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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臺灣水生植物」之多元

教材與融入環境教育教學應用初探 

李翠玲  

國立清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授 

摘要 

本研究旨在初探臺灣水生植物之多元教材現況與瞭解臺灣水生植物應用於

環境教育教學情形。資料蒐集主要透過文件、訪談與校園觀察，共有 5 位國小

老師參與訪談，觀察場域為學校水域環境，以質性分析為主。研究結果分為二

大類：(一)臺灣水生植物之多元教材現況：大致可歸納五類，並可納入三大領域，

即文學教材(童話故事、報導文學、繪本、詩)、科學教材(科普)與生活教材(食譜)

等；各類教材的量上仍舊十分不足，亟待開發。(二)臺灣水生植物融入環境教育

之教學應用：多元教材在自然課可作為引起動機之教材；水生植物納入自然課、

社會課、藝術與人文、特殊教育等領域是透過生態影片、戶外教學體驗、美術

創作與特教課程調整等方式進行融入環境教育；外來種與原生種的介紹則可使

用社會資源，例如邀請保育團體來校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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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生命離不開水，水在人類發展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農業時代，人類

以水栽培的稻米，成為東方民族之主食，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也說明水所

孕育出來的植物，是人類糧食的重要來源。然而進入工商業時代，乃至現今之

科技時代，人類對水域的依賴減少，身邊水域環境因大量開發而愈來愈少，已

使相當多的水生植物棲息地逐漸消失。國外相關的研究顯示，生物多樣性的消

失與海洋生物多樣性的危機仍層出不窮，值得我們加以重視(Gladstone, Stanger, 

& Phelps, 2006; Knowlton, 2008; Mallow, 1994; Mueller, 2009; Wilson & Peter, 

1988)，因此現今環境教育也更形重要。 

生物多樣性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提供人類賴以生存的維生系統，

其為人類提供了食物、醫療與工業原料，也在人類娛樂、美學、教育、科學、

精神、文化各面向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此，生物多樣性的維持是人類生存與

福祉的保證(蘇宏仁，2012)。在臺灣由於氣候潮濕，雨量豐沛，孕育出約 300 種

的水生植物(黃朝慶，2009)。早期在臺灣，各類水生植物原本伴隨著溪流、水田、

沼澤與池塘等溼地隨處可見，不虞匱乏，展現臺灣水生植物的生物多樣性特質。

然而臺灣近數十年來經濟掛帥的政策，土地高度開發，偏偏臺灣水生植物的棲

息地大多與人類經濟活動地域重疊，造成臺灣水生植物棲息地大量破壞與消失。

李松柏(2007)即指出臺灣水生植物其中稀有及瀕危者占 50%，有些在野外已經

滅絕。在此關鍵時刻，臺灣水生植物正面臨生物多樣性快速消失的嚴厲威脅，

因此應從環境教育紮根，培養具備了解與體認人與水生植物環境間相互影響時

之態度。此為本研究之研究動機一。 

在臺灣，水生植物一向被視為雜草，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在農業時代由

於農耕的需要，河川、埤塘與水池提供灌溉的功能，也讓水生植物有了棲息地，

因此早期的教科書並沒有針對水生植物特別成立教學單元來教導。直到 1975 年，

在國立編譯館所編輯的「自然」科教材，三年級才有「水生植物」單元的課程，

這個單元被使用至 1997 年。目前「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之教科書中，水生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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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是置於國小階段四年級上學期，除了介紹水域外，亦包括水生生物與生態保

育等環境教育議題。然而林金蓮(2003)的研究卻指出小學學生親眼看過水生植

物的種類中，四年級以睡蓮及水芙蓉人數最多，六年級以睡蓮、水芙蓉、水蘊

草、浮萍、布袋蓮人數最多。然而這些幾乎全屬於外來種之水生植物，顯然學

生對原生種水生植物相當陌生，此也顯示以臺灣原生種水生植物為主題之環境

教育之急迫性。因此針對臺灣水生植物納入學校教材的種類，除了常見強勢的

外來種水生植物外，也應讓學生對原生種水生植物有所認識，尤其針對稀有與

嚴重瀕臨滅絕的種類。本研究及嘗試蒐集與分析包括臺灣原生種水生植物之教

材，此為本研究之研究動機二。 

學校之課程與教學中，教科書常是教師的主要教材，但不應成為「唯一」

的教材，因為針對國小學生的學習特質，除了知識性吸收外，情意與態度的培

養也很重要，尤其環境教育的落實，如果只靠教科書，其效果仍舊相當有限，

應可利用不同來源的多元教材來豐富教學內容與情意的培養。教材包括文本，

提供閱讀的教材是為文本，Route、Britt、Mason 與 Perfetti (1996)的研究發現看

多一手資料文本的學生比只用教科書的學生在最後報告時比較會引用資料，使

用多文本學習的學生對於資料的可信度看法比較多元，教科書組的學生僅依賴

教科書，可見多元教材能有助教學的成效。針對「臺灣水生植物」之教學，首

先應蒐集到分佈在各不同領域之相關出版品，並加以歸類與分析，以瞭解臺灣

水生植物多元教材之情形，同時探究各領域教師融入環境教育作法，期能有助

於教師使用教材之廣度，也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能有多面向的學習，進而體察

臺灣水生植物目前困境，並紮根環境教育，此乃本研究之研究動機三。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如下： 

1. 瞭解臺灣水生植物之多元教材現況與使用情形。 

2. 探究臺灣水生植物融入環境教育教學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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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自然課之水生植物與環境教育議題 

人類對地球生物多樣性造成威脅的主要因素，可用 HIPPO 一詞表示(英文

單字原意為「河馬」；此處為五個英文單字的縮寫)：H 指的是棲地流失(Habitat 

loss)、I 指的是外來種的引進(Introduced species)、P 是污染(Pollution)、另一個 P

是人口成長 (Population Growth)及最後一個字母 O 是過度消耗利用 (Over-

consumption)。當然現今日益複雜且不確定性的環境問題，如全球暖化、酸雨、

臭氧層破洞、土地利用與地表變遷等，都會加速生物多樣性的衰減(許毅璿，

2005)。Wilson (1992)提到，人類的行為可能已經啟動了有史以來的第六次生物

多樣性大滅絕，其與歷史上過去五次大滅絕災變的成因是相當不同的，若以地

質年代的角度來看，此次的大滅絕是在瞬間滅絕了極多的物種。 

水生植物在自然界中扮演了重要的角色，諸如調節水溫、食用、庇護野生

動物、水土保持、觀賞及淨化水質等功能，臺灣由於氣候潮濕，雨量豐沛，孕

育的 300 多種水生植物，顯示出生物的多樣化。將水生植物的生物多樣性融入

教學，對環境教育有其效果，賴啟文(2006)即在「水中生物」單元融入水域生物

多樣性教學，結果發現可顯著提升國小四年級學童之水域生態保育認知，其中

對環境倫理的態度與對生命關懷的態度有顯著差異。 

目前原生種水生植物面臨外來種的強勢入侵與棲息地的破壞，數量急遽銳

減。鄭傳榮(2004)的研究即發現各校所種水生植物中，前三名都是外來種，以布

袋蓮居多，其次浮萍，睡蓮居三。林金蓮(2003)的研究也指出學生親眼看過水生

植物的種類仍以外來種居多。洪國維(2008)針對台北縣學校生態池進行研究，發

現出現最多水生植物依序為睡蓮、大萍、風車草與布袋蓮，皆屬於外來種。 

臺灣水生植物，尤其是原生種正面臨生態的威脅，環境教育更形重要，教

材更需從更多元的方式切入，讓學習此一單元之學生不止從知性的角度認識臺

灣水生植物，更應該從感性與情意的部分來瞭解它們，透過喜愛與珍惜而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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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工作，如此才能紮根生態保育的工作。 

目前有關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之水生植物內容在教學上之研究仍

舊相當有限，潘淑琦(2006)針對水生植物單元以探究教學活動設計來瞭解教學

成效，包括對自然科探究學習方式都抱持正向、肯定的態度，研究者亦透過此

一研究歷程，得到專業成長。劉嬑禎(2008)以準實驗研究法，探討在國小四年級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中從事結合無線網路的水生植物教學之教學成效，結果發

現學生在水生植物單元的認知概念表現，「無線網路教學」的教學方式優於「有

線網路教學」的教學方式，但在水生植物單元對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態度的表

現，兩組學生在經過實驗教學後沒有顯著差異。陳黎君(2003)把多元智慧教學理

論運用在水中生物的課程架構中，並融入情意教學模式，結果發現可使學生在

情意教育的學習更紮實。 

林明瑞與王聖賢(2006)則是進行濕地戶外教學與開發「福寶濕地自然保育

課程」單元，探討該課程對國小中、高年級學童在濕地自然保育認知、態度與

行為意向上的影響，結果發現實驗組在濕地自然保育認知學習成效顯著。 

Zemits (2006)指出，雖然有愈來愈多人瞭解生物多樣性的重要，但是在實

務上願意投入心力進行生物多樣性保育的人卻不多。以臺灣水生植物的目前處

境與保育的急迫性來說，更需要進行跨領域的整合，集合各領域專家之投入環

境教育，進行多元教材之探究。 

二、多元教材與水生植物 

Stahl、Hynd、Britton、McNish 與 Bosquet (1996)發現學校教師經常依賴一

本教科書，教師將單一教材內的知識透過教室教學傳輸給學生，教師把教科書

內的知識傳輸到學生的記憶中，這樣的教學模式讓學生失去了對新知識建構的

學習歷程。而現今知識理論者認為學習者應該主動把資訊轉為知識，並將新知

識與原來舊知識結合，透過消化或調整，創造新知識架構來整合新舊知識，才

是真正的學習。建構觀點強調真正學習不是在儲存知識，而是在建構個人的知

識架構，尤其是在網路資訊普及的時代，各種專業知識的取得非常容易，學生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8c58RD/search?q=auc=%22%E9%99%B3%E9%BB%8E%E5%90%9B%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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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目標更應該強調學生學習從資訊建構新知識的能力(洪儷瑜，2016)。因此

多元教材的應用對教師而言是提升教學效果的途徑之一。 

在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水生植物」單元之多元教材方面，教育部暨國家

教育研究院(2011)即蒐集有關水生植物之不同來源教材，包括繪本、寓言、童話

故事與圖鑑等內容之著作，供教師取材之用。在應用水生植物教材之實證研究

方面，卓明賢(2009)則將生態教材融入自然領域課程進行教學，並以「水生植物

概念理解測驗」於實驗教學前後對學童施以測驗，再比較兩組的情形對學生學

習的影響，結果發現實驗組學生科學概念的理解、學習興趣與總學習態度顯著

優於控制組學生。羅廷瑛(2015)則是透過溝通式閱讀科學教材教學方案對國小

四年級學生科學閱讀表現之影響，結果顯示溝通式閱讀科學教材閱讀教學方案

在提升學生以及班級內多元文化學生的科學閱讀表現優於一般閱讀科學教材教

學方案。 

現今學習環境多樣化，資訊網路迅速發達，資料的來源多元，可成為今日

教育界在教學上的新利器，教師應可多利用多元教材來豐富教學的內容，讓學

習者能接觸不同的視野，建構生活中的各種知識，對於教材訊息及媒體的利用，

進行跨領域的連結，如自然結合文學與故事等，將是最好的學習教材，如此不

脫離時代潮流，又能引起學童的學習興趣。因此，本研究以臺灣水生植物探究

除了自然科學之教材外，也探究生活或文學等領域之教材，以豐富進行此單元

之教學，此將有助教師取材以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同時瞭解水生植物之生物多

樣性與保育議題融入環境教育議題之可行性。  

我國十二年國教課綱即將在 2019 年啟動，其係以素養為導向，強調的是

學生的能力與素養而非僅以知識為主，故較看重學生實作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也著重跨領域的整合(國家教育研究院，2018)。面對此一趨勢，本研究嘗試探究

臺灣水生植物在不同來源教材之蒐集與分析，並對不同領域教師之應用情形進

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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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與範圍 

本研究主要瞭解臺灣水生植物主題之多元教材與其在教學之應用，全程研

究分兩年實施，此為第一年屬於試探性研究，由於臺灣水生植物一向不受到重

視，資料稀少，首先應將散佈在不同領域的資料蒐集，使成多元教材。研究範

圍以臺灣現有出版品為主，目的在提供後續實驗教學之教材使用；受訪教師則

以現職小學教師，在校內積極參與水生植物復育與教學有成者。研究者首先透

過網路、現有出版品與小學自然課教師推薦，蒐集「臺灣水生植物」相關文件，

接著按照所蒐集之教材歸類，並請四位水生植物專家審核是否有遺漏，並補充。

表 1 為經四位水生植物專家(兩位為水生植物專書作者，兩位為小學生態走廊與

生態池建置者)審核之現有臺灣水生植物出版品之多元教材。 

除教材之蒐集外，本研究並進行訪談，以瞭解教學現場教師使用水生植物

教材狀況。參與之老師主要為在校內進行水生植物栽培並使之有特色者。參與

之小學共有四所，包括新竹市一所(A 校)、新北市二所(B 校與 C 校)與台中市一

所(D 校)。受訪者共有五位，二位為教授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師，一位為教授

社會領域教師，一位為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一位為特殊教育領域之資源班教

師。詳見表 2。 

二、資料蒐集方式 

本研究為探究臺灣水生植物之多元教材現況與教學融入環境教育情形，資

料蒐集的方式如下：  

(一)多元教材歸納與分析方面 

本研究所蒐集的文件資料包括以臺灣水生植物為主題之出版品與網路資

料，也包括受訪者之著作與學校資料等，以作為本研究歸納與分類臺灣水生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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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教材類別，並針對所蒐集的教材資料進行量的分析，包括臺灣水生植物特有

水生植物、臺灣野外已滅絕及嚴重瀕臨滅絕水生植物與臺灣歸化水生植物。質

的分析方面則以教材資料之保育議題作探討。 

 

表 1  臺灣水生植物教材類別資料統計 

編號 類別 作者 著作/作品 備註 

1 圖鑑 

 

1. 李松柏 

2. 林春吉(a) 

3. 楊遠波等 

1. 臺灣水生植物圖鑑 

2. 臺灣水生與溼地植物生態大圖

鑑(上) 

3. 臺灣水生植物圖誌(網路版) 

 

(中)(下)冊已絕版 

 

2 科普 

 

1. 稻垣榮洋 

2. 新竹人智學

會譯  

1. 身邊雜草的愉快生存法 

2. 植物 

 

3 童話

故事 

1. 陳增智 

2. 吳良棟與任

娣 

1. 藥用植物的故事 50 則 

2. 鮮花與綠葉 

1. 4 則水生植物 

2. 蓮花 1 篇 

4 文學 

 

1. 劉克襄 

2. 李曉菁 

3. 陳德鴻 

4. 陳良棟等 

5. 詩經 

6. 鄭板橋 

1. 失落的疏果 

2. 小草的旅行—發現水生植物 

3. 萍蓬草田野筆記 

4. 鮮花與綠葉 

5. 參差荇菜…… 

6. 一塘蒲過一塘蓮….. 

1. 報導文學 

2. 報導文學 

3. 繪本 

4. 繪本 

5. 詩 

6. 詩 

5 食譜 

 

1.臺灣植物同

好會 

2.董淑炎 

3.簡錦玲 

4.陳威伯、施

靜宜 

1. 臺灣野生植物圖錄 

2. 400 種野菜圖典百科 

3. 野菜美食家 

4. 餐芳譜 

1. 16 篇為水生植物 

2. 19 篇 

3. 1 篇 

4. 1 篇 

 

表 2 本研究受訪者基本資料 

單位 職稱 教師代號 性別 年齡 水生植物經驗 學歷 

A 校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教師 

A 自師 男 52 20 年以上 研究所畢 

B 校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教師 

B 自師 男 42 10 年以上 大學畢 

C 校 社會科教師 C 社師 男 57 10 年以上 大學畢 

C 校 特殊教育教師 C 資師 男 50 5 年以上 研究所畢 

D 校 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 D 美師 男 40 10 年以上 研究所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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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應用與環境教育融入方面 

本研究使用半結構性訪談，主要探究水生植物在小學自然、社會、美術與

特殊教育領域之教學應用與融入環境教育情形。每位接受訪談的時間為 1~3 個

小時，共訪談 1~2 次，除面談外，並以電話、臉書私訊與賴等方式聯繫補充資

料。所有訪談在取得同意後錄音，並轉譯為逐字稿，再將逐字稿交予受訪者核

對確認。 

研究者進入校園訪談時，同時觀察校園內生態池、水生走廊與水盆中之水

生植物環境，以瞭解臺灣原生種與外來種水生植物成長狀況，以佐證訪談內容。

也對教師教學之資源使用情形進行瞭解，並視需要錄影與拍照。 

三、研究過程 

本研究欲探究臺灣水生植物之多元教材現況，研究過程如下： 

1. 研究者以關鍵詞「水生植物、生態池、生物多樣性、環境教育、原生

種、外來種」上網搜尋出版品，並從圖書館、書店之出版品中繼續探

詢教材類別資料，同時請國小自然領域教師提供不同來源之教材資料

補充，以免遺漏。 

2. 進行訪談時，訪談是請受訪者提供有關「臺灣水生植物」之教材資料

並說明自己課堂上使用水生植物教材情形。此外，並訪談水生植物在

生物多樣化與保育等議題融入環境教育之可行性與作法。 

3. 歸納出五大類臺灣水生植物之教材(圖鑑、科普、文學、食譜與童話故

事)，再請四位水生植物專家補充相關教材資料。 

4. 針對所蒐集的教材進行質量分析，包括臺灣水生植物特有水生植物、

臺灣野外已滅絕及嚴重瀕臨滅絕水生植物與臺灣歸化水生植物等之

數量。質的分析方面則以教材資料之保育議題作探討。 

5. 歸納分類臺灣水生植物之教材，初稿完成後，請四位水生植物專家審

核，並根據其意見修改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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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訪談完成後，轉譯為逐字稿，並經過受訪者確認，然後以水生植物教

材融入受訪者授課科目與融入環境教育情形為主軸進行分析。 

7. 定稿臺灣水生植物在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之多元教材與融入環境教

育教學應用之文稿。 

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針對所蒐集之資料，分析時首先針對主題的原始資料(生態池與水

生走廊等環境觀察相片與記錄、文件資料、逐字稿)表述，再根據所建構出之教

材類別歸類進行分析，統整與分析臺灣水生植物之教材、教師使用教材現況與

融入環境教育情形。所用代碼，如為訪談，第一碼為研究工具，第二碼為所屬

學校，第三碼為職稱，第四碼為訪談日期，例如「訪 A 自師 2018. 4. 24」即為

2018 年 4 月 24 日訪談 A 校自然科老師紀錄，其餘類推。 

五、研究信賴度 

本研究利用三角檢定，除主要透過文件與訪談蒐集資料外，亦在校園水生

植物場域觀察驗證本研究之資料。多元教材的分類與分析結果初稿完成後，請

四位水生植物專家審核，並根據其意見修改，逐字稿則交予受訪者確認。研究

對象來源多元，參與者包括自然科、社會科、美術科與特殊教育教師等四個領

域教師。 

六、研究者角色與研究倫理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為資料蒐集者、分析者、訪談者與論文撰寫者。 

基於保護研究對象的隱私與權利，本研究依照下列方式執行本研究： 

1. 保密與尊重原則：學校與受訪老師均以化名(A~D 校；A 自師~D 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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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不在文中洩露受訪者身份等基本研究倫理。並在訪問過程中，

不批評、不質疑，也不主動建議，以維護資料的原始面貌。 

2. 知情的同意：均獲得受訪者同意後才進入場域進行研究。 

貳、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以臺灣水生植物為焦點，蒐集與分析其多元教材現況，並探究教師

在教學時使用教材情形。結果與討論如下： 

一、臺灣水生植物多元教材現況 

(一)臺灣水生植物多元教材評析 

本研究所蒐集現有臺灣水生植物出版品之多元教材，經歸納為五大類，包

括圖鑑、科普、童話故事、文學與食譜等(見表 1)。評析結果與討論如下：  

1. 圖鑑 

植物圖鑑能提供查詢比對的功能，在臺灣所出版植物的圖鑑不少，但以「水

生植物」為主題的圖鑑書籍，數量並不多，計有三位主要作者(群)。表 1 所列圖

鑑資料以目前(2018 年)市面上所發行可見者為主，已經絕版者不予列出，以利

教師在水生植物教學時之取材。 

其中李松柏是一位小學自然科教師，其《臺灣水生植物圖鑑》(李松柏，

2007)，至 2015 年已經有四刷紀錄，該書收納 386 種臺灣水生植物。李老師之

前還出版過《臺灣水生植物地圖》(李松柏，2005)、《與水生植物作朋友》(李松

柏、曾美雲，2004)，更早期則有《臺灣珍稀水生植物》(黃朝慶、李松柏，1999)。 

林春吉投入臺灣水生植物 20 年以上，是公認的臺灣水生植物專家，近期

出版的臺灣水生植物圖鑑為《臺灣水生與溼地植物生態大圖鑑》(林春吉，2009a)，

此書收錄 516 種臺灣水生與濕生植物，堪稱目前臺灣最為完整的水生與濕地植

物生態大圖鑑，但目前市面上只有上冊，中下冊已經絕版。林春吉之前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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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臺灣水生植物》(1)自然觀察圖鑑。(2)溼地生態導覽(林春吉，2000)、《臺灣

的水生與濕地植物》(林春吉，2005)、《水生植物》(林春吉，2009b)等。 

楊遠波為大學生物學系學者，2001 年與顏聖紘、林仲剛等人共同出版《臺

灣水生植物圖誌》(楊遠波、顏聖紘、林仲剛，2001)，紙本書籍已經絕版，目前

有網路電子版。顏聖紘亦為大學學者，林仲剛則服務於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此書認定臺灣之水生植物約 300 個分類群。 

綜觀目前臺灣水生圖鑑之作者背景均不相同，有國小自然科教師、民間人

士與大學本科系學者等。此外，亦有作者是針對臺灣部分縣市發行圖鑑者，例

如《東部水生植物圖譜》(陳世輝，1999)與《台中縣的溼地與水生植物》(李松

柏，1999)，雖有助對當地水生植物生態瞭解，但因為本研究期能供臺灣不同縣

市之教學取材，且本論文主題為「臺灣」，故非屬於臺灣全區之圖鑑，故不列入

本研究教材對象。然就以水生圖鑑文獻而言，目前所出版的臺灣水生植物圖鑑，

最早為黃朝慶與李松柏在 1999 年出版的《臺灣珍稀水生植物》。文獻亦顯示臺

灣從日治時期即有學者投入，光復之後亦有郭方瑞從事水生植物的進行生態因

子研究，楊遠波則是針對水生植物進行分類學研究，逐漸形成圖鑑的基本資料。 

2. 科普 

水生植物在科普方面，僅蒐集到兩本書籍，且都為翻譯本。第一本為《身

邊雜草的愉快生存法》(稻垣榮洋，2003／吳佩俞譯，2007)，書中收錄 50 種野

花野草，其中 8 種為水生植物，包括：浮萍—載沈載浮的流動性工作、莎草—

不可思議三角形的缺點、日本菱—被壓扁的果實仍然懷抱著大志、雨久花—雜

草滅絕之日、布袋蓮—百萬美元雜草的祈願、水稗--什麼是有效隱藏身體的方

法、香蒲—什麼是蒲缽與蒲團的共通點與睫穗蓼—紅色的樣態盡是虛假等，教

材是以科普知識敘述雜草生存的秘密。另一本是由 Charles Kovacs 所著的《植

物》(新竹人智學會譯，2012)，書中則有一篇敘述水藻的生存之道。上述教材皆

為國外作者，未來則期待能有本土的臺灣生物科系或生命科學專家投入臺灣水

生植物科普的寫作。 

3. 童話故事 

有關臺灣水生植物童話故事教材，有陳增智(2008)所著之《藥用植物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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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50 則》與吳良棟及任娣(1996)所著之《鮮花與綠葉》。在《藥用植物的故事

50 則》中有 4 則為水生植物的故事，包括半邊蓮、野芋、荷花與水蠟燭，主要

是利用水生植物特徵結合歷史或童話而成的故事。例如：「半邊蓮」的童話故事

以半邊蓮有五片粉紅花瓣的特徵，編成五姊妹喜歡穿紅衣保鄉衛鄉的故事。《鮮

花與綠葉》則是對植物的特殊習性來編織童話故事，其中一篇提到蓮花藕斷絲

連的意義。 

4. 文學 

本研究所蒐集臺灣水生植物的文學教材顯示，主要使用報導文學、繪本與

詩。在報導文學方面，計有二本。其中一本為劉克襄(2006)所著之《失落的蔬果》，

該書共報導 100 種失落的蔬果，亦即被社會大眾所遺忘的蔬果，其中水生植物

佔了八種，包括：鴨舌草、田香草、尖瓣花、野慈菇、蓴菜、髮菜、水蕨與龍

骨瓣莕菜等。李曉菁(2000)在其書《小草的旅行—發現水生植物》，敘述其與臺

灣水生植物專家在臺灣各縣市進行一系列水生植物分布與現況的踏查，希望透

過報導文學的寫作，描述 1999 年臺灣水生植物現況與所遭遇的生存危機。 

在臺灣水生植物的繪本方面，荒野保護協會出版的《萍蓬草田野筆記》(陳

德鴻，2011)與《哇! 有趣的水生植物》(高嘉蔆、吳玟萱，2009)。非原生種部分，

所發現的繪本主要焦點為荷花，包括《失眠的荷花》(梅菲比，2002)等。 

《詩經》中曾經出現水生植物，「關關睢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

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其中「荇菜」即為水生

植物之一，用以描述愛戀相思時春心蕩漾。清代鄭板橋從老家興化到高郵途中

所寫之詩「一塘蒲過一塘蓮，荇葉菱絲滿稻田。最是江南秋八月，雞頭米實蚌

珠園。」詩中提到六種水生植物，包括蒲、蓮、荇、菱與雞頭(芡實)等。 

5. 食譜 

有不少水生植物是可以食用的，比較普遍為人所知的是水稻、茭白筍、菱

角與蓮子等，近幾年水蓮(龍骨瓣莕菜)則是相當受到歡迎的水生植物餐桌菜，其

他可食用的臺灣水生植物則較不為人知。本研究所蒐集的臺灣水生植物的「食

譜」教材，包括臺灣植物同好會(2009)所著的《臺灣野生食用植物圖錄》，該書

共收錄 100 種臺灣之野生食用植物，其中水生植物佔了 16 種。另在董淑炎(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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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蒐集的 400 種野菜圖典百科中，水生植物佔了 19 種。簡錦玲(2006)之《野菜

美食家》則收錄水生植物－石菖蒲之料理一篇。陳威伯與施靜宜(2015)則在《餐

芳譜》中發表睡蓮之食譜 1 篇。 

上述資料顯示分佈在各領域可當水生植物教材之數量並不多，例如科普的

水生植物僅蒐集到兩本，文學之報導文學方面也僅有兩本，雖然研究者唯恐遺

漏，再請水生植物專家與受訪教師針對研究者所蒐集的資料補充，但其結果仍

經其確認無誤。顯然臺灣水生植物長期不受到重視，相關之出版品仍有待開發。

綜觀本研究所蒐集之臺灣水生植物之多元教材，可歸納為五類，此五類包括文

學教材(童話故事、報導文學、繪本、詩)、科學教材(科普)與生活教材(食譜)，

這些多元教材應可提供不同層面「水生植物」教材需求，並可提供融入教學，

以進行跨領域之整合。 

(二)臺灣水生植物教材之相關環境議題 

本研究所蒐集之圖鑑教材在環境議題上，亦有針對臺灣水生植物之原生種、

特有種、歸化種進行質量之分析，該資料對臺灣水生植物之生物多樣性與環境

教育意義重大。在臺灣水生植物的生物多樣性方面，李松柏(2007)的圖鑑資料指

出全世界水生植物比例不超過被子植物總數的 1%，而臺灣水生植物約佔被子

植物數量的 6%，相形之下臺灣之水生植物數量可說是相當豐富。同時在統計中

(表 3)，發現臺灣水生植物之數量約有 61 科 123 屬 281 種，原生種就有 244 種，

佔 86.8%強。但洪國維(2008)、林金蓮(2003)與鄭傳榮(2004)的研究卻顯示小學

生對臺灣原生種水生植物相當陌生，相形之下，結果甚為諷刺。 

臺灣除了原生種水生植物外，亦有歸化之水生植物(見表 4)，共同構成臺

灣水生植物之生物多樣性，但由於外來種較為缺少天敵，有時其強勢的成長也

會壓縮到原生種水生植物的生存，有時需要適當的人為干預，以維護臺灣原生

種水生植物之數量，在環境教育議題上，這也是重點項目。 

臺灣水生植物所佔比例雖高，但屬於臺灣特有的水生植物只有 9 種(見表

5)，僅佔臺灣所有水生植物的 2.8%，顯然臺灣特有的水生植物明顯偏低。這些

特有種分布於臺灣特定地區，生育地窄化，而為數如此稀少的特有種，在面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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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的威脅時，相當容易滅絕與瀕臨滅絕，目前這些臺灣水生植物特有種正面

臨如此困境。 

由於臺灣水生植物大多生長在低海拔地區，在臺灣土地開發與追求經濟成

長的需求下，再加上臺灣水生植物長期被視為雜草，不受重視，其棲息地逐漸

被破壞，目前有些水生植物已經滅絕或在野外滅絕。表 6 即為整理自李松柏

(2007)與林春吉(2009a)有關滅絕與嚴重瀕臨滅絕的例子。 

李松柏(2005)的「水生植物地圖」教材除了針對臺灣水生植物進行歸化種的

數量統計外，亦對臺灣水生植物較有特色的棲息地提供地圖與說明，方便按圖

索驥。而在自然課中，水生植物教材的蒐集與應用自有其價值，在教學的應用

上： 

 

像一些文學的、藝術的，這些都可以作為教學的引起動機，這

些東西要跟生活結合，這樣小朋友才會跟學習做連結，以後才可以

產生保育的概念。像我就是固定做一個水族箱，很簡單就是用吃海

苔剩下的罐子，這些可以當作自然的擺飾，也就是藝術的創作。(訪

A 自師 2018.11.7) 

 

閱讀的教材也是增能水生植物知識的一種方式，因為「閱讀的教材不管是

課前或課後都可加深他(學生)的學習(訪 A 自師 2018.11.7)」。 

 

表 3  臺灣水生植物數量一覽表 

類別 科 屬 種數 

原生 歸化 栽培 合計 比例(%) 

蕨類 8 9 10 0 1 11 3.9 

雙子葉 29 50 105 11 9 125 44.5 

單子葉 24 64 129 5 11 145 51.6 

合計 61 123 244 16 21 281 100 

資料來源：李松柏(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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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臺灣歸化水生植物一覽表 

種類 科名 原產地 

異葉水蓑衣 

Hygrophila difformis (Linn. f. ) E. Hossain 

爵床科 印度 

長梗滿天星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Moq.) Griseb.  

莧科 南美洲 

帚馬蘭 

Aster subulatus Michaux 

菊科 北美洲 

翼莖闊苞菊 

Pluchea sagittalis (Lam.) Caqbera 

菊科 南美洲 

豆瓣菜 

Nasturtium officinale R. Br. 

十字花科 歐亞 

凹果水馬齒 

Callitriche peploides Nutt.  

水馬齒科 北美洲 

粉綠狐尾藻 

Myriophylum aquaticum (Vell.) Verdc. 

小二仙草科 南美洲 

長葉水莧菜 

Ammannia coccinea Rathb. 

千屈菜科 北美洲 

美洲水豬母乳 

Rotala ramosior (L.) Pennell 

千屈菜科 北美洲 

芳果水丁香 

Ludwigia decurrens Walt.  

柳葉菜科 熱帶美洲 

擬櫻草 

Lindernia anagallidea (Michx.) Pennell 

玄參科 北美洲 

美洲母草 

Lindrnia dubia (L. ) Pennell 

玄參科 北美洲 

大萍 

Pistia stratiotes L.  

天南星科 南美洲 

風車草 

Lindernia dubia (L. subsp. flabelliformis 

(Rottb.) Kukenthal 

莎草科 非洲 

水蘊草 

Egeria densa Planch. 

水鱉科 南美洲 

苦草 

Vallisneria spiralis L. 

水鱉科 歐亞 

布袋蓮 

Eichhornia crssipes (Mart.) Solms 

雨久花科 南美洲 

資料來源：李松柏(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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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臺灣特有種水生植物 

科別 種類 分布 

水韭科 臺灣水韭 

Isoetes taiwanensis DeVol 

陽明山國家公園七星
山夢幻湖 

爵床科 大安水蓑衣 

Hygrophila pgonocalyx Hayata 

臺中市大安、清水、
龍井 

彰化縣溪湖 

睡菜科 龍潭莕菜 

Nymphoides lungtanensis Li, Hsieh & Lin 

桃園市龍潭 

睡蓮科 臺灣萍蓬草 

Nuphar shimadai Hayata 

桃園市、新竹縣 

玄參科 長柄石龍尾 

Limnophjila stipitata (Hayata) Makino & 

Nemoto 

全島 

玄參科 桃園石龍尾 

Limnophjila taoyuanensis Yang & Yen 

桃園市、嘉義縣 

繖形科 翼莖水芹菜 

Oenanthe pterocaulon Liu, Chao & Chuang 

北部地區 

水蕹科 臺灣水蕹 

Aponogeton taiwanensis Masamune 

桃園市、臺中市清水 

資料來源：李松柏(2007) 

 

表 6 臺灣野外已滅絕及嚴重瀕臨滅絕的水生植物示例 

(野外)滅絕 嚴重瀕臨滅絕 

紫花挖耳草 

Utriscularia uliginosa 

雙連埤石龍尾、屏東石龍尾、小果菱、鬼菱 

黃花莕菜 

Nymphoides aurantiacum 

窄葉澤瀉、圓葉澤瀉、冠果草、臺灣水蕹 

印度莕菜 

Nymphoides indica 

蒲、尼泊爾穀精草、野生稻、臺灣水韭 

澤芹 

Sium suave 

大安水蓑衣、宜蘭水蓑衣、南仁山水蓑衣 

南投穀精草 

Eriocaulon nantoens 

槐葉蘋、烏蘇里聚藻、探芹草、桃園石龍尾 

水禾 

Hygroryza aristata 

水杉菜、地筍、水車前草、品藻、龍潭莕菜 

子午蓮 

Nymphaea tetragona 

瓦氏水豬母乳、芡、臺灣萍蓬草、水虎尾 

資料來源：整理自李松柏(2007)、林春吉(200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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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植物教材除了供閱讀、賞析等被動形式之外，也可轉換為文創，A 自

師拿出一出版品《為愛走天涯—踏覓秋海棠》(文-秋海棠)，指著裡頭一張秋海

棠的水墨畫說：「念植物系的人作分類時，都要自己畫植物，這樣也可以激發

創造。像這本『秋海棠』的作者，他是學生物的，他愛秋海棠，所以他就畫秋

海棠水墨畫送給他老師，當然水生植物也可以如此(訪 A 自師 2018.11.7)」。 

二、臺灣水生植物融入環境教育之應用 

在現行教育體制下，臺灣水生植物在課程設計與教學實務上是如何運作？

不同學科融入環境教育之過程為何？本研究透過訪談兩位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教師、一位社會領域教師、一位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與一位資源班之特殊教育

教師，並輔以相關文件資料與校園現場觀察資料進行探究。其結果與討論如下： 

(一)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方面 

1. 水生植物教學過程與方式 

自然領域兩位教師(代號：A 自師與 B 自師)教授「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

程，A 自師之校園設置有生態池，並在池中栽培與復育多種臺灣原生種水生植

物。針對水生植物單元之教學，A 自師說： 

 

我會帶學生去生態池看水裡面有哪些生物，就先從植物開始，就

觀察，然後畫下來，這樣他們就會發現有些長在水面上(挺出來)，有

些在下面，各樣都有。再去歸納，他們就會知道。然後再觀察它們長

在水裡，有哪些特殊性的構造可以幫助他浮起來，那就是有空氣。

(訪 A 自師 2018.4.24) 

 

也就是說進行此單元時，A 自師是以教科書為主要教材，並到生態池去觀

察，最後在要求學生根據觀察結果將水生植物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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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自師教學的主要依據亦為教科書，該校園內設置有生態池、溼地與景觀池，

復育許多臺灣原生種水生植物，因此教學時多用原生種水生植物為教學媒介，

B 自師說：「例如課本說布袋蓮有氣室，我就用野菱替代，講到水生植物的散播，

我就會用臺灣萍蓬草果實，去觀察構造等(訪 B 自師 2018.5.18)」。B 自師還成立

水生植物之工作坊，集合各不同領域與不同年級教師，將水生植物使用於做餐

點、攝影與調查等，亦即將水生植物教學與生活領域結合。B 自師指出：「老師

不是教學生所有的水生植物，老師要教他們基本的概念(訪 B 自師 2018.5.18)」。

B 校透過團隊合作，以水生植物為焦點之教學，延伸出食譜、攝影作品與調查

報告等多元教材。 

2. 環境教育議題融入水生植物 

   水生植物在環境教育方面，小學階段最重要的是要讓學生發自內心，養成對

環保的意識和態度，這種素養是逐步去養成的，而非為了環保而環保，A 自師

表示： 

 

當我們出去看到這個植物時，他很特別，很漂亮，他長怎樣的

時候，其實在小孩子的心中，我們再慢慢地培養他，這個東西很特

別，我們去關心他，喜歡他，這種東西就會留在他心理，將來他碰到

這種東西時，這植物就是跟他生活有關，跟他學習有關，他就會知

道這個東西和環境的環保議題出現的時候，這個東西跟他是很接近

的，他曾經跟他發生什麼樣的連結，這些才是真正環保議題，保育

才能夠發芽生根，因為與學生相關，如果跟他沒有關係的，他起不

來那個環保的意識。(訪 A 自師 2018.11.7) 

 

針對本土生物多樣性消失的議題，教師可以透過介紹原生種和外來種來讓

學生發現原生種在生活周遭之消失，另外校外保育團體也是可以使用的資源，

A 自師表示：「我們學校是利用週四綜合領域課程請荒野來，他們來介紹外來種

生物，小朋友就會透過這樣子的議題認識到一些外來種的生物對我们環境的一

些衝擊(訪 A 自師 2018.11.7)」。雖然本土生物多樣性的消失，還可能是環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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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失衡的衝擊還是氣候變遷所造成，但對小學生來說，應以他們理解的程度來

設計教學： 

 

以小學來說，如果說還要讓他們瞭解到環境失衡的衝擊與氣候

變遷，這與他們的生活經驗是太遙遠，也許國中階段學生可以來作

這一塊，因為國中生的能力比較提升，做這方面的探討會比較容易。

至於生物的多樣性小學生則可以談，我們可以告訴他們，以前是那

麼多水生植物，現在你們看不到，可以透過比較，也就是透過圖片

與影片等方式的比較讓學生知道。(訪 A 自師 2018.11.7) 

 

教師可藉由生物多樣性消失的內容進而引發臺灣水生植物的保育議題，A

自師表示：「人類用了除草劑，再來就是我們開發了土地，讓他們的棲息地消失，

也就是環境的改變造成它們沒有辦法生存(訪 A 自師 2018.11.7)」。在自然領域

的課程中水生植物的保育題材可就地取材，A 自師說：「到五六年級即會談保育

的問題，涉及環境教育，這個時候，就可以就地取材，例如新竹地區的國小就

可以用臺灣萍蓬草，因為他就在新竹縣(訪 A 自師 2018.11.7)」。 

(二) 社會領域方面 

本研究受訪者中有一位教師(代號：C 社師)主教「社會」領域課程，雖非主

教自然科目，但是基於本身興趣與使命感，投入臺灣原生種動植物保育，他說：

「在看到臺灣原生魚棲地不斷被破壞，有一部份魚類在野外愈來愈少，我開始

投入這一塊 (訪 C 社師 2018.3.28)」，並在學校的支持之下，在校內設置水生走

廊與生態池等，進行臺灣原生種魚蝦之復育，兼復育臺灣原生種水生植物，目

前已經成為該校之發展特色。C 社師所管理之學校水生生物環境，包括水生走

廊與生態池(觀-C 校相片)，有臺灣原生種魚蝦與臺灣原生種水生植物，這些設

施與生物全開放給所有需要的教師教學使用，C 社師說：「生活課、特教班或課

程有需要，老師會帶學生來，有時學生來，我會跟學生說不要拍打魚缸(訪 C 社

師 2018.3.28)」。進一步詢問如何在社會課介紹原生種與外來種，老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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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領域六年級下學期第四單元本來就有介紹外來種與原生種

的內容，課程中會介紹到野外常看見的外來種，對臺灣原生物種所

造成的壓迫與傷害，同時也造成臺灣環境的破壞，如：小花蔓澤蘭

具優勢之無性繁殖能力，因此擴張迅速，快速且大量生長的狀況下，

常導致其它植物遭受覆蓋而吸收不到充足的陽光而死亡。(訪 C 社師

2018.3.28) 

 

教學時，C 社師接著會更進一步將內容延伸到水生植物，他說： 

 

主要是根據六年級社會領域教科書的內容來進行的布袋蓮、大

萍的快速繁殖造成河道的阻塞，影響了河川的排水功能，再來則是

人為對環境的破壞，導致臺灣許多原生水生植物日漸稀少、瀕絕，

藉由此課程帶領小朋友觀賞校園的原生水生植物園區，感受臺灣原

生水生植物的美。(訪 C 社師 2018.11.4) 

 

C 社師也會配合課程單元，帶學生至校園的原生水生植物園區觀察，進而

帶出保育議題，C 社師說： 

 

小朋友在此區看的過程當中停留很久，他們對這些東西實際上看

到的跟課本上或影片中看到的不同，因為這畢竟是活生生的東西在他

的前面，所以他們會去欣賞，然後跟課堂上所講的東西相對照，之後

學生就會問這些水生植物的生存方式，為什麼他們在野外看不到這些

東西，我就順便告訴他們一些保育的內容。(訪 C 社師 2018.11.4) 

 

C 社師有感於推廣臺灣原生種水生植物與水生魚蝦保育工作之重要性，除

了在學校配合教學需求紮根環境教育外，亦參與社會推廣之工作。其方式是配

合電視台拍攝保育影片，除了教育社會大眾外，亦在課堂播放教學使用，C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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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說：「上課時，我會放一些影片，也就是我個人配合大愛及公共電視台所拍的

教育影片，最近有一集則是帶學生去看新山夢湖的生態，我在拍影片時有在裡

面介紹原生種水生植物與魚蝦(訪 C 社師 2018.3.28)」。至於將所拍攝的影片使

用於社會科的教學方式則是 

 

剛開始為了引起動機而使用影片，然後跟學生說為什麼我們周

遭看不到這些東西，小朋友就會想知道，我们再慢慢地告訴他們。

播放影片以後，剛好影片有帶到新山夢湖這個地方，我就鼓勵學生

說可以去那個地方看一看，因為影片中的東西和實際看的東西，畢

竟還是有點落差，所以會叫學生他們去看看。(訪 C 社師 2018.11.4) 

 

(三) 藝術與人文領域方面 

在推廣臺灣水生生物到其他縣市學校復育的過程中，C 社師也發現有老師

運用於美勞課程「台中大○國小，負責復育的老師是美勞專長的，他把原生的

東西都融入教學裡，創造多項美勞作品(訪 C 社師 2018.3.28)」。本研究則透過 C

社師介紹進一步訪談該美術老師，代號為 D 美師。 

D 美師擔任該校美術班與普通班的美勞課程，至於課程融入部分，他說：

「我們美術班會針對很多臺灣的問題來畫，生態也是其中一個問題。美術班還

有一個畢業製作與全國學生美展，我們會針對臺灣特有種來畫畫，例如臺灣特

有花卉畫進去，我们有畫臺灣萍蓬草和大安水蓑衣(訪 D 美師 2018.11.4)」。 

美術班因為要畢業展和全國學生美展的比賽，因此有時就會以融入臺灣原

生水生魚類或水生植物之方式創作。而在普通班，則是「我普通班會教一些像

甲蟲、臺灣原生動植物的郵票設計等，美術班我就會玩得大一些(訪 D 美師

2018.11.4)」。至於如何將保育議題融入在美術課裡面，D 美師說： 

 

我基本上認為小學階段的學生年紀還小，他們對這種物種不認識，

所以要先讓他們認識物種，讓他們知道有這種東西，他才會去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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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一個陌生的東西，對他來說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我很喜歡看

公視拍的『我们的島』，裡面有很多環保議題，我有時在上美術課時

還穿插給普通班學生看這個節目，美術班也會看。傳達臺灣動植物

面對的問題，再來創作就較有概念。(訪 D 美師 2018.11.4) 

 

(四) 特殊教育方面 

本研究受訪者中有一位在資源班授課的特殊教育教師(代號：C 資師)，資源

班主要招收需要加強語文、數學與特殊需求課程之學生，進行補救教學。雖然

在資源班自然科目非主要的補救科目，但就語文之課文中也有水生植物相關之

課文，C 資師說：「國語會上到一些水生植物部分，至於特殊需求課程的話，目

前沒有想到，也許可以帶學生來水生走廊這邊多看看，基本上資源班的學生會

在自己班上上自然課(訪 C資師 2018.3.28)」。 

由於水生走廊需要小幫手，如果能利用服務的性質，讓特殊學生穩定情緒

與獲得成就感，應對情緒行為障礙或自閉症的學生有所幫助，C 資師指出：「特

殊的小孩來到這邊，例如過動症者，也許可以藉著服務來改變他(她)，又比如說

自閉症，清洗魚缸、餵魚都好(訪 C資師 2018.3.28)」。目前該校並沒有資源班的

孩子來當水生走廊或生態池的小幫手，也許未來可以嘗試以發揮療癒之功能。 

針對資源班實施語文補救教學與特殊需求課程之學生，特教老師在應用水

生植物進行融入式環境教育教學之可行性方面，C 資師表示可行，其方式為： 

 

如果語文課程教學中課文提到有關自然環境、學校環境的內容，

我上課時會解釋清楚，並搭配影片或照片讓學生有更清楚的概念。

另外，資源班有戶外教育的活動，此時就可到如關渡自然公園，在

自然公園裡實地學習，由專業解說員進行分組解說與活動，介紹、

觀察與認識陸生植物、水生植物、昆蟲、鳥類與動物等，增加學生的

戶外學習經驗與環境教育學習，加深印象，回校後，進行學習單的

練習與討論，綜合與加深戶外教育所學的內容。(訪C資師2018.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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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特殊需求課程融入環境教育方面，老師表示： 

 

我會利用早自修外加特殊需求課程的溝通訓練或社會技巧課，

直接帶學生至學校的水生走廊，由水生走廊的鍾老師進行水生植物

與魚類介紹與觀察，並同時融入環境教育課程。回到資源班再由我

複習與共同討論環境教育對大自然的重要。(訪 C 資師 2018.11.13) 

 

綜合 C 資師的資料顯示臺灣水生植物可與特殊教育作連結，可從語文課有

關水生植物的課文進行課程調整，並搭配影片與照片進行環境教育，並讓過動

或自閉症學生藉著水生植物環境之整理，發揮療癒的效果。除此外，也可結合

戶外教學與參觀校內水生走廊進行融合環境教育。目前特殊教育課程強調與普

通課整接軌，因此未來水生植物的內容可就語文課的課程調整與特殊需求課程

的融入環境教育來發展。 

近年來教育界盛行的「學習共同體」與「翻轉教育」，強調教學的主體已經

由老師為中心轉變為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主張教學需要考量到學生學什麼？

怎麼教？怎麼學？才能獲得這些「學習成效」，此也呼應即將實行的 12 年課綱

之「科學素養」(國家教育研究院，2018)。本研究歸納與評析「臺灣水生植物」

之多元教材，同時針對不同科目領域在水生植物使用教材情形與融入環境教育

方式進行瞭解。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臺灣水生植物之多元教材現況 

本研究所蒐集之臺灣水生植物之多元教材，大致可歸納五類，並可納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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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領域，亦即文學教材(童話故事、報導文學、繪本、詩)、科學教材(科普)與生

活教材(食譜)等，這些不同之教材類別，應可提供不同層面「水生植物」教材需

求予教科書參考與融入。但各類教材的量上仍舊十分不足，亟待開發與充實。

從教材資料中可得知臺灣水生植物具有生物多樣性，但面臨生存威脅之下，有

些已經滅絕，有些則嚴重瀕臨滅絕，因此水生植物融入環境教育乃刻不容緩。 

(二)臺灣水生植物融入環境教育教學之應用 

臺灣水生植物之多元教材在教學現場使用情形顯示，在自然課可作為引起

動機之教材。研究結果也發現，水生植物納入自然課、社會課、藝術與人文、

特殊教育等領域進行環境教育是為可行，透過生態影片、戶外教學體驗、美術

創作與特教課程調整等方式進行融入環境教育。外來種與原生種的介紹則可使

用社會資源，例如邀請保育團體來校解說。 

二、建議 

(一)擴充與開發臺灣水生植物之多元教材 

本研究所蒐集與分析之水生植物教材主是以現有出版品為標的，經歸納計

有圖鑑、童話故事、文學、科普與食譜等五大類，研究結果發現這些教材在量

上仍然十分有限，亟待開發。多元教材之開發有賴跨領域人才之投入，例如生

物領域專家、文學作家等，以充實臺灣水生植物多元教材之數量與多元性。除

此外，未來也可朝以臺灣水生植物為焦點之劇本、電影或案例之創作，並將環

境議題融入其中。 

(二)教學時融入水生植物教材以豐富環境教育內涵與提升學

習動機 

本研究蒐集臺灣水生植物之多元教材，並探究其在不同教學領域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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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發現成立水生植物工作坊，以團隊合作方式開發各類科水生植物課程，效

果甚佳。因此建議，在進行此單元教學時，可採用團隊合作方式，除自然領域

外，亦同時進行跨領域之合作，以豐富環境教育之內涵，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三)水生植物主題融入環境教育 

本研究發現水生植物在自然課、社會課、藝術與人文和特殊教育等領域可

融入環境教育議題，透過生態影片、戶外教學體驗、美術創作與特教課程調整

等方式進行生物多樣性與保育議題教學，因此以水生植物為主題之環境議題教

學，可嘗試在不同教學領域融入。   

(四)水生植物內容除知識面外還應兼顧情意與態度 

本研究發現教科書仍為自然科教師使用最多之教材，建議國小自然教科書

在水生植物單元，除了應包含的知識層面外，對於情意與態度部分也應設計融

入到學習單元，此部分則建議融入本研究歸納分析之不同類型教材內容，包括

文學教材(童話故事、報導文學、繪本、詩)、科學教材(科普)與生活教材(食譜)

等。 

(五)未來研究方面 

本研究初探臺灣水生植物之多元教材及探究不同領域教學使用教材現況與

融入環境教育情形，未來應可就所蒐集之多元教材進行教學效果之研究，以探

究臺灣水生植物之多元教材融入環境教育之教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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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multiple 

teaching materials of Taiwan aquatic plants, and to underst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Data included documents, interviews and observations in 

the campus. Fiv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participated in the interviews. The 

observation fields included the aquatic environments in their schools. Qualitativ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mainly. The resul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sections. The first 

wa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multiple teaching materials of Taiwan aquatic plants. 

They could be broadly classified into five categories and grouped into three major 

areas: literary texts (fairy tales, reportage, picture books and poems), science texts 

(popular science) and daily life texts (recipes). The multiple teaching materials of 

Taiwan aquatic plants were insufficient and needed to be further developed. The 

second section was the use of teaching materials i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which 

could be used to increase motivation in Science. The integration of aquatic plants into 

th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domains of Science, Social Courses, Art and 

Humanities and Special Education could be carried out through films about ecology, 

outdoor teaching experiences, artistic creation and the adjustment in special education 

courses. Social resources could be used to introduce exotic species and native species, 

for example, by inviting conservation groups to school to give explanations. 

Keywords: aquatic plants, biodiversity, multiple teaching material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