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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探討環境教育設施相關的理論與研究，基於研究目

的，本章分為三部分加以探討。第一節討論環境教育設施的內涵；

第二節探討環境教育設施的學習成效及其評估；第三節則探析動

物園的環境教育設施。 

 

第一節 環境教育設施的內涵 

本節將依序探討環境教育設施的定義、理論基礎及種類現況，

藉由檢視相關文獻而勾勒出環境教育設施在學理及實施上的樣貌。 

 

壹、環境教育設施的定義 

國內外推動環境教育的設施名稱多樣，如自然中心、環境教育

中心、保育教育中心、戶外教育中心、戶外學校、戶外環境教育中

心、保育學校等（周儒，2003；梁明煌，1995），但彼此內涵係十分

相近。就國內文獻而言，已具清晰定義或實証研究者，主要為《環

境教育法草案》中所訂定之「環境教育設施」、自然中心及自然學習

中心三者，而本研究所採用的「環境教育設施」係其中最廣義之名

稱，故以下先行介紹各名稱之定義，再行釐清本研究環境教育設施

的內涵。 

環境教育設施為具有豐富環境資源特色的生態教育園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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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指偏重硬體設施者，以利國民容易取得

環境教育機會或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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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部分學者提出之「自然中心」亦類似環境教育設施之概念；自

然中心之定義如下（周儒，20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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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一種地方的環境教育系統規劃，藉由地方資源、人力、

管道的整合，所經營的一種系統性的環境教育活動與學習

計畫，服務學生、教師與社會大眾。 

 

二、是一塊土地區域，有房舍、設施，與專業的人員的配置，

在此研究發展與規劃執行專業的環境教育活動方案或計畫

性的節目，主要的活動與方案，是解決地方上的學校師生

對於各種高品質的環境教育、戶外教育、生活教育之教材

課程、進修研習與教育研究等問題與需求的全面解決方案。  

 

三、是作為地方性的文化、休閒、社區服務的場所，以促成民

眾改善環境行動為目的，提供與滿足地方上的居民、社團、

企業在環保理念、環境問題上的環境教育與管理的資訊與

日常休閒、工作培訓、生活學習等方面的需求。 

王鑫（1995）提出之「自然教育中心」概念，亦相近於環境教

育設施的定義：某一擁有戶外環境教育資源的地區經由規劃後，可

以作為戶外環境教育教學的場所，設有管理機構，能提供相關之資

訊、教材、教具，擁有專業人員，且經常辦理教學或研習活動。  

綜合言之，環境教育設施為經系統規劃環境資源或特色之場

地，具房舍、設施、專業人員及教育方案，主要提供學生及各階層

民眾更真實的專業環境學習機制及經驗，並具有文化、休閒及社區

服務的延伸功能。 

 

貳、環境教育設施的理論基礎 

環境教育設施的理論基礎可分為三個層面探討，分別為環境教

育、戶外環境教育及環境心理學。環境教育是環境教育設施的主要

教育目的；戶外環境教育則闡釋戶外環境教育設施實施環境教育的

定位及內涵；而環境教育設施的物理特性、社會組織氣氛及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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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特性三構面交會下，所產出的學習成效，則是環境心理學討論

的範疇。 

一、環境教育 

Shomon（1969）提到屬於環境教育設施之自然中心功能，

認為其強調在環境教育目標與內涵上觀念和價值的傳輸與啟

發；換言之，環境教育設施藉由硬體、人員及教育方案等媒介，

展現環境教育內涵，以達到環境教育的目標。以下介紹環境教

育之定義、內涵及目標。 

 

（一）環境教育的定義 

環境教育較常用的定義是聯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國際自然資

源保育聯盟於1970 年召開的學校環境教育課程之國際工作會議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eting 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the School Curriculum），又稱為內華達會議（Nevada Meeting）所

下的定義：環境教育是認知價值和澄清概念的過程，藉以培養出

能瞭解和讚賞介於人類、文化、生物與物理環境間互動所需要的

技能和態度。環境教育也需要擴展到有關環境品質議題時的決策

以及自我行為的規範上（Palmer, 1998）。 

國際自然資源保育聯盟也曾對環境教育作出定義，並為

英、美兩國的環境教育協會所採用：「環境教育是認知價值和澄

清概念的過程，藉以發展能瞭解與讚賞介於人類、文化、和其

生物、物理環境相互關係所必需的技能和態度。環境教育也需

要應用有關環境品質問題的決策及自我定位的行為規範。」。較

時近且具代表性的定義則是美國俄亥俄州 2000 年環境教育

（Ohio EE 2000）；俄亥俄州環境教育策略規劃中，所提出的環

境教育定義：「環境教育是一終身學習的歷程，使用各種方法達

成瞭解我們複雜的自然世界和環境議題；透過整合各種原則和

結果的知識，以個人和社會的決策為基礎，用我們的態度、行

動策略去改變這個世界」（引自沈廣城，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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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的定義在早期呈現了整體觀，不僅涵蓋了認

知、情意、技能及行動等界面，亦考量了包括生物、人類、

文化及物理的生態觀，而在近期的轉變，則就既有基礎加入

終身學習的概念，並置入了差異的觀點。 

 

（二）環境教育的內涵 

論及環境教育之內涵或概念，Gustsfson 認為環境教育的內

涵包括內容、概念和良知三方面。在內容方面，要將環境問題

的訊息利用不同的教學媒體傳達給學生，使學生有充分的環境

知識；在概念方面，要使學生能把獲得的環境知識，予以概念

化、意義化和系統化，也就是能應用系統的環境知識，謀求環

境問題的解決；在良知方面，要使學生學習之後，對環境問題

能產生正確積極的態度。此外，Le Von Balzer 認為環境教育的

內涵應包括環境知識、環境技能和環境態度等三個層面，其三

度空間結構如圖 2-1（引自余興全，1984）： 

 

 

    

   

    

 

 

圖 2-1 環境教育內涵圖 

資料來源：國小學童環境知識、環境態度、環境行為之研究 

（19 頁），2002，國立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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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部份，楊冠政（1990）將環境教育內涵分為四大方面： 

1. 知識方面：包括基本生態學、環境汙染、生態平衡、自然保 

育、城市化。 

2. 技能方面：培養觀察、測量、解釋資料、推理、解決環境問 

題的技術。 

3. 環境行動： 

（1）說服議員、官員，使其重視環境問題。 

（2）消費者主義：杯葛寶特瓶之使用。 

（3）政治行動：以遊行、投票方式採取政治行動，但不能用自

立救濟方式。 

（4）法律行動。 

（5）生態管理：如多種花木、回收資源等。 

4. 環境態度： 

（1）愛護環境、尊敬自然。 

（2）培養正確的價值觀。 

（3）培養環境倫理。 

 

沈廣城（2002）綜整各專家學者對於環境教育內涵的論述，提

出環境教育的三項基本內涵： 

1.認知內涵：主要提供學生具備基本的環境知識、清晰認清各 

種環境問題。 

2.情意內涵：喚醒學生環境知覺，培養環境敏感度並建立正確

環境態度與價值觀。 

3.技能內涵：旨在訓練學生使用科學方法研究，解決實際生活

問題。 

綜觀國內外的闡釋，可發現環境教育內涵的共同層面為認知、

情意、技能及行動四面向，以下續說明環境教育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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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教育的目標 

1975 年於南斯拉夫首都貝爾格勒（Belgrade）會議的聲明中，詳

盡的勾勒出環境教育的目標及涵蓋的範圍（UNESCO,1980），包括了

（沈廣城，2002）： 

1. 覺醒（awareness）：協助個人及社會團體獲得整體環境

（totalenvironment）與其相關問題的認識和敏感度。 

2. 知識（knowledge）：協助個人及社會團體瞭解整個環境及相

關問題，以及人類在環境中所負的責任與扮演的角色。 

3. 態度（attitude）：協助個人及社會團體獲得社會價值、對環境 

強烈的關切感和主動參與環境保護與改進的動機。 

4. 技能（skill）：協助個人及社會團體獲得解決問題的技能。 

5. 參與（participation）：協助個人及社會團體獲得與環境問題有 

關的責任與迫切感，並保證採取適當的行動去解決問題。 

 

國內部份，楊國賜（1997）提出環境的目標有： 

1. 藉由教育過程，使全民獲得保護改善環境所需之倫理、知識、 

態度技能及價值觀。 

2. 以人文理念跟科學方法，致力於自然生態保育及環境資源合

理經營，以保障人類社會的永續發展。 

3. 在生活實踐上，倡導珍惜資源，崇尚自然，落實節約能源、

惜福、愛物及減廢的生活方式。 

 

我國教育部亦更進一步將環境教育納入九年一貫六大議題，在

「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暫行綱要」提及下列環境教育目標（教

育部，2000）： 

1. 環境覺知與環境敏感度：經由感官覺知能力的訓練（觀察、

分類、排序、空間關係、測量、推論、預測、分析與詮釋），

培養學生對各種環境破壞及污染的知覺，與對自然環境與人

為環境美的欣賞與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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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環境概念知識內涵：教導學生了解生態學基本概念、環境問

題（如溫室效應、土石流、河川污染和空氣污染等）及其對

人類社會文化的影響，與了解日常生活中的環保機會與行動。 

3. 環境倫理價值觀：藉由環境倫理價值觀的教學與重視培養學

生正面積極的環境態度，使學生能欣賞和感激自然及其運作

系統、欣賞並接納不同文化，關懷弱勢族群，進而關懷未來

世代的生存與發展。 

4. 環境行動技能：教導學生具辨認環境問題、研究環境問題、

收集資料、建議可能解決方法、評估可能解決方法、環境行

動分析與採取環境行動能力。 

5. 環境行動經驗：將環境行動經驗融入於學習活動中，使教學

內容生活化，培養學生處理生活周遭問題的能力，使學生對

社區產生歸屬感與參與感。 

 

檢視以上貝爾格勒會議宣言、伯利西國際環境教育會議、國內

學者及教育部之「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暫行綱要」所提出之環

境教育目標，大致可歸納出環境教育的目標在於認知、態度、技能

及行動四方面。 

環境教育是環境教育設施的主要功能，藉由設施的軟硬體，讓

使用者在其中獲得環境教育的相關知識、價值觀及技能，並澄清人

類與環境間的相互關係，進而擬訂可行的策略解決環境問題。而綜

觀環境教育的內涵，環境教育可分為認知、情意、技能及行動四大

內涵，轉換為評估構面即為環境知識、環境態度及環境行為。本研

究將選擇部分構面以評估環境教育設施的學習成效。 

 

二、戶外環境教育  

戶外環境教育（outdo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意指以戶外活動

方式進行環境教育，也就是在戶外環境中進行環境教育的教學（余宗

翰，2000）；論及環境教育設施，其目的是有系統地運用戶外資源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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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環境教育，許多研究也證明，在戶外實施環境教育是十分有效的方

法（曾宇良，2000），故戶外環境教育係環境教育設施的重要依據。

戶外環境教育是戶外教育及環境教育的結合，由於二者在教學情境、

教學目標及方法學上的高度相關及重疊，且彼此關係密切又互相影

響，「戶外教育」和「環境教育」往往互相替代，或者合稱成為新的

名詞「戶外/環境教育」（周儒、呂建政譯，1999）。以下茲引余宗翰（2000）

在環境教育與戶外教育高度相關層面的論述： 

 

（一）教學情境方面 

1974 年，在英國召開的Schools' Council's Project Environment 

揭示環境教育包括三個主題軸心，分別是「認識環境的教育

（Education about the environment） 」、「從環境中學習（Education 

from the environment）」和「為環境而教育（Education for the 

environment）」（Palmer, 1998）： 

1. 認識環境的教育：是試圖從調查與探究的過程中發現環境的本 

質，其首要目標是累積環境的知識。 

2. 從環境中學習：以兩種方法將環境當作學習的資源：第一種是 

當作探究和發現的工具手段，如此可以增強學習的過程，主要

的是學習如何學習；第二種是當作語文、數學、科學和工藝等

課程活動的學習教材。 

3. 為環境而教育：培養關心環境的訊息，除了技能和知識的獲得

以及培養影響行為的價值觀外，主要是從培養態度和瞭解的過

程中孕育出個人的環境倫理，也就是教導學生有益於地球環境

的正向行為。 

 

Palmer 在1993 年針對上述環境教育的三個主題提出「環境

教育教學模式：計畫的構成要素」（Model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omponents of the planning task）；Palmer

（1998）並指出，個人從環境的學習過程中所得到的經驗、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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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問題解決的能力，可以反應和培養出他對於環境的覺知與關

懷。在真實的環境情境中學習，由於親身的體驗，可以獲得大量

的知識和認識，同時也將那些調查、溝通、協商和問題解決的技

巧做精緻化的提升。因此要做到「從環境中學習」的主要精神和

手段就是從事「戶外活動」、「知性之旅」、「戶外教學」等；在戶

外活動中培養保育環境和追求永續發展，也成了現代戶外教育的

一環（王鑫，1995；蘇盛雄，1993）。 

 

 

 

圖 2-2 環境教育教學模式－計畫的構成要素 

資料來源：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Theory, practice, 

progress and promise. (p.10), by Palmer, J. A. , 1998,  

NY: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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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目標 

王鑫（1995）曾引美國民間組織奧杜邦協會（National Audubon 

Society）編訂的戶外教育手冊中，指出戶外教育目的如下： 

1. 從自然中獲取有關的自然知識。 

2. 根據從自然中所獲得的知識，發展出對保育觀念的瞭解和技 

能。 

3. 激發對自然的興趣和認識。 

4. 從個人在戶外學習所獲得的經驗來塑造正確的環境倫理態 

度，如尊敬自然、土地、自然資源等。 

5. 確立保育自然的決心。 

6. 無論何時何地，當有需要的時候會發起明智的保育行動。 

另英國教育學者Smit亦曾指出戶外教育的目的之一為提供學生機

會，以培養對環境負責的態度。美國學者Ford 認為戶外教育的目的

是：「培養具有環境意識的公民，也就是要具備終生可用來運用、瞭

解和欣賞自然資源的知識、技能和態度以及孕育出與土地共存的觀

念」（引自王鑫，1995）。1975 年貝爾格勒憲章則指出環境教育的目的

是：促進世界人類認識並關心環境以及與其相關的問題，具備適當的

知識、技術、態度、動機和承諾，個別地或整體地致力於現今環境問

題的解決並預防新問題的產生。 

從哲學的角度來說，戶外教育和環境教育兩者的目標具有重疊

性，戶外教育的目的還包括自我尊重以及團體和領導的關係（Parkin, 

1998），但是兩者都強調對環境的關懷，培養對環境負責任的行動，

所以戶外教育與環境教育在教育目標上具有相關性。 

 

三、方法學 

由國際自然資源保育聯盟和聯合國教科文組織對環境教育所下

的定義來看，環境教育是一種改善人與環境關係的過程，藉由此教育

過程，學習到生態環境的知識和技能，培養正確的態度和價值觀，進

而對環境採取負責的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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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戶外教育之父Sharp 則說：「不論任何年級、任何學科的課

程，若能從戶外教學獲得最佳學習效果，便在戶外進行教學活動」；

因此，戶外教育和環境教育都是達成目標的方法，即是經由學習促使

學習個體改變的兩種方法過程（Parkin, 1998），如圖2-3所示 

 

所示： 

 

 

 

 

               

 

 

 

 

圖 2-3 戶外教育與環境教育方法學上的關係 

資料來源：Is outdoor educati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275)  

, by Parkin, D.R. , 1998,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17(3). 

 

有關戶外環境學習成效的實證研究，王創顯（2003）探究國小學

童至臺中都會公園的教學活動，發現親近自然的戶外體驗提高了學童

的環境覺知及敏感性。楊志文（2005）以準實驗研究法比較按一般教

室教學的學童及至貴子坑水土保持園區教學學童的學習成效，發現參

加戶外教學的學生在環境態度得分顯著於一般教室教學者。因此，戶

外教學是能夠豐富學習者的環境學習經驗，也是有效的教學方法之一

（Parkin, 1998）；相較於教室情境，戶外環境教育提供更真實的教學環

境，並與環境教育共具相同的目標與方法，由此可看出環境教育設施

在環境教育教學中的重要定位。 

戶外教育 

是將戶外設施與教學歷程組織起來 

使個體往課程目標作改變的方法 

 

 

個人                                         環境 

 

 

環境教育 

是將教學歷程與環境組織起來 

使個體改善其與自然環境關係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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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境心理學 

環境教育設施提供了系統規劃的自然場域，其場域特性係與學習

者的個人背景、使用時社會組織交融為學習者的獨特經驗；Gifford之

學習情境中個人與環境的概念架構即是說明環境教育設施的此種環

境心理學現象。 

Gifford（1997）的模式指出，學生個人的特性與學習環境的特性

以及社會組織氣氛間的互動，決定了與學習相關的態度和學習行為，

該模式如圖2-4所示。 

此模式強調學習情境的架構；以戶外環境教育來說，則必須考量

到學生的學習態度、動機、年齡和性別等個人特性，以及課程的安排

方式和教師的教學風格等學習氣氛，再配合可觀察、操作的自然情

境，三者之間如果配合合宜的話，學生即可表現出良好的學習態度和

行為，進而達到環境學習的目的。 

國內部份研究探討了環境教育設施在學習經驗中的定位，劉厚

德（2003）探究關渡自然公園內自然中心的展示成效，發現影響遊

客在展示主題上覺知、知識及態度收獲程度，取決於其參觀經驗的

環境脈絡；王創顯（2003）調查國小學童使用臺中都會公園的學習

成效，研究發現該公園軟硬體設施具有進行戶外環境教育的重要定

位；陳茵美（2004）提出太魯閣國家公園綠水地質景觀展示館的學

習環境特性，發現展示手法影響了遊客參觀經驗的偏好；陳淑寶

（2004）探討太魯閣國家公園人與自然館之解說成效，發現觀眾的

參觀行為，會因展示手法的特性而有次數與類型上的不同。換言之，

環境教育設施扮演了 Gifford 模式中「學習環境」的重要角色，無論

是自導參觀、配合教學方案或是搭配解說服務，環境教育設施在學

習者經驗中是關鍵的影響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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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Gifford 學習情境中個人與環境的概念架構圖 

資料來源：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p.247), by 

Gifford R. , 1997, Boston: Allyn and Bacon. 

 

参、環境教育設施的種類及現況 

一、環境教育設施的種類 

（一）依展示內容比例分類 

Dean 提到關於展示的分類時指出，依據展示規劃原則中，

「物件」所佔地位的輕重來看，可分為「物品導向」或「概念

導向」（concept-oriented）兩極端類型的展示法。物品導向是以

「物件」（objects）為主，概念導向則以「訊息、資訊」（message）

為主。若藉一橫軸，以「物件展示」和「訊息展示」各據一端

來看，兩者中間又存在著「主題型的展示」和「教育型的展示」

學習有效的個人特

性 

學校經驗 

對學校的態度 

學習動機 

年齡 

學習環境的物理特

性 

空間大小 

噪音程度 

人口密度 

環境設計 

學習相關的態度 

對學校的滿足感 

學習的慾望 

學習行為 

作業時間 

參與 

耐性 

表現 

社會組織風氣 

規劃 

課程 

教師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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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然其各自在使用「物件」和「訊息」上所佔的比例正好相

對。「主題型的展示」往往將物件設置、圍繞在一個主題上，

較「教育型的展示」使用了更多的真實物件；而後者是依賴較

高的書寫或文字化資訊來傳遞概念（許功明、劉幸真，1998）。 

 

（二）依展示內容性質分類 

就「展示內容基本性質」而言，所謂的展示「內容」指涉為

包含展示物件、文字敘述說明等概念的集合，是決定展示最終呈

現型態其中一項重要的依據，大致可分為四類：觀賞性、知識性、

啟發性和指導性等四者（許功明、劉幸真，1998）。 

1.觀賞性 

  民眾至博物館大部分是為了參觀其展示的物件，而主要吸引

前來的原因是展品的“美＂與“奇＂二種特性，此即為展示

的「觀賞性」。 

2.知識性 

  除了觀賞展示基本動機外，一般民眾多半亦希望從展示獲得

知識上的滿足，這也是現代博物館之所以被賦予教育功能的

重要理由，透過展示中說明文字、圖像及物件運用，傳遞展

示所蘊藏的知識與意涵，此即為展示的「知識性」。 

3.啟發性 

  源起自科學中心的裝置，其所指涉者是讓民眾經由遊戲的過

程，在兼具娛樂效果的情況下，從中自然而然地領悟到展示

所要傳達的訊息，甚至開啟一扇持續探索的窗口使其深入研

究。需注意的是，啟發性與知識性在技巧的運用上有所不

同，啟發性的展示希望誘導觀眾學習，讓觀眾盡量融入學習

的情境，知識性展示則為一種灌輸式的教育方法，觀眾與展

示之間有著較為明顯的主次關係。 

4.指導性 

  大體來說，多半是為了宣傳某種觀念或意識型態而設置的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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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例如傳達環境保育、維護古蹟等觀念者。 

（三）依展示架構類型分類 

  展示架構（scheme）是展示主題大綱（theme and story line）

與展示整體空間配置方式交織成的基本架構，是展示計劃初始

的觀念設計（concept design）中必須思考的首要問題。換句話說，

展示架構也就是組織展示主題與空間的基架，或者說就是控馭

全館展示（或獨立的專題展示）的主要架構（呂理政，1999）。  

依據分類方式，通常博物館內常見到的展示架構類型有下列數

種：  

1. 時 間 軸 展 示 ： 時 間 軸 展 示 架 構 或 者 稱 為 年 代 學 的

（chronologically）展示，是以時代順序為架構來配置空間或安    

  排展示品。 

2.空間軸展示：空間軸展示架構或者稱為地理區位的

（geographically）展示，是以地理的分布為架構來安排展示品， 

也稱為生息地的展示（habitat exhibits）。 

3.系統分類展示：系統分類展示（systematic exhibits）架構或者 

稱為類緣的（genetically）展示，是以展示品系統分類或類緣 

關係為架構來安排展示品；  

4.生態展示：生態學的（ecologically）展示架構，注重展示品與 

其原生環境或同一環境中共生共存的諸物，而與分類展示幾

乎成為兩種不相交集的脈絡；  

5.主題取向展示：博物館展示有時也不以物件為展示架構基礎， 

而以觀念（concept）或訊息（information）為起點，形成展示

主題及次主題，並以其故事大綱引導主要展示架構的形成，

此即主題取向的展示架構。  

 

（四）依展示手法類型分類 

至於展示手法的部分，所謂「展示手法」指的是「意圖將具

架構與組織的展示資源與內容，轉化為清晰明確的闡述，可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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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互動，具系統、組織與層級（hierarchy）的展示媒體、語彙，

使之具體落實於實質空間環境，同時有效控制展場氣氛、物理環

境，符合標本保存需求，掌握適宜的感官刺激品質與深度的手段

及技術。」（郭美芳，1990）。以觀眾和展示間的互動程度來分析，

則可分為參觀型、觸動型、操作型以及互動型等4種。 

 

（五）依展示動線分類 

    展示動線概念上所涉及的其實指的是一個展覽場中展示單

元間的空間配置結構，亦即所謂的「展示結構」的問題。實務上，

大致可分為：「動線組織的展示結構」、「非動線組織的展示結構」

和「有機的展示結構」等3種主要類型。  

第一類「動線組織的展示結構」在博物館中最為常用，這樣

的展示假定展出的整個故事是相當完整的。自始至終，樣樣都交

代得相當清楚。起承轉合，與做一篇文章無異（漢寶德，2000）。 

第二類的「非動線組織的展示結構」方面，大部分博物館中

的展示基本上並不十分要求參觀的順序，即沒有一定的行進順

序，只希望觀眾能看到大部分的展示即可，所以，這一類的展示

結構，在實務上大抵包含3種類型：塊狀結構、線式結構、面式

結構等。 

再者，還有一種完全依照展示設計者的想像力來規劃，所自

然產生出的一種展示動線組織，其沒有固定的形式，即所謂的「有

機的展示結構」。不過，雖然在形式上千變萬化，仍是有脈絡可

循。  

 

二、我國環境教育設施之現況 

依據環境教育法草案所列示，環境教育設施的種類包括生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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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整國內外文獻，歸納出環

境教育設施之種類及現況如下（楊冠政、汪靜明、陳佩正，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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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盛雄，1993）： 

（一）52 所社教機構 

博物館、文化中心、圖書館、社教館、動物園等場所，進

行展示教育、導覽解說、演講、座談、研習等引導民眾認識環

境的教育活動。 

 

（二）自然保護區 

在臺灣以自然保育為目的所設置的保護區有四種： 

1. 國家公園：分為「一般管制區」、「遊憩區」、「史蹟保存

區」、「特別景觀區」及「生態保護區」。 

2. 自然保留區：具有代表性的生態體系，或獨特地形、地

質，或具有基因保存、永久觀察、教育研究價值及珍稀

動物、植物之區域。目前已設立 18 處自然保留區，提供

生物學、生態學、環境科學及農林業等研究與教育的自

然實驗室 

3. 野生動物保護區：現有 11 處，為保護野生動物及棲息

的生態環境，包括河口溼地、沼澤、溪流沙岸、無人島

等。 

4. 國有林自然保護區：國有林自然保護區是以保護或保育

生態及自然景觀為目的，選定標準的條件有：為自然保

育所必要者；不同林型的代表；稀有動植物的棲地有林

自然保留區，其中屬於自然保留區者有礁溪臺灣杉自然

保護區等 23 處。 

 

（三）15 處自然教育中心 

    擁有自然環境教學資源，經過規劃作為戶外環境教學用

地，設有管理機構，備有必須之教材、教具及專責人員，並能

經常性辦理教學活動的地區。自然教育中心結合教育及遊憩活

動，同時可以達到的德（環境倫理）、智（自然的奧秘）、體（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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憩活動）、羣（共同維護環境）、美（欣賞自然、愛護自然的情

操）五育並行的教育。 

 

（四）水土保持教室 

提供舉行水土保持之旅的活動場地，並有解說員的服務。 

 

（五）環境保護教育展示中心 

臺北市國立臺灣科學教育館設立「環境保護教育展示中

心」，以小學五年級程度以上之一般大眾為參觀的對象，從展示

的環境資訊內容中認識人類與環境間之基本依存關係，以及熟悉

目前臺灣本土地區所面臨的環境狀況。 

 

（六）各森林遊樂區 

森林遊樂區不但可以作為休閒遊憩的場所，由於生態環境的

關係，動植物種類豐富，往往也有生態方面特定主題的展示。透

過解說服務站或自導式解說的設施，是適合實施環境教育活動的

場所。 

 

（七）其它 

除上述外，農場、動物園、植物園以及大型的公園、校園、

富有生物或地理資源的市郊山區，乃至於資源回收場、焚化廠

等，均可以作為教學的場地。進行校外教學的目的不僅可以配合

學校的教學，也可以補充學校教學之不足（王鑫，1995），利用

社區或特殊戶外教學資源區的真實教材，可以提供或彌補學校校

園不易觀察到的活動教材和教學情境，對學生環境教育的學習具

有深刻的影響。 

環境教育設施的七項分類，臺北市立動物園除本質為社教機

構外，園內的自然保護區、濕地生態園及昆蟲自然棲地使其有自

然保護區的功能，而該園在設施、活動方案、營運管理及專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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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上的運作，符合了自然教育中心的系統架構；此外，長期與經

濟部工業研究院合作節水節能園區方案，更使臺北市立動物園增

加了水土保持教室的教育功能。因此，該園兼具了前揭分類的四

種特性，係屬相當具代表性的環境教育設施。 

 



 32

第二節 環境教育設施的成效及其評估 
 

探析目前國內環境教育設施的文獻，可歸納出設施的成效訴求及

對應的評估方式，在一般的使用成效部份，大抵多來自博物館展示評

估的概念；而在學習成效部份，則是採用環境教育內涵的構面作為指

標，以下依前述類別分別介紹之。 

 

壹、環境教育設施的使用成效評估 

環境教育設施的使用成效評估多來自博物館展示評估概念，以

下說明不同層次的成效訴求內涵，及其對應的評量指標（顏上晴，

2004）： 

一、了解觀眾：該目標是以觀眾的特性或差異作為評量的焦點，使

用的展示指標主要是觀眾特性方面，包括觀眾人口統計資料與

觀眾特性等。 

 

二、展示成功：本目標多以評定「展示是否成功」及「改進展示」，

使用的展示評量指標包括參觀率方面、參觀時間方面及觀眾好

惡方面；在參觀率方面的指標涵蓋吸引力、使用次數、對展示

的興趣、參觀次數、參觀人數及痕跡測量；在參觀時間方面的

指標則包含了持續力及參觀時間；而在觀眾好惡方面指標則有

喜好與不喜好之物、滿意度、喜好度或喜愛力。 

 

三、展示教導：該目標關注展示是否達到傳達知識、改變態度或行

為的教育效果，通常以學習方面的指標評估，包括記憶、訊息

傳達、知識獲得、教導力、文字內容評估、行為或態度改變等。 

 

了解觀眾及展示成功是環境教育設施研究常使用的指標；王創

顯（2003）探究國小學童在臺中都會公園進行戶外環境教學時，學

童使用該公園設施的滿意度及偏好。陳淑寶（2004）針對太魯閣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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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公園「人與自然館」之教育解說設施，評估觀眾使用的展示吸引

力、持續力、參觀行為及偏好，藉此了解該館解說學習成效。陳茵

美（2004）研究太魯閣國家公園「綠水地質景觀展示館」對遊客的

吸引力、持續力、遊客特性、偏好等，以評估該館的解說成效。林

宜君（2003）探究太魯閣國家公園「兒童環境教育館」的吸引力、

持續力及觀眾與展示互動過程中所發生的行為。劉厚德（2003）探

究關渡自然公園「自然中心」的展示成效，以遊客使用行為作為評

估展示成效的指標之一。黃瓊慧（2004）觀察國小四年級學童參訪

臺北市立動物園亞洲熱帶雨林區時的停駐時間、參觀行為，以及對

該區內展示設施解說內容的學習成效。雖然這些研究均釐清了使用

者特性及展示手法對觀眾的吸引力等介面，部分研究者仍承認展示

教導的成效，也就是設施本身帶給參觀者的學習成效，才是設施評

估的關鍵指標（林宜君，2003；陳茵美，2004；陳淑寶，2004；劉厚

德，2003；顏上晴，2004）。 

 

貳、環境教育設施的學習成效及其評估 

基於對環境教育目標及環境教育內涵的探討，環境教育設施的

學習成效不外乎評估環境知識、環境態度及環境行為三個構面（王

創顯，2003；沈廣城，2002；劉厚德，2003；廖敏琪，2005）。然而，

根據 Engleson（1985）的研究，如表 2-1 所示，環境教育的教學目標

在國小三至六年級應著重於知識與態度，故本研究在環境教育學習

成效上，僅探討環境知識與環境態度兩方面。以下介紹此二構面的

內涵、指標及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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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環境教育在各年齡層的教學目標重點 

年級 主要著重 次要著重 

K-3 覺知、態度 知識、技能、參與 

3-6 知識、態度 知識、技能、參與 

6-9 知識、態度、技能 覺知、參與 

9-12 態度、技能、參與 覺知、知識 

註：K 代表幼稚園，數字代表年級 

資料來源：A guide to curriculum planning i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247), by Engleson, D.C. , 1985, WI:  

Wisconsin Department of Public Instruction. 

 

一、環境知識之內涵及指標 

（一）環境知識的意義 

環境知識意指吾人對於環境及相關議題（廢棄物污染、噪

音污染、酸雨、生態保育等）的暸解與認識，此外也包含二十

一世紀議程中，所列舉之部分環境議題的認識（李明和，2002）。 

 

（二）環境知識的內涵 

環境知識的探討，可以用對「生態學知識」、「環境科學知

識」、「環境議題知識」的瞭解多寡作為判斷依據（許世璋，

1997）。國內研究者（王懋雯，1997；邱媚珍，1988；吳鵬兆，

2001；許世璋，1997；陳志欣，2003；陳敬中，2004；張乃千，

2003；廖敏琪，2005）亦將環境教育知識分類為生態學知識、

環境科學知識及環境議題知識三大項，以下說明分類項目的內

涵： 

1. 生態學知識 

生態學主要探討生物與生物間、生物與環境間之相互關

係。生態學知識的議題中，概可區分為生態學的基礎認知與實

務面兩部分。前者包括生態系、食物鏈、能量與物質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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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長、族群與群聚、生物與環境因子的交互關係等（許世璋，

1997； 吳鵬兆，2001， 張乃千，2003），或環境和生物元素組

成（王懋雯，1997）與生態系的生產量（邱媚珍，1998）；後者

論及雨林重要因素（王懋雯，1997）、生物利用與棲地破壞（邱

媚珍，1998）、生態特性等。 

2. 環境科學知識 

環境科學主要探討環境特質、環境污染與防治。環境科學知

識的議題中，概可區分為環境科學的基礎認知與實務應用兩部

分。前者包括資源、能源、土地、農業等的有效管理（王懋雯，

1997；許世璋，1997； 邱媚珍，1998； 吳鵬兆，2001；張乃千，

2003）；後者論及人口（王懋雯，1997； 邱媚珍，1998）、環境污

染與防治，例如空氣污染、珊瑚白化、噪音、水污染、公害等（王

懋雯，1997；吳鵬兆，2001；邱媚珍，1998；許世璋，1997；張

乃千，2003）。 

3. 全球性環境議題 

全球環境議題主要探討環境被破壞導致影響生活環境品

質、或危及生命安全的事件。環境議題知識，概可區分為區域性、

全國性、全球性三部分。區域性環境議題例如污染廠房更新、公

路拓寬、國家公園採礦、焚化爐興建等等（許世璋，1997；吳鵬

兆，2001；張乃千，2003）。全國性環境議題例如山坡地濫墾、濫

伐、核四爭議、垃圾處理、環保痛苦指數、旅遊人口等等（王懋

雯，1997；許世璋，1997；吳鵬兆，2001；張乃千，2003）。全球

性環境議題例如溫室效應、臭氧層破洞、聖嬰現象、聯合國生態

旅遊年、環保標章、海平面上升等等（王懋雯，1997；許世璋，

1997；吳鵬兆，2001；張乃千，2003）。 

國內研究者（王懋雯，1997；邱媚珍，1988；吳鵬兆，2001；

許世璋，1997；陳志欣，2003；陳敬中，2004；張乃千，2003；

廖敏琪，2005）將環境教育知識分類為「生態學知識」、「環境科

學知識」及「環境議題知識」三大項，各項的探討內容、議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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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實証研究如表2-2所示。本研究因研究場域在臺北動物園昆

蟲館，且考量昆蟲館教育內涵及國小四年級學童認知層次，故選

取「生態學知識」該項作為環境知識的評估指標。 

 

表 2-2 環境知識的分類表 

環境知識 探討內容 議   題 部分議題內容 

生態學 

知識 

生物間與生物

間、生物間與環

境間 

1. 基礎認知 

2. 實務面  

1. 生態系、食物鏈、族群與群落

2. 雨林、生態特性、生物利用 

3. 棲地破壞 

環境科學 

知識 

環境特質、環境

污染與防治 

1. 基礎認知 

2. 實務面  

1. 資源、能源、土地、農業的有

效管理  

2. 人口、環境污染與防治  

環境議題 

知識 

環境被破壞導

致影響生活環

境品質、危及生

命安全的事件 

1. 區域性  

2. 全國性  

3. 全球性 

1. 公路拓寬、國家公園採礦  

2. 山坡地濫墾、垃圾處理、環保

痛苦指數  

3. 溫室效應、臭氧層、聖  

嬰現象、海平面上升  

資料來源：由國小學童參與校外教學探討環境教育之實施成效－以 

臺北市立動物園為例（16 頁），2005，世新大學觀光學系 

碩士論文，未出版，台北市。 

 

二、環境知識的相關研究 

性別變項在環境知識的相關研究，Hounshell 和 Liggett （1973）

發現北卡羅來納州的六年級學生中，其環境知識在性別上則未發現

不同之處；黃政傑（1988）曾比較臺灣國小、高中、大學學生的環

境知識，發現男生優於女生；石明卿（1989）以花蓮地區抽樣調查

四、六年級學生的環境知識，結果發現在環境知識方面男女學生之

間並無顯著差異；陳秋澕（1998）研究臺南縣國小學童的環境行為，

及其與年級、性別、環境知識、環境態度和內外控信念間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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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男女學童在環境知識上無顯著差異；沈廣城（2002）對國小學

童環境知識的研究中指出，全體四、六年級男童與全體女童並無顯

著差異。 

在年級或年齡變項部分，石明卿（1989）以花蓮地區抽樣調查

四、六年級學生的環境知識，結果發現在環境知識方面，六年級學

生顯著優於四年級學生；傅木龍（1991）發現高年級學生的環境知

識普遍優於低年級的學生；陳秋澕（1998）的研究指出高年級學生

的環境知識普遍優於低年級的學生；沈廣城（2002）對國小學童環

境知識的研究發現六年級的學童得分高於四年級，達到顯著差異。 

而在居住地區部分，Hounshell 和 Liggett （1973）研究出北卡

羅來納州的六年級學生，其環境知識的程度因城鄉地區的不同造成

差異；黃政傑（1988）發現城鄉小學生的環境知識則無差異；傅木

龍（1991）指出都市學生的環境知識普遍優於鄉村學生；江東祐

（2002）在「國小學童行為之探討—以花蓮地區國小學生為例」論

文中表示，市鎮學生環境知識得分，顯然優於鄉村及山地的學生，

但鄉村與山地學生之間無顯著差異。 

過去經驗的相關變項研究中，王懋雯（1997）針對師院學生的

研究發現曾參加過環境教育活動的學生其環境知識優於未參加過

者；游雅如（2001）則對花蓮縣國小學童所作的研究結果，有無參

加過相關的活動在環境知識上並無顯著差異。 

綜合上述國內外文獻如表 2-3 所示，環境知識在性別、居住地

區、年級、社經地位及過去經驗等變項的結果可歸納如下： 

1. 性別因素：大部分研究發現男女生的環境知識並無顯著差 

  異。 

2. 年級或年齡因素：年級或年齡較高的學生之環境知識顯著高 

  於年級或年齡較低的學生。 

3. 居住地區：都市地區學生之環境知識顯著優於鄉村地區學 

  生。 

4. 過去經驗：有過環境教育經驗者其環境知識優於無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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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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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不同背景變項與環境知識關係實証研究整理表 

研究

項目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Hounshell& 

Liggett（1973） 

美國北卡羅來納州的六年級

學生 

無顯著差異 

陳秋澕（1998） 臺南縣國小學生 無顯著差異 

黃政傑（1988） 臺灣國小、高中、大學學生 男優於女 

石明卿（1989） 花蓮地區的四、六年級學生 無顯著差異 

傅木龍（1991） 臺北與高雄地區的國小學生 無顯著差異 

性別 

沈廣城（2002） 國小學童 全體四、六年級男童與

女童無顯著差異 

Hounshell& 

Liggett（1973） 

北卡羅來納州的六年級學生 城鄉地區有顯著差異 

黃政傑（1988） 臺灣國小、高中、大學學生 城鄉地區無顯著差異 

傅木龍（1991） 臺北與高雄地區的國小學生 都市學生優於鄉村學生
居住

地區 
江東祐（2002） 花蓮地區國小學生 市鎮地區優於鄉村或山

地，而鄉村跟山地間則

無顯著差異 

傅木龍（1991） 臺北與高雄地區的國小學生 高年級優於低年級 

陳秋澕（1998） 臺南縣國小學童 高年級優於低年級 

沈廣城（2002） 國小學童 高年級優於低年級 

 

年齡 

 

 石明卿（1989） 花蓮地區的四、六年級學生 高年級優於低年級 

王懋雯（1997） 師院學生 參加過環境教育活動優

於未曾參加過環境教育

活動 

過去

經驗 

游雅如（2001） 花蓮縣國小學童 無顯著差異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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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態度之內涵及指標 

（一）環境態度的意義 

Gagne 認為態度是指個體在環境中遇到人、事、物等各種

情境時，所採取的對應行為之傾向。環境態度對學生爾後在環

境行為的影響範圍相當廣泛且深遠，因它涉及人類對整體環境

的價值觀、人類對生存環境的責任感和人類在環境中角色的看

法，及對永續發展的態度（李明和，2002）。環境態度係指人類

依據過去學習的舊經驗，或在自然環境活動中所經歷的接觸或

體驗，針對環境中一般特定或特殊情況的人、事、物等對象所

產生的心理反應與表現，包括人，包括了對環境的關心、行動

的動機、信念（李永展，1991）。 

 

（二）環境態度的內涵 

環境態度的內涵依研究探討的角度以及社會的趨勢，呈現

出多元且分歧的意義（楊志文，2005）。毛群欽（2003）指出早

期環境態度的研究，以環境問題的一般概念、環境公害防治的

問題及人口與自然資源的問題為主要的探討方向。至 90 年代，

臺灣相繼成立了環境教育中心以推動學校環境教育初期，環境

態度研究所探討的範圍則偏向了垃圾減量、資源回收等人類生

存利益面向。之後，環境態度內涵向度涵蓋的範圍則跨越污染

防治面向，轉而朝向環境覺知、敏感度、倫理，以及自然生態

平衡與保育之環境倫理面向探討；綜觀各研究者提出的環境態

度內涵，如表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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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環境態度內涵彙整表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環境態度的內涵 

＊一般概念 ＊自然資源 ＊廢物處理

＊污染問題 ＊人口問題 ＊生態關係
余興全

（1984） 

國中 

學生 
＊有毒物質 ＊能源問題 ＊其他 

蕭新煌

（1986） 

臺灣 

民眾 

＊對資源破壞與短缺的看法 

＊對核能發電危險性的看法 

＊對科技至上的看法 

＊一般概念 ＊自然資源 ＊廢物處理

＊污染問題 ＊人口問題 ＊生態關係
石明卿

（1989） 

國小 

學生 
＊有毒物質 ＊能源問題 ＊其他 

＊自然資源 ＊社經衝擊 ＊公害防治邱詩揚

（1990） 

國中 

教師 ＊環境教育   

陳是瑩 

曾怡禎

（1991） 

國小 

教師 

＊地球宇宙觀 

＊臺灣環境問題 

＊對環境教育的價

值觀   

＊環境教育的責任意

識   
王懋文

（1991） 

師院 

學生 
＊環境教育的方法 ＊環境教育的發展 

＊自然及文化景觀之維護  ＊空氣污染

＊人口及居住空間   ＊水污染 

＊交通問題 ＊自然災害 ＊噪音 

＊環境衛生問題

 

＊有毒物質

污染 

＊廢物污染

 

傅木龍

（1991） 

國小 

學生 

＊能源問題 ＊自然生態  

蔡宜霖

（2002） 

國小 

高年級學生

＊垃圾減量  

＊資源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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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續）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環境態度的內涵 

＊自然生態 ＊公害污染 ＊自然資源謝佩靜

（2000） 

國小 

高年級學生 ＊環境倫理   

資料來源：貴子坑戶外教學對國小學童環境態度及環境行為之影 

響（33 頁），楊志文，2005，國立台北師範學院科學教育 

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台北市。 

  

研究者整合歷年研究者提出的環境態度內涵（詳表2-4），並參酌

李永展（1991）的分類，李永展係其中考量層面最廣泛者，將環境態

度的內涵與向度分為「資源回收」、「污染防治」與「自然生態保育」

等三項，涵納了相關研究者的向度，經整合後，環境態度的內涵可概

分為以下四向度（石明卿，1989；李永展，1991；傅木龍，1991）： 

1. 資源回收 

「資源回收」細分成資源回收效益、資源回收、資訊、外在誘

因、再使用等。 

2. 污染防治 

「污染防治」細分成污染警覺因子、減少污染、鄰避情結、關

心污染等。 

3. 自然生態保育 

「自然生態保育」分成生態保育與生態倫理兩方面，均分細分

成開發與保育、候鳥棲息地、物種平等、人類限制、環境關懷

及自然因子等細項因子。     

4. 環境倫理 

指涉環境關懷態度與程度等。 

研究者考量研究場域臺北市立動物園昆蟲館之特性與內涵，及

研究對象的認知程度及環境經驗。本研究將以「自然生態保育」及

「環境倫理」作為評估環境態度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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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環境態度的相關研究 

在性別變項部分，Schlageter（1980）針對紐約七年級學生

的研究，顯示了男生的環境態度優於女生；黃政傑（1988）發

現高中與大學女生則分別高於該組的男生得分，但小學生部分

則是男生高於女生；謝佩靜（2000）對國小學童所做的研究亦

發現女生的環境態度優於男生；沈廣城（2002）對高雄市國小

學童實施環境知識、環境態度和環境行為的研究中發現，四、

六年級男童與全體女童並無顯著差異；江東祐（2002）對於花

蓮學童的研究中指出，全體四年級、六年級男童與全體四年級、

六年級女童在環境態度上無顯著差異。 

在年級或年齡變項部分，黃政傑（1988）對國小、高中與

大學學生在環境態度的得分排序依序是大學生、高中生、小學

生；陳秋澕（1998）在研究中指出六年級學童在環境態度上的

表現，較四年級學童積極；沈廣城（2002）對高雄市國小學童

實施環境知識、環境態度和環境行為的研究中發現，六年級的

學童得分比四年級學童好，顯示年齡對於環境態度上有顯著差

異。 

社經地位變項的相關研究，洪俐玲（1999）就家庭社經地

位檢視，發現了中社經地位學童較低社經地位學童積極，而高

社經地位與中、低社經地位學童則無顯著差異；蔡宜霖（2001）

對國小高年級學童進行之調查發現，父親無業之學童較一般學

童表現之環境態度較不積極；沈廣城（2002）發現不同家庭社

經地位的全體四、六年級學童在環境態度得分上達顯著差異。 

而過去經驗的相關研究則是游雅如（2001）對國小學童進

行的研究指出，有、無參加過活動的學童其情意表現並無差異。

綜合上述國內外文獻，環境態度在性別、年齡或年級、社經地

位及過去經驗等變項的結果可歸納如下： 

1. 性別因素：大部分研究發現男女生的環境態度並無顯著差

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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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年級或年齡因素：年級或年齡較高的學生之環境態度顯著高 

於年級或年齡較低的學生。 

3. 過去經驗：有過環境教育經驗者其環境態度與無環境教育經 

驗者相較無顯著差異。 

以上國內外文獻研究結果綜整如表 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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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不同背景變項與環境態度關係實証研究整理表 

研究

項目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Schlageter（1980） 紐約七年級學生 男生優於女生 

 

 

臺灣高中、大學學

生 

 

女生優於男生 黃政傑（1988） 

國小學生 男生優於女生 

謝佩靜（2000） 國小學童 女生優於男生 

沈廣城（2002） 
高雄市國小學童 四、六年級男童與全體女童並

無顯著差異 

性別 

江東祐（2002） 

花 蓮 學 童 全 體

四、六年級學童 

全體四年級、六年級男童與全

體四年級、六年級女童無顯著

差異 

黃政傑（1988） 
臺灣國小、高中、

大學學生 
大學學生優於高中學生 

陳秋澕（1998） 四、六年級學童 六年級學童較四年級學童積極 

年級

或年

齡 
沈廣城（2002） 

高雄市國小學童 六年級的學童得分比四年級學

童好 

父親

就業

與否 

蔡宜霖（2001） 

 

國小高年級學童 
父親無業之學童較一般學童表

現較不積極 

過去

經驗 
游雅如（2001） 花蓮縣國小學童 無顯著差異 

洪俐玲（1999） 
中、低家庭社經地

位學童 

中社經地位學童較低社經地位

學童積極 

 
高、中、低家庭社

經地位學童 
無顯著差異 

社經

地位 

沈廣城（2002） 

高雄市國小不同

家庭社經地位的

全體四、六年級學

童 

達顯著差異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2. 環境態度的測量方法 

測量態度的方法包括量表（scaling method）、自我陳述法（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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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que）、晤談法（interviewing）、觀察法（observation）等。

而一般常用的態度量表有三類（楊國樞等，1997）： 

（1）總加法（method of summated ratings）：李克特氏量表（Likert 

Scale）即屬此類。 

（2）累積法（method of cumulative scale）：如古特曼量表

（Cuttman scale）。 

（3）等距法（method of equal-appearing intervals）：或稱差異量

表，如瑟氏量表（Thurstone Scale）。 

 

其中以 Likert 所設計的總加法在編製上較簡易，此方法係

假設每一態度項目皆具有同等量值，但不同受試者同一項目的

反應有程度上的強弱差異。Likert 將各受試者各項刺激分別歸

為五類之一，這五類包括：「非常同意」、「同意」、「無意見」、

「不同意」到「非常不同意」。根據樣本所做分類結果決定各

題目的量表值，以各題目反應總加起來的結果代表個人的態度

分數（葛樹人，1991）。考量本研究之屬性，將採李克特氏量

表及自我陳述法。 

 

參、環境教育設施成效的相關研究 

國內有關環境教育設施成效之研究眾多，於此收錄 1990 年迄至

2005 年針對不同種類的環境教育設施成效所作的研究。  

綜觀過去文獻，可發現環境教育設施相關研究可概分為兩大研

究方向，一方向為學童至環境教育設施實施校外教學成效之評估，

另外係評估一般遊客對該環境教育設施的使用狀況。整體而言，就

評估指標部分，多偏重於了解觀眾特性及展示是否成功兩方面，如

偏好、滿意度、吸引力、停駐時間等；極少研究者選擇具教育效果

評估的指標，如環境知識、環境態度及環境行為等，即使選擇，亦

多停留於認知層次。而就不同層次目的間的關連性，亦缺乏探討，

像是展示成功與教學成效間的關係，抑或觀眾特性與教學成效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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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造成學習成效無法回饋至規劃設計。就背景變項的種類而言，

教育經驗、年級、性別、社經地位、居住地區等，都是可能造成學

習成效或使用成效具差異性的變項。以下分別說明過去環境教育設

施研究的特性。 

 

一、學童至環境教育設施實施校外教學成效之評估 

本方向的研究涵蓋二種類型，一為探索性研究，探討該場

域是否具環境教育設施之功能或發展之可能性，如王創顯

（2003）探討臺中都會公園可提供當地學童校外教學的環境資

源，余宗翰（2000）調查花蓮縣國小教師運用戶外教育教學資

源的情況等。此外，另一類型為針對已使用該環境教育設施進

行校外教學的學童進行環境知識、環境態度及環境行為等評

估，如廖敏琪（2005）探討國小學童參加臺北市立動物園熱帶

雨林區校外教學，在環境知識、環境態度及環境行為上的研究。

然而，整體看來，就特定族群檢視環境學習成效之研究尚寥寥

可數。因此，環境教育設施是否具學習成效，目前相關文獻仍

不足。 

 

二、一般遊客對該環境教育設施的使用狀況 

在此部份，係以環境教育設施的規劃為研究探討焦點，研

究多探討一般遊客在使用該環境教育設施時的滿意度、偏好、

停駐時間及使用行為等，或是該設施的吸引力；如林宜君（2003）

調查太魯閣國家公園兒童環境教育館的遊客，觀察其遊客特

性、停駐時間、展示吸引力及參觀行為等。 

 

依據研究方向、重要研究發現、研究對象及成效評估指標整理

成表 2-6。本研究將整合前揭方向，同時調查學童至臺北市立動物園

的使用狀況及學習成效，並進而探究使用狀況與學習成效間的相關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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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1990 年以來有關環境教育設施成效評估之研究概況 

研究對象 評估指標 

類

型 
研究者 研究方向 學

生 

一
般
遊
客 

其
他 

環
境
知
識 

環
境
態
度 
環
境
行
為 
停
駐
時
間 

參
觀
行
為 

其
他 

廖 敏 琪

（2005） 

探討學童參加臺北市立動物園

熱帶雨林區校外教學，其在環

境知識、環境態度及環境行為

上的成效。 

●   ● ● ●    

黃 瓊 慧

（2003） 

了解國小學童參訪臺北市立動

物園亞洲熱帶雨林區的停駐時

間、參觀行為及對該區展示設

施解說內容的學習成效與三者

間的關係。 

●   ●   ● ●  

吳 秀 敏

（2003） 

探討學童在參加北市立動物園

戶外教學前後，動物概念及科

學態度學習成效。 
●   ●      

王 創 顯

（2003） 

探 究 臺 中 都 會 公 園 在 當 地

學 童 環 境 教 育 上 可 提 供 的

設施資源及其成效 
●   ● ● ●   ●

余 雅 芳

（2003） 

探討國小學童、教師及隨行

家 長 在 臺 北 市 立 動 物 園 進

行 之 校 外 教 學 活 動 方 案 之

滿意度、需求及建議。 
●        ●

張 安 琪

（2004） 

探 討 陽 明 書 屋 自 然 步 道 在

生物多樣性之教學成效    ●      

學
童
至
該
環
境
教
育
設
施
校
外
教
學
成
效
評
估 

余 宗 翰

（2000） 

探究花蓮縣國小教師運用戶外

教育教學資源的情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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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續） 

研究對象 評估指標 

類

型 

研究者 研究方向 
學
生 

一
般
遊
客 

其
他 

環
境
知
識 
環
境
態
度 
環
境
行
為 

停
駐
時
間 

參
觀
行
為 

其
他 

陳 素 晴

（2000） 

探討臺北地區市民農園在環境

教育功能發展之現況，及利用該

農園推展環境教育之限制及潛

力。 
  ● ● ● ●   ●

劉 厚 德

（2003） 

了解關渡自然中心遊客之環境

覺知、知識及環境態度的收穫情

形及影響因素 
 ●  ● ●   ● ●

林 宜 君

（2003） 

針對太魯閣國家公園兒童環境

教育館的遊客進行觀眾研究，觀

察遊客特性、停駐時間、展示吸

引力及參觀行為 

 ●     ● ●

陳 茵 美

（2004） 

以太魯閣國家公園綠水地質景

觀館遊客為研究對象，探討參觀

行為，該館的吸引力、持續力，

以及遊客特性。 

 ●     ● ●

一
般
遊
客
對
環
境
教
育
設
施
使
用
現
況
評
估 

陳 淑 寶

（2004） 

以遊客角度對太魯閣國家公園

「人與自然館」進行解說評估，

探討展示的吸引力、持續力及觀

眾的參觀行為 

 ●      ● ●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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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動物園的環境教育設施 
 

壹、動物園的教育 

不同於以往被廣義的歸納在社會教育機構範圍，動物園由於近

代專業的提升，清楚的被界定為社會環境教育機構，或是非正規環

境教育機構；19 世紀前，動物園設立目的係提供王公貴族遊樂打獵

的私人場所，而 21 世紀的今日，演進成為肩負社會教育功能的保育

中心（林文淇，2002）。2004 年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保育方略對動物

園教育提出明確的教育目的－「動物園及水族館以其獨特的生存基

礎、專家群及與區域保育的連結，將被認同為保育的正式及非正式

教育先驅。動物園及水族館的教育角色將更具社會及文化關聯，並

藉由影響人們的行為及價值，教育，將被視為重要的保育活動。」

（WZACS, 2004）。 

以下綜觀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保育方略、美國動物園暨水族館

協會（American Zoo and Aquarium Association）、歐洲動物園暨水族

館協會（European Association of Zoos and Aquaria）及澳大利西亞動

物園暨水族館協會教育政策（Australian Regional Association of 

Zoological Parks and Aquaria）、國際動物園教育者協會（International 

Zoo Educators Association）等全球觀點，歸納出動物園教育特色如

下（ARAZPA, 2003；AZA, 2001）： 

 

一、教育願景與世界保育趨勢同步 

近代動物園及相關保育團體的願景走向全球化，無論是貝

爾格勒憲章與伯利西國際環境教育會議等凝聚國際共識行動或

文件，抑或如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World Association of 

Zoos and Aquariums）、國際動物園教育者年會等跨國保育組織日

漸積極發展全球保育行動，動物園如欲推動具指標性的保育教

育或環境教育方案，必以世界保育方略及前述的組織動向為願

景依歸，且必須定時檢視或更新以符合保育潮流（WZ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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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二、教育目標為環境教育與保育教育 

環境教育及保育教育是動物園的教育目標，由於大部分動

物園擁有都會周緣的大面積棲地，且進行了棲地經營管理，故

成為都會區生物多樣性寶庫，且可替代直接親近自然的策略，

減輕野外棲地遭受干預，是實施環境教育的最佳場域（陳建志，

1999：31）。此外，動物園擁有獨特的活體展示並進行相關的研

究，且從事動物的域內（insitu）及域外（exsitu）保育方案（臺

北市立動物園，2004），可提供民眾實地參與或作為保育教育的

素材，藉此作為人與自然生態間的橋樑，進而促發有助於生態

永續的具體行動，是動物園富涵環境教育及保育教育的目標。 

 

三、教育對象為普羅大眾 

澳大利西亞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在其教育政策中描繪出動

物園教育對象的樣貌，動物園及水族館教育係屬終身教育，學

習者來自各年齡層、不同背景及相異的來園動機；根據遊客的

社會脈絡如家庭團體、親子團體、學生團體甚或單獨前往，以

及其動機、偏好等個人脈絡都可能影響其學習成效，因此如何

營造多元感官的學習經驗，以迎合不同社會背景及學習型態的

遊客，是動物園教育的一大挑戰（ARAZPA, 2003；AZA, 2001）。 

 

四、教育媒體多元化 

展示在世界的各動物園協會教育政策中係屬重要的教育媒

體，無論是展示應融入的要素或需注意的動物福利都有清楚的

規範及建議，經由教育解說而達致參觀者在認知、情意甚或技

能上的收獲，是展示的主要功能；此外，無論是研習、親子營

隊或大型主題活動以及網站、解說手冊、折頁、學習單甚或發

布的新聞稿等出版品，都是動物園在實施教育時所使用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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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ARAZPA, 2003；AZA, 2001）。 

 

貳、臺北市立動物園的環境教育及設施 

臺北市立動物園成立迄今 80 餘年，全園總面積 165 公頃，已開

放參觀地區 90 公頃，包括室內展示館 6 館：教育中心、夜行館、企

鵝館、無尾熊館、兩棲爬蟲動物館、昆蟲館，戶外展示區 8 區：臺

灣區、兒童動物園區、雨林區、沙漠區、澳洲區、非洲區、溫帶區、

鳥園區，並有野外動植物觀察區、濕地生態教學園區及特展館，該

園係一兼具保育、教育、研究及遊憩四大功能之場所（黃瓊慧，2003；

廖敏琪，2005）。 

 

參、昆蟲館－臺北市立動物園環境教育中心 

本研究之研究場域位於臺北市立動物園昆蟲館，其為園內第一

座具環境教育功能之館區；臺北市立動物園的昆蟲館為台灣首座結

合活體展示與博物館教育解說功能的動物展示館。除了活體昆蟲的

展示外，解說設施更是這座昆蟲館的主軸架構。展示與教育兩者兼

具的形式，提供來館者一個學習昆蟲最好的戶外教育場所（唐欣潔，

2004），以下介紹其規劃理念、基地概述及教育設施與方案。 

 

一、昆蟲館的規劃理念 

昆蟲館為原蝴蝶館改建而成，自 2000 年開始進行規劃設

計，2004 年完工，並在 2005 年 4 月 24 日開幕，全館為座落在

山谷中左右兩側兩棟的建築物。本館為國內首座結合自然元素

--風、光與水的活體昆蟲博物館，除擁有最多的展示物種外，對

昆蟲的範疇也有深入淺出的解說，以期達到傳遞昆蟲學知識與

推廣臺灣昆蟲多樣性為目的，更為未來人類向昆蟲學習創造無

限可能的啟發，並進一步藉由生物多樣性理念的推廣，成為園

內的兒童環境教育中心。 

昆蟲館在展示規劃上走的是時間路線，分成過去、現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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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三部分敘述昆蟲多采多姿的故事：昆蟲的過去從昆蟲學的

演化、起源與身體結構的適應等基本知識談起；昆蟲的現在提

到台灣的生物地理環境所產生豐富多樣的昆蟲相成因；昆蟲的

未來則介紹人類與昆蟲的互動關係，從利用昆蟲、食用昆蟲、

休閒玩伴到藉由觀察昆蟲各種身體構造與適應能力而得到靈感

發明的許多科技，讓來館者對於昆蟲世界的不可思議有進一步

的體驗與了解（唐欣潔，2004）。該館的規劃理念，可系統性的

敘述如下，以「昆蟲的過去、現在與未來」為主軸藉由設施的

設計，培養參觀者能觀察學習到下列四個面向（吳怡欣，2004）： 

（一）昆蟲的生活環境 

經由模擬生態的設計，能使參觀者了解昆蟲的生態習性。 

 

（二）昆蟲與人類生活的關係 

經由介紹從古至今的昆蟲生活圈，使參觀者了解昆蟲與

人類的關係。 

 

（三）昆蟲對人類生活的啟示 

經由科學與體驗裝置，模擬昆蟲的身體構造，能使參觀

者了解昆蟲具有開創人類生活的一面。 

 

（四）昆蟲的發現行動 

藉由蝴蝶公園自然生態的體驗，能使參觀者認識並發現

昆蟲。 

 

二、基地概述 

館內共分展示大廳、多媒體視聽教室、臺灣的昆蟲王國、

生態溫網室與昆蟲未來館等五部分，利用不同的空間變化，讓

遊客可任意經由不同的門達到館內各個區域，而成為可通往昆

蟲世界的任意門。昆蟲館區內各區域的基地概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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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昆蟲館廣場 

首先一進入昆蟲館的廣場，便希望運用建築物上大型的古

昆蟲雕塑與昆蟲瀑布來吸引遊客對昆蟲館的注意，這時四周的

景觀將全部以自然生態的環境營造為主，中間有以生態工法設

置的生態地，提供參觀者對水域生態的認識。四周的山谷則遍

植臺灣原生種的植物，提供蝴蝶、甲蟲、蜻蜓的生態觀察區，

讓遊客有置身於大自然昆蟲世界的感覺。再來進入蝴蝶隧道；

隧道盡頭便是二樓的展示大廳。 

 

（二）昆蟲館大廳 

在這裡主要描述的是昆蟲的過去，其中的多媒體視聽室可

藉由影片及動畫的引導，帶領參觀者進入昆蟲的奇妙世界，以

及對本館的展示與設施有進一步的了解。 

 

（三）溫室生態展示區 

這個區域的主題是昆蟲的現在，並以臺灣的昆蟲為主，利

用溫室的設計，希望將平時不易觀察到的臺灣昆蟲與蝴蝶，利

用飼養與展示的技術，呈現在遊客的前面。 

 

（四）網室生態展示區 

仍以昆蟲現在為主題，但是是以介紹各種生態環境下的昆

蟲為主，利用自然與展示技巧相互搭配的方式，將各種昆蟲呈

現出來。 

 

（五）昆蟲未來館 

昆蟲館未來館係運用標本、科學與體驗裝置，模擬昆蟲

的造型，並搭配昆蟲活動的組合，引導遊客發揮想像力，創

造昆蟲活動的組合，引導遊客發揮想像力，創造昆蟲未來無

限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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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昆蟲館的教育方案 

該館配合教育解說系統進行的教育活動包括「知性一日遊」

校外 教學方案、假日駐站活動、教師研習營及寒暑假親子營，

其中「知性一日遊」係屬參與人數最多及參與時間最長者，其

實施對象為該年度臺北市國小四年級的全體學童，教學目的如

下： 

（一）運用動物園教育資源配合學校戶外教學，落實生物多樣

性環境教育理念。  

（二）透過解說員主題式的引導，使師生對動物有較深入的瞭

解。  

（三）培養國小教師及學生愛護動物之情操，野生動物提升其保

育之意願及能力。 

 

四、昆蟲館的教育解說系統整體設計 

昆蟲館的教育解說系統豐富多元，包括活體展示、棲地環

境營造、輸出圖板及互動式教材，其中互動式教材涵蓋了驅動

式模型、互動體驗裝置、多媒體動畫影片及電腦模擬遊戲等種

類（唐欣潔，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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