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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說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闡述研究

問題，第三節就重要名詞作界定，第四節釐清研究範圍及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本研究動機來自對於動物園在環境教育定位的考量，及國內外

研究文獻不足的困境的體認，茲分述如下。 

 

一、臺北市立動物園－環境教育設施的新角色 

隨著環境議題全球化，環境教育已成為我國重要教育目標；自

1990年以來，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即會銜教育部發布「加強學校環境

教育實施計畫」，積極推動學校環境教育，各級政府機關亦依照行政

院 1992年核定之「環境教育要項」著手環境教育之推動，教育部更

在九十學年度將環境教育列為六大議題之一。 

不僅是國內，國際上的環境教育行動亦有相當進展，具有代表

性者為貝爾格勒憲章及蘇俄伯利西之國際環境教育會議。1975年在

南斯拉夫貝爾格勒召開的國際環境教育會議，會後發表貝爾格勒憲

章，此憲章指出環境教育必須考慮環境的整體性，使全球從生態上、

經濟上、道德和美學上的考慮來建立一個全面的了解和前瞻，並對

於環境教育的本質與目標，及環境教育的指導原則有明確的決議。

而 1977年在蘇俄伯利西的「國際環境教育之會議」建立了環境教育

的宣言及建議，確立環境教育的任務、課程、教法、推行之策略和

各國合作之辦法，為建立一世界性的完整架構（余宗翰，2000；陳

榮輝，2002；廖敏琪，2005）。 

此外，在環境教育的形式上，除了正式環境教育的持續發展，

非正式環境教育亦開始扮演關鍵角色，環境教育不再受限於學校，

透過新生的教育場域，諸如自然中心等環境學習的機構，可發展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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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協助環教推動的機制（周儒，2001）。國內如太魯閣國家公園、

關渡自然公園、臺中自然公園、臺北市立動物園等地，已漸走向這

類環境教育設施模式－具有執行教育課程的自然場域、執行單位的

明確宗旨、給薪的專業成員及教育方案的建立（Byrd, 1998）。如同

環境教育法草案所揭示的定義，生態教育園區、動物園、植物園、

鳥園、博物館、國家公園及自然保留區所屬解說教育中心、展示中

心等場域，係屬具豐富環境資源特色的環境教育設施，可提供學生

及社會各階層民眾更真實的專業環境學習機制與經驗。 

1980 年國際自然資源保育聯盟（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聯合國環境計畫組織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及世界野生動物協會（World 

Wildlife Fund）等三個國際性組織合作出版之「世界自然保育方略」

（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指出動物園應該發展教育計畫，闡明

大自然受到威脅的社經背景，而社會大眾對於消費與生活型態，以

及生態系與動物物種存活兩者之間的關連上之認知與日俱增，動物

園在此層面上，則應扮演一個主動的角色；換言之，動物園應以其

豐富的動植物及微觀的生態系統，呈現人與自然生態的關係，善盡

環境教育設施的角色。 

而不僅是使命，在環境教育資源上，臺北市立動物園亦擁有發

展環境教育之相當優勢；自 1996 年至 2003 年間，平均每年遊客數

為 4,161,537 人，其中 2000年及 2001年更高達 547 萬人，成為臺灣

遊客量前十名觀光景點；此外，園方自七十九學年度開始配合臺北

市國小四年級學童參觀教學－「知性一日遊」活動，12年來平均每

年參觀學童 33,137 位；而自 2003年起，更將校外教學的對象延伸至

臺北縣學童（臺北市立動物園，2004）；進一步論及媒體傳播效力，

動物園自 2001 年至 2003 年，平均每年發布 106 則新聞，媒體刊登

量達 1435 次，係北市社教機構之冠；檢視動物園的環境教育資源，

可發現其擁有都會區週緣的大面積棲地、多元植物及動物物種、經

營良好的志工群及高素質專業人員；然而，動物園是否達到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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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學習成效，尚無相關研究作完整之探討。 

二、相關研究資源及文獻不足 

回顧國內文獻，高翠霞（2002）分析探討 1988年至 2001年環境

教育之研究架構及議題趨勢，發現多年來環境教育工作或研究側重

在學校環境教育體系，換言之，非正規環境教育體系如動物園、國

家公園、自然中心、都會公園或植物園等相關研究相對較少。探究

環境教育設施的相關文獻，以環境教育為主題的碩博士論文亦為數

不多，且研究範圍僅只於展示研究或學習成效二方向，且多侷限探

討展示是否成功及了解觀眾特性二層次，而非該設施在環境教育所

達成的學習成效。 

而在國外研究部分，1972 至 2000年間，許多人從事動物園或水

族館遊客調查，調查主題遍及遊客人口統計學及動機、遊客與動物

園方案及員工之互動、動物園的教育組成要素及遊客調查研究。有

趣的是，雖然前揭研究多引述了動物園對遊客保育知識、情意、態

度及行為具正面影響的潛力，但這些聲明卻未有實際的研究證實或

確認（American Zoo and Aquarium Association﹝AZA﹞, 2001）。甚

至在動物園的專業組織或協會也面臨學習成效實證研究不足的困

境；在過去的 15 年中，美國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AZA, 2001）發

表的論文或會議中，極少甚或缺乏相關個別動物園或水族館對遊客

保育知識、覺知、情意或行為主題且具系統性的研究。 

 

三、動物園的環境教育方案 

自七十九學年度起，臺北市立動物園開始舉辦「知性一日遊」

之教學活動，為臺北市的公私立國民小學四年級學童，安排為期一

日的參觀教學（林君蘭，1993：51）。園方並提供教育解說導覽服務

及學習單，比較起一般遊客或參觀團體，可算是該園提供較完整環

境教育服務者。由於園區幅員廣大，本次研究選取了甫開幕的昆蟲

館為研究場域，來園進行「知性一日遊」校外教學的臺北市國小四

年級學童為研究對象，除瞭解其使用狀況外，並以環境教育之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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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度探討國小四年級學童的學習成效，檢視臺北市立動物園是否具

備環境教育設施之功能，依據上述的背景及動機，進而探究臺北市

立動物園在環境教育上的定位、限制及未來發展之方向，研究結果

將回饋給園方作為規劃環境教育設施之參考。     

 

貳、研究目的 

一、瞭解臺北市立動物園環境教育方案及其參與學童之特性。 

二、探討環境教育之內涵及環境教育評估的相關文獻。 

三、探討臺北市立動物園昆蟲館內環境教育設施的使用狀況。 

四、瞭解參訪學童的背景變項與其使用狀況的關連。 

五、探究參訪學童的背景變項與其學習成效之關連 

六、瞭解參訪學童的使用狀況與其學習成效的關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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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 
 

根據前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擬探討之研究問題如下： 

一、臺北市立動物園環境教育方案參與學童之特性為何？ 

二、臺北市立動物園昆蟲館內使用成效率較高的設施特性為何？ 

三、臺北市立動物園昆蟲館內使用成效率較低的設施特性為何？ 

四、臺北市立動物園昆蟲館分區設施的使用成效率分配特質為何？ 

五、參訪學童的使用成效率及個人背景變項（性別、居住地區、來

園次數）是否造成其使用成效率有所差異？    

六、參訪學童的使用滿意度及個人背景變項（性別、居住地區、來

園次數）是否造成其使用滿意度有所差異？ 

七、臺北市立動物園昆蟲館之設施傳遞環境知識成效與其使用成效

率有何關聯？ 

八、參訪學童參觀臺北市立動物園昆蟲館後，在環境知識上的學習

成效如何？學童之個人背景變項（性別、居住地區、來園次數）

是否造成其環境知識學習成效差異？ 

九、參訪學童參觀臺北市立動物園昆蟲館後，在環境態度上的學習

成效如何？學童之個人背景變項（性別、居住地區、來園次數）

是否造成其環境態度學習成效差異？ 

十、參訪學童在昆蟲館的使用成效率及使用滿意度不同，是否造成

其在環境知識及環境態度學習成效上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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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重要名詞釋義 
 

壹、環境教育（environmental education）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於1977年在蘇俄伯利西國際環境教育會議中

之定義：「環境教育是一個教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和社會認識

他們的環境，以及組成環境的生物、物理和社會文化成份間的交互

作用，得到知識、技能和價值觀，並能個別地或集體地解決現在和

將來的環境問題。」而國際自然保育聯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則是進一步闡釋認知、

技能、態度及行為在環境教育中形成的順序與範疇，「環境教育是認

知價值和澄清概念的過程，藉以發展瞭解和讚賞介於人類、文化和

其生物、物理環境間相互關係所必須的技能和態度。環境教育也需

應用在有關環境品質問題的決策及自我定位的行為規範。」（楊冠

政，1998）。 

 

貳、環境教育設施（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acility） 

生態教育園區、動物園、植物園、鳥園、博物館、國家公園及

自然保留區所屬解說教育中心、展示中心等場域，係屬具豐富環境

資源特色的環境教育設施，可提供學生及社會各階層民眾更真實的

專業環境學習機制與經驗。 

 

參、環境教育設施成效（learning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acility） 

環境教育設施成效在本研究的操作型定義係包括使用成效及學

習成效兩部分，使用成效以使用成效率及使用滿意度呈現，學習成

效則是以環境知識及環境態度作為評估的構面。 

 

肆、使用成效（times of effective usage） 

使用成效在本研究的操作型定義係指學童參觀臺北市立動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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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蟲館後，認為有使用過且認為有學習效果的環境教育設施總數乃

藉由研究者自訂的「臺北市立動物園昆蟲館之使用狀況與學習成效

調查問卷」以類別選項複選測得，設施單位比照園方的解說系統資

料庫訂定。 

 

伍、使用成效率（rate of effective usage） 

使用成效率在本研究的操作型定義係指學童參觀臺北市立動物

園昆蟲館後，有使用過且認為有學習效果的環境教育設施占全館所

有設施的比率，該比率乃藉由研究者自訂的「臺北市立動物園昆蟲

館之使用狀況與學習成效調查問卷」以類別選項複選測得，設施單

位比照園方的解說系統資料庫訂定。 

 

陸、使用滿意度（degree of satisfaction） 

使用滿意度在本研究的操作型定義係指學童參觀臺北市立動物

園昆蟲館後，對於全館環境教育設施的整體滿意程度，滿意度列出

為五點量表單選，藉由研究者自訂的「臺北市立動物園昆蟲館之使

用狀況與學習成效調查問卷」測得。  

 

柒、學習成效（learning effect） 

本研究所界定之學習成效係指國小學童在參觀臺北市動物園昆

蟲館後所獲得的環境知識及環境態度。本研究量表係參考臺北市立

動物園昆蟲館解說資料庫，以及國內相關研究問卷（黃瓊慧，2003；

廖敏琪，2005；蔡喜信，2002；劉厚德，2003）編製而成，以此來測

量學童的環境教育學習效果。本研究之學習成效操作型定義是指學

童在「臺北市立動物園環境教育設施使用成效問卷」上就環境知識

及環境態度部分得分情形，得分越高代表學習成效越佳。 

 

捌、動物園（zoo） 

根據世界動物園保育策略的定義，動物園係指任何圈養或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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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或多種野生動物之處，其目的爲展示或研究之用，並在一年內

至少有部分時間讓民眾參觀（WZAC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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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以下由研究對象、研究內容及研究方法說明本研究之研究範圍。 

一、研究對象 

（一）問卷調查：採分層隨機取樣方式，就九十四學年度參加

臺北市立動物園「知性一日遊」校外教學之臺北市公立

國民小學四年級學童中抽取 35 班 1200 位學童為研究對

象。 

（二）半結構訪談：採立意取樣方式，就九十四學年度參加臺

北市立動物園「知性一日遊」校外教學之隨行志工中，

由臺北市立動物園推廣組人員推薦，選取 3 位志工為研

究對象。 

 

二、研究內容 

本研究以學童的個人屬性變項（性別、居住地區、來園

次數）、環境教育設施使用狀況（使用成效率、使用滿意度）

以及環境教育設施學習成效（環境知識、環境態度）之關係

作為探究內容。 

在環境教育設施使用狀況部份，相關實證研究探討層面

包括滿意度、偏好、停駐時間、參觀行為（王創顯，2003；

林宜君，2003；陳淑寶，2004；陳茵美，2004；黃瓊慧，2003；

廖敏琪，2005；劉厚德，2003），本研究選取使用成效率及使

用滿意度作為評估指標。 

在環境教育的學習成效上，相關的實證研究層面包括環

境知識、環境態度及環境行為（余宗翰，2000；陳志欣，2003；

陳榮輝，2002；楊志文，2005；廖敏琪，2005），然因考量學

童在該年級的環境教育教學重點，僅依相關理論選取環境知

識及環境態度作為評估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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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知識的內涵指標包括「生態學知識」、「環境科學

知識」及「環境議題知識」三項，而環境態度的內涵指標包

括「資源回收」、「環境倫理」、「污染防治」及「自然生

態保育」四項，因考慮昆蟲館教育內涵及國小四年級學童認

知層次，故環境知識僅選取生態學知識為指標，環境態度則

選取環境倫理與自然生態保育為指標。 

 

三、研究方法 

教育研究的類型大抵上可分為三大類：歷史研究、敘述研究

和實驗研究。本研究以敘述研究中的調查法為主要研究方法。調

查法可分為訪談調查及自我實施調查兩種，其中訪談調查又可分

為面對面訪談調查及電話訪談調查兩種，自我實施調查又可分為

團體現場調查及郵寄調查兩種（周文欽，2002）探究在研究方法

上以團體現場調查及面對面訪談調查為主。 

 

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研究對象、研究內容及研究方法之研究限制如下。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台北市行政區作為研究對象居住地區分類，然而

因採隨機叢集抽樣，無法控制各地區來園人數，使部分區域的

樣本數過少，因而在推論上有所限制。 

 

二、研究內容 

僅針對環境知識及環境態度的部份內涵指標評估，無法完

全涵蓋該構面的完整指標，故在推論上有所限制。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受試者在填答時是否有所保留，進

而造成測量上的誤差，實非本研究所能控制。且由於教師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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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時間有限，故無法做前測了解學生環境教育背景，在推論

上將有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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