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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總結了高等師範學校環境教育教學改革的成果，包括教學方法的改革，教學

手段的改進，教學內容的更新以及對教學過程和教學效果的評估，使高校的環境

教育不斷完善，以適應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簡介 

當今人類面臨著環境污染、人口激增、資源枯竭、生態破壞等一系列的環境問題。

為了從本質上認識這些全球性的環境問題，人類對自己所走過的歷程進行反思，

重新認識人類在環境中的作用並努力尋求一條使人口、經濟、社會、環境、資源

相互協調的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人們開始注意教育對環境保護的作用，並想利用

環境教育來增加人類的環保意識[1]。因此，環境教育的課程建設，作為一個全球

性的教育內容與人類整體命運息息相關，擔負著拯救人類命運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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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加強受教育者的有關環境方面的認識、態度、知識技能，成為教育工作者、

社會工作者和政府領導部門關心的問題。在 30 多年前，很少有人知道"環境教育

"這一名詞，而目前已成為世界範圍內的一個研究課題，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被

人們廣泛接受，並迅速擴展，說明了環境教育在教育中的地位和重要。由於環境

教育只是最近才成為教育領域發展的新方向，因此關於環境教育的教學內容，教

學方法和教學手段都有待於不斷探索和完善。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伴隨著的環境問題也不斷出現，環境科學所涉及

的範圍越來越廣，因此，除了自然科學開展環境教育外，社會科學、人文科學都

出現了與環境有關的新領域，面對這種情況，我們的環境教育不能停留在原來的

認識水平，為了儘快適應這種新形勢，必須對目前環境教育的目標、教學方法及

內容進行適當的調整。 
 
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學校為了提高教學質量，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鼓勵教師

從教學內容、教學手段、教學方法等方面進行教學改革，為此，我們在環境科學

系的《環境教育學》課程中進行改革，並通過學校教務部門的驗收，得到學校的

肯定。 

1. 教學方法的改革 

1.1 課堂教學 
在本課程的教學過程中，主要採用了互動式和探究式教學方法。 
 
由於環境教育的教學資訊具有開放性，新聞媒體、報刊雜誌對環境資訊的及時報

導，使教師和學生獲取有關資訊幾乎是同時的，在這種情況下，單純的知識傳授

已不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而對這些新資訊的特點分析、理解及看法則成為教師

教學的重點。單純知識性的教學通過傳統的滿堂灌或許能較好地完成，但能力、

參與、態度、行為等方面的培養和養成單靠灌輸知識是不可能達到的。因此，教

學方法必須有所突破，把教學的重點放在教學的過程中而不是教學的結果上，應

注重學生學習方法的獲取而不是知識本身，建立激發學生創造力，培養學生思維

的環境，開發其潛能，培養其創新能力[2]。同時，學生之間的討論和師生之間的

交流也是必需的。教師要在整個課堂上起到引導、分析和總結的作用，這樣的課

堂不再是教師一個人在教、在講、在灌輸，而是師生彼此間在交流，雙方都在動

腦筋，都在表達自己的觀點，都在思考，是一種不同于傳統灌輸方式的互動式教

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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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式教學方法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反映和創造，它與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方法（教

師講，學生聽）截然不同。互動式教學是一種主動的學習，根據觀察進行獨立思

考，並逐漸養成思考習慣的一種教學方法。 
 
例如，我們在講授環境價值教育時，把學生分成若干組，以角色扮演的活動方式

來體驗環境的價值，讓學生扮演不同的角色，對化肥廠污染河水帶來的生態影響

以及如何解決進行討論，使學生在扮演每一角色時都能體驗到環境的價值，類似

的活動在課堂教學中經常舉行，學生對這種教學方法很感興趣，反映很好。多數

學生認為：通過參與，可以把書本上，課堂上學到的抽象的理論知識通過切身體

驗轉化為具體的、實際的親身感受，再遇到類似的問題時，就可以自信地表明自

己的立場觀點，知道該怎麼做。 
 
探究式教學方法是教師利用循序漸進和設計周密的教學過程，培養學生明確的認

知概念，客觀的處世態度，獨立的探究能力以及正確的價值觀。因為環境教育的

綜合性、實踐性特點很強，所以採用此法進行教學能得到較好的效果。 
 
由於課堂教學主要採用了上述兩種教學方法，改變了以前由教師一人獨白的灌輸

式的教學形式，取而代之的是學生與老師共同參與的互動式討論，通過活動、討

論來提高學生的參與意識，培養正確的態度和行為規範，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

學生反映很好。使平時沒有機會發言的同學得到了鍛煉，引起學生濃厚的興趣，

因為課堂裏營造的是一種民主的氛圍，以問題、討論、活動等各種形式去組織同

學思考，極大地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在有限的教室裏拓展了思維空間，採用這種

教學模式，融洽了老師和同學之間的關係，加深了師生之間的交流，同學們反映

在興趣中掌握知識效果最佳。 
 
1.2 課外調查 
完整的環境教育概念不僅包括傳播環境科學知識，即"關於環境"的教育，更重要

的，還應包括傳授如何體驗和感受環境，如何評價和認識環境，如何參與、分析、

解決環境問題等內容，即在環境中教育和為了環境的教育。為了讓學生能在環境

中對環境問題有切身感受，結合課堂內容，組織學生到校內六個食堂調查一次性

餐具使用情況，由此加深對"白色污染"造成生態環境危害認識，從而改變自己的

消費行為。如有的同學說，通過調查我感到應該親身為環保做些實事，出一份力，

努力做到自身少用甚至不用的同時，對周圍的同學做一些宣傳，讓人們加深對其

危害性的認識，甚至勸阻餐廳停止使用這種不能降解的飯盒，而採用成本較高些

但對環境危害較小的一次性飯盒。如果供求雙方共同努力的話，那麼一次性餐具

 
Copyright (C) 2003 HKIEd APFSLT. Volume 4, Issue 1, Article 4 (Jun., 2003). All Rights Reserved. 



 

亞太科學教育論壇，第四期，第一冊，文章四，第四頁(二零零三年六月) 
顧泳潔、劉贇、李鳴

高等師範學校環境教育的教學改革

 
對環境的危害可望得到解決。根據學生的反映，他們希望多參加一些類似的考

察、調查活動，希望走出課堂接觸社會，所以組織考察、調查，是環境教育的一

個重要方面，有利於學生瞭解社會、開闊眼界，培養理論聯繫實際的良好學風。 
 
1.3 實習基地建設 
將長風街道作為我校進行環境教育的實踐基地，為學生的實踐活動提供了保證，

實現了理論和實踐的結合、校內和校外教育結合、知識普及與能力提高的結合，

有利於達到學生環境教育的最終目標。臨近學校的長風街道為我校學生提供了一

個傳播環保知識的場所，學生運用在學校課堂上獲得的環境知識和技能，通過多

種渠道和方式向社會傳播，既推動社區的科普活動，提高居民的環境知識和意

識，同時對同學自己來說也是一次鍛煉的機會，可以在活動中端正自己的態度，

提高自己的能力。社區為學生走向社會參與環保，鞏固提高環境意識提供了條

件，學生利用雙休日，課餘時間參與社區的環境建設，主要針對社區居民中出現

的環境問題，如改善小區內雜訊污染狀況、廢電池回收利用、如何提高綠化效益

等等。由學生和社區管理部門一起分析、討論、解決環境問題。由於建立了環境

教育的基地，使理論聯繫實際成為可能，學生們參與意識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有了

很大提高。 
 
1.4 對教師的要求 
要改進教學方法，首先要轉變教師的觀念，尤其是在對待繼續教育問題上，不能

僅僅是增加些新的知識就滿足了，而是要加強自己的分析、理解能力，以及對待

現實環境問題的態度。因為採用互動式的教學方法上課要比傳統灌輸式的課難

上，在討論過程中，教師要控制好整個課堂秩序，保證完成規定的教學目標，因

此對教師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師則要通過培訓和接受繼續教育來提高自

身的能力。 

2. 教學內容的更新 

1992 年 6 月，聯合國在巴西里約熱內盧組織召開了各國政府首腦參加的"環境與

發展"大會，其中《二十一世紀議程》論述了環境教育的重要任務，強調環境教

育要重新定向，要幫助人們正確認識環境，促進人們樹立可持續發展觀念，增強

保護環境的參與意識，提高有效參與的技能。在《中國二十一世紀議程》中也明

確要求："加強對受教育者的可持續發展思想的灌輸……在高等院校普遍開設《發

展與環境》課程……將可持續發展思想貫穿於初等到高等的整個教育過程中"。

為此，要適應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需要，環境教育內容要更新。僅有關於環境的知

識目標和關心環境問題的態度目標是不夠的，面向可持續發展的環境教育還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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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以下一些內容： 
 
2.1 環境倫理： 
通過環境倫理道德的講授，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環境價值觀，選擇正確的生活方

式。傳統的倫理觀念只考慮人對社會的依賴，忽視了人對自然的依賴，為此，人

類應從本質上去關懷自己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使學生經過學習，將環境知識轉

化成自身的素質，以體現環境教育是素質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 
 
2.2 可持續發展： 
環境教育同時也是一種生存教育和發展教育，對學生進行可持續發展思想教育，

讓學生瞭解經濟發展與可持續發展之間的關係，瞭解人類社會之所以選擇可持續

發展道路，是對歷史反思的結果。使學生認識到他們的活動和決策對資源、對整

個社會及全球環境的現在和未來所造成的影響。所以，要培養學生正確的環境意

識、態度和價值觀。 
 
2.3 參與意識： 
培養學生的參與意識，使他們能積極的參加解決環境問題的各項工作，參與也是

將環境意識轉化為行動的一個具體行為，如組織"六·五"世界環境日的宣傳、廢電

池回收、廢舊書刊、雜誌的迴圈利用等大型活動，還鼓勵學生參與決策與管理。

除此之外，培養學生在消費和廢物處置過程中合理操作，採取正確的態度，糾正

那種"靠我一個人沒用"的想法，人人從我做起，從身邊小事做起，環境問題就有

望解決。 

3. 教學效果評估 

3.1 教師對學生的考核 
考試是檢查學生掌握知識的一種形式，但只通過一次期末考試來檢查，反映不出

學生平時的參與意識以及能力培養的情況，因此，我們以學生在課堂內討論的情

況來反映平時的成績。另外，我們給學生提供參與社區活動、調查及模擬教學的

機會，作為學生能力考核的內容。因此，本課程的考核成績由三部分組成，即：

書面考試成績、平時成績及能力考核成績。 
 
3.2 學生對課程的評估 
由於採用互動式和探究式的教學方法，課堂氣氛活躍，學生積極思考，參與討論，

踴躍發言，使每個同學都有機會發表自己意見，加強了同學之間的交流。同學們

說，課堂討論很有趣，從大家的交流中所產生的對環境的認識，往往比老師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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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輸給我們更深刻。 
 
為了檢驗課程安排是否合理，教學內容是否適當，採用的教學方法是否有效，在

教學過程中，我們採用了課程評估這一激勵性的方式，先進行中期評估，然後根

據評估獲得的資訊進行反饋調整，到學期結束再進行期末評估，我們設計了《環

境教育》課程評估表，表中的問題也涉及到教師本人的能力、態度等方面，在學

習結束時，由學生填寫。評估表統計結果表明，同學對本課程的反應普遍較好。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提高教學質量的有效手段。 

4. 結語 

在環境教育的教學改革中，由於教學手段多樣，教學內容新穎，教學方法靈活，

使學生學習興趣大增。師範教育具有很強的輻射性和示範效應，讓學生到校外開

展環境教育的實踐活動和環境科普活動，面向全社會開展不同層次的宣傳活動，

將綠色的種子播撒到人們的心裏，為提高全民族環境意識作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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