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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W IN TAIWAN

野生新視界教育計畫

WOW 野生新視界
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

(2003) 生物多樣性基礎篇

(2006) 海洋生物多樣性入門

記憶、背誦、標準答案

已成昨日黃花，

創新、連結才是未來玫瑰。

--2015天下雜誌教育特刊

資料來源：范信賢，2015。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總綱解析與實施準備。國家教育研究院。

社會變遷帶來的教育挑戰

Web2.0時代

資料來源：范信賢，2015。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總綱解析與實施準備。國家教育研究院。



有些改變已經在發生……

教師的教 學生的學

教師 + 教科書 自主學習、行動學習

教導最終結果 鋪陳學習歷程

競爭式學習 共生式學習

量的教育 質的教育

有目的的教育 有意義的教育

追逐直線式排名 探尋橫向式適性

資料來源：范信賢，2015。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總綱解析與實施準備。國家教育研究院。

「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

以尊重學生生命主體為起點，透過適性教育，激發學生生命的

喜悅與生活的自信，提升學生學習的渴望與創新的勇氣，善盡

國民責任並展現共生智慧，成為具有社會適應力與應變力的終

身學習者，期使個體與群體的生活和生命更為美好。

「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

以尊重學生生命主體為起點，透過適性教育，激發學生生命的

喜悅與生活的自信，提升學生學習的渴望與創新的勇氣，善盡

國民責任並展現共生智慧，成為具有社會適應力與應變力的終

身學習者，期使個體與群體的生活和生命更為美好。

自發 互動 共好

啟發生命潛能 陶養生活知能 促進生涯發展 涵育公民責任

願景

理念

目標

課綱的理念與目標

資料來源：范信賢，2015。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總綱解析與實施準備。國家教育研究院。

總綱核心素養的三面九項內涵

核心素養的滾動圓輪意象

資料來源：范信賢，2015。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總綱解析與實施準備。國家教育研究院。

新國教總綱繼續關孩童12年？

• 365天⁄7天=52週

• 52週×2天(週末)=104天

• 365天–104天=261天

• 261天–60天(暑假)–30天(寒假)=171天

• 171天×6小(平均每天留在學校的總時數)=1,026小時

• 1,026小時×12年=12,312小時

(以上不含國定假日、課後輔導、補習等)



不同的教學法，學生在上完課24小時後，

所存留的學習記憶

50%

利用多元的方法來教導，並做延伸運用 90%

實際操作

團體討論

表演示範

圖形教學

閱讀

聽課

30%

20%

10%

5%

70%

資料來源：NTL Institute of Alexandria, Virginia, U.S.A.

「教」與「學」的六要素
教學並非著重於知識灌輸，而在於引導學生主動學習。

1.目標

2.學生

3.內容

4.環境

5.方法

6.教師

目標

方法

內容

教師

環境

學生

看看我們『傳統』的校園環境



看看我們『現代』的校園環境

看看我們的『教學』環境

再看看國外的環境

孟母三遷的啟示：

環境對學習行為具有極大的形塑功能。

Why is important? 
學習行為與環境的關係



學習環境

學習環境的開放（有別於傳統教室）有助於產生新的學習

取向，增進學生的創造力、參與度和學習動機。

豐富的學習環境是大腦的營養品

• 研究指出，學齡時期的大腦，大量消耗體內

的葡萄糖，以便不斷成長，所需的熱量大約

是成人的225%。

• 大腦在就學時期學得很快，也最能學習。當

大腦精準巧妙地融入所處的世界時，它也爆

發出驚人的成長。在這個時期，刺激、練習

和新奇，都是奠定未來學習基礎的關鍵要素。

• 外在環境是大腦成長的真正食物，大腦吸收

了味道、聲音、影像、口感、觸覺，並且

重新組織所有這些吸收進來的東西，變成無

數的神經系統連結。
豐富的神經元

資料來源：Eric Jensen（著）/梁雲霞（譯），2006。大腦知識與教學。

形成傑出大腦的決定因素

一、提供新的資訊或經驗，通常新奇會有一些作用，但是最重要

的是要具有挑戰性。

二、改變教學策略（如媒體教學、遊戲教學、戶外教學等），讓

學習者可以得到相互的回饋。



多元智慧理論

• 哈佛大學教育研究所霍華德．加德納教授（Howard 

Gardner）於1983年提出著名的多元智慧理論（Multiple 

Intelligences）。

• 加德納教授認為，以智商測試為基礎的傳統智慧概念太過
於局限。他因此提出七種類型的智慧：

1. 語言智慧、2. 邏輯數學智慧、3. 空間智慧

4. 身體動覺智慧、5. 音樂智慧、6. 人際智慧、

7. 自省智慧

第八種智慧……自然智慧

多元智慧理論-續

何謂「自然智慧」：

即是對於自然環境中的元素擁有敏銳的感覺能力，包括視覺、

聽覺、嗅覺、味覺和觸覺；並隨時可以運用這些敏銳的感官

來察覺並區分自然界中的事物。

加德納教授指出“我們能分辨汽車、運動鞋和珠寶，

是因為我們的祖先必須學會分辨食肉

動物、有毒的蛇和可口的蘑菇。”

※接觸和體驗自然對於提高孩子的注意力尤其有效，不只

是因為自然很有趣而已。

多元智慧理論的重要觀點

（一）每個人都具有八項智能，只是在這些智能的發展上有差異；

（二）多數人的智能應得到適度的發展；

（三）智能通常以複雜的方式統整運作；

（四）每項智能有多種表現的方式；

（五）智能並非固定的，其是可以學習、教導和提升的；

（六）智能是一種多向度現象，展現在大腦、心靈和身體等系統

多層面上。

資料來源：Gardner (1995)；郭俊賢、陳淑惠譯（2000）。



人類與

地球系統

關聯圖

WHO (2009): Protecting health from climate change: global research priorities

地球的價值，只有攸關到人類的利益問題

才被突顯。欲引發眾人珍視地球的演化與

存續，須確保把「人」放在第一位。

最難教的一堂課

• 當傳統知識趕不上環境變化，學校教育該如何因應？

• 問題的解決可分為兩種：

�一種是經過訓練，靠過去的經驗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一種是前所未見，又不太確定問題是什麼，無法靠經驗解

決的複雜問題。

• 面對今日氣候變遷等複雜的環境問題，學校教育的使命已

經在改變，基層老師要扛下責任，勇於探索教育的永續意

義，尋找在地化的創新解決方法。

重新定位學校、教育、老師…所扮演的角色！

為什麼要關切生物多樣性？

想一想：

地球的生物多樣性

現今遭受到什麼樣

的威脅？

人類活動

對生物多樣性的威脅

河馬困境（The HIPPO Dilemma）

Habitat loss (棲息地流失)

Introduced species (引進外來物種)

Population growth (人口成長)

Pollution (污染)

Over-consumption (過度消耗利用)



棲息地流失

引進外來物種

污染 過度消耗利用氣候變遷

人口成長

如何將「生物多樣性」轉化為環境教育訊息？
概念活動 I

• 分組討論

• 各組請依照所抽取的圖片，撰寫出五個與環境教育相關

的主題（所欲傳達的主要環境教育訊息）：

1.

2.

3.

4.

5.

建立主旨 (Theme) 的第一步
針對特定的議題進行腦力激盪，以自由聯想的方

式激發點子。

在腦力激盪後，將這些點子分類，稱為心智圖法或集群法。



概念活動 II

• 根據上述任何一個環境教育主題

• 與小組成員一起腦力激盪數個相關的概念

主題軸

主概念1 主概念2 主概念3

次概念1

次概念2

次概念3

次概念4

次概念5

次概念1

次概念2

次概念3

次概念1

次概念2

次概念3

次概念4



戶外教學課程方案設計

方案 vs.模組 vs.活動

• 方案（Program)

• 模組（Module）

• 活動（activity)

三者關係為何?



方案 program

• 一系列完善規劃的教育課程。

• 通常有步驟、期程、現有與將來可用的資源、人力、組織，有系

統規劃的理念與目標。事前有研究調查基礎，發展策略以解決問

題和符合學習者需求為訴求，並於執行前（before）、過程中

（during）及事後（after）進行評量。

模組module

活動 activity

一種現代化、適性化的教學活動規劃與設計，其的特性是有較

明確的目標，涵蓋多樣性的教學方法，並運用充足的教學資源

來完成教學活動。

在教育領域中指一般的「教學活動」，如講授、遊戲、討論等。

指單一個有目的的教學，包含在教學模組裡。

模組（Module）的應用

模組是以同一主題貫穿之一系列（主題軸）教學單元，每

個單元皆與主題相關且獨立存在，其中包括一些「子問題」

（主次概念）的探討。每個教學單元可因教學目標、對象、

時間而做取捨，並可以有不同的組合與進行的順序 (Russell, 

1974; 范俊彬，2006)。

模組（Module）的特性

• 為單一的單元，每單元具有明確的目標。

• 每單元具明確的主題。

• 為因應學習者個別差異而發展的教學方式。

• 單元規模可大可小，可深可淺。

• 學習者藉由單元活動獲得知識外，並建構出個別的

技能。

• 以親自操作、探討及解決問題為核心的教學內涵。

• 教育者可組合多項單元，以達成更大的任務與長期

的目的。

如何設計課程模組？

處理過程 (P)輸入 (I) 輸出 (O)

明確的目標 模
組
呈
現
與
教
學
媒
介
選
擇

模
組
評
估

測量標準的建立

分析學習者特質

與起點行為

模
組
教
學

覺知

態度

知識

技能

行動

模
組
修
正

模
組
再
次
教
學



課程模組設計原則

5W1H

Why：為什麼需要設計此教案？執行單位的目標（的）、政策

或其限制為何？

What：此教案的學習目標為何？

Who：這個教案是為誰設計的？他們的行為與學習特質為何？

How、When、Where：怎麼教、在何時、何地的教案才能

符合使用者的需求？

So What：採用哪種評鑑方式可以得知所設計教案的學習目

標是否達成？

模組 (Module) 的類型(1)

• 食譜型

– 單一的單元，彼此間無明顯關聯

– 無固定的最終產品

– 靠建構者的主觀與創意形成

單元1

單元6

單元3

單元5單元4

單元2

模組

單元1

單元4 單元6

模組 (Module) 的類型(2)

• 樂高型

– 單元有特殊功能

– 有固定的最終產品

– 具進階性，拆開也可執行

模組

單元1

單元2

單元3

單元4

單元5

幼稚園至國小三年級(K~3) 

主要重點：覺知及態度(環境倫理)

次要內容：知識、技能、行動

活動方案設計以觀察經驗為主，利用五官感覺幫助學

童發展基本的過程技能。

環境態度及價值的發展在此階段就該開始發展，戶外

教育經驗是一個有效的方式。



國小三年級至六年級(3~6) 

主要重點：知識及態度(環境倫理)

次要內容：覺知、技能、行動

活動方案設計上需能提供多樣化的、

具體的學習經驗，幫助學生建構知

識。

高層次的過程技能，例如：演繹、

分析及詮釋可適當說明。

可引導學生採取正確的公民行動技

能。

國中階段(6~9) 

主要重點：知識、技能及態度(環境倫理)

次要內容：覺知、行動

知識的建構在此階段極為重要，因

為生態原則及議題的瞭解將有助於

正面的環境行為，可利用概念圖來

幫助學習者。

教學者可執行個案研究、小組議題

探討、個人的議題探討等教學活動

來增進行動技能。

高中階段(9~12) 

主要重點：技能、行動及態度(環境倫理)

次要內容：覺知、知識

教學者可將校園綠美化管理、保育活動等議題納入教

學活動，引導學習者參與公民行動經驗。

教學者可設計角色扮演課程，引領學習者對環境議題

進行探討與價值澄清。

分項

目標

學級

K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覺知

知識

態度

技能

行動

威斯康辛州環境教育課程模式



讓我們來試試如何規劃自然保護區，在下列的A與B

方案中，哪一個對物種棲息比較有利？

Bio概念活動 (I)
自然空間設計師

A B

No.1

解答：

A 比較好，因為面積比較大的保護區可以保留較

多的物種。

讓我們來試試如何規劃自然保護區，在下列的A與B

方案中，哪一個對物種棲息比較有利？

自然空間設計師_續

A B

No.2

解答：

B 比較好，因為一個完整的棲地較許多小區塊的棲地好，

具有較多供物種生存的條件。



Bio概念活動 (II)

昆蟲狂熱

� 4 ~ 5人一組

�準備昆蟲圖卡 (比擬野外分布的昆蟲)

�抽取卡片 10 次 (比擬野外採集)

�計算回合數 (每抽到不同的昆蟲視為一回

合，抽到相同的昆蟲則不增加回合數)

�結果比較指標

生物多樣性指標

豐度 (species Richness)

勻度 (species Evenness)

生物多樣性指標

豐度 (species Richness)

一群落或生境中物種數目的多寡。

勻度 (species Evenness)

一群落或生境中所有物種個體數目的分配情形。

結果比較指標

SCI (Sequential Comparison Index)

SCI =
回合的數目

個體的數目

♦SCI 介於 0 到 1  之間

♦SCI 值越接近 1 表示生物多樣性越大



棲地可被營造嗎?

所有生態都有其固有的特色，只要把它們找回來~

Bio概念活動 (III)
利用人工設計與規劃方式營造生物的棲息環境。

根據原有的生態環境加以經營管理，以吸引動物

前來活動或棲息。

何謂棲地營造？

�減少棲地分割

�增加棲地間的連續性

�維持景觀的多樣性

棲地生態復育
�資源調查、建立資料庫

�進行規劃、管理

�最好由環境周邊權益相關者共同參與

�要以會出現的潛在物種為主

棲地復育執行步驟



生物棲地

生態園區

教材/研究園區

環境學習園區

休閒/農業生產園區…等

棲地生態經營之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