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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年 一 貫 課 程 永 續 發 展 教 學 模 組 之 研 究 － 綜 合 活 動 學 習 領 域 

 

計畫編號：NSC92-2511-S-003-027 

NSC93-2511-S-003-018 

主持人：鄧毓浩 

執行機關：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壹、研究緣起與目的 

一、研究緣起 

1. 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之實施 

教育部已於九十學年度開始實施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伊始，

千頭萬緒，許多配套措施，如議題教學、小班教學、協同教學、課程統整

都要在短時間規劃完成。 

    九年一貫課程共分為七個學習領域（語文、健康與體育、社會、藝術

與人文、自然與生活科技、數學、綜合活動）、十項基本能力（了解自我與

發展潛能、欣賞表現與創新、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表達溝通與分享、尊

重關懷與團隊合作、文化學習與國際瞭解、規劃組織與實踐、運用科技與

資訊、主動探索與研究、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除了七個學習領域與十項基本能力，「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的教育

改革，還包括六個重大議題的融入，「環境教育」即為六大重要教育議題之

一，永續發展是環境教育的核心，應以「融入式」的課程型式，規劃於國

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之七大學習領域中。 

    環境教育在國內推動已有十年餘，期間許多專家的努力雖已在社會、

學校，正式或非正式教育活動中，顯現出相當成效；但是以世界各國目前

追求「培養居民成為負責任的環境公民」及「地球的永續發展」的二項環

境教育最終目標而言，國內環境教育仍有待努力。而透過有效的學校環境

教育的推動，實為達到此目標的最重要途徑。 

    九年一貫課程的特色，在於結合學習與生活，並經由科目的減少、課

程的統整來促成學生基本能力的獲致。使學校的學習與實際的生活能夠相

互配合，是故不只是課程的改變，更代表教育方法與教育態度的改變。因

此，教育改革或許更應該回歸到教育對人的關懷之本質來考量也就是培養

一個正正常常的公民與生活者。教育學家杜威曾說:「教育即生活」即印證

此理。而環境教育長期以來的主張與作法，正與這種教育改革的趨勢不謀

而合。環境教育一直強調的「在環境中教學，教導有關環境，為了環境而

教育」，正是結合生活與學習的好方法。因而在此種方向之指引下，環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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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工作者也一直在努 力的嘗試用資源整合，社區參與、合作學習、學生主

動參與學習等的方法，從事推動環境教育的努力，而這些努力所必須運用

到的教與學兩方面的再思考與調適再出發，更與目前九年一貫課程所強調

的學習者基本能力的培養與提升方向是一致的。 

 

2. 九年一貫課程與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是現階段九年一貫課程新設的學習領域，其課程目

標在於：a.生活實踐：一般學習領域多分認知、技能、情意三類學習目標，

其中常以認知的比重最重；而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則特別強調學生在真實生

活中的實踐能力，協助學生表現自我與檢證學習內容。b.體驗意義：綜合

活動學習領域重視學生在實踐過程中體驗活動的意義，在體驗的省思過程

中增進對自己的瞭解，並從中發現人生的意義。c.個別發展：綜合活動學

習領域針對學生不同能力、興趣、需求設計多元的活動，給予個別發展的

學習機會。d.學習統整：學校成立「綜合活動課程小組」，以獨立的設計，

運用校內外資源，進行若干學習領域的統整設計。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範圍，涵蓋了現今國中小的輔導活動、團體活動、

童軍教育及家政教育，學習層面相當廣泛。此外，九年一貫課程跨學習領

域或跨班級、跨校際的活動，皆由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來規劃，因此本學習

領域是目前國民教育統整性最強的學習領域。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分為四大主題軸：認識自我、生活經營、參與社會、

保護自我與環境，下置51項能力指標，並分小學一二年級、三四年級、五

六年級以及國中一二三年級四階段實施，其中的生活經營及保護自我與環

境兩項主題軸，與環境教育直接相關，自然也成為永續教育發展的核心。 

教育部(2003)「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四

大教育目標為： 

（1） 實踐體驗所知：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引領學習者透過活動中的實踐、

獲得直接體驗與及時反饋訊息，從過程中應用所知，增進對自己的

了解。 

（2） 省思個人意義：綜合活動學習領域鼓勵學習者在所參與活動中，有

從容地表達並省思自己的體驗之時間與機會，也可以自己的方式表

達對活動的意義。 

（3） 擴展學習經驗：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希望學習者以多種感官來體驗世

界，提供開放、多樣性的學習環境，以擴大訊息選擇的範圍、來源

與方式。 

（4） 鼓勵多元與尊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藉由多元的活動，讓每一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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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開展、發掘並分享屬於個人的意義，尊重他人的體驗，並同時

鼓勵學習者參與社會、擔負起自己的責任。 

因此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即是以「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為依

規，四大教學目標為原則，以達成培養具備獨立生活基本能力的全人教育

為目標。 

 

3. 永續發展的目的 

自 1980 年「世界自然保育方略」(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提

出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以來，對永續發展的定義有

不同的解釋，有的從經濟的觀點，有的從環境的角度，也有從社會的層面，

表現出永續發展目標與內涵的多元性。 

1987 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中，提出永續發展概念是「滿足當代需求的發展，但不損害後代需

求的能力」。這一概念強調永續發展的經濟屬性。其目標是經濟的目標。 

1991年IUCN(International Union of Conservation for Nature)、

UNEP(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d)和 WWF(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聯合出版關懷地球—一個永續生存的策略(Caring for the 

Earth—A Strategy for Sustainable Living )，書中提出永續發展的定

義是：「生存於不超越維生系統的負荷力之情況下，改善人類的生活品質」。

這概念著重於永續發展的社會屬性。即永續發展的目標是改善人類的生活

品質。 

1991年國際生態學聯合會(INTECOL)和國際生物科學聯合會

(International Union of Biological Sciences, IUBS)聯合召開永續發

展討論會，把永續發展定義為：「保護和加強環境系統的生產和更新能力」。

這一概念側重於永續發展的環境屬性，強調環境的更新能力。 

1992年，Jacobs和Sadler認為永續發展是經濟的目標、社會的目標

和環境的目標的交雜，並以下列模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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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永續發展具有下列三項目標：（楊冠政，2003） 

(a)經濟的目標： 

永續發展鼓勵經濟的成長，因為它能充實國力和增加社會財富。

同時，永續發展不但要增加數量，更要追求品質改善，提高效率、節

約能源、減少浪費、改變傳統的生產和消費模式，達成清潔生產和文

明消費。 

(b)社會的目標： 

永續發展必須要改善和提高生活品質為目標，與社會進步併行。

當前社會發展不可避免的事實，就是世界上大多數人口仍處於半貧困

或貧困狀態。永續發展必須與解決大多數人口的貧困聯結在一起。對

於發展中國家來說，貧困與不發達是造成資源與環境破壞的基本原因

之一。只有消除貧困，才能培養保護和建設環境的能力。世界各國的

發展階段不同，發展的具體目標也各不相同，但發展的內涵應包括改

善人類生活品質，提高人類健康水準，並創造一個保障人民平等、自

由和免於受暴力的社會環境。 

(c)環境的目標： 

永續發展要以保護環境為基礎，且要與資源與環境的負荷力相協

調。因此，要發展必須要保護環境，包括控制環境污染，改善環境品

質，保護維生系統，保護生物多樣性，維護地球生態的完整性，保證

以永續的方式使用再生性資源，使人類的發展維持在地球環境負荷能

力之內。 

 

社會的目標 
Social Goals 

   經濟的目標 
     Economic Goals 

永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環境的目標 
Environmental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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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永續發展教育與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根據上述課程目標及課程延伸的主題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永續發展

的內涵，擬作如下的界定： 

（1） 經濟性的目標：可從生活面切入，在家庭與學校活動中，培養與實

踐基本生活能力，透過個人、家庭、學校與社區的互動，了解生活

的意義，體會生命的價值，進而珍惜生活資源，善盡社會責任。 

（2） 社會性的目標：一方面實施學生自治活動，從年幼到年長，逐步增

加管理自己事務的權限，提高自律與負責的情操，並學習相關的程

序與技能；另方面推動社會服務活動，藉由參觀、訪問及實際參與，

了解社會現象，體驗自己與社會的關係，培養關懷人群的情懷與行

動力，進而樂意以實際行動參與社會服務。 

（3） 環境性的目標：經由對環境的體驗、欣賞、學習、探索與行動等環

境學習活動，使學生能夠了解人與環境間相互依存的關係，關懷周

遭的自然與社會環境，採行負責任的環境行為，而成為一個良好的

公民。 

 

二、研究目的 

本子計畫「九年一貫課程永續發展教學模組之研究—綜合活動學習領

域」，針對前年（民 90）實施的九年一貫課程，探討第三階段（國小五∼六

年級）和第四階段（國中一∼三年級）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和學生，對於

永續發展教育內涵的認知與需求，並以行動研究與綜合活動教師共同編擬永

續發展教育之教學模式，發展相關媒體，進行教學實驗、學習評量和教學推

廣。 

1. 調查國民中小學學生具備哪些與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相關的「永續發展教

育」知識、技能與價值觀：利用問卷及焦點團體座談的方式，以五年級

學生至九年級學生為對象（即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中分段能力指標之第

三、第四階段），調查學生的學習需求及教師教學現況。 

2. 以研討會或教學觀摩的方式，提供綜合活動的在職教師「環境議題」與

「永續發展教育」的概念，使教師能在教學中融入環境與永續發展教育

的理念及內涵，並發展課程架構與教學模組，讓教師使用之。 

3. 運用課室觀察以及焦點團體座談及問卷的使用，評估教師使用「永續發

展教育」教學模組的狀況，並且配合計畫的研究期，在學生小學結束及

國中結束之前評估學生學習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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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步驟 

一、第一年（92年8月∼93年7月）--現況調查及文獻分析階段： 

1. 以文獻分析法概覽世界主要國家在綜合活動及相關教學所關注的永續發

展議題、課程組織模式及教學模式。 

2. 以內容分析法瞭解「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之分段能力指標（分為認識自我、經營生活、參與社會及保護自我與環

境四大主題軸）中可能延伸或融入之永續發展教育議題。 

3. 以焦點團體訪談法、觀察法調查現行國民中小學在實施九年一貫課程

後，綜合活動教師和學生對以永續發展為議題之環境教育內容的要求。 

4. 以問卷調查法瞭解台灣地區國民中小學擔任綜合活動教師之環境素養，

以及對永續發展教育的教學需求。 

5. 調查國民中小學學生在九年一貫的課程下，是否具備與綜合活動學習領

域相關的「永續發展教育」知識、技能與價值觀。 

6. 以內容分析法分析現行國民中小學綜合活動各版本教材中融入永續發展

議題的教育內涵。 

7. 以文獻分析及焦點團體訪談方式，研擬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之永續發

展教育研習方案。 

二、第二年（93年8月∼94年7月）--研發教學模組、教學策略、媒體發展

及教學評估階段 

1. 以合作學習法及行動研究法針對永續發展教學議題，並依據綜合活動學

習領域分段能力指標，編選國中小不同階段教材，設計教學活動，研發

教學模組及教學策略。 

2. 以專家審查及專家座談方式，對所設計之教學單元初稿與教學模組型式

提供建議，以為進一步修正之參考。 

3. 進行教學模組初步試驗教學。 

4. 以焦點團體訪談方式，對參與試驗教學教師和學生交換教學意見與學習

心得，以作為改進參考。 

5. 準實驗研究法進行融入永續發展議題於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教學實驗研

究。 

6. 以學習成果評量工具進行教學效果的量化分析。 

7. 蒐集準實驗教學過程之作業單及教學過程錄影帶等資料，進行教學效果

的質性分析。 

8. 以焦點團體訪談參與實驗教學教師和學生的教學與學習心得，以作為改

進參考。 

9. 辦理教學研討會發表研究成果，進行觀摩教學，提供教學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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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製作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永續發展教學模組之光碟媒體，以推廣教學。 

11. 建置永續發展教育之教學模組資料庫（數位化教學素材）。 

 

 

參、分段能力指標分析、焦點團體訪談及教師專家知能問卷調查結果討論 

一、九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綱要，能力指標與永續發展教育分

析研究 

1. 主題軸與分段能力指標經與國中、國小教師研究，結果初步分析如下： 

分段能力指標 補充說明 

1. 認識自己 

 1-3-2尊重與關懷不同的族群。 

 

 

 1-3-6瞭解自己與家庭、社區環境的關

係，並能說出自己的角色。 

 1-4-3描述自己的文化特色，並分享自

己對文化所建立的意義與價值。

 

認識各行各業，讓學生學習尊重與關懷不同

文化、性別、職業、年齡、能力及社經階層

等不同族群的人。 

實施鄉土教學、社區服務、角色扮演、家庭

採訪等活動。 

實施鄉土教學、原住民文化活動、藝文活

動、社區民俗活動等。 

2. 生活經營 

 2-1-4認識並欣賞周遭環境。 

 

 2-3-2觀察野外生活中自然現象的變

化。 

 2-3-3規劃改善自己的生活所需要的

策略與行動。 

 

 2-4-2規劃適合自己的休閒活動，並學

習野外生活的能力。 

 

住家附近的環境探訪、校園巡禮、社區踏

查、認識家鄉。 

實施童軍訓練、地理型態辨識、氣候變化辨

識等教學。 

實施生涯探索、溝通技巧、學習策略輔導、

解決問題能力、潛能開發等教學及活動。

實施休閒輔導、童軍訓練、野外求生、露營

等教學及活動。 

分段能力指標 補充說明 

3. 社會參與 

 3-2-4認識鄰近機構，並瞭解社會資源

對日常生活的重要。 

 

 3-3-2體會參與社會服務的意義。 

 3-3-3 熟悉各種社會資源及支援系

 

參觀圖書館、消防隊、鄉鎮辦事處、活動中

心等機構，了解如何使用社會資源參與社會

服務活動、省思活動。 

如網路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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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並幫助自己及他人。 

 3-4-2學習關懷世人與照顧弱勢團體。

 3-4-3 蒐集世界各地不同的生活方

式，瞭解在多元社會中生活所應

具備的能力。 

如紅十字會義賣、飢餓三十活動。 

 

如利用網路國際漫遊。 

4. 保護自我與環境 

 4-1-1觀察住家和學校週遭環境，並知

道保護自己的方法。 

 4-1-2整理自己的生活空間，並說明如

何安排空間。 

 4-1-3知道環境保護與自己的關係。 

 

 4-2-4舉例說明保護及改善環境的活

動內容。 

 4-3-2探討環境改變與破壞可能帶來

的危險，討論如何保護改善環境。

 4-4-1分析人與自然的關係，並能對日

常生活中的事物做有系統的觀察

與探究，發現及解決問題。 

 4-4-2分析各種人為和自然環境可能

發生的危險與危機，擬定並執行

保護與改善環境之策略與行動。

 

觀察日常生活可能遇到的人事物，列舉自我

保護的方法。 

練習整理自己的房間、置物櫃。 

 

實施資源回收、環保教育、守望相助等活

動。 

利用會議形式，說明環保教育、資源回收、

節約能源等活動內容。 

實施環境教育、生態保育。 

 

資源運用、腦力激盪、培養解決問題能力。

 

 

瞭解水土保持、核能電廠、臭氧的保護、不

當清潔劑的使用。 

 

 

 

2. 依據「二十一世紀議程」中華民國永續發展策略綱領來分析： 

在「理念與願景」的對應上，大致密合，惟在其中「開放的經濟」相

關概念的對應方面，因受制於學科特性，對應關係相當薄弱。 

主題 相關概念 對應分段能力指標 

永續的生態 2-3-2、4-3-2、4-4-1、4-4-2 

適意的環境 2-1-1、2-1-4、4-1-1、4-1-3、4-2-4、4-3-2、4-4-2

安全的社會 1-3-2、3-1-2、3-4-2、4-2-2、4-3-1 

理念與

願景 

開放的經濟 1-3-5、2-1-2、4-4-1 

在「重要原則」的對應方面，十項重要原則中，有八項原則能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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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呼應，不過其中「平衡考量」及「成本內化」兩項原則，綜合活動領

域尚找不出與之對應的能力指標。 

主題 相關概念 對應分段能力指標 

世代公平原則 3-4-2、4-4-2 

環境承載原則 4-4-2 

平衡考量原則 無 

優先預防原則 4-3-2、4-4-1、4-4-2 

社會公義原則 3-3-3、3-4-2 

公開參與原則 3-3-2、3-4-1 

成本內化原則 無 

重視科技原則 4-1-1、4-1-2 

系統整合原則 4-1-2 

重要原

則 

國際參與原則 3-4-2 

在「發展現況」的對應方面，綜合活動領域缺少可資對應的能力指標。

主題 相關概念 對應分段能力指標 

國際趨勢潮流 無 發展現

況 我國措施 無 

在「主要核心概念」的對應方面，其中九項概念中，有七項概念能與

綜合活動領域能力指標對應，惟「環境與經濟發展」與「人口組成」兩項

概念，本領域課程尚找不出可資對應的能力指標。 

主題 相關概念 對應分段能力指標 

健康與環境 1-3-6、2-1-1、2-1-4、2-4-2、4-1-1、4-1-3 、4-2-4

4-3-1、4-3-2、4-4-2 

環境與經濟發

展 

無 

公平正義 1-3-2、3-4-2 

自然保育 2-3-2、4-1-3、4-2-4、4-3-2、4-4-1、4-4-2 

環境倫理 4-1-3、4-4-1 

永續社區發展 1-3-6、1-4-3、3-1-1、3-1-2、3-2-3、3-2-4、3-3-1

3-3-2、3-3-3、3-4-1 

全民參與 3-2-3、3-3-2、3-3-3、3-4-1 

人口組成 無 

主要核

心概念 

國際責任 3-3-3、3-4-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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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本素養」的對應方面，四項相關概念皆可對應，惟對應程度略

嫌薄弱。 

主題 相關概念 對應分段能力指標 

瞭解基本生態

法則 

1-3-6、4-1-3、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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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4-2-2、4-2-4、4-3-2、4-4-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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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3-4、3-4-1、3-4-2 

瞭解個人行為

如何影響環境 

4-1-3、4-2-3、4-3-1 

基本素

養 

瞭解解決環境

問題所需的負

責任的公民行

動 

3-4-1、3-4-3、4-4-1、4-4-2 

綜合活動領域之課程綱要，教學策略規劃至為詳細，內容非常豐富，

與「二十一世紀議程」中華民國永續發展策略綱領之教學策略對應密切。

主題 相關概念 對應分段能力指標 

教學策

略 

 按課程綱要，可以會議（以議案討論為主）、討論（含

座談）、練習（含演習）、實驗（以尋求答案為主）、與

研究活動（含調查、上網）、參觀、展覽、展示、競賽、

遊戲、社團、服務、野外生活方式等進行教學。活動

項目可規劃設計成「環保小尖兵」、「跳蚤市場」（資源

回收）、「社區探險隊」、「打造新故鄉」（社區義工隊）、

「社區資源踏查」、「窗外有藍天」（全校大露營）、「家

庭與資源管理」、「登鳶山看家園」（環境教育活動）、「社

會服務活動」（社區大掃除）、「野外休閒探索」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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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民中學教師永續教育教學專業知能之調查研究』統計報告 

本次調查問卷是於九十三年五月間進行，共發出 565 份，施測範圍涵

蓋各縣市重點國民中學及完全中學等，計收回問卷 520 份。問卷將一一鍵

入SPSS程式中，建立檔案，以進行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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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設計與實施 

1. 研究架構  

根據本研究之目的，以及國內外永續發展教育相關文獻探討（sterling 

s.1996），發展出本研究架構如圖一所示。 

                          

 

單因子變異數 

 

    

  

                          

 

 

單因子變異數 

 

  

單因子變異數 

 

圖一 研究架構 

第一部分 

基本資料(敘述性統計) 

1. 性別 

2. 年齡 

3. 學歷 

4. 畢業系所 

5. 任教職務 

6. 任教領域 

7. 任教年資 

8. 服務學校 

9. 參與環境教育的情

形 

第參部分 

教師對永續發展的認識與態度 

第肆部份 

教師永續教育教學專業能力之內涵部分

 

１永續教育的理念與原則   

２永續教育態度與技能 

３永續教育的課程規劃 

４永續教育的教學策略 

５永續發展的社會行動 

第肆部份 

教師永續教育教學專業能力之教學部分 

 

１永續教育的理念與原則 

２永續教育態度與技能 

３永續教育的課程規劃 

４永續教育的教學策略 

５永續發展的社會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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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對象，主要以台灣地區任教國中綜合活動領域的教師為主體

（涵蓋輔導活動、童軍教育、家政三科）。93 學年度全國公私立國民中

學有 741 所，以擔任綜合活動領域之教師為母群體，大約有 7000 人。

依據Krejcie & Morgan (1930) 的抽樣曲線建議，當母群體人數為6000

至7000人時，至少需抽樣364人，本研究計發出問卷565份，回收520

份，符合上述建議。 

3.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 Sterling (1996) 之設計架構為基礎，Sterling 對於想要發

展永續教育的教師，可由永續世界觀、個人與群體世界觀、教學策略、

課程規劃及組織架構等五個向度出發，以瞭解永續教育所必須具備的基

本內涵。本問卷即以 Sterling 的五個向度及其內涵為基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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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教師永續教育教學能力」，希望藉此了解國民中學教師永

續教育的教學專業能力。問卷內容見《附件一》。 

4. 資料處理 

根據假設，利用SPSS.11中文版統計軟體進行統計分析，依研究目的，

選擇其適合的統計分析進行下述討論。 

（1） 敘述性統計分析 

根據本研究的內容，將自變數與因素採用敘述性統計方式分析，得到平

均數、標準差、百分比、次數分配等數據，進行探討。 

（2）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其理論基礎是基於應變數因受其自變數因素之影

響，以致其特性發生不同之差異。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必須先檢定其F 值

是否達到顯著水準，若F值為顯著，進而進行其因素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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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結果與結論 

1. 樣本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共發出 565 問卷，回收問卷 520 份，回收率 92.04%，剔除空白問

卷與資料填答有不完整者之無效問卷49份，共計有效問卷471份，佔回

收問卷比例為 90.58%。針對有效問卷進行統計分析，依問卷中基本資料

填答情形，編碼輸入資料。第壹部分之基本資料的內容為，性別：男、女，

年齡：25歲以下、26-30歲、31-40歲、41-50歲、51歲以上，學歷：專

科、一般大學、師範學院、一般大學研究所、師範院校研究所，畢業系所

為開放題，任教職務：專任、行政、領域召集人(此題為複選題)，任教領

域：語文、數學、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健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綜

合活動，任教年資：0年、1-5年、6-10年、11-15年、16-20年、21年

以上，服務學校：都會地區學校、郊區學校、偏遠學校，參與環境教學的

情形：是否修過環境保護相關課程，是否參加過有關環境教育研習的經

驗，過去一年是否參加過相關環境保護活動，是否為任何環境教育組織或

環境團體的成員或志工。 

（1）教學地區 

表1-1受訪者基本資料次數分配表1 

台北市 苗栗縣 台中市 台北縣 桃園縣 新竹市 新竹縣 南投縣 

N=127 N=15 N=23 N=49 N=28 N=13 N=9 N=14 

26.96%  3.18%  4.88%  10.40% 5.94%  2.76%  1.91% 2.97 

基隆市 台中縣 彰化縣 雲林縣 嘉義縣 台南市 台南縣 高雄市 

N=2 N=34 N=8 N=5 N=13 N=25 N=14 N=37 

0.42%  7.22%  1.70%  1.06%  2.76%  5.31%  2.97%  7.8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高雄縣 屏東縣 台東縣 宜蘭縣 花蓮縣 澎湖縣 

N=8 N=10 N=13 N=11 N=8 N=5 

1.70%  2.12%  2.76%  2.34%  1.70%  1.06% 

 

針對 471 位受訪者利用敘述統計中的次數分配與百分比進行分析，就教學地區而

言，受訪者所在地區人數最多的縣市為台北市，人數有 127 人，佔 26.96%，第二

名為台北縣，人數有49人，佔10.40%，第三名為高雄市，人數有37人，佔7.86%，

第四名為桃園縣，人數有 28 人，佔 5.94%，第五名為台中市，人數有 23 人，佔

4.88%，其餘的人數及比例皆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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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學國中 

表1-2受訪者基本資料次數分配表2 

敦化國中 大倫國中 北安國中 光明國中 金華國中 仁愛國中 南門國中 

N=4 N=5 N=7 N=5 N=10 N=11 N=6 

0.85% 1.06%  1.49%  1.06%  2.12%  2.34%  1.2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民權國中 和平高中 明湖國中 弘道中學 石牌國中 蘭雅國中 師大附中 

         附設國中 

N=3 N=2 N=5 N=6 N=7 N=9 N=5 

0.64%  0.42%  1.06%  1.27%  1.49%  1.91%  1.0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內湖國中 中山國中 實踐國中 民生國中 天母國中 關渡國中 大直國中 

N=3 N=4 N=5 N=5 N=11 N=5 N=5 

0.64%  0.85%  1.06%  1.06%  2.34%  1.06%  1.0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景美國中 信義國中 福和國中 二重國中 板橋國中 明德國中 崇林國中 

N=6 N=8 N=13 N=9 N=6 N=3 N=7 

1.27%  1.70%  2.76%  1.91%  1.27%  0.64%  1.49%  

 

樹林國中 新埔國中 大成國中 自強國中 東興國中 福豐國中 石門國中 

N=3 N=8 N=11 N=5 N=6 N=5 N=1 

0.64%  1.70%  2.34%  1.06%  1.27%  1.06%  0.2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竹南國中 照南國中 培英國中 虎林國中 竹東國中 新豐國中 忠孝國中 

N=4 N=6 N=5 N=3 N=5 N=3 N=3 

0.85%  1.27%  1.06%  0.64%  1.06%  0.64%  0.6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竹北國中 中興國中 旭光國中 中正國中 四育國中 漢口國中 北新國中 

N=3 N=7 N=7 N=2 N=4 N=5 N=5 

0.64%  1.49%  1.49%  0.42%  0.85%  1.06%  1.0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惠文國中 丰南國中 大雅國中 豐陽國中 光復國中 沙鹿國中 光德國中 

N=4 N=5 N=12 N=4 N=4 N=4 N=5 

0.85%  1.06%  2.55%  0.85%  0.85%  0.85%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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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花壇國中 北斗國中 土庫國中 復興國中 民？ 崇民國中 後甲國中 

N=5 N=3 N=5 N=4 N=8 N=6 N=7 

1.06%  0.64%  1.06%  0.85%  1.70%  1.27%  1.4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甲國中 善化國中 南新國中 鼓山國中 福山國中 瑞祥國中 新興高中 

N=3 N=3 N=8 N=5 N=6 N=2 N=8 

0.64%  0.64%  1.70%  1.06%  1.27%  0.42%  1.7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正興國中 明義國中 左營國中 鹽埕國中 中庄國中 橋頭國中 琉球國中 

N=6 N=6 N=2 N=2 N=5 N=3 N=1 

1.27%  1.27%  0.42%  0.42%  1.06%  0.64%  0.2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正國中 明正國中 關山國中 初鹿國中 大武國中 體育中學 瑞源國中 

N=5 N=4 N=3 N=2 N=3 N=1 N=2 

1.06%  0.85%  0.64%  0.42 % 0.64%  0.21%  0.4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東海國中 頭城國中 壯圍國中 宜蘭國中 國風國中 文光國中 未回答（嘉義縣） 

N=2 N=3 N=4 N=4 N=8 N=5 N=13 

0.42%  0.64%  0.85%  0.85%  1.70%  1.06%  2.76% 

  

 

針對教學國中而言，受訪者人數最多的學校為福和國中，人數有13人，佔2.76%，

第二名為天母國中、仁愛國中和大成國中，人數有 11 人，佔 2.34%，第三名為金

華國中，人數有10人，佔2.12%，其餘的人數皆在10人以下，所佔比例也很小。 

 

 

（3）性別、年齡、學歷 

表1-3受訪者基本資料次數分配表3 

男 女 25歲以下 26-30歲 31-40歲 41-50歲 51歲以上 

N=66 N=405 N=51 N=143 N=161 N=92 N=24 

14.01  85.99  10.83  30.36  34.18  19.53  5.0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專科 一般大學 師範學院 一般大學研究所 師範學院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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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 N=118 N=265 N=27 N=58   

0.64%  25.05%  56.26%  5.73%  12.31%    

 

對於第壹部分基本資料，利用敘述統計中的次數分配與百分比進行分析，受

訪者人數為471人，就性別而言，男生人數為66人，佔14.01%，女生人數為405

人，佔85.99%。就年齡而言，25歲以下人數為143人，佔30.36%，26-30歲人數

為143人，佔30.36%，31-40歲人數為161人，佔34.18%，41-50歲人數為92人，

佔19.53%，51歲以上人數為24人，佔5.09%。在學歷而言，專科人數為3人，佔

0.64%，一般大學人數為118人，佔25.05%，師範學院人數為265人，佔56.26%，

師範學院研究所人數為58人，佔12.31%。 

 

（4）畢業系所 

表1-4受訪者基本資料次數分配表4 

教育心理系 社工系 輔導諮商系 家政系 公領系 商專會計 

N=14  N=26  N=69  N=80  N=127  N=2  

2.97% 5.52% 14.65% 16.99% 26.96% 0.4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心理系 生活科學 社會教育系 教育系 法律系 衛教系 

N=14  N=8  N=4  N=31  N=1  N=4  

2.97% 1.70% 0.85% 6.58% 0.21% 0.85% 

體育系 化學系 舞蹈系 特殊教育系 兒福系 服裝設計系 

N=3  N=1  N=1  N=8  N=4  N=1  

0.64% 0.21% 0.21% 1.70% 0.85% 0.21% 

 

農經系 電子工程系 食品營養系 物理系 科學教育系 生物系 

N=1  N=1  N=3  N=2  N=1  N=1  

0.21% 0.21% 0.64% 0.42% 0.21% 0.2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美術系 音樂系 材料研究所 運動休閒系 服飾設計系 財經法學 

N=2  N=1  N=1  N=1  N=1  N=2  

0.42% 0.21% 0.21% 0.21% 0.21% 0.4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共行政系 英文系 三民主義研究所 數學系 史學系 幼兒教育系 

N=2  N=7  N=1  N=2  N=1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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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 1.49% 0.21% 0.42% 0.21% 0.2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業教育系 中文系 畜產系 化學工程系 地理系 行為醫學所 

N=7  N=27  N=1  N=4  N=2  N=1  

1.49% 5.73% 0.21% 0.85% 0.42% 0.21% 

 

就畢業系所而言，公領系的人數為最多有 127 人，佔 26.96%，第二名為家政系人

數為80人，佔16.99%，第三名為輔導諮商系人數為69人，佔14.65%，第四名為

中文系，人數有27人，佔5.73%，第五名為社工系，人數有26人，佔5.52%，其

餘的畢業系所的人數皆佔少數部分。 

 

（5）任教職務、任教領域 

表1-5受訪者基本資料次數分配表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  專任     

N=160 N=311     

33.97%         66.0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      行政 行政輔導單位 行政教務處 行政學務處  行政總務處 

N=349   N=17      N=53 N=19       N=31 N=2 

74.10%  3.61%      11.25%       4.03%      6.58%       0.4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    領域召集人 綜合活動領域召集人 國文領域召集人 社會領域召集人 

N=399 N=8       N=53 N=2 N=4  

84.71%  1.70%       11.25%  0.42%  0.8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語領域召集人 健康與體育召集人 藝術與人文召集人  

N=3 N=1 N=1   

0.64%  0.21%  0.2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 導師     

N=442 N=29 

94.8%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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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針對受訪者的任教職位而言，就專任而言，人數為 311 人，佔 66.03%。就行政而

言，人數為 17 人，佔 3.61%，行政輔導單位人數為 53 人，佔 11.25%，行政教務

處人數為19人，佔4.03%，行政學務處人數為31人，佔6.58%，行政總務處人數

為2人，佔0.42%。在領域召集人而言，人數為8人，佔1.70%，綜合活動領域召

集人數為53人，佔11.25%，國文領域召集人數為2人，佔0.42%，社會領域召集

人數為4人，佔0.85%，英文領域召集人數為3人，佔0.64%，健康與體育召集人

數為1人，佔0.21%，藝術與人文召集人數為1人，佔0.21%。在導師人數而言，

為29人，佔6.2%。 

 

      行政單位 行政輔導單位 行政教務處 行政學務處 行政總務處 

專任 306 1   1 1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召集人 綜合活動領域召集人 國文領域召集人 

專任 282 3 2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社會領域召集人 英語領域召集人 健康與體育召集人 藝術與人文召集人 

專任 0 0 2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導師 

專任 4 

 

受訪者在擔任專任的職位外，另兼行政、召集人或導師人數分別為，就行政而言，

人數為 306 人，行政輔導單位人數為 1 人，行政教務處人數為 1 人，行政學務處

人數為 1 人，行政總務處人數為 3 人。在領域召集人而言，人數為 282 人，綜合

活動領域召集人數為3人，國文領域召集人數為23人，健康與體育召集人數為2

人，藝術與人文召集人數為1人。在導師人數而言，為4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召集人 綜合活動領域召集人國文領域召集人社會領域召集人 

行政單位  1 1   

行政輔導單位   9  1 

行政教務處   5   

行政學務處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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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總務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語領域召集人  健康與體育召集人   藝術與人文召集人 

行政單位  2 1  1 

行政輔導單位      

行政教務處      

行政學務處 1    

行政總務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訪者除了行政單位外另兼召集人職位，人數為1人，綜合活動領域召集人數為1

人，英語領域召集人數為 2 人，健康與體育召集人數為 1 人，藝術與人文召集人

數為 1 人。在行政輔導單位而言，兼綜合活動領域召集人數為 9 人，社會領域召

集人數為 1 人。在行政教務處而言，兼綜合活動領域召集人數為 5 人。在行政學

務處而言，兼綜合活動領域召集人數為 2 人，社會領域召集人數為 1 人，英語領

域召集人數為1人。 

 

  導師 

召集人   

綜合活動領域召集人  5 

國文領域召集人   

社會領域召集人  1 

英語領域召集人   

健康與體育召集人   

藝術與人文召集人   

受訪者在擔任綜合活動領域召集人還兼任導師的人數為 5 人，在擔任社會領域召

集人還兼任導師的人數為1人。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生活科技 健康與體育 藝術與人文 綜合活動 

N=21 N=6 N=25 N=8 N=4 N=6 N=324 

4.46%  1.27%  5.31%  1.70%  0.85%  1.27%  68.7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語文與綜合活動 數學與綜合活動 社會與綜合活動 

N=26             N=3            N=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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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0.64%              8.4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自然生活科技與綜合活動 健康體育與綜合活動 藝術與人文與綜合活動 

N=3 N=2                N=3 

0.64%  0.42%             0.64%  

 

就任教領域而言，受訪者任教語文領域的人數為 21 人，佔 4.46%，數學的人數為

6人，佔1.27%，社會的人數為25人，佔5.31%，自然生活科技的人數為8人，佔

1.70%，健康與體育的人數為4人，佔0.85%，藝術與人文的人數為6人，佔1.27%，

綜合活動的人數為 324 人，佔 68.79%，受訪者中有同時任教兩科，其所佔人數，

語言與綜合活動的人數為 26 人，佔 5.52%，數學與綜合活動的人數為 3 人，佔

0.64%，社會與綜合活動的人數為40人，佔8.49%，自然生活科技與綜合活動的人

數為3人，佔0.64%，健康體育與綜合活動的人數為2人，佔0.42%，藝術人文與

綜合活動的人數為3人，佔0.64%。 

 

（6）任教年資、服務學校 

表1-6受訪者基本資料次數分配表6 

0年 1-5年 6-10年 11-15年 16-20年 20年以上   

N=32 N=161 N=110 N=68 N=32 N=68   

6.79%  34.18%  23.35%  14.44%  6.79%  14.44%    

 

都會學校   郊區學校  偏遠學校      

N=335 N=118 N=18      

71.13%  25.05%  3.82%       

 

針對任教年資而言，0 年的人數為 32 人，佔 6.79%，1-5 年的人數為 161 人，佔

34.18%，6-10年的人數為110人，佔23.35%，11-15年的人數為68人，佔14.44%，

16-20年的人數為32人，佔6.79%，20年以上的人數為68人，佔14.44%。 

就服務學校的地區而言，屬於都會學校地區的人數為 335 人，佔 71.13%，郊區學

校的人數為118人，佔25.05%，偏遠學校的人數為18人，佔3.82%。 

 

（7）參與環境教育的情形 

表1-7受訪者基本資料次數分配表7 

參與活動教育的情形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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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修過環境保護相關課程                          N=161    N=310 

                                                  34.18%   65.82% 

是否參加過有關環境教育研習的經驗                  N=212    N=259 

                                                  45.01%   54.99% 

過去一年是否參加過相關環境保護活動                N=93     N=388 

                                                  19.75%   80.25% 

是否為任何環境教育組織或環境團體的成員或志工      N=29     N=442 

                                                  6.16%    93.84% 

 

針對受訪者參與活動教育的情形分為四部份探討，一、是否修過環境保護相關課

程，二、是否參加過有關環境教育研習的經驗，三、過去一年是否參加過相關環

境保護活動，四、是否為任何環境教育組織或環境團體的成員或志工。對於是否

修過環境保護相關課程，其受訪者修過的人數為 161 人，佔 34.18%，沒有修過的

人數為 310 人，佔 65.82%。是否參加過有關環境教育研習的經驗，其受訪者參與

的人數為212人，佔45.01%，沒有參與的人數為259人，佔54.99%。過去一年是

否參加過相關環境保護活動，其受訪者參加的人數為93人，佔19.75%，沒有參加

的人數為388人，佔80.25%。是否為任何環境教育組織或環境團體的成員或志工，

其受訪者是任何環境教育組織或環境團體的成員或志工的人數為29人，佔6.16%，

不是的人數為442人，佔9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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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民中學教師永續教育教學專業知能」之現況分析 

（1）教師對永續發展的認識與態度之敘述統計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平均數   標準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師對永續發展的認識和態度                             2.98     0.73 

您對永續發展一詞的了解程度 2.87  0.66  

您認為我們在採取行動前應有先考慮永續發展的議題嗎 1.91  0.62 

您覺得先進國家對於永續發展的重視度夠不夠 2.62  1.30 

你覺得第三世界開發中國家對永續發展的重視夠不夠 3.55  0.65 

你覺得我國政府對永續發展的重視度夠不夠 3.30  0.59 

你覺得我國民眾對永續發展的重視度夠不夠 3.40  0.57 

你覺得我國教育對永續發展的重視度夠不夠 3.28  0.63 

對於永續發展教育的策略與方法，您知道的多不多 3.68  0.65 

如果有機會休息有關永續發展教育的課程，你會參加嗎 2.32  0.79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中需要包含永續發展概念嗎 2.32  0.78  

您覺得目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和教材中，包含永續發展內容比重多不多 3.50  0.7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針對第參部分之教師對永續發展的認識和態度，其整體而言，教師對永續發展的

認識和態度的平均數為2.98，亦即為不應該、不足夠或是普通，標準差為0.73，

代表其受訪者的答案有點離散，根據調查顯示教師對永續發展的認識和態度比較

傾向普通方面，針對題目：您認為我們在採取行動前應有先考慮永續發展的議題

嗎? 其平均數為 1.91，代表受訪者皆贊同採取行動前應有先考慮永續發展，其次

平均數介於 2~3 之間的有對永續發展一詞的了解程度? 先進國家對於永續發展的

重視度夠不夠 ? 如果有機會休息有關永續發展教育的課程，你會參加嗎? 綜合活

動學習領域中需要包含永續發展概念嗎? 受訪者對於永續發展的參與度與看法皆

為正向積極，其餘的題目：第三世界開發中國家對永續發展的重視夠不夠? 我國

政府對永續發展的重視度夠不夠 ? 我國民眾對永續發展的重視度夠不夠? 我國

教育對永續發展的重視度夠不夠 ? 對於永續發展教育的策略與方法，您知道的多

不多? 您覺得目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和教材中，包含永續發展內容比重多不

多? 其平均數介於 3~4 之間，即受訪者認為政府、民眾及教育對於永續發展的重

視度皆為不足的。就標準差而言，其值介於0.5~0.8之間，離散的情形還可接受，

但先進國家對於永續發展的重視度夠不夠? 此題標準差為1.3，意味著受訪者的回

答較趨向兩極化。根據以上資料顯示，受訪者對於永續發展的態度為積極，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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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大眾對於永續發展的知識比較不足夠。 

 

（2）、教師永續教育教學專業能力之敘述統計分析 

a.永續教育的理念與原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平均數  標準差 

一. 永續教育的理念與原則內涵重要性                       1.42     0.57 

                  永續教育的理念與原則教學融入內涵                   2.65      0.8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確保世代間的公平正義，您覺得各項內涵重要嗎 1.66  0.67  

確保世代間的公平正義，您的教學有融入內涵嗎 2.65  0.76  

保護生物多樣性及生態完整性，您覺得各項內涵重要嗎 1.25  0.50  

保護生物多樣性及生態完整性，您的教學有融入內涵嗎 2.70  0.83  

保存自然資產以維持永續的收益，您覺得各項內涵重要嗎 1.29  0.49  

保存自然資產以維持永續的收益，您的教學有融入內涵嗎 2.71  0.76  

支持先前預防及事先警戒的政策，您覺得各項內涵重要嗎 1.44  0.58  

支持先前預防及事先警戒的政策，您的教學有融入內涵嗎 2.66  0.84  

確保社會公平正義，您覺得各項內涵重要嗎 1.40  0.56  

確保社會公平正義，您的教學有融入內涵嗎 2.45  0.82  

限制自然資源利用，您覺得各項內涵重要嗎 1.55  0.65  

限制自然資源利用，您的教學有融入內涵嗎 2.84  0.80  

追求質性的發展，您覺得各項內涵重要嗎 1.52  0.65  

追求質性的發展，您的教學有融入內涵嗎 2.72  0.87  

重視自然環境的價值，您覺得各項內涵重要嗎 1.24  0.48  

重視自然環境的價值，您的教學有融入內涵嗎 2.33  0.83  

確保資源能源的使用效率，您覺得各項內涵重要嗎 1.46  0.59  

確保資源能源的使用效率，您的實踐程度如何          2.76    0.8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針對第肆部分之教師永續教育教學專業能力之第一部分：永續教育的理念與原

則，又分其內涵重要性與教學有融入內涵，其永續教育之內涵重要性的整體而言，

平均數為1.42，標準差為0.57，亦即受訪者皆認為其上述題目的內涵是重要的，

對於永續教育之教學融入內涵的整體而言，平均數為2.65，標準差為0.82，亦即

受訪者大致上會將此內涵融入教學，但偶而是情況而定。針對永續教育的理念與

原則之各項內涵，平均數介於 1.2~1.7 之間，標準差則介於 0.4~0.5 間，受訪者



 25

認為各項內涵是傾向於非常重要和大致重要。對於永續教育的理念與原則之各項

內涵融入教學，平均數介於 2.3~2.8 之間，標準差則介於 0.7~0.8 間，受訪者的

教學融入各項內涵傾向於大致融入及偶而融入。由此可知，受訪者對於內涵的理

念認知為重要，但在此內涵融入教學方面還須加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社會 自然與生活科技 藝術與人文 健康與體育 綜合活動 語文 數學 總數 

N=272 N=360 N=224 N=188 N=404 N=130 N=55 N=1633 

16.7% 22% 13.7% 11.5% 24.7% 8% 3.4% 1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對於九年一貫課程中學習領域最能夠發揮永續發展教育，受訪者認為綜合活動最

易發揮，人數為404人，佔24.7%，其次為自然與生活科技人數為360人，佔22%，

接著是社會，人數為272人，佔16.7%，此題為複選題，因而總數為1633人。 

 

b.永續教育的態度與技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平均數   標準差 

二、永續教育的態度與技能之內涵重要性                            1.52     0.72 

              永續教育的態度與技能之實踐程度                               2.52     0.7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對環境他人及未來世代的責任感，您覺得各項內涵重要嗎 1.35     0.55  

對環境他人及未來世代的責任感，您的實踐程度如何 2.41     0.58  

在個人與群體生活中將責任感轉化為行動的意願之事及技能   1.42     0.56 

，您覺得各項內涵重要嗎 

在個人與群體生活中將責任感轉化為行動的意願之事及技能 2.44     0.61  

              ，您的實踐程度如何 

對於環境改變及不確定性的正向回應的能力，您覺得各項內涵重要嗎 1.67     0.66  

對於環境改變及不確定性的正向回應的能力，您的實踐程度如何     2.72     0.62  

對於個人群體及各種外在因子間關係的洞察力，您覺得各項內涵重要嗎  1.69     0.67  

對於個人群體及各種外在因子間關係的洞察力，您的實踐程度如何 2.68     1.50  

具有跨學習領域的宏觀視野，您覺得各項內涵重要嗎 1.64     1.53  

具有跨學習領域的宏觀視野，您的實踐程度如何 2.61     0.67  

獨立且具有批判性及創造性的思考能力，您覺得各項內涵重要嗎 1.36     0.55  

獨立且具有批判性及創造性的思考能力，您的實踐程度如何 2.43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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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理性與感性理解力與敏銳感的平衡與協調，您覺得各項內涵重要嗎1.59     0.67  

對於理性與感性理解力與敏銳感的平衡與協調，您的實踐程度如何 2.57     0.63  

對於自我價值及尊重其他個體與文化間關聯的覺知，您覺得各項內涵重要嗎1.38     0.56  

對於自我價值及尊重其他個體與文化間關聯的覺知，您的實踐程度如何2.30     0.6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針對肆部分之教師永續教育之第二部分：永續教育的態度與技能，又分其內涵重

要性與實踐程度，其永續教育的態度與技能之內涵重要性的整體而言，平均數為

1.52，標準差為 0.72，亦即受訪者皆認為其上述題目的內涵是重要的。對於永續

教育的態度與技能之實踐程度的整體而言，平均數為2.52，標準差為0.74，亦即

受訪者的實踐程度為大致做到或部分做到。針對永續教育的態度與技能之各項內

涵，平均數介於 1.3~1.7 之間，標準差則介於 0.5~0.7 間，受訪者認為各項內涵

是傾向於非常重要和大致重要，但此內涵：具有跨學習領域的宏觀視野，您覺得

各項內涵重要嗎? 其標準差為1.53，亦即受訪者對此內涵的重要性分散程度就

大。對於永續教育的態度與技能之實踐程度，平均數介於 2.4~2.8 之間，標準差

則介於 0.5~0.6 間，受訪者對於各項內涵實踐程度傾向於大致做到及部分做到。

由此可知，受訪者對於永續教育的態度與技能內涵為重要，但在實踐方面還須加

強。 

 

 

c.永續教育的課程規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平均數   標準差 

三、永續教育之課程規劃重要性                            1.86      0.70 

                永續教育之課程規劃實踐程度                          2.84      0.6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思考目前所有的課程內容，您覺得在課程規劃上重要嗎 1.72  0.65  

思考目前所有的課程內容，您的實踐程度如何 2.65  0.63  

致力於學科間的整合，您覺得在課程規劃上重要嗎 2.01  0.76  

致力於學科間的整合，您的實踐程度如何 3.03  0.6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針對肆部分之教師永續教育之第三部分：永續教育之課程規劃，又分其重要性與

實踐程度，其永續教育之課程規劃重要性的整體而言，平均數為 1.86，標準差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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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亦即受訪者皆認為其上述題目的內涵是重要的。對於永續教育之課程規劃

實踐程度的整體而言，平均數為2.84，標準差為0.63，亦即受訪者的實踐程度為

大致做到或部分做到。針對永續教育之課程規劃重要性，平均數介於 1.7~2.1 之

間，標準差則介於 0.6~0.7 間，受訪者認為各項課程規劃是傾向於重要和有點重

要。對於永續教育之課程規劃實踐程度，平均數介於 2.6~3.0 之間，標準差則介

於 0.63，受訪者對於課程規劃實踐程度認為大致做到或部分做到。由此可知，受

訪者對於教師永續教育之課程規劃為重要，但在實踐方面還須加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政治教育 環境科學 生態學與生物多樣性 自然歷史     社會關係 

N=180  N=323       N=243  N=173  N=303 

4%  7.1%        5.4%  3.8%  6.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題解決   社會規劃與公民素養  公平正義 人際倫理     文化研究 

N=357 1 N=294  N=307  N=377        N=17 

7.9% 6.5% 6.8% 8.3% 3.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原住民與傳統文化 新經濟法則 生態文化與永續系統規劃  人類心理學  現代化 

N=193 N=154 N=275          N= 267     N=213 

4.3% 3.4% 6.1%           5.9% 4.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生態設計 生物區域研究與地區特殊性 全球環境與發展議題 科學與科技 其他 

N=148 N=113 N=268          N=173 N=8 

3.3% 2.5% 5.9%            3.8% 0.2% 

 

受訪者認為上述課程可整合於教學規劃中的科目，最能整合的科目為人際倫理，

人數為377人，佔8.3%，其次為問題解決，人數為357人，佔7.9%，接著是環境

科學，人數為323人，佔7.1%，公平正義和社會關係之人數各為307人和303人，

佔6.8%及6.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政治教育   環境科學 生態學與生物多樣性    自然歷史        社會關係 

N=87       N=143 N=84               N=52            N=199 

3.8%         6.3% 3.7%               2.3% 8.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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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解決  社會規劃與公民素養 公平正義    人際倫理 文化研究 

N=297         N=171 N=205        N=314 N=60 

13.1%          7.6% 9.1%         13.9% 2.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原住民與傳統文化 新經濟法則  生態文化與永續系統規劃  人類心理學和人際關係  現代化 

N=78 N=30 N=72 N=184               N=90 

3.4%                1.3% 3.2% 8.1%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生態設計     生物區域研究與地區特殊性   全球環境與發展議題 科學與科技    其他 

N=35 N=17 N=92 N=52          N=2 

1.5% 0.8% 4.1% 2.3%          0.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訪者認為上述課程可嘗試整合於教學規劃中的科目，最能整合的科目為人際倫

理，人數為314人，佔13.9%，其次為問題解決，人數為297人，佔13.1%，接著

是社會關係，人數為199人，佔8.8%，社會規劃與公民素養人數為171人，佔7.6%。 

 

d.永續教育教學策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平均數 標準差 

四、永續教育的教學策略之熟練程度                                      2.61  0.84 

              永續教育的教學策略之應用於教學的情形                              2.26  0.8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經驗與合作學習，您的熟練程度 2.46  0.80  

經驗與合作學習，您應用於教學的情形如何 1.88  0.81  

系統化思考模式，您的熟練程度 2.82  0.82  

系統化思考模式，您應用於教學的情形如何 2.44  0.82  

價值觀的批判與澄清，您的熟練程度 2.34  0.73  

價值觀的批判與澄清，您應用於教學的情形如何 1.98  0.99  

意識形態批判，您的熟練程度 3.07  0.95  

意識形態批判，您應用於教學的情形如何 2.87  0.86  

反省與創造性思考，您的熟練程度 2.38  1.14  

反省與創造性思考，您應用於教學的情形如何 1.94  0.74  

對永續未來的想像，您的熟練程度 3.06  0.79  

對永續未來的想像，您應用於教學的情形如何 2.81  0.77  

感受與體驗訓練，您的熟練程度 2.35  0.80  

感受與體驗訓練，您應用於教學的情形如何 1.96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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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技能的訓練，您的熟練程度 2.33  0.76  

溝通技能的訓練，您應用於教學的情形如何 2.01  0.75  

持續不斷的學習，您的熟練程度 2.20  0.75  

持續不斷的學習，您應用於教學的情形如何 1.90  0.76  

戶外與社區工作訓練，您的熟練程度 3.04  0.83  

戶外與社區工作訓練，您應用於教學的情形如何 2.85  0.8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針對肆部分之教師永續教育之第四部分：永續教育的教學策略，分熟熟練程度與

應用於教學的情形，其永續教育的教學策略之熟練程度的整體而言，平均數為

2.61，標準差為 0.84，亦即受訪者認為永續教育的教學策略之熟練程度為大致熟

悉。對於永續教育的教學策略之應用於教學的情形的整體而言，平均數為 2.26，

標準差為 0.81，亦即受訪者於永續教育的教學策略之應用於教學的情形為偶而運

用。針對永續教育的教學策略之熟練程度，平均數介於 2.3~3.1 之間，標準差則

介於 0.7~1.2 間，受訪者認為永續教育的教學策略之熟練程度傾向於大致熟練，

但意識形態批判，對永續未來的想像及戶外與社區工作訓練受訪者的熟習度較為

有點熟悉，受訪者在反省與創造性思考回答的答案較趨向兩極化。對於永續教育

的教學策略之應用於教學的情形，平均數介於 1.8~2.4之間，標準差則介於

0.7~1.0，受訪者對於永續教育的教學策略之應用於教學的情形為偶而運用或很少

用運。由此可知，受訪者對於永續教育的教學策略之熟悉度與應用於教學的情形，

仍待加強。 

 

e.永續發展的社會行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平均數 標準差 

五、永續發展的社會行動之運作可行性                        1.97       0.74 

                  永續發展的社會行動之運作重要性                        1.71       0.6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規劃及參與團體的運作可行                              2.24  0.76  

規劃及參與團體的運作重要性                            1.97  0.71  

民主政治的學習可行性                                  1.87  0.71  

民主政治的學習重要性                                  1.59  0.67  

做決策的訓練可行性                                    1.94  0.73  

做決策的訓練重要性                                    1.69  0.70  

校園或社區環境的綠化及管理可行性                      1.72  0.71  

校園或社區環境的綠化及管理重要性                      1.63  0.65  

建立地方上所有正規及非正規教育的網路可行性            2.22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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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地方上所有正規及非正規教育的網路重要性            1.93  0.75  

實踐永續發展的生活教育可行性                          1.83  0.70  

實踐永續發展的生活教育重要性                          1.48  0.6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針對肆部分之教師永續教育之第五部分：永續發展的社會行動，又分其可行性與

重要性，其永續發展的社會行動之可行性的整體而言，平均數為 1.97，標準差為

0.74，亦即受訪者皆認為其上述題目的可行性為大致可行。對於永續發展的社會

行動之重要性的整體而言，平均數為1.71，標準差為0.69，亦即受訪者的重要性

為大致重要。針對永續發展的社會行動之可行性，平均數介於 1.7~2.2 之間，標

準差則介於 0.7~0.8 間，受訪者認為永續發展的社會行動之可行性傾向於大致可

行和有點可行。對於永續發展的社會行動之重要性，平均數介於1.5~1..9之間，

標準差則介於0.6~0.7，受訪者永續發展的社會行動之重要性認為非常重要及大致

重要。由此可知，受訪者對於永續發展的社會行動具有可行性，且大致重要。 

 

 

3. 背景因素與永續教育教學專業知能之分析 

（1）、個人背景因素與教師對永續發展的認識與態度之差異分析 

a、 教學地區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P值   事後比較 

教師對永續發展的認識和態度 組間 20.996  21 1.000  1.67  0.03   1 

 組內 268.303  449 0.598    

 總和 289.299  470    

 

b、 教學國中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P值 

教師對永續發展的認識和態度 組間 10.157  21 0.484  0.64  0.89  

 組內 338.184  448 0.755    

 總和 348.340  469    

 

c、 性別 

 自由度 平均差異 標準誤差異 差異的 95% 信賴區間F 檢定P值 

教師對永續發展的認識和態度  下界      上界 

 119   -0.60  0.33  -1.25  0.05      0.00  0.07

         

 

d、 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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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P值 

教師對永續發展的認識和態度 組間 5.105  21 0.243  0.99  0.48  

 組內 110.670  449 0.246    

 總和 115.775  470    

 

e、 畢業系所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P值 

教師對永續發展的認識和態度 組間 3.439  21 0.164  0.76  0.76  

 組內 96.145  449 0.214    

 總和 99.584  470    

f、 任教領域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P值 

教師對永續發展的認識和態度 組間 5.687  21 0.271  1.27  0.19  

 組內 95.808  449 0.213    

 總和 101.495  470    

   

g、 任教年資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P值 

教師對永續發展的認識和態度 組間 5.403  21 0.257  1.12  0.33  

 組內 103.514  449 0.231    

 總和 108.917  470    

  

h、 服務地區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P值 

教師對永續發展的認識和態度 組間 0.332  2 0.166  0.31  0.73  

 組內 249.948  468 0.534    

 總和 250.280  470    

 

i、 參與環境教學的情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自由度 平均差異 標準誤差異 差異95% 信賴區間F 檢定  P值  

                                               下界       上界            

教師對永續發展         469  -0.10  0.07  -0.25   -0.04  0.01  0.17   

的認識和態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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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教學地區、教學國中、年齡多寡、學歷高低、畢業系所不

同、任教領域的差異、任教年資多寡、服務學校和參與環境教學的情形與「教師

對永續發展的認識與態度」之差異，透過以上分析可知，教學地區的地域對於「教

師對永續發展的認識與態度」有明顯的顯著差異，亦即教學地區的資源訊息傳遞

或環境因素對於「教師對永續發展的認識與態度」有所影響，也就是台北市地區

對於教師對永續發展的認識與態度較為重視。利用T檢定分析，性別不同對於「教

師對永續發展的認識與態度」之有差異影響，特別是男性教師對永續發展的認識

與態度較女性為重視。參與環境教學的情形對於「教師對永續發展的認識與態度」

之並無差異影響。 

 

（2）個人背景因素對教師永續教育教學專業能力之差異分析 

a、 教學地區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P值  事後比較   

永續教育的理念與原則 組間 11.279  21 0.537  0.95  0.53  

 組內 254.466  449 0.567    

 總和 265.745  470    

永續教育的態度與技能 組間 11.988  21 0.571  1.29   0.18  

 組內 199.337  449 0.444    

 總和 211.325  470    

永續教育之課程 組間 13.987  21 0.666  1.60  0.04   1，4 

 組內 186.383  449 0.415    

 總和 200.369  470    

永續教育的教學策略 組間 11.295  21 0.538  0.83  0.68  

 組內 289.762  449 0.645    

 總和 301.057  470    

永續發展的社會行動之運作 組間 10.868  21 0.518  1.24  0.21  

 組內 186.763  449 0.416    

 總和 197.631  470    

 

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教學地區對於永續教育教學專業能力之差異，永續教育教

學專業能力又分為五部份，永續教育的理念與原則、永續教育的態度與技能、永

續教育的課程規劃、永續教育教學策略、永續發展的社會行動，透過以上分析可

知，教學地區的地域對於永續教育之課程有明顯的顯著差異，尤其又以台北市的

顯著差異最大，其次是台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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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教學國中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P值  事後比較 

永續教育的理念與原則 組間 22.939  21 1.092  1.66  0.03   24，19 

 組內 295.320  449 0.658    

 總和 318.259  470    

永續教育的態度與技能 組間 20.522  21 0.977  0.74  0.79  

 組內 590.688  449 1.316    

 總和 611.210  470    

永續教育之課程 組間 22.404  21 1.067  2.04  0.00    31 

 組內 235.049  449 0.523    

 總和 257.452  470    

永續教育的教學策略 組間 10.065  21 0.479  0.75  0.78  

 組內 286.270  449 0.638    

 總和 296.335  470    

永續發展的社會行動之運作 組間 8.391  21 0.400  0.66  0.87  

 組內 269.792  449 0.601    

 總和 278.183  470    

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教學國中對於永續教育教學專業能力之差異，透過以上分

析可知，永續教育教學專業能力中的永續教育的理念與原則和教學國中有著顯著

性的差異，特別是天母國中、福和國中相較於其他國中而言，對於永續教育的理

念與原則較為重視。永續教育之課程與教學國中有著顯著性的差異，尤其是大成

國中對於永續教育之課程最為重視。 

 

c、 性別 
 自由度 平均差異 標準誤差異 差異95% 信賴區間F 檢定P值 事後 

                                                   下界       上界            比較 

永續教育的理念與原則 469  -0.16  0.08  -0.31  -0.01  7.92   0.03  2 

永續教育的態度與技能 469  0.09  0.09  -0.08  0.26  0.42   0.32 

永續教育之課程 469  0.12  0.10  -0.08  0.32  0.73   0.23 

永續教育的教學策略 469 0.17 0.06 0.05 0.30 7.02   0.01  1 

永續發展的社會行動之運作 469  -0.10  0.10  -0.30  0.10  0.07   0.2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利用 T 檢定分析性別對於永續教育教學專業知能之差異，透過以上分析可知，永

續教育教學專業知能中的永續教育的理念與原則和性別有著顯著性的差異，又以

女生對永續教育的理念與原則的重視度和實踐度比男生強。永續教育的理念與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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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和永續教育教學策略和性別有著顯著性的差異，永續教育的理念與原則和永續

教育教學策略，在男生而言熟悉度相較於女生來的熟練。 

 

 

d、 年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P值  事後比較 

永續教育的理念與原則 組間 3.811  21 0.181  0.81  0.71  

 組內 100.856  449 0.225    

 總和 104.667  470    

永續教育的態度與技能 組間 3.576  21 0.170  1.57  0.05    1 

 組內 48.781  449 0.109    

 總和 52.357  470    

永續教育之課程 組間 4.695  21 0.224  1.66  0.03    1 

 組內 60.388  449 0.134    

 總和 65.083  470    

永續教育的教學策略 組間 2.279  21 0.109  1.89  0.01    2 

 組內 25.811  449 0.057    

 總和 28.089  470    

永續發展的社會行動之運作 組間 2.162  21 0.103  0.79  0.74  

 組內 58.831  449 0.131    

 總和 60.994  47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年齡對於教師永續教育教學專業能力之差異，透過以上分

析可知，永續教育教學專業能力中的永續教育的態度與技能和年齡有著顯著性的

差異，對於25歲以下的受訪者在永續教育的態度與技能的重視度最強。永續教育

之課程和年齡有著顯著性的差異，對於25歲以下的受訪者在永續教育之課程最重

視。永續教育教學策略和年齡有著顯著性的差異，對於 26~30 歲受訪者在永續教

育教學策略的熟悉度為最熟練。  

 

e、 畢業系所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P值 

永續教育的理念與原則 組間 3.151  21 0.150  1.02  0.43  

 組內 65.869  449 0.147    

 總和 69.019  470    

永續教育的態度與技能 組間 2.034  21 0.097  0.98  0.48  

 組內 44.225  449 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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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和 46.259  470    

永續教育之課程 組間 4.542  21 0.216  0.88  0.62  

 組內 110.379  449 0.246    

 總和 114.921  470    

永續教育的教學策略 組間 7.297  21 0.347  1.52  0.07  

 組內 102.423  449 0.228    

 總和 109.720  470    

永續發展的社會行動之運作 組間 5.484  21 0.261  1.13  0.31  

 組內 103.433  449 0.230    

 總和 108.917  470    

 

 

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畢業系所與教師永續教育教學專業能力之差異，透過以上

分析可知，永續教育教學專業能力中的五部分：永續教育的理念與原則、永續教

育的態度與技能、永續教育之課程、永續教育教學策略、永續發展的社會行動之

運作和畢業系所皆無著顯著性的差異。 

 

f、 任教領域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P值 事後比較 

永續教育的理念與原則 組間 6.346  21 0.302  1.71  0.03   3 

 組內 79.544  449 0.177    

 總和 85.890  470    

永續教育的態度與技能 組間 5.352  21 0.255  1.04  0.41  

 組內 110.156  449 0.245    

 總和 115.507  470    

永續教育之課程 組間 4.602  21 0.219  0.94  0.54  

 組內 104.855  449 0.234    

 總和 109.456  470    

永續教育的教學策略 組間 5.635  21 0.268  2.18  0.00  1，7 

 組內 55.338  449 0.123    

 總和 60.972  470    

永續發展的社會行動之運作 組間 3.879  21 0.185  1.24  0.21  

 組內 67.051  449 0.149    

 總和 70.930  470    

 

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畢業系所與永續教育教學專業能力之差異，透過以上分析

可知，永續教育教學專業能力中永續教育的理念與原則和教學領域有著顯著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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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特別是社會領域層面的受訪者對於永續教育的理念與原則最重視。永續教

育教學策略和教學領域有著顯著性的差異，尤其是綜合活動與語文領域的受訪者

在永續教育教學策略為最熟練。 

 

g、 任教年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P值   事後比較 

永續教育的理念與原則 組間 7.544  21      0.359  1.52  0.07  

 組內 106.371  449 0.237    

 總和 113.915  470    

永續教育的態度與技能 組間 7.813  21 0.372  1.74  0.02   1，2 

 組內 95.727  448 0.214    

 總和 103.540  469    

永續教育之課程 組間 4.780  21 0.228  0.93  0.55  

 組內 109.658  449 0.244    

 總和 114.437  470    

永續教育的教學策略 組間 3.321  21 0.158  0.63  0.90  

 組內 112.322  449 0.250    

 總和 115.643  470    

永續發展的社會行動之運作 組間 6.882  21 0.328  1.34  0.14  

 組內 109.793  449 0.245    

 總和 116.675  47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任教年資與永續教育教學專業能力之差異，透過以上分析

可知，永續教育的態度與技能和任教年資有著顯著性的差異，特別是 0~5 年的受

訪者對於永續教育的態度與技能為最重視。 

 

h、 服務地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P值  事後比較  

永續教育的理念與原則 組間 3.798  2 1.899  8.07  0.00   1 

 組內 110.118  468 0.235    

 總和 113.915  470    

永續教育的態度與技能 組間 1.918  2 0.959  0.74  0.48  

 組內 609.292  468 1.302    

 總和 611.210  470    

永續教育之課程 組間 3.671  2 1.836  3.39  0.0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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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內 253.781  468 0.542    

 總和 257.452  470    

永續教育的教學策略 組間 0.520  2 0.260  0.41  0.66  

 組內 295.815  468 0.632    

 總和 296.335  470    

永續發展的社會行動之運作 組間 0.157  2 0.078  0.13  0.88  

 組內 278.026  468 0.594    

                      總和 278.183  470 

 

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服務地區與永續教育教學專業知能之差異，透過以上分析

可知，永續教育教學專業能力中的永續教育的理念與原則和服務地區有著顯著性

的差異，特別是都會學校對於永續教育的理念與原則為最重視。永續教育之課程

和服務地區有著顯著性的差異，尤其都會學校對於永續教育之課程為最重要。 

 

i、 參與環境教學的情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自由度平均差異 標準誤差異 差異95% 信賴區間F 檢定P值 事後 

                                              下界    上界                 比較 

永續教育的理念與原則  469  -0.18  0.06  -0.30  -0.06  5.01  0.00  1 

永續教育的態度與技能  469  -0.19  0.08  -0.34  -0.04  0.35  0.01  2 

永續教育之課程        469  -0.13  0.08  -0.28  0.01  1.08  0.08  

永續教育的教學策略    469  -0.06  0.07  -0.20  0.09  0.03  0.44  

永續發展的社會行動運作469  0.01  0.07  -0.12  0.14  0.04  0.8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利用 T 檢定分析，可知永續教育的理念與原則和參與環境教學的情形有著顯著差

異，尤以參加過的受訪者對於永續教育的理念與原則較為重視。永續教育的態度

與技能和參與環境教學的情形有著顯著差異，沒參加過的受訪者對於永續教育的

態度與技能也頗為重視。 

 

三、 學者專家焦點座談—學者專家與國中教師從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對永續

發展教育的看法 

（一）教師看法 

其中較重要的：若以綜合活動的核心概念來看：人與自己，人與社會，

人與自然，這三者是否都有永續發展的概念。 

1、人與自己：「探索自己，自我肯定，自我發展」，自我發展的意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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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要永續經營，所以可以帶到終生學習的概念，人唸書不是唸到

某個階段就暫停，能力也不會開發到某一點就停止。綜合活動課程

裡有許多自我探討的部分，在過去的輔導和家政就強調很多。 

2、人與社會：永續發展是有社會性及經濟性，而人與社會裡就包含了

經濟和社會，因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是一個社會行為，而人在社

會裡就一定會有經濟行為，這部分在過去的輔導和家政也談了許

多。童軍則比較強調團隊發展，要如何去經營我們的人際關係，這

也是需要永續經營發展。 

3、人與自然：過去童軍就探討許多，我們都會告訴孩子在野外要如何

去保護環境，所以綜合活動領域這部份和永續發展教育還滿能結合

在一起。 

其餘訪談內容詳見《附件二》第一次焦點座談會記錄。 

 

（二）學者專家看法 

茲歸納訪談重點如下： 

1、綜合活動是提供學生思考及體驗的機會。 

2、綜合活動重省思及認識萬事萬物。 

3、教師從事永續教學應連結永續的概念，在課程中帶領永續的議題。 

其餘訪談內容詳見《附件三》第二次焦點座談會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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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永續發展教學模組的設計和試用 

根據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永續教育教學專案知能調查研究，及與教師

和學者專家之焦點團體訪談，透過行動研究途徑，設計以下教學模組，並進行準

實驗教學。 

教學模組準實驗教學 

一、 實驗設計 

1. 委請台北市天母國中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蔡月美、陳秀英設計與實施。 

2. 教材自編 

二、 實驗對象及進度《附件四：教學進度表》 

1. 實驗對象之年級與班級 

（1） 預先實驗日期：2月28日至4月8日 

（2） 班級：705、706、714、715 

（3） 正式實驗日期：3月14日至4月22日 

2. 準實驗教學工作人員及分配表 

（1） 教學者：蔡月美、陳秀英 

（2） 觀察員：陳昭宇、林怡汝、鄭巧吟 

（3） 攝影：陳昭宇、林怡汝、鄭巧吟 

三、 研究工具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永續教育測量問卷《附件五》 

四、 教學設計 

主    題：永續發展教學模組∼議題融入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主題名稱：校園生活家（校園解說員） 

實驗學校、教師：台北市立天母國中蔡月美、陳秀英 

實驗年級：七年級（國中一年級） 

教學階

段 

基本

目標 

教學活動 理念 教學

策略 

教學

評量 

時

間

一、 

準備

活動 

 分析教材 

編寫教材 

教材準備教具 

交代學生課前作業 

教師作教材統整與教學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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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知 

四 

 

 

覺知 

 

 

 

 

 

單元一：永續的問題 

引起動機 

「海嘯」的聯想 

「百年愚行」影像激盪

澄清式討論 

1. 分組進行報告。 

2. 永續的問題 

永續是什麼？為何要

永續？永續的起源及

意義。 

1. 藉由聯想，進入課程主題，

以災難的反思與多元智慧

的聯想，並引導「全球化」

觀點。 

2. 藉課前作業，讓學生對永續

問題有初步印象。並透過澄

清式討論，讓學生從習以為

常的「應該」，進一步反思

「為什麼」。 

3. 訓練學生發表能力 

A 
E 
 

 
 
 
E 
 
CD
F 

 

 

 

 

紀錄

一 

 

作業

一：永

續行

動的

故事 

2 

節

90

分

鐘

態度

與價

值觀 

 

 

 

行動

技能 

二 

三 

四 

單元二： 

永續的校園與家庭 

遊戲體驗 

超級記憶 

民主策略 

校園保留地 

行動策略 

1.永續校園檢核與建

構 

（1）生態的校園 

（2）安全的校園 

（3）科技的校園 

（4）教育的校園 

2.家庭的永續

（homework） 

1. 透過遊戲體驗，瞭解生物多

樣性的概念及瀕危生物亟

需保護的概念與重要性。 

2. 藉由校園景點、校園保留地

選擇，體驗溝通與說服的藝

術，澄清對環境的價值觀。

3. 針對校園及家庭進行「永

續」主題的檢核 

4. 「家庭的永續」作業替代活

動：家庭中的永續策略經驗

紀錄 

5. 可從環保的家庭、安全的家

庭、節約的家庭、健康的家

庭、成長的家庭角度檢核 

AGI
C 
 
 
AB
DEF
HI J 
 
 

學習

單： 

十大景

點與保

留地 

 

 

學習

單： 

永續校

園檢核 

作業：家

庭的永

續 

3

節

13

5

分

鐘

二、 

發展

活動 

態度

與價

值觀 

一 

二 

單元三：永續發展的自

己∼認識多元智慧 

資料檢核 

多元智慧檢核表 

遊戲體驗 

多元智慧大挑戰 

活動體驗 

1. 突破極限轉體活動 

2. 反思活動：我的優勢

能力A計畫（處方箋）

1. 藉由遊戲體驗認識多元智

慧、瞭解自己的優勢能力 

2. 接納自己、欣賞別人 

3. 發揮所長、激發潛能 

4. 透過想像的活動體驗潛能

激發的經驗，並對未來發展

自我優勢能力增強信心與

行動意願。 

AB
E 
GHI 

學習

單：檢核

表 

記錄二 

3

節

13

5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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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參與 

四 

單元四：校園解說員 

1. 校園步道的解說

行動 

2. 相互激盪與評鑑 

1. 藉由實地解說，將對校園認

識與感情行動表現，同時展

現多元能力。 

2. 透過自評、互評與積極性的

建議，實踐自省及對他人的

欣賞與鼓勵。 

AE
GHI
J 

學習

單：自評

互評表 

作業：校

園景點

書面介

紹 

2

節

90

分

鐘

三、 

綜合 

活動 

態度

與價

值觀 

一二

三四 

單元五： 

明天過後的明天 

引起動機 

「明天過後」的話題。

行動檢核 

永續校園行動策略 

永續的自己 

敘事活動 

寫信給 20年前的自己

影像學習 

風中奇緣 

1. 從海嘯、921之後，延伸到

進行過本主題的學習活動

之後的學習收穫。 

2. 透過行動檢核，對課程中行
動實踐的部分做追蹤。 

3. 藉由敘事輔導活動，假設

20年後重回校園，並寫信

給 20年前的自己，對主題

學習課程做全面的檢核。 

4. 藉由影片影像及歌詞意

涵，對人與自然的永續做一

個註腳。 

CEF
J 

學習

單：課程

檢核 

 

2

節

90

分

鐘

教學策略： 

A、 經驗與合作學習    B、系統化思考       C、價值觀的批判與澄清 

D、 意識型態的批判    E、反省與創造性思考 F、對永續未來的想像 

G、 感受與體驗訓練    H、溝通技能的訓練   I、持續不斷的學習 

J、 戶外與社區工作訓練 

教學目標： 

一  認識自我       二   生活經營      三  社會參與       四   保護自我與環境 

 

 

 

五、 準實驗教學檢討 

（一）模組教學的推廣上，應注意城鄉的差異： 

準實驗教學進行的學校是台北市都會區的學校，從學生作業呈現及教

學過程錄影紀錄中都可以感覺學生程度的高水準。未來在模組教學的推廣

上，應注意到城鄉差異。這樣的教學設計是否適於推廣到全國？或者在鄉

下學校，是否能收到相同的效果，是值得商榷的。 

（二）「多元智慧大挑戰」單元，似乎僅在於「玩玩遊戲與競賽」，後續的省

思比較少。 

1. 這部分的體驗活動，是銜接前面關於「多元智慧能力的檢核表」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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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慧概念介紹」，幫助學生一方面加強對「多元智慧」的認識，後面

則是結合「校園解說員」及「校園永續行動」的實踐，讓學生體驗自

己多元智慧的不足與發展潛能。並不是單純的遊戲而已。或許在PPT

報告中，沒有說明清楚。 

2. 不過這部分的質疑與建議，也讓研究小組省思，規劃這樣一個龐大的
教學模組，在體驗、省思與實踐的連結上，各單元之間環環相扣，的

確更需要仔細、更費力。 

3. 學習單的設計，有一部份是在進行過「多元智慧大挑戰」才填寫的，
教師在引導反思討論部分，也多有觸及學生透過活動增加的「自我覺

察」與未來規劃。我們甚至發現有學生在寫這部分學習單時，透露出

對自我能力的強烈質疑，教師藉此發現，還在課後進行個別輔導。這

對任教教師來說，是很好的教學資源，因為透過學習活動，發覺學生

困境與問題，並能適時給予輔導，增進適應，這也是綜合活動課的效

能。 

（三）「寫信給20年前的自己」活動在國中生進行是否合宜的疑慮： 

要大學學生寫信給五年後的自己，都可能有些困難，更何況是國中學

生。這樣的活動是否真的能讓國中生「進入狀況」是滿令人擔心的。 

1. 透過引導冥想進行的活動，在實驗學校國中生而言並不陌生。至少在
實驗班級裡有學生反應：「在小學時做過類似的活動」、「在美術課有過

類似經驗，先冥想再畫畫」、「和七年級上學期綜合活動課拜訪心靈秘

密花園的活動類似」。 

2. 有了第1點的前提，特別在引導冥想時，運用一些策略來讓活動進行
更順利： 

（1）閉上眼睛，讓學生易於專心、安靜。 

（2）輕柔音樂，加速學生進入冥想，避免其他干擾。 

（3）事先把參考的引導語句設計出來，老師在課堂上再依照學生進入沈

靜的狀態，適度增加引導語。 

（4）在冥想過後的書寫活動時，部分班級仍保同樣氛圍的背景音樂，讓

學生便於延續、保持感覺。 

（5）活動單設計並不是全部開放式的，而比較像是引導作文一樣，讓學

生易於在這封信的段落中，呈現其自我對話的內容。 

（6）課堂上給予充分的書寫時間。 

（7）教師於書寫活動進行時，利用走動式教學，對於書寫有困難的學生

給予適時引導或邀請其他學生唸出他的書寫做為參考。 

3. 從學生的學習單內容及主題課程檢核表中都可以看出，國中生對這個
活動的融入與印象深刻。雖然會有少部分學生表達「有困難」，但大多

數學生的反應是「很喜歡」、「很特別」。 

學校其他輔導活動教師，特別跟研究小組成員表示，很喜歡這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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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想要拿來作為輔導活動課程活動。 

六、 教學模組試用前後測結果分析 

本次國民中學學生永續發展問卷量表，在刪除廢卷後，前測共回收 236
份，實驗組 126份，對照組 110份；後測共回收 210份，實驗組 126份，對
照組 94份。 

永續發展基本認識 
在永續發展的基本認識中，第一題「您對『永續發展』這個名詞的瞭解

為何？」計分方式為非常瞭解，相當瞭解，一般，不太瞭解，非常不瞭解，

得分依序為 5，4，3，2，1分；第二題「你認為我們在進行消費，經濟開發
或各種計畫與決定前，應優先考慮「永續發展」的問題嗎？」計分方式為非

常應該，應該，沒意見，不應該，非常不應該，得分依序為 5，4，3，2，1
分；第三題「你覺得『永續發展』重不重要？」計分方式為非常重要，重要，

沒意見，不重要，非常不重要，得分依序為 5，4，3，2，1分；第四題「你
覺得我們政府對『永續發展』的重視夠不夠？」計分方式為非常足夠，足夠，

沒意見，不足夠，非常不足夠，得分依序為 5，4，3，2，1分；第五題「對
於『永續發展』可採用的方法，你知道的多不多？」計分方式為非常多，相

當多，普通，不太多，完全不知道，得分依序為 5，4，3，2，1分。 
 

永續發展基本認識（前測）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顯著性 

實驗組 2.95 0.89 1. 您對「永續發展」這
個名詞的瞭解為

何？ 對照組 3.05 0.98 
-0.836 0.404 

實驗組 4.05 0.68 
2. 你認為我們在進行
消費，經濟開發或各

種計畫與決定前，應

優先考慮「永續發

展」的問題嗎？ 
對照組 4.00 0.90 

0.454 0.650 

實驗組 4.29 0.67 3. 你覺得「永續發展」
重不重要？ 

對照組 4.16 0.88 
1.184 0.238 

實驗組 2.63 0.91 4. 你覺得我們政府對
「永續發展」的重視

夠不夠？ 對照組 2.55 0.96 
0.668 0.505 

實驗組 2.73 0.70 5. 對於「永續發展」可
採用的方法，你知道

的多不多？ 對照組 2.73 0.92 
0.027 0.979 

由上表得知，在永續發展基本認識的前測上，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得分，並無

顯著差異。即永續發展基本認識上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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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基本認識（後測）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顯著性 

實驗組 3.06 0.92 1. 您對「永續發展」這
個名詞的瞭解為

何？ 對照組 3.05 0.98 
0.080 0.936 

實驗組 4.10 0.67 
2. 你認為我們在進行
消費，經濟開發或各

種計畫與決定前，應

優先考慮「永續發

展」的問題嗎？ 
對照組 3.86 0.97 

2.078 0.039* 

實驗組 4.32 0.67 3. 你覺得「永續發展」
重不重要？ 

對照組 3.96 0.99 
3.041 0.003* 

實驗組 2.69 0.98 4. 你覺得我們政府對
「永續發展」的重視

夠不夠？ 對照組 2.53 0.90 
1.232 0.219 

實驗組 2.84 0.76 5. 對於「永續發展」可
採用的方法，你知道

的多不多？ 對照組 2.74 0.88 
0.852 0.395 

由上表得知，在永續發展的後測上，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得分，在第 2題『你
認為我們在進行消費，經濟開發或各種計畫與決定前，應優先考慮「永續發展」

的問題嗎？』及第 3題『你覺得「永續發展」重不重要？』有顯著差異，實驗組
的得分明顯高於對照組，表示實驗組在這兩個問題上較對照組認為應該或重要。 
 
小結：在後測結果中，實驗組與對照組對於「永續發展基本認識」之題組中，第 2

題『你認為我們在進行消費，經濟開發或各種計畫與決定前，應優先考慮

「永續發展」的問題嗎？』上，達到顯著水準，且實驗組得分優於對照組，

表示後測之後實驗組在此題上相較對照組優先考量此問題。第 3題『你覺
得「永續發展」重不重要？』上，達到顯著水準，且實驗組得分優於對照

組，表示後測之後實驗組在此題上相較於對照組認為「永續發展」較為重

要。 
 
永續發展概念理解與認同 

永續發展概念理解 
對於永續發展的概念的理解程度，計分方式為充分了解，還算了解，有聽過

但不瞭解，沒聽過，得分依序為 4，3，2，1分。 
永續發展概念理解程度（前測）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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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組 2.46 0.85 1. 維護「世代間的公平
正義」 對照組 2.29 0.97 

1.433 0.153 

實驗組 2.89 0.73 2. 保護「生物多樣性」
及「生態完整」 對照組 2.75 0.95 

1.205 0.221 

實驗組 2.70 0.76 3. 保存「自然資本」及
「永續的收益」 對照組 2.58 0.91 

1.070 0.286 

實驗組 2.39 0.94 4. 支持「事先預防及警
戒的決策」方式 對照組 2.50 1.09 

-0.833 0.406 

實驗組 2.74 0.78 5. 確保「社會公平正
義」 

對照組 2.70 0.94 
0.335 0.738 

實驗組 2.94 0.76 6. 適度「限制自然資源
的使用」 對照組 2.80 1.01 

1.224 0.222 

實驗組 2.51 0.86 7. 追求「重視品質與精
神層次的發展」 對照組 2.47 1.05 

0.279 0.780 

實驗組 2.71 0.85 8. 支付費用維護「自然
環境」 對照組 2.72 1.00 

-0.097 0.922 

實驗組 2.82 0.86 9. 有「效率地使用自然
資源」 對照組 2.85 0.98 

-0.234 0.815 

實驗組 2.37 0.94 10. 建置「可循環經濟系
統」 對照組 2.51 1.04 

-1.054 0.293 

實驗組 2.89 0.79 11. 鼓勵「社區參與」 
對照組 2.73 0.98 

1.384 0.168 

實驗組 1.90 0.95 12. 「京都議定書」生效 
對照組 2.12 1.10 

-1.647 0.101 

實驗組 1.83 0.91 13. 「二十一世紀議程」 
對照組 1.94 1.06 

-0.855 0.393 

實驗組 2.83 0.86 14. 「全球氣候變遷」 
對照組 2.90 0.94 

-0.571 0.569 

實驗組 2.25 0.82 15. 「永續發展高峰會」 

對照組 2.16 0.96 
0.790 0.442 

由上表得知，在永續發展概念理解前測的程度上，實驗組與對照組並無明願

之差異。 
 

永續發展概念理解程度（後測）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顯著性 

實驗組 2.70 0.87 1. 維護「世代間的公平
正義」 對照組 2.40 1.04 

2.223 0.027* 



 46

實驗組 3.03 0.76 2. 保護「生物多樣性」
及「生態完整」 對照組 2.62 0.98 

3.529 0.001* 

實驗組 2.85 0.81 3. 保存「自然資本」及
「永續的收益」 對照組 2.59 0.99 

2.114 0.036* 

實驗組 2.63 0.97 4. 支持「事先預防及警
戒的決策」方式 對照組 2.50 1.09 

0.913 0.362 

實驗組 2.90 0.88 5. 確保「社會公平正
義」 對照組 2.63 1.04 

2.080 0.039* 

實驗組 3.07 0.80 6. 適度「限制自然資源
的使用」 對照組 2.84 1.00 

1.844 0.067 

實驗組 2.66 0.95 7. 追求「重視品質與精
神層次的發展」 對照組 2.56 1.05 

0.700 0.484 

實驗組 2.87 0.87 8. 支付費用維護「自然
環境」 對照組 2.65 1.09 

1.638 0.103 

實驗組 2.96 0.88 9. 有「效率地使用自然
資源」 對照組 2.84 1.03 

0.929 0.354 

實驗組 2.57 1.00 10. 建置「可循環經濟系
統」 對照組 2.54 1.06 

0.206 0.837 

實驗組 3.02 0.82 11. 鼓勵「社區參與」 
對照組 2.70 1.06 

2.393 0.018* 

實驗組 2.11 1.11 12. 「京都議定書」生效 
對照組 2.00 1.09 

0.740 0.460 

實驗組 2.09 1.07 13. 「二十一世紀議程」 
對照組 2.19 1.15 

-0.689 0.492 

實驗組 2.92 0.86 14. 「全球氣候變遷」 
對照組 2.81 1.04 

0.850 0.397 

實驗組 2.45 0.93 15. 「永續發展高峰會」 

對照組 2.31 1.08 
1.039 0.300 

由上表得知，在永續發展概念理解程度後測，第 1題『維護「世代間的公平
正義」』，第 2題『保護「生物多樣性」及「生態完整」』，第 3題『保存「自然資
本」及「永續的收益」』，第 5題『確保「社會公平正義」』及第 11題『鼓勵「社
區參與」』上，實驗組與對照組有顯著差異，即有證據顯示實驗組與對照組對此議

題的理解上實驗組優於對照組，其餘各題皆無顯著差異。 
 
 
永續發展概念認同 
對於永續發展的概念的認同程度，計分方式為非常重要，有些重要，沒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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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重要，得分依序為 4，3，2，1分。 
 

永續發展概念認同（前測）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顯著性 

實驗組 3.19 0.80 1. 維護「世代間的公平
正義」 對照組 3.09 0.85 

0.927 0.355 

實驗組 3.44 0.73 2. 保護「生物多樣性」
及「生態完整」 對照組 3.28 0.86 

1.494 0.136 

實驗組 3.40 0.77 3. 保存「自然資本」及
「永續的收益」 對照組 3.22 0.85 

1.768 0.078 

實驗組 3.17 0.84 4. 支持「事先預防及警
戒的決策」方式 對照組 3.08 0.93 

0.805 0.421 

實驗組 3.28 0.74 5. 確保「社會公平正
義」 

對照組 3.14 0.85 
1.362 0.175 

實驗組 3.45 0.71 6. 適度「限制自然資源
的使用」 對照組 3.35 0.81 

1.082 0.280 

實驗組 3.09 0.84 7. 追求「重視品質與精
神層次的發展」 對照組 2.88 0.91 

1.808 0.072 

實驗組 3.22 0.84 8. 支付費用維護「自然
環境」 對照組 3.10 0.82 

1.214 0.226 

實驗組 3.37 0.86 9. 有「效率地使用自然
資源」 對照組 3.20 0.97 

1.452 0.148 

實驗組 3.07 0.86 10. 建置「可循環經濟系
統」 對照組 3.05 0.92 

0.146 0.884 

實驗組 3.13 0.85 11. 鼓勵「社區參與」 
對照組 2.97 0.87 

1.360 0.175 

實驗組 2.73 0.97 12. 「京都議定書」生效 
對照組 2.89 0.97 

-1.272 0.205 

實驗組 2.79 0.92 13. 「二十一世紀議程」 
對照組 2.69 0.97 

0.769 0.442 

實驗組 3.41 0.82 14. 「全球氣候變遷」 
對照組 3.36 0.90 

0.439 0.661 

實驗組 3.02 0.92 15. 「永續發展高峰會」 

對照組 2.85 0.94 
1.466 0.144 

由上表得知，在永續發展概念認同前測上，實驗組與對照組並無明顯之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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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概念認同（後測）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顯著性 

實驗組 3.33 0.76 1. 維護「世代間的公平
正義」 對照組 2.99 1.01 

2.706 0.008* 

實驗組 3.51 0.71 2. 保護「生物多樣性」
及「生態完整」 對照組 3.18 0.99 

2.712 0.007* 

實驗組 3.51 0.70 3. 保存「自然資本」及
「永續的收益」 對照組 3.21 0.93 

2.586 0.011* 

實驗組 3.30 0.80 4. 支持「事先預防及警
戒的決策」方式 對照組 3.22 0.99 

0.629 0.530 

實驗組 3.33 0.76 5. 確保「社會公平正
義」 

對照組 3.13 0.89 
1.841 0.067 

實驗組 3.52 0.70 6. 適度「限制自然資源
的使用」 對照組 3.18 0.96 

2.927 0.004* 

實驗組 3.20 0.86 7. 追求「重視品質與精
神層次的發展」 對照組 3.08 1.00 

0.902 0.368 

實驗組 3.36 0.79 8. 支付費用維護「自然
環境」 對照組 3.18 0.93 

1.515 0.131 

實驗組 3.46 0.82 9. 有「效率地使用自然
資源」 對照組 3.21 1.08 

1.859 0.065 

實驗組 3.22 0.84 10. 建置「可循環經濟系
統」 對照組 3.28 0.90 

-0.546 0.582 

實驗組 3.25 0.84 11. 鼓勵「社區參與」 
對照組 2.94 0.98 

2.523 0.012* 

實驗組 2.87 0.99 12. 「京都議定書」生效 
對照組 2.68 1.08 

1.313 0.191 

實驗組 2.96 0.93 13. 「二十一世紀議程」 
對照組 2.77 1.04 

1.454 0.147 

實驗組 3.48 0.80 14. 「全球氣候變遷」 
對照組 3.29 1.01 

1.559 0.121 

實驗組 3.18 0.91 15. 「永續發展高峰會」 

對照組 3.00 1.01 
1.389 0.160 

由上表得知，在永續發展概念認同後測上，第 1題『維護「世代間的公平正
義」』，第 2題『保護「生物多樣性」及「生態完整」』第 3題『保存「自然資本」
及「永續的收益」』第 6題『適度「限制自然資源的使用」』及第 11題『鼓勵「社
區參與」』，實驗組與對照組有顯著差異，且實驗組得分優於對照組，表示在此 5
題永續發展概同認同上，實驗組較對照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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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永續發展理由與相關議題 
推動永續發展的原因（單選）前測 

原因 
     
         人數 

 實驗組 對照組 

個數 39 35 
1.  人類長期生存的需要 

百分比 31% 31.8% 
個數 85* 68* 2. 保存整個生態系統的

完整性 百分比 67.5%* 61.8%* 
個數 2 0 

3.  政府制訂的政策 
百分比 1.6% 0% 
個數 0 7 

4.  個人的喜好 
百分比 0% 6.4% 

合計  126(100%) 110(100%) 
由上表得知，實驗組在前測上對於推動永續發展的理由上，支持第 2原因「保

存整個生態系統的完整性」佔全部選取比例之 67.5%為最高，對照組在前測上對於
推動永續發展的理由上，支持第 2原因「保存整個生態系統的完整性」佔全部選
取比例之 61.8%為最高，無論實驗組或對照組都贊同保存整個生態系統的完整性為
最主要推動永續發展的原因。 
 

推動永續發展的原因（單選）後測 
原因 
     
         人數 

 實驗組 對照組 

個數 39 32 
1.  人類長期生存的需要 

百分比 31% 34% 
個數 85* 58* 2. 保存整個生態系統的

完整性 百分比 67.5%* 61.7%* 
個數 2 0 

3.  政府制訂的政策 
百分比 1.6% 0% 
個數 0 4 

4.  個人的喜好 
百分比 0% 4.3% 

合計  126(100%) 94(100%) 
由上表得知，實驗組在後測上對於推動永續發展的理由上，支持第 2原因「保

存整個生態系統的完整性」佔全部選取比例之 67.5%為最高，對照組在後測上對於
推動永續發展的理由上，支持第 2原因「保存整個生態系統的完整性」佔全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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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比例之 61.7%為最高，無論實驗組或對照組都贊同保存整個生態系統的完整性為
最主要推動永續發展的原因。 

 
小結：由以上兩表得知，無論在前後測上，實驗組與對照組都支持「保存整個生

態系統的完整性」為推動永續發展最重要原因。 
 
 
 

與「永續發展」相關的議題（複選）前測 
議題 
     
         人數 

 實驗組 對照組 

個數 117* 85* 
1. 垃圾減量 

百分比 92.9%* 77.3%* 
個數 123* 94* 

2. 資源回收 
百分比 97.6%* 85.5%* 
個數 48 40 

3. 外來種入問題 
百分比 38.1% 36.4% 
個數 109* 85* 

4. 棲地保育 
百分比 86.5%* 77.3%* 

個數 49 41 
5. 提高效率 

百分比 38.9% 37.3% 

個數 121* 100* 
6. 節約能源 

百分比 96.0%* 90.9%* 

個數 47 42 
7. 終身學習 

百分比 37.3% 38.2% 

個數 43 49 
8. 人口問題 

百分比 34.1% 44.5% 

個數 30 41 
9. 儉樸生活 

百分比 23.8% 37.3% 

個數 57 51 
10.心靈環保 

百分比 45.2% 46.4% 

  由上表得知，在永續發展相關議題前測上，實驗組與對照組認為永續發展的

相關議題為「垃圾減量」、「資源回收」、「棲地保育」、「節約能源」等，皆超過所

有人數之 70%以上國中學生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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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永續發展」相關的議題（複選）後測 

議題 
     
         人數 

 實驗組 對照組 

個數 117* 71* 
1. 垃圾減量 

百分比 92.9%* 72.5%* 
個數 123* 77* 

2. 資源回收 
百分比 97.6%* 81.9%* 
個數 48 38 

3. 外來種入問題 
百分比 38.1% 40.4% 
個數 109* 70* 

4. 棲地保育 
百分比 86.5%* 74.5%* 

個數 49 36 
5. 提高效率 

百分比 38.9% 38.3% 

個數 121* 79* 
6. 節約能源 

百分比 96.0%* 84.0%* 

個數 47 35 
7. 終身學習 

百分比 37.3% 37.2% 

個數 43 40 
8. 人口問題 

百分比 34.1% 42.6% 

個數 30 35 
9. 儉樸生活 

百分比 23.8% 37.2% 

個數 57 41 
10.心靈環保 

百分比 45.2% 43.6% 

  由上表得知，在永續發展相關議題後測上，實驗組與對照組認為永續發展的

相關議題為「垃圾減量」、「資源回收」、「棲地保育」、「節約能源」等，皆超過所

有人數之 70%以上國中學生選取。 
 

小結：由以上兩表得知，無論在前後測上，實驗組與對照組對於永續發展相

關議題上，皆認為「垃圾減量」、「資源回收」、「棲地保育」、「節約能源」等為主

要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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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永續發展教學模組延伸教學設計 

在天母的故事 

一、主    題：永續發展教學模組∼議題融入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二、模組名稱：在天母的故事 
三、實施年級：七年級或八年級（國中一年級或二年級） 
四、設計教師：北市天母國中蔡月美、陳秀英 
五、教學設計： 
教學 

階段 

基本

目標 

教學活動 理念 策

略 

教學 

評量 

時

間

一、 

準備

活動 

 分析教材、蒐集故事 

編寫教材 

教材準備教具 

教師作教材統整與教學準備    

二、 

發展

活動 

覺知 

概念

知識 

四 

 

 

覺知 

 

概念

知識 

三 

覺知

概念

知識

態度

與價

值觀

三四 

 

 

 

引起動機 

古老的智慧∼大鬼湖

的傳說（附件一） 

1. 故事呈現 

2. 故事訊息分析 

講述澄清 

說故事的重要性與

故事的價值（附件

二） 

個案學習 

僧侶的故事（附件三）

 

環境故事解析 

在天母的故事（附件

四） 

4. 選故事 

5. 小組討論 
6. 分組報告 
7. 故事解析 

1. 利用PPT檔案故事呈現原

住民利用傳說，表達對大自

然的敬畏與尊重，並藉此減

少對自然的侵擾，達到保護

生態環境的目的。 

2. 透過講述與討論,澄清說故

事的重要與故事的價值。 

 

3. 藉由國外個案,學習改善環

境的做法，刺激思考面向。

 

4. 提供六個學校在地的故
事，每組選一個故事，分組

討論後，進行故事報告及解

析。（1）連加恩的跨國行善

（2）校狗小黃失蹤記（3）

帛琉總統的解說員（4）草

山水道上的天母媽媽（5）

嘗試與行動的勇氣（6）陽

明山下的百草園 
5. 透過故事的討論與參與,能
夠了解故事，融入故事，進

而學習並內化故事所傳遞

的價值與意義。 

GB
CE 
 
 
 
BC 
 
 
FG
J 
 
AC
EF
GH
IJ 

故事訊

息分析 

（在附

件一

中） 

 

 

 

 

學習僧

侶（在

附件三

中） 

 

故事的

訊息

（在附

件四

中） 

15

分

鐘  

 

 

 

5

分

鐘

15

分

鐘

30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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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綜合 

活動 

態度

與價

值觀 

行動

參與 

一二

三四 

環境故事創作 

環境故事寫作作業 

 

 

回饋分享 

 

1.介紹作業單環境故事創作的

內容,透過故事創作,讓學生

能夠反思、關心身旁發生的

環境故事。 

2.透過分享回饋作業單的設

計，加深「說故事」這個主

題的學習效果，也作為採取

環境行動的一種體驗。 

BC
EF
GH
I 

作業單

（附件

五） 

 

作業單

（附件

六） 

 

10

分

鐘

5

分

鐘

教學策略： 

B、 經驗與合作學習    B、系統化思考       C、價值觀的批判與澄清 

E、 意識型態的批判    E、反省與創造性思考 F、對永續未來的想像 

H、 感受與體驗訓練    H、溝通技能的訓練   I、持續不斷的學習 

K、 戶外與社區工作訓練 

教學目標： 

一  認識自我       二   生活經營      三  社會參與       四   保護自我與環境  

 
六、施教建議： 
    （一）本模組可作為「校本位課程」，在童軍課進行，促進學校認同及團隊合

作。 
（二）教師可以參考本模組設計，蒐集校園在地故事，改編成在□□的故事。 

    （三）如果課程進度時間允許（將進行時間延長為為四∼五節），可以把「環
境故事解析」的部分，由原本的小組報告，改為小組表演。 

    （四）由於本模組教學時間設計採兩節課，因此在創作故事與回饋單的檢核，
採取課後進行的方式，教師可以將學生完成的作業，在批改後，利用班

級教室公佈欄進行分享。如果可以將教學時間拉長，那麼這些作業也可

以在課堂上發表，效果應該也不錯。 
七、參考資料 

1.天母國中綜合活動課程研發小組（2002），綜合活動學生手冊一年級下學期
（第二冊）。 

2.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譯（1999），為永續而學習（模組四：利
用環境素材說故事）。 

    3.蔡月美編（2002），天子的秘密花園（天母國中校園步道解說手冊），未出版。 
 
八、附件 
附件一：古老的智慧∼大鬼湖的傳說 

在大武山的Dadolu部落大頭目家，有一位美麗的女兒巴冷

公主，愛上他羅巴林湖神百步蛇王，在巴冷眼中蛇王阿道里歐

是個會與她對唱情歌又英俊的男子，便不由自主地愛上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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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巴冷知道父母與族人眼中阿道里歐是一隻百步蛇時，仍不改

初衷，要求父母讓她芳心歸屬，於是大頭目要求百步蛇王必須

拿出最好的聘禮 ─ 最珍貴的琉璃珠與陶壺、熊、山豬、山

羊等，否則免談。阿道里歐果真依約前來，巴冷也身著盛裝喜

悅無悔，依著魯凱族傳統的儀式站在鞦韆上隨風盪到最高處。

送親的族人在巴冷的眼淚下，到達他羅 

巴林湖，一直看著巴冷頭戴的百合花冠沈入湖中。 

從此，只要魯凱族人來到他羅巴林湖區狩獵，便會

受到巴冷公主以獵物招待。他羅巴林湖就是大鬼湖，是高屏地

區最上游的水源區，一直到現在，它都是排灣族與魯凱族的聖

地與禁地，一般人一生大都未曾也不被允許進入，所以一直到

目前仍是台灣保存最豐富野生動植物與林相的地區，高屏溪上

游不受污染的水源也因此地區純淨的水源涵養。這就是原住民

祖先的智慧，用著傳說告訴子孫大自然的 

法則，如何讓水資源保持潔淨不遭受人為的污染，和大自然和

諧倚存，取適當而不過量。＊摘錄自《原住民的綠色哲學》 
http︰//wildmic.npust.edu.tw/abpost/a.htm 

 

◎◎故事訊息分析：大鬼湖的傳說，這個故事是關於 

1. 1.地球的起始以及自然物的形成 
2. 2.耕種及漁牧的替代方式 
3. 3.生物的重要性 
4. 4.照顧特有品種 
5. 5.照顧其他人群 
6. 6.有智慧地利用資源 

 

附件二：說故事的重要 

    1.Livo and Riets 1986年說： 

故事有一種去靠近、去透明化我們去進入一個跨越時空的力量。故事也是一種思

維方式，資訊及想法的原始架構者，也是文化的靈魂及人類的自覺。所以故事也

是一種我們可以去認識記憶及了解的方式。 

Livo, N and Riets, S （1986）Storytelling: Process and Practice, Libraries Unlimited Inc. , 

Colorado, p. 2. 

    2.故事有開始、過程及結束，有助於我們了解生命的循環 

    3.故事激起情緒的反應，可以幫助我們釐清自身的感覺，並且激發改善的動機。 

    4.故事往往可以產生傳播的效果，不只因為聽故事營造了人們之間一個溫馨的

連結，當故事結束後，我們自發地會引起相互間的交談。 

    5.透過故事，我們可以接受新的價值及行為模式。 

    6.透過故事，我們可以調整我們的期望。 

    7.透過故事，我們學習知道有效的環境行動是可能的。 

    8.我們可以學習到，在我們的關心下，可以停止破壞環境，拯救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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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僧侶的故事 

這是發生在斯里蘭卡一個貧窮小村莊,有一位僧侶改善環境的故事。 
    在斯里蘭卡有一個極為貧窮的小村莊，村民對外的交通十分的不方便，必須
橫越既遙遠又崎嶇的山路，才能到達最近的學校及醫院。那裡的村民普遍貧窮，

他們傳統的生產方式，就是利用燒山的方式來耕作。為了求取更多的農作物，只

得燒更多的山及加速燒山的速度，這造成環境惡化的惡性循環，使得村民的求生

顯得更加的困難。 
    當僧侶來到這個村莊後，他積極的尋求各界的幫助來改善村民的生活。他替
村民爭取土地的所有權、教導村民種樹來改善土壤侵蝕的狀況、教導村民在土地

上種植不同種類的不同種類的作物。例如有現金作物改善經濟狀況，而不只是圖

個溫飽而已。他也教村民建造磚造的房舍等等。 
    由於僧侶的啟發及幫助，不但讓村民的生活改善了，也同時拯救了即將被破
壞殆盡的環境。僧侶的精神與行動，已經超越了單純獨善小眾的宗教活動，而是

環境以及心靈問題的解決，真是一個極高的境界。這是一個成功的環境故事！ 
     
◎◎學習僧侶 

    依照下列表格，了解僧侶如何開始運用其生態原則。如同僧侶所做的一般，
我們也可以為自己家鄉及環境做很多事情，依照下表的六個原則，提出建議： 
 
生態原則 僧侶在社區做了什麼 你在你的社區可以做什麼 
與自然的

和諧 
重新種樹 
森林永續的利用 
無污染 
在樹下種植作物 
不再砍伐森林 

 

生活品質 減少水患 
更多的食物與財物 
對政府的恐懼減少 
生活更大的意義 

 

自我信賴 獲得土地權 
負責並提出自我選擇 
自我耕種 
獲得參與 

 

多樣化與

分歧化 
尊重不同的人及宗教，觀念 
種不同的樹及食物 

 

小就是美 用小尺度的觀念及技術，人們可
以自己控制事物 

 

合作與和 政府與鄉村共同合作∼建設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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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路，種植樹木，實踐和諧的信仰

 
 
附件四：在天母的故事 

（一）連加恩的跨國行善 

      小芬是個基督徒，他在進行生涯主題閱讀分享時，提到了連加恩，一個到

西非友邦服替代役兵役的年輕醫生。他表示，自己和連加恩的父母是在同一個教

會的，為了配合連加恩在布吉那法索推動的「塑膠袋還衣服」的活動，那一陣子，

教會募集、整理和郵寄舊衣服，讓大家忙了好一陣子。透過連加恩的觀察和行動，

不但讓那裡長期破壞環境的垃圾袋問題被改善了，也對當地居民的「穿的問題」

有了幫助，更為台灣及世界各地的愛心，找到連線與付出的機會。 

 

（二）校狗小黃失蹤記 

他是一隻以校為家的狗，一隻陪伴許多天子（天母學子）度過無數時光的狗。

“他”，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校刊還為他作過專輯，“他”，就是最值得我們驕傲
的校狗，小黃。 
    他穿著一身黃衣裳，顧名思義叫”小黃”。他不管吃喝拉撒睡，都在學校裡，而
平常他最好、最親近的朋友，就是學校的警衛叔叔們。而警衛室對小黃來說，更

像是自家裡的廚房一樣，進出自如，千遍也不厭倦。 
小黃跟天子的感情有多好？有一回小黃走失了，竟然在校園引起一陣陣的難 

過、心慌，從這裡就知道他在大夥兒心中的份量。當時，還曾經謠傳有人懸賞「一

萬元」的高額獎金，就是為了尋回我們的好伙伴。但是，那陣子一進校門，就可

以在學校大廳的布告欄看到協尋小黃的海報，每天進進出出看了，真的是好不淒

涼。 
經過一番波折，實在好險！小黃在流浪狗之家被找到了！發現的天母學生趕

忙打電話給訓導主任，陪同出面指認我們的校狗，讓小黃躲過「被處理」的恐怖

待遇。經過這次教訓，大家也發覺幫小黃作「戶口登記」的重要性；於是，他植

入了晶片，從此之後，就算是小黃再不慎走失，我們也不怕了。 
追溯起來，小黃從民國 82年進入天母，到 91年夏天植入晶片，年紀也真是

老大不小了。但是，就像是他目前晶片登記的主人王岑正叔叔一樣，也許大家不

一定很清楚他的一點一滴，但是，都對他自然有一份熟悉。我們知道，他一直是

大家的好朋友！ 
 

（三）帛琉總統的解說員 

小光對於「校園認識」這個課程特別有興趣，於是在學校輔導室招募「校

園解說員」時，主動報名參加甄選。 

透過訓練課程與同學的激盪，他更瞭解校園的建築、生態和一些特別的小

故事。在鄰近小學六年級學生來校參觀的時候，他已經有了兩次帶隊導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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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對於校園解說，已經很駕輕就熟了。 

 碰巧陳總統第二任就職典禮那段時間，我們友邦的帛琉總統，率領外交官

員及中學師生到天母國中來訪問，這個訓練自己，展現潛能的好機會，他當

然沒有錯過。為了讓這次的服務品質提升，學校還特地請英文老師協助訓練，

好讓大家的外語解說更加流暢順利，對小光來說，這是一次難得的經驗，也

是成功的國民外交。 

 

（四）草山水道上的天母媽媽 

      住在天母地區公寓裡的陳媽媽有一天發現巷子裡來了一群工人在挖馬路，

旁邊還放置了一堆管子。陳媽媽與鄰居好奇與關心地打聽、查詢之下，才知道山

上即將興建大型的住宅區，要更改管線，把山上湧泉的水源改變使用。後來他們

更進一步發現，這樣的開發案件勢將原本的保留區土地，變更為住宅區使用，在

山上還有好幾大塊土地正在動工。因此，他們向民意代表陳情，到工地抗議，舉

辦公聽會，試著要組織對環境破壞的事情發生。也在這樣的過程裡，發現了陽明

山區珍貴的資源：草山水道系統。這個水道系統堪稱一個古蹟，在自然生態與人

文古蹟上都有很高的價值，他們主動向市政府陳情爭取，終於讓草山水道成為台

北市第111號的市定古蹟，期盼透過古蹟指定之後，讓這條水道的設施不得任意

變更，讓更多的人關心這裡，間接阻擋山上山坡地的不當開發與使用，保存天然

資源，也維護山下居民的安全。 

    近來為了讓民眾認識水道，傳遞珍惜水資源的概念，他們更發起了「天母水

道祭」的活動，帶動社區參與，落實環境教育的實踐與行動。 

 

（五）嘗試與行動的勇氣 

  民國89年，當時天母國中的一年2班是個很可愛的班級。有一天，在童軍

教室上課時，他們發現校園後庭的草地被工友叔叔們剪得光凸凸的。一上課進到

教室，他們既跟老師反應：「為什麼要除草？」、「修剪得整整齊齊（光凸凸）的環

境很單調」、「草都除掉了，原本在那裡的小昆蟲怎麼辦？」當老師建議他們，不

妨跟總務處的師長商量，表達自己的感覺和建議時，他們原本顯得有些害怕與退

縮。甚至也有人潑冷水地表示「去講也沒用！學校不會聽我們的！」 

後來大家還是推派了兩名代表去嘗試做反應，只是希望老師陪同。在班上先

七嘴八舌討論、演練過後，兩個代表跟老師一起向正在除草的工友叔叔和一旁的

總務主任打招呼，並且表達希望保留草地，作為觀察生態、認識野生植物之用。

總務主任知道同學意見之後，立刻爽快地答應，只是希望同學指出希望保留的範

圍，正在除草的區域則進行到一個段落，略做整理，不樣給人雜亂無章，事情做

到一半的感覺。 

當兩位代表回到班上，報告反應結果時，全班不約而同地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因為，他們體驗到「行動的力量」。 

 



 58

（六）陽明山下的百草園 

百草園原本是社區公園旁一塊不起眼的狹長區塊，它是一個三不管地帶。雜 

草叢生，跟一旁公園整理得很清爽、很怡人，展現出截然不同的風貌。住在社區

裡一位熱心的媽媽，主動去跟相關單位查詢、聯繫，爭取經費，在這塊地方種植

了許多種類的藥用植物，並且細心照料，讓一塊原本沒有用處的土地，現在變得

生意盎然。當我們學校同學在社區尋覓服務的對象時，遇見了熱心的媽媽，他跟

我們分享了這個百草園的故事，也邀請我們一起來維護這塊地方。 

 

◎故事的訊息： 

 

將前面六個故事，依照順序給予一至六的代號，在下列表格中勾

選故事中所傳遞的訊息（注意：有些故事不只一個訊息喔！） 

 

訊息 / 故事代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地球的起始以及自然物的形成       

耕種及漁牧的替代方式       

生物的重要性       

照顧特有品種       

照顧其他人群       

有智慧地利用資源       

 

 
附件五：環境故事創作 
小組依照下列重點創作環境故事 

1.故事名稱  

2.故事來源  

3.關鍵訊息  

4.創作者  

5.故事內容  

 

 

 

 

 

6.故事啟發  

 

 

    

附件六：說故事回饋單 
選擇一個課堂上分享的天母故事，在課後與家人或非本校學生的其他朋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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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並在完成問題後，請一位同組同學給予回饋，最後再將完成的回饋單交給老

師： 
題目 答案 回饋 

1.我選擇的故事是   
2.我選擇的理由是   
3.我分享的對象是  

 
 

4.我選擇的理由是  
 

 

5.說故事的體驗是  
 
 

 

6.我的說故事能力 □待加強  □普通，還 OK  □很好  
7.我認真完成這任務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8.聽眾的反應或感動  

 
 

 

9這個行動中我發現
的問題 

  

10我對這個說故事
主題課程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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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服務 

一、主    題：永續發展教學模組∼議題融入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二、模組名稱：社區服務 
三、實施年級：八年級（國中二年級） 
四、設計教師：北市天母國中蔡月美、陳秀英 
五、教學設計： 
教學 

階段 

基本

目標 

教學活動 理念 策略 教學 

評量 

時間

一、 

準備

活動 

 分析教材、蒐集故事 

編寫教材 

教材準備教具 

教師作教材統整與教學準備    

二、 

發展活

動 

覺知 

四 

 

 

 

覺知 

態度

與價

值觀

一 

 

行動

技能

三四 

 

 

 

第一節：我要去服務 

引起動機 

因為幸福所以要服務 

 

動機澄清 

全體討論，為何要

進行社區服務 

服務組織 

討論確定班級服務的

機構與班級組織 

服務對象 

1. 選擇班級服務機構 

2. 交代作業，蒐集服務

對象或機構資料 

 

第二、三節：服務準備

引起動機 

認識服務對象特質 

 

服務品質 

探討服務注意事項 

服務計畫 

1. 小組擬定服務計畫 

2. 全班討論修正 

1.利用PPT檔案呈現國內外兒

童不同的生活故事，藉以點出

「因為幸福，所以要服務」。 

2.透過討論,澄清社區服務的動

機。 

 

 

3.班級腦力激盪，設計班級服務

工作的各項負責人及分工。 

4.透過作業，蒐集服務對象或機

構的特質（特性），並思考服務

時要注意的要點。 

 

 

 

 

5.小組報告蒐集到的服務對象

的特質 

6.全班討論服務的注意事項 

 

7.各組依據蒐集資料，擬定服務

計畫，並經全班討論修正 

EG 
 
 
 
 
 
 
 
BHJ 
 
 
 
 
 
 
 
 
 
 
 
BHJ 

 

 

 

 

 

 

 

服務

組織

參考

表

（附

件

一） 

15’ 

 

 

 

15’ 

 

 

10’ 

 

 

 

5’ 

 

 

 

 

10’ 

 

 

1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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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參與

三 

服務報告 

1. 服務學習概念介紹 

2. 服務報告內容大綱

討論 

 

第四、五節：服務行動

依照服務計畫，實際進

行社區服務 

 

8.老師介紹服務學習的概念 

9.全班就服務報告內容大綱進

行討論 

 

10. 實際進行社區服務體驗 
 

 
 
 
 
 
AGJ 

 

 

 

 

 

AG

HI J 

 

10’ 

 

 

 

 

90’ 

三、 

綜合 

活動 

態度

與價

值觀 

一二

三四 

 

 

 

 

 

 

 

態度

與價

值觀 

一三 

第六節：服務之後 

引起動機 

服務後的一句話 

1. 書寫活動 

2. 分享時間 

 

服務成果報告 

小組派代表報告服務

結果 

服務檢核 

社區服務技能檢核表 

 

服務之後 

我的未來服務計畫 

 

 

1. 每人寫下一句話，形容服務後

的心情或心得。 

2. 小組先進行分享，再邀請志願

者跟全班分享。 

 

3. 小組派代表向全班報告服務

成果 

 

4. 透過學習單，檢核進行社區服

務時運用的能力 

 

5. 透過未來服務計畫，延續服務

行動，建立服務的人生觀，並

持續社區問題改善。 

 
 
EG
HI 
 
 
 
 
 
 
 
 
EFG 

 

 

 

 

 

 

 

 

 

 

學習

單（附

件二） 

 

10’ 

 

 

 

 

22’ 

 

 

 

8’ 

 

5’ 

 

教學策略： 

C、 經驗與合作學習    B、系統化思考       C、價值觀的批判與澄清 

F、 意識型態的批判    E、反省與創造性思考 F、對永續未來的想像 

I、 感受與體驗訓練    H、溝通技能的訓練   I、持續不斷的學習 

L、 戶外與社區工作訓練 

教學目標： 

一  認識自我       二   生活經營      三  社會參與       四   保護自我與環境  

 
六、施教建議： 
    （一）本模組可配合童軍課或輔導課「社區服務」的主題進行。 

（二）教師可事先聯繫幾個社區中可能的服務機構，提供學生做選擇。 
    （三）整個過程中，透過班級組織，盡可能讓學生主動參與，老師則扮演從

旁協助的角色即可，避免太多主導。 
    （四）服務計畫的課程進行時間與服務體驗時間最好相隔一週，比較能有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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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準備。 
    （五）進行社區服務前，注意學校進行校外教學的各個行政程序的處理。 
 
七、參考資料 

1.天母國中綜合活動課程研發小組（2005），綜合活動補充教材二年級。 
2.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譯（1999），為永續而學習（模組九：社

區問題解決）。 
 
八、附件  
    附件一：社區服務班級組織參考表 

 社區服務班級組織表                二年   班 
（一）班級服務組織 
職務 工作 座號 姓名 電話 備註 
領隊 統籌規劃班級服務事宜

紀錄班級服務大事記 
    

副領隊 協助領隊     
文宣 服務海報（服務前） 

感謝卡（服務後） 
    

器材 器材規劃、準備、歸還     
資訊 ppt、成果等電腦檔案製

作及操作 
    

攝影 班級服務活動留影（包

括上課狀況） 
    

      
      
   

（二）分隊組織： 

第一隊隊長  號 第二隊隊長  號 第三隊隊長  號

隊員        號 隊員        號 隊員        號

第四隊隊長  號 第五隊隊長  號 第六隊隊長  號

隊員        號 隊員        號 隊員        號

 

三、當天同行協助義工家長 
同學姓名 家長姓名 電話 

1   
2   
3   
   



 63

   
 
附件二：社區服務技能檢核表 

以下這個表格列出了進行社區服務時，可使用的技能，請依照此次班級社區

服務的體驗，勾選你認為有運用到的及待加強的技能。 

 技能項目 已做到 待加強 備註 
使用圖書館資源，包括書面影印和利用電子資源    
為問題的調查設計資料蒐集的策略    
認識、辨識出有關的機構、組織及社區的成員    

資料

蒐集

技能 
利用寫信、打電話、上網查詢等方式獲得資料    
體諒並尊重他人    
傾聽和理解    
言語上清楚的表達    
在團隊中扮演多樣的角色    
適時地扮演團隊的領導者    
提供建設性的回饋給他人    
追蹤群體作業的完成    

團隊

合作

技能 

能夠整合不同的意見    
使用科學技術分析蒐集的資料    
對可能的選擇，做批判性及創造性的思考    
細想他人及他們所擁有的價值    
決定行動的過程    

分析

和做

決定

的技

能 公正、正確的選擇    
在行動計畫上的步驟決定    
自由的選擇叟採取的行動    

行動

技能 
對於問題採取行動導致的結果，評估其是否有所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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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本研究係針對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與結合永續發展

教育理念之整合型研究，為時兩年，茲歸納部分結果如下： 

1.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是教改以來新設的課程，以目前實際教學的情況來看，

雖設定在輔導活動、童軍教育及家政三學科範疇，但課程本質係結合國中

七大學習領域之跨領域課程。其課程重點在「實踐、體驗、省思」，以活動

設計來培養學生生活能力及反思能力，是一門可以發揮永續發展理念的統

整課程。 

2. 進行「模組發展」的進度之前，曾經有一些準備工作，作為其理論依據，

並非憑空來設計發展模組。這些準備工作包括： 

（1） 文獻探討：與各子計畫負責人共同進行，針對「永續發展」概念進

行資料蒐集與整理，作為發展教師調查問卷與模組設計之依據。 

（2） 模組資料蒐集：國內有教育部舉辦過的永續發展教案比賽成果彙

編；國外則有環教所師生翻譯的兩本模組文集和一份原文的永續發

展模組介紹光碟，作為模組發展之參考。 

（3） 現行教材分析：以內容分析法分析現行國民中小學綜合活動各版本

教材中融入永續發展議題的教育內涵。 

（4） 焦點團體訪談：與綜合活動輔導團及國立編譯館綜合活動領域教科

書編審委員，透過焦點團體訪談方式，釐清綜合活動領域的概念、

精神、特色，以作為發展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模組之參考依據。 

（5） 問卷調查：以問卷調查法瞭解台灣地區國民中學擔任綜合活動教師

之環境素養，及對永續發展教育的教學需求。 

3. 關於各單元所運用的教學策略分析部分，即是根據先前的文獻探討及教師

教學需求而來，其教學策略有： 

A、經驗與合作學習     B、系統化思考      

C、價值觀的批判與澄清 D、意識型態的批判    

E、反省與創造性思考   F、對永續未來的想像 

G、感受與體驗訓練     H、溝通技能的訓練   

I、持續不斷的學習     J、戶外與社區工作訓練 

4.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課程綱要，與永續發展之重要原則、發展現況、主要

核心概念及基本素養等方面的對應，仍嫌薄弱；但教學策略規劃至為詳細，

內容非常豐富，與永續發展策略綱領對應至為密切。 

5. 針對國中綜合活動領域教師之永續教育教學專業知能之調查研究，整體上

對於永續發展的認識不夠深入，教學融入策略仍待加強；不過多數教師認

為永續發展的社會行動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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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研究與國中教師及學者專家的焦點座談會，有助於釐清綜合活動領域課

程的內涵，有利於從「實踐、體驗、省思」的主軸發展教學模組。 

7. 從準實驗教學研究中，無論在前後測上，實驗組與對照組都支持「保持整

個生態系統的完整性」為推動永續發展教學重要原因；另相關議題研究上，

皆認為「垃圾產量」、「資源回收」、「棲地保育」、「節約能源」等為主要之

議題。 

8. 本研究也從準實驗教學中，發展延伸「教學模組」----「在天母的故事」

及「社區服務」，設計適合國中生使用的永續發展教材，進一步推廣「永續

發展」議題。 

 

二、 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座談及檢討，分別針對教育及未來研究方面，提出以下的

建議：  

（一）教育方面 

1. 強化永續發展的正確概念與價值觀 

以目前國中教育現場，無論是教師或學生，在「考試領導教學」的情況，

永續發展的概念與價值觀似嫌不足，有必要透過課綱修訂，能力指標微調，

來強化永續發展知識、價值與技能。 

2. 重視永續發展的情意與技能教學 

鼓勵教師發展領域教學模組，或教育主管機關舉辦創意教學活動設計比

賽，廣徵成果作品，印製成教學案例、教師手冊，或製作光碟片大量推行，

以加強教師教學能力。同時，在教學過程要讓學生親自感受所處的自然環

境，學習體驗大自然的變化，反思人與自然的關係，學習愛護自然，培養

解決環境問題的能力。 

（二）未來研究建議 

1. 擴大研究對象 

本研究只限於台北都會區學校，從學生作業呈現及教學過程錄影記錄中，

都可以感受到學生程度略高，未來研究應擴及非都會區學校，注意城鄉差

距，以求教學上的普同性，再進而朝多元性發展。 

2. 探討永續發展之實際行為 

本研究僅限教學模組的建構，但學生爾後的實際，亦即學生的實踐能力，

仍屬紙上談兵，實際行為的探索，有待進一步去發展。 

3. 發展完美的評量工具 

本次教師專業知能之調查問卷，係借用外國學者 Sterling所設計的問卷，另

準實驗教學之前後測評量問卷，又欠缺信度、效度的試測，評量工具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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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值得檢討改進，爾後可以針對永續發展議題之知識、情意、技能部

分發展更完美的研究工具，以利於推廣永續教育。 



 67

參考文獻 

王鑫 (1994)：環境保護教育。環境教育季刊。23期，5-9頁。 

張子超（2000）國民教育階段永續發展的內涵與多科性融入教學模式之研究

（一）（NCS 89-2511-S-003-080） 

教育部（民91）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黃朝恩(1993)：「永續發展」概念的教材設計。環境教育季刊，18期。 

楊冠政(1997) 永續發展教育。國立編譯館。 

楊冠政（2003）：環境教育概論。台北：五南圖書公司（出版中）。 

Krejcie, R. V. & Morgan, D. W. (1970). Determining sample size for research 
activities. Edu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30, 607-610. 

Sterling, S (1996). ’Education in Change’ in H John & S Sterling (Des) 
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 Earthscan Publications Ltd, London. 



 68

《附件一》 

『國民中學教師永續教育教學專業知能之調查研究』 

親愛的教師： 

您好！首先謝謝您的協助與參與，非常感謝您能在百忙之中撥冗填寫此份

問卷，惠賜卓見。 

這是一份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的研究問卷，旨在瞭解國民中學教師永續教

育的教學專業知能現況，以作為環境教育與課程設計之參考。本問卷調查所得資

料僅供學術研究之用，對外完全保密，故問卷上無須具名，請放心填答。您的意

見對於本研究非常寶貴，請先詳閱問卷說明，再依實際情形逐題作答。盼望由您

的協助，使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有更美好的出發！敬祝 

健康如意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鄧毓浩  副教授 敬上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四月 

【問卷說明】： 

本問卷共分為三大部分： 

第壹部分：基本資料，欲了解填答教師的相關背景。 

第貳部分：研究說明，說明永續教育的內涵及問卷架構。 

第參部分：教師對永續發展的認識與態度 

第肆部分：教師永續教育教學專業能力，此部分共分為五大項：永續教育的理念

與原則、永續教育的態度與技能、教學策略、課程規劃及組織架構，期能了解教

師的永續教育教學素養及永續教育教學能力。 

第壹部分  基本資料 

1. 性別：    □男        □女 
2. 年齡：    □25歲以下   □26-30歲   □31-40歲   □41-50歲   □51歲以上 
3. 學歷：    □專科      □一般大學  □師範院校    □一般大學研究所  □師範院校研         

究所 

4. 畢業系所（組）別：                    。 

5. 任教職務：□專任   □行政             單位   □        領域召集人（可複選） 

6. 任教領域：□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與生活科技  □健康與體育 □  藝術與人文  □
綜合活動 

7. 任教年資：□0年   □1-5年    □6-10年   □11-15年   □16-20年 □21年以上 
8. 服務學校：□都會地區學校  □郊區學校  □偏遠學校 
9. 參與環境教育的情形： 

（1） 是否修過環境保護相關課程（如：生物學、生態學、環境教育、環境科學、…等）：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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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是否參加過有關環境教育研習的經驗：□是    □否 

（3） 過去一年是否參加過相關環境保護活動：□是    □否 

（4） 是否為任何環境教育組織或環保團體的成員或志工：□是    □否 

第貳部分  研究說明 

 

「永續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 ）在人類對環境問題的覺醒下，逐

漸於 1990年代孕育發展，面臨各種不同的挑戰壓力及對未來願景的期許下，成為

一門不同於以往的學門領域，希望藉由教育的過程，達到環境、社會及經濟的永

續發展。 

 

教育在永續發展的推動及培養個人思考環境及發展議題的能力方面，扮演非

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達成環境與倫理上的覺知、價值與態度、技能及行為等；

並能有效的促使民眾參與永續發展的政策決定（Agenda 21，1992）。永續發展的實

踐，需要進步的社會互動與產業發展的機制，也需要新的生活態度與價值觀，這

都需要教育來促進與完成。 

 

「為達成永續發展所需的轉變，⋯教師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Our Common 

Future，1987），教學活動需透過教師進行規劃與實施，相同的教學設計常因教師

教學專業的表現而有不同教學成效，Hyde & Pink（1992）認為，教師的專業不能

只從教師的「技術能力」觀點來思考，還必須考慮到教師的信念、價值觀等等。

換言之，教學歷程與成效深受教師個人信念、價值觀及教學能力的影響。 

 

教師如何進行永續教育教學？對於想要發展永續教育的教師，可由下列五

個向度出發，以了解永續教育所必須具備的基本內涵，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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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rling S，1996）。本問卷以

Sterling的五個向度及其內涵為基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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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教師永續教育教學能力」，希望藉此了解國民中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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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教育的教學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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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師
永
續
教
育
教
學
專
業
能
力 

 

1.思考所有的課程內涵 

2.致力於學科間的整合 

1.經驗與合作學習         2.系統化思考模式 
3價值觀的批判與澄清.    4. 意識形態批判 

5.反省與創造性思考       6. 對永續未來的想像 

7.感受與體驗訓練         8. 溝通技能的訓練 

9.終身學習能力的培養     10.戶外與社區工作訓練 

 

1.規劃與參與團體的運作 
2.民主政治的學習 

3.做決策的訓練 

4.校園或社區環境的綠化及管理 

5.建立地方上正規及非正規教育的網絡 

6.實踐永續發展的生活教育。 

教
師
永
續
教
育
教
學
素
養 
教
師
永
續
教
育
教
學
技
能 

永續教育 
理念與原則 

永續教育 
態度與技能 

永續教育 
教學策略 

永續教育 
社會行動 

永續教育 
課程規劃 

1.確保世代間的公平正義。  

2.保護生物多樣性及生態完整性。  

3.保存自然資產以維持永續的收益。  

4.支持事先預防及警戒的政策方式。  

5.確保社會公平正義。  

6.限制自然資源利用。  

7.追求「質性」的發展。  

8.重視自然環境的價值。  

9.確保資能源的使用效率。  

1.對環境、他人及未來世代的責任感。  

2.在個人與群體生活中，能將對環境的責任感轉化為行

動的意願、知識及技能。  

3.具備對於環境改變及不確定性的正向回應能力。  

4.具備對於個人、群體及各種外在因子間關係的洞察力。 

5.具備跨學科領域的宏觀視野。  

6.具備獨立且具有批判性及創造性的思考能力。  

7.具備理性與感性、理解力與敏銳度的平衡與協調。  

8.對於自我價值及尊重其他個體與文化間關連的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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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  教師對永續發展的認識與態度 

請您詳讀思考各項敘述後，就你的專業經驗與立場，在你所認為的選項打【ˇ】。 

1.您對「永續發展」一詞的了解為何？ 

非常了解 相當了解 一般 不太了解 非常不了解 

     

2.您認為我們在採取行動前應優先考慮「永續發展」的議題嗎？ 

非常應該 應該 不應該 非常不應該 沒意見 

     

3.您覺得先進國家對「永續發展」的重視夠不夠？ 

非常足夠 足夠 不足夠 非常不足夠 沒意見 

     

4. 您覺得第三世界開發中國家對「永續發展」的重視夠不夠？ 

非常足夠 足夠 不足夠 非常不足夠 沒意見 

     

5. 您覺得我國政府對「永續發展」的重視夠不夠？ 

非常足夠 足夠 不足夠 非常不足夠 沒意見 

     

6. 您覺得我國民眾對「永續發展」的重視夠不夠？ 

非常足夠 足夠 不足夠 非常不足夠 沒意見 

     

7. 您覺得我國教育對「永續發展」的重視夠不夠？ 

非常足夠 足夠 不足夠 非常不足夠 沒意見 

     

8.九年一貫課程中哪些學習領域最能夠發揮永續發展教育？（可複選）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與生活科技 藝術與人文 健康與體育 綜合活動

       

9.對於永續發展教育的策略與方法，您知道的多不多？ 

非常多 相當多 普通 不太多 完全不知道 

     

10.如果有機會修習有關「永續發展教育」的課程，您會參加嗎？ 

一定會 可能會 看情形 可能不會 不會 

     

11.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中需要包括「永續發展」概念嗎？ 

十分需要 相當需要 需要 不太需要 完全不需要 

     

12.您覺得目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和教材中，包含永續發展內容比重多不多？

非常多 相當多 普通 不太多 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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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  教師永續教育教學專業能力 

 

Sterling在永續教育的五個基本向度下分別列出相關內涵，以下敘述五個向度的

內涵，請您詳讀思考各項敘述後，就你的專業經驗與立場，在你所認為的選項程

度上打【ˇ】。 

 

一、 永續教育的理念與原則 

 

Macleod（1992）曾列出教育所必須提供的永續發展理念與原則內容如下，您覺得

下列各項內涵的重要性為何？您是否已經在教學中教導這些理念與原則？ 

 

您覺得左列各項內涵重要

嗎？ 

您的教學有融入左列各

項內涵嗎？ 

 

 

內涵 

 

不  

重
要 

 

有
點
重
要 

 

大
致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不
曾
融
入 

 

偶
爾
融
入 

 

大
致
融
入 

 

常
常
融
入

確保世代間的公平正義    □    □    □    □ □    □    □    □

保護生物多樣性及生態完

整性 
   □    □    □    □ □    □    □    □

保存自然資產以維持永續

的收益 
   □    □    □    □ □    □    □    □

支持先前預防及事先警戒

的政策 
   □    □    □    □ □    □    □    □

確保社會公平正義    □    □    □    □ □    □    □    □

限制自然資源利用    □    □    □    □ □    □    □    □

追求「質性」的發展（強調品

質的提升，而非僅是成長率量化的概念） 
   □    □    □    □ □    □    □    □

重視自然環境的價值    □    □    □    □ □    □    □    □

確保資源能源的使用效率    □    □    □    □ □    □    □    □

 

 

 

二、 永續教育的態度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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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rling and EDET(the Environmental and Developmen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Group)建議永續教育應使個人及群體明瞭下列八項態度與技能（1992），您覺得下

列各項內涵的重要性為何？您的實踐程度如何？ 

您覺得左列各項內涵重

要嗎？ 

左列各項態度或能力，

您的實踐程度如何？  

內涵 

 

不  

重
要 

 

有
點
重
要 

 

大
致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無
法
做
到 

 

部
分
做
到 

 

大
致
做
到 

 
完
全
做
到 

對環境、他人及未來世代的責

任感 
□    □    □    □ □    □    □    □

在個人與群體生活中將責任感轉

化為行動的意願、知識及技能 
□    □    □    □ □    □    □    □

對於環境改變及不確定性的正

向回應的能力 
□    □    □    □ □    □    □    □

對於個人群體及各種外在因子

間關係的洞察力 
□    □    □    □ □    □    □    □

具有跨學習領域的宏觀視野 □    □    □    □ □    □    □    □

獨立且具有批判性及創造性的

思考能力 
□    □    □    □ □    □    □    □

對於理性與感性、理解力與敏

銳度的平衡與協調 
□    □    □    □ □    □    □    □

對於自我價值及尊重其他個體

與文化間關聯的覺知 
□    □    □    □ □    □    □    □

 

三、 永續教育的課程規劃 

 

永續教育的課程規劃應思考目前所有的課程內涵，並致力於學科間的整合，您覺

得下列2項原則的重要性為何？您的實踐程度如何？ 

您覺得左列原則在課程

規劃上重要嗎？ 

左列各項您的實踐程度

如何？ 

 

 

內涵 

 

不  

重
要 

 

有
點
重
要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無
法
做
到 

 

部
分
做
到 

 

大
致
做
到 

 

完
全
做
到 

思考目前所有的課程內涵 □    □    □    □ □    □    □    □

致力於學科間的整合 □    □    □    □ □    □    □    □

您覺得下列哪些課程內涵可整合於教學規劃中，請在□打【ˇ】；哪些課程內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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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嘗試整合於教學規劃中，請在○打【ˇ】。 

 

□○政治教育  □○環境科學   □○生態學與生物多樣性   □○自然歷史  □

○社會關係  □○問題解決   □○社區規劃與公民素養   □○公平正義           

□○人際倫理  □○文化研究   □○原住民與傳統文化     □○新經濟法則  

□○生態文化與永續系統規劃   □○人類心理學與人際關   □○現代化   

□○生態設計  □○生物區域研究與地區特殊性   □○全球環境與發展議題 

□○科學與科技   □其他                  ○其他                      

 

四、 永續教育教學策略 

 

永續教育在教學方面的首要目標是提供系統化及批判性思考、環境與社會行動間

的聯結，並培養生態、政治及世界公民的素養。為達成上述目標，您覺得您自己

對下列教學策略熟練程度及教學應用情形為何？ 

 

左列教學策略，您的熟

練程度？ 

左列教學策略，您應用

於教學的情形如何？

 

 

內涵 不  

熟
練 

 

有
點
熟
練 

 

大
致
熟
練 

 

非
常
熟
練 

不
會
應
用 

 

很
少
應
用 

 

偶
爾
應
用 

 

經
常
應
用 

經驗與合作學習 □    □    □    □ □    □    □    □

系統化思考模式 □    □    □    □ □    □    □    □

價值觀的批判與澄清 □    □    □    □ □    □    □    □

意識形態批判 □    □    □    □ □    □    □    □

反省與創造性思考 □    □    □    □ □    □    □    □

對永續未來的想像 □    □    □    □ □    □    □    □

感受與體驗訓練 □    □    □    □ □    □    □    □

溝通技能的訓練 □    □    □    □ □    □    □    □

持續不斷的學習 □    □    □    □ □    □    □    □

戶外與社區工作訓練 □    □    □    □ □    □    □    □

五、 永續發展的社會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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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永續教育應以培養國民環境行動及解決環境問題的技能為首要目標，期能解

決現在及將來的環境問題。負責任的環境行為是環境教育的終極目標，永續教育

可以藉由團體運作的社會行動（包含社區及各種組織）達到具體的學習成效，永

續教育的教學規劃應包含下列幾項社會行動的安排，你覺得下列各項內涵的重要

性及您應用在教學的程度為何？  

可行性 重要性  

內涵 不
太
可
行 

 

有
點
可
行 

 

大
致
可
行 

 

非
常
可
行 

不
太
重
要 

 

有
點
重
要 

 

大
致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規劃及參與團體的運作（包

含社區及各種組織） 

   □    □    □    □ □    □    □    □

民主政治的學習    □    □    □    □ □    □    □    □

做決策的訓練    □    □    □    □ □    □    □    □

校園或社區環境的綠化及

管理 

   □    □    □    □ □    □    □    □

建立地方上所有正規及非

正規教育的網路 

   □    □    □    □ □    □    □    □

實踐永續發展的生活教育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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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科會補助專案──九年一貫課程永續發展教學模組之研究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第一次焦點座談會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星期四）下午二時至四時 

開會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活動領導學系教材教具製作室 

主持人：鄧毓浩副教授(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副教授，以下簡稱鄧） 

出席人：陳君健教師（台北市景美國中教師，以下簡稱陳） 
劉理枝教師（台北市北投國中教師，以下簡稱劉） 

林飛燕教師（台北市西松高中教師，以下簡稱林） 

曾慧珊教師（台北市介壽國中教師，以下簡稱曾） 

謝豐如教師（台北市內湖國中教師，以下簡稱謝） 

潘貞吟教師（台北市弘道國中教師，以下簡稱潘） 

徐秀婕教師（台北市麗山國中教師，以下簡稱徐） 

蔡月美教師（台北市天母國中教師，以下簡稱蔡） 

 

焦點團體座談討論大綱： 

一、 如何從永續發展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的觀點，來界定九

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二、 現行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綱要（分段能力指標，教學策略），有無發展「永

續發展教育」的可能？ 

三、 為落實「永續發展教育」，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學習目標與能力指標，應如何

定位？ 

四、 現行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有無架構「永續發展教育」教學模組的可能性？ 

五、 國民中小學如何進行「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學，以促進學生對永續發展理

念與內含的正確認知，建立積極正面的價值觀與態度，進而願意採行負責任的

環境行動？ 

六、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包括了輔導活動，家政，童軍教育等科目，哪一部分較能

落實「永續發展教育」？ 

 

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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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奮鬥兩週後總算將高中公民科學分數拉回，經過立法院公聽會，教育部也有

較明朗的想法，原要修改為四學分的公民科還是維持八學分。因此這場座談

會延至今日，要麻煩各位提供想法。 

本人目前任教於公領系亦兼任校友服務組工作，天母國中蔡月美老師為幫忙

此案的協同組織，計畫總負責人為師大環教所的張子超教授、楊冠政教授，

此計畫下尚分幾個計畫，地理科是由地理系黃主任負責，衛生教育是由葉國

樑教授負責，生物是由張永達教授負責，重大議題是張子超教授負責。 

今天邀請大家共同商討綜合活動如何與永續發展結合，相關資料及座談大綱

請大家參閱，現在先行介紹與會老師姓名。 

陳：北投國中劉理枝老師，西松高中林飛燕老師，介壽國中曾慧珊老師，內湖國

中謝豐如老師，弘道國中潘貞吟老師，麗山國中徐秀婕老師。 

 

一、 如何從永續發展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的觀點，來界定九

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鄧：現在最大的困擾是如何從永續發展的觀點來看綜合活動，這需先做一個界定。

先進入第一個主題來做討論，「如何從永續發展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的觀點，來界定九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蔡：突然要提出看法似乎有點困難，是否我們先定義何謂綜合活動，再從永續發

展的觀點來看。 

林：綜合活動有提到「萬事萬物」，而永續發展也有強調由「人和人」再關心到其

他的生命，從現階段而言是關心到整個地球生態，而地球生態就包含了萬事

萬物，所以由地域的範圍來界定，兩者是結合在一起。 

鄧：永續發展這名詞現在使用得很浮濫，很多議題都會加上永續發展四個字，永

續發展的目標有經濟性、社會性及環境性，永續發展若和其他學科結合如生

物科、社會科和綜合活動科是可以的，但綜合活動要從哪一面向來切入？ 

陳：若以綜合活動的核心概念來看：人與自己，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這三者是

否都有永續發展的概念。 

(一)人與自己： 

「探索自己，自我肯定，自我發展」，自我發展的意思不也是要永續經營，

所以可以帶到終生學習的概念，人唸書不是唸到某個階段就暫停，能力也不

會開發到某一點就停止。綜合活動課程裡有許多自我探討的部分，在過去的

輔導和家政就強調很多。 

(二)人與社會： 

永續發展是有社會性及經濟性，而人與社會裡就包含了經濟和社會，因

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是一個社會行為，而人在社會裡就一定會有經濟行

為，這部分在過去的輔導和家政也談了許多。童軍則比較強調團隊發展，要

如何去經營我們的人際關係，這也是需要永續經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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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與自然： 

過去童軍就探討許多，我們都會告訴孩子在野外要如何去保護環境，所

以綜合活動領域這部份和永續發展教育還滿能結合在一起。 

曾：綜合活動學習內涵的四大主題軸是：自我發展，社會參與，生活經營，保護

自我與環境．剛剛鄧老師有提到永續發展是可以融合到各科裡面。但我覺得

要把這概念融入到國中七大領域八大學科而言以認知層面較易結合，因基本

學力測驗若要把永續經營概念放入，需要與學科在考試相結合，不然老師需

要在課程中做很大變革，若要加入此概念老師需做衡量，因為老師們最終極

目標是基本學力測驗，除非基本學力測驗能夠測驗認知、情意及技能三方面。 

與綜合活動領域做結合的話一定是在情意部分，因為此科的檢核不全在認知

部分，有很多是情意及技能的檢核，比如說體驗省思，永續發展教育和綜合

活動結合是我們要想如何讓學生願意去學，而認知部分在其他領域是較容易

結合，但在情意面也是比較難去融入他其他領域。 

鄧：有時候在思索時方向會很多頭，經過剛剛說明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啟發。 

林：環境教育主要是對環境的態度及行動，這兩個目標都強調要在教學過程中以

體驗及活動方式學習，在其他的領域學科中比較難讓學生體驗省思，所以在

綜合活動領域實施會非常適合。 

鄧：今天早上環教所請我去口試一篇論文，題目提到「環境覺知」，主要是如何探

討環境覺知的內涵，以及環境覺知後的技能。建議其將題目修改成能力而非

技能，不是只有看到這個東西，體驗之後還要能去做。剛好此研究對象為小

五、小六生，課程進行如何讓學生能夠對環境有覺知。 

徐：永續教育大概有六個重點，第一個是終生學習的歷程，第二個是問題解決的

過程，應包含科學與人文的素養、責任的承諾及實踐能力，最後達到世界公

民的能力，第五個是經濟發展，第六個是環境品質。 

同時我去檢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基本理念、分段能力指標及四大主題軸。

如此看來，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四個基本理念中，提供反思訊息、擴展學習

經驗、推動整體關聯、鼓勵多元自主，都能扣到剛剛提到永續發展的六個重

點： 

(一)推動整體關聯方面，其他學科較強調認知，而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方面是

較強調了解和實踐的整體關聯。 

(二)擴展學習經驗方面提到覺知及在覺知之後如何去加強實踐意願及機會。 

(三)提供反思訊息的地方和永續經營中的終生學習、問題解決及素養是有關

的。 

(四)鼓勵多元自主，這裡強調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多樣性，也可以扣回終生

學習的部分。 

若詳細去看綜合領域的實施範圍，當初的立義就是跨班級和跨校際的，需要

統合資源規劃的活動，從中的舉例可以明顯發現包含很多永續教育中的內

涵。若檢核這四個主題軸及分段能力指標，剛好都可以符合永續發展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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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條目。所以說我們都肯定永續發展教育和綜合活動本身是結合的，但以

永續發展教育的觀點來看綜合活動的話，發展概念上是符合但實際落實卻不

足，從能力指標中可發現是不夠深入且不足的，有些潛在課程是違背永續發

展教育。 

所以當兩者結合時，可以探討綜合活動現有哪些地方是和永續發展教育呼應

的，有哪些地方是違背的。還有就我的理解永續發展教育是含有價值觀，對

環境的覺知及覺知後的行動是比它所得的知識和技能更重要的，這部分和綜

合活動的立義是相同的。 

鄧：目前可發展的面向，可從永續發展的角度去看問題，綜合活動和永續發展結

合在主題軸、發展概念、實際落實及潛在課程的問題。 

劉：想到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綜合活動領域的特質在永續發展教育方面，事

實上是引起動機、情意部分，之後還有實踐。但在其中是需要加入很多知識，

如生物、環境、自然界等，是需要有很多知識，在此部分綜合活動這四個字

用得很好，是在綜合很多知識於前面及後面的活動，精神上是有畫龍點睛的

作用。 

事實上綜合活動只在國中小實施，但是否先要界定在這個階段的學生，在環

境永續發展上能做到什麼程度，譬如能力指標方面有些範圍是沒有包含永續

發展或是根本與永續發展不相關，但是依這個年齡層的學生發展來說，他能

發展環境相關的議題到什麼程度，我想這也是需要先界定。 

鄧：前後是很重要的過程，開始主要是要引導學生學習動機及態度，到最後要能

歸納及建立價值觀。 

謝：我覺得綜合活動的發展方向是比較多元的，有很多的精神是和永續發展是相

同的，譬如說批判思考和價值判斷，但是在永續教育較緊密扣上環境永續經

營的概念，但是綜合活動可能跨的領域就不是這麼多，比如剛剛秀婕說綜合

活動有很多是會違背永續發展，但我卻覺得不是違背，而是我們綜合活動考

量的點很多，舉例來說綜合活動思考的是要便利還是要對環境多加保護，這

是需要抉擇的，而綜合活動會希望學生經由批判思考及多方面考量再做決

定，而我們會尊重這個決定。 

但是加上永續教育的概念，我們就必須引導學生放棄「便利」這個向度，而

是引導學生對環境的知覺度和敏感度能提高，再去做這個選擇。我覺得在這

個概念下，綜合活動會要強化學生此概念去做決定，而不是讓學生在多元的

決定下做一個他最喜歡的決定，我覺得這是兩者橫向及縱向的交錯點。 

蔡：國外有一則生態文章，作者在開頭就提到一些人對「永續」所作的論戰。最

初提出永讀的這一派是以人的觀點去看永續，即是指人要活的更好、更久，

但是有另外一派是把人和大自然放於同一地位，剛剛老師們所談得就是這兩

派哲學的論戰。 

如果我們只是以大人本主義角度來看，當然是人便利即可，但是現在比較深

層的生態學在永續的概念上，已經把人與其他萬物放在同一個平衡點，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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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所提的永續教育應該要把學生帶到那個境界，一樣讓學生去進行批判思

考，但要讓學生去看到另外的那層世界，而不是只在人的世界中思考。 

潘：我們過去都是以人為出發點，但是現在的永續教育是要把人和萬物放在平衡

點，這也給我們一個啟發，是否也應該把綜合活動擴大，放大其中的眼光及

範圍。從大的面向來看活動，很多活動除了認知和技能以外最重要的部分是

在實踐，而這也是綜合活動很重要的部分。 

但比較質疑的是要如何檢核實踐能力，或是如何去加強此能力，才能夠達到

永續發展的教育目標，這即是需要思考的部份。觀點和面向的擴大很重要，

不要總是以人的面向和角度為出發。 

 

二、 現行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綱要（分段能力指標，教學策略），有無發展「永

續發展教育」的可能？ 

三、 為落實「永續發展教育」，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學習目標與能力指標，應如何

定位？ 

 

鄧：現行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綱要（分段能力指標，教學策略），有無發展「永

續發展教育」的可能？最主要是指能力指標及教學策略，在課程綱要後要很

多的教學方式。在給行政院建議時會將教學策略一起附上，讓他們能將教學

策略修正與永續發展相扣。 

陳：剛剛秀婕提到相違背的部份是指什麼？ 

徐：原來想到有些能力指標是未完成的，其中可能只有前半段或後半段，不完整

的能力指標對發展教材及課程教學的人來說，可能會因為知的不足而造成反

教育。潛在課程會有問題指的是綜合活動當中會遇到學校行政問題，比如說

配課，導致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原本是正面的，但因為被配課而無法正常實施。 

若從家長或老師的價值去想，有沒有學測即是代表此課程重不重要，這種觀

念可能存在於學生、家長及老師的身上，甚至一般大眾。這部份可能和學校

位置有關，就像我和慧珊學校位置不同，所以我對這件事的感受會不同。 

潛在課程另一方面是教師自我覺察的問題，在四十五分鐘裡教師產生的潛在

課程最多，但教師是否本身就具備有永續教育的概念？比如說發給學生的學

習單、自己的態度，或是在帶領學生活動時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傳遞訊息，最

後回應到月美學姊所說，從生態系的觀點所學習到的，才是需要探討的，我

們應該要以整個大自然的觀點出發。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基本是經驗學習理論及活動課程，在美國活動課程發展

成兩派，一派是自然派，以柯內爾的流水學習法和荒野發展出來的課程為代

表，另一派人工派就是我們所說的PA課程，因為偏向人工派，缺點就是違背

永續發展，但這應該是可以平衡的。有一本書說都市環境在一邊發展的同時，

也能讓它成為一個會呼吸的都市，而課程應該也能變成一個會呼吸的課程，

只是需要比較多努力及付出一些相對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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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所以要架構一個會呼吸的課程，即是架構一個有生命的課程。 

劉：比較弔詭是課程綱要和能力指標畢竟是文字的組成，而事實上去解釋、使用

它的是人，坦白講從小到大我都沒有受過所謂的環境教育，所以我覺得使用

及詮釋它的人，他的背景及先備知識是否有這樣的基礎。如果他有的話，課

程綱要只有一句話，還是能為課程注入些什麼，但如果說他沒有的話，儘管

上面寫著環境教育，他還是不曉得。雖然說教育是人在執行，但是這要看人

是否有感受到大自然的存在及感受到的程度有多少，這會是一個很大的變數。 

林：這讓我想到在實施環境教育時，會利用回收資源來創作，曾經有一個老師要

教水火箭，需要使用保特瓶來製作，結果學生為了保特瓶特別去買汽水，但

汽水喝不完卻又把它倒掉，我覺得這是一個反教育，是為環保而不環保。 

陳：講到這讓我想到今年的龍舟大賽，我就在想那些東西比賽完後，保特瓶、木

板、椰子殼等該怎麼處理，結果那些東西的下場就像剛剛講的為了保特瓶而

去買保特瓶。為了製作椰子殼的龍舟，大家很努力的吃完椰子，但等到比賽

完後，因為東西容易腐壞，明年不可能再拿出來比賽，最後結論還是爛掉。 

蔡：一個老師本身的素養會對教學過程有很大的影響，像我曾經參加教案比賽需

要牛奶盒，當時是買果汁來做，可是那套教具現在還在使用，同時全校只要

上到此單元也都有在用。當時是需要快速、集中及同一尺寸，所以只要學生

表現好就請全班喝，之後再一起回收處理好，若以時間點拉長來看，那東西

是真的重複利用。 

再回扣到老師本身所應具備的素養，會想雖然綱要可以讓老師去詮釋，但是

綱要及能力指標有沒有給老師足夠的詮釋空間。四大主題軸以保護自我與環

境來說，從4-1-1到4-2-2共十一條，嚴格來看有表達到而永續發展。大家

應該比較同意從永續生態的角度來看，而不是還停留在人的角度，因此假如

我們都已具備永續教育的概念和理想，這十一條提供我們多少的空間詮釋？

我覺得整個比例來講是不太多的，從界定範圍來看，在保護自我和環境還是

意指著環境中充滿危險，另外一種是指環境是可用的，但談到人對環境的責

任部分是很少的，所以給我們的詮釋空間是不大的。如何在這比例上面能夠

增加，讓永續教育的精神能夠落實，在保護自我與環境這條目下是可以擴充

的。 

徐：以能力指標不足的部分來看，能力指標4-2-4：舉例說明保護及改善環境的活

動內容，但在這第二學習階段的能力指標上來看的話，此概念就是把環境當

成是危險的，所以後面的都是要抗拒誘惑及遠離危險，但是整個環境中的危

險只是一小部分，甚至不是經常性的，我不知道此圖像大家能不能理解。比

如說環境的定義很大，有人為也有自然的，還有生活空間的，可是第二學習

階段，四個能力指標強調的好像是以人為環境為主，但又強調人工環境的危

險，其他的部分我覺得是比較忽略，這很容易形成懸缺。 

曾：所以這裡講的環境帶來的危險有很多時候還是人為的危險。 

徐：危險應該是人為和自然都有，而且環境中一開始能力指標暗示的就是不管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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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是自然或是人為的，它都是危險的。可是我認為環境是安全的，但還是有

我們需要注意之處，這樣價值就不同了。 

曾：有一本書叫少年小樹之歌，主角就住在自然環境中去感觸整個環境。那就是

他家的鄰居，就是因在此環境中，所以他和整個自然是在一起的，自然就像

是他的家人，若以此前提設計及思考課程，若是如少年小樹之歌所提之環境，

可能架構出來的會是比較接近自然環境。 

徐：我要幫能力指標平反的是我剛剛說它前面不夠的地方，雖在第四主題軸看不

出來，可是在第二主題軸，2-1-4是有做到認識並欣賞周遭環境，這涉及了

為什麼能力指標擺此，這是我無法解釋的。所以我會覺得說可能是要暗指什

麼，但仍讓我感覺到環境還是危險的，可是我卻不認為環境是危險的。4-4-1

和4-2-1有看到自然的部分，但卻是在長大後才討論自然而非從小就提及自

然， 

劉：那4-2-1後面的資料有列一些活動，所舉例子是利用會議形式說明環保教育

與資源回收和節約能源等，綜合活動的能力指標定的不夠好，我們要先看能

力指標的問題，而我們還要這樣去扣就有點怪。像4-2-4在第二學習階段，

可是明明在第四階段會用到為什麼要擺在第二階段，小學生利用會議形式來

討論節約能源，然小學生不是要用團體遊戲來認識的嗎？我的意思是說要直

接扣會有缺陷，我會覺得國中的能力指標只有十二條，但卻常寫到小學的能

力指標。 

鄧：不單只有綜合活動，在社會科方面我們也一直很質疑，因為能力指標一開始

時是菁英所訂定。課程在制定時第一要考量的是社會背景，之後要顧及老師

在教學時要從哪一方面切會較好一點，基本上老師反映的聲音比較小。所以

菁英就自己在剛定，制定完後可能也是從其觀點去看，然然在制定時也會召

集一些同好來聚聚，但讓我感覺到缺了老師，所以實際要落實在教學上有難

度的。 

陳：關於能力指標在很早之前剛發佈草案尚在公聽會時，丁志仁找我和海韻兩個

人，他問我們覺得還要加什麼，談到最後好像沒有加什麼。是因為那時我們

曾拿童軍三年的教材來看，做過一些整理去對照，可是我們發現就像剛剛所

講，這十二條拉不出一張網，我們有提到那個洞，但卻能在前面低階的能力

指標中找到類似補洞之處。他很堅持因為前面已做過了，所以在這裡就空著，

不在這裡補一個更高層的，但學習是螺旋型的，雖在前面做過，應該在後面

補上更高層及更廣的，他們那時就是想把能力指標精簡到最少，給老師們的

束縛最少。還有太技能性及太具象的東西都被刪掉，因為他們希望能架構一

套新東西，根本不要原本舊有的，所以凡是有技能目標的全刪掉，他希望52

個指標就是52個向度，每個向度出現一次就好，可是這對國中老師來說只能

檢視12條，就會覺得洞很大，但再回到低階段去找，又會覺得那是在低階段

就要達成的目標，若再回去用就好像是一直不停的在用小學的東西。這是在

52條出來前曾參與過的非正式會談，當時我們提出來的，有一、兩個有做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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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改的幅度非常小。回應剛剛就會產生非常多問題，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洞

及不完整呢？說好聽點當時他們以整體架構來看。 

蔡：我在理解能力指標時就是用此角度去理解，所以不曉得何時此觀念已出現，

像我現在的課程會看是呼應到哪些能力指標，不只是看國中階段的能力指

標，也往下全部都找。所以我們在發展課程時，有些學校是用能力指標來走，

若又只用國中階段的話，就會有很多洞。像台北市的課程架構，先去談學生

在這些主題軸內應有哪些核心概念的需要，再去對照的話，我相信都找得到，

不會有哪邊是空的。 

鄧：這讓我想到社會科也是這種狀況，假如在編寫課程時是看能力指標編的話，

國中階段編完會發現洞一大堆，變成若要編課本需從國小開始編，如果姑且

認為國小到國中是連貫的，事實上也感覺到國小到國中階段的授課減少很

多，假如說編課本不是從小學編，只列舉某部分會發現洞很大。舉例來說一

個法律概念，若要告訴學生什麼叫做規則及秩序，等到寫完發現國中階段好

像不是要談法律，要談比法律更高層的，比如批判。基本知識不夠的國中生

有能力去談批判嗎？因此我們認為要重新修改一個架構，就是說國中要學哪

些，能力指標是需要做一些適度的修正，讓它比較完整。 

陳：我想大家可以想一下，若事情再擴大到各領域，在真正疊床架屋的部分，每

個領域拉出自己的網時，這個邊就會靠到那個邊，之後去疊床架屋。今天才

和一個老師討論，健康教育和綜合活動重疊的一塌糊塗，簡直就在上我們的

課，像毒蛇辨識、高樓逃生、家庭教育、自我保護及兩性教育，結果他們沒

有去補他們的洞，他們有講多少對自己身體的保護及認識自己的器官？這些

都已經縮水了。而擴大到極大的部分，即是兩性及野外求生，急救還沒關係，

但是毒蛇辨識有一套教材，高樓逃生也有一套教材，之後還有實做，怎樣使

用滅火器也有做。 

永續教育其實就是像做課程架構一樣，應該從一個點下去來看各科，然後再

去分。我們有十二個能力，要盡量去分這十二個向度。同樣永續教育也可以

去做一個劃分，我完全不瞭解永續教育，但生物科就在談環境生態，搞不好

也和我們一樣在談柯內爾的流水學習法，搞不好焦點已放到這裡來，其實他

們應該多談一下生物的多樣性、物種的發展及演化，也許應該更增強這些，

但我在猜最後他們可能也會把重點放到這邊來。我看到有一位學生在看公

民，一看有一個時間分配的餅，國二學生的公民在談如何安排休閒生活及規

劃時間，各領域之間一開始就有類似的東西。 

永續教育應該一開始與各系教授去談談，比較白話的說是去分清楚你的部分

是什麼，我的部分是什麼，我們盡量不要去碰到對方的東西，這樣孩子才能

學到完整的全人教育。 

鄧：我覺得君健說的是很不錯的建議，事實上這個案子之前，在做環境教育時發

現很多重複之處，還好公民科做比較好的部分是絕對不會和地理科重疊，因

為是作公民素養及價值觀，地理科做一定要做一些很實質及技術面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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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實質面的東西一定會和很多科重疊，但我們一定不會重疊。十幾年前寫國

中課本時，國中一年級有一課一定要寫環保，當時我就跟寫的人說一定不要

寫技術面，因為技術面一定寫不過生物科，我建議一定要寫環保價值的素養

及態度的培養，結果他不接受我的意見，等到他寫完發現生物科寫的比他好

多，重疊的部分卻和別人不一樣，學生就會很困惑。永續發展要從各科加以

釐清，你到那個層級，我到那個層級，這樣才能發展整體性的教育。不然，

我這邊談一個片段，你那邊談一個片段，到後來就會發現這和那重疊，一重

疊後根本就沒有多大的意義。 

徐：我想講的一個是能力指標，另一個是教學策略。我會認為這個階段的能力指

標是大人吹著冷氣在研究室寫的，所以可能有很多是高層次的思考及認知，

要以這個階段對環境的感受和環境永續經營的角度來看，應該要從很多的感

官經驗出發，尤其是對環境的議題。譬如說你有沒有看到、聞到及感覺到污

染，這些東西會比以討論形式來說明或找出污染的問題，甚至進而討論該如

何解決污染，更能切合學生的經驗，也比較是學生要做及可學習的。若真的

要去制訂政策及環境公約，蠻大比例是規劃都市的人，而且是大人在制訂這

些制度，等這些學生長大到能坐上會議桌討論污染問題時，再去解決污染問

題，才是比較實際的。 

所以回過頭來看，教學策略是不是有辦法用比較直接的感官經驗去意識這個

環境的存在。哪些環境被人類糟蹋，哪些需要去珍惜，這些部分是滿重要的，

能力指標卻只用欣賞兩個字表達，欣賞畢竟是老年人做的事，對孩子來說他

的欣賞又是什麼？我覺得欣賞的動作是成年人才會做的事，你有聽過幼稚園

小孩說我在欣賞花，我會覺得這是比較挑剔但很實際。 

謝：以國中來看我們很強調行動力，但我也越來越覺得愛一個人要有能力，才能

去發揮你的愛。你必須要瞭解及技能，現在綜合活動領域若以環境教育這部

分來講，等於我們強調行動面，但在教學時候若沒有教知識面及技能面，是

很難落實行動力，我就在想如果這樣會不會太唱高調，有些能力指標甚至到

大學生都不一定做得到。 

陳：不曉得你們有沒有仔細研究過環境教育的能力指標，在第四學習階段的能力

指標，我曾經做過一個檔案，六大能力指標和童軍專業去對應，看其相關度

有多高，但因為碰到一些問題尚未完成。 

環境議題能力指標在國三階段完全扣不上，因為都是在討論國際性的環境議

題，我在懷疑那樣的境界有哪位老師能夠融入。在此可以和國科會提出一個

結論，國中階段的能力指標真的有修正必要，每次我想融入議題時只能融入

到第二階段，最多到第三學習階段，如果真的要談永續經營，需要將能力指

標訂得實在些，不要唱高調。 

蔡：就環境教育而言臺灣起步比國外慢，有很多能力指標是copy國外版本，以現

在看國小及國中所做的環境教育都差不多，國小在上四季觀察，國中也在上

四季觀察，無法往上延伸。在國外的確已經在關心國際現象，比如說臭氧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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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破壞，他們的確已經進入概念裡，是我們落後人家。 

在行動經驗部份我們都把它想得很大，環境議題不會選擇老師需要時才冒出

來。比方說有一天我和校內一位老師在某步道上發現一排的空心磚，當下第

一個想法是那些青蛙怎麼辦，它們要如何越過空心磚矮牆。當時我們有一體

驗性的生態遊戲，那次就在思考如何將空心磚與課程結合。 

自己先找總務處詢問，總務處說是可移動的，但要先和校長談過。於是我和

總務主任說不會這麼快動，我會將它變成一個課程，帶學生寫說帖給總務處

及校長，說明我們為何要請求校長及主任的許可。因為有既定的課程要進行，

只能用空檔進行，先前生態遊戲是使用小白鹿，那次則使用小青蛙，裡頭包

括大自然的重要生存要素，安排回家作業讓學生思考如果自己是校園內水池

的青蛙，要到另外一塊草地上會遇到什麼樣的狀況。下一次則讓他們假想自

己是小青蛙寫一封信給天母國中的師生，想一想會想說些什麼，最後再回到

自己的學生身份想想可以為他們做什麼。這之前在做校園解說時就發現空心

磚，所以覺知的部份有出來，接下來讓學生設身處地去想，後續行動則是每

個人都寫，寫得好的記嘉獎再集結成冊給校長及總務主任，最後再去搬。 

從四月份注意到此問題到現在還未解決，有三個班知道卻只需要一節課一個

班就能解決，要思考如何讓孩子們共同看到解決的狀況。這是有感覺的老師

們可以注意到的問題，沒有感覺的老師可能就渾然不知，這要回到老師本身

的素養。我們到底對於覺知、知識這部份了解多少，老師若沒有這樣的行動

經驗要如何去引導學生。 

以除草來說，學生最普通的概念會覺得跟學校說沒有用，剛好有一次當學生

說沒用時，我立刻和學生說選出代表及練習和除草人溝通，結果那次雙方協

調很好，兩個代表講完後，回到班上報告是如何溝通，這次行動經驗很順暢，

未來若再碰到校園的問題，他們會願意去試試看，而不是被既定概念阻隔覺

得沒有用。學校旁邊行道樹要移走，校長接到十個以上老師的電話詢問及抗

議，學校有這樣的互動經驗，此經驗可以從老師累積到學生。 

最近發現有一個學生對動畫設計很有興趣，他現在已經可以靠設計動畫賺

錢，他國小就參加跨區域性及國際性的比賽得獎，他有這樣的行動經驗之後，

不只在展現個人能力，他還在校慶時以個人網頁號召回收廢電腦、印表機及

螢幕等。他有一個網頁叫數字會說話，他做了一個動畫能表示回收多少電腦

可舖成多長的馬路，他有這樣的廣告加上和電腦公司聯繫，一個校慶光印表

機就回收兩百多台。我會覺得是我們腳步慢不是他們做不到，我想不是任何

一個對動畫有興趣的學生都能做到，但是促成他去做是和導師有關。 

陳：這表示他們那邊環境都很好，每個家庭很早就開始買這樣的器材，所以才會

有廢器材，其他家庭可能才買兩三年，他們可能七八年前就有。 

曾：所以回到能力指標，為什麼他們要這麼籠統，是否他們也考慮到不能太具體，

因為愈具體就代表我能做不一定你能做，讓各校各自去呼應指標。 

鄧：當初的動機就是為了去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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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所以他的缺點也是沒有標準。 

鄧：去標準所以很籠統，但讓老師有空間及自主權。在教改前喊出幾句話，下面

要顛覆，上面要鬆綁，不要綁得太緊。以前課程綱要都很清楚，教什麼及上

什麼都列舉得很詳細，且都有規定上課時數，幾乎上課章節都安排地很完善，

要補充教材都會很難，尚要加上課進度壓力，現在能力指標讓你可以設計三

年課程。 

就以國中社會科而言，以前一、二年級教什麼都有一個很清楚的脈略，一年

級以個人為主題，二年級以家庭為主軸，三年級為政治與法律，這有層次性

的。現在一年級開始就要上經濟，秩序已搞亂了，以致於很多老師很惶恐，

又還要面對學校及家長的壓力。綜合活動壓力沒這麼大，是比較能變化的學

科，談永續發展以綜合活動較有發揮的空間，有些學校談得很漂亮，能夠實

際做的有限。綜合活動比較容易，老師自主性高，突破現有窠臼較有可能。 

 

四、 現行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有無架構「永續發展教育」教學模組的可能性？ 

陳：辦一個有獎金的比賽，可以多幾組獎金，這樣能收集到更多的資料，將來大

家可以做整合。 

鄧：以教學模組來說，台北市是以分科教得多還是合科多？ 

陳：以九十二學年度來說分科比九十一學年度來得多，那未來九十三學年度數字

會增還減變化不會太大。教育鬆綁一下子放太鬆，不是每個老師能適應。合

科教學建立永續教育的模組比較容易。 

曾：合科視為一個課程改變的策略，如果沒有動老師們就比較沒有改變的動力，

較容易回到舊課程。人是習慣的動物，當一回到舊的就不會改變，課程就比

較沒有改變的動力，合科時數變多就會有改變的動力，比較新的教材也比較

能放進來。 

劉：如果一個老師沒有辦法把活動帶得很好，但是有辦法把知識教得很好，很完

整把有系統的知識教給學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鄧：這涉及到老師本身的特質，以童軍活動來說，公訓系培養能夠帶活動的老師，

其實不是每一個都能帶，有些人天生就比較內向及害羞。我看過一個公費生，

在外面實習及試教，如果指導老師沒有在旁邊他就不會教，不知道他未來要

怎麼適應，這樣的人要如何叫他帶活動？不過我冀望給綜合活動一個發展的

空間，要不然每一科都上得死死的。坦白來說，如果回到以前分科狀態，時

數會不夠，老師們會搶時間，能夠發展永續教育大概只有綜合活動。 

曾：可以使用打包式的教案，認知的部份告訴我們要上什麼，老師們依據自己的

特質去改變。 

鄧：現在是研究的第一年，暑假後要建構幾套模組出來，到了明年能夠辦教學研

討會。做研究不是空談，紀錄可以寫得很漂亮，但可行性有多高？最少給老

師一個概念，再去創新及改變，教學可以更加活潑。做研究方案不要只講理

論，行動及實際效益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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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教學模組就像蓋房子好幾有種結構，模組就是指第一個階段，比如社會永續

經營可以從哪部份開始，能使用哪些教學及活動，接下來可以引導學生建立

兩、三套，就像是樣品屋一樣，在這兩三套裡可以互換。 

陳：永續發展教育一定會有幾個重點，比如說現在的生態到底怎麼了，一個好的

環境應該要怎樣，現在的問題在哪裡，找到問題應該要怎麼做，大概就這幾

件事。這幾件事可以提供幾個活動來達到教學目的，於是就可以挑。有點類

似發展教學公式，就像家政老師給學生做服裝設計，圓臉的人可以配哪些髮

型，首先需要不同的髮型選擇，上衣可以提供某些樣式挑選。同樣道理我們

可以提供不同的教案及教學方法，有的人活動可以帶得很high，有的老師可

能不太習慣，也可以用影片及繪本。 

曾：其實講到後來的模組概念，在生態中是要人本還是當成環境的一部份，愈到

後來發現還是人本，但卻是比較不殘忍的人本。在學校裡發展課程心裡面的

掙扎就是有進度要走，但最關切的事情卻發生了，這是非常寫實的例子。假

如說我們把自己當成環境的一部份，自然環境與我們是同等的，事實上我們

因為自然界的改變而受苦那是很正常的，我們現在的思維還是比較人本的，

但已比較有良心。 

鄧：試著和萬物拉近距離，中間發展盡量做到，怎麼讓經濟發展不會傷害到自己。

如果讓環境超過負載，超過的話下一代就沒有了，我們要用但還是要多傳幾

代。 

蔡：全球環境議題有一個弱勢的主流，叫做簡樸生活。 

謝：這和我們討論的方向不太一樣，如果我們全國都是農夫的話，我們會配合天

候去耕種，這  樣來談我們是自然界的一份子似乎比較接近。但是事實上我

們現在都在改造，只是那種改造的程度是惡劣還是心存善意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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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國民中小學如何進行「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學，以促進學生對永續發展理

念與內含的正確認知，建立積極正面的價值觀與態度，進而願意採行負責任的

環境行動？ 

六、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包括了輔導活動，家政，童軍教育等科目，哪一部分落實

「永續發展教育」？ 

 

陳：要鼓勵有合科精神的教案。 

鄧：做這個專案是在合科的基礎上去發展，所以要有整合的觀念，若以單科為主

則會以科的觀點在看。 

謝：很多老師一定認同這個很好，是孩子需要的，但是沒有把握教好於是不敢教，

要提供老師在職教育。 

曾：環境本身就很沒有環保卻要老師去學，但學完後可能會和實際環境不合。這

個議題現在出來了，但還很弱勢。 

鄧：現在研習都有負責單位，但不是行政組織而是任務編組，有一個永續發展委

員會將永續發展擴大解釋面向很多，以致於很浮濫。作一個案子就掛上永續

發展四個字，表示自己很先進很前衛，事實上來說內涵的界定和外國所談的

情況有落差，變成是玩文字遊戲。所以要請你們來從綜合活動領域的角度來

看永續發展，怎麼去把兩者結合，不能只把這個名字擴大解釋。 

徐：社會性的目標在我們這個領域容易發揮，包括人在團隊之中如何和人溝通意

見，如何去建立團體規範，最後會重承諾有責任。在社會科或公民科，頂多

是給予認知上的知識，要透過活動或是落實是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今年我們學校辦化妝遊行，是由綜合活動帶他們討論化妝的主題，在帶的過

程中發現學生們如何達成共識，過程其實非常有趣，可以觀察到非常多的東

西。有個班級發生衝突否決掉原本的提案再重新討論，有學生跑來和我說，

老師妳幹嘛花那麼多時間，妳只要告訴我們怎麼做，五分鐘內我們就可以做

決定。但是那不是我們要的，所以我就很珍惜帶討論的過程，這是我們要他

們感受團體決議是如何來的，如何去尊重別人的意見。這種社會性的目標才

是我們這個領域很可以去發揮的。 

鄧：謝謝大家今天的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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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科會補助專案──九年一貫課程永續發展教學模組之研究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第二次焦點座談會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三十日（星期三）下午二時至四時 

開會地點：國立編譯館會議室 

主持人：鄧毓浩(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副教授，以下簡稱鄧) 

出席人：黃譯瑩(政大教育學系教授，以下簡稱黃) 
曹天瑞(宜蘭縣頭城國中校長，以下簡稱曹) 

朱逸華(台北市內湖國中教務主任，以下簡稱朱) 

高永遠(台北市蘭雅國中教師，以下簡稱高) 

蔡月美(台北市天母國中教師，以下簡稱蔡) 

 

黃：蔡老師曾經參與過教材的編寫嗎？ 

蔡：一開始有，但因為學校是自編教材，就回學校編教材。 

鄧：可否請教一下黃老師及高老師有關於綜合活動的內容，日前參考過一些文獻，

想要再了解其中的屬性及狀況。 

黃：這個領域有一個時代任務，假設一個人從小到大的成長領域不只是學知識，

還有教育去激活，活化課程設計時的情意感受，態度參與及實踐的能力。但

是我們目前只看到認知的部份被實現，情意的部份似乎沒有被實踐。綜合活

動會有活動兩個字就是要讓學生有固定的時間可以去實踐甚至是參與。 

 六大領域和綜合活動有什麼相似處，六大領域是包含萬事萬物，而綜合活動

領域也是萬事萬物，這是相同的部份。不同的地方是實踐手段，六大領域重

視知的層面。綜合活動領域會先將認知的良善放在旁邊，重點是給學生機會

體驗，再去思考為什麼，要讓學生思考及詮釋。我們給的是一個體驗的機會，

然而省思是在提問時點出來的。 

 六大領域可以讓我們對萬事萬物有一個知的理解系統，綜合活動可以提供一

個體驗的機會，讓學生再一次的反思及追溯出自己的內在，現在的人都對自

己瞭解不夠深刻。綜合活動中的『綜』是有意義的，它是從容的體會與感受，

我們需要的是更敏銳的思維，認識萬事萬物的同時還要再回頭認識自己。 

 我們的教育不應該只是資訊性的東西，未來因為電腦發達其實是很容易接受

資訊，學生需要被提供實踐的機會，在學生對萬事萬物再認識的同時，也可

以拉出和自己有關的體會。 

 有人會問說其他領域不是也很重要嗎？一般的老師不是也能在課堂中放入實

踐的課程嗎？我們當然希望各領域能在學習萬事萬物中體會及省思，但現在

的教育感覺好像是為未來或是為現在做準備，在對於自己的了解部份反而沒

有機會認識，所以我們希望綜合活動在體會時，是以自己的體會為主。 

 省思體驗在綜合活動可以同時發生於實現時，省思什麼是服務，體驗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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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每個人了解的意義又不一樣，是什麼樣的生長背景讓自己對某部份較

敏感。 

 我們也常常聽到有人問為什麼要將童軍、輔導及家政這三科放入呢？這和童

軍、家政、輔導有什麼關係呢？我只能說很多事情都和人、事、時、地物有

關，剛開始是想童軍有實踐的精神，輔導重體會，這些和綜合活動的想法是

有關的，家政則是實行。至於被推行後也是和人、事、時、地、物有關，如

果換了一批人來做，也許就是完全不一樣的面貌。 

 綜合活動就挑很重要的部份列點，所以當初就找了五十幾條出來，這五十幾

條是重點式的，剩下很重要及重要的讓學校自己挑選，去發展學校本位的課

程。 

 譬如說像我們綜合活動裡面沒有特別強調『信任』這兩個字，可是若是我們

學校的特色就是要發展大家互相信任的情懷，就可以用綜合活動的時間把這

個當作學生要畢業的其中一條能力指標。我的意思是說綜合活動又跳到整體

的方向去想，所以能力指標我們放到最少，並不表示綜合活動的內涵最少，

反而是它一開始就宣稱因為它太多了，因為所有事情都可以被體會，所有事

情都可以被實踐，當然傷風敗俗很明顯的我們不能說那可以成為教育的對

象。同時它範圍很廣，焦點和方式與六大領域不同。 

 我還是會這樣想，東西是大家一起發展和互動演化出來的，假如說一開始綜

合活動的想法能被接受，也就是說在這個時代時機到了，大家也能夠非常有

感受，我想這也應該還好。可是我相信在我們接受一個新的名詞時，比如「綜

合活動」，可能也會有許多老師在找定位，就像家政老師、童軍老師及輔導老

師。或者是合活動到底是什麼？也許有很多人會望文生義，說這是一個主題

將七個學科融在一起，這樣就解除了心中的疑惑。我的意思是說它有期許及

任務，但在推行時還要考慮接受度，還有大家想怎樣去認識它，不只它怎樣

想被大家認識。 

 因為心中存著疑團不是件舒服的事，所以這裡就會牽扯到誰去推他，能夠用

一個最快的方式讓大家瞭解，我覺得李老師是往這個方向去推，很多的學科

把一個主題連在一起，這樣讓人家覺得綜合，而且也有活動體認及實踐。這

樣設計很快，綜合活動的模組也出來了，所以我可以理解假如方向以後和原

本的有一點不一樣，也是有某種道理在。只是說在那個時候綜合活動已經被

這樣發展及理解，覺得它就是童軍、家政、輔導，把所有的活動湊在一起。 

 我現在還在審查教科書的崗位上，所以我們就做一些事，譬如說和出版社調

整及對話。出版社常常會提到老師覺得很好用，可是這就有點問題，他說很

好用可能因為已經和原本的不一樣。我們也不能一直堅持要怎麼樣，因為我

們現在也沒有很通暢的管道推那有很通暢管道可以推得人，就大力去推，即

使和我們有一些差距，我們也會做一些調整。 

 所以本來有陣子有個誤解就是說教科書編起來是不能有童軍及輔導的痕跡，

可是審委會並沒有這樣的想法，只是說像以前家政縫衣服就是這樣縫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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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現在是在縫的時候要牽扯到一個體會。要想說我掉扣子時，媽媽怎麼幫

我縫的，或者說縫的時候需要什麼技巧，是真的把時間很從容地在體會『縫』

是怎麼一回事。 

 在這個方向上我們又認識了它什麼，我們不在乎看起來有幾個學科，痕跡有

多深。當然老師也可以帶出去露營，但是露營是實做且一定要有深刻體驗及

省思，然後常常去問what？why？而不只是how。 

高：第一，就我自己學校而言並沒有感覺到學校的綜合活動有什麼特別;第二，似

乎有蠻多人在談綜合活動，以為是可以拿來發展學校本位課程及學校特色的

課程，所謂的課程統整是需要利用彈性時間，就將看起來較彈性的綜合活動

時間拿來用。這樣到底好不好，我不覺得這樣不好，至少往學校的特色去做，

但嚴格去看到底是不是綜合活動且是有問題的，現在的問題就是很多學校做

了好想做的活動，但在活動時是不是又是高高興興的去玩，然後回來張貼照

片，這不是綜合活動的精神。 

 我只能說還有許多現場的老師是不管那麼多的，還有就是會有很多額外的問

題，像師資的問題。我們學校表演藝術原是讓兩位代課老師上，所以這學期

上得還算正常，原本今年要新聘兩個表演藝術的老師，但因接到教育局要減

班的通知，所以原本要新聘四個老師但因為要減班只能聘兩個老師，所以一

定是表演藝術的老師被犧牲掉。我們學校今年就不能請表演藝術的老師，很

顯然明年的表演藝術一定是用配課配出去的，將來表演藝術應該就不會正常。 

 在很多學校當初的童軍、家政及輔導老師就已經不正常，不正常是指說學校

沒有正常聘足老師，在實際上運作時，課程更可以拿來移轉他用，這是很現

實的問題。我的意思是在我們學校綜合活動並沒有特別狀況，基本上還是分

科的，即使是社會和生活科技也都是分科的。 

黃：我現在要補充的是假設分科在一個學校，綜合活動是由導師一個人教，因此

都被配掉了，而另一個學校是童軍、家政、輔導老師教，而師資也齊備，但

關鍵是那要怎麼教，輔導也可以教得很實踐，童軍也可以教得很體驗，我們

的最終目標是任何一個老師在教『知』的過程中能帶出反思和體驗的東西，

只是我們要怎麼落實。 

 像高老師剛剛提的一本課本分成三部分，我教前半部，你教中間的部分，他

教最後的部分，可是這樣的編排本來就是比較有區隔性的，綜合活動教科書

編排時候，我們也會為了學校老師的方便，所以先是童軍、輔導，最後是家

政，但我們還是會注意確保每個大單元，這個大單元不能都只是在教室裡上

課。我覺得這是在審查的過程中，在看萬事萬物時還可以從萬事萬物中看回

來，我的意思是我們能在審查時做一些把關，但也不能說大家都審到一樣，

這就是以審代編了，所以當書都有達到綜合活動的精神，我們就給合格的教

科書資格。但是書拿到老師手上，不同的詮釋就會讓內容不同。 

 如果有愈來愈多老師，對萬事萬物的認識不只是考試，甚至認識自己不只是

在課程中實踐，在平常的時候就可以做的。比如我們這樣講話，會想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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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講這樣的話，為什麼我們會有這樣的感受，如果在當時我們可以問自

己，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反應，常常會發現自己比較內在的慾望和軟弱的地方

及框架。 

黃：我想說台北縣二重國中的綜合活動算是做的不錯，他們好像也是台北縣的輔

導學校。另一種角度來看，我想某一部份也是看老師的意願，理論上空間是

給了，但要看學校本身的老師和行政，行政上是要做一些配合及幫忙協助，

所以要看老師有沒有意願學習，我覺得空間是有的。 

黃：由於高老師提到一些師資的問題，我試圖連到永續的概念，實際上如果是一

個老師要在綜合活動課程中帶領永續的議題，基本上老師必須對永續有一個

概念和瞭解，但這又不是輔導、童軍、家政的事，如果這是一個公民的素養，

第一個要看我們現在的老師有沒有基本的知能，第二個要看他能否在綜合活

動裡面把永續帶進綜合活動的精神，而不是把永續教成是理所當然，是絕對

的美善及理想。 

黃：我剛剛有在看訪談的部分，其實在綜合活動裡面，對永續本身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需要永續？永續可能嗎？還是只是持續呢？為什麼可能？又為什麼不

可能？其實這都可以拿來反思，也就是永續在綜合活動裡面不能和其他學科

一樣，是一個理所當然的概念，可直接就被體會，我們剛剛說知識是被挑戰

及被活化，所以我想一個是師資本身知能的問題。在綜合活動裡面未來永續

可能要被融入，這也會面臨到如果要教，是不是能教出跳脫一般認知的教法，

現在各國都很重視，我們有沒有辦法提供一些機會讓孩子去接觸永讀，在接

觸它的過程中，學生自己去體會它是什麼，因為在其他的領域一定會講永續

的應然概念，我們這個領域不能再做這些事情。 

朱：我剛剛有看了一下，有一個印象蠻深刻的部份是「強調生活經驗」，在強調和

生活經驗結合時，是我覺得和綜合活動結合度蠻高的，我會覺得為什麼結合

度蠻高，基本上是剛剛黃老師提的體驗萬事萬物。但是那種體驗是要在實際

的生活當中，應該要培養你的生活能力及要結合生活經驗，一個人從早到晚

都在生活，食、衣、住、行、育、樂都在生活中，我覺得每個活動在實際進

行中都要和生活經驗是一樣的，這樣才能用到生活中，而且在實踐的過程中，

會看到為什麼和別人不一樣。 

黃：其實朱老師提到這一點，我會想到在審查教科書時，會發現有些人認識的對

象就是附近的鄰居，怎麼會要用虛擬毛球來體驗？就像是體驗信任或是體認

家庭的溝通還要用虛擬的，整個都在虛擬的情境下去思考，就為了要去體會

我們每天生活就需要的事情，這是有一些有趣。 

朱：這包括學校的生活是分工作，如在打掃活動中，其實也是在實踐過程中體認，

為什麼好像很喜歡掃地，在過程中發現自己和別人不一樣，活動要生活化一

點，從中發現自己，我是怎麼形成這樣的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為什

麼我跟別人講話時我的態度就是這樣，遇到這種人時我的合作方式就會不一

樣，有些活動你很在乎，但有些活動我好像不很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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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可是差別是在數學課的活動中合作就是合作，但在綜合活動課的合作是有老

師指出來去引領體會，其實每個感受在綜合活動領域裡應該是比較仔細及敏

感的，比較能看到自己在做什麼，這和其他領域的操作有所不同。 

朱：第一個在其他領域有時間上的進度限制，但在綜合活動裡進度一點都不趕，

除了體會自己和家人、自己和老師，我覺得那可以體驗到自己和自然，為什

麼他對環保很重視，就一定要環保嗎？我覺得在過程中，我比較會強調為什

麼會這樣，還有我也覺得很重要的是真的需要嗎？就像剛剛黃老師講的，這

九個核心軸裡一定要自然保育嗎？自然保育可能會損失什麼？如果不要會怎

樣？我想不想做？為什麼我想做？為什麼我不想做？我覺得都可以探討，當

然後面會有一些原因。未來他要怎麼走可以自己抉擇，當然老師的引導很重

要的是提問，尤其是在綜合活動裡你的提問有沒有扣住活動的核心，也許一

起去探討童軍活動，一起去探討校園，為什麼有人就看得很無聊。有人就看

得很有趣？為什麼有人會覺得流汗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有人就會覺得很痛

苦？ 

黃：可是並沒有說無趣是不好的，而是要探究自己為什麼會無聊才是重點，我們

都鼓勵學生真要很深刻地體會自己，但是老師要去進一步引導思考為什麼，

其實這就是探索，重新再認識自己，所以認識萬事萬物和認識自己在綜合活

動是可以同時發生，我們期許同時發生。 

朱：要體會多元性而且可以接納不同的意見，簡單的說有人不喜歡吃牛肉麵，沒

有為什麼不可以，但是這背後是有原因的，可以聽聽看原因是什麼，如此可

以養成彼此尊重。綜合活動領域中老師要引導時最重要的就是此部份，所以

我一直和我們學校綜合活動老師說，此領域的老師是人師，因為此堂課才會

有時間思考，我覺得這比經師還要重要，因為經師只要正確的知識。所以老

師也要想想自己的概念，隨時小心自己的提問是否太主觀，要隨時提醒自己

這一部份。 

黃：我覺得帶領綜合活動時，也會對自己有很多的認識，會慢慢地發現自我，我

覺得此領域的老師有很充裕的時間和學生一起再認識萬事萬物中認識自己。

因為老師本身也要很享受，要思考自己之前的感受是什麼，經過這件事的感

覺又是什麼，我認識到的自己又怎樣。 

 剛剛朱老師有講到一點是綜合活動在之前一直很重要的事──習慣，什麼是

習慣？其他領域可能給很多萬事萬物的知，但是要養成一種習慣，綜合活動

裡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再思考一次，有權利再去感受一次，而且都有權利去問

為什麼，不再是理所當然的程序，就是一定要這樣才可以。為什麼一定要保

護資源呢？學生也可以提出一個肯定的問題，現在的教育把事情教簡單了。

剛剛逸華老師提到保護資源，為什麼要保護資源呢？保護資源一定會有什麼

損失，那些損失又會牽涉到什麼政治和經濟的條件？那些政治和經濟條件到

底能不能促成？最後在這談永續是真的很認真嗎？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如果認真談該把永續的複雜化，所有可能會遇到的問題都拿出來問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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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果真的對它有心才會去考慮到複雜面，而不只是老師交代要完成的任

務，每個領域都在教簡單面，及應然的價值，但實際上要實踐的價值，真正

要被關心的部分會在簡單化的過程中消失，我想綜合活動真的是提供思考及

體驗，這才能真的認識那對象而不是道聽途說。我覺得在綜合活動認識萬事

萬物中再認識自己是蠻中心的精神。 

 因為養成這種習慣，學生未來才能養成批判的能力，因為還不知道會遇到什

麼事，還有什麼可能性，怎麼肯定那些定及有被欣賞的價值。我們知道遇到

的社會是不斷的變化，又怎麼能夠確定要給學生就是固定的東西，應該讓他

們很自然在遇到這事情後去思為什麼要這樣，或是一定要這樣嗎？一定要有

這樣的習慣，有人常常說綜合活動的省思及認識萬事萬物，對學生會不會太

深，有可能達成效果嗎？對一年級的小朋友來說可能嗎？其實我們不是要學

生講出什麼大道理，也不是要學生變成特定的樣子，只是想用九年的時間讓

學生在接觸綜合活動課就能和老師一起想為什麼，九年以後這習慣會不會養

成呢？ 

 只是希望在學校教育中能有一段的時間讓學生去享受，就好像知識都還沒成

熟系統化時，古人覺得他們很快樂，因為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有不同面，但現

在學生一出生就投入到現在的世界中，多知識都被已系統化，學生不知道自

然科學樂趣在哪裡。 

朱：昨天有一個家長來，因為他對我們的學習單很感興趣，我們是用內湖國中生

態營養教育，是屬於健康領域的教材。他說老師們很棒，他把學習單看得很

仔細，他說老師沒有告訴學生說這樣不好，而是引導學生思考，家長很欣賞

我們學習單的內容，他說很少看到這樣的老師。我覺得很多老師會告訴學生

什麼才是正確的想法，我覺得若能從老師說出來和自己找出來，不斷地去修

正，再自己做做看會有什麼不同，如果可以這樣循環，就很有永續的感覺，

因為學習的過程是不斷的再修正，這裡的永續不只是指資源，而是指過程。 

 透過做每件事時的體會，不斷地探索自我，探索自己和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探索我和社會的關係，這才是完整的學習，這個部分我想家長也會喜歡！ 

黃：這需要一段時間過渡，之前家長有沒有覺得說這一科怎麼都沒有答案？ 

朱：我覺得家長對於這一科的要求沒有這麼多，因為不用考試所以被賦予的彈性

較大，甚至有再加分的效果，為什麼可以會在加分呢？因為做完一次後還願

意再來一次，老師覺得真的不錯就再加兩分，這是一個很好的鼓勵。但是也

有孩子不重視，為什麼孩子會不重視，在這背後有很多原因。原因可能來自

老師、自我，也可能是來自分數或社會的期待。 

黃：這是需要時間讓學生思考，所以需要可以從容思考的時間，才會覺得說綜合

活動的教科書可以不用設計太多。因為一方面要很從容，但尚不知道從容是

要怎樣的從容法，但絕對不是一個問題兩三個小朋友回答過，就往下面教這

樣，這部分是蠻重要的。 

朱：最近在審時間的單元，看到很多都設計時間管理，但為什麼談時間就要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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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管理呢？難道時間就一定要管理嗎？ 

黃：而且設計時間管理也有設計空間管理，可是單元和單元之間在進行時，複雜

度就不見了。因為很多時候有了時間就不一定有空間，比如說空間整理的不

錯，但卻是花了一或兩小時完成的。其實教科書裡有很多概念是互相串連，

有一些會有相斥或條件性的，都是值得孩子再思考的，其他領域的時間也許

不允許，才希望綜合活動領域能創造這種智慧，也覺得這對學生的成長是有

幫助，這算是一個很重要的價值。 

朱：而且還可讓孩子有時間時可以坐下來看一看、想一想，說實在的自己在思考

過程中比較能夠體會，同理也能比較了解不同的面向，而且在認識那件事情

的同時也是能有認識自己的機會，有一些事情比較能看出可能性和發展性，

或是自己想不想嘗試改變，當然這些都是比較美好的結果。我們不知道能不

能達成，但總是個開始。 

黃：不過假如綜合活動真的在實行，不是要求學生每一件事都要了解其中的哲理，

是要讓學生能夠習慣去思考，讓學生知道事情不是每件都理所當然，這是理

想沒錯，但還是要看時機。 

 這個理念一出來若不考慮政治，經濟，社會等各種因素，大家要都能夠接受

和理解，在目前而言還欠缺溝通的管道。也許大家都還在準備，這都是有可

能的，所以也不能夠太急，假如還有一些期許，也許期許的部份不能太急，

比如老師問同學有什麼感想，不能要學生快點體驗出來，因為綜合活動並不

是要學生都講出哲理或是深刻的感觸，這是不一定的，是需要看時機。但希

望這會是一種習慣，讓學知道在綜合活動是可以自由思考的課程，這會是一

種機會的提供，在學校教育中讓學生知道事情並不是理所當然，還會有很多

可能性，只是複雜性要怎樣考量，也許會有別的方式，我覺得這是綜合活動

能衍生出的。 

 所以在自己單位上能夠有什麼機會就做什麼事，可以提供綜合活動能做的事

目前就是在教科書上。 

黃：永續這是一個值得認識的，但應該說在綜合活動裡要用什麼方式進行？精神

會是什麼？這可能是比較重要，也是再認識自己的機會，當然這也是我們這

一群人的想法，之後會怎樣發展我們當然也會有一些期許，但會希望用綜合

活動的精神去看待。 

鄧：很謝謝大家，因為我也是從其他領域跨進來的，所以想找到一些原來的起點

及想法，因為各方評價也不太一致，所以要從原來的起點去認識綜合活動的

內涵，然後再去作思考，這樣比較能夠抓住綜合活動的精髓，我當初就是這

樣想。 

黃：就像我剛剛講的，我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再參與一個發展或計畫，其實我

們也只是剛好恭逢盛會。 

蔡：剛剛聽到一些東西想要釐清一些想法，人在知道和做到間會有一段距離。就

現在的教學經驗中可以看到的例子，別班學生將青蛙用羽球拍在拍打時，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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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教的班級學生會想要制止。這裡可以提到一個經驗，有一天我和校內一位

老師在某步道上發現一排的空心磚，當下第一個想法是那些青蛙怎麼辦，它

們要如何越過空心磚矮牆。當時我們有一體驗性的生態遊戲，那次就在思考

如何將空心磚與課程結合。 

 自己先找總務處詢問，總務處說是可移動的，但要先和校長談過。於是我和

總務主任說不會這麼快動，我會將它變成一個課程，帶學生寫說帖給總務處

及校長，說明我們為何要請求校長及主任的許可。因為有既定的課程要進行，

只能用空檔進行，先前生態遊戲是使用小白鹿，那次則使用小青蛙，裡頭包

括大自然的重要生存要素，安排回家作業讓學生思考如果自己是校園內水池

的青蛙，要到另外一塊草地上會遇到什麼樣的狀況。下一次則讓他們假想自

己是小青蛙寫一封信給天母國中的師生，想一想會想說些什麼，最後再回到

自己的學生身份想想可以為他們做什麼。這之前在做校園解說時就發現空心

磚，所以覺知的部份有出來，接下來讓學生設身處地去想，後續行動則是每

個人都寫，寫得好的記嘉獎再集結成冊給校長及總務主任，最後再去搬。 

 有學生願意飼養青蛙，但是曾問過學生能夠真的負責養它嗎？不過學生以前

只知道需要這麼做，現在卻已能去行動，這在教學上來說是很好的成效。 

高：如果可以找出孩子做些事情的癥結點，可以聽到更多孩子，這是需要老師在

旁邊給予提醒的。因為孩子怎麼知道什麼是大家要的？假設是某種應然的價

值環境，倒不如有一個機會去聽到他們的聲音。 

李：要讓學生去體驗，實際去做，在童軍裡有探索活動，如果在綜合活動領域駐

可以用探索去處理會有比較大的方向。讓學生多去思考、激盪想法及做法，

讓他們更能體會這個團體因為有我而能達成什麼成果，讓學生原意成為這個

機器裡面的螺絲釘，這是在綜合活動領域中應該是可以達成的。 

高：如果說旁邊還有一個老師可以從容地提醒，從中又可以再發現一些原來沒有

發現到的，可以讓孩子再次感受。 

朱：如果整學期都在上家政，可以從中去發現不同家庭的飲食習慣是不同的，而

且從中還能去探討為什麼是這樣的，比如說從處理廚餘方式的不同去了解每

個人的個性，或是不同的分食情況是否因為來自不同家裡所以是一樣。有人

東西掉在地上，洗一洗煮煮又可以吃，有些人就直接丟掉，就可以從中去了

解原因的不同是為什麼，讓孩子從中多看多做多發現，老師再適時地引導。 

高：老師真的需要適時地提出好問題，機會要設計好，讓原來是匆匆走過的過程

或行為，也許能更從容些。我們也可以從中間發現形塑的過程，自己是怎麼

樣的，也可以了解過往的回溯。 

朱：在經過這樣的過程，還可以了解原因。 

高：所謂的形塑是要了解原本就有的框架，也會發現是什麼原因讓自己如此。 

黃：有沒有可能我們從某一科的本位去發展，去擴充內容，現在大家都有一個迷

思都是融合 

蔡：我會有一個聯想是有沒有可能我們從家政角度出發，將家政建構的很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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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若要去扣生活面，家政與童軍皆緊緊扣著生活面。可不可以就以家政本

位而將其擴充至極致，其中是包含九年一貫的概念。能夠把所謂的51條或著

是十大基本能力能扣進去，這樣的話就能讓家政老師教他最擅長的家政。 

黃：假設說我們可以了解今天不是只在上家政、童軍及輔導，而是在帶人生的哲

理的話。 

蔡：比方說我們學校家政、輔導及童軍老師，學校課展發展會有學校願景，在學

校願景之下，在天母地區的學生希望其有什麼能力？這樣的能力之下再回到

原本各科，看看舊有的東西哪些該丟哪些不該丟的。 

黃：看了很多學校本位課程計畫，我覺得很多學校是照著綱要寫出一本了事，因

為願景若有和社區共同去尋求，應該是各領域都會往哪走。數學領域也可以

培養有信心的小孩子，這個願景就是「信心」及「信任」，那麼綜合活動及健

康也可以，我覺得各領域把所有的希望放在綜合活動，可是我不認為其他領

域做不到。現在是如果過程讓每個老師參與，而不是一個產出型的研習，在

參加完研習之後願景就產生了。有些學校為了交差就會應付了事。 

鄧：謝謝大家提供的寶貴意見，感謝大家今天出席本場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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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天母國中九十三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學進度表   （蔡月美）940119 

週 日期 教學進度 A 教學進度 B 研究進度 備註 
 1/17∼22   模組設計  
      
1 2/14∼18 編隊、課程簡介 編隊、課程簡介   
2 2/21∼25 口說好話 1 口說好話 1 前測  
3 2/28∼3/4 單元一口說好話 2 口說好話 2  
4 3/7∼11 單元二  

模組試教

與修訂  
5 3/14∼18 單元三 單元一 教學實驗  
6 3/21∼25 單元四 單元二  2425段考 
7 3/28∼4/1 單元四 單元三  解說員甄選 

8 4/4∼8 單元五 單元四  5放假 
9 4/11∼15  單元四 A後測 解說訓一 

10 4/17∼22  單元五  解說訓二 

11 4/25∼29   B後測 解說訓三 

12 5/2∼6    解說訓四 

13 5/9∼13    1011段考 
14 5/16∼20     
15 5/23∼27    小學參訪 
16 5/30∼6/3     
17 6/6∼10   觀摩會發表  
18 6/13∼17     
19 6/20∼24     
20 6/27∼7/1    2829段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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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民中學永續教育之調查研究 

【問卷說明】 
 
【基本資料】 
 
第一部份  基本認識 
請你詳讀每一個敘述之後，在你所認為的選項中打【 】 
1. 您對「永續發展」一詞的瞭解為何？ 
   □非常瞭解     □相當瞭解    □一般     □不太瞭解    □非常不瞭解 
2. 你認為我們在採取行動前英優先考慮「永續發展」的議題嗎？ 
   □非常應該    □應該         □沒意見   □不應該      □非常不應該 
3. 你覺得「永續發展」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重要        □沒意見    □不重要      □非常不重要 
4. 你覺得我國政府對「永續發展」的重視夠不夠？ 
   □非常足夠    □足夠        □沒意見    □不足夠      □非常不足夠 
5. 對於「永續發展」的策略與方法，你知道的多不多？ 
   □非常多      □相當多      □普通      □不太多      □完全不知道 
6. 請寫出一至三項你所知道的永續發展的策略與方法： 

1. 
2. 
3. 

 
第二部分：開放式問題： 
  請你用三句話來描述你所知道的「永續發展」。 
1. 永續是 
2. 永續是 
3. 永續是 
 
第三部分：你覺得下列各項描述，自己的實踐程度如何？ 

個人實踐程度 永續教育的態度與技能 
完  大  部  無 
全  致  分  法 
做  做  做  做 
到  到  到  到 

1.對環境、他人及未來世代的責任 □  □  □  □ 
2.在個人與群體生活中將責任感轉化為行動的意願、知識及
技能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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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於環境改變及不確定性的正向回應的能力 □  □  □  □ 
4.對於個群體及各種外在因子關係的洞察力 □  □  □  □ 
5.具有跨學習領域的宏觀視野 □  □  □  □ 
6.獨立且具有批判性及創造性的思考能力 □  □  □  □ 
7.對於理性與感性、理解力與敏銳度的平衡與協調 □  □  □  □ 
8.對於自我價值及尊重其他個體與文化間關連的覺知 □  □  □  □ 
 
第四部分：永續發展的社會行動 
你覺得目前學校的課程（後測改為：我們進行過的永續教育主題課程）對於

下列社會行動的安排，是否提供足夠的學習？ 
個人實踐程度 永續發展的社會行動 
非  大  有  非 
常  致  些  常 
足  足  不  不 
夠  夠  足  足 

1.規劃及參與團體的運作 □  □  □  □ 
2.民主政治的學習 □  □  □  □ 
3.做決策的訓練 □  □  □  □ 
4.校園或社區環境的綠化及管理 □  □  □  □ 
5.建立地方上所有正規及非正規教育的網路 □  □  □  □ 
6.實踐永續發展的生活教育 □  □  □  □ 
 
第五部分： 

1.（單選）你認為推動「永續發展」是基於 
（1）人類長期生存的需要 
（2）保存整個生態系統完整性 
（3）政府制訂的政策 
（4）個人的喜好 
答案：＿＿＿＿＿＿＿＿＿＿＿＿＿＿＿＿＿＿＿＿＿＿＿＿＿ 
 
2.（複選）你認為和「永續發展」相關的議題 
（1）垃圾減量      （2）資源回收       （3）外來種入問題 
（4）棲地保育      （5）提高效率       （6）節約能源 
（7）終身學習      （8）人口問題       （9）儉樸生活 
（10）心靈環保       
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