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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未來逾識課程對於大學生氣候變遷素養之
成效分析
陳維立
淡江大學國際覬光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本研究探討環境未來通識課程對於提升大學生氣候變遷素湊的成效。本趼
究採用混合法縱賞型解釋取向，先運用教育部氣候變遷調適問卷，分析在教學
介入後學生的素癢變項，並於學期末課程結束時，以燃點訪談法收集學生自述
因課程而產生的改變，包含看待事物的覬點與角度、分析能力及行動意圖等質
性資料。由問卷填答結果的比較發現，本課程學生在各項指標的 T 分數皆優於

全國大專學生帝模，尤其雞得的是提升了行動技能的素癢表現，有 75.44% 學生
的平均數高於全國樣本。而在態度構面，趼究個案學生有 68.85% 高於平均數，

表現優於一般大專學生 (55.63%) 。期末的氣候變遷行動倡議影片製作發表，為
一項綜整各項能力的課室方案，是促成實踐的關鐽教學介入，獲得學生非帝正
面積極的回應。本研究指出，以氣候變遷教育三要素為教學內涵架構之通識課

程，可慧助以亞洲學生為主的國際學生提升環境行動技能。最後，對未來大學
的氣候變遷教育，在教學內涵丶田野實察及行動方案規劃上提出具體建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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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 陳維立 I 爻工大學匿際觀元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自然保育聯盟 (IUCN) 每四年舉辦一次世界保育大會，主要目
凝聚組堝共識、規劃中程計畫、交流最佳保育實務及形成對外倡議以促成
。本次會議選擇在太平洋的島嶼上舉行，原為促使各圉夬策
與媒體關注島嶼生態，以凸顯其脆弱程度與氛候變遷的急迫性。
位於會議期間規劃不同生態區位的田
，了解各樣保育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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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環境傳播，期引超觀／聽眾拓展其興趣與知識境界的渴望，並且從

陳述的生界事實中，或受更為貼近真理的領悟。新興的解說研究，其理
論來源主要有三：傳播、心理與教育。此文將藉由討論、詮釋、與譁註，

呈現襲產解說領域的重要作品

··An

Interpretive

Dialogue" 的撰寫背

景丶學理依據與貢軑，及可提供後續討論及應用的想法與方法。解說對
活的三個創新觀點： (I) 解說需視參與者為有獨立思想、行動、及主楫的

君王， (2) 解說方案發展工具論， (3) 主旨的靈魂角色，促進環境解說與其
他學門的對語。並籍討論解說的標準與品質，協助襲產傳播溝通者，思
索專業「質」的提升。最後此論迪強調此篇對語的時代突破，在於具體
提供「解說轉化」的方法論，提出具體資源與抽象意涵之連結及主旨，
為解說之必然元素，及其方法論超越評估者主觀的限制，可進行解說作
品及解說成效的梁向及橫向的大尺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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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論：以解說分析模式解析太魯閣國家公園布洛
灣上台地竹林步道之解說牌
陳維立
明道管理學 F完景觀系／環境規劃暨設計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Tilden (195 7) 提出解說的六個原則，成為解說從業人員設計、發展
與研究解說的圭臬。其中第四原則：「祥說的主要目的並非教導，而是
激發」。如何將「激發」具體實踐呢？共國國家公固署認為其訓練教材

如解說分析模式 (Interpretive Analysi~Model) 可提供入門方法。唯這些
工具，均研究、分析英文解說作品，較難立即協助中文解說的發展。此

研究首度運用此解說分析模式，調查分析太魯閣國家公園布洛灣，上台

地竹林步道的 10 面解說牌。內容分析以具體資源、抽象含義、普世價
值、解說方法等編碼解說作品內容，分析提供遊客與資源意義連緒的機

會丶主旨與整體的效果。研究提出四種提供不同激發潛力的作品結構，

其中以「緒合玄疑、提供讒據、說明因果關係、引導覬察以激發洞察力、
同理心與好奇心」最為頻箸。研究發現，優秀的解說絕非偶然的結果，

作品方法多元且結構嚴謹。強調解說不僅只需「技巧」，更須「方法」°
並建議未來設計訓練課程時· 應針對激發遊客的解說方法多加研習，創
造讓資源「活過來」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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