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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learning environmental service-learning school and environment education. 

摘要

(中) 

環境服務學習是指學習者在社區、生活環境中，運用所學的知識技能來

服務，在服務的過程中，改善環境並獲得學習的成長與喜悅。本研究帶

領學齡前階段的幼兒以學校環境為服務學習的場域，經歷四個月的時

間，進行校園改善方案，合作蓋花圃，學習種植、照顧植物，增加校園

的生態與美化，讓花園能永續的成為校園多元的教學場地。 在每一次的



服務行動中，幼兒面臨各式的問題及挑戰，運用既有的認知、技能在共

同討論、反思後，激發各式的想法及做法，讓問題迎刃而解，讓環境服

務學習的過程有趣且豐富了幼兒的生活經驗，並嘗試多元的活動課程，

在做中學的歷程中發展新知識、技能及情意。 研究顯示，幼兒在參與學

校環境服務學習方案後，增加植物的相關知能及植栽技能、增進人際互

動與合作、對校園環境產生認同及歸屬感，服務學習方案課程是幼兒一

個美好的經歷。在學校方面，能改善校園環境校園美化，並增加校園植

物教學及生態教學的多功能性。  

摘要

(英) 

Environmental Service-Learning is a concept that combines both of learning and 

community service; through community service, children can practice what they 

learned from the class. This method benefits to the community, and children can 

also find fulfillment in service. Pre-school became a perfect location for 

community service for our study, during 4 months of community service, children 

from 3 to 5 years- old cultivated flowers, and have learned how to take care of 

these flowers. After this 4 months, the garden has become a garden which is much 

more beautiful and opened for everyone, meanwhile, the garden became a good 

spot for eco-education. During community service, children face kinds of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hey have to use their acknowledge and what they have learned in 

class to discuss to each other. The discussion can inspire their creativity and 

imagination, and solve problems. The environmental service learning enriches their 

life experience, and also, with various activities to develop their mind. The study 

found: children who participated environmental service learning had a great 

improvement in many areas, such as: they know well about the vegetation and 

plant technique, their interpersonal skills and school-group environment identity 

are much better than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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