洋環境的意義及觀點上產生哪些轉化？若將這些轉化視

為一種經驗現象，那這些徒步者又是如何經驗這些轉化？徒步者徒步過程中的互

動脈絡關係是什麼？而海洋環境意識觀點轉化學習的本質又是什麼？ 

綜上，從研究者本身的工作場域出發，認為成人學習具有目的性、自導性等

特色，故在設計成人海洋教育活動方案時，需有別於一般學齡兒童之思考。若能

在一般人都能接受的徒步與戶外活動方案中加入可促進對於海洋議題關切與感

受之觸發與事件，是不是較有可能進一步引發成人反思現今海洋所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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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成人海洋環境觀點之轉化，以達成產生新觀點與新行動之可能性？故本研究

希冀從這些徒步參與者的經驗出發，回歸其本心與初衷，藉由現象學的方法去理

解這些人在海洋環境觀點與意識的轉化現象及背後的脈絡意義，成為未來海洋教

育機構及相關單位推廣成人海洋教育之參考。這是本研究的動機之一。 

貳、轉化學習理論之啟發 

以下則敘述轉化學習之理論觀點帶給研究者之啟發與如何觸發研究者之研

究動機。 

一、轉化學習是成人重要學習方式 

自 Mezirow（1978b）提出「觀點轉化」（Perspective Transformation）概念並

逐步充實其架構後（Mezirow, 1989, 1991a, 1991b, 1993, 1997, 2003），近三、四十

年來以轉化學習為主題的成人教育研究如雨後春筍般勃發，不管是對於基本理論

的回應、修正、擴充與討論，或是實務應用的案例研究，皆有眾多研究者持續投

入。以國內博碩士論文為例，以「轉化學習」（Transformative Learning）或「觀

點轉化」為主題之博碩士論文，截至 2020 年 5 月為止，共有一百多篇之學術論

文以此為主題，顯示轉化學習為成人重要之學習方式之一。 

Mezirow（1991）提出觀點轉化的核心概念是學習者以個人的生活經驗為參

考架構，透過統整新知識和既有知識、信念、經驗所進行的批判性反省，進而促

成個人成長及生活改變的一種學習。然而，隨著更多研究者投入此領域，轉化學

習理論不管是在哲學基礎、實質架構及成果面向皆有了多元的發展。Taylor（2008）

從前人研究的結果與 Mezirow（1991）的理論相互映照，指出轉化學習仍可關注

及發展的多個面向包括社會解放觀點、文化-靈性觀點、種族中心論及行星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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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觀點。 

二、靈性觀點的轉化學習之啟發 

研究者對於從「文化-靈性」觀點來談轉化學習深感興趣，早期針對成人轉化

學習大多數的學術研究論文多從理性觀點為基礎，認為轉化學習是個體經過理性、

自我反思、批判性反思既有意識內的參考架構而產生實質性行動變化的歷程、轉

化來自自我的察覺與批判。然而 Dirkx（2006）則認為轉化來自內部經驗與外在

文本結合，外在的文本包括情感脈絡、知識脈絡與精神層面等，個體僅是大架構、

大系統中的部分，並非全部。在此概念下，學習者「我」與「他者」的關係會連

帶幫助自己認清自己與自己的關係，轉化因而產生，學習的歷程即代表了一種走

向完整自我（全人）的歷程，當此歷程發生時，就具備轉化自我意識及重新看待

自身存在於世界的關係的潛力（Dirkx, Mezirow, and Cranton, 2006）。 

研究者就親身的體驗後發現：在徒步過程中，活動參與者不斷的與外在的環

境與內在自我產生對話，外在的環境包括不同的沿岸、沙岸、珊瑚礁、藻礁、河

口、潟湖等海岸地形；包括蚵田、鹽田、養殖魚塭、沿近海作業等各式不同的海

洋產業；以及日昇、月落、夕照、時而平靜時而波濤洶湧的不同海洋面貌。這些

不同的「風景」給予活動參與者的情緒改變、印象與感動，會不會比純粹知性、

知識面向上的灌輸讓人產生更多的思考與反省的可能，更有機會產生海洋環境意

識的激發與轉化？故本研究認為以海岸徒步這樣的活動性質，在探討轉化的觸發

及歷程時，除了傳統理性分析的脈絡外，亦可增加對於靈性、情緒、情感層面轉

化學習的相關探討，也可補充靈性轉化學習理論之實徵經驗，此為研究動機之二。 

三、尋求可應用於海洋環境意識轉化學習成果之整合觀點 

若從不同的哲學觀點為基礎來看轉化學習，自然會有各自不同的歷程，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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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卻有可能是大致相同的（Stuckey, Taylor, and Cranton, 2013）。Stuckey, Taylor, 

and Cranton（2013）透過系統性的整理歸納出轉化學習的歷程可從認知（理性）、

超越理性（靈性、精神）及社會批判三個面向來談；Hoggan（2016）則把轉化學

習的成果經由後設研究區分成六大面向，為對轉化學習理論歷程與成果較整合性

之觀點。國內目前僅有楊舒帆（2016）以此架構作為參與澳洲工作假期打工換宿

者之生態觀點轉化歷程研究，且為量化研究，尚無將此理論應用於質化研究的案

例。 

研究者認為在徒步過程中由於活動的性質與參與者每日所見所聞與接觸的

事物內容豐富多元，故在海洋意識觀點的形成與轉化上，可能透過不同的途徑達

成，非單一取向能夠完整詮釋這些參與者之徒步生活經驗。 

綜上，本研究希冀在 Mezirow（1991, 2003）、Dirkx（2006）、Stuckey, Taylor, 

and Cranton（2013）及 Hoggan（2016）等人的架構下，以質性方式探討海岸徒步

者之海洋環境觀點之轉化歷程及成果，以補充國內現有理論之實踐案例，此為研

究動機之三。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目前臺灣的成人普遍缺乏接受海洋教育的環境與管道，「協會」所舉辦的徒

步環臺活動提供了一個可以讓大眾實際接觸海洋的機會，若這樣的活動能夠真實

提升與轉化成人的海洋意識觀點、促進友善海洋的行為，對於未來博物館與非制

式教育機構在推廣海洋教育時將可提供極有助益的參考。故本研究以轉化學習作

為理論觀點，從徒步者的經驗中，理解其如何在這趟旅程中經驗海洋環境觀點的

轉化學習歷程。其中，個人在與自身理性、靈性的對話、與群體、同儕之間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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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及與外在真實海洋環境對話的過程中如何觸發轉化及進行轉化，而轉化學習的

成果與後續的行動是否能與理論相互映證與補充，進而提供後續正規與非正規海

洋教育推廣者參考及觸發轉化學習的產生，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 

綜上，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如下： 

壹、從研究參與者自身的經驗中，探討個人參與動機與目的，瞭解其參加活動

前的海洋環境觀點。 

貳、以轉化學習為理論視角，理解與詮釋研究參與者在行動中的經驗與學習，

探究轉化學習的觸發。 

參、探討研究參與者海洋環境意識觀點轉化學習的成果及歷程。 

依據目的所產生的研究問題如下： 

壹、研究參與者對於海洋的先前經驗與觀點為何？參與活動的目的與動機何在？ 

貳、在徒步的經驗中，研究參與者如何與自己、群體及外在環境互動，這些互

動與海洋環境觀點轉化的關聯為何？  

參、研究參與者海洋環境觀點轉化學習的成果及歷程為何？ 

 

第四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轉化學習理論為基礎，以現象學方法論探討參與海岸徒步環臺活動

參與者（以下簡稱研究參與者）的徒步經驗與其海洋環境意識的轉化學習。在海

洋環境意識部分參酌環境教育領域相關環境意識與環境素養理論作為研究者的

先前理解。續以研究參與者的徒步生活經驗為範疇，以厚實的描述及 Cl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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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stakas（1994）的現象學方法，逐步分析及理解其在徒步過程中海洋環境意識

的內涵、轉變的觸發、歷程及轉化學習的成果，並透過文本描述、結構描述及複

合描述呈現此經驗現象的本質。研究概念架構如下圖 1-1 所示： 

 

圖 1-1 研究概念架構圖 

（研究者自繪） 

而本研究流程則是在思考自身經驗及與閱讀文獻後初步產生研究動機，進一

步深入閱讀文獻與理解問題意識後形成研究問題。繼而思考適當的研究方法論及

資料蒐集方式，完成文本蒐集後，以張芬芬（2010）及 Moustakas（1994）現象

學方式進行質性資料的分析，最後完成研究成果之詮釋。研究流程如下圖 1-2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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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本研究流程圖 

（研究者自繪） 

 

第五節 名詞界定 

以下針對環境意識與環境素養、海洋意識與海洋環境意識以及轉化學習等名

詞進行定義上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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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環境意識與環境素養 

在不同學門領域下，「環境意識」一詞之用法與涵括面向近似於「環境知覺」

與「環境覺知」，皆以關注民眾對於環境的認知、態度、觀點、行為及敏感度為

主要研究對象（楊冠政，1997；蕭秀玲、莊慧秋、黃漢耀等譯，1991；蕭新煌，

1998）。而環境意識最主要的核心在「人與環境的關係」，是「對環境問題的知識」、

「環境態度」以及「親環境行為」等三要素之間交互作用下的綜合體（Rannikko, 

1996）。另一個與環境意識意涵相近的詞彙為「環境素養」，其內涵包括「知識」、

「環境意向」、「綜合能力」及「負責任的環境行為」（NAAEE, 2011）。環境素養

進一步成為判斷個人是否能夠永續面對人與環境關係的一種指標，與環境意識之

內涵相去不遠。 

本研究所定義的環境意識，乃是融合前述環境意識與環境素養的觀點，是在

「人與環境的關係」架構下，個人對於環境及環境議題所具備的知識與概念、擁

有之態度與價值觀、及負責任之種種環境行為之複合體。 

貳、海洋意識與海洋環境意識 

綜合學者所述，海洋意識是一種對海洋的看法，也是人們對人與海洋關係的

一種體認、不同的海洋意識，會對海洋產生不同的價值觀。海洋意識是人們對於

海洋資源、功能、作用、特點等問題的基本認識和態度（吳靖國，2008；黃麗生，

2006；劉福芳，2006；全賢淑，2010）。至於海洋環境意識，趙宗金（2011）將海

洋環境意識納入海洋意識中的一環，將之定義為人類對海洋自然環境以及自身與

海洋關係的認知和態度。 

此外，研究者綜整前述學者觀點，本研究將「海洋環境意識」定義為「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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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海洋環境關係」的複合體，包括從個人、大眾和社會組織對於人海環境關

係的體認，影響人們如何看待海洋環境、對海洋產生的態度與行為」。除了可以

從個人內在的認知、情感、態度、價值觀、以及負責任的善待海洋環境行為等因

素來談外，更應該將之納在社會、經濟、文化等較大體系之外在因素來討論。 

參、轉化學習 

轉化學習（Transformative Learning）是一種引發個人「參考架構」（frame of 

reference)改變的一種歷程，而參考架構是一種意義觀點，是我們藉以理解經驗的

假設架構，由心智的習慣及其所導致的觀點所組成。心智的習慣受文化、社會、

教育、 經濟、政治或心理的因素所影響，且與信念、價值判斷、態度和情感而

塑造出的特定詮釋相關（Mezirow, 1997, 2000）。而批判觀點的轉化學習認為個人

的轉化與改變社會有關，個人和社會的改變是有關連的，著重於意識形態的批判

性反思，學習者發展權力和政治意識的關懷，進以改變社會及其現實（Taylor, 

2008）。除了這種從理性、心智變化的角度以及批判性角度來談轉化學習之外，

近年來亦有學者從文化、靈性的觀點，強調個人經驗中的情緒、感情、內在的心

靈等文化脈絡來探討有別於理性觀點的個體轉化學習經驗（Dirkx, 2006）。 

本研究認為，徒步海岸線環島之活動特色是建立在一個不斷與自我、自然、

海洋及相關人、事、物、產業產生實體與心靈對話的脈絡上，這個脈絡明顯有別

於參與者日常生活之脈絡，故有機會刺激參與者開始思考自身與海洋、環境之關

係，故轉化的觸發應不僅限於理性層面的批判性反思，亦有可能透過靈性觀點的

轉化察覺自身與海洋環境之關聯性。故本研究所定義之轉化學習，為較廣義之轉

化學習，非僅限於理性觀點所稱之觀點轉化或轉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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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節定義本次研究之研究範圍，並分述本研究之研究限制。 

壹、研究場域與範圍 

本研究之場域與範圍界定於臺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以下簡稱「協會」）

所舉辦之「2017 海洋教育向前行」及「2019 走在家鄉海之濱 海洋百工探尋」活

動，研究對象為分別完成全程 53 天及 57 天之徒步環島活動之參與者。在徒步過

程中，這群徒步者依循著主辦單位「協會」規劃的起迄路線，以彈性、自由的方

式完成徒步活動，參與者可選擇獨自一人、三三兩兩或跟著領隊與大隊前進，亦

可自行選擇各點停留的時間與路線，僅需於晚上抵達住宿點即可。活動參與者需

自行準備睡袋及所有所需物品、活動過程中餐飲、住宿及洗漱設備一切從簡。這

樣的徒步環島可說是非常簡樸與強調環保的一趟旅程。 

研究者雖與「協會」人員已熟識多年，並曾共同於博物館中開發環境教育相

關教案，但研究者之於本研究場域之徒步活動僅是單純的活動參與者及觀察者，

並無實際參與活動規畫細節。 

貳、研究限制 

以下略述本研究在時間回溯性、研究方法上的限制。 

一、回溯性研究的限制 

由於本研究場域定調於 2017 年及 2019 年「協會」所舉辦之環臺徒步活動，

屬回溯性研究，研究進行深度訪談時距離活動結束（2017 年 4 月 3 日、2019 年

4 月 14 日）約有一個月至二年以上不等之時間，受訪者恐有記憶模糊或遺忘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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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等現象，此為回溯性研究之限制。研究者將以透過蒐集受訪者於社群媒體發佈

之文章、筆記等多元資料蒐集方式確保資料之正確性，於分析過程中將反覆與受

訪者確認逐字稿與分析內容，確保理解之有效與正確性。 

二、研究方法的限制 

本研究欲採現象學方法進行資料收集與分析，過程中研究者將秉持開放性進

行訪談，並謹記將先前理解置入括弧，不以自身觀點與價值觀先入為主，惟過程

中恐仍有不足之處，將透過研究團隊檢視及同儕檢視方式協助將此限制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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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研究欲討研究參與者在海岸線環臺徒步過程中，對於海洋環境意識的轉化

內容與轉化歷程。故文獻回顧分成三節，第一節則將徒步、旅行視為一種體驗，

探討此種體驗與成人轉化學習之關係，第二節定義海洋環境意識的內涵及其重要

性，第三節則回顧轉化學習理論近年來在轉化觸發、轉化歷程與轉化結果的成果

及與本研究之關聯性，以此三個脈絡作為後續建立訪談大綱及資料分析的先前理

解。 

第一節 徒步、環島旅行與轉化學習相關文獻探討 

徒步環島可視為一種體驗及旅遊形式，本節將針對徒步、環島旅行、與轉化

學習相關文獻進行探討，以理解此類活動與體驗之特質，及與轉化學習的關係。 

壹、成人與體驗學習 

以下將徒步及旅行視為一種體驗，理解成人與體驗學習之關係。 

一、成人的體驗學習 

體驗或經驗（Experience）一詞常被用來指涉「具有經歷某些事物的歷程，

或者是一種感受」（吳清山、林天祐，2005）。目前學界對於「體驗學習」或是「經

驗學習」用詞並未明確區隔，多泛指”experiential Learning”，如體驗學習指的是

個體直接透過體驗來建構知識、獲得技能與自我價值提升的歷程（吳兆田，2012）；

黃明月（2000）指出學習是一種將經驗（experience）意義化的過程，並將經驗創

造和轉化為知識、技能、態度、價值、情緒、信仰及感受的過程定義為經驗學習

的歷程。目前學界關於體驗學習主題主要引用理論包括杜威 的”Learning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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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ng”做中學以及 Kolb（1984）的經驗學習理論。 

然而，若追溯狄爾泰（Dilthey）的「體驗」概念，便會發現「體驗」不等同

於「經驗」。狄爾泰的體驗並非單純指經由外在感官刺激後個體所產的直接感受，

而是個體經由自省與外在互動的結果，才能稱為一種體驗。如觀看畫作時，看畫

這個動作並非體驗，而是看完一幅畫後心中產生了對於這幅畫的整體感受，才是

「體驗」。在狄爾泰的觀念中，「外在經驗」指的是感官知覺所形成的「經驗」，

而「內在經驗」則相當於他後來所用的「體驗」概念（張旺山，1986）。謝彥君

（2005）進一步描述經驗與體驗之間的差異：「經驗是屬於表層的、日常的感官

印象」，是行為的累加以及由此獲得的知識的累積；而「體驗則是深層的、高強

度的或難以言說的瞬間性生命直覺」，而且體驗一定是指內心世界與外物經由交

流後達到契合、融通的感受和體悟。 

在本研究中，徒步作為環島旅行的一種方式，參與者歷經將近 60 天、每日

行走將近 20 公里的海岸線徒步活動，途中與周遭人、事、物所創造的相會與互

動，能夠跳脫徒步前「表層的」、「日常的」感官印象，而有機會進入另一種深層

的、高強度的覺察與體會，故本研究認為參與環島徒步活動後所創造的，實則是

一種如狄爾泰、謝彥君（2005）所述的「體驗」。 

二、旅行的體驗 

旅行會引發由外向內觀照、對話的可能性（蔡正芸，2014）。吉莉安.羅賓

森 （Jillian Robinson）在《我的小探險- 70 位旅行者，找回人生熱情的故事》一

書中訪問了 70 位當代旅行者，這些旅行者認為旅行讓他們覺得充滿動力、豐富

了他們的生活，強化他們與世界的關係。而旅行中的點點滴滴都有可能成為改變

人生的契機，讓日常生活產生實質性的改變。在書中雖沒有特意強調旅行是一種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Jillian+Robinson/adv_auth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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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轉化」或是「轉化學習」的過程，但透過作者的文字敘述，仍可略窺一二： 

很多人一旦旅行回來，便回不去過去的自己了，因為他們發現，可

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一種更適合自己的方式。…你會發現，你是

有選擇的。旅行，真的能改變你的人生，可以讓你擁有連你自己可

能都不知道的自由，也會給你帶來一個不同的世界觀。…當你接觸

了不同的文化，你就會學著放棄一些你從小就根深蒂固的東西。 

作者亦闡述旅行所帶來的八種神秘力量，包括找到更多自信、學會冒險、

放慢腳步活在當下、與大自然連結、更有勇氣等。而駱貞穎（2001）的研究指

出，旅者與陌生他者的互動是追尋、重塑自我認同的關鍵，可說是旅行最重要

的部分。在旅程中透過辨識與凸顯自我與他者的差異及區格，人們得以塑造、

鞏固或強化對自我的認知與認同，滿足自我認同的需求。 

由此觀之，旅行所帶來的意義與 Stuckey et al.（2013）所論述的轉化學習

的成果有相似之處，不管是在擁有更深刻的自我意識、擁有更開放的觀點、參

考架構的改變、深度轉換的世界觀以及改變人生等等。 

三、徒步的體驗 

徒步，是人類單純利用自身來感知周遭環境變化的一種方式，徒步，意味的

是身體與空間的互動身體與地理景觀的互動、身體與自身身、心靈的互動（林美

如，2011）。透過徒步過程中不斷觀賞與思考周邊景物，將新的資訊化為已知的

訊息的過程，不但能夠讓自我的身、心產生對話，並能夠更深刻的感知外在的環

境，達到將心理、生理和世界鎔鑄於一爐的狀態（Solnit, 2000 / 刁筱華譯，2001）。

李丁讚（2007）更將慢走形容是「一種神秘的身體經驗，在放慢腳步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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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與身邊的世界產生了親密的對話…在這種狀態下，身體會開始液化、氣化，

變成一種精神狀態，進而與外在的世界開始交融」。走路雖然是一種生理的勞動，

但可以生產出思想、經驗與領悟（Solnit, 2000 / 刁筱華譯，2001）。吳文翠（2007）

進一步指出：「在長程徒步過程中，不只可沈澱、探索出自己的人性弱點，並且

也可產生面對人生的能量」。這個能量的產生需要透過時間、徒步過程中的自我

對話逐步累積產生。李丁讚（2007）提及：「透過雙腳，我們與土地進行細膩的

接觸與建立和世界的親密關係…存在，是一種關係的建立。而關係的建立，來自

於深度的感通與對話。」 

綜上，徒步是一種不需假以任何外在事物，僅需靠著自身的行動，就能夠創

造出地理空間與內心心靈世界的移動與拓展。在長程徒步的體驗中，對外，身體

與世界有了連結與對話的空間及可能性，對內的自我對話有機會讓自己沈澱、反

思，進而產生力量。 

貳、臺灣的環島活動 

根據謝孟珈（2007）的研究，臺灣歷史上的環島活動大致可區分為帶有任務

性質之「生產性環島」、基於旅遊需求的「觀光性環島」及以自我挑戰、表達訴

求的「挑戰性環島」三大類型。早期環島活動帶有國家主導的色彩和獨特的救國

意識（救國團）；2010 年由電影帶起的環島風潮，則是格外強調地方經驗，並以

多元的形式和訴求展開環島。從火車、自行車、摩托車，打開了國外/在地旅遊、

觀光景點/地方的辯證關係（蔡正芸，2014）。 

至於環島的動機為何？從過去的研究可以歸納出環島活動參與者的動機不

脫追逐與實現夢想、挑戰自我與自我實現、從常軌逃離、轉換日常既定生活方式

以及體驗臺灣的風土民情等原因（翁靖雯、楊宗文，2016；曾柏仁，2017；鄭國

 



 

 

25 

 

寶，2010；謝孟珈；2007）。環島活動的特質包括逃離日常性、自我探索認同、

身體及精神上的試煉、通過儀式、建立地方感及一種生活風格的展現。（林美如，

2011）。 

環島的方式日益多元，從 2006 年電影《練習曲》上映以來帶動了單車環島

及徒步環島的風潮，許多人因為這部電影開啟了自己的環島行動。近年來已有多

篇以徒步環島、單車環島為題進行的相關學術研究。謝孟珈 （2007）以歷年的

環島活動為對象，分析其中之文化意涵，並將環島的類型區分為生產性、觀光性

及挑戰性三種類型。其中的挑戰性環島強調個人心智的成長及人與土地之間的互

動。謝孟珈（2007）認為環島的行動及空間賦予出走背後的吸引力，促使旅者上

路，產生對話、體認差異，進而尊重雙方「互為主體」的事實。環島成為多元主

體實踐之場域。而蔡正芸（2014）提出環島是一種自我認識與認同的重要途徑。

島嶼不只是供環島者行動的舞台或容器，空間和地方本身的特質即引發了各種操

演和感知方式，從而有重塑認同，尤其是對於地方或土地的認同感的可能。 

研究者認同謝孟珈及蔡正芸之觀點，徒步環島的時間動輒數月，是一個挑戰

自身體力、精神與意志力之活動，這種「在長程徒步過程中，不只可沈澱、探索

出自己的人性弱點，並且也可產生面對人生的能量，有時候那能量是沈澱後自己

長出來的；有時候是徒步途中的自問自答漸漸累積出來的信念，所產生的能量（吳

文翠，2007）。」完成徒步環島能夠提升對於自身的自信與自我效能。 

參、徒步旅行與轉化學習 

一、環島作為一種旅行與學習 

林美如（2011）透過文獻之耙梳，匯整出環島活動參與者在身體、空間與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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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場域移轉間，所呈現出環島活動的多元樣貌。包括環島是一種助人暫時脫離日

軌道的選擇、是一種自我探索與挑戰的過程、更是一種身體與精神的試煉，完成

環島之後彷彿完成一場通過儀式、並在過程中親近了土地、建立了臺灣感和地方

感，對某些人來說，環島更是一種生活風格與流行文化的展現。 

謝孟珈（2007）將環島活動視為資訊整合和交流的空間，進而建立了共同體

想像，開啟對話平台，因而環島活動與臺灣的人地關係具有緊密關聯，是多元主

體詮釋的空間。環島出走的意義提升至多元認同。這些面貌部分可歸納成參加環

島活動的動機，可以是想要脫離日常生活軌道、想要自我探索與挑戰、想要親近

土地、建立臺灣感和地方感、想要呈現某種生活風格與象徵自己未與流行文化脫

節。過程是精神與身體上的試煉，而結果是完成自我探索的歷程、完成通過儀式、

建立了土地情感與地方感。 

綜上，本研究認為，沿著海岸線徒步環島，能對於自身的海洋環境意識造成

改變。徒步創造共感，包括與世界的共感、與身邊一草一木的共感。海岸徒步也

在創造共感，與海邊的石頭、生物、垃圾、海洋本身、周遭的夥伴產生共感。人

無法獨立於世界，找回共感，找回與海洋的共感是形塑海洋環境意識的重要途徑。

徒步具有與自我對話、與真實世界接觸、創造共感的特質。在這過程中，參與者

對於每日海洋相關之所見、所聞都是創造一種讓生活世界與科學世界、哲學世界

三者交流對話的可能性，而參與者於過程中所獲得的海洋知識、看待海洋的方式、

對於海洋的情感，人海關係的反思，甚或同儕間的交流與互動，不但反映了自身

的海洋環境觀點，彼此之間的交互作用更有可能成為觸發轉化學習的因子。  

二、旅行促成轉化學習的前提 

Morgan（2010）的研究中提出一個試探性的假說，如要建構「經由旅行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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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轉化學習」，必須有幾個前提，包括以下幾點：發生在環境及脈絡相關、具有

強大的「靈性場所」（spirit of place）或是具有引發強烈及正向的「感性場所」（sense 

of place）潛力的所在。提供可以直接聚焦於在戶外及野地「他者」（Otherness）

交會、相遇等經驗學習的機會。提供可以聚焦於與他者相遇、與其他文化對話等

經驗學習的機會。允許並鼓勵這些旅行者與在地社群的互動，經由彼此的對話與

學習，發展出共同體（communites）的意識。提供個別經驗的機會，給予旅行者

休閒和沈思的空間。提供具有意義的服務或志願工作的機會（不管是環境或社會

的議題）。旅行促使了時間轉化成心靈空間的可能。 

而一項英國的研究指出，透過戶外體驗式、調查式的海洋主題課程學習模式，

儘管是以提升認知為出發點，但對於提升對於海洋及海岸相關知識、與海洋環境

的情感互動以及親環境行為皆有助益（Winks, L., Ward, M., Zilch, J., & Woodley, 

E., 2020）。 

若進一步理解此前提，會發現戶外、野地較容易引發參與者的轉化，這有可

能因為人容易在大自然的環境中感受自我的渺小及進一步思考自身的處境；而與

異文化的相遇則使人們真實感知不同文化脈絡下價值觀之差異，進而引發思考與

對話，促成轉化的可能性。 

肆、對本研究之啟發 

由上述假說及經驗可以初步分析，經由旅行促成的轉化學習之觸發多來自文

化脈絡，包括與他者的相遇、與異文化的對話；或是來自社會脈絡，能夠與當地

社群的互動或是有意義的服務與志願工作經驗，若要從旅行經驗中耙梳出轉化學

習的歷程，可以初步歸納從「適當的場所」、「與他者互動」、「與自身對話」、「創

造個別經驗」及「有意義的回饋」等幾個項目來作為進一步分析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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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場域所定義的海岸環島徒步活動中，本研究認為參與者每日皆走在

不同的海岸線上、欣賞不同的海岸風景、進入不同的漁村、不同的漁港、跨越不

同的溪流，每日都在與不同的情境脈絡中與他者相遇。且在一個長達近 60 天的

歷程中，海洋成為這些參與者每日最親身接觸的議題，這些因子應會對參與者自

身的海洋環境意識觀點產生改變，有可能會引發轉化學習的發生。然而，究竟參

與者是在什麼樣的情境中轉化，而轉化的海洋環境意識觀點又著重在哪些面向？

值得本研究進一步探討與系統性的瞭解。 

 

第二節 海洋環境意識相關文獻探討 

「海洋環境意識」一詞，可以區分成海洋、環境與意識三個單詞，目前學界

對於意識、環境意識及海洋意識已有討論，但若將之三者結合，目前並沒有一個

明確且共用的定義。故本節嘗試先從環境意識著手，探討環境意識的內涵及其理

論架構，並理解環境意識、態度與親環境行為之間的落差何在，接續再從海洋環

境的觀點切入，理解海洋環境意識的內涵及提升海洋環境意識的策略，作為後續

研究參與者在徒步過程中觀點轉化的重要參考。 

壹、環境意識 

要理解海洋環境意識，必須要先瞭解環境意識的內涵。以下先就環境意識內

涵進行探討，再進一步探討海洋環境意識中認知、態度與親環境行為之間的關係，

這三者之間的鴻溝，是否會成為環臺研究參與者對於海洋環境觀點轉化的觸發？

是研究者想進一步想要探究的問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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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境意識的興起 

環境議題已是目前全球永續發展中最重要的議題之一，隨著工業革命、資本

主義與經濟的發展，人類對於自然環境的需求與利用已逐漸改變地球原有的樣貌，

環境問題因運而生。Hussey& Thompson（2000）指出西方環境意識（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的概念緣起於 Evelyn（1961）描繪十七世紀倫敦因燃煤造成嚴重

的空氣污染霾害現象，並據此反應出人類文明發展利弊的不同觀點。隨著時間的

進程，環境問題已非僅停留在單一地區或國家，而是擴及到空氣、海洋等無國界

的範圍，且隨著全球化的腳步，成為跨國或跨洲的議題。 

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ECD）在 1987 年發表了《我們共同的未

來》（Our Common Future）報告，報告中指出決定人類前途和命運的是環境，及

闡述人類面臨的重大經濟、社會和環境問題。如何因應日益嚴峻的環境問題，及

其所帶來之社會、經濟、甚或文化議題則是人類社會面臨的重大考驗，「永續發

展」概念的出現，就是檢視人類過去發展道路上的錯誤，並重新思考之後之發展

方向與目標（張珍悅、徐勝一，2010）。為了達成永續發展，聯合國於 1992 年在

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地球高峰會議後通過了「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 21），

議程中除了羅列需要保存和管理的各項資源，包括森林、生物多樣性、海洋及淡

水等外，更直接闡述了各項可執行的方式，其中「促進教育、公眾意識和培訓」

是達成永續發展的重要策略之一。 

二、環境意識的內涵 

Rannikko（1996）提及環境意識最主要的核心在「人與環境的關係」，是「對

環境問題的知識」（Knowledge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環境態度」

（Environmental attitudes）以及「親環境行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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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之間交互作用下的綜合體。但環境意識如何產生？根據吳泓儒（2015）研究

指出，環境意識的形成可區分成兩個派別：一者將新興的公民環境意識歸因於環

境問題所引發的人類生存危機；另一者則認為除了生存危機外，還有其他如國家

的政治、社會或經濟等背景因素，以及公民對環境議題的知識、興趣以及態度等

多重因素的影響（Hussey & Thompson, 2000 ; Rannikko, 1996）。顯示環境意識議

題不僅僅是個體如何認識、看待環境與生存危機，亦與更大的社會、文化、經濟、

政治結構密切相關。 

楊莉、戴明忠、竇貽儉（2001）以「複雜的多維結構」架構環境意識的內涵：

從靜態的角度來看，環境意識包括了人們的環境認識觀、環境價值觀、環境倫理

觀、環境法制觀以及環境保護行為觀等；若從深度層次來談，則包括從感性認識

→知識→態度→評價→行動；若從影響的人群層次則包括個體的環境意識以及不

同層次的群體環境意識；若從空間屬性來看，包括了從個體環境、社區環境、區

域環境、國家環境以及全球環境等場域，最後，環境意識還具有不斷變動與發展

的動態時間屬性。最低層級的環境意識是個人環境意識的萌芽與覺醒，而最高層

次則是整個社會將環境意識提升為環境倫理道德，通過法律及政策等手段，對環

境進行保護。 

三、環境素養意涵 

另一個與環境意識內涵接近的語彙是「環境素養」。北美環境教育學會（2011）

綜整各家學說提出之環境素養內涵包括「知識」、「環境意向」、「綜合能力」及「負

責任的環境行為」等四大面向。其中，「知識」包括對自然、生態環境、社會、

文化與政治系統的認識、對環境議題能提出多種環境議題解決方案及參與的行動

策略；「環境意向」則包括對環境的態度、關懷與敏感度、個人的行為意圖、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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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責任感、控制觀與自我效能；「綜合能力」包括辨識、分析、調查環境議題，

使用證據與知識，選擇並捍衛自己的立場以解釋環境議題、創造與評估不同層級

解決環境議題的計畫能力；負責任的環境行為則包括消費者或經濟行動、生態管

理、說服、政治及法律行動（NAAEE, 2011）。 

綜上，研究者認為環境意識的核心內涵在「人與環境的關係」，在個人的部

分從認知的角度而言，包括了對於自然、生態環境的認識、對於環境議題能藉由

辨識、調查及分析提出解決方案與行動策略；在情意與態度的角度而言，包括對

環境的關懷、態度、敏感度以及個人的責任與自我效能，是一種從感性認識→知

識→態度→評價→行動的過程；而在能力的角度而言，包括了負責任的環境行為

與消費行動。若站在群體的角度而言，群體的環境意識受經濟、政治、文化、法

律等社會結構影響，所影響的場域包括個體環境、社區環境、區域環境、國家環

境以及全球環境等。 

四、環境意識與親環境行為理論 

具有環境意識的人是否就能產生正面的環境態度與親環境行為？環境意識、

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各要素之間的關係長久以來是環境教育學者深感興趣且不

斷探討的問題，也延伸了許多不同的理論架構，包括早期的「環境知識-環境態度

-親環境行為」線性模式（Burgess, Harrison, & Filius, 1998）、計畫行為模式、理

性行為模式（Ajzen & Fishbein, 1980; Fishbein & Ajzen, 1975）、負責任的環境行

為模式（Hines, Hungerford, & Tomera, 1987）等。 

（一）環境知識、意識與行為之間的鴻溝 

在探討環境意識、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之間關聯性的模式不斷修正的過程當

中，一道橫亙在三者之間的鴻溝隱然浮現。早期的線性模式在 1970 年代就被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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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增加民眾的環境知識和環境意識無法引導出親環境的行為，這種「知易行難」

的知識與行動落差原因來自以下幾個原因：直接與間接經驗的差距，光是在學校

課堂內探討環境議題無法增強態度與行為之間的關聯性；社會規範及文化傳統影

響，如果主流文化傳播的是不永續的生活型態，很難產生親環境行為，擴大態度

和行動之間的差距；人們的態度可能隨著時間而有變化；態度與行為在測量上的

差異等（Kollmuss & Agyeman, 2002）。 

除此之外，學者亦發現親環境行為的產生與否，會與個體所處的外在環境密

切相關，Hines et al.（1987）等稱這些因子為「情境因素」，包括經濟約束，社會

壓力和選擇不同行為的機會。Blake（1999）則稱這種態度與行為間的鴻溝為「價

值-行動間的阻礙」，他指出大多數的親環境行為模式是有侷限的，因為它們未能

考慮到個人、社會和制度上的限制，並認為人類是理性的、能夠有系統地利用他

們可獲得的信息。但事實上根據研究顯示，只用理性的角度來談論與大眾相關的

人類福祉與利益往往是無效的，不管從切身的環境議題到更大尺度的環境議題，

一般人的價值觀是「談判的、短暫的、有時甚至是矛盾的」。 

Blake（1999）提出在環境意識與親環境行為之間的三個障礙分別為個性、責

任感與實踐性，這些障礙包括個人和外部因子。在個人的層面可能因為對環境議

題缺乏興趣，抑或有自覺「不可抗力」因素而無法產生親環境行為（如雖然明明

知道會增加全球暖化危機，仍搭飛機越洋拜訪親人）；在責任感層面，沒有採取

環保行為的人是認為他們無法解決問題，所以也不應該為此承擔責任、有時也會

因為缺乏對相關機構的信任而不採行環保行為；而在實踐性層面，在社會和制度

的約束下，無論人們有多積極的環保態度和意圖，都無法使人產生親環境行為

（Kollmuss & Agyema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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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Blake 提出之環境意識與親環境行為中的障礙模式 

（資料來源：Kollmuss, A., & Agyeman, J. (2002). Mind the gap: why do people act environmentally 

and what are the barriers to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8(3), 247） 

（二）Kollmuss and Agyeman（2002）的親環境行為模式 

Kollmuss and Agyeman（2002）則透過比較不同的環境行為模式，綜整所有

會影響環境意識與親環境行為的因子，包括人口因素、外部因素（如體制、經濟、

社會和文化因素）和內部因素（如動機、環境知識、意識、價值觀、態度、情感、

控制觀、責任和優先事項等）提出「親環境行為模式」如下圖 2-2 所示。該模式

指出直接影響親環境行為產生的因子包括了內部及外部因素。除此之外，最大阻

礙親環境行為產生的因素是是舊有行為模式與舊習慣，而這些舊有習慣與行為則

來自內在及外部因素間的交織的各種阻礙。在內部因素中，除卻個人特質外，環

境意識是最重要的影響因子，環境意識包括環境知識、情感投入及個人之態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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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在知識-情感投入過程中，知識的缺乏或新知識所造成的情感上的衝擊

或矛盾會阻礙了此雙向的溝通；而在情感與態度、價值此互動軸線上，則會因為

既有或新增的價值觀與態度與舊有價值觀或態度產生衝突而發生阻礙，亦會連帶

地與影響新知識的產生、阻礙學習。亦即在環境意識此因子內，知識、情感與態

度、價值觀之間的互動皆有可能形成阻礙親環境行為產生。而外在的社會、經濟、

文化、政治等因子，會因為個人控制及外在控制觀點的差異，無法改變舊有的行

為模式，進而產生親環境的行為。 

 

圖 2-2  Kollmuss & Agyeman 提出的親環境行為模式 

（資料來源：Kollmuss, A., & Agyeman, J. (2002). Mind the gap: why do people act environmentally 

and what are the barriers to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8(3)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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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環境倫理觀點與環境意識層級 

若要探討環境議題，除了根本的價值觀之外，還涵蓋了政治、經濟、社會及

文化等各個層面，而「環境倫理」就是對人類和自然環境之間的道德關係，給予

系統性和全面性的定義和解釋（王從恕，2001）。楊冠政（2002）指出：「環境教

育的終極目標在培養具有環境倫理信念的人、具備正確的環境態度和價值觀，並

能做出理想的環境行為」。顯示環境倫理觀點在環境教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若從西方傳統的哲學觀點來看，環境倫理的典範包括了「人類中心主義」、

「生命中心倫理」以及「生態中心倫理」的哲學觀點。「人類中心主義」的基本

信念為「自然為人類所有、人類有權利使用自然、自然萬物對人類有利益的方有

價值以及人定勝天」等概念；「生命中心倫理」主張重視生命個體價值，但只有

生命本身具有價值、物種和生態系則無；「生態中心倫理」則立基於「自然世界

具有內在價值」的哲學前提，通常包含大地倫理（The LandEthic）和深層生態學

（Deep Ecology）（王從恕，2001；楊冠政，2002）。 

深層生態學認為今日的環境危機是起源於現代人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若要

徹底解決環境問題，唯有扭轉我們的哲學觀、改變看待事物的世界觀，進而改變

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意識型態。而深層生態學包括「自我實現」（Self-Realization）

和「生命中心平等」（Biocentric Equality）兩個重要的倫理規範。「自我實現」是

指透過與自然界的互動實現自我的過程、「生命中心平等」是將所有的有機體共

同存在於一個互相關連的網絡中，並且擁有平等的內在價值（Naess, 1973, 1985, 

1986）。 

 延續 Naess（1977）所創立的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概念，Gardner & 

Stern（1996）將環境意識分成三個層級：第一層為主要關懷環境污染及資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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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的淺層生態學（Shallow ecology）；第二個層級為強調「地球太空船」（The 

spaceship-earth）概念的中層生態學（Intermediate ecology）；第三層級為強調「生

態平等」（Bioequality）的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 

 在徒步過程中，研究參與者行走在海岸邊之所見所聞，是否會對其生態倫理

觀點及環境意識層級產生改變？是本研究欲進一步探究之處。 

六、對本研究之啟發 

綜上，Kollmuss & Agyeman（2002）提出的親環境行為模式給予研究者在本

研究極大的啟發，在探討親環境行為的產生時，舊行為模式與舊有習慣是一個極

大的障礙，而這些舊的行為模式阻礙來自於個人內在（包括環境意識、個人特質

以及價值系統）與外在（包括經濟、社會與文化）等因子之間交互作用產生。未

來在探討徒步參與者是否能夠完成海洋環境觀點的轉化產生友善海洋的行為時，

除了從個人的內在因素探討之外，亦要討論整體社會在經濟、社會與文化因子在

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探討何種舊行為模式與舊習慣是阻礙親海洋、友善海洋環境

的因子，未來辦理相關活動時，若能針對這些阻礙提供排除的機會，定能提升參

與者之海洋環境意識及親環境行為之可能性。 

此外，深層生態學的理念在於改變既有、主流世界觀對於環境的利用看法。

萬物都有其價值，此價值並非取決於對於人類世界的貢獻程度。對於海洋環境而

言，過去大多從人類中心思想去思考海洋對於人類的餽贈與利用，僅從人類中心

角度去思考，唯有將此視域轉化成從非人類中心去思考，去認識與覺知海洋環境

本身具有的多元生命形式與狀態，並且是在徒步的過程中覺知，將人類中心的視

域轉化到非人類中心的視域，對於海洋環境問題才會有根本上的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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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海洋環境意識 

海洋環境意識結合海洋與環境意識兩個面向，以下先梳理海洋意識的內涵，

進而論述海洋環境意識的內涵，及海洋環境意識在推動海洋教育時所扮演的角色。 

一、海洋意識內涵 

目前學者對於海洋意識並未有一個統一的定義，吳靖國（2008）指出海洋意

識乃是「對海洋的看法，指人們所覺知到海洋在人類生存與發展中所處的地位，

也是人們對人與海洋關係的一種體認」。劉福芳（2006）指出「海洋意識即海洋

觀，指人們對海洋世界的總的看法和根本觀點」。黃麗生（2006）認為不同的海

洋意識，導致不同之認識世界的方式，以及對海洋不同的價值觀，海洋意識即為

理解與海洋有關之人文識覺與世界視野。王華（2009）從心理學的角度切入，將

海洋意識的定義為：「以人們對海洋的認識為核心而形成的一種獨特的心理性稟

賦，是滲透在人們日常生活及生產實踐中的具有明顯海洋內容傾向的意識能力」。

全賢淑（2010）則從內涵的角度，定義海洋意識「是指人們對於海洋資源、功能、

作用、特點等問題的基本認識和態度，主要包括主權意識、國防意識、資源意識、

開發意識、生態意識、文化意識、開放意識和創新意識等」。趙宗金、尹永超（2012）

歸納：海洋意識本質上是個體、大眾和各類社會組織在長期的海洋實踐活動過程

中，所形成的對於海洋的自然規律、戰略價值和作用的反應和認識，是特定歷史

時期人海關係觀念的綜合表現。海洋意識來源於海洋實踐活動、又反作用於海洋

實踐活動，它指導著人們開發、利用海洋的方向、方式和程度。 

簡而言之，海洋意識是從個人、大眾和社會組織對於人海關係的體認，也是

對於海洋的認識與反應的複合體。它影響人們如何看待海洋、對海洋產生的態度

與行為，而海洋意識的面向廣闊，從主權、資源、環境生態、開發利用、文化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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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眾參與皆在其中，個人的海洋意識將受到其他人際、社會、政治與經濟脈

絡的影響，而群體的海洋意識無疑地就是個體集合的展現。 

二、海洋環境意識內涵 

至於海洋環境意識，趙宗金（2011）將海洋環境意識納入海洋意識中的一環，

將之定義為「人類對海洋自然環境的認知和態度，以及人類對自身與海洋關係的

認識和態度，也就是人類對自然海洋和海洋社會的自我覺知狀態。」湯敏如（2011）

則取徑環境意識，從認知、態度及行為三個面向進一步定義海洋環境意識的內涵：

「海洋環境知識」包括了海洋科學、地形氣候、海洋資源、海洋生態、海洋環境

變遷、海洋環境規劃、海洋環境保護及資源保育、海洋環境管理；「海洋環境態

度」包括了環境價值觀、環境信念、環境敏感度、環境倫理；「海洋環境行為」

則包括了生態管理、消費者與經濟行為、說服、政治行動、法律行動等。 

本研究綜整環境意識及前述學者所提及的海洋意識概念，將海洋環境意識定

義為一種「人與海洋環境關係」的複合體，包括從個人、大眾和社會組織對於人

海環境關係的體認，影響人們如何看待海洋環境、對海洋產生的態度與行為。除

了可以從個人內在的認知、情感、態度、價值觀、以及負責任的善待海洋環境行

為等因素來談外，更應該將之納在社會、經濟、文化等較大體系之外在因素來討

論。 

三、海洋環境意識在海洋教育中扮演的角色 

西方學者對於海洋教育的著墨甚早，在 1978 年即有學者 Goodwin（1978）

等人提出，海洋教育應是教育過程的一部份，以提升人們對於海洋的敏感度、讓

人們瞭解海洋與乾淨的水在人類社會中所扮演重要角色。他們主張海洋教育的目

標應包括瞭解海洋對生活與社會文化的重要性、發展覺知能力與具有負責任的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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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行為並鼓勵民眾多參與海洋相關事務，進而發展出解決海洋環境問題的技能，

使學習者成為具備行動能力的海洋公民（Goodwin, 1978）。以 Kollmuss & 

Agyeman（2002）提出的親環境行為模式來看，如果希望民眾產生對於海洋環境

的友善行為，則海洋環境意識在個體的內在因子中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 

若以時間的軸線來看國內海洋教育演進的歷程，臺灣最早的海洋教育出現在

1970 年代，但當時較偏重培養海洋專業人才的海事教育，一直到 1990 年代後期，

才出現結合環境教育與鄉土教育推動海洋教育的看法。政府正式推動海洋教育初

始點為 2001 年頒佈之《海洋白皮書》、2007 年頒訂之《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

發展內涵包括海洋普通教育及海洋專業教育兩大主軸（吳靖國，2008）。自此「海

洋意識」一詞反覆出現各類官方報告及文書中，但確始終是個模糊不清的概念。

在我國《海洋政策白皮書中》中提出「邁向優質海洋國家」的重要施政目標中，

除了全面建立人民海洋文化思維方式、振作國家海洋權益、創造健康的海洋環境、

安全的海洋活動與繁榮的海洋產業之外，喚起國民海洋意識也是重要的目標之一 

（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2006）；另外在教育部於 2007 年公布《海洋教育

政策白皮書》，進行當前海洋教育問題分析時指出，由於受到傳統中原文化大陸

思維及政策的影響，國人普遍「以陸看海」及「重陸輕海」，以致於缺乏海洋寬

廣視野，必須培育國民之海洋公民素養、鼓勵國人積極投入海洋社會，才能達成

「以海立國」、「海洋國家」的目標（教育部，2007）。可見政府認為海洋意識與

海洋素養是海洋國家子民所應具備的基本要素。 

若要說明海洋意識在海洋教育中扮演的角色，陳勇輝（2007）提及推動海洋

教育之目的，首先在於引發國人對海洋意識、重視海洋精神，其次希望藉由教育

的作用釐清國人對海洋的迷思，教導國人正確的海洋觀念。吳靖國（2008）說明

海洋教育的目的在讓學習者「認識人與海洋的關係脈絡、釐清概念，進而返身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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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自身所處之情境，進而建立價值、涵養意識，最終能以實際行動進行社會參與。」

必須讓學生獲得正向的海洋意識，避免個體因所處環境之影響而擁有負向的海洋

意識，進而對海洋做出不適切的行為。過去國人因為政治與文化環境的影響，對

於海洋環境的意識一直處在欠缺、模糊甚至負面的情況，懼海是臺灣民眾生活與

文化中形成的一種集體潛意識，推動海洋教育面臨的真正問題是傳統文化與價值

上的包袱，亦即負面的海洋環境意識。 

吳靖國、施心茹（2010）進一步指出由於民眾以錯誤的觀念看待海洋，不但

造成了海洋環境的過度開發和海洋資源枯竭的危機，也因為長期與海洋疏離，以

致缺乏對海洋的理解，所以不懂要如何與海洋進行適切的互動，這一切似乎都與

長期欠缺關懷周遭的海洋環境有密切關係。 

綜上，研究者認為，海洋環境教育的目的在認識人與海洋環境的關係與脈絡，

在大眾皆對海洋陌生、普遍存在許多迷思與錯誤概念的前提下，透過各種不同的

方式來建立大眾基本的、正確的面對海洋環境的認知、態度與行為，亦即建立正

面的海洋環境意識。而海洋環境意識的提升可以透過制式學校內的海洋教育，也

可透過非正規教育機構，如博物館、圖書館，或非正式教育機構，如環保團體、

NGO 組織等，藉由多元方式來推動。 

四、海洋素養 

另一個談到海洋教育常提及的詞語是「海洋素養」。美國 NOAA（2013）對

於海洋素養的定義是「能夠瞭解海洋對你的影響以及你對海洋的影響」，指出一

個具有海洋素養的人必須備的重要內涵包括：「瞭解海洋的基礎原理和基本概念、

能夠使用某種有意義的方式來傳達有關自己認識的海洋以及能夠對海洋及其資

源做出有根據且負責任的抉擇。」此素養概念所涵括的不只是知識與能力，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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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的意涵 （羅綸新等編，2014）若與北美環境協會所整理的「環境素養」相

較，此海洋素養較著重在個人脈絡，而無延伸到社會、經濟、政治或法律等層面，

但優點是清楚明瞭，若社會中的每個個體皆能擁有基本的海洋素養，對於人海關

係能夠適切的互動，將是使海洋得以永續發展的要件之一。 

五、提升海洋意識與素養的教學模式 

Lotze, Guest, O'Leary, Tuda, and Wallace（2018）透過實證研究指出加強海洋

教育和海洋素養方案可以幫助增加人們對海洋的了解，包括為人類提供的好處和

服務及其對海洋環境的影響、具有海洋素養的社會成員可以運用自己的知識和理

解來提高海洋意識並作出負責任的決定，他們可以將自己的知識轉化為行動，從

而充當負責任的海洋公民，減少對海洋的負面影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認知

-情感-與行動之間的鴻溝仍然適用於海洋環境教育，要跨越此藩籬，在推動海洋

教育時，不能只停留在對增加對海洋認識的認知層面，還要加入情感與感受因子，

讓學習者親身體驗人與海洋的關係，這樣才較容易產生新的價值觀與後續的親海

洋環境行動。 

如何產生提升學生海洋意識與海洋素養的的教學課程呢？吳靖國（2009）提

出了教學實踐歷程建議，如圖 2-3 所示：第一個步驟是「認識關係脈絡」，建議

教師從實際人與環境互動的例子來讓學習者思考人與海洋的關係，釐清學習者的

概念，並讓學習者開展對於海洋的各種思維；第二個步驟是「瞭解自身情境」，

讓學習者進一步思考對於海洋相關議題個體所處的位置、情境，以及可行的作為；

第三個步驟是「建構自我價值」，目的在涵養學生的海洋意識，包括知、情、意

的綜合表現，讓學習者思考自己過去如何看待海洋？為什麼會如此？第四個步驟

則是「參與社會行動」，促發學習者將教學歷程中所生成的海洋意識轉化為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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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行動。吳靖國（2009）強調，若無於「情意」的聯繫，「認知」不可能直

接產生「行動」。 

 

 

圖 2-3 海洋教育的教學實踐歷程 

（資料來源：吳靖國（2009）。海洋教育：教科書、教師與教學。臺北市：五南出版社，

267。） 

而海洋意識與海洋素養間又存在著什麼樣的關係呢？吳靖國 （2016a）年指

出，臺灣海洋普通教育的終極目標應在培養「海洋文化人」，而在「海洋文化人」

的培育歷程中，海洋文化、海洋意識與海洋素養三者之間的關係如下圖 2-4 所示。

所謂的「海洋文化人」的定義如下： 

是以海洋素養為基礎，並反應於社會集體認知與行動，所以是一個

在與海洋互動時能夠顯出文化教養的人。…海洋文化人的形成乃是

在教育歷程中逐漸透過正向海洋意識來建立海洋素養，以及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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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集體表現海洋素養而逐漸型塑出海洋文化的一個循環。 

簡單的說，文化即是生活的複合體，海洋文化是人類因海而生的各種語言、

思想、行為、信仰、風俗、產業的總稱，可說一個在社會、文化、經濟、政治等

脈絡交織下的產物。過去由於政治與政策的原因，人們普遍遠離海洋、對海洋陌

生甚或恐懼，故涵養出的海洋意識多是負面且片斷的，所以必須在教學的過程中

透過各種教學方式涵養學習者正向的海洋意識，唯有擁有正向的海洋意識、對海

洋產生情感與關聯之後，才能夠擁有正向的態度與價值觀，突破認知、情感與行

為之間的鴻溝，產生個體的海洋行動。這個改變舊有負面海洋意識觀點，型塑新

的認知、情意、價值觀的過程，亦需透過轉化方可達成，後續才能透過集體涵化

的海洋素養才能夠形成新的正面的、全觀的海洋文化。 

 

 

圖 2-4 海洋文化人的教育歷程 

（資料來源：吳靖國（2016a）。海洋意識、海洋素養與海洋文化人：臺灣海洋教育經驗的省

思。中國海洋大學高教研究，2016（2），44） 

 



 

 

44 

 

六、對本研究的啟發 

吳靖國（2009）提出的海洋教育教學歷程模式對本研究的啟發為，第三個步

驟「建構自我價值」到第四個步驟「參與社會行動」中間的轉變歷程，即是一種

破除舊有意識，建立新意義觀點到以新觀點、新行動面對問題的轉化學習模式。

若將教師主體置換本研究徒步參與者，則徒步過程中每日的所見、所思即在認識

人與海洋環境的脈絡及瞭解自身情境，而在這過程中經由反思所涵養的包括認知、

情感、態度等海洋環境意識又如何觸發與轉化成新的面對海洋的態度與行動。可

作為後續現象學文本分析時的主題叢集產生的參考架構。 

此外，吳靖國（2016a）「海洋文化人的教育歷程」對本研究的啟發為：對於

徒步環島者而言，若將徒步過程定義為一個海洋文化人的培育歷程，研究參與者

在參與徒步前所建立的海洋環境意識，究竟是受到什麼樣的內、外在因子影響，

在徒步過程中，又受到哪些因素影響，除了個人之外，每日行經的鄉鎮海岸景觀

與人為利用的差異、與夥伴同儕間的互動、社會整體氛圍等這些外在因子又對海

洋意識新觀點的形塑有哪些影響？而這些海洋環境意識如何轉化成具備「覺知、

態度與鑑賞」三種能力的海洋素養（吳靖國，2016a）？是本研究關心且需進一

步探討之議題。 

 

第三節 轉化學習相關文獻探討 

本節將從轉化學習理論之起源與轉變、不同派典對於轉化學習之觸發、歷程

及成果詮釋以及如何促進轉化學習等面向回顧及探討既有文獻，以作為後續研究

與分析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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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轉化學習理論之理論架構 

以下概述轉化學習理論之發展脈絡，從理論之開創、後續學者對其之補充與

批判到現今轉化學習理論所呈現的多元面向以及對本研究之啟發做一探討。 

一、轉化學習理論的開創 

Mezirow（1975）針對 83 位重返校園的女性所做的研究，提出十階段的個人

轉化歷程，並強調促使成人進行觀點轉化的學習是成人教育的重要工作之一，此

為轉化學習概念之濫觴。Mezirow（1978, 1985）的理論基礎來自於建構主義。建

構主義的基本架設在於意義存在於我們自身之內，而非外在形式中，我們以自己

的方式來詮釋個人的經驗，而我們對世界的解釋便是自身對人經驗所形成知覺的

一種結果。 

Mezirow（1981）提出成人教育的目標在於協助成人進行批判性反省，更能

完全地與自由地參與理性的講述與行動，以及藉由意義觀點（meaning perspective）

的推移來促成發展，使他們更能包含、區辨、滲透與整合經驗。因此，轉化學習

是檢驗、質疑、確認及修正這些知覺的一種過程，而觀點轉化則為轉化學習的關

鍵。觀點轉化指的是批判地覺察我們的假設如何和為何限制我們對於所處世界的

覺知、理解與感覺的歷程；它是一種重組這些假設以讓我們的觀點更具包容性、

區辨性、滲透性與統整性的歷程（Mezirow, 1991）。 

簡而言之，轉化學習理論是引發參考架構（frame of reference）改變的一種

歷程（Mezirow, 1991, 1995, 1996），而參考架構就是一種意義觀點（meaning 

perspective），是藉以理解經驗的假設架構，它是由心智的習慣（habits of mind）

及其所導致的觀點（points of view）所組成的，心智的習慣受文化、社會、教育、 

經濟、政治或心理的因素所影響而形成我們的思考習慣、感覺和行動，而心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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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又連結到特定的觀點－信念、價值判斷、態度和情感而塑造出的特定詮釋

（Mezirow, 1997, 2000）。 

二、對於轉化學習既有理論架構的補充與批判 

以下從轉化學習的哲學基礎、於時間軸上的演變及學者對於既有理論不足之

處的批判與補充來探討轉化學習理論的擴充與轉變。 

（一）擴充轉化學習的哲學基礎 

隨著理論的發展，學者對於轉化學習理論的基礎也有了更寬廣的解釋。

Baumgartner（2001）藉由文獻回顧及評析，論述四個轉化學習的哲學取向，包括

解放觀點、認知主義取向、論述取向及靈性取向。其中解放取向以 Freire（2000）

為代表，強調反壓迫、反囤積式教學、教育是一種賦權的行動，抵抗上層結構，

屬於社會批判取向；認知取向以 Meziorw（1991, 2000）為代表，其理論觀點從

Freire（2000）取經，認為知識必須透過有意義的對話、新經驗的詮釋與再詮釋，

進而促進觀點轉化。新的觀點是一種更具包容性、區別性、滲透性及整合性之觀

點。此派典著重學習者的轉化學習歷程，關注的焦點在學習者本身，屬於理性主

義取向；敘說取向以 Daloz（1986, 1999）為代表，教育者成為導師（mentor）引

導學習者於學習旅程中轉化；而靈性取向以 Dirkx（1997, 1998）和 Healy（2000）

為代表。理性主義取向的學者認為認知上的衝突導致轉化學習，而靈性導向的學

者則認為心靈內部的衝突才是重要關鍵。靈性學者認為，知識不是來自於批判反

思，而是來自於符號，轉化學習是一種超乎理性的過程，是各種面向的「自我」

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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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時間軸的演變與理論發展關係 

Taylor（2008）則以時間軸的角度來看轉化學習理論的發展，提出轉化學習

理論背景脈絡來自成人學習。若將轉化學習置放在成人學習的發展脈絡中，從時

間序列的演進來看，Freire（1971）提出「受壓迫者的解放學習」觀點為成人學習

開創了新局，此觀點來也後成為 Mezirow（1978）轉化學習理論的基礎之一；到

了 1960 年代，隨著認知心理學的發展，成人教育開始著重學習者的認知、學習

過程；到了 1970-80 年代成人學習更朝向自我導向學習概念，強調經驗與合作學

習；1986 年開始又重新回到社會環境脈絡的討論，超越認知過程，成人教育成為

一種表現的教育，包括情感、靈性、關係學習、以藝術為基礎的學習與敘事，都

是轉化學習關切的範疇。而 Tylor（2008）觀察到的轉化學習流變則包括從個人

到解放、從自我實現到全宇宙的覺知、從關注個人到關注社會的改變、過去重視

心理學的角度較偏向個體、較少重視社會與文化的差異、從尋求普遍性轉變成重

視立場、種族、性別、階級等與轉化學習的關係、關心脈絡。而轉化學習的基礎

理論架構，也從 Mezirow（1985）的認知面向，朝向更多角化的論述（Dirkx, 1998）。 

（三）既有理論的侷限與補充 

對於轉化學習既有理論的侷限，學者 Taylor（2008）年提出對於轉化學習理

論仍需要發展具有整體取向的整全觀點、加強對於脈絡的關照以及著重真實的關

係。Taylor（2008）認為轉化學習理論仍然具有一些矛盾與疏漏之處，如轉化學

習的教育促進者如何在以學習者為中心導向的理論引導之下，以不強迫的方式及

在「沒有任何教育經驗是中立的」概念為前提下促成學習者觀點的改變。畢竟既

然沒有中立存在，亦即每個人的個人經驗是無從比較的，轉化只能從個體自覺對

於認知、經驗與感覺的改變，那要如何教導與促進？另一個相對重要但卻較少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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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的議題是轉化學習者處於多樣的脈絡中，這些脈絡如何形塑轉化學習？我們

仍然所知甚少。另外，過去關於轉化學習的研究較少關切情感與關係在其中扮演

的角色。根據 Brown, Bryant, and Reilly（2006）的研究指出，學習者很少在理性

的過程中轉化（分析-思考-改變），而較常在「觀看-感受」的情境下改變，情感

與情緒常觸發反思歷程，促進學習者質疑既有假設。 

許多學者認為轉化學習理論的不足之處之一，就是 Mezirow（1991）太過強

調轉化學習中的重要觸發是個體面對兩難、迷茫困境後，在認知、理性面向上的

產生批判性反思，但卻缺乏對於學習者所處的脈絡位置進一步探討（Dirkx, 1998 ; 

Dirkx et al., 2006 ; Taylor, 2008）。Taylor（2008）認為發展對於學習者在轉化過程

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個人及社會因子及是非常重要的，這些因子包括學習事件當下

的環境、學習者個人與專業的位置、他們的先前經驗以及形塑社會的背景及脈絡。

過去的研究亦顯示，建立正向及有創造性的關係是轉化經驗中最重要的一個條件

之一，建立互相信任的關係能讓學習者發展自信，更能夠在情感層面上處理學習。 

三、對本研究的啟示 

綜上，透過簡單回顧轉化學習理論發展的歷程，可以略窺轉化學習理論流變，

對本研究的啟示如下： 

（一）雖然 Mezirow（1978, 1985, 1991, 2003）的轉化學習理論成為探討成

人學習的重要理論之一、亦有相當大量的研究以此為立論的基礎，但除了認知、

理性等取向外，以海岸、大自然為經驗場域的徒步活動，似乎靈性、敘說取向亦

可成為本研究分析時的參照基礎。 

（二）在徒步活動中，研究參與者除了可以真實接觸海洋環境的現況外，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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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海洋相關事件的接觸、與群體、他者的互動也非常頻繁。故探討研究參與者的

轉化學習歷程時，「脈絡」是個相當重要的議題，不管是當下的時空背景、人際

關係、社會輿論、社群互動等，都應納入探討的範圍。 

貳、轉化學習之觸發 

若從不同哲學基礎來看轉化學習的觸發點會得到不同的答案，以下分別從理

性與靈性的觀點來探討轉化學習的觸發點為何？ 

一、理性主義的轉化學習觸發 

從認知、理性主義的角度而言，在 Mezirow（1978a）的研究中，觸發觀點轉

化的因子為學習者遭遇到兩難或迷茫困境，學習者過去所擁有的從未被懷疑、未

經檢驗的、甚至可能是潛意識裡的假設，限制了學習者對改變、成長以及個人發

展的接受度，進而促進自我檢驗與自省，提供改變的契機。Coady（2013）以加

拿大地區 5 個社區、40 位參與 12 週心血管健康教育課程的成人為對象，於課程

結束後的第 3、第 6 及第 12 月持續進行訪談來探討成人健康與轉化學習之間的

關係。該研究顯示許多學習者轉化的契機來自自身健康狀況的警示，恐懼、害怕

是促使他們轉變的初始動機，挑戰了自己是健康的既有假設，這可回應 Mezirow

（1978a）的「扭曲的兩難困境」-不改變就死亡的關鍵時刻，促成學習及轉化的

開端。 

除此之外，在 Taylor（2009）的研究中指出，個人經驗是轉化學習中最主要

的部分，經驗可以來自對話，也可來自自我的反思。參與多種課程的護士更能夠

內化教育給他們的新觀點、參加繼續教育文憑課程的學生在現實生活中有某些困

境，教育成為提供跳脫困境及具有轉化潛力的機會、學生上了帶有價值觀點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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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及激烈的體驗活動可以成為批判反思的催化劑、即使是論述式的羅曼史文本，

都可能促進人的反思，甚至是參觀人權博物館也能帶給學習者轉化（Taylor, 2009）。

不管是個人先前的經驗或是在教室中經由活動、閱讀、與其他學習者創造關係所

產生的經驗，都提供了批判反思和對話的要項，皆可以成為轉化學習的觸發。這

說明了並非所有的批判性思考都是來自教育者的蓄意啟發，學習者可能會受到一

本書、與朋友的一場討論、一樁意外事件、工作環境的改變，或一個突然的頓悟

所刺激。對某些人而言，較大的社會及政治變遷也會引發批判性反省。 

簡而言之，若站在理性主義的觀點，轉化的觸發來自於個體在認知上遭遇與

既有觀點相衝突、無法利用舊有觀點解決眼前困境的迷茫兩難情境，而是否具備

批判性反思是個體是否能夠成功轉化的關鍵。 

二、轉化學習的靈性觸發 

除了理性的批判性反思能夠促進轉化學習的發生外，另一派強調靈性轉化學

習的學者，則強調情感、意象等以心靈為基礎的元素亦是促進轉化的觸發因子。

Hussey & Thompson（2000）的研究中顯示，沈思者較能自我覺察、自我認知及

產生正念進而促成轉化，不僅是認知上的衝突能夠導致轉化學習，心靈內部的衝

突才是重要關鍵。靈性學者認為，知識不是來自於批判反思，而是來自於符號，

轉化學習是一種超乎理性的過程，是各種面向的「自我」的整合。Brown（2006）

指出學習者很少在理性的「分析-思考-改變」過程中轉化，而較常在「觀看-感受」

的情境下改變，情感與情緒常觸發反思歷程，促進學習者質疑既有假設。Foote 

（2015）描述自身決定以教師為職志的「Aha! Moment」、「偶然的恩典」時刻出

現在大學時坐在公園長椅上，這是一個充滿轉化與靈性學習的經驗，而這個經驗

改變了他的一生，這也是 Tisdell（2008）所指稱的在困難時期提供希望、醫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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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的「充滿神聖的學習時刻」。這些靈性學習的轉化經驗可能發生於一瞬間，

雖然學習者後續必須花費更多的時間才能理解這「一瞬間」的意義。除了靈光乍

現促成轉化外，Foote（2015）在文中也提及自身另一段經過緩慢時間達成的轉化

經驗，這次轉化的觸發來自理性的「世界觀」認知衝突，而 Foote（2015）從精

神、靈性和情感面向與之角力，最後克服了這些認知上的挑戰，擁有了新的世界

觀，使之得以在認知及學術上持續發展。Foote（2015）的自身經驗給予了我們新

的啟示，即使是同一個人，面對不同事件與經驗，轉化學習的觸發還是有許多可

能性，可能來自靈性、情緒的感受，亦有可能是在理性認知上面臨困境。 

Nohl（2015）利用比較分析法分析數個不同性別、年齡、主題的族群深入訪

談資料來分析轉化學習的經驗與歷程，該研究顯示轉化的觸發往往是不經意的意

外事件，如有人走在路上突然想成為森巴打擊樂手，而促使某些人轉化的不一定

是遭逢困境，而是停止舊有習慣。 

三、對本研究之啟示 

綜上，轉化學習的觸發除了 Mezirow（1978a）的「扭曲的兩難困境」、「必須

改變才能因應當前的挑戰」等壓力外、也有可能是靈光一閃的「Aha! moment」

瞬間，讓學習者有了新行動的起心動念；亦有可能一點一滴來自於平日的累積與

不經意的行為，經過一段時間的發酵而完成。研究者試歸納不同學者所提出之轉

化觸發點如下表 2-1 所示。 

本研究中欲探討海岸徒步參與者海洋環境意識觀點轉化的觸發點為何？根

據研究者自身參與的經驗，活動參與者每日會處於與自身、同儕、所到地點的人、

事、物環境等內在與外在因子不斷互動的脈絡中。徒步過程中的所見所聞都可能

與既有的認知或概念產生衝突，使參與者感受到認知上的迷茫；亦有可能在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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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感受海洋自然的壯闊與淒美時產生心靈上的觸動與靈性的啟發。故研究者

認為，在分析這群研究參與者的轉化觸發點時，必須兼具理性與靈性之觸角，方

能完整的理解與詮釋參與者之經驗。 

 

表 2-1 學者所提出的轉化學習觸發點一覽 

作者（年代） 轉化學習的觸發點 

Mazirow(2000) 

、Cody(2013) 

來自認知上的兩難困境或單一、戲劇性的突發狀況 

Tylor 

(2001、2009) 

有別於「兩難困境」與突發狀況，轉化學習的觸發有可

能是一段漫長的累積過程。包括學習事件當下的環境，

學習者個人的先前經驗以及形塑社會的背景及脈絡。促

進轉化學習的許多條件，包括民主的歷程、對於議題的

包容性、努力共識的過程、批判性反思、對話 

Dirkx(2000) 心靈內部的衝突才是造成轉化的重要關鍵。知識不是來

自於批判反思，而是來自於符號，轉化學習是一種超乎

理性的過程，是各種面向的「自我」的整合 

Brown(2006) 情感與情緒常觸發反思歷程，促進學習者質疑既有假設 

Nohl (2015) 轉化的觸發往往是不經意的意外事件 

Foote (2015) 「Aha! moment」、「偶然的恩典」時刻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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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轉化學習之歷程與成果 

以下將從分述 Mezirow（1978, 1981, 1985, 1991, 1995, 2000）理論中轉化學

習的歷程、以及學者（Noah, 2015）提出的修正模式。在轉化學習的成果（outcomes）

部分，則探討 Stuckey（et al. , 2013）及 Hoggan（2016）所歸納出較整合性的轉

化學習歷程與成果的關聯，及其對於本研究之啟示。 

一、Mezirow（1975）所提出之轉化學習歷程 

Mezirow（1975）以 83 位重返校園的女性進行研究，提出十階段的個人轉化

歷程，並強調促使成人進行觀點轉化的學習是成人教育的重要工作之一，此為最

早提出的轉化學習歷程模式。其所提出的十階段個人轉化歷程如下： 

（一）經驗到一種扭曲的兩難困境。 

（二）進行自我檢驗。 

（三）針對內在化的角色假設進行批判的評估，並且感受到一種與傳統社會 

   期望產生疏離的意識。 

（四）將自己的不滿與擁有類似經驗的他人或公共議題發生關連，瞭解人的 

問題是與他人共通的，並不完全是一種私人事務。 

（五）為新的行動方式探索一些可能的選擇。 

（六）建立新角色的勝任能力與自信。 

（七）計畫一個行動方針。 

（八）獲取實現個人方案所需的技能與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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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暫時地努力嘗試新的角色，並評估回饋。 

（十）根據新觀點所要求的條件重新融入社會。 

Mezirow（1975）提出此觀點轉換的歷程後，陸續補充修正其理論，逐步含

納 Habermas（1971）知識論的理論架構，並將理論延伸到包括工具學習、對話學

習及自我反思學習等三種行為模式，並定義轉化學習包括在既有意義基模中學習、

學習新的意義基模、以及經由意義轉化的學習的三種不同面向。他更清楚地闡述

觀點轉化，並把這個過程和自我導向學習發生關聯。學習是個人某種能力的延伸，

這種能力可以使個人的假設轉為清晰，使假設脈絡化並獲得確認，之後再根據這

些假設採取行動。在此，意義觀點被定義為文化與心理假設的結構，新經驗會受

到個人過去經驗的同化或轉化，而意義體系掌握我們觀看、感受、思考與行動方

式的種種規則、角色與期待，心理的假設支持著意義體系（Mezirow, 1981, 1985）。 

Mezirow（1995）進一步說明個體轉化學習與反思、行動之間關聯，強調轉

化的深度取決於反思的類型，內容反思與過程反思促成的是意義基模的轉化，屬

於直接的轉化；唯有前提反思才能夠促進意義觀點的轉化，而達成深刻的轉化。

Kitchenham（2008）將其概念圖像化如下圖 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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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Mezirow 個體意義基模與觀點轉化概念圖 

（資料來源：Kitchenham, A. (2008). The evolution of John Mezirow's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theory. 

Journal of Transformative Education, 6(2), 115.） 

Mezirow（2000）再次修訂轉化學習理論如下圖 2-6，提出觀點轉化是引發參

考架構改變的一種歷程，而參考架構就是一種意義觀點，是我們藉以理解經驗的

假設架構。意義觀點是由心智的習慣及其觀點所組成的，心智的習慣受文化、社

會、教育、經濟、政治或心理的因素所影響而形成我們的思考習慣、感覺和行動，

而心智的習慣又連結到特定的觀點－信念、價值判斷、態度和情感而塑造出的特

定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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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Mezirow 2000 年觀點轉化概念圖 

（資料來源：Kitchenham, A. (2008). The evolution of John Mezirow's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theory. 

Journal of Transformative Education, 6(2), 119.） 

二、轉化歷程的反思與補充 

轉化的歷程因人而異，也並非單一的、線性的過程，已是多年來研究轉化學

習歷程的普遍認知。在 Nohl（2015）對 Mezirow 的理論進行反思及修正，將轉

化歷程區分成五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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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外、不經意的開始 

轉化的觸發往往是不經意的意外事件， 如有人走在路上有一天突然想成為

森巴打擊樂手，研究亦指出有些人轉化的關聯不一定是遭逢困境，而是停止舊有

習慣。 

（二）新經驗與不定向探索階段 

當新事物進入各自的生命時，學習者會探索這些新奇的經驗。因為他們不知

道學習成果與最終的目標是什麼，所以不固定特定方向的探索經驗會持續，這些

探問與質疑會嵌入立基於個人自身需求的學習中。 

（三）社會測試以及反應（鏡像）階段 

學習者會從其他人對他們新經驗的評價，並從他們的夥伴中瞭解他們的反應，

而不管在同溫層內分享或更大範圍社會的評價會幫助學習者瞭解他們生命中新

事物的獨特性，並且逼著他們要分享他們的新知識與新技術，不管是對內或是對

外溝通，這種在新實踐與外界的回應中不斷校準調整的過程就是轉化學習的歷程。 

（四）關聯轉換階段 

許多轉化的過程是新、舊習慣並存的。這些新實踐從邊緣到被關注的經驗就

是關聯轉換，也是轉化學習中不可或缺的歷程。 

（五）社會強化及重新詮釋個人傳記階段 

轉化學習終止於學習者發現社會關係安定穩定了他們的新實踐，得到社會的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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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Nohl 提出的轉化學習歷程模式 

（資料來源：Nohl, A.M. (2015). Typical phases of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Adult Education Quarterly, 

65(1), 35-49.研究者自繪） 

這 5 個階段的轉化學習歷程強調個人的自我認知，一開始轉化的觸發可能源

於不經意的行為，學習者在轉化過程中在過程中參照外界、社會的反應而調整，

直到外界接受，最後得到新發展，完成轉化。這說明了轉化學習啟動的基石不一

定是要有困境或兩難的情境，反而可能開始於不經意、意外的、順便的情境，只

要可以在舊習慣中增加新的經驗、探索與實踐、沈思的探度會持續，直到將新經

驗整合至個人傳記中。在這過程中與他人建立互相信任的關係並尋求回應是促成

轉化的重要因子之一。功能性的關聯轉化、停止舊習慣，提供新的空間給新觀點

是促成轉化的觸發改變是一點一滴的累積，導致最後的改變，因緣俱足！「不定

時期」的學習者有意、無意的尋找生命中缺失的部分，一旦當他們找到這失落的

一角，轉化學習就被催化了。 

隨著諸多學者的投入，近年來轉化學習理論架構的觀點，除了認知/理性觀

點外，尚有學者 Dirkx（2008）及 Tisdell（2000）所代表的超理性（靈性）觀點

及學者 Freire（1970）及 Brookfield（2012）所代表的社會批判觀點等（Stuckey 

et al., 2013）。站在不同理論基礎的派典所強調的轉化學習歷程也會有所不同，如

下表 2-2 所示。 

意外、不

經意的開

始

新經驗與

不定向探

索階段

社會測試

以及反應

（鏡像）

階段

關聯轉換

階段

社會強化

及重新詮

釋個人傳

記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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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不同觀點可能經歷的轉化歷程  

觀點 認知/理性觀點 

 

超越理性觀點

（靈性、精神

觀點） 

社會批判觀點 

 

可能經歷的轉

化歷程 

1.批判性反思 

2.行動 

3.經驗 

4.兩難困境、迷茫

的困境 

5.論述 

1.以藝術為基

礎 

2.對話 

3.情感的 

4.想像的 

5.靈性的 

6.心靈工作 

1.意識型態的

批判 

2.揭露壓迫 

3.賦權 

4.社會行動 

（資料來源：Stuckey, H. L., Taylor, E. W., & Cranton, P. (2013). Developing a survey of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outcomes and processes based on theoretical principles. Journal of Transformative 

Education, 11(4), 217.） 

從上表可以看出，強調認知、理性觀點的轉化學習可能透過個體經驗或行動

中所遭遇的兩難困境產生批判性反思等歷程產生轉化；強調情感與心靈重要性的

超越理性觀點則透過藝術、對話、想像等心靈工作產生轉化；站在社會批判觀點

的轉化學習則透過對意識型態的批判、揭露壓迫及產生賦權的社會行動產生轉化。 

三、轉化學習之成果 

「發展出一個更具包容性、區辨性及滲透性的世界觀」是 Mezirow（1991b）

提出的轉化學習成果。然而，根據 Stuckey、Taylor, and Cranton（2013）等人的

一項研究顯示，各觀點對於轉化學習的定義與歷程雖有不同的解釋，但是對於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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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習的成果卻能統整出較為一致的看法：包括行動的改變、擁有更深刻的自我

意識、擁有更開放的觀點以及經驗世界觀的深度轉換（Stuckey et al., 2013）。 

Hoggan（2016）透過分析 2003-2014 年間以轉化學習為主題的 200 多篇學術

文章後，進一步細緻地定義轉化學習中「學習成果」（learning outcomes）的類型

學（typology），這些學習成果包括「世界觀」、「自我」、「認識論」、「本體論」、

「行為」與「能力」，每一項學習成果有更進一步的解釋，如下表 2-3 所示。 

以「世界觀」為例，Hoggon（2016）統整出轉化學習的學習成果包括既有假

設、信念、態度與期待上的轉變、擁有新的詮釋經驗的方式、更廣泛或更複雜的

世界觀與對於事物有新的意識與理解等，這些項目與能夠與 Mezirow（1991）偏

向理性、認知上的改變相符應，但在「自我」與「能力」項下，包括自我關係的

改變、自我的認同、意識及靈性增長的能力便較偏向於 Dirkx（2008）等人所提

及的超越理性觀點。 

除了提出轉化學習的成果項目及內涵外，Hoggan（2016）也提出了分析、判

斷轉化學習成果的標準，包括「深度」、「廣度」及「相對穩定」三個要項，並以

此作為轉化學習成果的分析工具。舉例而言，要確認學習者在「世界觀」的轉化

程度，必須要能提出深度影響的證據、對多種生活環境影響的證據以及改變不是

暫時的證據，這也是轉化學習與一般日常學習最大的差異所在。值得注意的是，

學習者的所有意義觀點不一定同時轉化，有時僅有部分的意義觀點能夠轉化，所

以關切改變的程度其轉變的確切方式與歷程才是研究轉化學習成果更為準確及

有益的方式（ Hoggan, Mälkki, & Finnega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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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Hoggon 轉化學習成果及其內涵 

轉化學習成果 內涵 

世界觀 假設、信念、態度、期待 

詮釋經驗的方式 

更廣泛的或複雜的世界觀 

新的覺察、新的理解 

自我 自我關係 

增能、責任 

認同自我觀點 

自我述說 

意義、目的 

人格改變 

認識論 更具區辨性 

利用超理性的認知方式 

更加開放 

本體論 生命的情感經驗 

生存的方式 

人格特質 

行為 與新觀點一致的行動 

社會互動 

專業經驗 

技能、技巧 

能力 認知發展 

意識的轉換、提升以及培養 

靈性的發展 

（資料來源：Hoggan,C. (2016).Transformative Learning as a Metatheory. Adult Education Quarterly, 

66(1), 5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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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本研究的啟示 

綜上，轉化學習的歷程隨著基礎理論立基的不同而有差異，也並非僅有單一

或線性的過程。在分析環島研究參與者轉化的歷程時，應將理性、超越理性（靈

性）及社會批判三種不同觀點的轉化學習歷程納為研究的先前理解，不應僅著重

在傳統認知層面上的思考。此外，Hoggan（2016）所提及的「深度」、「廣度」及

「相對穩定」三個要項亦可作為判斷轉化學習成果的參考指標。 

肆、轉化促進者 

轉化學習雖以學習者為主體，透過不同之觸發與歷程最後達成改變意義觀點、

參考架構以及在自我、行為及能力上具有廣度、深度及持久性之改變，但轉化學

習仍可透過「促進者」加速或促進這個歷程。這個「促進者」可以是教師或教練

（coaching）。以下針對各式轉化學習促進者進行探討。 

一、理性觀點的教師作為轉化促進者 

教師是正規教育體系中主要的學習促進者。陳明蕾（1999）歸納成人教師可

促進轉化學習的策略與技術包括：建構理想學習情境、善用成人教育學策略與方

法，如引用自我導向學習概念、鼓勵在組織及系統中改變的社會行動等。其中，

建構理想學習情境策略包括評估學習者真正的學習需求與興趣及創造理想的對

話情境。Mezirow（2000）說明了在轉化學習歷程中批判性反思是重要的一個環

節，而學習者與自身及他人的對話往往能夠促進批判性思考的發生。Mezirow

（2000）進一步描述了觸發反思的理想對話情境包括：提供最正確及完整的資訊、

確保學習者有免於強迫、扭曲及自我欺騙的自由、鼓勵提升觀點的開放性、擁有

了解他者如何思考與感受的同情與關懷、能夠仔細權衡證據及客觀地接受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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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脈絡與背景景更完整的認知、對假設更批判性地反思、確保在言說中各種角色

參與的公平性、積極尋找理解與認同的結果，直到新的觀點、證據或評論出現。

除了這些正向的情境外，對話過程中要與學習者發展出一種信任關係，要能夠關

懷與認知學習者的態度、情感與人格特質，幫助學習者能夠從容面對認知上的困

惑與挑戰。 

Cranton（1994）對轉化學習促進者所應扮演的角色提供了建議，包括必須協

助學習者打破自我的詮釋架構、加強學習者的假設信心、促進學習者自我導向學

習、鼓勵學習者進行批判性思考、以及培養學習者之自主性。Cranton（1994）提

及轉化學習是一種賦權的過程，若以 Freire（1971）的解放觀點來看，成人教師

最重要角色的是協助學習者察覺自身所遭遇的限制及進行批判，學習的目的是讓

學習者從個人或社會的限制中得到解放，而這個過程是透過教師與學習者共同學

習、賦予個體及團體能力，促使學習者提升意識及增加覺察能力，教師既是共同

學習者，也是挑戰、刺激與引發學習者產生批判性思考的鼓舞者與支持者

（Cranton, 1996）。這個透過轉化學習的賦權過程如下圖 2-8 所示。 

Baumgartner（2001）也提出促成促成轉化學習的方法可以從場域、教師心態

及教學策略等方向進行。在場域部分，最好是是開放、安全、可信任的空間，並

利用不同的教學方讓學習者參與、合作、探索、進行批判性反思及提供回饋；在

教師的心態部分必須以學習者為中心，鼓勵批判性反思，並以具有價值討論空間

的課程、或較具有理念分歧、爭議性的主題為教學素材以促進批判反思。

Baumgartner（2001）)也強調教育者與學習者之間的信任、同理和關心是創造轉

化學習經驗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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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轉化學習的增能過程 

（資料來源：Cranton, P. (1996).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s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New 

Perspectives for Teachers of Adult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170.） 

二、其他形式的轉化學習促進者 

Coady（2013）實證研究證實了運用多種教學方式，在非正式、非正規、經

驗為主的學習型態中，教學者若能從成人學習者心中的需求出發，更能有效協助

學習者在行為及生活方式上產生改變。此外，促進團體轉化最有效的策略則是連

結情感、情緒與社會支援，團體內的信任及友誼能夠幫助學習者轉化，這種集體

效能讓成員認為自己具有自主性、自我賦權及增進自我認知。  

另一個近年來逐漸被成人教育領域重視的教練式領導（Coaching），也開始

應用在轉化學習上，教練（coach）的重要目的在協助學習者開發及釋放個人潛能

以達最佳表現。根據 Cox（2015）的研究指出，轉化與教練式教導都與激發思考

的轉變有關，教練式教導可以在不同的階段中扮演轉化促進者的角色。不管是在

賦予能力

•提供學習者自由參與、舒適的環境

•擬定學習者策略

批判反省

•質疑假設、挑戰假設

•提昇意識

轉化學習

•透過假設的修正、教育者的支持

•學習者的網絡與行動

提升能力及

自主性

•藉由批判性自我反省達成轉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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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檢驗階段協助學習者盤點及理解自身困境，以及鼓勵學習者對既有假設的批

判性反思，到情感的支持、協助學習者找尋及制訂問題解決的新方案，到重新整

合新觀點與新行為到生命中，教練皆可扮演協助與促進的角色。詳細的說明如下

表 2-4 所示。 

 

表 2-4  Mezirow 轉化學習階段與教練式教導角色對照表 

Mezirow轉化學習的階段 教練式教導之角色 

自我檢驗 幫助學習者理解困境、角色，與提供情感支持 

對於假設的批判評定 鼓勵批判性反思，幫助學習者定義其參考架構及既

有假設 

認識不滿和轉化的過程

是共有的 

利用說故事或舉例等方式讓學習者瞭解現有困境

不是例外的，其他人也面臨一樣的問題 

找尋替代方案 協助學習者分析、詮釋替代方案的多樣性 

計畫行動課程 協助學習者制訂、處理新角色與新關係的計畫 

重新整合 協助學習者將新觀點整合至生命中，及思考其意義 

（資料來源：Cox, E. (2015). Coaching and Adult Lear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Directions for 

Adult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2015(148),34） 

Cox（2015）特別提到，並不是所有的學習者的轉化都是按照線性發展，或

是依照既有的軌道前進，教練有時必須付出額外的關心與協助。鼓勵批判性反思

是教練的重要責任，唯有前提反思可以達到改變問題的關鍵。轉化與學習常在此

種情境中產生，或許這是因為教練式教導提供了較多的感情支持，並從聆聽學習

者的聲音、困境開始，從學習者的經驗與需求出發，藉由讓學習者自我反思設定

目標、盤點現況，讓學習者產生自己能夠改變的信心與能力，這是轉化學習最重

要的一個部分-讓學習者認知自己有能力改變，並且可以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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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本研究之啟發 

綜上，本研究歸納出不管是制式或非制式之教育場域，皆可以從以下幾個面

向來促進學習者之轉化。並以此內涵為後續訪談與分析的前置理解： 

（一）外在環境 

為學習者建立一個開放、安全、值得信任，並允許參與、合作、

對話、反思以及回饋的空間。 

為學習者建立一個得以自由、不受拘束和教育者、其他同儕互動

與對話的對話場域。 

（二）教育者 

教育者必須擁有同理心、尊重、信任與關懷學習者。 

從學習者的需求出發，以學習者為中心導向，與學習者站在合作

學習的角度，傾聽學習者的聲音。 

針對不同的學習風格需求對象提供不同種類與形式的課程及活動

方案。 

提供學習者良好的對話機制、協助學習者瞭解自身問題與困境、

產生反思，提高學習者的自我認知及自我賦權，讓學習者產生足

夠的信心與能力來因應改變。 

提供學習者情感上的支持，連結團體中的情感與社會支援，從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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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轉化促進個體的轉化。 

鼓勵學習者進行批判性思考。 

（三）學習者 

清楚盤點自身的位置、問題與困境。 

擁有相信自己能夠改變、解決問題的信心與能力。 

增強自我導向學習的能力。 

在本研究場域中，就研究者自身經驗而言，在每日緊密互動共處的長時間下，

除了活動辦理者之外，同儕亦有可能成為海洋環境觀點轉化的促進者，亦需列入

後續討論分析時的先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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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目的在瞭解參與 2017 及 2019 年全程參與「協會」所舉辦之環臺海岸

徒步活動之徒步者海洋環境意識觀點轉化經驗現象及其本質。本章節敘明研究取

向與研究流程、研究場域與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及資料取得、整理分析及理解方

式，最後說明如何驗證本研究之嚴謹度及研究倫理相關議題。 

 

第一節 研究取向 

本研究探討的重點為徒步參與者於海岸環臺過程中自身海洋環境意識的轉

化，意識的轉化由個人經驗引發，這些個人經驗根植於參與者每日所接觸到的人、

事、物，屬於生活經驗的範疇。而現象學的目的即在瞭解個體在其生活世界中之

經驗與意圖，需透過參與者自身與研究者互為主體性的理解後方能澄清經驗的本

質、探詢其中的主題脈絡。故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取向。以下則進一步說明採取

質性研究取向之原因、及說明為何採取現象學方法論進行本研究之緣由。 

壹、質性研究取向 

Marshall and Rossman（2014）指出，社會科學的研究內涵在於從複雜的人類

經驗中提出根本性的問題，進而透過探究的過程取得完善的理解、或是透過應用

或實務性的問題解決當務之急的挑戰，甚或進一步找出可能實施或產生實效的行

動。相較於量化研究，質化研究以研究者自身作為研究工具蒐集資料，可以透過

資料的分析對社會現象進行整體性的探究，對被研究者的行為和意義建構獲得解

釋性理解，或是透過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間的互動，對事物進行深入、細緻、長

期的體驗，然後對事物的質得到較全面的解釋性理解（陳向明，2002）。質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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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不是一種從特定待答問題或假設中進行研究，而是從研究對象本身的參照架構

及觀點來理解他們的行為，需要從受訪者的內在觀點出發，探索人們解釋經驗世

界的過程（高敬文，1999；高淑清，2008）。 

本研究緣起於研究者觀察到現今社會由於成人海洋教育管道及機會之不足，

造成成人海洋環境意識觀點的薄弱化及狹隘化，進而希望藉由海岸徒步活動參與

者之經驗，瞭解海岸徒步活動與成人的海洋環境觀點之間的關係及其背後的深層

意義，屬於對於參與者生活經驗之理解，較適合以質性方式進行理解。此外，質

性研究具有一種透過被研究者的眼睛看世界、重視描述、重視過程、保持彈性等

特質（黃瑞琴，1991），與本研究者欲於研究使用中的方法與態度相符，故本研

究選擇以質性研究為研究取向。 

貳、現象學方法論 

  質性研究者主要的工作在於探索瞭解人們如何解釋自身經驗世界的過程（高

敬文，1999）。而「生活世界」是 Husserl（1913/1994）現象學研究取向的重要概

念，它關心人類對現象的經驗，透過這些經驗的被理解，質性研究者得以掌握人

們如何看待事情和觀看世界的歷程，並描述或解釋這些意義（高淑清，2008）。

張慶熊（1997）指出人類面臨三個世界，包括生活世界、科學世界與哲學世界。

生活世界是基礎，使科學世界和哲學世界透過生活世界而有彼此交流的可能性。

以徒步環島活動而言，參與者每日徒步的行為、所見所聞、與周遭人、事、物的

互動皆是生活世界的一環，這些直觀經驗對於建立海洋相關科學知識息息相關，

如親身觀察海岸的漲潮與退潮現象在各地皆有差距，有些地方潮差小，有些地方

潮差大，這些都是屬於海洋科學的範疇。而哲學世界指的是價值觀與意識等較為

抽象意境的層面，研究參與者他們如何看待人與海洋環境的關係、對於海洋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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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陌生是親近？經歷將近 60 天的環臺徒步之後，這些意識與價值觀是否會改

變？及如何改變？這是本研究欲探討的主要問題。故適合以現象學的方法論進行

探討。 

現象學的重要概念包括了「存而不論」、「置入括弧」以及「互為整體」等概

念，其目的在瞭解個體在生命世界中的生活經驗，為了達到這個目標，研究者必

須框出並懸置（bracket）自己的先見（preperception）以進入受訪者的生命世界

和其自我經驗解釋（胡幼慧，1996）。蔡錚雲 （2004）進一步解釋「存而不論」

是一種使被觀察的現象自行彰顯出來，不必依循著既有脈絡去解釋，讓理所當然、

被遮蔽的現象一一浮出的方法，研究者做的只是去描述、不做解釋。並將自己過

去對於某一現象的先前理解懸置起來，以嶄新的思維去正確的描述、以直觀的經

驗去思考是什麼給出了現象本身自己的存在（高淑清，2001）。 

本研究希冀從研究參與者個人的生活世界及經驗出發，進一步理解個人於徒

步過程中海洋環境觀點的形成與轉化歷程經驗，故本研究問題的類型偏向 Morse 

(1994)所提及的「意義類」問題。「意義類」問題目的在於瞭解生活經歷的本質，

偏向現象學的方法論，以本質直觀的方法進行分析。綜上，本研究的範疇偏重於

個體的生活經驗，探討個體在生活世界中如何以個人行動的意向與社會情境相連，

希冀透過開放地瞭解個體與某個主題相關的經驗，再歸納分析出這個主題的共通

性-即本質，故以現象學方法論與觀點為本，透過張芬芬（2010）質性研究分析方

式及 Moustakas（1994）的現象學分析方式彰顯主旨意涵，以明晰個體經驗之本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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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場域與研究對象 

本節分述本研究之研究場域-「2017 台灣海洋環境教育向前行」及「2019 走

在家鄉海之濱 海洋百工探尋」徒步活動與研究對象選取的方式。 

壹、研究場域  

本次研究場域之界定為台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以下簡稱「協會」）所

舉辦之「2017 台灣海洋環境教育向前行」及「2019 走在家鄉海之濱 海洋百工探

尋」活動。2017 年的活動自 2 月 11 日由基隆出發往南，參與者以全程徒步方式

由東向西沿著臺灣海岸線而行，於 4 月 4 日回到基隆完成環島之旅，全程共計 53

天；2019 年的活動自 2 月 17 日從高雄小港出發向北走，順時針繞行臺灣海岸線

一圈，於 4 月 14 日再回到高雄小港結束，共計 57 天。 

「協會」舉辦徒步活動之宣言為： 

「讓雙腳帶領我們全心全意的走到海邊，這是認識海洋最好的方式」。而

活動的目的是希望透過徒步這樣的歷程，讓參與者與臺灣這塊土地生命

與參與者有更多的連結。「唯有長時間的相處，人才能愈發明白人類的

渺小與海洋的澎湃浩瀚。」 

（臺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2017）。 

「協會」的網站對於 2017 年活動的介紹如下： 

2017 年我們要辦一趟完整的、不分東西岸、不分春秋季、不打折扣的

海岸徒步行腳——『2017台灣海洋環境教育向前行』。元宵節當天出發，

一步一腳印認識臺灣海岸面貌，清明節當天，在祖靈的凝視見證下結束。 

 



 

 

73 

 

活動中沿路介紹全台各地海岸地質景觀與對應的海洋生態系，認識各地

特殊或具有代表性的海中生物，感受海裡繁多豐美的生命能量，以及養

育地球上千萬物種的浩蕩包容。 

活動發心很簡單，只是想讓更多人願意更友善的親近海洋、願意更謙卑

的尊重環境，更祈願臺灣人民能夠愛護海洋及大地。 

我們誠摯的邀請您，用雙腳關心海洋，走近故鄉的海、感受故鄉的海、

保護故鄉的海。 

2017 年及 2019 年活動之徒步路程表如附錄一、二所示，每日步行里程約 20-

30 公里不等。此活動採事先報名方式，參與者可自行選擇全程參或分段參與，分

段參與者可於選定時間與地點加入行走隊伍，故每日隊伍人數不定。 

每日的行程舉例如下表 3-1 所示。每日出發後參與者可跟隨領隊與大隊人

馬前進，亦可自行掌握徒步速度與停留景點，相當隨性。參與者徒步時僅需背

負當日所需之物品，其他的裝備可放置在「協會」準備的補給小貨車上。此外，

本次徒步活動採取簡樸方式進行，早餐由工作人員準備，大多是麵包等乾糧及

沖泡式飲料、中午及晚餐則視路線，以願意提供鐵盒便當及大鐵桶裝盛飯菜的

商家為優先考量。住宿的部分多為借住國中小禮堂，「協會」會協助鋪設簡易

地墊，由參與者自行準備睡袋、睡墊或帳棚，洗漱設備亦相當簡單，參與者大

多需要自行提水桶裝水帶到廁所洗漱，可以說是相當簡樸的徒步環島行程。 

活動期間每日晚間 7 點左右，所有成員必須集合，領隊會發給成員隔天路

線的紙本地圖，並針對第二天的路線進行解說。解說的內容除路線概要、需特

別注意的路況外，還包括了沿線所經景點的生態、人文、地質、與產業故事，

成為參與者第二天觀看與體驗的基礎。在某些特定路段「協會」會邀請當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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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工作者，或與環境議題相關之專業人士提供導覽，讓參與者能夠獲得更深

化與專業之相關資訊。 

研究者於 2017 年 3 月 31 日及 4 月 1 日參與桃園大園-新北市八里段徒步

路線，進行參與觀察與親身體驗。以研究者參與之行程為例，領隊在晚間行程

說明時，即特別針對第二天會行經的藻礁地形以及已遭受嚴重污染的五條河川

做介紹。第二天在經過藻礁路段時，「協會」亦特別安排專業人士為參與者進

行導覽解說。而在徒步過程中，參與者彼此間亦會分享各自的專業與心得，研

究者即經由一位版畫老師的主動分享，透過高倍數的放大鏡欣賞藻礁與珊瑚礁

在構造上的差異。 

綜上，本次徒步活動的主要目的在帶領參與者用自己的雙腳，以緩慢的步

行速度與方式認識臺灣海洋的現況，包括了生態環境、人文景觀、地質特色以

及各地的產業發展故事。除了自身體驗外，「協會」的領隊亦扮演了說書人的

角色，每個晚上的行程介紹等於為參與者上了一堂海洋教育課程。讓參與者隔

天可以邊行走、邊回味與映證前一天晚上所得到的資訊，可以說是一種非正式

的海洋教育活動。 

「走近」、「感受」與「保護」海洋是「協會」期待參與者們能夠在活動與

行走中逐步體驗與激發的海洋環境意識。 

 

 

 

 

 



 

 

75 

 

表 3-1 活動行程舉例 

日期/ 

天數 

行程/半日里程 說明 備註/ 

整日

里程 

第一天 

2/11(六) 

農 1/15 

元宵節 

0800 基隆集合出發 

午餐：海科館(11K) 

晚餐：欽賢國中鼻頭

分校 

住宿：新北市欽賢國

中鼻頭分校 

清晨的崁仔頂漁市場是臺灣的築地

魚市場，有機會一定要去見識、介紹

建港 131 年的基隆港，介紹曾經是

基隆八景鱟嶼凝煙的鱟公母島、和

平島漁市場、水產試驗所、和平島地

質景觀、八斗子漁市場、海洋科技博

物館、蕃仔澳象鼻岩、員山子分洪

道、南雅奇岩 

24KM 

第二天 

2/12(日) 

農 1/16 

 

早餐：欽賢國中鼻頭

分校 

午餐：澳底仁和宮

(11K) 

晚餐：福隆國小 

住宿：福隆國小 

龍洞灣潛水勝地、鼻頭步道、積沙和

美港、海蝕平台、鹽寮海灘、福隆沙

灘、雙溪河出海口 

16KM 

 

（資料來源：台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取自 https://tamee.eoffering.org.tw/） 

二、研究對象 

Creswell & Poth（2017）指出現象學研究的特點是從具有經驗過共同現

象的一群人中，探索該現象及其本質（李政賢譯，2018）。故本研究以立意

取樣方式，經由自身的參與觀察與「協會」推薦，挑選數位在徒步過程中在

海洋環境意識觀點上產生變化與學習者，在活動結束研究者藉由臉書訊息或

社群通訊媒體探詢其受訪意願，進行訪談之後再請其推薦認為在徒步過程中

 

https://tamee.eoffering.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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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相同經驗的其他徒步者接受訪談。根據 Creswell & Poth（2017）的建議，

推薦研究者訪談 5-25 人，這些人都必須擁有該等現象的經驗。 

本次研究邀請 6 位研究參與者，共 5 女 1 男進行訪談，立意取樣之標準

如下： 

（一）全程參與「協會」所辦理之「2017 海洋教育向前行」或「2019 走在

家鄉海之濱 海洋百工探尋」環島徒步活動之成員。 

（二）有明顯海洋環境意識觀點轉化的成員：包括研究者於徒步過程中觀察、

參與「協會」活動瞭解、搜尋成員個人臉書公開資訊後，搜尋出幾位

於言談中自述參與徒步活動後有明顯行為或觀念改變的成員。 

（三）於訪談後再由受訪者推薦其他適合人選、經研究者透過該人選於社群 

   媒體所發佈之文章，進一步瞭解其的確具有海洋環境意識的轉化成果 

   者。 

（四）願意參與本研究者。 

其中研究參與者 A、B、C 為 2017 年活動之全程參與者；E、F 為 2019 年活

動之全程參與者；D 參與了 2017 及 2019 年的活動，2017 年 D 為全程參與、2019

年為短期參與。僅有研究參與者 D 之訪談時間為其短期參與第二次活動（2019

年）之後，其餘皆在完成環島徒步之後進行訪談。研究對象一覽如下表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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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研究對象一覽表 

訪談時間 代

號 

性別 年齡 職業 訪談地點 樣本來源 

106.8.10 

10：30-

12：00 

A 女 60 多歲 家庭主婦 台中研究參與者

住家社區交誼廳 

研究者自行尋找，

徒步過程中有互動 

106.8.10 

14：00-

16：00 

B 女 40 多歲 兒童心理師 台中荒野辦公室

二樓教室 

研究者自行尋找，

聽了分享覺得適合 

106.9.4 

13：20-

15：30 

C 女 30 多歲 徒步時待業中 

社區營造 

海科館研典中心

會議室 

研究者看了部落格

文章覺得適合 

108.3.11 

11：00-

12：00 

D 女 4 多歲 兼職人員 花園新城友人家 其他研究參與者推

薦 

108.4.19 

13：45-

15：00 

E 男 30 多歲 自雇者 西雅圖咖啡世貿

店 

透過臉書文章覺得

適合、請「協會」

協助聯繫 

108.5.15 

10：00-

13：50 

F 女 30 多歲 兼職藝術行政 

自由接案者 

 

Green Kitchen 咖

啡廳 

透過臉書文章覺得

適合、請「協會」

協助聯繫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三節研究工具 

本章節針對質性研究主要研究工具-研究者自身及訪談大綱做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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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者自身 

陳向明（2002）指出，質性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研究者透過自身體驗，對被研

究者的生活故事和意義建構做出解釋。因此，研究需要在自然情境中進行，研究

者需要對自己的前設和傾見進行反省，除了從被解釋者的角度出發，瞭解他們的

思想、情感、價值觀念和知覺規則外，研究者還要瞭解自己如何在循環理解的過

程中，發掘現象背後的意義與價值，並進一步思考這樣的理解是否適切、是否已

經達成互為主體性的目的？ 

貳、研究者角色 

研究者自 2004 年開始加入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工作，曾任籌備處研究規劃

組助理、目前為研究典藏組之研究助理，辦理多年的各類型海洋教育推廣活動及

策劃主題館中與海洋人文相關主題之常設展示，對於此次徒步活動的規劃者及工

作人員亦有十年以上的認識與交情，故對於臺灣海洋環境的現況、「協會」的活

動有一定程度之熟悉與瞭解，研究者也親身參與了徒步的行程。在本研究中，研

究者主要扮演之角色為傾聽者，傾聽受訪者之徒步經驗與故事。故在進行研究時，

研究者需時時提醒自己，勿以過去個人角色、經驗與既定印象於訪談與分析階段

加入太多個人的意識與色彩，而應服膺現象學的原則，將自身的先前理解與經驗

放入括弧（bracketing）或擱置，運用存而不論（reduction）的方式，讓受訪者暢

所欲言，單純地呈現受訪者經驗，並還原其海洋環境意識轉化的意義與本質。 

本研究主要以配合受訪者居住地區及對其交通方便之公共空間進行訪談。訪

談時以氛圍較輕鬆、適合談話、且受訪者易產生安全感或熟悉感的地點為優先考

量，如咖啡廳、受訪者居住之大樓交誼廳等。此外，每次訪談為 60 分鐘以上，

每位受訪者原則上進行 1 次訪談，若仍有不足之處則以社群媒體如臉書之訊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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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訊息溝通。為喚起受訪者之記憶，研究者準備活動行程表提供受訪者參考，

並鼓勵受訪者攜帶自身之筆記、照片等參考資料以便隨時翻閱喚起記憶。 

參、訪談大綱 

訪談一般可分為結構化的訪談、半結構訪談以及無結構的訪談（陳向明，

2002），而半結構的訪談和無結構訪談就是一般所謂的「深度訪談」（王仕圖、吳

慧敏，2003）。深度訪談聚焦在個人經驗的研究，透過參與者本身的話語與文字

來捕捉其本身經驗的深層意義（Marshall & Rossman, 2014)。本研究之研究對象

與重點為研究參與者之環臺徒步經驗，故以半結構式訪談並結合現象學的方法進

行。 

本研究以研究參與者在徒步環臺過程中關於海洋環境意識的轉化學習現象

為主軸，希冀理解在此過程中，他們「經驗到什麼海洋環境意識轉化學習的現象？」

以及他們「如何經驗該現象」？研究者以轉化學習的觸發、歷程與成果、海洋環

境素養面向等理論作為本研究之先前理解，設計之研究參與者訪談大綱如下表 3-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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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研究參與者訪談大綱 

研究問題 
研究者的先前

理解 
訪談問題 

1.徒步參與者

舊有的海洋環

境觀點 

北美環境教育協

會（2011）環境素

養面向-知識、環

境意向、綜合能

力與負責任的環

境行為 

1-1 徒步前有沒有接觸海洋或參與

相關活動的經驗？  

1-2 徒步前覺得自己和海洋的關

係如何？ 

1-3 徒步前有沒有一些環保習慣？

（如自備環保餐具） 

2.徒步中的轉

化-觸發 

Mezirow（1978） 

Nohl（2014） 

Cody（2013） 

Foote（2015） 

2-1 為何會想參加此次的徒步活

動？ 

2-2 在活動中有哪些與同伴之間的

互動促成了自己看待海洋的態度

或行為改變？ 

3.徒步中的轉

化-歷程 

Mezirow（2000） 

Nohl（2015） 

 

3-1 在整個徒步過程中的狀態如

何？（跟著走或自己走、身體調適

狀況、觀看的重點）  

3-2 在徒步過程中有與自己對話的

經驗嗎？內容大概是什麼？ 

3-2 在徒步的過程中，哪一段海岸、

地點或事件讓你印象最深刻？為

什麼？ 

4.徒步後的轉

化成果 

Mezirow（2000）

Hoggan（2016） 

Gardner & Stern

（1996）環境意

識三個層級 

4-1 完成徒步後覺得自己跟海洋的

關係改變了嗎？在哪方面改變

了？ 

4-2 完成徒步後有哪些對於環境友

善的行為仍持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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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主要採半結構式訪談進行資料之蒐集，輔以受訪者個人之筆記、心得

紀錄及於部落格、社交軟體（臉書）所發佈文章作為三角檢證之依據。而資料分

析方式主要採用現象學方法進行分析。 

壹、資料蒐集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與重點為研究參與者之環島海岸線徒步經驗，故以參與觀

察、深度訪談、撰寫備忘錄及蒐集研究參與者個人於社群媒體上發佈之文章、自

述等方式蒐集資料。深度訪談以事先設計訪談大綱，依照大綱提示和受訪者進行

訪談。 

本研究主要蒐集資料為研究參與者之訪談逐字稿、研究者研究備忘錄以及研

究參與者於網站或社群媒體發布之文章為主。逐字稿代碼以研究參與者編號、訪

談日期及訪談次數代號表示，如 C_20170903_1 代表為研究參與者 C 於 2017 年

9 月 3 日第一次受訪之逐字稿；研究備忘錄之編碼方式以研究者姓氏英文+日期

表示，如 P_20170903 代表為研究者 2017 年 9 月 3 日訪談後所紀錄之備忘錄；研

究參與者於社群媒體發布之資訊以研究參與者代號+發布日期表示，如

C_20171207 代表是研究參與者 C 於 2017 年 12 月 7 日所發表之網誌內容。本研

究蒐集之資料類型與數量如下表 3-4 所示。 

除了深度訪談之外，研究者曾於 2017 年 3 月 31 日-4 月 1 日參與觀察「桃

園觀音國中到竹圍國中」以及「桃園竹圍國中到淡水」兩日徒步的行程，跟著研

究參與者們共同體驗長時間徒步、走在一邊是藻礁、一邊是消波塊與延綿不絕的

海廢垃圾帶旁、一起赤腳踏入微溫的深紫色河水中、用不鏽鋼便當盒吃大鍋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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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隊提水在廁所洗澡、以及晚上打地鋪睡在學校大禮堂的活動形式，與研究參與

者們沈浸於相同的環境脈絡與場域中，以期更能感同身受，細緻地呈現研究參與

者們環臺徒步中的樣貌。研究者於參與觀察過程中、訪談結束、與研究參與者們

透過社群媒體的互動、或閱讀相關文獻獲得重大啟發時，亦以撰寫研究備忘錄做

為參考資料。 

除此之外，研究者在訪談前、後大量閱讀研究參與者們所撰寫之網路徒步日

記，從中建立該參與者的輪廓與徒步樣貌，做為訪談前的先前理解，以及訪談後

的資料驗證。 

表 3-4 本研究資料蒐集類型 

類型 代號示意 數量 

逐字稿 C_20170903_1 共 6 篇 

研究者備忘錄 P_20170903 共 22 篇 

研究參與者於社群媒體

發布之文章 

C_20171207 研究參與者 A：3 則 

研究參與者 B：40 則 

研究參與者 C：5 則 

研究參與者 D：17 則 

研究參與者 E：57 則 

研究參與者 F：54 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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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資料分析方法 

一、以「現象學方法」進行分析 

本研究以現象學作為理論立場。資料分析可採用系統化的程序，從比較窄的

分析單位，如重大陳述，到比較寬廣的單位（意義單位），進而提出詳細的複合

描述。摘要總結兩項元素：當事人經驗到什麼現象？以及他們如何經驗到該現象

（Creswell & Poth, 2017/2018）？ 

現象學主要聚焦在描述參與者的經驗，較少著墨於研究者的詮釋。主要步驟

包括：確認研究對象、括弧懸置研究者個人經驗、從擁有該等現象之經驗的若干

人蒐集資料、分析資料、還原為重要陳述或引述，再結合成為主題、發展文本描

述，書寫參與者經驗到什麼現象、結構描述，書寫參與者如何經驗到該現象（包

括經驗所在的條件、情境、脈絡等）、結合文本描述和結構描述，傳達整體現象

本質意義（Creswell & Poth, 2017/2018, 113-115）。  

本研究主要乃參考 Clark Moustakas（1994）所提出的現象學研究方法流程進

行文本分析，流程圖示如下圖所示： 

 

圖 3-1 現象學文本分析流程 

資料來源：李政賢譯（2018）。質性研究的五種取徑。（原作者：Creswell & Poth）。台北： 

五南出版。頁 113-115。（原著出版年：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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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以實際案例說明分析流程： 

（一）懸而不論 

研究者藉由個人經驗與文獻資料耙梳與整理，對於海洋環境意識的觀點內涵、

觀點轉化學習的內涵皆達一定程度之理解。但於分析過程中懸置這些既有的觀點

與理解，以研究參與者所分享與敘述的經驗為主軸，不刻意以研究者個人之觀點

與意識進行詮釋與分析。 

（二）水平化、視域化（horizontalization）：發展重要陳述句清單 

研究者將所有訪談逐字稿登打完成後以 Nvivo 軟體進行初步編碼，依照訪談

大綱之問題，截取出具意義的回應。以問題 4-2：「完成徒步後有哪些對於環境友

善的行為仍持續？」為例，研究者藉由視域化步驟，所羅列之重要陳述句如下（節

選）： 

 結束以後有一些想要參加淨灘的人，剛好荒野派我去宣導，就講得更

是義正辭嚴、使命感更加重。 

 現在荒野給的教案我已經改很多，就是我自己在環島裡很多的經驗我

就會加進去，當然這很多沿路人的故事很棒。 

 像是筷子啊、吸管啊，而且都不止一個，身邊有人需要的話就一起用。 

 我覺得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跟身邊朋友說有些魚儘量不要去吃牠。 

 會試著影響身邊的人…很多人沒辦法一下告訴他什麼，可是他就知道

有這樣的人存在，那他遇到一個、兩個、三個，他就知道這很自然。 

 比較可以積極的跟別人宣傳或推廣關於環保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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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會覺得好像這真的是一個很值得大家去做的事情，就會想說，我

以前是做小孩的教育，那我是不是可以帶著小孩去走，走一段或什麼

的，這種想法就出現了 

 後來我們有參加一個 FB 社團叫「不塑之客」，其實有上萬的人在裡面，

他們都會分享自己不塑的經驗，我們才發現我們這樣還好而已耶。 

（三）意義叢集 

經由視域化羅列出研究參與者重要之陳述句之後，研究參與者藉由反覆閱讀

直陳述句，給予初步編碼，再將內涵相近之初步編碼進一步拓展編碼，最後歸納

出主旨。範例如下表： 

表 3-5 意義單元歸納表 

主旨 擴展編碼 初步編碼 研究參 

與者 

重要陳述 

產生環保

的新觀念

與新行為 

 

自我要求 更徹底的環

保行動 

C 環島以前就會自己帶筷子，好

像環島之後就變得更徹底一點 

自我評估 

 

減塑行動 D 在使用塑膠類的東西我就會思

考，我要不要這樣購買，或是我

有其他的選擇 

產生新的選

擇 

D 因為我有這個概念，所以我就

會選擇生態養殖 

影響他人 

 

有能力推廣

環保 

B 比較可以積極的跟別人宣傳或

推廣關於環保這件事。 

向外學習 分享不塑經

驗 

B 後來我們有參加一個 FB 社團

叫「不塑之客」我們才發現我們

這樣還好而已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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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展文本及結構描述 

運用陳述句及主題，描述研究參與者關於此現象的經驗，稱為文本描述

（textural description）；描述此現象經驗背後的脈絡及場域情境如何影響研究參

與者經驗此現象即是結構描述（ structural description）（Creswell & Poth, 

2017/2018）。 

研究者利用意義叢集方式，歸納出「產生環保的新觀念與新行為」是研究參

與者在徒步過程與結束之後重要的海洋環境意識觀點轉化學習成果之一，活動參

與者透過「自我要求與評估」、「向外影響他人」及「向外學習」等方式經驗此轉

化學習的現象。 

（五）現象複合描述 

複合描述是指現象的本質、不會變形的結構，主要聚焦在參與者的共通經驗

（Creswell & Poth, 2017/2018）。研究者透過文本描述、結構描述勾勒出研究參與

者所經歷的海洋環境意識觀點轉化現象及背後的脈絡與情境後，從研究參與者共

通的經驗中凝聚出徒步中的海洋環境意識觀點轉化的本質是「認同與連結」及「增

能與行動」。 

張芬芬（2010）提出質性研究資料分析的五個步驟，分別是文字化、概念化、

命題化、圖表化及理論化。這五個步驟就如同五個階梯，在不斷上下階梯的過程

中，即是一種找尋意義、將意義逐步提升至抽象層級最後建立理論的過程。雖然

現象學研究之目的在於尋求經驗之本質，而非建立理論，但張芬芬（2010）五個

步驟中的文字化、概念化、命題化與圖表化四階段可更細緻及明確地應用在

Moustakas（1994）所主張之現象學研究方法中，故本研究參考張芬芬（2010）及

Moustakas（1994）所提出的步驟流程進行本研究之資料分析，流程如下圖 3-2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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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圖 3-2 本研究資料分析方式 

（資料來源：改繪自張芬芬（2010）。質性資料分析的五步驟：在抽象階梯上爬升。初等教育學

刊，35，87-120。） 

研究者在進行訪談取得文本資料後，先進行文本的整體閱讀與反思，在整理

逐字稿過程中紀錄擷取重要文句及重點、寫下最初的理解與省思，完成「文字化」

（視域化）步驟；接著進行部分分析與歸納，將文本以標記、加註方式編碼，並

尋找主旨（主題）代碼，並在比較不同的文本之後形成共同主旨並嘗試形成命題

（意義叢集），完成「概念化」與「命題化」步驟；在第三個階段，以圖表化的

方式、以整體性的角度，進行研究參與者之文本描述及結構描述，最後再以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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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點將資料整合至複合描述架構中，追尋研究參與者在徒步過程中海洋環境意

識觀點轉化學習之本質。在資料分析過程中，研究者謹記不斷浸淫在資料中、反

覆在五階梯中上下，在邏輯推理與直觀光譜中找尋、發現與解釋命題（張芬芬，

2010）。 

 

第五節 研究嚴謹性 

質性研究成果與一連串研究歷程中的品質把關，一般綜以「嚴謹性」稱之（高

淑清，2008）。為確保質性研究的品質，Lincoln and Guba（1985）提出可信度

（trustworthiness）的四項標準來取代量化研究中常用的信度與效度，包括可信賴

性（credibility）、可轉換性（transferability)、可靠性（dependability）及可確認性

（confirmability）。  

本研究以現象學為方法論，本研究依據高淑清所提出的質性研究五大可信指

標作為本文檢核標準及策略，分述如下： 

壹、以三角檢定達成達成研究之可靠性、可確認性及可信賴性 

高淑清（2008）指出：「可靠性是指個人經驗的重要性與唯一性，能獲得研

究團隊的稽核並達到互為主體的同意；可確認性乃只研究的客觀、一致及中立之

要求」。本研究透過三角檢定法來達成研究之可靠性、可確認性及可信賴性。三

角檢定又稱多元檢證法，可分為方法三角檢證（methods triangulation）、資料來源

三角檢證（triangulation of resources）、分析者三角檢證（analyst triangulation）以

及理論視角三角檢證（theory/ perspective triangulation）等四類（吳芝儀譯，2008）。

本研究採用之三角檢證方式略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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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法三角檢證 

本研究除以半結構式深度訪談外，亦佐參與觀察及文件蒐集等不同方法

進行資料蒐集。研究者於 107 年 3 月 30 日至 4 月 1 日進行參與觀察，並撰

寫觀察記錄、備忘錄、沿途攝影。並蒐集「協會」於網站上公布之歷年活動

計畫書及相關資訊。 

二、資料來源三角檢證 

本研究在蒐集資料上包括多項來源，除了多位被研究者之訪談逐字稿紀

錄外，亦包括受訪者自身的臉書文章、網路相關報導、報章雜誌相關報導以

及個人日記、相關出版品等。以多方的資料來源讓研究者對研究現象的瞭解

更為周全。 

三、分析者三角檢證 

本研究以稽核團隊檢證及研究參與者檢證達成分析者三角檢證。稽核團

隊檢證包括指導教授及論文口試委員；研究參與者則包括受訪者、研究者自

身以及同儕。 

四、理論視角三角檢證 

本研究於分析時，除了採用與現象學方法論邏輯觀點一致的主題分析法

進行外，亦同時佐以文獻解析、學理依據及專家意見，以達成多元資料相互

佐證之目的。 

貳、以長期涉入、參與觀察與持續探索達成可信賴性 

研究者自身長期投入博物館內海洋教育的推廣，曾主辦多種主題、多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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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人海洋教育營隊及活動，對於成人海洋教育的議題長期涉入，且長期關注舉

辦本次徒步活動的臺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與其主要成員長期互動並維持良

好關係，亦實際參與環島徒步活動進行參與觀察，這些經驗皆為研究的文本提供

了理解的基礎，亦增加本研究之可信賴性。此外，研究過程中，研究者秉持真誠、

開放的態度與受訪者建立良好關係，讓受訪者於安全、可信任的環境暢所欲言。 

參、以詳盡厚實的描述及透明的研究過程達成可轉換性 

可轉換性是指受訪者所陳述的感受或經驗，能有效地轉換成文字敘述，並經

由研究者進行厚實的描述，其意涵在於反思研究過程中的所有步驟及資料的轉化

程序（高淑清，2008）。研究者之研究計畫經同儕、指導教授及論文計畫口試委

員之檢證，對於受訪者之訪談內容文稿的謄寫、理解，力求達到現象學方法論之

標準，還原經驗的本質。不管在訪談逐字稿完成、意義單元的萃取及主題命名完

成後，皆提供給受訪者檢視、獲得受訪者之認同，以奠定「厚實描述」的基礎。

整體的研究過程將透過研究流程圖及研究過程中重要步驟與轉化環節紀錄達成

「讓讀者在閱讀之餘或可感同身受、或可熟諳其文本分析過程，而促進情境與研

究結果自然類推性之可能」之轉化性的指標（高淑清，2008）。 

肆、以主題命名反思達成解釋有效性 

「解釋有效性」是高淑清（2004）提出對於現象學、詮釋現象學文本解釋有

效性的重要指標，強調共同主題文本解釋之真確有效，其先決要素在於詮釋者對

於文本的洞察力與所蒐集到的文本描述間達到平衡一致，以避免邏輯上的矛盾。

因此，解釋有效性與主旨意涵的命名與反思有關，研究者最後從文本中歸納分析

出的主題命名，是否能夠真實詮釋受訪者的生活經驗，揭露其在生活世界中的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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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與感受，需要研究者不斷的反思與辯證，透過互為主體的同意與解釋下，才能

真正彰顯現象背後的意義。本研究以此原則運用在現象意義觀念萃取與主題命名。

主題命名將透過研究者個人反思與受訪者互為主體的同意下進行。 

  

第六節 研究倫理 

本研究主要透過受訪者自述蒐集資料，涉及個人隱私及活動，因此研究倫理

是必須正視的議題。研究倫理的議題在西方國家較早受到重視，Babbie and 

Mouton（1992）即提出研究倫理包括參與者的意願、不傷害參與者身心、匿名與

保密原則、避免隱瞞與欺騙及分析與撰寫報告時的守則。吳芝儀（2011）指出研

究倫理價值的核心是尊重人類參與者及其自主判斷的能力，並提出四大核心倫理

原則包括對人尊重原則、善意福祉原則、免於傷害原則及公平正義原則。這四項

原則皆是以研究參與者為主體出發，作為研究者從研究設計、規劃、執行到成果

發表一連串研究活動的倫理準則。至於進行教育研究時，研究者需具備的基本原

則與理念包括了保護原則、誠實原則、福祉原則、尊重原則、意願原則、客觀原

則、正確原則及專業原則（林天祐，2005）。 

綜上，本研究以以下之倫理原則作為研究過程中之反省與行動導引： 

壹、尊重與誠實告知原則 

研究者尊重受訪者個人之自主權、參與意願及尊嚴，在邀請受訪者參與研究

前，即透過當面告知、電子郵件與臉書個人私訊方式初步告知受訪者研究相關資

訊。徵得受訪者同意接受訪談後，於訪談進行前誠實且詳細地說明本研究的目的、

問題及資料處理方式，並讓受訪者簽署「訪談同意書」（如附件四），以展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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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對於參與者的尊重態度，並建立相互尊重與平等互惠的關係，研究者亦盡力使

所有受訪者在研究過程中受到同等的尊重與公平合理的對待。 

貳、保護原則 

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盡力保護受訪者之隱私權，分析資料時以去除受訪者姓

名以編號代替，閱讀者無法就資料呈現面辨識受訪者。代碼之編制方式依照受訪

順序由 A 開始編碼。此外，關於受訪者的任何資料除與指導教授討論外，不會外

流或出現在其他任何能被第三人取得之處，以保護受訪者之隱私。研究者除研究

需要外，不干擾受訪者之正常生活運作。 

參、善意福祉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希冀為國內成人轉化學習及海洋教育領域提供新的案例

經驗，對於學術社群發展應有助益，此外，研究者與受訪者分享其訪談逐字稿、

主題單元及論文成果等內容，對於受訪者個人生命記憶的留存亦有幫助。 

肆、正確及客觀原則 

研究者於研究過程中確保資料蒐集、分析與理解以及報告內容的正確無誤，

並嚴格遵守專業社群的規範，在研究時依據專業知能做專業的判斷。在資料研讀

與撰寫過程中，以現象學方法萃取出之意義單元與主題單元亦獲得受訪者之同意

與理解，以達成研究之正確與客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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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在 Morgan（2010）的研究中，以「日常生活者」、「旅行者」以及「轉化了的

返鄉人」三種不同的身分、視域的轉變，作為個體透過旅行達成學轉化學習的三

個階段。徒步環島亦可視為一種旅行，以下之分析將參考此三階段概念作為時間

軸，第一節探討研究參與者們的海洋前置經驗與觀點，以及參與活動的目的與動

機，用以理解研究參與者對於海洋環境既有的觀點與視域；第二節「交會-旅行

者」厚實描述研究參與者在環島徒步過程中藉由互動經驗感受到的海洋環境意識

主題內涵；第三節「覺察-轉化了的返鄉人」則透過 Moustakas（1994）現象學方

法，利用文本描述、結構描述以及複合描述，呈現這些研究參與者海洋環境意識

轉化學習現象背後的脈絡及本質意義。 

 

第一節 研究參與者的海洋前置經驗與參與動機 

環島創造了有別於日常生活的經驗，若將環島經驗視為成人經驗學習的方式

之一，亦可從此面向探討參與者之動機。根據謝孟珈（2007）的研究，臺灣歷史

上的環島活動大致可區分為帶有任務性質之「生產性環島」、基於旅遊需求的「觀

光性環島」及以自我挑戰、表達訴求的「挑戰性環島」三大類型。從過去的研究

可以歸納出環島參與者的動機不脫追逐與實現夢想、挑戰自我與自我實現、從常

軌逃離、轉換日常既定生活方式以及體驗臺灣的風土民情等原因（翁靖雯、楊宗

文，2016；曾柏仁，2017；鄭國寶，2010；謝孟珈；2007）。而 Cohen（2004）區

分了幾種不同的「遊客模式」，包括「休閒」、「轉移」、「經驗」、「實驗」以及「存

在」的模式或旅行目的，並指出實際上只有最後兩種模式可能與轉化旅行相關聯，

因為這兩種模式指向尋找「精神中心」，而其他模式較多是關於「逃避責任」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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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指一般的遊憩經驗。 

透過自身一步一腳印完成的徒步環島，相較於其他搭乘火車、自行開車或騎

單車等方式，不僅要花費數倍以上的時間，亦要花費大量的體力與金錢。以本研

究場域為例，2017 年海岸線環島行程全程是 53 天、收費新台幣 60,000 元整；

2019 年全程是 57 天、收費新台幣 70,000 元整。且「協會」的活動方式為非正規

教育模式，沒有系統化及高度規範化的學習內容、教材與教師，而是以學員在行

進過程中自由探索與體驗為號召，但平均每日至少需步行 20 公里以上。 

在須長時間離家、每日徒步里程皆是高度體力負荷以及不算小額的經費支出

等條件下，這六位研究參與者為何仍願意參與徒步海岸線環臺活動？他們究竟想

在徒步活動中獲得什麼樣的經驗？這引起了研究者之好奇。以下便分別從 A 到

F 六位研究參與者在參加海岸環島徒步前的日常海洋經驗，理解其前置的海洋環

境觀點，接續探討參與本次徒步活動的動機與目的。 

壹、 療癒心傷的研究參與者 A  

A，女性，60 幾歲，居住於台中，近年喪偶之家庭主婦，2017 年 53 天徒步

活動全程參與者。目前擔任包括環境保護及社會服務類型等多個單位之志工。A

在研究者參與徒步活動參與觀察過程中，主動接納團隊中的新進人員、給予研究

者關懷，待人親切、個性爽朗。A 在徒步過程中告知研究者自身的故事，引起了

研究者探究之興趣，後來透過臉書訊息徵詢其參與研究之意願，A 很快地就同意

接受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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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徒步前 A 的海洋經驗與海洋環境觀點 

（一）與海洋的接觸最初來自與家人的親水活動 

A 提到最初與海洋接觸的開端，其實是來自社區自組潛水隊的機緣。十幾年

前她與丈夫開始跟著社區的潛水隊到處去潛水，對海洋的認識、情感與眷戀從此

開始。除此之外，A 也在十幾年前加入「荒野保護協會」（以下簡稱「荒野」）擔

任志工，自覺對於海洋活動有清楚的認識。 

因為我跟我先生很愛水、很愛玩，你看我們社區有游泳池…，我們剛好

有一位鄰居他是國際級的潛水教練，所以我們就自己組了一個潛水隊，

我們常常亂跑玩水，對於海洋的活動包括潛水、「荒野」的推廣活動，

這是很清楚的認識。（A_20170810_1） 

（二）從潛水教練的指導中獲得正確的海洋保育觀念 

一開始潛水時，A 並未對海洋保育有太多的概念，而是著迷於撿拾海底各式

美麗的貝殼，但潛水教練並不認同這樣的行為，並要求 A 要把貝殼倒回海裡；第

二次潛水時，教練就明確的要求潛水者要帶著垃圾袋下去潛水，邊潛水邊撿拾垃

圾。A 表示非常認同潛水教練對於海洋環境保育態度的堅持，而這樣的經驗也改

變了 A 自身的海洋觀念-喜歡海洋不一定要把漂亮的貝殼帶回家，更可以從自身

的行動出發來維持海洋環境的美好。 

第一次跟蔡教練下去潛水的時候，就，哇，好漂亮啊，就這個貝殼也好，

那個貝殼也好漂亮，這個螺也好的樣子到處撿，好像都現採的一樣，撿

了一小袋上來，就看到蔡教練的臉色很臭，鐵青著臉。這麼愛撿是不

是？就帶著這個下去撿。我們第一次是所有的貝殼通通要丟回海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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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開始就是帶垃圾袋下去。（A_20170810_1） 

（三）接觸「荒野」後經由培訓成為海洋環境教育推廣者 

10 幾年前接觸「荒野」之後，A 成為「荒野」的海洋生態講師，藉由培訓充

實海洋相關知能，並透過課程、淨灘等推廣活動與社會大眾分享所學所知，成為

服務他人的海洋生態教育推廣者。A 自述對於海洋的現況、海洋的美麗與哀愁都

有一定程度的認識： 

我在「荒野」有參加淨灘，其實那個我只能說以心態來說，那是一直想

要去服務別人…我把我所學的、現有的知識我希望大家都能夠分享…

海洋對我來講，可能是長時間在推動海洋生態，這些東西可能我心裡

面對於他的美麗與哀愁都有底，在「荒野」包括海洋生態這一塊也是一

直在更新、在研習這樣…（A_20170810_1） 

A 對於海洋的認識從跟著丈夫到處潛水開始以休閒、感性為初衷，但經過潛

水教練的要求與提醒，A 開始懂得要保護海洋生物、愛護海洋生態環境，改變了

從過去任意撿拾海裡貝殼的行為，而以潛水時帶著垃圾袋下海撿拾垃圾代替。10

幾年前 A 加入「荒野」之後，提升了海洋環境與生態的認知，也增加了 A 的社

會責任感，讓自己從吸收生態知識的學習者，經由帶領淨灘活動、教案等實踐歷

程成為海洋環境教育的推廣者。 

二、A 參與活動的動機與目的 

（一）海洋是與生命中重要他人的連結 

問到 A 為何會參加本次的徒步環島活動，其實與生命歷程中的重大轉折有

關。面對丈夫的突然離世，A 自覺傷痛無法立即平復，許多曾與丈夫共同去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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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共同做的事情（如逛某間百貨公司、看電影）A 都無法一人獨立完成。唯

獨雙方都很熟悉的海岸線，A 自覺自己不會抗拒，於是便想藉著這次環島徒步，

重新走過這些曾經與丈夫共同走過的海邊、好好的跟丈夫說再見，也讓丈夫知道

自己已經走出來了、可以堅強獨立了。 

對 A 而言，這些熟悉的海岸線是她與丈夫共同擁有的美好回憶，而走路，是

讓自己情緒平穩的方式。於是，她把這段旅程定義成一趟告別與治癒之旅。藉由

走完海岸，讓自己走出新的人生。 

想要帶著我先生好好在這個熟悉的海邊跟他 say goodbye，然後讓他看

看我，我已經可以自己走出來了，我也可以很堅強很獨立這樣子。…

（A_20170810_1） 

（二）走出傷痛的自我期許 

A 提到「協會」的秘書長 104 年到台中演講時，她就對徒步活動充滿興趣，

也覺得「協會」的活動規劃得很好，參與者可以選擇走在人群中、也可以獨行擁

有自我的空間，符合 A 的需求。雖然這個活動和她過去所熟悉的模式不同，因為

過去 A 身邊總有丈夫、家人、朋友，從來沒有單獨一個人旅行過，但脫離人生泥

沼的內在驅動力引領著 A，加上兩個兒子都鼓勵她有夢就去圓，於是 A 決定參

與徒步環臺活動。 

就想說這個活動真的很好，因為他在人群裡面，他都幫你規劃得很好，

可是你擁有自我，你可以自己走，你可以跟別人走，你也可以選擇躲在

角落裡不走也沒關係，你只要知道說中午在哪裡、晚餐在哪裡。這個對

我來講，很好。（A_20170810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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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參與徒步的主要動機為目標導向，希望藉由徒步這個行為平穩自己的情緒。

A 自述：「一開始要參與並不是為了要親近，為了要學習，或我要挑戰什麼，我

只是一種情緒上的平衡，找到自己的著力點這樣而已」（A_20170810_1）。並以過

去與丈夫的美好海洋經驗成為轉換現有困境的一個媒介，走出傷痛。而「協會」

充滿彈性與自由度高的活動類型恰好符合 A 的期待，A 預期當她想獨處時可以

自己一個人漫步，當需要夥伴時，也可回到團體、人群中。其中，兒子的鼓勵也

扮演了重要的推手角色。可以說 A 參與徒步的動機除了自己本身的意志外、家

人同樣希望 A 能夠走出傷痛與圓夢的外界期待，皆是促成 A 加入行程的驅力與

動機。 

在參與徒步前，A 認識海洋的機會來自於社區朋友組織的潛水隊，並在潛水

的過程中藉由教練的引導建立了友善海洋環境的價值觀。在擔任「荒野」志工的

過程中，A 更將自身的角色從海洋相關資訊的接收者轉變成保護海洋環境概念的

傳播者與教導者。A 的海洋環境意識呈現在對於海洋相關知識的熟稔、具有保護

海洋環境資源的價值觀，且具有個人生活與記憶深刻情感上的連結。而這個情感

與記憶的連結正是促成 A 參與此次活動的最主要動機，而參與徒步活動的初衷

是為了要幫自己走出生活遭逢重大危機的困境，開創新的人生經驗。 

貳、懷抱夢想的研究參與者 B 

B，女性，30 幾歲，2017 年 53 天徒步活動全程參與者。參與徒步時未婚，

參與徒步活動前在醫院工作，也是「荒野」的志工。B 是研究者在參與觀察中印

象深刻的幾位研究參與者之一，B 總是主動協助每日行李的上、下車，甚至一度

讓研究者產生 B 是「協會」工作人員的印象。在研究者參與觀察的兩天內，B 是

屬於自已走的那一群，總在大隊人馬已經抵達休息處一段時間後才出現。研究者

 



 

 

99 

 

先是留意到 B 在臉書上寫的徒步日記，並在「協會」於完成徒步後舉辦的分享會

場合中聆聽 B 對於徒步過程的心得分享，覺得 B 在對於海洋的靈性感受上有別

於其他徒步者，便透過臉書訊息徵詢 B 共同參與本研究之意願，B 表達同意之後

開始進行訪談。 

一、徒步前 B 的海洋經驗與海洋環境觀點 

（一）過去以玩樂、休閒取向的海洋經驗居多 

B 是高雄人，雖然高雄也是個著名的海港城市，但 B 自述小時候對海洋是陌

生的，並沒有因為身在高雄，就對海洋有更多的接觸與認識。B 提到：「小時候

會去西子灣玩，可是那時候的印象也就是去玩水、玩沙這樣」（B_20170810_1）。

B 小時候對於海洋的印象來自有限的直接經驗，僅是在海邊玩水、玩沙，較屬於

休閒取向。 

（二）參與「荒野」志工提升了對於海洋的認知與行動力 

B 大學時參與「荒野」，擔任志工後有比較多接近海洋的機會，常跟著「荒

野」舉辦淨灘活動、帶領學生體驗海廢相關教案以及宣導垃圾減量相關的環保議

題。在「荒野」擔任志工期間，B 接收了許多關於海洋的資訊，並能以實際的行

動支持海洋環境保育，故對於海洋環境具有一定程度之認知，也具有正向的海洋

環境價值觀及行動力。 

（三）自覺自身的環保的價值觀與行為之間存在落差 

B 提到「荒野」每年都會辦理淨灘活動，也會用教案去帶領學員思考海廢議

題，顯示其對於海洋環境議題有一定的關懷與熟悉程度，也認同這樣的海洋環境

保護理念。但 B 自覺在日常生活中還是會因一時的方便而無法完全落實垃圾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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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顯示 B 雖然已具備對環境友善的價值觀點，但在落實上，仍會因為外在的脈

絡因素如不方便、昂貴等因素而無法確實的產生親環境行為。這是 B 在徒步之前

對於自身在海洋環境保護面向上的自我覺察。 

因為「荒野」一直在講垃圾減量這件事，我們也一直有在宣導，可是有

的時候我們還是會覺得方便，然後不會那麼落實。（B_20170810_1） 

雖然 B 有點在意無法完全落實垃圾減量這件事，但相較於一般大眾，B 仍是

屬於對環境敏感度較高的族群、願意投入自身時間、精力擔任生態志工，以行動

保護海洋環境。 

二、B 參與活動的動機與目的 

（一）滿足身為「臺灣人」的認同 

問到參與徒步活動的動機，B 笑笑的說，這是為了滿足一個身為臺灣人的夢

想。因為電影「練習曲」中提到臺灣人要做三件事：爬玉山、徒步環島和泳渡日

月潭。受了電影感召，徒步環島是 B 一直放在心中的願望。 

因為臺灣人不是要登玉山、泳渡日月潭和徒步環島嗎？這是必做三件

事。我一件都還沒做過。就覺得應該如果有機會的話，應該要試試看…

（B_20170810_1） 

對 B 而言，此次參與環島徒步活動的動機很清楚的是目標導向，藉由參與達

成自己期盼已久的環島夢想，也藉著環島，完成對於「臺灣人」的自我認同。 

（二）完成環島夢想 

雖然想要環島，但 B 過去因為工作的關係很難請假，也自覺沒有體力與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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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環島的規劃作業，所以夢想一直只是夢想。2016 年底，在因緣巧合下 B 在

「荒野」的朋友告知她「協會」將於 2017 年舉辦徒步環臺活動。由於「協會」

的活動已經排出每日的行程，不需費心規劃，再加上團體行動彼此照應可以減少

許多擔憂，較易實現夢想，於是在時間許可的狀況下，B 便決定參與 2017 年的

徒步活動。 

一直以來都很想要徒步環島，但是因為之前工作的關係就是完全沒有

辦法，因為很難請假，也很難有體力或心力做這些事情。（B_20170810_1） 

B 雖然生長在港都城市高雄，但自覺小時候並沒有太多接觸海洋的印象，頂

多就是到海邊玩水玩沙。從時間上來看，B 在高雄生活的時間約為 1980-1995 年

左右，從社會氛圍而言，戒嚴時期社會大眾對於海洋處於隔絕與畏懼的狀態，1987

年解嚴後雖然不再限制人們到海邊活動，但海洋對於大眾而言還是陌生的存在，

這從 B 早期的生命經驗中可以嗅出政治與文化脈絡是阻礙人們親海的因素之一。

大學時參與荒野後，B 才開始更進一步的認識海洋，並與 A 一樣，成為海洋環境

保護的推手，藉由帶領淨灘與關心海廢、垃圾減量議題，以行動關懷海洋。至於

為何參與海岸環臺活動，直接動機與海洋並無絕對相關，而是想要完成一個受到

電影感召的夢想，參與「身為臺灣人的一份子」的自我認同過程。 

參、展開認識臺灣之旅的研究參與者 C 

C，女性，30 幾歲，2017 年 53 天全程研究參與者。徒步時為待業中，台中

人。C 是研究者在參與觀察過程中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位。整個隊伍中僅有她與另

一位女性工作人員是小平頭。戴著頭巾看起來酷酷的她，總是在隊伍休息很久後

才出現在馬路的另一端，就連洗澡，也都是在半夜幾乎所有人都洗完之後才看到

她的蹤影。會邀請她參與訪談是透過其他研究參與者的推薦，大家都說她是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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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會思考的女生、對於徒步有很多的心得。研究者在閱讀她的徒步日記網誌後，

發現 C 在網誌中詳實的描述自我對於徒步過程中環境的觀察發現與反思，的確

能夠看到其海洋環境意識轉化的一面，故後續透過臉書與其聯繫，邀請其成為共

同研究參與者，並收到 C 的正面回應。 

一、徒步前 C 的海洋經驗與海洋環境觀點 

（一）過去對於海洋議題較為陌生 

在研究者問到過去是否關注什麼海洋議題時，C 思考了一下，不諱言地回答

過去對於海洋的議題較無深刻感受，雖然在大學時有修過鯨豚保育的課程，但也

僅是對鯨豚議題有一點興趣，並沒有產生特別深刻的印象。雖然不是都不關心，

但自覺是比較淺層的關心和關注。 

海洋或臺灣的海洋議題對我來說還是沒有那麼有感覺的。因為我回想

起來的話，就覺得想不太清楚，那我覺得就是沒有特別深刻有感覺。

(C_20170904_1)  

（二）曾經有感受到海洋的存在與人類是一體的經驗 

C 提及雖然大學時一些戶外的課程開啟了她對於自然界的興趣與視野、和朋

友一起到漁港玩時感受到漁港對她的吸引力，然而真正讓她感受到海洋的存在、

跟海是一體的感覺源自與她和家人一起在澳洲親海的經驗： 

覺得我對海洋開始關切好了，或是更有感覺應該也是前兩三年的時候，

我們家庭旅遊去澳洲，那時候去黃金海岸…印象非常深刻是因為那裡

就是一個比較親民型的海岸線…我們就花很多時間在海邊…那個水

就是沒那麼危險，我覺得很容易親近，我覺得那個跟水的互動，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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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很忘我，你就會整個很投入在玩水的裡面…然後就可以很放心的漂

浮或游泳，我就會覺得那時候有一種跟海是一體的感覺，我覺得那是

我第一次真正在海裡游泳，或是第一次跟海的親密接觸的那種感覺。

（C_20170904_1） 

然而，這樣的經驗也讓她開始反思臺灣的海洋究竟是什麼樣貌？也開啟了想

要與海洋更多接觸的開關。 

那次的經驗讓我後來覺得，那是國外的海，那臺灣的海呢？我好像沒

有在臺灣的海有機會真的游泳，頂多去海邊玩水，可以在臺灣海邊游

泳的機會真的很少，也還沒有那樣的經驗到，可是那一次有一點開啟

了我想要跟海更多的接觸，那個是在環島之前的事情。（C_20170904_1） 

C 雖然在大學時修過鯨豚保育的相關課程，但她自覺對於海洋並未有太深刻

的情感與關注，一直到與家人一起到澳洲黃金海岸戲水時才真正產生海洋與自己

是一體的感覺。那次的經驗讓 C 開始反思臺灣人與海洋之間的距離，也讓 C 對

於臺灣的海洋有了更多的興趣。對 C 而言，臺灣的海洋是有點陌生的議題，雖然

存在，但卻未曾深入的關心。  

二、C 參與活動的動機與目的 

（一）覺得認識海洋是認識臺灣的方式之一 

C 一開始提及她參加徒步環臺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要認識臺灣，但為什麼「認

識臺灣」會成為這麼重要的一件事？一則來自於她個人與國外友人相處與對話的

經驗，她發現國外的友人對於社會事物的關切度非常高，但友人反問她臺灣的狀

況如何時？她反而回答不出來，這讓她對於臺灣的所知、認識不足的事情感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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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強烈。她提及： 

我去年出國一趟，我去了挪威、義大利和德國…我認識的德國朋友，

她會跟我談很多德國怎麼樣、德國什麼事情，各式各樣不管社會層面

或者是生活上的各種事情，她那時候就會問我說，那臺灣怎麼樣？以

前我就知道我對臺灣的認識很不足，但在那個時候我覺得那個感受又

更加的強烈。（C_20170904_1） 

C 認為徒步環島是一個可以讓她更加認識臺灣的方式，雖然她並不覺得一走

完就真正認識了臺灣，但對她而言徒步環島就是一種嘗試。 

我會想要認識臺灣，其實也是累積下來的結果。徒步環島是個方式也

不可能說我一走完我就認識了臺灣，其實也不可能這樣，我覺得剛好

呼應到我自己的生命歷程，想要嘗試各種事情，我覺得這都是讓我更

加的認識臺灣，那徒步環島是其中的一個方式。（C_20170904_1） 

（二）滿足自我學習的期待  

報名「協會」的活動之前，C 有考慮是否自己環島，但她發現「協會」的活

動方式，如主辦人每天晚上會仔細介紹隔日的行程，並補充行經路線的故事與參

考資料，她覺得這個部分能夠呼應她想要認識臺灣的目的，所以決定參加。 

其實我之前有想過要不要自己走，但是覺得這個「協會」他們比如說

兆偉每個晚上會介紹隔天的一些故事或那個地方，我覺得那個東西對

我來說會是我很想瞭解的部分，就是呼應到我剛剛所說的我想要認識

臺灣…。（C_20170904_1） 

在認知與知識層面，C 自覺對於臺灣的認識不足，並認為過去在學校所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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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法真正幫助自己多了解臺灣、尤其是在與國際友人交流之後，更覺得自己對

於許多議題的瞭解其實是空白的；而公民意識的抬頭也讓 C 認為自己必須要踏

實的做一些事情、加上澳洲之旅的經驗、過去在都蘭打工換宿時與許多徒步環臺

者交流的經驗、甚至參加山海文學營，從原住民的生活智慧中理解「成為一個人」、

「家的歸屬感」這樣的概念，裡裡外外各種動機的融合，促成了 C 想要以親身經

驗去感受與認識臺灣，而「協會」所舉辦的活動，更是恰好讓 C 得以實際行動落

實這個想法。 

（三）希望透過自身經驗探詢人與海的關係 

「認識臺灣」是 C 此行的重點，但她的「認識」不僅限於提升對於臺灣海洋

環境的知識性與認知層面，還包括希望以自身的經驗來了解「為什麼臺灣是島國，

但是跟海這麼遙遠的這件事情，我會想要去探討說為什麼？」（C_20170904_1）

這個社會現象的思考與探究。 

C 過去雖然有修過鯨豚相關的課程，但一直到大學後與家人共遊澳洲時，才

真正對於海洋產生「人與海可以是一體的」情感與認同，但這樣的經驗為何在臺

灣無法取得？不僅是海洋，甚至對自然、對臺灣這塊土地，C 都覺得自己認識得

太少、所知太不足。所以，在懷抱著想要認識臺灣與以親身經驗探詢人海關係的

雙重目的下，C 踏上了徒步之旅。 

肆、挑戰自己的研究參與者 D  

D，女性，40 幾歲，是工作時間較為彈性的自由工作者，居住在台北。2017

年 53 天徒步活動全程參與者。D 給人的感覺是爽朗、直率、不拘小節，有點像

團體中的大姐頭。在 2017 年的徒步過程中，因其行走速度一直緊跟著領隊，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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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領先部隊」的一群，研究者在參與觀察過程中並未與其有直接接觸，而是在

訪談其他人時，其他研究參與者大力推薦應該邀請她也接受訪談，故研究者透過

社群媒體與其建立聯繫後，D 爽快的答應接受訪談。D 除了參與 2017 年全程環

島外，在 2019 年的活動中，也先後參與了數段短天數的步行，是所有研究參與

者中，唯一參加兩屆徒步環島活動的學員。 

一、徒步前 D 的海洋經驗與海洋環境觀點 

（一）過去與海洋接觸經驗較少 

在環島前 D 自述親近海洋的機會很少，對海洋的印象僅停留在開車經過海

邊然後喝咖啡賞景、小時候在海岸邊玩耍的記憶，自述缺乏對於海洋的認知、對

海洋的印象不深，甚至連吃的魚種類都很少。 

環島以前很少、幾乎沒有，對海的印象就是開車經過北海岸、然後看

看海，然後喝杯咖啡。所以我對海接觸的印象沒有很深。可能小時候

就是在海岸邊撿撿石頭這樣子。（D_20190311_1） 

（二）參與「荒野」後建立少用資源的環境觀點 

D 提到對於環境議題較為有感是因為跟著孩子參加「荒野協會」的親子團，

「荒野」在當時呼籲要珍惜地球的資源、少用資源，而 D 因此建立了資源減量、

再利用的環保概念。 

「荒野」的活動是跟著孩子參加親子團，那時候有將近五、六年，那

時候只是在一個呼籲期，我們要少用少用，我就說，喔，要少用我就

少用，或是說我再利用就好…那時候的意識並沒有這麼的深切，我只

是覺得那是個呼籲，我們就儘量不要用就好。（D_20190311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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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過去與大多數的國人一樣，並無太多深刻的直接接觸海洋的經驗，對於海

洋的印象僅停留在開車經過、欣賞風景、以及小時候在海邊玩耍的記憶。因為跟

著孩子參加「荒野」的親子團，才對環境議題開始關心及參與，關切的議題為資

源減量利用與再回收。 

二、D 參與活動的動機與目的 

（一）同溫層的訊息引起參與興趣 

D 提及因為參與「荒野」的活動之後，對於環境相關的活動與訊息較為關注，

由於海洋議題亦是「荒野」著重的項目之一，故不定期會辦理海洋相關議題的演

講與活動，D 也因此對於海洋產生興趣。至於認識「協會」、參與「協會」的活

動其實是來自「荒野」、同溫層的訊息。 

剛好那一年是「荒野」的海洋年，所以對海洋的文化開始有個認識，

「荒野」每年都會有一個目標，如果是海洋，它就會海洋的一系列做

些演講什麼的，所以我才覺得海洋也蠻有趣的，然後再來就是臉書就

會有關鍵字跳出來，就會關注在海洋這一塊，所有的同溫層就開始丟

訊息，然後我就認識了「協會」這一塊。（D_20190311_1） 

認識了「協會」之後，恰好「協會」開始進行 2017 年徒步環島活動的宣傳，

D 便興起了參加的興趣。 

（二）自覺勇於挑戰與嘗試新事物 

D 自覺是一個對生命充滿好奇的人，勇於嘗試沒有做過的事情，於是挑戰自

我就成了 D 參與徒步環島活動的主要動機。D 說，其實一開始她只報名了 20 天，

只想試試自己到底能不能走完這 20 天，沒想到之後不斷的加碼，竟然就走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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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53 天了。問 D 為什麼要一直加碼？「我的目標就是啊，走一圈是人生的光榮。」

D 以爽朗的笑聲回應我的問題。 

「我沒有參與過這樣的活動，我的個性是想要嘗試看看」。嘗試新事物、增

加人生新的經驗、挑戰自我及自我實現是 D 參與本次徒步活動的主要目的。 

研究參與者 D 與研究參與者 A、B 一樣，都是因為加入「荒野」才開始接觸

環境與海洋議題，顯示加入環保 NGO 組織是一般想要認識環境的社會大眾的入

門磚。因為荒野的海洋主題，讓這些原本對於海洋很陌生的大眾，對海洋開始有

了興趣與關注，於是接收到了「協會」的訊息，讓 D 有機會參與了 2017 年的環

島活動。有趣的是，D 參加環島活動的動機開始只是想要嘗試一下這個從沒參與

的活動，並不是特別針對「海洋」而來。將環島徒步視為一種自我挑戰，從 20 天

開始逐漸增加行走天數到完成全程，除了增加人生的新經驗外，自我實現也是 D

參與本次活動重要的目的之一。 

伍、踏上圓夢之旅的研究參與者 E 

研究參與者 E，男性，30 多歲，居住於桃園，為自雇者。2019 年 57 天徒步

活動全程參與者。會關注到 E 是因為「協會」在社群媒體臉書上轉發了他的徒步

日記，研究者才發現 E 非常勤奮、每日都更新他的日記，而且他的日記除了每日

行程、經過景點的影像紀錄外，亦留下了他在徒步過程中的細膩觀察與反思，讓

研究者興起想要進一步了解的興趣，故透過「協會」的引介後，利用社群媒體與

之聯繫，E 也很快的同意接受訪談，成為研究共同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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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徒步前 E 的海洋經驗與海洋環境觀點 

（一）過去因為懼水所以遠離海洋 

E 居住在桃園，距離海邊並不遠，但 E 自述：「以前我很怕水，雖然說我會

游泳、抬頭蛙，但我其實很怕水。」（E_20190419_1）因為怕水的關係，E 平常

不會到海邊去，以至於對於海洋親近度不足，對臺灣是個海島並沒有太多的感覺。 

（二）覺得海洋既遙遠又陌生 

E 在過去幾年間常參與臺灣東部的部落工作假期與接觸原住民，對於臺灣島

上多元的民族與文化、居住在海岸邊的原住民利用海洋的方式與對海洋的豐富知

識有深刻印象。但相形之下，E 自覺因為生活中能接觸海洋的層面太少了，加上

過去的教育也缺乏海洋教育，以至於對於海洋感到很陌生。 

對之前的我來說，海洋是既遙遠又陌生。那時候的我根本沒有意識到

說臺灣是個海島，我們應該對海洋很熟悉，我完全沒這種感覺。…那

時候在部落也覺得說部落的人住在海邊，他們對於海洋很厲害，他們

知道潮汐、也會去採集，可是我們都不會。我是覺得我們生活中能接

觸這個面太少了，所以我們都不知道，然後我們教育中也沒有這個東

西，所以自然我們就會覺得很陌生。（E_20190419_1） 

30 幾歲的 E 因為長時間參與部落工作假期的緣故，與東海岸的原住民有了

較多的接觸，看到原住民朋友們懂得看潮汐、知道如何採集海邊的生物，真正的

與海一起生活，反思自己雖然會游泳，但因懼水，不常到海邊，加上過去學校教

育也不注重海洋議題，也無法從課堂中得到關於海洋的知識，故海洋對 E 而言是

遙遠及陌生的，生活中並無太多的海洋經驗，海洋議題自然也不會是其關注的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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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二、E 參與活動的動機與目的 

（一）想要完成環島的夢想 

E 提到以前就想要環島，只是缺乏時間、也擔心自己的準備不充分，便遲遲

沒有行動。E 接觸「協會」的時間其實很早，早在 2016 年時，他就曾經參加「協

會」在宜蘭舉辦的朝陽海岸徒步活動，但當時並未考慮參加「協會」所舉辦的 2017

年徒步環島活動，而是花費較多的時間在東海岸的部落工作假期。而完成環島是

E2018 年生日許下的願望，除了環島之外，他也希望可以到臺灣的外島去走一走。

正巧「協會」在 2018 年舉辦了很多外島的行程，E 陸續走了蘭嶼、馬祖、金門

幾個離島之後，與「協會」日益熟悉，聽「協會」理事長說，2019 年有可能是「協

會」最後一次辦理環島活動，E 才決定踏上海岸線徒步環島之旅。 

我在 2018 年生日的時候有許願，然後就說我希望可以環島，然後我

也希望可以去臺灣的外島走一走。…然後他們在環島的前一段時間，

他們辦了很多外島的行程，然後我每個都去跟，最後才是環島。

（E_20190419_1） 

（二）希望增進對於土地與海洋的熟悉感 

E 在 2014 年參加東海岸部落工作假期，在與部落朋友接觸認識、瞭解他們

的文化之後，E 突然感受到異文化的衝擊，覺得對於同是生長在臺灣這塊土地上

的不同族群竟然是如此的陌生，甚至面對環繞在臺灣島四周的海洋，E 也一樣覺

得很陌生。這樣的衝擊甚至讓 E 產生羞恥、羞愧的心情，無法真正的做一個「臺

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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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之間覺得我對這塊土地很陌生。那個陌生感是，你覺得說，這

邊主力在很多的族群，為什麼我們會對這群人跟我們一樣生活在這裡，

可是我們對他就完全不熟悉…你可能有時候會有他們的資訊，可是那

是非常片面跟片段的，就是你沒有甚麼機會接觸他們。對於這些土地

海洋，我覺得也是。然後我就覺得說我就是一個臺灣人，但是我覺得

我對這片土地的陌生，我覺得我有點羞恥。（E_20190419_1） 

選擇參加「協會」的徒步環島行程，E 認為徒步這樣的方式「雖然說在移動

上很沒有效率，但它在訊息接收上其實算是非常有效率」（E_20190419_1）。E 形

容：「你可能看到一座花園…即使你會看到一樣都是花的顏色，但走路你是可以

聞到花的味道的，你甚至可以看到有蟲子在花叢間穿梭，這是開車沒辦法做到的。」

（E_20190419_1） 

E 自覺雖然臺灣是一個海島國家，但是在日常生活中，E 感覺自己對海洋是

很陌生的。所以 E 覺得有機會的話應該去好好看一看，看一看這座島、看一看我

們的海洋。「我想要多認識一些海洋，參加這次的活動目的就是想要多認識我們

的海洋還有土地文化」。（E_20190419_1） 

參與部落工作假期、與原住民朋友相處的經驗，讓 E 產生了異文化的衝擊，

使 E 開始反思自己過去對與臺灣這塊土地、對於海洋的陌生是來自缺乏親近與

正規教育中相關資訊的匱乏。於是 E 興起了環島、想到外島走走的念頭，並把它

當成是生日的願望，沒想到 2018 年起，「協會」就舉辦了一系列的外島徒步活動，

E 每個場次都參加，所以到 2019 年環島徒步活動開始時，E 便毫不考慮地報名

了，多認識臺灣的海洋以及土地文化則是 E 非常明確的環島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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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懷抱認識海洋目標而來的研究參與者 F 

研究參與者 F，女性，30 多歲，居住於台北。為自由工作者。2019 年 57 天

徒步活動全程參與者。F 在環島前曾多次參與國內外的環境藝術活動，熟悉環境

藝術議題，並曾在研究者工作單位擔任環境藝術之志工，與單位原有之志工建立

良好關係，也因為有共同朋友的關係，研究者偶爾會在臉書上看到她的訊息。2019

年「協會」徒步活動開始之後，研究者發現，F 亦每日更新徒步日記，F 很特別

的是她一天只發布一張照片，但會特別說明照片的事件、對她的反思與意涵。F

的文筆優美，也常會有發人深省的反思或啟發性文字，讀她的日記可以明確感受

到她非常認真地體驗這次徒步之旅。故在活動結束後，研究者透過「協會」的引

介，利用社群媒體與之聯繫，F 也很快的同意接受訪談，成為研究共同參與者。 

一、徒步前 F 的海洋經驗與海洋環境觀點 

（一）過去對海洋感到畏懼 

雖然 F 長時間參與環境藝術，類型擴及濕地、海洋，對於各種不同的自然環

境並不陌生，但 F 卻說，在參與徒步活動前，海洋對她而言只是「風景」，加上

小學同學溺水死亡的經驗，讓她對於海洋是有一點恐懼的。F 自述曾經浮潛過，

但對於在海中踏不到地、要用嘴巴呼吸的狀況非常不適應。 

之前海對我來說就是風景，就是風景。然後我對海也有一點恐懼…我

小學有一個非常好的朋友，他去海邊然後淹死…自己一直會有這個印

象在心中，也會覺得海很可怕。我有去浮潛過，對於踏不到地、然後

以及在海中要用嘴巴呼吸這件事情非常不適應，覺得好累、好喘這樣

子。（F_20190515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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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曾經認為海洋只是一種風景 

F 因為參與環境藝術的關係，去了成龍溼地工作。成龍溼地近年來推動蝦和

文蛤的友善養殖，但 F 卻對海洋生物的水產養殖這件事一竅不通，還問周遭的朋

友：「漁獲不都是去海邊捕回來的嗎？為什麼要養殖？」、「對我來說吃海鮮就是

上市場去買啊，我也不會分什麼是好的水產，沒有任何的概念。」 （F_20190515_1） 

F 過去對於海洋的印象僅停留在海洋就是一種風景，並未真的曾經深入了解

與認識海洋，直到在成龍溼地工作時，對於成龍濕地的養殖產業有了進一步接觸，

及與同事交流之後，才發現自己對於海洋環境的認知是非常不足的。 

二、F 參與活動的動機與目的 

（一）實現環島的心願 

F 提到參加本次活動最大的動機是想要實現環島的心願。過去幾年雖然有這

樣的企圖，但一直沒有實現，選擇以徒步的方式完成這個心願，是因為 F 覺得走

路的速度可以讓自己看到不同的風景，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我自己也想要環島，之前我雖然沒有特別想過要我一定要用走路，之

前可能還想說可以騎腳踏車啊、或是坐火車環島這樣，走路沒有特別

想過，可是就覺得說好像也不錯，也是一種方式，因為走路很慢嘛，

然後你真的會看到一些跟坐車看到不一樣的東西。（F_20190515_1） 

（二）拓展新的經驗 

F 在今年初已有一次環島經驗，但那次受限於交通與目的，僅能做跳點式的

停留與拜訪，E 自覺這樣的方式無法建立對於環境較系統性的認識，且若自己安

排路線較易受自身喜好左右，受限因子較多。F 覺得「協會」所安排的海岸徒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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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可能不是她自己環島時會選擇的路線、「協會」安排拜訪的產業也不是自

己可以安排的，所以參與「協會」的活動，無形之中是一種拓展新的未知、開創

有別以往的經驗的機會。 

我覺得走海岸線，可能不是我自己環島會選擇的路線。如果是我自己

走，可能還是會選擇多一點風景吧…「協會」辦的這個路線有它的特

殊性。…再回去看那個企劃書，會經過的一些點，我就發現那個其實

可能是我自己依賴交通工具沒辦法去到的、如果是我自己走，也不太

可能去拜訪產業、或是住在那些小學…就算是我自己可以去走環島，

可能也會有不同的地方，我就覺得，好，那就去走吧。（F_20190515_1） 

（三）認同「協會」的理念 

F 其實在多年前就已接觸「協會」，2017 年「協會」舉行環島活動時，F 正

在成龍溼地擔任藝術季的工作人員，隔年參與「協會」的金門海岸環島，是首度

參與徒步之旅，但當時沒有認識的人同行。在這之前，F 對於「協會」力行的環

保作為有深刻的印象，更認為能在長時間的徒步中一直堅持這樣的理念是非常不

容易的，故 F 對於「協會」的理念是認同的，更在與「協會」工作人員與 2017

年參與徒步活動的參與夥伴接觸後，對「協會」留下一個不錯的印象。 

（四）機緣累積的結果 

詢問 F 為何沒有在 2017 年就加入徒步環島的行列，F 提及當時的工作時間

不允許，而且對於高達新台幣 60,000 元報名費用一時無法接受，但為何會在 2019

年加入？F 回答這是機緣的累積，經過幾年國、內外的環境藝術季工作，今年 F

想要暫時脫離那樣的生活模式，所以空出了時間，而看似驚人的報名費，在聽過

曾經參與夥伴的分享，覺得所獲得收穫遠超過數字本身，再加上幾年來從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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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對於環境有更多的觀察與認識，促使 F 積極的想要踏上這趟旅程。 

來走環島是很多機緣的累積，就是大家的力量都加一點加一點，可能

夥伴回來的分享加一點、聽兆偉分享加一點、跟巧曼交流加一點，她

們環島的這個理念、跟努力加一點這樣。就是陸陸續續、一點一點，

然後最後成了。有辦法參加我覺得那是很多的機緣，就大家搭在一起，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緣份。（F_20190515_1） 

F 是抱著想要增進對於整個環境的理解目的參與這趟徒步之旅，於是毫不猶

豫的參加了全程組。F 希望這次的徒步能夠有別於過去單點旅行、探訪的經驗，

而是一個較整體性的串聯，藉由自己的親身經驗，串聯與比較各地不同的海岸與

環境生態，而建構出一個較具系統性與脈絡性之臺灣印象，並藉由這趟徒步之旅

了解與認識更多事物。 

我覺得就是要走就走全程，你真的理解那整個環境…那這整個串聯起

來也是我覺得這一個旅行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因為你真的會把一些很

片段、零碎的記憶，透過你真的去走過一圈，我在我的心中建立起一

個感覺，就是對於這些地方感情跟比較系統性的瞭解。雖然我可能說

不出那是什麼系統，可是我覺得它很明顯跟我只是單點單點去某個地

方不一樣…我今天既然已經出來走一趟，不希望那個東西只是走馬看

花地走過去，我希望它是一個讓我可以再去更瞭解很多事情的機會。

（F_20190515_1） 

柒、分析與討論 

以下針對研究參與者們對於海洋之前置經驗、參與活動的動機與目的進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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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與討論。 

一、日常生活中多缺乏實際與海洋共處的經驗 

綜上所述，六位研究參與者中，僅有 A 過去因為與丈夫一同潛水有較深刻

的與海洋接觸的經驗、C 有一次在澳洲與海洋融為一體的經驗外，但 C 仍自述過

去對於海洋議題僅有淺層的關心、E、F 在徒步前皆自述海洋對其而言是陌生、

且有距離的，並且因為自身對水的畏懼或周遭朋友的事故讓他們產生對與海洋的

畏懼。B 雖然有淨灘與執行海洋相關教案的經驗，但並未如同 A 或 C 一樣，在

面對海洋的情感面向上有特殊的經驗。 

進一步分析，A 在潛水過程中受到教練的影響，建立了不應把海底的螺類、

貝殼帶回家、並透過淨灘的行為，建立了對於海洋環境友善的認知與能力、在與

丈夫走遍了臺灣的海岸之後，對臺灣的海岸線留下了美好的回憶。甚至在丈夫離

世後，海洋甚至還成為她情感的依託，促成她參與本次活動的驅力。而 A 在多年

「荒野」的經驗與訓練也讓她成為海洋環境教育推廣的講師，將所知所學與大眾

分享。故 A 在徒步前，對於海洋環境已有一定的認知、對於海洋的情感與態度傾

向正面，也有傳遞愛海、親海價值觀的能力與行為，是唯一位較全面地具備海洋

環境意識的研究參與者。 

B 雖然也參與及帶領了「荒野」的淨灘與海廢議題教學，顯示 B 在海洋環境

的知能上具有一定之專業能力，但不如 A 有實際潛水的體驗，故徒步前對於海

洋的情感層面並無特殊的感受，但 B 是第一位明確表達覺察自身友善環境價值

觀與親環境行為之間有落差的研究參與者。而 C 在澳洲體驗到與海融為一體的

感受之後，開始反思臺灣的海洋究竟是何種面貌？開啟了願意親近與認識海洋的

契機，呈現出海洋環境觀點的感受與情感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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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 三者皆認為在徒步前自己與海洋的關係遙遠、對海洋感覺陌生，甚

至有些懼怕，更不用提及對於海洋環境與生態認知的薄弱及有限。雖然 D 有參

與「荒野」的活動，但自身所述之環境觀點仍較屬於陸地上資源的珍惜與再利用，

較無海洋相關的環境觀點。但從 A、B、D 三者的經驗中，可以看出 NGO 環境

組織的重要性，她們三人皆是透過「荒野保護協會」開始認知環境與海洋議題。 

二、研究參與者呈現不同參與動機與目的 

若從目標導向分析，A 參與活動的動機在於希望藉由徒步環島幫助她平復人

生中的重大傷痛，開創新的生活、B、C、E、F 則明確的表達想要完成環島的夢

想，至於參加「協會」的徒步環島活動，則是諸多機緣巧合的匯聚，有人是剛好

在生涯轉換階段空出時間來，有人則是欣賞、認同「協會」的理念而加入、有人

則是期待「協會」的每日的行程報告帶來新的資訊。而 D 則是六人中唯一表現出

只是因為想要嘗試這樣的活動而參與，而 D 也是唯一一位一開始並不是報名全

程組，而是不停加碼才走完全程的參與者。 

這些動機與翁靖雯、楊宗文（2016）、曾柏仁（2017）研究的結果並無太大

差異，過去的親海經驗或多或少影響了這六位參與者參與的動機，但僅有 A 是

非常明確的表示因為「協會」走的是海岸線這個原因而參與。對其餘的幾位來說，

徒步環島僅是其完成夢想的一種方式、參與「協會」的活動是一種考量與選擇後

的結果，並非抱持著就僅是要認識海洋這樣的概念加入徒步之旅。 

另一個值得探討的部分是，想要完成環島夢想的 B、C、E、F，都提到了他

們參與此行的重要目的就是要認識臺灣，這幾位的年齡皆在 30 歲上下，其中 C

與 E 都明確的表達出目前的學校教育並沒有讓他們真的認識臺灣，E 在參與東海

岸部落事務時，更強烈的感受到對於其他族群與文化認知匱乏的羞愧感。雖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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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是海島國家、雖然我們是多族群文化共處的社會，但我們對於海洋、對於環境、

對於其他生活在不同縣市的人們，其實沒有太多接觸與認識的機會。所以，想要

多認識腳下這塊土地、想要系統性的串聯起整個環境的脈絡、想要多認識臺灣的

海洋這些想法成為主要的動機。另外，「協會」的活動方式、將保護海洋環境理

念落實在生活中的行為，也都促進了參與者參加活動的意願。以下表列出每個參

與者過去的海洋經驗與其動機、目的之間的關係，以作為接續探討徒步過程中的

海洋環境意識觀點轉化的理解基礎。 

表 4-1 徒步環島參與者之過去海洋經驗與參觀動機、目的分析 

研 究 參

與者 

過去的海洋經驗與海洋觀點 參與動機 目的 

A 有潛水經驗、擔任荒野的海

洋生態講師。自覺對於海洋

的現況有基礎認識 

藉由徒步平復情緒及走出喪

夫之痛、「協會」活動方式切

合需求 

脫離既有生活狀態、開

創新的生活經驗 

B 參與荒野淨灘及帶領海廢相

關教案經驗 

完成徒步環島夢想、認識臺

灣、「協會」活動方式切合

需求 

自我實現、提升認知 

C 自覺對於海洋議題僅有淺層

的關心，曾在澳洲體驗到人

海合一的經驗 

完成徒步環島夢想、認識臺

灣、「協會」活動方式切合需

求 

自我實現、提升認知 

D 過去接觸海洋的經驗少、曾

參與荒野與海洋相關的課程

及學習減塑概念 

開創新經驗、自我挑戰 自我挑戰、自我實現 

E 自覺過去對於海洋的認識與

接觸很少 

完成徒步環島夢想、認識臺

灣 

自我實現、提升認知 

F 自覺過去對於海洋的認識與

接觸很少 

完成徒步環島夢想、開創不

同經驗、認同「協會」理念 

自我實現、提升認知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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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交會-旅行者 

旅行除了能夠開拓視野、具有教育意涵外，更具有轉化學習的媒介潛力。因

為真實的旅行會成為內在旅程啟動的關鍵，一如傳統的朝聖活動，或是寓言中具

有上山、下海經驗的勇者，常會出現生理、心理及深度靈性的轉化。這是因為透

過自身的經驗，與陌生的地方與他者產生深刻交會的旅行，會讓個體的世界觀與

內在意識受到某種程度的刺激或破壞，帶來轉化學習的契機（Morgan, 2010）。 

參與環臺徒步的研究參與者們，在長近 60 天的時間中，利用步行，走過了

全臺的海岸線，看見了各地不同的天然海岸，也看見了經過人為力量開發後的海

岸，每日跟著「協會」的夥伴們走過不同的鄉鎮、海岸，與不同的人相遇，這些

經驗促成了研究參與者們海洋環境意識的轉化學習。以下將以厚實描述，呈現這

些研究參與者在徒步過程中與自我、他人及環境間交會、互動的經驗，而這些經

驗或多或少觸發與促成了海洋環境意識觀點的轉化學習。  

壹、研究參與者 A 的徒步體驗 

A 擔任多年的荒野海洋生態講師，故自述對於海洋的現況、海洋的美麗與哀

愁都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參與這次的徒步環島活動的初衷並非要學習或自我挑戰，

而是尋找一種讓自己可以走出喪夫之痛、情緒平衡的著力點。帶著這樣初衷出發

的 A，她在徒步過程中看到了什麼？在個人、群體與外在環境三者交互關係下，

海洋如何引發她情緒與情感的覺察、她的海洋環境意識觀點又有什麼樣的轉化？  

一、與自我的對話 

（一）從痛苦折磨到逐漸適應的身心變化 

 A 喪夫之後開始利用走路讓自己平緩情緒，但徒步環島的過程與過去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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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一小時的步行仍有相當程度上的差距，且「協會」訴求的簡樸、環保的團體生

活與平日生活慣習有落差，A 坦言：「其實我第一天就想回家…老實講有一點小

年紀，等於說我的生活習慣、生活落差太大了」（A_20170810_1）。加上身體不能

馬上適應每天徒步 10 公里以上的快節奏，腳上長出了水泡，甚至嚴重到惡化成

蜂窩性組織炎；而初期跟不上團體的節奏，每天都在掉東西、找東西，可說是處

在一種不穩定、身心俱疲的狀態。加上在痛苦的時候想到過去先生對她的噓寒問

暖及照顧，而現在只能自己對面，這樣的狀況更讓 A 覺得沮喪。 

真的很希望有人能夠說一些體己話，跟讓自己任性，可以撒嬌。我先

生走了之後就覺得是不是沒有人，忽略掉我的這種感受，反正就是稍

微聊聊天這樣。這個是心裡頭最挫敗的時候。（A_20170810_1） 

然而，雖然在徒步的初期，A 經歷了身體與心理的磨難，但 A 始終沒有放

棄，她說：「在我最沮喪的時候，我真的是想回家，但是又覺得不甘願」

（A_20170810_1）。於是 A 在自己的堅持與夥伴的鼓勵之下仍然持續徒步環島旅

程。 

研究者於 2017 年參與徒步活動時是在整個旅程接近尾端，當時 A 和夥伴們

已經走了 48 天，當時研究者對於 A 的印象十分深刻，因為她非常友善且主動的

接近新加入的夥伴，讓新夥伴得以較快速的融入團體，不致感到陌生。當天有一

位老師帶著多位學童加入團體，但在過程中學生與老師的步調不一，只見這幾位

小學生時而自己走，時而跟著夥伴走。當天下午風大雨大，A 就像鵝媽媽般，把

小朋友都集合起來，帶著這群小朋友一個接著一個的走在車輛奔馳的西濱公路上。

這樣的場景讓研究者非常感動，因為並沒有人要求 A 這麼做，而 A 就自己決定

擔負起照看這些孩子們的責任，直到走到集合點。顯示 A 在徒步後期已經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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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靈較平穩的狀態，除了能將自己照顧好之外，更能協助與照顧新進的夥伴。 

（二）從觸景傷情、情感釋放到面對現實 

A 提到徒步過程中從海洋學到最多的是海的包容，海毫無怨言的承受所有人

類的行為，海洋的反撲其實只是已經無法忍受。在海邊行走的時候，感受到海洋

的變化、海的包容也讓 A 聯想到丈夫對自己和家人的包容和寵愛，這或許是 A

在潛意識中不抗拒再訪熟悉海岸的重要原因，因為 A 覺得丈夫其實就在某處等

她，只不過他的位置比較高，她看不到而已。 

在出風鼻的時候真的是哭得最慘，我那時候看到那麼藍的海水，其實

我真的很想跳下去，想到我先生跟我那時候帶著孩子在佳洛水，我小

孩一下子陷到縫隙裡就掉到海裡了，我先生幾乎是同步跳下去把孩子

抓起來，那個情感，先生那個負責任和愛家愛孩子的態度。

（A_20170810_1） 

在此，海洋這個記憶中的風景成為 A 與自我對話的一個管道與介質，A 在

海的包容中思念故去的丈夫，釋放自我的悲傷情感，但也在獨自徒步的過程中，

深刻體認到丈夫已離去，自己必須獨立的事實。 

我在屏東海生館外面，我曾經沮喪到很難受很難受…我就這樣摔下去，

好痛好痛好痛，我那時候就含著眼淚…我第一次感覺到我真的是一個

人，因為平常我先生都在我旁邊，真的是任何時間都在旁邊，如果這

個時候他可以扶我一把，應該是怎樣怎樣。（A_20170810_1） 

在徒步過程中，這些記憶中的風景與當下的經驗不斷交錯，或許當下 A 並

未察覺自己的改變，但在日後回過頭經由他人的提醒反思時，A 覺察到了那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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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其實已經接受即使丈夫離去、自己也不是獨自一人的觀點。 

後來我回來的時候就跟我的攝影老師談論到這個問題，我的攝影老師

說，姐姐妳那時候有感到恐懼嗎？我就說沒有耶，我那時只是覺得很

哀傷自己很孤獨，沒有恐懼。他說，對，妳就不是一個人。因為妳其

實潛意識裡知道妳的夥伴在前面，妳後面也一定還有夥伴，只是當下

是沒有…後來我覺得說，嗯，確實。（A_20170810_1） 

A 過去對於海洋的情感多數建立在與丈夫、與家人共同擁有的經驗與記憶，

不管是跟著潛水隊到處潛水、或是家人一同出遊。不同的是這次 A 獨自一人走

在充滿記憶的海岸邊，觸景生情、人事已非的現況當然會讓 A 覺得悲傷與痛苦，

然而海的包容慢慢療癒了 A。走過之後再回過頭來看，其實在這段徒步之旅中，

A 已經潛意識的接受即使丈夫離去，自己的周遭還是會有夥伴、不會恐懼自己是

孤單的一人。A 結束徒步之後，從 A 的臉書可以看見她常常一人攀登中部附近

的郊山，顯示 A 已經走出丈夫離開、自己只剩一人的哀傷與恐懼，而是可以如參

加徒步活動的預期般「一個人也可以好好的」。 

二、與群體的互動 

（一）夥伴扮演了照顧者與情感支持者角色 

「人」是 A 在徒步過程中較為關注的部分，這些人包括了一起參與徒步的

夥伴以及「協會」的工作人員等。A 提到在徒步過程當中，由於腳上的水泡惡化

成蜂窩性組織炎，是一起同行的夥伴捐出自己準備的抗生素給她吃、讓她的發炎

情形得以抑制，也是同行的夥伴每日協助她換藥、叮嚀她隨時注意身體狀況，而

當 A 在海邊因為思念丈夫痛哭時，也是夥伴在旁陪伴，等待她走出情緒的陰影。

這些夥伴在 A 的徒步過程中扮演了照顧者與情感支持者角色，這些情感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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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互動，正是 A 能夠堅持完成徒步旅程的重要原因之一。A 說：「這一路就是他

們這幾位在照顧我，我就覺得有什麼做不到的，都有這麼多外援，你有什麼做不

到這樣子。」（A_20170810_1） 

三、與外在環境的互動 

（一）與未知他者的相遇 

在徒步過程，除了與夥伴的群體互動外，走到臺灣各地，與在地人士的互動

也讓 A 難忘。包括東部的暖心醫生提醒 20 分鐘後有門診可掛，不用掛急診、等

公車時原本覺得孤獨心情不好受，但碰到幽默和體貼的司機和友善的當地人讓心

情得以轉換等等。A 認為這是因為徒步過程中因為與當地人沒有競爭的壓力、當

地人對於研究參與者也沒有不信任的態度，所以會很自然的發自善心提供幫助，

讓她覺得海岸邊最美的風景是人。 

然而，與當地人互動過程中，當地人也提供了 A 許多海洋環境變遷的資訊。

比如說在台南與阿嬤的對話中，A 了解當地海岸退縮的現象：「以前要去海邊跑

死了，至少要走兩三公里才走得到海邊，現在不用，現在海自己會來找你…」

（A_20170810_1）。而與阿嬤的對話過程中，引發了 A 對於政府解決環境問題的

政策與方向產生了不滿與質疑。 

我就問說：政府丟很多消波塊，你覺得消波塊有用嗎？（阿嬤回答）

怎麼會沒有用，妳知道嗎？政府高官都是讀很多書，他們說的一定就

是對的，他們都是專家。我突然心裡就一陣絞痛，我就心裡在想說，

我們的政府首長，請你們來聽聽這些基層的人對你們的信賴，你們真

的是不能辜負人家。（A_20170810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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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今昔對比中省思海洋建設與環境破壞 

A 在徒步過程中，對於海洋環境議題的敏感度來自海邊的各項建設與過去的

經驗差異，並因此感到心痛。A 提到過去曾與丈夫跟瘋子一樣，在特定的路段上

不斷的往返，就只是為了感受海岸的美，然而此次所見道路已經拓寬、整個質感

已經相差很多。A 省思很多海邊的建設是過度的，而這些過度的建設來自人類自

我中心的傲慢，想要讓生活更舒適方便、用環境滿足人類需求的結果。 

臺灣真的很小，你不一定要讓大家覺得這麼方便，該有的你就是讓他

存在那裡，你用人去將就環境。我覺得我們的一些出發點都有人類的

傲慢，就是一直要讓自己舒適。（A_20170810_1） 

（三）觀察與思考海岸環境污染議題的多元成因 

雖然 A 認為自己在行程中關注較多、感受較強的部分在於與夥伴間的互動，

然而，看到一些不當人為開發及污染的場景，A 仍然提出了對現實的批判、詰問

與反思。如看到西海岸視覺上撲天蓋地而來的養殖戶抽水管線時，A 除了看到漁

民的辛苦外，也讓她進一步去反思這樣的產業要付出多大的成本？除了養殖戶的

金錢、電力成本外、整個環境也付出了成本與代價。然而，過去的漁民需要這麼

辛苦嗎？是不是現在的我們要得太多了？不再像過去僅是滿足溫飽的需求，而是

想要更多？ 

西海岸那個管線的問題，那真是撲天蓋地的多啊，還有那個電表，真的

是跟水泥叢林一樣…我就看著那一大堆的時候，其實我看到所想像的

是漁民們的辛苦，這麼辛苦，我們要付出多大的成本在這個地方，包括

環境成本、包括我們的電力，以前的漁民生活會有這麼辛苦嗎？我在

想，會不會是我們現在要得多了？（A_20170810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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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桃園出海口看見七彩顏色的河流，A 除了心痛之外，也對污染的現況提

出了質疑：為何在層層通報的官僚組織體系下，還會容許這樣的汙染發生？ 

我就覺得說包括在桃園就覺得人們對你也是有期待的，不會沒有期待，

可是你這樣的一個排水系統，你們真的沒有看到？你的一層一層的公

務人員在幹麼？（A_20170810_1） 

A 在徒步的過程中對於海洋環境觀點的觀察與省思著重在環境敏感度以及

環境態度。因為過去經常與丈夫到各地潛水，對於臺灣的海岸並不陌生，故在此

次舊地重遊時即敏感地感受到海洋環境的變化，不管是海邊的人造設施變多了，

或是人為的產業對環境產生的影響，而在與當地居民的互動中，也獲得了海洋環

境變遷的資訊，並觸發 A 進一步思考政府對於海洋環境問題決策作為的適切與

否。海洋的包容、夥伴的情感支持與照顧成為 A 在身體與心靈都遭受磨難的徒

步初期支撐下來的重要力量。 

貳、研究參與者 B 的徒步體驗 

一、與自我的對話 

（一）從擔憂不安到自我肯定的身體經驗 

B 一開始僅是為了完成徒步環島的夢想而加入徒步的行列，但因為缺乏體能

的鍛鍊，在徒步初期 B 走得並不輕鬆，除了身體疲憊、要面對從沒有遇過的水泡

問題外，還得適應整體隊伍的節奏以及夥伴間的不熟識，情緒處於擔憂與不安狀

態： 

前三天其實非常痛苦，第一天的下半天就是因為已經起水泡了，然後

走一步痛一下走一步痛一下，加上乳酸的堆積，第一天就覺得很不

 



 

 

126 

 

行…就很不安，加上大家都不熟，也不知道夥伴是誰，對於行程、整

個狀況是不清楚的，就是很陌生又很害怕這樣。（B_20170810_1） 

然而，隨著跟著夥伴模仿學習、逐漸抓到步行的節奏到可以跟上隊伍之後，

B 感受到自我突破的驕傲與欣喜： 

第四天開始就想要試試看可不可以跟得上前面的隊伍，因為前三天都

是最後一名…可以走在最前面，就覺得蠻驕傲的。（B_20170810_1） 

徒步過程中參與者其實可以自行決定行進的速度與方式，可以選擇跟著領隊

一起走，也可以自由的用自己的速度前進。B 一開始想要緊跟著領隊，但因為體

力的關係無法跟上，再加上腳起水泡、肌肉痠痛等因素，前幾天 B 可以說是處於

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狀態，身體與心理都需要調適。但慢慢的，B 逐漸掌握體力調

節的方式、身體也較適應長時間步行後，B 以可以追上領先隊伍而覺得驕傲，並

覺得接下來才有力氣觀看路邊的風景，開始享受「玩」的樂趣，可以真的自在的

用自己的速度、看自己想看的東西，而不用擔心追趕不上前頭的夥伴。B 用「有

點像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見山又是山」來形容這一種心態上從開始的恐懼、

害怕，到後來可以跟上隊伍，但跟上隊伍之後，又開始脫離隊伍的轉變過程。這

個自己能夠主導身體節奏的自覺十分重要，因為從這個時候開始，B 才真正有心

力去閱讀每日走過的海岸風景，才能開始真正的「玩」。 

前幾天都還在摸索還搞不太清楚狀況，有時後會走到了，看一下。喔，

是這樣。但更多的是身體上的疲倦，有時候會累到沒辦法思考，只能

麻木的走。但是跟著上之後你比較有多餘的體力和心力去看秘書長講

的那些東西。（B_20170810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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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美感經驗延伸到對於海洋環境的反思 

B 提到以前喜歡花蓮礫石灘海浪的聲音，覺得有療癒的效果，這次徒步舊地

重遊至此地時，B 自覺彼時的身體狀況已逐漸適應徒步情境，於此地深刻的覺察

自己能夠負荷徒步的考驗，便開始有心情與餘力與海對話，這個地點對她而言具

有特殊意義與代表性。 

行經屏東山海國小時，B 對於那時海邊的景象、海浪的聲音、海洋的療癒效

果有了更深層的體會。她覺察到大海是具有能量的，可以放掉研究參與者所有的

不安與掙扎。然而，看到這麼美好的景象，在接受海洋的療癒之後，B 也不禁開

始反思資源與破壞的問題。 

我今天想要放自己假，讓自己在這裡多待一會，然後就坐那在邊看海，

那時候都沒有人說話，就很安靜，就只有海的聲音、海浪的聲音還有風

聲，再配上一個陰陰的、灰藍灰藍的海，有點像普魯士藍再暗一點點又

很廣闊，然後就覺得整個身心靈有被療癒到，那種身體的疲倦感一掃

而空。那時候就開始思考海這個東西…其實每個地方海特色都差距非

常大，都有自己的個性…這麼珍貴的景色資源，為什麼有這麼多人想

要破壞他或不珍惜他，真的很可惜。（B_20170810_1)  

面對海洋，B 從自身欣賞、沈浸的經驗得到療癒與力量，但也對別人與自身

經驗不一致的行為（污染與破壞）感到可惜與迷惘。這些美麗的海洋景象讓 B 的

內在心靈產生觸動，除了感受性增強外，也讓 B 進一步去思考海洋的環境特色，

如各地的海都有自己的個性，以及為海洋所遭受的破壞現況產生不解與惋惜的心

態。在情感層面上，徒步強化了 B 既有的視域（海洋具有療癒性），也開展了進

一步對於海洋環境污染及破壞提問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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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索自我的獨行體驗 

B 在環島過程中，有時候會是單身一人獨行的狀態，這對 B 而言是一種新的

體驗與嘗試，初期當然還是會有恐懼與擔憂，但抱著「試一下」也沒關係的心情，

徒步中的獨行經驗為 B 帶來了另一種探索自我與環境的可能性。B 提到在墾丁

時，一個人頂著落山風走，突然有「我為什麼會在這裡？」的感覺，但一人逆風

而行的場景，卻讓 B 非常享受那種滄桑感，雖然一度懷疑自己到得了終點嗎？卻

還是在地圖的協助下完成了探索的過程。B 認為開始探索的過程，當然還是會害

怕，因為一個人又是女生，常常周遭都沒有人，但是會覺得挑戰或冒險的感覺也

很不錯。 

一個人走其實有點陌生，會有點恐懼，因為你不知道路，前面沒有人，

後面也沒有人，又是海邊荒郊野外。但又會覺得說好像可以試試這樣

的走法，好像也沒有說很糟糕或不行這樣，有一點陌生也有一點好奇，

就想說要不然就這裡走一下，那裡走一下好了。（問：是一個探索的過

程這樣子）對啊，就很好玩。（B_20170810_1） 

二、與群體的互動 

（一）從與夥伴的互動中學習徒步所需的技能 

B 是研究者實際參與觀察過程中印象相當深刻的一位，不僅僅是因為她常在

大隊人馬到達休息點之後很久才抵達，而是她熱情、積極的協助許多事物，與夥

伴間的關係也很融洽，讓研究者一度以為她是工作人員，後來才確認她也是參與

的學員。B 在整個徒步團體中與他人的互動良好，夥伴在過程中扮演了許多不同

的角色，包括路程一開始時 B 腳上起了水泡，但不會處理，是夥伴教會她如何處

理水泡、肌肉痠痛時也是夥伴教她如何肌肉按摩，甚至影響 B 很大的「可以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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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的步伐」這件事，也是跟著一位夥伴的腳步慢慢練起來的。在徒步的日常生

活中，夥伴成了 B 生活技能上的學習管道來源。 

（二）從夥伴身上學習親環境行為與提升專業認知 

在徒步過程中，除了有夥伴揹著網袋淨灘的行為，讓 B 印象深刻且模仿學習

外，與不同專業的夥伴在行進間交換各種的生態與環境知識，也讓 B 覺得收穫豐

富。當然，也有夥伴陪著 B 在漂亮的海岸邊大喊大叫，享受大喊之後的放鬆療癒

感…可以說在 B 的環島旅程中，夥伴扮演了能力培養者、情感支持者、資訊提供

者、照顧者等多重角色。 

因為那邊有蝶會、鳥會有很厲害的團體，有時候我們會一起聊植物啊，

這個東西叫什麼？那個東西叫什麼？還蠻好玩的。有時候會跟到邱大，

邱大其實還蠻有智慧的，所以就會聽他講一些人生的道理啊、海洋的

知識啊，如醍醐灌頂、功力瞬間加乘。很有趣。（B_20170810_1） 

三、與外在環境的互動 

（一）有別於傳統學校課程的學習方式 

因為想要享受探索與「玩」的過程，B 在徒步過程中大多時間都選擇自己在

後面慢慢走，她提到走後面有一個好處是有機會與當地的居民聊天，而居民所分

享的生活經驗與在地的海洋的環境資訊對 B 而言都是課本上學不到的東西，也

讓 B 有機會進一步去思考海洋環境與政策作為之間的關聯性。 

阿伯就說這裡的海岸沙灘在他們小的時候是有 300公尺那麼長的沙灘，

可是現在大概只剩 30公尺，那個變化是非常非常大的，才短短幾十年

的時間而已，他就在那邊很感嘆這些政府的一些政策和海岸的一些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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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我們常常就在沙灘上遇到阿伯在看海、或弄他的蚵寮的時候，就

會跟他聊天，他就會分享很多他的經驗…也獲得很多課本上根本就學

不到的知識，或是補充兆偉所講的東西，印象更深刻。（B_20170810_1） 

（二）從當地人不同的聲音中拓展視域 

B 在徒步過程中，明顯感受到不同價值觀的衝擊事件包括了關於消波塊的利

用以及海岸開發的議題。B 提及自己因為跟當地人聊天，知道當地的海岸沙灘從

300 公尺退縮到只剩 30 公尺，B 問阿伯怎麼看消波塊，阿伯回答：「加減啦！要

不然你沒有辦法啊！」讓 B 開始省思自己所認知的關於消波塊的知識、態度與立

場。過去 B 在談消波塊對於人們的影響時，多從學理與數據出發，站在一個自認

為客觀的立場，卻沒有從關係人（當地人）的角度去思考消波塊的必要性與意義。

經過了這次徒步的洗禮，B 認為未來在講消波塊議題時，更能夠加入自己的經驗

與感覺、以可以打動人心的案例與故事，讓聽者去瞭解與思考消波塊的各種影響。 

荒野會講這個議題，只是你知道你從一個學問的角度去講消波塊，跟

你聽當地人講消波塊那個角度立場是完全不一樣的，再加上你自己去

爬過消波塊，去經驗看到消波塊對海岸景觀的影響之後，我覺得那個

感受深刻的程度是不一樣的。就是你之後在講消波塊這個議題的時候

妳會特別有感覺。特別可以去講一些可以打動人心的例子。那你之前

在講消波塊都只是在講數據啊，講一些理論，講一些比較學問性的東

西，但是沒有辦法發自內心深層的去讓對方知道說這個東西的影響到

底有多大。那個是不一樣的。（B_20170810_1） 

B 在訪談中並不如一般人提及消波塊就立即呈現負面的觀點，而是站在一個

客觀的立場去說明自己過去對於消波塊的認知是由學理及數據構成，但經過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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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與他人的交流、自己親眼看到消波塊對於海岸景觀的影響、各種有效、沒效的

利用方式、甚或自己爬過消波塊這樣的經驗後，B 認知到對於消波塊這個議題，

其實可以更寬廣地跳脫學理的判斷，以更多元、包容的角度去看待，實為一種視

域的開拓及觀點的轉化。 

此外，B 徒經美麗灣時，與當地人的互動也讓她開始覺察過去經驗與眼前所

見所聞之間的落差。B 提到當地居民支持美麗灣的開發是因為這樣才有工作機會、

才有辦法生活，這與環保團體的理念與主張完全是背道而馳。B 省思到自己過去

很習慣用單一觀點看待海洋污染或開發的事情，但有另一批當地人的聲音是沒有

被考量進去的。環境保育與開發之間的平衡一直是個難題，從不同角度出發自然

會得出不同的結論。看待這樣的議題時，B 認為不能因為自身是環保團體便打著

環保的大旗告訴地方居民這個不行、那個不行，而應該用更寬廣的面向、用更多

元的角度去看待，並且透過更深入的接觸去理解當地人的想法才不會一意孤行。 

也許我們一直以來都很習慣用這樣的角度去看，看海洋或看環境污染

或看事情，但是其實有另外一批人他們角度是完全不一樣的，而且他

們考量的東西也跟我們完全不一樣，那是不是我們在考量這些環保議

題的時候，我們要把這些人的心聲或是他們的需求要納進來，而不是

只有單純說我們一定要保護環境一定要怎麼樣，但是他們要生活要生

存，你不可能把他們趕走，那你要顧及環保的同時你要顧及他們的肚

子，那怎麼樣讓他們可以結合在一起而不是只有非常單一的說法，而

且損傷他們生活的權力，你思考的面向要更多元。（B_20170810_1） 

從上面兩個案例可以看出，與當地人實際的互動、傾聽他們的心聲與想法，

讓 B 對於海岸開發議題的舊有觀點與新事物之間的落差產生質疑，透過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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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覺察與省思，進而產生更開放與多元的價值觀及拓展了視域的可能性。 

（三）親身體驗海洋的多元面貌，提升認知 

B 過去雖然對於海洋不陌生，但這次徒步是她第一次以緩慢的速度親身去體

驗與感受臺灣的海洋面貌，可以說是一趟觀察與意識覺醒之旅。不管是每個縣市

海岸地形地貌的變化、產業的差異以及海岸的人造設施等皆在其觀察與感受的範

圍。近距離的觀察與實際的接觸提升了 B 對於臺灣海洋環境知識層面的認知，也

開拓了她的視野，更延伸了她原本對於海洋的認識僅有潮汐的漲退、到海邊僅有

玩沙踏浪的既有觀點。 

每個縣市海的個性完全不一樣，對海的認識又更多一點…原來臺灣海

岸線長這個樣子、有這麼多路、橋可以走、有這麼多消波塊、這麼多離

岸堤、這麼多水管、這麼多蚵棚…（B_20170810_1） 

這些關於知識層面的提升，內容起初多來自於領隊及工作人員所給予的先備

知識，B 形容徒步中的領隊與工作人員提供的是一種放手與獨立的學習歷程，但

他們會提供關於路程中的人文、歷史、地理、環境這些議題的基礎知識，建立研

究參與者基礎的輪廓後，再藉由研究參與者自身的參與，將這些既有的、先備的

知識經由自我的思考、整合與內化，成為屬於研究參與者的新的認知與觀點。 

他讓你有很多先備知識，讓你有很多的印象，包括你要怎麼走，你要走

哪裡，你會看到什麼？你可能會知道什麼？你會遇到什麼東西？你要

思考什麼？聽完之後你就會有一個大概的輪廓，有了輪廓之後你隔天

再自己去走去體驗…一邊看兆偉的東西一邊看你眼睛看到的東西，一

邊去思考，這個東西就會整合成你自己的東西，我覺得前提是你不要

急著走路。（B_20170810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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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現況與既有認知的對比差異中產生反思與行動意圖 

B 過去曾長時間帶領荒野的淨灘行動，理應對於海灘上的垃圾與污染現象不

陌生，但此次徒步，仍然有些場景震撼了 B，讓她對於人利用海洋的態度以及產

生的問題產生進一步的反思。在徒經雲林六輕海岸時，看到正在冒白煙的廠房旁

邊，仍有生機盎然、充滿了生命力的潮間帶，相對於領隊所述「很暗沈、沒有希

望感與沒有生命力」的六輕員工與充滿污染的工業區，讓 B 開始思考污染與生物

生存的關係： 

我覺得那個落差很大，旁邊就是污染區，其實你看到的就是很多的煙、

很多的工業，可是看到海邊，海邊還是有很多的生物在裡面，那一大片

的泥灘地，只要你靜下心來看，就是一堆彈塗魚、一堆螃蟹，就在那邊

鑽來鑽去、跑來跑去，牠們還是在過生活，那時候的感觸還蠻深刻的…

污染和生物就住在旁邊，就隔很近，真的就一條馬路的距離，一個堤防

的距離。但是生物還是要生存，污染也一直在繼續，這些生物會被污染

到什麼程度，牠們能夠活到什麼程度，那個震撼感很大。（B_20170810_1） 

而在保育區內看到撿不完的垃圾，也衝擊了 B 對於「保育區」的既有印象，

更不用提從新竹、苗栗一路到桃園十幾公里的美麗海岸線旁邊跟隨著的是綿延不

絕的垃圾帶、以及讓 B 產生心理障礙、覺得噁心的桃園好幾條彩色的、很髒的溪

流。但看到河流從工廠流出來的水是很黑的、很髒、泡泡很多的，可是越往海邊

流的時候就越來越乾淨了，讓 B 想起了「海納百川」這個成語。 

因為徒步緩行，B 得以親自觀看與感受從漂亮、療癒的海景到污染、垃圾充

斥的海岸線，這些具有對比性視覺的衝擊，讓 B 發現過去不曾思考與面對的東

西，也讓 B 對於自己過去的海洋環境意識觀點產生了不同的覺察與反思：『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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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說「海納百川」，但大海還能夠承受這樣的對待多久？』B 進而產生「該

做些什麼」的行動意圖，覺得對於海洋不應像過去停留在欣賞或海洋仍然很美好

的幻想裡。 

大海容納百川，她可以吸收各種的污染，各種莫名其妙的東西，可是我

們能夠這樣對待她多久？這些排泄物廢物就一直一直排過去，雖然她

會變乾淨，她可能會被稀釋掉，但是她能夠承受多久？那個印象很深

刻…看了這麼多漂亮的景色之後，你再回頭看那個垃圾和污染，那中

間的落差和震撼，會讓你想說是不是該做些什麼？不能只是停留在欣

賞的階段或是只是停留在海洋好漂亮，我們要去海邊親近海這種美麗

的幻想裡。（B_20170810_1） 

參、研究參與者 C 的徒步體驗 

一、與自我的互動 

（一）從震撼到逐漸調適的身體經驗 

C 提到大學時曾經是女籃隊員，所以對自己的體力有信心，但在出發前擔憂

自己的脊椎曾經受傷，怕在徒步的過程中引發舊疾。然而，在旅程的第一天 C 的

擔心竟然就應驗了，C 這樣描述第一天的震撼： 

直接開始走的第一天，就從基隆火車站走到這裡（海科館）的路上，我

就要停下來很多次，我就痛到我要停下來休息一下我才有辦法繼續走，

在第一天的時候就痛到這種程度，然後我就想說糟糕，這才第一天而

已，我該不會沒辦法走完這趟吧！（C_20170903_1） 

但還好這樣的震撼並沒有維持太久，C 提到大概兩個星期之後腰酸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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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椎的舊傷也不痛了。會有這樣的轉變，C 提到她試著「有意識」的去使用身體、

與身體對話，或許是調整背包的重量、或許是調整走路的姿勢，不像過去一樣，

讓身體超出自己的負荷，加上持續的步行對於鍛鍊腿部肌肉也有幫助，這樣的方

式讓 C 逐漸與身體和平共處： 

我就試著在這一方面去調整我自己，然後也自己跟自己的身體對話那

種感覺，就是去照顧自己的身體，然後去有意識的行走，調整自己走路

的姿勢等等，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所以後來就好了…（C_20170903_1） 

（二）走路是認識感受與靜心冥想的過程 

讓自己與身體對話、逐步適應步行的體力需求後，C 也提到了在心靈上面對

「走路」這件事情的不同感受。C 形容在徒步初期，由於對於路線行程、團隊的

節奏與自己行進的關係都處於一種未知狀態，她形容這包括了技巧上與心理上的

問題，不安、著急是伴隨而來的情緒。然而，經過幾日的觀察，C 逐漸抓到了自

己的節奏和團隊的關係，知道即使脫隊也沒關係，加上團隊的行進方式與 C 預期

有落差。C 抱持著想要多認識臺灣的心態加入徒步行列，原本以為在行進過程中

會有人在旁導覽解說，但事實上領隊的主要角色是帶領大家走路，而非導覽。認

知這個落差之後，C 決定「我也不想要只是一直在走路而已，因為對我來講是要

認識跟感受，所以我後來就是選擇完全就用自己的節奏跟方式去走」。 

C 形容不再追趕領隊的腳步，而以自己的速度前行時，反而很容易進入一種

靜心或冥想的狀態。即使身體是酸痛的、是疲憊的，但身體與疼痛意識能夠感知

與共處，只要進入到這個狀態內，就可以一直走下去。 

就是你走到一個程度，你進入到行走的狀態裡面，你就可以一直走下

去，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對於疼痛有點麻痺了，你知道他存在，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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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然後你就是跟他共處，然後繼續做你在做的事情，就是繼續走

路。（C_20170903_1） 

二、與群體的互動 

（一）夥伴間相互的善意對待是無形支持力量 

由於徒步成員包括了全程參與以及短天數的體驗，所以每個路段參與的人數

不一，大家來來去去的，每個人的參與模式也不一樣，雖然大多數人緊跟著領隊，

但還是有人習慣在後面慢慢走。就 C 自己的經驗，這群在後面慢慢走的人很有

趣，大家都是想要多看一些沿路特別的風景，或是想要探險，但大家的節奏不一，

所以會出現有時候自然而然各走各的、有時候結伴同行，但彼此間都有默契，不

會相互勉強，但需要時仍能彼此照應。與夥伴間的互動大部分在行走的時候就是

投入在這個當下，當下看到什麼就聊，或是有什麼疑問就討論。 

不管是生活上的互相照顧，或是在環島的時候互相幫忙，我覺得這一

點都是整趟旅程裡面感受得到的東西。即使你們並沒有像是你跟朋友

之間深厚的情感跟認識，可是大家就是在這趟旅程裡面都很願意互相

照顧…我覺得那個就是人的一種善意的表現或表達。（C_20170903_1） 

（二）從夥伴身上學習面對環境問題就解決的態度 

C 會背著網袋邊走邊撿垃圾，其實來自於研究參與者 B 的告知。在請 C 回

想徒步過程中讓她產生觀念衝擊的事件時，她提到了這部分的經驗。在臺灣的海

灘上看到垃圾不是件新奇的事，但走在福隆的海邊看到沿著海岸線綿延不斷的垃

圾時，一開始 C 直覺的反應是，這些垃圾多到撿不完、也不知道該拿這些垃圾怎

麼辦？所以 C 選擇繼續她的步行，並沒有停留下來撿。然而，當她看到一位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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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快被浪打到的垃圾撿起來往陸地丟，不讓垃圾被浪捲走時，她對這位夥伴的行

為感到好奇，並決定和她一起走。後來因為一些前行的夥伴回頭卻也說不清前方

為何不可通行時，C 和這位撿垃圾的夥伴因為不想走回頭路，仍想嘗試前行，這

時候這位夥伴建議：「那我們撿一些垃圾當通行費好啦！」這位夥伴邊撿垃圾時

還細心的提醒 C 要倒出卡在塑膠袋、罐子裡的沙，不要把沙帶走。這樣的行為讓

C「有一種被打到的感覺」，這位夥伴把撿垃圾當成再自然不過的事，並且細心的

留意不要帶走海邊的沙，這些觀念是 C 過去從沒想過的。從觀望到理所當然的行

動，雖然 C 並不覺得這樣的行為能夠改變整個海岸垃圾的現況，但至少透過個人

的行動，對於垃圾問題的愧疚感可以稍微減緩。 

撿垃圾的時候她還會說，你要把裡面的沙子弄掉，因為那裡的沙很細，

所以很多沙都卡在塑膠袋裡面、罐子裡面。她就說你要弄乾淨，儘可能

弄乾淨，不要帶走那個沙。這個東西是我以前從來沒有這樣想過的，也

從來沒有人這樣告訴過我的，那時候我真的有一種被打到的感覺，就

是連這個都這麼在意這樣。（C_20170903_1） 

（三）「協會」是主要海洋環境資訊提供者 

「協會」雖然強調本次徒步的活動是一種自發性的體驗，但領隊之一仍會在

每日晚間針對隔天的路線、路線上會經過的特殊生態、人文、地景及產業故事進

行說明。C 非常喜歡這樣的方式，不僅領隊親身的經驗與故事非常精彩，而領隊

口中的故事就會變成 C 第二天自行探索的基礎。C 認為這種有別於學校上課的

方式符合她認識臺灣的預期目的。 

他自身的經驗和學習都很豐富，我覺得這一點是很特別的，我覺得他

不是只是書上的東西，而是他自己經歷過很多東西，那些就會是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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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我覺得那個非常精彩，就是他把它結合在一起就非常精彩。我覺

得每晚的講故事對我來說會是一個重點……他講的東西就會成為我去

想的東西的一部份，會有。因為他講你就會去看、去找、去驗證，如果

不一樣或什麼的，就可以去想啊、去問啊。（C_20170903_1） 

（四）面對團體規範的衝突與反思 

徒步的過程是一種團體生活，既是團體生活，就會產生各種團體規範。對 C

而言，她能夠感受到團隊間人與人之間的善意交流，但對於「走路」這件事，她

有著深刻的體驗。「協會」活動的特色是強調每個人可以依照自己的速度與喜好

走路，理論上只要在午餐地點和晚上集合的地點出現即可，但前頭仍有領隊帶路，

參加者可選擇跟著領隊走或自己走。在這樣的狀況下，C 面臨的第一個難題是，

要自己走還是跟著走？C 在第一天從基隆火車站到海科館的路程中不小心脫隊

了，在心急的狀態下，她只能沿著馬路一直走，錯過了某些路段。在這樣的狀況

下，她後來選擇跟著領隊走，希望可以在過程中獲得一些額外的解說或資訊，但

事實上領隊的行進速度非常快，很難真的每個點停下來說明。於是，C 調整了自

己的心態，決定要回歸個人，自己拿捏想看的東西、想停留的景點來決定是否跟

上大隊伍的節奏。 

你就會想說，好，第一天因為沒有跟著領隊走，所以我就錯過了那段海

岸線，那就會想說，好，那就是要跟著領隊走才不會錯過一些事情嗎？

或是你可以問一些問題嗎？就是本來一開始的想像是以為有人在旁邊

跟你講什麼、什麼的，本來以為是這樣，後來發現其實沒有，你就要回

歸到你完全個人，或者你要去拿捏你自己想看的東西跟隊伍的節奏。

（C_20170903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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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曾經讓 C 覺得困擾的，就是「走海岸」這件事。對 C 而言，親身的

體驗與感受臺灣的海岸是此行的重點，但海岸環境變化的快速也是不爭的事實，

或許某些路段在「協會」多前年的活動是可以循著海岸前行，但在此次中由於工

程或地形改變的因素，變得無法通行。但無法走在海邊、去踩踩海水卻讓 C 覺得

失落；或是某些路段 C 想要嘗試走海邊，卻會被其他夥伴以危險的理由喚回，這

樣的狀況讓 C 回想起從小到大社會氛圍對於親近海洋都是阻隔的，甚至會覺得

憤怒：  

我記得一路走走走，好像一直走到西部了吧，都還沒有遇到這個可以

下去的海。當然我自己會想要抓機會可以下去，我在墾丁那邊有下，或

是去泡泡海水也好，不一定是下去游泳…我們有一次走在西部還是南

部的海邊吧，我就走走走，然後就被喊上來，意思就是，可能他們覺得

危險或什麼的，可是我就會覺得有點不能理解他的危險在哪裡，他們

可能就會覺得，就是妳不能理解所以才危險，我現在講得有點誇張，可

是我那時候我就有生氣，我就覺得我就是要來親近海的，可是你們設

立了這麼多的藩籬，那我這樣要怎麼才能親近海？我今天就是要來認

識它，我才能親近它，我就會覺得我被阻隔我就很憤怒，當然那個憤怒

來自於可能從小到大可能就是一直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被阻隔，所以

累積起來的。（C_20170903_1） 

C 當然可以裡解「協會」面對的是一整個大團體，必須要有團體的考量與規

範，但 C 會在心裡判斷，一是判斷自己的能力是否可行，二是判斷這個規範合不

合理，但整體的和諧也是重要的考量因子之一，畢竟這是一個團體活動。在東海

岸這一帶，C 常常需面臨這樣的選擇與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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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海邊就是有無限的東西可以去探索，即使他就是海而已，可是你可

以觀察很多東西，不管是海水、海浪、沙灘、或是岩石就是各種東西，

所以對我來說我個人的選擇就會是海，可是那當然一來我要去判斷說

我自己有沒有辦法，二來我要去判斷這個規範合不合理。就是有時候

他（領隊）會說不要走，可是這跟前一天晚上講的路線不一樣，前一天

講的是可以走，然後現在下的指導棋是不能走，那到底要怎麼樣？所

以在那個現場去判斷，還要拿捏，畢竟我還是參加一個團體，所以有時

候也不能就是太過於忤逆之類的，一種也是尊重他們，就是有種種這

些很細膩的考量，然後去拿捏自己的選擇。我覺得這個在前半段還蠻

困擾的，就是在東海岸這一段，我會常常為這件事情困擾，因為到西邊

之後就比較單一，不是提防或馬路，到那邊就比較沒有這樣的問題了。

對到那些比較有海邊可以走的時候，我就會常常面臨這樣的選擇。

（20170903_1） 

三、與外在環境的互動 

（一）開啟用身體感官感受空間的新體驗 

「認識臺灣」是 C 想要參與本次徒步活動最主要的原因，在請她描述徒步過

程中印象最深刻的經驗時，C 從徒步的路線開始回想，出發第三天經過的東北角

單面山地形開啟了她不同以往的身體感官感受海洋環境的經驗： 

單面山的地形，那個就是很大，然後你就是走在那上面，你就完全可以

用身體去感受那個尺度、空間，我就會說那個跟你站在上面用眼睛看

就是完全不一樣的，在裡面走就會覺得很有趣…你就會覺得那種有一

點探險、冒險的感覺很好。一個是身體去感受空間、地形還有尺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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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就是你冒險的感覺，這兩個加起來，我那天就玩得非常得開心。

（20170903_1） 

C 持續回想第二個讓她印象深刻的體驗，是在滿州的九棚，她和夥伴們走到

了海邊的沙丘地形，這個意外的驚喜讓 C 在敘述的時候露出了好大的笑容，可以

想見那樣的景觀與經驗是非常有趣且讓人印象深刻的。 

我又想到一個印象很深刻的，九棚大沙漠、港仔大沙漠，在滿州那邊，

呴，那整個超好玩的，大家都沒有進去那個沙漠，然後我和兩個伙伴一

起進去，就是一直在沙子裡面，它有天然形成的大斜坡，可能那個沙就

是這樣一直堆積，然後它就陡下，我們就在那邊玩溜滑梯，就是走在整

個沙丘裡面的感覺，周遭全部都是沙，那個景觀也是前所未有。然後這

個經驗也是第一次，我就覺得超好玩的。（20170903_1） 

（二）產生「我是海的小孩」的靈性體驗 

在徒步過程中，海岸的自然變化，包括海水、浪潮、水光、海邊的生物等都

是 C 會去觀察的自然現象。領隊也曾經提醒夥伴，到海邊時要感受一下海的心

情、去觀察海的不同的表情，所以 C 在徒步過程中會刻意提醒自己要停下來，不

管只是簡單的看看海、或是用錄影的方式紀錄下當天海岸還有海的樣子。C 描述

在環島的第 16 天，走在美麗的臺灣東部礫石海灘時，她油然而生自己是海的子

民這樣的感受，在那一瞬間，她看到了一顆紅色的石頭，她覺得這就是海洋給她

的信物，讓「我是海的小孩、海是母親」這樣的靈性觸動更為深刻。她描述這樣

的觸動或許是來自前面的累積、二個星期以來徒步環臺的結果。 

我記得地上有一塊紅色的石頭，因為它碰水的關係，所以它的紅是有

一點鮮豔的紅色，我就聯想到自己像是海的小孩，就是海像是母親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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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遇到那顆石頭讓我產生了這個聯想，那當然

會這樣子想也是因為前面的累積，整個走下來的這樣的感覺，但那個

時候我就決定我要把那顆石頭留下來，作為一種銘記，這是血肉，證明

我是海的小孩…這是一個以前當然有聽過這樣的說法，就是大地是母

親、或是海是母親，可是那終究就是別人的說法，可是那一天就是自己

產生了這樣的念頭…（20170903_1） 

（三）對東、西岸海洋環境變化的比對觀察 

2017 年徒步環臺的路線是從基隆出發之後以順時針的方式往東部海岸走，

再接回西部的海岸。西部海岸相較於東部海岸是屬於人口較為密集、開發較多的

地方。C 描述剛到屏東枋山時看到山、海兩側天空的差異時覺得非常驚訝，甚或

感受到身體的不適： 

枋山那裡有發生一件事情，就是我們那時候走海邊…那時候走一走我

就看到說，旁邊是山，這邊是海，我就看到兩邊的天空是不一樣的，就

是這邊是清澈的天空，那邊是濛濛的感覺，我就不知道那是霧？還是

我後來想說是霾，就是污染。可是我那時候我真的覺得我看到那個兩

邊不一樣的天空，而且就還有一種走過去之後就覺得喉嚨有點癢癢的

感覺..那時候看到這個差異就覺得很驚訝。（20170903_1） 

而進入西部之後，臺灣的海岸旁多是人工、人為的設施，接連可看到港口、

工業區、養殖漁業區域等不同的開發行為。從美麗的東部天然海岸線走到充滿人

為設施、有空污、有提防、有港口、有工業區的西部海岸時，C 一開始是覺得不

適應，並對這樣的開發感到沈重。但 C 較為特別的是，她並不會一昧的反對開

發，而是希望能夠從更深入的角度希望去理解開發的原因是什麼？為什麼會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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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現今的狀況，她認為必須要先有足夠的理解，才能去判斷開發與自然之間的平

衡該如何拿捏？ 

我不希望自己只是一味的否定開發這件事，而是去瞭解他，去瞭解他

為什麼會發展成這個樣子，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開發？他是為了什麼？

然後我覺得才有辦法、自己才去練習去判斷說那個平衡要怎麼抓？或

是你怎麼在開發裡但是對你把對環境的破壞降到最低，或是他開發的

過程至少要做到哪些措施或是策略，要回饋什麼的，我不知道，就會覺

得自己要更細部的去想這件事情。就想要更瞭解好了。（C_20170903_1） 

而這樣的觀點，C 認為雖然是在環島時有特別這樣的感覺，但也是累積的一

種結果。她提到大學時期與在人本教育基金會工作的時期接觸到很多的社會議題，

她認為如果一直只有專注在困難點、只是表達憤怒與抗議時，對於事情並不會有

幫助。 

在環島的時候有特別這樣的感覺，但是可能不是在這時候才發生的，

就很多事情都是累積下來的，所以我剛剛前面有提到就是在大學那個

時期或是在人本那幾年接觸很多社會議題，然後我會覺得有看到困難

的地方，如果你只是憤怒或你只是抗議，我會覺得好像並沒有辦法真

的，那個會有，但如果只有那個的話，我覺得對於事情是沒有幫助的。

（20170903_1） 

徒步環島對 C 而言，是創造一種新的經驗，但在這個新經驗中，過去的經

驗、過去的思維與視域，會隨著新、舊經驗之間的對話不停的改變與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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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參與者 D 的徒步體驗 

一、與自我的互動 

（一）第一次的徒步是啟發、第二次的徒步是享受 

D 是所有研究參與者中，除了參與 2017 年的全程徒步之外，還參與了 2019

年的部分行程，問她這兩次有什麼差別？她說第一次是「啟發」、第二次才是「享

受」。2017 年時一開始 D 僅報名 20 天，純粹想要嘗試一下沒有做過的事，也因

為不想要自己看地圖找路、覺得這樣很麻煩，便緊緊跟著領隊，成為領先集團中

的一員。D 說：「第一次環島時，我就是只看著領隊的屁股走路…像剛出生、開

始學走路，你還不知道周圍有什麼，你只是專注在你能不能走穩、會不會跌倒。」

（D_20190311_1）。前 10 天的日子很難熬，D 說每天都想回家，但睡了一覺之後

又覺得可以走了，後續更在夥伴的鼓勵下 5 天 5 天的加碼，直到走完全程。但兩

年後參與 2019 年的行程時，D 覺得這個時候才真的準備好了，身體已經能夠接

受徒步的體力考驗，心裡可以預測最糟的狀況是怎麼樣的，於是就沒有恐懼與擔

憂，可以放開心胸去接受與欣賞周遭的變化。2017 年的環島徒步對 D 而言僅是

體驗與嘗試一種新的活動，但到 2019 年時，徒步環島對於 D 而言才真的是一種

享受與學習的體驗。 

心情會完全不同，你會開始欣賞，你會注意到海的一些變化…應該是

說環島就是啟發、是身體的啟發，然後對環境概念也是個啟發，再來走

的時候才會發覺這些有趣的事情…我這次去的時候就已經不只是走路，

就開始看，就會問這有什麼不一樣…（D_20190311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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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於規律生活的反思 

D 在第一次的徒步過程中有個很特別的覺察，是其他研究參與者沒有提及的，

就是對於徒步的規律生活產生的反思與質疑。D 提到一開始得先適應團體生活的

需求，包括如何減輕行李的重量、如何快速打包一日所需的東西等等，但適應了

之後，D 反而開始對於這樣規律的生活節奏產生質疑： 

走到第 40天的時候我覺得人生真的很可憐，每天都在過同樣的日子，

早上起來吃早餐、中午吃午餐睡覺、晚上搶廁所洗澡、吃晚餐、聽個幾

句話、睡覺，然後就過了。我就在想說人生如果是這樣一成不變，我們

以前過這種日子都無知覺啊，但這次就超有感覺的，我好像每天都在

做一樣的事情耶…那我到底在幹麼？（D_20190311_1） 

這樣的質疑給了 D 一把探索人生的更多可能性的鑰匙，因為不想繼續過這

樣一成不變的生活，在 2017 年環島之後，D 決定要對自己好一點，開始嘗試去

不同地方、認識不同的朋友，與體驗不同的文化與生活方式。 

我就開始哪裡可以去，我時間允許我就去了、金錢允許我就去了。我就

想說我不要再過這樣的日子、一直在循環的日子…我這兩年會開始嘗

試不同地方、開放自己的心情接受不同的文化，譬如說我這次埔里之

行是宗教，他們是一種祈禱，可是我不是教會的會員，可是我就參加

了。我就跟他們一起祈禱，雖然我是異教徒（笑）（D_20190311_1）。 

二、與群體的互動 

（一）夥伴是支持走完全程的動力 

對 D 而言，夥伴是支持她在 2017 年走完全程的主要動力。D 提及原本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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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走 20 天，後來是在同行夥伴的鼓勵下一次又一次的加碼到走完。這一路上大

家一起同吃、同住、共同走過困難的路線，彼此間的革命情感是牽繫 D 與團體的

重要連結。 

我覺得這一路上有趣的不是只有風景、還有人。因為你會看到這種各

式不一樣的人，你就會覺得這些人都好好玩，因為你很少跟一個陌生

人 24小時共處，而且這個共處是共患難的共處…（D_20190311_1） 

（二）夥伴是源源不絕的寶藏 

一路上的夥伴來來去去，D 也在夥伴身上發現了源源不絕的寶藏，每個人身

上都有不同的亮點與不同的故事，透過與夥伴聊天與互動，這樣的友情也延續到

了徒步完成之後。 

一路上認識五十幾個，而且聊天都是深聊、不是淺聊，因為大家走路太

無聊了，除了東看西看還會問你平常在做什麼？ㄟ那是什麼東西？你

會覺得在每個人的身上看到很多不同的亮點，所以我反而這兩年交的

朋友很多都是從這個徒步環島延伸的朋友。這些朋友就跟我現實生活

完全是不一樣的，你就會覺得因為有革命情感，也是個性磨合。

（D_20190311_1） 

三、與外在環境的互動 

（一）在領隊的教導下提升對於海洋環境的敏感度與認知 

D 第一次的徒步雖然只是緊跟著領隊，但在領隊的引導下，也逐漸感受到過

去沒有接觸到的海洋環境，比如說觀察到不同的海岸岩石的顏色不一樣、可以聽

到「石頭的聲音」，與過去不同，D 開始懂得利用視覺、聽覺等感官的體驗去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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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認識海洋。走在海岸邊看著潮起潮落，也讓 D 對於海浪發電這個議題產生

興趣，看到海岸邊的發電風車、埤塘的太陽能板，更讓 D 興起了對於海洋環境與

能源議題的覺察，一路走來，除了自然景觀外，海岸邊的人為景觀都與資源與能

源的利用相關： 

我覺得那個海洋資源的部分，像是海浪再利用啊，我覺得這個應該有

其他方式可以解決，風力發電好像也不是很好的方法，因為我看到太

多壞掉的東西了。我還有看到種電，就是以前種稻，後來變成太陽能板

種電，我就想說這個真的能夠解決電的問題嗎？走在路上真的一路上

看到的都是能源、能源、能源，因為臺灣太需要能源了，你就看到他們

想盡辦法獲取能源的這件事情。（D_20190311_1） 

而在 2019 年的徒步過程中，雖然只參與了短期的 7 天，但走過了鹽田、西

岸的養殖區，D 覺得在這 7 天中對於海洋相關產業有了非常多的認識，包括鹽的

製造、鹽的種類、臺灣製鹽產業遇到的問題、臺灣養殖漁業朝向生態養殖的現況

等等，這些事物與概念對 D 來說都是新的認識與體驗。 

D 自述，徒步看到的不只是只有山水風景，還能看到地方產業與人文特色。

相隔兩年參與的環島徒步，第二次比起第一次來有更多的感受與認識，「才搞懂

第一次沒搞懂的東西」（D_20190311_1）。 

（二）對於人定勝天概念的反思 

對於海洋環境的觀察，除了利用感官感受海洋的不同面貌之外，海岸邊的人

為建設也讓 D 對於環境倫理有了覺察與省思。走在東部海岸的蘇花公路時，剛

好看到日出，一整片沐浴在陽光中的海洋很美，但是經由領隊的分享，D 知道了

腳下的公路只要颱風來就會掏空，就必須不斷的修復、重建。面對這樣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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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覺得這樣的困境來自於人類中心思想的環境倫理觀，人覺得可以戰勝一切，可

以不顧大自然的力量，只是為了自己的需求與方便而建造這條路，但大自然的力

量告訴我們並非如此，能不能有其他的因應方式？ 

在我的想法裡面，因為我們人類想要戰勝所有的一切，但是他忘記了

大自然的力量，而且每年都在淘空、每年都在重建，這段路我們真的一

定要存在嗎？或是我們只為了我們自己的便利？ 有了這段路我們可

能會比較方便走，可是老天如果不允許你有這段路，你就要一直再重

來，這樣循環的狀況，我在想說難道沒有其他的方式嗎？

（D_20190311_1） 

（三）細緻的觀察海洋與周遭環境的互動 

D 在完成 2017 年環島徒步後，開始更積極的參與多樣化的活動，D 形容這

是一種打開心去接受各種事物的狀態。在這兩年中，D 自省除了走路外，會去關

切周遭的環境，去思考每一個景象、人造設施在這個環境的意義。這樣的習慣延

伸到 2019 年的徒步，具備這種能力之後，D 得以更細緻去觀察整體環境的脈絡，

提升對於海洋環境的敏感度與覺知、關懷的能力。 

在這兩年之中比較大的變化是我除了走路之外，我會關心到周圍的環

境、我會關心到這個地方為什麼會有這個東西出現，為什麼這個漁港

會有一個很奇怪的房子出現，原來這個地方是所有魚獲的集中點，所

以所有人會來這裡喝一杯之類的，你就會除了海之外還看到人文，你

會看到靠海唯生的這些村莊、這些人在做些什麼？為什麼這樣子做，

你就會覺得很有趣。（D_20190311_1） 

對 D 而言，第一次全程參與環島的經驗像是給自己的一個對於身體及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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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環境議題的啟蒙，在 57 天的過程中，從不安、進入狀況到不想要繼續如此規

律的生活心靈狀態的改變，促成了徒步之後的開放旅程。過程中與夥伴的良好互

動是支持她不斷加碼完成旅程的重要因子。2017 年的徒步給予她的海洋經驗是

透過感官體驗、透過領隊的資訊提供及自己的觀察逐步建立與累積，增加了對於

海洋環境議題的敏感度、也提升了些許的知識層面的認知。在 2017-2019 這兩年

中，D 慢慢的從被動到主動的學習，學習如何準備走路的裝備、如何打包行李、

如何觀察環境的脈絡。在 2019 年時，徒步對她而言已是一種享受，能夠隨心所

欲的去重新理解與看待海洋環境。這是這兩次徒步中最大的差異。 

伍、研究參與者 E 的徒步體驗 

一、與自我的互動 

（一）用時間換取身體與心理的逐步適應 

E 是本次研究參與者中唯一的男性，因為過去並沒有類似長時間步行的經驗，

E 一開始對於每日的步行里程也會擔心，一開始覺得身體不好受、腳快炸開了，

但經過一個星期之後，身體慢慢適應與習慣長時間的步行。E 以緊跟著領隊的方

式完成大部分時間的行走，進入一種走路、休息、吃飯、睡覺的規律與單純的節

奏中。雖然一開始身體會不舒服，但 E 覺得習慣就好，就像運動一樣，雖然過程

有點辛苦、需要付出一些代價，但過程中仍會覺得開心。E 認為整個徒步過程中，

每一段走起來都是開心的，雖然必須付出腿酸腳痛的代價，但也甘之如飴。有捨

才有得，這句話不停的在徒步的過程中浮現在 E 的心中。而 E 將自己過去參加

部落工作假期的經驗與這次徒步活動相較，E 認為不像有些部落比較原始，徒步

補充物資是相對簡單與容易的事，所以對於行程並沒有太多的擔心，而是處於一

種放心且自覺充實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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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你知道，你想要有一些收穫，總會有付出一些代價吧。這就像你運

動過程中你會覺得蠻開心的。就很開心很充實。（E_20190419_1） 

（二）用有所抉擇的態度來觀看周遭風景 

雖然體力已逐漸可以負荷，但 E 認為體力是有限的，仍要撙節，不要過度的

消耗，如果毫無節制的東走西看了很多路線外的事物，很有可能過度消耗體力，

讓自己在接下來的路程很辛苦。所以 E 採取的是一種較為保守的、緊跟著領隊的

方式，不多繞路，讓自己保持在體力能夠負荷的狀態。 

徒步中行走的速度是一種選擇，走得慢的人相較於走得快的人，自然有較多

的時間去觀察與欣賞路邊的風景，而一直跟在領隊後面、身在領先集團的 E 則是

覺得，雖然會在休息時聽到其他的夥伴分享路途上其他有趣的事物，但 E 認為這

些點之後都有機會再回來，快快走過既然是自己的選擇，那就也必須承擔比別人

少看到某些事物的結果。 

我覺得之後還有機會再回來，所以不會覺得可惜。因為我總覺得就是

一種選擇，就是你，你當下的選擇，就是每個選擇後面都會有些結果跟

後果，你如果願意承擔結果你就這樣做。（E_20190419_1） 

雖然行進的速度很快，E 每天都會拍照並利用臉書作為紀錄工具，每天上傳

30 張照片及紀錄經過的地點。在出發前 E 就知道紀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透過

照片可以勾起記憶，確保因記性不好，或這次沒有辦法停留下來觀看的風景，得

以在日後回想、反芻時仍保有清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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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群體的互動 

（一）從夥伴身上學習環保的新觀點 

在同行的夥伴中，E 留意到有一位大哥非常落實簡樸生活的實踐及對資源的

珍惜與利用，這位大哥身體力行的態度給了 E 非常深刻的印象，但 E 也覺得要

效法他不太容易，但願意慢慢嘗試。然而，「協會」的領隊與大家分享：「環保就

是把東西用久一點」這個概念對 E 而言卻是一個很大的收穫。過去 E 覺得要用

環保的東西相對昂貴，比如說環保筷、環保碗，都必須另外花錢去購買，是一筆

多出的開銷，但領隊的話讓 E 驚覺，如果只是把舊的筷子丟了去買新的環保筷，

那舊的筷子就是一種資源的浪費，反而製造了垃圾，並不是真的環保。在日常生

活中想要力行環保生活，其實只要從珍惜手邊擁有的資源開始。 

對我來說就是其實你如果想做環保，你並不用花那些額外的花費，你

只是要把你生活中用的東西讓它用久一點就可以了。就愛護資源不要

浪費，這就是一種環保了。我就想說原來是這樣，其實在生活中很多很

多方面我們就可以這樣做啦！（E_20190419_1） 

（二）從不同的夥伴身上學習人生經驗 

徒步的夥伴來自四面八方，每個人參與的動機不同，目的不同，加上每個成

人都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在團隊中年齡相較之下顯得年輕的 E 便非常享受與不

同夥伴聊天，聆聽他們分享人生經驗的過程。E 提及這也是為什麼他過去一直參

與部落工作假期的原因，就是可以與不同的人接觸，從他人身上獲取新知。 

路上還有夥伴跟聊天，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成長跟經歷，願意跟你

分享、那是很寶貴的，那是錢買不到的。你都會覺得說，如果你有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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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把它吸收變成自己的東西那都很棒。（E_20190419_1） 

三、與外在環境的互動 

（一）徒步過程中並未主動下海 

E 自述參與徒步活動的動機除了想要完成環島的夢想之外，也希望能夠多認

識臺灣的土地與海洋，但在 53 天的徒步過程中，E 除了行走外，並沒有任何下

海、踩水的行動。這可能是源自於 E 潛意識裡對於海水的恐懼，也說明了 E 雖

有進一步認識海洋的動機，但仍未產生實際踏入海中的行為，仍處於一種從旁觀

者角度來觀看海洋的狀態。 

我們頂多就在海邊走，我沒有什麼下去踩水。但然我們有夥伴就是去

踩水，（為什麼啊？）就沒有興趣，這很簡單，就是喜歡海洋的人未必

要下海。（E_20190419_1） 

（二）來自海洋的視覺美感體驗成為心靈享受 

雖然沒有下海觸摸海水，但透過視覺感官，仍為 E 帶來了豐富的美感體驗，

成為徒步中的心靈享受。不管是東部海岸的太平洋依偎著山脈的山海景緻，還是

彷彿置身國外的墾丁白色沙灘，都讓 E 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E 覺得利用徒步這

種慢速的視野，雖然在移動上很沒有效率，但卻在訊息接收上非常有效率。比如

說，同樣是一座花園，開車跟走路的狀況是不一樣的，即使你一樣看到花的顏色，

但走路你可以聞到花的味道、甚至可以看到有蟲子在花叢間穿梭，這開車是沒辦

法做到的。這些純粹感官的美感體驗需要透過相對速度緩慢的步行才能達成。 

（三）從河川汙染的觀看連結到自身生活經驗 

幾乎每位研究參與者都會談及的桃園彩色河流議題，E 有另外一個角度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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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由於 E 居住在桃園中壢，所以對於受汙染的老街溪與新屋溪有特殊印象，因

為這兩條河在流經中壢時與在觀音出海口的狀況落差很大。在中壢這個區段這兩

條河還充滿了生命力，有夜鷺、小白鷺和一些鳥類在河岸邊捕食或棲息；但在觀

音出海口時，這兩條河已經被嚴重汙染，完全沒有生命力了。透過自身的經驗前

後比對與觀察，E 表現出了對於河流與海洋環境議題的關懷，並對這樣的事件感

到沮喪，產生不應追求經濟發展與生活所需卻忽視環境的省思。 

我就會覺得說，其實那兩條河主要是經過我們一些住宅區，我們住宅

區的狀況就是我們在河面丟一些廢棄物，所以河水的狀況就每況愈下，

越到海邊它的水就越髒，然後就越來越沒有生命。心裡就會覺得說就

沮喪，就是我們在追求生活進步的同時生活的同時常常就會去忽視，

我們應該就是好好保持、維護我們的環境，因為臺灣就只有這片土地

而已，所以如果你不維護環境、永續發展的話，那真的是一件蠻不好的

事情。（E_20190419_1） 

（四）解決垃圾問題要從教育著手 

海岸邊屢見不鮮的垃圾，E 認為要解決這樣的問題必須從教育下手，否則無

法根治。E 談到過去曾經去淨灘，但去的次數不多，因為覺得垃圾怎麼撿都撿不

完，除非從源頭減量減少垃圾的產生，否則都是治標不治本。 

其實我們在海邊走一圈幾乎每個海邊都有垃圾，不管它是海飄垃圾還

是人們丟的垃圾，其實都會有。這個東西如果要做的很好的話，我覺得

要從教育下手，就是要讓民眾知道說不要隨便亂丟垃圾，不然就是治

標不治本。（E_20190419_1） 

E 過去並無太多接觸海洋的經驗，參與徒步活動的最主要目的是要完成徒步

 



 

 

154 

 

環島的夢想，所以在過程中，除了拍照與紀錄之外，E 並未表現出太多想要進一

步探索與認識海洋的行動，雖然對於海洋的態度並不排斥，但顯現出的是一種較

用旁觀者的角度觀看的行為。行進過程中，從夥伴身上看見了身體力行環保生活

的典範，也學習到了「東西用的久就是環保」這樣的概念。在與外在環境的互動

過程中，與自身經驗有關連性的兩條河川，由於有了比較的基礎，讓 E 產生了人

與河流、海洋互動之後產生的環境問題的關懷與省思，而海岸的垃圾問題，E 的

態度是要從教育著手，才能根本性的解決這個問題。 

陸、研究參與者 F 的徒步體驗 

一、與自我的互動 

（一）慢行是為了呼應學習的自我期許 

下定決心參與徒步環島活動之後，F 便對自己有了許多期許，包括不要在過

程中走馬看花，要儘量的去看、去觀察、去理解周遭的事物。也因為把這趟旅程

當作學習之旅，所以 F 也要求自己每日都要拍照、紀錄並上傳臉書，希望能夠完

整的紀錄過程中的重要事件，作為後續進一步探究的基礎。F 原本還希望在出發

前能夠看完柯金源導演所撰寫的《我們的島-臺灣三十年環境變遷全紀錄》這本

書，作為徒步過程中觀察事物與議題的提醒與參考，雖然礙於時間並未完成，但

仍可以看出 F 與其他研究參與者相較，具備較為強烈的學習動機。這樣的動機也

反映在徒步時的速度與路線上，因為想要慢慢看，所以 F 總是落在隊伍的最後

面，甚至還被夥伴們戲稱是「慢慢走俱樂部」的成員；因為想要多看一些不一樣

的事物，所以比起其他夥伴每天都多走了好幾公里。在 F 心中，徒步歷程是得來

不易的一趟學習之旅，要在金錢、時間、工作、外力等許多狀態都剛好能夠配合

的狀況下才得以成行，所以需要認真的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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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既然已經出來走一趟，不希望那個東西只是走馬看花地走過去。…

我希望它是一個讓我可以再去更瞭解很多事情的機會。所以才會想說

出發之前、回來之後應該要做功課…我就會想說我既然都出來了，希

望多看一些、多瞭解一些。如果在當下可以多一點點瞭解的話，我就會

想辦法去瞭解，跟路人聊天，或者是真的就繞進去看一下，跟鄰居訪問

一下。那樣就會拖比較多時間，我大概都比別人慢一個到一個半小時，

一天差不多都比大隊多 5到 8公里。（F_20190515_1） 

（二）於拍攝影像中反思人與海洋環境的關係 

到一個特別的景點、拿起手機拍照對現在人來說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在環

島的過程中，當然有許多特別的景象讓研究參與者驚訝不已，在臺灣西南部養殖

魚塭附近、如同城牆般密密麻麻、舖天蓋地的引水管線是許多研究參與者印象深

刻的一個地方。對 F 而言，徒步過程中有許多這樣的景象，一開始她會把它當成

一種奇觀看待，但隨著徒步的時間增長，讓 F 越來越融入在臺灣海洋的脈絡中

時，F 開始問自己：拍攝這些奇觀的目的是什麼？影像想要呈現的東西是什麼？

這些奇觀跟自己有沒有關係？更強烈的是，F 覺得她應該要對這些影像負責，讓

影像成為自身述說與傳遞訊息的工具。也因為要對自身拍攝的影像負責，所以 F

在徒步過程中不斷的與自我對話、與環境對話。 

可能以前我拍照會把這些當成一個奇觀來拍，比如說看起來很糟糕的

環境、海邊很美或很髒，或魚塭附近都是大排水管什麼的，我會把它當

作一個奇觀。可是當你真的自己在走的時候，你會去思考自己跟它的

關係。那個當下拿著相機，我就不滿意只是把它當作奇觀來照相。我希

望能夠對我照到的影像負責，知道我為什麼要照這個東西、它的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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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當我放出這張影像的時候，我可以去說出來這是一個什麼樣

的現象、我為什麼要照這張照片、我跟它的關係是什麼？我那時候有

一個更強烈的感覺，就是我要為我所見和所照的影像負責。

（F_20190515_1） 

F 在決定參加環島徒步活動時，就已經抱定明確目標，將此行程定義為體驗

與學習之旅，所以在徒步初期確認跟著領隊向前衝並非可以達成預定目標之方式

之後，就決定選擇以自己的速度慢慢走、比別的夥伴多去了自己想要去的景點、

並且一路上用影像記錄與觀看。但 F 的「看」並非僅是浮光掠影般的留存當下影

像，而是與其對話，觀察這個風景、現象及事物背後的脈絡，與思考這些事物與

自身的關聯。讓自己從一個外在的徒步旅行者，投擲到臺灣海洋環境的脈絡中。 

二、與群體的互動 

（一）夥伴促進合作學習 

F 在 2017 年就已接觸「協會」，但當時並未參加徒步之旅，在 2019 年走完

全程之後，F 提及參與「協會」活動與自己一人走完最大的差異就在夥伴。在這

趟旅程中，夥伴扮演了資訊提供者、經驗分享者、對話者等多重角色，促進了 F

的合作學習。 

 F 提到，來自不同背景的夥伴在旅程中相互補充觀點，開展了彼此的視

域，因為「如果是自己一個人走，知道的事情還是知道，不知道的事情還是不知

道，你很難去知道你不知道的事（F_20190515_1）」。透過大家不同的切入點，對

一件事物會有多種面向的認知，F 覺得這樣的方式符合她慣常透過統整、分析、

比對事物來獲得知識的學習模式。F 甚至形容徒步的過程很像在開研討會，從魚

塭為什麼會這樣？這裡的魚塭和其他的魚塭有甚麼不同？到這個魚塭有什麼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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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為什麼這種鳥會出現在這裡？從單一現象延伸到對周遭環境的觀察與比對，

透過與夥伴間的對話與討論，形成新的觀念與知識，這是 F 在徒步過程中與夥伴

間的合作學習模式。 

她對植物、鳥、文資都了解，所以她看到非常多的東西，她都會有辦法

注意跟講。我們兩個加起來就會是東看看、西看看。因為就看到什麼很

有趣、妳跟我講、我跟妳講、互相報，所以我們倆一開始就走得非常的

慢，沿路就在討論說我們看到了什麼。（F_20190515_1） 

（二）夥伴提供了資源有效利用的新作法 

F 自述平日就已經落實環保減塑及簡樸生活，每天自備水壺、餐具外，出門

騎腳踏車、搭大眾運輸，不買車、甚至少吃零食都是為了避免製造垃圾。已經習

慣這樣生活的她，參與以簡樸、環保為訴求的「協會」活動沒有太多的不適應或

是覺得這是一個新嘗試，因為平日她已經可以這樣做。但是夥伴除了珍惜資源外，

讓資源可以重新被利用的行為，讓她驚覺原來還有新的做法能夠讓資源更永續利

用： 

但是他讓我更看到，除了這麼做之外，還有更進階的作法，例如去撿鐵

啊、在路上撿零錢啊、收集那些髮帶、髮圈、抹布啊，他讓我看到說，

喔，原來還有更極致的做法，就是想辦法去收集這些資源，讓它有辦法

再用，他會把鐵拿去賣錢啊，這個其實是我完全沒想過的。

（F_20190515_1） 

甚至在該位夥伴因故暫離活動時， F 與同伴更主動接管該位夥伴拾撿物資

的輔助工具，也開始在馬路上尋找蒐集鐵塊等可再利用的資源，實踐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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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F 的徒步過程中，從夥伴中透過共同對話、討論與觀察達到了合作學習的

效果，不僅在環境的認知層面上增加許多新的知識，更在互動的過程中擴增了彼

此的視域，也在夥伴的親身示範中獲得了新的環保概念與行動。 

三、與外在環境的互動 

（一）對於臺灣沿岸服務設施的觀察 

與其他研究參與者不同，F 對於臺灣海岸的觀察，是從海岸邊的服務設施開

始。F 認為徒步過程中，基本需求的滿足是很重要的，哪裡可以休息、哪裡可以

上廁所、哪裡可以補給食物和水，這些看似簡單的問題，但在 F 心中，是每天都

必須要沙盤演練一番的功課。F 觀察，西南部海岸線附近多是工業區或是未開發

的區域，較缺乏公共廁所，要上廁所必須要到檳榔攤或學校借用，對於環島研究

參與者來說不太方便。然而，進入新竹以北後，海岸邊的人工設施像是步道、廁

所或涼亭都越來越多，對於研究參與者而言方便許多，更往北走海岸邊更是觀光

景點，連便利商店、喝咖啡的地方都有，而進入到東部之後，又回復到補給不易

的天然海岸。從西部、北部、東北角再到東部，F 觀察到海岸開發的不同狀況，

西部以產業為主，新竹以北到東北角的海岸是屬於觀光遊憩強度較高的地方，F

稱之為「人工、被處理過的海岸」。 

西部其實整個新竹以南……到了新竹很明顯，就會感覺那個設施就變

多…我覺得平常我們若是跳點式的去各個景點，就會去那種地方就哇，

很舒適啊，因為它各種的設備都幫你弄得好好，什麼步道、哪裡可以休

息啊、涼亭啊、然後廁所。（F_20190515_1） 

F 的觀察呈現出一個有趣的社會現實狀況，雖然政府在政策上一直強調與呼

籲要人民親近海洋、接觸海洋，但政府所提供的基礎服務設施並無法滿足真正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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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海岸線徒步或親近海洋的民眾。F 也是所有研究參與者中，唯一一位特別提

及海岸線設施有地區差異的研究參與者，顯示其對於海岸環境的變化有一定之敏

感度。 

（二）「我也在脈絡中」的環境議題反思 

對於徒步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的海岸人為設施，F 表示是六輕。在尚未進入六

輕範圍前，徒步的夥伴們早已對這個開發案進行討論，大多數的夥伴對於此工業

區都抱持著反對與負面的看法。F 提及在徒步前也看了一些反六輕的影片或網站

資訊，但徒步至此時，F 有了另外一種思考，除了以局外人的批判外，自己是不

是也是局中人、也是結構中的一個節點，只是自己過去沒有察覺？自己身上穿的

風衣、帶的塑膠水壺，甚至背包中的筆電外殼，是不是就是這些工廠所生產的？

其實任何一個人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都與這些工廠產生連結，那除了批判之外，

是不是還有什麼可以做的？有沒有可能改變這些事情？ 

我在六輕那時候就開始有一個感覺，我一直在批判它，可是我身上穿

的東西、或是我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物品是不是有一些就是從這裡來的？

我是不是其實是這個結構當中的一個，只是我不知道。當下雖然我還

是覺得這個場景真的很可怕，一堆工廠、這個環境的污染，可能有很多

我看到或看不到的地方，可是難道我跟它沒有關係嗎？我就開始有一

點點退了一點，我還是不喜歡這個，可是我沒那麼認定六輕就是萬惡

的、該死的，我覺得我應該要去想說我的生活到底有什麼東西跟六輕

有關係？我有沒有可能改變這件事？那個時候我覺得我身上穿的風衣

是不是六輕來的？這種聚酯不就是它做的？（F_20190515_1） 

甚至後來走到桃園，看到上游亦是加工區的數條彩色河流，或是海岸邊綿延

 



 

 

160 

 

不絕的垃圾時，都會反思這些汙染與日常生活的關聯性，環境議題不是單獨的存

在，是一個「我也在脈絡中」的結構問題，是 F 在徒步海岸時對於海岸開發及汙

染議題的重要反思。 

（三）讓環境教導的學習模式 

在整個徒步歷程中，除了聽取領隊每日的行前說明獲得對於即將行走的路徑

基本資訊外，F 也非常享受「讓環境教導」的學習模式。因為帶有學習的動機，

所以 F 選擇以有意識的慢行、攝影記錄方式行走。因為速度慢，得以細細觀察周

遭的生物、地形植披的變化，環境與自然生態轉變成主動的資訊提供者，用連續

或差異等方式讓行經的旅者自然沉浸在學習的狀態中，進而得到新的領悟。 

這次整個走過去之後，那些環境裡的東西它不斷的出現，真的讓那個

環境在教導我一些東西，我一直不斷的看到，比如說植物木麻黃啊、草

海桐啊、長柄菊啊，然後路樹都是大葉欖仁，前面可能不知道會問這是

什麼啊？那是什麼啊？就一直重複出現那些，你就知道這些就是海邊

會有的植物。然後你看到灘地上有某些鷸鴴科、小白鷺在什麼環境、黃

頭鷺、紅冠水雞…不斷的複習這些事情，到最後它根深蒂固在這裡，對

我來說是一個很寶貴的學習過程…我就會去看那個環境，比如說這隻

鳥在這裡有點不對勁，或是這裡竟然有什麼鳥耶這樣子，這裡的環境

應該是怎樣怎樣，我開始去看到環境跟環境的關係。（F_20190515_1） 

這樣的方式 F 認為並非是在本次旅程中突然得出的一種學習模式，而是因

為過去幾年來參與環境藝術、與夥伴互動後而逐漸產生。F 在觀看環境時，並不

僅是觀察一個定格的景象，而是去理解在視框中景物與環境間的交互關係，透過

經驗的累積（如什麼樣的棲地會出現什麼鳥種？）與比較（這樣的環境為什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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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這種鳥？），F 自覺對於環境可以有更深厚的理解。然而，這是透過時間的

累積，若缺少了這三年的時間，F 覺得這次的徒步可能也是停留在好玩、快速的

經過某些地方，而非從環境中學習與理解。 

我喜歡是自然而然理解，所以可以講得出來，那個講出來不是一個我

要很組織，而是我就喔自然地反芻出來的東西。所以我就習慣這樣子，

因為環境那個，所以我又會去看到個別的東西，所以累積起來，加上個

別的東西還有它跟環境的關係，理解的重疊越來越多的時候，就可以

開始看到比較多了。我相信如果我三年前去走的話，也會像是好玩啊、

或是走快一點這樣子。（F_20190515_1） 

F 觀看環境的角度，是從一個點擴及到線，最後透過分析與整合而到更脈絡

化的整體，在徒步之前，F 對於環境議題的接觸多來自大眾媒體，多半是環境污

染與公害事件等較負面的切入點，少有個人親炙環境現場的體會。但 F 自己經過

一步一腳印的緩行，慢慢的用自己的速度去理解行經的土地與海洋後，F 產生了

自己也在整個環境的脈絡中這樣的反思。 

柒、分析與討論 

若要改善海洋所面臨的危機，需要大眾擁有海洋環境意識，而海洋環境意識

是海洋素養中重要的一環，若要提升大眾的海洋素養，必須要讓大眾對於海洋有

更多的認識、並能以有意義的方式與海洋進行交流，並能對海洋及其資源做出明

智且負責任的抉擇（Schoedinger, Cava, Strang, and Tuddenham, 2005）。這個對海

洋從感知、互動到產生友善海洋行動的過程，也是國內各單位推動海洋教育希冀

達成的重要目標。「協會」亦是站在推動人海友善關係的長遠目標下，舉辦多次

的徒步環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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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孟珈（2008）指出當個人在決定環島的那一刻，不只在外在形式上離開了

生活的常軌，也進入了一連串的內在自我成長歷程；環島帶領個人進入未知和充

滿不確定的旅程，一方面要面臨和擔負種種的考驗，例如：安排行程的能力、體

能與心理的負荷、面臨孤獨的勇氣等；另一方面為了達成環島的目標，還得學習

新的技術、處理各種突發狀況。跟著「協會」一起環島的夥伴們，雖然不須在行

程、住宿點上多費心思，但也同樣必須面對體力與心理的負擔以及各種路上突發

的狀況。雖然大多數的研究參與者參與本次活動的最主要目的並非認識海洋，或

因為海洋主題而特別加入，但在長達近 60 天的徒步過程中，參與者在途經臺灣

各地海岸的同時，在不斷地與自己互動、與群體夥伴的互動以及與外在環境的交

織與互動脈絡中，對於海洋環境意識，仍有不同層面的覺知、提升與增進。分述

如下： 

一、徒步歷程中與自我的互動 

（一）身體的適應是徒步中必須的過渡 

環島活動有時被視為是一種「通過儀式」（陳榆沁，2010），「通過儀式」通

常指社會中用來宣示並強調個人社會身分轉換時所採取的儀式，其歷程通常包

含三個階段：隔離、過渡與整合（Van Gennep, Vizedom, & Caffee, 2010）。亦有

研究者將長時間的徒步旅行視為一種「朝聖之旅」（朱憶慈，2018；范育成，2017），

如近年來熱門的西班牙聖雅各朝聖之路或是日本的四國遍路。 

就研究參與者而言，徒步環臺亦像一種通過儀式，參與的人進入一種以步

行為日常主要活動的生活模式，脫離原有的家庭、工作與生活軌道，接下來則是

進入身體與心理都必須調整以適應步行的過渡階段。若能順利調整，讓自身於

徒步的過程中能夠安適自在，接下來才有機會行有餘力地關注周遭所見所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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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自身新舊經驗產生交融與對話，最後整合出新的視域與觀點。在這個過程中，

研究者發現身體的適應在徒步過程中是必須的過渡階段，且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研究發現，幾乎所有的研究參與者皆提到行走初期體力不堪負荷、腳部因

為長水泡而造成行走的不適等問題，甚至 A 還嚴重到引發蜂窩性組織炎，但也

幾乎所有的研究參與者在徒步之前並沒有自己處理水泡的經驗與能力，都是在

徒步過程中跟其他夥伴學習，甚至學會了之後還可以幫別人處理水泡，如 B： 

水泡也是一個歷程，一開始我們非常陌生非常害怕，到後來因為常常

起水泡，已經很熟練了，自己熟練處理自己的水泡之後，就可以開始處

理別人的水泡，對於那種新進人員呢，他們對水泡非常恐懼，我就會

說，來來來，不用怕，我幫你處理。（B_20170810_1） 

除了水泡之外，背痛、腰痠、肌肉疼痛也是每個人都會歷經的課題，除了慢

慢的讓身體自己適應外，C 也從過程中領悟了「如何更有意識的使用身體、與自

己的身體相處、讓自己進入靜心冥想的行走狀態」（C_20170903_1），來幫助自

己渡過這個必須的調適期。 

除了身體的調適之外，心理的調適也是徒步初期每個參與者都必須面對的

壓力，A 因為徒步的生活與過去生活落差太大而萌生退意，B、C 則是一開始擔

心身體無法負荷、不熟悉行進方式、跟不上隊伍，也與夥伴不熟而有恐懼與不安

的心情，一直到身體逐漸適應了、跟得上隊伍了，自信建立了、發現自己有能力

做到之後，才算過渡完成，開啟新的徒步里程碑，真正進入關注與理解沿途海洋

環境的階段。B 形容這是一段「從跟不上隊伍、到跟上隊伍、到決定自己脫隊的

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見山又是山的過程（B_20170810_1）。就連參與兩次活

動的 D 也提及「第二次走覺得享受，什麼都是新鮮的，因為身體不會很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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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已經知道最累是什麼程度了」（D_20190311_1）。 

朱慈憶（2018）的研究中指出：「朝聖中所經歷的苦行是將朝聖者推向轉化

的重要經驗，艱辛的徒步旅程，輕易地就能將人的身心推向限度邊緣。」在本研

究中發現，徒步中所經歷的苦行未必直接將參與者推向海洋環境意識觀點的轉

化之路，或是直接觸發轉化，而是一個位於中介位置，在完成調適之前，參與者

並無太多的心力去關注周遭的海洋環境，要在身、心都已適應苦行之後，才有機

會過渡到另一個「見山又是山」的過程。這個過渡時期，也是重要的徒步技巧

（包括如何正確的走路、如何處理水泡、如何觀看地圖）養成與團體生活模式建

立與增能的重要階段。這個徒步初期的身心適應階段可分為接觸期、適應期（增

能的過程）以及開拓期（過渡完成），如下圖所示： 

 

圖 4-1 研究參與者徒步初期的身心適應階段變化圖 

（研究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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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海邊的獨處帶來與海洋情感上的呼應 

Maslow（1970）在研究自我實現議題時，從研究參與者身上發現獨處是自我

實現者的特徵之一，這裡的獨處並非意指單純的逃離人際關係，而是能認識到獨

處的益處並享受獨處。沈盛圳（2009）指出身體在環島的時間與空間中流轉所產

生的「無我」經驗或「寧靜」感覺，可能使環島者在其中感受到深刻的靜心體驗，

或是在身心上自然出現且無可形容的安寧感，這種專注、寧靜和靜心，能提供環

島者冥想、內省式思考和與自己對話的機會，因而從中發掘意義，攫取有別於平

常的靈感。這種「無我」或「寧靜」的靜心體驗，在研究參與者 B 的分享中可以

發現： 

我今天想要放自己假，讓自己在這裡多待一會，然後就坐那在邊看海，

那時候都沒有人說話，就很安靜，就只有海的聲音、海浪的聲音還有風

聲，再配上一個陰陰的、灰藍灰藍的海，有點像普魯士藍再暗一點點又

很廣闊，然後就覺得整個身心靈有被療癒到，那種身體的疲倦感一掃

而空。那時候就開始思考海這個東西…（B_20170810_1)。 

B 獨自一人在海邊獨處，傾聽海洋的聲音，感受海洋的廣闊，疲憊的身心

接受海洋的療癒後，B 開始思考一路走來看見各地各具特色的海岸風景，打破

過去自己對於海洋單薄的認知，進而感嘆為何大家不願意珍惜它？這回應了

Brown, Bryant, & Reilly（2006）的研究發現，相較於「分析-思考-改變」的理

性過程，學習較常在「觀看-感受」的情境下改變，情感與情緒常觸發反思歷程，

促進學習者質疑既有假設，Dirkx（2018）亦指出圖像與感受是促進轉化學習的

重要媒介之一。在 B 的案例中，雖然這個「觀看-感受」、「沉浸-反思」的歷程

不能與觀點轉化畫上等號，但毫無疑問的，這個經驗拉近了 B 與海洋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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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 B 對於海洋的情意與感受，而培養對於海洋的「情意」是幫助學習者跨

越認知到行動之間鴻溝的重要步驟（吳靖國，2011）。因此，在海邊的獨處經驗

所帶來的孤獨狀態，除了為活動與者提供一個沉浸、感受、自我對話、向內拓

展的機會外，也增加了提升海洋情意與環境敏感度的可能性。  

而抱持著走出喪夫之痛的 A，更是屢次在曾與先生共遊的海岸邊，回想起

過去的記憶而觸景傷情，然而，海的包容與廣闊也提供了她與自我對話的空間，

幫助自己走出傷痛。 

二、徒步歷程中與群體的互動 

Coady（2013）的研究顯示，團體動能在個體的轉化學習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因為大家「同在一條船上」的環境，集體效能、情緒與社會支持容易從團體中展

開。在徒步的過程中，研究參與者每日朝夕相處的就是團隊中的夥伴與「協會」

的工作人員，這些人在研究參與者海洋環境意識觀點上的變化有些什麼影響？

分述如下： 

（一）夥伴在徒步歷程中扮演了情感支持者與經驗分享者 

在徒步初期，所有人都會面臨體力與精神上的極大考驗，這時夥伴的情感

支持與相互的善意對待所凝聚成的正向團體動力，是促成研究參與者 A 即使腳

部感染了蜂窩性組織炎仍不放棄、是讓研究參與者 D 從原本只報名 20 天，然後

不斷的 5 天 5 天加碼到走完全程。除此之外，夥伴也是彼此間重要的經驗分享

者，不管是如何處理水泡、如何肌肉按摩，甚至如何走路、如何調整背包負重、

如何打包、如何減輕行李等這些「走路的技能」，夥伴間都不藏私的傾囊相授。

而簡樸的徒步生活中如何減少對於資源的浪費，不管是如何用最少的水洗頭洗

澡、如何利用茶包清理碗裡的油漬、如何將一張衛生紙的效能極大化、使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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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石化產品的清潔用品等…這些環保的行動與觀念，也是夥伴間彼此交流的

重要經驗。環境團隊夥伴間年紀不一，年長者有豐富的生命閱歷願意與他人分

享，讓相較年輕的 E就覺得與夥伴交流獲得許多人生經驗是非常寶貴的一件事。 

（二）夥伴是海洋環境的共同體驗者 

在徒步的隊伍中有些人緊跟著領隊一路向前衝，也有人喜歡三三兩兩的走

在隊伍後端，用自己的步調去認識周遭的環境，此時，若有夥伴在旁分享彼此的

心情與感受時，容易加深參與者對於當下環境氛圍的體驗經驗與記憶。 

A 表示當她在海邊觸景傷情痛哭時，是夥伴在旁陪伴等待；B 則分享了跟

夥伴一起在海邊大喊大叫抒發心情的回憶；C 對於跟夥伴一起在九鵬的沙漠裡

探險玩沙的印象深刻；D 對於和夥伴一起走完阿朗壹古道上切到腿軟的經驗記

憶猶新；F 則對跟夥伴一起在東海岸舊路上被野狗追、在荊棘中找路開路的記憶

餘悸猶存…這些都成為活動參與者連結各地的海洋環境與自身生命經驗的樞紐，

因為有共同體驗者，讓徒步旅程更為豐富與精采。 

（三）夥伴促進海洋認知的合作學習 

本次的研究參與者除了 A 自覺對於海洋有一定的認識、B 曾擔任荒野的淨

灘講師之外，其他的研究參與者過去對於海洋的認識並不多，抱持著認識臺灣

或完成環島夢想的他們，關於臺灣海岸的各種資訊，最重要的來源便是每日晚

間的行程說明會。領隊之一會針對隔日的行程詳細說明，舉凡特殊的海岸環境、

海洋產業、地質景觀及人文故事等都會是該領隊的說明重點，參與者 A、B、C、

F 便覺得從這位領隊身上補充了許多的基礎知識，有了這些知識，便可以在隔日

的探索中作為觀看及理解的基礎。甚至像 A 及 F，還會將領隊的說明錄音，用

來日後再次聆聽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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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領隊提供的知識與資訊可以提升研究參與者對於海洋環境的基本認知

外，另一個讓 B、C 及 F 覺得跟著團隊走比起自己走學習到的東西更廣泛的原

因在於夥伴間的合作學習。基本上 B、C 及 F 三者的走路型態都不是緊跟在領

隊後，而是喜歡自己在後面慢慢走、慢慢看的人，於是，就有更多的時間能夠細

細觀看走過的環境，F 就提及，跟著夥伴一起走，可以看到與學習到過去自己不

知道的東西，加上和來自四面八方、各有專精領域的夥伴一起走，不論是植物、

鳥類、昆蟲、生態環境、甚至文史，都可以相互討論，彼此切磋，共同提升對於

海洋環境的認知，在不同夥伴關注的不同重點間，亦能夠提升對於環境的敏感

度。 

（四）夥伴是友善海洋行動的示範者 

「協會」舉辦徒步活動的初衷，除了讓參與者能夠接近海洋之外，以簡樸、

環保的徒步生活回應友善海洋的行動也是重要目標之一。而團隊中有多位夥伴

以身作則，成為友善海洋行動的示範者，讓研究參與者印象深刻。B 提到要求自

己的學弟要來探班時帶來用飯鍋裝的「不塑麥當勞」，讓所有夥伴嘆為觀止；對

C 而言，過去對於海灘總是充斥著垃圾這件事帶有一種撿也撿不乾淨的無力感，

所以並不會主動地去撿拾垃圾，但在徒步的過程中，一位夥伴以身作則，讓她感

受到了其實每個人都可以理所當然的對海洋環境做出友善的行動，從此之後，

她便隨身背著網袋，走到哪撿到哪；而 E 則在領隊的分享中得到了「東西用得

久就是環保」這樣的概念，並告訴自己環保不一定就是要買新的「環保用品」；

而 F 則對於夥伴沿路撿拾有用物資，讓資源重生、並更有效利用的方式有了新

的啟發。團隊中的夥伴從彼此身上相互學習，彼此增進友善海洋的行動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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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夥伴是開放議題的對話者 

面對相同議題，團體中不同的夥伴會擁有不同觀點是正常的狀態，彼此間

開放的對話與討論能夠引發參與者之反思，促進觀點的轉換。以六輕為例，如

B、E、F 在徒步前所接受到的媒體訊息皆是較為反面的，但實際到了現場、與

當地人交談、夥伴間相互討論之後，對於「六輕就是萬惡的」這樣的舊有概念，

研究參與者 B、E、F 都有了不同以往的觀點，B 認為也要從當地人尋求生計的

角度來看待此議題；E 則同意夥伴所說的「必要之惡」觀點；而 F 更產生了「我

也在脈絡中」的反思，一個原本大家都呈現負面看待的議題，但經過夥伴的開放

對話與討論，產生了不同的概念轉換。 

Mezirow（2000）於觀點轉化的學習脈絡中，提及觸發反思對話有八個理想

的情境，包括提供最正確及完整的資訊、確保有免於強迫、扭曲及自我欺騙的自

由、鼓勵提升觀點的開放性、建立了解他者如何思考與感受的同情與關懷、發展

能夠仔細權衡證據及客觀地接受評論的能力、發展對於脈絡、背景更完整的認

知，及對假設更批判性地反思、確保在對話中各種角色參與的公平性、積極尋找

理解與認同去接受結果，直到新的觀點、證據或評論出現，並經由對話產生一種

更好的結果。 

在本研究場域中，團體中的領隊提供了關於海洋環境的正確資訊，經由夥

伴的相互補充，能夠鼓勵與支持參與者觀點的開放性；並經由共同的體驗，讓參

與者理解彼此如何思考與感受海洋環境，對於海洋環境的脈絡與背景有更完整

的認知；再藉由彼此公開的對話與討論，讓參與者對於海洋環境議題能夠更客

觀的進行評論，並思考其反身性，得到更開放、更多元的新觀點，顯示團體在參

與者之海洋環境觀點轉化歷程，扮演了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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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徒步過程中與外在環境的互動 

在徒步的過程中，研究參與者們每日走過不同的海岸地區，看見不同的風

景、與不同的人相遇，這些包括人、事、物的「他者」讓參與者的「我」與之遭

逢之必然產生一種我們是「相異」的感受與認知，而這些因為相異所帶來的不

安、不解、不確定及焦慮的感受經驗是旅行過程中無可避免的（Kwak, 2010）。 

這些與他者相遇的經驗與研究參與者自身的海洋環境意識觀點有哪些關聯？

分析如下： 

（一）大海療癒傷痛並帶來靈性經驗 

在荒野中的療癒活動，除了幫助心靈受苦者之外，也可能對一般參與者培

養人與自然一體的「生態自我」感，進而有助於環境保護的實踐，更可以做為提

昇參加者靈性意識的機緣（陳俊霖，2012）。對研究參與者 A 而言，站在廣闊的

大海前，過去的記憶與眼前的景象重疊，海洋成為 A 與自我對話的一個管道與

介質，A 在大海的包容中思念故去的丈夫，但也在獨自徒步的過程中，深刻體

認到丈夫已離去的事實，大海一點一點療癒了 A 的傷痛，直到走完全程，A 終

於可以跟丈夫說：「我完成了，我一個人也可以過得很好」。對研究參與者 C 而

言，過去對於海洋並沒有太深刻的認識，唯一一次與海產生緊密連結、合為一體

的感覺是在澳洲的黃金海岸，但她經歷了長時間的海岸徒步後，突然有一天走

在海岸看到一顆紅色的石頭，讓她興起了興起了「大海是母親，我是海的小孩」、

與海成為一體的靈性意識。從對海洋的旁觀者到覺得自身為海的子民，這樣的

海洋環境意識轉化，其實來自於大海所給予參與者的情感、圖像與情緒。符合

Dirkx（2000）所強調的靈性轉化因子有時候會來自於個人的情緒與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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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當地人的互動提升對於海洋的認知及環境敏感度 

在徒步的過程中，活動參與者會透過「協會」的安排與各地海洋相關產業的

人士或團體互動，但更多的是參與者與當地人的非正式互動。A 認為因為當地

人覺得這些研究參與者僅是過客，與其沒有利害關係，故對於研究參與者相當

友善，A 就不斷提及在徒步過程中提供幫助的醫生及司機等人，幫助她渡過難

熬的腳傷及沮喪的心情。當地人也提供了自身豐富的生命故事以及各地海岸變

遷的第一手資訊，像 A 及 B 對於「海岸退縮」的理解，就是透過一位老太太「以

前到海邊好遠，都要跑死了，現在不用，浪會自己來找你」這樣的描述而產生具

體印象。充滿好奇心、喜歡與人聊天的 B 也在與蚵棚的阿伯、家住六輕旁邊的

年輕人的互動中學習課本上學不到的東西，及從當地人不同的聲音中打破自我

對於事物的單一觀點。 

（三）慢行帶來的「眼見為憑」及身體感官體驗拓展了對海洋的認知 

比起各式交通工具的快速移動，使用雙腳步行的環島方式是一種用更慢、

更細膩的方式來與腳下的土地、周遭的環境進行互動的經驗。這種「眼見為憑」

的方式，讓參與者注意到過去忽視及漠視的許多海洋環境現況，或可以與記憶

中的場景相較。以 A 來說，她觀察到現在的海岸環境質感與過去幾十年間有很

大的差異，越來越多的人為設施改變了原始的海岸；對 B 來說，走過了才知道

原來臺灣海邊有這麼多的港口、有這麼多的堤防、有這麼多的消波塊；對 C 來

說，除了親眼見到課本上所描述的「單面山」景觀外，她還得以用身體感官來體

驗「單面山」走起來的感覺；對 D 來說，以前從沒留意到海邊石頭會有咕嚕咕

嚕的響聲，而且各地海的聲音都不同；對 E 來說，這種看似沒效率的步行速度，

其實才是看東西最有效率的方法；對 F 來說，從海岸設施的完備程度，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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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對於海岸不同的利用的方式…這些回饋都反映了「協會」舉辦此次活動的初

衷-「將大家帶到現場，讓海洋自己說故事給大家聽」的企圖，不管先前是否有

與海洋互動的深刻經驗，經過這接近 60 天的洗禮，參與者對於臺灣海洋環境都

有別於出發前的陌生，具體提升了認知層面的相關知識與經驗。 

（四）產生從人類中心到生態中心的生態價值觀 

除了美麗的海景之外，看到人為開發所帶來的河川汙染、日常生活中所造成

的垃圾汙染，以及更大尺度的工業汙染、道路的開發、海邊的各種人造設施、消

波塊等現況時，幾乎所有的參與者都會產生「這些是必要的嗎」？的疑問。若從

生態倫理學的觀點而言，在早期人類中心的思考模式下，在過去的社會發展進程

中，經濟的發展自然比生態來得重要，海洋的各種資源都為我所用是無可厚非的

選擇，於是越來越多的漁港、漁船被興建，越來越多人在海邊建立居住的環境、

與海爭地。隨著經濟的發展，海岸邊有更多的道路設施、更多的工業廠房，然而，

這些人為因素對於海洋會造成多大的影響？過去我們並未關心，然而，真的自己

走了一圈之後、自己看到、聽到當地人的聲音之後，這些參與者就會開始思考人

與海的真實關係，並從今昔對比中反省人類中心思想的傲慢（如 A），也會對於

「人定勝天」這些人為開發概念產生反思（如 D、F），進而產生「我也在脈絡中」

（如 F）、「我與海洋是一體的」（如 B）生態中心的環境價值觀，進入 Naess（1973）

深層生態學的理念價值：「萬物皆有其價值，價值並非僅從人類中心去考量；人

類只是大我的一部分，不能脫離大自然。要從狹隘的自我走向更大尺度的自我中。」

深層生態學的理念在於改變既有、主流世界觀對於環境的利用看法。萬物都有其

價值，此價值並非取決於對於人類世界的貢獻程度。對於海洋環境而言，過去大

多從人類中心思想去思考海洋對於人類的餽贈與利用，僅從人類中心角度去思考，

唯有將此視域轉化成從非人類中心去思考，去認識與覺知海洋環境本身具有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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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生命形式與狀態，並且是透過徒步的過程中去覺知、省察，這是在海洋環境意

識中很重要的價值觀點轉化的部分。 

（五）打破過去看待海岸汙染與人為開發的單一觀點 

對於看待海岸汙染與人為開發的多元觀點亦是參與者在與環境互動過程中，

透過自我觀察、省思、與當地人、與夥伴互動後所產生的重要結果。對參與者 B

而言，她省思到自己過去很習慣用環保人士的單一觀點看待海洋污染或開發議題，

但經過這次徒步後，她發現過去自己在看這些議題時，並沒有納入當地人的聲音、

考量他們的立場，而是將他們區隔成自己以外的「他者」來看待。 

（六）產生從反思到行動的意圖與行為 

在所有的參與者中，除了 A 和 B 過去曾經擔任荒野的志工，有一些淨灘與

海洋教育推廣對於海洋的友善行為之外，其餘的參與者並未有太多針對海洋的

行動，但在徒步的過程中，B 在接受海洋的洗禮、療癒之後，也開始更進一步

反思資源與破壞的問題，並且思考自身能扮演的角色、C 受到夥伴的感召，反省

自己過去的冷漠與事不關己，自然而然地利用撿到的網袋開始撿拾垃圾，產生

友善海洋的行動。 

Tylor（2009）指出轉化學習的核心項目包括個人經驗、促進批判性的反思、

對話、全觀的導向、脈絡的關懷、社會意識與真正的實踐。徒步參與者們在自身

的感官經驗中創造與海洋的第一手接觸，提升對於海洋環境意識的認知層面；

透過自身對於現象的觀察、省思，及與在地人、夥伴的互動中，對於特殊議題產

生對話與反思，提升了海洋環境意識的環境敏感度與「我也在脈絡中」的環境倫

理價值觀轉換；在徒步的過程中，從觀看、反省河川、海洋汙染、人為開發等議

題，參與者的海洋公民意識、社會意識概念也隨之提升；最後，參與者產生了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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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親近海洋與愛護海洋的行動意圖，產生了真正的實踐。研究參與者們的海洋

環境意識觀點，隨著徒步、觀看、對話、反思與行動的過程，在個人脈絡、群體

脈絡與外在環境互動的三個脈絡間，在認知、環境敏感度、環境價值觀、情意與

行動意圖上皆有改變。 

下一節則運用 Moustakas（1994）的現象學方法，透過文本描述、結構描述

及複合描述等方式描述這些完成徒步環島的研究參與者對於海洋環境意識觀點

轉化的經驗內涵是什麼？並探詢此經驗背後的脈絡結構以及尋求背後的本質意

義。 

 

第三節 覺醒-轉化了的返鄉人 

 “The real voyage of discovery consists not in seeking new landscapes, but in 

having new eyes.” 

―Marcel Proust 

                                

Stuckey, Taylor, and Cranton（2013）的研究中指出轉化學習的結果包括了行

動改變、擁有更深刻的自我意識、擁有更開放的觀點以及經驗世界觀的深度轉換。

Hoggon（2006）利用後設研究定義了轉化學習的成果類型學，將轉化的類別區分

成世界觀、自我、認識論、本體論、行為與能力等六大類別，其中「世界觀」包

括了在假設、信念、態度和期待上的改變、詮釋經驗的方式、更廣泛或複雜的世

界觀、新的覺察以及新的理解；「自我」類別上轉化學習的成果則包括關係中的

自我、認同自我等觀點；「認識論」上的轉化則是讓學習者擁有更具區辨性、更

開放以及運用更多元的認知方式（如超理性）認知事物的觀點；「本體論」構面

 



 

 

175 

 

則著重在生命的情感經驗上的轉化；「行為態度」構面則指與新觀點一致的行動、

新的技巧等；「能力」構面上則著重學習者的認知發展、意識與靈性。 

現象學研究的目的在理解經驗及生活現象的本質。對本研究而言，研究參與

者在徒步過程中經驗到什麼樣的海洋環境意識觀點轉化現象？他們如何經驗該

現象？而些轉化學習現象背後的本質為何？是本研究欲探究的重點。 

以下根據 Moustakas（1994）之現象學方法進行分析。首先從逐字稿中找出

可以了解研究參與者經驗海洋環境意識轉化學習現象的句子或引述，共計 58則，

再發展出意義叢集，進而形成四大主題，分別是「產生減塑與環保行動」、「開拓

海洋認知視域」、「拉近與海洋情感上的親近與連結」以及「建立更開放的環境生

態學觀點」。此四大主題呈現出研究參與者們對於徒步經驗中的海洋環境意識觀

點轉化現象，呈現轉化成果內涵。而「 自我反省及評估」、「自我要求與責任感」、

「身體感官的另類學習」、「覺察脈絡與連結」、「系統性觀看」、「同理與換位思考」

等主題描述了研究參與者們如何經驗這些現象。 

壹、研究參與者的海洋環境意識轉化學習成果 

以下說明研究參與者在經歷環島徒步經驗中所產生之海洋環境意識轉化學

習成果主題： 

一、產生減塑與環保行動 

幾乎所有的研究參與者都透露出因為參與環島徒步活動而產生了在日常生

活中減塑、減量使用的念頭與行動，更在徒步過程中與結束後自身更落實環保的

行為。也有研究參與者過去並沒有相關的環保經驗，但在過程中受到同儕的影響

而產生了新的觀念與新的行動。對於經由減塑、環保觀念的產生，進而產生或增

 



 

 

176 

 

強自身的行為並向外推廣是所有研究參與者對於海洋環境意識轉化最重要的共

同成果。 

研究參與者 A 與 B 一直提到減量使用的概念，A 提到，如果要對海洋、對

環境友善，第一個要做的就是改變生活習慣，包括減量使用： 

減量使用是最大的，我很敬佩兆偉他們這樣的做法，全程無垃圾，這

是我最敬佩的，害得我們連一口剩飯也不敢留。（A_20170810_1） 

而研究參與者 B，自述在環島過程中看到撿也撿不完的垃圾時，會更激勵自

己力行環保並影響他人： 

這樣走完，看到這麼多垃圾之後，就覺得我們要很落實這件事情，能

夠儘量做到減塑就減塑，可以不要製造垃圾就不要製造垃圾，我覺得

那個行動改變會非常的深刻，也會不斷的開始想要影響別人。

（B_20170810_1） 

除了在徒步過程中因活動要求，所有人必須自備便當盒、筷子、杯碗等餐具

響應減塑行動外，研究參與者 B、C、F 都提到環島結束之後，這樣的習慣仍然持

續，並且變得更加徹底： 

環島以前就會自己帶筷子，好像環島之後就變得更徹底一點，像是筷

子啊、吸管啊，而且都不止一個，身邊有人需要的話就一起用。

（C_20170903_1） 

研究參與者 F 自述過去已是「環保人士」，甚至可以因為沒帶杯子、沒帶餐

具就不吃外面的食物，經過這次徒步活動獲得「協會」發的便當盒之後，她更戲

稱這樣是「裝備升級」：「自從有了「協會」的便當盒、有了一個冰霸杯之後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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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天下無敵了，只要可以不製造任何垃圾我就會覺得勝利這樣子，今天又打怪

成功。」 

研究參與者 D 則是認為徒步這個經驗讓她產生了思考：「在使用塑膠類的東

西我就會思考，我要不要這樣購買，或是我有其他的選擇」。過去 D 認為環保的

概念就是將東西重複、再度的使用，但在經過充滿人造、家用垃圾的海岸線之後，

D 萌生了如果不從源頭減量，垃圾永遠無法解決的新觀點，並且自覺自身可以從

選擇做起，選擇減少包裝、裸裝的食物，就可以真正減少塑膠垃圾的產生。 

我們走在環島路上，就發覺有些路段的海岸線是很美的，可是你拍照

過去你就會發現很多邊邊會有一些我們生活的用品，譬如說保特瓶、

碗啊、拖鞋啊..我就會覺得奇怪，這些海洋的廢料為什麼有這麼多我們

家庭的牙刷、飲料杯，那我就想說，是不是我們在生活的時候就應該

要開始有所選擇。如果你沒所選擇的時候，你走在海洋路上就會看到

這一塊。（D_20190617_1） 

研究參與者 E 也認為徒步這個經驗強化了「減塑是重要的」這個觀念，他

提到：「我現在不覺得我上街自己提一個菜籃是件辛苦的事情了，那的確可以有

效減少你使用塑膠袋。」 

部分的研究參與者過去曾經參與過淨灘活動，但對於研究參與者 C 而言，過

去並未參與的原因是覺得海邊的垃圾太多了，撿也撿不完，但在這次徒步經驗中，

受到同行者的影響，產生了「撿垃圾是很理所當然的」這樣的想法，並真的撿了

一個網袋背在身上，在後續的行程中自發性的撿拾海廢垃圾： 

這個大姊她那種對於撿垃圾的理所當然，讓我覺得跨出到行動的這一

步，就是我前面有想要撿的念頭，可是我就會覺得可能基於一些原因，

 



 

 

178 

 

所以沒有行動，可是她讓我跨出去了那一步，從那之後我就覺得我可

以做這件事情了。（C_20170903_1） 

從活動中學到新環保觀點的不只研究參與者 C，研究參與者 D 自述參與環島

活動最大的收穫就是得到了「所謂的環保，就是把東西用久一點」這樣的新概念。

擁有這樣的新概念，對 D 日常生活中物品的採購帶來不同的選擇與行動，比如說

D 過去認為添購環保材質的用具是一筆昂貴的開銷，但有了這個概念之後，就會

知道一直買新的用具，替代掉舊的、堪用的用具，其實並不環保而且是一種浪費

的行為。「把東西用久一點就是環保」取代了過去「一定要購買環保材質才是環

保」的新概念。 

特別的是研究參與者 B 在結束環島活動之後，感受到不塑的重要性，也願意

更提升生活中各種不塑的可能性，便加入了社群媒體上相關的社團，繼續從他人

身上學習不塑的新技巧，不斷強化與延續這個從環島經驗中得到的概念： 

後來我們有參加一個 FB社團叫「不塑之客」，其實有上萬的人在裡面，

他們都會分享自己不塑的經驗…從他們身上我們也學習到很多可以

不塑的方法，還有不塑的管道，也越來越多人會去認同這件事。上次

我就帶著電鍋的內鍋去買滷味，老闆就說，喔，你這個好 ! 

（B_20170810_1） 

除了自身的改變之外，所有的研究參與者都產生了「向外推廣」環保減塑的

動機或行動。研究參與者 A 過去就是荒野的海洋生態講師，覺得環島所提供的經

驗加深了自身的責任感，覺得需要更積極的推廣相關理念，而這些經驗也讓自己

更具說服力： 

結束以後有一些想要參加淨灘的人，剛好荒野派我去宣導，就講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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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義正辭嚴、使命感更加重…自己出去講的時候，就常常會說我的經

驗是什麼，我覺得更有說服力。（A_20170810_1） 

研究參與者 B 覺得完成徒步環島之後比較可以積極的跟別人宣傳或推廣關

於環保這件事，她用「開天眼」來描述自身與過去對於塑膠垃圾敏感度的差異，

並且希望能夠透過自己的力量，慢慢去影響身邊的人，雖然不見得可以馬上做到，

但她願意往那個方向努力： 

當我們開了天眼之後，我們走在路上看到大家每個人手上都是一個塑

膠袋，整個夜市逛下來全部的人都是塑膠袋的時候，你要怎麼樣去告

訴他們這件事情，用他們的語言。我覺得這很困難，也許我現在做不

到，我也沒有這麼有智慧，可是我覺得我會往那個方向去努力。

（B_20170810_1） 

研究參與者 D 和 E 也表示會試著影響身邊的人，D 從使用環保餐具這個例

子說起，希望用以身作則的方式、自然而然的去影響身邊的人： 

很多人沒辦法一下告訴他什麼，可是他就知道有這樣的人存在，那他

遇到一個、兩個、三個，他就知道這很自然。(D_20190311_1) 

「與新觀點一致的行動」是 Mezirow（1991）、Hoggan（2016）等學者皆認同

是轉化學習結果的一項重要類型。這些參與徒步環島的研究參與者，不論原先是

否參與淨灘或是相關的海洋保育行動，在徒步的歷程中，皆感受到了塑膠垃圾對

於海洋環境的危害，並反思這些垃圾的來源，進而產生「減塑要由自身做起」、「減

塑要由源頭減量」的新觀點，並能透過徒步過程中自備餐具、淨灘撿拾垃圾，以

及徒步結束之後的延續，如更徹底的自備餐具、參與網路相關社群學習不塑的技

巧等方式持續與強化這個與新觀點一致的行動。除了對自己的要求外，研究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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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皆表示了對外推廣的動機與意圖，也表示經由環島給予的經驗，讓他們在推廣

時以自身的經驗作為依據，能夠更有說服力，當然，影響他人並非一蹴可及，研

究參與者們多希望透過身作則的柔性示範方式，自然的從身邊的人開始影響與傳

遞不塑的環保理念。 

二、開拓海洋環境認知的視域 

吳靖國（2006）將視域定義為：「以自身過去的背景為基礎，透過內在的需

求與動機來面對事物時，所看到的範圍，進而產生行動，與構成自身的經驗」。

視域是人類理解事物的一個起點，這個起點包括了因為所在位置而構成的認知，

以及在此認知架構下對於事物的詮釋與理解。隨著所處位置的變動，認知架構也

可能隨之變動，接連著對於事物的理解也會產生新的變化。因此，視域不會恆久

不變，而是會隨著這個不斷改變的歷程，回過頭來充實原有的視域。這個過程就

是人的成長過程，也正是生命的成長歷程。而影響視域的歸因過程的兩個重要因

素：背景和意象（吳靖國，2006）。 

視域裡的「背景」指的是觀看事物的基礎。在研究參與者描述自身參與徒步

環島的動機中，研究參與者 B、C、D、E、F 皆提到了自身過去對於海洋的接觸

與認識太少，環島結束後幾乎所有的研究參與者都認為此次經驗對自身對於海洋

環境的認知有重大的提升。認知提升之後，觀看事物即有了新的視域基礎。此外，

徒步過程中強調的慢行、一步一腳印的走過與觀看，以及有了親身接近各式海岸

地形、景觀的機會，也給了環島研究參與者不同感知事物的方式，對其而言，徒

步環島是一種身體感官感受環境以及由環境教導的自導式的學習經驗，這樣的經

驗給予了開拓視域的可能性。 

除了研究參與者 A 因為過去有與先生到處潛水以及擔任荒野推廣講師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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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自述對於海洋環境的現況有一定的認識與瞭解外，其餘 5 位研究參與者，都

共同表示了此趟環島徒步讓他們對於臺灣海洋環境的現況從陌生到瞭解，也漸漸

對於海洋產生了情感與關聯，這是與過去最大的不同之處，也是此行最珍貴的經

驗。 

研究參與者 B 提到經由慢行才知道原來臺灣海岸有這麼多不同的面貌，不

僅僅是記憶中潮汐漲退、玩沙踏浪的畫面而已： 

…原來臺灣海岸線有這麼多路可以走，有這麼多橋可以過，然後原來

有這麼多消波塊、這麼多離岸堤，這麼多水管，這麼多蚵棚。以前從

來不會去思考或面對這些東西，但是當你這樣慢慢走，用最靠海的方

式去走才看得到這些東西。非常珍貴的經驗。（B_20170810_1） 

研究參與者 C 提到，經過密集的 53 天與海共處，確實有覺得更認識或瞭解

海洋，光是透過比較，就可以得知浪況的大小。過去只在書籍看到的「西部海岸

潮差很大」現象，也能透過自身的經驗去體會與理解「潮差」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好像是走到彰化那邊的時候吧，芳苑、王功那邊潮差很大，那個範

圍，那個事情也是親自見識到的，只是聽潮差很大這四個字好像不能

充分表現那個情境，但是這次去的時候芳苑那個牛車路我有走下去，

我還走到蠻裡面的，在那裡的那段時間你就可以感受到那個海、那個

潮差…這個也是以前不知道的。（C_20170903_1） 

更不要說許多海岸地形的專有名詞，像是「單面山」、「藻礁」、「珊瑚礁」等

地形或是海洋生態景觀，研究參與者 C 不斷的透過領隊的講解、自身的觀察及同

儕的討論互動中，終於理解了藻礁生態系，能夠比較藻礁與珊瑚礁的差別，對於

海洋生態系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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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也不知道藻礁是什麼…然後一直走到桃園那邊的時候，因為那

裡有大片的藻礁…就是在兆偉、很多人的說法裡面，加上在那邊的觀

察、加總起來我就覺得終於搞懂藻礁是什麼了…到桃園終於搞懂了我

就覺得很高興。（C_20170903_1） 

而研究參與者 E，自述過去除了東海岸外對於海洋很陌生、沒有什麼連結，

但在環島後，E 在腦海中建立了立體的臺灣海岸地圖，只要看到地圖上的某段海

岸，他就可以立刻擷取記憶，回憶附近的海岸環境特色： 

我收穫最大是現在看地圖感覺完全不同。就是你看地圖之後，你就會

知道說，這段的海岸我走過，所以它附近有什麼東西、可以怎麼去運

用的、可以怎麼去看這個地方。對，那是以前沒有的，現在就是全臺

灣，只要是海岸線，我就知道這附近有什麼可以走。(E_20190419_1) 

除了視線所及的地質景觀與海洋生態環境、物理現象外，對於依海為生的各

式產業也是研究參與者們提及收穫很多的部分，研究參與者 D 就提及： 

在環臺以前對海洋我是真的印象不深，甚至我吃的魚就是那幾樣，認

識的魚很少。走完之後我就發覺，我看到很多的職業都跟海有關，除

了養殖業之外，譬如說尻海菜啊、撈海菜啊…（D_20190311_1） 

研究參與者 F 自述過去不會吃魚，甚至認為餐桌上的魚都是海上抓回來的，

對於養殖產業完全不瞭解，在但徒步的過程中經過「協會」領隊們的介紹、與各

地海洋相關產業業者互動之後，F 覺得自己多認識了很多魚、也多吃了很多種類

的魚： 

他們有幫助我們去瞭解，像頭足類啊，都介紹得非常的細膩，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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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棒。像兆偉的知識面，他真的補充了很多我對海的認識，從本來就

是很陌生的，到現在稍微好一點點…之前我自己是不會主動去買魚來

吃的，…跟「協會」他們因此託他們的福就吃了一些魚，認識了一些

魚，我就覺得很不錯。（D_20190311_1） 

另外，一些與生活相關的海洋相關產業，像是鹽業，也讓研究參與者們印象

深刻： 

鹽業也是我以前完全不知道、不認識，是這次環島才完全認識的一個

產業，然後覺得他真的是被遺忘的感覺，我們也沒有被教到這一方

面…鹽業感覺是一個完全被忽略的區域，可是他卻是佔地這麼廣泛、

又有那麼多人投入在這個行業裡…（C_20170903_1） 

與產業從業者直接的交流互動，也讓研究參與者 E 對於臺灣的漁業有進一

步的認識，像是「原來臺灣附近有 64 組的定置漁網，定置漁網都非常昂貴，它

的概念類似石滬這樣，只是它在海裡面」（E_20190419_1）。  

研究參與者們透過親身的觀察和體驗，對於臺灣海洋環境有了最直接的接觸

與理解，某個程度上來說，過去只在課本、書籍上閱讀到的海洋物理現象、海洋

生態與地質專有名詞與產業介紹等，都透過研究參與者自身的體驗、領隊的解說

或與同儕的交流去重新認識與理解，不但加深了研究參與者們對於臺灣海洋環境

的舊有背景知識與認知，而這些認知的改變，也是讓研究參與者能夠對於觀看臺

灣海洋環境產生不同面向與程度的起點，意味著這個對於臺灣海洋環境從陌生到

熟悉、從不了解到認識的過程，提供了改變視域的基礎與可能性。 

「協會」辦理徒步環島的基本理念是把人帶到環境中，讓環境自己示現。但

僅有舊有框架（不熟悉海洋）的人，還是不知道如何「觀看」，仍會只看自己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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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的東西（停留在舊有視域），陌生的事物還是不會去關注。而要產生新的視域，

必須還是要有觸發，不管是透過人際的互動，包括領隊前一天晚上的說明，或是

徒步過程中與夥伴的觀察與討論，或是自身的體驗與感受，這些都是促成視域轉

化的重要因子。  

三、拉近與海洋情感上的親近與連結 

參與過環島徒步之後，研究參與者們對於臺灣海洋環境認知的在知識層面上

提升不少，這些提升不但成為研究參與者們觀看臺灣海洋環境視域開拓的基礎，

連帶著也影響研究參與者們在海洋的情感面向上產生轉化學習。 

（一）增強與海洋的情感連結 

 1.從海洋中得到力量與歸屬感 

對所有研究參與者而言，在徒步歷程中長達 50 幾天走在海岸線旁、幾乎每

天都可以看到海是一個嶄新的經驗，除了外顯的地質景觀、潮汐、波浪等海洋物

理現象外，大海的遼闊與包容也讓研究參與者們產生了更深刻的身心靈體驗，感

受到海洋所給予的能量，以及產生對於海洋的情感與更多的關懷意識。 

「擁有更深刻的自我意識」、「好好的與丈夫告別」、「想要更堅強獨立」是研

究參與者 A 參與本次活動的主要目標，雖然這些目標看似與海洋環境意識並無

直接相關，但 A 在徒步中藉由觀看、感受海洋，並將當下的經驗不斷的與記憶中

的場景交織對話，過程中的孤獨、悲傷、淚水皆被海洋包容，彷彿也感受到丈夫

就在更高的地方看著自己、無所不在的守護自己。徒步結束之後再回想，海洋的

包容讓研究參與者 A 連結與投射到丈夫對於自身的情感與照顧，而走完全程之

後，讓 A 也告訴自己，即使沒有丈夫的陪伴，還是可以完成徒步環島這件事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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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傷痛。 

從海洋中學到最多得是什麼？我覺得學到最多的是她的包容。你看她

真的是沒有任何一點點的怨言，然後她承受到你所有的折騰，她的生

氣或她的反撲其實是已經無法忍受了，就好像水溢出來了，並不是她

本來就這麼不好，那是她溢出來的。我在海邊走的時候，我就是看到

海的這種包容，海的這種變化，其實我是把她聯想到我先生這樣…

（A_20170810_1） 

研究參與者 B 描述獨自坐在海邊聆聽海洋的聲音時，覺得身心靈被療癒，身

體的疲倦感一掃而空，這樣的場景喚醒她不斷累積的海洋經驗，並從比較中領悟

到各地的海岸皆有自己的特色，這次的環島步行，其實讓自己對臺灣的海洋有更

進一步的認識。 

抱持著要認識海洋動機的研究參與者 C，一路上都抓緊著可以下海、更近距

離接觸海洋的機會，走在海邊的 C 會觀察今天的海洋有什麼不同、甚至會錄一段

海的影像、海的聲音，有意識的去觀察與接近，有一天走著走著，C 突然在海邊

看到一顆紅色的石頭，讓她聯想到海像是母親、自己是海的小孩這樣的靈性感受。

研究者 C 是所有研究參與者中，唯一提到在徒步過程中有明確感受到海洋與自

身情感與靈性連結的，而正因為海洋是母親，所以要更關懷、更用自己的行動去

愛護她，這樣的概念也觸發了 C 後續自發性的背著網袋，有機會就淨灘的親環境

行為。 

2.願意拓展與海洋的關係 

長達 50 幾天的環島活動，除了讓研究參與者 C 有了近距離接近海洋的機會

之外，也讓她興起了要繼續與海洋有更多的接觸這樣的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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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還會想要繼續去有更多跟海洋的接觸，比如說今天有提到獨木舟

或者是帆船的事情，我覺得那個都是，假設你今天不能游泳好了，那

也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去接觸海、跟海的互動，那個還有好多其他好多

好多事情可以去瞭解，或是可以去做，那都會是成為一種種子吧，放

在心裡面，那等待有機會的時候就可以去做，就是想去促成它。

（C_20170903_1） 

研究參與者 E 與 F 都提到在參與環島活動前，自己並不會主動想要接近海

洋，甚至對海洋有些畏懼。研究參與者 E 更坦言在整個環島過程中都沒有主動下

海、踩踩海水的經驗，對於海洋僅停留在海面上的觀察，但是經過徒步活動後，

E 提到下次參與「協會」的活動時，會想進一步的嘗試浮潛活動，看看海底的世

界： 

其實以前我很怕水，雖然說我會游泳抬頭蛙，但我其實很怕水，那我

這次去小琉球我就考慮要嘗試浮潛。就是去看一看海底的東西。（為什

麼會突然這樣想？）因為我覺得就是光這樣走，看不見海底的世界。

你在海邊走一點頂多看潮間帶的東西，看不到海底的東西，有機會、

我就覺得是時候看看海底的東西了。(E_ 20190419_1) 

研究參與者 F 更在徒步的歷程中，經過自己的觀察及與領隊、夥伴的互動

後，查覺到自己過去怕水其實是來自於陌生，因為接觸得少，便缺乏深入了解這

些親海活動的機會，一旦清楚要如何觀察適合活動的海象、找到合適、可信任的

教練後，知道如何進行水上活動是安全的之後，她也提到願意去嘗試浮潛，甚至

對於潛水也沒之前那麼排斥了： 

之前海對我來說就是風景，就是風景。然後我對海也有一點恐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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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走完之後有覺得，啊，可以多去認識一些海洋事物，比如說再去

浮潛什麼的，有些夥伴就會揪要不要去潛水啊，我還是沒有那麼有意

願，可是感覺有比之前不排斥…其實有點幽微啦，可是我也沒有就是

走了一趟就哇，我就熱愛海邊，沒有。可是我願意多去認識。

(F_20190617_1) 

結束完徒步環島，回到日常生活的軌道中後，許多研究參與者都提到，對於

海洋環境的關注會延伸到更多日常的議題。研究參與者 C 提到，走完環島之後最

有感的是海邊的廢棄物議題，她發現有個老師以在海邊撿拾的衣物鞋帽發展出

「廢時尚」 的攝影作品，透過展覽與演講與大眾溝通「快時尚、丟棄與污染」

的議題。C 提到這個展覽給她的啟發是： 

…製造服裝算是創造了非常非常多的污染，因為成衣非常便宜，一兩

百塊就可以買到一件，所以大家可能就覺得很便宜就買，殊不知就是

血汗工廠或者是不管是染製的那些東西整個就是製造非常大的污染

和垃圾…（C_20170903_1） 

C 提到，不管是自己在徒步的歷程中看到海邊被丟棄的衣物、或是看到這個

展覽、聽完這場演講之後，她在買衣服的時候都會特別有感。 

研究參與者 D 雖然自述 2017 年第一次跟著「協會」環島時是緊跟著領隊向

前衝，但透過途中觀察到的與海洋相關產業的內容，包括養殖、鹽業等，都在她

的心中留下了印象。徒步結束之後，她甚至開始關注友善養殖的議題，就連在日

常生活中的購買都做出與先前不同的選擇： 

環島這兩年後我就開始注意這些議題，然後才知道有一種養殖不需要

這樣，譬如說生態養殖，他們有一個循環，從養魚、魚的糞便給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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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子再到文蛤、然後變成一個循環。我才知道說，原來我們還有另外

一種選擇，就是我們可以選擇吃所謂的生態養殖魚，不一定要吃這種..

以前不知道就會看價錢，同樣的魚為什麼這隻這麼便宜、這隻這麼

貴…（D_20190311_1） 

自稱走完環島之後已經在腦海裡建立臺灣海岸線立體地圖的研究參與者 E，

發現自己對於曾經走過的地方發生的新聞事件會多了許的關注。例如 2019 年 4

月初東北角馬崗漁村面臨財團進駐、居民被迫搬遷的危機，D 就提到： 

走完之後就會比較關心一些，像最近有一個新聞是馬崗那個村子，因

為我們之前走過那個村子，所以現在你看到那個村子有新聞就會去關

注它，你就會多一些關注。(E_20190419_1) 

（三）覺察人海互動 

研究參與者 B 雖然自身也是荒野的志工講師，但走完環島之後，她產生了

「汙染與海岸是連在一起、不會分開的」這樣新的覺察，而且大多數海洋汙染的

源頭就是人類自身。不管是走在西部海岸，看到一邊是美麗的海岸、一邊是綿延

十幾公里的垃圾帶，還是在六輕看到一邊是排放汙染的工廠、另一邊卻是生機盎

然的潮間帶，或是看見直流入海的烏黑色河水。海洋提供資源餵養了人們，但人

類的各種活動卻讓海洋面臨了危機。雖然說「海納百川」，但 B 也懷疑，到底海

洋還能包容多久？容納多少？如果不做些什麼、從自身的行為改變，海洋的未來

也不可能改變。 

因為從來沒有這樣走過這樣大一圈全部都是海的路，你看過很多很漂

亮的，包括漂亮的石滬、漂亮的沙灘、漂亮的螃蟹的排遺，各種不同

螃蟹的洞，各種海洋生物，還有自己去挖洞（笑）。看了這麼多漂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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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色之後，你再回頭看那個垃圾和污染，那中間的落差和震撼，會讓

你想說是不是該做些什麼？不能只是停留在欣賞的階段或是只是停

留在海洋好漂亮，我們要去海邊親近海這種美麗的幻想裡。

（B_20170810_1） 

研究參與者 D 自述從小就覺得跟海洋的距離很遠，加上家人告誡海邊是危

險的，於是對於海洋是非常敬畏且有距離的。過去 D 對於海洋的印象大多僅止

於開車經過的風景，但走完環島之後，D 感受到海洋其實跟自己很近、也感受到

臺灣海洋的豐富與多樣性： 

跟著海洋「協會」走之後，我才發覺說，這海跟我們很近。甚至我覺

得我住在台北、基隆這些地方是離我這麼近的，我都很少走到所謂的

沙灘，我也搞不清楚東岸的沙和西岸的沙的顏色為麼不一樣？我就走

環臺之後就發覺，ㄟ，真的很豐富。（D_20190311_1） 

四、建立更開放的環境生態學觀點 

生態學者 Gardner & Stern（1996）將環境意識分成三個層級：第一層為主要

關懷環境污染及資源消耗議題的淺層生態學（Shallow ecology）；第二個層級為強

調「地球太空船」（The spaceship-earth）概念的中層生態學（Intermediate ecology）；

第三層級為強調「生態平等」（Bioequality）的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這些

環境意識的內涵主要引用 Naess（1977）所創立的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概

念。 

直接親近海洋環境與生態雖然是環島徒步活動的核心，但隨著深入的觀看與

理解之後，研究參與者們產生了海洋或環保議題不僅是獨立存在的覺察，而是像

張蛛網般，與更多的議題產生連結，不管是汙染、不當的海岸開發、海廢垃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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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皆在經濟、產業、人類生活以及生態價值觀所建構中的網絡中。除了單純

的觀看、產生感受之外，這些現象讓研究參與者們有了進一步反思、省察、重新

概念化自我環境意識與觀點的機會，建立更整全的環境生態學觀點。 

（一）覺察生態系統中的結構與關聯 

「協會」活動的主要精神是讓環境自己說話。臺灣的海洋環境非常多元，對

於大多數過去對於海洋接觸較少的研究參與者而言，每到一個新的地點都是新的

體驗。即使是過去對於海洋較為陌生，但經過長時間的接觸，連續性的海岸景觀、

類似的生長棲位不斷出現，讓研究參與者們得以進一步經由自身的觀察、比較以

及與夥伴間的相互討論，覺察到生態系統中的相似性、結構性與關聯，並進一步

引發後續探究相關議題的思考。 

研究參與者 F 表示： 

我開始去看到一些系統性的關係。以前去單點的時候，那個都是一個

選擇的過程…可是這一次這樣子走的時候你就會發現，比如說藻礁不

是只有桃園那邊有，或是只有那段才有，它其實前前後後都是藻礁，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在討論藻礁的存亡，也不是只有那個地方而已，而

是它整個，甚至臺灣其他地方也有藻礁，那為什麼是桃園的篇幅特別

大呢？我就會開始去想這些問題。(F_20190617_1) 

Gardner & Stern（1996）所建構之「中層生態學」環境意識概念中，指出：

「我們應當對於人類對自然的依賴程度、自然環境吸收污染及生產資源的有限能

力、各種生命型態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地球生態系統的複雜性等進行更深入的

瞭解」。研究參與者們在環島徒步過程中，除了觀看到淺層生態學所著重的環境

汙染與資源消耗等可見之現象與議題，更進一步地，部分研究參與者們觀察到這

 



 

 

191 

 

些汙染、資源消耗背後與其他生命型態、生活經濟與社會發展之間的複雜關聯。 

研究參與者 A、 E 與 F 皆提到了在西南部某地魚塭前見到密密麻麻、鋪天

蓋地的水管時，對於因為產業因素改變自然與海洋環境時，皆提到了對於環境生

態與經濟生活之間的兩難觀察。研究參與者 A 表示： 

看著那一大堆的時候，地上又鋪一大堆的管線，其實我看到所想像的

是漁民們的辛苦，這麼辛苦，我們要付出多大的成本在這個地方，包

括環境成本、包括我們的電力，以前的漁民生活會有這麼辛苦嗎？我

在想，會不會是我們現在要得多了？（A_20170810_1） 

研究參與者 E 看到這個現象時，覺得很難以二分的角度去說對或錯，養殖造

成的環境破壞固然是事實，但對於依此為生的人們，恐無法僅用負面觀感的角度

看待： 

如果從環境出發的態度你當然會說你不應該這樣做，不應該繼續從事

養殖，因為他對土地或對於環境是一個損壞。可是你又會想說說，如

果你不這樣做的話，那他們要怎樣生活，因為這是他們維生的方式。

就是很多事情它不是只有一個切入的角度。（E_2019419_1） 

而環島過程中沿路都在慢慢走的研究參與者 F，看到魚塭附近鋪天蓋的排水

管牆、或是路途中各式各樣的汙染環境時，在以前 F 可能會把這些景象當成「奇

觀」來紀錄，這個影像僅是一個獵奇式的存在，與 F 本身並無關聯。但這次在環

島時，F 發現自己會開始思考這些現象與自身的關係，為什麼自己會想要拍攝這

個影像，這個影像之於自己的意義是什麼？自己想要透過這個影像跟別人傳達什

麼訊息？「要為自己所見所照的影像負責」，這是 F 有別於以往的重要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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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個更加明確的「我也在這個系統中」的覺察，出現在研究參與者 F 行

經填海造陸的六輕石化園區時，跟夥伴間的討論與自省後產生。F 提及同行中大

部分的夥伴非常反對六輕，而 F 過去也曾經從報章媒體上看到一些關於六輕的

負面批評。但是，在聽到有位夥伴提出「必要之惡」的說法與討論後，F 突然覺

得必須重新看待六輕這件事，大家所嫌惡的、覺得是破壞環境、造成汙染的工業

區，但這個工業區跟我們的生活究竟有甚麼關聯？日常生活中所用、穿的，原料

是不是就從這裡來的？那我們怎麼能夠只是批評，而不去思考我們能做什麼？在

這樣的思考脈絡下，F 決定不再抱怨自己老舊的筆記型電腦、減少購買最新設備

的消費，也堅決了自己不買車、儘量利用大眾運輸工具代步的決定。 

（二）多元開放的理解 

對於事物不再從既有角度與心態觀看，跳脫現象本身二元對立、非黑即白的

選項，改以更多元、更開放的態度看待事物，甚至坦然告訴自己「沒有答案」的

這些轉化，亦是研究參與者們共同呈現出的海洋環境意識轉化學習結果之一。 

研究參與者 A 與 B 皆是荒野的生態志工，他們倆位從「應該要怎麼樣」及

「別人怎麼說」的環境宣導理念，歷經徒步經驗、觀點轉化後，變成可以融合自

身的經驗、以多元開放的觀點試著去傳達訊息與影響別人，並不一味的批判汙染、

開發等負面的環境議題。她們都提到，過去海洋教育推廣者常常用理所當然的角

度看待環境議題，覺得與自己信念相違的就是不環保人士、環保殺手。但經過徒

步後，A、B 都重新覺察這個「應該」及「理所當然」的不恰當，研究參與者更

F 是以「自己也在這個脈絡」的自省，去理解他人未做出環保行為背後的可能有

的無奈與其他複雜考量。 

研究參與者 B 在徒步過程中頻繁地與當地居民互動，不管是六輕工業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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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員，或是美麗灣附近的潛水業者。與這些人對話之後，她發現過去習慣以環

保人士的角度去看看汙染與開發，但在地的居民卻從最實際的生計角度來回應詰

問，讓 B 開始思考過去自己觀點的狹隘與侷限，並且提醒自己在地居民的聲音也

必須要聆聽，更要能同理他們的處境、他們的生活需求，並應該用更開放的角度

來看待環境議題： 

我也會去省思我們的角度，也許我們一直以來都很習慣用這樣的角度

去看，看海洋或看環境污染或看事情，但是其實有另外一批人他們角

度是完全不一樣的，而且他們考量的東西也跟我們完全不一樣…你這

樣走你自己真的去看過去體會過，那你知道有些人其實也許他是無奈

的，也許他沒有別的出路，或者是他也想不出來該怎麼辦？ 

（B_20170810_1） 

研究參與者 C 提到，經過徒步之後會再去思考關於開發與自然之間的關係，

C 不希望自己只是一味的否定開發這件事，而是去瞭解它： 

我想去了解為什麼會發展成這個樣子，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開發？它是

為了什麼？然後我覺得才有辦法、自己才去練習去判斷說那個平衡要

怎麼抓？或是你怎麼在開發裡但是對你把對環境的破壞降到最低，或

是開發的過程至少要做到哪些措施或是策略，我不知道，就會覺得自

己要更細部的去想這件事情。（C_20170903_1） 

研究參與者 F 覺得整趟徒步旅程下來，反而不是讓她得到很多篤定的答案，

而是得到更多發問的空間跟機會： 

我覺得要很小心二元的陷阱，就是你會說怎樣就是好、你說方便就是

很好…它背後要有很多東西去探究，所以我真的就沒有什麼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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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_20190617_1） 

貳、研究參與者的海洋環境意識轉化學習歷程 

這裡所指的轉化學習歷程，若以現象學的觀點而言，即是探究研究參與者「如

何」經驗旅程中海洋環境意識觀點轉化這個「現象」。研究者以逐字稿中重要陳

述句歸納分析出以下研究參與者的海洋環境意識轉化學習歷程，包括「自我覺察

與反思」、「自我要求與責任感」、「身體感官的另類學習」、「覺察脈絡與連結」、

「系統性觀看」以及「同理與換位思考」等主題： 

一、自我覺察及反思 

Stuckey, Taylor, and Cranton（2013）經由後設研究歸納出轉化學習的過程包

括了認知/理性、超越理性與社會批判三種不同的歷程。對研究參與者而言，透過

所見所聞作為觸發，歷經理性的自我反省及評估後，產生新的覺察與反思，進而

產生新行動，是一種主要的轉化歷程： 

研究參與者 A 在看待海洋環境的人為開發與污染議題時，明顯的是經由自

身的經驗觀看、與過去經驗比較之後，產生新的覺察與反思。而她反思的層面則

包括內容反思、過程反思與前提反思。比如說 A 提及自身早期的潛水經驗，從撿

拾貝殼到撿拾垃圾這個變化的過程即是屬於內容反思，這樣的內容反思建立了 A

的海洋環境意識觀點-海洋的美不需要佔有、並可以藉由自身的力量去維護；而

在觀看海岸開發、海岸道路拓寬這樣的現象時，A 不僅只是覺察到當下情景與過

去經驗的差異，她進一步進行了過程反思，去思考開發的基本源頭究竟是什麼？

並得出人類中心的生態觀點；至於面對消波塊及河川污染這樣的議題時，除了批

判性的質疑與詰問既有社會與政治結構問題外，她也提出有形的要靠政府、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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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靠大家這樣的反思，並於自身徒步、荒野的教育推廣活動中落實此觀念，屬

於前提反思。 

研究參與者 B 在整個環島過程中，對於海灘上隨處可見的垃圾與污染有強

烈的情緒反應，不管是看到保育區內有撿不完的垃圾感到誇張，或是在六輕看到

與污染比鄰的豐盛潮間帶生命力覺得訝異，再到從台中、苗栗到桃園連綿十數公

里垃圾帶讓她感到震驚，這些從「觀看到感受」的刺激，進一步的觸發了 B 在情

感、態度與行動面向的海洋意識改變。較明顯是透過觀看、感受，進一步產生自

我覺察與反思，在反思的內容上多偏向理性認知的面向。整體而論，B 的轉化歷

程是從觀察與感受開始，將所看到、所聽見的事物（如聽到支持美麗灣開發的在

地居民聲音、如看到美麗的海岸竟然延續十公里的垃圾帶）與自身既有的概念與

立場相較（從環保團體的角度出發開發是負面的、美麗的海岸具有療癒性），覺

察或發現其中的差異（為什麼會有不同的聲音？為什麼大家會破壞這麼美麗的資

源？），並對此差異有情緒上的反應（如覺得震驚、覺得不可思議）、或進行反思

（海納百川是永遠不變的嗎？），進而進行自我的評估（過去雖然知道減塑很重

要，但常因為方便沒做到），最後產生行動（覺得更應該落實減塑、並從自身做

起影響周邊的人、加入減塑網路社群等）。 

 二、自我要求與責任感 

研究參與者 A 在與許多居民針對海岸退縮、消波塊、河川汙染等議題對話

後，加深了對於政府官員的不信任感，也覺得政府不應該辜負人民的期待，看見

海邊的 BOT 案讓她覺得難過，因為她覺得臺灣真的很小，應該用人去將就環境，

而非讓環境將就人。她覺得對於海洋環境的友善，沒有別的辦法，除了政府官員

要有正確決策與落實的能力，另外最重要的無形力量，是要靠所有人的觀念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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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徒步之後，只要有環境教育的邀約，研究參與者 A 就會秉持著這樣的使

命感，更積極的參與海洋教育推廣的課程。 

研究參與者 B 則是以「開天眼」形容經過環島徒步淬鍊後對於「不塑理念」

更加堅定與落實，同樣的研究參與者 C、D、E、F 也是秉持這樣的理念，從自身

隨身攜帶環保餐具、力行減速行為做起，希望透過自我要求成為周遭朋友自然而

然的仿效對象。 

三、身體感官的另類學習 

徒步強調的緩行、緩慢，跳脫生活常軌的特色，加上臺灣海洋環境的多元與

變化高，研究參與者們開啟了使用身體感官體驗世界的另類學習方式。研究參與

者 B 提到，透過自己的觀察、與當地居民的互動，到徒步環島體驗了許多課本學

不到的海洋環境現象，也感受到了海洋的療癒；研究參與者 C 提到，此行最大的

收穫就是用身體空間感受單面山、海岸沙丘的空間尺度與質感，也有機會透過自

己的觀察、領隊的解說，用不一樣的方式和角度再去認識自己以前去過的地方，

獲得了「我也是海的小孩」的靈性啟發。 

這些經驗都是過去正規教育中無法提供給一般大眾的海洋教育學習體驗，然

而，藉由徒步環島，研究參與者透過真實的、感官的接觸與感受，將書本上的知

識立體化，並透過自導式學習將此經驗內化，豐富及提升了既有的海洋環境視域

觀點。 

四、覺察脈絡與連結 

因為一路上近距離的觀察與認識，研究參與者們透過親身探索產生對於海洋

環境的感情與關懷，進而「回到自身」思考海洋與人的關係，也獲得了人海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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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離、人海距離不再遙遠等覺察。加上對於海洋環境相關知識與敏感度的提升，

建立了經驗內化的基礎，也增加了研究參與者們對於海洋相關議題的關注。「我

也在這個人海脈絡中」促成了進一步的親近海洋、保護海洋的行動。 

五、系統性觀看 

徒步環島過程中依著海岸線而行的路線規劃，讓研究參與者有機會不因個人

喜好、不帶差別的看到臺灣海洋環境的各種現況，不管是美麗的沙灘海景，或是

五顏六色的河川汙染，也讓研究參與者們有了觀看、比較海洋相關事物的可能性。

研究參與者 C 就提到，從屏東走到桃園，她終於可以分辨藻礁地形和珊瑚礁地形

的差異；研究參與者 F 就提到，一路走來，重複的海濱植物、鳥類不斷出現，走

到後面幾乎可以判斷什麼樣的海岸環境可能出現什麼樣的樹種、鳥種、也會產生

「這樣的生物出現在這種環境裡很奇怪」的環境敏感度。 

 六、同理及換位思考 

以多元和開放的角度看待海洋環境相關議題是許多研究參與者們共同的轉

化學習成果。但如何獲得這樣的觀點轉化？與當地人互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子，

因為有了互動與溝通，研究參與者們對於居民產生了同理心與換位思考的可能性。

研究參與者 B 就自省，要如何用當地人的語言與之溝通，告訴他們這件事情很重

要，而不是只有用自己的語言或觀點去告訴他們這件事情很重要。研究參與者 D

也提到過去許多的建設都是為了當下的需求，而以當下最好的方式去處理，物換

星移之後或許當時最好的方式變成了破壞海洋環境的元凶，但如果用同理的角度

去思考，就不會僅有批評，而會思考後續如何做出對後代更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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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小結 

以下先以圖示統整出各研究參與者之轉化圖像，再以 Moustakas （1994）現

象學方法進行之文本描述、結構描述以及複合描述，呈現出研究參與者們於徒步

環臺過程中海洋環境意識的轉化學習本質。 

一、研究參與者們的轉化圖像 

（一）加深自我期許的研究參與者 A 

研究參與者 A 的年紀在研究參與者中較為年長，在過去的個人經驗中常跟

著潛水隊到臺灣各地潛水，故對早期的臺灣海岸景象有深刻的印象，且自身為「荒

野」之志工、自詡對於臺灣的海洋環境有一定的認識。雖然本次 A 徒步的重點並

非認識海洋，但走在過去熟悉的海岸邊，在現況已非昔日美景的差異的對比中，

還是讓她興起了「為什麼會差這麼多？」、「我們是不是要得多了？」的感嘆。而

A 在經過地層下陷的成龍濕地、桃園數條遭受污染的河川、西部撲天蓋地的水管

牆、施工品質粗劣的堤防，並與當地居民的對話中得到了對於環境教育新的觀點：

「每個人都應該在自己的位子上努力」，政府部門要扮演好政府部門把關的角色、

每個人作自己能做的，而要做這到這點必須要靠教育。於是 A 產生了更高的自

我期許與使命感，更認真執行「荒野」的海洋環境志工角色，積極地推廣海洋環

保概念。 

研究參與者 A 之海洋環境意識轉化觸發包括過去與現今海洋環境的對比、

舊地重遊以及與在地居民、特殊海洋環境污染場景的觀察與對話，讓她在理性的

思考過程中產生自我覺察與反思，並在行程中力行環保減塑生活、在行程結束之

後更有使命感、更積極地擔任志工角色。而帶著療癒心傷目的的 A，也在徒步的

過程中，讓海洋再度成為自己與生命中重要他人的連結，海的包容讓 A 能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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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與現實中逐漸找到情緒平穩的基礎，並在海洋的見證下告訴自己，一個人也

可以過得很好。 

研究參與者 A 之轉化圖像如下圖 4-2 所示。 

 

圖 4-2 研究參與者 A 的轉化圖像（本研究自繪） 

（二）努力彌平認知與行動落差的研究參與者 B 

研究參與者 B 參與本次徒步活動最重要的目的是想要完成環島的夢想，這

是她覺得身為臺灣人必做的三件事之一，是一種重要的本土認同。B 亦為「荒野」

的志工，但她在徒步之前就曾感受到自身的環保價值觀與行動之間有時仍存有落

差，亦即雖然知道垃圾減量概念的重要性，但在日常生活中卻常常因為一時的方

便而無法真正落實。然而，在徒步的過程中，B 親眼見到延綿十幾公里長的海岸

垃圾帶、親手在海岸邊撿拾一堆又一堆、撿也撿不完的垃圾、觀察到與石化工業

區一路之隔的潮間帶上豐富的生命力、也在海岸邊感受到心靈上的療癒與平靜、

更在海岸邊與無數的在地人相遇與對話，這些視覺與心靈上的對比、反差與衝擊，

讓 B 對於海洋環境意識觀點產生了有別以往的覺察與反思，也讓 B 產生了更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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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的環保行動意圖。不但自己身體力行不塑，還影響周邊的朋友，甚而加入社群

媒體的相關社團，努力吸收與參考他人的經驗。即使結束徒步行程，但在徒步過

程中已經養成的不塑習慣，仍然在日常生活中延續並強化。 

此外，B 透過在海邊的緩步獨行與沉浸，也觸發了與海洋靈性的互動，感受

到大海的包容與療癒，拉近了與海洋情感上的連結。而在與當地人的對話、與同

儕互動的過程中，面對遭受污染的海洋現況以及具爭議性的環境議題時，能夠透

過觀看與對話啟動自我覺察與反思，並且在與他人對話的過程中，學習如何同理

他人、建立更開放多元的環境價值觀與環境生態學觀點。 

B 的轉化圖像如下圖 4-3 所示。 

 

圖 4-3 研究參與者 B 的轉化圖像（本研究自繪） 

（三）產生「海是母親」靈性觸發的研究參與者 C 

研究參與者 C 自述曾在澳洲黃金海岸感受到人海合一、與海一體的經驗，然

而，臺灣的教育體制與社會氛圍卻讓 C 從來沒有這樣的感受。C 於是懷抱著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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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認識臺灣的目的參與了海岸徒步活動。徒步的過程對 C 來說充滿了嶄新的體

驗，包括用身體實際地去感知多元的海岸環境，讓「單面山」、「沙丘」、「潮差」

這些過去只是在課本中出現、生硬的名詞轉化成明確的身體經驗，提升了 C 對於

海洋環境的認知。在徒步的過程中，C 受到同行夥伴的行動觸發，扭轉了過去面

對環境議題的消極態度（如撿也撿不完的垃圾不撿也罷），產生了「有問題應該

就解決」的新觀點，也跟著夥伴開始撿拾海岸垃圾，雖然無法完全改變現狀，但

可以減少面對海岸垃圾的愧疚感。C之後甚至撿了個網袋，隨時背在身上撿垃圾，

也成為其他夥伴學習的對象。而 C 最特別的經驗，則是個人在海邊獨行時，看到

一顆紅色的石頭，心中油然而生「海像母親、自己是海的小孩」這樣的靈性感受。

循著海岸線而行的徒步活動，不僅增進了 C 對於海洋的理性認知，也確實拉近了

C 與海洋在心靈上的距離。而徒步過程中 C 也敏銳地觀察東、西海岸海洋環境的

差異，透過比對與觀看，C 產生了自我反思與覺察，認為不應一昧的否定「開發」

這件事，而應該從對事物的理解為基礎，用更寬廣與多元的角度來看待，才能判

斷如何拿捏自然與開發之間的平衡。C 的轉化圖像如下圖 4-4 所示。 

 

圖 4-4 研究參與者 C 的轉化圖像（本研究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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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做出選擇」作為回應徒步旅程新觀點的研究參與者 D 

研究參與者 D 是所有的研究參與者中唯一一位不是一開始就報名全程、並

且參與了 2017、2019 年兩屆的徒步環臺活動。據 D 表示，她 2017 年第一次參

與「協會」活動時只是緊跟著領隊走路，一直到 2019 年時，她才真的覺得準備

好要走路了，並可以用較開放的心胸去感知與之交會的人、事、物。2017 的徒步

過程中，讓過去僅是到海邊喝咖啡、看風景的 D，驚覺海岸邊不斷出現的垃圾其

實都來自日常生活，於是 D 從現象的觀看中產生自我反思：如果垃圾的源頭來

自日常生活，那就要從源頭開始減量，這與她過去所認知的環保概念就是「資源

再利用」有著層次上的差異。於是，她開始在日常生活中自我要求做出選擇，採

買時儘量選擇裸裝、較環保的包裝材料，以身體力行的「做出選擇」回應徒步中

所獲知的新觀點。此外，環臺徒步過程中「協會」安排了許多產業的參訪，這些

鹽業、養殖漁業的產業參訪也開拓了 D 的視野，讓她對於海洋產業的特色與發

展獲取新的知識與理解，這些知識也成為 D 在做出採購選擇時的先備知識。徒

步環臺不但讓 D 在日常生活中持續實踐環保行為，也開拓了她的海洋視域，更

拉近 D 與海洋的關係，讓 D 從過去觀賞風景的旁觀者，轉變成身體力行維護海

洋環境的參與者。D 的轉化圖像如下圖 4-5 所示。 

 

圖 4-5 研究參與者 D 的轉化圖像（本研究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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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從畏懼到願意親近海洋的研究參與者 E 

抱持著想要完成環島夢想的研究參與者 E，自述生長在臺灣，卻對於這塊土

地及海洋的認識都不夠，讓他感到羞恥，在參與徒步之前，海洋之於 E 是既遙遠

又陌生的，E 因為怕水，所以對於海洋也有些畏懼。雖然在徒步的歷程中 E 並未

主動下海，但在徒步結束之後，E 興起了願意嘗試透過不同的方式去親近海洋的

念頭（如浮潛），拉近了與海洋的距離。 

在徒步過程中，領隊分享的「東西用得久就是環保」概念，讓 E 修正了過去

實踐環保生活的觀點，不一定要花錢買新的環保用品，若能更有效的利用身邊既

有的物品，也是一種環保。徒步過程中的減塑、簡樸生活也讓 E 在情境中學習，

徒步結束之後，E 仍然透過自我要求實踐環保生活，帶著菜籃上市場買菜、試著

影響身邊的人，都是 E 對於徒步時所獲得的新觀點的具體實踐。而面對具爭議性

之環保議題，E 在與同儕的互動、對話分享、與自我的反思中，也產生了有別以

往的新觀點，開發有時是必要之惡，必須要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待。E 的轉化圖

像如下圖 4-6 所示。 

 

圖 4-6 研究參與者 E 的轉化圖像（本研究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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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產生「我也在脈絡中」覺察的研究參與者 F 

曾經認為海洋只是一片風景的研究參與者 E，徒步過程中最重要的覺察，就

是「我也在脈絡中」這個觀點。環島過程中，面對過去在報章媒體上多是負面報

島的石化工業區，F 在經過與同儕的討論對話與自我覺察反思中，深深感受到受

到大家批評的石化工業，其實與每個人的生活都脫離不了關係，而自己也在這個

巨大的結構與脈絡中，身上穿的風衣、用的水壺原料可能都來自這裡。既然自己

也在這個脈絡中，那要如何觀看開發與環境的關係，或許要用更開放的視野、除

了批判，還要想想自己能夠做些什麼？F 在徒步過程中另一個重要的收穫，則是

透過點、線、面，對於環境系統建立起全面且系統性的觀點，徒步緩行是實踐讓

環境教導的重要介面，而同儕之間的對話與討論，則是開啟合作學習、開拓新視

域的重要因子。過去因為朋友因素而懼怕海洋的 F，在經過徒步過程中的增能，

建立起對於安全水上活動的先備知識後，也願意在徒步結束後體驗更多元的親水

活動，拉近與海洋的距離。而徒步前即已力行環保減塑生活的 F，仍然在與外界

及同儕的互動下，透過自我要求，更具體地實踐環保生活，及體驗了資源有效利

用的新作法。F 的轉化圖像如下圖 4-7 所示。 

 

圖 4-7 研究參與者 F 的轉化圖像（本研究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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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本描述 

現象學研究的文本描述在於理解研究參與者對於「現象」的經驗是什麼

（Moustakas, 1994）？研究參與者們經歷了長達 50 天的徒步環島行程，雖然各

自懷抱的動機不同，過去與海洋接觸的經驗不同，但或多或少都在海洋環境意識

觀點上達成轉化學習。研究參與者們在海洋環境意識觀點轉化學習的內涵包括

「產生減塑與環保行動」、「開拓海洋認知視域」、「拉近與海洋情感上的親近與連

結」以及「建立更開放的環境生態學觀點」，恰好能夠呼應海洋環境意識的行動、

認知、態度與價值觀四個面向。產生減塑與環保行動可說是最直接、且影響最廣

的轉化學習成果，成果的出現不僅是在徒步過程中所有的研究參與者全程使用環

保餐具、以最簡單、節省資源的方式滿足每日所需，過程中有原本不淨灘的研究

參與者受到同儕的感召也開始淨灘，結束之後幾乎每位研究參與者都想要持續推

廣與落實這樣的理念，有人更積極地擔任公益環保團體的講師、有人加入臉書社

團吸取不塑新知、有人想要帶著孩子體驗這樣的旅程、有人想要從日常生活採購

的選擇做起友善環境的行動、有人想從身邊的家人開始影響起…這樣的不塑及環

保行動在徒步結束之後仍然持續著，符合 Hoggan（2016）所提到的轉化學習的

持久性，可以說是最明顯的轉化學習成果。 

有幾位研究參與者都提及，過去不管是在學校教育或是日常生活中，對於海

洋的接觸都很少，有研究參與者不知道有養殖的魚，有研究參與者害怕到海邊，

但經過這次的徒步之後，所有的研究參與者雖然程度不一，但都明確的增加了對

於海洋環境的認識，過去只在課本上看到的專有名詞，都活生生在眼前呈現，並

且可以用自己的視覺、觸覺、嗅覺、聽覺、感覺去體驗與學習。有研究參與者說

徒步完成之後腦海裡有了立體地圖，不管是那一段海岸，都能隨時提取出徒步當

時的記憶，也可以回想起周遭的海洋環境或產業人文。這樣的認知提升對於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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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海洋的距離有莫大的幫助，因為走過了產生感情，因為有了進一步的認識產生

了連結，從此海洋不再是遙遠、與之無關的，而是真實、立體的存在。有好幾位

研究參與者都提到，徒步結束之後雖然沒有馬上變得熱愛海洋，但至少更願意去

裡用浮潛、划獨木舟或潛水等方式更接近與認識海洋。 

幾位懷著想要進一步認識海洋的研究參與者，過程中積極的觀察、與同儕、

當地居民對話與討論後，建立了更開放的環境生態學觀點，覺察海洋環境議題絕

非僅是單純的破壞或資源消耗，背後有更深層的經濟、社會與文化層面，需要以

更系統性、脈絡性的角度來觀看與思考，進而擁有對於海洋環境相關議題更開放、

多元的理解與詮釋。 

三、結構描述 

現象學研究的結構描述在於理解研究參與者對於「現象」經驗的背景脈絡是

什麼（Moustakas, 1994）?「 自我反省及評估」、「自我要求與責任感」、「身體感

官的另類學習」、「覺察脈絡與連結」、「系統性觀看」、「同理與換位思考」是研究

者經由分析後羅列出關於研究參與者如何經驗海洋環境意識觀點轉化學習的歷

程主題。若以全賢淑（2010）的分類來探討研究參與者們之海洋環境意識轉化的

內涵則包括生態意識、文化意識、資源意識、開發意識以及創新意識。在生態意

識部分研究參與者們經由對於臺灣海洋環境的現況觀察後，產生自我反省及評估，

進一步產生自我要求落實環保行動、改變既有生活習慣，甚至透過行動向外影響

身邊的人，從源頭減塑來愛護海洋環境；在文化意識的部分，經由慢行、緩行與

身體感官的深度體驗過程，讓大多數的研究參與者們覺察到人海關係的緊密，正

面增強了人海關係的連結；在資源與開發意識部分，研究參與者們從自身的觀察、

與夥伴、在地居民之間的對話與互動，透過系統性地觀看，從經濟、社會面相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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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人海關係的脈絡，進而能夠以同理及換位思考的心態重新理解海洋環境所面臨

的開發與資源問題。最後，經過近六十天的環臺海岸線徒步旅行，研究參與者們

對於海洋的認知、人海關係的緊密、以及產生友善海洋的行為都有了有別於過去

的創新意識。 

若以 Stuckey, Taylor, and Cranton（2013）分類來看，研究參與者們仍以理性

的轉化歷程居多，不管是透過自我反省、自我評估、自我要求或是系統性的觀看

與換位思考，背後的脈絡仍是理性的思考與反省，因為看到海洋環境被破壞了，

經由反省覺察與理解背後的原因，進而調整過去的作法，最後產生不塑與保護海

洋的行動。但除了理性、邏輯的思考脈絡創造轉化學習外，透過身體感官體驗的

經驗，讓研究參與者感受到海洋的包容與療癒，也產生了「大海是母親、自己是

海的小孩」這樣的靈性感動。因為有了這份情感的連結，面對海洋的汙染與破壞，

研究參與者們產生了不能只停留在美好的觀景經驗，而是應該思考能為海洋做些

什麼，接續產生友善海洋的行動。 

綜上，研究參與者在徒步過程中海洋環境意識的轉化學習呈現在行動、認知、

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等面向，其轉化成果、轉化內涵、觸發轉化的事件及歷程如下

表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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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研究參與者海洋環境意識轉化學習一覽表 

海洋環境意識

轉化成果 

研 究 參

與者 

轉化內涵 關鍵或觸發事件 轉化的歷程 

行動：產生減

塑與環保行動 

A 生態意識 1.非單一事件觸

發 

2.從今昔對比中

看見海洋環境的

變化、與當地人

互動對話後產生

大家的觀念要改

變的覺察，所以

自身更具使命感

與責任感 

觀看、對話-自我覺察與反思-自

我要求與責任感-產生新行動。偏

向理性的轉化 

 
B 生態意識 觸發事件是徒步

過程中不斷出現

的海岸垃圾 

 

觀看、對話-自我覺察與反思-初

步行動-持續的實踐。偏向理性的

轉化 

 C 生態意識 徒步過程中活動

情境不斷強化環

保行為 

經由群體中的社會互動建立習

慣-自我要求與責任感-產生新行

動並於生活中實踐。偏向理性的

轉化 

受到同行夥伴的

行動觸發 

 

 

觀看他人行為-反思自我觀點-接

受他人觀點-嘗試-自我評估-身

體力行實踐-想要影響他人。偏向

理性的轉化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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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研究參與者海洋環境意識轉化學習一覽表（續） 

海洋環境意識

轉化成果 

研 究 參

與者 

轉化面向 關鍵或觸發事件 轉化的歷程 

行動：產生減

塑與環保行動 

D 生態意識 

資源意識 

1.觸發為徒步過

程中不斷出現的

海岸垃圾 

2.驚覺海邊的垃

圾都是日常生活

所產生，反思過

去「資源再利用」

的觀念，產生「從

源頭減量」、「要

做出選擇」的觀

點。 

觀看-覺察-自我反思-自我要求-

實踐。偏向理性的轉化 

 

E 創新意識 經由「協會」分

享，產生對於「東

西用久一點就是

環保」，不要製造

不需要的資源浪

費就是環保的觀

點 

接觸與過去觀點相異的新觀念-

反思-評估-認同新觀點並加以實

踐 

生態意識 徒步過程中活動

情境不斷強化環

保行為 

情境中的學習-自我要求-實踐 

F 生態意識 1.旁人不經意的

一句話觸發 F 在

徒步過程中全程

使用布衛生棉 

2.日常生活中更

落實不塑 

情境中的學習-自我要求-實踐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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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研究參與者海洋環境意識轉化學習一覽表（續） 

海洋環境意識

轉化成果 

研 究 參

與者 

轉化面向 關鍵或觸發事件 轉化的歷程 

認知 -開拓海

洋環境視域 

B、C、D、

E、F 

文化意識 

 

非單一觸發事

件，而是徒步過

程中每日的累積 

 

觀看、體驗、對話-反思-獲取新的

知識與理解-拓展既有視域。包括

理性與靈性上的轉化 

C 文化意識 

 

1.非單一觸發事

件，而是徒步過

程中每日的累積 

2.用身體感官體

驗單面山、沙丘 

觀看、體驗、對話-反思-獲取新的

知識與理解-拓展既有視域。以身

體感官學習，屬靈性上的轉化。 

 

E 文化意識 

 

非單一觸發事

件，而是徒步過

程中每日的累積 

 

觀看、體驗-立體化經驗-獲取新

的知識與理解-拓展既有視域，屬

靈性上的轉化。 

 

情感態度 -拉

近與海洋情感

上的親近與連

結 

A 文化意識 

 

舊地重遊與先生

曾經一同來過的

海邊 

海洋成為連結過去與未來的中

介，靈性上的轉化 

B 文化意識 

 

獨自海邊聆聽海

的聲音時 

海邊獨處-靈性觸發-覺得被海洋

療癒，靈性上的轉化 

C 文化意識 

 

獨自海邊行走看

見一顆紅色的石

頭 

意外的經驗-產生「我是海的小

孩」靈性體驗，增強與海洋的情

感連結，靈性上的轉化 

C 文化意識 

 

非單一事件觸

發，而是環島中

的累積 

每日經驗成為種子-靈性的觸發-

產生親近的動機，靈性上的轉化 

E、F 文化意識 

 

非單一事件觸發 從畏懼、害怕海洋-經由實際的接

觸-建立更多的認知、理性的判斷

後-願意體驗親海的活動。兼具理

性與靈性的轉化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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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研究參與者海洋環境意識轉化學習一覽表（續） 

海洋環境意識

轉化成果 

研 究 參

與者 

轉化面向 關鍵或觸發事件 轉化的歷程 

情感態度-拉

近與海洋情感

上的親近與連

結 

C 文化意識 觸發為海邊的垃

圾及廢棄物 

徒步中的觀察-反思-觸發對延伸

議題的關注-進一步的接觸與理

解。理性的轉化 

D 生態意識 

文化意識 

非單一事件觸

發，與各種產業

的接觸產生 

徒步中的觀察與接觸-反思過去

習慣-改變-產生新的選擇與購買

行動。理性的轉化 

E 文化意識 非單一事件觸

發，環島的累積 

徒步過程中建立自身與環境場

域的關聯-提升敏感度與關注。靈

性的轉化 

B、D 文化意識 非單一事件觸

發，環島的累積 

觀看、體驗-感受-新的覺察。靈性

上的轉化 

 

價值觀 -建立

更開放的環境

生態學觀點 

A、E、F 生態意識 

永續意識 

非單一事件觸

發，環島的累積 

觀看、體驗、對話、反思-產生新

的覺察與理解-建立新的觀點。理

性上的轉化 

A、B、C、

F 

生態意識 

永續意識 

非單一事件觸

發，包括西南部

的養殖魚塭管

線、成龍溼地、六

輕石化園區、美

麗灣等 

觀看、對話-反思、覺察-建立新的

觀點。透過同理與換位思考來建

立開放性觀點。多屬理性上的轉

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複合描述 

現象學研究的複合描述在於呈現現象的本質（Moustakas, 1994）。研究者經

由文句的主題彙整、文本描述及結構描述，提出海岸研究參與者海洋環境意識觀

點轉化的本質是「認同與連結」與「增能與行動」。 

 



 

 

212 

 

幾乎所有的研究參與者（除了研究參與者 A）以外，在參加海岸徒步前與海

洋的連結都很薄弱，但藉由徒步活動，研究參與者透過與自身的連結調適了體能、

與同儕的連結產生了對話與交流，在與環境的連結之後，產生了種種的觸發，進

而產生海洋環境意識觀點的轉化經驗，這一切的經驗本質即在「認同與連結」。

徒步連結研究參與者與過去斷裂的海洋經驗、徒步過程中與他人互動的經驗、與

自身身心靈對話的經驗、與一路上所接觸的海洋環境、生態、產業、人文經驗的

對話。 

而「增能與行動」開始於研究參與者面對自身過去與海洋的斷裂，而選擇加

入徒步環島的行列，在此過程中，研究參與者們學習如何走路、如何看地圖、如

何獨處、如何調節體力、處理水泡、如何過簡樸的團體生活、如何閱讀每日經過

的海岸線、獲得海洋知識與體驗、理解海洋議題背後複雜的脈絡、建立「我也在

此脈絡中」、我也是人海關係的一部分觀點，學習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落實減塑、

思考如何以身作則影響周遭的人一起認識海洋、保護海洋…這一切都是徒步過程

中，經由海洋，給予研究參與者增能的機會與行動。 

吳靖國（2009）針對學校教育體系提出「海洋教育教學實踐歷程」建議，為

「認識關係脈絡」、「瞭解自身情境」、「建立自我價值」以及「進行社會參與」四

階段步驟，並透過返回、增能、轉化及省思完成步驟間的循環。本研究場域為非

正規教育場域，並非如學校般具有良好組織脈絡之教材與教案，教師能夠循序漸

進的引導學童。但本研究發現，透過環島徒步海岸線這個活動，研究參與者們亦

在沿途的觀察、與自我、群體及環境的對話中，建立了人與海的連結、認識了人

與海洋的關係脈絡，在此階段，自我覺察、反思、與對話是觸發理性轉化的重要

因子，而建立「人海本為一體」、「人類是大海的小孩」等靈性的觸發更加深了研

究參與者們對於海洋的認同，拓展人海的關係。而對於海洋友善的環保行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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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活動中一直延續徒步完成後的日常生活，研究參與者們以實際的行動展現海

洋環境意識轉化學習之成果。顯示此模式除了適用於正規教育體系之外，亦可用

於非正規與非正式之海洋教育課程規畫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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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節針對本研究之三個研究問題，分別回應結論如下。 

壹、研究參與者的海洋前置經驗與參與動機 

一、研究參與者徒步前大多缺乏與海洋的深入接觸經驗 

在參與徒步前，研究參與者 A 認識海洋的機會來自於與家人到處玩水、看

海的經驗，海洋對於 A 而言是休閒的好去處，直到參與社區朋友組織的潛水隊，

在潛水的過程中藉由教練的引導開始建立了友善海洋環境的價值觀。之後加入荒

野並擔任荒野志工的過程中，A 更將自身的角色從海洋環境相關資訊的接收者轉

變成保護海洋環境概念的傳播者與教導者。A 的海洋環境意識呈現在對於海洋相

關知識的熟稔、具有保護海洋環境資源的價值觀，且具有個人生活與記憶深刻情

感上的連結。而海洋是 A 與生命中重要他人情感與記憶的連結正是促成 A 參與

此次活動的最主要動機，而參與徒步活動的初衷是為了要幫自己走出生命中遭逢

喪夫的重大危機，平撫自身的傷痛，屬於目的取向。 

研究參與者 B 雖然生長在港都城市高雄，但自覺小時候並沒有太多接觸海

洋的印象，海邊僅是偶爾玩樂的場所。從時間上來看，B 在高雄生活的時間約為

1980-1995 年左右，從當時的社會氛圍而言，戒嚴時期社會大眾對於海洋處於隔

絕與畏懼的狀態。1987 年解嚴後雖然不再限制人們到海邊活動，但海洋對於大

眾而言還是陌生的存在，這從 B 早期的生命經驗中可以嗅出政治與文化脈絡是

阻礙人們親海的因素之一。B 於 1999 年進入職場後開始參與荒野活動，才開始

進一步的認識海洋，並與研究參與者 A 一樣，成為海洋環境保護的推手，藉由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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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淨灘與關心海廢、垃圾減量議題，以行動關懷海洋。至於為何參與徒步環臺活

動，其動機與海洋並無直接相關，而是想要完成一個受到電影感召，完成「臺灣

人此生必做」的「環島」夢想。 

研究參與者 C 過去在學校中雖然有修過鯨豚相關課程，但一直到大學與家

人共遊澳洲時，才真正對於海洋產生「人與海是一體」的情感與認同。但這樣的

經驗卻讓 C 反思，為何她在臺灣從來沒有這樣的感受？不僅對於海洋，甚至對自

然、對臺灣這塊土地，C 都覺得自己認識得太少，所知太不足。於是，在懷抱著

想要認識臺灣與以親身經驗探詢人海關係的雙重目的下，C 踏上了環島徒步之旅。 

研究參與者 D 與研究參與者 A、B 一樣，都是因為加入荒野才開始接觸環境

與海洋議題，顯示加入環保 NGO 組織是一般想要認識環境的社會大眾的入門磚。

因為荒野的海洋主題，讓原本對於海洋很陌生的D，對海洋開始有了興趣與關注，

讓 D 有機會參與了 2017 年的環島活動。有趣的是，D 參加環島活動的動機始於

將環島徒步視為一種自我挑戰，只是想要嘗試一下這個從沒參與的活動，並不是

特別針對「海洋」而來。D 從 20 天開始逐漸增加行走天數到完成全程，除了增

加人生的新經驗外，自我實現也是 D 參與本次活動重要的目的之一。 

參與部落工作假期、與原住民朋友相處的經驗，讓研究參與者 E 產生了異文

化的衝擊。E 開始反思自己過去對於臺灣這塊土地、對於海洋的陌生是來自於正

規教育中相關資訊的匱乏，以及過去缺乏親近的機會。於是 E 興起了環島、想到

外島走走的念頭，並把它當成是生日的願望。沒想到 2018 年起，「協會」就舉

辦了一系列的外島徒步活動，E 每個場次都參加，所以到 2019 年環島徒步活動

開始時，E 便毫不考慮地報名了。認識臺灣的海洋以及土地文化是 E 非常明確的

參與活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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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持續參與環境藝術季活動的研究參與者 F，過去因為同學在海邊溺水

的心理陰影，以及自覺水性不好，對海洋的掌控性低，故對海洋感到害怕及恐懼

研究參與者 F 甚至覺得參與徒步前，海洋對其而言僅是一種風景，會用一種旁觀

者的角度去觀看海洋的相關事物。但環島是 F 一直放在心中想要完成的夢想之

一，於是在身邊的朋友的經驗分享、對於「協會」的認同以及工作有空檔、時間

允許、想要更系統性的認識臺灣等許多因素因緣具足下，F 踏上了徒步環島的旅

程。 

過去幾十年來因為政治與社會的原因，造成人們與海洋的隔絕，不僅是存在

於實際上的生活裡，也存在於大多數人心中。教育部從 2007 年開始於中小學正

規教育中推廣海洋教育，但在此之前的課程中與海洋相關的主題內容一直是欠缺

的，以致於目前 30歲以上的成年人過去並沒有太多機會於正式課程中認識海洋。

加上社會親海風氣不盛，故幾乎所有的研究參與者都自述過去對於海洋不熟悉，

頂多僅是到海邊玩沙、踏浪、觀看風景等休閒活動，甚至有研究參與者也表示了

自己畏懼海洋的心情。所以，除了研究參與者 A 之外，其餘的研究參與者在徒步

之前的日常生活中多缺乏深入接近、認識與瞭解海洋的機會。 

二、研究參與者參與動機多元，但「海洋」並非關鍵因素 

從目標導向分析，研究參與者 A 參與活動的動機在於希望藉由徒步環島幫

助她平復人生中的重大傷痛；研究參與者 B、C、E、F 則明確的表達想要完成環

島的自我實現夢想。他們參加「協會」的徒步環島活動，則是諸多機緣巧合的匯

聚，有人是剛好在生涯轉換階段空出時間來，有人則是欣賞、認同「協會」的理

念而加入、有人則是期待「協會」的每日的行程報告帶來新的資訊與學習。而研

究參與者 D 則是六人中唯一表現出只是因為想要自我挑戰、嘗試這樣的活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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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而 D 也是唯一一位一開始並不是報名全程組，而是不停加碼才走完全程

的參與者。顯示研究參與者們參與活動的動機多元，包括了自我成長、自我實現、

自我挑戰、提升認知等原因。 

若回顧臺灣的歷史會發現各式各樣的環島活動於 1990 年代開始大肆盛行。

隨著政府文化及觀光相關部門的大力推動，以及民間的響應下，「認識臺灣」的

本土意識與認同感成為多數人踏上環島之旅的主要目的之一。在本研究中，也有

好幾位研究參與者是抱持著想要環島認識臺灣、認識自己生長的這片「土地」而

來。但有趣的是「可以接近海洋」卻不是大多數人的主要考量，甚至有研究參與

者提及，因為是「徒步」環島才參與，而非為了「海岸線」，徒步環島僅是其完

成夢想的一種方式、參與「協會」的活動是一種考量與選擇後的結果，並非抱持

著就僅是要認識海洋這樣的概念加入徒步之旅。 

貳、研究參與者的海岸徒步互動體驗 

雖然大多數的研究參與者參與本次活動的最主要目的並非認識海洋，或因為

海洋主題而特別加入，但在長達近 60 天的徒步過程中，研究參與者們在途經臺

灣各地海岸的同時，在不斷地與自己互動、與群體夥伴的互動以及與外在環境的

互動脈絡中，對於海洋環境意識，仍有不同層面的覺知、提升與增進。這些互動

體驗與海洋環境意識觀點的轉化有相當程度的關聯，分述如下： 

一、與自我的互動 

（一）身體的調適是必須的過渡 

就研究參與者而言，徒步環臺像是一種通過儀式，參與的人進入一種以步

行為日常主要活動的生活模式，脫離原有的家庭、工作與生活軌道後，接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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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進入身體與心理都必須調整以適應步行的過渡階段。若能順利調整，讓自

身於徒步的過程中能夠安適自在，接下來才有機會行有餘力地關注周遭所見所

聞，讓自身新舊經驗產生交融與對話，最後有機會透過觀察與反思整合出新的

視域與觀點。在這個過程中，研究者發現身體的適應在徒步過程中是必須的過

渡階段，且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徒步中所經歷的苦行未必直接將參與者推向海

洋環境意識觀點的轉化之路，或是直接觸發轉化，而是位於中介位置，在完成

調適之前，研究參與者並無太多的心力去關注周遭的海洋環境，要在身、心都

已適應苦行之後，才有機會過渡到另一個「見山又是山」的過程。這個過渡時

期，也是重要的徒步技巧（包括如何正確的走路、如何處理水泡、如何觀看地

圖）養成與團體生活模式建立與增能的重要階段。這個徒步初期的身心適應階

段可分為接觸期、適應期（增能的過程）以及開拓期（過渡完成）。 

（二）獨處帶來與海洋情感上的呼應經驗 

本研究發現在海邊的獨處經驗所帶來的孤獨狀態，除了為研究與者提供一

個沉浸、感受、自我對話、向內拓展的機會外，也增加了提升海洋情意與環境

敏感度的可能性。獨處所帶來的專注、寧靜和靜心，能提供環島者冥想、內省

式思考和與自己對話的機會，因而從中發掘意義，攫取有別於平常的靈感，促

成研究參與者在情感上與海洋的連結。此外，徒步的緩行、緩慢特質，也讓徒

步的時間有機會轉換成心靈空間，讓研究參與者們能夠脫離快速的日常節奏，

進入以多重感官及心靈感知周遭環境、進入與周遭環境、人、事、物交流與互

動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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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群體的互動 

本研究發現，研究場域中的領隊藉由每日晚間的行程分享會提供關於隔日

行程的海洋環境、地景、產業及人文故事等資訊，讓研究參與者們建立海洋認

知的基礎，在此基礎之上，研究參與者們開拓了海洋的認知視域，得以用不同

的角度與觀點觀看海洋環境，並理解如何與之互動。而同行夥伴們則在徒步中

扮演了研究參與者們的情感支持者、經驗分享者、海洋環境的共同體驗者、促

進認知的合作學習者、友善海洋行動的示範者以及開放議題的對話者等角色。 

在研究場域中，團體中的領隊提供了關於海洋環境的正確資訊，經由夥伴

的相互補充，能夠鼓勵與支持參與者觀點的開放性；並經由共同的體驗，讓參

與者理解彼此如何思考與感受海洋環境，對於海洋環境的脈絡與背景有更完整

的認知；再藉由彼此公開的對話與討論，讓參與者對於海洋環境議題能夠更客

觀的進行評論，並思考其反身性，得到更開放、更多元的新觀點，顯示團體在

參與者之海洋環境觀點轉化歷程，扮演了重要角色。 

三、與外在環境的互動 

在徒步的過程中，研究參與者們每日走過不同的海岸地區，看見不同的風

景、與不同的人相遇。這些包括人、事、物的「他者」讓研究參與者的「自

我」與之產生一種「相異」的感受與認知。這些覺察、感受與認知成為研究參

與者轉化自身海洋環境意識觀點時的基礎：包括大海療癒傷痛並帶來靈性經

驗、與當地人的互動提升對於海洋的認知及環境敏感度、慢行為研究參與者帶

來「眼見為憑」及身體感官的體驗拓展了對海洋的認知、產生從人類中心到生

態中心的生態價值觀、打破過去看待海岸汙染與人為開發的單一觀點，也產生

從反思到行動的意圖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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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參與者們透過環島徒步活動在自身的感官經驗中創造與海洋的第一手

接觸與對話，提升對於海洋環境意識的情感與認知層面；透過自身對於現象的

觀察、省思，及與在地人、夥伴的互動中，對於特殊議題產生對話與反思，提

升了海洋環境意識的環境敏感度與「我也在脈絡中」的環境倫理價值觀轉換；

在徒步的過程中，從觀看、反省河川、海洋汙染、人為開發等議題，研究參與

者們的海洋公民意識、社會意識概念也隨之提升；最後，參與者產生了實際親

近海洋與愛護海洋的行動意圖，產生了真正的實踐。 

研究參與者們的海洋環境意識觀點，隨著徒步、觀看、對話、反思與行動

的過程中，在個人脈絡、群體脈絡與外在環境互動的三個脈絡間，在認知、環

境敏感度、環境價值觀、情意與行動意圖上皆有改變，凸顯了海洋的生態意

識、人文意識、開發意識、資源意識及創新意識等內涵層面之轉化學習。 

參、研究參與者的海洋環境意識觀點轉化成果及歷程 

 研究者以 Moustakas（1994）的現象學方法，透過文本描述、結構描述及複

合描述研究參與者們的海洋環境意識觀點轉化成果及歷程。研究結果顯示，雖然

研究參與者們各自懷抱的參與動機不同、過去與海洋接觸的經驗多寡不同，但或

多或少都在海洋環境意識觀點上達成轉化學習。研究參與者們在海洋環境意識觀

點轉化學習的內涵包括「產生減塑與環保行動」、「開拓海洋認知視域」、「拉

近與海洋情感上的親近與連結」以及「建立更開放的環境生態學觀點」，恰好能

夠呼應海洋環境意識的行動、認知、態度與價值觀四個面向。 

「 自我反省及評估」、「自我要求與責任感」、「身體感官的另類學

習」、「覺察脈絡與連結」、「系統性觀看」、「同理與換位思考」是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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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分析後羅列出關於研究參與者如何經驗海洋環境意識觀點轉化學習的歷程

主題。 

幾乎所有的研究參與者（除了研究參與者 A）以外，在參加海岸徒步前與海

洋的連結都很薄弱，但藉由徒步活動，研究參與者透過與自身的連結調適了體能、

與同儕的連結產生了對話與交流，在與環境的連結之後，不管是透過理性的、靈

性的觸發，進而產生海洋環境意識觀點的轉化經驗，這一切的經驗本質即在「認

同與連結」。徒步連結研究參與者自身欲打破過去斷裂的海洋經驗意向、徒步過

程中與他人互動的經驗、與自身身心靈對話的經驗、與一路上所接觸的海洋環境、

生態、產業、人文經驗的交會與對話。在此過程中，研究參與者們突破了既往的

觀點，產生了新的看待環境議題的方式、學習了觀看環境的整體系統、真實體驗

了感官的多元學習。徒步，讓研究參與者們跳脫既有日常生活的繁雜，而回歸到

最根本、簡樸的生活方式，有利於促進與土地、海洋、同儕的對話。 

而「增能與行動」開始於研究參與者面對自身過去與海洋的斷裂，而選擇加

入徒步環島的行列。在徒步的過程中，研究參與者們學習如何走路、如何看地圖、

如何獨處、如何調節體力、處理水泡、如何過簡樸的團體生活、如何閱讀每日經

過的海岸線、獲得海洋知識與體驗、理解海洋議題背後複雜的脈絡、建立「我也

在此脈絡中」、「我也是人海關係的一部分」的觀點，學習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落

實減塑、思考如何以身作則影響周遭的人一起認識海洋、保護海洋…這一切都是

徒步過程中，經由海洋，給予研究參與者增能的機會與行動。而研究參與者們在

徒步之後，仍然持續環保減塑的行動，並努力影響周邊親友。甚有原本畏水、懼

怕海洋的研究參與者們，於環島結束之後實際體驗了浮潛活動，拉近了與海洋的

距離，皆是轉化學習成果的持續性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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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本研究之結論以下圖 5-1 表示。 

 

圖 5-1 研究結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研究顯示「認同與連結」及「增能與行動」是本研究場域研究參與者海洋

環境意識觀點轉化學習之經驗本質。以下便從「認同與連結」及「增能與行動」

兩面向對與成人海洋教育者、政府機構及未來研究方向提出建議： 

壹、對研究場域活動主辦單位及成人海洋教育者的建議 

一、徒步初期事先替學員增能是必須的 

 若要規劃長時間的徒步活動，不管是地圖的判讀、水泡的處理、肌肉痠痛

的處理、甚至如何走路較為省力、不易受傷，這些有些屬於明知識的能力、有

些屬於默會知識的能力，如果都能在徒步初期透過較結構性與系統性的方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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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學員，讓學員擁有「好好走路」的能力，對於建立學員初期的自信心、參

與度與瞭解周邊事物的意願皆會提升。這些能力看似與海洋環境觀點轉化無直

接相關，但這卻是徒步過程中影響轉化的限制因子之一。 

二、長時間徒步活動最好先安排適應期 

 雖然學員適應徒步與日常生活身心變化的時程不一，快則三、四天，慢的

到要一兩周後才能完全適應徒步的體力需求，建議在規劃此類長時間徒步活動

時，前三天實際徒步時程規劃不宜太長，讓學員有循序漸進讓身體適應的可能

性。主辦單位亦可在適應期期間為學員安排徒步增能的相關課程。 

三、學員期待在過程中立即創造連結，不管是知識或是對話的空間 

 雖然學員能夠在理性的「觀看」與靈性的「感受」間提升對於海洋環境意識

觀點的關懷、親近意識，但學員仍期待在過程中對於海洋的相關議題能夠立即創

造連結。比如說在藻礁路段，雖然領隊在前一天晚上可能已經口頭說明了藻礁的

特性，但學員們仍然期待身處藻礁環境時，能夠有進一步認識藻礁、與之建立關

聯的機會。雖然本研究場域的活動強調讓學員親身去體驗與觀察，但研究發現，

若缺少前備知識，或沒有透過同行夥伴的相互對話與交流，仍無法與被觀察的事

物或現象建立連結，提升海洋環境意識。 

四、適度引導對話的活動設計是必須的 

對話與批判性反思是促成轉化學習的重要關鍵因子。本研究顯示，在重大環

境議題發生處，如藻礁、六輕、桃園受汙染的河川等地，若學員之間有對話與討

論發生時，對於學員海洋環境意識的轉化有明顯助益。建議主辦單位不一定要全

程解說，但在重要事件發生地或明顯可以站在不同立場討論的議題時，應設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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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讓學員彼此對話的活動或機會。若欲將徒步海岸線環島的旅程定義為成人的學

習之旅，雖然成人學習者喜歡自導式學習，但面對一個大眾陌生的議題，適當的

引導仍是必須的。 

五、在環境中學習有機會促進轉化學習 

環境教育是一個持續不斷的教育過程，對於環境的關切及敏感度是必須終身

保持的（楊冠任，1998）。雖然環島徒步活動已經將活動參與者們帶離原有環境，

並讓參與者們長時間的沉浸在海岸環境中，有利與觸發轉化學習。但成人海洋教

育之活動設計者可以進一步思考在這個參與者陌生的環境中激發其轉化學習。本

研究顯示，不管是海岸綿延數公里的垃圾、鋪天蓋地的養殖水管、或是泛著油光

的七彩河流，或是六輕是否真的邪惡？吻仔魚該不該吃的討論？這些都是可以觸

發自我及群體對話及反思的觸發事件，可在未來規劃活動時加以考量利用。這與

Tsimane & Downing （2020）探討醫療教育中以轉化學習為理論框架的實證論文

後建議，醫療課程的教學設計可特別加入觸發事件，例如：不安的情況、經驗扭

曲的兩難、挑戰個人世界觀等的醫療事件等，用以觸發醫學護理領域學生的轉化

學習有類似的結果。 

六、提供適當的前置及背景知識有助於視域的開拓 

本研究顯示，多數的研究參與者皆認同徒步過程間每日晚間的行前說明會，

認為領隊在此時所提供關於隔日路線的生態、人文、地質及產業活動等資訊能夠

成為隔日觀察與探索的前置知識，甚至有研究參與者為了這樣的安排決定加入徒

步行列、亦有研究參與者形容，這是一種「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能夠協助參與

者們看得更高更遠的設計。雖然亦有研究參與者提及晚上常因白日徒步的疲累而

精神不佳、抑或第二天走路時因為領隊快速的步行速度而不知不覺通過具特色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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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停留的景點，但瑕不掩瑜，大多數的研究參與者仍然認同前備知識的建立是

有幫助的，但如果能在行程當中安排適當的導覽人員進行導覽，對於環保議題能

夠秉持多元開放的態度，相信對於海洋環境視域的拓展有更大之助益，值得成人

海洋教育者參考。 

七、可考量延伸海洋環境議題的視野 

在徒步環島過程中，由於走在海岸線旁，較可以看見海洋污染與棲地破壞的

現況，然而，海平面之下的狀況卻不容易看見，其他像是漁業過度捕撈、海洋資

源濫用等議題亦是當代海洋重大議題，如何透過活動的設計及引導，帶領參與者

討論從看得見的到看不見的海洋議題，將海洋議題的脈絡與視野再擴大，對於理

解海洋議題的全面性將更有幫助。 

八、轉化未必立即發生，成人教育者要有耐心 

 任何的教育活動都不一定能夠立即得到反饋，對於海洋環境意識觀點的轉

化而言更是如此。本研究顯示，雖然並非所有的研究參與者原先對於海洋皆有

一定的認識或情感，但能在一天一天的接觸中逐步加深對海洋議題的關懷與理

解，但不可能因為完成徒步環島一圈，就對臺灣的海洋環境有了全面的認知與

了解。環島活動僅是個中介管道，提供學員對此議題進一步認識與接觸的機

會，透過自我的觀察、覺察、省思、判斷與行動，在海洋環境意識不同面向上

產生轉化學習。但這個轉化學習不一定能立即在活動過程中發生，而是有可能

如播種般，在日後開花結果。本研究中就觀察到一位研究參與者之轉化學習起

始於 2017 年參與活動之後，經過兩年的自我評估與自我實踐，在 2019 年的活

動歷程中觀察到其轉化學習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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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對政府相關機構的建議 

一、基礎設施的不足會降低人們親海的動機與意願 

本研究發現，目前臺灣自新竹以北到東北角一帶海岸邊的休憩基本民生設施

較為充足，在西南部一帶，研究參與者們連上廁所都必須事先考量與安排，對於

環臺徒步者而言不夠友善。目前臺灣的海岸線也常被消波塊、堤防截斷，想要沿

著海岸線徒步環臺一周有其困難度。若要提升全民之海洋意識、讓全民能都夠親

海與愛海，第一步必須要有友善全民親近海洋的基礎設施。 

二、公部門相關機構應提供全民更多元的親海活動 

 近年來除了正規教育體系大力推行海洋教育之外，許多政府部門及非正規教

育機構也逐漸正視此議題。目前除了幾所國立海洋或自然史類型博物館外，於

2018 年成立的海洋委員會也陸續舉辦與補助各單位舉辦海洋教育相關活動。然

而，目前公部門相關機構所舉辦之活動仍多屬於室內與靜態性，未能如本研究場

域對象般，以較長時間帶領學員真正的親近海洋、認識海洋。本研究顯示，透過

親身體驗的海洋教育能夠觸發參與者對於海洋環境意識的轉化學習。故提供全民

更多元的親近海洋活動，讓海洋成為全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對於整體國人海洋

意識的提升應有助益。 

2020 年因應全球疫情關係，國旅生態及深度旅遊成為國人旅遊的新選擇，

未來若能與旅遊相關單位結合海洋議題包裝友善海洋、親近海洋的探索體驗及親

水遊程，在活動設計上適度融入能夠引發對於海洋環境思考與對話之課程，相信

亦能觸發海洋環境意識之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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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從不同研究對象瞭解成人海洋教育活動 

 本研究以全程參與徒步環臺海岸線活動之學員為主，未來可針對活動主辦單

位、成人海洋教育活動規劃者，透過個案研究方式理解詮釋其方案規劃之思考模

式。另外，參與時間長短是否會影響海洋環境意識轉化學習之成效？能否利用量

化量表評估轉化成效等議題，可作為後續研究方向。 

二、從不同理論框架瞭解徒步者其他面向的變化 

 本研究聚焦與研究參與者在海洋環境意識觀點轉化學習之互動經驗、成果

及觸發歷程。然而，研究者於訪談中發現，長時間的徒步也讓研究參與者們在

自我認同、自我層面進行轉化，礙於研究主題限制，本研究並未從心理學或成

人學習角度深究此層面，未來可進行更深入之研究。 

 

第三節 研究者反思 

本節從研究過程、對於未來海洋教育活動設計以及研究者親身體驗環島徒步

參與觀察過程中的省思與覺察概述研究者之反思。 

壹、對於研究過程的反思 

 研究者雖然並未全程參與 2017 年或 2019 年的海岸線環島徒步活動，受限於

自身工作與家庭因素，僅於 2017 年有短時間的參與觀察。研究者在研究初期也

曾擔心是否會因為觀察天數少而無法清楚理解活動進行之模式、與找尋到適合的

研究參與者。但因研究者在大學時曾頻繁參與長天數的登山活動，故不管在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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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走、徒步的體能要求上、或是對於戶外活動的形式、簡樸的物質條件環境等皆

有一定程度的熟悉與掌握度；加上研究者投入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已有十年以上的

經驗，對於臺灣整體海洋環境的現況有一定的認識。這些過去的經驗幫助研究者

能快速融入研究場域，也能較有效地在徒步過程中觀察活動參與者們參與情況與

彼此間的互動，加上夥伴們多熱情與和善，故雖然僅有短天數的參與，也達成了

預定之目標。但若未來時間允許，研究者會想參與更長天數的環島徒步，相信應

會有更多不同的感受與體會。 

貳、對於理性轉化與靈性轉化的反思 

在論文計畫書撰寫階段時，研究者曾預期這群鎮日緩行於海之濱的研究參與

者們，會因與海洋的密切接觸、透過與海洋的美感體驗，而以靈性的方式進行海

洋環境意識的轉化。但研究結果顯示，大多數的研究參與者仍是屬於理性的轉化，

且轉化的觸發並非美麗的海洋景象，而大多是令人觸目驚心的海廢垃圾、河川汙

染以及人造產業相關設施或設備。這與研究者之預期有極大之落差，但經過研究

者自身參與觀察及訪談之後發現，有產生靈性轉化的研究參與者們通常是在獨處

或獨行的狀態下產生，意味著他們不在趕路的大隊人馬中，而是選擇自己緩緩獨

行，所以較能夠真的以緩慢的速度前進，以時間換取心靈上的空間、才有機會沉

澱、與自我對話，進而產生靈性的觸發。雖然徒步環島相較於機車或開車環島，

已是一種「緩慢」，但若每日都有行程壓力，須徒步的里程數很長，其實在這樣

的狀況下並無法真的慢下來感受與體驗，故較無法產生靈性的觸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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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對於未來海洋教育活動設計的反思 

 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發現，好幾位研究參與者是懷抱著完成「環島」的夢想

而來。雖然已經在許多文獻上閱讀與理解到環島活動的盛行是與政治、社會、媒

體與個人風格等因素有關，但實際訪談時的結果卻也讓研究者對於媒體與個人風

格這兩個影響因子印象深刻。如果一部好的電影就能夠鼓動單車環島活動，甚至

形塑成一種社會風氣、讓環島成為許多人「一生一定要做的一件事」。那海洋環

境教育是否也能多利用相關媒體，讓更多人經由影像的刺激產生觸發？過去研究

者曾辦理多年的臺灣海洋環境紀錄片影展，皆獲得不錯的迴響，甚至經由學員的

反饋，研究者還辦理了一個三個月的攝影培訓營隊，讓學員能夠「從感動到行動」，

從海洋的旁觀者轉變成實際的參與者。然而，受限於海洋類紀錄片的拍攝有許多

條件的限制，投身此領域的導演並不多，故作品數量無法與一般通俗性、娛樂性

的影片相比，故影展僅辦理四年之後就停辦了。但經過本次研究，研究者發現好

的影像媒體具有感染力，若能創造適當的對話與互動場域，讓影像成為參與者之

間交流與溝通的媒介，應有機會觸發參與者對於海洋環境相關議題進一步的省思

與覺察，提升後續轉化學習的可能性。  

 另外，雖然研究者觀察到參與徒步環島的研究參與者們，在不同層面的海洋

環境意識上產生了不同程度的轉化，但轉化的觸發多集中在觀看到負面的海洋環

境場景，不管是海岸邊綿延的海廢垃圾、汙染嚴重的河川出海口或是鋪天蓋地的

養殖水管管線，或是海岸工業區等，當然也有研究參與者在獨行中感受到海洋環

境的美好與靈性的觸動，產生要持續關切海洋、人海一體的感受。這對研究者的

啟示為，徒步環島動輒數十天，並非所有人在時間上都許可，但若要經由帶領參

與者到「現場」、觸發其對於海洋環境意識的改變時，特殊、具議題性的場域是

必須的，並且要提供參與者充足的背景資料，以及相互對話的場域與空間，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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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促進轉化學習的發生，雖然以「環島」為號召的活動具有一定程度之吸引力，

但若是以觸發成人海洋環境意識轉化學習的角度而言，地點、事件、對話與討論、

創造個人與議題間的連結，反而可能是更重要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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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2017臺灣海洋環境教育向前行」行程規劃表 

資料來源：台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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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天數 起迄地點 沿途重要景點（加註底色部分為研究參與者訪談時特別提及之處） 

第 1 天 

2/11(六) 

農 1/15 

元宵節 

基隆 -新北市欽賢

國中鼻頭分校 

 

崁仔頂漁市場、基隆港、鱟公母島、和平島漁市場、水產試驗所、和平

島地質景觀、八斗子漁市場、海洋科技博物館、蕃仔澳象鼻岩、員山子

分洪道、南雅奇岩 

第 2 天 

2/12(日) 

農 1/16 

新北市欽賢國中鼻

頭分校-新北市福

隆國小 

龍洞灣潛水勝地、鼻頭步道、積沙和美港、海蝕平台、鹽寮海灘、福隆

沙灘、雙溪河出海口 

第 3 天 

2/13(一) 

農 1/17 

新北市福隆國小 -

宜蘭縣大溪國小 

 

卯澳社區、洋寮鼻、三貂角、萊萊鼻、萊萊磯釣場、單面山、九孔養殖

場、石城咖啡、定置漁業、大里天公廟 

第 4 天 

2/14(二) 

農 1/18 

宜蘭縣大溪國小- 

宜蘭縣大福國小 

 

蜜月灣、北關海潮公園、金斗宮廟、小澳慶天宮、外澳沙灘、烏石港凸

堤效應、烏石港、蘭陽博物館、廢棄的頭城海水浴場、竹安溪口賞鳥、

南宜蘭沙崙地形 

第 5 天 

2/15(三) 

農 1/19 

宜蘭縣大福國小 -

宜蘭縣利澤國中 

大福補天宮、沙崙地形、過嶺國小、集安宮、九孔養殖場、蘭陽溪口溼

地、東港濱海榕樹公園、部后大陳漁師廟大陳海神、蘭陽溪口自然保護

區。 

第 6 天 

2/16(四) 

農 1/20 

宜蘭縣利澤國中 -

宜蘭縣南安國中 

 

龍德工業區外的海岸林自由探索、無尾港溼地、無尾港牽罟、認識大陳

海洋文化、眺望北方澳峽，進行南風澳漁業文史導覽與海神信仰介紹  

第 7 天 

2/17(五) 

農 1/21 

宜蘭縣南安國中 -

宜蘭縣朝陽社區 

內埤海灣、北濱公園、豆腐岬、蘇澳港、蘇澳新站坐火車抵達南澳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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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天數 起迄地點 沿途重要景點（加註底色部分為研究參與者訪談時特別提及之處） 

第 8 天 

2/18(六) 

農 1/22 

宜蘭縣朝陽社區 觀音自然保留區、認識海蝕洞、變質岩、崩崖地形、定置網、倒退嚕、

一支釣、蘇花古道（萼溫斷崖） 

第 9 天 

2/19(日) 

農 1/23 

宜蘭縣朝陽社區 

-花蓮市國立東華

大學附設實驗國民

小學 

坐火車到崇德車站、崇德沙灘與立霧溪口舊鐵橋、新城三棧溪口、康樂

漁市場、德燕魚市場、介紹定置漁業、介紹七星潭礫灘、鎮星宮海洋信

仰、奇萊鼻燈塔、環保公園、介紹海洋廢棄物問題。 

第 10 天 

2/20(一) 

農 1/24 

花蓮市國立東華大

學附設實驗國民小

學 -花蓮縣磯崎社

區 

北濱公園、花蓮溪口沙嘴、東管處、海堤過度開發、鹽寮海岸不當建設、

過 12 號橋後彎入舊台 11 線遺跡，反思人定勝天思維。 

第 11 天 

2/21(二) 

農 1/25 

花蓮縣磯崎社區 

-花蓮縣豐濱國中 

東岸難得大沙灘、海階地形、噶瑪蘭族現居最大聚落、香蕉絲編織工坊、

親不知子斷崖、玻璃天空步道。 

第 12 天 

2/22(三) 

農 1/26 

花蓮縣豐濱國中 -

臺東縣港口國小 

豐濱全台灣最美海階地形、火山角礫岩層、石梯坪地質景觀介紹、阿美

族海洋文化、秀姑巒溪口沙嘴地形、溪口撈鰻苗聖地 

第 13 天 

2/23(四) 

農 1/27 

花蓮縣港口國小 -

臺東縣長濱國中 

長虹橋、阿美族竹筏、Cepo’大港口事件、靜埔遺址、八仙洞以南沙灘生

態系、舊石器時代遺址、樟原是西拉雅族與噶瑪蘭族分布的界線、瘋狂

積沙的長濱港、西拉雅族的瞭望台加走灣 

第 14 天 

2/24(五) 

農 1/28 

臺東縣長濱國中 -

臺東縣三仙國小 

大片沙灘、烏石鼻火山地形、白蝦養殖業、宜灣紙片教堂、成廣澳歷史

漫步、蟳廣嘴藻礁生態介紹、鯊魚黑幫博物館、比西里岸、三仙台珊瑚

礁生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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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天數 起迄地點 沿途重要景點（加註底色部分為研究參與者訪談時特別提及之處） 

第 15 天 

2/25(六) 

農 1/29 

臺東縣三仙國小 -

臺東縣東河國小 

台東自然史博物館、成功漁市場、海階地形、東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小馬村礫石灘、馬武窟溪出海口河口生態。 

第 16 天 

2/26(日) 

農 2/1 

臺東縣東河國小 -

臺東縣富岡國小 

金樽沙頸、陸連島、沙灘生態系、都蘭鼻、都蘭阿美族文化、史前遺址、

水往上流、杉原灣、富山禁漁區、不美麗的美麗灣飯店、莿桐部落、小

野柳珊瑚礁海岸、小野柳風化地形 

第 17 天 

2/27(一) 

農 2/2 

臺東縣富岡國小 -

臺東縣知本國小 

卑南溪口沖積扇、豐源國小、台東市、知本國小 

第 18 天 

2/28(二) 

農 2/3 

臺東縣知本國小 -

臺東縣賓茂國中 

台東以南大片沙灘被南迴公路拓寬工程毀滅、三和定置漁場、太麻里溪

口八八風災遺跡、舊香蘭史前遺址、虷子崙山垃圾場、金崙溪口、大龜

文王國皇室遺族。 

第 19 天 

3/1(三) 

農 2/4 

臺東縣賓茂國中 -

臺東縣大武鄉 

 

南迴公路海岸消波塊、大竹溪口沖積扇、結束台東漫長沙灘、激似納尼

亞傳奇的大鳥部落、重返台灣尋找祖先故鄉數百年的大龜文王國 

第 20 天 

3/2(四) 

農 2/5 

臺東縣大武鄉 

-屏東縣牡丹鄉旭

海 

無法出海的大武漁港、不平靜的安朔部落、快接起來的台 26 線。阿塱

壹古道崩塌不能過了，走到南田後改以卡車輪流接駁至旭海泡溫泉 

第 21 天 

3/3(五) 

農 2/6 

屏東縣牡丹鄉旭海

-屏東縣滿州鄉 

司卡羅社群遷徙、中科院、沙灘藻礁珊瑚礁並存的海岸景觀、八瑤灣、

九棚大沙漠、不顧生態的飆沙生態旅遊、牡丹社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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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天數 起迄地點 沿途重要景點（加註底色部分為研究參與者訪談時特別提及之處） 

第 22 天 

3/4(六) 

農 2/7 

屏東縣滿州鄉- 

屏東縣滿州鄉佳樂

水  

出風鼻大縱走、一天覽盡台灣海岸地質景觀縮影、礫灘、沙灘、砂岩、

壺穴、海蝕洞、沖積扇、珊瑚礁、藻礁、出風鼻沉船、佳樂水陸蟹、港

口茶 

第 23 天 

3/5(日) 

農 2/8 

屏東縣佳樂水 -屏

東縣恆春墾丁 

風吹沙、高位珊瑚礁海岸、崩崖地形、龍坑生態保護區、鵝鑾鼻燈塔、

台灣最南點、砂島貝殼砂生態展示館、香蕉灣原始海岸林、高位珊瑚礁、

沙灘生態、墾丁大街 

第 24 天 

3/6(一) 

農 2/9 

屏東縣恆春墾丁 -

屏東恆春山海國小  

南灣捕鯨遺跡、核電南展館、後壁湖港、大光潮間帶、核三廠出水口、

貓鼻頭珊瑚礁海岸、白砂灣沙灘、11 公里珊瑚礁海岸 

第 25 天 

3/7(二) 

農 2/10 

屏東縣恆春山海國

小-屏東縣枋山鄉 

後灣海灘潮間帶、海生館、龜山史前遺址、車城沙灘、失落的海口大沙

漠、楓港溪沖積扇 

第 26 天 

3/8(三) 

農 2/11 

屏東縣枋山鄉 -屏

東縣枋寮高中 

長期侵蝕的海岸、長在海水中的木麻黃、遍地養殖場、魩仔魚業重鎮枋

寮漁港 

第 27 天 

3/9(四) 

農 2/12 

屏東縣枋寮高中- 

屏東縣東港海濱國

小 

每座五千萬的離岸堤、塭豐地層下陷、大鵬灣海岸、馬卡道族重要聚落

放索社、曾有日本自殺快艇震洋艇基地也曾是養蚵重鎮大鵬灣、台灣漁

業重鎮東港、東港魚市場、王爺信仰中心--東隆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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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天數 起迄地點 沿途重要景點（加註底色部分為研究參與者訪談時特別提及之處） 

第 28 天 

3/10(五) 

農 2/13 

屏東縣東港海濱國

小 -高雄市南安國

小 

進德大橋後的鹽埔村開始預告白金文化--鹽業的到來，跨過高屏溪前往

高雄，走在雙園大橋上，看著煙囪怪獸橫行逼近的林園工業區，越顯刺

痛的五感提醒人們思考，什麼是我們想要的生活方式。 

曾讓世人引以為傲的滄海變桑田--旗津沙洲、看看 40 年前拿來填海擴

充旗津面積的中鋼爐渣現在的狀況。蚵仔寮漁港，走 2 公里到青雲宮之

後是充滿廢棄物的峭壁無法通行，再上遊覽車到南安國小。 

原本中芸後仍可沿海堤走到鳳鼻頭港，看南星計畫以中鋼爐渣填海的現

場、看海水呈現 Tiffay Blue 的遊艇專區、看被煙囪圍繞的大林浦、拿荒

蕪的洲際貨櫃中心換三百年紅毛港聚落是否值得。 

第 29 天 

3/11(六) 

農 2/14 

高雄市南安國小 -

高雄市竹滬國小 

彌陀沙灘海岸，但岸邊離岸堤、凸堤遍佈 

第 30 天 

3/12(日) 

農 2/15 

高雄市南安國小- 

台南市鎮海國小 

二仁溪污染、消退的黃金海岸、遍地海洋廢棄物、媽祖凝視下的古都海

岸、安平文化之旅、台江國家公園、鯨豚展示館、紅樹林生態、鹽田、

鹿耳門天后宮 

第 31 天 

3/13(一) 

農 2/16 

台南市鎮海國小- 

台南市三股國小 

 

逛鹿耳門溪、鎮門宮、古媽祖廟遺址、鄭成功登陸地、充滿竹筏加工場

的鹿耳門溪、參觀石斑魚養殖場、曾文溪口南岸海岸消退最嚴重、漫長

無止盡的國姓大橋。 

第 32 天 

3/14(二) 

農 2/17 

台南市三股國小 

-台南市鯤鯓國小 

曾文溪北岸沙洲、蚵棚、飄移的國聖燈塔、鯤鯓海岸、全球唯一的青鯤

鯓扇形鹽田，竟然原本是圓形的。來自澎湖的硓石古承載三條鐵軌的先

進設計，穿梭運送鹽民的希望。 

第 33 天 

3/15(三) 

農 2/18 

台南市鯤鯓國小 -

台南市蚵寮國小 

 

將軍魚市場、三寮灣東隆宮王爺信仰文物館、井仔腳瓦盤鹽田、黑腹燕

鷗、紅樹林生態、溼地生態、南鯤鯓代天府，認識台灣的王爺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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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天數 起迄地點 沿途重要景點（加註底色部分為研究參與者訪談時特別提及之處） 

第 34 天 

3/16(四) 

農 2/19 

台南市蚵寮國小- 

嘉義縣好美國小 

經嘉南大橋過八掌溪、好美寮自然保護區、鱟、浮棚養蚵、溼地生態 

第 35 天 

3/17(五) 

農 2/20 

嘉義縣好美國小- 

嘉義縣東石國小 

布袋安南鹽場、布袋港、四區鹽場、美麗的白水湖沉沒鹽田、壽島沙汕、

東石 

第 36 天 

3/18(六) 

農 2/21 

嘉義縣東石國小 -

嘉義縣下楫國小 

蚵的世界、東石農場、鰲鼓自由行、港口宮集合 

第 37 天 

3/19(日) 

農 2/22 

嘉義縣下楫國小 -

雲林縣金湖國小 

雲嘉大橋後、湖口村成龍溼地，台子村、認識台灣死傷最慘的水難事件、

牽水車藏文化、萬善爺廟、馬蹄蛤養殖，從龍台宮海洋詩詞認識當地海

洋文化。 

第 38 天 

3/20(一) 

農 2/23 

雲林縣金湖國小- 

雲林縣崙豐村  

 

口湖金湖地層下陷、牽水車藏、箔子寮鷺鷥林、三條崙海青宮包公祖廟，

走人工拋石的三條崙港北堤，荒廢的三條崙海水浴場、林厝寮排水溝、

垃圾掩埋場、風頭水尾全台罹癌率最高的台西村 

第 39 天 

3/21(二) 

農 2/24 

雲林縣崙豐村 -雲

林縣豐安國小 

 

看看填土至今仍閒置荒蕪的離島工業區，在剛核准的文蛤養殖專區旁蓋

大型石化園區，中午在距離麥寮六輕最近的安檢所午餐，住離六輕最近

的學校，今晚絕對不是個舒服的一夜，濃郁嗆鼻的空氣卻是居民每天要

必須面對的無奈。 

第 40 天 

3/22(三) 

農 2/25 

雲林縣豐安國小 -

彰化縣西港國小 

六輕大門了解石化業如何促進地方發展，進廠上班工人的眼神真實流露

對未來的想像、六輕凸堤、下午跨過母親之河濁水溪，抵達西港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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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天數 起迄地點 沿途重要景點（加註底色部分為研究參與者訪談時特別提及之處） 

第 41 天 

3/23(四) 

農 2/26 

彰化縣西港國小 -

彰化縣新寶國小 

大城溼地、中台灣最後淨土、台灣最廣闊的泥灘地、芳苑紅樹林、王功

海埔新生地、王功燈塔、時間沙河、蚵架、鐵牛車採蚵。 

第 42 天 

3/24(五) 

農 2/27 

彰化縣新寶國小- 

彰化縣草港國小 

鹿港天后宮，古城漫步、背包組拍漢寶海堤、福興垃圾掩埋場。 

第 43 天 

3/25(六) 

農 2/28 

彰化縣草港國小 -

台中市高美國小 

走台 17，感受工業區的壓迫。 

背包組拍彰濱工業區與大肚溪口。 

第 44 天 

3/26(日) 

農 2/29 

台中市高美國小 -

苗栗縣通宵國中  

大安水簑衣、英華威風力發電機、荒蕪的大安海濱度假中心、苑裡西岐

匠師的故鄉、西海岸沙灘地形、候潮港、美麗大沙灘、出水四座大石滬。 

第 45 天 

3/27(一) 

農 2/30 

苗栗縣通宵國中 -

苗栗縣外埔國小  

廢棄的通宵海洋教育園區、通宵港以北三公里爐渣海岸、白沙屯拱天宮

媽祖、過港貝化石、朱紅泥岩、曾經繁華的公司寮、外埔石滬遺跡、外

埔機場神風特攻隊 

第 46 天 

3/28(二) 

農 3/1 

苗栗縣外埔國小 -

新竹縣富禮國中 

美麗灣寶海岸、美麗的竹南海濱自然公園、長青之森、親子之森、假日

之森、龍鳳港大沙灘、牽罟漁法介紹、崎頂沙灘生態豐富、寬闊的香山

溼地。 

第 47 天 

3/29(三) 

農 3/2 

新竹縣富禮國中 -

新竹縣普元宮 

 

香山溼地導覽、新竹污水處理廠、垃圾掩埋場、客雅溪口賞鳥、南寮漁

港觀光魚市午餐、鳳鼻隧道外很多爐渣、事業廢棄物、新豐紅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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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天數 起迄地點 沿途重要景點（加註底色部分為研究參與者訪談時特別提及之處） 

第 48 天 

3/30(四) 

農 3/3 

新竹縣普元宮 -桃

園市觀音國中 

蚵殼港滿地小石蚵，水質不佳無人敢吃、蚵間村石滬、笨港村電桿礁、

永安漁港生態教育館、永安以北是沙灘，保生社區藻礁生態介紹、觀塘

工業區、大潭火力發電廠。 

第 49 天 

3/31(五) 

農 3/4 

桃園市觀音國中- 

桃園市竹圍國中  

 

上午要走完五條噁心的河，觀音溪、大堀溪、樹林溪、富林溪、老街溪，

看看仍舊壯觀的草漯沙丘，看看被沙丘層層掩埋的無盡垃圾，而累累螺

殼證明此處曾經擁有生命富饒的海洋。今天是西海岸最令人難過的海岸

線。觀音藻礁、草漯沙丘、大園藻礁 

第 50 天 

4/1(六) 

農 3/5 

桃園市竹圍國中 -

新北市淡江中學 

髒臭埔心溪、廢棄蘆竹海濱遊憩區、整天走在濱海公路上、許厝港溼地、

林口火力發電廠八里垃圾焚化廠、八里垃圾掩埋場、台北港、為了無法

啟用的污水處理廠而毀的 13 行遺址、台北港北堤沙灘、挖子尾溼地、

八里左岸、新北市永續環教中心、八里渡船頭 

第 51 天 

4/2(日) 

農 3/6 

新北市淡江中學 -

新北市三芝國中 

淡水漁市場、沙崙海灘、石滬、洲子灣廢棄海浴場、藻礁、貝殼沙、水

車田 

第 52 天 

4/3(一) 

農 3/7 

新北市三芝國中 -

新北市金山 

麟山鼻步道、石滬、風稜石、石蓴藻礁、老梅石槽、石門海蝕洞、晨曦

號現場、沙灘生態、岩岸潮間帶、跳石海岸、金包里慈護宮 

晚上泡溫泉 

第 53 天 

4/4(二) 

農 3/8 

新北市金山- 

基隆火車站  

 

獅頭山公園、水尾絕美砂岩、國聖沙灘牽罟、野柳地質公園、野柳蟹籠

漁業、野柳潮間帶、野柳保安宮海神文化介紹、漁澳路美景只給徒步旅

人觀賞、龜吼村的歷史、萬里蟹。午餐點是新北市與基隆市的交界，近

鄉情卻的心此時達到最高，人工的外木山海水浴場、協和火力發電廠、

建港 131 週年的基隆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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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2019走在家鄉海之濱-海洋百工探詢」行程規劃表 

資料來源：台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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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天數 起迄地點 沿途重要景點（加註底色部分為研究參與者訪談時特別提及之處） 

第 0 天 

2/16(六) 

農 1/12 

高雄小港高中 

 

 上午邀請專業的文史工作者介紹高雄港、市唇齒相依的發展史，了解高雄港在

台灣百年來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角色。 

 下午邀請台灣船長公會理事長，號稱是最會開船的資深船長、資深引水人，乘

著高雄港的遊港船介紹高雄港的設計、功能、發展等故事。介紹每種船的結構、

原理、特色，絕對是台灣罕見的海洋教育操作方式。 

第 1 天 

2/17(日) 

農 1/13 

高雄小港高中- 

高雄彌陀國中  

 

 從台灣海洋首都開始認識海洋產業，承載現代社會的航運、遠洋漁業重鎮前鎮

漁港、走在百年前日人修築的臨港線鐵道上，現在換成輕軌，依樣承載著人生

的盼望。鐵道串起物質與文明歲月，走路串起環境與歲月人生。晚上安平魚市

三代目，幸福海物老闆莊嘉榮介紹魚市場的故事。 

第 2 天 

2/18(ㄧ) 

農 1/14 

高雄彌陀國中-  

高雄竹滬國小  

 

彌陀海岸均是沙灘，但岸邊離岸堤、凸堤遍佈、永安鹽田、烏樹林鹽場、曾經盛

產文蛤--粉蟯的蟯港，竹滬這名字也是海洋產業啊！參觀竹滬在地養殖場。 

第 3 天 

2/19(二) 

農 1/15 

元宵節 

高雄竹滬國小-

台南億載國小

漁光分校 

二仁溪污染、國際珍古德根與芽生態教育中心交流、消退的黃金海岸、遍地海洋

廢棄物、媽祖凝視下的古都海岸、安平文化美食之旅、元宵節猜燈謎。 

第 4 天 

2/20(三) 

農 1/16 

台南億載國小

漁光分校-台南 

三股國小 

台江國家公園、鯨豚展示館、紅樹林生態旅遊、安順鹽田、鹿耳門天后宮。逛鹿

耳門溪、鎮門宮、古媽祖廟遺址、鄭成功登陸地、充滿竹筏加工場的鹿耳門溪、

石斑魚養殖場參觀、曾文溪口南岸海岸消退最嚴重、漫長無止盡的國姓大橋。 

第 5 天 

2/21(四) 

農 1/17 

台南三股國小-

台南七股光復

生態實驗小學 

鹽田體驗、國聖燈塔、台灣極西點頂頭額汕、參觀山海交融的在地返鄉青年文蛤

與白蝦養殖場、台江國家公園生態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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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天數 起迄地點 沿途重要景點（加註底色部分為研究參與者訪談時特別提及之處） 

第 6 天 

2/22(五) 

農 1/18 

七股光復生態

實驗小學-嘉義

北門雲嘉南國

家風景區管理

處 

 鹽博物館參觀、鹽田體驗，全球唯一的青鯤鯓扇形鹽田，竟然原本是圓形的。

來自澎湖的硓石古承載三條鐵軌的先進設計，穿梭運送鹽民的希望。三寮灣東

隆宮王爺信仰文物館、走南 15 縣道接南 10 縣道至井仔腳，井仔腳臺灣現存最

老的瓦盤鹽田體驗、黑腹燕鷗、紅樹林生態、溼地生態，出井仔腳走至北門 

第 7 天 

2/23(六) 

農 1/19 

嘉義北門- 

嘉義好美國小 

經永鴻橋往雙春，南鯤鯓代天府，認識台灣的王爺信仰。過急水溪後左轉雙春，

繞行雙春一圈後經嘉南大橋過八掌溪，至新塭左轉 163 縣到抵達好美寮自然保

護區、鱟、浮棚養蚵、溼地生態。晚上有鹽業職人洲南鹽場負責人蔡炅樵老師

分享。 

第 8 天 

2/24(日) 

農 1/20 

嘉義好美國小- 

嘉義東石國小 

布袋洲南鹽場深度鹽田體驗、深度導覽、鹽工茶體驗、布袋港、四區鹽場、美

麗的白水湖沉沒鹽田、壽島沙汕。 

第 9 天 

2/25(一) 

農 1/21 

嘉義東石國小-

嘉義下楫國小 

蚵的世界、東石農場、鰲鼓自由行 

第 10 天 

2/26(二) 

農 1/22 

嘉義下楫國小-

雲林成龍國小 

 

跨過北港溪雲嘉大橋後左轉地層下陷嚴重的口湖村成龍溼地，看看村民樂觀面

對環境挑戰，認真打拼的精神。認識觀樹教育基金會長期陪伴的社區新風貌，

參觀文蛤生態養殖場。 

第 11 天 

2/27(三) 

農 1/23 

雲林成龍國小-

雲林三崙國小 

口湖金湖地層下陷、全台最嚴重的水患留下最盛大的水祭--牽水車藏、金湖萬

善爺、馬蹄蛤產業、箔子寮、三條崙海青宮包公祖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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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天數 起迄地點 沿途重要景點（加註底色部分為研究參與者訪談時特別提及之處） 

第 12 天 

2/28(四) 

農 1/24 

雲林三崙國小-

雲林豐安國小 

走人工拋石的三條崙港北堤，經過荒廢的三條崙海水浴場、繞過林厝寮排水溝、

垃圾掩埋場、林厝村堤防，經過海新橋走台 17 縣，來到風頭水尾、全台罹癌率

最高的台西村。看看填土至今仍閒置荒蕪的離島工業區，在剛核准的文蛤養殖

專區旁蓋大型石化園區，住離六輕最近的學校 

第 13 天 

3/1(五) 

農 1/25 

雲林豐安國小- 

彰化西港國小 

六輕了解石化業如何促進地方發展，進廠上班工人的眼神真實流露對未來的想

像，六輕凸堤效應，下午跨過母親之河濁水溪，抵達西港國小。 

第 14 天 

3/2(六) 

農 1/26 

彰化西港國小- 

台中王功國小 

大城溼地、中台灣最後淨土、台灣最廣闊的泥灘地、芳苑紅樹林、王功海埔新

生地、王功燈塔、時間沙河、蚵架。鐵牛車採蚵、潮間帶、摸蛤蠣等在地產業

體驗。 

第 15 天 

3/3(日) 

農 1/27 

彰化王功國小- 

彰化鹿港高中 

福寶、新寶、漢寶早年種稻，後因地層下陷、海水入侵、土壤鹽化而停止，轉

型成台灣最密集的酪農業區，與養殖區，白蝦、文蛤、虱目魚。潮間帶也是大

片的插竿倒棚牡蠣養殖。 

第 16 天 

3/4(一) 

農 1/28 

彰化鹿港高中-

彰化海埔國小 

彰濱工業區很可怕，一眼望不完的水泥堤防、一眼望不完的消坡塊，為了承載

開發的『進步』，毀棄大片的潮間帶，產業的發展除了照顧人類一種物種就夠了

嗎？ 

第 17 天 

3/5(二) 

農 1/29 

彰化海埔國小-

台中龍津高中   

 

台灣招潮蟹的故鄉、彰化少數僅存的灘地、跨過烏溪來到台中，在工業發展的

起跑線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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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天數 起迄地點 沿途重要景點（加註底色部分為研究參與者訪談時特別提及之處） 

第 18 天 

3/6(三) 

農 1/30 

台中龍津高中-

台中高美文興

宮 

整天陪伴工業發展的歷史賽道向前，漂沙、潮差、東北季風大等先天環境，其

實台中不適合築港，但地理位置甚佳，清、日、國民各代政權都努力在台中建

港，商業、貿易、資源吞吐一直都是梧棲的重要價值，現在也是台灣第二大港，

要承載第二大的夢想，築填出一旁全世界第二大的燃煤火力發電廠，更擁有世

界第一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這個夢想真的很大。在偌大的旅客服務中心外午餐，

一週的船只有一、四、日這三班，快速便利的口號會騙人，還好黃昏時的高美

濕地不會，大自然總是有辦法療癒人心。 

第 19 天 

3/7(四) 

農 2/1 

台中高美文興

宮-台中海陸空

農場露營區  

 

大安水簑衣、英華威風力發電機、荒蕪的大安海濱度假中心、苑裡西岐匠師的

故鄉、西海岸沙灘地形、候潮港 

第 20 天 

3/8(五) 

農 2/2 

台中海陸空農

場露營區-苗栗

新埔國小 

 

美麗大沙灘、出水四座大石滬、1922 年通宵火車站辦理海線鐵路啟用典禮，唯

一葬於台灣的第七任明石元二郎總督、首次實施台灣教育令，墊定台灣各級教

育基礎、大興技職教育、創立台電前身--台灣電力株式會社、鋪設海線鐵路、

規劃日月潭水力發電、籌建嘉南大圳、制訂台灣森林法、改革三審司法制度、

通宵港以北三公里爐渣海岸、秋茂園、海線四座僅存日治時期木造火車站（新

埔、談文、大山、日南），這趟行程唯一會遇到新埔站，產業發產、物資輸送都

脫離不了交通建設，1919 年滯貨事件導致海線鐵路的實現、1922 年啟用。 

第 21 天 

3/9(六) 

農 2/3 

苗栗新埔國小-

苗栗外埔國小 

秋茂園的建立目的是佈施人間的伊甸園，看了那麼多鹽田，來參觀通宵精鹽廠，

看看今昔差異，白沙屯拱天宮媽祖、過港貝化石、朱紅泥岩、曾經繁華的公司

寮、外埔石滬遺跡、外埔機場神風特攻隊 

第 22 天 

3/10(日) 

農 2/4 

苗栗外埔國小-

新竹富禮國中 

美麗灣寶海岸、美麗的竹南海濱自然公園、長青之森、親子之森、假日之森、

龍鳳港大沙灘、牽罟漁法介紹、崎頂沙灘生態豐富、寬闊的香山溼地。參觀漁

獲不落地的明發定置漁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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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天數 起迄地點 沿途重要景點（加註底色部分為研究參與者訪談時特別提及之處） 

第 23 天 

3/11(一) 

農 2/5 

新竹富禮國中-

新竹埔和國小 

香山溼地導覽、新竹污水處理廠、垃圾掩埋場、客雅溪口賞鳥、南寮漁港觀光

魚市午餐、鳳鼻隧道外很多爐渣、事業廢棄物、號稱是全台灣最毒的海岸，2018

年底開始清運，新豐紅樹林。 

第 24 天 

3/12(二) 

農 2/6 

新竹埔和國小-

桃園觀音國中 

 

蚵殼港滿地小石蚵，水質不佳無人敢吃、蚵間村石滬、笨港村電桿礁、永安漁

港生態教育館、永安以北是沙灘，保生社區藻礁生態介紹、觀塘工業區、大潭

火力發電廠。藻礁生態調查與體驗。 

第 25 天 

3/13(三) 

農 2/7 

桃園觀音國中-

桃園竹圍國中 

上午要走完五條噁心的河，觀音溪、大堀溪、樹林溪、富林溪、老街溪，看看

仍舊壯觀的草漯沙丘，看看被沙丘層層掩埋的無盡垃圾，而累累螺殼證明此處

曾經擁有生命富饒的海洋。今天是西海岸最令人難過的海岸線。觀音藻礁、草

漯沙丘、大園藻礁 

第 26 天 

3/14(四) 

農 2/8 

桃園竹圍國中-

新北淡水國中 

髒臭埔心溪、廢棄蘆竹海濱遊憩區、整天走在濱海公路上、許厝港溼地、林口

火力發電廠八里垃圾焚化廠、八里垃圾掩埋場、台北港、為了無法啟用的污水

處理廠而毀的 13 行遺址、台北港北堤沙灘、挖子尾溼地、八里左岸、新北市永

續環教中心、八里渡船頭。 

第 27 天 

3/15(五) 

農 2/9 

新北淡水國中- 

新北市三芝國

中 

淡水漁市場、沙崙海灘、石滬、洲子灣廢棄海浴場、藻礁、貝殼沙、水車田。 

第 28 天 

3/16(六) 

農 2/10 

新北市三芝國

中-新北市金山

高中 

 

麟山鼻步道、石滬、風稜石、石蓴藻礁、老梅石槽、石門海蝕洞、晨曦號現場、

沙灘生態、岩岸潮間帶、跳石海岸、金包里慈護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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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天數 起迄地點 沿途重要景點（加註底色部分為研究參與者訪談時特別提及之處） 

第 29 天 

3/17(日) 

農 2/11 

新北市金山高

中-基隆港西國

小 

獅頭山公園、水尾絕美砂岩、野柳地質公園、野柳蟹籠漁業、野柳潮間帶、野

柳保安宮海神文化介紹、漁澳路美景只給徒步旅人觀賞、龜吼村的歷史、萬里

蟹，人工的外木山海水浴場、協和火力發電廠、建港 133 週年的基隆港，住在

百年前台灣門戶西二西三碼頭旁，見證台灣現代化產業發展，也見證旅程滿月。

基隆市政府海洋事務科科長蔡馥嚀演講。 

第 30 天 

3/18(一) 

農 2/12 

基隆港西國小- 

新北市欽賢國

中鼻頭分校 

清晨的崁仔頂漁市場是台灣的築地魚市場，有機會一定要去見識、介紹建港 133

年的基隆港，介紹曾經是基隆八景鱟嶼凝煙的鱟公母島、和平島漁市場、水產

試驗所、和平島地質景觀、八斗子漁市場、海洋科技博物館、蕃仔澳象鼻岩、

員山子分洪道、南雅奇岩。 

第 31 天 

3/19(二) 

農 2/13 

新北市欽賢國

中鼻頭分校-新

北市福連國小 

龍洞灣潛水勝地、鼻頭步道、積沙和美港、海蝕平台。參觀九孔養殖場下午鹽

寮海灘、福隆沙灘、雙溪河出海口、卯澳社區 

第 32 天 

3/20(三) 

農 2/14 

新北市福連國

小-宜蘭梗枋國

小 

洋寮鼻、台灣本島極東點三貂角、萊萊鼻、萊萊磯釣場、單面山、看海蝕平台

上的採集生活、九孔養殖場、石城咖啡、定置漁業、大里天公廟、蜜月灣、北

關海潮公園 

第 33 天 

3/21(四) 

農 2/15 

宜蘭梗枋國小-

宜蘭公館國小 

金斗公廟、外澳慶天宮、外澳沙灘、烏石港凸堤效應、烏石港賞鯨產業介紹、

蘭陽博物館、廢棄的頭城海水浴場、竹安溪口賞鳥、南宜蘭沙崙地形、九孔養

殖場、參觀白蝦養殖場 

第 34 天 

3/22(五) 

農 2/16 

宜蘭公館國小-

宜蘭南安國中 

蘭陽溪口溼地、東港濱海榕樹公園、部后大陳漁師廟有特殊的大陳海神，是大

陳島民與故鄉剪不斷的情感聯繫、蘭陽溪口自然保護區，漫長的沙崙地形在今

天要結束，龍德工業區外的海岸林是附近生物重要的遷徙路徑，漫步無尾港溼

地、這裡是台灣最早開始做社區營造的地方，無尾港牽罟、認識大陳海洋文化，

過隧道就進入台灣近海漁業的重鎮--南方澳，船舶的多樣性、周邊產業的多元

蓬勃都值得認識，晚上有南方澳永續海洋產業推手心路分享，住在美麗的內埤

海灘旁，在濤聲海生中入眠，準備隔天踏上蘇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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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天數 起迄地點 沿途重要景點（加註底色部分為研究參與者訪談時特別提及之處） 

第 35 天 

3/23(六) 

農 2/17 

宜蘭南安國中-

宜蘭蓬萊國小 

徒步走過蘇花公路，蘇花改開通後，舊路車少已適合步行。新澳隧道口野餐午

餐。大南澳越嶺古道開放了，要避開車潮走進迂迴蜿蜒的古道，145 年的歲月

過去了，當年為了開山撫蕃而倉促闢出的狹窄小徑早已不復存在，但萬山葺然，

亙古未薙的自然山林永遠無私的撫慰每個旅人的心！走在先人篳路襤褸的古

道上，有幸能在行走的同時了解古道的歷史、了解腳下石頭的生命，更是難得

的緣份。 

大南澳越嶺路線參考 http://blog.udn.com/mobile/wen4684/124011424 

第 36 天 

3/24(日) 

農 2/18 

宜蘭蓬萊國小-

宜蘭和平國小 

南澳、金岳、武塔，這些是這條路上的傳統聚落，近年在公私立單位的輔導下

也開拓出部落的生態旅遊路線，值得下次深度造訪。谷音、谷風、觀音，走在

海之濱十年來都是走底下的萼溫斷崖，2019 首次嘗試走在峭壁上看太平洋。 

第 37 天 

3/25(一) 

農 2/19 

宜蘭和平國小- 

花蓮明恥國小 

 

和平過後的清水斷崖路幅過窄，改搭火車過去，26 公里的路程火車只需 20 分

鐘，步行卻要花一整天。新城出來後徒步走過七星潭礫灘，三棧溪口、康樂漁

市場、德燕魚市場、拜訪洄遊吧認識定置漁業，認識返鄉青年的熱情與堅持。 

第 38 天 

3/26(二) 

農 2/20 

花蓮明恥國小-

花蓮和南寺 

北濱公園、花蓮溪口沙嘴、東管處、海堤過度開發、鹽寮海岸不當建設 

第 39 天 

3/27(三) 

農 2/21 

花蓮和南寺-花

蓮水璉國小 

拜訪蘇帆海洋基金會，邀請專業的拖鞋教授說說海的波、浪、風、流。過 12 號

橋後彎入舊台 11 線遺跡看看，反思人定勝天思維。舊路末端已完全崩塌，仍

要走回新路前往水璉。 

第 40 天 

3/28(四) 

農 2/22 

花蓮水璉國小-

花蓮磯崎營地 

牛山呼庭的細沙灘很讚，但近年的海浪掏蝕幾乎已經無法從水璉走海岸到牛

山，今天時間較充裕，可以去看看。今天路程不長但坡很陡，要有心理準備。

晚上住的磯崎是附近少見的沙灘 

 

http://blog.udn.com/mobile/wen4684/124011424?fbclid=IwAR3wLjInQ8oKUtiP06V30aejxVM_S_Ab_F3ldF2oe6YTV0_qL8cRxF7qL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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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天數 起迄地點 沿途重要景點（加註底色部分為研究參與者訪談時特別提及之處） 

第 41 天 

3/29(五) 

農 2/23 

花蓮磯崎營地-

花蓮石梯坪 

東岸難得大沙灘、海階地形、噶瑪蘭族現居最大聚落、香蕉絲編織工坊、親不

知子斷崖、玻璃天空步道，豐濱有全台灣最美的海階地形、火山角礫岩層、石

梯坪地質景觀介紹。 

第 42 天 

3/30(六) 

農 2/24 

花蓮石梯坪-台

東長濱國中 

阿美族海洋文化、秀姑巒溪口沙嘴地形、夜晚的溪口是撈鰻苗的聖地，長虹橋、

阿美族竹筏、Cepo’大港口事件、靜埔遺址、八仙洞以南是沙灘生態系、舊石器

時代遺址、樟原是西拉雅族與噶瑪蘭族分布的界線、 

第 43 天 

3/31(日) 

農 2/25 

台東長濱國中-

台東忠孝國小 

瘋狂積沙的長濱港、龍蝦養殖、西拉雅族的瞭望台加走灣，大片沙灘、烏石鼻

火山地形。下午參觀少見的海水白蝦養殖業場，連生的冷凍白蝦都超級香甜、

宜灣紙片教堂、成廣澳歷史漫步、蟳廣嘴藻礁生態介紹、 

第 44 天 

4/1(一) 

農 2/26 

台東忠孝國小-

台東小馬活動

中心 

比西里岸、三仙台珊瑚礁生態系、台東自然史博物館、成功漁市場、海階地形、

東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小馬村礫石灘、馬武窟溪出海口河口生態。 

第 45 天 

4/2(二) 

農 2/27 

台東小馬活動

中心-台東富岡

國小 

金樽沙頸、陸連島、沙灘生態系、都蘭鼻、都蘭阿美族文化、史前遺址、水往

上流、杉原灣、富山禁漁區、不美麗的美麗灣飯店、莿桐部落、小野柳珊瑚礁

海岸、小野柳風化地形 

第 46 天 

4/3(三) 

農 2/28 

台東富岡國小-

台東知本國小 

卑南溪口沖積扇、走馬路直達希臘愛琴海般的夢幻校園--豐源國小，中午在熱

鬧的台東市自理，之後是六天人煙日漸稀少的行程，傍晚自行去知本國小集合。 

第 47 天 

4/4(四) 

農 2/29 

台東知本國小-

台東金崙社區

活動中心 

台東以南全是大片沙灘，但都被南迴公路拓寬工程毀滅，三和定置漁場、太麻

里溪口八八風災遺跡、舊香蘭史前遺址、虷子崙山垃圾場、金崙溪口、大龜文

王國皇室遺族。 

 



 

 

264 

 

日期\天數 起迄地點 沿途重要景點（加註底色部分為研究參與者訪談時特別提及之處） 

第 48 天 

4/5(五) 

農 3/1 

台東金崙社區

活動中心-台東

大武永久屋 

南迴公路海岸佈滿消波塊、大竹溪口沖積扇、台東漫長沙灘準備結束、激似納

尼亞傳奇的大鳥部落、重返台灣尋找祖先故鄉數百年的大龜文王國。 

第 49 天 

4/6(六) 

農 3/2 

台東大武永久

屋-台東南田村

集會所 

無法出海的大武漁港、不平靜的安朔部落、快接起來的台 26 線。 

今天很輕鬆，只走十公里，走到阿塱壹山腳下的社區住宿，十年前馬路拓寬而

拆掉的舊活動中心原址又蓋起新的會所，同一個位置相仿的空間，承載歷年海

之濱同學們都有的阿塱壹回憶。 

第 50 天 

4/7(日) 

農 3/3 

台東南田村集

會所-屏東港仔

村 

 

上午走阿塱壹、下午走台 26 線中科院。司卡羅社群遷徙、中科院、沙灘藻礁珊

瑚礁並存的海岸景觀。 

第 51 天 

4/8(一) 

農 3/4 

屏東港仔村-屏

東港口村 

八瑤灣、九棚大沙漠、不顧生態的飆沙生態旅遊、牡丹社事件。九棚佳樂水是

國家公園核心保護區，難以進入，1000 坐巴士接駁到滿洲再往下走到加樂水。

港仔到九棚片埔路口 5k，滿洲國中到永港國小 4km，永港國小走到佳樂水吊

橋 5km，吊橋到興海港 2km。走在瑯橋卑南道上，海岸地質景觀縮影、礫灘、

沙灘、砂岩、壺穴、海蝕洞、沖積扇、珊瑚礁、藻礁、佳樂水陸蟹、港口茶。 

第 52 天 

4/9(二) 

農 3/5 

屏東港口村-屏

東墾丁國小遊

學宿舍 

風吹沙、高位珊瑚礁海岸、崩崖地形、龍坑生態保護區、鵝鑾鼻燈塔、鵝鑾鼻

神社、台灣最南點、砂島貝殼砂生態展示館、香蕉灣原始海岸林、第二捕鯨遺

跡、高位珊瑚礁、沙灘生態。晚上逛大街 

第 53 天 

4/10(三) 

農 3/6 

屏東墾丁國小

遊學宿舍-屏東

山海國小  

南灣捕鯨遺跡、核電南展館、後壁湖港、大光潮間帶、核三廠出水口、貓鼻頭

珊瑚礁海岸、白砂灣沙灘、11 公里珊瑚礁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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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天數 起迄地點 沿途重要景點（加註底色部分為研究參與者訪談時特別提及之處） 

第 54 天 

4/11(四) 

農 3/7 

屏東山海國小-

屏東枋山鄉老

人活動中心  

後灣海灘潮間帶、海生館、龜山史前遺址、車城沙灘、失落的海口大沙漠、楓

港溪沖積扇 

第 55 天 

4/12(五) 

農 3/8 

屏東枋山鄉老

人活動中心-屏

東枋寮高中 

長期侵蝕的海岸、長在海水中的木麻黃、遍地養殖場、魩仔魚業重鎮枋寮漁港 

第 56 天 

4/13(六) 

農 3/9 

屏東枋寮高中-

屏東海濱國小 

每座五千萬的離岸堤、塭豐地層下陷、大鵬灣海岸 

漫步、馬卡道族的重要聚落放索社、大鵬灣曾有日本自殺快艇震洋艇基地、也

曾是養蚵的重鎮、台灣漁業重鎮東港，認識東港魚市場、王爺信仰中心--東隆

宮、見識已經內化到村民心中深處的王爺信仰。 

第 57 天 

4/14(日) 

農 3/10 

屏東海濱國小-

高雄小港解散 

 

最後一天，即將回到紅塵人世間，美好的旅程即將結束，離開東港，跨過進德

大橋，進德大橋後的鹽埔村是台灣具規模鹽場的南界，跨過高屏溪前往高雄，

走在雙園大橋上，看著煙囪怪獸橫行逼近的林園工業區，越顯刺痛的五感提醒

人們思考，什麼是我們想要的生活方式。 

最後仍有五公里的大馬路，走在綿延不絕的偌大工廠旁邊，享受現在定義的文

明社會的代價就是這樣，什麼是您自己想要的、重視的、追求的呢？這都是選

擇，如同這次的旅程滴滴點點的選擇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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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調查表 

說明：本次資料僅供研究使用，研究者將遵奉研究倫理而予永久保密且匿名 

 

受訪者姓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男 □女 

學歷 □國小 □國中  □高中（職）□專科  

□大學 □碩士以上 

婚姻狀態 □未婚  

□已婚且配偶在世   

□已婚但喪偶   

□離婚 

目前職業 □在職中  

□已退休   

□家管  

□待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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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訪談同意書 

親愛的研究參與者您好： 

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博士生潘美璟（以下簡稱研究者），目

前正進行博士論文「成人海洋環境意識轉化學習研究-以徒步環臺參與者為例」

之研究（以下簡稱本研究）。本研究希冀以曾參與臺灣海洋環境教育協會 2017 及

2019 年徒步環島活動者為對象，瞭解參與者在此活動中於海洋教育與成人教育

面向上的轉化學習樣貌，以作為日後社教機構及有心推廣海洋教育之團體活動規

劃及設計之參考，以利全民海洋教育之推行。希望您能提供個人之經驗與想法協

助本研究進行。 

 本研究擬邀請您進行深度訪談，為保障受訪者的隱私權、尊重受訪者個

人意願，以及確保研究過程正確嚴謹，在整個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將嚴守研究倫

理守則，相關規範如下： 

一、 為尊重受訪者自主性，研究者必須充分告知受訪者並取得其同意，

始得進行研究。 

二、 訪談進行中，受訪者若有不想回答的問題，可拒絕回答；受訪者

若不願繼續參與該研究，受訪者有權告知研究者欲退出該研究，

研究者不得拒絕其要求。 

三、 以當面訪談方式且全程錄音為原則，約 60 分鐘至 90 分鐘，若訪

談資料不清楚或需再次澄清，則另訪問或電訪以獲得正確的資料；

另外，訪談結束後，訪談逐字稿經整理後會提供給受訪者，並請

受訪者確認及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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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者必須確保訪談進行的隱私與安全，所選擇訪談的場所、地

點以受訪者方便為原則。 

五、 本次訪談資料未來可能會出現在研究者的博士論文、學術期刊、

會議或出版成書。 

六、 訪談內容經繕打為逐字稿後，僅供研究者分析使用，內容絕不外

洩。研究者將匿名處理受訪者身份，並隱藏其他足以讓閱讀者推

知受訪者身份的資訊。 

研究者參與聲明 

 

我已經瞭解以上內容及相關權益，同意受訪參與本研究。 

研究參與者：                    （簽名） 

日期：                     

 

我同意研究者使用訪談過程中的內容。 

研究參與者：                    （簽名） 

日期：                     

 

 

附註：本同意書一式二份，分別由研究參與者及研究者留存，若您對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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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問題，歡迎隨時與研究者聯絡，謝謝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 

指導教授：黃明月博士 

博士生：潘美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