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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計畫共分三個年度進行。第一年度研究團隊藉由「新環境典
範」與「新生態典範」量表，探討研究對象的環境價值觀、環境態
度、環境行為意圖、環境世界觀等等，重新爬梳近國內外近四十年
的環境典範相關問卷。研究團隊原選定50篇自1996年至2017年的博
碩士論文為內容分析對象，針對24篇碩士論文進行討論，研究重點
在於釐清與探究共同的內涵因子架構，整理出臺灣的環境典範特徵
與趨勢，作為計劃第二年度的執行依據。
第二年度執行重點是從第一年的文獻基礎進行應用型研究。研究團
隊分別針對（一）兩門選修不同類型之大學通識課程的學生進行準
實驗研究，對台灣台北市某一間國立大學的兩門通識課學生進行前
、後測驗。本研究欲探討經由永續發展教育對大學生的環境典範觀
影響，同時也想了解大學生對資源利用（經濟）、環境保護（環境
）、社會成長（社會）之間的看法。實驗組教授環境教育、環境倫
理、永續發展相關議題該學期修課人數68人。對照組則是藉由討論
台灣社會中的文化現象，提升學生公民意識與批判性的和思考方式
，該學期修課人數為132人。實驗組後測總平均提升，整體進步；對
照組後測總平均降低，整體退步，達顯著差異。此外，根據社會學
統計變量，透過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不論是實驗組或對照組，女性
得分皆高於男性。根據中央政府的國土規劃地方生活圈分類，結果
表明，不論是實驗組或對照組，農村或鄉村地區學生的分數高於城
市。同時第二年度也（二）藉由教育部頒訂之高中文言文選，透過
高中國語文教師與環境教育工作者六位分析員的參與分析及討論
，進行質性分析研究。
第三年度則是針對緬甸與臺灣進行量化與質化的跨國比較，去了解
在緬甸受教育的學生與到臺求學的緬甸學生對環境的態度。研究團
隊從（1）在緬甸就學的緬甸高中生、（2）在緬甸讀書的大學生、
（3）來臺求學的在校緬甸僑生進行問卷調查研究與質性訪談，以了
解這三類型的緬甸學生對新環境典範的態度。質性研究結果可以發
現赴臺求學的緬甸大學生環境意識較強，四位受訪者皆在質性訪談
中處處顯現來臺後對自己家鄉浪費資源行為的反思、環境行為的轉
變、對自然資源開發傾向有極限、無法人定勝天、傾向新環境典範
；而緬甸大學生雖然都支持環境保護的概念，但在人類是否為萬物
之靈這一主題上，則傾向人類具有能主宰動物的權利、地球的人口
尚未達到極限。相比之下，赴臺緬甸僑生因為他們有離開原鄉的生
活經歷，更能緬甸大學生有更多元的經驗與視角去看待環境。他們
會比較二國的不同與差異，對於人類造成的環境污染有更多的想法
，甚至會藉臺灣的經驗來期待緬甸政府也應有所為。

中文關鍵詞： 環境典範、新環境典範、新生態典範

英 文 摘 要 ： This research is divided into three years. In the first
year, the research team used the "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 and "New Ecological Paradigm" scales to explore
the environmental values,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tentions, environmental
worldviews, etc. of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re-compiled
nearly 40 years in Taiwan and abroad questionnaires related
to the environmental paradigm.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clarifying and exploring the common connotative factor
structure, sorting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Taiwan's environmental paradigm, as the basi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econd year of the plan.
The focus of the second year's implementation is to conduct
applied research from the first year's literature base. Our
research team conducted quasi-experimental studies on two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universities, and conducted pre- and post-tests on two
general education students at a national university in
Taipei, Taiwan. This research intend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ducation on university
students’ paradigm view of the environmen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wants to understand university students’
views on resource utilization (econom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vironment) and social growth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second year, a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research will be conducted through the participation of
six analysts from senior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ors through the selec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articles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third year is to conduct a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cross-country comparison between Myanmar and Taiwan to
understand environmentals attitudes of students educated in
Myanmar and Myanmar students to Taiwan to the environment.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Myanmar students
who go to Taiwan to study have a strong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The four interviewees all showed in the
qualitative interviews that they reflect on their hometown
waste of resources, changes in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nd
natural resources. Moreover, Myanmar students who go to
Taiwan to study have the life experience of leaving their
hometowns, the Myanmar overseas students going to Taiwan
are better able to look at the environment with more
diverse experiences and perspectives. They will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ve
more ideas and thoughts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aused by humans, and even use Taiwan’s experience to
expect the Myanmar government to do something.

英文關鍵詞： Environmental Paradigm, 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 New
Ecological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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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人類對環境議題的看法，可以從中觀察出一個時代環境典範轉換。回想自

己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周遭的人對於環境的態度，似乎每一時期都有一點

點變化，甚或是對議題的態度，每一年都會有不同；對議題的價值判斷也隨時

間改變。價值判斷改變無關乎對錯，但人類會根據己持該事件的想法，產生價

值觀，最後產生接續的行動。 
國民的環境意識及環境素養，會隨著時空背景有所改變。由於國內近年大

型環境典範的研究調查較為少見，多偏重在單一族群、同一個地域、相近年齡

層等的小樣本比較，缺乏大型調查以及屬於臺灣的環境典範整體觀分析，研究

者希望透過這個研究計畫，補足研究缺口，爬梳國內外重要的環境典範期刊論

文及重要研究，以宏觀的視角重新回顧環境典範，以完善臺灣的環境典範的內

涵因子建構，同時探討臺灣環境典範的轉移趨勢，與國際環境教育趨勢發展相

互呼應。 

貳、 研究目的 

Ø 以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為基礎，搭配聯合國 1.永續發展目標、2.永續素

養、3.PISA 全球素養，探討國內環境教育的關鍵內涵、架構，厚植臺灣在

國際上的環境教育價值，並進行跨國環境典範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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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發展符合「臺灣環境教育核心素養指標」之環境教育議題課程，並進行課

程推廣、驗證，服膺環境教育的教學創新、健全環境教育理論與實證的連

結。 
Ø 進行環境教育議題融入的課程執行成效分析，提供教育現場自我診斷依

據，結合輔導機制，協助環境教育議題融入十二年國教的穩定發展。 

參、 文獻探討 

一、環境典範：主流社會典範和新生態典範 
（一）典範被提出的背景說明 
  湯瑪士．孔恩（Thomas Kuhn）1962 年在《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ce Revolution）一書中提出「典範（paradigm）」概念，簡單來 
說：凡是同一個時期，同一群人（或是同一個社群成員、地區、國家）共同持 
有相同的信念、價值和技術，就可稱之為「典範」。 
  1978 年，Dunlap 這位社會學者和他的助手 Van Liere 藉由孔恩提出的「典

範」概念，提出環境典範，建立「新環境典範量表（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簡稱 NEP）」，同時將環境典範分為（1）人類中心主義、重視經濟發

展的「主流社會典範（Dominant Social Paradigm，簡稱 DSP）」，以及（2）關

心所有物種、重視自然價值的「新環境典範」。根據《The 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 Scale: From Marginality to Worldwide Use》（2008）一文，可知社會學

家 Dunlap 選擇以「環境」作為切入點，其實深受「成長背景」 以及「閱讀文

獻」使然。 
   在成長背景方面，Dunlap 從小在漁村長大，當地的經濟開發和資源利用

方式深受主流環境典範影響，而後 Dunlap 也用這個經驗來解釋主流社會典範對

整體環境的影響。在閱讀文獻方面，Dunlap 深受 1968 年 Paul R. Ehrlich 出版的

《人口炸彈》（The Population Bomb），以及 1972 年羅馬俱樂部發表的《成長的

極限》（Limit to Growth）等環境領域重要文獻的薰陶與啟迪，藉此發展出新環

境典範。 
  誠然，正因為 Dunlap 是社會學者，他在 1978 年提出的新環境典範量表往

往為人詬病（Dunlap, 2008），Lalonade 和 Jackson（2002）認為新環境典範量表

過於簡單且過時（The NEP Scale were overly simplistic and outdated.），批評者亦

認為這份量表背後少了理論支持，也同時欠缺環境倫理的內涵。其次，Scott 和
Willits（1994）認為該量表無法預測環境行為（The NEP Scale is a poor predictor 
of environmental behaviors.）。再有，Chatterjee（2008）認為這份量表並不適用

於非西方的國家（The NEP Scale may not be applicable outside of developed 
Western nations.）。最後一個，同時也是 Dunlap 認為最嚴厲的批評，則是有多

位學者認為新環境典範量表的面向太少，不足以支撐起這份量表。有鑑於此，

Dunlap 於 2008 年再次對量表進行修正，他捨棄過時術語、增加量表 的面向、

平衡量表的正反問項。為了強調量表的「環境」份量，Dunlap 選擇加入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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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內涵，並將量表名稱較少提及的「社會」修正為「生態」，修正後的量表稱

之為「新生態典範量表（New Ecological Paradigm Scale）」。 
  Dunlap 在 1976 年至 2008 年間曾二度修正量表，從一開始的 12 道題，到

2008 年的 15 道題，這份量表雖引起學界學者們的諸多批評和討論，但我們仍

必須承認，Dunlap 的「新環境典 範量表」已獲得眾多社會、環境相關領域學

者們的援引和驗證。正因為新生態典範量表和新環境典範量表的構面、取徑有

些不同，為了更聚焦研究，本研究將使用「新環境典範量表」為研究主題。 
（二）主流社會典範與新環境典範 
  人類本身對待自然環境的信念、態度與價值觀，呈現出一個普世的世界

觀，透過此一世界觀，可以瞭解個人或由個人所組成的社會所呈現出來的一種

整體意義，並形成社會真實的心理影像（a mental image of social reality），進而

引導出整體社會的期望（Pirages & Ehrlich, 1974）；社會環境的一般價值、信念

和共享的智慧所組成的社會基本世界觀，則稱為「主流社會典範」。當時的傳統

社會仍是以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為主，所以他們認為當時的主流

社會典範是呈現出反生態的意象，是只考慮社會本身的需求，而將人類排除於

自然界之外，漠視環境對社會的影響（Dunlap & Van Liere, 1978）。 
  Dunlap & Van Liere 認為傳統的主流社會典範中信念、態度與價值可歸納為

以下之基本理念：（1）個人主義；（2）對「資源無限」以及「進步」的信念；

（3）執著於追求成長與繁榮；（4）對科學和技術以及「未來將更加繁榮」的信

心；（5）採自由放任的經濟型態、政府應放鬆管制以及私有財產制；及（6）
「自然」是可被征服的。 
（三）國外新環境典範的評析 
  本研究同時回顧了 25 篇國外重要的環境典範文章，發現有多篇文章是以

「新環境典範量表」作為施測問卷，並針對特定族群進行調查，根據這些文章

的施測結果，可發現新環境典範量表具有極高的信度與效度。針對這 25 篇文

章，可將環境典範的研究初步分為三類：一是學者 Dunlap 建立環境典範與修正

量表的文章。二是其他學者針對「學理上的探討與建構」，例如 Schultz
（2001）從社會學的角度出發，去重新釐清新環境典範與社會學、生態系、個

人的關係。又如 Cordano, M., S. A. Welcomer and R. F. Scherer（2003）藉由新環

境典範量表，去分析該量表的預測能力以及它的效度。最後則是「學理上的實

務應用」，此即是將新環境典範量表應用在不同領域，藉以探討不同社群對新環

境典範的接受程度與異同，包括： 
（1） 針對不同的年齡：如 Manoli, C. C., Johnson, B., & Dunlap, R. E.
（2007）將新環境典範量表應用在兒童，討論如何轉換量表，並能使其理解，

同時能確保量表的效度。土耳其學者 Taskin（2009）利用新環境典範量表去探

討高中生的環境態度，同時搭配後物質主義進行討論。 
（2） 針對不同的群體和地域：如 Chang-Ho, J.（2004）和 Johnson, C. Y., 
Bowker, J. M. & Cordell, H. K.（2004）從都會區樣本的實際案例，以及族群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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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的不同來看環境信念和環境行為，重新檢核新環境典範量表的因子結構。 
（3） 針對不同國家：如 Schultz& Zelezny （1999）即是以價值作為環境態

度的預測因素，針對 14 個國家進行調查以及比較分析。 

肆、 研究方法 

本計劃第一年度執行重點是針對國內既有的環境典範相關的態度價值問

卷、學術期刊與碩博士論文進行內容分析，釐清臺灣環境典範的發展脈絡與學

術研究趨勢。本年度重點在（1）探討適合環境典範量表的施測工具？釐清環境

情意、環境知識、環境態度、環境行為意圖等環境因子與新環境典範量表之間

的關聯。（2）從結構面出發，回顧 1976 年至 2016 年的新環境典範結構。試著

找出影響環境態度因子？確立有效的環境態度預測因子？ 
第二年度執行重點是從第一年的文獻基礎進行應用型研究。研究團隊分別

針對（一）兩門選修不同類型之大學通識課程的學生進行準實驗研究，以及

（二）藉由教育部頒訂之高中文言文選，透過高中國語文教師與環境教育工作

者六位分析員的參與分析及討論，進行質性分析研究。 
第三年度則是針對緬甸與臺灣進行量化與質化的跨國比較，去了解在緬甸

受教育的學生與到臺求學的緬甸學生對環境的態度。在參考了很多臺灣的研究

文獻資料後，發現很少會有或幾乎是沒有有關緬甸人民環境觀念、環境意識調

查的研究，更沒有緬甸學生與赴臺緬甸僑生的環境典範相關研究。因此，第三

年研究從（1）在緬甸就學的緬甸高中生、（2）在緬甸讀書的大學生、（3）來臺

求學的在校緬甸僑生進行問卷調查研究與質性訪談，以了解這三類型的緬甸學

生對新環境典範的態度，同時，研究團隊也好奇這些學生會不會因為求學時期

的社會背景而產生不同的環境價值觀？赴臺求學的緬甸僑生與緬甸大學生對環

境的態度與看法為何？赴臺求學後的觀念有無轉變？為何轉變？這些轉變是否

有值得緬甸借鏡與參考之處？ 
第三年度研究方法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及隨機取樣、便利性取樣，以

（1）在學的緬甸高中生、（2）在緬甸讀書的大學生、（3）來臺求學的在校緬甸

僑生進行問卷調查研究。研究團隊已於 2017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4 日（兩個

星期），分別在緬甸前首都－仰光（Yangon）、撣邦首府—東芝（Taunggyi）、克

欽邦首府—密支那（Myitkyina），分別發放 47 份（隨機發放）、45 份（立意取

樣）、177 份問卷（立意取樣），總計發放 269 份問卷。同時也於 2019 年 10 月

26 日，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的國際文化日，隨機發放 50 份問卷。

再來，為了得到更細膩的資料，研究者訪談 7 位大學生（3 位緬甸大學生：編

碼依序為 MA、MB、MC；4 位來臺求學的緬甸僑生：編碼依序為 TA、TB、
TC、TD），訪談方式為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 

伍、 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第一年度研究重點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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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藉由「新環境典範」與「新生態典範」量表，探討研究對象的環

境價值觀、環境態度、環境行為意圖、環境世界觀等等，重新爬梳近國內外近

四十年的環境典範相關問卷。研究團隊原選定 50 篇自 1996 年至 2017 年的博碩

士論文為內容分析對象，但在往後的文獻下載過程中，發現有 26 篇碩博士論文

尚未對外公開，或是缺乏電子原文。最後只能針對 24 篇碩士論文進行討論，研

究重點在於釐清與探究共同的內涵因子架構，整理出臺灣的環境典範特徵與趨

勢，作為計劃第二年度的執行依據。 
發現一、研究對象多為正規教育體系內的師生：研究團隊發現臺灣價值教

育的不足，學生普遍有良好的環境知識，但在環境態度、環境信念、環境價值

觀到最後展現環境行為的連結較為不足。 
發現二、皆採用量化研究：24 篇碩士論文全都以量化研究為主，皆採用問

卷發放，以研究生的專業學科背景為主，同時以新環境典範量表為研究輔助工

具，雖分析問卷結果的方法不盡相同。但諸多論文在研究建議提及「建議往後

研究者可針對研究對象進行質化訪談，更能窺看全貌」。 
發現三、背景資料對於環境態度有顯著影響：學生的認知學習和態度建立

與身旁接觸的事與物息息相關，環境教育工作者應當善用周遭的自然資源進行

活動，讓學童多親近周遭的環境，並能對特殊環境區域產生認同感，並且意識

到環境問題會危及他的生活，增強學童的危機意識，進而培養學生正向積極的

環境態度。 
發現四、研究對象的新環境典範分析：縱使這些研究皆顯示多數研究對象

已普遍趨向新環境典範，但由於缺乏對環境相關現象的親身體驗與對環境知識

的真正理解，因此使得研究對象原本所持有的各項環境價值信念並不堅定。 
第二年度研究重點說明如下： 
（一）本研究在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1 月，對台灣台北市某一間國立大

學的兩門通識課學生進行前、後測驗。本研究欲探討經由永續發展教育對大學

生的環境典範觀影響，同時也想了解大學生對資源利用（經濟）、環境保護（環

境）、社會成長（社會）之間的看法。實驗組教授環境教育、環境倫理、永續發

展相關議題該學期修課人數 68 人。對照組則是藉由討論台灣社會中的文化現

象，提升學生公民意識與批判性的和思考方式，該學期修課人數為 132 人。實

驗組後測總平均提升，整體進步；對照組後測總平均降低，整體退步，達顯著

差異。其中，2.4.6.15.的題項隱含永續發展的概念，或許是因為學生已習得永續

發展的相關概念（SDGS），因此在作答時變得更嚴格，以第 2 題為例：「改善自

然環境以滿足人類生活需求，是人類所擁有的權利。」實驗組前測對此題普遍

持不同意（平均值：3.182，標準差：0.959），後測則降低為平均值 2.877，標準

差則是 1.181。研究團隊認為實驗組經過一個學期的永續發展相關議題教學，該

學期的上課主題為「永續發展目標」，藉由價值澄清教學、影片教學、模擬公聽

會、小組合作、案例探討等多元方式，提升學生對永續發展三要素（環境、社

會、經濟）對地球及未來世代的影響，了解當前國際上對永續發展的探討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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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作為，同時學習如何妥善且合理的分配資源以促進永續發展，因而在後測時

做出此回答。而對照組則是因為尚未學習永續發展的概念，因此傾向用當前主

流觀點進行回答（前後測平均值為 2.729、2.712，標準差為 1.1、1.16）。同理，

第 2 題的概念可以推及至第 4 題、第 6 題、第 15 題。 
此外，根據社會學統計變量，透過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不論是實驗組或對

照組，女性得分皆高於男性。根據中央政府的國土規劃地方生活圈分類，結果

表明，不論是實驗組或對照組，農村或鄉村地區學生的分數高於城市。 
（二）利用 Nvivo 質性資料分析軟體進行文本輸入，可清楚得出兩類型分

析員的分析差異，以及文本所涵蓋的環境教育意涵，同時釐清古文中隱含的主

流社會典範與新環境典範比重為何？釐清部定古文中，主流社會典範的篇章內

涵為何？新環境典範的篇章內涵為何？探討三十二篇古文是否有符合環境教育

的目標與精神，其比重如何？ 
第三年度研究重點說明如下： 
根據質性研究訪談資料分析，一共可以從九個類別進行討論：（一）自然平

衡、（二）成長極限、（三）反人類中心論、（四）拒絕人類除外主義、（五）生

態危機可能性、（六）政府的推動和政策的落實、（七）漠視生態、（八）教育、

（九）行為轉變。以下分述之。 
（一）自然平衡：在此類別的 3 個問題裡，7 位受訪者對第 13 題，自然環

境的平衡機制是非常脆弱且易受干擾 的，這個問題上基本上兩組皆

無分歧。對第 8 題，認為目前的自然環境的平衡機制是不是強到足

以承受工業化國家所造成的衝擊問題中，起先研究者發現 T 組與 M
組的答案大致上一致，但研究者發現更有趣的是，赴臺緬甸僑生組

TD 的答案更有提到倫理、正義的層面；TD 與 TB 皆有提到工業化

致使環境失衡，也普遍提到自然是整體的，污染無國界。在工業化

對環境的影響反思中，TD 有特別提到，目前已開發國家要求開發中

國家停止工業化的呼籲，對開發中國家是不公平的。針對第三題，7
位受訪者的答案也無分歧，多數都有提到災害對人類的影響，TC、
MA、MC 都各自以家鄉的的經驗為例，顯見若能從各自經驗出發會

讓受訪者對此議題印象更為深刻。 
（二）成長的極限：受訪者們對第 11 題，地球像一艘太空船，它的空間和

資源都是有限的，答案大致一致，而且 TB 還認為無論是什麼資源，

都會有被用完的一天，因為人類破壞的速度往往是會比資源成長速

度快速。但很有趣的是 TC 覺得人類會有其他能源來取代現有能源

「我覺得資源是一定會用完的，只是因為人類可能會找其他的替代

能源來代替」。TD 也覺得將來或許人類會去探索外太空－火星，也

有可能取得資源，這種既支持原有觀點，又有其他可能的思考路

數，值得後續更進一步探討。針對第一題，地球上的人口數量已將

達它所能負荷的極限了嗎？根據分析，M 組大都覺得人口數量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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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極限，縱使人口很多，但食物還夠，只是分配不均勻而已；T
組受訪者則普遍認為是人口分配不均影響較大，尤其城鄉人口差距

太大。TB 提到人類很聰明，可以把海水變成淡水，是可以供給目前

人類所需的人口數量，所以應該要看人類生活的地區或國家來判

斷。但是 MC 也是提到人類都該受教育以培養優秀、不匱乏的後

代。TD 覺得一代比一代更幸福，更有受教育的機會。而在該類別的

第六題「假如人類知道如何開發資源，那麼地球將有充足的資源，

支不支持這樣的觀點？」在本題兩組回答皆無分歧，都認為無論怎

樣會開發資源，如果人類不懂節約，資源都是「有限的」，甚至有受

訪者（TA）提到必須「永續」的概念，而且還要及時推廣永續的觀

念才是對的；還有 MA 提到「環保 3R」，不只是要保護自然，更該

珍惜使用，Reduce（減少使用） Reuse（物盡其用）反覆使用， 
Recycle（循環再造），MA 的這番言論，竟也讓研究者感到非常欣

慰，無論身處何地，環境保護的意念也已發酵。 
（三）反人類中心論：受訪者們對「動植物與人類擁有相同生存的權利 」

回答普遍一致。受訪者 TC 就覺得「在各自領域各自安好，那麼就都

有相同的生存權利」，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觀點。而受訪者 MC 倒

是覺得，人類有能力思考對錯，但動物不能，動物是被動的。而在

「人類是萬物的主宰嗎？」此一題項，T 組受訪者的回答普遍一

致，認為人類也是大自然中的一環；而 M 組較為分歧，MB、MC 卻

認為人類因為能夠思考、有智慧，所以更高等。甚至有受訪者 TD
提出反思：「若人類可以主宰自然，那為何不能將氣候變更好？」、

還提出「人類雖然是聰明的，但也不能隨意違背自然規律」、且借用

「土地不是我們從祖先那裡繼承的，而是向子孫借的 - 印地安諺

語」來反對「人類是萬物主宰」 的觀點。 
（四）拒絕人類除外主義：第四題，人類的智慧將可保障地球永遠可以居

住。T 組回答一致，而 M 組有些許分歧。T 組不認同：受訪者認為

目前人類只能眼睜睜看著自然反撲，或是盡力挽救，人類的智慧真

的可以覆蓋那麼久遠嗎？而針對第 9 題「就算人類有特殊能力，還

是要接受自然法則的支配？」，7 位受訪者看法一致，無分歧。大家

都認同縱使人類可能可以解決當下的小問題，但卻沒有能力與智慧

去避免與承擔為了解決這許多的小問題而引起更大更多更廣泛的地

球環境問題。甚至 TD 還提到「自然是萬物之主，不能受人任意破

壞、不能控制自然生長」MA 說，人是在自然法則之中生存的，就

算人類今天破壞了某些東西，但是總有一天是需要人類來買單的。 
更有不少人有提到環境災害：TA 土石流、TC 海嘯、TB 土石流、

MC 提到土石流以及森林大火，暫且不論受訪者們對此議題的瞭解程

度，但顯見這些受訪者是有意識、有感受近幾年環境災害對人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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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至於 M 組在此題項有分歧（如 MB 認為世間事皆兩面，有人

破壞就會有人去保護）。至於第十四題「人類最終將學會自然環境的

運作機制？甚至可以進一步的控制環境」，T 組回答一致不認同、不

支持這論點。他們認為人類也是屬於大自然環境中的一份子，沒辦

法控制得了環境。倒是 M 組有分歧，MA 比較偏向中立態度，不說

支持或不支持。 
（五）生態危機的可能性：研究者發現，7 位受訪者對生態危機可能性的 3

個題項（第 5、10、15 題），兩組回答皆一致，值得一提的是，他們

都以自己的生活經驗出發來回答。TB 就拿赴臺就讀旅行基隆所見的

海洋垃圾為例，甚至提出生態危機是跨區、無國界的。MA 則是以

家鄉緬甸為例，在緬甸的極端氣候變化，因為就是因為砍伐森林太

過的緣故，就導致雨季的時候，要麼乾旱，要麼就大雨不停，造成

洪水氾濫。冬季不像冬季 ，雨季歷時更長。對第 10 題的問題，對

「生態危機」這個詞語，是否有被過度誇大使用 ，受訪者們同樣以

自己的生活經驗與自身觀察來回答，TB 就以近年來的天氣與極端氣

候為例；TC 也以自己來臺後，每一年對氣候變化的切身感覺為例。

這七位受訪者皆以及用新聞、媒體、社群常看到的環境詞彙來佐證

說明。舉例如下：TA 提到全球暖化、森林化、沙漠化；TB 提到海

平面上升、極端氣候的出現；TC 說：氣候暖化、海平面上升、冰山

融化、北極熊沒有家；TD 也說：海洋垃圾污染、生物多樣性減少；

MA、MB、MC 也提到，酸雨的危害、霧霾的陰影、臭氧層破洞等

等····· 
（六）政府的推動和政策的落實：此一類別多針對 T 組學生進行分析，正

因為他們有離開原鄉的生活經歷，更能比 M 組學生有更多元的經驗

與視角去看待環境。T 組會比較二國的不同與差異，對於垃圾造成

的環境污染有更多的想法，甚至會藉台灣的經驗來期待緬甸政府也

應有所為。如垃圾分類：TB 提到居家垃圾會集中後再丟垃圾車，分

類作業並不是很細緻，除非可以買錢的回收罐等會另外收放。TC 也

有提到，無論是居家垃圾或是公共場所垃圾，大部分都是一鍋收，

最多就做到乾濕分類。TB、TC、TD 等受訪者都有提到，跟台灣相

比，緬甸隨手丟垃圾的行為很常見。同時，T 組學生也指出垃圾衍

生出的環境污染，TA 提到，由於政府對城市環境的整潔與維護，似

乎並未落實，宣導不夠，亦還未有懲罰制度；他們也指出緬甸並未

實際成功實施垃圾分類與資源回收作業。臺緬比較之下，T 組受訪

者皆看出政府的用心、政策落實與宣導成果對環境的影響。緬甸就

算有做分類，但大都只是把垃圾丟進一個大袋子，再來也不清楚如

何處理垃圾，可能是普世態度認為，不想碰垃圾、髒。 
（七）漠視生態：受訪者發現緬甸人民對環境的漠視態度影響，回臺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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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自己的反思：例如，用水不節制；垃圾不分類；受訪者 TB 則因

為有更多選擇處理垃圾的方式，丟在人煙稀少的山坡、可在自己家

後院燒垃圾、所以不用管，與在臺灣不同。緬甸組因不清楚垃圾的

完整處理方式，故最多只回答到垃圾車會清運；但臺灣組會觀察垃

圾的分類方式、垃圾桶、以及垃圾減量的觀念，甚至會將臺緬經驗

去做對照與反思。 
（八）教育：緬甸的環境宣導較流於片面：像「口號式的教育」，例如，TA

提到過的「不能隨手丟垃圾」的口號；還有教導大家要重視居家與

校園的環境整潔，例如，TC 提到過校園曾經有宣導要垃圾分類，但

是最後也沒有真正落實，事實上，大家都還是覺得垃圾很髒。研究

團隊也思考環境典範觀念建立與環境教育的關係：是否要透過 EE 的

喚醒覺知，培養對環境的正向態度，在給予知識，並適時利用活動

跟學生動手去做、去體驗、才能建立一套持久又有用的價值觀呢？

畢竟臺灣組有不少人寫道「臺灣人對垃圾的態度與垃圾處理方式已

經變成一種自然而然的習慣了。」TC 同時也提到他對臺灣教育的贊

同，在他第一次抵達台灣土地後，他的學長姐曾經就有教導他們新

生如何在生活中落實環境保護。 
（九）行為的轉變：臺灣組描述了許多他們赴臺求學後的行為轉變：TD、

TB 與 TC，都有在垃圾分類、資源回收的過程中，從不懂、不會、

到會分類、會回收。TD 曾提到，在緬甸時與好友們外出用餐，皆會

因為面子而亂點食物，浪費食物的習慣，到來臺後，受到周圍臺灣

人的影響，做到了「能吃多少拿多少」的習慣。受訪者 TA、TB、
TC 他們都有過因為臺灣街道以及整體環境乾淨，而自然而然也想也

想為他盡一份心力，也學著不亂丟垃圾了，甚至還會去思考手上這

個空瓶是什麼材質，該丟什麼類別？ 
 
臺灣的環境教育是搭配政策與教育循序漸進。緬甸新政府方才起步便以

「12 點經濟政策」為目標，尤其第 9 點更可看出新政府保護環境的決心。「典

範」不是一時三刻便可形成，它是經過日積月累的浸潤而得，研究者盼能藉此

研究，釐清赴臺緬甸生與未赴臺緬甸生的環境典範差異與緬甸高中生的環境典

範觀，藉此強化或修正緬甸的教育策略和方針，對新政府所倡議的 12 點經濟政

策（12-point economic policy）的推動能更有幫助。 
 
研究團隊研究成果已分別陸續發表至 
（一）國際學術會議： 

1.The Worl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ongress (WEEC) :An Analysis of 
the New Ecological Paradigm: University Students’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in Taiwan（地點：泰國曼谷農業大學） 



 10 

2. TO Kimiharu, NINOMIYA-LIM Sachi, CHANG T.C., FURIHATA 
Shinichi, LEE Sun-kyung, KIM Chankook(2018).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Matters: Studying EE Researchers across nations- 
Researching EE researchers among Taiwan, Korea and Japan.The 47th 
Annual NAAEE conference. October 9-13, 2018. Spokane, American. 
(Oral) 
3. Masahiro Saito, Hideki Sato, CHANG.T.C& Chinook KIM(2018). 
Possibilities on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Research for E.E. in Asia. the 
29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Japanese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ugust 24-26, 2018. Tokyo, Japan. 

（二）國內學術會議： 
1.屈賽杏、張子超（2020）。緬甸學生與赴臺緬甸僑生之環境典範比

較研究。2020 年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術暨實務交流國際研討會，國

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基隆市。（海報發表） 
2.林大正、張子超（2020）。以台北市某國中環境教育議題融入課程

探討環境素養提升成效之研究。2020 年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術暨實

務交流國際研討會，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基隆市。（海報發表） 
3.吳沁芸、張子超（2020）。探討環境教育工作者在 自然中獨處的經

驗歷程。2020 年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術暨實務交流國際研討會，國

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基隆市。（口頭發表） 
4.石純齊、吳沁芸、張子超（2019）。《教育部頒定文言文文選》之環

境典範研究。2019 年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術暨實務交流國際研討

會，國立東華大學，花蓮縣。（口頭發表） 
（三）碩士論文指導： 

1.指導緬甸籍學生屈賽杏參與本計畫並撰寫碩士論文（撰寫中，預計

2022 畢業），論文主題：緬甸學生與赴臺緬甸僑生之環境典範比較研

究。 
2.李心寧（2019）。大學生對環境美學與空間認知融入通識課程學習

成效之研究─探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園之美為例。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北市。 取自

https://hdl.handle.net/11296/589g69（已畢業，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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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第八屆兩岸四地可持續發展教育論壇   

(2017 年度) 

I. 論壇主辦及協辦組織單位 

   主辦單位： 港澳兒童教育國際協會 

香港教育大學   

   香港教育大學協辦單位： 可持續發展教育中心 

  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 

            社會科學系 

            幼兒教育學系      

 

II. 地點 : 香港新界大埔露屏路 10 號香港教育大學  

III. 日期 :  2017 年 11 月 11 日至 12 日 

IV. 主題、目的、內容 

主題︰幼兒環境教育、可持續發展教育、水資源運用及廢物管理 

就上述主題，兩岸四地的幼兒和基礎教育、高等教育和非正規教育三大領域

的可持續發展教育的現狀、問題及最新研究和實踐成果等內容，分組進行廣

泛深入地交流研討。 

目的︰ 

「兩岸四地可持續發展教育論壇」分別在香港、澳門、臺灣及中國大陸相繼舉 

辦了七屆，本屆於 2017 年在香港舉行，是為促進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澳 

門兩岸四地可持續發展教育的資訊交流，分享各地的先進經驗與成果及各地發 

起的長期環境教育合作專案。論壇為國內、香港、台灣、澳門兩岸四地的政府 

組織、環保組織及教育團體之間關於可持續發展教育的交流平台，目的是加強 

溝通與瞭解，提高各方資訊交流、資源分享與合作的可能性，分享兩岸四地在 

推動可持續發展教育的先進經驗與成果。通過「可持續發展教育論壇」，來自 

香港、澳門、臺灣和內地的可持續發展教育學者、地方環境科學學會代表、環 

保宣教機構代表、綠色學校和綠色社區代表、環境教育及科普教育基地代表聚 

首在一起，以其從事的研究和工作視點，剖析兩岸四地近年可持續發展教育的 

思路、走向和做法，形成與社會的良性互動，為推進可持續發展作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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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論壇內容包括實地考察及兩岸四地嘉賓分享，講者包括兩岸四地政府環境機

構的代表、來自內地、臺灣、香港及澳門的學者，以及大專院校及中、小學

及幼兒的教師，以“幼兒環境教育、可持續發展教育、水資源運用及廢物管

理”為探討主題，分享可持續發展教育的理論及實踐經驗。包括： 

1 分享不同教育階段在進行組織動員社區網絡參與可持續發展教育方面

的成功經驗，探討青少年推動綠色生活的形式； 

2 評析兩岸四地可持續發展保育和教育的政策及實踐、挑戰與展望； 

3 尋求幼兒和基礎教育、高等教育和非正規教育組織之間相互合作、共同

推動可持續發展教育的途徑； 

4 關注、分享及探討學校及教育機構在進行綠色校園生活的規劃建設、項

目管理、資源調動以及以基地建設推動可持續教育的成功經驗。 

 

V. 論壇日程 

1. 日期：2017 年 11 月 11 日至 12 日 

2. 地點：香港新界大埔露屏路 10 號香港教育大學  

3. 會議日程安排： 

 

 2017 年 11 月 10 日  

 星期五  

    

參與者提前報到 

報到地點：香港教育大學 B2-1/F-31 室下午 4 時

至 7 時 

 

第一日 2017 年 11 月 11 日 

 星期六  

上午參與第八屆「兩岸四地可持續發展教育論

壇」開幕典禮、專題演講及分組論壇。中午午膳

及「論壇」商議下屆主辦事宜。下午專題演講及

分組論壇 

第二日 2017 年 11 月 12 日 

    星期日 

上午分組參觀香港國際濕地、米埔水鳥天堂及萬

宜世界地質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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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兩岸四地可持續發展教育論壇 (2017 年) 

日程 

主題：幼兒環境教育、可持續發展教育、水資源運用及廢物管理 

日期：2017 年 11 月 11 日（星期六）至 11 月 12 日（星期日） 

地點：香港新界大埔露屏路 10 號香港教育大學 

08:30-09:15 報到 Registration 

09:15-10:00 開幕禮 Opening Ceremony 

10:00-10:20 茶敍 Tea Break 

10:20-11:30 論壇專題演講 Themed Talks 

11:30-12:30 午餐 Lunch 

海報發表交

流 

及展覽 

Poster 

Presentations 

/ 

Exhibition 

 

12:30-14:30 

 

學術論文發表 I 

Academic 

Presentations I 

實務交流與

論壇 I 

Forum on 

Practices I 

永續發展教育論

壇 

Special Forum on 

ESD 

14:30-14:45 茶敍 Tea Break 

14:45-16:30 

 

學術論文發表 II 

Academic 

Presentations II 

實務交流與工作坊 II 

Forum on Practices II 

16:30-16:40 小休 Break 

16:40-17:10 

閉幕禮 Closing Ceremony 

下屆論壇交接 

Announcement of the Host for the Forth Coming Forum 

2017 年 11 月 12 日(日) 研討會第二天行程 

Sunday, 12 November 2017 Day 2 Schedule 

08:30-12:00 

分組參觀活動 

國際濕地、米埔水鳥天堂 

萬宜六方世界地質遊 

 

論文截止報名日期：2017 年 9 月 15 日 （*現延至 2017 年 10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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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手續：請填妥附頁回條，連同銀行存款記錄或滙款記錄於二零一七年 

     十月六日前傳真或電郵至黎玉貞博士 

             傳真: 852-29487160 或 電郵 dh1acei@gmail.com  

 

報名費用：港幣 550 元(2017 年 8 月 31 日前) 及户外活動費用  

          港幣 650 元(2017 年 9 月 1 日或以後) 及户外活動費用 

請存入香港東亞銀行户口: 港澳兒童教育國際協會 

015-195-40-00248-5 

# 填寫匯款資料，請注意如下事項： 

 

香港教育大學分行 

Swift Code: BEASHKHH 

大埔露屏路 10 號中央大樓平台 C-P-12 室 

 

香港教育大学分行 

Swift Code: BEASHKHH 

大埔露屏路 10 号中央大楼平台 C-P-12 室 

 

Bank: The Bank of East Asia 

Swift Code: BEASHKHH 

Address: Room C-P-12, Podium, Central Facility Building,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香港以外電滙附加銀行手續費 港幣 70 元正 

住宿費用：自行負責, 請參考附件三 

膳食: 報名費用已包括 11/11 研討會的午餐及茶點 

分組户外活動費用(包括交通費)：  

國際濕地、米埔水鳥天堂--每人港幣 360 元 

萬宜六方世界地質遊--每人港幣 220 元 
 

mailto:dh1ace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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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港澳兒童教育國際協會                                     附件二 

第八屆兩岸四地可持續發展教育論壇秘書黎玉貞博士 

 

傳真號碼：852-29487160 

電郵：dh1acei@gmail.com 

 

港澳兒童教育國際協會及香港教育大學 

第八屆兩岸四地教可持續發展教育論壇 

報名表 

 

敬覆者： 

有關來函已悉。本校/ 機構將派出下列代表參加是次研討會 

 

姓名 職銜 學術論文/實務論壇題目/海報發表 

   

   

   

   

   

   

 徵稿細則及著作權授權書，請閱下文 

 

參觀活動 

姓名 職銜 米 埔 水 鳥 天 堂  萬宜六方世界地質遊 

    

    

    

    

    

 

學校/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長/ 負責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ilto:dh1acei@gmail.com
http://hongkong.ecotravel.hk/de/package/it_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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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本報名表內收集所有有關 閣下之個人資料，僅供「第八屆兩岸四地可持續發展教育論壇 (2017
年)」之用。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本論壇不會在未經 閣下授權的情況下，向第三
方提供有關資料作傳銷或其他用途。若 閣下須查詢或更改 閣下之個人資料，請電郵至
dh1acei@gmail.com 與論壇秘書處聯繫。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tatement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from you will be used for “the 8th Forum on Cross Strait and Four 

Places of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your personal data captured will not be transferred to outside parties. If you wish to 

access or correct your personal data, please contact the contact person of the seminar at 

dh1acei@gmail.com.  

 

有關香港教育大學私隱政策聲明，請瀏覽：http://www.eduhk.hk/main/privacy-policy/ 
For the Privacy Policy Statement (PPS) of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lease refer to 
http://www.eduhk.hk/main/privacy-policy/ 

 

 

徵稿細則 

 

1. 徵稿重要日期： 

 學術論文及實務論壇徵稿限期：2017年9月15日(五)  

                                （*現延至2017年10月6日） 

 學術論文及實務論壇預計於2017年10月6日 (五) 以後公佈審查結果。 

2. 投稿方式：學術論文全文、實務論文全文請經由email投稿，主旨請說明「第

八屆兩岸四地可持續發展教育研討會投稿，並註明投學術論文或實務論壇

論文」，實務交流及海報發表只需提交摘要(二百字以內),信件傳送後會方

確認是否收到。 

3. 論文授權書：為確保作者權益，及本研討會之合法使用權，每篇論文之代表作

者煩請填妥下頁著作權授權書，並經掃描為 PDF 或影像檔，與文章稿件一併

email，至 dh1acei@gmail.com。 

 

4. 學術論文及實務論壇論文投稿者均須報名始可論文發表，論文經審查通過

者，將分為口頭發表/壁報展示，論文發表者請委派至少一名代表出席研

討會。 

5. 研討會相關事宜洽詢： 

 報名、繳費、論文投稿、研討會籌辦事宜請洽港澳兒童教育國際協會秘

書黎玉貞博士。 

 傳真: 852-29487160，電郵地址: dh1acei@gmail.com 。 

mailto:請電郵至dh1acei@gmail.com
mailto:請電郵至dh1acei@gmail.com
mailto:dh1acei@gmail.com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www.eduhk.hk/main/privacy-policy/&sa=D&ust=1503041655522000&usg=AFQjCNGwEWICmOLMHlizL7yhIrUnOFXIdQ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www.eduhk.hk/main/privacy-policy/&sa=D&ust=1503041655522000&usg=AFQjCNGwEWICmOLMHlizL7yhIrUnOFXIdQ
mailto:與文章稿件一併email，至%20XXXXX@XXXXl.com
mailto:與文章稿件一併email，至%20XXXXX@XXXXl.com
mailto:dh1acei@gmail.com
TEL:852-XXXXXXXX，email
mailto:dh1ace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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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學術論文及實務論壇論文撰寫格式 

 

一、字數限制：學術論文字數以6,000-8,000字以內為宜；實務論壇論文字

數以5頁內（含摘要）。 

二、摘要格式：中文摘要以不超過300字為原則，關鍵字以3-5個為原則。 

 

三、文稿格式：  

1.紙張：請以A4 (21 x 29.7 cm)大小紙張製作，上下左右請留2.5公分寬

的空白。 

2.字型：中文請以「新細明體」繕打，英文請以「Times New Roman」

繕打。 

3.字體：論文題目為18號加粗字體，各章節標題為16號加粗體字，其餘

一律12號標準字體，單行間距。 

4.論文順序以題目、作者姓名、服務單位及職稱、摘要、關鍵詞、正

文內容、引用文獻等次序撰寫。 

5.本文敘述之順序，中文用：一、(一)、1、(1)；英文用：I、1、(1)、a。 

6.圖表說明請以圖1、圖2等表示，置於圖之下；表格說明請以表1、表2

等表示，置於表格之上。 

7.本文中引用文獻的撰寫方式，請依照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第五版或六版的格式。 

 

 

II. 海報發表格式 

 

 

一. 每位學者可申請發表一份匯報。 

二. 獲准匯報之學者需按大會指定格式製作一幀海報，以文字及圖像展

示匯報內容。海報面積為 1.8 米高 x 1 米闊，物料不限，但必須可以

捲摺，由匯報學者於研討會當天携至會場張貼（請於 11 月 11 日上

午 11:30 前完成張貼）。 

三. 匯報內容主要為綜述教研目的、案例、成果和建議。 

四. 匯報時間為 90 分鐘，所有海報將齊集會場內供論壇參加者瀏覽，每

位學者需安排 1-3 名代表在所屬海報旁站崗，向參觀者闡述內容、

回答問題和交流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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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業界講座／工作坊 

 

 

一. 每位學者可申請主講一節講座及／或工作坊。 

二. 獲准主講之學者需委派 1-3 名代表作 20 分鐘之口頭發表，形式可為

PPT 簡報、小組活動、即場示範或分享。 

三. 大會將按題目分場同時進行多節講座或工作坊，每一場地 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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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授權書 

一、授權內容： 

以下簽名文章著作人已徵得其他共同著作人同意，將發表於【2017 港澳兒童教

育國際協會第八屆兩岸四地可持續發展教育論壇】之著作（包括學術論文摘要及

全文、壁報展示、實務論壇講義摘要及全文等） 

文章名稱：                               

                                           

                                                                                                                                              

無償授權【2017 港澳兒童教育國際協會第八屆兩岸四地可持續發展教育論

壇】，透過網際網路、無線網路、研討會論文集或其他公開傳輸方式，提供他人

進行檢索、瀏覽、下載、傳輸、列印等。 

二、著作權聲明： 

本授權書為非專屬授權，著作人仍擁有上述著作之著作權。文章著作人擔

保本著作為著作人之原創性著作，有權依本授權書內容進行各項授權，且

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 

文章著作人姓名：【                                   】 

通訊電話：      【                           】 

電郵地址：      【                            】 

通訊地址： 

【                                                      】 

文章著作人簽署：(任一並列作者簽名即有效，但建議每人都簽) 

 

2017 年       月       日 

＊本著作權授權書請於文章被接受後，親筆簽名並將正本郵寄至「香港新界大埔

露屏路 10 號香港教育大學 B2/1F/08 港澳兒童教育國際協會秘書黎玉貞博士收」。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本報名表內收集所有有關 閣下之個人資料，僅供「第八屆兩岸四地可持續發展教育論壇 (2017 年)」之用。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本論壇不會在未經 閣下授權的情況下，向第三方提供有關資料作傳銷

或其他用途。若 閣下須查詢或更改 閣下之個人資料，請電郵至 dh1acei@gmail.com 與論壇秘書處聯繫。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tatement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from you will be used for “the 8th Forum on Cross Strait and Four Places of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your 

personal data captured will not be transferred to outside parties. If you wish to access or correct your 

personal data, please contact the contact person of the seminar at dh1acei@gmail.com.  

 

有關香港教育大學私隱政策聲明，請瀏覽：http://www.eduhk.hk/main/privacy-policy/ 

For the Privacy Policy Statement (PPS) of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lease refer to 

http://www.eduhk.hk/main/privacy-policy/ 

 

mailto:請電郵至dh1acei@gmail.com
mailto:dh1acei@gmail.com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www.eduhk.hk/main/privacy-policy/&sa=D&ust=1503041655522000&usg=AFQjCNGwEWICmOLMHlizL7yhIrUnOFXIdQ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www.eduhk.hk/main/privacy-policy/&sa=D&ust=1503041655522000&usg=AFQjCNGwEWICmOLMHlizL7yhIrUnOFXI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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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活動簡介(任擇一項報名) 

國際濕地、米埔水鳥天堂之旅 (半天 )  

簡 介 ：  

米 埔 沼 澤 及 后 海 灣 內 灣 的 濕 地 位 處 香 港 的 西 北 端 ， 數 十 年 來 成 為 候 鳥

的 天 堂 。 在 1 9 9 5 年 ， 圍 繞 米 埔 及 后 海 灣 內 灣 1 , 5 0 0 公 頃 的 濕 地 ， 正 式

被 列 為 國 際 重 要 的 拉 姆 薩 爾 濕 地 。 充 足 的 食 源 讓 這 裡 成 為 東 亞 至 澳 大

利 亞 最 重 要 的 候 鳥 中 繼 站 與 越 冬 地 ， 每 年 南 遷 北 往 的 鳥 類 共 紀 錄 了 多

達 6 8 , 0 0 0 頭 雀 鳥 在 米 埔 及 后 海 灣 內 灣 一 帶 越 冬，然 後 在 春 季 飛 返 北 面

的 繁 殖 地 。   

 

在 米 埔 並 可 找 到 全 港 7 2 %的 雀 鳥 品 種 ， 也 可 找 到 多 種 全 球 瀕 危 的 雀

鳥 ， 包 括 佔 全 球 2 5 %的 黑 臉 琵 鷺 。 我 們 今 次 的 活 動 範 圍 為 拉 姆 薩 爾 濕

地 。 由 專 業 導 師 帶 領 參 觀 米 埔 自 然 保 護 區 ， 除 遊 覽 米 埔 自 然 保 護 區

外 ， 更 沿 浮 橋 通 往 后 海 灣 泥 灘 ， 近 距 離 觀 賞 上 萬 頭 的 候 鳥 。 沿 途 經 過

觀 鳥 屋 ， 水 禽 飼 養 池 ， 野 生 生 物 教 育 中 心 。 帶 你 近 距 離 了 解 紅 樹 林 生

態 環 境 ， 遙 望 整 個 后 海 灣 泥 灘 景 色 及 一 大 片 魚 塘 ， 讓 你 更 認 識 整 個 香

港 的 拉 姆 薩 爾 濕 地 。   

 

在 米 埔 可 以 近 距 離 觀 看 過 千 水 鳥 渡 冬 情 景 ， 讓 參 加 者 更 加 近 距 離 接 觸

鳥 兒 覓 食 情 況 。 2 0 0 7 年 1 1 月 米 埔 自 然 保 護 區 會 開 放 一 條 全 長 6 0 0 米

的 新 浮 橋 ， 一 直 伸 延 至 海 中 心 ， 比 舊 有 的 浮 橋 更 近 距 離 觀 賞 過 千 隻 侯

鳥。每 年 1 1 月 至 4 月 是 鳥 類 品 種 最 多 的 黃 金 檔 期，要 看 過 千 隻，過 百

種 的 雀 鳥 在 你 面 前 停 留 、 飛 翔 ， 可 要 好 好 的 掌 握 報 名 時 間 。  

 

精華點： 

•踏入新浮橋零距離觀賞群鳥飛過情景  

•探索米埔自然保護區濕地生態  

•探究招潮蟹、彈塗魚自由覓食情況  

•參觀米埔自然保護區  

•遊覽浮橋、魚塘、觀鳥屋及野生動植物教育中心 

 

費用：每 位 $ 3 7 5  (以最少 23 人成團) 不包午餐 

 集 合 地 點 ： 九龍塘地鐵站 

  時 間 ： 早上 8:00 至 下午約 1:30 

  請 携 帶 收 條 以 作 識 別 ！  

    （ 如 有 改 動 ， 以 網 上 更 新 為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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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宜六方世界地質遊 (半天) 

 

萬宜水庫東壩一帶是觀賞火山岩勝地，也是香港最奇特地質景觀的所在之處。火

山岩整齊有致地豎立於水濱，巨型石柱由不同的多角形節理組成，嘆為觀止，典

型的六角形節理岩柱更是引人入勝，無論規模、面積、岩質都是世界罕見！ 

http://www.geopark.gov.hk/b5_s4f7.htm 

特色 

 鄰近市區的世界級地質步道 

 世界罕見的酸性火山岩六角節理岩柱- 

 近距離欣賞平均直徑達 1.2 米之六角形岩柱 

 專業地質導賞員全程講解 

行程 

1. 東壩主壩：縱觀萬宜地質步道及萬宜水庫的歷史 

2. 萬宜地質步道：了解岩石的分類 

3. S 型石柱群：了解入侵岩、結理及斷層的形成 

4. 防波堤壩：遠觀破邊洲、海蝕洞，錨形石防波堤作用 

 

費用：每位$220 (以最少 26 人成團) 不包午餐 

費用包括--專業地質導賞員(普通話/英語導賞)及來回東壩及西貢市交通費 

 

 集 合 地 點 ： 九龍塘地鐵站 

  時 間 ： 早上 8:00 至 下午約 1:30 

  請 携 帶 收 條 以 作 識 別 ！  

    （ 如 有 改 動 ， 以 網 上 更 新 為 準 ）  

備注 

1. 強烈建議自備個人海外旅遊保險 

2. 因交通、天氣及其他環境因素，導賞員會以客人安全為前提對行程的時間 

及地點作調整 

3. 行程會因應環境、交通情況及其他突發事件(例如大雨、地震、戰爭或天 

然災害等)而有所變更，我們不會作事先通知。我們保留更改、取消或更換

為其他景點的權利，並且不會承擔任何因以上無法預計情況下的行程更改所

引致的損失。 

http://hongkong.ecotravel.hk/de/package/it_004/
http://www.geopark.gov.hk/b5_s4f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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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yal Park Hotel                     附件三 

帝都酒店 

Corporate rate as below: 

   Room rate (per room per night) 

10 – 13 Nov 2017 HK$950 (Standard room) 

The above room rates are subject to 10% service charge per room per night 

Confirmation is subject to hotel room availability. Rat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Privileges:  
* Complimentary daily newspaper  
* Complimentary in-room broadband internet access and Wi-Fi service  
* Free use of gymnasium, swimming pool & steam room 
* Buffet breakfast at HK$90.00+10% service charge per person daily at 2+2 Cafe  
* 50% discount for min-bar consumption in guest room  
* Complimentary shuttle bus service to /from Hotel & EdUHK 
  (Subject to hotel schedule and availability, reservation is required)  
* Complimentary shuttle bus service to /from Hotel & TsimShaTsui  
  (Subject to hotel schedule and availability, reservation is required)  

 

房間類別  

標準客房: 2017 年 11 月 10-13 日 港幣$950.00 淨房價 (每房每晚) 

*價目須另加 10%服務費 

 

標準客房優惠 

*免費報紙 

*免費使用 Wi-Fi 及寬頻上網服務 

*免費使用健身中心設施包括健身室、游泳池及蒸汽浴室 

*早餐每位費用為 HK$90+10%服務費 

*半價享用客房內迷你冰箱之飲品  

*免費穿梭巴士服務往來酒店及香港教育大學 (座位有限,須提早預約) 

*免費穿梭巴士服務往來酒店及尖沙咀 (座位有限,須提早預約) 

Should you have any further assistant,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Freddie WU 

Sales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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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852) 2694-3896  Fax: (852) 2695-9291 

   

Royal Park Hotel |  SHKP Hotels  
 

8 Pak Hok Ting Street, Shatin, Hong Kong 

Website: http://www.royalpark.com.hk ∣ E-mail: Freddiewu@royalpark.com.hk 

Royal Park Hotel| SHKP Hotels 

Toll Free Reservation Hotline: 

Mainland China: 4001 200809 (Applicable to both mobile phone and fixed line in 

Mainland) 

http://www.royalpark.com.hk/
http://www.shkphotels.com/
http://www.royalpark.com.hk/
mailto:Freddiewu@royalpark.com.hk
http://www.royalpark.com.hk/hongkong/eng/index.html
http://shkphotels.com/en/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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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m Only) G-EC10: 

https://hongkongshatin.regency.hyatt.com/content/propertywebsites/hotels/re

gency/shahr/en/group-booking/shahrec102017.html  

https://hongkongshatin.regency.hyatt.com/content/propertywebsites/hotels/regency/shahr/en/group-booking/shahrec102017.html
https://hongkongshatin.regency.hyatt.com/content/propertywebsites/hotels/regency/shahr/en/group-booking/shahrec1020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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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m with breakfasts) G-EB10: 

https://hongkongshatin.regency.hyatt.com/content/propertywebsites/hotels/re

gency/shahr/en/group-booking/shahreb102017.html  

 

 

https://hongkongshatin.regency.hyatt.com/content/propertywebsites/hotels/regency/shahr/en/group-booking/shahreb102017.html
https://hongkongshatin.regency.hyatt.com/content/propertywebsites/hotels/regency/shahr/en/group-booking/shahreb102017.html


1-] - ]

5 )  ) ( ) )  

2018 5 5P~5 6P
: C

�#���/�"������
� �#������

0 30 0 0 2 : 0 8 3— 0
52 0 �(2 3

0 
 3 0 � 0

5 5

8:30-9:00

E

1. 4

2.

9:00-10:50

—
4

0 I
0

11:00-12:00

—
4 �"��������	&'+

:

�������

14:00~15:50
4

3 (meaningful)0

16:00-17:00
4 ��%��� ��,!���

© I

5 6

9:00-10:50
4

3 0 ‒ 0

11:00-12:00 4 �"��������������
5

] 4 [ :



�������

14:00~15:50
4

16:00-17:00 4 �#�������-.$�)
*�����������

15705992900 cwy_forest@163.com

( 3 ) 8 )



- 1 - 

 

Guide to the 29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Japanese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Tokyo) 

 

“Looking Back to the Root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LIFE, Environment and People”  

 
 

Schedule of the Meeting 

Aug. 24th

(Fri.)

AM PM

9 10

Poster Session

2 311 12 1

Oral Presentations

(English Sessions)

7 8

How to Write a Journal

Ariticle Seminar

4 5 6

Oral
Presnetation

Joint event sponsered by JSFEE and JEEF (＊)
Social Gathering for

Young Reserchers

Oral Presentations Lunch
Oral

Presnetation

Oral Presentations Lunch

R
e
g

is
t ra

tio
n

Project Research

Aug. 25th

(Sat.)

＊Alternative Social Gathering

Project Research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Messe

Teachers Seminar (＊)

Special Sessions

Public Symposium (＊) Annual

Member

Meeting

Reception

Aug. 26th

(Sun.)

R
e
g

is
t ra

tio
n International Meeting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Messe

Poster Session

 

 

In the English Sessions on the third day of the 29th Meeting presentations, question-and-answer sessions and 

general discussions will be held entirely in English. 

This is the 7th consecutive year to hold English Session, and we look forward to receive English Session 

entries not only from overseas participants, but also from members within Japan to make this English Session 

more active.     

 

Outline 

 Date:  August 24th (Fri) to 26th (Sun), 2018 ＊Excursion will be held on August 27th (Mon) 

 Venue: Tokyo Gakugei University; North lecture’s building (N building), Art hall, and  

Daiichi Musasino hall 

 Hosted by:  The Japanese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29th Meeting Executive Committee) 

 Co-hosted by:  Tokyo Gakugei University, Japa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orum,  

UNESCO School Network (Teachers seminar)   

 Supported by: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Ministry of Land, Infrastructure, Transport and Tourism;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kyo Metropolitan Board of Education (Teachers seminar), and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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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 Guide 

 

<Tokyo Gakugei University>  

4-1-1 Nukuikita-machi, Koganei-shi, Tokyo, 184-8501, Japan 

University Guide Map: http://www.u-gakugei.ac.jp/english/access/ 

Campus Map: http://www.u-gakugei.ac.jp/english/pdf/campusmap.pdf 

 

■ How to reach to Tokyo Gakugei University 

 

○ From Narita Airport 

Take JR Narita Express from Narita Airport to Tokyo Station (about 62 minutes), change to JR Chuo Line and 

travel from Tokyo Station to Musashi-Koganei Station (about 40 minutes). Then take Keio Bus bound for 

Kodaira-Danchi at the #5 bus stop for about 10 minutes, get off at Gakugeidai Seimon, and walk for about  

3 minutes. 

 

〇 From Haneda Airport 

Take Tokyo Monorail from Haneda Airport Station to Hamamatsucho Station (about 22 minutes), change to 

JR Yamanote Line and travel from Hamamatsucho Station to Tokyo Station (about 5 minutes), and change to 

JR Chuo Line and travel from Tokyo Station to Musashi-Koganei Station (about 40 minutes). Then take Keio 

Bus bound for Kodaira-Danchi at the #5 bus stop for about 10 minutes, get off at Gakugeidai Seimon, and 

walk for about 3 minutes. 

 

〇 From JR Musashi-Koganei Station, North Exit 

Take Keio Bus bound for Kodaira-Danchi at the #5 bus stop for about 10 minutes, get off at Gakugeidai 

Seimon, and walk for about 3 minutes (or 20-minute walk from the train station). 

 

〇 From JR Kokubunji Station 

About 20-minute walk from the station (The route is JR Kokubunji Station North Exit  Waseda Jitsugyo 

Gakko  Renjaku Dori / Koganei-shi Hoken Center Mae). 

http://www.u-gakugei.ac.jp/english/access/
http://www.u-gakugei.ac.jp/english/pdf/campusma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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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istration and payment of participation fees  

  Societies that are participating in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have an agreement that 

allows a certain number of memb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meeting free of charge. We ask that each society 

kindly forward a list of such members planning to participate to <iec@jsfee.jp> by July 6th. At that time, 

please specify whether or not the participants also wish to take part in the Reception. 

  The Reception on Saturday night requires a participation fee of JPY 5,000. Please prepare to pay in cash on 

the day of the reception. 

  If you are not a member of JSFEE or its associated societies, please send a registration form to 

<iec@jsfee.jp> by May 31st. The registration fee of JPY 6,000 and reception fee of JPY 5,000 are payable 

(only in cash) at the registration desk of the annual meeting. 

 

 

■ Presentation applications  

Deadline for presentation applications: 6 pm on Friday June 1st  

Deadline for submitting presentation summary data: 6 pm on Friday July 6th  

 

1) Applications for oral presentations (research presentation or practice report) or poster 

presentations for the English Session 

 A “research presentation” is focused on studies with academic significance, while a “practice report” 

concentrates more on introducing practical activities. 

 Those wishing to make an oral or poster presentation as part of the English Session should fill out the 

English Session Presentation Application Form. 

 Presenters (actual rostrum presenters) must be members of JSOEE or a society that is participating in the 

MOU with JSOEE. 

 The time allotted for each oral presentation is scheduled to be 15 minutes (12 min for the presentation, 3 

min for questions). 

 Oral presentations should be made with PowerPoint (up to 2013 version for Windows), and will be 

presented using a computer belonging to the facility. Laptops and computers belonging to the presenters 

themselves cannot be used. Please save your PowerPoint data on a USB memory stick or CD-R, and 

bring it to the meeting. We plan to ask presenters to carry out a virus check before their presentations are 

loaded on the facility computer. If a virus is detected on the USB memory stick, PowerPoint cannot be 

used for your presentation but only with the published proceeding. 

 For each poster presentation, the space of 1,189mm (height) x 841mm (width) or 1,090mm (height) x 

790mm (width) will be provided. 

 Please note that every presenter is not allowed to apply for both oral and poster presentations, and are 

limited to one presentation per person. 

 

2) Application methods and deadlines 

 Please fill in the necessary items on the English Session Presentation Application Form, and save it. 

 Email the application to the 29th Meeting Executive Committee International Desk at <iec@jsfee.jp> 

under the subject of “EE Meeting Oral (or Poster) Presentation (representative’s name)”. 

Example subject: EE Meeting Poster Presentation (Mike Anderson) 

 Once the application has been received, a confirmation email will be sent containing a receipt number. 

The deadline for applications is 6 pm JST on Friday, June 1st. 

3) Submitting data for the proceedings 

 Presentation representatives are kindly asked to email the data to be published in the proceedings. Word 

format (.docx) is preferred, files made in programs other than Word should be sent as a PDF (.pdf) file. 

mailto:iec@jsfee.jp
mailto:iec@jsfee.jp
mailto:iec@jsfee.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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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your data for the proceedings to the 29th Meeting Executive Committee International Desk at 

<iec@jsfee.jp> under the subject of “EE Meeting Oral Presentation (or Poster Presentation) No. (Receipt 

number) (representative’s name)”.  

Example subject: EE Meeting Poster Presentation No. 0001 (Mike Anderson) 

 Once the data have been received, a confirmation e-mail will be sent listing the things to keep in mind 

until the day of your presentation. The deadline for sending your data to be included in the proceedings is 

6 pm JST on Friday, July 6th. 

* The period just before the deadline is expected to be busy; we therefore would like to kindly ask you to 

submit data as early as possible. 

* If you are experiencing any difficulties obtaining information from the Meeting’s official website or 

sending data by e-mail, please contact the Secretariat of the 29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Japanese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by e-mail at <iec@jsfee.jp>. 

 

 

■ Events aimed at participants of the meeting 

【August 24th (Friday)】 

Joint event sponsored by The Japanese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Japan 

Environmental Forum “Workshop: Useful active learning in classroom” (In Japanese): 

August 24th (Fri) from 10 am to 3 pm at North lecture’s building (N building)  

 

Social Gathering for Young Researchers: 

August 24th (Fri) from 4 pm to 5:50 pm at North lecture’s building (N building) 

 

Seminar “How to write a thesis” (In Japanese): 

August 24th (Fri) from 6 pm to 8 pm at North lecture’s building (N building) 

 

【August 25th (Saturday)】 

Oral presentation (In Japanese): 

August 25th (Sat) from 9 am to Noon and 12:45 pm to 1:45 pm at North lecture’s building (N building) 

 

Poster presentation (In Japanese): 

August 25th (Sat) from Noon to 12:45 pm at North lecture’s building (N building) 

 

Teacher’s seminar “SDGs bring to your Classroom!!” (In Japanese): 

August 25th (Sat) from 9 am to 1:30 pm at North lecture’s building (N building) 

 

Keynote Speech/ Public Symposium “Visiting the Root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Sprouting LIFE” (In Japanese):   

August 25th (Sat) from 2 pm to 4:30 pm at Geijyutu kan, Tokyo Gakugei University 

A public symposium “Visiting the Root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Sprouting LIFE” will be held on the 

second day of the meeting. 

 

 

 

 

 

mailto:iec@jsfee.jp
mailto:iec@jsfee.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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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Members:   

August 25th (Sat), 4:30 pm to 5:30 pm at Geijyutu kan, Tokyo Gakugei University (same hall as public 

symposium) 

Last year, JSOEE had converted to JSFEE, as a result, the current action policy of JSFEE was determined in 

the General meeting of the old society. Since a new form of meeting is necessary for JSFEE members to 

understand the action plan and comment on it freely, we decided to hold a social gathering for members. 

Please feel free to come and join the new social gathering. Furthermore, we will conduct the ceremony for 

incentive award 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2017 at this social gathering. 

(Limited to members, in Japanese language only)  

 

Reception:  

August 25th (Sat) from 6 pm to 8 pm (registration starts at 5:30 pm) at Daiichi Musashino hall, Tokyo Gakugei 

University 

 

【August 26th (Sunday)】 

Oral presentation (In Japanese): 

August 26th (San) from 9 am to Noon and 1 pm to 2 pm at North lecture’s building (N building) 

 

Poster presentation core time (In Japanese): 

August 26th (San) from Noon to 1 pm at North lecture’s building (N building) 

 

Project research (In Japanese): 

August 26th (San) from 2 pm to 4 pm and 4:10 pm to 6 pm at North lecture’s building (N building) 

 

Regular and Special Projects/Seminars (In Japanese):  

August 26th (San) from 2 pm to 4 pm at North lecture’s building (N building) 

- Seminar of Schoo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学校環境教育研究会 

- Seminar “Thinking of Fukushima after 3.11” (Globa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Study Group) 

「3.11以後の福島を考える」研究会（地球環境教育研究会） 

- Seminar of Pollution Education (Globa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Study Group) 

公害教育研究会（地球環境教育研究会） 

- International Joint Seminar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環境教育国際共同研究会 

- Seminar of Evaluation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rograms 

環境教育プログラムの評価研究会 

- Seminar “Education of SDGs” 

「SDGｓの教育」研究会 

 

International Workshop (In English):  

August 26th (Sun) from Noon to 2 pm at North lecture building (N building), Tokyo Gakugei University 

This is an international workshop for 1) introducing of efforts conducted by Korean, Taiwanese, North 

American and Australian societies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2)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3) searching possibilities of international joint research/education 

practices. It has basic consecutive translation and support. Please bring your own lunch, soft drinks and local 

snacks will be served. (This is a joint workshop by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Japanese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Educational practice branch of Kiyosato Educational Experiment Project 

Association (KEEP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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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Messe (Exhibition) 

Space is available for public relation campaign on products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s well as 

for reports and presentations on results of practices. Teaching material development companies, business 

operators of activities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NGO and NPO, University Laboratories and other 

groups can reserve a space for display. Please use this space to communicate with participants of the 

conference. Cost for a display space is JPY 5,000. 

* Please contact the 29th Meeting Executive Committee International Desk at <gakugei2018@jsfee.jp> for 

more information and reservation. 

 

 

■ Excursion (In Japanese): 

August 27th (Mon), Details will be uploaded on website soon 

    Details of Excursion will be uploaded on the website of the 29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JSFEE by early 

June. 
* Please register for excursion through the website of the 29th Annual Meeting of JSFEE by July 14th.  

 

 

■ Note:  

* There will be tables for the document distribution during the Meeting. If you are planning to distribute some 

documents, please set the copies accordingly. Please bring back the remaining copies after the Meeting. 

The remaining copies will be otherwise disposed by the Secretariat. 

* About reservation of your accommodation: 

Participants are asked to make your own arrangements and reservations as soon as possible. Hotels around 

Musashi-Koganei station and Kokubunji station are convenient. However, due to another large-scale 

conference being hosted at the exact same weekend, as time gets close to the conference, it might be 

getting harder to find some availability in these hotels. 

* There will not be childcare services during the Meeting. Please make your own arrangements if you need. 

* If you are required a visa to enter into Japan, please prepare the visa on your own. The office of JSFEE will 

not be able to provide a support letter for applying visa. 

 

Inquiries: 

 

29th Meeting Executive Committee International Desk at <iec@jsfee.jp> 

Please direct all other inquiries by e-mail to the Meeting Secretariat at <iec@jsfee.jp>.  

Please note that it may take several days to receive a response. 

 

29th Annual Meeting of JSFEE Executive Committee Secretariat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 Tokyo Gakugei University  

4-1-1 Nukuikitamachi, Koganei City, Tokyo, 184-8501, Japan 

TEL: +81-(0)42-329-7665, FAX: +81-(0)42-329-7669,  

 

The Japanese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JSFEE) website: http://www.jsfee.jp/ 

 

Website for the 29th Annual Meeting of JSFEE: http://www.jsfee.jp/members/meeting/325 

 

 

mailto:gakugei2018@jsfee.jp
mailto:iec@jsfee.jp
mailto:iec@jsfee.jp
http://www.jsfee.jp/
http://www.jsfee.jp/members/meeting/325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Matters: 
Studying EE Researchers across nations 

Researching EE researchers among Taiwan, Korea and Japan

1 81 44 40 7 4
2 4 8 7  81  

TO Kimiharu 
Aomori University 

NINOMIYA-LIM Sachi
Tokai University

CHANG T.C.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FURIHATA Shinichi 
Tokyo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Technology
LEE Sun-kyung

Cheongju Nation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KIM Chankook
Kore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Pilot Survey
Purpose: 1) To illuminate how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rofessionals are engaging in his/her research activities 
across the three different nations; 2) to Identify common 
agenda and issues related to EE research
Language: English
Questions: 33 (including attribute)

Capacity building,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research 
practice
Data Collection: SurveyMonkey (Dec 2017-Jan 2018)
Participants: n=51  (Japanese 15, Korean 20, Taiwanese 12, 
and 4 unknown) 
• Female (47%)   Male (51%) 
Output: Japa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Asia 
in June 2019



Notable tendencie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ers among
Japan, Korea and Taiwan appears to:
1. Share high interest in participating training and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to increase his/her research
skills

2. Be interested in increasing his/her research skills
related to quantitative approach

3. Share high interests in ESD (even for future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studies)

However, their frames of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E and ESD are incongruous.



What is your main professional involvement i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Choose up to three)

Main Professional Involvement
# of Respondents

(% of Responses)

Formal Education (K-12) 23 (47.9%) 

Formal Education (Teacher Education) 16 (33.3%) 

Non-formal Education (Local Community or others) 16 (33.3%) 

Formal education (Env. Studies at Higher Education) 15 (31.3%) 

Non-formal education (Nature or Env. Centers) 11 (22.9%) 

Formal education (Other Higher Education) 6 (12.5%)

Non-formal education (State/Provincial Sites) 5 (10.4%) 

Non-formal education (National Sites) 5 (10.4%)

Non-formal education (Outdoor Programs) 4 (8.3%) 

Informal education (Internet) 4 (8.3%) 

Total Respondents: 48 (Choose up to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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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Korea Taiwan

30 (62.5%)

Total Respondents: 47

18 (37.5%)

13 (27.1%)
10 (20.8%) 9 (18.8%)



Conceptu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EE and ESD

47 responses

16 (34.0%)

13 (27.6%)

8 (17.0%)

6 (12.7%)

Japanese

Korean

Taiwanese



Does your institution have a keen interest in a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esearch activity? 

47 responses

30(64.8%)

6(12.7%)

11(23.4%)

Japanese

Korean

Taiwanese



In what kind of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activities are you interested?

47 responses

23 (50.0%)

22 (47.8%)

18 (39.1%)

16 (34.7%)

5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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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respondents “I am Interested” (% of responses)

Japan Korea Taiwan

35 (79.6%) 35 (77.8%)

29 (65.9%) 29 (65.9%) 29 (64.4%)

Total Respondents: 46



Thoughts: 
Better research, better EE

1. Where to go from the result? 
1. Survey with more participants in winter 2019 
2. Refining some questions that indicated clear 

tendencies
3. Cooperation among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any 

additional countries?)
4. Language issue (translating the questionnaire to 

get mor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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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環境與可持續發展教育 

論壇 2018年年會 

(10.19 日稿) 

一、時間：2018 年 11 月 6-7 日 

二、地點：深圳市歡樂海岸創意展示中心 

三、組織機構： 

主辦單位：環境保護部宣傳教育中心 

承辦單位：深圳市華基金生態環保基金會  歡樂海岸 

協辦單位：廣東省環境保護廳  深圳市人居環境委員會 

支援單位：教育部學校規劃建設發展中心 

          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 

四、議程 

第一天（11 月 5 日 10:00-20:00）    報到及註冊   深圳市紫荊山莊 

 

 

 

議程 

第二天（11 月 6 日）                深圳市歡樂海岸創意展示中心 

09:00-09:30 

開幕式 

（主會場） 

 

深圳市政府代表致辭 

生態環境部宣傳教育司副司長楊小玲致辭 

廣東省環保廳領導致辭 

深圳市華基金生態環保基金會代表致辭 

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院長吳雲東致

辭 

09:30-10:30 

主旨發言 

新時代公眾環境與可持續發展教育提升新行動 

-環保部宣教中心主任賈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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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環境教育政策的發展與影響 

-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教授張子超 

10:30-10:45 茶歇 

10:45-11:45 

主題報告 

1)教育部學校規劃建設發展中心主任陳鋒 

2)臺灣生態環境科技產學研發展協會理事長汪靜明 

3）港澳兒童教育國際協會前會長（香港）古鼎儀 

4）港澳兒童教育國際協會副會長（澳門）李小鵬 

午餐（會場工作午餐） 

13:30-15:20 

分論壇一：中小學優秀環

境教育理念分享 （地點：

主會場） 

主持:李友平(西華師範大學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副院

長) 

嘉賓: 

廖小強(成都市青龍湖小學

校長) 

劉莉(成都市西安路小學校

長) 

楊長寨(濟南市回民中學校

長) 

周剛(上海市曹楊中學副校

長) 

丁堯清(人民教育出版社研

究員) 

分論壇三：環境教育人才

培養 

（地點：分會場） 

主持:雍怡(世界自然基金會

WWF 環境教育項目經理) 

嘉賓: 

王書貞(臺灣環境友善種子

有限公司執行長) 

趙金麗(中國科學院西雙版

納植物園) 

徐榮崇(臺北大學歷史與地

理學系教授) 

尤泳智（臺灣環保事務主管

部門退休簡任技正） 

雍怡(世界自然基金會 WWF

環境教育項目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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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佳青(臺灣中華環境教育

學會專案經理) 

15:20-15:40 茶歇（20 分鐘） 

15:40-17:20 

分論壇二：綠色學校/國際

生態學校）創建（地點：

主會場） 

主持:劉健(人民教育出版社

編審) 

嘉賓: 

吳美麗(臺北大學地球環境

暨生物資源學系退休教授) 

王懋雯(臺北大學地球環境

暨生物資源學系教授) 

戴虹（南京市環境保護宣

傳教育中心科長） 

王繼承（湖北武漢大興路

小學校長） 

付曉傑（北京二外附中校

長） 

分論壇四：自然學校建設與

管理 

（地點：分會場） 

主持:馬秋花(雲南在地自然

學校校長) 

嘉賓： 

奚志農 

陳仕泓（臺北鳥會總幹事、

關渡自然公園管理處處長） 

邱文暉（桃源裡自然中心副

主任） 

孫婉菁（臺灣中華環境教育

學會專案經理） 

吳淑美(臺灣嘉義大學水生

生物科學系教授) 

18:00 晚餐（深圳紫荊山莊） 

第三天（11 月 7 日） 

 

09:00-10:30 

 

專題報告 

地點：深圳市歡樂海岸創意展示中心主會場 

嘉賓: 

1) 奚志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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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南兆旭(作家、中國自然好書獎發起人) 

3) 葉欣誠(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教授)  

10:30-10:45 茶歇 

10:45-11:45 各分論壇總結( 每個分論壇 15 分鐘) 

午餐 

14:00-16:30 

同課異構：大陸、香港及臺灣三組教師公開授課 

地點：深圳市華僑城自然學校 

主導: 徐榮崇(臺北大學教授) 

      華僑城濕地自然學校陳銀潔 

清水（香港） 

18:00 晚餐（深圳紫荊山莊） 

第四天（11 月 8 日）  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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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or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KOSEE 

 

Overall Timeline 

 

1. June 20, 2019 (Thursday): Arr ival  
 

- Arrival at the Incheon International Airport (ICN, Incheon/Seoul) 
- Hotel Check-In: Novotel Ambassador Hotel Yongsan, Seoul 
※ Invited Speakers from U.S. will arrive on June 19.  

 
2. June 21, 2019 (Friday):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08:00-08:30 Hotel Check-out > to Yongsan station (5 min on foot)  
※ Complimentary luggage saving service will be provided from the Novotel during the Suncheon trip. 

08:40 - 11:16 Yongsan to Suncheon by train (KTX) 
11:30 - 12:30 Lunch & Moving to Sunchon National University 
13:00 - 18:00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18:00 - 20:30 Welcome Reception (near the symposium venue) 
20:30 -      Check-In at Sport Tourism Youshimchon Hotel 

 
3. June 22, 2019 (Saturday): Domestic Conference  
 
07:00 - 09:00 Field trip to Suncheon Bay 
09:00 - 11:00 Break & Hotel Check-out  
11:00 - 11:30 to Suncheon Nat’l Univ. 
11:30 - 12:30 Lunch   
13:00 - 16:00 KOSEE Domestic Conference 
16:00 - 18:00 Moving to Suncheon Station & Dinner 
18:21 - 21:03 Returning to Yongsan Station by train 
21:10 -      Check-In: Novotel Ambassador Hotel Yongsan, Seoul 
※ Japanese participants will depart on June 22. 

 
4. June 23, 2019 (Sunday) 
 
− Cultural Experiences in Seoul 
− (informal) Exchange among Korean and international EE experts 
※ US and Taiwanese participants will depart on June 23 and Brazilian, on June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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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ed Programme of 2019 KOSEE Conferences 

 
� Date: June 21 (Fri) – 22 (Sat), 2019 

� Venue: Sunchon National University, Suncheon, Korea 

� Hosted by KOSEE & Th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Republic of Korea 

� Target Audience: environmental educators, researchers, policy-makers,  

& teachers from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200-300 people)  

� Interpretation: Simultaneous translat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June 21) 

 

Day 1: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Theme] Inst i tut ionalizat ion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12:30 – 13:00 Registrat ion 

 

13:00 – 13:30 Opening & Welcome  

Welcome Address: Dr. Lee, Sun-Kyung (President of KOSEE) 
Congratulatory Speech: President of Sunchon National University  

Korea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13:20 – 13:50 ( '30) Presentation 1 

Achievements and Tasks of 10 Year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Korea: Beyond the Shadow of Nationalism, Neoliberalism, Anti-communism 

Presenter: Dr. LEE, Jae-Young (Kongju National University, Korea) 
 

13:50 – 14:20 ( '30) Presentation 2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Presenter: Ms. POTTER, Ginger (Seni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Specialis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United States) 

 

14:20 – 14:50 ( '30) Presentation 3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Taiwan: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Presenter: Dr. CHANG, Tzu-chau (Professor,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14:50 – 15:10 ( '20) Tea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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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 – 15:40 ( '30) Presentation 4 

Brazilian Experiences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olicies at the Federal and State Levels: 
Trajectories of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Construction 

Presenter: Dr. ACCIOLY, Inny (Professor, Universidade Federal Fluminense, Brazil) 
 

15:40 – 16:10 ( '30) Presentation 5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Japan 

Presenter: Dr. TAKAHASHI, Masahiro (Taisho University, Japan) & Prof. ABE, Osamu 
(Rikkyo University, Japan) 

 

16:10 – 16:40 ( '30) Presentation 6 

Regional & Global Collaboration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Mutual Learning through 
Global Networks for EE 

Presenter: Dr. KIM, Chankook (Professor, Kore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Korea) 
 

16:40 – 17:00 ( '20) Tea Break  

 

17:00 – 18:00 ( '60) Discussions 
  

18:00 –        Welcome Reception  

 
 

Day 2: Domestic Conference 

[Them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Korea 
 

• International guests can join the afternoon presentation sessions.  

• There will be a special session led by a research team who conducte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Foreign Countries’ in 2018. They will make a brief 
introduction on their study and present four case studies focusing on the countries 
discusse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June 21: Taiwan, Japan, US and Brazil. The 
respective presentation will address characteristics, challenges and implications of EE in 
each country. Invited speakers are recommended to attend this session.   

• No translation provided during the domestic conference, but some KOSEE researchers 
who can speak English will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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