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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每個地方所擁有的經濟、環境、社會文化都不同，所以追求永續發展的方
式也有所不同。但相同的是，利用教育的途徑讓學生了解地方永續發展的重要
性。本研究為探討「地方永續發展教育」的課程發展歷程以及對高中生地方感
的影響，透過收集與分析南投市的經濟、環境、社會文化三大永續發展的資源
以及「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來設計營隊課程，培訓南投高中的環境解說隊，
在課程中與地方團隊與政府合作，以南投市景點作為教學場域，讓學生以此場
域進行實際的解說活動提升學生對於地方的情感。本研究以自願參加環境解說
隊的學生作為研究對象，進行一系列的營隊活動，並透過前後測問卷、學生心
得與開放問題、小組作業、教師訪談以及研究者觀察札記，來探討地方永續發
展教育對學生地方感的影響。
研究方法採用質化與量化混合的方式進行分析，用以了解地方永續發展教
育的課程內容與教學歷程為何，以及學生參與融入地方永續發展教育的營隊課
程後對地方感有什麼影響。在分析結果後能發現學校要發展地方永續發展教育
必須跟地方合作，並設計因地制宜的課程內容，才能培養學生的地方感以及地
方永續發展意識。而透過融入地方永續發展教育的解說營隊課程，能讓學生更
加認識地方，提升對地方的情感，並提供機會讓學生親身走訪景點，了解地方
發展上的議題。學生也開始思考能為地方做些什麼，希望透過自已的力量把這
份美好讓大家知道。

關鍵字：地方永續發展教育、地方本位教育、地方感、環境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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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conomy,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are different from place to place, so the
way to pursu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also different. But the same thing is to let
students understand importance of loc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education.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process of "Loc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ducation", and its impact on high school students' sense of place.
Through the" 12-Year Basic Education",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economy,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the three main go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ata of
Nantou City, to designing a high school interpretation camp.
In the course, we cooperate with the local team and government, and using the
scenic spots of Nantou City as the teaching field, to let students enhance their sense of
place as an interpreter. In this research, the research object are students who volunteer
to participate in the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team. Through the pre- and post-test
questionnaires, student experience, group assignments, teacher interviews, and
researcher observation notes,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ducation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sense of place.
The research method uses a mixed approach analysis to understand the
curriculum content and learning path of loc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ducation, and
what impact students’ sense of place. From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and see, if
school want to develop loc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ducation have to cooperate
with the local groups and design curriculum content tailored to local conditions.
Through the interpretive camp courses with the loc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ducation, students can learn more about place, enhance their sense of place, and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visit scenic spots and learn about local
development issues. Driving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what they can do for the place,
and let everyone know about the beauty of Nantou City with their own strength.

Keywords：Loc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ducation、Place-based education、
The sense of place、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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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本章分為 4 節，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說明進行本研究的背景、動機
與基本立場。第二節「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列出本研究期望能回答的研究問
題。第三節「名詞界定」，界定了本研究中重要的名詞或概念之定義。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則是在介紹本研究會研究之範圍以及本研究所受到的限
制。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992 年里約地球高峰會議推出「二十一世紀議程」後，該議程第 28 章
「地方議程」（Local Agenda 21, LA21）推動了「地方永續發展行動計畫」。要
如何在地方環境的基礎上，協助地方社會以新的思維及願景，漸次轉型，逐步
邁向永續發展，是落實永續發展的關鍵步驟（蔡慧敏，2003a）。在張珍悅、徐
勝一（2010b）的研究中提到永續發展教育需以在地文化脈絡為基礎，同時尊重
包容世界各地發出的不同聲音。到了 2015 年聯合國發布了《2030 年永續發展
方針》提出了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這也成為一個契機，在第四個目標「優質
教育」中提到，必須確保所有的學子都習得必要的知識與技能而可以促進永續
發展。
可惜的是在全球化以及都市化的脈動下，許多年輕人向往著到大都市發展
與生活，造成對自己家鄉的地方感薄弱。從學校教育制度來說，教學內容主要
為全球、單一和標準化的知識。以地理課程為例，課本中往往舉的例子多以國
外或是著名的案例為主，較少舉例生活周遭的例子，在這種教學內容下成長與
學習的學生，對自己生活的環境不熟悉，家鄉的認識更為陌生。有許多學者批
評這種教育制度只是制式化的教學，無法讓學生真正的學習，也忽略了在地的
文化、知識以及環境。
而不同於全球化教育，洪如玉（2010）曾提及地方本位教育提醒著我們，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仍要以自身經驗與人文和自然環境特性，發展出具有獨特
性與創意性的教育理念與實踐。而地方本位教育（place-based education）是以
地方為基礎，將地方社區及其環境做為課程與教學的起點，以培養學生關懷社
區、欣賞自然環境，以及積極參與社區活動，建立公民參與能力（吳清山，
2018）。透過地方本位教育的方式，能讓學生認識自己成長的土地，並促進地方
感的提升。
永續發展教育必須由下而上進行，因為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背景
及環境生態，為了能讓這些重要的地方資源能永續傳承，就必須讓年輕人認識
自己的土地，從地方上來發展出屬於自己當地的永續發展教材。
1

我國在 2019 年所實施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以下簡稱十二年國教），其
核心在於培育學生「終身學習」，分為「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
三大面向。倡導以素養導向為教學，讓知識不再只是知識，而使知識成為能解
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透過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學校的教育開始發展跨領域的教
學，結合不同科目，設計出屬於各個學校自己的多元選修及特色課程。多數學
校結合地方本位教育，發展出獨一無二適合當地的課程，讓學生能從地方出
發，連結生活經驗與周遭環境議題，引發學生對環境的關心和責任感，提升對
家鄉的地方感。
針對學校的特色課程，近年來有許多學校發展出由學生擔任地方解說員的
活動，學生準備解說的過程中，可以實際的走進地方，了解在地的環境與文
化，收集屬於他們的第一手資料。而後續的資料整理衍生出的解說內容，是學
生自己內化的過程，將自己了解的部分展示給民眾，離開原本坐在教室的學生
身分，轉換成把知識呈現給民眾的解說者。林慧年（2005）在研究中指出，解
說員對地方活動涉入程度愈高時，其地方依附程度也愈高。所以學校可以透過
環境解說的活動，促進學生認識自己成長的地方，培養學生對地方的愛，並運
用解說回饋給地方。而此次活動也是為了地方永續發展而設計，讓學生透過資
料收集，了解在地問題，並設法用自己的方式解決，對地方有所貢獻。
地方感是對於地方的永續發展及為重要的影響因素，若是沒有地方感，土
地沒了傳承的對象，價值的消失包括了經濟、人文以及精神。配合十二年國教
的實施，讓學生體驗不同的學習模式，從知識的接收者，轉換角色將地方知識
帶給他人。藉此讓學生將所學的知識與自己的生活和地區聯繫起來，更加意識
到自己是地方的一份子。
研究者在 2018 年於南投高中進行地理科教師實習，參與了學校籌備校訂必
修的課程設計，與教師討論期間發現培養學生地方感是很重要的，而教師們為
了尋找在地資源與地方上的團隊合作，開始培養學生擔任地方環境解說員，但
因為尚未成立社團也不是正式的課程，只能在課餘時間培訓學生。透過實際的
解說，學生對地方有所認識，也發現了一些地方上發展的問題，但因為環境解
說隊沒有正式課程，也只著重在人文環境上，對自然環境的認識較少，研究者
認為要培養下一代認識地方，讓地方永續發展，是需要學習一個地方的文化及
環境的，所以希望透過研究將地方永續發展融入學校體系中，培訓高中的地方
環境解說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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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
一、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運用以地方永續發展教育為基礎的環境解說活動，培訓高
中生的地方環境解說隊，探究地方永續發展教育對學生地方感之影響，研
究目的如下：
(一) 探討地方永續發展教育的課程內容與教學歷程。
(二) 比較高中生實際參與地方環境解說前後，對地方永續發展的想像。
(三) 探討高中學生實際參與地方環境解說之過程，對地方感的影響。
二、 研究問題
基於上述研究目的，其待探討之問題：
(一) 地方永續發展教育的課程內容與教學歷程為何？
(二) 學生實際參與環境解說前後，對地方永續發展的想像有那些改變？
(三) 學生實際參與環境解說的過程中，對地方感提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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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界定
一、 地方永續發展教育
1992 年，《二十一世紀議程》 ( Agenda 21 )中提到教育能促進永續發
展和提高人們解決環境和發展問題的能力。透過教育來追求地方的永續發
展，須以在地脈絡為基礎（張珍悅、徐勝一，2010a）。因為每個地方有不
同的環境生態、歷史文化、經濟發展…等，所以發展出獨一無二的教育方
向。本研究以地方本位教育為基礎，融入地方永續發展議題，針對在地的
經濟、環境及社會發展作為課程設計的基礎。
二、 地方感
Tuan（1998）提出「地方愛，Topophilia」，指出地方是愛的記憶所
在，涉及了人與地方的情感聯繫。研究者認為地方是人與環境長期作用下
所形成，是個人的經驗與關係所形成具有獨特意義與感情的所在。本研究
以南投高中學生所生活的地方-南投市，作為本研究的研究範圍，以南投
市的地方認知、地方情感與地方永續發展行動力等做為地方感之構面。
三、 環境解說
解說是一種溝通人與其環境之間概念的過程或活動，用以啟發人對環
境之知識與瞭解，以及其於環境中所扮演之角色（Mahaffey，1969）。唯有
靠著解說員與地方持續互動的經驗，對地方有更深的認識，實際發掘隱藏
在資源背後的意義，地方價值才得以與解說結合（Tilden，1957），藉此來
增進民眾對地方的認識，進而加強地方的生活品質。本研究培訓南投高中
學生，透過資料收集，針對地方永續發展議題，進行解說，培養學生對地
方的感情，對地方有所貢獻，達到地方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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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 研究對象與範圍界定
(一) 本研究以南投高中自願參與地方環境解說隊的同學與老師為主要研究
對象。
(二) 本研究以帶領學生認識自己的生活所在地南投市為主軸，以校園周遭
的景點帶入永續發展的議題，讓學生能以國際的視野，了解地方發展
（圖 1-4-1）。
圖 1- 1 南投高中周遭範圍

資料來源：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2018）

二、 研究限制
(一) 研究時程較短，無法探討學生參與地方永續發展教育的課程，經過一
段時間後，對於地方感的影響能延伸多久，以及學生未來的發展情
形。
(二) 本研究的課程主題以南投市為主，包含了學校周圍的特色，可能受限
於地方環境的特殊性，只能提供其他學校做為設計地方永續發展教育
之課程的參考。
(三) 本研究的受試對象為自願參與環境解說營隊的學生，因為是自願參與
的緣故，在課程參與前對地方的情感並沒有很低，也具有地方永續發
展的概念。
(四) 在問卷收集上，受試者在前測較容易勾選同的選項，可能使量化資料
在分析上有不一樣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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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
本章分為 4 節，第一節「地方本位教育，Place-Based Education，PBE 」，
說明地方本位教育的緣起、教學架構與發展歷程以及對情感的連結。第二節
「地方永續發展教育」，說明地方永續發展的歷程、十二年國教下的發展。第三
節「地方感，The sense of place」，說明地方與地方感的概念及有關地方感的教
學方式。第四節「環境解說」，說明環境解說定義、與地方的關係以及高中學校
實際案例。

第一節 地方本位教育（Place-Based Education，PBE）
一、 地方本位教育緣起
地方本位教育的概念，從杜威（J.Dewey）所提出的「教育即生活」
中就能看到其影子，他認為學校教育應該與學生的生活經驗做連結，倘若
教育與生活脫節，便可能喪失了其教育的功能與價值。在 1990 年代，許
多學者開始進行地方本位教育理論的研究，1996 年美國教育學家 David
Sobel 出版的〈超越生態恐懼：重申自然教育之心〉（Beyond Ecophobia：
Reclaiming the Heart in Nature Education），說明了地方與自然教育的關
係，也認為地方本位教育是一種教學過程。在教學中運用在地社區與環境
資源作為起點，並教授語言、藝術、數學、社會研究、科學和其他學科概
念的過程。強調現實世界的學習經驗，幫助學生與社區做聯繫，增強學生
對自然世界的認識，使之成為積極、有貢獻的在地公民（Sobel，2004）。
學者 Paul Theobald 於 1997 年提出「地方意識教室」的概念，指出地
方的教育學應該以學校周圍的環境、社會、政治與經濟脈絡為主，並提出
「社區導向教育學」，與地方意識教室類似，教育應以在地社區為本，學習
的內容與場域應該以學習者的居住地為核心。教師為引導者，學習者能決
定學習的方向。
而地方本位教育（place-based education）一辭，是由 G. A. Smith 在
2002 年所發表的＜地方本位教育：在我們身處之地學習＞（Place-based
education：Learning to be where we are）中提出，他認為地方本位教育的
主要優勢之一，是能夠適應該地方的特色，幫助兒童克服學校和生活之間
的距離感。利用當地的現象與學生的生活經驗做結合，設計與學校教學不
同也能增長經驗的課程，讓學生將他們所學的知識與自己的生活和地區聯
繫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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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學者洪如玉（2013），綜合了 David Sobel、Paul Theobald、G. A.
Smith 的說法，提出地方本位教育的目的為「讓師生透過自己的具體操作
與身體力行去開啟建造一個生活空間或教育空間，在其中，人們可以相互
歸屬與扶持」。而我國 2018 年，《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脈動電子期刊》也
將地方本位教育定義為「地方社區及其環境做為課程與教學的起點，並強
化學校與社區聯繫，以培養學生關懷社區、欣賞自然環境，以及積極參與
社區活動，建立公民參與能力」。在教學過程中讓學生能體認到在全球化
時代，也應該多去理解所處的社區環境，增加社區認同感和參與社區的服
務（吳清山，2018）。
二、 地方本位教育課程與我國發展歷程
地方本位教育是一種教學過程，以地方為基礎來當作教學架構，Smith
在 2002 年指出地方本位教育可以透過五種教學來落實（圖 2-1）：
(一) 在地文化的學習（Cultural studies）：透過調查和記錄在地文化，讓學
生能更感興趣地學習與自身相關的東西。
(二) 在地自然的學習（Nature studies）：學生透過自然現象調查，社區和周
圍環境成為學習活動和反思的場所，打破了教室與世界之外的界限。
(三) 問題的解決（Real-world problem solving）：調查和解決的學校或社區
問題，就算可能會失敗，但有了這個過程，可以讓學生更加意識到自
己是社區的一份子，要有保護社區的義務。
(四) 工作現場實習（Internship and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與當地企
業合作，為家人和鄰居服務，成為社區需要的信心、新知識和動力。
(五) 結合學校與社區（Induction into community process）：使社區資源能融
入學校課程之中，讓學校與學生轉變為新的智力資源，讓社區能永續
經營。

圖 2- 1 地方本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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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 Smith（2002）的研究中也提到，在實施地方本位教育也需
要具備 5 項要素：
(一) 利用周遭的環境做為課程發展的基礎
(二) 學生成為知識的創造者
(三) 讓學生有機會參與設計自己的學習議程
(四) 老師為學生和社區資源的中間人，使學習有更多可能性
(五) 跨越社區和學校的距離，使社區資源能融入學校之中
(六) 學生能對社區有貢獻與服務，讓社區能永續經營
除了 Smith 的地方本位的教學架構，Knapp（2005）也提出了地方本位
教育可以設計成五種主題來進行課程的規劃（洪萱芳、顏瓊芬、張舒萍、
洪韶君，2016）：
(一) 文化學習：透過學生運用在地的文化及歷史現象做為基礎，讓學
生透過蒐集當地資料或故事當作學習，讓學生能進行新聞寫作
等。
(二) 自然學習：透過學生實際觀察在地的環境，重視環境問題，例如
水質的管理、關心河岸周遭的環境等。
(三) 問題解決能力：希望學生在真實世界中能有思考問題解決的辦
法，在參與社區議題中，思考解決之道。
(四) 探索當地職業的機會：讓學生熟悉當地的工作所運用之資源與工
作性質，可擴展經濟或企業上的知識，更融入當地生活。
(五) 決策參與的角色：希望學生能參與當地的會議活動，從過程中學
習與人互動，並且對當地環境盡一份力量，成為環境保護的代言
人。
Knapp（2005）所提出的地方本位教育的課程發展架構與 Smith
（2002）類似，能發現在地的學習是非常重要的，得到了在地知識後要思
考著地方面臨了哪些問題，並設法去解決，並在地方實際的去體驗，不管
是工作或是活動，實際的了解做事的方法，最後利用學生與學校的力量，
為地方盡一份力，讓學生了解自己的重要性。
我國政府從 1996 年開始在小學增設「鄉土教學活動」，各縣市與學校
可以針對地方特色，發展符合地方需要的教材或課程設計，希望藉由課
程，讓學生了解在地鄉土文化，進而關懷鄉土、參與鄉土發展（顏佩怡，
2018）。而此時地方學開始興起，當時的「宜蘭學」落實文化立縣的政策，
也形塑宜蘭人對在地地方文化的認同感（梁鴻彬，1999），也使地方學開始
在各地區受到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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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教育與地方學是我國地方本位教育課程發展的基礎，之後在 1998
年接續公布「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以生活為中心，希望學生成為「具
備人文情懷、統整能力、民主素養、鄉土與國際意識，以及能進行終身學
習之健全國民」（教育部，1998）。鄉土教育轉型，融入了不同領域中，環
境教育也在其中，希望藉由環境教育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而到了 2019 年
最新課程綱要「十二年國教」，其核心素養是培育學生成為「終身學習
者」，倡導以素養導向為教學，讓知識不再只是知識，而使知識成為能解決
實際問題的能力（教育部，2014）。各個學校開始量身訂做課程，許多學校
以其所處的地方融入地方本位教育的概念發展課程，而此概念與地方永續
發展目標可以結合，讓學生透過學習地方，對未來發展有所想像。

圖 2- 2 地方本位發展歷程

三、 地方本位教育提供情感連結
人文地理學者 Tuna（1974）曾提出「地方」與「空間」的差異，認為
沒有人的空間只算是一個地理區位，而地方的概念需要有人類存在才具有
意義，人們透過經驗與情感聯繫，來突顯空間的獨特性（Tuna，1974）。
每個地方都有他特別之處，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發展歷史、不同的生態環
境造就了每個地方的獨特性。我們需要透過對地方的情感建構，才會瞭解
地方或對地方產生歸屬感 （Galliano & Loeffler，1999）。
地方本位教育提供了對地方情感建構的教學模式，透過學校與社區結
合，學生在課程中了解在地的文化與自然、為地方付出產生熱情，並解決
問題，來建構出對地方的情感。
在國內關於地方本位教育與情感連結的相關研究：
林詩珊（2014）研究了受到地方本位教育後國中生對地方依戀的影
響，採用 Williams、Vaske（2003）所設計的地方依戀心理測驗，研究發現
自願上課的學生地方依戀經過課程後有顯著的改變，但非自願的學生卻無
顯著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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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萱芳、顏瓊芬、張妤萍、洪韶君（2016）以地方本位教育理論為基
礎架構，發展出一個可協助學生連結生活經驗和課程知識的課程發展模
式。研究發現，地方本位教育對學生重塑生活經驗和自身體驗的價值上具
有重要的意義，可惜的是受限於時間且戶外教學需事先申請的限制，無法
達到教學目標。此外，由於學生習慣於傳統知識接受的角色，導致當其接
受到新知識系統時未能及時適應。
姚宗威（2017）利用地方本位教育的科學學習課程來了解原住民學生
所發展的學習投入影響。在研究結果顯示原住民學生在地方本位的課程模
組中都對學生具有促進學習投入的效果，而影響原因包括受到教具或耆老
所提供地方元素或原住民知識的正向促進，但原住民學生在實踐課程之
前，就已具有高度的族群認同，無法了解受到地方本為教育之後的改變程
度。
岑天晴（2018）針對高中地理選修課程對學生地方感的影響進行研
究，發現原本學生對學校周圍並不熟悉，透過地方傳說、當地特色和傳統
文化等課程，大部分學生能對地方發展發表自己的意見也開始欣賞該地
方。
曾鈺文（2018）探討地方本位的戶外課程對活動涉入與地方依附的影
響，從量化的資料結果來看，學生在課程進行後對彰化的地方依附有提
升；而透過質化的問答發現學生，原先對家鄉不了解，透過課程及與他校
同學的互動增加了自己對於家鄉的認識。
由上述文獻可得知，透過地方本位教育，學生能有機會重新認識自己
的家鄉，其中這些課程對自願上課的學生比非自願的學生之地方情感的影
響較高，更願意親自體驗及活動涉入。學校與社區居民結合，讓學生能透
過居民對話的過程中，更了解當地的知識。不同的地方本位教育方法可能
會影響學生不同的地方情感，課程中老師與學生互動佳更能促進學生對課
程及活動的了解與投入。
而上述文獻的地方本位教育的課程中，活動最後的成果發表多以報告
或是作業形式做總結，較少對地方有回饋機制。雖然在課程當中有走出學
校，進入社區了解當地，但後續對於 Smith 與 Knapp 所提出的地方本位教
育應該解決當地問題，並到現場實際的學習，是在上述的文獻中未能看到
的。透過文獻的蒐集也發現對地方永續發展教育著墨的較少，所以研究者
希望能利用不同的教學模式，讓自願參與營隊的學生認識地方後，能透過
收集資料，並內化成自己的知識，並在課程最後邀請居民，讓課程發現的
在地問題能實際的想出解決方法，使學生能更加意識到自己是地方的一份
子，有保護地方的義務，並對地方永續發展有進一步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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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地方永續發展教育
一、 地方永續發展教育歷程
(一) 永續發展教育
近 30 年來，各國的政策越來越朝永續發展邁進。永續一詞要回顧
到 1980 年，國際自然和自然資源保育聯盟（IUCN）、聯合國環境規
劃署（UNEP）及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WWF），共同提出《世界保
育策略》（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首次在國際上提出永續一
詞。
而永續發展則是到了 1987 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UNCED) 發
表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中，才被定義為
「能滿足當代的需求，同時不損及未來世代滿足其需要之發展」。隔
年，聯合國教科文组織（ONUÉSC），從環境教育的目標、性質、内
容…等方面中重新進行整合的思考出發，提出了永續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一詞。
到了 1992 年，聯合國通過《二十一世紀議程》 ( Agenda 21 ) ，
該議程第 28 章「地方議程」（Local Agenda 21, LA21）推動了「地方
永續發展行動計畫」。要如何在地方環境的基礎上，協助地方社會以
新的思維及願景，漸次轉型，逐步邁向永續發展，是落實永續發展的
關鍵步驟（蔡慧敏，2003a）。而《二十一世紀議程》也指出教育能促
進永續發展和提高人們解決環境和發展問題的能力，具有重要的作
用。這說明了，對永續發展而言，教育是關鍵（張珍悅、徐勝一，
2010a）。1994 年，聯合國設置的永續發展委員會（UNCSE）提出了
永續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計畫。
在 2002 年，聯合國大會在會議中提出《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十年
計畫》（DESD，2005-2014），目的是將永續發展的原則、價值觀和實
踐，納入教育和學習層面，其強調環境、社會、環境等綜合議題教
育。說明了永續發展教育是多面向、跨學科的領域。2012 年，聯合
國永續發展會議（Rio+20），檢討現階段在全球推動永續發展的進程
及挑戰，並希望促成各國對永續發展做出新的政治承諾。
2015 年聯合國發佈了《2030 永續發展議程》（2030 Agenda），說
明了永續發展的 17 項目標（表 2-1），希望各國在 2030 年前能邁向
永續發展的共同架構。2017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行了「永續發
展目標的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ESDG)
詳細說明 17 項 SDGs 的教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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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永續發展目標

目標 01

消除貧窮

消除各地一切形式的貧窮

目標 02

消除飢餓

消除飢餓，實現糧食安全與營養改善，並促進永續農業

目標 03

健康與福祉

確保健康的生活，促進各年齡層所有人的福祉

目標 04

優質教育

確保包容公平的優質教育，促進全民享有終身學習機會

目標 05

性別平等

實現性別平等，使所有婦女和女童增能

目標 06

潔淨水源與
確保所有人獲得水與衛生設施與永續管理
衛生設施

目標 07

可負擔乾淨
確保人人能取得可負擔、可靠、永續與現代化的能源
能源

目標 08

就 業 與 經 濟 促進持久、包容和永續的經濟成長，促進所有人充分的
成長
生產性就業和尊嚴工作

目標 09

工業、創新基 打造有韌性的基礎設施，促進包容與永續的工業化並推
礎建設

動創新

目標 10

減少不平等

減少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不平等

目標 11

永續城市

使城市與人類住居具有包容、安全、韌性和永續性

目標 12

責任消費與
確保永續的消費與生產模式
生產

目標 13

氣候行動

採取緊急行動來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目標 14

海洋生態

保護並永續利用海洋和海洋資源以促進永續發展

目標 15

陸地生態

維護、恢復和促進陸地生態系統的永續利用，永續管理
森林，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轉土地退化，遏止生物多
樣性的喪失

目標 16

和 平 與 正 義 推動和諧與包容的社會以促進永續發展，讓所有人有司
制度
法救濟管道，在各層級建立有效、負責和包容的機構

目標 17

全球夥伴

以永續發展為目標，強化執行策略並重振全球伙伴關係
資料來源：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2015）

而其中第四項目標為「發展高品質教育」（Quality Education），子項
目標提到必須確保所有的學子都習得必要的知識與技能而可以促進永續
發展。說明了對於永續發展來說，教育是很重要的，利用教育來改善人
們生活和建立大眾的永續發展基礎，而永續發展目標的其他項目也需要
透過教育來達成目標（方偉達，2019）。透過教育使學生具備成為一個負
責任的全球公民所需的技能和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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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方永續發展教育
對於永續發展來說，每個地方會因為不同的環境生態、歷史文
化、經濟發展…等，而發展出獨一無二的教育方向。張珍悅、徐勝
一，（2010a）的研究中提及到永續發展教育需以在地文化脈絡為基
礎，同時尊重包容世界各地發出的不同聲音。這也說明了永續發展需
以地方為基礎，從每個地方中發展出獨特的永續發展辦法，針對不同
的經濟、環境及社會發展作為考量。
永續發展的推動除了需要中央由上而下（top-down）的政策引導
與支援外，更重要的應該是地方由下而上（bottom-up）的推廣與實
施，因為政府可以提供資訊、支援與建議，但政府並不能創造一個永
續的社會，永續的社會是要從家庭中開始（Richardson,1994）。
而透過教育，能將知識傳遞給下一代，在此提出地方永續發展教
育一詞。學生以全球化的永續發展視野，來看地方的議題，讓學生能
重視生活周遭的事物，並將在地知識永續傳承。了解地方上的議題，
是達到永續發展的第一步，莊瑞續（2003）參考國外地方永續發展案
例，提出地方層級推動永續發展相關工作時的參考：1. 尋找地方邁
向永續發展所應關切的永續發展議題、2. 確認永續發展議題的共同
目標、3. 凝聚地方永續發展願景、4. 鼓勵地方民眾參與。除此之
外，民眾對於地方的情感也是地方永續發展的重要關鍵（Roseland,
2000），李永展（2005）也提到要建構地方永續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
在於居民社區意識之認同及社區參與，若是民眾對於地方的情感較為
薄弱，地方的永續發展就會很難執行。
所以為了鼓勵地方民眾參與以及增加民眾的地方感，透過教育來
追求地方的永續發展，要求教育者和學習者，對他們居住的社區做出
批判思考；探查各種價值觀與理想目標之間的衝突狀態（張珍悅、徐
勝一，2010b）。讓學生有能力去發展一個他們能選擇的未來。本研究
希望利用地方永續發展的議題，設計屬於南投市的地方永續發展教
育，透過環境解說課程，讓學生在訓練解說的過程中了解在地議題與
發展情形，並培養地方情感。
二、 地方永續發展教育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結合
我國在 2019 年所實施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以下簡稱十二年國
教），其核心在於培育學生「終身學習」，分為「自主行動」、「溝通互
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倡導以素養導向為教學，讓知識不再只是
知識，而使知識成為能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教育部，2014）。這一次
的新課綱，是希望未來的學生無論在人我與環境間，或是人與群體互動
間，能具有公民意識的社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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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順榮與王宗坤（2018）認為公民素養，是利用教育的責任，無可
避免地建立在社區或是部落意識的基礎上，並在生活中融入各領域所
學，統整運用、手腦並用的解決問題，以培養基本知能、技術與態度。
也就是說在地方上學習是建立學生的公民素養很重要的基礎。
在十二年國教的核心素養中 3 大面向又可以細分成 9 大項目，強調
素養是與生活情境有緊密連結與互動的關係，圖 2-3 以下針對 3 大面向
與 9 大項目說明（教育部，2014）。
(一) 自主行動：學習者為學習主體，應選擇適當的學習方式自我精進，
進行系統思考以解決問題，並具備創造力與行動力。
(二) 溝通互動：學習者利用不同的工具，包括科技、媒體等物質工具以
及語言、文字及符號等社會文化工具，並具備藝術涵養
與生活美感，能與他人及環境有良好互動。
(三) 社會參與：學習者需要具備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能力，以參與行動
與他人或群體建立適切的合作模式與人際關係。

圖 2- 3 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

在過去傳統課綱的發展下，每間學校所授課的教材都是一樣的，學
生們上著相同的課程。而在十二年國教的推動下，透過新課綱，學校的
教育開始發展跨領域的教學，結合不同科目，設計出屬於各個學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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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元選修及特色課程。多數學校結合地方本位教育，發展出獨一無二
只屬於當地的課程，讓學生能從地方出發，連結生活經驗與周遭環境議
題，引發學生對環境的關心和責任感，提升對家鄉的地方感。
而在教育的目標能分為認知、情意（態度）、技能（行動力）三個領
域，而在規劃課程或課程設計也須兼顧認知、技能與情意等領域，以下
綜合多數學者對於教育目標的分類。
(一) 認知：認知領域可以分為知識、理解、應用、分析、綜合、評鑑等
六大層次，主要特徵是知識的獲得與應用。
(二) 情意（態度）：可分為接受、反應、價值判斷、組織、以及價值或品
格的形成等五個層次，指對外界刺激肯定或否定的心
理反應，進而影響在行為上所採取的行動。
(三) 技能（行動力）：強調的是心理與動作聯合的學習，以發展操作或動
作的技巧。
本研究希望透過辦理營隊課程了解地方永續發展教育與十二年國教
的結合，並將地方的永續議題以地方認知、地方情意以及地方永續發展
行動力融入於營隊課程設計中，讓地方永續發展融入學校教育體系中。

第三節 地方感（The sense of place）
一、 地方之概念
人文主義地理學中，有許多與地方類似的辭彙，像是區域、位置及空
間，但地方不同於其他，是擁有情感的。Tuna（1974）認為沒有人的空間
只能算是區位，地方的概念只有在人類存在時才具有意義。而 Tuan
（1997）繼續說明了地方是一個感知的綜合，有歷史、經驗、情感、文
化、價值的凝聚，感情中心的焦點。當人開始將意義投入到局部空間，以
某種方式依附其上，空間就成了地方（王志弘、徐苔玲，2006）。
地方是一種經驗，經由自然環境與社會背景，經過時間的累積而改
變，以不同的尺度存在於每一個人的心目中（Fritz Steele，1981。張芳梅
譯，2002）。對於過程中累積的情感，Tuan 提出「地方愛，Topophilia」一
詞，指出地方是愛的記憶所在，涉及了人與地方的情感聯繫（Tuan，
1998）。而張智遠（2002）指出地方是人們出生、成長學習或長期居住的地
方，在此地生養棲息，有感官體驗和人地密切的互動，並對該地方有深厚
的情感，長大以後對該地很懷念，並且對該地有認同感和有參與改善的意
圖。以上說明了人在環境中生活，靠著生活的過程產生經驗及互動，進而
對環境有了認知及感情，賦予地方意義，此時的地方的概念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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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方感之內涵
人文地理學辭典（Johnston etc.，2000），指出地方感有兩個意義：一
個是地方具有高度可想像性的特色；另一個是人們自己所意識到，對自己
具有意義的地方。我們經由生活過程，有了內在的體驗，意識到自己對地
方的感覺。張繼文（2005）也認為地方感是日常生活裡，個人或群體通過
經驗、記憶和意象而發展出對地方的深刻附著，並且經有此依附形式產生
出一種了解與被了解的熟悉感，以及對地方深厚的關懷，而獲致得其所的
安居。
而 Tuan 認為，親切的地方經驗埋藏在人的內心深處，無法用言語表
達，甚至常常忽略它的存在，知道它但不注意，因為它靠我們太近了，幾
乎是我們生活的一部份（潘桂成，1998）。而江碧貞（1999）指出地方感是
指人們自己所意識到，對自己具有意義的地方，這種感覺有時是難以表達
的，但並非不可能表達，它可能是私人深刻的感覺 ，是埋藏在內心的親切
經驗，有時不僅不能用言語去形容，甚至常常沒有警覺它的存在。蔡小慧
（2002）也提到地方與環境往往自然而然地融入我們的生活當中，我們使
用著環境給予我們的各項資源，在土地的環抱中安穩生活，卻喪失了對地
方應有的觀察、注意和想像，也因而忽略的對土地的感情和期望。三位學
者的論述說明了地方感往往在我們內心中，因為是生活的一部份，所以不
曾去留意過，或許要等到離開了熟悉的地方，才會喚醒自己對地方的愛。
Jorgensen & Stedman（2001）將地方感定義為，（一）個人與地方之間
關係的看法、（二）個人對地方的感覺及意識、（三）地方特色的影響。而
吳岡旆（2017）與岑天晴（2018）綜合多數學者的定義提出：
(一) 地方認同（place identity）：
地方認同是個人對於生活週遭物理環境的認同，基於人依賴在同一個
地方長時間並持續性地使用到該地方作活動的場所，在經過數年後便
會慢慢形成地方認同(Moore and Graefe，1994；Proshansky，1978)。
(二) 地方依附（place attachment）：
地方依附源自於環境心理學研究，被用來描述個人與特定環境之間一
種聯結的發展過程（聶筱秋、胡中凡、唐筱雯、葉冠伶譯，2003），也
因為這種直接或間接的經驗接觸而產生的情感聯繫。
(三) 地方依賴（place dependence）：
關注的是地方感中欲求的成分，指地方能夠滿足人的行為需求（莊春
萍、張建新，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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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來說，地方認同與地方依附是包含情感的部分，而地方依賴則是
對地方的需求度。而鍾育容（2014）針對地方認同、地方依附與地方感的
關係，整理出四種詮釋：
(一)
(二)
(三)
(四)

地方依附與地方認同是相同的概念（Rowles，1983；Stedman，2002）
地方依附是地方認同的建構成分（Lalli，1992）
地方認同是地方依附的構面（Vaske&Kobrin，2001）
地方認同、地方依附同為地方感的構面（Jorgensen&Stedman，2001；
Hernandez et al.，2007）
本研究以第四點「地方認同、地方依附同為地方感的構面」觀點，進

行研究的設計與分析，此三者都因為人與地方連結所產生的反應及過程。
將三者視為地方永續發展教育中地方情感的一部份，並與地方認知與地方
永續發展行動力，作為地方永續發展教育的課程設計目標。

三、 地方感教學相關研究
在全球化及都市化下，年輕人向往著到大都市發展與生活，造成對自
己家鄉的地方感薄弱。這個問題也使的教育開始重視地方，從先前的鄉土
教育到地方本位教育都是透過教育來影響學生對地方的認識及情感。
在第一節地方本位教育中，已說明透過地方本位教育可影響學生的地
方感，Semken 和 Freeman（2008）也指出地方本位課程教學中，所要考慮
最重要的就是地方感。教師都過課程設計，讓學生能對地方有多點認識，
進而主動關懷地方，讓地方感增加。而蔡美戀（2002）唯有提高居民對地
方的認同，才能激起保育地方環境的意識，所以為了要讓學生理解地方環
境的重要性，提升他們對於地方的認同與情感是非常重要的。
以下為我國與地方感教學相關研究分析：
陳吉文（2009）藉由在國小實施具有地方本位教育要素的課程，透過
問卷的測量，來了解學生地方感的變化情形，並探討學生背景與地方感的
關係，也利用評量測驗，了解學生在接受四週的地方本位科學課程後，學
生認知能力改變情形。研究結果，在接受融入地方本位教育要素的科學課
程後，地方感的強度有顯著提升，在科學學習成就方面也有達到顯著提
升。也發現，學生在社區居住的時間越長以及學生參與社區活動的頻率越
高，所表現出來的地方情感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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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慧雯（2011）在關渡地區，運用綠色生活地圖探究國小高年級學生
地方感之形塑，採取準實驗研究設計法，區分成實驗組與對照組。研究發
現 6 週的綠色生活地圖的課程對學生在關渡地區的活動頻率有提升也對學
生地方感有顯著提升的效果，而居住地點、活動頻率及居住時間也會影響
學生地方感的強弱。
吳岡旆（2017）以偏鄉學校做為研究對象，運用文獻探討、內容分析
法與半結構訪談的方式，探討臺灣偏鄉特色遊學的發展脈絡與教育意涵；
偏鄉特色遊學課程的環境教育意涵；以及偏鄉特色遊學課程中地方感與環
境教育意涵的關聯性。研究發現，目前偏鄉特色遊學的參與夥伴透過跨校
策略聯盟與社區資源的投入，建立起融合地方本位教育、在地知識與經驗
學習的學習架構。也建立起在地參與者環境價值觀與態度，為偏鄉特色遊
學構築地方感的關鍵，形成對地方的認同與依附情感。
顏佩怡（2018）探討鄉土教學活動對國中學生形塑地方感與文化資產
概念之影響，透過實際調查學生生活圈中的文化資產，從中分析出可以做
為鄉土教學活動資源，接著進行教學與追蹤，了解在經過鄉土教學活動之
後，國中學生在地方感與文化資產概念上的改變與成長。研究發現透過教
學活動的進行，學生對自己的鄉土有更多的瞭解，也同時提升了對於文
化資產概念的認識，過程中地方感開始萌芽。也藉由不同的課堂模式，引
發興趣、提升學習動機與自信心，更強化責任感。
由上述文獻可得知，若要運用課程來影響學生地方感，需要跳脫傳統
課程的概念，實際的帶學生到戶外走訪，並以生活周遭環境做連結。而在
課程過後學生更加認識地方，也提升學習的動機。
而透過文獻的搜尋發現，目前我國對地方本位教育及地方感有關的文
獻較少對高中生做研究。在皮亞傑提出的認知發展理論中，在高中階段，
學生進入形式運思期，思考能力增強，能了解抽象邏輯思考的概念，並發
展辯證與創造的思考能力，是增加環境知識、培養環境素養的重要時期。
而快速的身心發展，在此階段，也需要學習成人社會中的知識、情意及技
能，才能順利進入社會。所以研究者希望能以高中學生為研究對象，運用
地方本位教育的模式以及地方永續發展教育的概念，影響學生的地方感，
讓他們對地方產生意識，並主動關懷地方，了解地方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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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環境解說
一、 環境解說定義
在《解說我們的襲產》中，解說是一種教育性活動，目的在經由原始
事物的使用，以揭示其意義與關聯，並強調親身經驗以及運用說明性之方
法或媒體，而非僅是傳遞一些事實的資訊（Tilden，1957）。而 Mahaffey
（1969）說解說是一種溝通人與其環境之間概念的過程或活動，用以啟發
人對環境之知識與瞭解，以及其於環境中所扮演之角色。也就是說解說是
一個讓人了解環境的過程。
解說，可以讓民眾了解環境的相關資訊，也可以透過解說者了解背後
故事，並激發民眾的想法。就像 Ward、Wilkinson（2006）所說解說傳達了
自然環境、文化遺產的故事，以及刺激的遊憩活動，也激發大眾想要更深
入探索的動機。一次刻骨銘心的解說，將足以影響一個人的行為或態度，
甚至未來的發展方向（吳忠宏，2000）。
透過解說，民眾可以培養對周遭環境的敏感度，透過實際的參與來瞭
解環境問題的解決方式。而一場能讓民眾感受環境之美的解說，需要靠著
解說員的能力，而這些專業的能力，更需要靠著解說員對地方的了解及不
斷地更新資訊，運用熱情與快樂的精神，把內容生動地帶給民眾。若是解
說員對地方不熟悉，對地方不夠有熱情，是無法去啟發民眾有新的想法。
解說員只要自己能夠感受到美，就可以實現發自內心解說美的行為（吳忠
宏譯，2000）。
二、 環境解說與地方關係
美國國家公園署（U.S. National Park Service）表示「透過解說，就能
瞭解；透過瞭解，就會感激；透過感激，就能產生保護行動」(吳忠宏，
1999)。而黃美雯（2002）也認為透過遊憩解說對旅遊地區的地方特色認識
更多，對旅遊地方產生較深層的情感，對環境有更強烈的保育態度。解
說，可以培養民眾對環境的關心、對鄉土的情懷、對古蹟的欣賞、對大地
的熱愛、對萬物的敏感和觀察力等(陳炳輝，2007)。
透過解說，可增進民眾對地方的認識。在解說前，解說員親身的體驗
是很重要的，Tilden（1957）唯有依賴解說員與地方持續互動的經驗，實際
發掘隱藏在資源背後的意義，地方價值才得以與解說結合。而解說員需要
透過培訓課程，了解地方的特色與資源，並收集相關知識，讓自己本身也
成為一個對地方有感情、對環境有關心的人，才能專業地把地方帶給民
眾。就像 Ward、Wilkinson（2006）所說解說的功能不僅是傳遞知識，也是
讓人與地方產生連結，並讓我們認同那個地方與生活在當地的人。而透過
解說也能讓不同年紀的人更加了解地方，讓地方知識能永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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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內學生環境解說隊案例
近年來，許多學校開始利用解說的活動，讓學生認識自己生活的地
方，但過去的研究多為探討學生聽過解說後的效益，而角色改變後，讓學
生親身去介紹地方，又會有什麼效益產生。王美智（2013）透過 3 個月的
小小解說員的培訓課程，訓練學生對生活周遭環境的觀察力、敏感度、覺
知能力，期待他們在參與活動更為深入時 ，會更願意關懷環境，並主動採
取友善的環境行動為地球盡一份心力，針對個人也得到了自我肯定、勇
氣、積極學習以及樂於分享等能力。蘇傳桔（2007）認為在訓練學生解說
的同時，也是在培養學生個人鄉土之愛，並運用所學的鄉土知識，能對這
塊土地有所貢獻。以下為國內學生環境解說隊案例：
(一) 碩博士論文案例
1. 郭麗娟（2003）在《國小六年級學生植物解說能力培訓歷程之探
究》利用一套以學校本位課程概念發展的《原野自然公園學習步道
手冊》，規劃及培養國小六年級學生之 14 節的解說訓練課程。從教
師帶領六年級學生到景點講解，再由小組自行做解說路線的規劃與
內容準備工作，其後再對四年級學生進行解說活動。研究後發現六
年級學生透過小組實際解說的歷程，可提升對植物概念的認知。
2. 蘇傳桔（2007）在《實施「景點解說方案課程」對國中生學習態度
影響之研究---以屏東縣琉球國中為例》中利用 12 週的綜合活動課
時間進行實驗課程，從學生生活經驗出發，先教學相關知識，並實
際走訪，結合故鄉生活文化，增進學生對故鄉的認識，讓知識的學
習更貼近生活，培養鄉土、人文素養。透過現場解說的過程，增進
學生表達、溝通、分享的能力，來提升學生學習態度之成效。
3. 傅千珊（2011）在《臺南市小小解說員之養成與成效分析》中解說
員是學校挑選或自願參加解說員培訓的國小一到六年級學生，主要
培訓內容以學校附近的景點或古蹟，而這個培訓對學生認識家鄉有
幫助，激起他們對認識家鄉的興趣，會讓他們想要了解家鄉的文化
及歷史。而在眾多個案中有幾間學校是將解說員納入校本位課程
中，從一年級到六年級有循序漸進介紹學校在地環境、歷史發展的
課程，到六年級的校本課程才進行解說培訓。也有其他幾間學校是
透過營隊方式，其培訓期間可能為三個月、一學期或是半年。
4. 張右昇（2015）在《服務學習融入環境教育課程之研究以一所偏遠
小學導覽解說課程為例》中提到透過服務學習融入環境教育的課
程，能夠提昇學生的環境覺知與敏感度、增進學生的環境概念知
識、建立了正向的環境倫理價值觀、強化學生的環境行動技能以及
豐富了學生的環境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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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碩博士論文中，較多的研究案例以國中小的學生為主，以小小
解說員的方式，讓學生更認識自己的家鄉，並從中學習知識，培養對
環境的態度。
(二) 報導案例
而高中以升學為主，較少有關的研究。研究者利用報導來查詢到
幾間高中利用社團或是課外的小組，成立解說隊，在假日或是特別活
動中，把自己的生活成長的地方介紹給民眾。在碩博士論文研究外，
也有許多學校為了學生、地方以及學校發展成立了解說隊，培訓學生
擔任環境的解說員，也期許學生能透過解說進而去認識及保護地方的
自然與社會文化景觀。以下為透過報導收集到的高中環境解說對案
例：
表 2- 2 高中環境解說隊案例

桃園市私立復旦高級中學
藻礁導覽志工隊

2014 年成立，培訓高中生成為藻礁導覽員，帶
領國中、國小學生實地至藻礁勘查，認識生態
環境，扎根保育意識。
臺中市私立弘文高級中學

古蹟解說服務隊

與市定古蹟合作，利用假日駐點、英文、劇場
等方式解說古蹟。教導學生不但成為專業解說
者也成為歷史文化的守護者。
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古蹟解說團、
民俗文物館志工團

成立多年，利用假日駐點在鹿港的古蹟，希望
能夠從認識古蹟，進而以行動來愛護古蹟。也

擴大到淨灘，讓古蹟解說化為對鹿港小
鎮鄉土的環境之愛。希望能夠讓更多小
學生，認識家鄉，以家鄉為榮。

而透過報導能發現，高中生透過社團的方式，在假日或是在特殊
活動上將自己生活的地方介紹給聽眾，而在這過程中能訓練說話技巧
以及團隊合作的能力，並且在認識地方的過程中，培養對地方的情
感，也能為學生的生涯經歷中增添豐富色彩，成為重要經驗回憶。
本研究參考這些學校所成立解說隊的經歷與過程，培訓南投高中
的環境解說隊「投投市道」，希望能將別的地方的經驗帶入南投市，也
能讓學生透過地方的環境解說，更認識自己的家鄉以及生活的地方，
並且在這過程中培養他們的地方感與地方永續發展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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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本章分成研究架構與流程、研究情境與對象、研究工具、研究時程與資料
分析方法等各節加以說明。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流程
一、 研究架構
本研究藉由地方永續發展教育的概念，規劃一場環境解說營隊，包括
戶外教學活動和室內課程，利用以南投高中附近的區域為教學場域進行課
程教學，並讓學生以此場域實際的進行解說工作，以自願參加環境解說隊
的學生為研究對象。本研究的基本設計架構，透過環境解說營隊的活動，
認識自己生活的地方，營隊進行共五天的活動，再加上前測以及實際進行
環境解說活動後之後測，研究期程為一個月。而營隊課程的設計結合了 12
年國教的核心素養以及在南投市的地方經濟、環境、社會與文化三大永續
發展的資源。在實施課程前後，對研究對象施以地方感之問卷，包含地方
感、南投市地方認知以及地方永續發展行動技能，探討高中生經由地方永
續發展教育的課程，在籌備環境解說的過程中，其對地方的情感是否有提
升，以及對地方永續發展的想像有什麼改變，並透過訪談問題的設計，以
質性的方法蒐集教師設計地方永續發展教育的想法。依據本研究的研究目
的並參考相關文獻後擬定研究架構：

圖 3- 1 研究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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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流程
在研究流程上，研究者以地方本位教育、地方永續發展教育、地方感
與環境解說為主要探討，除了瞭解相關概念的研究方向，並設立研究目
的、問題及方法，與學校教師聯絡與討論，是否願意成為研究個案。在獲
得學校教師同意後與確定營隊課程活動目標後，開始設計相關研究工具，
如營隊課程、問卷、觀察重點，過程中仍續與教師討論，了解研究者所設
計之研究工具是否適合此營隊的教學內容。營隊開始前發放地方感之問
卷，在營隊過程中觀察學生活動情況，至營隊及實際進行環境解說工作後
再次發放地方感問卷。最後做學生心得與教師的訪談，了解此次教學活動
的內容與情形，最後，研究者將所有蒐集資料進行質化與量化的分析，並
撰寫本研究之結果與建議。本研究流程如圖 3-2：

圖 3- 2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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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情境與對象
一、 研究情境
本研究的活動設計，以地方永續發展為概念，設計環境解說活動，讓
學生了解國際趨勢與他處案例後，透過收集資料及活動規劃，最後進行實
際的環境解說。南投市具有永續發展中經濟、環境、社會三大領域資源，
以下並整理出鄰近南投高中能作為解說場域資料。
(一)南投高中
南投高中位於南投縣南投市，為南投縣最早設立的公立中學，在
地方上成立有 70 多年的歷史，校風淳樸，屬於社區型的高中，學生大
多就近就讀。而校內資源豐富，擁有普通科及技職科，能讓學生多元
學習，此外附近的社區資源多樣化，能結合社區資源及校友力量，充
分支援教學活動。而社會科教師為了發展課程，並促進地方發展，在
2018 年成立南投高中–投投市道解說隊，在課餘時間培訓了兩屆的學
生，為了讓培訓過程更有方法，教師希望透過營隊方式，增加學生練
習時間，學習專業的解說技巧。
(二)南投市基本資料
1. 地理
南投市為南投縣唯一的縣轄市，是南投縣的政治中心。面積為
71.2063 平方公里。全市人口從最多 2007 年的 105,671 人，到目前
統計到 2018 年的 99,850 人。以地形區分為三大範圍，八卦山台
地、市區平原及隔著貓羅溪的中興新村。下轄 34 個里。

圖 3- 3 南投市地理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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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歷史發展（南投市公所，2002。謝百傑，2017）
南投市在清領時期開始有雛形，在 1684 年（康熙 23 年）隸
屬於諸羅縣；1723 年（雍正元年）改隸屬於彰化縣的範圍，設南
北投保，此時台灣西部平原大致開墾完成，漢人才沿著貓羅溪移
往南投開墾，聚落名稱為「南投莊」；1759 年（乾隆 24 年）設南
投縣丞館衙門於南投街；1875 年（光緒元年）南北投保分成南投
保與北投保；1887 年（光緒 13 年）台灣建省，南投市隸屬於台
灣府台灣縣南投堡。
到了日治時期，1901 年（明治 34 年）南投市隸屬於南投廳南
投堡；1909 年（明治 42 年）隸屬於南投廳南投區，區役場（即區
公所）設於南投堡南投街；1920 年（大正 9 年）隸屬台中州南投郡
南投街。
1945 年台灣光復後，將州改為縣，郡改為區、街改為鎮，此時
地南投市為台中縣南投區南投鎮；1950 年南投市隸屬南投縣下轄的
30 個里；1957 年台灣省政府遷至中興新村，讓南投市的政治地位
大為提升，也帶來了許多人潮；1981 年，改制為「南投市」，直到
現今。

圖 3- 4 南投市歷史發展軸線

3.

產業
南投市的經濟產業可分為農業、工業、商業與觀光業為主。
農產品有稻米、茶葉、鳳梨、荔枝、龍眼、牛番茄，早期設有鳳
梨加工廠，製作成鳳梨罐頭行銷全台。而工業部份，成立了南崗
工業區，除此之外，「南投陶」也有大約兩百多年歷史，雖然現在
已逐漸沒落，但他還是南投特有的地方文化及歷史。而觀光是南
投縣主打的發展政策，南投市雖然位於交通的邊緣區，也有些觀
光景點，例如：中興新村、猴探井、天空之橋及許多歷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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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資源
南投高中本身是一個擁有歷史文化的地方，也是日治時期重要的
場所，以學校本身為起點，瞭解周遭特殊的歷史發展與自然景觀，及
不同年代的文化與發展歷史，是非常適合發展地方本位教育的學校。
而地方文化是城市保持其獨特性和競爭優勢的核心資源（謝百傑，
2017）。把這些資源運用於課程中，將能使學生更認識家鄉並將文化繼
續傳承下去。
本研究利用永續發展的經濟、環境、社會三大面向，整理出南投
高中附近幾處擁有地方永續發展議題的場域當作學生解說地點。
1.

經濟面向
（1） 南投傳統市場
南投市場位於南投市中心，在日治時期就有許多攤販在
此擺攤。目前有百年的歷史，經過整修，市場的招牌表現出
富饒物產的意象。在市場周圍有許多南投市在地的美食與水
果，例如：南投意麵、楊家珍珠奶茶、肉圓、燒仙草、碗
粿、綠豆粉粿、紅薯球…等，而八卦山的鳳梨與荔枝更是重
要的經濟農產品。
南投的鳳梨產業因為氣候以及八卦山的紅土地質，打造
出含水量充足、排水良好，適合鳳梨生長的環境。在十年
前，土鳳梨的價格很低，連南投的台灣鳳梨工廠也隨之倒
閉。而在十年後，南投的土鳳梨酥卻成為知名伴手禮，甚至
紅到日本。產業的復興，打造出在地品牌，整合了 4.50 個鳳
梨農成立產銷班，促進在地經濟以及讓南投多了一個值得驕
傲以及活力的產品。
而南投的黑葉荔枝產量是全台前三名，但在近幾年卻沒
有吃到甚麼荔枝。除了暖化以及雨量偏少外，最大的原因為
荔枝椿象，當他吸食植物的汁液時，會讓花枯萎、果皮焦
黑、落花落果，甚至造成果樹枯死。不僅民眾吃不到荔枝，
果農們的生計也會受到影響。而目前南投選用生物防治法，
找來了平復小蜂產卵在荔枝椿象的卵內，使其無法生長，來
達到防治的效果。
（2） 老屋創生
南投市目前所保留下來的老建築物幾乎都是在日治時期
所建造的，而南投大戲院、稅務出張所及武德殿，把原本的
老舊建築賦予了新生命，創造出老建築物的新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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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大戲院成立於 1929 年（昭和 4 年），廣播車播著老
阿嬤介紹新電影的聲音，買一張票能看三個廳的電影，這是
南投人心中的童年回憶，戲院經歷了，電視機普及與錄影帶
興盛以及 921 大地震，震走了人潮。新冠病毒的疫情也影響
到了電影產業，但老闆卻不考慮熄燈，因為經營戲院已經成
為一種使命感要將文化傳承。為了轉型，第三代老闆繼續傳
承這項使命感，改變經營模式，除了看電影外也能享用老戲
院咖啡，並與政府合作打造南投的地方創生。
而南投稅務出張所在 1936 年(昭和 11 年)落成，辦理當
時的稅務工作，之後不斷的改變身分，從稅捐稽徵處、南投
市公所、警察局，富有文化價值，是南投市四處日治時期建
築之一，也是當時台中州第一個設立的稅務出張所，也是唯
一僅存的一座。而現在有了在地的妖怪村團隊進駐，朝著文
創產業發展，以貫穿南投市的貓羅溪為主角，設計了蘿溪貓
這個腳色，提供輕食、飲品和各式休閒遊戲，讓歷史建築以
新型態再出發。
2.

環境面向
（1） 中山公園淺山生態系
南投市依靠著八卦山的緩坡面發展，擁有淺山生態系的
環境資源，而中山公園是南投市建設出最大的公共綠地。在
日治時期向居民陸續購買或贈與土地所設立。在園內的動植
物生態豐富，包括黑板樹、印度塔樹、樟樹、掌葉蘋婆等。
也有幾株百年老樹，是市區的大自然教室，也有「南投市區
之肺」美譽。除了生態外，也保留了以前南投市很重要的產
業『南投陶』的燒窯，雖然產業沒落，但也是南投市的豐饒
歷史。園區內也有貓羅溪的水系經過，取之水源設立了生態
池。
近年來生態池慢慢地變成了污水溝，佈滿一層層油污及
惡臭味，使居民以及散步的民眾感到不適。除此之外，旁邊
美麗的溪流，被政府規劃成停車場，若將溪流封起來，沒有
清淤雜草叢生又惡臭也會影響防洪。目前正在實施的「南投
縣城鎮之心」計畫，是希望將貓羅溪中游段的生態及生活廊
道做改善，提供民眾更舒適的親水環境，解決上述問題，但
其中公園設施規劃也衍伸都市規劃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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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貓羅溪流域
貓羅溪發源於南投中寮鄉，一路流經南投、台中及彰
化，陸域與水域生態相當豐富，在 2017 年特生中心在八卦山
拍到了石虎的影像，檢視貓羅溪沿線的相關紀錄，以及近年
南投地區的石虎路殺資料，顯示貓羅溪流及其兩岸環境，是
石虎族群的重要棲息地和移動廊道。為了友善更多的野生動
物，讓貓羅溪成為一個安全的生態廊道。除此之外，在生態
環境面向來看，鳥類包含大冠鷲、鳳頭蒼鷹、紅尾伯勞，魚
類包含台灣石魚賓、台灣馬口魚等等的特有生物，而在岸邊
也有許多農夫在此種植經濟作物。
政府搭配了前瞻計畫，執行了南投縣貓羅溪水環境改善
計畫。將貓羅溪分為三段，期望能將貓羅溪打造成富有生態
及文化的南投母親河，具有生態環保教育功能的河川，設立
觀景台，讓民眾可以觀賞野鳥等動、植物自然生態，並設立
水資源回收中心，推廣水資源回收概念，讓居民能與水共
生。以下為前瞻計畫三大階段：
表 3- 1 貓羅溪前瞻計畫三階段

景觀水環境

活力水環境

生態水環境

縫合都市發展空間

社區發展多元活動

生態緩衝區

慶典活動潛力空間
自行車道系統串聯
綠堤防休憩觀景設施

河濱運動潛力空間
河濱舞台表演空間

生態複層植栽棲地復育
生態溼地環境教育區

3.

社會面向
（1） 配天宮
配天宮建立於 1799 年（嘉慶 4 年），是南投縣內的三級
古蹟。在日治時期，日本人為了管理方便，將南投市的媽祖
廟、觀音寺、城隍廟、土地祠合於一處，也讓配天宮成為四
廟合一的宮廟，也成為南投市居民的重要信仰中心。
在每年的農曆六月十五為城隍爺出巡的日子，當城隍爺
繞著南投市各個街道巷弄時，就是在保佑整個南投市平安，
而整個城隍季會持續三天，街道上會擺滿攤販，人滿為患，
是南投市重要的信仰大事，此時也會吸引許多在外求學上班
的在地子弟返鄉回來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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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藍田書院
在清朝初年，南投地區因地處內山，開發較晚，文教事
業並不發達，直至清朝中期，漢人開拓南投大致完成。藍田
書院在 1831 年（道光 11 年）成立，與草屯鎮登瀛書院、集
集鎮明新書院並列為南投縣 3 大古蹟書院，也是國家第三級
古蹟。
藍田書院之名稱，具有「樹人如同種玉、青出於藍更勝
於藍」的意涵，希望藉此培植地方文秀並青出於藍。在日治
時期因為市區改正計畫，才將原在於藍田街的藍田書院遷到
目前的位置。至今院內所供奉的文昌帝君、關公及孔子，是
南投市當地居民考試的信仰中心，每當考試時期，會有許多
信眾與學校來此祈求考試順利。
（3） 九二一大地震
南投市因為朝代的更迭，又經歷過嚴重的 921 地震，能
保留下來的古蹟少之又少，許多建築物已改頭換面，卻留下
許多老故事及經驗。而這些故事也能給後代一些警惕，但目
前居民對於 921 地震的印象只存在著恐懼，尚未形成減災、
避難的意識。沒經歷過 921 地震的年輕一代，甚至不覺的地
震有什麼可怕。甚至在網路也搜尋不到 921 南投市災情的相
關照片，好像被藏起來一般，只能在特定的政府出版或是科
博館的 921 地震園區才能看到歷史照片。
若是能運用這些照片，警惕後人地震的可怕，也能產生
人們對地震的重視以及如何保護自己與家園、提升災後韌
性。
二、 研究對象
(一)受試者
本研究的受試對象為 22 位南投高中普通科自願參與地方環境解說隊之
學生，挑選有完整參與 5 天營隊課程的學生，在 22 位學生中有一位因
為腳傷因素，無法參與全程，固本次樣本數共有 21 位學生。
(二)教學者
本研究教學者為南投高中社會領域對地方環境解說有熱忱的教師群。
校內主要承辦營隊的教師為社會科召集人以及一位地理教師，另有兩
名地理科教師負責協辦。在外聘教師方面，請來在地的地方創生團隊
以及專業解說員負責專業的教學與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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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者
研究者擔任協同設計課程，負責資料收集、連絡外聘講者、設計學習
單與海報等工作，作為本研究的參與式觀察者角色。

第三節 研究工具
為了探討地方永續發展教育的課程內容與教學歷程為何以及學生參與環境
解說前後，對地方感有什麼改變，將此節分為三個部分，分別為課程內容發
展、營隊實踐歷程以及評量工具。
一、 課程內容發展
本研究的課程內容為包含了南投市的地方經濟、環境、社會與文化三
大永續發展的資源以及將十二年國教的核心素養當成目標，進而設計本研
究的營隊課程內容。
(一) 南投市地方永續發展資源
在設計課程前，研究者與教師蒐集南投市的景點資料，並將這些
景點有關的永續議題以及近期的新聞做出整理。而在課程規劃上，為
了搭配適合的解說路線，選擇了其中幾個作為學生資料蒐集以及實際
解說的景點。而在課程中，帶領學生實際走入這些景點，搭配學習單
的引導，讓學生透過蒐集以及訪談，了解該地點與地方的關係以及其
永續發展相關議題。以下為本研究所選擇的解說景點以及其永續發展
議題：
表 3- 2 解說景點以及其永續發展議題

景點
南投市傳統市場

地方永續發展相關議題
經濟

1. 地方經濟發展歷史
2. 在地農特產與美食
3. 市場與居民的關係
1. 中山公園發展歷史
2. 淺山生態系系統

中山公園
環境
貓羅溪支流
配天宮
社會
藍田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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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都市景觀與公園綠地
1. 溪流與居民的關係
2. 水資源汙染
3. 石虎保育
1. 古蹟歷史發展
2. 地方文化
3. 居民信仰中心

(二) 與本研究相關的十二年國教素養
本研究參考教育部（2017）公布的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綱，找出與
本研究有關的地方永續發展與高中生環境解說隊相關的素養指標，利
用這些指標來檢視本研究所設計的營隊課程，並與學校教師進行分析
與討論，勾出營隊課程中有符合的項目。其中選擇了高中階段議題融
入教學以及社會領域核心素養進行課程的目標設計。
關於議題融入教學，在十二年國教課綱中為了培養學生對生活情
境問題的分析與解決能力，是學生統合各領域教育內容，以及應用各
領域所學的重要樞紐。共納入了 19 項議題，包括性別平等、人權、環
境、海洋、品德、生命、法治、科技、資訊、能源、安全、防災、家
庭教育、生涯規劃、多元文化、閱讀素養、戶外教育、國際教育、原
住民族教育等。研究者與教師進行討論，挑出其中 6 項與解說營隊相
關的議題，進行課程內容的設計，包括環境教育、人權教育、品德教
育、科技教育、多元文化教育、閱讀素養以及戶外教育。而在課綱中
每項議題中都有其數項的核心素養，以下列表（表 3-3）為與本研究的
課程內容有關的核心素養，以及其與課程內容的相關性。
表 3- 3 與本研究的課程內容有關的議題融入教學核心素養
議題教育核心素養

環
境
教
育

解說營隊課程

漫遊
中興

地方
創生

南投
認知

實際
走訪

收集
資料

成果
發表

環 A1 能從人類發展與環境負擔的平衡，思考人類發展
的意義與生活品質的定義，建立合宜的人生觀，探尋生
命意義。
環 A3 能經由規劃及執行有效的環境行動，發展多元專
業之能力，充實生活經驗，發揮創新精神，增進個人的
彈性適應力。
環 B3 能欣賞、創作與環境相關的藝術與文化，體會自
然環境與人造環境之美，豐富美感體驗。

V

V

-

–

-

–

–

–

–

V

V

V

V

–

–

V

–

-

環 C1 能主動關注與環境相關的公共議題，並積極參與
相關的社會活動，關懷自然生態與人類永續發展。

–

–

–

V

–

V

環 C3 能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關心全球議題及國際情
勢，發展國際理解、多元文化價值觀與世界和平的胸懷。

V

-

–

V

–

-

環 U1 關心居住地區，因保護所帶來的發展限制及權益
受損，理解補償正義的重要性。

V

-

-

V

V

V

環 U2 理解人為破壞對其他物種與棲地所帶來的生態不
正義，進而支持相關環境保護政策。

–

–

–

V

V

–

環 U3 探討臺灣二十一世紀議程的內涵與相關政策。

–

–

–

–

–

–

環 U4 思考生活品質與人類發展的意義，並據以思考與
永續發展的關係。

-

-

-

V

V

-

環 U7 收集並分析在地能源的消耗與排碳的趨勢，思考
因地制宜的解決方案，參與集體的行動。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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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U10 執行災害防救的演練。

–

–

–

–

–

–

環 U11 運用繪圖科技與災害資料調查，繪製防災地圖

–

–

–

–

–

–

環 U12 了解循環型社會的涵意與執行策略，實踐綠色
消費與友善環境的生活模式。

–

–

V

V

–

-

環 U15 了解因地制宜及友善環境的綠建築原理。

–

–

–

–

–

–

–

-

V

V

-

–

–

–

–

–

–

–

–

-

-

V

V

V

人 U5 理解世界上有不同的國家、族群和文化，並尊重
其文化權。

–

–

–

V

V

–

品 U2 關懷生活環境與自然生態永續發展。

V

V

V

V

V

V

品 U3 關心在地與全球議題並增進公民意識與行動。

-

V

V

V

V

-

品 U4 各類正觀點、社會中不平等現象與議題，以及社
會公義的在地化與全球行動。

–

–

–

V

–

–

科 U3 分析、思辨與批判人與科技、社會、環境之間的
關係。

–

V

–

–

V

–

科 U5 從關懷自然生態與社會人文的角度，思考科技的
選用及永續發展議題。

–

–

–

V

V

-

科 U12 具備溝通協調、組織工作團隊的能力。

–

–

-

V

V

V

多 U3 探討不同群體的文化，並能從各文化群體的觀點
進行分析。

–

–

–

V

V

–

多 U6 培養跨文化互動與交流的能力。

–

–

–

V

V

V

閱 U2 深究文本的內容並發展自己的詮釋，以此豐富自
己的知識體系。

–

–

–

-

V

–

閱 U3 除紙本閱讀之外，依學習需求選擇適當的閱讀媒
材，並了解如何利用適當的管道獲得文本資源。

–

–

–

V

V

V

戶 U1 分析及應用觀察所得。

V

–

–

V

V

V

戶 U3 參與戶外生活體驗，在真實生活情境中實際體會
生活，促進自我成長與社會化發展。

V

–

–

V

–

V

議題教育核心素養

環
境
教
育

人
權
教
育

品
格
教
育

科
技
教
育

多
元
文

化
閱
讀
素
養
戶
外
教

育

解說營隊課程

人 A1 能從自我探索與精進中，不僅建立對自我之尊
重，更能推己及人，建立對他人、對人性尊嚴之普遍性
尊重。
人 A2 能思考與分析人權侵害問題背後之社區、國家與
國際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因素，並能提出有效
之改善策略與具體之行動方案。
人 C2 能覺察偏見並能尊重差異，而能避免歧視行為，
建立友善與包容之人際關係，進而在發展社會參與和團
隊合作的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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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研究與南投高中社會科合作，在營隊課程內容中大多與社
會三科（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有關，故將課程內容設計融入十
二年國教中高中職社會領域的核心素養，希望培育學生面對各種挑戰
時，能做出迎向「共好」的抉擇（教育部，2018），並具社會實踐力。
而在社會領域核心素養中，能分為總綱的三大面向「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與「社會參與」以及社會領域學習表現部分包含認知歷程、
情意態度與技能行動，以「理解及思辨」、「態度及價值」和「實作及
參與」做為領域的共同架構。以下列表（表 3-4）為與本研究的課程內
容有關的核心素養，以及其與課程內容的相關性。
表 3- 4 與本研究的課程內容有關的社會領域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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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U-A1 探索自我，發展潛能，肯定自我，規劃生涯，
健全身心素質，透過自我精進，追求幸福人生。

V

V

-

V

-

V

社-U-A2 對人類生活相關議題，具備探索、思考、推
理、分析、批判、統整與後設思考的素養，並能提出解
決各種問題的可能策略。

–

V

-

V

V

V

社-U-A3 對人類生活相關議題，具備反省、規劃與實踐
的素養，並能與時俱進、創新應變。

V

V

V

V

V

V

社-U-B1 運用語言、文字、圖表、影像、肢體等表徵符
號，表達經驗、思想、價值與情意，且能同理他人所表
達之意涵，增進與他人溝通。

–

–

–

V

V

V

社-U-B3 體會地理、歷史及各種人類生活規範間的交互
影響，進而賞析互動關係背後蘊含的美感情境。

-

–

V

V

V

V

社-U-C1 具備對道德、人權、環境與公共議題的思考與
對話素養，健全良好品德、提升公民意識，主動參與環
境保育與社會公共事務。

–

–

–

V

V

V

社-U-C2 發展適切的人際互動關係，並展現相互包容、
溝通協調、社會參與及服務等團隊合作的精神與行動。

–

–

-

V

V

V

社-U-C3 珍視自我文化的價值，尊重並承認多元文化，
關心全球議題，以拓展國際視野，提升國際移動力。

V

V

V

V

V

V

歷 1a-Ⅴ-3 比較過去與現在的異同，並說明過去與現在
的關聯性。

V

–

–

V

V

–

地 1a-Ⅴ-3 說明以地理視野觀察地表現象及議題的方
法。

V

V

V

V

V

–

公 1a-Ⅴ-1 說明社會生活的現象及其成因。

–

–

–

V

V

-

歷 1b-Ⅴ-1 連結歷史知識與現今生活，並運用歷史知識
分析社會現象或變遷。

V

–

–

V

V

V

歷 1c-Ⅴ-2 綜合歷史知識與史料證據，提出個人的分析
與詮釋。

–

–

–

V

V

V

社會領域核心素養

總
綱
核
心
素
養

理
解
及
思
辨

解說營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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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1c-Ⅴ-2 思辨各種社會及環境議題，並能進行整合評
價。

–

–

–

–

V

V

地 1c-Ⅴ-3 跨領域/科目整合相關知能，反思各種社會
及環境議題，並提出看法或解決策略。

–

–

–

V

V

V

地 2a-Ⅴ-1 敏銳察覺社會及環境變遷的內涵。

–

-

-

V

V

–

公 2a-Ⅴ-1 關注社會生活相關課題及其影響。

V

-

–

V

V

V

歷 2b-Ⅴ-2 理解並尊重不同文化、宗教、族群、種族、
性別歷史發展的獨特性與主體性。

–

–

V

V

V

–

地 2b-Ⅴ-1 具備地方感與鄉土愛，關懷其他地區的社會
及環境議題。

V

-

V

V

V

V

地 2b-Ⅴ-2 尊重文化的多樣性，欣賞各種人地交互作用
所塑造的地景。

V

V

V

V

V

V

公 2b-Ⅴ-2 尊重或承認社會中的不同主張及差異。

–

-

-

V

V

–

歷 2c-Ⅴ-2 省思歷史發展的多重面向，珍視融合多元族
群、文化的社會體系及人權的價值。

V

–

V

V

V

V

地 2c-Ⅴ-1 省思日常生活方式的意涵，珍視日常生活的
慧。

V

–

V

V

V

–

地 2c-Ⅴ-2 珍視不同空間尺度的環境永續價值，並願意
付諸行動保護。

V

V

V

V

V

V

公 2c-Ⅴ-2 珍視並願意維護重要的公民價值。

V

V

-

V

V

V

地 3a-Ⅴ-1 根據地理系統與地理視野的觀點，利用地理
技能的方法發掘各種社會及環境問題。

–

-

–

V

V

–

地 3a-Ⅴ-2 分析問題形成的背景與內涵，提出解決問題
的可能策略。

-

–

–

V

V

V

歷 3b-Ⅴ-1 根據主題，進行歷史資料的蒐集、整理與分
類。

–

–

-

V

V

–

歷 3b-Ⅴ-2 研讀或考察歷史資料，分析其生成背景與其
內容的關係。

–

–

–

V

V

–

地 3b-Ⅴ-1 從各式地圖、航空照片圖、衛星影像，網路
與文獻、實驗、田野實察等，蒐集和解決問題有關的資
料。

–

–

–

-

-

–

公 3b-Ⅴ-1 善用多種策略蒐集公民與社會生活相關資
料。

–

–

–

-

-

–

歷 3c-Ⅴ-1 聆聽他人並陳述自己的觀點，檢視自己的盲
點與偏見，形成新的觀點。

–

-

V

V

V

V

歷 3c-Ⅴ-2 透過討論、說服、辯論、協商等方式尋求相
互理解。

–

-

V

V

V

V

社會領域核心素養

理
解
及
思
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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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與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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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3c-Ⅴ-1 參與小組討論，與他人共同思考資料的意義
並判別資料的可靠性。

–

-

V

V

V

–

地 3c-Ⅴ-2 參與小組討論，與他人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
有效方法。

–

-

V

V

V

V

地 3c-Ⅴ-3 團隊協力共同解決問題。

–

-

V

V

V

V

公 3c-Ⅴ-1 傾聽他人意見並澄清彼此觀點。

–

-

V

V

V

–

公 3c-Ⅴ-2 善用討論形成共識。

–

-

V

V

V

-

公 3c-Ⅴ-3 整合成員特質並展現團隊合作成效。

–

-

V

V

V

V

地 3d-Ⅴ-1 透過小組合作，發掘各種社會或環境問題，
規劃解決問題的執行策略。

–

-

V

V

V

V

地 3d-Ⅴ-2 小組合作共同執行解決問題的策略，並發表
執行成果。

–

-

V

V

V

V

地 3d-Ⅴ-3 檢討執行策略的成效，並提出改善的方案。

–

-

V

V

V

V

社會領域核心素養

實
作
及
參
與

解說營隊課程

透過蒐集與分析南投市地方永續發展資源以及十二年國教議題融
入教育以及社會領域核心素養，能助於本研究所設計的營隊課程的內
容發展，讓地方永續發展資源成為為學生走訪的景點，從中認識自己
生活的地方，並利用十二年國教議題融入教育以及社會領域核心素養
設計出能提升高中學生來檢視課程。
二、 營隊實踐歷程
為了探討融入地方永續發展教育的環境解說是否能影響高中生的地方
感以及啟發學生對的地方發展未來的想像，本研究參考 Smith 在 2002 年指
出地方本位教育可以透過「在地文化學習」、「在地自然學習」、「問題解
決」、「工作現場實習」與「結合學校與社區」來認識地方，以及教育部
（2017）公布的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中議題教育與社會領域的核心素養，設
計出地方永續發展的解說營隊，讓學生透過營隊課程以及規劃解說活動能
更意識到自己是地方的一份子。在活動期間，邀請畢業的學長姐擔任小隊
輔一職，能將自己解說的經驗進行傳承，也能成為學弟妹的榜樣。而在研
究時程的部分包含前測、參加中興新村解說活動、環境解說營隊五天的活
動，在實際參與環境解說後進行後測，課程架構主要活動如下(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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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5 環境解說營隊課程時程

營隊前 7/15(三)

第一天 8/3(一)

第二天 8/4(二)

下
午
13
|
16
回
家

拜師學藝
參與
中興新村解說

地方永續
發展概念
地方創生

解說相關
工作實務

南投市認知活動
1.拼圖.印象地圖
2.南投知識王
解說技巧與實務
專業、互動

第四天 8/6(四)

資料收集
訪談內容

營隊開場
早
上
9
|
12

第三天 8/5(三)

實際走訪
收集第一手資料
*城隍爺廟會

成果發表
正式解說

心得分享
營隊結訓

校園練習
小組練習

表達、肢體

景點資料收集

收集景點資料

整理景點資料

準備成果發表

(一) 第一天 七月十五日
以高中學期結束的隔日當作營隊的開始，讓學生有上課連貫的感
覺，而此天的安排是為了之後的正式營隊作為開場，透過參加中興新
村的解說活動，讓學生增加解說活動的體驗，也透過學習單讓學生現
場記錄，並從中認識解說工作是如何準備與進行的，而此天的活動也
讓學生引起對解說的興趣，讓他們知道解說是一個能讓聽眾認識地方
的方式。
(二) 第二天 八月三日
營隊正式活動的第一天，先是請來了致力於南投市地方創生的南
投大戲院老闆進行地方創生的分享以及對於學員的鼓勵。而後為了讓
同學進行不同班級的交流，採用不同班的分組方式，在各組也加入了
南投高中畢業的學長姐擔任小隊輔的工作，進行小組的討論與默契的
培養。在活動開始前，與學生說明整個營隊的加分機制，若是在最後
積分最高會有頒獎活動，並在教室中張貼計分表，讓每位同學都能隨
時注意到分數，並激起小組團結合作的精神與為了營隊所努力。在次
課程設計部分為了讓學員們熟悉彼此，透過小組團隊合作的遊戲，讓
他們在遊戲過程中增加對南投市的認識與團隊默契，遊戲包含了拚南
投縣拼圖、畫出對於南投市的印象地圖以及與南投市有關的 kahoot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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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互動遊戲。在下午的課程安排，邀請幫學生進行中興新村解說活動
的地方解說員進行解說技巧與實務，讓學生在互動過程中學習如何表
達自己的想法。
(三) 第三天 八月四日
營隊正式活動的第二天， 除了延續第一天的解說技巧，也多分享
了規畫一場解說活動需要做工作，像是導覽摺頁、路線規劃、資料收
集等等，透過這樣的活動安排，能讓學生更加意識到自己成為一位專
業的解說員時，需要準備的工作項目，也需要整理與講出解說內容，
從原本的聽者變成講者是必須花下功夫的。而在下午的部分，由學校
教師利用心智圖的概念，讓各組去發想南投市的景點，以及這些景點
能講到什麼樣的內容，透過小組討論的方式，能讓一些不熟悉南投市
的學員，靠著與組員討論的過程擴展自己對南投市的認識。此外為了
要讓學員更認識南投市區，透過學習單議題的方式，使學生在回家時
利用網路搜尋景點資料，以利實際走訪時更流暢的認識景點。
(四) 第四天 八月五日
營隊活動第四天，為了避免學員在實際走訪時不清楚自己要做的
什麼，所以利用小組討論時間，再次讓學員了解組員間對於景點收集
到的資料與想訪問的問題。在實際進行訪談，讓學生去記錄這些景點
與在地居民的關係，不管是廟宇、生態公園與溪流，都是能讓學生了
解每個地點的重要性，在訪問的過程中，可以聽到許多在電腦上查不
到的資訊，以及實際與居民做互動，蒐集到居民對景點的想法，而在
透過這個經驗，也能讓學生更認識這些景點。而結束實際走訪後，再
次讓小組進行資料收集，補足先前未查清楚的資料以及相關議題的延
伸，並在此過程中整理出與練習解說內容。
(五) 第五天 八月六日
營隊活動的最後一天，是成果發表的日子，現場抽出解說景點的
學員，讓整個活動增加緊張感，透過將資料內化成自己解說的內容，
讓學員從營隊開始的聽者，轉換身分成為講者，用自己的方式介紹生
活的地方。每個景點抽出兩組進行介紹，時間約 10 分鐘。而在成果發
表後，進行心得分享與頒獎儀式，讓整個活動有個段落，並提醒學員
們要時時留意自己所生活的環境，並去關心各種發展議題，不要小看
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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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方感問卷
在地方永續發展的領域中，當地居民的素養是很重要的，蔡美戀
（2002）指出鄉鎮自然環境與人文資產是居民集體記憶的精髓，更是鄉鎮
特色的結晶，唯有提高居民對地方的認同，才能激起保育地方環境的意
識。有了對地方的認同外，個人對環境的價值與解決環境問題的能力也是
在環境素養中重要的指標。本研究將地方結合教育三大目標發展出地方感
之問卷，包含了南投市地方認知題目 10 題、地方情感題目 12 題以及地方
永續發展行動力題目 6 題，共 28 題做測量，計分方式採李克特氏五點量
表，由受試學生在五個選項作勾選，得分方式分別給予 5 分、4 分、3 分、
2 分、1 分，受試學生分數總和越高，即表示學生的地方感越強，反之分數
總和越低，地方感越弱。
在效度的部分，依造文獻探討完成初稿大綱，送請環境教育學者進行
檢核，就問題擬定與問題順序與邏輯進行審核與建議。修改過後與南投市
在地的授課教師進行專家問卷效度的審核，就南投市本地相關問題以及題
目的用字是否適切於高中學生來進行審核與建議。
而信度的部分利用 SPSS 無母數分析中兩個相依樣本的 Wilcoxon
signed-rank test 檢定法進行分析，分析學生在參與營隊前後測中對於地
方感差上的差異情形。若小於 0.05，代表測驗結果有顯著差異。
(一) 南投市地方認知
問卷的第一部分為地方認知，以南投市的地方經濟、環境及社會
三大永續資源作為問卷的設計，並搭配與營隊景點相關的議題，讓學
生能對景點有初步的認識。經濟面向包含南投傳統市場與中山公園的
議題，環境面向包含中山公園以及貓羅溪水域相關議題，而社會與文
化面向包含古蹟群以及宗教文化，以下為本研究問卷地方永續發展認
知之綱要：
表 3- 6 本研究南投市地方認知題目

答案
C

經
濟
面
向

B

題目

A

B

C

D

1.南投市有許多特產，其中黑葉荔枝的產量是全

2-3

4-5

6-7

8-9

台前三名，請問每年的幾月是黑葉荔枝的產期？

月

月

月

月

風水

日照

排水

寶地

充足

良好

種子

製麵

中藥

行

廠

行

2 八卦山的鳳梨酥帶動了地方的經濟產業，下列
何者不是八卦山適合種鳳梨的原因？
3.南投市菜市場有做過規劃，把類似的攤販規劃

D

在同一區，請問在室內的市場裡面看不到哪種店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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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土
地質
(酸)

冰店

A

生態

建商

樹木

使用

池汙

炒地

遭破

者過

染

皮

壞

多

廊道，若是我們不重視可能造成此物種的生活環

台灣

梅花

境以及生命安全受到威脅，請問上述的這個物種

獼猴

鹿

南投母親河，讓居民能與水共生，將市區河流規

城市

活動

生態

水力

劃了三個主題的區塊，下列何者不是其中的主

景觀

空間

保護

發電

4.有「南投市區之肺」的中山公園，近年來碰到
了以下何種問題？
5.貓羅溪的兩岸為某物種的重要棲息地和移動

環
境
面
向

C

石虎

台灣
水鹿

可能為何？
6.政府為了將貓羅溪打造成富有生態及文化的
D

題？

社
會
面
相

B

7.配天宮是南投市的宗教信仰中心，在每年的哪
一天會辦理維持三天的城隍爺季，吸引許多在地
人以及在外生活的人返鄉前來慶祝？

農曆

農曆

農曆

農曆

6/13

6/15

7/15

8/15

B

8.南投縣有 3 大古蹟書院都被列為國家三級古
蹟，其中歷史最悠久的為下列何者？

明新

藍田

登瀛

玉山

書院

書院

書院

書院

A

9.南投市多數的學校及古蹟都曾因為哪場自然
災害的發生，因而倒塌或損毀，仔細觀察都還能
看到當年災害留下的痕跡？

921

D

地震

10.最近流行的地方創生，在南投也慢慢地實踐， 南投
許多單位賦予老建築物新生命，保留建物文化以 大戲
及歷史，下列何者不是這樣的例子？
院

莫拉
克風

暴雨

災
武德
殿

新冠
病毒

稅務

老稅

出張

務宿

所

舍群

(二) 地方情感
問卷的第二部分為地方情感，包括學生傳統地方感 7 題以及地方
永續發展價值觀 5 題，共 12 題。
在前人地方感的研究中，本研究參考了 Jorgensen & Stedman
（2001）將地方感定義分為「個人與地方之間關係的看法」、「個人對
地方的感覺及意識」以及「地方特色的影響」，而其發展的地方感態度
問卷內容包含了地方認同、地方情感與地方依賴（表 3-9），而研究者
也認為地方認同、地方依賴同為地方感的構面，所以將 Jorgensen &
Stedman（2001）設計的地方感態度問卷作為設計地方感題目之參考。
為了配合高中生填寫問卷的容易度，將其題目進行濃縮與調整，讓敘
述更容易讓高中生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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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7 Jorgensen & Stedman（2001）地方感態度問卷

原文

地方感類型

研究者翻譯

Everything about my lake

1.這地方的景物或對這地方發展對我

propertyis a re£ection of me.
My lake property says very little
地方認同

about who I am.
I feel that I can really be myself
at my lake property.
My lake property re£ects the
type of person I am.
I feel relaxed when I’m at my
lake property.
I feel happiest when I’m at my
lake property.

地方情感

My lake property is my favorite
place to be.
I really miss my lake property
when I’m away from it for too
long
My lake property is the best
place for doing the things that I
enjoy most.
For doing the things that I enjoy
most, no other place can

地方依賴

compare to my lake property.
My lake property is not a good
place to do the things I most like
to do.

有影響
2.這地方很少讓我覺得我是誰
3.我覺得我可以在這地方做我自己
4.這地方影響了我的人格
5.當我在這地方時，感覺很放鬆
6.當我在這地方時，感覺很開心
7.這個地方是我最喜歡的地方
8.如果我長時間離開，這個地方是我
最想念的
9.這是最好的地方，讓我做任何我喜
歡的事
10.沒有任何地方可以比這裡更能讓
我做我最喜歡的事情
11.這裡不是一個好的地方，讓我做喜
歡的事情

As far as I am concerned, there
are better places to be than at my 12.對我來說，還有比這裡更好的地方
lake property.

為了補充更適合高中生所作答的內容，參考了在 2003 年 Williams
和 Vaske 提出測量地方情感之工具，將其補充地方依賴與地方認同兩
個向度之題目（表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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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8 Williams & Vaske(2003)測量地方情感工具

原文

地方感類型

研究者翻譯

X is the best place for what I

方比的上 X

like to do.
I get more satisfaction out of
visiting X than any other.

2.相較於其他地方，沒有比 X 更讓我滿
意的了

Doing what I do at X is more
important to me than doing it in
地方依賴

1.就你所從事的活動而言，沒有別的地

any other place.
I wouldn't substitute any other
area for doing the types of

3.與其他地方相比，在 X 從事這些活動，
對我來說是比較重要的
4.來 X 從事這些活動，是沒有其他地方
能夠取代的

things I do at X.
The things I do at “X” I
would enjoy doing just as

5.我喜歡在類似 X 的地方做這些活動

much at a similar site.

地方認同

I feel X is a part of me

6.X 是我情感的一部份

X is very special to me.

7. X 對我來說是非常特別的

I identify strongly with X.

8.我對 X 有強烈的認同感

I am very attached to X.

9.我非常喜歡 X

Visiting X says a lot about who I
am.

10.來到 X 可以讓我找到自我
11. X 對我而言是很有意義的

X means a lot to me
註：X 為地名

而國內關於地方感的相關文獻中，陳吉文（2009）所設計出的地方感
態度問卷以 Jorgensen 和 Stedman（2001）的研究架構為基礎，將地方感
的測量向度分為三個：地方認同、地方情感以及地方依賴，並將 Williams
和 Vaske（2003）的測量問題融入，設計出新的地方感態度問卷，其問卷
信度皆高於 0.80 以上。
本研究參考上述三分地方感測量問卷，將其敘述設計為更適合本研究
之題目，以及透過高中教師檢視並調整內容，將問卷設計適合高中生作答
之題目。以下表格（表 3-9）為本研究地方感之問題設計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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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9 本研究地方感之參考設計

地方感類型

題目

參考來源
Williams & Vaske（2003）
：8 題

1.我喜歡南投市。
地方認同

2.南投市的古蹟廟宇、動植物、市
場小吃等生活的一切，對我影響 Jorgensen & Stedman（2001）
：1 題
很大。
3.和其他地方相比，我比較喜歡南
投市。

Jorgensen & Stedman（2001）
：7 題
Williams & Vaske（2003）
：9 題

4.我以身為南投人為榮。

5.在南投市生活讓我覺得快樂、自 Jorgensen & Stedman（2001）：
地方情感

5..6 題

在且放鬆。
6.南投市對我而言很特別無可取
代。
7.完成學業之後，我希望可以在南
投工作。

Williams & Vaske（2003）
：4 題
陳吉文(2009)：15 題

而在地方永續發展價值觀的部分蔡美戀（2002）透過德菲法調查問卷
分析將鄉鎮層級都市所設計的永續發展指標系統架構分為「地區特色維
護」、「生活品質範圍」、「促進永續農村」、「確保永續工業」、「物種多樣
性」、「資源永續利用」，七項指標。每項指標下皆有其子項指標，共有 24
項指標，用來當作評估鄉鎮市層級的永續發展指標。而其中「地區特色維
護」、「生活品質範圍」、「促進永續農村」的項目核心與本研究所設計的地
方永續發展課程內容有所關連，將其指標與楊倍華（2008）針對澎湖高中
職學生環境素養調查與地方感分析問卷中關切環境價值觀（表 3-10）中的
第 2、6、7 做結合，發展為本研究地方永續發展價值觀問題。
表 3- 10 楊倍華（2008）高中學生關切環境價值觀問卷

具有關切環境的情感及價值觀項目
1.能欣賞生命成長及萬物變化的自然奧妙
2.能關心所居住社區的環境問題與品質
3.瞭解人類是自然的一部份，思考自己在環境保護上所扮演的角色
4.重視地方的自然及文化，建立鄉土環境關懷意識及情感
5.關懷人類賴以生存的土地，感受人與自然和諧之道
6.能關切下一代的環境品質，思考這一代的環境作為
7.關心社區環境的改變及環境品質之好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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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地方感之地方認同、地方情感、地方依賴與地方永續發展價值
觀，以下為本研究問卷地方感之綱要：
表 3- 11 本研究地方情感題目
非常
同意

問題

同
意

沒意見

不同
意

非常
不同意

1 我喜歡南投市。
2.南投市的古蹟廟宇、動植物、市場小吃等生活
的一切，對我影響很大。
地
方
感

3.和其他地方相比，我比較喜歡南投市。
4.我以身為南投人為榮。
5.在南投市生活讓我覺得快樂、自在且放鬆。
6.南投市對我而言很特別無可取代。
7.完成學業之後，我希望可以在南投工作。
8.我現在的行為有可能影響到現在或下一代南
投人的生活品質。
9.南投市在地特色農業的生產是維持生活的基

地
方
永
續
發
展
價
值
觀

本動力，促進地方永續發展。例：鳳梨、荔枝…
等。
10.為了追求生活品質及環境的永續，我們應該
去關心且設法解決地方的環境問題。例如公車系
統、汙水排放、焚化爐設置、產業建設等。
11.因為台灣每個地方發展都不同，保存南投市
的地方文化多樣性是重要的。
12.南投市的文化以及環境的維護除了政府部門
投入外，更需要地方居民的參與。

(三) 地方永續發展行動技能
我國教育部在 2017 年公布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綱，在目標中包含了
知識、態度以及技能，本研究參考了其社會領域相關技能目標以及張
雅慧（2016）所發表「國中、高中職學生環境素養施測之調查」中，
高中職學生的環境行動技能題目，設計出 6 項題目。以下為本研究問
卷地方永續發展行動技能之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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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2 本研究地方永續發展行動技能題目
非常
同意

問題

同意

沒意見

不同
意

非常
不同意

1.我會關注與地方發展相關的公共議題，並參與
相關的活動。
2.我會時常在南投市的巷弄間穿梭，認識自己生
活的空間。
3.我會與同學、家人討論地方議題，聆聽他人想
法並陳述自己的觀點，並實際去改變地方發展。
4.我會與同學、家人討論地方議題，聆聽他人想
法並陳述自己的觀點，並實際去改變地方發展。
5.對於政府提出來的政策，我會以永續發展的角
度思考及分析，提出正面及反面的意見。
6.我會去了解國內及國際相關生活議題，透過反
省、規劃及創新，從中找尋適合南投永續發展的
策略。
(四) 後測開放問題與心得
為了補充量化的不足，透過讓學生填寫開放問題，了解學生們對
於營隊的看法、經過營隊課程學習到哪些知識以及對南投市的觀點。
而透過這些開放問題與心得的撰寫，能與量化資料進行比對，去驗證
量化出來的結果是否與學生的想法一樣，表 3-13 將說明問題以及其意
義。
表 3- 13 本研究後測中對學生的開放問題題目

問題

問項意義

1.請勾選 3 項你覺得學習到最多新知識與想法的活動

了解有哪些課程活動會影響
學生的感受與看法，以此來探
討哪些課程內容可能對於學
生地方感有所影響。

2.參加這次營隊你最印象深刻的是什麼？
3.參加這次營隊你覺得最有趣的活動是什麼？
4.參加這次營隊你覺得最需要改進的活動是什麼?
5.參加營隊後你覺得自己有哪些方面改變了？

了解學生在營隊前與營隊後
6.參加營隊後你有更認識南投市嗎？對南投市的想法有
對於南投市的了解與感受有
什麼改變？
何種改變。
7.參加營隊後你會想為南投市做些什麼?

8.請寫下參加『投投市道』解說營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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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心得撰寫，讓學生省思營
隊過程中的成長以及對於營
隊的看法，並透過開放的形式
了解學生對於營隊的想法

四、 教師訪談綱要
為了補充量化的不足，本研究在測後進行教師的質性訪談，讓研究者
更加釐清透過地方永續發展教育的活動如何培養學生的地方感。主要採取
半結構式訪談的方式，在進行訪談前，研究者根據研究的問題與目的，擬
定訪談的大綱，作為訪談中的引導問題，藉此了解教師規劃上的內容、營
隊期間的教學情形，以及對於學生的地方感的影響。訪談綱要如下：
表 3- 14 教師訪談綱要

綱要分類

訪談綱要

課程規劃

1. 當初辦理環境解說隊的目的及規劃？
2. 此次環境解說的營隊主要目標為何？
3. 結合地方本位教育的理念，有助於十二年國教中的課程設
計發展嗎？

課程執行

1. 有哪些課程較能讓學生有收穫？
2. 此次營隊的課程有符合設計的目標嗎？

感受

1. 學生參與環境解說隊前後，有什麼改變？
2. 教師們辦理活動後，有什麼想法？
3. 地方環境解說隊，能對地方永續發展有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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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在資料蒐集上，包含量化的問卷以及質化之相關資料，因此採用混
合研究法進行資料上的分析，以下為資料蒐集情況以及資料分析方式。
一、 混合資料方式
本研究為了瞭解學生參與融入地方永續發展教育的營隊課程，對於
他們的地方感有什麼影響，在資料收集的部分包含量化的問卷以及質化
資料，透過多組資料的分析，更能了解本研究的問題與結果。
而在資料分析法上，在宋曜廷、潘佩妤（2010）的研究提到 J. W.
Creswell 與 Plano Clark 將混合資料方式可以分成四種設計方法，包括多
重檢核設計（triangulation design）、鑲嵌式設計（embedded design）、解
釋式設計（explanatory design）以及探索式設計（exploratory design）。而
其中解釋式設計是先進行量化研究，然後以質化的結果來幫助解釋量化
的結果。本研究為了探討學生參與融入地方永續發展教育的營隊課程，
對於他們的地方感有什麼影響，以透過質性資料解釋或擴展最初的研究
結果
在研究的過程中（圖 3-6），蒐集並分析量化與質化的資料，藉此比
對兩種資料上的差異與互補情況，用來分析整個營隊過程對於學生的地
方感發展，以下為研究問題與資料比對內容，如表 3-15 所示。
圖 3- 5 資料蒐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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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5 研究問題與資料比對內容

研究問題

量化分析

質化分析

地方永續發展教育的課程
內容與教學歷程為何？

1.教師 12 年國教素養勾選

1. 教師訪談
2. 學生心得與開放式問答
3. 研究者觀察札記

學生實際參與環境解說前
後，對地方永續發展的想
像有哪些改變？

1. 南投市地方認知平均值
1. 學生心得與開放式問答
2. 南投市地方情感平均值
2. 教師訪談
3. 地方永續發展行動力平
3. 研究者觀察札記
均值

學生實際參與環境解說的
過程中，對地方感提升情

地方感問卷平均數變化以及

形？

是否達到顯著差異

1. 學生心得與開放式問答
2. 教師訪談
3. 研究者觀察札記

二、 質化資料分析
本研究所收集的質化資料共有 5 項，包含教師訪談、學生心得、開放
問題、小組作業學習單、研究者觀察札記。研究者參考李政賢（2006）所
提出質化資料分析階段，將收集到的資料進行初步整理，將訪談錄音檔轉
為逐字稿、學生手寫的心得與開放問題轉為數位資料，並且重複閱覽各項
資料後，利用開放編碼的方式進行初始碼分類，在各類別中選擇與本研究
相關之內容作為本研究的分析結果。在分析過後與量化資料做比對，藉此
了解學生參與融入地方永續發展教育的營隊課程，對於他們的地方感有什
麼影響，以下為質化資料分析流程（圖 3-7）以及各項資料代碼與內容
（表 3-16）。
圖 3- 6 質化資料分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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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6 質化資料代碼與內容

資料類別

資料代碼

教師訪談

T-

學生心得

S-E

開放問題

S-Q

小組作業學習單

S-A

研究者觀察札記

觀察札記

編碼方式
教師編碼
(T-1、T-2)

學生代碼
(S-E-1 ～ S-E-21)
(S-Q-1～S-Q-21)
(S-A-1～S-A-21)
按日期劃分
1090715-1090806

範例
「其實本身校內就有許多資
源，但就是需要去挖掘。」

該資料為編碼為 1 的教師
於訪談中的回答，其編碼
為（T-1）
「發現貓羅溪很髒，可以弄乾
淨變成台中的綠川，發展成南
投的景點。」

該資料為編碼為 15 的學生
於開放問題中的回答，其
編碼為（S-Q-15）
(觀察札記-1090715) 研究
者於 7 月 15 日之觀察札
記。

三、 量化資料分析
本研究在營隊開始前與營隊結束後發放問卷，先將問卷做初步整理，
並剔除無效問卷（未參與全程者的前測問卷），後續將答案進行數位化處
理，輸入進 EXCEL 系統內進行整理，並利用 SPSS 統計軟體，針對蒐集的資
料進行分析。本研究欲探討學生參與融入地方永續發展教育的營隊課程前
後過程中，對於他們的地方感有什麼影響，為回應本研究之問題，採用的
分析方法包含敘述性統計分析以及成對樣本 T 檢定，以下針對兩項統計方
法進行說明。
(一) 敘述性統計分析（descriptive statistics）
針對學生所回答的每項問題進行分數的換算，並透過每題前後測
的平均數，初步了解學生參與融入地方永續發展教育的營隊課程前後
過程中，對於他們的地方感有什麼影響。
(二) 無母數-兩個相關樣本，魏克生符號檢定(Wilcoxon sign rank)
無母數分析是運用在母群體未知且非常態分布的類別資料與等級
資料，或是用於樣本數較小時。而本研究的樣本為 21，小於 30，故使
用無母數分析法進行分析。而其中魏克生符號檢定(Wilcoxon sign rank)
是利用於一組樣本(檢定母體中位數是否等於某特定值)或成對樣本(兩
組母體的中位數是否相等)在同一個變項的分佈狀況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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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回應本研究之研究，探討學生參與環境解說後對於地方感的
前後變化，故選擇兩個相關樣本檢定中利用魏克生符號檢定來進行量
化資料的分析。
四、 信效度
本研究利用質化與量化的混合研究法，所以在質化與量化上有不同的
信效度檢驗方法，以下分別進行說明：
(一)質化資料信效度
為了瞭解質化內容的正確性是否有效，本研究採用三角校正的方
式，從質化資料中進行相關驗證，包含教師訪談、學生心得、開放問
題、小組作業學習單、研究者觀察札記。三角校正法的使用，在於利
用各種且不同的方法，蒐集不同來源和型態的資料，以減低研究者的
偏見。
本研究將學生心得、開放問題以及小組作業作為學生對於營隊的
想法，並與教師訪談以及研究者觀察札記作為量化資料的三角校正方
式，圖 3-7 為本研究三角校正內容。
圖 3- 7 三角校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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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量化資料信效度
1.

效度檢驗
本研究所設計的問卷為參考國內外學者之研究內容，為了確
保翻譯過後的語意正確，以及題目適合研究之內容與高中生做
答，在正式發放問卷前，邀請專家學者以及規劃營隊的教師進行
效度的檢驗，並將專家學者以及規劃營隊的教師所建議以及須修
改與增加的部分進行問卷內容的調整。

2.

信度分析
為了瞭解本研究的可靠程度，將資料整理後透過 SPSS 進行
Cronbach’s alpha 值得分析，當 α 係數越高時，代表量表內部的一
致性與信度越高。在地方認知部分屬於認知題型，無法列入信度
檢測。其他 3 個層面的信度係數依序為：.764、.879、.910，以下
表 3-13 為 Cronbach’s alpha 分析結果。
表 3- 17 量化信度分析

構面
南投市地方情感

傳統地方感
永續發展價值觀

地方永續發展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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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nbach’s α
0.764
0.879
0.910

研究結果與討論
針對本研究擬定之研究目標，包含了解地方永續發展教育的課程內容與教
學歷程以及探討將地方永續發展教育融入環境解說營隊對於學生地方感之影
響，，在此二目標下共有三個問題，分別是：（1）在十二年國教下，地方永續
發展教育的課程與教學歷程為何？（2）學生實際參與環境解說的過程中，對地
方感提升情形？（3）學生實際參與環境解說前後，對地方永續發展的想像有那
些改變？依據上述之問題，本章將分為四節，第一節主要針對本次研究中蒐集
資料的樣本描述；第二節以教師訪談內容與研究者觀察，來說明本次環境解說
營隊的課程內容發展；第三節以學生填寫之地方感問卷以及心得內容分析學生
於參加營隊過程中對於南投市地方感的影響；第四節針對本研究的結果與過去
相關文獻進行討論。

第一節 樣本描述
本次資料蒐集主要包含問卷之前後測、學生心得、小組作業、營隊後的教
師訪談以及研究者觀察札記（圖 4-1）。參與營隊之學生，皆須填寫前後測問卷
以及營隊後的心得，在問卷回收量，前測共收回 22 份，後測因為一位學生無
法參與全程共收回 21 份，為了有效比對學生參與營隊前後的改變，在分析上
只保留有參與營隊全程的同學之問卷，而學生心得為營隊結束後撰寫此次參與
營隊的收穫共收回 21 份。因樣本數較少，所以在量化分析上採用無母數分析
法進行分析。
營隊共招收 22 位高中普通科一升二年級，自願參與投投市道解說營隊的學
生，分為 5 組，每組會有 4-5 名學生，而教師在分組上將同班級及同性別打
散，讓整個活動有更多元的聲音可以進行討論，再加上畢業的學長姐擔任小隊
輔。讓學員的視野能更廣。
而在資料蒐集上地方感問卷為在營隊與營隊結束當天發放，讓學生填寫。
在問卷後測有加上開放問題以及學生心得撰寫。小組作業的部分為小組成員在
課程以及實際走訪地方所共同討論、蒐集與記錄的資料，能了解學生在學習過
程中的心得紀錄來進行分析。
教師訪談的部分，主要訪談本次營隊負責規劃與執行的兩位教師，研究者
為了瞭解地方永續發展教育的課程發展與教學歷程，在營隊結束後以及進行量
化分析後與教師進行訪談，並針對課程規劃、課程執行以及學生學習情形進行
訪問，藉蒐集並分析量化與質化的資料，藉此比對兩種資料上的差異與互補情
況，用來分析整個營隊過程對於學生的地方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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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 樣本描述

第二節 以地方永續發展教育為基礎的解說營隊課程發展
地方永續發展教育是將永續發展三大面向經濟、環境與社會文化結合
地方本位教育，在十二年國教下發揮在學校體制中。以下研究者將利用學
生心得撰寫與教師的訪談說明本次營隊課程與上述的關係並從中得出地方
永續發展教育在十二年國教中的課程內容與教學歷程。
一、 地方永續發展教育與十二年國教的結合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核心素養是培育「終身學習者」，其分為
「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突破原本的學科
框架，讓學生發展出知識不再只是知識，而是能解決實際問題的能
力，更加注重培養個人興趣性向。而在新課綱中也鼓勵學校設計校訂
必修，許多學校發展了屬於自己地方的地方學，從原本每個學校都上
一樣的課，到現在鼓勵每個學校都不一樣，學生可視個別程度及地方
特色來選課。
在這個機會下地方永續發展教育是很適合發展的，在課程規劃中
結合了 Smith（2002）提出的地方本位教育五大面向，包括在地文化
的學習、在地自然的學習、問題的解決、工作現場實習以及結合學校
與社區。其中在地文化與自然的學習以及結合學校與社區，在本次營
隊中結合了永續發展的三大面向，將地方的經濟、環境以及社會文化
轉化成學生學習的知識，學生自己走入地方與在地的長輩們訪問與聊
天，透過教育讓學生認識自己生活的環境，也讓地方看見學校與學生
的努力，是對整個地方注入新活力，將學校與地方做結合，設計課
程，也讓地方的政府以及民眾看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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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平常不會有機會跟廟公或是信徒阿姨說到話，這是個不同世代，
可能回家跟阿公阿嬤講話也沒有那麼多之類的，所以我會覺得帶出去的那個
互動是還不錯的，對然後不只是藍田書院，像是他們去廟會也會找一些攤販
或是路人去做一些互動，長期下來就是會讓地方看到學校與學生的動能，次
數多了可能真的會讓學校跟地方的連結在強一點。」（T-1）

而在工作現場實習的課程設計，是讓學生親自擔任解說員，將學
校附近的景點介紹給參加營隊的同學聽。在開學後的南投學課程，也
親自擔任解說員介紹給自己同班同學聽，將參加營隊後的學習與經驗
實際的發揮出來，增進自我認同以及溝通表達能力。在訓練的其中，
教師們也能發現學生不一樣的一面。
「可能有些人一開始不太敢站出來，很多人是需要那個推力，被迫的時
候他就會站出去，就會發現原來我可以。而透過小組帶動的力量，學生們最
後站出來對自我的肯定，就會發現原來學生也會在意自我肯定」（T-1）
「看到一些學生以前有個刻板印象，會覺得這幾個不行，但後來發先好
像也可以，也有看到學生的另一面，對我來說是要去發掘學生的不同面向，
鼓勵他們去發展他們好的那面，因為我們往往會有刻板印象去看他們。」（T2）

「透過小組競賽、獎勵機制以及學生們自己爭取的小組榮譽感，是
他們努力的動力，希望站在台上的自己不要影響到小組的分數，所以在
討論時非常得認真，在練習時也給予組員不同的建議與支持。當一個小
組中有領導者出現，拉著其他組員一起前進，這個進步是很快的，也能
發現平常對於課業沒有系興趣的學生，反而在合作學習的部分表現的很
好」（觀察札記–20200803）

對於問題解決的部分，起初學生們對於自己生活的地方是不熟悉
的，有許多景點是沒又去過，但透過實際走訪以及蒐集資料，讓他們
能在原本不熟悉的地方提出許多建議，希望能讓地方更好。
「在中山公園的部分，其實我發現他們後來經過老師提醒會去有些聲音
出來，公園怎麼這樣子阿，可以在更好啊，有點意識到這個空間，不是只能
這樣，而是可以做出改善，可能平常只是走過去經過而已。可能習以為常的
事，也會發現身為市民其實我有權利說話，我可以批評，雖然上面的聽不
到，但會有意識去想去思考這些事情。」（T-1）
「他們其實就會去關注、觀察，發現自己身為一個公民的責任」（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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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景點裡，有的是廟宇有的是市集，在人來人往的過程
中，有少數幾個景點是無人能訪問的，這時候老師引導學生觀察四
周，公園內的樹木及設施規劃、河流因流經市場所夾帶的水果殘皮以
及河川顏色，讓學生不僅是透過訪問也能用心去觀察並欣賞這個地
方，再去內化成自己的想法提出友善的解決方法」（觀察札記–
20200805）
透過營隊的課程設計，讓學生提升「自主行動」、「溝通互動」、
「社會參與」三大素養，也對地方有了更多的認識。對於素養方面，
在營隊中讓他們自己去摸索，而不是讓學生們直接複製教師說教的。
在訪問過程中教師們也認同這次的營隊有培養到學生的自我表達的能
力，也想讓學生認識南投，對於這點是規劃有助於 12 年國教的發展。
「教育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訓練一個解說隊那其實是要培養學生的能
力，而不是直接教他們怎麼講，所以其實我們變成不會跟他們說該說什麼，
而是透過營隊的方式去逐步的，表達技巧也好啊、收集資料的能力阿，這樣
會比較全面。」
（T-2）

利用在地的資源發展課程，將資源轉為教材，學習到不同以往的
知識，也讓學校與地方結合，創造出屬於地方的特色課程，將地方本
位教育與永續發展融入於課程中，設計出地方永續發展教育的課程內
容（表 4-1）。
表 4- 1 地方本位教育與營隊課程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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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因地制宜的課程發展
在設計課程的期間教師須先找出地方特色與資源，以及設計出適
合南投學生的課程，每個地方所培養出的學生個性會有所不同，所以
適合的學習方法也會不同。而在這次營隊中，為了學生能更快進入營
隊狀況以及了解營隊的目標，特別與南投市一些與地方創生有關的工
作團隊進行合作，讓學生能看見居民們為了南投市的努力與付出。
起初設計營隊的想法，是因為十二年國教的鼓勵下，南投高中社
會科的老師們想了解在推動地方創生的團隊有什麼對南投市的振興計
畫，而找上了南投大戲院的老闆。在討論的過程中，成立解說隊成為
一個課程設計的方向，在南投縣這個觀光大縣中，透過觀光來吸引人
潮，是能讓在地以及外地人士注意到南投市這個地方的。當學校與地
方創生團隊結合後，解說隊的想法也逐漸實行。
「一開始想為社會科用一個亮點出來，剛好去到大戲院老闆那邊，問老
闆，對於南投振興有什麼想法，就有提出幾種方法可以做，然後我們學校這
邊可以提供資源，最後就用成解說隊。」（T-2）

教師們看了鹿港高中古蹟解說團的案例，鹿港高中的學生們經過
訓練，假日會到鹿港幾個大景點為觀光客解說，將他們自己認識的鹿
港介紹給大家認識。教師們認為鹿港高中的學生也可以了，或許南投
高中也可以。就正式的成立解說隊，在老師解說過後，連續兩年皆帶
來參訪的貴賓認識南投市，但這兩年的訓練只是老師給出資料讓學生
講而已，並不是學生自己去蒐集去訪問以及接收解說訓練（圖 4-2）。
「那時候有聽到鹿港高中的學生其實蠻成功的，所以想說我們這邊是不
是也可以讓學生做這樣事情。但教育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如果能做到跟他們
一樣，學生願意在假日的時候出來做這樣的活動，可是當然第一屆要達到那
樣是有點困難的，所以第一屆能好好的去準備資料，好好的講話出來，我就
覺得是很棒的了。」（T-1）
圖 4- 2 南投高中第一屆解說隊訓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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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一個漸進式的過程，當第一屆與第二屆的實行後，教師們
認為需要有更多時間讓學生們透過專業受訓，以及開發更多景點，提
出了辦理營隊的想法。針對想讓學生認識南投市與地方永續發展有關
的景點以及口條訓練為課程設計基礎，安排了一系列的教學課程。而
課程設計中很重要的是尋找地方資源，將地方的產業、政府、學校做
結合，打造一個地方產官學研的課程（圖 4-3）。教師們爭取到了南投
市公所補助的經費，也與中興新村的地方創生團隊進行合作，將學生
帶往中興新村聽取專業解說活動，了解解說的模式增長經驗。對於地
方創生部分也邀請南投大戲院老闆來分享經驗，對於口頭表達也找來
的專業的解說人士進行教學。這種結合在地資源的課程能讓不同領域
專業的人才進到學校體系中與學生們分享，能帶給學生不同的眼界，
也能達到了十二年國教素養養成。
「我覺得結合地方資源的課程是好的，他們都有自己的專業在，所以我
覺得這對老師來說是好的經驗，他們一定會有更多的例子，或是說觀念可以
來分享。」
（T-1）
「借用在地的力量，這個部分原本就是課綱的其中一個面向，所以能透
過一個課程或是一個活動，能讓學校跟在地能夠有個連結，那是一個很棒的
方式，深度也會更夠。」
（T-2）
圖 4- 3 與地方產官學結合的課程

針對課程設計的部分，經過教師們規劃以及外聘講者的討論後，也
針對每個課程目標進行詳細計畫，以下為課程規畫目標：

（一）拜師學藝（中興新村解說活動）
在營隊前，為了讓學生認識解說活動，以及激起他們對於
營隊的興趣，特地與中興新村地方創生團隊–省府日常散策進
行討論，安排學生們自行騎乘協力車，由在地長大的解說員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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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中興新村的發展歷史、生態以及經濟有關的解說。而為了培
養學生們的感情以及增加小組互動機會，選擇使用協力車，體
驗中興新村的漫步解說。
「學生們一邊透過四人一起騎乘協力車，一邊聽解說員介
紹，認為個體驗課程中是非常有趣的，在與解說員的互動過程
中，也讓原本對彼此不熟悉的同學間產生了小小認識」（觀察紀
錄–20200715）
透過學習單的安排，讓學生記錄下當天聽取解說的觀察，
內容包括隊解說的想像、解說當天路線、解說形式記錄（如何
開始、如何結束、過程感受）、觀察解說員特徵以及聽完解說的
啟發。學習單的設計從學生未參與過解說活動的想像到過程的
心得以及最後聽完對解說的啟發，這樣的安排能讓學生認識解
說工作是需要付出時間準備的。
「解說跟我想像的不一樣，解說員是經過許多努力和練習才有
今天專業的解說，經過今天的活動，我想我可以慢慢嘗試，並學習幽
默感去吸引大家的注意」
（S-A-22）
「我覺得解說是一份辛苦的工作，在過程中要一直解說跟維護
整體的聽解狀況，甚至還會有突發狀況，這些都是解說人員的考驗，
而且也要準備很多功課，最重要的是口條要流利」
（S-A-9）
「我以為解說員只會把景點背後的資料背熟，然後講出來，但
這是解說是將地方的故事加入一些搞笑元素，以及解說員親身經歷來
告訴我們地方背後的人、事、物。」
（S-A-21）
表 4- 2 拜師學藝（中興新村解說活動）之教學目標

活動照片

教學目標
中興新村解說活動
1. 啟發學生對於解說活動的興趣
2. 體驗解說活動
3. 學習專業解說員技巧
4. 認識地方創生團隊的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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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投認知遊戲
這個課程由南投高中教師所設計，共分成三個小部分，第
一部分為南投縣拼圖，以小組競賽的方式拼出只有鄉鎮市輪廓
的拼圖，此部分是為了讓學生們了解南投縣各鄉鎮市的所在
地，並且透過不斷的討論與合作，培養小組默契與團隊精神。
「首次的小組活動，有著小隊輔們的鼓勵以及推動，讓小
組們有了競爭的壓力，每個小隊用不同的方式討論鄉鎮市拼圖
該如何進行，其中有個小隊還把高速公路先畫出來，再進行拼
圖。」（觀察紀錄–20200803）
而第二部分，從南投縣整個大範圍拉到南投市，讓小組利
用自己的印象畫出南投高中附近的景物地圖。在繪製地圖時，
能讓學生在腦中構繪出對南投市的印象，從自己的學校出發，
想著走在街道上看到的不同景物。而這個印象地圖的活動，是
為了讓他們透過小組討論，了解組員們眼中不同的南投市，加
深他們對於南投市的印象以及熟悉度，並透過與其他組分享，
訓練介紹的能力。
「印象地圖的部分，雖然畫的是同一個地方，但每個組別
所畫出來的地圖卻長的不一樣，有的組以小吃為出發點，畫出
了南投高中附近的美食；有的組以街道為基礎畫出所有街道。
不同的畫法，卻能讓學生們有認識家鄉的機會。」（觀察紀錄–
20200803）
最後一個部分，是利用網路的 KAHOOT 系統來做問答互動，
每位學生透過手機來回答題目，題目內容為南投市的小知識，
包含了南投市的地方經濟、環境與社會，每個題目回答的速度
以及正確率都會影響到最後的成績。透過 30 題的題目（附錄
三），讓學生們改變原本對南投市的認識，也是為了讓學生們在
找尋景點資料時，能有個初步的方向去思考，且引導學生們之
後對於解說的方向。
「我認為營隊中最有趣的課程是利用 KAHOOT 答題，了解南投
市的文化，雖然有些題目連看都沒看過。還有跟組員一起畫南投高中
附近的商家。」
（S-Q-8）
「我覺得南投市認知王最有趣。因為用遊戲的方法去認識自己
的出生地南投，很適合我們。」（S-Q-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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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 南投認知遊戲之教學目標

活動照片

教學目標
南投縣鄉鎮市拼圖
1. 引導活動，增加營隊趣味性
2. 了解南投縣各鄉鎮市的所在地
3. 培養小組默契與團隊精神

南投市印象地圖
1. 了解組員們眼中不同的南投市
2. 想像記憶中南投市的景物
3. 提供認識家鄉的機會
4. 訓練口頭表達能力

KAHOOT 南投認知王
1. 透過有趣方式，了解南投市
2. 提供景點資料方向
3. 增加小組競賽感

(三)解說技巧與實務
針對解說技巧與實務的課程規劃，事先想詢問南投高中國文
科的教師，是否願意幫忙營隊，但後續經過教師們討論後，認為
對學生來說，尋找校外專業人進行授課是比較專業且能讓學生全
面的認識這個領域，也希望透過課程讓學生找尋自己的興趣與未
來的方向。在課程設計上，有與外聘的授課講師說明此次營隊的
目的除了訓練口頭技巧外，也會著重在學生對南投市的永續發展
上，在授課部分能將南投市的經濟、環境與社會文化融入課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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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聘教師將自己解說經驗分享給學生們聽，讓自己的專業
與解說技巧分享出去，除此之外也透過團康活動訓練學生們的表
達技巧及合作能力，帶給學生不同的課程體驗。」（觀察紀錄–
20200803）
「學校請了一位專業的解說員來跟我們分享，還帶了他家裡的傳家
寶，以及一些各地的紀念品，讓我們更有動力，也讓我們了解不同國家
跟我們的不同之處，也當了我們的榜樣，讓我們每個人對解說員的知識
更上一層。」
（S-Q-20）
表 4- 4 解說技巧與實務之教學目標

活動照片

教學目標
解說技巧與實務
1. 啟發學生對於解說活動的興趣
2. 訓練口語表達能力
3. 學習專業解說技巧
4. 培養小組合作默契與合作

(四)景點資料收集與實際走訪
這部分的課程規劃是很開放的，利用學習單的方式讓各組回家
完成，並從中查詢與景點相關資訊與議題，並討論出實際走訪時要
訪談問題。針對不同的景點，學習單內容也會不同，為了引導學生
蒐集資料的方向，教師須先了解各個景點的資料並將重點列成問題
的方式，讓學生自行蒐集，學習單的最後也會加上讓學生寫出自己
看法與心得，讓他們能將資料內化成自己的東西。各景點學習單內
容如下(表 4-5)：
表 4- 5 景點資料收集與學習單

景點

藍田書院/
配天宮

學習單議題
1.
2.
3.
4.
5.

基本資料（歷史紀錄與恭奉神明…等）
建築特色
與居民的關係
相關小故事
我的看法/能將哪些議題帶給聽眾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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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資料

中山公園

貓羅溪

2.
3.
4.
5.
6.

內部設施
物種紀錄
近期與都市發展、公園綠地相關議題
居民看法
我的看法/能將哪些議題帶給聽眾省思

1.
2.
3.
4.

與南投市的關係
基本資料
物種紀錄
近期與河流生態 、都市發展相關議題

5. 我的看法/能將哪些議題帶給聽眾省思

南投市
菜市場

1.
2.
3.
4.
5.
6.

基本資料
與居民的關係
在地農特產品介紹
在地特色美食推薦
與經濟發展、文化、環境有關。
我的看法/能將哪些議題帶給聽眾省思：

而針對實際走訪的部分，帶著學生走出校園認識南投市，是能
讓學生更快認識一個地方的方式，透過教師與小隊輔的引導，學生
們更快的進入狀況，透過組員間的討論已及訪談居民，親自收集第
一手資料，透過自己收集的資料轉化成更多資料，並從中收集到不
同於網路上的深硬資訊，而是在地人才會知道的小故事。
「經過事前的查詢資料後，學生們能更有知識背景的到現場訪
問民眾，也能從資料中看出每個景點中的重點。透過小隊輔的協助
以及鼓勵，學生們勇於訪問，在藍田書院時訪問了志工阿姨以及來
拜拜的居民，透過訪問得到許多在網路上查不到的小故事。」（觀察
紀錄–20200805）
「在實際走訪的當天，剛好遇上了配天宮每年一次的慶典，學
生們趁著攤販不忙碌時，詢問攤販們每年的營收狀況以及對於廟宇
慶典的看法，發現每年配天宮廟會都會下雨，所以很多賣雨傘的攤
販都會來賣雨傘。」（觀察紀錄–20200805）
學生們對於自己有能力能訪問居民是感到非常榮譽的，認為自
己是有能力進行訪談，對於這種不同於在學校的課程也給予肯定，
認為透過這樣的學習能認識許多自己不認識的南投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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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最有趣的活動為實際訪談，因為能進一步了解當地的歷史與
建設內容，還有採訪民眾，都是一大挑戰。」（S-Q-9）
「參訪五個景點，每組都各自去詢問路人們的觀點，讓我們自己勇敢
去問、去思考，我覺得很棒。有些地方直到實際去參訪後，才發現原來並
不是自己想像的那樣。」
（S-Q-10）
「我認為在台灣的課程中很少有實際走訪的課程，我覺得有實際走訪
能讓學生對課程內容更有印象，並且有能力和觀光客介紹南投。」（S-Q13）
「透過實地走訪了解廟宇、菜市場與居民息息相關。菜市場裡有許多
歷史、資訊，與我原本的想法不一樣。」（S-Q-14）
「老師和帶著我們一起實際去探訪南投的特色景點，還讓我們提早做
功課先了解，而我也在做功課時查到了很多之前不懂的小故事。」（S-Q20）
表 4- 6 景點資料收集與實際走訪之教學目標

活動照片

教學目標
實際走訪
1. 了解南投市景點資料
2. 蒐集景點的第一手資料
3. 觀察南投市的經濟、環境與社會
4. 關心社會與自然環境永續發展

(五)小組討論與練習
在進行資料收集以及實際走訪後，將收集到的資料與組員們
討論與練習，將自己看到的優缺點分享出去，並給出建議，透過
團隊合作讓學生了解不同人之間所看到的重點會有不同，互相分
享自己查的資料，從同伴間互相學習。
「我們一起討論和分享活動，大家一起在教室練習解說，然後透過
合作，一起完成工作，使我收穫滿滿。」（S-Q-9）
「我在做功課時找到了一些同學們沒有講解的資料，他們也分享了
許多我沒查到的資料，可以互相學習我覺得大家一起找資料能比一個人
找的知識更多。」
（S-Q-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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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7 小組討論與練習之教學目標

活動照片

教學目標
小組討論與練習
1. 整理資料收集的內容
2. 練習成果發表的解說活動
3. 瞭解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六)成果發表
此部分的發表，是將營隊五天所學的知識與練習，進行發表
的方式，由教師們規劃路線以及時間，在每個景點隨機抽出兩位
學生進行解說，將他們透過訪談、觀察所收集出的資料，透過準
備內化成講稿，全程用自己的方式介紹景點給大家認識，不僅挑
戰自己，也是自我成長的表現。而學生在填寫心得時，最多分享
著自己在大家面前解說，也認為這是印象最深刻的事。
「在起初上場前，學生們很膽怯，但開始講起自己所準備的
東西時，卻是帶著自信的表情，也能透過肢體語言讓聽者更能注
意到重點，臉上總是帶著笑容。」（觀察紀錄–20200805）
從原先在中興新村的聽者，透過營隊的五天以及學生自己的
努力練習與收集資料，轉換身分成為講者，這是在學校不太會有
的課程體驗，也讓學生們知道自己也能為家鄉做些什麼事。
「能解說藍田書院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以前從沒有進去過裡面，是
因為需要解說才上網找資料，最後竟然能成大家的解說員。」
（S-Q-8）
「親自去練習體會，才發現原來不是像聽得那麼簡單，一點都不後
悔參加這個活動，反而慶幸自己不是再加虛度光陰。」（S-Q-11）
「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的解說經驗，上台前我其實沒有蒐集很多關
於景點的內容，是因為前一天的小組練習我才發現我準備的內容實在無
法吸引觀光客前來，所以當下查了一下資料以及當天問一下附近居民，
補足了我練習時沒說出的內容，讓我有自信地在台上發揮。」
（S-Q-13）
「在正式解說的時候，台下很緊張，但上台卻充滿自信，講了很多
也學習了很多，訓練自身口才。」（S-Q-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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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印象深刻的是自己去查關於那個地方的人、事物，然後用自己
方式講大家聽，也可以讓自己更熟悉這個地方。」
（S-Q-21）
表 4- 8 成果發表之教學目標

活動照片

教學目標
成果發表
1. 發揮營隊所學與練習成果
2. 體驗解說員工作
3. 將資料內化成自己的解說內容
4. 訓練勇氣與自信

三、 課程發展上的挑戰與鼓舞
在十二年國教下，每間學校勢必要改變教學模式以及設計不同的
課程給學生們選擇，也是希望學生們能在人與環境及人與人互動之間
都具有公民意識的素養。而這次的營隊也是因應這個目標而產生的，
這個新課綱才剛上路，老師們也必須漸漸地適應不同的教學方法，但
在改變的過程中，總會遇到些許挑戰與鼓舞士氣的地方，以下利用學
生心得與教師訪談作為分析。
(一)挑戰
1. 學生特質：
在以前每間學校都教的一樣，每個學生都是上相同的課程，
但新課綱的上路，改變成每個學校都會不一樣。而因為地方不
同，所培養出的學生個性也會不同，那如何順應著課綱來去設計
適合學生的教材就會是一大挑戰。
在營隊後透過與教師訪談中得知，學生們在個性上確實較為
封閉與害羞，與教師討論過後認為可能是因為學生的文化刺激感
太少，再加上城鄉差距，平常生活在南投，就把眼界侷限在這而
已。
「南投的小孩個性比較害羞，我覺得大概就是城鄉差距這四個
字，小朋友不可能跨出去，眼界就侷限在這裡，你要跟她講外面的世
界多大多大，他也覺得我出去外面幹嘛，把自己鎖在這裡。」
（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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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是文化刺激感太少，上次上課正好提到審計新村，全班
沒有人知道，連聽都沒聽過，那你怎麼去跟他講地方創生這個東西，
因為南投相對來說發展比其他地方慢，別的地方有的南投可能就沒
有，他們跨出去其他縣市去認識學習的機會相對比較少，所以真的是
相對封閉的狀況。」（T-1）

2. 地方資源
在地方資源的部分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學校能外聘在不同領
域中專業的人士與學生們分享，但也因為是外聘的講師，在討論
及溝通課程設計上，就會有不同的想法及教學內容的出現。
「結合地方資源的課程是好的，但這次營隊中能發現他們教的東
西跟我們想的有落差，就是之前的溝通有沒有辦法細緻到掌握他們實
際的教學內容。我們很難要求他講一遍給我聽，就會發現說，怎麼跟
當初想像的不太一樣，就算明年找另一個人來，可能也會碰到類似的
狀況。」（T-1）

除此之外，因為學校教師在處理學校課程以及班級活動上就
已經很忙碌，還需要提升自己的多元能力以及要再另外找地方資
源是較困難的，若是這個地方有許多地方創生的團隊，找資源就
會比較容易。
「在找地方資源上，我覺得這會牽涉到這個地方的地方創生如
何，假設這個地方本身就動起來了，他們本身就有很多地方工作者，
地方政府也很在乎這一塊，要找這些資源是比較容易的。」（T-1）
「其實以前很簡單就是課本拿起來就上，那現在可能就會要求的比
較多，老師自己也要提升自己的能力，才有辦法去帶學生做這樣的活
動，說真的拿課本起來是最簡單的，我也不用去外面拜託別人，也不
用寫計畫，但就是講白了一點，你願意多做，但做了也不會任何的改
變。」（T-2）

但教師們也有講到，學生其實也是資源的一部份，學校培養
出許多學生，而他們的父母親也會是不同領域的人才，但目前是
沒有去挖掘這一塊的。
「其實本身校內就有許多資源，但就是需要去挖掘。」（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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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行政聯繫
在行政核銷上，因為是利用學校資源所辦理的活動，市公所
的補助需要寫計畫申請，而錢是分配到學校而不是直接給營隊本
身，所以在跑流程上，又會增加困難度。
「學校有自己的程序，這個程序其實就用很久了，那這個就是細
節啦，就大的來講，去外面找資源並沒有像想像中那麼困難，只是後
續那些具體的核銷比較麻煩。」（T-2）

除此之外，學校在暑假期間也會辦理許多活動，但若是沒事
先溝通好就會撞期，或是與行政詢問過，就會使得有些學生因為
撞期而無法參加。
「雖然也知道學校會有什麼活動，但沒有去想過會與重補修撞期
這件事，所以跟行政這邊的聯繫是缺乏經驗的，所以找人變的蠻困難
的。」（T-1）

4. 校內教師協助
本次營隊在學校上主要由社會科的兩位教師負責主辦，也有
兩位老師從旁協助，但皆為社會科的老師，未能跨出不同科系的
合作是較為可惜的。
「我們沒有主動去找更多老師幫忙，真的有感受到以學校立場要
動員找老師是比較困難的問題，在科內就較難找到人幫忙了，要再去
找別科的教師可能是貼冷屁股吧。」
（T-1）

雖然在找其他科老師上較為困難，但老師們也期許未來也能
融入自然科或是國、英文科，來幫助學生有更專業的建議。

(二)鼓舞
1. 學生超乎設想表現
對於第一次辦理營隊，教師們所設立的目標教為簡單，因為
教育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沒有把起點設得很高。但學生呈現出來
的成果以及課堂表現，是已經超乎想像。
「我比較在乎的是出席率，因為以前沒有辦過，以他們日常行為
表現來看阿，較學術性的東西需要討論的，怕他們就嚇跑了，後來發
現只有腳受傷的沒來，其他都有全程參與到，這點還蠻讓我出乎意料
的，也滿欣慰的。」（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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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話這件事來看是有明顯的改變，畏畏縮縮的有比較敢展開一
點，可能有些人一開始不太敢站出來，但最後他們還是站出來，很多
人是需要推力，被迫的時候他就會站出去，就會發現原來我可以。」
（T-1）

教師原先對於營隊要提升學生的地方認同是較為擔心的，但
在營隊過程中能觀察到學生對於議題上也會有不同的眼界，也意
識到自己是公民可有發聲的權利。
「其實我發現他們後來經過老師提醒會去有些聲音出來，公園怎
麼這樣子阿，可以在更好啊，有意識到這個空間，不是只能這樣，而
是可以做出改善，可能平常只是走過去經過而已。原來身為市民其實
我有權利說話，我可以批評，雖然上面的聽不到，但會有意識去想去
思考這些事情。」
（T-1）
「這個營隊讓他們的收穫比我想像的多很多，尤其是在對地方的
認識那部分，原來會有人覺得原來南投還有美好的地方，說實話在老
師的眼裡看這地方資源太有限很難去介紹，但他們還是可以看到美好
的，所以我覺得還不錯。」（T-1）

2. 改變對學生的刻板印象
在營隊報名結束後，教師看了學生名單有發現一些學生是在
上課表現較沒有互動的學生，所以在營隊前會擔心這些學生的狀
況。但經過營隊後，學生表現出與課堂不一樣的自己，也讓教師
發現學生的不同面向，須鼓勵他們往好的面向發展。
「看到一些學生以前有個刻板印象，會覺得這幾個不行，但後來
發先好像也可以，就整體來說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也有看到他的
另一面，對我來說是要去發掘學生的不同面向，去鼓勵他們去發展他
們好的那面。因為我們往往會有刻板印象去看他們。」（T-2）

「畢竟這些不是課堂或考試上的東西，當他們試著去嘗試挑戰
的，而不是像平常上課那樣頹廢懶散的樣子，就是不想動筆的樣
子，我就覺得很好他們也不會排斥。」（T-1）

3. 課程與地方的連結
在以前舊課綱，教師只需要在教室拿課本授課就可以，而因
應趨勢以及新課綱，教師們需要更多元的能力以及花心思準備課
程，而這次的營隊教師也認為結合地方資源是很好的，也能讓學
生體驗地方的文化以及進行跨世代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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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在地的力量，這個部分原本就是課綱的其中一個面向，所
以能透過一個課程或是一個活動，能讓學校跟在地能夠有個連結，那
是一個很棒的方式，深度也會更夠。」（T-2）
「他們平常不會有機會跟廟公或是阿姨說到話，所以我覺得如果
這個營隊有繼續下去辦，長期下來就是會讓地方看到學校學生的動能
這部分，而不是平常那個樣子而已，也能看到學生真的有在學習的樣
子。」
（T-1）

長期下來，地方也會看見學校與學生的活力與動能，知道高
中生不只有在念書，也會關心自己的家鄉，也能讓學校與地方資
源做整合，促進地方進步。
四、 小結
綜合上述針對以地方永續發展教育基礎的學校環境解說營隊其課
程內容及教學歷程，透過學生心得撰寫、教師訪談以及研究者觀察能
發現幾點：
(一)利用地方資源發展課程，將資源轉為教材，是更能設計出適合地
方、學校以及學生的特色課程。
(二)學校與地方資源合作，包括地方政府、地方產業是對於十二年國
教中強調培養學生的「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三
大素養是有所幫助的。透過環境解說營隊能培養出學生地方的情
感、口頭表達以及團隊合作的能力。
(三)為了與一般授課不同，在課程設計上需引起學生參與的興趣，並
利用不同的方式引導學生進行資料收集及規劃解說內容。
(四)透過已畢業的學長姐擔任小隊輔，能將經驗傳承，更能讓學生快
速地進入狀況及提升參與活動的表現。
(五)教育是漸進的過程，透過營隊的方式教師能將不同以往的課程模
式套用於營隊。此次營隊教師感受到學生的表現超乎預期也改變
了對學生的刻板印象，也發現學校與地方的連結是重要的。
(六)而針對此營隊，教師須面對與傳統課程不同的挑戰，包括學生個
性、與地方資源及校內行政的溝通聯繫，以及是否受到學校及其
他教師的支持與協助，將會是在規劃營隊上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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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營隊課程活動隊學生地方感之影響
本節為探討本研究所規劃的營隊課程對於學生地方感的影響，其中包
括學生對於地方的認知、傳統地方感與地方永續發展價值觀，以及地方永
續發展行動力的影響。分析上，量化資料以學生所填答的問卷勾選，而質
化資料由學生在後測時所撰寫的開放式問題、個人心得以及教師訪談為
主。以下為針對營隊課程活動對學生地方感之分析，分為地方感問卷整體
分數、南投市地方認知、南投市地方情感與南投市地方永續發展價值觀：
一、 學生對於地方感之變化
在量化資料上，整份問卷對於學生南投市的地方感前後測如表 4-9
所示。整份地方感問卷總分為 100 分，學生取 21 人為測驗人數，前測
平均分數為 69.90，而在後測分數為 74.76，為了瞭解學生對於營隊課
程前與課程後對於地方感是否有改變，利用 SPSS 進行無母數-兩個相
關樣本，魏克生符號檢定(Wilcoxon sign rank)，如表 4-9 右側欄位
所示，學生整體的地方感 Z 值為-2.70，p 值為 0.007 小於 0.05，表示
經由營隊課程後學生的地方感是有提升的，且具有顯著改變。
表 4- 9 學生對於地方感前後測平均值差異及顯著性

在質化資料上，有許多學生們改變了原本對南投市的想法，認為
南投市不像自己想的無聊，不了解這個地方（家鄉），透過實際走訪、
用自己的方式知道了許多不同的景點，也看見了南投市的美麗，希望
能把這份美麗分享給不知道的人。
「原本以為我的家鄉很無聊，但參加了營隊讓我更喜歡南投市，更要好
好守護這片土地，讓多人知道南投的美麗。」（S-E-12）
「南投市被很多人看扁，很多人甚至不知道這個地方，了解之後，才發
現原來我們南投這麼美麗。」（S-Q-16）
「南投市雖然不比其他城市還要先進，可是透過實際走訪會發現南投市
的好。」
（S-Q-20）
「我住在南投市已經有 16 年多，我一直以為對南投市已經很熟悉了，
結果我發現有許多事情都是我沒有懂得特別深入，所以導致讓我感覺沒有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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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地方可以逛。但透過自己的方式去查關於那個地方的人、事、物，然後用
自己的方式講給大家聽，讓自己更熟悉我自己的家鄉。」（S-E-21）

二、 學生對於南投市地方認知之變化
此部分針對南投市地方認知上經濟、環境與社會文化上設計題
目。在量化資料上，學生對於南投市地方認知之平均數如表 4-10 所
示。南投市地方認知的總分為 10 分，在前測上學生平均分數為 6.00，
經過南投認知活動、資料收集及實際走訪過後，在後測的平均分數達
到 8.62。為了瞭解學生對於營隊課程前與課程後對於南投市地方認知
是否有提升，利用 SPSS 進行無母數-兩個相關樣本，魏克生符號檢定
(Wilcoxon sign rank)，如表 4-10 右側欄位所示，學生對於南投市地
方認知的 Z 值為-3.94，p 值為 0.000 小於 0.05，表示經由營隊課程後
學生對的地方認知是有提升的，且具有顯著改變。
表 4- 10 學生對於南投市認知前後測平均值差異及顯著性

為了解營隊課程對學生南投市地方認知的影響，分析每道題目前
後測的平均數的改變(表 4-11)，能發現與景點相關的題目（3、4、
5、6、7、8、9）正確率都接近於 100％，而進度幅度最多的題目
（5、6）都與貓羅溪有關。透過量化資料能發現學生在營隊前對貓羅
溪是非常陌生的，認為與貓羅溪是有所距離且不會去關注，但透過課
程學生也認識了貓羅溪是與南投市生活息息相關。除此之外能發現學
生透過營隊課程、實際走訪、資料收集與成果發表後對於在營隊中有
去過的景點有更多認識與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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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1 問卷中南投市地方認知題目前測與後測平均數差異

題目
(*與營隊景點有關)

前測
平均數

後測
平均數

平均數差異
(後測-前測)

1.南投市的黑葉荔枝產量為全台前三名，請
問每年的幾月是南投黑葉荔枝的產期？

0.77

0.95

+0.18

2.八卦山的鳳梨酥產業帶動地方經濟，下列
何者不是八卦山適合種鳳梨的原因？

1.00

0.9

-0.1

*3.南投菜市場將類似的攤販規劃在同一去，
請問在室內的市場裡面看不到哪種店家？

0.68

0.9

+0.22

0.45

0.71

+0.26

0.40

1.00

+0.60

*6.政府為了將貓羅溪打造成富有生態及文化
的南投母親河，讓居民能與水共生，將市區
河流規劃了三個主題的區塊，下列何者不是
其中的主題？

0.40

0.90

+0.50

*7.配天宮是南投市的宗教信仰中心，在每年
的哪一天會辦理城隍爺季，吸引許多在地人
以及在外生活的人返鄉前來慶祝?

0.59

1.00

+0.41

*8.南投縣有 3 大古蹟 書院都被列為國家三
級古蹟，其中歷史最悠久的為下列何者？

0.63

0.95

+0.32

*9.南投市多數的學校及古蹟都曾因為哪場自
然災害的發生，因而倒塌或損毀，仔細觀察
都還能看到當年災害留下的痕跡？

0.95

1.00

+0.05

0.13

0.28

+0.15

6.05

8.60

*4.有「南投市區之肺」的中山公園，近年來
碰到了以下何種問題？
*5.貓羅溪兩岸為某物種的重要棲息地和移動
廊道，若是我們不重視可能造成此物種的生
活環境以及生命安全受到威脅，請問上述的
這個物種可能為何？

10.最近流行的地方創生，在許多單位賦予老
建築物新生命，保留建物文化以及歷史，下
列何者不是這樣的例子？
平均

而在質化資料上，有許多學生認為自己對於南投市有更多的了
解，透過與居民或是家人的訪談以及實際到現場觀察，能對南投市有
更深入的認識，也能聽到在網路上查不到的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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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觀察能看到中山公園裡面有貓羅溪的支流，而這條支流因為通過
菜市場，有些不肖業者會將垃圾丟入其中，在現場就看到有西瓜皮、筍子…
等作物，看起來水質很濁。但爸爸說他以前有在貓羅溪游過泳。」（S-A-17）
「透過實際走訪，原本有兩個我從來沒去過的景點，經過這次走訪參觀
才了解這些地方的特色與歷史。參加營隊讓我對南投市更加的瞭解不熟悉的
地方。」
（S-Q-5）
「南投市也有很多的古物，只是我不知道而已，這次的活動，讓我更認
識我自己的家鄉。」
（S-Q-7）
「原本以為南投市很無聊，沒想到有很多地方可以介紹，而且還有古
蹟，以及一年一度的城隍爺繞境。」
（S-Q-8）
「有些地方我原本以為都很乾淨，直到實際去參訪後，才發現原來並不
是自己想像的那樣。」
（S-Q-10）
「經過這幾天的營隊讓我更加了解南投市，也看見了南投地區不為人知
的人情世故，也認識了我的家鄉–南投。」
（S-E-10）
「參加營隊透過實地走訪了解廟宇、菜市場與居民息息相關。菜市場裡
有許多歷史、資訊，與我原本的想法不一樣。」（S-Q-14）
「實際走訪去了一些本來不會進去的地方，了解到了本來不知道的事
情，在南投市認知王也用遊戲的方法去認識自己的出生地南投。以為南投很
無聊，發現了更多有趣的地方。」（S-Q-15）
「實際走訪學到了很多知識，遇到了阿姨介紹了藍田書院，廟公講故事
—城隍廟......，講了好多故事，原來我們的故鄉南投市，可以這麼有趣。」
（S-Q-16）

綜合上述質化與量化資料能發現，學生在營隊前對於自己生活的
南投市並沒有自己想的熟悉，而透過營隊的課程、資料收集、實際走
訪、小組討論以及成果發表後，改變了原先對南投市的印象，發現不
是自己想的那麼無聊，雖然不比熱鬧城市來的有趣，但細細深入走訪
也能發現許多有趣的地方，而透過居民以及家人的分享，也能讓學生
了解過往長輩們生活的南投市是什麼樣子，去反思現在的南投市有什
麼不同，並在其中發現地方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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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生對於南投市情感之變化
此部分針對學生對於南投市的地方情感以及地方永續發展價值觀
所分析。利用李克特氏五點量表呈現，共有 12 題，前 7 題為對於南投
市的地方感，後 5 題為對於南投市地方永續發展價值觀。在量化資料
上，每題滿分為 5 分，共有 60 分，在前測部分平均為 48.14 分；經過
營隊後，學生實際走訪以及收集資料後，在後測的平均落在 49.62
分。能看出學生對南投市地方感以及地方永續發展價值觀有所提升。
為了瞭解學生對於課程前後對於南投市地方情感以及地方永續發
展價值觀是否有達到顯著提升，利用 SPSS 進行無母數-兩個相關樣
本，魏克生符號檢定，如表 4-12 右側欄位所是，學生對於南投市地方
情感的 Z 值為-1.237，p 值為 0.216 大於 0.05，表示經由營隊課程後
學生對於南投市的地方情感以及地方永續發展價值觀是無顯著性的。
表 4- 12 學生對於南投市地方情感平均值差異及顯著性

在 SPSS 的分析結果能發現，在情感與價值觀上經過營隊課程是較
無改變的，為了分析可能原因，利用學生心得與教師訪談釐清關係。
(一)地方感
在地方感的問題分析中，本研究將七題題目的前後測平均數
進行比較，如表 4-13 所示。
表 4- 13 問卷中對於南投市地方感前測與後測平均數差異

前測
平均數

後測
平均數

平均數差異
(後測-前測)

4.09

4.14

+0.05

3.86

4.28

+0.42

3.和其他地方相比，我比較喜歡南投市。

3.50

3.52

+0.02

4.我以身為南投人為榮。

3.86

4.14

+0.28

5.在南投市生活讓我覺得快樂、自在且放鬆。

4.18

4.38

+0.20

6.南投市對我而言很特別無可取代。

3.50

3.90

+0.40

7.完成學業之後，我希望可以在南投工作。

3.13

2.90

-0.23*

4.04

4.13

題目
1.我喜歡南投市。
2.南投市的古蹟廟宇、動植物、市場小吃等生活
的一切，對我影響很大。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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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發現分數從前測就較高的為「在南投市生活讓我覺得快
樂、自在且放鬆」，能發現學生認為在南投市生活是沒有壓力的；
而進步較多的兩個題目分別為「南投市的古蹟廟宇、動植物、市
場小吃等生活一切，對我影響很大」與「南投市對我而言很特別
無可取代」，能發現學生開始認識自己生活的地方，從原本認為這
些只是習以為常的生活一小部分，經過營隊課程他們會開始注意
自己的生活環境，也會認為南投市是無法與其他地方比較的。在
學生的心得回答上有許多人講到自己對於南投市的看法有所改
變，對地方感也有所增加。
「透過營隊，可以讓我們更了解南投，也更喜歡南投這個地方
了。」
（S-Q-10）
「原本以為我的家鄉很無聊，但參加了營隊讓我更喜歡南投，更要好
好守護這片土地。」
（S-Q-12）
「更喜歡南投了，超喜歡的～」（S-Q-16）
「其實並不是像外縣市的民眾認為南投就是沒落，不管是攤販老闆或
路人，在訪問的過程中都很樂意分享自己的想法。」（S-Q-1）

而在量化資料分析中能看到學生對於「完成學業之後，我希望
可以在南投工作。」的題目經過營隊後是有所退步的，為了瞭解此
狀況的原因，研究者與營隊教師進行討論，得出下列幾下可能原
因。
「他們平常就是坐車通勤，對南投的發展狀況可能不太了解，但因為
真的走過，就會發現南投只有一些小吃店，就會思考自己以後是要賣小吃
店嗎什麼的，他真的比較認識後，發現這個地方是這樣子，所以可能退
步。」
（T-1）
「書上觀念上都會呈現都市好的地方，但實際上看整個南投市的現
況，就會發現跟想像的美好有實際上的差距，所以為甚麼會離開，就是因
為這裡沒有好的。」
（T-1）

能發現經過營隊後，學生從原先坐在家長車子上認識南投市，
到營隊中用自己的雙腳慢慢地認識自己生活的地方，在過程中雖然
更認識南投市也聽到不少小故事，但也發現南投市的發展機會較
少，經過與教師討論後，認為都市發展問題是較能解釋此題目「完
成學業之後，我希望可以在南投工作。」退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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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永續發展價值觀
在地方永續發展價值觀的問題分析中，本研究將五題題目前
後測的平均數進行比較，如表 4-14 所示。
表 4- 14 問卷中對於南投市地方永續發展價值觀前測與後測平均數差異

題目

前測
平均數

後測
平均數

平均數差異
(後測-前測)

1.我現在的行為有可能影響到現在或下一代南
投人的生活品質。

4.36

4.47

+0.11

2.南投市在地特色農業是維持生活的基本動力，
促進地方永續發展。例：鳳梨、荔枝…等。

4.50

4.28

-0.22

3.為了追求生活品質及環境的永續，我們應該去
關心且設法解決地方的環境問題。例如公車系
統、汙水排放、焚化爐設置、產業建設等。

4.50

4.47

-0.03

4.因為台灣每個地方發展都不同，保存南投市的
地方文化多樣性是重要的。

4.50

4.47

-0.03

5.南投市的文化以及環境的維護除了政府部門
投入外，更需要地方居民的參與。

4.50

4.61

+0.11

平均

4.47

4.44

在滿分 5 分的狀況下，能發現前測中，學生們對於地方永續
發展的價值觀平均分數高達 4.47，是非常接近滿分的。而在後測
部分，「南投市在地特色農業是維持生活的基本動力，促進地方永
續發展。例：鳳梨、荔枝…等。」、「為了追求生活品質及環境的
永續，我們應該去關心且設法解決地方的環境問題。例如公車系
統、汙水排放、焚化爐設置、產業建設等。」與「因為台灣每個
地方發展都不同，保存南投市的地方文化多樣性是重要的。」是
退步的。為了瞭解此狀況的原因，研究者與營隊教師進行討論，
得出下列幾下可能原因。
「學生在營隊開始前所填寫問卷的態度較為鬆散，未思考過
題目就勾選答案，但經過這次營隊，他們反而是很認真去寫問卷
的內容，所以能看到比較不一樣的答案選項，能看出他們營隊後
會去開始思考針對這個題目自己是同意還是不同意。」（觀察札記
–20200806）
「在前測時，可能他們很下意識去勾非常同意，可能沒有去思考
過，因為平常教育就是教你要愛護地球怎樣的，所以任何選項都是非常
同意。因為經過這次的營隊之後，他們才會有去思考這個問題是什麼，
所以成績才有退步，但退步也沒有非常多。」（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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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以常理來判斷，我們應該去關心環境並且會設法解決，但你
會發現實際上有在做這些事嗎，還是因為這個無力感加深，就會覺得整
個城市就是這樣了，那我是一個小小的高中生、我是一個小小的市民，
我能做到什麼樣的改變。」（T-1）

與教師討論的結果是因為學生在前測填寫問卷時會下意識的
勾選同個選項，也對於關心環境都是非常同意的，但也有可能是
因為更認識南投市，有無力感的產生，對自己能為地方付出什麼
感到沒信心，所以導致此部分的成績較前測退步一些。
而透過學生心得撰寫，能發現學生對於地方永續發展價值觀
是有一番見解的，也呼應了前測與後測成績都接近於滿分。有許
多學生在心得內寫下想為南投市做些什麼，設法提出一些解決的
辦法，也意識到保存文化是很重要的。
「我認為貓羅溪的環境問題，可以去成立淨溪團隊，承辦淨溪的活
動。」
（S-Q-5）
「經過營隊後，我對南投市的想法改變了，想對中山公園做一些打
掃或是改善環境的想法。又或者可以在市區多辦一些文創活動。」（SQ-6）
「整建貓羅溪，保持乾淨，中山公園的設施可以更多，為南投市增
加觀光產業。」
（S-Q-8）
「南投市雖然小小的，但保存很多日治時代的歷史跟建築，南投整
個市區還沒有發展完整，政府可以多多建設，和傾聽民意去做改善。」
（S-Q-9）
「原本以為我的家鄉很無聊，但參加了營隊讓我更喜歡南投更要好
好守護這片土地，讓多人知道南投的美麗」
（S-E-12）
「發現貓羅溪很髒，可以弄乾淨變成台中的綠川，發展成南投的景
點。」（S-Q-15）
「本來以為南投就只有現在看到的東西，但後來發現南投以前原來
這麼的重要，需要好好的紀錄且保存下來。」（S-Q-18）

綜合量化與質化資料，能發現學生對於地方的永續發展是有
意識的，為了自己生活的地方更好，以及追求生活品質及環境的
永續，能夠提出解決方法。也透過實際走訪發現南投市有許多重
要文物是值得被紀錄且保存下來的。雖然後測成績是退步的，但
學生所表現出來的卻是更加意識到作為生活在南投市的居民，是
有權利關心地方永續發展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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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生對於南投市地方永續發展行動力之變化
此部分針對學生對於南投市地方永續發展行動力所分析。利用李
克特氏五點量表呈現，共有 6 題。在量化資料上，每題滿分為 5 分，E
共 30 分，在前測部分學生平均落在 15.76 分；經過營隊後，學生實際
走訪以及收集資料後，在後測的平均落在 16.52 分。能看出學生對於南
投市地方感以及地方永續發展價值觀是有所提升的。
為了瞭解學生對於課程前與課程後對於南投市地方永續發展行動
力是否有達到顯著提升，利用利用 SPSS 進行無母數-兩個相關樣本，
魏克生符號檢定(Wilcoxon sign rank)，如表 4-15 右側欄位所是，學生
對於南投市地方永續發展行動力的 Z 值為-0.75，p 值為 0.453 大於
0.05，表示經由營隊課程後學生對於南投市地方永續發展行動力是無顯
著性的。
表 4- 15 學生對於南投市地方永續發展行動力平均值差異及顯著性

在 SPSS 的分析結果中能發現，在行動力上學生經過營隊課程是較
無改變的，為了分析出可能原因，將每題前後測的平均數進行比較，
如表 4-16。在題目編排的方面是由簡單到較難以執行的敘述做排序，
能發現在行動力的部分，越簡單的題目分數進步幅度越多，而較難的
題目學生經過營隊課程後反而有些許退縮。為了瞭解可能原因，以下
將利用教師訪談與學生心得釐清關係。
表 4- 16 問卷中對於南投市地方永續發展行動力前測與後測平均數差異

前測
平均數

後測
平均數

平均數差異
(後測-前測)

2.59

2.71

+0.12

2.我會時常在南投市的巷弄間穿梭，認識自己生
活的空間。

2.81

3.14.

+0.33

3.我會向其他人介紹南投市的經濟、環境、社會
文化等等的重要資源。

2.50

2.71

+0.21

4.我會與同學、家人討論地方議題，聆聽他人想
法並陳述自己的觀點，並實際去改變地方發展。

2.77

2.71

-0.06

題目
1.我會關注與地方發展相關的公共議題，並參與
相關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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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對於政府提出來的政策，我會以永續發展的角

2.68

2.61

-0.07

6.對於政府提出來的政策，我會以永續發展的角
度思考及分析，提出正面及反面的意見。

2.54

2.61

+0.07

平均

2.65

2.75

度思考及分析，提出正面及反面的意見。

在教師訪談的部分，教師們發現學生可能對於自己與他人的互動
交為困難，也會小看自己的做的事情，但能發現對於簡單的事，學生
會有更想做的動力。
「1.2.3.6 題都是可以自己去做的，可是他們 4 跟 5 題為什麼有退步的狀
況，那是因為那個是必須跟別人甚至跟政府單位有所互動的，那我相信甚至
是老師也好，大家大部分的時候都還是會認為說我自己一個人能改變甚
麼。」
（T-1）

而在學生心得撰寫的部分，卻與量化資料有些許落差，有許多學
生在心得內寫下想為南投市做些什麼，例如：與政府反映、擔任環境
志工、多與他人介紹南投的好…等。能發現學生們參與營隊後能更意
識到地方問題，也想設法解決。
「我可以參加貓羅溪淨溪活動。」（S-Q-5）
「想替中山公園申請除草、環境改善、設施新增等權利。」（S-Q-11）
「我會關心南投的生態環境及古蹟景點。」
（S-Q-12）
「多關心南投的議題，也想更建議政府能讓南投發揚光大。」
（S-Q-20）
「多宣揚南投市沒被別人看見的好，跟不認識南投市的朋友們介紹有很
長一段歷史的南投市。」
（S-Q-1）
「多宣傳環境衛生或可以多向外地人宣傳南投增加遊客數。」
（S-Q-18）
「希望把南投市的歷史介紹給更多人知道，也能美化公園。」
（S-Q-19）
「建議政府傾聽民意，實踐和改善或建設，可以更完整做到城鎮革新的
效果。」
（S-Q-9）
「想要去幫忙撿拾垃圾，也希望政府可以提出多一些對南投好的政
策。」
（S-Q-10）
「建議政府改善公共設施，還有建設和觀光景點。」（S-Q-16）
「建議政府加緊腳步，改善貓羅溪汙染的問題，以及中山公園的鋤草速
度加快，還有南投菜市場的環境議題。」（S-Q-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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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量化與質化資料上的落差，與教師討論過後得出，可能學生
在於寫這些問題時是很直覺的寫出可以建議政府做些什麼，但在勾選
問卷部分時卻是有仔細的思考自己的能力做不做得到這些題目。
「簡答題的時候他們會填他們看到的問題，像中山公園雜草太多或是溪
流太髒，這是很直覺性的東西，看到什麼就寫甚麼。若是以永續發展的角度
來思考跟分析，他們會不會覺得自己哪有這樣子的能力，所以他們可以提供
務實的生活經驗，但是如果是學術性的就比較難一點。」（T-1）

綜合以上分析，能看出學生對於自己所看到的問題會有意識可以
與政府建議或是擔任志工宣傳及保護南投市的文化與環境。但同時也
會去反思自己是不是有能力能做到這些項目，認為簡單的較可行，與
他人甚至跟政府互動的卻是較難達成的，其中他們在勾選問題時，也
忘記了解說地方也是一個能幫助他人認識南投市，也是對南投市地方
永續發展行動力的一種表現。
五、 小結
透過地方感問卷、學生心得撰寫以及教師訪談，能發現學生經過
營隊課程與實際訪查在地方感上是有所提升的。但就每個部份分別分
析後，問卷分析有顯著性的只有南投市地方認知部分，其餘皆沒有達
到顯著性，而針對這些部分利用學生心得與教師訪談紀錄，能看到學
生對於自己的能力是較沒信心的，雖然提出許多對於地方永續發展不
同的建議，但對於自己本身是否能做到打上了問號，也呼應到教師們
所提到的學生個性較為害羞內向，以至於在心中都知道能怎麼做，實
際要他們做卻有些膽怯。
而透過資料整理後，教師也認為透過問卷分析以及心得撰寫的方
式能讓學生去反思自己，也能讓教師了解辦營隊對學生的收穫以及需
要改進的地方，也能讓教師發現自己所推動的營隊是有助於學生發
展，能鼓勵到教師，對教師產生正面影響。
對於連結正式課程的部分，學校的社會組校訂必修中，有針對南
投市開了一門南投學的課程，教師也期許有參加環境解說營隊的學生
們，能在學期中引領自己的同學，到學校外面認識自己生活的地方，
透過在營隊中所訓練的解說技巧，以及他們對於南投市的認識，用學
生們自己的方式將南投市的美好介紹給更多人知道，也能讓其他同學
了解這些有參加營隊的學生暑假所付出的努力。而教師在收集同學們
的想法後，向市公所建議在南投市菜市場成立 100 周年的時刻，能舉
辦一場百年活動。市公所也同意這項建議，透過文史工作者蒐集了許
多市場的百年記憶，促成了這場市場百年記憶的活動，也讓學生們了
解自己的力量是能幫助南投市地方永續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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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綜合討論
本節以研究結果與其他文獻進行討論，並分為三個部分包含培訓學生
環境解說隊的課程內容、與十二年國教的相呼應以及地方永續發展教育在
南投實踐的可能性。
一、 培訓學生環境解說隊的課程內容
國內與學生環境解說隊有關研究，較多的以國中小的學生為主，
以小小解說員的方式，讓學生更認識自己的家鄉，並從中學習知識，
培養對環境的態度。而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選擇了高中學生作為研究
對象，因為在高中階段，學生進入形式運思期，思考能力增強，能了
解抽象邏輯思考的概念，並發展辯證與創造的思考能力，是增加環境
知識、培養環境素養的重要時期。而快速的身心發展，在此階段，也
需要學習成人社會中的知識、情意及技能，才能順利進入社會。
在文獻探討中能發現，培訓國中小的學生進行環境解說，都需要
長時間的課程安排，三個月、一學期或者設為校必修課程成為一踏入
學校就需學習的內容，而大多的課程安排都從知識開始，透過課程讓
學生了解主要課程內容的知識，在讓學生到戶外參訪以及經由教師的
帶領介紹後，在讓學生組織成為解說員。
而本次研究為課程外的活動，能利用的時間有限，只利用暑假時
間進行短時間的解說營隊培訓，在知識面向的學習著重較少，課程安
排上讓學生自主進入地方透過訪問自我蒐集資料，來進行解說，在這
過程中以及量化資料分析後能發現，高中學生在學習知識這方面，透
過實際走訪的過程中是可以增加的。在量化資料中與景點相關的問題
答對率接近 100%，代表著高中學生以擁有自主學習以及收集資料的能
力，也證明了在形式運思期的學生思考能力增強，能去思考與自己有
興趣的議題並且去深入探究。
除此之外，在文獻中也能發現，學生透過課程成為小小解說員，
儘管學生解說內容的深度無法得知，但課程能讓學生對生活周遭環境
的觀察力、敏感度、覺知能力提升，也得到了自我肯定、勇氣、積極
學習以及樂於分享等能力。而在本研究也能在學生身上看到一樣的改
變，比較不同的是，學生開始會思考對於這些環境該如何更好，並了
解到透過自己的力量是能讓其他人知道南投市的美好，甚至去思考自
己是不是能幫助地方的永續發展，而這點是年齡較小的學生較難去提
升的能力。高中生知識量多了，也具有深度思考的能力，能讓知識不
再只是知識，而是能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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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高中生在未來將面臨科系以及就業的選擇，開始會去思考未來
的興趣如何，能往哪方面去發展，透過此次的解說營隊活動，能讓學
生多元學習，學習傳統科目外的知識，透過跨領域的學習內容，以及
邀請外界專業講者，也能讓學生了解解說員這個工作內容，增加學生
在未來大學科系以及就業的選擇思考與眼界。
二、 與十二年國教的相呼應
在 2019 年開始實施的「十二年國教」，其核心素養是培育學生成
為「終身學習者」，倡導以素養導向為教學，讓知識不再只是知識，而
使知識成為能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教育部，2014）。在本研究中，選
擇對象為南投高中的學生，因為涉及到學校教育以及學生的發展，在
課程內容的設計以「十二年國教」的核心素養為其教學目標，希望藉
由課程，使學生獲得這些素養特質。
而本研究的課程設計以「十二年國教」中的議題教育核心素養以
及社會領域核心素養為課程設計重點，在設計課程前先與教師討論出
較有關聯的素養項目，以及在不同的解說景點能達到的素養項目為
何，依依列出來後，並實施課程後，來反思是否有達成這些目標。以
下為景點與其相關的十二年國教素養：
表 4- 17 景點與其相關的十二年國教素養

景點

相關十二年國教素養
環 U1 關心居住地區，因保護所帶來的發展限制及權益受損，理解補償正

南
投
市
傳
統
市
場
經
濟
領
域

義的重要性。
環 U4 思考生活品質與人類發展的意義，並據以思考與永續發展的關係。
品 U2 關懷生活環境與自然生態永續發展。
品 U3 關心在地與全球議題並增進公民意識與行動。
地 2c-Ⅴ-1 省思日常生活方式的意涵，珍視日常生活的智慧。
環 B3 能欣賞、創作與環境相關的藝術與文化，體會自然環境與人造環
境之美，豐富美感體驗。

老
屋
創
生

環 U1 關心居住地區，因保護所帶來的發展限制及權益受損，理解補償
正義的重要性。
社-U-A3 對人類生活相關議題，具備反省、規劃與實踐的素養，並能與
時俱進、 創新應變。
社-U-B3 體會地理、歷史及各種人類生活規範間的交互影響，進而賞析
互動關係背後蘊含的美感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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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A3 能經由規劃及執行有效的環境行動，發展多元專業之能力，充實生
活經驗，發揮創新精神，增進個人的彈性適應力。
環 C1 能主動關注與環境相關的公共議題，並積極參與相關的社會活動，

中
山
公
園

關懷自然生態與人類永續發展。
環 U1 關心居住地區，因保護所帶來的發展限制及權益受損，理解補償正
義的重要性。
環 U2 理解人為破壞對其他物種與棲地所帶來的生態不正義，進而支持相

環

關環境保護政策。

境

環 U4 思考生活品質與人類發展的意義，並據以思考與永續發展的關係。

領
環 A1 能從人類發展與環境負擔的平衡，思考人類發展的意義與生活品質

域

的定義，建立合宜的人生觀，探尋生命意義。

貓
羅
溪
水
系
環
境

環 C1 能主動關注與環境相關的公共議題，並積極參與相關的社會活動，
關懷自然生態與人類永續發展。
環 U2 理解人為破壞對其他物種與棲地所帶來的生態不正義，進而支持相
關環境保護政策。
環 U4 思考生活品質與人類發展的意義，並據以思考與永續發展的關係。
品 U2 關懷生活環境與自然生態永續發展。
環 B3 能欣賞、創作與環境相關的藝術與文化，體會自然環境與人造環境

社

之美，豐富美感體驗。
多 U3 探討不同群體的文化，並能從各文化群體的觀點進行分析。

會
與
文
化
領
域

宗
教
文
化

社-U-B3 體會地理、歷史及各種人類生活規範間的交互影響，進而賞析互
動關係背後蘊含的美感情境。
社-U-C3 珍視自我文化的價值，尊重並肯認多元文化，關心全球議題，以
拓展國際視野，提升國際移動力。
地 2b-Ⅴ-1 具備地方感與鄉土愛，關懷其他地區的社會及環境議題。
地 2c-Ⅴ-1 省思日常生活方式的意涵，珍視日常生活 的智慧。

而在在課程內容設計以及執行後，與教師在訪談的過程中透過勾
選的方式勾出認為學生能透過營隊所得到的素養指標為何，以下將教
師認為透過營隊課程最能提升學生的素養能力，針對議題教育核心素
養（表 4-18）以及社會領域核心素養（表 4-19）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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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8 營隊課程最能提升學生的議題融入教學之素養能力

議題

核心素養
環 A3 能經由規劃及執行有效的環境行動，發展多元專業之

環
境
教
育

能力，充實生活經驗，發揮創新精神，增進個人的彈性適應
力。
環 U1 關心居住地區，因保護所帶來的發展限制及權益受
損，理解補償正義的重要性。

人
權
教
育

人 C2 能覺察偏見並能尊重差異，而能避免歧視行為，建立

品
格
教
育

品 U2 關懷生活環境與自然生態永續發展。

友善與包容之人際關係，進而在發展社會參與和團隊合作的
素養。

品 U3 關心在地與全球議題並增進公民意識與行動。

科
技
教
育

科 U12 具備溝通協調、組織工作團隊的能力。

多
元
文
化

多 U6 培養跨文化互動與交流的能力。

閱
讀
素
養
戶
外
教
育

閱 U3 除紙本閱讀之外，依學習需求選擇適當的閱讀媒材，
並了解如何利用適當的管道獲得文本資源。
戶 U1 分析及應用觀察所得。
戶 U3 參與戶外生活體驗，在真實生活情境中實際體會生
活，促進自我成長與社會化發展。

表 4- 19 營隊課程最能提升學生的社會領域之素養能力

分類

核心素養
社-U-A1 探索自我，發展潛能，肯定自我，規劃生涯，健全
身心素質，透過自我精進，追求幸福人生。

總
綱

社-U-A2 對人類生活相關議題，具備探索、思考、推理、分
析、批判、統整與後設思考的素養，並能提出解決各種問題
的可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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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U-A3 對人類生活相關議題，具備反省、規劃與實踐的素
養，並能與時俱進、創新應變。
社-U-B3 體會地理、歷史及各種人類生活規範間的交互影
響，進而賞析互動關係背後蘊含的美感情境。
社-U-C3 珍視自我文化的價值，尊重並肯認多元文化，關心
全球議題，以拓展國際視野，提升國際移動力。

理
解
及
思
辨

地 1a-Ⅴ-3 說明以地理視野觀察地表現象及議題的方法。
歷 1b-Ⅴ-1 連結歷史知識與現今生活，並運用歷史知識分析
社會現象或變遷。
公 2a-Ⅴ-1 關注社會生活相關課題及其影響。
地 2b-Ⅴ-1 具備地方感與鄉土愛，關懷其他地區的社會及環
境議題。
地 2b-Ⅴ-2 尊重文化的多樣性，欣賞各種人地交互作用所塑

態
度
與
價
值

造的地景。
歷 2c-Ⅴ-2 省思歷史發展的多重面向，珍視融合多元族群、
文化的社會體系及人權的價值。
地 2c-Ⅴ-1 省思日常生活方式的意涵，珍視日常生活的智
慧。
地 2c-Ⅴ-2 珍視不同空間尺度的環境永續價值，並願意付諸
行動保護。
公 2c-Ⅴ-2 珍視並願意維護重要的公民價值。
歷 3c-Ⅴ-1 聆聽他人並陳述自己的觀點，檢視自己的盲點與
偏見，形成新的觀點。
歷 3c-Ⅴ-2 透過討論、說服、辯論、協商等方式尋求相互理
解。

實
作
與
參
與

地 3c-Ⅴ-2 參與小組討論，與他人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
有效方法。
地 3c-Ⅴ-3 團隊協力共同解決問題。
公 3c-Ⅴ-3 整合成員特質並展現團隊合作成效。
地 3d-Ⅴ-1 透過小組合作，發掘各種社會或環境問
題，規劃解決問題的執行策略。
地 3d-Ⅴ-2 小組合作共同執行解決問題的策略，並發表
執行成果。
地 3d-Ⅴ-3 檢討執行策略的成效，並提出改善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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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解說營隊課程與十二年國教的連結能發現，學生能透過聆聽
以及陳述自己觀點去進行小組討論，也能透過小組團結合作去解決文
提，並從錯誤中進行改善以及執行成果。而在這過程中，能透過觀察
及分析資料來連結歷史知識與現今生活，並尊重文化的多樣性以及具
備地方感，珍視日常生活的智慧與環境永續價值，並付出行動維護。
去體會地理、歷史及各種人類生活規範間的交互影響。且經由規劃及
執行有效的環境行動，發展多元專業能力，充實生活經驗，進而去關
懷生活環境與自然生態永續發展，並促進自我成長與社會化發展能
力。
三、 在營隊中實踐地方永續發展教育的可能性
本研究以 Smith 所提出的地方本位教育教學架構為基礎，融入地
方永續發展議題，針對在地的經濟、環境及社會發展作為課程設計的
基礎。而在本研究的文獻回顧可得知，透過地方本位教育，學生能有
機會重新認識自己的家鄉，其中這些課程對自願上課的學生比非自願
的學生之地方情感的影響較高，更願意親自體驗及活動涉入。學校與
社區居民結合，讓學生能透過居民對話的過程中，更了解當地的知
識。
根據 Smith（2002）所提出的地方本位教育教學模式來看，在課程
中必須具備在地文化的學習、在地自然的學習、工作現場實習、問題
的解決以及結合學校與社區。而國內與地方本位教育課程的相關研究
中，活動最後的成果發表多以報告或是作業形式做總結，較少對地方
有回饋機制。雖然在課程當中有走出學校，進入社區了解當地，但後
續對於 Smith 所提出的地方本位教育應該解決當地問題，並到現場實
際的學習。
而透過文獻的蒐集也發現這些課程內容對於地方永續發展的觀念
著墨的較少，所以研究者利用不同的教學模式，讓自願參與營隊的學
生認識地方後，能透過收集資料，並內化成自己的知識，並在課程最
後邀請居民，讓課程發現的在地問題能實際的想出解決方法，使學生
能更加意識到自己是地方的一份子，有保護地方的義務，並對地方永
續發展有進一步的想法，來去地方本位教育的核心重點，透過在地學
習並實際的去體驗，從中學習解決問題的能力。
本研究透過暑期解說營隊培訓學生解說的能力，在課程部分能跳
脫以往的傳統課程內容，不受學科及考試的影響，能利用不同的教學
方式，讓學生透過實際走訪地方讓學校與社區連結，透過探索的方式
學習地方自然與文化知識。因為主題為地方永續發展，而在學生在蒐
集訪談居民以及準備解說內容的過程中，了解地方上所發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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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透過小組討論與思考去解決遇到的問題以及針對地方發展自己能
做些什麼。最後透過實際的解說活動，讓學生轉換身分，從原本的聽
者成為講者，並邀請居民以及同學們來聆聽，真實的對地方有所回
饋，而這樣的過程中也像其他文獻中所提到的學生能有機會重新認識
自己的家鄉。
所以在營隊活動中，雖然時間較短，無法持續的培訓學生解說能
力，但透過實際走訪以及成為解說員的過程中，學生能認識地方上永
續發展的議題，能去思考哪些地方是能改善的，並透過自己的能力改
變現況。若是能將課程時間拉長，能讓學生的行動力更加多元且持續
的實踐，讓學生成為地方上有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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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為探討融入地方永續發展教育的環境解說是否能影響高中生的地方
感以及啟發學生對的地方未來的想像，研究問題共有三個，「地方永續發展教育
的課程內容與教學歷程為何？」、「學生實際參與環境解說前後，對地方永續發
展的想像有那些改變？」、「學生實際參與環境解說的過程中，對地方感提升情
形？」本章節將依據上述之研究問題說明研究結論與後續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一、 地方永續發展教育的課程內容與教學歷程為何？
本研究是利用以地方本位教育融入地方上的永續發展議題進行營
隊課程的設計，而在課程的設計也將教育三大目標知識、情意與技能
當為地方永續發展教育的基礎目標。在透過與教師共同設計、教師訪
談以及學生心得撰寫能發現下列幾大重點：
(一) 因地制宜的課程內容
因為每個地方的經濟、環境與社會議題皆不相同，而地方上
所培養出的學生個性也有所不同，所以每個地方適合的學習方法
以及課程內容皆需要特別設計。為了設計出屬於南投市因地制宜
的課程，教師須了解在地知識以及資源，從中設計出適合的課程
規劃，除此之外也需要參考國內外的相關案例作為參考，向其學
習經驗。而在認識地方的過程較為困難，若非本地長大的教師需
花更多時間認識地方與資源。而在南投市的地方發展較為緩慢，
許多景點的資料較不齊全，能利用的資源有限，這項原因也讓教
師在設計課程上較為困難，但若是以地方永續發展的議題卻是能
讓學生去思考一個地方的發展的機會，透過地方議題的方式帶領
學生從資料收集到內化出用自己的方式介紹給聽眾，針對地方的
發展議題所設計出的課程方式，是更能讓學生認識地方，也能讓
教師從中培養學生各項素養能力。
(二) 學校、教師與地方的合作
在十二年國教的新課綱上路，老師們也必須適應不同的教學
方法，但在改變的過程中，尤其在「教師與教師間的協助」、「學
校行政的支持」以及「學校與地方間的合作」，總會遇到些許挑戰
與鼓舞士氣的地方。在傳統教學模式上，教師只需要做好本科的
準備就好，但十二年國教的發展是希望以議題式的方式將各科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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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議題上，所以各科教師的合作就是很重要的事情，但從傳統
到新穎的教學模式，在教師間還需要適應，互相幫助以及設計課
程目前還在培養階段，要找到有熱忱合作的教師較為困難。但也
因為此次營隊教師們認為結合其他科來進行教學也是很好的發
展，利用校內資源能讓課程更加豐富與專業，對未來的解說隊是
有好處的。而在行政上，教師必須與學校行政完整溝通與了解流
程，並且在規劃營隊上須與學校其他活動錯開，才能讓學生有機
會參與營隊，培養多元學習的能力。而因為是課程外的營隊活
動，所需的經費必須自行籌辦，在這一塊上也是營隊辦理上較為
困難的事項。
在本營隊中最值得鼓舞士氣的就是學校開始與地方合作，教
師們與地方的資源做接觸，先是找來地方創生團隊討論課程的建
議以及邀請團隊與學生進行分享，讓學生了解地方發展需要靠許
多人的力量。而後續也與中興新村的團隊進行合作，讓學生體驗
解說以及透過課程讓學生了解解說技巧。處此之外，南投市公所
也非常支持這次的營隊舉辦，爭取了一些經費讓活動能順利進
行。所以當地方上的學校、產業以及政府機構能一起合作，是能
讓學生有更多的學習機會，以及校方更有力量做出適合地方的教
學模式。
(三) 地方永續發展教育與十二年國教的結合
在過去的傳統教學模式上，教師只需要專注於課本上的教
學，不需額外進行與設計培養學生素養的活動，而在十二年國教
的發展下，教師必須花許多心力以及時間準備新的學習方式帶給
學生。而透過本次研究所設計的解說營隊，能讓教師發展以及實
行十二年國教想傳達的多元學習方式。透過營隊課程的訓練，能
達到不同面相上的核心素養，其中以口頭表達、團隊合作提升的
素養能力更是可以輕易察覺的學生的進步。而透過實際走訪、收
集資料與成果發表三個課程，更能多元的讓學生提升不同的素養
能力，更能讓學生尊重與關心在地性的議題，並建立友善與包容
的人際關係，進而在發展社會參與和團隊合作的素養。
而在社會領域素養面向來看，營隊的課程透過永續發展議題
的模式帶領學生認識地方上的經濟、環境、社會面向，也有助於
社會科歷史、地理、公民素養的培養，其中教師認為本營隊最能
培養學生「社-U-A3 對於人類生活相關議題，具備反省、規劃與
實踐的素養，並能與時俱進、創新應變」、「社-U-C3 珍視自我文化
的價值，尊重並肯認多元文化，關心全球議題，以拓展國際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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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提升國際移動力」、「地 2b-Ⅴ-2 尊重文化的多樣性，欣賞各種
人地交互作用所塑造的地景」以及「地 2c-Ⅴ-2 珍視不同空間尺度
的環境永續價值，並願意付諸行動保護」的能力。
二、 學生實際參與環境解說前後，對地方永續發展的想像有那些改變？
本研究透過結合地方議題的營隊課程，讓學生從聽者轉換身分成
為講者，而在這過程中學生能從資料的收集與內化成為自己解說的內
容，去了解地方上的議題有哪些值得改進的地方。透過教師訪談、學
生開放問題與心得撰寫，以及研究者觀察能夠發現以下幾點重點：
(一) 從沒去過到認識景點議題
在舉辦營隊的過程中，能發現學生在參與營隊前對於地方的
認識以及走訪景點的機會較少，而透過營隊能讓學生去到陌生的
景點，以及從中認識這些與地方關係深遠的景點以及人與地方的
小故事。而透過訪問與觀察的過程，學生能了解以前以及現在景
點的改變，能從長輩們的口中認識這些景點，在長輩的口中的景
點或許與現在的不一樣了，但這也能讓學生了解地方發展改變的
快速，以及相關都市發展的議題。
(二) 透過觀察與訪問，讓學生親身了解地方發展上的議題
透過實際訪查，讓學生到了一些平常不會走訪的景點，在當
地人信仰中心了解這些廟宇與地方的關係，在傳統市場了解都市
計畫以及在地農產品相關議題以及在地人的看法，在公園內瞭解
公園設置以及河流環境與再造相關議題。當學生們在河流旁看見
載浮載沉的蔬果殘渣，而透過讓學生思考為什麼在河流裡有這些
東西，學生能去思考因為經過了傳統市場，而透過討論的方式，
讓學生在訪查完後再次進行網路上的資料收集，有許多學生提到
應該學習台中河川的改建計畫，讓民眾的親近乾淨的河川。學生
們開始會去看國內外較為成功的案例，並思考把這些方法用在地
方上，能做出什麼樣的改變。
(三) 在內化過程中，學生開始思考自己能為地方做些什麼
而在整個營隊結束前，學生透過成果發表實際在景點進行解
說工作。當身分轉變的過程中，學生了解到成為講者的不容易，
也在資料的收集中發現許多地方發展上的問題，而在成為解說員
後，能發現自己是可以將這些議題傳遞給聽眾，透過自己的力量
讓聽眾也開始思考與地方永續發展的議題。除此之外，在營對中
學生也認識到南投市的美好，也希望透過自己的解說內容，把南
投市的美好宣傳給大家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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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生實際參與環境解說的過程中，對地方感提升情形？
本研究利用以地方本位教育融入地方上的永續發展議題進行營隊
課程的設計，藉由這樣的方式讓學生對於地方的認知、情意與技能有
所提升，透過地方感問卷、學生開放問題與心得撰寫了解學生地方感
提升情形，以下為透過資料分析後得出之重點：
(一) 學生更加認識地方的知識
本研究所設計的營隊，帶領學生到平常不常去的南投市重要
景點進行訪談與觀察，處此之外透過資料的收集，能讓學生對這
些景點從陌生到認識，而經過量化資料分析後，能發現學生對於
與本次參訪的景點之相關問題，回答正確率接近 100%，透過這樣
的分析，能知道學生經過解說營隊的課程、實際走訪以及成果發
表後，是對南投市有更深入的認識。
學生改變了原先對南投市的印象，發現不是自己想的那麼無
聊，雖然不比熱鬧城市來的有趣，但細細深入走訪也能發現許多
有趣的地方，而透過居民以及家人的分享，也能讓學生了解過往
長輩們生活的南投市是什麼樣子，去反思現在的南投市有什麼不
同，並在其中發現地方的美好。
(二) 學生對於地方情感有所增加
針對地方情感的部分，在量化資料上來看是有所增加的，但
就每個題目進行分析，能看到學生對於自己的未來較為迷惘，不
認為自己會留在南投市做發展。除此之外的題目能發現學生更加
認識自己生活的地方，從原本認為這些只是習以為常的生活一小
部分，經過營隊課程他們會開始注意自己的生活環境，也會認為
南投市是無法與其他地方比較的。
(三) 學生具有地方永續發展的價值觀
針對學生的地方永續發展價值觀，在量化上因為前後測的分
數較為接近，學生對於地方永續發展的價值觀的分數都非常高，
以至於透過量化資料較無法看出學生參與營隊後的改變。而透過
質化資料以及學生在填答問卷的過程中能看出，學生對於地方的
永續發展是有意識的，為了自己生活的地方更好，以及追求生活
品質及環境的永續，能夠提出解決方法。也透過實際走訪發現南
投市有許多重要文物是值得被紀錄且保存下來的。並更加意識到
作為生活在南投市的居民，是有權利關心地方永續發展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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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生認為自己能透過簡單的方式幫助南投市發展
而針對地方永續發展行動力的部分，透過量化與質化分析後
能發現，學生因為個性較為害羞以及認為自己能做的事情有限，
行動力只能侷限在個人作為上，若是自己與他人的行動分數進步
較不大。在資料中能看出學生對於自己所看到的問題會有意識可
以與政府建議或是擔任志工宣傳及保護南投市的文化與環境。但
同時也會去反思自己是不是有能力能做到這些項目，認為簡單的
較可行，與他人甚至跟政府互動的卻是較難達成的。他們在勾選
問題時，也忘記了解說地方也是一個能幫助他人認識南投市，也
是對南投市地方永續發展行動力的一種表現。
而教師在收集同學們的想法後，向市公所建議在南投市菜市
場成立 100 周年的時刻，能舉辦一場百年活動。市公所也同意這
項建議，透過文史工作者蒐集了許多市場的百年記憶，促成了這
場市場百年記憶的活動，也讓學生們了解自己的力量是能幫助南
投市地方永續發展的。

第二節 建議
在本節之建議，分為實務上的建議以及研究上的建議，以下分別說明
之。
一、 實務上的建議
(一) 強化學生對於地方永續發展的行動力
針對收集到的資料分析出來能看到本研究的學生經過營隊
後，較為簡單的行動技能提升幅度較大，代表著學生對於較難的
行動技能不敢輕易嘗試。建議在地方永續發展教育的課程規劃
上，應加強學生的行動力，可以透過不同的體驗課程提升學生們
對於地方永續發展上的行動力與勇氣。
(二) 與行政、地方上需要密集溝通與了解課程內容與目的
在與其他單位進行合作時，必須把計畫與想法溝通清楚，因
為研究者並沒有在南投高中教書，與其他單位的溝通都是靠學校
教師進行，針對課程設計以及教學目的並未與校外講師溝通得更
加詳細，使得講師的課程內容與我們的想法有些許落差。建議學
校要實行營隊，能有個專門舉辦營隊與校外溝通的人員，才能掌
握地方資源以及行政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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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課程安排有部分為戶外活動，需考量天氣
本研究利用暑假時間進行營隊的課程執行，為了減少學生因
天氣關係而導致中暑，將所有戶外課程規劃在上午的時段進行，
但對於夏天來說，上午時段還是較為悶熱。建議若是需要辦理較
多時間在戶外的課程，盡量規劃在寒假時間，能減少學生與教師
的身體負荷。
(四) 多與不同科目教師進行合作，開發多元景點與議題
本研究與南投高中社會科教師進行營隊課程的設計，能找到
的資源與景點議題有限，像是對於南投市在地的生態就需要生物
老師專業的背景進行協助。而擁有技職班的南投高中，教師資源
相當的多元，能利用此優勢開發不同領域的議題與景點，讓學生
以及地方能有更多元的發展。引此建議能與不同科目或是專長的
教師進行合作，創造跨領域、視野更寬廣的營隊課程。
(五) 將營隊社團化
為了讓營隊能繼續培養地方環境解說隊，而營隊的辦理方式
是必須要改變，才能有持續發展的可能，目前只是利用暑假時間
進行解說隊的培訓，建議學校能將此營隊的課程方式，擴大成為
社團模式，透過學長學姊的經驗，以及社團活動時間的培訓，能
讓學生受到更長時間的訓練，維持對於地方永續發展議題上的關
心程度，這樣更能讓學生發展地方永續發展的行動力，真的使學
校成為地方的培力。
(六) 地方政府多重視地方永續發展之培力
近年來國內外許多地方開始發表地方自願檢視報告
(Vonluntary Local Review, VLR），透過地方政府的力量，加速落實
永續發展目標。而南投縣是個人口外移嚴重的地方，對於發展往
往只認定透過觀光就能帶動經濟，卻不重視地方上的環境與文
化，這是較為可惜的一點。南投縣擁有許多資源，不管是環境或
是文化上面，若是能多多運用，並把這些資源好好保存以及記錄
下來，將城市特色與永續發展目標做出關聯，並透過營隊培養年
輕世代對地方的情感，才能穩定地方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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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上的建議
(一) 信效度需更加準確
研究者在設計問卷時，並沒有實行預測只邀請專家學者以及
規劃營隊的教師進行表面效度的檢驗。建議往後要透過這份問卷
來蒐集學生對於地方感的前後測資料，需進行預測以及再多找不
同領域的專家學者進行效度的檢驗。
(二) 短時間營隊建立地方感的持久性
在透過營隊的過程中，能發現學生在經歷解說後對於南投市
的地方感有所增加，但如何維持下去是個可以思考的問題。在營
隊後，能讓學生參與學校的活動，讓參與解說培訓的學生與自己
的同學進行地方解說，展現訓練的結果。也能持續的透過帶領學
弟妹的方式，維持對於南投市的永續議題的關心。而本研究因為
時間上的限制，無法進行延宕測試收集學生參與營隊後一段時間
後對於南投市地方感的資料。能建議若是要研究地方感的持久
性，能透過長時間的課程或是社團的方式進行研究延宕測試。
(三) 課程中增加前後繪畫印象地圖
在課程中能透過前後繪畫印象地圖，了解學生經過課程以及實際
走訪後對於南投市的印象有什麼改變。也能利用這樣的前後測了
解學生是如何從腦海中勾勒出對於南投市的想法。也可以記錄小
組討論中的過程，而透過後續與其他資料比對，能透過討論紀錄
與繪畫印象地圖發現學生學習的歷程，與學生的吸收效果。以利
未來課程的發展。
(四) 質化資料能蒐集參與過解說隊的學生以及小隊輔的訪談資料
本研究在質化資料上面上未對學生進行訪談，而只用開放問
題與學生心得撰寫的方式了解學生對於營隊的想法，但在資料分
析後，會發現只能初步了解學生的想法，對於學生的自我省思以
及在回答問卷的想法是如何。建議之後能找出營隊中代表性的學
生進行訪談，蒐集到學生真實的想法以及對於自我的改變情形。
而為了讓營隊辦理的順利，找回之前有擔任解說隊的畢業學
長姊擔任小隊輔，進行經驗的傳承以及學生的榜樣，若是能收集
到他們對於這次訓練解說隊方式的想法，也能為研究分析出不同
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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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地方感前後測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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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營隊活動照片

照片

說明

投投市道解說營隊成員合照

中興新村騎協力車體驗解說活動

中興新村體驗解說活動

校長與全體成員合照-開幕活動

南投大戲院老闆分享地方創生

南投認知王-南投縣拼圖小組競賽

南投認知王-繪製南投市印象地圖

南投認知王-分享小組印象地圖

照片

說明

照片

說明

照片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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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說明

南投認知王-kahoot 互動回答遊戲

小組競賽累積點數

解說實務與技巧課程

解說相關工作介紹-摺頁

解說技巧重點整理

學生上課筆記紀錄

校園巡禮-認識最熟悉場域

繪製南投市景點心智圖

實際走訪前叮嚀注意事項

藍田書院-訪問民眾

照片

說明

照片

說明

照片

說明

照片

說明

105

照片

說明

藍田書院-訪問志工

傳統市場-訪問店家

傳統市場-訪問在地小吃攤

中山公園、貓羅溪-觀察環境

走訪過後再次收集資料

小組解說內容討論與練習

成果發表-藍田書院

小組合照-藍田書院

成果發表-配天宮

小組合照-配天宮

照片

說明

照片

說明

照片

說明

照片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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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說明

成果發表-傳統市場

成果發表-傳統市場

成果發表-中山公園、貓羅溪

心得撰寫與分享

頒發參與營隊證明與獎狀

頒發小隊輔感謝狀

南投高中解說隊 logo

南投高中解說隊 Q 版人物

照片

說明

照片

說明

照片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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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Kahoot 地方認知王題目(32 題)
答案

題目/選項

1.你從小吃到大，下列哪個食物，「不是」南投市在地美食？
B

A
C
B
B
D

A

綠豆粉粿

B

不二家蛋黃酥

C

南投春水堂
珍珠奶茶

D

阿霞蛋捲

C

王家

D

李家

D

8-9 月

D

玉山書院

D

農曆 8/15

2.所以，號稱南投春水堂的名店是？
A

楊家

B

張家

3.今年有吃到荔枝嗎，什麼時候是南投黑葉荔枝的產期？
A

2-3 月

B

4-5 月

C

6-7 月

4.南投縣有 3 大古蹟書院，其中歷史最悠久的是哪個呢？
A

明新書院

B

藍田書院

C

登瀛書院

5.配天宮大約會在每年的哪一天辦理城隍爺季？
A

農曆 5/15

B

農曆 6/15

C

農曆 7/15

6.你有沒有注意到綠美橋變得不一樣了，請問綠美橋過去是什麼顏色的？
A

綠色

B

藍色

C

白色

D

紅色

7.南投的鳳梨酥非常有名，下列何者「不是」八卦山適合種鳳梨的原因？
C

A

A

紅土地質
(酸)

B

日照充足

C

風水寶地

D

排水良好

8.有「南投市區之肺」的中山公園，近年來碰到了何種問題？
A

生態池汙染

B

建商炒地皮

C

樹木遭破壞

D

排水良好

9.在南投市有許多古地名，請問「牛運掘」大概位於哪個地方？

A

D

D

10.我們南投市現任的大家長(市長)是誰啊？
A

林明溱

B

巫春貴

C

許淑華

D

宋懷琳

11.在南投許多單位賦予老建築物新生命，保留建物文化以及歷史，下列何者
「不是」這樣的例子？
A

南投大戲院

B

武德殿

C
108

稅務出張所

D

郡役宿舍群

12.這一年離學校不遠的地方，從原本的建築物變成了一塊空地，你知道在尚
未拆除時，這塊區域是什麼用途嗎？

D

A

郡役宿舍群

B

文化景觀

C

知名文學家
龍瑛宗創作
小說的場景

D

以上皆是

13.這棟建築物有了妖怪村團隊的進駐，以貓羅溪為主角，設計了蘿溪 貓，
讓歷史建築以新型態再出發。請問這棟建築物「不曾」有過哪種身分？

C

A
C

B

南投市公所

C

郵局

D

稅務出張所

台灣獼猴

B

梅花鹿

C

石虎

D

台灣水鹿

C

中興高中

D

南開科大

15.下列學校何者不在南投市境內？
A

千秋國小

B

南投高商

16.市菜市場做過規劃，把類似的攤販規劃在同一區，請問在室內的市場裡面
「看不到」哪種店家？
A

D

B

14.最近許多縣市都成立了某物種的保護方案，而貓羅溪也是此物種的重要
棲息地，請問此物種可能為何？
A

D

警察局

種子行

B

冰店

C

中藥行

D

製意麵廠

17.府為了將貓羅溪打造成富有生態及文化的南投母親河，將市區河流規劃
了三個主題的區塊，下列何者「不是」其中的主題？
A

活動空間

B

城市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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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生態保護

D

水力發電

B

18.你知道，南投市姓什麼的人最多？
A

簡姓

B

陳姓

C

張姓

D

曾姓

D

中山街

19.是哪個地方啊，竟然房子跟房子中間連著屋頂？

B

A

南投監獄

B

南投市菜市場

C

藍田社區

20.這張照片是美軍為了轟炸日月潭水利發電設施，經過南投市所拍的空照
圖，你認為框出來的地方是當時的什麼設施？

C

A
C

墓地

B

學校

C

神社

D

派出所

21.呈上題，根據這張圖的線索，你認為框出來的地方是「現在」的哪裡？
A

中山公園

B

家樂福

C

南投高中

D

南投國小

22.這裡是以前的小學校，提供給日本人就讀。你知道這是在現在的哪裡嗎?

C

A

南投國小跟
體育場中間
(建國路)

B

南投市公所附
近(玉井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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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文化局往菜
市場的路上
(民權街)

D

家樂福旁邊
(大同街)

23.偷偷告訴大家，南投以前其實也有火車站，你猜這個車站應該是屬於？
C

B

A

載送林木
的火車站

B

載送蔗糖
的火車站

C

台鐵縱貫線
的火車站

D

台鐵集集線
的火車站

24.據統計，台北市信義區人口有 21 萬多人，彰化市人口也有 23 萬多人，那
南投市人口大該有多少人呢？
A

5萬

B

9萬

C

15 萬

D

18 萬

25.據南投市人口統計，近十年來人口不斷地減少，下列哪一項可能可以讓人
口回升？
D
A

改善
公共設施

B

增加就業機會

C

讓居民找到
生活在南投

D

以上皆是

市的價值

26.投市多數的建築都曾因為哪場自然災害的發生，因而倒塌或損毀，仔細在
這些地方看都還保留當時災害的痕跡？

C

A
C

莫拉克風災

B

暴雨

C

921 地震

D

新冠病毒

C

配天宮

D

受天宮

C

微熱山丘
村民市集

D

以上皆是

27.呈上題，這棟建築是哪裡？
A

武昌宮

B

武德殿

28.南投市有哪些特別的市集？
D

D
C

A

中興轆轆
散步市集

B

南投大戲院
好戲野市

29.現在南投大戲院看電影，學生票只要 150，那你知道在 10 年前多少錢嗎?
A

120 元一部

B

120 元兩部

C

120 元三部

D

120 元全部

D

中興新村

D

家樂福

30.常常在想要去哪逛街，最後還是跑到了___？
A

菜市場

B

形象商圈

C

家樂福

31.你知道南投市除了學校外，還有哪裡有羽毛球場地嗎？
B

D

A

體育場

B

縣政府
綜合大樓

C

文化局

32.根據統計南投縣每天的垃圾量有 250 公噸，你知道平常我們丟的垃圾，最
後都怎麼處理嗎?
A

在南投的焚
化爐處理

B

都丟給
別的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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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自然消失

D

70%的垃圾推
成一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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