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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行動者網絡理論觀點探究水資源課程的生成與轉譯歷程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一門水資源環境教育課程（Project WET）的開發實驗過程，

並以關渡自然公園於 2016 年至社子島進行的《校園生活秘境：社子探險記》計

畫作為研究對象。透過觀察、訪談和文件分析的質性研究方法，遵循 Callon (1984)

提出的轉譯定義以及 Star 和 Griesemer (1989)的邊界物件概念作為分析課程生成

的依據，在問題化、利益關係化、徵召與動員四個契機點檢視 Project WET 的轉

譯歷程，並依照分析結果繪製行動者網絡關係圖。研究結果發現：（一）轉譯的

Project WET 從校園出走並位移至水資源教育夥伴網絡；（二）行動者的行動能力

由協商意願和策略所促成。 

 

 

 

關鍵字：轉譯、邊界物件、行動者網絡理論、水資源環境教育課程、課程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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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ng the Translation Movements of Project WET 

Curriculum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or-Network Theory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experimental process of developing a 

one-semester course by drawing the knowledge from Project WET curriculum and 

implementing it at school. The project of nature art festival Adventure Time in Shezi: 

Explore Our Hometown conducted by Guandu Nature Park in 2016 is the case of this 

research. The researcher uses the definition of Translation derived from Callon (1984) 

and the concerpt Boundary Object from Star and Griesemer (1989) as guidelines to 

understand the translation movements of the curriculum. Through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of observation, interview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e researcher examines the 

process by four moments: problematization, interressment, enrollment and 

mobilization, and depicts the actor-network relationships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The results are: (1) The translated Project WET curriculum moved from the 

elementary school to the Taiwan Water Education Partnership Network (TWEPN); (2) 

Actors’ agencies are enacted by the negotiation willingness and the strategies.  

 

 

 

Keywords: Translation, Boundary Object, Actor-Network Theory, Project WET 

Curriculum, Sociology of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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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反思與探問「課程」 

畢業幾年後在大學同窗好友的聚會上，有人開始分享自己的進修管道，這才

發現我們網購的項目從流行服飾轉為線上課程。說話者笑說以前在學校已經太多

課了，誰還需要買課程？這話真是太有意思了！我正研究課程是什麼，想著校園

內的師生、課本、概念、對話、評量，卻總沒想到課程其實也是個……消費需求？

其實當我們討論學校某堂課受歡迎程度時，經常也會用學生「買不買單」作比喻。

網路世代的學生在他們成長的環境中也可以輕鬆取得線上學習資源，上課的動機

未被引發是否就沒有課程的需求，但我們卻又見到許多在補習班消費課程的學生，

這些散落在不同時空的「課程」代表著什麼意義？ 

碩班期間我在不同場域嘗試觀察課程的進行，直到擔任研究助理期間才讓我

對課程的理解不那麼片面，當時從訪談中認識到行政角色與教師的關係，由於我

不曾參與課務行政工作，對我而言是獲得另一種新的角度看見課程。我在高中端

見到學校競爭型計畫的申請和執行涉及課程結構與內涵改變，來自同科或跨科教

師之間都有更多合作機會共同開發一校的課程。除此之外，學校向外連結密度漸

增，如高中高職間交流，或者和大學及產業共同授課等，課程感覺上沒有那麼「單

純」也不只是限縮於一間教室裡的故事。學校面對十二年國教的 108 新課綱時，

除了考量學生三年能力養成，還有師資人力配置、教室空間規劃、軟硬體資源整

合、既有課務重新排列等，這些計畫的實踐讓我對課程的理解不只停在學生究竟

要「學什麼、怎麼學、為何學」，當然這是重要的問題，我看見學校課程的建構

來自於師生和行政、政策之間數次來回互動後的結果，於是我的疑問也從單一課

程的點展開到課程與其他人事物之間連結的網絡。 

對於課程發展的觀察，讓我印象深刻的還包含學校的合作關係。僅僅是一門

課程從發想、通過到執行與修正等，可能組成（線上或線下）社群，可能會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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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化開發流程。這期間所經歷的協商、拉扯並不少，總是有人積極、有人被動，

「人」的問題一再被提起，可是究竟是人的什麼問題？社會學告訴我人的選擇背

後受到組織、制度等結構因素影響所致，但反過來看人也是在特定條件中創造制

度和組織改變。在社會條件變化快速之際，要如何理解結構和行動者之間的關係？

社會學中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以下簡稱 ANT）取徑透過

「網絡（network）」蘊含的關係連結來解釋社會，提供一種比起「結構／能動性」

更具想像力的說法。 

ANT 在 1990 年代興起，結構與能動性非二元關係的討論並非 ANT 學者們

獨到的觀察，然而 ANT 除了是探討人與人之間的權力關係，其對於網絡當中的

行動者定義甚廣，包含其分析的對象不限定於「人」（把社會問題直接歸咎於人

渴求利益的原因），而選擇同樣去追蹤「非人」（與人類行動有關的工具、物品、

技術、自然環境等）在網絡中的作用。此外，該理論於當代受用部分在於其延續

科學社會學的研究，觸及「尚未有定論」的新興議題，而理論應用意義也就從認

識論進入到相信關係變動的本體論。簡言之，社會現象能夠不被化約呈現，而被

看作是一連串促動作用，而非一個個事實或死的知識。這種對知識的想法似乎也

呼應教育研究中對於囤積式教育（banking education）的批判。碩班期間我研讀

ANT 並思考在高中現場的觀察，希望有機會嘗試用 ANT 訴說教育現場的故事。 

我在碩班時候也進入非營利組織竹圍工作室實習，並且參與和關渡自然公園

合作的環境教育課程－校園生活秘境計畫，在這期間有些東西觸動我很想寫下這

課程故事，或許是我看見教師對遮蔽課程的反省。Page 認為比起潛在課程，更

要留意的是正式課程裏頭的遮蔽課程（hiding curriculum），遮蔽課程指的是那些

被正式教給學生的學科知識脫離人本意旨（human purposes）而變成純粹學術的

知識，學生在校學習知識的目的僅為了獲得更多學校教育，且這些知識以「區塊

化了的」方式被設立為各個科目，遮蔽課程甚至將外在世界的實踐活動看作是種

干擾，不希望學生太過關心外在世界而分心，最後造成學習者漸漸看不見正式課

程中所學的知識究竟和自己有何關聯，學習的內容也無法作為在危機世界生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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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資源（單文經譯注，2016）。我因著個人興趣選擇走出校園而來到非營利組

織實習，有部分似乎也在找回所學知識與自己的關聯，輾轉又回到學校，或許是

角色轉換讓我開始跳脫學校的視角和定義來看待課程，或者更準確的說，我能夠

移動到邊界去看。 

邊界象徵著區隔，卻也同時代表連結的可能。秘境計畫進入到校園卻以另類

於學校上課的彈性方式進行，在有限時間的課程留下許多觀察、引導、思考、討

論與對話空間並且允許犯錯，盡可能不只是客觀科學知識的傳遞，這個計畫最初

既想要進入學校上課，卻又將自身與學校教育作出區隔？邊界之所以也是連結，

是因為計畫裡有許多不同組織和工作者一起上課，彼此在暫時交界出來的一個模

糊範圍行動與合作，連結便開始發生了？正式介紹校園生活秘境計畫的課程之前，

我想先介紹這個環境教育課程發生的場域－關渡自然公園，並簡短回顧我與主要

受訪者 S 老師和 U 老師對話過程中所認識的環境教育。 

第二節 與環境教育的初次見面 

壹、關渡自然公園與水資源課程 

關渡自然公園位於台北淡水河與基隆河的交會口，是重要的候鳥棲地，每年

吸引大量賞鳥人士聚集。走入公園，踏上關渡自然公園的木棧道時，眼前是都市

少見的遼闊天空，腳下是舊貴子坑溪，往前走幾步沿路會看到腳邊有水循環利用

的解說告示。來到中心館舍，二樓則有成排的望遠鏡可遠眺心濕地的候鳥訪客，

園區內也有賞鳥小築。但在三、四十多年前，賞鳥還沒那麼普遍的時候，賞鳥與

濕地環境並不為人們所重視，這裡也不是保育生態的自然公園。 

1973 年，台北地區賞鳥同好在美國人 Jack Moll 淡水寓所內成立賞 Taiwan 

Birdwatcher’s Group（台灣賞鳥會），開始周日例行賞鳥活動，關渡是他們經常駐

留觀察的濕地，並以民間單位完成關渡地區的水鳥調查。在 1984 年 9 月時，「台

北鳥會」改組為「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並召開成立大會正式脫離中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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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保護動物協會，立案為民間社團「台北市野鳥學會」(Wild Bird Society of Taipei)1。

民國 70 年（1981 年）起，眼見濕地生物棲息地受破壞，許多愛鳥人士與保育人

士發聲、投書、倡議要求政府成立保護區，最終在民國 85 年（1996 年）成立關

渡自然公園，2001 年 12 月 1 日起，關渡自然公園由臺北市政府委託，交由台北

市野鳥學會經營管理，成為全臺首座完全委託民間經營管理之生態保育區2。 

回顧關渡地貌更早的歷史，民國 52 年（1963 年）葛樂禮颱風肆虐台灣北部

造成嚴重水災，觀音山和大屯山綿延的獅象把海口被認為是治水關鍵，因此淡水

河隘口被炸寬試圖讓積水退去。此工程改變大自然原有樣貌，海水倒灌、鹹水滲

入，關渡許多稻田區無法再耕種，土壤鹽化加上現代化發展，垃圾與家庭廢棄物

被不肖業者任意傾倒，關渡自然公園的預定地環境逐漸受到破壞，直到受賞鳥與

保育人士關注才有現今的環境。 

公園成立宗旨為保育濕地生態環境，並提供保育、教育、研究及休閒功能。

環境教育部在公園便是負責環境教育的推廣，而對於濕地而言，水一直都是重要

的資源，這幾年來關渡自然公園從濕地教育延伸到水資源議題探討，在環境教育

的領域當中，台灣體制內、外都尚未有針對水資源開發較具系統性的課程和教材，

故關渡自然公園自國外引進 Project WET水資源課程，也與其他與水相關的組織、

不同的棲地環境連結，盼透過教育而擴散珍惜水資源的力量。校園生活秘境計畫

便是由環境教育部的水資源專案老師所策劃的水資源實驗性課程。 

貳、環境教育需一步一步累積而來 

那麼，什麼是環境教育呢？記得第一次正式與受訪者相約，我所聽見的環境

教育是這樣的： 

我覺得多數的環境教育啊，不只是公園的啦，不只是社子，公園也是，大家

來參加環境教育課程，它畢竟不是一個體制內的，就是你必須學，或是必須

                                                      
1 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發展沿革：http://wbst.org.tw/about-wbst/wbst-history.html 
2 關渡自然公園成立緣起：https://gd-park.org.tw/about/23  

 

http://wbst.org.tw/about-wbst/wbst-history.html
https://gd-park.org.tw/about/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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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驗收或考試，所以好像快樂就很重要。如果在這之中會感到，啊～這課程

是有趣的，或是在做任何的觀察是開心的才有辦法。就如果是硬逼的，強迫

他說你一定要完成這次的觀察或什麼的，但過程中不快樂，我覺得就很難讓

學生喜歡大自然。 

(2017.12.12-訪-U-582-586) 

平時在環境學習中心工作的老師們認知到其工作場域本身並非如學校正規教育

體系，對象也不僅限於中小學生，機構所在之處本身就具備遊憩功能，因此學員

的快樂與開心本來就是在課程設計中重要的元素，「有感的學習」才能促成環境

教育真正的目的－也就是愛護環境。 

民國 100 年 6 月 5 日臺灣《環境教育法》開始生效，規定機關、公營事業機

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財團法人，所有員工、

教師、學生均應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參加四小時以上的環境教育3，此處

雖然沒有規定必須是環境教育「課程」，不過環境教育中心主要提供的是各個主

題的「四小時課程」，但就如 S 老師所言： 

妳就想像成是自然課就好了。我們前端會，我們也不太會有什麼行動的產出，

可能會有，但那個行動幾乎是微乎其微，它就是前端告訴你關渡自然公園是

一個什麼樣的地方，中間跟妳說，比如說以鳥的主題來說，關渡自然公園跟

鳥的關係是什麼，然後我們玩一些體驗遊戲，他們真的去體驗鳥的感受，或

是他們感受到鳥的感受，最後寫一些回饋，或是做一些動手做這樣。 

(2017.12.12-訪-S-487-490) 

當下，我感覺「自然課」這個詞聽起來真是意味深長，隨即想起過往在大學教室

觀察自然通識課程的省思，也許四小時課程仍偏重於科學知識的傳遞，過短的課

程並無法累積對環境的感受和想要持續學習的動機。或者如我在水資源教育夥伴

網絡年會上聽到的水污染教案搭配淨灘營隊活動分享，在遊戲式課程的體驗後，

幾日下來學生的思考與感受終於在他們看見沙灘上掩埋的垃圾時藉由清理垃圾

                                                      
3 詳見：環境教育法第四章，環境教育推動及獎勵，第 19 條。

http://law.moj.gov.tw/Law/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7%92%B0%E5%A2%

83%E6%95%99%E8%82%B2%E6%B3%95  

 

http://law.moj.gov.tw/Law/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7%92%B0%E5%A2%83%E6%95%99%E8%82%B2%E6%B3%95
http://law.moj.gov.tw/Law/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7%92%B0%E5%A2%83%E6%95%99%E8%82%B2%E6%B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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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發而出，對老師來說，「環境教育課程有時候要做到情感的強化，才比較能夠

把對環境的關心延續下去4」。我想，學校教育分科的自然課也許是環境教育的一

部分，但「只有自然課的環境教育」則可能還是不夠的…… 

S 老師曾在一場亞洲濕地論壇分享這門環境教育課程，她提到在論壇當中，

有幾位學者提到現在已有許多物種滅絕，而「下一個在自然界滅絕的就是幼童」。

因為許多小孩對自然接觸愈來愈陌生，或者根本不會挖掘生活裡面的每一個自然。

於是，她向在場觀眾詢問：「對大家而言，自然是什麼？有可能會在你的周圍嗎？」

接著再介紹這個計畫一連串課程如何帶著學生去探訪並認識家附近的自然，很多

時候其實只是我們沒有去關注到但自然到處都是。而她認為當時分享得到不錯的

回應是因為引發了大眾的「同理心」： 

因為很多的濕地中心，或者是做自然教育的人他們追求的都是一個大目標，

比如說要透過教育保留候鳥棲息環境。可是在保留候鳥棲息環境，這其實跟

我上一次談的時候有一點像，是我們並沒有引發社會大眾的同理心。所以像

這種，我這種小小的課程反而引發了在場大家的同理心，才會想要去保護自

然，所以這是他們覺得很重要的，很令人感動的點吧我在想……所以就是一

步一步地慢慢做。那比如說像這樣的累積，可能要做個數十年啊，才能影響

很多人啊，然後才能改變環境。 

(2017.12.12-訪-S-505-520) 

為什麼環境教育需要引發同理心？環境學習中心的存在本身也為的是棲地的保

留和生物多樣性維護，除了提供教育和休憩功能，它同時進行保育和研究的工作，

這所有的工作都是密不可分的，也不是短時間能夠速成的工作。 

  

                                                      
4 2018.01.13-觀-水資源教育夥伴網絡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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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在本章第一節我從自身經驗出發簡述我在碩班期間所思考的「課程」，並想

嘗試用理論眼光來紀錄實習期間參與的秘境計畫作為 ANT 課程研究個案。第二

節介紹我與環境教育課程的相遇，簡述研究場域的歷史以及我與環境教育老師們

的初步對話。上述回顧使我注意到環境教育課程的實踐就和 ANT 帶給我的啟示

相近，社會不是固定等待著被研究的實體，課程也不該如此，而是由許多行動者

一步步的摸索、行動、反思而來的。本節我將指出此個案所要探究的方向。 

ANT 又名為轉譯社會學，是尋找行動者之間關係改變和形成網絡的過程，

藉由追蹤關係的變化，讓我們能跳脫化約的歸因方式並找到行動能力和策略所在。

Project WET 課程從北美進入到臺灣被翻譯為中文版的過程已經過一次轉譯，而

後網絡又自關渡自然公園所延伸出去，經過多次教師工作坊培力、分享、討論的

過程，Project WET 課程在不同場域有各自獨特的實踐，這些嘗試又讓 Project 

WET 有更多元的樣貌，也邁向在地化的目標前進。2016 年關渡自然公園藝術季

增加了環境教育課程的計畫，將水資源課程帶入校園，負責策畫的 S 老師藉計畫

成功地集結跨組織的行動者參與課程，她如何完成這項合作計畫，課程最終又形

成何種樣貌是我所好奇的，並相信研究可為正在發展課程的教學現場提供線索。 

本研究將透過 ANT 視角描繪並分析秘境計畫當中水資源教育課程網絡生成

的轉譯歷程，依循 Callon (1984)提供的轉譯時刻做為研究架構，並以 Star 和

Griesemer (1989)的邊界物件概念補充。首先敘述 Project WET 在秘境計畫裡如何

被轉譯成一個校園帶狀式課程的故事；接著分析 Project WET 轉譯過程中行動者

有何協商以及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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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轉譯的概念探討 

壹、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起源 

以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定位的研究經常是描述性多過

於解釋的，因此 Latour (2005)曾提過使用理論一詞命名並不恰當，可能會誤會這

是一種可以直接進行套用的模式。ANT 的觀點在當代經常被借用以處理爭議、

混亂、未知的新興議題，尤其與科學和科技技術相關。當研究者打算藉由 ANT

的觀點去研究時，會發現不像其他社會科學理論有很強的架構與一套既定的模式，

ANT 涵蓋許多前所未見並且曖昧的概念。Law (2008)認為理論的成型可從 1990

年代以前的一些故事看出端倪。在這些案例研究中例子本身經常就是理論，又或

者應該說理論是從許多的案例中逐漸成熟。Latour 認為 ANT 又可以被稱為轉譯

社會學（sociology of translation），是幫助我們去訴說關係如何生成的故事，轉譯

或者網絡（network）實為研究概念或者讓我們看見的研究以及想像力練習工具。

任何關於 ANT 的抽象詞彙以及詮釋往往都還是要回到每一個案例本身才能夠捕

捉到其動態，以下介紹 ANT 的案例故事。 

一、挑戰大型工程的系統觀點 

1970-1980 年代，科技史學者 Thomas P. Hughes（楊佳羚、林宗德譯，2004）

撰述電力供給的故事，分析愛迪生(Thomas Edison, 1847-1931)的發明始於系統的

觀點，將他描述為一個系統建造者，說明他考量大型技術系統及其子系統如何在

創新發明和穩固的階段作用使得此科技能夠成功。不過事實上，對比如此成功的

案例，科技史上充滿著更多以失敗告終的工程，Michel Callon (1986)就曾以電動

車發展的失敗案例提出另類討論觀點。當法國電力公司 EDF（Électricité de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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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算生產以蓄電池或燃料電池驅動的電動車（雷諾）改變人們的生活習慣時，卻

因電池內的催化劑汙染問題無法順利製造。Callon 在此關鍵的問題並非舉出成功

的範例，而是挑戰我們如何描述工程系統的社會以及物質異質性之複雜？其中他

也提出轉譯（Translation）可以從三個部分去理解：分別是轉譯代言人

（translator-spokesperson）、強制通行點的佈局（geography of Obligatory Points of 

Passage）和位移（displacement）。EDF 代言的不只是雷諾和顧客的欲望和期待，

它也同樣是蓄電池、燃料電池、催化劑的驅動作用；EDF 成功的轉譯也意味著

讓自己成為不可或缺的，它告訴人們製造電動車可以解決汙染和交通問題，但是

在那之前還必須面對電池的問題；最後成為代言人以及強制通行點的過程也就包

含了位移，透過寫進報告、文件、調查結果等當中，這些文本在會議、論壇、研

討會裡被討論，金錢和物質亦流動連結，這都不是一開始有系統並穩定建構出來

的。EDF 成為轉譯的中心不僅是組織等實體位移，而是讓溝通與聚集發生在特

定場域而使之能夠有持續移動的續航力。 

二、重視實驗室裡的實作 

1960 年代晚期社會學者受到孔恩（Thomas S. Khun, 1922-1996）著作《科學

革命的結構》所啟發，創立 SSK 學派（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他們認為典範可以被視為是種文化。然而若由此推之，理論的絕

對真實性變得無關緊要，於是這才發展出方法學上的「對稱性原則」－亦即真的

知識或假的知識都應該被予以對等的解釋，接受相同規格的檢驗。孔恩舉例說明

形式主義是遠遠不夠的，我們得從案例中去理解其意涵，ANT 向孔恩和 SSK 取

法之處便在於對實作（practice）的重視。在 1970 年代中期，Latour 進入沙克研

究室（Salk Institute），採取民族誌的方式探索科學真理的宣稱究竟是從何種實作

中的語意學被生產出來，完成《實驗室生活（Laboratory Life :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一書。他發現實驗室裡許多宣稱其實都很模糊，並且混雜了有

關社會和有關自然的事物。一旦「觀察」被寫入實驗結果的紀錄被放入表格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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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就成為了自然、客觀的有力的宣稱，並使原來有關社會的一切都消失不見。換

言之，客觀事實的製程不再能被見到而只留下形式和方法。若知識生產時，中介

與異質關係消失，人們僅能看到二種壁壘分明的類別：事實／事實的知識，還有

背後一套純化系統（a system of purification），異質的網絡關係則被忽略和遺忘。 

三、轉譯作為一種隱喻和研究方式 

法國思想家 Michel Serres（1930-）對現代社會提出眾多隱喻，像是天使

（Angels）、寄生蟲（Parasite）、荷米斯（Hermes）、西北航道（North-West Passage）

等概念，這些概念都不脫離「第三者」－兩者間的交合與轉化，轉譯是這些隱喻

其中之一。當我們在兩個專業之間溝通、搭橋、製造連結的過程，轉譯就會出現。

最直覺的一種解釋是將轉譯視為一種溝通的形式，我們或許會認為「好的溝通」

是純粹而沒有雜音的，但 Serres 卻關注噪音和干擾（所謂的第三者），並且認為

真正的溝通是混雜著各種信號。當兩者要建立溝通關係，傳訊者會想要排除噪音

並認為那是阻礙，可是對於接收者而言那噪音卻不一定是困擾。Serres 認為一個

成功的溝通必然包含著失敗的風險，溝通時雖會出現扭曲、背叛、轉譯，但如果

我們不是站在訊息偏位的那個點，而選擇順流而下來到目的地觀看，反倒有機會

清楚看到「創新的過程」。轉譯的工作是讓兩個字詞對等，但由於不可能有兩個

字詞是完全對等，轉譯又總是暗示著背叛。轉譯既在創造相同對等的事物，卻也

是種轉換，關於移動字詞們、連結以及改變字詞們，其中最有趣的地方在於秩序

和失序之間的那些邊界，或不同秩序擦肩而過而出現的偶然性。Serres 的隱喻引

領我們去想像這些在秩序邊界中遊走的信使（messengers)，我們想要排除的偶然

性、不穩定、閃爍等干擾實際上也產生了新的秩序或暫時的穩定。（Brown，2002；

許宏儒，2011）。Callon (1984)的扇貝研究也以轉譯為概念，他探討人與扇貝之間

的溝通，將對稱性原則應用於人與非人，讓科學社會學不再侷限在認識論層次上

討論真理和謬誤，進而深入了本體論的範疇，在世界中看見各式各樣的行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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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後結構主義聚焦的關係性 

ANT 也被看作是後結構主義的實徵版本。結構主義試圖尋找一套人們所不

自知的系統，如人類學者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受結構語言

學啟發，認為主導人類行為的語法、文法、親屬關係和文化現象是客觀存在且先

於人的，而人受到隱藏的系統所規範。後結構主義比結構主義多了「歷時性

（diachronic）」時間因素而動搖了結構的靜態，認為人和結構其實是互動關係（蘇

永明，2015）。如同社會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的論述或知識型

（epistemes）的縮小版，ANT 聚焦於探索具策略性的、關係性的以及有生產力

的特定、小規模、異質行動者網絡，法國的巴斯德化（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

研究即為一例。此案例中行動者們即興聚集，經生產而來的異質組構並且是限定

形式的秩序，而絕不是有一體通用的秩序指向事件發展的順序。Latour 透過追蹤

去向和找尋構成巴斯德（細菌學）的所有成員，數次翻越科學和社會之間的界線，

將巴斯德化描述為一連串顛覆力量關係的偏移過程。他也說明他在研究中使用

「力量線」這種模糊的概念，這不如網路、道路、廊道或邏輯來的清晰可見，使

讀者無從得知究竟他談的是生命、印刷電路、論證、機器、戲劇或習俗，這是他

刻意使用一種我們不熟悉的分類事物的方式來挑戰既有想法，最終要指出社會的

樣貌並無法以科學的或者社會的結構而被化約（伍啟鴻、陳榮泰譯，2016）。 

貳、轉譯的研究架構 

從不同研究場域而來的故事交集形成的行動者網絡理論作為一新興社會學，

相關的實徵研究提供我們一個發展研究的方向。接下來我將從幾個經典個案切入，

進一步觀理解前人如何以轉譯觀點來思考社會，以及他們如何進行研究和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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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扇貝復育帶來的啟示 

Callon (1984)作為 ANT 的創始者之一，最為人所知的是有關法國扇貝復育

的研究。故事要從熱愛扇貝的饕客說起，扇貝因受到法國人喜愛而供不應求，在

幾處海域之中，布雷斯特（Brest）海港的扇貝面臨海星的掠食、冬天屢次的低

溫，再加上漁夫們過度捕撈而出現產量日漸降低的狀況。1972 年一場在布雷斯

特舉行的會議中，科學家們和漁會開啟了討論試圖一起找出增加產量的方法，而

這場會議開啟日後科學知識誕生的契機。法國國家海洋開發中心（CNEXO）的

研究員們在前往日本旅程中看見一項技術能夠讓扇貝幼體在收集器上固定，避免

成為掠食對象而無法長大，直到尺寸夠大再使其著床等待二至三年後收成。1970

年代的漁夫們透過產量減少的現象，才發現自己過往對於扇貝這種生物的成長過

程並不瞭解而科學家們也未曾將扇貝作為其研究對象，這是科學家首度意識到他

們缺乏有關扇貝成長的科學知識。此外，在漁業蓬勃發展之際，聖布里厄海灣（St. 

Brieuc Bay）的漁夫們看見布雷斯特海港扇貝收成減少的困境，開始擔憂同樣情

況會再次出現自己工作的海域。以上這些原因促成熱烈討論，研究員於該場會議

中抓住大家焦點後造成一連串效應對法國扇貝的探索，而後十年期間，聖布里厄

海灣的漁夫組成社會團體，專家學者們亦組織起來研究扇貝與促進養殖成效。

Callon 以轉譯說明研究者如何動員和復育扇貝並紀錄科學知識的誕生。 

在上述情境中，他所謂的轉譯實為「代言」，海洋開發中心的研究者們將相

關行動者共同興趣提取出來，簡化每個行動者的複雜性，並將他們導向相同興趣，

也就是他們讓自身目標成為其他人／非人的興趣，成為所有行動者的代言人，透

過轉譯、協商形構出一個大家可以一起行動的網絡。這過程未必能順利進行，當

中也可能出現反向的力量，若在各種爭議中能夠克服反向力量順利代言，則網絡

將可穩定下來。為了幫助理解，可從 Callon 研究中的繪圖觀察行動路徑，圖 2-1、

圖 2-2 與圖 2-3 分別以分析性與具象化的方式說明行動者轉譯的歷程和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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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強制通行點於行動者轉譯關係的圖示中有四組行動者，包含三位提出

技術的海洋研究者、巨海扇蛤、漁夫們，以及科學家同儕。每一個行動者都有自

身的威脅挑戰與其所欲達成之目標，扇貝的存亡面臨掠食者；漁夫害怕遇到過度

撈捕和養殖失敗而無法達成長期收益；其他科學家則在乎扇貝此類生物的資訊仍

付之闕如，必須去補足相關知識，而非以舊有研究回答新的問題。其中左方三位

研究者則試圖讓自身觀點與技術成為大家的強制通行點（Obligatory Passage 

Point，OPP），他們使用收集器技術作為能夠解決各自問題又照顧到每個行動者

需求的好辦法，研究者除了為知識成長有所貢獻也藉此協助漁夫收益回復。 

 

圖 2- 1. 強制通行點於行動者轉譯關係之示意圖  

資料來源：出自 Callon (1984: 205) 

強制通行點（OPP）並不直指是實體物質，而是幫助研究者對社會的想像能

夠是一個網絡，是一種研究指引。Obligatory（強制）的意義在於代言、成為權

威者，Point（點）代表其為網絡中的一個節點，Passage（通行）意味著當行動

者通過節點時則是一個成功的轉譯，故 OPP 引導出來的網絡概念的意義在於「流

動」和「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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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及圖 2-3 作為抽象概念與案例中的行動者狀態對照顯示一物質符指鍊，

如同象徵符號在論述的符指鏈當中會歷經挑戰和衝突後逐漸穩定、位移、被試驗，

直到穩定網絡或者崩解。圖 2-2 的 B 點假設是扇貝，A 點是三位研究者，而 C、

D、E 點則是洋流、海星、漁夫等；其中 A 透過收集器，讓 B 與自身建立關係，

並避開了與 C、D、E 的連結，A 與 B 結盟使得 B 能夠順利長大。這個箭頭即是

描繪利益關係化（interessment）的過程。Callon 在此將對稱性原則用於分析論述

（科學觀察與銘刻）之外的非人（生物），由於扇貝不會聽懂研究者的話讓自己

免於受到洋流、海星或漁夫的威脅，因此想要完成一個符指鏈就需使用物質手段

定位－研究者們引進使用的收集器。利益關係化是轉譯的重要關鍵，關係的建立

就決定了行動者是否通過強制通行點，並影響著後續的徵召、動員。 

 

圖 2-2. 利益關係化                圖 2-3. 非人的結盟  

資料來源：出自 Callon (1984:208)      資料來源：出自 Callon (1984: 210) 

藉著上面圖示的輔助說明，接著進入扇貝復育的案例中的轉譯歷程分析。

Callon 針對轉譯或稱作網絡的穩定化展開討論，他認為網絡的穩定有四個契機：

首先是問題化（problematization），轉譯過程中的問題化是讓自身的關切成為不

可或缺的焦點，研究者在研討會上讓大家意識到扇貝的問題，並且又透過收集器

技術來解決此問題，除掉扇貝掠食者；此時，行動者之間相互辨識，三位研究者

開始漸漸讓自己被定義為 OPP。第二，透由上述利益關係化（interessement）的

手段讓夥伴聚集，研究者讓漁夫獲得利益，漸漸引起大家對扇貝知識的關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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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群體建立可一起生活的關係。所謂的利益關係化指的是藉由許多的行動來使得

前述問題化階段所界定出來的身分被穩定下來，那個身分包含了行動者的目標、

計畫、方向和動機。以階段性切割問題化和利益關係化也有些不恰當，因為這些

都是一連串行動中所發生的事，但利益關係化可以被看作是種運作機制，並使得

問題化（某個關注點）成為有效、具發展性的討論，行動者得以結為同盟。舉例

而言，最初三位研究者透過收集器固定扇貝幼體，但問題化其實未被完全接受，

他們看起來是某些只關心科學的專業組織的代言者，而其他行動者卻並沒有關心

科學的渴望。三位研究者於是必須在多場會議中向漁夫解釋扇貝消失的原因並指

出該海灣產量下滑的事實證據令人無法反駁，接著將日本驚人的結果展示。於此

同時在學術會議中出現的科學家同業被招攬來關心此議題，這些論述總提及文獻

顯示人們對於扇貝一無所知，而扇貝的存活在法國與經濟成長相關。此案例中利

益關係化機制包含浸沒在海灣的拖繩，還有各類文本和對話引誘著行動者加入，

於是所有的群體被圈起並切斷其它外界議題的引誘。在這些行動的實踐下，轉譯

來到第三個時刻－徵召（enrollment）。徵召除了可解釋為利益關係化的成功，行

動者們結為同盟，描述徵召的同時也就是描述多個行動者進行角色協商、力量的

試驗以及那些讓轉譯成功的策略。 

徵召並不是早先知道或決定有哪些角色，而是一種機制使得那些相關的角色

被定義與歸屬到接受它們的行動者群。以扇貝被徵召而言，牠們得先將自己固定

在收集器。此時研究者展開一連串實驗（試驗），扇貝幼體著床在海灣最裡邊洋

流較弱處最佳，洋流是第一個協商的對象。除了洋流阻礙還有其他寄生生物到訪；

根據調查研究者也發現在海床之上五公尺之間扇貝幼體著床數量最多，這顯示幼

體的著床行為。拖繩，作為利益關係化的裝置，讓觀察者看到收集器被固定的高

度，研究者開始許多假設和詮釋要讓拖繩有效用。他們想知道究竟要潛到海灣下

尋找扇貝幼體或者是讓牠在下沉著床途中攔截？又有什麼誘因能讓幼體傾向著

床在收集器上呢？一邊避開敵人的同時，研究者也要一邊找出吸引結盟的辦法。

他們發現使用稻草、掃帚或植物纖維製作的收集器無法讓水流循環暢通使得扇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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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緩慢。故這些材料使用也是協商的對象。一切條件俱足後，就等待幼體著床

成為顯著現象，但是顯著有什麼意義嗎？這時研究者將繼續進行協商，對象是科

學家同業群體。在學術會議當中，有人提及過往關於扇貝的生物研究不容忽視，

而研究者們則根據過往研究忽略的著床訊息（觀察到扇貝使用足絲著床）來說服

他人，讓其他科學家認可實驗的可信度。直到最後研究者要協商並拉入同盟的對

象則可以說是不費力氣，因為漁夫們欣然接受研究出來的結果。在此案例中可見

到行動者被徵召的方式有各種可能性，像是物理性的對抗（科學家要如何讓收集

器不受洋流與掠食者影響）、引誘（收集器吸引幼體著床的條件為何）、交易（會

議上用觀察與數據資料獲得其他科學家認同），以及未經討論的全然同意（漁夫

相信研究的專業）。在徵召中我們看見了每一個角色的定義是在協商時候出現的，

研究者、扇貝、科學家和漁夫的行動者身分被決定和試驗著。那麼，在這個扇貝

復育成功的案例中究竟誰為誰發聲，誰代言了誰？ 

轉譯的第四個時刻是動員（mobilisation），動員是使實體從不活動的狀態轉

成為活動的狀態。扇貝、漁夫與科學家在一開始的時候是分散而難以輕易接近的

對象，但最後三位研究者在布雷斯特指認出他們並說出他們心裏所想，這些行動

者成為我們目前稱呼的身分都是經過位移（displacement）後的結果。在這個網

絡當中，成功著床長大的扇貝、協助研究的漁夫與關心議題的科學家都是其群體

中少數的代言人，代言人意味著噤聲他人，但在人與人之間要沒有意見是困難的，

而要讓「非人」能夠為自己說話又更加不容易，因此轉譯過程中需要持續調整

（continuous adjustments）還有複雜的利益關係化裝置。雖然看似是代言的過程，

但使用動員一詞則突顯出代言實質上會是一連串的行動，一直到這些特定的扇貝、

漁夫、科學家代言人讓三位研究者作為他們的最終代言人，代言形成一種機制，

而那機制強調所有必要的位移。舉例而言，扇貝被轉換成扇貝幼體，而扇貝幼體

變成被統計的數字，數字被轉成圖表曲線，最後是可擴散的文獻。轉譯的四個階

段從最初的問題化，定義出一系列不同行動者們等待協商的身分、關係與目標，

到了最終動員階段完成，即建立一個網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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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轉譯同時也代表著背叛。在經過這四個時刻之後，轉譯後的網絡並非

永久穩定，隨時會有異議（dissidence）出現，包含背叛和爭議。三位研究者把

扇貝著床成長的顯著成果公布後，幾年下來實驗開始不如預期。理應要著床的扇

貝並未進入到收集器當中（研究者試著為扇貝解釋，可能是受到如水溫、無預期

的洋流、各種掠食者、動物流行病等干擾）；漁夫也未遵守當時的協定，他們決

定只看眼前的收益捕撈，並且不管那長期計劃。他們無聲的叛變動搖研究者不再

能確定收集器的技術真的是 OPP。除了其他科學家也產生質疑，研究者也要面對

來自實驗室主管和贊助單位的懷疑。這些爭議又回到更為行動者身上：那些漁夫

真正想要的是什麼？扇貝的生物行為是什麼？只不過爭議止於代言人，三位研究

者將改變利益關係化的裝置，試著教育漁夫……這個網絡的故事就寫到這裡。 

 究竟 ANT 研究中扇貝復育的案例有哪些值得我們用來思考研究的進行呢？

Callon (1984)提到幾項重點原則，包含持不可知的態度看待自然與社會，坦然接

受懷疑和不確定性，如此將避開落入社會學式的解釋或過度假定引導推論；再者

是用同樣的四個時刻對稱性檢視所有行動者，無論人或非人、自然或者社會，如

此避免將研究所觀察現象中的行動者皆化約為社會因素、規範、特定機構型或組

織性結構。最後則是相信各種組合的可能性，不同的實體之間會建立哪些關係在

事件發生以前我們都無法預測。但是這樣的開放性並不等同於無法被描述的混亂，

而是所有在這研究中的行動者都會遇上各式各樣的不確定性。行動者們真正經歷

的情境不如科學社會學那樣令人安適，但他們的能力也不亞於那些生活中的困難，

他們周旋在自然與社會之間，不停定義與連結並且結盟，在某時某地達到一個穩

定的狀態。轉譯作為描述性的研究方式時，轉譯是位移、代言、四個契機、背叛

與爭議、社會和自然世界成形的機制，而社會學中的權力關係也就是行動者們如

何被定義、連結、同時被迫於忠心於某個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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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博物館中流動的邊界物件 

對於 Latour、Callon、Law 而言，轉譯是要取得科學的權威，科學家從各地

徵召參與者並與之結盟，重新詮釋這些參與者所關切的事物直到符合自己的計畫

目標，並讓自己成為守門人或者是 OPP。無論這權威是實質上又或者是方法上的，

他們稱為利益關係化（interessement）的是指讓非科學領域的人開始關心科學的

這個轉譯過程。但是，位於美國加州柏克萊的脊椎動物博物館（Museum of 

Vertebrate Zoology，MVZ）卻是另一種知識生產情境。 

Star與Griesemer (1989)以MVZ這個自然史博物館為案例研究科學知識誕生。

自然史博物館源於十七世紀私人蒐藏家展示珍品的炫富與禮儀表現，或提供醫師

或藥劑師作為參考，檔案櫃的規劃總使人驚奇於大自然的豐富竟可被存放於其中，

博物館一時蔚為風潮，這股流行文化一直到十九世紀便開始有許多業餘的博物館

學者，他們在博物館科學形成的過程也扮演重要角色。但是不同於美國東岸機構

留存完整的紀錄或效仿歐洲科學社群以較嚴謹的模式面對合法性，西岸生物學者

掙扎於是否非得要在被建立好的生物社群中尋求認同不可，MVZ 想建立的是屬

於加州當地的博物館。除此之外，此博物館誕生的時代背景是生物學研究中逐漸

從觀察和比較轉向操弄變因的實驗和技術，自然史研究方法逐漸受限，直至 1905

年在美國農業部底下成立的生物調查局開始登陸美國的動植物資料，並藉著這些

資料發展出動植物分類的原則，後來為 MVZ 所使用。自然史學術研究開始能夠

有更多演化論、地理學、生理學可以討論，生物指標的分析方法也可被應用，於

是生態學成為主流，並與演化論研究能夠產生交集，但也需要有新的研究操作，

在典範轉移之際 MVZ 正是朝著生態學方向邁進。 

MVZ 是一位名為 Annie Montague Alexander（1867-1950）的女性業餘自然

學者出資成立，她曾因興趣修過古生物學也到非洲遠征（safari），她有豐富接觸

自然的經驗以及田野筆記，是個認真的業餘者。此博物館是她對保育的承諾也是

教育慈善工作，她期待博物館對於保育和動物的研究具有示範作用。故除了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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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她也確保 MVZ 在柏克萊校園內是獨立自主營運的。Alexander 選擇 Joseph 

Grinnell（1877-1939）擔任 MVZ 的第一位總監，Grinnell 和 Alexander 共同點是

他們都有蒐藏標本的習慣，館內有許多 Alexander 的藏品，博物館最初的工作正

是建立一個資料庫來登錄這些標本。Grinnell 本身是受過專業學術訓練的博士，

故他建立館藏系統時也應用了許多生態學概念進行分類。不同於 Alexander 僅是

出於自然保育的目標，Grinnell 還想讓 MVZ 建立的知識能成為權威。因而他選

擇要處理最適合的問題，當時他處理的問題包含物種形成（speciation）、遷徙

（migration）和達爾文演化論當中環境角色的問題，環境也限定在具生物多樣性

的美國西岸。他建立博物館並透過博物館進行研究的任務仰賴多方行動者：大學

行政端、教授、專門做研究的科學家、策展人、業餘蒐藏家、私人贊助商、博物

館的老主顧、臨時的田野工作者、政府官員以及科學社團成員。 

不同於扇貝復育的案例，上述每個角色並非想要解決一個共通的問題，這些

從多個社會世界而來的「企業家們」都想要同時進行轉譯，讓對方替自己達成目

標。博物館經營者不僅只是要讓非科學領域的人對科學有興趣，除非使用強迫的

方式，否則每個轉譯者必須完整地維持其他觀眾的興趣才能留下他們作為同盟。

相反地，如果是透過提高企業家們工作所具有的向心力與重要性，則可能就有 N

種方法來達成利益關係化。換句話說，當情境中的企業家們是來自於多個不同的

社會世界時，轉譯的目標就不會只有一個，轉譯的過程必須從生態分析方式著手，

Hughes5對於機構的生態（ecology of institutions）是這麼說的： 

某種程度上，每間機構都會選擇自己的環境。這是一間機構作為企業的功能

之一。在機構裡的人扮演著企業家…而在企業中必須要做的一件事是在可能

的限制裡做選擇，選擇機構所能夠做出反應的環境。也就是說，很多時候，

機構要能夠針對資金的來源、客戶的來源（無論他們是會購買鞋子、教育或

者藥品的顧客），以及各種不同階等和類型的員工來源做出回應。這是機構

的生態最初所指的意思。 

                                                      
5 Everett Cherrington Hughes (1897-1983) 美國社會學者，Everett C. Hughes ‘Going Concerns: The 

Study of American Institutions,’ The Sociological Eye, op. cit. note 1, 52-72, at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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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分析並不事先假設任何一種觀點，業餘者對於自然史博物館科學知識的觀點

並不絕對優於或者劣於專家學者。生態觀點反對化約論（anti-reductionist），故分

析時不是只看單一企業家，鎖定在大學行政或是專業科學家等權威而已。Star 和

Griesemer(1989)試圖去修正 Callon-Latour-Law原來近似於一種「漏斗（funnelling）」

的研究模型（見圖 2-4）－轉譯是重新構框或中介（reframing or mediating）多個

行動者的考量，使大家通過一個狹窄的通行點如管理者、企業家或者科學家。 

 

圖 2-4. 漏斗式的單次轉譯 

資料來源：出自 Star & Griesemer (1989: 390) 

Star和Griesemer (1989) 在論文一開始先與讀者討論科學工作的特性包含著

異質性卻又仰賴合作，當科學研究必須是客觀而非偶然性結果時，我們經常是在

分歧意見中得出一個能廣泛被接受的發現。MVZ 案例也不例外，異質性與合作

是核心議題。但是合作是自然而然就產生的共識嗎？是資訊整合？也有人認為合

作是要建立一套共同的操作模式？又或者合作代表的是大家對於科學發現能有

一致的理解，彼此調解意義的落差？MVZ 案例中有更多人在自然史科學知識的

路上出錢出力，儘管分析可能仍偏向於管理單位，因為在博物館的故事裡總監、

贊助商會比起業餘蒐藏家或其他人提供更多的訊息，但那會是一個多對多的製圖

樣態（many-to-many mapping），在那裏會有許多通行點需要進行協商，還包含

了管理者與管理者的同盟，最終才有異質的合作或者一致性出現（見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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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繪圖式的多個轉譯 

資料來源：出自 Star & Griesemer (1989: 390) 

我們已經知道 MVZ 的出資者 Alexander 和總監 Grinnell 有哪些企圖，而除

了他們兩位，這間博物館還有一票熱愛自然與保育的業餘者，因為對加州與西岸

的情有獨鍾，他們想為當地的科學專業付出一份心力；也有許多農人或鎮上的人

是業餘的獵捕者，他們對科學或保育並不太關心但想要販售動物標本，他們可提

供重要情報、食物和營地（有時需要付費）。另外，MVZ 所在的柏克萊大學在乎

的則是博物館能提高學校的名聲，尤其是能夠與東岸的科學資源較量，大學行政

接受 MVZ 僅以其對於大學帶來的經濟價值作評鑑，故十分歡迎 Alexander 與其

他的慈善家資助校內研究機構，Alexander 失望之餘卻在經營管理上不受干擾。

而這些有不同願景、來自不同社會世界的企業家能夠成為 MVZ 組成的一部分，

當中有許多種關係的建立（各種利益交換）。企業家們合作並成為通行點的方式

不確定有多少種，轉譯也就不確定究竟有多少套（indefinite sets of translations）。

對所有在網絡當中的行動者，他們的問題是要去（暫時的）減少他們進入在地的

不確定性，避免失去合作的同盟。當某一條路成功建立起強制通行點之後，它的

工作就變成是要避免受到其他轉譯路線的威脅而不被取代。 

每一個社會世界都有邊界，我們在邊界交易／交換著，不同的社會世界於是

合作完成科學工作。Grinnell 促使 MVZ 成功的原因包含透過「標準化的方法

（standardized methods）」以及「邊界物件（boundary objects）」。其中標準化的方

法並非指標準化理論，標準化的方法只強調如何（how）而不強調什麼或為什麼

 



22 

 

（what or why），這讓業餘蒐藏家和專家都專注於如何完成某事，討論出如何保

存藏品、如何記錄動物出沒的地點的流程來確保資料的可信度，並且避開二者可

能對於演化論等高階問題有分歧意見的衝突。但只有方法上的控管仍不足，他們

還需要物件協助，幫助他們暫時達成協議，Star 和 Griesemer (1989) 稱這種暫時

搭起來的橋叫做邊界物件－「邊界物件的可塑性，使它可以適應各地的需求，並

根據各地的限制來調整；邊界物件的堅實，使它能夠維持自身，即使跨越到不同

的場域仍能夠被辨識出來」6。邊界物件就像是座落在一群意見分歧的行動者中

間的黑板，但黑板並不只有一個，而是根據一個社群動態的、開放系統的需求所

被打造出來的黑板系統（Star，2015）。 

  存在 MVZ 的邊界物件主要有四種類型：首先是資料庫（repositories），資料

庫是成疊的、具標準化索引的物件。資料庫能夠處理不同分析單位所造成的異質

性問題。就彷若圖書館或博物館一般，具有模組化的優勢，提供來自各方的人依

據各自的需求前往借用，無須另外與其他世界的行動者進行協商（見圖 2-6）。 

 

圖 2-6. 邊界物件－資料庫  

資料來源：出自 Star (2015: 253) 

 

                                                      
6 Boundary objects are objects which are both plastic enough to adapt to local needs and the 

constraints of the several parties employing them, yet robust enough to maintain a common identity 

across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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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邊界物件是理念型（ideal type），諸如統計圖表、地圖圖解集或者其

他不精確描繪地方性和事物細節的敘述。理念型對於所有領域的群體而言都是抽

象模糊的，然而卻也因為它的曖昧性質使其更能夠適應地方；理念型往往被當作

是溝通和協作的工具－一個對所有群體都還稱得上不錯的道路地圖。物種

（species）的概念就是其中一例，物種不等於標本（specimen），物種除了具體

實質的訊息意義還具有理論性思考的意義（見圖 2-7）。 

 

圖 2-7. 邊界物件－理念型或柏拉圖式物件 

資料來源：出自 Star (2015: 254) 

 

第三種是巧合的邊界（coincident boundaries），這種物件出現在一堆不同的

資訊聚集後，尤其是來自大範圍的地理空間。這意味著座落在不同位置、持有不

同觀點的行動者可以獨立自主作業，但他們的作業成果可以共享，而這也完成了

每個人的分歧的目標。加州這個州本身的出現就是巧合的邊界，由業餘蒐藏家和

自然保育者所創造的加州地圖與我們傳統認知的道路地圖相去不遠，還強調露營

地、荒野採集小徑。而專業的生物學者同樣也有地圖，不過充滿著陰影部分代表

著生命帶（life zones）這樣高度抽象的生態學概念。（見圖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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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邊界物件－具巧合邊界的領土 

資料來源：出自 Star (2015: 255) 

第四種是標準化的表格（standardized forms），這是設計給分散的工作群體

所使用的溝通方式。因為自然史的工作遍及各地並仰賴各方人馬，標準化的方式

是必要的。如業餘蒐藏家利用館方提供的表格紀錄他們所獲得的動物訊息，如此

博物館才可以有規範地收集資料，而這類型的邊界物件就如 Latour 所稱的不變

的移動體（immutable mobiles），即便經過長距離的傳播也能夠順利攜帶訊息，

表格讓來自各個地方的雜訊、不確定性消失，而許多表格匯集的結果將會具有索

引的功能（見圖 2-9）。 

 

圖 2-9. 邊界物件－表格和標籤  

資料來源：出自 Star (2015: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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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MVZ 邊界物件的類型 

類型 資料庫 

(Repositiories) 

理念型 

(Ideal type) 

巧合邊界 

(Coincident 

boundaries) 

標準化表格 

(Standardized 

forms) 

特色 具有模組化優

勢，類似圖書館

提供索引 

具簡略描述功

能的物件，不描

述細節，省去地

方性但卻有適

應性的優點 

有同樣邊界而

內容不相同的

一般物件 

使用相同表格

使資訊蒐集達

到標準化，最終

成為標準化的

索引 

意義 根據各自需求

去使用或借

用，無需面對個

別差異去協商 

模糊卻能因地

制宜而被準確

使用，幫助溝通

和協作 

作業可分布於

廣大區域，即使

在不同位置有

不同觀點分歧

目標，也能有一

定共識去作業 

幫助分散各地

工作的人溝通

的方式，能夠被

遠距傳播，但傳

遞訊息不改變 

舉例 標本、物件與藏

品資料 

圖表、圖解集、

物種的概念 

加州地圖（有露

營地、荒野採集

小徑、生命帶等

不同種標誌） 

動物出沒紀錄 

資料來源：整理自 Star & Griesemer (1989) 

MVZ 透過這些邊界物件建立了自然史博物館的知識生產系統。邊界物件被

視為是轉譯的一種方法，從 ANT「行動中的科學」的本體論觀點所生產出來一

種用來追蹤主體的工具或者方法。行動中的科學並非要科學指出事情是如何一回

事（一連串的行動），還進一步要說明科學這件事情如何可能；ANT 的「跟隨

（follow）」也不是黏在前人屁股後面，而更像與陌生人跳舞或者演奏爵士樂－

「期待、猜想、預期下一步的發生」。科學前輩者不只是因為他們比我們更早來

到這個世界上，真正意義在於「預期者（anticipant）」(Griesemer, 2015)。MVZ

的第一位總監 Grinnell 正是具遠見和野心的前輩，透過標準化方法和邊界物件預

期未來的博物館員能夠繼續完成研究工作，資料能跨越年代而能繼續被轉譯應用。

邊界物件在科學工作的轉譯還有這個層次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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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內研究對轉譯的詮釋應用 

社會學理論概念提供觀看的視角，這些概念經過借用、挪用、轉化、互相滲

透，使 ANT 在每次經過不同領域的個案研究後翻新，西方理論引進臺灣後也有

不少在地的討論。國內以 ANT 作為分析視角的研究也分散在各領域，如邱大昕

（2007）以臺灣的無障礙設施的論述和物質建構為主題，試圖了解原先善意的法

律保障為何最後卻使整體環境出現「殘障設施7」，他以視障者行走需要建立一個

行動網絡作為分析焦點。在這網絡中有視障者、白手杖和引導設施，「轉譯」在

人的行動者之間是經歷共同利益協商，在人與非人之間則是互動和調整，他討論

新技術與規範的引進無法發揮作用的原因除了技術物相關網絡建置，還仰賴著身

心障礙者的行動能力，但那行動能力也是網絡關係促動而來的結果。因此網絡內

的成員若無法有效管理或形構，或有外部行動者入侵則網絡便難以穩定。 

楊弘任（2004，2017）則以屏東林邊鄉為研究場域，提出「文化轉譯」來討

論社區營造與黑珍珠蓮霧種植技術創新的歷程。他將 Latour 的巴士德研究中原

先強調科學家如何引起常民興趣而讓實驗室裡的科學知識得以成為優勢知識的

單向轉譯改為雙向轉譯，也就是社區遇到外來和在地專業衝突時，雙方如何溝通

而促成栽培技術的創新。他進一步去談在兩種專業知識之外還有兩種公共性想像，

當兩種不同文化習性的人（公共行動社團和村落傳統組織）接觸，同時是「論述」

和「實作」相遇時，公共行動社團必須重視在地實作並將社區總體營造建立於村

落既有公共行動的傳統上才有辦法轉型，而在地村落也才具有選擇能力並且反饋

而修補原先的提議，這樣雙方的互動和進步被稱為文化轉譯。近年分析同一場域

經歷二次重大風災過後基礎設施面臨崩解，面對「綠能轉型」他以「異質治理」

的概念說明社區所需求的並非如何移轉先進的技術，太陽能光電在台灣的最主要

問題不再是工程系統和社群，而是如何串接元件、廠商、場所、安裝機制、工程

                                                      
7 諷諭用法：作者指的是設施的不完善反而成為身障者的移動時的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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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在地居民、財務模式等使所有元素能一起行動。而在養水種電的基礎設施案

例中，地方政府的異質治理者－綠能工作小組，他們的轉譯行動或者治理模式嘗

試將災後重建、國土復育和綠能轉型等目標連結，此種非中心化轉譯幫助調整出

更適當穩固的社會和技術網絡。然而，林文源（2014）也提到轉譯未必顯見成功，

我們往往急著看見變化，但現實生活中卻有許多「位移」是隱而未見並緩慢造成

改變的。他從透析病患被邊緣化的處境出發，並從這些弱勢者的醫療行動中看見

其如何改變體制。張舒涵（2016）也延續著位移概念討論國小數位閱讀計畫當中

科技進入教室後的人機關係，透過民族誌書寫和訪談分析自身和其他教師同事在

計畫推動時的困境以及過程中產生的教學經驗和實作知識。 

綜上所述，無論國內外研究，許多 ANT 研究或者轉譯概念的應用都不脫離

科學事實建構或某項新技術生產的過程，這類社會學理論並不被認為是教育或學

習的理論，畢竟這些個案研究的重心並非是科學家在實作過程中的「學習」。但

我們顯然在這些轉譯的故事中不難看到行動者在他們的實作中學習。ANT 與教

育或學習理論較大的差異在於轉譯裡的關係性是保持開放性而沒有事先的假設，

也摒除了個人式的學習。倘若將學習者和學習的過程都以網絡視之，那麼研究上

也會遠離強調在脈絡中學習情境知識的這項前提，而不容易為教育研究者接受。

ANT 研究也於是從教育脈絡走向研究與發展為主的脈絡，這類強調集體、溝通

式的學習觀點被許多組織學習或知識管理領域所採納，並適用於創新、行動中的

知識 (Fox, 2009)。但在當代課程轉型和實驗之際，ANT 或許是個不錯的選擇。 

試著以轉譯觀點追蹤一門實驗中的課程發展，我們可以從 Callon (1984)給予

的方向來思考案例中的行動者們是否把握了四個契機而完成達到動員穩定網絡？

誰成為課程代言者，代言的內容又是什麼？另一方面，經由跨組織、跨領域合作

所完成的課程是否也有類似於 Star 與 Griesemer (1989)分析博物館案例後找到的

邊界物件，協助多個轉譯達到工作一致的步調？這些物件能讓行動者們完成目標

也使課程穩定發展？在那之前，我們先來看幾位教育研究者又是如何以轉譯的觀

點來討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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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轉譯與課程研究 

壹、純化或者轉譯的教與學 

在教育機構中，「教與學」促成了篩選（selection），而篩選就包含了標準

（standards）。無論教學實作努力嘗試更有包容性（inclusive），排除（exclusion）

仍然是難以避免的。若從 ANT 的語彙來說，教育機構中的學習也是透過標準的

實作來完成純化，並形成自然化的結果(Fenwick & Edwards, 2010)。Edwards 等

人(2009)研究一項識讀教育計畫，用純化與轉譯的對比觀點來解構被視為理所當

然的學教關係。 

LfLFE (Literacy for Learning in Further Education)是從 2004 年 1 月開始為期

三年的研究計畫，屬於英國教學與學習研究（Teaching and Learning Research 

Programme, TLRP）的一部分，並且由 ESRC(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所管轄，參與計畫者包含英國與蘇格蘭的兩間大學與四間成人教育學院。長久以

來，識讀被認為是讀、寫正式文本以及按照既定的規則使用國家語言的能力。然

而，這反映出一種獲取知識的學習觀（learning as acquisition），並影響教與學的

規劃是從基礎能力（或核心能力、關鍵能力、關鍵素養、學習如何學習的能力等）

出發，而後遷移至其他技能。教育政策所相信的論述也是認為學習者可以在教育

機構中學習語言，並在離開校園之後將語言應用於工作和生活之中，同樣的，工

作場域往往也會根據學校教育的那套「標準」來評估求職者是否有識讀能力而足

以勝任工作。承襲 New Literacy Studies (NLS)的理論，LfLFE 試著提出不同於認

知心理學當中語言結構解碼和編碼的歷程學習，而是以社會文化觀點的理解來思

考識讀的教與學。正如俗民方法論中認為人們生活的世界乃是經文本中介而來，

生活世界是多元的，識讀也應該是複數而非單數的一項能力。受情境學習理論影

響，LfLFE 僅將學校看作學習情境的其中一例，學校所發生的識讀實作並非唯一

或者比較有價值的，甚至學校的情境往往傾向更抽象、去脈絡的知識和溝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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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實作並無法幫助學習者在進出不同課程學習時產生關連性，反而強加了學

科之間的獨立，也不重視學生本身認為有價值的學習，這也是為何 LfLFE 研究

計畫探討識讀不限縮研究範圍於中小學校園。 

計畫初期，識讀（literacy）主要被認為是一項資源，是為了幫助學習不同課

程所需要具備的能力，識讀這項實作也可以被理解是一種跨界（border crossing），

協助學習者從非正式（日常）轉入正式（大學）。但是，研究過程中卻發現這樣

以跨域為目的的識讀實作並不單純只是資源，實際上存有更複雜的關係。當人們

進行跨界時，會通過去鑲嵌化（disembedding）和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zation）

的過程，同時也需要進行多語境的練習，因為人總是身處於不同的網絡之中，即

便面對相同的人造物，個人都有不同的用法，有不同的意義詮釋。一項書信撰寫

的實作以測驗為目的，或以維繫友情為目的來進行，在識讀實作當中會有相當不

一樣的關係組成。培養識讀能力的計畫當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純化（purification），

那些被選出來要被教授的學科和能力正是我們先前拒絕了多重性與差異而得來

的結果，在教學之中，教師需要動員特定的教學實作，那些實作必須是更有價值

的。舉例來說，論文寫作比簡訊打字更好，文學勝過流行雜誌，書籍則又優於電

視。在計畫中所設定的項目是各種被動員的標準，不斷進行篩選以及純化的工作，

透過這些工作來告訴人們究竟什麼是識讀，如何才算是進行識讀，也決定了那些

人具備識讀能力，哪一些人又是文盲。換言之，根據人們能否以某種特定的形式

來溝通，我們界定出學習者以及學習，並將他們分類。Edwards 等人(2009)指出，

純化是一連串的排除，如果識讀練習的重點不再於讓人們更恰當使用文法、拼字

和文體，那麼那些練習是不標準的，也不算是識讀練習。透過純化工作決定識讀

練習的範圍之後就是我們一般習以為常的現狀，又稱作自然化或者黑箱化。 

自然化（naturalization）指的是當我們認知一個現象時，將事物被創造出來

時的一連串偶然性與它處境的本質都去除。例如，當我們提到識讀能力時，我們

很自然地聯想到某種使用單字與文法的方式，可是我們並沒有去想溝通是如何形

成的。自然化指的是我們去理解識讀能力時，往往看見的是一個被打包好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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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物（a unified thing），像是一套標準；卻不認為識讀能力或許是一次又一次

的促成（enactments）。「另類的自然化」則不單單仰賴純化工作，而是在標準框

架中還蘊含一套差異的邏輯，並且擁抱轉譯的促成。轉譯是在自然和文化的混種

以及全新的類型的存在之間創造混合。也就是說，轉譯允許識讀能力透過不同形

式的溝通來發展，像是結合文字與表情符號應用的這種混種訊息也可以被算是識

讀能力，並被視為另一種溝通的可能性。然而，開發這種練習方式對於慣常待在

強調事實和理性文化的教育者來說可能並不容易，因為除了訊息的理解和相關技

巧，轉譯還包含了實驗和慾望。在 LfLFE 的案例中，最核心的概念也落在邊界

物件 (Star, 1989)，舉例而言，負責在讀寫課程中將實作練習進行微調的大學助

教是關鍵，他們讓識讀實作盡可能與學生所屬領域有共鳴，而重點並不在於文本

或科技而是實作的面向（aspects of practices）：    

表 2- 2 

識讀實作的面向 

 什麼？ 為什麼？ 誰？ 

實作的面向 

 內容 目的 對象 

在什麼情境？ 語言、文體、

風格和設計 

彈性和限制 角色、身分和

價值 

如何？ 模式和科技 行動和過程 參與 

       資料來源：翻譯自 Edwards et al. (2009: 494) 

在 LfLFE 這裡，實作的面向被分為許多區塊，每一個微型的實作都能以各

種方式配置，並因此去改變巨型實作的本質，這些可能性顯示出教學不是整齊有

條理的地景，而是層層礫石所堆砌出來的褶皺的地貌（scrumple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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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不同網絡中被改造的課程 

Gaskell與Hepburn(1998)試著用轉譯觀點來思考課程，他們將新課程視為「某

些主張或人造物」（tokens），並追蹤其在時空中的傳播和協商關係。不同於擴散

模式8，轉譯的思維當中不假定有慣性的推力能夠使 tokens 持續推進，自身延伸

出可活動的範圍，相反的，tokens 需要被不停改造（modify），一次次納入他人

的興趣。因此，當描述轉譯的過程時，也就顯示出網絡的連結關係、連結是如何

建立起來的，以及其中連結的數量多寡、強弱、異質性程度等種種狀態。換言之，

我們可以說網絡和 tokens 是共同演化的。 

他們所研究的案例是一個中學的物理課程，故事發生在加拿大Kitimat社區，

該區賴以為生的產業主要有三種，分別是煉鋁廠、石化廠以及製漿廠。新課程推

行的背景與社區產業相關，由於有了先進的科技技術，業界需要求職者具備更高

階的技術能力，但卻發現學校所培育的人才無法擔負此責任。出於當地工廠人力

需求和在地學生的就業需求考量，當地學校決定採用新課程來面對眼前社區產業

提出的挑戰。新課程指的是「應用學術（applied academics）」，在物理領域採用

由職業研究中心CORD(Center for Occupational Research)研發的POT(Principles of 

Technology)，對象是十一年級的中學生。POT 課程內容包含許多物理原理（例

如：力、功、速率、電阻、能源、功率、力轉換），並可以對應到四種類型（機

械的、流體的、電力的、熱能的）科技系統，該套教材在 Kitimat 社區學校實施

之前已經在 Kitimat 所在的省份 British Columbia 被採用來教學。 

在 Kitimat 社區中學裡，這個新課程的推動是成功的。學校與當地產業協議

要採用新課程是第一個連結，但新課程能否成功卻仰賴後續行動者的加入。包含

工會的回應，工會承諾修畢新課程的學生在未來能夠享有比目前員工更好的待遇；

以及當地社區大學的招生，社區大學為此延伸出兩年的進修，並以該新課程作為

                                                      
8擴散模式為 E. M. Rogers 的革新擴散理論(Diffusion of Innovation)，本篇與下篇研究的作者都與

教育革新研究對話：Fullan, M. G. (1991) The meaning of educational change；(2002) The New 

Meaning of Educational Change，並試圖以 ANT 的轉譯觀點作一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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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門檻。家長和學生也在產業和大學強調新課程的重要性而被捲入網絡之中，

認知到新課程與就業市場密不可分，儘管新課程難度比傳統科技教育來得高，學

生仍選擇修習，除此之外，授課教師和工廠關係良好，學生能提早進入產業一窺

工作樣態。 

然而，研究者發現同樣一套新課程在溫哥華的 LMSS (Lower Mainland 

Secondary School)學校裡卻發酵成不同樣態。由於 LMSS 學區的家長期待學生中

學畢業後會進入大學，而非直接就業，因此該地課程網絡與大學科學相關科系的

連結比產業來的更強，為了從這個連結擴大動員，該校將具教學專業的資深教師

加入。教師被納入新課程網絡的關鍵有兩個，首先是學校要求資深教師進行試教，

其二是該教師在接觸課程後，教師本身對於課程內容予以肯定，尤其認同實驗部

分的價值，認為可以補足原先偏重理論的物理教科書。在 LMSS 的課程發展網

絡當中，原先的問題已經被重新界定，在資深教師的課堂裏，他關注的問題是學

術偏重理論欠缺實作的物理課，而不是科技產業對於人力的需求。儘管資深教師

在社群當中具有該學科教學的專業代表性，當他在社群裡分享自己如何使用新課

程時，仍遭到許多反對聲音，因為許多物理教師認為新課程偏重職業教育而貶低

物理教育。因此，該資深教師必須強調新的課程並不是向職業教育妥協，他在許

多場合以他的專業和經驗去解釋當他以融入的方式（他並沒有汰換掉原版本的教

科書）來上新課程時，能夠讓具物理學術興趣的學生持續進入大學學習，甚至學

生接軌進入大學就讀時會更順利。這樣的策略使他成功說服學校社群裡其他的物

理教師來上新課程。 

由此可知，Kitimat 和 LMSS 兩校雖使用同一套課程，但各校「問題化」的

歷程有些不太一樣，前者是協助產業升級的「學術科技」，讓原來技職的學習能

有學理的支撐而精進，學校目的是培養就業人才；後者是奠基於學校原來的學術

課程，補充實驗教材，讓抽象數學與符號充斥的理論不再脫離日常，因此「實用

物理」的目的是培養學術人才，多數學生會繼續升學。有趣的是，LMSS 在應用

物理課程的試行操作上雖然和教育部的目標並不契合，但卻被選作為範例，該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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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教師甚至被鼓勵開發課程也和教育部簽約。然而資深老師欲持續開發的課程方

向卻和當時 Kitimat 生長出來的課程網絡大為不同。這也反映課程實作最終必須

回到在地的脈絡。 

參、結盟與重組的夥伴關係 

Bisset 和 Potvin (2007)也依循行動者網絡理論的指引分析一個在學校發展的

營養專案計畫形式的改變，並以傅柯式的系譜呈現該計畫持續十多年的實施狀況

（見圖 2-10）。這項計畫名為小廚師－家長網絡(Petits cuistots-parents en réseaux, 

PC-PR)，在加拿大蒙特婁的弱勢社區中推動，希望為孩子與他們的家庭建立料

理能力和營養知識，透過製作營養的午餐達到促進健康行為與態度，同時提升公

民和社會意識的目標。計畫名稱的「小廚師」是指國小學童，他們在教室裡接受

老師與志工媽媽的幫忙，在許多場工作坊藉由實作認識營養、料理、文化、農業

的概念。計畫裡的「家長網絡」由社區發展工作者推行，協助此計畫支持網絡的

發展，透過鼓勵家長主動參與來穩定網絡發展，像是邀請家長們參加營養工作坊，

並且至少每年二次參加舉辦給孩子的營養工作坊。 

為了敘述這個學校計畫的歷史，該研究透過訪談 1990 年代發起打造聯合廚

房的家長作為計畫的起始點，加上相關文件記錄，接著訪談現今計畫的負責人，

透過樹狀圖架構請受訪者補足不完整的訊息或增添細節，而後再補上計畫文件，

此外，系譜的完成也借助於三位長期關注或參與計畫者（學校董事會成員與社區

運動／工作者）。研究所繪出的系譜可見到三個疊代（iteration）9。1989～1993

年間是第一個疊代，此時營養計畫與社群網絡擴張；1994～1998 年是第二個疊

代，網絡中行動者的興趣出現分歧，原計畫中止；1998～2002 年後是第三個疊

代，另一項新計畫展開，面臨新的爭議。 

第一個疊代是網絡初步形成，行動者有社區媽媽與營養師，兩者出發的基礎

                                                      
9「疊代」指的是重複反饋過程的活動。為了不斷接近並達到目標，每一次過程的重複被稱作疊

代，每一個疊代的結果又成為下一次疊代的起始。即使是簡單的函數，經過疊代後，也可能產生

複雜行為，衍生出具有難度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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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但由於興趣達成共識而聚集一起來打造聯合廚房。校園裡為了孩童午餐把

關的志工媽媽，她們出於社區凝聚力，想打破疏離感的目的而參與；營養師在意

的則是該弱勢社區的公共健康，因此想要從食品安全、午餐營養和食材成本計算

來改善問題。1989 年，一群關心學童午餐品質的媽媽們首先開始打造聯合廚房，

這個行動得到社區營養師回應，遂引入政府資源（校園供餐計畫），而這使得家

長們決定要為學校提供熱騰騰的免費午餐。家長的決定必須通過學校檢核的關卡，

然而午餐服務的需求增加，卻遇到有能力審核食安的專業營養師不足。正是在這

時候，社區的在地組織出現表示願意提供資源。當在地組織加入也代表網絡中納

入新的行動者和新的興趣，網絡中所有行動者必須協商。此時，組織在提供資源

的方向面臨分歧，一則是成人持續教育，另一則是就業服務。在地組織的行動可

以是在社區進行培力，也可以是招募就業人員。這項分歧引發行動者們對「食物

安全」的定義開始有更深的討論，從原先對食物攝取、製備和品質的關注，朝向

社區營造（community-building）的價值討論，像是自我改善和集體支持，而後

也正是這些價值使計畫聚攏成為一體。 

夥伴關係擴大也是第一個疊代的特色，儘管網絡最初看來是社區－專業（媽

媽－營養師）夥伴關係，但該行動者網絡的組成成員皆為社區成員，也就同時代

表了社區的聲音。然而，社區當中雖然有專業營養師背書以增加說話的分量，卻

無法把食安帶入學校。教育單位雖然理解食物營養是很重要的，學習營養的知識

也很重要，但教育單位依然停留在提供營養食物的階段，並沒有將計畫納入學校

課程的打算。 

幾年過去後，來到了第二個疊代，1994 年到 1998 年間，原來的網絡持續提

升自身專業度，除了擴大午餐計畫，也成立一個社區組織－家長廚房（Cuisine des 

parents，CDP），使得他們的行動更加正式。因原先專案計畫中的孩童已經長大，

此時教導學生準備個人午餐成為一個新的興趣，1995 年社區組織聘雇營養師教

導六年級學生準備自己的午餐，有關食安和營養的活動，逐漸從餐廳移往教室，

這成為計畫的一個重要轉向，尤其是整套流程趨向專業與標準化。由於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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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供餐變成課程，這時屬於教育領域和健康領域的單位展開跨專業合作，學校內

的老師們亦成為了網絡中新的行動者，校方也在此時提供財政補助，教育部在健

康教育方面給予更多支持，其他學校也想引進營養教育，但當營養課進到其他學

校時通常已是一個標準化的課程方案，教導學生遵循營養原則並在實作活動中準

備營養的午餐。 

在第二個疊代階段中「食品安全」議題討論的分歧再度浮現，行動者網絡有

兩種觀點，一個站在供餐與社區營造的觀點，另一個著重於教育和行為改變。出

於專業，營養教育和機制逐漸成熟。於是，原本主要由家長與社區成員組成的網

絡不再是後來加入教育計畫後形成的新網絡的代表性人物。這次「問題化」的分

歧卻使得計畫中止，家長的網絡和營養專業的網絡走往不同方向。 

邁入第三個疊代，營養專業網絡由於具有高度專業性，營養教育的課程（技

術）具有公信力，該計畫發展出進階版且可出售的課程包，並使得非營養學專業

行動者網絡被排除在外。然而，網絡的生存還是需要抓住其他行動者的興趣，必

須讓問題化的範圍擴大為大家共有的關心。供餐服務的技術成為許多當地學校例

行的一部分，由於技術純熟而進入社區以外的學校並藉此獲益，也和另一個社區

組織有更親近的理念，遠離計畫初期家長廚房(CDP)的概念。由於供餐或者教育

都還是社區人士的參與，因此可理解為社區內人力配置隨時間變化進行重組，負

責供餐的網絡並非消失，而在學校走往另一條制度化的路上。 

延續著過去專案並偏向教育的營養計畫持續進行，接受政府和學校的補助，

但營養教育為了精進本身技術和進入學校課表的目的，還需要更多支持。該計畫

於是和省級倡議食安的運動團體以及當地食安社區組織結盟。結盟關係幫助計畫

向當地慈善組織申請補助，但關注又回到食品安全的議題。因此一項新的計畫－

料理藝術與學校中的社會發展（Projet d’apprentisage à l’art culinaire et à la 

responsabilisation sociale en milieu scolaire）又再度將家長拉回到網絡中，並加入

社區營造的原則。透過私人慈善單位贊助，計畫實施範圍得以不再限制於高年級

或單一學校，學校搭上強調學校與社區之間的連結的教育改革趨勢。這些經費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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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與擴大範圍的課程也帶來評估的必要，當地大學團隊遂被捲入網絡進行評估。

此時，社區組織更名為五香料小組（Anteliers cinq épices），需同時致力於營養教

育和社區營造並重的目標。社會工作者被要求發展創造社區連結的技術，但卻見

到社會發展所占比例遠不如營養教育發展的失衡狀態。由於營養專家無法成為新

專案的代言人，家長又重新被納入網絡。 

透過轉譯和系譜觀點協助分析，研究者在營養專案計畫的歷史紀錄裡突顯行

動者的興趣和價值考量使得實施狀況不斷變化。不同的疊代中，每個行動者的參

與都被看見，他們對於食品安全定義的分歧，以及相異的行動策略都是持續提問。

健康促進與教育計畫實施的知識經常是擴散模型來進行分析，但擴散模型卻偏向

技術理性，將系統過度簡化而沒有考量到組織結構的複雜性和非線性運動，組織

氣候是多變的，教育創新也無法僅從教師信念的影響來斷言。ANT 的分析焦點

在於人們如何在爭議衝突中進行協商來達到目的，藉由 ANT 觀點欲補足既有研

究尚未處理到的部分。任何有效的計畫實施乃是回應人們真實需求，而人們的需

求與關注的面向也當是與時俱進，因此，ANT 觀點的研究本身作為行動者也在

轉譯，須持續追蹤和調整。本案例提供給研究者參考的是同時關照社會關係

（socio-gram）與技術關係（techno-gram）的研究框架，而這樣的寫法呼應 STS

科技與社會研究在討論系統的時候會同時處理社會與科技交織演化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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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營養專案計畫發展的系譜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翻譯自 Bisset & Potvin (2007) 

本節介紹了以轉譯觀點進行的課程研究案例，第一個識讀計畫以成人為對象，

談論的是課程的教與學往往變成一套純化的系統，邊界物件是我們需要尋找的。

第二個新物理課程的案例則以中學生為對象，告訴我們在兩個不同地區推廣新課

程需要採取不同策略以讓課程穩定於學校發展的故事。而營養專案計畫十年的追

蹤則讓我們看到課程發展的網絡在不同領域專業間激盪後可涉及的廣度和深度。

底下我也先討論本研究所要嘗試理解的環境教育課程是在什麼背景下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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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環境教育課程 

壹、環境教育的發展脈絡 

一、全球定義下的環境教育 

談論到環境議題，與我年齡相仿的同輩可能在學校課堂上接觸到瑞秋．卡森

（Rachel Carson, 1907-1964）的《寂靜的春天》，又或者是聽過珍．古德（Jane 

Goodall, 1934-）保育猩猩。除此之外，求學階段班上還會選出環保或資源股長監

督垃圾回收分類。這些既有印象中有關殺蟲劑汙染土地、動物瀕臨絕種以及過量

資源浪費等應該都是環境教育吧？這些都不脫離環境教育的範疇，可是環境教育

的定義是什麼呢？ 

二十世紀 70 年代全世界對於環境保護的意識覺醒，1972 年聯合國「人類環

境會議（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宣布環境教育為世界各國須共

同努力的議題，接著由教科文組織（UNESCO）和聯合國環境計畫（UNEP）進

行規劃，而後在環境教育歷史上產生兩份重要文件決定其目標和架構，包含貝爾

格勒憲章（Belgrade Charter）10以及伯利西宣言（Tbilisi Declaration）11。前者闡

明環境教育是「促使世界人類認識並關切環境及其相關問題，具備適當知識、態

度、動機和承諾，個別或整體的致力於問題之解決及預防新問題的產生」；後者

提出的指引包含「（一）促進覺知與關切城鄉發展對經濟、社會、政治與生態的

影響、（二）需為公民提供保護環境所需知識、價值觀、態度、承諾責任和技能

學習」。當時的環境教育內涵由自然保育觀點出發，強調資源的有限，相對於後

期發展的環境教育強調則更強調永續性的觀點。 

80 年代歐洲關注全球教育和發展教育，並且從先前宣示目標轉為教學實務

                                                      
10 The Belgrade Charter: a framework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1975): 

http://unesdoc.unesco.org/Ulis/cgi-bin/ulis.pl?catno=27608&set=005B2FBAD0_3_222&gp=0&lin=1

&ll=1  
11 First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inal report (Tbilisi, USSR) (1977):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03/000327/032763eo.pdf  

 

http://unesdoc.unesco.org/Ulis/cgi-bin/ulis.pl?catno=27608&set=005B2FBAD0_3_222&gp=0&lin=1&ll=1
http://unesdoc.unesco.org/Ulis/cgi-bin/ulis.pl?catno=27608&set=005B2FBAD0_3_222&gp=0&lin=1&ll=1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03/000327/032763e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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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思考，「環境教育可分為教導關於環境（環境知識的認知與瞭解）、為環境而教

學（環境保護或促進為目的）、在環境中教學（室外情境的環境教學）」（Lucas，

1980），此時強調主動參與和問題解決能力之公民素養。90 年代後「永續發展」

理念興起並強調「環境素養(Environmental Literacy)」，聯合國也將 1990 年訂為

環境素養年，在永續發展的概念發展過程，環境教育擴展了傳統環境保護所指涉

的範疇，從環境污染延伸到產業、都市發展、社區、公平正義、能源消費等經濟

和社會領域，不僅將眼光放在當代人的需求，還形成了顧及下一代需求的倫理觀，

並成為全球共同的核心價值（高翠霞、張子超，2016）。 

上述環境教育的轉向「永續」的關鍵在於我們的觀點轉換。過往學界對於環

境的看法是認為人與環境分開，但蓋婭理論出現並且慢慢被接受，人們練習超越

人類中心主義的思維，意識中不再視自己為價值的來源或者是一切事物的衡量標

準，一種有趣的說法是「像山一樣思考」，理解演化的歷史源遠流長，學習尊重

和敬畏自然，人與其他物種的關係因能換位思考而變化，人類相信自己是環境演

化的一部分，卻不直接與狹隘的政治和經濟意識形態屈服（黃懿翎譯，2015 

[1988]），這似乎也影響環境教育更加重視心靈層面。此外，在科技產品蓬勃發

展的年代，愈來愈多教養書籍討論兒童的身心靈發展問題是與環境失去連結所致，

如 2005 年理查．洛夫（Richard Louv）寫下《失去山林的孩子：拯救「大自然缺

失症兒童」》（Last Child in the Woods: Saving Our Children from Nature-Deficit 

Disorder）對教育界敲下警鐘。為了倡議戶外教育的重要性，美國還出現了 No 

Child Left Inside 的喊聲，臺灣許多都會區家庭也逐漸重視課外親近自然的各種課

程活動（林東良，2017）。 

二、環境教育在臺灣的發展 

儘管在臺灣國民基本教育中，對環境的愛護和珍惜本來就是教育目的12之一，

                                                      
12 據教育基本法第 2 條，教育之目的以培養人民健全人格、民主素養、法治觀念、人文涵養、

愛國教育、鄉土關懷、資訊知能、強健體魄及思考、判斷與創造能力，並促進其對基本人權之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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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實際上環境教育開始正名並且推廣則要等到 1980 年代。臺灣於民國 76 年由行

政院成立環境保護署，並於隔年提出官方的環境教育計畫文件，參考貝爾格勒憲

章之定義指出「（環境教育乃在）指導人們探討或學習有關環境的知識、技能、

情意三大學習領域，並能產生行為的教育過程。」而在國家科學委員會，則是有

臺大地理系教授王鑫作為「我國環境保護理念架構之規劃」計畫主持人，其研究

提出環境教育之內涵與未來實施之架構，參考伯利西宣言，並結合國際自然保護

聯盟（IUCN）的定義，說明「環境教育是以達到改善環境教為目標的教育過程。

它是一個澄清觀念與形成價值的教育過程。是為了便於發展人們在了解與體認人

類與其文化及生物、物理環境間相互關係時所必須的技能與態度。環境教育也教

導人們在實際面對有關環境品質的課題時，如何做決定，並且發展自我行為的依

據準則。」上述定義都尚未明定環境教育是需要被放到學校進行教學的課程，僅

說明教育乃一重要的過程，使人能夠做出對環境友善的行為。國家科學委員會另

一份委託周昌弘主持，跨學門領域學者參與的研究，目的才是研擬我國環境教育

概念綱領，該文件而後為臺灣學校環境教育政策重要參考文件，其中針對環境教

育的定義為：「經由教育過程，使每個人認識自然資源及環境問題，進而維護生

態平衡及環境品質，以達自然資源的永續利用及世代享有安全舒適的生活環境」，

而這份文件也提及 90 年代國際所倡導的永續觀點（高翠霞、張子超，2016）。 

三、遍地開花的環境學習中心 

環境教育在台灣發展至今二十年來，其重要性已為政府級、學校、民間專業

團體、個人、學校教師和行政人員所重視，然而研究也指出地方上的環境教育仍

有需克服的問題。在課程教學上包含環境教育理念與教師的教學方式有差距、學

校教師將重點放置於知識的堆積而缺少了體驗學習和生活化的課程設計，又或者

學校誤認資源回收或垃圾處理的方式即為環境教育而窄化了課程發展的格局，僅

                                                                                                                                                        
重、生態環境之保護及對不同國家、族群、性別、宗教、文化之瞭解與關懷，使其成為具有國家

意識與國際視野之現代化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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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遊覽活動進行補助卻缺乏對原生棲地與生活周遭環境的研究調查而未能建

立原創的學習能力。相關資源缺乏則包含無形的政策支持和有形的經費、人才、

場地、教材等。此外行政負擔與教師知能未提升加上資源沒有專業整合規劃等，

教師在校內進行環境教育時常感到困難（周儒，2001）。 

基於上述原因，學校推行環境教育上還有不少困境需要克服，為了有效推動

環境教育，各級政府機構如環保署、農委會、教育部、內政部等都嘗試建立環境

教育中心、水土保持戶外教室、自然教育中心等當作教育據點，讓正規（formal）

與非正規（non-formal）系統合作。教育部戶外教育推展像是縣市風景區、動植

物園、公園綠地等卻也影響有限，只提供短期在職教師研習，一般民眾和師生仍

不易親近這樣的學習機會和設施。不過，隨著現代人追求優質有意義的休閒活動

經驗和消費綠色旅遊的趨勢，環境學習中心目前反而成為提供全民環境教育的場

域一個重要選項，臺灣的組織機構大略可分為四種類型： 

表 2- 3 

依操作型分類之環境學習中心 

操作型 自然中心 農牧場 博物館 公園遊客中心

與展館 

特色 以環境教育作

為中心核心發

展目標與宗旨

的組織機構 

民間經營農牧場

但以生態關懷和

永續環境為重點

目標 

推廣環境永續

和自然保育的

社教場館，或具

教育解說方案 

自然資源管理

機構，提供經

過設計的展示

場館 

舉例 林務局自然教

育中心、關渡自

然中心、觀樹基

金會有機稻場

自然中心、新北

市政府永續環

境教育中心、臺

大實驗林溪頭

自然教育園區 

阿里磅生態農

場、飛牛牧場、

臺大梅峰農場、

雲林縣政府華山

教育農園 

海洋生物博物

館、自然科學博

物館、科學教育

館、動物園、林

試所福山植物

園、農委會特有

生物研究保育

中心 

各國家公園管

理處、林務局

管理保護(留)

區生態教育

館：火炎山生

態教育館、紅

樹林生態展示

館、瑞穗生態

教育館 

資料來源：出自周儒（20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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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哪一種操作型，要建構環境學習中心需要考量的面向主要包含：土地、

建物、人和方案，而這些元素當中又屬方案（program）最為關鍵，也是本研究

所要討論的對象。一般而言，學校教師總會以「課程」或者「教學活動」來說明

學生所進行的學習；但在環境學習中心裡則習慣稱為「活動方案」或「教育方案」，

依據不同年齡和屬性對象的需求進行設計。環境教育所涵蓋範圍極廣，以下我將

聚焦學校和非學校的環境教育課程，同時試圖理解本研究中個案的特性。 

貳、教室內外的環境教育 

一、學校裡的環境教育課程 

我試著連結自己記憶裡有關環境教育的片段，而我所能想到最接近的是國小

時的鄉土課，因著學校後方是芝山岩，低年級到高年級有自編戶外學習的課本13，

如地質草木知識、漳泉械鬥和日本殖民的歷史以及信仰習俗傳說，印象中離開教

室到山上時應該都是我們小學很愉快的回憶，就算要寫課本上的學習單或天氣很

熱或被蚊子叮咬……當時候芝山岩並不如現在設有展館、考古教室以及傷鳥中心，

單純是平日家庭會去走逛的步道和拜拜走春的廟宇，陸陸續續才有許多解說告示

牌的出現，現在看來那些應該都是環境教育的推廣措施之一。 

如果不是學校周圍恰好有個「比較自然的」環境場域，老師們又是如何進行

環境教育呢？可以進行環境教育嗎？臺灣通過環境教育法的時候，我已經是師大

的師培生了，過去的修課經驗中我曾修過教育學程的海洋教育（與環境教育同為

是九年一貫議題融入課程），課程修畢後我並不感覺自己更認識海洋或者有辦法

去討論海洋的議題，參訪和聽聞如野柳國小海洋教育的特色課程卻感覺那與自己

無太大關係。手上英文課本明明也談了不少環境議題，這些年是氣候變遷現象，

而我也不太知道怎麼去進一步討論那些「很遙遠的選文」或者懷疑有必要深入嗎，

要到什麼程度？環境教育由誰負責？正當我這麼想的時候卻讀到有一位非自然

領域而且在中學任教語文的百合老師，因為身在花蓮看到環境被破壞而開始環境

                                                      
13 小學課本－拜訪芝山岩：http://w3.ynes.tp.edu.tw/history/yu_nong/notebook.htm  

 

http://w3.ynes.tp.edu.tw/history/yu_nong/notebook.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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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主動帶學生到戶外走進自然，環境教育的實施在她身上少見學科邊界的束

縛，而她真正在經營的更是學生的日常生活。身為語文教師而投入環境教育的她，

除了老師本身好學態度，另一個重要原因大概是其對課程實踐的內隱想法：課程

不純然是外在於人的事實（fact），更多是介入主體的實作（practice），也就是在

生活世界中師生的互動是引導一個人由舊的自我過渡到新的自我的歷程（張瀞文，

2003）。環境教育課程好像不只是「某種課程」，我開始在想一句經常在環境教育

討論中被廣泛引用的話：「所有的教育都是環境教育」。 

在環境教育法推動之前，九年一貫課程改革之際，台北縣（現新北市）曾經

推動《社區有教室》方案，許多學校藉此發展學校本位課程，融合環境教育、社

區總體營造、鄉土教學和學科統整課程。在此方案中將社區資源轉化為教學資源

來協助發展課程，課程中教師的角色從領導、教導轉化為對話、討論、溝通，更

加重視學生學習的動態經驗和動機（余安邦，2005；2002）。而這些經驗與影響

也促成不少學校以環境教育當作特色課程發展的重點，開始發現學校周圍的生態

環境或者歷史人文古蹟，這同時促使藝術與人文領域亦開始發展建構環境藝術教

育（built environment art education）課程（廖敦如，2005）。百大特色小學14當中

也不乏以生態環境、文化、戶外探索課程為課程內容，這些都反映著學校教育看

到環境教育的某些價值。然而，實際上發展任一個學校本位課程的過程都不簡單，

其中以環境教育為特色的課程發展可能遇到的困境有：老師本身因為專長和興趣

不同而缺乏動機、行政安排過多的活動使老師認為影響教學、課程缺乏縱向連貫

使得教學內容重複、家庭教育與社區無法配合等（謝美慧，2013），正是如此，

環境學習中心成為一個重要學習場域。 

 

                                                      
14 百大特色小學：http://www1.businessweekly.com.tw/event/2009/school/about_taipei.php  

 

http://www1.businessweekly.com.tw/event/2009/school/about_taipei.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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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學習中心的活動方案 

2016 年秋初，當我實際進入關渡自然公園這個環境學習中心為成為藝術季

志工做準備時，我並沒有特別意識自己接受環境教育。只認為培訓時認知生態的

過程和以往自然課很不一樣，學校教育的活動範圍僅穿梭於教科書和實驗室之間，

偶有科普閱讀的推廣，幾乎沒有機會到戶外進行實地觀察，而實驗是課本圖片與

顯微鏡成像的對照。接觸了環境學習中心後，我開始在想「自然課」是不是會有

兩種類型？為了解答我的疑惑，我曾和相關單位朋友請教荒野保護協會裡教學志

工性質，荒野保護協會在台灣是極具規模的自然保育和環境教育單位，她告訴我

同樣是帶領民眾學習自然生態知識，教學還分成推廣講師和自然解說員兩種，前

者在教室裡上課，講究的是有邏輯的闡述；後者會走出戶外，需要豐富的野外知

識隨時能對環境變化做出反應，並且和學習者互動，引導大家去感受、去發現，

根據每個志工的性質和興趣而有這樣的人力區分15。這才慢慢看出學校外許多場

域談論的環境教育和自然課還是有所不同，而環境教育的「環境」真的很重要。 

就我的觀察，自然解說員類型的環教老師因為教學場域不限於教室內，故對

環境仍須有一定的敏感度。S 老師似乎也有這種特質，例如有一回跟著她在社子

島的導覽，她和訪客從所在的位置向外看，並分享自己視線所看到的生物和景觀，

並補充一些有趣資訊。走上河堤後 S 老師撿起地上的無花果，沿途指認果樹，看

到構樹時就讓大家去猜樹的性別，來到島頭公園濕地就指出招潮蟹的洞口，並用

手模仿螃蟹如何挖洞移動給大家看，接著在廣闊的草地上她突然蹲下，指著難得

一見的綬草向大家介紹這一小株原生種蘭花的故事。那天適逢十五漲潮也是我們

頭一次看到水滿起來的景色，反倒沒機會到灘地看。也正是在這個情境裡，我除

了看見帶解說與在教室上課的她有些不同16，也感覺到「環境」這個大教室除了

人是老師以外，處處所見所感者，動植物和自然現象也都是可學習的對象。 

                                                      
15 2018.05.05-札 
16 2018.03.31-觀-環境教育暨性別主流化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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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環境學習中心來看，對中心而言最重要的方案（program）在教育領域

是指一般「教學活動」如講授、遊戲、討論，而在遊憩規劃上以「遊程」表示。

意思是單一的、偏重個體的、現有可用資源的設計、演練執行和評量，活動都被

包含在裏頭（周儒、林明瑞、蕭瑞棠，2000），方案還可拆解為教學模組和單元

活動。那麼究竟方案所提供的內容會是什麼呢？除了環境教育（environmental 

education）、環境解說（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另有環境傳播（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這些方案在我個案的場域中依參與對象不同可分為四種類型： 

表 2- 4 

關渡自然公園的教育方案（統計自 2010 年 11 月） 

對

象 

針對成人 學校團體 特定對象 社區推廣 

類

別 

18 歲以上的一般

大眾 

教師、中小學與

幼稚園學生 

國小為主，另有

親子和青年營隊 

以社區居民為主

盼擴大社區參與 

方

案 

1. 主題活動 

2. 解說導覽 

3. 不定期自然

講座、影展 

4. 定期影片欣

賞 

5. 親子 DIY 教

室 

6. 交流研討會 

7. 教育展示 

8. 義工訓練 

9. 棲地維護 

10. 企業服務 

1. 園區環境解

說 

2. 科學調查方

案 

3. 六大主題活

動 

4. 教師資料庫 

5. 特教小天使 

6. 教師訓練 

7. 匯豐濕地環

境教育計畫 

1. 濕地學員系

列 

2. 地方文化系

列 

3. 科學調查系

列 

4. 關渡農民誌

水田系列 

5. 匯豐濕地環

境教育計畫

－假日親子

版 

1. 社區賞蛙營

隊 

2. 認識我的綠

色生活圈 

3. 關渡米粿雕

工作坊 

資料來源：出自周儒（2011：140） 

在過往執行過的這些方案當中，屬於較短期、單次的教學互動居多，如講座

或四小時課程。而除了社區推廣活動的項目較多元，主要都聚焦於濕地保育和教

育推廣。在針對成人的主題活動中比較特別的是自然藝術季以及國際賞鳥博覽會，

也是我與關渡自然公園的接觸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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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進駐校園和社區的專案計畫 

談了環境學習中心裡的環境教育後，究竟我所要看的是哪一個方案呢？答案

並不存在於上方列表。校園生活秘境計畫屬於一個比較特別的合作方案，在這方

案中有許多來自不同地方、不同領域背景的人一起進行的課程實驗。 

 實際上，環境教育為主的非營利組織方案進駐校園並非特殊個案。以觀樹教

育基金會進入雲林縣口湖鄉校園和社區推展成龍溼地社區學習參與計畫為例，由

於其駐點時間長，四季有不同方案活動穿插，主題性如春夏之間國際環境藝術季

以及秋冬期間的候鳥季，例行性活動則有以學生、家長為主的偵探社進行濕地生

態調查以及環境解說讀書會。基金會進入學校教育開始帶領學生自然觀察與人文

探索的課外活動，而學校教師特色課程執行上也會請團隊協助。不過林務局委案

的目標是活化社區，故基金會開始培力居民、改善生活環境、加值生態養殖產業，

而後在火葬場事件17後環境教育基金會的介入更緊密連結社區對於生態環境保

護的心（陳玟旭，2016）。在這計畫中可以看見環境教育所涵蓋的不只是濕地生

態，而是全社區「永續發展」。以環境教育為核心的觀樹教育基金會在進入校園

和社區後，也希望設立類似生態博物館18的環境學習中心去面對臺灣西南沿海地

層下陷以及全球暖化帶來的課題。在這類型的計畫當中，夥伴關係和學習網絡是

需要經營的。計畫作為開放平台如何兼顧生態、生活、生產面向，又基金會如何

當中介者與公部門、學校和社區居民的聯繫互動使得資源能有溝通、流動的機會，

這些都有待時間考驗。 

上述案例中，在與學校合作持續深耕的環境教育，首要遇上的是教師的觀念，

最初教師僅將藝術季活動與成龍國小看作是「配合」外來專業團隊的關係，而後

教師才慢慢接受放下教科書走進大自然也稱為課程，並將藝術季活動放入學校轉

                                                      
17 2015 年雲林縣口湖鄉公所提議於成龍村蓋火葬場，選址距離濕地以及魚塭，民眾擔憂造成農、

漁、養殖產業，以及野鳥等自然生態的破壞，因此號召群眾上街抗議。 
18 生態博物館是在原來的地理、社會和文化條件中保存和介紹人類群體生存狀態的博物館。其

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中，保存在農業社會中長期形成發展的民族文化

和地區文化，更長遠來看如何在這個日益全球化和商業化的世界上保持文化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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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特色課程發展與平時的濕地生態活動結合，而不再視為觀光化、慶典式的活動。

無論教師或社區居民，無論什麼年紀、身分的人，基金會的計畫最終要改變的是

大家的觀念，再藉每個人的力量去改變環境。這種計畫其實是一種「軟體先行」

的概念，因為成龍溼地並沒有環境學習中心規格，或是搭配教學解說或辦活動的

硬體設施，但仍然可以透由計畫的方式拉攏參與者並推動環境教育。中央政府和

地方縣市級提供必要的經費功不可沒，加上相關專業團體進駐成為公部門與民間

溝通橋樑，試圖改善地區狀況，但如果是些不被大家關注而逐漸毀壞的地方呢？ 

除此之外，如先前的「學校社區化」趨勢，學院裡也開始有許多「地方學」

的考究，而社區大學、博物館或是專業團體此時則扮演著深入社區的一項角色，

結合其本身研究與公眾教育的定位讓大家對在地有更多認識。這同時也是博物館

相對於學校教育的存在意義，像是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試圖在臺南市台江內海的

土城聚落開啟在地歷史調查與地方知識考察，與地方文化社群土城子鄉音劇團架

構一平台，追溯以往曾文溪因氾濫成災，居民如何與水共存的討生活方式，以地

圖作為研究工具來連結小地方與大歷史之關聯。當地國小教師和學校志工也是推

手，最終將一年的田野調查、耆老口述歷史展覽在土城國小展出19。這樣的計畫

以專業團體作為發起者，並配合著在地文史團體和志工著力，雖然不是以課程的

方式進入，但相關展示與解說也幫助學生注意到知識是貼近個人生活。 

這些進入到校園的專案計畫，大多是將學校放入社區的脈絡之中，因此計畫

所規劃的環境教育課程十分貼近在地問題，並且在課程當中有更多的行動者參與，

並有更為複雜的互動關係。除了組織與機構的的介入，我在竹圍工作室實習期間

也注意到從個人力量開始的行動，多年前曾在工作室駐村的藝術家葉佩如，身為

美術老師的她在國小代課期間教到社會課中「家鄉的河流」單元才意識到自己對

家鄉河流的陌生，看展時受到樹梅坑溪計畫啟發後決定離開教職開始創作，在上

班途中經過的南門溪刷牆（垢），成為另類地景藝術（或非法行動），喚起社區對

                                                      
19 川流．台江《臺史博地方學學》創刊號 (2018)：

https://issuu.com/pinjunglai/docs/_______no.1_________  

 

https://issuu.com/pinjunglai/docs/_______no.1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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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溪流的關注和動員保護，2014 年以《合流》環境藝術計畫獲選國藝會補助創

作，她持續進入社區活動和校園課程至今。她分享這些年來給學生的溪流觀察紀

錄單仍充滿垃圾20……這條路不易，但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她說自己就只是推開了

那扇擋水門，她靠近了溪流而開始這一切，而推開那扇門並沒有想像中困難……

儘管我不是環境教育專家，但在關渡自然公園學習的時光，讓我漸漸想去推開在

學校自然課和戶外環境之間的門，更深入去探問環境教育課程，接下來要說的是

我跟隨著關渡自然公園走向對岸社子島開啟了秘境探險記的故事。 

  

                                                      
20 2018.03.18-觀-Nature More 本末工作室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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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在看過許多實徵研究的案例後，我也即將訴說一個課程的故事。本研究為個

案研究，個案研究並不暗示著研究發現具有推論性，進行個案研究是出於想要了

解個案本身而來的探究，然而，研究者也並非是為了研究一個特定案例而來，必

然是當個案令人感受到特別的研究旨趣時，人們才會去研究它，並且試著尋找個

案與其脈絡互動的細節（Thomas. G., 潘中道譯，2016）。 

第一節 個案描述 

壹、校園生活秘境：社子探險記 

第一章我已略提到校園生活秘境計畫是關渡自然公園環境教育部的水資源

專案老師所策畫的 Project WET 實驗性課程，同時她也向我透露出自己對於環境

教育實踐的想法，而她所謂的這個小小的課程究竟是什麼模樣呢？又是在什麼情

境下發生的呢？底下我將先說明 Project WET 被引進的過程，接著是它輾轉成為

自然藝術季底下的一個計畫，最後在介紹這個計畫中所規劃的課程內容。 

一、Project WET 教育網絡串聯 

由關渡自然公園所引進台灣的 Project WET水資源教育課程是由北美環境教

育學會（NAAEE）21底下的非營利組織Project WET基金會22所出版的教材。Project 

WET 基金會自 1984 年以來致力推廣水的教育，透過出版不同語言教材、開設訓

練工作坊、安排規劃社區用水活動以及為全球教育者、水資源專家和科學家建立

網絡來達到教育任務。基金會的營運仰賴個人與組織選購教材，以及公家和私人

贊助商的補助與委託。Project WET 的核心信念是：「水流過生命與非生命系統，

並將兩者牽繫在一起，成為複雜的生命網絡；質量充足的水對所有用水者（能源

                                                      
21 North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https://naaee.org/ 
22 Project WET Foundation: https://www.projectwet.org/  

 

https://naaee.org/
https://www.projectw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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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者、農夫和牧場主人、魚類及野生動物、製造商、以水玩樂的人、鄉村與都

市居民）都很重要；意識到水資源、尊重水資源能夠鼓舞一種個人的、終生的責

任感及積極的社區參與」。Project WET 的教育特色為行動教育 TM，不只要提高

學習者的意識，也期盼賦予人們有行動的能力，真正為社區水資源議題找出合宜

的解決方案，創造有意義、積極的改變。目前 Project WET 被使用的範圍在全球

五大洲，超過五十個國家，教材被翻譯為數種語言，不同地區文化的學習者能夠

成功運用該課程。Project WET 的課程有許多是透過親手操作、具調查性質的活

動來傳遞水資源的知識，除了智識，活動設計也期待發展學習者團隊合作、決策

與解決問題能力，並培養學習者的好奇心23。 

關渡自然公園在 2010 年魚鷹計畫邀請美國 Earth Force 組織辦理「GREEN in 

Taiwan國際水域環境教育引導師培力工作坊」，當時候開啟對水資源議題的關注。

而在 2011 年、2012 年氣候急先鋒計畫邀請 Project WET 基金會分享教材，並於

台灣北中南各地進行三天的初階人員培訓，這三年期間關渡自然公園與 Project 

WET基金會成為夥伴關係，並在2012年翻譯出版第一本繁體中文版的課程手冊，

也收錄當時三天工作坊操作的經典方案。然而，教材的翻譯只是第一步，如何實

際能為台灣的教育工作者所接受並使用才是更重要的。在匯豐（臺灣）商業銀行

的贊助下，2013 年關渡自然公園正式推動「水資源教育網絡計畫」，邀約北中南

各地水資源教育相關單位組織核心團隊，關渡自然公園與宜蘭武荖坑環境教育中

心和屏東雙流自然教育中心一起辦理初階水資源教師工作坊，並且開發和實際操

演因地制宜的方案，貫徹課程方案執行前的準備課程、授課以及課後與夥伴討論

三過程，藉此找出原來教案裡的精隨、融入台灣的議題改寫，朝在地化目標邁進。

本個案研究正是追隨關渡自然公園環境教育部的水資源專案人員S老師的腳步，

瞭解她如何將 Project WET 的教案帶入台灣的小學裡實踐，而這個課程開發實驗

的計畫經費來源和契機則來自關渡自然公園長期以來的國際自然藝術季。 

                                                      
23 見《台灣水資源環境教育課程簡要指引第二版》(Project WET Curriculum and Activity Guide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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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渡國際自然藝術季 

2006 年開始，關渡自然公園成為臺灣首次在自然保護區域舉辦大型自然藝

術活動的先行者－關渡國際自然藝術季（原名為關渡國際自然裝置藝術季）24至

今已超過十年。一開始起因是 2005 年臺灣禽流感爆發，故民眾對賞鳥公園避之

唯恐不及，經美國策展人艾婕音（Jane Ingram Allen）建議而嘗試透過自然藝術

季拉近民眾重新建立關係，並讓大家重新注意到關渡自然公園並不只是關注鳥類，

而是以濕地與生物多樣性發展為重，發展至今藝術季已成為公園年度盛事。 

最初幾年，藝術季邀請國際藝術家到關渡自然公園現地創作，採用可分解自

然素材製作大型地景裝置，過程中招募志工擔任藝術推手協助創作。隨著時光推

移，近年藝術季走入關渡社區、與學校合作，並試圖結合科學知識和藝術創作讓

民眾透過不同角度認識環境。2016 年關渡國際自然藝術季以「來自真實的故事」

作為徵件主題，因為獲得贊助經費，除了原本既有的環境藝術創作，也有機會加

入其他元素，如與聲景協會合作，在保育區設置長期監測的錄音設備蒐集聲景變

化，也辦理教學工作坊和體驗活動引導民眾認識濕地聲景，利用不同的知覺角度

認識公園。在關渡國際自然藝術季架構下的「校園生活秘境：社子探險記」是

2016 年至 2018 年以「傾聽、連結、共生」為主題所規劃三年期程計畫的第一年，

讓環境教育和藝術活動結合展開一門課程。透過社子島美學會的引介，秘境計畫

進入富安國小童軍團，並利用關渡自然公園長期推行的 Project WET 課程結合竹

圍工作室的藝術教育專業，帶領學生認識社子家鄉的水資源議題，課程成果也以

「葫蘆島秘境」於當年藝術季開幕時展出於園區的月池教室25。 

三、校園秘境課程簡介 

校園生活秘境計畫以英國詩人 William Blake（1757-1827）著名詩句「一沙

                                                      
24 2006 年以來稱為 Guandu International Outdoor Sculpture Festival，自 2016 年已改為 Guandu 

International Nature Art Festival。 
25 詳見《關渡國際自然藝術季. 2016：來自真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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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手中握無限，剎那即永恆」作為論述起點，課程欲帶領參

與者從身邊最常見卻又不易被注意的微小細節開始，利用感官觀察及體驗周圍自

然環境，鼓勵參與者創造屬於他們與自然間連結後的藝術創作。指導單位為臺北

市政府文化局與臺北市政府動物保護處，協辦單位為竹圍工作室。期程為民國

105 年 9 月至 12 月，共計一學期八堂課，每堂三小時，對象為淡水河流域之國

中、小一個班級或學年學生，活動地點為計畫對象之中小學校園與進行觀察活動

的場域。經由社子島美學會的引介，該計畫選定位於社子島的富安國小執行，參

與對象為該校童軍團的師生，上課時間為周三下午的社團課。執行內容如下表： 

表 3- 1 

校園秘境課程簡介 

日期 主題 內容簡要 

10/5 來自 1963 年的一封

信-社子漫步 
一封來自於 1963 年，同為社子國小學生謝育富小朋

友的信，他分享了 1963 年屬於社子島的水文狀況，

也期待 2016 年的孩子能夠動身勘查鄰近有水的環

境以何種狀態呈現，以及水的分布。 

Project WET:雨天遠足。 

10/12 屬於我們的地圖 利用前次踏查的紀錄，竹圍工作室的藝術家帶領學

員用藝術感受的方法，並且使用前次踏查中所發現

的蘆葦桿。 

10/19 檢查濕地 觀察離校園最近的濕地環境，從植物到土壤，土壤

上長了什麼植物，裡面住了什麼生物，等等的細節

全部都記錄下來，成為一份檢查濕地紀錄。 

Project WET:濕地土壤的真切色彩。 

10/26 檢查學校 繼上週檢查了濕地，這周也要來檢查學校的地板到

底有什麼自然物，而我們又可以怎麼用這些原本我

們認為在地上的垃圾來創作。也藉此帶領學員觀察

環境與環境周遭，每一個環節與物品都是一個小宇

宙。 

11/6 關渡自然公園藝術

季-父母與學員的交

流 

經過了四次的課程後，學員們對社子島產生了許多

觀察與想像，因此工作團隊在經過他們的同意之

後，將每一位學員的作品展出在關渡自然公園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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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主題 內容簡要 

濕地入口解說站。並且寫信邀請學員帶著家長一起

來分享屬於他們的社子島。 

11/9 喜歡與不喜歡 藉由前四次課程的踏查，下次堂課程開始進入行動

思考部分。在此階段的課程，先是藉由遊戲引導，

讓學員了解河流的構造以及河川的汙染，再進而思

考目前社子島的問題。 

Project WET:積少成多，接續比較偏辯論與討論的課

程，用思考歸納的方法。發給每一位學員 10 張紙

條，請它們寫出自己家鄉中五個喜歡與五個不喜歡

的事情或物品，並且說出為什麼。結束後請學員回

家想想可以怎麼樣改變或維持這些不喜歡與喜歡。 

11/23 自然與不自然 在現實生活中，存在著許多人類習以為常的混合

物。像是人為製造的塑膠垃圾中長出自然的小苗；

或是人造的捷運軌道旁站著一隻夜鷺。像這樣自然

與不自然的衝突該如何用畫筆將它呈現出來，進而

使用人造的磁鐵馬達系統作為藝術品呢? 

11/30 I can change the 

world with my own 

hand 

觀察、反思後的下個步驟便是行動，此堂課程與學

員談論該如何找出他們最在意的社子島問題，並且

研究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憑這自己的雙手將家園打

造成更友善與更美麗的環境。 

延續上次的五個喜歡與不喜歡，來想想我們可以怎

麼做，每一個人輪流發言，最後寫下一封信邀請在

家鄉或是在社子島外的人一起關注垃圾議題。 

12/21 創造與想像我們的

家鄉-Creative 

Residency 

經過了一連串的觀察，我們用了繪畫、寫作、行動

等方法來呈現此次課程的所見以及想像。但真正感

受環境的其實是我們的身體，所以在最後一次的課

程中便請到來自於新加坡的表演藝術者，以分組的

模式帶領學員用肢體表演出他們心中最想要的社子

島類型，並讓其他組的學員以參觀者的角度來加入

演出。這當中，學員可以選擇:海洋社子島、生態社

子島、遊樂園社子島、未來社子島、過去社子島、

城市社子島。在這麼多選項中，學員則選擇了海洋

社子島、生態社子島以及遊樂園社子島作為表演主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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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主題 內容簡要 

題。藉由此次課程，也再次地看到學員他們對於自

己家鄉具有不同的想像，相當具創意性。 

（2016-檔-S-校園秘境課程簡介 final） 

貳、以實習生身分進入 

我第一次參與關渡國際自然藝術季是在 2012 年，當時還是大學生的我進入

公園擔任志工協助藝術家創作裝置作品。2016年我回公園參與藝術季工作假期，

在開始協助創作前的培訓期間，我認識公園催生的歷史、走進濕地體驗、騎車踏

查關渡平原，以及夜觀蛙類。當時我尚未接觸校園秘境計畫，直到參與後才想起

培訓課程其中一堂便是 Project WET 的活動，正是主要受訪者 S 老師帶我們展開

對於與河流生活的想像，思考水資源和汙染的關係。而再次回到公園進行此課程

研究是以竹圍工作室的秋季實習生身分進入。確切來說，我實際在社子島的時間

是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1 月，參與第二年於福安國中的校園生活秘境計畫，觀

察與協助課程進行。課程同樣延續前一年的主題，只是組成人員以及設定給學生

的活動有些不同，而本個案研究從計畫第一年課程初始形成過程作為追蹤主軸。 

我所實習的竹圍工作室是秘境計畫的協辦單位，實習內容為藝術行政工作。

竹圍工作室為新北市一處藝術進駐空間，緊鄰淡水河自行車道，1995 年由蕭麗

虹女士創辦，成立之初以獨立自營方式開放國內外藝術工作者或團體短期進駐，

早期藝術家受限於美術館與藝廊空間，故將廢棄雞寮改建成為前衛實驗的場域，

可供創作、展演、實驗研究、社區發展與藝術教育等活動。長年以來，竹圍工作

室也以藝術介入的角度參與環境議題的討論，2002 年在法國策展人 Catherine 

Grout 鼓勵之下自辦「竹圍環境藝術節」，強調以另類方式在竹圍地區與淡水河沿

岸開啟藝術與公共空間的對話，透過一系列戶外藝術展覽動員社區居民參與「公

共藝術26」－營造社區美感環境並改善生活品質的行動。2011 年至 2012 年藝術

                                                      
26 根據 Catherine Grout 的說法，公共藝術並非強調吸引人注意的大型藝術物件，而著重於那些

讓人不期而遇、分布在各角落的各種微妙小感覺、小驚訝，那是一種散佈於生活空間，必須用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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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吳瑪悧與竹圍工作室合作，從流經竹圍地區的一條小水溝為始，展開「樹梅坑

溪環境藝術行動」，過程中激發參與者和居民對溪流之情感，討論社區的公共空

間與環境議題回應的各種可能，在跨領域的對話中探討當不當開發使得環境及生

活品質下降時，如何透過藝術學習、行動、實踐、轉換思考，重新勾勒符合土地

倫理並與日常生活連結的地景藍圖。此藝術計畫也使竹圍工作室與歐洲社群有更

多聯繫，除了該成果受邀至歐洲參展，伴隨著環境議題關注提高，藝術家對環境

保護的自覺更為強烈，2014 年在歐盟資助下荷蘭藝術組織 Trans Artists 成立綠色

藝術實驗聯盟（Green Art Lab Alliance, GALA），2015 年亞洲也響應成立 GALA 

Asia，竹圍工作室亦在其中積極扮演連結角色。 

從 2011 年的環境藝術行動至今，許多行動仍持續緩慢在各處發酵，吳瑪悧

認為：「藝術不是美化，而是引發、連結與思考」，在操作上不只停留於反思和觀

想，而是與專業者、居民共同建立創意合作關係，吸引更多對於環境之關注，那

是一種新型態的環境藝術行動。在我搬來淡水區一段時日後，從後續的常態走溪

活動中認識到竹圍工作室。2017 年暑假我跟著工作室沿著樹梅坑溪流經的範圍

走過下、中、上游，看見溪的一端連接著捷運站後方淡水河，一端往熱鬧的竹圍

社區緩緩流過，河川時而露面、時而隱形，隨處是與水爭地的景況，交通、人口、

建設……小溪流的故事或許也是臺灣多處河川的縮影。見到這一條不起眼的小溪

竟有那麼多歷史、生態議題、關懷行動串聯著社區，我感到相當驚訝或者感動，

同年 9 月便申請實習生進入學習，希冀瞭解其作為在地藝文團體如何以藝術進入

社區推動生態保育的倡議，實習期間我參與 2017 年竹圍工作室與關渡自然公園

合作的第二年秘境計畫，因著這機會又再度回到校園遇上這個「環境教育課程」。 

                                                                                                                                                        
妙的身體感官去經驗，或是用身體記憶去連結的整體感受。透過藝術元素的介入加上參與者的投

入，促成具有地域性、生產性的「公共藝術」，它與民主社會的形成條件有相當密切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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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資料蒐集 

壹、參與觀察 

參與觀察能夠協助研究者捕捉場域動態細微的變化，並且更生動的描繪田野

所發生的故事。但如前所述，我是在秘境計畫的第二年進入社子島內，可以觀察

到的部分主要還是 Project WET 課程和計畫已經演化後的結果，不過觀察和感受

2017 年的課程仍有助於我提出研究問題。第二年課程籌備與執行期間，也常有

機會從受訪者討論中聽見對 2016 年課程作法的回顧、反省和調整。課程在同樣

社區裡的國小和國中進行操作，具有比較的參考價值，有助於理解個案的脈絡。

我將研究場域內所發生的特定活動、事件或者課堂經歷記錄書寫，也將生活中的

所見所感寫成日記，並且隨時拍照記錄作為輔助。 

貳、訪談 

由於研究者是追溯過往的課程開發初期和執行經驗，訪談成為本研究主要的

資料來源。訪談的原意為 inter-view，是意見與觀點的互動、關聯與交換，而不

是田野工作者單方面問，報導人答。要勇於說明自己的問題意識讓報導人了解你

關心什麼樣的問題，inter-view 所導引出來的是人與人之間相互溝通的必要（謝

國雄，2007）。本研究中訪談過程分作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熟悉環境教育課程

內容，研究者同時正參與 2017 年第二年的課程，此階段聆聽參與者的經驗為主，

幫助研究者回到當時 2016 年的教學現場。第二階段為整理第一階段所有受訪者

的想法以及參與觀察的省思，與理論對話後再就跨領域／組織合作的歷程向主要

受訪者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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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訪談對象 

訪談對象的選擇為 2016 年第一年秘境計畫參與者，包含計畫主辦單位關渡

自然公園的教學團隊、協辦單位的總監和駐村藝術家、計畫對象的學校教師和居

中連線的社區代表。除此之外，由於本個案研究是一年前的經驗追溯，受訪對象

難免遺忘事件發生的細節，為求經驗完整性，故也訪談實習生以及全程拍攝紀錄

的攝影師他們的經驗，盡可能補足我缺漏的第一手觀察（見表 3-2）。 

表 3- 2 

訪談對象一覽表 

組織 人 課程中角色 學經歷背景 

關渡自然公園 S 老師 

（女） 

計畫主持

人、授課者 

雲林人，畢業於生態系和生物科

學研究所。認為自己受古典生態

學研究很大影響，研究需要會在

山裡抓老鼠、蛇、鳥，有豐富野

外經驗。目前為 Project WET 水

資源專案負責人。在其他受訪人

眼中，是個熱情也在乎「人」的

教育工作者，也是很吸引小朋友

注意力的孩子王。 

U 老師 

（女） 

助教、行政

協助、觀察

者、第二年

計畫負責人 

台北人，畢業於自然資源與環境

學系，主修生態與環政學程，目

前任職於環教部，除了行政業務

之外，也負責公園食農營隊課

程。本身樂於參與各類型環教課

程協助，喜歡教學。 

竹圍工作室 C 總監 

（女） 

翻譯、助教 大學畢業後曾任職半導體產

業，後留學英國修讀文化產業碩

士，返台後於策展公司工作至

2014 年加入竹圍工作室，剛進

入時負責協助工作室二十周年

展籌備。目前負責組織營運規

劃、與國外藝文團體交流和協助

藝術家執行進駐事宜。 

F 實習生 

（女） 

助教、觀察

者 

曾任職於實驗小學生活教師，目

前就讀藝術教育研究所。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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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實習生 

（女） 

助教、觀察

者 

畢業於美術系，曾任職於兒童畫

室、農夫市集行銷和活動規劃，

目前準備研究所 

駐村藝術家 K 藝術家（男） 

T 藝術家（女） 

授課者 來自印尼與新加坡的藝術家夫

妻，目前在峇里經營藝術駐村單

位，籌辦兒童藝術工作坊，也曾

與心理醫生合作開發重建工作

坊。同樣關注環境議題，2016

年由竹圍工作室邀請駐村參與

GALA Asia 活動。 

L 藝術家（男） 

H 藝術家（男） 

授課者 臺灣青年藝術家團隊。出身於南

部農業家庭，創作裡關心臺灣農

民和環境議題，也從事策展以及

有藝術教育的合作計畫經驗。

2016 年獲選於竹圍駐村。 

D 藝術家（女） 授課者 來自新加坡的劇場工作者、戲劇

導師，於 2016 年與來自香港、

澳門、南韓的三位劇場工作者一

起獲選至竹圍駐村。 

富安國小 W 老師 

（女） 

童軍老師 畢業於師專初教系、資工研究

所，於富安國小任教第十三年，

目前為高年級導師。女兒幼時擔

任幼童軍而以家長身分當服務

員，參加木章受訓後在富安帶領

社團至今十三年。 

社子島美學會 M 媽媽 

（女） 

牽線人、提

供社區資源 

社子人，畢業於新聞系和社會發

展研究所。活動於政治圈，致力

於社造工作。目前為議員辦公室

主任，同時也是社子島美學會成

員，育有兩個孩子。 

個人工作室 B 攝影師 

（男） 

影像紀錄 台北人，畢業於音像紀錄研究

所，目前為自由接案者。大學時

期參與自然保育社接觸紫斑蝶

生態活動紀錄，並到小學帶學生

解說保育，因公園內工作的朋友

引介前來協助活動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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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方式 

訪談方式採半結構方式進行，依照組織代表、駐村藝術家和觀察參與者分作

三類，訪綱見附件一、附件二、附件三。每次訪談時間約 1-2 小時，而國外藝術

家以 e-mail 通信完成。 

參、文件分析 

依據資料正確性的需求，本研究蒐集相關檔案文件，包含網路資料、公開與

非公開的紙本檔案，此部分尤以用來協助釐清組織背景與個案發展的脈絡，同時

用於個案背景的描述，並作為實際進行訪談時的研究工具。文件內容包含課程計

畫檔案、參與者提供的影像與文字記錄、各組織單位的官網資料。 

第三節 質性分析 

壹、資料編號 

本研究所採用的文字資料包含訪談逐字稿、觀察紀錄、研究者日記，而文件

與檔案資料除了有文字之外，也包含影像部分。為便於資料的整理與使用，故將

資料予以編號（見表 3-3），文中若有引述時讀者亦可參照資料出處和日期。 

表 3- 3 

資料編號表 

資料種類 編號方式 範例 

訪談逐字稿 （日期-訪-受訪者代碼-語料行號） （2017.12.12-訪 S-1-10） 

觀察紀錄 （日期-觀-地點／活動） （2017.10.21-觀-福安） 

研究者日記 （日期-札） （2017.08.19-札） 

文件、檔案 （日期-檔-出處） （2016.10.11-檔-F 側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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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資料編碼與分析 

本研究資料分析依循著 Callon (1984)對於轉譯過程四階段的說明進行分析，

此研究架構包含了問題化、利益關係化、徵召和動員（或者異議）。當我嘗試以

轉譯的觀點理解課程時，首先是在第一階段問題化要尋找案例中的 OPP，並試著

辨識出課程當中的人與非人行動者。而在利益關係化階段則要尋找 OPP 被落實

執行的具體方式，可能是物質性的裝置和文本，也可能透過討論和對話等。如果

找到成功建立 OPP 的證據，接著就是追蹤一連串的協商行動，看到不同行動者

的態度和考量，行動者在參與課程前後所認定自身的角色和他們的展演，涉入課

程之後行動者之間的關係是否產生變化而造成位移，改變或不改變具備何種意義。

若最初將自身界定為 OPP 的行動者能夠為各方行動者發聲與代言，則表示徵召

的目的達成。最終是則是檢視整個課程的運作機制，在動員階段可以理解課程是

否發展為一個網絡，又網絡的穩定和持續性為何。除了參考 Callon 的轉譯過程，

本個案也參考 Star 和 Griesemer 所發展的邊界物件作為概念工具來思考，邊界物

件指出科學工作可能更像是繪圖般會出現許多行動者同時在轉譯，故不只是單一

行動者試圖建立科學權威，而會是不同社會世界的行動者都試圖將對方轉譯成自

己想要的樣子。所有行動者得以相互配合並非出於完全一樣的共識，而是邊界物

件使他們能一起工作，而在這個跨領域兼跨組織的課程個案中，我也試圖尋找是

否有協助行動者之間得以溝通，暫時成為橋樑的邊界物件。 

實際編碼操作方式為整理、反覆閱讀受訪者逐字稿，閱讀檔案時會畫線標記，

並使用轉譯的概念進行註記，而後將多位受訪者提及的事件和他們的詮釋一同作

比對。在書寫策略上最初仍是根據受訪者的經驗和相關檔案文件試著以時間順序

描繪出每一堂課程的內容，從構思、尋找場域、揀選教案、規劃內容、進入場域、

討論並修正、教學、依回饋再調整等，而這條課程發展軸線呼應主要受訪者對於

環境教育課程的實踐。先寫故事而後才進行分析的這種操作方式是 ANT 研究者

所採用的。隨著訪談的人數與資料廣度增加，遂盡力要求將逐字稿與理論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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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轉譯的概念去繪製行動者關係圖來幫助此個案的分析，嘗試書寫此計畫課程

網絡生成的過程。 

參、研究信實度 

質性研究分析容易落入個人主觀的詮釋，或者也如 Star 和 Griesemer (1989)

在分析個案時所指出的，研究者取得的資料的路徑也是決定我們論文完成的 OPP，

研究的展開仍取決研究者所能觸及的對象，資料引用主要會鎖定幾位主要受訪者。

不過本研究儘可能訪問多位計畫參與者，也有幸收到受訪者提供的文件和影音檔，

便於進行檢證使書寫結果接近真實。訪談過程中全程錄音，並於訪後謄打逐字稿，

如有語音模糊或意思不清楚的部分，則進一步與受訪者確認。訪談內容若提及人

名、日期、特定事件等，則向受訪者尋求相關文件作為檢證，並同時比較多位受

訪者對同一事件的說法是否一致或有所出入。 

肆、研究倫理 

一、知情同意 

進行訪談前告知研究內容為學術論文所用，因為資料正確性需求而會錄音，

而研究過程中如有不便、疑慮都可隨時提出，亦可選擇退出，並請受訪者簽署同

意書（見附件四）以正式確認研究者身分和訪談目的。 

二、保密匿名 

敘述個案時，需要將受訪者的身分說明清楚，以利資料的完整性呈現，但為

了避免影響受訪者的隱私安全，研究當中將匿名處理訪談中提及的人名，使受訪

者身分無法直接被辨識。如涉及敏感與利益攸關的討論，也會與徵詢受訪者意見

評估資料擷取的適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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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流域中生成的課程網絡 

不同於社會乃外在於個人的實體或者社會建構的立場，而是選擇站在相對主

義的位置觀看27，行動者網絡理論（ANT）認為社會是人們在生活中所創造出來

的，為了瞭解這些創造世界（world-making）的活動，社會科學分析並不會在一

開始就清楚知道誰是活動中的行動者，又有什麼原因使其行動。於是 ANT 選擇

不使用既有的理論去尋找原因並推測結論，而是提供一個變動式的構框－網絡

（network）作為研究者的觀點，網絡所指的是一系列的轉變（transformations）、

轉譯（translations）。透過網絡所要捕捉的社會不是巨觀結構或微觀互動，而是

實體的流動狀態（circulations）。社會科學家的角色與任務應該不是將「理論的

選擇」看作是研究者自身的責任，獨斷的決定用哪種理論對事件進行詮釋，而是

相信在社會中生活的人們有著屬於他們自身的一套行動理論，他們根據他們自己

的理論去作出選擇，而研究者真正要關心的是這些行動者之間的關係，他們在互

動過程之間如何改變選擇和行動。研究乃向人以及非人對象學習，要避免針對自

身企圖以一種因果關係的可能性做出結論，使人落入化約論的狹窄視野。 

一般而言，我們熟知的理論應用類似於找到傳遞訊息的媒介（intermediatary），

媒介可以幫助我們看到事物樣貌的類型（type of figures），回答了「這是什麼

（what）」的問題。例如以某個模型架構、檢討各種變因去討論教學法的可行性

等，這類型的研究計畫初期有較明確的樣貌並具有可預測性。面對問題以及眼前

的現象，主要是從結果（看法、反思、成效）回推能動性的組成來說明「這是一

個什麼樣的社會」。但若將社會看作是網絡生成去討論穩定化的過程時，最關鍵

的是「中介（mediation）」，看見中介以及尋找中介物成為幫助研究者展開提問的

                                                      
27 Latour 指稱 ANT 試圖打破二元論，不認同涂爾幹將社會看做是外在於個人的一個實體（並將

個體與結構做出區分），另外 ANT 發源自早期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SSK），相信科學不純然是

客觀的，但是也不完全認為所有的科學都是「主觀的文化」所組成，因為那也忽略了實驗室中器

材或技術本身扮演的角色，故最後 ANT 選擇相對主義的立場和做對稱性原則最大的發揮（例：

SSK 論證科學知識的正確性同時也去論證錯誤的知識；ANT 則更去進行人與非人的對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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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索。研究可以將這些上述變因替換成一連串的行動者與其行動，傾向發現擾動

著整個網絡的各種中介，中介幫助我們看到製圖的類型（type of cartography），

也就是「如何（how）」透過中介帶來連鎖反應而逐漸繪出世界的樣貌，讓我們

看到每個微小的步伐都影響著行動者的匯聚和解散，並促成了我們目前所見的穩

定或者不穩定的網絡（pictures a world made of concatenations of mediators where 

each point can be said to fully act）（Latour, 2005）。 

本章以 ANT 觀點進行書寫，前三節以紀錄受訪者描述的方式描繪秘境計畫

進行過程，而第四節透過 ANT 語彙來進行分析式書寫，使用 Callon (1984)的轉

譯概念分析該計畫是否逐漸形成出一個課程網絡，檢視課程的網絡是否經過問題

化、利益關係化、徵召、動員的階段而達到穩定狀態。此外，以 Star 和 Griesemer 

(1989)的邊界物件概念來尋找行動者之間的合作和溝通成功的關鍵。 

第一節、尋找夥伴 

壹、為什麼而來？ 

進入校園課程的生活秘境計畫是由關渡自然公園環境教育部成員所提出，從

2013 年開始擔任 Project WET 水資源專案人員的 S 老師，經過一年多的教學後愈

來愈感受到這些 Project WET 教案中所設計的問句能夠讓人省思到自己的生活，

但受限於環教中心的課程推廣僅有單堂操作時間而無法追蹤學員長期轉變，於是

開始有進入校園發展帶狀式課程的想法。當藝術季表示能夠有子計畫可提供經費

進行課程開發，S 老師決定從過往共事過的水資源教育夥伴學校尋找合作對象。 

好像藝術季吧，藝術季就說有錢可以開發新課程，我說，喔好耶。啊

那時候一剛開始年初的時候找了很多間國小，因為水資源專案它其實

有很多個夥伴單位，那跟我最密切的夥伴單位在宜蘭，那我覺得宜蘭

它那邊的中小學是對於這種課程接受度比較高的，所以我直接就先去

找夥伴，去找宜蘭的 OO 國小、OO 國中的校長談，那校長也表示蠻有

興趣的，可是那次我們就遇到一些困難是校長就問我們經費，然後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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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配合的時間等等的，都要按照學校的期程來，那我們也說好啊、願

意啊，可事實上學校，尤其國中小學，他們就是不想要投注太多的資

源在外部的東西，在非課程上面。那時候就想說那怎麼辦，可是我們

也沒有(太多)經費可以支持這件事情，在當時只是單純想說這套課程很

好，而且它很多的課程有對應到你們的課綱，那如果很多校長也都會

說可以對應到在地課程的開發，因為像 Project WET 裡面有一些課程是

像走讀或者是探索的課程，反正 OO 國小就不了了之。 

(2017.12.12-訪-S-41-50) 

然而一開始在尋找教學對象時並不如預期般受到宜蘭夥伴學校的接受，反倒

因緣際會再度牽起與社子島的友誼。由於 2015 年關渡自然藝術季曾有藝術家進

駐到社子島進行創作，社子島美學會志工媽媽們就像當地的外交大使，帶領來自

國外的藝術家體驗純樸的社子風情，她們的熱情也讓關渡自然公園與社子島美學

會建立不錯的夥伴關係，美學會也曾表示希望未來有機會再和公園合作。於是 S

老師就趁著這個機會詢問，獲得牽線人關鍵性的協助而得以進入國小校園。 

M 反正很熱心，我覺得我們進社子有個很關鍵的點是，那個關鍵人，

就因為 M 在社子好像有一點影響力，然後她又是在地的，她都說她是

當地的女兒或什麼的，所以大家都很信服她。她就帶我們進到富安國

小，那富安國小的校長，我覺得她沒有很表態說要還是不要，可是這

個課程對她而言是方便又有名聲的……我覺得在談合作，如果你是迫

切需要跟別人合作的人的話，你可能要考慮到對方的需求然後跟你的

需求如何達到一個平衡點。像在這個經驗裡面，我的需求就是我很想

要試探 Project WET 進到一個學校這樣長期，前後的改變。然後對學

校而言，他們要的可能是名聲或者是行政的方便，等等的。那這些都

去除掉了之後，就是學校顧慮的點都去除掉了之後，他們就會打開心

房的接受你。所以那時候我們就跟學校說，你們只要幫我們連絡學生

就好了，就是什麼事情都不用做，經費我們也有，課程我們也會安排，

然後小孩的安全我們也會負責，也會給小孩保險什麼什麼的，就是要

把一切他們會疑慮的東西全部都排除，他們就會接受你這樣，然後就

開始課程了。 

(2017.12.12-訪-S-56-67) 

對於社子島美學會負責牽線的 M 來說，想引介富安國小則也有部分是因為

前一年藝術季的回憶，當時藝術家來到社子島時也曾進到富安國小進行分享，而

 



65 

 

藝術家詢問學生對於故鄉社子島的印象是什麼，學生的回答是「開發和禁建」，

在一旁觀察的 M 感到很震驚，所以當時候就曾和關渡自然公園負責自然藝術季

的公關部策展人提起，希望可以繼續有更多資源繼續在社區裡扎根下去。 

我一般就是說，讓社區的人知道我們在做些什麼。像學校，當時是預

埋一個種子，我希望這個環境教育或者是從小孩子就開始奠基，他會

長大成人，未來也會在社子島服務。那就是也想把，就是讓他們知道

社子島很美好，因為我感覺孩子都沒什麼自信，那 Giacomo28進去的時

候……我在聽他們講到說對社子島的印象，回答是開發跟禁建。那彼

此都還蠻 Shock(ed)的。所以那時候 E(策展人)我們在談到說如何在跟社

區扎根下去的工作，那我們想說是不是可以繼續可以再延伸。所以他

們就提出跟富安國小，第二年是跟福安，今年是跟社區這樣子。就是

可以串聯，而且你在一個地方，你通常一個案子結束就結束了，可是

這種連續性的話，我覺得對社區日後在進行這樣的操作或者是會更好，

更有經驗。 

(2018.03.31-訪-M-1-9) 

另一方面，由於社子島美學會M熟悉富安國小過往就有的小小解說員社團，

只是如今並沒有持續進行，因此 M 就這段歷史去向校長和主任提案，而校長和

主任也認為可行，於是找來了童軍團的學生來參與這次的課程計畫。實際參與計

畫的校內老師 W 也提到行政曾向她提起校內小小解說員社團的課程，她也相信

美學會出於愛鄉土的表現而將關渡引介到學校，進入到社子島內的關渡自然公園

應該也和社子島美學會有對社區深耕是有相同理念的才會過來的。 

那以前其實富安國小有小小解說員，那就是會更能夠 linking 起來，可

是後來解說員也停了，就每個校長他的想法不一樣。可能他的重心是

放在別的區塊。所以後來好不容易就說服他，就是來找童軍團。 

(2018.03.31-訪-M-14-17) 

這次也很特別，那次也不是我引介的嘛。應該是說教導處，我們主任，

應該是說行政單位，就跟我們說，W 老師，我們這學期有這樣子一個

計劃這樣子。啊這個計畫的來源我是聽說是我們社團有一個協會，基

                                                      
28 2015 年關渡國際自然藝術季獲選駐村機會之義大利籍藝術家 Giacomo Zaganelli，於社子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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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會，叫做美學會，你有聽過美學會嘛，就是她居間牽線的……我們

非常密切的，因為美學會就是我們社子島好像各方面的，也許是環境

教育，也許是藝術啊，各方面她們都在我們的社子島深耕，然後就一

直在協助我們社子島的發展這樣的一個學會……美學會就是也基於一

種愛鄉土的表現吧，就引介了關渡，雖然關渡不是我們社子島很相關

的嘛，還是有一點？我覺得是他們的理念啊，那些都很一致了，才會

做一些那個撮合，促成這一次的這樣方案的成形、的成功。 

(2018.04.26-訪-W-58-76) 

另一方面，S 老師也找來了鄰近藝術單位竹圍工作室成為課程的共同籌畫者，

在這項計畫中，C 總監提到站在工作室立場是很樂意參與此次合作，因為此類型

是跨藝術和環境教育的計畫，而促成藝術家與不同專業領域對話是很有意思的，

尤其是藝術家可能以不同的角度去介入我們習以為常的運作模式。 

那時候關渡公園找我們的時候，我們是還蠻開心。因為等於說我們本

來就很希望跟不同的團隊一起合作，因為尤其他們又是大部分屬於比

較生態、環境知識的這一塊。那我們擁有的資源是藝術家平台的這個

資源，所以我們在思考的是，其實這也都會是延續最一開始十年前，

就是有樹梅坑溪計畫的時候，藝術家從不同的角度去介入這整個活動

的狀態，去看，那接下來會引發很多的討論，然後你會有不同的專業

的人進來。所以那時候你就會知道有不同專業背景的人進來去參與一

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2017.12.28-訪-C-13-18) 

Ｓ老師認為主要還是大家過往的情誼關係，但或許也能說是和地理位置有些關聯，

由於三方都位在淡水河流域裡，故間接促成這次合作。 

其實很多人都問我為什麼要做這個計畫，跟竹圍合作，跟這個，我覺

得其實沒有什麼特定的原因，就因為竹圍跟我們關係蠻好的，然後社

子也跟我們關係蠻好的，剛好都在這個流域裡面，所以如果真的要說

好聽一點的話就說，喔我們希望這個流域共好，可是事實上就是一個

大家當好朋友的概念而已。 

(2017.12.12-訪-S-27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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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參與者說法，我試著將主要四個組織之間的關聯性以圖 4-1 表示： 

 
圖 4- 1. 秘境計畫參與者關聯圖 

黑色實線：2016 年計畫執行中產生的關係。黑色虛線：有互動，但未建立起明確合作關係。 

深灰實線：除了計畫期間，(學校與社區組織本身)平時有更多其他連結。 

淺灰實線：2015 年開始因為藝術季駐點而熟識。淺灰虛線：計畫前即熟識，有非正式交流。 

關渡自然公園與其他三個單位共同進行課程，灰色的實線與虛線反映出組織之間

在此次計畫之前就產生的關聯性，如公共事務部與社子島美學會早在 2015 年因

藝術季而而產生連結，與竹圍工作室雖未曾有正式計畫合作但同樣進行藝術進駐

與環境議題的業務，彼此是熟識的關係。社子島美學會對富安國小的教師來說是

課程的協助者，若學校在社區進行校本位課程時，社子島美學會熱情的志工媽媽

遂成為學生的嚮導；對於校內行政來說，美學會有時候會進入學校協助接待外賓，

在互惠關係之下，美學會有時也會借用校園場地進行社區活動。 

黑線的連結代表因為參與本次計畫的而產生關係者，環教部和駐村藝術家是

共同開發課程，總監居中聯繫和翻譯，社子島美學會是和學校溝通的橋樑，並且

提供必要資源和協助。課程進行期間中也有攝影師負責活動紀錄，攝影團隊雖然

從事前準備到後續活動都全程參與並負責成果剪輯，但其角色較少涉入課程內容

討論，也不屬於流域內的成員，屬於委託工作性質。另外，閱讀此圖時要注意到

組織內實際上有不只一位行動者在場域中活動。舉例而言，環教部主要有二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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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其中一位角色是助教，隔年成為計畫主要帶領教師），偶爾也有其他同事支

援；竹圍工作室則有總監、五位駐村藝術家與二位實習生；富安國小內有一位童

軍教師和代理教師，學生也尚未被畫進去。而竹圍工作室的駐村藝術家和實習生

也都不完全屬於組織內成員，故將其位置擺放在流域邊界上。 

貳、誰從哪裡來？ 

找到可以合作的對象只是第一步，每個組織內還有不同角色的個人和群體在

計畫當中，界定出場域的界線以後，我好奇每一個行動者對於計畫有什麼期待的

目標，前述描寫各方行動者進入場域時僅談到「誰」是參與者，但並不清楚計畫

參與者「從哪裡來」，這些組織是因為什麼背景或帶著什麼樣的期待而來。參與

者們如何依著自身對計畫的認知來行動則影響著課程進行和最後產生的結果。 

2016 年的秘境計畫結束後，S 老師曾猶豫是否要繼續和富安國小合作課程，

事實上這次的教學活動是成功的，每位參與者也都對於課程內容印象深刻並且肯

定這個計畫帶給學生很棒的體驗，但談到後續的「合作」，S 老師感覺到新課程

並沒有被學校老師接受，似乎也難以藉由教師力量在校園持續發展，再加上當時

的校長即將離開，能否得到新校長的認同又是另外一回事，由於和教師之間並未

建立緊密連結，於是決定先走出國小校園。 

去年年底也很掙扎耶，就是到底還要不要在富安國小，因為在富安國

小的合作算是不錯的，可是他們老師積極度很低，因為這等於是老師

他們額外的工作啊，要是校長沒有推著他們去做這些事情的話，他們

是不可能真的把這整個事情回到學校去。所以整個的考量下來之後，

我們決定把這個影響力不只是放在國小裡面，事實上我們也是可以在

國小裡面發展三年，等同於是有點陪伴，但我的評估的點就是在於到

底我如果真的花了三年陪伴他們，到底值不值得？然後又聽說他們要

換校長啊幹嘛的，所以就算了，不要。因為這個陪伴不值得啊，對我

們而言就有點浪費力氣，相較到整個，那時候是國小跟整個社區在比

較嘛。那如果以整個社區發展來看的話，我覺得社區比較值得，因為

這一批媽媽或者是 M，他們是不會離開的。然後對很多老師而言，這

就是一個工作這樣，也很難要求他們要怎樣。那你有時候做的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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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裡想說 SH*T！這個老師怎麼不要積極一點。可是事實上這是他額外

的工作，那這是我們正常的工作，這是他額外的工作的時候，我們就

不可以這樣去要求。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吧。合作，合作就是一起做一

件事這樣，有些人出的力多，有些人出的力少，只要心甘情願就好。 

(2017.12.12-訪-S-432-449) 

對於當初引介秘境計畫進入富安國小的 M 來說，這次合作在教學上是成功

的，但學校與公園之間連結後的互動卻不如 M 所預期的好，站在牽線人的角度

來說，若社區媽媽能花更多時間投入參與課程或許組織之間能夠更緊密連結。 

那操作完之後，就是其實你要我回顧富安的話，我覺得這課堂本身是

很好，可是跟學校的互動是沒有起來的。原本我們會期待這樣子的老

師觀摩，有時候也是我們社區這邊頗不足的，就是沒辦法去跟著這個

課程，就是比較可惜的。……過去學校如果找資源都是某個扶輪社他

來支持獎助學金啊，然後到後來校長他自己因為認識一些比如說唐美

雲，帶他們去看歌仔戲。就是說，不是說只有獎學金這個思考面。他

可能可以給予其他，那當然有些獎學金可以提供他們課程的部分。那

所以我覺得我們也是在試著就是比如像關渡自然公園有專案的人，來

協助他們解決行政的一大塊。因為寫案子這塊就是這些企劃、核銷、

行政，然後但是他們就是要拉人出來。當然我們會期待是說之後再有

社區的人能夠來慢慢的跟著，那這樣子才能夠真的達到，真的是我們

想要的那個目標。而且能夠真的把社區帶起來。 

(2018.03.31-訪-M-17-27) 

學校老師則是提到計畫一開始她並未進入到整體計畫中課程的討論，而是被

行政告知有一個實驗性課程會進到她所帶領的童軍社團。老師認為她在課程中的

角色是協助該計畫課程的執行，但是並沒有認為自己有觀摩與推廣課程之義務，

加上計劃執行的過程中並未參與到課程的討論。 

W：其實我當然沒有主導嘛，因為都是這個單位這樣子做設計，然後主

導也是他們嘛，引導啊，或者是整個的那個進行、收尾，所以我只是

輔助、協助的角色，因為這個東西我並沒有就是參與討論課程啊。 

R：是，當時也沒有特別去邀請老師你來加入。 

W：倒沒有，而且是已經都已經成形了，他們規劃的很好啊。成形了，

或者是說跟我們的校長，還有我們的主任都談妥了以後，才被告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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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覺得就是也還 OK 啦，我的課程暫停，用這樣的東西來取代，我

覺得也蠻符合童軍學習的做中學，覺得也蠻符合的啦。 

(2018.04.26-訪-W-253-258) 

從 C 總監的觀察來看，秘境計畫的發展與執行上，參與者主要有三組角色，

包含關渡自然公園、竹圍工作室以及童軍團老師。學校的參與儘管看起來不積極，

但老師在課堂上協助管理秩序並且交代課程作業，使得整個課程順利進行。 

這個課程很重要的角色至少有三組，三大主軸。一個當然就是關渡跟

我們，另外的話，其實學校也很重要。但是因為是說其實學校在這第

一次其實他沒有 involve 太多，但是我覺得至少，好，因為它跟今年不

太一樣的是童軍團。童軍團本身會有童軍老師然後還有一個代課老師，

always 是他們兩個，所以他們其實就算她不是很理解到底我們怎麼操

作內容，就是說她不能 pass on，她明年繼續用，她可能沒辦法。但是

至少大概她們都在，是每次都會來的。那跟今年不太一樣，今年好像

都是學校的角色，大概老師都是負責照顧，好啦，去年也是照顧，因

為去年它是童軍團，就是紀律的問題，所以童軍老師就會說你們要乖，

就是要什麼 discipline 這些的部分。所以當然相對又會跟今年的狀態不

太一樣，但我還是覺得它(學校)還是相對很重要的一個。其實學校不管

再怎麼樣都是很重要的角色，就算到國中也是，其實校長他也會到，

他就會出現、了解。那對他們看有什麼樣的後續影響，那當然就是要

看後續的狀況。 

(2017.12.28-訪-C-75-84) 

除了這三方，秘境計畫的課程具有的「在地性元素」來自於社區本身，尤其

M 除了扮演計畫的牽線人，她所在的社子島美學會也提供許多課程重要的教材

與資源，像是讓授課教師們有機會認識在地歷史或者是人脈聯繫，如第一年計畫

的團隊到當地進行基本口訪即是透過社子島美學會。  

當然美學會也是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美學會在我們這個主軸其實

應該是最重要的。尤其像一些ＯＯ姊、ＯＯ姊他們這些，還有他們會

長的部分。因為都是他們的資訊讓這件事情變得更完整。……因為其

實當初如果沒有美學會的話，應該也牽不到國小、國中的線。再加上

美學會他為什麼會牽涉說他要來討論社子島，我覺得一方面美學會占

了蠻大的。因為他們在前一年做藝術季的時候，他們把一個 Giac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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丟到社子島嘛，還有另外一個藝術家，美國藝術家嘛。那時候跟社子

島建立這樣子的關係，延續到引發讓這個所謂的國小、國中這三年的

計劃開啟。那他們是當然提供背景資料、歷史，所以那時候我們其實

有去，K、T 來的時候，我們其實上課之前就有先去拜訪美學會，所以

他們那天中午就一起吃飯。然後我們就訪問了一輪。就問了一個很簡

單的問題，就問說「你們都從哪裡來的？」那有些是土生土長的，有

些是嫁過來的，嫁過來的就講了很多很有趣的事情。那當然免不了就

要講到當初的颱風天的狀況是怎麼樣，現在的狀況又是怎麼樣。對，

他們是很重要的資訊提供。美學會裡面又有吳滿阿嬤啊，又有一些照

片或者是圖畫的東西可以做支持，對。那因為他們的小孩一定都是讀

這個國小、國中的，對，所以他隱隱約約，直接、間接都有進入到這

個部分，對。 

(2017.12.28-訪-C-86-109) 

上述不同組織因為各種原因被網羅到這個計畫之中，S 老師的團隊同時肩負

教學和行政，解決學校和社區裡的人力問題，而有進入學校的機會。並且因為計

畫性質吸引到竹圍工作室一起工作。但是每個行動者對於這項計畫的定義和 S

老師開發 Project WET 帶狀課程的興趣並不緊密相關。在受訪者的回顧中也可以

看到儘管計畫的開端看似談成合作，合作的過程卻好像不是每一個參與者都朝著

自己的目標堅定前進，甚至有些參與者未必是出自興趣而進入該課程。例如學校

教師並不是出自於本身興趣而進入課程的網絡，只是因為身為童軍團老師而被賦

予此計畫與學校單位談妥的期待，這使得角色的展演並不如另一方的想像；但老

師並未完全脫離計畫的網絡，而是暫時將教師身分中教學設計與帶領的部分釋出，

保留其他秩序和安全管理的部分，並同時思考自身社團的那一個網絡要如何再回

復穩定化狀態，而童軍團的學生在秘境計畫的初期也沒有自己的聲音，而是直接

被學校行政推入計畫當中。現在讓我們仔細看看這些來自不同社會世界的參與者

究竟是怎麼去定義或者被定義與秘境計畫有所關聯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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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夥伴的網絡，是敵是友？ 

秘境計畫之初，S 老師獲得關鍵角色 M 協助而克服進入校園的主要關卡，

其他的夥伴也被找齊展開此課程實驗，夥伴的加入能夠讓秘境計畫順利進行嗎？

現在我把時間倒退一些些，回到秘境計畫開始前看看參與者原來所處的網絡…… 

壹、Project WET 的推廣 

本章第一節尋找夥伴的階段，可以知道 S 老師想要實驗開發一個校園帶狀式

的環境教育課程，自然藝術季提供一筆經費而開啟了秘境計畫，但寫計畫仍是全

新的開始。這並不是具有強烈目的性的專案執行，對於 S 老師或者 C 總監而言，

這項計畫也不是組織前輩提出的要求或者是必要的例行業務，秘境計畫更類似於

一個自發性的課程實驗，C 總監認為這個計畫會有他們是因為 2015 年雙方曾經

接觸，自然而然就湊在一起合作，像 S 老師說的「大家都是好朋友」。 

你會發現到是另外一代的人在操作這件事情。我的另外一代是指說，

我要這樣講嘛，這樣講好像也很奇怪，就比如說 S 跟 E（策展人），然

後和我們，我們這個團隊，就是說這個 case 不是蕭老師簽的，也不是

鳥會簽的，這個 case 是 between 我們跟 E 還有跟 S 他們，我們都認識

彼此狀態，從過去，從 2015 年，2015 年雖然還沒有這個計畫，可是我

們大概有幾次的碰面之後，她知道工作室這邊做駐村，然後我們在做

什麼，然後他們覺得說有一些契機可以發起這件事情，所以他們來邀

請我們去一起加入這樣。所以並不是說ㄟ你們就去跟關渡自然公園合

作，或者是鳥會說你們就去跟竹圍工作室合作，對，所以這個出發，

這個東西就是很難去解釋說，而且有時候就是一個時機，就是那時候

剛好有一個這樣的機會。就譬如說你也可以問說為什麼要進到社子島，

那也是剛好 2015 年。 

 (2018.05.17-訪-C- 318-325) 

不過，說是剛好的機會也並不全然都是巧合，僅能說是條件具足使實驗可行。

這項計畫對 S 老師而言是奠基在 Project WET 的基礎上去做發想的，方案的引進

與出版在第一章提過，這裡就不贅述了，這裡要談的是S老師的工作角色和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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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WET 對公園而言是重要的原因在於聚焦於「水域」，它協助公園更有系統

的規劃濕地場域所可以提供的環境教育推廣課程，因為濕地就是「有水、有土」，

和水資源無法切割關係。Project WET 正好串聯著公園濕地所能提供的教育，而 S

老師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進入公園擔任教師和推廣工作負責人。 

可能在這之前，關渡自然公園想要推水資源教育已經醞釀了很久了，因

為我們，比如說我們談水生昆蟲觀察嘛，然後我們談青蛙啊，我們談魚

啊，我們談濕地，我們談河川的導覽解說，這些其實都是很早期就有在

做的。…因為我們 Project WET 它就是一套組織架構很強烈的教案，那

進來之後就剛好全部啪就打在一起，就我們就中了，然後才慢慢地做。

但是第一年、第二年的時候就像我說的，剛好全部的機運都打在一起，

我們就開始做的時候，很快。所以可能我的前輩他們沒有那麼多時間去

思考到底為什麼關渡自然公園要推 Project WET 這個課程。那是到後期

大家一直論述一直論述才扣才把它慢慢的扣回來濕地說，我們為什麼要

做這件事情，這（第二版手冊）裡面有寫。 

（2018.06.05-訪-S-445-453） 

在教育推廣上，除了教材從英文翻成中文是不夠的，因為並無法完全符合在

地需求，因而開啟了台灣的水資源教學網絡的連結，學術上有師大環教所的建議，

經濟上有匯豐銀行的資金挹注，階段性的培力工作坊遂陸續展開，透由教師實際

教學經驗來修正方案，2010 年起到 2015 年以前公園所接觸的教育夥伴，主要都

還是以環境教育單位合作為主（例：東部武荖坑環境教育中心、南部雙流自然教

育中心以及其他具有濕地場域與研習需求單位）。然而這次 S 老師所發想的秘境

計畫時是關渡自然公園首次嘗試進入校園進行長期課程。除了學員回饋讓身為教

育專員的她想要看到課程帶來的更深遠的影響力以外，站在 Project WET 教育推

廣的立場，她先是在交流場合聽到其他 Project WET 推廣單位的分享，於是參考

了日本以及香港的操作方式，試圖希望先讓學校老師有機會接觸、看到這套課程

能如何被使用，再進一步引發更多老師興趣而願意去再利用這份教案。秘境計畫

因此有種示範作用，她希望有教師實際將這些教案融入學校裡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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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那時候有這個計畫那個引發的點比較像是參考香港跟日本 Project 

WET 的，香港跟日本的 Project WET 的經驗融合之後才有這樣的計畫產

生。所以剛開始真的是以推廣 Project WET 的想法為主的，那時候日本

Project WET 它有一個計畫是它教老師怎麼認識自然，它不教學生，因為

它覺得老師才是學生的最重要的知識傳遞者，可是百分之，它說假使全

日本的老師是算一好了，有 80%的老師他根本不會自己想要去摸土，你

要他怎麼去教學生認識環境，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我們第一步是我們

要讓老師會這件事情，對。然後香港那邊的人也就說了類似的話是，我

們要怎麼樣讓老師開始願意使用這一套方案是，我們要讓老師覺得方便，

對，那他們才會願意啊。所以我整個計畫我其實從來都沒，我可能中間

有一度有想過說，啊到底要不要繼續陪著富安國小，因為我其實一直很

期待有一個學校可以用這套課程去變成他們的，比如說...重要課程發展

之一。 

（2018.06.05-訪-S-413-423） 

實際經過這兩年的在國中、國小的計畫與專案執行，以及 S 老師在與其他同

業交流後，她也反省到這套課程對於非自然領域老師，或是在學校教育體系已經

有固定課綱的狀態下而言，要實際操作還是有一定的難度，因此會思考進入校園

的策略或許需要再進行調整，實際由環境教育中心裡的專員擔任教師的角色進入

學校搭配授課，相較起來會比試圖透由培力學校教師來利用教案設計屬於學校本

身的課程來得更容易推廣。 

事實上賣這個教案對關渡自然公園沒什麼好處，因為我們成本根本高

到一個他們，他們就算加入我們，我們也不可能回本，因為他們也不

會在我們這個上面花什麼錢，然後我們又是要無償的給他們用這些教

案，沒什麼用的計畫...所以整體來說，我們就單純只是想要實驗看看，

然後雖然一剛開始是希望學校用，可是久了你也認清了那個狀況是...

（R：很困難？）對。不是說我要放棄，而是我覺得就現在的體制來說

的話，老師他就不是被賦予這樣子的責任，那我們為什麼要去強求他

們去做這些事情，那是不是彼此之間的期待有落差。比如說像家庭教

育跟學校教育，恩，家庭裡面的人常常會期待老師要給予一些倫理上

面的教育或什麼等等的，可事實上這不是老師應該要給予的，所以我

們都把學校老師...（R：給放大了？）對啊。 

（2018.06.05-訪-S-424-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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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所談的是 S 老師在秘境計畫執行以前曾經有過的考量，同時也提到了她在進

入學校網絡中的困境，以及開始試著在推廣工作上尋找其他策略和路徑。 

貳、童軍團的戶外活動 

提到進行課程實驗的場域，童軍團是我們對於這次參與課程的學生的認識。

在秘境計畫執行以前，童軍團長什麼樣子呢？根據 W 老師所言，她在富安國小

帶領的的童軍社團課程一學期會有六到八周，並搭配區域性以及縣市級的聯團聚

會活動，通常會利用假日時間進行，那是與其他學校的社團共同承辦的戶外教學。

不過 2016 年因為參與計畫緣故而暫停了過往網絡中的活動： 

沒有上到那個我原來規劃的，就是幼童軍的整個學期的那個。我們都

有團聚會嘛，六到八次團聚會就暫停了，因為整個還配合這個（秘境

計畫）啊……像我們這個禮拜六我們又要去士林北投區的幼童軍有個

聯團，叫做 A 群組，我們後天我們要帶小朋友出活動，也是有探索活

動……像這種的就不是在我的課程裡面，就另外，我們就有聯團嘛，

像我們學校就 396 團…台北市有把整個台北市各個學校小學的幼童軍

團，會分成 A、B、C、D 群組……像我昨天去開會了，我們 5 月 24 號

又有一個全台北市幼童軍的聯團，那個規模又更大了，我們到時候要

到花博去做一些定向活動，那個都是屬於不是我們課程裡面。所以每

個學期大概都有一個那個群組方面的，A 群組嘛，然後再有台北市的活

動。除了例行性的這種，台北市規劃的這種聯團之外，然後就是照我

們學校大概會有六次，或者到八次。 

（2018.04.26-訪-W-126-142） 

富安國小社團比較特別的地方在於小校規模又面對多元性需求，老師人力有

限要各自獨立兼任社團較難互相支援，加上家長工作忙碌較難像去承接此學校社

團帶領的任務，然而童軍社是一個遍及全台灣甚至國際性的社團組織，因此學校

仍然希望有提供這樣的社團，故操作上或許和其他學校略為不同。由校內老師兼

任的童軍團安排在平日下午，社團經營除了有大規模全台性童軍社團的例會活動

參與，也和鄰近大學生採取搭配方式合作，課程主要依然是學校老師規劃設計，

而大學生童軍在一旁協助，同時對大學生而言他們也在進行服務學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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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沒有像人家其他學校有的是那種禮拜六辦童軍社團，他們許多蠻

紮實的有時候會真的去帶去宿營啊什麼，我們比較少這種大型的。我

們就是比較，基本上一個禮拜三下午的課程這樣子，我們學校屬性，

那要看各校的安排啦!所以你看到童軍的也許樣貌不太一樣，但我們學

校真的是人力上、物力上都比較，可能比較精簡一點，所以大部分是

我帶，然後我會引進海院，它現在不是海院，台北海大他們的童軍，

他們有一個叫做海童軍的社團。他們大學生社團就會搭配我的課程來

跟這些小狼29，就大哥哥大姊姊，大手牽小手來陪他們一起，當然，我

也會借助他們的長才啦，他們可能，他們也是海童軍啊，所以有些東

西可以帶進來，譬如有一些烹飪課啊、繩結他們可能有學一些紮營，

還是學一些...不然我一個人可能很有限。那我會設計，然後就請他們可

以看加進來，他們就等於，也樂於說是地區性的服務。我們學校像很

久以前，我們是大手牽小手計畫，因為現在不那麼叫了啊，他們覺得

現在可能就是一個服務課程，你大學應該也有。 

(2018.04.26-訪-W-160-174) 

 W 老師告訴我們童軍團是如何進入到富安國小又因學校本身的規模條件

影響其社團的操作模式。在 W 老師的敘述中不難發現童軍團自有一套系統，

包含依據《叢林奇譚（The Jungle Book）》故事情節為團員與教師命名，在全

台和國際上也有許多訓練活動。雖然戶外活動的探索特性和 Project WET 有些

共同處，不過它的發展卻不是聚焦在科學探究，而是群體共同生活的紀律等。 

參、藝術駐村計畫 

 接著，我們看到共同授課的藝術家經過竹圍工作室而進入到社子島，不過

竹圍工作室如何找到能夠教學的藝術家呢？對 C 總監來說，秘境計畫的合作整

體還是屬於竹圍工作室的駐村業務，或者所有各類型的合作都會和駐村這件事

相關。在此計畫當中所邀約的五位藝術家，他們分別由不同的管道並且在不同

的時間進入到竹圍工作室，而 C 總監先根據藝術家背景判斷他們關注的議題和

                                                      
29《叢林奇譚》(1894) 為英國諾貝爾得主作家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所寫，童軍創始

人英國貝登堡（Robert Baden-Powell）男爵以此作品內容展開教育，甚至為童軍命名。全世界的

幼童軍以《叢林奇譚》故事來作團體的架構，狼是主要角色，狼的群體象徵是一個很有紀律的團

體，所以衍生出最早的幼童軍這樣子的身分－小狼－的稱呼。 

 



77 

 

操作手法是否有助於環境教育課程的推動，並且在這些藝術家前來駐村以前詢

問他們是否有意願參與。她提到加入秘境計畫並不是因此為了合作刻意去找藝

術家，而是工作室平時角色就在媒合國內外藝術家與各不同單位交流。 

我會統稱說它（秘境計畫）是一個駐村計畫。因為我們年度一定都是

做駐村嘛，那駐村有好幾種，像我剛剛講的它可能是邀請或者是我們

Open Call30什麼之類的，那因為只有 K、T 是因為這個（文化部翡翠計

畫申請），那另外兩個又是另外一個別的關係，那統而言之我就會說它

其實是我駐村計畫的一個其中一個的，不同的分支。…所以比如說我

會怎麼去決定，就是說當今天關渡自然公園來找我們合作，想說透過

藝術家和那個環境生態的部分來討論這件事情，來共同合創，那我當

然會想說 in terms of 時間，比如說我們什麼時候要發生這件事情，那那

段時間的藝術家有誰，那誰適合、誰不適合，對，然後來去選藝術家。 

(2018.05.17-訪-C-57-66) 

當然，尋找合適的授課藝術家對工作室並不是太過困難，除了駐村平台上有

完整建立的藝術家資料庫，實際上藝術家和駐村單位之間能夠彼此辨識也是他們

經常關注相同議題，或對於藝術有相近的理念才會申請進駐並獲選。另一方面，

竹圍工作室過往曾經執行過的許多藝術教育專案經驗也支持著 C 總監繼續去推

動、實踐工作室的組織目標－「串聯」。教育方案的操作上隨著組織轉型，也將

重心更放在跨域交流，相信藝術能夠走入社區對話。 

本身國藝會在支援藝教於樂好像是一個大專案，持續好幾年了。然後

我們只是其中一個。……2008 年又跟了這些鄧公國小的學生，然後那

時候我在猜也許，如果是跟淡古(淡水古蹟)合作的話應該是淡古那邊支

持的……我會覺得這些都是叫做有跡可循啦，就是說對我們來說，藝

術家不會只是純心只是做他自己的創作，他可能是我們接下來可能有

那時候營運的那時候的助理，然後接了這些的 case，然後媒合不同的藝

術家進到不同的單位去做，所以從藝術教育的部分來著手。但是當然

後來就是因為樹梅坑溪這個計畫，開始有更多地不同的單位來認識我

們，就是所謂的，就是他們那時候瑪悧老師會覺得這個類型的計畫叫

                                                      
30 竹圍工作室提供國內外藝術家四種駐村機會，包含館際交流、邀請、Open Call（公開徵件）、

自費申請。2016-2017 年的主題是「4C 觸發改變的創藝連結／Creative Collaboration as Catalyst for 

Change」，而駐村計畫的徵件以「生態環境、跨領域、社區參與」藝術類型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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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新類型的公共藝術31」，那就是所謂的已經超出公共藝術的一個狀

態，實體的，因為現在大部分的人對公共藝術就是一個物件，但是這

個新類型的可能更多講的是參與式藝術還有社區介入，就是比較是也

許是一個 knowledge-sharing 上面的一個的部分。然後這是一塊。所以

時間點我會覺得大概就是切這幾個。只是在某個轉型的時候，它一定

會有不同的主軸，假設說 2011、2012 的時候是樹梅坑溪的話，那中間

一直到跟 2016 年之間，其實也還有四、五年時間，這些時間我們還是

有做一些計畫，可是它都單點式的，就是說我還是會帶藝術家進到學

校，可是可能就是只有一個課、一個下午，都還是單點式的東西。那

你說那時候有沒有跟其他的單位合作，我覺得像這樣子跟關渡這樣子

比較密切、長期的，沒有。 

(2018.05.17-訪-C-166-190) 

如果拉出一個時間軸來看，竹圍工作室曾經直接或間接參與不少藝術教育的

推廣計畫，許多也和環境教育密不可分，例如 2007 年與 2013 年國藝會和雄獅鉛

筆的藝教於樂計畫支持的《山水之間的藝術遊廊：開創環境教育的另類模式》，

以「藝術家駐校」的形式進入淡水區國小，由藝術與人文教師與藝術家合作設計

課程，主題包含在社區小鎮古蹟、溪流等環境進行探訪記錄，並產出不同形式的

創作表達。2011 年則在竹圍地區有《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以社區型計畫與

在地許多單位合作，其中亦有包含和國中小學老師開發關於樹梅坑溪的相關課程。

在這些專案計畫裡，竹圍工作室的藝術村角色和其他類型單位不同的是它不認為

「藝術駐村」這件事或者「藝術行政」的工作僅為服務藝術家，而是視其組織為

一資源媒合平台，在前述另類教育計畫裡也更希望是協助校園開啟更多在地教學

資源：藝術家、文史工作者、社區規劃師等等。 

我覺得以藝術家，以藝術單位來說的話，我們跟別人比較不一樣的話，

我覺得就是在挑戰藝術的多樣性吧，多樣化，多樣性和可能性在哪裡。

然後今天藝術是不是只能一直只是在討論媒材上面或者是個人成長上

面，就是比較純藝術在處理的，還是說它可以介入到社會議題、環境

                                                      
31 新類型公共藝術發展於 1970 年代的美國，以公共議題、公共利益為導向，並以社群為基礎進

行藝術實踐。此類型藝術實踐和概念翻轉過往被視為社會運動或政治運動的藝術計畫，2000 年

以後出現於臺灣公共藝術論述之中，以及 2004 年由吳瑪悧主編翻譯的《量繪形貌：新類型公共

藝術（Mapping the Terrain: New Genre Public Art）（Suzanne Lacy，1995）》。詳見呂佩怡（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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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其他的議題？那如果介入的話，它怎麼做？它的一個可能性在

哪裡？還有這樣子的議題是不是這樣也是藝術？或者這樣的存在性又

在哪、的價值在哪裡？對，所以對我們來說我們實際上執行者最大的

功用就是串聯。那聽起來都好像很籠統，但我是覺得大概會是簡而言

之應該會是這樣。那因為如果沒有就是像這樣的串聯者的話，很多事

情不見得會發生。那它還會停留在原本的，比如說哪個學科專業就在

哪個學科，哪個是在哪個，它永遠跳不開。 

（2018.05.17-訪-C-338-347） 

對於經常與不同單位連結並進行實驗的竹圍工作室而言，秘境計畫的邀約是

令人熟悉的，也是工作室過往曾操作的另類環境教育計畫類型。因此，與關渡自

然公園的合作才會被 C 總監視為是很自然而然，時機點剛好成熟的結果。 

本節回顧了主要參與在課程之中的三個單位，也點出在秘境計畫之前大家有

各自的角色和任務，如 S 老師平常在自然公園工作是推廣 Project WET 到不同學

校單位，而 W 老師要帶領國小童軍團社課，鄰近的大學童軍社團會與她一起搭

配課程，此外 C 總監在工作室則是串聯各個單位，推動藝術介入社會各議題。

他們的角色可能會在參與秘境計畫時有所改變，但也可能不會改變。 

第三節、開始一起秘境探險！ 

計畫中每個階段微小的實作都是促成課程完成的關鍵，有時候計畫並不一定

「天時、地利、人和」，即使一開始談好合作，事情也未必會順著我們心裡想的

持續進行，因此適時的調整和修正是必須的。檢視本課程實施細節有助於我們看

到參與者如何形成一個團隊來執行課程，以下描繪籌備過程和課程實施的狀況。  

壹、加入在地元素：社子島水的歷史 

生活秘境計畫裡負責規劃課程的參與者都不是最熟悉社子的在地人，S 老師

實際進入到場域之前到底要教什麼？如何教？她認為自己都並不是一開始就有

答案的，雖然手邊有 Project WET 的課程方案，但 S 老師並不是直接將自己既有

的一套科學知識或實驗帶到學校來，她的計畫內容是不斷經由與藝術家討論、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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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場域觀察後修正而來的。另外，她認為自己不屬於學校教師有課程進度壓力，

因此課程能夠教多少不是重點，但課程到底對學生有沒有益處變得很重要。 

我比較在意的比較是到底有沒有符合我想要達到的目標（認識自己的

家）。比如說，但那個目標也是學生的啦，比較像是學生，對學生好

不好，就我不會要他們為了趕我的進度而一定要做這些事情，因為我

們就是沒有這個壓力啊，為什麼他們在學校已經這樣子了，來上這個

課還要這樣，這搞什麼。 

（2018.06.05-訪-S-275-277） 

籌備期間她經歷探索過程32，在環境中與社區居民、藝術家互動。課程的輪廓看

起來不是那麼明顯，雖然她帶著 Project WET 的教案而來，但計畫裡的課程是接

受與他人討論和實地觀察的考驗後所產出的。例如，她課程規劃從原先的「水的

奇妙旅程」欲帶著學生了解世界水循環並勘查鄰近環境，最後改為「來自 1963

年的一封信-社子漫步」並結合「雨天遠足」教案重點33。 

其實這些課程都不是我自己生出來的。就是我可能有一個雛形，跟一

個目標，在這樣的討論之中，我發現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除了

Project WET 課程的實驗之外，我好像也想要帶這些學生重新認識他們

的家。……因為社子島是一個很敏感的地方，就很多人告訴裡面的人

說你們裡面應該要怎樣，要變成什麼模式，你們乾脆就開發什麼等等

的，可是裡面的人在想些什麼，我們好像都不知道耶。所以一部分也

想要聽聽看這些事情。 

（2017.12.12-訪-S-73-78） 

確認教學場域以後，S 老師讀了許多關於社子的書籍和資料，並且試想如何

讓 Project WET 的課程能夠真正進入轉化為一個在地性的內容。她提到這是受到

大學時期系所的影響，除了閱讀相關資料，加上她過往執行 Project WET 專案裡

的「水牛車到你家巡迴推廣34」培養出來的教學習慣，她會將自然科學知識和學

                                                      
32「一方面也是好奇，就進入到那個地方都會有點好奇吧。」(2017.12.12-訪-S-142) 
33 「水的奇妙旅程」和「雨天遠足」皆為 Project WET 教案。（2016.09.20-檔-校園秘境課程規劃） 
34 水牛車到你家是與學校或各機構合作的 Project WET 推廣項目，匯豐銀行出資，每年固定場次

開放免費申請課程到學校或機構單位上課或研習培訓。水牛車是關渡自然公園的公務車（車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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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周圍環境所發生的事情串聯，讓學生對環境有感，因此進到社子這個場域，她

也會去想教案在此應該如何操作才有好的教學效果。 

是看很多資料吧，因為你要進來這個地方，前端有看一些書，關於社區

營造，因為我以前讀生態系的時候，靜宜生態系就是一個社會運動很強

烈的系所，然後就是那個階段也有一點影響我在一些社會關懷面，我會

特別在意「在地」這件事情。所以我今天的課程要進入到這個地方，我

不可能就全部直接把 Project WET的東西直接帶進去用，我就要想想說，

學生上完這些課之後，對他們有什麼影響，他們可以得到什麼這樣子。

所以像水資源專案裡面，我們有一個計畫叫做水牛車到你家，那我們會

去到很多不一樣的單位或者是國小辦二個小時的課程，一個小時到兩個

小時，那像我在做這些水牛車到你家的專案的時候，我都會先調查一下

當地的流域，跟當地跟水有什麼社會新聞，當天就會告訴他們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種習慣的培養。 

(2017.12.12-訪-S-84-91) 

不只是對環境中的水進行調查（附件六），S 老師也和藝術家共同拜訪當地

社區，經由社子島美學會的引介，聆聽耆老述說社子島從前的歷史，在這個非正

式的田野調查過程以及走入社區吃飯聊天之後，對在地人有更多一點認識35，也

獲得口述故事的史料作為課程的素材，更加確認了課程的意義在於提高學生對住

家周圍環境的感受力。與藝術家 K、T 一起思考要如何帶領孩子認識自己的家的

時候，決定要以對社子島樣貌影響很多，並也同樣改變關渡的葛樂禮颱風作為故

事的起始點並用故事包裝，以一封來自富安老學長的信開啟對話（附件五）。 

S：那時候剛來的時候，我跟 K 有比較多的討論，所以一剛開始 K 也

有跟我們討論，假使這個課程沒有一個故事的主軸，就會比較可惜，

就是學生比較難進入這個課程是國小生，那 T 她自己好像也是教育背

景的，然後就捏造了一個假人叫做謝育富，他們就整天跟謝育富寫信

這樣。（R：這個啊，我想說是真的還是假的。） 

S：假的，這是我捏造的，所以我就會都寫信給他們，他們就一來一回

的對談這樣。所以一剛開始是這批小孩收到了一封我寫的信這樣。 

(2017.12.12-訪-S-257-267) 

                                                                                                                                                        
繪有水牛與田地），公園內也養了六隻水牛，這些水牛是維護濕地環境、淨化水質的重要幫手！ 
35 「就是聊天，才發現說原來社子的人對自己的家沒什麼感覺。」(2017.12.12-訪-S-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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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In your mind, what are the main things you have discussed with 

Guandu Nature Park, BCS or residents in Shezi during the preparation? 

K: Mostly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place and even the folk stories. We 

also talked about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wetlands. From these discussion 

we were more informed and knowledgeable to design the activities related 

to the environment of Shezhi Island. S, our partner from Guandu Nature 

Park also came up with the idea of the letter writing activity where a 

child from the past wrote a letter to the children of the future. This 

connects the earlier generation with the future generation. 

(2018.06.08-信-K) 

在實習生 F 的觀察筆記中也記錄許多當時討論，拜訪美學會耆老吳滿阿嬤時，

阿嬤透過親手繪製的社子早年風光道出不少環境變遷的故事，包含河岸自然環境

中的動植物、務農狀況、當地產業以及一些信仰傳說故事（附件八）： 

務農生活、人與河的關係 

吳滿阿嬤分享其繪畫創作中的背景故事，透過繪畫，記錄社子島早年生活及風

光，這些畫面故事，多源於吳滿阿嬤童年時的記憶：由水牛坐船的畫作講起，

談到當時人務農的狀況，牛兒坐船來回在河的兩岸犁田，由於太常坐船了，牛

兒非常懂得如何在晃蕩的船中保持平衡，當船搖晃得較厲害時，水牛會自然地

把四腳張開、站得更穩。關於製船，八里、關渡、社子島共享一項傳統，以木

頭製造漁船，船型模仿魚身，有意思的是魚眼點睛的符號，魚眼朝下代表這艘

船用來捕魚，魚眼朝上則是載客用。關於螃蟹，吳滿阿嬤提到，早期婦女懷孕

生子若奶水量不足，都會煮一鍋螃蟹湯作為食補，是增加奶水量的秘方。社子

島的生態環境豐富，除了種田，當時的在地人，與河的關係也相當親密，沒有

堤防，人們的民生用水，都是直接到河岸取用，不論是飲用或者清潔；河裡也

有許多種類的貝類，每個河段都不同，在地人捕獲貝類，是使用像是豬八戒使

用的一樣的耙子，再套上一個網子，在河底耙撈，之後長長的竹竿上下晃動，

將網裡的泥沙過濾掉後，便能直接將捕獲的貝類集中到船上。由於每個河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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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類都不同，漁人們行進的路線是橫向捕撈一個河段，再前往下一個河段，豐

收最後才直行回來。 

生態與生產轉型－地貌與土質變化 

吳滿阿嬤的畫作中記錄了當時的生活環境，不同於現在社子島河岸多是紅樹

林，過去在大颱風來襲、美軍轟炸以拓寬河道防洪之前，在地野生植物更多的

是鹹草，鹹草的莖是三角形的，經常用來編織成草鞋、籃子、繩子等民生用品。

自河道拓寬後，生態也隨之改變，土質因海水倒灌，而變得更鹹、更硬，不僅

改變了在地動植物生態，例如紅樹林越長越多、從前種類豐富的貝類及螃蟹也

越來越少，連帶地影響了在地人的原有的生產模式，並且，隨著近代化高速公

路建設，南部的菜一日就可以運送至北部，從前作為北部農產供應第一中心的

社子島，產業受到衝擊，紛紛轉作工業工廠。此外，當時美軍轟炸以拓寬河道

防洪時，也破壞了一個傳奇的石頭——鳥踏石，這是一個如同小山一般的石

頭，在河道裡，即使颱風來襲也不曾被淹沒，是鳥類棲居休憩的絕佳點，由於

它的形狀如同小山一般，斜度使雨水能自然清潔它，相當美妙。提到石頭，吳

滿阿嬤說在關渡北投一帶，有一種特殊的石頭咕姥石，當地的人經常用它來作

為搭建房子的地基，早期房子建材多取自當地，以草編織成層層的屋頂，竹子

作為樑柱結構，牆面也是草牆，咕姥石做地基，保護竹子不致腐爛。（關於房

屋建設，吳滿阿嬤還提到，士林一帶新建設房屋時，曾有廠商利用很大的管子

直接來社子島帶走這裡的黑沙，作為建設房屋的材料，阿媽用了一個很生動且

令人震撼的比喻，他說，現在你去看士林那一帶的房子有多高，就可以看出當

時那些建商帶走多少社子島原有的黑沙。）回憶起當時的生態環境，吳滿阿嬤

說當時人務農都不使用化學農藥，因此每當翻土時，都有許多許多的蚯蚓，天

空上總盤旋著老鷹和黑卷尾（很兇！），伺機覓食。老鷹除了吃蟲子也會把在

地人飼養的小雞抓走。（不同於現代人從書本上學習自然知識，像是食物鏈等

概念，吳滿阿嬤豐厚的生態知識都來自於生活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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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的信仰傳說 

關於傳說，吳滿阿嬤還分享了兩則：一則是關於玉女娘娘。玉女娘娘是保護出

海的神祉，她的父親是討海人，當在海上遇上麻煩時，玉女娘娘總會幫忙他的

父親開船，一次玉女娘娘又搭救了他的父親，返家休養時，其母親準備好料理

慰勞她時，竟發現玉女娘娘已被天上神衹召喚至天庭作女神了，她的身體就這

樣被留了下來，一直為人民所供奉著。另一則是媽祖，故事是這樣的：過去種

田時，蟲害有些嚴重，每隻蟲都又肥又大，農民不勝其擾，最後他們請了媽祖

來遶境驅蟲，翌日田裡的蟲竟都自主地投河自盡，對岸蘆洲人們聽聞此事，也

開始供奉媽祖。阿嬤曾與兒子分享過此故事，他的兒子認為可能恰好氣候變

遷，才會造成這種奇蹟般的現象吧。 

（2016.10.11-檔-F 側寫） 

在這些分享當中，看似生活瑣碎的大小事，其實是熟悉家鄉的人才能娓娓道

出的故事，而其中造成環境變遷最大的影響是上述「拓寬河道防洪」的措施，「獅

象守口36」被炸開的歷史我在當志工的時候也聽生態導覽老師講過，那影響到關

渡的生態環境，由於關渡和社子皆位於淡水河與基隆河的交會處遙望對視，故皆

有舢舨船、農、漁具等共同記憶，河水氾濫帶來肥沃的農田生命，但颱風侵襲的

破壞與治水工作卻也讓關渡和社子受到海水倒灌的影響，形成目前的環境景觀。 

吳滿阿嬤聊到，社子島早期經常淹水，最多曾一個月內淹了三次，他

們對於此都相當熟悉，並認為這就是自然的調節，遇見淹水時，他們

會趕緊拿著柴刀等工具，衝上屋子閣樓，躲避水患，眼見水快漫過人

身時，他們會趕緊用手中工具把屋頂戳破，抵達屋頂上避難。 

（2016.10.11-檔-F 側寫）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如何和「水」和平共處並不容易。Project WET 所提

倡的教育也就包含了讓人們學習辨識水的位址、發現自己在水循環當中的角色、

分析個人的水足跡以及瞭解到水並沒有界線，水會流經所有人而將大家牽連在一

                                                      
36 關渡和社子同為淡水河與基隆河交界，被如象鼻的大屯山和如獅頭的觀音山包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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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水資源的保護、保存和管理是這套課程方案的學習重點。當探討在社子和關

渡流域中的水資源時，S 老師以造成景觀改變的重要事件－「葛樂禮颱風」作為

出發點來帶領學生認識環境，「淹水」不只是社子為外人所熟知的印象，同樣是

學生們生活經驗中會出現的事件。S 老師將上述口訪的歷史故事，改成信件型態

與學生分享並期待學生的回應。 

在這個流域裡面，影響很深的就是那個葛樂禮颱風，所以葛樂禮颱風

讓社子、關渡這一帶的地景改變很大，所以我就捏…那時候剛好前端

我們也有去訪問阿嬤，然後她就說了葛樂禮之前的事情，所以我們就

把這個當作是一個故事的重要的點。就是在 1963 年前跟後，謝育富是

1963 年前，還沒有颱風的時候寫信給小孩，然後他就跟他說，那時候

社子可以抓螃蟹，可以幹嘛幹嘛，做很多事情啊，然後寫信的當時，

剛好謝育富第二封信，好像還有第三封信，反正就是有一封信寫了葛

樂禮颱風，就說那個颱風很大啊什麼的，然後藉機也告訴他們說，社

子現在會禁建也是一部分因為葛樂禮颱風等等的模式，才會蓋高堤防

或什麼的，對。 

(2017.12.12-訪-S-274-280) 

整個課程起始點我們可以看到在淡水河流域內，關渡自然公園老師帶著

Project WET 的課程經驗，與同樣關心生態議題與河川的藝術家團隊 K 和 T 和竹

圍工作室進入到社子島，經由社子島美學會的聯繫而能與耆老對話，在這過程中

得到在地文史資料，接著回到課程活動設計時，將這些科學探索結合故事性包裝，

正式進入到學校學生端，此時的 Project WET 開始帶有社子在地的色彩。 

貳、環境教育理論之實踐 

如果少了戶外實察，很難去感受體會；但是若只是待在戶外不停地看，

而沒有回到教室靜下來帶領反思，教育目標也不容易達到。 

(2017.12.21-觀-福安國中) 

秘境計畫的課程結構安排是 S 老師和藝術家互相搭配。過程中時而走到戶外，

時而回到教室。如某次課程結束後 S 老師提到自己對於環境教育「無法平衡的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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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課與室內課」的反思，故課程的安排似乎也努力達到外在與內在探索的平衡。

秘境計畫的課程也是 S 老師想驗證環境教育理論的實踐，包含三階段，從感受到

接受知識，最後是行動實踐，這也呼應 Project WET 強調的「做出改變」。 

一、在環境中觀察與感受 

在這八堂課裡，一開始 S 老師先帶著大家走出去校園繞一圈，她請學生觀察

附近有出現水的地方，第一堂課結合了 Project WET 的《雨天遠足》教案，目標

在於能夠認識學校和附近水域的關係，看到水的分布狀況。她發給學生一張紀錄

表格和地圖的圖例（附件七），讓學生可以沿途作記號。而在信件當中，S 老師

也透過信裡謝育富老爺爺傳話，提到了小水漥和水裡頭的生物。S 老師認為前端

探索的觀察如果只是一堂課時間「去看」那樣的效果不足，因此她也希望藝術家

延續她所帶領的觀察活動，協助學生將這些觀察後的發現和感受表達出來。 

我並不是真的在教他們什麼東西。比如說，我帶他們去勘查水，有怎

樣的環境。這可能是一剛開始，他們一定要先。因為我不確定他們到

底對自己家裡面到底了解多少啦，搞不好有可能什麼都不瞭解，這課

程就不用玩了。所以一定要先確認嘛，可是在這個確認之前要有一些

小孩子方式的動機，比如說我就創造了謝育富這個人，然後在這樣的

動機裡面他們可能要有一些產出才能夠。每一次我不是都說，每一次

的自然觀察搭配每一次的那個藝術教育嗎？其實這個藝術教育就比較

像是在幫他們歸納他們那一次自然觀察裡面，腦袋裡面的想法，等於

是一次又一次的思考訓練。然後思考訓練之後，再一次的觀察。 

（2018.06.05-訪-S-231-236） 

那竹圍工作室要做的事是，因為前端的觀察只有一門課是不夠的，所

以他就是會延續。那 C 她做的就是找到對應的藝術家來完成前端那部

分。比如說我前端觀察完之後，我們會希望學生有一點產出，那那個

產出是，我一剛開始對這個產出沒有什麼很強烈的感受。我就覺得他

們就是要做一個東西嘛，比如說畫一個地圖，做一個小盒子啊之類的。

可是越看越覺得，像這樣的產出是把他們心裡面的感受轉出來讓別人

知道。這是帶完這個課也比較讓我對所謂藝術產出有個新的看法。 

（2017.12.12-訪-S-15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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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周學生從校外走回到教室，藝術家 K 和 T 帶領學生回憶踏查的過程，T

讓學生將椅子拉出來到教室中間圍成一個圈，大家坐在椅子上閉眼睛聽 T 引導

回想上周是從什麼地方出發，途中經過哪裡、遇見了什麼，又有什麼樣的感覺。

經過回憶之後，學生回到原來的分組座位上要為上周踏查留下紀錄。此時 K 已

經為學生們準備好進行創作所需的媒材，包含墨汁、回收的紙張以及用蘆葦製成

的筆。K 先請學生說說看這支筆有什麼不一樣，接下來讓大家使用桌上的筆墨來

做出自己的「簡筆圖示」37。白板上列出八個有關於踏查的問題：「你看到什麼

動物？植物？附近有什麼特別的房子嗎？你最喜歡的地方？你最喜歡什麼東西？

附近哪裡有水？什麼是你最好奇的？有不喜歡的東西嗎？」K 讓大家根據這些問

題去思考並畫出簡筆圖示，也鼓勵學生試著加入自己的感受。完成後小組內成員

們互相分享自己都畫了什麼，在什麼地方看見的、有什麼感受，這些東西與自己

的關係又是什麼？這堂課利用每個學生所畫出來的圖拼湊出一張地圖。 

S 老師回憶那堂課，說到藝術家提醒她每個人在觀察時看到的東西都會不太

一樣，留在心裡的印象也不同，透過共同拼湊地圖的活動是要讓學生看見彼此不

同的認知，也讓每個學生有表達自己的機會，這堂課也讓多位受訪者印象深刻。 

所以前端我們去走讀，這也是我帶的，然後請他們畫一些自己的地圖，

然後之後 K 他們希望他們能夠從心裡面突顯出哪一個東西在他們的地

圖裡最重要。或是他們觀察的重點。你知道我們有時候觀察某一些物

品會特別的放大。……那時候就用了一些手法比較像是共同討論，然

後投票表決這樣子。一方面也是怕年紀比較小的孩子沒有權利，沒有

辦法自己發言，但還是希望他有發言的權利，所以就要每個人都講話。

我就是在國小這個課程，我們蠻在意要讓每一個孩子都可以講話。 

（2017.12.12-訪-S-289-297） 

那個地圖其實一開始是讓小朋友先，當然我們先在外面走了一圈之後，

然後就讓小朋友去畫說你們在這裡看到的東西。那有些就會畫屋子就

是那個什麼古厝啊，畫水門啊，然後畫菜啊，畫雞啊，然後有些就畫

狗之類的。然後接下來就會說 OK，他就是做了好幾次接下來就大家圍

                                                      
37簡筆圖示是指形狀、線條簡單而能夠直接表現物的形象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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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圈來說，你們覺得這個東西你是在哪裡看到的？你就是沿著學校的

周圍，那時候有個學校的地圖，然後你就是貼，但是他會跟大家說，

可是如果你覺得這不是在這裡的話，你就不可以說，喔這個不是在這

邊。他就是讓它有一個可以辨證，也不是辯證，就是說「不是說了就

算了」。別人也可以來反對你說、你放置的這個位置。 

（2017.12.28-訪-C-140-146） 

 
圖 4- 2. 屬於我們的地圖－課程創作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他們在拼那個地圖的過程吧，就是...大家先會各自

把自己畫的東西說它這個是在學校周圍的哪個地方發現的，然後就會先

放在那邊，然後大家先各自放完之後就是要看有沒有人放的位置跟你自

己想像的是不一樣的，然後就一直調來調去、調來調去、調來調去，對，

然後我記得那藝術家有再帶討論說喜歡，咦？是有帶什麼內容啊？可能

有針對他們的環境去做一些分享吧，他們為什麼畫那些，然後怎麼樣子

的？對，那部分還蠻有趣的啦，就是讓同學看到，就是大家的認知都會

有一點差異啦，比方說哪個地方有什麼東西。 

(2018.04.11-訪-B-191-196) 

除了讓學生分享自己所畫的圖案，並輪流將自己的圖案放上校園地圖。在過程中

最後的投票表決，也是透過多次的輪流排列，而不是讓意見不同的學生互相協調。

每一輪結束後藝術家詢問學生是否還有沒有需要調整的地方，最後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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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那那個有意見是小朋友自己就在那邊協調？ 

B：對，因為就是輪流。 

R：就是協調。 

B：沒有耶，因為輪流，他們不能協調耶。 

R：他們不能協調？ 

B：他們是繞一圈，你覺得哪邊有問題，你就調整，我忘記一個人是不

是只能調一個還是兩個，忘記了，可是你就要照順序一個一個調，所

以當這個 A 同學把它調到這個點的時候，然後第三個，第 C 或 D 同學

又把它移到另外一個地方說這不是在這裡啦。那可能小朋友還是會有

一點小雜音會說，ㄟ不是這邊吧，是那邊吧，然後可能又會...因為那個

藝術家是不希望他們，先不要講話的啦，就是說怕有的...怕一講大家就

會懷疑到底是在那邊或是說怎麼跟我不一樣，如果大家都講可能他就

不敢調了啊，因為大家都說那個（東西）在那個地方，（但）我怎麼記

得是那個地方。他可能就希望是各自先去調，然後別人在看說你自己，

那你又覺得哪邊，然後就那個地圖是慢慢，可能一直變動的型態之下

跑出來的。 

(2018.04.11-訪-B-202-214) 

我覺得藝術的手法，不知道是不是我看得比較少，所以我覺得藝術的手

法都，好像有一種魔力的感覺。就是當，如果當，當我在帶課程然後希

望小朋友去創作些什麼的時候，我可能就會比較直接的說，你們就自己

想啊，或是自己去思考，把你們最特別的東西畫下來，可能就是這個樣

子。但是，K 他們在帶領的時候，他們是有很多的層面，是從心裡啊，

然後到想像啊，到畫出來，到拼湊出一個大家共同的地圖。然後在那之

間，他們也給了小孩很多的討論。大概就是一直說話跟思考吧，就是你

同不同意你其他同學的說法或作法，或是你想要把什麼東西拿掉，為什

麼，等等的。那是花非常多的時間，其實一開始的時候，有點搞不清楚，

就是他們最終想要什麼，但是就會在那過程慢慢地呈現出來。 

（2018.02.02-訪-U-338-345） 

第二次、第三次印象是蠻深刻的。因為那個地圖製作，可能那個產出也

會讓你有立即的成就感的回饋那樣子。這好像也是他們帶領得還不錯啦。

就東西等於說讓他們巡禮，對社區的一個小巡禮，巡禮之後還可以再做

一個整理、回饋，有一個成果來產出這樣子，然後對那個啟發他們一些

創意。 

(2018.04.26-訪-W-291-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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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對於 K 他們在帶工作坊的時候，印象比較深刻以及覺得蠻欣賞的

地方，可能是因為其中一個藝術家她叫T……她在帶小孩工作坊的時候，

她不是就是很制式的上課方式，而是會從小孩的感覺出發，所以我記得

她那時候帶課程的工作坊，好像在開頭的時候都會請小孩先靜心閉上眼

睛，然後開始回想就是我們上一週做過了什麼啊，然後你有什麼樣的感

受，她會用很多問句去引導小孩去回想自己的感覺跟思考，然後才開始

去做今天要做的事情。然後她跟小孩之間的溝通互動也都是用溝通的方

式，我覺得跟Ｏ小(實驗學校)有一點像，就是不會說你一定要做什麼，

一定要怎樣。而是都是可以討論的。 

(2018.01.19-訪-F-182-189)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點是媒材的使用，對於藝術家而言，創作所採用的媒材是

他們認為學生也能因此更認識自己家鄉環境的一個方式，因此，這過程中藝術家

也有意識地想要找出在地可使用的素材來作為教學用途。包含了黏貼地圖的展板

是來自鄰近工廠不要的木棧板，畫圖的筆從河岸裡撿拾的蘆葦，前者展示了當地

工業區產業的特性，而後者是讓學生注意自然環境裡有哪些植物，並且讓學生以

另一種方式認識植物（把蘆葦桿製成筆），希望學生發現周遭的自然。 

K: We consciously use materials that are available around Shezhi 

Island, not importing anything from outside. When we were doing our 

research and preparation for the activities we walked around the industrial 

area to source and even borrow materials.  

T: In this process we ensure that the activities can be sustainable – that 

the students or participants do not need to look far from their homes and 

can enjoy the activities in their own backyard. We also used this strategy 

to create a new appreciation of the participants for the environment, 

people and things that are around them. 

（2018.06.08-信-K、T） 

第三周的課程，藝術家 K 請大家重新檢視共同合作完成的地圖，引導學生

確認地圖上圖示的相對位置，讓學生上前重新調整原先圖示的位置，直到所有人

都對這幅地圖感到滿意。K 也與學生討論地圖上有爭議的幾個地方，像是路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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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的排泄物（大便圖示）如果不應該出現在那，那可以如何解決？經過討論後，

學生們決定將排泄物移往田圃，使得原先在路上的無用之物成為了有用的肥料。

暖身過後，S 老師帶領大家去濕地透過土壤樣本紀錄觀察生態。S 老師先在教室

用問答、討論以及現場示範的方式告訴學生要如何做土壤樣本，像是使用特別的

調查工具－掘土器，經過「挖土、拔土、敲土、量土」的過程（見表 4-1），再拿

出濕地土壤色卡進行顏色比對（附件九）。除了透過雙眼觀察顏色，也要用雙手

感覺土壤樣本的乾濕度、質地，並且留意土壤環境中的動植物才是完成紀錄。 

表 4- 1 

土壤挖掘術工作分配表器材清單 

步驟 工作內容說明 工具 工作人員 工具清單 

挖土、

拔土 

1. 選定乾、濕地點各一。 

將木板放置在挖掘器上

面，用鐵鎚敲打開始挖

掘。建議可以分段挖掘，

比較輕鬆。 

2. 有技巧的左右搖晃挖

掘器，輕輕的將土壤挖掘

器拉出。記得要將土壤留

在挖掘器中。 

•挖掘器*1 

•鐵鎚*1 

•木板*1 

•手套*1 雙 

老師＋1

人 

□挖掘器*1 

□鐵鎚*1 

□竹棍*1 

□木板*1 

□版夾*1 

□紀錄表*2 

□土壤顏色

對照表*1 

□手套*5 雙 

□秧船*2 

□小鏟子*2 

□塑膠杯*1 

□量尺*1 

敲土 把竹棍放入挖掘器中，輕

輕地用鐵鎚敲打竹棍末

端，把土從挖掘器中取出 

•竹棍*1 

•鐵鎚*1 

1-2 人 

量土、

紀錄 

1.測量土塊的長度，並 

2.利用土壤顏色對照表找

出最像的顏色。 

•量尺*1 

•秧船*2 

•土壤顏色對

1-2 人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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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工作內容說明 工具 工作人員 工具清單 

3. 協助記錄土壤狀況、以

及土壤顏色記錄 

照表*1 

•記錄表*2 

•土壤顏色對

照表*1 

•版夾*1 

挖掉落

式陷阱 

利用小十字鎬將土鬆

開，利用小鏟子挖掘到適

合塑膠杯大小的洞，並將

塑膠杯放置進去。記得挖

得比杯子深喔~ 

•小鏟子*2 

•塑膠杯*1 

•小十字鎬*1 

•手套*2 雙 

一起 

(2016.10.20-檔-土壤挖掘術工作分配表器材清單) 

任務解說後學童被分成四個小組，並確定每一個學生都分配到任務後，全體

便前往濕地進行觀察，此次生態調查活動有關渡團隊老師一同前往。當學生完成

土壤樣本紀錄後，S 老師便帶著學生去尋找關渡團隊其他老師晨間在濕地設置的

掉落式陷阱，當學生下午來到濕地時看到陷阱裡投真的抓到了招潮蟹都感到很驚

喜。回到教室後，S 老師請學生回家把自己的所見所聞寫在信裡與謝育富爺爺分

享。S 老師從水的觀察移往濕地土壤的觀察，搭配 Project WET 的《濕地土壤裡

的真切色彩》教案，帶學生到河堤邊的認識濕地環境中的土。這次同樣也有發給

學生觀察紀錄表（附件十），要完成濕土、乾土採集。 

到了第四周，藝術家跟著學生又回到校園內，K 一開始帶學生回想上週濕地

探查的時候見到哪些動植物。接著告訴學生今天要練習運用自然的力量共同創造

一幅地景故事，透過自然素材的應用來做平面創作，藉此將自己所見所聞的感動

記錄下來。K 示範如何將隨手採集的物品拆解、重新排列、組裝，而後拼出自己

心裡的印象。T 接著向學生們介紹創作活動中所使用的創作原裡和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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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晒顯影」，請學生們在透明膠帶條上用黑色簽字筆寫上自己的名字，而後讓

學生們分組在校園中進行採集，學生們穿梭在校園之中撿拾各種類型的自然物，

如葉子、樹枝、花瓣等，採集完畢後在校園內廣場集合。 

K 拿出預先上好藥水的底布放在大桌子上，請學童們開始在上頭一起合作排

列出屬於他們的地景故事，接著拿出離開教室前事先寫好名字的透明膠帶條，將

膠帶貼在自己的圖案旁。所有的人在有限時間裡對整體畫面達成共識後，老師們

將一旁備妥的厚層玻璃蓋上，再協力將桌子搬至太陽底下。靜待十數分鐘日光照

射直到畫面慢慢地浮現，所有人再度將置放底布的桌子移至樹蔭下，移開厚層玻

璃和大家擺放的自然物之後，T 迅速將布包裹衝向預先準備好的水盆，將藥水洗

去，經過一次次沖洗，原先被遮蔽而未受照射的位置經過水洗後留下柔和的白，

屬於學生們的故事也誕生了。回到教室後，所有人一起好好欣賞貼在台前這幅藍

晒地景，K 和 T 繼續帶領學生分享這次的創作過程，讓學生思考他們原來的想像

與最終作品的呈現有何相同或不同的地方，接著請大家分享自己所排列出的地景

故事中那一景／一物，說說自己如何運用採集到的自然物來設計這張圖。課程尾

聲，T 為這一系列活動做出簡單的結語：「在周遭環境找到的生物或許是暫時的、

終將消逝的，然而透過創作，我們能夠將美好的回憶永遠留下」。 

在其他參與者眼中，學生因為是第一次製作藍晒顯影並沒有預期經曝曬後的

樣貌，所以感到十分驚奇。在這過程中，S 老師覺得儘管沒有很扣合前一周關於

濕地土讓的調查，不過學生創作作品後的反應也讓她感到這堂課程似乎也建立了

學生的自信心。在一旁協助的實習生們也都提到這項創作讓學生能夠以新的角度

觀看周圍的環境，自然素材「可以玩」這件事拉近了學生和自然的距離。 

S：那 K 其實我覺得他的沒有很搭配，就會變成是延續上次那個觀察，

我們來找找看說，這樣的觀察過程中有哪些過程是他們覺得最美的，

然後 K 想要告訴他們的應該是，我們眼前看到任何的東西，都有可能

變成藝術品。就讓他們撿一些自己覺得漂亮的葉子啊什麼的，就變了

一個魔法，其實就是藍晒，就做出這個。還記得那時候小朋友一洗完

馬上就很浮誇的說「哇，好漂亮喔！」這樣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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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還一邊指說他放了哪一個。 

S：然後 K 他們是真的對幼兒教育有一套方法，所以他們還讓小孩用膠

帶寫自己的名字，貼在這個藍晒圖上面，所以這個藍晒圖上面都可以

看到小孩他們自己的名字。那除了看到那些東西是他們自己放的之外

也看到自己的名字，就等於說是他們共同創作。我覺得整個課程也算

是一步一步在建立他們的自信心。 

（2017.12.12-訪-SU-303-313） 

我覺得印象深刻就是，一想到的時候可能就還是那個藍晒的時候吧，

因為小孩可能也是第一次看到那個樣子的媒材，然後他們都覺得很新

奇。嗯，就會覺得蠻有趣。而且那天是在操場上，然後太陽剛好很好，

就是很大，所以就是大家都在操場看，就是自己採集那個，好像是校

園裡的自然媒材，然後去把它擺出一個你認為社子的風景是什麼。那

有一點我記得算 K 和 T 他們課程的一個收尾，就是希望可以把這個風

景留下來。所以就是在心中的風景可以把它顯影出來，然後就透過藍

晒的方式。所以那個時候就是小朋友就在校園裡面撿他們喜歡的葉子

還有什麼的一些自然物，然後去在上面擺出一個風景，也是集體的創

作。然後另一個印象深刻的是，去濕地踏查那時候，因為濕地踏查是

一個比較自然科學的東西，就是要去測量土質啊，還是什麼的，小孩

其實也是喜歡，可是就是他有一些學習單的部分，有些小孩可能一出

去就會覺得可以在自然的濕地裡，東摸摸西摸摸比較好玩，就可能比

較不想要去做這件事情，可是就是那門課主要是關渡自然公園主帶，K、

T 他們也有去，可是就是只是跟著。可是因為其中一個藝術家他對自然

媒材很熟悉的，所以他就會沿途如果有什麼東西，他就可以就是玩出

一種不一樣的小的樂趣，他就會自己在玩。然後小孩就會看到，就覺

得有趣就會湊過去。我覺得那一刻才是真正藝術或是教育真正發生的

時刻。因為那個是，不是一個很制式，被設定好課程裡面的東西。可

是我覺得那個東西會是真的在小孩的心裡開花的東西。他會知道原來

這些自然的東西是可以跟我有關聯，然後可以把它創造出另一種不一

樣的東西。這是我覺得看到那個畫面我覺得很美的時刻。 

（2018.01.19-訪-F-257-274） 

我覺得它（秘境計畫）是一個，嗯，就是一個讓小孩子再次認識他們

的環境的一個課程。就是他們可能走過一些習以為常的路，但是他們

可能有很多東西太習以為常而不會去注意到它。然後就是這個課程讓

他再次去注意到他們身邊的一些事情。應該也不能說是大自然，應該

是接近他們生長的土地吧。…我說「重新」好像是我自己感受到，但

是我不知道其他的參與者會不會認為是重新去認識。因為我常常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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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課堂上會聽到，就是會有點驚奇，但是其實他們，其實藝術家

他們多半拿的東西都是他們生活附近的東西。就像是 K、T 不是用藍晒

的方式，就是他們也是應該是用更不一樣的方式去讓他們，讓他們去

認識周遭的，K、T 那次是用樹葉嘛，就是校園裡面的樹葉，校園裡面

的植物。 

（2018.03.07-訪-A-164-173） 

在這前半部的課程當中，S 老師透過讓學生實地觀察水、土、生物等，並且

透過紀錄與藝術創作的過程去感受他們所在的環境，引起學生注意一些過去在路

上可能會忽略的微小事物。 

二、學習關於環境的知識 

四堂課過後，累積一定的觀察與親身走入自然的經驗，喚醒學生對自身所處

環境的注意後，S 老師在第五堂課帶入知識性的課程，將 Project WET 的《藍色

河流》與《積少成多》教案串接成一堂課。藍色河流的課程目標在於讓學生認識

流域以及上、下游的概念，說明水在河流中的移動會隨著季節而有不同變化，並

透過遊戲來模擬台灣雨季和乾季的河川流量。而積少成多的課程目標在於讓學生

注意到點源和非點源汙染的差異，並瞭解到無論住在河川上、中、下游的居民都

會影響到水質。點源汙染指的是我們可以識別的汙染排放來源，像是工廠的排水

管或排水溝，而非點源汙染包含農田含有化肥與殺蟲劑的排水、市區機油或被侵

蝕海岸的沉積物。環境保護法能夠強制管理點源汙染，但非點源汙染的分布廣，

也會經由地表逕流和地下水傳播，目前台灣關於保護水質的措施有河川管理和水

汙染防治法要求開發時做到環境友善38。而在積少成多的活動中，小組學生共同

繪製自己的家園，直到全體拼湊成一條河流，S 老師根據學生依生活需求的產業

和各項建造給予點源和非點源的象徵物（小積木），直到老師告訴學生這些小積

木代表的是他們家園生活時所產生的汙染，學生們才恍然大悟，最後當這些汙染

物從上游推至下游，無論是位在上游或者下游的小組都感到相當不公平，認為自

                                                      
38 2018-檔-S-臺灣水資源環境教育課程簡要指引第二版 p.79-85、p.159-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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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製造的垃圾不應該隨便丟給別人、破壞環境。 

一開始那個上游、中游、下游的那個活動，大家可能比較難理解到底

要傳達什麼訊息，因為對小朋友來說他們就只是傳，好像是傳硬幣還

是那個積木，我有點忘記了，好像是他們有個類似像塑膠硬幣的那種…

代幣之類的，他們就傳，喔，然後有分乾季跟雨季啦，就有速度快跟

速度慢，可是我覺得小朋友比較難從那個遊戲感受到太多，因為他們

都在玩那個如何接別人的東西，跟想辦法丟東西給別人，他們應該覺

得這很好玩這樣子。對，那個應該比較難理解，不過到後來那個畫地

圖的話，他們應該就比較容易理解了，因為就是自己有一塊地，然後

畫完很多東西，對，然後...雖然他們也不曉得 S 要幹嘛，就是只知道他

可能就有一塊地，然後他們就可以隨便他們想要幹嘛就幹嘛，對。只

是到後面的時候他們就會才知道說，喔，原來那個是廢棄物嗎，或垃

圾嗎或什麼的。……就老師就有說食衣住行的話，他們幾乎需要什麼

都有畫進去，對啊，百貨公司啊買個東西的啊，自己種菜啊，什麼住

的地方啊，主要是那個流下去，最後一組那個小胖，忘記他叫什麼名

字，就反應很激烈的那一個，因為他們是裡面最...（R：汙染源最少的？）

對，最天然、最自然的。結果因為他們是在最下游，那個小男生就快

崩潰了。 

（2018.04.11-訪-B-342-353） 

我覺得（積少成多）這個教案就是整個很印象深刻。因為每個人都會

有自己的那個，應該是慾望或者是一些自己所需要的東西...如果只考慮

到自己的話，卻又沒有考慮到別人的話，可能會對環境帶來很大的傷

害，就像現在的人一樣。就是大家只想到自己想要的東西，但是沒有

考慮到整體的那個。 

（2018.03.07-訪-A-409-412） 

課程結束之前 S 老師帶領學生再次思考自己的家鄉，有哪些喜歡或不喜歡的

部分，她不斷提出各種問題讓學生站成兩邊，例如喜歡社子或不喜歡社子、喜歡

富安或不喜歡富安，在這過程中學生有表達自己意見的機會，告訴其他人自己的

價值判斷，最後 S 老師也請學生將這些喜歡或不喜歡寫在紙卡上。在這過程中，

有關於環境的知識除了基本概念，更多時候是提問與回應，B 和 U 也分享他們

難忘現場學生的問答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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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S 那個喜歡、不喜歡啊，有同學說我喜歡富安國小，然後就問每個

同學說喜歡不喜歡，有些同學就說喜歡啊、可以玩哪，學校很好玩哪

什麼什麼之類的。結果有一個同學說我喜歡富安國小，因為我在這邊

考第一名，我在別的國小是考最後一名，所以我很喜歡富安國小，然

後 S 就過去給他這樣抱一下。可是這東西就可以看到說，可能有些學

生會覺得，就是可能，我不知道，可能我們看出來說可能富安國小的

競爭力沒有那麼強，可是外面的升學壓力很大，一去那邊可能就是最

後一名，可是在這邊有些小朋友他可能隨便，有些小朋友稍微聰明一

點他隨便就可以考個第一名這樣子，對。然後這邊的壓力就可以感覺

的出來是沒有那麼大的那樣子。對啊，可是這部分跟課程內容好像又

沒有那麼的直接關係，可是就很多這種小細節，可是你全部放進來好

像就不曉得它這個影片到底要講什麼。就跟它的課程其實它感覺上有

要講什麼，可是又想要讓學生各自去講什麼，那個東西對我來說是還

蠻印象深刻，就是蠻少課程會這樣那麼開放式讓各自去回答自己想要，

針對算是討論同一個事情，可是你喜歡的原因，跟你不喜歡的原因，

其實那個開放性還蠻...空間很大，就可以聽到很多不一樣的答案。對。

這應該是在其他活動裡面比較少。因為大部分的老師會希望你可能聚

焦在某些東西，回答可能也要回答接近某一些東西，因為那些才是，

不管是你寫出來的答案，都是所謂的一些標準答案，他們整理出來才

可以，不管是跟學校報告，或是說最後那個成果，才有辦法對外面的

上級報告吧。可是 S 好像比較少在意這種東西。 

（2018.04.11-訪-B-835-849） 

我有一個比較印象深刻的，小孩說的話，就他們有一個小男生，因為

我們有非常多的討論，然後比如說有一次在討論說社子島大家喜歡什

麼，有很多人喜歡生態啊等等的，S 就會有一些方法就是請學生同意

的站一邊，不同意的站一邊，然後關於自然生態的部分，那時候就只

有一個小孩不同意，他覺得，他就站在不同意那一邊。被問的時候，

他就說他就是討厭這些自然的東西，他討厭花花草草的東西這樣，然

後從那一次的時候，我就覺得很有趣，就是為什麼他討厭？就是因為

他其實算配合，很配合在課堂上，就很配合課程的小孩，就想說為什

麼他還會跟著那麼久，也可能是因為童軍團的關係，他不得不跟。但

參加童軍團本身，我自己覺得應該也是一個比較戶外，會比較多戶外、

喜歡戶外的小孩子。所以我覺得那個小孩很特別，但我想因為像這種

不是制式的課程，就不是學生被規定必須要來的課程，讓他們覺得有

趣跟好玩，並且願意一直持續的參與，我覺得可能對於某些小孩來說

真的是不簡單的吧。雖然我不知道他們原本的生活背景是怎樣，但至

少看到的時候是還願意投入、願意接觸跟願意嘗試的。就是不知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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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小孩他們在心裡面的成長是什麼，但我相信在課程裡面一定有給

他們更多、更多的，看見更多他們沒有看見的東西跟思考的過程。思

考的過程我覺得很重要。他們平常應該也很少有機會去表達這一些吧。

對於生活環境的感覺，講給家長聽不知道家長想不想要聽？然後學校，

我自己在學校經驗的教育又比較多是聽別人說，然後表達這件事情比

較少。就覺得他們已經很不簡單了，在我看來都很厲害，就是比我小

時候還要勇敢很多。 

（2018.02.02-訪-U-365-380） 

在這過程中，老師和學生之間交流的「知識」不只客觀的科學，而多了個人

的情感，「喜歡和不喜歡」的選擇並無所謂對或錯的價值，透過一次次問答讓學

生不斷思考有關於家鄉環境和自己的關聯性，有些時候未必談太多自然生態，而

只是日常生活。沒有標準答案的各種回應也刺激了老師和大人們去思考。 

這堂課過後，台灣青年藝術家團隊則是帶領學生去思考自然和非自然的界線，

課堂一開始藝術家 L 帶學生觀看中國古代山水圖，藝術家詢問學生有沒有注意

過應該出現在大自然的生物卻和人們一起生活在都市。接著藝術家分享在竹圍駐

村時晚上見到夜鷺在捷運鐵軌上的觀察，人們認為生物出現在人居空間很奇怪，

然而對生物而言其實是沒有自然和非自然的界線，反而是人類出現才有了自然和

不自然。循著穿梭在自然與不自然之間的概念，H 向學生介紹磁吸原理，帶學生

製作一款會旋轉的磁吸馬達動力裝置，讓學生畫出他們的心裡面自然和不自然的

空間當中有什麼東西。相較於前幾堂課比較重視對話和思考的過程，藝術家相對

重視結果的產出。不過這堂課有比較多困難技術而耗時，後續未能夠讓學生針對

作品有更多闡述使得大家的印象比較不深刻。 

S：上完這個之後，L、H 他們就進入了，那其實這之後的藝術課程我覺

得開始有點拼湊，不過我覺得也沒有關係，因為他們也很明白知道我們

的目標是要帶他們去觀察自然跟省思自然跟我們人之間的關係……這堂

課我不太記得學生他們的產出了耶，內容。（U：後來沒有時間再做討論。）

對。不過他們就把觀察到的一些自然跟非自然的東西畫上去這樣，沒有

特別討論。這個我也覺得很可惜的是，假使可以花一點時間讓學生寫下

作品的，為什麼要畫這個的原因就會很好。 

（2017.12.12-訪 SU-32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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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 自然與不自然－課程創作 

三、為了環境選擇起而行 

到了倒數二堂課，S 老師的課程實驗進入到她所說的環境教育理論「感受、

接受知識、行動實踐」後期階段了。此時她持續引導學生將自己延續之前的「喜

歡、不喜歡」，去想想看自己最想要為家鄉環境改變的部分。學生回應中多數人

想要改善河川裡的垃圾問題。並有人提議要到搭船到河裡去撈垃圾。而 S 老師陪

著學生一起思考這項行動如何可行。最終，她陪著學生寫信給地方人士詢問可否

提供船隻。她不希望由她替學生完成任務，在這個課程裡，她希望讓學生知道自

己能夠為環境付出一點小小的力量。 

他們都會說紅樹林裡面的垃圾都是跟著河打上來的，所以他們想要說，

好像是想要去河裡面撈垃圾……我那時候就以一個想法比較像是，他們

都說出來了一定要幫他們做到，不然他們這次的行動就很像沒有意義。

然後也想要讓他們知道，不管你是怎樣的身分，一點點的行動的力量，

都可以變得很巨大。所以我覺得我那個時候的課程就是走一步算一步。

所以他們說那樣，我就想辦法幫他們完成。可是那個完成並不是都只有

單方面我做，我希望他們也要付出一點力量。所以就查了一些地方，可

能帶我們去搭船的人，比如說 OO。……然後他們就寫了信啊，那可能

比如像寫信的動作，就還要在教他們說怎樣的書信格式才是正確的，他

們是小朋友嘛，不過我覺得沒關係，他們就是會透過這一連串的行動，

等於是做中學，當我真的要去做這件事情，我就去學這個東西。 

（2017.12.12-訪-S-17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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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和學生完成了信件，並且將學生所寫的信件彙整寄出，等候回音。緊接著

來到這學期最後一堂課。課程透過不同於視覺藝術而是表演藝術的方式帶領學生

思考環境的議題。因為已經進入尾聲，舞蹈家要帶領的是行動實踐的部分，另外

是多一些想像的層面。但是學生也不熟悉身體表演的方式，故她仍先透過許多暖

身遊戲讓學生認識自己的身體和如何表現。 

和 S、C 開會的時候她們向我解釋了整個活動的重點以及不同駐村藝術

家給同學們上課的內容。最基本的目的我想是通過藝術體驗生活，並對

於環境課題做出反思以及實際行動。作為戲劇工作者我主要通過身體以

及感官的開發， 對於自己，當下居住的環境以及未來多些了解，最終希

望同學們身體力行，為自己以及朋友做出一些行動。主要活動包括遊戲、

身體以及想像力訓練、討論、集體創作以及集體解決問題。 

（2018.06.06-信-D） 

這次的課程也選擇了不一樣的場地，離開學校到了當地表演藝術團體的表演

空間，C 提到如果能夠串聯不同而且是在地的單位也許會讓計畫產生更多互動。

雖然最後並沒有機會合作。但是，藝術家認為這個空間也不是學生們平時會在社

子島上接觸到的環境，所以也是很特別的體驗。 

最後的話挑了一個是表演藝術。我就覺得說透過身體，那時候的概念

是因為：一、想要透過肢體的部份讓小朋友去展開感知的部分；二、

也是因為在社子島裡面是有一些不同的團隊在裡面，一些表演藝術，

一個馬戲團在裡面，還有一個舞團在裡面。所以那時候我們就說好，

去租他們的空間用他們的空間。最一開始最理想狀態是他們能夠加入，

可是因為其實那時候時間都太趕了，沒辦法邀請他們一起加入這整個

計畫裡面。因為會覺得在在地有在地的團隊，那跟這個地方在討論會

是比較好的狀態。然後後來我們是說只是把小朋友們帶離到學校外面，

然後去這個地方。 

（2017.12.28-訪-C-34-48） 

我想要提供同學們一個空間，通過身體以及想像力，用另外一種方式

去思考環境議題。但也不單只是環境，我們也給一些空間去想像未來

以及自己本身的行動還有後果。同學們可能比較少接觸戲劇舞蹈活動，

但是這些可以很貼近生活。我們選擇租用(社子當地)舞蹈團體的場地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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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進行活動，她們可能也不知道其實鄰里有一個這樣的設施，有

一些人每天在進行這樣的藝術活動。 

（2018.06.06-信-D） 

八堂課程結束後，先前 S 老師帶領學生完成的信件也寄出，不過一個月過去

並沒有收到回音，於是 S 老師詢問當時聯繫社區的關鍵人 M 是否能幫忙，透過

M 的人脈協助，雖然有機會帶學生出航，不過是觀光船並不能夠真正清理環境。

於是 S 老師改為在船上準備海報介紹他們是在什麼位置觀看社子島，並也請學生

將遊河過程中所見所感寫成一首小詩，最後回到教室時讓學生讀出他們的觀察，

為課程畫下句點。 

那時候又回到那個關鍵人，也就是 M，那時候想了很多辦法不知道怎麼

辦，就問問 M 然後 M 就說，好，她要來想辦法。然後之後她就發了公

文給觀傳局，然後觀傳局就說 OK，然後就帶我們去。可是這件事情的

目的就變成不是撈垃圾了，它就變成只是單純的觀光的船這樣子，那也

沒辦法，就只好跟學生說，今天我們沒有辦法撈垃圾，可是我希望我們

在用不一樣的角度重新看你們的家，然後我們來看看河川裡面是不是真

的有很多垃圾。但這樣的過程，我覺得在帶所謂環境教育最重要的應該

就是觀察之後並且有產出，然後要給他們一些有目的的觀察。不然他們

就只是隨便亂看看，也不知道要看什麼這樣，所以那時候就請他們寫一

首詩，就是「我看到什麼，我聽到什麼，我感覺什麼，跟我決定要幹嘛」

這樣。 

（2017.12.12-訪-S-184-192） 

上述即為秘境計畫八堂課的內容，這些詳細的課程紀實將協助我們後續進行

課程網絡生成的轉譯歷程分析。 

第四節、異質連結的網絡穩定嗎？ 

藉著轉譯的觀點來試著釐清這項合作計畫中課程誕生的過程，在這個案例中，

問題化的階段是 S 老師想要將 Project WET 轉譯為一個可發展於校園內的課程，

而後她藉由秘境計畫來達成這個目標。如圖 4-4 所示，秘境計劃作為 Project WET

進入校園成為帶狀課程的途徑，此合作機會就像是 S 老師課程實驗的強制通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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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在這裏頭出現的阻礙(Obstacle-problem)是她需要去轉譯語言的部分，

用對方的話說出自己的興趣，也就是讓其他行動者的需求與自己達到平衡並將他

人吸引來投入計畫，因此不同「組織對計畫期待的目標」也成為秘境計畫須促成

的關係。圖中箭頭最終指向的「實體目標(Goals of entities)」則分為「外部成果」

和「實際效果」呼應到虛線上的期待目標。 

 

圖 4- 4. 行動者網絡關係圖 

這個網絡裡的每一個組織都有各自的主要業務和目標，而秘境計畫或許只是

組織業務中一小部分，秘境計畫所挾帶的轉譯 Project WET 課程的目標並不是所

有人所關注的重點，但是秘境計畫的八堂課程仍然順利完成，接下來，我想討論

的是在這個計畫裡，S 老師如何成功讓大家一起合作完成課程，而又為什麼這個

課程並沒有持續在富安國小被關注或有其他老師繼續使用。底下分為三小節，首

先是跟著 Callon 的四階段檢視利益關係化到徵召、動員之間的難處，接著尋找

計畫執行期間幫助課程順利運作的邊界物件，最後則說明行動者的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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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從利益關係化到徵召之間 

一、找出 Project WET 的「在地性」 

當我們在討論行動者關係網絡時，不容易注意到非人行動者也同樣在網絡中

具有位移和力量，因此在看秘境計畫的主要參與者時最先注意到的是組織和人。

從利益關係化機制作為思考的出發點而言，當 S 老師試圖要將 Project WET 教案

帶入校園發展為一個帶狀式課程時，她會遇到其他力量拉扯，如圖 4-5。舉例而

言，她首先要離開原來的操作方式，也就是公園內既有的 Project WET 環境教育

課程推廣，無論是到校服務或是園區內的單堂式活動；同時她得找到較為符合學

校長期課程的進行模式。再者，面對學校和社區，她也要避免落入學校本身已經

有的自然課或者校本課程，而藝術家或許能協助她讓課程更為不一樣。但是前來

合作共同開發課程的藝術家們也有可能將她原先的 Project WET實驗課程目標從

對科學知識的觀察理解轉向偏重直覺式的情感體驗和創作，而使得每一堂由淺入

深的科學課程無法連貫。 

 

圖 4- 5. 轉譯的利益關係化示意圖 

課程轉譯自問題化落實到利益關係化實踐，我們從教案這個非人行動者開始

分析，這也是 S 老師展開秘境計畫的起點。要如何使 Project WET 教案轉成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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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內的帶狀課程，也就是完成圖 4-5 的紅色箭頭呢？轉譯的問題化階段有兩個

分析重點，分別是 OPP 和行動者辨識，在本章前三節的描述中我們知道秘境計

畫是 Project WET 轉譯成校園帶狀課程的 OPP，學校場域透由社區關鍵牽線者 M

協助確認進入秘境計畫，當學校與社區皆進入到秘境計畫時，S 老師所考量的對

象就從學校行政端的興趣轉為上課學生的興趣。整體而言，在秘境計畫課程進行

期間，她無須擔憂學校行政端的干擾和要求，教師端也是全力配合。 

為了把 Project WET 轉成一個在校園內具有發展潛力的示範課程，S 老師首

要考量的是在地性。在地性不只是讓學生的學習對環境有感，也要創造學習者和

所學知識的連結，避免科學知識成為空泛的說理。Project WET 教案模組本身是

可以根據不同區域因地制宜、探索性的課程，老師要進入校園進行教學不能只有

架構，本身要先認識社子島的水域。S老師給自己的事前功課包含閱讀相關資料、

實際走訪（以及繪製地圖）、拜訪耆老和聆聽口述歷史。在這個過程中，S 老師

課程計畫中的教案配置與教學目標不斷經過修改。這些工作也不是她自己一個人

完成，在課程正式開始之前的籌備期，她自己前往社子幾次，也和藝術家 K、T、

總監 C、實習生 F 等人一同透過美學會 M 的聯繫而能拜訪耆老。 

S 老師藉由社子的在地性元素來豐富 Project WET，包含使用耆老手繪插圖

來向學生討論社子島過去的樣貌，如水文和產業。此外，經與藝術家討論之後，

考量上課學生的年紀，她也將這些田野調查、口述歷史轉換成一封來自過去老學

長的信件與學生通信對話，以故事性包裝課程。S 老師在她和學生之間創造一位

假人－謝育富，並藉由這個虛擬角色引起學生學習動機，信件的內容就像是和朋

友說話一般，引導學生分享他們對水資源的觀察以及與水相關的日常生活。除此

之外，藝術家 K 和 T 也在創作素材上選擇與社子島環境相關的物品，如讓學生

繪製地圖使用的蘆葦桿是 K 走進社子島內的濕地採集的、用來黏貼大地圖的木

棧板是附近工廠拾來的，另外還有拿從工廠借來的大片玻璃用來固定藍晒布料。

透過這些調查與討論，S 老師對 Project WET 的應用除了朝向在地化，認識家鄉

的學習內容也更為貼近富安國小曾有的小小解說員社團。 

 



105 

 

二、與行動者建立關係 

利益關係化使我們知道每個行動與實體的加入都會影響網絡的穩定與持續。

藉由成為社子在地性的課程，S 老師以及 M 媽媽認為課程設計與實施是有機會

被觀摩和採用，讓我們看看行動者們被徵召的方式以及網絡中所存在的關係。。 

（一）接受或被動參與：W 老師與學生 

首先是參與在課程中的學校老師與學生。對 S 老師而言，學校老師較被動的

參與是使她決定離開國小校園的原因之一。而訪談當中可以理解 W 老師在當時

計畫課程進行時心裡仍掛念著童軍社團的經營。W 老師在學期初從行政端接獲

要讓童軍團合作課程的消息，使得原先的課程規劃被打亂。尤其在秘境計畫開始

的時候有幾位新的學生加入社團，W 老師認為這些學生尚未真正認識童軍團，

擔心學生誤會童軍課程就等同於關渡自然公園所進行的環境教育活動，卻不知道

身為幼童軍的身分代表什麼意思。因此 W 老師在協助課堂進行如管理秩序時，

她仍經常透過童軍精神、口號提醒學生秩序和群體生活的重要，而這也讓部分參

與者感受到學校老師的嚴肅和整個計畫的帶領氛圍有些格格不入。 

W：當然一開始我會覺得說，啊，我原來的想法，譬如說，那個學期一

開始有一些新的小狼加入。啊因為這個（秘境計畫），他就是幾乎來這

邊，他是什麼身分他大概都搞不清楚。是一點點那時候我很…我會覺

得……那沒有關係啊，就是等著說有一些小空堂，或是他們在聚集的時

候，我可以告訴他們的角色的東西，我是說新的小狼啦。他就只有穿著

衣服來，對這個活動他其實全然都不知道。啊不是像我們理所當然上的

是幼童軍，那你是什麼，他是全然都不清楚。 

R：那他們就可能還搞不清楚狀況，那個是第一學期嘛。 

W：第一學期，對，就懵懵懂懂的，啊我也很難說一些小隊的精神阿，

小隊的一些口令阿。 

R：不然本來第一週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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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儀式啊，儀典啊，他們通通都不懂，對啊，很特別。啊以前沒有這

樣子過啦，倒是真的。那我覺得說整學期這個算小狼嗎？這個像幼童軍

嗎？所以只好下學期再重頭再規劃這樣。 

R：等於說下學期老師你要重新調整。 

W：也還好啦，因為我覺得這種東西可能都超乎我想像的，給孩子的幫

助啦。像我有時候我覺得是值得啊，其他就是辛苦下學期再重頭來，就

是把... 

R：調整這樣子。 

W：調整了一學期之後再帶給他們東西這樣子。OK 啦。總是有捨有得。 

（2018.04.26-訪-W-261-289） 

當童軍社團遇到秘境計畫的課程像是突如其來的「打擾」時，W 老師並沒

有選擇排斥或者抗拒，而是保持比較「被動的參與」其中，學生在這過程當中也

是「直接接受」課程。W 老師提到在學校裡面真正主導課程發展方向的還是主

任等行政，因為行政會多方考量學校的需求，而這包含了每個年度必須呈現給教

育局等單位的成果，她也相信學校他們會評估合作方案當中帶給學生的學習價值

來做決定，並且會配合。然而配合則比較像是暫時的妥協，因為 W 老師還在思

考的是如何去重新調整自己原來社團課程中落後的部分。 

W：我們兼這個社團的負責的，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在跑。你如果是行政

的話，可能就很專屬的，譬如說負責這個教務處的，那可能是他年度

的重點工作，可以把這個拿來呈現。就是說多方的考量。 

R：你說行政他必須去考量說成果跟這個。 

W：給你們去做就好了，都要做很多，還要有協調性啊，還有說這個東

西還可以跟哪一個放在一起。不過他們現在很重視教育局有那些東西

出來，你就非得要我們拿東西。像我們前天才優質學校複審，我們就

要端出很多菜給人家看，請問我們學校可以拿出什麼東西出來？我的

意思是說這個他們比較有主導性，這不是我的身分說，我想要這個、

這個，因為這個雖然看起來感覺起來是我參與了，還有另外一個老師

啦，他剛好現在，他現在剛好也去讀交大還是北科大，他先回去讀研

究所。他跟我都有在現場，我們就稍微 hold 一下。我也是拍照之類什

麼的，那我們就是比較被動一點啦，因為這個社團是我兼的。啊這種

東西你勢必要找比較主導性，或者是說負責的人的職令單位，找他看

看你們可以給什麼，啊就雙方配合一下可不可行這樣子。阿他們的考

量，比如說主任的考量，這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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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有符合學校的。 

W：對啊，對環境教育什麼的推廣、推展。就是說這很現實的，成果，

有直接的幫助啊，或是說，一定基本上就教育的本質嘛，這對孩子，

這可以帶給孩子什麼東西？可以讓他們從中得到什麼樣子的，那個什

麼，價值，教育價值、知能重建、知能創價，智慧創客，現在都繞著

這個東西，這個東西可不可以符合那樣子的教育價值。 

（2018.04.26-訪-W-803-818） 

（二）夥伴互助：C 總監與駐村藝術家 

秘境計畫的課程主要由 S 老師和藝術家們規劃，C 總監作為 S 老師和藝術家

之間的橋梁，她提到雙方合作上除了公園和工作室彼此熟悉也需要很多的溝通。

同為授課者的駐村藝術家和 S 老師之間像是「互助夥伴」，在 C 的安排下，她與

藝術家盡可能「跟課」了解學生的學習，即便當天不是藝術家的課程，團隊也會

盡可能偕同藝術家參與全程，為的是知道過程中發生的事以利後續的教學，同時

與 S 老師確認雙方對課程目標的理解一致。只不過有時礙於藝術家駐村時間因素

無法讓每個藝術家都參與，或僅有單堂課時對教學內容規劃上較為倉促有侷限。 

C：我覺得很重要是如何跟另外一個單位合作。那因為當然我們跟關渡

這個團隊我們是熟的，所以我們會知道，而且我們彼此對某些，其實他

們也很認真，他們想把這件事情做好。就是雙方的溝通我覺得都是有做

到足的狀態。然後，所以這個很重要。因為我們不是只是把藝術家丟給

他們，就推薦。其實我們基本上都會有去，不管是一個人或兩個人，每

一次都有去。而且有時候不是藝術家的時候，我們也會去。我們盡量也

是跟藝術家說，如果你能夠跟著是最好，因為你會知道發生什麼事，接

下來會影響到你當次的一個狀態，這樣子。所以去年的時候也是這樣子，

去年都有。每個藝術家除了他們自己的那一次，其他也都參與這樣。 

R：這樣跟著去有什麼好處？知道發生什麼事。 

C：知道發生什麼事，會影響到他規劃下面的嘛，但是當然不是每個

都有辦法。因為說實在的，像新加坡的那個舞蹈的，D 的跟 L、H 的

就還是很有限啦，因為他們只有一堂課。然後能夠做到的是有限的。

所以大部分還是用他們擅長的媒材和方式在處理。但是是 K、T 的確

會跟關渡公園的會在更密切一點。可是我也覺得那是因為完全他們擅

於操作的模式。 

(2017.12.28-訪-C-274-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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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此次每一位駐村藝術家受訪所言，他們在上課前都有觀摩前一堂課堂，

無論是 K、T 早期一同進入田調階段，或是 D 也曾自己騎車進入社子島內觀察社

區的環境，L、H 即便無法直接跟課，也在上課前看過課堂紀錄影片以及與 S 老

師開會，知道秘境計畫課程的目標。藝術家跟課到課程結束之後也會在每一堂課

後針對學生學習狀況做討論，一起思考如何調整教學方式會更適合學生。 

T：My challenge was in making sure that the activities was appropriate for 

the students, that they could receive the most insights from their actions. 

The solution for this is that we had to multi-task during the lessons – as we 

facilitate the sessions, we were also observing and taking note of the 

student’s responses. After each activity, we evaluated as a team whether 

it was effective in communicating the ideas to the students. From the 

discussion we tweaked our engagement strategies for the next activity and 

see if the response had improve.  

(2018.06.08-信-T) 

（三）資源提供：美學會社區媽媽 M 

在秘境計畫發想到執行的過程當中，社區媽媽 M 以及社子島美學會夥伴們

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S 老師也不斷提起 M 是進入學校的關鍵人，從早期協助

她與學校溝通，擁有學校及社區裡的人脈以及說服能力，當最終要 S 老師要帶學

生去進行行動實踐的時候，也是由 M 協助尋找局處資源帶學生坐船到河上。 

社子島美學會一開始的成立是由富安國小一群有閒的婦女組成的讀書會。

2005年富安國小六十年校慶活動暨社子文化季結束後，大家看到各式表演活動、

專業生態導覽、農產品買賣，社區居民投入並樂在其中，大家興起了提升社區環

境的意願，這些籌辦討論過程也都在後來催生了島頭公園等各種建設。而這群美

學會媽媽們也在往後的十年開始做地方文史故事書、錄製導覽光碟、參與生命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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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故事創作、做染布等。39或許是從過往一直堅持的態度和意念，當 M 偶然跟著

工務局參訪關渡自然公園「跟著水旅行臺北」活動時，看見關渡自然公園裡地景

藝術受到觸動，便積極邀請處長到社子島討論濕地未來，想邀請來成為生態老師，

而後這樣的想法促成 2015 年關渡自然藝術季進駐於社子島。又促成 2016 年藝術

季的秘境計畫進入到富安國小。 

M 自己本身是土生土長的社子人，對家鄉有強烈的認同感，自己的孩子也

在社子生長。一直以來她都希望社子的人能夠對自己的家鄉感到驕傲，美學會除

了過往協助富安國小的小小解說員社團，至今也會協助校本課程《社子島我的家》

進行，對於學校和 S 老師來說，她都是在引介資源、提供協助的角色。 

我覺得就是，我覺得其實現在在談那一校一特色啊，然後之前大家在

談卓越教學計畫，或是分數那個部分，可是我覺得沒辦法去談到特色，

它其實那種東西，你現在看或許是齊頭式那樣子，領先或什麼的，那

其實我們讀到這個時候，那其實都是補習的什麼之類的。但是如果反

而是現在我們在談的這一塊，會是跟那孩子一生都在那裏面，我覺得

啦。然後我覺得社區可能是說，社區人士不會說明，可是我們可以幫

他們蒐集資料，讓學校的人寫成教案，對，我覺得是這樣。（R：就是

說做素材？）對。 

(2018.03.31-訪-M-180-186) 

除了 M 本身是在地人之外，M 會抱持積極主動的態度參與其中也和她投入

社區營造的背景有關。從社子島文化季、社六濕地、植栽認養與島頭公園設立，

許多社子的建設和社區培力工作她都參與，對於社區長期深耕不遺餘力。她說到

自己從年輕女性在父權年代下活動的辛苦到現在仍持續努力當中，但同時也提到

自己受到前輩鼓勵也欣賞 S 老師正面態度，讓她感受到做這些事是有力量的。 

因為 80 年代我看著議員做社區，所以那時候我也認識了一些做社區的朋

友，那因為後來就是做美學會，然後去別的社區觀摩的時候，還有一些

對社子島的貴人，比如說水利會的王銘祺老師，他就會給我們一些，帶

我們做，然後教我們。他提醒我們一個很關鍵，他說，你可以藉著活動，

                                                      
39 2015.11-檔-C-2015 年關渡國際自然裝置藝術季《感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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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完一次表演活動就結束，但是你也可以透由一個妝點的活動來改善一

個角落，每一點的改變、累積，就會有個東西出來。啊你做到那，自然

又會有東西會跳出來你要做些什麼。 

(2018.03.31-訪-M-207-212) 

在富安國小的校本課程當中，水利會和美學會的媽媽們依然會扮演重要的解

說角色，這些都是當時候資源對於社區以及學校的留下來的影響。M 認為若由

校內老師帶領社團是最理想的，可是有些項目需要寫案子有經費來支持，不是說

要走下去就很容易走下去。M 也清楚學校並沒有額外行政人力與經費寫案子持

續小小解說員這種認識家鄉的課程，當 S 老師可以協助這一塊時便說服學校參與

此合作計畫，而她也是盡力扮演提供資源協助的角色。 

貳、協商過程的可行與不可行 

利益關係化到徵召之間若要成功，在與行動者建立關係後，則會展開行動者

角色的協商，確認彼此在課程網絡中的目標和身分。協商的過程之中，順利的話，

能讓行動者能被徵召到網絡裡，但不順利的話，行動者也可能隨時離開網絡。用

轉譯的觀點來看合作，行動者若能「用對方的語言說出自己的興趣」就可以成功

進行代言並且動員其他行動者形成一個網絡。Star & Griesemer (1989) 認為邊界

物件是轉譯的一種方法或工具，尤其是當各方行動者的目標並不全然一致，但又

想要共同完成一件事時，邊界物件能夠促成多層轉譯。MVZ 博物館案例中有四

種類型邊界物件，有些出現在秘境計畫課程開發過程的物件可供我們參考。除此

之外，行動者也可能在協商過程中沒有被轉譯，參與了卻未進入網絡而受到改變，

以下分析秘境計畫的行動者協商的方法和困境。 

一、利用邊界物件溝通 

（一）複數的共同經驗 

在博物館的案例中，巧合的邊界（Coincident Boundaries）指的是類似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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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只是因為身分與興趣的不同，使得生態學者、業餘蒐藏家、獵人與露營

愛好者對於地圖的標記有所不同，使用的術語不同，但其實是反映出一個地方的

多元樣貌。S 老師曾說這次的合作也可以說是希望「流域共好」，正因為關渡自

然公園、竹圍工作室以及社子島的美學會與富安國小都同屬於淡水河流域，彼此

之間有共同的經驗，像是淹水和隘口疏洪的歷史，有濕地、漂流的屍體促成目前

可以看見的有應公廟、遶境文化等存在，那是大家生存於一處「複數的共同經驗」。

之所以說是複數的是因為大家關注的旨趣仍未必完全相同，舉例而言，關渡自然

公園以濕地環境教育為發展重點，竹圍工作室以藝術介入社區為重，而社子島美

學會以社區營造為重，學校則具有其固定的課程要進行。而關渡自然公園和竹圍

工作室較為順利的結盟是還因為雙方對於流域裡有關於環境污染等議題有一定

的關懷，故才有所謂複數的「共同經驗」。 

在秘境紀畫中的「複數」是，即便在濕地場域活動，S 老師和藝術家所關注

的焦點可能就不一樣，對 S 老師而言，濕地裡的生物可能有具體的命名和分類方

式，一套生態學的理解。但是藝術家使用自然素材作為創作材料則又是另一種觀

看的方式，與前者並無衝突，因此共同的濕地經驗可以有很多複數的可能。在第

一堂的校園水文探勘中，S 老師給予學生觀察紀錄表，帶著學生參考 Project WET

的地圖圖例去標示附近有水的狀況。而到了第二堂課，藝術家則是帶領學生畫下

簡筆圖示來表現他們的觀察，並且在將出自學生之手的圖示排列在校園地圖之上。

而在排列與調整的過程中，卻又顛覆了我們日常對於地圖作為找路工具的意義，

引導學生思考物件與我們在空間的關係。與不同領域的人接觸後，這種共同經驗

的分享使 S 老師在備課討論中發現合作過程中最關鍵的思考模式的改變。與藝術

家接觸以後，從藝術家們口中聽到自己沒有想過的觀點或觀摩到新的授課手法，

設計課程的過程中理性腦袋多了一些感性的成分而有助於在教學上引導學生。 

S：我覺得最重要的那個關鍵就是思考模式。 

R：指的是什麼，思考模式？ 

S：恩…我覺得跟藝術家合作，或者是跟竹圍合作，讓我的感受更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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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這是真的！所以我在帶領課程的時候，變得更能帶領學員們感受。

啊然後改變的關鍵，我想就是有一些接觸吧，就是我開始有接觸這些

人，然後我知道他們的思維模式是怎麼樣，然後或許我們可以嘗試用

不一樣的角度在看。不然我以前就理工科的人嘛，我就很會做圖表啊，

很會就數字來講話啊。到現在他們也會這樣覺得，就是… 

U：很愛圖表。 

S：哈哈。就是那些數字對我而言比較重要。就是數字才能證明一切，

那你感受的東西如果你沒有轉換成… 

R：比較客觀的？ 

S：對，就很難說服別人。其實到現在也還是這樣。但只是那個感受面

的東西現在多一點，然後我會把它轉換成比較客觀的，讓大家都能感

受。所以我就會要求說，那個感受必須要具體化。那這就是我跟藝術

可能，就我心中藝術跟我理科的腦袋彼此妥協的，就我可以有感受，

但那感受必須要具體化讓大家可以看的到這樣子。 

（2018.12.12-訪-SU-646-661） 

複數的共同經驗是可以創造的，並成為討論的基礎。如授課藝術家們在籌備

前期一起進行田調，或者自行進入社子島內觀察，還有觀課和課後討論的活動都

是。即使是生活在不同社會世界（接受不同專業領域背景訓練）的人，接觸過後

彼此嘗試理解對方思維，這會讓人能夠打開另一種視角去再度去認識我們共同生

活的客觀的世界，透過針對相同事物的經驗交流，轉換彼此的思考模式以減少個

人的侷限性，帶給了學生更多元的認知與表達方式。 

（二）主要概念 

理念型（Ideal Type）是簡扼、抽象模糊的概念，可以被理解為具體的事物，

同時具有理論思考的潛力。舉例而言，Project WET 教案本身就是試圖用「水資

源」的大概念來串聯環境教育的各個面向，包含地質科學、海洋科學、生物科學、

美術、歷史、語文等，形成不分科的環境教育。一般而言，大家都有用水的經驗，

但是年長者與年輕人、住高位和位在低勢易淹水的居民、藍領與白領階級的用水

會有不同的記憶，而水同樣也是科學研究的概念，與各種生態知識相關。 

尋找因地制宜的概念在合作初期溝通時是很有幫助的。秘境計劃當中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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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課程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讓學生認識自己的「家鄉」，而家鄉其實能夠被理解

和詮釋的面向有許多，S 老師在與藝術家合作的過程是將此認識家鄉的理念清楚

傳達給藝術家，再與藝術家討論如何能夠搭配課程的流程走下去，並且一步步引

導學生更深入的思考「家鄉」對於他們的意義。S 老師的專長可能是生態調查，

因此屬於她的課程部分就有許多對社子水域的科學知識，但是其他藝術家則能夠

繼續對這些學習的內容向學生提問。 

我跟藝術家合作模式就變成比較像是，我花很多時間讓藝術家知道我

的目標跟我想要達到跟營造的狀況，然後他們用他們的專長去發揮，

怎麼做我都覺得好。那前端啊，對我而言，我的課程就比較像是一些

從已知去知道未知，或者是讓他們習得一些技能，可是藝術家的課程

啊，同樣的，藝術家的課程就比較像是讓他們思考學習。 

（2018.06.05-訪-S-144-147） 

C：其實他們自己心裡是用 Project WET 的方式在來設計這個課程，

但是在我們討論、對話的時候，其實是都不會談，不會特別強調這件

事。她也甚至不會告訴藝術家說其實他們是採取哪些教材、教案，他

們是從哪邊來。 

R：那這樣子怎麼樣能夠讓藝術家 catch 到說這個課程它想要帶給學生

的？ 

C：喔，因為她只講一個概念，就是希望讓學生們了解自己的生活環境，

和感知的部分，和對於去敘說出來，和想像未來的這個概念。 

R：所以就是她會直接給一個大的概念。 

C：恩。對對對。因為我在猜 Project WET，因為我也沒有對 Project WET

很了解，就是說我大概知道它有幾個遊戲，可以去敘述。可是因為它

到底是否每一個橋段，每一個課程都有 Project WET 的教材，我覺得也

可能沒有。因為她也都是講觀念形式的，觀念的部分。那其實多少還

是一個溝通。 

(2017.12.28-訪-C-126-131) 

（三）模組化指引 

資料庫（Repositories）是類似博物館或圖書館的儲藏空間，在蒐藏文物標本

時有一套編號和登入藏品資料的方法，而具備索引功能，分類完整可以幫助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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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未來研究所用。標準化的表格（Standardized forms）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不可

或缺的角色，並且能確保資訊蒐集的準確性。在秘境計畫當中，S 老師與其他行

動者合作時較少使用到表格或教案，除了平時聯繫時通信的課前通知和流程說明，

但是那些流程圖通常是傳遞訊息，而不是要在過程中要促成合作的工具，如構思

出一份共同教案表，並非用來協助登錄資料以便蒐藏後在未來被使用。 

不過，S 老師在設計課程時有利用 Project WET 的課程手冊具模組化指引的

功能搭配教學的場域來應用。S 老師依據上課的對象和地點選擇合適的教案。舉

例而言，她選擇雨天遠足教案搭配校園場域，土壤的真切色彩來配合濕地生態環

境調查，以及透過藍色河流和積少成多的教案，來回應社子島在河川下游位置並

有垃圾堆積問題。在這些教案中，S 老師不只將指引中提供的觀察紀錄表格經過

修正後為學生所使用，進行土壤調查也有使用到教案中搭配的一些工具如挖掘器。

模組化指引的教案並沒有成為 S 老師和其他藝術家、學校教師之間的邊界物件，

不過卻能夠提供給其他使用 Project WET 的環境教育工作者作為應用的參考。 

（四）教學實作中的對話 

除了上述博物館知識生產有收藏、展示、管理的元素，開發課程更珍貴的在

於教學當下的實作經驗。上述邊界物件談論的是課程的設計與籌備如何讓具有不

同關懷的環境教育老師和藝術家一起合作。進到教學現場則要面對學生，考量學

生的興趣。在秘境計畫裡，S老師與藝術家透過許多不同的教學手法來進行引導，

其中不停的「對話」是達到課程目的的重要方式。 

R：所以在你們原本的課程，像你剛剛說的 Project WET 那個課程，或

是環境教育這件事，本來就是這樣子的模式嗎？還是說怎麼樣會變成

像是上課要跟小孩對話？ 

S：我覺得這看課程目的耶。比如說拿我園區的課程跟校園秘境來比的

話，校園秘境的目的比較發散，它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重新看到

美，可是我們不去定義什麼是美，什麼是自己的家，所以這一切我們

都是，我的角色是希望他們來告訴我。所以我們會不斷地透過對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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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一些事情。比方說，包含什麼是美，什麼是家，什麼是自然。然

後我做的工作就是幫他們再把思緒整理起來，說出來。所以剛剛我講

的那些事情，其實大部分都是他們的想法，只是我腦袋清楚一些，我

幫他們整理好告訴大家這樣子。那像，這其實不是典型的，不是最常

見的環境教育我覺得。 

U：我覺得社子島的課程比較多在聽吧，然後如果是一般園區的課程，

好像是我們講比較多。 

S：有一些知識跟給予的部分比較多。 

U：我自己覺得啦，想起來。 

(2018.12.12-訪 SU-471-482) 

相較於平時在公園上課比較多知識的給予，秘境計畫裡 S 老師和 U 老師將

自己的角色轉為傾聽者或引導者。對話有時候是直接的問答，有時透過謝育富這

個來自過去的假人與學生通信交換對於颱風、校園和關於水的經驗，或者是使用

一些道具和遊戲引發思考，比如說用小積木象徵河川附近的點源和非點源汙染。 

引導員，我覺得我比較是這個角色，不管是在怎樣的狀態，因為有時

候我們在上他們課的時候，我們自己也學到了一些東西，我覺得這個

很重要。 

（2018.06.05-訪-S-193-194） 

我在教學的過程中我有個目標就是我不直接告訴別人應該要怎麼做，

就我希望可以透過可以讓他們確定，知道已經想要知道的東西，再自

己去決定自己的方向是什麼，因為我沒有課程的壓力嘛，然後我什麼

也都無所謂，事實上環境教育就是這麼一回事，因為我們沒有什麼課

程的壓力，所以我決定要多花一點時間讓他們去思考跟判斷。所以我

自己覺得很多個課程，多數都是在思考。 

（2018.06.05-訪-S-226-229） 

不預設過多標準答案的對話方式，也是種邊界物件或教師和學生之間的轉譯

語言，教師尋找適合彼此溝通的方式來完成環境教育。最重要的是持續性地維持

對話，提問與價值思辨是在這課程中的重點，這樣的模式會幫助彼此的溝通。因

此當學生和老師之間經常以思考與問答的對話進行教學時，這種對話模式成為邊

界物件。而邊界物件有助於讓每一次的討論更加聚焦，課程運作更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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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潛藏的異議與背叛 

（一）童軍社團定位不同 

在富安國小校史研究中，第十二任丁校長對學校的定位是人文社區型學校，

故使得國小和富洲社區緊密連結，並也成立「社子島小小解說員」培育學生進行

社子島的自然與文史解說（魯藝文，2014）。民國 93 年富安國小延續學校本位課

程《社子島我的家》而成立小小解說員團隊，甄選中高年級對鄉土學習有興趣的

學生參與解說員培訓課程。95 年也參與臺灣學校網界博覽會競賽，當時由學校

老師帶領學生利用午休及課後時間進行專題研究，並且架設網站留下當時的學習

成果，包含當地歷史、廟宇信仰、濕地環境生物的介紹40。台北市錫瑠環境綠化

基金會也曾贊助提供師資而成立社團。回到當初 M 向行政引介 S 時候所談到的

共識來看小小解說員社團可行性，W 老師認為如果學校能有一個小小解說員的

社團當然很不錯，學校才覺得雙方可以配合，小小解說員培訓計畫也是被放在環

境教育的網站底下41，與關渡自然公園的組織宗旨相符。然而，W 老師也提到在

學校裡童軍團和小小解說員這兩個社團並不是相同系統，負責人也不一樣。 

R：小小解說員那個現在還有在做嗎？ 

W：現在是不一樣的形式啦，不是幼童軍的系統。其實小小解說員也一

直以來都是每個學校都應該要有這樣的 team，有這樣子一個小小的社

團，因為栽培一個校本位課程也好啊，地方環境的也好啊，社區結合

的也好，都需要有這樣子一個，小朋友的一個能力的栽培、培養啊。

所以剛好這個小小解說員好像我們有點停頓了一、兩年之類的，然後

就藉由這樣的計畫就把它復甦起來這樣子。一開始原意是這樣子的。 

R：喔，原本是想要這樣子做，但它搭在童軍團。 

W：對，因為我們學校，我剛剛說小孩子，第一個就是有機會就是讓他

上台去介紹我們學校，擴及整個社區，尤其我們特色課程也有社子島

                                                      
40小小解說員專題成果網站 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7/student/index.htm  
41富安環境教育資訊網

https://sites.google.com/site/fuanhuanjingjiaoyuzixunwang/xiao-xiao-jie-shuo-yuan-1 

 

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7/student/index.htm
https://sites.google.com/site/fuanhuanjingjiaoyuzixunwang/xiao-xiao-jie-shuo-yua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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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那這完全符合啊，就在地的文化、環境啊帶進來，當初是這

樣子覺得大家可以配合。 

（2018.04.26-訪-W-515-525） 

小小解說員的社團曾經有錫瑠基金會支持，臺北市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是由

瑠公農田水利會捐贈成立之公益團體，除了學校的社團贊助以外，主要是環境的

專業設計施工，包含圳道綠化、農地環境改善、景觀與休憩活動搭配42以及社子

島美學會成立後的教導環境解說訓練等。如今沒有相關合作計畫，並沒有相應的

經費和人力可以延續過往的小小解說員社團，因此也就暫停了。 

W：我們小小解說員曾經借助錫瑠基金會的，他們來幫我們培養，或者

是說，那時候經費的來源他們有贊助，所以有些合作計畫，因為它跟

我們在地的那個，我們社子島，我們社子島完全也是都，啊，錫瑠基

金會其實是整條，那個涵蓋的範圍就是一直到我們這邊啊。 

R：在那個附近，對對對，很寬廣。 

W：像我們這邊有個濕地，沒有記錯應該也是錫瑠基金會。都一直有一

些合作計畫。 

R：但他們停了之後就沒有辦法？ 

W：就是請他們贊助的。 

R：恩。 

W：因為任何一個社團還是要有一些經費啊。 

（2018.04.26-訪-W-537-545） 

而雖然早期錫瑠基金會支持的小小解說員社團並沒有一直持續下去，但學校

早期所發展出來的校本課程－《社子島我的家》，卻依然與社區有密切的配合，

帶來學生在正式課程之外的時間，像是寒暑假前或是兒童節日就會安排全校性認

識社區和家鄉的活動。 

我們跟社區結合喔，我們學期末過年的時候，就是在寒假前，通常那段

時間已經接近那個放寒假之前，我們學校會全校總動員到社區去打掃，

就會認領，譬如說一年級請你到，因為他們最小嘛，他們門口那裏有什

麼掃一下就好。然後有的就更遠一點，我們就規劃我們這附近啊，坤天

                                                      
42 臺北市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業務成果)：http://www.hsiliu.org.tw/about.htm  

 

http://www.hsiliu.org.tw/abou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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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這裡都會做社區的那個服務這樣子。這是第一個跟社區做一些服務學

習的一些東西。然後有時候我們學校有一個校本位課程，它叫做《社子

島我的家》，像我們六年級就在一個月前吧，哪一天，我們兒童節前，四

月二號放假、四月三號放假，我們四月二號全校也有一個社子島我的家

校本位課程的推廣。就是那天全校一起總動員，我們六年級是到島頭公

園，那天島頭公園我們還有結合那個水利處，水利處來幫我們解說特有

種生物、外來種生物啦，跟島頭公園那邊的就是一個環境介紹，然後用

遊戲這樣帶入，然後我們那個活動我們六年級的規劃是最後離開前還有

做一個淨灘的活動這樣子。這是我們跟社區有做一些些的結合。或者是

把環境教育的一些東西也帶進來這樣。 

（2018.04.26-訪-W-189-199） 

（二）人力有限，選擇同興趣的行動者聯盟 

學校老師被動參與使 S 老師決定離開，但是在老師的眼中，學校難以延續課

程是因為「人力」，W 老師認為走進濕地裡的生態調查活動對於學生來說是很好

的體驗，即使是學校自然領域課程平時也不會讓學生進入環境裡深入學習。但是

外出的教學活動需考量學生的安全性，若單靠她自己一人並無法照顧多位學生。

同時，W 老師也透露出自己對於濕地環境不熟悉的擔憂，像是未知生物的侵襲。 

W：環境生態調查這個是我覺得還蠻特別的一個經驗。因為我不可能帶

他們去玩這種的，玩這麼大。玩到什麼呢，就到濕地裡面去，穿著雨鞋

到濕地裡面去採集那個土壤的樣本嘛，我們之前就算帶小朋友去參觀濕

地，大概都只會在那個泥巴地之外，就是安全地帶啦。那所以有這樣的

人力，當然我們設計的這個東西就還蠻貼近這個濕地的，又更接近了，

又往前面更深入了解。有點深，但是我覺得帶給他們又更寬廣的啟發，

或者是說是我們所不及的一些那個帶領他們東西的經驗。我們不太會去

做這個，我說我們學校。 

R：自然課也... 

W：自然課也沒有做到這個層級，所以是蠻深入的，蠻深入的課程。然

後就蠻特別的體驗，之前沒有，我們以後大概也不太會做到這個部分。 

R：所以沒有機會就是說慢慢把它帶進來？因為它有一些遊戲類或是什

麼的，會有可能有機會就是說未來融入課程，以活動的方式用這樣的手

法去操作？ 

W：其實老實說，我剛剛雖然說這個東西以前沒有，以後大概也很困難

的是因為人力上嘛。啊如果說是，你說一些危險性或什麼，其實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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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還好啦，因為只要老實說只要控制得好，然後事前的交代，或是規則

的說明什麼，有時候到的話大部分都可以防範。因為老實說那個濕地。 

R：對，有點危險。 

W：頑皮的話，可能又稍微更深一點，陷到沼澤裡面之類的。啊所以只

要管控得好，跟孩子約定得好，其實還是可以嘗試的。雖然我還是覺得

說那個地方其實有點小危機啦。因為濕地那個地方，地上的話碎玻璃之

類的或者是蚊蟲啊，或者是其他的未可知的一些可能生物的侵襲啊，什

麼的，就不知道啊。 

（2018.04.26-訪-W-294-314） 

即使是童軍團這種比較接近戶外探索類型的社團，因為學生年紀較小的緣故，

一切活動還是以安全作為考量，又或者這樣的社團活動期待家長參與協助。然而，

學校狀況並不一定能夠有這些資源，因此 W 老師自己也有她的作法，無論社團

或者是自己帶導師班級，她會選擇尋找社會資源提供學生外出拓展視野的機會。 

W：你如果說中學，國中的話，就也許會玩得稍微大一點點。啊高中、

羅浮，羅浮就是大學的童子軍嘛，那個當然又不一樣，他們那個才玩

大。但是幼童軍，再怎麼樣子的這些活動都是以安全為前提。所以通

常幼童軍不會玩到有那樣子的等級。 

R：然後對學校來說，是說人力上它也比較難能夠。 

W：很難。老實說我們，我剛剛有講，我們學校好多特色課程嘛，很多

人力就可以在每一個社團都有，而且我們帶團的人、的資源也是很缺

乏的。這邊家長不太會去，太多關心。像我剛剛跟你講的，有的學校

其實幼童軍團都是整個給家長承接的，就因為他們家長資源多補足他

們。應該說家長就資源多，啊我們小校，你看，連學生都少，阿家長

都圖口飯吃的，去打工、去工作、去什麼的都尚且，對啊，沒那麼多

時間，所以你要他這個時間點，白天的時間能來搭配我們這些，加入

這樣子的資源的，真的是很少。我們也幾乎沒什麼嘛，所以就要我們

自己一手把它做、撐起來這樣子。但是像我，也蠻幸運的，就剛好有

海童軍搭配這樣子，所以他們是，我們還不錯有一個資源來，課程的

資源來源這樣子。那你看又加上這個，或者是，這個東西真的是就還

蠻難得的，因為我們在這之前，在這之前其他合作方案，除非我帶去

一些社會資源的東西嘛，像我上學期我有帶去警察局嘛，士林警察局，

我是說幼童軍還是會出去外面探索嘛，就是有一些校外課程嘛，然後

這學期五月多我會帶他們去捷運的航控中心，或去孔廟啊，我們就會

尋求一些社會資源。因為我們這邊孩子很特別的是，這裡家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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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上跟我隔壁那老師在聊天，這裡就算他們家稍微是有錢一點的，

都是不見得都會帶小孩子出去玩喔，像我帶導師，我有時候寒暑假一

完，開學的時候問說寒暑假有去哪裡玩，幾乎是零，或者是一、二位

有出社子島去，好特別喔。所以，老實說我都會透過這樣子的社團，

或是我們自己班級全年如果有機會我就會盡量安排讓他們出去探索這

樣子。雖然還是有點搞工（台語），那個事前的籌備啊，時間的搭配，

課程還要其他學校帶隊的人都要協助配合什麼。 

（2018.04.26-訪-W-294-343） 

在W老師的回覆中，我們看到學校老師們也是盡其能力所及尋找相關資源，

包含社團的開設帶領。因為富安國小附近與台北市區的學校環境不同，補習班、

安親班等供家長托育文教機構等較少，學校因此安排各類型社團，W 老師也說

到部分社團或課後班也提供午餐讓學生安心學習。 

W：因為我們學校，我說區域性的屬性的關係，孩子們比較放學後是沒有，

我們盡可能... 

R：所以他要留在這裡。 

W：對，都要照顧到他們到很晚很晚這樣子。就是盡量讓他們去有一個好的

學習的去處。 

R：恩，就還是學校比較放心。 

W：所以可以排就盡量排。 

（2018.04.26-訪-W-611-615） 

雖然提到學生需要外出體驗的學習經驗，但外出首重安全，安全則需要人力，

然而學校有限的教學人力已經負責各課後社團、特色課程、輔導班（留校完成作

業）以及補救教學（加強學科）等課程，地區家長資源也較難在這部分予以協助，

如童軍社團當中來協助的海童軍大學生也是志工性質，而不是家長或學校人力。

因此老師認為 S 老師這種課程設計在學校裡難有類似的操作。除此之外，老師也

透露出自己對生物環境的不熟悉以及疑慮，她選擇自己熟悉的群體，大學生海童

軍作為她社團課程的夥伴，並也提供大學生進行服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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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行動者的位移與動員程度 

一、水資源教育網絡年會上的分享：S 老師與 Project WET 

秘境計畫讓原本單堂式推廣的 Project WET成為一個在地且在校園內的帶狀

課程，而這個操作經驗也被 S 老師帶到水資源教育網絡年會以及亞洲濕地論壇上

進行分享，課程期間拍攝的紀錄片故事也讓秘境計畫的 Project WET 課程得以被

看見。關渡自然公園引進 Project WET 進入台灣後，除了辦理培訓工作坊之外，

每年也會舉辦年會，早期邀請國外的講師前來分享他們的環境教育教學，而在我

所參與的 2018 年流水席年會上則有多位在各個自然教育中心、水庫和國中小教

師前來分享使用 Project WET 發展課程的經驗，這群水資源教育網絡夥伴的力量

讓 Project WET 一步步在地化，並有創新的應用。S 老師也認為或許自己操作過

的模式也能夠讓其他社區觀摩應用。 

回到 S 老師計畫的名稱和主旨來看，校園生活秘境計畫的執行是希望我們可

以看到那些平時隱微不察的。S 老師提到這個計畫命名也是受到一本書啟發，由

Haskell（蕭寶森譯，2014）所撰寫的《森林秘境：生物學家的自然觀察年誌（The 

Forest Unseen: A Year’s Watch in Nature）》而來，書的內容是生物學家在一塊老生

林觀察，歷經春夏秋冬而看見在那片土地的生物都是如何生存，並且將這些實際

觀察與許多生物演化理論、生態研究的觀點去對話，同時反思人類的行為。 

所以課程，總之這計劃我覺得我們的目標很簡單，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重新好好的看自己家的附近，所以其實一樣的模式它可以複製到其他

的社區也不一定。所以這個課程才叫做校園秘境，生活秘境。因為很

多時候，人們生活都很無感，透過一點點、一點點小小的觀察，它每

一個地方都會是秘境這樣。這是有源頭為什麼要叫秘境的！……他就

每天去那個地方觀察，只觀察這個地方。然後他裡面有講到一個曼陀

羅的概念，等於是有點生生不息的在同一片土地，在瑜珈的概念裡。 

（2018.12.12-訪-S-388-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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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的前言描述一群北美地區的大學生正屏氣凝神觀察兩位西藏僧侶繪製曼

荼羅，那是他們的第一堂生態學實驗課，曼荼羅在梵文當中有「社區」、「聚落」

的意思，而這群學生即將前往森林裡自己的曼荼羅地。S 老師似乎也和社子島的

居民們在這一塊曼荼羅地裡不斷透過觀察家鄉、思考我們與家鄉的關係。翻閱本

書除了有許多生物知識，還看見已經是教授的生物學者走進森林用身體去感受，

實驗書本知識和研究結果，並總是發現自己的觀察能力還有很多進步空間。在這

計畫推進的過程裡，S 老師認為三年「秘境」計畫本身仍以探索家鄉這件事成為

核心目標，計畫也不必然和 Project WET 課程裡的知識相關。 

最初的主軸就是希望他們可以探索自己的家鄉，然後佐以 Project WET

的課程，Project WET 的課程變成是一個案例我可以跟其他的種子老師，

水資源的老師，說這樣子的課程其實可以進入到校園裡面變成一個常

態性的課程。或是給其他的環境教育教師說，很歡迎大家來使用這樣。

反正這就是工作的目的。然後計畫的目的就是希望他們可以觀察自己

的家嘛，然後為自己的家講話。所以好像年底的時候我們就決定要三

年了，其實也不是剛開始第一年就想要三年耶。 

 （2017.12.12-訪-S-403-407） 

雖然秘境計畫結束後並沒有成功讓這個課程為富安國小所沿用，但 S 老師透

過計畫在校園內完成在地化實踐，教學活動的成果紀錄、教案等經驗使 S 老師能

與其他 Project WET 教育網絡夥伴分享這個課程設計，繼續往其他地方推廣水資

源課程，後續的變化就不可預測了。 

二、秘境計畫的交接與變化：U 老師 

S 老師回憶秘境計畫時說到：「好像是這個計畫推著我們走」。2016 年在富安

國小展開的 Project WET課程實驗進到社子島後，開始與社區媽媽們有更多接觸，

而到了第二年，S 老師將計畫暫時交給對課程有興趣的 U 老師，也就是前一年的

助教負責，而 S 老師回到公園內開發其他類型的環境教育課程。此時秘境計畫仍

以認識家鄉做為主軸發展，進入福安國中利用假日社團課時間進行，但期間也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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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校內教師共同討論。最後計劃第三年 S 則回來計畫，此時已離開校園與社子島

美學會合作進行社區型的活動。 

藝術季的教學計劃裡面。然後我們的目標從一剛開始想要實驗 Project 

WET 的課程到現在變成是社區營造的感覺。因為第一年帶完之後就感

覺很有趣，就又接著第二年嘛，然後我們就想要蒐集，變成是我們想

要聽聽看社子島裡面的聲音，這件事情越來越大聲了，所以我們除了

蒐集國小，今年蒐集國中，然後明年就要去社區媽媽那，可能跟美學

會或者是招募一些社區媽媽。（R：比較是社區，就是成人的課？）對，

明年就是成人這樣子。 

（2017.12.12-訪-S-381-388） 

在我所參與的第二年於福安國中的課程裡，課程網絡內的元素又不太一樣，

Project WET 課程的置入又更少了，在 U 老師的陳述當中，她提到自己從第一年

2016 年到隔年 2017 年的角色變化，她與 S 老師交換位置從觀摩者成為主要授課

者，在這個過程中她才真正較深入去接觸公園裡的自然藝術季，或者是和藝術領

域的人有接觸。而我也好奇她在秘境計畫的課程設計與S老師的差異。對她而言，

Project WET 的課程是輔助，她想帶領學生去表達對家鄉的感情，她認為國中生

能夠做一些更有挑戰的任務，不侷限於觀察而能夠訴說。第二年的課程出外踏查

的部分也不僅有水文，還認識了李氏古宅、廟宇、紅磚屋、回收廠產業的狀況，

並且讓學生規畫導覽路線為藝術季的遊客解說。第二年的計畫當中，S 老師像是

前輩會帶著 U 老師討論課程設計，實際上的教學仍然是由 U 老師準備，而 U 老

師傾向在巷弄裡「全面探索」就沒有將 Project WET 課程融入太多，因為 U 老師

認為透過「表達」，用「說」的方式來呈現探索結果將能夠讓學生更加確認自己

對土地的感情。 

R：那那個探索為什麼變成說是比較主要的，想要呈現，就是想要透過

這個課程來去傳達，讓更多人知道這個探索的重要嗎？是會覺得這個

蠻重要的？還是說那是另一個新的嘗試？就是說可能因為已經做過水

文的這一種課程模式，然後想要有另一種？ 

U：當時候從國小銜接到國中的時候，就在想一件事情，就是國小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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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比較像是，帶他們就是盡情的去發現他們生活周遭有哪些事情是很

有趣的，或很特別的，然後再討論的這樣。到了國中的時候，我自己

那時候在規劃課程的時候就覺得除了體驗之外，我覺得國中生應該要

有能力就是跟別人去表達，表達他們對於家鄉的，感情嗎？那時候其

實就已經朝向有，走讀並不是，我自己的想法裡面，雖然走讀它是把

這個地方介紹給別人，但介紹給別人這件事情，比較像是，就是別人

的接收比較像是，我自己覺得比較像是附加的價值吧，這麼形容嗎？

就是他們（遊客）接收，他們認識這個地方，就喜歡。但是我比較希

望的是我的學員，就是我的，那些國中生，他可以透過說出去，就是

「表達」這件事情，讓自己更確定他在這個探索裡面的發現這樣。跟

他們對這個土地的感情。 

R：變成說「說」有點類似是讓學生透過這個方式，然後學習。而且

可能有點倒過來，就是以前他們可能是聽我們，聽老師說啦。 

U：然後這次他就可以有一個機會說給別人聽。沒錯。 

（2018.02.02-訪-U-118-131） 

被轉譯而在地化的 Project WET 課程並沒有持續在富安國小發展，經由社子

島美學會的 M 再度引介而重組了與福安國中的網絡，此時計畫雖延續第一年的

元素，但授課的環教老師和藝術家也不同，內容不再與 Project WET 緊密相連。

U 老師有自己想要達成的目標。 

三、回到校園日常，受政策徵召：W 老師 

前述提到 W 老師所負責的童軍社團在 2016 年計畫結束後，重新調整下學期

的課程，並且回到童軍團軌道上運作。而在拜訪 W 老師時候，富安國小才剛利

用兒童節期間進行完成全校性大形活動《社子島我的家》校本課程，社子島美學

會的媽媽們前也來協助社區導覽給學生認識。我也好奇小小解說員社團解散後，

被保存下來的校本課程是如何進行，W 老師說到自己並不是當初發展校本的核

心成員，目前老師依著學校過往安排架構去彈性安排教學活動。 

R：那老師之間會一起去發展課程嗎？ 

W：你說哪一種？ 

R：校本的課程，可能像比方說社子島我的家，這個像是老師自己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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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他會給，我們這個都是一貫性的喔。 

R：你們會是怎麼樣？ 

W：一貫性的，因為他怕你有重疊。一年級怎麼跟五年級玩的地方一樣。

所以我們，他們那個核心人物，他們在編校本課程的時候。 

R：那核心人物會是誰？ 

W：不外乎就是主任嘛，啊或是他拉進來比較有專長的人嘛。像我們在

社子島我的家，可能基本上是大概也許幾年前，好幾年前，也許十年

前，他們就已經訂出來了，那是計畫的，我們現在都是在執行。但是，

它是主要架構出來你要上什麼樣的課程、活動，那就是你們學年自己

去安排。像我那個島頭公園的那些東西就我自己安排的。 

R：所以他就是把那個架構都列出來。但是每一…… 

W：所謂架構就是，啊六年級就要去島頭公園，五年級去東山宮。 

R：每一年就是看那一年的老師他要做什麼，再去執行？ 

W：基本上我說去哪，譬如說「去哪裡」已經規劃好了，一年級最簡單，

就是這邊的雜貨店或是對面坤天亭，二年級坤天亭，啊三年級什麼去

李合興宅阿，就例如那種，（拿出資料）對啊對啊。由近而遠，由簡

而繁啊這樣子。他們有先規劃這樣的架構，你就不脫離這個目標之下，

你再發展細部的教學活動。 

R：等於說老師是發展活動的，那架構是... 

W：透過怎樣去認識我們的島頭公園，我們就跟整個學校的校本課程啊、

鄉土教育啊、環境教育啊什麼都做結合，甚至我把作文也帶進來，那

就有一些語文的。 

R：看小朋友需要學什麼，就依據你的小朋友的需求去做規劃... 

W：對，我有做大地遊戲啊，然後認識這個地方的動植物生態是什麼樣

子啊，找到尋寶的東西，你還可以做一些發表啊，就是自己發展。大

概我們這個校本課程是這樣，這個也是環境教育課程。其實這個，現

在其實都在整合啊，你大地照做，你說時間時間也不夠，人力阿什麼，

啊~~~。所以你就要變成... 

R：化繁為簡嗎？ 

W：Yes！或者是說我們一個活動就一魚好多吃，該抓什麼東西你有做

到的時候，那個教學目標就都有達到了。我們現在課程設計也是，教

學計畫裡面我們要呈現出來，你這個活動你背後的有達到什麼。 

（2018.04.26-訪-W-831-858） 

根據W老師的說法，多年前因著計畫發展出來的校本架構現在是執行階段，

學校並沒有迫切想要發展屬於學校的課程，無論是環境教育或者其他特色課程。

W 老師也說過學生參與社團的時間其實也有限，因為小校仍有許多行政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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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的目標要去達到，因此校本課程或活動都盡可能是化繁為簡、一魚多吃。 

再提到目前的環境教育，因為結合臺北市政府田園政策43，學校目前有一塊

小田園，而學生可以自由參加擔任小農夫去認養植物。校內也有專職的教師負責

規劃這項活動，不過種植和烹飪都不是放在正式課程當中，而是學生自由參加，

透過在校園內安插這樣的一塊空間去推廣環境教育。 

我們學校環境教育，現在最夯的就是田園的，田園教育嘛，小農夫。

柯 P 的政策，就城市有點田園化那樣子。所以，覺得也不錯啦。就我

們你有空來看看我們之後那邊，那我們有一些小田園的東西他們做得

還不錯……我們自己校內教導主任為首嘛，他一定要去接這個，我們

目前是教導處在接手這個田園計畫這樣子。然後有一個老師也都有在

那個第一線的規劃還有教小朋友這樣子。這是我們環境教育現在從這

一年來的重頭戲。那其他就是我剛剛講的嘛，跟社區結合的那個就學

習服務、清潔社區這樣子，這樣也算是環境教育的一環嘛。愛鄉，或

者是說藉由說我們剛才社子島我的家那樣子淨灘的活動，可能也會喚

起他們愛鄉，然後為自己的鄉土進一份心力的這樣子的教育的一個。 

（2018.04.26-訪-W-203-233） 

回到秘境計畫的環境教育課程來看，這次合作並沒有當時學校就著計畫發展

校本課程的動力，反倒學校已經有一套自己發展出來的課程。另外，就環境教育

的推廣來看，也難以像臺北市田園城市政策能夠作為全面性推進動力，串聯學校

和社區一同規劃並有相關經費。因此，對於學校相對而言，秘境計畫比較難達到

學校希望的「一魚多吃」的效果。 

  

                                                      
43 田園城市－田園銀行網路平台：http://farmcity.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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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結論 

壹、轉譯的 Project WET 從校園出走並位移至水資源教育夥伴網絡 

在社子校園生活秘境計畫中，S 老師將 Project WET 放入課程當中，秘境計

畫成為一個 OPP，她使得 Project WET 能夠被轉譯為一個在地化、帶狀式，能在

校園發展的環境教育課程。藉由 M 的支持與提供資源協助，S 老師順利覓得富

安國小作為課程實踐場域，並且讓 Project WET 增加社子的元素，使得課程能夠

為學生所接受。S 老師看似順利地把握住過問題化的契機，讓不同組織行動者對

她秘境計畫有興趣而加入其中，也讓 C 總監和藝術家前來幫助她使課程更完善。

然而，從利益關係化到徵召的過程中，童軍老師 W 卻是受到學校要求而被動地

參與課程，因此並未成為同盟，而失去關鍵的學校作為同盟，S 老師也就難以在

校園裡穩定 Project WET 轉譯而來的課程網絡，因為課程必須要有學生。 

可是這次的秘境計畫是將 Project WET轉譯成功或是失敗呢？雖然最終 S老

師的課程並沒有成為童軍團的代言人，或者將 W 老師轉為同盟。然而，她仍然

在秘境計畫期間動員了許多行動者一起完成課程的開發，只是這是一個較為脆弱

的課程網絡，於校內創造出來的連結不夠堅強。秘境計畫的第二年依然在社區內，

Project WET 隱微出現在 U 老師規劃的課程當中。在這些實踐過程中，我們發現

學校裡的老師都沒有產生位移，但 S 老師將計畫重心轉往與社區的連結，她和其

他在計畫裡被徵召的同盟組織如 C 總監、M 媽媽等則一起位移，朝向另一種環

境教育，以藝術計畫的方向試圖喚醒人們對周圍的注意力。另外，Project WET

的故事也尚未結束，當時的課程成果也被轉譯為紀錄片作為範例，在公園的日常

S 老師仍會到校推廣課程，而在水資源教育夥伴網絡的年會或其他研討會也將秘

境計畫轉譯的 Project WET 與其他環境教育工作者分享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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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動者的行動能力由協商意願和策略所促成 

回過頭來看，究竟為什麼 S 老師吸引其他行動者成為同盟，而又難以吸引學

校加入呢？在轉譯過程當中，完成利益關係化的話就表示能夠徵召，可以找到愈

來愈多的行動者前來一起工作，當行動者能夠知道自身在網絡中的定位和角色，

他們就能夠發揮作用，以利後續動員。在秘境計畫案例中，S 老師透過一些邊界

物件來與其他的藝術家協商，認清楚彼此的教學角色以進行課程的籌備。比方說

透過觀課和議課活動創造複數的共同經驗，打開彼此的有限的觀點；以及透過家

鄉這個主要概念來討論教學。其中 C 總監也提到溝通會是過程中最重要的。然

而這個過程當中卻沒有學校老師的參與以及聲音。 

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 W 老師所在的童軍團以及其與鄰近大學的海童軍團

有緊密連結，童軍和環境教育的目標有些不同，這使得 S 老師難以將 W 老師吸

引前來成為同盟對象。而就發展校本課程而言，學校沒有迫切需求，自然也沒有

協商的意願。在學校繁忙、節奏緊湊而需要「一魚多吃」的日常來看，校園教學

氛圍和 S 老師開放式對話、沒有進度壓力、耗費人力前往戶外探索的教學模式也

大相逕庭。以上種種藏在協商活動中的細節正是讓行動者成為行動者的關鍵。談

合作時角色之所以需要協商，正因為並非所有行動者有一致的目標，但多數行動

者會傾向於選擇阻力較少的路線。在秘境計畫的案例中，這門課程對於老師而言

似乎需要太多協商成本，就像 S 老師也認為學校將換校長，前往說服並需要重新

協商一樣是耗費心力的事。但唯有協商才能促成行動，即便是一開始目標不同的

行動者，合作仍然是可能的，行動者的行動能力會經由協商意願和策略所促成。

比如老師試圖要將教材轉為在地化，而進行了田野調查與口訪，或者讓課程符合

某年紀的學生學習，而創造了假人進行書信溝通，這些都是老師與 Project WET

和教學對象的協商，一旦完成協商，行動者將具備轉譯的行動能力，號召同盟來

和自己合作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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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後續研究建議 

壹、將學生列為觀察或受訪對象 

在課程當中「學生」其實才是這項計畫的重點，因為 Project WET 的轉譯是

根據教學場域或對象年齡而來。然而在本論文中研究者並沒有直接與學生相處，

而是透過文本與其他受訪者轉述學生學習的狀況。學生的學習方式也是老師透過

課程想要進行轉譯的，希望藉由這種不一樣的環境教育課程引發學生更主動思考，

而不僅是被動接收知識，而學生課前與課後的表現都影響授課者每一次的行動。

不過本研究未分析學生行動者，課程研究若能多聽見學生的聲音會更有意義。 

貳、長期追蹤學校計畫性課程之演化 

本研究主要僅描述秘境計畫在第一年的發展，但三年的秘境計畫尚未結束，

組織與行動者的加入、退出、位移會更複雜。但也能觀察到更多行動者關係變化，

如 Bisset 和 Potvin (2007)的長期研究能觀察到幾個疊代，若持續追蹤水資源環境

教育課程逐漸從國中小校園位移至社區及其實踐策略，將有助於學校理解計畫性

課程對學校的意義與影響，NGO 組織也能找到與學校和社區合作的協商策略。 

參、針對同樣的課程進行個案比較 

Project WET 水資源教育夥伴網絡有不少環境教育工作者，他們在自己的場

域裡開發課程，如 Gaskell 與 Hepburn(1998)之研究，課程的推廣和在地化會因告

地區脈絡不同而有不同策略可通行，水資源教育夥伴網絡年會許多在北、中、南

環境學習中心的教學者，以及其他國中小教師正實踐課程。若要開發有感的環境

教育的課程，因地制宜的使用教案，往往需要和多方行動者合作，每一個場域發

展出來的課程樣貌和發展的路徑應該會很不一樣。未來朝向此方向去深入探究應

為將更有益於課程在地化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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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訪談大綱：組織代表 

 

1. 請簡單介紹一下這一門課。為什麼會有這樣一門課程，課程的目的、內涵、

籌畫過程與進行方式（是否調整過）？ 

2. 什麼契機讓您選擇並且順利進入社區的學校來開課程？ 

3. 請問您認為自己在這個課程中的角色是什麼，還有其他人是哪些角色？ 

4. 課程發展過程中最大的困難或挑戰是什麼？如何克服？（聯繫溝通、授課、

學生參與度、編寫教材、結案報告、經費、人力…等） 

5. 課程中讓您最有成就感的是什麼？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為什麼？ 

6. 若從組織面來看，就您的業務來簡述該課程規劃屬於平日工作哪個項目。 

7. 跨領域的合作是否帶來改變？哪種改變？改變的關鍵是什麼？ 

8. 促成合作的條件為何？您如何定義合作，或期待中的合作是什麼樣子？ 

9. 是否曾經參與過相關課程，可以說說那些經驗對您在這次開發課程的影響？ 

10. 課程開發的未來：以哪幾種方向發展、如何傳承經驗？（加深、加廣、多元、

專題、實作、行動、對象年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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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訪談大綱：駐村藝術家 

 

1. 參與此計畫之前，您是否曾進入過社子島，您的「社子印象」為何？ 

Have you been to Shezi before? What’s your first impression of Shezi? 

2. 請簡單介紹這門課程之目的與內涵，您覺得這是一個什麼樣的課程？ 

Could you briefly introduce this curriculum? What’s the purpose of it?  

3. 作為駐村藝術家，您認為自己在這個課程中的角色是什麼？  

As an artist-in-residence, did you relocate your position in this project? What’s 

your role in the curriculum?  

4. 請就您的印象，描述當時課程籌備的過程與狀態，有哪些討論重點？ 

In your mind, what are the main things you have discussed with Guandu Nature 

Park, BCS or residents in Shezi during the preparation? 

5. 承上題，您是如何設計出那一堂課？（課程中使用什麼概念、素材） 

How did you design those activities? What are the concepts or materials you 

chose to put into this project? 

6. 在您參與課程的過程中，什麼是讓您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為什麼？ 

What is the most unforgettable thing in the process? Why? 

7. 在您參與課程的過程中，什麼是您認為最大的困難或挑戰？如何克服？ 

What’s the biggest challenge during this collaboration? Did you get over it in the 

end? 

8. 您是否也曾與生態或其他專業領域合作？這些合作帶來了什麼改變嗎？ 

Have you worked with specialists from ecology or other domains before this 

project? Did these collaboration make some changes? 

9. 「駐村」對您而言具有什麼意義？ 

What’s the meaning of “artists-in-residence” fo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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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訪談大綱：課程參與者 

 

1. 參與此計畫之前，您是否進入過社子島，您的「社子印象」為何？ 

2. 請簡單介紹這門課程之目的與內涵，您覺得這是一個什麼樣的課程？ 

3. 請問您是以什麼身分進入課程，您認為自己在這個課程中的角色是什麼？其

他人又是那些角色？ 

4. 請就您的印象，描述當時課程籌備的過程與狀態（討論、實驗等）。 

5. 根據您的實際參與和觀察，與藝術家合作的環境教育課程有哪些教材或教法

是很值得被討論的？ 

6. 在您參與課程的過程中，什麼是讓您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為什麼？ 

7. 在您參與課程的過程中，什麼是您認為最大的困難或挑戰？如何克服？ 

8. 您是否參加過類似的課程或活動，可以請您分享當時的經驗與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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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研究參與同意書              

 

研究參與同意書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我是目前就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碩士班的研究生陳怡心，指導教授為

卯靜儒教授。目前進行「社子校園生活秘境課程之個案研究」，本研究期望透過

訪談瞭解您在此計畫中的參與經驗，藉由深入瞭解與分析您的經驗，以供學校教

育相關課程發展作為參考。 

本研究將進行個人深度訪談，每次訪談時間約在一至兩小時左右，訪談的過

程將全程錄音，以確保資料蒐集的正確性，資料分析使用後會將檔案銷毀，並將

分析結果供您參考。本研究將恪守研究倫理，訪談內容中足以辨識個人真實身分

的資料將匿名處理，不作其他用途，以防危害個人權益。研究過程中若有任何疑

慮，您有權要求研究者向您說明；若研究過程中引發不舒服的情緒，您可以要求

放棄參與本研究。 

若您已清楚本研究之進行且同意成為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請您於同意書下

方簽署您的姓名。由衷感謝您對於本研究的協助。 

 

 

受訪者（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碩士班 陳怡心 

聯絡方式：ines＊＊＊＊＊＊＊@gmail.com （0973-＊＊＊＊＊＊） 

  

 

mailto:ine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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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給學生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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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年 10 月 10 日，第二封信 

 

親愛的富安國小同學: 

 

你們叫我學長這件事情真是嚇了我一大跳，畢竟我現在才國小五年級，好難想像

在你們的年代我已經是老人的這件事情。我收到你們的信了，不過我今天才正是

國慶日。 在寫上一封信的時候，其實是颱風天，外面風雨交加的時候不知道做

什麼事情，所以才動筆寫這封信給你們。這次的颱風叫做葛樂禮颱風，在我動筆

寫信給你們的當天雨還沒有太大，但到隔天 9 月 10 日當天開始一直下雨，下了

好久好久，到了 9 月 12 日才比較緩。當時我們全家都躲到閣樓去，很多人家裡

的船也都出動了，就怕這場颱風把我們的家吹走…。 

 

颱風過後，因為淡水河泥土淤積的關係，我們家一樓的土堆的好高好高，大概有

到我的膝蓋，我們花了好久的時間才把這些土清掉，所以今年的國慶日我們也沒

有什麼慶祝了…最近的社子島大家都忙著在重建家園，不知道 2016 年的社子島

有沒有遇到很強的颱風，大家都還好嗎?? 

 

 

祈求大家平安 

 

 

謝育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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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S 老師手繪學校附近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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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Project WET 教案中地圖圖例使用 

 

 



142 

 

附件八 吳滿阿嬤的畫 

  

觀音山伴雙河 務農日常 

  

鹼草埔 鹼草埔 

  

以前淡水河貝類 新船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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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S 老師根據教案指引所製作的解說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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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土壤樣本紀錄表（以濕土為例）／陷阱調查紀錄表 

濕地土壤樣本紀錄表 (濕土採 20 公分) 

記錄你採集到的土壤，把土放在你指尖搓一撮，感受一下這些土 

姓名(每一位隊員):                                                                                       調查日期:                                

地點描述:                                                                                                                                                 

                                                                                                                                                          

周遭植物描述:                                                                                                                                              

                                                                                                                                                                                                                                                     

動物活動的證據(洞穴、昆蟲或是人類活動的遺留物，例如垃圾):                                                                                                     

                                                                                                                                                                                                                                                                                                                                                          

水的來源:                                                                                                                                                                    

                                                                                                                                  

 

課程 土壤挖掘術 土壤摸摸術 

編號 
土壤樣本的

深度(公分) 

土壤樣本顏色分

類編號(依據顏色

對照表回答，寫上

編號) 

土壤樣本的乾濕度

(土壤能夠維持球狀

嗎?樣本能夠擠出水

嗎?) 

挖出來的土壤樣本有植物的

根嗎?或是有動物鑽洞的痕

跡嗎?土壤會黏在手指間嗎? 

土壤可以被搓

成 4 公分的長

條狀嗎? 

土壤會黏在手

指間嗎?摸起來

的觸感像什麼? 

土壤樣本的質地

(依據土壤質地檢

索表回答土壤種

類) 

1 

5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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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 公分       

 

 

 

課程 土壤挖掘術 土壤摸摸術 

編號 
土壤樣本的

深度(公分) 

土壤樣本顏色分

類編號(依據顏色

對照表回答，寫上

編號) 

土壤樣本的乾濕度

(土壤能夠維持球狀

嗎?樣本能夠擠出水

嗎?) 

挖出來的土壤樣本有植物的

根嗎?或是有動物鑽洞的痕

跡嗎?土壤會黏在手指間嗎? 

土壤可以被搓

成 4 公分的長

條狀嗎? 

土壤會黏在手

指間嗎?摸起來

的觸感像什麼? 

土壤樣本的質地

(依據土壤質地檢

索表回答土壤種

類) 

3 

15 公分       

4 

2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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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搜查術記錄表                            

組別：         成員：       、       、       、       、       、       、       、       、        、         

陷阱設置日期：                陷阱回收日期：                

 

NO 
物種名稱 

(或畫圖) 
數量 

特徵 

身體 腳的數量 是否有無翅膀 其他描述 

1   □長條狀  □圓形   

□橢圓形  □方形 

□數不清 □8 隻腳 

□沒有腳 □6 隻腳 

□有 

□無 

 

2   □長條狀  □圓形   

□橢圓形  □方形 

□數不清 □8 隻腳 

□沒有腳 □6 隻腳 

□有 

□無 

 

3   □長條狀  □圓形   

□橢圓形  □方形 

□數不清 □8 隻腳 

□沒有腳 □6 隻腳 

□有 

□無 

 

4   □長條狀  □圓形   

□橢圓形  □方形 

□數不清 □8 隻腳 

□沒有腳 □6 隻腳 

□有 

□無 

 

5   □長條狀  □圓形   

□橢圓形  □方形 

□數不清 □8 隻腳 

□沒有腳 □6 隻腳 

□有 

□無 

 

6   □長條狀  □圓形   

□橢圓形  □方形 

□數不清 □8 隻腳 

□沒有腳 □6 隻腳 

□有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