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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過去十餘年以來食農教育在我國迅速發展，並且於近年得到各級政府、學

界與民間團體的關注與支持，立法程序也已經啟動。本研究旨在探討與整理食

農教育相關的概念在世界各地與我國的發展脈絡，透過文獻分析、專家訪談、

焦點團體座談，以永續發展為視角，以「永續發展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SD)為框架，建構具備教育內涵與永續思維的食農教育之定義，

與關鍵核心概念及其範疇。此外，本研究分析近年我國與食農教育相關的媒體

報導，以不同的分類方式呈現食農教育的主體構面（歷史社會與倫理、食農產

業與責任、食農文化保存、教育與健康促進）與次構面（共十三個），根據專家

訪談，分類為文化、生活、農藝、校園、社會、環境、產業等七大類。結果指

出，較常出現在媒體報導中的主╱次構面為教育與健康促進╱教育推廣、歷史

社會與倫理╱社會正義。若分析媒體報導內容的教學區域與教學領域，發現都

會區偏好社會領域的食農教育，而文化領域的教學在非都會區比都會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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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十九世紀時，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Thomas R. Malthus)提出著名的「人

口論」，即全世界人口擴張的速度遠大於糧食生產的速度，生產用的土地和可飲

用水皆為有限資源，隨著人口數不斷擴張，資源勢必會在某個時間點上超出環

境可乘載的範圍(劉翠溶，2004)。雖然之後因為科技進步與土地使用方式改變，

全面飢荒並未發生，但人均糧食資源的遞減在近代逐步浮現，1984 年之後平均

每人每年可分配的糧食逐年下降(彭明輝，2011)。時至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全球

農業議題早已超越產量與人口，而與經濟、社會、環境、健康等全方位的永續

發展相關議題有複雜的關聯。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我國，在 1980 年代之後，隨

著貿易自由化、國人飲食習慣西化、環境污染與食物安全事件層出不窮(蔡培慧，

2014)，無論從農民生計、環境保護、氣候變遷、社會正義、健康促進、飲食安

全、文化保存等角度出發，「糧食」轉化為「農業」與「食物」，早已與其他議

題有著密切關係。 

2017 年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在《未來的食物和農業：趨勢和挑戰》(The futur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trends and challenges)報告書中提到，二十一世紀以來全球共同面臨

的問題，如貧窮(poverty)、糧食和農業系統的永續性、人口持續增加、經濟體系

改變、食物分配不均、極端天氣等，皆為未來的糧食安全帶來難以預期的挑戰

(FAO, 2017)。在世界經濟論壇出版的全球風險報告(Global Risk Report) 2017 與

2018 年版中，食物危機(food crisis)持續位於發生率中等，但衝擊性高的全球風

險位置(World Economic Forum, 2017, 2018)。 

由於食物與農業議題的複雜性，除了科學研究之外，一如其他的議題，也

在世界各國透過教育手段推廣，甚至透過立法提供相關作為的法源依據。早在

二次大戰之後的 1946 年，美國即通過了《全國學校午餐法》(National School 

Lunch Act)，規範全國學校提供營養均衡的午餐給所有學生，不論其是否為公民

或合法居民(ShareAmerica, 2013)，同時擔負起當時貧富差異較大的社會背景中



永續發展教育脈絡下我國食農教育之架構與核心議題分析 

89 

照顧弱勢貧童的功能。其後在 1966 年，更開始試行《學校早餐專案》(School 

Breakfast Program)，在 1975 年開始全面提供早餐。這樣的立法宗旨在於建構下

一代正規飲食習慣，並且提供必要的營養，同時解決因所得不均等社會問題衍

生的健康與養育議題，促進在地農業與學校之間的互動。1993 年「可食用校園」

(Edible Schoolyard)計畫在全美實施，讓體驗實作成為每一個校園的重點工作，

可以說是食農教育的伊始。在其他國家，Carlo Petrini 於 1986 年在義大利推動

「慢食運動」(Slow Food Movement)，而後成立了組織。在英國則由名廚 Jamie 

Oliver 於 2005 年發起校餐革命「讓我吃更好的」(Feed Me Better)，對英國的中

小學教育產生深遠的影響。在日本，於 2005 年通過了「食育基本法」，強調學

童以德育、智育、體育為基礎的食育(董時叡、蔡嫦娟，2012)，受到我國諸多學

者與食農教育工作者的關注。日本學者鈴木善次提倡應該以「食」與「農」結

合環境教學，教導人民重新連結人與自然的關係(張育森，2017；曾宇良、顏建

賢、莊翰華、吳璚，2012)。 

臺灣的「飲食」和「農業」改革運動在初探時期，由於生產條件及地理背

景與日本有諸多相似之處，發展方向又與美國和義大利類似，因此脈絡發展深

受這些國家影響(董時叡，2015)。我國最早以「食農教育」為名發展活動者，當

屬 2005 年當時高雄縣美濃鎮的龍肚國小年成立「食農教育小組」開發課程，同

時讓學生吃自己栽種的蔬菜與稻米，學生不僅學到食物與農業相關知識，也影

響其家人的觀念(康以琳、張瑋琦，2016；顏建賢、曾千惠，2014)。在此之後，

我國各縣市陸續推動食農相關的教學或體驗活動。不僅在農業縣市，位於首善

之區的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也陸續推動食農教育，目前食農教育

幾乎已經成為各縣市政府共同重點推動項目。 

我國對於食農教育的討論近年逐步普遍，食農教育成為顯學。以日本提出

的「食育」為主題的研究是早期的重點，藉由大學課程的農業體驗，探究大學

生各方面學習成效(曾宇良等，2012)。從「食育」到「食農教育」，農業相關知

識與發展背景自然成為討論的重點，除了由「食育」直接聯想的「飲食教育」

之外，「農事教育」與「環境教育」同為學者提出的食農教育主軸(董時叡、蔡嫦

娟，2012)。過去十年以來臺灣層出不窮的食安事件，也是食農教育發展的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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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形成臺灣食農教育的特色之一，而在近年關於食農教育的定義與類別、

範疇等相關討論中出現(康以琳、張瑋琦，2016)。目前食農教育立法也成為社會

各界討論的重點，除了立法委員提案，農委會也著手推動立法程序。整體而言，

我國食農教育的發展逐步走向一種公民概念的建立，包括食物公民 (food 

citizenship)(陳玠廷，2015；Wilkins, 2005)與衍生的環境公民 (environmental 

citizenship)等綜合概念。 

食農教育也透過各種不同的方式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每五年舉行一

次的世界博覽會之主題向來代表全球未來的發展概念與方向，而 2015 年米蘭

世博會即以「潤養地球，滋養生命」(feeding the planet, energy for life)為核心主

題，主概念為希望人類在獲取糧食和物資的同時，可以減少浪費，並取得與尊

重地球資源間的平衡，讓經濟、社會、發展和環境(土地)能在實質上獲得永續

(Milano Expo, 2015)。前述的義大利、日本、美國、英國等相繼掀起飲食和農業

的改革運動，切入的角度具有涵括經濟、社會、環境與教育等不同領域的綜合

性與複雜性，可以說是以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D)的角度反思與

探討「人、飲食、農業、健康、永續發展、食物正義」之間的關係。聯合國於

2015 年九月通過了「永續發展目標」，包括 17 項目標(goals)與 169 項標的(targets)，

作為世界各國邁向 2030 年的指引(United Nations, 2015)。食物與農業議題與這

17 項目標中的多項有不同程度的相關，且根據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的研究，將在 2030 年之

前創造出 2兆 4千萬美金的交易額，與能源、健康、城市共列為四大市場(WBCSD, 

2018)。搭配前述若干國際相繼發生的農食改革運動，更可以瞭解食物與農業的

議題是多面向，且將持續受到關注，「食農教育」 (張育森，2017)此一詞彙逐步

形成。 

在社會各界的關注之下，我國農委會也已經啟動了食農教育的相關立法。

社會各界對於食農教育的討論、相關活動與課程的發展已經相當蓬勃。然而，

目前各界對於食農教育的基本定義與論述仍在發展，隨著時間變化，食農教育

本身的範疇與基本議題也需要進一步討論。本文探討近年來臺灣食農教育的發

展，以及其包含的建構和範疇，彙整各類文本，與永續農業、飲食、教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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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的意見，融入研究者本身觀察，探討食農教育的發展脈

絡與永續發展和環境教育之間的關係，並整理出臺灣食農教育所涵蓋的主題與

類目。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獻探討、訪談研究、焦點團體法，與詮釋性內容分

析法，歸納提出食農教育的基本定義、主題構面、教學場域、教學領域等，作

為我國食農教育發展與後續研究的參考。 

貳、文獻回顧 

一、農業、食物對人類的意義 

農業的起源追溯到距今 12,000 年前，人類已經懂得如何改變自然環境，

從動植物中獲得生命所需要之能量和營養；人類有目的和系統化的透過改造環

境來種植植物或圈養動物(The Geographic Project, 2018)。食物則是提供人類或

動物保持良好成長、健康和生命的營養來源(Bittman, 2012)。美國小說家溫德爾

貝里(Wendell Berry)有一名句：「只要吃東西，就與農業有關」(If you eat, you are 

involved in agriculture)，即說明了人類活動和農業的密切關係(廖安定，2008)。 

隨著時代背景和人口結構的不同，農業對於人類的意義也有調整，農業的

功能不再只是生產食物，「多功能農業」(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或「農業多

功能性」(agricultural multifunctionality)的概念被彰顯(李承嘉、廖麗敏、陳怡婷、

王玉真、藍逸之，2009)，其內涵在世界上不同國家及組織有不同的詮釋。舉例

來說，1999 年日本為了保護其國內的稻米文化，在《糧食‧農業‧農村基本法》

中確立農業除了供給人類糧食及其他商品之外，亦有土地保育、涵養水資源、

自然環境保育、地理景觀的形成、文化傳承、改善鄉村建設及生活品質、維持

及活化鄉村社區以及糧食安全等功能(胡忠一譯，2000)。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在 2001 年出版的《多功能性：邁向分析框架─總結與結論》

(Multifunctionality: Toward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Summary and Conclusions)

中提到農業活動可以塑造景觀、提供土壤品質、水資源、土地表面的保護、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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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再生資源管理、保有生物多樣性，也對城鄉地區的社會經濟有所貢獻(王俊豪，

2003)；聯合國農業與糧食組織(FAO)認為農業應包含社會、文化、環境和糧食

安全等功能(吳貞儀、李承嘉，2012)。   

食物不僅限於提供能量與營養，也涵蓋人類社會中各種不同的複雜性，在

經濟、社會、政治、文化、交流上，飲食代表一種轉化行為；食物可以使病弱

者變得健康、顯示階級關係的演變、分配和管理權力和野心的核心，也是人類

拼命想要主宰的生態體系(Fernández-Armest, 2001)。法國政治家及美食鑑賞家

薩瓦蘭(Jean Anthelme Brillat Savarin)曾說：「告訴我你吃了些什麼，我就能說出

你是怎麼樣的人。」(“Tell me what you eat and I will tell you what you are.”)這句

著名的俗諺表示飲食反映出一個人真正的內在樣貌與生活態度(Barber, 2016)。

食物是定義人類身份認同的要件，我們吃下的東西是文化發展的產物。人類的

飲食和文明經過許多歷史脈絡的轉變過程。食物的學問牽涉了植物學、物理學

及化學、農業、畜牧業及農藝學、生態學、人類學、社會學、地緣政治學、政

治經濟學、貿易、科技、烹飪、生理學、醫學、哲學等(Petrini, 2007)。我們可以

透過食物瞭解各個時代背景的社會、環境與經濟發展模式，並追尋當地的飲食

文化特色與傳統烹飪技藝，以及社區永續性(Parrish, Turner, & Solberg, 2007)。 

二、食農議題與環境和永續發展議題之關聯性 

自古以來，農業因人們對食物的需求而存在，雖然農業的實質操作即為破

壞自然生態系，並將之改造為人為生態系，然而為了確保可食用農作物順利生

長，對於環境品質的保護是必要的。二十世紀全球歷經了兩次綠色革命，人類

的物質生活雖然獲得改善，但大量化學肥料和農藥的使用造成土壤失衡，土地

過度開發使得水土保持功能喪失，或土地受到污染而無法耕種，危及下一代的

生存。時至今日，考量如何達到安全、健康且符合永續發展的食物系統，已是

人類必須共同面對的議題(Gottlieb & Joshi, 2013)，但人類、自然、食、農和永

續發展之間的關係到底是甚麼？日本學者古沢広祐在《食農社會學：從生命與

地方的角度出發》一書中，使用「生態系金字塔」解釋人類、自然生態與食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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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之間的關聯，他認為所有生物和生態體系都是在循環的關係中互相依存和

影響的，牽一髮而動全身(桝潟俊子、谷口吉光、立川雅司 2014／蕭志強、鍾怡

婷、林朝成、王偉綱譯，2016)。 

然而，食物也是人類經濟體系中的必要交易物資，其供給與需求牽涉到人

類社會的發展與穩定性，也與國民健康息息相關。農業社會曾經是人類發展歷

程中，從漁獵社會安定下來的重要過程，後來雖然繼續發展為工商社會，但農

業至今仍然是人類社會中關鍵的一環。簡而言之，食物與農業與永續發展相關

的環境、社會、經濟等三大支柱都有密切關係。 

目前全球的食物與農業議題的根源，除了人口暴增和工業化衍生的環境與

社會問題之外，全球化(globalization)所引發的農食生態鏈失衡更是其中核心。

「全球化」是在 1991 年冷戰結束之後重要改變之一；簡單定義就是世界變成地

球村，通訊、交通、物流相較於冷戰以前都變得更加便捷(吳志中，2014)。人們

有機會可以取得來自世界各國甚至價格低廉的農作物或食物，但享受美食佳餚

的背後，市場壟斷、農作物和食物過度加工、工業化造成的食品單一化、土地

利用失衡、水資源匱乏、產銷失調、碳排放遽增、農作人造化、食品化工化、

食安危機增加、食物浪費、營養不良及肥胖症等，造成綜合面向的問題(Gottlieb 

& Joshi, 2013)。農業本身造成大量的碳排放，往往被忽略。根據聯合國政府間

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2014 年

的報告，在經濟活動方面，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計算以碳密集型行業做評估，

涵括了「電力和熱能製造業」、「農業、森林和其他土地使用產業」、「建築業」、

「運輸業」、「工業」和「其他能源提供產業」等，其中農業活動所產生的碳排

放佔了 24% (IPCC, 2014)。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在跟白宮私人廚師凱斯(Sam Kass)

對談時聊到，工業的高碳排放民眾比較容易理解，但農業產生的碳排放，一般

民眾較難理解；事實上，畜牧業、養殖業、稻米雜糧等植物栽種、作物殘體燃

燒等過程都會產生溫室氣體(Storm, 2017)。世界銀行預測，若生產模式再不改

變，2050 年時農業的碳排放可能會佔全球碳排放比例六到七成(鄭傑憶，2017)。 

此外，由於全球化概念下的多邊貿易協定，譬如 WTO 等的影響，全球農

作物與食品的貿易自由化、市場全球化，其儲存、運輸、配銷等過程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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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消耗與碳排放持續增加。同時，食材多樣性降低，讓許多地區大量的糧食

自給率明顯降低。以我國為例，根據農委會發佈的資料，綜合糧食依熱量計算

的自給率(food self-sufficiency ratio)從 1967 年之前的超過 100%，一路下降到

2016 年的 31%(陳文德，2017；蔡佳珊，2017)。臺灣自產糧食的比例下降，同

時仰賴進口的比例提升。許多人認為糧食是經濟作物，但彭明輝在 2011 年《糧

食危機關鍵報告：臺灣觀察》中說明，他認為糧食必須要在政治狀況安定的情

況下，才會服從經濟法則。臺灣的糧食自給率下降，除了國人的飲食習慣改變

之外，社會經濟型態的結構轉型以及自由貿易帶來的衝擊，都對臺灣的農產業

帶來很大的影響。為了提升糧食自給率，政府近年來積極推動大糧倉計畫，預

計約於 2020 年臺灣的雜糧栽種面積可以增加 3 萬公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2016a)。 

2015 年 9 月，聯合國大會正式通過「永續發展目標」(SDGs)，作為世界

各國至 2030 年前的共同發展目標(圖 1)。17 項永續發展指標(SDGs)被分成經

濟、社會、環境三群。永續發展目標之間互有關連，其中與農業與食物較為直

接相關之目標有二，第一個為 SDG 2 零飢餓(zero hunger)，若完整展開則為「終

結飢餓，達到糧食安全，並改善營養和促進永續農業」；另一個為 SDG 12 永續

的消費和生產型態(responsi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其他的目標也與食

物與農業系統之間具有不同程度的關連，譬如以自然生態系統與物理系統而論，

SDG 6 潔淨的水與衛生、SDG 7 可負擔的潔淨能源、SDG 9 產業創新與基礎建

設、SDG 13 氣候行動、SDG 14：水下生物、SDG 15：陸域生物等，均與農業

生產有關。若以社會經濟系統而論，SDG 3 優質健康與福祉、SDG 4 優質教育、

SDG 8 尊嚴就業與經濟成長、SDG 11 永續城市與社區、SDG 16 和平正義與強

效制度也間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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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聯合國於 2015 年公布「2030 永續發展議程」中的永續發展目標(SDGs) 

 

SDGs 通過之後，近年來相關的倡議已經在全世界政府間、企業界、學術

界與民間團體如火如荼地推動。食物與農業與 SDGs 之間的連結在許多聯合國

相關組織中持續地受到討論，譬如「社會創新與融入 SDGs」(sociSDGs)即主張

食物與農業與諸多 SDGs 產生關聯。由於食農幾乎與經濟、環境、社會相關的

所有面向相連結，譬如飢餓、營養不良、沙漠化、水資源利用、生物多樣性的

損失、過度消費、肥胖、公共衛生等(sociSDG, 2019)，該組織的相關倡議與活動

包括了 SDG 1, 2, 3, 4, 5, 8, 10, 11, 12 等。亞洲開發銀行的東南亞工作小組以貧

窮女性的角度，透過有機農業達到 17 項 SDGs (Setboonsarng & Gregorio, 2017)。

聯合國世界糧食安全委員會(UN Committee on World Food Security)成立了國際

食農網絡(International Agri-Food Network)，也幾乎與所有的 SDGs 及這些目標

下的若干標的之間產生關聯(IAFN, 2018)。基本上，食物與農業與所有的目標相

關，以永續發展的框架多角度思考食物與農業問題的全貌是必要的。 

三、食農教育的目標與施行對象 

國際間以歐美國家和日本為首，相繼掀起飲食和農業的改革運動，世界各

地開始反思探討「人、食物、環境、健康永續」之間的關係。在「前言」中曾

說明，美國對於中小學生的午餐與早餐的法規與專案、可食用校園計畫、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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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校餐革命等，對美國和英國的中小學教育產生深遠的影響。然而，歐洲、英

國與美國名廚推動的各類食農改革運動，更將訴求對象從各級學校學生擴展至

社會大眾。日本的「食育基本法」很明確地設定學童的德育、智育和體育。 

歐美國家由政府、知名美食家或主廚掀起的飲食革命，主張人們必須透過

價值觀的轉變，來帶動農業及飲食典範的轉移(郭華仁，2015)。距今約 30 年前，

義大利美食家佩特里尼(Carlo Petrini)發起「慢食運動」，目的是反對速食文化，

並提醒人們飲食是一種生活態度，全心全意投入飲食的過程是相當重要的

(Rayman, 2014)。若以國家元首的膳食作為典範的案例，如美國前總統歐巴馬任

內開始的「白宮有機花園計畫」(White House Organic Garden Project)，該有機花

園內的食物提供了歐巴馬家人以及來訪賓客當地種植的新鮮食材；而受到該計

畫影響，更多政府機要、營養科學家、食物運動推動者等，更重視在地種植及

健康飲食。食物教育(food education)的意義也因為該計畫的影響，除了注重煮食

技巧、農藝教學、營養健康外，更逐漸包括為解決食物相關的社會問題(Kimura, 

2011)。近年來，美國的永續食物概念在北美的高等教育機構中已逐漸普及，且

從四個面向執行：購買目標(purchasing goals)、學術規畫(academic programs)、

直接銷售(direct marketing)以及體驗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象徵食物在教育

的意義已在快速轉變(Barlett, 2011)，同時食農教育已經從美國的中小學延伸至

大學，而其內容與形式不盡相同。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在 2012 年 6 月於巴西里約舉行的永續發展地球

高峰會(Rio+20)提出「聯合國永續消費與生產十年計畫方案」(10-Year Framework 

of Programmes on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10YFP)，並且獲得大

會通過，列在主決議「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書內(United Nations, 2012)。該十

年計畫方案的主旨為將全球資源消費和對環境的影響規定在安全的範圍內，並

將永續的消費和生產製程(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SCP)納入政策

優先事項，以消除飢荒貧困，以促成世界永續發展(United Nations, 2014)。該方

案的五個啟動計畫涵括「消費資訊」、「永續生活模式與教育」、「永續公共採購」、

「永續建築與營建工程」、「永續觀光(包括生態旅遊)」，並且特別說明在不同的

國家可以加入不同主題的計畫，包括食農計畫、企業社會責任與廢棄物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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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該計畫方案也強調必須同時在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實施。 

在 2015 年米蘭世界博覽會上，義大利政府公布《米蘭憲章》。該憲章陳述，

在氣候變遷、教育、文化、社會經濟模式的改變浪潮下，希望透過此憲章呼籲

每個人、企業和國家做出符合自身能力的貢獻，以提升食農系統的永續性(Milan 

Charter, 2015)。另一個近年具代表性的發展案例，是美國紐約知名主廚丹巴柏

(Dan Barber)透過深入農業體系提出：「唯有健康的土壤，才能生產出健康又美

味的食物」；他認為「從產地到餐桌」(Farm to Table)還是以人類的需求為導向，

但人類應該因應大自然的法則去選擇食材，而下一波可建構農業典範且更具有

永續農業精神的飲食潮流，就是重視農業體系本身的價值。他提出：「食物是否

真正美味，由整個農業體系所決定；而是否能生產出我們想吃的東西，由農夫

的態度所決定。我們需要的是培育自然，讓整個農業體系和諧相處，因整個生

態體系的健康都有關鍵性的影響。」(Barber, 2016)。我國法式名廚江振誠認為，

食育包括瞭解自身文化、順應節氣選擇食材與料理，而廚師如此做是一種社會

責任(林讓均，2018)。 

近年國際社會與臺灣紛紛成立諸多倡議友善農業、有機農作等的社會企業，

讓食農教育與商業行為、社會正義等目標同時發生，也讓永續的食物與農業成

為一種新時尚。自 1986 年開始於美國費城推動「六十億人的餐桌」(Table for 

Six Billion)運動的 Judy Wicks 是一位關鍵人物，創立了白狗咖啡廳與其他相關

的社會企業，其中不少與友善食農相關。她於 2013 年出版的書，紀錄其致力於

友善食物等環境運動與振興地方經濟的努力，獲得許多獎項(Wicks, 2013)。亞

洲各國也有政府部門或民間團體在過去十餘年間陸續加入此一風潮，譬如創立

Javara 食品公司的 Helianti Hilman ，就是印尼的成功將食農倡議與教育商業化

的企業家，將印尼特有的種子與食物銷售全球(Javara Culture, 2018)。泰國政府

則透過建立泰國料理的認證制度、有機農業的商業化，與在地農夫整合觀光等

作為，建立泰國食農體系的全面發展(張瑋琦，2018)。 

綜合上述分析，食農教育在世界各國已經發展多年，但不見得使用「食農

教育」這個詞。學校教育的實施對象或社會運動中的權益相關者逐步擴大，更

進入新創領域，成為「不永續解決方案」(能夠解決「不永續」的方案)中的熱門



環境教育研究，第十五卷，第一期，2019 年 

98 

選項。食農教育不僅與學生有關，與社會大眾的關係也漸趨密切。 

四、我國食農教育與政策發展與現況 

如前言中所述，我國「食農教育」一詞的出現，最早可以溯源自高雄縣美

濃鎮龍肚國小在 2005 年成立的「食農教育小組」，重點包括讓學生學習食物與

農業的相關知識、體驗農事、自種自食，並且影響家人的觀念(顏建賢、曾千惠，

2014)，各縣市政府於此之後陸續開始推動食農教育，包括農業縣市與大都會區。

台北市於 2015 年開始推動「小田園」計畫，更促成全國關注食農教育。 

過去十餘年來經常發生的食安事件促使食農教育受到社會大眾廣泛注意

與支持。2008 年 9 月發生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從中國大陸蔓延至臺灣，算

是這一波食安事件的開端。2011 年 5 月，塑化劑污染食品飲料事件，造成了整

個社會的重大恐慌。2013 年 10 月，毒食用油事件爆發，食用油添加低成本葵

花油及棉籽油混充，且還添加銅葉綠素調色；2014 年 9 月，廢油回收混充食用

油事件爆發，餿水油、回鍋油、飼料油皆被發現，全臺灣對於食品安全的疑慮

到達了頂點。各縣市政府、農委會與其他中央政府單位、民間社團對於食物和

食品安全，延伸至產出食物的農業與環境的關切大幅提昇，加上我國長期以來

諸多團體與機構對於友善農業、土地正義、惜食愛物、低碳飲食等議題的關切

與倡議，食農教育因而快速發展。 

與食農最直接相關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委會)自 2007 年開始，即在各

級農會的「四健」體系中辦理食農教育推廣工作，並以「從做中學」的「參與

式學習」規劃活動，希望達到推廣與擴散效果；2013 至 2014 年，則由「中華

民國四健會協會」辦理「食育小學堂」，包括以師資培育為目標的「種子教師營」

與一般性的「食育小學堂營隊」(王勝平，2016)。由於食物與農業議題與衛生福

利部(衛福部)、環境保護署(環保署)，甚至內政部等部會的轄管皆相關，而教育

部更與食農「教育」直接相關，這些部會也有不同的政策、方案或活動在這幾

年實施。負責食品安全政策的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食安辦)於 2014 年 9 月開

始推動「八項強化食品措施」，後在 2016 年 6 月推動「食安五環」政策，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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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頭控管，加重廠商的責任，讓全民一起監督食品安全。衛福部的食品藥物管

理署(食藥署)透過網頁與媒體推播，以及參與展覽等方式宣導食品衛生與安全

的重要性，同時加強校園工作；衛福部的國民健康署(國健署)則是透過多元管

道，對餐飲業與學校下功夫，推動國民健康促進政策，減低國人因飲食造成的

慢性病威脅。教育部則於 2015 年底修正「學校衛生法」，在第 16 條中加上對於

「健康相關課程」的明確說明為：「第一項健康相關課程應包括健康飲食教育，

以建立正確之飲食習慣、養成對生命及自然之尊重，並增進環境保護意識、加

深對食材來源之了解、理解國家及地區之飲食文化為目的。學校應鼓勵學生參

與學校餐飲準備過程。」將食農教育中的諸多內涵明訂於該法的條文之中，提

供各級學校推動食農教育的法源依據。 

食農教育究竟應由哪一個部會主責，事實上也經歷過多次的跨部會討論。

2011 年通過的環境教育法係由環保署擔任中央主管機關，而食農教育在某種程

度上也可算是環境教育的一環(董時叡、蔡嫦娟，2012；賴郁薇，2016)；「食」

與衛福部亦相關，而「教育」就是教育部的權責。經過協調之後，由農委會擔

任食農教育的主管機關，其他部會輔助。近年農委會積極推動食農教育，逐年

推出不同的計畫與方案，也可從這脈絡中看出我國各界食農教育觀點的演變。

2017 年 5 月，農委會委託中國生產力中心，辦理食農教育教案甄選活動。參賽

隊伍必須從九個食農教育概念中，以國產農產品為主軸，連結社區產業和食農

體驗二個必修概念，再選修另二個概念，提升食農教育的多元化。這九個概念

由台北市立大學陳建志教授設計，以國產農產品為主軸，擴散包括低碳飲食、

飲食文化、均衡飲食、食品安全、全球環境變遷調適、食農體驗、社區產業、

友善環境等八個概念(趙敏，2017)，稱為「食農教育九宮格」。2018 年，農委會

辦理食農教育教案甄選時，則使用由臺灣師範大學林如萍教授發展之「三面六

項」食農教育素養架構，作為徵求教案的基礎。食農教育的內涵包括「農業生

產與環境」、「飲食、健康與消費」、「飲食與健康」等三個面向，對應「農業生

產與安全」、「農業與環境」、「飲食與健康」、「飲食消費與生活型態」、「飲食文

化」、「飲食習慣」等六項主題，強調體驗與實踐的重要性(林如萍，2017)(圖 2)。 

除了農委會、其他部會與地方政府、民間團體積極推動食農教育以外，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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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農委會辦理食農教育教案甄選時提出的 (a)2017 年「食農教育九宮格」與

(b)2018 年「食農教育素養三面六項」(資料來源：趙敏，2017；林如萍，2017) 

 

農教育的立法近年來也受到各界關注。從 2016 年開始，立法委員姚文智等 16

人、陳曼麗等 17 人、蔡培慧等 31 人相繼提出不同版本的食農教育法草案。這

些版本各有不同特色，譬如姚文智版本仿造「環境教育法」的設計，主張設立

食農教育機構與認證機制，且明訂高中以下學校每年修習四小時的食農教育課

程；陳曼麗版本主張農委會應為中央主管機關，以地方政府為核心，成立「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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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教育推動委員會」；蔡培慧版本則主張食農教育為推動農鄉生活文化的基礎，

進而落實促進城鄉交流以及農業典範轉移。同時間，農委會也草擬了食農教育

法草案，並且經過多次的專家座談與公聽程序後，於 2018 年 10 月底送進行政

院，目前仍在行政院審議中。農委會版本的食農教育法草案提出食農教育係指

「培育國民基本農業生產、農產加工、友善環境、食物選擇、餐飲製備知能及

實踐，增進飲食與農業連結之各種教育活動」，明訂農委會為中央主管機關，其

他相關部會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草案中規範了設置食農教育諮詢會、協助社

區設計農產品推廣據點、設置資訊平台；然而，在預算方面以宣示方式要求主

管單位寬列預算，並無基金的設置，亦無之前引發熱烈討論的「強制四小時」

的規範。這些特色顯示，農委會的食農教育法草案的設計精神偏向「基本法」，

提供各主管機關法源依據，並不在法律層級訂出細部執行規範，留給各級機關

執行的彈性。 

五、環境教育與永續發展教育 

在食農教育相關的諸多文獻中，均提到環境教育可以作為食農教育的主軸

之一。事實上，由於食農系統與環境本身的相關性強，且也強調體驗與態度的

建立，與環境教育強調知識、態度、技能、價值觀的屬性類似，食農教育與環

境教育關係相當密切。 

環境教育起始於 1920-30 年代的「保育教育」(conservation education)，於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開始在北美迅速發展。「環境教育」 (environmental 

education)於 1948 年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的巴黎會議中首次出現。後續隨

著美國在 1960 與 70 年代的環境立法浪潮迅速發展。1977 年，多國代表於前蘇

聯喬治亞共和國的伯利西(Tbilisi)召開政府間環境教育會議，通過了伯利西宣言

(Tbilisi Declaration)，給予環境教育至今仍有效的明確定義：「環境教育是一種

教育過程，在這過程中，個人和社會認識他們的環境，以及組成環境的生物、

物理和社會文化成分間的交互作用，得到知識、技能和價值觀，並能個別地或

集體地解決現在和未來的環境問題。」(楊冠政，1997)。這定義即說明了環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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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本身具有跨世代正義的概念，也是永續發展的核心理念。 

永續發展則在挪威工黨領袖布朗特蘭夫人於 1987 年發佈的聯合國「我們

共同的未來」報告書中有了較為完整的定義：「既滿足當代人之需求，又不危及

下一代人滿足其需求能力之發展。」，且強調永續發展為經濟、社會、環境三者

的均衡發展(Brundtland, 1987)。幾年後，在巴西里約舉行了「聯合國永續發展會

議」，通過了主文件「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 21)，其中在第 36 章闡述了「促

進教育、提高公眾意識和強化培訓」，並且定位永續發展教育是「為了」(for)永

續發展的教育。2002 年，聯合國宣布於 2005 至 2014 年，推動「聯合國永續發

展教育十年」(UN Decade of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DESD)。

聯合國強調永續發展教育不限於環境議題，包括環境、社會、經濟等綜合議題，

譬如性別平等、健康促進、文化多樣性、永續消費等(Caeiro, Leal Filho, Jabbour, 

& Azeiteiro, 2013)。 

雖然一般而言，我們可以將永續發展教育視為環境教育的擴大或延伸版本

(Cartea, 2005)，但二者之間仍有若干根本性的差異，譬如看待議題的視角、關

切的議題內涵，甚至對於爭議性議題的價值觀等等。過去二十餘年以來，已有

許多文獻針對二者之間的關係進行討論，各類論戰也持續進行中(葉欣誠，2017)。

簡而言之，永續發展中的「發展」容易被解釋為經濟優先或人優先，而非環境

優先，使得若干環境教育研究者不甚同意永續發展教育(Huckle, 2006)。另一方

面，亦有學者主張永續發展教育是「為了永續發展的教育」，較為正面導向，而

可避免環境教育較為負面導向，過度簡化問題的複雜性，僅看到環境面向(Smyth, 

1995)。McKeown 與 Hopkins (2003)則提出，環境教育和永續發展教育是不同功

能的二件事情，雖相互影響，卻各自獨立發展，並不會相互取代。 

雖然 UNDESD 已經於 2014 年底結束，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仍繼續發展

與推動永續發展教育，提出「全球行動計畫」(Global Action Programme, GAP)作

為延續計畫。在 GAP 之中，ESD 被視為「SDG 4 優質教育」的關鍵因素，且是

促進人類社會走向永續的必要行動。在 SDG 4.7 之中，全人教育、世界公民教

育、永續發展教育同時出現，也說明了 UNESCO 有意讓這些主題教育之間的關

係更緊密。GAP 希望放大 UNDESD 十年的成果，並加速永續發展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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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SCO, 2017a)。GAP 透過重新設定教育與學習，讓所有人擁有獲取知識、

技能、價值與態度的機會；同時，強調在所有 SDG 相關的議程與方案中強化教

育與學習，以推廣永續發展的整體概念。推動 ESD 最重要的四個向度則包括學

習內容(learning content)、教學法與學習環境(pedagogy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s)、

學習成果 (learning outcomes)，與社會轉型 (societal transformation)(UNESCO, 

2014)。 

UNESCO於 2017年發佈了一份相當重要的文件：「永續發展目標的教育」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UNESCO, 2017b)，將永續發展目

標(SDGs)與永續發展教育(ESD)連結，以認知、社會與情意、技能三個面向，搭

配八大核心素養(core competencies)，說明了永續發展教育將搭配 SDGs 持續擴

大推動。目前我國各界對於 SDGs 的瞭解與應用逐步擴大中，永續發展教育的

思維方式與框架也逐漸受到注意。由於食農教育本身相關的議題與環境、社會、

經濟、文化均相關，運用永續發展教育頗能夠以多樣化的角度詮釋相關議題與

食農教育的核心概念。永續發展教育強調「讓教育融入永續發展」與「讓永續

發展融入教育」，而食農教育的特性符合這樣的思維模式。食農議題本身已經是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概念下的關鍵綜合議題，使用 SDGs、ESD 的框架來看待

食農教育，更符合 SDGs 強調的多樣化(diversity)與包容(inclusion)原則，讓更多

的群體與資源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投入食農教育，使食農教育成為典型的「為了

永續發展的教育」。 

參、研究問題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問題 

如上所述，農委會在食農教育法草案中給予食農教育明確的定義，反映農

委會執掌業務範圍與政策的趨向，也參考了關心食農教育的各方權益相關者與

專家學者在各會議中提出的看法。事實上，日本與我國學者也曾經就食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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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不同的主張與定義，反映了各方看待食農議題與食農教育的框架、視角，

或重視的主題或子題。然而，前述的定義較偏向一種「操作型定義」，列舉若干

重要議題或作為。本研究試圖整合各種概念、學說與目前的世界趨勢，建構一

兼顧永續思維與教育特性，也能涵括關鍵議題的定義。 

我國學者顏建賢於 2015 年討論食農教育時，先提及日本推動「食育」的

基本定義係由砂田登志子在 1990 年代提出的「預防歐美生活習慣病，以小孩當

作教育對象，強調培養健康飲食習慣的教育」(顏建賢等，2015)；日本學者朝岡

幸彥在其討論環境教育的論著中提出，食農教育即為「食育加上農業體驗學習」，

並且認為這是一種環境教育(朝岡幸彥，2005)。顏建賢則認為食育的定義為：

「是飲食行為的教育，也可以說是培養良好飲食習慣的教育。」而張瑋琦與顏

建賢於 2011 年曾提出食育的內涵包括環境保育、健康、綠色飲食文化，與社會

福祉四個構面(張瑋琦、顏建賢，2011) 

關於「食農教育」，董時叡與蔡嫦娟於 2012 年提出其定義為：「一種體驗

教育的過程，學習者經由與食物、農民、農村和相關行動者互動之體驗過程，

認識在地的農業、正確的飲食生活方式和其所形成的文化，以及農業和飲食方

式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影響，期望建立其具有建全的知識、技能和態度，有助於

個人的健康促進和生活品質提高，並對社會永續發展具有使命感」。強調其中「體

驗教育」的精神，而農村、農民、農業、飲食文化、生活方式、健康促進、永

續發展、使命感等是包括在這定義中的要素。相較之下，農委會 2018 年版本並

不特別強調體驗，而是以較為廣義的教育角度論述食農教育，且明顯強調「農」

重於「食」，其中「農業生產」、「農業加工」已經超越「農業體驗」的範疇，而

是農業經濟活動；「友善環境」作為連結普世價值的介面；「食物選擇」與「餐

飲製備」則屬於傳統「食育」討論的範疇；最後再加上飲食與農業的連結與「教

育活動」。 

以上的分析顯示，食農教育雖然在我國已經推動多年，現在甚至已經進入

立法階段，然而對於食農教育的範疇、內涵與定義仍處於持續討論與演進的過

程中。從最初歸於環境教育一環的「食育」，再連結了「農事體驗」，後加上了

農業、文化、永續發展等各種不同的元素，再到目前政府版本具有跨部會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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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掌特色的論點。雖然多元，然而其內涵的詮釋似乎應該更加深入且結構化。

近年食物與農業議題已經成為全球推動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焦點之一，與

「SDG 2 消除貧窮」、「SDG 12 永續消費與生產」等關係密切，顯見食物與農業

議題本身與食農教育的重要性與複雜性，已經超越使用傳統學術領域或主題教

育的界限。如何因應時代變遷，並且界定出食農教育的內涵，提出更為系統化

的食農教育定義，即為本研究希望達成的目標之一，也是第一個研究問題。 

此外，由文獻回顧與之前的討論，我們可以理解食農教育可以包括的主題、

子題相當多樣化，且不同領域的權益相關者強調不同重點。在我國，食農教育

的主要議題何在，專家學者與主要執行政府部門、民間團體的意見具有相當的

代表性，而食農教育見諸媒體的報導，正代表了臺灣社會脈絡中食農教育的重

點。本研究透過文獻分析、專家訪談、焦點團體會議等方式，彙整與組織關於

食農教育的關鍵議題，可以作為定義食農教育的基礎資訊，同時作為媒體報導

的議題分析之依據。本研究的第二個研究問題即為：我國媒體報導食農教育的

類別分布與重點為何？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多種研究方法，以回答上述研究問題。首先，關於食農教育的

內涵與發展等，必須藉由文獻回顧與整理，即文獻分析以整理出關鍵的脈絡，

再透過訪談研究法與焦點團體法瞭解、蒐集與整理專家對於食農教育的意見。

最後，為了彙整媒體中食農教育相關報導的類別，使用內容分析法瞭解我國社

會關切的食農教育議題為何。 

文獻分析法係指針對各類文本進行蒐集、分析、歸納等探究過程，以萃取

出有意義的資料，並且藉由對於文獻客觀而有系統的描述，發展出議題脈絡的

一種研究方法(胡龍騰等，2000)。在本研究中，蒐集的文本包括了學術論文、媒

體報導、政府公文書、網路資源等等，藉此瞭解食農教育議題的內涵、國際相

關議題、在世界與我國的發展脈絡，與看待食農教育的框架與視角等，作為發

展食農教育的系統化定義和後續議題分析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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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是指對同一主題感興趣的兩個人，在對話的過程中互相交換觀點；訪

談研究法則是學術研究的一種方式，目的在於獲得訪談對象對於特定議題的想

法和觀點(蔡清田，2013)。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在訪談前預先擬定好訪談

題目，在與受訪者交談的過程中，亦可根據談話內容衍伸其他的相關內容。訪

談後整理逐字稿，再進一步整理出關鍵詞與關鍵概念。此次訪談研究的對象有

三位：大學農學院知名教授，致力推廣有機農業(代號：A)；另外一位亦為大學

農學院資深教授，曾任中央政府農業決策首長(代號：B)；第三位則為環境教育

碩士，目前從事友善農業推廣與教育工作(代號：C)。三位訪談對象皆在食農教

育領域涉獵廣泛及深入。 

焦點團體法應用於社會學與管理領域許久，可以迅速了解社會大眾或消費

者的經驗(Smithson, 2007)。焦點團體法即為邀請一群與主題相關者聚會，相互

交換意見，人數一般在四至十二(Beyea & Nicoll, 2000b)，每次時間約莫兩小時

(Beyea, & Nicoll, 2000a)。受邀成員具備相當程度的同質性(homogeneity)，以利

焦點團體能夠形成對等而自在的討論對談(林沄萱、胡嘉容、王靜枝，2010；鄭

夙芬，2005)。討論由具經驗的主持人(moderator)引領，自然地誘發與會者的意

見，整理出逐字稿後予以分析(洪曉佩、明金蓮、陳玉枝，2010；Beyea & Nicoll, 

2000b)。 

本研究邀集參與訪談之專家學者及實務者共七人，並對訪談者進行編號：

(K)有機農業推廣者：研究領域包括種子科學、種子技術及農業科技相關法律，

推動無基改運動；(T)立法委員：研究農業改革政策；(S)政府官員：推動前瞻基

礎建設計畫；(L)社會趨勢研究者：趨勢研究、創新社會研究、文化社會學、消

費社會學、社會理論；(C)社區農村復興教育推動者：社區大學農食教育課程規

畫、經營與推廣；(M)非營利組織綠色飲食生活實踐推動者：學校有機營養午餐

推動；(I)農業旅遊產業研究者：研究鄉村旅遊、長宿旅遊(long stay)、農業旅遊

產業行銷管理。 

內容分析法是一種將研究材料轉為量化資料的一種方法，此研究法經常應

用於社會科學相關領域。內容分析法為釐清某一事件或現象在觀察時間內的變

化和發展狀況，其基本特色是「客觀」、「系統化」及「量化」，可檢視資料並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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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內容進行描述。但傳統的內容分析法可能在某些情境之下，因為分類而缺乏

彈性，無法在編碼的過程中找出隱含意義 (implicit meaning)或言外之意

(connotative meanings)。因此，本研究採取較為彈性的詮釋性內容分析法，設法

在研究過程中，將一開始未納入的重要訊息標註出來，使用「公開可證性」(public 

justifiability)作為品質保證的基礎(蔡清田，2013)。 

媒體對於食農教育的討論與報導可反映出我國社會各界對於該議題的關

注角度，本研究蒐集重要媒體平台自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之間，

報導食農教育相關且具代表性的八個新聞媒體的新聞標題：(1)上下游新聞市集

(關鍵字：食農教育)、(2)社企流(關鍵字：食農)、(3)食力 foodNEXT(關鍵字：食

新聞)、(4)農傳媒(關鍵字：食與育)、(5)聯合新聞網(含聯合報願景工程特別報

導，關鍵字：食農教育)、(7)自由時報電子報(關鍵字：食農教育)以及(8)蘋果日

報(關鍵字：食農)，統計每個月平均與食農教育相關議題的報導數量，最後選擇

每月平均與食農教育相關報導五則以上的媒體平臺資料，作為後續分析資料的

媒體文本。最後決定採用的新聞媒體為：(1)上下游新聞市集(平均每月報導數量

為 7.9 則)、(2)社企流(平均每月報導數量為 10.1 則)、(3)食力 foodNEXT(平均每

月報導數量為 6.9 則)、(4)農傳媒(平均每月報導數量為 8.5 則)以及(5)聯合新聞

網(含聯合報願景工程特別報導，平均每月報導數量為 11.7 則)。文本分析的方

法即為上述的詮釋性內容分析法。 

肆、結果與討論 

一、界定食農教育的內涵與範疇 

(一)訪談與焦點團體座談結果彙整 

 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發展訪談大綱，於 2016 至 2017 年間訪談三位專

家，以對於食農教育的基本議題進行範疇界定。三位專家對於食農議題與食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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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看法並不完全一致，訪談逐字稿經過彙整分析之後，羅列出重要的概念與

對話，再進一步彙整出若干重要結論，作為下一階段焦點團體討論的參考基礎。 

1. 問題一：請問您認為食農教育是什麼？ 

受訪者 A：「食農教育應該是草根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環」、「讓農業生產

者、食品簡單加工者、銷售者與消費者四種角色瞭解農業轉型的必要性」、

「農業必須轉變到生態有機的概念，重視家庭農業、小農經濟或地產地銷，

建立在地的糧食與農業體系」 

受訪者 B：「食農教育整體包括健康飲食、農業生產與體驗、環境調和、

文化傳承與教育推展等，涉及衛生、農業、環保、科技與教育，必須跨部

會合作推動」、「食農教育強調『身土不二』，從吃在地的東西開始」、「現

在很強調的『有機』與『非基改』也在食農教育的帽子之下，但已經變成

『信仰』而非『科學』」 

受訪者 C：「食農教育就是一種環境教育」、「農業相關的各種內容與環境

的關係密切，糧食安全是很重要的議題」。 

2. 問題二：您認為臺灣的食農教育應該具有什麼核心價值與概念？ 

受訪者 A：「有機農業的高價印象需要調整，需要建構公信力」、「傳統農

業者、農委會官員、農學院教授反對有機農業，需要調整觀念」； 

受訪者 B：「食農教育的核心就是透過教育、推廣與農業體驗，培養國人

具備正確的飲食知識、國產農產品認同、低食物里程、友善農村等觀念」、

「『地產地銷』、『身土不二』是最重要的價值」； 

受訪者 C：「食農教育需掌握對於土地與環境的關懷」。 

3. 問題三：臺灣的食農教育應有的重點主題有哪些？請舉例說明。 

受訪者 A：「食品安全是大家關心的，但更重要的是農業知識與觀念的轉

變」、「農學院教育強調『生產』，但『生產方式』也該強調」、「環境、人

體健康、地球暖化、WTO 體系的問題等都很重要」； 

受訪者 B：「建構糧食安全機制、推動地產地銷、均衡飲食教育、營造低

碳永續環境、推廣認證安全農產品等都是農委會推動的重點」、「要發展成

一個主軸不容易，譬如『減少食物的浪費』就是可以加入的議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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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育就是食農教育，但是沒有『基改』與『有機』這一塊」、「需將食農

教育落實到學校、家庭、社區、業者與團體」； 

受訪者 C：「糧食安全是最重要的議題，譬如臺灣從 2008 年開始推栽種小

麥」、「除了教育學生與消費者，教育生產者也很重要」。 

4. 問題四與五：食農教育需要重視的議題有哪些？食農教育與永續發展之間

的關係為何？ 

受訪者 A：「現在臺灣糧食自給率只有 32%，二十年之後甚至有可能買不

到世界的糧食，現在就必須做出改變！」、「我們倡議『有機雜糧救國論』，

利用休耕地，節省補貼，還可生產作物」、「法國有個『千分之四的倡議』，

逐年增加土壤中的有機質，就可以吸收大氣中的二氧化碳」； 

受訪者 B：「永續發展就是『友善環境』和『減少浪費』，農業用量合理化

很重要」、「食品產業六極化，就是生產、販賣、加工、消費、文化、當地

景觀和休閒旅遊，不只是一味推動『有機』」、「地產地銷、降低食物里程、

辦理休閒農遊、森林生態旅遊等等都與永續發展有關」； 

受訪者 C：「違章工廠排放污染，影響土地與農地，就是永續發展議題」、

「碳的有價化本身就是友善農業的重要指標」。 

5. 問題六與七：臺灣目前食農教育是否符合您的期待？描繪您心目中「臺灣

食農教育」的藍圖。 

受訪者 A：「做食農教育的人的能力應該要驗證」、「消費者自己做『第二

方驗證』，譬如對於有機農業，讓消費者對自己負責，也是食農教育的重

點」、「讓臺灣的消費者注意到農業問題，理解農民的低獲利是問題」； 

受訪者 B：「『小農』並不是農業的主軸，需要照顧，但不能偏重」、「食農

教育的核心是形塑健全飲食生活，提升國人身心健康，跨部會要合作」、

「農業不只是耕作，還有很多更有經濟價值的產品，譬如蘭花與觀賞魚等，

讓資源做更有效的運用」； 

受訪者 C：「農藥氾濫的狀況必須解決，讓友善農業可以廣為推廣」。 

綜合上述三位受訪者提出的內容要點，可以發現幾個重要的特徵： 

1. 受訪者均強調食農教育與生產者、消費者、學生、社會大眾等各種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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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相關，部分受訪者強調大學農學院教育的方向需要修正。 

2. 「地產地銷」是幾位受訪者都強調的概念，也顯示出「銷售」是實際從

事農業、農業教育或食農教育者關切的重點。 

3. 受訪者對於有機農業或基因改造在食農體系或食農教育中的看法明顯不

一致。 

4. 受訪者普遍強調「糧食安全」，也認為食品安全與健康飲食很重要。此外，

也同時提及農業生產、農業體驗、環境保護(低碳農業)、文化傳承、減少

食物浪費等議題可以加入，整體延伸性很強。 

5. 受訪者討論食農教育與永續發展的關聯時，在理念上強調友善環境與減

少浪費等，但也同時討論農業產銷等經濟面的議題，「碳定價」這類環境

經濟綜合議題也受到關切。 

6. 受訪者提到農業的範疇不僅是耕作，還有其他更具社會與經濟價值的廣

義農業產品，譬如花卉、非食用魚等。 

以上訪談三位專家所得，即作為擬定後續焦點團體議題的基礎。研究者透

過文獻研究與訪談，也對於食農教育更具有整體概念，對於帶領與參與後續的

焦點團體訪談與整合分析研究結論有幫助。研究者草擬的座談會討論內容為： 

1. 我國食農教育的範疇界定 

1-1 我國食農教育的發展歷程 

1-2 我國食農教育的主要權益相關者 

1-3 我國食農教育的不同著眼點與切入點 

1-4 我國食農教育與外國的異同 

1-5 我國食農教育的領域與範疇 

2. 食農教育的主要項目與內涵。向下延伸的相關問題包括： 

2-1 食農素養可包括哪些主要類別與內涵 

2-2 我國推動食農教育的優良案例 

2-3 我國食農教育應繼續發展與精進之處 

研究者邀請七位與食農教育相關的學者、政策制訂者與學者專家，於 2017

年初召開焦點團體座談會，座談會結束後，先將會議紀錄錄音檔案做成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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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反覆閱讀逐字稿，了解座談會內容及整體表達的意義，再將每位專家學者

的口述內容，找出有意義的句子標註，整理歸納後找出同樣性質的類別進行編

碼，部分較為重要的內容與結論依照議題的彙整分類列出如下： 

1. 討論一：臺灣的食農教育，定義和內涵尚未清楚 

「…臺灣近年來食農教育的議題很夯，但甚麼是食農教育，是值得思考

的 (I)」。「…這幾年，我們發現大家都很注意食安問題，但是只是關注食安問題

是一件很 low 的事情，所以還是要回到源頭去關心農業與環境的永續…(M)」。

「…食農教育就像大象一樣，大家都在摸，到處都在做，但是這個大家都是憑

著幾的想像的樣子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感受，經過我們討論下來後，大家有個很

重要的共識就是環境的永續發展 (M)」。「…食農教育比較傾向都會的教育，其

實不僅僅只是在都市進行，在鄉村也是要做的，這必須要考慮以及保護到生產

者的情境 (C)」。 

2. 討論二：食農教育與全民相關 

「…食農教育的主要權益相關者包含自己、學生、社會人士等；綜合來

說，食農教育跟每個人都息息相關(K)」「…學童從幼稚園到大學生，可能有不

一樣的教法，不一樣的單位。更重要的是社會人士，像是社區大學能推動；兩

種人最難教，第一個學術界，第二個政治家，從議員到總統。若能以上全包含

那政策才能有成效。」(K)「…自己小時候親力親為的種出草莓的感受是很強烈。

農村地區可以做的體驗是跟都市地區是不同的，能以體驗的方式感受到生命的

經驗是很重要的 (T)」。「…對食農教育的看法是開發大學生，大學生是非常值

得的切入點 (L)」。 

3. 討論三：食農教育可以從社會、環境、飲食各種不同角度切入 

「…(社會運動)這幾年食農教育在全世界變成一種社會運動，可有社會學

角度。這個社會運動，要全民都一起來，所以我們在學術界的用詞要調整成社

會大眾很簡單的語言。」(I)「…(從飲食觀點切入)食農教育和農食教育的差別。

為什麼是食農？那是因為大家想要從食材才開始想要了解什麼食材是安全的，

有幾個機制，像是有機標籤、產銷履歷等等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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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與生態)談永續發展，就會提到生產面和消費面，還

有農業典範轉移；將慣行農法轉變變成生態農法是很重要的。因為

我們各個地方大家都會教怎麼樣的用農藥或是施肥，不都是要用有

善環境的方式去耕作，去動手做，這是大家在論壇得到的共識，和

核心價值。因此食農教育要談的話必須抓住這點。(M) 

 

「…(大學生的教育)我的經驗是大學生對於有機農產品有興趣的大約一

半，且很多大學生參加體驗活動後說第一次走到田裡碰到土、原來有人做事情

不計較成本 (S)」。「…(大學生的教育)如果食農教育開始把重心放在大學生，他

們是一群高度自主性的族群，這群人是改變世界的非常重要的力量…(L)」。 

4. 討論四：臺灣施行食農教育參考日本的方式 

「…以日本為例，為了都市人方便，發展出水桶種稻，讓大家體驗(T)」 。

「…最近日本有幾個教授，發展出食農社會學，標題寫道：「以生命與地方的角

度出發」。這樣的概念很好(I)」。「…日本希望能提高自己的糧食自給率，所以推

行地產地銷 (I)」。「…日本的農學的組織很獨特，編輯很多食農教育的教材(M)」。

「…日本食育法有談很多營養教育(M)」。「…日本將廢棄校園轉型成為非常高

檔的民宿，有些教室成為體驗活動區或是餐廳。我認為臺灣也可以做(I)」。 

5. 討論五：食農教育的內涵多元 

 

食農教育包含的領域非常廣泛，包括鄉村食農、環境教育、飲

食文化、都市食農、生命教育、永續發展、食材教育、農業教育、地

產地消、體驗教育等。這些課程不能像過去環境教育硬式規定說幾

個小時；可以連結其他的課程，像是生活課、家政課、自然課、生物

課等，把裡面的一些教材來轉化，強調實作的經驗，像是蠶寶寶、孵

綠豆芽等等。(T)  

 

「…不希望現在的小朋友認為只要出錢就有吃的，也要強調選擇而不浪費 

(T)」。「…大家都以為只有都市才需要食農教育，事實上鄉村也是需要的(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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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農教育的最前面就是環境教育，接著是對食材的認識、飲食的文化、體

驗教育等。都市的體驗教育只是開始，真正的推行是要帶到現場親自感受(I)」。

「…食農教育的定義簡單來講還是要涵蓋到環境教育、食材教育、農業教育、

地產地消，生命的教育(I)」。 

6. 討論六：食農素養和核心價值 

「…帶人到現場去，就是執行環境教育。透過這樣讓大家瞭解土地、水等

都是健康的。案例：帶到休閒農場，將鞋子脫掉踩在土地上，感受土壤的健康；

看水、看作物(I)」。「…除了田間作業、營養學之外，有兩件事情不能忘記：第

一個，生命孕育的過程；蘊含對生命的根基、土地，和老人家的感恩。第二個，

帶到稻田間耕作，是一種田園治療，也可以擴散感受的層面，增進對園藝的理

解(T)」。「…我覺得文化是食農教育很重要的一部分。除了食物生產、傳統飲食

的節日文化之外，就是我們在都市農園看到疏離的人際關係重新建立，都市農

場找回了去的相互關懷和情感。東海大學有個飲食育綠基地，創造很多的奇蹟

(M)」。「…前面幾位都有提到動手做這件事情，我也想強調這部分(C)」。 

 

有些人因為學歷高可以侃侃而談，但是有些人是透過動手做產

生出多樣的效果；透過互動的情境，他會去聽會看會聞，於是情境

造就了學習。理念是一種教育形式，但不是對所有人有用。但是透

過互動的情境，會造成刺激；同樣一個人可以用言語啟發，但是動

手做的深度一定是不一樣。我覺得在任何教育上動手做是非常重要

的。(C) 

 

7. 討論七：優良案例與現況問題 

「…(優良案例)宋老師的書綠色廚房裡面有提到，他是如何做大學廚房的。

我覺得是做的最成功的一個。但是這案例的難度是蠻高的(K)」。「…(現況問題：

永續未貫徹)臺北市小田園計畫發展出很多做教材的公司，讓小朋友去種。可是

我覺得這不是常態。反而在這個過程當中，沒有去學習到永續社會和循環經濟；

使用大量塑膠垃圾等等，變成套裝的東西，並不是我們要的教育(T)」。「…(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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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農業工業化)以永續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的農業工業化或

是生產工業化，化石燃料大量的運用於食物製造的過程裡面。食農教育需要達

到這些的反省，無論對象是兒童到成人(M)」。 

「…(現況問題：勞動力及農民正義)兩年前我無意間與一位正在噴農藥的

農民談話，知道他已經做了六十幾年了，有很多職業傷害，反映出勞動力的問

題，可以從經濟、社會和文化去分析。我認為生產端是很多的情境需要被重視

(C)」。「…(現況問題：食物教育與剩食)現在大家比較關注食物教育和食物浪費

的事情。說到這個大部分都是剩食、廚餘的問題(L)」。 

 

(現況問題：自煮能力喪失)很多的老師，都是以保護學生的角

度來否定讓學生做菜這件事。臺中市黎明國小有參與食育的計畫，

六年級學生為期一學期的食育實驗計畫。後來帶領小朋友來煮菜煮

飯；但其實我們沒有跟家長說我們會給他們拿菜刀。(M) 

 

「…(現況問題：食農教育立法)行政院要將食農基本法作為法案，但是我

自己就是會有點擔心，對食農教育的界定和想像還沒有看得很清楚，就貿然通

過，後續修法會很困難(M)」。 

8. 討論八：未來發展 

 

(農業結合科技)臺大的學生是專業學農的，但可以利用手機面

對老農的傳統經驗。學習比例、使用時機等等，給了我很多的觸動。

我認為臺灣對於 AR、VR 的這些科技還是低度開發，各位可以想像

我們要吃東西前可以用這些科技的手機，把食物從哪裡來，原料等

等呈現給大家。文化導覽也可以使用 AR、VA 的幫忙，因為它是非

常強的說故事程式。我覺得這樣的食農教育，真的可以讓各位從現

在的我們講的手工業的時代，變到另一個時代。(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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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高等教育)現在的教育不是以老師為主，學生是個高度自主的族

群，只要有高度認同，他們會自己找資源，自然會發展出一套系統。現在的食

農教育如果缺大學生這塊會很可惜；從高等教育改變是必要的(L)」。「…(城鄉交

流)能讓一個從事校園農園的學校和附近城市的學校進行交流，建立這種城鄉連

結的學校。都市小孩能到農村學校學習，請教當地農村的經驗；農村小孩可以

到都市感受數位科技或其他的，這個是值得思考的事情 (I)」。 

以上為食農教育焦點團體座談會中較具代表性的發言，綜合以上的重要討

論，大致可以整理出以下關於食農教育焦點團體座談的幾項結論： 

1. 我國食農教育的定義與內涵尚有許多討論空間，食安問題只是最基本的

單一議題，農業與環境的永續更為根本。 

2. 食農教育與全民相關，而學術界與政治界更應該有所學習與瞭解。幼年

時的經驗相當重要，而大學生的食農教育則是另外一個重點。 

3. 食農教育可以從社會、環境、經濟等各種不同角度切入，甚至可以視為

一種社會運動，且需重視經濟面的產銷，與環境面的農業友善化。 

4. 日本推動食育與食農教育的諸多想法可以參考，包括水桶種稻、食農社

會學、營養教育的融入、廢棄校園轉型等議題。 

5. 食農教育的內涵非常廣泛，環境教育是開始，飲食文化、生命教育、地

產地銷、農業教育、體驗教育等都是重點。不僅都市需要，鄉村也需要

食農教育。 

6. 食農素養包括基礎知識、生命意涵、心理感受、土地連結、文化傳承、環

境關聯、互動傳播等。文化是重要內涵，而動手做是關鍵策略。 

7. 食農教育的推動目前存在諸多問題，譬如永續原則並未貫徹、農業工業

化議題未見強調、勞動力與農民正義需要強調、剩食與廚餘問題仍嚴重、

學童與大學生自煮能力喪失，還有食農教育立法溝通仍不完全等。 

8. 食農教育未來的發展可以考慮結合科技(譬如 AR, VR 等)、在高等教育中

積極推動，與強化城鄉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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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食農教育的定義與範疇 

 透過文獻探究、前述的專家訪談與焦點團體座談會議，研究者彙整了食農

教育相關的議題重點。「從產地到餐桌」概念的背後，可以衍生出非常多的價值

觀與實質議題，且隨著時代的變遷可賦予不同的意義。那麼，食農教育的定義

便可以前述的分析結果為基礎，逐步界定與發展。 

 食農教育本身是一種教育歷程，以教育學的角度而言，不僅著重知識，也

需重視態度與技能。UNESCO 在 2017 年發行的「永續發展目標的教育」中也

針對每一個 SDG，就認知、社會與情意、技能三個面向，搭配核心能力設計教

育的題材(UNESCO, 2017b)，此乃「教育」的關鍵屬性。此外，五感體驗、情感

連結、文化保存等內涵與議題持續地在文獻中出現，也受到專家們的重視，可

以說明食農教育本身除了食農相關的知識、技能需要透過認知(cognition)過程學

習之外，透過情感(affection)體驗，建構情意、態度(attitude)或價值觀(value)，是

食農教育推動過程的重要特色。 

 食農議題涵蓋了經濟、社會、環境各層面，且與 SDG 2 零飢餓、SDG 12

負責任的消費與生產等眾多 SDG 相關，說明了若以永續發展教育的視角或框

架看待食農教育，更能夠反映食農系統中各種議題的多樣性與互動性。同時，

農業產銷、地產地銷、食品安全等，都是食農教育中與經濟活動高度相關的關

鍵議題，也與在社會中扮演關鍵角色的農業與農民密切關聯。 

 在與永續發展教育相關聯的核心能力中，系統思考能力與批判思考能力最

為關鍵。食農教育連結生產者與消費者，也連結了碳循環中的各個階段，且蘊

含了對於現有食農體系的持續反思。因此，食農教育的定義中也需反映出這些

基本的思維。 

 綜合以上的分析，本研究提出食農教育的定義為：「食農教育是一種教育

的過程，使得個人與社會得以理解食物與農業相關的科學內涵、經濟運作、產

業發展、文化脈絡、環境負載、社會正義、糧食安全、飲食健康與風險治理等

議題與其互動關係，藉以提升食物的安全性與農業的環境友善性，並縮短消費

者與食物之間的實體與心理距離，促進食物與農業系統運作的永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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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從上述的教育目標多重性、認知與情意並重、議題多樣性、核心

能力的培養等各種角度來檢視這樣的定義。除了強調「教育的過程」之外，也

說明食農教育希望提升個人的素養，但也期待整個社會能夠產生典範轉移；科

學為基礎、經濟與產業為動力、文化脈絡與社會正義為價值、環境負載為核心，

飲食健康與人直接連結，而風險治理則反映面對綜合食農議題的策略思維；這

些議題之間的互動性需要藉由系統思維建構，而關鍵目標在「食」為提升食安，

在「農」則為促進環境友善，縮短消費者與食物之間的實質距離(如運輸距離、

食物里程等)和心理距離(對食物的熟悉度與親近度)，讓農業更符合永續的原則。

永續發展可以視為這定義的框架，架構了食農教育的目標與範疇的思維，強調

多樣化與包容，對於特定議題不預設立場，並且兼顧經濟、社會、環境與文化

的多元關懷與價值，希望食農教育培養出兼具理想與務實特性的世界公民，而

這正是永續發展教育(ESD)的目標。 

 

二、食農教育的主要議題與內容分析 

 本研究選擇每個月報導食農教育五篇以上的媒體平臺作為議題分析的標

的，最終選擇的新聞媒體為：「上下游 News&Market：食農教育」、「社企流：食

農」、「農傳媒：食與育」、「聯合新聞網(含聯合報系願景工程 Vision Project)：

食農教育」和「食力 foodNEXT：食新聞」，共計 1,488 篇文章，時間自 2012 年

5 月起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 

 為使資料能以系統化方式呈現，研究者將每則資料依西元年份、來源、刊

登順序(時間排序由舊到新)予以編號；例如 2012-A-1，第一到四碼數字代表資

料年份(2012 表示資料年份為西元 2012 年)，第五碼代表資料來源(A：上下游新

聞市集、B：社企流、C：農傳媒)，第六到八碼代表資料刊登順序(根據該筆資

料出現的時間順序，由最舊到最新)。由於「聯合新聞網(含聯合報系願景工程 

Vision Project)以及「食力 foodNEXT」原始資料以主題方式編排，編碼方式與

上下游新聞市集、社企流以及農傳媒略有不同，故另外編碼。此二平臺的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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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為第一到二碼為文章分類(例如 FR 代表飲食革命、TT 代表翻轉餐桌、MF

代表借鏡國外)，第三碼代表資料來源(V：聯合新聞網(含聯合報系願景工程 

Vision Project)、F：食力 foodNEXT)，第四到六碼代表資料刊登順序。 

 研究者透過之前的專家訪談與焦點團體座談紀錄，大致歸納出近年食農教

育主要的議題構面，包括環境倫理、食農產業、文化保存、健康促進等四大類，

依此開始編碼，並且在針對每一篇報導進行內容分析時，界定出各構面下的數

個次構面，遵循詮釋式內容分析法的精神，根據發現持續修正，在平均針對各

媒體分析共 300 篇報導後，得到修正後的四大構面為「歷史社會與倫理」、「食

農產業與責任」、「食農文化保存」、「教育與健康促進」，與下屬的十三個次構面。

「A 歷史社會與倫理」包括「A1 歷史發展」、「A2 社會正義」、「A3 環境倫理」

與「A4 食農政策」；「B 食農產業與責任」包括「B1 食農產業」、「B2 農業、畜

牧與飼養技術」、「B3 食品安全」、「B4 產銷通路」；「C 食農文化保存」包括「C1

農村風貌」與「C2 文化保存」；「D 教育與健康促進」包括「D1 健康飲食」、「D2

教育推廣」與「D3 食農旅遊」。在編碼調查中，上述的分類屬於「我國食農教

育的主題構面」，各議題構面的意涵與分類原則列於表 1。 

 此外，研究者也根據之前所累積的資料，透過進一步的專家訪談，發展出

另外二個分類構面：「我國食農教育之教學領域分類」以及「我國食農教育之區

域環境分類」。「我國食農教育之教學領域分類」乃依據報導中提及的食農教育

教學內容，並且根據專家訪談，簡易分類為文化、生活、農藝、校園、社會、

環境、產業與其他，共八類，教學內容的主要內涵與分類依據列於表 2。「我國

食農教育之教學區域分類」乃考量專家訪談與焦點團體座談時，諸多專家提及

食農教育不僅在都市重要，在鄉村也很重要。以此原則檢視前述食農教育的相

關報導屬於都會區、非都會區，或無特定區域。 

依據前述我國食農教育的「主題構面」、「教學領域分類」與「教學區域分

類」，將每一篇報導編碼，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碩士與博士研究

生共十名，採複式檢核的方式執行，即確定每一篇報導都有二位同學給予註記，

最後再由二位研究者逐一確認編碼的一致性，若不一致時，最後裁決適當的編

碼。就「主題構面」而言，每一篇報導有可能出現不同的主題構面，因此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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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構面出現的總次數大於總報導數。每一篇報導的「教學領域分類」與「教學

區域分類」則僅有單一選項，各分類的總數等於報導的總數。 

四個主題構面中，「A 歷史社會與倫理」出現 549 次(比例為 36.6%)為最高，

「D 教育與健康促進」出現 490 次(比例為 32.6%)次之，再後者為「B 食農產業

與責任」，出現 370 次(比例為 24.6%)；「C 農業文化保存」的出現次數明顯較其

他三者為低，僅有 93 次(比例為 6.2%)(圖 3)。若以次構面的出現次數與比例來

看，出現比例最高者為「D2 教育推廣」，高達 23.2%，「A2 社會正義」次之，

佔了 20.8%。這二個次構面的總和即已佔了所有出現次數的 44%，將近一半。 

在十三個次構面中(圖 4)，排行在前半段者依次尚有「B1 食農產業(11.3%)」、

「A3 環境倫理(10.3%)」、「D1 健康飲食(7.5%)」、「B4 產銷通路(5.1%)」。出現次

數比例最低者為「A1 歷史發展」，僅有 0.6%；「D3 食農旅遊」僅有 1.9%。其餘

偏低者尚包括「C2 文化保存」、「C1 農村風貌」、「B3 食品安全」、「B2 農業技

術」。教育推廣為食農教育的本質，常成為媒體報導的主題；社會正義議題因具

有話題性，向來是我國媒體感興趣的題材。這二者出現比例最高是可以理解的。

食農產業與產銷通路並重、健康飲食與環境倫理兼顧，也可以從上述的編碼結

果中看出。歷史發展與旅遊相關議題，在整體的食農教育報導中難得出現，也

可以反映出過去幾年以來臺灣社會對於食農教育關注的角度。 

本研究同時針對媒體報導中食農教育教學區域予以界定。所謂都會區，根據中

華民國統計資訊網定義：「在同一區域內，由一個或一個以上之中心都市為核心，

連結與此中心都市在社會、經濟上之市、鎮、鄉所共同組成之地區，且區內人

口數達三十萬以上。」(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n.d.)，其他區域則為非都會區。

根據資料分析的結果，可歸類為都會區的報導佔 40%，可歸類為非都會區者佔

23%，在報導中並無明確提及區域或無法明確定義者的比例為 37% (圖 5a)。各

媒體報導與七個學習領域之間的相關性，也在編碼時一併標出。圖 5b 顯示各學

習領域出現的百分比。無法歸類的「其他」類別最多，佔了將近 20%；其餘出

現比例最高前三名的學習領域分別為生活(17.4%)、校園(16.9%)與社會(15.2%)、

產業(10.7%)、環境(9.6%)、文化(7.5%)較少，而農藝類最少，僅有 3.4%。這現

象顯示與自煮、簡易自種的生活能力相關的食農教育、在正規教育中實施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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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國食農教育主要議題的內涵與分類依據 

主要構面 次構面 內涵定義 

A 歷史社會

與倫理  

A1 歷史發展 農業、農村、飲食文化等的發展脈絡。 

A2 社會正義 (1)結合「農」與「食」的社會正義，也可以稱為社會公

平、飲食正義、農食正義；(2)如何透過公開透明的方式

和管道，讓消費者可以購買到安心且價錢合理的食物；

(3)剩食、醜蔬果的問題的處理；(4)基因改良作物相關議

題；(5)全球性糧食議題；(6)公平貿易；(7)關懷農村及農

民的福祉；(8)解決貧窮及資源分配不均問題。 

A3 環境倫理 (1)如何關懷、重視並保護我們的自然環境；(2)化工產品

過度使用造成的環境傷害；(3)敬天惜食的生活態度；(4)

了解農業及土地間的關係；(5)了解永續農業的概念。 

A4 食農政策 農業、糧食、衛生、食安政策訂定及推動(例如四章一 Q、

食農教育法和有機農業法的推動等)。 

B 食農產業

與責任  

B1 食農產業 食農相關產業(農漁會、果菜公司、超市、傳統市場、食

品加工業、餐飲業、便利商店、小農市集、網路農產品

市集、剩食加工及運用、農業資材銷售等)。 

B2 農業、畜牧

及飼養技術 

(1)食物及農業的基礎科學及生態知識；(2)農業、畜牧及

家禽飼養的知識及技術(農業器具的使用方式、農作物的

特性和分類、季節對作物的影響、病蟲害防治、操作的

基本安全、農業資材的應用、農作物的栽種方式等)。 

B3 食品安全 產銷認證、食品安全控管、非法添加物及農藥用量控管

等。 

B4 產銷通路 地產地消、產銷結構及系統、農食產銷鏈、建立產銷

通路網、銷售策略、多角化經營、行銷策略等。 

C 食農文化

保存 

C1 農村風貌 (1)農村體驗、農村文化的保存及其意義；(2)農村再生。 

C2 文化保存 (1)傳統飲食文化的特色保存及其意義；(2)傳統飲食習俗

及禮儀的保存；(3)了解傳統烹調工具的概念及使用方

式。 

D 教育與健

康促進 

D3 健康飲食 (1)認識當季食物；(2)了解如何購買優質的食材並懂得如

何料理食材；(3)與食物相關的知識(了解食物的種類和

名稱、了解真正的食物和加工食品的差別、了解均衡營

養的重要性等)；(4)了解食物的保存方法；(5)良好的飲食

習慣；(6)均衡營養的飲食。 

D4 教育推廣 (1)培養對飲食相關的知識、能力、技能和態度；(2)培養

對農業、畜牧、飼養、栽種相關的知識、能力、技能和

態度。 

D5 食農旅遊 例如農委會推動的一百個綠色旅遊農場、高雄一日農

夫、花東縱谷的縱管處推動的農業旅遊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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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教育，與由社會團體執行推廣的食農教育活動為我國社會中最常實施者。 

若將上述「學習區域」與「學習領域」的資料交互比對，則可以發現都會

區與非都會區對於學習領域的偏好不盡相同。圖 6 列出都會區與非都會區相關

媒體報導中學習領域出現百分比，並且依照都會區的出現百分比順序排列，從

社會、校園、生活到農藝。以都會區出現百分比最高(24.3%)的社會領域而言，

非都會區的出現百分比僅有 8.9%，兩者之間差異甚大。另一個較為明顯差異之

處發生在文化領域，非都會區的比例(13.8%)則明顯較都會區(6.1%)為高。食農

相關的社會議題在都會區相關報導中比較受到重視，可以反映出「都會區」和

「食農教育」二個元素同時出現時，社會議題的探討相當普遍。非都會區的食

農教育則比都會區的食農教育更偏愛文化議題，也是「非都會區」與「食農教

育」二個元素的聯想。農藝(田園)相關的學習領域無論在都會區或非都會區都不

受重視，也反映出較具知識難度與技術門檻的農事訓練型的食農教育並非目前

的主流。 

 

表 2 我國食農教育教學內容的內涵與分類依據 

類別 內涵 

文化 

(家鄉) 

以飲食發展脈絡、農業農村發展脈絡、客家飲食文化、閩南飲食文化、原住

民飲食文化、漢人飲食文化、臺灣外島飲食文化等，以文化為主題的教學，

讓人們了解食物歷史、農業環境、農事體驗的過程。 

生活 增加生活能力(例如簡易基礎烹調、基礎農藝、基礎園藝等)，進而有獨立生

活能力和對農業和食物的了解。 

農藝 

(田園) 

以教導農業專業農藝技術來強化能力，進而使其成為基礎的農事人員(基礎

專業人員)。 

校園 以校園為主要的推動目標，以學生為對象作為推動的方向跟目標。 

社會 由社區、民眾、企業、NGO 等推動的食農教育(例如主婦聯盟)，以社區食農

教育發展、消費者等為教學目標(包含剩食議題)。 

環境 以倡議環境友善、推動環境保護的食農，來透過這些行動，讓大家了解環境

保護的重要性(例如友善大地)。 

產業 以促進農村社區產業發展、活絡產銷活動的食農教育，對象大多是與農村及

農業相關的單位、生產者等，例如農會、農企業、農夫、產銷鏈。 

其他 除以上七個教學領域範疇外，以推動食農教育為出發點，符合農事體驗、也

符合教育的模式的食農教育(例如休閒食農，環保署的環境教育人員的專長

類別，結合科技、虛擬實境互動做食農教育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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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各媒體報導中各食農教育主題構面之出現次數與百分比 

 

 

圖 4 各媒體報導中各食農教育次構面之出現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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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5 各媒體報導中(a)學習區域與(b)學習領域的百分比 

 

 

圖 6 各媒體報導中都會區與非都會區各學習領域的出現百分比 

伍、結語 

 食農教育近年在我國蓬勃發展，本研究透過議題背景與國際趨勢相關的文

獻分析，探討食物與農業的基本特性、食農相關的永續發展議題、食農教育的

實施對象與在我國的發展、永續發展教育與食農教育的關係，藉此整理與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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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食農教育的待釐清議題，再經由專家訪談與焦點團體座談，彙整出食農教育

的核心價值、關鍵議題、發展趨勢，藉以發展食農教育的定義。此外，由於媒

體報導反映我國社會對於食農教育的關注重點，本研究透過內容分析法，針對

2012 至 2017 年若干重要媒體的食農教育相關報導的主題構面、教學場域、教

學領域等進行分析，以瞭解食農教育相關議題的實務面分佈情形。 

 本研究參考文獻與農委會在食農教育法草案中提出的定義，基於整合各種

與食農教育相關的重要概念、學說、世界趨勢，兼顧永續思維與教育特性，亦

能涵括關鍵議題的考量，本研究提出的食農教育的定義為：「食農教育是一種教

育的過程，使得個人與社會得以理解食物與農業相關的科學內涵、經濟運作、

產業發展、文化脈絡、環境負載、社會正義、糧食安全、飲食健康與風險治理

等議題與其互動關係，藉以提升食物的安全性與農業的環境友善性，並縮短消

費者與食物之間的實體與心理距離，促進食物與農業系統運作的永續性」。這定

義反映了教育目標多重性、認知與情意並重、議題多樣性、核心能力的培養等。

除了強調「教育的過程」之外，也說明食農教育希望提升個人的素養，但也期

待整個社會能夠產生典範轉移；科學為基礎、經濟與產業為動力、文化脈絡與

社會正義為價值、環境負載為核心、飲食健康與人直接連結，而風險治理則反

映面對綜合食農議題的策略思維。永續發展可以視為這定義的框架，架構了食

農教育的目標與範疇的思維，強調多樣化與包容，對於特定議題不預設立場，

並且兼顧經濟、社會、環境與文化的多元關懷與價值，希望食農教育培養出兼

具理想與務實特性的世界公民，而這正是永續發展教育的目標。 

 本研究強調以永續發展教育作為看待食農教育的框架，乃基於食農教育跨

越經濟、社會、環境、文化等領域，且重視知識、情意、技能多元發展的特性。

聯合國推動永續發展教育不遺餘力，永續發展教育十年計畫在 2014 年告一段

落後，由「全球行動計畫」繼續推動永續發展教育，並且與 2015 年 9 月通過的

永續發展目標結合，即透過 ESD + SDGs 的架構，全球推動至 2030 年。食農教

育與 SDG 2、 SDG 12 直接相關，也與其他 SDGs 相關，透過 ESD 的架構推動

食農教育，是現在至少延伸到 2030 年的世界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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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針對 2012 至 2017 我國與食農教育相關的媒體報導，歸納出四個主

題構面，依照出現比例的大小依次為「A 歷史社會與倫理」、「D 教育與健康促

進」、「B 食農產業與責任」、「C 農業文化保存」，往下可以再分割為 13 個次構

面，其中「D2 教育推廣」與「A2 社會正義」的出現率最高，合計達 44%，而

「A1 歷史發展」與「D3 食農旅遊」的出現率最低。這顯示我國媒體對於食農

教育的關注角度，也反映了我國社會對於食農教育相關議題的關切與興趣取向。

食農教育的本質為教育，而社會正義具有話題性，可理解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 

 若依照媒體報導中的教學區域與教學場域的角度來看，可歸納為都會區者

佔 40%，非都會區者佔 23%。教學領域以生活、校園、社會最高，農藝最低。

藉此可以觀察到，較具知識與技術強度的農事訓練目前並非食農教育的重點。

社會領域在都會區較被強調，而文化議題則在非都會區有較多討論。 

 食農教育近年的快速成長顯現出國民對於食品安全、永續生活與健康環境

的期待，也顯現了在地議題與全球議題接軌的趨勢。本研究結合在地與國際的

發展趨勢，藉以探討我國食農教育的核心概念與發展特性。可以期待的是食農

教育未來朝向前瞻、務實、多樣、包容的方向發展。 

本研究所得之食農教育定義與歸納所得之我國食農教育核心架構，對於食

農教育在我國的推動策略具有參考價值。食農教育在學校教育中的不同學習階

段，可以搭配不同的學習領域或議題實施，可以搭配多元的教學法和評量方式。

建議教育部或教育機構，可以依據十二年國教的部定課程學習領域與十九項議

題教育發展的方式，規畫教材、教學模組，與相關的對應表，讓有興趣推動食

農教育的校長或教師，有符合其思考與操作模式的材料可參考。譬如，在國民

小學與國民中學階段，搭配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科學、藝術、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等領域，皆可發展食農教育相對應的課程與模組。在十九項議題教

育中，環境教育、人權教育、品德教育、生命教育、科技教育、能源教育、家

庭教育、戶外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等，均有明確的

連結點。由於食農教育內容多元，且體驗是一重要元素，因此體驗教學法可以

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其他如科學研究方法(觀察、假設、實驗、驗證、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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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S 教學法、價值澄清法、流水學習法、戶外教學、流水學習法等等，都符合

食農教育的科學內涵、自然環境依附、價值多元、社會文化脈絡相關等特性。 

對於農民而言，食農教育反而較傾向對於社會價值與商業模式的瞭解，並

且發揮農民熟悉農事的特色，提供與農地、農作較為疏離的都市民眾體驗學習

的機會。食農教育當然不僅限於學校教育，對於一般民眾而言，透過體驗與參

與而能得到知識，反思價值，又能學習到相關技能，是一種寓教於樂的學習過

程。目前我國已經有許多相關產業，可以考量食農教育的內涵，搭配民眾的興

趣、需求，與農民、餐飲業者的專長與特色，更系統化地規畫食農教育，成為

可以營利的服務業，也替農業與餐飲業營造新的市場。上述相關的教育規畫，

即為本論文的後續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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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and Agricultural education (FAE) has been developed rapidly over the last 

decades in Taiwan.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and support given by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the academia, and th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followed 

by the legislation processes. 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and summarize the associated 

concepts and development of FAE in Taiwan and around the globe. The definition of FAE 

incorporated with educational substance and sustainability mindset was made, and the 

framework and core concepts were developed. These have been done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interviews, and focus groups,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well as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SD). In addition, media 

articles related to FAE published in recent years in Taiwan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in order to identify both of the core themes (“history, society, and ethics”, “agri-food 

industry and responsibility”, “agri-food culture conservation”, and “education and health 

promotion”) and (thirteen) sub-themes. Based on expert interviews, the following seven 

categories from the abovementione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were made: culture, living, 

agronomy, campus, society, environment, and industry. It was concluded that “education 

and health promotion/education and promotion” and “history, society, and ethics/soci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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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ice” were the two most discussed combination of themes/sub-themes. As for the fields 

and areas with respect to the educational activities, social issues were preferred in urban 

areas; whereas more cultural issues were found in rural areas in comparison to urban areas. 

 

Keywords: content analysis,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od and 

agricultural education, focus grou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