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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氣候變遷與環境議題日益受到重視，綠色化成為一股風潮，學校當須
跟隨這波潮流，以環保的理念切入學校各項經營層面，努力成為一所綠色化的
學校。本研究主要目的在建構綠色國民小學的評選系統，作為未來國小發展綠
色學校之自我衡鑑指標。本研究以臺灣國民小學為對象，探討過去綠色學校研
究相關文獻、參考其他永續校園之實質環境相關評估指標群，並利用德爾菲法
篩選出｢課程整合」
、｢綠色校園空間」
、｢社區本位教育」
、｢校園永續性」
、｢行政
支持」等五大構面，以及「環境議題宣導」等二十一項指標。其後再經專家問
卷調查，利用分析層級程序法評選出專家認為較重要的指標，結果發現「環境
議題宣導」、
「綠色校園空間」與「野外學習」為專家們認為較為重要的前三項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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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隨著氣候的變遷，環境的議題日益受到重視，綠色化也成為二十一世紀
的風潮，綠色概念擴及規劃、生產、設計、產品回收、及環境稽核等，已成為
民眾耳熟能詳的理念。學校也必須跟隨這波潮流，以綠色概念切入學校經營政
策、教學課程、建築規劃與校園生活等層面，成為一個綠色化的學校。伴隨著
永續發展概念的興起，國內永續發展教育的推動可視為環境教育的延伸，希望
透過教育過程，達到環境、社會及經濟的永續發展(Baczala╱王鑫譯，1999)。
綠色學校計畫的推廣方向，是採取由下往上，以教學帶動綠色學校的風
氣。由班級師生、家長主動探討自己的校園生活及認識學校硬體環境的意義，
進而改變生活行為、協助校園生態管理、說服宣導、並推動學校行政，使學校
逐漸轉向綠色學校。然而，要如何評估一個學校有沒有達到綠色學校的標準就
需要有一套可以參考的指標、明確的目標以及實施的計畫，強調以學校為本位
去建構完整的過程，並且從多個方面共同操作實施(王順美，2004)。
本研究擬架構國小綠色學校評選系統，首先透過文獻回顧及整理前人的資
料，歸結出在綠色學校領域中的發展指標，再應用德爾菲法(Delphi method)進行
專家小組問卷分析。另有鑑於以往有關綠色學校之探討，較著重於質性研究，
本研究特運用德爾菲法所得之結果，編為綠色學校層級因素問卷，並經分析層
級程序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的量化分析，探討各評選指標間之相
對權重及其重要性，作為後續相關推動政策之參考。

貳、 文獻探討
所謂綠色學校在定義上是一所重視環境及保護環境的學校，讓校園內的師
生都能參與並瞭解環境中的知識。學校利用許多現有社會上的環保活動及設施，
配合校內的環保課程，安排學生交流及分享，讓學生培養關於環保的自我意識。
而教師在這些方面可以知道許多環保方面的知識，也能與學生參與其中，並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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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多不同的教學題材及經驗，能夠提升自我的教學品質，也能與學生有更良
好的互動關係(羅涵勻，2005)。綠色學校是近年來環境教育推廣的策略，主要強
調學校應該在教學、生活行為、校園建築、行政決策中，要放入生態的思維，
引導學生進行環境學習(王順美，2004)。

一、國內外綠色學校的發展現況及評選指標
目前在國內、國外已經有綠色學校計畫積極推展綠色學校的理念，我國教
育部的綠色學校夥伴網路計畫已經行之有年，此計畫透過鼓勵的方式，帶動學
校願意自動自發，對校園及社區的空間、生活、教學、政策的調查了解，並採
取改善行動，使學校成為一個綠色學校。凡認同綠色學校理念，願意朝這個方
向努力的學校皆稱為綠色學校夥伴。在此計畫中也納入了王順美在 2006 年提
出綠色學校自評表(王順美，2016)，主要提供學校作為自評用，並提供具體操作
綠色學校的參考。此評量表涵蓋五個綠色學校面向：生活面向、校園建物和設
施、教學與宣導活動、行政與管理、學校環境教育的特色。
除了臺灣，國外也有類似的自評的機制，如加拿大種子基金會也曾經提出
過種子計畫，該基金會編寫了九十六個可以讓學生積極參與，促成學校環境更
加綠化的行動指引。有興趣的學校評估自己的需求後，先選擇其中的方案，進
行活動，然後將活動成果寄給基金會，基金會再頒發綠色獎品。種子計畫本身
也是採用自由參加的方式，但是整體而言，也是學校的環境改造計畫，但並未
有一個大的目標理念來架構學校的發展方向。
美國 Maryland Association for Environmental & Outdoor Education 於 1999
年曾提出綠色學校的三大發展目標為：課程與教學、學校建築及校園操作及設
計、學校和社區的夥伴關係，並結合學校班級的研究，搭配學校好的管理措施，
加入社區的力量來推動綠色學校。美國新罕布夏州環境教育中心 Antioch New
England Institute 所發展的國家綠色學校指引，則指出綠色學校指標包含了五大
部分，分別為課程整合、校園場所的加強、基礎的社區教育、學校的永續性、
行政支持(Roth,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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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生態學校計畫(Eco-schools)則是提出一個架構，幫助其環境運作系
統運作順利，而且確保能一直往目標前進，其中包含了七個元素：Eco 委員會、
環境的檢查、行動計畫、追蹤行動和評鑑過程、Eco 學校活動連結於課程、全
校投入且擴及社區、建立 Eco 的規則(Eco-schools, 2016)。而中國大陸則學習歐
洲 Eco-schools 計畫，建立一套類似的機制。
綠色學校的願景是要透過由下往上的機制，透過不同的計畫內容，逐漸讓
學校藉由一套完整的機制達成學校環境綠化的目標，借重環境教育的成效，建
立學校的環保精神與綠色行動，從而改善學校的校園空間運用與教學，進而能
培養學生自然簡樸的生活習慣。Wals 與 Jickling (2000)曾提出「強調過程的環
境教育及建構原則」，認為推動綠色學校政策，必須先注意是否按照綠色學校
的精神在推動，給予時間成長，然後再期待結果。

二、綠色學校相關研究
綠色學校是環境教育的一種策略，朝向永續的全校式策略(王順美，2004)，
相關指標的構建，近年來也成為學者們探討的主題。
黃素惠與賴廷彰(2005)探討綠建築七大指標在校園規劃之應用，以綠建築
七大指標：綠化指標、基地保水指標、日常節能指標、二氧化碳減量指標、廢
棄物減量指標、水資源指標、汙水垃圾改善指標為考量，提出在校園規劃設計
興建與使用的不同階段，導入綠建築規劃的應用手法，並配合政府推動之綠生
活、綠建築、綠產業三個主軸，將國內校園環境塑造成為環境共生、永續生態、
資源有效利用，建立融和生態、生產、生活三生一體的綠色教育環境。
王順美(2009)提出的綠色學校指標及其評量工具發展歷程之研究，對專家
以及中小學的教師與行政人員發放問卷。其中指標評量系統以民主參與和伙伴
關係、反思與學習、生態考量為綠色學校的準則，以學習情境、行政和教學為
三個操作面向，以此評量建立常模，進行評量工具標準化的過程，使得使用此
評量工具者能將評量結果的原始分數，找出在團體中的相對位置，解釋測驗分
數，瞭解學校在綠色學校推動上表現優良的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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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明瑞(2010)認為學校校園為能營造節能減碳的生態校園，必然會牽涉到：
(1)校園內軟硬體設施及環境的設置、管理及維護；(2)節能減碳政策推行、教學
及舉辦活動等二大部份。文獻中提到與學校校園節能減碳有關的七大議題，包
括：基地綠化、基地透水、保水、日常節能、節約水資源、建築物之節能減碳、
垃圾減量及資源分類回收及其他生活面向之節能減碳。
黃子舜(2014)從不同行政區域來探討綠色學校在都會型區域或鄉村型區
域推動情況差異情形，結果顯示部分行政區域的學校在推動綠校活動有所差異，
多數皆以行政區域位於都會型的學校較高。
由上所述，臺灣在綠色校園的規劃及研究上，多以四個面向：學校政策、
教學、生活、空間來勾勒出綠色學校的願景，引領著綠色學校推動的目標，成
為綠色學校計畫行動的方針，學校在推動時可以依照需求與能力選擇部分面向
持續改善。
此外，美國 Antioch New England Institute 環境教育中心，提出五個面向的
綠色學校指標：課程整合、學校建築空間加強、社區本位教育、校園的永續性、
行政支持(Roth, 2002)。各面向又含有數個指標，如：課程整合面向，強調科際
整合、環境議題、野外學習、文化慶祝與反思；學校建築空間面向，加強戶外
學習教室或設施、棲地的改善及回覆、遊玩與休閒；社區本位的教育面向，強
調校園內的伙伴關係、服務學習計畫、社區與校園活動、與地方機構的伙伴關
係；校園的永續性，則包括：能源、水、固體廢棄物、食物 的提供、毒物、室
內空氣品質、交通、建築物設計、對永續的展示解說；行政支持面向，則包含
學校哲學與文化、專業發展、環境教育計畫。各指標又按照發展程度分成四個
層次，引導學校往更高層努力。
江哲銘、陳星皓與潘智謙(2009)廣泛收集國內外與永續校園環境評估相關
之文獻，依其性質概分為：永續建築評估工具、學校環境評估指標相關及校園
健康環境相關等三大類。其中的永續建築評估工具，其內容所論及之相關議題
在「建築外部環境」方面，包含有全球性、區域性及基地環境的討論；「建築
體』方面，以生命週期觀點探討規劃設計階段、施工階段、使用管理階段、廢
棄處理階段，以及建材回收階段所衍生之相關議題；「建築內部環境」方面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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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於音、光、熱、空氣、水、電磁以及振動環境之探討。在學校環境評估指
標相關文獻，內容著重於如何將學校整體環境性能提升，討論議題包含：基地、
水、材料、能源、室內環境品質、生態、永續生活教育與宣傳、環境政策、環
境管理、環境教育等主題。而校園健康環境相關文獻，則強調廣義的健康環境，
包含：健康教學、健康服務與健康環境等三大主題。
Chan、Saunders 與 Lashley (2015)認為綠色學校項目實施後，需要進行評
估，以了解效率和效益。評估結果將提供有效數據，調整行動方針，改善綠色
學校項目。他提出的評估項目指標包括成本效益、能源效率、水效率、對學生
表現的影響、效益超越成本節約。此研究亦認為綠色學校項目的評估應採取前
後比較方法，在綠色學校項目實施之前設置基準，作為實施數據收集。
晏涵文、馮嘉玉與劉潔心(2006)的研究採用「輸入」、「過程」及「輸出」
(Input-Process-Outcome)分析架構，首先藉由文獻探討、專家諮詢，擷取過去指
標建構之相關研究經驗，釐清重要研究概念，並以現場訪談及問卷調查方式，
對我國各級學校推行環境教育之現況進行瞭解。再透過德爾菲法及專家座談等
方法找出各級學校間具有共同性及特殊性意義的環境教育指標。研究結果顯示，
行政系統的配合度對學校環境教育推動情形影響深遠。
楊嘉輝(2012)以德爾菲法設計專家問卷，並請業界、政府、學界各領域專
家意見篩選評估因子，確立評估因子及層級架構。最後透過層級分析法專家問
卷整合政府、學術界等各領域專家意見，求得相關評估因子及層級指標之優先
排序及權重值成果。研究發現「推廣綠色低碳學習與管理」評估面向、「推廣
綠色低碳生活教育」評估要項及「加強學校、社區綠色總體營造」評估因子，
分別為各層評估指標中最優先且非常重要項目。
陳彥安(2016)透過先期德爾菲法之研究成果建立評估基礎，再利用 ANP 法
與 DEMATEL 法建構各指標因子之權重。進一步針對臺中市中學實證操作，藉
由專家問卷、校園勘查實測與校園訪談紀錄之方式，將資料彙整與計算求得分
數後，進行分析，得知「環境系統硬體設施」中「永續規劃」指標群總平均得
分最高，最低為「生態」；「環境管理與教育軟體操作」中「管理效益」指標
群總平均得分最高，最低為「廢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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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方面， Wee、Mason、Abdilla 與 Lupardus (2016)探討教育者對美國綠
色學校實踐的看法，以公立學校治理、環境、經驗、調查分數等為變數，發現
調查分數和經驗之間存在正相關；正規學校和特殊學校的調查分數也有顯著差
異；然而，城市、郊區或農村學校的調查分數之間沒有顯著差異。Ghent、TrauthNare、Dell 與 Haines (2014)調查綠色學校指定對學生在國家規定的標準化考試
成績的影響。數據來自三年前和後的綠色學校，從五年級和八年級學生的閱讀
和數學考試通過率，以及中學生的數學、英語、語言藝術和生物學得分。結果
發現綠色學校與許多學校和各科目的標準化考試及格率正相關。Hanisch、Rank
與 Seeber (2014)探討跨國課程分析，該項目涉及實施小學環境教育的線上工具。
總體目標是確定環境教育在五個歐洲國家的教學大綱中嵌入的程度和強度。為
此，作者開發了一個分類分析架構並進行了內容分析。
綜上所述，綠色指標之評選方法皆以問卷為主，統計工具為輔，藉由質性
與量性的不同分析，評選出最貼近的指標，然而各研究結果也會因此而有所差
異；針對綠色學校評選之指標，文獻多分為環境教育、綠色建築兩部分，鮮少
有探討整體面向之文章。因此，本研究欲開發一國小綠色學校綜合指標，利用
德爾菲法在質性方面探討專家看法與意見，輔以量性的分析層級程序法，做系
統化的分析，評選出專家認為可衡鑑綠色國民小學的重要指標。

三、分析層級程序法
分析層級程序法(AHP )是由 Saaty 於 1971 年首創的一套多屬性決策分析
方法(Saaty & Erdener, 1979)，後經不斷的應用、修正與驗證，1980 年後其理論
架構更臻完備(鄧振源、曾國雄，1989)。AHP 主要應用在不確定情況下，及具
有多個評估準則的決策問題上，其發展的目的是將複雜的問題系統化，由不同
層面給予層級分解，並透過量化的運算，找到脈絡後加以綜合評估。
AHP 評 估 尺 度 是 以 名 目 尺 度 (nominal scale) 執 行 因 素 間 的 成 對 比 較
( pairwise comparison )後，將比對結果填入矩陣主對角線，並將矩陣倒數對稱於
主對角線，以完成正倒值矩陣( positive reciprocal matrix )，然後計算最大特徵值，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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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各因素間的優先程度或重要性，即為其相對權重值。此方法最先被運用在
國防計畫的研究上，國防與教育皆為多層面的決策問題，必須透過系統化的分
析並將影響的判斷因子尺度化，本研究第二階段即選用此方法作為篩選綠色學
校教育指標的評選方法。

參、 研究方法與設計
一、研究流程
本研究首先透過文獻回顧及整理，針對文獻中有關綠色學校之文獻進行耙
梳，整理出綠色學校的構面及指標，經過設計專家問卷，利用分析層級程序法
的成對矩陣比較評比，計算彼此指標、構面關係的相關權重值，再進行結果討
論解析。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圖 1 所示。

二、指標建構與初步篩選
(一) 篩選方法
為了挑選出更符合本研究目的的目標架構與指標，本研究以探討國民小學
綠色學校發展之校園實質環境為範疇，利用德爾菲法進行開放式專家訪談，請
專家評估初步文獻架構問卷中，適用於國小綠色環境之指標，結合專家知識及
意見，達成一致的共識，最後歸納出不同文獻中綠色學校的相關評估構面。此
法在運用過程中，是以匿名性的專家為集體決策的研究方法，針對某一特定的
問題，經過反覆的訪談或問卷調查，結合專家的知識、意見，達成一致的共識。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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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流程圖

除了匿名式的方式之外，德爾菲法所使用的訪談或問卷的調查結果，尚需
經過統計與回饋，是以統計方式呈現集體意見，因而被認為是一種質化與量化
並重的研究方法(潘淑滿，2003)。
專家學者是德爾菲法重要資訊來源，選擇專家學者成為德爾菲法至關重要
的步驟。Mitchell 與 Stapp (1991)指出專家來源有三：(1)相關文獻中提及的專業
人士。(2)在產業中浸淫日久，對產業有深入瞭解的人士。(3)獲得其他專家成員
推薦的人士。此外，專家學者參與的意願性、專業能力、多樣化的代表性，也
極其重要。具參與的意願可提高問卷的回收率；專業能力與多樣化的代表性則
影響研究結果的信度與效度 (李芳甄，2002；Martino, 1983)。
為使專家小組符應專業性、代表性及意願性，本研究特邀請對學校環境永
續發展、綠色校園學有專精之學者專家為本研究專家小組成員，其中包含推行
國家環境政策的政府部門顧問專家、熟悉環境基礎工程的學者教授、曾撰寫環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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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教育、綠色學校等博碩士論文之研究者及實際推動綠色學校環境教育的行政
人員、教育工作者。
專家學者對本研究之綠色學校發展指標評分，量表分數為 1 到 5 分，問卷
回收後進行意見匯整及評分統計，將低於平均分數的構面刪除，篩選出專家們
認為較重要的構面，然後再依上述步驟進一步分析構面下的各個影響因子。

(二) 評選面向篩選
教育指標的存在意義，在於透過引領及標竿作用，匯聚所有教育人員朝目
標邁進，並作為定期評鑑目標達成程度的依據。在國內有關環境教育的評量及
指標研究，2001-2005 年間在國科會及教育部支持下進行系列相關的研究。2001
年由晏涵文帶領，建立環境教育指標的整合研究案，以系統模式來建立指標架
構及選取指標供各級學校使用，如：高翠霞與高慧芬(2004)的國小環境教育指
標；王順美(2004)國高中環境教育指標及劉潔心等人(2004)的大專環境教育指標，
然因時間因素，研究團隊未建立評量工具。後續的國科會兩年評量策略整合型
計畫，才陸續發展評量工具，以大專環境教育教學(劉潔心等，2005)、國小學童
環境素養、綠色學校推動等為研究範疇，各自發展評量工具。
有關綠色學校內涵研究，張子超、王順美與梁明煌(2000)在臺灣綠色學校
伙伴網路計畫推廣先驅研究中，以學校生活、空間、教學、行政四大面向勾勒
綠色學校的願景。Gough (1992)認為教育者可從學校的政策、教與學、學校的運
作等三方面介入，以營造出綠色學校。美國 Antioch New England Insltlute 環境
教育中心(2002)，提出課程整合、學校建築空間加強、社區本位教育、校園的永
續性、行政支持等五個面向的綠色學校指標，供一般學校參考(引自王順美，
2004)。
此外，葉欣誠與莊育禎(2004)對綠色大學指標評選系統進行研究，歸結出
生態循環、水資源、採購及財務、運輸與交通……等十二項主要指標；呂佳玲
(2008)探討大學綠色學校的實踐與評估研究，將大學綠色學校的層面分為綠色
校園空間、綠色校園策略、綠色環境教育等三大面向。誠如葉欣誠所言「綠色
大學≠比較大的綠色小學」，大學與小學的特性有差異，綠色大學指標與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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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指標亦有分別，但綠色學校以「永續發展」理念為學校經營主軸(連興隆，
2008)，綠色學校是環境教育的一種策略，朝向永續的全校式策略(王順美，2004)，
是以綠色大學指標研究的相關文獻，在國小綠色學校評選系統研究中，亦具啟
發性，值得參採。
本研究參考上述綠色學校相關整合指標之文獻，將操作項目相似的面向歸
類，並整理出 17 個初步構面架構，詳如表 1 所示。在表 1 中我們透過專家問卷
評分，得到重要評選構面平均分數為 3.0 分，低於平均分數的構面則被剔除，
最後從中挑出課程整合、社區本位教育、校園的永續性、綠色校園空間、行政
支持等五大構面。

(三)評估因子篩選
接著就五個被挑選出來的構面，列出其構面下的細部指標內容，並用上述
方法進行相同的細部重要指標篩選，由專家問卷中得出各個構面的平均分數，
凡低於平均分數的指標則被剔除。重複上述步驟，五個構面的平均分數分別為：
課程整合 3.6 分、綠色學校空間 4.0 分、社區本位教育 3.7 分、校園永續性 3.8
分、行政支持 4.2 分，篩選結果詳如表 2 至表 6。

(四)目標體系建構
經由德爾菲法彙整專家意見後，本研究之國民小學綠色學校發展指標系統，
分為五大構面、21 項細標，層級架構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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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綠色學校相關評估構面分析
構面
生活環保實務

得分
2.4

機能性操作性及耐久性
運輸與交通
生態循環
採購及財務
課程整合

2.7
2.4
2.5
2.4
3.6

學校建築空間加強
綠色校園空間

3.0
4.0

社區本位教育

3.7

校園的永續性
行政支持
綠色校園策略

3.8
4.2
2.8

規劃及更新設計程序
飲食營養與健康

3.0
2.1

水資源
能源流循環

3.1
2.6

健康環境

2.7

文獻
國民中小學校園環境稽核及調查參考手冊
(Baczala╱王鑫譯，1999)
國民中小學校園環境稽核及調查參考手冊
綠色大學評量指標(葉欣誠與莊育禎)
綠色大學評量指標
綠色大學評量指標
綠色學校指標(美國 Antioch New England
Institute)
綠色學校指標
實踐綠色學校之問卷分析－以大葉大學校
園為例 (呂佳玲，2008)
參與綠色學校評比標準(Maryland
Association for Environmental and
Outdoor Education[MAEOE], 2016)
綠色學校指標
綠色學校指標
實踐綠色學校之問卷分析－以大葉大學校
園為例
參與綠色學校評比標準(MAEOE, 2016)
Eco Schools: Environmental review
checklist
綠色大學評量指標
永續校園實質環境評估指標(江哲銘、陳
星皓與潘智謙，2009)
永續校園實質環境評估指標

表 2 初始指標評估因子彙整表――課程整合構面
構面
課程整合
平均得分 3.6 分

指標
既有資源運用
教師的環境關切
野外學習
教學方法的適切性
慶祝與反思
文化研究
環境議題宣導
環境教育融入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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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
3.2
3.1
4.2
2.8
3.7
3.6
4.0
4.4

建構國民小學綠色學校評選系統

表 3 初始指標評估因子彙整表――綠色學校空間構面
構面
綠色學校空間
平均得分 4.0 分

指標
校園綠美化
省能設備
安全健康
具環教功能設施
建築物的設計
生態多樣性
教室環境

得分
4.2
4.5
3.9
4.7
3.4
3.8
3.5

表 4 初始指標評估因子彙整表――社區本位教育構面
構面
社區本位教育
平均得分 3.7 分

指標
服務學習計畫
校園內的夥伴關係
社區與校園活動
社區資源的導入
與地方機構的夥伴關係

得分
4.2
3.1
4.5
3.9
2.9

表 5 初始指標評估因子彙整表――校園永續性構面
構面
校園永續性
平均得分 3.8 分

指標
學校組織中的協商分享原則
學校的保育措施
校舍及校園建築營造的生態考量
募款及奉獻
社會、自然、個人的成長永續原則
環境教育進修與創新的風氣
廢棄物管理
對永續的展示解說
室內空氣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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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4.2
4.5
3.3
2.9
4.3
3.9
2.9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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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初始指標評估因子彙整表――行政支持構面
構面
行政支持
平均得分 4.2 分

指標
願景形塑
領導者的支持
環教工作執行單位的拓展與聯繫
汙染管理教育
環境考核制制度
學校的綠色採購與消費
制訂綠色生活規範及實踐
學校哲學與文化
師生共同參與校園的營造與維護
提供教學預備
學校的環境管理及教育計畫

圖 2 綠色學校構面與指標層級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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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
3.9
4.6
4.6
3.7
4.0
4.6
4.7
3.7
4.0
3.9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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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放問卷
本研究共發放 10 份問卷請任職於政府部門、學術界及非政府組織三個領
域的專家幫忙填寫，對象挑選分為兩類，一為環境領域，另一為教育領域的相
關學者專家，希冀藉由他們豐富的理論與實務經驗，評選出較為重要的綠色學
校指標，各專家學者之背景資料如表 7 所示。

四、分析層級程序法
本問卷經由十位專家小組成員填答，專家小組母群範圍，包含熟悉環境工
程基礎之學者教授、曾撰寫環境教育、綠色學校等博碩士論文之研究者及推行
綠色學校環境教育之行政人員。透過專家小組問卷，諮詢專家意見，分別建立
各屬性及區位兩兩成對之相對評比矩陣，再進一步驗證各矩陣之一致性指標 C.I.
值。十份專家問卷進行一致性檢定時，有七份問卷 C.I.值小於.01，是以本研究

表 7 專家領域與背景
政府部門
學界

專業領域
教育學
環境工程
自然資源

服務單位
新北市區長
環保署綜合計畫處處長
華梵大學環境與防災設
計學系副教授
淡江大學水資源及環境
工程學系兼任教授
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
源學系助理教授
教育部特色學校評審
新北市特色國小校長
新北市國中老師
荒野生態協會解說員
臺北市野鳥學會理事

環境工程
自然科學

非政府組織

教育學
教育學
環境工程
植物科學
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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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對此七份問卷的分數做平均，再進行分析層級成對矩陣權重評比。

肆、 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經分析層級程序法計算後，各構面及其下指標權重矩陣結果如表 8
至表 13 所示。
表 8 呈現五大構面的成對矩陣資料，經由分析結果顯示，各構面的權重比
較為 C1＞C2＞C3＞C4＞C5，其重要性標示為：課程整合＞綠色校園空間＞社
區本位教育＞校園永續性＞行政支持。由資料顯現，在推行綠色學校計畫的過
程中，課程方面的因素相對在其他構面中是較為重要的。環境教育的目標是環
境素養的形塑，學校可以提供學生與同儕、教師、學校和社區相互作用機會，
最好的環境教育是在不同課程中，有組織的結合環境保育活動。目前的國小教
育採用融入課程的方式， 而融入的方式不是在原有課程中額外加入教材，應該
思考與主題相關之環境議題，加以規劃設計，融入教材中，以提升學習內涵與
興趣。
表 9 為課程整合構面層級中各細項指標的成對矩陣資料，經由分析結果顯
示，構面中細項指標的權重比較為 P1＞P2＞P3＞P4＞P5，其指標的重要性標示
為：環境議題宣導＞野外學習＞環境教育融入課程＞文化研究＞慶祝與反思。
由此統計資料顯現，在課程整合構面下，環境議題的宣導對於建構一個綠色學
校相對其他指標是較為重要的，例如：課程採用主題式的融入環境議題、體驗
學習等，在這樣的過程當中可以協助學生認識環境議題的重要性，並將環境意
識融入個人及家庭生活中。教師也必須具有環境倫理意識及多元的環境教育知
識，將相關的環境議題融入教學中，落實多元化教學，提升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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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各構面權重分配矩陣
C1

C2

C3

C4

C5

C1

1.00

4.57

3.71

4.29

3.71

C2

0.22

1.00

3.57

4.43

3.00

C3

0.27

0.28

1.00

3.57

3.29

C4

0.23

0.23

0.28

1.00

3.14

C5

0.27

0.33

0.30

0.32

1.00

表 9 課程整合構面(C1)之指標權重分配
C1

P1

P2

P3

P4

P5

P1

1.00

4.00

4.00

3.14

3.43

P2

0.25

1.00

4.14

3.43

3.57

P3

0.25

0.24

1.00

3.57

3.86

P4

0.32

0.29

0.28

1.00

4.00

P5

0.29

0.28

0.26

0.25

1.00

表 10 為綠色校園空間構面層級中各細項指標的成對矩陣資料，經由分析結
果顯示，構面中細項指標的權重比較為 P6＞P7＞P8，其細項指標的重要性標
示為：校園綠美化＞省能設備＞具環境教育功能設施。資料顯現在綠色校園空
間構面下，對於推行綠色校園的過程中，學校所擁有的綠美化對其他細項指標
是較為重要的，例如：學校擁有的綠建築、校園硬體材料是綠色設計原則、生
態規劃校地及空間。綠色校園是永續發展概念的體現，在教學上推廣永續發展
的觀念，同時規畫與建造學校時，能從建築材料當中，選用符合永續性的建
材，考量建材的生命週期，而不單只是著眼於一開始所使用建材的方便性與費
用。並且綠色校園期望能夠對環境產生最低的負面影響，消耗最少的資源以滿
足最多人的需求，是採用整合的策略來發展其永續性，除了在觀念上推動節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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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綠色校園空間構面(C2)之指標權重分配
C2

P6

P7

P8

P6

1.00

4.00

4.14

P7

0.25

1.00

4.29

P8

0.24

0.23

1.00

能源外，並透過建築物使用者的行為、相關機械設備與建築規畫採用節約能源
的設施，以協助學校有效率的使用能源。
表 11 為社區本位教育構面層級中各細項指標的成對矩陣資料，經由分析
結果顯示，構面中細項指標的權重比較為 P9＞P10＞P11，其細項指標的重要性
標示為：服務學習計畫＞社區資源的導入＞社區與校園活動。由資料可知，在
社區本位教育構面中，學生與社區的互動對於推動一個綠色學校計畫的效果相
對其他指標是較為重要，學生藉由主動和參與現實問題的解決計畫，以符合課
程學習目標，除此之外，這些計畫更直接有利於學校以外的社區。就國民小學
階段而言，學生可謂「生於家庭、學於學校、遊憩於社區」，學生的學習、生
活和學校、社區關係最為密切，是以學校如能推動社區本位環境教育，將能獲
得社區人力、物力等豐富資源的奧援。同時學生在最熟悉、最有感的環境中學
習與自己切身有關的環境議題，不僅實際而不空泛，且有利於學生愛鄉意識與
環保意識的聯結，學以致用、知行合一，成為終身的環境保護者。
表 11 社區本位教育構面(C3)之指標權重分配
C3

P9

P10

P11

P9

1.00

3.57

3.71

P10

0.28

1.00

3.43

P11

0.27

0.2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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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為校園永續性構面中細項指標的成對矩陣數據，經由分析結果顯示，
構面中細項指標的權重比較為 P12＞P13＞P14＞P15＞P16，其細項指標的重要
性標示為：廢棄物管理＞學校的保育措施＞校舍及校園建築營造的生態考量＞
學校組織中的協商分享原則＞環境教育進修與創新的風氣。由資料得知，在校
園永續性構面中，廢棄物管理相對其他指標是較為重要的，學生及學校人員學
習透過一般的操作來學習「減量」比「重複使用」更有效率，資源回收是最後
的努力方式。除此之外，綠色校園在進行校園規畫時，會參考當地特殊環境因
地制宜，以降低對環境的破壞；綠色校園採用對環境敏感的教育設施，在建材
上使用無毒、可以回收的建築材料，強調廢棄物的管理，保護各項資源，並且
致力維護學校環境的健康與完整性(黃素惠、余志鴻，2007)。
表 13 為行政支持構面中細項指標的成對矩陣數據，經由分析結果顯示，
構面中細項指標的權重比較為 P17＞P18＞P19＞P20＞P21，其細項指標的重要
性標示為：學校的環境管理及教育計畫＞制訂綠色生活規範及實踐＞學校的綠
色採購與消費＞領導者的支持＞環境教育工作執行單位的拓展與聯繫。由資料
得知，在行政支持構面中，學校的環境管理及教育計畫對於孕育一個綠色學校
的效果相對其他指標是較為重要的。且學校行政人員是主導學校推動環境教育
的核心人物，為了使綠色學校計畫可以有效的推動，學校必須提供與環境教育
業務有關的行政人員明確的工作角色內容，並提供學校行政人員獎勵與進修的
管道。
表 12 校園永續性構面(C4)之指標權重分配
C4

P12

P13

P14

P15

P16

P12

1.00

3.43

3.71

2.86

2.86

P13

0.29

1.00

3.86

3.43

3.71

P14

0.27

0.26

1.00

3.43

3.43

P15

0.35

0.29

0.29

1.00

2.71

P16

0.35

0.27

0.29

0.3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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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行政支持構面(C5)之指標權重分配
C5

P17

P18

P19

P20

P21

P17

1.00

3.86

3.71

3.29

3.86

P18

0.26

1.00

4.29

3.00

3.00

P19

0.27

0.23

1.00

3.00

3.57

P20

0.30

0.33

0.33

1.00

4.14

P21

0.26

0.33

0.28

0.24

1.00

此外，本研究透過分析層級程序法，計算比較各構面、指標之相對權重值，
架構出每一個指標的相對優先順序與重要性。經由統計分析，本研究國民小學
綠色學校問卷中的五大構面、二十一個指標的絕對權重值，如表 14 所示。

表 14 整體絕對權重分析表
課程整合 環境議題宣導 野外學習
0.18

0.11

綠 色 校 園 綠色學校空間 省能設備
空間
0.15
0.07

環教融入課程
0.07

文化研究 慶祝與反
思
0.05
0.03

具環教功能的
設施
0.03

社區本位 服務學習計畫 社區資源的導 社區與校園活
教育
入
動
0.10
0.04
0.02
校園永續 廢棄物管理
性
0.04

學校的保育措 校舍及校園建
施
築
0.03
0.02

協商分享 教育進修
原則
0.01
0.01

行政支持 教育計畫

綠色規範

綠色採購

0.02

0.01

領導者支 聯繫拓展
持
0.01
0.00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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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各細項指標依絕對權重值大小排序，其情形將如圖 3 所示。在 21 項
指標中，權重值在 0.04 以上者共有 8 項，與其他項目比相對來說比較高，可以
看出其重要性。其中在 0.1 以上的有 3 項，以環境議題宣導(0.18)最高，次之為
綠色學校空間(0.15)與野外學習(0.11)，可見在專家認知中，認為學童應該多以
大自然為教室，讓他們與自然共處，才能藉此機會教育，讓學生知道環境保護、
愛護生態的重要性；其他 5 個指標為環境教育融入課程(0.07)、服務學習計畫
(0.10)、省能設備、(0.07)、文化研究(0.05)社區資源的導入(0.04)。由此結果看來，
專家們普遍認為綠色學校的評估應從課程整合方面下手，然而，除了課程之外，
綠色校園空間也是重要的一部分，也應該重視校園的綠美化。
權重值在 0.02-0.04 之間有 5 項，分散於各個構面中，慶祝與反思(0.03)、
具環境教育功能的設施(0.03)、廢棄物管理(0.04)、學校的保育措施(0.03)、學校

圖 3 綠色學校之重要性指標權重圖

31

環境教育研究，第十三卷，第二期，2017 年

的環境管理及教育計畫(0.03)；而在 0.02 以下者有 8 項，社區與校園活動(0.02)、
校舍及校園建築(0.02)、協商分享原則(0.01)、環境教育進修與創新的風氣(0.01)、
學校的綠色採購與消費(0.01)、領導者支持(0.01)、環境教育工作執行單位的拓
展與聯繫(0.00)，主要落於行政支持的構面上。
由上所述，打造綠色國民小學宜從環境議題宣導著手，可藉由辦理講座、
編製環境教育有關之著作、刊物，或是辦理各項藝文競賽等課程活動，啟發學
生對環境保護的意識；從學生的回饋中得知學生認知中的環境，利用課程補充
其餘層面；抑或是結合網路資源教學、利用國內外設置的各類環境主題教學網
站，讓環境教育內涵更加多元，引發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除了加強課程整合
之外，還需要輔以學校行政的挹注、學校和社區之間相互支持合作，唯有學校、
老師、學生、行政人員、地方社區都採取積極的行動與合作，環境教育推廣才
能真正運轉與落實。

伍、 結論與建議
由於以往有關綠色學校之探討，較著重於質性研究，本研究試圖透過德爾
菲法與 AHP 的量化分析，建構一個系統化綠色小學評選的完整架構體系，以為
日後國小綠色學校實施與衡鑑之參考。
本研究將綠色學校五個構面、二十一項指標以分析層級程序法加以統整計
算，五個構面的重要性權重值大小，依序為：「課程整合」＞「綠色校園空間」
＞「社區本位教育」＞「校園永續性」＞「行政支持」。「課程整合」是專家
認為最重要的構面，在全體指標中，重要性排序前五名當中，「課程整合」構
面即佔有三項；其餘各構面的重要性分別為「綠色校園空間」、「社區本位教
育」、「校園永續性」及「行政支持」。綠色學校內涵不止於課程層面，但仍
有許多專家認為應從課程層面開始做起，必須多在課程中傳遞綠色的知識與意
識，並且加強教學的控制和效果的提升，教師透過課程及主題的機會，讓學生
探索人與環境的互動關係，影響學生願意為環境付出的動機。
其次，就整體指標而言，「環境議題宣導」、「校園綠美化」與「野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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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分別為各層評選指標中最優先且非常重要的項目。此結果亦顯示，專家相
信校園環境的營造對學習者能產生無形的影響、能建構學習者對生活及空間的
看法、了解生態關懷如何落實於生活，且學校的教學及行政都與其空間有所連
結，帶動整個綠色學校計畫，因此校園營造以及綠美化之評估，是綠色學校指
標中極為重要的一環。
綜上所述，對於國民小學建構優質綠色低碳校園，校園綠化、良好的節能
設施、規劃豐富的生態校園及健康環境，固然重要且不可或缺。但透過本研究
及各專家寶貴意見發現，唯有以人為本，將環境教育的議題與課程加以整合，
並輔以校外教學，讓學生設身處地的接觸到環境相關的現況，將環境的重要性
藉由課程的安排傳達給學生，建立良好的教育學習及正確的生活態度，引導學
校師生落實正確綠色環保及節能減碳觀念，進而推動至家庭、社區到社會，改
善整體環境，方為最佳及有效途徑。而國小各校可參照本研究所建構之評選模
式，取得學校內外人員(校內教職員工生、社區人士、家長會、專家)的看法加以
評估，建構出符合學校所需之整全性、校本性綠色學校計畫。
此外，後續研究亦可以本研究所建立之衡量架構與模式，進一步探討國中、
高中及大學等各級教育機構與國民小學間之差異性，並可以學校校園所屬區位
環境，細分為都市型、市郊型、鄉村型、山地型等類型加以分析之，而各縣市
亦應順應當地區域環境特性，建立因地制宜的綠色學校實質環境評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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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climate change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valued
and greening has become a trend, school administrators and teachers should follow
the trend and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all management
levels in order to help schools to transform into green school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build a selection system with self-assessment indicators for elementary
schools to apply and strive to transform into green schools in the future. The study
takes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wan as research objects. Literature on green schools in
the past and groups of assessment indicators used by other sustainable campuses for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have been reviewed. The Delphi method was used to select
five major aspects, namely “the integration of curriculum,” “green campus space,”
“community-based education,” “campus sustainability” and “administrative support”,
as well as 21 indicators for “environmental issues advocacy.” Subsequently, an expert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were applied to select
the indicators that the experts found more critica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environmental issues advocacy,” “green campus space” and “field learning” are the
top three indicators that the experts consider to be more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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