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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學校」作為正規環境教育的教學場域，是推動環境教育的重要基礎，然而

環境教育的發展，除了正規環境教育系統外，仍須與非正規環境教育系統共同合

作、發揮特性，才能創造最佳的效果，「自然中心」的存在無疑提供了環境教育一

項立意良善的選擇。對於學校教師而言，自然中心是協助學校進行環境教育非常

重要的外部資源，提供專業的環境教育方案、師資與服務，讓教師得以更容易將

環境教育融入學校本位領域課程進行教學。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以關渡自然中心「高蹺鴴到您家」個案為例，透過

田野觀察、訪談與文件分析等方法，探究關渡自然公園與學校推動環境教育時，

如何突破固有疆界和本位主義的限制，在正規教育和非正規環境教育攜手合作之

下，主動將自然中心課程方案的特色推廣至各小學教學現場，互補學校正規環境

教育教學功能上的不足，為環境教育的傳播與連結，創造更多的可能性。 

  本研究發現「到校服務」打破自然中心原有的孤立封閉型態，讓關渡自然公

園的人力與教學資源進駐校園，主動吸引顧客青睞，這樣的方式除了能夠提供師

生與學校課程有所連結的學習單元，引導師生對於相關環境議題的了解之外，在

實施的歷程中，教學團隊也可以逐一去熟悉北部地區各校的校園環境生態及環境

教育實施品質，開拓自然中心與學校在環境教育協作交流上的契機。 

  一期一會的到校服務，雖然玩出一種新典範，但後續仍需思考的是如何強化

本方案的獨特賣點與教學品質，讓學校團體能在可供選擇的眾多環教產品中，看

見萬綠叢中，獨特的一點紅；並注重維持和學校教師事前和事後的關係與交流，

以延續教育活動的效果，畢竟環境教育是一門跨科技連結的知識體系，唯有志同

道合的夥伴們攜手合作，才能逐步實現教育的願景。 

 

關鍵詞：環境教育、自然中心、非正規環境教育、關渡自然公園、到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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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llaboration of the Natural Center and Primary 

School for Enhancing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 

“The Black-Winged Stilt goes to Your Family” Program of  

Grandu Natural Park 

Abstract 

 

  The best learning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s to integrate the strengths and 

resources of both formal and informal systems. While“school”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important field of forma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Natural Center”always 

provides a good choice of informa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or the public.It is 

expected that the specialize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rograms designed by the 

natural center and their related human resources could support the school 

teachers to integrat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to school curriculum, which in 

turn helps diffuse the service of the natural center in the formal education system. 

  The research adopted the case study method, taking the program of Guandu 

Natural Park“The black-winged stilt goes to your family” as an example. In this 

research, field observation, interviewing and document analysis were used to 

inquire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Guandu Natural Park and sixteen primary 

schools. 

  How they resoled the constraints of departmentalism to create possibilities 

for bridging formal and informa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s the main focus. 

Through a series of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the school teachers and the staff of 

the natural park, it is found that the manpower and teaching resources of the 

natural park facilitate the school teaching while the demand of “School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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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ed a closer linkage between Guandu Natural Park and its school partners. 

Through such partnership, the school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the program team 

members cultivated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living ecology and enriched 

both school curriculum and the program itself. It also created a new collaborative 

model for enhancing both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forma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the public service of informa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Keywords：environmental education、Natural Center、informa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Guandu Natural Park、school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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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 研究背景 

  自十八、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以來，科技的躍進為人類的生活獲得改善，人類

以萬物主宰之姿，掠奪自然界原始的空間與資源，因而產生了許多的環境問題，

並且持續的惡化當中，生活在這個極端的年代，面臨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戰與威脅，

也正因如此，環境教育試圖發揮其最大功能。楊冠政（1997）指出，因大部分環

境問題乃肇因於人類行為及思想的偏差，而教育的目的最終是改變人類思想和行

為，唯有藉教育潛移默化、教導啟迪的功效，方能有效改變人類的思想和行為，

以提升人類對環境的關愛、認知與負責任的環境行為，解決環境危機之道端賴發

展與推動環境教育。 

  台灣推動環境教育工作發展的歷程脈絡，自 1987 年環保署成立以來，便設置

「環境教育宣導科」專責環境教育的宣導規劃及推動，並頒布「我國現階段環境

政策綱領」，提倡維護生態平衡，保護自然環境以求世代永續利用。此後，教育部

在 1990 年為推展環保教育工作而設置「環境保護小組」，1991 年更設立了「環境

教育委員會」，負責我國教育機構之環境保護及環保教育工作之推展。另外，教育

部自 1991 年起也開始實施「加強推動環境教育計畫」，推動全國環境教育法令、

政策整合之規劃訂定，包括與行政院環保署邀請專家學者合作研訂「環境教育要

項」，並於 1992 年由行政院奉核頒佈，當中尤其強調學校在推動環境教育上的重

要性，成為全國推行環境教育之主要遵循，其中「加強各級學校環境教育」和「積

極推動社會環境教育」為其重要的兩項措施，正規與非正規教育的密切結合，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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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落實環境教育的目標。 

  國民中小學是一切教育之基礎，從小讓學生養成環境意識、知識、態度、技

能，並參與到環境保護的活動中是時代的需要，該如何在學校中實施環境教育，

是人們普遍關心的課題。在各級學校教育階段，教育部於 1998 年 9 月 30 日頒定

的《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後於 2000 年 3 月公布《國民中小學九年

一貫課程暫行綱要》，並自 90 學年度起正式實施，透過教育部官方文件公布此一

跨世紀的課程改革，是我國近年來教育發展過程中，相當重要的一個里程碑。其

課程設計主要以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為主軸，並將環境教育列為重大議題，強調教

師必須以將其融入各領域的方式進行教學，綱要中所引導學生致力學習「人與自

我」、「人與社會環境」、「人與自然環境」等三面向的互動關係，即是環境教育所

面對的三種向度（汪靜明，2000）。因此，環境教育成為國民中小學的教育主軸之

一，透過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將環境教育的理念、目標、內涵、教

學與評量融入國民中小學的課程綱要，是推動學校環境教育的重要機會。 

此外，行政院環保署暨教育部，期望透過教育過程，提供全民獲得保護環境

之知識、態度、技能及價值觀，特於 1997 年 12 月起開始推動「加強學校環境教

育三年實施計畫」，作為推動學校環境教育之重要依據。2010 年公布的環境教育法

第 19 條也明定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師生應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參加四

小時的環境教育課程。」由此可見，環境教育日益受到重視的程度，教育單位該

如何在政府體制化的規範之下籌備配套措施，考驗著環境教育網絡中夥伴們的集

體智慧。特別是小學正是學童發展正向環境教育態度和價值的啟蒙時期，因此，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該如何藉由其他專業領域的理論與方法來豐富環境教育的內涵

與加強推動實施的效果，是當前環境教育重要關切的課題。 

  「學校」作為正規環境教育的教學場域，是推動環境教育的重要基礎，然而

環境教育的發展，除了正規環境教育系統外，仍須與非正規環境教育系統共同合

作、發揮特性，才能創造最佳的效果。「自然中心」的存在無疑提供了環境教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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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立意良善的選擇。對於學校教師而言，自然中心是協助學校進行環境教育非常

重要的外部資源，提供專業的環境教育方案、師資與服務，讓教師得以更容易將

環境教育融入學校本位領域課程進行教學。 

    以現今環境教育的世界發展趨勢來看，自然中心就是一個可提供社會各階層

對於環境教育學習需求整體解決（total solution）方案的環境學習園區。自然中心

的課程方案要如何規劃發展，才能夠吸引學校師生、社會民眾使用和參與，並藉

此將中心所提供的優質環境教育場域與方案特質、教育內涵等傳播出去，使活動

參與者在行為、態度上均有所改變，進而願意關懷環境，並且投入與支持中心成

立的宗旨與目標，是需要經過整體精心的思考與設計。 

  「關渡自然公園」為 2011 年 6 月 5 日環境教育法實行後，全國第一處通過環

教法認證的設施場所，是個兼具教育、休閒、保育與培訓功能的生態樂園。在這

裡可以見識到一個優質的自然中心是如何結合地方資源，協助學校進行濕地環境

教育、規劃濕地環境教育展示及活動以及培訓濕地環境教育及解說人員。關渡自

然公園的使用者雖然廣泛，但很大部分來自於中小學的學生，因此該如何滿足學

生的學習需求，就成為中心方案規劃與教學活動設計的重要考量。在關渡自然公

園所規劃的眾多課程方案中，本研究所欲探討的個案「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

服務推廣計畫是由長期合作的企業夥伴匯豐銀行全額贊助，自 2011 年起正式實施。

由關渡自然公園派遣「濕地狂想號」生態教育專車，活動當天進駐校園為北部地

區國小學童們進行有趣又好玩的濕地環境教育課程，並提供教師研習的服務，讓

學校與濕地零距離。 

  本方案實施的用意在於使因時間、路途或其他因素而無法親自到自然中心參

觀的小學師生們有機會了解中心內的展示及教育活動，因而辦理「到校服務」方

案，採用「把知識送上門」的方式，將中心已設計的相關課程，主動移至各小學

教學現場實地教學推廣，結合知識性與娛樂性，以生動活潑的教學方式或是分組

遊戲、討論實作的過程，為小學童們朗讀說故事、介紹鳥類身體構造、遷徙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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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生態相關的議題，為環境教育的傳播與連結，創造更多的可能性。 

  國內過去不乏自然中心提供學校師生環境教育方案服務的相關研究，惟多以

師生實際步入戶外從事生態體驗、營隊活動的發展歷程，或者課程方案的規劃與

評估為探討主軸，卻未見自然中心專車到校服務計畫之相關研究，倒是國內許多

的大型博物館在推動館校服務時，以「行動博物館」落實延伸服務的作法已行之

有年，意即由定點式的導覽發展成到校服務的主動出擊，相關文獻亦多有著墨。

此外，像是「行動書車」、「行動巡演」、「行動電影院」都是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詳

的例子，這些行動案例的形式多以設計完成的表演展覽或教學方案，搭配車體為

載具，巡迴至眾多校園，進行短期的互動為主，具有媒體傳達、推廣、文化療育

以及到府服務的功能。 

  在新世紀的教育趨勢之下，關渡自然公園即可視為一座大型的生態博物館，

此處有豐富的鳥類物種及濕地生態資源，是孩童學習最好的大自然教室。推廣環

境教育的方式有許多管道，為了達到教育的目的，自然中心就不應僅止於座落在

原地等待學生上門，更應以積極的態度理解社會的脈動與轉變，主動發展動態整

體性的延伸教育計畫，除了輔助學校教育的不足，也能夠發揮傳播知識和行銷推

廣的目的，透過這樣的配套方案服務提供，可以因地制宜的滿足學習者的需求，

對於國內環境教育品質的提升與教育夥伴關係的持續深化亦有其重要性。因此，

研究者期盼透過本研究釐清學校環境教育發展現況與學校教育工作者教學實務面

臨的問題與相關需求，以理解自然中心與學校之間如何進行環境教育之協作。 

二、 研究動機 

關心環境，不應只是口號，而要從小做起。研究者對環境的關懷起源於自 

小的生長背景，祖父務農，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食衣住行靠的是老天爺賞

飯吃，因此，在自然原始的環境中，格外能夠感受到生命的豐盛與美好，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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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環境的友善，對研究者而言，不僅是從教育深根，早已內化成日行的一部分。 

  反觀現今，政府以大力推動各項環境教育計畫與法制的方式，喚起民眾對於

環境議題的覺醒與重視，其中國小階段為環境教育基礎扎根之時期，然而，在升

學主義掛帥的教育體制下，環境教育僅被視為重大議題融入在學校本位課程領域，

並未列入正式課程；此外，教師具備的環境教育教學能力也不十分充足。環境教

育重視的是學生實踐、體驗與省思的能力，可惜的是現行的教育體制，容易造成

不快樂的孩子，課本上封閉的知識以高壓灌輸填鴨給學生，未能激發學生學習的

興趣，只會產生過目即忘的效果，造成知行異化的迷思，在這樣的情況下，學校

的環境教育實施該如何解套，與非正規環境教育攜手合作，是值得探討的議題。 

  研究者有幸發現關渡自然公園，這處座落於台北市近郊的桃花源，比起一般

市區的都會公園更能夠滿足大家對開闊空間的需求，漫步於園區或是沿著防潮堤

岸遠眺自然美景，遼闊恬靜的氛圍，能讓平時緊繃壓抑的神經得到充分的釋放。

關渡自然公園帶我們找回失落的夢土，為台北市民保留了一片充滿野趣的自然天

地，在這裡除了能夠感受生命之外，園區也提供了相當豐富多元化的教育活動，

是輔助學校推動環境教育絕佳的外部資源。 

  在眾多的教育方案中，研究者選擇關渡自然中心「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

服務推廣計畫作為研究個案，本方案與其他教育方案不同之處在於其「主動性」。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身體力行的教育方式，

將濕地的生態意識融入特定的教材輔具當中，開創嶄新的環境教育模式，專案團

隊是生態教育專車「濕地狂想號」的領航者，行動列車承載著豐富的教學情境，

實地走透透為國小學童們散播著關於濕地環境教育的種子，滿足孩子們的想像與

期待。 

  這一輛為國小學童專駛的生態教育專車，配合車體與移動概念下規劃設計的

教學模組能夠刺激學生的想像力、觀察力與思考力，引導學生認識濕地的生態環

境以及鳥類的身體構造與遷徙等主題，善用各種教學方式讓學生的學習更具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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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並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能夠啟發並增強學校在正規教育裡所無法連結的智慧，

以及在學校容易被忽略的潛在能力。 

  專案團隊在到校服務的整體實施歷程中，如何結合自身的專業經驗並考量到

學生的年紀與認知發展程度設計合宜的教學媒介，讓教學充滿互動與樂趣，這一

連串的過程在非正式學習模式和正式教學模式的配合之下，融合了理論與實務的

觀點，不僅有助於學生們的適性發展，進而能夠達到輔助學校環境教育的功能。

基於上述，研究者認為可藉由本個案之觀察，嘗試理解學校與自然中心進行環境

教育的協作歷程，並檢討其中之利弊得失，以對本方案持續推動與修正提出結論

與建議。 

  這樣的學習如同一首曲子的前奏，雖然學生們尚未能實際走入關渡自然公園

內，親身與大自然共譜歡愉的樂章，但是藉由一段令人興味的前奏，或多或少都

可以建立國小師生對於關渡自然公園的友善印象，並認同其為了推廣環境教育所

付出的心力。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幫助學生們開拓視野，而不受年紀或者地區的

限制，無償獲得關渡自然中心專車到校課程方案的教學服務，並實踐自然中心善 

盡社會責任的美意。因此，本研究將跟隨專案團隊至北部地區各小學走透透，實

地理解自然中心的到校服務方案，如何為學校環境教育創造不一樣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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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關渡自然公園與學校具備不同的教學性質，自然中心作為非正規環境教育體

制的角色，能夠互補學校正規環境教育教學功能上的不足，其中本研究所探討之

「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主動將自然中心課程方案的特色傳播

至各小學教學現場，除了達到推廣濕地生態環境教育的目的之外，也能夠積極地

宣導並建立園區友善形象。據此，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可歸納為： 

一、 探討學校環境教育的發展現況與教師教學實務面臨的問題與相關需求，並 

 分析關渡自然公園所提供的教學資源及配套方案，以理解學校與關渡自然 

 公園如何進行環境教育協作。 

二、 探討園區「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的成立緣由及實施內涵， 

 以及學校師生在參與活動前、中、後期的意見與回饋，觀察並反思協作歷 

 程中的利弊得失，以對本方案持續推動與修正提出結論與建議。 

根據以上研究目的，將本研究待答問題歸納如下： 

一、 關渡自然公園「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如何建構並實地走入 

校園進行教育推廣？ 

二、 學校教育工作者將環境教育議題融入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所面臨的困難與需 

 求為何？ 

三、 「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如何創造輔助學校環境教育延伸學 

習的功能與機會？ 

四、 歷經本活動後，關渡自然公園與學校雙方未來持續共同推動環境教育的可行 

 方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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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解釋 

一、 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是以達到改善環境為目標的教育過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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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作決定，並且發展自我行為的依據準則。 

二、 自然中心 

  自然中心譯自「Nature Center」一詞，在國內外的發展具有多樣的名稱，諸如

「環境學習中心」、「自然教育中心」、「保育教育中心」、「環境教育中心」、「戶外

教育中心」、「戶外學校」、「戶外環境教育中心」等（周儒，1998）。本研究以「自

然中心」稱之。自然中心的定義為在一片具有環境教育資源與設施，提供環境教

育專業服務給學校學生、一般社會民眾，以達成教育、研究、保育、文化、遊憩

之多功能目標的環境教育專業機構（周儒，2001）。 

三、 非正規環境教育 

  指在學校教育機構外所進行的環境教育，由於其多數是由民間團體或是相關

社教機構所推行，所以又稱為社會環境教育（socia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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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關渡自然公園 

  「關渡自然公園」位於北台灣淡水河與基隆河的交會處，即臺北盆地關渡平

原西南隅的低窪地，以淡水及半鹹淡水埤塘、草澤、稻田與樹林等構成主要景觀，

擁有多樣化的生態環境，所以動、植物型態與種類相對地非常豐富，擁有一片珍

貴的濕地環境與天然資源。自 2001 年起交由「台北市野鳥學會」經營至今以來，

中心已具備許多環境教育的專職人員與志工教師等專業人力，並規劃適當的軟硬

體設施、課程方案、遊憩等服務，透過教育和研究，可以達成濕地環境保護、在

地文化關懷等中心的宗旨和目標。2011 年起關渡自然公園更成為台灣施行環境教

育法後，第一個通過環境教育認證的環境教育學習中心，不僅是台灣保育工作的

熱點，更是推動環境教育工作的重要場域。 

五、 到校服務 

  「到校服務」一詞是博物館將觸角延伸至博物館以外的場域，到學校和不同

學生互動，此種方式不僅可以擴大博物館教育資源的影響力，更是博物館學校服

務的重要形式之一（Houts, 1993）。自然中心可視為一座廣義的博物館，其所提供

的「到校服務」環境教育課程方案，即是將自然中心的觸角延伸至學校教學現場，

使得專業人力及教學活動移進學校內，可供作教師在教學上運用的教學資源，此

種方式不僅可以擴大自然中心教育資源的影響力，更是自然中心與學校教育夥伴

關係建立的重要形式之一，提供學校師生延伸學習的功能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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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在範疇界定上，主要著重於「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

之建構與實踐歷程，聚焦於自然中心如何扮演非正規社會環境教育系統的角色，

提供與學校的整體課程有所連結呼應的課程方案，攜手落實更合理有效，符合現

代學校環境教育的作法，以共同達到協作環境教育的目標。據此，本研究將以實

地參與觀察「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巡迴北部地區各國小之發展

經驗為基礎，搭配深度訪談、文件資料分析等多重研究方法的交叉檢視，釐清本

研究之待答問題。 

  本節研究限制，分別就「研究者的限制」、「研究時空的限制」、「研究結果的

限制」說明如下： 

一、 研究者的限制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法進行，研究者本身即是研究工具，藉由親身參與、觀

察等形式深入了解與探討本研究歷程，也能確保文件蒐集的完整性，但研究者所

遭遇之事件與本身的價值觀等，都有可能影響到研究結果的分析與詮釋，除在研

究過程中保持開放態度與隨時反省外，並透過各關鍵參與者協助討論與激盪，力

求對本研究歷程進行詳實嚴謹的紀錄與觀察，同時藉由深度訪談、文件分析及三

角檢測等研究方法，以降低研究者偏見並修正研究限制。 

二、 研究時空的限制 

  「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是由關渡自然公園的企業夥伴匯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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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全額贊助於 2011 年 3 月 1 日（99 學年度下學期）正式實施，至今已歷經 4 年

的時間。要理解所有合作的歷程追溯會有所限制，因此本研究實地觀察研究的時

空範圍為 2014 年 9-11 月（103 學年度上學期）到北部地區各小學的教學實施歷程

為主。此外，由於本研究是在固定的時間範圍內實施，但學校環境教育的演變會

隨著時間而產生不同的變化與內涵，較無法關照到長時間的面向。 

三、 研究結果的限制 

  本研究是以觀察者的參與身分，描述「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

畫在特定時空範圍內所推動的成果，研究場域為自然情境，無法針對可能影響資

料的無關變項作有效的控制，自然中心與學校協作環境教育的情況中的關鍵結論

僅供自然中心經營管理者參考與省思的方向，而不能完全類推於其他一般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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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以關渡自然公園「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建構與實踐

的歷程為範疇，聚焦於自然中心如何扮演非正規社會環境教育系統的角色，提供

與學校課程有所連結呼應的課程方案，攜手落實更合理有效，符合現代學校環境

教育的作法，以達到共同協作環境教育的目標。 

  為此，本章蒐集彙整相關文獻，第一節從「環境教育」開始談起，探討環境

教育的興起與發展、定義與目標以及理念與教學等內容。第二節探討「自然中心」，

以理解自然中心作為實踐環境教育的重要界面，其所具備之功能及角色，如何滿

足社會各階層對於環境教育學習的需求，尤其可彌補學校正規環境教育的不足。

第三節探討「自然中心與學校協作環境教育」，將探討學校環境教育的發展現況，

以了解學校與自然中心協作環境教育的機會與方式。第四節探討「環境教育課程

方案的規劃與發展」，將探討自然中心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的規劃發展，該如何釐清

許多環環相扣的議題，以符合學校實施環境教育的需求，並分析關渡自然公園現

有之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第五節為「專車到校服務課程方案實例探討」，將就自然

中心與學校的夥伴關係以及「到校服務」的實務案例作一探討，以理解方案發展

之實益。藉由上述討論，可以深入認識「關渡自然公園」作為全國第一個通過環

境教育認證的環境教育學習中心，如何找到各種可能的實踐方式，散播正向的改

變種子，重新找回這片濕地的生命力，與學校共同協作別出心裁的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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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環境教育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歐美工業生產突飛猛進，由於工業化所產生大量廢氣

及廢棄物，導致環境中的空氣、水、土壤的污染，以及放射性廢物的泛濫。尤其

是環境災難的頻仍發生，使世人深感環境危機日益嚴重（楊冠政，2011）。現代科

技就像是雙面刃，在促進人們經濟發展的同時，卻也同時增加對自然資源的消耗，

為了平衡環境惡化的危機，唯有發展環境教育，才是解決問題的因應之道。以下

將探討環境教育的興起與發展、定義與目標以及理念與教學等內容。 

一、 環境教育的興起與發展 

  環境教育緣起於 1972 年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UN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and Environment）─發表「人類宣言」，促使人類注意環境的問題，開始了對環境

教育的關切與研究，爾後經歷了 1975 年的貝爾格勒憲章與 1977 年在前蘇聯伯利西

(Tbilisi)的國際環境教育會議，會中提供了各國及國際機構改進與發展環境教育的

準則，直至 1987 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發佈了「我們共同的未來」

（Our Common Future）及 1992 年的地球高峰會（Earth Summit）提出了 21 世紀議

程（Agenda 21），使環境教育成為世界公民必備的通識，也是國際共負的責任。2005

～2014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持續又推動了「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十年計

畫」（United Nations Decade of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SD），也代表

了環境教育的新任務即為促進人類永續發展的教育。這些會議與計畫均以全球的

觀點引領著人類來討論環境問題，呼籲世界各國除了關心當地及日常的環境問題

之外，更應建立寬廣的環保視野，以前瞻性的行動，關心全球的環境危機，並以

「保育」與「永續發展」作為行動的策略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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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民間對政府的教育改革，寄予殷切的期許與督促。國內自 1987 年起

行政院成立了環境保護署，設置了「環境教育宣導科」，即展開環境教育的推動，

而在 1990 年時教育部為了配合國家相關環境政策，經行政院核定出「教育部環境

保護小組設置要點」，依此要點教育部成立了「環境保護小組」，並訂定出短、中、

長程計畫，並積極辦理了各級教育機關之環境保護教育工作，以加強推動環境教

育計畫及推動校園環保及汙染防治（楊冠政，1995）。 

  1992年行政院頒布了「環境教育要項」，以作為全國推動環境教育推行的依據，

當中尤其強調學校在推動環境教育上的重要性。另外教育部也頒布了「教育行政

機關及所屬各級學校暨附屬機構環境保護小組設置要點」，成為了各級學校成立環

境保護小組及執行環境教育工作的主要依據。而後教育部亦設置「環境教育發展

委員會」，其中會同了各部會環境教育工作協調及追蹤，以推廣全國環境教育（楊

冠政，1995）。 

行政院環保署暨教育部，期望透過教育過程，加強學校師生在環境倫理、環

境知識及環境實踐的行動能力，特於 1997 年 12 月頒布「加強學校環境教育三年實

施計畫」，作為推動學校環境教育之重要依據。除此之外，我國教育部於 1998 年 9

月 30 日頒定《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反映了迎接新世紀的教育理

念，需引導學生致力於「人與自我」、「人與社會環境」、「人與自然環境」等三個

面向的學習，即是環境教育所面對的三種向度（汪靜明，2000）。 

九年一貫課程強調培養學生可以帶得走的基本能力，而不再是揹不動的書包

與繁重的知識教材，重視的是實踐、體驗與省思。因此，在課程的規劃與執行過

程中，教師必須組織教學團隊，進行課前的教學計畫，並將社會當前所關注的重

要議題，例如：環境教育、資訊教育、性別教育、人權教育、生涯發展教育、家

政教育等融入於七大本位課程領域，包括：語文、健康與體育、社會、藝術與人

文、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綜合活動當中學習，同時自九十學年度起，明訂國

民中小學將分三階段來實施，此一跨世紀的課程改革，將是我國近年來教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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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最重要的一項教育改革政策。 

為了更落實及推動環境教育，2010 年臺灣也正式成為全球第六個通過環境教

育法的國家。臺灣的「環境教育法」於 2011 年 6 月正式實施，該法設立的目的，

便是培養國民能成為具備環境素養之公民。依照環境教育法第十九條相關內容之

規範對象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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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之財團法人，其職員及學生，每年必須接受 4 小時的環境教育研習，故如何強

化且落實環境教育的發展，是我國政府與全民首要面對的課題。 

  由此可知，環境教育的領域具備歷史的動態性，隨著不同年代環境議題的轉變，

政府及教育單位必須集思廣益適當的方案措施並制定相關法規，教育人類對環境

的關切與責任感，以造成人類行為的改變，養成具有環境素養的環境公民，進而

解決或減輕環境問題，提升生態體系的整全。 

二、 環境教育的定義與目標 

關於「環境教育」的核心概念，各國際會議與眾多學者均曾對其作出解釋，

較常使用的定義是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國際自然資源保育聯盟（IUCN）兩者於

1970 年所召開的學校環境教育課程之國際工作會議（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eting 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the School-Curriculum），又稱內華達會議

（Nevada Meeting）所下的定義：「環境教育是認知價值和澄清概念的過程，藉以

培養出能了解和讚賞介於人類、文化以及生物與物理環境間互動所需要的技能和

態度。環境教育也需要擴展到有關環境品質時的決策以及自我行為的規範上。」

（IUCN，1970） 

我國環境教育之父─楊冠政（1998）則認為環境教育能培養出學生對環境正

確的價值觀，使其具備適當的知識、技能、態度和動機，進而能採取適當的行動，

參與解決環境問題和預防新問題的發生，使其成為具有環境素養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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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俄亥俄州 2000 環境教育計畫」（Ohio EE 2000：A Strategic Plan for 

Environment Education in Ohio）的成員，對環境教育的體認是：「環境教育是一個

終身學習的過程，它帶領我們了解自然世界和環境議題的複雜多樣，並使用各種

不同的教學方法，幫助個人和社會利用學科整合的知識作出決定，最後我們的態

度和行動策略，將會使我們的世界『變得不一樣』」（引自劉冠妙，2004，頁 13）。 

另按我國於 2010 年制訂的環境教育法中，第三條第一項即載明：「所謂『環

境教育』，係指運用教育方法，培育國民了解與環境之倫理關係，增進國民保護環

境之知識、技能、態度及價值觀，促使國民重視環境，採取行動，以達永續發展

之公民教育過程。」 

綜合上述，可以了解環境教育包含了認知、情意、技能等層面，強調的是喚

醒人們對於周遭自然生態的覺知與敏感度，並以培養友善環境所應具備的環境知

識與態度為經，及實際參與的行動技能與經驗為緯的一種教育過程，使我們成為

一擁有正確價值觀及負責任環境行為的好公民，共同致力於解決現存的環境問題

和預防新問題的發生，以維護生態體系的和諧與永續發展。  

國際上就環境教育的目標，國際自然資源保育聯盟（IUCN）與英國聯合舉辦

的「國際環境保護教育師資訓練課程」（1972）曾以下列三個主題為環境教育三個

階段的目標，分別為第一階段：從環境教學（teaching from the environment）；第二

階段：教學有關環境（teaching about the environment）；第三階段：為環境而教學

（teaching for the environment）（楊冠政，1997）。以上階段，強調環境教育的學習重

視的是親身接觸與經驗，從事實際的觀察與探索活動；提供對自然系統運作及人

類活動對環境所造成之衝擊的瞭解，並培養環境調查與思索的技能，與有資訊根

據的關懷素養與環境倫理，以及對環境的責任感和參與環境改善的動機與技能等

各面向。 

貝爾格勒憲章（Belgrade Charter, 1975）與伯利西（Tbilisi, 1977）國際環境教

育會議也揭示了環境教育的目標在使學生能夠認識而且關切都市和鄉間有關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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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社會、政治與生態的相互關係，並經由適當知識、技術、態度、動機及承諾

的養成，以建立一種個人、群體和社會整體對環境的新行為模式，解決現今的環

境問題，並預防新問題的發生，進而促成永續發展。而具體的環境教育目標，包

含覺醒、知識、態度、技能、評鑑能力與參與等項目（張子超，2000）。 

1. 覺醒（awareness）：協助社會團體和個人對整體環境及其相同問題獲得覺知和

敏感度。 

2. 知識（knowledge）：協助社會團體和個人獲得關於環境及其相關問題的各種

經驗和基本了解，以及人類在環境中所賦予的責任與扮演的角色。 

3. 態度（attitude）：協助社會團體和個人獲得關切環境的一套價值觀，並承諾主

動參與環境改進和保護。 

4. 技能（skills）：提供社會團體和個人有機會主動參與各階層環境問題的解決。 

5. 評價能力（evaluation ability）：指能去協助個人及社會團體從政治的、經濟的、

社會的、生態的、審美的和教育因子……等方面，針對環境措施和教育計劃作

出評鑑。 

6. 參與（participation）：指能去協助個人及社會團體發展與環境問題有關的一種

責任感及迫切感，以便確定適切的行動去解決那些問題。 

 

國內就環境教育的發展，藉由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的教育改革，將環境教

育的內涵與教學與評量融入於國小中小學的課程綱要，是推動學校環境教育的重

要機會，其中環境教育為六大議題的項目之一，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是以環境

教育議題的方式融入於各科中學習。其課程目標希望教學者能透過各種教學活動

引發學生對環境的覺知與敏感度，能充實學生環境永續相關的知識，能讓學生對

人與環境的互動有正確的價值觀，並面對地區或全球性環境議題時，能具備改善

或解決環境問題的認知與技能，以建立學習者的環境行動經驗，使之成為一具有

環境素養之公民（教育部，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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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環境覺知與敏感度 

經由感官覺知能力的訓練（觀察、分類、排序、空間關係、測量、推論、預

測、分析與詮釋），培養學生對各種環境破壞及汙染的覺知，以及對自然環

境和人為環境美的欣賞與敏感性。 

2. 環境概念知識 

教導學生瞭解生態學基本概念、環境問題（如：全球暖化、河川汙染、核汙

染、空氣汙染、土石流等）及其對人類社會文化的影響（永續發展、生物多

樣性）；瞭解日常生活中的環保機會與行動（如：溫室氣體減量、資源節約

與再利用、簡樸生活、綠色消費等）。 

3. 環境價值觀與態度 

藉由環境倫理價值觀的教學與重視，培養學生正面積極的環境態度，使學生

能欣賞和感激自然及其運作系統，欣賞並接納不同文化，關懷弱勢族群，進

而關懷未來世代的生存與發展。 

4. 環境行動技能 

教導學生具辨認環境問題、研究環境問題、蒐集資料、建議可能解決方法、

評估可能解決方法、環境行動分析與採取環境行動的能力。 

5. 環境行動經驗 

將環境行動經驗融入於學習活動中，使教學內容生活化，培養學生處理生活

周遭問題的能力，使學生對學校及社區產生歸屬感與參與感。 

 

綜合上述，可以了解環境教育具有跨學科的特質，並重視學生的親身體驗和 

批判思考的能力，目標為培養學生環境的知識、情意與技能，使其在面對及處理

有關環境問題時，能採取適當且兼顧生態、經濟和社會永續發展的環境決策和行

動。從「做中學」的教育方式，也能夠讓我們對於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

之間的聯繫有著更為深刻的體認。 

 

 

 

 



 

 20  
 

三、 環境教育的理念與教學 

依照貝爾格勒憲章（Belgrade Charter, 1975）所宣示的環境教育計畫指導原則

（Guiding Principles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rograms）清楚地指出環境教育的理

念包含：整體性、終身教育、科際整合、主動參與解決問題、世界觀與鄉土觀的

均衡、永續發展與國際合作。這與九年一貫課程的五項基本理念：人本情懷、統

整能力、民主素養、鄉土與國際意識及終身學習是相互契合的。就此可以理解環

境教育的內涵在於：探究人與環境互動與互依的關係，並經由人文與科技之整合，

全球性的思考與地區性的行動，對周遭環境的持續關切與行動，達成終身學習的

理念（張子超，2000）。 

成功的環境教育計畫根基於不同的模式，王佩蓮（1995）指出環境教育的教

學模式應包括下列要項，以利其目標之達成。環境教育之實施應先確立教學目標，

並以此進行環境教育課程之規劃。完整的環境教育計畫除了必須幫助學習者能充

分了解以下之環境概念，包括：生態系統、人口、經濟、技術、環境決策和環境

倫理等基礎的認知外（林靜伶、周儒譯，1989，頁 32），更需要協助學習者在環境

技能活動上的發展，以助其合理解決所遭遇之環境問題；而價值觀之澄清與分析，

更可幫助學習者在日常生活中面臨兩難困境時，能合理適當的做出環境決策；至

於環境問題的演練，是培養學習者對於環境的興趣、意識、了解與尊敬，並經由

師生互動的過程，達到學習的成效；最後，完善的環境教育計畫還需進行定期評

量，以確定目標達成之程度，並依照評量結果給予學習者適當之回饋，而此評量

結果是環境教育計畫進行修正時之參考依據（王佩蓮，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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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環境教育的教學模式 

資料來源：引自王佩蓮（1995）。 

  此外，在環境教育課程的發展過程中，必須根據學習者的年齡與心智發展的

不同階段，而安排不同的學習重點（Stapp，1982）。每一層次的環境教育活動應該

將重點放在情意的（affective）（情感的，feeling）、認知的（cognitive）（知識的，

knowing），以及技能─行為（skill-behavior）的領域內。在環境教育的課程設計方面，

針對年齡層較低的學生，課程安排上要著重於情意的培養，以提供學生較多的環

境刺激與培養對環境周遭事物的敏銳度；而年齡層較高的學生，在課程安排上則

著重於認知與技能方面的增強，因此需循序漸進地加深他們對於環境事務的認知，

並加強解決環境問題的能力，以進一步增強對整個地球大環境生態體系的了解（周

儒，1993，頁 19）。 

  環境教育在我國九年一貫課程中屬於重大議題，是以鼓勵教師融入各領域的

方式來實施，但環境教育內涵牽涉層面頗大，如何利用有限之時間與資源將環境

教育課程有效的融入至學校既有的課程中，將是環境教育實施成功與否的關鍵所

在。目前國內中小學依循「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重要議題」所揭示的課程實施模式，

環境教育教學的實施可採融入七個學習領域方式進行，或納入學校總體課程計畫，

利用空白課程時間進行主題式教學。採用融入式課程設計，能避免因外加課程而

造成教與學的額外負擔，或排擠其他學習領域課程之授課時數。將課程納入學校

總體課程計畫之主題式教學，使成為內嵌課程而非外加課程，則能有固定及較完

整的時段實施環境教育教學。「融入」可以有多種形式，無論採用何種形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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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能把握教學目標，真正地將六大議題之精神落實於教學中，便能達到「融入」

之效能。 

  九年一貫課程的教學發展趨向多元化，因此教材、教法與教學情境的創新，

是否能夠誘發學生學習興趣並保持專注力，需要選擇適切的教學策略，並與學童

的認知發展過程密切配合，此為決定教學是否成功的關鍵因素；此外，要能夠讓

學童將在學校所習得的知識、技能和態度轉移到現實生活，體驗各種環境問題，

以發展學生的行動技能，培養其解決問題的能力。 

  然而實施環境教育的教學策略有多種，究竟應採用何種方法才能達成教學目

標？王佩蓮（1995）認為實施環境教育時教師採用的教學方法必須考慮以下因素：

（1）教學方法必須依據課程與教材性質；（2）教學方法必須配合教學目標；（3）

教學方法必須與學生的認知發展相互配合；（4）在實施環境教育時，教師必須把

握住學習心理，方能達成教育目標；（5）教學方法的選擇必須重視教學資源是否

適宜，教學資源的條件常成為教學方法的決定因素。 

國際自然保育聯盟於 1972 年召開國際環境保育與教育教師訓練課程會議中，

建議環境教育應融合下列教學方法：（1）在環境中教學（teaching in environment ）：

讓學生置身於自然環境中並親身去觀察環境問題；（2）教導認識環境（teaching 

about environment）讓學生自行觀察、紀錄外，教師應指導其進行環境分析與比較；

（3）為環境而教學（teaching for the environment）以解決環境問題為教學主體，

教學過程中引導學生思考、判斷及評價（教育部環境保護小組，1998）。 

1974 年聯合國國際環境教育計畫建議之教學方法有（1）小組討論法：此種方

法可由教師或學生主持，藉學生間的相互影響，可協助及指引學生的思考及加速

其觀念的改變；（2）班級討論法：全班參與討論，可加以研討問題的各層面，且

同時讓學生了解個人對問題看法的歧異，藉以引導學生獲得正確的觀念；（3）腦

力激盪：提出問題，讓學生在極短的時間內提出解決方案，此種方法可讓學生練

習集中思緒思考複雜的環境問題；（4）辯論會；（5）角色扮演；（6）模擬遊戲；（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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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旅行；（8）環境小徑：規劃具有環境生態及地形小徑，讓學生認識自然生態

環境、了解生態系中各個成員的任務、了解自然環境與人造環境的組成、認識人

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及其補救方法（王佩蓮，1995）。 

環境教育教學計劃與教材亦是教學活動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國內外專家學者

都相當重視環境教育實施的內容品質，也希望藉由相關理論與實務的探索，能進

一步提供明確可供參考的方針，持續提升發展的品質。國內環境教育研究所針對

合適的、優良的環境教育教材的參考標準，進行廣泛的意見蒐集與歸納（周儒，

2001），列出九項重要特質，提供教師做參考：（1）優質的環境教育學習（2）能

促進有效學習的教學理念（3）以本土化為起點，延伸全球化的思考（4）適合學

校的教學（5）系統性與結構性（6）多樣的選擇、豐富的內容（7）公平正確的內

容論述與清楚的教學指引（8）完善的教材推廣配套措施（9）實用的教材設計。

所重視者在於，期待教材能夠提供學生實地參與、親自操作與體驗的機會，引導

學生覺知與探索周遭的環境概況，如此將有助於知識、情意和技能方面的學習，

教學活動的設計則應和日常生活結合，讓學習可以從課堂延伸至日常生活。 

  為達成環境教育的目的，上述的教學模式、策略方法、教材指引，和教師教

學實施時應把握的重點都應列入考量，才能夠以多元又生活化的技巧，幫助學生

融入在不同的環境議題中，提升對周遭環境的感知，增長知識，釐清價值觀，加

強行動技能與經驗，輕鬆感受學習的趣味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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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自然中心 

  環境教育的發展，需要正規環境教育系統與非正規環境教育系統的共同合作，

發揮其特性才能創造最佳的效果。因此，我們需要一個多元化的教育平台，它是

連結正規教育系統和非正規教育系統的橋樑，一方面提供真實的「在環境中學習」

和體驗學習的場地；另一方面，通過不同機構夥伴協作，提供優質環境教育服務，

具教育和經濟效益的社會營銷機會，如果發展得宜，通過環境友善的休閒活動和

經濟結合，便可「協助在地的環境關懷與行動，追求並實現地方可持續發展」（周

儒，2011）。因此，本節將探討自然中心的興起、存在的意義與目標、發展與演變

以及自然中心的構成要素與運作特性、扮演的角色功能以及人才培育的方式，以

了解自然中心作為實踐環境教育界面的重要性。 

一、 自然中心的興起 

  隨著全球現代化的發展趨勢，世界各居住地區都市化的程度與速度亦跟著提

高與增快，相反地，一般人則愈來愈少有接觸自然的機會。此外，人口的增加以

及沒有節制的耗費自然資源，導致居住以及自然環境的污染與惡化。有鑑於此，

對環境關心的人也日益增加，他們明白環境教育在環境改善過程中的重要性，認

為一個好公民必須具備有責任感、生態意識的態度，才能和他們所處的環境和諧

相處，而自然中心（或稱戶外學校、環境教育中心、少年自然之家等）的成立正

好符合這個趨勢（Stapp & Tocher，1971）。 

  作為一個環境教育最佳實踐場域的自然中心（Nature Center）是師生、群眾與

環境（自然與人為的）進行親近的一個重要學習據點，同時也被視作實踐環境教

育政策與理想的整體網絡中重要的一環（周儒，2001）。在美國大力推展自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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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奧杜邦協會（National Audubon Society）於 1963 年出版的 A Nature Center for Your 

Community 裡定義自然中心為在靠近城鎮或城鎮中，有一塊未開發的土地，擁有

設計好的設施及服務，並提供社區民眾有關於自然科學、自然研究、欣賞及保育

的戶外活動（Joseph J. Shomon, 1963）。當時奧杜邦協會大力推展社區型的自然中

心，以提供當地社區民眾與自然接觸的機會，藉由自然中心在社區中的角色落實

環境教育的功能。 

  在台灣的發展上，學者王鑫認為（1995）認為自然中心是指某一個擁有戶外

環境教育（自然生態環境教育）教學資源之地區，經規劃為戶外環境教育教學用

地，設有管理機構並備有必需之教材、教具及專責人員等，經常性辦理教學活動

的地區。周儒（2001）則定義自然中心是在一片具有環境教育資源特色（不論是

大或小）的土地區域上，整合環境教育專業人力、專業課程方案與適當的環境資

源與設施，整體發揮其能量，提供環境教育專業服務給第一線的顧客，如學校學

生、一般社會民眾，以達成教育、研究、保育、文化、遊憩之多功能目標的環境

教育專業機構。 

  綜合上述對於自然中心的定義，得以理解自然中心主要是在一特定的區域中，

整合並運用在地的自然環境與文化資源，由專業的工作團隊進行經營管理，除了

進行保育與研究工作以外，更致力於發展優質的環境教育課程方案，以提供社會

大眾、學校團體或者社區居民一寓教於樂的環教場域。 

二、 自然中心存在的意義與目標 

  自然中心的存在有它的意義與目標。周儒（2011）以「火車頭產業」比喻自

然中心的發展，其可以匯聚包括學校、社區、社會等各方面的能量，共同為推動

環境教育而努力，建立一個環境教育機制，以提供社會各階層對於環境學習的需

求，是各國推動環境教育工作的一項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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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中心的存在，提供了活潑與真實的環境學習經驗給學校裡或是社區裡的

成員與份子，專屬的學習活動場域與空間，使得孩子們有更多在戶外的時間，讓

孩童與自然之關係更緊密，體驗學習如何與環境相處、如何與他人相處、如何與

自己相處。Shomon（1969）表明，設置自然中心，作為一種市民教育的場所，所

設定的目標是「讓孩童與成人處於自然世界之美所圍繞的場合中，並鼓勵他們能

為下一代保留與維護這些美好的自然事物。」因此，成立中心應達成之環境教育

的目標，在於：（一）如何安排活動與設施吸引學習者；（二）如何安排課程內容，

能幫助學習者成為具有環境素養的個人（周儒、張子超、呂建政，1996）。 

  此外，周儒等人（1998）在綜合國內外資料，認為自然中心可協助學習者，

達成在環境學習、社會互動及自我挑戰與實現等三方面的學習與成長： 

（一） 環境學習 

能夠使學習者透過親身的環境體驗來激發其對於環境的關懷，建構有關於整

體環境的知識，並促成關心環境、支持並參與保育、改善環境的行動。 

（二） 社會互動 

能夠透過戶外生活的體驗，學習到在戶外生活的與活動的進行中，團體生活

的紀律和與人相處、互助合作的學習方式，以及合理應對待人之道。 

（三） 自我挑戰與實現 

透過在自然環境下生活與學習活動的體驗與挑戰，能夠滿足個人自我精神的

需求與肯定，並培養建立個人積極進取的人生觀。 

自然中心強調的學習精神，其實與現在進行教育改革過程中課程改革的走向

是非常類似的，並與目前所推展的九年一貫課程精神是完全符合的，就是希望學

習與生活是互為關連，而非脫節的。期望學習者能夠透過學習來達成人與自己、

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這也與環境教育所強調的課程目標（覺知、知識、

態度、行動技能、行動經驗）相互呼應。依據上述核心精神，綜合各專家學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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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後（Ashbaugh, 1971; Shomon, 1975; Evans & Chipman-Evans , 2004；周儒、呂建

政、陳盛雄、郭育任，1998；周儒，2000），周儒（2011）認為一個自然中心可以

達成的重要目標歸納如下： 

（一） 教育 

透過中心專業的環境教育工作人員，能夠引領學校師生和社區民眾接觸、了

解、關心、愛護環境。尤其是提供學校進行戶外教學、自然體驗、環境調查

等專業性教學模組，並解決教師在行政與專業能力欠缺之問題。 

（二） 研究 

透過中心以及相關領域專業人士的協助，能將中心所在區域的環境狀況做長

期深入的觀察、研究，增進對區域環境狀況與變遷的了解與掌握，並能夠提

供教育與解說活動之利用。 

（三） 保育 

經由中心的教育活動與實際環境狀況的觀察與了解，能促進居民與學校師生

對於地區的環境、資源，更合理有效的運用與管理。滿足地方上在認識環境

問題、體驗環境改善經驗、營造有品質環境的行動學習、資訊服務等需求。 

（四） 文化 

經由中心仔細的蒐集與整理、設計，可以提供社區居民與學校師生對於當地

環境長期變遷的理解、體驗環境愉悅的經驗，以及從中領會人與環境長期互

動的過程，並由其歷程了解環境與人類生活、文化之互動和影響。 

（五） 遊憩 

透過環境學習中心、設施、空間、環境的巧妙利用以及有趣的活動參與和體

驗，鼓勵使用者追求有意義的戶外休閒遊憩活動的經驗，經由這些經驗來滿

足人們對精神的淬鍊和愉悅身心的需求。 

  綜上所述，自然中心的存在與服務的提供，透過教育、研究、保育、文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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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憩等不同面向，不僅是滿足了推廣環境教育的專業觀點需求，也符合了教育改

革對於生活與學習結合的需要，更提供高品質的遊憩活動經驗產品給一般民眾，

滿足社會對生態旅遊產品的需求。 

三、 自然中心的發展與演變 

  在歐美國家，連結戶外田野現場與學校的學習起源很早，最早有環境學習中

心概念的國家是英國。英國於愛丁堡設置了第一個田野學習中心（field study center）

Outlook Tower，而依 Evans & Chipman-Evan（2004）的介紹，美國最早的自然中心

為設立於 1913 年左右的 Fontenelle Forest。在周儒、呂建政、陳盛雄、郭育任（1998）

之規劃報告中顯示，日本最早的自然中心則為 1948 年設置的清里森林學校（周儒，

2001，頁 52）。直至 1960 年代，美國奧杜邦協會（National Audubon Society）開始

推動「社區自然中心」計畫，除了鼓勵政府與民眾機構自行設立自然中心，也提

供有關規劃與資訊的專業諮詢，自然中心的數量才迅速的增加。北美洲的環境學

習中心大部分興起於 1960 年代與 1970 年代，當時主要的功能與目標在於自然鑑

賞與保育研習等活動。一直到環境教育於 1970 年代開始受到全球重視之後，各地

開始採取長期經營的方式，設置定點的設施與機構，以推展環境教育的理念落地

生根（周儒，2001，頁 54-55）。 

  回顧國際上自然中心的發展過程，可以了解自然中心的出現其實是一個教育

需求的轉化過程，它的功能由最早僅是提供學生接觸自然環境、強健體魄、配合

學校學科教學的場域，進展至能夠提供科際整合的學習方案，自然中心作為都市

環境教育的一種取徑，可以在人為環境和自然環境中搭建起良好的溝通，啟發各

個不同類型的社會大眾、居民或學校團體對於環境議題的注意與關懷，發揮環境

教育功能，提供人們更豐富且多元的學習機會與管道。 

  在國內關於自然中心的發展約於 1990 年代開始，台灣曾經有在國家公園、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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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區、風景區等地方由教育部與各該資源管理單位合作設立了一些自然教育中心。

以過去國內發展環境學習中心類似設施機構有長期投注關注的政府機構來說，環

境教育中心、自然教育中心、環境保護教育展示中心、水土保持戶外教室都是努

力過程中產生的階段性成果，其發展特性各有特色，但離真正完整的環境學習中

心的模式尚有一段距離（周儒、林明瑞、蕭瑞棠，2000）。早期的發展重點在以教

師研習及展場解說為主，有限的目標對象以及缺乏專業人員之因素，使得推行上

有所困難。於是公部門開始嘗試納入民間的力量，共同協力設立的案例如台北市

政府建設局（現已經更名為產業發展局）於 2001 年將「關渡自然公園」委託台北

市野鳥學會經營，或者彰化縣政府於 2005 年將位於八卦山的「成功營區綠色環境

學習營地」委託觀樹教育基金會經營等。此外，也陸續出現僅以民間個人力量發

起的自然中心，包括 1996 年成立的「阿里磅生態農場」與 2001 年成立的「二格

山自然中心」等。另一方面，公部門仍持續推動自然中心，2006 年林務局委託中

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執行「林務局國家森林遊樂區自然教育中心發展計畫」，經過

多年辛苦的整備，林務局自 2007 年 7 月起至 2008 年 8 月，已陸續成立了東眼山、

羅東、池南、奧萬大、八仙山等五處自然教育中心，2009 年又有觸口、雙流、知

本等三處自然教育中心加入，目前已經完成建構八個分布於台灣各區域的優質自

然中心系統，對外提供服務（周儒、郭育任、劉冠妙，2007，2008，2010）。在企

業方面，則有「杉林溪自然教育中心」、「野柳自然中心」等投入非正規環境教育

的行列（徐煥喆，2012，頁 14）。上述都是國內環境教育中心發展歷程中，具備指

標意義且為民眾所知的案例。 

  對世界許多國家地區來說，自然中心的出現與服務提供無疑的是完整地回答

社會各界對於有品質環境教育產品的要求與市場需求。在台灣，環境教育以及自

然中心的發展雖然起步較晚，但在學界、民間組織、政府部門等相關單位的努力

之下，環境教育不但被融入正規教育，也有不少組織投入發展非正規教育系統的

環境教育場域，提供全民進行環境教育與環境學習，開啟了台灣自然中心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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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性，此類機構在數量上的成長，也顯示國人對於環境教育場域的重視及對其

推展優質環境教育的認同與肯定。 

四、 自然中心的構成要素與運作特性 

  自然中心在本質上是一個地方的環境教育系統，藉由地方資源、人力、管道

的整合，所產生的一種系統性的環境教育活動與學習計畫，以服務學生、教師與

社會大眾（周儒，2001）。然而，自然中心該如何達成其目標並有效運作環境教育

系統？周儒（2000）在參考國外眾多案例與資料整理後，認為一個自然中心要能

夠存在，必須具備以下四項最基本的要素：包括：1. 方案(program)；2. 設施(facility)；

3. 人(people)；4. 營運管理(operation and management)，彼此互相依存、影響，

而又以活動方案為核心，逐步影響到設施、人、營運管理。而在設施、人、營運

管理等三項要素上，彼此也互相影響著。其交互關係可由圖 2-2-1 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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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經營管理者 

                     b. 教育人員 

                        c. 夥伴 

                           d. 服務使用者 

          

 

a. 環境教育 

b. 環境解說 

c. 環境傳播 

 

a. 中心設施             a.經營管理 

b. 解說設施             b.經費 

c. 教育設施             c.維修 

d. 生活設施             d.棲地管理 

e. 環境設施 

圖 2-2-1 環境學習中心構成要素圖 

資料來源：周儒（2000）。《設置台北市新店溪畔河濱公園都市環境學習中心之規劃研究，

市府建設專題研究報告第 298 輯》（頁 V1-2）。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周儒（2000）將構成中心的四項要素，其意義與考慮分別介紹如下： 

（一） 活動方案 

方案是一個中心存在的最基本條件，方案可以有許多不同類型的活動，針對

滿足不同年齡、屬性對象與不同之需求而設計。大致上我們可以區分為：（1）

環境教育（environmental education）;（2）環境解說（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3）環境傳播（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等三大類型活

動。 

（二） 設施 

一個具有環境教育功能的學習中心，必須具備足夠的設施，才足以發揮其功

能。這些設施包括了中心的：（1）房舍（教室、展示、研究規劃、保存等）；

（2）環境教育（environmental education）設施；（3）環境解說設施；（4）生

活設施（休閒、住宿設施）；（5）環境設施（衛生、環保、永續等設施）。 

活動方案 

營運管理 

人 

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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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 

一個環境學習中心必須要有人的存在，人的使用、活動，才能使得中心的存

在具有實質上的意義。而在人的方面，包含了：（1）中心的人員；（2）中心

的環境教育專業人員；（3）與中心共同合作的夥伴（社區人士、民間團體）；

（4）中心設施與服務的使用者（學校師生、社區民眾）等。 

（四） 營運管理 

學習中心的存在、運作與發展，一定要有有效的經營管理策略與實際的執行，

在此種關切層面上，可以考慮到：（1）經營管理；（2）財務；（3）維護；（4）

土地與棲地管理等四大方向。有完善的營運管理，一個中心才能邁開步伐向

前滾動，才能真正提供有品質的環境教育服務給使用者。 

 

  自然中心雖然是一個環境教育的教學場域，但是卻不若一般學校運作的特性。

Jurin, Danter, & Roush（2000）在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一書中結合了 Moclcer

和 Spear（1986）的說法將環境教育區分為「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教育

三種，區別這三種教育的方法，最方便的方式是用資訊交換方式所經常出現的場

合、環境，以及其所針對的對象來區分。正規教育通常發生在教室內，以教室為

基地的機構，包括學前教育以至於大學教育，屬正規教育。在正規教育中是教育

機構掌握了甚麼該學，在哪裡學習的決定權。非正規教育的特徵是較不具結構、

不須評量（指不需要測驗考試），且不要求學習者一定要出席，非正規教育的機構

可以決定要學習的是甚麼，但不能命令遊客（學習者）參加他們所提供的課程。

非正式的學習的資訊傳播主要是透過大眾媒體，包括：電視、廣播電台、報紙、

小冊子、內容概要說明書（fact sheet）、廣告牌、雜誌、網際網路等。透過挑選大

眾媒體訊息，學習者控制了要學習甚麼，何時以及何地進行學習。 

  依據 Jurin et al.（2000）對正規、非正規與非正式教育的區分，形成如圖 2-2-2

的領域關係圖，也就是在教育、解說與傳播之間，有如下圖所示的重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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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 ECEI 模式圖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 Interpretation) 

資料來源：引自 Jurin et al.,( 2000, p.16)。 

 

  而自然中心的運作以及服務方式可以說是包含傳播、解說以及教育，一方面

提供學校相關的課程方案，另一方面，提供一般遊客解說以及環境傳播服務，但

是相對於學校這樣的教育機構而言，自然中心沒有權力命令或要求學習者學習的

內容，在正規教育上屬於輔助的角色，為一個非正規的教育機構。而沒有強制性

的自然中心，對遊客而言確有選擇上的市場性，遊客有權利選擇他是否要接觸自

然中心以及所接觸的場域，周儒（2001）就對自然中心的特性有著以下的建議： 

（一） 設置目標 

設置符合地方需求的計畫目標。 

（二） 市場導向 

中心提供完整的場地、設施與專業的方案，以滿足不同之訪者的需求，並根

據相應的市場特性，取得合理的利潤，以利持續性，有自足能力的市場經營。 

（三） 服務品質 

中心以直接服務基層的學校師生為主，民眾次之，提供持續性而專業的活動

與教育方案之服務，建立與服務對象密切互動，成為其生活上的夥伴，是中

心立足地方，落實改善環境行動的發展基礎。 

（四） 活動型態 

中心有市場導向的不同產品與服務規劃，基於對象的需求與活動，方案的內

傳播 

非正式 

解說 

非正規 

教育 

正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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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不同與多樣性，可發展單日、半日甚至住宿型的活動。 

（五） 夥伴關係的經營 

以執行政策為主的教育機制，透過行政程序進行指導、干涉、獎懲以達推動

目的；而中心一方面依法經營，另一方面依循經濟活動的交換原則。在市場

中經營，消費者的滿意與忠誠關係的建立，以及與地方政府、民間組織、社

區民眾的夥伴關係，影響在市場中生存的機會。 

（六） 資源掌握 

中心的各項資源，除部分可由政府依規定補助外，必須自行開源，相對的減

輕政府預算負擔，而資源靈活的型態也使中心必須有靈活的經營機制因應掌

握。 

（七） 保育取徑 

中心應以基地場所與周遭環境、人、物等整體相關的生活行為，當作保育的

目標。 

  綜觀以上，可以了解一個自然中心的運作將以課程方案為中心存在與發展的

基礎，並與人員、營運管理與設施，四個構成要素之間彼此相互影響。為發揮自

然中心的存在價值，自然中心應以達成環境教育的目標為主要核心，藉由了解中

心內部所擁有的資源，並且設立目標以及了解其市場需求，設計與推展出適合各

個不同對象的方案，另外找尋其他單位締結夥伴關係。達到教育民眾、提供專業

研究場域、加強民眾重視保育、瞭解環境與人類生活、文化之互動，創造民眾休

閒遊憩的經驗。最終期許學習者都能在自然中心的帶領下，關懷並學習有關環境

的知識，藉由參與各個不同類型的活動方案中，建立良好的社會互動，滿足自我

精神的需求與肯定，並培養建立個人積極進取的人生觀，共同為環境教育盡一份

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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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自然中心的角色與功能 

  自然中心作為一個自然與人為世界關聯的場所，雖然不是一個正規的學校，

但卻能夠作為社會教育的機構，提供不同類型的方案給不同需求的對象進行學習。

Ashbaugh 認為自然中心對於學校體系與公園的資源管理有很大正面貢獻，除了可

以作為社區的博物館及圖書館，亦可成為學校活生生的教學實驗室，有效的與學

校課程結合（周儒，2000）。 

  根據研究指出（周儒、呂建政、陳盛雄、郭育任，1998）自然中心的使用者

以學校居多，其中又以中小學生為主，其次則為附近居民以及其他本地或外地的

團體或個人訪客，周儒（2000）對於自然中心所發展出來的各項活動方案（program），

認為必須要有能力滿足使用者需求與提供有意義的經驗給他們，拉近周邊居民與

學校師生對於所在地區環境的了解與增加其喜悅和感念。 

  在國內，由於近年來各學校在鄉土教學、環境教育、生活與學習上的結合日

漸重視，尤其是九年一貫課程的推動與發展過程中，環境教育被納入六大議題之

中（教育部，2000）。然而台灣高度都市化的結果、學校主客觀環境條件的限制，

以及教師的專業能力的不足、教材的缺乏、場地的不足等因素，都造成了教師在

面臨推廣環境教育時的限制。 

  Ham & Sewing（1988）將教師實施環境教育的障礙因素，歸納為四大項（引

自周儒，1995）： 

（一） 觀念上的障礙（Concept barriers）：對環境教育的範圍和內容缺乏認識。 

（二） 客觀條件的障礙（Logistical barriers）：如缺乏時間、經費、資源、人力、

教材、戶外的教學活動場地、交通問題、安全問題等。 

（三） 教育上的障礙（Educational barriers）：教師擔心自己環境教育能力不足。 

（四） 態度上的障礙（Attitudinal barriers）：如果教師不能對環境教育抱持肯定

的態度，便不太可能實施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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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自然中心的專業教育活動方案滿足了學校豐富學習經驗目標的期望，

也減輕了學校教師為了專業環境教育課程內容設計而力有未逮的壓力。屬於學校

外的非正規環境教育實施場域，連結學校師生至真實的情境中學習、體驗。透過

自然中心的環境教育專業人力的方案帶領，學校可以落實環境教育在認知、態度、

行動技能上的學習目標，並且能彌補學校在環境教育專業師資、教學活動、教材

及資源不足的狀況。周儒（1996）曾將自然中心的不同角色及其功能，整理如下

表 2-2-1： 

表 2-2-1 自然中心的角色與功能 

角色 功能 

培養種子教師 

的機會  

提供自然科等實習場地，辦理研習活動，提供教師研習機

會。 

社會教育的機構 1. 提供解說服務、自然研習與知性之旅，使人從環境中

學習並認識環境。 

2. 教導人們與環境相處的倫理觀念，以了解人與環境相

互依存的道理。 

充實學校教育五

育均衡的機構 

環境學習提供自然科學研習場地，不僅可以結合教育與遊

憩活動，並可以同時達成德（環境倫理）、智（自然之奧妙）、

體（遊憩活動）、群（共同維護環境）、美（欣賞且愛護自

然的情操）五育並行的教育目標。 

配合學校教學的

機構 

1. 如國小的社會、自然、生活與倫理、美術、體育等。 

2. 如國小的地球科學、地理、生物、童軍教育。 

3. 如國中新課程之認識台灣（社會篇、地理篇）。 

4. 配合學校自強活動與假日休憩活動。 

確立戶外教學課

程的機構 

1. 建立戶外教學活動單。 

2. 協助建立各師範學院戶外教學資料檔。 

環境教育 

推廣機構 

印製「具有成為環境學習中心之各地區簡介」，寄贈全國教

育機構，提供戶外教學之參考。 

資料來源：自然教育中心實施狀況之研究（頁 2-33），周儒、張子超、呂建政，1996，台

北市：教育部環境保護小組委託計畫報告。 

 

歸納起來，自然中心的角色需兼顧學校環境教育與社會環境教育，在學校部

分，應與學校發展密切的互動關係，包括對學校：中心的活動設計配合教學、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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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學校教育目標、確立戶外教育課程：對中心：學校派員參加研習活動，提供義

務協助，共同策劃課程。這種互動關係可使環境教育課程在學校的課程實施層次

逐步提升，也可使自然中心有種子教師的加入，協助共同策劃，而更能利用並有

效發揮其擁有的資源（周儒、張子超、呂建政，1996）。 

以現今環境教育的世界發展趨勢來看，自然中心就是一個可提供社會各階層

對於環境教育學習需求整體解決（total solution）方案的環境學習園區。綜觀國內

外自然中心的蓬勃發展，不僅滿足了社會各階層對於環境教育學習的需求，更是

國家環境教育政策重要的一環，可彌補學校正規環境教育的不足，是一個協助國

民去體驗、親近、了解自然與環境的重要界面。 

六、 自然中心的人才培育 

  自然中心的有效運作與功能發揮有賴於中心內核心人員的投入與帶動，這些

核心人員的組成包含專職教師與志工人員兩部分，他們是達到環境教育核心目標

重要的要素。為提升自然中心推廣環境教育的成效，就必須加強專職教師和志工

人員的專業知能及其素質。 

  所謂「專業知能」（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又稱為「專業能力」，係指專門

行業的從業人員欲成功的扮演該職務的角色，在工作上發揮其功能時，所必須具

備的專業知識、技能和態度（Jarvis, 1989）。其中，「知」為「能」的基礎，「能」

為「知」的表現，唯有兩者嫻熟運用時，方能學有專精，教有所長。一般而言，

組織會實施一套完整的教育訓練制度並提供實務工作機會，幫助組織內人員長期

且持續的進修成長，藉由職前與在職的「專業發展」歷程，可以精進專業知能所

要求三大面向的能力。 

  依據北美環境教育學會（North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NAAEE）依據國家環境教育卓越計畫（National Project of Enviro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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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在 2004 年的《環境教育者預備與專業發展指南》（Guidelines for the 

Preparation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Educators）為促進優質的

環境教育工作，提出了六大主題 24 項的環境教育核心能力： 

表 2-2-2 NAAEE 提出的環境教育者核心能力 

能力主題 能力內涵 能力項目 

主題一： 

環境素養 

教育者必須具備足以勝任

的環境知識與技能。 

1.1 發問和分析能力 

1.2 環境演變過程 

1.3 了解和陳述環境議題所需的

技能 

1.4 個人和公民責任 

主題二： 

環境教育基礎 

教育者對環境教育的目

標、理論、實務和歷史演進

有基本認識。 

2.1 環境教育的特色和目標 

2.2 如何實施環境教育 

2.3 環境教育的演變 

主題三： 

環境教育者的專業責任 

教育者必須了解且接受實

施環境教育所應負的責任。 

3.1 展現環境教育典範 

3.2 強調教育而非倡導 

3.3 持續學習和專業成長  

主題四： 

規劃和實施 

環境教育活動方案 

教育者必須結合優質教育

的基礎和環境教育的獨特

性，設計及實施有效的教學

活動。 

4.1 對學習者了解 

4.2 教學方法的認識 

4.3 教學的規劃 

4.4 環境教育教材和資源知識 

4.5 輔助教學的科技 

4.6 教學情境 

4.7 課程規劃 

主題五： 

促進學習 

教育者應讓學習者以開放

的態度對事物進行調查，特

別是對那些具有爭議的環

境議題，更要學生嚴謹地思

考自己和他人的觀點。 

5.1 學習及探索環境的風氣 

5.2 整體合作的學習環境 

5.3 彈性和具回應的教學 

主題六： 

評估和評量 

環境教育者必須具備足夠

的知識和承諾，將評量和評

鑑整合於環境教學活動中。 

6.1 學習成果 

6.2 評量是教學活動的一部分 

6.3 改進教學 

6.4 評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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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譯自：North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2004). The Core 

Competencies for Certification Programs.【online】Retrieved September 7, 2011 from：

http://www.naaee.net/files/core_competencies. Pdf（摘自環境友善種子有限公司）。 

 

  培養環境教育者核心能力的專業發展方式，根據 Meredith、Cantrell、Evener、

Hunn 和 Spector（2000），針對環境教育專業發展所整理出的型式，包含：工作坊

與研討會、學院課程、其他專業組織活動的參與、遠距及線上學習、同儕研究小

組的組成、參觀交流、師徒傳承計畫、觀察其他環境教育者、專業證照訓練參與、

閱讀與獨立研究等。此外，透過演講、解說觀摩討論、自學、參觀相關單位與見

習等，也是環境教育人員可進行之專業發展方式（周儒，1994）。 

  此外，組織中核心人員的學習，是一種成人的學習，有別於兒童學習，成人

的學習是為了回應生活，以解決生活問題為中心，因著他們年紀的逐漸增長，並

不需要大量的知識，而需要闡釋、統整、以及應用（Cross, 1981；引自鄧運林，1995），

由這些特點可知，成人的學習取向較為實務，是問題的解決者，有能力主動參與

學習計畫擬定，使自己成為自我導向的學習者（鄧運林，1995）。他們能夠在學習

過程中不斷的經驗與反思，因此，提供適合成人學習特徵的計畫及方案設計發展

也就變得非常重要。 

  環境教育教師所具備的條件及其在執行課程方案時所遭遇的問題不盡相同，

因此，採用的在職訓練模式也必須考量客觀環境與個人需求。Wilke, Peyton 和

Hungerford（1987）提出三個模式，分別介紹如下（引自楊冠政，1997）： 

（一） 上屬模式（superordinate model） 

  本模式使用教育系統的階層結構（hierarchical structure）進行在職訓練。首先

由環境教育專家經由大學工作人員協助，對單位的行政人員實施訓練，再由這些

 

http://www.naaee.net/files/core_compet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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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人員訓練環境教育教師，亦可附帶訓練小組的行政人員及教師，而由後者對

教師進行訓練，其模式如圖 2-2-3。 

 

           資料來源：引自楊冠政（1997，頁 248）。 

（二） 同僚模式（peer model） 

  本模式以教師為核心訓練師（core teacher Trainer），這些訓練師接受環境教育

課程以及如何訓練其同事，而教師經訓練後亦可成為核心訓練師，再去訓練其他

教師，其模式如圖 2-2-4。 

 

 

環境教育專家 

大學工作人員 

教育系統行政人員 

環境教育教師 

附帶的行政人員及教師 

圖 2-2-3 上屬模式圖 

 



 

 41  
 

 

 

         資料來源：引自楊冠政（1997，頁 249）。 

（三） 模組訓練模式（modular training model） 

  本模式是一種自我學習的方法，首先由環境教育專家編寫訓練模組，每一模

組包含前測學習活動和後測，學習活動可能包含小組活動，有閱讀、小組討論、

實驗室研究、價值觀澄清以及寫作，其模式如圖 2-2-5。 

 

               資料來源：引自楊冠政（1997，頁 249）。 

  綜上述可知，訓練一位環境教育的專業教師，有不同的人才培育方法，各種

專業發展形式或在職的專業訓練模式也有其不同的特色和優缺點，不過其共通的

環境教育專家 

核心訓練師 

同僚訓練 

環境教育專家 

編寫訓練模組 
學校人員充任 

顧問協助學習 

學校人員充任訓練 

顧問協助學習活動 

學校教師 

圖 2-2-4 同僚模式圖 

圖 2-2-5 模組訓練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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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都在於幫助人員核心能力的養成。此外，自然中心中有為數眾多的志工人力，

也必須建立一套完善且系統性的培訓規劃制度，根據李澄如（1998）所提的社教

機構義工教育訓練模式，分為三大階段（如圖 2-2-6）：包括 

（一） 訓練需求的鑑定：包含組織分析與工作分析。 

（二） 訓練計畫的擬定與實施：包含確定目標、設計課程、擬定程序、訂定時

間、遴選對象、採用方法、洽聘教師、準備教材與教具、安排地點、籌措

經費等步驟。 

（三） 訓練結果的評估：評估重點包含「所獲得的知識為何？」「是否改變了原

有工作態度和能力？」「能否將所獲得的技術和知識應用於工作上？」意即

檢核其知識、技能、態度與吸收應用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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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6 社教機構義工教育訓練模式 

資料來源：引自李澄如（1998）。 

  這與關渡自然公園內部培訓志工人力的模式類似，自然中心的志工分為「教

育解說組」和「環境維護組」二者，許多志工同仁皆非環境教育專業背景，純粹

依其志趣及需求參與志願服務活動，通過遴選後，必須經過各階段的培訓課程，

從通識課程、基礎研習及共同與專業課程中習得環境教育的專業知識與技能，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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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實習課程當中，演練並評估學習的成效，通過一連串的專業發展過程，從零開

始，慢慢累積環境教育的經驗與實務，日後均可成為自然中心推廣環境教育的得

力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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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自然中心與學校協作環境教育 

「關渡自然公園」作為一個協助大台北地區民眾連結濕地環境與自然生態的

平台，園區匯集公部門、民間企業、非營利組織、關渡社區居民共同攜手合作，

集思生動的環境教育課程方案與體驗活動，找到各種可能的實踐方式散播正向的

改變種子，重新找回這片濕地的生命力，創造濕地生態永恆的繁盛，讓我們發現

原來環境教育可以不一樣。以下將探討學校環境教育的發展現況，以理解學校與

自然中心協作環境教育的機會與方式。 

一、 自然中心與學校協作環境教育 

（一） 學校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是終身的過程，在其推行系統網路的結構上，可以概分為正規學校

系統與非正規社會系統，這兩大系統可以透過系統內參與者的再生循環式的學習

（如學校在職進修、民間社團活動），以及夥伴關係建立而形成寬頻的環境教育網

（汪靜明，2003）。其中，學校是環境教育系統中最重要的一環，除了有專業人員

及固定的學習場所之外，教學的內容亦可適時適地的發展與妥善規劃，教育的功

能也可迅速的得以發揮，因此，在環境教育的領域中，學校教育也被期望扮演一

個中心的角色（李恆華，2004）。 

在範疇界定上，一般所謂的學校環境教育，廣義界定在經由學校管道推行的

環境教育，或是狹義界定在針對學校教職員工與學生之對象所推動的正規環境教

育（forma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換言之，正規的學校環境教育，主要係指學

校的教師群，配合學校課程、校園管理或環境議題，針對學校師生及相關教職員

工，而推動的環境教育相關活動。此外，政府教育單位、學術與教育界對學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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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訓練與在職進修，也可廣義地視為學校環境教育的一環（汪靜明，2000，頁 4）。 

  至於，環境教育的實施，則要有「推廣者」及「學習者」的參與，才能完成

「教」與「學」的教育歷程。在學校推動環境教育的整體歷程模式中，基本上可

以進一步區分為「供給者」、「中介者」、「接受者」等三種參與者，其中供給者與

中介者扮演「推廣者」的角色，而接受者即是「學習者」，其關係如表 2-3-1。在環

境教育的領域中，推廣者若能提供好的產品與服務予接受者，自然能夠引發學習

者的熱忱與期待，活絡整體環境教育學習的氛圍。 

表 2-3-1 學校環境教育參與者及其角色 

環境教育 

參與者 
推廣者 學習者 

供給者 中介者 接受者 

主要成員  學校教師 

• 學校課程規劃

人員 

• 學校行政人員 

 學校行政單位 

• 學校教師會 

• 學者專家 

• 政府單位 

• 學校家長會 

• 民間團體 

• 傳播機構 

 學校學生 

• 學校教師 

• 學校課程規劃

人員 

• 學校行政人員 

目標 • 觀念引導 

• 知能傳授 

• 協調溝通 

• 資源提供 

• 學習概念 

• 落實行動 

功能 • 課程研究 

• 概念分析 

• 教學設計 

• 教材編撰 

• 教法研擬 

• 活動規劃 

• 活動執行 

• 教學評量 

• 政策宣導 

• 計畫擬訂 

• 經費支助 

• 策略研究 

• 專業諮詢 

• 人力支援 

• 場地租借 

• 器材提供 

• 活動研習 

• 概念建構 

• 價值澄清 

• 倫理培養 

• 自我成長 

• 教學運用 

• 生活實踐 

• 社會參與 

資料來源：學校環境教育的理念與原理，汪靜明（2001，頁 5）。 

  隨著世界各國的教育改革風潮，與因應國內社會急遽的變遷，環境教育成為

國民中小學的教育主軸之一，該如何規劃推動成為學校應審慎思考的課題。汪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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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2000，頁 7）認為我國中小學校今後應依課程綱要，成立相關課程發展委員會

及各學習領域課程小組，並配合學校環境保護小組年度實施計畫及工作要項，整

體規劃有關各科融入式環境教學計畫。學校教師在環境教學上，則要配合學校整

體環境教學計劃，依其專長，嘗試將目前七大學習領域的主要內涵，融入於相關

的教學主題與教學活動中。 

  在我國現階段中小學的學校教育的課程中，並無環境教育專門科目；學校環

境教育活動，通常是由學校環教推廣者負責規劃與設計，並在其主導下獨立辦理，

或和其它相關中介單位人員合作，而對學校教職員工生所推動實施的環境教育活

動。在學校的正規教育中，教師為了增進教學的效果，達到預期的教學目標，可

以運用不同的教學方法，配合適當的活動設計來進行。基於環境教育普遍未納入

學校國民教育階段的正式課程，學校在推動環境教育的方式上，宜採取融入式的

教學設計，並配合相關環境議題的活動設計來實施，引導學生思考問題，並參與

做中學的活動。 

面對 21 世紀永續發展的環境議題及教育改革思潮，環境教育具有跨學科的性

質，是學科整合的最佳工具，因此發展環境教育的推廣策略，絕對不會僅藉由單

一管道，而是要從正規學校教育與非正規的社會教育雙重管道進行，以增進國民

的環境素養。學校環境教育的參與者要結合政府、學校與社區資源，建立良好的

環境教育夥伴關係，並分工合作，將環境教育的理念與原理，融入到學校的環境

研究、教學及服務中。在環境教育推動策略與行動上，則要致力於學校課程環境

化、環境教材教法研發、環境主題活動之規劃研究，學習透過多元的方式來落實

學校環境教育的工作（汪靜明，2000，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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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然中心與學校協作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在國內已經實行十多年，其重要性已經普遍受到教師的認同。然而，

真正執行環境教育時許多教師卻仍覺得有其實際上的限制，造成他們無法好好地

關注於環境教育。普遍被提出來的障礙與困難包括：教師不具備環境科學與自然

科學的專業知識、缺少環境教育專業能力、學校課程與安排與教學進度無法配合、

缺乏引導進行戶外教學的能力……等等。隨著世界教育改革的思潮，學校教師及行

政單位人員應破除單向灌輸的講述教學，強調競爭忽略合作學習等傳統常見的錯

誤教育觀念，並擴展教育的宏觀理念，除了不斷研修充實本身環境知識以外，也

應適時尋求可用資源，豐富環境教育的內涵，由於環境教育屬於科際整合的學科，

因此藉由「協作」可以讓學校與不同團體之間展開交流，有助於提升環境教育的

品質。 

北美環境教育學會（NAAEE）曾分享他們透過團隊進行環境教育活動的研究成

果，其中特別提到協作方式最適合教師領導。他們建議，團隊成員們應該在過程

中不時輪流扮演跟隨者和促進者、支持者和領導者，教師們與其被教導，更應該

透過專案模式來一起學習（Hollweg, et al., 1998）。 

NAAEE 在 2000 年出版環境教育教師的手冊中也提到與協作相關的重要任務： 

1. 持續學習與專業發展（3.3）─教育者需要在教師生涯中做主動的學習者 

（1） 找尋並與輔導教師、指導顧問或其他同儕教育者建立關係，藉以擴

充及提升知識技能，並擴充對環境議題的不同觀點（3.3.2） 

（2） 從自我和其他專家或同儕實務進行省思和學習，活用同儕指導、檔

案夾與筆記等工具（3.3.3） 

2. 融合與協作的學習環境（5.2）─教育者知道如何營造開放和協作的環境 

（1） 與其他教師、其他領域協作，融合多元的教學風格調整教學策略，

來達到共享的環境教育目標（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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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協作對於教學者、課程與學生及學校與團隊均能帶來意義與貢獻。

對教學者來說，能藉由團隊互相增進教學能力，也化解孤單、激勵熱忱、培養共

識，並幫助教師生涯的專業成長。對課程與學生來說，協作有助於課程的活化、

系統化和演進，也提升學生成效，甚至促進科際整合的學習。對學校和團隊來說，

可以彼此分擔分享責任與資源、共同解決問題、擴大環境教育學習的影響層面、

並在學校加強環境教育的價值，協作本身更進而改變學校文化（洪若綾，2014，

頁 139）。 

環境學習中心（或稱自然教育中心）無疑是學校協作環境教育的重要夥伴，

中心能夠發展環境教育活動方案，提供專業環境教育服務，同時在正規及非正規

教育（formal and informal education）的情境下推動環境教育。在環境學習中心持

續運作的情形下，透過方案及設施的提供，它可能可以同時提供多種不同的角色。

若中心與學校教師合作設計符合學校教學目標的校外教學課程時，它是輔助正規

學習的角色。若是中心提供研討會或在職教師訓練的機會，它就成為了非正規學

習的提供者。而當它操作環境傳播方案，或是它的解說員運用突發狀況進行教學

時，它又成為非正式學習的組織。若是一般民眾自行決定學習的目標及方式，然

後運用環境學習中心的場地來完成學習需要時，它又變成了自由選擇學習的設施。

如此看來，環境學習中心的運作不管是在目的上，或是在不同的學習環境的提供

上，都與環境教育的推動密切相關（周儒，姜永浚，2013，頁 7）。 

由於環境教育的教學模式迥異於一般學校傳統的教學模式，為了讓孩子的學

習更加有趣且生活化，教師在學校裡進行環境教育時，除了在既有的課程裡尋求

機會去進行教學，有必要時，也會去從校外各種不同領域來選擇利用最適合的教

材與教案來滿足所需。為此，政府、教育單位以及非營利、民間團體也試圖推動

與發展創新的教學協作模式。舉例來說，教育部環保小組於 2008 年起開始進行的

「環境學習中心校外教學推廣計畫」，是由教育部與林務局的自然教育中心系統以

及其他公民營單位的環境學習中心共同攜手合作，由教育部提供部分的校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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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資補助，鼓勵學校去獲選提供優質校外環境學習，以促進國小國中優質戶外教

學的產生（蕭文君，2009，6 月）。這個計畫至今仍然在持續辦理中，教育部期望

藉由這個計劃能夠促進台灣環境學習中心的發展與服務品質的提升，並帶動導引

學校追求優質而非純粹娛樂取向的校外環境學習與體驗（周儒，2011，頁 77）。 

再以林務局的自然教育中心為例，目前林務局已經有能力在一年當中負起三

百多個班級的校外教學的能量。由中心提供專屬的學習與活動場域，讓孩子獲得

足夠地戶外學習時間與空間。孩童緊密的與大自然連結，從課程中進行體驗學習，

進而養成戶外活動的休閒習慣，這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教育歷程，也證明了學校教

育和環境學習中心和休閒教育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周儒，2010，頁 12）。 

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本著服務的精神，發展重點在於服務學校老師與學生，

老師可以在預約戶外教學前透過林務局架設的台灣山林悠遊網網頁，進行教室內

的先備知識教學與預習，戶外教學當天的教學活動則交由中心的環境教育教師執

行，如此一來，可以讓教室內與戶外的教學專業確實分工，減輕學校教師在進行

環境教育時的備課與教學壓力（周儒，2010，頁 14）。 

除此之外，國內亦有為數眾多的優質環教中心據點，依所在地區不同，規劃

具有當地特色的課程方案與主題活動，並提供專業人力進行環境教育的解說及教

學。例如：荒野保護協會的淡水自然中心與雙連埤生態教室、彰化縣政府在八卦

山成功營區的環境學習中心、台北市野鳥學會經營的關渡自然公園、芝山文化生

態綠園、觀樹教育基金會經營的有機稻場、台大的梅峰農場，或者是民間個人與

團體成立的二格山自然中心、阿里磅生態農場…等，這些規劃良好的環教場域，

是學校團體或者一般社會大眾平日、假日進修充電的絕佳去處，各單位團體共同

為環境教育付出心力，一路走來，努力的成果也日漸累積。 

國外亦有值得借鏡的參考案例，以美國的島木自然中心為例，島木自然中心

以「森林裡的學校（A School in the Woods）」為標語，位於美國華盛頓州普吉灣（Puget 

Sound）的班橋島（Bainbridge Island），距西雅圖市區只需 35 分鐘船程，是一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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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公頃的自然教育中心（劉冠妙，2013）。 

中心的成立源於一對好心腸的 Paul 和 Debbi Brainerd 夫婦於 1998 年底在班橋

島上購地，並捐給非營利組織 Island Wood 規劃作為兒童的戶外教學活動中心，尤

為關心普吉灣地區中低收入戶的孩子，以提供補助的方式鼓勵他們參加島木的環

境教育課程。建立之初，曾邀請超過 2500 位各方專家、學者、居民和兒童參與設

計，並走訪美國國內其他 25 個自然中心，逐步找出設施設計與課程軟體搭配的最

佳模式，直至 2002 年，島木自然中心正式成立，在環境設計上是一座符合綠建築

概念的環境學習中心（周儒、潘淑蘭、曾鈺琪、郭珮靳，2010）。 

中心的「發展宗旨」是使學生（參與者）經由實際的野外探索，啟發學生能

持續關懷自然環境和人類社會之間互動影響的意願。島木所提供的教學方案十分

多元豐富，主要分為學校住宿型課程方案（School Overnight Program, SOP）、研究所

學程（Graduate Residency Program in Education, Environment and Community，EEC）、

暑期與社區方案（Summer and Community Programs）以及推陳出新的其他方案

（Gatherings and Events）。其中，學校住宿型方案（四天三夜）為主要的課程方案，

四天三夜校外教學的參加者以國小四至六年級學生，在這四天三夜的方案中讓孩

子們沉浸於自然世界的探索，包含許多不同的學習與體驗活動，最重要的是課程

中透過高品質的專案教師教導、重視第一手的體驗學習、結合學生在學校的學習

以促進了解，並在方案設計與執行中讓學生能將這種學習應用至他們的生活與社

區活動中（周儒、潘淑蘭、曾鈺琪、郭珮靳，2010）。 

                    另外為了加強中心與學校的聯繫，中心規劃夥伴學校課程方案，專為參與中

心四天住宿型課程的學校教師所設計。          在學校參加方案前、中、後各階段，中心

均派遣工作人員給予協助，以確保課程方案與學校教學之關聯，確認學校的           課程

需求，進而規劃獨特的課程方案。另外也鼓勵學生運用所學的知識、技能守護自

己所在的社區（劉冠妙，2013）。 

島木自然中心作為環境學習中心的典範，無論在硬體設施或者軟體方案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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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上，具備源源不絕地的概念與創意，讓當地的學童或者社區居民能夠以真實的

環境做教室，整合科學、技術和藝術，進行耳目一新的活動與體驗學習。特別是

與學校之間的連結，在住宿型課程方案結束後仍與學校保持長達一年的合作夥伴

關係。 

島木自然中心在教育方面，做到了讓學生走出學校，在自然環境中快樂的學

習（ learning in environment），學習與環境相關的知識及技能（ learning about 

environment）；也讓孩子解此養成守望環境的態度，為了環境而學習（learning for 

environment）。其最終目標是發展出「島木式的環境教育典範」，並透過各種機會

推廣到不同群體中（周儒、潘淑蘭、曾鈺琪、郭珮靳，2010）。 

又例如：非洲肯亞規模最大的環境教育組織 The Wildlife of Kenya（以下簡稱

WCA），推動環境教育經驗達 30 年以上，當中不乏與學校教師和學生合作進行環

境教育的推展工作，包括舉辦活動帶領學生參觀國家公園、參與環境議題，參與

的學生不但增加環境覺知，發展出負責任的環境行為，更在整個活動中肯定自我

價值，增強自信能力，同時也影響他們未來職業的選擇，在自然資源豐富的肯亞，

有許多參與其中的學生願意未來以自然保育為職業。WCA 支援學校環境教育的方

式有培育師資、指導學生討論環境議題、協助融入學校課程等，也幫助參加過 WCA

的學生及老師，將觸角深入社區，繼續為環境教育而努力（Mcduff, 2000，轉引自

張耕碩，頁 16）。 

此外，日本也有類似的例子，自 2008 年起，日本政府提出的「學童農山漁村

促進計畫」，推動小學生到農山漁村從事一星期的長期住宿，體驗鄉村生活和農事

活動。學生們以自己的力量體驗實際的生活，由於這些無法在日常學校生活體驗

得到，因而產生新的自信。原本不知道農作物怎麼收穫，在實際嘗試後，發出驚

嘆聲音的孩子很多（胡忠一，2009）。從微觀的角度，這樣的活動可以讓學生在自

然之中體驗學習，讓學生培養學習熱誠與自主性、專注觀察力及規範意識；以宏

觀的角度看待，則可以藉由學生在農山漁村一周左右的留宿體驗活動，探討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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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對學童的影響之課題、對策以及推動技術等實務經驗，進而幫助檢討推行制

度及機制。而日本農林水產省推動的模式，除了對學童的戶外學習有幫助，更藉

由長期留宿體驗活動，帶動當地整體發展，促進地區的經濟流動與繁榮（周儒，

2010，頁 13）。 

藉由上述討論，可以充分了解環境教育希望創造給孩童的經驗是一種「有意

義的學習」，透過專業設計的合作計畫、教育方案、體驗活動等等，漸進的改變人

們的觀念與行為，進而創造一種「氛圍與價值感」，在奧妙的自然生態環境中，眼、

耳、口、鼻、身、意能夠互通感悟，人們也從自私的「本我」，昇華到包含整個社

會的「社會我」，又從「社會我」，昇華到包含整個宇宙萬物的「生態大我」，大自

然所教給我們的一切，受用無窮，對於學校環境教育無疑達到了良好的啟迪與淨

化的作用。 

綜合言之，在學校推行環境教育應訂定整體實施計畫，考量學童的學習背景，

在有關的課程和教學活動中儘量將環境有關的知能，納入教育設計，此外，學校

環境教育之參與者，應講求分工合作方式，整合運用學校教學資源，並善用社會

資源向外尋求環境教育公益團體的支援與合作，建立夥伴關係，全面推廣學校環

境教育活動，讓學校環境教育在推動上更具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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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的規劃與發展 

  學校環境教育需要正規與非正規教育的協作，以共同建立強而有力的學習網

絡。自然中心能夠創造優質的課程方案，賦予孩子及社會大眾學習成長過程中重

要的生命經驗，也是學校教學工作者在實施環境教育議題融入學校本位課程中良

好的外部協助資源。以下將探討自然中心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的規劃發展，該如何

釐清許多環環相扣的議題，以符合學校實施環境教育的需求，並分析關渡自然公

園現有之環境教育課程方案。 

一、 自然中心環境教育課程方案 

作為一個提供專業環境教育服務產品給社會各階層使用者的自然中心，其運

作存在最重要的核心，當然是要有良好的教育活動方案服務，能夠滿足使用者在

環境學習上不同的需求。周儒（2000）曾指出「課程方案是中心存在與發展的基

礎。」徒有硬體建設，而無高品質的課程方案與推廣人力，中心的存在形同空殼。

要能有效的經營一個中心，中心的教學活動方案的品質是核心關切，因此，環境

教育課程方案該如何規劃與設計，是中心發展過程中很重要的步驟，此關乎自然

中心能夠提供給學校的專業服務，是否合乎雙方協作的需求。 

（一） 課程方案的定義 

  環境學習中心的課程方案是形塑學生與社區居民環境素養的重要媒介。因此，

課程方案必須要能夠吸引學校學生、社區居民和社會大眾的參與使用，並藉此機

會將自然中心的理念及環境永續的概念和價值散播出去，並促使學習活動的參與

者在態度、行為上有所轉變。長遠而言，更期望他們願意持續投入且支持自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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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宗旨及目標的達成（周儒，2011）。 

  既然方案（program）對一個自然中心的運作與目標的達成如此重要，那「方

案」一詞到底指的是甚麼呢？「方案」與「活動」又有甚麼差別？周儒等人定義

方案及活動如下（周儒、林明瑞、蕭瑞棠，2000）： 

 方案：原文指 program，在學校教育中則可以「教學計劃」、「一系列規劃好的

教育課程」，在傳播領域中則可以「教育節目」、「一套企劃案」等表示。通常

有步驟期程，安排現有與未來可用的資源，相應的人力、組織，有系統規劃

之理念與目標，發展策略以透過一系列不同的活動還因應事前有相關調查研

究基礎，所發現待解決的問題或為滿足的需求，並於執行過程與事後進行評

量，以了解各要素間的影響與效果。 

 活動：原文指 activity，在教育領域中指一般的「教學活動」，如：講授、遊戲、

討論等，在遊憩規劃中則可以「遊程」表示。指的是單一的、偏重個體的、

是現有可用資源的設計、演練執行和評量，以達到特定目標，活動被包含在

方案之內。 

  除了上述的課程方案與活動之外，另有專家也提及在課程教學過程中，會運 

用「教學模組（teaching module）」。「教學模組」指的是把教學的整個歷程作系統

的處理，凡影響教學成果的因素都包括在模組之內（朱慶昇，1993）。模組（module）

是一個主題式教學的概念，其發展與興起主要是受到學習者個別化差異的影響。 

  由此可知，方案、教學模組及活動之間的關係，在於方案強調的是整體有系

統的設計，包括所有因應方案所需準備的各項資源與活動的整合。而教學模組則

是將整個活動進行的過程組合整理，強調的仍是對教學的影響。而活動則通常指

單個有目標的教學，活動是包含在教學模組裡面的。就影響的考量範圍，則課程

方案最大，教學模組次之，最小的單元則是活動。本研究中所稱之課程方案，則

包括了教學模組、活動的內容，並考量到進行教學模組的其他因素，如：時間、

教師的需求、課程的需求、場地資源、人力資源、組織宗旨、環境教育目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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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方案的特質 

  自然中心長久以來，一直都是學校環境的最佳夥伴。因此，自然中心在滿足

學校與社會在環境教育方面需求所提供的學習方案，應該要充分的展現出它優質

的特質。自然中心的課程方案應包括：「對象態度的改變」、「能散播地方性環境問

題的資訊」、「發展解決環境問題的技能」以及「涉及心理因素及心智能力的增強」

此四個概念。 

學者 Kostka（1976）認為自然中心的課程方案必須： 

1. 考量「概念轉換」（transfer concept）（Milmine, 1971），也就是主題內容的概

念必須關連到活動參與者的生活經驗或其切身的環境。 

2. 學校課程的安排與中心的課程方案互相搭配，以利用中心的環境資源。 

3. 自然中心的材料內容，不侷限於自然學科，應擴充至社會學科，且應用實際

行動的案例以影響學童環境態度的改善。 

  周儒、姜永浚（2006）歸納出優質的自然中心在軟體方案方面，應該具有

以下七項特質： 

1. 重啟發而非教導、強調互動而非單向的灌輸、協助參訪者獲得親身的體驗等。 

2. 要能反映出對環境的關懷及當地資源的特色。 

3. 活動方案的目的在於協助參訪者發展環境覺知、學習環境知識、培養環境倫

理、熟習行動技能，甚至獲得環境行動的經驗。 

4. 應針對不同的參訪者，經常性地提供多元的環境教育方案與學習活動。 

5. 能推陳出新展示、課程及活動方案，吸引參訪者回流、持續運用中心的服務。 

6. 學習活動能彌補在學校內進行環境教學的不足，並協助達成各學科課程的學

習目標。 

7. 透過設計或安排，使活動方案及設施的使用者能在此體驗與履行對環境友善

及永續發展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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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課程方案的規劃需具備全面性的考量，除了要能夠反映出自然中

心的特色及資源以外，內容也應更加多元化，並能夠提供學校團體教學使用上的

搭配需求，以啟發引導各個不同方案參與者的態度轉換與心理認同，進而影響其

外顯行動技能。此外，一套優質的課程方案還需要注重場地需求、硬體設備、人

力資源、行銷推廣、評鑑系統，這些都是在規劃時必須一併考量的因素，將能夠

幫助自然中心在發展環境教育時，循序漸進地將自然中心的理念及教育的目標傳

遞出去，並進一步提升民眾的環境素養以及生活品質。 

（三） 課程方案的教育內涵 

  自然中心的課程方案要如何規劃發展，才能夠吸引學校師生、社會民眾來使

用和參與，並藉此將中心所提供的優質環境教育場域與方案特質、教育內涵等傳

播出去，使活動參與者在行為、態度上均有所改變，進而願意關懷環境，並且投

入與支持中心成立的宗旨與目標，是需要經過整體精心的思考與設計。課程方案

有別於單純的活動，所關心的焦點不僅僅在參與者的使用與學習，而應該考量所

有可能影響方案規劃與發展的因素，才能夠符合自然中心的經營宗旨與營運方針，

具體實踐環境教育所要達成的目標。 

  方案規劃之始，首先應該思考的是自然中心的課程方案所應提供的教育內涵

是甚麼？自然中心的學習活動為因應不同的目標對象與需求，而有多元的型態與

種類，周儒（2011）指出，設計時應該把握的核心關切在於：在推陳出新各種方

案之時，必須檢視中心早先設定的宗旨（mission）與願景（vision），以及這些發

展的方案與宗旨實現之間的對應可能，才不至於在各種需求與想法中載沉載浮。

自然中心存在的宗旨在於：「要能夠透過自然中心的學習與遊憩體驗，連結使用者

與自然，散播環境保育的價值與種子」（周儒，2003，2004）。所以，任何關於自

然中心的方案與活動在發展設計上，都要儘可能把握這個原則。  

  Milmine（1971）認為自然中心，即是為了達成環境教育的四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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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互動與互賴；2. 當代環境的知識；3. 人的責任；4. 環境品質的態度。而環境 

教育的目的在幫助學生成為具備環境意識、知識和全心投注的公民（David C. 

Engleson & Dennis H. Yockers，周儒、張子超、黃淑芬譯，2003），以環境教育為目

標之型態的課程方案，應該以以下目標作為發展的依據：覺知、知識、環境倫理、

公民行動技能、公民行動經驗。 

 Simmons（1991）在調查 1,225 座美國境內環境學習中心，認為自然中心所扮 

演的角色，按教育內容可分成八類：1. 自然研習；2. 鼓勵環保行為；3. 地方自然

史認識，使對象建立互動與互賴的認知；4. 影響態度的轉變；5. 流通地方性環境

議題的訊息；6. 建立環境行動的自尊與自信；7. 培養環境行動主義者；8. 發展解

決問題的技能。 

 針對上述的環境教育目標及對應的八個教育內容，歸納出中心應透過教育計 

畫： 

1. 幫助民眾了解地方及全球關聯的環境問題，是互動與互賴的目的。 

2. 認知自然生態的複雜內涵，教導民眾具備解決問題的技能，是當代環境知識的

內容。 

3. 培養民眾環保態度，及市民應用技巧解決問題的自尊與自信，讓對象自願負起

個人的責任。 

4. 鼓勵有益環境的行為並有能力採取環境行動，由人所涉入的程度與表現，可以

了解參與者對於環境品質的態度（Simmon, 1991；梁明煌，1992）。 

  由此可知，課程方案作為自然中心發揮影響力的核心要素，規劃初始就必須

要從千頭萬緒中先根據中心的宗旨與目標，釐清教育的核心內涵，以提供作為逐

步發展方案內容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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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課程方案規劃的策略步驟 

  課程方案的規劃是一個中心的環境教育系統規劃建構的過程。因此，一個有

意義的方案規劃，必須要考量到影響課程方案規劃的諸多因素，以設計出符合組

織、場域及人員需求，並能呈現出中心的定位與特色的優質課程。 

  影響課程方案規劃的諸多因素，可以以 Peart & Woods 在「以傳播模式作為解

說架構」（圖 2-3-1）裡將方案之規劃以以下幾個問題組織起來（Veverka, 1979），

這個模式可以作為自然中心的環境教育課程方案規劃模式之參考依循： 

1. Why? 

為什麼需要這個環境教育計畫或是解說方案？相關的目標、目的、政策及

組織的限制為何？ 

2. What? 

有何現成的教育與解說資源在附近？既有的方案活動狀況如何？要往那些

方向、內容去規劃與發展？ 

3. Who? 

這個活動方案是為誰設計的？他們的行為及人口學變項特質為？ 

4. How、When、Where? 

要採用甚麼方法策略來進行方案與活動？在何時進行方案最適合？在哪裡

進行我們的活動方案最能符合本身的設計構想，也能滿足使用者的需要？ 

5. So what? 

這些活動方案進行以後，對學習者有甚麼影響呢？應該運用甚麼評估方式，

才可以知道所設計的環境教育與解說方案目標達成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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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4-1 Peart & Woods（1976）修正的環境解說規劃模式 

資料來源：引自周儒（2011，頁 184）。 

此外，北美環境教育協會（NAAEE）亦曾針對非正規環境教育方案發展的方法

策略，提出不錯的策略方針（NAAEE，2004，p.3），具有清楚的分析與採行的策略

步驟，是一個很好的參考指引，分析如下： 

 步驟一：進行需求評估（needs assessment） 

  首要考慮：方案到底要滿足甚麼需求？ 

  採取行動： 

1. 界定環境議題或情況 

2. 整理既有方案（inventory） 

3. 尋求社區和潛在對象的參與 

 步驟二：評估組織需求和能量（capacities） 

  首要考慮：方案如何能支持發動組織的組織目標？ 

  採取行動： 

1. 要符合組織的目標與優先順序 

2. 確立組織對於發展方案的需求 

3. 檢視組織既有的資源和能量 

Why? 

How?When?Where? 

What? 

So What?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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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三：決定方案範疇（scope）和組織結構（structure） 

  首要考慮：如何建立方案組織結構？想要成就的是甚麼？ 

  採取行動： 

1. 發展方案的目的（goals）與目標（objectives） 

2. 檢視並符合環境教育的目的與目標 

3. 決定方案的形式（format） 結構，執行的方法策略，以及訓練的需求 

4. 尋求可能的夥伴（partnership）與合作 

 步驟四：完備方案執行所需的資源（delivery resources） 

  首要考慮：執行教學的人員都培訓準備好了嗎？所需要的資源、材料、設施 

  都準備好了嗎？ 

  採取行動： 

1. 評估方案推展有關的各個環節順序（logistical）與資源的需求 

2. 評估方案有關人員的能力（competencies）與訓練需求，並進行必要的能

量提升 

3. 安排所需的設施 

4. 提供物資器材支援 

5. 評估風險與完備準備 

 步驟五：建立方案的品質與適合性（program quality and appropriateness） 

  首要考慮：方案教材在教育性上夠優質了嗎？（或方案品質夠優秀了嗎） 

  採取行動： 

1. 取得或自行發展優質的材料與教學策略 

2. 實施方案教材的實地測試教學 

3. 行銷與推廣方案 

4. 發展讓方案持續長久的策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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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六：評估（evaluation） 

  首要考慮：有發展評估策略並執行評估了嗎？ 

  採取行動： 

1. 發展評估方案的策略 

2. 有效的評估技術與評估標準 

3. 妥善的利用評估結果 

  以上六個步驟並不是一個簡單線性的程序，而是首尾相連循環的步驟，藉此

過程不斷地進行方案的精進、發展與持續推廣。任何的環境教育方案要能夠推展

成功，必須要從這樣一個完整性的思考與策略步驟來著手，然而方案規劃不僅僅

是發展出好的環境教育教材而已，還有一些輔助的配套措施必須要考量，包括：

經費、人力、教材、教材推廣運用的管道、參與人員的聯繫溝通管道，以及協調

管理的計畫安排等。參考周儒（2011）整理之內涵，分析如下： 

1. 經費 

  任何環境教育方案皆需有推動方案所需的適當經費，對於經費的需求，方案

推動單位要有階段性地取得策略與目標，並有專人去完成獲致經費的工作目標。 

2. 人力 

  人力可以分成兩個層面來看，第一層的人力是推動方案執行的行政人力，第

二層是執行有關教學的人力。通常一個輔助教材的推廣，需要有一個行政體系來

規劃、執行教師的培訓，教師才能有機會了解如何去執行教材，並回到學校中進

行實地的教學，無論是前置的訓練作業或是教學時空間與資源的協調，都需要有

方案行政人員提供協助，其為方案推動的關鍵。第二層是教學人力，自然中心需

要有意願執行這套教材的人員，對象有可能是學校教師、社區熱心教育的工作者，

或是民間團體有興趣的成員，必須要結合這批有熱忱、意願投入的人才，才能夠

將設計出的教材在孩子的學習過程當中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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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材 

  一個教育方案的成功，需要有品質優良、符合教師教學所需的輔助教材，高

品質產品的提供可以維護客戶對於自然中心環境教育方案的熱情與支持。教材會

因為時空背景的改變而必須修正，透過推廣活動和網路科技的運用，就能夠讓教

材隨時更新。 

4. 教材推廣運用的管道 

  有了高品質的教材之後，還必須思考規劃要如何妥善有效的將方案教材推廣

出去，到達基層使用者的手上。然後，再藉由這些方案教材的使用，來創造學習

者知識、態度、技能的學習效果與影響。 

5. 維持參與者熱忱的管道與方法 

  當環境教育方案漸次開展，總會有一批批熱心的參與者參與教材的使用與推

廣，主辦單位必須凝聚眾多的熱心人士。然而在方案推動一段時日後，方案主導

機構勢必要建立能和執行教師溝通聯繫的管道方式，才能維繫參與者對方案持續

投入的熱忱和向心力。環境教育方案的規劃經營者，必須不斷思考如何維持參與

者的熱忱，並能讓參與者可互相交流與扶持，以維持方案推動持續的動力。 

6. 協調方案推展的機制 

  方案的推動不只是將教材傳播推廣出去，更需要有推動與協調的機制，才能

對系統預作必要的規劃，並對長遠的未來作階段性的設計安排。除此之外，也必

須在不同階段協助資源的尋求與安排，按照整體的規劃逐步推動整個方案。透過

這個協調推動的系統，才能整合方案相關各個部份的努力，發揮方案推動整體的

能量。 

  綜上所述，一個自然中心應該要提供甚麼樣的課程方案給對象，是一種專業

技術與視野、對市場需求敏銳掌握的巧妙結合。並依據所發覺需求綜合的研判，

考量中心的宗旨而逐步擬定活動方案的目的與目標。接下來，便必須對現有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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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及對象作了解，並依據這些調查的結果，就目的與目標決定活動進行的方式、

內容、時間、地點，最後透過適當的評估與評鑑去了解目標是否達成，或問題及

需求是否改變（周儒，2011）。在此過程當中牽涉到許多環環相扣的議題，是方案

規劃者在規劃時就必須釐清的，將有助於在推廣課程方案時有效結合自然中心的

特色，更加順暢的執行教育相關內容，達成多贏的滿足與回饋。 

二、 關渡自然公園環境教育主題特色 

  「關渡自然公園」的成立是為了保護國際重要的野鳥棲地，讓它受到應有的

保護。並且將美好的生態資源做為引領民眾去親近自然、認識自然、保護自然的

場域，讓這片重要的環境有更有效的發揮。「關渡自然公園」成立的宗旨就是：「保

育關渡濕地生態環境，提供教育、研究及休閒的場所。」（引自關渡自然公園網站，

2014） 

  在這裡無論是配合正規教育的學校環境教育活動，或適合一般民眾參加的非

正規型的社會教育活動，皆可以在關渡自然公園找到，更多的民眾得以透過「關

渡自然公園」學習與體驗濕地種種美好事物，更成為學校教師推動環境教育活動、

政府推動環境教育研習以及機關團體進行環境教育訓練的充電教室及協力幫手。

作為全台第一個通過環境教育場域認證的環境教育學習中心，能有這樣的成就，

足以代表「關渡自然公園」不僅是台灣保育工作的熱點，更是推動環境教育工作

的重要場域。 

  「關渡自然公園」發展環境教育課程已有十年以上的歷程，且不斷精益求精，

透過與國內外相關環境團體與專業性人員的接受與學習的歷程，創立多樣且優質

的環境教育方案。而「關渡自然公園」豐富的環境教育課程方案主要還是緊扣在

濕地的主軸上，就是期待民眾透過「關渡自然公園」的課程體悟濕地的價值與保

育的重要性。「關渡自然公園」環境教育主題可歸納為以下五大項（陳仕泓，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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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何謂濕地：濕地的定義、濕地的科學、水循環、濕地的形成元素、濕地的

土壤、濕地的類型、濕地的演化等等。 

（二） 濕地生態：濕地植物、濕地動物、濕地生態系以及濕地的生物多樣性等。 

（三） 濕地功能：防洪、防止土壤流失、保水、水汙染處理、生物棲地與食物的

提供等等。 

（四） 濕地與人：人類資源的提供、人類教育研究與休閒之場所、文化與濕地、

歷史與濕地、藝術與濕地、政策與濕地、現代社會與濕地等等。 

（五） 濕地威脅與保護：濕地所受到的威脅、保護濕地的技能與策略、愛護濕地

的實際行動。 

三、 園區環境教育課程方案內容分析 

  關渡自然公園的課程方案從 2000 年（民 91 年）開始推動，其中不斷的修正

已歷經數階段，從關渡自然公園 2014 年度的課程方案來看，主要可以分為四類：

學校課程方案、環校認證課程方案、營隊活動課程方案、專案活動課程方案，以

下分別介紹。 

（一） 學校課程方案 

  學校課程方案的部分，規劃人力主要為國立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教師及

研究生，和關渡自然公園專職人員，配合國小 1-6 年級學校相關單元並依據九年一

貫能力指標設計建構出六大主題課程：「濕地寶貝」、「永恆的約定」、「綠色奇蹟」、

「水生家族」、「紅樹林樂園」、「拜訪濕地」，提供給國小戶外教學團體預約申請，

每一主題皆為兩小時。此外，台灣第一家以實際行動長期贊助關渡自然公園的民

間企業－匯豐銀行，也慷慨捐助各項實用建設及課程軟體的發展計畫，奠定關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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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公園升級成為濕地自然教育中心的基石，其中「特教小天使」及「高蹺鴴到

您家」課程方案，是由匯豐銀行贊助活動經費，透過專業人員的解說、示範及引

導，讓身心障礙學童或者未能親自來到關渡自然公園的北部地區小學童有機會能

夠共同體會濕地生態之美。 

（二） 環教認證課程方案 

  環境教育法已於 100 年 6 月 5 日正式上路，關渡自然公園作為台灣第一個通

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的單位，為了提供社會大眾更多環境學習的機會，特別

依據園區內的濕地環境特色，規劃了三套環境教育四小時的課程，分別為：「Project 

Wet 水資源環境教育課程」、「鳥朋友你好嗎？」、「G.D.P. I.水生昆蟲科學調查課程」

藉此推廣環境保育的理念，促進台灣環境與生活品質的優化。 

（三） 營隊活動課程方案 

  營隊活動課程方案可區分為「親子營隊」及「兒童營隊」。親子營隊主要有「四

季營隊－關渡農民誌」以及「食在關渡－斑文鳥家族」，這兩系列的活動為期一整

年，按四季節氣分為「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每季安排固定的周末時

間，在園區中規劃為保育與教育相結合的「永續經營區」進行，引導學員進行實

際的農事體驗之外，體驗與土地親密接觸的深層感動，也可藉此與家人朋友一起

認識有趣的稻米飲食文化、了解友善環境的耕作方式和食農議題。 

  兒童營隊的部分，則規劃了「濕地學員忍蛋班」，關渡自然公園擁有生態調查、

濕地保育以及環境教育等專業背景的教學團隊，秉持著「自然體驗式」的教學精

神規劃營隊活動，以動手操作、實際體驗、用心感受與動腦思考的方式來探索這

片溼地。（關渡自然公園，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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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專案活動課程方案 

  關渡自然公園每年度也會接受政府機關或者其他企業團體的補助，辦理相關

的專案活動課程方案，以配合不同團體或個人的學習需求。以 2014 年為例，包括：

「水資源教學網絡計畫」、「生態講座宅急便」、「關渡自然公園 FUN 自然」、「小鷿

鷉自然體驗課程」、「關渡濕地小旅行」、「淡水河季系列環教認證四小時」、「跟著

水旅行台北」等專案活動課程方案，均各有其特色（關渡自然公園，2014）。 

（五） 分析 

  關渡自然公園的課程方案系統，主要以「濕地」為規劃主軸，並且與政府、

民間團體、學校機關、企業單位互為良好的合作夥伴，彼此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才智兼備，共同協助園區不同階段的發展工作。關渡自然公園因應時代的變遷與

不同對象的學習需求，規劃良好的課程方案，提供專業的教學人力，輔以適當的

教學策略，共同致力於濕地環境的保育與教育。 

  對於任何一個環境學習中心，如果攤開來分析其不同方向之方案活動，發現

其分佈就像是光譜一般，可以從一端非常強調密切連結學校課程目標為導向的學

習活動，延伸到光譜的另一端，以有意義休閒遊憩經驗為主要導向，促成文化、

生態、生活、體驗、理解等為導向所設計的休閒遊憩活動（當然環境的保育與追

求永續發展，仍然是此光譜一貫軸心關切的內涵）。而分布介於此光譜兩端之內的

各個不同部分，則有著不同比例的著重與型態的學習及體驗活動，可以經由精心

的設計而發生，在不同的時間、場域或方式下，來滿足不同的對象與需求（周儒，

2011，頁 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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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2 環境學習中心方案活動目標取向的光譜 

資料來源：引自周儒（2011，頁 125） 

 

  列在圖 2-4-2 的各式活動方案僅為舉例，此圖可以讓我們了解，由於目標取向

的不同，因此光譜左右兩方落點的課程方案會有不同的執行重點。在關渡自然公

園中，有十分多元豐富的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無論是校外教學、到校推廣、環境

解說、自然體驗、營隊活動還是人才培訓等，各個方案均有其特色，且教材內容

可以交互搭配著運用，吸引不同的對象按著自身的學習需求與時間規劃共同參與，

以寓教於樂的方式，將濕地的環境教育推廣到各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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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專車到校服務課程方案實例探討 

  自然中心與學校建立在同質性與互補性的基礎上，而形成一種教育上的夥伴

關係。學校因為面臨教育改革的挑戰與法令規範的推陳出新，對於環境教育課程

的配套實施也需多費心思。然而學校教學現場以及教師專業能力的受限，使得教

師必須倚賴外在專業支援的輔助。自然中心作為一實踐環境教育的重要界面，除

了能夠提供多元的課程方案彌補學校環境教育不足的問題，此外也因其具有「市

場導向」的特性，因此同樣希望能夠主動走入校園，提供專業資源，主動爭取觀

眾，就此衍生了關渡自然公園「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以下將

就自然中心與學校的夥伴關係以及「到校服務」的實務案例作一探討，以理解方

案發展之實益。 

（一） 自然中心與學校的夥伴關係 

  在台灣學校教育中，環境教育已日益受到重視，不論是從政府的環保與教育

有關機構所推展的各式環境教育工作，或是民間團體與社區的熱情參與和推展，

台灣環境教育的狀況，比起 1980 年代中期剛剛開始進行環境教育努力的階段，應

該進步了許多。但不容諱言的是，實際上仍面臨許多的問題猶待克服。在學校教

學現場，多少仍然存在著一些迷思有待澄清與破解（周儒，1998）。研究發現，學

校教學現場的環境教育問題在於： 

1. 環境教育理念與教師實際執行的教學方式有差距，學校教師將重點放在知識

的堆積，而缺少「體驗學習」、「生活化」的課程設計。 

2. 發展內涵重點的謬誤，有些學校誤認為環境教育就是資源回收，只是一種垃

圾處理的方法，侷限環境教育的發展格局。而在戶外教學之中，又只重視硬

體的建設，或是進行遊覽性質活動的補助，而缺少對原生的棲地與生活周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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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的研究與調查，無法建立原創的學習能力。 

3. 發展資源的不足，包括無形的政策支持、有形的經費、人才、場地、教材等

不足，加以行政上額外的負擔，教師無法提升環境教育知能。 

4. 資源缺乏整合與專業的規劃，教師在進行學校環境教育時感到執行有困難。

而現有學校系統外的環境教育機制，亦有其發展上的限制，如：（1）經費無

法自主；（2）所屬機構支持有限，不能發揮永續經營功能；（3）政策績效無

法呈現；（4）計畫期程短，無專職人員，經驗無法延續，運作成本高；（5）

行政作業繁瑣，聯繫溝通不足；（6）活動型態制式化，較少創新，未必切合

學校需求（周儒、林明瑞、蕭瑞棠，2000）。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是百年大計，自然中心的使命就是散播環境教

育的種子，除了扮演社會環境教育的角色，亦可與學校的整體課程有所連結呼應，

這種服務的提供，可以將之視為一種環境教育整體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自然

中心的使用者十分多樣，而學校族群是自然中心方案課程的優先使用者（Brent 

Evans & Carolyn Chipman-Evans, 1998），因此，提供符合學校環境教育需求及學生

程度的課程方案則顯得十分重要。 

  就學校的立場而言，自然中心擁有學校系統所欠缺的教育設備與方案資源，

且自然中心的專案講師因為有經過合宜訓練，因此在授業解惑也具有一定的品質，

能夠協助學校教師進行環境教育，學校與自然中心也有合作與互補的空間。教師

在進行教學活動時擅加運用自然中心的教學資源，除了能夠充實學校教育，也能

補足學校中不同領域專業人力的不足。同時，教師也可針對自己的興趣，利用校

外專業人力到校教學的機會進行研習，提升教師本身的專業能力。 

  此外，由於自然中心具有「市場導向」的特性，自然中心能夠主動走入校園，

提供專業資源，不只以等待顧客上門的方式來經營，是主動爭取觀眾的辦法之一。

美國行銷學者 Kotler 認為，行銷的基礎，就是經濟學中的需求交換，現在，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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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應用已擴及到非商業性的活動，包括：社教機構想要吸引更多遊客與學校爭取

學生，彼此為求得回應，互相提供有價值的資源，而處理這些交換的問題，就是

行銷的核心觀念（高登第譯，2000）。自然中心對於學校市場的行銷與傳播應採取

主動，可能進行的方式包括：舉辦教師研習活動（周儒、張子超、呂建政，1996；

Milmine，1971）、主動拜訪教師（Milmine，1971）、建立與學校長期合作的夥伴關

係，並邀請教師加入課程方案的規劃（Ashbaugh，1973；引自周儒等，2004）、主

動邀請教師入園參訪等。而課程方案的規劃中若加入到校推廣的課程方案、學期

間之教師進修活動及主動提供充分資料給教師，有助於學校對於自然中心的認同；

另外，公部門的支持及教育單位的協助，亦有助於建立自然中心與學校合作關係

（周儒、張子超、呂建政，1996）。  

    綜上所述，自然中心能夠成為學校最好的夥伴，主要原因就是補足了學校教

學條件上的限制，且能夠創造豐富的課程與活動，讓學生能夠將學校教育的學習

經驗及內容與真實的情境體驗做對照比較，有助於學習效果的延長與深化（周儒，

2011）。自然中心的教育理念與學校教改在本質與實務上的相同處奠定了彼此合作

的基礎，相異處則成為雙方互補的關鍵。就學校本位課程而言，在物力上自然中

心能夠成為學校落實課程的延伸場域，在人力上自然中心也能夠提供教師規劃課

程推動教學的潛在資源，幫助學校教師在各領域層面上的成長，為教師在職進修

與學習的良好管道。對於小學童們來說，童年時光就讓孩子有充分的養分，深耕、

成長與茁壯，認識生活世界中其他的環境議題，讓身體、情感與心靈自然而然的

去感受生命的存在，這樣的學習才是有意義的。自然中心作為正規學校系統以外

的協力夥伴，它與學校攜手合作、相輔相成，共同努力落實更合理有效的理想實

踐，這樣的方式才是符合現代學校環境教育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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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到校服務課程方案相關案例探討 

  教師在教學上運用校外的教學資源，可以將校外的教學資源引進學校，也可

將教學活動現場移至校外，以配合教學資源在教學上的運用。而自然中心所提供

的到校服務課程方案，即是將校外的專業人力及教學活動引進學校內，可供作教

師在教學上運用的教學資源。 

  「關渡自然公園」與長期合作的企業夥伴匯豐銀行共同推動濕地保育與環境

教育，並自 2011 年起正式實施「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由關渡

自然公園派遣「濕地狂想號」生態教育專車，為北部地區國小學童們進行濕地環

境教育課程，藉此發揮自然中心的教育功能，扮演有效的中介者角色，輔助學校

環境教育教學功能的不足，提供合宜的課程方案，強化侷限於教室內書本中的學

習，在此種非正規學習模式和正規教學模式的配合之下，有助於學生們的適性發

展，進而達到自然中心推廣環境教育的功能。 

  關於國內行動巡迴到校服務的實例，舉例來說：如 2004 年天下雜誌教育基金

會結合多家標竿企業，共同啟動「希望閱讀計劃」、2010 年聯邦快遞與長期關懷偏

鄉教育問題的富邦慈善基金會攜手合作共同推廣聯邦快遞「綠遞小學堂偏鄉先鋒

計畫」、2012 年中鋼集團與國立科學博物館共同合作辦理「環境教育巡迴車」、2013

年台中市政府環保局推出的「行動護地球到校服務巡迴專車」、2014 年由台北市政

府和左腦創意行銷共同主辦的「黑白雙熊遊台灣─偏鄉小學下鄉巡迴計畫」、2014

年紙風車「台灣鄉村卡車藝術工程計畫」，2014 年數位新媒體 3D 協會發起的「美

力台灣 3D 行動電影院」等都是採用主動出擊的教育方式，為偏鄉地區學童，開啟

新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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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希望閱讀計畫」 

    2004 年，有鑑於世界各國紛紛以推廣閱讀來打破先天或後天的不平等。天下

雜誌教育基金會結合多家標竿企業，共同啟動「希望閱讀」計劃，期盼藉由推廣

閱讀的習慣，幫助下一代建立終身學習的基礎。迄今已認養了 200 所偏遠小學，

帶領 20,000 名孩童親近書本；用閱讀，為孩子搭起一座希望之橋。九年累計捐贈

超過 15 萬冊最新出版的優良兒童讀物，並每年發行 20,000 冊閱讀護照及 40,000

閱讀獎勵品，啟動三台閱讀巡迴專車跑遍了台灣整整 75 圈，2013 年更啟動「希望

閱讀數位書車」巡迴偏鄉，縮短城鄉數位落差；在人力資源的部份，培訓近 3,000

位的閱讀種子教師，號召超過 3,000 位大學閱讀志工進入校園說故事，持續在偏鄉

深耕，帶領孩子透過書本看世界（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2013）。 

2. 聯邦快遞 vs. 富邦慈善基金會：「綠遞小學堂偏鄉先鋒計畫」 

  聯邦快遞與長期關懷偏鄉教育問題的富邦慈善基金會攜手合作，共同推廣聯

邦快遞「綠遞小學堂偏鄉先鋒計畫」，期望能喚起社會大眾對偏遠地區環境教育問

題的關注。為響應全球環保趨勢與支持政府推廣環境教育目標，聯邦快遞於 2010

年於北、中、南各一所小學發起 FedEx We Deliver Green Classroom「綠遞小學堂」

活動。「綠遞小學堂」活動設計以物流概念教導小朋友節能減碳與全球暖化概念之

環境教育教材，讓學童認識如何降低物品運輸過程所產生之碳排放量，以及培養

具全球化視野的環保觀念。為協助偏鄉小學解決環教資源不足問題，聯邦快遞與

富邦慈善基金會將捐出1,000份「綠遞小學堂」環境教育教材至全台百所偏鄉小學，

並由聯邦快遞員工擔任綠色種子教師教導學童環保知識，偕同中華籃球國家代表

隊的「環教先鋒大使」將聯邦快遞的綠色關懷傳遞至台灣的每個角落，以實質行

動協助偏鄉學校有更充沛的資源，落實環境教育（富邦慈善基金會，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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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鋼集團 vs.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環境教育巡迴車」 

  為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推動環境教育與服務偏鄉學童，中鋼集團與國立科學

工藝博物館於 2012 年攜手打造全國首輛「環境教育巡迴車」，辦理環境教育巡迴

車業務，每週巡迴偏鄉地區學校，利用可移動的互動式教具，教導學童們節能減

碳的觀念與原理，從小培養愛護地球之觀念。「環境教育巡迴車」為中鋼集團利用

現有中型巴士改裝而成。基金會除了至偏鄉巡迴外，提供巡迴學校參觀科工館的

遊覽車車資、午餐費用，並由科工館免費提供門票，讓偏鄉的孩子也和都市的孩

子有一樣的機會。透過「環境教育巡迴車」的到校服務，將可提昇偏鄉學校之環

境與能源基礎教育，並希望透過環境教育巡迴車活動能拋磚引玉，讓更多的民眾、

企業一同為環境保護及偏鄉科普教育投入資源（中鋼集團教育基金會，2015）。 

4. 台中市政府環保局：「行動護地球到校服務巡迴專車」 

    為了有效提升台中市國小學童對於環保知識的學習興趣與成效，臺中市政府

環保局規劃自 102 年 9 月起至 11 月止，推出「自然生態」、「節能減碳」及「水資

源再生」環境教育相關主題課程，並透過「行動護地球到校服務巡迴專車」，主動

出擊至各申請學校駐點服務，以達到環境教育工作向下扎根之目的。車內配有三

百五十本環境知識圖書、繪本，以及生動的互動遊戲、實作教具等，並請來國立

自然科學博物館及臺灣自然研究學會的專業講師，巡迴至臺中市國中小學駐點講

課，期望能夠增進國小學童對於環境教育八大領域的認識，並打造豐富又有趣的

環保生態教育課程，加入互動遊戲及實作教具，讓行動專車成為國小學童眼中的

「環保樂園」，且藉由行動專車到校服務的活動，讓環境保護知識能夠深入校園紮

根，讓孩子們能從學習到實踐共同營造一個環保的低碳城市，成為新一代的環保

小尖兵（台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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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台北市政府 vs. 左腦創意行銷：「黑白雙熊遊台灣—偏鄉小學下鄉巡迴計畫」 

    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為推廣瀕臨絕種動物保育的觀念，推出了「Panda on 

Tour」貓熊裝置藝術展，巡迴世界各地。2014 年「1600 貓熊世界之旅─台北」展

出期間，受到民眾熱烈迴響，因此主辦單位台北市政府和左腦創意行銷也規劃「黑

白雙熊遊台灣－偏鄉小學下鄉巡迴計畫」，帶領黑熊與貓熊出巡台灣，讓孩子透過

藝術形式了解保育故事，扎根環境教育。下鄉巡迴結束後，可愛的紙貓熊開放認

養，所得捐給台灣環境資訊協會與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作為環境教育基

金。「黑白雙熊遊台灣—偏鄉小學下鄉巡迴計畫」是一項教育扎根計畫，希望落實

展出的初衷與精神，透過藝術及教育的扎根行動，喚起各界對瀕危動物的關注，

並以實際行動支持台灣在地保育工作（紙貓熊展粉絲專頁：

https://zh-tw.facebook.com/PandasTaipei）。 

6. 文化部、新竹物流與紙風車：「台灣鄉村卡車藝術工程」計畫 

從文化部的「泥土化」政策上出發，透過民間企業認捐與表演團隊的參與，

2014 年文化部、新竹物流與紙風車三方共同發起「台灣鄉村卡車藝術工程」。由

新竹物流贊助，斥資 800 萬元改造物流卡車，吸引孩子們的目光。翻山越嶺、跋

山涉水的移動劇場，結合政府與民間企業的資源。透過國內優秀表演藝術團隊的

參與，藉由舞臺卡車串聯，形成城鄉聚落，讓藝術落地紮根，成就「孩子不能來 我

們去」的理想，讓藝術卡車承載歡笑與愛，把希望帶到全台灣（紙風車台灣鄉村

卡車藝術工程，2015）。 

7. 數位新媒體 3D 協會：「美力台灣 3D 行動電影院」 

  由曲全立導演發起的「美力台灣 3D 行動電影院」活動，自 2014 年 2 月開跑，

在全台偏鄉小校巡迴放映台灣生態 3D 紀錄片，一年來踏過全國 19 縣市，200 多

 

http://find.sina.com.tw/news/%E9%97%9C%E6%B3%A8
https://zh-tw.facebook.com/PandasTaipei


 

 76  
 

個鄉鎮與以及 400 多間小學，預計還要繼續跑兩年。「美力台灣」透過記錄台灣生

態之美與傳統文化的四部 3D 影片：《回家－尋找紫斑蝶的故事》、《3D 台灣》、《愛

上藍色珊瑚礁》、《愛上花仙子》，以行動電影院新媒體的方式在深山、海邊、離島

偏鄉播種 ，啟發偏鄉弱勢學童的夢想，拓展他們的視野。這台 3D 光雕車要散播

愛與歡樂的種子，讓偏鄉民眾翻轉他們感覺自己是弱勢的這種心態，希望匯聚更

多民間和政府的力量，讓更多孩子都可以得到歡樂和幸福感。（數位媒體 3D 協會，

2015） 

  此外，國內關於館校合作的「到校服務」相關研究，多以博物館將館內資源

延伸服務至學校或社區的互動合作為主要探討對象。其中，Hooper-Greenhill（1994）

提出以「行動博物館」（mobile museum）作為博物館延伸服務的一種型態，與關

渡自然公園所提供的「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有著類似的意義。

所謂「行動博物館」顧名思義，是可以隨時移動，具高便利性、高機動性的博物

館，許多國家利用行動博物館的巡迴展示，就像是行動圖書館，將觸角深入資源

缺乏、交通不便的城鄉小鎮，讓偏遠地區的民眾不必爬山涉水，也能夠欣賞以及

獲得為民眾提供的文物展品、資訊和知識（謝慧中，2009）。目前國內如：國立自

然科學博物館的「科學教育巡迴展示車」、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的「行動科學教育

館」、國立台灣美術館的「行動美術館」、國立台灣文學館的「台灣文學行動博物

館」、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的「行動博物館」均為此概念下的推動實例。  

1.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科學教育巡迴展示車」 

  早期科博館的行動博物館對外為「地震教育巡迴車」，起因於 2001 年 921 大

地震以後，科博館科學教育巡迴展示車「知識送上門」計畫，以「認識我們的家」

為巡迴主題，目的讓民眾更了解土地的地理特性與地質災害，結合車體、展場與

展示三合一功能，包括靜態展示與動態展示（楊中信，2001）。巡迴車以參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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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科教導覽與科教活動則視科博館人力而定。活動以偏遠地區之學校為優先，

並由科博館負責活動展示的相關費用（楊懿萱，100）。行動博物館作為科博館母

館的延伸，在不同的特展中，具有媒體傳達、推廣、文化療育以及到府服務的功

能。 

2. 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行動科學教育館」 

  國立臺灣科教館為依循組織任務，協助中小學科學教育及啟發社會大眾對科

學認知與關懷；落實從館內走向館外，將館內資源主動送至各縣市，使當地師生

及社會大眾亦能有機會共享受益；另對偏遠地區學校和社區提供巡迴到校服務，

使城鄉科教得以平衡發展。因此規劃於例假日或寒暑假期間在縣市都會中心（或

適中地點）辦理科學園遊會，內容以大型科教巡迴車組成旗艦區，創意科學動手

做組成體驗區，館內出版品、網路教材、科展優勝作品、大眾科學講座及全民認

識昆蟲等組成資源區，以集合眾多內涵之綜合性科教活動，提供學校師生或社會

大眾親自參觀操作及體驗科學的樂趣。又為加強機動推廣科學教育，化被動為主

動，將大型科教巡迴車開往定點提供參觀暨解說服務，小型科教巡迴車則直接至

偏遠學校到校服務，冀望以此優質的科教活動，主動且妥適的服務，建構一座全

民所有及全民所享的行動科學教育館（科教館，2014）。 

3. 國立臺灣美術館：「行動美術館」 

  國立臺灣美術館自 1998 年 7 月至 1999 年 6 月實施「行動美術館」教育專案，

為全省偏遠地區學校進行美術館教育服務（林芳平，2001）。總計與 12 所小學，

參與為期兩至三天的活動，以「認識美術」和「認識美術館」兩大領域為基礎，

目的在讓學童認識美術館的功能與運作，增進多元文化的認識，以及對自身文化

的認同。課程設計以原作導賞、創作體驗、成立種籽美術館等方式，結合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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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舞蹈、美術各類型藝術活動的參與和學習（劉懿萱，2011）。目前的國立美

術館已不提供「行動美術館」的服務，反而因應新媒體藝術的興起，而成立了「數

位藝術方舟」，將行動美術館的服務形式轉化為館內的新空間。 

4. 國立台灣文學館：「台灣文學行動博物館」 

  國立台灣文學館的「台灣文學行動博物館」為推廣台灣文學所打造的行動展

覽車，期望藉由巡迴計畫之規劃實施，使更多人能夠親近台灣文學，配合導覽解

說與教育推廣活動的實施，將台灣文學普及到社會各階層，建立民眾認識台灣文

學之文化價值，並期望使民眾進一步認識館內的業務面向與成績（褚文和，2010）。

台灣文學行動博物館以「行動」做為積極實踐方法，經過第一期常設展「台灣文

學的發展」與「舊建築新生命」巡迴展出全台後，目前正進行繞行台灣的第二階

段，「音以律文－台灣文學聲情演繹」特展的展出，2014 年 6 月起將到中南部地區

包括高雄、嘉義、雲林等地展出（台灣文學館，2014）。 

5.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行動博物館」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的「行動博物館」為使偏遠地區民眾能有機會接觸國家

級的歷史文物與美術品，秉持「將博物館文物送到家」之推廣教育理念，於民國

90 年起首創行動博物館。即以改裝之大型貨櫃車為小型博物館，定時定點巡迴各

偏遠地方作專題展覽與文化教育活動。96 年又榮獲教育部「國立社教機構服務升

級第 2 期計畫」補助建置「台灣文物數位」行動博物館，推出以台灣早期生活為

展覽主題之文物與多媒體導覽內容整合服務，整體規劃有別於以往刻版沉悶的靜

態展示，而改以現代科技結合精緻的數位內容，呈現館藏台灣文物之豐富性、趣

味性、互動性以及教育性為主，讓知識探索變成一次愉悅且酷炫的生活體驗（史

博館，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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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實例，可發現國內大多數博物館以開發「行動博物館」提供偏遠學

校服務，實踐博物館之社會責任。「行動博物館」在意義上打破了博物館為中心的

展示觀，權力關係上成為服務地區的工具。「行動博物館」選擇資源不足的地區，

放下高級學術單位的姿態，為民眾進行到府、到校的服務，由中心往邊緣擴散（童

怡婷，2008）。這樣令人眼睛一亮的案例，對內突破空間使用的侷限性，運用車體

本身的結構延伸，將空間使用的可能性推向一個新的境界。對外則以車體為基礎，

可以穿越有形的地理疆界，移動式的博物館就像一艘遠行揚帆的船，將博物館的

展示航向一種新的里程（黃佳慧，2010）。 

  政府、企業、非營利組織、博物館與學校等不同體系的工作同仁們，承載不

同的責任與教育使命，在各自的專業領域內，可相互提供彼此學習的資源，透過

到校服務的形式和學校互動，不僅強化各單位的教育功能及社會企業責任，也增

加偏鄉地區的學生另一學習途徑。 

（三） 小結 

學者杜威 John Dewey（1859-1952） 主張「教育即生長」（education as growth），

認為教育乃生活所必需，而生活為教育之內容，因此教育的內涵除了「言教」、「身

教」之外，尚需注重「境教」的效果，杜威提到想要改變一個人，必須先改變環

境，環境改變了，人也就被改變了，由此可見「境教」的重要性（劉懿萱，2011）。 

自然中心主動出擊為學校建構和創造一個教學場域，使自然中心和學校師生間產

生了互動，達到了「境教」的功效，透過這樣活動的執行與參與，除了可以刺激

學生的學習之外，亦可以使老師對於環境教育的教學方式會有不同的體認，對於

他們未來的教學活動的效果亦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僅到校服務延伸學習的形式，

大多以設計完成的展覽或課程方案，巡迴至眾多校園，進行短期的互動，活動亦

未針對個別學校需求調整。因此，該如何讓夥伴關係持續深化，延續教育活動的

效果，將是到校服務方案值得加以重視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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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主要是以關渡自然公園「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為研

究對象，探討本方案的建構與實踐歷程，以理解自然中心作為非正規環境教育體

制的角色，如何互補學校正規環境教育教學功能上的不足，提供國小師生學校環

境教育延伸學習的機會，開啟學校與自然中心環境教育協作的契機。研究者透過

與研究對象的互動、資料蒐集與深度訪談，期待能對到校服務的推動獲致全面而

深入的理解。 

  本章第一節為研究方法，對於本研究適合的研究取向與採用的研究方法進行

陳述；第二節為研究對象，介紹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及與研究對象建立關係的方式；

第三節為研究架構與流程，說明本研究的主要架構理論，以及進行的過程與階段；

第四節為研究工具與實施，說明本研究採用的研究工具與執行方式；第五節為研

究資料整理與分析，說明資料整理與分析的方式；第六節為研究信度與效度，說

明研究信效度檢測的方式，以確保研究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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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方法 

一、 研究取向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的方式進行，質性研究是對社會個體行為的探索，應以

個體為中心，從個體的立場去全面性體會個體行為當時的情境與立場需求，尋求

能建立個體內部一致性的理論體系，對社會行為本質的深入詮釋，是科學研究的

重要工作。研究者認為相較於量化研究的方式，透過質的研究方式更能描繪出本

個案方案建構與實踐歷程中，各個時間點事件發展與演進的真實脈絡，以及主要

環境教育參與者互動與學習過程中的心路歷程。 

  質性研究是一種避免數字、重視社會事實的詮釋。質性研究蘊含著不同的研

究策略，研究過程富有彈性、沒有唯一、正確的方法予以遵循，研究者必須依其

理論和實際經驗，進行不同的研究過程。因此，質性研究具有以下特性（高敬文，

1996）： 

（一） 研究中蒐集的資料，是人、地和會談等所謂「軟性」資料的豐富描述。 

（二） 研究問題並不是根據操作定義的變項而發展，相反的是在複雜的情境中

逐漸形成概念架構。 

（三） 研究焦點可在資料蒐集的過程中逐漸清晰，並非在一開始就設定待答問

題或待考驗的假說。 

（四） 任何對研究現象或行為的理解，必須深入被研究者的內在觀點，外在可

看見的因素往往是次要的。 

（五） 資料蒐集過程較偏重在被研究者的日常生活情境中，與被研究者做持久

的接觸與互動，從這些互動經驗中來蒐集全面式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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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性研究特別適合用於了解意義、了解特定情境、界定為預期的現象及影響、

了解歷程、發展因果的解釋等五種研究取向（高熏芳譯，2001）。本研究即是在探

究關渡自然公園「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與學校環境教育的協作

歷程，以及在研究現場中發生的事件所代表的意義。研究者期能透過質化研究，

詳實記錄呈現本方案在發展與執行的過程中，主要環境教育參與者的互動與學習

情況與真實感受，並且在客觀、有理論基礎的觀點之下，運用所蒐集到的研究資

料作出合理的推論與詮釋，以作為自然中心未來持續行動之參考。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採用的方法為個案研究法。個案研究在於探討一個個案在特定情境

脈絡下的活動性質，希望去瞭解其中的獨特性與複雜性。研究者的興趣通常在於

瞭解過程而非結果，因而研究者會著重整體觀點，瞭解現象或事件的情境脈絡而

不只是特殊的變項（林佩璇，2000）。個案研究能夠幫助研究者釐清特定的真實情

境脈絡，達成整體而通盤的瞭解。 

  個案研究即是對特定現象的檢視（examination），例如一個計畫、一個事件、

一個人、一個機構、或者一個社會團體（Merriam,1988）。Stake 則認為個案是一個

有界限的封閉系統（a bounded system），它指的是一個界線明確的對象而非泛指某

種過程。要瞭解一個個案可以從兩個具體因素判斷：第一，它是一個有界限的系

統；第二，系統中存在著某種行為型態（the behavior patterns of the systems），研

究者可以藉由此行為型態或活動性質來瞭解系統的複雜性與脈絡過程的特性(林佩

璇，2000)。換言之，個案研究具有以下特性（Stake，1995，引自林佩璇，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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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對象深入理解 

個案研究在探討個案在特定情境脈絡下的活動性質，希望從完整情境脈絡中

掌握活動的全觀，強調個案具整體性，而且在替定的脈絡下，也重視個案的獨特

性。個案研究法就是要透過多面向的方式，深入了解被研究對象的經驗世界。通

常，研究者必須是在自然的情境下，對被研究對象採取全面式、深入的了解，並

透過厚實的描述過程，再現被研究者的生活體驗。 

（二） 理解詮釋之研究取徑 

  個案研究要探討真實情境中，活動的複雜過程和意義，因為要瞭解現象中的

複雜關係，就必須注意行動者的意向，瞭解行動者的參照架構和價值觀，建立起

同理心的瞭解，帶出具有啟發性的新的意義，並依賴「歸納理性」，充分運用所蒐

集來的資料，從中發現事件的關係脈絡、概念、或是相關因素，以對現象進行理

解。  

（三） 研究結果運用 

  個案研究法主張每個研究對象都是一個獨特個體，每個獨特個體都有獨特特

質，而個案研究所稱的自然類推性並非類推至其他情境或對象的通則性，而是對

原本認識的的通則作一修正。自然類推是基於心照不宣的知識（tacit knowledge），

將個人經驗融入個案發現中，而產生新的理解。Leean(1981)指出從研究中所得的

自然類推，有助於讀者產生新的視野，以瞭解人類活動的整體圖像（轉引自林佩

璇，2000）。 

  研究者採用個案研究的理由通常有以下四點（Merriam，1988；邱憶惠，

1999）： 

1. 研究者不控制整個事件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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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欲深入瞭解關於發生事件當時的過程（how）與原因（why）； 

3. 所研究具有啟示性（revelatory），希望研究結果提供整體性、深刻描述與即

時現象的詮釋。 

4. 重視生活情境中，現象發生的意義。 

  在這樣的研究取徑下，本研究即是在探討關渡自然公園與北部地區小學是如

何（how）透過「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的發展共同推動學校環境

教育，以及為什麼學校會選擇關渡自然公園作為教育合作夥伴，和關渡自然公園

為什麼會發展到校服務課程方案等問題，深入了解本方案發展的整體脈絡背景，

期能厚實描述相關的活動紀錄，並透過歸納理性，針對生活情境中現象所發生的

意義，做出具有啟發性的理解與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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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採用的資料蒐集方式包括訪談、參與式觀察和文件蒐集等方式進

行，因此包含與研究對象關係建立與互動的過程。本節將介紹本研究之研究對象，

包括：關渡自然公園簡介、「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簡介，並說明

與本研究對象建立關係的方式。 

一、 研究對象 

（一） 關渡自然公園簡介 

1. 地理位置 

  台北市關渡自然公園位處於淡水河及基隆河交會處，即臺北盆地關渡平原 

西南隅的低窪地，以淡水及半鹹淡水埤塘、泥灘地、草澤、稻田與樹林等構成主

要景觀，如圖 3-2-1。因為本地擁有多樣化的生態環境，所以動、植物型態與種類

相對地非常豐富，更因地理位置而成為東亞大陸邊緣候鳥遷徙的重要棲息地，不

但是本土鳥類及夏候鳥的繁殖地，更是眾多遷徙鳥種如雁鴨科和鷸鴴科鳥類的主

要渡冬區，歷年來有多達兩百五十種的鳥類累積紀錄，為國際鳥盟列屬的重要鳥

類棲息地（IBA）之一（關渡自然公園，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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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關渡自然公園地理位置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大地地理雜誌（91 年 10 月）。 

2. 催生歷程 

  「滄海桑田，古今關渡」。關於「關渡自然公園」的催生歷程，須將年代倒流

回三十年前憶起。1980 年代起「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在北台灣開始推廣賞

鳥活動時，就時常利用關渡進行賞鳥活動及繫放調查的場域。在進行賞鳥活動及

研究之後，對濕地生態的重要益發了解，不忍自然環境因為經濟巨輪的干擾，持

續遭到人為的破壞，遂建議台北市政府積極介入管理。在一群熱心的鳥友推動下

將設立鳥類保護區的建議函寄給台北市政府，獲得政府的支持後，並於 1983 年由

台北市政府公告設置「台北市關渡水鳥生態保育區」，以人為方式介入棲地的經營

管理。 

  然而在當時由於自然保護的觀念在台灣才剛起步，許多人對於這樣的觀念還

無法理解認同，計畫推行初期受到來自議員、農民的極大阻礙，土地徵收及預算

遲遲未獲得解決，對於已劃定的保護區也沒有做好有效的管理，由於和關渡平原

整體開發案併行作業的關係，不時可見到傾倒工程廢土以及濫抓鳥類等破壞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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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區的計劃不斷往後拖延數十年之久，在台北市野鳥學會及各界保育人士的呼

籲與大力奔走之下，歷經二十多年的催生過程，台北市政府終於在 1996 年間定案，

以 150 億的預算徵收關渡平原上這一片 57 公頃的土地，規劃成立了以保育為目標

的「關渡自然公園」。 

  自 2001 年起 12 月 1 日起，「關渡自然公園」交由累積三十年環境保育及教育

推廣經驗的「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經營管理，成為全台首座完全委託民間

經營管理的生態保育區域。台北市野鳥學會以一個非營利的民間組織，「百分之百

盈餘回饋及虧損自負」的方式接受台北市政府的委託經營，希望能將數十年來對

這塊濕地的關懷之情化作積極的行動，結合政府與民間的資源與力量，營造出台

北地區難得的濕地生態環境，提供這片珍貴棲地上的生物一處安全、美好的園地，

並達成「關渡自然公園」在大台北地區濕地及水資源保育與教育的共同目標。 

（二） 「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簡介 

  關渡自然公園「高蹺鴴到您家」到校服務推廣計畫是由與關渡自然公園長期

合作的企業夥伴匯豐銀行全額贊助，自 2011 年起正式實施。由關渡自然公園派遣

「濕地狂想號」生態教育專車，活動當天進駐校園為北部地區國小學童們進行有

趣又好玩的溼地環境教育課程，並提供教師研習的服務，讓學校與濕地零距離。 

  主要依據低、中、高年級規劃相關課程，課程規劃如表 3-2-1： 

表 3-2-1「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課程方案內容 

年級 課程內容 

低年級 濕地介紹、繪本導讀與演出 

中年級 濕地介紹、認識鳥類的生活環境 

高年級 濕地介紹、鳥類的遷徙 

資料來源：引自關渡自然公園環境教育部（2014）。 

實施對象為：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桃園縣、新竹縣、苗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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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立國民小學，以班級為單位報名，每場次 20 人以上。每場次一節課的時間為

40 分鐘，教師研習則為 2-3 小時，實施場域則由學校準備開闊的場地，以利濕地

環境教育課程的推廣進行。 

（三） 執行團隊 

  關渡自然公園「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執行人員之組成，可

以分為核心執行團隊與外部支持單位兩大部分，以下將針對人員的組成及其職責

加以介紹。 

1. 核心執行團隊 

在核心執行團隊的人員組成中，目前包含關渡自然公園環境教育部的專職教

師一名、志工教師一名。 

（1） 專職教師 

A. 到校服務方案內容主要的設計與規劃 

B. 每學年度之到校服務方案之計畫撰寫與經費申請 

C. 透過網頁或公文，提出此方案內容並通知學校單位報名資訊 

D. 學校報名與行政聯繫之窗口 

E. 執行到校服務方案之活動帶領與教學 

F. 到校服務方案執行成果報告之撰寫整理 

（2） 志工教師 

A. 協助駕駛到校服務專車 

B. 教具器材的準備與場地布置 

C. 執行到校服務方案之活動帶領與教學 

2. 外部支持單位 

在外部支持單位的組成中，則包含了關渡自然公園各部門的人員與企業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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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執行到校服務方案的過程中，給予許多支持和援助，成就此方案的順利運

行。其主要的支持和協助內容如下： 

（1） 關渡自然公園環教部門同仁 

A. 針對到校服務方案的課程內容給予建言 

B. 內部行政的聯繫與支持 

（2） 企業夥伴－匯豐銀行： 

A. 支持每學年度所提出之到校服務方案計畫 

B. 提供經費全額補助 

（四） 執行場次 

2014 下半年度本方案的執行期間為 9-11 月份，共服務 16 間學校，其中 13 間

學校為國小學童教學，3 間學校為教師研習；研究者考量地區及時間因素，故實地

走訪共 11 間學校，觀察其中 10 間小學的國小學童學習及 1 間小學教師研習實況，

以確實理解本方案的課程執行重點。本方案本期執行與研究生實地觀察場次，呈

現如表 3-2-2： 

表 3-2-2 「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執行與觀察場次 

項次 日期 縣市 區域 學校名稱 實地觀察 

一 9 月 16 日 新北市 新莊區 昌隆國小 是 

二 9 月 23 日 台北市 中正區 南門國小 是 

三 9 月 30 日 苗栗縣 後龍鎮 後龍國小 否 

四 10 月 1 日 桃園縣 蘆竹鄉 大竹國小 否 

五 10 月 7 日 台北市 文山區 萬芳國小 是 

六 10 月 8 日 台北市 文山區 再興國小 是 

七 10 月 16 日 新竹縣 竹東鎮 中山國小 否 

八 10 月 14 日 新竹縣 竹北市 麻園（豐

田）國小 

是 

九 10 月 21 日 新北市 汐止區 崇德國小 是 

十 10 月 22 日 台北市 文山區 武功國小 是 

十一 10 月 23 日 新北市 金山區 中角國小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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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10 月 28 日 桃園縣 平鎮市 東安國小 是 

十三 10 月 30 日 新竹縣 新埔鎮 照東國小 否 

十四 11 月 5 日 台北市 士林區 雨農國小 否 

十五 11 月 11 日 台北市 大安區 銘傳國小 是 

十六 11 月 18 日 台北市 大同區 大同國小 是 

資料來源：引自關渡自然公園環境教育部（2014，9-11 月）。 

二、 與研究對象的關係建立 

  關渡自然公園歡迎各學術單位至本園區進行各項研究調查，研究生透過「研

究調查申請」核准後進入研究場域，以一個參與者的觀察者角色，先對「高蹺鴴

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的規劃發展以及與各國小的合作關係進行了解。

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即為研究工具的特性上，研究者必須能從現場獲得研究資料，

而質性研究的研究資料主要來自於人，因此跟研究對象之關係便非常重要，不僅

能夠認識彼此，也能於互動過程中分享有益的觀點，助長對於環境教育理論與實

務之經驗交流。 

  為此，研究者於 2014 年 6 月底，先經由初步訪談與本方案的執行團隊開啟交

流對話，以理解本方案的脈絡背景、執行團隊具備的專業知能，以及本方案的課

程內容和下半年度的執行場次，藉由訪談資料更能夠確立研究方向，亦蒐集與本

方案相關之文件資料，作為行前準備工作及論文撰寫之參考。2014 年 9-11 月則實

際參與本方案到北部地區各國小的教學推廣形成，觀察部分場次的執行情形，詳

實記錄研究歷程的省思札記，並利用時間與執行團隊討論研究者發掘的問題，從

而聽取相關建議。此外，也將依照地區及學校特色差異，選擇主要兩個申請參與

本方案的小學教師們進行深度訪談，具體了解他們參與本方案的動機以及對於活

動執行內容的感想與建議，藉此建立關渡自然公園與各小學之間良好的教育夥伴

關係，無論是研究架構的映證或是本方案持續行動的修正改善，均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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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流程 

一、 研究架構 

  本研究的目的旨在探討關渡自然公園如何藉由「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

務推廣計畫，與北部地區各小學共同協作學校環境教育，以達到夥伴關係的建立，

並提供學校師生延伸學習的功能與機會。就此將從本方案的規劃以及發展面向分

析主要探討的問題，以作為論文的論述架構。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圖如圖 3-3-1： 

 

 

 

 

 

 

 

    

 

 

 

 

 

 

 

 

 

 

 

 

ˊ 

 

 

圖 3-3-1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圖 

環境教育協作歷程探究 

自然中心 國民小學 

  

台北市銘傳國小 

新北市中角國小 

 

關渡自然公園 

（教育推廣部） 

研究場域 研究場域  

「高蹺鴴到您家」 

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 

 

探討： 

1. 學校環境教育的發展現況與教師教學實務

上所面臨的問題與需求。 

2. 本方案輔助學校環境教育延伸學習的功能

與機會。 

 

探討: 

1. 本計畫實施緣由、沿革發展與建構的脈絡。 

2. 實地推廣方案時，專案團隊和學校師生之間

配合和互動的情形，及本方案如何開啟正規

與非正規環境教育之間的接觸與交流。 

 

研究個案 

結論與建議： 

反思到校服務協作歷程中的利弊得失，並就關渡自然公

園與學校未來持續推動環境教育的可行方式提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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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流程 

  本研究依循著研究興趣確認研究對象及主題後，接著便開始了解研究背景，

並依循內、外在的感觸，解釋研究動機；進而思考研究方向，發展研究目的與問

題，界定並釐清研究方法。其後，實地進行相關文獻探討與進入研究場域蒐集資

料與訪談，與研究對象建立關係。以及在「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

畫進行時，觀察並記錄部分場次執行的狀況，同時仍不斷的思考研究所欲探討的

內容。 

  課程結束後，研究者便根據參與過程中的紀錄與經驗進行深度訪談的設計與

執行，挑選適當的對象進行深度訪談，最後彙整多方蒐集到之資料，著手進行分

析，並依照分析的內容提出結論與建議。研究者在研究的過程中，則不斷的進行

文獻的閱讀、探討與對照，以及研究者個人作為一質性研究者的研究反思。本研

究的研究流程圖如圖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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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研究對象與主題 

撰寫研究背景與動機 

擬定研究目的與問題 

發展研究設計 

質性研究－個案研究 

置身現場：田野資料的蒐集 

（參與觀察、深度訪談、文件分析） 

研究資料分析 

提出結論與建議 

文 

獻 

探 

討 

研 

究 

反 

思 

圖 3-3-2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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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與實施方式 

  本節介紹研究工具及資料蒐集方式，個案研究為了找出其個案的特性，採取

多元的資料蒐集方式，為了釐清個案長時間的互動關係，本研究以參與觀察、深

度訪談及文件分析作為資料蒐集之方法，以對研究歷程進行全面的理解與詮釋。 

一、 參與觀察 

  本研究透過參與觀察法，讓研究者得以用圈內人的角色來了解關渡自然公園

「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的脈絡背景；本方案設計規劃的內涵與

策略；以及實際至各小學執行方案的情形，在自然的情境下觀察並體驗方案執行

過程中所發生的事件與變化過程，進而產生概念和歸納結果而形成釋義性的結

論。 

（一） 觀察場域 

  研究者於 2014 年 6 月初獲得關渡自然公園的研究調查申請允許，得以參與到

校服務課程方案實施的完整歷程。依據關渡自然公園安排，自 2014 年 9 月 15 日

至 11 月 18 日活動截止，研究者考量地區及時間因素，實地走訪共 11 間學校，參

與觀察 10 間學校國小學童上課情形，及 1 間學校國小教師研習狀況。其中六所學

校位於台北市，三所學校位於新北市，一所學校位於新竹縣，一所學校位於桃園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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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者角色 

  Gold（1969）將研究者在研究中所扮演的觀察角色類型，依涉入田野程度的

不同以及被研究者是否知曉等情況，分為如下四種（引自王文科、王智弘，2009）： 

1. 完全參與者（complete participant） 

  研究者儘可能地完全融入對方的生活並產生自然的互動，被觀察者並不知曉

其真正的身分及目的為何；然而扮演這樣的角色並不容易且有違反研究倫理之嫌，

同時也會影響到所謂的客觀性。 

2. 參與者的觀察（participant-as-observer） 

  研究者完全參與接受研究的團體，但亦能深切體認自己正在執行一項研究，

但被研究的對象容易不專注於自然的社會歷程。 

3. 觀察者的參與（observer-as-participant） 

  此種角色承負一個研究者角色，在社會歷程中與其他參與者交互作用，也不

隱瞞自己是參與者的身分。 

4. 完全觀察者（complete observer） 

  屬於完全與提供資訊者隔離的研究形式，被觀察的主體不易察覺因而較不容

易受到影響，但也因完全觀察者隔絕了與被觀察者之間的交互作用，較無法體認

到原始事件的面貌和情境。 

  其中，觀察者的參與角色承負研究者的身分，並在社會歷程中與其他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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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作用，不隱瞞自己是參與者的角色，與另外三種參與觀察角色相較，能避免

陷入極端的觀察研究方式，所產生過度涉入或抽離研究場域的缺憾，亦能符合研

究倫理，不致讓被觀察者有受蒙蔽之感受。在本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參與部分工

作或行動，不掩飾其為研究者之身分，因此，研究者的角色透過與研究對象長期、

多次的接觸建立良好關係，並藉由訪談與研究對象深入互動以獲取對方之看法觀

點。 

  研究者以研究者身分參與關渡自然公園「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

計畫，透過與環境教育參與者互動後，針對參與人員在過程中的表現與回饋進行

觀察記錄，以作為每次課程後反思的依據，亦能夠更加清楚本方案建構歷程的實

貌，以及當前學校環境教育推動之情況。 

二、 深度訪談 

（一） 深度訪談的適用 

  本研究首先針對到校服務課程方案核心執行人員之背景進行訪談，並在方案

執行歷程結束後與申請本方案之學校教師進行訪談，訪談的目的在於了解本方案

的建構背景與執行歷程，進而探究訪談對象們的建議與看法。 

  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是質化研究中經常採用的資料

蒐集方法之一，深度訪談即透過面對面的言語交換，獲取受訪者對於訪談主題之

認知與觀點。深度訪談的目的是希望透過訪談取得一些重要的因素，探究受訪者

真正的想法，以獲得更真實的訊息。 

  深度訪談的類型包括「非結構式」、「半結構式」與「結構式」訪談等三種，

本研究採用的是半結構式訪談。半結構式訪談主要是研究者依據研究目的擬定訪

談綱要，引導訪談的進行，半結構的訪談較具彈性，用字及問題順序並不會太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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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訪談者依照真實情境中特定的反應調整問題的字句與順序，並可在研究的主

題範圍內，提出更為深入的問題，讓受訪者在訪談的架構與方向上，得以表達自

己最真實的感受。 

  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得以了解受訪者對於「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

廣計畫的看法與建議，傾聽他們對於這些活動的意義與解釋，再與蒐集與觀察所

得的資料相互映證，以獲得更為深入的觀點。 

（二） 訪談對象的選擇 

深度訪談對象採立意（purposive）取樣，亦即非機率抽樣的方法，逐一找到

與研究相關的訪談對象。本研究之訪談大綱依據對象區分為關渡自然公園執行到

校服務專案的「環境教育部專案經理」、以及申請本方案的「國小教師」共三類。 

（三） 訪談大綱的設計 

本研究在進行訪談之前，根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擬定訪談大綱如附件二，

並根據訪談時受訪者的回應狀況進行問題的延伸。訪談大綱依據對象及目的的不

同，設計原則對照如表 3-4-1： 

表 3-4-1 訪談大綱設計 

大綱 

編號 
設定對象 訪談目的 

I 
關渡自然公園 

環境教育部專案經理 

理解「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

畫之推動背景、規劃與發展，以及方案執行

過程中如何結合適當的教學資源與活動，提

供學校師生延伸學習的功能與機會。 

II 學校教師 

理解國小目前學校環境教育的推動現況，以

及學校團體申請本方案到校服務的緣由，並

請學校教師分享其對於自然中心所提供的

教學內容與方式有何觀感與建議，以作為後

續自然中心持續行動的改進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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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訪談實施的歷程 

  本研究藉由訪談想要探討了解的問題，主要依訪談正式程度的不同，分成正

式訪談與非正式訪談兩部份。正式訪談是指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雙方事先約好時間

與地點，正式就一定的問題範圍進行交談，其結果較為深入細緻；而非正式訪談

是研究者根據受訪者平日作息安排，在與對方一起參加活動時根據當時的情形與

對方交談，其結果較為貼切而自然。 

1. 正式訪談 

  本研究到校服務實施的歷程進行至 2014 年的 11 月 18 日。研究者首先於 2014

年的 6 月份與關渡自然公園環境教育部的專案經理以及志工人員初步建立互動關

係，以對於「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的推動背景、推廣目的與特

色、方案的規劃發展以及課程方案之教育內涵具備基礎認識；並於到校服務課程

方案執行歷程結束後，依據地區和學校特色差異，擇主要二間小學，分別是大安

區的銘傳國小以及金山區的中角國小教師說明研究生執行研究的目的後，安排時

間進行訪談，每次訪談時間約 30-60 分鐘，訪談過程徵得同意全程錄音，地點選擇

以受訪者便利性為主。 

2. 非正式訪談 

  本研究非正式訪談分為晤談和對話討論，訪談對象包括與研究範圍相關的人

士。在活動執行過程前、中、後期，研究者不定期與到校服務團隊成員進行對話，

或者以電話、e-mail 方式作進一步的補充說明或澄清，幫助研究者了解到校服務課

程方案的運作機制，以及到校活動期間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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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件分析 

  文件提供有關研究中的相關議題與問題的訊息情報（蔡清田，2000），文件的

主要用途可以檢驗和增強其他資料來源的證據（黃瑞琴，1994）。研究期間，將蒐

集包括所有與研究問題有關的文字、圖片、音像與物品等，像是園區簡介、場域

方案、活動計畫書、宣傳品、新聞稿、報告書、活動統計數據、期刊、出版品等

正式官方資料；再者像是活動教案、活動教具、學習單、簡報等於活動中使用的

資料，以及活動記錄照片、影片等於活動進行中所蒐集的相關資料；綜合整理分

析以上文件來源，可作為相關活動佐證，在進行歷程分析與活動回顧時能擁有比

較及參照的資料來源，補充及相互映證觀察及訪談資料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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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資料整理與分析 

  本研究透過多元的方式蒐集資料，研究者將原始資料加以整理，並根據研究

目的進行分析，具體實施步驟如下。 

一、 資料處理 

研究者對蒐集而來的各項資料加以系統化整理，包括資料轉錄與資料編碼。 

（一） 資料轉錄 

  本研究訪談法以個別訪談為主，非正式晤談及對話討論為輔。個別訪談於訪

談後依據錄音轉寫為逐字稿，作為研究分析的文本，轉錄過程中，在不違背受訪

者原意的前提下，適度地修飾詞句，刪除贅字。非正式晤談及對話討論摘要，則

以 memo 方式列入「研究歷程記錄」。本研究進行資料分析時，逐步從研究對象訪

談逐字稿中整理出重要敘述句及關鍵字，予以編碼，將訪談內容逐步聚焦，依照

研究問題的方向進行資料的歸類。 

（二） 資料編碼 

  本研究以參與觀察法、深度訪談法以及文件分析法作為資料蒐集之方法，以

下陳述資料編碼方式。 

1. 參與觀察 

研究者觀察資料的編碼以英文及數字等代碼表示，第一碼「觀」表示觀察資

料；接續三碼「SOP」（即 School Outreach Program 的縮寫），表示到校服務；接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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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碼為觀察的日期。如「觀 SOP，0915」，為 9 月 15 日的到校服務觀察資料。 

2. 深度訪談 

研究者訪談資料的編碼以英文及數字等代碼表示，第一碼「訪」表示訪談資

料；受訪者代碼則由不同英文字母表示，「GPM」（即 Guandu Environment Education 

Department Project Manager），代表關渡自然公園環境教育部專案經理；「ST」（即

Student Teacher）則代表學校教師。第三碼的數字表示人次，最後的六碼則為訪談

的日期。如「訪 ST-1，140915」即為 2014 年 9 月 15 日學校教師第一人訪談資料，

將訪談資料的編碼。 

3. 文件分析 

  在獲得相關文件資料後，研究者依照所發生的事件進行分類整理，以便後續

研究成果撰寫時的佐證或補充說明，文件資料的編號皆為 D（即 Document），編碼

方式則按照所蒐集之文件類別後方加上序號與日期。如「活動計劃書 D-1， 0808」。 

二、 資料分析 

  在質的研究中，分析策略有兩種，一為情境分析，一為類屬分析（陳向明，

2006）。所謂的「情境分析」指的是將資料置於研究現象所處的自然情境之中，按

照故事發生的時序，對相關的人事物進行描述性分析，強調對事物做整體和動態

的呈現。所謂的「類屬分析」指的是在資料中反覆尋找出現的現象，以及可以解

釋這些現象的重要概念的一個過程，是以比較的基礎，區別事物之間的異同。 

  研究者所採取的分析方法，融合前述兩種。第一階段，以所蒐集到的觀察及

訪談資料，融合其他文件資料所提供之背景線索，發展一個描述性的架構，據以

了解「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建構的脈絡與背景。第二階段，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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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中心主動出擊，將觸角延伸至學校教學現場，使得專業人力及教學活動移進學

校內，供作教師在教學上運用的教學資源。據此，本方案如何發揮自然中心的教

育功能，輔助學校環境教育的進行，以及協作歷程中，學校師生對於課程方案的

回饋與意見，均為本研究歸納分析的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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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信度與效度 

  質性研究強調關切的是社會事實的建構，以及被研究者在其特有的脈絡情境

下的原始經驗及深度詮釋之呈現。信度與效度則是評鑑研究品質的指標，信度是

指測量程序的可重複性（replication），效度則是指獲得正確答案的程度。在控制質

化研究的信度與效度上，Lincoln 與 Guba（1984）提出質化研究的「可信賴度」

（trustworthiness）準則，包括四種評估質化研究的判斷標準，在於研究的（1）「可

信性」（credibility），即內在效度（internal validity）;（2）「可轉換性」（transferability），

即外在效度（external validity ）;（3）「可靠性」（dependability），即信度（reliability）;

（4）「可確認性」（confirmability），即客觀性（objectivity），（胡幼華、姚美華，1996）。

以下分別探討之： 

一、 可信性（credibility） 

可信性就是「內在效度」，指質化資料真實的程度，即研究者是否真正觀察到

所希望觀察到的。故研究者在進行訪談時，以誠懇、尊重的態度與受訪者溝通，

以得到受訪者的信任，促使其真實陳述本身經驗，並以全程錄音詳實記錄訪談的

內容。 

二、 可轉換性（transferability） 

  可轉換性就是「外在效度」，評估研究的結果是否能適用於其他情境中；故研

究者未來會將觀察到的種種記錄轉化成文字描述。本研究將使用錄音筆，真實的

記錄訪談的整體過程，並將其轉換成逐字稿，提供更詳細的資訊給讀者判斷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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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自身的情境。 

三、 可靠性（dependability） 

  可靠性就是信度。資料收集者的信度可由慎選訪談者、事前訪談技巧的訓練

與訪談情境的模擬等加以控制，以保持訪談情境的一致性。因此在訪談前，研究

者會先閱讀許多有關訪談技巧與深度訪談的文獻，以增進對訪談的認識與了解，

並加以模擬練習，增加訪談的順暢度與深度。 

四、 可確認性（confirmability） 

可確認性是指研究發現的「中立性」、「客觀性」，在這裡要特別注意的是研究

者偏見的問題，研究者必須以客觀地態度面對研究對象與分析研究資料。為了使

研究成為一個客觀的主體，研究者於研究進行時，便以客觀的態度與研究對象互

動，透過不斷地透過省思來了解自我、調整或試圖控制自己的偏見，著手分析資

料，以增加研究的客觀性。 

  本研究依據質的研究確信指標，藉由三角檢測原則、研究者反思以及資料豐

厚描述等策略確保研究品質與信效度，茲將步驟陳述如下： 

（一） 三角檢測（triangulation） 

  本研究採取三角檢測法，來提高研究的信度與效度。三角檢測法是指在同一

研究中蒐集不同的資料來源、採取不同的研究方法，或是以多個分析者檢驗研究

發現或是使用多元的理論觀點來詮釋資料。因此，三角檢定法經常被歸納為以下

四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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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於資料來源的不同（資料三角檢定） 

2. 基於方法的不同（方法論三角檢定） 

3. 基於評鑑者的不同（調查者三角檢定） 

4. 基於觀點的不同（理論三角檢定） 

  一般個案研究多採用資料三角檢定的方法，自收斂的多重資料來源，探究問

題本質並尋求答案。本研究以「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為研究個

案，探究自然中心與學校進行環境教育之協作歷程，研究者即是透過深度訪談的

資料、文件分析以及現場觀察的紀錄作為三角檢測的資料來源，藉由多方資料的

交叉分析，以不同的角度、層次或時間點，來驗證事實或本體現象。  

（二） 研究者反思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本身即為研究工具，與到校服務的執行團隊以及國小師

生相處互動，並進行訪談。研究者修讀系所課業時，曾經做過有關一群青年社區

規劃師與議題關注者組成的大猩猩綠色游擊隊游擊「社區園圃」的行動研究，團

隊成員們希望以游擊的方式在閒置的國有地上，進行蔬菜或其它植栽的種植與說

明，喚起社區居民對身邊空地與市民使用權的重視。那次的經驗讓我發現，原來

「環境教育」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從關心身邊的議題出發，一塊雜草叢生的空地

也可以造石舖路，孕育生命，這次的研究，開啟我和環境教育的第一次連結，也

是一次有趣的實驗計畫。 

  「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和過去的經驗有些類似，課程方案

的執行教師們開著專車游擊至各小學，關心揹著書包上學去的孩子們，移動在每

一幕景色之間，都可以聽見大自然的聲音，訴說著關懷的語言，這次的研究，不

再只是有趣的實驗計畫，而是紮實的去參與觀察關渡自然公園與國民小學之間如

何凝聚心力共同協作學校環境教育的過程，研究者將透過這段研究歷程，閱讀、

討論並不斷反思，增進對於研究主題的理解程度，進而達到對於研究目的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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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應能力。 

（三） 進行厚實書寫（thick description） 

  每一段研究歷程都是一個豐厚的故事，當中有極為繁盛的素材可供著墨，在

本研究中，研究者直接進入到校服務活動情境，充分的進行完整的觀察，並且對

於田野觀察當中的情境脈絡，進行完整的厚實書寫，使所觀察到的畫面轉換成客

觀中立的文字呈現出來，以便讀者能夠從本研究中理解可移轉的相關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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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以關渡自然公園「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個案為例，探討關渡

自然公園與學校推動環境教育時，如何突破固有疆界和本位主義的限制，在正規

教育和非正規環境教育攜手合作之下，主動將自然中心課程方案的特色推廣至各

小學教學現場，互補學校正規環境教育教學功能上的不足，為環境教育的傳播與

連結，創造更多的可能性。 

  本章第一節將研析關渡自然公園「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的

成立緣起、沿革與建構脈絡，以了解本方案的設立特色、推廣目的、教學主軸以

及協調方案推展的人力配置和相關機制。第二節則探究本方案如何開著專車進駐

校園與學校師生互動，深入描述各年段的教學內容、課程進行的方式以及教師所

使用的教學方法與技巧，以理解實際執行推廣本方案時，專案團隊和學校師生之

間配合和互動的情形，及本方案如何開啟正規與非正規環境教育之間的接觸與交

流；第三節將就實地到校田野觀察場域中，擇定一南一北兩所學校，分別是大安

區的銘傳國小和金山區的中角國小進行後續章節的研究，探討的是學校環境教育

對於學校教師的意義及推動現況，與教師教學實務面臨的教學困境與相關需求；

並就「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活動前、中、後各階段所涉及的相

關問題進行討論，以對於對於學校和自然中心環境教育協作歷程所創造的收穫與

回饋作整體性的檢視，據以歸納本方案輔助學校環境教育延伸學習的功能與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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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主動出擊：「來啊！來啊！來關渡」  

  本節將研析關渡自然公園「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的成立緣

起、發展沿革與建構脈絡，以了解本方案的設立特色、推廣目的、教學主軸以及

協調方案推展的人力配置和相關機制。 

一、 緣起 

  關渡自然公園自 2011 年起正式實施「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

本方案是由長期合作的企業夥伴匯豐銀行全額贊助，至今已經邁入第四個年頭。 

  自然中心和學校分屬於非正規和正規兩種不同的教育體系，兩者之間存有共

同教育目標與資源相輔相成的互補特性，「到校服務」是將自然中心的觸角延伸

至學校教學現場，使得專業人力及教學活動移進學校內，供作教師在教學上運用

的教學資源，此種方式不只以等待顧客上門的方式來經營，主動爭取觀眾，不僅

可以擴大自然中心教育資源的影響力，更是自然中心與學校教育夥伴關係建立的

重要形式之一，提供學校師生延伸學習的功能與機會。 

「我們是在民國 100 年 3月 1日，就是所謂的 99學年度下學期，那個時候會

開始推這個方案主要是發現，我們入園的人數，每年來會有慢慢減少的狀況，因

為現在有少子化的問題，以往像是校外教學，可能一個學年來假如五個班，可能

每個班都有 30人以上，可是那幾年來發現，怎麼越來越少？可能都降到 25人以

下，所以，第一個是入園人數少。第二個是我們有發現，在比較偏僻的地方，他

們要來其實也比較辛苦，再加上有些地方油資等民生物資的調漲與變動，使得有

些學校團體，即使他們想來，但是假如沒有找到資源，他們來的意願就會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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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那個時候就想說，與其等你們來，不如就我們去學校，就是把濕地環境的概

念帶到學校。（訪 GM，140620）」 

二、沿革與發展   

  關渡自然公園由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以非營利的精神，大力推廣濕地環

境的保育與教育，營運經費的來源，除了一定比例的政府部門預算以及專案補助

以外，大部分仍須自行籌措，因此如何開源節流，也成為經營者必須把關的課題。 

  「因為關渡自然公園它是一個展場，有場域，那我們必須要維持它固定的運

作，對台北市政府來說，它是委託我們經營，我們是委外經營的單位，就是常說

的 BOT，所以當時在簽約時就會有一些條件是自己要去自負盈虧的部分，政府會補

助你一部分的經費，但是大部分的經濟來源是你要自負盈虧，所以就變成說，開

門做生意一定要有成本有開銷。（訪 GM，140620）」 

  關渡自然公園的主要客群很大部分來自於中小學的學生，在營運初期中心的

工作重點就以發展適合國小學生的課程及教材，以達符合學校教學需求並傳達關

渡自然公園保育溼地的目標。現也不斷地在既有基礎上精益求精，在自然中心具

有市場導向的特質之下，「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主動走入校園，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引起國小師生的學習動機與興趣，建立起學校和關渡自然公園

交流互動的中介模式，期能在平易近人、活潑有趣的帶領之下，讓師生輕鬆認識

關渡自然公園，進而產生更想登門拜訪，一探究竟的意念，也達到園區教育推廣

的行銷目的。 

  「帶過去以往我們也試過，演講阿，那個部分主要是針對老師，尤其是北部

老師的研習資源很多，所以他們可能也不是那麼想要；另外，如果是針對小朋友

進行演講的話，可能是以大禮堂的形式，那其實效果也不是那麼的好。所以那個

時候我們就規劃說，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們就去一個學校，然後可能有幾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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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排，一堂課就一個班級，就是有點像幫他們上一個比較不一樣的生態或是自

然課程，那講的主題就是「濕地」。會這樣做的目的，就是希望小孩可以認識關渡

自然公園，假日的時候可以跟家長說我們可以去關渡自然公園看看，所以那個時

候規畫的主軸就變成是，比較輕鬆！我們就把幾個大概念的東西帶出去，吸引他

們過來，就是這個專案產生的原因。（訪 GM，140620）」 

  隨著時間的沿革，以及不同階段執行經驗的累積，本方案主要希望能夠加強

桃竹苗以北、基隆和宜蘭地區等國民小學對關渡自然公園的認同，雖然以往也曾

將距離範圍擴張到中南部地區，僅是考量到地緣關係以及行銷目的，為的就是讓

師生能夠主動造訪關渡自然公園，惟中南部地區小學在地理位置相對遙遠，教師

們在校外教學的安排，也必須要恪守縣市教育局的規定，有一定的區域範圍限制，

因此，現階段推廣範圍就是以北部地區小學為主。 

  「我們其實有分幾個階段，在民國 100年那時候，我們是針對桃竹苗、基隆

和宜蘭的學校，設定在國小團體，一開始是針對北台灣地區，後來我們就想說去

其他遠一點的地方好了，有！後來我們有分區段，幾月到幾月可能是在台中南投，

就是中部幾個縣市，那時候最遠有跑到高雄跟花蓮。它去也是很受歡迎，而我們

的目的就是希望他們來嘛，可是有高雄的老師就跟我說，他們縣市裡面的校外教

學，像是幾年級以下是不能出那個縣市的，因為每一個縣市的教育局可能有不一

樣的規定，所以我們就想說真的有必要跑到那麼遠嗎？如果我們一開始設定的是

希望學生會來，那其實也要替他們考慮一下啊，可能他們校外教學來，我們就往

回推了，變成不是全省跑透透了，變成說只有北部地區，也是桃竹苗以北，基隆、

宜蘭，有這樣的變化啦！（訪 GM，140620）」 

  另外，在行程與時間的安排上，則就是以配合學校為主。惟活動時間設定從

第二節課開始，原因在於考量車程的因素，由於專車進駐校園，必須要調配志工

協助駕駛，也要事先規劃路線，整理教具等等，國小的第二節課通常是 9：30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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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團隊在課程開始前半小時內至校園就定位即可，在充裕緩和的時間內做好準

備，對於課程開場的品質，也是比較好的。 

  「像之前會碰到的狀況是愛心媽媽們，她要我們七點去幫她們上一個課，因

為那是她們說故事的時間，sorry！我們第二節課才去，會考慮到車程。因為假如

你趕第一節課，我們要很早就出門，很害怕會遇到塞車，其實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所以我們都從第二節課開始。這也是時間上的一個轉變，一開始我們也說好阿！

第一節課沒問題啊！就常常很趕，到學校以後我要趕快跳下去和小孩做開唱，義

工趕快在架板子阿，後來想說幹嘛那麼趕阿，這樣做出來效果品質會不好，差不

多就是這樣。（訪 GM，140620）」 

  此外，作為園區前端教案規劃和設計的環教部門也會集思廣益，定期替換教

案內容，讓每一年度的「高蹺鴴到您家」都能替學校師生創造獨一無二的共學時

光，日後回憶起來湧現純粹又好玩的鮮活靈感，這也是本方案所希望能夠帶給師

生的印象與收穫。 

  「像課程內容我們就是會看這個教案執行的狀況，如果大概執行一年左右了，

就考慮要換了，課程內容的話，就是我們跟我們環教部的同仁會有一些討論，如

果只有靠一個人想，基本上有些東西比較沒有那麼完整。假如有需要的話，我會

把大家都找過來一起想，或者是我已經想好了一個雛形，然後我跟他們試玩，然

後看有哪些要調整，因為大家在這個方面都是有一些教學或設計的經驗，大家一

起想的話會更完整一點。其實我們在設計教案的時候，都必須要閱讀並考證很多

東西，像是遷徙的路線或是有些物種上的知識，這些專業型的東西要自我要求啦！

（訪 GM，140620）」 

  也因為專案團隊平易近人、童真風趣的教學風格，讓曾經申請過本方案的學

校均能留下良好的印象，因此，有相當比率的學校會重複申請，教師們在活動後

的問卷回饋，也多持正面意見，顯示對於本方案的支持與肯定，也成為讓本方案

日新又新，不斷前進的推動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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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發現有些學校會重複申請，那如果每次去都講一樣的東西也很害羞，

搞不好有的學校小阿，班級數量也少，所以可能來參加的就是那幾班，像去年我

們有一個學校是小學校喔！就六個班，可是我們分三堂課就把它上完了，就低、

中、高，然後它是去年下學期申請的，然後剛好我們就是今年改整個教案，所以

他們又有申請，還好…哈哈，不然一樣的東西會講兩次。主要是因為我們重複申

請的比例算是蠻高的，因為好玩…。就算沒有重複申請，我們的教案也是會換得，

不是因為它不好，而是因為沒有那麼適合了，如果一直跑同一個教案也會很悶吧！

呵呵！新鮮感和刺激也會變少，那時有改當然也是考慮到教學品質，這是主要的

一個點。我們活動結束後會給老師填問卷，老師多半會持正面意見，如果有留下

e-mail的話，我就會把他們加入客戶信箱，讓他可以收到園區的訊息。（訪 GM，

140620）」 

三、 方案建構與推廣模式 

1. 訊息揭露的管道 

  關渡自然公園「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會在每年學期末以

及學期初的時候，發送公文以及活動簡章通知學校，園區有提供免費的濕地環境

教育課程，讓學校能夠藉此向園區提出申請需求；此外，活動前園區的網頁或者

電子報，也會定期更新訊息，並發布新聞稿，以上均為本方案向活動申請對象揭

露訊息的方式。 

  「園區宣導的管道，當然就是我們有媒體的一些名冊，會發新聞稿，那我這

邊會比較單純，因為我是 for學校，宣傳方案很簡單，我們就是發公文，學期末

和學期初我們會發公文到學校，我們有這樣的免費活動，你可以來申請，我的宣

傳方式就很傳統也很簡單。（訪 GM，14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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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案團隊的人力資源 

  待園區專案人員接獲學校之方案申請表（如附件一）後，便會與校方聯繫，

排定至既定工作日程，並於活動當天進駐校園，提供四堂教學活動，每一時段 40

分鐘，以一個班級為限。參與本方案之研習期間（2014 年 9~11 月）共有 60 場次

的教學活動被執行，教學人數共計 1,370 人。現有教學人員的背景為環境教育部的

專案經理，自民國 95 年 10 月起，已在關渡自然公園服務將近八年的時間，擔任

本課程方案的主要講師及教案設計人員，活動當中會搭配志工人員，從旁輔助駕

駛以及道具擺設、示範與整理的工作，如果專職人員手邊專案業務繁雜，忙不過

來的話，則會請另有經驗的環境解說志工擔任講師，支援專案師資。 

  「原則上這個活動是我主負責擔任講師，如果請專案講師的話，則是因為場

次比較多，幫忙分攤，也會先進行溝通、討論，請專案講師提供一些意見，讓彼

此教學之間落差不要太大。（訪 GM，140620）」 

  在訪談的過程中，得知專案經理過去曾經在十三行博物館擔任過解說員，並

結識荒野保護協會的志工，當時，十三行博物館附近有一個挖仔尾生態保護區，

便會偕同一起去做自然觀察，因而開啟了與生態保護團體夥伴之間的交流，這也

為日後進到關渡自然公園服務種下了因。一開始進到關渡自然公園，則是先從現

場的遊客服務還有義工管理的部分開始做起，由於園區不定期的會有團體預約參

訪的申請，因此就必須安排適合的義工擔任解說人員，並做好團體接待與交流，

這和過去在博物館擔任解說員，在服務性質上是極為類似的，經年累月，也逐漸

在環境教育的領域投注不少心力，成為說得巧、教得好，也能規劃一手好教案的

環境教育專員。 

  「在還沒進入關渡自然公園之前，我有一個工作經驗是在十三行博物館當解

說員，那個時期認識裡面的一位志工，那位志工本身是荒野的志工，那十三行博

物館附近有一個生態保護區是挖仔尾，我們會去那邊做自然的觀察，那也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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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就有所接觸。離開十三行之後，也是因緣際會，這邊有缺。一開始進來時，

我們的部門是推廣部，因為關渡自然公園有一個自然中心，那我們有一些遊客服

務的部分，因為我之前有解說員的經驗，自己私底下又對自然觀察有興趣，所以

來到這邊服務。（訪 GM，140620）」 

3. 課程方案的規劃設計 

  本方案依學生的年齡層不同，共規劃「低」、「中」、「高」年級三套教案，每

套教案都有不同的教學主題和教具設計，希望能夠讓小朋友輕鬆又開心的學習。

另外，學校教師們並不會特別提出額外的教學需求，基本上教學主題主要就是配

合學校的學程，並參考幾個版本的教科書，幫助國小師生延伸學習對課程內容之

概念。 

  「老師不會特別提出他們的學習需求，主要就是知道有此活動方案就提出申

請，那時候我們的規劃主要也是配合學校的學程，像是自然科嘛，每一年的深度

會比較多一些，所以我們大概有參考幾個版本的教科書，所以才會分中年級的教

案和高年級的教案，或者是社會課，因為比較小的孩子不會講到鳥類構造，可是

他們都知道黑面琵鷺很厲害，或者是講到一些棲地的概念，我們也是儘量配合，

因為每個學校會用到的教科書版本不一樣，可是大家會講的範圍是差不多的，也

比較符合老師的需求。（訪 GM，140620）」 

  專案教師也會考量到教學品質並維持新鮮感，推陳出新各式不同寓教於樂的

教案。舉例來說：低年級的教案，就從一開始由教師演「手偶劇」給小朋友看，

到現在由小朋友聽老師讀完繪本故事後，戴上頭套，當起故事中出現過的小動物，

會有這樣的改變，原因在於配合車體到校進行戶外教學，教具的大小規模適中及

操作收納便利是不可輕忽的，手偶劇需要架設由木板拼湊起來的厚重舞台，在課

節轉換之間，教具的擺放收拾會造成流程上的負擔，因此衍生出現有的教案，透

過角色扮演的方式，也足以讓小朋友過過戲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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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候規劃的教案也是三套，其實一直以來都是三套教案，就是分成『低』、

『中』、『高』年級，針對年段的話，會比較好規劃。一開始的時候，低年級我們

會演手偶劇，我們有做杖頭偶，就是上面是鳥，然後下面有一根，然後我們還搭

了一個舞台，那個時候一開始的想法都很單純與天真，因為戲劇嘛…對比較小的

小朋友他們來說，是有幫助、效果好的。後來就發現，舞台太重了，是由好幾塊

木板架起來的，那個效果很好，只是就是它在操作上真的有困難，而且我們的車

子是那種小貨車，後面就是那種像東北角的咖啡車是那種掀起來的，前面只有兩

個位子。通常，我們會搭配義工，義工就是幫忙開車，還有和專職出去協助我們

教案的進行，常常會是有兩個，一個講師是我嘛，另外一個可能就也是女性的義

工。所以在舞台架設這部分會比較辛苦，有的時候又很尷尬，它可能第一節的時

候是一二年級，第二節又是五六年級，那東西有時候是可以不收，只是因為在戶

外的環境，風險很大，可能會倒掉，所以就變成說這樣收收放放，其實有點困擾。

後來，我們就是改變，改成由小朋友來演。（訪 GM，140620）」 

  至於中、高年級的孩子，由於擁有較充足的知識、理解與行動的能力，因此，

可以嘗試的教案變化相對來說也就比較多元，以中年級來說，無論是「拼」出一

隻鳥或「畫」出一隻鳥，教案設計的主要目的都是希望他們能夠學會如何觀察鳥

類的身體構造與特徵，並了解適合鳥類居住的生態環境。   

  「那中、高年級教案的部分，變化就比較多，我們目前是玩「創造出一隻鳥

來」，我們講得主要是鳥類的構造。去年的中年級的話，我們也是用鳥的構造，

我們是玩鳥拼圖，就是把一張鳥圖，也是 A4大小切成四塊，正面是一張鳥圖，背

面我就是把一些鳥的特徵寫出來，例如：小白鷺好了，全身羽毛是白色的，腳丫

子是黃色的，就是把一些特徵都寫出來，然後脖子是 S型的，所以我是：＿＿＿。

主要是提醒他們，其實我們平常看到的鳥阿，都有不同的特徵可以觀察，像牠嘴

巴扁扁的，可能就是雁鴨科，厲害一點的，可能是黑面琵鷺；如果尖尖的，你就

不要想是鴨子啦，鳥的構造也是判斷他們是甚麼鳥的一種方式，當然沒有辦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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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學術的方式跟這些孩子說，可是就外觀來說的話，其實也可以判讀。然後，會

提醒他們說，那你是在甚麼環境看到牠的，海邊的話，有一些山鳥，像是冠羽畫

眉科就不可能出現，也是提醒他們，其實在觀察鳥的特徵的時候，腳阿、翅膀阿

還有羽毛的顏色，這些都是可以觀察的。（訪 GM，140620）」 

  高年級的教案，從過去到現在，包括：賓果問答、水的奇妙旅程、鳥類的遷

徙，依照不同的教學主軸，安排適合的遊戲教具、海報以及靜態展板，以傳達濕

地、關渡自然公園、鳥類、哺乳類、水生植物、昆蟲、水資源循環等相關的學習

重點。 

  「再來，高年級現在進行的就是，鳥類的遷徙。那上一次的方案，和水有關，

就是水的奇妙旅程，那個方案是美國 project wet的一個教案，project wet的

教案其實有做過一些科學數據的調查，然後就直接引用，它有九個關卡，水的奇

妙旅程，我們會跟孩子討論說水的三態，存在在自然界當中，它有可能同時存在，

那只是它如何從固體變成氣體或者變成液體，那個方案就是有九關，有雲、有海、

有冰川、有湖泊、有河流、有地下水、有植物、有動物，還有土壤。高年級最先

最先的教案是玩賓果卡，我們有六面的展板，展版上面其實都是介紹關渡自然公

園，介紹濕地，介紹關渡自然公園的鳥類、哺乳類、水生昆蟲和水生植物，然後

我們每次去學校都會把它架起來。那時候想說五六年級嘛，認字的能力是夠的，

我們就拿一張也是 A4 的賓果卡，每一格都會有題目，那些題目的答案就是在六個

展版上面。（訪 GM，140620）」 

  本方案開著車到各個小學去做教學推廣，小朋友可以不用坐在教室上課，而

是坐在戶外陰涼的地方，聽專案老師所分享的重點，再配合操作活動，讓每一次

的教學都是和樂融融，意猶未盡。 

  「我們的特色就是不用在教室上課，然後就很輕鬆，對阿！因為我們有車子，

我們會在車子旁邊架展板，希望老師提供給我們上課的場域，必須是戶外、陰涼

的地方，可以停車又可以放小孩。我們最大的特色就是：開心學習，主要重點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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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濕地環境。我們的設定是比較偏向宣傳性質。我沒有辦法講很多，那如果你

想要多的話，可以來關渡自然公園，就是丟一個東西出去，如果他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丟漣漪回來。（訪 GM，140620）」 

四、 小結 

  如同美國的環境保育界先驅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女士，在《驚奇之心

（The Sense of Wonder）》一書中深刻的表達了她對於孩子接觸自然、親身體驗探索

大自然來滿足對於這個世界的好奇心的讚歎與重要性的支持。她認為如果事實是

種子，可以在日後產生知識和智慧，那麼情感和感受就是孕育種子的沃土，而童

年時光是準備土壤的階段（李毓昭譯，2006）。這段話也呼應了「高蹺鴴到您家」

專車到校服務的教育推廣意義，其實就是在孩子的童年時光，陪伴他們共同經歷

一場如蜻蜓點水般的環教課程，讓他們日後茁壯時，還記得小時候關渡自然公園

的老師們，曾經開著一部乘著鐵翅膀的專車，載著一隻高蹺鴴布偶，進到校園，

大家一起坐在車子旁邊，空曠的場地上，說說話、動動腦、動動手，轉化孩子們

在正規學校教育當中所學到的經驗與內容，培養孩子與生俱來的驚奇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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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田野觀察:「高蹺鴴到您家」進駐校園 

  本節將就「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的教學目標、時間場域、

活動流程與內容進行說明，並根據現場觀察的田野紀錄，探究本方案如何開著專

車進駐校園與學校師生互動，深入描述各年段的教學內容、課程進行的方式以及

教師所使用的教學方法與技巧，以理解實際執行本方案時，專案團隊和學校師生

之間配合和互動的情形，及本方案如何開啟正規與非正規環境教育之間的接觸與

交流。 

一、 教學目標 

  為了輔助學校環境教育的課程發展，增加學生對濕地生態與鳥類議題的知識

與學習經驗，關渡自然公園派遣『濕地狂想號』生態教育專車，至學校為小朋友

們進行有趣又好玩的濕地環境教育課程，並提供教師專業研習課程，以提升師生

環境教育的品質，共同認識關渡之美，了解濕地環境保育的重要性，讓學校與濕

地零距離。 

二、 時間場域 

  本方案主要配合學校每年度的教學期程，3~6 月（下學期）及 9~11 月（上學

期）均會執行到校服務，每次的活動時間為 40 分鐘，自第二堂課開始，進駐校園，

每日最多提供四堂課教學服務，一堂課以一個班級為限。教學場域則由申請方案

之學校行政同仁或教師準備開闊、涼爽的空間，以利課程講述及操作活動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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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流程 

  本方案依照國小「低」、「中」、「高」年段，規劃不同的教學主題與活動。

本年度的三套教學主題分別是：「繪本導讀」、「認識鳥類的生活環境」、「鳥

類的遷徙」。每一次課程進行的流程，可區分為：專案教師引導認識關渡自然公

園、濕地生態與鳥類（20 分鐘），進行操作活動（10～15 分鐘），解說與重要概

念複習（5～10 分鐘）。每場次活動進行前後，志工人員也會主動發送園區最新的

場域方案宣傳摺頁及相關活動訊息簡章給教師們參考，並蒐集教師的回饋意見，

作為關係建立和後續方案修正的參考依據；活動尾聲師生合影留念，為共學時光

留下一期一會的精采回憶。 

四、 活動內容 

（一） 開場介紹：認識關渡自然公園、濕地生態與鳥類 

1. Say Hello~相見歡 

  每節上課開始，各班老師都會領著學生們，守秩序地來到空曠的上課地點、

專車停放處旁，和專案教師以及隨同志工和研究者互相問好，拉近彼此的距離後，

隨即進入上課的重點。 

  「你們好！我是從關渡自然公園過來的，我姓Ｏ，我叫ＯＯＯ。今天跟我一

起來的還有兩個人喔！這一位是Ｏ老師，這位是Ｏ姊姊，跟我們說聲 HI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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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認識濕地：有水、有土、有草（水生植物）、有蟲、就有鳥 

  首先，專案老師一定會要大家弄清楚：「何謂濕地」，建立學生在本課程學習

當中最基本的觀念。「今天第一個任務就是我要跟你們介紹，我說我從關渡自然公

園來對不對，那我跟你們說喔！關渡自然公園本身是一個濕地，來！請告訴我，

甚麼叫做濕地？」這時小朋友他們就會動動腦筋，拋出答案，回應老師的問題。 

  為了讓小朋友認識濕地，專案教師設計了一段層次分明，朗朗上口的口訣，

讓小朋友在不斷複誦的過程當中，能夠輕易地理解有水、有土、有草（並特別強

調這種草必須是水生植物，也呼應了小朋友在四年級自然課本中會學習的內容）

的地方，就是構成溼地環境的三個先決條件，在這樣的環境當中，自然而然就會

招引蟲兒和鳥兒的徘徊駐足。 

「專案教師：『有水，有土，就有草～』換你們（小朋友覆誦） 

 很好，我要加東西囉！ 

 『有水，有土，有草，就有蟲～』換你們（小朋友再覆誦） 

 很好，我要繼續加東西囉！ 

 『有水，有土，有草，有蟲，就有鳥～』換你們（小朋友又再覆誦） 

 很好，解釋一下最後這句話喔！ 

 專案教師：『鳥會來吃誰？』小朋友：『蟲』 

 專案教師：『那蟲會來吃誰？』小朋友：『草』 

 專案教師：『那沒有水沒有土，你覺得長得出草來嗎？』 

 小朋友：『長不出來～』 

 專案教師：『很好，所以我們說甚麼是濕地，它有三個東西一定要有！你們 

 覺得是哪三個？』 

 （小朋友有各式各樣不同的回答） 

 專案教師：『ㄟ～你們很棒喔！你們有挑到三個最重要的，就是有水、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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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草。所以有水、有土、有草的地方，我們就稱它為濕地。』」 

  好玩的是，為了強化低年級小朋友的記憶，並增加活動趣味性，口訣中還會

特別加入手勢，在邊唸邊跟著做的同時，一整片的濕地生態彷彿從大家的手勢當

中行雲流水地比劃出來了。中、高年級的小朋友，則會再進一步教他們濕地依照

形成原因的不同，又可區分為「自然濕地」與「人工濕地」兩種類型，如果是經

過風吹、日曬、雨淋、河流沖刷，在自然環境下形成的濕地，就是「自然濕地」；

若是人為營造的濕地，則稱作「人工濕地」，比如水稻田是人為種植出來的，即

屬人工濕地。 

3. 認識候鳥：一個與「高蹺鴴」有關的故事＠關渡自然公園 

  第二個任務，專案教師會問小朋友濕地裡面有甚麼小動物？小朋友非常熱情

地把「螃蟹、蝌蚪、青蛙、鳥、蜻蜓、魚、蟹、蝦子、泥鰍、彈塗魚、烏龜…」都

搬出來了，由於課程主題聚焦於關渡自然公園當中最重要的訪客～鳥類，因此老

師就要開始為大家說一個，發生在關渡自然公園與「高蹺鴴」有關的故事了。 

  有關於這段故事的背景是這樣的：屬於濕地環境的關渡自然公園，在民國 52

年時，還不是自然公園的時候，其實是一大片的水稻田，每逢秋收、冬藏之季以

後，一望無際的遼闊田野，是冬候鳥們渡冬的港灣。「高蹺鴴」是一種冬候鳥，

會隨著季節轉換，飛越不同國度定居，牠的身體羽毛黑黑的，翅膀羽毛白白的，

最特別的是，有著一對又細又長的紅腳ㄚ，就像踩著高蹺一樣，也成了名字的由

來。每逢冬季，高蹺鴴牠們就會從北方寒冷的家鄉往南飛，飛到關渡來避冬，等

到春夏季節，天氣變暖和時，就會從關渡自然公園回到北方，牠們出生的地方生

寶寶，每年都這麼不辭辛勞的來回遷徙。 

  好景不常，當時發生了一場葛樂禮颱風帶來空前絕後的豪大雨重創台灣，政

府為了解決淡水河水出海口壅塞問題，因而決定炸寬獅子頭隘口，河道拓寬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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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於排水，但出海口的潮汐因沒有隘口的阻擋，不時撲向地勢低平的土地，使得

肥沃的良田一夕之間變成殘留鹽分的沼澤爛地。這時，已不適合再種田的關渡平

原開始危機四伏，變成不肖人士任意傾倒廢土，興建違章建築的地方，往日旅鳥

的驛站已不復見，為此愛鳥人士憂心忡忡，為千里而來的北國訪客們倡議奔走，

引起政府的重視，特別為了牠們保留一塊溼地淨土，因而成立了關渡自然公園。 

經過多年的搶救，水鳥們終於慢慢地重新依戀上這塊南方伊甸園，就在關渡

自然公園正式對外營運的第三年夏天，關渡自然公園裡的工作人員竟然發現有一

群高蹺鴴不想回家了，牠們決定留在公園裡生寶寶，繁殖下一代！這讓所有為關

渡自然公園付出心力的夥伴們喜出望外，這代表這片得來不易的濕地，生機復燃，

這筆紀錄象徵眾人為關渡昔日風華努力的見證。好事傳千里，為了將這件事情分

享給更多的小朋友，因此關渡自然公園就開著車，來到「小朋友家附近的學校」

造訪，這也就是課程名稱：「高蹺鴴到您家」的由來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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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翦影 

  

「濕地狂想號」 

生態教育專車 

ㄅㄨㄅㄨㄑㄧㄣㄑㄧㄤㄑㄧㄣㄑㄧㄤ

到校服務囉！ 

  

本日之星~高蹺鴴~ 

身體羽毛白白的，翅膀羽毛黑黑的， 

腿好紅又好長喔！  

幼兒園小朋友 

搬著小板凳，準備來上課囉！ 

  

初次見面 

先和老師 say hello 吧~ 

學校頒發「感謝狀」 

謝謝老師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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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低年級教案：繪本導讀─「來啊！來啊！來關渡」 

在帶領低年級的課程進行時，專案教師使用的教材是關渡自然公園出版的手

繪繪本：「來啊！來啊～來關渡」，是一本以高蹺鴴築巢育雛為腳本的生態故事

書，希望透過生動有趣的內容引發學童對濕地的好奇與想像，進而產生愛護濕地

與環境保育的行動。 

「大約在園區成立第二還是第三年的夏天，我們發現有一群高蹺鴴留下來繁殖，

這個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鼓勵，因為整個環境變好了，他們才會留下來，所

以我們就把這件事情請繪畫家幫我們畫成了一個兒童繪本，那我們低年級的教案

就以這本繪本為主。（訪 GM，140620）」 

繪本故事主要描述一對初為父母的高蹺鴴飛至關渡自然公園尋找築巢地點，

於過程中無意間獲得青蛙、白鷺鷥、褐頭鷦鶯和黃鼠狼等其他動物夥伴分享養育

經驗，最後終於順利產卵，撫育自己的寶寶健康成長。 

  聽故事是孩子們的天性，繪本中的圖像語言則提供他們認知和想像的素材，

適當的運用繪本進行說故事教學，能夠使孩童易融入於書中情境，潛移默化孩子

們的心靈。此外，由於孩童受限於由於年齡、環境、時間等因素，能夠親身經歷

及親眼看見的事物有限，因此，透過繪本也能夠幫助兒童更貼近實際生活經驗，

不僅能和已經歷過的舊經驗結合，還可以拓展新經驗的學習與體認。 

  劉美玲，王佩蓮（2003）綜合相關的研究，歸納出利用兒童故事進行教學順序

大致分成三個階段：故事進行前、故事進行中以及故事進行後，而教學內容在故

事進行前的活動主要在引起學生的興趣與學習動機，並喚起學生的舊經驗；在故

事進行中，則需注意學生的反應，適時提出問題進行討論；在故事進行後，則是

故事延伸活動，例如重述故事、製作小書、角色扮演等，以幫助學生對故事的理

解，並鼓勵學生表達他自己的感受及想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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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故事進行前，專案教師先用好玩的口訣帶動作，幫助小朋友認識濕地

環境後，便從教具百寶袋中變出一隻高蹺鴴玩偶，坐在老師旁邊，充當小助教，

活靈活現地陪著大家一起上課。故事進行中，在繪本裡出現了各式各樣的小動物

們向高蹺鴴爸爸媽媽推薦自己的家，每介紹一種小動物，講完一個段落，老師為

了確認小朋友的專注以及反應，便會穿插幾個問題反問大家，教學的節奏充滿互

動與趣味。提到鷦鶯的段落時，老師還會再變出一個鷦鶯的巢，只有手掌般的大

小，塞不進好大一隻高蹺鴴在裡面孵蛋，藉此機會，讓小朋友見識一下小動物們

的家。圖畫書的生動精美，教材的恰到好處，再搭配上老師抑揚頓挫的語調，小

朋友容易投入在故事的情節，與書中角色與情節融為一體，而產生各種好奇與驚

喜的情緒，刺激他們學習的渴望。 

  故事進行後，則是驗收小朋友的學習概念及角色扮演的時間。老師依照書中

的脈絡情節，丟幾個問題讓大家舉手搶答，回答正確者則由志工老師在專車後作

好準備，替小朋友戴上頭巾，頭巾前方畫有自然中心及小動物的圖案，戴上頭巾，

角色分配好後，孩子就會輪流跑到專車前面，順著老師的旁白，一搭一唱的演起

情境劇，輪流當個小主角。 

「我們做了兩頂高蹺鴴的帽子，就是一公一母的鳥頭阿，再來就是把其他的生

物，就是書本裡面的彩繪圖輸出後，黏在頭帶上讓他們戴著，再挑小孩出來演，

挑小孩的方式就是問問題回答，讓他們有參與感。（訪 GM，140620）」活動的尾聲，

為鼓勵每個孩子討喜的表現，大家都可以得到小禮物「紙水鳥」一隻，由志工們

貢獻心力，摺出的紙水鳥暗藏玄機，只要拉住身體的前後兩端，翅膀就會啪啪的

振動起來，讓小朋友們興奮不已，津津有味的把玩著，所有老師們在一旁照料著，

也是滿心歡喜。 

低年級的孩子們，剛從幼兒園躍升為國家九年一貫課程的培育種子，不加修

飾的童稚，熱情回應老師妙語如珠的口白，藉由共讀討論、角色扮演，關渡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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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的濕地和鳥類，和大家成為了好朋友，小腦袋裡面的知識庫存放了這筆紀錄，

一場深入淺出的環教活動就此和孩子們的學習經驗有了最初的連結。 

「這個事情後面有一個印象深刻的，我覺得很好的是，我們那天就是去學校，

之前有申請過，後來又重新申請的，去了第二還是第三次，他們的小孩很可愛，

看到我們就跑來呀，看到我們的那些教具，就說：『有有有！我以前有演自然中心。』

因為裡面有一個角色，叫做自然中心，不能亂動。所以那個也是蠻有趣的，那個

時候第一個回饋是：『哇！你還記得阿！』那我會覺得，至少我問你：『甚麼是溼

地？』你可能會有一點概念吧！因為，我們強調的重點其實不多，就是幾個點，

畢竟一二年級的小朋友。（訪 GM，14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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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剪影 

  

故事繪本（封面） 

來啊！來啊~來關渡！ 

好久好久以前，有一群 

高蹺鴴來到關渡自然公園生寶寶… 

  

活潑有趣的教具 DIY~ 

高蹺鴴爸爸媽媽的鳥頭 

有誰知道答案的呀？選我選我！ 

答對的可以演戲給大家看喔！ 

  

聽完故事後~ 

    輪到小朋友角色扮演囉！ 

大家都表現得很好 

 來一張大合照吧！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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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年級教案：認識鳥類的生活環境─「創造一隻鳥」 

  中年級的部分，主要是要讓小朋友理解適合鳥類棲息的生活環境，並且學會

觀察鳥類的身體構造，再藉由分組討論的過程，在畫板上創造各組獨一無二的飛

羽精靈。 

  首先，老師會問大家的是：「鳥類和其他動物最大不同的地方在哪裡？」一陣

唇槍舌戰就此展開。 

小朋友：「有翅膀」，老師：「 蝴蝶也有翅膀阿！」 

小朋友：「會飛」，老師：「蜻蜓也會飛！」 

小朋友：「嘴巴尖尖的」，老師：「鱷魚的嘴巴也很尖阿！」 

小朋友：「大小不同」，老師：「我們大小也不同～我比較大隻，你們比較小隻！」 

小朋友：「顏色不同」，老師：「我們家阿貓的顏色也和別人家的不大一樣！」 

小朋友：「沒有牙齒」，老師：「鳥沒有牙齒，可是青蛙也沒有牙齒！」 

小朋友：「兩隻腳」老師：「我也兩隻腳ㄚ！」 

  老師想要先跟小朋友強調的是，鳥類獨有的特徵在於牠們的身體表面覆有「羽

毛」，這些羽毛和哺乳動物的毛髮並不相同，鳥類的羽毛有「羽軸」，當牠們自由

飛行的時候，羽毛彼此牽連密合，幫助翅膀撥動空氣來飛行，也可以減少體熱的

散發，有保溫的作用。口說無憑，為了讓小朋友見識一下，老師的手上獻上了一

束大羽毛，大家仔細端詳著其他小動物望塵莫及的法寶。授畢後，老師突然拋出

一個問題，考考小朋友：「有沒有甚麼動物，牠不是鳥類，可是有羽毛？」腦筋急

轉彎時間，為了避免大家提出許多魚目混珠的答案，因此先確認鳥類是一種「兩

枝腳，有羽毛，卵生」的動物，好玩的是，孩子們存疑似鳥非鳥的答案，舉凡「鴨

子、雞、企鵝、孔雀、鵝」均為鳥類，至於其他離譜的答案，像是「鱷魚、長毛

象、毛毛蟲」，弄得老師吹鬍子瞪眼睛的反問：「牠們的羽毛在哪裡？」一番你來

我往的問答之後，答案正解：「就是沒有啊！」小朋友這時全然認同，羽毛是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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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有的特徵這回事了，世界上確實沒有不是鳥類，還有羽毛的小動物。這樣做的

目的，是為了讓小朋友學會思考老師說的話，而不是囫圇吞棗的照單全收，教學

不一定是甚麼大學問，可是要教得好就必須要使一些小技巧。 

  接下來，要開始進行分組操作遊戲，活動前，老師先說明活動進行的方式。

一共四組，每組小朋友都會分配到塑膠盒、白板、麥克筆、板擦以及鳥類圖鑑摺

頁各一。塑膠盒裡面裝得是鳥的五種嘴喙圖案，每一種嘴喙圖案旁都有一塊說明

牌，解釋嘴型的特徵以及適合吃的食物；四種爪型圖案，同樣搭配著說明牌，解

釋爪型的特徵以及行動的方式；還有四種翅型的圖文說明牌；白板的背面則是貼

著不同的鳥類棲地圖片。 

  由於不同的棲息地，適合不同的鳥類生存，因此，各組都必須要討論自己這

組分到的白板背面，所貼的鳥類棲地圖片為何，再去選擇適合在這張棲地圖片中

生存的鳥類嘴喙、爪型圖案與說明牌以及翅型的圖文說明牌，貼在白板正面。老

師提醒大家，這個時候鳥尚處於神隱狀態，一定要拿起手邊的麥克筆，動動手把

鳥的頭、身體、翅膀畫出來，才算是大功告成喔！畫圖的時候，心意最重要，因

此鳥類圖鑑摺頁，是給小朋友參考鳥類不同的形態，禁止臨摹。成品出爐後，教

具收拾整齊，再歸還給老師，做得最快、最完整的組別，可以得到精美小禮物～

「紙水鳥」一隻。 

  「中年級我們目前是玩『創造出一隻鳥來』，我們講得主要是鳥類的構造，一

開始，我們會給小朋友一張圖片，我會讓他們討論，如果你是一隻鳥，在這個圖

片中，你可以吃那些東西。講完以後，我會給他們一個盒子，盒子裡面有不一樣

的鳥的嘴巴，鳥類嘴喙的形式會決定牠吃東西的形式；另外一個是鳥爪，像『有

蹼』或是『沒有蹼的』，『三前一後』的或是『兩前兩後』的，甚麼樣的鳥爪關係

到牠的棲息地，像是啄木鳥的鳥爪，就是兩前兩後，一般我們看到的麻雀是三前

一後，其實這牽涉到牠棲地的概念，一定要適當的棲地牠才能夠活得好。另外一

個，就是翅型的部分，有一些，即便都是候鳥，但是牠翅型不一樣，可能就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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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種類。如果是『狹長型』的話，可能就是海鳥那一類的，如果比較是『橢圓

形』的，可能就不是候鳥，而是留鳥，如貓頭鷹那一類的，比較不適合長途飛行。 

  就是我們會把鳥的各部構造拆解，然後，我們也有給圖案吸鐵，嘴巴旁邊有

個說明牌說明這個嘴巴是適合吃甚麼東西的，或者，這種腳是適合在哪裡行動的？

這個翅膀是適合在甚麼樣環境？高速飛行或是長程飛行？然後，圖的背面其實是

個白板，就變成說剩下的部分，請小孩畫下來，因為只有嘴巴和腳，沒有看過這

種鳥吧？！我很喜歡這個教案的原因，是因為小孩畫出來的鳥，都很有療癒性。（訪

GM，140620）」 

  每次的分組討論操作活動，計時約 10~15 分鐘，等到各組都創造出一隻鳥後，

專案老師就會開始判讀檢視小朋友有沒犯了牛頭不對馬嘴的搭配錯誤。比方說：

在樹林環境中生存的鳥類，牠的翅型應該是橢圓形的，不能飛很久很遠，爪型應

該是對趾足。再比方：啄木鳥，可以幫助鳥類抓樹幹抓得緊緊的，而嘴喙則應該

是短錐形嘴，方便啃果實、種子等等的，這種類型的鳥，稱作「留鳥」，也就是一

年四季都在同一個地方生活。如果需要長程飛行的鳥類，像是「候鳥」，牠們的翅

膀則會是狹長型的，比方：海鷗。或者像是寬弧型的翅膀，也是適合長途飛行的。

那麼，若是在需要涉水的濕地環境中生存的鳥類，牠們的腳爪則會是趾間有蹼的

蹼足。 

  「主要是提醒他們，其實我們平常看到的鳥阿，其實都有不同的特徵可以觀

察，像牠嘴巴扁扁的，可能就是雁鴨科，厲害一點的，可能是黑面琵鷺；如果尖

尖的，你就不要想是鴨子啦，鳥的構造也是判斷他們是甚麼鳥的一種方式，當然

沒有辦法用很學術的方式跟這些孩子說，可是就外觀來說的話，其實也可以判讀。

然後，會提醒他們說，那你是在甚麼環境看到牠的，海邊的話，有一些山鳥阿，

像是冠羽畫眉科就不可能出現，也是提醒他們，其實在觀察鳥的特徵的時候，腳

阿、翅膀阿還有羽毛的顏色，這些都是可以觀察的。（訪 GM，140620）」 

 



 

 133  
 

  綜觀每一組創造出的一隻鳥，環肥燕瘦，各異其趣。小朋友邊聽老師分析，

邊看著同學們畫出來的鳥吱吱，既獲得新知，也笑開了懷，這堂課的目的，也就

充分達成了，有朝一日，每個充滿潛力的孩子，或許都有機會成為出色的鳥類觀

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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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剪影 

  

鳥類和其他動物最大的不同就是 

有羽毛喔！（相信嗎？） 

小朋友要學會辨識 

適合鳥類生存的環境喔！ 

  

也要學會觀察鳥類身體構造喔！ 

 （「創造一隻鳥」遊戲規則說明中） 

分組討論~ 

合力創造一隻獨一無二的飛羽精靈~ 

  

成果驗收~ 

嘿！Are you angry bird?長得很特別喔！ 

解析評量~ 

檢討大家有沒有犯了粗心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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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高年級教案：鳥類的遷徙 

  高年級的部分，老師要帶大家認識的是鳥類的遷徙行為、東亞地區水鳥主要

的遷徙路線以及在遷徙當中會面臨到的問題。首先，老師告訴小朋友鳥類之所以

會遷徙，是因為季節的更替所引起的食物量變化，需要覓食的緣故。 在北方，夏

季日照時間長，植物茂密，昆蟲繁盛，為鳥類提供了豐富的食物，有利於繁殖活

動；而到了冬季，食物匱乏，氣候惡劣，鳥類不得不離開寒冷的北方，到南方氣

候較溫暖，食物豐富的地方過冬。因此，鳥類的遷徙是一種生存的本能。 

  接下來，老師會請大家看向吊掛在專車內部的橫幅大型輸出海報，那是一張

東亞到澳洲水鳥遷徙主要路線圖，這張海報上列了兩條主要的遷徙路線，一條路

線是從西伯利亞、俄羅斯，沿著陸地的上方往南飛，另一條路線，則是從北美洲

阿拉斯加橫越太平洋飛越來到台灣，無論是哪一條路線，鳥類遷徙會面臨到的一

個很重要的危機，就是棲地的消失。棲地是鳥類的驛站，提供牠們下一次長途飛

行所需要的食物來源與能量，可是由於人為開發或者全球暖化等因素，導致鳥類

流離失所，生活無以為繼，這對於牠們的遷徙，將帶來不利的影響。關渡自然公

園位座落於在台灣的北邊，鳥類從北朝南飛行，會先抵達台灣的北邊，所以這個

環境，對牠們來說是很重要的，因為可以提供很多遷徙的候鳥一個重要的棲息地。 

  「再來，高年級現在進行的阿就是，鳥類的遷徙，那鳥類遷徙要飛嘛，五、

六年級的孩子比較清楚遷徙的概念，一開始的話，我也是先帶過濕地，並提到濕

地會有很多候鳥在這邊，也會和他們討論為什麼要遷徙，討論好了之後，我們有

特地在做一張海報，主要是東亞地區水鳥的遷徙地圖。有兩個主要的遷徙路線，

當然有很多，我是主要特地挑兩個遷徙的路線。那牠們可能從最先西伯利亞沿著

海岸線是一條，那另外一個是從北美洲阿拉斯加橫越太平洋過來，又是另外一個

路線。路線的部分要強調的就是棲地的消失，這是候鳥遷徙遇到的重大危機。那

關渡自然公園這個棲地也曾經消失過，曾經變成是垃圾場嘛，是經過很多年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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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才把它恢復，可是其實環境有一些變化，有一些鳥幾乎沒有甚麼機會再被看

到在這個地方。主要強調的是遷徙和棲地的概念。（訪 GM，140620）」 

  高年級的操作活動，則是要小朋友模擬鳥類遷徙飛行，使用的教具是「無繩

跳繩」，由於無繩跳繩上有計數器，因此，各小組成員接力跳，累計次數最高的

那組，可以抽一張「命運牌」。命運牌一共 15 張，牌面顯示的是鳥類遷徙時會面

臨的狀況，比方：「遷徙途中，棲地消失，數量減半。」由於次數高表示身體好，

就算棲地消失，仍然可以飛到下一個地方去覓食，因此，是身體最不好的那組數

量被扣分；也會抽到像是：「遇到大雷雨干擾，方向錯誤，回到原點」的牌示，所

以次數最低的那組要歸零。循著同樣的模式，總共會玩三個回合，奇怪的是小朋

友總是抽不到好牌，原來是被老師設計了！14/15 的機率會遇到颱風、雷雨、獵人、

天敵、棲地消失或者被破壞、感冒等等，唯一的一張好牌是：「遇到愛鳥人士的賞

鳥船可以搭乘」，只有 1/15 的機率，表示鳥類在遷徙的時候，其實會面臨到非常多

棘手的問題。活動結束後，三個回合的總數累計起來，分數最高的勝利，可以拿

到小禮物～「紙水鳥」一隻。 

  「再來，我會進行的活動，一樣是分四組，然後讓他們跳繩，而且我那個跳

繩是無繩跳繩，就是上面有計數器，然後進行跳繩，我會跟他們說，因為鳥類用

飛的，那我們沒有翅膀，所以對照起來，好像只有手比較像是翅膀的部分，一組

一組就用跳繩的方式來進行鳥類的遷徙。然後可能就是會分二到三回合吧，每一

回合結束之後，因為它有計數器，所以我們會判斷哪一組跳的最多，跳的最多的

那一組，可以抽一個命運牌，命運牌有十五張，然後只有一張是所謂的好牌。因

為鳥類的遷徙過程中會遇到好多的困擾，像是棲地的消失、禽流感、颱風、雷雨、

獵人，我們會讓分數最高的抽，抽出來都是爛牌，然後他們就會很哀怨，然後我

就會趕快安慰他們，你們飛的最多，表示你們身體最好，所以遇到事情的不是你，

而是分數最少的那一組，所以臉垮掉的就換另一組。那這也是要強調說鳥類遷徙

上會遇到的困難。因為會跳三回合嘛，所以就會抽三次牌，抽三次牌感受就會很

 



 

 137  
 

深，因為每一張牌都是爛的，只有一張是好的，所以他們感受就會很深，然後就

會稍微跟他們說明一下，鳥類遷徙的困境其實很多其實都是人類造成的，那就是

稍微提一下我們要怎麼幫助牠。有的小孩很天真，他們說抓起來，直接送到目的

地，我想說你最好知道牠目的地在哪裡。哈哈，其實我們可以做的就是不要破壞

環境，讓那個棲地是長久下去的。（訪 GM，140620）」 

  在這堂課中，幫助高年級的孩子們建立了人類在面對環境問題時，應該具備

的正確態度與價值觀，鳥類為了生存與繁衍下一代，必須南來北往的飛呀飛，關

渡自然公園的溼地生態環境，則讓飛鳥困倦時，有個避風港足以停靠，也增加人

類親近鳥類的機會。這也讓我們了解到人類行為、棲地環境、鳥類遷徙，並非各

自獨立的課題，大自然中的一切都是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的循環鎖鏈，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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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剪影 

  

認識東亞－澳洲 

水鳥主要遷徙路線 

高年級教具：無繩跳繩 

有計數器的功能 

  

模擬鳥類的飛行 

努力跳！用力跳！  

抽張命運牌吧！ 

原來鳥類遷徙會遇到這麼多問題ㄚ~ 

  

唯一的一張好牌： 

遇到愛鳥人士的順風渡輪，抽到了嗎？ 

獎勵小朋友的小禮物 

紙水鳥一隻，啪啪~翅膀會動喔！ 

 



 

 139  
 

五、 小結 

  本方案自民國 100 年至研究者實際田野觀察的這段期間，已歷經很長一段時間

的推動，這台「濕地狂想號」專車牛馬風塵，備受辛勞，載著專案團隊上山下海

的跑遍北部地區各鄉鎮小學，在為國小的環境教育貢獻心力同時，也替關渡自然

公園擦亮了招牌。「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提供了專業的人力

以及教學資源進駐校園，讓學校師生發現台北郊區的關渡自然公園，原來有這麼

多豐富有趣的生態知識，可以與大家分享。然而，受限於時間與地點因素，如何

在短短的 40 分鐘內，恰如其分的把各年段的教學主題表達清楚，並引起孩子的學

習興趣，是需要經驗累積的，舉凡：教案應該如何設計、教具的製作、教學方法

的運用、教學現場秩序的掌控與和孩子說話的技巧，都是必須注意的地方。此外，

自然中心要到校推廣一場成功的環境教育活動，需要多方的配合與協助，活動經

費的挹注、學校行政的支援、班級教師的協調、同事間的互助、志工的服務，彼

此環環相扣，缺一不可。依照實際走訪的經驗，可以肯定的是「到校服務」無疑

是學校與自然中心共同協作環境教育的一個良好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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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兩所小學：環境教育可以不一樣 

  本節將就實地到校田野觀察場域中，擇定一南一北兩所學校，分別是大安區

的銘傳國小和金山區的中角國小進行後續章節的研究，探討的是學校環境教育對

於學校教師的意義及推動現況，與教師教學實務面臨的教學困境與相關需求；並

就「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活動前、中、後各階段所涉及的相關

問題進行討論，以對於對於學校和自然中心環境教育協作所創造的收穫與回饋作

整體性的檢視，據以歸納本方案輔助學校環境教育延伸學習的功能與機會。 

一、 學校環境教育的推動現況與實務 

  目前國內大力推動環境教育，自九十學年度起即實施國中、小九年一貫課程，

並規劃在七大學習領域中以議題融入的方式來實施環境教育活動，因此，環境教

育議題未單獨設立科目，也沒有固定的教學時間和內容，完全視教師依據課程的

安排以及學生學習的需要，來規劃適合學生的教學主題與內容，希望能夠培養學

生學習到帶得走的能力，而非只是背不動的書包。 

（一） 城鄉小學，一南一北：銘傳國小與中角國小 

  在本期田野觀察實際走訪的各所學校當中，為了瞭解學校環境教育的發展現

況以及教師在教學實務上所面臨的困境與相關需求，依照城鄉劃分，擇定兩所小

學作為主要訪談的對象。其一為台北市大安區的「銘傳國小」，與全國第一學府

國立台灣大學比鄰而居，位處南區文教風氣鼎盛的城市樞紐地帶，令本校在各類

教學資源的取得，相對便捷；此外，南港山系綿亙在學校的東南方，也為野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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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從山林穿越水泥叢林，到城市邊緣活動提供了遷移的路線，因而銘傳國小作為

城市中的綠洲小學，得天獨厚的含有豐富的動植物生命。 

  其二為新北市金山區的「中角國小」，位於新北市金山區北海岸一帶，是一

所六個班級組成的偏遠小學。學校位處於「中角沙灘」與「跳石海岸」的交界位

置，除了因為緊鄰著「東海」，海邊的植物景觀豐富之外，也因地處「陽明山系

尖山仔」的邊陲地帶，學校周圍附近豐富的林相資源提供了原生植物、鳥類以及

各種昆蟲的繁衍。位處台灣北邊的北海岸地帶，這裡是許多候鳥往返的場所之一，

做為觀察鳥類以及蝶類生態的場域而言，中角國小的位置無疑扮演著一個非常合

宜的角色。 

  由於各校環境與生態特色不一，因此，將環境教育議題融入於各科領域的教

學方式與主題也不盡相同，一樣的是為了養成學生從小就願意親近環境，提升孩

子們對於環境的知識、情意、技能等目標成分，各校無論是學校行政或是班級教

師均投注相當的心力，規劃安排適合學生的課程與活動，這種以「學生為中心」

的教育活動設計，可促成階段性環境教育目標的達成。 

（二） 學校環境教育對於學校教師之意義與推動方式 

  隨著九年一貫環境教育的實施，環境教育是一們跨多門學科的整合性教育課

程，其中以培養學生能夠出現「負責的環境行為」，成為「負責任的公民」為最終

教育目標，因此，教師在幫助學生認識、觀察生活周遭的環境問題，建立學生正

確價值觀，並發展學生解決環境問題的行動技能與經驗，責無旁貸的扮演著最重

要的供給者角色，在此結構下，教師應該自我要求，與現所重視的教育議題接軌，

多方學習與協作，以發展課程實施的模式，方有益於受教者。 

  銘傳國小的受訪者林老師，本身是一位自然科專任教師，教育背景為國北師

院自然教育研究所畢業，已在所任職的小學服務將近 20 年，認為環境教育就是在

確立教學主軸後，並採取議題融入的方式來教導學生，舉凡日常生活中的新聞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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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或是各種能夠幫助學生學習的相關知識均為涉獵範圍，而學校自然科老師也

應該具備重大議題課程設計的能力。 

  「環境教育它應該不是當作一個主題來教，我想融入到各科去，融入到你每

一個單元裡面，只要相關的都去提到，或者是對小孩子行為的要求，這個都是一

種環境教育啦！所以真的很難去把它講得很完整。教學是有一個主軸嘛，那如果

和課程有所相關的，當然是在課程裡面去呈現，現在各校，我們每學年都會發展

一個重大議題的研究，那像這學期，我們是做了一個水資源，就是我們自然科老

師自己另外有再設計一些課程，大概是這個樣子，那其他的議題就是儘量融入在

課程裡面，新聞與時事有關的。（訪 ST-1，150507）」 

  另外，中角國小的受訪者黃主任，為學校的教導主任，教育背景為國小教育

一般科，分發至本校服務兩年，現接任學生教導的工作，經由主任詳盡地分享，

了解到學校由於地理位置與生態環境極富特色，雖然是偏遠小校，但是校內所有

教學工作者皆以真、善、美、愛與希望作為學校願景，共同致力於學校本位特色

課程的推展。 

  「我們學校的特色其實還蠻多元的，像是閱讀、生態、品德還有衝浪、海洋，

這些都是我們的特色，然後老師們都很願意也很努力，一直在深根這些屬於我們

自己特色的面向。（訪 ST-2，150515）」 

  學校積極推動環境教育的實踐方式，包括：向教育局申請環境教育教學方案，

本年度「海洋教育」以及「諾亞方舟」兩個方案均審核通過，並獲得資源與經費

挹注。「海洋教育」課程為校本課程的核心，奠基於此校本課程，期待每學年度

每個年段的孩子都受到系統性的海洋教育課程洗禮；而「諾亞方舟」方案則是教

導孩子們要有辨識金山地區濱海動植物的能力，了解中角一帶原生種海濱植物的

特色與生長條件，並引導學生在校園內復育原生物種，此外，也培力學校三到五

年級的學生及學生家長、教職員工和社區民眾擔任志工解說員，讓他們日後也有

能力做校園生態的導覽和簡介。 

 



 

 143  
 

  「我們學校也有申請教育局裡面的案子，如果是環境這一塊，會分給兩個處

室在處理，像教導這邊的話，有跟教育局申請【海洋教育】這個案子，總務處那

裏也有【諾亞方舟】，就是原生植物環境教育的方案，我們都有寫計畫跟局裡申

請，今年度也雙雙都有再獲得補助。那時候會申請，其實也是因為我們校本在推

動的時候，會很需要資源的挹注以及經費的來源，所以，我就根據我們學校的特

色去寫計畫，這樣子在做我們環境教育方面的推動，等於這些計畫的挹注，都是

我們推動學校特色課程的經費來源。（訪 ST-2，150515）」 

  此外，校園每個月固定舉辦一～二次的生態日，由校內對於生態較為專精的

三位級任老師共同規劃生態日的課程內容，並教導學生認識中角一帶的動、植物

及校內原生物種的復育。校內老師自己也有組成生態社群，編了一本「散步中角」

的教材，以圖文並茂的方式介紹學校附近的濱海植物。 

  「學校在推生態這方面，老師都很努力。像我們一個月至少都有一次到兩次

的生態日，老師們就是會運用他們所學的，和小朋友介紹校內的生態、動植物。

可能因為我們這個環境比較天然，所以老師們就覺得說，不要浪費這樣的資源，

就把這些介紹給孩子。校內對環境教育較有專精的老師，他對生態、對蝴蝶很熟

悉，也會介紹比較多相關這一方面的知識給小朋友，再來，我們校內老師自己也

有編一本【散步中角】，是一本介紹生態的書，有介紹我們學校附近的濱海植物，

那這個其實是老師們組織生態社群，自己去編的教材。（訪 ST-2，150515）」 

除了校內的老師以外，還有外聘一位與中角國小配合良久，十分熟悉金山人文史

地的當地教師，負責學生校外海洋課程體驗與踏查的學習。 

  「像我們學校因為是在中角灣和跳石海岸的交界，所以我們的校本課程，一

到六年級都會有沙珠灣的介紹，帶他們去看沙灘植物、潮間帶的生物，或者去清

水濕地踏查、賞鳥，我們有外聘當地一位叫卓老師的，他對金山人文史地都很了

解，所以他都會帶孩子們去觀賞潮間帶的生物，讓孩子對環境教育有比較深的了

解。（訪 ST-2，15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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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教育對學校教師而言，已是生活的一部分，不只是為了應付教學或者行

政的業務，理應讓學生們自小就懂得愛護環境之美，珍惜大自然所帶給我們的一

切。因此，學校教師在將環境教育議題融入到校本科目教學時，都會有竭盡所能

地將相關知能教給孩子，目的就是希望能夠幫助孩子在以學校作為正規教育學習

的基礎場域中，不斷的充實精進自己，對於他們日後在綜合其他非正規領域課程

的學習時，能夠觸類旁通，擁有更深更廣的收穫。 

  以銘傳國小的自然老師的教學經驗為例：「學校環境教育議題的推動，是學

務處有一個組長的行政業務，那我當然不會管到這個事情，這個主要我教小孩子，

希望他們學習得更多。我絕對不會為了說要符合甚麼，事實上我們用在教學，如

果 total整個學年下來，我放在環境教育方面，不是說用一節課來教，我也許分

散來教，但是絕對超過時數，像是其他老師負責的行政業務，他們也會每個學期

吧，都會請外面的人，可能利用朝會的時間，給學生做演講，約一個小時左右，

這些都是環境教育，這是他們的業務嘛，請人來演講。就我自己來說，相關的我

自己一定都會去講，一定超過這個時間，像昨天我們帶學生去翡翠水庫參觀，那

這個不是我辦的，是學年和學務處一起辦的，我是一直到前天才知道這個消息，

我知道以後就馬上把自然課撥出半節課，和學生導覽翡翠水庫，它的構造啦、地

理位置啦，或者是在生態方面的影響等等，那這個就是臨時加進來的。以我來說，

我不曉得別人怎麼樣，因為我就是學環境教育的，那我自己也在陽明山和福山植

物園擔任解說志工大約十幾年，這是我很熟悉的東西，不用別人來要求我，我自

己一定會教很多。環境教育是我的專長，我的研究論文也是做這方面的研究，所

以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我也可以很容易的去教學生，對我來說是這樣的。（訪

ST-1，150507）」 

  中角國小的教導主任也分享道：「因為，小校我們每個人的事情其實都很多，

可是老師他們都還是很願意自發性的留下來，去照顧那些動植物，然後也教小朋

友，像是上學期我們有一個跟原生植物協會合作的案子，在校園裡面種原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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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現在操場那邊都有。主要的影響就是，因為老師是一個領導者，因為老師對這

方面很有興趣，小朋友對這方面就會比較有動力和意願去學習，像我剛剛提到的

那三位老師，他們是三、四和六級任老師，他們在經營班級上，通常都會把這些

生態也帶進去，像他們班上都會有養殖蝴蝶啦，水生植物啦，還有一些沙子，就

是他們在環境營造上，都會讓孩子很容易接觸到這些東西，所以小朋友他們都很

有興趣。（訪 ST-2，150515）」 

  綜上所述，了解到作為學校環境教育推動工作者第一線的教師們，如果平時

就願意多花一些時間和精力耕耘的話，對於學校的孩子們無疑是種催化劑，能夠

誘發孩子們的學習興趣與求知精神，自然而然地就能夠帶動整體的學習氛圍，營

造良好的學習成效。 

（三） 教師教學實務面臨的教學困境與相關需求 

  環境教育重視的是將學校課程的內容與真實的生活情境相互連結，為此學校

教師也應該要具備發展出「在環境中教學」、「教導認識環境」以及「為環境而

教學」階段性課程的能力，帶領學生透過直接的體驗與觀察，獲得第一手學習經

驗，再透過各種教學引導，幫助學生發展出解決環境問題的行動與技能。     

  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現階段的國小教師在環境教育議題的認知與態度方面

普遍有所提升，也會為了學生本科單元的延伸學習或者是致力規劃富涵學校特色

的本位課程，而與同儕之間多方互動交流。比方：像是學校為了推展執行學校環

境業務，成立環境保護小組；教師為了學生環境教育學習議題，組成課程規劃小

組；或者因為個人的學習興趣，自發性的組成生態社群等。另一方面，教師也可

以透過參與政府或民間團體舉辦的研習營、演講活動、生態旅遊等，效法其他專

業領域人士的經驗。此外，在現今傳播媒體發達，資訊普及的年代，廣泛的吸收

報章書籍、網路資訊等相關的資訊，也是教師自我充電的管道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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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資源方面，其實我覺得現在幾乎不太會有不足，至少在這一科，那如

果說你是有心要教學，那你去搜尋、你去找，其實資料很多，只怕你不想教而已。

我是覺得可能是時間方面不是很夠，因為你畢竟要兼顧到本單元的課程，你另外

再撥出時間做額外的教學，怕時間不夠，那這也不能算是甚麼大困難，就是看你

自己怎麼樣去做調配。我覺得行政方面也沒有甚麼需要他們支援啦，經驗方面我

是覺得真的老師自己也要進修嘛，教久了，自己也要累積很多經驗，這個都還不

是問題啦！只是，現在的學生他們要學的東西太多了，學習興致不是那麼高，很

難再要求他們再去就這個主題去蒐集資料，或者再去做甚麼，因為他們活動太多

了，功課太多了，你也不忍給他們再多增加負擔。我覺得在自己教學方面或是學

校方面，都很 OK的。（訪 ST-1，150507）」 

  從銘傳國小自然老師的言談之間，就可以發現其實現在的教師，在自我進修

的管道與教學資源的取得，真的是「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端視教師如何發

掘與深耕。再加以環境教育本身就是老師的專長，因此，對她來說，將環境議題

融入到課程教學早已是長期經驗累積之下駕輕就熟的本領。比較麻煩的是時間以

及學生學習興致的問題，因為，專任教師教學最基本的一定是要把本科單元所要

帶給學生的觀念與知識完成後，行有餘力才能夠安排額外的延伸學習活動。 

  「其實，像你們還是學生，可能不太了解這種教學的現場，像妳跟我約時間，

事實上我實在是還蠻忙的，因為接下來好多課，那還要備課，比如說我還要改學

生的作業，處理學生的問題，學校還有許多的其他行政業務，最基本的要求就是

該上的單元，要把它準備好，除了這個以外，再來要做其他很多很多的事情。因

此，那很難說再另外去設計一個很完整的活動，包括把道具再準備好，真得很難，

所以現在的教學，很多就是變成影片，因為其實看影片是最簡單的東西，教科書

公司會提供很多影片，網路上也會提供，幾乎你想得到，可能都找得到，但是合

不合用是另外的。那我自己是常常在拍照，比較不習慣用別人的影片，我自己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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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照片是有一個主題，所以我會用我的主題來教學生，我是會這麼做啦。（訪 ST-1，

150507）」 

  也可以了解到，在水泥叢林當中長大的都市孩子，雖然可以輕易地取得各項

學習資源，僅是也可能正因如此，反而夭折了他們原可恣意揮灑的童年生活，為

了不輸在起跑點上，除了學校的功課以外，往往還要再兼顧其他各種才藝的學習，

因此，學校老師也不忍心再加重他們的學習負擔，故「高蹺鴴到您家」課程固然

有趣，但活動過了之後，也只能如吉光片羽一般，納入師生共學的典藏一隅了。 

  至於，中角國小在推動環境教育時所面臨的困難，主要是經費和師資的問題，

這其實也和偏鄉小校資源比較不足的原因有關。由於學校在推動校本特色課程的

經費來源，是以政府的補助款為主，有了這項支援，學校才有辦法外聘專業講師

以及印製教材。另一方面，由於學校比較偏遠的關係，倘若對環境生態有經驗的

教師離職，那麼師資就容易產生斷層，新進教師一時間也無法完全替補上位，仍

須經過一段磨合期，才能健全師資素質。至於，學校的孩子們，由於從小就在天

然環境之下學習成長，環境教育對於他們來說並不陌生，豎耳即可傾聽海潮之聲

日夜不息地相伴著，東海岸常現身的大冠鳩，不時驚艷孩子們的視野，從小受大

海洗禮的孩子，更應該懂得人類如何被環境教育，不輕易浪費身邊獨特的風光明

媚。 

  「因為我接教導目前也是一年，那我覺得我目前遇到的問題就是，如果我們

沒有資源上經費的挹注，那麼等於特色課程就會變得比較難推動，因為外聘講師

還有書籍的編譯，其實都需要經費，如果我們沒有獲得補助，就會變成我們師資

部分還有教材都會斷了。小朋友其實都很願意去學，如果這方面有經驗的老師離

開，或是沒有繼續在這方面深根努力的話，就會變成師資上會產生斷層，因為新

進老師如果沒有辦法，不是一個生態的專家，那原有的老師又沒有在這邊服務，

就會變成說師資會產生斷層，沒有辦法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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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小校有一個很大的優點，就是大家都很願意多犧牲一點，其實這很多

時候是需要老師很熱情的付出，因為老師沒有拿額外的薪資或是收穫去支撐這一

塊，全部是看著孩子，然後很熱情的做這一塊，可是如果說新來的老師可能不是

這麼願意付出的話，老師這一塊的師資就會有問題。（訪 ST-2，150515）」 

  綜合上述，可以得知，教師是推動學校環境教育一個很重要的關鍵，然而，

教師往往受限於行政庶務的繁忙、運作課程所需要的經費、專業能力的不足或者

不願意投注太多心力，而影響到教學的品質。其實，國小階段的孩子，還不用負

擔過於沉重的升學壓力，不管學習任何的議題，都應該可以輕鬆而富有彈性的，

生活周遭的一花一木，鳥語蟲鳴，都可以是啟發孩子天賦的禮物，因此，也許只

要教師有心，許多的問題都是迎刃而解的吧！ 

二、 「高蹺鴴到您家」到校服務輔助學校環境教育延伸學習 

  當代社會充斥著許多新興的環境與社會議題，然而，一位教師再怎麼努力跟

上腳步，往往有力有未逮的時候，因此，適時的尋求可用的資源，幫助校內環境

教育運行的更加順暢，是絕對有必要的。自然中心作為一個連結正規與非正規環

境教育的平台，它可以提供專業的環境教育方案與人力，有效的與學校課程結合，

服務學校師生們的學習需求。 

  自然中心與學校協作環境教育的方式有許多樣態，「到校服務」為其中一種

可行的方式，不僅化解了學校勞師動眾的不便，也可以發揮自然中心本身所附載

的功能，拉近與學校師生的距離，讓師生更熟悉自然中心的資源與運作，無論對

於學校教學或是自然中心的教育推廣都有互相提攜加乘的效果。以下將釐清「高

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活動前、中、後各階段所涉及的相關問題，

以對於學校和自然中心環境教育協作歷程所創造的收穫與回饋作整體性的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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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前 

1. 學校教師申請到校服務方案的緣由 

  環境教育的範疇浩瀚寬廣，為了積極推動與落實環境教育，現在有越來越多

提供環境教育體驗與學習的設施與場所，以共同促進環境教育領域的優化發展。

放眼望去，在琳瑯滿目的眾多教育產品中，關渡自然公園所提供「高蹺鴴到您家」

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何以能夠獲得教師們的青睞，令研究者感到好奇。 

  以銘傳國小的自然老師回應：「因為，我們是教自然，那其實自然很重要的

就是戶外觀察，老師一教就是好幾個班，那戶外觀察，我也不可能一次帶好幾個

班級，那當然是要跟級任老師合作，但是一般的戶外教學都是以級任老師來規畫，

畢竟級任老師各班就一位老師，如果是由我這邊來做規劃，就算我一個人帶三個

班級去，我也沒有辦法一個班一個班的去解說，所以通常是級任老師規劃，我們

跟他們配合。那參加這個『高蹺鴴到您家』計畫，等於說你不需要再跑到關渡，

然後也可以有一個這樣子的活動。再來，原來對於這個方案的期待，就是可以希

望讓小朋友藉著這個方案更了解候鳥遷徙產生的問題，小朋友可以在這個活動裡

面得到一些對於環境保護的理念。（訪 ST-1，150507）」 

  中角國小的教導主任則提到：「當初在申請這個計劃的時候，是由我們訓育

組長作申請，因為我們學校本身也是一個以生態為特色的學校。我們偏鄉小校資

源比較缺乏，通常沒有甚麼經費，孩子也比較少出去到外面去看看，那這個計畫

的專車可以開來這裡，讓孩子體驗一下，我們就覺得這個機會很難得。所以組長

接到這個案子之後，就詢問各班老師的意見，老師們都表示很有意願，可以讓孩

子體驗不同的濕地文化，所以就幫各班作申請。還有就是，小校的人手比較不足，

就變成小孩子有時候要出去，我們並沒有交通車的補助，所以老師或是行政都要

開車協助載小孩子出去，或是搭車，可是因為行政就這麼多人，有時候遇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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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裡面要開會或幹嘛，大家會出去，就會人手不足，有時候會沒有人開車阿，交

通方面也比較不便。有時候老師也會帶孩子們坐大眾運輸系統，可是這個會比較

難，像低年級的孩子，就需要比較多的人手一起帶孩子們去坐車。（訪 ST-2，150515）」 

  從訪談得知，學校老師們會申請到校服務的活動，最主要的考量不外乎是人

力負荷、交通不便等問題，教師們帶孩子出門一趟，必須要關照到大家的安全與

秩序，有許多問題是需要克服的。另外，本方案由於是免費到校服務，因此對教

師來說，也是一項誘因。 

  「要付費的話，有時候就是要考慮到說，有沒有這個經費，再跟學生收錢阿，

這又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因為如果是學年的話，基本上就是他們一起的活動，

科任還要再經過級任老師再去做這件事情，真的是蠻困難的，所以像這樣子的活

動我真的是沒辦法辦。關渡自然公園能夠有機會提供我們一些活動，當然是非常

好，像上次那個活動，也是一開放報名的時候，我就趕快去報名，然後要填志願，

我就第一志願寫到第四第五志願，結果就接到回信，通通那幾個日期都不行，剩

下甚麼日期，我後來就真的從剩下的日期再去挑選。（訪 ST-1，150507）」 

  綜合上述，可以理解自然中心到校服務的活動可以解決教師教學安排上的困

擾，突破過去校外教學的舊有思維，以一種逆向思考的操作，讓自然中心與學校

的接觸更加便捷且受用，也可以讓孩子們藉由這次活動的安排，增長見聞，這也

是為何當老師們收閱本方案訊息時，都相當踴躍申請的原因。  

2. 學生先備知識的建立 

  有意義的學習必須是配合學生能力與經驗的教學，因此，學校教師如何幫助

學生建構先備知識，讓孩子們對於本方案所提及的濕地、水生植物和鳥類構造與

遷徙議題具備基礎的認識，將有助於學生學習歷程的增值與完備。 

  「其實這個年級之前，他們三年級的時候，我是有帶他們到關渡去，那一次

是因為有一個「走讀淡水河」的計畫，也是有一筆經費用來租車，那他們去關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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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課之前，我已經有大略和他們介紹過關渡的生態，所以他們候鳥都認識很

多，這一批的學生他們候鳥大約都可以叫出七、八種以上，遷徙啦、構造等，他

們都有這樣子的知識。像五年級的課程，也有一個部分在講植物的，也是有講到

這些東西。所以這個年級，他們對水鳥應該是都很有興趣，而且有一個基礎，所

以我覺得這個就可以說是一個進階的活動。（訪 ST-1，150507）」 

  銘傳國小的自然老師為了自然科的延伸學習活動，不僅是替現已升上五年級

的學生申請了「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早在學生三年級時，就

已經透過「走讀淡水河」計畫申請到一筆教學經費，帶著孩子共讀淡水河沿岸的

自然生態與環境變遷，並實際走入關渡自然公園一探究竟，當時透過導覽解說與

實地踏查，對於關渡自然公園也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兩年後，當這群孩子升上五

年級，看著關渡自然公園的專案老師們開著專車，帶著高蹺鴴玩偶來跟大家分享

有關濕地與鳥類的生態課程時，對於學生而言，可謂是進階的學習，學生們的學

習心得日益不斷的在累積著。 

  至於，中角國小的孩子們，從低年級開始則必須要依循學校校本課程的願景

與課程設計模式，逐年逐量的去認識金海濱山的動植物，到了高年級，也要有能

力做一個生態小達人，自製簡報向班上同學們說明該如何以行動實踐保護動植物

們的生長環境。 

  「我們大部分都會利用孩子們上課的時間，來發展校本的一些課程，因為我

們校本每年都會希望這個年級的孩子，每年都應該達到甚麼樣的目標，他們必須

走過我們金山史地的甚麼部分，等一下我可以拿我們的校本課程計畫給你看一下，

都會有這些設計，希望孩子們能夠達到哪些能力，希望他們每個學年都能做到每

一項。（訪 ST-2，150515）」 

  此外，學校也會請外聘老師協同學校教師，從小就帶著學生實際到戶外去，

體驗金山地區周邊環境的踏查課程，清水濕地是小二時就必須走過的行程，因此

孩子們很清楚濕地是可以孕育許多生命的地方，他們認識清水溼地常見的植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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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長時所需要的環境和條件。小三時老師們也會帶大家同遊跳石海岸，由於

跳石海岸特殊的地質景象，可以提供給各類生物繁殖的空間，因此，也能觀察到

豐富的潮間帶生物。再者，由於學校周邊盎然的林相資源，又位於北海岸地帶，

更是觀察各式的原生植物以及蝶鳥飛舞的好所在。   

  「因為我們學校的願景是真、善、美、愛與希望，和生態比較有關的應該是

在『真』與『愛』願景之下所規劃的各年段課程，『真』的話是動植物生態，『愛』

的話是金山人文史地，有一些是動植物的。每個學年會做一些微調，不過大致是

依照這個架構在進行，老師會利用生態日就會介紹這些動植物、或者散步中角的

教材、網路上的建置，老師都可以利用這些圖片文字或者校園生態進行教學。（訪

ST-2，150515）」 

  由此可知，中角國小雖然是偏鄉小學，教學所需的人力、經費相對匱乏，但

是隨處可見的天然資源卻替他們在環境教育的發展上創造了絕佳的優勢，也因此

孩子們從小就學會親近生物，懂得愛護與尊重生命，並瞭解生態保育的重要性。 

（二） 活動中 

  這部分主要是探究學校教師們對於「高蹺鴴到您家」到校服務活動執行時的

觀感以及評價，這有助於本方案執行人員了解師生在參與方案時的態度與想法，

並依照意見，在日後的教學活動設計做出適度的創新與改變。 

  就訪談的結果，學校教師們普遍都認為本方案的專案教師非常的有經驗，能

夠輕而易舉地就讓孩子進入上課的主題，而且言談之間不失幽默風趣，帶給孩子

一場別開生面的環教學習，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印象深刻就是，帶解說的那個老師，她實在非常的有耐心在解說，我覺得

是很不容易的，因為她每天的工作，可能就是跟著這個車子出去，然後就把這個

課程從頭 run一次，然後不同的學生，不同的背景，其實真的這樣的活動，可能

一次兩次還蠻有趣的，但是做久了，可能自己也會覺得蠻厭煩的吧！不過我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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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老師是還蠻樂在其中的，我覺得這是很不錯的事情，然後那些道具是讓我感覺

說，有趣以外，我覺得還蠻深入的，有用心在設計。（訪 ST-1，150507）」 

  也因為教案內容和教材都是有用心設計過的，無論是口訣、布偶、實物標本、

圖片，再輔以角色扮演、分組討論、動靜態遊戲、有獎問答，一連串的活動下來，

小朋友們都樂此不疲，不僅讓他們體驗到和平常學校老師上課不同的新鮮感受，

也有助於學習經驗的拓展。 

  「活動中在進行的時候，老師在觀察小朋友的表現，也覺得說小朋友他們都

很有興趣，可能志工他們都帶得很有經驗，很生動。像她教小朋友的一些濕地的

課程，就是讓小朋友配對的那些遊戲，小朋友都覺得很好玩，回去之後，老師在

看小朋友的狀況，發現小朋友都很記得那時候帶的口訣，比如說甚麼：有水、有

土、有草、有蟲、就有鳥，他們都很熟悉，所以我覺得那時候小朋友是有學到東

西的，然後我們老師也覺得專案老師上課上得很好，帶課的方式可以讓小朋友印

象很深刻，馬上就可以知道濕地需要哪些條件，馬上就會區分說一般的場域和濕

地有甚麼差別，這讓我覺得他們很用心。（訪 ST-2，150515）」 

  此外，學校教師也很肯定課程方案依照學習者不同年齡與其心智發展成熟的

不同階段，有不同層次的設計，這對於學生的學習經驗是很有幫助的，符合了因

材施教的教育哲學，把整個教學歷程，做出了系統性的處理。 

  「還有我覺得他們的課程設計得很好耶，就會依照不同孩子的年紀去做設計，

像低年級有低年級、中年級有中年級、高年級有高年級，會讓孩子依照他們的經

驗去做學習。那比較特別的地方是，他們帶來的資訊和知識，對小朋友比較不一

樣，他們以前沒有接觸過，而且後面還有讓小朋友演戲的部分，也和我們平常上

課的方式不一樣，小朋友會覺得很有趣。（訪 ST-2，150515）」 

  整體來說，教師們的回饋意見都是讚譽有加，專案教師曾經提及本方案在民

國 100 年剛開始執行的時候會很擔心，無法確定這樣的方式是否能夠符合學校師生

的期待與需求，後來發現其實學校所持的態度十分正向，因為學校對免費活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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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力會比較高，再來就是關渡自然公園所推出的課程方案活動也不比人家差，

專案團隊又是如此賣力的在宣導濕地環境教育，因此，對學校師生來說確實是有

輔助學校環境教育的顯著效益，做出了好口碑。 

（三） 活動後 

1. 學生學習相關環境教育議題的引導與啟發 

  如果將環境教育比喻成一桌滿漢筵席的話，「高蹺鴴到您家」可以視為一道

清淡爽口的獨家料理，目的在幫助學生建立認識濕地與鳥類的簡單入門的觀念。  

「我想對於學生在相關環境教育議題的學習一定是有關注也有幫助的，至少它真

的就是用一種比較有趣味性的方式來了解鳥類怎麼樣遷徙，以及中間所遇到的問

題，我覺得應該是有幫助啦！（訪 ST-1，150507）」 

  另外，為呼應本方案的主題：「高蹺鴴到您家」，專案老師每一次的教學任務

必定隨身帶著一隻高蹺鴴布偶助教，和孩子們分享高蹺鴴多年前的春夏季不飛回

北方老家，反而留在關渡自然公園生寶寶的故事，讓大家聽得津津有味。原本只

聽過黑面琵鷺很厲害，知道白鷺鷥全身羽毛白白的，連「鴴」都不曉得要怎麼唸、

更不會寫的學生們，卻藉由這堂課，認識了生長在不同環境的鳥類，課程結束後，

也會自發性的主動學習更多有關高蹺鴴以及與鳥類和濕地生態相關的知識。 

  「我知道小朋友在上這個課的時候，那一週對高蹺鴴都特別有印象，也特別

有記憶。然後，我記得老師來的時候，有送小朋友紙鳥，孩子們對這個很有興趣；

還有就是在介紹鳥類的生活環境和鳥類構造的配對，他們對這個課程很有興趣，

我還記得他們那個時候還有小朋友會特別到圖書館去借看看有沒有鳥類、濕地的

書，因為，我自己孩子是讀幼兒園，他聽完課後，自己就會跟我說，我可不可去

找找看有沒有高蹺鴴的書，還叫我買望遠鏡給他，呵呵，那個其實印象蠻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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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其實是開啟孩子們另一個觀點。因為，我們老師都是介紹大冠鷲，還有比較

靠近山裡面的一些鳥類。（訪 ST-2，150515）」 

2. 教師教學經驗的影響與教學活動的連結 

  由於本方案是一套很完整的教學單元，配合兒童的認知發展設計適當的環教

活動，當中又融入了許多活潑的教具，讓學生在遊戲操作的過程中，結合上課所

學的觀念，使學習過程輕鬆又有趣，更能夠強化學習的成效，這對於偏向以書本

文字、圖片、影片等畫面作知識性傳授的學校教師而言，也不失為另一種教學模

式上的交流與啟發。 

  「其實候鳥的教學、動物的遷徙、濕地生態，這個在課程裡面本來也就都會

有，我受到這個方案的影響呢…恩，我那天有拍了一些照片，可能有一些照片，

或許我會給學生看一下啦，我想在實務方面，大概我們可能也很難再去做一些可

愛活潑的道具，我只能說，它是一個很完整的單元，在一節課裡面，會做非常多

的介紹，是可以給我做一個參考啦！但是在實務方面，我不曉得我能不能實際這

樣執行啦，因為這樣對我們的課程方面，不知道能不能搭配，再來就是說，要有

那麼多的道具才可以讓課程有這樣的生動活潑，我想每一個老師都會盡量朝這個

方向去做，但是不見得可以做多少，只能說我是會很努力地去做這一塊，那可能

是用不同的方式去做。可能是提供給學生圖片，讓學生蒐集資料，讓他們演出，

或是幾個人一小組來做一個小小表演，就是說，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來達到一

個比較活潑的效果，沒有辦法像這個活動一樣這麼的有趣。（訪 ST-1，150507）」 

  另誠如前述，中角國小的孩子在小二時，校本課程就有規劃清水濕地的踏查

活動，由於關渡自然公園也是一塊濕地，正好提供孩子相互比較的實例。像是不

同的生態環境，能夠提供哪些動植物的生長，都是後續可以再向孩子提及的學習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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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有些老師有介紹濕地，在我們校本課程裡面就有一個清水濕地的探

查，有一次我跟他們出去，就發現老師會將兩者拿來做比較，這可能就是因為有

這樣的經驗，所以老師就再提醒孩子說，兩者之間有何差異，或者是鳥類有甚麼

不太一樣。（訪 ST-2，150515）」 

  再來就是，老師們也都覺得關渡自然公園作為一個與學校環境截然不同的非

正規環境教育場所，所提供的真實環境與學習機會，能夠賦予學生觀察與體驗的

經驗，有助於將在學校學習的效果延伸與意義化。因此，十分的鼓勵學生平時應

該善加利用校外的學習資源，培養在學校中無法習得的能力。 

  「我如果教到濕地生態都一定會鼓勵他們去，從我們這裡坐車去，坐捷運就

到了嘛，所以像我在上這個單元，都一定會跟學生做這樣子的鼓勵，那學生就真

的也去了。像上次三年級，我們去了關渡之後，當天有學生大概就認識了十幾種

鳥，那一個星期天又帶著全家人又再去一次，然後再跟他們介紹說他認識那幾種，

像我就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訪 ST-1，150507）」 

  此外，中角國小的老師們，在「高蹺鴴到您家」到校服務活動結束之後，隔

了幾天，又帶了學校六年級的學生親赴關渡自然公園，登游這座名不虛傳的桃花

源，會辦理後續這個活動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學校榮獲新北市教育局「藍色公路」

月月有環教計畫經費補助，學校老師們在辦學上都很盡力的為孩子們爭取資源，

讓大家有機會都能夠探探校外景致的別有洞天。 

  「在『高蹺鴴到您家』活動（10/23）之後，我們有幫小朋友申請一個『藍色

公路』的計畫，那個時候，10/28有再帶六年級的小朋友去過。這個是向新北市教

育局申請的一個月月有環教系列的計畫，當初我們看到公文，就覺得這個很適合

我們的小朋友參加，然後我們就去申請，教育局讓我們自己規劃路線該怎麼安排，

經過跟老師討論之後，我們就決定帶小朋友去關渡自然公園，還有去新北市永續

環境教育中心，讓孩子去聽介紹，還有看建築，怎麼愛護環境，還有在八里那裡

看濕地，一整天的行程。我跟他們一起去的時候，有聽他們在說，不曉得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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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上次的那個老師，呵呵。那時候我跟他們老師兩個人帶六年級過去，小朋友

他們很少看到 2Ｆ的那種望遠鏡，他們覺得可以看得好清楚，覺得好訝異！我記得

那時候在那邊遊覽很開心，因為那時候他們就會自己去，每一個都看一下這樣子，

園區也有人為我們作介紹。（訪 ST-2，150515）」 

  至於，對學教教師本身而言，他們平日會再踏訪關渡自然公園的目的，不再

純粹是為教育或研習的學術目的，反倒是企圖於平日的教務繁忙之餘，偕著朋友

或者帶著孩子來到這座開放空間，放鬆一下心情，尋覓片刻好時光。 

  「我自己後來是沒再去參加研習，但是我自己是常常跟著朋友去關渡，因為

它每年大約 11月，有國際藝術節嘛，我自己也還有去，大概每一年最少會去一次

啦！（訪 ST-1，150507）」 

  「我本身還蠻常去關渡自然公園，因為小朋友喜歡，然後我會從桃園過去，

因為我們家住桃園，假日的時候過去。自己去關渡自然公園的經驗是，家長如果

假日帶小朋友過去，如果沒有導覽的話，會變得好像在逛公園一樣，而且我覺得

解說牌好像也沒有那麼多，生態和鳥類等等還是真的要有人導覽才看得懂、學得

多，我第一次帶小朋友去，也是因為自己沒有做功課的關係，就這樣走一圈，但

是卻不知道該怎麼樣做好一點的介紹，會比較不希望只把這個地方當公園，而是

有比較清楚的教育效益出來，讓大家知道原來有這麼好的寶藏去找。（訪 ST-2，

150515）」 

又，若像是中角國小這樣的偏遠小校，教師如果利用平日的上課時間，到別

的教育單位做研習，因為師資人力有限的關係，也會使學校師資調動上的負擔，

有時甚至造成行政必須支援教學的困境。 

「至於，園區辦理的教育研習就比較沒有參加了。我覺得小校有一個困境，就

是一個年級只有一位老師，其實如果老師要請假，都很難找到代課老師，就變成

是行政這邊的老師過去支援，所以如果老師出去外面參加研習，如果是課堂上的

時間，我們很難再找到代課老師。（訪 ST-2，15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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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 學生在參與本方案後，或許好奇心使然，增強了他們的學習動機，

懂得見微而知卓，自發性地去探索老師上課沒教的事；對學校教師而言，當日的

活動，也喚起老師的赤子之心，除了跟著班上孩子共同學習以外，也藉此機會，

得以觀摩一個完整的環境教育方案活動是如何進行與操作的，並可作為教師日後

課堂教學的比較案例，此外，也影響了學校師生對於關渡自然公園教學資源的認

識與利用情況。 

三、 小結 

  目前學校環境教育的現況，依據各校特色不一，有不同的發展目標與策略，

基於環境教育普遍未納入學校國民教育階段的正式課程，學校在推動環境教育的

方式上，主要是以融入各科領域，並配合相關環境議題的活動設計來實施。學校

教師作為教學的領導者，教師的教學態度與技巧，對於學生在環境教育議題的關

注與啟發，格外重要，幸而現在的教師們，都很願意多為孩子們付出心力，開發

相關的教學資源，這場關渡自然公園所推廣的「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

廣計畫，為校園中的孩子注入能量，連結孩子們在學校課程中習得的先備知識，

在既有的基礎上創造不一樣的學習經驗，對於學校師生在相關環境議題「教」與

「學」經驗的轉化與利用，多有展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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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將就「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建構的意義以及輔助學校

環境教育的效益作出歸納，並反思協作歷程中的利弊得失，得出本研究的結論與

建議，以提供自然中心及學校等相關單位未來持續推動環境教育工作之參考。 

第一節 結論 

一、 「高蹺鴴到您家」到校服務計畫之建構與實地推廣 

  「到校服務」計畫的建構是為了能夠將自然中心的觸角延伸至學校教學現場，

提供教師作為教學資源運用的來源。自然中心為求生存發展，必須針對目標顧客

群－國小師生團體的學習需求，開發適合他們的課程方案，積極的推銷產品與服

務，以提升中心的使用率，賺取合理利潤，在這樣的市場運作邏輯之下，「到校服

務」即為一項逆向操作的行銷管道。 

  「到校服務」打破自然中心原有的孤立封閉型態，讓關渡自然公園的人力與

教學資源進駐校園，主動吸引顧客青睞，此種方式除了能夠提供師生與學校課程

有所連結的學習單元，引導師生對於相關環境議題的了解之外，在實施的歷程中，

教學團隊也可以逐一去熟悉北部地區各校的校園環境生態及環境教育實施品質，

開拓學校與自然中心在環境教育協作交流上的契機。 

  在實地推廣的過程中，隨著時間的沿革及不同階段執行經驗的累積，本方案

也作出不同程度的調整，現階段推廣範圍以北部地區（桃竹苗以北、基隆、宜蘭）

小學為主，學校教師可事先申請生態教育專車日期與場次表，活動當日再由關渡

自然公園派遣生態教育專車提供四節到校服務課程，每一年度的課程方案內容均

 



 

 160  
 

由環境教育部同仁集思廣益，推陳出新各式不同的教學主題，讓各校的小學童們

在輕鬆有趣的共學時光下，得到與平常坐在教室上課不同的新鮮感受，強化學習

效果，此外，學校教師們對於專案人員的用心教學亦表示肯定與讚賞，不失為一

種教學模式的交流與啟發。 

二、 環境教育議題融入學校本位課程面臨的困難與需求 

  自然中心與學校同屬於教育學習的場所，雖然在教育的目的、範疇與對象有

著本質上的差異，但是自然中心卻是輔助學校推動環境教育的好夥伴。由於學校

的環境教育常受限於經費的缺乏、人力資源的不足以及課程的結構化等問題，反

觀自然中心，擁有一望無際的遼闊空間，豐富的教學資源以及專業的解說人員，

以及精心規劃的課程方案，因此，在扮演輔助學校教學的中介角色上，確實能夠

提供完善的配套機制並發揮良好的功能。 

以本研究訪談的兩所小學為主，由於城鄉差異的關係，因此各自在校園推動 

環境教育議題時所面臨的困難與需求亦不盡相同。就大安區的銘傳國小老師而言，

環境教育議題是老師的任教專長，僅是在實際教學的過程當中，經常會面臨到時

間不足以及學生學習興致的問題，因為國小教師除了教導本身學科專業以外，尚

須顧及學校其他的行政業務，故很難營造出像本方案一樣精彩生動的學習情境，

此外，城市小學童們下課後往往還要兼顧各種其他才藝的學習，故老師也能夠體

恤孩子們的不辭辛勞，是以學業上也不忍加重過多的學習負擔，大多是在課堂上

自備照片或是借閱相關影片作為輔助教材，教導學生各單元的學習主題。 

  至於，任課教師會申請本方案到校服務的原因在於，自然科本應適時地帶領

學生進行戶外觀察，然而戶外教學必須要兼顧各班級的學生，故會造成人力及教

學壓力方面的負擔，藉由「高蹺鴴到您家」方案派遣專業的環教師資與課程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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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能夠讓孩子們在過去的學習基礎上，不斷累積新的學習經驗，不失為一種

創新的教學安排。 

  另一方面，金山的中角國小在推動環境教育，所面臨的主要困難在於教育經

費、資源短缺以及師資不足等問題，雖然學校擁有得天獨厚的生態環境與地理條

件，但是校本特色課程的推動仍有賴於政府的補助款為主，因此學校每年度都會

積極向教育局申請環境教育方案，以獲得補助經費，作為外聘專業講師以及編製

教材的籌碼。另一方面，由於地處偏鄉，因此教師流動率也會造成師資斷層的困

擾，必須要經過適當的磨合期間，才能讓新進教師替補上位。 

  學校會申請本方案的原因，同樣是因為能夠請關渡自然公園直接進駐校園授

課，對於比較少能夠出去校園外看看的孩子們是不可多得的學習機緣，亦可免除

舟車勞頓之不便。學校教師對於專案教師的耐心解說，以及依照學習者學齡程度

差異編訂的低、中、高年級三套學習教案，認為對於學生的學習經驗是很有幫助

的，這樣的學習方式有別於國小學生以教科書為學習單元的掃瞄式學習，將整個

教學歷程作出了系統性的處理。 

   綜合以上，「高蹺鴴到您家」到校推廣計畫，透過主動行銷的方式，實地至

各小學進行教育傳播工作，除與學校的教學單元有所連結之外，也讓孩子們得以

間接認識關渡自然公園這塊提供候鳥棲息的自然濕地，貼近學校師生的學習需求，

從中汲取新的觀點與能量，轉化校園內單一面向的學習方式。 

三、 本計畫輔助學校環境教育延伸學習的功能與機會 

  關渡自然公園藏有許多豐富的天然資源與展示、教材可供利用，可是一般的

學校團體可能因為地理位置偏遠或是資訊揭露的管道缺乏，而不得其門而入，到

校服務課程方案藉由一步一腳印的行走地方，讓學校師生在熟悉的校園環境中，

就有親近園區教學資源的機會，也解決學校教師辦理戶外教學課程的諸多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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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學校教師們都認為「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教育推廣計畫立意

良善，低、中、高各年段的教案與教具都相當的多元而富有新意，操作和遊戲的

進行也都能幫助學生分組合作、對話思考，特別是專案教師的耐心與慧詰，富有

層次的引導，以及和孩子們之間對話技巧的掌握，更是充分燃起孩子們一顆熱切

學習的心，讓教學實施的場面是非常生動而雀躍的。 

  這樣的課程雖受限於時間與場地因素，但是活潑又有趣的教學模式，能夠吸

引學生的注意力，馬上進入上課重點，幫助學生建立基本的觀念。基於本方案的

調教，學生們課後會自發性地去探索相關的鳥類與生態知識，學校教師日後上課

時如果教到相關課題，也會嘗試將兩者之間進行比較，分析其中的特色與差異，

並可以藉由這次的教學觀摩，反思平日的教學有何不足及值得效法之處。學校師

生若不以本次的教學為滿足，想要更深入的發掘關渡自然公園的教學資源，也可

利用假日，和家人朋友實際走訪踏查一番，亦可得到許多意想不到的收穫。 

  整體而言，自然中心與學校建立在同質性與互補性的基礎上，形成一種教育

上的夥伴關係。自然中心希望藉由到校服務主動示範優質的課程方案，擴展觀眾

的數量，學校則致力於為學生引進更豐富的學習資源，雙方利基於平等互惠的基

礎上，拓展固有的結構與領域，尋找適合協作的對象與機會，這樣的方式，能讓

彼此達到教育上的交流與雙贏的目的。 

  此外，就課程方案的內容而言，依據兒童認知發展及學習特質，配合環境教

育目標，激發孩子思考人與其他物種在自然環境生存的種種關聯，並將認知部分

融入相得益彰遊戲活動當中體驗，不僅能夠引起兒童的熱烈參與，也能夠透過課

堂上的合作學習與具體操作，補充並豐富在平日課堂內教學活動所不能提供的經

驗，讓教與學玩出一種新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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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關渡自然公園與學校雙方未來持續推動環境教育的可

行方式  

  「關渡自然公園」作為一個絕佳的大自然學習空間，可以與曾經拜訪過的學

校產生更為密切的合作關係，培養彼此間更多探索與成長的機會。舉凡如公園所

辦理的各項教育活動或是工作坊，可適時的提供給教師接觸與學習的機會，開發

學校教師的教育態度與熱誠，並與校內課程有所銜接，作為教師在環境領域方面

努力耕耘的動機與力量。 

  此外，就與自然公園鄰近或者重點特色的小學之間，也應該維持較長期性和

延續性的合作關係，如此一來，彼此能夠相互支援與借鏡的幅度也就更為寬敞，

一加一大於二，這樣的加乘作用不僅有利於資訊的流通與互換，更可以透過合作

的方式，共同開發出符合雙方特色的教學方案、教材等，貼近學校不同的學習需

求，並深化學生的學習視野。 

  共同推動環境教育，凝聚教育的功能必須要循序漸進地找到彼此合作的利基，

而務實的開發方案包括：共同設計教案與課程、到校服務以外，也可以透過教材

教具的外借，或者叢書交流、義工培訓、營隊活動等，讓彼此夥伴關係的建立更

加厚實而緊密。 

  綜上，皆屬跟隨「高蹺鴴到您家」到校服務計畫到各小學實地走透透後，所

獲之啟發，特別是偏鄉地區的學生，學習機會與資源已較不如都市小孩，因此，

若能持續地接獲關渡自然公園所提供的生態教育資訊與活動的話，勢必能夠為校

園增添友善的學習風氣；另外，城市地區的學生們，在平日照表抄課的讀書寫字

之外，也可以隨興至關渡自然公園走一走，呼吸吐納，養精蓄銳，對於學校課業

的學習，或許亦能夠開拓一番獨到見解，培養出帶著走的能力與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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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 對到校服務之建議 

（一） 思考到校服務方案的獨特賣點 

  到校服務方案要如何將自然中心園區內所附載之資源，濃縮為一套課程方案

輸出到各校進行主題式的教育推廣，是需要多費心思的。從文獻探討中，可以觀

察到現在各類型的教育團體、企業組織或是非營利單位，開著一台巡迴專車，結

合動靜態展示、多媒體互動、教育方案到各校辦理特展、課程與活動，類似的作

法所在多有；然而，關渡自然公園到校服務方案的獨特賣點為何？和其他同類型

教育單位所推出的服務有何差異？何以能夠讓國小師生推崇並選作輔助學校環境

教育的外部資源？這部分的特色，建議園區在作方案的宣導時，可以多加著墨，

讓學校團體能在可供選擇的眾多環教產品中，看見萬綠叢中，獨特的一點紅。 

（二） 硬體設備與課程方案的改善與創新 

  「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的主要硬體設備，就是後車箱展開

後，像兩片鐵翅的「濕地狂想號」生態教育專車，每經一站，車子的里程數就增

加一點，車齡也就再更老舊一些了。因此，車體一定要適時的保養換新裝，除為

了最主要的功能，安全抵達目的地之外，也能給國小師生第一眼的好印象。其次，

也可以參考其他專車到校服務案例，如何結合投影、音響技術，精實車體內部空

間，舉例來說：兩片鐵製展開時，可以看到一段簡單的關渡自然公園的宣導影片，

或者在教師授課時，增添蟲鳴鳥叫的聲景特效，或許會生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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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以這期的田野觀察經驗來說，教學較常遇到的問題就是：靜態展示板

在擺放和收納時有許多的支架需要架立，要是遇到天氣不穩定時，風一吹就倒了。

中年級的教具，鳥類身體構造圖卡很小，很容易發生的是，孩子們分組討論創造

一隻鳥的活動進行完畢後，送回來的教材就少了一隻嘴喙或掉了一片翅膀；此外，

每張圖卡背後都會貼吸鐵，以利附著於白板上，可是收納圖卡的教具盒是塑膠製

品，因此，每次整理圖卡時，儘管按照次序排好，盒子一蓋上，又會一團亂。教

具是協助課程流暢進行的一環，因此，該如何避免這些細部問題，是事後需要改

善的。 

  整體來說，每一次的活動辦理都能夠成功的讓孩子樂在其中，但是，這樣的

課程性質引導成分居多，嘗試帶引出孩子們對於環境的基本意識與尊重，但是卻

沒有辦法幫助學習者獲得足夠的技能，促成環境問題的合理解決；同時，孩子們

的學習回饋和感想，受限於時間因素，也沒能適時的理解；再來，學校教師其實

都對本方案到校服務表示讚賞，甚至會好奇有沒有可能下一次再來學校時，可以

推出高蹺鴴到您家「進階版」的課程方案，讓學習的主題有系列連貫性，這些都

是事後在規劃設計教案時，可以加以思考的重點。 

（三） 專案人力資源的培育與充實 

  如果說課程方案是中心存在的核心要素的話，那麼，帶領環境教育方案的專

案教師，就是發揮到校服務精神的靈魂人物了。如果站在前線的專案教師能夠將

後端部門所設計好的課程方案，帶得生動豐富又能夠引起師生的共鳴，那麼這樣

的服務才可謂是有品質的。 

  本期帶領「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的專案老師主要是環教部

的專職人員，視活動申請量，學期間平均一星期可能就有 2~3 天必須到各國小進

行教育推廣，每次的活動都要面對一批批初次見面的新生面孔，再一一的和學童

們分享認識濕地、鳥類，還有最重要的，許多年前，發生在關渡自然公園「高蹺

 



 

 166  
 

鴴生寶寶」的故事。這樣的工作，對於喜歡和孩子們相處的老師們是很有療癒性

的，因為，每一張開心的童顏，甚至是他們創造出的每一隻鳥，都可以讓老師在

重複相同的內容時，感到付出是有迴響的，而這些迴響就是在教學工作中所獲得

的成就。 

  惟在執行巡迴到校服務時，園區仍需注意專案替代人力的培育與充實，一方

面，支應既有師資業務繁忙時，無暇外出執勤之需；另一方面，也可以訓練不同

教師操作實務經驗的累積。此外，專案師資從事環境教育，經常要直接面對國小

師生，因此不斷的進修與培訓，以強化環境教育的專業素養和教學品質，是十分

重要的，除了自身專業知識的累積以外，也有助於和國小師生之間的對話與交流。 

（四） 體察各校不同的教學需求 

  在到校服務方案的實施歷程中，可以發現自然中心和學校之間的互動關係，

多以自然中心單方面主導，學校師生則處於被動配合的狀態，在活動實施之前，

學校教師大約僅是利用電子表單向園區申請到校服務的志願日期，並留下聯絡方

式。換言之，兩者之間缺乏事前充分的溝通與協調，學校教師沒有參與活動規劃

的過程，只有單方面的接受與消費。學校教師事前可能毫無使用自然中心資源的

經驗，更不曉得自然中心所提供的課程方案與學校課程間，是否能有效的契合。

建議在雙方教學互動前，自然中心可以主動了解各小學不同的校園生態特色、教

師教學需求以及學生的學習程度與經驗背景等，再據以調整課程方案內容的深淺

程度，可能會更為合切與適用。 

（五） 與學校教師後續的合作關係 

  到校服務方案就學校的立場而言，就是引介外部的資源進駐校園，輔助學校

環境教育的推動，教師作為學校課程的主導者，對於自己的學生課程延伸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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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定更為了解，因此，自然中心可於事後再進一步請教師提供較為詳盡的教學

意見與看法，更有甚者，也可成立種子教師團隊，將學校教師們納入教案設計之

行列，共同研發課程方案。自然中心也可以舉辦相關的工作坊與教育研習，提升

學校教師們使用園區教學資源的能力，再將所習得之經驗消化整理為課程適用的

教學素材後，嘉惠校園子弟們，也是後續可行的合作方式。 

（六） 建立本專案的活動資訊平台 

  「高蹺鴴到您家」教育推廣活動推行至今，已邁入第四年，相信本專案必定

累積了豐富的教學經驗與活動成果，研究者雖只擷取一段光景實地觀察，卻也慢

慢地融入在環境教育所試圖教會人們的萬物有情之理。既走過，必留下足跡，若

能藉此機會，建立本方案專屬的到校服務網路平台或是部落格等，不僅可以強化

與學校之間的互動管道，也可以提供給其他相關單位辦理類似性質活動時引為標

竿，不失為一種良好的行銷推廣方式。 

二、 對學校之建議 

  學校教師在申請到校服務活動時，首應重視本方案的教學資源，對於學生本

位課程延伸學習所能帶來的增值效果。此外，學校教師本身在環境教育議題方面

的專業成長，也必須要與時俱進，由於環境教育是一跨科技連結的知識體系，因

此學校教師除了對外尋求合適的教學資源或教育夥伴，對內也應該連結相關領域

的教師共同討論，規劃出可以與校本課程相互銜接的課程架構，培養設計教學活

動與指導的能力，幫助學生學習環境教育議題時更加得心應手。 

  另外，「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和學校師生之間畢竟只是

短暫的交會，如果要讓學生有更深刻的學習經驗連結，親自走一趟關渡自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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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略大自然迷人的風采，純粹的氣息，會是更透徹而完整的學習方式，將能達到

見樹又見林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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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錄一   活動簡章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關渡自然公園管理處 

活動說明：由關渡自然公園派遣『濕地狂想號』生態教育專車，至學校提供小朋  

     友們進行有趣又好玩的濕地環境教育課程。並提供教師專業研習課程，

讓學校與濕地零距離。 

活動對象：宜蘭縣市、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園縣市、新竹縣市、苗栗縣 

市國民小學 

活動費用：免費（由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全額贊助） 

活動期間：民國 103 年 1 月 15 日～民國 103 年 11 月 30 日 

申請辦法：即日起，請將申請表於活動日三週前 E-mail：helenasun@gd-park.org.tw 

或傳真(Fax:02-2858-7416)至園區。我們將在三日內與您確認。 

活動時間：活動當天進駐校園，並提供四堂教學活動。 

活動內容：『濕地狂想號』生態教育專車展示 

提供濕地相關的動、靜態互動式展示，並有專員為學生進行說明。配 

合上課時間，每一時段 40 分鐘，以一個班級為限。 

教師研習講座 

提供濕地教學課程示範，以講座、團隊互動等方式進行， 

時間為 2～3 小時。講座人數需滿 20 人才受理報名。 

注意事項：活動日一週前，園區將寄發行前通知；如需改變預約日期，請於活動

日前七日與我們連絡，調整次數以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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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渡自然公園～高蹺鴴到您家報名表  

為 使 作 業 順 利 ， 請 詳 細 填 寫 本 表 後 ， 傳 真 至 (02)2858-7416 ， 或 

e-mail:helenasun@gd-park.org.tw 三個工作天內將有專人與您聯繫，如未接獲本管理

處之通知，請主動與我們聯繫。聯絡電話：02-28587417 分機 210～214，謝謝！                            

                    本管理處保有調整活動內容之權力 

關渡自然公園管理處  

地址：臺北市北投區關渡路 55 號 

E-mail：education@gd-park.org.t 網站：http://www.gd-park.org.tw   

                     
                

學校名稱       縣（市）       國小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活動內容 高蹺鴴到您家～教育專車／教師研習 

聯 絡 人 
姓名： 

職稱： 
聯絡方式 

電話(日)：          (夜)：                 

手機：                 

E-mail：                                   

學校地址  

學校需提供

之活動設施 

□麥克風與音響設施    □戶外活動場地（提供教育專車停放） 

□室內展示空間（雨天備案） 

教育專車 

預約日期 

第一志願     月    日 第四志願     月    日 

第二志願     月    日 第五志願     月    日 

第三志願     月    日 第六志願     月    日 

教師研習 

預約日期 

第一志願     月    日 第四志願     月    日 

第二志願     月    日 第五志願     月    日 

第三志願     月    日 第六志願     月    日 

本活動 

資訊來源 

（可複選） 

□電子媒體（電視、廣播、第四台跑馬燈等）  □平面媒體(報紙、雜誌等。) 

□網際網路(網路訊息、網路廣告、電子報等)   □他人介紹(同事、同學、親朋好

友等) 

□自然公園訊息(公園網站、E-mail、電話、傳真、DM、義工、研習活動等)  

□政府機關訊息(公文、海報等)               □其他                              

 

http://www.gd-park.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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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濕地狂想號』生態教育專車申請場次表                 

                 

關渡自然公園～高蹺鴴到您家  

 

報名學校：              預約時間：    年    月     日  

＊ 請學校協助登記，一天以四節為限。 

＊ 並於登記確認後傳真至(02)2858-7416 關渡自然公園，謝謝！ 

序號 活動時段 參 與 班 級 班級人數 

01 第二節課      年     班    人 

02 第三節課      年     班    人 

03 第四節課      年     班    人 

04 第五節課      年     班    人 

05 第六節課      年     班    人 

備註 

若是沒有登記到的班級可利用下課時間，於展示地點進行靜態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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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說明函 

敬啟者， 

 

  晚學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社會教育系碩士班 研究生黃婉蕙，目前正在進

行碩士論文的研究作業，研究主題為：「自然中心與學校進行環境教育之協作歷程

探究─以關渡自然公園『高蹺鴴到您家』個案為例」，研究者期盼透過本研究釐清

學校環境教育發展現況與學校教育工作者教學實務面臨的問題與相關需求，以理

解自然中心與學校之間如何進行環境教育之協作。 

  研究者曾於 103 學年度上學期，偕同關渡自然公園「高蹺鴴到您家」教育推

廣人員，共同至貴校進行環境教育到校服務活動的觀摩與實施，在此過程中，對

於貴校教師們陪同各班學生投注在環境教育議題的共學時光，留下十分良善的印

象，也竭誠期望能再次拜訪貴校，和當初申請參與本活動的行政人員級學校教師

進行訪談交流，瞭解您們在活動前、中、後時的想法與建議，以作為本研究資料

分析的主要來源之一。 

  訪談的時間、地點，會與您商議後再做決定，而為了日後便於整理訪談資料

及確保陳述意見的完整性，訪談過程中除摘記訪談重點外，敬請惠予同意以錄音

方式作為記錄，所有錄音內容將在訪談之後轉譯為逐字稿，並提供您檢核勘誤，

同時亦期望徵得您的同意，將以匿名方式呈現研究結果，所有資料僅供學術研究

之用，研究者保證不會將研究中的任何資料轉作其他用途。 

  感謝您的鼎力相助，百忙之中仍撥冗為研究生的論文作業添上羽翼，讓這份

研究如願展翅。茲附上訪談大綱一份，敬請不吝指教，研究期間，如有打擾之處，

懇請海涵。 

     順頌 

時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碩士班  

研究生  黃婉蕙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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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訪談大綱 

一、 訪談對象：關渡自然公園－環境教育部專職人員 

 

第一部份：專職人員背景 

1. 請問您的姓名、職務名稱及教育背景？ 

2. 請問您在此服務多久了？能否簡單描述服務期間的經歷？ 

3. 請問貴單位(組)成立的目的及功能。 

 

第二部分：關於「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 

1. 請問園區自何時開始推動本方案及推動的緣由背景為何？ 

2. 園區規劃本方案所欲達成的主要目的為何？ 

3. 本方案是否因應時間的沿革而有不同程度的調整？ 

4. 本方案的主要特色為何？其課程方案構想是如何應運而生的呢？ 

5. 園區如何有效的宣導本方案？ 

6. 本方案的活動申請者為哪些學校及其學習需求為何？ 

7. 關於本方案的相關配套措施，包括：經費、人力、教材、教材推廣運用的管道、

維持參與者熱忱的管道與方法、以及協調方案推展的機制是如何規劃安排呢？ 

8. 推廣本方案時有無遇到任何困難或是印象深刻的經驗值得描述？ 

9. 您認為本方案的推廣對於學校環境教育有何幫助？ 

10. 將來如持續辦理本方案，認為有何具體建議或改善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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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對象：學校教師 

 

第一部份：教師背景 

1. 請問您的姓名、職務名稱、教學科目及教育背景？ 

2. 請問您在此服務多久了？能否簡單描述服務期間的經歷？ 

 

第二部分：關於自然中心與學校進行環境教育之協作 

1. 您為何申請關渡自然公園規劃的「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呢？ 

2. 關於將環境教育視為重大議題融入於學校本位課程進行學習，您所採取的教學

因應方式為何呢？ 

3. 請問您對於環境教育的解讀為何？又對本方案的教學期待與相關需求為何？ 

4. 您在學校環境教育教學實務工作上是否面臨任何困難或者不足之處？（例如：

教育政策方面、教師教學經驗方面、學校行政支援與配合方面、學生學習方面、

教學資源方面） 

5. 活動前，您會如何提供學生與課程方案所學相關的先備知識（例如：濕地生態、

水生植物、鳥類構造與遷徙）？ 

6. 您認為本方案提升師生環境教育議題的關注與延伸學習方面有何幫助？ 

7. 在參與本方案的過程中，您有何觀感和印象深刻的地方？以及對於方案的設計

與執行，有哪些想法與建議呢？ 

8. 您日後的課程教學是否有哪些相關延伸學習活動是受到本方案影響的呢？ 

9. 活動後，您是否安排或鼓勵學生親自至關渡自然公園踏查，認識園區教學資源

或者本身是否參與園區的教育研習或者其他活動呢？ 

10. 您認為學校與關渡自然公園建立教育夥伴關係，持續協作學校環境教育的可行

方式有那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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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訪談對象：學校行政人員 

 

第一部份：行政人員背景 

1. 請問您的姓名、職務名稱、教學科目及教育背景？ 

2. 請問您在此服務多久了？能否簡單描述服務期間的經歷？ 

 

第二部分：關於自然中心與學校進行環境教育之協作 

 

1. 您為何申請關渡自然公園規劃的「高蹺鴴到您家」專車到校服務推廣計畫呢？ 

2. 您認為學校的特色與教師教學素質為何？這對於學校環境教育的推動與實施

方面，有何影響？ 

3. 現階段學校環境教育主要的推動策略與具體執行項目包括哪些（簡述之）？ 

4. 關於將環境教育視為重大議題，融入於學校本位課程教學與學習這個部分， 

學校所採取的因應做法為何？ 

5. 學校行政和教師在推動環境教育教學實務工作上，有無任何困難或者不足之處？

（例如：教育政策方面、教師教學經驗方面、學校行政支援與配合方面、學生

學習方面、教學資源方面） 

6. 您認為本方案提升師生環境教育議題的關注與延伸學習方面有何幫助？ 

7. 在參與本方案的過程中，您有何觀感和印象深刻的地方？以及對於方案的設計

與執行，有哪些想法與建議呢？ 

8. 學校日後的環境教育推動是否有哪些延伸學習活動是受到本方案影響的呢？ 

9. 您是否曾經安排或鼓勵學生親自至關渡自然公園踏查，認識園區教學資源或者

本身是否參與園區的教育研習或者其他活動呢？ 

10. 您認為學校與關渡自然公園建立教育夥伴關係，持續協作學校環境教育的可行

方式有那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