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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教育意涵深化－以小學農作植栽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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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來，由於食安風暴、黑心食

品橫行等議題，小學教育現場興起食

農教育的熱潮，校園內處處可見教師

帶領學生種植各式農作花卉與食材。

然而，學生對於食米如何從土地送到

消費者手裡，包含從稻苗培育、播種、

插秧、施肥、除草、除福壽螺、收割、

去殼與包裝等，卻相當陌生（顏宏駿，

2017.6.27）。校園農作植栽透過師生合

作，親手做過一遍，達到永生難忘的

教育目的，可培養出帶著走的能力和

對土地與人文的關懷（何慧群、劉維

玲，2017；商業週刊，2017.7.18）。然

而，蘇碩斌（2016）認為，食農教育

重點，並不在於農作或者食物本身，

而是藉由食農教育進行教學模式變

革，使教育現場能夠與真實世界相互

結合的「到現場」與融合各學科與術

科的「跨領域」兩大意涵。「到現場」

體驗農作可以培養團隊合作、獨立判

斷能力與提升社交能力；「跨領域」體

驗農作則可以提升學生對自然生物的

興趣、敏銳觀察力和學習科學知識並

幫助道德學科的成長（農林水産省，

2017.7.18）。本文藉由文獻分析之歸納

與演繹，探討現行小學農作植栽的體

驗教育（experiential education）意涵之

深化，以勾勒出體驗教育在十二年國

教發展的定位和價值。 

 

 

二、文獻分析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簡稱十二

年國教）即將於 2018 年正式實施，對

於各大領域訂定了相關的素養養成與

階段目標。何慧群、劉維玲（2017）

認為，十二年國教最終發展帶著走的

能力有三項：系統思考與創新應變、

人文、藝術素養與終身學習與人際關

係和團隊合作的能力。而體驗教育是

一群人組成團隊，透過活動與彼此的

互動，產生真實的影響與改變（謝智

謀，2003），換句話說，體驗教育旨在

呈現有溫度而真實的人，一種坦然與

合作的關係，體驗教育也就是十二年

國教的一種實踐（practice）。食農教育

作為體驗教育的一部分課程，強調到

現場與跨領域的學習模式（蘇碩斌，

2016），因此，影響後續教育的銜接與

發展，基於帶好每一位學生（no child 

left behind）的原則，「評量－教學－再

評量」的補救模式被視為是回應十二

年國教實施的配套措施（何慧群、劉

維玲，2017）。換句話說，體驗教育無

論以主題課程或融入領域課程的方式

呈現，應以達成十二年國教之教育目

標為導向，而達成此一目標的方式可

利用多元評量：「學習成就評量」

（assessment for learning）、「學習過程

評量」（assessment as learning）與「學

習綜合評量」（assessment of learning）

進行體驗教育之學習成效評量或再評

量（Ear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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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農教育意指師生必須探尋食物

與土地對於生命涵養的意義（蘇碩

斌，2016），進而促進孩童與食物、環

境及社區的連結（康以琳、張瑋琦，

2016）。因此，以植栽獲取學習經驗的

過程必須涵蓋完整生命教育與環境互

動的知識地圖（knowledge map），因為

片段知識或是單一知識面向的積累，

無法呈現學習深化內在質地的成效

（吳璧純，2017）。蘇碩斌（2016）定

義 食 農 教 育 養 成 本 身 的 構 面

（construct）是自然之養（活用自然技

術的生養，即生態有機）、社會之養（經

營居住社區生活的安養，即在地融合）

與文化之養（培育人文關懷的素養，

即產出的價值性），換句話說，食農教

育就是富含食農學科知識與人文關懷

的完整知識地圖。 

Pine 與 Gilmore（2011）認為體驗

（experience）本身涵蓋了四個構面

（realms）：教育性（educational）、娛

樂性（entertainment）、審美性（esthetic）

與遁世性（escapist）等，而體驗活動

或多或少包含或涉入這四項構面的成

分，因此，體驗教育的教學活動設計

或評量指標應囊括這四項構面，以創

造令師生長久會懷念而且難忘的美好

記憶，實踐教育的價值。小學校園植

栽的食農體驗教育，基本上也包含了

此四構面，康以琳、張瑋琦（2016）

認為組織志同道合的教師團隊相互支

持或與環境教育課程師資接軌有助於

小學推展食農體驗教育。體驗教育增

加課堂學習內容與學生實際生活的動

態聯結，落實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

（Education as life. Life as education）

的教育理念。因此，體驗教育不僅是

勞動的服務學習，也具有提升學習效

率、概念層次的瞭解與轉換、滿足教

育寫實性的需求、欣賞與保育自然環

境進而培養環境關懷的素養及滿足娛

樂與休憩的需求等（康以琳、張瑋琦，

2016）。 

三、研究發現 

目前，我國各小學農作植栽之課

程，多為課程融入式教學（表 1），雖

有達到「到現場」與「跨領域」的意

涵，卻因為農作植栽觀察與成長期

長，學生因無法獲得完整的知識地

圖，而老師也不易以片段體驗過程進

行全班性的評量，因而少了教學後的

學習成效評量與補救再教學和再評量

的深化教育，使得農作植栽的課程規

劃往往流於為了融入而融入的迷思，

失去體驗教育深化的意涵。 

體驗本身涵蓋了教育性、娛樂

性、審美性與遁世性，因此，體驗教

育課程活動的設計與規劃，應優先考

量融入此四項構面之因素，以提升體

驗教育實施的質與量（Pine & Gilmore, 

2011）。換句話說，檢驗課程實施的成

效，也可由此四構面之涉入與主動性

之強弱，分別規劃多元評量指標，包

含課程與活動實施過程與結果的學習

成就評量（如紙筆測驗或植栽成長紀

錄表）、學習過程評量（如口頭問答或

實作的準確性）與學習綜合評量（如

學習過程的態度表現或團隊的分工合

作與協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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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小學常見的農作植栽課程 

學校 

名稱 

農作植栽 

課程名稱 
實施方式 

黎明 

國小 

創意生態 

課程 

蝴蝶網室區、蜜源食草植栽

區、藥草區、蔬果菜圃區、

可愛動物區 

文化 

國小 

保特瓶美 

化植栽 

藝文領域課程利用回收物製

作並於藝術季展出 

富台 

國小 

校園植物（綠

色寶藏） 

融合彈性課程、自然與生活

科技及藝術與人文 

實踐 

國小 

校園植物 

學習步道 

由自然與科技領域出發，並

融入環境教育議題 

種籽 

親子 

實驗 

小學 

種籽的自然

領域程結構 

自然教學、生命世界、地球

環境、生態保育、科學研究、

科技與運用資訊、實踐於日

常生活 

忠義 

國小 

校園自然生

態課程之生

命的樂章 

配合各領域課程，讓小朋友

認識各領域課程內，所提到

的植物，特別是自然與活科

技領域 

木柵 

國小 

生態有機 以校本課程引導課程融入，

發展在地化總鋪師與食農課

程 

資料來源：各校課程計畫，本研究整理 

小學校園的作物植栽，最大的問

題就是遇到寒暑假時，無人灌溉的困

擾；而未能於學期中順利完成收穫，

也是一大遺憾。因此，對於農作的先

備知識顯得格外重要。食農教育是從

田間到餐桌的全方位飲食教育（商業

週刊，2017.7.18），因此，從植栽種子

的選擇、栽種、施肥、除蟲、鷹架、

結果到變成一桌子的菜，就是對生命

歷程的深刻體會，也是進行食農教育

的完整知識地圖。葉鴻楨、王志偉

（2014.1.10）認為，段考、學期或學

年銜接的過程中，知識的學習出現不

連續的斷層，主要來自於背誦與理解

的課程配比改變、考試領導教學導致

體驗教育課程中斷，與預定之教學進

度因為體驗活動而落後等，形成食農

教育推展時亟須克服的問題。因此，

推展食農教育體驗前，應做好學校行

政規劃之相關準備，包含延續性的體

驗學習規劃（康以琳、張瑋琦，2016）、

課程融入之安排（Pine & Gilmore, 

2011）與合適場地與跨領域學習的實

作（蘇碩斌，2016）和食農教育師資

與協作人員之增能培訓等（康以琳、

張瑋琦，2016）。 

四、結語與建議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要求學生須

具備自主行動、溝通互動與社會參與

等三面向之能力，以養成九大項核心

素養（core competence）指標，即身心

素質與自我精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

題、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符號運用

與溝通表達、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道德實踐與公

民意識、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與多元

文化與國際理解等。透過課綱有效學

習，學生獲得專業知識（knowledge）、

解決問題的能力（ability）與良善的態

度（attitude），以積極回應個人或社會

生活需求（范信賢，2017.7.18）。根據

本文文獻分析與研究發現得知，體驗

教育是一種親自到現場的跨領域學習

模式，包括教育本質、娛樂趣味、審

美涵養與遁世超然等四個構面，並強

調知識與實用性的整合，換句話說，

體驗教育與杜威「教育即生活、生活

即教育」的教育理念契合。因此，體

驗教育在十二年國教的核心素養中，

可說是跨領域的整合能力，也是一種

益於達成有效學習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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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農教育即食育，藉由體驗教育

強調人與土地的連結，實現從產地到

餐桌並達到吃食物少吃食品的健康永

續概念，因此，食農教育是體驗教育

的一部分。然而，在體驗教育的實踐

過程中，教學評量與補救隱約被忽

視、對於作物植栽的歷程往往未能有

始有終以及體驗教育的實踐和教案設

計往往多有疏漏，因此，本文綜整文

獻分析與研究發現後，進一步提出三

項建議： 

(一) 體驗教育課程，除了融入各領域

外，也應納入多元評量指標，以檢

驗學習成效或擬定補救教學策略。 

(二) 在引導體驗教育課程時，應重視

完整的知識地圖，考量植栽的屬

性，配合時令與完整的成長周

期，形塑完整的生命歷程。 

(三) 實施體驗教育課程時，可以設計

囊括體驗四構面的教案，以教育

性為主軸、娛樂性為誘因、審美

性為鋪陳與模擬角色扮演的遁世

性，建構寓教於樂而能因材施教

的目的。 

《禮記．月令》記載：「天子親載

耒耜，措之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

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說明古

代天子親自耕田，從事農作植栽，以做

為眾臣表率以勸農事的事蹟，從上到下

體驗農作與植栽的意涵，以養成愛民惜

物的美德。由此可知，食農教育由來甚

遠，也是修身、齊家、治國與平天下之

根本。近年來，少子女化現象使得城鄉

差異加劇，而教育資源也出現排擠，甚

至造成偏鄉小校面臨關閉的命運。本研

究之結果，可透過如城鄉交流等計畫，

使得市區學童獲得更寬廣的田地進行

農作，也同時讓郊區的學童可以進城入

班體驗學習以拓展視野，從體驗學習的

觀點達成教育資源最大化的目的。無論

是小學農作植栽或是城鄉交流的體驗

教育，都可做為未來教育政策納入考量

的教育革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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