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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災害學習： 
學生在災後真實情境下進行學習 

葉凱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博士班博士候選人 

摘要 

本研究源自於大學生與災害真實社會環境脫節為省思，目的在探討大學

生在土石流災後環境下，以環境教育為主題發想的真實體驗性學習策略，以及

分析學生學習後心態之改變與影響。研究者以大學通識課程「自然災害與永續

發展」學生共計 39 人為對象進行研究，選擇一整天的時間進行災害真實體驗

課程。結束後運用深度訪談研究法(in-depth interview)進行資料的蒐集。學生經

歷一日的災後真實情境體驗學習課程後，研究結果指出：(1)學生在災害真實

情境下的學習過程，是一個與環境教育脈絡相連的學習發展歷程；(2)學生在

災害真實情境下學習，除了可以瞭解災害的知識、觀察災害的現場外，並透過

傾聽學習到同理心；(3)學生對於在災害真實情境下學習的態度，皆抱持正向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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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大學教育被認為是人類最高智慧的象徵，在其間所從事的研究與教學都

是為了展現真理與促進生命的成長(吳靖國，2008；Jaspers, 1959)，大學教育所

傳遞的各種知識之間存在著內在的統整性(Newman, 1947)，若以學生的成長來

看，教育必須能夠喚醒學生的生命，進而產生一種「心靈的覺醒」(黃俊傑，

2006)。透過上述，大學教育乃是促進大學生學習與成長的重要歷程，透過大

學教育可讓學生獲取生命更完整的發展面向。通識教師所從事的教學必須掌握

知識之間的連結性，以做為提供學生進行學習的依據。因此，「學生身心靈整

合發展」與「跨領域整合」乃成為現代大學「通識教育」的重點。而「跨領域

整合」是指具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專業(或學科)的基本知識和基本能力的人才；

在本研究中，乃是打破學科與專業之界限，透過專業學科、災害科學與社會科

學之間的複合學習，達成「學生身心整合發展」的途徑。 

從「跨領域整合」的角度出發，「自然環境」與「人類環境」相互影響時

才產生「自然災害」。「自然災害」是人類目前依賴的自然環境中所發生的極端

現象，但如果沒有干預到人類生活環境時，自然災害只是一種自然現象。另一

方面，人類的生活環境中，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是聯繫在一起，兩者彼此相互

影響。只有自然環境或人類環境的單一思維，對「跨領域整合」的教育而言是

不足的，尤其是生活在臺灣這個高風險與脆弱環境下的人們。當「災害教育」

成為整體教育的一部分，並與其他教育範疇產生聯繫及相互影響時，才能夠真

正讓學生理解自然災害的整體面貌，以及促使學生身心靈獲得更完整的發展。

就台灣的大學通識教育而言，「災害教育」也應該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但

目前通識教育中仍然欠缺這部分，更不用說在真實的災害環境下進行教學，這

樣的教學模式更是少之又少。面對這個台灣每年都會遇到的自然災害問題，是

該視若無睹，選擇交給政府官員全權處理，讓它漠然而過？還是讓學生放下課

本，走出教室，去了解、思考、關心及接觸真實的災害環境？ 

西元 2015 年聯合國在日本仙台制定「2015-2030 年仙台減災框架」中提



另一種災害學習：學生在災後真實情境下進行學習 

75 

到：「減災教育應首先以兒童和青年為中心，開設減災方面的課程，從很小的

年紀開始就在學校和社區對他們進行教育。因為公眾教育對建設更強的災害韌

性至關重要，所以關注兒童減災並輔以切實可行的措施來確保學校備災和安全，

能在他們很小年紀的時候告訴他們防災的重要性，從而為更廣範圍的社區教育

提供有力的基礎。」(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 

[UNISDR], 2015, pp.18-19)有鑑於此，一般的災害課程無法獲取學生最深層的

感觸，唯有探討大學生在災害真實情境下進行的學習，始能窺其堂奧。本課程

設計主要貫徹在真實環境中(IN)進行教育、教育有關於(ABOUT)環境的知識、

態度、技能，並且為(FOR)實踐永續環境而進行教育，關注於學生對於災害的

學習反思是否具備環境教育的概念。 

然而根據研究者觀察，在教育場域中實際參與災害現場觀察與訪談的教

學方式實不多見；在文獻上，探討戶外教學其對學生災害認知影響之相關研究

亦付之厥如。據此，研究者希望藉由這次的研究，了解學生親身投入災害現場

並參與訪談的想法，並從此觀察中，延伸、推廣更多戶外教育推廣的可能性，

以達成跨領域整合戶外教育之目標。基於上述之研究動機，本研究主要目的，

是從學生參與災害真實情境的學習歷程，探究災害真實情境下學習對學生之影

響，並瞭解學生參與災害真實情境之學習態度的改變，以及學生在災害真實情

境下學習與環境教育之間的關係。 

貳、文獻分析 

災害發生之過程分為：減災 (mitigation)、備災 (preparedness)、應變

(response)、復原(recovery)四個階段，台灣災害防救法明定災害防救區分為災

害預防、災害應變及災後復原重建等三個部份，即將災害管理「減災」及「備

災」兩階段合併為「災害預防」。換言之，在災害預防的前提下，減災與備災

能力的培養，相形之下就相當重要。因此，如何認識災害本身的多樣性，以及

災害經驗分享、促進災害知識交流是必要的，但這些取決於背景、需求與環境

互動之間的關係多樣性與複雜性，參與減災民眾以及直接受災害影響的各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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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的社區居民，例如說：建築規範的相關法令與地震的聯繫最為緊密，而有

關健康影響的知識則是洪災地區需要立即關注的問題(UNISDR, 2015)。本研究

以土石流發生地台中市和平區松鶴社區為研究地點，西元 1999 年 921 集集地

震後，松鶴一溪上游集水區有多處大規模崩塌地，從訪談的過程中發現，當地

居民對此危機並沒有任何感覺。其後，地震所產生之崩塌地受歷年颱風豪雨侵

襲造成崩塌地持續擴大。此集水區上游仍有大量崩塌地存在，崩塌地上的不安

定土方是土石流土砂供給之主要來源，造成松鶴一溪及松鶴二溪爆發頻繁的土

石流災情。西元 2004 年 7 月 2 日的敏督莉颱風及西元 2004 年 8 月 24 日艾利

颱風及其夾帶的西南氣流對松鶴社區造成災害更是嚴重，松鶴社區在敏督莉風

災與艾利風災中，主要受到洪水與土石流等災害影響。 

一、災害學習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對於災害教育以學習者的角度而言，其

災害學習必須涵蓋下列五大原則：(1)覺知自然與人文環境中，可能對人類社

區造成傷害的因子；(2)發展有關自然與人文環境系統如何被自然災害影響的

知識；(3)獲得與可能發生災害地區有關的技術、社會、文化、政治與經濟的

知識；(4)發展積極的「探索」與「問題解決」的技巧，以及適當的價值觀，

引導處理減災和共同安全的行為；(5)受到鼓勵，能應用行動策略去維持共同

安全與環境品質間的平衡(Whitehead, 1996)。」。蔡慧敏(2000)更進一步認為，

每一塊環境──無論是原始天然林、遭破壞的海岸、或城鎮一角──都可能呈

現一個「環境教訓」(environmental lessons)，提供一處「人在環境中扮演角色」

的省思，也往往可能成為「從環境中學習」的環境教育學習場域。 

環境教育的基本精神在於「教育過程」、「價值澄清」、「知識、態度與技

能」、「解決問題」等幾項特質。環境教育本身是個教育過程，目的在於價值澄

清，教育的內涵包括了價值觀、知識、態度、技能等，且具有解決問題的積極

目的。而情境學習強調知識是學生與情境互動的產物，且本質上深受活動、社

會脈動及文化的影響(徐新逸，1998；Brown, Collins, & Duguid, 1989)，而 L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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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nger (1991)的情境學習模式，也強調了學習應安排真實化的學習社群，透

過實際的參與及專家的從旁引導，使學生在這個實務社群(community of 

practice)的環境中能夠真正的學習(朱則剛，1994；邱貴發，1996；楊昭儀、徐

新逸，1997)。環境教育與情境學習不僅僅是單一性的意義建構，更是一個社

會性、實踐性和反思性的學習歷程。透過災害真實情境的學習，即可進行災害

社會連結的探索、災害環境的踏察，甚至讓學生進行反思及衝突性思考，釐清

如何與災害共存。 

災害知識的意義連結與建構，源自於學生本身的意識、學生和真實災害

情境間的互動關係、學生與受災者之間的互動過程而建構出來的。在災害情境

下學習，致力於將學生的身份和角色意識、完整的災害經驗以及認知性任務，

重新回歸到真實的、融合的狀態，以試圖改造傳統學校教學的去自我、去真實

情境的教學方式。災害情境學習與環境教育如何結合？環境教育在西元 1972

年，IUCN 與英國舉辦國際環境保護教育師資訓練課程(The International Course 

for Teacher Training in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and Education)，以下列三個

主題為環境教育三個階段的目標(楊冠政，1997)，而這三個階段，則隱藏了情

境學習的概念： 

1. 第一階段(IN)：在環境中教學(teaching in the environment)。 

在災害環境中進行學習活動，乃透過災害現址探索活動及體驗活動，培

養學生的災害環境覺知、評估與瞭解。讓學生接觸真實的災害環境，運用他們

的五官來觀察自然，並獲得第一手經驗，對災害環境的意識有所覺醒，培養其

愛護環境與保護環境的意願。 

2. 第二階段(ABOUT)：教學有關的環境(teaching about the environment)。 

教導災害發生原因、傷亡及降低風險及防災知識、技能的環境教育之目

標，或基於一個特別的反思題目、災害地區時，可在戶外及教室內進行教學，

而在自然災害真實的情境下進行教學也是當中的選項之一。 

3. 第三階段(FOR)：為環境而教學(teaching for the environment)。 

探討人類如何因為快速發展而產生或加劇自然災害等的環境議題，並在

這種議題下，討論如何與災害共存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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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的概念可以延伸出災害真實情境下學習，主要的學習內容應該是

要關於(ABOUT)災害與環境的、要在災害環境的經驗中(IN)學習和為了(FOR)

與災害環境共存而學習。因此，從 IN/ABOUT/FOR 的三個環境教育的教學觀

點中，更可以透過環境教育的目的(覺知、知識、態度、技能與行動)進行相關

的災害真實情境的學習。如此的學習不限制對象與地點，任何真實情境與環境

的地點，任何與真實情境與環境接觸的學生、教師甚至是社區居民皆能發揮自

身經驗、職能，喚醒學生對環境的同理心和同情心，達到人與環境合而為一且

能同舟共濟的情境，這就是在災害真實情境下進行學習的特性，也是長久以來

環境教育界非常關心的學習特性。 

二、情境學習 

真實情境下進行學習的情境學習(situated learning)理論，並不是環境教育

領域的首創，而在教育界已行之有年。教育界最早將情境學習加以運用，其理

念乃是將學習置於真實或模擬情境之中，透過學生與情境間的互動，使學生能

更有效率地將習得的知識應用在實際生活中(林吟霞、王彥方，2009)。在中國

與西方的教育方式中，也早有這樣的概念在進行著，如：中國至聖先師孔子教

育學生，就運用真實情境問題和弟子對話，誘導學生進行事理的辯證思考。近

代法國教育思想家 Jean-Jacques Rousseau，在《愛彌兒》一書中對於大自然真

實環境教育的重視；瑞士教育實踐家 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 嘗試在各地以

環境直觀的教學法進行教學；美國教育學者 John Dewey 提出「教育即生活」

等教育理念，均包含了真實情境學習的概念，藉由當代各國教育學越來越重視

活用的知識和知識的活用性，真實情境學習已然成為教育規劃與教學設計中重

要的元素。學者 Brown、Collins 與 Duguid (1989)首度對情境教學的理念做系

統性論證分析，使情境認知學習更為具體化。文中指出知識的產生是學生透過

與真實環境之間的互動建構而來的，知識獲取的過程是無法脫離其所存在的社

會環境背景。傳統教學方式為人詬病的是以升學導向與填鴨式灌輸教育方法，

以及長期以來課程內容脫離社會文化、真實環境的情境，使得學生難以將所學



另一種災害學習：學生在災後真實情境下進行學習 

79 

的知識靈活運用在生活中。有鑑於此，「真實情境」下的學習是必要的，它提

供實際真實環境經驗讓學生能產生具體意義，在不斷與真實情境互動的過程中，

建構出自己的知識與態度；並藉由對情境的融入，促使學生積極主動學習並建

構知識，在真實生活中獨立自主的思考。因此，我們可藉由災害的真實情境進

行學習，除了學習到相關的防災知識外，更能促進正確的環境行為與行動。災

害真實情境的情境學習提供學生主動探索災害的學習環境，為授課方式注入一

股新的生命力。 

（一）災害情境學習是一種真實世界的體驗學習 

有意義的知識必須建構在真實的工作中。知識來自於相關的情境脈絡

(context)之中，無法從情境中單獨隔離出來，知識建構時的關連性必須有適當

的情境連結和整合，透過自然的情境，學生會逐漸熟稔發現困難與問題，並應

用所學的各種知識來尋找線索、測試自己的假設，經由長時間與情境的互動和

個人反思所學習到的知識，較容易轉換及應用到其他的問題情境中(楊家興，

1995)。因此，真實情境學習的過程可以是具備操作性的，而學生災害經驗具

備實驗的性質，可透過實作體驗進行學習與驗證。例如自然災害真實情境下學

習，可以藉由自然科學、地理課程、環境課程，在真實災害情境下的真實體驗

學習，並由小組共同解決或是分擔災民在心理上或是生活上的困難。 

（二）災害情境學習是學生災害認知與災害情境共同建構的 

行為學中的識覺研究是在理解人類如何識覺周遭環境，以及知識是如何

被心智儲存與組織，他們與真實世界的意象有關，意象則代表了人與環境的連

結(Downs, 1970)。因此，在災害的情境中，人們的行為會因為當前的災害環境

而改變。相關研究也發現，心理識覺因素與個人的認知行為相關。如：個人所

表現出的支配感與控制觀(Burton, Kates, & White, 1993)。因此，災害情境學習

強調學生主動探索的學習過程，在災害情境因素與認知因素下去建構及回應學

生的災害識覺與認知。Tobin 與 Montz (1997)將多種災害識覺研究方法加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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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後，進一步建立研究個人災害識覺，透過這樣的方式，可以更仔細地尋求個

人層次的行為與解釋(圖 1)：「認知因素」，認知因素結合態度與心理因素，包

括影響一個人對災害環境的觀點與作法，由此情境，人們會願意留在此地居住

或避災；從認知中我們可知人們會冒險或避險，甚至評估災害的程度，但也可

能因為判斷上的錯誤，而產生低估災害的可能性。「情境因素」，使個人的選擇

範圍複雜化，包括個人與災害環境互動，也包括人類的社經行為模式等。 

換言之，災害真實情境因素影響人們學習與認知，我們的認知也影響著

我們在災害真實情境下的學習。情境因素影響認知，反之亦同。而且，這些交

互作用隨著時間持續、印象改變而影響回應。至於回應，是與我們周遭災害環

境的識覺所連結。然而，回應也會被情境因素限制或強化。 

認知因素與情境因素可以透過不同形式包括個人的、團體的或連續的影

響學習與回應。實線表示每組因素與回應的直接關係，虛線表示每組因素不同

成分對回應的相互影響。在認知與情境因素之間也有相互關連。實線箭頭意味

著兩組因素的互動與變異的複雜交互作用，情境因素會影響認知，認知因素會

影響情境中的學習。 

情境因素可以再次分為與自然環境相關的因素和與社會經濟環境相關的

因素。認知因素可以再次分為影響心理因素和影響預期的態度因素，這些因素

彼此之間相互作用著(Tobin & Montz, 1997) 。真實的災害環境與真實的體驗相

圖 1 災害認知與情境因素建構概念圖 (Tobin & Montz, 1997, 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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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影響，會隨著接收到與處理過的訊息增加而一直改變，並使我們探索個人學

習的歷程複雜化，在不同的情境學習下，會有著不同影響。因此，在災害真實

情境下，災害的真實情境跟學生的認知因素，影響著學生對於災害知識的共同

建構的歷程；災民的災害經驗成為變數，影響學生學習災害知識的歷程。 

（三）災害情境學習是合作與社會互動的學習 

學者 Lave 與 Wenger (1991)發展出「合法周邊參與」(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 LPP)的理論，描繪現實生活中的學習過程，認為在實務社群環境

中，每個人均是從生活中參與，再進入學習核心的歷程。情境學習論重視學生

之間的參與互動，此乃是一種共同參與的社會化學習觀點，在情境學習的環境

裡，由教師、專家或其他較有經驗的學生，扮演教練或協助者的角色，提供學

習鷹架，並互相扶持、激發、分享與交流訊息，共同建構知識意義(吳宗立，

2000)。換言之，在災害真實的情境學習環境中，災民、學生與其他學生之間

會有許多互動的機會，透過討論、共同操作與練習，學生之間將會產生合作與

互助的行為 

（四）災害情境學習是評量和教學結合的學習 

在災害真實情境學習過程中，評量經常是結合真實性活動一起進行，例

如，觀察學生實作成果、展示成果、問題解決、蒐集和報告等真實性評量方式。

災害的真實情境教學，其目標達成與否在於學生是否能解決真實情境中的災害

問題，評量應依學習過程、學生進步狀況、教學策略的規劃及學習環境等做動

態、多元、持續性的評鑑。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教師習慣用評量的方式，而

評量標準通常不在於追求客觀的標準答案或判斷，而是採師生共議的評分方式，

通常分為幾個表現階層，並且提供機會讓學生察覺知識建構的過程，如學生自

評或互評學習方式，或者採用教學者與學生共同評量方式(徐新逸，1998；陳

麗華，1997)。 

綜合上述，災害的真實情境學習是一種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式，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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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置於真實的災害情境之中，讓學生不斷與災害環境中的人、事、物互動。除

了室內的知識性傳遞外，透過災害真實情境的教學並加以應用，將主動探索的

學習過程融入實際社會文化與日常生活的脈絡中，以建構有意義的知識。教學

者應站在引導的位置，安排適切的情境與環境，促使學生在建構知識的過程中，

主動與他人合作探索知識，並與災民之間形成一種平等、相互認同且謙卑的學

習關係。 

三、真實情境下的災害環境教育學習 

一般的學校學習以傳統教室授課的方式居多，但在災害的學習上仍不夠

周全。因此，運用環境教育 IN/ABOUT/FOR 的概念加以應用在真實的災害情

境進行教學，使其成為災害教學最全面的方式與最具成效的教學方法之一。國

外許多環境教育的研究證明，在真實的情境下實施環境教育是十分有效的(周

儒、呂建政譯，1999)，而國內的研究方面，林明瑞、王聖賢(2006)及謝崧斐、

謝天傑(2013)的研究中均發現，在真實的戶外環境進行課程時，認知上均有成

長。透過上述的研究，間接證明了在真實情境進行環境教育「情境」與「學習」

的相關性與成效性。換言之，災害知識的形成，可利用災害真實情境，並運用

相關的策略進行學習，在過程中以運用環境教育的 IN/ABOUT/FOR 為概念進

行教學，提昇學生的學習動力；因此，透過災害真實情境的教學使用

IN/ABOUT/FOR，可以成為環境教育在災害教育應用方面有利的切入點。 

在災後真實情境下的學習動機與學生所處的環境及情境密切相關，它往

往孕育於能夠啟發、引領和支持學習行為的情境之中，可以形成學生的學習動

機。環境教育中 IN/ABOUT/FOR 的教學策略為以環境觀察、災害原因探究、

正確的防災態度及行動下的層次進行學習，透過這樣的學習，帶來全新災害知

識學習的突破。換言之，災害學習的研究從其初始的災害環境體驗到最後知識

的形成，必須要從單一階層的方向著眼，並且透過自身覺知、知識、態度、技

能與行動來發展完善的生命經驗，從這樣的經驗拓展到關注其所在災後真實情

境中與環境共存的態度中，即應對自己所處社會情境的演進或發展奉獻智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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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增添意義價值。因此環境教育中的 IN/ABOUT/FOR 運用在災害真實情

境中學習時，IN 為「在環境中教學」；即災害現址探索活動及體驗活動；ABOUT

為「教有關於環境」，即透過災害現場的真實環境，教災害發生原因、傷亡及

降低風險及防災知識、技能的教學；FOR 為「為環境而教學」，即透過親身體

驗過災害現場的感觸，學生學習正確面對災害的態度，進行減災的行為活動為

與具備防災行動力所作之教學(圖 2)。 

四、災害真實情境下的學習特性 

在災害真實情境下進行學習，乃由環境教育與戶外教育的理論基礎，作

為概念進行活動。從上一節論述中不難看出，真實情境環境中進行的學習，在

環境教育與戶外學習中具有深遠的意義與影響；然而在災害真實情境下進行學

習，其精髓在於「以學生為中心」、「災害知識是主動建構而不是被動傳授」、「災

害真實情境下的學習」等理念上；換言之，如果今天要進行災害的真實情境學

習，在情境模式的學習下，就十分重視情境的分析、安排與體會，特別是以學

生為考量重心時，更注重學生的深刻反思。 

事實上，「情境」為一模糊的概念，「災害的真實情境」則為較具體的概

災害環境探索 災害原因探究 正確的防災態度及行動 

ABOUT FO
 

IN 

＜技能    行動＞  ＜（覺知/情感）      知識＞ 態度 

建構災害知識 

圖 2 災害真實情境下的學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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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有許多領域對「情境」都曾提及和討論它的功能，如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即

指出情境或人格與情境的交互作用對行為的影響力，和一般人格特質的影響力

不相上下(張君玫譯，1997) ；在教育學領域上，情境模式認為分析情境

(situational analysis)乃是課程設計的要素之一，所為課程應先就情境施予批判

性的評鑑，然後才著手進行課程設計(王文科，1990) 。而在災害的真實情境

下，災害情境的形塑及親身的體驗，在課程的設計之中是非常重要的。 

情境的運用是非常廣泛的，而透過情境的分析，有助於解決某些實際的

問題，例如環境心理學家能夠透過改變物質環境而使情境有所改善，而對於病

患和犯人有所助益(張君玫譯，1997)；在教育上，教育情境的分析，使教育本

身得以施行，教育的目標也容易達到(熊智銳，1992) 。換言之，情境分析也

有助於進行決策和選擇，如對於學習者進行情境之分析，可以提昇對學習者行

為的預測能力，從而提高學習的機會。透過上述的情境研究分析，在災害的學

習上，透過災害的情境分析有助於解決災害所導致的一些問題，而這些問題我

們不能從課本或課堂教學中得到，而是要透過自身在真實的災害現場進行體會

探索的。從社會學的角度觀察，一個情境可以說是「某種足以影響個人的社會

場合的特性總合」或「某個文化或次文化中的成員所熟悉的社會互動類型」(張

君玫譯， 1997) 。Belk (1975)認為情境的定義，有「客觀存在說」和「心理(或

主觀)存在說」兩種主要的說法。前者對情境的定義為：「在特定的觀察時間和

地點，對現行的行為具有可證明和有系統影響的所有可觀察因素，而這些因素

並非來自於對個人或刺激物屬性的瞭解」；而後者對情境的定義如下：「在特定

的時間與空間，個人對於所有可證明和有系統影響其個人心理過程或外顯行為

的因素之內在反應或闡釋」。情境屬性的分類上，Belk (1975)以實體環境

(physical surroundings)、社交環境(social surroundings)、時間構面(temporal 

perspective)、任務界定(task definition)和先前狀態(antecedent states)五個構面來

代表情境的一般特性。學者Avedon在西元1971年曾以遊戲為例，列出了目的、

行動程序、規則、參與者人數、參與者的角色、結果或賭注、必備的能力或技

巧、互動模式、物質環境和必要配備等十種情境特性(引自張君玫譯，1997)。

Michael、Adrian 與 Jean 則針對社會情境的分析，選出了目標和目標結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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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角色、要素戲碼、行為序列、概念、環境背景、語言與說話、困難與技能

等九種主要的情境特性 (張君玫譯，1997) 。當這樣的情境運用在教育上時，

透過系統理論，視學校教育為一種社會系統，經周邊環境的投入(input) 與內

在環境的轉化(transformation)而後孕育產出(output)，而所謂周邊環境與內在環

境，即形成整體的教育情境(熊智銳，1992)。 

因此，在災害的真實情境下進行情境認知與情境學習，所強調的學習是

處於所被建構的真實環境情境脈絡之中。也就是說，學生並非被排除於學習的

真實情境脈絡之外，知識實為蘊含於學習真實情境脈絡以及學習活動之內的重

要部份。如果以目標模式與情境模式、真實情境模式進行比較，目標模式以行

為主義心理學為根基，真實情境與情境模式則以建構主義知識論為基礎，兩者

的理論基礎不同。目標模式認為知識是獨立於學生之外的客觀實體，學習就是

在制約與反應的連結中，所產生的行為改變的過程。而災害的真實情境模式其

知識是認知主體主動參與建構而得，和認知主體是不可分的。認知是人和環境

脈絡之間經由平等的、非因果的與尊重的互動關係，不斷建構意義的社會歷程。

因此，目標模式對知識和學習隱含著一種被動的接受觀，而災害的真實情境學

習則是一種從生活中主動發展的建構模式，只是災害的真實情境更注重透過真

實的災害環境與現場進行建構與反思。 

參、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課程設計 

Kolb (1984)認為學習是透過經驗的轉換以創造知識的過程從中學習。加

上自然災害具備突發性、劇烈性和危害嚴重性，所以若不能親身經歷，是無法

瞭解災害的恐怖與破壞力而進行學習的，許多涉世未深的大學生彷彿被禁錮在

校園一樣，無法瞭解真實社會中所發生的一切，只能從媒體、網路大略瞭解，

更別說災害現場與災民心聲了。在缺乏自然災害真實環境體驗的教學內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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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自然災害對人們所造成的心理創傷與對環境的破壞，有時比金錢財產的

損失更難以估計及體驗，除非是親眼目睹怵目驚心的災害現場才可能會有所改

變，然而目前對自然災害的意識及學習一直處在欠缺、模糊甚至負面的情況。

面對這樣的問題，本課程必然要回到教育體制中以不同的教學方式來進行教學，

而這正是本文提出「在災害真實情境下進行學習」設計本課程的主要原因。 

災後真實情境學習強調學生主動探索災害現場的學習歷程。因此，學生

在災害的環境中是主動建構知識的學習者。另一方面，情境學習的課程與教學

中，教師的角色從傳統的知識灌輸者轉變為學生主動建構知識過程中的夥伴。

教師的工作在於引導、解答學生的需求，提供學生學習時適當的框架，並指引

學生在這樣的災害情境下主動學習正確的災害知識與反思，只有在必要時給予

方向的指引，讓學生透過災害情境親身經歷或建構抽象概念，實際的參與學習，

直接去感受學習的事物，自發性的去發展其能力。過程中，教師最主要的工作

是引導學生善用感官與敏銳的觀察力，將生活經驗與知識結合。換言之，在災

害真實的情境下進行學習，是透過真實場域且非制式化的教學方式進行，學生

的反應相對之下就非常重要。首先透過災害知識課程：「土石流災害基本知識」

及「土石流基本判斷」進行教學；其次從「受災民眾心理觀察」及「訪談技巧」

引導學生到災害現場從事「災害知識探尋」，讓學生具備災害情境學習基本概

念與實地災害環境調查的能力，進而從情境學習取向提出災害學習內涵；最後

在「災害真實情境學習」之下引導學生透過親身的觀察與訪談，提出進一步「記

錄與分析」及「自我反思與分享」的個人觀點，經由教師引導與學生自行體驗，

而臻反思及內化的能力，學習如何與災害共存的核心價值。在學習活動、知識

學習與真實情境學習下交互引導，並融入環境教育的 IN/ABOUT/FOR 概念進

行課程教學。形成本課程之概念(表 1)與架構(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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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松鶴部落土石流災害一日課程概念 

 

圖 3 課程設計架構：在災害真實情境下活動學習、知識學習與真實情境學習

的實踐關係 

課程步驟 
(策略) 

課程設計與 
環境教育學習元素

(in/about/for) 
教師角色與引導 個人主動學習 上課

地點 

土石流災
害課程講
述 

土石流災害基本知識
(for) 土石流災害課程講

述與指導 認知 
 

       探索 
  

情境 
       

       內化 
 

反應 

教室 
土石流基本判斷(for) 

土石流災
害知識自
我識探尋 

受災民眾心理(about) 帶領 
(土石流災害現場踏
察協助與引導學習) 

土石
流災
害情
境場
域 

觀察及訪談技巧(in) 

土石流災
害真實情
境學習 

記錄與分析(in) 引導 
(正向思考與反思) 

自我反思與分享(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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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中的發現法(heuristics)，發現法是現象學研究法中，

研究「經驗法則」的一種研究方式，本研究著重學生個人經驗與洞察能力。因

此，本研究運用訪談學生與學生分享經驗的方式，探討研究者對災後真實情境

學習的個人經驗和態度，並了解其他協同研究者願意分享其經驗與該現象的強

度。運用聚焦於研究者深刻的經驗，以產生對現象本質的理解。換言之，在這

樣的研究，災害的研究首重於災害的個人經驗，可視為一項較為主觀的研究內

容。 

研究者以選修通識課程──「自然災害與永續發展」的學生，共計 39 人

為研究對象(表 2)，選擇一整天的時間進行災害真實體驗課程。透過課堂的災

害基本知識學習，從中觀察學生的反應，惜仍無法取得較正面且感觸較多的回

應。研究者為了讓學生進一步瞭解自然災害和人類活動之間有著複雜的相互關

係，因此帶領學生至松鶴社區進行災害學習，在災害真實情境下能讓學生進行

學習與課程後的反思，並在學期末沒有成績壓力下，對學生進行焦點團體訪

談。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在於學生參與災害真實情境之學習態度的改變及災害

真實情境下學習與環境教育之間複雜的關係，因此採用深度訪談研究法，訪談

本課程參與之學生。訪談研究信實度方面，則利用三角檢定的方法，透過訪談

全部修課學生、學生的考察心得、觀察等多元方法相互佐證。本研究收集學生

個別訪談資料，每人訪談約 30 至 40 分鐘，首先引起學生談論經驗的動機，最

後開放訪談議題讓學生暢所欲言，並聚焦在災害真實情境下學習的課程訪談，

表 2 各科系修課人數  

科系 人數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17 

護理系 17 
美容系 4 

商業設計系 1 
合計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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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包括：(1)與災民的互動與訪談後，是否對土石流災害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2)這樣的課程是否有學習到或是啟發你如何與災害共存；(3)不同於一般的體

驗課程，你在學習上的想法為何？訪談當時皆有錄音，並轉謄成文字稿進行編

碼與分析，且佐以學生課程結束後繳回的參訪心得以確定受訪者所說為真。同

時，藉由訪談全部修課同學，可以蒐集到個別的經驗，並確認他們之間不同的

評論。訪談的重點在於了解學生對自己經驗的理解和經驗意義的詮釋，從這個

角度來看，訪談問題的效度要求就不那麼具決定性因素。訪談資料與學生心得

的編碼順序為接受訪談學生之順序，如第五位接受訪談的學生則訪談編號為

「s005」，而學生的心得編碼為「s005r」。 

肆、研究發現與討論 

一、學生在災害真實情境下學習方式的改變 

為研究學生參與災害真實情境後，心境與態度上的轉變，研究者從學生

受訪對話中，分析學生參與的想法、影響學習態度的因素與看法，以探求學生

在災害情境下進行學習是否異於一般知識性傳遞授課的方式，是否運用比較情

意式的方式進行學習，茲分述如下： 

（一）災害真實情境下的課程參與態度的改變 

通常學生都在教室裡進行學習，因此學生認為在災害真實情境下進行課

程，不同於一般的課堂學習方式，學生甚至從來沒有想過有這樣的上課方式。 

生平第一次透過課程去接近、了解災民並與他們訪談，發現

這些災民經過這些天災之後都會更清楚災害對人類的影響力與可

怕性，正因為他們親自體會過，才會真正了解到大自然的力量是我

們一般人無法想像的。在面臨土石流災害之前，我們訪談到的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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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從來不曾認為他們居住的地方會發生土石流，但也因為面臨過了，

這些受災的居民反而更加注意有關這方面的訊息以及知識，為下一

次發生土石流時能夠提早察覺或提早做好防災準備工作。(s013) 

誠如邱貴發(1996)的研究，認為在真實情境下的學習，著重活動的真實性、

重視情境中的觀察、示範、解說、提示與備詢等學習方式及重視從邊際參與到

核心參與的學習過程。 

大部分的學生，未曾有遇上土石流災害的經驗，所以這樣的課程對學生

來說是不同的體驗，學生認為：「到松鶴社區訪問災民是個很特別的經驗，若

不是透過這門課，我們應該也不會有機會去瞭解當地居民是如何度過災難所帶

來的心靈創傷。(s002)」學生 s008 認為：「深入了解當地居民的感受，藉由訪

談的方式重現當時的情境，那些怵目驚心的畫面歷歷在目，讓不是身為當事者

的我們也感同身受。」因此，在災害的真實場域裡進行學習，透過多次的深度

訪談，體驗災民的心境，學生也能從這樣的課程中產生態度上的改變。學生

s017 就這樣說： 

還未出發去災區前，我每天都在想如果我把災民問到哭了怎

麼辦？…結果發現，是我自己想太多了！如果可以，我很願意再去

其他災區訪查，…我喜歡這次的訪查活動、更喜歡這次的訪查所帶

來的收穫，這可能是這輩子唯一一次的機會跟災民聊聊生活、聊聊

過去的心情…收穫不少！ 

透過這樣的課程，學生從緊張到喜歡，這樣的態度轉變都源自於「自身

參與」，目前大學教室裡的課程鮮少自身參與的課程，更別說自然科學方面的

課程，要讓學生有自身參與的機會甚少，因此透過這樣的課程活動，讓學生透

過「自身的參與」而獲得態度上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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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災害真實情境下的課程學習方式的改變 

一直以來，總有學生認為：「發生地震、水災，就是放假的意思。(s005r)」

因此，這樣的課程有別於教室的授課方式，在災害真實情境下學習，就是透過

災害的真實情境，進行相關的學習，顛覆過去學生對於災害的學習方式。從原

本僅教師的教導授課之外，更在意學生透過親身感受而進行學習。 

過去的災害學習方式，大多集中在災害的知識建構之上，而在災害的真

實情境下學習，就是要讓學生除了災害知識外，更能夠學習到災害所帶來的意

義。 

其實災害只是沒發生在我們身邊，大自然的反撲，我們沒體

驗過，也不知道，但是經過這次的查訪，看到很多災害地形、聽了

許多故事，想像人類真是渺小，當天災來臨，我們無能為力，只能

事前預防能降低傷害，還有臨時反應，才能降低傷害。(s005) 

從這樣的學習過程中，帶給學生的不但是第一手的學習經驗，更能夠啟

發學生反思的一個契機。就有學生在這樣的契機之下，去思索人與環境之間的

關係：「雖然我們一直講『自然災害』但其實有一半的發生都是人為因素，我

們平時不做好防護措施，又如何能把一切都怪罪於自然呢?(s029)」就如同情境

學習裡所強調，知識是學生與情境互動的產物，且本質上深受活動、社會脈動

及文化的影響(徐新逸，1998；Brown et al., 1989)，「這不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

實戰體驗，也是在探訪社會裡、部落間和生命中發人深省的人情世故和堅毅典

範的知性之旅。(s025)」因此，如果有正確的引導與學習，透過學生的親身學

習，更能夠朝正確的環境學習永續發展前進。甚至有學生使用該科系所學習到

的知識，整合運用在本次教學之中： 

我是一名護理系的學生，在學校的專業課程中有學過治療性

溝通技巧，就是運用一些開放性的問話方式並適時利用一些傾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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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焦點等技巧來問話，在醫院實習時也在會談病人的過程中實際

運用過，…訪談災民並沒有太多的茫然和緊張，然而訪談災民的過

程中才發覺和會談病人的感覺差很多，過程比較像是聊天，…有時

候會被災民陳述的一些有關社會現實面的事情感到大開眼界，驚訝

於這些我們從來都沒接觸過的事情，…但對於這些平常只能在災難

片電影上看到的事情，經由一個曾經經歷過這些的人親口陳述出來，

那份感覺反而比看電影還要感到震撼。(s009) 

本課程所帶給學生的，不僅只是知識上的學習，更帶給學生反思的機會。

透過在災害的真實情境的教學方式裡，由災民的親身解說，帶給學生正面的力

量與重新思考人與環境之間的生存契機。學生在這種不同於課堂上的學習方式

進行學習，透過與災民溝通的過程中，去思索自身所面對的問題。這樣的想法

與觀點是課堂教學無法達到的，課堂教學可以教導很多災害相關的知識，但要

有同理心甚至反思自身的行為實屬不易，因此透過災害真實的情境下教學與學

習，可以帶給學生不同於課堂教學的成效。 

二、學生在災害真實情境下的學習應用 

過往，學生學習自然災害的知識，大多透過學校的課程與新聞媒體瞭解

災害，然而，學生學習到了什麼？學生對於訊息內容往往是一知半解，甚至因

為與自己沒有關聯，而忽略了災害的嚴重性。 

（一）透過災害真實情境課程，讓災害的經驗應用於生活之

中 

「經過此次的參訪，我更加了解災後居民的心聲，不是只從新聞裡去了

解，而是實地去了解，讓我更有感觸。(s012r)」學習置於真實或模擬情境之中，

透過學生與情境間的互動，使學生更有效率地能將習得的知識應用在實際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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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林吟霞、王彥方，2009)。透過真實的災害現場與親身的訪問，將學生自己

的所見所聞應用在生活之中，是在災害真實情境下學習的另一個概念上的重點。

學生 s031 認為「很多時候總是從新聞得知哪邊發生災害，只有在當下關心到

此議題，之後就淡忘了，我們從沒想過重建及生活才是受災戶困難的開始，政

府應該給予協助與配套措施都沒有很完善，畢竟土石流是很難預防，說來就來，

誰都很難保證不會再次發生。」在這樣的學習方式下，教學的延續性，會高於

一般在教室裡的學習，學生從災後的真實情境下所學習到的第一手資料，回到

家後不是封存於筆記之中，而是深植於腦袋裡，並且在下一次災害可能來臨時，

應用在生活之中。「…陳伯伯或是林阿姨他們都覺得土石流是天災無法預防，

我覺得並不完全無法預防，只是需要居民及政府的協助，像是政府有為興建攔

砂壩，卻沒有定期清理，等到大雨又會造成土石流，造成無法挽救的悲劇…。

(s019)」 

另一方面，在災害現場的學習之下，是可以與自身的生活方式及媒體資

訊相互呼應的，例如學生 s008 就認為： 

如果沒深入瞭解他們的想法，就外人的角度來看就無從協助，

然而這些訪談的居民們，還是希望政府在災害發生後能真正有效的

給予災後補助，而不是補助金每經過一人，就會少一些，然而最終

還是希望大家一起好好愛護森林，也期望政府能做好水土保持或者

是防止土石流災害的有效措施。 

這反映出成人的學習具有強烈的自我概念、豐富的生命經驗、以發展任

務與立即應用為學習傾向(Knowles, 1980)之概念。因此，需要舟車勞頓的教學

活動，對學生的學習來說，是相當不易的，更何況要教一些教室中學習不到的

事情。但在災害的真實情境教學下，學生的反應中，有了不同的親身體驗，也

讓學生的參與度、學習力都增加了。然而，在災害的真實情境下進行學習，除

了讓學生真實體驗災害的環境之外，更重要的是讓學生有反思的學習機會。就

像有學生認為：「因為靠近他們讓我覺得我好像又回到純樸，又充滿勇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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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能面對一切。(s023)」這些都是在教室裡，單純地透過老師講述授課所學習

不到的。透過災後的真實場域中所學習到的事物，應用於平時的生活之中，這

不但是教學者所期盼的，更是教育應該做的事情。 

（二）透過災害真實情境課程，讓學生學習如何與災害共存 

為什麼要學習與災害共存，因為學生的生活有許多與環境是脫節的，甚

至完全不清楚什麼是災害，因為他所居住的城市裡沒有災害。 

住在都市，對於土石流、山崩的現象並不會看到，以前都是

在電視新聞報導裡得知，並不會有太大的感觸。透過課程的安排，

讓我們有機會到松鶴社區看看，體驗當地的生活、親近大自然、並

與當地的居民聊聊天。…大自然的力量雖然可怕，但是只要我們用

心去照顧與呵護，發生災難的機率也許會降低很多。(s002) 

透過松鶴的災後真實情境學習，學生可以理解媒體的報導有些許的錯誤，

可以用真實的態度看待災害，在這之中，與環境共存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與環境共存提供正確且具備反思的意義，一直以來都是環境教育重要的價值觀

念之一。 

災害無法預期、很可怕，但在自然災害的背後，我認為很多

都是有人為因素在裡頭．現代社會快速的發展，許多山坡地過度開

發，砍伐原有的樹木並在山坡地上建蓋房屋等等，用一套廠商自以

為安全的擋土牆來說服買家這地區安全，買家在不知不覺中已經一

步步走向危險的斷崖；或者為了開發建造房子，為了自己的利益破

壞山坡地等等，這種亂象在社會已經存在許久。已經遭破壞的山受

到大雨侵襲後，形成土石流的現象，常造成不可預期的傷亡，這何

嘗不是人類自己種下的惡果嗎？(s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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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災後真實情境下進行教學，就是讓學生透過雙眼去看看、去了解災民

是如何與災害共存；不同學生，看待自然災害與居民就有不同的觀點，學生

s005 認為： 

這次參訪松鶴社區，以及訪問當地居民帶給我不一樣的體驗，

也感受到當地居民對自己美麗家園的熱愛，或許有人是因為迫於無

奈才無法離開的，但是如果我也生長在這樣美麗的地方，即使遭遇

土石流等災害，我也會選擇留在自己家鄉，致力於重建工作，讓這

個原本美麗的部落更加美麗，並且帶來改變。 

環境教育是一種教育過程，在這過程中，個人和社會認識他們的環境，

以及組成環境的生物、物理和社會文化成分間的交互作用，得到知識、技能和

價值觀，並能個別地或集體地解決現在和將來的環境問題(楊冠政，1997；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1978)。就如

同 s019 這位同學所認為的： 

這次的課程讓我感受到其實自然災害真的很可怕，隨時說來

就來，就像在懲罰人類對自然環境所造成的傷害，但在災害發生後

我們應該如何應變，又或者是要預防下次災害發生時可以將傷害降

到最低，這都是我們應該學習的，訪談過程中，可以了解到災民們

重建的心路歷程，並且在災難發生時如何避難，收穫良多。 

透過災害的真實環境下，學習如何與自然災害共存便成為一個當前重要

的授課目標之一。 

災後的真實情境下教學，會因為個人背景差異與學習對象的差異而出現

不同的學習成果。從上述的學生訪談中我們可以瞭解，在災害真實情境的學習

方式下，不僅透過真實的情境進行學習、內化產生新的觀點與知識，更能夠透

過對環境的學習，理解與永續發展相關的議題，甚至學習到災民不追求慾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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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在乎平淡的、開心的過生活，與目前的環境和平共存。間接印證了環境教育

的理念，這樣的學習模式是有效且和環境教育相互呼應。 

三、學生對自然災害內化後的改變 

不以考試、升學為主的教學活動，最重要的是教育學生對生活、生命與

環境的正確態度，並予以實踐。因此，在災害真實情境下的學習，就是要能夠

讓學生在面對災害時，行為態度上能有所改變。 

（一）學生對於災害的行為改變 

第一次這麼近距離地看到民宅被土石流掩埋的樣子，讓我更

能感同身受這裡的居民，在面對這麼大的災難時，內心一定是充滿

著恐懼感跟無助感，但卻也只能接受這樣的事情，勇敢的面對未來

的日子，讓我真的很佩服這裡的居民，讓我知道遇到災難時不要退

縮，要勇敢的向前走。(s006) 

環境教育的基本精神在於「教育過程」、「價值澄清」、「知識、態度與技

能」、「解決問題」等幾項特質。 

我在心理問自己，真的很難想像如果這些災害是發生在我身

上，我會怎麼撐過去?我是否能夠跟這些災民一樣的樂觀又堅強的

去面對這一切呢?其實我自己也不太知道，但在訪談過程中聽見這

些災民們對我們的表達與陳述的內容，也給了我不少的正面力量與

訊息，或許他們有的堅強與樂觀還是我這位學生該要多去學習學習

的地方!(s013) 

換句話說，環境教育本身是個行動教育過程，其目的在於面對自然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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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價值澄清，然而教學內涵包括了價值觀、知識、態度、技能等，而具有解

決問題的積極目的及行為的改變。情境學習強調知識是學生與情境互動的產物，

且本質上深受活動、社會脈動及文化的影響(徐新逸，1998；Brown et al., 1989)，

因此，透過這樣的教學活動，讓學生產生正確面對災害的行為改變。 

生物生存的土地上人們卻不懂得去珍惜，任意的濫墾濫伐不

斷的破壞這個地球，本來颱風並不會造成如此嚴重的災情，但是經

由這次的訪談看到，其實一切都是人為所造成，土地已經受損，如

今再不好好的保護它只會越來越糟，當下次災害來臨時災情只會更

加的嚴重，任何一個地區都可能是下一個松鶴、下一個小林村。

(s001) 

大自然的作用對台灣的挑戰，必須以更多的智慧去面對。…

為了追求永續的發展，我們是不是應該更積極去面對大自然給我們

的考驗？而不是在角落或是在電視前觀看而已，用實際的行動去關

心整個災害的議題。(s032) 

學生在獲取這樣的學習契機時，即是環境邁向永續發展的另一項契機。 

（二）學生對於災害概念與行動的改變 

「人類先破壞了大自然，導致大自然無法承受開始造成傷害。我們應該

要慢慢恢復自然原本的面貌，不要任意的開發及破壞，讓自然可以永續發展下

去。(s037)」一個很簡單的概念，從學生的口中脫口而出，知識的積累，也從

這樣的過程之中慢慢累積出來。然而，「一個自然災害對於一個地區有如一個

傷疤，就算已經過了許久的時間，只要發生過，就會多少留下些傷痕，不管是

在地理上，或是人的記憶裡。(s010)」任何的知識來自於相關的情境脈絡之中，

無法從情境中單獨隔離出來，知識建構時的關聯性必須有適當的情境連結和整

合。透過自然的情境，學生會逐漸熟稔發現困難與問題，並應用所學的各種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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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來尋找線索、測試自己的假設，經由長時間與情境的互動和個人反思所學習

到的知識，較容易轉換及應用到其他的問題情境中(楊家興，1995)。「這次到

松鶴社區，儘管我們問的問題或是被訪問者給我們的回答，當下一定都有很多

想法和分析，回家反省統整之後有很多看法，如果可以讓更多人看到這樣的一

個災害，也警惕大家多關懷多實施防備這樣的一個自然災害！(s032)」透過災

害真實情境的教學，讓學生反省自己的親身體驗，從中學習災害的知識與防災

應具備的態度，進而轉換到真實的生活中，並反思生活中一些環境與自然之間

的衝突，及釐清社會與災害之間的相互關係。在行動上尋求解決的方式，像

s034 這位同學就認為：「或許可以參考北歐的方式，高稅率高福利，避免老年

無所依靠，這改善的方式又要回到法律面，這也是未來該努力的方向，怎麼樣

改革，就是看我們做怎麼樣的選擇。」但也有學生會像一般人一樣，把希望寄

託於政府之中，「…政府應積極與災民配合，給予協助與安慰，讓頓失所有的

災民有一線重生的希望，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s018)。」 

透過災害真實情境下的學習，學生們不自覺地和他過去所學，做了「跨

領域整合」，並用之解決目前他所遇到的問題。換言之，透過這樣的教學方式

所學到的知識，不是死的知識，而是扎扎實實可以運用、行動在真實生活中的

「活知識」。 

（三）學生對於災害真實情境下學習回饋與反思 

第一手的體驗對學生來說是陌生的，但這也是一種學習。 

我的任務是訪談，更像是聊天和上課，一開始很怕會問錯問

題讓伯伯想起難過事…除了災害的話題之外，伯伯也和我們說了很

多人生大道理。生活上的學問比起教科書上教的重要多了，有經驗

的人說出的話就是不一樣，這次修到的不僅僅是學校規定的通識 2

學分，更是值回票價的人生經驗談(s023)。 

知識不是死的，不是僅存於課本之中，很多的知識是源自於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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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真實情境下學習，主要的學習內容是從生活中而來的，是關於(ABOUT)

災害與環境的、是在災害環境的經驗中(IN)學習和是為了(FOR)與災害環境共

存而學習。透過不同的學生，透過不同的真實情境下，會有不同的心境與學習

內容。 

松鶴社區一個美麗，但又帶有淡淡哀愁的地方，使我的心情

五味雜陳。受訪者的陳述就像是在說故事一樣，只是這故事太糾結，

到了現在還是難以消化。這種心情就像是面對臨終病人一樣，接受

死亡真的不是我所擅長的事，慶幸自己不是這一類的專家，不會知

道太多類似的事情。這樣的經驗太特別了，我想我會永遠記得這一

次課程的點點滴滴。(s018) 

災害的情境是指在特定的災害觀察時間和地點，對現行的行為具有可證

明和有系統影響的所有可觀察因素，而這些因素並非來自於對個人災害理解或

受災後的瞭解。 

其實當看到老師發下來的調查表內容，就隱約感覺這份是具

有深度的作業，因為有很多問題是要去深入災民的內心世界，而並

不是每個人都很願意分享心理上的想法，所以如果要得到具有意義

性的資料，勢必要打開災民對他人的防範，而這過程中必須要思考

如何發問，如何集中焦點去探索我們所需要的資料…這份作業雖然

很不容易做，但卻是非常有意義的作業，如何去探討災民內心的世

界，如何能更專業去做這份採訪，這不僅是一門學問，更是一門說

話的藝術，在這堂課能學習到這些技能與認知，讓我受益良多。

(s038) 

任何教學活動，如果由教師說明自己授課的成效，是沒辦法有任何辨識

的能力，必須由學生親自的訴說，才能具備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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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做中學的教學活動中，學生們除了應用原有的災害知識外，更產生

了正確的同理心，及災害經驗的傳承，這是教室裡學不到的，必須透過真實的

體驗與學習，再由心靈的帶領，才可以體會學習得到，這便是在災害真實情境

下學習，最終期望學生得到的收穫。 

伍、結論 

分析大學生災後真實情境下進行學習，發現雖然理念上仍然較為強調課

程施作的方式與學習態度的轉變，而忽略防災素養的養成；內容上也明顯偏重

災害情境學習的完整性。不過無論在基本理念的敘述、學生的回饋，還有環境

教育 IN/ABOUT/FOR 的使用上，都有災害環境價值的內涵以及實施災害環境

教學的機會。 

IN：學生在災害真實情境下的學習過程，是經由真實的災害環境或災民

傳遞訊息的探索，透過思辨覺察，基於人道關懷的信念，轉化為行動上的具體

實踐，進而追尋與環境和平共存的永續發展思維。由此可見，學生在災害真實

情境下的學習歷程，並非知識性的灌輸，而是一個與環境教育脈絡相連的學習

發展歷程。 

ABOUT：學生一邊進行訪問，一邊在災害真實情境下學習，除了可以瞭

解災害的知識、觀察災害的現場外，在態度與行為上的改變，可以得到更多的

知識啟發，獲得災害經驗的學習成長，並透過傾聽，提昇學生的同理心。 

FOR：學生對於在災害真實情境下學習的態度，皆抱持正向肯定的態度。

學生認為，在災害真實情境下的學習，有利於自我反省與批判，當遇到土石流

災害時，可降低災害所帶來的衝擊，在災害經驗的學習與傳承上有很大的幫

助。 

雖然災害真實情境授課時數僅一日，但卻真正的影響學生一學期的學習

態度。真實的災害情境學習之所以重要，乃是因為學習是發生在災害的情境之

中，經由親身的觀察、參與所得來的知識，而不是在腦海中塞進一大堆抽象的

符號與文字。目前學校教育較為人詬病的是學習與現實環境脫節，如何加強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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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生活的連接，且不失學問內容的深度，實在是值得深思的問題。總之，在

災害真實情境下進行學習，其重點應在於讓學生在真實的災害情境脈絡中學習，

而教學者的職責便是努力設計逼真或接近真實的情境，以創造更佳的學習效果

及學習契機。災害真實情境下的學習，學生是透過災害真實情境下學習的主要

受惠者，對於提供環境教育方案的對象而言，學生是主要的來源，在災害真實

情境下學習是災害環境教育的特色，也是環境教育融入防災教育的一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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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in an Authentic Context of the Post-Calam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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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spiration for conducting this research originated from reflections on 

university students being disconnect from social environment after occurrence of 

natural disasters. Based on the authentic experience-based learning strategies in 

terms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attitudes and influences after calamities. The research targets 

at the 39 students who had to receive the outdoor education all day from an elective 

general course called “Nature Disaster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so as to collect information. After the lessons of the day, 

three research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1) Learning in the natural disaster 

scenario is a cohesiv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rocess; (2) From the scenario, it 

can be seen that students can learn not only knowledge about the disaster, but also 

empathy by observing the disaster scenes; and (3) All students learn in the natural 

disaster scenario with positive attitudes. 

Key words: university student,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on disasters, situat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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