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共分為兩節，第一節係將本研究之研究分析結果做總結，提出

結論；第二節則針對研究結論提出對於教師、學校、行政當局以及未來 

研究之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桃園縣國民中學實施學校環境教育之環境教育設施設置、教師及行 

政人員對環境教育工作主觀認知情形及滿意度、參與環境教育研習之現

況、環境教育活動規劃、推動之單位角色、環境教育工作內容之決定方

式、學校網頁環境教育之內容、參與臺灣綠色學校及提報之情況，綜合

文獻探討、問卷調查、網站搜尋與討論分析歸納，本研究之結論，敘述

如下： 

 

壹、學校環境教育設施設置執行現況 

一、學校環境教育設施在硬體上，以學校換裝省水設施、校園內設有

生態池等設置情形較普遍，而小型焚化爐之設置情形最少。 

二、學校環境教育設施在軟體上，以設置環境保護小組比例較多，而

在參與登錄綠色學校網站及建置環境教育網頁情形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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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環境教育設施與學校所在位置於鄉鎮市區或偏遠地區之設置

情形並無差異。 

 

貳、教師及行政人員對環境教育工作之執行現況主觀認知情形 

教師及行政人員對環境教育工作之執行現況主觀認知情形，以「學

生午餐廚餘回收」、「教室有進行垃圾分類、減量與資源回收」及「鼓勵

師生自備餐具」等三項執行情形最好，而以「舉辦水資源主題活動」之

執行最差。另外執行情形最普遍者為「要求師生隨手關燈」一項，各項

主題工作認知情形如下： 

一、在校園節約能源方面：要求師生隨手關燈之執行最好，學校公佈

用水用電量及費用之執行最差。 

二、學校愛水節水：要求師生節約用水之執行最好，舉辦水資源主題

活動之執行最差。 

三、校園綠化美化：進行校內綠化、美化工作之執行最好，校園植物

認養活動之執行最差。 

四、自然生態保育：引導學生種植或照顧校園植物之執行最好成立相

關之學生活動社團之執行最差。 

五、校園安全衛生：鼓勵師生自備餐具之執行最好，校園噪音管制及

校園流浪動物是否妥善照顧之執行最差。 

六、校園垃圾處理：學生午餐廚餘回收之執行最好，鼓勵師生多喝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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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水、少買罐裝飲料之執行最差。  

七、校內設置環境保護小組：環境保護小組，推動環境教育工作之執

行最好，環境保護小組召開環境會議之執行最差。  

八、綠色學校網站參與情形：鼓勵師生參與綠色學校活動之執行最好，

師生上網瀏覽提報情形及分享其他學校作法之執行最差。  

九、學校環境教育網頁等：鼓勵師生充份利用網路蒐集環境教育資料

之執行最好，更新環境教育網頁內容之執行最差。 

 

參、教師及行政人員對環境教育執行現況之滿意度 

教師及行政人員對環境教育工作執行現況之滿意度，以「教室有進

行垃圾分類、減量與資源回收」、「學生午餐廚餘回收」及「鼓勵師生自

備餐具」等三項滿意度最高，而以「舉辦水資源主題活動」、「運用學校

網站進行環境教育」、「將綠色學校網站之內容融入教學課程」之滿意度

最低，各項主題工作之滿意度如下： 

一、校園節約能源：要求師生隨手關燈之滿意度最高，而學校公佈用

水用電量及費用之滿意度最低。 

二、學校愛水節水：要求師生節約用水之滿意度最高，而舉辦水資源

主題活動之滿意度最低。 

三、校園綠化美化：進行校內綠化、美化工作之滿意度最高，而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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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盡量減少人造物增加自然景物之滿意度最低。 

四、自然生態保育：引導學生種植或照顧校園植物之滿意度最高，而

校園植物認養活動之滿意度最低。 

五、校園安全衛生：鼓勵師生自備餐具之滿意度最高，而校園噪音管

制之滿意度最低。 

六、校園垃圾處理：教室有進行垃圾分類、減量與資源回收之滿意度

最高，而將資源回收主題融入教學課程之滿意度最低。 

七、校內設置環境保護小組：環境保護小組，推動環境教育工作之滿

意度最高，而環境保護小組召開環境會議之滿意度最低。  

八、綠色學校網站參與情形：鼓勵師生參與綠色學校活動之滿意度最

高，而師生上網瀏覽提報情形及分享其他學校作法及將綠色學校

網站之內容融入教學課程之滿意度最低。 

九、學校環境教育網頁等：鼓勵師生充份利用網路蒐集環境教育資料

之滿意度最高，更新環境教育網頁內容之滿意度最低。 

 

肆、不同變項之樣本，對環境教育工作主觀認知情形及滿意度之結果 

一、不同性別的教師及行政人員，對環境教育工作執行現況之滿意度

為男性高於女性。 

二、不同職務之教師及行政人員，對環境教育工作執行現況之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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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 

（一）校長或主任與導師：在學校公佈用水用電量及費用、飲用水 

的供應及設備定期保養維修、環境保護小組，推動環境教育工作之執行

現況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二)組長與導師：在學校公佈用水用電量及費用、環境保護小組 

推動環境教育工作之執行現況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三)導師與專任：在學校公佈用水用電量及費用、校園植物認養 

活動、師生上網瀏覽提報情形及分享其他學校作法之執行現況滿意度有

顯著差異。 

(四)校長或主任與專任教師：在校園植物認養活動之執行現況滿 

意度有顯著差異。 

(五)組長與專任教師：在校園植物認養活動、師生上網瀏覽提報 

情形及分享其他學校作法之執行現況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六)校長或主任與組長：在校園垃圾不堆積之執行現況滿意度有 

顯著差異。 

三、不同服務年資之教師及行政人員，對環境教育工作執行現況之滿 

意度比較： 

(一)服務年資在3~10年與11~20年：在學校排水系統通暢之執行現況 

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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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年資在11~20年與21年以上：在學校排水系統通暢之執行現 

況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三)服務年資在3~10年與21年以上：在環境保護小組召開環境會議 

之執行現況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四、不同學歷之教師及行政人員對學校實施環境教育工作執行現況之

滿意度比較： 

(一)研究所以上與一般大學：學校公佈用水用電量及費用、鼓勵師 

生對水資源的再利用、舉辦水資源主題活動、將水資源教育融入教學課

程、校園內盡量減少人造物增加自然景物、進行校內綠化、美化工作、

將校園美化概念融入教學課程、舉辦自然生態保育主題活動、成立相關

之學生活動社團、自然生態保育融入教學課程之執行現況滿意度有顯著

差異。 

(二)研究所以上與師範院校：舉辦水資源主題活動、將水資源教育 

融入教學課程、舉辦自然生態保育主題活動、成立相關之學生活動社團、

自然生態保育融入教學課程之執行現況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三)師範院校與一般大學：校園內盡量減少人造物增加自然景物、

進行校內綠化、美化工作之執行現況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五、不同任教科目之教師及行政人員對學校實施環境教育工作執行現

況之滿意度比較： 

 162



(一)語文領域和健康與體育領域：學校公佈用水用電量及費用、將 

校園美化概念融入教學課程、環境保護小組召開環境會議之執行現況滿

意度有顯著差異。 

(二)數學領域和健康與體育領域：學校公佈用水用電量及費用之執

行現況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三)自然與生活科技和健康與體育領域：學校公佈用水用電量及費 

用、將校園美化概念融入教學課程之執行現況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四)社會領域和健康與體育領域：學校公佈用水用電量及費用、將 

校園美化概念融入教學課程、環境保護小組召開環境會議之執行現況滿

意度有顯著差異。 

(五)健康與體育領域和綜合或藝術與人文領域：環境保護小組召開

環境會議之執行現況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六、不同國民中學對學校環境教育工作執行主觀認知情形與滿意度相

關與綠色學校獲得葉子數之關係比較： 

  不同國民中學對學校環境教育工作執行主觀認知情形與滿意度之相

關與綠色學校獲得葉子數之學校與學校之規模、歷史及所在位置無關。 

七、不同學校位置之國民中學對學校環境教育工作執行主觀認知情形

比較： 

不同學校位置之國民中學對學校環境教育工作之執行之認知在「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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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師生對水資源的再利用」、「校園植物認養活動」、「引導學生種植

或照顧校園植物」、「學生午餐廚餘回收」、「更新環境教育網頁內容」

等工作上有顯著之差異。 

 

伍、桃園縣國民中學環境教育活動之規劃、推動參與單位以訓導處為主 

桃園縣國民中學環境教育活動之規劃、推動參與單位之角色重要程

度依序為訓導處、總務處、校長、環境保護小組、師生自發性推動、教

務處。學校環境教育工作一般仍以訓導處或總務處為主要規劃、推動參

與之重要單位，但因環境教育屬於全校性的活動，因此學校各處室參與

規劃、推動情形均很普遍。  

 

陸、桃園縣國民中學推展環境教育工作內容決定以訓導處為主 

    在學校行政上訓導處之計畫活動應陳校長同意後或於校務會議中提

出討論經同意後實行，桃園縣國民中學環境教育工作內容決定方式主要

是由規劃單位訓導處為主，依序為規劃單位、校務會議、校長指定、師

生自行決定、課發會決定。 

 

柒、桃園縣國民中學環境教育研習參與之決定以承辦行政人員參加為主 

桃園縣國民中學環境教育研習參與之決定以承辦行政人員參加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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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亦即訓導主任或衛生組長業務承辦行政人員決定後呈報校長同意後

參加，或公佈給有興趣意願之教師自由參加為其次。而在「其他」一項

中，填答者提及「公文指定人員參加」、「教學研究會討論」等亦是學校

教師及行政人員參與師資培訓之決定方式。 

 

捌、教師及行政人員參與環境教育研習活動之現況 

  一、教師及行政人員參與環境教育研習活動之現況 

桃園縣政府九十二學年度上學期至九十三學年度第一學期期間，發

函給各校之環境教育相關研習活動，教師及行政人員參與之情形參加最

多次數之前四項為桃園縣部份國中小輪流辦理之「紅火蟻防治」、桃園縣

政府環保局辦理之「廢乾電池回收工作說明會」及「登革熱防治研習」、

桃園縣內定國小辦理之「九十二學年度環境輔導小組研習」。根據調閱公

文發現因紅火蟻入侵校園造成師生威脅，學校承辦人員急需獲得相關防

治資訊，提高參與之次數。參與第二高者則因環保局補助相關經費添購

回收器具，並配合環保署辦理抽獎活動，提高參與之意願。第三項因政

府防治登革熱多年且定每周六為登革熱日，必須以網路回傳積水容器數

目，因此要務承辦之衛生組長或訓導主任有參加之必要性。第四項因指

定承辦業務單位之校長、家長會長、總務主任、訓導主任及衛生組長參

加，因此參與人員較多。以上分析得知學校教師及行政人員參與環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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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師資培訓活動主題仍以學校相關業務需求者為主。 

二、教師及行政人員未參與環境教育研習活動原因 

    從問卷填答者之有效問卷 291份和參與師資培訓參加次數最多之 55

人比較起來，教師參與研習活動之比例偏低，調查結果發現國民中學教

師及行政人員因「課務繁忙」、「不知道此訊息」者最多，國民中學教師

課務平均每周 16 至 22 節課，縱使知道相關有興趣之師資培訓活動，因

為課務繁忙或從填答者於「其他」項所填之「業務繁忙」、「參加太多研

習除了影響本身課務也影響別人」、「學校規模，小人力不足，參加恐影

響課務」、「課務班務須處理」、「不想參加，因推動難，無支援」、「沒有

公假」等原因可知端倪。 

 

玖、學校網頁環境教育之內容 

    桃園縣各國民中學之學校網頁，資料內容亦多以衛生組業務之垃圾

減量資源回收、廁所美化綠化、加強環保教育，改善生活環境、環保、

整潔資源回收宣導、節約用水用電宣導等工作，而且上傳之時間及學校

是否持續更新網頁內容無法掌握。 

 

拾、參與臺灣綠色學校及提報之情況 

  一、桃園縣公私立國民中學共 65 所，而參與臺灣綠色學校夥伴數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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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報一件以上之學校僅 15所，可見大部分學校在參與夥伴之後即未

再持續提報之工作，僅依公文所示上網參加成為夥伴。 

  二、在 15所提報學校的 149筆資料中，以生活面向最多。 

  三、在提報人部分，主要仍是以業務承辦之組長(衛生組) 最多。 

 

第二節  建議 

     

根據上述研究發現與結論，就桃園縣國民中學實施學校環境教育之 

現況與問題，針對教師、學校、行政當局以及未來研究之建議，以供相 

關人員與單位參考。 

 

壹、對教師的建議 

一、學校教師對於學校環境教育設施及研習資訊不知道者比例頗高， 

由於近年來各校之資訊均以網路公告為主，因此建議教師應有流灠學校

網站之習慣，隨時接收學校最新消息與公告，掌握研習資訊，並利用上

課時間融入課程，向學生說明學校環境教育措施。 

二、建議教師應充實生態旅遊觀念與專業知識，在辦理相關校外教學 

活動時可兼任解說員，避免學校校外教學淪為遊樂區之旅或將教育之責

全部丟給隨隊的輔導員，則將失去辦理校外教學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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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對學校的建議 

一、學校在環境教育之推行上，有些設施或活動之進行僅以承辦相關 

業務之教師知道，多數教師仍不知道(學校是否已換裝省電裝置：39.1%

不知道；學校是否參與登錄綠色學校網站：42.6%不知道)，學校在宣導

與執行上應以全校性之方式推廣介紹給全體師生。 

二、學校設置小型焚化爐雖只達 8.2%，但現行方式是採資源回收之方 

法替代，則回收分類之落實與回收金之充分利用於學校環境教育之發展

與推動，是學校應注意之處。由於目前資源回收成效良好，因此學校容

易忽略環境的整體性，而將資源回收與環境教育畫上等號。建議學校應

進一步擴大層面在生態保育、綠色消費等其他環境教育工作，藉以拓展

師生對環境保護之視野。 

三、根據研究者服務所在之桃園地區，大部份國民中學所舉辦之校外 

教學仍偏向綜合領域之童軍活動為主，地點大多在遊樂區，生態旅遊之

部份很少。因此建議各國民中學舉辦校外教學時可以將環境教育課程融

入校外教學中。 

四、學校環境教育網頁與綠色學校之參與提報在國民中學部份執行狀

況不理想，一方面因學務處衛生組或總務處在學校推行環境教育相關業

務相當繁多且為例行之工作，加以學校若未設立環境教育網站，相關環

教資訊經由處室網頁之上傳，則在管理及時效性上均不易掌握。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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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學校有關環教相關活動應以台灣綠色學校之網站為中心，將相關資

訊上傳提報，一則有專人管理並給予葉子獎勵，再則可經由夥伴分享得

知其他各校之經驗做法，經由學術機構之指導並不時提供最新消息，可

以讓學校環境教育工作更寬廣更專業。 

五、教師及行政人員對環境教育工作執行現況之滿意度，在教學課

程部份之主題均較低，雖然國中學生有升學壓力，加以環境議題並未排

入正式課程，因此在推動上有困難。但是桃園縣政府及民間單位每年舉

辦的環境教育相關亦不勝枚舉，業務承辦人應善用學校溝通管道，讓教

師及學生知道相關訊息，參與活動。學校應利用課發會及校務會議將環

境議題活動排入年度計畫中，讓環境教育成為全校性之活動，而不僅僅

是只是衛生組的例行工作而已。 

六、根據桃園縣志工網站及志工大會師的資料顯示，目前在學校內之

教育類志工以交通、課輔、圖書、園藝等為主，然而在環保或環境教育

的志工較缺乏，因此建議學校在招募志工時能考量增設環保志工，結合

家長、社區或民間團體力量，讓環境教育在學校有更多的人力資源投入，

並且希望退休教師在環境教育課程具有專長或曾擔任衛生組長、訓導主

任工作者能投入退休精英風華再現之志工團隊，以增廣學校環境教育工

作推動的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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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對教育行政主管機關之建議 

一、學校環境教育工作範圍廣泛，諸如「加強學校環境教育三年實施 

計畫」、「推動環境保護有功學校教師及學生遴選表揚」、「永續發展 

與環境環境教育研習」、「永續發展教育融入課程」、「登革熱防治」、

「生物多樣性」等工作，內容多樣，因此請教育局在推動執行相關業務

時，應考量學校之規模大小及設備需求等，例如最近的火蟻防治僅以受

火蟻入侵之學校為對象辦理相關研習防治，永續校園計畫亦以申請學校

之校長和總務主任為研習對象，均為教易被接受之方式。 

二、本研究調查發現教師未參加環境教育相關研習之主因為課務須自 

理，由於環境教育課程屬於融入式的非正式課程，除非經由公文指定參

加人員之研習，否則大多由承辦人員自行調課或自費請代課後參加，則

在環境教育研習之意願上降低許多，請相關主管單位重視。 

三、綠色學校計畫已經被許多學校知道，因此建議主管當局可以將以 

往獎勵學校之環保有功學校或永續校園經營等資源結合，利用綠色學校

之交流作為學校環境教育之評鑑、自評或互評之平台。 

四、國民中學在環境教育上不重視環境教學，國民中學在升學壓力或

環境教育未列入正式課程內之理由下，實施較不普遍，建議教育局有關

環境教育活動應以教務處為主導規劃推動單位，才能將環境教育工作之

教學課程活動落實於教學之中。 

 170



肆、後續研究的建議 

一、樣本方面 

     本研究係以桃園縣 65 所公私立國民中學為研究範圍。若能將範圍

擴大到桃園縣公私立國民小學及高中作縱向之研究，或是擴大到台灣區

之國民中學作橫向之研究，則更可從研究呈現整體推動之認知情形與滿

意度，使研究更具代表性與整體性。 

  二、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之樣本選取係以桃園縣 65 所國民中學之教師(導師及專任教

師)及行政人員(校長及教師兼任之主任組長)為研究對象，不包含學生、

家長、職員、工友等，若能將上述人員納為研究樣本，則將使研究結果

更具代表性。 

  三、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係以問卷調查法為主，分析的結果是整體的表現，無法針對

個別情形與以分析討論，且在資料獲得上，尚未能了解各校之實際情形，

因此未來的研究可利用實地觀察與深入訪談的方式，作為資料蒐集的方

法；此外亦可運用個案研究的方法瞭解執行認知情形及滿意度高或低之

實際因素，以了解不同學校間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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