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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之目的乃根基於環境美感認知學理，發展親子自然筆記手工

書創作之課程設計。以家庭親子為研究對象，教學場域設定於宜蘭縣南

澳鄉那山那谷農場、花蓮縣秀林鄉太魯閣國家公園砂卡礑步道。奠基於

Palmer(1998)環境教育模式與吳惠娟(2015)環境美感認知模式而建構課

程構面(生態知識、美感體驗、倫理關懷)，採教學行動研究法進行課程

設計與發展。研究過程中以參與觀察法、錄影分析、實作評量等，進行

蒐集製作資料、紀錄、評價，並詳細地、動態地、情境化描繪和解釋。

本研究初步成果為建構 6 項課程指標：探索生態與人文知識、探索在地

民族藝術與傳統文化、表達對環境藝術的審美感知、關注在地生態的永

續發展、增進地方感的經驗、了解我與萬物的連結關係。一日(8 小時)
課程單元依序為：(1)小莫那上山繪本導入、(2)親子戶外活動、體驗、

觀察與攝影、(3)親子手工書製作與自然筆記繪畫、(4)親子共讀繪本發

表。修正與優化課程後希望未來能廣泛應用於獵人學校、都會公園、國

家公園之教學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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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起與目的 

我國國家公園成立迄今已逾 30 年，累積許多研究成果與教育素材

整合，國家公園管理處自 2008 年起已出版多本環境教育兒童繪本，透

過美麗的圖文讓更多家庭親子對於國家公園的認識，培養學童閱讀的興

趣和擴大閱讀的觸角。以繪本來探詢國家公園動植物保育與環境之美，

促進學生尋找到與自然土地的連結，培養愛惜萬物的感恩之心(引自內

政部營建署，2018)。 
田育芬、吳忠宏（2010）曾指出好的繪本是用最美的圖畫來為孩子

說故事，引領孩子輕輕鬆鬆進入故事的世界，可以任意遨遊到無法親身

體驗的地方或情境，得到無限的感動。而「好的繪本」中環境教育概念

會出現環境覺知與環境敏感度與自然環境的體驗，也會呈現出大自然具

有療癒的效果、種花的行動有助於增進身體健康、自然美景可以軟化個

性，改變性情等訊息。 
    承上述，繪本教學演示、說故事尚能連結其他的體驗活動，諸如：

雪霸國家公園觀霧山椒魚生態中心以「觀霧山椒魚-親子手偶故事」為

主題，融合劇場表演、生態繪本故事分享、山椒魚彩繪 DIY 等，親子

共同在森林中閱讀自然(引自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2015)。台江國家公

園管理處(台江濕地學校教室)以親子家庭為對象，透過《皮皮的冬季旅

行》繪本故事，帶領大小朋友了解黑面琵鷺的生態習性與牠遷徙的故事，

並且搭配動手製作可愛的「黑琵頭套」DIY (引自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2018)。臺中都會公園環境教育教師及解說志工，帶領親子閱讀《春天



在大肚山騎車》繪本，以親子共讀方式盡覽大肚山的自然地貌與風土民

情，同時鼓勵親子蒐集自然創作素材，以回收木頭與再生資源引導孩子

創作 DIY 共同完成充滿愛的親子創作(引自臺中都會公園，2017)。 
   由此可知，繪本教學對於環境議題教學成效是被正向肯定的，然而，

目前繪本大部分是國家公園管理處邀請各方專家學者與繪本故事作家、

插畫家共同合作，讓國家公園的多元生態與人文主題題材，改寫成為豐

富寫實的圖像以及故事描繪的繪本作品，然後以此繪本來引導與啟發來

訪的親子或學童，引導學習者運用想像力身歷其境於臺灣高山海洋的國

家公園。 
本研究主張若能設計1日(約8小時)將導覽解說結合創作自然筆記手

工書之課程設計，期望更能促進學生的生態知識、美感體驗與倫理關懷。

因為自然筆記可以依據個人興趣、背景和所學，使用各種不同的方式來

紀錄，如散文、詩、素描、彩繪、攝影、錄音或以作曲來歌頌大自然(羅
幸惠譯，2004)。而繪本是以繪畫形式呈現的書籍，又稱為圖畫書（picture 
book）。依據繪本的形式造型、功能、材質與製作方式分類為：相本書、

手卷書、四頁書、摺疊書、五格書、標準書(洞裝、線裝、平裝、精裝)、
局部翻翻書、折頁翻翻書、分段翻翻書、操作書、材質書、洞洞書以及

立體書等（鄧美雲、周世宗，2000）。 
本研究課程設計乃是由解說員與環境藝術教師協同教學，引導家庭

親子在導覽解說時使用手機攝影與記錄動植物生態、人文史蹟、地質景

觀…等，回到室內後以自己喜歡的筆觸來畫出所見所聞，並且以手工書

的技巧來編製成一本屬於親子共製、共繪的繪本作品，應該更能促進學

生的生態知識、美感體驗與倫理關懷，尋找到與自然土地的連結等。基

於上述緣由，本研究之目的根基於環境美感認知取向，發展親子自然筆

記手工書創作之課程設計，希望此課程未來能廣泛應用於獵人學校、都

會公園、國家公園之教學場域。 
 



二、 文獻回顧 

(一) 環境美感認知相關教學理論 
如圖 1 所示，Palmer(1998) 以環境樹建構環境教育模式，其模

式由經驗元素(empirical element)、倫理元素(ethical element)與美學元素

(aesthetic element)交集而成，在這三種元素之中，可以學習到環境的知

識、為環境所作的行為與對環境之美欣賞與保護。環境是動態而非靜

止不變，這需要不斷地建構對環境的認知，以形成對生態保育的概念，

進而對環境有所作為，最後將環境視為與人類生命的共同體，就更能

以欣賞態度來愛護大自然。Palmer 提到此三種元素以美學最為難達成，

因為它要求學習者能建立影響自己行為的價值觀，且對於美學要有認

同感，這更需要學習者本身智慧。然而 Song（2008）卻認為藝術能為

兒童帶來更好的環境教育，經由主題的整合能鼓勵高層次的思考及創

意。因為感官的刺激提昇學習者的美感經驗，並在實際的處境下激發

學習者的行動、創意的開發、跨領域的思想、對社會的覺醒並關心更

多的好事。 
與 Palmer 提出環境教育模式有異曲同工之妙的吳惠娟(2015)認

為環境美感認知（environmental aesthetic perception）乃是源自環境美

學精神發展而來，是一種對環境的感受及美感認知態度。他歸納環境

美學在美學、生態學與倫理學可發展的三面向。「美感體驗」乃著重

在從環境中體驗到的愉悅感受與審美經驗。「生態知識」則為獲知環

境中自然與人為物的科學知識與知覺等能力。「倫理關懷」所指為對

環境所抱持之關懷與尊重之意念。由此可知，環境美學與藝術教育是

在一種跨領域、倫理關懷與和諧的特性上包括了感官體驗、土地連結、

物我和諧此三個特點，整理出六點規劃原則，包括：(1)探索生活事物

的知識、(2)推展土地歸屬的經驗、(3)關注生態永續的發展、(4)敏於物

我關係的連結、(5)提升精神層次的審美、(6)探索文化現象的隱喻(吳惠

娟，2015)。 
 



 
圖1 融合經驗、美學、倫理之環境美感認知之環境教育模式 

 
(二) 自然筆記與環境美感認知的相關研究 

Kauppinen（1990）曾提出我們必須透過感官來開展環境的覺知，

學習察覺環境美感秩序的技巧，以及瞭解到環境的象徵價值，方能導引

到美感的本能，所以透過像活動、戶外旅遊、訪談、照相及速寫皆是有

用的方式。Garoian（1998）實施環境藝術的課程，不僅推展了環境美

學的理想精神，更賦予學生環境責任，並提昇其系統思考及解決問題的

能力。他提供一些實施生態藝術教學的策略，諸如：(1)介紹環境危機的

問題，並為學生提供足夠的時間及資源來強化藝術與土地連結關係的深

度。(2)探索景觀藝術的文化隱喻，學生便能學習到如何針對土地運用及

展現的美學來進行有效的討論。(3)著重富同情心及土地的關懷的價值。

(4)培力學生著手及參與生態的支持行動。 
Graham(2007)與廖敦如(2009)發現到在藝術教育融入在地環境議題，



透過藝術與在地生態環境的引導，以及實際的社區或藝術與人文體驗，

讓學生去尋找社區的地標、社區的符號意象，並且整理出自己和社區環

境的關係，有助於產生正向的環境行為，而自然筆記(nature journaling)
亦是一個可以選擇的好工具。陳彩雅、周儒(2006) 認為自然筆記可以成

為個人認識一個地方的管道，也讓人從全方位的視野來看待生命。該研

究運用自然筆記在於校園環境教育教學，發現國小四年級學生運用自然

筆記可以增強學生的觀察力，提升環境覺知和敏感度。當自然筆記教學

結合了自然、藝術人文、環境教育、語文等領域，從紀錄簡單的事物開

始，隨著時間的進展將事物和事件交織在一起，強化他們彼此間的關係，

可培養學生多元能力。長期的生態觀察記錄，可引導學生尊重自然生命，

建立環境倫理觀。 
 

(三) 親子共製、共讀繪本的相關研究 
鄭明進(1989)指出自行製作繪本教學的方式中除可藉由共同參與的

過程，強化學童與教師的互動，也可透過相互的討論過程加上圖形化的

表達使兒童能夠對於文化的內容有更深刻的印象，可提升學生的專注、

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但陳涵榆、羅翠華、郭李宗文（2010）則提醒引

導學生自製繪本必須注意學童閱讀習慣的養成是需要時間，並且在製作

繪本時，需要時間學習與熟悉，才能適應精細動作及創作經驗技巧不足。

同時也要先瞭解學童對某特定生態或文化的錯誤認知與不足之處。蕭敏

華(2008)曾建議繪本教學可搭配可包括：(1)以營造閱讀氣氛為主以及掌

握閱讀活動的起始活動(表演美勞、觀察發表)。(2)接著以朗讀、順著圖

說故事、老師讀故事、按圖猜故事、語詞句子解析來導讀本文。(3)以
5W1H 的方式來設計學生 Q&A。(4) 再來以美勞、戲劇、音樂、角色扮

演遊戲…等延伸活動，讓學生更了解所學。 
丘愛鈴、丘慶鈴（2007）根據體驗學習等理念，設計家長繪本工作

坊、校園大樹的體驗活動、繪本插畫欣賞活動、親子共讀繪本的討論活

動、學童心得寫作的省思活動與繪本漫畫手工書的創作活動等六個相互



串連的繪本共讀教學模式。親子共同創作「繪本漫畫手工書」展現學童

的想像力和創作力，以及部分學童從閱讀興趣發展出語文創造力，而親

師生之間的互動與繪本教學技巧上有顯著的成長。田育芬、吳忠宏（2010）
歸納數篇研究運用繪本進行環境教育教學之成果，發現繪本教學可以提

升學生的環境態度、獲得環境相關概念、對於自然生態保育概念保有較

長期的記憶、可以增進學童的敏感度，提高學生對環境的體認…等效

果。 
綜上所述，繪本教學具有吸引學童注意力及高接受度，也能提生環

境覺知與敏感度、環境知識、環境態度。利用繪本特性再配合多元的教

學策略，創造親子共製與共讀的機會，則必能彰顯自然筆記手工書繪本

的價值。不但可以啟發學童的創造思考，更可以讓學童從繪本中學習環

境美感的意義。 
 

三、 研究方法 

如圖 2 所示，本研究起始之際採教學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透

過試驗、修正，逐步發展適合於獵人學校、都會公園、國家公園推廣應

用之課程架構。行動研究是一「行動、觀察、反省、修正」持續不斷反

省的循環歷程，其歷程包括發現問題、文獻探討、規劃行動方案、執行

行動方案、進行評鑑反思等(張德銳等人，2007)。本研究課程設計過程，

包括：課程設計前置工作、選擇主題、擬定課程草案、成立教學行動研

究小組、第一次審查與小組研討、課程修訂、第二次審查與小組研討、

課程再修訂、專家學者審核、課程再修訂、課程定案。 
研究過程中，預計不採用量化評量，而是以參與觀察法 (participant 

observation)，進行蒐集製作資料、紀錄、評價，並詳細地、動態地、情

境化描繪和解釋。這是因為希望在最自然的情境下觀察親子在製作自然

筆記手工書的反應及其影響，避免親子感覺自己為被視為研究觀察對象

而顯得不自在，或是因此而改變行為傾向產生霍桑效應(hawthorne 



effect)。 

 
圖2 教學行動研究之持續不斷反省的循環歷程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家庭親子為研究對象，其學習需求多數活動的時間會和自

己的家庭成員互動，因此在活動中邀請學童參與解說過程，通常能夠帶

動全部的成員一同參與。承上述，本課程較適合國小年高年級的學生（9
－12 歲），這時期學生在分類與因果線性思考能力增強，但抽象思考

能力尚未成熟，仍依賴具體的體驗經驗。道德推理屬道德循規期，會回

應重要他者或社會意見，尋求別人讚許而表現從眾行為。自我人格上開

始嘗試建立明確的自我角色，並有強烈的團體歸屬感。行為特質較有自

己的主張或想法，利他觀念開始發展。因此可運用環境問題來引導學習

者探索期間的因果關係或是運用團體討論活動(周儒等人，2017)。 
 



(二) 教學者與研究者的角色 
本研究之教學者為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藝術研究所之碩士，曾在非

正規環境教育場域(科教館、廣達文教基金會)擔任講師，在本研究負責

自然筆記手工書之教學，在教學過程中為完全參與者。研究者乃是佛光

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之環境教育學者，除了與教學者共同討論課程

應包含構面、方向及課程推動建議外，最後二位一起討論本研究之分析

方式，共同完成研究撰寫工作。 
 

(三) 研究參與者 
陳宥儒老師(泰雅族名 Wilung Aming)，為國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研

究所碩士，經歷國小代理教師，銀行行員、南庄鄉公所課員、主任、課

長等。他回到位於宜蘭與花蓮之間的原鄉南澳，開創那山那谷農場，那

是一個擁有豐富的生態資源與傳統泰雅文化，為部落找到文化傳承的經

濟基礎。陳老師熱心公益，每年提撥出盈餘之 2％作為獎學金，提供鄰

近之武塔國小、金洋國小還有南澳中學獎助學金，鼓勵在地學生多多閱

讀與創新。又那山那谷與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已簽訂合作意向

書，因此邀請陳老師為研究參與者，請他協助邀請南澳鄉武塔國小、金

洋國小的家庭親子一起參與課程。 
 

(四) 研究場域 
本研究場域為宜蘭縣南澳鄉那山那谷農場、花蓮縣秀林鄉太魯閣國

家公園砂卡礑步道。那山那谷是泰雅族語「我的家」的諧音，位於宜蘭

縣南澳鄉最深山的村落－金洋村，被群山、溪水環繞是一個美不勝收的

世外桃源。那山那谷佔地約 8000 多坪，擁有豐富的動、植物、昆蟲生

態、貼心的園區設施、泰雅文化及特色活動，被媒體雜誌評選為台灣十

大露營區，也是台灣唯一民營合法露營區(引自於那山那谷農場，2018)。 
砂卡礑步道從入口處到三間屋全長約 4.1 公里，倚傍著砂卡礑溪而

行。砂卡礑為太魯閣族族語「sgadan」，意為「臼齒」，因為過去在早



在約 200-300 年前，該族祖先由南投遷徙到當地開墾建社時，在此地挖

出臼齒而得名。砂卡礑溪 16 公里的流路中，形成峻秀的峽谷，清澈的

溪水、美麗的岩石褶皺及蓊鬱的森林。砂卡礑(神秘谷)壯麗的山岳、清

澈的溪流以及新鮮的空氣讓此地成為花蓮秀林旅遊的勝地(引自於太魯

閣國家公園管理處，2018)。 
 

(五) 資料蒐集與分析 
為了能夠對現象呈現豐富的描述，以參與觀察法，蒐集資料的方式

除了參與觀察與訪談外，尚有各式文件的蒐集，文件涵蓋照片、影片、

札記、家庭親子個案記錄。並且配合以錄影或錄音來輔助參與觀察。因

為課程設計有戶外導覽解說活動，考量到家庭親子移動性較高，不方便

錄音或錄影，僅以筆記作觀察記錄。每次參與觀察與訪談結束，研究者

針對現場觀察的記錄，訪談時的想法，觀看攝影內容或聽錄音內容轉譯

成文字稿後，皆將心得與疑惑記錄於教師省思札記內，幫助自己釐清觀

察的現象脈絡，歸納資料，並不斷反思研究中可改進的部分。藉由這些

不同的資料，透過交叉比對，以確保分析時的客觀程度。透過上述資料

的歸納、分析，進一步在研究過程中發展出問題、反思與對策，對自然

筆記手工書課程架構來回不斷地修正與建構。 
 

四、 課程架構與初步成果演示 

(一) 課程架構 
如圖 3 所示，本研究所發展之自然筆記手工書課程奠基於

Palmer(1998)環境樹建構環境教育模式與吳惠娟(2015)環境美感認知的

模式而建構的課程架構。「生態知識」則為獲知環境中自然與人為物的

科學知識與知覺等能力。「美感體驗」乃著重在從環境中體驗到的愉悅

感受與審美經驗。「倫理關懷」所指為對環境所抱持之關懷與尊重之意



念。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自然筆記手工書，運用適當的筆觸技法，

傳達個人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藝術表現。依此可分為 6 項指標： 
 

 
圖3 環境美感認知之課程架構 

 
(1) 探索生態與人文知識：鼓勵學生抱持高度的好奇心去觀察在活動

中動植物、自然現象，探索生態知識或文史背景，接觸各種自然

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建立初步的審美經驗。。 
(2) 探索在地民族藝術與傳統文化：現代創作、藝術分類、歲時祭儀、

自然神話、工作祭儀、藝術本質、環境傳說、圖紋族群文化(林
建成，2002)。運用藝術創作形式，表達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3) 表達對環境藝術的審美感知：自然或人為環境皆是審美的對象，

不論環境審美的對象為何，重點在於審美感知的提升。欣賞並分

辨自然物、人造物的特質與藝術品之美。 

美感體驗 

生態知識 

倫理關懷 

1探索生態
與人文知

識 

2探索在地
民族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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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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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美感知 

4關注在地
生態的永
續發展 

5增進地方
感的經驗 

6了解我與
萬物的連
結關係 



(4) 關注在地生態的永續發展：保育在地生物多樣性是環境美學追尋

的目標，強調在地生產、生活、生態三生一體並重的永續方式。 
(5) 增進地方感的經驗：鼓勵學習者用返樸歸真的眼光進行觀察，則

戶外日常生活所遇到的一切將會突然有了新的意義。能藉由觀察

與體驗自然，並能以不同形式表現在地自然環境之美與對在地環

境的關懷。 
(6) 了解我與萬物的連結關係：讓學習者自身感受到一個更密切的環

境關係，此觀念的建立有助於自身感受到自己是全體的一部分。

透過藝術創作，感覺自己與別人、自己與自然及環境間的相互連

結關係。 
 

(二) 親子自然筆記手工書之課程規劃 
如表 1 與圖 4 所示，本研究課程設計乃是由解說員與環境藝術教

師協同教學，引導家庭親子在導覽解說時使用手機攝影與記錄動植物生

態、人文史蹟、地質景觀…等，回到室內後以自己喜歡的筆觸來畫出所

見所聞，並且以手工書的技巧來編製成一本屬於親子共製、共繪的繪本

作品，應該更能促進學生的生態知識、美感體驗與倫理關懷，尋找到與

自然土地的連結等，希望此課程未來能廣泛應用於獵人學校、都會公園、

國家公園之教學場域。 
表1 自然筆記手工書之課程設計 

課程 室內或戶外/時間 

1. 小莫那上山繪本導入 室內/40 分鐘 

2. 親子戶外活動、體驗、觀察與攝影 
 南澳鄉那山那谷漂流與山野活動 
 秀林鄉砂卡礑步道踏察 

戶外/3 小時 
(含午餐) 

3. 親子手工書製作、自然筆記繪畫 
4. 親子共讀繪本發表 

室內/3-4 小時 

 



 

 
圖4 親子自然筆記手工書之指標及課程設計 

 
 
1. 小莫那上山繪本導入 
單元教學目標： 
 探索生態與人文知識 

 探索在地民族藝術與傳統文化 

「小莫那上山」繪本是以蘇花公路旁的泰雅族部落為背景，敘述十

歲小男孩莫那第一次隻身帶著弟弟一起上山找爺爺的情景(劉曉蕙、溫

孟威，1991)。本研究以營造閱讀氣氛為主，以朗讀、順著圖說故事、

老師讀故事等來解說小莫那在迷宮般的樹林，以 5W1H 來進行 Q&A，

引導親子聆聽兩兄弟在一起上山找爺爺的途中，觀察那些動植物?例如：

太陽、原始森林、竹林、蛇木林(筆筒樹林)、姑婆芋、溪流、山豬、山

羌、水鹿、獼猴、野兔、蛇等等。而這些動植物都有可能在下一個親子



戶外體驗單元能夠觀察到。 
 

  

  

  

  

   

  



  

  
圖5 小莫那上山繪本 

圖片來源：引自劉曉蕙、溫孟威(1991)。小莫那上山。臺灣英文雜誌社。 
 
2. 親子戶外體驗、觀察與攝影 
(1) 選項 1-那山那谷戶外活動 

單元教學目標： 
 探索生態與人文知識 

 探索在地民族藝術與傳統文化 

 表達對環境藝術的審美感知 

 增進地方感的經驗 

 關注在地生態的永續發展 

 
在小莫那上山繪本故事導入後，帶領親子到戶外進行體驗、觀察與

攝影。漂流式探險是泰雅朋友們常見的戶外活動，讓親子遊客坐在漂流

圈上，順流而下漂流在南澳南溪(全長約 3 公里)上的行程，沿途飽覽南

澳南溪的自然生態與山光水色。此外，另有獵人學校帶領認識泰雅山林

智慧，竹筒飯製作、獵人陷阱、搗麻糬…等多種體驗。在夜間教導遊客

們如何利用陷阱或蝦網捕獲，並以不破壞他們的生態為前提進行互動與

學習。 



 

  

  



 
圖6 那山那谷之漂流、山野與夜觀探險 

圖片來源：引自那山那谷休閒農場(2018)。那山那谷「我的家」。取自於

https://nsng.tw/。 
 

(2) 選項 2-砂卡礑步道踏察 
單元教學目標： 
 探索生態與人文知識 

 探索在地民族藝術與傳統文化 

 表達對環境藝術的審美感知 

 增進地方感的經驗 

 關注在地生態的永續發展 

除了那山那谷之外，亦可選擇兼具景觀生態與人文之美的砂卡礑步

道。除了地質地形的多樣且美麗，和動植物生態呈現豐富外，更在於其

中有人的痕跡與歷史故事。砂卡礑溪溪床上鋪滿大大小小的壘石，以大

理石與片麻岩最多，清澈的溪水及茂密的森林提供了動物們良好的棲息

環境，魚、蝦、蟹、水生昆蟲及蛙類是溪中的主角，溪床上則常見到鉛

色水鶇、紫嘯鶇、河烏等溪流鳥類流連覓食；步道上可見昆蟲、蝶類、

蛇類、山鳥…，偶而還可見到台灣獼猴等哺乳動物。 

https://nsng.tw/


 

  
圖7 砂卡礑步道踏察 
圖片來源：研究者自攝 

 
 

3. 親子手工書製作、自然筆記繪畫與發表 (以砂卡礑步道為例) 
單元教學目標： 
 表達對環境藝術的審美感知 

 增進地方感的經驗 

 關注在地生態的永續發展 

 了解我與萬物的連結關係 

帶領親子到戶外進行體驗、觀察與攝影後，結合筆記書等自然創作，

鼓勵自然文學與藝術創作，藉由攝影、徵文、新詩、筆記書等競賽活動，

鼓勵親子家庭用眼、用心體會品味自然。剛開始學生因接觸自然產生知

覺的覺醒、深入觀察、自我反省、地方探索、偶而遇到其他物種、感到

好奇心。當學生有足夠的經驗，逐漸培養出環境敏感度﹙敏銳感官、欣

賞大自然、移情作用﹚、更深入則慢慢培養出自然學家的觀點﹙地方感、



種類和生態學的知識、廣泛學科的觀點﹚，甚至是認同感﹙價值澄清、

評鑑和創造以及思考的技能、個人內在的聲音﹚。因此，將透過自然筆

記教學，適時提供範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興致和深度，讓家庭親子的經

驗能夠與土地產生深刻的連結。藉由觀察與體驗自然，以自然筆記手工

書的形式表現所見所聞的生態知識、關注在地生態永續、關懷人與萬物

的關係、提升審美的層次、探索在地特色文化。 
 

  

  



  

  

  



  

  

 
圖8 手工書製作示例 
圖片來源：研究者製作 

 



 

 



 

 



   
 在探索的過程中，你和家人觀察或聽聞到有那些傳統生態知識? 

那些是你最感到有趣的? 
 在探索的過程中，你和家人觀察到有那些在地民族藝術與在地故

事? 那些是你最感到有趣的? 
 反思你的親子自然筆記中，你記錄與描繪人、自然物和生態係系

有那些? 為什麼會特別喜歡描繪牠們呢? 
 你認為這些人、自然物和土地，跟你有什麼樣情感連結? 
 為什麼我們需要關心在地生態的永續發展呢?你的看法有那些呢? 
 以今日的課程學習成果，試試看在自己的筆記中，創作 2-3 頁的

故事，也試著描述你個人和與大自然萬物之間的關係? 

圖9 自然筆記內建學習單書寫題綱示例 
圖片來源：研究者製作 

 



五、 結語與後續研究 

(一) 教學設計的反思 
雖然繪本創作與教學已有累積不少個案，但將繪本導入戶外體驗課

程，並帶領親子繪製自然筆記手工書，都需未來更深入的探究。本研究

根基於環境美感認知學理，發展親子自然筆記手工書創作之課程設計。

以家庭親子為研究對象，教學場域設定為宜蘭縣南澳鄉那山那谷農場、

花蓮縣秀林鄉太魯閣國家公園砂卡礑步道。採教學行動研究法進行課程

設計與發展，但仍有以下問題值得研究者反思： 
1. 家庭親子的背景學習經驗不同： 
自然筆記手工書的教學成效可能會因親子的背景和學習條件而異，

未必能一體適用所有目標群體。從教學現場經驗而論，有些親子可能認

為體驗完成就足夠了，再製作自然筆記可能會增加負擔，或是自信心較

低擔心畫不好，沒有學習成就感…等。這顯示自然筆記手工書教學的設

計必須更貼近現場親子真正的學習需求，加再以精簡化。不過，本研究

認為自然筆記手工書應用於戶外體驗課程雖然是一種可行的深度學習

方法，不過並不是各階段的親子族群都適用。 
2. 親子共同描繪自然筆記手工書的挑戰： 
為配合教學時間，考量親子閱讀的專注力，必須將小莫那上山故事

濃縮，有時可能會降低故事內容的張力和吸引力。此外，令研究者花費

心思的如何透過 1 日課程的引導，促進親子從美感體驗中帶出生態知識，

進而更深層帶出倫理關懷，因為本課程的目標即是讓親子從自然筆記手

工書中學習環境美感的意義，這些皆是本課程需要突破的挑戰。 
 

(二) 後續研究 
本課程較適合國小年高年級的學生（9－12 歲）之親子家庭，預計

於 2018 年底前進行實測，目前發展已完成至第二次審查與小組研討之

階段，後續將視課程情況再修訂，陸續完成專家學者審核、課程再修訂、

課程定案等。課程實施由 2 位教學者與研究者共同進行教學行動研究，

本研究場域為宜蘭縣南澳鄉那山那谷農場，以參與觀察法、攝影照片、

錄影影片、札記、家庭親子個案記錄。修正與優化課程後希望未來能廣

泛應用於獵人學校、都會公園、國家公園之教學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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