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隆市國小教師利用自然步道進行戶外環境教育之
個案研究：以獅球嶺步道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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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Education: Keelung’s Lion Nature Trail as a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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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欲探討基隆市國小教師利用獅球嶺自然步道進行戶外環境教育的情形，援用

個案研究法，以步道鄰近 � 所國小曾利用獅球嶺步道進行戶外環境教育之 � 位教師進行個

案探究，希望藉由個案教師的教學經驗，瞭解他們如何利用獅球嶺自然步道進行戶外環境

教育，以及所面臨的困難與需求，進而探究教師融入自然步道進行戶外環境教育的教學省

思，以資基隆市教師進行獅球嶺自然步道戶外環境教育的參照。研究結果發現：一、學校

的規模影響戶外環境教育的實踐；二、戶外環境教育發生的契機在於教師主動聯結學生的

生活經驗；三、教學路線之規劃內容取決於景點之特色與功用；四、環境教育議題多採融

入的方式進行，並妥善結合學生的在地經驗、興趣與身心發展等需求；五、良好的環境解

說有助於提升學習品質與增進教學效果；六、戶外環境教育的風險與相關配套措施的整合

需要關注。希冀藉由本研究的探討，讓學生瞭解家鄉的生態環境和歷史人文背景，欣賞大

自然的變化與感受大自然之美，培養愛護家園的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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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Keelung City use the Lion Nature 

Trail for outdo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or this case study interviewed six teachers whose 

schools are close to the Lion Nature Trail, and who had used it for outdo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This study considers their teaching methods to understand their difficulties and 

demands when using natural trails for outdo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The study also discusses 

teaching reflections, and the results can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teachers to use natural trails for 

outdo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The findings of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 The size of the 

school affects the praxis of outdo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 Using outdo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teachers can actively connect to students’ life experience. �. The planning content 

of the teaching route depend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the scenic locations. �.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ssues should be integrated and properly combine the needs of students’ 

local experience, interests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 Good environmental 

explanations can improve learning quality and enhanc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 It is important 

to consider the risks of outdo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related supporting 

resources. This study finds that students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ir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s, appreciate natural changes, experience the beauty of 

nature, and care for their own environment.

Key words:  outdo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Keelung City, elementary school, Lion Nature 

Tr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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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基隆市因為特有的地理環境和氣候型態而擁有獨特的生態環境。長久以來，人們多

只記得基隆市是港都，但卻忘了它的丘陵地形占全市面積 ��% 以上，許多學校皆依山坡

而建，很容易觀察到豐富的自然生態。如能善用周遭生態資源進行戶外環境教育，讓學

生透過戶外觀察、發現與感受大自然之美等活動，建立學生對於環境與自我的和諧關係，

豐富學生多元的學習經驗，鍛鍊學生的體魄，培養學生面對挑戰的勇氣。再者，若是基

隆市學校教師可以認識在地的自然步道，知道如何將其融入戶外環境教育，應能讓學生

瞭解生活環境的生態和歷史人文背景，讓學生在親近自然生態的過程，心興愛護家園的

情操，達成環境教育的目的，此為本研究的動機之一（李正仁，�00�；林欣慧，�00�；

袁台平，����：�；蕭雅方，����；蕭錦綿，�0��）。

研究者初任教職於基隆市乙國小，學校位在山坡上，從學校旁的小徑往上爬，可到

達慈佛寺；從慈佛寺開始的佛祖嶺、獅球嶺稜線往南走，不但有原始林相和動植物生態，

沿途還可眺望基隆市容和美麗的基隆港海景，更有豐富的人文史蹟，臺灣的第一條鐵路

「劉銘傳隧道」，中元祭裡聞名全國的「老大公廟」，精雕細琢的百年土地宮廟「平安宮」，

史上歷經多次重要戰役的「獅球嶺砲臺」等。學校山後的步道便成了研究者和學生最喜

愛去放鬆獲得能量與探索大自然的祕密花園，也是實施環境教育資源最豐富多元化與最

容易到達的戶外場所。

近年，教育部積極推動環境教育的種子學校，使學校成為環境教育的重要場域。且

九年一貫課程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皆將環境教育視為重大議題之一，其課程目標

為：環境議題的覺知與敏感度；環境議題的知識學習；環境價值觀與態度；環境行動的

技能及環境行動的經驗。環境教育目前不獨立設科，而以融入各學習領域教學方式進行，

然而在國民小學教學現場融入新興議題，這個超級任務卻使得眾多教師望之卻步，深感

教學壓力及負擔（施宜煌，�0��；教育部，�0��a, �0��, �0��b）。是故，讓現場教師瞭解

學校附近有哪些資源可以進行戶外環境教育，減輕教師的教學壓力及負擔，便愈顯重要，

此為本研究的動機之一。

落實環境教育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將生活環境與學生自身生活經驗統整起來。因

此進行戶外教育，其學習成效相較於只在教室情境內的學習，成效較高（楊冠政，����：

���）。而利用學校周遭的自然步道進行環境教育即是一種可行的作法。舉例來說，臺北

市政府教育局提出「中小學親山計畫」，明定中小學校分年分期，以課程融入方式實施

「親山教育」，辦理校外教學等相關活動，計畫透過各種宣導、教學策略，讓學生親近路

程較短，登爬較容易的二十條「親子級親山步道」，期望強健學生體魄，並學習山林保育

觀念。

反觀基隆市目前步道管轄單位有區公所、交通旅遊處、教育處和產業發展處，而基

隆市旅遊網「步道健身」也只有零星幾條步道，多數的步道由社區發展協會或地方單位

推廣和管理維護，對於生態資訊的建立和步道環境的維護品質良莠不齊，步道常隨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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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盡而荒蕪，同一條步道卻名稱各異，也無詳盡的參考地圖，資料資訊資源不完整也未統

整（盧賢秀，�0��）。這些都是教師要帶領學童走出校園進行環境教育的困難之處。研究

者欲藉此次調查獅球嶺自然步道進行環境教育的過程與教學省思，提供基隆市國小教師進

行環境教育之參考，此為本研究的另一動機。

綜上所述，研究者以自身學校後山的獅球嶺自然步道融入戶外環境教育為主軸，並深

入調查該自然步道的環境與教學資源，援用質性的個案研究方式訪談鄰近 � 所國小 � 位曾

利用獅球嶺自然步道進行戶外環境教學的教師，以他們利用此步道進行環境教育的現場經

驗，來探討利用在地的自然步道進行戶外環境教育的需求與可行性，以供基隆市國小老師

進行戶外環境教育之參照，也期待政府或教育相關單位能重視基隆市環境教育，讓這些自

然步道成為人們認識土地、親近自然及人文歷史變遷的一扇明窗（陳世一，�00�）。因此，

本研究目的可歸結如下：

一、探知教師利用獅球嶺自然步道進行戶外環境教育的情形。

二、 歸結研究結果作成結論與建議，以為教育單位推行獅球嶺自然步道戶外環境教育的

參照。

貳、文獻探討

一、環境教育的意義與目標

近年全球各國環保意識抬頭，各國皆致力於環境教育的實施，國際間對於環境教育都

有不同的界定與看法。美國是最早實施環境教育的國家，其在 ���0 年通過之《環境教育

法》(Nationa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ct of 1970) 提及（引自李聰明，����：��-�0）：

環境教育乃是一種教育歷程，針對人與其所處的自然及人為環境之關聯性，包

括：人口問題、汙染問題、能源分配與能源保存問題、自然保育問題、科技發

展、交通建設、都會與農村計畫等這些關係人類整體環境的問題，藉教育方法使

國民瞭解人類與環境的關係。

另外，國際自然資源保育聯盟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IUCN) 於 ���0 年召開的學校環境教育課程之國際工作會議中提到（ Hesselink 

& Čeřovský, �00�: �-�；引自楊冠政，����：��）：

環境教育是認知價值和澄清概念的過程，藉以發展瞭解和讚賞介於人類、文化和

生物、物理環境間互動所需要的技能和態度。

還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在 ���� 年國際環境教育會中提到（ UNESCO, ����: ��, ��；引自楊冠政，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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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是一種教育過程，在這過程中，個人和社會認識他們的環境，以及組成

環境的生物、物理和社會文化間的交互作用，得到知識、技能和價值觀，並能個

別地或集體地解決現在和將來的環境問題。

目前，臺灣《環境教育法》(�0�0) 對環境教育之界定如下：

運用教育方法，培育國民瞭解與環境之倫理關係，增進國民保護環境之知識、技

能、態度及價值觀，促使國民重視環境，採取行動，以達永續發展之公民教育過

程。

教育部在九年一貫環境教育課程理念中指出（沈文吉，�0��：��）：

環境教育的內涵包含人與自己、社會及自然三個層面。環境教育藉由個人對環境

問題所應負責任的覺知，積極正面環境態度的養成，然後主動的參與環境行動，

以瞭解並促進自我的發展；……，人文社會與自然環境的互動也屬於環境教育的

範疇，尤其是最近國際所關切的社會正義與環境正義的議題，更將環境教育的目

標導向社會層面；至於人與自然的層面，自然環境的資源保育、污染防治與維護

管理更是環境教育根本關切。

當前，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延續九年一貫課程的架構及內涵，將環境教育歸為四項重

大議題之一，特別強調環境問題的覺知、價值澄清、與問題解決的環境行動，希望學生能

追求以下目標（教育部，�0��：��）：

認識與理解人類生存與發展所面對的環境危機與挑戰；思考個人發展、國家發

展、與人類發展的意義；執行綠色、簡樸與永續的生活行動。

九年一貫課程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都視環境教育為概念認知和價值澄清的過程，發

展瞭解和讚賞介於人類、文化、和其生物、物理環境相互關係所必需的技能和態度，並需

要培養有關環境品質問題的決策及自我定位的行為規範能力。根據九年一貫課程與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之重大議題，環境教育之課程目標可整理如表 � 所示（教育部，�0��，

�0��）。

表 1. 九年一貫課程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環境教育課程目標

課程目標 說　明

環境議題的覺

知與敏感度

經由感官覺知能力訓練，例如：觀察、分類、排序、空間關係、測量、

推論、預測、分析與詮釋等，培養學生對各種環境破壞及污染的覺知

和對自然環境與人為環境美的欣賞與敏感性。

環境議題的知

識學習

教導學生瞭解生態學基本概念與環境問題，例如：溫室效應、土石流、

河川污染、和空氣污染等，及其對人類社會文化的影響，與瞭解日常

生活中的環保知識、資源節約與再利用、簡樸生活及生態設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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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說　明

環境價值觀與

態度

藉由環境倫理價值觀的教學與重視培養學生正面積極的環境態度，使

學生能欣賞和感激自然及其運作系統、欣賞並接納不同文化，關懷弱

勢族群，進而關懷未來世代的生存與發展。

環境行動技能 教導學生辨認環境問題、研究環境問題、收集資料、建議可能解決方

法、評估可能解決方法、環境行動分析與採取環境行動的能力。

環境行動經驗 將環境行動經驗融入於學習活動中，使教學內容生活化，培養學生處

理生活周遭問題的能力，使學生對社區產生歸屬感與參與感。

資料來源：教育部 (�0��，�0��)。

臺灣當前環境教育課程目標：環境議題的覺知與敏感度、環境議題的知識學習、環

境價值觀與態度、環境行動技能、環境行動經驗。藉由此目標培養學生的環境素養，合

理可行。

二、自然步道及其與戶外環境教育之關係

教育部 (�0��b)《中華民國戶外教育宣言》對戶外教育的界定如下：

戶外教育是泛指「走出課室外」的學習，包括校園角落、社區部落、社教機構、

特色場館、休閒場所、山林溪流、海洋水域、自然探索、社會踏查、文化交流等

等之體驗學習。透過走讀、操作、觀察、探索、互動、反思等歷程，結合五感體

驗的融合學習，讓學習更貼近學習者的生活經驗。（教育部，�0��b：�）

�0�� 年教育部 (�0��a：�) 又提出《戶外教育宣言 �.0》期望戶外教育能紮根於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總綱，讓學科領域的學習在真實情境中有更深刻的碰撞與體悟。

大致來說，實施戶外教育可以是校園環境、社區場域、鄰近縣市和遠距場域。本研究

之獅球嶺自然步道係為學校周遭的社區場域，教師可利用自己所居住的社區環境，包含公

園、田野、文化場所等進行鄉土學習和節慶活動（教育部，�0��b：�）。以下將介紹自然

步道之意義及作為戶外環境教育教學之內涵與活動設計。

（一）自然步道的意義

自然步道是一條具有歷史特徵與生命的步道，……，它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就

在我們的社區裡，是繁華都會區邊緣一條保有真正自然的森林步道，不僅是休閒

娛樂，也是體驗自然、認識自然、豐富知識的好地方。（郭城孟，����：��）

表 1. 九年一貫課程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環境教育課程目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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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道不僅具有運輸物資和聯結景點的功能，透過步道的引導，人們可以在最少對環境

衝擊的情況下，探索自然景緻與從事遊憩活動（呂國彥、楊宏志，����；林文鎮，���0；

林昂儀，�00�；林東昇，����；林朝欽，����；曹正、朱念慈，���0；許文聖，����；賴

雅琴，�00�；Bell, ����）。對都會區和社區來說，自然步道是居民休閒運動、舒展身心、

涵養自然與人文教育素養的地方。

自然步道旨在將人們帶進自然，體驗對環境的尊重和關懷，其目的在增加個人對土地

和地質、生物和生態系統、動物和植物品種，及環境保護等知能（許文聖，����）；同時

自然步道也是社區裡的自然公園與自然教室，能發揮生態保育、鄉土及環境教育、遊憩健

身、家庭休閒與社會參與等功能（林俶圭，����；林鴻忠、邱瓊慧，�00�）。

（二）自然步道的戶外環境教育教學內涵與活動設計

有研究指出，戶外環境教育對 � 到 �� 歲兒童的影響力，及其在教學和兒童經驗的影

響經常為人們所忽略 (Davis, Rea & Waite, �00�)。根據上述討論可知，透過教育的轉化，

自然環境被建構為一個學習的場域，如此便能支持學生想像力與各種正向關係的發展，達

到九年一貫課程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環境議題所追求的目標 (Dowdell Gray & Malone, 

�0��)。

環境教育的教學活動須提供機會讓兒童接近自然，注重環境倫理、物種間的交互作

用、人與生命環境共同體的關係（王佩蓮，����）。步道教學是一種以戶外教學為方法環

境教育模式，於學習方式和學習內容的選擇上都要繞著「活動」為中心，做全方位的思

考。事實上戶外環境是個開放的空間，景物多會影響學生的注意力和學習的效果，因此適

性的教學活動設計是教學活動成功的關鍵。

大致來說，環境教育的戶外教學活動設計的原則為（李崑山，����：�0-��）：第一，

活動以能夠結合校內課程和戶外教學，使之能相互加以驗證和實踐的內容為主。第二，以

學生活動為教學設計的核心，也就是從學生之心理與認知發展狀況出發，看重活動之體驗

和省思的學習歷程，著眼於學生對環境議題之興趣與態度的培養。第三，活動設計應考慮

能引導學生主動探索問題；兼顧趣味性以提升學習動機；設計清楚易懂的操作說明和流程

規劃，使活動能順利達到預期教學目標；最後是透過討論和省思的分享，使學習活動的意

義能更好地為學生所體驗。

根據自然步道上的特殊資源與學生有興趣的題材互相配合，再加上教師的專長、智

慧，在自然步道教學活動的規劃上即可有適當的設計。學校附近的自然步道可以當作戶外

教學的天然場域，在其中的天然資源是不言可喻，然而在步道上的路線規劃以及課程教材

的部分都要考量到學生的能力和興趣，以自然步道的戶外教學為例，像植物是步道教學設

計中最基本的素材，可以使學生感到興趣的植物題材有（郭耀綸，����：��-��）：植物的

名稱與特徵、特殊名稱的由來、生存機制、如何利用、環境指標和生態問題等。而在活動

的設計過程更應該讓學生瞭解人與自然的關係，才能達到和自然環境和平共處的和諧境

界，而這也是環境教育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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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小學運用自然步道實施環教育的研究已累積不少，步道的範圍包括：十分頂子寮

自然步道、土城大尖山自然步道、中和步道、花蓮砂卡噹步道、基隆紅淡山步道、景美仙

跡岩步道、貴子坑水土保持園區步道、陽明山陽明書屋步道、福山部落自然步道、臺北市

二十條親山步道。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主要運用的是：調查研究、準實驗研究、行動研

究與質性研究（李宜容，�00�；徐桂珍，�0�0；高世昌，�0�0；張安琪，�00�；許凱琳，

�00�；郭姿秀，�00�；曾惠忠，�00�；楊志文，�00�；劉世和，�00�；蔡孟芬，�00�；謝

純雅，�0��）。

自然步道融入課程以進行環境教育，在臺灣國小場域無論是研究或是實際教學實踐皆

有增加之趨勢，而自然步道融入環境教育課程是很好的課程設計，所以這個議題需要教育

單位與教師關注之。

三、獅球嶺自然步道

（一）獅球嶺的地理位置與景色

基隆大部分屬於丘陵地形，西北部屬於大屯火山群支系山丘，東南部為雪山山脈延伸

山丘，東部有深澳山和月眉山；南部為姜子寮山；西部是五指山和大武崙山；中部有獅球

嶺與紅淡山；北部則有外木山和內木山（李正仁，�00�：�0）。

清代巡撫劉銘傳治理時首建縱貫鐵路，經由佛祖嶺轉入獅球嶺隧道。獅球嶺位處於

中山高速公路的起點大業和中興隧道穿越的那座山嶺，是昔日基隆進出臺北盆地的必經之

地，經七堵、松山通達大稻埕。獅球嶺上「獅嶺匝雲」的絕佳景緻，分別在日治時期與

臺灣光復後，均被選為基隆的新舊八景之一，詩人許梓桑 (����-����) 曾描述「獅嶺匝雲」

景色為：「指顧獅峰曙色分，朝朝嶺上匝浮雲；山容隱約進能辨，絕巘高岩盡綺紋。」後

來，詩人陳其寅 (��0�-����) 也如是描述「獅嶺匝雲」之景：「嚴彊夙著獅球嶺，曠宇天開

散匝雲；此日人煙告稠密，登臨空憶漢將軍。」現今獅球嶺仍為俯瞰全基隆市最佳景點的

地方（引自陳青松，�00�：��）。

（二）獅球嶺在歷史上的地位

獅球嶺區，標高一百多公尺，是基隆兩大水系的重要分水嶺，嶺北屬於基隆港水系，

嶺南則為基隆河水系（黃致誠，�00�：�0�）。站在獅球嶺上往基隆港區觀看，近三百年漳

州人在基隆的開墾足跡由火車站的後方，舊稱為虎仔山的地方，逐漸往右發展，讓視野所

及的區域，全是漳州人的勢力範圍（陳健一，����：��）。

談論漢人在基隆的開墾過程，「獅球嶺」在基隆的發展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基

隆俗諺：「尫公不過嶺」，「尫公」指的是泉州人的守護神保儀大夫不會越過獅球嶺。因為

清代道光、咸豐年間，漳泉人士以獅球嶺為界，漳州人在基隆街，而泉州人在暖暖街一

帶。雙方械鬥時，都會抬出自己家鄉的守護神以增加士氣，但都不會越過獅球嶺。漳州人

會抬出聖公開漳聖王助陣，雙方打鬥激烈時，兩邊的神明都遭殃，所以曾有「尪公嘸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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殼，聖公嘸手骨」的慘烈械鬥畫面（陳世一，�00�：�0�）。

獅球嶺在雨港的眾多山嶺小丘中，最負盛名之處不僅僅是今日中山高速公路往臺北的

交通樞紐，更是清代「清法戰爭」與「乙未割臺之役」的古戰場。���� 年，乙未割臺之

役，日軍自澳底登陸，直逼基隆港，守將提督張兆連、道員林朝棟及義勇胡友勝等人先後

駐防獅球嶺砲臺，留下了抗日紀錄（鄭裕成，�00�：��）。

（三）鄰近獅球嶺步道的戶外環境教育景點與古蹟

  除了上面提到的「獅嶺匝雲」與獅球嶺的歷史地位，獅球嶺自然步道附近尚有許多

富含教育意義的景點與古蹟、昆蟲與植物生態、森林林相、特殊地貌與岩石，且可觀察基

隆港與基隆河流域，以下大略整理一些景點之戶外環境教育的內涵：

表 2. 獅球嶺步道上之景點與古蹟的戶外環境教育內涵

景點與古蹟 戶外環境教育內涵 鄰近國小 圖　例

乙山莊、

荷花公園

荷花池有助於學生了解自然水域、昆

蟲習性、生態的季節循環，提升環境

價值觀與態度。

乙國小

慈佛寺
學生可在此眺望基隆港，認識港口地

形與周遭環境。

甲國小、

乙國小

十方大覺

禪寺

寺內圓通殿及觀音亭可以俯瞰梵宇全

貌，學生亦可在此眺望基隆港，認識

港口地形與周遭環境。

甲國小、

乙國小

海印寺
安徽桐城人的本際法師，於 ���� 年在

基隆佛祖嶺創立，寺裡主奉釋迦牟尼。

甲國小、

乙國小

碉堡群

基金一路底上來到獅球嶺砲臺，� 公

里路上就有 �0 個碉堡 ，碉堡位於山

稜線的西南邊，大約每 �00 公尺就有

一座。可帶領學生探索砲臺功能、所

在地理位置之意義及當地自然環境。

甲國小、

乙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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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與古蹟 戶外環境教育內涵 鄰近國小 圖　例

劉銘傳

隧道

三級古蹟。清光緒年間巡撫劉銘傳主

持建造，臺灣第一條鐵路隧道，南口

上方有劉銘傳題額『曠宇天開』四字。

可結合臺灣史引導學生體驗先人建設

的歷程。

甲國小

老大公廟

「老大公」是對基隆當地殉難先人的

尊稱，於日治時期遷至今址後才改建

為廟，創建於 ���� 年。學生可在此認

識自己居住環境中的文史與先人生活

過程。

甲國小

平安宮

基隆最大的土地公廟，已有兩百多年

歷史，在清代曾是基隆八景之一的「獅

頂匝雲」所在位置，可眺望基隆港。

具引導學生認識地方文史之功能。

丁國小

獅球嶺

砲臺

三級古蹟。位於仁愛區獅球里獅球嶺

頂，據傳清巡撫劉銘傳為鞏固海防，

抵禦法軍入侵，聘英國技師於 ���� 年

建。不僅具有地方文史教育功能，也

可帶領學生認識基隆河河岸之生態與

歷史。

丁國小

北基古道

涼亭

位於平安宮入口處前方小徑上，涼亭

有八根磚柱，並以木造的木樑檁撐著

燕尾歇山式屋頂，階前有一對光緒年

間遺留下的石獅。除了讓學生認識涼

亭的來歷與特色，還可在此辦理閱讀

活動。

丁國小

舊山門

龍柱

為進入平安宮基北古道石階前的舊山

門龍柱，為精細的石英安山岩石雕。

可結合自然領域帶領學生探究岩石結

構、地形地貌和氣候條件。

丁國小

表 2. 獅球嶺步道上之景點與古蹟的戶外環境教育內涵（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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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與古蹟 戶外環境教育內涵 鄰近國小 圖　例

文安里百

年防空洞

建於 ��0� 年，為日治時期日軍 �� 病

院防空洞，原為疏散醫院病患，防空

避難使用，戰爭後期一度為日軍部隊

彈藥庫，至今整體建築物完整，是通

往獅球嶺的捷徑。可結合臺灣史與地

方文史教育帶領學生認識和體驗過去

的生活。

丁國小

修竹居三

合院

學生可在此認識傳統閩南式三合院建

物，修竹居是漳州人陳德成分家時所

建，���� 年落成，至今已逾 �0 年，

符合傳統三合院建築格局外，正身內

外均有裝飾及聯文。

丁國小

資料來源： 圖例為研究者自行拍攝，景點與古蹟說明則參考王世明 (�0��)；基隆平安宮

(�0��)；陳世一 (�00�)；陳青松 (�00�)；黃致誠 (�00�)）；佛祖嶺 (�0��)；鄭裕

成 (�00�)；蕭錦綿 (�0��)；韓國棟 (�0�0)。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

所謂個案研究 (case study) 就是指採用各種方法蒐集有效的完整資料，如觀察、訪談、

調查、實驗，對單一的個人、一個家庭、一個機關、一個團體、一個社區、一個地區或一

個國家作縝密而深入研究的一種方法，這是一種描述性研究，以文字的方式敘述事實，而

不以統計數字（周新富，�00�：���；陳雅文，����）。

進行個案研究的目的，在於討論個案在特定情境脈絡下的活動性質，以瞭解其獨特性

和複雜性；對研究者而言，研究的興趣在於瞭解過程，而不在結果；在於瞭解脈絡、而非

一個特定變項（林佩璇，�000）。本研究以獅球嶺自然步道進行戶外環境教育為研究焦點，

採取個案研究法探討 � 位教師利用學校附近的自然步道推動環境教育的過程，及其進行步

道戶外環境教學時所遭遇的困難有哪些，與因應策略為何？

本研究分別從文獻整理、實地訪查、深度訪談與省思札記等方向進行研究資料之蒐

集。在文獻收集過程，除廣泛的閱讀文獻，並多次向基隆市野鳥協會和專家請益獅球嶺的

文史、地形與動植物現況。為了尋找如何利用獅球嶺自然步道進行戶外環境教育，也多次

實地訪查獅球嶺自然步道，調查步道的動植物生態，記錄每條路徑的長短與往返所需的時

表 2. 獅球嶺步道上之景點與古蹟的戶外環境教育內涵（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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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並著手調查與訪問鄰近步道的甲國小、乙國小、丙國小和丁國小等四所學校老師利用

獅球嶺自然步道進行戶外環境教育的情形。由於研究者自身也在上述四所學校中任教，並

利用過獅球嶺自然步道進行戶外環境教育，因此自我的省思札記可用於反思自身進行戶外

環境教育的經驗，並結合受訪老師的經驗，檢驗研究發現的一致性，以提高本研究的正確

性與效度。

二、研究場域

本研究的場域獅球嶺自然步道位於甲區和仁愛區的山嶙上，鄰近的小學有甲國小、乙

國小、丙國小和丁國小等學校，這些學校皆位在山坡旁，從學校旁的不同路徑往上爬，皆

可到達獅球嶺自然步道，參見下圖 � 所示：

圖 �. 研究場域

資料來源： 擷取自 Google Map 並加註各校自然步道路線與景點大略位置，圖右上方為基

隆港，正下方為基隆河。

三、研究對象

研究者曾調查自己任教學校的老師是否曾利用基隆市的自然步道進行戶外環境教學，

結果發現因地利之便，全校有半數以上的老師曾帶學生走上自然步道進行環境、國防、鄉

土、自然與生活等課程教學。

研究者每年也會帶孩子上獅球嶺進行戶外環境教育，因為是在地人，熟悉山嶺裡的每

條小徑，會依所帶班級孩子的年紀與體能狀況挑戰不同的路徑、探訪不同的景點，原本想

帶著自己班級的學生做行動研究，無奈剛接一年級新生，不了解孩子特質，只好作罷。之

後便尋找自己任教學校曾帶學生利用獅球嶺自然步道進行戶外環境教育的教師，並探詢鄰

近國小曾利用獅球嶺自然步道進行戶外環境教育的教師進行訪談。茲將本研究訪談的 � 位

教師相關背景整理如下表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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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研究對象一覽表

教師

編碼

教學

年資
經　歷

具戶外環境

教學經驗
興　趣

T� �� 年
乙國小，擔任過低、中、高年

級導師
○

閱讀批評研究、藝術創作研

究、種花、飼養蝴蝶幼蟲

T� �� 年
乙國小，擔任過低年級導師、

自然科任教師
○ 音樂欣賞、爬山

T� �� 年

服務過丁國小，現為乙國小教

師，擔任過低、中、高年級導

師、設備組組長

○
運動、游泳、爬山、賞鳥、

賞蝶、閱讀大自然相關書籍

T� �� 年
丙國小，擔任過低、中、高年

級導師、行政、兼任輔導教師
○ 旅遊

T� �� 年 甲國小，低、中年級導師 ○ 烹飪、旅遊

T� �� 年

服務過丙國小，現為乙國小教

師，擔任過低、中、高年級導

師、總務主任

○ 音樂欣賞、電影欣賞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四、訪談大綱之設計與編碼

本研究採半結構式訪談，依據表 � 九年一貫課程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環境教育課

程目標，以及文獻探討所述《中華民國戶外教育宣言》之行動策略，包含：行政支持、場

域資源、課程發展、教學輔導與後勤安全等四大系統，設計訪談大綱如下表所示。每次訪

談約 � 小時左右，訪談全程以錄音筆錄音後轉為逐字稿並編碼。

表 4. 訪談大綱

環境議題之課程目標 戶外環境教育 訪談大綱

環境行動技能與經驗

走出戶外的契

機與背景、教

師的興趣與對

環境教育的教

學熱忱、進行

的方式以及有

關單位的支援

請介紹自身的教學經歷、專長和興趣？

環境議題的覺知與敏感

度、環境議題的知識學

習、環境行動技能與經驗

為何要帶學生上獅球嶺自然步道進行戶外環

境教育？進行的形式為何？

環境議題的覺知與敏感

度、環境議題的知識學習

為何要帶學生上獅球嶺自然步道進行戶外環

境教育？對學校附近的環境熟悉嗎？是否常

參加環境教育的相關研習？

環境行動技能與經驗
為何會帶學生上獅球嶺自然步道進行戶外環

境教育？有相關單位的推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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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議題之課程目標 戶外環境教育 訪談大綱

環境議題的知識學習、環

境行動經驗

針對在地環境

規劃教學路線

與景點

進行獅球嶺自然步道戶外環境教育時，規劃

行走的路徑和停留的景點為何？

環境行動技能
了解當地環境

資源

進行獅球嶺自然步道戶外環境教育時如何解

說？有何解說資源可以利用？

環境議題的覺知與敏感度
具備環境教育

素養

是否了解環境教育議題的相關理念？以獅球

嶺自然步道進行戶外環境教育是否可達成環

境教育的目標？

環境議題的知識學習、環

境行動經驗

結合課程並善

用獅球嶺自然

步道豐富的動

植物生態，與

人文史蹟

獅球嶺自然步道可利用的教學資源為何？可

以配合何種課程，通常進行哪些教學活動？

有無相關教案設計？

環境議題的知識學習、環

境價值觀與態度、環境行

動經驗

了解在地生態

環境和歷史人

文背景、培養

面對挑戰之勇

氣和健康的休

閒習慣

學生和家長喜歡老師進行獅球嶺自然步道的

戶外環境教學嗎？配合的程度如何？在學習

上有何收穫？

環境價值觀與態度、環境

行動經驗

進行獅球嶺自然步道的戶外環境教學時，是

否有達運動健身與休閒的功效？

環境價值觀與態度、環境

行動技能

戶外地點的考

量與選擇

進行獅球嶺自然步道的戶外環境教學時，如

何規劃？有哪些考量因素？

環境議題的覺知與敏感

度、環境行動經驗

戶外環境教育

之風險、困難

與阻礙

進行獅球嶺自然步道的戶外環境教學時，在

教學規劃和進行時遇到的困難為何？

環境議題的覺知與敏感

度、環境行動經驗
教師意願、相

關 單 位 的 配

合、資源聯結

進行獅球嶺自然步道的戶外環境教學時，在

教學規劃和進行時有何需求？

環境議題的覺知與敏感度

基隆市的教育相關單位是否重視或推廣在地

的自然步道環境教育，對於鄰近國小教師融

入獅球嶺自然步道進行戶外環境教育有何建

議？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參與本研究之人員有研究者，� 所學校共 � 位教師，其編碼原則如下表所示：

表 4. 訪談大綱（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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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研究參與人員編碼表

學校編碼代號 教師編碼代號 訪談資料編碼範例

J：乙國小

S：丙國小

A：甲國小

C：丁國小

T�：乙國小教師

T�：乙、丁國小教師

T�：乙國小教師

T�：丙國小教師

T�：甲國小教師

T�：丙國小教師

如： J-T�- 訪談 �0�0���，指的是

研究者於 �0�� 年 � 月 �� 日訪

談乙國小 T� 教師之記錄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五、研究的信度與效度

本研究在研究信度上研究者遵循研究倫理，以不妨礙研究對象為前提，將所蒐集到之

資料做低推論的客觀描述，對於研究背景詳實敘述，訪談時以錄音筆記錄資料，並轉為逐

字稿以利反覆閱讀，以描述資料進行分析，並做清楚解釋；研究者將所蒐集到之資料，包

含訪談逐字稿，請被研究者再次確認無誤後，再施行進一步分析。研究者為提升研究效

度，特別注意確保資料完整性、引用資料時效性及適切性；研究者於研究過程將不斷自我

省思、自我提醒，避免研究者的主觀偏見。此外，採用三角檢證 (triangulation)，將所蒐集

之文獻、受訪者訪談內容以及研究者的實地訪查與省思札記，來檢驗研究發現的一致性，

藉以提高本研究的正確性與研究效度。最後，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代表性的立意取樣，因

樣本數量少，故所得之結論難以推論母群體，但仍可提供其他相類似之研究情境與研究對

象做為參考。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學校規模與戶外教學的實施程度有關

基隆的丘陵地形發達，許多學校都依山而建，學校的後面就是山坡，甲國小、乙國

小、丙國小和丁國小的位置皆近獅球嶺自然步道，不用搭車，學生只要穿步鞋帶瓶水，若

天氣好隨時都可出發，方便機動性又高（ A-T� 訪談 �0�0���；JC-T� 談訪 �0�0�0�；J-T�

訪談 �0�0���；S-T� 訪談 �0�0��0）。鄰近獅球嶺自然步道的四所國小，以乙國小規模最

大，丙國小的規模最小，整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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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四所國小的總學生數與總班級數一覽表

學校名稱 全校總學生數 全校總班級數

甲國小 ��� 人 �� 班

乙國小 ���� 人 �� 班

丙國小 ��� 人 � 班

丁國小 ��� 人 �� 班

資料來源：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0��)。

就學校規模來看，規模愈小，學校就較常以全校性活動辦理獅球嶺自然步道的戶外環

境教育。以丙國小來說，以前每年一次，由學校主辦，而且是全校性的活動，學生家長都

可參加，近年來則是以高年級為主。而丁國小，在十年前有一次是全校性的獅球嶺自然步

道戶外環境教育活動，因為學校距獅球嶺最近，因此也有個別的老師常會帶學生到獅球嶺

上教學。而甲國小和乙國小，因為學校規模較大，老師表示若辦理全校性的戶外環境教學

活動較不容易，但因學校後山上就是步道，有豐富的環境教育教學資源，帶學生上去很方

便，因此學校裡有許多個別的老師會配合課程需要，自己帶學生上獅球嶺自然步道進行戶

外環境教育，乙國小的低年級還會全學年一起上去，當作一年一度的戶外教學。

二、戶外環境教育發生的契機在於教師進行戶外環境教育的興趣

除了學校規模可能影響教師辦理戶外環境教育外，教師進行戶外環境教育的興趣是環

境教育發生的契機（參見表四整理）。另外，對學校周遭環境的熟悉程度，以及自身的環

境教育相關研習經驗等，也都會影響自身是否有意願帶孩子從事戶外環境教育的原因：

我喜歡爬山走路，喜歡大自然生態，所以我喜歡帶孩子去走步道，去接觸大自

然，因為在大自然裡的有些知識是坐在教室裡或書本無法教的。（ JC-T� 談訪

�0�0�0�）

因我是這裡的在地人，熟悉這附近的地理環境，小時候常在十方大覺寺的山上

玩，知道那兒的風景很美，所以會帶學生上去爬爬山，運動一下，進行戶外的環

境教育。（ A-T� 訪談 �0�0���）

我記得教師工會這幾年在寒暑假時，常辦基隆戶外的環境教育研習，有認識校園

的植物，也有去走基隆的步道，像登基隆嶼、新山水庫鐘萼木步道、和平島步

道、望憂谷步道等，非常受到老師的歡迎，對於老師在進行戶外環境教育的知識

有很大的增進。（ J-T� 訪談 �0�0���）

常帶學生上獅球嶺自然步道進行戶外環境教育的老師，通常是具備有活力、熱情，

喜歡走路爬山，喜好自然生態的這些興趣，並傾向多元化的教學方式，有環境教育相



基隆市國小教師利用自然步道進行戶外環境教育之個案研究：以獅球嶺步道為例 ��

關研習經驗，並熟悉學校附近自然步道的路徑與環境（ J-T� 訪談 �0�0���；JC-T� 談訪

�0�0�0�；S-T� 訪談 �0�0��0；S-T� 訪談 �0�0���）。

此外，地利之便、將課程與地方文史緊密聯結、發展學校本位課程與鄉土教育等

因素，也是刺激教師願意帶領學生運用獅球嶺自然步道從事教學的原因（ S-T� 訪談

�0�0���）。

受訪老師表示，十年前教育部在推學校本位課程、鄉土教育、環境教育與彈性學習時

數，且基隆市政府教育局也希望戶外教學以認識基隆市在地的砲臺古蹟為主，因此學校老

師曾設計一系列的教案。有的學校因上級行政人員的推廣，也因為當時的獅球嶺隧道剛整

修好，第一次開放觀光，因為離學校很近，用走的就會到，因此許多老師會帶學生去獅球

嶺自然步道走走看看，是認識基隆史蹟很好的戶外環境教育地點（ A-T� 訪談 �0�0���；

J-T� 訪談 �0�0���；J-T� 訪談 �0�0���；JC-T� 談訪 �0�0�0�；S-T� 訪談 �0�0��0；S-T�

訪談 �0�0���）。

最後，教師有環境教育相關研習的經驗與興趣，也會影響環境教育的進行。上回學

校有辦理環境教育的研習，只要達到規定的時數，就可考環境教育人員的專業證照，我們

學校有好幾個老師考過。在考取環境教育人員的專業證照之同時，也增進了教師進行環境

教育的專業知識（ S-T� 訪談 �0�0��0）。有一次週三下午，校長辦後山的環境教育教師研

習，帶學校的老師去爬獅球嶺，我們就是走五十人公祠旁的那一條步道，這是一次很好的

環境教育研習，促動了教師進行環境教育的動機與興趣（ S-T� 訪談 �0�0���）。

三、教學路線之規劃內容取決於景點之特色與功用

四所國小進行獅球嶺自然步道戶外環境教育，教學路線之規劃內容取決於景點之特色

與功用。甲國小、乙國小、丙國小和丁國小等四所學校皆位在山坡旁，從學校旁的不同路徑

往上爬，皆可到達獅球嶺自然步道，若以獅球嶺砲臺為戶外環境教育的目的地，那麼乙國

小的行走距離最遠，而丁國小最近。以下是由四所學校出發走到獅球嶺砲臺的距離一覽表：

表 7. 四所國小到獅球嶺砲臺的距離與步道景點特色

學校名稱
各校出發到

獅球嶺砲臺的距離
特色 各校常去的步道景點

甲國小 約 ���0 公尺 清代隧道、路線平直

易走

獅球嶺隧道北口

乙國小 約 ���0 公尺，距離最長 稜線風景、林相植物

豐富

慈佛寺

丙國小 約 ���0 公尺，由五十公人

祠旁階梯上去的路線

林相原始坡度大，運

動健身成效佳

獅球嶺隧道南口

丁國小 約 �0�0 公尺，距離最短 有防空洞、人文史蹟

豐富

獅球嶺砲臺、平安宮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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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以獅球嶺砲臺為步道的終點，由乙國小出發，全線長度約 ���0 公尺。由學校後

山上慈佛寺旁的紅龍山往東南向的步道走，這是一條景致非常優美的稜線，若天氣晴朗

時，在稜線最高處的涼亭上（海拔約 ��� 公尺），視野一望無際，基隆嶼、和平島的社寮

橋，基隆港貨櫃碼頭的起重機，和緩緩入港的郵輪，這些美麗的港都風光，無一不盡收眼

底。因為距離獅球嶺砲臺最遠，上獅球嶺自然步道的路徑也最多，可設計的行走路線也最

多元（ J-T� 訪談 �0�0���）。

出發前我有和駱駝志工的黃老師溝通一下路線，當天和我們約在獅球嶺砲臺碰

面，所以我們要從學校後山的慈佛寺走稜線步道過去，因為和志工約好時間了，

所以一大早七點半我們就從學校出發了，其實路很好認，只要走上稜線，往前一

直走，有岔路時不要往下走，就可走到獅球嶺砲臺，感覺路程有點遠，我帶學生

走得很快，還走了將近五十分鐘。（ J-T� 訪談 �0�0���）

或是從甲國小出發，全線長度約 ���0 公尺。由甲國小操場旁的階梯往上走到崇德路

口，再延著崇德路走到盡頭，即可通達臺灣的第一個鐵路隧道「劉銘傳隧道」，一路平直

好走，但因行走在馬路上，所以要特別小心車輛，途中經過老大公廟，最後走到自強隧道

上方旁即可抵達劉銘傳隧道，從劉銘傳隧道北口旁的小階梯往上爬，可到達南山早起會，

再往平安宮的方向走，即進入獅球嶺自然步道稜線（ A-T� 訪談 �0�0���）。

也可以從丁國小出發，全線長度約 �0�0 公尺，是路徑最短的一條，依學校的地理位

置，是最容易進行獅球嶺自然步道戶外環境教育的學校。這條步道沿途的古蹟景點最多，

有修竹居三合院、老古井、舊山門龍柱、北基古道涼亭等，還能帶學生鑽一下兆連國宅後

的百年防空洞通道，彷彿走入時光隧道，趣味橫生。

若是從丙國小出發，全線長度約 ���0 公尺，是坡度最陡的一條。古地名為嶺腳、港

仔口，由丙國小旁的通學步道出發，經過過港橋、五十人公祠旁，一連串的階梯陡峭直

上，因位於獅球嶺的西南向，較無受東北季風吹拂，階梯旁的樹林潮溼，林蔭濃密，林蔭

下蕨類種類繁多，濃密的山林醞釀出森林浴的氛圍，是訓練腳力和健身的最佳路線，但上

了稜線有一段竹林路，坡度起伏較大，路也較為溼滑，一旁有繩索協助攀爬，帶學生走此

段路要小心謹慎。在訪問過程中得知有另一條路線，是丙國小進行戶外環境教育常走的路

線，丁國小師生也走過一次，這才是真正的獅球嶺古道，是從油庫軍營內的劉銘傳隧道南

口旁的古道上去，古道上有礦坑遺跡、古墓，出口是平安宮右側的鐵門，但行走此路線要

申請公文才能由軍營內上去（ S-T� 訪談 �0�0��0；S-T� 訪談 �0�0���）：

老師說這條才是真正的獅球嶺古道，以前的人走這條路一定會路過平安宮的廟

前，也因此來往的人都會到廟裡燒香祈福，祈求土地公保祐路途平安，能安全抵

達目的地。而現在從獅球嶺砲臺過去，穿過竹林走下去，通到五十人公祠旁的那

一條路，是後來才新闢的步道。（ S-T� 訪談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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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環境教育議題多採融入的方式進行，並妥善結合學生的在地生活經驗、

興趣與身心發展等需求

教育部將環境教育融入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各學習領域中，採多科性融入

式環境課程教學，就是在不影響原有課程目標及內容的情形下，將有關的環境主題或環

境成分融入各學習領域中，以獅球嶺自然步道進行戶外環境教育，可以配合的課程領域

相當多元，可達成九年一貫環境教育課程政策的理念（ A-T� 訪談 �0�0���；J-T� 訪談

�0�0���；J-T� 訪談 �0�0���；JC-T� 談訪 �0�0�0�）：

前幾年學校有推校本課程，所以主任要各年級的學年主任發展一系列的課程，而

當時我當學年主任，就想說帶孩子去認識學校附近的環境，所以從慈佛寺上去走

獅球嶺步道。（ J-T� 訪談 �0�0���）

獅球嶺自然步道上有珍貴的人文史蹟，又有豐富的動植物生態，可配合學校相關領

域的課程內容進行，涵蓋學校本位課程、彈性學習時數、鄉土教育、全民國防教育、社

會、海洋與生活等課程，皆可利用獅球嶺自然步道進行（ A-T� 訪談 �0�0���；J-T� 訪談

�0�0���；S-T� 訪談 �0�0��0；S-T� 訪談 �0�0���）：

天氣好時，慈佛寺前平臺可俯瞰整個基隆港，基隆港裡吊貨櫃的起重機，我們都

叫它是紅色的長頸鹿，中正公園的大佛像，麗榮皇冠、長榮桂冠等建築盡收眼

底。而走上慈佛寺旁的稜線步道視野更好，最近才完工的社寮橋、基隆嶼、外木

山的三根煙囪都可以看得見，我就會對孩子解說一下，如三根煙囪是外木山的

協和火力發電廠，這時候就可以對孩子做認識基隆地理的環境教育。（ J-T� 訪談

�0�0���）

十幾年前因教育局有推行基隆市的鄉土課程，並請學校發展屬於自己學校的本位課

程，因此乙國小、丙國小與丁國小都有以獅球嶺自然步道來發展相關的環境課程，各年級

有不同的課程目標，但距今已有一段時間了，因此相關課程教案保留下來的不多（ J-T�

訪談 �0�0���；J-T� 訪談 �0�0���；JC-T� 談訪 �0�0�0�；S-T� 訪談 �0�0��0）。

目前教師仍會依各年級學生能力發展的差異與課程需要，發展不同的課程活動，也

依各年級學生體力的差異與教學時間，規畫不同長短的行走路徑，因獅球嶺自然步道四

通八達，可配合不同的季節做不同的教學，行走不同的路徑欣賞不同的景物，趣味橫生

（ J-T� 訪談 �0�0���；J-T� 訪談 �0�0���；JC-T� 談訪 �0�0�0�；S-T� 訪談 �0�0��0）。

基隆的學校大部份都靠山，因為上獅球嶺步道很多都是山路小徑，小朋友邊走邊

觀察植物、賞鳥、賞蝶，印證一下自然、生活課本裡所教的知識，學校附近有這

樣的生態資源真的很不錯，可以好好利用，是進行環境教育最方便的戶外場所。

（ A-T� 訪談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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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現在的家長忙碌與社會安全問題，許多孩子在放學後多是上安親班或補習班，一

整天下來在戶外活動的時間和空間是非常少的，進行獅球嶺自然步道的戶外環境教育是深

受學生喜愛的，多數的家長也表示讚同和肯定（ A-T� 訪談 �0�0���；J-T� 訪談 �0�0���；

JC-T� 談訪 �0�0�0�）。

總體來說，進行獅球嶺自然步道的戶外環境教育，結合了學生的在地生經驗，可以

引領學生喜愛登山、健行、知性之旅，欣賞自然界的變化與美的感受，體驗歷史與山海

的雄偉，從自我謙虛中追求理想，促進身心健康，培養學生更健康的休閒習慣（ A-T�

訪談 �0�0���；J-T� 訪談 �0�0���；J-T� 訪談 �0�0���；JC-T� 談訪 �0�0�0�；S-T� 訪談

�0�0���）。

五、良好的環境解說有助於提升學習品質與增進教學效果

獅球嶺自然步道上可結合教育議題、環境資源，透過戶外教育來體驗多樣化的教學內

容，提升學習品質，像是：

學校本位課程裡有一個鄉土情，我們針對這個去發展，所以帶孩子去走後山的獅

球嶺步道。……。（ S-T� 訪談 �0�0��0）

每逢元宵節時，小朋友自己 DIY 做好燈籠，……，就可通到劉銘傳隧道，小

朋友在隧道裡提燈籠，並欣賞古蹟，聽聽劉銘傳建造臺灣第一條鐵路的故

事，……。（ A-T� 訪談 �0�0���）

後來因公文要推國防和海洋課程，慈佛寺前的平臺可眺望基隆港，而獅球嶺步道

上又有許多以前留下來不知名的軍事雕堡，還有獅球嶺砲臺，可以發展國防課

程。（ J-T� 訪談 �0�0���）

步道上不但有豐富的動植物生態，更有珍貴的人文史蹟，不同的季節可觀察欣賞不

同的植物，稜線上可眺望基隆港的美景，步道上的砲臺、古隧道可見證百年的基隆開發

史，是認識基隆，實施戶外環境教育首選的一條步道（ A-T� 訪談 �0�0���；JC-T� 談訪

�0�0�0�；J-T� 訪談 �0�0���）。

獅球嶺自然步道四通八達，可依各年級學生的體能、教學的內容、教學時間而調整

行走路線的長短，時間的規劃可以從兩節課到一天，去程和回程可行走不同的路線，欣賞

不同的景物，讓戶外的環境教育的進行更彈性、多元與有趣 （ JC-T� 談訪 �0�0�0�；J-T�

訪談 �0�0���）。

前面曾提及自然步道的解說，在進行獅球嶺自然步道環境教育時，可以透過解說讓學

生更瞭解當地環境。引導式的解說活動主要是以老師自身對環境的了解來解說，或向里長

申請社區志工解說，也可以申請基隆市政府民政局禮俗文獻課的駱駝志工隊解說：

在解說方面我通常都自己解說，以老師自身對學校附近環境的了解與對動植物

的認識來做解說，因此事前會做一些功課，但和專業的解說人員來比還是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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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乏。但是，良好的環境解說有助於提升學習品質與增進教學效果。（ J-T� 訪談

�0�0���）

老師很專業的是在北口、裡面、南口介紹時，都會請孩子站在離有點距離的位置

往上遠觀，然後請孩子觀察北口南口的地勢、岩質、建造材料的差異，感覺老師

在解說上很有經驗，非常有專業素養。在這過程也提升了孩子的學習品質，促進

教學的效果。（ J-T� 訪談 �0�0���）

上述結合地方社區志工以提升戶外環境教育之品質的做法，深受受訪教師肯定。另

外，自導式的步道解說設施也有訪談者提及不足和老舊的問題：

獅球嶺步道上除了劉銘傳隧道口和獅球嶺砲臺附近有古蹟解說牌外，砲臺附近有

社區發展協會自製的簡易植物解說牌，其實整條步道的解說設施很少，路標地圖

也老舊了，好像也無解說摺頁可參考，我想這是相關單位若要發展獅球嶺自然步

道環境教育或觀光要改進的地方。（ A-T� 訪談 �0�0���）

六、戶外環境教育的風險與相關配套措施需要關注

帶學生進行獅球嶺戶外環境教育時，老師會擔心的是學生的安全，老師的教學風險責

任也比較大。所以，戶外環境教育的風險需要關注：

而現在教低年級，孩子年紀比較小，要照顧的地方比較多，是自己一個人帶，也

就少帶出去了。（ A-T� 訪談 �0�0���）

帶孩子去走步道，一定比在教室裡上課需要承擔更多學生安全的風險責任。若學校在

課程上並無強制規定，通常大部份的老師是不願意帶出去的（ A-T� 訪談 �0�0���）：

早期我們會因為配合鄉土、本位課程帶孩子上去，但這些年因為這些課程沒有

了，好像老師就比較沒帶上去，因為多數的老師還是覺得危險、麻煩。但我還是

會帶孩子上去看櫻花、油桐花，以前慈佛寺旁的有很漂亮的櫻花林，再往上走到

籃球場旁有一整排的油桐。（ JC-T� 談訪 �0�0�0�）

丙國小因學生人數不多，是全校性的活動，因此會有許多行政人員或家長隨行維護學

生安全；而乙國小低年級會兩班一起去，兩個老師互相支援；若個別班級帶上去，會先向

學生宣導行走步道的安全教育，比較頑皮的孩子安排在隊伍的前面，比較聰明穩重的幾個

孩子就安排在隊伍的後面維持秩序（ A-T� 訪談 �0�0���；J-T� 訪談 �0�0���；JC-T� 談

訪 �0�0�0�；S-T� 訪談 �0�0��0）。

受訪老師表示，若要帶學生進行獅球嶺自然步道的環境教學，之前就會先探勘步道的

路徑與環境資源，才會帶學生上去，因為步道上的路徑四通八達，隔一段時間地貌和植物

就會改變，會先勘查熟悉環境，才能掌握學生的安全，做為風險管理。但也有老師是申請

專業的團體來帶隊，像駱駝志工，或是嘉仁里、鶯歌里社區的志工來解說。因為老師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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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身對步道上環境的了解與對動植物的認識來做解說，或是請學生先上網查資料，但和

專業的解說人員來比還是比較貧乏（ A-T� 訪談 �0�0���；J-T� 訪談 �0�0���）。

進行獅球嶺自然步道的戶外環境教育時，若可以申請專業團體的解說人員來解說更

好，而且希望是免費的服務性質，但大部份的老師通常不知道有何申請管道，希望相關單

位的配套措施需要做好 （ J-T� 訪談 �0�0���；JC-T� 談訪 �0�0�0�）。

受訪的老師均表示獅球嶺自然步道上自導式的步道解說設施十分不足或是年久失修，

在慈佛寺這段的地圖或是路標是完全沒有的，去劉銘傳隧道時，走在狹窄的崇德路車道

上是很危險的，這是相關單位若要發展獅球嶺自然步道環境教育或觀光要加強的地方，

也是教師需要維護學生安全之處（ A-T� 訪談 �0�0���；JC-T� 談訪 �0�0�0�；J-T� 訪談

�0�0���）。

十幾年前因為劉銘傳隧道剛修復，有教育局公文的推廣辦理基隆在地的戶外教學，也

因為鄉土、本位、彈性課程的發展，促進學校或老師以在地的自然步道進行戶外環境教學

的意願，但近年來就沒有了，需要相關單位再進行配套措施，加以改善，讓學生認識基隆

的山林之美，促進身心健康，培養更健康的休閒習慣（ A-T� 訪談 �0�0���；JC-T� 談訪

�0�0�0�；S-T� 訪談 �0�0��0）。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基隆的地形以丘陵為主體，有豐富的山林環境，生態環境特殊豐富，許多學校皆依

山而建，學校後山就有豐富的自然步道資源，以獅球嶺自然步道為例，鄰近四所國小裡的

許多老師皆曾利用自然步道資源進行戶外環境教育或其它相關課程，可見山林裡的自然步

道是基隆環境的優勢，相關教育單位若以自然步道資源發展戶外環境教育實有高度的可行

性。

研究者深入調查該自然步道的環境與教學資源，以位於獅球嶺自然步道附近的四所學

校之教師為研究對象，並援用個案研究法訪談 � 所國小中的 � 位曾利用獅球嶺自然步道進

行戶外環境教學的教師，從他們利用此步道進行環境教育的現場經驗，探知教師利用獅球

嶺自然步道進行戶外環境教育的情形，並期望能為教育單位推行獅球嶺自然步道戶外環境

教育的參照。

獅球嶺自然步道是不少基隆甲區市民親子休閒散步健身所在，尤其是關於在地的家鄉

環境與人文教育部分，開啟孩子觀看家鄉的另一雙眼，透過兒童的直接參與感官的運用，

培養敏銳的五官，讓兒童接近自然，瞭解人與自然的關係，灌溉孩子心靈的豐富與智慧，

從自然步道的環境教育上認識家鄉的美。

再者，利用自然步道進行戶外環境教育可以有效達成環境教育目標。環境教育課程旨

在建立學生與生活環境的意識關連性，讓孩子在觀察體驗中，主動覺知關於環境的知識概

念內涵及培養對於環境倫理的正確價值觀，並進而透過相關的行動經驗，付諸實踐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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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到與環境共生共榮的目標。以獅球嶺自然步道為例，發展成一套學校本位的在地環境

教育課程，配合適當戶外教學的方法與策略，可以有效達成九年一貫課程與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之環境教育議題的五項目標：環境議題的覺知與敏感度、知識學習、價值觀與態

度、行動技能與經驗。

最後，在地學習草根行動，從自然步道的環境教育上認識家鄉的美。「在地學習，草

根行動」的觀點，對學校推動環境教育可以是一個替代性的思考模式，利用學校附近的自

然步道進行環境教育，完全以在地的環境素材、在地的環境議題、在地的環境觀點，進行

在地的環境學習，不僅實際而且深刻，迫切且有力，極能引起師生們的共鳴，最後產生很

高的動力付出行動，去改善環境問題。

二、建議

（一）對教育單位的建議

�. 教育單位應重視並推動在地自然步道戶外環境教育的課程

十多年前因獅球嶺隧道剛整修好開放參觀，政府教育相關單位曾推動在地的鄉土環境

教育，因此當時鄰近的四所學校皆有以獅球嶺自然步道發展戶外的環境教育課程，可見相

關上級單位的重視推動與協助，均可促進學校與教師進行自然步道的戶外環境教育課程。

期待政府教育單位能以更多元的方式，如媒體宣傳、電子報、有經驗學校巡迴推廣等方式

來讓學校、教師及家長，更加瞭解登山健行的好處及進行戶外環境教育的重要，並提供完

整的相關資訊，才能給學生有更多的機會去探索步道環境、悠遊山林，向大自然學習，進

而喜歡、愛護它。

�. 盡速建立基隆在地的自然步道路線地圖與動植物生態資料庫

自然步道上能有清楚的方向指示或標誌牌及清楚的步道參觀路線規劃是教師感到需求

較高的部分，因此管理單位應儘速建立步道解說牌，並定期檢視指示牌的損壞狀況，進行

維修，更新最新的資訊，並建立自然步道的動植物生態資料庫，使教師在帶領學生至自然

步道進行教學時，有相關文史、動植物資料庫可供查尋，才能方便解說，並能安全的在步

道上行走、活動。

�. 教師可充份利用學校附近的社區資源進行國小環境教育

港都山城是基隆的特色，雖然每個學校附近的自然環境條件不盡相同，有山區者亦

有海濱學校，但相對地，各校卻因此擁有當地獨特環境特色的社區，發展學校環境教育自

不能隔絕於社區環境之外。因此，充分利用社區資源進行學校環境教育則是正確且必要之

路。

�. 學校、家長、社區與專業人士可開發鄉土環境教育或自然步道探索活動

잾學校各級行政人員、家長、社區與專業人士應該相互配合、保持良好的互動，在教

師從事環境教育課程發展、設計與實施時，可提供人力、物力、專長知能、財源上的支

援，主動提供學校可利用之環境教育教學資源，讓教師們運用，更要進一步去調查學校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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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一切資源或是以關心自然或人文環境為主題的民間團體，在教師進行鄉土環境教育或

自然步道探索活動時，與以專業上的解說與協助，如此才能將環境教育的精神真正落實。

�. 找尋志同道合的教師共同進行戶外環境教育

進行自然步道的戶外環境教育時，為避免人力單薄與需要不同科際領域專長老師的協

助，建議可以在校內找尋志同道合且深具意願與熱情的教師加入發展，或兩班一起進行活

動以互相照應，也可以成立行動研究小組，並多參與相關單位或學校舉辦的研習活動或在

職進修，充實戶外環境教育的知能，並可多實地走訪，深入探究當地的自然與人文環境，

對於教材設計及實際活動時有相當的助益。

�. 與社區共同合作落實自然步道經營與環境生態維護

學校或相關單位或許可以發動社區資源，結合社區人士的力量，主動積極的進行自

然步道的設施規劃與建設；教師更可進一步的充實自然步道相關知識，擔任起導覽員的責

任，教育並鼓勵學生或社區民眾，投入自然步道戶外環境建設與教育的行列，利用自然步

道進行學校環境教育，除了校內教師協同的教學外，更重要的是走出學校，與當地熱心環

境事務的地方人士共同合作，唯有透過在地的觀點，結合學校的推廣，環境教育方能可長

可久，朝向永續發展的理想邁進。教師在社區推動環境教育，最後還是要移轉給社區人士

從事自然步道經營與環境維護，才是長遠之道。

（二）對未來相關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僅探討獅球嶺自然步道進行戶外環境教育的需求與可行性，因此以下將提出可

能研究的方向，建議未來相關研究的參照。

�. 延伸探討基隆市或其他縣市的自然步道

基隆的地形以丘陵為主體，三面環山，丘陵約占全市面積的 ��％以上，建議可以基

隆市或其他縣市的自然步道做進一步的研究，瞭解各級學校利用自然步道進行戶外環境教

育的情形。

�. 同儕合作發展學校本位的親山步道環境教育課程

本研究發現基隆市的自然步道路線與生態動植物資源的資訊非常不足，教師對於教學

時間不足及對當地資源不瞭解而感到困難，建議未來可與同儕教師或動植物專家合作，發

展學校本位的親山步道環境教育課程。 

�. 各項環境教育目標內涵的深入研究

本研究主要探討四所國小教師利用獅球嶺自然步道進行戶外環境教育，在有限的研究

時間裡未能對環境教育的五項目標內涵做深入研究，建議日後相關環境課程的研究者能提

供更進一步的立論基礎，以作為以自然步道進行戶外環境教育課程的依據，並對各項環境

教育目標之內涵進行深入研究。

�. 進行更深入的行動研究

本研究僅就以獅球嶺自然步道鄰近的四所國小教師利用進行獅球嶺步道戶外環境教育

的個案探究，無法深入探究學生學習的現場過程與真正收穫，建議之後可以推動歷程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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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研究來探討，以觀察與瞭解進行自然步道戶外環境教育的實施歷程與成效。 

�. 探討各級學校進行獅球嶺自然步道環境教育的實施情形

本次研究對象僅以獅球嶺自然步道附近的國小教師個案為主，而登山健行活動有一

定危險性，對於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生可能實施方式或狀況會不同，建議未來可針對基隆市

國、高中以上等不同階段的教師進行相關研究，瞭解各級學校進行獅球嶺自然步道環境教

育的狀況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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