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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的軌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坐落在師大分部行政大樓三、四樓，於

1993 年由曾推動本校「科學教育中心」與「環境教育中心」成立之楊冠政老師

所創立。本所創立之始，奠立在臺師大「環境教育中心」多年協助環保署推動學

校環境教育的經驗、收集眾多環境教育資料、及國際發展經驗上。本所一直是個

小而美、且溫馨的團體。創所前兩年，汪靜明、周儒、王順美、張子超四位老師

陸續進入環境教育所任教；五員一工的結構底定。當時，每年招收十位碩士班同

學；來自各領域的莘莘學子，必須經過激烈的考試才得以進入環境教育研究所研

讀。2000 年楊冠政老師屆齡退休，轉為兼任教授；仍持續環境倫理學及環境教

育論述的寫作，並設立「楊冠政獎學金」鼓勵學生論文研究，一直是師生最佳的

楷模。楊冠政老師的員額由充滿著熱情向上的蔡慧敏老師遞補。張子超老師擔任

所長時，校方提供本所一名助教的名額及三樓空間，以減輕所長的負擔，並增加

所辦公室空間。而張美玲、何京蕙是前後的行政助教，坐鎮所內，在連繫學生、

讓所務行政運作順利上、貢獻良多，成為環教所的支柱。 

  環教所的碩士班學生名額也陸續提升至每年十五位、二十位；老師們擔負教

學、研究、指導學生論文，責任也加重。但環教所的學生大多熱愛自然、積極主

動、努力向學，師生互動良好、教學相長，一起學習。2006 年環教所博士班成

立，每年招收四名博士生，博士生與教授彼此切磋、協同努力，共同提昇環境教

育學術研究能力；至今已有三位博士生畢業。 

  在教學資源上，2004 年周儒老師與張子超老師申請獲得教育部的永續校園

示範案的補助，於行政大樓頂樓設立屋頂農園。同時加上內政部的補助，於行政

大樓後方開闢人工濕地，從此環教所擴大了學習的範疇及場所，讓環境教育的理

念，透過動手能夠親身體驗。將近七年的時間，這兩處由本所師生、社區居民參

與經營管理的園地，成為學生撰寫論文疲乏時休閒之處、體會與土地連結享受田

園之樂的地方；也是其他系所、校外各界及國際人士參訪之亮點，甚至於 2006

年獲選為聯合國「永續教育」的示範基地。蔡慧敏老師擔任所長期間，積極申請

獲得臺師大兩位教師的新增員額，使得環教所教師陣容更加堅強，因而有 Steve 

Simpson 老師（後來因子女就學離職返美）、 葉欣誠老師、及方偉達老師的加入。 

  由於環境教育與世界發展脈絡緊密結合，臺師大環教所一向很國際化，一直

與國外環境教育領域學者多所互動：包括舉辦國際會議、邀請國外教授短期演講

或長期授課、應邀至海外講學；或是師生參與國際會議、赴海外實習、與國外自

然中心交流互訪、爭取交換學生機會赴國外學習等。本所在國家環境教育政策上

亦扮演重要的角色；每位老師在教學之餘，分別與政府各部門（教育部、環保署、

經建會、林務局、水利署、國家公園、畜牧處等）連接，協助這些機構推動相關

環境政策及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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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領的歷程 

  國際環境教育的理念引入、國內環境教育的政策推動經驗，以及各界師長的

鼓勵與指導，一直豐富著本所的環境教育內涵。二十年來，無論是正規〈學校〉

環境教育或是非正規的社會環境教育，環境教育研究所的師生都積極投入、並深

刻參與整個過程。以下是若干領域，環教所師生曾經或正在投入的環境教育引領

計畫： 

 學校環境教育教材編纂及教師研習(1993-1995) 

臺灣師大環境教育研究所於 1993 年成立，楊冠政教授帶領環教所的教師及

其他大學環境教育相關領域的學者專家，接受教育部環保小組的委託，進行

學校環境教育教材的編纂和學校種子教師的培訓，為學校環境教育的教學奠

立深厚的基礎。 

 

 國家公園環境教育(1993-迄今) 

1982 年我國成立第一個國家公園〈墾丁國家公園〉，環境解說及戶外生態教

育的推動，成為臺灣環境教育的起始；本所楊冠政教授、蔡慧敏副教授、及

汪靜明教授自 1985 年起，持續參與推動國家公園的生態與環境教育。 

 

 河川環境教育(1995-1997) 

90 年代，河川環境教育深受政府部門、民間組織、及社會大眾的重視。本所

汪靜明教授投入臺中大甲溪環境教育的規劃與執行；王順美副教授則推動河

川水質調查與種子教師研習、周儒教授發展河川環境教育手冊等計畫。 

 

 環境教育融入九年一貫課程(1999-2001) 

九年一貫課程改革是教育改革與課程發展的重要里程碑，環境教育被列為重

要議題之一，並要求融入到七個學習領域中，對學校環境教育的推動具有關

鍵性的影響。本所的張子超教授、周儒教授、及王順美副教授積極參與，落

實學校環境教育的融入。 

 

 推動綠色學校夥伴計畫(2000-2008) 

本所王順美副教授及張子超教授參考英國及加拿大的種子學校的案例，推動

綠色學校伙伴網絡計畫，以全校參與式的推動模式，從環境教育政策、校園

環境管理、環境教育教學、及環境教育生活實踐四個層面落實環境教育。影

響所及，全國計有三千多所學校參加這個網絡，對學校推動環境教育帶起一

股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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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島嶼永續發展與環境教育(2001-迄今) 

由於臺灣為一海島且擁有一百餘座小島，島嶼自然與文化環境特殊多樣，蔡

慧敏副教授長年關注海島之永續發展議題，積極參與國際島嶼研究學術組織，

希冀透過保育、創新、實驗、分享、文化、教育的途徑，提升海島公民的環

境素養及文化理解，建構具有生態平衡、文化特色、社會和諧、自主環境治

理的可永續發展之韌性島嶼。 

 

 參與 UNESCO 教師導向永續教育國際網絡計畫（2001-迄今） 

本所周儒教授及張子超教授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邀請，擔任「UNESCO Chair 

on Reorienting Teacher Education to Address Sustainability」 國際網絡計畫共

同主持人，與全球同步，積極推動教師培育融入永續素養之增能計畫。 

  

 協助永續校園計畫(2002-迄今) 

教育部推動永續校園局部改造計畫，協助學校改造校園環境，從資源循環、

能源節約、水資源利用、生態校園、健康環境…等方面的規劃與落實；本所

張子超教授、王順美副教授、周儒教授、蔡慧敏副教授及葉欣誠教授長期參

與計畫的宣導與推動，對學校永續教育的理念與實踐有著深遠的影響。 

 

 臺師大永續校園計畫(2004-2010) 

2004 年，本所接受教育部永續校園局部改造計畫案，由張子超教授及周儒教

授帶領，於既有的行政大樓建築主體範圍，規劃頂樓的永續生活體驗農園、

再生能源系統、水循環系統、以及具有淨水及親水功能的人工溼地，藉由校

園既有的土地、硬體設施和社區凝聚力，做一個「永續生活」良好示範基地，

並列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永續教育」Good Practice 案例。 

 

 動物保護教育計畫(2004-迄今) 

本所王順美副教授於這十年間，持續推動校園動物保護教育的研究，包括：

高中教科書內容的分析、國中學生的動物保護認知、態度及互動經驗的調查，

教師的動物保護教學的調查，以及動物保護教育概念的架構建立。使學習者

能了解整體生態體系、建構環境倫理，同時也關懷個體生命，與環境（生命）

的互動更為細膩。 

 

 推動林務局環境學習中心計畫(2005-迄今) 

本所周儒教授、蔡慧敏副教授、葉欣誠教授積極推動臺灣自然教育中心的整

體發展，協助林務局於全臺建構八處「自然教育中心」，形成全臺最完整的

森林學習網絡，為臺灣優質的戶外學習建立重要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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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綠色大學計畫(2008-2012) 

面對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排放問題嚴重的挑戰，大學應該扮演關鍵的角色。

本所葉欣誠教授受教育部委託，執行連續三年的綠色大學計畫，推動全國「綠

色大學」認證及簽署塔樂禮宣言，倡導大學的環境責任及推動校內外的環境

教育；並協助臺師大成立「綠色大學聯盟」，目前計有 47 所大專院校加入聯

盟。 

 

 推動環境教育法(2009-2013) 

經過十多年持續的努力，行政部門與立法院委員們共同催生了環境教育法，

在 2010 年通過、2011 年 6 月 5 日正式執行，讓我國成為全世界第六個通過

環境教育法的國家。本所王順美副教授、周儒教授、葉欣誠教授、及蔡慧敏

副教授在立法的過程中，協助公聽會、草擬環境教育法條文、記者會、聯繫

及協調等，善盡環教所的社會責任及專業服務，讓環境教育法順利完成立法。

葉欣誠教授於 2012 年借調環保署擔任副署長，更是在國家體制內，實施環

境教育法的重要推動者。 

 

 國家公園生態學校計畫(2009-迄今) 

陽明山國家公園具有豐富的生態資源，提供給鄰近的學校進行生態環境教育，

藉由國家公園的環境資源、解說人力、及環境教育學者專家的串連整合，發

展具有特色的學校生態環境教育。本所汪靜明教授持續協助陽明山國家公園

及鄰近的六所學校推動生態學校計畫，並建置生態資訊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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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 

「環境教育」的發展是全球性的、也是跨專業領域的，其內涵更需依世界

與在地之議題而與時俱進。誠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及世界自然

保育組織（IUCN）於 1970 年在美國內華達州舉辦的「環境教育」定義與推動大

會上，指出：「環境教育不是由任一個單一學科所能完全組合，而是依科學、大

眾覺知、環境議題、及教育方式之進展，共同演化之產物」 (EE did not spring fully 

formed from anyone discipline but rather as a product of a co-evolutionary process 

within the science, public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educational ideas) 

(IUCN/UNESCO, 1970) 

有鑑於環境教育與世界發展脈絡之與時俱進，臺師大環境教育研究所自成

立以來，與國際上相關組織與研究學者保持密切交流，經常舉辦國際研討會、學

術工作坊、專題演講等，積極引入新知，推廣相關研究與教育。 

近十餘年來之國際交流，本所主辦會議或邀請到所上訪問者，簡要回顧如

下（不包括創辦初期應邀來訪專家、亦未包括師生出國參加會議或研究者）： 

1998 

 聯合國「為永續環境而學習」工作坊 

   本所邀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Learning for a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A 

Professional Guide for Teacher Educators”推廣教材主編及編寫者至本所實

際教學、研討，教材並由本所師生翻譯為中文版。邀請專家包括： 

－ebbie Heck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Sunshine Coast, Queensland, Australia 澳洲)  

－Jo-Anne Ferreira (Lecture, Griffith University, Australia 澳洲) 

－John Fien (Professor, RMIT University, Australia 澳洲) 

 

 中美環境教育研習會-邁向二十一世紀永續發展的環境教育 

－Joe E. Heimlick (Professor,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U.S. A. 美國) 

－Richard R. Jurin (Professor,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U.S. A. 美國) 

－Robert E. Roth (Professor,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U.S. A.美國) 

2001 

 環境教育研究法學術研討會 

－Thomas J. Marcinkowski (Professor, Florid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U.S.A. 美國) 

 

 環境學習中心環境教育工作坊 

－Gary W. Mullins (Professor,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U.S.A. 美國) 

－Robert E. Roth (Professor,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U.S.A.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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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世界自然保育聯盟 IUCN世界保護區委員會第四屆東亞區域會議 

本所與臺大地理系王鑫教授、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中心、國家公園學會等

合辦世界自然保育聯盟（IUCN）世界保護區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Protected Areas）第四屆東亞區域會議，出席之國外學者邀請三十餘位，會後

另邀請到所上演講者： 

－Eric Clark (Professor, Dept. of Human Geography, Lund University, Sweden 瑞典) 

－Grant McCall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Small Islands Studies Association; 

Professor,  Dep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Sydney, Australia 澳洲, 國

際島嶼學會會長) 

 

 環境學習中心環境教育工作坊 

－Sam Ham (Professor, College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 University of Idaho, U.S. 

A. 美國) 

2004  

 國際環境及永續教育研究 邀請講座 

－Bjarne Bruun Jensen (Professor, The Danish School of Education, Copenhagen, 

Denmark 丹麥) 

－Yamamoto 教授 (Professor, Kanazawa University, Japan 日本) 

－佐川哲也 教授 (Professor, Kanazawa University, Japan 日本) 

 

 第八屆世界島嶼會議 

本所與金門縣政府、金門國家公園、臺大森林系、國際島嶼研究學會

(International Small Islands Studies Association)等於金門合辦 「第八屆世界島

嶼會議」（The Islands of the World VIII）來自國外之學者近一百位，約二十

個國家。特別邀請到本所演講者，包括： 

－Calbert Douglas (Professor,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Built and Human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Salford, UK 英國) 

－Christine McMurray (Professor,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ustralia 澳洲)   

－Eric Clark (Professor and Director, Dept. of Human Geography, Lund University, 

Sweden 瑞典) 

－Gerard Persoon (Professor, Leiden University, The Netherland 荷蘭) 

－Peter Billing (Director, Center for Regional & Tourism Research, Bornholm, 

Denmark 丹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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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區域專業中心（ESD-RCE）邀請講座 

－川嶋直 教授 (ESD-RCE Center; Rikkyo University, Japan 日本) 

－阿部治 教授 (ESD-RCE Center; Rikkyo University, Japan 日本) 

 

 環境解說專家工作坊 

－J. Mark Morga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arks, Recreation & Tourism, 

University of Missouri-Columbia, U.S.A.美國) 

－Theresa G. Coble (Associate Professor, Forest Recre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Stephen Austin State University, Texas, U.S.A. 美國) 

2006 

 自然教育中心 邀請講座 

－James L. Pease (Associate Professor Emeritus, De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 

Ecology & Management, Iowa State University, U.S. A. 美國) 

－Judy   研究員（米埔濕地自然保護區，香港） 

－李桂嬋 研究員（米埔濕地自然保護區，香港） 

－梁恩銘 研究員（米埔濕地自然保護區，香港） 

－趙善德 博士（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自然教育中心，香港） 

－鄭定基 研究員（米埔濕地自然保護區，香港） 

2007 

 國際地理學會島嶼學術委員會學術研討會 

本所與中國地理學會、臺大地理系等合辦第一屆「國際地理學會島嶼學術委

員會學術研討會」(International Geographic Union- Commission on Islands) 

邀請至所上演講者： 

－Costis Hadjimichalis (Professor, Harokopio University of Athens, Greece 希臘)   

－Eric Clark (Professor and Director, Dept. of Human Geography, Lund University, 

Sweden 瑞典) 

－Steve Royle (Professor,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Northern Ireland, UK 英國) 

 

 大學永續發展教育工作坊 

－Annette Gough (Professor and head of School of Education, School of Education, 

RMIT University, Australia 澳洲) 

－Ian Thomas (Professor, Royal Melbourn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elbourne, 

Australia 澳洲) 

－Jose Roberto Guevara (Professor, Royal Melbourn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elbourne, Australia 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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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el Gough (Professor of Outdoor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La Trobe 

University, Australia 澳洲) 

2008 

 環境倫理 邀請講座 

－lmes Rolston (環境倫理學之父，University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at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U.S. A. 美國) 

－teven Simpson (Department of Recreation Management and Therapeutic 

Recre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La Crosse, La Crosse, WI, U.S. A. 美國) 

 

 環境史及歷史政治生態學  講座系列 

－Alf Hornborg (Professor, Lund University, Sweden 瑞典) 

－Jason W. Moore (Assistant Professor, Lund University, Sweden 瑞典) 

－Mats Widgren (Professor, Stockholm University, Sweden 瑞典) 

－Thomas Malm (Professor, Lund University, Sweden 瑞典) 

 

 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工作坊 

－Arjen Wals (Professor, Wageningen University, the Netherlands 荷蘭) 

－Harold Glasser (Professor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Kalamazoo, MI, U.S.A. 美國) 

 

 德國學生來臺交流計畫 

德國漢堡大學 20 位研究生與本所及地理系學生，共同環島生態與環境研習兩

週 

－Beate M.W. Ratter (Professor, Institute of Geography, Hamburg University, 

Hamburg, Germany 德國) 

－Holger Fischer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versity, Hamburg University, Hamburg, 

Germany 德國) 

 

 二十一世紀永續發展與區域資源共享論壇：區域永續教育中心 

－Masako Ota (Ph.D., Regional Centres of Expertise, Japan 日本) 

－Won Byun (Researcher, Regional Centres of Expertise, Korea 韓國) 

－Yoko Mochizuki (Programme Specialist , UNU-IAS) 

－蔣大和 教授（同濟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學院教授、同濟大學環境與可持續發

展學院辦公室主任(UNEP)，中國） 

 

 短期講學與訪問 

－Antonio Raschi（Senior Researcher,義大利國家研究委員會(CNR), Italy 義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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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高等教育及永續發展教育 工作坊 

－Arjen Wals (Professor, Wageningen University, the Netherlands 荷蘭) 

 

 地球憲章連署& 綠色生活在地行動國際研討會 

－Alicia Jimenez Elizondo (Project Coordinator, Earth Charter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San Jose, Costa Rica 哥斯大黎加) 

－Brendan Mackey (Member, the Earth Charter International Council; Professor, 

Fenner 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Australian 澳洲) 

 

 2009 全國自然教育中心推動發展研討會 

－Robert Lucas (CEO, Field Studies Council (FSC), United Kingdom 英國) 

－阿部治 教授 (Professor, College of Sociology and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ikkyo University, Japan 日本) 

－郭志泰 校長（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臺，香港） 

 

 Bringing climate change to the classroom: Italian experiences from two EU 

projects（專題演講） 

－Antonio Raschi (Senior Researcher,義大利國家研究委員會(CNR), Italy 義大利) 

 

 Undoing Racism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專題演講） 

－David Wicks (Director, Jefferson County Public Schools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U.S.A 美國) 

2010 

 學校與社區碳足跡計算與減量規劃工作坊 

－Anne Stephenson (Campus Outreach Coordinator, Clean Air-Cool Planet, U.S.A. 

美國) 

－Claire E. Roby (Carbon Accounting Coordinator, Clean Air-Cool Planet, U.S.A.  

美國) 

 

 早稻田大學之環境精英培訓計畫（專題演講） 

－吉田徳久 教授 (Professor, Waseda University, Japan 日本) 

 

 中國大陸綠色大學之發展現況與前景（專題演講） 

－王 民 教授（北京師範大學地理學與遙感科學學院，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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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變遷工作坊 

"Climate Change and the Need to Re-think Education" & "How your school can 

become more Green - and save money at the same time" 

－Chris Husbands (Professor, 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London, United Kingdom 

英國) 

－Larry Nelson (Worldwide Managing Director Global Education Partners at 

Microsoft, U.S.A. 美國) 

 

 University of Louisville V.s 臺師大環教所師生學術交流活動 

－David Wicks (President of the Kentucky Conservation Committee, U.S.A. 美國) 

 

 美國 Earth Force 組織環境教育經驗分享 

－Alyssa Hawkins (Vice President of programming for Earth Force, U.S.A. 美國) 

－Terry L. Wilson (Ph.D., Earth Force, U.S.A. 美國) 

 

 「培養環境教育研究能力」國際工作坊 

－Arjen E. J. Wals (Professor, Wageningen University, the Netherlands 荷蘭) 

 

 自然教育中心經驗交流 

－Alison Hart (IslandWood Nature Center, WA, U.S.A. 美國) 

－Erin Treece (IslandWood Nature Center, WA, U.S.A. 美國) 

－Michael Hancock (IslandWood Nature Center, WA, U.S.A. 美國) 

－Zachary Gayne (IslandWood Nature Center, WA, U.S.A. 美國) 

 

 島嶼及海洋環境教學工作坊 

－Beate M.W. Ratter (Professor, Institute of Geography, Hamburg University, 

Hamburg, Germany 德國) 

－Steve Royle (Professor of Island Geography,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Northern 

Ireland, United Kingdom 英國) 

 

 訪問教授 

 －Theresa Coble（傅爾布萊特學者）於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至本所客座講學（自

99 年 2 月 1 日起至同年 6 月 30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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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海峽兩岸綠色大學研討會 

－王 民 教授（北京師範大學地理與遙感學院教授，中國） 

－杜鵬飛 教授（北京清華大學環境學院院長，中國） 

－黃煥忠 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永續校園中心主任，中國） 

 

 Deep Ecology & Social Learning（專題演講） 

－Harold Glasser (Professor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Kalamazoo, MI, U.S.A. 美國) 

 

 環境教育在北美的發展趨勢（專題演講） 

－Jose Marcos-Iga (Board President, North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NAAEE), U.S.A. 美國)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中心為本」(Centre-based) 學校教育項目分享」

&「基金會在米埔自然保護區進行的生境管理及訪客活動介紹」（專題演講） 

－梁恩銘 經理（米埔自然保護區教育部，香港） 

－鄭定基 經理（米埔自然保護中心，香港） 

 

 Scientific aspects of climate change: The latest IPCC assessment 氣候變遷的

科學面向：最新的 IPCC評估報告（專題演講） 

－Jean-Pascal van Ypersele (Vice-chair of IPCC Working Group II.) 

 

 濕地保育及生態旅遊 

－Mark Morgan (Department of Parks, Recreation & Tourism, University of 

Missouri-Columbia, U.S.A. 美國) 

－Ben LePage（2011-2012 年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總會長） 

－Marinus Otte（Wetlands (SCI) 期刊總編輯(2012-2016)） 

－Rob McInnes SWS（拉姆薩公約顧問） 

－Robert Efir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Seattle University, U.S.A. 美國) 

－Yuji Arakaki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Studies, Meio 

University, Japan 日本) 

 

 短期講學與訪問 

－Godfrey Baldacchino (IslandWood Nature Center, Bainbridge Island, WA, U.S.A. 

美國) 

－Jürgen Weichselgartner（國科會及德國宏博基金會獎助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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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北美環境教育交流 

－Karen Hollweg (NAAEE 前任會長 2008-09; Leading PI,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Environmental Literacy 2015) 

－Tom Marcinkowski (Professor, Florid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U.S.A. 美國) 

 

綠色大學交流 

－Annette Gough (Professor and head of School of Education, School of Education, 

RMIT University, Australia 澳洲) 

－Chris Ros（北美環境教育學會(NAAEE)國際委員會召集人） 

－Daniel Pete Loucks（美國國家工程院士、康乃爾大學土木及環境工程學系教授） 

－Gordon Huang（加拿大 University of Regina 工程及應用科學學院副院長、環

境系統工程教授兼能源研究中心主任、加拿大能源研究首席科學家） 

－Jean-Pascal van Ypersele (Vice-chair of IPCC Working Group II.) 

－Josph E. Heimlich (Professor,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U.S. A 美國) 

－Marinus L. Otte（Wetlands (SCI) 期刊總編輯(2012-2016)） 

－Martin Brennan（國際地方環境行動理事會(ICLEI-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大洋洲主席兼副執行長） 

－Noel Gough (Professor of Outdoor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La Trobe 

University, Australia 澳洲) 

－常向陽院長（廣州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中國） 

－陳南教授（廣州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中國） 

 

 氣候與永續素養：知識、倫理、行動 

－Charles Hopkins (Chair of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York University, Toronto, Canada 加拿大) 

－Eric Clark (Professor, Dept. of Human Geography, Lund University, Sweden 瑞典) 

－Harold Glasser (Professor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Kalamazoo, MI, U.S.A. 美國) 

－Ian Thomas (Professor, Royal Melbourn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elbourne, 

Australia 澳洲) 

－Ilan Chabay (Professor,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ustainability Studies, Potsdam, 

Germany 德國) 

 

 認識我們腳下的土地：探索雲南昆明地區以地方為基礎的環境教育（專題演

講） 

－Rob Efird (Associate Professor,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Seattle 

University, U.S.A.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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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與旅遊：環境教育的另一種視野（兼談中國的博士班教育）（專題演講） 

－韓國聖 副教授（山東大學旅遊規劃研究院副院長，中國） 

2013 

 2013年野生動物觀賞旅遊與保育國際研討會 

－Andrew Sebastian (Head of Communications, Malaysian Nature Society, 

Malaysian 馬來西亞) 

－Yuji Arakaki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Studies, Meio 

University, Japan 日本) 

－Mark Wilkie (A South African birder, educator, writer and wildlife film maker 南

非) 

 

 2013年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全國研討會 

－Josph E. Heimlich (Professor,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U.S. A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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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與期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廿週年－「回顧與前瞻」研討會 

15 

回顧與前瞻 

王佩蓮教授（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各位愛好環境教育的好朋友：大家好！ 

  感謝張所長子超的熱情邀請，參加研究所二十週年慶盛會。譲我想起了…… 

  1962 年美國海洋生物學家卡遜，在「寂靜的春天」一書中強調人類多年使

用殺蟲劑及肥料，不但毒害了動物，汚染了土地和河川，也傷害了植物和人類，

讓人類覺醒要向大自然學習進而達到人與自然和諧共存。 

  二十幾年前認識楊冠政教授，他的專長領域是生物學、科學教育，而且平時

關心國內外的環境議題。當時臺灣正從農業社會轉型到工業社會，以經濟掛帥，

造就經濟的奇蹟，但也帶來了許多汚染，被稱為「福爾摩莎」的臺灣是否依然美

麗？學校教師與學生可以為環境做些什麼？經過幾年的努力，發現環境教育相關

研究資料不夠、人力不足。只參考國外的研究資料是不能解決當時臺灣的環境問

題。因此楊教授於民國 82 年在臺灣師大成立國內第一個環境教育研究所，其目

的在於從事環境教育學術研究，期能與國際接軌，再則發行環境教育相關刋物，

充實國內外環境教育相關論文與實務，進而培育國中教師具有環境素養。 

  當年我任教於臺北巿立師範學院（臺北巿立教育大學前身），也深深感受到

環境教育的重要，尤其自然科教學時，若能用心思考對環境就不會造成汚染。教

學前準備的化學薬品，可以選擇毒性低的素材，實驗中使用的藥品可以再減少，

且仍然可以達到教學目標，教學後廢棄物（水）也要妥善處理，真的讓我省思好

久。因此在進入國立編譯館當化學科編教材之指導教授時，讓我馬上想到從實驗

之源頭「藥品著手」以生活化素材取代。後來又令我想起我們的學生畢業後即是

站在教育的第一線，若能從養成教育著手，相信對往下紮根的環境教育有莫大的

助益。當年本校成立環境教育中心，積極投入研究與宣導的工作，相當受到校長

及校外人士的肯定。 

  同年在陳處長永仁和楊教授的鼓勵、指導下，為了更多人參與環境教育推廣

與研究，邀請三十多位學者及實務工作者，發起成立「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

其宗旨以結合各界資源，從事環境教育的研究、推展與辦理相關事務，並加強國

內外相關團體的交流與聯繫。終於有一個以研究為主的環境教育研究所，又有一

個學會做為推廣的窗口，使環境教育的理論與實務更密切結合。 

  經過幾年大家的努力受到行政院環保署及教育部的肯定，在全國的師範院校

陸續成立環境教育中心，使各師院環境教育中心工作順利推展，每個月聚會共同

思考環境教育的願景及如何推廣到轄區之國民小學。而且在北、中、南及東四區

成立環境教育相關之研究所，讓實務工作教師可以回到學校充電，增加對環境教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廿週年－「回顧與前瞻」研討會 

16 

育理論的了解與操作實務的技能，提升環境素養。當時國內環境教育之研究與推

廣盛況空前，也奠定了我國環境教育的基礎。 

  環境教育之推動已有 20 幾年之久，政府、民間團體及有心人士都積極的參

與，如今已有些成效，但因環境教育範疇十分廣泛，再加上人力、物力有限，急

需一個以環境為主軸的教育法案。終於在民國 99 年 6 月 5 日由馬總統公布環境

教育法，並於 100 年 6 月 5 日正式實施。這是一部促進學習與永續發展的法律。 

  為了永續發展不得不謹慎正視環境問題－－全球暖化、生物多樣性消失、水

資源匱乏、熱帶雨林的濫伐、土壤沙漠化…等環境問題。然而環境問題的產生原

因及解決之道，牽涉到許多跨領域的認知，更受人們價值觀與態度的影響。唯有

透過提升全民環境素養才能使人們面對環境議題時能夠做出明智的抉擇，這是環

境教育法的精神在於全民教育。 

  近二年來有幸到各縣、巿學校、機關或設施場所輔導，看到一群非常想投入

環境教育的工作者很感動。在此提出一些個人的想法與大家分享。 

一、理論與實務並重：環境教育教學目標是環境覺知與敏感度、環境概念知識、

環境態度與價值觀、環境行動技能、環境行動經驗可見行動的重要。然而要

行動必須有感動及心動，因此個人認為實務操作與體驗的課程應加強。 

二、推動環境教育：各單位首先招募成員，讓成員共同參與，透過討論以在地化

的思維勾勒出願景與發現特色資源。動動手和腦整理和分享過去與現在既有

的成果，把環境資源轉化成爲環境教育資源。再進一步確認需求並擬定新目

標、提出計畫及優質的課程使得教學與專業的提升。只要一步一步累積經驗，

相信可以快樂的學習環境教育。 

三、加強夥伴關係：國內外許多研究均發現透過不同單位或部門「相互協力」的

機制，可以互相激勵、成長並可資源上互通有無及提供彼此不同的創新觀點

及解決問題的方法和策略，以提升服務品質與營運績效。但這是要實質互動

而不是一方的貢獻，更不是文字的說明而已。 

四、友善環境─學校農（菜）園 

這是最近許多縣、市學校為了讓課程內容更豐富，學生有機會從做中學習，

也可以讓校園景觀更自然、更友善，提供學生種植並攝取新鮮食材，進而談

到從種子到餐桌的議題。學校可以分年級進行或全校學生進行。培養學生學

會保護環境的責任感，並達到節能減碳的友善環境。 

五、環境教育工作如同散播種子，每個人都要隨時隨地思考人與環境的關係，要

把自己視為共同體中的一員。能為環境做些什麼事？讓我們從食、衣、住、

行、育、樂 生活面做起吧！相信藍天白雲、鳥語花香、清新空氣的環境在

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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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的文化面向課題 

王鑫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環境教育做為一個學科或學門，我們必須為它界定性質和範疇。從這一段因

應環境教育法培訓課程期間的經驗，我們可以從環境教育三個核心科目的訂定過

程中看出方向，至少應該包含科學(含技術)、教育學和人文學。 

  從環境污染看環境與環境品質，主要是環保署的職掌。從生活素質看環境與

環境品質，則是各級政府共同的責任。以往，我們的盲點是把環保署的職掌當作

環境的範疇，有了政府主管部門“環保署”，別的政府機關就不必管環境相關事

務了。其實，環境品質和各部會都有密切關係。 

  因此，我們以往把環保和環教都看小了。換句話說，等待我們開拓的空間還

大的很呢！環境教育法(中華民國 99 年 6 月 5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900137311 號

公布)指出，「環境教育是指運用教育方法，培育國民瞭解與環境之倫理關係，增

進國民保護環境之知識、技能、態度及價值觀，促使國民重視環境，採取行動，

以達永續發展之公民教育過程」。實際上，在環境相關領域課程三個核心科目中

的 “環境倫理”課中，主要探討的環境思維和環境行為都是文化的課題。前者

談 “人的行為影響文化環境（文化保存）”，後者談“文化環境影響人的行為(環

境思維與行為)”。後者所談的 “文化環境影響人的行為(環境思維與行為)”更

是共同的課題。 

  環境品質應該是國家發展的主要重心，文化環境當然是關鍵之一。聯合國辦

理的“千禧年生態系統評估”提出“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概念，指出人類從生

態系統中獲得的效益有四類。這些效益包括供給功能（如糧食與水的供給）、調

節功能（如調節洪澇、乾旱、土地退化，以及疾病等）、支持功能（如土壤形成

與養分循環等）和文化功能（如娛樂、精神、宗教以及其它非物質方面的效益）。

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變化通過影響人類的安全、維持高質量生活的基本物質需求、

健康，以及社會文化關係等而對人類福利産生深遠的影響。同時，人類福利的以

上組成要素又與人類的自由權與選擇權之間相互影響。其中，關切文化、社會面

向的項目很多。“千禧年生態系統評估”指出人類福利(福祉)具有多重成分，包

括維持高質量的生活所需的基本物質條件、自由權與選擇權、健康、良好的社會

關係以及安全等。 

  從「文化」一詞衍生出「文化環境」，也就是「文化系統」的環境。臺灣的

「文化環境」也就應該是臺灣的「文化系統(含政治、社會、經濟、藝術、民俗

等各方面)」的環境。面對群衆的時候，我們談的就不只是個人的「文化」，而是

眾人構成的社會文化，考慮的層面也就擴大成生活型態的改變、對生涯的期望、

消費者主義、人口的年齡分布、人口的地理遷徙、對生命的期望、人口出生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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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以生産與消費面來看，和人人都有著密切的關係。人口成長率、人口結構、

人口地理分佈都會影響對物質產品的需求。此外，人人關心的生活環境可以從「生

活素質」、「環境品質」的各面向情形看出來。1982 年，經建會研究報告 314.336

「生活素質的概念與內涵」回顧了當時國際上有關生活素質的討論，並指出 GN

不是衡量國民幸福的適當指標。再隨後的「臺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中，也考慮

到綜合開發計畫應提供國民有尊嚴的生活空間。但是近期的經濟建設計劃却以提

升國家競爭力爲方向，逼迫人人天天加班不加薪，更別談加班費了。不丹總理來

臺，帶進了國家幸福力的的概念，提醒我們 GNP 不是一個國家發展的好指標，

應該兼顧精神面和物質面的狀况。國家幸福力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認

為 GNH 要達成的是社會結構性的改造，也希望重塑個人的價值觀與行爲模式。

它提出國家幸福力的四大支柱是：公平永續的社經發展，保存脆弱的山林生態，

提倡文化與捍衛基本人類價值，良善治理。並說明國家幸福力的九大面向包括：

生活水準、健康狀況、教育程度與適宜性、生態多樣性與復原力、文化多樣性與

復原力、社區活力、時間運用、心理健康、治理品質。 

  物質面是重要的「生活素質」指標，但是，精神面的需求也是迫切的。這可

以從馬斯洛的基本需求層級看出來。科技發展帶動物質文明快速進步，但是也帶

出了環境汙染和資源匱乏的危機。第二代法蘭克福學派的哈馬貝斯的社會批判明

確提出在當代社會中(晚期資本主義) “科學技術已成為第一生產力”。他認爲

當前的主要社會問題是意識形態對人或人的本性的奴役和壓制。科學與技術的壓

倒性影響力不容置疑，但是它確實已經被人性的貪婪拐騙而迷失方向了。因此問

題出在文化面的、道德及倫理面上的貪婪。 

  臺北畫刊(2012.12) 指出喜歡臺北的 12 大理由，如下(括號內的數字是投同

意票的百分比)：外出交通方便 95%，醫院多醫療品質高 83%，學習資源多 76%，

吃喝玩樂選擇多 75%，休閒活動選擇多 70%，藝文活動選擇多 66%，上網方便、

便利取得即時訊息 64%，治安好、生活安全 58%，就業機會多 54%，環境整潔

友善 52%，市民友善熱情素質高 44%，福利好 43%。這些喜歡臺北的大理由幾

乎都是文化面的因子。 

Anthony Giddens(2001)在“氣候變遷政治學”一書中提出，因應當前的環境

危機，需要降低對能源的依賴、緩和氣候變遷和戒除浪費。其中尤其是戒除浪費，

是每一個人都能盡力的。後現代是一個炫耀型消費的時代，我們花費了大量的資

源生産滿足欲求的産品，而非滿足基本生活需求的産品。不幸的，欲求是沒有止

境的。當然是違背永續發展的原則的。 

教育和倫理可都是偏重人文學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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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環境教育的捷徑 

呂光洋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 

  “環境教育”成為獨立的一個學門是上世紀之下半個世紀的一重要事件及

歷程。可說是人類面對(mother nature)的悔誤而採取之自省及補救的措施。雖然

國內有關環境教育之研究所已設立二十年，遺憾的是一直沒受到重視，所幸在晚

近被正式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內。雖然環境教育的哲學、理論、條文、策略……已

討論很多，一般民眾及站在第一線的老師還是很不容易進入狀況。 

  在此我們必須思考一下為何我們生活周圍的環境會發生問題。於此舉個東西

文化差異來談；東方人對蛇(不限有毒物種)、蜥蜴、蜘蛛、毛蟲……等都相當害

怕。即使已看過好幾次，還是站在遠處鬼叫，觸摸更不用提！在西方的電影卻常

可看到小學生將”蛇”放在口袋並帶到學校去和同輩分享。至於我們的蛇，則常

在連名字都不知的情況下而喪命。不管對事或物(包括人在內)，在不了解的情況

下就很容易產生誤解！有了誤解，那就不可能對牠或他們產生感情。沒有感情當

然就不可能有愛心。 

  我們生活周圍的環境會發生問題，就因為不了解。在不了解的情況下，就會

誤解。”誤解”最終的情況就是不關心及對它不會有愛心。故如何來解決環境及

自然保育的問題？最簡單及有效的方法，就是讓老師及一般大眾去了解他生活周

圍的環境，包括動植物、地形地貌、山川溪流、人文歷史、自然的天籟…等。透

過了解，人們就會發現其生活周圍環境獨特及可貴之處，接著很易產生感情。當

到達有感情的階段，他（她）在不需他人的催促下就會積極來保護他生活周圍的

環境。故推動環境教育，不必去斤斤計較它的哲學背景、理論基礎或問卷評量，

很簡單的只要讓一般大眾認識其生活周圍美麗的動植物，動人的蟲鳴鳥叫、壯麗

的山川及輝煌的歷史等。藉由了解自然就產生感情。環境教育的推動就是這麽簡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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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與我      

洪木利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民國八十一年教育部責成各師範院校成立「環境教育中心」，以分攤臺灣師

範大學環境教育中心推廣的全國環境教育工作。高雄師範大學奉命成立之後，校

長便指派我擔任這個中心主任。一開始，我真的是誠惶誠恐，我問自己「環境」

二字如何定義？談「誰」的環境？「環」到哪裡？「境」是哪些？我們要如何「教

育」？……這些問題在在困擾著我。還好，我們有臺灣師大的楊冠政老師及各位

先進當後盾，並在我校內外專家學者、同事的敦促下，我順利的在中心任內運作

了八個年頭。在而後成立的環境教育研究所中，陪學生做了七年的研究。 

  高師大環境教育中心的任務除了教育部指定的輔導各高中職、國中成立環保

小組及運作的計劃以外，中心還從各個有關單位申請計畫進行環境教育工作，平

均每年約七、八個計劃進行。其工作內容可分三個方面，一是研究、二是出版、

三是教育與推廣。在這裡，我想把心裡印象深刻的工作，提出與大家分享，也請

指教。 

一、研究方面；每年至少一篇研究報告，詳細不在此贅述。 

二、出版方面；值得提出的是： 

(一)中心為高雄市的十一個行政區、壽山、特殊景區等完成有關自然生態、歷

史文化、地質景觀、鄉土文化等國中、小、師、生分用手冊共六十二冊。 

(二)出版「環境科學技術教育專刊」共十九期，刊登 211 篇專文，162 位專家

學者執筆。其他工作報告數拾篇，專文部分至今仍是有識者的重要參考資

料。 

(三)1995 年開始連續三年完成「國中理化科減量減廢改良實驗之推廣教材」共

三冊。可說是現在許多科學實驗改良教學的研發始祖。 

(四)鄉土教學、解說、教材設計、教材研習等手冊多種，是推廣教育的重要依

據。  

三、教育推廣方面： 

(一) 辦理「國中理化科減量減廢改良實驗」推廣，至南部各縣市舉辦國中科學

教師研習，並分全國北、中、南區分別辦理說明會。 

(二) 配合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環保局及人力資源發展中心，及協助南部各縣

市辦理行政人員、一般教師、種子教師鄉土教學講習近百場次。協助南區

各環保模範社區推廣工作之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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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與本校通識中心合作，開設環境保護相關課程。為師生舉辦專題演講，辦

理全校性，如：動植物景觀辨識、環保作文、漫畫校園校樹造型攝影、辦

公室綠美化等競賽。 

(四) 每年辦理本校師生知性之旅及戶外教學，如；參觀自然保護區、自然公園、

水土保持教室、自來水廠、垃圾場、高都公園、原子能委員會輻射偵測中

心、核三廠、中油、古蹟等工廠及文化歷史巡禮等。 

(五) 申請「環境教育研究所」八十九年奉准成立，九十年開始招生。 

  前面所列出版品，大部分由本中心自行出版，目的在配合教育輔導及推廣工

作之進行而編寫、設計。如國中理化科減量減廢改良實驗，係全國首創，由本校

物理系及中山大學物理系教授合作改良推廣。至今仍是該等系所的重要教育推廣

工作之一。又如鄉土教學、教材、教法的編寫設計、資料蒐集，也是本中心重要

成果之一。這其中，有地方鄉土工作者、耆老及南區許多院校專家、國中、國小

熱心教師的參與。在眾人發揮各自所長之合作下，鄉土教材編寫及教學推廣在南

部的進行，當時乃至現在都還能見到成效。 

  雖然我已經「屆齡退休」很久了，但是承蒙好幾個單位的不棄，到現在還讓

我沒有離開環境教育的工作。能夠不停地學習，和從學生那裡來的刺激，使我還

能不停地成長。是的，全國的環境教育工作一直都不會停，更不能停。因為從小

就要培養「人」關心環境、愛護環境這項最基本的工作，才能完成環境保護的任

務。至於我，只要有人願意做「資源回收」，在有生之年，我當然願意全力地投

入環境教育的工作。 

  在這裡，我要再一次的謝謝張所長，給我這個機會來向這貳拾幾年來鼓勵我、

協助我的長輩及好友們表達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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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環境行為的研究與教學 

  --賀臺師大環境教育研究所廿周年慶 

晏涵文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環境影響人，是不容置疑的；不同家庭環境下成長的兒童，有著不同的人格

特質；不同學校環境下成長的青少年，有著不同的素養氣質。從生態學的觀點來

看，環境影響生物，人也不例外；但人是唯一的生物可反過來影響環境的。教育

常教導人去適應周遭的環境，同時也教導人不滿意其現有的環境，要改造其環境，

為了「明天會更好」！ 

  不過，教育工作者常需遵循固有的文化價值，而文化是一群人、長時間去適

應特定的環境所形成的行為規範。當環境在改變，教育更應走在環境改變之先，

但如果教育反落在社會改變之後，就不但不能帶動社會改變，反成過街老鼠，人

人喊打，要求被改變了！ 

  本人從事健康教育工作，擔任九年一貫課程「健康與體育」領域的召集人，

該課程的教育目標「一個健康且擁有良好體能的人，生活在一健康環境中，同時

擁有支持的法規與人群」。健康教學藉著健康行為的養成和改變來達到健康的目

的；其課程目標中清楚標出「培養營造健康社區與環境的責任感及能力」的重要。

而此目標與環境教育的最終目標「培養成為負責任的環境公民行為」完全一致。

且健體領域第七主題軸「群體健康」中，第三內涵「在營造個體、社區與環境健

康的過程中，人與環境是相輔相成的。」 

  為解決環境問題，必須改變人們現有的一些生活方式、價值觀和態度，而透

過環境教育的實施是根本之道。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若要提升

學校環境教育的品質，便必須在師資養成教育過程中，充實教師的環境教育能力。

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也是在這樣的需求下成立。 

  常聽人說，小學生的環保行為最好，中學生其次，大學生到成人之後愈來愈

差，代表的不是環保知識的多少，而是遭遇到家庭、社會不同之情境時，經不起

考驗。環境教育和健康教育一樣都屬生活教育，因此，「如何教比教什麼」來得

重要。在教學模式方面，過去常宣導融入式的教學方式，部份學科也加入一些環

境知識和覺知，但往往忽略了環境教育從覺知、知識、態度、行動技能至參與的

一貫性教學模式。 

  期許能讓學生瞭解如何分析環境問題、如何尋求資訊及資源、學習批判思考

和做決定，及如何面對處理失敗與挫折，讓學生有成功的經驗來增強信心，並學

習如何獲得同儕及家長的支持，以增進其自我效能及群體效能，進而產生環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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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課程模組設計非常重要。 

  值此，慶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成立廿周年之際，有幸曾擔任

環教所所教評委員，與該所師生並肩成長。為使環境教育在未來更有效能，期許

環境教育教學介入之研究設計與評量更為精進，整合量性與質性資料，呈現教學

成果是應共同努力的方向！另外，在教學策略上，應以學生為中心，強調學生主

動參與，與實際生活連結，透過學生實際的環境行動經驗，並結合家長及社區之

資源，以有效增進學生之環境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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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與前瞻」： 

   一日環教園丁，終身散播環教種苗        

黃朝恩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首先必須感謝師大環教所和張所長的厚愛，邀請我出席 貴所二十週年所慶。

在此恭祝環教所生日快樂，所務蒸蒸日上，繼續為社會貢獻更大的心力。當然，

我也想藉此感謝楊教授和汪教授的重用，讓我能夠從 1989 年開始服務於環教中

心，前後十年，協助推動環境教育。雖然我始終沒有直接和環教所結緣，可是間

接的聯繫卻從未間斷過，我親眼目睹貴所的成立和茁壯。我和在座大多數老師，

特別是周教授和張所長，都曾攜手合作為環教打拼過，革命感情濃郁而芬芳。今

天看到環教法通過，環教開花結果、蓬勃發展，真替大家高興。 

  以下為個人對環教所和環境教育的幾點想法與期待： 

一、作為國內環教界的龍頭，在環境資源部正式掛牌前夕，可考慮帶頭整合師大

校內相關系所，催生環境學院，至少也要爭取環境教育系、環境科學系或環

境管理系的設置，持續壯大學界力量。 

二、十二年國教實施在即，應全力監督相關課程的課綱規劃、教材編撰、評量方

式和師資培訓，評估其是否符合環境和永續發展教育的要求，如有未符之處，

得責成教育部加以改進。 

三、各級學校配合綠色學校夥伴網路計畫和永續校園計畫，設置全國性獎勵辦法，

表揚重視環境教育的學校，並仿照柔道分級制逐年評核升級，頒發獎狀→獎

章→獎牌→獎盃等不同級別的獎勵，部分級別再細分為金、銀、銅、錫等，

以資激勵。 

四、對各級學校學生，亦可考慮廣籌經費，辦理以環境為主題的科展、奧林匹亞、

小論文競賽和環境知識搶答比賽，宣導環境教育的重要性，也藉此培養更多

未來的環保尖兵。 

  最後，謹 恭撰七律藏頭詩乙首以示對 貴所衷心祝賀之意： 

「環」顧全球公害多，「境」況愈下若妖魔！ 

「教」化眾生由我起，「育」才無數盡網羅。 

「永」懷樂土除舊惡，「續」建桃源創新河； 

「發」願普度兼濟世，「展」翅高飛任婆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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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環境教育──環境教育的結構模式 

楊冠政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Palmer(1998)依據英國學校委員會((U.K. School’s Council) )於 1990 年頒佈之

國家學校課程(National Curriculum for School, NCC)建立如圖一之環境教育結構

模式圖，作為環境課程和方案規劃的架構(planning framework)。 

  Palmer 以一棵樹來比喻環境教育內涵與發展方向。此樹之根基為學校課程影

響力(formative influences)，它是樹幹上端也是結構的基礎，它也是所有環境方案

和課程的基礎。在這基礎之上發展學生對環境的瞭解、技能和價值觀以及培養能

力做出愛護環境的行為。現將此結構模式之內容說明如下：(Palmer,1998) 

一、三疊環的結構 

三疊環(three fold)的構造分別表示“教育有關環境(education about the 

environment)，為環境教育(education for the environment)和在環境中教育

(education in / from the environment)。這原是 1974 年英國實施的環境方案

(Project Environment)中的三個主題。 

(一) 教育有關環境 

教育有關環境的知識和瞭解可讓學生具有環境相關的概念，同時也能批

判地評估議題。這種教育是要尋求發現研究領域的本質，而這種目標取

向是認知姓(cognitive)，收集有關環境的資訊，因此教育有關環境。 

(二) 在環境中教育 

教師教導學生使用環境做為學習場所，其目的有二：其一是以環境為媒

介(medium)，用於探討(inquiring)和發現，藉以加強學習過程，最重要的

部分就是學習如何進行；其二是作為語言、科學、數學和工藝教學時的

實物資源。此外，在環境中研究和解決問題的個人經驗使學生發展覺知

和關切。在環境中工作可以導致獲得第一手經驗的知識和瞭解，以及研

究、溝通、協商和解決問題所需要的技能。 

(三) 為環境而教育 

經由鼓勵學生研究學生個人與環境關係和環境議題的探討，可發展學生

對環境的個人倫理，為環境而學習和研究更可培養出行動導向，以及解

決問題的技能和知識，正確的環境態度和價值觀，進而形成負責的環境

行為。因此，這方面的環境教育是要發展學生的態度及環境倫理。換句

話說，就是要教育學生朝向愛護環境方向發展。 

二、課程與學習過程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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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蘇格蘭學校督學的報告中，認為英國實施的環境教育方案中的環境課程，

含有下列四個要素： 

(一)經驗的要素(The Empirical Element) 

學生在環境中有機會運用科學過程技能，來觀察、測量和紀錄，解釋和

討論與觀察的結果，藉以培養研究環境問題和解決環境問題的技能。 

(二)綱領的要素(The Synoptic Element) 

環境教育必須讓學生知道環境的複雜性，綱領編制的目的是協助學生認

識環境議題的複雜性以及組成環境各部分的不可分割性及相互關係。 

(三)美學的要素(The Aesthetic Element) 

自然環境的欣賞是環境不可缺的要素，人人都有置身於山川美景中時，

欣賞美的經驗，這也是自然環境的重要價值。 

(四)倫理的要素(The Ethical Element) 

環境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培養學生對環境有負責的觀念，也就是說環

境教育計畫或課程應有倫理的要素，鼓勵學生反省他的行動是否基於合

乎道德的價值觀。 

  上述四項要素可與環境教育的三條主題線及學習範圍連結。這些匯集在

一起可作為教學設計的架構並反映出環境教育的三疊環的結構：（1）教育有

關環境，這是指學生使用環境為一資源，可用於教導學生認識環境的複雜性；

這是綱領的要素。（2）在環境中教育：利用環境為探討的對象，培養學生研

究環境的技能以及欣賞自然環境的美；這包含經驗的與美的要素；（3）為環

境而教育：計劃或課程要培養學生對環境負責的態度與愛護的行為，這也是

倫理的要素。 

  近年來，由於對永續發展的重視，伴隨著永續發展教育的推動，環境教

育文獻也日益重視為環境而教育。與這種趨勢並行的發展就是教育研究典範

的轉移(Paradigm shif)，從經驗的典範(empirical paradigm)轉向生態的典範

(ecological paradigm)，從實證論轉向批判論，因此環境教育的內涵日益增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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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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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發展環境學習中心實踐環境教育 

周儒教授 

  過去二十年來，師大環教所努力參與國家環境教育政策、環境教育理論與應

用研究、環境教育課程與教材發展 、環境教育專業人員的培養、環境學習機制

與平臺的創發。尤其是在環境學習機制平臺的建立與促進方面，更由於環境教育

法通過與實施後，社會對於優質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的需求提升，印證了本所過

去多年在此方面的研究發展與人才培育方向是正確的。環教所過去多年來，已投

注了很大的心力在促成臺灣「環境學習中心」這類型學校以外的專業環境學習設

施機制的建立與專業提升。而我們的研究、發展、人才培育，創造與提升了臺灣

在環境學習中心發展方面的基礎與能量。 

  環境教育目前已經成為臺灣學校課程中的重要議題之一，而各級學校的學生

與教師甚至社會民眾，都需要有專業的機構提供更好的環境學習機會與經驗。而

社會發展走向追求有意義的休閒遊憩經驗的同時，更友善環境的遊憩行為與機會

的提供，也成為政府與民間共同關注的課題。因此「環境學習中心」（environmental 

learning center）、「自然中心」（nature center）類型機構的發展都已經是臺灣社會

必然的趨勢。 

  環境學習中心就是在北美地區的自然中心或類似日本的自然學校，它其實是

一個代表了許多不同樣貌而型態多元組織的泛稱，它可以函括很多努力目標類似，

但是型態呈現卻不一的組織機構。可以包括了政府與專業組織所經營的自然中心、

環境教育中心、自然教育中心、溼地學校、生態教育中心等，也可以包括社區型

自然中心（community nature center）。其他的一些型態諸如自然資源管理單位管

轄範圍內的遊客中心（visitor center）、動物園、植物園、生態農場、博物館（ 海

洋、自然科學、科學教育等等 ）、營地（camp）等也皆是。 

  一個環境學習中心是在擁有環境特色的地區，提供適當的場域、展示、教育、

設施與活動，協助學習者在環境中學習。在中心的學習，可以透過專業人員的解

說、引導及教育，使各年齡層的對象，能在環境中體驗自然的美好，珍視環境與

資源的可貴，學習環境的知識，探索人與環境互動及互賴的關係，並培養對環境

負責任的行為。環境學習中心可以成為社區的博物館及圖書館，可以作為學校活

生生的教學實驗室，可以有效的與學校課程結合。中心的解說活動與教育方案，

可以使民眾了解正確對待土地與資源之重要性，從而認同與力行保育，對自然資

源保育與地區永續發展目標的達成極有助益。自然中心的存在，可以有效促進學

習者達成環境學習、人際溝通與社會互動、鼓勵追求自我實現與挑戰等三項學習

使命。 

  本所甚早開始促進環境學習中心在臺灣落地、生根、發芽、成長、茁壯，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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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遺餘力。我們透過了教授與研究生們的研究、政策溝通遊說、專業諮詢與培訓、

各種專業研究與實務的論述著作出版等等努力，奠定了臺灣在此方向發展的基礎。

不論是在觀念倡導、啟迪，現場的輔導、協助，甚至營運管理的參與和執行，在

臺灣或多或少都看得到師大環教所的老師、同學、畢業校友們的身影，我們在各

地都留下了汗水與足跡。 

  過去多年我們結合臺灣在此方面共同關懷的組織機構與個人，共同學習成長，

攜手創造形成一個臺灣環境教育專業與產業方面的基礎，提供更多有心的個人與

組織願意一起關心與投入。在此方面的摸索、學習、成長、茁壯，也是與臺灣整

體環境教育的發展、民間環境教育力量累積茁壯同步前進。我們累積的學習經驗、

研究成果與專業技術，已經能夠協助更多國內與國外具有有同樣關切的政府機構

與民間組織。過去多年來，我們已經協助了許多公部門（如國家公園、經濟部、

林務局、觀光局、縣市政府等）與私部門（如民間保育團體、基金會、社會教育

團體、社區、農場等）；並作為觸媒，協助臺灣與國際的接軌與交流合作。雖然

我們在此領域的規劃、設計、執行、評估方面，已經累積了一些經驗與成果，但

是相較於此領域其他發展先進的國家，我們仍然年輕。我們仍然定位自己是臺灣

此方面發展的學習者與創發者，願意與大家一起學習成長。 

  「環境學習中心」猶如一個「火車頭產業」，在發展運作的各個階段過程中，

不知不覺的就吸納了環境教育、保育、永續發展等相關專業，如環境教育、環境

解說、環境傳播、環境與景觀規劃、綠建築、野地經營、棲地管理、野生物保育、

戶外遊憩、社區發展、非營利組織經營、志工參與等等，各多元面向的關懷與加

入。這列火車已經啓動，未來將繼續努力掛上各節裝滿不同專業與多元化產品的

車廂，持續的往前奔馳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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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綠色學校到綠色教師 

王順美副教授 

  在 2000 年之後的六七年，我的時間及注意力投注到綠色學校計畫，藉著這

個計畫可以將心中的環境教育理念實踐，但如今看到有所限制及可能的出路，自

己立定心志從環境學習的角度，與教師(群)一起成長。 

「綠色學校的信念」 

  1993 年獲得博士學位之後，回來在臺師大任教。一開始就針對社區婦女的

環境教育來進行國科會的研究，因而認識了一些關心社區的夥伴及學者，心中也

頗為認同社區營造的精神，畢竟我熟悉的環境教育策略是「社區問題與解決行動

研究模式」（Dr. Stapp 所創發的）。社區的營造相信「每個人都有其長才，安排讓

他在合適的位子，讓長才發展，並且鼓勵或支持，讓彼此相聚切磋討論，共同為

所在打拼」。這個心志一直存在我的心中，也成為我在環境教育領域努力依循的

路。而社區在這裡指的是我所接觸有心參與綠色學校計畫的夥伴。另外我所屬的

生命共同體-臺師大環境教育所，老師與研究生經常群體對話，學習更加拓展。

因篇幅限制，在這裡先就綠色學校計畫談起。 

  綠色學校計畫曾經風靡一段的時間，這一路也接觸'認識了相當多學校的校

長、教師，我們共同走在綠色學校的道路上，這些伙伴在他們的學校及個人學校

服務的平臺上，展現出他們的風華，成為 2000 年後學校環境教育重要的推手（見

第三期綠芽教師報導）。綠色學校的開端是偶然的、不預期的，只因聽了歐洲的

「生態學校」、加拿大的「種子學校」的名詞，心中覺得學校環境教育不只有教

案、課程教學，應像社區一樣是一個主體，可以自己定方向、定計畫、做決定，

往想要努力的方向去行，而非被動聽命行事。綠色學校推動過程，當時教育部環

境保護小組相當支持，我們漸漸發現一些學校的教師願意聚在一起討論學校的事

務，並且他們也樂意與人分享他們的問題及解決方式；學校共同體的運作是這麼

自然的事，彼此間的隔閡消失了，學校有大躍進的突破。 

「綠色學校在教育改革潮流之中」 

  拜臺灣電腦科技業的進步之賜，各校有電腦、設立網頁，學校教師逐步熟悉

電腦的使用，自由上網獲取資料、分享資料。臺灣資訊平臺逐漸平穩充實，綠色

學校計畫跟著被拓展，感謝過去協助此計畫的一些助理，他們引進網路資料庫的

技術、並時常耐心回答現場教師的疑問或需求，妥善的管理各校的資料及三不五

時的更新網頁、調整提報或獎勵機制，在當時是費心又勞力，對科技有些害怕及

陌生的我，卻在當時運用了 web2.0 的理念，營造綠色學校網路社群，真很難以

想像。這個計畫最大的成果，是許多學校無私的分享他們環境教育的歷程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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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了臺灣從兩千年以來的一些環境保護教育的花絮。在我之後，該計畫由大地

旅人工作室承接，現在這個綠色學校網絡平臺由國際環資公司管理，在網站的更

新及維護管理更邁進專業及人性化。 

  後來，我發覺綠色學校推動之時，正與九年一貫課程強調學校本位課程是相

呼應的，學校推動綠色學校也可以符合教育部推動九年一貫課程的政策。現在細

讀學校本位課程的文章，更深的體會綠色學校的推動與目前推動的學校社群理念

不謀而合。綠色學校四面向的願景，拓展並結構化了環境教育實踐面向，包含了

環境為主題的課程，營造了民主參與的學校經營，環保生活的建立，綠建築或生

態校園的營造，和跨處室的統合，加入境教、制教，改變學校文化。綠色學校計

畫推動後兩三年，教育部開始推永續校園計畫，讓多強調理念及口頭鼓勵的綠色

學校計畫，有了具體的實踐園地，這是可以看到兩個計劃彼此間可以產生加乘的

效果，。參與夥伴在綠色學校網路平臺的分享及「希望樹」回饋的機制，回應委

員一筆筆的提報回應，更是讓綠色學校願景能夠多元的展現，成為有心環境教育

者的楷模或借鏡。永續校園計畫的推波逐瀾，造成這一場綠色學校計畫的氣勢，

網路分享提報、回應、給葉子，引動更多人的加入及提升，非我個人所能為的，

而是集體的展現。 

「綠色學校的未來-對焦至綠色教師」 

  後來一間間學校加入綠色學校計畫，因為學校不想輸人、地方教育局處不想

輸陣，勤於督促，後來教育部將綠色學校的參與狀況放入統合視導的考核上，納

入了體制。另外，綠色學校網路平臺也成為教育部與學校及地方環境教育輔導團

互動之處，是環境教育行銷至學校的通路。 

  綠色學校是從學校的單位看環境教育，總共有三、四千所學校加入，似乎環

境教育已經傳達到每個學校，但這純然是行政途徑的推動。過去學校或許因為有

幾位主任、組長或老師努力環境教育事務，學校就美美的成為綠色學校，環境教

育可能跟大多數的老師無關，這也造成學校空有永續校園計畫所設立的硬體，但

教師教學上不常使用的窘境，除非校長對課程專精，帶領全校老師設計跟永續校

園設施搭配的課程規劃、營造、維護，讓課程與校園環境有所連接。 

  自從環教法實施以來，要求每個學生及教師每年要上環境教育四小時以上，

讓環境教育的推動，從「學校一定要做」拓展到「教師一定要學」。面對著大眾

教師，一味地認為給老師東西，老師就能也會轉給孩子，這是有落差的。教育!

教師畢竟是其中靈魂，看學校外表的成就，並不保證學校的每個分子是具有環境

素養，積極學習環境理念、參與學校事務。未來教師的環境教育專業養成，應運

用終身學習的理念，將教師視為學習者，貼近他們、敏銳他們的生活、教學及學

習，引導他們在教學、生活的需求，結合環境倫理及關懷，成為綠色教師，才能

使得綠色學校徹底的綠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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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保護計畫的陪伴成長 

王順美副教授 

  動物保護教育的涉入不知不覺已經有十年，對一個過去有些害怕狗的我，是

一段帶領我親近另一類生命的歷程。以下我將過去我搭配農委會畜牧處從事動物

保護教育計畫談起，再反思這個計畫、提及環境倫理的領悟。 

動物保護教育計畫 

  動物保護法在民國 87 年通過後，農委會開始推動動物保護教育，透過他人

的轉介，農委會畜牧處承辦人員登門拜訪邀請梁明煌老師和我協助這部分，起初

進行了兩、三年的動物保護繪本的寄送，在不完全認同寄送的教材，提出另外的

版本「寵物日及揚揚養烏龜與相關教材」，讓學生不只是歡樂的接觸動物、分享

飼養的野生動物，而是提醒學生覺察他們跟動物接觸時，若不小心會傷害小動物、

以及拓展學童對野生動物在飼養之外的視野，野生動物的成長歷程可能遭遇到種

種的風險，飼養野生動物背後有一段野生族群付出代價的歷程。 

  因著梁老師及他的學生許志明的論文研究，動物保護教育計畫一開始與動物

收容所的空間、人員有所接觸，後來辦理研習給收容所的動物保護人員，在面對

面對話中，感受他們在工作中的「兩面不是人」的困境，討厭狗的人拼命要求把

流浪狗抓走，愛狗人士則批評收容所待狗不人道。我理解到為什麼看似很崇高、

又是公家機構的動物保護人員工作，流動率卻居高不下。讓我深感動物保護不是

靠法令，而是教育「如何讓社會對動物更多的瞭解，不致於恐懼憎厭。如何建立

愛狗者、厭狗者之間的溝通、彼此的尊重」。 

  動物保護在國外已經推動長久，甚至超過百年。走在政府之前的臺灣民間團

體早與跟國外動保團體有所聯繫及學習，國外動保專家曾主動到臺灣協助動物保

護教育的工作。農委會近幾年與英國動保團體（RSPCA）合作，給予動物保護

檢查員專業訓練，邀請英國 RSPCA 的專家來臺協助，來自各縣市的動保稽查員

的面對面與國外專家和同業經驗分享，討論「動保檢查員的角色及工作範疇，如

何順利成功的進席稽查流程，稽查與動物福利評估」。在此同時我們透過訪談國

內富動保經驗的專家、及 RSPCA 的專家共同討論，編輯「動物保護檢查員稽查

案例參考手冊」，以能應付流動率偏高的動保檢查員。然而在與 RSPCA 互動中，

看到動保檢查員的研習並不足以改善我國動物保護風氣的提升。此乃 RSPCA 民

間團體的動保檢查員屬專職，其背景雖不是畜牧或獸醫相關，卻是熱愛同伴動物，

並且善於跟人的溝通，其接受通報後，稽查過程以動物福利為要，規勸飼主以減

少動物傷害，不在於收證、懲罰。因此看到不是動保檢查員的專業度不足，乃是

國內體制不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廿週年－「回顧與前瞻」研討會 

34 

  稽查手段不足以應付當前臺灣的動物保護議題，教育仍是一個減少動物受虐，

人們之間因動物造成的衝突的方式。前年因應環境教育法，我們結合過去環教所

的畢業生，製作兩大套給成人的動物保護教材，做為推廣之用，包括：「為你的

狗狗作一個負責任的好飼主」「人與狗的衝突與和諧」，在隔年與另一個民間團體

的合作下，辦理動保教材講師的培訓，邀請了高職教師及民間團體的人員參與，

藉此機會，關切動保伙伴齊聚一堂，有美好的交流，一改動保團體與公部門動保

業務人員之間對立。 

  在這十年中，我也獲得國科會經費補助，進行校園動物保護教育的研究，包

括：高中教科書內容的分析、國中學生的動物保護認知、態度及互動經驗的調查，

教師的動物保護教學的調查，以及動物保護教育概念的架構建立。這些基礎的研

究，對校園現場清楚的瞭解，概念架構成為撰寫教材的依據，唯需要反省動物保

護國科會計畫研究成果，只發表了一篇論文。 

反思動物保護教育計畫 

  它不似綠色學校計畫的推動，這麼聲勢浩大，其原因是這個計畫除了前面兩、

三年寄送動物保護教材，進行九年一貫課程動物保護內涵的分析，是以學校為單

位外，大多的時候是協助農委會畜牧處做動物保護檢查員的培訓，是專業者的訓

練，對象不是廣泛大眾而是關鍵人物。另外，我個人自覺在動物保護的專長及經

驗上也較為薄弱，在進行這些計畫過程，總覺得自己沒有養狗或養貓，與同伴動

物互動的經驗不足，心中有些害怕；是一面做一面學，一面領悟。這讓我感受到

教學內容是帶給教學者的信心及安心。反觀在談環境育就自信得多，心中有願景，

並帶動綠色學校。 

  從農委會的計畫到國科會的計畫過程中，好些助理、研究生、國內外民間團

體的朋友、各地方動檢局、農委會畜牧處的人員，參與在當中，他們多是比我對

同伴動物更熟悉且更熱愛，我們相處時較多的時間，我是向他們學習，在此深深

向他們感謝，讓我的動物保護的意識越來越敏銳，也找到自己對動物保護的主

張。 

  動物保護議題打從第一屆的學生，就有人以它為論文研究的主題「校園流浪

犬」，因此，有機會跟學生一起拜訪動物保護的組織，甚至合作製作一些教案，

埋下了投入動物保護教育的種子。環教所的學生以動物保護教育為題材的有，教

科書中「人與動物互動」分析，學校動物保護教材設計、飼養校狗的動物福利教

育、鳥類救傷宣導，動物園的動物福利及其教學、動物福利解說設計、昆蟲營隊

教師的昆蟲價值與教育行為。無形之中，藉著同學的研究，動物福利認知、態度

的調查，以及相關的教學做了一些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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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倫理的反思 

  進行動物保護計畫帶給我更清楚的檢視我跟環境的關係，是真的很深入很投

入？還是意識上認為這樣做才對！若我們說要愛護環境，真的是為環境還是為自

己？逐漸地體會當我們的環境是指物理環境或是遙遠的野生動物，我們是不需要

太多的付出，頂多是節制些，不要去破壞，不要太多干擾，因此這類環境衝突不

是那麼直接。然而當環境是指飼養的動物，特別是同伴動物，是為自己、為人類、

或為其他生命？動物保護教育就是可以很深刻讓我們體會我們的環境倫理的關

懷是落到那個層級，可以為什麼對象來犧牲？也可以讓自己更謹慎、謙卑自己的

言詞，只是說說還是真正的承諾？另外，相對於動物保護人士，自己會從個體來

看，也會在意整體生態體系，我們會看得更寬廣、瞭解牠的角色，也關懷個體，

跟環境（生命）的互動更細膩。我很慶幸有這樣的拓展。 

  動物保護是個倫理的議題，需要打從內心的重視與支持，而非法律制裁的方

式。國內有動物保護法，以法令執行的方式，但這應只表明政府看重這個議題，

有規範，必須執行，但絕不是一種提升動物福利的手段，因為太過被動的方式。

若以教育的方式，來增加民眾了解動物，或許會引發動物保護的情意，再教導如

何減少動物的傷害，甚至培養積極友善動物的行為，這才是一個循序漸進、水到

渠成的方式。分析教材可以看到，學校課程中多少有動物保護的概念，然而校園

中卻很少有同伴動物，頂多是住在校園中的野生鳥類、鼠類，這不是有些畸形？

生活中能夠與動物接觸，不是很自然的事嗎？並且研究發現養有校犬的學校，提

供了相當多人與犬隻的互動機會，透過社會學習或親身體驗，自然增加對犬隻的

友善態度，減少了對牠門的害怕，人與自然的和諧才能真正具體的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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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著國際永續發展的脈絡研究與實踐 

張子超教授兼所長 

  1993 年完成了五年的研究生涯，艱辛地獲得了期盼已久的博士學位，那年

剛好是聯合國地球高峰會的後一年；感激楊冠政教授的提攜，聘我到剛剛成立的

環境教育研究所擔任博士後研究的職務，從此依循著聯合國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

的趨勢，在學術研究與應用實踐中，體會永續發展的意涵、價值、與行動。 

一、「環境保育 v.s.生存發展」省思的典範轉移 

 人類中心的想法曾經是人類歷史發展的主流，以人定勝天的信念，藉由科技

與經濟的發達，利用自然環境的資源，提升生活的享受，但是漫無節制的消耗，

終於引起了環境汙染的反撲。 

 1972 年的人類環境會議（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UN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 1972）──發表「人類宣言」，促使人類注意環境的問題，啟始了

人類與自然環境良性互動的新紀元。貧窮與環境破壞經常是相互伴隨與互為因果，

除了環境汙染，貧窮的蔓延成為國際的核心問題；聯合國在 1983 年成立「世界

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關切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兩個議題，象徵著人與環境的關係，由僅對

自然環境的關懷，擴充到對環境中人類生存與發展的關懷。這個委員會在 1987

年發布了「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宣言，呼籲全球對自然環境

與對弱勢族群的認同與關懷。 

 1992 年聯合國召開地球高峰會（Earth Summit），通過了舉世矚目的「二十

一世紀議程（Agenda 21）」，把永續發展的理念規劃為具體的行動方案，強調對

未來世代的關懷、對自然環境資源有限性的認知，及對弱勢族群的扶助。進入了

二十一世紀，聯合國在 2002 年再度召集世界各國領袖，選擇南非的約翰尼斯堡

舉行“永續發展高峰會”，決議匯集夥伴組織，致力於解決貧窮與弱勢地區的基

本生存問題。 

  2012 年六月聯合國又回到巴西里約舉行 Rio+20 的永續發展高峰會，以綠色

經濟為主題，以消除貧窮、促進全球發展為目標，希望藉由建立相關的機制和組

織，推動綠色經濟。 

 就世界的趨勢而言，人與環境的互動涵括三個向度：就社會正義的向度而言，

對原住民、兒童、婦女、與貧窮國家等弱勢族群的關懷與照顧，已成為國際的共

識；而環境保育的思潮，則由人類中心主義，擴充至生命中心的觀點，再推進到

生態中心的理想；第三個向度則是對人類生存與發展的思考，已跳脫完全以本世

代為中心的考量，而能納入大視野的永續發展與未來世代福祉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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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永續校園計畫的親身實踐 

  教育部推動永續校園局部改造計畫，協助學校改造校園環境，從資源循環、

能源節約、水資源利用、生態校園、健康環境…等方面的規劃與落實；從 92 年

到現在，歷經十年多的宣導、輔導、實作、與分享，對學校永續教育的理念與實

踐有著深遠的影響。我躬逢其時，實際參與了計畫研擬、宣導與輔導、計畫審查、

推動執行與檢討…等階段，除了永續發展教育理念的瞭解之外，更是對校園永續

規劃與經營的理論與實務，有了較為深入的認識。 

  居於以身作則及理論與實務搭配的理想，在 2004 年，環教所幾位老師決定

申請教育部永續校園局部改造計畫案，於既有的行政大樓建築主體範圍，規劃頂

樓的永續生活體驗農園、再生能源系統、水循環系統、以及具有淨水及親水功能

的人工溼地，藉由校園既有的土地、硬體設施和社區凝聚力，做一個永續生活良

好的示範。 

  永續校園推廣關鍵要素，其面向包含永續校園啟動因子、核心概念與主軸、

推動策略、硬體設施與軟體教育搭配、及永續發展概念內化。 

(一) 永續校園啟動因子：1.學校經營理念及領導者、2.夥伴帶領及協力、3.在

地環境議題、4.經費補助校園改造； 

(二) 核心概念與主軸：1.校園整體思維觀點、2.生命週期思維觀點、3.多元思

考觀點； 

(三) 推動策略：1.透過不同廣到宣傳與推廣、2.建立協商磋商機制、3.夥伴關

係、4.多元發展、5.創意思維、7.監督與評估、6.訊息流通； 

(四) 硬體設施與軟體教育搭配：1.由上而下進行課程規劃、2.透過活動與社團

推動； 

(五) 永續發展概念內化：1.實際參與的重要性、3.特色及網絡、2.必須貼近師

生校園生活面向議題。 

三、永續發展的理念融入九年一貫課程 

 九年一貫課程改革是教育改革與課程發展的重要里程碑，環境教育被列為重

要議題之一，並要求融入到七個學習領域中，對學校環境教育的推動具有關鍵性

的影響。我有幸與王鑫老師一起參與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研訂的過程，而且與環境

教育界的夥伴共同規畫環境教育的課程目標、能力指標、及學習內涵；環境教育

成為國家課程綱要必須融入的重大議題，使環境教育成為學校正式的課程內容。

九年一貫課程融入環境教育的意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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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球環保的思潮與行動 

  環境教育的源起與發展，緊扣著國際環保的思潮和行動。從環境污染的防制、

生物多樣性的維護、社會正義的關切、永續發展與世代正義的議題，甚至現

在最為關切的氣候變遷與自然災害的問題，都是環境教育可以探究的主題。 

(二) 含括個人發展、社會正義與環境保護的豐富內涵 

  環境教育的內涵也包含人與自己、社會及自然三個層面。環境教育藉由個人

對環境問題所應負責任的覺知，積極正面環境態度的養成，然後主動的參與

環境行動，以瞭解並促進自我的發展；環境教育不僅侷限在自然生態保育，

人文社會與自然環境的互動也屬於環境教育的範疇，尤其是最近國際所關切

的社會正義與環境正義的議題，更將環境教育的目標導向社會層面；至於人

與自然的層面，自然環境的資源保育、污染防治與維護管理更是環境教育根

本的關切。 

(三) 符合教育改革的理念 

環境教育的融入是課程改革的一個重大特色：就教學的內涵而言，環境保護

議題是國內外所關注的焦點，學校的課程與教學應作適度的回應，九年一貫

課程中保留環境教育融入的空間與彈性，正可以表現此課程的國際觀與現代

性；對學生的認知學習而言，環境教育除了具獨特的概念架構，更具跨科際

連結的知識體系，擁有一個整體性與豐富性的內涵；對學生的情意學習而言，

藉由對環境的關心，關懷社會中的弱勢族群與自然環境中的弱勢物種，進而

關懷整個地球環境生態，可成全高尚的人格情操；對學生的行為學習而言，

環境教育重視日常生活中具體呈現的現象或問題，經由生活中議題的探討與

解決，達成生活能力的落實與實踐；最後對學校與教師而言，環境教育為新

興的領域，其內涵概念仍持續發展，需要學校與教師主動關切與合作學習，

因而可藉由科際整合與教學自主，提升教育體制內的活力。 

四、永續發展的學思與涵養 

  我以「環境倫理與永續發展」為通識課程的主題，前後已經超過十年了；確

實是教學相長，永續發展內涵與趨勢增進與深刻了我的學思與涵養。通識教育常

常被解釋為「博雅」教育，「博」相對於「專」是跨領域的融通，「雅」不同於「俗」

是視野與氣度的展現；跨領域的融通與視野氣度的涵養是通識教育的目標。通識

教育的課程必須有知識的承載，才能經由深入理解，進而達成跨領域的融通；同

樣的，通識教育必須提供信念與價值觀的思辨，才能經由價值信念的分析、澄清

與堅持，而涵育出寬闊視野與包容氣度。 

  以「環境與發展」為內涵的環境通識教育，除了教導深刻省思人類如何生存

發展、如何保育生態環境的核心理念，更能成全學生的廣博智識與優雅涵養。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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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地球環境的運作機制，維護物質循環與能源流動；學習生態平衡發展理論，守

護生物多樣性的自然環境；思辨經濟發展、資源消耗、環境汙染、與貧窮弱勢…

等與社會正義、環境正義、及世代正義相關的議題；這些內涵的學習與思考可以

促進跨領域的知識學習與融通。環境通識教育也強調態度與價值觀的培養，尊重

生物存在的價值、生態環境的完整與穩定、及「代間正義」和「跨世代正義」，

而且藉由參與與實踐，守護自然環境、維護社會公益、及照顧弱勢族群，甚至關

懷未來世代的發展；這些態度與行為可以提升大學生優雅的氣度與寬闊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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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嶼學習：另一種發展的可能 

蔡慧敏副教授 

 

理解『人與環境』互動關係，是環境教育者的學習核心之一。 

  早於 1970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世界自然保育聯盟在美國內華達州舉辦

的環境教育「定義」會議上，就已指出:「環境教育是一個學習過程，能夠體認

價值、釐清概念、並發展必要之技能與態度，以『理解並欣賞人類與其所在之文

化、及生物物理環境之相互關係』；環境教育也是個對於環境品質議題，所做的

決策、及自我行為型塑之實踐」 (IUCN/UNESCO, 1970)  而島嶼環境，尤其是

小型島嶼，由於面積有限，自然與文化交匯一處；在空間尺度上，可說是「人類

尺度」（human scale）的生態系統，提供了理解「人與環境」互動關係之最佳學

習場域，也看到了不一樣的發展可能。 

  全球環境有 70%為海洋，海洋上遍布大小不一的島嶼，其發展與研究深受各

學門之重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人與生物圈」（MAB）計畫，自 1970 年起

開始推動一系列有關島嶼的研究，期望了解人類在這些狹小而特殊之環境中「人

與環境」之動態平衡關係；在 1992 年「地球高峰會議」中所提出的《二十一世

紀議程》，特闢專章（第 17 章）指出「島嶼是環境和發展的特例」，應針對此類

生態特別敏感而脆弱之島嶼國家或地區，提出生態永續發展之原則與計畫方針。

全球各地區島嶼生態與文化之獨特性與豐富性，也常成為生態旅遊及環境學習的

地方。如此豐富多彩的研究領域及地域，深深吸引著我的研究興趣，期望能從島

嶼的學習，對環境與文化有更深的理解。 

  臺灣是個海島國家，擁有臺灣本島及一百二十餘個小島，其中六處為具有活

躍島嶼社會、不同文明典範的主要島群（金門、澎湖群島、馬祖、綠島、蘭嶼、

小琉球）；而臺灣的海疆北至東海釣魚臺、南至南海南沙群島，各島嶼皆深受海

洋流動及其所帶來的人類文明之影響。臺灣各島嶼，無論是地質特色、所在位置

都有極大差異；舉凡教科書上所歸類的「島嶼類型」，如：大陸型島嶼、海洋島

嶼、火山島、珊瑚礁島、環礁等，在臺灣幾乎一應俱全。而各地之文化，也各具

特色。因此，自從進入環教所任教以來，我總是藉由「島嶼環境與發展」之課程，

與同學們共同探討並學習臺灣的島嶼世界，並進行相關研究，增進對島嶼「人與

環境」互動的各種可能之理解。 

全球議題、在地關懷 

  由於島嶼面積較小、人口與社會規模較小，極易受外來衝擊；因此，永續發

展議題與文化關懷，亦是研究與教學上之重點。再者，因為島嶼研究是國際上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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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的學門，我們也在參與國際學術活動上，有許多連結與互動，將臺灣的環境

研究與教育，進行許多國際交流及合作。曾經因本人參與「國際島嶼研究學會」

及「國際地理學會島嶼研究委員會」等國際研究組織，並在臺灣的金門與澎湖等

地舉辦國際會議，而應邀到課堂上演講及分享的島嶼研究專家，包括來自德國、

英國、愛爾蘭、瑞典、挪威、斐濟、澳洲等各地區學者，豐富了我們的視野。 

  在教學上，我們提供學生以「島嶼觀點」思考臺灣島及周遭島嶼之環境與發

展議題。課程之進行使學生能了解島嶼生態基本原理、全球島嶼分布與環境特性、

島嶼文化差異性、島嶼永續發展議題等相關知識；並能探討臺灣本島及離島之環

境保育與發展議題，進而省思環境教育者之角色。為了增進對全球海島環境與社

會文化之瞭解，進而檢視臺灣島嶼的特色與永續發展之契機，課程上藉由歷史的

深度及全球地理的廣度，探討全球各大洋的島嶼環境與社會狀況；所探討的課題，

包括認識海洋歷史與島嶼環境政經結構、島嶼社會面對海洋的挑戰與因應（氣候

變遷、資源政策、區域政治、生態殖民、環境倫理、能力建構、發展議題等），

並比較世界各區域島嶼發展、探討臺灣相對議題。對於全球各區域島嶼社會面對

海洋的挑戰與因應，包括：氣候變遷、資源政策、區域政治、環境殖民、環境倫

理、能力建構、發展策略等議題也加入探討。在文化理解上，就島嶼文化多元性，

討論影響島嶼文化發展之自然環境因素、人類遷徙對島嶼文化之影響及其多元性

與差異性、外來民族對原住島民之影響、島嶼文化與環境態度、自然與文化共同

演化（co-evolution）關係、島嶼的生物文化多樣性（Biocultural Diversity）等，

提供環教所同學許多學習的機會。 

  在課程的田野學習上，我們經常前往金門、澎湖、蘭嶼等島嶼，向在地之環

境與文化、部落耆老、歷史文化、傳統與現代、自然環境變遷等謙虛學習。期望

擴展同學們對臺灣的海洋與島嶼之體驗與關懷，並激發對人類文明與生活方式的

不同發展可能之想像。 

島嶼永續發展及環境教育研究 

  經由島嶼課程之學習，同學們總是回歸島嶼在地環境議題及環境教育之探討。

多年來在國科會研究經費之支持下，同學們的論文，也踏出本島及都市，前往離

島進行學習與研究。藉由島嶼之研究，也協助我們對永續發展及環境素養等不同

主題之探討。相關論文研究主題舉例如下： 

碩士論文 

2003 金門島居民環境意識之探討（黃文華） 

探索地方永續發展議題與願景之研究—以金門島為例（莊瑞續） 

島嶼公民環境素養之探討—以金門為例（吳家凌） 

2005 探討永續發展在地化過程之民眾參與─以金門為例（趙玲君） 

2006 環境教育機會序列概念探討與應用：以金門國家公園為例（廖慧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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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歷史場所解說探討─以金門島水頭聚落為例（陳儒瑋） 

金門高中職學生環境素養調查研究（林美君） 

2008 金門島的民俗植物知識傳承教育初探─以古寧頭、五虎山為例（江慈恩） 

澎湖群島高中職學生環境素養調查與地方感影響分析（楊倍華） 

繪製社區地圖對學生環境學習影響之初探─以金門島金寧國中小學為例

（吳家駿） 

2010 澎湖群島國中教師之氣候變遷識覺與教育現況探討（林維捷） 

島嶼氣候變遷的在地觀點探討－以澎湖群島居民為例（王黛菁） 

2011  離島發展決策參與者之環境意識調查與探討（劉語嫻） 

 以綠蠵龜發展生態旅遊之居民參與態度探討—以澎湖望安島為例（張永祥） 

2013 蘭嶼達悟族原住民科學內涵與傳統學習歷程探討（陳亭潔）  

2014 金門低碳島與社區生活實踐之探討（洪曉欣） 

博士論文（共同指導） 

2014 蘭嶼海洋民族傳統智慧與現代環境治理：傳承與創新（董恩慈，蘭嶼青年） 

島嶼環境史及韌性研究 

  自 2009 年，我開始召集並研提國科會整合型研究計畫，邀請金門大學、澎

湖科大、及有興趣進行綠島、蘭嶼、小琉球等島嶼研究之教師與研究伙伴，一起

系統性的進行臺灣離島之環境歷史與環境治理之研究。 

  除了氣候變遷及自然災害衝擊，從臺灣海島環境史研究可以看出小島發展，

容易受外界政治經濟發展之衝擊；而小島嶼的社會文化更是容易受到鄰近大陸或

更大島嶼的強勢經濟與文化之影響。這在物質、人員與資訊快速流通的「全球化」

的時代更是如此。臺灣的離島，自 1949 年起成為以臺灣為核心之政經體制的「邊

陲」地區；這些地理政治特性也深深地影響了金門、馬祖、澎湖之戰略地位與政

治經濟發展，以及不同族群與文化之綠島、蘭嶼、小琉球之社會與產業。自 1987

年臺灣解除戒嚴，離島地區解除海岸管制；1992 年金門、馬祖地區解除戰地政

務、回歸民政，各離島地區之地方發展與觀光等產業發展開始熱絡，各種建設與

發展企圖，已對各離島環境及傳統島嶼社會產生巨大改變與影響。然而，島嶼由

於面積小、資源有限，各種發展加諸於島上的環境負擔或資源擷取，對永續發展

之正負向影響，皆由島嶼社會及社區直接承擔；因此，為因應急促的變局與挑戰，

島嶼環境應研究如何由住民直接參與治理，共同經由在地傳統智慧、學校教育、

社區培力與社會學習，建構以地方為基礎（place-based model）的「回復力」強

韌的韌性社區（resilient community），以協助解決面臨的問題。 

  再者，在全球化、區域競爭的年代，島嶼地方政府的角色也愈來愈重要：它

一方面必須勾勒願景，將現有條件轉化成發展的動力；另一方面，則是與在地社

區、民間社會及民意代表進行溝通及落實參與，以凝聚共識。面對環境治理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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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島嶼上教育之普及與人力資源發展，是改善生活品質及邁向永續發展的基

礎。由於人口規模有限，島嶼上通常只能提供教育基礎至中等教育；對於人力發

展所需之持續教育，應加強規劃及投資補助，以增加各種教育學習及訓練機會，

建構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機制，成為兼具傳統與現代智慧之學習型社會。

由於臺灣各離島的地理環境、族群與歷史發展背景有極大差異，要瞭解各島嶼社

區之發展狀況、議題、策略，需整合不同研究專長之研究者。我們邀集對幾個主

要離島有深入研究經驗、或是成長或居住於該島嶼的研究者，共同從理論與島嶼

現況進行研究，並進行文獻探討與國際合作。進行中的研究，將就如何建構島嶼

韌性社區的理論、實務與相關面向進行探究；並探討邁向永續發展的以社區住民

為主體之島嶼治理。所得研究成果，期望能貢獻於島嶼社區。 

  由於臺灣的島嶼資源豐富，我們也藉由國際參與，一起出席國際會議，曾經

前往北歐、加勒比海、北極海、北大西洋、太平洋等島嶼地區出席會議；也曾在

臺灣的島嶼舉辦國際會議或邀請演講，共同學習。 

研究應用與政策參與 

  向島嶼學習，豐富了我個人對環境與文化發展之經驗，也藉由研究參與，提

供政府部門之政策參考，盡一份研究者的微小貢獻。例如： 

(1) 受邀擔任委員，參與「離島建設條例」、「離島建設基金補助」、「離島建設

執行成效總檢討及未來推動方向」等委託辦理案之政策討論 

(2) 受邀擔任委員，參與經建會「離島區域發展平臺」政策討論 

(3) 受邀擔任「金門縣地方永續發展委員會」委員、臺東縣東部發展計畫（蘭

嶼、綠島）委員 

(4) 擔任國際島嶼研究學會理事 

(5) 擔任國際地理學聯合會(IGU)島嶼研究委員會委員及秘書長 

(6) 擔任國際全球變遷人文社會研究委員會臺灣委員會執行秘書  

  我很感謝在環境教育研究所任教之機會，本所自由與鼓舞的研究風氣、熱情

的教學氛圍，讓我有機會帶著學生前往美麗多彩的島嶼進行學習。也感謝研究伙

伴們共同參與國際及在地社區之機會，讓臺灣的島嶼環境與多元文化，成為另一

種發展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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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的學習與實踐之旅：不僅是環境加教育 

葉欣誠教授 

故事的開始 

  在 2001 年的暑假，我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土木工程學系轉至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任教。環境工程與管理背景的我，對於「環境教育」的瞭解，

當時僅停留在「大概有聽過」、「可能是那樣」的水準，當年九月，有機會在高師

大環教所的創所大老洪木利老師的引領下，參加由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舉辦的

海峽兩岸環境教育交流團，真正開始與環境教育領域的學者與朋友互動。 

  當時的理事長是周儒老師，秘書長是張子超老師，都是臺師大環教所的教授。

同行者，還有許多來自其他學校各科系的教授。這個環境教育交流團給我的第一

個印象，就是人都很溫良恭檢讓，與其他學術領域的人有明顯的不同。這也是我

開始理解、瞭解、熟悉環境教育領域的開始。後來在高師大環教所任教的七年半

過程中，許多基本功都是在臺師大環教所的幾位資深教授前輩的帶領下，逐步有

機會學習。由於高師大環教所的地理位置，也有機會分擔一些活動的辦理，讓我

與學生們有機會「在做中學」。2009 年，老師們同意讓我轉到臺師大環教所來任

教，讓我成為其中的一份子。 

  在過去這十餘年在環境教育研究所的教學、研究與社會實踐的過程中，臺師

大環境所一直扮演著引領的角色。資深老師們提供了諸多養分與機會，讓從工程

與管理領域轉過來的我，能夠有機會參與或開發一些新的領域。其中我印象較為

深刻者，包括 2002 年開始，源自綠色學校與永續校園計畫的啟發，我透過國科

會計畫的申請，開始我國綠色大學的理論與實務研究、推廣；2003 年開始，有

機會參與教育部顧問室透過國家防災中心推動的防災教育，並在 2005 年整合發

展我國第一套九年一貫的防災教育教材；2007 年開始，承接了教育部環保小組

的綠色大學推廣與發展計畫，在教育部的行政力量支持下，能夠更為系統化地推

動綠色大學理念與實務。同時間，在周儒教授的領導下，參與了屏東雙流自然教

育中心的發展歷程。在這十餘年歷程中，還有二件主要的活動貫串其中，一是

2003 年開始我開始推動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的教育，包括推廣與教育研究，這

也是有感於科學與全球議題需要透過教育引發社會的關注，而自發進行的工作；

此外，有機會自 2004 年開始，在前人努力的基礎下，參與環境教育法的立法，

在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理事長任內，於 2008 年 5 月透過吳育昇立委正式在立

法院提案。 

  這所有的事情，都與臺師大環境所有關，無論我當時是在高師大或臺師大，

臺師大環境所的教授提供了概念的引導與實質的協助，根據這次的分工，我就氣

候變遷教育與防災教育，說明內容與發展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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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教育 

  氣候變遷這件事情，以 2013 年現在的角度來看，似乎大家都認為很重要。

然而，雖然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在 1992 年就成立了，政府間氣

候變遷工作小組(IPCC)也發行了三次的氣候報告，而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已經成

為世界各主要研討會的主題，也成為諸多國家的重要政策，但在 2003 年的臺灣，

討論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的產官學界人士卻相當有限，民間團體也才剛開始關注

相關議題，媒體給予的關注也不多。 

  由於我常有機會受邀至各種不同場合演講，我開始將與氣候變遷有關的內容

整合成為適用於不同時間長度的簡報檔，在教師研習、環境教育輔導團活動、企

業邀約演講、學術研討會、公務人員訓練與其他論壇活動開始推廣，並且與其他

環境教育活動，包括綠色大學、課程設計等結合。我仍然記得，在過去這十年以

來的超過二百場演講中，許多聽眾恍然大悟的反應與在事後討論中談到的行動承

諾。 

  美國前副總統高爾所製作的「不願面對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於

2006 年 11 月在臺灣首映，我當時也參與了當時的作業。根據我的觀察，這是臺

灣社會開始關切暖化與氣候變遷議題的里程碑，尤其是隔年該片獲得了奧斯卡金

像獎之後，氣候議題從政治、環保領域進入影劇版，喚起更多人的注意，使得長

期以來「暖化議題很冷」的情況迅速改變。「節能減碳」在短時間之內成為顯學，

也成為政府政策的標的。同一時間，我在 2006 年 11 月，出版了「地球暖化怎

麼辦？」科普書籍，以較為淺顯的方式介紹關於氣候變遷與暖化的基礎知識與國

際趨勢、生活實踐方法等。2007 年，教育部宣布大學的補助款將與節能掛勾，

並於年底開始執行綠色大學計畫。 

  同樣在 2007 年下半年，馬總統在競選時終於提出我國溫室氣體減量的時間

點與目標值，要在 2020 年回到 2005 年的水準，2025 年回到 2000 年的水準，2050

年回到 2000 年的一半。馬總統當選後，政府更佳系統化地推動與氣候變遷相關

的各種政策推廣與教育活動。國科會於 2008 年開始規劃能源人才培育計畫，我

有幸參與初期的規劃工作，並且執行了幾年的指標計畫。在我從事的氣候變遷相

關的環境教育經驗中，我發現一般民眾與諸多產官學界人員對於氣候變遷存有相

當的迷思概念，我除了透過演講前的小調查理解各領域從業人員與學生的氣候變

遷相關知識之外，也開始透過系統化的學術研究，開發能源教育互動模型，也同

時發展氣候變遷素養與能源素養。2010 年 5 月，我出版了「抗暖化關鍵報告」

一書，希望能夠讓一般讀者迅速掌握與暖化有關的知識與趨勢。 

  在從事氣候變遷教育的歷程中，我發現上述各界對於該領域不慎明瞭而產生

的迷思概念，影響了許多教育與政策的效果。譬如，在我的調查研究中，發現超

過 80%以上的中小學老師認為臭氧層破洞是造成全球暖化的主要原因，但事實上

不是；更多比例的各方人士認為中秋節晚間烤肉會增加全國的淨排碳量，但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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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不對；此外，約 40%的人不知道臺灣人均排碳量超過中國大陸甚多；甚至，

還有約 20%的人以為 IPCC 叫做跨政府節能減碳工作小組，事實上是跨政府氣候

變遷工作小組。這些對於基礎知識、科學邏輯與國際趨勢瞭解的不足，是很有可

能阻礙國民對於政策的理解，並且進而影響氣候變遷政策的績效的。 

  此外，透過研究與觀察，我也發現，許多各界人士將「節能減碳」的位階置

於「氣候變遷」之上。事實上，「氣候變遷」(climate change)才是科學與政策上

的上位概念，「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是較為通俗的說法，都是國際共通名

詞，「節能減碳」是因應氣候變遷的二大策略：減緩(mitigation)與調適(adaptation) 

中的減緩策略的重點，但並非氣候變遷的全部。IPCC 歷年的氣候報告都以科學

事實、衝擊、脆弱度、調適、減緩的順序發佈，除了減緩，還有許多事情是我們

應該透過氣候變遷教育讓大家瞭解的。 

  當然，臺灣的溫室氣體排放有 88%來自能源相關部門，因此「節能」與「減

碳」的相關性很高，但並非世界各國皆如此。臺灣的電力有 75%來自火力發電，

使得我們的人均排碳量達到每年 12 公噸，為世界平均值的三倍。我們對能源的

選擇，關係到油價電價，也關係到我們自己的未來。這樣的系統思考與以取捨為

本質的氣候決策，是我所理解的氣候變遷教育的核心，也是未來我們該繼續推動

的工作重點。 

防災教育 

  1999 年 9 月 21 日，我在當時任教的位於南投縣埔里鎮的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宿舍中，經歷了近年臺灣最大的地震。我記得當時包括我在內的幾位土木系老師

在慌亂之中跑下樓，在停車場集結，望著遠處埔里市區的熊熊火光，打開車上的

廣播，才瞭解到是大地震。我聽到的第一個新聞是臺北縣一棟大樓倒塌，心涼了

半截；後來，知道了震央就在南投，才鬆了一口氣。在震央附近的我們，像是被

放在泡沫紅茶的搖搖杯中恣意搖晃了一陣，若震央是在數百公里外的臺北，那麼

後果會更不堪設想。 

  921 大地震的自然災害體驗與後來防救災過程中經歷的點點滴滴，讓我開始

思考政府與一般民眾對於災害防救知識的缺乏與態度的偏差。後來幾年，我又在

現場經歷了 2000 年的象神颱風（臺北）、2001 年 7 月的桃芝颱風（南投）、同年

9 月的納莉風災（臺北），政府與民間面對災害防救，仍處於邊做邊學的境地。

2003 年，教育部顧問室委託國家防災科技中心徵求防災科技教育的計畫書，正

是我過去幾年在思考的關鍵議題，於是我便與幾位教授朋友投件，也很幸運地獲

得錄取，開始經歷我多年的防災教育推動歷程。 

  第一年與第二年的推動過程中，團隊很多，大家也一邊在摸索。當時我正從

臺師大環教所的幾位教授的引領下，較為熟悉教育體系的運作與中小學的教學模

式，便扮演起工程專業體系與教育體系溝通橋樑的角色。2005 年，我被賦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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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重要任務：整合現有的各團隊發展的中小學防災教育教材，成為一系列的九年

一貫防災教育教材。當時，我們先仿造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發展防災教育的能力

指標，再以此為本，設定二十餘個自然災害與人為災害的主題，發展教材。這一

次解構與重構的過程，對於我與團隊中的其他教授、學生而言，都是很珍貴的經

驗。我們在當年完成了我國第一部九年一貫防災教育教材，並且獲得各界的廣泛

採用。 

  其後，教育部顧問室推動的防災教育進入第二階段，我開始重整一些過去的

努力軌跡，設法呈現數年來的推動成果。2008 年，我執行了一個幾乎不可能的

任務，針對全國 15%的學生進行防災素養調查，在一年之間，做了 48 萬份問卷，

瞭解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生與教師的防災素養。當然，既然說是防災「素養」，就

不是僅有知識，而至少有知識、態度、技能，調查顯示，各階段的知識表現尚可，

但很意外地，大學專業科系學生的知識不見得比一般科系的好，態度也不見得較

為正向。小學與國中的防災綜合表現尚可，但大學的整體表現不甚理想，也表現

出在許多科學或環境素養調查中出現的較中小學表現差的現象。 

  在執行這調查的過程中，我與團隊也經歷了許多讓人印象深刻的事件。譬如，

在 2009 年上半年，若干中小學在收到我們依照隨機抽樣而派發的問卷與教育部

的函件後，直接以「拒收」方式退回，甚至有特別打電話來表示不願配合者。我

們花了很多時間與精力與這些學校溝通，或換成其他學校。當然，請大學協助做

問卷的難度更高，我自己就特別與幾所重點國立大學的相關人員溝通，請他們協

助。最後，令人驚訝的是，大學的回收率出乎意料之外地高。此外，在 2009 年

8 月 8 日的八八水災過後，我們又補做了第二批問卷，則幾乎沒有任何中小學或

大學表達意見，均相當配合，協助填答完成。顯然，八八水災的災難衝擊對教育

單位面對災害的態度產生了明顯的衝擊。 

  之後，我們繼續協助消防署推動地方政府各層級的防災教育，編制教材與辦

理各種演習活動，讓防災教育進入行政體系。隨著八八水災發生的日子逐步遠離，

我們也體會到地方政府的危機感似乎有下降的趨勢。當然，中央政府對於災害的

整備與應變等採取了更為積極的作為，採取「超前部署、預置兵力、隨時防救」

的策略，成功地讓大規模受災事件不再發生，民眾過去「死守家園」拒絕撤離的

態度也有根本性的改變。幾年的防災教育，似乎已產生了效果。未來，如何在既

有的成果上維持政府與民間對災害防救的積極態度，並且持續加強教育，以因應

未來發生頻率與尺度持續擴大的複合式災害，並與氣候變遷教育結合，應是環境

教育領域可以持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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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校園的規劃與實踐 

方偉達助理教授 

一、目標 

  為達成永續發展的目標，教育部自 93 年起規劃「永續校園推廣計畫」，為建

立進步、安全、衛生、健康、人性化的校園學習環境空間，藉由整合社區共同意

識，改造校園環境成為具有社區特質的公共活動空間，結合校園綠色技術，從而

拓展環境教育的概念。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為建立永續校園之目標，近年來推動「綠

色大學」理念，建設內容包含「生態環境恢復與維護」、「永續建築」兩大項目，

以充滿自然環境意象的校園，喚起教師和學生愛惜鄉土、參與環境保護行動的責

任感及價值觀。在環境規劃方面，以校園原有的資源為切入點，透過綠建築的概

念，以及栽培原生植物的優美景觀，找回校園環境的美學記憶，以維護特有的地

景文化，並期許永續校園在結合政府及社會資源之後，能夠自發、自主與永續地

經營改造成果，並且帶動校務的整體發展。 

  理想的校園規劃環境，應以學生及教師為設計主體及服務對象。為賡續「永

續校園推廣計畫」的成果，96 年起教育部開始執行「綠色大學計畫」， 98 年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獲選為教育部綠色大學示範學校，並簽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邁

向綠色大學承諾書」，並且自 101 年起和 47 所大學共同發起綠色大學聯盟。臺師

大訂定目標、策略與行動方案，確立以下四項基本方向：  

(一)融合古典風華與校園建築景觀，創造具有生態、環保、節能、零廢棄、安

全、健康、美學與科技的綠色大學。 

(二)融和「藝術、人文與生態永續」特色，達到永續生活方式所需的素養，重

新開發或融入本校各領域菁英人才的課程與教學中，孕育以永續發展精神

為典範的教育薪傳。 

(三)體認邁向綠色大學是教師、職員工與全校學生的相互學習過程，以保持彈

性、活力、熱忱和持續的行動，共同致力於營造永續性的組織氛圍與文化。

同時在行政管理、教學研究與日常生活各方面，為有意義的校園永續生活

而努力。 

(四)建立夥伴關係與其他大學和外部社區合作，互相交換資源與資訊，以發揮

綠色大學社群的整體力量。 

二、實施成果 

    「綠色大學」的意義，在於以「永續發展」的概念作為發展願景，並融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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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環境、教學與學生生活中，培育「全球公民」，引領人類社會發展所應肩負

的責任。本校在溫室氣體盤查、環安衛評鑑、綠色大學認證績效卓著，近三年學

校獲得綠色能源相關計畫補助總計 1,512 萬元。茲以永續校園和環境安全衛生中

心的實施成果進行說明: 

    (一)從環境教育紮根到永續校園運作 

  臺師大永續發展教育暨永續校園計畫，持續提供在職與職前教師「環境教育

師培資源」，透過每年舉辦的工作坊，以及未來將成立的臺師大環境教育學分學

程進行。實施成果包括「101 年度環境教育講座」、「臺灣濕地保育國際工作坊」、

「青年氣候變遷教育校園巡迴」活動、「金秋環境教育」活動，以及「根與芽社」

－「大專青年環保先鋒隊」活動。在「2013 年臺灣濕地論壇」中，特別邀請美

國北達科達州立大學生物系教授/Wetlands(SCI 期刊)總編輯-Prof. Dr. Marinus 

Otte，蒞臨本校針對 47 所大學校長和主管分享「綠色大學生態校園」。在實務操

作方面，臺師大環境教育研究所以「臺師大 ECO 校園小組」，成為永續校園教育

的實驗團體，結合現有公館校區校園環境資源，持續提供環境教育、解說服務、

校園環境管理工作坊等活動。 

  在硬體設施方面，臺師大公館校區於 93 年獲得教育部環保小組與內政部建

築研究所補助，進行永續大學實驗改造與綠廳舍暨學校改善計畫，針對理學院行

政大樓建築體與行政大樓旁庭園進行改造，其中較為人所知的是屋頂永續生活體

驗之農園（簡稱屋頂農園）與淨水、親水之生態公園改造工程（簡稱人工濕地）。

人工濕地改造工程分為生態人工濕地計畫和生物多樣性計畫。人工濕地計畫是將

行政大樓旁庭園，改造成一座除污型人工濕地，每日可收集行政大樓產生的生活

污水進行淨化處理，淨化後的水可透過回流管，回流至中水槽，目前完成階段性

任務之後，在 101 年進行池底底泥疏濬、外來種的移除及本土植栽的復育工作，

並且完成水質抽樣檢測。生物多樣性計畫則是為了延續校園生態綠網系統形成塊

狀生態綠地，使該區成為校園鳥類、昆蟲密度較高之區域。 

  (二)從環境教育中心奠基為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78 年 8 月，本校為加強環境教育之研究與發展，成立國內首座環境教育中

心，本中心首任主任（78 至 83 年學年度）由本校前校長梁尚勇教授敦聘前教務

長楊冠政教授兼任，民國 91 年組織名稱調整為環境保護中心。84 至 92 學年度，

先後由前校長呂溪木教授及簡茂發教授聘請本校環境教育所汪靜明教授兼任主

任，96 年 8 月起，為配合本校組織調整，將污染防治、安全衛生、環保教育等

工作一併納入考量，原「環境保護中心」更名為「環境安全衛生中心」，現中心

主任自 101 年起，由校長張國恩教授聘請本校環境教育所方偉達助理教授擔任，

推動下列工作: 

    1.校園環境污染防治之規劃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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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校園實驗室、實習場所及其他工作環境安全衛生之規劃與推動。 

    3.校園環境保護教育宣導之規劃與推動。 

    4.環境保護之相關研究、服務與推廣。 

    回顧本校環境教育中心之成立，開啟了國內大專校院加強環境教育教學、研

究、服務及推廣之先例；現今環教中心轉型為環境安全衛生中心，並使其永續發

展，已從行政組織架構與法規、人力資源調整運用，逐步朝向落實校園環境管理

及研究發展並重之目標，為邁向永續綠色大學而持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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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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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小學老師愛上環境教育的故事 

胡秀芳 

第二屆畢業校友 

現職：臺北市樹林國小/教育部中央課程輔教學輔導諮詢教師 

  把一長串內心想要表達的思緒、感覺，透過「書寫」變成「故事」，進而省

思自己的人生旅程。相信這樣的做法，能讓自己「成長」，能讓自己體認到我們

在人生旅途中百般忍受或所作所為的「意義」，轉變為生命的重要「能源」。欣逢

臺師大環教所成立 20 週年，將自己與環境教育結緣的故事寫下來，作為省思人

生旅程的日記，也作為母校畢業生就業發展狀況的個案之一。 

  在準備報考環教所前，曾勇敢地走進一間研究室，詢問老師該如何準備「環

境教育」，周老師拿起一本原文的「Environmental Education」，輕鬆地說「熟讀

一本就好」！隔年，通過了「教育概論」、「環境教育」及「普通生物學」的考驗，

以及陳富雄同學承讓，幸運的「備一」成為 83 年臺師大環教所第二屆的學生。 

  我喜歡學習，整個人沉浸在書海中再浮上來。留職停薪的兩年，是在樹林國

小擔任低年級導師 3 年及借調板橋教師研習會研發國小自然實驗課程 1 年後，重

溫學生生活的快樂時光，在 Kenny G 的薩克斯風音樂下，閱讀繪本「愛心樹」、

「流浪者之歌」、「閣樓上的光」，參與環境議題相關的研討會及公聽會。我喜歡

研究，跟著周老師和張老師主持的「民間團體推動環境教育模式」計畫 2 年，也

嘗試去了解「荒野保護協會初創時期的環境教育推動狀況」。我喜歡大自然，接

續先前新竹師專生物社的生物觀察經驗，成為荒野保護協會第一期的初級解說

員。 

  85 年畢業後重回樹林國小任教，主動和校長表達想要擔任「鄉土教學活動」

科任的意願，研發「國小三、四年級鄉土教學活動學生活動記錄簿」及「校園植

物圖鑑」，帶著學校老師一起研習「綠色生活地圖」、成立教師「自然體驗社」、

申請科教計畫進行「大同山鄉土自然之教學資源調查」。與荒野保護協會的伙伴，

共同編寫「察顏觀色」、「在自然中玩耍」。也回所上協助「眾樹歌唱」、「環境教

育教案」彙整及回應「綠色學校」提報的工作。目前，帶領「鹿角溪人工溼地課

程發展工作坊」及「鹿角溪溼地小小河川巡守隊」一起在環境中學習。 

  在發展自然領域教學專業上，也因為曾經借調板橋教師研習會而不同。之後，

持續參與國小自然教材研發、地震防災教材研發、建置五股溼地樂園網站內容，

89年加入新北市自然領域輔導團，92年擔任教育部九年一貫課程深耕種子教師，

97 年擔任教育部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團諮詢教師至今。 

  前幾天(5/24-25)參加 2013 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全國研討會，李桃生局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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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觸動了我--「有一種體驗，你會內化成氣質；有一種感動，你會延伸成大愛；

有一種課程，你會終身去傳播」。倘若您也從臺師大環教所畢業，必定能領會那

帶得走的盛宴，周  儒老師推動自然中心的熱情及對學生的尊重與關懷、張子超

老師在百忙中仍保有爽朗的笑聲及 100 分的笑容、王順美老師耳提面命地提醒著

全球思考地方行動、汪靜明老師對出版品的完美堅持……，這期許學生能推展環

境教育，形塑更多負責任的環境公民的態度，也將內化成為你的氣質，延伸成對

地球環境大愛，讓你終身去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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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教所畢業後創業的一些思索 

江慧儀 

第九屆畢業校友 

現職：大地旅人環境工作室 (Earth Passengers) 

   三石再生設計有限公司 (Sunship Regenerative Design) 負責人 

  這是一篇好難下筆的經驗談。一方面創業是一段持續體驗中的旅行，另一方

面我所能提供的並非答案而是更多的疑問，希望是每個考慮創業的學弟妹們可以

思考的、也甚或是我自己都還在思考的問題。 

  從大學畢業起我一直都在非營利組織工作，也一直走在環境教育的領域當中，

一直到 2000 年，感覺到職場生涯需要一些充電與自我培力而決定報考環教所在

職組的考試。三年之後，沒想到向來以在非營利組織工作為志業的我，竟然興起

了自己創業的念頭。而這以創業的方式持續我在環境教育上的工作，除了基於成

立了自己的事業或許能夠有更大的空間、時間將能量投注在自己關心的方向之外，

另外則是基於兩種思考: 

1.環境教育能不能如同建築師、社工師被社會視為一種專業，是否可能成

為一種青年願意選擇的一生志業？ 

2.有意願走在環境領域的人能否靠自己的專業能力營生，過一種不剝削地

球與他人的生活？ 

  這些問題在此刻看來，答案應該算是明確清楚，特別是在環境教育法通過之

後，環境教育有了更明確的位置，至少是提升了在社會大眾之間的知名度。也因

此上述兩個問題的解答目前看來應該都是肯定的。 

  猶記得，在王順美老師的鼓勵、帶著當時自己與同學的熱血雨一點點的衝動，

加上成立階段就立即有了第一個小案子的幸運下，我與當時的研究所同學廖倚萱

一起成立了大地旅人環境（教育）工作室，時間在創立於 2005 年 3 月間，就在

我畢業後一年多後。 

  回想這七八年的歷程，我想可以把創業的經驗分成幾點問題，或思考方向供

同儕與學弟妹們參考。 

 創業的初心、動機是甚麼？ 

  環境教育的工作是不是會讓你感到興奮？是一輩子都想做的事情？在這領

域當中，是否有某些方向、議題或內涵說起來都會讓你自己感動，有種非做不可

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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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對商業有一點概念，不排斥甚至能夠駕馭？ 

  我必須承認，當初創業並沒有做好投入商業的準備。只是一心想著做自己想

做的環境工作。形式、名稱或操作模式對我來說並不是很重要的考量。而個性使

然，至今我仍覺得自己還沒習慣商業領域，也還沒真的學會主流的商業模式。這

讓我仍不時地在營利與非營利之間問自己究竟適合甚麼樣的工作模式，也偶爾懷

疑創業是不是真的最適合我的個性。因為，即便你可以成立一個所謂的社會事業，

但創業，成立工作室或公司畢竟就跨入了商業模式，與非營利事業還是有其差異

之處。如何抉擇或調適？這恐怕要每個考慮創業的人自己去探索內心深處究竟甚

麼最能打動你，最能夠為你帶來源源不絕的熱情與動力。因此，問問自己是部是

真的適合？無論營利、非營利、社會事業…等，這是不是你真的想作環境教育唯

一的管道？ 

 自己是否具有調適平衡與處理壓力的特質？ 

  創業的旅程起起伏伏，跌跌撞撞，你是否有足夠的抗壓性或調適平衡的方法？

如何能夠時時在同樣的初心下維持創新、飽滿的能量？ 

 是否能夠合作取代競爭？ 

  隨著環境教育日漸地受到重視，環境教育同儕在投入這個市場的同時，如何

善用彼此的力量，共同編織這一張對於地球、人類與其他生物都有益的網絡？讓

環境教育工作者都能夠如同其他專業者一樣，擁有優質但不奢侈、過度耗資源的

生活品質。這是值得大家一起深入探討與思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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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教之路 ing… 

林慧年 

第十屆畢業校友 

現職：義守大學休閒事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踏上環教之路，起心動念純粹是因為想要做好一個國中生物老師的角色，那

時大學剛畢業，總覺得自己在大學所受的分子生物訓練，不足以帶領學生瞭解家

鄉的自然環境，因此決定參加荒野保護協會的自然觀察班，開啟我與自然環境之

間的連結，接著的解說員訓練，也啟發我對於環境教育及解說的熱愛，因此決定

報考臺師大環教所，沒想到這個決定，讓我的生命之路從此轉彎。 

  第一年就讀環教所時，班上同學人才濟濟，我還記得同屆 15 人，每個人的

大學背景皆不同，相當符合環境教育多元學科融入的概念，讀書之餘，也投入臺

師大古蹟保存的環境運動，對目前在大學任教的我來說，更能體會一個系所要能

激發學生關心社會與環境的行動，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 

  研二時，很幸運地錄取校內交換學生計畫，前往密蘇里大學哥倫比亞分校

(University of Missouri-Columbia)就讀，那年我遇上貴人老師 Dr. Mark Morgan，讓我在

文化和語言極度不適應的挫折中，發現自己竟還有學術的潛能，之後在周儒老師

的強烈鼓勵及 Dr. Morgan 協助下，研三返臺完成學業及論文，辭去國中教職，

再度前往德州的史蒂芬奧斯汀州立大學(Stephen F. Austin State University)攻讀博士。 

  在美攻讀博士班的四年歲月，過程比預期辛苦，原以為自己在交換學生那一

年已經適應了美國文化及環境，殊不知美國地大物博，各地文化皆不同。相對於

密蘇里州，德州多了一份白人優越及驕傲，再加上自己就讀的森林系是相當傳統

保守的科系，系上老師九成以上是白人男性，上課不是穿著正式的西裝，就是德

州風格的馬靴及皮帶，那股氣息壓抑了多元文化的展現，也讓身為亞裔少數族群

的我猶如待在封閉的密室，喘不過氣，但這卻也意外地讓我找到另一個學術興趣，

博士論文也針對環境解說的文化議題進行探討。 

  返臺後就職於義守大學休閒事業管理學系，授課內容和學術研究多以環境解

說和教育為主軸，直到現在，在工作上還是不斷地受到環教所的照應，不但所上

老師們對我這位學術菜鳥多所提攜，也常有機會與所上同學和學弟妹在工作領域

上相互合作，每次共事的經驗總是很愉快，即使相差好幾屆，也沒見過面，但卻

意外地有相同的想法及行動，似乎被一種集體潛意識驅動著，或許就是對於環境

教育擁有同樣的熱情及使命。 

  最後祝福臺師大環教所 20 週年生日快樂，也感謝所上老師們辛苦營造的環

教大家庭，讓我們能擁有彼此，攜手相伴，繼續我們的環教之路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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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種的奇幻旅程 

王書貞 

第十一屆畢業校友 

現職：環境友善種子有限公司執行長 

 

生命的過程是不斷找尋自我的歷程 

有人說那是馬斯絡需求理論 

有人說那是夢想的追尋 

對我們來說那是一種承諾 

 

  怎麼開始走上環境教育這條路呢？這就得回溯到十年前教育電臺的現場，周

儒老師說：「書子你要不要考師大環教所？」。當時根本沒聽過有環教所，也不知

念出來要幹嘛？但想想念書也不錯，便決定報考。當下想到先去拜神吧！文昌君

考生都拜他，應該很忙；突然想到去拜土地公，請他保佑，我考上一定會盡力保

護他掌管的地上動植物的生存環境。哈～就這樣進了研究所。 

  環教所的學習兼具理論與實務的操作，畢業後便與王喜青學長一同進入東眼

山自然教育中心工作，實際進入環境教育的職場，學習如何拉近人與自然的關係、

人與人的連結、人與自我的探尋。我們規劃了多元的教育方案，提供給民眾參與，

住在山上的兩年又九個月，真的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經驗。 

  就在這個時候，喜青學長詢問了在第一線自然中心工作的學長姐，對於這段

環境教育的旅程是否還有其他的想像，我們還能將我們所學所經歷的事情，如何

化為其他的行動，於是便和喜青、美惠…等夥伴，成立環境友善種子有限公司。 

  我們簡稱「友種團隊」，因為要經營一個社會企業的環境教育公司，是要夠

『有種』才能堅持下來。而在營運的這段時間，我們發現環境教育產業要有五力，

分別是要體力、轉化力、承受力、學習力、感謝力。 

 體力 

我們必須有體力時時出差，到不同的環境教育場域進行人員培訓與方案輔導

（宜蘭深溝水源生態園區、新竹科學園區竹科污水廠、桃園老街溪河川教育

中心、臺江國家公園、臺南樹谷文化基金會、高雄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轉化力 

我們必須融入在不同的環境教育單位需求中，將在地的資源轉化成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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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操作的方案與其核心價值的發展。 

 承受力 

我們必須要有承受被市場挑戰社會企業公司型態的存在，因為我們堅信自

己是在創造環境教育產業化的改變。 

 學習力 

我們必須時時不斷的學習，如何將經驗輸出、如何提供多元觀點、如何與

公部門對話、如何經營公司、如何寫財務報表、如何資源整合、如何精進

環境教育專業、如何設計發展產品、如何行銷理念、如何收到錢、如何照

顧公司的夥伴、如何持續點燃大家的熱情…等無限寬廣的面向。每個部分

都是我們要持續學習的歷程。 

 感謝力 

這一路子走來，所上老師對我們的相信與支持，除了感謝還是感謝。要謝

謝周老師在我們的案子中不斷給予我們建議，也策略性地灌輸正確觀念給

我們的甲方；要謝謝王老師和我們一路飆車到環訓所標案，其中一段還違

規走路肩，老師一路上的禱告與祝福；要謝謝蔡老師、張老師總是給我們

提點，讓我們有更多無限發揮的機會；要謝謝方老師也到桃園老街溪給中

心的夥伴更多濕地生態的專業成長；謝謝葉老師與汪老師對學生的鼓勵。 

 

  環境友善種子，目前有 12 位夥伴，其中有 6 位為師大環境教育研究所的學

生，我們期許自己能創造環教的就業市場，也期望營造環境教育不是一份哭哈哈

的工作，更希望能持續做一個改變社會的工程師，圓一個環境教育的夢，因為這

是我們友種的承諾。也想和我們一樣有種嗎？歡迎跟我們聯絡囉，E-mail 信箱

service@friendlyse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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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另一種人生的選擇 

陳女衣霓 

第十四屆畢業校友 

現職：新北市立八里國民中學教務處幹事 

一、前言 

  做個公務員，到底適不適合我？準備考試需要花多久的時間？公職考試越來

越多人競爭，會不會很難考？這是很多人心中都有的疑惑。當初我決定要考試時，

最多人問我的問題也是「你為什麼會想考公職？」 

  我在大學時就讀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原本打算畢業後擔任輔

導老師，但由於在實習時無法認同學校的輔導制度，而放棄了教師資格。擔任朝

九晚五的公務人員，更是從來不曾出現在我的職業選項之中。然而在參與林務局

自然教育中心發展計畫的過程中，改變了我對於一般公務員的印象，加上年齡和

閱歷增加，對於生涯規劃有了不同的觀點。 

  工作沒有絕對的好壞，很多時候光用想像不免失去客觀，重要的是要瞭解自

己和工作性質。公務人生活穩定性高、挑戰性小（其實也不盡然），重視依法行

政的原則。儘管如此，隨著被分派的環境和性質不同，同樣也能創造更多價值的

可能。 

二、先瞭解現況再決定要不要加入 

  近年來報考公職的人數攀升，然而許多人對於想當公務員的動機不是很明確。

有人只是因為不知道興趣在哪裡，又很會考試；或是想求一份穩定、福利又好的

工作。這樣的動機，很容易在錄取之後，面臨工作性質和自己想像落差太多，產

生適應不良的狀況。決定從事公職，除了仰賴每個人對自己個性、專長的認識，

也要同時瞭解公職工作的現況。 

(一)工作環境與內容 

 許多人總認為公務員的工作輕鬆，但其實各個機關、職務之間的情況都不一

樣。有的單位常常須要加班，忙的時候，假日也得上班。據我所知，像是在家庭

中心、博物館、圖書館等等，假日的時候也是須要輪班。下表針對幾項與本所相

關的類科及一般常見的類科，簡單介紹所分發的單位及工作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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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科 分發單位 工作性質 

文化行政 全國藝文單位，如文建會、各縣

市文化局、文化處等。 

舉辦許多的靜態或動態藝文活動、

親身參與各項藝文活動的籌畫、監

督等工作。 

教育行政 教育部、教育局、學校單位學務

處、出納組等。 

普考多為學校幹事、高考例如督

學，工作內容多為行政工作規劃，

如：校地勘查、學區規劃等。 

環保行政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各縣市環境

保護局等。 

環境影響評估、空氣品質保護、噪

音與振動管制、水質保護、廢棄物

管制、土壤與地下水污染整治 

、國際環境保護合作事業策劃促進

及環保專業證照之核發與管理等環

境保護行政性業務等工作。 

社會行政 中央健保局、勞保局、勞工局、

內政部社會司、國民就業服務中

心、行政院衛生署、職訓中心。 

社會團體之申請許可及其會務、財

務之輔導、各合作社人員講習、宣

導合作教育、社區發展的推行與執

行工作、兒童、少年、婦女、老人

等福利業務。 

一般行政 五院八部及各級國營事業機關之

行政部門、經濟部商檢局、行政

院主計處所屬機關、各縣市鄉鎮

區公所、衛生局、環保局、各級

學校單位。 

處理公文收發、檔案管理等一般文

書行政業務、一般行政管理、速記、

議事、事務管理、倉庫管理、物料

採購、出納、打字等。 

人事行政 五院八部及各級國營事業機關之

行政部門、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銀行人事室、中央人事處暨各所

屬人事機構、考選部等。 

辦理考選行政、人事行政、人事管

理等相關業務。 

環境工程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交通部公路

總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及所屬

各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各

盼市政府水務局等。   

環境工程所涵蓋之水處理、廢污

水、上、下水道、空氣、土壤與地

下水污染防制、廢棄物處理、噪音

防制、毒性物質處理與環境影響評

估及各項配合環境工程辦理之事

項。 

環保技術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各縣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等。 

空氣品質保護、噪音與振動管制、

水質保護、海洋與環境污染防治、

污染源之監測、管理與採樣、公害

糾紛之處理與鑑定、環境影響評

估、毒物化學物質與環境用藥管

理、環境品質監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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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訓相關規定 

  考試錄取後，還要經過四個月的受訓，成績合格後才能正式分發任用。以下

針對保留錄取資格及受訓課程內容，詳細說明： 

（1）保留錄取資格 

  依公務人員考試法第2 條第3 項規定，正額錄取人員無法立即接受分發者，

得檢具事證申請保留錄取資格，其事由及保留年限如下： 

1. 服兵役，其保留期限不得逾法定役期。 

2. 進修碩士，其保留期限不得逾 3 年；進修博士，其保留期限不得逾 5 年。 

3. 疾病、懷孕、生產、父母病危及其他不可歸責事由，其保留期限不得逾 2 年。 

（2）受訓課程內容 

  受訓課程分為基礎訓練與實務訓練，訓練時間合計為4個月。基礎訓練期間，

三等考試為 5 週，四等及五等考試為 3 週，其餘時間為實務訓練。所謂的基礎訓

練是採密集上課的方式，聘請相關課程方面的學者專家講解，並進行討論。 

  以我這次參加的基礎訓練為例，上課科目共有 36 科，其中 26 科是要進行測

驗的 科目。測驗題型分為實務寫作題及選擇題，測驗成績佔 45％；另外還有

專題研討成績佔 30％，品德態度特性成績佔 25%。 

  過去公務員受訓很少會被淘汰，但近年來為確認錄取人員是否適任公職工作，

除了增加情意和態度的訓練，更加強了淘汰的制度。若是成績不合格可在一個月

內申請自費重訓，但再沒通過訓練，就會被取消公務員資格。例如去年高普考錄

取人數共 6025 名，總計有 45 名未通過第一階段的受訓。 

三、應該選擇哪一種考試？ 

  對於初次想要報考公職的人來說，常常搞不清楚那底有哪些公職職缺、考試

類別以及考試科目。想要報考公務人員，除了選擇適合自己的職系之外，更要花

點時間瀏覽不同考試類別的職缺有什麼不同。如果是想要準備地方特考，可以先

從考選部的統計資料中，瞭解不同考區歷年來的錄取人數及分數，以選擇最有利

的考區。各項考試細節都會在考試前 2 個半月至 4 個月公告，並且登載在考選部

的網頁中。以下簡略介紹幾種主要公職考試的相同與不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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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考、普考、初等考試與地方特考的差異 

 高考 
普考 初等 

地方特考 

一級 二級 三級 三等 四等 五等 

應

考

資

格 

博士或高

考二級相

當類科及

格滿 4 年

者 

碩士或高

考三級相

當類科及

格滿 2 年

者 

大專院校

畢業或普

考相當類

科及格滿

3 年者 

高中以上

學校畢業

或初等考

試及格滿

3 年者 

凡國民年

滿 18 歲者 

同高考

三級 

同普

考 

同初等

考試 

考

試

日

程 

每年 10 月初 每年 7 月中旬 
每年1月中

旬 
每年 12 月中下旬 

試

題

型

態 

筆試成

績、著作

或發明成

績、口試

成績 

第一試筆

試成績、

口試成績 

申論題、

測驗式、

混合式 

申論題、

測驗式、

混合式 

各科目皆

採測驗式

試題 

同高考

三級 

同普

考 

同初等

考試 

薪    

資 

每月約

58,200 元 

每月約

49,145 元 

每月約

46,225 元 

每月約

36,275 元 

每月約

29,345 元 

同高考

三級 

同普

考 

同初等

考試 

轉

調

年

限 

1 年內不得轉調 

3 年內不得調離原單位，再

服務滿 3 年才得調離原錄

取分發區 

資料來源：考選部 

(二)未來改革方向 

  目前考選部研議讓六都的地方特考併入高普考，高普考傾向 1 年舉辦 2 次；

部分考試委員有意見，考試院下週將開全院審查會討論此案。現行公務人員考試，

高普考是每年 7 月登場，地方特考則是 12 月舉行；高普考限制轉調年限是 1 年，

地方特考則是限制 6 年。考選部研議，將六都（5 直轄市、1 準直轄市）的地方

特考併入高普考，其他縣市及離島的地方特考則保留；高普考傾向 1 年舉辦 2

次，高普考綁約年限則打算從現行的 1 年、延長為 3 年才能轉調。 

四、應該選擇什麼類科 

  選擇什麼類科是最難決定的一個關卡，尤其是聽人家說這個很難念，那個競

爭很激烈的時候，都會影響自己的決定。在一、二年之間一直不斷換考科的人，

也大有人在。其實不管那個考科都有很強的人；重要的是，那一個理由能夠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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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要放棄的時候，給自己一個繼續努力下去的信心。因此建議在這個階段先大量

收集補習班的各種資料，包括考試時程、各科目簡介、上榜者心得、工作內容、

考選部統計資料，以及考古題等。利用這些資訊來輔助你作判斷，而不是讓「聽

說」來左右你的決定。 

(一)選擇自己的專長或優勢 

  如果你本來的專長，例如在大學、研究所主修的科目，在公職考試有相關類

科的話，那就在現有的基礎之上，去找應考科目；或是找出與你現有工作相符的

考試科目，不僅在複習專業科目時比較容易進入狀況，在答題時也能融入實務工

作的經驗，提升答題的深度和廣度。 

  以我的例子來說，我大學、研究所和後來的工作，都和教育有關，都有接觸

過正規教育和非正規教育體制的實務經驗。再加上對於教育的議題一直都有自己

的疑問，因此對我來說，準備考試的過程，就像是有一段時間，可以好好釐清自

己對教育的想法。這樣念起書來，就不容易煩，而且答題也會融入自己的觀點，

不同於一般補習班所訓練出來答案。 

(二)選擇有興趣的工作內容 

  以高普考的行政類科來說，雖然大部分都是偏重於行政面，也就是處理企畫

案審察、預算編列核發、公文批送等，但是工作內容還是會隨著被分派的環境與

性質而有所不同。 

  例如文化行政常負責國內各級單位的大小藝文活動、特色節慶，或是博物館

的展場布置等，可以參與藝文活動的審核、發想及推展的整個過程，蠻適合喜歡

藝文活動的人。至於社會行政，則帶有非常濃厚的福利性質，幫助社會上弱勢團

體或需要幫助的人獲得救濟，業務內容和民眾的權利關係至為重大。舉凡社會福

利、社會救助、老人安養、殯葬行政、身心障礙福利等，都在其業務範圍之內。 

(三選擇錄取率高的類科 

    如果你不在乎要準備的科目、未來的工作是不是自己的興趣，那就可以考慮

選擇錄取率高或是錄取人數比較多的項目。例如一般行政、一般民政、人事行政

這些考科，通常不會是大家有興趣的科目。但是每年這些科目開的缺相對地比較

多，而且其他的考生也幾乎都是從零開始。 

  其實不論是以興趣或是以快速考取為導向的選擇，都不是互相矛盾的。如果

考量自己可以投入的金錢、時間之後，無法長期抗戰，那麼先求一個穩定的工作，

再來想辦法換部門、調單位，或是繼續準備其他考試，慢慢地往心目中理想的工

作靠近，也是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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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選擇考公職完全是自主決定的事，沒有一定要哪一年考上，也沒有人會在旁

邊強迫你念書，而且要念的大多是平時很少接觸的書，要記很多過去不常用的專

業知識。再加上公職考試的率取率偏低，常常嚇跑了不戰而逃的人。實際上，每

次平均到考率約為 7 成多，扣掉一半以上抱著「陪考」心態的人，剩下的人，又

有多少是真正全心準備的人呢？其實最難說服的人是自己。學習和自己相處，瞭

解每一個選擇在你生命中的意義，就比較不會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而患得患

失。 

  人生的路很長，不一定一次就能達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心裡最終想登陸的目

標也不會馬上浮現出來。當初我在放棄教師資格的時候，也不會想到有一天我竟

會坐在教務處裡面處理公文。看似繞了一大圈，但是這些走過的路，都是不斷地

在累積自己的養分。準備考試的這兩年，很幸運地榜上有名，但我學到更重要的

是和自己獨處的能力。常常看到許多通過國家考試的考生們分享一句同樣的話，

「準備考試的過程是孤獨的」。其實不只是準備考試，做研究也是孤獨的，為理

想奮鬥也是孤獨的，學習享受這種孤獨，學習耐得住寂寞。在孤獨中沈澱自己、

瞭解自己、創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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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每個人生片段 成就未來的自己 

沈溫禪 

第十五屆畢業校友 

現職：臺揚科技公司 

 

如果問我為什麼會進環教所？那麼故事就要從我的第一份工作-「工研院能環所」

說起… 

 

  對於一個大學主攻「廣告、公關」的新鮮人來說，什麼是再生能源、什麼是

永續能源、又或者什麼是環境變遷，這些「環境議題」在十年前的大眾媒體中，

往往會被消費產品的廣告所淹沒，很難發現它的蹤跡，甚至有些人認為這是兩種

不同的領域。在進入工研院之前，對我而言，再生能源確實是個陌生的領域，所

幸身邊有著許多前輩的領導，讓我能迅速了解到再生能源的特點，並結合自己大

學所學的專業，以平易近人的方式進行各種再生能源活動與宣導，例如：我們在

大安森林公園舉辦了一場陽光音樂會，全程使用生質柴油和太陽光電的能源，而

非臺電的電力，目的就是希望透過這些推廣能讓一般的民眾以簡單明瞭的方式了

解何謂再生能源及其對地球的影響，建立永續環境的意識。在工研院邊學邊做的

過程中，常常有機會接觸到國內外的專家，我發現了環境這個議題之廣，自己在

這方面所學實為不足，激發了我學習的渴望，進而選擇了在職進修，一邊工作、

一邊在環教所就讀。 

  在環教所學習日子裡，不但累積了我的知識，更改變了我的態度與價值觀。

當提到動物環境議題時，我會想起從王老師的身上所看到的慈悲心；和人聊起了

河川或水資源時，腦海中會浮現出汪老師在提到櫻花鉤吻鮭時眼中所閃耀的光芒；

因為蔡老師的課程，讓我有機會去探詢居所過去到現在的環境變遷，了解自己的

出生地；跟著周老師的足跡到有機稻場、東眼山和羅東林業公園，讓我有機會在

大自然中學習；而葉老師的嚴格要求與訓練，則讓我在工作上不論簡報或應對，

都能嚴謹以對，有著良好的表現；影響我最深的是張老師，一開始上老師的課程

時，老師會引領著我們思考探討當下的環境議題，而當我提出想以企業社會責任

為題目時，老師鼓勵著我嘗試這個新的領域，還記得那時常問著究竟企業做的是

公關或是社會責任，每次和老師討論完，回家的路上總是會沉浸在思考的愉悅裡，

腦海中總是會有著源源不絕的想法湧出，逐漸內化成了個人價值觀，也促使我思

考工作內容的意義、興起我轉換工作跑道的念頭，想要到民間公司做企業社會責

任的相關工作。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廿週年－「回顧與前瞻」研討會 

65 

  雖然抱著想從事企業社會責任的想法尋找的新工作，但這樣單一定位的職務

並不易尋找，於是我改變了尋找工作職務的定位，也因此有了機會進入臺揚科技

公司。在這裡所負責的工作內容相當多元化，包括：國外秀展規劃及參展、公司

網站設計維護、平面製作物設計、客戶滿意度調查…等，這些工作最主要需要的

技能就是設計，正好是我高職所學，而在加上大學及在工研院的經驗，讓我能夠

快速進入工作狀態，樂在工作之中，但卻也常想著該如何將工作內容和我想要做

的「企業社會責任」連結；在臺揚的這一年來，我發現了公司雖然有愛心社可以

推動公益活動，但就整體企業社會責任的規劃上尚有許多可發揮的空間，於是和

主管表達了自己的夢想，並接下了愛心社社長一職，希望能以公司的名義參與公

益活動，同時在預算極微的情況下嘗試一些新作法，如：進行辦公室「綠手指、

森呼吸」植物義賣活動、和世界展望協會合作「爸爸，我愛你」部落關懷之旅…

等，透過愛心社以「愛自己、愛別人、也愛地球」為主軸，喚起同事們的愛心，

大家一起做公益，期望在未來能慢慢的推動這個理念，漸漸的讓善盡社會責任的

這個夢想成長，進而形成企業文化，而不是淪為一句口號。 

  回想過去研究所那半工半讀的四年，竟是自己這十年來吸收最多新知識、思

考最多想法的時光，雖然在每個求學階段所學的專業都不相同，然而到了現在，

整合了這些專業我才能有機會進這間公司，還能夠在這裡將當時於環教所想做的

夢想逐步去實現；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因為外在的環境而忘記自己的初衷，懷

抱著熱情去追尋夢想或是創造夢想，才不會覺得人生有遺憾；還有要重視自己所

學過的知識技能，不要將學習視為浪費時間，珍惜每個人生片段的經驗累積，才

能成就未來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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