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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與環境想像」通識課程的行動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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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兼任助理教授 

2.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USR 計畫執行長 

摘要 

當代環境問題多元，異質的環境意識亦導致不同問題的解決取徑，環境教

育教學者如何規劃適當的課程，在詮釋、批判或實證的課程研討方法中取得平

衡，甚至進一步與真實情境與實作學習連結，是這篇論文希望探求的問題。研

究者在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自 104-2 學期起開設「生態與環境想像」課程至今，

最初的教學目標以結合「經典五十」課程，透過引介歐美生態經典論述，引導

課堂學生具備生態理論思辨能力，從而建構具有正向的環境倫理觀。本研究歷

經四個學期的教學與調整，以行動學習作為歷程研究方法，與協同教師合作訪

談、參與 USR 計畫、進行戶外教學課程調整與實施學生學習回饋分析。課程的

運作從初期的純粹理論講授，到導入戶外教學，讓學生的學習與在地環境連結，

進而產生理論與實務得以互相對話的行動學習歷程。由研究結果反思：教學不

應傾向技術培訓，而強調學習者培養出解決問題與達成目標的能力。因此環境

教育需要在不斷反思的行動中，建立與真實環境的連結，讓學生得以透過多元

的課程規劃提升環境覺知。本課程轉向培養學生思考的「發展觀點」，甚至可促

進學生自我效能的「滋養觀點」，在這過程中，學生成為透過環境經驗主動的學

習者；而教師也成為異質環境經驗的組織者、參與者或探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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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自新世紀伊始的 1999 年 921 地震起，歷經 2001 年納莉風災，直到 2016

年初重創台南的大地震，這些自然力量反撲在台灣土地上所造成的災害，應為

土地遭受不當利用所引發的浩劫。環境問題背後牽涉的自然與人文議題層面廣

泛，更顯示出自多元角度建構環境生態教育的急迫需求。對於多樣的環境問題，

其背後存在著不同環境意識與問題解決管道，Gardner 與 Stern (2002)曾提出三

個階層的環境意識論述。第一種為淺層生態意識，為關切汙染與資源耗竭相關

議題，逐一尋找解決方針。第二種則為中層生態意識，認為自然實為人類所用

之資源，然而卻因汙染與資源掠奪，造成自然資源短缺，因而須以科學與法律、

制度，實現管理地球的理念。第三種即為深層生態意識，主張一切生命的基本

生存權，亦提出科學與技術無法有效管理生態問題，人類不過是生態系統的一

份子，應回歸簡樸生活；本論述的主要發言人挪威哲學家 Arne Naess (1972)曾

舉出地球所有生命的內在價值，提及「生物中心平等」，與「生活與花朵繁衍的

平等權」，此亦為其生態觀點之核心價值。美國環保作家 Rachel Carson 在《寂

靜的春天》一書中提到：大地反撲是對食物鏈其他生命不尊重所產生的結果，

對生態網絡中的生命彼此息息相關的關懷，亦成為生態中心主義之緣起(王俊秀，

2001；Carson, 1962)。三種不同的環境意識發展出環境工程、環境政策與環境教

育等不同取徑，以期能提出解決問題之論述。 

異質的環境意識導致不同問題之解決取徑，然而因應當代環境問題越趨多

元，環境教育教學者如何規劃適當的課程，令其能在實證、詮釋或批判的課程

進行方法中取得平衡，甚至得以進一步與真實情境與實作學習連結，此為驅使

作者在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連續開設四學期「生態與環境想像」課程背後的動

機，從而亦亟思透過課程實際操作，檢視環境理論與應用間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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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對象、問題說明與研究限制 

一、研究對象 

自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迄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止，主要研究者在元智

大學通識教學部開設一門具有生態環境教育體驗性質的「生態與環境想像」課

程，在 104-1 學期與 104-2 開設中文課程，104-2 學期另加開一門同課名的全英

文講授課程，105-1 學期至 106-1 學期所開課程，進入全英文課程為主的階段，

總計四學期五次課程。最初的教學目標設定在引介歐美生態經典論述，包括通

識教學部「經典五十」計畫列為經典的《寂靜的春天》等書，引導學生透過閱

讀相關經典，進行生態理論思辨，建構具有正向的環境倫理觀。中文與英文課

程主要是授課語言不同，內容架構差異不大。課程進行架構為： 

1. 引介歐美生態論述，透過環境紀錄片作為案例探討說明，讓課堂學生

對當代的環境議題有清楚的圖像。 

2. 引導學生得以應用生態論述分析環境議題。 

3. 課程分成五個單元。(1)探討新自然概念：從環境耗損觀點觀察之，眾

多評論家當下所處理的生態危機，亦為心靈危機問題，藉著新自然概

念的建構，重新連結人與「自然」的關係。(2)環境運動的源起與環境

正義論述：透過閱讀美國環境文學家 Rachel Carson 所著《寂靜的春

天》一書(Carson, 1962)，探討環境運動的源起與毒害相關議題，以及

環境政策制訂與不可剝奪的環境知情權。(3)探討何為環境想像：此部

分以運用宮崎駿動畫與紀錄片等，探討環境想像與建構方式。(4)環境

危機與論述：藉由閱讀德國社會學家 Ulrich Beck《風險社會》的危機

論述章節，說明人類終將需要承擔的環境問題。(5)探討環境倫理：藉

由閱讀 Aldo Leopold《沙郡年紀》的土地倫理文章，探討何謂環境倫

理觀與環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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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題說明 

原初所設定理想的課堂進行方式，是在一個論述觀點討論結束後規劃學習

單，讓課堂學生能夠進行交流與討論，課程中亦結合環境議題倡議相關活動，

讓學生透過引導思索切身相關的議題與解決方式。然而在第一個學期的課程結

束時，陸續發現幾個問題：(1)某些論述內容過度抽象，學生不易思辯或討論；

(2)生態概念多為西方哲學論述，與在地生活情境頗難以連結；(3)課堂講授需準

備大量的 PPT 與影片的授課方式，講授過程容易讓學生埋首手機，導致課堂溝

通不良的情形；(4)學生在期中或期末小組報告時，僅僅進行環境議題的資料蒐

集與呈現，頗難觀察其自身的環境認知與行為的改變。此一結果，與課程原先

期待課堂學生自生態環境論述的學習而改變環境認知與行為，產生落差。 

為解決上述各項問題，課程講授採取二個改進方法。第一個方法為協同教

學。從第一學期課程開設，主要研究者即與協同教師進行較為深入的討論。由

於通識教學部已經啟動「桃園文化廊道」計畫，此一計畫自 2017 年 8 月開始，

被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簡稱 USR)所青睞，其中協同研究者被任命為

計畫的執行長與協同主持人，主要研究者則列名為參與教師。元智大學的桃園

文化廊道 USR 計畫的執行以「導覽、綠社、關懷」三者為主要內涵，整體計畫

結構包括了「在地文化導覽、綠色社會企業、桃園田調紀錄」三個子計畫。以

實踐透過文化導覽方式，保存在地族群文化；導入現代化管理方法與社會企業

經營理念，協助綠色產業升級；運用新科技的影像紀錄，關懷在地環境、文化

等社會關懷議題。在本計畫的執行歷程之中，導入校內多門相關的課程，本課

程亦為參與 USR 計畫運用的課程之一。透過多次的協同教學，每學期亦融入至

少二次的戶外教學，令學生得以透過到事件發生現場，親身體驗學習與課堂知

識連結的教學方法。協同方式為主要研究者依據與課程的關聯性，建議戶外教

學地點；協同研究者則負責撰寫計畫並規畫預算、保險事項等行政上之業務，

並讓課程學生共同參與。 

第二個方法是在第一學期末即開始實施「生態與環境想像課程學習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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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亟思透過學生對課程活動的回饋，進行下學期的課程規劃調整。104-2 學

期量表共設計 70 個問題，實施後則進行問題意識的調整，105-1 學期開始採用

改進後的新量表。新量表分成七個構面，共 62 個問題。問卷包括第一部分：個

人基本資料；第二部分：環境認知量表，涵括環境議題知識、環境行動知識與

批判反思；第三部分：環境態度量表，涵括環境問題覺知、環境敏感度；第四

部份：外顯環境行為、說服他人從事環境活動、計畫性組織性環境行為；第五

部分：生態與環境想像課程教學量表，包括課程內容、教學策略、教學媒體；

第六部分：學習投入量表，包括學習參與和跨領域學習；第七部分：勾選三個

改善環境的重要行動，與最後一個收穫最多或印象最深刻的課程學習活動的開

放性問題。 

透過行動學習理論，本研究的目標欲反思四個學期環境課程教學行為，以

及每一學期實質進行的課程調整行動，進一步提出未來環境課程進行與調整的

具體建議。本論文以行動學習做為主要研究方法，藉由四個學期累積的教學與

師生間互動經驗，透過文獻探討、協同教師訪談、教學歷程調整研究，與對問

卷最後一個開放性問題的學生回饋分析，探討教師在四個學期中透過行動與反

思交替運用的過程，探討如何為課程規劃帶來轉變，而此種課程規劃演進過程，

對教師的行動、意圖與信念帶來何種教學觀點的轉化。 

三、研究限制 

教育部 2017 年啟動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的 USR 計畫之後，元智大學通

識教學部獲得青睞，提出「桃園文化廊道：導覽、綠社、關懷」USR 計畫，並

且獲得中型層級的 B 類計畫補助執行。為了令 USR 計畫能順利執行，因而成

立「桃園文化廊道 USR 計畫辦公室」，且陸續納入具有意願的通識課程與跨院

系課程授課教師，透過課程教學、現地實作等，作為實踐 USR 計畫的具體作為。

本課程為參與計畫執行的通識課程之一，參與的方式為協助運用校外教學方式，

讓課程學生進入環境實作現場，讓學生能親身觀察在地環境變化，從而建構屬

於自身的環境意識。本課程透過導入 USR 計畫的實踐模式，長期而言對課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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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生應能具有相當的影響力。然而，教育部 USR 計畫的從啟動到實踐的期

間，至本文投稿為止，僅約一年半左右的時間。由於時間的向度不足，因此尚

無法以較長期的時間，以及較廣泛的空間，達到真正具有相當影響的範圍，此

為本研究目前所遭遇較無法克服的限制。 

參、 文獻探討 

本研究的文獻探討，分述教師教學觀點模式、環境教育哲學觀點與行動學

習理論，這些觀點與理論，也將貫穿在「肆、行動學習歷程研究」的分析中，

為其論述提供脈絡與理論基礎。 

一、教師教學觀點模式 

Pratt (1998)與其研究團隊訪談 253 名成人教師，從多元的成人教學經驗、

觀點、信念和價值中，試圖發展出適應多元的方法，進而建立一種普遍教學模

式，成為能夠引導教師探究教學觀點的模式。此一模式以五個元素(教師、學習

者、內容、脈絡、理想)和元素之間的關係(Ｘ、Ｙ、Ｚ線)歸納出成人教學的一

般性模式及五種教學觀點。其中的Ｘ線代表教師們以不同方式讓學習者參與學

習內容；Ｙ線代表教師們所偏好不同類型的學習關係；Ｚ線表示教師對教學內

容可信度的信念有著明顯差異。歸納出的五個觀點包括：(1)傳遞觀點：有效傳

遞內容；(2)學徒觀點：生活方式的模塑；(3)發展觀點：培養思考方式；(4)滋養

觀點：促進自我效能；(5)社會改革觀點：追求更美好的社會。每個觀點都被視

為行動、意圖和信念的集合體進行檢視，並放置在實務的脈絡中描述，亦即教

學觀點為「行動、意圖與信念共同構成教師承諾的指標」(李瑛、何青蓉主編，

2014)。此處所指的行動，主要是教師課堂運用的教學技術和方法；意圖則是教

師在課堂想「要達成甚麼」，是朝向整體學習主題或目標的描述；信念則決定教

師如何使學習者參與知識，也代表著教師對知識與學習的基本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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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在課堂所運用的教學技術和方法，應為引發學生學習動機的起點，而

每一次教學後，為解決課堂所發現的問題，應透過教師對自身的反思，加上與

課堂共同參與者對話的過程，帶來下次或下學期課堂學習主題或目標的轉化。

此種為求課程朝向整體學習主題或目標而不斷調整與再造的過程，形成問題－

反思－調整行動，三者間不斷循環的行動學習過程。 

二、環境教育哲學觀點 

環境教育的產生可說是為因應當代社會層出不窮的環境問題，授課教師不

只在傳授自然科學知識，也在激發環境覺知、傳達生態理念與激發風險意識(李

曉菁，2017)。反思環境教育背後的哲學觀點，Lucas 在 1972 年的博士論文將其

分為三群，分別是有關(about)、在(in)與為了(for)環境的教育(引自 Gough, 1997, 

p.11)。Robottom 與 Hart 進一步製作表格進行區分(引自 Palmer, 1998, pp.147-

148)，闡釋為了 (for)環境的教育才是真正的環境教育。王順美 (2014)摘錄

Robottom 與 Hart 的概念，製作成中文版本表 1，回應三類群的環境教育背後的

哲學觀點與脈絡。 

 

表 1 反思有關(about)、在(in)、為了(for)環境的教育背後觀點 

 有關(about)環境的教育 在(in)環境的教育 為了(for)環境的教育 
環境保護 
的理念 

傳統環境保護論 烏托邦的環境保護論 基進的環境保護論 

教育目的 職業導向 人文主義、自由∕實用主義 社會批判(環境福祉) 
學習理論 行為主義 個人建構主義 社會重建主義 
教師的角色 知識的權威者 環境經驗的組織者 合作的參與者∕探索

者 
書本的角色 既定有關環境的權威知

識 
既定有關環境經驗指引的來
源 

批判地探索環境，所
浮現結果的相關報告 

學生的角色 領域知識的被動接受者 透過環境經驗主動的學習者 新知識的主動生產者 
案例 自然資源及保育環境科

學、節能減碳教育、氣候
變遷與調適教育 

自然體驗探索、冒險教育、服
務學習、做中學 

環境教育發展教育、
人權教育、環境成人
教育 

研究典範 實證主義 詮釋學派 基進學派 

資料來源：王順美(2014)。探討環境教育的背景脈絡及其概念。教育論叢，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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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1，從學習理論的角度看環境教育，有關(about)環境的教育可從行

為主義學習理論去分析，教師的角色是知識的權威者；在(in)環境的教育可從個

人建構主義分析，教師的角色是環境經驗的組織者；而為了(for)環境的教育則

偏向社會重建主義，教師成為合作的參與者或探索者。 

三、行動學習理論 

Marquardt (2004)從行動學習探討組織再造，提出行動學習為解決問題的工

具，同時能夠建立成功的領導人、團隊與組織。行動學習的六大元素包括：(1) 

要解決的問題，此問題能夠是一個提案、挑戰、機會、議題或任務，問題的解

決方法對組織則存在著重要性；(2)理想的團隊，如能由四至八位具有不同領域

專長成員所組成，如此將能帶來異質或新穎的觀點；(3)提出具有洞見的問題與

反思式聆聽，則為啟動成功行動學習的關鍵因素；(4)行動學習團隊必須針對問

題採取行動；(5)對學習的承諾有著相同的重要性，就短期而言，所重視者為問

題的解決方案，然而長期的學習更能滋養組織與成員；(6)為令團隊專注在重要

問題，教練是重要的角色，得以幫助團隊反思與重新形塑問題。有力量的行動

學習必須基於兩個關鍵性的行為，即反思式探詢與持續不斷學習。而行動學習

的啟動必須包含兩個基本原則：首先是陳述須針對問題，亦即參與者與團隊必

須先想問題，避免參與者為盡速解決問題而遽下結論。其次則是行動學習的教

練有權力介入，從而促進問題的解決，並發展出革新的行動策略。啟動行動學

習的問題能夠具備重要性、急迫性、目前無解決方法、可行性、熟悉度、重要

性、提供學習機會、團隊要有解決問題和執行行動的權威。行動和學習二者互

相嵌合的關係造就行動學習，而從行動到學習的過程，團隊將經歷四個歷程：

第一是了解和重新形塑問題，二為形塑目標，第三是發展和測試策略，最後則

是行動和反省行動。透過前述之歷程，個人、團隊與組織將能獲得學習。此外，

行動學習強調在學習，而非解決問題。行動學習中，組織透過：(1)具體的經驗，

(2)觀察和反省經驗，(3)找出經驗的普遍性，(4)測試普遍性內涵的過程，進而促

成新行為和價值的產生，亦能幫助團隊思考衍生的問題。經歷前述行動，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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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成員能獲得的學習涵括批判性的反思、探詢和發現問題、系統思考、行

動學習、自我覺察、同理心、解決問題、下決定、呈現與促進的能力。而領導

技巧的培養則是另一個學習成果，因為透過行動學習，團隊成員才得以建構出

情緒智能，包括自我察覺、情緒管理、引發動機、同理心與處理關係的能力。

而行動學習所促成的學習型組織則涵括增長的學習技巧和能力，以及轉化的組

織文化與架構、在參與過程中對整體學習鏈的參與和增強經營知識的能力，亦

即行動學習應可協助組織取得、創造、儲存與轉化知識。 

對於行動學習之知識如何取得的問題，Argyris 與 Schön (1974)發展出「反

思式的演練」(reflective practice)，提出命題性的知識(propositional knowledge)、

行動中的「知」「識」(knowing-in-action)與使用中的知識(knowledge-in-use)。相

對關於概念與想法的命題性知識，行動中的「知」、「識」和使用中的知識更重

視默會、自發與動態的專業演練，而此三種知識在學習過程中更迭出現

(Brockbank & McGill, 1998)。Brockbank 與 McGill (1998)根據 Schön (1974)的理

論，運用同心圓向外延展方式，說明行動與反思的五個階層關係(圖 1)。 

 

5 行動後的反思 
4 行動中反思敘述的反思  
3 行動中反思的敘述  
2 行動中的反思  
1 行動 

圖 1 反思的五個階層(Brockbank & McGill, 1998；徐綺穗，2007) 

 



環境教育研究，第十四卷，第二期，2018 年 

100 

同心圓圖跳脫由下至上的階層學習關係圖架構，呈現出行動經驗與對行動

的反思具有同等份量的觀點，而行動與反思亦呈現彼此相關與疊合的關係。階

層一行動涵括將帶來行動的命題性知識，然而亦與之前經驗所得到，且在使用

中的知識，和目前行動中的「知」、「識」等行動相互嵌合。階層二是學習行動

中的反思，謹慎而論，須有行動方能產生反思，然而因為是與以往不同的學習，

修正了行動，因而被放置於階層二。階層三行動中反思的敘述，所指為將觀察

所覺察現象進行歸納，有助於學習團隊成員對後續行動與反思在敘述上形成暫

時共識。階層四是對階層三行動中反思敘述的反思，階層五是行動後的反思，

此階段需在行動結束後才開始(Brockbank & McGill, 1998)。行動後的反思強調

持續與自己和他人對話與深層檢視實踐，有助於批判性反思學習的生成，進而

促使典範轉移。而此種轉移具有四種特性：(1)認知到我曾經參與卻未能瞭解到

的典範；(2)認知／瞭解到有另一個我身處其中以外的典範架構；(3)轉移我的典

範；(4)跨越典範進行認識與作業(Brockbank & McGill)。 

本論文以行動學習理論作為研究方法，特色是其解決問題的目標明確、層

次井然且循序漸進，應用於教學課堂技術與方法應用的反思上，應可協助教師

探詢自我教學觀點在歷程裡的轉化，亦能瞭解教師團隊在課堂中如何協助學習

者鷹架知識；在此轉化與鷹架過程，一方面帶來下次課程教學方式的調整與改

變，亦能帶來教師本身作為學習者，對知識與學習的反身性思考。 

肆、行動學習歷程研究 

一、協同教師訪談與行動策略調整 

行動學習講求「有行動才有學習」，而行動過程則有賴團隊形塑問題、目

標，發展行動策略與反省行動，藉此歷程令個人與團隊獲得學習。 

本研究所欲研究對象，即為「生態與環境想像」協同教學教師與選修學生。

104-2 學期選修學生共 54 名；105-1 學期 A 班 66 人，105-1 學期 B 班(全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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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32 人；105-2 學期 A 班(全英文授課)48 人；106-1 學期 A 班(全英文授課)40

人。從 105-1 學期開始的全英文授課班，除英語專班學生之外，每學期都有來

自不同國籍的學生，約有來自於亞洲的印尼、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蒙古、

韓國、日本、中港澳等；非洲的甘比亞、史瓦濟蘭；歐洲的法國、捷克、土耳

其；中美洲的聖露西亞等國家。英文課程主要是中文課程的語言轉譯，PPT 與

上課全部以英文方式呈現，內容架構差異不大。 

為能達到學生彼此間的討論與互動，參與課堂的學生皆須參與分組活動與

期末議題倡議簡報，呈現課程所學知識。在主要研究者授課的四個學期裡，曾

經運用的課堂內活動包括桌遊、分組問題討論與分享、課堂學習單、大地活動、

環境議題倡議等。每學期固定進行一堂生態環境主題桌遊，主題包括生態議題：

演化論、大陸遷徙、森林保衛戰、生態公園、台灣特有種、諾亞方舟；水資源

議題：水森活地圖、洪水警鐘、Shashawa；環境危機：港環保等。活動後藉由

小組學習單方式，讓組員互動與省思(圖 2)。也曾經進行過兩次校園大樹保衛戰，

請學生走出教室，在校園分組進行大地活動，透過遊戲體驗親近自然，並設計

出自己的環保路線圖，藉此擴展組員對環境議題的想像力。這些教學規劃主要

是讓參與者能透過活動對話過程，共同思考問題的解決策略。環境議題倡議部

分，則規劃議題倡議學習單，引導學生思考環境議題與可能的解決方案等。 

 

圖2 生態環境桌遊進行流程 

 

課堂實際
分組桌遊

組長訓練與
團隊合作

授課者解釋
桌遊設計生
態環境意涵 學習單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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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外活動以每學期固定實行的戶外教學與書寫心得為主。「生態與環境

想像」課程從 104 學年度開始時，本人與協同教師持續討論課程如何在詮釋、

批判或實證的典範中取得平衡，進而將課程與 USR 計畫連結，最後決定融入戶

外教學方式，轉化課堂教學模式。戶外教學的功能如同 Rugg (1931)指出，能讓

學習者「對這物質世界、植物、動物世界有具體的認識，同時，能發展出對他

人、生長的事物，以及所有組成學習者眼前世界事物的態度」(引自 Hammerman, 

Hammerman, & Hammerman, 1994╱周儒、呂建政譯，2015，p.11)。師生走出教

室進入戶外學習場域，學生可以用自己的感官探索環境和印證知識。透過學習

單的作業回饋，教師可以進一步得知學生是否能透過環境經驗，成為主動的學

習者。 

此外，主要教學者與協同教學者不斷討論的問題包括：課程教師與活動規

劃者想要改變甚麼？調整何種面向？用那些方式調整？策略是甚麼？針對以上

諸多疑惑，進行多次討論與訪談後，課程結構調整與反思如下。 

1. 104-2 學期戶外教學的行動：104-2 學期辦理三場。第一場戶外教學地

點是 2016 年 4 月 10 日桃園東眼山、森林步道、角板山、溪口吊橋、

蔣介石行館。第二場是 2016 年 5 月 7 日宜蘭蘭陽博物館、石港春帆、

內湖隘、阿蘭城、隘丁城、吳沙村、澤蘭宮、瑪僯、客人城、龍潭湖、

水尾仔、淇武蘭、抵美葉、奇立丹、份尾、集惠廟、抵美簡。第三場

是 2016 年 5 月 28 日苗栗南庄老街、百年郵局、洗衫坑、永昌宮、乃

木崎、雪霸國家公園汶水遊客中心。這樣的行程規劃內容多元，然而

像宜蘭這樣一天來回的行程，一方面路途遙遠，另一方面與桃園在地

特色脫節，因此，研究者開始思考開發桃園在地的教學路線。 

2. 105-1 學習戶外教學的行動、反思與調整：105-1 學期的三場全部選擇

在桃園境內。第一場 2016 年 10 月 22 日觀音溪、泉州陂、新屋范姜

祖堂、永安漁港、白沙岬燈塔、東海堂。第二場 2016 年 11 月 12 日

依山閣石門大圳進水口後池堰桃園大圳圳頭土地伯公祠、石門水庫壩

堰、溪洲公園、新福圳、三坑子自然生態公園。第三場 2016 年 11 月

19 日桃園大圳 1-4 示範生態埤塘、蘆竹花彩節、坑口彩繪村、桃園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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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105-1 學期開始，眾多學生開始有「了解桃園」的心得回饋；此

外，因為有外籍生加入課程，授課教師也開始學習英語導覽方式與技

巧，希望藉由戶外教學能讓外籍生體驗與認識桃園在地環境文化。 

3. 105-2 學期戶外教學的行動、反思、調整與敘述：此一學期開始規劃

桃園在地參訪路線與其在地特色景點。105-2 學期開始，四場地點全

部選擇在桃園境內辦理。第一場，2017 年 4 月 8 日地點溪口台部落、

大溪老茶廠、頭寮大池。第二場，2017 年 4 月 29 日地點壽山巖觀音

寺、土地公文化館、桃園神社、中國傢俱博物館。第三場，2017 年 5

月 6 日地點大溪齋明寺、李騰芳古厝、普濟堂。第四場則為 2017 桃

園農業博覽會的參訪與志工服務。 

4. 106-1 學期戶外教學的行動、反思、調整、敘述與反思：此一學期開

始將「桃園文化廊道」概念融入課程，讓學生參訪元智大學週邊 7 公

里範圍內，步行即可抵達的霄裡區域客家與閩南聚落，從距離校園最

近的在地社區開始參訪學習。2017 年 10 月 21 日和 10 月 28 日兩場

戶外教學地點都選擇在霄裡，參訪路線為元智大學、鴻撫宮、桃園大

圳、元聖宮、茄苳里埤塘公園、大火房浣衣池、福山宮浣衣池、霄裡

國小、玉元宮、清操世第、福泉宮、至德堂、石母娘娘、唐朝居、喻

竹居、寶樹堂、霄裡大池、石門大圳、官路闕、向天池、忠貞市場、

清真寺。「桃園文化廊道」的路線規劃，是在四個學期執行期間最重要

的轉變，亦即進入回歸在地特色的課程開發模式。 

二、學生學習回饋分析 

經過戶外教學行動、反思、調整、敘述與反思的歷程，主要與協同教師想

要進一步探究學生的學習成果，還有教學觀點轉變帶給學生的改變，而對學生

的學習回饋，教師們需要開那些處方協助進行調整。為了蒐集學生的回饋，我

們在 104-2 學期曾設計出一個 70 題的問卷版本，採取紙本填寫的方法，合計發

出 54 份問卷，回收 46 份，有效回收率達到 85.18%。從 105-1 學期開始，在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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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上進行構面的調整與刪修，變成 62 個問題的新版本，中英文版本題目相同，

僅有語言的差異。從 105-1 到 106-2 學期，採取紙本問卷方式，發出 186 份，

回收問卷 154 份，有效回收率約 82.79%。 

學生對教師的行動、意圖與信念的探詢，主要以最後一題開放性問答進行

分析，題目是「對『生態環境想像』課程，收穫最多或印象最深刻的部份？」

而學生的回應經過關鍵字分析後，可分成互動、戶外教學、在地文化、環境意

識等四個面向，摘錄如表 2。 

蔡敦浩與李慶芳(2016)在「實踐智慧：常實踐、得智慧」一文中，以實作

中學習、回到情境知識的脈絡，最後建立起自我應具備的世界觀與價值觀為方

法。他們提出社會教育應超越工具理性的思維，尋找價值理性，去認識情境知

識的千變萬化，因此須予進行與意義的動態協商，並掌握其中的流變邏輯。如

此的智慧實踐從想像進展到實作，行動者重視社會實踐歷程，以互動激活行動，

讓個人的知識建構來自情境經驗，又回到經驗。此種透過情境實作的歷程，亦

成為改變行動者的世界觀與價值觀之過程。此一對世界的認識，即為對穩定狀

態到流變，對持續變化的無常與對當下的認識。而價值觀的認識則更加強調：

主體觀，亦即行動者與經驗情境協商的主體性；置身觀，行動者參與實作；互

動觀，即為以資訊和他人實行互動的歷程。 

從學生的回應可以得出，戶外教學能令他們親身體驗，藉由導覽解說，瞭

解當地的自然環境與歷史文化，在其中更可以增進與同學互動的機會，並在對

話與行動中建立與同學的默契和友誼。 

從五種教學模式逕予歸納，此種教學方式較偏向「發展模式」，亦即藉由

讓學生親身體驗而發展自我的思考能力。如一位學生提及「霄裡、竹霄的居民

們也很熱心，團結意識很強，能住在這溫暖的社區想必很幸福！是我從來沒看

過的！也很希望大家都能看到這個充滿愛的社區。」此乃因親身參訪而感受到

社區意識；亦有學生從「文化影響在地很重要，它可以在無形中深入人們的想

法或心中」的觀點回應戶外教學。這些觀點都是學習者透過親身行動與觀察所

發展的感動甚或思考，並非在課堂中教師耳提面命，或透過 PPT、照片即可令

學生感受的情意知識。連結到表 1：「反思有關(about)、在(in)、為了(for)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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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04-2學期到106-1學期的期末學生學習回饋分析 

關鍵詞 回饋內容 
互動 104-2有高度互動性，桌遊也許可以讓學生自主設計。 

104-2.老師的課程非常活潑非常新穎，老師也會很在意同學間的互動，能刺激學生學
習。 
104-2上課採用分組討論的方式讓課堂很輕鬆，又能學到很多。 
104-2玩桌遊，很少有課堂會進行那麼多互動及討論。 
105-1A生態桌遊很好玩!對於環境很照顧 ! 
105-1B 跟外國人互動，聽取各國不同的環境能增進自己的視野。 
105-1B 丟紙飛機 
105-1B 和許多外籍生上課覺得很新奇，上課玩桌遊也是第一次見到。 
105-1BWhich impresses me most is the interactive nature of its class which gives me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new things 

戶外
教學 

104-2有很多團體活動，雖然會花更多的時間，但我覺得很值得，學到了很多，也覺
得也更多參與學校所舉辦的活動。 
104-2戶外教學很有趣好玩，跟大家變更熟，學到很多。 
104-2生態桌遊和南庄校外教學。 
104-2參觀蘭陽博物館。 
104-2校外參訪的直接植入 
105-1B 印象最深刻的是校外教學及最後一堂射紙飛機，很特別的一堂課，不會死板
或無聊。可以感受老師的用心。 
105-1B 戶外參訪的活動 
105-1B 校外教學的安排，令人印象深刻，我很喜歡!辛苦老師和助教了! 
105-1B I go to the outside to see and draw everyone what you see and tell everyone what 
your see. 
105-2 校外教學以及生化藥劑 
105-2 最後一個活動，outdoor activity, learn a lot during this activity 
105-2 出遊考察，文化影響在地很重要，它可以在無形中深入人們的想法或心中。 
105-2 校外教學跟認識很多朋友 
105-2 戶外教學讓我體驗到大自然的美 
105-2 The field trip, as most classes I went didn't provide study trips outside school. 
106-1 戶外教學令我大開眼界，收穫也很多。 

在地
文化 

105-1A 在戶外教學，一邊去看埤塘了解桃園，又可以去一些以前不會去的地方 
105-1A 戶外教學，讓我更了解台灣 
105-2 戶外教學的分享會，藉由大海報深入認識桃園。 
105-2校外教學讓我知道很多東西，收穫了關於桃園歷史。 
106-1 戶外教學，見識到很多沒看過的桃園美景。 
106-1 I think it is the outdoor activity. During the activity, I learned a lot about the local 
culture. 

環境
意識 

104-2很棒的課程，希望可以有實際的行動鼓勵大家去保護自然。 
104-2 很好，啟發了我們對生態環境的保護理念。 
105-1BThe outdoor activities I learn in real lif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105-2 I like the environment game and different concepts to view environment. 
106-1 我們要懂得去保護生態，生態旅遊的行程令我收穫最多。可以走出戶外去了解
桃園的生態以及學習到維護環境的重要性。 
106-1 對我來說，有些詞會有點難聽懂(英文)，專業詞語，老師很用心規劃，偷看到
老師的筆記很用心，HaHa!校外參訪什麼的活動我覺得很棒，很少有真的機會去實
踐。現代人都知道要動手做，但卻都沒時間，我覺得這些活動可以多點，也只有這
些時間才能讓人真的去做到，且自己也能多些對於自己生長環境的了解(還有放鬆)，
印象最深刻的不意外就是去土地公那次，親身體驗總是比較深刻。但那次活動我也
才知道原來這裡有美麗的落羽松秘境。霄裡、竹霄的居民們也很熱心，團結意識很
強，能住在這溫暖的社區想必很幸福!是我從來沒看過的!也很希望大家都能看到這個
充滿愛的社區。 
106-1 Am impressed by the manner and innovator used throughout this class in making us 
aware our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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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背後觀點」，可以看出學生的確透過互動的課程規劃與戶外教學，從領域

知識的被動接受者，轉化成環境經驗主動的學習者，甚至發展出與在地文化結

合的環境意識。 

三、環境知識、技能與情意的學習 

學生的生態環境知識、技能與態度的變化增長，則需透過強調互動關係的

作業規劃方式得知。例如，授課教師曾要求學生分組參訪霄裡╱龍岡後，提出

參訪地點 10 張優質照片、10 張需予改進的照片。透過課堂簡報分享與問答，

教師得以進一步瞭解學生觀察到的不同環境面向。 

(一) 戶外教學作業賞析 

授課教師曾推薦學生將作業投稿到《元智全球在地文化報》，以下是兩位

105-1 學期獲得刊登的學生作業節錄： 

  

今天戶外教學的第一站-桃園大圳第 1 支線 4 號池(14 埤塘)，老

師為我們講解這個埤塘被製造的由來，為了推動「桃園市埤塘活化再

生計畫」，市府選定桃園大圳作為埤塘活化再生示範區，經過了市府

與桃園水利會協商後，以共同營造方式供市民使用，使其成為觀賞優

美的水域場所。值得讚賞的是，為了維護當地的生態環境，在夜間時

間為了配合鳥類、原生魚類、兩棲類、爬蟲類等動物夜間棲息環境而

不對外開放。整體上以生態、節能、減碳的手法，讓原本民眾不易親

近的埤塘改造為宜人、適遊的親水綠地空間。(張馨勻，2017，第 4 版) 

 

We took a glance at Shihmen Main Canal Scheme and Sankeng Old 

Street as the last spot. The professor told us the reason why water in 

Taoyuan looks unclear. Actually, it includes lime inside the water. It 

reminded me of waters in hot spring, which look gray, as well. To make it 



「生態與環境想像」通識課程的行動學習歷程 

107 

into drinking water takes time and hard work. For me, it was quite a good 

arrangement to take us to visit the downstream of the Shihmen Reservoir. 

We have to trace it from downstream to the reservoir so we can learn from 

it. (廖婉如，2017，第 4 版) 

 

戶外教學強調體驗學習，結合環境知識與實境體驗，再透過課程分享體驗

心得，以觀察→思考→討論→實作→互動分享的方式，令學生的真實體驗成為

知識創造與共享的起步。 

(二) 課堂報告與分享 

學生的報告加入桃園在地環境文化導覽後，開始展現豐富多元的面貌。以

105-2 學期的英文班為例，學生參與戶外教學與撰寫附加照片的心得後，每組將

個別蒐集的照片和文字集結，在專題製作教室以跑桌、分組導覽、互相評分和

海報競賽的方式進行分享。從現場分組跑桌的熱絡氛圍，與當學期的問卷回饋

從「戶外教學的分享會，藉由大海報深入認識桃園」、「最後一個活動，outdoor 

activity, learn a lot during this activity」等回應，即可得知學生親身探訪和參與協

力製作海報的過程，對此種跑桌互動分享方式感到印象深刻。 

伍、 反思行動學習 

一、教師教學觀點在歷程中的轉化 

Jarvis (1995)提出成人教育工作者的價值與界定，可從基進、政治與社會福

利等觀點投入，為理想的成人教育工作者歸納出三種能力以建構其角色。第一

種能力是成人教育工作者內在須具有的信念，應視成人具有發展潛力，並須以

身作則從自己所受教育中擴展經驗，展示對成人教育的個人承諾。個人應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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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納他人理念的意願，鼓勵思想及表達的自由，對成人教育保持動態觀而非固

著的認知觀點。第二種能力，是必須具備特定能力或技巧，如寫作與演講的基

本能力，以及有效領導團體的能力、指導複雜的行政活動、敏銳地規劃課程方

案的能力等。第三種能力，是理解成人學習條件的能力，包括了解成人學習動

機、學習社群的本質、社區的外在結構等。隱於三種能力之下的，基本上是一

種依賴個人信念體系而形成的自我認識(Jarvis, 1995╱許雅惠譯，2002，pp. 231-

232)。 

從行動學習的觀點來看，教師作為教學者、規劃者與研究者身分，對課堂

內遭遇的問題應開何種處方，受到教學者本身的信念影響。開設這門課程的過

程中，研究者從課程規劃中得到頗多反思學習的機會，開始嘗試課堂互動模式

轉變與多元評量方式的可能性，在此過程中，體會頗深的是對自己教學信念的

反思與教學模式的轉變。從最初習於整個課堂以 PPT 方式講授知識，慢慢轉變

成將 PPT 先分享到 portal 教學平台，上課一開始先講授 10-15 分鐘，接著設計

題目讓學生討論。亦即教學時間的規劃從教師傳授教材，轉移到學生自主發現

問題、思考與找尋答案之上。希望達到的教學目標是以學生為主體，並突破固

定答案的框架，激勵他們勇於想像與創新問題，進而感受到討論時互相激發的

靈感。以分組方式進行，則是希望每位學生都有參與機會，並非僅有教師或某

幾位學生發言，藉此讓學生彼此得以建立學習夥伴關係，而教師課堂逡巡的過

程，學生也能向教師主動提問，增加師生近距離互動機會。 

學生課堂中如有疑問，亦能藉由網路查詢資料，手機因而轉化成學生尋找

靈感的媒介，產生科技為教學所用的功能。以 104-2 和 105-2 學期課堂討論分

享為例(圖 3)，學生將現場討論後的內容以結構型式，呈現於共通教室的小白板

和 PBL 教室白板上，再上台進行分享。此種小組先擬草稿的方式，能夠幫助整

理思緒，上台分享的內容也有所本，不致於離題太遠。經歷幾次訓練後，學生

在發表意見時多能落落大方，侃侃而談，不懼於面對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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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左上 2 張為 104-2 學期的學生上課討論內容，餘為 105-2 學期的課堂分享。 

圖 3 學生上課討論內容 

二、教學策略的轉變 

根據建構主義的社會文化取徑的研究，學習是建構過程，學習心理活動與

一定的文化、歷史和風俗習慣背景密切聯繫在一起，文化、同儕關係或族群等

因素皆會影響學習，因此不同的社會實踐活動成為多元知識的來源。與協同教

學者多方探討後，我們認為環境教育不只是經典知識的傳授，或是喚起環境知

情權意識的考量，也應該是經驗式學習，因此「生態與環境想像」課程逐漸轉

化成以在地文化體驗為軸心來架構。透過相關的體驗學習過程和教學者的引導，

讓學習者目前的環境覺知與課堂活動進行連結，穿越近側發展區，進入潛能發

展區，開發其生態環境覺知的深廣度，圖 4 是此門課程的整體規劃理想架構。 

 



環境教育研究，第十四卷，第二期，2018 年 

110 

 

圖4 「生態與環境想像」課程理想架構 

     

 圖 4 左上角的「知識建構：課堂講授」將每堂課堂的講解以生態環境論

述概念為主軸，說明自然、環境正義、環境危機、環境想像與土地倫理，並以

此概念的典範人物為例探討。課程設計部分，為引起學生學習動機，每堂課皆

播放相關主題紀錄片與短片，讓學生得以透過相關案例進行討論。每學期 18 週

的內容綱要、教學方法、活動、策略與評量內涵皆會進行調整，106-1 學期的課

程規劃請見註1。 

以 Rachel Carson 與《寂靜的春天》課程為例，採用《寂靜的春天》引發的

環境覺知與議題進行討論，帶領學習者運用批判角度探索環境，提升環境覺知，

透過課堂讓學生思索身處環境的危機，覺知環境與個人身心健康的關係，與生

活方式對環境的影響。在課堂上說明 Rachel Carson 時，先以歷史紀錄片說明當

時美國大量噴灑殺蟲劑的畫面，藉由畫面讓學生產生視覺震撼，省思與討論美

國禁用殺蟲劑的歷史脈絡與環境運動背景，進一步連結到臺灣，討論農業上因

為農藥與殺蟲劑使用引發的農民健康問題、農藥殘留等問題，進一步從淺層、

                                                           
1 「生態與環境想像」106-1 學期課程內容與教學行為數位連結網址：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gsHJ68xxgZv6cFHDdIKvPPPh15XyKEq/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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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層與深層生態意識的概念讓學生分組討論與發表意見。課堂講解以投影片、

影片、學習單、小白板討論方式穿插進行，讓學生可以藉由不同的教學方法激

發思考與引發討論。表 3 是單元課程計畫表，而每學期皆有學生對「寂靜的春

天介紹」、「禁用 DDT 的宣傳影片」、「講解殺蟲劑」等感到印象深刻。 

圖4左下角「深化概念：專家演講」則是透過聆聽不同領域耕耘多年的學

者與實務工作者的專題演講，使學生深化概念，讓學生可以藉由實務工作分享

建構廣泛的環境問題的認識。而學生對每學期邀請不同專家演講方面，也有相

當正面的回饋，例如「演講讓我獲得平常學不到的知識」、「關於鳥類的演講 

表3 單元課程計畫表 

單元課程名
稱 

從自然書寫走向環境運動： 

Rachel Carson《寂靜的春天》 

授課時間 100分鐘 

教學目標 

 

1. 賞析Rachel Carson的自然書寫與環境論述作品。 
2. 了解環境保護運動的歷史社會脈絡。 
3. 討論《寂靜的春天》對世界的影響。 

教學觀點 
透過Rachel Carson《寂靜的春天》引發的環境覺知與議題討論，帶
領學習者以社會批判角度探索環境，提升環境覺知，思索環境危機
，覺知環境對個人身心健康，與生活方式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學資源 
一、 發展活動 
1. 台灣紀錄片《老鷹想飛》農藥片段播放
。 

2. 討論。請學員彼此分享生活或新聞中閱
讀到台灣或各國使用殺蟲劑或農藥經驗。 

 
10分鐘 
10分鐘 

 
網路資源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B9Bxz72oiT8 

二、歷史背景說明 
1. Rachel Carson《寂靜的春天》介紹。 
2. 紀錄短片播放。 
3. 閱讀《寂靜的春天》第一章與第十七章
「另一條路」節錄。 

4. 請學員討論對「環境知情權」的看法，
再上台分享。 

 
10分鐘 
10分鐘 
10分鐘 
 
15分鐘 

 
PPT 

三、環境保護運動的脈絡 
1. 三種環境意識簡介 
2. 美國還境保護運動簡介 
3. 台灣環境保護運動源起 

15分鐘 PPT 

四、綜合討論 
1. 書寫學習單 
2. 心得分享 

20分鐘  
學習單 

    

https://www.youtub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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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台灣鳥類的危機」「最喜歡泰雅族的演講，多認識了另一層的文化環境」、

「期中時，邀請了一位澳大利亞的講師，讓我獲益良多」等。 

圖 4 右下角的「知識驗證：戶外教學」，也就是美國教育哲學家 Dewey 曾

在《民主與教育》的〈經驗與思考〉提出的「從經驗中學習」，認為理論必須

透過經驗才有生命力(Dewey, 1912╱薛絢譯，2014)。學習者運用感官，教學者

創造充分的教學環境，師生走出教室，進入戶外學習場域，讓學生用自己的身

體和感官進行體驗，再透過學習單回饋，得知學生真實的想法與習得的知識。

經過幾個學期的課程實施經驗，106-1 學期戶外教學已經不再跨足到其他城市，

而以學校周邊環境與社區連結，結合「桃園文化廊道」主題進行教學。而從 106-

1 學年度的學生回饋，「可以走出戶外去了解桃園的生態以及學習到維護環境

的重要性」、「戶外教學，見識到很多沒看過的桃園美景」、「印象最深刻的

不意外就是去土地公那次，親身體驗總是比較深刻。但那次活動我也才知道原

來這裡有美麗的落羽松秘境」等回應，可以知道學生一開始對於學校周邊的環

境並不清楚，透過課程活動規劃方式，他們可以對在地有進一步認識。 

戶外教學的體驗學習方式，如同 Donald R. Hammerman 等作者提出戶外

教學的三項優點：第一是教學情境能夠讓學習者直接運用各種感官來學習；第

二是有許多刺激發問的機會，能在詢問和探索的過程中解決問題；第三項優點

則為，戶外教學是跨越學校、延伸教育背景的課程，學習者處於「身心和精神

整體皆能有所感應的環境裡。課堂裡不常見的多重刺激處境下，學習者以行動

和情緒，思考和感覺；以己身所知能有最佳呈現、發展的方式予以回應」(李曉

菁，2017；Hammerman, Hammerman, & Hammerman, 1994╱周儒、呂建政譯，

2015)。 

 圖 4 右上「體驗學習：課堂活動」部分，參與課堂的學生皆須以課堂分

組活動與期末議題倡議簡報，呈現課程所學的知識。透過課堂分組討論、課堂

學習單、戶外教學心得回饋單與期末分組議題倡議分享，開發其對環境議題回

應、思索、討論與行動的能力。此種環境議題倡議期末報告部分，除規劃議題

倡議的學習單，引導學生進行議題目標設定、解決議題的可行方向、行動方案、

可行策略、思考可行策略運用了那些行動策略、擬定工作項目／進度／誰來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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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完成日期的進度表，組長與組員也會在課外時間相互連繫，以完成報告。

為解決課堂報告方向焦點太分散的問題，授課教師在 106-1 學期嘗試運用結合

桃園文化廊道戶外教學、個人心得回饋與期中分組報告的方式進行，發現每組

學生各有創意表現，其中一組甚至未經教師提醒，即主動以沿途拍攝與製作微

影片的方式呈現報告，影片拍攝角度多元，看得出有受過影片拍攝腳本撰寫訓

練。授課教師詢問學生製作影片動機，原因是該組有位印尼學生高中課堂曾經

學習影片製作技巧，因此在戶外教學前就思考要沿途以手機拍攝影片方式記錄，

將過去習得的技巧應用在此次課堂報告。經過該組學生同意，這影片已成為之

後課堂播放給其他同學觀看的教材。此亦為學生透過戶外教學主動學習的極佳

例子(註2)。 

陸、結論 

一、研究建議 

透過四個學期的行動學習歷程研究，研究者體會到在環境教育這種重視體

驗的課堂中，教師的教學觀點在課程設計中扮演重要角色，除了有效傳遞教材

內容的「傳遞觀點」，如能透過課程活動規劃，結合學校行政資源，與協同教

師不斷進行課程討論與方向調整，同時讓課程助教發揮其從中引導協助的功能，

可讓課程轉向培養學生思考的「發展觀點」，或是可促進學生自我效能的「滋

養觀點」。 

每次的課程規劃經歷循環、改善與調整的歷程，使教學者可以明白這堂課

的重心是放在教材、學習者或是教師，還有這三者間的流動方式，可以說教師

教學信念的澄澈與規劃過的教材與課程內容，有助於達成學習者的有效學習。 

從行動學習理論檢視實際教學活動，研究者重視的不只是學習者學到甚麼，

                                                           
2 經學生同意，影片連結可以公開分享

http://prezi.com/upc84_e79gcv/?utm_campaign=share&utm_medium=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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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怎麼學，從而導出本研究的主要貢獻在於：教學者不傾向技術培訓，而強

調學習者培養出解決問題與達成目標的能力。從行動學習觀察教學關係，師生

間從單一方向和階層關係，轉化為共同學習，而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參與學

習者彼此間也形成合作學習的夥伴關係。 

二、未來教學調整之策略 

本課程規畫方式有知識建構、深化概念、知識驗證與體驗學習等四個面向，

教師需思考多元評量的方式，並將學生回饋納入下次課堂規劃考量。主要教學

者與協同教師透過四學期教學規劃與反思的行動學習歷程，進行學習前的安排、

學習中目標設定與學習後的評估。從學生的課堂表現、問卷與報告的探討中，

了解到學生生態知識、情意與技能的確有透過課程規劃方式獲得增長。在課程

的規劃運作上，教師也從初期的純粹理論講授，到導入戶外教學方法，以行動

學習的取徑，自實際課程操作之中，使生態論述與在地環境得以相互對話。 

本研究發現環境教育需要在不斷反思的行動中，建立與真實環境的連結，

讓學生得以透過多元的課程規劃提升環境覺知，在這過程中，學生成為透過環

境經驗主動的學習者；而教師也成為環境經驗的組織者、參與者或探索者。建

議有志開設環境教育課程的教學者，在規劃過程如能將課程脈絡從有關(about)

環境的知識，結合在(in)環境的行動，更能讓學生的真實體驗成為創造與共享知

識的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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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ernative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leads to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solve  

contemporary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how the 

environmental educators may design appropriate courses and find a balance between 

interpretive, critical and practical courses, through which students can link to real lives. 

The researcher has offered a course under the title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since the second semester of 104 academic year in the College of 

General Studies in Yuan-Ze University. The original teaching purpose of this course 

is to combine the reading of “Classic 50” and introduce students to certain classic 

European and American ecological discourses. Through reading these classics,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and positive environmental ethics. 

However, throughout the teaching, the researcher deeply senses the necessity to 

connect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nd local environment. This research has gone 

through teaching and adjustment for four semesters, through which outdoor pedagogy 

has been programmed in the course so as to enhance students’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The approach of action learning has been applied to this research, 

including interviews with the cooperative teacher, participating in the USR plan, 

conducting questionnaires and analyzing students’ feedbacks. The exercise of the 

course turned out to be a combination of abstract discourses and a link to local 

environment. Thus, students can develop learning processes via discussio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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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ogues between theories and practices. This research leads to the belief that 

teachers are supposed to not only train learners’ specific skills, but also focus on 

cultivating learners’ abilities to solve problems and achieve goals. Therefor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quires continuous reflexive actions to build up links to 

actual environment. Student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can therefore be enhanced 

through the course plan which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that helps 

cultivating students’ ability to think, and even the nourishment perspective that helps 

improving students’ self-efficacy. Through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students play the 

role of active learners, while teachers play the role of organizers, participants or even 

explorers to heterogeneous environmental experiences. 

 

Keywords: USR, outdoor pedagogy, action learning, Classic 50,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