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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評估某國立大學在自然情境下所開設七門環境通識課

程的教學法與教學內涵，並探討這些課程對於提升大學生環境素養的成效。本

研究採不等控制組設計來收集量化資料，課堂參與式觀察則用來收集質性資料。

結果發現，本研究所評估的這些環境通識課程過於強調認知領域的教學內涵，

但情意與行動領域的教學目標並沒受到足夠的重視；絕大多數的課程並無法提

升學生們情意類環境素養與環境行動。最後為未來大學環境通識課程的教學，

如課程目標設定、增強情意領域的教學內涵與策略，促進問題解決與集體環境

行動策略等，提出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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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過去三十年來，環境教育一直被國際視為解決環境問題的重要手段，而

透過高等教育進行系統性的環境教育將是培育環境公民重要的一環 (Cortese 

& Hattan, 2010;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1980, 1988)。Orr (1992)指出，若要催化現代社會中關於永續發展

的必要轉變，如環境倫理的傳遞與環境公民社會的建立，則沒有任何機構比大

學更加適當。因此，國內自 1991 年起，「教育部加強推行環境教育計畫」實施

要領中，將環境教育列入大學「通識教育」課程，而隨著臺灣環境問題的層出

不窮與環境教育在大學受到重視，過去二十多年來，環境通識課程的數量與種

類有增加的趨勢(王俊秀，2000；吳連賞、林綱偉，2006；林明瑞、劉惠元、

黃瑞成，2005；黃鴻霖，1992)。 

然而，由於近代大學的發展不斷走向專業化與分工化，各學術專業領域

間壁壘分明，因而缺乏給予學生對於當代社會的整體觀與反思能力，故往往難

以培養出能解決環境問題的公民(Orr, 1994)。正如同 Clark 等人(2011)針對美加

大專院校環境學程的分析所發現，大部分的環境學程都教得太多且太快，被混

亂的教育目標與紛雜的學科領域切割得支離破碎，而且缺乏合理的課程、教學

法、與教育哲學。Maniates (2013)更進一步指出，目前的美國環境課程給予學

生相當薄弱的社會變革理論，雖然利用環境危機來喚起學生的罪惡感與急迫感，

卻無助於培育學生的創造力和同情心，以支持個人和集體的改變。 

至於臺灣的大學環境通識課程，王順美、張子超、柯淑婉、陳素晴與陳

富雄(2000) 發現課程內容往往與授課老師的專長有關，但這是否會造成教學

內容偏向特定學科的專業知識，而忽略跨領域學習與問題解決導向的精神，這

將是後續研究該探索的議題。許世璋與任孟淵(2014)更進一步指出，如果環境

公民的培育是大學環境通識課程的主要目標，教學歷程除了理性思辨，更應包

括情感的涉入與生命信念的建構，整個學習過程涵蓋了理性、情感、與終極關

懷三個面向。然而，臺灣的大學環境通識課程教師多為化約主義思維下所訓練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sort_index=PD&sort_type=1&search_index=AU&search_mode=&search_value=%E9%BB%83%E9%B4%BB%E9%9C%96$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sort_index=PD&sort_type=1&search_index=AU&search_mode=&search_value=%E9%BB%83%E9%B4%BB%E9%9C%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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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分科專業人才，擅長專業知識的解析與傳遞，但要將學生現存的行為模式、

情感價值觀等內在因素都納入課程設計與教學中，以促進學生情意與行為面向

的學習，這對臺灣的大學環境通識課程教師將是一大挑戰。 

環境通識課程往往是非環境主修的大學生接觸環境資訊最重要的管道，

而成功的環境通識課程的確有助於環境公民的形塑(許世璋，2005b；許世璋、

高思明，2009)。然而環顧目前國內環境教育文獻，對於大學環境通識課程的

教學歷程與成效評估的研究卻極為有限，使得環境教育界一直缺少澄清與辯證

的機會。由於環境課程教材教法與學生的環境素養變化是「我國大學院校環境

教育指標之建構」中極重要的指標(劉潔心等，2003)，而欲達成環境素養的目

標，環境課程的教學內涵與教學法是主要關鍵(Christie, Miller, Cooke, & White, 

2012; Maniates, 2013)，因此這都將是本研究探索的重點。 

本研究的場域為位居臺灣東部的某國立大學，自創校以來即強調通識教

育在培育一個「全人」的重要性，由於尊重自然為創校理念之一，環境通識課

程向來是一大重點課群，過去十年來，每學年均開設 7 到 10 門環境通識課程。

然而，在投入如此多的教學資源後，究竟學生們的環境素養有何改變？教師們

又採用怎樣的課程內涵與教學方法？這都是尚待釐清的研究課題。本研究選擇

評估該大學現有的環境通識課程，而不發展新的教學模組來進行驗證，主要基

於四點理由：第一，國內雖有幾篇關於大學單一環境課程評估的學術論文，但

尚無針對大學環境通識課群的評估研究；第二，不同於環境系所的環境課程以

培養環境專業人才為目標，該大學的環境通識課程乃特別針對非環境專業的一

般學生而設計，符合通識教育的精神；第三，絕大多數的大學環境通識課程開

設，不可能如學術研究般重新設計新的實驗教學模組，而是建立在既有的課程

與授課師資上，評估現有的環境通識課群，更符合多數大學開課獨立的事實及

既有的大學建制；第四，由於該大學有積極運作的教學卓越中心來幫助教師的

教學，對其環境通識課群的深入研究，有助於將研究成果回饋給各授課教師，

以作為日後課程改進的依據。 

綜言之，本研究將針對近來某一年度該大學所開設的七門環境通識課程

進行成效評估，主要目的為：(1)探討修習學生的環境素養變化；與(2)探索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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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課程所採用的教學內涵與教學方法。 

貳、文獻回顧 

一、大學需要的環境通識課程內涵 

自 1977 年聯合國國際環境教育會議(UNESCO, 1980)開始，至 1990 年塔

樂里宣言(Talloires Declaration)、2010 年「大學領域推動永續未來協會」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Leaders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等，一再宣示大學在

於永續發展與環境教育的重要性，強調環境教育應落實於每一個大學的教室中，

而非僅限於那些環境專業或少數選修課程(Cortese & Hattan, 2010)。 

Lemons (1994)認為環境教育與其他高等教育課程不同之處在於，環境議

題涵蓋不同的專業，包括自然科學、經濟、政治、文化等，而技能面上更包括

研究調查、批判性思考、問題解決與溝通等，這遠超過專業主修科目可涵蓋。

因此 Lemons 主張大學環境通識課程必須重新回歸至當代大學的理想──博雅

教育精神 (liberal arts)，包括調查和診斷複雜的環境問題、與不同組織及專家

合作與溝通、發展個人的環境倫理價值觀等；而這些目標與環境教育培養環境

公民的目標相呼應 (Hungerford, Peyton, & Wilke , 1980; UNESCO, 1980)，即包

含認知、情意、技能與行為等四大領域，且強調跨領域學習與問題解決導向。

而面對全球環境危機與複雜的全球化議題，Maniates (2013)認為大學環境課程

應以系統分析的方式，讓學生接觸政治與文化系統如何發生改變的理論與思想，

並獲得實際的行動經驗，以便日後可幫助他們去推動社會改革，並反思成功的

環境行動如何「擴大規模」與「串聯出去」。Maniates 更進一步提出，為讓學

生能夠駕馭亂世，大學環境課程中應納入政治衝突與文化紛爭，以促進學生未

來管理與解決衝突的能力。 

由於大學環境通識課程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培養學生具備解決環境問題的

行動能力(Orr, 1992)，環境行動的內涵應先釐清。Csutora (2012)強調個人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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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行動(如隨手撿垃圾、在家省水省電、攜帶購物袋等)只能紓解人們對環境

破壞的罪惡感，並無法真正降低對環境的破壞，因為解決環境問題的關鍵是政

策制定與執法，而非消費者的個人行為。正如同 Royte (2006)的發現，以製造

一次性飲料容器的企業群所組成的「美化美國協會」 (Keep American Beautiful)，

即運用大量企業資金來誤導大眾，宣稱解決垃圾問題的關鍵是改變個人行為，

而不是制定更嚴格的法案來規範一次性飲料容器。將解決環境問題的重點引導

至個人小行為上，這其實暗示著環境問題與政策、企業行為或社會結構無關，

責任都在不良的個人行為上；Leonard (2013)與 Maniates (2013)都強烈批判上述

思維，他們認為這些小行為雖是不錯的起點，但影響層面很些微，所以大學環

境課程的重點應將個人環境行為連結到更大的願景和社會運動上，如請願遊行、

遊說、法律行動、經濟制裁、尋求替代方案等，因為唯有由公民所展現的集體

政治力量才是解決環境問題的關鍵。 

由上述討論可知，環境教育的目標與當代大學的理想──博雅教育精神

是相呼應的，而其所包含由認知、情意以至於技能與行動的各要件，不但符合

環境教育的實施現況與需要(如：Roth, 1992; UNESCO, 1980)，也解決大學中

專業分工所造成在解決環境問題上的破碎與無力。但顯然地，除認知外，其他

如情意、技能與行為都是臺灣現有的大學環境通識課程較忽略的目標，需要更

多後續研究的檢驗與對話。 

二、大學環境課程的教學內涵、評估、與教學法 

為達成環境素養的課程目標，課程設計與教學法將是關鍵因素。Cotton、

Warren、Maiboroda 與 Bailey (2007)發現過半數的大學教師認為需要為進行永

續發展教育而調整其教學策略，特別是闡述環境議題的教學法與理論觀點。

Christie 等(2012)針對澳洲大學環境課程的研究指出，多數大學中採用的教學法

以講授(lecture)、指導(tutor)和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為主，但前兩者都是

傳統的單向知識傳遞，對於情意類環境素養與環境行動的促進效果有限。而

Exley與Dennick (2009)也認為雖然事實性的資訊(環境知識)可以用講授方式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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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但整體概念性或技能性的教育目標還是以學生中心的教學法為佳，因此他

們建議大學環境課程應該儘量採用多種教學方法。 

Maniates (2013)針對美加的大學環境課程教學模式進行分析，發現許多教

師強調世界正走向環境危機，並指出主流的經濟與政治決策制度並無力解決眼

前的環境危機。但 Maniates 警告這種融合急迫性與無力感的教學法，會讓學

生大受挫折而感到絕望，因為危機更可能引發憤怒、恐懼、衝突、及深化的偏

執，而非導向靈性覺醒與生態思維。Maniates 更指出這種建立在環境危機的教

學法給予學生相當薄弱的社會變革理論，利用罪惡感與危機感來鼓動學生的心，

卻無助於培育學生的創造力和同情心，以支持個人和集體的改變。 

而為了對抗絕望感，許多大學教師採取問題解決為導向的教學法，正如

Hall、Tietenberg 與 Pfirman (2005)分析美國博雅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的環境

學程後發現，服務學習和社區型學習的課程與經驗，能強化大學生的成功感與

內控觀。然而，Maniates (2013)認為目前以問題解決為導向的教學方式，往往

缺乏任何系統性的分析，評估是否能融入那交織著政治權力、文化轉型、和社

會變革理論的現代世界中。因此，為了讓學生能駕馭充滿環境危機的現代社會，

Maniates 認為教學模式應納入政治文化系統如何改變的理論模式，並提供學生

行動經驗，鼓勵學生以批判性、富於想像力的方式思考人性與環境危機的本質；

當環境危機對人類福祉產生嚴重威脅時，Maniates 建議環境教育教師可引導學

生探討那通常隱藏起來的人類良善本能，如彼此連結與關懷、為共同利益而互

相合作等，也可討論人類經常為家庭、信仰、與社區犧牲的案例，然後引導學

生思索永續倡議計畫如何能夠更一致地把高貴的人性潛能激發出來，而非悲觀

被動地等待即將來臨的環境危機給自私的人類殘酷的教訓。 

關於大學環境通識課程的成效評估，研究顯示生態學知識是最容易達成

的教育目標，即使是傳統的講述法亦有成效，然而，單向的知識傳遞對於情意

類目標與環境行動的成效不彰(許世璋，2005a；Hungerford & Volk, 1990; 

Zelezny, 1999)。一些研究(晏涵文、邱詩揚，2003；Culen & Volk, 2000; Hsu, 2004)

進一步顯示注重議題調查與行動訓練的大學環境通識課程，可提升學生的內控

觀、採取環境行動策略的知識、技能與環境行動。因此許世璋與任孟淵(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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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大學的環境課程針對認知領域的教學策略，應避免只傳遞化約主義

(reductionism)下的分科專業知識，這並不易促進環境行動，應更注重以環境議

題為中心的整體性知識，使學生在生態、社會、經濟、文化等脈絡下學習，才

有助於未來發展出批判性思考和解決環境問題之技能與行動。 

然而，環境議題教學並非沒有缺點，許多大學生因議題分析而產生無助

與絕望等負面情緒，進而造成學習上的反效果(林洋如、顏瓊芬，2007；許世

璋、高思明，2009；Kollmuss & Agyeman, 2002)。一些研究(許世璋，2005a； 

Hungerford & Volk, 1990; Kollmuss & Agyeman, 2002; Marcinkowski & Rehring, 

1995)顯示，環境責任感、內控觀、環境希望、與情感涉入都是影響環境行動

產生的重要情意因子，這都突顯情意類環境素養在大學環境課程的重要性。至

於該如何透過課程提升這些情意因子，許世璋與任孟淵(2014)建議，國內大學

環境課程應避免僅注重議題的科學分析，教學策略上應多引入成功的環境行動

故事與環境行動者的生命熱忱、培養學生公民認同感及對公共利益的追尋、讓

對環境保護的關切與學生個人生命意義的追尋相聯結、藉由臺灣美麗山水的體

驗來提升學生對臺灣的認同與驕傲感、教學者本身展現對環境的愛與行動等，

這些教學策略都有助於提升情意類環境素養。 

綜觀上述文獻，僅使用單向知識傳遞之講述教學法的大學環境課程是難

以培育出環境公民，大學環境課程教師應學習多元的教學法，以整體性的方式

來分析環境議題，並重視情意類環境素養的提升；然而對於在化約主義思維下

所訓練出的大學教師，這將是教學上的一大挑戰。 

三、大學環境課程教師的教學困境 

大學教師雖然在專業領域中有所專精，但缺乏教學訓練可能使其在規劃

環境議題融入課程上遭遇困難。Cowell、Hogson 與 Clift (1998)發現大學環境

課程的教學者可能面臨的問題，包括對於環境內涵的瞭解不夠、不知如何獲得

適切的資訊、不知道如何將環境資訊與自己學科的核心知識結合、對於跨領域

的環境教學感到不適、覺得缺乏支持等。Thomas 與 Nicita (2002)對澳洲 59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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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永續發展教育課程的研究也呼應上述的結果，多數受訪者認為在推動環境

/永續教育課程中所遭遇的困難包括：學校缺乏領導者、教師缺乏跨領域課程

融合的資訊而使課程侷限於一兩領域中、沒有提供教師初步的訓練課程等。 

然而，儘管對於綠色大學的重視日益增加，但在政策宣示與真實課堂間

仍有鴻溝存在(Wals & Blewitt, 2010)。許多研究(如：Nomura & Abe, 2010; 

Sterling & Scott, 2008)指出，多數大學的永續發展教育只專注在校園環境的影

響與管理，而很少關於教學法或課程的變革。許多大學環境課程教師雖然呼應

學生導向的教學法 (student-led pedagogies)，但卻不清楚如何在課堂中實

踐 (Cotton, Bailey, Warren, & Bissell, 2009)。 

此外，傳統學術的專業分工問題，不單反應在學習者身上，同樣也發生

在教育者身上，這使得在大學進行環境教育可能遭遇困難。Thomas、Kyle 與 

Alvarez (1999)認為高等教育中缺乏一個融合環境教育的過程，儘管某些教師對

環境事件感興趣，但可能沒有能力在課程中提供環境教育的觀點。類似地，

Tilbury、Keogh、Leighton 與 Kent (2005)發現永續發展教育在大學中的推動，

受到學校系統如科系組織等的限制。大學在環境課程變革上的困難，反應出當

代高等教育本質的限制，正如 Orr 早在 1994 年即指出，當代大學過分專業分

工的取向，使得教授與學生只能處理破碎的知識，卻難以處理日益複雜且跨領

域的當代環境問題。 

上述文獻呈現出大學環境課程教師所面對的諸多教學困境，許多都導源

於高等教育專業分工與教育訓練的問題、及現代大學對環境通識課程教師所提

供的教學資源與支持度不足，這提供大學環境教育未來許多待努力的方向。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及設計 

本研究藉由課堂觀察記錄後，採內容分析法探索該大學最近某一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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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開設七門環境通識課程(表 2)的教學內涵與教學法，並以不等控制組設計探

究修課學生於課程結束後在環境素養上的變化。實驗組樣本為選修這七門環境

通識課程的學生，來自各學院與各年級，各班級的有效樣本介於 20 至 66 人。

而上下學期各選取選修「飲食健康」(n=55)與「臺灣通史」(n=63)的學生當控

制組，以控制測試效應(testing effect)、成熟因素(maturation)、與同時事件

(contemporary history)，這兩門課分別由體育系與歷史系教師擔任，授課內容

基本上與環境無關，以控制組學生各環境素養變項的前後測分數進行成對樣本

t 檢定顯示，學生在上課前後的分數並沒有差異。 

此外，所有實驗組與控制組課程的九名任課教師中有八名都是該大學的專任

教師，且至少開設該對應課程三次以上，唯一的兼任教師為海洋文學作家，也

有近十年在大學兼課的經驗，所有這九位教師在其對應課程的教學評量都在四

分以上(五等量表)，代表學生普遍肯定這些課程。這也顯示本研究參與教師的

教學經驗與教學評量均受到控制，將有助於確認教學成效是來自於教學內涵與

教學法，而非教師教學經驗的差異。 

 

表 1 研究個案課程 

上學期 下學期 

課程名稱 學生數 課程名稱 學生數 

生物多樣性概論 35 環境場域與服務學習 36 

海島與海洋 55 生態與環境概論 55 

環境化學 66 臺灣通史 (對照組) 63 

自然與文學 20   

生物多樣性與服務學習 23   

飲食健康 (對照組)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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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採用的環境素養量表，是許世璋(2005a)針對臺灣大學生所發展

的問卷，主要有三點原因：(1)此環境素養問卷乃根據環境教育界重要文獻(Hsu, 

2004; Hungerford & Volk, 1990; Marcinkowski, 1988; Marcinkowski & Rehring, 

1995)而設計，信效度經過充分檢驗；(2)此問卷過去曾大規模應用在臺灣大學

生的環境素養評量上，證實它具備良好的適切性；(3)這問卷所涵蓋的變項，

都是環境教育的教學目標，也是影響環境行動形成的因子。 

各變項的內涵及以前測分數所得到的 α係數，如下： 

1. 環境行動：共 30 題，α=.87；過去一年做到的環境行動，包括生態管

理、經濟行動、說服、政治行動、法律行動等五類。 

2. 環境敏感度：共 6 題，α=.76；能夠感受、欣賞、及關心在意環境的

程度。 

3. 環境態度：共 4 題，α=.68；對於環境問題、經濟發展及科技所抱持

的一般信念。 

4. 環境責任感：共 4 題，α=.84；對於改善環境所抱持的責任感。 

5. 內控觀：共 4 題，α=.73；關於「透過個人或集體的行動，將可改善

環境問題」的相信程度。 

6. 環境希望：共 12 題，α=.74；在解決環境問題的過程中，一種內在的

力量，使人得以超越目前的挫折，並是一種建立在真實的基礎上，

對於實現美好未來充滿信心的期盼。 

7. 採取環境行動策略的知識與技能：共 10 題，α=.83；關於採取環境行

動策略自覺擁有的知識與能力。 

8. 環境議題的知識：共 7 題，α=.92；有關居住地區、臺灣地區、與全

球環境議題自覺擁有的知識。 

此外，本研究將分析各環境通識課程的教學內涵，以 Marcinkowski

與 Rehring (1995)和 Hollweg 等(2011)之環境素養架構為依據，並參考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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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美等人(2000)所提出之大學環境通識課程內涵架構，整理出涵蓋認知、

情意、技能與行為等三大領域的課程內涵分析表(表 2)，以分析比較各環

境通識課程的教學內涵。 

三、資料收集與分析 

在量化資料方面，本研究在課程開始與結束時分別進行前測與後測，再

以前測分數為共變量，進行後測分數之共變數分析(ANCOVA)，探討課程介入

對提升各環境素養變項的立即效果。 

在質性資料的收集，則以隨堂參與式觀察的方式，收集教師發給學生的

課綱及課程簡介，觀察教學現場的教學方法與教學內涵，錄下教師的實際上課

內容後轉化為逐字稿，並記錄下田野札記，以提供後續的分析。 

分析質性資料時，首先根據教師的課綱、課程簡介、與實際上課內容，

先分析出每門課的教學目標、教學法(如：講述法、討論法、價值澄清法、

角色扮演法、影像欣賞、戶外教學等)與教學主題，讓實驗組的這七門課能

呈現基本的教學樣貌。然而，同樣的教學主題卻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教學內涵

展現，以全球氣候變遷為例，可以是偏重認知領域的氣候變遷科學知識傳遞，

或偏情意領域地引導學生去感受排碳量極低的窮困國家人民反而因氣候變

遷受到生命財產威脅的不公義，抑或偏向技能與行為領域地引領學生採取能

減緩氣候變遷的集體行動。同理，同樣的教學法也可能處理不同的教學內涵，

以討論法為例，可用來探討特定環境議題之成因、歷程、與影響之相關知識

(著重於認知領域)，亦可透過討論法引導學生相信有解決環境問題的潛力或

關心環境破壞所引起的不公義(著重於情意領域)。因此，當初步呈現各門課

的教學主題與教學法後，本研究進一步根據涵蓋認知、情意、技能與行為等

三大領域的課程內涵分析表(表 2)，更深入地分析呈現各課程的教學內涵及

其時間分配比重，如此才能更清楚呈現課程進行的樣貌，並有助於後續探索

每門課的學生其環境素養變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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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環境通識課程內涵分析表 

 

類別 內涵 

認知領域  

1.生態學與環境科學知識 1.指與自然、環境、生態相關之科學知

識。 
2.環境議題知識 2.指特定環境議題之成因、歷程、與影響

之相關知識。 
 3.環境相關的社會文化面向知識 3.指非特定環境議題，與環境、自然、

生態相關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面向

的知識。 
 4.環境行動知識 
 

4.指採取環境行動的知識，包括生態管

理、消費、遊說、政治、法律等行動。 

情意領域  

1.環境敏感度與覺知 1.引導學生感受自然與環境的美醜，覺

察環境改變。 
2.內控觀 2.鼓勵學生相信個人或群體有解決環境

問題的潛力。 
 3.環境態度與價值觀 
 

3.鼓勵學生尊重自然，關心與環境破壞有

關的不公義、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關

係、重視自然環境的內在價值、省思科

技至上與無限制經濟成長的態度等。 
 4.環境責任感   4.指出改善環境問題是每個人都應承擔

的責任。 

技能和行為領域  

 1.環境議題調查技能 1.關於環境議題的資料收集與分析技能。 

 2.環境問題解決方案規劃 2.環境問題解決方案的規劃與評估。 

 3.環境行動技能訓練 3.訓練學生的環境行動技能。 

 4.參與環境行動 4.課程中安排讓學生實際進行環境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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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質性資料分析時，由兩位研究者針對質性資料進行分段、切割、與

開放性編碼。而分析教學內涵及其時間分配比重時，則依據本研究歸納的課程

內容分析表(表 2)進行分類，編碼時以課堂數為單位，計算各環境素養類別出

現的課堂數，以了解各門課及整個東華大學環境通識課群的教學內涵涵蓋重點。

根據兩位獨立研究者的編碼結果，其相互同意度為.91，信度值(inter-coder 

reliability)為.95，顯示本研究的內容分析具備高度的一致性。 

 肆、研究結果 

一、課程成效 

屬性為自然科學類的課程包括「生物多樣性概論」、「生態與環境概論」

與「環境化學」等三門課，表 3 顯示「環境化學」可提升環境責任感(p=0.04)、

採取環境行動的知識與技能(p=0.01)、與環境議題的知識(p=0.01)；「生態與環

境概論」可提升環境議題的知識(p=0.04)；而「生物多樣性概論」學生在各環

境素養變項上，皆無顯著變化。 

社會人文類課程包括「海島與海洋」、「自然與文學」兩門課，表 3 顯示

「海島與海洋」可提升採取環境行動的知識與技能(p=0.05)與環境議題的知識

(p=0.04)；而「自然與文學」可提升環境責任感(p=0.04)。 

行動取向課程包括「環境場域與服務學習」、「生物多樣性與服務學習」

兩門課，表 3 顯示修習這兩門課的學生在各環境素養變項上，皆無顯著變化。 

整體而言，針對被評量的環境素養變項，絕大多數並無法藉由這七門環

境通識課程而提升。有三門課能提升環境議題知識，兩門課能提升採取環境行

動的知識與技能，兩門課能提升環境責任感，其他的環境素養變項完全不受課

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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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課程之立即教學成效 

課程 樣本數 課後提升之環境素養 (顯著水準

p<0.05) 

(自然科學類) 
環境化學 

 
66 

環境責任感 t(119)=2.12, p= 0.04、採

取環境行動的知識與技能 t(119)=2.59, 
p=0.01、環境議題的知識 
t(119)=2.48, p=0.01 

生態與環境概論 55 環境議題的知識 t(116)=2.06, p=0.04 
生物多樣性概論 35 無 
(社會人文類) 
海島與海洋 

 
50 

採取環境行動的知識與技能

t(103)=1.98, p=0.05、環境議題的知識

t(103)=2.03, p=0.04 
自然與文學 20 環境責任感 t(73)=2.05, p=0.04 
(行動取向類) 
生物多樣性與服務學習 

 
23 

 
無 

環境場域與服務學習 36 無 

 

二、課程目標與教學法 

(一) 各門課的教學目標與主題簡述    

整體而言，雖然這七門通識課有各自關切的主題與教學目標(如海洋、生

態學與環境、自然文學、生物多樣性等)，但根據課程大綱與教師在期初課堂

中的闡述，除了自然與文學外，其他六門課都宣稱教導學生能解決環境問題與

保護環境是重要的教學目標之一。顯然地，這些通識課程的教師並不認為其課

程只為了特定知識的傳遞，絕大多數的教師都認為是為了保護環境而教學。 

至於各門課的教學主題、教學法、與評量方式，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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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環境化學 

本課程為每週 2 小時的室內課，教師來自理工學院，期盼學生透過對環

境污染的瞭解，進而懂得如何保護環境。課程主題包括環境化學、水污染與空

污、酸雨、溫室效應、臭氧層破壞、重金屬與農藥污染、戴奧辛、能源與核能

等，以建立在化學概念的全球環境議題與臺灣環境污染問題為主。教學法為講

授法，輔以黑白投影片、剪報、漫畫、和短片。課程評量採期中、期末紙筆測

驗，與一篇學生自選環境化學相關書面報告。 

2. 生態與環境概論 

本課程為每週 2 小時的室內課，教師來自環境學院，期盼讓學生了解生

態環境問題與自身的關係，最終懂得如何解決環境問題。課程內容分成生態學

介紹、人口問題、環境問題(環境污染)、與能源問題等四部分。教學法為講授

法，以四部各約 30 分鐘的影片與彩色投影片為輔。課程評量為四部影片的觀

後感，與期末的環境議題新聞簡報分析。 

3. 生物多樣性概論 

本課程為每週 3 小時的室內課，教師來自環境學院，期盼讓學生瞭解臺

灣生物多樣性現況並懂得如何採取保育措施。課程內容包括生物多樣性定義、

價值、臺灣生物多樣性面臨的危機與保育措施，以 11 次外來講者的演講，搭

配 4 次教師授課而構成。演講主題包括植物、蝴蝶、兩棲、海洋、溪流、文化、

生技產業、養殖業和環境傳播等主題，都是由該領域的專家講授，主要教學法

為講授法。課程評量為每次演講後的心得、期末紙筆測驗、與期末自選的生物

多樣性議題報告。 

4. 海島與海洋 

本課程為每週 2 小時的室內課，教師為來自校外、具備漁夫經驗的海洋

文學家，期盼學生了解臺灣海洋生態、漁業文化、與海洋文學，並感受海洋精

神的本質，最終懂得如何進行海洋保育。教師以本身的作品與航海經歷，談論

臺灣的鯨豚生態、臺灣的漁業文化與海洋文學、繞島與遠航、臺灣的海洋環境

議題等，並分享自己對於海洋的反省。教學法以講授法為主，以彩色海洋攝影

為輔。課程評量採期中、期末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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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然與文學 

本課程為每週 2 小時的室內課，教師來自文學院，教學目標為詮釋自然

書寫經典文本、討論各種環境倫理學說，及引導學生從自然科學、美學、文學

等多角度來理解自然。課程主題包括賞析國內外自然文學作品、講述作者生平

與理念、欣賞影片，或實際引導學生如何進行自然文學寫作和自然插畫。主要

教學法為講授法，並以影片、生態攝影賞析為輔。課程評量包括一次團體報告

(任選一自然文學作品分析)，期中期末各一次自然文學習作報告。 

6. 環境場域與服務學習 

本課程為每週 3 小時的室內課，教師來自環境學院，教學目標為引導學

生熟悉各種環境實踐場域(政府、企業、民間團體)，學習如何思考、組成團隊、

規劃行動策略與執行，並能分析與解決環境問題。課程主題包括服務學習精神

與案例簡介、心智地圖思考法、計畫書撰寫與可行性評估、小組專案報告與討

論。本課程採行動導向的教學，教師定位為協助者，由學生自發性從做中學，

主要教學法為講述法與討論法(有四位助教參與小組討論)。 

    7. 生物多樣性與服務學習 

本課程為每週 3 小時的室內課，教師來自環境學院，教學目標為幫助學

生瞭解臺灣的生物多樣性議題，並透過服務學習促進生物多樣性的保育。課程

內容包括臺灣自然生態與省思、棲地保育的重要性、原住民捕魚文化的生態性、

國家公園志工服務與學習、與小組專案報告與討論。課程含三次外聘講員的演

講與兩次各三小時的校園觀察課。本課程定位為從做中學的行動取向教學，除

三分之一課程為講授外，其他時間完全由學生自主討論與報告。主要教學法為

講述法、討論法(有三位助教參與各小組的討論)、與戶外觀察。 

(二) 教學法分析 

本研究個案中採用的教學法包括有講授、影片/繪本/漫畫/攝影、文學作

品賞析、小組合作、戶外活動與價值澄清等。除行動取向的兩門課程外，其他

課程仍然以講授作為主要教學法，並搭配多媒體(影片、繪本)作輔助。值得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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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是，除行動取向課程的教學法以小組討論為主，「自然與文學」大量使用

價值澄清外，其他課程都沒有在課堂中使用討論、辯論或角色扮演等教學法。

此外，戶外觀察教學法也只有行動取向課程使用。 

至於上課時的師生互動，除行動取向的兩門課程外，其他五門課幾乎都

是由教師在台上負責所有的講述，教師並沒記下課堂學生的姓名，雖然在課堂

上教師往往拋出一些提問，但若沒直接點名，九成以上的情境都沒有學生回應，

所以教師只好自問自答。整體而言，當有影片、作品賞析、或與學生相關的生

動故事或討論時，學生的專心度最高；相反地，有時老師在講解某些理念性的

內容時，只要講授時間超過 20 到 30 分鐘，則可明顯觀察到學生的躁動，再繼

續講述下去，專心的同學往往降至五成以下。另一值得探討的現象是「生物多

樣性概論」課堂，由於每周邀請各領域專家演講，但每位專家只能負責一次課

程，故師生間無法建立熟悉感，幾乎沒有互動，而當演講內容過於知識導向時，

專心的學生比例更降至三成以下。 

三、對應環境素養架構的教學內涵 

本節將依據本研究的課程內容分析表(表 2)，針對各門課的教學內涵進行

分析，編碼時以課堂數為單位，計算每節上課內容所涵蓋的環境素養類別，並

統計出各環境素養類別在教學課堂中所佔比例；由於每節課可能同時涵蓋兩個

以上的環境素養類別，因此每門課在表 4 所加總的比例都超過 100%，結果詳

述如下： 

(一) 認知領域的環境素養 

整體而言，認知領域的環境素養是大多數環境通識課程最常涵蓋的教學

內容(表 4)，本節將探討認知領域的各細項與課程之間的關聯性。 

關於「生態學與環境科學知識」，自然科學類的「環境與化學」與「生物

多樣性概論」兩門課最為重視，幾乎每堂課內容都涵蓋此類知識，如各種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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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每堂課教學內容涵蓋環境素養各面向占總課堂數之比例 

          
 
環境素養 

生物多

樣性 
環境化學 

生態與 

環境概論 

海島與 

海洋 

自然與 

文學 

生物多樣

性與服務

學習 

環境場域

與服務學

習 

(認知領域) 

1.生態學與環科

知識 

90% 100% 50% 13% 45% 54% 0 

2.環境議題知識 20% 93% 63% 27% 27% 31% 24% 
3.環境相關的社

會文化面向知

識 

40% 60% 44% 73% 45% 15% 29% 

4.環境行動知識 15% 67% 6% 7% 15% 0% 7% 

(情意領域) 

1.環境敏感度與

覺知 

10% 13% 38% 67% 82% 15% 14% 

2.內控觀 0 0 0 0 0 0 0 
3.環境態度與價

值觀 
0 0 19% 7% 64% 15% 0 

4.環境責任感 0 13% 13% 0% 18% 8% 0 
(技能與行為領

域) 
1.環境議題調查

技能 

 
0 

 
0 

 
0 

 
0 

 
0 

 
54% 

 
64% 

2.環境議題解決

方案規劃 
0 0 6% 0 0 0 14% 

3.環境行動技能

訓練 

0 0 0 0 0 0 
0 

4.參與環境行為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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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介紹、生物多樣性的意義等。而社會人文類課程的兩門課以自然文學為主，

故此類知識涵蓋率相對較低。至於行動取向的課程，「環境場域與服務學習」

由學生的議題調查主導課程，此類知識涵蓋率較低，但「生物多樣性與服務學

習」在部分課堂中安排以生物多樣性知識為主題的演講與校外觀察，故有近半

數的課堂都涵蓋此類知識。有關「環境議題知識」，各課程的落差相當明顯，

即便同屬自然科學類課程，「生物多樣性概論」課堂中含環境議題內容的課堂

比例較少(20%)，主要為臺灣的盜採盜獵和外來種入侵議題。而在「環境化學」

與「生態與環境概論」中，幾乎每堂課都會提到國內外環境議題，並說明成因

與影響性，如「環境化學」說明臺灣工業汙染(二仁溪)和海洋汙染(垃圾與油)

的成因與影響。「生態與環境概論」則以檳榔和茶為例，說明臺灣高山農業可

能引發土石流造成生態系與人類的威脅，並引申至環境影響評估對重大開發的

重要性。而在社會人文類與行動取向課程中，由於許多時間放在情意面向，課

堂中環境議題所占比重則較低，如「海島與海洋」提到臺灣流刺網議題： 

漁民使用流刺網的原因是可以創造短期的個人最大利益，但

它的最大問題是混獲，網子不長眼睛，它隨洋流飄，不論大大小小

的魚，只要碰到它，最後終將被網子裹在她們的身上。像花紋海豚

家族中只要有一個被纏住，整個家族都會想辦法救她，最後整個家

族都死在流刺網上面。所以，流刺網會造成漁獲枯竭。 

整體而言，環境議題雖然常在課堂被提及，但幾乎都是 3 到 10 分鐘的短

講述，很少進一步探討各權益關係人的立場與議題背後的政經文化背景，亦缺

乏師生間更深的互動討論。 

至於「環境相關社會文化知識」，本研究發現教師會將不同社會文化元素

與環境做連結。在「生物多樣性」中提到的大多是關於生物多樣性的價值與經

營管理，「環境化學」則是與學生切身的生活知識，例如講到吃牡蠣時，會講

哪裡產的牡蠣是較沒汙染的，而「生態與環境概論」教師則較偏向政治經濟面

向，提及國內外的開發政策、經濟發展與環境的關係，以及生態系價值衡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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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鯨與食用鯨魚肉的取捨)等。「海島與海洋」則偏向海洋文學和漁業文化，如

臺灣的漁船漁法、漁業困境、漁民信仰、繞島、遠航等。行動取向課程中，教

師並未特別安排此方面課程，但鼓勵在學生執行計劃時蒐集相關資料，如「生

物多樣性與服務學習」中便有數小組選擇與原住民傳統文化相關之主題。 

最值得注意的是「環境行動知識」，除了「環境化學」，每門課都很少提

及。「生物多樣性」幾乎沒有提到環境行動策略，少數提到的是不吃保育類生

物；雖然介紹一些社區保育個案，但缺乏闡述學習者個人或集結他人可採取的

行動方式。類似地，「生態與環境概論」雖然提及先進國家的社會環保案例，

但僅止於介紹，缺乏引導學生去思索在臺灣可採取怎樣的環境行動。提及「環

境行動知識」最多的是「環境化學」，教師幾乎在每一主題結束時都會歸納個

人與政府可採取的行動，例如在「空氣汙染」主題時，提及個人可採取的行動

包括汽機車檢查、淘汰老舊車輛、搭乘大眾運輸等，而政府可採取的行動如制

訂空污相關法規等。不過，「環境化學」教師將個人行動與政府行動完全切割

成獨立兩部分，缺乏闡述公民社會裡政府政策法令的落實與公民行動的關聯

性。 

至於行動取向的「生物多樣性與服務學習」及「環境場域與服務學習」

兩門課，課程進行的主軸是由學生自行選擇議題調查與報告，多數議題屬資源

與文化調查、或是社會服務性議題，並沒進到環境問題解決的層次，因此甚少

提及「環境行動知識」。社會人文屬性的「自然與文學」與「海島與海洋」兩

門課，「環境行動知識」的提及率同樣很低，少數提及的案例都是個人的環境

行動，如省水省電、不用免洗筷、不吃魚翅和魩仔魚等，唯一例外是「海島與

海洋」介紹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對海洋保育的貢獻，但並沒更進一步闡述公民

團體在民主社會的重要性，與學生可採取怎樣的行動來支持公民團體。 

(二) 情意領域的環境素養 

整體而言，除了社會人文屬性的兩門課，其他課程在情意領域環境素養

的重視遠低於認知領域(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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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們教學時常同時處理「環境敏感度與覺知」和「環境態度與價值觀」，

如「生態與環境概論」教師常分享他長期在臺灣霧林帶的美好體驗，接著引導

學生思索高山濫墾背後的公平與正義問題等。此外，他常鼓勵學生去感受自然

的美與奧秘，並思考生態系的價值。如： 

心情不好去山裡走一走，感受蟲鳴鳥叫，你會覺得心情不好

的念頭一下就煙消雲散。山在雲霧飄渺中，鳥悅耳地鳴叫，森林蒼

蒼鬱鬱，像這樣的大自然有否價值？好像有對不對？可是它值多少

錢？卻很難量化，我們稱這為生態系的服務，大家在思索如何呈現

它的價值，包括經濟、生態、與精神上的價值。(0325 課堂記錄) 

在社會人文類課程中，「海島與海洋」教師由於有豐富的漁船與文學創作

經驗，常以海洋文學的角度來看人與海洋之間的關係，並分享自己對於海洋的

反省，藉此喚起學生對海洋的感悟。如：「我凝望著一隻抹香鯨舉起美麗的尾

鰭下潛離去，像似道別，我不禁感到一股哀傷。這麼美的景象，這樣溫馴的生

命，我們還要繼續捕殺她們？藉由大家對鯨豚的不自覺且錯誤的對待，會造成

她們怎樣的傷害？(1004課堂記錄)」此外，教師常以生動的方式分享海上感受，

並嘗試喚起學生的生命省思，如：「我剛從一艘待了 47 天的船上下來，這船上

有位 24 歲的年輕人，每天夜裡值班面對一片漆黑寧靜的海洋，卻必須強忍著

不能睡覺，因他背負著這條船 20 億的資產與幾十條人命的重擔，反觀陸地上

24 歲的年輕人都在做甚麼？(0920 課堂記錄)」 

「自然與文學」教師則大量引導學生去感受自然，不論是從實際體驗或

自然文學的角度，並延伸至許多環境倫理的思考與討論。如： 

找一個空檔，帶著一本書、筆記本，甚至一本圖鑑，到一個

安靜的自然地方走走。將吸引自己的植物、鳥，畫在筆記本上或用

手機拍下來，記下自己知道的，試著翻圖鑑找尋自己不知道的...重

新思考剛剛你記下的動植物，想想它們為什麼在這裡出現？它們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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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生存？它們對其他生命的意義是什麼？思考你和所遇到生物的

關係，反省這種關係，寫到你的札記中。(1024 課堂記錄) 

至於「環境責任感」，這是課程中很少重視的面向，即使在那少數嘗試去

喚起學生環境責任感的課堂中，教師通常花不到 5 分鐘隱約帶過，這顯示環境

責任感並非是教師清晰自覺的教學重點。而教師如何嘗試去喚起環境責任感？

「環境化學」教師指出人類行為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並連結至個人責任的承

擔，如：「臭氧層的破壞都是我們的消費行為所造成，會增加皮膚癌與白內障

的罹患率，這後果將由大家一起承受，所以我們必須承擔去改善的責任。(1017

課堂記錄)」而「自然與文學」教師則從文學家的理念引導學生去省思，如： 

梭羅在華爾登湖畔的隱居是為了嘗試最低限度的生活，你們

是否曾思考一個人的生活究竟需要多少資源? 聯合國統計全世界

有超過十億人每日生活費低於一美元，但當我們追求西方國家的生

活方式，我們需要犧牲多少海洋、山脈、生物，才能過活？不須承

擔這責任嗎?   (1101 課堂記錄) 

關於「內控觀」，即強化學生相信透過個人或集體的努力將可改善環境的

信念，本研究發現所有課程的教學內涵都沒有觸及這部分，顯然地，所有教師

對「內控觀」這概念感到陌生，因此並無納入教學中。 

此外，行動取向的「生物多樣性與服務學習」及「環境場域與服務學習」

兩門課，情意部分的教學內容同樣頗低，課程大部分的時間都用於小組報告專

題的進度與討論如何解決小組報告的困難，剩下時間則用於偏知識性的教學，

包括生物多樣性的概念及研究方法。 

（三）技能與行為領域的環境素養 

關於技能與行為領域的環境素養，除行動取向的兩門課外，其他多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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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基本上還是採取教師主導的單向傳遞教學方式，學生安靜聆聽，加上課程內

容亦鮮少探討解決環境問題的行動策略，因此幾乎都缺乏環境技能與行為的培

養。 

較特殊的是行動取向的「生物多樣性與服務學習」及「環境場域與服務

學習」兩門課，教師僅在開學前幾週講述服務學習理念與行動計劃的進行方式，

然後就退居協調者的角色，並不扮演引導的角色，後續課堂完全交由學生討論

自行選擇的行動計劃，2 至 4 位學生組成一組，全班共有十多組。學生選擇的

議題可分三部分：地方文化或自然資源的調查(如漁村文化調查、原民民族植

物利用)、大學校園議題(如解說牌設置、停車棚漏水改善)與周遭社區學校的服

務(如小學課輔、亞斯伯格症的探討)。這些計畫充分訓練學生針對議題的調查

能力，然而，因為絕大多數議題著重於生態或文化調查，再加上全班組別過多，

每堂課各組報告討論時間大約只有 10 多分鐘，因此報告與討論多集中於如何

完成這樣一個議題報告的技術細節，造成課堂上鮮少針對環境議題有系統地探

討解決方案，當然就更不可能進行環境行動的技能培養。 

伍、討論與建議 

根據本研究所發現這些環境通識課程所採用的教學內涵與教學法，表 5

呈現各課程之特色與主要缺失，將對應本研究所發現的修課學生環境素養變化，

並與過去文獻進行對話，本章節將闡述本研究結果所帶來的啟示，並對後續的

大學環境通識課程提出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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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課程之特色與主要缺失比較 

課程名稱 特色 主要缺失 

環境化學 ◎以講授法為主，著重全球環境議題

與臺灣污染問題的成因與解決方

法，在每一主題結束時都提出個人

與政府可採取的行動。 
◎教師強調人類行為對環境的衝擊與

環境問題對人們的危害，再連結至

個人責任的承擔。 

將個人與政府行動完全切割成

獨立的兩部分，缺乏闡述公民社

會裡政府政策的落實與公民行

動間的關聯。 

生態與環

境概論 
◎以講授法為主，幾乎每堂課都會提

到國內外環境議題，並說明成因與

影響性。此外，教師有時會以他長

期在臺灣霧林帶研究的美好體驗，

引導學生去感受台灣之美與省思環

境價值觀。  

缺乏引導學生去思索可採取怎

樣的環境行動。 

生物多樣

性概論 
◎每週邀請不同環境專家進行專題演

講，上課內容著重於教師專業領域

的知識介紹。 

每個講員只負責一次上課，無法

進行班級經營或課程整合，學生

專注度普遍不佳。而上課內容著

重難以觸及情意與行動面向。 

海島與海

洋 
◎教師具有豐富的漁船與文學創作經

驗，重視情意教學，常以海洋文學

的角度來看人與海洋之間的關係，

並分享自己對於海洋的反省，藉此

喚起學生對海洋的感受力。 
◎深入探討台灣的海洋議題，並聯結

至個人環境行動演的角色。 

缺乏闡述民主社會集體公民行

動在解決海洋問題所扮演的角

色。 

自然與文

學 
◎教師重視情意教學，引導學生從自

然體驗或文學的角度去感受自然，

並延伸至環境倫理的思考與討論。 

課程內容缺乏將學生所喚起的

情意感受與解決環境問題的行

動策略進行連結。 

環境場域

與服務學

習 

◎採取以學生為中心、議題分析與行

動導向的教學。 
教師缺乏引導學生在行動經驗

和情意感受上作反思，課堂上分

組過多，造成環境議題的探討過

於淺薄，偏重於技術性的細節，

難以進行環境行動策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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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特色 主要缺失 

生物多樣

性與服務

學習 

◎採取議題分析與行動導向的教學，

配合兩次的校園觀察。 
 

學生自由選擇議題，但缺乏教

師的引導，也缺乏環境議題分

析的課程設計。 
課程時間大多用於報告小組專

題進度與討論小組報告的困

難，剩下時間則用於探討生物多

樣性的知識概念及研究方法，情

意與環境行動策略的教學內容

近乎沒有。 

 

一、強化大學環境通識課程的目標設定與教學法 

本研究的大學環境課程涵蓋自然、人文等不同領域，然而，值得探討的

是大學中所提供之環境通識課程的目標為何？課程中欲傳達給學習者的內涵

為何？文獻(Lemons, 1994; UNESCO, 1980)指出，提供給非環境專業的一般大

學生的環境通識課程，並不在於環境專業知識的傳授，應立基於現代大學的博

雅教育精神，以培養學生診斷複雜問題的能力，瞭解不同領域人士的信念、價

值和態度，並發展出個人的倫理價值觀，最終有行動能力處理當代的環境議題。

而這些目標與環境公民的內涵極相似 (Hungerford et al., 1980; Roth, 1992; 

UNESCO, 1980)，即包含認知、情意、技能與行為等四大領域，且強調跨領域

學習與問題解決導向。 

從本研究的課程分析發現，絕大多數教師認同大學環境通識課程的最終

目標不在專業環境知識的傳遞，而應是培養出具備環境問題分析能力且能採取

行動的公民。但遺憾的是，本研究發現所有的課程都無法提升學生的環境行動，

且對於其他環境素養變項的提升效果也極其有限。當然，本文並非主張所有環

境通識課程在一學期內，都可同時提升學生的環境行動與其他環境素養變項，

畢竟不同課程仍有其關注重點；然而，當國內許多研究(晏涵文、邱詩揚，2003；

許世璋、高思明；2009；劉潔心、晏涵文，1997；Hsu, 2004)已證實教學策略

表 5（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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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的環境通識課程確能有效促進環境行動，再對應本研究整個環境課群對學

生環境素養提升成效極為有限的發現時，這顯示該大學的環境通識課程仍有很

大的改善空間。  

至於為何會導致此結果? 本研究發現教師們所採取的教學法以講述法為

主，缺乏其他更生動的教學法，而教學內涵仍以環境知識的解析與傳遞為主，

對於如何促進情意類環境素養的教學方法感到生疏，更欠缺探討如何在公民社

會中解決環境問題的課程內容，這或許是這些環境通識課程成效不佳的主因。

這些發現呼應了許多學者(Clark et al., 2011; Exley & Dennick, 2009; Nomura & 

Abe, 2010)的主張，即大部分的大學環境課程被紛雜的學科領域切割得支離破

碎，加上大學通常無法提供教師足夠的教學法訓練與課程變革探討，使教師對

於跨領域的環境教學感到不適，亦容易導致教學成效不彰。因此，如何讓化約

主義思維下所訓練出的分科專業教師，在大學環境通識課程中運用各種有效的

教學法與教學內涵來提升學生的環境素養，這將是未來努力的重點。 

二、改善課程內涵以提升講授法教學成效 

儘管許多研究都同意應調整大學環境課程的教學方式(如：Cotton, Bailey, 

et al., 2007; Cotton, Warren, et al., 2009; Dyball & Carpenter, 2006)，但因大學教

師普遍有研究升等的壓力，且大學受到系院等行政組織限制，往往缺乏執行課

程改革與教學法訓練的全校性領導者，使教師不易獲得教學變革上的支援，這

都造成大學中的教學法仍然以講授為主(Christie et al., 2012)。本研究同樣有類

似的發現，除了行動取向課程外，其他課程都以講述作為主要教學法。因此，

如果講述法依然是未來大學環境通識課程的主流，如何提升講述法的教學成效，

將是值得探索的焦點。 

由於目前開設環境通識課程的教師背景依然以自然科學為多數，本研究

特別針對「生物多樣性概論」、「環境化學」和「生態與環境概論」等三門自然

科學類課程進行分析，因為課程內容均著重專業領域的自然科學知識，教學法

也以講授為主，搭配影片播放為輔，然而在學習成效上卻有很大的不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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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多樣性概論」絕大多數的課程為邀請各方專家演講(如：海洋、植物、真菌、

蝴蝶、哺乳動物等)，這是大學中對於一般環境課程(如：自然保育、氣候變遷

等)常用的教學方式，雖然這些講員都是各領域的翹楚，但由於每個人只負責

一次上課，與課堂同學並無法進行互動，而上課內容著重於教師專業的知識介

紹，即使提及環境議題，時間限制下亦僅能花數分鐘淺談；因此，本研究發現

學生上課的專注度普遍不佳，而課程前後的環境素養也完全沒有改變。 

而同樣採用講授法，但由一位教師負責整學期教學的「環境化學」和「生

態與環境概論」，卻能有效提升學生的環境議題知識。從課程內容分析，可發

現此二門課的環境議題內容出現的比例相當高（環境化學 93%，生態與環境概

論 63%，生物多樣性僅 20%），探討的深度也高於「生物多樣性概論」課堂。

而「環境化學」除提升環境議題知識外，更提升學生的「採取環境行動的知識

與技能」和「環境責任感」，這顯示學生能連結環境議題與個人責任和行動策

略。進一步探究「環境化學」的課程內容發現，除較高的環境議題比重外，在

課程安排上有較多與學生生活貼近的內容，例如在談到水汙染和淨化處理時，

提及臺灣哪裡產的蚵仔吃得最安心，也提到學校飲水機採用的淨水方式，教師

更幾乎在每堂課中都提出個人可採取的行動方式，這都有助於喚起學生的興趣

並提高學習成效。 

以上發現與過去研究(許世璋、高思明，2009；許世璋、任孟淵，2014；

Hsu, 2004)的結果相呼應，如果環境素養的提升是大學環境通識課程的主要目

標，即使大學教師在短期內依然無法改變以講述為主的教學法，若能避免只傳

遞化約主義下的分科專業知識，而更注重以環境議題為中心的整體性知識，使

學生在社經文化脈絡下學習環境問題的思考，而議題的選擇以本土的、配合時

事的及讓學生切身感受性高的環境議題為主，如此將更易提高學習效果。 

三、注重情意教學以提升情意類環境素養 

情意類的環境責任感、內控觀、環境希望、環境敏感度等向來是環境素

養的重要成分，更是影響環境行動的重要因子(許世璋，2005a；Hsu & R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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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Hungerford & Volk, 1990; Marcinkowski & Rehring, 1995)，而這些情意類

環境素養的促進，往往必須仰賴情意教學(許世璋、任孟淵，2014)；但本研究

發現，相較於佔大多數課程極大比重的環境相關知識，情意性內容只有極少的

比重。除「生態與環境概論」、「海島與海洋」和「自然與文學」外，其他課程

中關於情意類環境素養的教學內容非常少，而本研究亦發現學生的情意類環境

素養，在課程結束後幾乎都沒有提升，這顯示教師對於情意教學的忽略或不善

處理。 

值得注意的是，有較多情意內容的課程不一定能提升學生的情意類環境

素養。本研究涵蓋較多情意內容的上述三門課程，教師經常分享其自然感受與

體悟、嘗試喚起學生對環境議題的覺知、引導學生思索環境倫理與社會公義等，

然而量化分析顯示學生的「環境敏感度與覺知」和「環境態度與價值觀」依然

沒提升，這結果與國內其他大學環境課程評估研究相似(許世璋，2005a; Hsu, 

2004)。或許是這兩個情意因子的形塑往往取決於長期的生活體驗與生命經驗

(Chawla, 1998; Leeming, Dwyer, Porter, & Cobern, 1993)，而非短短一學期室內

課程可輕易達成。另一個可能的原因，在於以講述法為主的室內課程，學生缺

乏實際的自然體驗與環境議題實察機會，亦缺乏更深刻的價值澄清與自我省思

歷程，這都可能造成「環境敏感度與覺知」和「環境態度與價值觀」難以提升。 

至於本研究的教師群是否在教學中強調「環境責任感」？有三門課完全

沒提及，另四門課的教師則在少數課堂中僅花數分鐘輕輕觸及，這顯示教師並

沒意識到環境責任感是重要的教學目標，也是本研究的大多數課程無法提升學

生環境責任感的主因。僅有修習「環境化學」與「自然與文學」的學生，環境

責任感在課程結束後提升，分析後發現，「環境化學」教師常選擇貼近學生生

活的議題，再用大量課堂時間強調人類行為對環境的衝擊，及環境問題對我們

的具體危害，最後再連結至個人責任的承擔。而「自然與文學」教師則從生命

省思的角度，引導學生去思索生活在富裕國家的我們，為滿足物質需求而消耗

大量自然資源，造成的環境問題卻又往往由貧窮國家人民去承擔，難道不須承

擔責任嗎？從這兩門課與過去研究(許世璋，2003；許世璋、高思明，2009)的

教學案例可知，環境責任感是可透過一學期的正規課程加以提升，建議未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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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通識課程教師，可多引導學生省思個人及社會集體的生活方式對環境所造

成的衝擊，並闡述民主社會的決策由公民所共同承擔責任的概念；此外，亦可

多提供學生環境行動案例與群體行動的機會，這都有助於促進環境責任感。 

關於「內控觀」，本研究發現所有教師並不熟悉「內控觀」，故課程都沒

涵蓋這教學目標，而課程結束後學生的內控觀都沒提升，這亦是可理解的結果。

國內外研究(許世璋，2003；許世璋、高思明，2009；Culen & Volk, 2000; Ramsey, 

1993)已證實，若採取適當的教學策略，大學生的內控觀可透過一學期的室內

課程加以提升。奠基在上述評估文獻，建議教師可多提供成功的環保案例，或

分享環境行動者的心路歷程，這都是有助於促進大學生內控觀的教學策略。   

環境希望是另一個值得討論的教學目標，因為它是影響環境行動的重要

因子(許世璋，2005a；Jensen & Schnack, 1997)，也能幫助學生面對解決環境問

題過程中所遭遇的挫折，然而本研究發現所有課程均無法提升學生的希望感。

整體而言，本研究發現該大學的教師群擅長理性的客觀分析，但並不擅長情意

教學，所拋出的反思問題也大多屬宏觀的思考，而較少從學生個人情感出發。

環教學者(Kollmuss & Agyeman, 2002; Macy, 1991)認為，如果能對環境破壞產

生強烈的情感，將更可能對環境產生深沉的關懷與愛，如此將較易激發出環境

行動。因此，如果想喚起大學生更強的情感介入與環境希望感，教師在教學時

應巧妙運用大學生情感、價值觀建構、與生命意義追尋的需求(許世璋、任孟

淵，2014)，例如：透過環境行動者的生命故事引導學生思索生命意義與責任

承擔、利用戶外教學讓學生直接感受臺灣壯闊的山林、讓學生們感受環保團體

的努力以體會群體奮鬥的喜悅等，這都有助於提升對環境的情感涉入與希望

感。 

四、強調群體環境行動策略、以問題解決為導向的教學 

大學環境通識課程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培養學生具備環境行動以解決環境

問題(Orr, 1992)，周儒、潘淑蘭與吳忠宏(2013)發現臺灣的大學生面對全球暖

化的環境行動並不積極，尤其是缺乏政治行動與法律行動，這凸顯大學環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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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在提升學生環境行動的重要性。而本研究所探討的七門課程，高達六門課的

教師都將環境行動列為主要教學目標，希望透過環境通識課程來間接達到保護

環境的目的；然而，研究結果顯示所有課程都無法提升學生的環境行動，也只

有兩門課能提升採取環境行動的知識與技能，顯然地，這些課程在培育環境公

民的目標上仍有很大努力空間。 

進一步分析，本研究發現除了「環境化學」外，所有課程雖運用許多時

間傳遞生態學或環境議題相關知識，卻都鮮少提及該如何去保護環境或解決環

境問題的行動策略，導致這些課程難以促進學生的環境行動。換言之，大學生

並無法因僅接收許多環境議題與生態學的知識，就能自發推論出環境行動策略，

進而採取行動，因為這並非形塑環境公民的有效教學途徑(Chawla & Cushing, 

2007; Kollmuss & Agyeman, 2002)。因此，正如同環教學者 (Hsu, 2004; 

Hungerford & Volk, 1990)所建議，如果環境行動是教學的目標，教師將不該只

聚焦在議題知識的傳遞與覺知的喚起，而應幫助學生進入行動策略評估的階段，

如此才有助於提升解決環境問題的行動能力。  

此外，本研究發現除了「環境化學」外，其它課程提及環境行動知識時，

不僅時間少，而且幾乎全是個人式的行動(如：不吃魚翅、不開車等)。唯一例

外是「環境化學」，教師幾乎在每一堂課都會歸納出個人與政府可採取的行動，

然而，卻將政府行動視為獨立存在的理想性期許，但並沒解釋為何政府數十年

來一直無法做到這些該採取的環境行動，教師缺乏闡述公民社會裡壓力團體的

運作與政府政策落實的關聯性。本研究的發現凸顯了教師缺乏從民主運作來闡

釋環境行動策略的教學認知與技能，Leonard (2013)與 Maniates (2013)都強烈批

判將解決環境問題的焦點引導至個人行為，而忽略了不良的政府政策、企業規

範、與社會結構；所以許多國內外環教學者(Chawla & Cushing, 2007; Ho, 2005; 

Hsu, 2009)都主張要解決環境問題，個人行動的成效極有限，維有仰賴集體公

民行動去向政府與企業施壓，才可能有好的改變。因此，大學教師應透過課程

引導學生將個人環境行為連結到更大的社會變革上，因為唯有由公民所展現的

集體政治力量才是解決環境問題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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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學生為中心的行動導向課程仍需要教師的引導與

課程設計 

不同於其他五門以講述為主的課程，「環境場域與服務學習」與「生物多

樣性與服務學習」兩門課採取行動導向的教學，教師在前幾週講授議題調查的

基本概念後，即退居幕後，課堂時間大多交由學生自主選擇及討論議題，並沒

有引導學生在行動經驗和感受作反思，或在社會經濟文化的脈絡下針對議題的

成因與解決進行更深的分析，而期末的評估卻發現這兩門課並無法提升任何環

境素養變項。進一步分析這兩門課的教學，發現多數議題屬資源與文化調查，

且課堂中的分組過多(超過十組)，因此每堂課各組報告時間大約僅 10 多分鐘，

絕大部分時間都花在進度報告與議題調查的技術性問題上，完全無法進入探討

解決方案與培養行動技能的階段。這顯示教師似乎高估大學生的能力，因修課

學生過去並沒有議題分析與環境行動的經驗，在缺乏引導之下，學習成果自然

有限。雖然國內環境教育研究 (晏涵文、邱詩揚，2003；許世璋、高思明，2009；

劉潔心、晏涵文，1997)證實注重議題分析與行動培養的教學能提升大學生的

環境行動與其他重要的環境素養變項，但這些課程都在教師的精心引導下，選

擇少數議題進行深入且長時間的分析，並群體構思以擬定環境行動策略，而這

都是本研究這兩門以行動為導向的課程所欠缺的。 

因此，如果大學環境通識課程採取以行動為導向的課程，教師仍須適時

扮演引導者與課程設計者的角色，如引導選擇具教育性的議題、控制分組數目、

提供議題分析時生態與社經文化背景、討論行動策略、預先準備反思問題等。

另外，正如同 Chawla 與 Cushing (2007)所建議，亦該重視培養學生們的群體感

與公民認同感，如鼓勵對抗社會的不義和環境問題、藉由集體行動完成共同目

標以體驗成功的感受、討論環境議題背後的公民問題、學習在民主社會中解決

衝突等，這都是以行動為導向的教學可採取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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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本研究探討七門大學環境通識課程的教學法、教學內涵、與對於學生環

境素養的成效，結果發現大多數課程的教學法仍以講述法為主，而教學內涵仍

以環境知識的解析與傳遞為主，但情意領域的教學目標並沒受到足夠的重視，

亦缺乏探討解決環境問題的行動策略。因此，絕大多數的課程並無法提升學生

們情意類的環境素養，亦無法提升其環境行動。對於在化約主義思維下所訓練

出、擅長傳遞學科專業知識的大學環境課程教師，應思索如何改善情意教學，

將學生的情感與價值觀都納入教學設計中；並幫助學生理解政治與文化系統如

何產生變革，進而從民主社會運作的角度來探討解決環境問題的公民行動，這

將是大學環境通識課程教師未來可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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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dentify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contents 

used in seven undergraduate environmental general courses at a national university, 

and to assess these courses’ effects on students’ environmental literacy. A 

nonequivalent control group design was used to collect quantitative data. 

Classroom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was used to collect qualitative data.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ed that these environmental courses emphasized too much 

on the cognitive domain; however,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on affection and 

behaviors were neglected. Almost all of the environmental courses could not 

enhance students’ environmental action and environmental literacy on affections. 

Therefore, recommendations for undergraduate environmental general courses, 

such as goal setting, enhancing the affective domains of environmental literacy in 

teaching contents and strategies, promoting problem solving and collective 

environmental action strategies, are provided in this study.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 program evaluation, 

environmental gener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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