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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is biodiversity important? 

為什麼生物多樣性很重要？ 

地球生態已變成一張衰弱不堪的網，而這張

網卻緊密牽繫著人類的未來！ 



2016年主題為「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維持人類的生存與生計」 
(Mainstreaming Biodiversity; Sustaining People and their Livelihoods)，
其強調人類的生存與生計，與保護生物多樣性息息相關。 

（繪者：湯為荃，環境資訊中心。） 

「留一半地球給生物多樣性，不是為了幾隻鳥、幾隻
白海豚或幾隻石虎，而是為了人類生存。」～ 「生物
多樣性之父」威爾森（Edward O. Wilson）《Half-Earth》 



What makes Education Environmental? 

教育的環境意涵為何？ 
• 與環境主題或議題相關。 

• 結合各種不同領域（科際整合）的學習。 

• 符合學習者需求、興趣和動機的訊息。 

• 終身學習的過程。 

• 提供正確並有事實根據的知識。 

• 促進批判性與決策性思考，並以解決問題為目的。 

• 視情況運用室內或戶外環境作為學習場域。 
 



 自然科學家的觀點 
 

 現今物種滅絕的速率比起自然原本的速率快上一

千倍。如此不僅加速自然界本身喪失原有的生態

功能，並且也危及地球支撐涵養眾多人口的能力。 

  

Why conserves biodiversity? 

為何保育生物多樣性？ 



 心理學家的觀點 

 

 人的內心深處有種與自然和其他生命物種相連的

需求，這種需求對人們健全的心理，以及提升人

類成為優勢物種是非常重要的。此即所謂的「親

生命假說」 （Biophilia Hypothesis）。  

Why conserves biodiversity? 

為何保育生物多樣性？ 



 社會科學家的觀點 

  

     生物多樣性是人類生存的根本，除了蘊涵深度

的倫理與美學意義外，也造就人類文化、社會、

經濟、教育、科技的演進。 

Why conserves biodiversity? 

為何保育生物多樣性？ 



釐清生活中複雜矛盾的議題（例如保育vs.利用） 

建立因應及解決議題的技能（例如批判性思考、做

決策等） 

鼓勵尊重社會多元價值觀 （例如典範轉移） 
 

   

Biodiversity education helps…… 

生物多樣性教育有助於…… 

人們要被引爆(empowered) 
對生物多樣性的關切與行動 

知道為什麼 如何做 

尋求解決方案 造成行為改變之因素：政策、
生活習慣、日常用品，以及持
續被告知…etc. 



The Future: Planting seeds 

形塑未來：散播種籽 
生物多樣性教育不只是為了解決眼前的問

題，更是要正視及預防未來的問題！ 



 覺知  Awareness 
獲得對整體環境及其相關問題的意識和敏感度。 

 知識  Knowledge 
從真實環境中獲得多元的經驗，增進對環境及其 
問題、人類角色、社會責任等的瞭解。 

 態度  Attitudes 
尊重環境及其組成的固有價值，具有主動關切的意願。 

 技能  Skills 
合作及解決問題的技能。 

 行動  Action 
採取適當行動去解決問題。 
 

 

年幼的學習者 

年長的學習者 

What are the Goals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環境教育的目標為何？ 



生物多樣性教育課程之目標對應  
1. 比較蜻蜓和豆娘不同的特徵 
2. 能以DIY的方式表達對生物多樣性的感受   
3. 運用收集資料與記錄的方法瞭解某一生態系今昔的變化 
4. 組織地方人士保護社區內的次生林與特定物種  
5. 認同保育生物多樣性應抵制「海鮮吃到飽餐廳」  
6. 參加物種調查與巡守保育隊經常性活動  
7. 測量某溪流棲地變化和魚類族群的關係 
8. 關注淺山生態系石虎、穿山甲等物種的路殺問題  
9. 瞭解基因多樣性對人類的功能 
10.潛入水裡欣賞美麗的海底世界  

   A. 覺知與敏感度       B. 環境知識       C. 態度與價值觀     

     D. 環境技能         E. 責任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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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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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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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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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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nvironment important to one’s learning?  
學習行為與環境的關係 



環境心理學觀點 

人類帶著既有的演化基因，當我們在不同的環境情境下，驅使我們

傾向於表現出某些特定的反應或選擇特定的環境。  

 兒童自然體驗的經驗，特別是與動物的互動，是情意發展上一個

重要的基礎。 

 96.5%的成人，不論年齡、性別、居住在都市或鄉村，都認為戶外

是形塑他們情感表現的來源。 

Why is the environment important to one’s learning?  
學習行為與環境的關係 

提供學習和生活結合的一種教育模式是很重要的！ 
在學習者的信念系統中，只有透過個人自發的學習，才有可能
對其行為產生實質的影響。 



概念活動  
何謂「好」的教學？ 

 從學習者的角度思考，探討「好」的教學
應具備的特質 
 
 
 
我認為，好的教學是…… 



概念活動  
何謂「好」的教學？ 

我認為，好的教學是…… 
 
 
  

 
 



「有效」的教學 

 依照學習者個人的經驗和學習風格，將學習內容

轉化成不同的形式傳達給學習者。 
 

 設計一套有效傳遞知識的學習方式。 
 明確性：主題、概念、目標…簡明易懂。 
 多樣性：活動、內容、方法…富有變化。 
 關聯性：著重參與者真正關切的內容。 

 
 



每個人都具有不同的學習風格… 

主要分為 
四種學習類型 



概念活動  

如果你剛買了一台新的數位相機、手機

或是手提電腦，盒內附了一份操作手冊。

而你必須在今天之內學會使用，你將會

怎麼做？ 



你將會... 

A. 看著別人如何操作，並聽他說明操作的
方法？ 

B. 先自行閱讀內附的操作手冊？ 

C. 直接拿出東西來摸索如何使用？ 

D. 找一位懂這方面的人來討論？ 

 



富想像力的學習者 (Imaginative Learner) 

---看著別人如何操作，並聽他說明操作的方法 
 

經由觀察、傾聽及意見分享學
習 

具體感受訊息，經由傾聽與意
見分享學習 

具體觀察型 

長處革新與想像力 

 



分析的學習者 
---先自行閱讀內附的操作手冊？ 

 

透過對概念的思考來學習 

抽象感受訊息，根據事實
證明來判斷事情 

抽象觀察型 

長處為概念、典範的創造 

 

 

 



一般感官學習者 
---直接拿出東西來摸索如何使用？ 

藉由事情的發生來學習 

抽象感受訊息，希望事情
發生來知道如何運作 

抽象實做型 

長處為概念的實際應用 

 



互動學習者 
---找一位懂這方面的人來討論？ 

經由探索、嘗試錯誤、自
我發現來學習 

具體感受訊息，根據本能
的反應判斷事物 

具體實做型 

長處為實際付諸行動、履
行計畫 

 



學習者共通特徵 

▓ 相處時，希望被尊重、被認同。 

▓ 在學習的過程中，需要有同儕的支持。 

▓ 希望學習解決實際問題的方法。 

▓ 希望可以反應並且分析自己擁有的經驗。 

▓ 滿足個人需求與抱負是很重要的學習動機。 

▓ 以符合他們文化的方式進行溝通。 

▓ 可以自己作決定，並且願意為自己的成長負責。 



直接、有目的的體驗 
經過設計的經驗 

戲劇 
示範 

展示／展覽／模型 
影像／電影／錄影帶 

音效／錄音帶／電台廣播 
圖表／圖畫 

視覺符號／象徵 
文字符號／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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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ng Learning Methods for your Audiences 

學習方式的選擇 



直接、有目的的體驗 
經過設計的經驗 

戲劇 
示範 

展示／展覽／模型 
影像／電影／錄影帶 

音效／錄音帶／電台廣播 
圖表／圖畫 

視覺符號／象徵 
文字符號／象徵 

Selecting Learning Methods for your Audiences 

學習方式的選擇---續 

為了效率，儘可能
選擇抽象的經驗。 

為了效果，儘可能
選擇具體的經驗。 

記憶程度 
 
說和做  90% 
 
        說  70% 
 
 
        看  30% 
 
        聽  20% 
 
        讀  10% 
 
 
 



Principles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環境教育教學原則 
 學習者是透過調查、討論及主動學習的方法，來建構屬於他們的知

識。 
 讓學習者可以動手作和動腦去想的方法，進行教學活動。 
 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亦即學習者了解規劃到評量的所有階段。 
 將學習者中的領導人員視為協助者。 
 鼓勵學習者以合作學習的方式參與學習。 
 混合整組、小組或個人的學習方式。 
 鼓勵混齡的教與學。 
 多元的教與學策略。 
 運用多元的學習情境。 
 考慮多元智慧、不同的學習風格及全人發展的需求。 
 整合適用於教育方案或是活動的評量方式 。 

 



Developing Teaching Strategies  

發展教學策略 
 分組討論 (含同儕學習) 

 團隊合作 

 經驗學習 

 探索學習 

 體驗學習 (第一手接觸) 

 批判思考 

 發掘/解決問題 

 對策分析 

 決策能力 

 延伸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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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套教材由世界自然保育基金會（World Wildlife 
Fund，WWF）所出版，授權臺灣中華民國自然生
態保育協會於2003年和2006年編譯出版。 

 野生新視界教材關懷的不只是生物，而是全球的自

然環境、經濟、文化、社會、以及人類的生存。教

材共分為教師手冊和學生手冊兩本搭配使用，教學

主題依序為「生物多樣性是什麼」、「生物多樣性

為什麼重要」、「生物多樣性現況」、以及「如何

保育生物多樣性」，總共有33個單元活 動可以自由

搭配使用。 

 海洋生命則以海洋為主題的生物多樣性教學手冊。

本教材用五大主題進行模組教學，包括：海洋生物

多樣性概述、珊瑚礁、蝦子、鯊魚、外來種等。每

一個模組約有4-5個單元活動，配合適當的戶外觀

察，讓參與者對海洋生態與環境議題有更進一步的

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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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教學方法與策略 
     都是為了看到我們的下一代更有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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