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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課程設計以當地生活環境為素材，在校園中設置教學的實踐場域，結合

個案學校、社區和大學團隊，發展融合社會、文化及產業等以在地食農議題為

主的特色課程。本研究採質性行動研究方式進行，個案學生為三到五年級共 19

位學生，參與一個學年的農事體驗社團。學習活動的內容是以在地議題為主軸，

種植當季作物並體驗原住民族的文化傳統。透過體驗學習的過程，學生學會如

何愛惜土地，覺察自然的四季變換如何影響作物生長，藉由社區居民與在地農

民的協助，進行跨世代教學與經驗傳承。學生藉由烹飪當令的食材，除品嚐到

食材本身的美味外，並能學習愛惜食物與分享成果，因而理解由產地到餐桌的

過程，瞭解減少食物里程的重要性，從中學習到慢食的生活方式，體會先人對

自然的敬畏之心。本研究設計符合十二年國教所強調的核心素養的課程，以在

地議題的農事體驗，結合當地環境的生活，傳承文化智慧，建構與自然的共存

模式，期能培養學生的地方感與對自然友善的親環境行為，體會以生態為中心

的永續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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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目前環境教育的發展趨勢，永續發展為重要的議題，在培養個人解決問題

能力上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而將永續發展的理念加以融入，必須包含更多內

在價值的層面(葉欣誠，2017)。此外，關於食農教育的研究(葉欣誠、于蕙清、

邱士捷、張心齡、朱曉萱，2019)指出，我國正研擬食農教育法草案，草案總說

明揭示：「在全球貿易自由化、氣候變遷時代，造成糧食供應不穩定及價格波動

劇烈影響，而糧食安全、農產品安全與全民飲食息息相關，農業經營擔負提供

穩定安全農產品之責任，全民亦需支持在地農業發展」(農委會，2018a)。因此

食農教育必須符合環境教育以生態中心的永續理念外，也必須體驗到如楊鎮宇

(2018)和 Petrini 與 Padovani (2006)所提倡的慢食運動，主張尊重土地和當地文

化，知道如何向傳統智慧尋找解決問題的方式，學會如何維護與建立生物多樣

性，培養與環境和諧相處的思維。 

林佳靜與許世璋(2017)和 Blair (2009)指出，環境教育應創造對地方親身體

驗的機會，促進人與土地的連結，進而培養地方感。本研究於學校設置實作園

圃活化閒置空間，讓學生實際參與設計規劃，擁有種植與照護農作物的經驗。

學生所熟悉的現代農業，受到工業化的影響，耗費許多資源進行集約式的單一

種植，使用化學肥料與農藥造成環境的危害，影響到人類與其他生物的生存。

為喚醒學生對這些議題的重視，課程的設計主軸即強調對環境友善的無毒的種

植方式，讓學生瞭解食材的來源，藉此認識在地的農業。食物能將土地與文化

產生連結，透過親自操作，建立學生與土地的關係，重新呈現校園的景貌。此

課程讓學生對食物有正確的選擇，促進對環境的關懷，並傳續在地的文化。本

研究認為要進行以永續發展理念為主的食農教育，必須同時結合產業、文化和

社會的在地議題，並符合以議題為本位的教育改革潮流，培養學生主動覺察及

解決問題的行動能力。 

本課程設計亦以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UNCED, 2018)所提出關於糧食與

農業的五個永續性原則，分別為：(1)提高資源使用效率；(2)需要以直接行動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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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永續性，加強保護自然資源；(3)保護農村生計，並改善農村的社會福利；(4)

增加生態韌性；(5)以需要負責任和有效的治理機制維持永續農業與糧食供應。

本研究是由學校出發連結社區資源，國小階段的學生尚未成熟足以探討複雜社

會關係的議題，因此在活動中主要融入的是第 1、2、4 項等三項原則。此外鍾

怡婷(2018)提到食農教育的實施過程中，若是側重生態保育與環境保護，或是只

側重作物成長過程與農耕技術的探討，並無法讓學生全盤了解到農業、環境與

食物三者的關係，因此應設計融合農事體驗與環境保護的統整課程。本課程也

符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教育部，2014)的學習內容，以「自

發」、「互動」、「共好」為課程理念，培養學生具備解決與察覺問題的能力，幫

助學生適應現在生活及未來挑戰。 

本研究以「生產」、「生活」、「生態」三個理念為課程設計主題，並提供學

生實踐方式，如「生產」的理念，融入了順應自然注重節氣、有差別耕種、無

毒農法、在地食材與害蟲防治等；「生活」的理念，融入了食材安全、以當季在

地食材親自動手製作有文化特色的食物；「生態」的理念中，則融入了蚓菜共生、

減少食物里程、土壤照顧、與生物共處共生等元素，單元中傳遞和農業有關的

永續方法，並與生活產生連結。在校園的真實情境中，透過觀察引發學生對周

遭環境的覺知，透過實作培養學生解決問題與運用知識的能力，也能使學生更

關懷家鄉的環境及人文歷史，培養正向的環境意識與價值觀，並喚起察覺問題

的敏感度，提升解決環境議題的行動力。如 Glasson、Frykholm、Mhango 與 Phiri 

(2006)以當地的議題設計對環境的親身體驗與探究活動，讓學生將自然、知識與

文化三者融合成系統性的知識，藉由學校、社區與家長合作，讓學生重新體察

家鄉的樣貌。    

目前學校所採用的課程，多數由專家學者設計的課程，再由教學者落實於

課室教學。如何呈現 Keys 和 Bryan (2001)所言，必須將教師本身的角色包含在

設計過程中，建議現場教師應具備自行設計課程的能力，以落實課程變革。在

實際面上，大部分的教師不具備尋找議題的能力，況且議題涵蓋跨領領域的學

習內容，對個別教師來說是相當繁瑣的任務，多數教師沒有相關的經驗。教師

要落實教學是需要外界的協助，而且要瞭解何種資源才能有效協助，設計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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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也必須有相關的經驗。因此研究者以行動研究的方式，結合理念與實務，落

實於教學設計中，同時考量時間而採取社團課程方式進行，以探討在地化議題

課程設計的經驗。 

貳、文獻探討 

基於研究目的，回顧並整理食農教育的理念、體驗課程設計及如何設計在

地議題等三部分，作為實施本研究的依據。 

一、食農教育的永續理念 

為符合目前食農教育及環境教育發展趨勢，本研究融入 2012 年聯合國於

里約地球高峰會(Rio+20)中，2030 年永續發展目標議程(Agenda 30)的「永續發

展目標(SDGs)」，其中包含 17 項目標和 169 項標的 (UNESCO, 2017)。UNESCO 

(2014)指出教育方案應提供學習者獲得第一手經驗的機會，使其能對環境完整、

經濟發展與社會正義進行決策並採取負責任的行為，並呈現文化的多元性。

SDGs 的 17 項目標中與永續農業直接相關的有：第 1 項「消除貧窮」、第 2 項

「消除飢餓」、第 3 項「健康與福祉」、第 12 項「負責任的消費與生產」。目前

慣行農法、集約的單一耕種，農民大量使用化學肥料、農藥、基因改造作物等，

導致生態失衡、逼近地球極限、喪失土地健康等，影響了農業經營與地球生態

的永續性。因人口不斷的增加，我們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以可持續的方式增

加糧食產量，讓每個人都可以獲得充分營養，而不會過度開發危害地球的生態

系統，而永續農業運動可解決目前農業系統所造成的環境和社會問題。 

根據UNESCO (2016)的文件， 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 於 1987 年發表《我們共同的未來》

(Our Common Future)把永續發展定義為：「能滿足當代的需求，且不損及滿足未

來世代所需之發展」，永續發展是融合生態、社會和經濟三者共榮共存的互惠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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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永續農業並不是特定的農業方式，而是根據當地的農業環境與實地作業狀

況，因地制宜的發展方式，如同生態系統有其各自的獨特性，各地有不同的永

續農業方式。例如在樸門農業設計的基礎知識中提及，永續農業是關於生產可

食用的景觀，是反映自然生態系統的多樣性。永續農業與其他農業和園藝的主

要區別，為永續農業是運用設計思維，整合生態系統的構成要素，是用以改善

環境與維護自然資源的設計系統，配合當地生態系統提高農民與社會的生活品

質。而這種永續發展的模式，也是本研究所希望在校園景觀營造出「可食用的

地景」。 

「永續農業」與「農業生態學」的概念息息相關，Bensin (1935)提出農業

生態學，可以追溯到 1928 年，在 1930 年代將農業生態學定義為商業化的農業。

美國在 1930年代到 1960年代期間，著重如何於農業中運用生態學的管理方法，

提高牧場與農地的產量。美國的農業生態學的是以科學為基礎，巴西則是從

1970 年代開始，批判現代化農業的農民發起，想取回對食物的自主權與尋求以

小農經濟為主的農業方案(Wezel et al., 2009)。目前有學者將農業生態學定義為

是一門科學，是一種生產實踐，並且也是社會運動的一部分，是將糧食系統轉

變為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課題，是研究農業系統中植物、動物、人類與環境間的

相互作用(Dalgaard, Hutchings, & Porter, 2003; Gliessman, 2004)。自 1980 年代起

出現新的觀點，認為農業發展應該要對環境更友善，轉而使用「永續農業」一

詞(Wezel et al., 2009)。我國於 2018 年三讀通過有機農業促進法，與同年的 9 月

全國第六次農業會議中結論中，宣示臺灣農業未來的四大發展面向：(1)永續―

保育農業資源與生態環境，確保農業永續發展；(2)安全―健全農產品安全體系，

促進優質農業生產與消費；(3)前瞻―運用智慧科技調整產業結構，全面提升農

業競爭力、幸福完善農民經濟保障，打造宜業宜居新農村，多管齊下共同維護

農業環境；(4)以友善土地、農業與生態共生的方式發展農業(農委會，2018b)。

我國的政策走向，是兼顧農業生產與生態之環境維護，並且近年來積極推動有

機農業、生態復育及綠色保育標章等友善環境措施(黃仲杰，2016)。永續農業的

定義雖不大相同，但所有的方向都是想重新建立起人與食物、人與土地的關係、

食物及農業生產與環境之間深層生態的關係，生產對土地最低傷害的食材，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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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土壤的生態多樣性，讓農業兼顧人類與其他物種的生存，創造出生物多樣性

的永續空間。以生產、生活、生態的共榮共存為目標的農業，朝向發展人類未

來的福祉，更有效率的使用資源，讓環境維持其生態韌性(Horne & McDermott, 

2001)。 

二、食農教育的體驗課程設計 

本研究的社團課程為符合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之課程綱要(教育部，2014)，

以在地議題建立校本課程，整合系列的教學活動，以永續農業為主軸，引導學

生開展與自我、與他人、與社會、與自然的互動能力，培養自然觀察者的多元

智能。課程目標是建立學生對植物、動物和自然環境中的認知能力，協助其應

用及實踐所學，保護脆弱的生態，保存在地文化，並與現代生活的便利性共融，

共創出互惠與共好的社會，達到「自發」、「互動」及「共好」的理念。而本研

究認為，課程的學習目標應培養林如萍 (2017)所提出的食農素養(food and 

agricultural literacy)，包含有(1)瞭解食物及農業活動，覺察農業與經濟、社會、

環境的關連，肯定農業的價值；(2)培養飲食相關知能及選擇能力，傳承飲食文

化、實踐健全的飲食生活；(3)支持在地農業、關懷自然與環境，理解自身的責

任。如 UNESCO (2017)指出要進行永續教育，必須將環境、經濟、社會和文化

等四個層面加以融合，將學生日常生活環境做為整合的學習情境，依此情境中

既有發生的事件做為議題的來源，如此才能教授學生有關永續發展的相關知識、

技能與產生行動，在學校和社區中扎根讓課程能永續發展。根據楊嵐智(2019)綜

合整理我國關於環境素養的定義，本研究希望藉由本課程的實施，培養學生對

環境覺知與敏感度、環境概念知識、環境倫理價值觀、環境行動技能和環境行

動經驗等環境素養面向。 

在全球化與都市化的趨勢下，人們缺少與土地的連結，喪失對在地文化的

瞭解，叫不出常食用蔬菜的名稱，對於植物如何照料和培育並不了解。針對於

此，近三十年來各國政府與教育單位以體驗學習的方式融入農業種植的相關活

動。如日本於 1990 年代推動食育農業政策，又於 2005 通過「食育基本法」；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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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則於 1981 年制定「學校給食法」，2007 年小學全面推動食農教育教學，又於

2009 年頒布「飲食生活教育支援法」；美國將永續發展計畫納入 K-12 課程；澳

大利亞推動學校花園或社區花園課程；我國臺北市 2015 年起推動的「小田園教

育體驗學習實施計畫」。各國政府機構積極推動環境教育、食農教育、永續發展

等相關計畫，目標是為了使學生能認識鄉土食材、傳統料理、推廣地方飲食，

認識食品安全與營養，幫助改變學生的飲食習慣和食物生產知識等，跨領域的

知識與技能，透過農作體驗獲得實踐(方珍玲、陳美芬、藍麗琪、古昌平，2017；

胡忠一，2016；陳美芬、曾宇良，2016；Guitart, Pickering, & Byrne, 2014)。 

本課程的編寫以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基本綱要之實施要點做為教學目標

與教學指標，並如 Munkebye 等人(2020)指出課程是必須以學科內容為基礎進行

整合，設計必須先瞭解學生應該要知道哪些事件、理解到哪些知識及有能力能

做到的層次，思考哪些是對學生有用的知識(事實、概念、原理)，透過以議題為

中心，跨領域的加以整合成可用來解決問題的知識體系。在教學上運用多元的

探究學習策略，學生能在生活中應用提昇其學習興趣，藉由親自操作提供學生

重新思考與修正的機會，藉由成果的發表讓學生能詮釋自己的觀點(蔡執仲、段

曉林、靳知勤，2007；Wiggins & McTighe╱賴麗珍譯，2008)。如同 Dewey (1958)

提倡「教育即生活」，是希望教育循著學生的自然發展，艱澀困難的概念不需強

迫孩子用記憶的方式理解知識，是透過探究而產生求知的慾望，發現自己的需

求(Dewey╱呂金燮、吳毓瑩譯，2018)。余治平(2010)指出 Dewey 的經驗是在真

實的情境中獲得驗證與成長，經驗與自然是不可分割的，在與環境的互動中，

透過經驗知識獲得不斷的成長。  

本課程內容以林如萍(2017)所提出食農架構及學習內容作為依據，食農教

育透過體驗學習來具體實踐所學。本研究的體驗學習包含「烹飪實作」及「農

業生產/消費相關體驗」，強調由學生動手做中獲得實務的經驗。學習內容參照

「三面六項」的內容進行，在「農業生產與環境」面向中的「農業生產與安全」

項目包含 (1)在地農業生產與特色，(2)農業生產方法，(3)農業與全球經濟；「農

業與環境」項目包括 (1)農業生產與環境，(2)農業與資源永續，(3)社會責任與

倫理，(4)全球糧食議題。在「飲食健康與消費」面向中的「飲食與健康」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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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教導學生認識「真的」食物；「飲食消費與生活型態」則包括(1)飲食消費

行為，(2)加工食品的製作與選購，(3)地產地消，(4)綠色消費。在「飲食生活與

文化」向度中的「飲食習慣」項目包含 (1)飲食的重要性，(2)分享與感恩；「飲

食文化」項目則包含(1)在地飲食特色，(2)飲食與文化的傳承等學習內容。課程

大多著重於在地農業與文化的議題，對於飲食禮儀與營養的探討較少，如董時

叡與蔡嫦娟(2016)強調食農教育著重以議題方式，讓學生瞭解與農業、食物及土

地的關係並與環境產生連結。個案學校位於排灣族部落中，傳統的飲食文化正

在流失中，可藉由推動農作體驗，讓學生認識農業、了解在地食材，重新建立

農業與家庭的連結，找尋產地到餐桌的關係，尋回原住民族的傳統智慧與文化

價值。在校內建置「校園園圃」，提供了自然的實驗室，讓學生觀察田野中不同

的動植物，瞭解生命在自然中具有各自的角色，並培養學生團隊合作、獨立判

斷、敏銳觀察力，在真實情境中讓學生實地操作提昇其學習興趣與成效(陳美芬、

曾宇良，2016；Didarali & Gambiza, 2019)。 

三、在地議題的設立 

在地化議題的教學目標，如洪如玉(2016)指出，應使學生擁有系統性思考，

如融入歷史與生態，使學生對永續及氣候議題提升學習興趣。透過研究者的在

地觀察，設計出以在地議題為主的永續農業課程，融入當地的歷史與生態等議

題，學生除了學會友善農業的方法，還瞭解家鄉特色、族人的文化、當地的環

境。Ensaff、Canavon、Crawford 與 Barker (2015)設計適合學生文化與生活相關

的課程，讓學生從深刻的人與地間的關係中去發掘問題、探究問題、解決問題，

以議題式的教學不再是知識的灌輸，而是連結多重關聯的生命體驗，探討與解

決問題是在真實情境中進行，因此本研究的園圃提供探索和發現自然的平台，

讓學生向自然學習。 

「議題教育以生活中面對的議題為主題」、「議題教育是尊重多元觀點的學

習」、「議題教育具價值分析與澄清的反思學習意義」、及「議題教育提供問題解

決的學習與實踐」，因此進行以議題為主的課程設計，可採融入不同領域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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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要進行規劃。議題在性質上不宜單獨設科，而是融入各學習領域或學校本位

課程。以地方議題為永續農業的課程主題，具有以生活中面對的議題為主題、

具價值分析與澄清的反思學習意義，以及提供問題解決的學習與實踐(高翠霞、

張子超，2016)。   

「地方」是一個可連結多樣性與社群的關鍵，培養學生對居住的地方產生

情感並建立聯繫。「地方」不是純粹為地理名詞，而是包含有社會、政治、文化、

歷史、地理、生態等面向的概念。個體與「地方」有深刻的與真實的互動，為

此生活場域對於個體而言產生獨特意義，因此地方感涵蓋人們對實體環境與社

會環境的聯結，是所有人與環境聯結關係的總稱(林嘉男、許毅璿，2007)。研究

認為食農教育必須讓學生瞭解在地風土，並且能「食在地、食當令」，藉此瞭解

周遭環境的地方性議題，讓學生具有「地方感」(sense of place)。黃朝恩(1995)

和洪如玉(2016)提到鄉土性的環境議題較為大家所熟悉，且有切身關係，最易入

手，因此本研究將當地的農業特色與問題作為本研究中的議題討論，研究者經

過整理與歸納後，從觀察生活周遭的環境開始，培養學生對家鄉的認同感。Smith 

(2007)、Smith 與 Sobel (2010)和 Sobel (2004)指出，課程應培養學生在各種關係

網絡中與其他個體和群體產生連結，使其擁有自然觀察力、創造力和解決問題

的能力，未來成為積極參與社會或環境問題的公民。培養具備環境素養的學生，

使其能為擔負起提昇環境品質的責任並做好準備，不論是現在或是未來，讓所

有生物得以共同生存的理想(Engleson & Dennis H. Yockers╱周儒、張子超、黃

淑芬譯，2013)。  

在地議題的設立反映的是先民以往所扮演的角色，他們如何管理及保護土

地，以及食物與生活是有所連結(Ernst & Monroe, 2004; Lane, Ateşkan, & Dulun, 

2018; Smith, 2007)。研究者希望透過地方性議題，提供孩子們探索自身文化的

機會，課程內容與當地歷史和社區的現況結合，在情境中產出問題，讓學生思

考、觀察、蒐集資料、規劃行動最終形成行動方案並加以實踐，培養學生觀察

自然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思考更深沈與土地的關係，並認同在地文化的多元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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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與情境 

個案屬於偏鄉學校，是排灣族部落小學，全校約 50 人，地理位置北有南

仁山，東有萬里德山環繞，前有港口溪流經往南注入太平洋，擁有優美環境和

豐富的原住民文化。該校先前的特色是在校園中養蜜蜂與生產蜂蜜，透過蜜蜂

吸引蜂鷹，讓學生了解物種在生態中扮演的角色。參與學生為國小三年級(7 人)、

四年級(5 人)、五年級學生(7 人)，共 19 位學生，每周三以社團課的形式進行，

每週共 120 分鐘，教學總時數共 56 小時，分別是第一循環 25 小時、第二循環

31 小時，並以混合不同年級進行分組教學。 

研究場域分為室內與室外，室內教室設備有投影機、電腦、網路、黑板；

戶外場域為本研究協助建置之菜圃，長度約 30 公尺，寬度為 3 公尺，約 90 平

方公尺的實作場域。菜圃基地原為校門左側荒廢的空地，步道以空心磚鋪設，

讓學生便於走動及觀察變化。本研究的協同團隊成員有研究者、該校教師 2 人、

研究團隊 5 人(環境教育領域研究生 4 人與教師 1 位)，研究團隊與研究者固定

每周會議一次，除給予教學方向的建議外，也共同討論於個案學校中遇到的問

題。每週也會與學校的校長、教務主任和教學組長說明研究的主題、成果與問

題，並討論後續上課主題。為增加活動的豐富度，商請鄰近社區的環境教育人

員人 3 名、學生家長 3 名，共同支援教學與提供建議。 

二、研究流程 

研究分為兩個學期，採協同行動研究，如蔡清田(2000)、張德銳與李俊達

(2007)和林佩璇(2012)指出，行動研究強調不斷反思與修正的歷程，在行動的螺

旋循環中進行修正，進行有系統和自我批判的過程。研究者採取質疑批判和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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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態度，解決所遭遇實務工作的問題。協同式的行動研究強調夥伴關係，團

隊包含研究者與合作學校、大學研究團隊、社區環教人員與家長。為了課程發

展與教學改進，透過不斷的對話促使自身對教案產生新的理解。教案討論分為

五大步驟，包含：發現問題、事前討論、撰寫計畫方案、收集與分析資料、反

思與修正，設計合適的教學活動，是一連串動態的建構過程。  

在教案規劃之前，除進行文獻的閱讀外，為設計符合個案學校特色的社團

課程，多次實地訪查個案學校與社區，擬定課程方向與教學方式、授課時間和

參與的學生。研究者將初步構想與學校行政人員討論，與家長溝通協調授課方

式，並瞭解學生的學習特質，共同籌畫社團成果發表會和撰寫地方鄉報(報導社

團的永續農業理念)。活動內容以加深學生對當地農業發展的瞭解，熟悉家鄉的

歷史與文化，由社區長者到學校教導學生耕種，在文化儀式方面邀請排灣族耆

老為校園菜圃祈福，並邀請家長入校教導排灣族的傳統料理，希望讓學生了解

生活與農業、環境、土地、食物、資源、文化間的關聯性。 

研究者依學習成效修正教學方式，並促進社區與學校的合作。依據所匯集

資訊的重點，規劃出「永續農業」為議題的課程，透過課室的錄影、觀察、錄

音、學生課堂反饋、學習單的作答、學初期與學期末的晤談，所收集到的資料，

了解學生對農事體驗的先前經驗、對在地議題的認知，再加入學生需要的生活

的技能、加強學生對友善環境的概念，設計出後續教案。依據先前收集資料所

匯集的重點，規劃出有關於環境保護相關教學單元與活動，加入符合課綱所需

要的學習內容與技能，設計出「永續農業體驗課程」的四大核心教學價值。在

「農事體驗」強調的是建立在農事中對環境友善的觀念，「食物安全體系」強

調是將生產、生活、生態三者加以連結，「排灣族文化與傳說」則是傳遞傳統

文化與大自然和諧共存的哲學觀，「價值觀與環境倫理」則是以生態中心主義

做為核心價值，並將核心價值融合於六大學科領域(國文、社會、自然、綜合、

數學、藝術)，共有五大主題(長樂小小農夫、長樂新灶咖、聰明選擇少碳氣、長

樂智慧小廚師、排灣族文化與半島農業) 22 個活動(如圖 1 所示)。 

議題設計是以當地的農業與文化特色作為主題討論，如當地農業人口外流、

排灣族傳統文化消逝、雨來菇耕種的興起、滿州原生黑豆、蘿蔔的種植與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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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的關係、南排灣族與北排灣族的差異等，將這些在地議題分別置入不同的活

動單元中，讓學生瞭解到當地的不同議題。進行議題式的教學，如林樹聲(2012)

指出，學生需要具備一定的先備知識，因為在探討議題時，學生使用是多元的

知識，具有「跨學科領域」與「複雜和不確定」的特質。因此本研究在前兩個

核心教學價值中(農事體驗、食物的安全體系)，先教導學生基本知識與技能，在

第一個循環制定出「長樂小小農夫」、「長樂新灶咖」、「聰明選擇少碳氣」

等三大主題課程，提供學生在學習上的基礎。並在後續第二循環包含兩個核心

教學價值(排灣族文化與傳說、價值觀與環境倫理)，配合「長樂智慧小廚師」、

「排灣族文化與半島農業」等二個主題課程的教學活動，讓學生根據先前的探

究經驗，與同學討論議題與發表看法，理解所要傳達環境教育永續發展的理念。 

(一)第一循環：長樂小小農夫 

「長樂小小農夫」課程主題中，融入了六大學科領域：自然領域、國文領

域、數學領域、社會領域、藝術與人文領域、綜合領域，於社團時間進行教學，

本課程由 3 個主題，10 個活動組成(如圖 1)，共 38 節課，領域所包含的活動內

容如圖 2 所示。所符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請參閱本刊網站之附件。 

 

圖 1 永續農業課程主題課程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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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長樂小小農夫」主題課程 

(三)第二循環：長樂智慧小廚師 

   「長樂智慧小廚師」統整課程中，融入了五大學科領域：自然領域、

國文領域、社會領域、藝術與人文領域、綜合領域，本課程由兩個主題，12 個

活動組成(圖 1)，共 36 節課領域所包含的活動內容如圖 3 所示。 

圖 3 「長樂智慧小廚師」主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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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收集與分析 

陳向明(2002)和 Creswell (2008)指出，紮根理論適合用於歷程、行動或互

動式的研究。本研究強調在真實的場地進行，在情境中發現問題，研究者扮演

解決問題的行動者，敏銳觀察事件的發生過程，收集並解讀資料瞭解各種訊息

的意義，藉而覺察構成事件的整體在結構、過程與結果的動態關聯，是基於所

蒐集的資料建立理論。本研究強調系統性的資料分析方式，著眼於資料本身，

藉由科學的方法，探究與理解個人對其週遭所處之環境的認知，將課堂上收集

到的資料，呈現出事物的具體的事實，並強調共時性與歷時性，逐步由資料中

發覺出有用的型態，在歸類、比較與統整後，建立初步的理論架構(陳向明，2002)。

研究者以開放編碼的方式，閱讀所收集與轉錄的訪談逐字稿、學生學習作品，

以及研究者的反思筆記，將文本中含有重要訊息的段落標示出來，由段落中萃

取並形成概念，並對概念間的關係進行論述。在反覆建構與解構的歷程中，將

相關的現象或概念統整為符合本研究旨趣的類別，並找出相關類別形成主張，

並藉由不同資料來源進行三角校正，達成對重要現象或經驗呈現詮釋的正確性。

收集資料來源如下： 

1. 反思筆記：主要依據研究者自身於授課中或後，可作為學生對課程設計

或課室教學的紀錄，並紀錄的是授課的成效，對下次的授課內容做修正

的依據，是研究者自我的專業成長的過程。 

2. 學習單內容：包含學生在學習單上的反饋、海報設計、實作後心得感想，

對學生學習成效的評量，瞭解學生對議題的掌握程度，問題分析與解決

問題的能力，作為研究者教學設計的評估。 

3. 課室錄影錄音：將課室中老師與學生對談與互動轉為逐字稿，作為分析

文本。 

4. 晤談：採半結構式晤談，預先擬定大綱後，和夥伴學校溝通，並與研究

團隊討論晤談內容，確立晤談重點，並在晤談過程做不同的延伸對談，

之後將錄音轉錄為逐字稿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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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編碼說明如下，RT：研究者，FT：個案學校教師，S：學生，P：

大學教授，C：社群成員，LF：當地農民與社區人員；資料項目編碼如下，反思

筆記：反思-年-月-日-第幾則反思(課室錄影反思 2018-x-x-x)，課室錄影：錄影-

年度-月日-段落(V-2018-x-x-x)，課室錄音：錄音-年度-月-日-段落(R-2018-x-x-x)，

晤談錄音：晤談錄音檔(I)-學生-年度-第幾次(I-SA-106-x)，學生學習單：學習單

(LS)-年度-第幾張學習單-第幾題的回答(LS106-x-x)。 

肆、 結果與討論 

本節主要依據所收集質性資料作為證據以呈現研究結果，配合文獻之相關

發現與本研究之結果呼應，對於研究現象有詳實地說明。由結果中發現課程的

議題設立，應以生活周遭環境作為營造情境的依據，並妥善應用社區資源協助，

在教學活動中融入運用科學探究理念，除能提高學生學習成效外，並能讓傳統

原民知識和科學知識產生關連，創造出新的共存型態。 

一、提供社區與學校協力共作的平臺 

本研究的體驗課程，除了讓學生經歷不同的教學方式外，重要的是讓學生

有實作的經驗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學習不限於課室之中。引入社區的人員建

立教學園圃並協助教學，將地方的傳統生活經驗成為教材，並到校外的農場進

行參訪，擴大教學的成效。 

(一)建立以農業與傳統文化價值傳遞的實作場域，並融入四

時節氣的科學概念，可幫助學生瞭解作物生長是受到環

境因素所影響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融入更多在地文化與農作物的特色，並加強學校與在地

社區的連結，深化紮根的工作，建立讓學生親身操作的園圃，在真實的情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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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真正的學習。如 Tisenkopfs 與 Sumane (2004)所言，融入在地文化特色，在

於增加活動主題的彈性，並讓學生在真實情境中學習。教學融入大量傳統文化

內容，以故事的方式帶領學生理解排灣族文化與自然環境的關聯；邀請排灣族

媽媽、當地的農民、鄰近的社區民眾，教導學生當地的耕種方式。也加入以在

地食材為主的傳統烹飪課程，讓課程更符合學生的日常生活經驗，才能讓學生

瞭解生態與生活是可共榮共存的。所獲得學習成效不僅限於課室之中，而是能

夠化為實際行動與社區分享，這些經驗對社區永續發展是相當重要的。 

 

是不是因為研究者在生活無虞的環境中長大，因此沒有思考過

兼顧生態與生活間的行為，是相當困難且需要時間學習的並非短時

間能一蹴可及的，但研究才剛起步，後續能做的事還有很多，要慢

慢啟發學生的親環境行為或轉化成生態中心主義的想法，並讓學生

產生行動力，喚起學生身邊的家人，也重視環境的重要性或用鄰近

社區的經驗分享或菜園的耕種結果，告訴他們生態與生活是可以兼

顧的。(反思-2018-06-22-1) 

 

發展以在地議題為主的永續農業課程，與個案學校共同擬定於二十四節氣

中的「春分」開課，藉由二十四節氣導入在地議題與永續農業的觀點。聯合國

因應全球化的趨勢，提出維持文化多樣性的重要，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僅代表過

去的傳統，更代表了傳統文化與現代知識間的對話，促進文化多樣性。非物質

文化遺產有其獨特性，是不同國家、地區根據他們的環境演進而來，可在世代

間傳承，以社區為基礎，將傳統文化、技能和習俗傳遞給社區其他人，提供從

過去到現在，再到我們與未來的聯繫，有助於提供這塊土地上的人們有認同感

和連續性(UNESCO，2016)。二十四節氣源起於中國的黃河流域，中國人將太陽

的一年度的圓周運動劃分為 24 個部分，每個細分都有特定的「節氣」稱號，是

透過觀察該地區物候、天文學和其他自然現象的變化而製定，為一套太陽運行

與自然環境變化的標準曆法。「節氣」傳統上作為指導農業生產和日常生活的

參考。因此藉由二十四節氣能幫助學生瞭解農民如何順應天候與適應環境，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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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如何觀察四季、物象的變化，瞭解太陽運行的軌道與氣候的關係，並更清

楚了解大自然的運行與規律，是農民經驗與智慧展現的行事曆(陳元義、陳鄔福、

黃瑞誠、黃慎智，2009)。 

在關於農事體驗的學習單反饋中，能看到議題融入的教學有助學生理解當

令在地食材，且對在地食材產生認同，如學生提到的在地特色、新鮮、健康無

農藥等，並將不同的學習概念作連結，如學生認同吃在地食材能減少食物里程

與二氧化碳的排放，對環境比較友善。實地到園圃的實作學習，對學生而言是

不同的學習經驗，在園圃的真實學習環境中，能提升學生思考、團隊合作，以

及對於家鄉農業與環境生態的關係有所體認。 

 

戶外教學的好處是能從課堂的知識，帶到實際的生活場所，配

合當地食材認識在地環境的一系列完整的課程是很棒的，進而達到

「一分耕耘，一分收獲」愛惜食物感恩的心，從認識、播種、除蟲到

收成的過程體會農民的辛苦，學生也會從原本不愛的食物，漸漸地

去接受嚐試它，親自做過一次就不會忘記了。(FT4-教學意見反饋) 

 

融入固有飲食文化方面，個案學校屬於排灣族部落小學，排灣族是以山田

燒墾為主，兼事狩獵、畜養與山溪捕魚等農業活動為主，所以許多的宗教祭祀

活動，皆是與自然或農業有直接關係，如豐收祭是一連串的祭祀，包括粟播種

儀式、粟入倉儀式、粟收穫祭。因此研究者與個案學校經討論後，認為除了結

合二十四節氣與農業的教學外，也可以融入排灣族傳統的宗教祭祀活動，於是

邀請了部落中的耆老巫師，在春分當天來為學校的菜園播種進行祈福，與學生

共同種下傳統的排灣族作物，如芋頭、紅藜、樹豆等。讓耆老們有機會分享他

們的傳統文化與農業的實作經驗。如 Alagona 與 Simon (2010)指出，環境教育

是強調將自然經驗帶入課室之中，將生活經驗融入所創造出來的情境，因為包

含個人的切身的經驗與感受，更容易整合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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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社區長者所進行的跨世代的經驗傳承與分享，藉由以

往生活型態對比新的環境概念，以證明在地傳統生活智

慧是非常珍貴值得保存的資產。 

發展以在地議題為主的永續農業課程，研究者與個案教師共同討論如何建

立學生有關於食物里程、碳足跡、蚓菜共生、友善農業等概念。其中食物里程

與碳足跡是研究者認為較為棘手的，讓學生知道貨物到消費者手中，直接或間

接影響排放的二氧化碳量；或是吃當季與在地食材對環境的好處。最後研究者

與教師認為既然學校已經有了自己的菜園，可加入讓學生體驗「慢食」的行動，

以瞭解土地如何滋養人類與萬物。 

部落的孩子多數不熟悉其文化與傳說，因此研究者的課程教學想融入排灣

族文化，透過翻閱史料，貼近孩子們的傳統文化，找出排灣族的傳說故事。但

夥伴學校的老師 FT4 曾對研究者說「北排灣族與南排灣族其實差異很大，且各

部落又有些許不同差異，耕種的主食又有所不同。」研究者反思，不可只依賴

文獻中對排灣族文化記述就想達到讓學生對自身文化的瞭解，應納入家長協助

發展排灣族文化特色課程，由當地民眾親自傳遞更多真實生活中的文化內涵。 

 

課程內容的確只從文獻上做收集，也許有更貼近學生傳統文化

的方式也許可以讓家長一同加入課程，讓學生尊重他們的文化，發

現爸爸媽媽對自身族群的知識是非常豐沛的，且是研究者無法提供

教學的。(反思-2018-05-23-1) 

 

研究者到社區拜訪家長，並向他們學習排灣族料理以及他們的家常菜，主

要先學習如何運用民族植物與野菜，以設計出更好的教學內容。研究者並邀請

學生家長到學校教導孩子們，透過親子共做方式共同料理出排灣族的傳統美食。

學生家長用心地為學生傳達傳統的飲食文化，詳細說明食材的特性及料理的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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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準備了小米混合糯米，因為糯米吃多了容易導致脹氣問題，

所以今天準備的是混合版的。然後我們今天用的豬肉是原味只有用

鹽水煮的，沒有滷過的，因為以前沒有醬油，而且醬油可能有化學

的東西，我們吃最簡單的原味豬肉跟老祖先一樣。(V-2018-06-15-1) 

 

此外本研究在校園中建置窯與灶，指導學生傳統三合土的製作方式，讓學

生操作青土、剪稻草、鋪磚塊、黑糖混入青土等步驟，傳承先人的在地智慧，

體驗傳統在地建材的來源。窯與灶從無到有的過程，是跨世代的學習，學生是

在社區的長者們指導下動手做而完成的。在動手做的過程中，學生必須透過合

作來解決問題，並且貢獻各自的特長，而這正是培養未來互助生活的最佳方式。 

 

SE：這個要上面這一層啦。 

SC：這邊還有耶，應該也要補。 

SI：那這邊要給他補嗎？ 

LF2：這邊要放嗎？ 

LF1：要呀要呀(R-2018-04-11-1) 

     

由學習單的回答中，學生運用自製的窯與灶進行烹飪，可讓學生了解長輩

過去在部落生活的狀況，讓學生體驗農村的生活型態，並感受不同時代背景下

的改變，更珍惜現在所擁有的便利生活。藉由社團課程將以往的生活經驗有機

會傳遞給學生，藉由指導活動達到世代交流。學習單中的問題 2：「經過了自己

動手建灶，煮東西吃，再到吃自己親手種的菜，對吃飯這件事情，有什麼不同

的感想嗎？」的回應顯示： 

     

 SC：我們家的瓦斯不是我們自己做的，灶是我們自己做的，

我感受到早期的人要煮東西必須要先蓋灶，非常辛苦，早期的人煮

東西都必須忍受會讓眼睛痛的煙，今天我體驗了早期人煮飯的辛苦；

我覺得這堂課非常值得。(LS10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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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融入排灣族文化，除了強化孩子對族人文化的認識，更重要的是提供

一個舞台，讓家長與孩子重新建立對自身文化的連結，並且學生在動手做的過

程中，學會珍惜食物與生活的技巧。如 Sobel (2004)指出，進行以地方議題為主

的教學，藉由將社區的資源融入於教學之中，能夠幫助學生對環境感知並與地

方產生連結，由實際的體驗建構屬於學生的知識體系，在經驗傳承的氛圍中，

培養學生擁有正向的地方感，對成長的地方在情感上有所依附。  

(三)校外參訪活動使學生與年輕農民直接對談，引入社區的

新農業型態的想法，讓學生瞭解在地產業的創新。 

發展以在地議題為主的體驗課程，除希望學生瞭解家鄉的傳統農業外，也

希望帶入新的思維，建構學生對家鄉農業的新理解。例如社區近幾年來大面積

耕種雨來菇，學生可向年輕返鄉的農民學習，豐富對新興農業的認識。農民首

先以解說的方式介紹雨來菇的生長條件和特色，再實作體驗如何將雨來菇苗菌

分開、清洗雨來菇、曬雨來菇、烹飪雨來菇，最後師生共作雨來菇水餃。年輕

農民加入課程教學，有助於學生以科學的方式認知當地環境特色，如：土壤、

水資源、氣候特色、適合耕種的農作物，如學習單的第 1 題「小花姊為什麼會

種出雨來菇？社區將雨來菇種在什麼地方？」： 

 

SB：碎石上，在欖仁溪邊不一定要下雨天才會長出來，所以我們可

以自己種。 

SO：因為小花姊把雨來菇丟碎石上，結果雨來菇長出來了，發現我

們可以自己種，所以滿州種雨來菇。(LS-107-8-2) 

 

從學生上述的回答，透過戶外教學瞭解雨來菇的生長條件，還有耕種的環

境。學生得知農民將野生雨來菇丟在碎石頭上，雨季來臨時雨來菇又長出來了，

因此發現雨來菇能於碎石上耕種。學生瞭解可由環境中獲得具有地方特色的產

物，只要細心的觀察就能獲得相關的知識，可以尋找出原本環境中生長，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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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效益的作物，而維護無污染的空氣、土地與水質，是這些作物生長的基本

條件。透過實地參訪可適時將議題融入教學中，如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等，體

會到社區產業的發展，不需引入過多的外部資源，可由傳統智慧中獲得解決問

題的新途徑。 

      

學生透過動手做的過程學會如何與人溝通與表達能力，且能將

自己的所學再重述教給他人，從被動轉為主動的教學，更能加深學

生所學的技能，在教導的過程中學生與教師都能互相檢視與交流，

彼此的想法與符合核心素養中的理念：自發、互動、共好，做中學，

學中做的體驗。(FT4-教學意見反饋) 

   

Ballantyne、Fien 與 Packer (2001)、Ballantyne 與 Packer (2005)和 Hiebert 

(2013)研究指出，進行田野調查或體驗校園周遭的自然環境，有助於學生將知識

運用於生活中，吸引學生對環境議題的關注度，並培養對自然探究的精神與能

力。此外藉由戶外教學的體驗活動，對學生的影響不僅是知識層面上的學習，

更能從發問與反思的過程中，培養和他人溝通協調的能力。 

(四)利用荒廢的土地建置校園園圃，種植在地當地作物和具

民族特色的植物，除了增加校園環境的生物多樣性外，

並可形成可食的地景。 

在進行社團課程前，將原本學校大門旁的空地，移除建築廢棄土並填入田

土，將其建置成校園菜圃，種植具民族特色的食材(樹豆、紅藜、芋頭、牛杙仔

等)、當季食材(空心菜、青江菜、秋葵、茄子等)及蜜源植物等，建立可室外授

課的場域，提供學生探索自然的空間。學生藉由觀察植物、昆蟲、蝸牛的互動，

學習複雜的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係，藉由親手觸碰與培植植物，縮短與土地的

距離。配合不同時令種植不同性質的作物，如在 11 月時，耕種辣椒、九層塔、

蔥、蒜、番茄等味道較重的辛香料植物，也耕種牛杙仔、高麗菜、花椰菜等冬

季時蔬。培植過程中，高麗菜、牛杙仔、花椰菜幼苗總是容易被昆蟲與蝸牛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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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引導學生觀察到因口器的差異，在啃食痕跡上的差異，這些現象透過課程

的引導，讓學生化身為科學家進行小組討論，形成自己的解釋。以下所呈現是

依據學生觀察後所形成的問題，作為學生在後續活動的討論依據。 

    

「第1題：容易被蟲吃掉的菜有什麼特性？」 

SD：葉子很嫩很香、果實很甜。 

SN：高麗菜因為有一片一片的嫩葉。 

「第2題：不容易被蟲吃掉有什麼特性？」 

SD：葉子很硬、辣辣的、果實很苦。 

SN：因為很嗆辣，很多毛。  

「第3題：菜園中的牛杙仔，你覺得被哪種菜蟲吃掉了？為什麼覺得

是這種菜蟲呢？」 

SD：小菜蛾，因為牠只會把葉脈留下來。 

SN：小菜蛾，因為小菜蛾會把青菜吃到剩下葉脈。(LS107-9.2) 

 

學校菜圃的建立，除了改變校園的原有風貌外，原先的荒涼區域隨著不同

的季節，植物開著不同的花，結出不同的果實，而這些產物都可成為人與其他

動物的食物來源。菜圃中的作物蓬勃生長，在環境上改變校園的微氣候，形成

生物多樣性的區塊，提供生物的棲息地與庇護所，也吸引了許多生物的到訪，

更重要的是學生感受到生存的環境可與其他生物共享的價值觀。 

 

T：菜園還沒有耕種之前是光凸凸的，我們耕種之後，你覺得環境有

什麼改變？你看過哪些？請你說說看? 

SH：蝴蝶、螞蟻、毛毛蟲、蝸牛，很多。 

T：很多，所以你覺得跟這些小昆蟲來了，小動物來了你覺得跟菜園

有關係嗎？ 

SH：有 

T：為什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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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它喜歡吃我們菜園種的菜 

T：那為什麼它們喜歡吃，可是我們人也在旁邊呀，我們做了什麼事

它們繼續來？ 

SH：沒有加農藥。 

T：好，那如果今天我們菜園來了很多菜蟲，然後你已經快要沒有東

西吃了，你覺得你要怎麼跟它和平相處？ 

SH：讓它們吃飽沒關係，再種了就好。(SH-107-2) 

     

學校菜圃讓學生於大自然中的實驗室學習與探究，課程能隨著四季更迭進

行變化，菜圃隨著季節展現多樣的風貌，成為校園的可食地景。學生了解到友

善農業的重要性，知道菜圃不僅提供給自己食物，也提供給生物棲息與食物的

來源，無毒的友善空間讓生物願意居住或再次來訪，而學生也可以與環境中的

生物互動。 

二、實施在地永續農業課程的省思 

融入在地化的農事體驗課程，除了以當地環境作為情境的營造外，藉由解

決實際產生的問題，將原住民智慧作為問題的解決方法。以此讓學生在瞭解傳

統智慧重要性的同時，也強調科學知識對此現象的說明，因而理解兩者均是產

生於自然的知識，彼此相互融合成人們可應用的知識體系。 

(一)情境營造運用貼近時事的議題，或以實地觀察的現象，

形成真實的問題，透過引導討論協助學生澄清想法並聚

焦形成後續探究的主題。 

融入新的想法於建置校園菜圃，成為新的教學議題，本研究利用蚯蚓將廚

餘，轉化成菜園中的有機天然肥。如 Dwivedi 等人(2017)和 Singh (2018)指出蚯

蚓能消化有機物的碎屑，轉換成可立即運用的營養物質，並與土壤中的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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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利共生，能調節土壤的健康，也有益維持土壤的生產力。 

園圃所設置的蚓菜共生系統，是在菜園中直接置入 L 型水管，放入校園裡

的雜草與廚餘，經過蚯蚓的消化分解後，排泄物成為土壤的養分。水管中的蚯

蚓可自由的移動，其活動對土壤結構以及水分平衡有正面的影響，還能吸引其

他生物進入，增加生物的多樣性，同時改變土壤中的微氣候，達到與自然共好

的永續設計概念(Bohlen, Edwards, Zhang, Parmelee, & Allen, 2002; Hoeffner, 

Monard, Santonja, & Cluzeau, 2018)。蚓菜共生的課程，以校園菜圃為開端，讓

學生透過觀察，發現蚯蚓特性，如怕陽光、下雨天會跑出土壤等，透過探究教

學，將學習內容融入觀察之中。教材中一些重要且複雜的概念，可於教學時補

充讓學習更有效率，如學生雖然知道下雨天蚯蚓會跑出土壤，但卻不知道為什

麼。藉由學生的觀察，研究者引導讓學生一步步了解蚯蚓的生存特性。 

 

T：我現在畫告訴你們為什麼他會跑出來，這是一個田地，蚯蚓是不

是都躲在下面。 

SD：對 

T：土裡面是不是會有土跟土之間的縫隙，縫隙之間有什麼？ 

SC：蚯蚓 

T：蚯蚓之外的呢？ 

SF：螞蟻 

T：我們呼吸的是什麼？ 

S全：空氣、氧氣 

T：為什麼蚯蚓都會跑到地面？ 

SG：因為水會進到土裡面 

SE：土裡面會淹水他們沒辦法呼吸(V-2018-03-21-2) 

 

從學生的反應中，研究者透過不斷發問，能引導學生深入思考，在小組討

論中尋求可能的解釋。而教師也能逐步幫助學生更容易地連結生活中的現象，

增強學生對環境的觀察力，經由情境中所建構知識與培養探究的能力。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38071718302153#!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38071718302153#!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38071718302153#!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3807171830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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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那你們覺得為什麼我們要請蚯蚓幫我們養菜？ 

SH：因為它會大便。 

SD&SF：大便可以當肥料。 

T：都對！還記得剛剛老師畫的那個圖嗎？你們看如果是一塊很硬的

土，裏面的縫隙是不是不會很多，那蚯蚓習性是什麼？會在土裡怎

麼樣？ 

SH：蠕動。 

SC：鑽。 

T：所以為什麼蚯蚓是大自然最好的農夫？ 

SH：大便可以當肥料也不用一直把土壤弄鬆。(V-2018-03-21-2) 

  

圖 4 是 SC 學生的作品，圖中畫出一片欣欣向榮的菜園，學生由原本害怕

蚯蚓到能理解可協助農作物的耕種，並且自己在維護環境扮演的角色，自己也

是整個系統的一部份，這種轉變是學習如何與自然相處的一大步。學生在設計

菜園的過程中，也將其想法在表現出來，從中獲得驗證與改進的機會，幫助學

生理解實作精神與其重要性。 

圖 4 園圃種植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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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讓學生具有順應四時規律的思維，並瞭解祖先的智慧是

經由觀察地球運行規律並結合在地環境因素所建立的，

是重要可利用的知識來源。 

學生對於農作的基本認知，知道需要種子、育種、施肥、澆水等，但卻沒

有提到耕種時應該注意季節、天氣、氣候等與節氣相關的詞彙，學生無法將農

作物的生長與環境連結，沒有認知到農作物有不同的生長季節，必須根據生長

的特性，選擇最適合的季節蔬果。學生單純只依個人的喜好進行選擇，如種植

時間是 3 月底四月初，學生挑選的花椰菜、番茄、蔥、辣椒等作物，在本地都

是不適合耕種的。為了讓學生瞭解到何謂當令意義，在教學時運用農民曆，教

導學生獲得影響作物生長的訊息，而農民曆在當地廟宇、公所或農會就可取得。

農民曆是農作時所依循的曆法，運用農民曆讓學生瞭解以往的生活軸線是圍繞

著風土節氣，按著春、夏、秋、冬四時規律而變換，培養學生順應自然的思維。 

由課堂問答中，發現學生認為農民曆與農曆(陰曆)只是少一個字，學生並

不瞭解農民曆是依循太陽的軌跡、陽光照射長短，配合自然運作所記錄出的工

具書，而農曆是依據月亮盈虧圓缺的月向變化。研究者設計教學活甕幫助學生

分辨農曆與農民曆，思考二十四節氣在生活中的運用，並配合節氣邀請排灣族

巫師到校園為菜圃整土、播種、施肥、收穫等階段的祭祖與祈福儀式，讓學生

瞭解先人所形成的儀式和習俗，是與生活經驗相結合的，瞭解到人類也必須依

循環境而生存。 

 

T：所以為什麼我們上禮拜要請巫師來菜園祈福？ 

SE：這樣我們的菜才會健康，很容易茂盛 

T：那耕種之前農夫會看農民曆是為什麼？ 

SG：因為如果你種錯季節，你種的菜會… 

SE和SF：會死掉! 

T：還有別的嗎？ 

SE：有可能會長不大(V-2018-03-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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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從「先民的智慧」的活動單元，對農民曆的使用有更多認識，也了解

其所記錄的是先民的智慧累積，並依現在社會的發展進行修正，有助於學生了

解古今並存的橫貫性，並產生順應自然的概念。如以下的提問：「農民耕種前看

農民曆與二十四節氣是因為什麼原因？」，學生能回應以往沒有考慮的環境因素

對作物的影響。 

 

SE：因為種錯植物他就會不長。 

SG：因為種錯季節的話，植物會死掉。 

T：那你下次知道怎麼種菜了嗎？ 

SG：知道 

T：那你講一下流程給老師聽。 

SG：看農民曆然後找看到那個季節最適合種的菜，放到泥土裡，澆

水施肥。(I-SG-106-2) 

 

學生經歷挑選種子到烹飪的過程，將不同的概念加以串聯，體驗所學習到

的知識與技能，是能在生活中運用的知識。如 Bang 與 Medin (2010)指出應該以

多元的方式進行科學教學，如此才能幫助學生瞭解解決問題的是跨領域的統整

性實務知識，以在地文化作為教學素材，並引入科學概念，讓學生瞭解科學也

是文化的一種，讓學生在學習科學時，不會覺得陌生且無趣的。本研究以在地

的知識論為基礎，轉化為科學化的實踐，而這正是課程融入四時節氣的在地文

化，讓學生瞭解傳統文化中包含許多的科學概念與環境概念，而傳統習俗是環

境互動後的產物，是先民智慧的結晶。 

(三)永續農業的教學應包含育種、收穫和保種的實作歷程，

讓學生體驗努力才有收穫，以瞭解糧食自主的重要性。 

永續農業的相關議題，不僅包含食材的烹飪與加工，還應該包含選種、播

種、育苗、培植到保種等過程。在規劃過程中，學生所選擇的蔬果，大都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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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常見的蔬果，雖然符合季節性但是種類單一，並有些種類的疏菜會有較多的

蟲害，無法以無毒或戶外方式種植。當教師引導學生考慮更多因素時，除運用

口語進行討論，還必須透過實作獲得印證。將戶外當作自然的實驗室進行學習，

學生不斷嘗試解決問題的過程，引發更多值得持續探究的議題，並瞭解在生活

中可以不斷進行實驗，培養科學探究的精神。 

 

雖然已經有了順應自然的觀念，但學生還是想嘗試看看，失敗

的耕種經驗，也是一種學習，學生把菜園當成實驗室，也是學習的

一種，這樣學生才有真實經驗，學生也能比較時令蔬菜與非節令蔬

菜的差別。(反思2018-3-29-1) 

 

長時間的活動過程中延伸許多可討論的議題，例如育苗的種子來源不是僅

能由種苗行獲得，而是能夠自己培育出適合當地的非基改作物，藉此引出基因

改造生物的議題。議題內容如 Cyril Dion (林詠心譯，2017)指出跨國企業設計基

因作物，逐步主導全球種子的市場，消滅原有在地作物的品種，陷入作物單一

化的惡性循環等影響。課程設計中建立學生有關種子保存、農業自主權、小農

經濟、循環經濟的概念，傳遞學生新的生產消費思維與型態，重要的是希望學

生能有農業自主權的想法，並提昇對友善農業的認同感。如 Booven (2015)研究

指出在課室中僅由教師進行提問，而學生沒有可以作為思考或回應的依據，教

師的問題常陷於權威，如此會限制學生呈現高層次的科學理解的機會。本研究

依真實情境所產生的現象，作為問題的來源進行討論，而這種對話討論提供學

生有所依據的表達自己意見，如此能生成更廣更深的知識，而這是本研究以情

境化教學，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的具體策略。 

 

T：這樣你們知道為什麼要保留我們自己種的種子了嗎？ 

SE：這樣死掉了可以繼續種。(V-2018-09-19-1) 

T：什麼是壟斷糧食生產？他們控制了什麼？ 

SP：種子的生產。(V-2018-0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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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chen 與 Smithenry (2013)指出進行探究的教學，以學生為導向的是相當

重要的，可幫助學生發展與體會科學家在實務上的工作。而這些機會在課室中

的教學是較少的，國小學童剛邁入學習科學的領域之中，又加上與環境相關的

議題是融合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跨領域的知識，因此必須以情境化的探究

課程，在小組合作學習中生發展社會技巧，加深參與實作與觀察的程度，以及

完成符合科學規範的任務。 

(四)融入原住民知識除了貼近學生日常生活外，能搭起科學

與傳統文化間交流的橋樑，並建構出以生態主義為主的

世界觀 

如郭東雄(2018)所言，口述歷史與傳說承載了祖先生活經驗與智慧，堆砌

了人與人、部落社群與自然環境之間的倫理關係、人文和文化的一切，全部都

在傳說故事裡面。本課程活動將排灣族的生態智慧與對大自然的敬畏賦予其故

事性，使學生理解傳說的文化意義。如 Zidny、Sjöström 與 Eilks (2020)指出，

原住民知識提供不同於西方科學的觀點，在地知識為科學學習提供了豐富而真

實的環境，與科學對自然的觀點相結合，兩者相輔相成，有助於發展平衡和整

體的世界觀，進行跨文化理解和延續傳統文化。 

學生在課程中體驗感受到傳統與自然間的協調，體會族人對自然資源物盡

其用但不浪費的生活策略，都是經驗的積累而來。先民的環境友善與生存智慧，

加深學生對文化的認識與認同感。如帶領學生製作排灣族的「文雕龍」，「文

雕龍」是一種排灣族傳統美食的料理，與大家認識的「吉那福 chinavu」非常像，

但是「文雕龍」泛指用月桃葉包的主食，裡面包裹小米、豬肉等，且體型是相

當大的，因此「文雕龍」在高士部落地區又有原住民便當之稱。以下是 Vuvu(為

晚輩對長輩的稱呼)為學生解惑「文雕龍」與「吉那福」兩者之間的差異： 

 

T：我們今天要做什麼原住民的食物。 

S：吉那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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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可是Vuvu說那個不叫吉那福耶 。 

SF：那個叫什麼？ 

Vuvu：吉那福通常比較小，因為我們這裡產月桃產比較多，比較北

的地方它的月桃比較少，吉那福的話是用…用什麼呢？ 

SF：豬肉、白米、月桃葉？ 

Vuvu：吉那福是用蘆葦的葉子，吉那福不是月桃葉，是蘆葦最外層

的。可是我們今天要做的是文雕龍，文雕龍是我們原住民的話，因

為以前在山上呀，不方便帶便當也沒有塑膠袋，所以我們就用月桃

葉做一個？ 

SK：袋子。 

Vuvu ：對就直接包起來，然後她大大的，怕吃不飽，因為我們原住

民很愛分享，就算我自己一個人，也喜歡把東西做得大大的，大家

都可以一起吃，所以我們的文雕龍是用月桃葉做的，用月桃葉包起

來。(V-2018-06-15-1) 

   

課程由闡述排灣族在文化的表現，先民為了生存必須對土地、氣候與萬物

有深層認識，並將這些知識運用於生活之中。如排灣族人不僅用月桃葉其清香

的氣息當成包裹食物的工具，也將月桃葉的葉鞘編製蓆子，竹子能製作成杯皿、

山棕能變成掃把、無患子的種子曬乾能成為巫師的法器、芋頭葉能當雨帽、紅

藜能當成頭飾、檳榔的樹幹能做為建材等，學生能理解植物分解完後，能回歸

大自然，可循環再利用，物盡其用不浪費資源。此外運用產地到餐桌的「食」

作經驗，讓學生體驗當地的民俗料理。透過碳足跡影片教學，比較進口食材與

在地食材之間的差異，理解選擇在地食材的優點，學生會選擇在地食材減少食

物里程，建立「用在地、食當地」自給自足的觀念。 

 

T：你覺得你要怎麼吃更能保護土地生態，你要怎麼吃，吃什麼？為

什麼這樣吃？綜合起來問，為什麼要吃自己種的番茄，為什麼要吃

臺灣的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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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因為臺灣的番茄不用跑很遠，而且都是這裡種的，比較快，減

少那個食物里程。 

T：還有嗎？食物里程是什麼意思？你還記得嗎？ 

SG：食物走多遠 

T：那為什麼你還說，你要自己吃自己種的有什麼好處？ 

SG：吃自己種的不會排很多二氧化碳，可是國外的就會排很多，因

為它要坐船坐飛機來。(I-SG-107-2) 

 

學習內容與生活連結及融入當地議題，讓學生體會到自然與生活的連結，

提升學生對環境的感知，重視在地文化的特殊性，瞭解族人與環境、土地、農

業、食物間的關係，建立對自身文化的連結。如 Riggs (2003)和 Tanyanyiwa (2019)

指出，在原住民社區進行教學引入原住民知識能讓整體課程符合在地需求，這

樣的課程呈現多元文化的融合，先民對於自然的世界觀與西方科學相較之下同

樣有用，而且原住民知識適應環境的能力強與土地有緊密的聯繫。 

Wezel 與 Soldat (2009)指出農作體驗的教學活動，提供學生永續實踐方式

與原則，培養學生永續思維的倫理觀，也因思考模式轉化為以生態為中心的倫

理觀，培養正向的親環境行為。如圖 5 所示，學生透過體驗與實作，將抽象的

永續概念，轉換為讓學生實際參與的情境學習。提升學生的理性與包容，學會

團隊合作。學生也學會與自然共好、共享、共食，整體課程讓學生付出心力照

顧作物，同時也讓他們學習照顧自己、家人、社區與環境，也有想法將學校與

社區改造為更適生活的生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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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長樂小小農夫社團特色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的體驗課程設計，如 Idema 與 Patrick (2019)指出，體驗式的活動能

提供學生課室以外的學習機會，鼓勵教學者以所設定的主題讓學習者經由實務

操作，運用學到的知識與技能實現想法，最終形成跨領域的知識。進行農事的

體驗教育需要時間進行，學習內容必須符合學校附近社區的風土條件與文化習

俗，在尋求永續農業的議題設立，是必須與學生周遭環境相關，與生命經驗結

合，最後尋求自己與環境「共好」的方式，並不僅限於教科書的既定內容。如

要學生體驗《一根稻草的革命》(Masanobu Fukuoka╱王俊秀譯，2013)書中所言，

自然農法的四大法則是不耕地、不施肥、不用農藥、不除草，學生透過實地操

作，能理解讓土壤發揮自然的生產力，並藉由教學者現場的引導，循序漸進地

延伸到食材相關的議題，並將學習成果轉化為後續的探究內容。 

由研究的成果顯示，與洪萱芳、顏瓊芬、張妤萍與洪韶君(2016)在戶外以

專題為主的學習方式幫助偏鄉學生進行學習的結果相同，學生將在地為主的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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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農業議題轉化為土地倫理價值觀，與自然界的其他生命共處共好。社團課程

從引發學生深入理解農業與生活、族人與環境的關係，認識文化意涵，並產生

對環境友善的親環境行為。在教學情境的營造上，可邀請社區成員、家長與學

校共同討論，目的是讓學校成為傳承傳統智慧的場所，並可延續部落文化。   

如 Moroye 與 Ingman (2018)指出，具生態意識的教學課程應將生態思想視

為教學內容，將生態意識與對環境的關懷融入相關的課程中。此外如 Djonko-

Moore、Leonard、Holifield、Bailey 與 Almughyirah (2018)所指出，學生缺乏對

自然環境、自然資源、生態系統以及人類活動對環境影響的瞭解，可藉由體驗

教育獲得學習經驗，幫助學生學習、培養能力和價值澄清，而這些可藉由與文

化相關的活動來達成。將在地文化做為素材，可將活動以故事的方式情境化，

對於培養學生以環境為主的倫理觀有相當助益，以探究和動手做的方式與學科

內容產生連結，藉由不同活動方式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學童在課程中，

照顧作物由育苗、照護到收割的長時間歷程，窯與灶的設計與建置，在活動中

進行團隊合作並在過程中討論，體會到共做、共食、共享的樂趣。學生能與同

儕分享經驗，在溝通時獲得自我認同與欣賞他人意見，從而建立自信心與學習

興趣。研究發現如 Dewey (1958)指出合作是教學不可或缺的內涵，能讓學生在

同儕中找到發揮的空間。學生擁有永續發展的核心價值觀，重新建立與土地、

食物、環境生態之間的友好關係，學會對土地最低傷害的生產方式，兼顧人類

與其他物種的生存。懂得敬畏自然與善用資源，展現出包容與尊重的倫理價值

觀，創造出生物多樣性的永續農業。教師針對這些目標需要具備教學能力，需

要引入學校外的社區資源，進行教學上的輔助。研究團隊協助教師進行課程內

容的修正，符合目前社會的永續發展趨勢。在這波課程變革之中，適時引入外

部資源協助教師進行專業成長，是相當重要的關鍵因素。 

二、建議 

本課程的目的並不是要養成新一代的農民，而是藉由農事體驗，培養學生

永續發展的理念。如 Parr 與 Trexler (2013)所言，藉由小規模的多樣種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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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作物的種植、成長、製造與交易的過程。此外，本研究的教學議題，部分

是由學習回饋引發，但對宏觀視野的討論較少，例如教學內容的設計上，可增

加更多對糧食系統的探討。如 Trexler、Hess 與 Hayes (2013)所指出，因為農業

與糧食系統的關係密切，體驗學習對科技與科學的學習是相當重要的，因為這

些議題是符合學生的背景經驗。建議未來在永續課程的設計，除加入在地文化

與環境的相關議題外，並應增加更多科技議題對農業影響上的探討，除拓展實

際生活層面的應用外，也可增加在智慧農業中科技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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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uses the local living environment and sets up fields for carrying out 

teaching activities on campus, combining case study school, community and 

university teams to develop special curriculums that integrated social, cultural, and 

industrial issues with local food and agriculture. The curriculum is eco-centric and 

aims to involve students in experiencing coexistence model in order to foster their 

environmental-friendly behavior. 19 students from Grade three to five experienced 

farming activities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of this study which last 

one academic year. The learning activities focused on local issues and includes 

planting seasonal crops, experiencing indigenous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creating 

material for situational teaching. Through the experiential learning process, students 

learned how to cherish the land and became aware of how changes of the four seasons 

affected crop growth.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residents and farmers, students 

learned how to cook with seasonal ingredients and inherited experiences from the 

previous generations. They learned to cherish food, share harvest, understand the 

farm-to-table concept and the importance of reducing food miles. With the 

experiences, students should appreciate the slow food lifestyle and our ances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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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rence for nature. This experiential course in local farming meets the core literacy 

requirements in the 12-year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guidelines. It cultivates 

students' sense of place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behaviors and understand the eco-

centric approach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od and agricultural education, experiential 

edu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