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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四年級海洋課程設計與實作之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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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立清華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教授 

摘要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試圖透過依在地環境設計的海洋課程教學，來改善

國小四年級學生之垃圾處理行為，並在海洋課程實施過程中，探討學生對海洋

廢棄物的認知、態度與相關行為上的變化。研究者針對海洋課程教學日誌、回

饋問卷、學生訪談紀錄、與諍友討論紀錄、上課錄影所得資料加以整理分析、

相互對照，並輔以海洋廢棄物認知、態度、行為問卷所得量化資料，獲得研究

成果。研究發現：學生接受海洋課程後，在海洋廢棄物認知上有進步；在對海

洋廢棄物的態度上，學生展現出和上課前一樣的高正向態度，並顯現出與海洋

廢棄物認知的相關性；在海洋廢棄物相關的行為上，學生展現出比上海洋課程

前更好的垃圾處理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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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教育部在 2008年將海洋教育列為重大議題，並於 2011年起將海洋教育正

式融入七大領域實施。根據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議題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應

塑造「親海、愛海、知海」的教育情境(教育部，2008)。 

大海國小(化名)位於海邊，雖有豐富的海洋教育活動，如淨灘、獨木舟、

浮潛、游泳教學、獨木舟環島、水肺潛水拿畢業證書等，不過多偏向體驗式、

技能式的親海活動，少了認知方面的知海教學。另一方面研究者擔任導師的四

年級 8位學生在垃圾處理行為上，仍有待改善的空間。學生往往忽略食物吃完

後的包裝，常任其隨風飄散，或任其散落在教室地板上。學生對於身旁垃圾不

會主動撿拾，即使在被要求的狀態下也不是每個人都願意有所作為，但是這 8

位學生平常皆對動物具有愛護之心。 

海洋中的廢棄物往往是因為不經意的行為產生而來，如果學生知道「生活

垃圾會演變成海洋廢棄物，海洋廢棄物會造成生物危害」，說不定會影響到學

生的垃圾處理行為。因此研究者將海洋廢棄物的組成、海洋廢棄物與生物、海

洋廢棄物的來去等主題設計成海洋課程，看看是否能對於學生的垃圾處理行為

有所影響。 

研究者設計的海洋課程中，使淨灘活動富有環境教育意義，以提升學生海

洋廢棄物的認知，藉由親海活動，讓學生接觸美好的大自然，與海洋產生更多

的連結，進而讓學生對海洋廢棄物的態度、與海洋廢棄物相關的行為更加正向

積極，讓學生願意處理好平日的垃圾。本研究的研究問題為：學生接受海洋課

程教學過程中與完成教學之後，在海洋廢棄物認知、對海洋廢棄物的態度、與

海洋廢棄物相關的行為上的變化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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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海洋廢棄物現況 

研究顯示海洋廢棄物來自陸地的占多數，郭凡鈞(2013)的研究指出臺灣海

岸以「海岸遊憩與日常生活」類別的垃圾最多，佔海洋垃圾總量七成以上；美

國「國家海洋監控計畫」於 2001年到 2006年在全美海岸分區抽樣實施海洋廢

棄物調查，結果顯示陸源性垃圾佔 49.6%、海源性垃圾佔 16.7%，無法明確判

斷為陸源性垃圾或海源性垃圾的列為一般性垃圾佔 33.7% (Sheavly, 2010)；黑潮

海洋文教基金會在 2013 年 9 月到 10 月的國際淨灘行動(International Coastal 

Cleanup, ICC)中，於臺灣海岸撿了 105,873 件垃圾，其中 81%為海岸遊憩與日

常生活垃圾，11%為海上活動與船隻垃圾(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2013a)。 

這些海洋廢棄物造成的危害有誤食、肢體限制與傷害、毒性物質累積(文

龍，2007；趙淑江、王海雁、劉健，2009)。中途島每年近 50萬隻信天翁誕生，

20萬隻死於脫水或營養不良，根據美國環保署的研究報告指出，餓死的稚鳥肚

子裡的塑膠垃圾量是死於其他原因之稚鳥肚子裡的兩倍(黑潮海洋文教基金

會，2013b)。根據英國海洋保護協會的統計，全球每年有 100萬隻以上的海鳥、

10萬隻以上的哺乳動物及海魚，因為誤食海洋垃圾或是被海洋垃圾纏繞而死亡

(文龍，2007)。目前已知超過 180 種動物曾經誤食塑膠碎片，其中包括鳥類、

海龜、魚類和海洋哺乳動物(高田秀重，2013)。塑膠製品在海洋中不斷裂解成

更小的碎片，並會吸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s )，

而海洋生物會吃進這些塑膠，進而 POPs 積累在海洋生物的脂肪組織，對野生

動物和人類可能造成很多不利影響，如癌症、免疫力降低、畸形以及損害生殖

能力等(高田秀重，2013)。 

隨著時間一天天過去，這些海洋廢棄物持續增加，而想要移除海洋廢棄

物，除了工程浩大之外，由於海洋廢棄物中的塑膠會碎裂為微小顆粒，成為浮

游生物大小的尺寸，讓移除海洋廢棄物成為不可能的任務(文龍，2007；黑潮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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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文教基金會，2013b)。 

綜上所述，海洋廢棄物大多來自陸地，並造成海洋生物的生命威脅，且影

響人類身體健康。這些海洋廢棄物與日俱增，且移除困難，如能處理好或是減

少產生日常生活廢棄物，就可減緩海洋廢棄物的增加，有利海洋生物的生存與

人類身體健康。 

二、影響環境行動的相關因子 

唯有行動才能達成減少海洋廢棄物、維護海洋的生態、處理好日常生活垃

圾的目標，故加以探討影響環境行動的相關因子，以利海洋課程設計。在豐富

的實證研究下，學者提出一些促進環境公民行動的理論與模式。 

Hungerford與 Volk (1990)提出環境公民行為模式，認為環境公民行為受到

基礎變項(環境敏感度、生態知識、中性人格、對科技及經濟的態度)、所有權

變項(對環境議題的深入了解、個人對環境議題的興趣、採取環境行為所產生後

果的知識、解決環境問題的承諾)與培力變項(採取環境行動策略的知識和技

能、控制觀、行動意圖、對環境議題的深入了解)三大變項群的影響。要促進環

境公民行為，必須同時提升認知、情意、技能類的變項。該模式三大變項下的

細變項皆可成為環境教育的目標，可經由教學介入來促進學生的環境公民行

為，同時該模式也有回應到聯合國對環境教育所提出的五大目標：覺知、知識、

態度價值觀、技能、行為(許世璋、任孟淵，2014)。 

Jensen與 Schnack (1997)提出行動能力的觀點，將行動能力內涵分為：知

識與洞察力(分析環境議題並思索解決之道的能力)、承諾(個人採取環境行動的

承諾，承諾可引發學習者的動機、支持與幹勁)、願景(對所處理的環境議題的

可能結果有所想像，對於美好生活及未來世界懷有願景，是行動能力的重要部

分)與行動經驗(連結學習者的情感、價值、知識與行動)等三類。此行動能力觀

點提醒環境教育者要讓學習者具備處理未來永續問題的能力，需反思、分析問

題、尋找解決方式的能力，從行動中學習可增加行動知識、提升自信、增強下

次行動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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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llmuss 與 Agyeman (2002)提出環保行為模式，認為環保行為受到內在

因素(個人特質、價值體系、環境知識、環境價值觀與態度、對環境的情感涉入)

與外在因素(基礎公共建設、政治社會和文化因素、經濟狀態等)的交互作用影

響；認為一個人如果對環境破壞產生強烈的情感涉入，如害怕、悲傷、痛苦與

氣憤等情感反應，將更可能採取環保行為，但強烈的情緒如果伴隨著絕望，將

不利環保行為的產生。 

許世璋、任孟淵(2014)根據國內對環境行動者生命經驗的研究提出環境行

動模式，環境行動是(1)根基因素(基礎的生命經驗，是未來採取環境公民行動的

先驅條件，包括愉悅的童年自然經驗、有利環境的信仰信念、社會正義感、與

透過教育、親友、書籍媒體等影響而產生對於環境的關切與情感)；(2)促進因素

(能催化根基因素，提升環境公民行動的可能性，包括家人的支持、愛護環境的

成人典範、閱讀習慣與能力、心愛地方的消失、對環境問題的憂慮、參與環保

團體、自省自覺、經歷鄉村與都市生活的反差等)；(3)阻礙因素(阻礙根基因素

轉化為環境公民行動的因素，內在阻礙因素包括環境敏感度低、行動能力不足、

內控觀低、自私功利的價值觀、不願承擔環保責任、缺乏自省等。外在阻礙因

素包括社會功利的價值觀、資本主義社會的消費文化、不關心公共利益與社會

正義的民族性、工作生活忙碌、親友反對環境行動等)；(4)環境希望(面臨挫折

沮喪時，能持續下去的力量來源，包括大自然、群體的奮鬥、親情友情的支持、

信仰信念、環境行動者的實踐榜樣、從閱讀中獲得慰藉與學習典範、對未來美

好的願景、與鄉土之愛等)等四種因素交互作用的產物。 

綜上所述，影響環境行動的因素相當多元，有個人認知、情感、技能與經

驗等內在因素、也有社會文化、價值觀、環境、經濟等外在因素。所以就個人

面向而言，許世璋(2001)便指出只單純具備環境知識與環境問題覺知是無法成

功轉換成環境行動，還要具備採取環境行動策略的知識與技能、對環境的責任

感。因此如欲促進環境行動的形成，必須得同時提升環境知識與環境問題覺知、

環境態度與價值觀、環境行動策略知識與技能，除此而外更須包括情感的涉入

與生命意義和環境信念的建構。 

此海洋課程帶領學生觀看中途島信天翁遇難的紀錄片以覺知環境問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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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情感反應，培養不願海洋環境因廢棄物累積而日益骯髒與危險之態度；帶領

學生實地調查、清除海洋廢棄物以提升環境知識，增進環境行動策略的知識與

技能；帶領學生造舟親海，增進愉悅親海經驗，以期學生能改善垃圾處理行為。 

三、海洋教育課程實證研究 

透過海洋教育來改善學童的垃圾處理行為，提升學童對海洋廢棄物的認

知、態度、行為，在目前的臺灣仍相對缺乏實證研究。本段探討海洋教育提升

學童對海洋相關認知、態度、行為之實證研究，並與「影響環境行動的相關因

子」文獻探討結果相互對照，作為本研究海洋課程設計參考。 

李秋蜚(2010)的海洋教育融入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首先讓學生了解

與調查在地海岸地形、植物、動物，讓學生體驗自然生態，進而對環境產生情

感。然後向學生介紹在地漁業、海洋休閒活動，並讓學生察覺這些活動對環境

的衝擊。最後讓學生將前面課程所學(海岸生態調查、人類活動與環境衝擊)製

作成海洋繪本和海洋影片故事，並培訓海岸生態小小解說員，實地對家人進行

解說。其課程中含有：環境敏感度、生態知識、對環境議題的深入了解、對環

境的情感涉入、愉悅的童年自然經驗、採取環境行動策略的知識和技能、行動

經驗等。學生接受此課程後，提升了海岸生態認知、海岸生態態度，與負責任

的海濱活動行為、海濱環境保護行為表現。 

吳盈貞(2012)的海洋課程具有三個模組，每個模組依照探索、術語介紹、

概念應用三個階段進行設計。模組一「淨灘作戰」：先帶領學生實地淨灘，並

記錄垃圾種類，然後介紹 ICC國際淨灘紀錄表格，並讓學生瞭解淨灘以及統計

淨灘時撿拾的垃圾之意義，最後介紹垃圾回收再製的例子，並讓學生發揮創意

把垃圾回收再製。模組二「漂洋過海」：先以臺灣海龜吃菲律賓塑膠袋的影片，

引導學生思考垃圾漂流現象，並查詢相關資料以佐證，然後以瓶中信、黃色塑

膠鴨海上漂流影片帶出洋流現象，並介紹之，最後猜想臺灣垃圾會如何漂流到

日本、舊金山，讓學生思考可以愛護海洋環境的行為。模組三「海洋污染」：

先讓學生上網查詢塑膠分解需要多少時間，然後介紹自然分解、非自然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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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分解、生物分解、氧化分解、水分解，和玉米可分解塑膠袋，最後以海鳥胃

部充滿垃圾的圖片引導學生思考海洋垃圾所產生的危害。其課程含有：生態知

識、對環境議題的深入了解、採取環境行為所產生後果的知識、有利環境的信

仰信念、愛護環境的成人典範、對環境問題的憂慮、行動經驗。學生接受此課

程後，提升了海洋垃圾認知，對海洋環境展現出負責任的行為及正確的保育方

法，而對海洋環境態度上，因學生上課前對海洋環境態度已經很高，上課後學

生對海洋環境態度沒有改變。 

Stepath與 Bacon (2010)的動手清理海洋廢棄物計劃課程，先在課堂上使用

多種教學方法提供學生海洋科學生態、流域相互關係、科學方法以及環境管理

的介紹，以強化學生的知識面，再讓學生於當地海灘實地考察，進行動手做的

科學實驗，把學生和海洋環境連結起來，以加強學生對海洋生態系統的認識和

激勵學生積極參與環境保護。最後讓學生將收集到的數據帶回學校分析，尋找

解決海洋廢棄物的方法，並製作報告和上台發表。其課程含有：生態知識、對

環境議題的深入了解、對環境的情感涉入、心愛地方的消失、對環境問題的憂

慮、採取環境行動策略的知識和技能與行動經驗。學生接受此課程後，在環境

保護知識、環境保護態度上有積極的變化。 

陳健平(2011)對 20 所藍星學校的海洋課程進行分析，發現藍星學校普遍

分析當地環境、產業、人力等資源，依學校環境規劃海洋課程，且重視校外體

驗活動。發展的海洋課程內容包含：復育百合花、淨灘、獨木舟、游泳、濕地、

海洋地質、浮潛、潮間帶等主題，這些海洋課程達到的效果有：學生環境保育

感受深；學生環境態度與行為正向改變；學生知道不該亂丟垃圾，還會勸導他

人。且學生表示喜歡實地教學，效果比口述教學好。 

綜上所述，海洋課程設計實務普遍依在地環境、資源與需求來進行課程設

計，並引導學生於實地進行體驗學習，從做中學，讓學生具備更佳的海洋認知、

態度與行為。且海洋課程中皆具備環境知識與環境問題覺知、情意領域、環境

行動策略的知識與技能等，皆能讓學生接受海洋課程後，在認知、態度、行為

上有正向改變。 

本研究之海洋課程設計參考上列海洋課程設計實務，讓學生於在地環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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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體驗學習，過程中讓學生增進環境知識、覺知環境問題、引發情感反應、增

進環境行動策略知識與技能，對於本研究欲提升學生的海洋廢棄物認知，讓學

生之對海洋廢棄物的態度、與海洋廢棄物相關的行為更加正向，改善學生的垃

圾處理行為之目標，應該是有效的。 

參、研究方法與設計 

一、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研究採用潘世尊(2005)的行動研究模式：(1)遭遇問題；(2)計畫、行動、

蒐集資料、反省(持續同時進行)；(3)改善問題、增進能力、提升知識與理解。

研究過程分為研究準備期、行動循環期、研究成果撰寫期。在研究準備期，先

發現問題、擬定研究主題，然後觀察大海國小周遭環境、資源、學生與設備，

尋求研究諍友，同時進行文獻探討尋找教學素材、研究主題，然後做初步的課

程設計。在行動循環期，於課程實施中做資料收集與整理，進行反省、分析、

討論，根據反省、分析、討論來修改課程設計，並探討學生接受海洋課程後，

在海洋廢棄物認知、對海洋廢棄物的態度、與海洋廢棄物相關的行為上的變化

為何。最後為研究成果撰寫期。研究流程架構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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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流程架構圖 

研
究
準
備
期 

 

104.7月   

 

105.3月 

行
動
循
環
期 

 

 

105.3月 

 

105.5月 

研
究
成
果
撰
寫
期 

 

105.5月 

 

105.8月 

海洋課程設計：(計畫) 

 海洋廢棄物對動物造成的影響。 

 淨灘與海洋廢棄物調查。 

 海洋廢棄物與洋流的關係。 

 造舟親海活動。 

分析情境： 

 初步文獻探討 

 調查大海國小環境資源，了解問題狀況。 

 尋求研究諍友。 

海洋課程實施：(行動) 

 海洋廢棄物認知、態度、行為問卷前測。 

 按課程設計實施教學，需要時加以修改。 

海洋課程評估：(蒐集資料、反省) 

 上課錄音錄影轉成逐字稿。 

 教學觀察省思紀錄(教學日誌)。 

 訪談學生。 

 與諍友討論。 

 海洋廢棄物認知、態度、行為問卷後測。 

 海洋課程回饋問卷。 

修
正
海
洋
課
程
設
計 

發現問題：學生垃圾處理行為不佳、海岸有許多海洋

廢棄物。 

擬定研究主題 

文

獻

探

討 

研究成果： 

 學生海洋廢棄物認知、對海洋廢棄物的態度、

與海洋廢棄物相關的行為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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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場域與參與者 

本研究以研究者擔任導師的大海國小四年級學生為對象，3男 5女，共 8

人。平時和此班學生相處時，觀察到學生處理垃圾行為不佳，往往忽略食用完

後的包裝，任其隨風飄散，或任其散落在教室地板上。對於身旁垃圾並不會主

動撿拾，被動狀態下也不是每個人都願意撿拾。有些學生會處理好自己的垃圾，

但不會主動撿拾非自己之垃圾，在被動下依然不願撿拾非自己之垃圾；有些學

生會處理好自己的垃圾，但不會主動撿拾非自己之垃圾，不過被動下尚願撿拾

非自己之垃圾；也有些學生會習慣性讓垃圾掉於地上，需經提醒才會收拾。但

此 8位學生平常皆對動物具有愛護之心，研究者透過海洋課程讓學生知道沒處

理好的垃圾可能成為危害海洋生物之殺手，看看學生是否會願意為了海洋生物

而改善垃圾處理行為。 

大海國小鄰近大海港，大海港西側的海岸線，屬於珊瑚礁海岸；在高潮線

上下為由沙子、珊瑚礁碎片組成的帶狀沙灘。遊客很少會在這段海岸活動，所

以這區的海洋廢棄物大多為海漂而來，故研究者選為淨灘與調查海洋廢棄物的

場地。 

研究者(本文第一作者)即教學者，研究者進入教學場域邁入第七年，期間

擔任過科任二年、導師三年、教學組長一年。大學就讀機械系，為理工科專長。

諍友則邀請大海國小對海洋教育有興趣之資深同仁擔任。研究者初到大海國小

時，此同仁曾提及想要發展自力造舟課程，藉此海洋課程的行動研究，邀請此

同仁成為本研究的諍友，彼此討論研究，一同參與課程的設計與實施過程，實

現自力造舟課程。 

三、海洋課程設計 

(一)海洋課程規劃理念 

綜合前述文獻可知，環境行動的形成必須得同時提升環境知識與環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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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知、情意領域、環境行動策略的知識與技能，又 Engleson (1985)提出的環境

教育目標重點中，三至六年級的主要重點為知識、態度，次要重點為覺知、技

能、參與，皆與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議題課程綱要提到的海洋教育應兼顧親海、

愛海、知海相呼應。本研究的海洋課程在提升環境知識與環境問題覺知上，帶

領學生察覺海洋廢棄物對海洋生態環境造成的危害，並對淨灘所收集到的垃圾

進行分析，以獲得海洋廢棄物的組成、移動之知識；在情意領域上，引發學生

不忍動物受廢棄物危害之心，進而不願意讓海洋環境因為廢棄物的累積而日益

骯髒與危險；在環境行動策略的知識與技能上，帶領學生一同淨灘，維護海洋

環境，為海洋環境盡一份心力。另外設計舟遊世界活動，讓學生使用淨灘收集

來的海洋廢棄物進行造舟活動，再用親自造的舟航行於大海上，增加學生愉悅

的親海經驗。 

此海洋課程內容屬於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議題課程綱要五大主題軸中的

海洋資源、海洋科學、海洋休閒。認知方面，探討固態海洋廢棄物對海洋生物

的影響，並實地進行調查研究，查看海岸上的固態海洋廢棄物外觀、材質、種

類等，並分析固態海洋廢棄物來自哪個地區，並與洋流方向互相印證。本研究

把海洋廢棄物認知設定為：海洋廢棄物的組成、海洋廢棄物與生物、海洋廢棄

物的來去等三個面向。態度方面，利用資訊融入的方式，把海洋廢棄物對生物

的影響狀況呈現給學生，讓學生知道海洋廢棄物的確會帶給海洋生物致命的傷

害，以引發學生對海洋生物的愛護之心、對海洋環境的維護之心，讓學生思考

廢棄物處理的問題。本研究把對海洋廢棄物的態度設定為：對廢棄物影響海洋

生態環境之態度、對海洋廢棄物的責任感等二個面向。行為方面，透過揭示海

洋廢棄物的危害來影響學生處理廢棄物的行為，聚焦在海洋環境與生態的保

育，本研究把與海洋廢棄物相關的行為設定為「減少廢棄物的量與危害」一個

面向。由於研究對象為小學四年級學生，所以探討與海洋廢棄物相關的行為限

於生態管理層面、消費者／經濟行為、說服等三項。 

(二)海洋課程結構 

此海洋課程依順序為：語言的秘密(1節)、前往中途島(1節)、搶救信天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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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節)、小小研究員(2節)、環保舟設計家(1節)、結繩高手(2節)、造舟我最行(3

節)、舟遊世界(2節)，共 14節。海洋課程結構圖如圖 2，課程分述如下。 

1. 語言的秘密 

以印尼北蘇門答臘巴達族的巴達語和臺灣原住民的語言相似的狀況，讓學

生思考為何兩個不同國家的語言會如此相近的問題，猜想很久以前臺灣和印尼

之間可能有遷徙往來的可能性，並發覺南島語族的存在。最後和學生相約造舟

以遨遊大海體驗臺灣先民之一的南島語族之生活經驗。 

2. 前往中途島 

用 google地球到太平洋中的中途島進行參觀，以模擬先民於小島間探險

的情形。發現島上有許多鳥生活於此，輔以影片介紹，傳達出信天翁的可愛與

哀愁。和學生討論為何信天翁在離人口密集的陸地超過 3200公里的中途島上會

遭遇人造垃圾的威脅，來引導學生思考海洋廢棄物的移動性與影響性。信天翁

外，再介紹其他動物受海洋廢棄物傷害的現況給學生，引發學生愛護動物的心

情、對動物的同情心。此節最後邀請學生一同來淨灘，救救信天翁與許多生物，

並在淨灘的同時，研究海洋廢棄物的組成成分與漂移性。 

3. 搶救信天翁 

帶領學生在大海港西側的海灘進行海洋廢棄物調查與清除，使用「搶救信

天翁淨灘行動記錄表」做紀錄，以利後續的分析與討論。依廢棄物來源分別記

錄數量於紀錄表中，同時將這些廢棄物分成臺灣、外國、不知來源三袋收集。 

4. 小小研究員 

把淨灘成果做成「臺灣、國外、不知來源廢棄物數量長條圖」、「生活垃圾

與遊憩行為、漁業與休閒釣魚、醫療/個人衛生用品、其他廢棄物數量長條圖」

呈現給學生，與學生討論海洋廢棄物的來源與組成。接著讓學生使用外國語文

對照參考單，找出淨灘收集而來的外國海洋廢棄物屬於哪些國家，再使用 google

地球呈現剛剛發現的國家所在位置。 

接著介紹曾擔任荒野保護協會海洋保育專員、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解說員

的廖敏惠對海洋廢棄物的研究，以影片呈現她搭船在太平洋上 21天的垃圾研究

成果與心得。透過影片點出海洋洋流渦漩與廢棄物的關係、塑膠微粒與碎片的



國小四年級海洋課程設計與實作之行動研究 

79 

 

 

 

 

 

 

 

 

 

 

 

 

 

 

 

 

 

 

 

 

 

 

 

 

 

 

語言的秘密(1節) 

以臺灣人的祖先與舟的關係，引起造舟動機。 

前往中途島(1節) 

用 google地球、影片帶學生到太平洋小島，發現
海洋垃圾危機。 

搶救信天翁(2節) 

實地撿拾海洋廢棄物並加以統計，給動物一個乾
淨海洋。 

小小研究員(2節) 

分析撿拾的海洋垃圾，確認海洋廢棄物是無國界
的，並認識海洋廢棄物與洋流的關係。 

環保舟設計家(1節) 

觀摩他人作品，發現一艘舟有主體結構、浮力提
供、動力系統。然後介紹自製舟設計圖。 

造舟我最行(3節) 

動手造舟。 

舟遊世界(2節) 

坐在自己造的舟上，遨遊大海。 

引起

造舟

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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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圖 
結繩高手(2節) 

雙套結、方回結、網狀結繩教學。 

圖 2 海洋課程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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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動物與垃圾的互動，並回過頭檢驗是否可以用洋流來解釋出現於大海的

外國海洋廢棄物，和推論臺灣的垃圾可能會在那些國家出現。 

5. 環保舟設計家 

    在了解海洋廢棄物的組成成分與漂移性、海洋廢棄物對生物的影響後，拉

回和學生約好的造舟遨遊大海，體驗先民生活經驗的活動。先以他人自製舟成

果影片讓學生找出一艘舟需要浮力提供、乘坐空間、堅固船身、船槳的構造，

再呈現研究者事先試做的舟的照片，有試做 1號舟、試做 2號舟……等，分享

先前作品的缺陷與改良方式，並以最完善那艘為學生造舟的設計藍圖。造舟的

設計圖由研究者提供給學生，不讓學生自行設計，是因為「這個課程主題是在

海洋廢棄物，造舟只是課程裡的一項活動 (1040918討論 P)」。最後此海洋課程

採用的造舟設計圖如圖 3，造舟成品如圖 4。 

自製舟使用的材料有竹竿、繩子、網袋和浮力提供物，淨灘而來的保麗龍

和寶特瓶是良好的浮力提供物。由於之前淨灘收集回來的海洋廢棄物數量不夠

使用，趁此機會詢問學生是否願意參與放學後的淨灘活動，驗收先前的海洋課

程教學成果。 

 

 

 

 

 

 

 

 

 

 

 

 

 

50cm 

397cm 

180cm 

35cm 

160cm 

25cm 

後方浮力物為二包半圓
柱體保麗龍，直徑
43cm*長 70cm*一半*2

個，可載重 50.8公斤*2 

前方浮力物，為二包寶
特瓶，總容量約為 46公
升*2包，可載重 46公斤
*2。 

35cm 

整體可載重 193.6公
斤(乘客+船身)。 

圖 3 造舟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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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繩高手 

教會學生造舟需要用到的雙套結、方回結和如何纏繞浮力物的網狀結繩。 

7. 造舟我最行 

造舟要準備的東西有海洋廢棄物、網袋、繩子、竹竿、剪刀、膠帶、帽子、

水。過程中老師要注意學生繩子纏繞的方式與堅固度。 

8. 舟遊世界 

這一部分需要的裝備有自製舟、教師用獨木舟、船槳、救生衣、防滑鞋，

並徵求一位同仁或是家長協助安全上的照應，和挑選海象平穩的日子進行舟遊

世界活動。準備妥當後於大海港內體驗航行的樂趣。 

四、資料收集與分析 

(一)資料收集 

本研究收集的資料來源有上課錄影轉逐字稿、教學日誌、海洋廢棄物認

知、態度、行為問卷、海洋課程回饋問卷、學生訪談、與諍友討論。上課錄影

圖 4 造舟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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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逐字稿和教學日誌，在教學後或事件發生後儘快撰寫，以確保資料的真實性。 

海洋廢棄物認知、態度、行為問卷的形成，研究者依據本海洋課程目標與

內容設計問卷初稿，徵詢自然科學領域學者專家 3位、國小教學實務專家 1位

與諍友的意見後，再加以修正，以建立內容效度，形成問卷預試版。預試版經

預試(n=76)以建立信度，形成正式問卷。 

海洋廢棄物認知問卷採四選一的選擇題，其中海洋廢棄物的組成有 4題、

海洋廢棄物與生物有 4題、海洋廢棄物的來去有 5題，共 13題，認知問卷難度

範圍 0.17-0.90，鑑別度範圍 0.12-0.37，庫李信度為 0.6。 

海洋廢棄物態度問卷採 Likert 五點量表，因素分析部分，刪除部分題目

後，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為 0.8，大於 0.6，Bartlett 的球形檢定

顯著性為 0.00，小於 0.05，適合做因素分析。以特徵值(eigenvalue)大於等於 1

者的個數作為應萃取因素的個數，萃取出 2個因素，因素一的總變異解釋量為

27.56%，包含 8 題，命名為對廢棄物影響海洋生態環境之態度，Cronbach’s α

信度為 0.81；因素二的總變異解釋量為 24.76%，包含 4題，命名為對海洋廢棄

物的責任感，Cronbach’s α信度為 0.77；兩因素總變異解釋量合計為 52.32%，

共 12題，Cronbach’s α信度為 0.85。 

海洋廢棄物行為問卷採 Likert 五點量表，因素分析部分，刪除部分題目

後，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為 0.83，大於 0.6，Bartlett 的球形檢

定顯著性為 0.00，小於 0.05，適合做因素分析。以特徵值(eigenvalue)大於等於

1 者的個數作為應萃取因素的個數，萃取出一個因素，因素一的總變異解釋量

為 51.81%，包含 7題，命名為減少廢棄物的量與危害，Cronbach’s α信度為 0.84。 

進行因素分析的樣本數要多少和因素分析結果有關係(Beavers et al., 2013; 

MacCallum, Widaman, Preacher, & Hong, 2001)，如果該因素具有因素負荷量 0.6

以上之題目四個以上，樣本數的多寡是沒有影響；如果該因素具有因素負荷量

0.4 以上之題目 10 至 12 題，則需要 150 以上的樣本數(Guadagnoli & Velicer, 

1988)。由海洋廢棄物行為預試問卷因素分析結果來看，符合各因素具有因素負

荷量 0.6以上之題目四個以上，尚可接受在樣本數為 76人狀況下進行因素分析。 

海洋廢棄物認知、態度、行為問卷於海洋課程教學前一週內和教學後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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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讓學生填寫。部分正式問卷題目如表 1。 

海洋課程回饋問卷、訪談大綱乃經研究者草擬初稿後，徵詢諍友、一位自

然科學領域學者專家意見並加以修正後定稿。課程教學後一週內，請學生填寫

課程回饋問卷。另於「引起造舟動機、關懷海洋廢棄物問題、引導設計考量重

點與製作、親海活動」教學活動後一週內選擇學習狀況較為不佳的學生 3位實

施訪談，總共進行 4次訪談。 

與諍友討論是在遇到疑惑、困難等情形時進行，討論過程錄音後轉成逐字

稿加以記錄，以確保資料的真實性。 

(二)資料分析 

1. 質性部分 

本研究的質性資料來源包括：上課錄影、教學日誌、海洋課程回饋問卷、

學生訪談、與諍友討論。將上述收集到的資料，進行原始資料分類、組織、彙

整，加上編碼成為資料檔後，再依照資料的發現與問題進行歸納，成為重要項

目，再做進一步的分析。編碼規則如表 2。 

行動研究中研究者就是教學者，為避免研究結果過於主觀，提高研究的品

質是採用Milss為確保行動研究效度所提出的一些策略：即時撰寫、尋求回饋、

充分報告(引自王文科、王智弘，2009)，並透過下列方式，以確保研究之客觀

性。 

(1)資料交互對照 

將上課錄影、教學日誌、海洋課程回饋問卷、學生訪談、與諍友討論所得

資料進行交互對照、檢核、印證，以確認研究結果報告之正確性、可信度。 

(2)自我對話 

撰寫論文、教學日誌時，不斷省思自己的教學與改進的方式，調整、省察

自我主觀意識，避免先入為主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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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部分正式問卷題目 

項目 向度 題目 

海洋廢

棄物認

知 

海洋廢棄

物的組成 

一個塑膠垃圾在海洋裡 1年後，最不可能的結果是什麼？(A)腐

爛掉 (B)一整塊破裂為好幾小塊 (C)完完整整沒有變化 (D)被魚

吃進肚子。 

海洋廢棄物能從別的地方來到我們附近的海岸，它具備的最主要

特色是什麼？(A)是食物的包裝 (B)是硬的 (C)會漂浮 (D)體積

比 2公升汽水瓶小。 

海洋廢棄

物與生物 

在海鳥寶寶的屍體中，為什麼胃裡會有很多塑膠垃圾呢？(A)海

鳥爸媽餵給海鳥寶寶吃下去的 (B)貪吃的海鳥寶寶自己亂吃在

巢穴附近的垃圾 (C)人類為了拍照而放很多塑膠垃圾到海鳥寶

寶屍體的胃裡 (D)海鳥寶寶剛好死在有許多塑膠垃圾的地方。 

被丟在海洋裡的漁網為什麼被稱為「幽靈漁網」？(A)漁網被丟

之前捕撈過太多魚，帶有魚的靈魂 (B)漁網破破爛爛的，看起來

很恐怖 (C)只是一個有趣的名稱 (D)沒有人操作的魚網，會在海

裡繼續造成魚死亡，就像自己在捕魚一樣。 

海洋廢棄

物的來去 

沙灘上常常可以看見排列成一條線的海洋廢棄物，請問為什麼會

排列成一條線？(A)有人故意排的 (B)風吹出來的 (C)漲滿潮

後，退潮留下的 (D)碰巧的，不是可以常常見到的。 

在臺東縣山上被隨手亂丟的垃圾，有可能變成海洋中的廢棄物

嗎？(A)有可能，會被風吹飛到海裡 (B)有可能，雨水把垃圾沖

到溪流，溪流再把垃圾帶到大海(C)不可能，山上距離大海很遠，

不會自己移動的垃圾不可能跑進大海 (D)不可能，山上的垃圾只

會留在山上。 

海洋廢

棄物態

度 

對廢棄物

影響海洋

生態環境

之態度 

為了發展觀光，可以容許海洋受到垃圾汙染。 

把垃圾磨成粉後，就可以倒入海洋，因為粉狀垃圾不會塞滿動物

的腸胃，也不會纏繞在動物身上。 

對海洋廢

棄物的責

任感 

科技可以解決海洋垃圾問題，所以我們不必擔心。 

海洋環境的垃圾問題，和人沒有關係。 

海洋廢

棄物行

為 

減少廢棄

物的量與

危害 

為了減少產生飲料塑膠杯垃圾，我買飲料時會帶水壺、水杯等容

器裝飲料。 

在海邊看到垃圾時，我會把垃圾撿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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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研究資料代碼一覽表 

代碼符號 代表意義 

T 研究者 

P 諍友 

S 資料中無法辨識的學生 

S1-S8 編號 1-8的學生 

1040908討論 P 104年 9月 8日和諍友討論的內容 

1040908錄影 104年 9月 8日錄影逐字稿 

1040908訪談 104年 9月 8日訪談內容 

1040908日誌 104年 9月 8日教學日誌的觀察記錄或省思 

1040908問卷 1 104年 9月 8日回饋問卷第 1題內容 

 

 (3)與專家及同儕教師討論 

經由學者專家與同儕教師之間的討論分享、互相激盪，以檢驗研究結果、

釐清研究問題的焦點，降低研究者之主觀、偏差，讓研究者能調整修正海洋課

程，使之更適合學生學習。 

2. 量化資料 

除了質性資料外，輔以海洋廢棄物認知、態度、行為問卷之量化資料。在

量化資料的分析上，由於班級學生樣本數為 8 人，把資料輸入 SPSS 軟體後，

採用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進行相關樣本無母數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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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學生海洋廢棄物認知、對海洋廢棄物的態度、與海

洋廢棄物相關行為上的變化 

(一)海洋廢棄物認知方面 

1. 質性資料 

(1)海洋廢棄物的組成 

    由 1050412錄影逐字稿中發現，當詢問學生海洋廢棄物大多來自陸地上或

海上時，S6反應「大部分的垃圾都是從陸地漂到海上的」、S8也說「生活遊憩

類垃圾數量很多，它們都在陸地上產生，也有許多是碰撞的小碎片」，顯示學生

從淨灘調查的上課過程中，經由老師的引導，學生觀察到海邊的海洋廢棄物大

多來自陸地上的生活遊憩行為、具有漂浮性、經由長時間碰撞後成為碎片。 

(2)海洋廢棄物與生物 

    於「搶救信天翁」教學出發往海灘的路上，S2問說：「老師，那邊有一個

菸盒，要不要撿。要不然它會被風吹到海裡，可能被動物吃下去。(1050407日

誌)」，顯示學生心中已有陸上廢棄物會成為海洋廢棄物，並對生物造成負面影

響的認知。 

    在關懷海洋廢棄物問題教學區塊結束後，研究者問學生對於海洋廢棄物的

想法，S1、S2、S3、S5皆表示「廢棄物會讓動物受困和吃進肚子，讓動物死掉。

(1050418訪談)」。課程回饋問卷中，詢問學生在海洋課程中學到了哪些，S1表

示「信天翁吃進很多垃圾死掉」；S4表示「廢棄物會害死海洋生物，所以不要

亂丟垃圾」；S7表示「垃圾會讓動物身體變形、死亡或受傷」；S8表示「海洋

動物會被垃圾牽制住」(1050520問卷 5)。顯示學生學習到海洋廢棄物對生物會

有誤食、限制行動、造成外傷之致命傷害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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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海洋課程在海洋廢棄物與生物向度中，希望學生了解海洋廢棄物的三類

危害，有：誤食、限制肢體活動與成長、毒性物質傳遞。結果顯示學生對於誤

食、限制肢體活動與成長印象較為深刻，因為課程中動物誤食海洋廢棄物、受

海洋廢棄物限制肢體與成長的影響是以圖片、影片呈現具體的生物受害影像，

而微小海洋廢棄物透過食物鏈所造成之毒性物質累積、傳遞的影響是透過影片

中的口語描述。雖然影片中有看到微小的塑膠海洋廢棄物，但是毒性物質的累

積無呈現具體的動物受害影像，導致學生雖知道這個知識，在認知問卷後測上

8 位學生也皆答對此類問題，但並沒有呈現在訪談、回饋問卷中。由此可見具

體事例在訊息傳遞、加深學生深刻印象的重要性。 

(3)海洋廢棄物的來去 

    在關懷海洋廢棄物問題教學區塊結束後，研究者問學生「臺灣的廢棄物會

影響到遙遠的其他國家嗎？為什麼？」S1、S2、S3、S5皆表示「會，因為廢棄

物會隨著洋流漂到其他國家去。(1050418訪談)」。課程回饋問卷中，S3表示「海

洋垃圾是從很多國家來的」；S5表示「臺灣也有外國的垃圾」；S6表示「知道

洋流怎麼流」；S8表示「知道垃圾渦流」(1050520問卷 5)，以上皆與海洋廢棄

物的來去相關。顯示學生在海洋課程中學到關於海洋廢棄物透過洋流在世界各

地漂流的相關知識。 

2. 量化資料 

海洋廢棄物認知問卷為四選一選擇題，每題答對得 1分，答錯得 0分。海

洋廢棄物的組成向度有 4題，前測平均 2.38分，後測平均 3分，Z檢定-1.41，

未達顯著差異；海洋廢棄物與生物向度有 4題，前測平均 2.75分，後測平均 3.25

分，Z檢定-2.00，達顯著差異；海洋廢棄物的來去向度有 5題，前測平均 3.38

分，後測平均 4.5分，Z檢定-1.98，達顯著差異；整體海洋廢棄物認知共 13題，

前測平均 8.5分，後測平均 10.75分，Z檢定-2.39，達顯著差異。學生在海洋廢

棄物的組成前後測沒有差異，在海洋廢棄物與生物、海洋廢棄物的來去、整體

海洋廢棄物認知上有顯著進步。海洋廢棄物認知問卷前後測無母數檢定整理如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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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海洋廢棄物認知問卷前後測無母數檢定(n=8) 

向度 
前測 後測 

Z 檢定 
漸近顯著

性 (雙尾) 平均 標準差 平均 標準差 

海洋廢棄物的組成(4題) 2.38 1.19 3.00 0 -1.41 .16 

海洋廢棄物與生物(4題) 2.75 0.89 3.25 0.89 -2.00 .05 

海洋廢棄物的來去(5題) 3.38 1.19 4.50 0.53 -1.98 .05 

整體海洋廢棄物認知(13題) 8.50 2.27 10.75 1.16 -2.39 .02 

 

    在認知層面上，就質性或量化資料而言，本研究與 Stepath與 Bacon (2010)、

吳盈貞(2012)、李秋蜚(2010)的研究結果一樣，課程提升了學生對於海洋廢棄物

的認知。 

(二)對海洋廢棄物的態度方面 

1. 質性資料 

(1)對廢棄物影響海洋生態環境之態度 

    在前往中途島的課程中，學生從影像中看到奄奄一息的信天翁、胃中滿是

海洋廢棄物的信天翁屍體後，想要拯救信天翁的心情油然而生，S2當場想到實

務性問題「我們離那裡很遠，怎麼拯救？」S7回應「只要不要亂丟垃圾，保護

好海洋就好了。」(1050329錄影)。學生不只是有想要拯救動物的心，也著手思

考行動上的可行性，展現了對廢棄物影響海洋生態環境之正向態度。 

    在前往中途島課程上，學生也思考到「別的國家也存在丟垃圾的問題」，於

是順著學生的思維進一步問到「你自己的想法與態度是如何？」學生反應都是

「能少就少」、「差一張差很多」(1050329錄影)。顯示學生有十足的內控觀，知

道自己的作為都有益環境、有益信天翁。所以當研究者在前往中途島課程上邀

請學生一同幫助信天翁時，學生馬上表示「好啊，走啊。」(1050329錄影)，充

分展現願意採取行動來幫助信天翁的積極態度。 

    在關懷海洋廢棄物問題的課程結束後，研究者訪談學生「上完課後，你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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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減少海洋環境中的垃圾嗎？為什麼？」，學生皆表示會想要減少海洋廢棄

物，而其理由有「避免生物與人類受到毒性物質的傷害。(S1)」、「不讓魚死掉。

(S2)」、「不讓動物受困。(S3)」、「要保護大自然。(S5)」(1050418訪談)，再次

呈現學生具有對廢棄物影響海洋生態環境之正向態度。 

    在「環保舟設計家」課程上，藉由讓學生了解到用海洋廢棄物來造舟，要

花點時間、用點力氣、曬點太陽、忍受點骯髒，來看學生是否願意為了海洋生

態環境而忍受這些麻煩，來減少海洋廢棄物。8位學生都表示仍願意使用海洋

廢棄物來造舟，說出的理由為：「可減少垃圾拯救動物、可回收再利用、可以

出去玩、不用花錢買。(1050419錄影)」，亦呈現學生具有對廢棄物影響海洋生

態環境之正向態度。 

    在引導設計考量重點與製作課程後，研究者訪談學生對「使用海洋廢棄物

來造船」這件事的感覺，讓學生自由說出內心觀感，S5表示「把不要的垃圾再

撿回來利用，這樣就不會讓垃圾漂流出去」；S6表示「覺得很有趣，因為用廢

棄的東西來做一艘船，可以航行、可以玩，也不用花很多錢買材料」；S7表示

「很好啊，可以救動物，讓海變乾淨」；S8表示「可以廢物利用，很有創意」

(1060516訪談)，在在都顯示出有助於減少海洋廢棄物、有助於海洋生態環境的

正向態度。 

此海洋課程透過讓學生知道海洋廢棄物會對海洋生物造成致命的傷害，引

發學生對生物的愛護之心，成功培養學生對廢棄物影響海洋生態環境之正向態

度。 

(2)對海洋廢棄物的責任感 

    在前往中途島課程上，學生看到海豹嘴裡勾著一件廢棄漁具後，說出「如

果沒有人丟的話，牠就不會去咬了。(1050329錄影)」，顯示學生心中認為動物

會咬到垃圾是因為人類亂丟，是人類的責任，而非責怪動物太笨，展現學生對

於海洋廢棄物的責任感。 

    未來大海鄉周遭海洋是否能保持乾淨，取決於人們現在的一舉一動。研究

者詢問學生「你希望未來這附近的海是怎樣的海？為了讓你的希望成真，你會

如何做？」學生皆表示「希望未來這附近的海洋是乾淨的」，為此，S4、S6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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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願意不亂丟垃圾」，S7、S8表示「願意撿起垃圾」(1050520訪談)。 

    另外，學生在課程回饋問卷中也表示，「在海洋課程中學到了不亂丟垃圾

(S1、S2、S3、S4、S6、S7)」、「要撿起垃圾(S2、S3、S7)」、「少用塑膠類(S2)」

(1050520問卷 5)，以上皆顯示學生在上完海洋課程後，已具有對海洋廢棄物的

責任感之正向態度。 

2. 量化資料 

海洋廢棄物態度問卷為 Likert五點量表，分數上限為 5分，下限為 1分，

包括對廢棄物影響海洋生態環境之態度向度 8題，前測平均 4.78分，後測平均

4.75分，Z檢定-0.32，未達顯著差異；對海洋廢棄物的責任感向度 4題，前測

平均 4.75分，後測平均 4.81分，Z檢定-0.45，未達顯著差異；整體海洋廢棄物

態度前測平均 4.77分，後測平均 4.77分，Z檢定-0.11，未達顯著差異。顯示海

洋課程前後學生對海洋廢棄物的態度無差別，都屬於超過 4分，接近 5分的高

正向態度。前後測無母數檢定整理如表 4。 

在態度層面上，量化資料顯示本研究與吳盈貞(2012)的研究結果態度層面

沒有變化一樣，推測原因為學生在態度問卷前測上得分已高，由於天花板效應，

不易進步，因此學生的態度層面沒有改變。質性資料顯示，學生表現出來的正

向海洋廢棄物態度和海洋廢棄物認知有關連，因為了解到海洋廢棄物的危害，

為了保護海洋生物，展現出願意減少海洋廢棄物、利用海洋廢棄物、撿起垃圾、

不亂丟垃圾、少用塑膠袋的態度。 

 

表 4 海洋廢棄物態度問卷前後測無母數檢定(n=8) 

向度 
前測 後測 

Z 檢定 
漸近顯著

性 (雙尾) 平均 標準差 平均 標準差 

對廢棄物影響海洋生態環境

之態度(8題) 
4.78 0.24 4.75 0.36 -.32 .75 

對海洋廢棄物的責任感(4題) 4.75 0.35 4.81 0.37 -.45 .66 

整體海洋廢棄物態度(12題) 4.77 0.25 4.77 0.34 -.11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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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海洋廢棄物相關的行為方面 

1. 質性資料 

(1)減少廢棄物的量與危害 

    從訪談、平時觀察學生垃圾處理行為的資料中，可以發現處理自我垃圾行

為需要加強的 S6、S7、S8三人，在上了海洋課程之後，其處理垃圾的行為發

生了改變。S6表示「以前會亂丟垃圾，現在為了拯救信天翁，不會亂丟垃圾了

(1050520訪談)」。S7在假日到校打籃球，「回家前會主動收拾遺留在操場上的

飲料包裝，並提醒弟弟也要將垃圾丟到垃圾桶(1050409日誌)」。甚至「會要弟

弟撿起隨手丟進水溝的飲料罐(1050523日誌)」。研究者也特別留意 S7、S8兩

人在不被提醒收拾垃圾下，最後會不會處理自己的飲料、零食包裝，結果發現

「兩人在回家前不但都有處理掉各自的飲料、零食，甚至連同一起打球的弟弟、

學弟的垃圾也都收拾得乾乾淨淨」(1050529日誌)。會亂丟垃圾的 S6、S7、S8

不但主動收拾了垃圾，也會主動督促身邊熟悉的人也要收拾垃圾，對廢棄物的

責任感不只停留在態度，更進一步展現於行為上。 

    而不主動撿拾非自我垃圾的 S1、S5，也展現了主動撿拾他人垃圾的行為。

在進行獨木舟練習時，替代役表示觀察到「S1 看見海上漂著一個鋁罐，不斷划

槳靠近，想要去把它撿起來」(1050416日誌)。對於 S1試圖撿起大海港中垃圾

的行為，研究者事後詢問了 S1內心的想法，S1表示「看到海上有垃圾就要把

它撿起來啊，因為那個是鋁罐嘛，那個開開那邊不是會刮嘛，到時候如果刮傷

魚的話，魚會死掉(1050418訪談)」。研究者認為此行為的動機和本研究的海洋

課程有關係，因為 S1是擔心魚被海洋廢棄物傷害。 

    在舟遊世界課程中，S5於大海港航行時，主動撿起海上寶特瓶。事後研究

者詢問 S5與此行為之相關問題，S5表示「那是她自己要撿的，不是別人叫她

撿的，因為看到垃圾要撿起來(1050519日誌)」。S5平時在教室不會主動撿起地

上垃圾，這次主動撿了海上垃圾，可見海洋課程的影響，改善了學生處理垃圾

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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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量化資料 

海洋廢棄物行為問卷為 Likert五點量表，分數上限為 5分，下限為 1分。

只包括減少廢棄物的量與危害一個向度，有 7題，前測平均 2.21分，後測平均

2.39 分，Z 檢定-1.27，未達顯著差異。海洋廢棄物行為問卷前後測無母數檢定

整理如表 5。 

海洋廢棄物行為問卷前後測資料顯示，上完海洋課程後，學生的海洋廢棄

物相關行為無顯著差異，介於 2至 3分之間，屬於很少做到與一半做到之間。

學生在海洋廢棄物行為問卷中所提到的行為(帶水杯買冷飲、推薦家人買環保標

章產品、廢棄物再利用、撿起海邊垃圾、把環狀垃圾剪開再丟、檢舉亂丟垃圾、

參與保護海洋環境的活動)達成率還不到一半。 

在行為層面上，量化資料上本研究與吳盈貞(2012)、李秋蜚(2010)的研究

結果不一樣，課程無提升學生負責任的環境行為表現。推測原因為吳盈貞

(2012)、李秋蜚(2010)的行為問卷題目較為貼近課程，而此海洋廢棄物行為問卷

的題目和課程關係較為疏遠，例如帶水杯買冷飲可以減少可能成為海洋廢棄物

的來源，但學生感受不到；加上此海洋課程實施時間尚短，不易大幅改善學生

對海洋廢棄物的各式相關行為。 

質性資料上，本研究觀察到學生具備比起上課前更佳的垃圾處理行為，與

吳盈貞(2012)、李秋蜚(2010)的研究結果一樣，課程提升學生負責任的環境行為

表現。相較於量化資料，質性資料聚焦於觀察學生的自我垃圾處理、海洋廢棄

物處理，和此海洋課程內容較為貼近，直接對學生造成影響。 

 

表 5 海洋廢棄物行為問卷前後測無母數檢定(n=8) 

向度 
前測 後測 

Z 檢定 
漸近顯著

性 (雙尾) 平均 標準差 平均 標準差 

減少廢棄物的量與危害(7題) 2.21 0.45 2.39 0.59 -1.2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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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學生接受海洋課程後，在海洋廢棄物認知上有進步；在對海洋廢棄物的態

度上，學生展現出具有和上課前一樣的高正向態度；在與海洋廢棄物相關的行

為上，學生展現出比上海洋課程前更好的垃圾處理行為。 

在對海洋廢棄物的態度上，從質性資料中可以看到學生對海洋廢棄物的態

度和海洋廢棄物認知有相關，如為了海洋生物的健康，學生顯示願意採取減少

海洋廢棄物的行為之態度；為了維持海洋的乾淨，學生顯示出願意負起處理好

垃圾的責任之態度。在量化資料上，學生對海洋廢棄物的態度沒有什麼變化，

研究者推論原因為海洋廢棄物態度前測分數已經很高，進步空間不大。 

學生在海洋廢棄物相關行為上展現出更好的垃圾處理行為，如不會處理好

自我垃圾的學生會處理好自我垃圾、不會主動撿拾海洋廢棄物的學生會主動撿

拾海洋廢棄物。 

二、研究建議 

(一)對欲使用此海洋課程者的建議 

1. 適用四年級以上學生 

研究者進行教學時發現，四年級學生在學習繩結上會覺得困難，且海洋廢

棄物的收集、造舟時綑綁繩子需要力氣，加上舟遊世界活動須學生具備游泳技

能，故建議以四年級以上的學生為課程實施對象。 

2. 舟遊世界活動注意事項 

舟遊世界活動進行前，教學者需親自確認舟上所有繩子的牢固性，有需要

時由教學者再進行綑綁加強。舟遊世界活動進行時，所有人員一定要穿救生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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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保安全。並且切勿在港外航行，尤其是有風的天氣，因為此舟以人力划行

時移動緩慢，容易被風吹走而划不回來。 

(二)對後續相關研究者的建議 

1. 以量化方式進行此海洋課程研究 

此行動研究專為改善此 8 位學生的海洋廢棄物認知、對海洋廢棄物的態

度、與海洋廢棄物相關的行為所設計，此教案是否也能對其他學生產生相似的

正向影響，可用較多的樣本，以量化方式進行此海洋課程研究，以增加其推論

性。 

2. 對其他年級實施此海洋課程研究 

如各年齡層都能具備海洋廢棄物認知，展現正向的海洋廢棄物態度、及海

洋廢棄物相關行為，人類將對海洋環境更為友善。此行動研究對象為四年級學

生，此教案是否也能對其他年級學生產生相似的正向影響，有待實際考驗。 

3. 依在地環境設計其他改善學生垃圾處理行為之教案 

研究者的教學經驗中，常遇到學生垃圾處理行為不佳，但此教案需要調查

研究用的海岸、進行舟遊世界的水域場所，較為適合沿海學校實施，如其他場

域遇到學生垃圾處理行為問題時，也需要一份有效之教學方案來改變學生垃圾

處理行為。建議後續相關研究者發展各環境下能有效改善學生垃圾處理行為之

教學方案。 

(三)對海洋教育相關單位的建議 

此海洋課程能提升學生的海洋廢棄物認知、改善學生的垃圾處理行為，過

程中的淨灘活動有益環境，最後還有舟遊世界的活動安排，集教育、環境行動、

娛樂於一身，越多人參與才有機會影響更多人。建議推動海洋教育相關單位可

以利用此海洋課程，設計三天兩夜的營隊活動，讓大眾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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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ction research aims to improve the waste disposal behavior of 

fourth-grade students through the marine course designed with the local 

environmental context, and to explore changes in students’ cognition of marine 

waste, attitude towards marine waste, and behavior related to marine waste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The collected data included marine program log, marine 

program feedback questionnaire, records of students’ interviews, records of 

discussions with a critical friend, and classroom videos. The results were obtained 

by comparing multiple sources of data and supplementing with the quantitative 

information gathered from the survey of marine waste cognition, attitude and 

behavior.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fter taking this marine course, students have 

higher cognition of marine waste. Students’ attitude towards marine waste remains 

as highly positive as it used to be before the marine course. In addition, attitude is 

found related to the cognition of marine waste. Regarding the behavior aspects, 

students showed better waste management and disposal behavior after taking the 

marin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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