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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涵盖了于 2017 年 4 月至 6 月由康奈尔大学公民生态学研究室开展的《城市

环境教育》在线课程。若引用本报告内容，请使用以下格式： 
 

Russ, A., Li, Y., Krasny, M. (2017). Urba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Online Course Repor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Civic Ecology Lab. 

 
谨代表全体课程导师和课程学员，感谢阿里巴巴基金会的资金赞助，也感谢绿领行

在协调管理工作上的配合。 
 
美国环保局为本课程提供了在辅助协议第 NT-83497401 条款下用于课程开发的部

分资助。美国环保局并未正式审阅该报告。该课程及其报告的任何观点仅代表课程

导师和课程学员的观点。美国环保局不为任何涉及的产品和商业服务代言。 
 
我们感谢课程平台 eCornell 的工作人员为该课的开展带来专业和帮助的服务。 
 
本报告的封面图展示了课程中的两个当地小组，分别来自于中国北京和南非比勒陀

利亚。这些照片被准许使用。另外两张照片分别为在马德里和纽约中心公园的社区

花园（Alex Russ/摄）。 
 
© 康奈尔大学公民生态学研究室,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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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SUMMARY 总结 

• 《城市环境教育》是康奈尔大学公民生态学研究室自 2017 年 4 月 10 日至 6
月 4 日开展的为期八周的在线课程。 

• 来自 38 个国家的 559 名学员注册了本课程。 

• 396 人（其中 255 名中国学员）完成前六周的必修部分获得结课证书，完成

率为 71%，在同类大型在线课程中为高完成率。 

• 202 人（其中 111 位中国学员）完成后两周的选修部分，设计城市环境教育

教案从而获得专家证书。精选教案已被汇编合集并将作为更多环境教育者的

参考资源。 

• 阿里巴巴基金会的资助帮助我们吸引了 294 名中国学员，以加强中国的环境

教育。 

• 除了被要求提交在讨论区的作业，学员在课程的社交媒体上还发了上千条帖

子，展现出对社会学习和同伴交流的兴趣斐然。 

• 主要的课程资料包括 25 章来自于 2017 年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的新编教材《城

市环境教育概论》的内容，以及 25 个由多位知名环境教育学者和专家录制

的课程视频。 

• 课程学员表达了对诸如气候变化教育和环境教育基础的兴趣。康奈尔大学公

民生态学研究室将会在未来继续开展相关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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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背景 

城市环境教育包括改善个人和社区福祉及城市环境质量的学习和实践。正如城市作

为创新中心，城市环境教育帮助教育者开发与城市环境相关的教学新方式，并促进

城市可持续发展。为了帮助环境教育者改进其在城市情境下的工作，康奈尔大学公

民生态学研究室(http://civicecology.org)从 2017 年 4 月至 6 月开展了为期 8 周的城

市环境教育在线课程。课程的资金来源于阿里巴巴基金会，美国环保部和学生的课

程费用。在对课程的基本介绍之后，我们将报告关于课程学员、课程设计和教学方

法、学习资料、学生项目和课程产出的情况。最后，我们将就公民生态学研究室针

对和环境议题相关的在线学习的三条指导原则反思本课程。 

COURSE INSTRUCTORS 课程导师 

                         
 

康奈尔大学公民生态学研究室(http://civicecology.org)的三名课程导师： 

• Alex Kudryavtsev 博士，在线课程导师 

• 李 悦 博士，在线课程导师 

• Marianne Krasny 博士，教授，在线课程导师 
 

以上三位课程导师在环境教育领域工作多年，开展多样化线上线下环境教育者培训

课程和工作坊，他们同时开展相关的环境教育、教师专业发展和在线教育研究。他

们为该课程学员带来理论和实践的指导、以及来自全球的经验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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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TOPICS 课程主题 

第一周 简介  

第二周 城市情景  

• 优化城市化 

• 可持续城市 

• 亚洲四小龙 

• 城市即机遇 

第三周 理论基础  

• 环境正义 

• 地方感 

• 气候变化教育 

• 社区资产 

• 环境治理 

第四周 教育场所  

• 非正规教育场所 

• 社区环境教育 

• 学校合作 

• 可持续校园 

第五周 参与者 

• 幼儿教育 

• 积极青少年发展 

• 成人教育 

• 全纳教育 

第六周 教育方法  

• 城市即教室 

• 环境艺术 

• 探险教育 

• 城市农业 

• 生态恢复 

• 绿色基础设施 

• 数字化城市故事 

• 参与城市规划 

第七周 教案设计 

第八周 总结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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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TEACHING ASSISTANTS 中文课程助教 

本课程的中文助教，一方面翻译和总结课程资料，帮助学员理解课程讨论和完成每

周任务、完成课前课后的课程评估调查；另一方面协助运营环境教育的社交媒体，

诸如微信和微博。助教也为学员组织当地的线下见面会。社交媒体的群组以及其他

联系渠道在课程结束后仍然保持活跃。 

• 课程导读: 谭羚迪，邱文晖，朱艳，闫觅 

• 社交媒体和学习小组: 于悦洋 

• 中文字幕: 陆逸星 

• 字幕校对: 李悦，朱艳 

• 字幕编辑: 李备帆 

• 中文教案审阅: 谭羚迪，邱文晖，董雪，闫觅 

• 课程平台帮助: 何帆 

FEES AND FUNDING 费用与资助 

我们采用了一种混合资助模式，即将学生支付费用和来自政府和基金会的资助结

合，使得任何学生能访问到相同的课程和享受相关的服务，不论其能否支付课程费

用。 

 

课程学员有三种支付选择： 

• 标准课程注册费：50 美元，有近三分之二的学员支付了标准课程注册费； 

• 注册并志愿资助其他学员：100 美元，有 8名学员选择此项； 

• 部分难以负担课程费用的学员获得免费注册课程；近三分之一的学员选择此

项。 

 

美国环保部资助了本课程的开发工作。阿里巴巴基金会为在中国开展课程提供了资

助，并为其中的 100 名完成全部课程的中国优秀学员提供奖学金支付课程费用。 

 

课程的支出包括导师在课程开发、教学和运营社交媒体的薪资，中文助教的补贴，

课程教材的版权费用，以及支付给 eCornell 的课程平台、技术支持、注册和费用处

理和证书颁发等的费用(http://ecorne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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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NTS 学员 

本课程于 2017 年 3 月开始公开推广。课程海报通过邮件和社交媒体在往期课程学

员及其同事间传播，推广信息也分别在多个国家的环境教育组织和行业协会的网站

和简报得到宣传。在中国，课程信息通过康奈尔大学公民生态学研究室的微信公众

号(CornellCEL)、阿里巴巴基金会的公众号和绿领行的公众号进行推广。 
 

 
课程的英文传单，通过邮箱和社交媒体进行传播 

 
中文的课程广告，通过微信平台传播 

Cornell University New Online Course � April 10–June 4, 2017 

Urba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CIVIC ECOLOGY LAB 
Facilitators: Alex Kudryavtsev, Yue Li, Marianne Krasny 
Syllabus: https://civicecology.org/course-UEE 

This course is based on the Urba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view textbook 
http://tinyurl.com/UEERbook. It covers learning in urban environments, inspiring educational 
programs from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ap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and improving your 
ow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rograms. Learn from video lectures and readings. Exchange 
ideas with other course participants and facilitators. Earn a Cornell Achievement Certificate 
after 6 weeks and a Cornell Expert Certificate if you also submit a course project during 
additional two weeks. Participants with any level of experience and from any country welcome. 

Cost: $50. As part of our commitment to making our online courses available to anyone anywhere, 
and to creating a rich global online learning community, those without the ability to pay can sign 
up for free. We also offer participants a $100 registration fee option to anonymously sponsor a 
student who is unable to pay. Course includes free access to 25 textbook chapters. Register by 
April 9th!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Just, and Livable Citie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nroll yourself ($50): www.ecornell.com/UEE 
Enroll yourself and sponsor another student ($100): www.ecornell.com/UEESponsor 

If you are unable to p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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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共 559 名学员注册了课程，他们来自 38 个国家，包括中国（包括大陆、香港

和台湾），美国，伊朗，加拿大，巴西，南非，德国，印度，墨西哥，阿富汗，澳

大利亚，加纳，牙买加，日本，韩国，孟加拉共和国，希腊，马拉西亚，荷兰，巴

基斯坦，瑞典，英国，智利，哥伦比亚，丹麦，厄瓜多尔，匈牙利，约旦，蒙特塞

拉特岛，缅甸，挪威，巴拿马，葡萄牙，俄罗斯，新加披，西班牙，乌干达，乌拉

圭和尼泊尔。 

 
代表 38 个国家的课程学员 

其中，最多的学员来自中国（294 人，包括 7 名香港学员和 5 名台湾学员）和美国

（157 人）。众多的中国学生一方面说明中国对环境教育课程日益增长的需

求，另一方面归功于阿里巴巴基金会的资助，使得其中 100 名课程学员获得

免费学习的机会。 
 

 
学员的国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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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学员来自不同类型的组织，包括大学或研究所、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性组织或

社区组织、非正规教育场所（自然中心和植物园等）、私有企业、政府和中小学

等。 

 
课程学员学习工作的组织类型 

学员的平均年龄为 30 岁，其中 78%为女性，22%为男性。 

  

其他
6% 中小学

6%

政府
7%

企业
9%

非正规教育场所，如

自然中心和植物园等
9%

非政府、非营利性

组织或社区组织
19%

大学或研究所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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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DESIGN 课程设计 

EDUCATIONAL APPROACHES 教育方法 

基于教育研究及我们之前开展的环境教育在线课程的经验，在本课程中，我们采用

了以下三种教育方法设计课程： 

 

1. 学习是社会性的。 

我们在社会情境中能更有效地学习，通过交流观点和集体构建知识。因此，本课程

通过讨论区、社交媒体、邮件、面对面会议和每周在线会议提供了丰富的社交和同

伴学习机会。 

   
北京学习小组讨论会（李悦/摄）        杭州学习小组讨论会（李悦/摄） 

 

2. 循序渐进的学习。 

学员从循序渐进地学习过程受益，从基础知识到深入的基于研究和实践的知识，并

能灵活运用所学到当前和未来的环境教育项目中。 

 

3. 多级学习目标。 

课程中设置的课程资料和作业帮助学员自主反省学习目标、产生新观点、和辩证地

探索理论和实践。课程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学习资料以供学员选择，满足其特定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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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PLATFORM 在线平台 

我们使用了 Canvas 课程管理系统，并通过 eCornell 平台进行访问。然而不幸的

是，相当数量的中国学生在访问 Canvas 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原因可能是中国的

网关政策。因此，课程导师李悦及其中文助教借助中国平台帮助中国学生顺利访问

课程资源。 
 

 
Canvas 课程平台主页 

主要课程资料包括 25 份 PDF 课程章节和 25 段相关教学视频。学员需要每周在

Canvas 的讨论区发帖参与讨论，或者自愿参与社交媒体（微信和脸书）中的开放

式讨论。最后的 “教案”作业，学员基于其从课程当中学到的知识设计一页针对城

市环境教育项目的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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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课程页面示例（UEER 指课程教材，城市环境教育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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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BOOK 教材 

本课程基于 2017 年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城市环境教育概论》开发：

http://cornellpress.cornell.edu/book/?GCOI=80140100988800。 
 
书中的 30 个章节由 82 位环境教育领域的学者共同撰写，包括来自于中国大陆、香

港、台湾、新加坡、希腊、英国和其他国家。我们将以下章节从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购买了版权，并以 PDF 文件的形式在课程中分享以下章节：1）优化城市化，2）
可持续城市，3）亚洲四小龙，4）城市即机遇，5）环境正义，6）地方感，7）气

候变化教育，8）社区资产，9）环境治理，10）非正规教育场所，11）社区环境教

育，12）学校合作，13）可持续校园，14）幼儿教育，15）积极的青少年发展，

16）成人教育，17）全纳教育，18）城市即教室，19）环境艺术，20）探险教育，

21）城市农业，22）生态恢复，23）绿色基础设施，24）数字化城市故事， 及
25）参与城市规划。 

 
 
 

 
 
 
 
 
 
 
 
 
 
 
 
 
 
 
 

《城市环境教育概论》封面及其三个广义主题 

VIDEOS LECTURES 视频 

《城市环境教育概论》书籍章节的作者录制了 25 段课程视频。我们通过 Youtube 
(http://goo.gl/Mdhm0p) 将课程视频上传至课程平台 Canvas, 为了能让中国学员方便

学习，中文字幕版视频也被上传至中国优酷 (http://i.youku.com/cornellcel)。 

Place 
地方 

Participation 
参与 

Partnership 
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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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 平台课程视频示例 

 
中国优酷平台视频示例 

除了教学视频，课程导师们每周也会录制与当前的作业、讨论和课程通知相关的视

频。 
• Yue Li: https://youtu.be/D9Jg0FQ9F-0 
• Marianne Krasny: https://youtu.be/KfMu8DqGb58 
• Alex Kudryavtsev: https://youtu.be/FWAk3K3kxmc, https://youtu.be/-UFjVUjakS4 

     
课程导师的每周教学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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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UDIO GUIDE 中文导读 

中文助教将章节阅读总结成导读笔记并录制成语音文件。导读语音被上传至一个中

文网站(http://www.ximalaya.com/79172268/album/7706320). 
 

 

 
中文语音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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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IFICATES 证书 

我们提供了两种证书：结课证书（完成全六周基本课程的学员方可获得）和专家证

书（完成全六周基本课程，并完成额外课程项目——开发一份教案——的学员方可

获得）课程证书以 PDF 文件的形式发放，方便学员用以专业进修证明。 

   
结课证书和专家证书 

 
中国学员在北京（左上），上海（右上），杭州（左下）和西安（右下）展示他们的课程证

书。照片被准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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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LEARNING 学习 

DISCUSSION BOARDS 讨论区 

本课程共设置了 6个和每周主题相关的讨论区：简介、城市情景、理论基础、教育

场所、参与者、教育方法。讨论问题每周相同：“用 2-3 个句子：列举和描述本周

资料中与你当前工作一致或者偏离的观点。”许多在讨论区的回答都得到了来自学

员的多条回复。课程总计收到 4386 条学员讨论和互相的回复，课程导师通过阅读

和回复讨论对学员进行学习反馈。 

 

 
讨论区页面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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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 

本课程还使用了社交媒体（微信和 Facebook），来促进学员之间的联结、学习和

思辨的交流。学员在这样的氛围中产生新的想法，并分享和城市环境教育相关的经

验。考虑到一些学生可能不适应使用社交媒体，我们鼓励学员参与社交媒体的讨论

但不强求。在中国，我们主要使用了微信作为社交平台，一方面，在中国

Facebook 不能被直接访问；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鼓励一些英文水平有限的中国学

员进行互相交流。 

 

本课程的微信课程群包括 296 名学员，鼓励群成员参与讨论，并帮助中国学员更好

地理解课程资料和学以致用。课程导师也通过微信课程群进行课程通知、疑难解决

及引导讨论。而学员则在这样的氛围中积极分享其正在进行的环境教育项目（如志

愿者活动照片）、探讨困难的知识点（如城市环境伦理）、交流课程的教案设计以

及对中国和其他地方城市环境教育的观点。除此之外，中文助教也在微信课程群中

帮助学员总结和理解课程资料。 
 

      
微信群示例 

 

也有 297 名课程学员加入了 Facebook 课程组，学员在组内自我介绍，与其他的学

员通过评论建立社交关系网，并通过文字、图片、视频、以及引人深思的问题来分

享他们的经验和相关信息。课程导师也组织了多个主题讨论，以促进学员交流资源

和想法，比如能在城市环境教育中应用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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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示例页面 

WEBINARS 在线会议 

课程导师会通过 Zoom 平台每周主持在线会议，和学员一起讨论环境教育的话题

（如地方感），以帮助学员理解课程资料，并提供学员和导师互动的机会。在线会

议每周选择两个不同的时间开展，以照顾住在不同时区的学生。每次在线会议会有

约 45 名学员参与，大部分为中国学员。 

 
Zoom 平台的在线会议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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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GROUPS 学习小组 

我们鼓励课程助教和志愿者学员们在全球范围内建立 21 个学习小组，以利于课程

学员间更好、更深入地讨论课程内容。比如在中国，北京、上海和杭州的学员几乎

每周进行一次线下见面。一些小组成员甚至组织了城内和城外的环境教育活动，以

更好地理解所在城市的环境教育。 

小组名单：https://civicecology.org/course-uee/#4。 

 

     
左图：北京学习小组的学员在合作设计教育游戏。右图：北京学习小组在大清河野生动物救助

站协助一名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鸟类学家工作。照片被准许使用。 

不能见面的学习小组则通过 Facebook 或微信加强了环境教育专业网络，并促使其

更积极地讨论如何去在实践中学以致用。学习小组例子还有“城市环境教育拉丁小

组”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825803201074438) 和“中西部环境教

育工作者”小组(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951752718389125)。 

LESSON PLANS 教案 

课程项目的目标是帮助学员反思所学和学以致用。共有 202 名学生开发了一页的教

案作为课程期末项目，并获得选修的专家证书。特别地，教案需要被设计成能适应

当前和未来的城市环境教育，以及任何城市。中国学员可选择提交英文教案、中文

教案或者中英文的教案。精选教案集在康奈尔大学公民生态学研究室的网站上公

布，并在未来的课程、工作坊、社交媒体被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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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示例 

 

 

City Campus, Green Campus: A Tree Exploration

Ages: College undergraduates 

Learning Objectives – Students Will:
--Observe, explore and explain the value of trees on

their university campus, using simple to minimal
equipment

--Gain a sense of appreciation and ownership for
their urban campus green spaces

Time: 3-4 class periods (75 min.), additional time out 
of the classroom as necessary

Materials: --observation notebook and pen
--measuring tape
--smartphone, with spirit level app                                            

(e.g. iHandy Level for iPhone)

Erica S. Tietjen, University of Nevada, Las Vegas
Project developed for the Urban EE Course, Cornell University Civic Ecology Lab, April-June 2017

Activities:
Mapping and Sampling Plan: (60 minutes)
--Students will use a Google Earth map to survey campus and determine the locations of tree enriched

campus locations, and devise a sampling plan of sites based on their chosen plot size and location.
--Students will use the USDA Forest Service i-Tree site ( http://www.itreetools.org/) to estimate tree canopy

coverage for all trees in the chosen sample site.

Observations and Natural History: (30 minutes)
--Students will spend time making qualitative observations (narrative/descriptive, sketches) of trees in their

sample site and describe:
--General architecture of the trees, including color(s), stature, presence of flowers/reproductive structures,

aesthetic qualities, canopy features/shade provision
--Wildlife presence and animal interactions
--Human presence and interactions

Tree Identification and Inventory: (2 hours)
--For each tree in their sample site, students will:

--Identify tree by species and common name
--Determine DBH (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using the measuring tape (diameter = circumference/pi)
--Determine height using the spirit level app and calculate by visiting:     

https://gabrielhemery.com/2011/05/15/how-to-calculate-tree-height-using-a-smartphone/

Tree Environmental/Economic Value and Benefits: (60 minutes)
--Students will use the Tree Benefit Calculator  (http://www.treebenefits.com/calculator/index.cfm) to

determine CO2 sequestration, air quality improvements, stormwater management, and other functional
benefits

Extensions:
--Develop a campus tree and vegetation guide with photos

that can be used by other classes 
--Monitor ecosystem features (temperature, soil quality, etc.) 

at each plot for long-term data collection and re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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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示例 

  

Nurturing Children' s Urban Ecological Place Meaning 

Keiko Takahashi, ESD Research Center at Rikkyo University, Tokyo, Japan 

This project is developed for the Urba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ourse, Cornell University Civic Ecology Lab, April-June 2017 

Day 1 Learning how to enjoy nature 
and creatures in the local place 

Learning Goals: 

･To feel, enjoy and discover urban nature  

･To cultivate ability to comprehensively judge nature  

･To nurture ecological place meaning 
･To disseminate learning outcome to others 

Intended Audience: 3rd graders and up, maximum 20 people 

Duration: 3 days and presentation day (Exhibition etc.) 

Venue: school and green spaces (e.g.: parks) 

*Time: 1.5 hours 

*Materials: pencils, colored pencils, papers, magnifying    

   lens, local plants and animals for sketching 

To implement this program,  it is recommended that you work with the following persons.  

1. A Person who knows well about plants and animals in your target local place 

2. A Person who can tell charms of creatures and express them into pictures and sketches etc. 

3. Local people, who knows well about green spaces or greening activities in the target place 

4. Creators, who can help expressing children's ideas into various environmental art form 

Presenting their outcome at 
local community event 

(1) Introduce interesting creatures’ charms and    

     their life with photos, videos, books etc. 

(2) Introduce how to observe plants and animals  

     and tell how to sketch them. 

(3) Show some local plants and animals to children 

      and let them choose a favorite one for 

      sketching. 

(4) Let children sketch the selected plant or animal. 

(5) Share and talk about their works. 

Day 2 

Day 3 
Day 3 
Day 4 

Making species map in the local 
place 

(1) Divide children into 5 groups. 
(2) Tell how to observe and take plants and 

animals pictures. 
(3) Explain how to make a creatures map and 

some rules for walking outside. 
(4) Walk around the local place, take creatures’ 

photos, mark the discovery point and write 
discovered creatures’ name and characters. 

(5) After sharing their maps with one another, 
write their findings on a big sized map with 
pictures and drawing etc. 

(6) Present their maps to other groups and share 
positive feedbacks with children. 

*Time: one day (9:30-15:00, including lunch break) 
*Materials: pencils, clipboards, five digital cameras,   
  printers for printing the photos, computer, maps of  
  the local area, visual dictionaries of animals/plants 

Experiencing and learning local 
greening activities 

(1) Give a local map to children and explain about 
places where children will visit. 

(2) Visit some local greening activity places and 
explain about the activity. 

(3) Make a note about the activity and take 
pictures of the activity places. 

(4) Experience planting local species at the 
greening places. 

(5) Talk about their findings and shar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from 3 days program. 

(6) Introduce ideas and ways for presenting their 
findings to local people. (e.g.: painting, 
sketching, craftwork, making report etc.) 

(1) According the feedbacks, let children improve 
their works. Ways of the presentation depends 
on children’s preferences. 

(2) Give a certificate of this program to the 
participated children. 

*Time: one day (9:30-15:00, including lunch break) 
*Materials: pencils, colored pencils, clipboards, five   
   digital cameras, computer, maps of the local area,   
   visual dictionaries of animals/plants, watercolors etc. 

*Time: 2 hours 
*Community event should be planned and prepared  
   before the whole program starts. 
*Works from day 1 and 2 can be exhibited too. 

(7) Let children decide what and how to   
        disseminate their findings to local people. 
(8) Let children create their own presentation 

works using such as environmental art etc.  
(9) Share the works with children and give positive  
        feedbacks and advice to them. 

[Da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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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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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示例 

  

城市声音地图
顾璇，王博

亲自然教育研究中心

目标:
� 构建居民与社区、周围环境的联结；

� 通过艺术和故事分享的形式，培养居民的“地方感”，增进社区居民之间的情
感纽带；

� 用一种自然、有安全感的方式，为社区居民提供一个见面，谈话，分享和表达
的机会。

参与者：
� 12岁以上的任何社区居民，没有严重的听力障碍，能够握笔。

人数: 15-25人
时间: 两小时

地点: 
� 社区里的一个公园。选择一个让团队不受打扰的地点。该地点应该有较为丰富

的声音，包括自然的和人造的。

材料:
� 写字板，白纸，彩色铅笔，眼罩（可选）

过程和活动：

一、开始/热身

1. 大家面对面围成一个圈。从指导者开始，发出一种独特的声音，任何声音都行，
只要其它参与者可以模仿出来。

2. 其它成员按顺时针方向，依次模仿这种声音，速度尽量快。每一圈以声音发出
者为结束。

3. 然后从指导者左手边的人开始，再发出一种特别的声音。继续这个过程，直到
圈里的所有人都发出并传递了一种声音。

二、与声音一起玩耍

1. 指导者走到圆圈中间，让大家保持一定间隔围成圈，每个人有相对独立的空间，
同时也能听清楚指导者的话。

2. 指导者将材料发给参与者。每人得到一个带有两张白纸的写字板，一套彩色铅
笔。邀请参与者选择一种颜色，这个颜色可以代表他/她对社区的印象或者此刻
的情绪。

3. 参与者转过身，背对着围成圈，然后找到一个舒适的姿势坐下。他们将一张纸
放到自己的面前，这张纸上的区域就代表了眼前身处的这个空间。让笔接触纸
面，慢慢闭上眼睛，开始倾听周围丰富的声响。在绘画的始终，请闭上眼睛，
也不要抬起笔，让笔始终接触纸面。

4. 比如，参与者听到了头顶树叶的沙沙声，前方鸟儿的鸣叫，参与者画一个代表
树叶沙沙声的符号，然后画一条线联结到代表鸟鸣声的符号位置上。也就是说，
参与者用一条连续不间断的线追踪他们听到的内容。让手和笔在纸面上舞蹈。

5. 当感到完成的时候，请参与者慢慢睁开眼睛，然后观看自己所作的声音地图。
如果有灵感，参与者可以随意修饰他们的地图，比如增加颜色，形状，或文字
（如诗歌）。最后，给自己的作品取个名字，加上一个标题。

This project is developed for the Urba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ourse, Cornell University Civic Ecology Lab, April-June 2017

三、分享经历

1.  将组员随机分为5到6人一组。每组成员在公园内找打一个地点，他们可以在这个分享经历，这个地方让组员有安全感，舒
适和受到欢迎。

2. 小组的一个成员开始表达他/她在作画过程前后，以及作画过程中的经历和感受。他/她描述听到了什么，画了什么，看到
作品的第一感受，以及声音地图激发了什么想法和感受。

3. 其它的组员练习共情聆听，专注而不加评判地倾听对方。让小组每个成员都有表达自己的机会。

参考文献；
� Russ, A., & Krasny, M. E. (Eds, 2017) 

Urba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view.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weeney, T. (2015). Eco-Art Therapy: 
Creative Activities that let Earth Teach. 

� Taylor, P., & Murphy, C. (2014). Catch 
the Fire: An Art-full Guide to 
Unleashing the Creative Power of 
Youth, Adults and Communities. New 
Society 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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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OUTCOMES 课程成果 

GRADUATION RATE 课程完成率 

相比于其他大型在线、非学分制的课程，本课程显示出高完成率。课后调查也反映

了大部分学员从课程中获得新知，并打算在未来的实践和生涯中学以致用。 
 
在 559 名注册学生中，有 396（71%）人获得了结课证书，其中包括 294 名中国学

生；以及 202（36%）人获得了选修的专家证书，包括 111 名中国学生。结课证书

要求完成前六周的任务；专家证书要求完成前六周的任务，以及额外的课程项目

（城市环境教育教案）。 
 

 

 

课程完成率 

我们将这样高的课程完成率归功于课程学员对课程的强需求和高兴趣，以及优质课

程设计和学习环境。在中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环境教育工作者们以及其他对环

境感兴趣的人往往居住在城市，并时常探索将环保活动和环境教育引进他们周边环

境的方式。课程元素也是促进高课程完成率的重要原因，如由社交媒体的应用方便

了师生互相了解并开展对课程内容的非正式讨论，从而培养学员对课程的归属感；

每周的在线会议激发了师生之间的直接互动；助教和小组组长的设置，帮助了中国

学生以及其他学生理解课程资料；多种形式的课程资料支持了不同的学习风格（视

频、阅读、同步/异步的在线交流）；还有，导师能随时回答学生的问题并鼓励他

们，学员们能在讨论区交流各自的观点和经验等等。 

559

396

202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Total students 
(100%)

Total Achievement 
certificates

Total Expert 
certific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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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RESULTS 调查结果 

为了评估课程对学员的环境教育项目和生涯的初步影响，我们开展了针对学员的课

后调查。在其中一个问题中，学员（n=326）需要对在不同中的课程资料和活动获

得学习体验程度而打分（1 代表一点也没学到，10 代表学到了很多）。反馈显示了

学员在所有课程设计环节中都获得了学习体验，尤其是线上可获取的教材章节以及

基于章节的教学视频。而课程社交媒体和讨论区相关较低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学员并

没有将交流等同于“学习”本身。并且，社交媒体比讨论区排名稍前，原因可能

是，相比于几乎是被设计成只是对课程任务提交答案和显得笨拙的在线课程讨论

区，流行的社交媒体更易使用和更易产生互动交流。除此之外，所有的学生都将自

己的答案提交到一个讨论区，也造成了不容易找到个别学生的回复的不便。在未

来，我们将考虑将大课程分解成几个较小的讨论区模块，如可容纳 25 名学生的讨

论分区。 
 

 
 
课后调查反馈的绝大部分（96%）认同了他们从本课程中获得新知，证明了本课程

在拓宽学员在环境教育领域上的视野具有积极作用。原因可能是学员平时并未意识

到如何在城市中开展环境教育，因此对实践收获了新的观点；也有可能是一些比较

抽象的概念，比如地方感或者环境正义，对学员来说比较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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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评估课程对学员环境教育项目或者生涯的长期影响还尚早，但是课后调查显示

出在课程的最后一周，62%的课程学员已经学以致用。 
 

 
 
 
最后，几乎所有课后调查的反馈表明他们将会在未来使用课程中的内容。 
 

 
 
虽然课后调查表明本课程具有深刻影响学员环境教育项目和生涯的潜力，但仍需进

一步的调查（比如，课程结束一年后），以对研究课程的深远影响带来更多新的思

考。 
 
课后调查也探索了学员间建立的联系，即列出在课程期间与之交流、分享过信息资

源的其他学员姓名。基于该调查的针对课程在专业网络构建上的影响研究，其结果

将在未来进行公布。 

62%
38%

0 50 100 150 20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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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已经将课程中的内容应用在了你自己的环境教育项目、其他实

践、你的工作或者学习当中？

99%
1%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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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会在以后将课程中的内容用于你的环境教育项目、其他实践、你

的工作或者学习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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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PARTICIPANT QUOTES 学员评价 

在课后调查的开放性题目中，学员对课程的价值予以高度评价： 
 
“感谢开放这门课程，我能用有机会学习更多和环境有关的知识，以及和来自全世界的人

交流。我是一名大学生，从这门课受益匪浅。”——学员，中国 
 

“这门课太令人出乎意料了！你们提供了这样全面、深刻和有趣的话题，而且实用相关。

我真心感到这段时间的学习将会对今后的工作有深远影响。”——学员，荷兰 
 
“我只想说，非常感谢能让我们参与到这样一门精彩的课程！太感激了！我学到了非常

多，我的同事们也是。真的改变了我思考和希望从事环境教育的方式！感谢！”——学

员，美国 
 
“非常感谢你们为我们准备的所有超赞的资源！真的感激在课程里遇见的每个人。这门课

已经成为我人生中的一座里程碑，让我更加明了在不远的未来想要做什么、与谁共事以及

在哪里工作。我更加自信，也准备好实现自己的梦想！” ——学员，中国 
 

“最让我感到兴奋的事情之一是可以了解和交流来自全世界的项目，包括那些离我地理相

近但我从未知道的！”——学员，美国 
 

“每个章节都很实用和有趣，配套的视频也能帮助引入和加强学习内容。”——学员，美国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收到的信息量是无价的。你们的线上会议是我在课程中最喜欢的部

分。我希望很快你们会有更多这样的课程！”——学员，美国 
 
“非常感谢为我们带来这门课！它汇聚了精彩的知识和鼓舞人心的专家队伍，是全球网络

的基地！了不起的行动！” ——学员，英国 
 
“真的喜欢这门课提供的资源，以及和这么多来自全世界了不起的人交流！我期待能在未

来与大家一起再上另外一门课程！”——学员，美国 
 
“我只想说，这门课是非凡的！”——学员，美国 
 

“没想到提供了这么丰富的学习渠道，有电子课本，有中文导图，有音频导读，有视频；

并且特别注重学习者的互动，提供了各种渠道加强课下讨论。这都是跟我在中国的大学里

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对了，还有视频会议。。。所以，非常感谢你们的工作。辛苦了。我

会好好用到所学的内容。并将课程介绍给身边的朋友。” —— 学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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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AND LESSONS LEARNED
总结和经验教训 
公民生态学研究室在线课程在设计时始终遵循三条原则：公平、可持续社会学习和

为公共利益的行动。就这三条原则，我们对《城市环境教育》进行如下反思： 

EQUITY 公平 

康奈尔公民生态学研究室已免费提供了多个在线课程，《城市环境教育》是我们第

一次实验作为在线专业进修而向学生收取费用。不能支付课程费用的学生可向

eCornell 帮助台发送请求费用免除的邮件，以免费注册课程。虽然考虑到一些本可

以支付的学生却选择请求免除费用的情况，但出于以下两个原因我们并不向其问询

细节性信息： (1) 我们不希望对那些真正难以支付费用的学生形成门槛，因为他们

可能很少有接触到在线专业进修的机会，如阿富汗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学生； (2) 
我们认为应花时间尽力提高修课学生的整体数量（支付课程费用的学生数量也会随

之增加），而不是将时间用于询问不能支付费用的学生的信息。事实证明即使提供

了免支付的选择，三分之二的学生仍会选择支付课程费用。另外，即使只有一小部

分（8 名学生）选择了赞助其他学生，即支付了双倍的课程费用，该选择因其重要

意义仍会被保留在未来的课程中，可能还会对慷慨给予赞助的学生以更多的认可。 

SOCIAL LEARNING FOR SUSTAINABILITY 可持续社会学习 

环境教育，和其他为了可持续的努力一样，难以宣称出一个最佳实践，大部分关于

“什么起了效果”的知识是由一线的环境教育工作者掌握的。除此之外，根据文献

中对社会创新的描述，新的实践诞生于不同环境教育实践者和研究者的群体间的交

流。因此，我们的在线课程基本聚焦在社交网络和沟通交流上，如《城市环境教

育》课程中活跃的社交媒体群组。我们保持了中国城市环境教育的微信社群，该群

截至 2017 年 8 月有 296 个群成员。这些活跃的用于交流的社交平台，以及将学员

提交的教案汇编成一份公开分享的 PDF 文件，均是支持可持续的观点、实践交流

的来源；交流平台和教案也可以被看作是课程学员之间对城市环境教育交流的社会

创新成果。 

ACTION FOR THE PUBLIC GOOD 为公共利益的行动 

在李悦博士的主持下，公民生态学研究室发起了一项针对在线课程于其学员在教育

和环境管护实践上长期影响的研究。我们认为教育和管护是学生可能参与的为公共

利益的行动范畴。课后调查也证实了这可能正在发生的趋势，城市环境教育的学生

表达了他们已经在学以致用，并试图将所学继续融合到未来的实践当中，在他们的

教案中也体现了其在城市环境教育的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