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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期中進度報告 
九年一貫課程永續發展教學模組之研究－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1/2） 

A stud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eaching module for 9-year joint curriculum 
∼health & physical education learning field 

計畫編號：NSC 92－2511－S－003－029 
執行期間：92年 08月 01日至 93年 07月 31日 

主持人：葉國樑     台灣師範大學衛生教育學系教授 
共同主持人：許美瑞     景文技術學院教授 
計畫參與人員：陳秀琪         北縣永和國中教師 
              黃蕙欣         北市金華國中教師 
           陳珮英、陳麗綾  台灣師範大學衛生教育學系碩士生 

一、中文摘要 
我國自九十學年度起開始實施九年一貫課程，預計九十三學年度全面實施。環

境教育為這波課程改革中所應融入各領域之六大議題之一，同時健康與體育學習領

域的部分內容與永續發展教育關係密切。本研究目的是要分析教育部公布之健康與

體育學習領域基本理念、課程目標與分段能力指標與環境永續發展教育之關係，探

究現行民間版國中教科書內容與環境永續發展教育之關係；同時瞭解國中學生的環

境永續發展的概念、信念和價值觀，探討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國中健康教師，對於

永續發展教育內涵的認知與需求，並以行動研究與健康教師共同進行編擬永續發展

教育之教學模組，發展相關媒體，進行教學實驗、學習評量和教學推廣。 
本計畫為二年期計畫之第一年計畫，研究重點在分析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基本

理念、課程目標與分段能力指標和現行民間版教科書中之永續教育內涵，瞭解國中

學生的環境永續發展的概念、信念和價值觀，探究健康教師對永續發展教育之專業

智能、教師在教學中融入永續教育之需求，並初擬開發永續教育相關之數位教學素

材等。本年度之研究結果，可作為下年度計畫中教學模組設計、實驗教學及評鑑等

之依據。 
 

關鍵字：永續發展教育, 九年一貫, 健康與體育, 教學模組, 國中 
 
Abstract: 

    The 9-year joint curriculum was started in 2001 from the first grade in primary schools of 
Taiwan. After 3 year, the 9-joint curriculum will be processed in whole prim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s. Environment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6 main issues for this 9-year joint curriculum. 
Some parts of the health &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are also closely related wi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ducation. The purposes of this project are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asic concepts, curriculum goals, ability indicators of the health & physical 
education fiel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ducation, an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the 
contents of several textbooks by private companies for health & physical education fiel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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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ducation. The purposes of the project are also to understand Taipei 
junior high students about the concepts, beliefs and points of value for environment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investigate the cognition & need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ducation for teachers, and to infuse the knowledge, skill and valu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ducation into the curriculum of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field of the 9-year joint 
curriculum. The teaching materials of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domain will be selected, 
and the teaching modules infused the concepts and valu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ducation 
with the method of action research will be developed and evaluated after experimental 
teaching. 
   The first year study of the 2 year project will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basic 
concepts, curriculum goals, ability indicators of the health & physical education field and the 
content of the textbooks with the sustainable education. The questionnaires were designed and 
used to survey for understanding both Taipei junior high students about the concepts, beliefs 
and points of value for environment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aipei junior high teachers 
about the concepts and valu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ducation. The teachers’ needs for the 
infusion of sustainable education into 9-year joint curriculum were surveyed too. Besides, the 
digital teaching resources for the sustainable education including pictures and video tape were 
developed for the design of the sustainable teaching module in the next year. The results of this 
year could be the basis of the study in next year.  
 
Key wo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ducation, 9-Year Joint Curriculum,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Module, Junior High School.  
 
二、前言與目的 

1987 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發表「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的宣言，提出
了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理念，永續發展就成為世界各國共同的發展
策略與目標。而接著在 1992年聯合國召開的地球高峰會（Earth Summit），更通過了舉
世矚目的「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 21）」，把永續發展的理念規劃為具體的行動方案。
而我國行政院為追求永續發展，則於八十六年將原「行政院全球環境變遷政策指導小

組」擴編成立為跨部會之「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以加強推動地球環境保護、

自然生態保育、合理利用資源及國際環境保護行動參與等相關事務。 
在二十一世紀議程中，對於全球現行的環境教育提出一系列建設性的行動方案，這

些方案主要強調必須將永續發展的觀念，納入社會各級教育體系(包括學校教育、社會
教育、婦女教育等)。而在其第四篇第四章中，則以教育、民眾覺知與訓練為題，討論
了三個主要的領域，包括：將教育導向永續發展的方向、增進民眾覺知及加強訓練，而

這些主題則更加揭示了永續發展教育的重要性。 
因而當「永續教育」在人類對環境問題的覺醒下，逐漸於 1990年代孕育並發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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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各種不同的挑戰壓力及對未來遠景的期許下，成為一門不同於以往的學門領域，

而不僅在內容上具備以永續發展為目標的特殊理念，更為當前的教育方式，催化了新

面貌的開啟。因此，Sterling（1996）便為永續教育歸納出下列特殊的性質。 
1.背景性的---永續教育應該訓練學生經濟、社會、生態等各方面的背景基礎，且必

須同時考慮地區、國家、國際及全球的情境。 
2.革新性與建設性的---永續教育的目的在於建立一種新的典範(包括科學、倫理、政

治、經濟學、心理學等各領域)，並且提供對於人類與環境的永續未來的
深刻理解。 

3.明確且集中的---永續教育提供一種藉以延伸至各領域的核心基礎：社會發展與人
類生態學、公平正義與未來；而這些基礎是基本需要的，而不是僅限於

此的。 
4.整體性的---永續教育應了解各種教育面向的整體性，包括課程、教學法、教材架

構及社會背景的相互影響力；且必須同時關照學習者及教育者的關係及

需要。 
5.整合性的---永續教育強調科際間的整合，並應了解沒有任何一種科目、議題或因

素會單獨存在。「科際整合」意指破除學科間的藩籬而建立新的思考及運

作方式。 
6.過程重於結果導向的---永續教育將教育及學習重新定位成一種生活的本質；且永

續教育強調的是學習(learning)，而非教導(teaching)；強調主動參與，而
非被動接受。 

7.批判性的---永續教育強調意識覺醒及社會批判性。 
8.協調性的---永續教育主要為在二元典範中被分離及扭曲的概念尋求一種新的平

衡，個人方面包括：人類的知識與價值觀、認知的與情意的學習、理性

與直覺、客觀意識與主觀意識、物質與精神；群體方面則包括：經濟與

生態、現在與未來、地區與全球、及個人與社群等。 
9.系統性及連接續性的---永續教育強調關連與模式(包括動態模式、回饋模式及因果

關係等)；同時鼓勵參與、覺知並貢獻才智於永續的多元系統，包括：自
然的、環境的、經濟與社會的系統。 

10.倫理的---永續教育的目的在於澄清關於倫理的議題，同時增進對於基本倫理的敏
感度，促使個人與團體間緊密相關，如：使個人對於團結、弱勢族群、

環境、物種及未來世代的想法超脫了現有的界限。 
11.有目的的---永續教育的終極目標在於探索、批判、及培養永續的價值與世界觀，

並期待能進而促進典範的轉移及改變。 
12.全面的及終身的---永續教育的對象是沒有選擇性的，而是包含所有地區的人類，

且延續至他們終身的 (Sterling S, 1996) 。 
永續教育所面臨的挑戰不僅是社會典範的轉移，更包括了教育典範的改變，如同

Kosko(1994)對於永續教育工作的貼切描述：「沒有改變則無法學習；而沒有學習則無
法改變」(You cannot learn without changing, or change without learning.)，永續教育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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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蹴可及的願景，而見證並參與這些轉變與學習的人的決心及勇氣，便是決定能否

達成永續未來的的關鍵。 
我國教育部環境保護小組體認教育在國家永續發展中所應扮演的角色，而提出「邁

向二十一世紀——教育部永續發展環境教育行動策略」，並擬定三個目標：一、遵行我

國憲法基本國策，進行環境保護、生物保育及資源利用等永續發展觀念之教育工作；

二、使全民認識環境問題，瞭解並關切資源與生活環境間的關係，進而成為維護生態

平衡及環境品質的實踐者；三、藉由教育過程培育具有環境素養之公民，使全民獲得

保護及改善環境所需之倫理、知識、態度、技能及價值觀；而在行動策略中有關政府

相關部門配合措施的第二項，指出在公私部門人力發展及培育計畫中，編列永續性與

環境保護課程。 
就環境與永續發展教育的發展而言，藉由我國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的教育改革，

重新擬定課程目標的時機中，將環境與永續發展教育的理念、目標、內涵、教學與評量

融入於國民中小學的課程綱要，確實是推動學校環境與永續發展教育的重要機會。九年

一貫課程除了七大學習領域之外，明訂「環境教育」為六項重大議題之一，必須適度融

入各個學習領域，而且「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原本就和環境與永續發展教育關係密切，

因為「健康與體育」領域強調的，不只是「人自己之生長發育」、同時也關懷學生在「人

與人、社會、文化之互動」及「人與自然、面對事物時如何做決定」二個層面的學習，

其課程目標中清楚標識出「培養營造健康社區與環境的責任感和能力」、「培養增進人際

關係與互動能力」、「培養擬定健康策略與實踐能力」、「培養運用健康資訊、產品和服務

能力」的重要，這些領域課程目標與環境永續教育的最終目標－「培養成為負責任的環

境公民」完全一致。且此領域中之第七主題軸「群體健康」中第三個內涵，「在營造個

體、社區與環境健康的過程中，人與環境是相輔相成的」，（晏涵文，2000）；而第五主
題軸「安全生活」，也與永續發展教育有一定程度的相關性。 

本研究目的是要分析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基本理念、課程目標與分段能力指標與

環境永續發展之關係，探究現行民間版國中教科書內容與環境永續發展之關係；同時

瞭解國中學生的環境永續發展的概念、信念和價值觀，探究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國中

健康教師，對於永續發展教育內涵的認知與需求，並以行動研究與健康教師共同進行

編擬永續發展教育之教學模組，發展相關媒體，進行教學實驗、學習評量和教學推廣，

同時也邀請關心環境保護的家長參與，並充分利用社區資源，以達到學校社區化的目

的。 
 

三、目前研究進度、結果與討論 
本計畫為第一年的研究，目前之研究進度、結果與討論如下： 

（一）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之內容分析 
為瞭解教育部頒佈之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之有關永續發展教育

內涵，所以根據我國行政院的「二十一世紀議程」中華民國永續發展策略綱領的內容，

和參考張子超（1999）接受教育部委託進行大專環境與永續發展教育通識課程發展與教
學計畫的研究結果，以及經過學者專家的討論，確定永續發展教育的五項項目、三十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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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主題和內容說明，這些項目與主題為：1.理念與願景∼永續的生態、適意的環境、安
全的社會、開放的經濟，2.重要原則∼世代公平原則、環境承載原則、平衡考量原則、優
先預防原則、社會公義原則、公開參與原則、成本內化原則、重視科技原則、系統整合

原則、國際參與原則，3.發展現況∼國際趨勢潮流、我國措施，4.主要核心概念∼健康與
環境、環境與經濟發展、公平正義、自然保育、環境倫理、永續社區發展、全民參與、

人口組成、國際責任，5.基本素養∼瞭解基本生態法則、瞭解各種環境問題的現況與對人
與社會的影響，以及解決策略、瞭解人類文化（宗教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等）

對環境的影響、瞭解個人行為如何影響環境、瞭解解決環境問題所需的負責任的公民行

動。運用此五項三十個主題，進行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之基本理念、課程目標和第三階

段分段能力指標的有關環境永續發展內涵分析。 
分析結果發現，「基本理念」在「理念與願景」中的永續的生態、適意的環境、安全

的社會，在「重要原則」中的世代公平原則、優先預防原則、公開參與原則、國際參與

原則，在「主要核心概念」中的健康與環境、公平正義、自然保育、環境倫理、永續社

區發展、全民參與、國際責任，在「基本素養」中的瞭解基本生態法則、瞭解各種環境

問題的現況與對人與社會的影響，以及解決策略、瞭解人類文化（宗教的、政治的、經

濟的、社會的等）對環境的影響、瞭解個人行為如何影響環境、瞭解解決環境問題所需

的負責任的公民行動的對應很多，表示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基本理念」大都符合環境

永續發展內涵；只有在「理念與願景」的開放的經濟、「重要原則」的環境承載原則、平

衡考量原則，以及社會公義原則、成本內化原則、重視科技原則、系統整合原則、「主要

核心概念」的環境與經濟發展、人口組成等對應少，表示基本理念比較少談到經濟和科

技方面的內涵。 
「課程目標」也大部分符合環境永續發展內涵，只有在「理念與願景」的開放的經

濟、「重要原則」的環境承載原則、平衡考量原則，以及社會公義原則、成本內化原則、

重視科技原則、系統整合原則、「主要核心概念」的環境與經濟發展、人口組成等對應少，

表示課程目標比較少談到經濟和科技方面的內涵，此情形與基本理念相同。而「第三階

段分段能力指標」絕大部分符合環境永續發展內涵，只有在「主要核心概念」的人口組

成方面是沒有對應的。整體而言，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之基本理念、課程目標和第三階

段分段能力指標大都具備環境永續發展內涵。 
（二）現行民間版教科書分析 

為了瞭解現行國中健康與體育民間版本教科書中，與環境永續發展相關之內容現

況，以 92學年度翰林、康軒、南一、仁林出版公司所編輯之教科書（目前只完成七上、
七下、八上和八下）為藍本，進行內容分析。分析項目與內容與上述分析基本理念、課

程目標和第三階段分段能力指標的方式相同，運用此五項三十個主題，進行分析。 
分析結果發現，翰林版對應到「理念與願景」中的適意的環境、「重要原則」的世代

公平原則、「主要核心概念」的健康與環境、自然保育、永續社區發展、全民參與、「基

本素養」中的瞭解各種環境問題的現況與對人與社會的影響，以及解決策略、瞭解個人

行為如何影響環境、瞭解解決環境問題所需的負責任的公民行動。康軒版對應到「理念

與願景」中的永續的生態、「重要原則」的世代公平原則、環境承載原則、社會公義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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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核心概念」的公平正義、自然保育、「基本素養」中的瞭解基本生態法則、瞭解各

種環境問題的現況與對人與社會的影響，以及解決策略、瞭解人類文化（宗教的、政治

的、經濟的、社會的等）對環境的影響、瞭解個人行為如何影響環境、瞭解解決環境問

題所需的負責任的公民行動。南一版只對應到「主要核心概念」的全民參與、「基本素養」

中的瞭解基本生態法則、瞭解各種環境問題的現況與對人與社會的影響，以及解決策略、

瞭解人類文化（宗教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等）對環境的影響、瞭解個人行為如

何影響環境。仁林版都沒有對應。以上可知，在比較之下只有翰林版和康軒版的四冊教

科書，有對應部分的環境永續發展內涵，南一版很缺乏環境永續發展內涵，仁林版更是

付諸闕如。雖然還有二冊（九上、九下）教科書尚未完成，或許會有環境永續發展的內

涵出現，但是不太樂觀，因為環境永續發展概念的培養，是循序漸進的，也即第一冊（七

上）或第二冊（七下）內容就要呈現。雖然翰林版和康軒版有適度的呈現環境永續發展

內涵，但是還要加強環境倫理、社會公義，以及採取公民行動、積極參與的方法。本研

究也有必要編擬相關的教學模組，以補足現行版民間教科書的不足。 
（三）「國民中學健康教師永續教育教學專業知能與教學需求」調查 

為瞭解健康教師永續教育教學專業知能，配合總計畫，以 Sterling的五個向度及其
內涵為基礎（Sterling S，1996），該五向度為：永續世界觀、個人與群體世界觀、教學策
略、課程規劃及組織架構，考量各向度的內涵及施測者的認知，將「永續世界觀」修正

為「永續教育的理念與原則」，「個人與群體世界觀」修正為「永續教育的態度與技能」，

「組織架構」修正為「永續教育的社會行動」，並區分為「教師永續教育教學素養」和「教

師永續教育教學能力」，希望藉此瞭解教師永續教育的教學專業能力，同時加入永續教育

的教學需求。本問卷已經在台北市進行健康教師的 pilot test，將進行檢討修正後再進行較
大規模之調查，預計 6月下旬完成。 
（四）「國民中學學生環境永續發展知識、技能、價值觀、敏感度」調查 

為瞭解國中生有關環境永續發展的知識、價值觀、技能，和環境敏感度，參考國

內外相關文獻資料（Sterling S, 1996；May, 1997；邱詩揚，2001；王鑫，1999；劉潔心、
晏涵文，2000；陳思利、葉國樑，2002；葉國樑，2001；許美瑞、周麗端、薛秀，2001），
並參考學者專家意見，編制問卷，內容包含：1.環境永續發展的知識∼綠色消費、自然資
源、污染控制，2.環境永續發展的價值觀∼人與環境關係、生態健全，3.環境永續發展的
技能，4.環境敏感度。本問卷已經在台北市進行國中學生的 pilot test，將進行檢討修正後，
再進行較大規模之調查，預計 6月中旬完成。 
（五）國民中學健康教師永續教育教學專業知能與教學需求之深入訪談 

根據「國民中學健康教師永續教育教學專業知能與教學需求」和「國民中學學生

環境永續發展知識、技能、價值觀、敏感度」的問卷調查結果，邀請 5-6位擔任國中階
段（第三階段）民間版健康與體育領域教科書編寫工作，同時具備環境永續教育概念的

國中教師，進行焦點團體訪談，以探究調查結果和可能的原因，並提出改善方法，作為

本研究第二年編制永續發展教育之教學模組，發展相關媒體的重要參考，同時也可以作

為未來編寫或修改民間版教科書時，應該適度融入環境永續發展內涵的依據，此訪談預

計 6月下旬至 7月上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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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永續教育相關之教學素材發展 
 與永續教育相關之議題如空氣污染、垃圾污染等環境衛生問題，進行教學活動設計

時所需要之圖片、影片等資料的初步拍製，並進行數位化。圖片目前多以數位相機攝錄

直接為數位化之檔案，影片資料則以 DV 攝錄，再經影像擷取進行數位化，製作成小單
元之教學影片，對未來教學模組之設計及資訊融入教學應有助益。  
四、計畫成果自評 

「環境教育」是九年一貫課程所擷櫫應融入各學習領域教材中之六大議題之一，同

時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的部分內容與永續發展教育關係密切，因此健康教師應具有永續

教育教學專業知能，才能在教學時融入永續教育相關內涵能得心應手。 
本計畫本年度之研究，調查教師永續教育教學專業知能和永續教育之教學需求、瞭

解國中生環境永續發展知識、技能、價值觀、敏感度現況，分析健康與體育領域之基本

理念、課程目標與分段能力指標和現行民間版教科書之永續教育相關內涵，並且深入訪

談健康教師永續教育教學專業知能與教學需求，以及數位教學素材之初步開發等，可作

為下一年度研究之基礎。 

參與本計畫研究者藉由工具之開發，能深入瞭解永續教育之內涵及融入教學之進行

方式。數位素材之實際開發，也有利於其熟練電腦軟、硬體之使用，對個人之成長及教

學，以及國內九年一貫永續教育課程的推動應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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