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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教學研究以資i率由找瑕境價位為主要內容，樣討價值i澄清法主義馬在資源、回收教育

土之教學成效。研究者以價譴潑清法設計一發關於資源自~支持會編教材，會 l43 名閩中

一年級學生進行資捧回收教學介入，並於教學介入詩夜以結構式時卷格訓。研究發現在

接糾結果中，有/無意圍之研究對象在「結果評價 J 、「態度 J r 資源回收認知 j 上，達

到整體柱之顯著差異。比丹，從事資源白技之行為意麗與「結果評贊 j 、「態度 J 、 r ~ 

我效能 J 呈現頰著正相路，野花三類f言?全會豆豆接影響其行為意閣。而丹在變項方面，研

究對家本身從事資源回收之經驗與資瓏的收行為:露露呈現顯著抬頭，表示學生具有資源

回收經驗者，其資源回收行為意翰愈強。另外，價值澄清教學法在「結泉持續 J 、「憨

度 j 、「自我故主幻、「行為意圈 j 、「資源自技認知」及「環境敏感度 J 上，蓮波IJ 分

數均較請別分數為高，表示花種教學方法對於資源回收教育具有其教學技柔 o

輯聽字: 1饗i竟教育、資源問i皮、體體澄清

台;ftí彷立;ft安鸝民中學教師

H 獨立台灣師益大學衛生教育學系教攪

103 



衛生教

堂、研究動機

閉著快現經濟發展腳步的移動，台灣相臨大部分的人民正在享受現代化方便生活

的同時，自感受到環境污染的壓力。現今社會中，充斥著「用完卸去的世界觀y 人類

只以自身為考慮環，心，隨意浪費資、濁。然間「用完即丟」的消費型態及華麗繁接組裝

，不僅造成了資囂的過度消耗， i位使得!蠶藥物產量以驚人的連度在全

，成為世紀之癌。垃圾可以說是人類自前無頭臨最大的最保需題，全球每年大

約製起了十嚷噸的垃圾，這些垃圾成長的譯度和醫路生產乖額 (GNP) 的大串成比

(劉志成， 1993) 0 串於台灣追狹人穗，再加上平原土地有限，經濟活動頻繁、住商混

，使得 f垃圾問題 j 一直是台灣人民揮之不去的環保夢臀。;不論是「垃圾山J

r 按大戰f 都直接反讓出污染者不顧封的己的污染佇為負責現象。

台it市環境保護局八十六年統訐資料顯示台北市民平均每人每天產生 l泊8 公斤

的投圾，數最驚人，而去棄的垃圾中紙類、:塑膠類、機勝類、破璃類及金屬類等物質，

之資源，在市區垃圾中紙類合軍約 28.78% ;塑膠類 19.23% ;玻璃類

7.74% ;金觸頗 7.71% ;橡膠類 0.42% '五噴合計紹:晶 63% (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997)。顯立城分額、垃圾減量、資源回收再利用行為是…個近年來頗受重視及推廣

的活動。邱昭蓉( 1993 )指出台北市家庭廢棄物可臨佔繫倒都市固體壇棄物鹽、量的三

，多家腿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垃圾誡暈、資源腰肢的環謀實踐場所，用從其研究結

果顯示只要體起減少家庭垃圾的產生，盡量單接使懦、組紋，到都市家寞的垃圾量說

可以按少到為半，甚至整個都市團體廢棄物體黨也可能自Ilt或少六分之一。另寄一項

關於家聽參與垃圾部紋的謂查蠶示， -----旦f童們養成資提問梭的習，蹺，將可減少超過 20

(毒害i志成， 1993) 。故本語究擬以價值證清教學法寶路資源自故教育，建構

，讓學生體諒環境價值，促使將知識與行為結合，內f仁為自我的實

值觀，進站養成動白發的資源自收行為，並持之以恆。價11也潛清法是目前盛行於美

，我國也將此教學法應用在衛生教背、教學輔導等實證研究，

但很少憊的在瑕境教育方面，因此本研究運用以價值澄清為導向的教學法，進行資源

收教育，希望提供。套資源@]收教學模式，給未來九年一貫諜相實施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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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其價值澄譯法設計，…套關於資源回收的自緝教材，瞭解從

事資源回收之行為意圖與各類信念及外在變項之相關情形，並探討價值、澄清法應用於

資源自殺教育上之教學效果，比較鑽值澄清導向教學介入前後，對學生在資源自殺的

結果評價、態度、自我效能、行為意圖、資源問l[:Q:認知及讓境敏感度之差異。希望能

提棋另一種有那於簿統講述的教學方式，以續積澄清為導向應用於資源回收教學上，

做為未來九年一黨課程實施推動學校資、課間收教宵的參考。

參、名詞界說

為使本研究所使用的名詞意韓明確，茲將重要名詞加以界是如下:

、價個澄清法: f寶值澄清呵法是一種新的學習方法與歷程，其進行的方式是、澄清性問

答及書寫活動等教學策略，以培養舉生在認知、情意、行動及人際關係上審慎思

考的技巧，立在經由選擇、會視、行動的價值清清腔程，建立組真正鸝於白

、情感、搗負及領f直觀，以充分發展惜我 e

、資源自i敗之結果評霞 (Outcome Evaluations ; Ei) :指個人對從事黨源凹收結果的

正向成負冉的主觀評價。

三、資源問收之態度( 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 ; Ab) :指個人對資源問收的正向或

負向的主觀評價。

的、資源回收之行為意圖 (Behavior Intentíon ; BI) :指個人從今以後，艷?是事資源回

收可能性的主觀判顫。

五、資j原問坡之自我效能:指鋼人在特殊情境下，自我詩話對從事資源臨紋的操控能

力。

、環主黨敏惡波 (Environmental Sensitivíty): 指個人對於填境的感受哇，及所能容忍

的程度 o

肆、文獻探討

全球的垃圾罷不斷地成晨，垃圾處理所衍生的各種社會、政治、經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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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是各國政府所注意的課題，加上人們環保意識的覺餌，已意識到資源的珍貴及韓少

性，所以「廢棄物減蠱、資源回收、持科馬 J 以蔚為世界潮流，各醫無不放汲推廣此

項總色環保運動。廢棄物分類、資源回收本黨主旨在教導人額重複使用已聞發的自然

發源、減緩地球資源蘊藏爐桔竭的速度(梁明鐘， 1992) 。

一、的嘻地區廢聽特講理之情彤

「廢棄物講理法」為我聽驚源回收政攘的法源依據，民國六十三年第一般的廢棄

物清理法中，法要的政策閥的鵲重在有效清除處理種藥物，改善環境衛生及維護閻民

健康(的震齒， 1997)。聞台灣地富之資源問收始於民盟六十六年之「垃圾分類收集f

以往控按分額方式偏重於配合垃圾中間處理布設計;然布一鹼未設置或未興聽完成垃

圾焚化廠之試辦，垃圾分類拔麓接並無妥善處理，文因分顯方式繁複不易瞭解，導致

試辦地富居民酷合意聽借落，執行效果不佳。

至民關t二十七年廢棄物清理法進行第三次修訂時，始導入資源函，肢的概念，民盟

七十八年高雄縣鳳山市實撞之可燃、不可臻、 、建築、事業及巨大垃圾之分類方

，已可見資源回收導向之雛喂，居民亦較能配合此一資源[p]坎行為(閱棋玲. 1989 ; 

行政院環境保謹薯，內的;張祖憲、張乃斌， 1993) 。民國七十七年髒正公佈之「

物清理法f 確立了產業震任制度及強幫回收的精神，其中第十條第一頃規定，酹於其

若不易清除處理、會長期不易，腐化之成分或舍有害物質之成分，致有嚴達2污染環境之

纜的廢棄物，責成鼓物品或其位裝之製站、輸入、販賣業發臣收清除廳哩。行政院瑕

境謀護署亦隙續公告回收之項侶，並會同中央事業三主管機關(如經濟部、農委會)

定回收辦法，並按期訟告指定業者，嚐建成之間收率。

民國八←八年七月卡四日總統公布 r J護黨物清理法 j 修正棠，大幅增繆訂有關事

業廢棄物及非法藥費之管制等相觀條文，共計增{彥六個條文，其i有容勢必影響政府之

管理作為，也會使產業界、公民營清理機構在清理事業雖棄物之心態及執行方式上有

所改變(黃輝頭， 2000) 。

二、台北市實施翼源回收之現況

.k)、民盟八十七年為餌，台北市每人每日 1.08 公斤，溫度消費之情形

相當嚴重，布依環保署程計資料顯示，是台灣地臨垃壤中可回收資源給f占 40% (台北

高琨境保護昂， 2001) ，如未予分類凹收而逕有掩理或焚化農嗯，不但縮短掩理場及焚

化;連使用壽命，且韶分含有害物賽之垃圾，種易造成;二次公害 Q 有鑑於此，台北rtJ環

境保護持特欖帽推動各項資源垃圾由校主作，拉莫穹藉血資源問i控系饒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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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息的目標。

聽棄物清除處理~\須投i主相當諧的成本，以經濟學的角度來藩，垃圾處理市場機

能之失調，係受到民眾與企業對於高昂的垃圾清理戚本缺乏體認;滅，曠工作推動紛慢，

垃圾量的持續攀升;實灑垃圾之間收率;萊索回收物環格波動等因素之影響 o 因此對龍

頭垃圾處理之「垃圾減蠶 J 與「資漂回收 j 工作，必須缸造經濟誘因，如仁污染者付

費」措麓，有必難在清除路理費之徵收上，推動敢為建黨徵收，並將清餘躇總成本之

計算法制化、收費專款專用等調整措施，以確實達成清除處理收費目的;並以價銷量，

抑制廢棄物賤民，來衍解廢棄物清理壓力，攪升，嚨藥物清理工作品質。

台北市政府秉持著控壞處理說量化、資源化、多咒統的原則，頭訂了「台北市一

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擻收自治條伊Ú J .確立推動垃圾清除處理費隨袋徵收之政策，並擬

定相關推動訐畫及配器措施，自八十九年七月一日實麓，實施後至十工月三十一日寫

性，卒均每日臨隊垃圾議為 1834 公噸，較八十八年岳平均值 2970 公報減少 1136 公轍，

誡量比率達 38% ;七至十工月平均每日資源自殺量達 197 公噸，資源回歧率建 9.8% ' 

較八十八年平均值成長白錯，且民眾配合使用聘用垃圾按此事更高過 99.6% '王三九十

年三月鹿為止，平均每日區隊垃圾量為 1922 公轍，較八十八年日平均個 2970 公噸減

少 1048 公噸，減量比著這連百分之卅五; 日資源自殺量達 181 公轍，資源回收率

達 8.6% (台北市環境保獵局， 2001 ) ，環境亦維持整潔，鮮有踐是觀丟垃垠情事，

見垃圾嘴臨隨袋敏收政策對家戶垃圾減暈工作的助益，故垃圾費隨袋徵收己連到促進

址圾減蠱、資源回收之政策問酬。

三、價值澄溝法的意義

價{î寞是人的心靈狀態，娃一種概念或思想，是人格的一部份，是好惡的傾向，也

是持久的借念，對f器人行為具引導作用，環境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環即是環境費髓教育

的部分 o Iozzi (1989) 指出:大部分的環境教育研究者認為，想要有效的實施環境教

育，忌、須從建立體是種種的環境態度與價藺草草手，讀糟的環境態度與價值一旦建立，

就能持久不變，有助於使其在生活環境中散遺切的選擇(許美瑞、閻麗輯、報研穎、

江宜f書， 2000) 0 Bloom 等( 1956)曾將教育問景區分為三大領域，即認知的( cognitive )、

( affective) 和投酷的( psychomotor )。情意的教學目標主要內容就是要學生紹

自內化過程( internahzation ) ，形賊價值觀，並將體{讓觀組織成體體體系( value 

complex) ，最後依據價值形成體系形成品格。環境續罷教育為推展環境知識、態度、行

為及培養價值觀等的最根本辦法之一， Roth ( 1992) 更搜出環境素養的擺升為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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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的自擇。

價值清清法 (Values Clarí在cation) 是E話盛行於美闢各級學校的教學方法之一，

我國對纜值澄清法的引進，最早是在方炳林( 1972) 的「教學新誨 j 一書中，當該法

有簡單介紹，對民國 67 年，夏林浦、部建爐、晏涵:史、吳明清等人，分點論述(買個澄

清法在教育、衛生教育、輔導上的運用，而且許多學者利用體告澄清法進行實投性的

研究。命;於健康教育的內容範圈，都牽涉到價個教學，所以以下介紹有閣樓個澄清法

的意義、需求的理由、功能、適用範圍、實據程序、實證研究。

(一) 1貢組澄清法的意義

歐滄和( 1982) 、朱森稿( 1984) , :方紫薇( 1986) 綜合各學者的意見，表連出價

值澄清法的幾個藥業:蠻儷澄清法是…種新的學習方法與歷程，其進行的方式是澄清

性問答及書寫活動等教學策略，以培養學生在認知、 、行動及人際關係上審慎思

考的技巧，就經由學視、選擇、佇動的價值澄清歷程，建立起真正屬於自己的錯念、

情感、搗食及價個觀，以充分發展自我。

目前盟中課程中，有帶及至6環境教育的課程，包括健康教育、理化、認識台灣等

科自 o 但是大都是以知識方式是現，較不能引起學生興趣與法態。盟此，本研究擬適

用價值澄清法的理念與教學模式，以與生活環境相闊的問題，引發學生興趣，在主動

探詢知識的過程之中，靠學生自己建構問得封，立史以價儷澄清法培欒學生的認知、情

意、態度、價值觀，進宿在正向的環壞佇措。希望建立一套資源自殺教學機式，作為

園中階段的教學參考，尤其未來九年一貫制的課程實施時，可以作為纜康與體育、

然與科技、綜合活動實施內容的參考，或在彈性授課節數中實藉。

(二)價值澄清法的功能

Casteel 及 Stahl (1 975) 認為，價值洽滯法有六環功能:

1.溝蠶的功能:增強學生表達自我的想法、借仲、讀f踐和感受的能力。

2. 間程，心:增進學生設身處站瞭解他人的能力，尤其對環境與他們囂著不間的

人。
3. 解決問題:透站嚷糧經驗，使宙人在攝臨間是廳時，學習考禪各種可能的後果，

選擇優先頓序，並決定行動裝略 O

4. 藥立與審慎思考:增強學生在社會中採懷蜓態度與批判的農慮，並剪於表達

其雙向或反對。

5. 1i故決定能力: 1攪鐘澄清法的活動設計中，幫會安排各酪麓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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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如何做最適當的決定。

6. 個人的一致龍:增進摺生認清並掌握各種不悶的能力，並增進思考的變通性

及開放，佳。

(主) 1費1題澄清法通用範贖

根蟬~J興郁( 1981 )報告中，指出與價值醫突有臨i布適用價1L藍澄清法的課題有:

位教腎、藥物教宵、家庭生活教育、營餐教育、安全教菁、老化與死亡教育、休閑教

育、心增衛生教育、環境教菁與生態教育、消費行為及疾痴預防。可知環境教育可應

用實個澄清法來推行，可，[，普關內應用價11最澄清法於環境教育的研究很少。

(的)價值澄清法的實鵬程序

價值澄清法是將價值形成的塵程，運用到實際教學活動中，並透攝個人的認知姓

思考及情感上吟視，使入發展出生活中的明確價盤。

1.續做澄清法的教學過程

Castee1 及 Stahl ( 1975 )認為價值澄清技巧的態用分四個階段循序漸進:

(1)瞭解單: {更值人表達自己，分享相幫資料與知識，主要工作聽從許多可

能的行路選項中，白自增選擇。

(2) 相對期:幫助個人整理接觸到的望著料，進市將這些資料和自巴著重的觀

念相聯結，本階段粗話選擇及穆醒過程。

(3)蟹值形成期:聽入表主義他們軒土述資料或概念好惡的感覺及自己的選

、決定。經此過程，偶人再次肯定自己的選擇 o

(4) 反映輯:敢聽個人公開表議自己的讀飽和感覺，再一次的經驗自己、肯

自己的決定及備好。

2. 蟹帽、澄清法的實施敢略

要使價值澄清法有效益是行，教師必須營造互動、安全、蟑量的氣氛，協助學生發

農慎思明辨的能力，以聽立體人的體髓。 Raths 等人認為教師應該提供合乎下列主項條

件的環境，才能撞到上述的目的(黃建一， 1989) : 

( 1 )尊重每一備學生的體人內在經驗。

(2) 提供「考察與評鑑J 的經驗緝捕。

(3) 允許並鼓勵在有意義的可能選擇連懂中，自由選擇。

(4) 經由教師的協助，使「吐出f盟的思考J 與「有思想的決定J 或為可能。

(5 )教師憊重學生的躍擇。

10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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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除了巧妙運用1置信澄清的步驟外，在實驗教舉時在需瞭解教師的五項草委責:

(1)教師應熟悉價值澄清法的理論與技巧 ;(2) 教師潛能臨行設計.~適合學生的活動;

(3)教師藤扮演體健澄清教學活動中的催化者 :(4) 教師鐸華參與和分享蟹籠澄清教學

活動的內容 :(5) 教師應督徒或許{玄學生實踐的狀混(黨籠一， 1989) 。此外，實體澄

譯法反對教鵑向學生灌輸嚷值觀，西寫一則其乃誰讓禮聽聽立的游手里，二期是教師所

傳授的體飽觀對學生未&;，連當，所以為使教師能認識並暸賠償館澄清技巧，除了暸解

j二連教師的角色職責外，亦需營造一個適當的教空氣氛， ，以便有條

自己，唯有在一種能被接納與支持，輕鬆自在和不受威脅的

，續倍思考才會進行。而使用價鱷澄清法的教師，將溜用各種方法，促使

白己所吟騙的信念和行為，並願意在生活中實徹激賊。至於價值澄清法的實

施策略，大都使用交談、書寫、討論等三種，交談策略是指澄浦皮憊的運用;書寫策

略主聽以價個單的活動為應用;討論策略強調討論活動的投針與應用，教師將使用種

種策略披勵學生恩帶各種想法和行為，學生將會審視衛讓各種環物，及各種選項的後

果。教師必須提供學生各種選擇的機會和權利， 由己的選擇，

，他們才真正地發展自己的價值觀。

(五)積1鹿形成的單程

、態度或其能類似的價值要成每館人贊館時，每須符合研;有的社{醫療準。

否躬，我問弓之聽之為1翼錯。以下將介紹贊種形成的信鵲禪讓(黃建一、余作釋， 1996): 

1.問鼎的鑽擇:經講自由選擇後所產生的價值觀念，無論有無權威人士在監視，都

i轉餾人言行的效力。強迫灌輸所得的價值，一旦，脫離機，域的勢力範圍說

，一個真正的實{直就必須經溫自由的還擇，一個人踏是經過積

極聞自酬的選擇後，所得的價髓，越能覺得此價倍思其思想的中心。

2. 從不閥混價中做~擇:價值的定義是植基於個人所做選擇的結果 O 個人若無選擇

的機會，議擇行為就不可能發生，價值也就無從發展。因此，當個人知覺沒有選

擇餘地峙，價(隨範疇所含涉的內容就失去意義。開放數多的j選擇滄纜，我們愈能

。單例來說，當我們致力藉腦力激續來漣到更多的選項

時，就增加了…個價值的可能性。

3. 對各標不問海館的結果都深思熟導、後才做選擇:在藤'1驚喜草動下，故未經大腦患

，使贊然傲的選擇，不是我們所界定的價值塑態。噹有餾人對各聽不問途樺的

後槳，加以深思熟，醫學'說予;其實量比較後，所做的主義擇， ，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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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真正的價值，才可以作為生活的指隅。認知問素在llt11占1農議要的地位，我們

思瞭解各種本詞誰徑的結果，然後再做這5擇，則我們所做的選擇就憨富有理智色

彩，不是用理智閑散的選擇，我們勿寧將之排拒在實{誼之外。

4. 重視和吟惜所做的選擇:依接上雄所做選擇的續髓，我們一般都會加以珍措、重

視、尊敬和愛護。 ，我們會以此價疆為榮。有些選擇雖經自由與鎮密略目靜、

後才殼的決定，但我們並不以為樂 o 我們可能選擇戰爭，但我們會以此合理性的

選擇為憾。價f遲來自我們樂意決定的選擇，並珍惜和重視之， J兵之做為我們生活

的準繩。

5. 公開地宮發米自己的選擇:當我們的選擇，是在自申庭主之下與經過壤重考呂學、後才

做的決定，那!聽我們將以它為榮，以白為樂。當有人問起它峙，我們便自

艷外么關 o 通常我們都願輩在大眾面前表示器己的價值，承認自己的價龍並擁護

自己的價錯。 1假如我們;其用做選擇為匙，那我們便極力掩飾，並不認為擺好的價

值。所以，不敢公聽表示的觀念、意見、或態度說不是真正的價鏈。

6. 模據自己的游擇採取行動:經人的價個能左右我們的生活，並能表現於其自

為上。我們會寫…控我們認為有價值的事物;我們會籍的交友或加入組織來光耀

我們的體悟，我們會樂意付出自己的時間、精力和鑫錢去蠻臨它。若只會坐而言

高從不起間行，光說不練，這種價種不在我們的界定之內。

7. 盤複施行:館人的某種觀念、態度或興路若已達價值的階段，必然會一高再、

而玉的反覆表現於行為上，也會的現在不悶的時空中 o 我們很難梧借一是中偶一

為之的行為是能代表價值 o 價f直路向恆久性，接成為人額投活形態的重要臨素。

低、研究方法

-- ...研究對象

以台北市金華閩中八十九學年度盟一學您為對象，選敢問個班級共 143 位學生，

進行資源館收價值澄清教學介入。

二、課程設計

配合攝立編譯館髏康教育下冊第自篇第三三嚨「維護環境衛生(二川，由研究會根

據價值澄清法的理論，的編一套鑽館澄清教學教符，共兩節課。教學活動請程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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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如何將{覽館，誰清法應用於教學活動中， (見前鋒)。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摺審議查進行，先較實績澄清教學介入之前後艷的不胃。結構式問卷內

容絮語資揮部設之結果詩賢、態度、自我效能、 、資源自技認鈞、環境敏感

正式問卷所蒐集的資斜，以內部一致性倍度係數(Cronbachα) 分析，結果如表

。各分議表除資源[ê]收誼、生日之庫里{言度係數成5537 ，其餘份最表-;.7 Cronbachα 

值均在.8085-.8915 之悶，顯示本問卷各分量表有良好的內

表一 各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人數: 831 ) 

分鐘衰弱稱 題 數 Cronbachα 

結果評價 8 .8369 

4 .8846 

自我效能 10 ,8511 

4 ,8915 
資額由i投認知 17 .5537 * 

10 ,8085 

臣、資料處理

T2 (Hotellí啥 T2 )考驗研究聲象後濟結果，有/無臨收意圍之研究妻子象在

、態度、自我效龍、資源自故認知及礦境敏感度)上是否有差異，

再根據 Bonferroní 步驟，試百分之九十五同時信賴逼問法 (Simultaneous Confidence 

Intervals) 來檢定各類信念中，子信念的差異情形 o

採用 Pearson棋是相關探討資源回收行為意圖，對從事資源問收的結果評價、態度、

自我效能、資源問收認知、環境敏感度、及外在變項與資源問收行的意爛的相互關係。

利用成對 T 檢定( paired T test )考驗考驗研究對象在各顯借念(稍果評價、態度、

自我效能、行為意圖、食i原回收認知及環境敏感度)上之前測、能測分數間的差真情

形 o

於資源問收價值潑清教學後，與授課教師進行一對一深度訪話，

教學問饋表，以瞭解老師及學生對於{賈值澄清教學的接受，質與者法。

勻
/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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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研究結果

一、資源問收意醋的分{布

資源呂粒之行為意圖焉研究對象從今以後在家中，設事資源回收之意瀾，其分佈

情形如表二。採用居留乎聽來獲得研究對象從事資撮回收之行為意輯:第一題是 1 1:是

事紙張回收的意圖 J 、第三題是「能事鋁罐罰i設的意區副 J 、第三題是「能事寶特瓶@]肢

的意圖 j 、第問題主是「從事鐵罐回收的意闢 J '時在後纜的分析中，皆把~{園子題告訴

處理，以表示受訪者之資源回收有為意闢傾向。

月 從事資源自收行為意輯之拍述性統計分析(人數: 139) 

頃 自
中立

Mean S.D “ 
人數(%) 人數(%) 人數(結)

紙張i接收 121(87.1) 13(9.4) 5(3.6) 4.35 .82 

鋁罐回故 112(80.6) 14(10.1 ) 13(9.4) 4.06 .93 

寶特瓶回收 121(87.1) 13(9.4) 5(3.6) 4.33 .82 

鐵罐回收 108(77.7) 15(10.8) 16(1 1.5) 3.99 .99 

總量表 121(87.1) 12(8.6) 6(4.3) 4.18 .77 

: 1 
2.正向: 4-5 : 3 負i句: 1-2 
3. r 輯、量表 j 的分數路上述自餾題目得分的平均體

由我二至可知，實驗組研究對象的資源回收行為意闢以正向客佔大部分 (87.1%) , 

其中棋類及臂特瓶間收意圖之比例最高 (87.1%) ，其次為鋁罐 (80.6% )、織罐( 77.7 

%) :而中立意見 (8.6% )和轟向者 (4.3% )較少 o 可能由於台北市政時實麗「垃圾

脅隨袋館技J' 促使民是在丟棄垃圾之前，先做好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試減少時圾量。

但本研究只調查至行為意圖，所以研究對象若沒有實際執行佇鳴，則很難考5覆蓋u妨礙

回收行為的其飽因素，且本研究設定時賠為「從今以接γ 使受訪者更有f苦心去從事資

揮出歧，以致於有高比例的正向意蠶者;而研究對象中立意見幸自負向意圖贅，合計為

12.9% '“J為未來海源回收教育宣導活動的主要對象， {I藍得教育單位的重說。

駐外，本研究結張志發現研究對象持正向資源自收行為意圖者比例 (87.1%) 高於

超宏邦( 1999)研究的台北市l社軍民眾資源自故正向行為意羈者(86.2% )，葉國標(1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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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正向學校資源回收行為意圖者 (75.2% )及柯惠珍( 1998) 研究的正向家中資源

回收行為意圖者 (74.6% )。另外研究對象在正向鋁罐回收意圍的比例 (80.6%) ，高於

葉國樑( 1997)國中學生的鋁罐回收意圖比例 (69.7% )和柯惠珍( 1998 )國中學生家

中鋁罐回收意圖比例 (5 1.2%) ;而在正向寶特瓶回收意圓的比例 (87.1%) ，更是明顯

高於葉國樑( 1997)之研究比例 (66.1% )和柯惠珍(1998 )之研究比例 (73.2%) ，

顯示民國八十九學年的國一學生在各類回收意圖均高於上述研究之國中學生，這可能

是由於市政府推動之「垃圾費隨袋徵收 J '鼓勵垃圾分類及宣導資源回收的成效。

二、有/無資源回收意圖者之各信念差異比較

在 139 位學生中，資源回收行為意圖為正向者有 121 位，中立意圖者有 12 位，負

向意圖者有 6 位，並將意圖中立者與負向者合併為無意圖組，而意圖正向者為有意圖

章且，以進行賀德臨 T2 (Hotelling's T2 ) 統計分析。結果如表三所示，有/無回收意圖者

之研究對象在結果評價( A =.942 ,p<.05 )、態度( A =.850,p<.001 )、自我效能( A=.926) 、

資源回收認知( A =.865 , p<.05) 、環境敏感度 (A=.908) 上，僅結果評價、態度、資

源回收認知方面達到整體性之顯著差異。即表示有/無回收意圖者在態度上有明顯的

不同，有回收意團者認為從事資源回收是好的、值得的、需要的及有益的。

表三 有/無意圖者各信念之檢定分析(人數: 139) 

變項名稱
有意圖組 無意圖組 Wilk、 s Lambda 

人數(百分比) 人數(百分比) A 
結果評價 121(87.1) 18(12.9) 0.942* 
態度 121(87.1) 18(12.9) 0.850*** 
自我效能 121(87.1) 18(1 2.9) 0.926 

資源回收認知 121(87.1) 18(12.9) 0.865* 
環境敏感度 121(87.1) 18(1 2.9) 0.908 

註:叩 <.05 ;科*p<.OOI 0 

在針對有顯著性差異的態度方面，進行同時信賴區間的估計，以確定各信念問之

差異，檢定結果如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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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 有/無意圈發態度之 Hotelli嗯's T2 分析

有意區組 無意圈組
工頁 目 N這話 121 到忿忿18

Mean S.D. Mean S.D. 
非常好~非當不好 4.314 .796 3.611 1.037 
持常{曬得~非章不{聽得 4.264 .854 3.444 1.097 
非常需要堅~非常不需要 4.198 .919 3.278 1.018 
非常有益~非常有害 4.322 .839 3.278 1.018 

註: 1態度音十分聽圈: 1--5 。

95% 
同時借賴區摺

.144-- .559帥

.188-.632艸*

.227 -- .693*** 

.307-.73器材*

2.Wilks multivariate Test ofSignficance: Wilks' Lambda =.850 : Exact F=5.901 : df=4/134 ; 
p<.OOI 0 

3. **P <.01 ; ***p<.OOI 0 

由表自可知，有四收意圍者認為從事資辦回收對自己而霄，是一件 f非常好J 、「非

常值得 J 、 r~F常構要 J ' r 非常有益」的事，其正向態度均高於無回收意置者，並單現

額辛苦的差異。主是11:仁，在學校援農資源由收教會時，可以著重於態度方面的養成，設計

一些有關於資源自殺態度培養的教還要活動，彈自透禮教育的介入，培變學生資源自收

的正冉態度，是而提高學生資源自殺行揖或行為意輔 o

另外針對膏顯著性競異的「結果評價 J ' r 資標自殺認知 J 方蝠，混行問時信賴單

間的估計，以確定各借念闊之差興，分軒說明於表五、

表具 有/無意鐘才結果評價之鈍。telling's T2 分析

起蠶蠱詛
嘆自 N路121

Mean S.D. 
廢物利用與再 毒品島 .593 

說:1.結果評價計分範團; 1-5 。

盤莖鹽鐘

N=18 
Mean S.D. 

4.278 .752 

95% 
時時信賴單間

.021-.329* 

2.Wilks multivariate Test ofSignficance: Wilks會 Lambda =.942 ; Exact F=.998 ; d令8/130 0

3. *P <.05 。

由表五可知，有資源問收意國者認為從事實蟬的收可泣有助於?廢物的利用與再

J '所以，針對學生進行資源問級教育宣轉時，可以強調從事資源自妝的好路，特對

是對於1鑫黨物的回校及再研j閉，像是紙額百收可以黨新贊成再強紙供民眾使用，讓學

生養成物盡其用、知福惜物的觀念 o 前不時行為意圖，會在?資源自收認知」的是異方

面(如表六) ，結果發現吝/無回故意圖者在選擇題第 5 題?政府鼓勵民眾使用再生緝的

理由 j 、第 9 題 r /f哥哥於環境的行為」、及是非題第 1 思?焚化爐燃燒時所產生的審氣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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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顯著差異。因此，進行資語回收教育待，應對於使用再生紙的益處、破壞環境之行

、及焚化壞的義本認識這幾項觀點，攪供更加清楚深入的知識傳授。

表六 回收認知之 Hotelling's T2 分析

N=18 
95% 

同時借賴賢在間
Mean 8.D . 

讀自 N=121 
Mean 8.D. 

使用再生紙 .926 .263 .722 .461 .028- 通 175*

不利於環境之行路 .901 .300 .722 ‘ 461 .0億-.170*

焚化爐 .942 .234 .778 .428 .016- .1 49* 
註:1.竇濃密i控器知針分範單: 0-1 0 

2.Wi1ks multivariate Test of8ignficance: Wilks- Lambda =‘865 ; Exact F= l.1 13 ; df=17/121 。

3. *P <.05 。

一、各類告急及然在變:員對資j鹿間收行詩意蜜之相鶴構形

第釁解「結果持續 J ' r 態，實 J ' r 起我效能 J' r資源揖投認知 J ' r環境籲感度」五

類倍念，對實驗組資源問收行為意圖的影響情形，自表桔的相關矩陣可得知: r結果評

J ' r態度」、「自我效能」與從事資源回收之行為意圓的相關都連顯著水準(籽.01 )。

其中，學生的態度與行為意圖的相關最高“(r=.423 ，p<.0 I) ，此結果與柯惠學( 199的

;結果評實與行路;健閣的相關次之(戶.270，醉.01) ; 我效能與行聽;建麗的

報觀(r=.219，p<.01) 0 r 結果評嚷 J ' r 態度 J ' r 自我效能J 與行為意露語均成正相鶴，

表示若是事資源自拔的結果評價愈正向，則行為意置愈強;從事資頭回收的態度態強，

則行為意圖愈強從事資源問肢的自我做能愈正向，則行為態闢愈強。另外， r結果評

J ' r 態度」、「自我效能」三者間，兩兩的相關也都達顯著水准，結果評價和態度及

的我效能的相關值分別建.409 及.291 ; 

項立豈非相互獨立的，有部分重疊現象。

串我效能的輯關{鹿為3斜，顯示昆主鵲纜

資源、回收行為:黨麗、結果評價、態度、自我效龍、資源、回收認真。手。環境敏感度之相輸線卡車

(人數: 139) 

變現名稱 行為黨關 結果評價 態度 自我效能 認知 環境敏感度

行為意闢 1.00 
結果評價 .270** 1.00 

.423** .409** 1.00 
自我殼能 .219** .291 ** .384** 1.00 

.106 .159 .011 -.110 1.00 
環境離感度 .156 .318** .177* .107 .252** 1.00 

: *p<.05 ; **p<.Ol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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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文獻探討得矩，研究對象的人口學因黨、資i額由收情形等外在變項亦可能會商

接影響資源自校行為意圈。賠本研究之外在變琪個括:禮部、 f主聞形式、住聽屬權、

家庭人數、自己配合資源自收情形、家中配合贅海聞控情形、過去一輛月內配合資源

自殺，請形、以及家庭社絡地位 Q 問此，為暸解外在聽項對資源問鞭行為黨麗的影響情

形，首先進行相關分析 o 當外在變現是等距變頃，採用皮幫遜積競智麗分析( Pearson 

Product心10ment Corre1ation) ;若該變環是類別變項時，經轉換成虛擬變項後，接點二

系列相關分析 (Point刪biseria1 Corr令1ation) (林清山， 1992) 。由表八顯示:研究對象之

自己配合資源問收情悟( r=-.3 凹，p<.OI )、溫去一鶴月內配合資額由收情形

(r冒酬.322 ，p<.Ol )與資源問收行為意闢均有顯著相額，表示舉生自己會配合從事資源回

收工作，以及過去一個丹內會配合資源自拔工作經驗愈色霄，其資源招收行為意圖愈

強，位與聞法邦( 1999) 、葉國探(1999 )、柯惠學( 1998) 的研究結果一致。

變填名稱

位耳目
住屋形式(獨據往家、公寓或大黨)

住屋囑權的有、租陸)

家庭人數的
自己配合資諒臨敬請形

家中肥企資器路收情形

過去一聽丹內配合資源呂敢情形。

家霆社絡地位已

孟之八 資源tl'1~支行為克拉聞與外在變豆豆之相關分析(人數: 139) 

相關

-.001 
.025 

-.059 
.015 

-.319** 
-.150 
弋322**

削.030

註:1.叩<.05; 制p<.Ol 0 

2.0嘻皮書會議精差相關，其餘為點二萊剪輯鶴。

由、{賈(聽;發清教巒介入酹後海之結果分析

表九可知，經過價值澄清教學介入撓，研究對象在?結果評價 J ' r 態度 J ' r 自我

效能 J ' r行為意闢J' r 資源回收懿知J 及「環境敏感度J 上，接額分數均較前演分數

每富，表示價種潛清教舉聽用於資源問收教育上，具有一定的教學成效。注i此，價值

澄清教學法對於日後實麗資源間收教育嗨，不失為一疆有效的教學法，可以隨供教學

者做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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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各類信念、行為意麗、詩如、環境敏感度前後測成績之結述性統計分析(人數: 139) 

防lj 觀 能 積1 後酒興前潤比較

Mean SD Mean SD 
結果吾譚 34 .1 88 辱，尋54 35.741 4 .358 -2.855** 
態度 16.245 3.275 16.648 3.237 -1.1 14 

自我效能 29 .425 7.1 17 30.749 8.394 -1.447 
16.158 2.917 16.734 3.075 -1 .597 

司........啊"-一

喜若轉回i技認知 11.612 2.1 21 12.655 2.401 -3.761*** 
瓏境籬感，嘎 36.540 7.492 39.691 6.237 -3.771*** 

: **p<.01 科*p<.OOl ; df=138 

舔了在「結果許讀J ， r 態度JJ 自我效能 J ' r行為意圖 J ， r 蠶源回收認知 j 及「環

境敏感度 j 此六類信;念之後瀾分數均萬於前測分數蚱，研究結果顯示，特別是在「結

果評價 J ' r資源自收認知J 及「琨境敏感度j 上更達到顯著:差異。由此可知，資源

收價值j澄清教學法軒於學生的結果詩壇、資總回收認知及環境敏感搓，教學，成效卓著。

所以，今後在設計資源由我教學時，針對學生的結果評價、資源的故認知及環境敏感

獲此三類億章，若採用價體澄清教舉法，指{官定能有不鍾的教學效果 G

五、質性資料分析

質性分析的資料分為教師部分及舉全部分，在教師方起，研究者於寶路後測當天，

和任教老師進行一對一訪談，詰談內容巴事先觀鶴，訪談進程全程錄音，之後再騰稱

統整。

以下為訪談大綱:

1.您認為學生的參與廣如何?

2. 您覺得上課氯義如何?

3. 結覺得學生的皮薩如何，和一殼傳統教禮法程較，有沒有差異?

4. 您能不能接受這樣的教舉方式?

5. 價值禮清教學和一般傳說教學，您覺得何種方式的教學效果較好，理融為何?

6. 您認為此種教學方式，對於您教學有沒有幫助?

7. 教授!lt單元峙， fE照遇到的困難為何?

8. 對於1先讓教學法，您有沒有一點聽講?

學生部分則是在實施後測當天，將研究者自績之「教學問籲表j 發給悶罐填寫並

收凹， r教舉盟饋表 J 的內容起括下列幾種題輯:

1.J:完這幫單沌，你覺得收檔很多嗎?若是的話，有哪些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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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課堂中，你是否踴躍發宮、認真參與討論、仔細聆聽問學報告、專心聽講... , 

你給自己的「上課參與嗤j 打幾分呢?

3. 你覺得上課氣氛如何，是活潑、生動、咨疆.... ，還是枯蝶、法閱、無聯...?

4 你喜不喜歡這樣的上課方式嗎?聽什麼?

5. 你會不會將誤堂所學(例如:垃圾減量、垃圾分模及資蟬招收...) ，實際落實

怯生;叢中?

6. 自到家中後，你會不會去影響家人，請他們一起來做控圾減量、垃圾分類和資

耀自收?

(一)教師部分:一對一深度訪談整理

1.學生參與度方關:價值澀、濤教學法和傳繞講述教學法差不多，但感覺上價值澄

清法精徵{底…勢，可能是由於學生對於此種教學法還不熟的關係。

2. 課堂氣氛方面:上課氣氛還算不錯，咱是臨於這事…種新的教學法，者師只是

站在一緝指導者的立場，聽值班級氮氧必須要由閉上開學的默興來臨制 Q 如果

說班級本身的權聽不是很好的話，上課的氣氛就會比較混亂。

自為這個單元有攜節課，以穩定度來講的話，學生第二節課的穩定度較高，而

且比較近入狀況，老師盤宙教上來的溫程比較I1質利。不{象第…罷課時，學好

像:tJ點不知所措，老師需做很多的講解與說明。

3. 舉生反應方面:對於價個稱清教體法，學生的反應是比較沒有安泰惑，罰;史上

課的方式完全是由學生自己來走，者師只是扮演一詞輔助的角妞，如果學生能

走到我們所需的情嘴中，老師能夠指導地很連葷的話，就比較可以、切讓主題。

最可怕的就是，體生不斷地胡話亂語，前老師無情控制場酷的時候，不油，

殼上，這盤班級，所里現出來的狀況都還種好的。

4. 教師接受度:本身可以接近樣的教學方式，但是在準擴教材的時候，可能需要

花比較多的心力，插在課堂上睡該會比較省力。

5. 個人罷好的教學法:之前一直都是使用傳統教學法，但接觸研讀個澄清教主要

後，餾入是蠻審歡價值潑、清法的部分方式，但是覺得不能全然使用價值清清

法，因為會於時間的軍力'tJ、現行的教育制度來說，是無法做起這一點的

6. 與傳統教學法之比較:聽值澄清的教學效果應該會比較好，自為那值觀念都是

長孩子由己所發展出來的，所以那些韓念:比較能夠深模孩子的心靈，不再是只

耗資料性的升入…自己。

7. f賈餾澄清教學法對教師教學主的幫助:攪值澄清教學法以現在來說，無法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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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軍用在課程上，因此可能會嘗試用穿插的方式， ，再看看它價

f直澄清法實際上所呈現出來的效果如何。但是說觀念及價值的潑譜上，價值澄

清法禮該會有蠻大的幫助的，稍不再只是知識，[雯的灌輸 o

8. 教學上的盟黨:最大的摺難在於，接子無法進入我們所要的郵報狀說，那老師

品已須一直去加i法引導，這部分是比較費力的。

…{盟題目上的設計，是不是真的能純符合學生目前的程度 G

夠表現出我們所期望的情蹺，世都是對老師的 A大考驗。

，以及每

，孩子是否能

9. 時間的掌控:所有的教學活動如果真的要在兩節課之內上咒，時間其實是不夠

的 o 因為似乎價值澄清的部分，讓問學討論的時間似乎還不太充裕，他們應該

可以用更多的時間來激勵出更多的想法。因此，就實際土課情形來說，這{圈單

咒如果用三節課來上的話，聽{盟課程的進行應該會比較完聲充路。

的，其他建議:可以利用雙翰的及分組競賽的方式，加強學生的主動，往。自聽聽醫

始時，學生可能不是很習慣琨樣的教學方式，鼠詩嘉定需要一點聽聽作為增強

勢，並i兵分鐘競爭的方式來提高學生的參與度，等到他們灌入狀況之後，黨該

就沒問題了。

(二)學生部分:教學回饋表統盤

1. 自我評估上課參與度: 自己的平均分數大約為 89 分，大多數的舉生覺

得自己有參與討論， 1且也有部分學生認為自己上課不專心、

2. 上課氣氛及上課方式的喜好程度:近九成五的學生覺得上課策氣滑潑、生動、

i有輯、很好玩，也喜歡這樣的上課方式，因為可以在討論中表主義自

誰能交換彼此囂的觀點，上課時比較不容易分心，見時還可以培護儒學島的感

，增進大家團結合作的構是FfJ 0 能是少部分的向學卻認為，課程很桔纜、法筒、

黨嗨，不喜歡這樣的上課方式，聞為自己本身不喜歡上台報告，問且上課秩序

不好，太吵雜了。

3. 學習成殼的自我評估:上完此單元，約有一吱的學生覺得沒有什暸收攏，因為

大部分以前就知道了;其他九成的間舉認為學到很多，像是:如何做資源回收

放垃圾分類、瞭解環境保護的敢要性、資源問收及垃圾分類的定譏及黨要J性、

愛惜我們的生活環境、資拇指l收的好路、從同學那裡學到士在立交如何時手Ij ffl 、增

加了一些新的觀念及想法..

4. 是否將課堂前學落實於生活中 :幾乎戶另有的同壁都會將講堂前學的

( í9tl如:垃圾減童電主主提分顯及資揮自殺…) ，實際落實於生活中;也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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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所有的學生認為自己會去影響家人，請家人一起來做垃圾減最、站圾分類和

資源但枚。

朵、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有/無資源問收意圖者之各倍;全差異比較

研究對象後瀾的簧源回收行為童醫以正向者佔大部分 (87.1%) ，其中紙類及質特

混屈收意圖之比損i最高 (87.1%) ，其次為鋁罐 (80.6% )、鐵權 (77.7%) ;的中立意見

(8.6% )和負向者 (4.3% )較少。學生之有/無資源回收意觀者，在「結果評價 J 、「態

度 j , r 資源招收認知J 方富有明顯差異存在，再撞供臼?表資源眉牧環課教育介入的重

點。

(二)資源回收行為意囂，與各借念及摔在變項閥的關係

從事資源居收之行為意鱷與「結果評價jJ態度jJ 自我效能」呈現顯著相關，

RP研究對象對於籠罩資源問收行為的「結果評贊J 、「態度 j , r 自我效能 j ，會直接影響

其行為意厲。而外在變項方面'研究軒象之岳己配合資源問收，情形‘過去一緝月內配

合資源回收情形與資源四肢行為藍圖均有顯著相關，表示學生具有資源回收經驗者，

其資菁、回收行為意曬愈強。

(三)價箱澄清教學介入前後湖之結果分析

教學介入後測的分數均高於槌瀾，顯示價值援清教學法在資源問收教育的應用

上，可以連到不錯的教學效果。尤其是對於「結果詩價 j , r 資源自收認知」及「環境

敏盛度 j 1t七三類龍念，更具有卓著的成效，可j:J作為自後設訐資源自校教薄的學考 Q

(四)研究者;其非參與觀察者立場所做的觀察

由於價值潑清教舉法對教師及學生來說，都是-觀新的嘗試。因此，教師在使厝

此種教禮法時比較生謊，再加上這標方式是以學生為主體，經由學生本身不斷地討論、

單擇、重新審視來建構出自己的價盤觀，院教師僅僅扮演指導者的角色，這對於習慣

以講述法教學的老師張講，是一項很大的改變。所泣，常常於課程進行之時，教師為

了控制聲唱教憲場面或是掌控時悶，往往會忘記自己所應、拉潰的叭聲者角色，成為課

程的主導者。一種新的教學法的學習與意用，特別像是價值澄清法，這種與簿統講述

教墜誠然不爵的教學方式，我認揖對老師而言可以說是一項指犬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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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摺生來說，價值澄清教學法一纜新的上課方式，有別於以往他們總是安靜地進

，專心認真地聽師長講課。取市代之的是，他們需要自己經歷各種的權鶴教

，去選擇、珍巍、最後形或白己的領館觀，教師不再明確地告訴他們何者;是對、

。由於學生不熟悉這樣的教學方式，研試，一頭始的詩餒，筆生會感到很興

，向跨文會有一些無所適從的感覺，不知i護自己設，吉、曆做，討論的時候顯得難烘娥

的，報告時告tm不住重點，這時老師告很難將舉生引導至我們所希望的情境。

當課租車行到第二節時，一切狀況蘊於好轉，可能是因為學生及老師都已經還漸油螺

價儡潛清教學法的緣故。

進行價個教學活動時，學生普蟬的都是覺得很新鮮，特別是「角色扮演 J 峙，除

同學很投入之外，台下的問略大多也很專注地觀看，整個班級氣氛感覺

相當熱絡。而小組討論時，每個.f1I級的反應就不太相悶，程度比較好的斑紋，

與討論的認真程度2比較好，所討論出來的結果由比較偏向我們所希望的，雖然教黨的

，但是仍在教師的掌握之中;程度較差的班級進行串組討論的時誤，很多

臨日傲自己的事情，或是和他入聯天，善農至到處走東走去，整晶晶斑紋給人一聽

很溫巍的感覺，老師!16'、須一直不奮地斜正懿分時躍的行焉，當然討論出來的內容紹當

'囡1f:上，價值澄清教學濤的於程度中土的學生，所得到的教學效果較

。上課秩序不是很好，但是同學和教師闊的互動，情形比較頻繁，上課氧氣也很活撥

生動，沒有那輯死氣沈沈的感覺。而立經由和同學不斷地討論之下，每位同學都可以

自己的看法，同時也可以瞭解別人的觀點，達到彼此經驗的交流。從第二師

k課參與及反應情形可以看出，這峙討論活動對學生觀念的改變有很大的影

響力，你們會經由別人的觀念或想法，來修正自

、

(一)改變資源自肢行為意圖

大部分研究對象在從事責頭回敬之行為意觀上呈現正舟，位的高逗一成五

兒與血肉諱:說:者，露自後資源自技環保教育之主要艷象，聽得豆豆纜。另件，資源自收

態度是很事瓷器品投行為意屬之最重要影響盟黨，國鈍，在學校推展資源自收教育時，

可以著選於態度方麗的襲成，設計一些吾爾於資源招收態度培養的教學活動，藉由透

過教育的介λ' 培養畢生資i軍區收的正向態度，進1前提高學生資揮自收行為或行為意

圖。

(二)增加後後測以追蹤學生行為意圖之持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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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形成過程的七個標準妞括了:自由的選擇、從不間途徑中做選擇、對各種不

同途經的結果都深思熟，盧後才做這是擇、還說和珍惜所做的選擇、公開地表示自己的選

、根據自己的選擇採取行動之外，還包含了駕護複臨行，主義於行政、人力、持闊的

限制，本研究只有做對教學介入後棚的觀察，應該更進一步寶路後後瀾，瞭解研究對

象對於資源阻牧行為的持續性，深入探討價體澄清教學及傅說講述教學的教學成效。

(三)課程設針

設針課程之前應先瞭解舉生對於資灘招收的組點行播，以及學生己真錯的知識，

再依接道控條件編援教舉單元居標、其體行為E標、以及設計教學活動 o 如此，教舉

才能配合舉生的親噓，間為內容太過簡單會議舉生感自桔嫌乏味，太艱深則會浩成學

生控折感，無法遣詞頓期的教學效果。另外，由於讀個澄清教學通常需要譚甫許多的

小組討論，或是填寫體值單、反省鹽、實儲量表...等，而這些教學活動，所花脅的時情

較長，使得教師難以確切地掌控持悶。本次研究的教案設計是爾節課，但是盟為價個

澄清教學活動甚多，常常會讓教師為了擺上進度，罷不漸地儲促同蟻，影響教學教果 o

自此，設計教案詩應考慮興時闊的安排，蠢量能讓學生有充分的時間討論，不至於一

誼讓教錦及學生感到時間的酷迫。

(四)教師訓練

價值澄清教舉對於教師來說是一項新的嘗試，在進行實驗教學之前必須結與教師

訓練，讓教輯對於1質儷價麓證清法能有充分的認韻，除了講解說明{覽館澄清法的定義、

功能、 i獵用範鸝、價{臨形成的過程、教學過程、以及寶路策略之外，若各方客觀條件

允許配合的情況下，可以讓教師在正式實驗教學介λ前，先實地試教演練過，熟悉一

下此種教學法，相借能搗高警餾實驗教學的車菩薩度。

(五)通用學生

經品質，驗教學過扭及研究結果發現，讀髓澄清教學中教諦，研通用的種種策略，如:

交談、書寫、討論...等，叮以促使學生覺察由己所哈!視的偕念和行為，審視衡蠶各種

事物，及各種選項的後果，並願黨在生活中貫徹實踐學生思考的各種芽、法和行為。話

這些教星發策略若運用在中等程度以上的學生，比較能夠連到我們所期望酌情境，若學

生程度太差或班級當規不佳時，可能說無法充份發揮出價值澄清教學的特色與縷點。

(六)採甭說勵方式告

á3於學生一直都是習慣傳統講述教學法，所以當他們撥受起另一一種新的教學方法

，剛開揖可龍會感到有些建忠、陌生、不知所措， ;i這時教師可以讓攝一哲小獎品，

:糖果、小卡片…等，鼓勵學生參與教學活動，或是以小組競賽的方式，給予表

123 一



衛生教育

現最好的一組賽質上的獎勵 o 如覓一來，便能控動那些，心懷EEP輝、裹足不前的學生，

解除防備安心士學投入小組討論或其他教學活動中盡情士也表連自己。

(1二) r綠色消體j 可納入教材

綠的消費是近年來政府與各民閉關體大力推行、減少王震境污梁的生活新觀念，它

主張消費者應獎章使用可間i皮、{昌市-純的物品:愛用標有綠色環保標章的產品:購物

關備購物袋;減少購買不必蟹的東西，母情有限的資、難;拒絕購買租裝攝度的商品，

這些觀念其實和覽器招收息息相關，建議教宵部可以將「綠色清費」的議題融入課程

中，讓學校推動資源問收工俘的初期，就同時培養學生具有耐譯些觀念，建立學生良好

的消費行為，以根絕嚷嚷騁的產生。

(J\) 攝大研究對象

革於人力、物力與財力之考麓，研究之始樣方法採立意取諜，結果的推論有所限

制，只能推能至台北市，而無法將研究結果推論更其他縣市，未來研究應擴大研究之

舟群體，以期對資源回故嚼的質澄清教學與傳統講述教學介入的比較數更有效的推論。

另抖，本研究只針對圈中一年級學生進行教權介入，未來IïJ配合九年一貫制的諜報實

施，對於全都一~三年級的盟中住進行相同或類似研究，希望能夠建立…牽資源問收

教學摸式，作為國中階臨的教學學考。

(九)探討資諒回收之實際行為

本研究只探討從事資源問我之行為意圈，並沒有進一步探討行為意盧興行為之間

的關係 o 思鈍，未來研究可考帶、深入連接實際問收行禱，以瞭解回故意輯與回收佇?這

之間的關係，以及態度、結果評價、自我效能、寶譚偉l收認知及環境敏感度對實際問

收行為的預潛力。吊在資源自放行為的評估，可採用自我報告或蠟報方式，得知世i收

頻率，或直接觀察資源@]!技之數暈。

(十)改善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之量表為參考相關文獻發展而賤，經過專家強度及信度考驗，通用於

本研究對象，龍對於其能群體，仍有待後續研究進行話度與效度的建構，方能開發更

適切、立更具倍!史、效度之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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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賢值澄清教學流程

i 教舉站動 i 
教學目標 :教 具i 老師部份 i學生部份 i

(角色扮演「多啦愕 J -1注意觀|劇本(附錄15
以劇中人物一天購物及生|器、仔細卜)、道

i活的過程，讓星發現思考自|思考 |背景海報

1-1 己的生活形態。

1-1 若你是劇中，人，你會採瑕
;磅重差不冉的作法?

選擇(自串i
i在現實生品，中，

的選擇) 1 
軍車菱嗎?

你至是否曾經辛苦增額傲的經

驗?
在這個情境中學到了什

麼?

教師歸納侮細報告的內

容 ， i更舉對於自己的生
活現態問始反喻。

註

教師可事前與學生共同將

劇本編好，請熱心同學幫

忙演出。藉此提高層組對

此主題的興趣，講學生無

於在模攏的情境中，

扮演新的角色引發建設性

的讀鐘思考。

(瞭解其ij)

教攝讓全寬再學弓之拘塑式

的多與討論，可以說 r大

家要勇於吾論，

說 o J 進行體體討論時，

要避免說教，教師高、獨誠

意地接受學生任何的判

斷，如果教師限制學生的

發言，可能就會剝難學位

做決定的權科。

(撩解罵、相對期)

教輝先誨問每一位演出的 i仔細思在
同學 ri賀這餾角能有什|考、自由

麼感受呢? J 之後全班分|發言

成小組討論，侮組大約四

至五人，討論以下幾個題

目，每組並攏派…人報
h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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緝心思考皮管躍 12 使學生能經由價值澄清的

教室議，先擁護醫生靜全法患遲 i (寄:錄四) 步驟，皂覺到自己且當生

事請他們寫 活中不經意的行為，對環;

內所製造的垃 境可能造成的破壞。

'檢討其本身的行為。 (瞭解豆豆、括對其1])

教師讓各小組討論，互相

，以及艷
選擇(自由 叫你希喂生活在何種環

的選擇、從 ?悅圾滿地、還是乾淨
不同的 潔? J 發表自己的觀
徑中選擇) '並諦每組派一位同學

。教師給予簡單的評

教攝加PJ歸納，並強謂人

人都王耳聽環保盡一份，心
力，說是經減少製造垃圾

{故報。

2-1 完成句子~ 愚公填寫 5 讓學生在完成句子之時，

選擇(總溫 教師發給每位問學 F未完 {子組思考自
考屆會、被 J 請同學填寫將 題的看法，盟與於將臨

擇) 。讓同學分組討 的觀點表達出來。

吟楓( 論，發表自己所完成的句 (相對期、價值形成期)

公開

自 的

擇)

在 提f共學生賓館上從有關閱(

(前錄三) 題的價值到醫詩中，

困、假設，

定，並試著解釋串

擇。

(相聲期、

教師於同學報告完後，將

純的價值量尺表收回

來。
教師歸納討論要點，並提 5 刺激學生思考垃版問緝的

自己的看法和經驗，強 嚴重性， 自己的生

調垃圾減量、垃圾分頸、 活形態。

資源回般的正確觀念。 (相對期、價餾形成期)

鑽{建軍~ 價飽單 2 價值取的自

教窮苦交給學生一張「積僅 OH錯五) 續擴思考， 自
J 請同學記錯未來一

蠶的環保行露。於下次上 的，自己~選嬋娟揉殼的

課中言?論，並請再學將思、 行動。

考單妝品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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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價值澄清法在資源的收教學土之應用

第二節課間站

i教學活動
教學岳標 i教具

|教師部分 i學生部分|

:教輯事先將思考單上是堅生 i仔細思考
研列出的垃坡歸納整嘿，

製作成小圈一卡，並將圓卡;

貼於無恆上。
教師請問學分成小組討論

下列的聽話:

家擇每天聽造出的控圾，

你認為是多選是少?
你會將垃圾全部丟棄至控

圾車嗎?

2認為在瓷垃圾蔚'將可利
3岫2

i甫的垃圾先分顯以便問
選擇(自由i

|收，是讓輔煩的事?
的j選擇、從l

i家纏覺否會先做好分額，
不闊的途i

i再甚多黨垃圾?
揮中選擇 )1

1你認錯i玄學垃跟有沒有可

輯用的價值?

你認為哪雖是可再!回收利

用的垃圾?

龍(譯詩這些有用的垃圾，

可以阿拉日何應用?

你覺得~投資諒自收有哪些

好處?難否具有經濟效
? 

你會不會館對盡量減少製

造垃圾?

時間 j 扭斗志
(分 )1 師几

教師提出一餾問題，讓全;

斑精華全思考，然後教師任
意指定學生起來留答，

案必須簡短切題，不要措

呢帶水，不過稍做說曉龍

無妨，以此種方式運行。
纜儷澄清只是一種誠摯的

食囑，希喜愛幫助學生檢說

自己的生活、思考自己的

作為，並在肯定、問放、

誠實、接尊重、被接納的

教室氣氛中，思考皂己的

位活。

(價值串成期)

每組雄1J在一位間舉報告討|認真聽講 i關卡(呵?誰六 )18 以學生自身的經驗來

解，讓學往將所舉與生活

相結合，瞭驛資灘的收的

(2侖內容，教攝如以歸納，

3帽就利用醬卡說明哪且每垃圾

選擇(總遍;至是資源垃氓、如{再教分顯

考慮接選j及個收，以及做資源問收
擇)所帶來的好繼與經濟強

益，立強調垃坡減量的重

要性。

(1變錯形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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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j 1.教育學教

教都講同學分成小組討論|認真聽講 z

:下列的題曰:

你贊不事贊成使用焚化法處

理垃圾?
你覺得使用賢先法的優缺

2-2 點各為何?
|每組攬漲一位同舉報告討

2-3 
i議內容，教師加以歸納，

另選擇(擺擺
意後還|誰說明我蟬推行焚化法之
)-- ----，廠盟及其體缺點，以及垃

.圾掩埋場的功能，並補充

說明垃圾分類對焚化法的

影響，讓有垃圾掩埋場和

焚化爐闊的關係。再次強

鸚垃圾減纜、垃圾分穎、

獨源回收的黨是要注 o

|魔兔的擁護者仔細

教鸝詢詢全班:有沒有λi琴、白

:不贊成獨源自毅、垃圾分
類的作法?請這些不贊成

的興學舉手。教師對於這
艷論點不加以攏詩，或糾

正。

教師放鋒音帶，發表魔鬼

擁護者的看法:

子 I I 垃圾就覺垃圾，隨髒丟
了就好啦!幹嘛還要這體

穆稅(吟惜!辛苦先做好分顯，再拿到
自己的選i資額剖收車上，真是太麻

擇並引以!煩了嘛!而立垃圾問題交

躊縈、聽聽|不是我一個λ造成的，大

公開表 *1家都有份啊!說才報得管

白日的選i那鞭多呢，反正要死大家
擇)一組亮，活得較鬆愉快才

重要... ，何必讓混種難毛

蒜皮的小事，造成我生活

的不便與攘攘呢? J 

教師請問舉分成小組討

論 I贊不贊成魔鬼擁議

者的看法，路{十懋? J 

每組推漲一位間舉報告，

教師最後綜合歸納，立主擅

自自己的種法。

§ 講學生瞭解焚化法之懷缺

點，及垃圾減蠱、垃圾分

類對焚化法的影響，加強|

學生資源回校的纜值觀 3

(償罐形成期)

魔鬼擁融者所發我極端叉|

武斷的論點，將引發興;

!艙， r老思考挑戰，立在接褒
;學生更深腹地瞭解體體

觀。混是一種高諧層的價

值澄清，學生在全班甚至

醋，撥撥審視他們一向所

惜的想法，並加以肯

(f質儷形成期、反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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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價值潛清法在資源、草草收教學上之主義m

自己選蟬所採殼的

行瞥，重視和珍惜所做的l

選擇，立丘願意公體表示自

己的選擇，根據自己的擺

擇採取行動。

(反蜈期)

I價僻;;~~ f--;l;~'{-fÉl"l I參與討論價值單 15 
|教師講悶罐將上次交代的 i (附章是五)

4-1 i r 價憶里學 j 拿出來，以 :;::;1

行動(根據!人露一組討論，報告自

自己的醋的作法，並聽跟民人的作

採取行i法。
動)每組派代表報告後，准行

全班討論。最後由教師歸

鱗，結束討論。

教師請各組蹲次填寫「價|用心思考價飽魔尺 15 
J 立在將上次各 I (附錄三)

組的價值量尺表撥撥給各 I

2-1 車且，讓儒學比較一下指次;
i填答之聲與性，察覺懿自 l

珍視(珍惜
娥的改變 o 於小組討論

自己的選i
i中，發表自古的聲法及改

並主 I '!;l l 
)~. '~ï彈之處，每組撤淑一位島

學報告。

教師對於同學報告的結果

加以歸納，並觀察學挖

苦改變 o

:“ |自我契約書態等續寫!自我與約書 2
佇動(根據|教辮發給每位同體 F 自我 I (前錦J\)

白日的選i契約讚 J 決定告

擇摔限制取哪一攤行動後，立下行
動、重纜的i動的契鈍。議後由教師鶴

揉取行動 )1納講詐。

(相對其丹、續續形成期)

以自我契約的方式，刺激l

學位重擾實行黨激間收、;

|垃坡分類的環保行鴿，這

間內能立在建構股自我的償

ifl霞。

(反映期)

、
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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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教育學教

The study ofthe effects ofvalues clarification on 
resources recycling teaching 

Hsiao-Lan Tan萃， Gwo-Liang Yeh 

ABSTRACT 

The maín pu叩ose of thís study was to apply values clarífication approach to make the 

teachíng effects of resources recycling educatíon, and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values 

clarification approach. 明le sample was se1ected from 1的 students of junior hígh schools in 

τaípeí.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teachíng effects of the values clarification approach, the study 

gave the students two tests before and after teaching intervention. Between recyclíng inten岔路

and non- resources recycling intenders of all the studen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evaluation, attítu缸， resources recycling knowled伊， τhe evaluation, attitude, self崢efficacy of 

all the students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recycling intention. The variables of 

having recyc1ing experience in a month could effectively predict the recyclíng intention of 

students.τbere were the positively effects in evaluation, attitude, self-efficacy, recycling 

intention, resources recyc1ing knowledge, environmental sensitivi守 in values clarification 

approach.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ources recycling. values clar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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