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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永續發展教育是指為了人類社會的永續性發展而提供的各種教育內容、方

式以及作為，多數學者認為永續是經濟、環境及社會三面向共存，並從這三面

向取得平衡發展。由於海洋永續的概念複雜且超越學生一般生活經驗，因此，

本研究使用建模教學協助學生了解海洋族群的消長，並體會人類與海洋生態之

間所形成之動態關係，進而讓學生理解海洋永續概念以建立對於永續的價值判

斷。研究對象為中部一所國中一年級的學生，共有 22位學生。研究資料包括學

生三次的概念圖以及海洋永續的試題。研究問題包含：一、在建模學習歷程中，

學生對於海洋永續觀點展現情形；二、在建模學習前、後，學生對於海洋永續

觀點的定義與價值判斷的改變情形。主要研究發現為：一、在教學活動後，從

海洋永續的概念圖評量結果發現，學生在環境和經濟相關的觀點有顯著成長；

二、學生對於海洋永續的定義，在教學後學生較能夠理解海洋永續發展概念，

並能從經濟、環境及社會這三個面向思考，亦即學生能以較宏觀的視野定義海

洋永續；三、建模教學活動後，學生在永續價值判斷上從對與錯的二分法判斷，

提升從多個角度切入問題進行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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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所出版的《海洋政策白皮書》(2006)中指出，

海洋長期以來一直被認為是公共財，是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寶庫。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中第 14 項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14, SDG 14, 2018)「海

洋」，其中指出過度捕撈導致許多魚類物種迅速枯竭，多達 40%的世界海洋嚴重

受到人類活動的嚴重影響，包括污染，枯竭的漁業和沿海生態的喪失。因此訂

定 14 項指標，期能改善海洋環境問題，更指定 2021 年至 2030 年為「海洋科學

十年」，加強國際間在研究和科學計劃方面的協調與合作，以更好地管理海洋和

沿海地區資源並降低海上風險。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追蹤發現，目前全世界已經有 60%的魚

種被列為「完全被利用」、「過度利用」、「耗竭殆盡」的等級。過度漁撈(overfishing)

已是日趨嚴重的全球性問題，數據顯示全球漁業資源中有 24%是屬於過度捕撈，

FAO (2016)更呼籲各國加入全球條約，消除非法捕魚的禍害。臺灣四面環海，

在沿海地區有許多的居民仍仰賴海洋資源維生，因此，海洋資源的善用對於臺

灣而言，應該更加被重視。教育部(2017)所出版的《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中建

議促使全民「認識海洋、熱愛海洋、善用海洋及珍惜海洋」、以及立基於臺灣的

海洋環境特色，形塑具有海洋風味的精緻文化，發展海洋思維的全民教育，讓

臺灣成為擁有文化美感與文明質感的現代海洋國家，仍為當前重要教育策略。

雖然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中提及對於海洋漁業保護與海洋永續等問題的

重視，但仍缺乏具體的教育內容。 

針對永續發展，1987 年「聯合國世界環境發展委員會」(United States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 Development [WCED])發表一份「我們共同的未

來」(Our Common Future)，其中指出永續發展可以滿足當代之需要，同時又不

損及未來世代追求其本身所需能力之發展。另外有多數學者認為，永續發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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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環境及社會三面向共存，並從這三面向取得平衡發展(Davies & Sadler, 

1997)。這三面向是指 (1)經濟面向：永續發展是鼓勵經濟成長，因為它能充實

國力及增加社會財富；(2)環境面向：永續發展是要以環境保護為基礎，並要讓

人類的發展不超出地球的環境承載力；(3)社會面向：永續發展是以改善及提高

生活品質為目標，並能解決社會貧窮的問題。依據同心圓理論(於幼華，1997)，

三者之間是互相依賴，環境系統內應涵蓋著社會及經濟系統，因為生態系統沒

有人類依然可以獨立運轉，但是人類沒有生態系統則無法存活，為追求人類最

大福祉，因而在經濟系統內孕育了生產與消費，因此在社會系統中包容了經濟

系統。 

由於海洋永續的觀點複雜且超越學生一般生活經驗，因此本研究嘗試使用

建模教學而非直接講述的方式協助學生了解海洋族群的消長與體會人類與海洋

生態之間所形成之動態關係，進而讓學生理解海洋永續觀點並建立對於永續發

展的觀點。模型是一種表徵系統，可以作為預測和解釋的科學工具(Schwarz et 

al., 2009)。建模教學的目標是協助學生從複雜的現象，抽取能描繪該現象的主

要因素(元素或參數)，並找出這些因素之間的關係，以形成具有正確結構的模型

(封中興、洪振方，2011)。 

建模教學中強調讓學生使用模型來表徵對現象或概念的理解或解釋，形成

類比於真實世界的表徵系統(吳明珠，2008；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 

2007)，因此本研究在學習過程中讓學生繪製概念圖以呈現人類活動與海洋魚群

量相互關係的模型，並透過不同學習階段所繪製的概念圖來了解學生學習的轉

變，概念圖即是學生建模的產物也是本研究主要資料之一。也從分析概念圖中

的海洋永續命題，了解學生在學習歷程中海洋永續觀點的改變情形。再加上分

析學生對於「海洋永續」開放試題的分析了解學生對於永續定義與價值判斷的

改變。 

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如下： 

1. 在建模學習歷程中，學生對於海洋永續觀點展現的改變情形為何？

其可能原因為何？ 

2. 在建模學習前、後，學生對於海洋永續的定義與價值判斷的改變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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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為何？ 

由於這方面的課程過去研究中較少有類似議題，本研究在課程開發後進行

探索性的研究，以彰化市某國中一年級一個班級為樣本，共 22 位學生，班級為

常態編班，在文末針對研究結果以及未來課程實施進一步討論。 

貳、 文獻探討 

一、建模與科學學習 

(一) 模型的定義 

學生可以經由模型的外在表徵進行視覺化的思考，以理解抽象的現象及概

念，模型可以幫助學生記憶與解釋這些現象與概念；透過模型進行討論、溝通，

可以促進合作學習，在溝通討論的過程中獲得回饋。何謂模型？Bliss (1994)認

為模型會比實體更為簡化；Buckley 與 Boulter (2000)提出一般模型常被視為是

一個物件、事件、想法或現象的表徵；Morgan 與 Morrison (1999)認為模型扮演

理論與現象之間的中介物。模型的尺度大小可能比表徵的物件大(如病毒、原子

等)，或比表徵物件小(如地球、汽車等)，另外，模型也可以表徵抽象概念或是

理論(例如牛頓第二運動定律，F=ma)。模型可提供解釋、總結資料、或作為實

驗設計的啟發(Craver, 2006)。 

模型這個名詞，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解釋及定義，但都具有相同的核心

概念，亦即模型就是一種用來解釋、表徵現象、物件及事件的工具。經由模型

的建立呈現抽象的概念及想法，讓現象及物件或事件更容易被描述和解釋，還

可以透過模型加以預測。模型是一種真實事物的表徵(representation)，人類用以

表徵想要瞭解的現象，而模型通過社群的考驗，就成為科學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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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模的意義 

Gilbert (1991)認為科學即是建模的歷程，學習科學即是學習建模的歷程，

只有學習建模才能有效促進學生的科學素養與科學概念，而模型是進行科學思

考及科學探究不可缺少的工具。Windschitl、Thompson 與 Braaten (2008)也提出

在課室中，老師可以將模型作為教學的輔助並設計教學活動，以增進學生對概

念的理解以及推理的知能，學生也可以經由模型的協助去掌握探究的方法和學

習如何去思考。Schwarz 與 Gwekwrere (2007)認為模型的建構是用來幫助學習

者進行有意義的知識建構，以及促進學習者對概念的理解，並強調模型是建構

知識的工具，幫助學習者在建模的過程中發展新的理解，培養學習者解釋、預

測現象的能力。由於科學與科學模型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模型已經

被視為科學學習與教學的重要工具，學者主張在科學課程中應強調建模活動以

幫助學生學習(Gilbert, 1993; Harrison & Treagust, 1998; Lehrer & Schauble, 2003, 

2006; Schwarz et al., 2009; Stewart, Cartier, & Passmore, 2005)。 

邱美虹與劉俊庚(2008)認為建模是由學習者對於所見的實體或現象，經由

模型建立的歷程，將實體或現象形成心智模型，學習者以此心智模型表達其對

所見之實體或現象的理解。因此，在科學教學的過程中納入建立模型的歷程，

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逐漸建構概念模型，經由自主建構概念模型的過程，從中獲

得科學概念及知識，經由建模歷程促進學生的學習。 

(三) 建模教學步驟與流程 

以美國科學教育發展為例，美國科學促進委員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AAS], 1993)與美國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 1996)先後將對於模型的認識與建模列為重要科學教育

目標。美國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則於 2012 年所出版的 A Framework for K-12 

Science Education (NRC, 2012)中，再次強調模型的使用與模型的建立為科學學

習之重要目標。然而建模過程與模型本身甚為複雜，傳統科學教學中又未特別

強調這一個部分，因此老師在接觸建模教學之初都面臨相當大的挑戰(Van D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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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loop, 1999, 2002)，而學生對模型的看法常停在具體的層次而未能提升到

抽象的層次，也使得學習受到阻礙(邱美虹、劉俊庚，2008；Grosslight, Unger, 

Jay, & Smith, 1991)。依科學學習所著重之學習目的，學者提出不同的建模教學

歷程之建議。Halloun (1996)將科學模型建模歷程分為五個步驟，分別是：模型

選擇、模型建構、模型效化、模型應用、模型調度。模型選擇意指從熟悉模型

中，選擇出一個合適的模型以解決問題；模型建構是確認（或重製所選）模型

的相關成份與結構，以建立模型；模型效化是進行實驗或檢驗模型，在此階段

學生有機會修改模型；模型的應用是將模型應用在相似的情境問題中，著重於

問題的詮釋與解釋；模型的調度是將模型應用在新的情境問題中，著重於模型

的評估。邱美虹團隊另外在五個步驟之後建議加入「模型重建」的步驟使其更

為完備，「模型重建」強調精緻化模型並加強模型的解釋力，並對前面五個步驟

進行審視並覺察模型的限制(邱美虹，2008；張志康、林靜雯、邱美虹，2009)。 

Schwarz 與 White (2005)以探究為基礎，並根據 Bybee 之 5E 探究歷程延伸

並建議以下幾種建模教學序列，從較為複雜的六個步驟循環，包含問題、假說、

研究、分析、模型、評鑑；到 2009 提出五個步驟，包含將課程錨定於科學現象、

建構模型、以實徵研究檢驗與評量模型、比較模型和理論的不同與模型修改、

使用模型解釋或預測現象；以及四個步驟的 EIMA 模式，即參與(engaging)、研

究(investigating)、建模(modeling)與應用(applying)(Schwarz & Gwekwerere, 2007)。

從科學推理的角度，Sins、Savelsbergh 與 van Joolingen (2005)認為與建模的過

程包括分析、歸納推理、解釋與評估。在建模教學歷程中，教師藉由建模活動

提供學生機會主動參與知識概念的建構，促進學生對概念的理解與獨立思考，

以形成有意義的學習。Baek、Schwarz、Chen、Hokayem 與 Zhan (2011)認為建

模實踐的這些組成部分代表了科學家所實踐的建模核心，並為學習者提供了方

法，此外，當學生參與這些實踐時，他們可能會更深入地理解科學知識是如何

產生和發展的，除了強調建模實踐外，他們還致力於使學習者獲得關於建模練

習的元認知知識，使練習變得有意義。學者對教學順序的興趣已經有很久的歷

史了，學者們普遍強調排序活動對培養學生學習的作用，Baek 等將「教學順序」

概念化為一個框架或模型，連貫地對教學和學習活動進行排序，以提高學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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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定主題內的知識，實踐和態度，此為以建模為中心的教學序列(The Model-

Centered Instructional Sequence, MIS)，共包含八個教學序列：錨定現象及中心問

題(anchoring phenomena and central questions)、建構初始的模型(constructing an 

initial model)、實證研究(empirical investigations)、科學想法及電腦模擬(scientific 

ideas and computer simulations)、評論及修正模型(evaluating and revising the 

model)、同儕評價(peer evaluation)、建構一致性的模型(constructing a consensus 

model)、使用模型預測或解釋相關的現象(using the model to predict or explain 

related phenomena)。 

綜上所述，模型可以協助學生學習科學概念，在科學教學中，經由建模的

歷程可以促進科學概念的學習，亦可培養學生思考之能力。因此，本研究透過

建模的教學歷程，期能提升學生永續觀點的理解，並培養學生永續觀點的價值

判斷。 

二、概念圖與科學學習 

在科學學習中，學生如何利用模型來解釋及預測，以及如何建構及操作模

型，是相當重要的(Schwarz et al., 2009)，本研究便是利用概念圖的模型表徵了

解學生永續觀點的學習歷程。 

(一) 概念圖在學習上的應用 

 概念構圖是一種由「點」的學習擴增至「面」的學習方式，將所要學習的

概念包含在命題中進行，而讓學習者可以了解到除了學習概念的意義外，還包

括許多和這個概念相關的衍生的意義及用法 (余民寧，1997)。學生可以透過概

念構圖的過程檢視自己的概念圖，進行修正、重組、同化、適應，並統整所學

習的知識的能力，讓學學習有意義，而教師則可藉由學生所建構的概念圖中概

念間連結的正確性、概念層級的安排是否適當等，得知學生的學習情形並了解

學生的知識結構和錯誤的概念，因此，對於教師或學生而言，概念構圖都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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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有效的教學及學習工具(林素妃、蘇明俊、周建和，2008)。綜上所述，概念圖

可以審視學生的學習歷程，然而，教師如何在教學中應用概念圖來幫助學生學

習，學生對於概念圖是否能完全理解並經由概念構圖習得科學概念，是教師教

學該思考的面向。 

 概念圖可以用來呈現概念間的關係，因此概念圖也可用來幫助學習者了解

如何進行學習，也可作為評量學習成效的依據(Novak & Gowin, 1984)。學習概

念圖讓學習者能自己建立屬於自己的概念圖，提供學習者容易記憶的圖象，因

此能夠對學習者的學習產生影響。透過概念圖的模型，學生可以辨識概念間的

關係，再將這些概念組織，進行有系統、有層次的統整(Novak, 1990)。因此，概

念圖不僅是觀察或紀錄學習過程的工具，亦可用來發掘學生的知識結構及其變

化，並檢視學生的先備知識結構。 

 在概念圖的實徵研究中可以發現，利用概念圖作為教學策略或學習者的學

習策略，可以增進學習者進行思考、問題解決及概念的澄清，透過概念圖進行

知識的統整與組織，促進學習者認知策略、後設認知策略的應用，以及因果關

係的推理，並能使學生建構自我的學習(于富雲、陳玉欣，2007；賴錦緣、陳勝

美、吳正己，2015)。而在概念圖應用於海洋教育的相關實徵研究中發現，利用

概念圖可以評量學生之科學素養並診斷學生之迷思概念，而將概念圖用於教學

中對學生的學習海洋資源有正面的幫助，並且可以提升學生思考、海洋科學素

養以及海洋科學知識(羅綸新、張正杰、童元品、楊文正，2013；Brody, 1996; 

Snead & Young, 2003)。 

 綜上所述，在教學過程中，引導學生建構概念圖的模型表徵，可以了解學

生之學習歷程，亦可幫助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進行思考，因此，本研究在課程中

讓學生繪製概念圖，從概念圖中蒐集資料，分析學生對於海洋永續觀點的想法，

並比較教學前後的差別，以了解學生對於海洋永續觀點的學習歷程。 

(二) 概念圖評分方式 

 要利用概念圖來了解學生知識結構的變化，則必須對概念圖進行評分，綜

合文獻概念圖評分方式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為計算概念圖中的組成元素，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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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關係的聯結、階層性、具體實例等的正確性數量(Novak & Gowin, 1984)。

二是在計算各個相關元素的分數時，進一步使用標準概念圖或專家命題與學習

者所繪製的概念圖進行比較(Goldsmith, Johnson, & Acton, 1991)。 

 就第一種評分方式，McClure 與 Bell (1990)亦提出類似的概念圖的計分方

法，其中依據概念圖中的名詞元素正確與否、名詞元素間的連接詞使用是否正

確以及名詞元素間連結的方向是否正確，依序給予分數，亦即是元素正確給予

1 分、連接詞亦正確給予 2 分、三個項目全部正確給予 3 分。此種計分方法成

為許多研究中概念圖評分的依據。例如陳雅君(2007)在分析職前化學教師的概

念圖時，將概念圖視為由眾多命題(propositions)組成，而每一命題包括兩個概念

節點(concept nodes)及概念之間的關係聯結語(relationships linking words)、階層

(hierarchy)、舉例(example)的聯結方式。評分時依據三個構成要素分別予以評分，

其評分標準分述如下：(1)關係：每一個有意義及相關的命題聯結關係，即給予

一分；錯誤的命題則不給分。(2)交叉聯結(cross-links)：是兩個經過統整後的概

念間有效的聯結，因此交叉聯結亦可作為創造力的指標，因此，每一個有效的

且有意義的交叉連結給予三分。(3)學習者的舉例，若標明其概念之間的關係，

則每一個特定被舉出的事件或物件例子，即給予一分。在此種評分原則下，得

分越高，即代表該學習者的概念結構越系統化、層次化、組織化。 

 第二種評分方法則進一步將學生所繪製的概念圖和專家概念圖或專家命

題進行比較並進行評分，例如 Daley、Shaw、Balistrieri、Glasenapp 與 Piacentine 

(1999)使用概念圖來教授和評量學生的批判思考能力，他們亦以命題、階層性、

橫向連結及範例等四個向度來評分概念圖，但將學生的概念圖命題與專家概念

圖之命題進行比較之後進行評分。而 Goldsmith 等 (1991)則提出的「接近度」

(Closeness index, C 值)觀念，簡稱為 C 值評量法，C 值介於 0 與 1 之間，利用

此法來測量在學生與專家的概念圖間，各個概念元素間的相似程度即測量他們

的概念圖中各概念元素之間相似的情形，此方法是計算每個元素在兩概念圖中

之鄰近元素集合的交集和聯集之比值，然後加總平均而得 C 值，若 C 值愈大則

表示兩個概念構圖愈接近，亦即學生所繪製之概念圖越接近專家概念圖。 

 本研究由學生繪製的概念圖，分析學生海洋永續觀點的想法，因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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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兩種概念圖評分方式，使用專家產生的永續命題與學生的概念圖進行

比較，了解學生是否有正確的判斷，並依據 McClure 與 Bell (1990)概念圖的分

析方式進行修改，對學生所繪製之概念圖進行評分，並將評分結果進行統計分

析，以了解學生在教學前後海洋永續觀點的改變。 

三、永續發展 

(一) 定義 

2006 年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國際研討會中，日本武藏科技大學環境資訊研究

所學者 Sato (2006)以「永續教育十年」為題的演講中指出：永續發展教育是結

合提升基本教育品質、環境運動與環境教育等元素而成，其內涵以教育的手段

來達成環境品質提升的單一面向開始，演進到透過參與式的學習及夥伴關係致

力之環境、社會、經濟與各式的全球議題等多元關注，最終期盼能以行動及具

體的參與，達成一定程度的社會改變，進而推展至全球的永續發展。環境教育

的基本理念，是為了人類能長久在安全穩定的地球環境中永續發展(汪靜明，

2000)。永續發展所追求的環境目標中也提到必須保護我們所生存的環境，包括

控制環境污染、改善環境品質、保護生態系統的完整、保護生物多樣性、保證

以永續的方式使用再生性資源，使人類的發展維持在地球環境負荷能力之內(林

建輝等，2000)。Sterling (1999)定義永續為努力實現生態、社會及永續經濟的平

衡，以及認識他們之間相互的關係。永續發展教育標準描述三個核心概念：社

會公平、環境品質和經濟振興(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DfES], 2006)，

也愈來越多文獻呈獻出一個共識：永續發展需要關注社會、經濟及環境之間的

相互關係(Corney, 2006)以及三個面向的整合(e.g. Giddings, Hopwood, & O’Brien, 

2002; Sandell, Öhman, Östman, Billingham, & Lindman, 2005; Walshe, 2008)。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2005)指出永續發展的經濟、社會及環境三個面向又分

為 15 個分項，且須包含時間及空間上的連結： 

1. 環境面向的次主題：環境方面的次主題涉及是有關提高人類對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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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和經濟活動的認識及其對資源及自然的影響。環境面向的次主題

是：(1)自然資源(水，能源，農業和生物多樣性)；(2)氣候變遷；(3)農

村發展；(4)可持續城市化；(5)防災減災。 

2. 經濟面向的次主題：涵蓋經濟成長、社會及環境責任。所以經濟面向

的次主題是：(6)減貧；(7)企業責任追究；(8)市場經濟。 

3. 社會面向的次主題：側重於解決分歧，了解社會制度，民主和參與系

統。社會面向的次主題是：(9)人權；(10)和平與人的安全；(11)性別平

等；(12)文化多樣性和文化間的理解；(13)健康；(14)艾滋病毒/艾滋病； 

(15)治理。 

 綜上所述，永續發展為環境、經濟及社會三面向的整合性概念，強調三面

向的發展及彼此之間的關聯。本研究主要探討學生海洋永續觀點之發展，綜合

文獻對永續發展之定義，因此本研究所探討之海洋永續觀點，亦以環境、經濟

及社會三個面向進行分析討論。 

(二) 永續發展教育 

 永續發展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SD)，是指為了人類

社會的永續性發展而提供的各種教育內容、方式以及作為，期盼透過教育力量

可以提升社會大眾永續發展的意識、能力和態度，讓現在和未來的社會、經濟

及環境會更好。永續發展教育的歷史根源來自聯合國二個不同領域：UNESCO 

(2005)所提出的教育和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1987 年 WCED 發表

的《我們共同的未來》中，把「永續發展」定義為：「能滿足當代的需求，同時

不損及未來世代滿足其需要之發展」，而「永續發展教育」，是順著「永續發展」

的發展所推動的重要教育活動。隨後，UNESCO 積極推動，提出永續發展教育

的主題，包括生物多樣性、氣候變遷、文化多樣性、原住民知識、降低災害風

險、減少貧窮、性別平等、健康促進、永續生活方式、和平與人類安全、水資

源、永續的都市化等；而且也提出永續教育發展的四項推力：(1)改進接受和保

持有品質的基礎教育；(2)重新訂定現存教育方案符應永續發展；(3)增加公眾對

永續發展的理解和覺知；(4)提供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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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ESCO 於 2005 年開始推動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十年計畫 (United 

Nations Decade of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DESD)，吸引各洲

許多國家參與，有些國家訂定與 ESD 相關的國家法案、有些國家建立全國 ESD

整合機制，甚至 66%的聯合國會員國提出 ESD 策略或行動計畫(UNESCO, 2014)。

而英國政府永續發展教育小組主張「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e)、「公民身分與

職責」(citizenship and stewardship)、「多元」(diversity)、「後代子孫的需求與權

利」(needs and rights of future generation)、「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永續性

改變」(sustainable change)、「不確定性與預防」(uncertainty and precaution)等觀

念是永續發展教育的核心概念(Eco-Schools, 2005)。 

 我國目前中小學永續發展教育大致分二類，一是學校環境政策與建築，是

鉅觀的全校性環境教育，如高雄市左營國小、臺南市永華國小、高雄縣後庄國

小等的永續校園改造方案，包括「生態教材園」、「有機農園」及「果樹教學區」

等(教育部，2004)，透過永續校園改造計畫，形塑校園建築環境符合環境教育指

標，為學校行政透過環境改造，由上而下，以環境氛圍實施環境教育；另一是

環境課程與教學，大多是班級的環境教學活動，例如領域課程融入教學，在進

行動植物教學中，融入環境保育之相關知識，又或如環境教育主題性教學活動，

設定環境教育主題如全球暖化議題，進行主題式教學活動。 

 除了上述永續發展的教學型態外，永續發展教育亦可以是一種科際整合的

概念，具有下列的特徵(吳清山、林天祐，2012)： 

1. 永續性：不論是社會、經濟或文化發展，都以永續發展為優先考量。 

2. 教育性：重視終身教育、主動學習及培養高層次思考能力，以及正式

教育、非正式教育與非正規教育三者相結合。 

3. 融合性：任何發展，不能因為全球化而犧牲在地特色，亦即在地需求

與全球觀點相互融合在一起。 

4. 適應性：尊重多元、容忍差異，能夠適應社會變遷之發展而在生活上

有所調整。 

綜上所述，永續發展教育是透過教育歷程，提升對永續發展的覺知，並能

從日常生活之態度、行為實施永續，以提升永續發展。然而我國永續發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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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素較欠缺公民責任和全球性社區成員的觀念，也缺少完整的課程計畫(馮莉

雅，2007)。本研究便是透過建模教學活動，希望達到吳清山與林天祐(2012)所

敘述之永續發展教育之特徵，在本研究所設計之建模教學課程中提及社會、經

濟及環境的「永續性」；在「教育性」方面，本研究之課程是在正式課程中以融

入的方式進行課程教學，透過課程同時希望促進學生之高層次思考；並以全球

性過度漁撈之議題融入課程教學，期能將在地需求與全球觀點融合，達到「融

合性」之特徵；經由禁捕議題之討論，在課程中培養學生價值判斷，並尊重多

元族群對議題的不同看法，以達到「適應性」。以模型表徵之歷程，建構學生永

續發展之概念，建立永續發展的意識、能力及態度。  

(三) 相關研究 

過去十年間，瑞典的許多學校都實施了永續發展教育。Olsson、 Gericke 與

Rundgren (2016)在其研究中提及，促進永續發展教育的方法是培訓教師及學校

領導者，其方法包含：鼓勵學校成為生態學並取得綠色認證，綠色認證共有六

個可以運用在任何年級課程的主題，而這些主題均包含永續發展的三個面向(經

濟、環境、社會)；提供學校申請永續發展獎的機會，此獎項著重於教學層面；

推出永續發展學校三年計畫申請，此計畫的目標是讓永續發展教育涵蓋在學校

所有教學及活動；瑞典 Den Globala Skolan (DGS)委員會，為教師、學校領導和

政策制定者提供方案和活動，使其能重點關注全球化和永續發展教育，包含永

續發展教育訓練的機會、提供學校關於國際合作及永續發展教育計畫的協助及

經濟支持。 

教育部自民國 91 年起推動永續校園計畫，由各校申請於校園中推展環境

教育計劃，著重於永續環境的硬體建置如綠建築、雨水回收等，在永續教育的

推動多為節能減碳、資源回收、生態環境等議題的宣導與教學，但是較少有關

永續發展教育三面向的整合探討。目前國內在有相關永續發展教育的實徵研究

方面並不多，其中吳清山、王令宜與黃建翔(2014)在國民小學推動永續發展教育

之調查研究，以「國家教育研究院 101 年國民小學主任儲訓班」之 328 名儲訓

學員為研究樣本，以立意取樣之方式選定具有受過相關永續發展或環境教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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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之教育人員，因此對於永續發展教育之相關議題具有一定程度之了解，有助

於收集更有效和正確的資料。此調查研究發現，國民小學永續教育發展的課程

主題，前十名之課程主題，由高至低依序為「永續能源」、「氣候變遷」、「資源

再利用」、「自然保護」、「災害防救」、「水資源」、「人口與健康」、「綠色生產」、

「弱勢照顧」、「綠色消費」。學校推動永續發展教育之困境，主要為「師生對永

續發展缺乏足夠認識」、「缺乏永續發展適切課程」和「缺乏足夠推動永續發展

教育資源及設施」。此研究並針對研究發現提出六點建議，其中包括國民小學推

動永續發展教育之課程內涵宜包括永續發展教育三大範疇：永續社會、永續環

境和永續經濟等。 

在地理教育中發現國中學生已兼顧「永續發展教育」三面向的問題思考，

並涵蓋永續發展教育基本知識，學生對地理教育中教導的永續發展觀念予以認

同，並對於地理教育訓練獨立思考環境、社會、經濟問題的能力給予高度肯定

(張珍悅、徐勝一，2011)。除在地理教育之外，在海洋議題的教學中也發現，利

用海洋科普知識課程進行的價值教育可提升學生生態保育態度和海洋科普知識，

且學生學會思考並注意「永續發展教育」三面向的問題(盧姿里，2016)。 

 在國外的研究中，Walshe (2008)利用概念圖及半結構式晤談探索學生對永

續概念的理解，結果發現學生對永續的概念鎖定在環境、社會及經濟的永續，

但其概念皆為獨立，鮮少學生提到三個概念間的關聯性。 

綜合上述相關的調查及實徵研究可得到，在課程設計中包含永續環境教育

三個面向；並經由教學活動建立學生永續發展相關的概念，可以提升學生永續

發展教育三個面向問題的思考，而綜上相關研究，永續環境教育較少以建模教

學方式進行。本研究亦以永續發展教育三個面向―環境、社會及經濟為主軸，

透過建模課程之設計並進行建模教學活動，了解學生建立永續觀點之歷程，以

及學生永續觀點間連結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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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個案班級為中部一所國中的學生，共 22 位。本研究以概念圖做為學生建

構人類活動與海洋魚群相互關係之模型，在教學活動之初教師進行概念圖繪製

教學，讓學生了解概念圖之架構及學習如何繪製概念圖。授課教師為教學經驗

超過十年之生物科專任教師。 

二、教學設計 

本研究擬以建模導向的課程設計來了解學生海洋永續觀點的展現情形及

對海洋永續的定義及價值觀的改變，Baek 等(2011)所提出的建模教學序列，聚

焦於學生如何建構和使用模型去產生科學知識，學生如何在他們的模型中思考

知識或證據來源的範圍和性質，以及在他們的建模建構中如何反映這種思考，

在學生的模型現象的解釋方面(包含一般解釋、過程、機制)以及學生對現象解釋

方面的反思，與本研究之目的吻合，因此研究之教學活動設計是修改自 Baek 等

為促進學生參與科學建模所設計出的建模為中心的教學序列(Model-centered 

Instructional Sequence, MIS)。在進入正式教學活動之前，進行二節課之概念圖

教學，使學生了解並熟悉概念圖之繪製。教學時間包含八節課，分成三大階段，

教學活動第一階段包含模型概念的建立、MIS 中的錨定現象及確定核心問題、

以及建構初始模型(如表 1)；此階段教學活動規劃文章閱讀、影片欣賞及概念圖

教學，搭配學習單，讓學生能從中理解現在海洋資源之問題，以及人類活動與

海洋魚群之間的關係，並進行初始模型的繪製。第二階段為實徵探索活動，包

含 MIS 中的實徵調查、評價及模型修正，實徵調查是進行海洋活動之模擬遊戲

―Fishbanks (Meadows, Sterman, & King, 2018)，以分組的方式進行，學生扮演

http://mitsloan.mit.edu/faculty/detail.php?in_spseqno=12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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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民的角色，在遊戲中與其他組別的漁民競爭，並根據漁類資源儲量和捕獲量

上的變化，以讓自己可以獲得最大利益為目標。在遊戲中學生透過策略的討論、

意見的交流，全面思考海洋資源與人類活動、經濟間的關係，也藉由遊戲了解

海洋資源枯竭的可能性，在討論與互動的過程中，引導學生思考所繪製的初始

模型，與模擬遊戲間的關係，並搭配學習單，引導學生再次思考人類活動與海

洋魚群的相互關係，進行模型的評價與修正。第三階段包含 MIS 中的相關科學

概念的介紹、評價及模型修正，科學概念介紹包含漁具、漁法及海洋法規之相

關概念，呈現經濟面向、社會面向及環境面向之衝突，經由課程介紹及討論讓

學生思考如何取得其間之平衡並能使環境永續發展，此階段由教師和學生互動

討論的方式進行，並搭配學習單及小組討論互動，學生得以對自己所繪製的模

型進行評價及思考如何進行修正，於教學活動之後進行，引導學生再次思考人

類活動與海洋漁群的相互關係，進行模型的評價並修正模型。在整個教學過程

中，呈現經濟、社會及環境三面向之觀念，在文章閱讀中除呈現經濟及社會面

向的概念，亦在文章末顯示出環境永續發展的概念；在模擬遊戲中，讓學生在

經濟、社會及環境三個面向下進行抉擇及思考，期能從中體會永續發展之重要

性；而在捕魚方式及法規介紹之課程中，讓學生透過對法規的了解進一步思考

捕魚方式的選擇，以期能有全面性的思考，並能有較正確的價值判斷。 

在教學活動中，包含多元的教學方式，除教師講述外，大多以活動的方式

讓學生探索。除了文章閱讀及影片欣賞，輔以教師要點說明，更進一步以模擬

遊戲的方式，讓學生投入遊戲情境，透過角色的扮演，有身歷其境之感，更深

層體會人類活動與海洋魚群之間的相互關係。最後呈現相關之捕魚方式及漁業

法規，以讓學生了解法規對人類捕魚活動或相關海洋活動以及法規對海洋魚群

之影響，以讓學生逐漸形成人類活動與海洋魚群關係的模型，設計架構如表 1。 

三、資料來源與分析     

 本研究綜合相關文獻對永續發展之定義，因此本研究中的永續發展是指

環境、經濟及社會三面向，強調三面向的發展及彼此之間的關聯。研究期望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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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教學活動能建立永續發展三面向思考之觀點，於面對環境問題時進行價值

判斷，因此，研究在資料分析中亦從這三方面進行探討分析。 

(一) 概念圖 

 研究中實施教學的前、中、後皆請學生繪製「人類活動與海洋魚群關係概

念圖」，以協助學生建立模型，並提供研究者分析、評估學習者的表現。概念圖

分析方法修改自 McClure 與 Bell (1990)，主要是對學生所繪製的概念圖進行評

分，評分分成三個等級：所使用的名詞元素正確便給予一分，名詞元素正確且

兩個名詞元素之間的連結詞正確便給予二分，名詞元素及連結詞正確且兩個名

詞元素間的連結方向正確便給予三分，評分方式如圖 1 所示。 

本研究根據教學內容訂出與海洋漁業永續相關共 14 個觀點，觀點的形成

是由兩個名詞經由連接詞正確方向的連接形成(McClure & Bell, 1990)，本研究

中觀點分屬三大類：經濟、環境及社會。在經濟相關方面共有六個觀點，如漁

獲量影響漁民生活(如：收入、獲益、賺錢、資產、漁民失業或經濟困難)；在環

境相關共有六個觀點，如捕具(如：底拖網、流刺網或延繩釣)破壞或危害生態；

在社會相關有二個觀點，如「漁業法規保護魚群」。例如在學生概念圖中提及「拖

網破壞生態」屬環境相關、「漁船增加漁獲量就漸漸減少」屬經濟相關、「用法

規規範捕魚季節」屬社會相關念。研究者將 14 個觀點作為判斷依據，評分方式

是修改自 McClure 與 Bell (1990)對概念圖的評分方式，例如漁獲量影響漁民生

活(如：收入、獲益、賺錢、資產、漁民失業或經濟困難)，漁獲量、漁民生活為

名詞元素，影響為連接詞，方向是由漁獲量至漁民生活。學生概念圖的評分由

二位評分者進行，分別為具有碩士學位的國中及國小自然教師，有多年教學經

驗，皆參與本研究之討論及課程設計；二位評分者與研究團隊進行觀點及評分

之討論，並透過多次試評逐漸建立共識，針對評分的差異進行多次的討論並修

改評分標準，個別評分結果經相關係數計算，得評分者間的信度達.80。本研究

依據上述的評分方式及相關觀點的分類進行概念圖評分，並針對評分數據進行

Friedman test 無母數檢定分析以及執行事後比較。在教學後，為更加深入了解

學生海洋永續觀點展現的改變情形及其原因，依質性研究方法中之目的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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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建模課程設計架構 

建模目標 活動流程 時間 相關概念 相關教材 

模型概念 教師引導閱讀模型概念資

料並說明 

20 分

鐘 

什麼是模型 

模型的功能 

模型的種類 

介紹科學模

型文章 

錨定現象

及核心問

題 

閱讀【格蘭特岸灘的輓歌】

文章及觀看影片，並引導根

據文章及影片內容習寫學

習單 

2 節 漁獲量驟減；漁業經

濟；魚群生態穩定 

【格蘭特岸

灘的輓歌】

文章、影片

學習單 

建構初始

模型 

畫出人類活動與海中魚群

的關係 

(第一次繪製概念圖) 

20 分

鐘 

 學習單 

實證調查 進行 Fishbanks 遊戲，於遊

戲中引導學生進行討論及

政策決定，並於學習單中記

錄過程，遊戲後依據學習單

進行討論及反思 

2 節 漁業交易；漁獲量；天

氣；船隻數；獲利 

Fishbanks 學

習單 

評價及修

正初始模

型 

畫出人類活動與海中魚群

的關係 (第二次) 

20 分

鐘 

 學習單 

介紹科學

概念 

教師播放【魚線的盡頭】影

片，並經由教學簡報引導討

論並進行海洋捕撈技術與

相關法規介紹 

2 節 魚撈技術與漁獲量的

關係 ; 魚撈技術對生

態的影響 ; 漁業法規

管理的相關面向 ; 漁

業決策與影響 

教學簡報、

【魚線的盡

頭】影片、學

習單 

評價及修

正模型 

畫出人類活動與海中魚群

的關係 (第三次) 

20 分

鐘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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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概念圖評分歷程(依據 McClure & Bell, 1990) 

 

(Merriam, 2009／顏寧譯，2011)，依據本研究目的及問題採用最大變異取樣，進

一步了解建模課程對學生永續觀點改變情形的影響及其背後原因，因此選擇學

業成就表現高、低各二名學生進行晤談，以更深入了解學生永續觀點、價值判

斷的改變情形及其背後的原因。因此，在晤談過程請學生說明其所繪製的概念

圖的想法，概念圖中各元素的連結的想法其所繪製的各張概念圖之間的相異處，

以及為何會有這樣的改變，晤談資料經轉錄為逐字稿並進行編碼，以進一步進

行資料分析。 

學生繪製的概念圖中要評分的名詞和所定義的觀

點是否有關？ 

學生繪製的概念圖中，名詞間的連接詞是否有關？ 

學生所繪製的概念圖中，名詞間連結的方向形成因

果等關係是否有關？ 

評為 3 分 

評為 0

分 

評為 1

分 

評為 2

分 

無關 

無關 

無關 

有關 

有關 

有關 

定義出要評分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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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海洋永續試題 

 本研究設計兩題有關海洋永續的問答題。兩題的題目如下： 

1. 你認為「海洋漁業永續」是什麼意思？ 

2. 黑鮪魚季一到，總會在臺灣出現一陣風潮，然而近年來黑鮪魚的數量

有減少的趨勢，如果現在政府禁止捕撈黑鮪魚，你認為有必要嗎？為

什麼？  

本研究依據 Sterling (1999)的定義，將學生第一題的答案分成此三個面

向，如表 2。答案中有包含其中一個面向，則在所屬面向劃記一次，再將三個

面向的人次進行統計，了解學生對「海洋漁業永續」的觀點發展。例如「在捕

撈的過程，盡可能捕捉大魚，其餘放生回大海，等到長大交配產下下一代後再

捕捉，這樣才不會使海洋資源竭盡。」此描述屬於經濟面向，便在經濟面向劃

記一個人次，也有學生答案中同時包含兩個面向，則在兩個面向各劃記一次，

例如學生回答：「保持魚群數量，才有機會保存下來，留給後代子孫吃到」。此

描述包含社會及經濟面向，便在這兩個面向各劃記一次。將學生前後測的答案

分類劃記後，將所劃記各個面向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以了解教學前後學生

對永續觀點想法的轉變。 

第二題評分方式根據「永續價值判斷」則是依照 De los Santos、Stapleton 

 

表 2 海洋漁業永續類別 

類別 描述 範例 

環境 

以自然環境及資源的保護為主，讓

自然資源的使用在地球承載力的

範圍內 

不用流刺網和拖網破壞生態 

社會 
以改善及提高生活品質為目標，並

能解決社會貧窮的問題 

讓後代的人有魚可以抓，這

樣漁業就永遠都有 

經濟 
鼓勵經濟成長，充實國力增加國人

及社會財富 

讓屬於海洋的漁業繼續經營

下去，並發展(創新、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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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Anderson (2014)的研究分為高、中、低三個等級。高等級的回覆中應顯示對

於永續的判斷是根據多重觀點，並由不同角度權衡、比較不同面向的得失與利

害，例如：「如果禁止捕撈，漁民的收入會減少很多，但未來就不至於會沒有黑

鮪魚可以捕撈」；「因為如果貪圖眼前利益，不顧未來，未來將會沒黑鮪魚可捕」。

中等級的回覆則從單一觀點的得失與利害出發，來考量永續，例如：黑鮪魚滅

絕；保護自然生態。低等級的判斷則是簡單的二分法，作法的對與錯之別，並

未詳述其判斷的理由，例如：「黑鮪魚很好吃」；「因為這樣利益反而會被別的國

家拿走」。本題依據學生的回答計算「有」、「無」必要禁捕的個數進行統計，了

解學生在教學前後永續觀點想法的轉變情形。 

肆、 研究結果 

一、 海洋永續觀點分析 

(一) 海洋永續觀點形成歷程 

 本研究依據學生繪製概念圖歸納至經濟、環境及社會三個面向，並依據概

念評分方式給予評分。例如圖 2 為學生所繪製的概念圖，其元素概念正確、連

接詞使用亦正確，且元素間連結的方向正確，因此將之歸類至經濟面向，得分

為 3 分。學生在海洋永續經濟相關的概念上，三張概念圖的平均數分別為 2.09、

3.00、3.65，平均分數逐漸增加；在以環境概念中，在三張概念圖的平均數分別

為 0.57、0.04、1.65；在和社會相關的概念上，三張概念圖的平均數分別為 0.13、

0.26、1.74(如表 3)，海洋永續經濟相關的概念達到顯著差異(p=.03)，且第三張

概念圖優於第一張概念圖。以環境為主的相關概念在三次概念圖中亦達顯著差

異 (p<.01)，其中第一張及第三張概念圖中環境的分數高於第二張概念圖。最後，

和社會相關的概念在三次概念圖比較上則未達顯著水準。 

 從上述結果綜合而言，學生在經濟相關的概念中，隨著教學活動，學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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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圖中呈現的概念數逐漸增加。在環境相關概念方面，第二張概念圖的分數

明顯降低，此階段學生思考較著重經濟活動與魚群的關係，這可能與第二階段

教學活動以海洋漁業遊戲為主有關。和社會相關的概念部分，雖然分數逐次增

加，但在統計上未達顯著，可能與在教學過程中較少提及相關概念且主要是在

教學最後階段有關。整體而言，學生在第三張概念圖所呈現的各類別的概念數

都比前兩張概念圖的表現佳，比例上而言，雖然經濟層面的概念一直是比例最

高的，但在第三張概念圖中社會與環境層面的比例都較前兩張圖中相對增加(如

圖 2)，可見於教學活動後學生較能夠整合與保留三個層面的觀點，而非僅以經

濟面向為主。 

(二) 個案學生分析 

 研究者分析高、低成就各兩位學生所繪製之概念圖並輔以晤談，從分析資

料中發現，在繪製第一張概念圖時，個案學生 1 所使用的名詞包含大堡礁、潛

水、海洋生態等，而晤談時學生提到由於第一階段的教學有限，因此概念圖有

一部分的名詞是來自於自己的生活經驗，例如學生回憶起小時候跟父母參與潛

水活動，因此在繪製概念圖時加入海洋生態與觀光休憩有關的名詞。個案學生

2 在第一張概念圖(圖 3)中的名詞包含魚種及過度捕撈的概念，進一步晤談時學

生表示是因為在繪製概念圖前所閱讀的文章中包含這些名詞，因此運用在概念

圖中。個案學生 3 在第一張概念圖中所使用的名詞包含魚、蝦、漁夫等相關概

念，晤談後了解學生是根據題意，將相關的名詞納入。個案學生 4 在第一張概

念圖中所使用的名詞包含漁民、漁獲量、人類等相關概念，晤談後了解學生是

根據題意，將相關的名詞納入。從上述可發現，學生在繪製第一張概念圖時，

概念圖中的名詞主要受到「生活經驗」、「課程內容」與「題意」所影響。而到

了第二、第三張概念圖(圖 4、圖 5)時，發現個案學生 1、2 及 4 所繪製的概念

圖中所使用的名詞，多為課程中的內容，進一步晤談學生，學生也表示因為繪

製概念圖前的教學活動，因此將之呈現於概念圖中，僅個案學生 3 仍以自己生

活中的經驗想法繪製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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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學生第一、二、三張概念圖平均數比較 

類別 

時間 Q p 事後比較 

1.第一張 2.第二張 3.第三張    

平均 標準差 平均 標準差 平均 標準差    

經濟 2.09 1.91 3.00 2.66 3.65 2.66 6.08 .03 3＞1 

環境 0.57  1.20  0.04  0.21  1.65  2.87  7.85 .02 1＞2, 3＞2 

社會 0.13  0.46  0.26  0.75  1.74  3.96  2.39 .30  

 

 

 

圖 2 學生海洋永續概念在社會、環境與經濟層面的分布情形 

 

從上述的分析可得，個案學生在繪製第一張概念圖時，會依據自己對題目

的意思的解讀、生活經驗及閱讀的文章中尋找相關名詞。而在第二張及第三張

概念圖開始，會受到課程教學的影響，包含老師上課時所講述的內容、模擬遊

戲以及教材所提供的影片、文章、課本與學習單。可見教學活動對學生概念的

建立是有所影響，例如晤談中學生提到受到所閱讀的文章影響，便將「鱈魚」

納入到概念圖之中，之後經模擬遊戲後又將「鱈魚」刪除改為「魚群」，主要原

第一張 第二張 第三張 



環境教育研究，第十四卷，第一期，2018年 

140 

因是學生認為受到人類捕撈影響的是各種魚類不只有鱈魚而已。除此之外，在

訪談中可發現學生最常提到因為模擬遊戲而改變了概念圖中的內容，例如在第

二階段的模擬遊戲之前，有些學生不認為魚群會因捕撈大量減少，但經過第二

階段的模擬遊戲的活動之後改變了想法，了解到魚群可能會減少的原因以及人

類不能僅考慮利益而忽略了海洋生態。 

 研究者進一步從晤談資料中探究學生是如何繪製第三張概念圖(圖 5)，三

位個案學生表示在第三張概念圖中所加入的概念名詞，除了與繪製前的法規課

程有關之外，也會提及到前面其他兩個學習階段的文章、影片與模擬遊戲，且

受訪學生表示繪製時會參考前面兩張自己所畫的概念圖，代表學生經由前段課

程的引導，逐漸形成了較複雜連結的概念網，此與量化分析第三張的概念連結

優於前面兩張概念圖的結果相符合。 

(三) 海洋永續觀點總結性評量結果 

研究中所設計的問答題共有兩題，兩題分析之結果如後。第一題是從社會、

環境與經濟面向的角度分析學生對「海洋漁業永續」的定義。從表 4 中可以發

現，學生在教學前對海洋永續的想法著重在經濟面向，有 77.3%的學生提及此

項；而在教學後，68.2%的學生提到環境面向的看法、54.5%提及社會面向、54.5%

的學生則提及經濟面向。結果發現學生在教學後提及環境、社會面向的百分比

有增加，在經濟面向的百分比則減少。另外計算在教學前三個面向皆包含的人

數為 0 人，而在教學後三個面向皆包含的有 1 人；在教學前同時包含兩個面向

的有 11 人，教學後同時包含兩個面向的有 15 人；在教學前僅包含一個面向的

有 7 人，教學後僅包含一個面向的有 6 人；在教學前三個面向皆未出現的有 3

人，而在教學後三個面向皆未出現的則為 0 人。此結果顯示，在教學後學生對

於永續的觀點涵蓋的面向略有增加，對於海洋永續的想法較為廣泛。 

問答題的第二題，題目為「黑鮪魚季一到，總會在臺灣出現一陣風潮，然

而近年來黑鮪魚的數量有減少的趨勢，如果現在政府禁止捕撈黑鮪魚，你認為

要必要嗎？為什麼？」本題依據學生的回答分類後進行敘述統計分析， 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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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學生 1(高成就)-三面向總得分 0 

 

 

 

 

 

 

 

個案學生 2(高成就)-三面向總得分 0 

 

 

 

 

 

 

 

個案學生 3(低成就)-三面向總得分 5 

 

 

 

 

 

 

 

個案學生 4(低成就)-三面向總得分 4 

註：個案學生 1 所繪製的概念圖，在其概念圖中所呈現的名詞與研究所訂定的

14 個觀點中的名詞、連接皆不相關，名詞間的連結亦無方向。個案學生 3 所繪

製的概念圖，例如漁夫、捕撈網的名詞正確，但連接詞所形成的觀點未涵蓋在

本研究的 14 個觀點中，得分為 1 分。 

圖 3 個案學生繪製之第一張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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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學生 1(高成就)-三面向總得分 2 

 

 

 

 

 

 

 

個案學生 2(高成就)-三面向總得分 12 

 

 

 

 

 

 

 

個案學生 3(低成就)-三面向總得分 6 

 

 

 

 

 

 

 

個案學生 4(低成就)-三面向總得分 1 

註：個案學生 2 所繪製的概念圖，例如漁獲量、魚群的名詞正確，配合連接詞

減少以及方向，所形成的觀點涵蓋在本研究的「漁獲量會受到魚群指數的影響」

觀點中，得分為 3 分。 

圖 4 個案學生第二張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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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學生 1(高成就)-三面向總得分 8 

 

 

 

 

 

 

 

個案學生 2(高成就)-三面向總得分 27 

 

 

 

 

 

 

 

個案學生 3(低成就)-三面向總得分 9 

 

 

 

 

 

 

 

個案學生 4(低成就)-三面向總得分 13 

圖 5 個案學生第三張概念圖 

 

表 4 學生「海洋漁業永續」觀點 

類別 

時間 

前測 後測 

人次(百分比%) 人次(百分比%) 

環境 10(45.5) 15(68.2) 

經濟 17(77.3) 12(54.5) 

社會 3(13.6) 12(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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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認為政府禁止捕撈黑鮪魚的必要性」部分，從表 5 中發現學生在教學前後皆

認為有必要的有 14 人，佔 63.6%，教學前認為沒有必要，在教學後認為有必要

的佔 27.3%，共 6 人。整體而言，認為有必要禁捕的由教學前的 15 人，佔 68.2%，

增加至教學後的 20 人，佔 90.9%，而認為沒有必要禁捕的由教學前的 7 人減少

至教學後的 2 人。可見在建模教學活動後，學生可以進行具有環境覺知的決策，

並促進學生思考人類行為和海洋永續發展間的關聯性。在根據「永續價值判斷」

的高、中、低等級評分結果，從結果中可知，在教學前後高等級的判斷人數皆

維持一人，而由中等級判斷進階至高等級判斷的有 2 人，佔 9.1%，從低等級判

斷進階至中等級判斷有 5 人，佔 22.7%，如表 6 呈現，可見學生在教學後在「永

續價值判斷」上是有進步的。以整體而言，屬於高等級判斷的由教學前的 1 人

提升至教學後的 3 人，佔 13.6%，屬於中等級判斷的由教學前的 16 人提升至教

學後的 19 人，佔 86.4%，而在教學前具有低等級判斷的學生，在教學後並無學

生停留在低等級的判斷。而在禁捕觀念有轉變的學生中，有 3 人在永續價值判

斷上也都有進步，再進一步探討其三張概念圖，發現在教學前概念圖大多呈現

魚為人類之食物，以及漁夫捕魚增加經濟收入，而在教學後之概念圖則有加入

保育以及大量捕撈破壞生態環境及使魚群大量減少之觀念。由此可見，建模教

學活動對於提升學生永續價值判斷是有幫助的。 

 

表 5 海洋永續觀點分析交叉表 

 後測 總和 

有 無  

前測 

有 個數 14 1 15 

整體的 % 63.6% 4.5% 68.2% 

無 個數 6 1 7 

整體的 % 27.3% 4.5% 31.8% 

總和 個數 20 2 22 

整體的 % 90.9% 9.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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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永續價值判斷分析交叉表 

 
後測 總和 

高 中  

前測 高 個數 1 0 1 

整體的 % 4.5% 0.0% 4.5% 

中 個數 2 14 16 

整體的 % 9.1% 63.6% 72.7% 

低 個數 0 5 5 

整體的 % 0.0% 22.7% 22.7% 

總和 個數 3 19 22 

整體的 % 13.6% 86.4% 100.0% 

伍、 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是以建模教學活動，探討學生對於海洋永續觀點展現的情形以及價

值觀的改變情形。從概念圖上會發現，學生在經濟面向及環境面向，在最後一

次的概念圖所呈現的比前面兩次進步，且在最後一張概念圖，學生在概念圖中

所呈現的經濟、環境及社會三個面向趨於平均。從文獻中可知學者對永續發展

的定義形成一共識：永續發展需要關注社會、經濟及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

(Corney, 2006)，以及三個面向的整合(e.g. Giddings et al., 2002; Sandell et al., 2005; 

Walshe, 2008)。然而從過去的文獻中較少有文獻討論到在永續觀點三個面向的

整合，僅提及學生對永續的三面向的理解，並未提及三者之間的關聯及整合(張

珍悅、徐勝一，2011；盧姿里，2016；Walshe, 2008)。本研究從研究結果中可以

得知，藉由研究設計之建模教學活動，學生在建模的歷程當中，可以發現學生

在解釋永續觀點過程，學生除理解永續三面向之外，亦能朝著經濟、環境及社

會這三個面向的多元思考，但在經濟面向不管在教學前或教學後，所佔的比例

仍較高。此結果可能的解釋是學生對於經濟面向相關的觀點較容易理解，例如

漁夫以捕魚維生，且在經濟面向的觀點與學生的生活較為相關，或與媒體的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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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多為報導與經濟面向相關的觀點有關，因此產生學習保留，學生在概念圖的

呈現上較易偏重經濟面向。 

研究中「永續價值判斷」則根據 De los Santos 等 (2014)的研究分為高、

中、低三個等級，發現學生可以在各個層面持有想法、大多數學生會落在中低

等級，且較少學生有永續發展的價值判斷及多層次的推理，本研究從學生永續

價值判斷的結果中可以發現，從中等級到高等級的有 2 人，低等級到中等級的

有 5 人。在建模教學的過程當中，我們藉由遊戲活動呈現相關的數據和法規，

教學過程中從各個不同的面向，提供學生多元的資訊，讓學生從資訊中選擇進

行判斷。我們發現學生在教學前或教學初期，對於永續觀點會從二分法的判斷，

亦即是與非、對或錯進行判斷，而經歷教學過程以及資訊的吸收、閱讀、活動

參與後，學生對永續的價值判斷，也逐漸地能朝向用多重觀點、從多個角度進

行判斷。本研究在教學前和 De los Santos 等的研究結果相似，然在教學後，學

生能朝向用多重觀點、多重角度對永續進行價值判斷，亦呈現建模教學對學生

的價值判斷有正向的意義。在過去的文獻中，課程設計多為永續發展的知識概

念，並探討學生對永續主題概念的理解，如資源再利用、自然保護、地理永續

教育等知識的提升(吳清山等，2014；張珍悅、徐勝一，2011)，比較少有研究探

討永續價值判斷的面向。 

 在永續觀點的評量方面，在過去文獻中評量的方式多為知識量表、問卷、

李克特量表等(張珍悅、徐勝一，2011；盧姿里，2016；Olsson et al., 2016)，但

這些評量方式較無法測量到學生對永續觀點實際的想法。本研究提供了兩個不

一樣的評量方式，一個是概念圖，另外一個是開放性的試題，概念圖評量利用

專家命題概念圖與學生之概念圖進行比較並評分，可以透過學生所繪製的概念

圖，了解學生海洋永續觀點發展的情形。而開放性試題，從學生的回答中可以

了解學生對永續觀點的定義及價值判斷，這樣的評量方式能更深入瞭解學生對

永續觀點的實際想法。 

 在過去文獻中可以發現，建模教學多被定義用在科學教學方面，透過建模

教學促進科學概念的理解(Gilbert, 1993; Harrison & Treagust, 1998; Lehrer & 

Schauble, 2003, 2006; Schwarz et al., 2009; Stewart et al., 2005)，較少研究是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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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續的觀點上。Papaevripidou、Constantinou 與 Zacharia (2007)在研究中使用

電腦模擬進行生態建模教學，相較於使用學習單的方式進行生態教學，學生有

較好的建模能力。本研究之建模教學活動共設計八小時的課程，教學過程中呈

現給學生不同的內容資料，包含遊戲活動、永續資料閱讀、法規介紹，以遊戲

進行教學，不僅增加趣味，且可以提升學生永續價值的判斷，增加學生對生態

關係的理解，並促進學生從不同的面向進行思考。我們就研究的結果發現，建

模教學活動用於永續觀點，在建模的歷程中除了培養學習者解釋的能力之外，

也可以讓學生從不同的面向、從多重的觀點進行思考，進而做出比較適當的判

斷。另外，現行學校的環境教育課程，因屬於議題融入課程，在學校課程的實

施方面多為體驗課程，而本研究之建模教學設計，亦包含體驗課程，從體驗課

程中引導環境永續的知能，提升學生永續價值判斷。因此，建議未來有關永續

環境相關的研究，可採用建模教學結合評量方式，了解學生永續環境的觀點和

價值判斷。本研究中並未有讓學生做決定的相關教學活動，然在面對永續發展

的各個層面時，為解決面臨的問題，需要做決策以解決問題。在 Bravo-Torija 與

Jiménez-Aleixandre (2012)的研究中，便是在教學活動中要求學生制定海洋生態

系統資源管理計劃，以解決所面臨的真實問題，而在制訂計劃的過程中面臨問

題便需要進行決策，因此建議在未來永續的教學中，可採用建模教學建立模型，

在面對真實情境中的問題時，便以模型作為決策的依據。 

 綜言之，本研究提供有別於傳統對於永續環境的教學方式以及評量方式，

建模教學用於永續發展議題可以提升學生理解永續的觀點，以及使學生從多重

觀點做出較正確的價值判斷，而概念圖以及開放性問答作為評量永續觀點的工

具，可以得知學生對永續觀點實際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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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fers to various educational contents, 

methods, and behaviors provided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Most scholars believed tha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the coexisting and balance of 

the three aspects, namely, economy,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Because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marine management is complex and beyond the general life experience of 

students, this study uses a model-based curriculum 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marine populations and to understand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marine ecology. The goal was to let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concepts of sustainable marine and develop value judgements on sustainability.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are 22 seventh-grade students from central Taiwan. The 

research questions include: (1) to understand how the students' views of sustainable 

marine progressed during the modeling learning process, and (2) to investigate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students' definitions and values of sustainable marine changed 

after participating in the curriculum. We reache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rst,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concept maps, the students' views of sustainable marine 

development improved in the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spects after the teaching. 

Second, after participating in the modeling curriculum, students' definitions of 

sustainable marine development were more comprehensive and the defin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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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ed the three aspects of economy,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That is, students  

were able to define the marine environment in a broader perspective. Finally, the 

students' judgments of the valu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re broadened from the 

dichotomy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to judging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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