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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參與環境永續行動的整全思惟與設計探詢 

李明芬 1、林金根 2*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教授 

2. 輔仁大學管理學院商學研究所博士 

摘要 

隨著環境生態議題受到全球的關注，重建環境保護、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

的平衡關係已成為世界各國推廣環境教育及生態永續的迫切任務，許多全球在

地化的社群與組織以不同的方式投入環境永續行動，例如各種環境保護組織、

有機農業村、生態社區或生態村。他們積極實踐和諧共生的理念，提供各種活

動、課程、方案與計劃行動讓社會公眾有多元的體驗學習。然而，這些眾多環

境教育或生態體驗課程及方案中內容或形式相當多元化與多樣性，但長期性的

人才培訓仍較有限，社會大眾若欲深入地學習及參與，往往囿於過度多元且不

連貫的學習活動。因此，如何讓社會公眾有多元且長程的環境與生態體驗乃至

永續行動的參與，實有賴成人整全環境教育方案的設計與建構。本文首先探究

為何環境教育需要整全的思惟與行動，其次探討成人環境教育的本質與內涵，

以及成人對話學習與公眾永續行動參與的關聯。最後，提出成人環境教育之整

全設計探詢，以回應國內外諸多學者倡導的深層環境教育及生態人文社會的整

全環境教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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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公眾永續行動的整全思惟 

一、環境與生態永續的努力需要整體的思惟與行動 

過去一、二十年，許多長期投入環境與生態保護及全球氣候變遷及能源研

究的專家學者及倡議實踐者，不斷呼籲人類需要深刻的反省與自然的關係，更

需要積極的走出人類中心的意識框架，重新認識人類彼此間以及與自然宇宙不

可分割的整體性。尤其全球暖化造成的極端氣候已遍及每一個國家，面對任一

國家的災難整個世界都無法置身於外，特別是這幾十年來地球溫度的上升與南

北極冰河融化的速度，已超越人類歷史 600 到 800 年的程度(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1999)，面對這樣的危機，世界各國越來越深刻體會到維護地球及保護生態

是全球的共同責任，不論是已開發國家或開發中國家。 

然而，每當全球重要國際會議亟需集各國之力探討全球性議題與協議共同

的行動時，卻又侷限於政治利益衝突及經濟發展優先的根深蒂固心態，也因此

避免不了國家之間競爭意識的深層糾葛。隨著全球生態永續危機的愈加浮現，

以及有志之士的奔走努力，僅管過去多次會議皆曾面臨重重的考驗，但在一次

又一次的協商過程終於有了突破，幾項全球關鍵議題終於在世界各國達成共識

並獲得國際間的行動支持。根據聯合國(2011)的文件資料，2009 年在哥本哈根

氣候變遷大會上，發達國家集體承諾，在 2010 至 2012 年期間提供近 300 億美

元，並且在 2020 年之前每年調動 1000 億美元，用於支持發展中國家因應氣候

的變化。2010 年的坎昆氣候變化大會亦重申這一承諾，並決定設立一個綠色氣

候變化基金，只是有關這一基金的構成和運作方式尚未達成共識。因此，在 2011

年的德班會議聯合國袐書長潘基文敦促已發展國家履行承諾，儘快使綠色氣候

變化基金開始運作，為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提供長期的資金支援。同年在

南非德班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潘基文與《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

的 194 個締約國家，包含政府、觀察員、媒體等約計超過一萬四千位代表齊聚

一堂，歷經兩個多星期漫長的談判，終於在 12 月 11 日終於達成協議，並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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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屆締約國會議結束時，同意歐盟(European Union, EU)提出的「德班加強行動

綱領」路線圖(Durban roadmap)。「德班路線圖」可貴之處在於擴大了原本京都

議定書的 37 國，強制要求包含美國、中國和印度等並未參與京都議定書的排碳

大國，都需減少碳排放，這也是許多國家利益衝突與折衝下的產物。 

2015 年的巴黎氣候協議匯聚全球 195 國代表，於 12 月在巴黎的聯合國氣

候高峰會新通過的國際協訂，旨在把全球平均氣溫上升控制在 2 度Ｃ以下。此

協議已獲 55 個以上國家批准，美國總統歐巴馬則趕在大選投票日前批准，於 11

月 4 日正式生效(呂秀蓮，2016)。2016 年氣候變遷會議亦共識產出巴黎協議，

並付諸實施，這是國際性協力對抗全球暖化導致的環境災難的一大勝利。 

從以上數次重要的全球氣候變遷大會議決過程的共識(如京都協議書的第

二期承諾和對發達中國家所承諾的 300 億美元資金的綠色氣候變化基金)，以及

歐盟提出的「德班加強行動綱領」路線圖，我們一方面看到了世界各國為環境

永續的協商和努力，也對全球在環境永續的實踐之路有了更大的信心。然而，

甫當選為美國新任總統川普(Donald J. Trump) 質疑全球暖化的說法是場騙局，

聲言退出巴黎協議，使得這遲來的勝利又蒙上一層陰影。在國際政治不穩定的

衝擊下，環境議題只能透過國際政治協商解決實非上策。 

從歷次會議中各國的政治角力與協商談判的艱辛中，我們也看到了科技文

明與歷史發展累積的深層競爭意識，還有很大的突破空間，也需要更大的轉化

力量。究竟全球應如何在經濟發展無止盡的追求過程中涵養根本的整體意識，

並且對於人類與自然的整體關連有更深層的體認呢？本文作者期望藉由生命與

共和整體不可分的整全思惟探究環境教育的新取徑。 

二、環境問題的改善需要兼重問題解決與機會創造的

整全思惟 

從 1970 年至 2016 年的 40 多年間，每十年定期召開重要全球國際會議，

針對全球氣候變遷與生態環境的惡化，邀請世界各國的領導者及環境保護的重

要團體代表或專家學者進行深入的討論，其目的皆在凝聚世界各國的共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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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世界各國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也能關注生態環境的保護。因為積極轉化

國家發展的競爭意識為全球人類的合作意識，方能深化人類與萬物之間的生命

與共情懷，乃至透過全球在地化的組織力量，建立國際間的對話平台與合作機

制，讓人類社會的共善與自然生態的共生成為這個世紀人類共同的努力目標。 

如果世界各國能夠不再過度的追求科技高度發展的物質文明，對於當前人

類持續目前生活所造成的破壞更加的覺察，乃至對於其他區域及國家的生態危

機所造成的災難，具有生態人的整體意識與生態整全觀，那麼，整個地球的生

態環境將會因為人類的共同生態責任意識的實踐，得以保護善用地球的有限能

源與生命的多樣性。因為沒有一個區域或國家的生態發展，可以與任何其它區

域或國家切割，尤其若我們不能深化生態意識，而繼續人類中心與自我意識的

無限擴大，一旦人類所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不再能承載過度的耗損時，我們將

一方面窮於應付層出不窮的問題，另方面又以積習已久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

製造人類的問題。 

目前全球皆面對相當複雜的重重問題，許多問題甚至超乎我們的理解與想

像，往往一時的解決方案可能只是症狀解，根本的問題並未因此得到解決，反

而產生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因此，若我們仍以舊有的習慣和思惟處理這些複雜

的問題，將仍舊困在問題的迷宮。有鑑於全球複雜問題與自然環境惡化的相互

交織，Li 與 Lin (2011a, 2011b)以問題迷宮(problem maze)描繪公共、私人和第三

部門組織問題的本質，強調洞視組織可能存在的內在或結構性問題。他們也透

過問題和可能性的一體性探討組織轉化的新方向，並以社會企業的發展實例顯

示組織問題及社會問題如何可能化為機會。過去強調問題解決與問題探究的永

續行動固然能夠減緩環境生態的惡化，但如何才能以兼重問題與機會的群體心

智，藉由公眾的群體智慧力與群體行動力，充分回應深層環境教育的呼籲，以

生命議題及深層體驗的學習引導及行動實踐，超越一般知識性的學習與活動體

驗，應能釐清環境問題的結構與根源，並從問題的另一面找到未來新的可能性

和機會。本論文所運用的整全實踐取徑主要乃提供予發展整全環境教育的有志

之士，針對成人學習者在面對無數多樣化的環境永續參與行動時，可以有整全

的設計思惟，引導綠色實踐社群據以規劃成人參與永續行動方案與課程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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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永續行動需要連結學術社群與綠色社群的實

踐知識與行動 

當前不僅各國政府與企業愈來愈深切地體認重建生態保護、經濟發展和社

會發展的平衡關係乃迫切的任務，無數生態守護者、實踐者與民間社群組織也

積極在各個角落默默搶救維護寶貴的環境資源，乃至積極地推動環境與生態的

永續。許多全球在地化的社群與組織，皆運用不同的方式帶領社會公眾投入環

境永續行動，也受到廣大社會的重視與肯定，例如珍古德(Jane Goodall)的根與

芽(Roots and Shoots)目前全球已經有超過 120 個國家、共 15,000 多個根與芽小

組成立，倡議實踐環境與生態的永續(國際珍古德教育及保育協會，2016)。樸門

永續設計(permaculture)自從 1974 年於澳洲興起後就席捲全世界，已成為澳洲重

要的出口智慧，影響層面擴及各行各業，目前樸門永續設計在全球有超過一百

二十多個聚點推展環境永續的生活實踐，台灣亦有其分會並於全國各地推廣永

續生活，其創始人澳洲 Bill Mollison 教授更因而獲頒 1981 年另類諾貝爾和平

獎，此獎項正式名稱為 Right Livelihood Award (孟磊、江慧儀，2011)。近來《全

新的我們 A New We》這部探討歐洲八個國家的生態村及生態社區的紀錄片在全

球各地發行以來，已在世界各國與台灣的北、中、南、東連續放映，在許多推

動環境永續的民間組織與非正規成人學習社群或讀書會得到廣大的迴響(後山

好客，2010)。同時，台灣也有越來越多的在地生態環保民間組織與社群、有機

農業村、生態社區與生態村默默的推廣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並且提供各

種活動、課程、方案與計劃行動讓社會公眾有多元的體驗學習。 

這些眾多非正規的環境永續課程與方案，除了在主題及教學或學習活動設

計上具有多樣特色，在內容上也涵蓋各種環境生態的面向與議題，如環境資源、

環境生態、環境管理與環境文化等，其中亦融入機構與組織本身的特色，如國

家公園或其他自然資源的就地運用。至於教學及學習的互動則包括制式化的演

講與解說、參與式的體驗與學習或綠色消費取向的休閒體驗，以及機構一季、

半年至一年的長程課程，乃至以自然生態為主題或有機生態產業提供的體驗課

程或行動方案。然而，這些課程及方案中儘管內容或形式相當多元化與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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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長期的種子教師或人才培訓的行動方案仍較有限，社會大眾若欲深入地、長

程地投入學習及參與，也往往面臨多元紛雜、有限短暫的環境生態體驗。因此，

我們有必要深入探討對於推動環境與生態永續的綠色實踐社群與組織，究竟可

以如何為廣大的社會公眾，規劃深層的環境生態體驗、環境保護和環境永續的

課程與方案。更需要探討如何帶領社會公眾走向人類社群與自然環境及經濟發

展的永續實踐之旅，並且連結不同取向的綠色社群，為有志終身學習的社會公

眾開展整全環境教育方案的協同參與及設計。 

貳、推動公眾永續行動的成人環境教育 

一、環境保護行動與成人環境教育的源起 

成人環境教育在 1970 年代中期正式興起，Emmelin (1976)發表一篇名為

「成人環境教育的必要性」的文章，這是首度將環境教育和成人環境教育作出

區別的關鍵論文。1987 年聯合國出版了一個名為「我們共同的未來」報告，又

名為布朗特蘭報告書(Brundtland report) (Brundtland, 1987)。緊接著聯合國的環

境部門也發表另一篇重要報告，名為「西元兩千後的環境展望」(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 to the Year 2000 and Beyond)(UNESCO-UNEP, 1987)，並首度提出以

成人環境教育達成永續發展的重要性，這也成為成人環境教育文獻中被一致列

舉的目標。此外，這些文獻首要著眼在開發中國家，及如何改善成人環境教育

參與者的生活品質，一些執行者也建議將政治行動做為成人環境教育的目標。 

1990 年代早期，富裕及貧窮國家間的環境不平等首度被提及，且成人環

境教育者被鼓勵在他們的教學過程中處理那些不平等(Mische, 1992; Viezzer, 

1992)，Mische 也認為環境主義者應該不僅將成人環境教育  (environmental 

adults education, EAE)視為教育的一個方式，同時也是生活與生存的一個方式，

在這個時期，成人環境教育者其實已察覺到環境教育並沒有符合成人學習者的

需求(Clover, 1995a; Jansen, 1995; Lengwati, 1995; Papen, 1997; UNESCO,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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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90 年代晚期，在 EAE 領域中有個重要的貢獻，也就是在聯合國教科文組

織主辦的第十五屆成人教育國際研討會期間(1997 年)，成人環境教育已成為其

中的一個講習課程。這是在歷屆的聯合國教科文組織成人教育研討會中， EAE

首次被認為是一個獨立的知識領域。這樣的課程顯示學者和參與者有機會著眼

於這個領域的挑戰及機會，乃至進一步發展的可能建議(UNESCO)。事實上， 

EAE 的實踐與研究，仍是相對新穎與獨特的(Clover, 1997; Karlovic & Patrick, 

2003)。成人環境教育被視為「環保運動及成人教育的混合物，運用學習實例結

合生態定位，對環境的相關事務提供了活潑的教育方式」(Sumner, 2003, p. 41)。 

這種強調民主、參與、對話跟批判性思考的精神，同樣出現在 Clover (2003)

對於環境成人教育的定義中，Clover 認為環境成人教育跟傳統以學校、學童為

核心的環境教育或大眾／成人環境教育是有所不同的。她從檢討環境教育的重

要概念，如喚起覺知、改變個人行為、及學習關於環境和在環境中對話、批判

與行動學習等概念，加以說明環境成人教育跟環境教育的不同。廿一世紀初期

更多 EAE文章顯示更適當地概念化成人環境教育理論的渴望，以及如何將 EAE

的實踐做到最好。Clover 與 Hill (2003)認為對於世界各地推廣的成人環境教育

而言，其根本挑戰為闡明適當處理當代社會和環境問題的理論和實務，精確歸

納人與地關係的複雜性，以及提供公正和公平的關係，以及地球共同生存的新

學習方式。至於近期的成人環境教育領域強調實踐主義及社會轉變，其在早期

文獻中是不被強調的要素，Hill (2003)也注意到成人環境教育鼓勵參與者致力於

實踐主義中，以對抗環境惡化及「翻轉危險的衝擊」之壓迫，說明新的成人環

境教育提供授權學習者改變社會的動機。 

二、成人環境教育的實踐取向 

成人環境教育挑戰傳統教師與學生的角色，將學習者納入策畫和履行的過

程中，以授權參與者讓改變發生。成人環境教育者強調實踐主義對於抵抗環境

問題的根源之重要性，有如種族主義和性別主義，並致力於納入社會各地位階

層的學習者，且認可所有的相關人士是有所貢獻的且扮演一定的角色(Cl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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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Clover & Hill, 2003; Hill, 2003; Hill & Johnston, 2003)。Haugen (2006)指出，

成人環境教育為一種規畫自複合性的學科，且具有吸引人與總括性特質的有效

教育方式，能鼓舞並使學員成為實踐主義者，將所學轉化為實際行動，針對造

成環境問題的根源進行處理。成人環境教育被定義為一項互動式教育取徑，包

含六種特色：(1)規畫自多樣性的學科，(2)考慮所有參與者的貢獻，(3)在轉化的

過程中引起來自各行各業學員的注意力，(4)使參與者能將所學轉化為行動，(5)

教導學員成為實踐主義者並對抗造成環境問題的根源，(6)連結學員與自然世界

以激起他們對保衛地球的渴望。他認為成人環境教育對世界逐漸攀升的環境問

題是一項可行的解決方式。在地球以令人擔憂的速度面臨著嚴重的環境退化之

時，如何連結成人環境教育與學習的實務，使執行者能持續對抗遍及全球的環

境問題較以往來得更為重要。 

參與社會運動也是成人學習環境素養的有效途徑。成人環境教育是一個從

多種學科取得，且具迷人、總括的、活潑特質的教育取徑，鼓舞並授權參與者

成為實踐主義者。透過處理環境問題的根源，EAE 將學習轉化為行動，成人環

境教育者希望學習者具備環境問題與造成那些問題的知識、投入社會行動主義

的技能、對抗環境問題和對自然環境關注和敬意的態度。諸多學者注意到成人

環境教育和社會運動在根除特定的社會不公，共有著相同的目標(Clover, 2003; 

Hill, 2003; Hill & Johnston, 2003)。Hill (2002)認可社會運動的角色，並審視壓迫

者與受壓迫者之間的關係，並且認為對成人環境教育者這是一項重要的活動。

這結合了傾聽那些受壓迫者的聲音，使更多樣性的聽眾成為參與者。 

三、非正規成人環境教育與環境永續行動 

從學習場域及類別區分，教育可以區分為正規教育(formal education)、非

正規教育(non-formal education)及非正式學習(in-formal learning)。在學習制度上，

正規教育係指依年齡分級，具有結構性的學校教育活動，非正規教育係指任何

在正規教育制度之外，有組織的、系統的教育活動，其學習活動通常有明確的

學習對象及學習目的(黃明月，2008；黃富順，2006)，例如參加正規學校以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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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機構主辦的讀書會、研習課程、志工培訓課程。至於非正式學習則是最為自

由、個人化的學習，係指在個人日常生活中的學習活動，通常是沒有計畫的、

經驗本位的、附帶性質的(如看報紙、看電視、聽廣播、朋友交流、旅遊觀光等

學習)。非正規教育也是正規教育體制外，提供一套有組織、有系統的教育活動，

讓特定的學習對象，例如上班族、勞工、老人、婦女等可以依自己的需求或興

趣繼續學習。非正規教育可以作為補充式的教育(如新移民的語言課程)，也可以

是專業取向的職業進修教育(如各式各樣的職業訓練課程)，或是做為全民博雅

教育的典範(如提供人文陶冶的課程)。整體而言，非正規教育往往以多元的形式

呈現，其主要特色有四：(1)學習的課程與那些在正規系統中沒有好好學習的學

生有關，(2)學習課程有其清楚的動機與目標，(3)課程對於適應學習者和教育系

統是彈性的，(4)和特定的委託人有關。此外，非正規教育通常以學習歷程為基

礎，並企圖解決群眾的問題，例如貧困、環境惡化、水源缺乏和缺乏健康等問

題(Mueller, Consuegra, & Maruzi, 1996)。此外，非正規教育比正規教育更強調檢

視社會問題的根源，以找尋可行的解決方式為標的。 

成人環境教育者將女性主義教育理論帶入其領域知識發展，並認為只有當

女性的眼光被考慮時，確實的社會轉變及環境議題真正的解決方式才能浮現

(Clover, 1995a)。而成人環境教育者使用原住民的教育作為其領域發展的知識基

礎，因為它強調與地球的連結作為教育的框架。原住民的理論強調與地球的深

度連結，並認為自然是老師與精神上的指引。這樣一個和自然間更溫和與永續

性關係的模式，對於成人環境教育者是一個重要的指引。成人環境教育者更鼓

勵學習者去對抗那些助長環境問題的根本要素 (Lengwati, 1995; Villarosa- 

Tanchuling, 1997)，並使用大眾教育與非正式的教育做為典範。 

非正規成人環境教育強調檢視社會問題的根源，以找尋可行的解決方式。

早期的 EAE 理論家 Emmelin (1976)認為成人環境教育是正式和非正式的，且

Clover 主張政府應該倚賴成人非正規教育的機會推廣成人環境教育。她也認為

環境教育應該發生在非正規環境下的學習者群體(Clover, 1995b)。在 2000 年代

中，成人環境教育者鼓勵學習者致力於針對他們的問題找出答案的對話，並確

認那些問題的原因。成人環境教育被定義為，不是上對下的、獨白式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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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對話式的、具共同根據的方法去找尋環境問題的答案，進而促成個體與社

會的轉變(Clover, 2002; Sumner, 2003)。因為這些理由，非正規教育的參與、對

話、批判實踐與轉化原理對於成人環境教育的教學和學習理論是重要的貢獻要

素。 

21 世紀初期，非正規教育者強調成人學習應該脫離知識的習得，並建議

將轉化或轉變作為非正規教育的關鍵要素，Kovan 與 Dirkx (2003)也強調精神的

轉化在成人學習知識的過程必須被依序顯現，因為對於成人學習者而言這是更

具有意義的。因此，在探討非正規教育的成人環境素養及永續行動參與時，我

們應該整合非正規教育及非正規學習的特色，以及上述成人環境教育的理念，

方能充份發展契合成人環境教育的行動方案。 

參、成人對話學習與公眾永續行動的關聯 

一、成人群體間的深度對話與環境問題探討的公眾參與 

Freire 是公認的大眾教育之父，在 1960 年代中期，因工作流亡在外，Freire

寫下許多持續影響今日教育思想的作品，且仍被視為具爭議性的。他挑戰傳統

的學校教育，並認為就是這個系統鑄造了教師為壓迫者的角色，而學習者為受

壓迫者的角色。他要求教育者審視傳統的角色和創造它們的基本社會要素，如

此學習者才能真實地學習(Freire, 1993)。Freire 開發了學習者和教育者在雙方對

話中互相學習的對話式教育模式，相對於傳統的獨白式、單向的模式系統。學

習者被授權透過有意義的、合理的教育機會去爭論議題。讓人們投入於批判分

析過程之教育形式，所以他們能集體地去處理不公平和不正義，並開創想望的

未來(McLaren, 2000; Srinivasan, 1977)。此外，Freire 提倡對話學習即「尊重差

異的平等觀」，他所提倡的對話學習早已成為後現代成人教育的新典範。而成人

主體際對話學習，主張把人看作是人格平等的人，每一個人皆有其智力優勢，

每一個人皆有發展前景，成人環境教育應鼓勵成人學習者改造環境惡化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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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僅是適應現存的社會環境，並且在推廣成人環境素養的過程更應強調溝通

與互助，創造環境永續的深遠意義。總之，成人環境教育亦可說是一個對話的

過程，且成人環境教育者竭盡所能地確保學習環境對於有效學習是有傳導性的

(Clover, 2002; Sumner, 2003)。 

如前所述，在 21 世紀成人環境教育者首度檢視 EAE 和社會運動的關係促

使成人環境教育者檢視環境問題的根本原因及解決方法，並鼓勵他們一起投身

於社會運動中，成為實踐主義者。透過綠色社群或社會行動組織及其強大的合

作關係網絡，或由成人環境教育者所鼓吹或建構多樣的公眾投入的多元有效的

參與社群與組織，去消除種種對環境與生態以及對人類的壓迫，讓永續的地球

成為可能，社群或組織可視為對話的網路(networks of conversations)。 

二、公眾參與成人環境教育方案設計的文化意義 

其實，過去三、四十年，教育方案的設計已從行為主義到新行為主義、認

知主議、建構主義與情境理論，轉化到批判取向的設計，其視域典範亦從實證

典範演化到詮釋典範、批判典範及整全典範。根據 Banathy (1996)的看法，教育

方案設計者經過四種角色的轉變，即第一代聚焦於為提高使用者學習而設計

(design to)；第二代由設計專家所設計(design by)；第三代乃為了使用者而設計

(design for)；第四代則是與使用者共同設計(design with)。Banathy 強調的第四代

設計者其實已將使用者，即公眾納入設計實踐的過程。 

Banathy (1996)進一步運用 Cross (1990)設計文化的思想於教育設計，他認

為透過培養一般公眾的設計能力和設計素養對於涵養社會的設計文化是非常重

要的。根據前述第四代設計者的精神，為了促進公眾參與的設計文化，我們需

要使用更具傳播效果與更具實踐力的方法培養公眾的設計思考和系統思考，因

為思考是建造能力或者素養的最基本的要素，思考與行動密切相關，如果我們

能轉化使用設計者(user-designer)日常習慣性的思考和行動成為設計思考和系

統思考，設計文化也將會慢慢地但卻清晰地浮現(Li, 2002)。Cross 強調設計乃是

一種特殊文化方式，設計應與科學和人文並列為人類的三大文化內涵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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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設計也應被理解為一種思考的方式。他更進一步論證文化是日常生活的體

現，而設計文化亦展現於設計思考，設計語言亦呈現於我們的日常話語，和行

動作用於外在社會。他也呼籲我們不應將影響我們社會的設計決策留給所謂設

計專家，而應該在他們的系統設計過程中吸引更為廣泛基礎的使用者參與。我

們應該建構更為歡迎一般民眾的設計文化，以彌補專業設計者專門技能的不足。

不過，為讓這見解成為可能，我們需要培養公眾的設計素養。 

Li (2002)在 Banathy (1996)的研究基礎上，融合西方的系統思惟與設計思

惟以及東方的內在批判精神與內在心智系統，提出第五代的設計-使用者內在湧

現的設計取向(design within)，乃使用設計者為促進自己內在轉化的設計。第五

代設計強調設計參與者的共同承諾，以及共同願景與內在革命的涵養，這是個

人與群體共同成長及演化的思想承諾和行動承諾歷程。它的系統精神建立在我

們的內部系統向外部系統和跨系統的整全，透過如此整全的系統動力，設計者、

使用者和設計參與者將成為願景團隊或者設計社群，而不再依賴專家設計團隊。

當教育方案設計者採取這種關鍵的方法設計時，教育方案設計已在一種團隊的

協作環境中實踐，而且參與設計的所有人皆可將更好的技術結合到設計平台，

包括更高程度的認知、建構和情境本身。他們的責任是授權公眾參與者成為共

同設計參與者，關鍵性地察覺他們自己的教學思考和行動，使他們具有能力為

全部參與者設計學習和教學。 

Banathy (1996)希望身為教育系統的設計者，應該以涵養公眾的設計思惟

與設計素養提升整體社會的設計文化，只有透過設計素養與設計能力的提升，

社會公眾方能真正地為自己所設計的學習系統負責。Banathy 對設計專家的角

色了解和培育公眾設計素養的洞察，也提供成人環境教育方案設計的公眾參與

角色有很深的意義。透過反思、批判與啟發性思惟，我們所需要的是創造一個

比原先的設計規範更開闊的新圖像。我們也需要基於他們的信仰和價值的批判

性認知，培養設計者、使用者-設計者(公眾)或者設計社群以貫徹他們的設計思

考和行動。 

因此，當公眾參與環境教育方案設計並培育設計思考、系統思考之素養，

進一步形塑成公眾設計文化時，其文化意義將開始彰顯，因為一位盡責任的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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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公民，乃是成人環境教育最終的教育目的，只有具有設計能力的公眾能夠在

成人環境教育方案設計中，展現最終的文化意義。透過培育公眾的設計思考和

系統思考養成設計文化，亦即將公眾日常經歷的轉變融入設計與系統思考、願

景以及行動，並且為自己建構自主的永續行動方案，以及設計終身的環境體驗

學習應是成人整全環境教育之群體建構目標。 

肆、以整全取徑探詢成人環境教育方案的設計 

一、以整全實踐取向探究成人環境教育 

廿世紀末科學哲學領域所提出的實踐轉向乃是回歸倫理學的一種道德本

質的再探詢。從 Habermas 的道德烏托邦實踐理想，我們可以看出實踐轉向與中

國近代新儒學的共同訴求之處，旨在回歸人性至善的本質(龔群，2001)。整全實

踐是建立在整全典範的基礎，它不僅在方法論上強調探究環境永續實踐的統整，

更訴求真美聖善的德性實踐。 

本論文的研究典範與取向乃整全實踐典範，主要研究理路乃基於當前的環

境素養教育、生態意識深化及環境永續行動實踐都需要整全的環境生態觀及整

全環境教育觀(李建軍，2008；汪靜明，2003；許世璋、高思明，2009；顧智明，

2004；Bateson, 1972; EsbjÖrn-Hargens & Zimmerman, 2008, 2009; Roszak, 1992; 

Roszak, Gomes & Kanner, 1995; Seed, Macy & Fleming, 1988)。 

整全實踐典範乃從科技文明的演進 (involution)到社會文化的變革

(evolution)、內在靈性的革命(revolution)及生態永續的創化(genevolution)四個層

次的整全文明演化歷程，探討二十一世紀多元分化的種種社會現象，以及整全

發展的永續方向。整全實踐典範的終極目標是在分析實證典範、詮釋理解典範、

批判實踐典範、靈性超越典範與創生永續典範之間，建立對話協作的橋樑與合

作的平台，讓不同典範與視域的人們能夠走出原有典範的框架，並理解不同典

範的世界觀、生態觀與整體觀(Li, 2012; Li & Lin, 2011b)。整全實踐典範旨在不

同典範取向及多元分化觀點的差距中，在人際間、族群間、國際間、生命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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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際創造整全發展空間，適可回應深層環境教育的整全教育需求。 

本論文以整全實踐典範思惟架構探詢成人環境教育的四大主軸，即環境根

本問題、環境關鍵議題、環境生態普世觀念與環境創生願行。作者提出整全實

踐典範四大向度與環境生態的關係，即環境教育的批判反思、環境教育的人文

關懷、環境教育的智慧涵養與環境生態教育的倫理實踐。由於非正規教育場域

提供的課程多數為生活體驗形式，即便是深層的環境生態體驗多為資深志工領

導長期的志工投入，一般社會公眾仍多以學習者的角色參與，不論就資深志工

或資深解說員的駐點導覽角色與工作，或學習參與者的生態活動體驗，都較缺

乏多元方案之間的統整設計及長程學習的規劃。許多環境永續行動或生態體驗

活動雖有一定的延續性，但往往社群之間缺乏多元之間的統整性，對於非正規

教育場域的社會公眾而言，在三、四十年乃至四、五十年的成人生涯，如何為

個人、家庭或社群規劃整全的環境永續行動方案實不可或缺。 

二、成人環境教育課程與方案的整全探究 

以整全典範為核心之整全探究法包括科學分析取徑及系統分析取徑，前者

是由上而下，後者則是由下而上的探究法。整全探究雖然類似 Wilson (1998)所

倡導的知識融通，先進行由上而下的科學分析式探勘，然後再拾級而至跨學科

知識的整合。但 Wilson 實則以生物學為核心，是以生物學貫通其他學科。然而，

本論文所倡導的整全探究法更接近 Whitehead (1978)的哲學理念，除了強調環

境知識探究由上而下、由下而上反復不斷的知識統整歷程，也強調環境永續行

動者由外而內、由內而外回覆不斷的心智演化歷程。 

由於環境生態教育涵攝的議題面向是非常多元的，其實施原則不外乎注重：

整體性、終身教育、科際整合、主動參與解決問題、世界觀與鄉土觀的均衡、

永續發展與國際合作。然而過去的環境教育狀況，不管是何種正規或非正規(如

環境學習中心或自然中心)教育與學習過程皆普遍地偏向從認識環境問題到運

用各種技能解決環境的問題，偏向以分析實證典範的方式來看待環境這一個客

體的存在。此類課程或方案的體驗學習主要是透過所謂的有效解決的或化約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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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的方法快速解決環境惡化的問題，在環境教育的推廣上固有一定的、立即

的效果，但長程而言卻可能讓環境惡化的根本問題被延滯及忽視，因為以原來

製造問題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可能得到的是表面的症狀解，對於造成環境生態不

斷惡化的根本結構與人類集體心智模式，可能因大量資源的集中投入問題的快

速解決反而未能得到充份的關注。誠如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所言：要用製

造問題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只會讓問題更加嚴重罷了。作者根據李明芬(2015)之

整全典範與整全環境教育，將多元的環境生態體驗課程與方案統整為以下四大

類： 

第一類為解決環境問題與轉化生態危機的知識技能取向課程與方案。過去

的環境生態教育狀況，不管是正規或非正規(如環境學習中心或自然中心)教育

與學習過程皆普遍地偏向從認識環境問題到運用各種技能解決環境的問題。若

以整全實踐的視域分析這類的課程，則其所發展的環境教育課程取向則為以分

析實證或科技技術，分析及探討科技文明及經濟發展造成的現代環境問題，其

重點在分析環境生態問題及快速解決環境生態問題。從這一個角度分析國內外

生態體驗課程或方案，可以發現傳統制式化的宣導或演講為主的環境議題課程

與方案(環境問題的分析與改善行動)或消費休閒為主的生態體驗課程與方案(雖

具環境生態教育意義但卻是消費休閒取向的淺層體驗)多屬這一類(如宣導或演

講的環境議題課程、消費休閒為主的生態體驗課程等)。 

第二類為培養綠色生活與深化生態意識的生活美學方案。整體詮釋學是從

理解與欣賞的角度去融貫主客體，應用於環境生態教育其終極目標則是讓天地

人間有著共生共融的大美。這類課程與方案透過日常生活的實踐，運用人文藝

術之美引導學習者體驗天地的大美，生命教育取向及生態療癒取向的工作坊和

人文藝術美學取向的生態文化體驗課程與方案多屬於這一類(如人文藝術美學

及生態文化體驗課程、生命教育及生態療癒取向工作坊等)。 

第三類為深化生態智慧與理解傳統的整體對話。偏向靈性的生態社群有此

發展內涵，呈現深度學習是靈性社群與宗教組織常使用的學習方法，由此學習

獲得不同層次的靈性智慧。我們也可從這一個角度，分析國內外生態體驗課程

或方案，屬於這一個向度的如生態靈性(ecological spirituality)體驗取向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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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與工作坊，以及生態神學(ecological theology)靈性體悟取向的課程、方案與

工作坊(如生態靈性體驗工作坊、生態自我體驗及智慧實踐工作坊)。 

第四類為促進社群意識與跨社群連結的環境永續實踐行動。除了極端捍衛

生態主義所強調的生態保護意識之外，亦有從整體詮釋典範而來的社會實踐，

目前也有從複雜科學的角度融合科學與人文並試圖找到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

共同大善。目前的環境教育，已經有著走向這一個實踐智慧的跡象，從樸門永

續設計的興起與普及於全世界，可以看到這一個取向的環境教育正方興未艾，

我們可以發現生態永續公民群體實踐取向的行動方案、生活永續社群實踐取向

的綠色生活實踐等多屬這一類(如生態永續公民群體實踐取向的行動方案、生活

永續社群實踐取向的綠色生活實踐等)。 

三、成人參與環境永續課程與方案的設計思惟 

在探討國內外的環境素養與生態體驗學習過程作者發現，多數的環境素養

課程與方案儘管有人文之美及自然之美的體驗，但仍較不容易創造深層的生態

體驗，並非環境生態組織不夠重視這個課題，而是環境倫理所關心的價值與態

度，深層生態學探討的心智與自然，深層環境教育重視的共生與共存，以及深

層生態意識的深層價值，在在需要長期引導社會大眾透過在人文與自然的種種

衝突及不協調中，一步一步的身體力行與群體實踐，也因此成人環境教育的方

案更需永續及整全的推展。作者發現除了非正規生態體驗課程與方案，已有越

來越多的民間組織與群體回應深層生態學的「適性科技」，結合公益永續與經濟

發展的社會企業推展生態永續的生活方式，或是進一步群體建構生態村與生態

社區，投入群體生態永續的生活實踐。 

前面所述的四類課程與方案其學習設計皆有不同的理念與策略。第一類知

識技能取向的問題分析解決課程與方案，其社群組織之領導者或學習規劃設計

者較傾向單環共同學習所產生的生活知識，其課程與方案亦強調共同體驗、共

同覺察與共同行動。第二類生活美學取向的社會人文實踐課程與方案，其社群

組織之領導者或學習規劃設計者較強調雙環共同學習所建構的生活知識，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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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社群組織的核心理念，其學習活動往往更能融入共同對話產生的多元創意，

以及綠色生活關鍵議題的對話。第三類智慧傳統取向的綠色心靈實踐課程與方

案，其社群組織之領導者或學習規劃設計者多強調深度學習的澄現與內在靈性

世界蘊含的生命智慧。其學習活動往往在共同覺察內在觀照中澄現願力，以及

與社群及跨社群的創生對話歷程中，體驗何種開放理智、開展熱望、澄現心性

與深化願力的歷程，或在共鳴對話中有何大我澄現並契悟綠色心靈之普世觀念。

第四類生態意識取向的綠色實踐創生課程與方案，其社群組織之領導者或學習

規劃設計者善於運用在地與全球議題，引導學習者體驗生命與生態的高度學習，

也因此其所建立的社群網絡更開展，在群體的永續行動方案參與過程往往更能

轉化行為、重建結構與共行使命。 

伍、結論：成人參與公眾永續行動的長遠意義 

本論文嘗試探詢整全環境教育行動方案的設計取徑，期望在未來發展「公

眾參與」、「永續實踐」、「整全健康」的非正規「環境體驗終身學習」，推廣社會

公眾參與環境與生態永續的群體實踐力，並以成人整全環境教育之方案協同設

計精神及理念，創新統整許多單一取向及多元樣態的環境生態體驗活動與方案。

整全環境教育是近二十年來國內外諸多學者亟欲推廣的環境教育理念，整全實

踐典範探討之跨領域知識統整、跨組織實踐與整全知識體系的大眾化推廣，適

可運用於環境教育之生態體驗學習及永續實踐的公民行動，也有助於探討當前

多元化之非正規生態體驗學習課程及行動方案如何走向整全性，引導社會公眾

的整全環境素養及整全生態智慧的涵養，共同創生具有全球生態意識的永續社

會。本論文期望以整全環境教育兼顧自然人文與經濟平衡發展的觀點，並持續

運用群體深度匯談創造綠色實踐社群之間的創新協作，乃至以永續的行動團隊

落實公眾永續行動的變革創生。環境倫理所關心的價值與態度，深層環境教育

重視的共生與共存，深層生態學探討的心智與自然，以及深層生態意識的深層

價值，莫不需要透過在人文與自然的種種衝突及不協調中一步一步的身體力行

與群體實踐，創造公眾參與及理解綠色文明發展的核心價值與整全實踐的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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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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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ile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are challenged in facing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crisis, urges of balancing ecological protec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re echoed in many global societies. In view of the numerous 

sustainability actions and ecological experiential programs being so divergent and 

lacking integral design, the authors took the wholeness-praxis approach to uncover 

the essence of wholenes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the adults’ holistic learning 

needs. This study aims to collaboratively design holistic environmental adult 

education programs with the green-praxis communities and related experiential 

activities with its volunteers. It focuses on organizing sustainability enacting teams 

for creating greater engagement from the public with closer and more creative 

collaboration among the green-praxis communities.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public’s 

engagement in participatory design and wholeness praxis of environmental adult 

educational programs would foster their green awareness and deepen their green 

engagement with greater sincerity, shared visions and generative power. It is also 

anticipated that the public would be enabled to design their own holistic 

environmental action plans through deeper engagement and creative collaboration in 

sustainability. 

Keywords: holistic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rogram design, public engagement, 

dialogical learning, wholeness prax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