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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十二年國教即將正式全面實施，邁入一個全新的學習時代，在一個新教育年代，教
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環境及防災教育科委由臺北市立大學高翠霞教授主持「環境教育
議題配合領域教學實施示例計畫」，並邀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系辛懷梓副
教授擔任綜合領域工作圈召集人，此間從尋求對課程發展有興趣志同道合的團隊伙伴、
研讀熟習十二年國教課綱、規劃環境教育融入綜合活動領域等準備工作，到發展出適合
十二年國教學童學習之示例教案，綜合活動領域團隊伙伴們歷經 10 個月的深刻粹鍊與
學習。
計畫的推動，首先由高翠霞教授主持召集會議，討論發展步驟與方式，接著各領域
分別進行系統化的教案設計。綜合領域工作圈初始邀請資深優秀的各學習階段教師，有
國小組新北市重陽國小劉俊宏老師及台北市建安國小黃雅姝老師、國中組新北市新泰國
中蔡孟錡老師、高中組政大附中周淑嬌老師及石牌國中許碧容老師共同參與執行完成第
一階段之「環境教育議題五大主題軸（學習主題）與綜合活動領域各學習階段」之對應
關係。6 人小組從十二年國教綜合活動領域領綱與環教議題等資料仔細研讀，定期召開
小組討論會議，在許碧容老師細心努力的整合協助下，團隊共同討論彙整出「環教與綜
合活動領域各學習階段」之對應關係表，為求結果之嚴謹並邀請台師大張子超教授審
查，經由多次討論修正後完成。
第二階段的示例教案撰寫，過程除原有教師團隊外，尚邀請國小組李岩勳老師、劉
瓊宜老師的加入，另有台師大張子超教授等學者專家參與教案討論與審查。
綜合活動領域撰寫示例教案的首要目的是將環境教育五個主題重要理念融入其
中，同時涵蓋綜合活動領域核心素養、重要概念與原理原則。在群組共同構思規劃下，
發展出一套教學實施示例教案，希望能提供未來教材發展之參考；透過教學過程，引導
學生將綜合活動領域學習內涵與環教理念內化心中，並落實在環境行動上，共締永續發
展的未來，這是此示例教案設計的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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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教案在國小學習階段，設計以秉持「自發、互動、共好」的理念，引導學生進
行反思能力的表達與環境感受的體驗為主；國中學習階段則是由蔡孟錡老師匠心獨到的
精神，編製以童軍課程作為教案的主體，發展出讓學生探索體驗、溝通與合作學習的戶
外學習活動，在活動中透過組員的互動、自然環境的探索、情感的釋放與昇華以及執行
服務學習，落實環境關懷的行動價值，達成讓學生在實踐中學習、在學習中成長、在成
長中認同、在認同後實踐的循環歷程；高中組階段則以環教五大面向：環境倫理、災害
防救、永續發展、氣候變遷、能源資源永續利用環境倫理融入高中家政、生命教育、綜
合活動領域課程，周淑嬌老師以涵蓋面完整、豐富多元的內容架構設計出引導學生自我
探索、尊重與珍惜資源、參與社會服務與環境關懷的學習表現，引導其面對未來社會環
境變遷的挑戰。
本冊的完成除感謝教育部與高翠霞教授的支持及共同撰稿的教師團隊外，更感謝張
子超教授、林金山老師、賴延彰校長及辛懷陸嘉義童軍理事等審查委員提供的寶貴經驗
與指導，同時還有教育部蕭文君研究員多方協助及楊嵐智老師全程細心辛勤的付出，居
功至偉。在此誠摯感謝全體成員們一路走來無私的奉獻，大家同心協力才能完成此份教
案示例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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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 綜合
貳

、環境教育五大主題融入綜合活動領域
課程綱要各學習階段對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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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楷體為原領域附錄二環境教育議題融入學習重點示例；灰底為新增學習內容
主題

項目

學習階段

學習內容

1.
自
我
與
生
涯
發
展

d.
尊
重
與
珍
惜
生
命

第三學習
階段

Ad-III-1 自然 界生命現象與人的關係。

第四階段
（國中）

輔Ac-IV-1生命歷程、生命意義與價值的探索。
輔Ac-IV-2珍惜、尊重與善待各種生命。

第五階段
（高中）

生Da-V-1道德判斷的必要性、意義與分類。

環境教育議題
實質內涵
環E1 參與戶外學習與自然體驗，覺知自然
環境的美、平衡、與完整性。
環E2 覺知生物生命的美與價值，關懷動、
植物的生命。
環E3 了解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進而保護重
要棲地。
環J2 了解人與周遭動物的互動關係，認識動
物需求，並關切動物福利。
環J2 了解人與周遭動物的互動關係，認識動
物需求，並關切動物福利。
環U1 關心居住地區，因保護所帶來的發展
限制及權益受損，理解補償正義的重要
性。

學習主題
環境倫理

環境倫理
環境倫理
環境倫理

生Da-V-2道德規範與道德判斷之間的關係、衝突 環U1 關心居住地區，因保護所帶來的發展 環境倫理
與因應。
限制及權益受損，理解補償正義的重要
性。
環U2 理解人為破壞對其他物種與棲地所帶
來的生態不正義，進而支持相關環境保
護政策。
生Da-V-3道德實踐與人生觀/世界觀的關係。
環U1 關心居住地區，因保護所帶來的發展 環境倫理
限制及權益受損，理解補償正義的重要
性。
環U4 思考生活品質與人類發展的意義，並 永續發展
據以思考與永續發展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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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
活
經
營
與
創
新

c.
資
源
運
用
與
開
發

第二學習
階段

第三學習
階段

第四階段
（國中）

第五階段
（高中）

d.
生

第二學習
階段

環E8 認識天氣的溫度、雨量要素與覺察氣
候的趨勢及極端氣候的現象。
Bc-II-2個人日常生活問題所需的資源。
環E9 覺知氣候變遷會對生活、社會及環境
造成衝擊。
Bc-III-1各類資源的分析與判讀。
環E13覺知天然災害的頻率增加且衝擊擴
大。
Bc-III-3 運用各類資源解決問題的規劃。
環E12 養成對災害的警覺心及敏感度，對災
害有基本的了解，並能避免災害的發生。
童Da-IV-2人類與生活環境互動關係的理解，及永 環J4 了解永續發展的意義（環境、社會、與
續發展策略的實踐與省思。
經濟的均衡發展）與原則。
環J6 了解世界人口數量增加、糧食供給與營
養的永續議題。
童Db-IV-1自然景觀的欣賞、維護與保護。
環J1 了解生物多樣性及環境承載力的重要
性。
環J3 經由環境美學與自然文學了解自然環
境的倫理價值。
家Ab-IV-1食物的選購、保存與有效運用。
環J15 認識產品的生命週期，探討其生態足
跡、水足跡及碳足跡。
家 Ab-IV-2 飲食的製備與創意運用
環J15 認識產品的生命週期，探討其生態足
跡、水足跡及碳足跡。
家 Ca-V-2 家庭財務規劃與管理。
環U5 採行永續消費與簡樸生活的生活型
家 Ca-V-3 消費者行為與文化。
態，促進永續發展。
環U12了解循環型社會的涵意與執行策略，
實踐綠色消費與友善環境的生活模式。
環U13 了解環境成本、汙染者付費、綠色設
計及清潔生產機制。
Bd-Ⅱ-1 生活美感的普遍性與多樣性。
環E1 參與戶外學習與自然體驗，覺知自然
Bd-Ⅱ-2 生活美感的體察與感知。
環境的美、平衡、與完整性。
Bc-II-1各類資源的認識與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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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
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
災害防救
永續發展

環境倫理

能源資源永續
利用
能源資源永續
利用
永續發展
能源資源永續
利用

環境倫理

3.
社
會
與
環
境
關
懷

活
美
感
與
創
新

第五階段
（高中）

a.
危
機
辨
識
與
處
理

第二學習
階段
第三學習
階段

第四階段
（國中）

c.
文
化
理
解
與
尊

第五階段
（高中）

家 Cc-V-1 綠色居家與空間美化。

環U4 思考生活品質與人類發展的意義，並
據以思考與永續發展的關係。
環U5 採行永續消費與簡樸生活的生活型態
，促進永續發展。
環U15 了解因地制宜及友善環境的綠建築
原理。

永續發展

能源資源永續
利用
Ca-II-1 生活中潛藏危機的情境。
環E12 養成對災害的警覺心及敏感度，對災 災害防救
Ca-II-2生活周遭危機情境的辨識方法。
害有基本的了解，並能避免災害的發生。
Ca-III-1環境潛藏的危機。
環E11 認識台灣曾經發生的重大災害。
災害防救
環E12 養成對災害的警覺心及敏感度，對災
害有基本的了解，並能避免災害的發生。
環E13 覺知天然災害的頻率增加且衝擊擴
大。
a-III-2辨識環境潛藏危機的方法。
環E12 養成對災害的警覺心及敏感度，對災 災害防救
害有基本的了解，並能避免災害的發生。
家 Ac-IV-1 食品標示與加工食品之認識、利用， 環J15認識產品的生命週期，探討其生態足
能源資源永續
維護飲食安全的實踐策略及行動。
跡、水足跡及碳足跡。
利用
童Cc-IV-1戶外休閒活動的安全、風險管理與緊急 環J12 認識不同類型災害可能伴隨的危險， 災害防救
事件的處理。
學習適當預防與避難行為。
環J13參與防災疏散演練。
涯 Bb-V-2 市場變動與未來發展。
環U5 採行永續消費與簡樸生活的生活型態 永續發展
，促進永續發展。
能源資源永續
環U12 了解循環型社會的涵意與執行策略
，實踐綠色消費與友善環境的生活模式 利用
。
環U13 了解環境成本、汙染者付費、綠色設
計及清潔生產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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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d.
環
境
保
育
與
永
續

第二學習
階段

環U14 了解國際及我國對能源利用之相關
法律制定與行政措施。
環E3了解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進而保護重要
棲地。
環E4 覺知經濟發展與工業發展對環境的衝
擊。
環E5 覺知人類的生活型態對其他生物與生
態系的衝擊。
環E6 覺知人類過度的物質需求會對未來世
代造成衝擊。
環E14 覺知人類生存與發展需要利用能源
及資源，學習在生活中直接利用自然能
源或自然形式的物質。
環E15 覺知能資源過度利用會導致環境汙
染與資源耗竭的問題。
環E3了解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進而保護重要
棲地。
環E17 養成日常生活節約用水、用電、物質
的行為，減少資源的消耗。
環E16 了解物質循環與資源回收利用的原
理。
環E8 認識天氣的溫度、雨量要素與覺察氣
候的趨勢及極端氣候的現象。
環E9 覺知氣候變遷會對生活、社會及環境
造成衝擊。
環E10 覺知人類的行為是導致氣候變遷的
原因。
環E3 了解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進而保護重

Cd-II-1生活中環境問題的覺察。

Cd-II-2環境友善的行動與分享。

第三學習
階段

Cd-III-1生態資源及其與環境的相關。

Cd-III-2人類對環境及生態資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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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倫理
永續發展

能源資源永續
利用

環境倫理、
能源資源永續
利用

氣候變遷

環境倫理

要棲地。
環E4 覺知經濟發展與工業發展對環境的衝
擊。
環E5 覺知人類的生活型態對其他生物與生
態系的衝擊。
環E6 覺知人類過度的物質需求會對未來世
代造成衝擊。
環E10 覺知人類的行為是導致氣候變遷的
原因。
Cd-III-3生態資源與環境保護行動的執行。
Cd-III-4珍惜生態資源與環境保護情懷的展現。

第四階段
（國中）

環E17 養成日常生活節約用水、用電、物質
的行為，減少資源的消耗。
環E1 參與戶外學習與自然體驗，覺知自然
環境的美、平衡、與完整性。
環E17 養成日常生活節約用水、用電、物質
的行為，減少資源的消耗。

永續發展

氣候變遷

能源資源永續
利用
環境倫理

能源資源永續
利用
家Aa-IV-3飲食行為與環境永續之關聯、實踐策略 環J6 了解世界人口數量增加、糧食供給與營 永續發展
及行動。
養的永續議題。
家Ba-IV-2服飾消費的影響因素與青少年的服飾
環J15 認識產品的生命週期，探討其生態足 能源資源永續
消費決策及行為。
跡、水足跡及碳足跡。
利用
童Da-IV-2人類與生活環境互動關係的理解，及永 環J4了解永續發展的意義（環境、社會、與 永續發展
續發展策略的實踐與省思。
經濟的均衡發展）與原則。
童Dc-IV-2國際環境議題的理解、參與及省思。 環J5 了解聯合國推動永續發展的背景與趨
永續發展
勢。
環J6 了解世界人口數量增加、糧食供給與營
養的永續議題
環J7 透過「碳循環」，了解化石燃料與溫室 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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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階段
（高中）

氣體、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的關係。
環 J8 了解台灣生態環境及社會 發展面對
氣候變遷的脆 弱性與韌性。
環J16 了解各種替代能源的基本原理與發展
能源資源永續
趨勢。
利用
環U2 理解人為破壞對其他物種與棲地所帶 環境倫理
來的生態不正義，進而支持相關環境保
護政策。
環U4 思考生活品質與人類發展的意義，並
永續發展、
據以思考與永續發展的關係。
環U5 採行永續消費與簡樸生活的生活型
態，促進永續發展。
環U12了解循環型社會的涵意與執行策略， 能源資源永續
實踐綠色消費與友善環境的生活模式。 利用

家 Aa-V-2 在地及異國飲食文化。

家Aa-V-3綠色飲食與糧食永續。

環 J6 了解世界人口數量增加、 糧食供給
與營養的永續 議題。
環U5 採行永續消費與簡樸生活的生活型
態，促進永續發展。
環U13 了解環境成本、汙染者付費、綠色設
計及清潔生產機制。
環U5 採行永續消費與簡樸生活的生活型
態，促進永續發展。
環U12 了解循環型社會的涵意與執行策
略，實踐綠色消費與友善環境的生活模
式。
環U13 了解環境成本、汙染者付費、綠色設
計及清潔生產機制。

家Ab-V-1食材特性與運用。
家Ba-V-3服飾需求評估與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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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

能源資源永續
利用
永續發展
能源資源永續
利用

家Cc-V-1綠色居家與空間美化。

環U7 收集並分析在地能源的消耗與排碳的 氣候變遷
趨勢，思考因地制宜的解決方案，參與
集體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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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教案設計統整表

統整表主要說明教案名稱、課程設計型式、學習階段與示例中包含的各項活動名
稱，及其與環境教育議題之關係。藉此統整表格，方便未來參考者，能藉由環境教育議
題的重要名詞、學習主題或實質內涵，快速搜尋所需教學資源。
設
計
者

教案

設計

學習

名稱

型式

階段

李

愛地

岩
勳

球綠

活動名稱

瓊
宜

防災
總動

孟
錡

露營
「心」

學習主題

實質內涵

國小

活動一：環境變變變

環境污染

永續發展

環 E5

元統

中年

活動二：環境大搜查

資源回收

能源資源

環 E6

整

級

活動三：環保一起來

節約能源

永續利用

環 E15

綠色生活

環 E16
環 E17

大單

國小

活動一：災害知多少

氣候變遷

氣候變遷

環 E9

元統

高年

活動二：防災小尖兵

災害防救

災害防救

環 E11

整

級

活動三：減碳小達人

全球暖化

環 E12

溫室效應

環 E13

員
蔡

重要名詞

大單

生活
劉

環境教育議題

節能減碳
大單

國中

活動一：小隊建立

生物圈

環境倫理

環 J1

元統

八年

活動二：事前準備

環境承載

永續發展

環 J3

整

級

活動三：露營活動

力生物多

能源資源

環 J4

活動四：課程反省

樣性永續

永續利用

環 J6

風情

農業

環 J14

台灣水資
源議題
能量流動
物質循環
生態足跡
碳足跡
周
淑
嬌

科技
?
?

融入
式環

高中

活動一：科技過後

永續發展

活動二：科技？？人性 環境正義

教活
動

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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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倫理

環 U2

周
淑
嬌

職場
停看
聽

融入

高中

活動一：你有想過一份 永續發展

永續發展

環 U4

災害防救

環 U10

氣候變遷

環 U7

活動一：衣櫃裡的秘密 簡樸生活

能源資源

環 U12

式環

活動二：衣著過度消費 綠色消費

永續利用

教活

活動三：華麗的時裝背

動

後藏毒

式環

工作能對地球產生有

教活

什麼影響嗎？

動

活動二：永續發展與職
場
活動三：以該怎麼做？
活動四：道德的勇氣

周
淑
嬌

災害
防救
大圖

融入

高中

活動一：你有聽過那些 災害防救

式環

天然災害

防救地圖

教活

活動二：天然災害介紹

動

活動三：校園災害防救
大作戰之「班級防災路

解

線規畫」說明
活動四：校園防災 Q＆
Ａ

周
淑
嬌

食在
愛地
球

周
淑
嬌

衣櫃
裡的
秘密

融入

高中

活動一：冰淇淋可不可 全球暖化

式環

以不要融化

教活

活動二：What Should 碳排放

動

We Do?

融入

高中

氣候變遷

活動四：找找衣櫃裡的
秘密~你是個什麼樣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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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教案設計示例

發現環境教育的機會點，展現領域課程的特色，是本案教學示例設計的重點。
環境教育不僅應落實於十二年國教中，更是未來國民重要的素質之一；本案研擬課
程綱要內各項環境教育議題實質內涵，經專家審查後，建構「環境教育各主題在各學習
階段之重要名詞」（詳見教育部環境教育議題配合領域教學實施示例計畫期末報告）」，
以明確具體之認知概念，提供領域融入教學之參考。
本案以環境教育常見的三種教學設計型式為基準，發展環教融入領域之參考範例，
這三種設計形式如下：
（1）
「融入式環教活動」型式，以英語領域為例，因學科特質環教多採融入式的5-10
分鐘活動；若屬此類，於領域中融入小單元環教活動，其「教案名稱」欄，則填寫「原
單元名稱＋環教活動名稱」
，如「Hotter in the City＋能源資源永續利用(熱島效應)」等。
（2）
「大單元統整」型式，以自然領域為例，因自然本身即與環教息息相關，是故
就原自然單元直接統整環教實質內涵；若屬此類，於領域中順勢統整環教活動，其「教
案名稱」欄，則填寫「原領域單元名稱」，如「能源資源永續利用」。
（3）
「獨立單元」型式，以健體領域為例，為環教而設計的獨立單元並直接對應環
教實質內涵；若屬此類，以環教活動為主的獨立單元設計，其「教案名稱」欄，則填寫
「單元名稱」或「原單元名稱＋環教活動名稱」，如「管不管有關「吸」＋能源資源永
續利用」。
以下教學示例因應領域課程融入環境教育時，提出教學設備/資源之需求，建議未
來使用者可因時因地因人而調整。教學示例最後提供「參考資料」，為本次環教設計中
推薦的延伸閱讀與參考，期待教學示例不僅能運用於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更能激發未
來推動環境教育的活力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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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地球綠生活

教案名稱
教學設計型式
學習階段

設計理念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環境污染、資源回收、節約能源、綠色生活

愛地球綠生活

重要名詞

環境汙染
資源回收
節約能源
綠色生活

融入式環教活動、大單元統整、獨立單元
李岩勳
國小中年級
設計者
這幾年在公部門、學校教育、媒體報導等多元管道的宣導下，
環保意識漸漸抬頭，國人對環境保護的概念並不陌生，但實際落實
在生活上的環保行動仍需持續推廣，因此，希望透過綜合活動領域
的體驗、省思、實踐的學習歷程，讓學生體察環境永續發展的重要。
在環境教育議題的五大主題中，「永續發展」和「能源資源永
續利用」可以適切融入綜合活動領域的「環境保育與永續」主題項
目。本單元教學設計希望透過體驗活動，覺察當環境遭受破壞，生
活空間變小，會影響我們的生活品質或是生命受到威脅；藉由環境
問題的搜查、整理環境問題的報告，覺知人類的生活型態對環境的
衝擊；再經由環境保護行動計畫的擬定與實踐，分享環保行動的成
果與經驗，從中體驗環保工作的重要，並能在生活中持續落實。
學習 永續發展
主題 能源資源永續利用
環 E5 覺知人類的生
活型態對其他生物
學習表現
與生態系的衝擊。
3d-II-1 覺察生活中環境的
環 E6 覺知人類過度
問題，探討並執行對環境友
的物質需求會對未
善的行動。
來世代造成衝擊。
環境
環 E15 覺知能資源
學習內容
教育
過度利用會導致環
實質
Cd-II-1 生活中環境問題的 議題
境汙染與資源耗竭
內涵
覺察
的問題。
Cd-II-2 環境友善的行動與
環 E16 了解物質循
分享
環與資源回收利用
的原理。
環E17 養成日常生
活節約用水、用電、
物質的行為，減少資
源的消耗。
學習活動一：環境變變變
1. 覺察人類行為與環境問題互相影響。
2. 覺知環境破壞對生活的影響。
學習活動二：環境大搜查
1. 發現生活周遭的環境問題。
2. 蒐集並整理環境問題的報告。
14

學習活動三:環保一起來
1. 擬定環保行動計畫。
2. 實踐環保行動，並分享實踐心得。
教學設備:
1. 學習活動一:童軍繩數條
2. 學習活動二:電腦、投影機、海報紙、彩色筆
3. 學習活動三: 電腦、投影機、環保行動或綠色生活的文章及圖
片
教學設備 / 資源
教學資源:
1. 郝廣才(2009)。一秒鐘的改變。台北:格林文化。
2. 米蘭妮．華許(2008)。10 件事我做了世界會更好。台北:青林
國際。
3. 荒野保護協會 https://www.sow.org.tw/
4.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http://www.huf.org.tw/
教學活動示例
學習活動一：環境變變變

學習重點說明

第一堂課(40 分鐘)
一、引起動機:「一天的生活中，我們做了很多事，有哪些行 綜 Cd-II-1
為跟環境問題有關(例如:用塑膠袋裝早餐)?」請與同學分
享。
二、學生進行體驗遊戲--「環境改變大風吹」。
情境塑造：每個繩圈代表你們原本住的地方，這些地方都是
非常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你要站在圈圈內才代
表安全。當聽到教師說:「環境改變大風吹」學生
回答:「吹什麼。」教師會說明情境(環境改變的情
境舉例如下)，並說到「換地方」關鍵詞時，學生
必須要趕快換到別的地方(繩圈)，讓自己可以繼續
平安的活下去（教師在過程中不斷抽掉繩圈，讓
繩圈愈來愈少）。
◎環境改變舉例：
1. 很多人亂丟垃圾，環境變得很髒亂，蚊蟲滿天飛，請 環 E5
你換地方。
2. 有人沒有公德心，把工廠廢水排到河流，河流傳出惡
臭，沒有乾淨的水源，請你換地方。
3. 天空灰濛濛的，氣象局說 pm2.5 超標，空氣受到汙
染，很多人引發呼吸道感染，請你換地方。
4. 重金屬汙染土壤，種出來的作物被汙染，請你換地方。
5. 臭氧層破了洞，紫外線很強，在陽光下曬太久，眼睛
會受到傷害，皮膚恐怕也會產生病變，請你換地方。
6. 土石流造成嚴重坍方，交通受到影響，請你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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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法

口頭評量
說出人類
行為與環
境相關的
例子

三、 省思分享:
1. 剛才的活動，一直換地方，你有什麼感覺？
2. 從這個活動中，你有想到跟日常生活相似的經驗或者
聽過類似的例子嗎？請跟我們分享。
3. 日常生活中，還有哪些行為會破壞我們生存空間及地
球環境?
4. 當環境被破壞時，對我們的生活有什麼影響?
四、 教師統整學生想法。
五、 課後作業:請觀察周遭「環境問題」有關的問題、報導、
文章或資料，下次上課時跟同學分享。
學習活動二：環境大搜查

口頭評量
說出體驗
環境改變
的活動感
受與想法。

學習重點說明

評量方法

第二、三堂課(80 分鐘)
一、 學生分享觀察周遭「環境問題」的經驗。
綜 Cd-II-1
二、 學生閱讀「一秒鐘的改變」繪本
三、 引導思考:
環 E6
1. 一秒鐘的時間，哪些事已造成地球巨大破壞呢?
2. 對這巨大破壞，你有什麼感受呢?
3. 一秒鐘可以破壞地球，也能夠愛護地球，我們可以做
什麼事來改善環境？
四、 教師帶領學生走訪社區，觀察並記錄周遭環境的問題。
如:排水溝發出惡臭、拿塑膠袋裝購買的物品、用免洗
筷用餐、看到農夫噴灑農藥、天空灰濛濛的……等。
五、 學生分享觀察到的環境問題，教師將環境問題適度的歸
類(如: 空氣汙染、水汙染、噪音汙染、土壤汙染、廢棄
物、其他)。
六、 教師統整學生想法。
七、 課後作業: 學生分組蒐集有關環境問題的報導、文章或
資料，下次上課帶來學校。

口頭評量
說出觀察
到的環境
問題

第四、五堂課(80 分鐘)
八、 各組將蒐集有關環境問題的報導、文章或資料，整理成
報告(如:海報、小書、簡報等)。
報告參考格式如下:
環 E15
1. 文章資料的標題
2. 環境問題的類型
3. 環境問題的原因
4. 環境問題的影響
九、 各組分享環境問題的報告，學生聆聽各組分享，並給予
回饋。
十、省思分享:
1. 聽完各組的分享，你覺得這些環境問題形成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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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評量
整理環境
問題的資
料與報告

原因有什麼?
2. 在日常生活中，你曾經參加過保護環境的行動嗎?做
些事的心情如何?
3. 你會用什麼辦法影響你的朋友，一同為環境保護盡
一份心力呢?
十一、教師統整學生想法。
學習活動三：環保一起來
第六堂課(40 分鐘)
一、 學生閱讀「環保行動」或「綠色生活」的文章及圖片
例如:(一)學校禁用免洗餐具
免洗餐具、瓶裝水禁入校園！台北市教育局宣佈，
北市學校於 105 年 8 月 1 日起全面採用環保餐具，禁
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並且不販售瓶裝水，估計每
年可減少 1249 萬份免洗餐具用量、140 萬瓶瓶裝水用
量，合計堆疊高度相當 1550 座 101 大樓。
新聞來源:
http://news.tvbs.com.tw/life/665772
(二)低碳飲食
低碳飲食的五大原則：「當地當季食材」、「少油少糖
少鹽」、「少加工多原味」、「少吃肉，多吃菜」、 「在
家『吃多少，煮多少』，在外『吃多少，點多少』」
資料來源:
http://www.enviromo.org.tw/100aggre_sub01.ht
ml
(三)社區形象改造故事
台中市太平區新高里資源回收站座落於立德公園
內，讓里民休閒娛樂的公園，變身為環保公園。走在
立德公園內，隨處可見環保志工小隊的巧思及創意，
廢棄石頭彩繪美化、廢鋁罐裝飾花圃、廢紙製作彩球
裝飾廁所等，連盆栽也可以回收再利用，美化資源回
收站，新高里里長江姿樺表示，新高里是外來人口聚
集的新社區，里民人情味濃厚，在推動每項環保工作
時，所有里民都能同心協力積極完成，而立德公園就
是里民身體力行做環保的最佳見證。
資料來源:台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資源回收形象改造網
http://recycle.epb.taichung.gov.tw/ImageReCreat
e/p7_01.asp?Id=20
(四)淨灘活動
荒野自 2008 年地球日開始清淨海岸，2010 年起與
全球百國、千萬人，響應每年 9 月至 10 月的國際淨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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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說明

環 E16

Cd-II-2

環 E16

評量方法

行動。每年除了淨灘行動期間，平時也輔導學校、企
業、團體及民眾一起動手淨灘。淨灘不是解決海洋問
題的終點，而是起點，做好垃圾監測及垃圾源頭減量
才是愛海關鍵。
資料來源:荒野保護協會
https://www.sow.org.tw/faq/myiccday

環 E5

二、 引導思考:
1. 你看到了那些環保行動?
2. 你想到什麼?(或是你曾看過或有過類似的經驗?)
3. 這些團體或個人進行的環保行動，對我們的生活有
什麼影響?

口頭評量
說出環保
行動對與
生活品質
的關聯

三、 教師統整學生想法。
四、 課後作業:學生觀察和記錄一週裡，自己、家人、學校
或社區做的環保行動，下次在課堂跟同學分享。
第七、八堂課(80 分鐘)
一、 學生互相分享自己、家人、學校或社區做的環保行動。
1. 個人、家人:不浪費食物、使用環保餐具、自備環保
袋、使用省水水龍頭、選用節能標章的家電用品、垃
圾分類、資源回收、垃圾減量、隨手關燈等
2. 學校、社區:資源回收、舊衣回收、二手衣服捐贈、
跳蚤市場、雨水回收、落葉堆肥、太陽能發電等。
二、 學生閱讀繪本「十件事我做了，世界會更好」
三、 引導思考:
1. 以上 10 件事，你對哪一件事印象深刻呢？為什麼?
2. 你知道為什麼要做這十件事呢?
3. 除了以上 10 件事外，你還有那些環境保護的行動
呢?你會怎麼做?
四、 學生寫下可以落實的環保行動，教師統整學生想法。
五、 學生擬定自己的環保行動計畫，並在日常生活中實際
做做看。
PS:教師除了可引導學生個別進行環保行動外，教師也
可以參考節能減碳十招，提供給全班一起討論與實踐。
(資料來源:
http://depart.moe.edu.tw/ED2700/News_Content.
aspx?n=F84C9B045D336AF4&sms=BFD0035AFA
4CEA76&s=0692ADBB03EA4AA6)
1. 拒絕奇珍異果誘惑--遠方的食材在運送過程中耗費很
多能源，食本土當季食材好吃最青。
2. cool 涼一夏—開窗通風真舒服，綠化植栽添涼意，
冷氣 26-28 最適宜，善用風扇更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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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Cd-II-2

綜 Cd-II-2

實作評量
1.擬定與執
行環保行
動計畫，
紀錄環保
行動的具
體作法

3. 隨手關電--養成隨手關電好習慣，長時間不使用電器
設備時亦拔掉插頭，減少待機時耗電。
4. 健步鐵馬保健康--短程距離多雙腳步行或騎腳踏車，
長程距離多搭公共運輸工具。
5. 戶外活動多健康--少作手指運動，多接觸大自然活
動，體內環保多注意。
6. 綠色採購多多益善--購買前多留意環保標章，杰能標
章產品，省電環保荷包不會少。
7. 環保杯筷多攜帶—外出家門多攜帶，健康環保都具
備。
8. 雙面影印加伊妹爾—作業、報告接雙面，多用 MAIL
少用紙。
9. 資源回收好處多多—丟掉東西多分類，回收資源，減
少浪費。
10. 二手傳承—舊書，舊衣給學弟妹，薪火相傳兼作環
保不可少。
六、 執行一週後，全班分享環保行動成果和經驗。
七、 教師總結:鼓勵大家持續將自己的環保行動，落實在家
裡或社區中，自己的小動作會讓地球更美好。

實作評量
分享環保
行動的成
果與經驗

延伸參考：有關「環境改變」
➢
一秒鐘的改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0ClSJ0VnZM
(影片全長 2 分 59 秒)
【簡介:透過文字說明，讓學生思考一秒鐘，地球產生了哪些改變，
播放影片時，可適度暫停，引導學生討論與分享，例如:
1 分 44 秒-2 分 05 秒的片段:假設地球誕生剛好一年，人類才出現
一分鐘，造成巨大的破壞的時間，只花不到一秒鐘。要砍掉多少樹？
要絕種多少動物？要污染多少土地？要出現多少災難？人才會明
白我自取用太多的資源？答案在哪裡？答案在我們手裡！
我們一秒鐘可以害死地球，也可以拯球地球。以上的片段，可讓學
生討論，我們可以做什麼事，為地球盡一份心力】
➢

來自 2070 的一封信(影片全長 8 分 43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2tGE1w-8ds&t=47s
【簡介:來自 2070 的一位先知，寫了一封語重心長的信，提到 2070
年的環境，因沒有足夠的水源可以使用，導致許多問題；人們因為
缺水而有疾病的困擾、引發戰爭的隱憂等，當時的孩子很難想像有
水可用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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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參考：有關「空氣汙染」
➢ 空氣汙染知多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_cSr7DDWtU
(影片全長 14 分 44 秒)
【簡介:影片介紹 PSI 空氣汙染指標、戴口罩的方法，還有介紹口罩的種類
與功用、空氣污染的來源、空氣汙染對我們的影響等，最後統整減少空氣
汙染的方法。整部影片提供了有關空氣汙染的知識，可利用課餘時間補充
學生知識】
➢

〔毒不添下〕隱形的殺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s_zSD8vEnk
(影片全長 4 分 28 秒)
【簡介:此影片由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國家環境醫學研究所、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監製，以懸浮微粒(particulate matter,
PM)當作第一人稱，說明懸浮微粒的來源及如何防治。影片除了提到室外
的空氣污染外，又多提及了室內空氣污染的來源及防治方法，並說明了不
同大小的懸浮微粒吸入身體後可能產生的症狀。教師可利用課餘時間補充
學生 PM2.5 相關知識】

➢

PM2.5 是什麼?能吃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PM3uPWJo3g
(影片全長 2 分 59 秒)
【簡介:用有趣的動畫方式，說明 PM2.5 對人類及環境的影響，並提出因
應空汙問題，政府部門、個人應做的努力與因應措施。教師可利用課餘時
間補充學生 PM2.5 相關知識】

延伸參考：有關「水汙染」
➢ 水汙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FQZkxSzz6w
(影片全長 1 分 12 秒)
【簡介:用動畫的方式介紹水汙染的種類及來源】
➢

飲用水安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nBfquERnzU
(影片全長 10 分 1 秒)
【簡介:透過圖片與舉例介紹台灣水資源遇到的危機、自來水廠淨水
的處理方式、水源的污染等，教師可利用課餘時間補充有關「水資
源」的知識，以中年級學生程度而言，可播 00:00~3:25 這個片段的
影片較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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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參考：有關「土壤汙染」
➢ 公共電視 我們的島 ─ 被污染的土地
(影片全長:18 分 37 秒)
【簡介:民國 94 年 7 月，行政院基於人道關懷，補償台南中石化安
順廠受害居民 5 年 13 億元。時光飛逝，5 年期限將在六月底到期，
經濟部表明不再補償，居民人心惶惶。 一家工廠污染土壤，最後
演變成公害事件，居民的苦難卻遙遙無期。中石化安順廠是台灣土
壤污染事件的縮影，相較於居民所受的苦，13 億又能還給他們多少
環境正義...。 教師可利用課餘時間補充土壤汙染的案例】
➢

公共電視 我們的島 第 723 集 彰化農地污染記
(影片全長:15 分 23 秒)
【簡介:民國五、六十年代，因政府提倡「客廳即工廠」
，鼓勵家庭代
工，擴大外銷，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彰化發展出小五金工業、製
傘業、燈飾業、水龍業等，於是有了金屬表面處理業的需求，含有
各種重金屬的廢水，排放到環境中，種下了農地污染的惡果。彰化
縣和美鎮，灌溉土地、滋養農作物的水源，隱藏著看不見的毒害，
工廠廢水含的重金屬，隨著水流進農地，造成鎘米。教師可利用課
餘時間補充土壤汙染的案例】

➢

土水及地下水兒童網
網址: https://sgw.epa.gov.tw/public/children/PlayVideo.aspx
【簡介:該網頁是行政院環保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
製作，透過影片及動畫，讓學生對土壤及地下水汙染等有深入淺出
的了解，網頁左側的「影音館」
，每一集的片長約一分鐘左右，動畫
有趣，適合學生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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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學習單一環境問題大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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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學習單二環保行動觀察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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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學習單三我的環境保護行動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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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總動員

教案名稱
教學設計型式
學習階段

設計理念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氣候變遷、災害防救、全球暖化、溫室效應、節能減碳

防災總動員

重要名詞

氣候變遷、災害防
救、全球暖化、溫
室效應、節能減碳

融入式環教活動、大單元統整、獨立單元
劉瓊宜
國小高年級
設計者
臺灣因地理環境特殊，經常暴露在地震、颱洪和坡地等天然災
害之下。根據世界銀行統計，臺灣是受天災威脅最嚴重的地區之一，
再加上近年全球氣候變遷急遽的影響，造成水文氣象災害(水災、
風災、坡地災害、乾旱)數目有增加的趨勢。 因此，學生應該要認
識各種天然災害、瞭解天然災害如何影響我們，並做好預防工作及
進行各種演練，以減少災害發生所造成的傷害。
在環境教育議題的五大主題中，「災害防救」和「氣候變遷」
可以適切融入綜合活動領域的「危機辨識與處理」
、
「環境保育與永
續」學習主題。經由教學活動的設計，讓學生覺知氣候變遷是造成
災害愈趨嚴重的原因，並探究如何運用各項資源來因應災害，對災
害有基本的了解，避免災害 的發生，進而實踐環境友善行動。
學習
氣候變遷
主題
災害防救
環 E9 覺知氣候變
遷會對生活、社會及
環境造成衝擊。
3a -III -1 辨識周遭環境的
環 E11 認識臺灣曾
潛藏危機，運用各項資源或 環境
經發生的重大災害。
策略化解危機
教育
環 E12 養成對災害
實質
3d -III -1 實踐環境友善行
議題
的警覺心及敏感
內涵
動，珍惜生態環境與資源
度，對災害有基本的
了解，並能避免災害
的發生。
環 E13 覺知天然災
害的頻率增加且衝
擊擴大
學習活動一：災害知多少
1.能辨識自然環境潛藏的危機，如：風災、地震、水災、火災等。
2.認識臺灣曾經發生的重大災害。
學習活動二：防災小尖兵
1. 對災害有基本的了解，並能避免災害的發生。
2. 能運用各項資源或策略來化解危機。
學習活動三：減碳小達人
1.能覺知氣候變遷會對生活、社會及環境造成衝擊。
2.能覺知天然災害的頻率增加且衝擊擴大。
3.能訂定減碳行動並在生活中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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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備：
學習活動一：災害圖片簡報、「防災小尖兵」學習單、電腦、投影
機、海報紙、彩色筆
學習活動二：評分表、電腦、投影機
學習活動三：電腦、投影機

教學設備 / 資源

教學資源：
1. 九 二 一 網 路 博 物 館
http://921.gov.tw/stor y/stor y.html
2.防災小將(新北市消防局)
http://fireheroes.ntpc.gov.tw/index.php
3.消防署防災宣導網站
http://www.nfa.gov.tw/main/Unit.aspx?ID=&MenuID=378&
ListID=129
4.土石流防災資訊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http://246.swcb.gov.tw/index.aspx
5.防災資訊服務網（經濟部水利署）
http://fhy2.wra.gov.tw/Pub_Web_2011/Default.aspx
6.臺灣抗震網
http://www.comedrill.com.tw/
7.氣候變遷資訊整合網
https://ccis.epa.gov.tw/Article/default.aspx?w=134
8.綠網節能減碳平台兒童專區(行政院環保署)。減碳小妙招
https://ecolife.epa.gov.tw/Cooler/child/child2.html
教學活動示例

學習活動一：災害知多少

學習重點說明
綜 3a -III -1

第一堂課：40 分鐘
1.暖身：教師準備數個有關臺灣常見的重大災害項目，進行
遊戲「比手劃腳」的活動，請學生猜猜看，同學模仿的動
作代表哪一種災害？全班分組，每組派一人上台表演，由
全班搶答，猜對最多的一組勝利。

2.教師呈現「災害圖片簡報」(圖片內容為水災、土石流、旱 環 E11
災、風災、地震等，包括臺灣曾經發生的重大災害，如九
二一大地震、莫拉克風災)
教師可簡要說明部份災害圖片的內容，如：
九二一大地震：民 國 八 十 八 年 九 月 二 十 一 日 凌 晨
1： 47 分 12.6 秒 ， 臺 灣 中 部 發 生 7.3 級 大 地 震 ，
震 央 位 於 日 月 潭 西 方 十 二 點 五 公 里 處。地 震 造 成 全
臺 大 停 電，全 臺 五 十 三 個 工 業 區 幾 乎 全 面 停 工，南
投 縣、臺 中 縣 市、彰 化 縣、雲 林 縣、苗 栗 縣、 臺 北
26

評量方法

縣 市 等 縣 市 災 情 慘 重。內 政 部 消 防 署 發 布 大 地 震 死
傷 最 新 統 計，強 震 第 十 天，累 計 死 亡 二 一 八 八 人 ，
受 傷 八 七 三 九 人。資 料 來 源：九 二 一 網 路 博 物 館 。
莫 拉 克 風 災 ： 2009 年 8 月 4 日 第 11 號 颱 風
莫拉克颱風形成，6 日氣象局發布超大雨特報，7
日 全 台 本 島 所 有 縣 市 停 止 上 班、停 止 上 課。8 日 颱
風登陸本島挾帶超大豪雨，引發水災重創南台
灣 ， 包 括 高 雄 縣 甲 仙 鄉 （ 小 林 村 ）、 那 瑪 夏 鄉 、 六
龜 鄉 （ 新 開 部 落 ）、 屏 東 縣 林 邊 鄉 、 佳 冬 鄉 、 台 東
縣 卑 南 鄉（ 知 本 溫 泉 區 ）、 太 麻 里 鄉 等 地 受 災 最 嚴
重 。 莫 拉 克 風 災 又 稱 為 「 八 八 風 災 」， 其 中 以 甲 仙
鄉小林村的小林主部落災情最慘，慘遭滅村，數
百人死亡，全村僅少數人逃生。資料來源：今日
新 聞 莫 拉 克 風 災 臺 灣 50 年 來 最 嚴 重 八 八 風 災
http://www.nownews.com/n/2015/08/08/177
5093
莫 拉 克 風 災 影 片 介 紹 ： 2884 毫 米
http://fhy.wra.gov.tw/fhy/Disaste r/Video
莫 拉 克 颱 風 帶 來 高 達 2884 毫 米 的 雨 量 ， 重 創
臺灣中南部地區，影片以動畫的方式重現莫拉克
颱風景象，感受風災的強大威力所造成的嚴重傷
害。
3.學生看完災害圖片後，教師進行「標靶討論法」
，分三階段
引導學生思考並依序、由外而內記錄在海報紙上的三個同
心圓中（如下圖所示）
(1)第一階段：教師請各小組在第一圈同心圓（最外圈）
寫下自己看到了什麼?例：淹水、河床龜裂、土石泥流
沖毀房屋等。
(2)第二階段：第一階段完成後，教師請學生想一想：
「看
完這些圖片，連想到什麼和自己有關的經驗？」例：
颱風來時停電覺得很害怕、有一次下大雨，外婆家的
菜園被土石淹沒了．．．，記錄在第二圈同心圓。
(3)第三階段：第二階段完成後，教師請學生想一想：
「看
完這些圖片後，想問什麼問題？」例：為什麼會有土
石流？水災來時要怎麼辦？臺灣會發生旱災嗎？要怎
麼預防這些災害的發生呢？．．．，記錄在第三圈同
心圓。
第一圈 寫下 看到了什麼?
第二圈

寫下 聯想到什麼經驗?

第三圈

寫下 想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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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評量
完成標靶
討論海報

第二堂課：40 分鐘
3.小組上台發表第三圈的內容－「想問的問題」
，老師將問題
記錄在黑板上，並歸納為災害的成因、影響、因應及預防
等
。
4.教師引導學生思考並發表：
(1)當你看到了這些災害的圖片時，你有什麼感覺？為什
麼？
(2)如果我們想要進一步了解這些災害，我們可以怎麼做?

環 E11
環 E12

說出對災
害的感受
和想法

5.教師提供並介紹各類災害防治網站（如教學資源所示）
，請
各小組從風災、地震、水災、火災、土石流、乾旱、寒害
中，認領一種災害，利用課餘時間查詢相關資料並完成「防
災小尖兵」學習單（附件一）
，預告下一堂課要上台報告。

實作評量

高年級學生有資訊檢索的能力，透過蒐集相關資料，學生
可以認識臺灣曾經發生的重大災害，對災害有基本的了
解，並學習如何避免災害的發生。
學習活動二：防災小尖兵

完成「防災
小尖兵」學
習單
學習重點說明

第一堂課：40 分鐘
1. 小組討論防災報告的呈現方式，如：演戲、相聲、新聞
播報、簡報、歌唱等等。報告時間為三至五分鐘，內容
包括災害的成因、影響、因應及預防等。
報告方式舉例說明：
(1) 演戲：劇本內容以災害發生為情境，演出災害的成
因、因應方法及如何減少災害造成的傷害或避免災害
的發生等。以臺北市政府消防局防災教育宣導短片_
防颱篇_國語版（影片長 4 分 47 秒）為例給學生參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yRETYGgxF
U
(2) 相聲：兩人一搭一唱，簡單扼要說明災害的成因、影
響及防災方法。以 103 年度嘉義市民族國小五年三班
防災相聲（影片長 2 分 24 秒）為例給學生參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1DA2Vbay
6I&t=2s
(3) 新聞播報：仿照電視新聞的播報方式，也可加入記者
連線報導，將災害的成因、影響、因應及預防融入新
聞播報的內容。以中視新聞 20160417 借鏡日本! 大
地震來時如何防災自保（影片長 2 分 26 秒）為例給
學生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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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評量

綜 3a -III -1
環 E12

評量方法
口頭或實
作評量
說出災害
的成因、影
響、因應及
預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2vyqjjlKFs
(4)歌曲創作：將流行歌曲的歌詞改編為防災內容，帶領
全班演唱，讓災害的相關知識更為朗朗上口。以高雄
市六龜國小改編「傷心的人別聽慢歌」（影片長 3 分
23 秒）為例給學生參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iGtnkul_Ns
2. 小組決定防災報告的呈現方式後，根據課前準備的災害
防治資料及「防災小尖兵」學習單，適當分配工作並演
練，下一堂課要正式上台報告。
第二堂課：40 分鐘
1. 各組輪流上台報告，每組報告三至五分鐘，其他同學聆
聽報告並依評分表（附件二）給予記錄及回饋。

綜 3a -III -1

2. 引導思考：

環 E12

(1)你給那一組的報告分數最高？為什麼？
(2)從各組防災報告中，關於「災害」，你多知道了什麼？
(3)你覺得這些災害的共通點是什麼?
3.教師將學生完成的「防災小尖兵」學習單張貼在教室佈告
欄，請學生利用課餘時間觀看，從中學習有關防災的資
訊，預告下一堂課要進行「防災賓果樂」。
第三堂課：40 分鐘
1. 教師請各組就自己的報告內容中設計二至三道問題，作
為「防災賓果樂」的題目。
2. 教師蒐集各組的題目後，隨機佈題。（如附件三）
3. 將全班分為兩大隊伍競賽，先連成一線的隊伍獲勝。如
果兩隊都沒有連線，則計算答對的題數多為勝。
4. 教師進行「防災賓果樂」中，檢視學生對於防災那一個
部份較不清楚，可再適時予以補充說明，讓學習更為紮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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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三：減碳小達人

學習重點說明

評量方法

第一堂課：40 分鐘
1.影片觀賞：
(1) 正負 2 度 C：臺灣必須面對的真相（影片長 2 分 55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A85eGvSLsU 環 E9
影片中提到臺灣必須面對的三大真相，一為地球每升溫
一度，臺灣雨量將增加一倍，到時候因暴雨造成的水災
不但頻繁也會帶來可怕的災難。二為海平面若上升六公
尺，台灣將會失去 11%的土地，第一線面對衝擊的地方
是嘉義東石、屏東林邊、東港、蘭陽平原及雲林麥寮等。
三為無法承受極端雨量，水庫將面臨潰壩危機，這是最
立即而危險的危機。在世界氣候專家的排名中，臺灣、
越南、孟加拉等地都列在第一批的氣候難民中。藉由此
段影片的觀賞，學生看到臺灣必須面對的三大真相，覺
知氣候變遷會對生活、社會及環境造成強大的衝擊，因
此對於實踐環境友善的行動，更加刻不容緩。
(2) 氣候變遷對臺灣影響(影片長 7 分 28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CPcX1GGfZg
環 E13
影片中提到臺灣面臨的天災是以水文氣象型的災害為
主，包括了風災、豪雨水災及坡地災害。根據研究及觀
測記錄中發現，臺灣從西元二千年後，颱風發生的次數
增加、路徑偏移，而颱風帶來的雨量也隨之大量增加，
造成嚴重的災害，如賀伯颱風、八八風災等，這些改變
和氣候變遷都有所關連。透過影片的觀賞，學生可以看
到氣候變遷對臺灣的影響，覺知天然災害發生的頻率增
加且衝擊擴大。
2.引導思考：
(1)看完影片，你有什麼感覺？為什麼？

口頭評量

(2)回顧學習活動一的「災害圖片簡報」，那些災害是和氣

說出對氣
候變遷的
感受和想
法

候變遷有關？
(3)為什麼臺灣所面臨的災害愈來愈嚴重?
(4)你覺得這些災害對臺灣的生活、社會和環境造成什麼影
響?
3.氣候變遷面面觀：教師補充環教相關知能
(1)什麼是氣候變遷？

環 E9

氣候變遷是指地球氣候長時間內的整體改變。
(2)什麼原因造成氣候變遷？
影響氣候變遷甚鉅的因素則是全球暖化現象。自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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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革命以來，由於對能源的需求使人類大量的製造二氧化
碳、氧化亞氮、甲烷、氟氯碳化物等溫室氣體，因此將人
類原本對自然的影響層面從地球表面擴展到大氣，也就是
溫室效應。藉由大氣的運動，將影響逐漸佈及全球，大幅
提高了全球暖化的可能性。
(3)氣候變遷帶來那些影響?
水文氣象災害(水災、風災、坡地災害、乾旱)數目增
加許多。
(4)如何面對氣候變遷?
氣候變遷的因應是前所未有的挑戰，但並非無法克
服。為了避免氣候變演變到無法收拾的危險程度，目前訂
出的兩個因應方式：減緩(Mitigation)與調適
(Adaptation)，前者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為目標，後者
以降低氣候變遷帶來衝擊程度為目標。
綜 3d -III -1 實作評量

第二堂課：40 分鐘
1.減碳行動：教師介紹「綠網節能減碳平台兒童專區」
https://ecolife.epa.gov.tw/Cooler/child/child2.html
揭示「幫地球降溫」小妙招，整理如下：
食

衣

住

飯吃八
分飽

舊衣回
收

多吃蔬
菜少吃
肉
自備隨
身杯／
壺

行

育

樂

夏天冷 多爬樓
氣維持 梯少坐
26~28 電梯
度

選用環
保標章

早睡早
起

衣服不
用天天
洗

開窗戶
通風

多步行

資源回
收

少看電
視及３
C 產品

天然材
質最好

隨手關
電源

每週一
日不開
車

向塑膠
袋說不

多閱讀

在生活中
實踐減碳
行動

2.討論「幫地球降溫」小妙招並依自己的能力訂定減碳行動。
3.根據減碳行動，每日在聯絡簿上記錄執行情況並檢核。
4.兩週後分享進行減碳行動的感想、心得，依據下列的內容
製作一本「減碳行動報告書」
(1)我訂定的減碳行動是（

）

(2)這兩週來我執行「幫地球降溫」小妙招的心得是什麼?
收穫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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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減碳
行動報告
書」

(3)如果一分代表不滿意，五分代表滿意，我對自己的執
行成果會在一到五分中打多少分？為什麼？對於不滿
意的部份，可以怎麼修正改進？
(4)我在執行「幫地球降溫」小妙招時遇到了什麼困難?怎
麼解決?
(5)為了讓更多人來參與減碳行動，幫地球降溫，我可以
怎麼做？

延伸參考：
➢
2015 年防災教育白皮書。教育部，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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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ㄧ：防災小尖兵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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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防災小尖兵」報告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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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防災賓果樂」參考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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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營「心」風情＋無痕山林

教案名稱
教學設計型式
學習階段

設計理念

生物圈、環境承載力、生物多樣性、永續農業、
台灣水資源議題、能量流動、物質循環、生態足跡、碳足跡

露營「心」風
情＋無痕山林

重要名詞

生物圈、環境承載力、生物多樣性
永續農業、台灣水資源議題
能量流動、物質循環、生態足跡、
碳足跡

融入式環教活動、大單元統整、獨立單元
蔡孟錡
國中八年級
設計者
在童軍課程中學生需要學習到紀律、團隊合作、榮譽感、尊重以
及自身品德之健全，而在環境教育議題方面，本教案則是採用了露營
活動做為議題融入的主題，在露營活動中，學生先從小隊的建立開
始，接著是事前的準備，然後是露營中的活動與露營後的反省，在這
些階段中加入環境議題的要素，讓學生在體驗露營活動之餘，也可以
將環境教育的概念融入自己的知識架構與對環境的態度中。
在此課程中，學生會從小隊的建立開始，以環境教育的主題作為
小隊名、小隊呼與小隊旗的設計主題，並透過遊戲強化小隊員對於各
小隊所代表的環境教育主題的認同感，其中小隊名與小隊呼代表的是
小隊的認同感，當小隊員喊出小隊名與小隊呼時感受到的氣氛是與他
人不一樣的感覺，同時也能夠因為這樣的差異感，增強對於自己小隊
的認同感與向心力。而在這當中作者加入了環境倫理的要素，讓學生
不僅對於小隊名與小隊呼產生認同感，同時這些認同感也能移情到環
境倫理中，當反覆地提起這樣的小隊名與小隊呼時，學生便會無形中
認同這樣的概念，進而對於環境倫理的理念更加認同，並更加有意願
去實行，就像是選舉中或是社會運動中總是需要口號來增加認同感與
凝聚向心力一樣。而在事前的準備中，則以露營地的認識、露營後的
環境復原為主軸，加入環境教育的概念。並且在露營的活動中則是透
過遊戲、感性時間、天文觀星、野炊、露營地的清理與露營地的環境
踏查，來讓學生利用五官來實際體驗自然環境之美，並實踐環境教育
的內容，最後則是在露營中填寫完學習單後經由反省讓學生進一步強
化對環境的認識，並形成對環境保護重要性的認同感。
而在活動進行之前，學生須具備以下的先備知識與技能，包含野
炊的食材選擇與進行、裝備的選擇與使用、搭建與收拾營地的方式、
營火的建立與滅跡、繩結的使用，如此一來學生才能夠有足夠的能力
完成本次的教學活動。
從整體的課程內容來看本教案主要的設計主軸如下：
1. 在環境倫理方面，本教案強調學生需要能夠從小隊的建立開始，
配合環境倫理的概念，將環境保護的口號融入小隊名、小隊呼與
小隊旗中，透過童軍的遊戲，除了增加小隊員對於小隊的認同感
與凝聚力以外，也讓環境教育的精神深入到學生心中；此外在露
營企畫書的撰寫方面，加入無痕山林的元素，讓學生能從更多面
向考慮露營的準備，並且也運用所學設計露營活動並實際的去執
行；最後則是透過露營地的清理與自然環境的踏查，讓學生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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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運用五官實際的去感受自然環境之美與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
響，進而反思如何維持環境，如何改變自己的行為，讓環境更美
好。
在永續發展方面，本教案則是利用無痕山林的元素與露營活動中
的環境清理與環境踏查，讓學生重新思考為了人類的活動而破壞
自然環境，使得動、植物無法維持原來的面貌究竟是正確的或是
錯誤的?並且也透過學習的課後討論，讓學生重新思考對於人類
活動中所產生的許多廢棄物究竟有沒有其他改變的餘地，經由這
些活動讓學生重新反思自己的生活，並且在日常中落實永續發展
的概念。
在能源資源永續利用中，本教案則是利用露營企畫書的撰寫，透
過無痕山林的概念，讓學生思考如何在最小的負荷下，達到最大
的利用效率，並透過循環利用的概念，使資源能反覆利用。也透
過露營地的清理活動，讓學生檢視人類活動所產生的廢棄物，並
從廢棄物反思那些物品是我們可以避免產生的，這些產生的廢棄
物又對環境造成了甚麼影響。讓學生不僅是在露營活動中，也在
其他的生活方面能夠活用這樣的概念與態度去改變生活態度。

而從環境教育的核心素養來看，本教案包含了以下的具體內涵
1. 綜-J-A2：學生透過小隊的建立與露營企畫書的撰寫，能夠達成
自主學習與獨立解決問題的目標，並且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透
過資料的查詢與整理，培養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並在過程探究
各種面向，解決露營過程中會發生的問題，此外也藉由企畫中的
備案，練習如何多方面思考可能發生的狀況、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以及如何預備自己的能力，讓活動可以順利進行。
2. 綜-J-B1：學生透過露營活動中的分工合作，能夠學習到每個人
皆各有長處，唯有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努力完成自己的工作，
並且在行有餘力的狀況下盡力幫助他人，如此才能讓工作得到解
決。此外也在露營的過程中，領悟到尊重不只侷限於人類，尊重
也包含了對於大自然的自然環境與野生動植物的尊重。在活動中
透過環境的整理與踏查，讓學生重新思索尊重的涵義。除了不隨
意傷害野生動植物以外，如何保護環境，如何改變行為方式，這
些都會大幅度的影響到自然的面貌，這些也都是屬於尊重的一部
分。讓學生能夠同理他人、同理動植物、同理自然環境，把同理
心真正的落實在不同的地方，了解同理心的真的，並且學生能夠
以更開闊的心胸面對社會上的人、事、物與世界。
3. 綜-J-C1：本教案透過露營活動，讓學生親身接近並體驗自然，
並從中探索人與自然的關係。也經由環境的清理讓學生親身參與
環境服務，並且在服務中反思人類的活動，究竟對環境帶來何種
影響與破壞，反思自己下一步該走的路、該做的事。並將其落實
在生活中，達到真正的公民關懷與公民行動的實踐。
4. 綜-J-C2：在本教案中所有的活動都需要團隊進行合作、分工與
溝通才能夠完成任務。而在團隊的分工中，必須要能夠正確的認
識到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長處，妥善的分配工作，讓每個人都能夠
在適合的崗位上發揮最大的價值。而這些都需要學生之間不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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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嘗試、交流與配合，在這樣的磨合中，學生能夠練習並實
踐溝通的技巧、交流的方法、合作的方式、人際關係的經營，藉
此培養出正向、合群、利他、負責、合作、尊重的團隊態度，進
而提升團隊的運作效能，共同達成目標。

學
習
重
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童 Db-IV-1 自然景觀的欣
賞、維護與保護。
童 Da-IV-2 人類與生活環
境互動關係的理解，及永續 環境
發展策略的實踐與省思。
教育
以露營活動為主軸，藉由露 議題
營活動讓學生了解團隊合
作、對環境的尊重與維護環
境的重要性。

環境倫理
學習
永續發展
主題
能源資源永續利用
環 J1 了解生物多樣性及
環境承載力的重要性。
環 J3 經由環境美學與自
然文學了解自然環境的
倫理價值。
環 J4 了解永續發展的意
實質 義（環境、社會、與經濟
內涵 的均衡發展）與原則。
環 J6 了解世界人口數量
增加、糧食供給與營養的
永續議題。
環 J14 了解能量流動及物
質循環與生態系統運作
的關係。

學習活動一：小隊建立
1. 學生能理解童軍諾言、規律、銘言的品德實踐與團隊目標的達成。
2. 學生能達成小隊制度的分工、團隊合作與團體動力的提升。
3. 學生能達成童軍禮節與團隊規範的建立及執行。
4. 學生能達成露營活動組織分工、計畫、執行、檢討與反思。
5. 學生能理解露營中的活動領導、溝通與問題解決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二：事前準備
1. 學生能理解戶外休閒活動的安全、風險管理與緊急事件的處理。
2. 學生能理解人類與生活環境互動關係，及永續發展策略的實踐與
省思。
3. 學生能達成戶外休閒活動知能的整合與運用。
4. 學生能理解各種童軍旅行的規劃、執行並體驗其樂趣。
5. 學生能欣賞自然景觀之美並加以維護與保護。
6. 學生能欣賞人文環境之美並加以維護與保護。
7. 學生能達成戶外觀察、追蹤、推理基本能力的培養與運用。
8. 學生能達成露營知識與技能的學習，以提升野外生存能力。
9. 學生能達成地圖判讀、旅行裝備使用及安全知能的培養。
10. 學生能認識國內童軍與青少年活動並參與，以增進生活能力
11. 學生能達成露營活動中永續環保的探究、執行與省思。
12. 學生能達成友善環境的樂活旅行與遊憩活動。
13. 學生能達成戶外休閒活動中的環保策略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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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三：露營活動
1. 露營活動中透過紀律訓練與遊戲，讓學生得以實踐學習到的童軍
技能。
2. 透過晚上的感性時間，讓學生得以得到情感的釋放與昇華。
3. 藉由自然觀察與營地清理，讓學生對環境倫理有更深的認識。
4. 實踐環境企畫書的步驟並妥善的清理露營環境與回復原狀。
學習活動四：課程反省
1. 透過自然觀察與營地清理的學習單，來總結露營活動中對環境倫
理的概念。
2. 經由學生各自分享與討論増強環境倫理的概念。
3. 讓學生了解童軍知識與技能的操作，並回顧活動，反省可改進的
部分
教學設備：
學習活動一：繪畫用具、布料
學習活動二：電腦、投影機、白紙、文具
學習活動三：露營器材、野炊器材與食材

教學設備 / 資
源

教學資源：
1. 參考書：國民中學-綜合活動教師手冊第三冊-康軒-105 學年度
2. 參考書：康軒文教事業出版之 105 學年度國民中學綜合活動教
師手冊第三冊
3. 104/4/23 七年九班隔宿露營 營火晚會表演節目 Good bo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p34UhRttpo
4. 2016 元旦-溪頭森林露營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BuszXsmzk
5. 士敏環保隊呼---綠世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VxZHFcE_Ag
6. 士敏環保隊呼---環保女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cgjFFjoe60
7. 台灣山林悠遊網（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無痕山林順口溜
http://recreation.forest.gov.tw/LNT/LNT_7_4.aspx
8.

悠遊山林－登山安全與無痕山林
http://media.forest.gov.tw/ct.asp?xItem=7953&ctNode=3
05&mp=1
教學活動示例

學習活動一：小隊建立

學習重點說明

一、 第一堂課
1. 引起動機：5～10 分鐘。
 首先預告接下來將進行露營活動並撥放露
營活動的影片（例如 104/4/23 七年九班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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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Aa-IV-1
童 Aa-IV-2
童 Aa-IV-3 童
Cb-IV-2

評量方法

宿露營-營火晚會表演節目 Good boy（影
片長 3 分 54 秒）為其他學校的露營營火表
演影片)，重點在於引起學生對於接下來露營
活動的興趣。因此除了營火的影片以外，也
可以撥放其他的露營活動實況影片（例如
2016 元旦-溪頭森林露營記（影片長 17 分
26 秒）
，可挑選其中的一部分作撥放)，藉由
這些影片讓學生對接下來的露營活動產生
興趣與期待。
2. 活動進行：35～40 分鐘。
 向學生介紹小隊建立時小隊成員的分工、責
任與小隊名、小隊呼、小隊旗的製作方式，
在小隊分工時需選出各小隊的小隊長、副小
隊長、文書、總務、康樂、衛生（此處可視
小隊人數增減職務），並說明各職務的工作
內容。另外在小隊呼與小隊旗的部分，可以
讓學生參閱以往學長姐或是其他童軍小隊
的完成的小隊名、小隊呼與小隊旗成品，此
處的小隊名、小隊呼與小隊旗需要與環境保
護有所相關（例如士敏環保隊呼---綠世界
（影片長 0 分 19 秒）與士敏環保隊呼---環
保女孩（影片長 0 分 15 秒）就是很好的例
子。另外也可以參考台灣山林悠遊網的無痕
山林順口溜，讓學生對於口號的創作更了
解，並有現成的例子可供參考)，透過與環保
相關的小隊名、小隊呼與小隊旗的建立與創
作可以幫助學生在每次童軍活動中藉由小
隊名與小隊呼的呼喊，讓環保的精神深入學
生的心中。
 在小隊旗的製作方面，可以讓學生利用一些
環境保護的象徵物品，作為設計的來源，例
如可以使用環保署的環保標章圖樣，作為改
變或是在創作的來源。
 讓學生（自由組隊／老師指定／透過小遊
戲）完成小隊的組合。當實際建立小隊時須
注意有沒有同學落單，可以在找小隊之前就
先提醒學生不可以有人落單，或是在小隊建
立的過程中鼓勵落單的同學加入隊伍，也可
以直接以小遊戲的方式讓每位學生都有各
自的組別。
 小隊組合完成後，就讓各小隊分別帶開完成
小隊活動學習單（參見附錄一）。
 到此第一堂課結束，向學生預告下一堂課的
內容並提醒學生完成小隊活動學習單：分享
小隊名、小隊呼、小隊旗並說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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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Cb-IV-3
綜-J-A2
綜-J-B1
綜-J-C2
環 J3

二、 第二堂課
1. 活動進行：45 分鐘。
 讓各小隊由小隊長帶領、全隊一起到台上呼
喊自己的小隊名、小隊呼，並將小隊旗一併
展示出來，在呼喊完小隊名與小隊呼以後說
明設計的理念。
 到此第二堂課結束，向學生預告下一堂課的
內容並提醒尚未完成的學生完成小隊活動
學習單：進行小遊戲。
三、
第三堂課
1. 活動進行：45 分鐘。
 如果上一堂課還有沒分享或是沒完成小隊
學習單的小隊可以在這一節課完成分享。
 進行 1~2 個遊戲，並且讓獲勝的隊伍呼喊
自己的小隊呼，此處的遊戲有很多選擇，在
Youtube 網站上搜尋團康遊戲就有很多的
遊戲可選擇，建議教師可以觀看影片後選擇
操作性比較大的來進行（例如像是攻佔城堡
之類的小隊遊戲）。
 到此第三堂課結束，向學生預告下一堂課的
內容並公布露營地的名稱而且讓各小隊先
行查詢露營地的資訊，此處的資訊可以先提
醒學生以露營地的自然與人文環境作為查
詢的重點，另外讓學生先上網蒐集無痕山林
的資訊，並且預告將會有露營地點資訊的問
答競賽(此處的問答競賽以露營地的資訊作
為問答的題目，目的在於讓學生能夠主動蒐
集露營地資訊，在進行露營活動之前就能夠
對露營地有基本的認知)。
學習活動二：事前準備

童 Aa-IV-2
童 Cb-IV-2
童 Cb-IV-3
綜-J-B1
環 J3

小隊名的完
成度
小隊呼的完
成度
小隊旗的完
成度

童 Aa-IV-1
童 Aa-IV-2
綜-J-A2
綜-J-C2

遊戲的競賽
結果
學生能正確
地完成小隊
的學習單

學習重點說明

一、
第一堂課
1. 引起動機： 10 分鐘。
 利用露營地的資料先讓學生做小隊間的問
答競賽，提高學生的注意力與學習動力(10
分鐘)
 露營地的選擇，可以由露營人數來選擇適當
的露營地點。如果露營人數大於 20 人則露
營的地點最好能夠選在已經開闢完成的露
營地點或是露營村，避免人員過多管理上的
困擾。若是露營人數較少，則可以視情況選
擇山林間的露營地點，或是登山客的露營地
點，讓學生能夠更貼近自然，感受自然環境
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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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Cc-IV-1
童 Cc-IV-2
童 Da-IV-1
童 Da-IV-2
童 Db-IV-1
童 Db-IV-2
童 Db-IV-3
童 Dc-IV-1
綜-J-B1
綜-J-C1
環 J1
環 J2
環 J3

評量方法
小隊問答競
賽的結果

在進行露營地的問答競賽時，可以朝向露營 環 J4
地的地理位置、氣候、人文環境、自然環境、 環 J12
地形地貌、特色物種的方向去做問答競賽，
讓學生在問答競賽中學習並初步了解露營
地的環境資訊，讓學生在接下來的露營企畫
書設計中，能夠更準確地貼近露營地的狀
況。
2. 活動進行：35 分鐘
 觀看無痕山林的介紹影片(悠遊山林－登山
安全與無痕山林（影片長 17 分 11 秒）或到
Youtube 打入關鍵字「無痕山林」搜尋適合
的影片進行教學)
 利用無痕山林的介紹影片讓學生對無痕山
林有初步的概念，並介紹無痕山林的七大準
則。
 在事前充分的規劃與準備部分，重點在於完
成完善的露營計畫，在露營計畫中須包含行
程、隊伍的組成與分工、裝備的選擇與攜
帶、食材的選擇與攜帶、緊急狀況的連絡與
防救方式，並提醒學生要妥善撰寫露營計
畫，因為這份露營計畫書會在第三個活動實
際進行。
 補充資料：在緊急狀況的連絡與防救方式的
部分，可以特別補充在遭遇天然或人為災害
時的災害應變方式，尤其是在露營地附近的
防救中心或是消防隊的聯絡方式，需要每個
學生都知道，這裡可以由教師提供相關的例
子說明或是利用新聞中報導的山難作為問
題，引導學生思考當遇到類似狀況時該如何
應變。例如在遇到火災時，可以引導學生思
考運用理化所學到的知識，運用宿營地周圍
的沙、土來滅火，如果在露營區內，則可以
在開始露營前先掌握露營地內滅火器材的
位置，並且在火災發生時立即取用；或是在
遇到山難時，先停下腳步，並且立即連絡山
林救護隊，避免自行救援而導致災害擴大；
在露營中突然遭逢大雨、氾濫成災時須立刻
聯絡山林救護隊、並且冷靜地等待救援，避
免隨意移動導致災害的再擴大，必要時須放
棄裝備，移動至高處或較安全的地點，避免
因大雨所造成的土石崩落帶來的人員損傷。
 在可承受地點行走宿營部分，重點在於露營
的的選擇、搭建與行走時的步伐。如果露營
活動中選擇以自然山林作為本次露營的目
標的話，則本項準則需要特別注意，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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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間注意不要破壞、踐踏自然植被，露營
後的環境復原...等等都要特別提醒學生。因
為環境具有一定的環境承載力，當人類的活
動超過了環境本身所能負荷的範圍的話，環
境就會遭受到無法復原的破壞；但是如果露
營活動選擇了現成的露營山莊或遊樂區之
類，已經有各項完善的人工建築與設施的露
營地點的話，則此項的重點介紹可改為露營
地的環境整理與自然環境景觀的維護。
補充資料：在環境乘載力的部分，可以額外
提供臺灣永續發展宣言與臺灣 21 世紀議程
的資料，並由這些資料引導學生思考環境乘
載力與人類生活間的關係。例如自然環境與
人類生活的關係、自然動植物在人類生活中
所扮演的角色、人類活動如何影響自然環境
的變遷、當環境乘載力不足時，對自然環境
與人類生活會造成甚麼影響、如何運用永續
發展的概念維持環境乘載力、那些行為能夠
有效地保持環境乘載力、回敬乘載力對人類
生活的好處...等。並且這個議題也可以衍伸
到生物多樣性與地景多樣性的概念，生物多
樣性的資料可以參考台灣生物多樣性資訊
入口網。地景多樣性可以參考地圖與地景：
地景多樣性與地景保育的介紹文章，讓學生
對於環境乘載力、生物多樣性、地景多樣性
能夠有更完整的認知，並且能夠在這樣的引
導式問題與思考中確立對環境倫理的認
知、永續發展的概念，讓學生在接下來的活
動中能夠把這些想法、概念實際運用在企畫
書中並且實際去執行。
在適當處理垃圾維護環境部分，重點在於露
營活動的第二天會進行環境清潔與撿拾垃
圾的活動。在這個部分需要提醒學生如何處
理帶去的垃圾，如果是在山林間的露營地則
還要注意排泄物的處理。
到此第一堂課結束，向學生預告下一堂課的
內容：介紹無痕山林剩下的四個準則，以及
撰寫露營企畫書。

二、
第二堂課
1. 活動進行：45 分鐘
 在保持環境原有的風貌部分，重點在於讓學
生了解一草一木均得來不易，我們需要保護
生物圈的完整性，當進行露營活動與環境踏
查時，要小心環境的維護與保持。在享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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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的自然景觀之餘，不要忘記也留給後來的
人觀看的權利。這部分可以由教師提供親身
經驗或是相關的例子，說明在進行露營活動
時看過或是遇到其他露營者對環境所做的
破壞，也可以跟上一堂課所提到的環境承載
力的部分做連結，或是也可以連結到學校的
環境清潔，利用打掃的概念來說明當有人因
為一己之私不維護整體的環境時，其後果必
須要由所有的人一起承擔，並且這樣自私的
行為也會導致整體環境的破壞。
在減低用火對環境的衝擊部分，重點在於火
源的利用與事後處理。如果是在山林間露營
的話，要讓學生了解如何生火、如何選擇適
當的生火工具與地點以及事後的清理與滅
跡，並且做好火源的管理，避免釀成重大災
害；如果是在現成的露營山莊或露營地進行
活動的話，則重點就擺在事後的清理與災害
的防護，讓學生了解如何清理未燒完的木柴
或是木炭，並妥善的在完成野炊或是營火後
進行餘燼的整理與清潔，在使用的過程中注
意安全，並確保小隊成員皆了解滅火器具的
位置，避免火災。另外也跟第一堂課的災害
防救連結，了解當火災真的發生時該如何應
變，並且也能夠與小隊分工做連結，這部分
可以利用快問快答的方式，讓學生能夠把災
害防救與特定的工作人員連結起來，並且每
個學生都能夠了解自己該完成的任務，讓學
生在真的遭遇災害時能夠立即反映，並且妥
善的分工執行防救措施，把災害降到最低。
在尊重野生動植物部分，重點在於保持動植
物原有的樣貌，並且有距離的觀察與欣賞。
在進行環境踏查與垃圾撿拾的活動時，不要
過度的靠近動植物或是任意偏離走道，這樣
可能會踩踏到原生植被或是驚擾到野生動
物，藉由避免過度的侵入與破壞，來維持原
來環境的生物多樣性，讓後來的人也能夠欣
賞自然的美景。這個部分可以與動物園的概
念連結，讓學生思考為什麼動物園的不同園
區都需要配合動物的習性去搭建，並且也可
以撥放一些影片，例如雄獅攻擊車（影片長
0 分 24 秒）的影片，讓學生思考為什麼這
些動物會去攻擊車子，進而引導學生思考當
自己生活的環境或是領域被侵犯時，自己會
有甚麼樣的行為，再運用同理心思考動物的
為什麼會有這些行為，讓學生了解動這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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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行為背後真正的原因，進而了解該如何避
免這些侵犯野生動植物原生環境的行為，而
能夠尊重他們原有的生活環境。
在考量其他的使用者部分，重點在於降低自
己對於自然環境的影響，並考量他人的想
法，尊重每個人享受山林的權利，因此在露
營中須尊重當地的自然或是人文環境的限
制，減少自己的燈光、聲音、行為等可能對
環境帶來影響的行為。這部分可以與學生的
日常生活互動結合，讓學生思考一下當在班
級中或學校中不考慮其他人的時候，會造成
甚麼樣的後果。再同理思考當自己遇到這些
事情時，會有甚麼樣的感受，最後擴大到在
露營活動中該如何尊重彼此的權利與義
務，以及尊重自然、人文環境。
播放實際的無痕山林活動影片，並介紹如何
將無痕山林的概念運用在露營活動中。可撥
放實踐無痕山林活動短片（影片長 4 分 00
秒），透過此影片的播放並結合介紹，讓學
生對於露營活動中如何融入無痕山林的概
念有初步的認知。
到此第二堂課結束，向學生預告下一堂課的
內容：小隊分工蒐集無痕山林與露營地的資
訊，並根據這些資訊準備撰寫露營企畫書。

三、第三、四、五堂課
1. 活動進行：135 分鐘
 讓學生在課堂上討論如何設計自己組別的
露營企畫書，教師需特別提醒學生在露營企
畫書中必須包含露營主題、露營地點、露營
時間、活動對象、行程規劃(雨天備案)、攜
帶裝備與食材、工作分配、經費預算、緊急
連絡人與急難救助設施的聯絡方式。
 在學生討論時教師可以到各組巡視，看一下
他們所討論的結果，並適時的給予意見，避
免露營企畫書的主旨偏離無痕山林的概
念，也避免學生在露營企畫書的撰寫上有所
遺漏。
 在露營主題的部分，露營企畫書內要包含本
次露營的名稱與主題。
 在露營地點的部分，露營企畫書內要包含出
發地點與露營地點兩部分，此外要有出發地
點與露營地點的聯絡方式。
 在露營時間的部分，露營企畫書內要包含露
營的日期、時間、總共時間(幾天幾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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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動對象的部分，露營企畫書內要包含參
與整個露營活動的老師、家長、學生…等成
員。
在行程規劃(雨天備案)的部分，露營企畫書
內要包含整段時間的活動規劃，以及每個時
段中每個活動的名稱、地點、預定進行方
式、每個活動的注意事項，在活動的安排上
要注意留下一部分的空白時間(時間的長短
要視人數而定，如果人數較少 5~25 人可以
留短一些，人數越多則須要留下越長的空白
時間進行隊伍的整理，另外可以安排一些簡
單的小活動讓先完成上一階段活動的小隊
有事情做)，這個空白時間還要把小隊移動的
時間與突發狀況也算進去，不要把各活動的
時間安排的太緊湊。過於緊湊的活動會讓整
個露營的進行節奏太趕，而使活動只能夠為
了趕時間成為流於形式的狀況。另外在安排
活動時間時，需要額外說明雨天的進行方
式，避免因為天候的關係影響原本活動的進
行；另外在行程規劃的部份晚間可以準備營
火、天體觀察、感性時間、夜間追蹤…等等
的活動。最後一天的早上，需要加入露營地
的環境踏查與垃圾清理的活動，藉由這樣的
活動讓學生更了解露營地的自然景觀與人
文環境，讓學生貼近自然，並且能夠發自內
心與自然共鳴，感受自然與人文的環境之
美，產生保護環境的想法與感受。藉由垃圾
撿拾讓學生更直觀的感受到人類活動對環
境的影響，並藉此產生自發性的環境保護的
概念。
補充資料：在學生製作企畫書的時候可以提
醒他們一定要把天體觀察、感性時間、夜間
追蹤、環境踏查與垃圾清理的活動加進去，
加入的活動可以視露營的天數與場地的狀
況作增減，其中天體觀察可以讓學生比較都
市與野外的天體有何不同，進而衍伸出光
害、空氣汙染等環境議題，讓學生可以從這
樣的問題思考與狀況體驗中了解到都市與
野外的不同，並與光害、空氣汙染等環境議
題做連結，直觀的感受到人類的活動會為環
境帶來何種影響，進而反思自己的行為是否
正確？如何改變？同時也可以介紹在野外
生活少了甚麼器具或是行為讓光害或是空
氣汙染的問題沒有都市嚴重，可以讓學生決
定要改變自己的行為後有改變的準則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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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可以遵守；而在感性時間的部分則是藉由
團體內長時間的相處，並且在疲勞的狀況下
讓學生的心防得以降低，放鬆心情，這時候
透過白天的活動與見聞，讓學生重新思考環
境保護的重要性，並且透過音樂、燈光、語
調等方式，激發學生心理中感性的一面，並
讓學生得到情感的釋放，並增強希望環境得
到保護的態度，由內而外，讓學生從情感上
得以認同，進而內化至他的價值觀中，再具
體的由外在行為表現出來；在夜間追蹤的部
分則是在安全的狀況下，觀察許多在都市與
白天不會出現的動物，包括青蛙、螢火蟲、
夜行性的昆蟲、動物與鳥類，在夜間追蹤中
因為少了白天的活動與喧囂，也可以讓學生
靜下心來聽聽野外的夜間交響曲，讓學生在
自然的蟲鳴鳥叫中感受到自然環境之美，並
讓環境保護的態度從心中油然而生，進而生
出維護環境的意願，進而改變自己的行為；
環境踏查的部分則是白天的動植物觀察，讓
學生體驗與都市截然不同的自然面貌，在貼
近自然、親身體驗自然之美後讓學生思考該
怎麼做才能夠維持這樣的美麗環境，教師也
可以在露營後的學習單反省中引導學生思
考哪些行為對環境有益、哪些行為有害，讓
學生有依循的準則去改變；垃圾清理則是讓
學生親身體驗人類活動的垃圾對環境的破
壞與污染，並從中思考這些垃圾是必要的
嗎?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去使用這些物品嗎?
這些垃圾對環境造成那些汙染?學生可以怎
麼做去改變這個狀況?透過以上的問題與思
考，讓學生增強對環境保護的決心與意志。
在攜帶裝備與食材的部分，露營企畫書內要
包含團隊器材、小隊器材與個人器材三個部
分，其中團隊器材的部分是大型、整個團隊
要使用的器材，例如遊戲、大地遊戲需要使
用到的器材、課程教學使用器材、營火活動
進行時的廣播器材、紀錄器材…等；小隊器
材的部分則是小隊的帳篷、活動器材、食
材，尤其是在食材的部分，食材的選擇需要
特別注意，必須符合營養、衛生、輕便的概
念，此外在選擇食材時也要特別注意生產
地、碳足跡與食材所使用的包材，另外生產
的商家在產品的生產與製作上要符合永續
農業的概念，讓學生了解露營不只是個人的
活動，而是可以透過我們的消費行動，對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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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育、資源永續利用做出貢獻。另外要特
別注意水的攜帶，無論是在山林間或是露營
山莊的水源獲取都有一定的方式。在山林間
活動時要特別注意水源的位置以及獲取的
方式，另外要考慮是否要由小隊或是團隊的
形式背負水到活動地點，如果是露營山莊則
要考慮用甚麼容器盛裝水源，或是需要自行
攜帶水源到活動地點，這些問題都要事先考
慮。並且在水源的選擇要遵守資源永續利用
的概念，維持水資源的妥善利用與分配，避
免水的過度浪費。此外小隊露營中進行野炊
時所必要的炊具、爐子、調味料、洗滌工具、
垃圾袋都要事先準備好，冰箱與刀具則是要
視露營的狀況而定，如果不適合攜帶這些調
理用具時，食材就要避免需要冷藏或是刀具
處理的部分；在個人的器材方面則是可以列
成一張個人的露營裝備清單。
補充資料：裝備與食材可以與前兩堂課做連
結，思考在不加重環境乘載力負擔的狀況
下，可以選擇那些產品或是裝備來讓自己的
露營活動更輕鬆愉快，此時可以導入碳足跡
的概念。這部分可以參考環境資訊中心的資
料，讓學生認識到碳足跡的影響，並藉此引
導學生選擇低碳飲食作為露營活動之用。另
外也可以從低碳飲食的角度思考買哪些食
材，並透過永續農業、低碳生活的概念讓學
生認知到消費行為也會影響到商家，進而影
響到環境。而在消費的這一塊，也可以參考
環境資訊中心的資料，讓學生了解瓶裝水的
意義，引導學生思考是否要在露營活動中攜
帶大量的瓶裝水，或是可以用別的方法來取
代。因為瓶裝水還有包材與事後回收的部
分，而瓶裝水也不適合反覆裝水飲用，因此
適當的水壺與盛水器材會比瓶裝水來的更
好，這部分也可以帶學生看資料與引導思
考。
在工作分配的部分，露營企畫書內要包含團
隊的工作分配與小隊內的工作分配。團隊的
工作分配可以分為課程組、活動組、團隊器
材事務組、生活組、文書攝影組、急救組等
組別，各組別可以跨小隊組成，並且各組別
要平均的從各小隊選取人才，避免特定小隊
的人員都有或都沒有團隊事務。各組別的人
數宜１～３人，視露營活動的規模決定人
數，並且在各組別的執行成員的部分需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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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絡電話，便於聯繫；而小隊內的工作分配
則是按照活動一的小隊分工來撰寫，要詳細
記錄在露營活動中各小隊員所分配的工作
職務，另外團隊與小隊內都要分配人員進行
急難救助的準備，包含緊急情狀的處理與對
外聯絡的人員，都需要在工作分配的地方先
完成，避免臨時發生緊急狀況找不到負責人
員。
在經費預算的部分，露營企畫書內要包含本
次活動的預計總經費、各項目預計支出與每
人費用。
在緊急連絡人與急難救助設施的聯絡方式
的部分，露營企畫書內要包含每位活動成員
的緊急聯絡人連絡方式與露營地附近的急
難救助設施，如醫院、消防隊、警察局、管
理中心、山難救助中心…等的急難救助設施
的連絡方式與地理位置。
補充資料：急難救助這邊可以讓學生討論在
露營地的周圍有哪些防救中心，並且根據露
營地的性質提問，如火災該如何處理?、下
大雨該如何處理?颱風來該如何處理?山難
該如何處理?有學生突然感染疾病或是受傷
該往哪裡後送?學生的氣喘或是類似的疾病
發生時該如何處理、如何預防?藉由這些問
題的引導讓學生在撰寫露營企畫書時可以
更全面的思考急難的救助，並且在問題發生
時能夠第一時間的處理，並且讓每位學生都
能夠了解自己的工作，並適時的補位，避免
因慌亂帶來的二次傷害。
到此第三、四、五堂課結束，讓學生有三堂
課與三個禮拜的課間時間可以討論，並逐漸
完善他們的露營企畫書，並且在第五堂課結
束時預告下一周將實際票選各組的露營企
畫書，將會選出最完善的露營企畫書作為本
次露營活動的活動企劃。

四、第六堂課
1. 活動進行：45 分鐘
 讓各小隊分享他們露營企畫書的設計理念
與特點，並且讓各小隊進行投票選擇他們認
為最適合的露營企劃，在選出下次露營活動
的活動企劃書以後要選拔各團隊組別的成
員，並針對選擇的露營企畫書進行補充與完
善，這部分可以參考其他組別的企畫書，選
擇優秀的部分進行補充，另外教師也可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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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Ab-IV-1
童 Ca-IV-3
童 Cc-IV-2
童 Db-IV-3
童 Dc-IV-1
綜-J-A2
綜-J-B1
綜-J-B2

學生能正確
地完成露營
企畫書，並且
企畫書符合
無痕山林的
概念
(符合無痕山





當的給予意見，補充企畫書的要點，讓整份
露營企畫書更加完整。
相關的露營企畫書範例請見附錄二，露營企
畫書的範例則是以露營山莊作為露營地點
所設計的露營企劃。
第六堂課結束並宣布下一次將進行隔宿露
營活動

學習活動三：露營活動 教學流程

林標準的部
分我是希望
以無痕山林
的七個指標
為檢核方
式，藉由檢視
各小隊的企
畫書是否有
包含這七個
向度來評
分，每個向度
10 分，七個
向度只分成
有或無，最後
三十分則是
要看該企畫
書以童軍露
營的角度來
看是否完整
來評分)
學習重點說明

一、
露營活動實際進行
1. 按照露營企畫書的活動進行露營活動，這個部分
要看露營的狀況來決定，沒有固定的教學流程，
必須要由教師在帶領學生露營的過程中決定如
何進行，以下的要點是根據附件中的露營企畫書
所撰寫的，如果實際的露營活動與附件不同的部
分請教師要根據實際狀況進行適當的改變。
2. 在露營活動的晚上，可以進行小隊的觀星與夜間
感性時間的談話。其中在天體觀察的部分可以在
帶領學生觀察天體後讓他們思考在野外與在都
市內看到的星空有甚麼不同，進而帶出光害與環
境污染的概念，讓學生對於這些環境議題能夠有
更直觀的認識，而在感性時間的部分，則可以透
過這幾天活動的照片，搭配感性的音樂，引起學
生對上兩天活動的反思，透過主持人的帶領，從
活動的本身進入環境保護，思考我們如何保護環
境，讓美麗的環境、有趣的活動可以不斷傳承。
3. 在夜間觀察的時候，找一塊草地讓學生能仰躺，
讓學生觀察星空，這時候教師可拿出指星筆說明
星座的故事與一些特殊的星座圖象，如夏季大三
角、冬季六邊形、大熊、小熊座的故事、黃道面
的辨認、全天最亮的星星、十二星座的由來…等
等。接著詢問學生在都市有沒有印象看過這麼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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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Aa-IV-1
童 Aa-IV-2
童 Aa-IV-3
童 Ab-IV-1
童 Ca-IV-1
童 Ca-IV-2
童 Ca-IV-3
童 Cb-IV-1
童 Cb-IV-2
童 Cb-IV-3
童 Cc-IV-1
童 Cc-IV-2
童 Da-IV-1
童 Da-IV-2
童 Db-IV-1
童 Db-IV-2
童 Db-IV-3
童 Dc-IV-1
綜-J-A2
綜-J-B1
綜-J-B2
綜-J-C1
綜-J-C2

評量方法
學生能妥善
地完成各項
露營器材的
搭建與使用
學生能作出
可食用並美
味的料理
學生能正確
地完成營地
環境清潔的
學習單與自
然踏查的學
習單中資料
收集的部分

麗的星空？接著引導式的詢問學生為什麼在都
市沒有？讓學生思考，並讓學生自行提出包含光
害、環境汙染、空氣汙染...等的答案，進而引導
學生思考為什麼只有在野外才沒有這些現象，引
導學生思考人類的活動如何改變了環境，讓環境
適宜人類生存卻也破壞了許多本來應該有的美
麗景觀。接著再讓學生思考如此美麗的觀星地
點，如果也加入了人類的破壞會如何？最後讓學
生能夠自行得出要保護野外環境的答案，再由教
師總結後引申擴大至日常生活的環境
4. 最後一天早上則是進行露營地的環境整潔與小
隊的自然環境踏查。透過學習單的撰寫，讓學生
進行垃圾撿拾的過程中，思考如何做到環境保
護，並且在環境整理的過程中各小隊也進行自然
的觀察，了解自然環境之美，並了解尊重其他生
命的重要性。
5. 活動結束後進行營地環境整理，並按照無痕山林
的概念回復營地的樣貌與滅跡（滅跡的部分包含
1.帶走所有攜帶來的物品。2.利用塑膠袋將營地
附近所有的垃圾、廚餘帶走。3.野炊後留下的灰
燼要用水完全浸濕後均勻地撒在遠離營地的地
方。4.移走所有已燃燒、未完全燃燒與未燃燒的
物品，恢復野炊地點原有的環境樣貌。5.離去前
確認火源已完全熄滅，並撿拾附近的植物枝葉掩
蓋野炊地點）。
6. 自然環境踏查學習單與垃圾清理學習單請見附
錄三、附錄四。

學習活動四：課程反省

環 J1
環 J2
環 J3
環 J4
環 J12
環 J15

學習重點說明

一、 第一堂課
1. 引起動機： 10 分鐘
 利用活動照片讓學生回想起活動內容並起
引學生的興趣。
2. 活動進行： 35 分鐘
 讓學生討論並完成露營活動環境踏查學習
單與露營活動環境清理學習單的感想部分。
 教師在學生討論時可適時的介入，透過露營
中活動的提醒，讓學生能夠完整回想起活動
的經過，並且透過引導，樹立學生正確的露
營活動與環境保護的價值觀。
 第一堂課結束並宣布下一次將進行學習單
的感想分享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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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Ab-IV-1
童 Da-IV-1
童 Da-IV-2
綜-J-B1
綜-J-C1

評量方法
學生能針對
營地清潔的
學習單與自
然踏查的學
習單的內容
進行討論並
完成討論的
部分

二、 第二堂課
1. 活動進行： 45 分鐘
 讓各小隊與團內中各組別的負責人上台分
享本次露營活動的感想與學習到的東西。
 最後由教師總結本次活動的優缺點，並從環
境教育的觀點提出本次活動中的優缺點，並
針對接下來可以再加強的部分提出建議後
結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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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Ab-IV-1
童 Da-IV-1
童 Da-IV-2
綜-J-B1
綜-J-C1

學生能針對
營地清潔的
學習單與自
然踏查的學
習單的內容
進行討論並
完成討論的
部分

延伸參考：
➢
臺灣永續發展宣言
http://nsdn.epa.gov.tw/Nsdn_Article_Page.aspx?midnb1=
BB&midnb2=B8&midnb3=0&midnb4=0
➢
臺灣 21 世紀議程
http://nsdn.epa.gov.tw/Nsdn_Article_Page.aspx?midnb1=
BB&midnb2=B6&midnb3=0&midnb4=0
➢
台灣生物多樣性資訊入口網
http://taibif.tw/zh
➢
地圖與地景：地景多樣性與地景保育
https://scitechvista.nat.gov.tw/zh-tw/articles
/c/0/9/10/1/1277.htm
➢
雄獅攻擊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30TepVl6hw
➢
實踐無痕山林活動短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NKcGgcfF-o
➢
環境資訊中心
http://e-info.org.tw/taxonomy/term/17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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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ㄧ：小隊活動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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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露營企劃書範例

企劃項目
露營地點
露營時間
活動對象
行程規劃
(雨天備案)

攜帶裝備
與食材

企劃內容
XX 國中 XX 班三天兩夜露營活動
XX 市 XX 國中、XXXX 露營山莊
XX 小隊、指導老師、隨行家長共 X 人
第一天：07:00~07:30
在 XX 市 XX 國中門口集合。
07:30~09:30
搭乘遊覽車移動至露營地點，在遊覽車
上進行童軍技能的複習與教學、團隊與
小隊分工的再確認與露營地的介紹。
09:30~10:30
移動至露營地點並進行環境整理與帳
篷的搭建。
10:30~11:00
始業活動。
11:00~13:00
炊事、用餐與事後整理。
13:00~14:30
營地環境巡禮與防災、急救教學。
14:30~16:30
小隊繩結、旗號、方位辨識教學。
16:30~18:30
炊事、用餐與事後整理。
18:30~20:00
營火時間。
20:00~21:00
天體觀星。
21:00~22:00
盥洗時間。
22:00~
就寢。
第二天：07:00~08:00
起床、盥洗、晨操。
08:00~09:30
地圖繪製教學、露營地地圖繪製、露營
地日間野外追蹤活動。
09:30~11:00
無具炊事教學。
11:00~13:00
無具炊事、用餐與事後整理。
13:00~16:30
分站闖關、大地遊戲活動時間。
16:30~18:30
無具炊事炊事、用餐與事後整理。
18:30~20:00
露營地夜間野外追蹤活動。
20:00~21:00
感性時間。
21:00~22:00
盥洗時間。
22:00~
就寢。
第三天：07:00~08:00
起床、盥洗、晨操。
08:00~11:00
露營地自然環境踏查、垃圾撿拾。
11:00~13:00
戶外 BBQ 烤肉、用餐與事後整理。
13:00~14:30
整理露營器材、拔帳、環境清理。
14:30~15:00
集合。
15:00~15:30
結業活動。
15:30~17:30
快樂賦歸
1. 團隊器材：大地遊戲器材、課程教學器材、營火晚會活動進
行時的廣播器材、紀錄器材、水、活動獎品
2. 小隊器材：小隊帳篷、活動器材、炊具、爐子、調味料、洗
滌工具、食材、垃圾袋、學習單
3. 個人器材：依照個人露營裝備清單攜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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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分配

團隊工作分配：
組別
成員
召集人
童軍老師
09XX-XXX-XXX
課程組

活動組

團隊器材事
務組
生活組
文書攝影組

急救組

童軍老師
09XX-XXX-XXX

小隊工作分配：
組別
小隊長

工作內容
活動整體監督
確認計畫內容與實施
教學課程內容設計
各教學活動人員分配與培訓
始業、結業活動設計
大地遊戲內容設計
各分站活動人員分配與培訓
營火晚會、天體觀星、感性時
間活動設計
器材準備、租借、歸還
營本部與活動場地布置
營地規劃分配
小隊生活管理照顧
手冊、名牌、企畫書的製作與
印製
製作結業證書
活動攝影、拍照、活動結果紀
錄
營隊緊急救護
醫療聯絡與後送

成員
1.
2.
3.
4.
5.
1.
2.

副小隊長

文書

1.
2.
3.
1.
2.
1.
2.
3.
4.
1.

總務
康樂

衛生&伙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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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內容
領導小隊活動
維持小隊紀律
傳達小隊意見
協助其他隊員工作
轉達教師交代事項
隊長缺席時代理其職務
協助隊長及其他隊員的
工作
負責小隊紀錄與活動日
誌
蒐集與拍攝活動照片
收發小隊文件
管理小隊金錢、器材
領取與送還器材
編擬小隊呼
轉達小隊消息
帶領小隊進行小隊呼
協助其他隊員工作
關心隊員身體健康狀況

2.
3.
4.

經費預算

緊急連絡
人與急難
救助設施
的聯絡方
式

維護小隊負責區域環境
整潔
負責有關炊事活動事宜
領導並分配小隊打掃工
作

交通工具費用：XXXX 元
露營地租用費用：XXXX 元
課程器材費用：XXXX 元
活動器材費用：XXXX 元
活動獎品費用：XXXX 元
飲用水費用：XXXX 元
雜支費用：XXXX 元
總計：XXXX 元
每人支付金額：XXXX 元
小隊成員
小隊長
副小隊長
文書
總務
康樂
衛生&伙
食

緊急連絡人與聯絡電話

露營地點的急難救護設施
XX 醫院，電話：
XX 消防局，電話：

本露營企畫書參考自康軒文教事業出版之 105 學年度國民中學綜合活動教師手冊第三
冊第三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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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露營活動環境踏查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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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露營活動環境清理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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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科技過後

教案名稱
教學設計型式
學習階段

設計理念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教學設備 / 資源

永續發展、環境正義

科技

? 人性

?

重要名詞

永續發展
環境正義

融入式環教活動、大單元統整、獨立單元
高中

設計者

周淑嬌

環境倫理是環境教育融入之敲門磚，故藉由生命教育課程引導學生
進行道德與倫理的思考，省思科技發展的必要性，檢視自我之環境
保護與破壞行為。
生 Aa-V-2 正確思考的方
學習
環境倫理
法、技能與態度-「立場不必
主題
中立，態度必須公正」以掌
握事實、分辨價值並進行判 環境
環 U2 理解人為破壞
斷。
教育
對其他物種與棲地
實質
生 Ca-V-1 人生意義與目的 議題
所帶來的生態不正
內涵
哲學探索。
義，進而支持相關環
生 Da-V-3 道德實踐與人生
境保護政策。
觀/世界觀的關係。
1. 覺知自己追求舒適生活對環境造成的破壞。
2. 見識全球環境破壞的嚴重性。
3. 省思科技發展對環境的影響及必要性
教學設備/ 資源：
學習活動一：電腦、投影機
學習活動二：「科技 ? ? 人性」
1. 「科技 ? ? 人性」學習單
2. 「高級中學-生命教育課本全一冊-歐馨出版社-105 學年度」。
3. youtube 網站/人類是地球最大的危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oHysUOx9vo
4. 105/12/11，17 張照片讓你看見環境破壞的嚴重，地球日我們
能做些什麼(善耕 365 基金會)
http://www.harvest365.org/posts/1309
教學活動示例
學習活動

學習重點說明

引起動機：「告解時間」 (8 分鐘)
生 Aa-V-2
1. 動畫：人類是地球最大的危機(3’35”)。
2. 請同學相互討論，回想自己「你曾經為了追求更舒適的
生活而對地球做出什麼破壞行為嗎? 」。例如：蓋棉被
吹冷氣、單面列印講義、泡澡、擁有 2 支以上手機、衣 生 Da-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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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法
能說出那
些舒適生
活是對地
球具有破
壞力的。

櫃裡一堆衣服沒穿過、喜歡搭小黃…。
3. 從生活習慣出發，引導同學思考或檢視自我對環境帶來
的破壞。
學習活動一：「科技過後… 」(15 分鐘)
1. 看看蟒目瘡夷的地球：從「善耕 365 基金會/17 張照片 環 U2
讓你看見環境破壞的嚴重，地球日我們能做些什麼」中
篩選出部份環境被嚴重破壞之照片，帶領同學仔細檢視
地球被人類破壞殆盡的畫面。
2. 有感的破壞：從 12 張照片中選出你最有感的，說明為
什麼。
3. 介紹人類對於地球造成的傷害的四大種類。
(1) 自然的環境破壞：空氣的污染（焚燒垃圾、石化工業、
航太運輸…等），水源的污染（化學工廠，工業發展…
等）。
生 Ca-V-1
(2)生態環境的污染：各種動、植物瀕臨滅絕（遠洋漁業、
捕鯨、皮草服飾、獵殺動物…等）
，濫墾濫伐（開荒造房、
伐林種田、砍樹改種經濟作物…等）
，為了休閒娛樂的自
然野地開發…等。
(3)種族對立引發的戰爭：（核子武器、生化武器對整個地
球環境的破壞…等）。
(4)人類自私、過度的取用：全世界各國人民對地球各種資
源的發掘（石油、媒礦、貴金屬…等）。
學習活動二：「科技 ? ? 人性」（20~25 分鐘）
1. 以 NOKIA 廣告詞介紹「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的由
來。
2. 省思科技對於自我的人性產生什麼變化。
3. 撰寫「科技 ? ? 人性」學習單。
4. 分享學習單。
結語：(3 分鐘)
1. 科技應是幫助人更有效率增進生活、處事能力，提
昇人類生活的品質，而非窄化我們的生活向度，耽
溺於智慧手機、網際網路、虛擬社群，以至於淪為
物質性的存在，並且與實質世界產生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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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出有感
照片並加
以說明，可
以知道學
生對地球
遭受破壞
的態度。

科技之於
人性，從學
生的填答
可以知道
學生已經
可以判斷
科技對地
球之影響。

附件一：科技？？人性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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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停看聽

教案名稱
教學設計型式
學習階段

設計理念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永續發展

職場停看聽

重要名詞

永續發展

融入式環教活動、大單元統整、獨立單元
高中

設計者

周淑嬌

職涯發展是人生最重大的抉擇，高中生涯規劃的重點向來是幫助學
生做適性探索與發展，然而在踏入職場前，若未能更進一步思考，
發揮自己的所長時，對地球是破壞還是建設，進入職場後還有機會
思辨這一個攸關地球的議題嗎? 本堂課期引導同學思考職業道德
的判斷，並更進一步從現實出發，厚植自我實力，以做出更捍衛的
地球的職涯選擇。
學習
涯 Ab-V- 2建構個人涯規
永續發展
主題
劃的意義與內涵。
環境
涯 Ac-V- 2個人生涯態度
環 U4 思考生活品質
教育
和信念。
實質 與 人 類 發 展 的 意
議題
涯 Bb-V- 1 職業生活與工
內涵 義，並據以思考與永
與工作倫理。
續發展的關係。
1. 認識台灣公害污染的重大事件。
2. 體認永續發展的重要性。
3. 培養自我能力因應未來的職業挑戰。
教學設備：電腦、投影機
學習活動一：繪畫用具、布料
學習活動二：、白紙、簽字筆

教學設備 / 資源
（請分別列舉）

教學資源：
1. 高級中學-生涯規劃(全一冊)-智業-105 學年度。
2. 「公視:我們的島」節目網站
http://ourisland.pts.org.tw/node/2578#sthash.CUBjN1M
k.dpuf
3. 環境保護署/空氣品質改善維護資訊網/細懸浮微粒管制
http://air.epa.gov.tw/Public/suspended_particles.aspx#t4
4. 三立新聞網「工業區驚現夢幻「藍色多瑙河」 都是這場意外
惹的禍」報導
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210448
5. 科技部/科技大觀園/海水資源：與水污染相關的疾病
https://scitechvista.nat.gov.tw/zh-tw/articles/c/0/2/10/1/
1264.htm
6. 上下游 News&Market 新聞市集「蓄意隱瞞 22 年 中石化安順
廠戴奧辛污染 一審國賠 1.6 億」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79917/
7. 環境資源中心/彰化工廠排廢水屢罰不怕 第 5 次遭查被抓去關
http://e-info.org.tw/node/201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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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示例
學習活動一: 小隊建立 教學流程

學習重點說明

引起動機：將來投入職場，你最在乎的是什麼?(5 分鐘)
1. 讓同學思考踏上職場前該考量哪些事。
活動一：你有想過一份工作能對地球產生有什麼影響嗎?(25
分鐘)。從「空氣」、「水」、「土壤」三個面向說明商業行 涯 Ab-V-2
為對環境產生的破壞。
涯 Ac-V-2
1.「空氣」
：以人為排放廢氣介紹霾害中的 PM2.5 對身體的危
害。
環 U4
(1) 根據環保署委託成大做的研究：PM2.5 有四成來自境外、
六成來自境內。而境內污染中 37％來自交通、31％來自工
廠、32％是餐飲等其他污染源。但中興大學環工系教授莊秉
潔有不同看法：他認為環保署委託成大研究的結果，所引用
的氣象模式跟台灣實際氣象資料有落差，導致沿海工業區中
大工廠及火力電廠的污染排放被低估。
(2) PM2.5 來源可分為原生性及衍生性：皆可能由自然界或人
為產生。原生性細懸浮微粒係指被排放到大氣時即為 PM2.5
的粒狀物，該成分主要乃由物理破碎或一次污染排放所產
生，原生性氣膠主要的化學組成份與來源分別為海鹽飛沫、
裸露地表經由風力作用所揚起的灰塵微粒，鍋爐及機動車輛
之燃燒排放，而衍生性細懸浮微粒則係指被釋出之非 PM2.5
之化學物質(稱為前驅物，可能為固體、液體或氣體)，在大
氣環境中經過一連串極其複雜的化學變化與光化反應後成
為 PM2.5 的微粒，主要為硫酸鹽、硝酸鹽及銨鹽，以上污
染來源均除本地污染外，亦受到境外長程傳輸污染之影響。
(3) PM2.5 對健康的影響：空氣中的懸浮微粒會經由鼻、咽及
喉進入人體，10 微米以上的微粒可由鼻腔去除，較小的微
粒則會經由氣管、支氣管經肺泡吸收進入人體內部。不同粒
徑大小的懸浮微粒，可能會導致人體器官不同的危害。近年
來，許多流行病理學研究已確立 PM2.5 對於健康造成影響，
包括：支氣管炎、氣喘、心血管疾病、肺癌等，無論長期或
短期暴露在空氣污染物的環境之下，皆會提高呼吸道疾病及
死亡之風險。
2.「水」：從台灣著名公害疾病說明工廠汙染對人體的破壞。
(1)烏腳病：這是一種地區流行性下肢周邊血管疾病，盛行於台
灣西南沿海，特別是北門、學甲、布袋、義竹等鄉鎮。自從
1954 年在台灣醫學會報告這疾病以來，有不少的學者投入
研究的行列。烏腳病與當地居民長期飲用的深井水含砷及螢
光劑有關。
(2)痛痛病：這是由重金屬鎘（製造電池及半導體所用的一種金
屬）污染水源引起的病症，會導致骨骼軟化（骨質疏鬆症）
及腎功能衰竭，病名的來源是患者會因為關節和脊骨極度痛
楚而發出叫喊聲。首例發生在 1950 年代日本富山縣，三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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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法

能認識台
灣公害污
染的重大
事件，就算
未陷在工
作其中，也
可能遭受
連累。
能認識職
涯選擇與
環境永續
發展之關
聯。

金屬（三井系公司）開礦造成重金屬鎘污染灌溉水源，人們
吃了含鎘的農作物相繼生病。患者全身關節無故疼痛，當時
起因不明，經過 13 年才證實禍首是鎘，與水污染有關，是
一種慢性疾病。
(3)水俁症：這是由於汞污染所造成的疾病，嚴重時會破壞腎臟
及中樞神經系統，而變成癡呆，是飲用水水質不良引起的疾
病。
(4)以水為媒體傳染的疾病：包括有肝炎、霍亂、痢疾、脊髓灰
白質炎( 小兒痲痺) ……等等，其它在飲水中各種揮發性化學
有機致癌物質，目前經証實至少有二、三十種，都可藉著水
為媒體。污染的水質直、間接危害 到人體健康。
3.「土壤」：以中石化安順廠戴奧辛污染事件說明土壤遭受汙
染的復原期漫長。
(1)台鹼安順廠是 1942 年（昭和 17 年）日治時期由日本鐘淵
曹達株式會社強租民地所興建的工廠，生產燒鹼、鹽酸和液
態氯，亦製造日本海軍零式戰鬥機所使用的溴氣管以供太平
洋戰爭所需。二次大戰結束後由中華民國政府接收，更名為
「台灣鹼業公司（簡稱台鹼）台南廠」
，1946 年開工生產，
1951 年更名為「台灣鹼業公司安順廠」。1964 年，台鹼安
順廠試製成功五氯酚鈉，1969 年實施五氯酚增產計畫，並
興建日產四公噸的五氯酚鈉工廠，產品以外銷日本為主。
1982 年 6 月，經濟部下令裁撤台鹼公司，台鹼安順廠關廠，
並與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台灣中石
化）合併，該廠名改為「中石化安順廠」，關廠後封存了近
5000 噸五氯酚於廠區內。
(2)中石化表示，當年台鹼公司安順廠停工後、民營化前，中石
化 1983 年應經濟部要求，承接前台鹼安順廠址。自最高法
院判定中石化必須承擔污染整治責任，即擬定污染整治計
畫，並投入鉅額成本進行相關整治工作，截至今年 3 月底
止，累積已投入及估列相關之控制與處理費及整治費用已達
33.46 億元。
活動二：永續發展與職場(5 分鐘)
涯 Bb-V-1
1. 從永續發展的角度思考職涯的發展。如何選擇一份「既能
滿足我們現今的需求，又不損害子孫根後代能滿足他們的
需求。」的工作?
活動三：你該怎麼做?(5 分鐘)
1. 以「彰化縣溪湖鎮「俊慶企業社」」屢次排放廢水為例，請
同學討論該如何兼顧工作賺錢與環境保護。
活動四：道德的勇氣(10 分鐘)
1. 以「彰化縣溪湖鎮「俊慶企業社」」屢次排放廢水為例，讓
同學以理想和現實的考量，思考是那些人助長了這五次的
違規，若今天我也身在這份工作，又有哪些籌碼拒絕。
2. 教師應以如何培養自我能力出發，避免學生陷入譴責受害
者(因經濟考量被迫妥協於工作的人)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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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思考自
我能力因
應未來的
職業挑戰。
能思考優
培養自我
那些能力
因應未來
的職業挑
戰。

附件ㄧ：學習單ㄧ「道德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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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大圖解

教案名稱
教學設計型式
學習階段
設計理念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防災防救、防災地圖
災害防救大圖解

重要名詞

災害防救
防災地圖

融入式環教活動、大單元統整、獨立單元
高中
設計者
周淑嬌
建議配合每年度「國家防災日各級學校及幼兒園地震避難掩護演
練」期間進行，以班級為單位，繪製各班之災害防救路線圖。
學習
災害防救
主題
Ca-III-1 環境潛藏的危機。
環境
環 U10 執行災害防
3a-III-1 辨識周遭環境或人
教育
救的演練。
為的潛藏危 機，運用各項資
實質
議題
環 U11 運用繪圖科
源或策略化解危機。
內涵
技與災害資料調
查，繪製防災地圖。
1. 以班級為單位規劃災害防救逃生路線。
2. 認識校園與社區周遭之災害逃生資源。
3. 提升災害防救之危機意識。
教學設備：
學習活動一：電腦、投影機
學習活動三：校園平面圖、校園防災相關資源（作為各班規畫後對
照是否遺漏）。

教學設備 / 資源

教學資源：
1. 校園災害管理工作手冊【高中職適用】/教育部編 102 年 3 月
編印。
2. 中華民國災防問答集/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104 年 8 月編印。
3. 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適教育資訊網/防災校園專區
http://disaster.moe.edu.tw/SafeSchool/Campus/Masses/
MapTemplate.aspx
教學活動示例
教學流程

學習重點說明

學習活動一: 你聽過那些天然災害（3 分鐘）
綜 Ca-III-1
1. 這些數字、地名讓你想到什麼？ 南亞、唐山、311、921。 綜 3a-III-1
2. 從近年較為人所知的天然災害引發學生的關注。
環 U11
活動二：天然災害介紹（12 分鐘）
1. 台灣常見的天然災害。
(1) 氣象災害：颱風、梅雨、龍捲風、雷擊、強風、焚 風、
豪雨、寒流、霜害、冰雹及旱災等。
(2) 海象災害：暴潮、海嘯、瘋狗浪、巨浪、海水倒灌 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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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法
從同學的
回應，了解
其對近年
天災的關
注程度。

從同學的

平面上升等。
(3) 洪水災害：山洪爆發、河水氾濫、淹水和積水等。
(4) 地質災害：山崩、地滑、土石流、地表裂縫、塌陷、泥
火山噴發、地層下陷、土地沙漠化、土壤 流失及土壤鹽
化等。
(5) 地震災害：由地震引起的各種災害以及由地震誘發的各
種衍生災害，如土壤液化、噴沙冒水、 城市大火、河流
與水庫潰堤等。
(6) 農業災害：農作物病蟲害、農業氣象災害及農業環 境災
害等。
(7) 森林災害：森林病蟲害、森林火災等。
2. 介紹天然災害的種類以及發生原因。
(1) 氣象災害和水災：由地球的大氣圈之變異活動所引起。
(2) 海象災害和海岸災害：由地球的水圈之變異活動所引
起。
(3) 地質災害和地震：由地球的岩石圈之變異活動所引起。
(4) 農林災害：由地球的生物圈之變異活動所引起。
(5) 人為天然災害：因人類活動所引起。
3. 20 世紀的全世界 10 大天然災害。
(1) 1920 年中國大陸北方大旱：山東、河南、山西、陜西 及
河北等省大旱，災民 2,000 萬人，死亡達 50 萬人。
(2) 1920 年 12 月 16 日中國甘肅海原地震：規模 8.5，死
亡 24 萬餘人。
(3) 1923 年 9 月 1 日日本關東大地震：規模 7.9，死亡
99,331 人，失蹤 43,476 人，房屋倒塌 128,266 間，
損毀 126,233 間，燒燬 447,128 間。
(4) 1928~1929 年中國陜西大旱：3 年不雨，農作未收，
陜西全境有 940 萬人，因旱災而死亡者達 250 萬人，
逃亡者達 40 餘萬人。
(5) 1937 年印度加爾各答熱帶氣旋災害：因災死亡達 30
萬人。
(6) 1943 年印度和孟加拉等地飢荒：死亡達 30 萬人。
(7) 1943 年中國廣東大旱：台山縣由年初直到穀雨(4 月
20 日前後)沒有水可插秧，全縣飢民死亡達 15 萬人。普
寧、潮陽糧食飢荒嚴重，惠來濱海地區漁民災情更為嚴
重，死亡人數超過一半以上。
(8) 1970 年 11 月 12 日孟加拉灣暴潮災害：正值天文高
潮 時刻，水位高達 10 公尺，12 級以上的熱帶氣旋推
著狂濤巨浪湧向三角洲地帶，400 多萬人受災，50 萬人
喪生；房屋損毀 40 萬間，停泊在灣內的兩萬艘漁船葬
身汪洋大海中。
(9) 1968~1973 年非洲大旱：由於缺少糧食和牧草，牲畜
被 宰殺，因飢荒致死者超過 150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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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了解
其對於天
然災害的
認識。
讓同學計
算 20 世紀
的十大天
災害迄今
的時間，提
升其對於
天然災害
的意識。
從各班級
規劃之「班
級防災路
線規畫」評
量其對於
災害防救
原則之掌
握度，以及
災害防救
相關資源
之整合與
運用程度。

(10)1976 年 7 月 28 日中國唐山大地震：規模 7.8， 死
亡 24.2 萬人，重傷 16.4 萬人。
4. 減輕天然災害損失的措施。
(1) 在設計、規劃及勘選工程站址或地點或路線時，盡量避
開易發生災害或具有潛發性的危險區。
(2) 在災害發生前，將民眾和可移動的資產撤離災區。
(3) 在災害發生時，對各種生產或作業流程的某些重要環
節，以自動控制或人為操作的技術，加以防範或減緩災
情。
5. 防災三面向。
(1) 消除災害源或降低災害源的強。
(2) 度改變災害載體的能量和疏通管道。
(3) 對承(受)災體採取防範與保護措。
活動三：校園災害防救大作戰之「班級防災路線規畫」說明
（10 分鐘）
1. 介紹規劃原則：因地制宜、具易辨識、保持常新、文
字符號、避難疏散路線規劃。
2. 防災資源圖例介紹。
3. 建議將各班之「班級防災路線規畫」做為教室布置張
貼項目之一。
活動四：校園防災 Q＆Ａ（20 分鐘）
1. 將校園有關防災之相關物品（例如：AED）作為提問，
讓各班同學動動腦筋回想校園四周相關急救或救難
之物資。
（1） 學校的校安專線?
（2） 校園有幾個滅火器、分別位於哪？
（3） 滅火器使用方式?
（4） 校園的食物補給站（福利社、販賣機）在哪？
（5） 學校有幾具 AED（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器）？分別
位於哪？
（6） 校園的緊急避難空間為何處？
（7） 在室內發生地震時該採取什麼姿勢？
（8） 鄰近學校的醫院有哪些？
結語：提醒同學將救難相關物品之位置融入班上的災害防救
地圖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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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ㄧ：班級防災路線規劃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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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在愛地球

教案名稱
教學設計型式
學習階段
設計理念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教學設備 / 資源

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碳排放

食在愛地球

重要名詞

全球暖化
氣候變遷
碳排放

融入式環教活動、大單元統整、獨立單元
高中
設計者
周淑嬌
將國高中相關課程所習得的全球暖化與溫室氣體知識，結合家政課
所習得知烹飪技巧，引導學生以友善環境出發，設計一份當季、在
地、節能的菜單（三菜、一湯、一水果）。本堂課建議於家政課之
烹飪單元教授完畢後操作，以讓同學設計規劃後進行烹飪實作。
學習
氣候變遷
家 Aa-V- 2在地及異國飲
主題
食文化。
環境
環 U7 收集並分析在
家 Aa-V- 3綠色飲食與糧
教育
地能源的消耗與排
食永續。
實質
議題
碳的趨勢，思考因地
家 Ab-V-1 食材特性與運
內涵
制宜的解決方案，參
用。
與集體的行動方案。
1. 覺知全球暖化的嚴重性。
2. 認識國際全球暖化的因應政策
3. 體認飲食習慣可能導致的碳排放。
4. 落實友善環境的飲食行為。
教學設備：
學習活動一： 電腦、單槍
學習活動二： 電腦、單槍、學習單
教學資源：
1. 「食在愛地球」學習單。
2. 普通高級中學-家政(全一冊)-幼獅-105 學年度。
3. 經濟部能源局邀您響應節能月-節電行動家_冰淇淋篇（30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0D_UKQSteA
4.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氣候變遷問答/2.1 人類活動如何引起氣變
化及其他自然影響相比如
何?/http://www.cwb.gov.tw/V7/climate/climate_info/back
grounds/change_faq/faq2_1/index.html
5. 巴黎協議-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B7%B4%E9%BB%8E
%E5%8D%94%E8%AD%B0
6.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溫室氣體排放統計
http://www.epa.gov.tw/ct.asp?xItem=10052&ctNode=313
52&mp=epa
7.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保低碳活動平台/瑞典友善環境食物選擇
指南 http://greenevent.epa.gov.tw/diet/pag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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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示例
學習活動

學習重點說明

活動一：冰淇淋可不可以不要融化(時間：10 分鐘)
1. 播放「經濟部能源局邀您響應節能月-節電行動家_冰淇淋
篇」，大家都聽過氣候變遷、全球暖化，而影片所呈現正
是最具體的改變—地球正在融化。(影片播放：30 秒)
2. 介紹引發全球暖化的溫室氣體以及人類的排碳行為。
3. 巴黎協議：由 195 國於 2015 年 12 月 12 日在 2015 年聯
合國氣候峰會中通過的氣候協議；將取代京都議定書，冀
望能共同遏阻全球暖化趨勢。
活動二：What Should We Do? (時間：10 分鐘)
1.低碳飲食原則與定義：
我們所希望的低碳飲食就是： 在食物的整個生命週期
中，盡量排放最少的溫室氣體。介紹選當季食材、選在地
食材、選擇精簡包裝；減少使用加工食材、節制使用、遵
守節能原則烹調、遵守節能原則烹調之生活落實。
2.瑞典友善環境食物選擇指南：
瑞典國家食品部及國家環境保護署於 2009 年 6 月共同
研擬出一份「友善環境食物選擇指南」
，建議瑞典國民減少
肉類、米及其他食物的食用以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目前
瑞典國民的人年均肉類使用量為 65 公斤，大約比十年前增
加 10 公斤，而肉類是對環境衝擊最大的食物。
分組討論：食在愛地球(時間：30 分鐘)
分組：4~6 人一組。
實作：設計三菜一湯一果
原則：請符合「瑞典友善環境食物選擇指南」之原
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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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法

能覺知全
球暖化的
對地球的
嚴重性。

家 Aa-V-2

家 Aa-V-3
家 Ab-V-1
環 U7

能認識近
年國際全
球暖化的
因應政策

從食物栽
種、包裝、
運送等程
序，讓同學
體認飲食
習慣可能
導致的碳
排放。
讓同學透
過「瑞典友
善環境食
物選擇指
南」延伸討
論落實友
善環境的
飲食行為。

附件ㄧ：
「食在愛地球」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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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櫃裡的秘密

教案名稱
教學設計型式
學習階段
設計理念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教學設備 / 資源

簡樸生活、綠色消費

衣櫃裡的秘密

重要名詞

簡樸生活
綠色消費

融入式環教活動、大單元統整、獨立單元
高中

設計者

周淑嬌

高中生已開始建立自己的消費習慣與模式，本單元是藉由檢視自己
的消費模式，深入探討衣服生產過程對環境造成的破壞與對落後國
家。讓同學體認看似簡單的消費行為背後蘊含的經濟與社會問題。
學習
家 Ba-V-2 服飾設計與
能源資源永續利用
主題
搭配。
家 Ba-V-3 服飾需求評 環境教
環 U12 了解循環型社
估與選購。
育議題 實質 會 的 涵 意 與 執 行 策
家 Ca-V-3 消費者行為
內涵 略，實踐綠色消費與友
與文化。
善環境的生活模式。
1. 檢視自我的購衣/穿搭習慣。
2. 認識何謂過度消費。
3. 體認媒體形塑的消費型態對環境造成的破壞。
4. 建立綠色消費的認知。
教學設備：
學習活動一：電腦、「衣櫃裡的秘密」學習單
學習活動二：電腦、投影機
教學資源（撰寫格式）：
1. 「衣櫃裡的秘密」學習單。
2. 普通高級中學-家政(全一冊)-幼獅-105 學年度。
3.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地球的事就是我們的事網頁/每分鐘丟 9.9
件上衣 台灣青年過度消費
http://www.earthday.org.tw/newsroom/taiwan/6393
4. 綠色和平環保組織/華麗的時裝背後藏毒？
http://www.greenpeace.org/hk/campaigns/toxics/sites/d
etox-fashion/
5. Sevenoaks Lifestyle/ ECO CHIC|有型愛地球/ 4 個快速時
尚，沒有告訴你的可怕真相
https://ecochic.live/2016/12/12/whynotfastfashion/
6.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臺灣/【影片】你無法想像，平價
時尚背後的剝削真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vFghjEC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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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示例
教學流程
內容建議：
活動一：衣櫃裡的秘密(15 分鐘)
1. 課堂前收齊先前發下的「衣櫃裡的秘密」學習單。
2. 學習單分享：徵求自願或抽出 5-10 位同學分享。
活動二：衣著過度消費(5 分鐘)
1. 綠色和平環保組織調查顯示，台灣目前 20 至 45 歲人口
共 8,887,562 人，每年恐聯手丟棄了 520 萬件上衣，420
萬條褲子與 540 萬雙鞋。
活動三：華麗的時裝背後藏毒(15 分鐘)
1. 影片：
「華麗的時裝背後藏毒」4 分 03 秒。從影片看出衣
服製造過程可能對環境產生的危害。
2. 透過 Sevenoaks Lifestyle 網頁點出的四個快速時尚沒有
告訴你的可怕真相：操作不退潮流迷思的快速時尚、操作
不退潮流迷思的快速時尚、操作不退潮流迷思的快速時
尚、操作不退潮流迷思的快速時尚。帶領同學了解看似簡
單的消費行為背後牽連的商業操弄以及剝削勞工的問題。
3. 影片：
「你無法想像，平價時尚背後的剝削真相」1 分 33
秒。認識廉價衣服生產流程所帶來的落後國家的問題。
活動四：找找衣櫃裡的秘密~你是個什麼樣的人
1. 從自己的衣櫃讓學生討論及省思，自己是一個「以實際需
求克制慾望」或者是「讓慾望凌駕需求之上」的人。
結語：有責任的時尚消費者
1. 以 Sevenoaks Lifestyle 網頁介紹的四個消費習慣最為邁
向綠色消費的起點。
(1)從購買當地製造的品牌開始吧!
(2)買少一點衣服、卻買品質好一點的衣服。
(3)購買獨立設計師設計製造的衣服。
(4)要求一定要看到洗標的出產地點以及素材成分。

77

學習重點說明

評量方法

家 Ba-V-2
家 Ba-V-3
家 Ca-V-3
環 U12

學生能完
成學習單
內容並配
上台發
表，顯示其
可檢視自
我的購衣
習慣，並能
評估是否
有過度消
費的傾向。
體認媒體
形塑的消
費型態對
環境造成
的破壞。

透過自我
省思及與
同學彼此
討論，
檢視自己
是否有過
度消費的
傾向。
建立綠色
消費的認
知。

附件ㄧ：
「衣櫃裡的秘密」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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