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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園繪本創新應用 
國際研討會暨工作坊 

~繪出永續新世代~ 

活動宗旨 
瞭解運用繪本進行環境教育及環境解說之國際趨勢，精進國家公園解說服務發

展，強化國際保護區環境教育及環境解說之合作聯繫，回顧及展望國際國家公

園環境教育、繪本應用的思潮與行動、國家公園與幼兒、學童之關係內涵、繪

本如何融入創意課程教學等範疇進行研究成果發表及工作坊，使參與人員充分

瞭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及解說與出版繪本相關教學素材成果，進而培養環境教

育、環境解說之國際觀，期望透過本次活動能夠獲得孩童、幼兒環境教育未來

的實行策略與發展方針。 
 

時間地點 
 研討會  

時間：2019 年 9 月 19(四) 10:00-17:00、2019 年 9 月 20(五) 10:00-12:00 

地點：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中商大樓 2 樓國際會議廳 

名額：200 名 

 

 工作坊 A-「海之友．山之友」屏風繪本製作教學-原賀老師 

時間：2019 年 9 月 20(五) 13:00-17:00 

地點：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中商大樓 2 樓研討室 7203、7204 

名額： 50 名 

 

 工作坊 B-「Aman Theater」和「生物動態雕刻創作」體驗、教學-鹿谷老師 

時間：2019 年 9 月 20(五) 13:00-17:00 

地點：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中商大樓 2 樓研討室 7208、7209 

名額： 5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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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研討會及工作坊參加對象 

各國家（自然 ）公園管理處及都會公園管理站同仁或保育解說志工、從事

環境教育、自然體驗及戶外教育相關業務人員或志工、圖書館從業人員或說故事

志工、國民中小學校及幼兒園故事志工、國內大專院校環境教育相關學系及其他

有興趣社會人士等。 

 可申請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及環境教育時數  

19 日研討會全程參與以 5 小時計；20 日上午講座全程參與以 2 小時計；

20 日下午工作坊全程參與以 4 小時計。 

 工作坊因名額及場地空間有限，每場次開放 50 位，報名後優先錄取原

則，說明如後 3 點，並另行通知報名成功參與人員: 

1.全程參與 19 日國際研討會及 20 日上午講座者。 

2.從事或曾參與過國家公園環境教育相關業務者。 

3.具備 5 年以上實際執行推動繪本閱讀或相關活動經驗者。 
 
 
 

 
@ 李馨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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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9日(四)國際研討會議程表 

國家公園繪本創新應用研討會 (時數 5小時) 

108年 9月 19日(四)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中商大樓 2樓國際會議廳 

時間 活動議程 

9:30~10:00 報到 

10:00~10:10 開幕式及貴賓致詞 

10:10~11:20 
相互思考 SDGs的繪本·繪畫歌·紙芝居·布繪劇場工作坊 

講者：原賀いずみ  日本北九州インタープリテーション研究会 代表 

11:30~12:30 
從繪本的世界，看臺灣的環境議題 

講者：陳旻昱 

12:30~13:30 午餐與休息 

13:30~14:40 
向孩子傳遞沖繩海洋之聲 ～在室內快樂學習海洋奧妙之計畫的經驗～ 

講者：鹿谷 麻夕  日本沖繩鹿谷自然解說 創立者 

14:40~14:50 茶點與交流 

14:50~15:50 
繪本，讓科普知識更有趣  

講者：張東君 

16:00~17:00 

與談方向：國家公園環境教育繪本應用推動現況交流 

主持人：張維銓組長及專案主持人(暫定) 

與談人：林素華、張明純、彭桂枝、謝文綺、陳旻昱、張東君、吳立涵 

17：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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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0日(五)研討會講座及實務工作坊 

研討會講座 (時數 2小時) 

108年 9月 20日(五)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中商大樓 2樓國際會議廳 

9:30~10:00 報到 

10:00~10:10 開幕式 

10:10~11:10 
從地圖創作認識臺灣《臺灣最美的地方：國家公園地圖》創作分享 

講者：陳又凌 

11:10~12:10 
《是誰躲在草叢裡》繪本創作分享 

講者：鄭潔文 

12:10~13:00 午餐與休息 

實務工作坊 (時數 4小時) 

108年 9月 20日(五)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中商大樓 2樓研討室 

13:00~17:00 

【工作坊 A】 

主題：「海之友．山之友」 

      屏風繪本製作教學 

講者：原賀いずみ老師 

地點：7203、7204 

【工作坊 B】 

主題：「Aman Theater」和「生物動態  

      雕刻創作」體驗、教學 

講者：鹿谷 麻夕老師 

地點：7208、7209 

會外書展設攤，配合出版社展示國家公園、自然體驗及戶外教育相關繪本及

圖書，講座規劃有獎徵答活動，書展提供本研討會活動專案折扣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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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工作坊 
原賀老師工作坊-「海之友．山之友」屏風繪本製作教學 

以 Eric Carle的方式進行  

工作坊的部分，介紹一位在臺灣成長的日本詩人「工藤直子」，將「のはらうた」做

成一頁繪本，這樣一來，可以在短時間內，將從水陸生物那得到的訊息製作成繪本。工藤

直子是日本非常有名的詩人，日本的教科書一定都有記載她的詩集。另外，在地球繪本的

工作坊，可以討論 SDGs的各種問題，共享對於自然和地球的感受的工作坊。想要做「屏

風繪本」（如上圖所示）。以棲息在各種地方的生物為主題製作，相互討論分享。 

＊參與者須準備的材料：各自想介紹的生物的照片。 

 

鹿谷老師工作坊-「Aman Theater」和「生物動態雕刻創作」體驗、教學 

 

1. 介紹利用手作布偶來完成的「Aman Theater」和可以習得珊瑚的生態的「珊瑚雙六遊戲」。 

2. 體驗和自然及生物有關連性的「生物動態雕刻創作」 

這是一個使用色紙等素材製作出自然元素及生物，利用夾子和繩子使其串在一起，來表

現生態系的活動。活動最後會將讓大家思考如何利用大家的生物動態雕刻創作，一同創

作出一個大型生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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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簡介 
 原賀いずみ 
北九州自然解說研究會代表、豐之國海幸海幸山幸事務局長 
北九州 ESD 協議會宣傳委員長、日本環境省公認環境指導員・
福岡縣地域發展統籌者。在 2002 年開發了一個名為「布藝劇場‧
大包包博物館」的獨創自然解說手法，並且著眼於與觀眾互動的
形式來介紹生物的多樣性及其成長史，也在日本、中國、韓國等
地的環境教育交流場合推廣此手法。 
 
 鹿谷 麻夕 
設立鹿谷自然解說，專長為自然解說導遊、海洋環境教育、環境
教育教案及教材開發、以自然或環境為主題的工作坊或協作、對
於有在進行環境保存活動的地方團體進行支援。自然導遊或是生
態旅遊（環保低消耗的旅行）的解說訓練等。 
 
 陳旻昱 
陳昱昱（玉米辰），透過最直接的觀察與生動的內容，描繪屬於臺灣在地的環境議題，
運用繪本和故事與小朋友對話。同時也致力於紙藝及動畫創作－透過最直接的方式製作
＜臺灣掌中戲＞、＜廟街 3D立體書＞；其中，「螃蟹過馬路」獲 2010年金鼎獎最佳繪
本動畫獎；原創之「小島故事 Muisland」系列動畫更榮獲 2012數位內容最佳產品獎肯
定。2018 年，實驗性開發＜我早就知道＞盲點浮雕繪本。目前致力於環境議題動畫及
多媒體數位相關工作。 
 
 張東君 
臺灣大學動物系所畢業，日本京都大學理學院動物所博士課程結業。科普作家、推理評
論家、英日口譯。著有《爸爸是海洋魚類生態學家》、《動物勉強學堂》、《象什麼》、《動
物數隻數隻》等，著譯作超過一百八十本，目標為「著作等歲數，譯作等身」。第五屆
吳大猷科學普及著作獎少年組特別獎翻譯類、第四十屆金鼎獎兒童及少年圖書類得主。 
 
 陳又凌 
畢業於 Utrecht School of the Arts, NL. Editorial Design, MA。喜歡散步、大自然、和貓說
話，喜歡畫畫，生活中微小的小事物和自己的小喜小悲。期待自己有天能優雅的過生活
及畫圖，但目前為止還沒發生過。2018 年出版《臺灣地圖貼紙書》、《臺灣地圖》、《媽
咪怎麼了？》，2017 年韓國南怡島插畫獎、2015、2016 年連續榮獲義大利波隆那插畫
獎，2013 年開始設計自己的商品，覺得這是一件有趣又充滿驚喜的體驗。 
 
 鄭潔文 
喜歡和故事裡的角色滴滴咕咕，腦袋五顏六色的繪本創作者。擅長以水彩、粉彩、色鉛
筆等混合媒材繪圖。出版作品：《看見》、《成語運動會之生肖成語來報到》、《諺語運動
會之超級數一數》、《詩精靈的化妝舞會》、《燭火小精靈》等。粉絲頁：罐頭裡的藝想 
https://www.facebook.com/daiski42000  

https://www.facebook.com/daiski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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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九州市 ESD協議会マップ（c）原賀 

ESDと SDGsの関係（c）原賀 布絵などがはいったかばん 

SDGsをインタープリテーションするための絵本 

北九州インタープリテーション研究会 原賀いずみ 

①北九州市と SDGs 
2015 年〜2030 年までの国連の

ミレニアム目標 SDG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が 発表されて
以来、様々な分野の人々が SDGs に
ついて語り、世界共通の行動目標とな
っている。私が住んでいる北九州市は
アジアで唯一 OECD より「SDGs 推
進に向けた世界のモデル都市(2018
年 4 月 18 日)に選定され、また、国よ
り「SDGs未来都市」に選ばれた都市
であるが、その背景として、1950 年
代からの経済成長に伴う深刻な公害
問題を訴えた母親たちによる「青い空
が欲しい」運動、そして現在は公害克
服技術の海外支援や ESD の推進など
が評価の対象となっている。2002 年

のヨハネスブルグサミットで日本が
提 案 し 「 ESD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の 10 年（2005 から 2014）」が採択され、北九州市
にESDの地域拠点の１つとして活動する北九州ESD協議会が2006年に誕生。
本会はメンバーの一員として ESD を推進するワークショップを 2006 年から
行ってきた。しかし、残念ながら ESD という言葉と概念はなかなか普及しな
かった。しかし、2015 年から全世界的にわかりやすい目標設定とアイコンを
活用した SDGsが掲げられた結果、大人から子どもまで、SDGsの意義とつな
がりが伝わりやすくなった。以上のことから、SDGsのアイコンは持続可能な
開発のための教育には不可欠な教育アイテムであると考え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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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布絵本・布絵シアターと SDGs 
私たち北九州インタープリテーション研究会は、

2002 年より「布絵シアター・かばんミュージアム」
という環境教育手法を開発。これまでの 17 年間の
活動の間に、干潟、川、山、田んぼ、葦原原などの
生息環境をテーマとした９作品、蛍や鹿などの生物
がテーマの２作品。持続可能な社会作り〜“The 
seed of ESD Tree”や原発問題などの環境倫理的な
問題をテーマとした３作品、計 14 作品を作り、日
本国内の様々なフィールドにとどまらず韓国や中国
との環境教育交流の場や北九州市における国際交流
の場などでワークショップを実施。昨年は台北でも
紹介させて頂いた。 

 
 「布絵シアター・かばんミュージアム」とは、大きな布でできた絵本の

１ページのような背景の前で、そこに生息する生物や自然環境、自然の背後に
ある地域の伝承などを組み込んだお話を語りながら、手づくりの立体的な布製
の生き物たちを、手に持ち触ってみたり、生き物コスチュームなどを着て変身
したり、みんなで作り上げる、言わば参加型の大型１ぺージ絵本である。 

 
本会では、この布絵シアターを「❶見て触って感じる楽しさ！❷自然の不

思議を伝えるストーリー❸誰もが使いやすいデザイン・みんなが参加できるプ
ログラム❹自然の達人につなげる」ことをモットーに制作し活動している。 

この手法の特性は、現地のフィールドやミュージアムに行くことができな
くても、小さな子どもから、障害のある子ども、海外の方まで「カバンの中に
詰まった自然の世界」をイメージとして、言葉を超えて共有できるという特性
がある。 

では、どのようにして、布絵シアターの特性が生まれたのか、その背景と
経緯についてご紹介したい。 

 

『曽根干潟・春・夏・秋・冬』 

紫川絵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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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たちが初めて作ったプログラム「曽根干潟・春・夏・秋・冬」が完成し
たのは 2002 年。環境教育を学び始めた美術教師の私（原賀）と、ダウン症児
の親であり、我が子のために布絵本を作っていた加藤が、身近な自然である曽
根干潟の素晴らしさを伝えるために考案した。この手法が生まれる以前の
1980 年、日本の中でも障害児教育先進地だった北九州市内で加藤を含めた障
害児の親たちが、『手づくり布の絵本 : 子どもの世界をひろげる布の絵本』
（ 偕成社 １９７９）と出会い、我が子のために布絵本を作り始めた。加藤た
ちは、「布絵本は丈夫で破れない。ヨダレなどで汚しても洗える。また子ども
の障害や発達に合わせて、様々な仕掛けが施せる知育玩具的な要素もある。主
人公を取り外して、手で持ち動かして遊ぶことによって、障害のある子たちも、
話のつながりが理解しやすく、ごっこ遊びのように身近に感じることができる。
また、布絵本を通して障害のあるなしに関わらず共に遊びふれあう場を作るこ
とができる。」と考え、「布絵本の会あっぷる」として活動を始めた。翌 1981
年は国際障害者年であり、市内でも様々なイベントが開かれ、布絵本の展示や
障害児の専門家たちとシンポジムが開かれた。そこで、加藤たちは全ての子ど
もたちの健康・福祉・医療・教育の観点から「おもちゃライブラリー」の必要
性を北九州市へ訴えた結果、1982 年、北九州市療育センター内に「北九州市
おもちゃライブラリー」が開館する運びとなった。以後 2019 年までの 37 年
間現在、障害児の親や療育センターの専門家などのボランティアで市内の３館
を運営し、手づくりの布絵本は 250 冊。障害のある子も、ない子もパートナ
ーシップを育む場として活用されている。 

 
 

布絵本「ゆうえんち」 布絵本の会あっぷ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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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 年、「北九州市おもちゃライブラリー」が開館した年に、隣接する市
立の特別支援学校に教諭として赴任した美術教師の私（原賀）は、布絵本の有
効性に着目。重度の障害児の授業に活用するために、おもちゃライブラリーに
通い、我が子の子育てにも活用していた。ところが、１９９８年に北九州市唯
一の動物園であり児童文化の拠点でもあった「西鉄到津遊園」が閉園発表。原
賀の父がこの園の獣医や園長も勤めていた関係から動物園の存続署名活動を
推進。存続決定後、加藤を誘って子ども・女性・障害のある人たちの立場に立
った「ジェンダーの視点がいかされた公的施設とは〜新動物園づくりのヴィジ
ョンをもとに」（1999北九州市女性問題調査研究支援事業報書）という研究を
まとめ、北九州市に提言。また、2002 年にリニューアルオープンした「北九
州市立到津の森公園」のボランティアとして、環境教育グループを立ち上げ環
境教育プログラムを実践。動物園という地球環境を伝える施設の保全が一段落
したところで、身近な地域の自然の素晴らしさを伝える環境教育活動へ発展す
べきだと考えた原賀は、観察会に通っていた曽根干潟の生物多様性を伝えるた
めの環境教育プログラムを作ろうと加藤に相談。加藤がこれまで培ってきた布
絵本の技術と、到津遊園で長年受け継がれてきた「口演童話」（注２）の文化
を融合して生まれたのが、第１作「曽根干潟・春・夏・秋・冬」の布絵シアタ
ーである。この活動に大橋が加わり、現地調査や現地の専門家のお話を聞きき
ながら手作りし、ワークショップを展開している。 

 
布絵シアターという手法には、まず布絵本に込められた「３すべての人に

健康と福祉を」「４質の高い教育をみんなに」「５ジェンダー平等を実現しよう」
「１７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で目標を達成しよう」という 

願いの上に、動物園の存続や地域の自然の保全活動から生まれた「14 海
の豊かさを守ろう」「15 陸の豊かさを守ろう」という願いがこもっている。近
年気候変動や自然災害が日本中、世界中いたるところに起きている。「13 気候
変動に具体的な対策を」「11 住み続けられるまちづくりを」「16 平和と公正を
すべての人に」この目標を達成するには、その土地の歴史を振り返り、かつて
の暮らしの営みや経験知を伝承
してゆくことが不可欠であると
考えている。私たちは布絵シアタ
ーでメッセージを伝える時、その
地域の自然・生物多様性だけでな
く、地域の伝承や神が登場させる
プログラムもある。自然と文化の
つながりへの気づきこそ、インタ
ープリテーションする必要性が
あると考え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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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絵シアターは、どこでも持ち運べ、ページを開くと物語の中へ誘う絵本
の特性と触って感じるハンズオンのミュージアムの特性を持ち、布で作ること
で、たくさんの情報源（生物模型や変身コスチューム）も簡単に持ち運べるな
どの特性も持つ。市販品ではなく、あくまで手作りであるため、普及は限られ
ているが、その地域、その人らしさで発展して欲しいと考えている。 

 
 
 
 
 
 
 
 
 
 
 
 
 沖縄では、2010 年に私たちのワークショップに参加して下さった、海

洋生物の専門家である鹿谷さんが、早速私たちの手法をヒントに、「あーまん
シアター」という、沖縄の海の多様性を伝える美しく楽しい布絵シアターを作
り、インタープリテーションの活動を行なっている。また、沖縄北部のヤンバ
ル地区でも、布絵シアターを作るためのワークショップを行った。この時は、
布ではなく、ペープサートで生物模型を作り、ベニヤ板で背景を作った。素材
は布でなくても良い、伝えたいメッセージと、伝えたい場面と動かしてみたい
生き物があれば、絵本から飛び出した布絵シアターの世界を作りインタープリ
テーションすることをお勧めしたい！ 

 
 
 
 
 
 
 
 
 
 
 

 
福岡県男女共同参画センター「あすばる」制作の SDGsおみくじ・「あすばる」ライブラリーの SDGsコーナー 

“The seed of ESD Tree”には生物も神様も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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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SDGsと絵本 
日本では世界中には、たくさんの絵本が出版されている。作家の目で切り

取られた世界、描かれた絵と言葉は、込められた願いは、見る者をぐいぐいと
絵本の世界に誘う力がある。自然の見事な描写や、自然の営みを伝えるために、
多く教育現場で活用されている。これら絵本の力を使い 

 
SDGsを伝えようという取り組みが、福岡県でも始まっている。福岡県男

女共同参画センター「あすばる」ライブラリーでは、SDGsと絵本や書籍をつ
なげる活動を推進、担当職員の富永絵美さんのアイデアで、SDGsのアイコン
をつけた絵本・書籍コーナーや SDGs おみくじを手作りし、絵本と SDGs の
つながりを楽しい企画で紹介している。まず、自分が大好きな絵本の世界で、
SDGsについて考え、感じたことを伝えあうことは、持続可能な社会づくり一
歩に繋がると考える。 

 
④私の SDGs絵本と絵本づくりワークショップ 
◾️絵本「さとやまどうぶつえかきうた」さとやま絵本づくりワークショ

ッ 
 
 
 
 
 
 
 
 
 
 
 
 
 
 
 
 
 
 
 

子どもの描いた絵描き歌絵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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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はらがいずみ 
この絵本は、「14 陸の豊かさを守ろう」を伝える絵本である。日本の里山

と呼ばれる、人里に隣接した山間部では、高齢化と過疎化が進み、里に住む人
より、鹿や猪の数が増え農作物に深刻な影響を与え「害獣」と呼ばれている。
まず、動物の形を知り、描くことから、里山の動物たちのことを考えるきっか
けとなればという願いを込めた。描き方は、日本の伝統的な遊び「絵描き歌」
として、言葉をのせ、世界中誰もが知っている「きらきら星」♫の曲で歌える 

ようにした。この絵本づくりワークショップは、山や公園での自然体験の
後などに行っているが、同じ描き方でも描いても、名前をつけると、皆違う個
性ある動物となる、次に吹き出しを書き、言葉を入れていく中で、各々が自然
の中で感じた言葉が溢れてくる、振り返りの活動に役立つ絵本である。それぞ
れの地域や公園などの生き物たちの絵描き歌を考えてみる事もお勧めしたい。 

 
 
 
 

 
 

 

福岡教育大学での授業風景と１ページ絵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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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き物たちからの手紙 

 

・私は●●に住む●● です。 

・私の名前は●●です。 

・私の家族は●●と●● です。 

・私の好きな食べ物は●●です。 

・私の得意なことは ●●です。 

・私が困っていることは、●●です。 

・私がみんなに伝えたいことは         

●●です。 

◾️「生き物たちからのてがみ」
は、本会が考案したワークシー
トである。2018 年 6 月に開催さ
れた日本シェアリングネイチャ
ー協会主催の全国大会が前述の
到津の森公園で開催された時、
動物園で分科会で、このワーク
シートを使った「丸い地球は動
物園〜生き物たちからの手紙」
というアクティビティを行った。
まず、ワークシートを持ち、園
内の動物を観察した後、手紙を
書き語りあい、最後に動物ジェスチャーを行う楽しいアクティビティとなった。 

私がこのシートを考案するヒントになったのが、日本の児童詩の第一人者
である工藤直子先生の『のはらうた』である。工藤さんは台湾嘉義県生まれ
10 歳まで台湾で過ごし、原風景は台湾のトカゲや虫たちであると著書にも書
いておられる。工藤直子先生の『のはらうた』の詩は、自然の一部である動物、
虫、木、鳥、風になり、自然の一部として名乗ることで、生き物の目と心にな
って自然を見回してつぶやいきを書き留める。日本の小学校の国語の教科書に
掲載され、子どもたちなら誰もが知っている大好きな詩である。この詩集に出
てくる「カマキリ リュウジ」の詩などを読んでいると、生き物たちの息づか
いを感じることができる。右の写真は、生き物たちの声に耳を傾ける感性を養
ってほしいという願いを込めて、私が教員養成大学で行っている絵本を作りの
授業実践である。絵の技法は日本の小学校の図工の教科書に紹介されている
『はらぺこあおむし』の作者エリック・カールさんのコラージュの絵本の技法
を使って行っている。１ペー
ジだけの屏風型絵本にしたり、
４ぺージの起承転結の屏風絵
本にして、自分の作った絵本
を読みあうことで、多様な生
き物への思いを共有するきっ
かけを作り、この授業を受け
た学生たちが、教師となり子
どもたちに伝えていってほしいとの願いも込めている。 

北九州市子ども図書館にある台湾の絵本 

https://ja.wikipedia.org/wiki/å��ç¾©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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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まとめ 
私たちの感性は、生まれ育ってきた風景に育まれている。台湾で生まれ育

った工藤直子さんが紡ぎ出す、生き物たちのつぶやきは、台湾の大地のように
明るい。「風景はわたしたち一人ひとりがそこからいろいろな意味を読み取る
このできる偉大な書物」（桑子 2019）と 2005 年から私が関わったふるさと海
を守る活動を支援して下さった環境哲学者の桑子敏雄先生は風景の中にある
自然と文化と人との関係を見つめ直すことの大切さを説かれ、私のインタープ
リテーションに対する考えに大きな方向性を与えて頂いた。2019年7月9日、
日本人の祖先が台湾からどう渡来したのかを探る国立科学博物館チームの丸
木船が 45 時間 200 キロを漕ぎ続け、与那国島に到着したというニュースが飛
び交った。私たちが暮らす風景の中には、自然と結びついた神話や伝承がたく
さんある。それらは、持続可能な未来を考えるための祖先から頂いたメッセー
ジではないか。であるとすれば、風景から生まれた自然や文化の物語をインタ
ープリテーションすることこそ SDGs 持続可能な未来を作ることになるので
はないかと考え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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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D與 SDGs的關係（c）原賀 

北九州市 ESD協議會地圖（c）原賀 

裡面裝了布藝的包包 

解釋 SDGs 的繪本 

北九州インタープリテーション研究会 原賀いずみ 

①北九州市與 SDGs 
自聯合國於 2015 年公布以 2030 年

為期程，接續千禧年發展目標的永續發展
目標 SDG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以來，各個領域的人們談論著
SDGs，並成為世界共通的行動目標。我
目前所居住的北九州市被經濟合作發展
組織 OECD評選為亞洲唯一「促進 SDGs
的世界模範都市」(2018 年 4 月 18 日)，
亦被日本政府評選北九州市為「SDGs未
來都市」，但這是因為有許多擔心經濟發
展導致出嚴重公害問題的熱心媽媽們在
1950 年代起有發起「我要藍天」運動。
也因為北九州致力於公害防治的海外支
援並提出所謂的「ESD」。2002 年的約翰
內斯堡高峰會中，一致通過日本提出的
「 ESD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十年計劃(2005-2014)」。於
是，2006 年於北九州市以 ESD地區據點之
一展開活動的北九州 ESD 協議會正式成立。本協會作為成員的一份子，雖然從
2006 年開始舉辦推動 ESD 的工作坊，但非常遺憾，ESD 的認知與概念並不容
易普及。幸好本會於 2015 年開始將 SDGs的精神以較易理解的目標設定與視窗
來推廣，使得大人到小孩都較能了解 SDGs的意義與發展。從上述的觀點來看，
我認為 SDGs的視窗是日後持續發展教育中不可欠缺的教育項目。 

 
 
 
 



17 
 

②布繪本．布繪劇場與 SDGs 
我們北九州インタープリテーション研究會自 2002

年起研發一個叫做「布繪劇場．包包博物館」的環境教育
法。迄今為止 17 年的活動期間，以泥灘、河川、高山、
稻田、蘆葦灘等生態環境為主題的作品有 9件；以螢火蟲、
鹿等生物為主的作品有 2 件；以創造可持續發展的社會～
“The seed of ESD Tree”或核電問題等的環境倫理問題
為主題的作品有 3 件。總計共製作了 14 件作品。工作坊
不僅在日本國內的各個領域舉辦，與韓國、中國的環境教
育交流場合或是在北九州市舉行的國際交流場合也會舉
辦工作坊，去年在台北的研討會也曾向與會來賓介紹本會
的精神及作品。 

 
所謂的「布繪劇場．包包博物館」是指在一大塊布作成的一張類似繪本的背

景前，將在那棲息的生物或自然環境、大自然下的當地傳說故事等編入故事中，
一邊說故事，一邊嘗試將手工製作的立體布偶動物拿在手裡體驗觸感，有時主講
者也會換上動物的服裝化身成為小動物。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一個大家一起
共同創造出來的參與式大型單頁繪本書。 

 

本研究會將這個布繪劇場以「❶用視覺觸覺感受的樂趣！❷講述自然奇觀的
故事❸誰都可以容易使用的設計．大家都能參加的計畫❹成為自然達人」為標語
持續展開我們的活動。 

 
這個方法的特性是，即使無法去當地的田野或博物館，但就算是年幼的孩子、

患有殘疾的兒童，甚至是來自國外的人們都可以超越語言的隔閡，透過想像讓自
己置身在「包包裡的自然世界」。 

 
那麼，布繪劇場的特性是怎麼產生的呢？接下來我想介紹一下布繪劇場特性

誕生的背景與原委。 
 
 
 
 
 
 
 
 
 

紫川絵巻 

『曾根泥灘．春．夏．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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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初次的作品「曾根泥灘．春．夏．秋．冬」於 2002 年完成。這個作品
是當時擔任美術老師剛開始學習環境教育的我(原賀)，以及唐氏症兒童的母親、
並為自己孩子製作布繪本的加藤，二人為了傳達周遭最近的大自然—「曾根泥灘」
的精彩之處而研發出來的。其案早在這個方法尚未誕生的 1980 年，在日本國內
殘疾兒童教育先進地區的北九州市，包含加藤在內的身心障礙兒童父母們就已與
『手工製作的布繪本：打開孩子世界的布繪本』(偕成社 1979)有所連結，並開
始為自己的孩子製作布繪本。加藤一行人認為：「布繪本很堅固不會壞。即使被
口水滴到、弄髒也能洗乾淨。此外，配合孩子的缺陷或成長，也可設計出各種具
知育性質元素的裝置。 

 
透過移除主角、放在手裡操控把玩，即使是有身心障礙的孩子們也能夠輕易

理解故事之間的聯繫，如同扮家家酒般切身感受。除此之外，不管孩子們有沒有
身心上的障礙，這樣的手工布繪本都提供出大家一起遊玩的空間。他們是在這樣
的理念前提下開始展開「布絵本の会あっぷる」活動。 

 
1981 年當時為國際身心障礙者年，北九州市舉辦了各式各樣的活動，而布

繪本的展示與身心障礙兒童專家們也一同舉辦座談會等。那時，加藤一行人以所
有孩子們的健康、福利、醫療、教育的觀點為訴求，向北九州市建議「玩具圖書
館」的必要性後，1982年於北九州市醫療教育中心內的「北九州市玩具圖書館」
旋即成立。到今年 2019 年為止的 37 年來，與身心障礙兒童的父母親及醫療教
育中心的專家們共推動了 3 家玩具圖書館，創作出 250 冊手工布繪本。而這些
手工布繪本更是被運用到所有兒童的成長教育上。 

     

布繪本「遊樂園」 布絵本の会あっぷ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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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 年「北九州市玩具圖書館」開館當年，我本人(原賀)到鄰近的「市立
特別支援學校」任教美術老師，當時便致力於布繪本的運用。為了活用於重度身
心障礙兒童的課程，我在玩具圖書館與學教間來來回回，並且也應用在自己的育
兒上。但 1988 年北九州市唯一的動物園，同時也是兒童文化據點的「西鐵到津
遊園」公布閉園消息。因為我的父親是這個園區的獸醫兼園長，他推動了動物園
的保存署名運動。確定能夠保存後，我邀請加藤一起彙整「站在孩子．女性．身
障人士的角度『何謂採納女性視點的公共設施～基於創建新動物園的願景』(1999
北九州市女性問題調查研究支援事業報書)」為題的研究，並向北九州市提議。 

 
另外我以 2002 年重新開放的「北九州市立到津森林公園」志工的身分，成

立環境教育團體、實施環境教育計畫。在保全能夠傳達地球環境的動物園設施一
事告一段落後，我認為應該多發展「傳達當地大自然的精彩」的環境教育，於是，
便和加藤討論一個以參加觀察會的方式傳達「曾根泥灘」生物多樣性的環境教育
計畫。將加藤至今為止培養的布繪本技術與「到津遊園」長年傳承下來的「口演
童話」(注 2)文化結合，第一部作品「曾根泥灘．春．夏．秋．冬」布繪劇場。
之後，大橋也加入這個活動，她一面進行田野調查、訪問當地專家，一面手工製
作、舉辦工作坊。 

     
如右圖在製作布繪劇場的方法中，首先在蘊含「3 良好健康與社會福利」「4

良質教育」「5 性別平等」「17 團隊合作達成目的」等期許的布繪本裡，充滿了
能促使動物園的存留和當地自然保護運動「14 保育及維護海洋資源」「15 保育
及維護生態領地」的願望。近年來，氣候持續變遷，日本甚至世界各國不斷發生
自然災害。為了達成「13 氣候行動」「11 永續發展的市鎮規劃」「16和平、正義
與健全的司法」的目標，我認為回顧這片土地的歷史，傳承過去的生活和經驗是
不可或缺的。我們在布繪劇場傳達訊息時，不只計畫介紹當地的自然．生物的多
樣性，也想介紹當地傳統和神明信仰等。正因為意識到自然和文化之間有重大的
關聯性，我們才努力不斷的傳演、介紹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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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繪劇場具有「隨身攜帶，只要翻開頁面就能邀請大家進到故事中的世界」
這樣的特徵，它更具有接觸體驗的手掌上博物館的特性。由於是布做成的，因此
可輕易的將許多人事物搬上檯面 (生物模型或變身服裝)。但再怎麼說它們都是
一一縫做的，並非市面上販售的商品，所以推廣效果有限，但仍希望能在地方上，
將它那份充滿自然寫實的特色發展下去。 

     
 
2010 年海洋生物專家鹿谷小姐參加了我們在沖繩舉辦的工作坊，她立即由

我們的演出方法中大獲靈感，製作出一種名為「あーまん劇場」，傳達沖繩海洋
多樣性的美麗、快樂布繪劇場之後持續她的口說演出活動。此外，我們也曾在沖
繩北部的山原地區舉辦工作坊。當時，並不是使用布，而是用紙製作生物模型、
用膠合板作背景。即使材料不是布料也沒關係，只要有想表達的訊息、想傳達的
場景、想要扮演的生物，我們都建議製作和口說演出這種從繪本跳脫出來的「布
繪劇場」！ 

生物和神明也都在“The seed of ESD Tree”中登場 

福岡縣男女共同參畫推進中心「あすばる」製作的 SDGs神籤・「あすばる」圖書館の SDGs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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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SDGs與繪本 
    有許多日本的繪本在世界各地出版。作家眼裡看到的世界、描繪出的圖

片和敘述出來的文字，以及作家的殷殷期盼等皆具有引人入勝的吸引力。為了傳
達對大自然精彩的描寫和自然界的活動，繪本被活用於許多教育領域。藉由這些
繪本的力量，福岡縣也開始了傳播 SDGs 的理念。在福岡縣男女共同參畫推進
中心的「あすばる」圖書館裡，推動將 SDGs 與繪本或書籍相互連結的活動，
負責人富永繪美小姐的想法是利用手工製作付有 SDGs 圖標的繪本、書籍展示
區或 SDGs 神籤。將繪本與 SDGs 的關聯性以歡樂企畫的方式來介紹給大家。
我認為首先在自己最喜歡的繪本世界中，思考 SDGs 並互相傳達自己所感受到
的東西是邁向建立永續社會的一步。 

 
我的 SDG繪本與繪本製作工作坊 
   ◾繪本「山林動物畫畫歌(さとやまどうぶつえかきうた)」山林繪本製作工作
坊 

   

孩子畫的畫畫歌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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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原賀いずみ 
這本繪本是傳達「14 保育及維護海洋資源」的繪本。在被稱為日本山林，

緊靠著村莊的山谷地帶，高齡化與人口減少的問題日漸嚴重，鹿和野豬的數量增
加，對農作物造成嚴重的影響，居住在村裡的人們將其稱為「害獸」。首先，希
望透過了解、並描繪動物的形狀，應該可以讓小朋友們思考山林裡的各種動物的
現狀。描繪的方式是按照日本傳統的遊戲「畫畫歌」，在世界著名的「小星星」
♫旋律中填入歌詞，讓大家都能朗朗上口。這個繪本製作工作坊雖然是在山地和
公園的自然體驗之後進行，但即使是用同一種畫畫方式描繪，如果給它一個名字，
每個都會成為個性截然不同的動物，接著畫出對話框，填入文字的過程中，感受
大自然萬物的文字如泉湧般溢出，是對於回顧活動有所幫助的繪本。因此也想建
議大家考慮看看各種區域和公園的生物畫畫歌。 

 
 
 

 
 
 
 
 
 
 

在福岡教育大學上課的情景與一頁式的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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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生物們的一封信 

 

・我是住在 ●● 的 ●●。 

・我的名字是 ●●。 

・我的家人有 ●● 和 ●●。 

・我喜歡的食物是 ●●。 

・我擅長的東西是 ●●。 

・我的煩惱是 ●●。 

・我想告訴大家的是 ●●。 

◾「來自生物們的一封信」是本研究會設計的
學習單。 

 
2018 年 6 月「日本分享自然協會」主辦的

全國大會在「到津森林公園」裡舉行。大會裡、
分科研討會場裡，我們便使用這分學習單來進
行「圓圓的地球是動物園～來自生物們的一封
信」這樣的活動。首先我們讓學員們拿著這張
學習單，觀察完園區內的動物，然後互相寫信
討論，最後進行動物比手畫腳的愉快活動。 

  
我設計這份學習單的啟發是來自日本兒童詩界的權威工藤直子老師的「原野

之歌」。工藤老師出生於臺灣嘉義縣，十歲以前的時光都是在臺灣渡過，並將最
原始的風景，臺灣的蜥蜴和蟲子寫進作品裡。工藤直子老師的「原野之歌」是將
自己仿佛變成動物、蟲子、樹木、小鳥、風等自然的一部份的感覺，讓自己站在
其它生物的立場，用動植物的眼光來看四周，並寫下它們的感受。這些都被收錄
於日本小學的國語教科書，是所有兒童都喜歡的詩。當你讀到這本詩集的「螳螂
龍二」時，可以感受到生物們的呼吸。右邊的照片是我在「教員養成大學」開的
繪本製作實踐課程。我期盼能夠培養
學員們傾聽生物的聲音的感受性。繪
畫技巧是使用日本小學繪畫課本中介
紹的「好餓的毛毛蟲」作者艾瑞．卡
爾的拼貼繪本的技術。透過製作僅有
一頁的屏風型繪本，或是只有四頁起
承轉合的折疊式繪本，閱讀彼此做的
繪本，創造共享對不同生物的想法的
機會，我真心希望參與本課程的學生
將來能成為老師並告訴孩子們。 

 
⑤結論 

我們的感性是孕育我們長大的風景所培養的。在臺灣生長的工藤直子老師編
織出的生物的呢喃細語就像臺灣的土地一樣明亮。桑子老師(2019)說：「風景就
像是一本超棒的書籍，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在那裡吸取各種資訊」桑子老師是一位
從 2005 年起就一直支持我守護家鄉與大海資源理念的環境哲學家。他不斷的主
張人們需重新審視大自然、文化與人類本身的關連性。2019 年 7 月 9 日，為了
證實日本人的祖先是如何從臺灣過來，日本國立科學博物館研究團隊的獨木舟歷
經 45 小時，航程超過 200 公里，終於抵達日本沖繩與那國島的新聞滿天飛。在
我們生活的風景中，有許多與自然相關的神話和傳統。這些不就是當時努力推展

北九州市兒童圖書館館藏的臺灣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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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的代代祖先們想要告訴我們現代人類的嗎？如果是這樣的話，我認為好
好運用口說演出的方式，來講述大自然與人類文化極其重要，而這必也能造就
SDGs永續發展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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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で学ぶ教育から、心を動かす教育へ 

～創作的手法による新しい海の環境教育の試み～ 
鹿谷 麻夕（しかたに自然案内 代表） 

Shikatani Mayu (Shikatani’s Nature Guide Service) 
■SDGsと環境教育 

  
いま、世界では、国連の提唱する「持続可能な開発目標

（SDGs）」が環境活動の指針となっている。SDGs には 17 の
目標が掲げられているが、この17項目にはストーリーがある。
各国の実情に応じて、中心となる目標は変わるが、基本的には
目標１～６で生活基盤を整えて、目標７～12 で経済基盤が整ったら、目標 13
～15 の環境活動にたどり着ける流れだ。 

 
この順番はもはや見直すべきかもしれない。温暖化による異常気象は、こ

の数年日本でも頻繁に起きている。海のごみ問題は、その深刻さがどんどん明
らかになってきた。そしてこれらが、生活基盤も経済基盤も脅かし始めている。
地球環境問題は待ったなしの段階に入っているというのが、私の実感だ。そし
て、これらへの対策を一層進めるために、環境教育の担う役割は非常に大きい。 

 
しかし、環境教育において、問題の深刻さばかりを人々に強調するのは逆

効果だ。地球規模の大きなテーマは、大人でも心理的な負担が大きく、気持ち
が重くなり、しばしば無力感を抱かせる。自分にも取り組める具体的な行動が、
考えにくいのだ。そして、面倒なことには関わりたくない、という気持ちは、
人々を環境活動から遠ざけてしまうかもしれない。 

 
環境教育の目標は、人々に環境のことを伝えるだけ

ではなく、より良い環境に向けて「自ら行動できる人」
を育てることである。そして、人々に行動を促すには、
「変えた方が気持ちが良い」という方向に心を動かすこ
とが必要だ。人間は、感情の動物とも言われる。一般的
に、汚く、つらく、つまらない方は心が重い。美しく、
楽しく、面白い方は心が軽い。心が軽ければ、動きも軽
く、多くの人が集まりやすい。私は、人の心を動かす環
境教育が必要だと考えている。そして、心を動かす鍵と
して、絵画やデザイン、音楽などのアートの力はとても
役に立つと考えている。 

Fig.1：青い魚をつかまえ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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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nse of Wonder 
 
アメリカの海洋生物学者レイチェル・カーソン（Rachel L. Carson）の著

書に「センス・オブ・ワンダー（The Sense of Wonder）」がある。カーソン
の没後、1965 年に出版されたが、原文が書かれたのは 1956 年。今から 63 年
前だ。 

日本で環境教育を行う人たちの間で、この「センス・オブ・ワンダー」と
いう言葉はとても人気がある。自然の不思議さや素晴らしさに感動する心、と
いう意味だ。そして、この本にある「『知る』ことは『感じる』ことの半分も
重要ではない」という一文が、しばしば紹介される。学校の授業のように本や
知識として自然を教えるのではなく、自然に対する感性を育てよう、五感を使
って感じ、体験しよう、という考え方だ。 

 
これはとても大切なことだ。「感じる」のは、心を動かすことそのものだ。

しかし、日本でこの言葉が語られるとき、同時に私はわずかな違和感も抱いて
いた。それは、環境教育や自然体験を指導する大人たちが、「感じることが大
事だ」とばかり言って、自然についての深い理解が不足しているように感じた
からだ。 
 

私は 20 代中頃から海洋生物学を
学び始めた。つまり、大人になってか
ら「センス・オブ・ワンダー」に目覚
め、海の自然や、サンゴ礁をもっとよ
く知りたい、と思うようになった。そ
して自然科学の世界を深く知るにつれ、
一つのことに気づいた。それは、「自然」
「環境」「生物」などの言葉から思い浮

かべるイメージが、一般の人々と研究
者や専門家では全く違うということだ。
自然科学の世界の方が、こうした言葉
はずっと具体的で、幅が広く、奥深い意味を含んでいる。自然科学の世界で見
聞きすることは、私にとってどれもみな新鮮で、意外で、ユニークで、センス・
オブ・ワンダーに満ちていた。そして、レイチェル・カーソンは海洋生物学者
なのだ。彼女は自然の姿をとても深く理解していた。その上で、幼い子どもた
ちに対しては、生きものの名前や知識を教えるよりも、自然の美しさや不思議
さに感動する体験が必要だ、と言ったのだ。 

 
 

Fig.2：「センス・オブ・ワンダー」と「足

元の自然から始めよう」の２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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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どもの発達と環境教育 
 
本をもう一つ紹介したい。アメリカの環境教育の専門家デイヴィド・ソベ

ル（David Sobel）の 1996 年の著書「足元の自然から始めよう −子どもを自
然嫌いにしたくない親と教師のために−（Beyond Ecophobia - Reclaiming the 
Heart in Nature Education -）」である。私はこれを読み、とても共感すると同
時に、カーソンの言葉を改めて理解することができた。 

 
ソベルは、子どもに対する環境教育は、子どもの発達段階を踏まえること

が重要だ、と言う。以前の環境教育では、オゾン層の破壊、熱帯雨林の伐採、
北極の氷の減少など地球温暖化の脅威を子どもたちに教えて、環境市民を育て
ようとした。しかし、これは逆効果だった。子どもたちは、自分の手に負えな
い大きな問題に対して希望を失い、環境問題は恐ろしいものだ、と理解して、
かえって目を背ける傾向が強くなった。では、いま環境保全活動を行なってい
る大人たちは、どんな幼少期を過ごしたか？それを調べると、子どもや思春期
の頃に、自然の中で多くの時間を過ごし、自然との接し方の手本になる大人が
周囲にいた、というのだ。悲惨な自然破壊を教えられて環境保護に身を投じた
のではない。 

 
ソベルは、小中学校での環境教育に３段階を置くこと提案している。まず

４～７歳の子どもは、心の中での自他の境界があいまいだ。この時期は、身近
な自然に共感し、「センス・オブ・ワンダー」の心の基盤を育てる時期だ。８
～11 歳は活動範囲が広がり、家の周りの公園や自然の中を探検し始める。自
分の体で体験したり発見することで、自然を理解していく時期だ。12 歳ごろ
からは森の中よりも街や社会に興味が移り、思春期の自我が形成されると同時
に、自然や世界を救いたいと考え始める。ソベルは、こうした子どもの発達段
階を踏まえて、環境教育のプログラムを考えようと言っている。 

 
私は、ソベルの考え方に非常に共感した。そして、カーソンの「センス・

オブ・ワンダー」についても、違和感が解消された。 
幼い子供たちには、厳しい環境問題を伝えるのではなく、なるべく身近な

自然の中で、とにかく美しく楽しく面白い自然をたくさん体験させたい。ここ
では専門的な知識も技術も不要で、野外では安全に注意し、不快な状況を避け、
子どもの小さな反応や言葉を肯定的に受け止めてあげ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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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歳前後の子どもたちには、少し探検的な要素を入れて、自分たちで自
然の中から何かを発見するような体験をさせてあげると良い。また、この時期
は、好奇心と知識欲が旺盛だ。時々「虫博士」や「恐竜博士」のような子ども
がいる。私は、そういう子どもたちの疑問や質問に対しては、きちんとした科
学的知識で応えつつ、さらなる興味を引き出してあげたいと思う。 

 
深刻な環境問題をテーマにするのは、中学生以上で良いかもしれない。自

然の仕組みと社会の仕組みを両方理解すれば、どうすれば少しでも良い方向に
進むのか考えられる。自分にできることが増えてくる年齢になって、初めてこ
うした問題に向き合うことが可能になる。 

 
日本の環境教育は、「自然を体験しよう、感

じよう」という段階で終わってしまうものが多
いと思う。「行動する人」を育てるには、さらに
上の段階も必要だ。指導者は、自然や環境問題
についての知識を深めた上で、子ども達の年齢
に応じて、より心を動かす環境教育プログラム
を作ると良いだろう。 
 
■沖縄での実践例 

 
私の沖縄での取り組みを紹介したい。私は、2003 年から海の環境教育と

環境保全活動を行なっている。活動を始めたきっかけは、沖縄の海が、2000
年代以降大きく変化したことだ。70 年代から頻発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オニヒト
デの大発生に加え、1998 年の高水温によるサンゴの白化が大きな打撃となり、
サンゴ礁の浅瀬では生物の種類も数も激減した。私には、海の自然はこんなに
も簡単に損なわれてしまうのだ、という実感がある。そこで、海の豊かな自然
をこれ以上失わないよう、海のことを理解する人を増やしたい、人間社会と海
の自然との関係を見直してもらいたいと願って、活動を行なっている。 

  
初めは、海の観察会を中心に行った。沖縄では、海で遊ぶといえば、人工

ビーチで水遊びやバーベキューをすることが多く、本当の自然の中で生きもの
と触れ合う体験は少ない。子どもも大人も「センス・オブ・ワンダー」の体験
が不足しているのだ。これに対しては、とにかく野外に出て、本物の自然に触
れるのが一番良い。 

Fig.3：海の自然観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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ただし、海での活動には多くの制約が
ある。観察活動は主に潮の引いた浅瀬で行
うので、潮位や天気、季節の影響を大きく
受ける。そのため、実際に野外観察ができ
るのは１年の中で限られた日数だけだ。 

 
2010 年に、北九州インタープリテー

ション研究会の活動を知り、布絵シアター
という手法に出会った。これは、例えるな
ら、自然をテーマにした、立体的な絵本の
読み聞かせだ。これなら、室内でも海の観
察会のようなプログラムができる。私はこ
れに感動し、心を動かされた。そして５人の仲間と共に、沖縄の海の浅瀬をテ
ーマにした布絵シアター「あーまんシアター」を製作した。「あーまん」とは
沖縄の言葉でオカヤドカリのことだ。 
 

製作方針は、なるべくリサイクルの布や材料を使うこと、生物を擬人化せ
ずに本物らしく作り、生態の説明に使えるようにすることだ。私以外のメンバ
ーは海の専門家ではないので、私が生物の体について説明し、形を指示してぬ
いぐるみを作った。また、シアターの台本を使ってメンバーに生物のことを学
んでもらい、各シーンを分担して上演できるようにした。 

 
あーまんシアターは「部屋の中でできる海の自然観察」だ。実際に上演し

て感じたのは、学校の授業でスライドを使って話すよりも、ぬいぐるみを目の
前で動かしながら話をする方が、子どもたちの目の輝きや、気持ちの集中がと
ても強いことだ。立体のぬいぐるみを使うことで、生き物の雰囲気をより具体
的に、わかりやすく伝えることができる。 

 
登場する生物には、カニやナマコ、ヒトデやクマノミなどよく知られた生

物に加え、普通の人はほとんど知らない生物も混ざっている。知っている生物
で海を身近に感じてもらうと同時に、海には未知の世界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も
感じてほしいからだ。また、小学生には生物の名前だけでなく、どんな風に生
きているか、餌の取り方などの説明をしっかり話している。知的好奇心を刺激
して、実際に海に出かけた時に、よく観察してほしいからだ。逆に、幼児が多
い時には、主に生き物の形や動きなどで楽しませている。 

  

Fig.4：「あーまんシアター」に登場する生物た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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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の上演では、生物の豊かな世

界を示して終わっていた。しかし途中

から、海のごみを加えてみた。多くの

生物が住む世界に、「最近はこんなにご

みがあるけれど、どう思う？」と尋ね

る。すると、一斉に「だめ！生き物が

死んじゃう！ごみを拾う！」という声

が上がる。そこで、子どもたちに舞台

まで出てきてもらい、ごみだけを選ん

で拾い上げてもらう。これは、子ども

にもすぐにできる行動だ。たくさんの生物のために、ごみを拾いたい！と子ど

もの心が動いているのだ。 

 
布絵シアターには、様々な利点が

ある。まず、いろいろな自然環境や場
面をテーマにして製作することができ
る。生物を触るのが苦手な子でも、ぬ
いぐるみなら興味を持つ。また、体に
障がいを持っていたり、様々な理由で
野外に出ることが難しい子どもたちに
も、自然を感じ学んでもらうことがで
きる。そして、製作することそのもの
が、製作メンバーにとって自然環境を
学ぶ機会になる。私は、この手法が、
自然を伝える室内プログラムとして各地に広まることを願っている。沖縄では、
国立公園となった沖縄本島のやんばる地域で、あーまんシアターを見て刺激を
受けたグループが、独自の布絵シアターを創作している。 

 
 
 
 
 
 
 
 
 

Fig.6：サンゴ礁保全イベントで「サンゴすごろく」

 

Fig.5：「あーまんシアター」の上演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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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たちがもう一つ作ったプログラムが「サンゴすごろく」だ。サンゴとい
う名前は人々に知られているが、実際にはあまり身近ではなく、大人にも理解
されにくい生物だ。そこで、サンゴについて、すごろくというゲーム方式で学
べるようにした。すごろくのマス目には、サンゴの暮らしや他の生物との関わ
り、サンゴに生じる環境問題とその解決策を並べてある。参加者はサンゴの子
どもになり、マス目を辿りながら、いろいろな出来事に出会う。これがそれぞ
れの参加者にとってストーリーとなり、遊びながらサンゴの暮らしや環境問題
を理解できるようになる。 

 
 こうした活動は、楽しさや面白さを通して、自然や生物の世界に興味を

持つきっかけになる。また、環境問題の厳しい側面を伝えたい場合に、その厳
しさを感覚的には和らげながら、問題をきちんと伝えることもできる。そして、
野外に出るのが難しい場合に、室内でもできるプログラムをいくつか開発して
おくことは、環境教育の機会を保つためにも必要だ。さらに、創作的なプログ
ラムを見せることで、これを見た人が自分たちでも創作したいと思うようにな
る。アートと創造性は、人の心に働きかける素晴らしい要素だ。平面の絵本で
も、立体の絵本＝布絵シアターでも、工作でも、ゲームでもよい。これらを、
もっと環境教育の場に応用することで、人の心を動かし、より良い環境に向け
て行動する人が増えていくことを心から願っ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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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教導學生動腦的教育，朝撼動學生心靈的教育前進 

～以創作來進行海洋的環境教育～ 

鹿谷 麻夕（鹿谷自然解說 代表） 

Shikatani Mayu (Shikatani’s Nature Guide Service) 

談 SDGs和環境教育的關係 

聯合國提倡的「全球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儼然成為現今社會中環保活動所追隨的準則。SDGs中規畫了 17 項永續發展目
標，每個項目都有其各自的背景，各國雖然會依據情勢而改變部分目標，但基本
上是從目標 1-6「整頓生活基礎」開始、目標 7-12「追求經濟成長」，最後再到
目標 13-15「落實環境保護」的順序進行的。 

 
或許是時候該重新審視這個順序了。近年來，日本因全球暖化造成氣候異常

的案例不勝枚舉，海洋垃圾問題也越來越受到矚目。它們不但威脅到社會生活和
經濟發展，也讓我體認到地球環境問題已迫在眉睫的事實。為了能解決這些環境
問題，環境教育在此便肩負著重責大任。 

 
然而，關乎整個地球環境的話題往往會對人類心理造成負擔、變的沉重與帶

來極大的無力感。因此，在環境教育中若只是一昧強調問題的嚴重性，不但會讓
人感到無所適從、難以思考自己具體可以做出的行動，甚至可能造成人們對環境
議題敬而遠之的反效果。 

 
環境教育的目的不應只限於傳達現況，如何培育出「能夠主動關懷環境的人」

也是相當重要的。人類常被說是情感動物。而且，為促使人們身體力行，則必須
觸發人們「轉換使人舒爽」的想法。一般來說，人們對於辛苦又乏味的東西通常
不感興趣；反之遇到美麗又新奇的事物卻能侃侃而談。我認為感動人心的環境教
育是當務之急！而撼動人心的關鍵則需藉由繪圖、
設計或是音樂等藝術的力量。 

 
The Sense of Wonder 

美國海洋生物學家瑞秋．露意絲．卡森（Rachel 
Louise Carson）著有“The Sense of Wonder ”一
書，本書是撰寫於距今 63 年前的 1956 年，但一直
到她過世後的 1965 年才得以問世。 圖一：捕捉到藍色的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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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環境教育推動者間，「The Sense of Wonder」一詞是眾所周知的，
它的意思是：折服於大自然的神奇與雄偉。書中再三提及「『用腦袋去理解』的
效果，根本不到『用心去感受』效果的一半」 ，作者認為，環境教育不應只限
於使用教科書作為知識在傳授，如何培養對自然的感性、用全身去感受並親身體
驗也是不可或缺的。 

 
『用心去感受』可以說就是去撼動人心；但在日本，當有人提及這個講法時，

我卻仍不免感受到些許違和感。我想這是因為，那些在進行環境教育的大人們本
身，只是一謂強調要孩子們去感受大自然，自己對大自然卻也沒有很深刻的了
解。 

 
  我莫約二十多歲開始接觸海洋生物學，當我長大後，我獲得「折服於大自然

的神奇與雄偉」啟發，變得想更進一步了解珊瑚礁等等的海洋生態。伴隨著對自
然科學領域的深入理解，我領悟到：「自然」「環境」「生物」這類的詞彙。對一
般人和學者或專家而言，他們二方聯想出的畫面根本截然不同。這些詞彙在學者
或專家間聽來總是有著更深、更廣也更具體的意涵。而對我來說，在自然科學的
世界中的所見所聞都十分新奇、獨特且震撼我心。 

 
而瑞秋．露意絲．卡森（Rachel Louise Carson）作為一個海洋生物學家，

出自於對自然的深刻理解，她提出了幼兒時期的環境教育中，比起教小朋友們認
識生物名稱或知識，還不如讓孩子們去體驗大自然的美與新奇。 

 
談孩子成長與環境教育的關係 
 

在這邊想再介紹一本書，美國環境教
育專家大衛·索貝爾（David Sobel）於
1996 年出版的“Beyond Ecophobia - 
Reclaiming the Heart in Nature 
Education – ” （日譯：就從你我腳前
的大自然當起點，給「不讓你的孩子們排
斥大自然的父母及老師們」）一書，它讓    

我很有共鳴，並讓我對卡森的理念有了新
的理解。 

   

圖二：“The Sense of Wonder”與

“Beyond Ecophobia”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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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貝爾認為，環境教育對於成長中的孩童來說具有很大的影響力。過去的環
境教育中，著重於傳達臭氧層空洞、雨林面積縮減及北極冰層融化等問題，盼能
教導出「保護環境的市民」。然而，這樣的教育方法卻造成了孩子在面對嚴峻的
環境問題時，產生恐懼、失去希望，甚至選擇視而不見。那麼，現在正致力於環
境教育的大人們，他們的孩童時代又是如何呢？調查結果顯示：從小就有許多時
間可以待在大自然的懷抱，而他們的長輩們都能給予好的環境保護示範，也都常
陪在孩子身旁。他們絕不是因為有人教導他們環境已被破壞，才來委身說要來保
護環境。 

 
索貝爾針對孩童的環境教育，提出了三個階段的想法，首先是第一階段，孩

童在 4-7 歲時開始和自然產生共鳴，奠定所謂「The Sense of Wonder」的基礎。
而第二階段是約 8-11 歲時，孩童從家裡附近的公園開始，隨著生活範圍逐漸擴
大探索起自然，可說是一個透過親身體驗中學習自然的時期。最後在第三階段的
12 歲左右開始，孩子們的興趣會轉移到關心住家環境與國家社會，在這個青春
期自我意識形成的階段，孩子們腦中會開始浮現想要挽救自然、拯救世界的想法。
索貝爾想提倡的是，針對孩子們成長階段的不同，應該採不同的、循序漸進的環
境教育方針。我十分認同他的想法，並且它使我心中對於「The Sense of Wonder」
的違和感消失了。 

 
    我認為不應該是一直灌輸小孩我們的環境遭到破壞，而應該是盡可能在就近
的環境中，讓孩子感受自然的美好之處。同時，不需要專業知識或技術背景，只
需要孩子們注意在外安全、避免遺憾發生，對於孩子們的反應多給予肯定及鼓勵，
對孩子來說環境教育這樣就很充分了。 

 
針對 10 歲左右的孩子，由於好奇心及求知慾特別旺盛的關係，此時在環境

教育中加入一些探險元素會更好。有時候我會遇到對於恐龍或是昆蟲特別執著；
自稱是「昆蟲博士」或「恐龍博士」的孩子，若能順勢教導科學上的知識，便能
進一步的引起孩子的興趣。 

 
探討環境議題的教育放在國中之後也許會更合適。當對自然和社會都有接觸，

並且隨著年齡漸增，能夠獨立完成更多事之後，面對那些嚴峻的環境議題，開始
會思考改進的方法。 

 
我認為日本的環境教育常常止步於「親身體驗、

用心感受」，卻忘了培育「能夠主動關懷環境的人」
的重要。領導教育工作者若能在強化知識的教育的理
念之上，配合孩子年齡去製作合適的計畫的話，環
境教育會變得更完善。 

圖三：海洋自然觀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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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沖繩的實踐經歷 
 
    沖繩的海洋在 2000 年開始出現巨變，這也是我在 2003 年開始投入海洋環
境教育和環境保全活動的契機。從 70 年代開始發生多次棘冠海星（學名：
Acanthaster planci）數量暴增、加上海水升溫造成珊瑚白化，導致在淺海珊瑚
礁處的生物驟減，讓我感受到自然有多麼的脆弱。因此，為了不讓海洋資產繼續
損失、也為了讓人們重新審視自己與大自然的關係，我陸續舉辦了一些活動。 

 
剛開始我主要是舉辦海洋觀察會。在沖繩如果說到水上遊戲，通常就是在人

工海灘戲水與烤肉，真正跟自然生物接觸的機會並不多。不論是大人或小孩對於
「折服於大自然的神奇與雄偉(The Sense of Wonder)」沒有太多機會體驗。而
我認為最好的解決方法就是，多走出去和大自然互動。 

 
不過，海邊活動受限於天氣，比如想觀察潮汐，就會受到潮汐和天氣的影響，

也因此實際可以進行野外觀察的日子一年沒能有幾次。 
 
2010 年在北九州口說演出研究會中，我接觸到了用布偶布畫的口說演出。

這是以大自然為主題，運用立體繪本口說演出來給別人聽的劇場。這樣的演出，
則就算在室內也可以進行海洋觀察活動。我深受感動之餘，便和五個成員一同以
沖繩的淺海作為主題，製作了利用手作布偶完成的「陸寄居蟹劇場」（原文為「あ
ーまんシアター」，其中「あーまん」為沖繩說法的陸寄居蟹之意）。 

 
   「陸寄居蟹生態」的創作方針是盡量
使用回收再利用的布，不將生物擬人化，
而是直接製作出生物原本的模樣使用於
劇場中來說明生態。除了我以外的成員由
於並非海洋專家的緣故，因此是由我來說
明生物的形狀，並對布偶製作進行指導。
然後我運用劇本讓成員們了解各種生物
的特色後，大家便各司其職的上台表演。 

   
   「陸寄居蟹劇場」是「在室內也能觀
察海洋」，在實際進行後我的感想是，比起在教室利用投影片解說生態，使用布
偶在講台上親自上演更能吸引住孩子的目光、更容易集中注意力，並且利用立體
的布偶，不但能更鮮活、更具體地展現出生態，也能讓孩子更容易理解。 
 

   

圖四：陸寄居蟹劇場中登場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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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場中登場的生物除了大家熟知的
螃蟹、海參、海星以及小丑魚之外，我們
也將鮮為人知的生物置入劇中，為的是藉
著已知生物拉近觀眾對海洋的距離感的
同時，也希望能讓大家感受到海洋還有很
多不為人知的地方。我們以小學生為對象，
不只告訴他們生物的學名，我們還仔細教
小朋友們這些生物如何生存、如何覓食。
因為我們希望能刺激小朋友們的好奇心。
而當他們有機會實際出海時，才可以對大
自然觀察得更細緻。另一方面，學齡前的孩子較多在場時，我們會以生物的形狀
和動作的介紹為主。 
 

在節目的一開始我們會先展示豐富的海洋生態，途中我們會加入海裡的垃圾，
並引導他們回答「在這麼多生物居住的環境中，如果出現這些垃圾，大家覺得如
何呢？」孩子們往往會齊聲回答「不行！他們會死掉！要把垃圾撿起來！」接著
便可以更進一步的引導孩子上台將垃圾拾起，這是孩子們可以做到的行動，我也
希望可以從這裡開始打動他們的心，培養孩子們想要為了眾多生物將環境整頓乾
淨的心。 

 
像這樣的利用畫布、布偶進行演出有很

多好處，首先，可以嘗試各式各樣的主題，
模擬出非常多的自然環境或情景。對於那些
害怕實際碰觸生物的孩子來說，布偶也會讓
他們更感興趣。對於那些礙於身體障礙或各
式各樣原因而無法出門的孩子來說，在室內
也能學習到、感受到大自然。親手製作的過
程對於演出的同伴們而言也是一個很好的自

然學習機會。我期盼能將上述這樣在室內
傳講大自然美好的課程推廣到各個地方。
所以受到「布偶劇團」啟發的團體也已經在沖繩的國家公園裡，開始創作具有自
身特色的布偶畫劇。 

 
   

  

圖五：陸寄居蟹劇場上演實況 

圖六：珊瑚礁保育活動，珊瑚骰子活動情景 



37 
 

我還有一項計畫是「珊瑚骰子遊戲」（註：骰子遊戲為一種在室內類似下棋
的遊戲）。僅管大家都知道「珊瑚」一詞，然而卻還是會因為並非常見，連成人
都會感到陌生，因此我希望大家可以透過這個骰子遊戲來更了解珊瑚。骰子遊戲
中每格都代表著不同的生態環境或和珊瑚有關連的生物，一旁放有珊瑚所面臨的
環境問題及解決方法的字卡，每個參與者都代表一株珊瑚，在經過不同格子的同
時也面臨著不同的情境，讓情境對孩子來說變成一個個故事，一邊玩一邊去學習
珊瑚生態及環境問題。 

 
這樣有趣的活動性質，可以讓孩子對自然或生物開始感興趣，也可以將比較

嚴重又嚴肅的環境議題更為婉轉的傳達給孩子。我認為在難以去到野外環境教育
的情況下，制定計畫、抓住機會在室內進行環境教育是有必要的。再加上如果是
創作類的室內環境教育計畫，便會使參與者想親手去做看看。不論是平面的繪本、
立體的布偶、創作或是遊戲，就像前面提到的，我認為藝術的力量對於撼動人心
都是非常有助益的。我也衷心期盼能將藝術更加應用在環境教育上，加以感動到
更多人去身體力行、攜手朝著更好的環境目標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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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於幼兒永續發展中的應用 
兒童是變革者，而非接受決策者 

李馨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方舟生態藝術有限公司繪本專案經理 

瑞典籍的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於 2018 年 8 月不顧家人勸阻，
為了氣候議題獨自坐在瑞典議會大樓前發起罷課行動（圖 1）。2019 年 3 月 15
日他再度發起了罷課和抗議活動，這次全世界估計有 140 萬學生參加。他也因
此被提名為 2019年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2018年 11月，他在 TED x Stockholm
演講時提到，在 8 歲時意識到氣候變遷的議題，因此感到焦慮；並困惑這麼重要
的議題為何不是電視頻道上的頭條新聞、為何有權利有所作為的大人們卻無所作
為。並提到為何科學早已證明氣候變遷的解決之道，但人們的反應卻只有否定、
無知或僅僅是談論而無行動。他總結道：「我們不能透過規則來改變世界，因為
規則本身必須改變。」 

 
圖 1、Greta Thunberg去年 8 月在瑞典議會外/照片：Michael Campanella / Getty。

取自：https://reurl.cc/qM2Y3 
 

格蕾塔·桑伯格的行動是在為自己爭取未來生存的權利，也同時對面對氣候
變遷採取否定、無知或無所作為的成年人提出抗議。桑伯格的行動之所以會引起
世人的注意、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不是「氣候變遷議題」引起的關注，

https://reurl.cc/qM2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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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桑伯格是一名「兒童」，是成年人及傳統幼兒教育認定應該被保護起來的一
個脆弱族群。然而這個族群即將面對的未來，卻是嚴峻且充滿挑戰的世界。 

 
聯合國氣候變遷小組（IPCC）於 2018 年提出的特別報告《Global Warming 

of 1.5°C》中指出要將地球暖化控制在 1.5°C內，全球的碳排量必須在 2030 年
前減少二分之一，並在 2050 年達成零碳排目標。依目前的碳排放趨勢，暖化升
溫情況預計在 2030 至 2052 年間超過 1.5 度。Gaffney, O., Crona, B., Dauriach, 
A., & Galaz, V. (2018)的研究文獻證實了 IPCC最新報告的科學基礎，並系統性
地解釋氣候變遷已發生及可能發生的影響，而非只是狹隘地著重在溫室氣體排放，
更強調的是若全球增溫 2℃氣候回饋作用（climatic feedback interaction）－就
如同骨牌效應，一旦觸發，即使全球完全停止溫室氣體排放，也無力回天。 

 
於「系統性地看待生物地球物理回饋（biogeophysical feedbacks）」的假設

之下，Gaffney, O., Crona, B., Dauriach, A., & Galaz, V. (2018)提出了以下四個
問題： 

一、地球系統的軌跡中存在的「地球限度」（planetary boundaries），如果
超過了臨界值，還有辦法預防中間溫度上升（ intermediate 
temperature）？ 

二、基於我們對地球系統固有的地球物理和生物圈回饋機制的瞭解，這個限
度的臨界值可能在哪裡？ 

三、如果超過了臨界值，對人類社會的福祉會產生什麼影響？ 
四、人類的行動是否可以創造一條通路，引導地球系統遠離潛在的臨界值，

並維持類似間冰期（interglacial-like）的條件？ 
 
前三點宣告了自從地球進入人類

世（圖 2，工業革命至今）後，人類逐
漸改變了地球大氣和海洋的組成，重新
塑造地球的環境和生物圈。人類世對地
球系統的影響勝於以往的地質事件，影
響的層面更是前所未有的廣、深。並且
脫離了以往地球系統中的一貫週期，將
地球的未來可能帶往了一個危險的、未
知的，甚至是無法回頭的不歸路。過去
地球經歷了五次大規模滅絕事件，目前
的滅絕率表明我們可能正朝著第六次
滅絕，朝著溫室地球（Hothouse Earth）
的方向快速前進。 圖 2、工業革命至今 



40 
 

雖然學者專家提出了相關的證據及研究來警告世人，但是仍有許多人不願面
對、不願相信人類所必須面對的歷史共業—暖化所帶來的環境、社會及經濟的問
題。而今年（2019 年）夏天北半球遭受到熱浪襲擊，創下史上有紀錄以來最熱
的 6 月，讓這些地區面對以往未經歷過的高溫而措手不及；歐洲許多地方甚至創
下攝氏 40 度的高溫（圖 3），比臺灣還熱！最近，熱浪再度重回歐洲，英、法、
德等國都可望再度創下高溫紀錄。氣候變遷不再是科學家的口號、不再是研究中
的專有名詞，氣候變遷對人類生活的影響已越來越明顯、人類活動到受到其影響
的層面也越來越廣。 

 

 
圖 3、2019 年 7 月歐洲各地的高溫。取自：https://reurl.cc/O2qXA

圖 2  人類世（Anthropocene）。圖片取自：https://reurl.cc/rg8jO 

https://reurl.cc/O2q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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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8 月 18 日，由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與冰島的研究人員策劃了
一個特別的活動—為一條冰河進行的一場告別式，這條冰河名為「 Okjökull 」，
位於冰島西邊，它是冰島第一條因為氣候變遷而即將消失的冰河。這場活動將為
Okjökull 所設置的紀念碑（圖 4）揭幕，上面刻著一封名為「致未來」的訃聞：
「Okjökull是第一條失去冰河資格的冰河。未來的 200 年，所有的冰河都可能步
上與 Okjökull相同的道路。這個紀念碑是為了證實，並告訴我們應當瞭解什麼事
正在發生？以及應當採取什麼行動。只有您知道我們是否做到。」研究人員之所
以舉辦這場告別式，目的是希望這座紀念碑能夠提高人們對冰島冰河衰退和氣候
變遷影響的認識，告知世人全球暖化正實際發生中。 
 

           
圖 4、由照片提供：萊斯大學。取自：https://reurl.cc/ej1yb 

 
若就這麼忽視、不去面對全球暖化，同樣的命運將會繼續發生在其他冰河身

上，科學家擔心這個冰島的 400 多個冰川將在 2200 年消失。這場告別式除了萊
斯大學與冰島的研究人員會參加之外，也非常歡迎一般大眾報名參加。團隊成員
之一，人類學家 Cymene Howe：「紀念碑不是為了死者（冰川），而是為了活者；
透過這個紀念碑，我們希望告知世人都須面對冰河的急速消失，以及氣候變遷的
影響持續進行中。」可以確信的，進入人類世後，人類即將面對許多「過去人類
所未經驗過的變化」；氣候變遷將引發諸多問題，未來不僅是全球暖化迫在眉睫，
諸如：金融危機、全球流行病、因世界人口的持續增加導致的不公平現象，使人
類面臨著重大的環境、社會和經濟的問題。這些問題可能現在正在發生，也可能
在不久的將來發生。也許我們這些「成人」親眼看到的，是科學家提出的警告、
熱浪的來襲、冰河的消退及極端氣候，然而兒童呢？是否有為他們的未來做好了

https://reurl.cc/ej1y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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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嗎？成人是否有準備好將應對嚴峻未來的知識及經驗傳承給我們的一代？
兒童因為其身、心理都尚未發育成熟，將會是直接受到影響最大的族群。兒童有
權利去享受一個永續的未來—環境、社會及經濟的永續發展。也有權利學習如何
面對這些挑戰、接受永續發展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SD）為能更深入地了解這一複雜的全球性問題奠定基礎。 
 
永續發展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SD） 
 

1987 年，「布朗特蘭報告」（The Brundtland Report）中正式提出的對於「永
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標準定義：「既滿足當代人之需求，又不
危及下一代人滿足其需求能力之發展。」（Brundtland, 1987）。爾後，1992 年
在巴西舉行的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通過的「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 21）中，
說明了期望能透過永續發展教育來解決從經濟、社會、環境各個領域產生導向永
續發展的改變，把永續發展的理念規劃為具體的行動方案，永續發展教育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SD）自此開始逐漸萌發。ESD的
出現，很自然地被拿來與環境教育（Environmental Education, EE）做比較。某
些學者無法接受其中的 D（development，發展），認為這是將自然視作資源、
以人類為中心的思想。澳洲一直使用「為了永續的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 EfS），做為 ESD 的同義詞，避開 SD 中的 development（發展）
的爭議。至於有關這些名詞定義之間的討論及爭議性，並非本文的重點，故不再
此做進一步的詳細討論。 

               
圖 5、永續發展的三個基石：環境、社會及經濟的平衡。 

取自：http://hlmssustainability.com/sustainable-development-important/

http://hlmssustainability.com/sustainable-development-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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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持續推動永續發展教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2003 年正式提出「聯合國
永續發展教育十年計畫 2005-2014」（United Nations Decade of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5-2014，簡稱 DESD，2005-2014），再次強調教
育和學習角色的重要性，期待透過教育帶起行動；2015 年後以全球行動方案
（Global Action Programme, GAP）接替，希望參考 DESD經驗，目標是「創
造和擴大所有層面及地區的教育和學習行動，藉此促進永續發展的進程」。2016
年聯合國的全民教育全球監測報告（Education for All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簡稱 GMR）中指出：「經驗和研究中了解到，即使是非常年幼的孩子也能夠在社
會環境問題上進行複雜的思考。」 
 

格蕾塔·桑伯格是未成年人為自己的未來生存的權利所採取的行動的例子，
他的行動之所以受到世人注目，在於他 8 歲時就注意到氣候變遷的議題並採取行
動—在部分人眼中 8 歲的兒童是需要被保護、不需理解太多殘酷真相的一個脆
弱族群；但在這樣的浪漫主義的保護下，真的是為兒童好？於是越來越多在早期
教育領域的專家，與環境教育領域的專家，開始正視兒童對於未來的「知」的權
利。 

 
兒童權、兒童有知的權利 
 

1989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兒童權利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Children，CRC）確認兒童作為權利主體，給予特別的保護。CRC 向兒童承諾
免於暴力、免於歧視與鼓勵參與的成長環境，並使每一位兒童皆有機會發展潛能，
以爲將來的成年生活預做準備。CRC 的條文中，第 3 條指出兒童的最大利益應
是首要考慮因素：所有關於兒童之事務，皆應以兒童的最佳利益為首要考量；第
12 條參與權（受傾聽的權利）：兒童的意見應根據兒童的年齡和成熟程度給予應
有的重視。這兩項條文都直接說明了，不應剝奪了兒童對本身利害「知」的權力。
從研究和經驗中了解到，即使是非常年幼的孩子也能夠在社會環境問題上進行複
雜的思考，若對兒童採取「你還小，不需要知道這麼多，只要快樂成長就好」、「等
兒童長大再面對真實世界所發生的問題就好」、「兒童難以理解全球化、系統性的
問題；連大人都不明白，他們又怎麼能理解？」這些思考方式，不僅剝奪兒童知
的權利，也是對兒童的一種歧視。 

 
當給予了兒童知的權利，他們真的有能力採取行動嗎？以下列出兩個兒童的

行動案例。5 歲的凱瑟琳（Katherine Commale）（圖 5）看到美國公共電視台
（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的記錄片，揭示了瘧疾在非洲每三十秒鐘殺死
一個孩子後，他認為自己「應該為非洲的孩子們做些什麼」，於是他開始從捐出
自己的午餐費、到社區義賣及演講來募款購買蚊帳，到了 2008 年—凱瑟琳 7 歲
時，籌集了超過 6 萬美元的善款，等於捐獻了 6000 頂蚊帳、拯救了近 2 萬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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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喪生於瘧疾的兒童，也影響了比爾蓋茲及英國足球明星貝克漢共同加入他的善
行。凱瑟琳的母親琳達‧科邁爾（Lynda Commale）說過：「我從來不對凱瑟琳說
『你還太小』」。 

圖 6、7 歲的蚊帳大使凱瑟琳（Katherine Commale）。影片截圖 
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1&v=e2j1op3fTN4 

 
另外，在 2010年的英國，

一名來自倫敦西區的 7 歲男
孩 查 理 辛 普 森 （ Charlie 
Simpson）（圖 6）的行動引
起了大眾的注意。查理在電視
上觀看最近海地地震的破壞
性影響說：「我想賺一些錢為
海地的每個人買食物、水和帳
篷。」查理決定這樣做，他將
騎五英里（8 公里） 在他家
附近的公園周圍為聯合國兒
童基金會的地震呼籲籌集資
金。 他預計將籌集500英鎊，
但 查 理 最 後 籌 集 超 過
210,000 英鎊（將近 800 萬台
幣）。  
 

圖 7、查理辛普森（Charlie Simpson）。 
取自：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Early Year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1&v=e2j1op3fT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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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桑伯格對氣候變遷而罷課、凱瑟琳為蚊帳募款、查理為海地籌措賑災
基金的例子，都是證明了兒童在得知「真實世界」中所發生的環境、經濟及社會
等不永續的問題，可以在個人、社區甚至跨國實現甚至連成人都無法做到的實際
行動，甚至成為行動的倡議者。 

 
幼兒教育的先驅瑪麗亞·蒙特梭利（Maria Montessori，幼兒科學法創始人）

和魯道夫·史代納（Rudolph Steiner，華德福教育(Waldorf Education) 的始創人）
都強調幼兒教育需倡導基於社會正義、和平與平等的強烈社區道德。蒙台梭利注
意到孩子是「文明的建構者」，這是將兒童視為有能力、有想法並能行動的、有
決斷力的個體；與期望兒童是一個傾聽「注意」和做出「適當回應」的被動模式
相反。同樣，史代納主張試圖培養兒童具有內在的良善、正義與責任感。Boyd 
（2018）認為幼兒時期是一個變革時期，並認為早期教育的執行者應該賦予兒
童作為變革的關鍵能力。Devis（2009）在幼兒教育中發現了一個永續發展的「研
究漏洞」：儘管有很多研究關注自然界中的兒童（即兒童與自然的關係），而關於
對關鍵環境主題（關於自然）的理解的研究卻少得多。兒童是變革者，幼兒教育
應該將責任從成人轉移到兒童，「解決世界問題」應該也不是「僅僅依靠教育者
的肩膀」。 

 
幼兒永續發展教育（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 ECEfS） 
 
 幼兒永續發展教育是 EfS和幼兒教育（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ECE）
的綜合體，這是一個獨特的領域，現在正在迅速崛起。但相較於其他教育部門（例
如小學和中學）在環境教育及永續發展教育方面的參與和研究的歷史，幼兒教育
仍十分不足。ECEfS 的國際運動開始由世界學前教育組織（Organisation 
Mondiale Pour I'Education Préscolaire, OMEP）主導，由 2008 年發布之「The 
Gothenburg Recommendations on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得到加強。該文件指出，「幼兒期是永續發展教育的自然起點，以便在終身發展
過程中促進所有人的教育機會」。幼兒永續發展教育是一種現代概念，它建立在
傳統的自然教育或戶外遊戲的基礎之上，並將其與源自 Froebel的「幼兒園」（兒
童花園）。 
 

雖然在自然環境中進行遊戲和學習仍然受到高度重視，但這種新概念化指的
是一種變革性的幼兒教育，它重視、鼓勵和支持兒童作為問題尋求者，問題解決
者和圍繞永續性問題的行動者以及與他們自己生活相關的主題。幼兒永續發展教
育期望能培養兒童對面對未來可能的環境、社會及經濟的問題的抵禦能力及問題
解決能力，使兒童成為現在和未來的積極和知情的公民，並有能力為健康和永續
的生活方式作出貢獻。換句話說，幼兒永續發展教育最終目的在於培養全球公民
（global citi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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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金融危機、全球流行病、因世界人口的持續增加導致的不公平現象…
這些複雜的、需系統性看待的社會和經濟的問題，要如何以兒童能理解的方式傳
達給他們，這便是幼兒永續發展教育時必須面臨的困境。教育者本身的養成過程
中，可能並沒有相關的經驗，或是缺乏理想、適合的教材能協助並引導兒童。 
 
永續發展教育較難進入幼兒教育的體系中 
 

目前永續發展教育的推廣，仍多在學校系統下較常見。幼兒教育大多仍停留
在自然體驗、動植物的辨識、自然手作…雖然研究也顯示，純粹的自然體驗並不
一定能成就後續友善環境、永續性的行動。如：即使孩子參與了一學期的校園植
物辨識，只是增加了他對校園植物方面的知識，對於永續性活動的幫助不大；校
園為何種植這些植物？這些植物的選取、來源、運輸及種植過程都與社會及經濟
方面息息相關，但僅僅是植物辨識的課程，是無法系統性地引導兒童參與思考及
求證。環境方面的議題涉及生態系統的維護及生物多樣性的，也與社會正義、平
等、民主以及經濟方面對資源取得、維持人類經濟活動及生存環環相扣。若教育
者本身的專業養過程及自身的經驗中缺乏永續發展的概念，則更難以進行幼兒永
續發展教育；如同本文前述，部分傳統的幼兒教育會傾向將兒童視為需要保護的
脆弱族群，避免兒童接觸真實世界發生的問題；也可能認定兒童無法思考複雜、
系統性、全球性的議題。這樣的前提之下，幼兒永續發展教育雖然正受到重視，
且快速崛起，但是否有適當的教材？ 

 
Mindy Spearman & Angela Eckhoff（2012）的研究中，使用了一本繪本《碧

翠絲的山羊 Beatrice’s Goat》 (McBrier, 2001)來說明如何引導兒童進行永續
性概念的思考。文中提到，孩子聽完這個故事後，提出以下問題： 

「為什麼碧翠絲要付錢才能上學？」 
「非洲的烏干達是世界上唯一貧窮的地區？」 
「為什麼碧翠絲的家庭得到的是一頭小羊而不是一頭母牛或錢？」 
「如何決定要讓哪些家庭收到小羊？」 

這些兒童的提問都圍繞著永續性的三個基石—環境、社會及經濟的永續議題。以
這本繪本作為引導，讓兒童意識到這些議題的存在；若教育者願意、且能順勢從
旁協助兒童繼續就他們所提出的問題探究下去：宏觀的角度可擴展到人與自然系
統之間複雜的相互作用，並研究個人、群體和機構在這些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
微觀的角度則可以將永續性集中在兒童能完成的日常活動上，維持這三個基石之
間的健康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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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繪本《Beatrice's Goat》封面。研究者自行翻拍。 

 
繪本於幼兒永續發展教育的應用 
 

繪本本身的特色—由故事串起一連串連貫性的圖畫，跨越文字理解、時空及
空間的藩籬，成為一種強有力的工具，幫助兒童瞭解自己身為全球公民身份，以
及擁有創造和享受永續未來的責任。繪本的設計是以兒童為中心導向，與幼兒永
續發展教育強調的幼兒為中心觀點不謀而合，故繪本很自然的成為推動幼兒永續
發展教育的工具之一（Bhagwanji, Y., & Born, P., 2018; Davis, J., 2009; 
Spearman, M., & Eckhoff, A., 2012）。以下舉出幾個文獻中常列舉出適合幼兒永
續發展教育的繪本，及其大略的內容可供教育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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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來喝水吧！The Waterhole》（Graeme Base, 2004） 
 
《來喝水吧！The Waterhole》（圖 9）是一本暢銷繪本，也是經常運用在講

述水資源的工具書。作家兼插畫家格雷姆·巴斯（Graeme Base）以精確寫實的
手法描繪各種生物的形象，並融合了數字辨識、拼圖等小趣味在此繪本中。繪本
中的背景穿越了非洲平原、亞馬遜的叢林、北美的林地及澳大利亞內陸的沙漠，
並配合這些生態環境中的代表性生物前來水塘喝水，讓讀者瞭解到水和生命間的
關聯。除了兒童感興趣的各種動物及生態環境的知識外，導讀者可引導兒童探討
生物多樣性的相關議題，提出諸如生態退化等問題，可以幫助兒童瞭解地球上所
有生物的相互依賴性。當兒童在翻閱的過程中開始關注水塘正在縮小，便可以引
導兒童探討水資源的分配不均、水資源匱乏時所帶來的問題。故事最後也巧妙的
安排了雨水補足了水塘，生命開始再次出現—是讓兒童理解水循環的一個切入點，
也給原本可能的困境帶來了希望。這本書是向兒童介紹節約用水和維護水資源的
理想教材。讓孩子們研究乾旱和缺水的概念可以幫助他們理解生態及永續生活方
式的重要性。上述這些有關水資源複雜的、系統性且涵蓋全球的議題，這本經典
繪本是最適合的引導教材。 

 

 
圖 9、繪本《來喝水吧！》封面。 

取自：https://www.amazon.com/Water-Hole-Graeme-Base/dp/0142401978 
 

https://www.amazon.com/Water-Hole-Graeme-Base/dp/014240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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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Lester and Clyde》（James H. Reese, 1991） 
 
這本繪本在澳洲的早期教育體系中經常被用來做為教材，因其中的趣味性高，

很能吸引兒童的注意。這是兩隻青蛙的故事，一隻是年輕而頑皮的萊斯特，另一
隻名叫克萊德的青蛙年長而穩重。萊斯特因過於調皮搗蛋而被趕出了原本生活的
美麗濕地，只好前往世界各地尋找自己的新家。離家之後的萊斯特震驚地發現並
非所有的池塘都像老家的溼地一樣美麗，有些濕地已被摧毀並且不適合青蛙棲息。
萊斯特只能回到老家，並真心為自己的調皮搗蛋懺悔，而克萊德也原諒了萊斯特，
故事的最後以克萊德的一句話做結尾：「不用再擔心。至少我們在這裡是安全
的......直到人類出現！」在閱讀並討論了這本繪本之後，可以鼓勵兒童回答他們
自己所瞭解的有關濕地或河川的故事。例如：有關水的污染如何影響青蛙？如何
影響當地居民？在我們居住環境或臺灣有那些水汙染的問題？水汙染如何影響
世界各地的人們？又如何影響自然環境？它的原因是什麼？解決方案是什麼？
解決方案對於世界各地的人來說是否相同？兒童的反應可以成為後續活動的基
礎。永續未來的教育可以使兒童改變他們的思維方式，從學校、家庭擴展到更廣
泛的社區，甚至到世界上的其他區域。 

 

圖 10、《Lester and Clyde》內頁。研究者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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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太陽石（Jorg Muller, 1982） 
 
太陽石這本繪本經常使用於環境變遷、社會文化保存及經濟發展間平衡的相

關討論，比較可惜的是大多數的導讀者傾向於引導兒童針對環境破壞的單一面向
來思考。德國名插畫家約克米勒故事裡用兩個相鄰的大、小海島上居民對生活不
同的態度做對比：大島上的人追求富裕而過度開採資源；小島上的人則過著知足
常樂的生活，並敬重長者給予的建言。最後大島過度開發後終究走向毀滅，而小
島則永續長存。書中作者以跨頁畫面、寫實的技法展現大小島的鳥瞰景觀，細膩
描繪島上居民的衣著及生活方式，也暗示了面對自然資源的使用，兩種不同的態
度所帶來的結果。太陽石很適合引導兒童思考在環境（島上自然資源的使用）、
社會（老人傳述先人傳下的警語）及經濟（大島追求更富裕的生活）之間要如何
平衡，才能讓大、小島上的居民都能長長久久、平安知足的生活下去。 

 
圖 11、繪本《The Sea People》封面，中文譯作《太陽石》。研究者翻拍 

 
以上三本繪本都是各大網路書局、專家學者推薦書單中的經典繪本，也常被

應用於詮釋環境永續性的闡述。另外，還有一本有趣的繪本《The Lorax》（ Dr. 
Seuss, 1971）（圖 9），2012 年曾改編為動畫。《The Lorax》是一本探究環境、
社會及經濟三個基石間平衡的有趣題材。1988 年，加州的一個小學將此繪本列
入二年級學生的閱讀單，引起鎮上伐木業者的抗議，伐木業者認為這本繪本誇張
的將伐木事業塑造成邪惡的一方。而 2011 年 Nature 上的一篇回顧性評論中將
書中主角 Lorax 描述為「模仿厭世的生態學家」（parody of a misanthropic 
ecologist）、過於「陰鬱」（gloomy），並懷疑書中的信息會過度干涉幼兒的思考。
但此評論最後仍讚揚這本書以兒童能理解的方式有效地傳達生態破壞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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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ris, E., 2011）。 

 
圖 12、《The Lorax》內頁。圖片取自：https://reurl.cc/V1jl6 

 

 
圖 13、 2012 年改編成 3D電腦動畫。圖片取自：https://reurl.cc/xQO4E 

 
澳洲經驗 

 
澳洲在推展早期兒童永續發展教育可謂是全球先鋒。在職前教師教育課程中

便納入了涵蓋生態永續性概念的繪本，如：Storm Boy（Thiele, 1963）、 Lester 
and Clyde（Reece, 1991）、The Waterhole（Base, 2001）、Window（Baker, 1991）、 
以及 Belonging（Baker, 2004）。在地方政府與民間組織的共同推廣下，幼兒永
續發展教育的概念廣泛地被和蓋在幼教的領域中，並配合社區營造、親子活動，
將兒童的生活中就納入了永續性的概念，從自身的「小永續」開始推展，期望能
放眼到培養具有「大永續」概念的全球公民。為了因應幼兒永續發展推動的需求，
除了過去已出版的經典繪本外，澳洲也出版了不少可適用於幼兒永續發展的繪本。
Bhagwanji, Y., & Born, P.（2018）的研究中，敘述了繪本與地方本位教學的結
合，並舉出的適用於「小永續」的繪本類別： 
 對自然的欣賞（Appreciation for Nature） 
對自然的欣賞解決了對自然界的認識，享受和驚奇以及感恩的發展。 

 關愛自然（Caring for Nature） 



52 
 

關注自然世界是指自然界為維護所有人的共同利益而維持健康生態系統所
需的行動和尊重。 

 引領健康的生活方式（Leading Healthy Lifestyle） 
領先的健康生活方式涉及健康飲食和身體活動習慣的發展，這也反對與加
工食品，屏幕觀察，被動活動和其他健康風險相關的健康問題。 

 實踐永續生活（Practising Sustainable Living） 
實踐永續生活的重點是與園藝相關的知識和技能建設，減少浪費，減少化
學品和有毒污染物的使用，以及其他有利於保護和恢復自然世界的活動。 

圖 14、實踐「小永續」的課程主題。 
研究者改編自（Bhagwanji, Y., & Born, P., 2018） 

 
 針對選擇使用於幼兒永續發展教育的兒童書籍時，最好能符合下列條件： 
 
 選擇能夠靈敏、優雅地處理相關議題的書籍。選擇那些激發奇蹟和好奇心的

書籍遠比呈現過多絕望和恐懼的書籍適合。一些處理環境議題的兒童書依賴
於恐懼和絕望，並不是完全不能採用恐懼訴求（fear appeals），只是使用的
方式必須十分巧妙。導讀者需要多次重覆閱讀、仔細揣摩書中的訊息：是否
蘊含了恐懼、羞恥還是懲罰的意味，比如：人類或是某些被生物、替甚至是
「議題」被描繪成對其他生物製造問題的「壞人」？ 

 仔細研究故事中是否有鼓勵孩子成為某一角色或賦予責任。如：督促兒童進
行回收工作，不然就得面對世界被垃圾淹沒的後果… 

 如何描繪自然界？在許多兒童書籍中，特別是最近幾年出版的繪本，自然界
被描述為淒涼或悲慘、可能看起來很貧瘠。這些書籍可能會造成兒童無法了
解自然界原本的真實樣貌，與自然界的脫節永久化並增加孩子們的無望感

 

幼兒永續發展： 

深入研究的課程主題 

對自然

的欣賞

實踐永

續生活 

關心 

自然 

領導健

康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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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沒有希望，也不需要再努力挽回什麼）。 
 注意是如何描繪生物。避免使用惡作劇或將某些物種描繪為攻擊性、非智能

或惡意的形象。最好避免過度的擬人化（將人類為中心的價值觀過分強調在
生物上），兒童對於動物和其他主要人物的描繪方式非常敏感，並且容易接
受書中所傳遞出來的價值觀。 

 提供多本書籍（孩子一人一本、有自己的書能反覆翻閱）。讓孩子們自己翻
閱書籍，進行觀察並詢問他們所看到的內容。聆聽他們的觀察和問題，並就
此進行深思熟慮的討論。 

 
除了相關的正式研究外，也有許多教師團體、圖書館分別列舉出在實質教學

經驗中所發現的適用為幼兒永續發展教育的繪本。如聖艾丹聖公會女子學校（St 
Aidan's Anglican Girls School）的圖書館管理員 Megan Daley，設立了一個網
站（圖 15），收集了多本與幼兒永續發展有關的繪本，並分享使用心得及相關教
案，是很值得參考的一項資源。 

 

          

圖 15、聖艾丹聖公會女子學校（St Aidan's Anglican Girls School）的圖書館管
理員 Megan Daley所設置有關繪本的網站中推薦的 100 本繪本。取自：

https://reurl.cc/XvvVe

https://reurl.cc/Xvv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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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臺灣，對幼兒的相關教育似乎仍停留在自然體驗、戶外課程，還未以全面
的觀點來看待幼兒的永續發展教育。可能的問題在於幼教從業人員本身的養過程
中並無相關的教育過程，對於永續發展這樣需要全面、系統思考的概念，不知從

何著手。加上不知從何尋找相關教材，也不知如何著手自行編製教材。 
 
主婦聯盟多年來進行的綠繪本推廣，也逐漸由較集中在環境永續性的單一面

向，納入更多有關社會及經濟面向的相關繪本，在其綠繪本的分類中，綠食育、
綠消費、大地倫理與綠色公民的繪本書單中，便選取了數本與社會、經濟層面有
續性又直接關聯的繪本；而全球暖化及綠能的類別，則納入了與涵蓋全球性議題
的經典繪本。故期望國家公園所出版的繪本，也能從過於集中在特殊地景保護、
瀕危物種保育…等傳統的觀點，逐漸擴充至生物多樣性、人文社會的永續性維持，
以及特殊資源的永續利用等觀點，邁向下一個里程碑。 

 
繪本確實是作為幼兒永續發展的適當媒介，並且作為一個溝通橋梁-─讓兒童

透過繪本的圖像敘述，瞭解現在、未來可能面臨的挑戰。除此之外，導讀者本身
的知識及經驗也十分重要，選擇適當的教材，是可以讓導讀者與兒童一同成長。
我們期望這些未來的主人翁能夠擁有足以適應、或找出解決日漸嚴峻之環境問題
的解決方法，並能重視同時存在的社會及經濟問題。故無論是為孩子創作繪本的
作者、出版社，與孩子共讀的老師、家長，與孩子共同分享繪本時，大人扮演的
腳色不僅是導讀者，最重要的是能與孩子共同討論、共同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別忽略孩子的決心及力量，他們可能是潛在的變革者，而非只是被動的決策接受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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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繪本進行國家公園環境教育的經驗與思考 

廖滿英 

苗栗縣信義國小教師、教育部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 

前言：用繪本談重要的事 
 

環境教育是一種強調經驗學習的教育過程，而直接經驗的學習通常採用在環
境中進行教與學，也是環境教育培養環境覺知、環境態度、環境問題解決技能的
最佳方式(楊冠政，1998)。在國家公園進行環境教育活動或課程教學的方法很多，
其中環境解說、自然體驗、戶外探索等都是被廣為運用的方式，尤其是在公園、
步道、森林等有豐富的自然生態的戶外場域時。不過，在戶外進行課程活動可能
會受限於遊客到訪時間較短，參與對象為幼齡兒童或親子組成，或因雨天、熱浪、
寒流等天候因素，或基於主題環境教育課程統整設計的需求…等因素，有時則較
宜在遊客中心、環教教室等室內場館進行環教活動。 

 
Martha(1996)認為使用故事是直接經驗的有效替代經驗，因為以知識為基礎

情境的環境教育總是乏味無趣的，利用故事進行環境教育可以增進學生的學習興
趣和注意力(劉美玲、王珮蓮，2003)。所以，在國家公園發展繪本故事、紙芝居、
偶劇等較靜態的的環教課程活動，以多元策略來互補戶外課程或環境解說不足之
處，也能在寓教於樂的過程中達成課程目標，以及滿足不同對象的休閒與學習所
需。目前，國內各國家公園已開始使用繪本故事作為推廣環境教育的媒材，並且
陸續出版一系列以國家公園之特別景觀、生物、文化為主題的繪本，又如筆者所
參與志工服務的雪霸國家公園，三年前就已經在管理處遊客中心設置繪本故事屋，
並以繪本為核心設計發展主題環境教育課程，於週休假日提供繪本說故事及延伸
體驗活動，或對學校團體進行繪本主題課程教學，以豐富到訪民眾和學生更多元
的環境教育經驗，可將國家公園環境教育理念與自然保育相關概念推廣普及到校
園和一般民眾。本篇是筆者以參與雪霸國家公園推動用繪本故事進行環境教育的
歷程和經驗，並思考以繪本在國家公園進行環境教育時，運用繪本的一些考量，
以及課程設計發展的方式。 

 
身兼兒童文學創作者、評論者、研究者及推廣者的繪本作家幸佳慧，在她的

「用繪本跟孩子談重要的事：能獨立思考的孩子，到哪裡都能過得好」一書出版
時提到：「家長不太容易從社會真實事件去和孩子對談，我們卻可以透過故事去
談，這些議題都發生在眼前，孩子不能再視而不見。」這些話提醒我們，關心愛
護環境應該是全民運動，大人小孩都不能置身事外，那些幾乎每日在媒體上演發
生在生活周遭的各種環境問題與事件，或面對像空汙、缺水、氣候異常等全球環
境議題，都是與人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對健康安全有切身關連及影響，瞭解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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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議題的內涵及其行動解方，有賴地球公民一起面對努力。但也如眾所周知的，
每個環境議題通常涉及政治、經濟、社會、科學、自然生態等多元複雜的內涵結
構、專業知識和價值觀，又有許多潛藏的利益衝突和道德判斷…，光是那些艱深
的知識內容和語彙，不僅小孩讀來有如天書般難以消化理解，即使成人來看也頗
具挑戰耐人尋思，更遑論要將觸角伸進議題核心中進行討論了。 

 
幸而目前有越來越多的繪本創作者將對時事和環境變遷的種種思考，逐漸融

入創作主題中，催生出更多以與自然連結、關懷環境、啟發環境哲思為主題的好
繪本，當中也不乏優質的臺灣原創繪本。借助這些繪本的力量，來和大人、小孩
談談與環境有關的重要的事，不但能開啟他們對環境的覺知和敏感度，喚起對自
然之美的感受和讚賞。在閱讀繪本、走進故事的同時，也可以與事實產生連結，
增加他們對自然生態、環境議題的認知與思考，例如：經典繪本《小房子》，不
但呈現一個地方在都市化發展過程中環境的演化和面貌，也傳達了房子作為有形
無形的文化資產，能被保留下來的原因是人對土地的意識和選擇而產生的環境行
動。 

 

壹、 環境教育繪本的選擇 

繪本，亦即圖畫書，最早起源於歐洲，其英文名為「picturebook」。它是一
種以圖畫為主，文字為輔的書籍，圖畫幾乎占了全書的比例一半以上，甚至是完
全沒有文字而全是圖畫的書籍。圖畫故事書是用一系列的圖畫與文字共同講述一
個完整的故事，是透過圖畫與文字這兩種媒介在兩個不同的層面上交織、互動，
來訴說故事的一門藝術(彭懿，2006)。由於繪本的內容生動、有多元又豐富的視
覺藝術設計，所以在協助學生增進語言學習、提供生活經驗、增進閱讀樂趣及培
養學生正確行動的態度的價值也一直深受肯定(劉美玲、王珮蓮，2002)。 

 
所謂環境教育繪本，是指內容蘊含或指涉自然生態、環境科學、環境主題/

議題、環境價值與行動內涵的圖畫書，可善加利用這些繪本豐富的圖文和故事內
涵，引導兒童或大人進行自然觀察、環境教育主題或議題學習，透過閱讀繪本故
事與生活經驗產生連結，提問討論以獲得瞭解該議題需具備的相關知識概念及議
題內涵，再延伸到思考及體驗活動，使之能具備環境行動的正確認知和價值觀，
以期在眾人心中播下愛護環境的小種籽，期能在未來能落地生根化為保育環境的
一股力量。而在國內外大量多元的繪本創作當中，如何選擇符合國家公園此特定
場域、對象、議題之環境教育課程需要的繪本呢？筆者依多年在學校及國家公園
從事閱讀教育教學的實務經驗，從繪本內涵及資訊性質歸納如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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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環境議題繪本 
 

環境議題繪本的內涵通常會明顯涉及一個或多個環境議題，如水資源、全球
暖化、海洋垃圾、能源發電、動物保育…等，故事脈絡通常以某個環境事件貫穿
全局，藉由一系列連貫的圖文資訊，層次敘說隱含其中的問題、隱憂、競爭或價
值衝突，並隨著故事線發展演變，逐步探照議題的核心概念和關切焦點。 

 
以國內大家耳熟能詳的環境議題繪本—主婦聯盟的「綠繪本」為例，是將之

關注的議題歸類納為「大地倫理與綠色公民」、「水水世界與森森不息」、「綠
消費」、「綠食育」、「氣候變遷與能源」等五大議題，為進行環境教育的目的
明顯，所選用的繪本如《爺爺的有機麵包》涵蓋有機農業、有機飲食與健康兩個
明顯議題；《從山裡逃出來-垃圾丟啊！》主要是探討垃圾處理問題、消費習慣
與態度這兩大核心議題；《大熊抱抱》則敘說森林砍伐與動物求生存的故事；《浮
冰上的小熊》則關切了全球暖化對環境所造成的破壞及其導致生物瀕絕後果的嚴
肅議題；《挖土機年年作響-鄉村變了》則以定格畫面的紀錄方式，呈現一部人
類過度開發、生態破壞的演變史，也是世界各地許多大城小鎮現代化過程的縮
影。 

 
再綜合主婦聯盟綠繪本所採用共 25 本繪本內涵來看，故事內容幾乎都直接

指涉特定的環境主題/議題，且繪本整體設計、內容知識概念比較適合國小及學
齡前兒童閱讀學習。而林佩玉(2018)說明則讓我們進一步了解綠繪本的教學活動
設計方式，是把閱讀結合了環境教育，扣合繪本裡的關鍵情節或重要概念，進而
設計出讓兒童運用五感、多元學習的環教活動，發展成一種綠色公民素養教育的
過程；而讓繪本變成綠繪本的轉化關鍵，就在教案/教學設計以及研編教材，這
不只牽涉到教學相關知能，還得具備該繪本議題的相關素養。 

 
除了上述「綠繪本」之外，當然還有非常多關懷環境議題的繪本出版，例如，

臺灣繪本原創作家中，黃郁欽與陶樂蒂夫婦就以繪本《好東西》和《我沒有哭》，
傳達他們反對核能發電的想法；劉旭恭的《煙囪的故事》透過隱藏在畫面與故事
中的強烈對比，煙囪象徵著發電廠、工廠和有錢人，而當自然反撲時往往影響最
深、最先受害的都是窮人，巧妙的暗喻了現今地球所面臨的環境議題，也引發讀
者對於環境正義的思考。陳又凌的《會生氣的山》以框架故事結合擬人化手法，
刻畫山林濫墾與復育；莊詠婷《野溪怎麼了？》則以守望觀察的角度帶讀者拜訪
臺灣野溪生物居民的家，並看見不當的野溪整治方法和思維所造成的致命破壞。 

 
國外引進的中譯本則如：茱莉‧湯普森的《小狐狸回家》彷彿美國版石虎的

真實情境上演，反應出動物棲地減少的問題，還有車輛與動物爭道的困境，作者
細膩的檢視了人類發展對野生動物的影響發人深省；而蘿希‧伊芙的《明天會是



59 
 

好天氣》關注地球暖化和北極冰消融的重要生態環境議題，透過描繪出明日世界
的場景，以電影般的圖畫讓我們心中交織、尋找和等待，也引發大人們思考關於
未來世代，我們應該去做些什麼。李明愛的《塑膠島》所傳達的是被迫居住在塑
膠濃湯島上的海洋生物的種種無奈，藉此引人反思塑膠用品製造、使用、回收或
丟棄的習慣和機制，而更好的做法則是從源頭減量、減少或避免使用塑膠；藤原
宏宣《Earth 地球叔叔教我的事──做對選擇就能改變》讓地球透過角色扮演用它
的觀點說故事，讓我們更容易理解和檢視自己生活中的「理所當然」的生活方式、
消費價值觀可以怎麼設定？是否可以改變？ 

 
其實包含臺灣在內，世界各國出版的環境議題相關作品更多不勝數，它們聚

焦在或大或小的特定議題上，以獨特動人的表達方式，探照並關切著散落於地球
各個角落的環境議題。加上近年來各種社會及環境議題如：人權、兩性平等、多
元文化、空汙、核能用電、海洋垃圾、難民潮…的討論和思潮持續發酵震盪，許
多關懷時事與社會環境的繪本創作者也自闢戰場，要透過繪本獨特的表達方式，
引領人們看見議題、傾聽思考，加上不限於為兒童而寫的圖畫書也有逐漸增加的
趨勢，能讓更多不同年齡層的讀者，透過精心設計的圖文情境和故事脈絡，在領
略閱讀的樂趣之間，也能更加親近自然、接近環境議題和討論。在課程設計規劃
時，應對照課程核心概念與學習目標，並考量繪本創作的內涵，才能找到優質且
適合做為教材的好繪本。 

 
二、自然生態與人文故事繪本 
 

「自然生態與人文」類型之繪本故事內容通常以自然生態、自然觀察體驗、
自然人文與人物故事、自然美感經驗等為主，是做為環境教育繪本的一大類別。
讀者可透過繪本認識自然生態知識與原則、欣賞自然之美、連結人與自然的關係，
或者認識生物多樣性、環境倫理的概念，以及典範哲思與自然對話。這類繪本的
敘事方式不強調故事張力及戲劇性的情節，而選擇忠實呈現真實自然面貌或人物
歷史，文字簡潔富詩意，是圖像與文字皆美、文學性與知識性兼具的繪本。Rule 
and Atkinson(1994)對於如何選擇生態繪本提出了十項建議，也可作為環境教育繪
本選擇的參考指標。 

 
普遍來說，這類繪本的敘事及結構比較接近非小說的特質。不過，Perry 

Nodelman and Mavis Reimer(2003)認為雖然大多數的兒童非小說，常常強調科學
的客觀性，但是其中描寫的人、事、物所代表的不只是科學事實，還代表道德與
倫理的價值觀。在無數關於自然的書籍中，樹木和動物代表了對環境的關懷，而
童書中所描寫的人類生活也都帶有關於角色的暗示(劉鳳芯、吳宜潔，2011），
這與 Down(1991)的看法相當一致—若將科學事實納入自然虛擬的故事中，不但
可以增進學生對生態原則與環境問題的瞭解，亦有助於價值觀的建立(劉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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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珮蓮，2003)。所以，我們可透由自然史、環境典範人物、環境哲思這類繪本
的內涵及敘事，去帶出環境相關的重要概念與思想，體現環境保護的影響和重要
性。從以下的繪本簡介，我們可一窺自然生態與人文繪本的特色及動人之處： 

 
◎ 劉旭恭《下雨的味道》—以回歸自然的玩心樂趣的概念核心，作者用孩子理

解的方式親近大自然，以生活中隨手可拾卻被淡忘的、簡單有趣的五感體驗，
喚醒孩子走進大自然，引發自然感知、好奇和樂趣。 
 

◎ 斐德利克．芒索《從前從前有一座森林》—這是以大自然為主體，用溫柔輕
緩的文字述說自然生態的自我恢復能力的故事，帶點現代寓言故事般的奇幻
藝術感，是充滿純真深意的繪本創作，藉此喚醒人們更應該直視大自然的生
存權利，使讀者感受到森林的珍貴和豐富的生命力。 

 
◎ 伊勢英子的《1000 把大提琴的合奏》揉合自然、音樂與人為繪本創作核心，

藉著圖畫與文字所演奏的大提琴聲，書中充滿音樂流動的繪本想像，像作者
所說的，她是透過繪本來傳遞手心的溫度，修復自然與人的連結。 

 
◎ 艾瑞．卡爾以其獨特拼貼畫技法所創作的繪本，深受小孩、大人喜愛，其中

《小種籽》、《10 隻像皮小鴨》、《好慢 好慢 好慢的樹懶》、《海馬先生》
等也以繽紛的色彩和有趣的構圖掌握了自然生物的真實面貌，巧妙的呈現豐
富的生物多樣性和自然運作的規律。他的創作流露出童稚般的天真，表達出
對自然的了解與關愛，他一直鼓勵小孩們從周遭事物中學習。 

 
◎ 艾拉．馬俐《樹木之歌》是一本無字繪本，書中藉著一棵大樹及週邊景物在

四季中的更迭轉變，以簡潔的圖像造型表現出自然的優美和生命力，培養孩
子對自然的觀察力及敏感度，是一部自然觀察的經典佳作。 

 
◎ 文達爾．勒貝克《森林》繪本，透過色彩、明暗來表現森林各個時刻的光影

變化，輕聲細語的簡潔文字，跟著書頁翻開走進森林，就彷彿漫步林道般的
安靜閒適。 

 
◎ D.B強森《亨利散步去菲其堡》、《亨利蓋了一座小木屋》這二本書的創作題

材取自亨利．大衛．梭羅的《湖濱散記》，這是一部影響環境教育發展哲思
的重要著作，他在研究環境史和生態學的發現和方法，對自然書寫的影響甚
遠，也是現代環境保護主義的發端，許多人深受啟發影響。繪本作家 D.B
強森以兩條對照的敘事線，同時呈現兩種迥異的價值觀和生活實踐方式，卻
完全不帶任何的說教意味與評價，在帶出亨利．大衛．梭羅非人類中心的環
境倫理思想之際，也同時提醒著，我們對於物質需求和生活內涵是可以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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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的，在這環境過度開發、物慾橫流的現代社會，無疑是直指問題核心的
洞見。 

 
◎ 貞娜．溫特所創作的《黑猩猩的好朋友：珍．古德》講述珍．古德博士從小

勇敢追夢、並以堅毅決心實踐夢想，一生奉獻研究、保育黑猩猩的故事；《和
平樹：一則來自非洲的真實故事》則是關於非洲的環保鬥士萬格麗．瑪泰在
肯亞發起綠帶運動，以行動鼓勵婦女種植樹木，使綠意漸漸回到肯亞土地的
故事。透過這些繪本傳遞的不僅僅是環境保護的觀念，更展現這些女性環保
鬥士的熱情、願景與決心，與其帶給世界美好而巨大深遠的影響。 

 
以上述這些繪本為例，可發現「自然生態與人文」繪本中，有些是不做敘事

鋪陳，只是呈現真實的自然生態樣貌；有些繪本故事緩和卻有力量，直面問題與
價值核心；更多的故事是輕描淡寫，節奏輕緩細流卻漸漸匯聚成河，搭上這樣的
一條敘事小舟，自然而然穿越故事脈絡，一邊觀賞故事變化，一邊經驗圖文交織
的自然生態、生命情感、對土地環境的思考與感受，這種繪本看似平淡，卻能像
一顆小種子掉在讀者的心裡喚起一圈圈漣漪迴響，非常適合國家公園對學生及民
眾推廣自然生態保育理念與行動之用。 

 
三、自然科學繪本 
 

科學繪本經常被當作自然科學教育補充教材或自然圖鑑使用，是非常精美有
趣、能吸引學生閱讀學習的材料。自然科學繪本的內涵較多以圖畫或照片單純的
呈現科學事實，從微觀、巨觀、或遠、或近的視野直接面對自然事物本來的真面
目，當讀者帶上科學眼鏡來看世界時，一方面是用理性思維的角度，瞭解自然運
作的方式，建構生態學的知識與原則，了解環境問題與科學方法，這也是探討環
境議題時的必要裝備；一方面又能透過繪本豐富多元的藝術設計，以清晰的視野
看見自然事物的單純本質，欣賞它們獨特的價值和存在，往往會帶來意想不到的
驚奇與感動。因此，透過科學繪本創作者的視野，來看自然真實的世界及事物，
也能對讀者傳達出他所預設的特定意義和觀點，其中也包括了對自然環境的熱情
和關切。 

 
這類繪本出版數量眾多，國內外都有許多傑出的繪本作家因為喜愛自然、以

及有重要的生命經驗，或者身兼自然觀察家、自然博物學家等身分，創作出許多
令人讚賞、愛不釋手的科學繪本，因而無形中培養出許多喜愛自然、觀察探究的
年輕世代。以下讓我們來認識這些美不勝收的繪本作品吧！ 

 
◎ 臺灣知名版畫家及鳥類觀察家何華仁長期從事臺灣野鳥繪本創作，作品包括

《野鳥會躲藏》、《鳥兒的家》、《彩鷸奶爸》、《野鳥有夠酷》、《小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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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貓頭鷹》、《灰面鵟鷹的旅行》、《哇！公園有鷹》等一系列主題繪本，
藉由獨特美麗的版畫藝術創作方式，詮釋臺灣野鳥多樣豐富的面貌，以及這
些小精靈與環境互動的關係。2015 年由何華仁帶領年蘭陽繪本創作營的 22
名學員，共同創作的版畫繪本《大樹之寶》，則樸實詮釋臺灣從平地到高山
不同海拔的代表樹木和自然面貌，呈現臺灣令人驚奇讚嘆的生物多樣性。 
 

◎ 曾以《蝴蝶》《臺灣新視界》兩度入選義大利波隆納國際插畫展的臺灣繪本
作家邱承宗，繪本創作有《獨角仙》《地面地下：四季昆蟲微觀圖記》《池
上池下》《我們的森林》等，他在長期的野外經驗裡，從原本的圖鑑式昆蟲
繪本創作，轉而融入自然，觀察記錄各種昆蟲和環境之間的奧妙。他說：「我
現在最想做的，就是把我感受到的、看到的，轉化成兒童可以理解的語言，
讓孩子和我一起感動，一起共鳴！」 
 

◎ 松岡達英被譽為日本的「自然科學繪本大師」，也是昆蟲繪本的巨人，他以
寫實的繪畫風格，書中的生物都與實物相差無幾，且能將生物生活的環境結
構特徵呈現出來，讓人有種身歷其境之親切感，所以繪本也能當成一本自然
圖鑑來用。他的繪本創作非常多，如《自然圖鑑》《冒險圖鑑》《雨林探險》
《浣熊的小冒險》《森林圖鑑》《海邊圖鑑》《鼴鼠博士的地震探險》《蹦！》
《哇》《好疼呀！好疼呀！》《和雨蛙爸爸一起採集昆蟲初體驗》《獨角仙
在哪裡？》《雨蛙自然觀察團》系列…. 。松岡達英認為唯有這樣的自然科
學圖畫書，才能讓孩子感受到自然界真實的生態，進而引發他們的好奇心。
而好奇都是從觀察而來的，如今，我們的孩子已漸漸遠離自然，自然科學圖
畫書正可以讓父母和孩子體會到，走進自然、觀察自然的重要。 
 

◎ 黛安娜・哈茨・阿斯頓創作的《鬧哄哄的巢》《沉睡中的種子》《有耐心的
蝴蝶》《害羞的甲蟲》《活生生的石頭》系列繪本，以充滿藝術感的精美插
畫，詳實考究的科學形態和知識，能正確傳達物種本身的資訊。另外，還搭
配不同大小文字的描述，給不同年齡層孩子適讀的內容，大字呈現擬人化、
容易親近的特質，適合年幼小孩，字較小的段落則帶入了自然科學的概念和
細節描述。從小受到父母珍視自然、愛護自然的深刻影響，她希望當孩子讀
到大自然，看到書中令人驚奇的動植物時，能激起他們的好奇心，繼而想去
深入探索這個美妙世界。 
 

◎ 凱特・梅斯納《生命之樹：雨林裡的大樹王國》以簡潔的文字與鮮明的插圖
表現雨林生物在山杏樹上形形色色的生活方式，展現這個大樹王國的多采多
姿，以及樹在生態中的重要性。 
 



63 
 

◎ 克絲汀‧霍爾的《蜜蜂》透過擬人化的描述對蜜蜂有深入認識，希望人們能
重視蜜蜂對世界的服務和貢獻，了解近年因人為因素與環境變遷而面臨的蜂
群消失危機。 

貳、國家公園發展繪本環教課程的經驗〜以雪霸國家公園為例 

國家公園第一線的環境教育推手可說非解說志工莫屬了。其組成大多為社會
職人、退休人員、學生等，經由國家公園甄選之後，還必須通過生態、保育、環
境解說等相關課程培訓及解說實習後，才正式投入服務行列。志工雖有各自的專
業，但通常不具備說故事、閱讀策略帶領或課程設計專長及經驗，所以願意投入
繪本說故事服務活動的志工也較少，而願意一試的人，也因缺少對繪本的認識而
感到無法掌握，或者接觸繪本說故事活動時不知如何切入，因此很自然地便將解
說方式和技巧運用上來。因此，在國家公園培訓志工成為繪本相關專業背景的帶
領人，並能開展運用繪本進行環境教育的實際經驗和能力，是成功推動繪本環境
教育的首要關鍵。 

一、 解說志工的第一堂繪本課 

以雪霸國家公園為例，在 105 年於管理處遊客中心設置繪本故事屋，發展繪
本課程的故事即由此展開…，一開始參與繪本說故事的志工們從與遊客互動的經
驗中就發現，繪本說故事和環境解說、生態解說之間有很大的不同，當以解說方
式帶讀繪本，遊客經常感到興致缺缺，因為沒有生動的帶領策略來吸引大人、小
孩的專注目光，也不知要如何針對繪本圖文內涵設計活動，來傳達和連結環境教
育的目標和價值。 

 
因此，在 106 年初即規劃辦理了「雪霸志工繪本說故事培訓」課程，課程內

容包括「圖畫書探險趣」和「跟著繪本去大自然旅行」兩部分。以「圖畫書探險
趣」課程做為前奏(課程綱要如下圖一)，帶著志工們走進繪本的世界，希望志工
們從閱讀繪本、喜愛繪本開始，進而能認識和欣賞繪本獨特的表達特色、圖文交
織演奏故事的方式、探討繪本在不同面向的各種表現，能在閱讀繪本的樂趣中愛
上繪本，並實作繪本閱讀、觀察、分析繪本中的元素，親自品嚐咀嚼這其中的美
味關係。有一位參加培訓的志工分享說：「這是我第一次讀繪本故事，沒想到這
麼美妙、好玩，繪本故事真的很有趣。」，另一位則說：「以前看繪本只覺得是有
搭配圖畫的故事書…原來這些圖畫文字之間還隱藏著許多有意義的線索，閱讀繪
本故事的時候必須動腦思考，好像破關猜謎一般非常有趣…」。 

圖一、「圖畫書探險趣」課程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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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二「跟著繪本去大自然旅行」(課程綱要如下圖二)，則先比較繪本與一
般文字故事在故事流動方式和連續性上的差異為何，讓志工能認識到自己在進行
繪本說故事時應該採取的角度；再進一步探討如何放下原本熟悉擅長的解說方式，
先去探尋每一本繪本創作背後的故事，作者對環境的關切與思考是什麼，盡力挖
掘作者與繪者透過繪本中具圖像性、藝術性、趣味性、知識性、想像性、文學性、
創造性等元素，做為繪本說故事及其延伸體驗活動的設計內涵。接著以事先收集
的繪本為例，說明其可運用於環境教育時的不同取向和內涵，以及在運用繪本說
故事的原則和建議。課程中並透過示範、演練，實際操作提問討論、體驗觀察、
藝術創作、律動遊戲等無解說的繪本分享方式與帶領策略，以便志工們在後續服
勤時能立即上手運用。 

圖二、「跟著繪本去大自然旅行」課程綱要 

二、 無解說〜回歸繪本說故事 
培利・諾德曼(Perry Nodelman) 在《話圖─兒童圖畫書的敘事藝術》一書中

指出，一本圖畫書至少包含了三種故事：文字說的故事、圖畫暗示的故事、及兩
者結合後產生的故事。因而透過圖畫書精巧和複雜的溝通形式，以它奇特的敘事
方式，將焦點集中在視覺意象的意義面向，再用視覺與視覺藝術去補充文字訊息。
也就是說，圖畫書也會迫使它的讀者去尋思圖所含藏的資訊，以在相伴隨的文本
裡增填或改變文本的意義，要讀者在看的時候，把焦點集中在書中圖的意義及文
本傳達的意義上(楊茂秀等人，2010）。 

 
既然繪本是圖文創作者經由對題材、概念、細節的思考的嚴謹設計，故事本

身已經具備主動的敘事脈絡和內容，那麼對於一個缺乏經驗的讀者，尤其是指那
些來到國家公園的民眾訪客們，當他們閱讀一個繪本故事時，需要的並不是環境
解說這樣的閱讀方式。試想，你正在觀賞一部影片時，若有人在一旁解說劇情，
那將大大減損讀故事的樂趣，而且影響讀者去感受、思考、想像，也剝奪他們主
動參與故事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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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參考培利・諾德曼(Perry Nodelman) 建議的，我們應該提供給參與者
們一些特別適合圖畫書的文本互動策略，包括認識主題結構，從圖文找出概念、
觀點，諷刺、價值建構、澄清、反思等策略。透過這些策略方法，不但可以幫助
他們在享受故事述說樂趣的同時，一方面教他們看懂或發覺圖畫書在藝術風格、
圖文整合、視覺印象等方面的表現，在挖掘那些細節與概念的過程中，也會有找
出故事的遊戲趣味。在培訓課程中，筆者以 D.B 強森《亨利散步去菲其堡》繪
本為實例，帶著志工們體驗與認識無解說的繪本帶讀策略，簡述如下： 

 
 從封面開始，作者以飛翔的小鳥和
蝴蝶、傾斜的大樹、攀爬的松鼠，亨利
在畫面的最左端堅定愉快的向右邊望去，
一腳踩下的落葉似乎發出沙沙的聲
音……呈現一種動態感；以蜿蜒的山路
和遠去的村莊為背景，讀者的視線自然
而然落這張圖的中心點—亨利將要踏下
的腳步上，就這樣呼應著故事主題—亨
利散步去菲其堡，也深深吸引讀者對此
行的好奇想像。                   

 
翻開書本迎來一大幅跨頁，畫面上亨利與他的朋友在外型的服裝風格、攜帶

物件配備、動作姿態有很大的不同，透露出兩人在生活方式和思想觀點上的差異，
並以文字說明他們兩人約定要前往菲其堡，但各自選擇了不一樣的方式，藉此體
現了兩種不一樣的價值觀。 

 

 

(繪本封面) 

(內文/第一張跨頁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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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下一張跨頁開始，都分成兩個人物左右對照的方式呈現，作者用明顯的
場景「分寫」故事，敘述兩位主角在同一時間內的不同的生活實踐內容，不帶任
何的說教與評價，但隨著故事情節的推進，卻能喚起讀者心中的自我對話，挑戰
著那些習以為常、理所當然的生活模式和想法，整本書的核心概念就是在回應亨
利．大衛．梭羅在華爾騰湖畔隱居，試驗一種最少物質、反璞歸真的生活方式，
鼓勵人們多和大自然接近，去發展人類的最高天性，及其對我生活的地方的體察
和哲思。 

    

(內文/左右分寫) 

在這繪本中，除了作者精湛的整體架構和圖文設計，我們還需要一些圖文解
碼的策略來破解作者悄悄融入的故事元素，例如，藉著故事兩位人物的紅、藍對
比的服裝，以及背景色調，直觀地傳遞故事場景、角色情緒與故事氛圍；運用線
條來表達自由與限制的狀態；對照故事隨著畫面所示時間和距離的推移下，兩個
人物處境和心境的反差；更用隱藏在畫面圖像中的許多細節，暗藏文字沒有說出
的線索，提供讀者發現與尋找秘密的樂趣，同時透露出更多關於亨利梭羅所處
的時代背景、重要人物和事件，以及當時的主流社會價值觀，更凸顯出對於主角
所要隱喻的深層意涵。 

 

 
圖文解碼-隱藏的細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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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Fun讀繪本、思考體驗 

我們為何要用繪本進行環境教育？首要理由是—因為圖畫書成功而有趣的
說故事方式，能為不分老幼的觀眾和讀者提供樂趣。著名兒童作家松居直在《再
次撒下幸福的種子》書中也如是說，「圖畫書對孩子而言，不只是有用或有益的
東西。就像大人享受讀書的樂趣一般，孩子讀書也應該是一種享受。因此，想透
過圖畫書教育孩子之前，讓他們獲得樂趣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大人先親身體驗
圖畫書的樂趣，會更清楚知道它能帶給孩子多大的快樂。」 

Perry Nodelman ＆ Mavis Reimer 在《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一書中提到，
在閱讀的時候，樂趣是最重要的—可以說是文學最重要的一部分。雖然圖畫書的
價值在於有助於各年齡層的讀者瞭解文字，當要描述東西的長相—比如，如何分
辨凸窗和弓形窗—一張圖往往勝過千言萬語；但更重要的是，有趣的兒童文學經
驗，常常就是在圖畫書之中。大部分到訪國家公園的遊客，是因為休閒的樂趣而
前來參加活動，因此，當我們運用繪本進行環境教育課程與教學的設計時，也必
須考慮參與對象想要並喜歡閱讀的層面，在樂趣中引發大人、小孩想知道、想學
習的動機，形成自發參與的動力，一個繪本故事愈是有趣，它的內容也愈能深刻
的留在孩子和大人的記憶裡。 

 
而 Perry Nodelman ＆ Mavis Reimer(2003)在其書中的另一觀點是，樂趣與

思考並非對立，思考本身就是一種樂趣，因此樂趣也可以深入思考；因為如果不
去思考他們想要什麼、喜歡什麼的人們，到頭來可能會想要和喜歡不見得對他們
有好處的事物，說不定還是危險的事物(劉鳳芯、吳宜潔，2011）。也就是說，雖
然人們一開始參與國家公園繪本故事閱讀活動是為了樂在其中，而不是因為閱讀
能對他們有什麼好處，但我們卻能透過教學活動設計，引發人們從閱讀的思考中
不僅獲得樂趣，也學到概念、促進環境覺知和正確的價值啟發。 

若只是將繪本當成課程裡的引起動機或鋪陳情境之用未免可惜，因為在閱讀
繪本故事的時候，能享受解開謎題過程般的樂趣，透過圖畫文字之間隱藏的有意
義的線索，要動腦思考、與文本互動，才能挖掘出裡邊的祕密之泉。當我們將這
些繪本元素編織設計在故事活動中，深入瞭解其敘事隱含的創作意涵，以及所要
傳達給讀者對環境的關切和價值思考之後，就可能達成環境教育的目標。 

我們在國家公園設計的繪本故事活動中，通常會進行唸讀故事、提問與討論、
自然體驗、藝術創作等多元活動，引領到訪者進入繪本的世界。但任何的活動都
不只是僅以書本為出發點，而是透過說故事的過程，加上不同形態的活動持續不
斷地回到書本，與繪本中的核心概念連結，鼓勵他們思考以回應繪本的故事情境
和問題，理解「文×圖」的豐富意涵和知識內容，透過圖畫書成功而有趣的說故
事方式，在為親子或學生、及一般民眾提供樂趣的同時，也能傳達隱含其中的環
境概念或行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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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亨利散步去菲其堡」-提問設計舉例 

 

 

四、 繪本讀書會課程共備 

經過初步繪本培訓之後，參與說故事的志工對繪本已有些認識瞭解，服勤人
數也有增加，但對於繪本故事帶讀的方法、概念的掌握、圖文解碼的策略仍有許
多不足之處。由於當我們把繪本視為課程的核心，每一本繪本因蘊含的主題或議
題不同、創作手法、風格、敘事方式等等的差異，都需要個別量身訂做、獨立設
計，志工們才能對要運用來說故事的繪本具有熟悉度和掌握度。 

 
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思考之後，把原本一次性的培訓改以「繪本讀書會」共

備模式進行，每兩個月定期舉辦一次，108 年度共辦理五次，書單有艾瑞．卡爾
《小種籽》、貞娜．溫特《黑猩猩的好朋友：珍．古德》、何華仁《大樹是寶》、
斐德利克．芒索《從前從前有一座森林》和何華仁《野鳥會躲藏》等五本，包含
自然生態故事、環境典範學習、自然生態科學、自然美感等類型。參與當次討論
學習的志工，每人能擁有一本屬於自己的繪本，以利課程前後預讀和複習熟練。
期能透過繪本共讀、課程共備的方式，有效提升志工在說故事活動前的準備度和
信心，並發展及製作繪本活動進行的配套教材資源。茲將繪本讀書會運作模式簡
述如下，以供參考： 

 
(一) 自我備課：每次讀書會前由志工們自行預讀熟悉當次要共讀的繪本內容，

找相關資料閱讀，增進自己對繪本主題的了解，並運用之前學到的概念方
法練習分析繪本圖文元素和說故事技巧。 

(二) 共同備課：每次讀書會擇定一本繪本進行深度閱讀、內容分析，由讀書會
帶領人事先規劃可行課程方案，於共備時透過參與志工們一起腦力激盪和
討論，以確保所發展的帶讀策略和活動設計務實可行。 

(三) 概念聚焦、繪本分析：讀書會進行時，由讀書會帶領人帶著志工們透過討
論挖掘繪本概念、聚焦故事核心問題，分析繪本圖文的表現方式和特性。 

(四) 發展帶讀方式：考慮遊客年齡層、人數、時間、環境、故事型態與情境氛
圍等不同條件之下，並針對繪本圖文的表現方式和特性，選擇此繪本適合
的帶讀方式，並能考量到每次說故事時，可以因應分享對象、時間的不同，
能有一些不同的帶讀方法，並讓志工演練帶讀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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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延伸活動發展：發展能連結此繪本故事概念的實作活動，提供「閱讀以外」
的互動，活動項目包括提問討論、自然觀察和體驗、科學遊戲、遊戲律動、
藝術創作等，強化此故事帶給遊客的個人意義，更加投入感情及引發思考，
也能讓志工們在後續服勤時能立即上手運用。 

(六) 活動操作演練：讀書會中透過帶領人示範，志工實際操作提問討論策略、
自然觀察和科學遊戲技巧、藝術創作方式、肢體律動等無解說的繪本分享
策略。透過這些策略方法，不但可以幫助他們在享受故事述說樂趣的同時，
練習提問討論的技巧，教他們看懂或發覺圖畫書在藝術風格、圖文整合、
視覺印象等方面的表現，學會如何運用圖文資訊轉化為活動元素傳遞概念，
透過能讓遊客參與互動的設計，享受繪本故事的趣味。 

(七) 概念遷移：透過說故事的過程，加上後續延伸的不同型態的活動持續不斷
地回到繪本內涵，是為了讓遊客把自己的思考帶進故事，鼓勵他們多回應
繪本的故事情境和問題，使遊客能經由故事拓展自己的觀點，對故事主角
或事件產生同理，能與繪本中的核心概念連結，當概念或問題被理解時，
才能引發他們對環境的關切，而有善及負責任的環境行為才有可能發生。 

(八) 遊客參與回饋課程修正：參與讀書會志工於培訓之後，於故事屋實際操作
課程，一來增加帶領繪本說故事課程的經驗和熟練，一方面則透過遊客的
參與回饋，如興趣、動機、投入程度、遊客互動、操作難易度…等，作為
課程活動設計修正的依據。 

 
 
 
 

     
讀書會共備討論-聚焦概念            藝術創作-拼貼畫材料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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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說故事與遊客互動              運用繪本進行自然觀察實作 

 
 
 
 
 

 
志工進行藝術創作-實作設計繪本            小種籽-志工拼貼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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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結語  
 
如同之前所提及的，我們為何要用繪本進行環境教育的首要理由，是因為圖

畫書成功而有趣的說故事方式，能為不分老幼的觀眾和讀者提供樂趣。此外，有
些無法三言兩語就能說清楚的環境議題、情感或哲思，也很可以透過繪本轉化為
具體可讀的訊息、概念，輕易地傳達到大人、小孩的內心深處。而且全世界圖畫
書的出版蓬勃發展、優質創作選擇多，有相當多元議題的探討，容易找到素材，
在課程設計上能節省研發成本，且實施起來比較不受場地限制，極具環境教育課
程發展潛力。 

 
但繪本有其獨特的圖文語言、表達方式，一般人都必須透過引導來認識，解

開圖畫書中的符碼和內涵。所以必須先帶領志工走進繪本的世界，喜愛繪本，認
識和學習詮釋繪本，並設計多元的教學策略和活動。當遊客來到國家公園，能透
過繪本培訓的志工進行繪本說故事和相關活動引導，讓參與民眾在短時間內，很
快的理解到國家公園所要推廣的環境概念、自然保育和愛護環境的宗旨，是一種
非常受歡迎的溝通方式，值得持續的發展相關活動。 

 
另外，也建議國家公園可運用已開發可行、運作成熟的繪本課程，提供國中

小學校班級團體教學服務，以增加環境教育的廣度和深度；或可辦理兒童或青少
年繪本創作課程或營隊，鼓勵年輕世代能透過認識圖畫書、學習和創作環境教育
相關繪本的歷程中，透過向外閱讀故事看見環境的改變、發現事實與概念、形成
內在衝突與價值澄清，向內傾聽內在的聲音、探詢自己的想法、對問題解決的方
向有所思考，並透過繪本圖文創作來表達對我們唯一的地球和環境的關懷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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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懶人包在博物館環境教育的運用 

吳景達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科學教育組 

摘要 
 

為推廣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的環境議題教育，擴大觀眾群、吸引更低年齡觀
眾的參與，科博館從 2011 年開始發展繪本，作為展示與教育的推廣之用。2017
年在科普傳播中心成立後，開始了「繪本懶人包」的製作，放置在 FB等社群平
台上作為課程推廣之用。至今已發展出三套懶人包，及一套兼具影音的動態式繪
本。本文即在介紹科博館發展繪本的歷程，及展望繪本未來在科學教育上的運
用。 
 
關鍵詞：繪本、繪本懶人包、繪本教育。 

 
 
 
前言 
 

座落於臺中市北區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以下簡稱為科博館），是直屬於
教育部轄下的重要社教館所，從 1986 年開放第一期科學中心的營運以來，不但
逐年完成了主展館的四大展廳(科學中心、生命科學廳、人類文化廳、地球環境
廳)的建設與開放，並在 1999 年完成並開放擁有目前臺灣最大溫室的植物園、
2004 年完成並開放位於臺中市霧峰區的「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2013 年完成
並開放位於南投縣竹山鎮「車籠埔斷層保存園區」，同年並將面積廣達三十公頃
位於南投縣鹿谷鄉的「鳳凰谷鳥園」，納入更名成立「鳳凰谷鳥園生態園區」。在
科博館同仁經年累月的努力經營下，科博館不但成為橫跨中部幾個行政區的最大
社會教育館所，更擁有綠意盎然的園區地景，營造出都市水泥叢林的「生態綠洲」，
還有頗具代表性的建築物和豐富的典藏品，豐富的展示與教育資源讓科博館成為
國人最常拜訪的博物館之一。根據 2014 年 6月「國際主題公園協會」（Themed 
Entertainment Association，TEA）發佈的 2013 年全球人氣最旺博物館名單，
科博館以年參觀人次達 339.6 萬人，榮獲第 18 名；2015 年 2 月 The New 
Meseography評比科博館為世界上 15 個終生必看的博物館之一。由此可見科博
館人氣之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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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主展場 

  
          圖二、植物園溫室            圖三、921 地震教育園區 

   

      圖四、車籠埔斷層保存園區      圖五、鳳凰谷鳥園生態園區 
 
科學教育和環境關懷是科博館的立館宗旨之一，常年以來的展示和教育活動

也多為相關的範疇，所以，科博館可以說是臺灣社教館所中將自然環境相關教育
明訂於宗旨，並長期力行的機構。然而在「世界愈來愈數位」的趨勢下，學習成
為重廣度而不求深度的「淺碟型」學習型態，科博館在教育推廣上也面臨如何讓
來館參訪的觀眾在接觸的當下就願意接受的挑戰，教材教法的多元化是科博館面
對不同年齡層和來訪需求觀眾的應變之道，其中，平易近人的繪本適足以成為吸
引觀眾的焦點之一。 

 
繪本在教育上的應用 

 
繪本又稱為圖畫書(Picture Book)，顧名思義就是以圖畫為主的故事書，因

圖畫本身具有傳遞實像的功用，因此頗適合做為尚未發展出抽象思考能力的幼兒
學習之用(陳淑敏，2005；吳庶深、魏純真，2010；鄧運林，2011；謝瑩慧、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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媛媛，2016)。然而圖像的學習不僅適用於不具抽象能力的幼兒上，也適用在學
校的學生、甚至是成人的學習上，可以增進學習的理解與記憶(孫易新，2014)。
蘇振明(2002)對繪本的定義即以兒童為閱讀對象所設計的圖畫書視為狹義的繪
本定義；而將以圖畫為主用來說明或介紹某些事物的圖書歸為廣義的繪本定義。
由此可見繪本的用途不僅只在幼兒教學上，而是適用在各種年齡的學習者。且除
了指示性的圖像直接連結到清楚的意涵之外，敘述性的圖像常帶有很大的詮釋空
間，不但與觀者的先備知識、經驗有關，也常與其當下的心理狀態有關。所以，
繪本具有圖象性、兒童性、教育性、藝術性、趣味性、傳達性、想像性、創造性
等八大特性(黃秀雯，2004)。而在教育性上，繪本除了常用於啟迪幼兒的心智、
培養閱讀習慣與能力外，也常被運用在品格教育，和歷史、地理、語文、生物、
科學等學科教育上(吳庶深、魏純真，2010；許峰銘，2010；郭娜宜，2011；陳
正田，2011；鞠宗紋、魏美惠，2012；謝瑩慧、宋媛媛，2016；盧勇、劉慶功，
2016；陳伶芳，2017；蒲紅塵，2017；蔡銘津、何美慧，2017；鄭錦桂、李茵
琦，2018；王可馨，2019；黃郁庭，2019)。本文即著重繪本在教育上的運用，
特別的是以作者所工作的博物館場域為案例。 

 
繪本在科博館的運用 

 
科博館常用的教育方式有展示、解說、演示、主題教學、戶外研習、動手做

等方式，考慮到參加者的先備知識與經驗，一般是以國小中年級以上為教育對象。
在教學內容上多以自然科學知識為主，近來也因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的成立，而有
以環境議題為主題的展示和教學方案之推動。環境議題多半具跨領域性，且蘊含
價值觀的改變，在觀眾參訪多半是以休閒為目的的社教館所實施時挑戰很大。為
降低觀眾的學習門檻，提供更平易近人的學習路徑，科博館自 2011年開始嘗試
結合繪本來推動環境議題教學。 

 
2011 年科博館環境劇場擬定以「全球暖化」為主題推出新的 360 度環景短

片「暖化的故事」，內容是以冒煙的煙囪比喻工業化，故事是說有錢人為追求生
活上享受的便利，需要更多的電和相關的產品，所以蓋了更多的煙囪來從事生產，
但又不喜歡煙囪的冒煙污染了自己周遭的生活環境，因此將煙囪蓋到了貧窮人的
住家附近。有錢人不再受到煙囪排煙的干擾，但是貧窮人卻莫名其妙地承受了排
煙的傷害，且因有錢人不再看到煙囪的冒煙，更缺乏警覺排煙的傷害而大肆地浪
費用電與追求享受，造成大氣中累積了很多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引發了更嚴重
的溫室效應，促成了乾旱、暴雨等極端氣候的發生。然而始作俑者的有錢人躲在
他的舒適豪宅裡絲毫沒受到影響，卻苦了生活困苦的貧窮人…。 從故事內容來
看這是一個很典型談環境正義的故事，也是一個充滿價值觀省思的故事。但在提
案之初，承辦的展示組同仁事先做了一個市調，發現觀眾的普遍反應是這議題過
於生硬、無趣、小朋友會沒興趣、看不懂，考慮觀眾的接受度故在議題的展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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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改成動畫之際，也順帶的推出了「煙囪的故事」繪本，作為推廣環境劇場影片
「暖化的故事」之用。所以繪本在科博館的應用始於展示的推廣。 

 
為了推廣科普教育，科博館於 2017 年 12 月和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國立

臺灣科學工藝博物館同步成立了「科普傳播中心」，致力於利用各種不同的媒介
與途徑將科學普及到國民的日常生活中。這其中故然有政策推動的促力，但也是
各館所為了更有效的推廣科學教育，吸引更多的觀眾走進博物館所採取的行銷方
式。自營運以來，科博館的「科普傳播中心」除了定期邀請各科學領域的專家學
者舉辦主題演講和同步推播到 FB 等社群媒體平台外，也試著以「繪本懶人包」
的方式來推廣該館劇場教室的主題教學。劇場教室是科博館在第四期地球環境廳
建設中很重要的一環，設計的理念其實是引進英國博物館的「小劇院」模式，以
充滿情境設計的教室，配合完善的多媒體、音響和燈光設施，運用戲劇方式的講
演來呈現關於環境科學和地球科學二大領域的主題課程。建設之初設有「人與環
境」、「物種保育」、「物質與能」、「地動驚魄」、「足下寶藏」、「瀛海探奇」六個單
元 18 間主題教室，並規劃配置具有相關自然科學背景和豐富解說經驗的解說員
18 位。然而在營運之後，因為後續經費的不足，人力一直無法全部到位，解說
員的配置最多時只有 12 位；再加上解說員在戲劇表演的訓練不足，或個人特質
不適合戲劇表演，以及國人在當時對相關展演方式的配合度和接受度不高之下，
劇場教室原設計的戲劇展演手法逐漸的消失，而轉以利用情境式教室，配合科博
館豐富的標本和為課程特別設計的模型等教具運用的物件解說。科博館的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認證通過後，劇場教室因同仁多半具有自然科學背景，且有相關的情
境教室和主題課程，而被委以經營科博館環境教育的任務，因此，近期來也發展
了甚多環境議題的教學方案。劇場教室的教育型態從劇場演示轉型為物件解說，
再轉型至議題教育，固然是因應政策推動、觀眾需求的改變，但不可諱言的，隨
著時間的累進，教室設備的老化，空間、設備更新的不易，過往的情境式設計也
愈來愈失去對觀眾的吸引力。因此，如何推廣劇場教室的環境議題教學就成了科
博館的另一挑戰。科普傳播中心成立後，嘗試以繪本的方式來推廣環境議題教育
算是繪本在科博館科學教育運用之始。發展至今，已經由科普傳播中心自行繪製
完成了「黑熊回家」、「石虎的終極冒險」二套繪本懶人包，委外繪製完成「誰在
累積 CO2」繪本懶人包，放置於社群媒體上宣傳劇場教室相關主題的環境教育
方案。以下以發展最早的「黑熊回家」繪本懶人包為例介紹繪本在科博館推廣教
育的運用。 

 
「黑熊回家」繪本懶人包 

 
「消失中的臺灣黑熊」是科博館劇場教室於 2016 年推出的環境議題課程，

內容大綱包括有臺灣黑熊的生物分類地位、物種的介紹、生態習性的介紹、在臺
灣瀕危的原因，最後談到相關的保育措施。課程設計以 PPT 為主要媒材，配合



77 
 

播放片段「熊要自由」的影片，和熊的頭骨模型、熊的食物標本、野外調查記錄
到的熊活動跡象照片、實體大小的熊填充玩偶來進行一小時的詮釋性議題教學。
由於臺灣黑熊算是明星級的野生動物，這議題課程推出時獲得相當大的迴響，參
與過的觀眾對課程的反應都是「課程內容豐富」、「學到很多」等很正向的回應。
然而，課程內容的豐富與精采這是曾參與過的觀眾才有機會領略到，要如何吸引
未曾參與的觀眾走進教室來參加卻是另一個問題。所以，科普傳播中心為推廣此
議題課程，由劉乙蓉小姐繪製了「黑熊回家」繪本懶人包放置在科博館的粉絲專
業作為課程的推廣。 
 

之所以不純以繪本名之而稱之為懶人包是因為繪本並不是完整的呈現「消失
中的臺灣黑熊」課程內容，而是繪者以一個觀眾的角度多次去參加課程後，摘錄
課程中觀眾最感興趣的部分繪製而成，並盡量保留了課程的教學主旨與目的，讓
觀眾可以輕鬆的藉由七頁的繪本(含封面頁)大概的瞭解課程的內容。為了增進觀
眾觀看的興趣，繪本也另編故事劇情來連貫這七頁課程所包含的精要內容：繪本
劇情是設定森林學院新學期開學迎來了一位新同學，是一頭健康的小臺灣黑熊，
看牠高大的身軀、黝黑的毛髮、圓圓的小耳朵、前凸的吻部、最容易識別的是牠
胸部的白色 V 字形，象徵著牠們熊族在臺灣森林裡的成功演化地位(臺灣黑熊的
物種介紹) ；為了在學校上課的小熊不會餓肚子，細心體貼的熊媽媽還幫小熊準
備了豐盛的午餐大快朵頤，由於森林裡的食物豐富而多樣，小熊可不是偏食肉類
的肉食性動物喔(認識臺灣黑熊的生態習性)；放學了，小熊和牠的新朋友要返家
了，一路上卻遇到了重重險阻，差點讓牠們有家歸不得(臺灣黑熊瀕臨絕種的危
機)。在一同返家的過程中，小熊和動物夥伴們一起尋找返家的路，也以高大的
身軀保護嬌小的動物夥伴(臺灣黑熊在森林裡扮演的「庇護種」角色)，終於在善
心的人類「鋪路暗助」之下回家投入熊媽媽的懷抱(簡介臺灣黑熊的保育對策)。
在短短的七頁中圖文並茂、言簡意賅地呈現了「消失中的臺灣黑熊」課程內容，
可說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圖六、「黑熊回家」頁一            圖七、「黑熊回家」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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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八 「黑熊回家」頁三            圖九 「黑熊回家」頁四 
 

   

      圖十 「黑熊回家」頁五         圖 11 「黑熊回家」頁六 
 

 
圖 12「黑熊回家」頁七 

 
為推廣「消失中的臺灣黑熊」環境議題課程，完成的「黑熊回家」繪本懶人

包 放 置 於 科 博 館 的 FB 粉 絲 專 頁 做 為 課 程 的 推 廣 ( 網 址 ：
https://www.facebook.com/nmnsTaiwan/photos/a.2503409873066868/250341
0289733493/?type=3&theater)。以靜態繪本型態推出的「黑熊回家」雖廣受好
評，但也有許多觀眾期待能再有更多的影音配合，因此為了迎合「影音世代」的
網路學習習性，科普傳播中心接著以「黑熊回家」為藍本，增加了繪本內容和配
音，製成了「有熊森林-安全回家篇」的動態繪本，由科博館的三位解說員以具
有「表情」的聲音，為繪本中的主角發聲，讓不認識文字的學齡前兒童也能有機
會「看懂」繪本的故事內容。 
 
討論：繪本懶人包的推廣成效 

 
為了推廣教育，幫助觀眾能在最短的時間清楚地瞭解科博館的教育課程而推

https://www.facebook.com/nmnsTaiwan/photos/a.2503409873066868/2503410289733493/?type=3&theater
https://www.facebook.com/nmnsTaiwan/photos/a.2503409873066868/2503410289733493/?type=3&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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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繪本懶人包，雖然具有簡明而清晰的圖文，然而因為是放置在科博館的 FB
等社群媒體上，在推廣上還是得被動地等網路使用者去點閱。從 FB點閱按讚的
人數來看，以最早推出、按讚數最多的「黑熊回家」繪本懶人包而言，累積至今
也才只有 120 多個按讚數，雖則按讚數不代表繪本真正的點閱數和推廣成效，
但也確實部分反映出繪本在社群網站的推播仍有加強的空間。究其原因，或許是
因為繪本懶人包推出雖已有一段時間，然而上架 FB的時間卻仍不長之故；亦有
可能是因為科博館的參訪觀眾大多不是以 FB為獲取訊息的管道，因為以科博館
一年 300 多萬的觀眾數，目前 FB的總追蹤人數卻僅有四萬多人。 

 
雖然繪本懶人包是為推廣課程而推出，然而以其本身具備完整的故事性，已

足以作為單獨的主體並推廣為教育之用。放眼未來，除了繼續放置在 FB作為教
育推廣之外，亦將考慮配合活動以互動性高的戲劇導讀方式來推出，在過往的經
驗中這方式可以吸引許多來館參訪的親子觀眾舉家參與，在寓教於樂的氛圍下，
達到更佳的繪本教育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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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不息綠繪本 

林玉珮 

主婦聯盟基金會常董、主婦聯盟合作社常務理事 

從一條冰河之死說起 
 

在談綠繪本之前，先分享今(2019)年 8 月發生在冰島的一場非常、非常、非常特
別的告別式。 
 
告別式的主角，不是人類，而是曾是冰島年紀古老的「冰河」「Ok」（原名為 Okjökull，
jökull 即「冰河」之意，因失去冰河樣貌，而被改稱為 Ok）。它在百年前涵蓋了
15 平方公里的面積，厚度 50 公尺，但現在融化到不足 1 平方公里，於是被正式
宣布死亡。在告別式揭幕的紀念碑上面刻著「給未來的信(Letter to the future)」：
“Ok是第一條失去冰河地位的冰河。在未來的 200 年，所有的冰河都將殊途同
歸。這個紀念碑是為了承認，我們知道現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以及必須採取什
麼行動。只有你會知道我們是否做到了。” 
 
在紀念碑下方刻著一行字「415PP CO2」，這是今年 5 月大氣中 CO2 濃度創下
歷史新高的數值，也提醒世人莫忘全球暖化是 Ok致死之因。一條冰河之死，除
了哀悼，我們還能做些什麼？再讀一次「給未來的信」，“這個紀念碑是為了承
認，我們知道現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以及必須採取什麼行動。只有你會知道我
們是否做到了”，心弦顫動；因為，這樣的信息，不就是自己這些年帶頭走出綠
繪本環教之路，想讓未來世代見證我們的決心與作為。 
 
去年筆者在「擁抱新世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繪本創作與應用國際研討會」發表
的《綠繪本，培養綠色公民的第一哩路》，在文末寫下推動綠繪本「儘管日子依
然風塵僕僕，我也日漸髮蒼蒼、視茫茫，在這場與氣候變遷的時間賽局，可能終
究徒勞無功，但至少我和所有綠繪本夥伴，可以傳遞給孩子們知道：『我們是這
麼的努力要改變世界，也請你們不要放棄！』」 
     
    時間，在指間流逝。全球暖化的地球均溫已因人類活動升溫攝氏 1 度，距離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小組(IPCC)於特別報告呼籲守住全球暖化 1.5°C 的臨界
點，我們還有多少時間？IPCC 指出，「如果人類不採取迅速、前所未有的行動
來阻止，最快 2030 年就可能升溫 1.5°C，各地異常氣候將更加劇烈，極端酷暑
和暴雨也將激增。」事實上，台灣百年來年均溫上升已達 1.3°C，而過去 50 年
來，夏季多了 27.8 天，冬天少了 29.7 天，未來每年極端高溫(日溫達 35°C以上)
的日子將超過 100 天，氣候變遷造成的種種衝擊及苦難早已成為島國之民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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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人人都可以是氣候行動家 
     

在這場攸關所有物種(包含人類)存亡的氣候戰役，沒有人能置身於外。IPCC
去年提出《全球暖化 1.5°C》特別報告，直指全球四大領域需要快速、深遠的變
革：能源、土地利用、城市、產業，疾呼各國政府及企業應投入空前努力的同時，
IPCC 聯合主席黛博拉·羅伯茨博士也對個人加入氣候行動喊話：「個人也許無法
決定土地怎麼使用，但可以決定自己餐桌上要什麼、不要什麼。」個人可以從食
衣住行各種日常做出友善氣候的選擇，例如個人可以決定以步行、騎自行車替代
開車，或者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節約用電也不難，少用烘乾機、冷氣溫度設高一
點；餐桌上可以少一點肉類和乳製品，多一點蔬菜水果，並盡量買本地及應時的
農產品等。 

 
關注氣候大議題，落實生活小行動，也是達成永續發展的重要策略之一。聯

合國發展計畫總署提出 2030 年以前希望各國致力達成含括「經濟成長」、「社會
進步」與「環境保護」三大面向、共計 17 項的永續發展目標(SDGs)。而為了讓
SDGs 能落實於個人生活實踐，參與聯合國 10YFP 可持續生活與教育計畫(the 
United Nations' 10YFP Sustainable Lifestyles and Education programmes)的
協力夥伴於去年共同發布了「美好生活目標」(the Good Life Goals)，讓一般民
眾了解只要透過有意識的日常行動，就能為達成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帶來貢獻。 

 
「美好生活目標」對應SDGs共提出85項個人於生活中做得到的永續行動。

例如對應 SDG 2「終止飢餓」，個人可以透過「更好地飲食」來實踐，具體作為
有「了解如何種植、養殖、生產食品」、「多吃蔬果」、「購買在地、當季、符合勞
工及環保等公平貿易條件的食品」..等。又如對應 SDG 12「負責任的生產消費
循環」，人人可以經由「更好地生活」來落實，具體作為有「了解永續發展」、「重
複使用、修理、回收、分享、借用」、「減少食物浪費、利用剩食」、「結交朋友、
累積經驗而非積攢物品」、「要求企業尊重人與地球」。 

 
生物多樣性對永續發展的重要，並不亞於食物。對應 SDG 14「保育及永續

利用海洋資源」，大家可以採取「清淨我們的海洋」來做到，具體作為有「了解
海洋生物」、「謹記：垃圾最終會進入水體」、「拒絕不必要的塑料製品」、「購買可
持續性的魚類及海鮮水產」、「要求領導者採取行動，終結海洋污染」；又如對應
SDGs15「保育及維護陸域生態」，我們可以展現「熱愛自然」，具體行動有「發
現大自然的奧妙」、「保護當地原生動植物」、「拒絕購買瀕危的野生動植物製品」、
「支持保護及修復大自然的企業」、「為遭受威脅的森林和自然領域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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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轉型降低對化石燃料的依賴，是最有效的永續行動之一。對應 SDG7
「經濟可靠的潔淨能源」，即是「使用潔淨的能源」，具體作為包括「了解使用的
能源來自何處」、「節約能源」、「使用再生能源取暖、照明、供電」、「向使用再生
能源的企業購買產品」、「確保人人可以用並付得起的能源」；又如對應 SDG13
「氣候變遷對策」，大家可以採取的「氣候行動」有：「了解氣候變遷的解決方式」、
「支持本國多用再生能源」、「少吃肉」、「多走路及騎行，少開車」、「要求領導者
立即採取對應氣候變遷的明快措施」。 
 
邁向 SDGs，綠繪本殊途同歸 

 
從瀏覽「美好生活目標」這份可作為個人對應 SDGs 的生活實踐指南之相

關資料，發現與筆者八年多來所推動的綠繪本，似曾相識、殊途同歸，更加確信
綠繪本可以不斷的捲動更多師生與親子，走在實踐永續發展目標之路。 

 
自 1991 年因擔任主婦聯盟基金會秘書長，環保運動參與愈深，愈發覺得環

境教育向下扎根的重要，而一本好繪本，可以吸引孩子進入(in)故事情境，知道
(about)故事的發展，跟著故事主角思考或學習解決(for)遭遇到的問題，宛如在孩
子的內在起了一場寧靜的環教學習。因而在兒童環教或親子營開始結合繪本，隨
著日益興起國內外繪本的出版，環教素材倍增，也促發筆者投入研發及論述「綠
繪本」，並沿著關注議題發展的脈絡，在 2012 年將綠繪本以同心圓的概念，由
內而外發展成「環境倫理與綠色公民」、「森森不息與水水世界」、「綠消費」、「綠
食育」以及「氣候變遷與綠能」五大類，亦是理解繪本文本之後可以歸類定位主
題的綠因子，並據以發展活動課程教案。 

 
每一個綠繪本都有其核心議題及教育目標，大抵都能對應到 SDGs 一個或

多個目標。教學流程主要有三：首先綠繪本帶領員(講師)透過動機引導，學員因
而興致勃勃地進入聽說故事的單元活動；其次，提問探究繪本主題及其相關知識，
進而對照或連結學員的生活經驗與環境現況；第三，經由對應目標設計的趣味遊
戲、分組桌遊、任務體驗或實驗實作等動態活動，來增進或了解學員的學習，最
終希望能激活「改變從我做起」。就以內含氣候變遷綠因子的《綠色能源島》和
《浮冰上的小熊》為例，這兩個分別為小學高年級及低幼學童設計的綠繪本活動
課程，即可以對應到 SDG7「經濟可靠的潔淨能源」及 SDG13「氣候變遷對策」。 

 
在《綠色能源島》綠繪本活動課程中，講師先透過「風」與日常生活的關聯

引起學習動機，再依著繪本訴說丹麥號稱「風之島」的薩姆索島的真實故事，了
解一位熱愛再生能源的老師如何讓薩姆索島從依賴進口石油發電，成功轉型為
100%再生能源發電。聽完故事後，帶領孩子探討薩姆索島為何要做能源轉型？
除了風，居民還利用那些東西來發電？並藉由「電從哪裡來？」單元遊戲，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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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思考家中使用的能源來自何方？想想台灣，也能變成綠色能源島嗎?亦利用回
收飲料瓶、磁鐵及線圈等材料 DIY「風車發電」，親身體驗再生能源的源源不絕
及創造的樂趣；最後傳授「冰箱整理術」，讓學員發現在生活中可以輕鬆做到節
約用電。 

 
另一本圖畫柔和、敘事溫馨的《浮冰上的小熊》，很適合小朋友入門開始了

解全球暖化造成北極冰原融化，並危及北極熊生存的現實；再經由提問引導，小
朋友逐漸建立個人日常行為與全球暖化的關聯，進而發想「我們可以為北極熊做
什麼？」最後，透過活動式總結性評量，學員分組競合「搶救北極熊過三關」，
第一關遊戲「節能減碳紅綠燈」，讓小朋友學習辨識哪一種生活表現是綠燈(節能)
行為，反之，則是紅燈行為；第二關「低碳生活我最行」，透過高耗能或浪費能
源的情境卡，讓小朋友找出對應解決的低碳行為；第三關「小熊冰原歷險記」，
則改編繪本故事，加入人類活動的變數，讓小朋友體驗小熊與熊媽流離失所的處
境，強化在生活中做出節能行為的動能。 
 
從食開始，綠繪本永續生活首部曲 
     
身在當代的我們是經歷氣候變遷的第一代，也可能是有機會翻轉氣候變遷的最後
一代。然而時間滴答滴答的過了，如何找到翻轉地球未來的支點？筆者認為：「從
食開始」。 
 
  「食物擁有維繫家庭、讓家人共享美好人生的力量。但四個世代以來，我們送
給孩子們的禮物，就是讓他們愈來愈短命。目前的飲食環境，將使我們的小孩比
我們少活十年。」發起「好好餵我(Feed Me Better)」校園午餐運動的英國名廚
傑米‧奧立佛在 TED演講時痛陳，他也疾呼大家一起來推動「良食革命」。 
 
     現代的工業化食物系統，不只讓肥胖率、罹癌率攀升和年輕化，也讓地球
均溫創新高。從生產、加工、配銷、消費到廢棄，現代食物鏈的每個步驟都有不
可小覷的碳排放，可能高達佔全球暖化效應的三分之一，而畜牧業的暖化效應就
佔全球 18%。更匪夷所思的是，投入這麼多能源及資源生產食物，卻有三分之
一變成廢棄物，既浪費又對環境造成很大的負擔。 
 
    食物對氣候變遷及環境的影響巨大，卻也是每一個人擁有最真實的力量，不
但在生活中容易做到改變，而且每一天至少有三次(用餐)機會，光是少吃肉，就
可以減少雨林被砍伐轉種飼料作物，減少對水體的耗費及污染，而一座森林的留
下，也確保其中的生物多樣性。因而綠食育(食農教育)已蔚為許多國家永續教育
的主流之一，食農綠繪本主要對應到 SDG2「終結飢餓」、SDG 12「負責任的生
產消費循環」，也有助於其他如 SDG6「潔淨水資源」、SDG3「確保健康促進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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祉」、SDG13「氣候變遷對策」、SDG14「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資源」、SDG15
「保育及維護陸域生態」等多個永續目標的實現。 
 
綠食育三大環：好好吃飯、食農生活、良食永續 
     
   綠食育(食農)綠繪本依「人與食物」、「人與食物與土地」、「人與食物與土地
與地球村」漸次擴展的關照範疇及目標，形成三大環： 
 
第一環「好好吃飯」綠繪本：關照在消費端/餐桌上，旨在健全人與食物的日常，
教學重點在學習認識食物，體驗準備食物，練習味覺品嘗食物，了解營養均衡飲
食，培養出選擇食物的能力，以及尊重飲食文化及餐桌禮儀，感受和他人一起吃
飯的愉悅。可結合的單冊繪本，諸如《奶茶好好喝》、《阿平的菜單》、《班班愛漢
堡》、《愛吃青菜的鱷魚》、《愛吃水果的牛》、《我絕對絕對不吃番茄》、《胖國王瘦
皇后》、《爺爺的肉丸子湯》、《小桃妹》、《米食樂》，以及相關的套書如「頭好壯
壯」食育繪本套書、「好多好吃的」系列繪本、「我的第一套好好吃」食育繪本、
「健康飲食繪本」系列、「聰明食育繪本」系列等。 
 
第二環「食農生活」綠繪本：關照在生產端/田野間，旨在透過食物將人與土地(大
自然)連結，建立身土不二，教學重點在學習觀察作物的生長與環境的關係，並
體驗農事及傳統加工相關的知識與技能，涵養感謝及珍惜之心。可結合的單冊繪
本，諸如《胡蘿蔔忍者忍忍》、《好一個瓜啊》、《伊布奶奶的神奇豆子》、《爺爺的
有機麵包》、《好麥給你好麵包》、《蘋果園的 12 個月》、《環遊世界做蘋果派》、《爺
爺的神秘菜園》、《我種了高麗菜》、《蔬菜是怎麼長大的呀》、《水果是怎麼長出來
的呢》、《水田的心情》、《米食探險記》、《我的媽媽種野蓮》、《地瓜發芽了》、《甘
甘苦苦的麻芛》，以及相關的套書如「幸福食育繪本」系列。 
 
     第三環「良食永續」綠繪本：關照整個食物鏈系統，旨在了解即使在世界
彼端的產地、田野發生的事，勢必會經由食物鏈影響到個體的健康與幸福，而個
體對食物的態度、選擇及利用，也會牽動食物鏈的每一個環節及涉入其中的資源
與環境，因此教學重點在關注與學習和食物相關的議題，如減少飢餓人口、食品
安全、食物自主、公平交易、動物福利、可持續的生產與消費循環、低碳飲食，
並於生活行動中實踐。可結合的單冊繪本諸如《都是放屁惹的禍》、《想生金蛋的
母雞》、《紅米》、《波菜在哭》、《開心農場》、《野鳥食堂》、《如果有一天我們都沒
有東西吃》、《我吃拉麵的時候》、《剛達爾溫柔的光》、《石頭湯》等。 
 
綠繪本連結合作夥伴  發展永續生活網絡   
 
    個人行動的改變，固然可以產生影響，然而由點而線直至交織成面的串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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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機會群策群力的產生關鍵的翻轉全盤，亦應是 SDGs 把「全球夥伴關係」
做壓軸的最後一項永續發展目標。綠繪本可以說是誕生於合作夥伴關係，發展於
合作夥伴關係，也成就於夥伴關係。 
 
    感謝國內外繪本創作者及出版業，甚至願意無酬同意使用繪本圖畫，讓環教
因繪本而變得美麗動人，而綠繪本推廣人力則主要來自主婦聯盟環保基金會、主
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這兩個各自獨立又密切合作的組織志工，中央部會及地方
政府公部門持續補助多年及辦理研習講座，台達電、遠傳電信等民間企業出人出
力，尤其讓筆者倍感希望的是有愈來愈多現職幼教及小學老師對綠繪本產生興
趣。 
 
    今年七月初北市一位教保員寫信給筆者：「我想謝謝老師今天帶來的綠繪本
研習，在今天上課之前，我對綠繪本不是很清楚了解，也總覺得環境教育的書本
和課程，應該是很無趣且沉重的，但上完今天的研習，我才清楚何謂綠繪本，而
且透過老師的導讀，也瞭解到原來這些繪本是那麼地有趣。今天的課程讓我收穫
滿滿，很想要把這樣的繪本和觀念傳達給身邊周遭的人，我剛剛已經從圖書館預
約這些繪本回來看， 也想把它們用在我今年暑期夏令營的班級。」 
 
    捲動老師，就可以捲動孩子，捲動孩子就可以捲動未來。感謝加入綠繪本的
個人夥伴以及不同業別的公民營組織夥伴，明年 2020 年就是地球日 50 周年，
在倒數計時之際，一起合作推進綠繪本，捲動更多的綠行動，生生不息永續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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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呦威呀 我的頭》 

運用繪本教學發現環境之藝術與人文課堂實踐 

葉珮甄 

臺中市立建功國小美術教師 

 

前言 
這一世代的小學生，出生在平板及社群網站蓬勃發展的年代。自我認知建立

在雲端關注及他人評價的環境之中。這群孩子透過指頭快速搜索世界，在虛無飄
渺又真實無比的網絡世界來去自如。總認為在生活物資豐饒且善於操作網絡工具
的孩子們，對於他們自身的生活一定有著無邊無際的想像，腦海中天馬行空的創
意必定源源不絕，生活中該具備的知識、常識，想必可以透過他們強大的搜尋能
力快速的取得解答。 
 

懷抱著看見孩子們無限創造力的美麗願景進入到教育現場之後，想要像蘇格
拉底一般使用著反覆提問對話方式想要讓孩子提取出屬於他們自身的無限想像
時，竟發現多數的孩子是像約翰·洛克所主張的心靈如白紙。資訊蓬勃發展的現
在，擴張了孩子的視野，卻也降低了孩子實際的生活經驗。「眼高手低」成為多
數孩子的通病，想得到卻沒有勇氣面對困難、克服問題，無奈只能放棄實踐自身
想法，成為多數孩子心中不願面對的痛處。就此點現狀而言 
，素養的推行與培養，確實是勢在必行的教育政策。 
 

本次課程執行在臺中市文教區背景為主的市中心五年級學生。筆者利用自行
創作的繪本《唉呦威呀 我的頭》進行課程導入，透過生活環境的實際踏察與小
組討論來讓學生發現問題及聚焦問題重點，並且結合藝術與人文領域美勞課程中
的水彩技法及造型能力的實踐來進行藝術創作及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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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唉呦威呀 我的頭 
作者: 葉珮甄 
繪者: 葉珮甄 

繪本《唉呦威呀 我的頭》 

 

       
 
內容簡介: 
 

你有多久沒有好好看過身旁的一草一木？你可有發現過身旁這些幫你遮擋
烈日、幫你美化環境、幫你淨化空氣的大樹們，他們有發生甚麼樣的變化呢？這
些靜靜聳立在我們生活周遭的樹木們，比我們早來到這個環境，甚至比我們更晚
離開這個空間，但我們有沒有好好和他說說話、談談心、甚至是和他道個謝呢？ 
 

他是一棵榕樹，一棵沒有名字的榕樹，一直靜靜地站在那個老舊的牆邊，因
為從不曾離開過，因為從來沒有看過和他同樣的夥伴，所以他不知道自己究竟發
生了什麼變化，直到有一天，突然來到他身邊熱心的動物們發現了他的不同，他
才開始思考自己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繪本教學及校園踏察 

步驟一、繪本圖片覺察 
 
  筆者將繪本內的圖片依序發放給各小組，讓小組透過圖片的排列，討論猜想
繪本內容可能在講些甚麼。討論進行時，時間限制每位學生一分鐘，由於感受到
時間的短暫，所以多數學生可以分享出他們最直覺的想法。在每位同學都討論過
後，筆者採取自願式公開分享。 
 
步驟二、繪本導讀與團體討論 
 
  同學在有初步想像之後，會更想知道故事內容究竟在講些什麼，因此筆者發
現，透過先猜測的步驟再進行讀本的導讀，是較能讓學生專注聆聽的小方法。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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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利用播放投影片的方式進行全班的共同故事導讀。導讀完成後，利用學生還沉
浸在故事情境之中時，將事前規劃的問題提出給學生進行繪本內容思考。問題設
計由聚斂式規劃至擴散性，希冀學生透過連續且層次的回答問題，可以活化他們
的思維方法並且啟動他們的後設認知。筆者於此簡述幾題提問 :「繪本當中的樹
是什麼品種的樹木呢？」「是誰告訴這棵榕樹他跟別人不同呢？」「為什麼樹不會
發現自己跟別人不一樣？」「想想看，為什麼作者沒有幫這棵樹取名字呢？」「你
覺得，這棵樹的頭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呢？」 

透過這一步步的問題討論之後，筆者讓學生將問題記在腦海中後，便帶著學
生一同在校園中漫步尋找解答。 

 

步驟三、探訪環境尋找解答 

 
  國小課程時間緊湊，為了確保學童安全及有效率的進行校園踏察，因此由筆
者帶領全班學生一同觀察校園內樹木及花草。出發前筆者給予學生兩項任務，其
中一項是尋找剛剛繪本討論的解答。另一項是為本課程下一教學活動進行準備而
交代的任務。任務內容為:「撿拾十片掉落在地上，造型、顏色、大小都不太一
樣的樹葉」。並且透過「撿樹葉」這項任務結合品德教育，使學生學習尊重各種
有形與無形的生命。多數學生對於課堂時間可以離開教室自在走動是興奮的，透
過定點、短時間、任務型的自由活動，幾乎所有學生都可以完全參與在活動當中。
筆者設定的停留的地點一共五處，正巧可以環繞校園一圈。 
第一個停留點是學校教室棟的前方，此處多種植較為矮小的灌木，由於是第一個
停留地點且此處植物樹種較為單一，所以多數學生僅只花費少許時間進行植物觀
察，而花較多時間進行撿樹葉的任務。接下來的第二個停留點為學校的石雕動物
區，此處多種植喬木且樹木種類很豐富。所以學生於此處可以觀察到較多不同的
樹種樣貌，多數學生也撿拾到很多不同造型的樹葉。 
 
  第三個停留點在學校一座噴水的池塘旁邊，由於庭園造景的關係，此處除了
有較為高大的喬木之外，庭園的四周更是種滿了同種類的觀賞用灌木。池塘與圍
牆的中間長出了幾棵榕樹，這幾棵榕樹皆在此處屹立了三十年以上的時間，也是
筆者這次引導課程使用的繪本主角之原型。或許是為了水池可以持續噴水之故，
水池周邊有拉著一條電線，甚至將插座懸掛在榕樹上面。由於此處有幾個非認知
的自然物，因此很多為學生在此處都出現類似小偵探的情形，仔細又認真的尋找
著不屬於大自然的物品。 
 

筆者帶領學生停留的第四站，是學校昆蟲園的周邊，此處有學校的永續團隊
種植的有機菜園，除了高聳的樹木之外也有已經生長許久的果樹，同學有著前面
幾站的經驗，於此處都能很認真的在活動中完成自己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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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踏察的最後一站，筆者安排在教室大樓的前方，那是在水泥地中圍出的
一塊土地，僅只種植著一棵近百年的老榕樹，這棵老榕樹在此處努力張開著他的
枝葉，每天放學排路隊的孩子，都因為有這棵老榕樹而免於烈日的摧殘。由於學
生長年在這棵樹下活動，因此當筆者帶著學生停留於此時，許多學生會主動地向
筆者訴說著這棵樹的故事。 

 
 

    
 

步驟四、團體討論及分享 

 
  筆者帶領學生回到教室後，讓學生閉上眼靜坐，並回想校園巡禮前的題目以
及剛剛踏察時的發現。待學生開始啟動思考狀態之後，筆者即提出繪本當中最核
心的問題:「繪本中的主角，老榕樹，他的頭怎麼了？」有的孩子會針對繪本當
中的狀況回答「他禿了」，「他年紀太大頭髮掉光光」，「他生病了」。此時需再給
予一些簡單的提示，例如：「剛剛走過的校園，有沒有發現校園內有樹木也有類
似的狀況呢？」有的孩子在這樣的提示下，就會很快速的連結剛剛踏察觀察過的
實際物體與繪本內容之間的關係。筆者由此處引導學生將校園踏察的樹木聚焦到
第三個踏察停留點的造景水池邊。筆者提到這個水池邊的榕樹，因為這個場景有
著幾樣非自然物品，所以多數學生都非常有印象。學生將這個場景與繪本結合後，
便會開始將樹木發展不良與人為環境破壞連結起來，此時筆者又再給予學生另一
個「樹木不當修剪」的概念。筆者發現，當學生知道樹木被不當修剪之後無法再
恢復成為本來的樣貌時，多數學生是可以對樹木產生同理心及心生憐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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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藝術與人文領域的水彩課程 

步驟一 觀察思考與執行 

 

    筆者請每位同學拿出校園踏察時所蒐集的十片樹葉，並請各組同學

進行樹葉的「分類」。由於筆者特地未明確界定如何進行分類，於是各組

同學便開始討論要依照何種原則將樹葉進行排列。由於時間只有三分鐘，

因此同學皆能有效率地進行活動。學生們自行依照「顏色」、「長度」、「面

積大小」、「葉片乾淨程度」…進行分類以及解說。 

 

 

   
 

 

步驟二 鏡像對稱造型排列 

 

筆者讓各組在進行完分類之後，便繼續下第二個指令: 排出一個「鏡

像對稱的圖形」。學生在中年級的數學課時，已經能認識對稱圖形，學生

在四年級美勞課時，更利用色紙進行過對稱圖形剪紙單元的實際操作，

因此學生在進行本項活動時，沒有對於定義有太多討論，而是著重在如

何讓造型更有變化。雖然葉片難以找到完全相同的形狀及大小，但學生

在面對「對稱」這個主題時，都很盡力的在尋找大小相似甚至顏色相近

的葉子進行使用，甚至多數的孩子當他們將圖形完成之後，都興高采烈

地要和我分享他們所設計出來的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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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 葉片色彩觀察 

 

          筆者下第三個指令是:留下一片最喜歡的樹葉。 

      「樹葉」是如此唾手可得的東西，甚至在生活中，是個時常存在卻容易被

視而不見的物品。但是透過全班一同進行的校園踏察，在上萬片樹葉中

精選了十片樹葉，又在課程中仔細觀看、分類、排列、選擇，這些看了

又看、摸了又摸的樹葉，在最後只能留下當中的一片，對多數的學童而

言，是一件非常糾結的事情。筆者甚至觀察到，課程結束後，還有學生

小心翼翼地將他精選的樹葉夾在書本當中打算做成書籤。 

           選定樹葉之後，筆者請學生仔細觀察樹葉一分鐘的時間，並且向同

學分享自己看到了些甚麼。有人看見形狀、有人看見顏色、有人看見斑

點、有人看見紋路，甚至有同學開始進行樹葉的聯想。 

 

步驟四 樹葉色彩描繪 

 

           筆者提供給每位學童一張八開圖畫紙，

以及紅、黃、藍三原色的廣告顏料。三原色

的混色方式在學童低年級的生活課程即已

進行過，水彩混色的操作亦在中年級的美勞

課程中實際操作，因此筆者僅以口頭提問方

式連結學生舊有的學習經驗，且多數學生均

能正確說出二次色。筆者請學童將樹葉上觀

察到的顏色變化畫至八開圖畫紙上。由於設

定的命題單純，僅只需要畫出色彩，命題當

中不具有像與不像的問題，因此同學均能積

極參與課堂。筆者從本項步驟中觀察出學生本身性格，例如個性急於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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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學生會選擇大面積快速地塗抹，個性謹慎的學生會選擇以小號數的

水彩筆一筆一筆細細平塗，深怕表現不夠完美。 

形狀設計及製作 

步驟一 製作正能量樹葉 

 

    筆者將學生已塗滿色彩的八開圖畫紙發還給每位同學，並請同學看著

紙張並連結之前課堂經驗後提出問題:「樹木被不當修剪之後，沒有辦法

恢復成原狀了，請問同學們，你們覺得一棵健康又開心的樹，他的樹葉會

是甚麼樣子呢?請同學剪出一片正能量樹葉。」筆者讓同學進行思考後，

利用剪刀，將他們心目中想像的葉片形狀剪下來。有的學生覺得正能量的

樹葉就是葉片非常巨大，有的則認為是愛心的形狀，更有認為正能量的樹

葉就是要具備無比的力量不被摧毀，所以樹葉的形狀是充滿尖刺狀的。 

 

  

 

步驟二 捕夢網編織 

學生透過課程進行的踏察、討論、思考之後，對於受傷的樹木都產

生許多的憐憫，時常利用下課時間來詢問筆者，「老榕樹到底要怎麼才能

恢復健康？」雖然透過課程，沒有辦法實際解決樹木的問題，但筆者認為

培養學生的同理心，讓他們明白自然界中有很多傷害是無法復原的，也是

這堂課非常寶貴的中心思想，因此筆者規劃了編織捕夢網的活動，讓學生

利用他們製作的樹葉，串起來之後編成捕夢網，希望可以替受傷的老榕樹

完成他的心願，同時也增強學生對於事物的同理心。 

          筆者與學生們合力編織成許許多多的捕夢網，並且把它們懸掛在老榕

樹可以看見的對面走廊上，筆者帶領學生懸掛後，一同在捕夢網之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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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祈願儀式，讓學生相信他們的願望會傳遞給老榕樹，並且幫助他恢

復健康。筆者在這些活動中發現，透過嚴謹的活動安排，學生會從中學習

到「面對、處理、放下」的歷程變化。 

  

結語及反思 

    臺中市自民國九十六年開始推動校園閱讀計畫之後，許許多多的國民小學都

將閱讀規劃成為學校重點發展的項目，欲引導學生進入浩瀚的閱讀範疇之中。各

式各樣書籍當中又屬繪本是最容易入門的項目。 

    繪本總是可以讓學生懷抱著輕鬆愉快的心情，專注地、一步步地被導讀者導

讀到字面以外更為深層意涵之處。因此本次課程筆者才會選擇由繪本引入，而後

透過走訪環境發現問題，再透過團體討論聚焦問題，最後經由藝術創作來抒發情

懷。筆者嘗試著約翰·杜威所認為「最好的教育就是從生活中學習、從經驗中學

習。」筆者單純希望能夠透過學校課程的實施，讓學生脫離從手機看世界的習慣，

希冀透過課程能讓學生知道，最美好的世界，是透過自己的感知從真實當中探

尋。 

    筆者在國小任教雖然時間不長，但在與孩子們相處的過程中發現，給予一種

「儀式」，可以讓學生感受到某件事情被賦予意義。因此筆者特地在課程作品懸

掛完成後，帶領學生一同參與祈願儀式，讓學生相信自己的善念會傳遞出去。 

    透過這個課程，筆者和學生共同發現，原來當人為不當修剪樹木時，樹木本

身主幹受傷之後，只能再長出不定芽，雖然樹木依然存活著，卻永遠也沒有辦法

成為原來枝繁葉茂的樣子，這也就是一般所說的斷頭樹。這種斷頭樹，在很多城

市、很多學校，其實都一直發生著。雖然透過課程，筆者只能帶著學生一同認識

到樹木會遇到這樣的困難跟狀況，只能引導學生秉持著同理心，給予這棵受傷的

樹木一些簡單的祝福，沒有辦法透過課程真正解決樹木被不當修剪的問題。筆者

也知道，對於環境議題，有許多面向是透過課程及生活可以理解能夠明白卻無能

為力的，然而筆者深信，透過這樣的課程規劃，我們將可以在學生心中埋下一棵

小小的種子，現階段或許無法實際解決問題，但未來的他們或許可以解開這些我

們所認為的難題。我想，這也就是教育最令人期待的地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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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點農—農村社區與藝術教育的串連 

李思潔、張瑞琦 

彰化縣埔鹽鄉大有社區 專案經理 

「哩賀！呷飽沒?」是在大有社區生活最早聽到的第一句話，也是農村生活
最平凡的日常。 
 

自從臺灣經濟發展的重心從農業轉向工業，農村就面臨人口老化及外流、農
地休耕、生活設施不足以及環境破敗等問題，農村社區逐漸式微。 
 

大有社區自民國93年開始投入社區營造，為成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將
原是「豬寮」的廢棄空間及周遭的環境，以環保、低碳的環境永續理念，由社區
居民共同努力，自行改建成為社區最具代表性的重要據點，並定名為「築巢書院」，
提供社區長者共餐及日間托老的場所，更作為環境教育課程的學習場域之一。(如：
圖一、圖二) 

 
 
在民國100年實施「環境教育法」後，大有社區於同年成立「環境教育推廣

組」，並以「環保小學堂」與政府合作推廣低碳生活的觀念。經過多年努力後，
在105年4月通過環保署認證成為彰化縣第一個社區型「環境教育場域認證」的
環境教育場域。 

 
 在推行環境教育與社區營造的過程中，以友善環境之耕作為出發，不施化肥、

不灑農藥、稻鴨共生的方式，達到永續農業的目標；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大有社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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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認識到生物炭對土壤與環境改善的相關概念，社區利用周邊廢棄枯枝樹葉及自
行建造生物炭爐來投入生物炭的製作研發。大有社區更是全台唯一將生物炭應用
於農田，以低氧熱烈解的悶炭方式，將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封存，利用生物炭淨
化、吸附的特性，改善水質、及平衡土壤的酸鹼值；且富有超多孔性的結構，有
助於保留養分與提供微生物及益菌的生長，提高土壤肥力與減少肥料使用，進而
達到低碳環保、土地永續與農業發展的共同效益。(如：圖三、圖四) 

另一方面，我們發掘社區的每一位長者都是可用之才，也在他們的生活模式
中看見環境教育的完美展現，更相信長者不該只是被照顧的角色，因此將社區日
間托老及老有所用的概念結合成為「長者為師」的理念，將他們長年務農的生活
經驗轉化為知識的傳遞，邀請長者作為環境教育課程的講師，青年成為長者與學
員之間的介質，引導參與的學員認識人與生活環境之間相互依存、共生共榮的生
態關係。 

 
大有社區環教中心之環境教育課程以戶外課程為主，透過體驗的方式，啟發

覺知與環境教育價值觀的建立，認同友善環境的理念，讓每一位學員都可以成為
推廣環境永續的種子，除了種下根之外更希望能夠結成果實。 

 
很多小朋友會問:我們又不當農夫，為什麼要跑來農田，把自己弄得又髒又

臭？的確，面對產業急遽變化，臺灣的農業生存越來越艱難，那為什麼我們要保
存農業文化並成為教育下一代的必備教材呢？ 

 
農業一直以來都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我們依靠著耕種、收成填飽肚子，

看天吃飯、驅逐蟲害也顯現了與氣候變化、自然生態的緊密相連，而在與環境在
長久的依存過程中，也需要透過人類的智慧與學習，才能達成平衡的狀態。 
 

基於這些理念，大有社區環境教育中心主要推行有機農耕作法，運用本身作
為農村場域的優勢，結合在地農業資源與長者智慧，發展親農體驗長者為師教案，
課程內容包含時事議題的討論，像是食品安全與環境危機，以及有機農法與慣行
農法的差異、農藥與肥料對土壤造成的影響，讓孩子從生活中會碰到的問題去了

(圖三)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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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環境與自身安全的關連性，並能引導孩子去做聯想和提問。 

 
除此之外，大有社區一直以來都以能夠傳承長輩多年務農的經驗與智慧為努

力方向，在教案中結合長者為師的概念，邀請社區長輩—昌忠阿伯、孫施紅襖阿
嬤、陳東雄阿伯作為老師，來傳授農機具的使用、菜園的四季作物，以及社區引
以為傲的生物炭技術，作為友善土地親農體驗的一大亮點。 

當然，除了有農業為我們培育糧食、活化環境外，還有什麼東西是每天都會
在生活中出現的呢？在你們的腦海中是否都已經有答案了呢？…… 

(圖五) 

(圖六) (圖七) 

(圖八) (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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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錯！就是水資源的利用！ 
從古至今使用水資源的方式日新月異、不斷在改變，以前在河邊、古井打水

洗衣，到現在洗衣機普及，水資源成為了伴隨著人類文明發展的紀錄與見證，但
就連這項我們以為永遠不會匱乏、如此重要的自然資源也開始面臨短缺的問題

了。 
因此大有社區環境教育學習中心開始思考除了由於人口和需求量的增加影

響水資源的分配外，使用方式的改變也是造成水資源短缺的因素之一，而想傳遞
理念的動機也造就了聚水成財•長者為師教案的產出，從過程中引導孩子了解水
資源知識與反思自身生活經驗，像是水從哪裡來、平時的用水習慣及生活中的省
水措施，也能再去發想還有什麼省水方式。 
 

另一方面從盤點資源開始，將過去舊有的古井及社區內的汲水設施重新整理，
如透水鋪磚、雨樹、雨撲滿等，並規劃一連串介紹路線，由社區長輩—楊阿茶阿
嬤、吳麗玉阿嬤、洪鴛鴦阿嬤作為老師，講述大有社區內友善環境的設施，皆是
運用了前人留下的生活智慧，使用廢棄材料再利用的概念及地下水的汲水功能。 

 

我們利用這些友善水資源設施的設計，應用至教案中，不僅為環境教育中心

 ) 

(圖十) 

(圖十一) (圖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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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下一個標誌，也影響著周遭居民對於用水習慣的改變，引導人與生活環境之間
相互依存的友善方式，從自身日常做起，響應節水節電行動。 
 

食農教育為大有社區環教中心發展的另一大主軸，我們希望以農村-生產者
的角色出發，建立與都市-消費者之間的連結，搭配二十四節氣辦理各項農事體
驗，在體驗的過程中，觀察及認識農村生態環境與農村樣貌，提升參與學員對於
環境的認識與瞭解農業在臺灣的重要性； 

 
你能分辨「青蔥」、「韭菜」、「大蒜」的差別嗎? 這是個極為簡單的問題，但

當你走入校園詢問小朋友時，卻是需要深思熟慮的問題，顯示出臺灣在小學階段
食農教育的欠缺，因此我們決定走出環教中心場域的框架，走入校園以鄰近的國
小—好修國小為出發點。 
 

有別於以往單日型的課程，在進入校園的第一場課程，我們先對每位小朋友
以問卷的方式，針對食農的相關問題進行測試，瞭解小朋友對於食農知識及體驗
農事的瞭解程度與課程想像，透過一連串將近三個月每週進場一次的課程方式，
邀請長輩進入校園擔任課程講師，教授小朋友種植蔬菜及烹飪技巧，由整理田地
開始鬆土、翻土的過程，播種灑下作物的種子，觀察作物生長的狀況，收成並介
紹 

(圖十三) 

(圖十四) (圖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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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蔬菜的營養成分，再到最後烹飪享用自己所種植的蔬菜，讓參與的小朋友深
刻體會從一顆子變成一桌菜完整的生命歷程，並在課程當中適時引導小朋友，學
習對食物、生產者及土地的尊重與感恩。 
 

在上述學習教案當中，分別為親農體驗、水資源再利用單日性課程及進入校
園、透過蔬菜種植的食農階段性課程，我們除了有農事知識的傳遞以及進入農田
場域的體驗實作，也嘗試透過學習單演練、繪畫創作的模式，經由孩子的角度去
觀察教育現場並記錄學習歷程，從作品與回饋中反思教學素材的優、缺點，以下
截取親農體驗及聚水成財等單日性教案的學習單回饋。(如：圖十六、十七、十
八、十九) 

  
如上圖所示，在學習單的設計上，我們搭配課程步驟與進度，運用問題回顧

課程內容，也讓孩子以圖片去記憶農機具的種類和差異等，最後以話畫大有單元
讓孩子紀錄課程印象，透過繪畫創作，能夠連結身體記憶和參與經驗，在畫畫過
程中重現長輩在講課時的印象以及參與的體驗活動，最後會邀請孩子上台分享，
為什麼對此畫面有記憶點、是否有感謝的話要對長輩說等等，呼應「話」、「畫」
大有的教學理念。 
  

(圖、十六) 

(圖、十八) (圖、十九) 

(圖、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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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我們在進入好修國小的階段性課程中，先與學校師長溝通，在校園內尋
找一塊適合的土地，並請小朋友將各自的農場命名，創建一個屬於小朋友們的開
心農場，主要將食農課程分成三個階段—整地、播種、收成，課程當中請大有社
區的長輩帶領小朋友實作體驗，學習如何種植蔬菜，這次小朋友所種植的蔬菜有:
地瓜葉、冬瓜、小白菜……等。 
 

在種植前必須先除草、鬆土、翻土達到整地的作用，接著進行播種，而播種
也是有技巧的，例如:地瓜葉可以直接用枝條扦插，而冬瓜或小白菜則需要用灑
種籽的方式，以及種植需要間隔多遠才能吸收到最剛好的養分，皆由長輩教導小
朋友，播種後到收成前，也會進入校園教導小朋友如何照顧菜苗，例如:每天澆
多少水、防止蝸牛、菜蟲來偷吃的狀況，以及蔬菜營養課讓小朋友認識蔬菜的營
養價值，希望在吃飯時能夠考慮到一天所需及蔬菜的營養，最終的收成，則是讓
小朋友用自己種植的蔬菜，親手煮出一道道料理，體驗從農田到餐桌的真實歷
程。 

(圖、二十) (圖、二十一) 

(圖、二十二) (圖、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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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四) 

(圖、二十五) 

在每個階段課程結束之後，我們都會請小朋友回顧該階段的課程內容，可能
是長輩講的一句話、共同耕作的畫面、同學之間合作的過程，透過引導的方式，
共同回憶課程的每個小步驟，加深小朋友的印象，也請小朋友用寫下來或是繪畫
的方式，闡述每個人的感受，有的人可以喜歡跟同學一起團體合作的感覺，有的
人透過長輩的言語得到啟發，有的人能夠真實體會當農夫的辛苦，雖然是在學校
裡面建造一個開心農場，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學習善待土地、愛惜食物、團隊合作
的精神以及對於長輩的尊重。 

 
整地篇 
 
感謝這次的活動，讓我學了很多知識，也讓我知道
農夫的辛苦，每天都要去照顧和觀察，雖然收成時
很高興，因為賣掉就有錢，但是在照顧菜時還是很
辛苦，因為要拔草、看看有沒有蟲、有沒有會讓菜
無法生長的東西，都要撿起來，所以這次活動讓我
感受到農夫的辛苦。 
 
 
 
 
我覺得除草可以讓自己的膽子變大，因為除草的時
候會遇到許多小蟲子，還可以跟同學培養感情，還
意外發現有些人的力量和膽子都還滿大的，讓我感
到很佩服，這次的這些活動不但讓有些人不再只是
個小公主，也讓大家玩得很開心，希望以後種菜的
時候，還可以向除草一樣快樂。 
 
 
 

 
播種篇 

今天我們在插幼苗的時候，頻頻失敗，而我們又
要求完美，想要把它圍成一個圈，可惜最終還是沒有
成功，這時阿公突然走過來，用台語特別跟我說了一
段話:「就做自己想做的事，不要受到侷限；不要受
到他人的影響，勇敢去做，不要怕！」 

當阿公說完時，我不禁打從心底佩服著阿公，也
十分感謝阿公告訴我這些，我領悟到有時候某些事情(圖、二十六) 



103 
 

(圖、二十七) 

不需要要求的十全十美，如果只是為了要求完美而享
受不到這過程的樂趣，那原本安排這項活動的意義就
沒了。 

 
收成篇 

當我上食農課程時裡面所教的拔草、種菜、挖土、煮
菜，真的很有趣、很好玩，一開始的時候有很多的困難時，
農夫都一樣一樣教我們，真是很感謝你們每天幫菜園澆水
和教同學種東西。 

 
 
 

今天我們終於進行到了煮菜的階段，跟同學一起煮
菜時，雖然遇到了一些問題，如洗碗精沒帶、菜太老等……，
但我們都一一克服了，而且我們這組的菜是最快清盤了
呦~ 
謝謝大有社區在我們畢業前帶給我們這麼難忘的回憶。 
 

 
 

我覺得是把料理做出來，因為這三個月的辛苦終
於有了結果，讓我非常期待的想要煮出來品嘗，煮出
來後竟然比我想的還香，吃起來果然十分美味，我相
信這些事就算我畢業了，一定還記得清清楚楚。 
 

從這些孩子的回饋中，我們也看到小農夫體驗課
程在他們身上產生的改變，從一顆子到一桌菜，他們
完整參與了種子的生長，從前期整地時可能要克服對
於昆蟲的害怕、不想參與的惰性，播種時要了解不是
把種子撒下去菜就會自己長出來，除草、澆水是必備
的要素，更重要的是讓孩子學會耐心與等待，並能享
受過程中的樂趣，而到了收成時，孩子可以從培育過
程中獲得成就感，也能了解到餐桌上的食物是得來不
易的，是每一位農夫用心栽種的成果。 

 
當然，不是所有的課程進行都是順利的，中間也

會遇到許多問題，像是會有孩子說時間太短而無法完
成作品、不想參與活動與繪畫創作等，這也是在教案中我們需要改進和討論的地

(圖、二十八) 

(圖、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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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在時間分配與活動豐富度上是否能更觸及孩子的需求，也許是課程的引導能
加入遊戲及競賽模式，也許是繪畫創作的時間拉長、素材更多元，又或是能不侷
限孩子坐在桌椅前，而以寫生的方式去完成描繪，在與孩子的引導與互動過程中，
我們應保有彈性與耐心，能隨時接住那些天馬行空和創意，也是在推廣與教育中
一門非常重要的課題。 
 

大有社區自106年度開始實行環境教育教案，至今三年的時間，現今環境教
育學習中心正在籌畫推出新興教案的階段，舊有的教案也成為參考的重要資料，
重新再審視、修改與保留，而繪畫創作的部分，則是我們認為進入孩子的教育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但作品的收藏、保存和運用也成為值得思考的議題，這些孩
子們進入大有社區以及在好修國小課程的繪畫創作作品，是紀錄著大有社區獨有
的風貌和轉變的過程，也紀錄著我們以農村場域為重要主軸，嘗試向外推廣農村
文化與教育的階段，將孩子與教師、與居民、與大有社區、與土地連結在一起的
溫度在作品中呈現，但這樣的溫度，可能會隨著時間逐漸減少與遺忘。 
 

若能將作品再一次被記憶起會是多麼美好的事，因此，我們開始著手將孩子
們的作品應用於大有社區的人文丁巷，作為街區美化的元素，成為空間藝術的一
環，將建築與街道用這些乘載人與人連結溫度的圖像作點綴，或是將其製作成明
信片，再一次寄送回創作的孩子手上，也許能像課程中帶領著孩子們整土、播種、
收成一樣，給予養分和滋潤，使他們在農村與環境的想像中成長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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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保護協會兒童教育組 

校園兒童環境教育課程運用繪本實例分享 
童瑞華 

荒野保護協會兒童教育委員會召集人 
 
荒野保護協會校園兒童環境教育課程推動現況： 
 
 荒野志工自 2015 年起開始提供校園兒童環境教育課程服務至今共受邀到台
北、新北、桃園、宜蘭、花蓮五個縣市近 240所國小服務近四萬名師生。 

 2015 至 2019 年共發展十套教案針對四大主題每套教案運用兩堂課約 80 分
鐘運用 PPT 與活動或實驗或繪本或短片等有趣動靜兼具的設計帶領二年級
至六年級學童了解自然環境與人的關係每套課程結束時皆聚焦引導至孩子
自己日常生活行為的改變。 

 荒野校園兒童環境教育課程服務網頁 https://www.sow.org.tw/node/2335 
 
課程設計緣起： 
 許多調查顯示都會孩子接觸自然機會較少許多孩子誤以為只有參加在遠離都
市的山上海邊舉辦的營隊或戶外活動才能接觸自然自然離他們生活很遠 保
護自然更是與他們無關。 

 失去山林的孩子–大自然缺失症一書的出版 掀起的我們對學校家庭自然教育
的反思。 

 荒野的五感體驗特色可以在有校園綠地的都會學校內進行我們堅信一手接觸
才能讓自然與孩子的心連結對自然有感的理念。 

 課程著重在引導都會大人及孩子在日常生活上可以落實的環境保護行動讓孩
子能有行動的機會。 

 
課程架構: 
 以校園樹木及草地為自然觀察場域透過五感體驗訓練觀察力增進孩子與自然
的連結 (感受面)。 

 加入環境議題以及環境知識增進孩子了解人與自然永續共存的重要(知識
面)。 

 以生態活動 動手實驗繪本分享短片以及 PPT 簡報 動靜兼具方式進行課
程。 

 每套課程都引導孩子去發現可以立即做到的友善環境行動包括節能減碳等生
活習慣希望師生課後執行 強調課程只是個剛開始 我們每個人小小的改變都
可以改變這個世界 (行動面)。 

https://www.sow.org.tw/node/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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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套課程: 

課程名稱 主題/重點 內容 
和樹做朋友 自然觀察(室內版) PPT+繪本+動手創作 
矇眼摸樹 自然觀察(戶外版) 體驗活動+繪本 
毫髮人 自然觀察+棲地概念 PPT+觀察活動 
下雨的森林 生態活動+ 森林與海洋的關

係 
PPT+活動+繪本 

建造生態系 生態活動+生態系 PPT+活動 
生活與水 生態活動+水資源 PPT+活動 
走在水面上 實驗活動+水污染 PPT+動手實驗+繪本 
生活不碳氣 生態活動+氣候變遷 PPT +活動 
無拘無塑綠生活 生態活動+塑膠製品汙染 PPT+活動 
生活節電 實驗活動+能源與碳排放與生

活的關係 
PPT+動手實驗 

 

四套運用繪本教案簡介 

課程名稱 使用繪本名稱/出版社 
和樹做朋友 書名: 隨風飛揚的十片葉子 

出版社:韋伯文化國際 
作者:默勒翻譯:劉孟穎 
 

矇眼摸樹 書名: 甘特寓言最強壯的樹 
出版社: 信誼基金會和遠哲教育基金
會 
作者:Gunter Pauli 

下雨的森林  書名: 上山種下一棵樹 

 出版社:小天下 

作者:杉山佳奈譯者:蘇楓雅 
走在水面上 書名: 甘特寓言走在水面上 

出版社: 信誼基金會和遠哲教育基金
會 
作者:Gunter Pau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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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內容 
自然觀察(室內版) 和樹做朋友 PPT+繪本+動手創作 

 
1. 樹葉拼圖以校園常見樹種的葉子為拼圖標的物。 
2. 認識樹朋友。 
3. 準備一棵盆栽，合作畫一張圖。 
4. 繪本-隨風飛揚的十片葉子分別飛到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用途。 
5. 進行樹葉的自然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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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內容 
自然觀察(戶外版) 矇眼摸樹 體驗活動+繪本 

 
活動流程： 
戶外校園活動：老師先在校園選好八至十棵不同種類的樹用童軍繩將樹綁好串聯 

1. 學生事先矇住眼睛 由老師個別帶至被綁的第一棵樹處開始摸樹及摸繩前進
一次一個人摸著繩子前進，矇眼摸樹過程全程禁語。 

2. 還沒輪到摸樹時請靜坐傾聽自然的聲音。 
 

室內繪本活動： 
1. 請學員拿出紙筆畫一棵他們覺得”最強壯的樹”。 
2. 兩兩交換討論所畫樹”強壯”之處分享。 
3. 聽”最強壯的樹”繪本故事。 
4. 請大家一起畫出一棵最強壯的樹。 

 
  最強壯的樹是給出自己不需要的樹葉然後透過蚯蚓變成土壤的肥料開出更
多的花，餵飽更多的小鳥然後在陽光和雨水的陪伴下，長成樹木家族這就是最強
壯的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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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名稱 內容 
森林與海洋的關係 下雨的森林 PPT+活動+繪本 

 
1. 角色扮演活動 孩子分組扮演森林裡的樹木以及天上將到森林的水滴森林樹

木因為人為砍伐減少水滴降到森林及流入山下合流的速度與時間會改變討
論森林與水土保持的關係。 

2. 從”上山種下一棵樹”繪本是真實的日本牡蠣爺爺故事牡蠣爺爺從小養牡
蠣後來遇到牡蠣養不大的狀況牡蠣爺爺努力改善河口生態都無法讓牡蠣回
來，最後爺爺發現原來是因為河流上游的森林被砍伐，從此沒有腐爛的落葉
流入河流，連帶造成下游河口牡蠣需要的浮游生物大量減少。最後牡蠣爺爺
發動大家上山去種樹才讓牡蠣回來，因為森林是海洋的戀人彼此的生態是息
息相關的。 

3. 分享各國護樹的實例。 
4. 討論孩子能做甚麼包括節約用紙選擇友善環境用品愛護種植樹木無痕山林

觀念等日常生活好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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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主題 內容 
走在水面上 水污染 PPT+動手實驗+繪本 

 
1. 甘特寓言”走在水面上"繪本故事了解因為有人在河邊用清潔劑洗衣服 

造成水變得更濕，使得水黽無法在水面滑行生活，青蛙也因原有的皮膚保
護層被破壞而導致水中重金屬進入體內造成生病。 

2. 動手做實驗，在錢幣滴水及迴紋針讓孩子看到表面張力，滴油在水中並用
清潔劑破壞表面張力讓油與水結合。 

3. 展示清潔劑的界面活性劑如何發揮親水及親油特性將油水結合破壞水的
張力造成汙染。 

4. 討論水循環水汙染水資源珍貴以及食物鏈汙染。 
5. 討論孩子們能做甚麼去避免清潔劑造成的水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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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一個循環讓環境行動融合在自然體驗當中 
北海道膽振自然學校 SUMMER SCHOOL 之觀察與體驗 

吳立涵  
日本膽振自然學校 工作人員 

一、 緒論 

北海道自然學校的工作人員將自然體驗活動落實在生活中，透過照顧馬匹提
供堆肥給園藝公司當作堆肥，馬匹在森林疏伐時搬運的木頭，用來當作三餐煮飯
的柴火。並且融入在各種活動方案當中，讓學員參與其中。透過適度的利用，讓
森林與人的生活更加密切。馬匹在自然學校的四周不同位置放牧吃草，減少砍草
機械汽油的使用量。結合馬搬進行疏伐，增加森林裡陽光和底層植物的多樣性。
並且將馬匹與自然體驗課程融合。 

提供給參加者的活動已經融入環境行動，參與者的活動其實間接地在維護森
林，照顧一片森林是永遠的進行式，讓參加者在森林裡，可以觀察昆蟲、玩水、
玩泥巴、練習生火、劈材、照顧馬匹、幫忙刷毛、準備牧草。 

膽振自然學校強調非結構性的課程，提供場地、器材，讓學員的學習各自展
開。這些非結構的體驗內容是由參加的學員自己去創造一天的體驗。一天要怎麼
度過讓學員掌握決定權。 

膽振自然學校平常提供幼兒園的自然體驗課，各年齡層的夏令營，整府委託
活動，植樹造林活動後的林業管理，地震災後森林復原等，是一個與地方居民和
森林密切的 NPO機構。 

  

圖 1-1 活動前後僅僅各一次集合。 圖 1-2 活動的森林周邊就有馬匹在吃草。 

  

圖 1-3 幫忙劈材，學生覺得在玩但是其實

就是在幫學校間皆的維護森林。 

圖 1-4 有適當的工具，低年級的學生也可

以安全的劈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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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養「生存的力量」膽振自然學校的 Summer School介紹 

本次筆者介紹位於北海道苫小牧市的膽振自然學校活動，與臺灣環境教育認
證場所進行的活動有很大的差異。 

在臺灣多數的環境教育場域多半進行結構化課程，本次介紹北海道自然學校
的案例，沒有既定的教案、沒有教學評估，提供參加者一片森林，在自然裡一年
四季、不分晴雨，盡情投入。 

「暑假、每天來 IKORO之森玩吧！」以此為主題、在自然中進行孩子們的
體驗活動。內容配合幼兒園到國小六年級的學生，家長也可以一起參與。 

在自然中活動，不只可以培養孩子愛護自然環境，還可以培養孩子的自主性、
社會性、協調性等，換言之就是日本教育強調的「生存的力量=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きる力≒DSR」森林也是培養這些能力一個最合適的場所。暑假期間跟自然
學校經驗豐富的工作人員，一起在森林度過。 

IKORO之森從 2016 年起由 NPO膽振自然學校管理運營。因為獲得這片森
林場域的管理和使用權，所以可以提供孩子更多自然體驗的機會。暑假期間，很
多孩子卻都沒有機會到戶外進行活動，家長們平常也忙於工作，休息的時候也沒
有辦法好好利用時間，結果變成在家中看電視或是玩手機遊戲度過，這種現狀存
在於許多日本的家庭。 

正是因為暑假，平常白天沒有機會到戶外活動，利用這些時間，在這裡進行
的體驗，不是單方面大人主導，而是當天、當場聚集的孩子們，一起創作出的各
種活動，孩子們為主角，孩子們發想的、提案的，玩到孩子們覺得盡興，我們稱
之為「非構成的活動方案」。 

 

三、活動內容特色和案例觀察 

每天在森林裡 但是每天都有各種細微的變化，跟不同年齡的人相處交流，
有機會互相照顧幫助，學習體諒，分享發現。 

活動流程大致如下表 

900 抵達後著裝，把水壺放到規定的籃子裡，貼上名牌，上廁所，換
上雨鞋，大家都準備好後，正式集合開始。 

介紹工作人員、新參加的學員、蜜蜂、有毒植物、要在大人視線
範圍內活動。 

開始自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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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100 到大草地抓蟲、爬樹、幫馬匹準備食物、刷毛、看馬兒運動、或
是體驗實際操練馬匹。可以自由選擇。其他內容還有溪畔探險，
或是移動到附近濕地的河川划船。 

1100 生火、煮湯。有興趣的人可以一起切菜。幼稚園的小孩可以用剪
刀幫忙。 

1230 大家把午餐的飯糰拿到樹木底下的帳篷，大家一起午餐。餐後自
由活動。 

1430 把用髒或用濕的衣服換掉，點心時間。點心大概是烤地瓜、南瓜
加楓糖、優酪加果醬、棉花糖夾餅乾。準備點心的時候也會邀請
大家有興趣的人可以一起幫忙。 

1500 解散前的集會，好好打招呼，準備明天見。 

分享以下幾個情境 

（一）橡皮艇，午餐的帳篷旁邊擺了 4 艘充氣的橡皮艇，一開始有孩子躺在上面
休息，看著天空在森林裡吹著風，漸漸的越來越多人開始玩起海盜遊戲，
一票男孩子加入，不知什麼規矩的就開始海盜遊戲，男孩們跳過來跳過去，
互相拉扯，把橡皮艇當成彈簧床，有人扭打在一團，認真的打架，踢來踢
去，嘞著別人的脖子，一場摔角比賽就上場了。有些人不關心，還是悠閒
的在船的一角休息。孩子們知道不要踢到不相干的人，也知道力量的掌控。
他們不是真心要把對方給用受傷。一個力量控制練習場? 

  

圖 3-1 橡皮艇變成相撲大
會，只有危險可能發生的
時候空作人員才會制止。 

圖 3-2 孩子可以在自己喜
歡的時間到這裡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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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氣相當高溫，下午三點解散，大家包包裡都有另外一套完整乾淨的衣服，
工作人員把水管拉出來，噴水，一起讚歎彩虹，有人想被淋濕，不人不想，
有人想控制水管，工作人員把水管交給孩子，讓他們自己輪流決定要怎麼
使用。一旁也有三四個水桶，大家可以裝水互相潑水。想要玩的人主動靠
近，不想玩的人在一旁選擇觀看。有人霸佔水管互不相讓，但是另一人說：
「你用很久了換我了。」只好心不甘情不願的讓出。自然而然他們形成了
規律。分享著使用。日文說「Yamete」就是停手，不要的意思，如果有人
說停手、不要用我，有人還繼續動作的話，旁邊的人會幫忙說，「他不是說
停手不要用了嗎?你幹嘛還繼續用他。」我看到仗義執言的情景自然的發
生。 

可能是語言文化不同，「Yamete」可以充分表達自己的意志，讓對方知道
自己不愉快的感受。孩子們從幼兒園就被教育要尊重別人不愉快的感受。 

天氣很熱，讓孩子們玩水，在後續的換衣服，環境整理都完備的情況下，
讓孩子澆澆水，降溫一下，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看著小男孩對自己從頭
頂瘋狂的澆水，對著天空大喊：「I am happy」，像是自己高中在學校打水
仗一樣的快樂，他的快樂也傳達給了我。 

地板上積滿了水，提供鏟子給孩子們，各種工程也就由此展開，泥巴扮家
家酒，或是城堡護城河等等的遊戲。 

  

圖3-3多了水這個元素各種可能性又更
豐富了。 

圖 3-4 大家一起玩泥巴。 

  

圖 3-5 工作人員陪小孩玩水。 
圖 3-6 原本有潔癖的小女生也可以一起

挖土玩泥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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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午用餐，大家拿出自家準備好的飯團或麵包，自然學校準備一些蔬菜，
用孩子們批的木材生火，大家一起輪流控火，一起煮一鍋蔬菜湯，除了
蔬菜，也準備菜刀和切菜板，讓自願參加料理的人幫忙煮湯。有時候 4
歲的小孩也會幫忙料理，準備好安全剪刀讓他們剪豌豆，不同年齡的人
有不同的工作可以選擇。 

因為是大家要享用的午餐，大家都很願意幫忙。就算有一天大家都
有別的事情忙的時候，工作人員會說：「今天都沒有人要幫忙煮湯，有沒
有人願意幫忙呢？」通常都會有人願意主動過來幫忙。 

下午 2 點半提供點心，這一天是用鑄鐵鍋烘烤地瓜，孩子們看到工
作人員切地瓜也都圍過來要幫忙，低年齡 3 歲的孩子也在其中，工作人
員並沒有拒絕他們的幫忙，而是示範正確的左手握拳「貓手」，右手拿刀，
讓大家一一操作。過保護的家長看來一定是風險很高，但是每個人輪流
切地瓜，在大人陪伴下安全的練習使用刀具，排成一列，練習等待，大
家在今天的點心都進了一份力。 

 

（二） 大概一樓高的樹上，男孩們發現了鍬形蟲，我連看都看不到的高度，他
們居然能發現，被他們的觀察力給嚇一跳，有個領袖風範的小男孩，努
力的爬上樹幹拿著長長的捕蟲網，想要捕抓，引起一陣圍觀，一開始發
現的小男孩因為力氣不夠，爬不上樹木，原來有雌雄兩隻，他問發現的
男孩：「可以分我一支嗎？」，「好啊」發現者也爽快的答應，形成共識。
後來這位男孩成功的抓到兩隻大只的鍬形蟲，有個小男孩也想要抓蟲，
嘗試爬上樹木，發現自己力氣不夠，要我幫他抓蟲，一直說：「想要。」
「要自己抓才會有喔！」昆蟲的技巧不是一天練成，對昆蟲的熟習和熱
愛也是漸漸培養成的。 

看著 C君的昆蟲觀察箱裡面各式各樣昆蟲，像個小小的展示館，每
一種他都如數家珍，食性也都因為實際飼養過知道肉食還是草食。捕抓
蝴蝶、蜻蜓、蚱蜢、蝗蟲，真的是手眼協調極佳，在陽光充足廣闊的大
草地，他優遊自在的專注在捕蟲的世界，沒有一直喊叫或是尖叫「有蚊
子、有蟲靠近我、有馬糞好髒。」那種在大自然裡從容不迫的狀態，在
現在都市小孩身上好難得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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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北海道 8 月是鍬形蟲發生的季
節。 

圖 3-8 爬樹抓蟲的場景。 

 

（三） 用餐禮儀，在日本進食中不能站起來走動，東西要吃完吃乾淨，簡便的
午餐大概是一顆海苔飯團加上一小碗湯，有男孩被昆蟲給吸引，離開了
餐桌，老師對他說：「疑!你吃飽了是嗎？」小男孩自知理虧，馬上回到
位置上。5 歲的小男孩看到旁邊的朋友湯裡面還剩下蔬菜，大聲的說：「沒
有吃乾淨」，一副正義使者的樣子提醒他人。 

為什麼他們理所當然的知道要把碗裡的食物吃乾淨，或者是用餐中
不能離開座位，這是一種通則，一種學校和家庭共同養成的習慣。吃完
之後會把自己飯團的塑膠膜收到便當袋裡，帶回家丟掉。自己整理自己
的垃圾。不會拍拍屁股走人。這些細微的生活教養，都是時間積累和整
個大環境提供的氛圍形塑出來的。 

中式料理有很多配料湯湯水水的，相對之下比較不容易把盤子空盤，
在日本從幼兒園開始要求珍惜食物，同儕之間也都形成共識，我看到食
物教育最基本的雛型。 

 

  

圖 3-9 在河邊野餐。 圖 3-10 回家前的點心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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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4 歲的小朋友手上沾了葉子和泥巴哭著要衛生紙，我叫他進去裡面洗手，
他不想走路，在原地哭喊衛生紙，其實用水洗一洗會更乾淨，但是他無
法離開哭的情緒，旁邊一位元 4 年級的哥哥從包包拿出給他。安撫了小
弟弟的情緒。 

（五） 5 歲的小男孩在換衣服的時候，左右手一直無法找到袖子，看他好像有
困難，我伸手去幫忙，他說：「沒關係、大丈夫。」意志堅定的拒絕我
多餘的好意，我很好奇，他怎麼可以這麼有決心毅力要自己穿衣服，而
不需要依賴他人，我很欣賞他。他稚嫩的臉，可是卻有堅韌自立的心，
我被他給嚇了一跳。家長只要準備好一天需要的物品，剩下的都由孩子
自己的動手。在自然學校的活動，不用像保母一樣，代勞一切，而是準
備一個環境，提供充足的時間，給予適當的守護，讓他們自己動手完成。 

 

四、家長訪談 

為什麼這些家長願意花一天 1500 台幣，讓他們來參加這樣的六個小時單日
的自然體驗呢？口頭訪問了四位家長。 

家長一：因為是獨生子女，暑假期間希望他有同伴可以一起玩耍，因為鄰居也沒
有其他可以一起玩的同伴。 

家長二：從東京搬到北海道，這裡的自然環境非常好，希望孩子健康，增強免疫
力，自己不是潔癖的人，以前小時候也跟動物玩在一起，現在的家長動
不動就除菌產品，小孩的過敏也增加了。希望孩子多接觸自然。 

家長三：住在都市所以會忘記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希望讓孩子多在自然裡面玩，
剛好他很喜歡昆蟲。 

家長四：來這裡有老師可以教孩子更多昆蟲的知識。 

同樣的空間，有人在抓昆蟲，有人在查圖鑒，有人專注的用鐵錘和工具
在劈材，也有人去幫馬刷毛或是取水給馬兒。沒有特別的規定，什麼都
可以嘗試，讓孩子自發的去找有興趣的事情。 

孩子可以分享有限的道具，4 歲到 12 歲，總共 18 個人，沒有人大吼暴怒，
或者是一定要大人介入才能平息，各種情緒找到自己接受的方式。不同年齡玩再
一起，從早上 9 點到下午 3 點，這時間他們活在森林的真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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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膽振自然學校的 summer school，提供一種最簡單原始的遊戲場，在人口少
子化嚴重的北海道，居住空間水泥化的情況下，提供孩子在一片自然的森林當中
度過。在這裡大家跟陌生的朋友建立關係，跟不同年齡的孩子互動。重點是自然
教育老師的指導方式，不是強迫性的，而是提供道具、空間、契機，給孩子自主
規劃選擇。膽振自然學校的活動最基本準則，「每一項活動都可以做」，「每一項
活動都可以不要做」，「可以自由選擇」，「要在大家看得到的範圍活動」，工作人
員也是盡最大力量去保護安全，但是不干涉孩子的發想和創意。同一個時間空間，
可以看到有一群人在抓昆蟲，有人在橡皮艇上玩海盜遊戲，有人挖泥土玩家家酒，
有人在幫忙切菜，有人圍著大水盆在觀察蝌蚪長腳。孩子們自在的度過。曾經有
一次孩子到自然教育中心進行活動，我執行昆蟲相關的遊戲，活動結束後，三年
級的小女生問我，「什麼時候可以玩啊！」。看似在自然環境裡，但是孩子的狀態
還是被教師給主導的。膽振自然學校希望培養孩子，自己去發掘樂趣，不輕易覺
得無聊。根據斯開蒙(scammon）身體器官系統發展速率理論，在各種神經元生
長的黃金時期，在大自然中活動提供給腦部各種刺激，實際的體驗。在凹凸不平
的地面，鍛鍊身體的平行感、各部位的肌肉、用菜刀、鋸子、鐵鎚、火柴棒、劈
材油壓機等等活動，提升孩子危險的判斷能力。 

 

圖 4-1 

上田校長常提到，提供內容一致單一固定內容的制式化教案和配合學員興趣
提供非制式化的引導，哪一種比較有難度呢？像醫院般乾淨，一直消毒的室內空
間和森林裡的大自然，哪一種比較能養育出免疫力強的身體呢？不斷的練習解題
或背誦知識和實際親身體驗，哪一種更符合孩子需要的學習法呢？ 

如何達到理想的目標呢? 有五個步驟，第一，首先要架構出讓人安全、安心、
有信賴感的環境，第二，讓人覺得這個場景、這個環境是很有趣很有意思的，第
三，讓人感覺到這個活動是有意義 可以滿足知識學習的欲望，第四，把這些事
情可以傳達給他人 能夠感同身受，第五，自發性的、有創造力的、沉醉其中，
產生出自己可以隨心所欲玩耍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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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在這裡強調的，不是背誦答案的能力，而是能夠用各種方式去思考，嘗試用
各種方式去解題的能力。日本最大的課輔機構，以往是在頭上綁上頭巾，把考生
關在室內不斷考試解題，但是現在最大的學研社已經發現這樣是無法幫助孩子學
習的，必須提供真實的學習經驗，透過大自然中的各種真實體驗，面對突發的各
種狀況去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利用在戶外活動中經歷過的體驗沿用到考試上面，
當遇到不會解答的問題可以用推理、譬喻、分析、跟以往的經驗比較等各種方式
去嘗試解答，在戶外活動當中其實也在培養孩子面對眼前問題時如何應對的能
力。 

北海道膽振自然學校的工作人員將自然體驗活動落實在生活中，以「不進行
刻意教學的自然學校」理念為基礎，搭配營造的環境，讓參加者在這樣的空間中，
用自己的步調成長，度過他們在大自然裡的童年。 

  

圖 4-3 在樹上發現了有趣的昆蟲。 圖 4-4 自在的草地玩耍。 

  

圖 4-5 自信滿滿的成果 圖 4-6 有蝴蝶、蚱蜢、蝗蟲、蜻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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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準備好圖鑑給有興趣的人查閱。 圖 4-8 互相分享，學習抓昆蟲的技巧。 

  

圖 4-9 大家一起搬運馬的牧草。 
圖 4-10 這一天有荷蘭來的姐姐，大家

在練習英文。 

  

圖 4-11 有時候去划船 圖 4-12 可以牽馬兒吃草散步 

  

圖 4-13 還有工作人員養的小狗，孩子
們可以帶他散步，幫他的碗加水，給他

吃零食。 
圖 4-14 馬兒運動孩子就在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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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今天有昆蟲館的大哥哥來陪大
家一起玩。 

圖 4-16 媽媽不讓他養寵物，可以在學
校體驗一下。 

 

 
  

@ 李馨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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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教學經驗分享：以桃竹苗綠繪本推動經驗為例 
彭桂枝 

主婦聯盟合作社新竹分社綠食育推廣、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常務董事 
 

零、我們是誰： 

一、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新竹分社桃竹苗綠繪本小組：建立於 2014 年
初，傳承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及常董林玉珮老師建構的綠繪本教學架構，希
望幫助桃竹苗區幼兒園、小學學童及師長建立綠食育及永續生態環保概念。 

二、推廣師資：均為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新竹分社培訓之推廣員。 

三、推廣群分佈：新竹、南桃、北桃 

四、使用工具： 

（一）運用綠繪本，研發教案，藉由教學過程，協助學員建構大地倫理綠色公民、
水水世界森森不息、綠色消費、綠食育、氣候變遷與綠能等概念。 

（二）「夥伴學校模式」：2014 年，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總會綠繪本小組的
「『食守環境』綠食育綠繪本夥伴學校」計畫，嘗試影響學童、學校和家長對飲
食議題的認識。從前後測問卷資料顯示，綠繪本活動對孩童的飲食習慣有十分正
面且積極的影響。 

2015 年，桃竹苗綠繪本小組支援台北市國語實小過程中，汲取綠繪本教學及合
作經驗，進而發展出桃竹苗在地綠食育學校夥伴合作模式。 

五、願景：我們衷心希望與合作學校在綠食育及環境守護上，互相提攜及學習。
並落實主婦聯盟合作社關懷在地社會的精神。 

 

壹、目的： 

一、持續深耕桃竹苗累積的食育土壤。 

二、推廣員增能及永續運作：  

（一）主婦聯盟合作社新竹分社綠食育推廣群（綠食育及綠繪本約有 50 位志工），
持續推廣是維持推廣員能量的作法之一。 

（二）推廣員精進課程及共識會議：運用合作社課程及小組自有經費進行。 

（三）提供偏鄉翻轉課室的綠食育課程，或多或少彌補城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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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作法： 

一、各學校採填寫書表方式申請課程：由計畫主責夥伴審核表單，申請單位自費
為原則。 

二、「綠食育夥伴學校」模式：累積夥伴學校案例，讓更多學校教師未來可以轉
化經驗至教學中。 

 
 
 
 

 

三、「綠食育社團」模式：過往與竹北市農會合作至竹北市的偏鄉小學推動綠食
育工作，2018 年將嘗試與竹蜻蜓綠市集進行年度合作，以綠繪本的模式介紹在
地食物供應系統。 

四、單次或少次進班模式：受理各校提出之申請，尤其希望可以投入偏鄉及苗栗
地區的食育推廣工作。 

 

參、推廣實績：以 2018 年為例，共計申請 113 場，3040 人次參與。 

詳如： 

附表 1-1：2018 教師及家長社群綠食育講座推廣場次彙整表 

附表 1-2：2018 年綠食育推廣講座成果（含照片）列表。 

附表 1-1：2018 桃竹苗學校學生綠食育推廣課程場次彙整表 
共 113 場次（北桃：6 場、南桃：20 場、新竹：87 場） 製表：彭桂枝 

課程 課程簡介 場次 人數 

奶茶好好喝 主題：過糖飲料的秘密 
故事：凱西公主喜歡喝各式各樣的奶茶，她需要愈來

愈大的茶壺，加愈來愈多的糖… 
活動：抓糖小高手、糖漬小黃瓜、（自製奶酪） 

19 440 

阿平的菜單 主題：食品添加物及零食 
故事：阿平當家作主決定自己可以吃什麼，他會發生

什麼事呢？ 
活動：飲食紅綠燈、汽水魔法、（雞蛋布丁） 

25 667 

綠食育說明

會：課程介

紹、說明權利

義務 

學校填表提

出申請 
1. 安排進班 
2. 過程回饋 

期末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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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放屁惹

的禍 
主題：氣候變遷、當季當食 
故事：地球暖化似乎是不可逆轉，但你知道吃牛肉竟

是升溫主因。 
活動：蔬果九宮格、低碳飲食過五關、（全麥芽菜捲） 

16 435 

爺爺的有機

麵包 
主題：認識全穀、稻麥、學習均衡飲食 
故事：小雪因為異為性皮膚炎搬去和爺爺奶奶同住。

爺爺改變她的飲食習慣，並帶著她從種植小麥開始，

學習製作麵包，小雪的過敏好了，也體會了許多事… 
活動：真假麵包、飲食金字塔、全穀大考驗 

8 241 

怕浪費的奶

奶 
主題：減廢、全食利用 
故事：奶奶教年幼的孫子惜物愛物，她想到什麼好方

法呢？ 
活動：惜物腦力激盪、剩飯全利用 

1 9 

好一個瓜啊 主題：蔬菜營養百分百、農藥肥料真的需要嗎？ 
故事：南瓜妹不愛吃青菜，只愛吃速食。全家一起去

種菜後，她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 
活動：蔬果大風吹、種子想開花、（全麥芽菜捲或季

節涼麵） 

12 317 

奔流之河 主題：人類行為對環境的影響、認識飲用水河川、綠

色公民力 
故事：納舒厄河曾經清晰可見鵝卵石河底，但隨著工

業開發及都市化，河川漸漸死去。一群人決心投入拯

救河川的行動，河川最後怎麼了呢？ 
活動：搶救魚蝦蟹、友善栽培米食 

15 455 

山上的水 主題：水從哪來、水現況、環境荷爾蒙、珍惜水資源 
故事：動物們煩惱著水源乾枯了，七嘴八舌地討論解

決方案，牠們最後有水喝了嗎？ 
活動：水循環、水黽遊戲、搶救魚蝦蟹 

3 68 

食品添加物

知多少 
主題：何謂食品添加物？食品添加物和日常飲食的關

係。 
活動：汽水 DIY、可搭配免揉麵包教作 

2 95 

食農與風土 主題：食農教育概論、竹北風土與農業 
活動：四色豆腐湯圓 

1 34 

守護餐桌－

基改風險不

可不知 

主題：認識基改、基改風險、基改風險、基改標示、

友善栽培 
活動：簡易料理（毛玉飯捲） 

11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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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113 3040 

備註：以上不含與我們要喝乾淨水行動聯盟合作場次：2018 年寶山國小山湖分校綠繪本

《奔流之河》2 場 40 人、1 場《山上的水》15 人；新竹縣竹北威力社區推廣《山上的水》

40 人。 

肆、回饋與建議： 

一、新竹夥伴學校模式確立： 

（一）以新竹市科園國小為例（中型學校）： 

  該校 2014 年因綠繪本前夥伴孟琬瑜的引薦(時任家長會長)，我們開始在該
校持續推動綠繪本，2018 年已經是第 4 年，也逐漸看到夥伴學校的模式影響力。 

  該校同一學年雖然只有 4 至 5 班，但因老師的認同，她們在課前及課後均
設計銜接課程，讓學童更加深加廣綠食育綠繪本的效益。 

  以上相片由科園國小靜雯老師提供，課程設計概念也是老師分享給我們的。
老師將阿平及奶茶課程，銜接金融教育，讓學童在課程後可以到超市採買為是否
改變，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消費後與學生討論努力賺得的零用錢，最終是如何被使
用。 

  藉由夥伴學校的模式，讓綠食育綠繪本小組有機會和教育現場的老師合作。
老師們的巧思及設計，讓課程的意義延伸更多。未來也期望綠繪本可以作為桃竹
苗各地老師們的教案運用素材，讓孩子的綠色公民力建立地更扎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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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新竹市龍山國小為例（大型學校）： 

  該校為 2017 年起合作的學校，由於每一學年至少都有 10 班，進班需要動
員較多的人力，因此較難像科園國小一樣，每學期可安排 2 次進班。 

  感謝老師們調整為每學期安排一次進班，將綠食育基礎概念課程分學期逐次
上完。當綠食育基礎概念建立後，適時地橋接到環境議題時，接受度也較高。 

  綠繪本課程每次進班時間為 2 節課，課前我們將教案及相關素材分享給老師
們，以利老師們在課程結束後跟進及複習運用。 

  以 2018 年 6 月的「奔流之河」綠繪本為例，「魚蝦蟹遊戲」是藉由遊戲討
論人類行為如何影響河川魚蝦蟹存活，進而了解河川的清淨度。遊戲中探討了好
多個人、政府及企業行為，感謝老師們在事後帶著學童複習概念，加深印象。 

  從這些案例可以看到：夥伴學校的模式，讓綠食育和環境永續的概念可以因
著老師，在學校繼續發芽。 

（三）尚在萌芽的夥伴學校： 

  新竹市大湖國小（郊區）、新竹市東園國小（東區）、新竹市東門國小（市區）
及新竹縣華興國小（新竹縣工業區旁），四所學校在 2018 年分別都有安排進班。
2019 年，有機會將促成夥伴學校模式進班。 

 

二、南桃確立兩所夥伴學校： 

  南桃小組在有限的人力下，經過三年的推廣，終於在 2018 年也養成兩所夥
伴學校潛龍國小及高原國小，兩校老師皆十分認同綠繪本推廣精神，及感謝合作
社的付出。因此 2019年將再與兩校合作進班上課，並舉辦兩場教師綠食育研習
課程，希望能將影響力推及到教師。 

 

三、夥伴社團模式確立 

（一）以竹北市農會為例： 

  農會四健會體系長期以來推動食農教育，經驗相較綠食育綠繪本小組經驗豐
富，謝謝他們願意與我們合作。2015 年合作迄今已是第 4 年，農會體系強調手
腦身心的併用，綠繪本綠食育課程常常嘗試結合自煮課程，傳達綠食育理念。 

（二）以竹蜻蜓綠市集為例： 

  竹蜻蜓綠市集是在地友善市集，2018 年我們合作四場綠食育綠繪本推廣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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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推廣員以不插電方式進行宣講、遊戲及輕食 DIY，且素材盡量運用市集現有
物品及食物。每場活動都有許多親子前來參與。 

  上述的合作模式，無論合作夥伴或是推廣員本身，都彼此拓展了境界，也直
接間接地協助合作社與在地社團的連結。 

  2019 年也會持續在新竹地區與友善社團合作；同時我們也鼓勵大桃園可以
發展在地合作社團，共同滿足綠食育需求或投入在地公共議題的發聲及行動。 

 

四、綠食育是深入社區推廣議題的好工具： 

  無論新竹、北桃及南桃都可以看見藉由綠食育課程深入社區，實踐合作社關
懷在地的原則。 

（一）北桃夥伴： 

  嘗試在樂齡中心分享綠繪本，長者普遍都有良好的回饋。另外，桃園親子教
育協會連結桃園市親子家庭認識綠食育綠繪本，家長們都有感於知識的欠缺，很
希望類似的課程可以持續推動。 

（二）南桃夥伴： 

  2018 年由社員引介，首度進入社區推廣，邀集社區居民參與，參與家庭對
於推廣內容都給予高度肯定。也改變以往對飲食及環境的認知，增加對合作社的
認識。活動當日並與入社解說結合，當天有兩個家庭加入合作社成為新社員。 

（三）新竹夥伴： 

  持續藉由綠食育綠繪本的工具深入社區，並結合認識合作社的課程，也獲得
很棒的回饋。 

 

四、城鄉交界學校需要關注： 

  推廣員魏順華至新竹縣湖口鄉華興國小分享綠繪本，她觀察到位於城鄉交界
及工業區旁的學校對於農業相較陌生，仰賴外食的比例也較高。2019 年希望有
一所夥伴學校能建立在城鄉交界處，讓我們可以更認識此區位的學校，需要怎樣
的綠食育。 

 

五、教案更新及各區持續培力及陪伴的重要的重要： 

  綠食育綠繪本基礎教案在過去三年已使用多次，需要持續更新資料，並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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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家庭的生活型態研發新教案。 

  2018 年承蒙新竹夥伴與我們要喝乾淨水行動聯盟夥伴的通力合作，完成奔
流之河的教案。北桃夥伴也持續加深加廣《好一個瓜啊》教案，南桃夥伴則是針
對動物福利蛋研發《想生金蛋的母雞》教案。維持分區小組的培力仍是我們的重
點工作，有培力、共學及沉澱才能緩步向前邁進！  

附表 1-2：20182018 桃竹苗學校學生綠食育推廣課程成果表（含照片）列表 

編

號 
宣導

日期 
課程 

參加

對象 
次

數 
人

數 
單位 
名稱 

相片或摘要 

1 

2018
年 3 月

(12.15.
27) 

好一個瓜啊 
四年

級 
5 120 

新竹

市科

園國

小 

 
上圖：推廣員劉娟志帶領學童進行「蔬

菜接龍」遊戲，了解他們對日常蔬菜的

認識。 
下圖：推廣員陳錦玲帶領學童進行「種

子想開花」遊戲，驗收他們對於植物生

長必要元素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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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8/9
/25.10/

11 
阿平的菜單 

三年

級 
4 91 

新竹

市科

園國

小 

 

上圖：學童在課後給予的回饋，從中可

以看見汽水實驗帶給他們的震撼。 
下圖：推廣員陳錦玲帶領小朋友進行飲

食紅綠燈遊戲，練習挑選真食。 

 

3 
2018/1
0/16.1
0/18 

奶茶好好喝 
三年

級 
4 91 

新竹

市科

園國

小 

20181016 推廣員黃藍藍與科園國小 303
班討論飲料的含糖量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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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8
年 5 月

(3.10.1
7.24) 

阿平的菜單 
三年

級 
10 322 

新竹

市龍

山國

小  

龍山國小 302 班小朋友正透過汽水 DIY
活動認識食品添加物 

 

20180524 新竹分社新培推廣員黃崇禎

參與推廣。 

5 

2018
年 6 月

(7.12.1
4.21.2

8) 

奔流之河 
四年

級 
11 290 

新竹

市龍

山國

小 

上圖:進班後同學們對課程的回饋，可以

看到孩子因為課程增加對世界及台灣

水現況的了解，也連帶思索身邊的頭前

溪的現況。 
下圖: 2180614 推廣員劉娟志分享奔流

之河繪本，並帶領學童連結至在地頭前

溪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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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8
年 9 至

10 月 

都是放屁惹

的禍 

四年

級進

班 14
次 

14 375 

新竹

市東

園國

小 
 

20180918：推廣員謝月齡帶領 410 班學

童玩蔬菜九宮格遊戲，認識當季當食概

念。 
20181009：推廣員劉郁芬帶領 401 班學

童討論低碳飲食過五關的概念，引領學

童了解食物選擇與氣候變遷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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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8/5
/22 及

6/27 
奶茶好好喝 

一年

級.三
年級 

2 53 

新竹

市東

門國

小 

 

 

8 
2018/5

/15 
怕浪費的奶

奶 
二年

級 
1 9 

新竹

市大

湖國

小 

 

9 
2018/1
0/13 

爺爺的有機

麵包 
親子 1 45 

新竹

市舊

社國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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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20181013 推廣園帶領親子認識稻

麥。 
下圖：推廣員彭桂枝帶領親子製作天然

水果茶及米麥豆陣三明治。 

 

10 
2018/5

/14 
奔流之河 全校 1 100 

國立

清華

附小

TOS
校區 

 

推廣員彭桂枝帶領學童進行「搶救魚蝦

蟹遊戲」，連結討論如何維護母親河頭

前溪的清淨。 

11 
2018/1

1/3 
都是放屁惹

的禍 
親子 1 40 

竹蜻

蜓綠

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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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18/1
1/10 

山上的水 親子 1 24 
啟奧

邦城

社區 

 
20181110 推廣員黃淳維向啟奧邦城社

區分享山上的水，並連結至惜水愛水的

觀念。 

13 
2018/9

/22 
山上的水 親子 1 10 

獨立

書店-
水木

書苑 

20180922 推廣員劉娟志分享我們喝的

水從哪來? 

 

14 
2018/7

/24 
好一個瓜啊 

四健

會員 
1 45 

竹北

市農

會四

健會 

20180724 推廣員魏順華帶領學員認識

友善耕種概念，之後搭配自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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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18/8

/10 
爺爺的有機

麵包 
特生

親子 
1 40 

桃園

市東

門國

小  
20180810：北桃推廣員應東門國小特教

老師之邀，將綠繪本運用在特生的幼小

銜接課程上。繪本結合手作，讓親子都

同樂其中。 

16 
2018/1
1/12 

爺爺的有機

麵包 
樂齡 1 40 

中埔

樂齡

中心 
 

20181112：誰說綠繪本只適合孩子，其

實長者也很適合。北桃推廣員運用在樂

齡課程，長者積極參與。 

17 
2018/6

/26 
阿平的菜單 

中年

級 
1 26 

桃園

市潛

龍國

小  
推廣員歐陽惠如帶領學童上阿平的菜

單，進行飲食紅綠燈活。 

 



李馨雅／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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