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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教授基於教學相長，追求理論

關研究成果。自92年起，每年參與行

與實際之配合，參與多項環保相關研究

政院環境保護署年度科技發展研究計畫

計畫，包括經濟部水資局委辦之「半導

「毒性化學物質環境流布調查分析計

體產業用水及污水處理研究」、國科會

畫」，孫教授擔任計畫協同主持人，針

一般型研究計畫「電子廠用水及污水

對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如持久性有機污

處理研究(I)：含氟廢水與含重金屬廢水

染物及疑似內分泌干擾物質） 進行研

之最適化處理與回收利用之可行性評

究，探究毒化物在一般環境之流布情

估」、「電子廠用水及污水處理研究

形，進行其釋放來源之調查與分析，瞭

(II)：bench-scale級離子交換樹脂塔處

解國內毒性化學物質之環境流布情形，

理含氟廢水之最適化與用水節水之技術

蒐集毒化物減量技術，分析及比較各廠

管理制度」、「建立生物吸附填充床處

毒性化學物質釋放量推估之計算，提出

理含重金屬之廢水(I)Aspergillus terreus

可行之減量建議，做為相關管理單位決

之篩選與固定化」及「建立生物吸附填

策之依據。

充床處理含重金屬之廢水(II) Aspergillus

近年，孫教授有感於溪河在經濟

terreus 之最適化固定與反應活性之研

大開發的同時，遭受濫墾與濫建的傷

究」等，並於多場國內外會議中發表相

害，淪為排放污、廢水的水溝。人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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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至偏遠國小─臺南市瑞峰國小教導水質檢測

珍古德肯定臺南河川巡守

組

水環境教育訓練─臺南市崇明國小

人

4月22日世界地球日活動

素所造成溪河環境變遷的結果，先是反

方法，並不在於駕馭河川，而在於悉知

應在魚蝦蟹貝的死亡及生物多樣性的減

河川歷史，暸解其污染緣由」的概念融

少等生態危機上，也逐漸反應在臺灣

入大學環境教育中，結合專業之服務學

的環境災變上。近年重創臺灣的「賀

習，使環保理論與環保實務相互配合，

伯」、「納莉」、「辛樂克」及「凡

將課堂知識藉由「做中學」讓學生親身

那比」等颱風，都讓人們見證大自然反

體驗並實踐出來。另外，也申請國科會

撲的力量。這些慘痛教訓，讓人們深刻

科普計畫補助，承接環保局河川守護計

體認，水資源保護與土地永續經營之重

畫，藉由水環境科普知識的推廣與透過

要，意識到若不能與河川和平相處，日

區域河段的認養及巡守策略，採取「告

漸珍稀的水將會為臺灣帶來浩劫。所以

知住民污染嚴重程度」的原則，來防止

如何讓公民意識的覺醒，讓群眾肯為自

水環境污染繼續惡化；更藉由對水資

己的價值及立場去參與及捍衛生活中的

源、水環境的珍愛，積極推動生態工

環境，實為是教育工作者將知識轉化為

法，挽救河川，讓河川重生，讓生態更

守護這片土地的責任與目標。

多采多姿，讓全體水岸住民暸解過去河

因此，孫教授將「人與河共存的

流的原有樣貌及未來水資源的重要，引

3

巴克禮水醫生水質檢測

發大家珍惜水資源、愛護水環境，希冀

必須提昇一般大眾對河川環境的認知與

藉由環境教育的推動，培育「具有在地

關切，引導民眾參與並激發民眾對土地

關懷、環境倫理意識與綠色影響力的未

的認同感。教育工作者應將知識轉化為

來公民」。

守護這片土地的力量，並將校內課堂延
伸推廣至校外河川現地，走出教室，以

環境教育事蹟
喚起民眾水環境保育的概念

激發在地住民「原鄉‧環境軌跡」的公
民參與能力，從認識鄰近的河川環境問
題開始，除瞭解河岸在地歷史文化，更

多年以來，人們總是以陳舊的古

進一步藉由與大自然環境之互動，增加

蹟與古都的美食代表整個「大臺南」，

河岸住民知識領域與學習經驗；透過精

卻忽略了存在多年的「水文脈絡」，違

緻多元化的課程設計，培養具環境素養

背了文化延續的精神，亦缺少了對環境

的現代公民，進而形塑地球公民皆懂環

之關懷力。河川孕育住民文化的角色，

保與喜歡環保之外，更願意坐而言起而

變為只具有清除垃圾的功能。以臺南市

行，讓環保觀念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河川環境為例，長期承受生活污水及工
業廢水污染，呈現嚴重污染情形，要使

4

「為土地服務、向自然學習」之精神，

推動河川保育教育

這些流域水質獲得明顯改善，除了加速

孫教授為推動結合河川巡守實務

污水處理廠興建及污水幹管鋪設外，還

的環境教育，將水環境保護融入各級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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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隊河川巡守志工隊，年齡層分布涵

合各階段各年齡層需要之教案，並隨時

蓋從國小學童至社區居民。藉由志工

補充最新知識與題材，且依教學回饋隨

的發起，辦理親近河川或淨溪活動，凝

時修正內容。在社區相關環境保護研習

結團隊的力量，做定點之淨溪及淨川活

課程推動上，也以水的解毒、EcoLife環

動，激起全體市民或志工愛川愛河之環

境教育訓練、水質採樣與監測教育訓練

保心。

等相關內容進行在地宣傳，讓參與者具
備執行河川守護知識與技能，也瞭解河

孫教授為使環保生態觀念成為每
人生活的一部分，蒐集臺南市6大河川

為達深耕環境教育目的，編撰課

與10座特色埤塘、7座水庫、10處溼

程教案深入臺南市各高中、國中及國

地、5座污水處理廠與親水景點等相關

小，提供相關水環境教育授課方案，更

資訊，建構「溪望地圖」，宣傳親水大

採購公播版的水環境相關影片，提供各

臺南。地圖資訊包括地理、生態及文史

需要單位免費借用，做為宣導環境教育

等的文字敘述與影音影像資料，匯聚成

使用，希望藉由影片欣賞讓民眾對環境

一大臺南之水資源資料庫。地圖採QR

永續議題有「再認識」、「再發現」、

code技術，將水文歷史融入臺南市48

「再實踐」、「再感動」及「再創造」

隊巡守隊之隊史，經過簡介與相關地理

的激盪，達到環境教育扎根之重要。透

資訊後，繪製完成大臺南綠色溪望地

過學校老師的河段認養及巡守，將地區

圖，讓民眾藉由智慧型手機即時透過網

水環境污染及特性納入基礎教學。

路，認識家鄉的溪流，瞭解水岸環境之

環境教育寓教於樂

設施與場域，並發現家鄉地理、生態及

與長榮大學河川保育中心共同推
動守護徽章制度，擬訂15項水環境保

組

環境教育從小扎根

建構「溪望地圖」，宣傳親水
大臺南

人

川保育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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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環境教育中，藉由蒐集資料來彙編符

文史的依存關係。

透過媒體宣傳共同守護河川

育任務指標，透過完成任務指標，參加

編彙「百年好河，幸福臺南」手

水環境守護精靈徵選或提供相關佐證資

冊，宣揚河川環境教育成果與河川巡守

料，獲得榮譽徽章，以鼓勵師生及社區

成效，讓巡守志工們建立起河川巡守隊

親子參與。另透過社區大學環境教育課

共同守護河川的參與及歸屬感。

程，將成人學員直接納入河川巡守工作

藉由媒體宣傳與報導將各項活動

中，賦予志工單位環境教育的責任，由

影像與河川環境生態，影響更多人志願

志工負責人自行操作環境教育，保持志

來參與這個有意義之團隊。將精彩之影

工於河川保育的持續運作。目前經營

像回顧與美麗之水岸景緻編彙成宣導教

5

材、手冊或光碟，於後續推廣。透過輔

二仁溪最髒之支流三爺溪，近年

助教材進駐社區及學校，不定期的施行

更因氣候變遷帶來的豪大雨，造成學校

推廣講習、講座，提昇民眾永續環境及

面臨洪災之威脅，本於教育工作者將知

生態保育之觀念。建置網站揭露相關活

識轉化為守護這片土地的力量，將「環

動內容，未來也計畫上傳至YouTube或

保行動」與「氣候變遷調適」視為現今

藉由Facebook粉絲團進行活動成果宣

重要的環境教育責任及目標，在未來推

傳。希望利用媒體傳播力及時下最流行

動環境教育工作計畫上，將以氣候變遷

的社群網站，擴大宣傳活動成果，招募

衝擊與調適之認知、預警機制及在地知

更多人擔任臺南市的河川或環境守護志

識的培養力為主軸，進行課程規劃。希

工。

望透過資料蒐集、統整、科學教育與走
讀方式，將目前氣候變遷、臺灣土地與

6

未來展望

園，親近、前進社區，關心我們的地球

長久以來，經濟成長帶來舒適的

環境。透過親自檢驗土地河川的現況與

生活，而我們忽略了享受生活的同時，

親身體驗環境美麗的身影，由體驗、觀

對大自然造成嚴重的傷害。為因應時代

察、蒐集、實驗、行動與創作等方式來

變遷與生活需要，進行原始森林的濫

驗證身邊的自然環境，對家鄉河川土地

墾、山坡地的開發及河道工程的興築，

有更深層的體認，對全球的氣候變遷與

這些不但破壞安穩的土地與原有的水

節能減碳之議題有更多的認識，激發學

文，更讓生態失去平衡，一旦大雨來

生們主動探索和研究的精神，培養獨立

襲，即變成河川常見的「河水污染」、

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河川環境現況呈現出來，讓學生踏出校

「洪水淹沒」及「土石成河」三大災

透過熱愛與珍惜地球資源，養成

難，這些慘痛教訓更深刻讓我們瞭解水

學子尊重大自然的態度與拓展國際宏觀

資源保育與土地永續經營之重要。

之視野，能將這些知識與觀念傳達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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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護我們的水環境，匯聚守護河川力

保護的行動力與「自助助人」的社會參

量，朝四大願景「水質清澈魚兒重現、

與知能，使每個人將地球安全當成自身

守望相助杜絕污染、河岸面清潔無垃圾

的責任，更認知到為環境付出實際行動

及共同開創親水空間」來努力，用具體

力是我們每個人的責任。

行動守護人類生命的源泉，更希望大家

將結合跨領域專家的帶領運作，
將課程從氣候變遷調適之災害、水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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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一同參與，並能適時展現對地球環境

一起響應河川守護運動，為地球、為土
地、為環境盡一分個人的心力。

遭環境生態保育及社區住民的探查與訪

民對所居住環境之認同感與使命感，我

談（我與人的社會面向）、環境美學的

已成為臺南市各社區及高中、國中、國

認知與實踐（我與自己的人文藝術面

小於河川環境教育上最密切的夥伴。藉

向），拓展學習範疇，引導學生朝向尊

由大家共同貢獻己力，推動環境教育各

重自然、愛生護生及生態永續之天人和

項工作與任務，形塑每一個地球公民

諧的目標前進。

皆懂環保與喜歡環保，願意坐而言起

組

透過實際環境教育推動，加深市

人

源、健康及土地使用等面向，延伸至周

而行，讓環保成為生活的一部分，達

推動心得

環境教育目標。未來，我將更積極深入

如果期望能實踐綠色生活，那麼

各社區及學校辦理更多推廣河川保育與

「綠」可以近在咫尺，可以藏於食衣住

巡守教育訓練，藉此提供志工夥伴對於

行育樂中；「綠」也能與地球永續相

河川的保護及改善環境所需的知識、態

關，節能減碳、關懷在地都能轉化為一

度、技能及價值觀，透過民眾參與水環

種綠色生活習慣。教育工作者要如何教

境保護共識，不僅能夠讓環保單位與民

環保、教人懂環保、教人喜愛環保，進

眾產生互動互信，更能夠引發民眾對於

而讓環保觀念成為生活的一部分呢？倫

河川、土地的認同感。善用民眾對流域

敦大學教育學院文化與教學研究所所

地理、污染歷史瞭解，提供訊息做為改

長賀斯班（Chris Husbands），便曾在

善環境管理的參考。在氣候變遷的未來

《天下雜誌》的專訪中直言：「氣候

趨勢下，我也將倡導珍惜水資源，讓志

變遷已是不得不面對的教育議題，學校

工夥伴瞭解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互益互

與老師必須重新定位、自我改造，才能

存的理念；另將積極推動環境倫理，帶

為孩子面對變遷世界做好準備」。在綠

領夥伴「照顧土地、照顧自然及照顧

色環保永續議題上，要持續不斷地做，

人」，激發群眾「環境關懷，身土不

沒有終止。我服務於華醫已將近20年

二」的公民參與能力，讓民眾更主動積

頭，原本只是一個簡單的教育工作者，

極的實踐環境保護行動，提昇我們生活

然今日將轉化知識為力量，把守護這片

之河川沿岸環境品質，讓我們的河川環

土地當成我的責任與目標，並以實際作

境變得更好也更美。

到「愛鄉護水」、「護土為護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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