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7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配合文獻探討，以問卷調查為主，並輔以半結構式訪

談，以期獲得較周延的資料，以下即針對研究架構、研究對象、

研究工具、實施程序及資料處理加以說明。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主要參照 Gifford（1997）學習情境中個人與環境的

概念架構而擬定，並參考黃瓊慧（2003）、廖敏琪（2005）及王創顯

（2003）之研究架構，分別探討學童背景屬性（包括性別、居住地

區、來園次數）、環境教育設施使用狀況（包括使用成效率及使用滿

意度）及環境教育設施學習成效（包括環境知識及環境態度）三者

之間的關係，希冀透過前揭三層面的了解及討論，釐清動物園環境

教育設施使用狀況、學習成效及使用者特性三者間的關係；以下簡

述三層面在其變項上將探析的關係，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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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學童背景屬性」為自變項，「環境教育設施學習成效」

為依變項，探討「學童背景屬性」的性別、居住地區、來

園次數不同的情形下，是否造成學童在「環境教育設施學

習成效」上的環境知識及環境態度得分有所差異。 

二、以「學童背景屬性」為自變項，「環境教育設施使用狀況」 

為依變項，探討「學童背景屬性」的性別、居住地區、來

園次數不同的情形下，是否造成「環境教育設施使用狀況」

的使用成效率及使用滿意度有差異。    

三、以「環境教育設施使用狀況」為自變項，「環境教育設施學

習成效」為依變項，探討在「環境教育設施使用狀況」的

使用成效率及使用滿意度不同的情形下，是否造成學童在

「環境教育設施學習成效」上的環境知識及環境態度得分

有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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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知性一日遊」是臺北市立動物園發展近 12 年的戶外教學方

案，服務對象為全臺北市國小四年級學童，每年約 3 萬人，故屬服

務國小學生的重要方案，故本研究選取 2006年 5 月參加臺北市立動

物園「知性一日遊」之國小四年級學童為研究對象，隨機抽樣 35 班

共 1200 位學童作問卷調查，並就隨行志工中立意取樣 3位進行半結

構式訪談，以補充量化資料的整全性。 

 

壹、問卷調查對象 

一、正式及預試樣本數 

由臺北市立動物園推廣組「94 學年度下學期臺北市國小四

年級校外參觀教學統計表」得知本研究母群為 31000 人，一般

教育研究所容許的樣本與母群體的抽樣誤差介於 1％至 5％之

間，樣本數採用以下方程式估算之（顏月珠，1988）： 

 
2

2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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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
×  

N：樣本數大小 

Za：信度的標準差數 

α：容許誤差 

 
2

2

(1.96) 384
4 (0.05)

N = =
×

 

α＝0.05 

a＝（1-α）/2＝0.457 

Za＝（0.457）＝1.96（由查表而得知） 

因此本研究僅以假設抽樣誤差不大於 5％，且信賴區間為

95％的條件下，經由公式運算，得出本研究所需樣本數至少約

為 384 人，為考量試卷拒答率、廢卷率等情形影響有效樣本，

並增加研究結果的信度，本研究隨機抽樣 35 班 1200 位學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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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樣本。本研究發出問卷 1200 份，回收 1107 份，回收率 92.25

％，在回收問卷中，排除缺頁未答的無效問卷後，有效問卷為

904 份，問卷有效率為 81.67％，詳細如表 3-1。 

 

表 3-1 學童問卷回收情形統計表 

項目 發放問卷 有效問卷 無效問卷 小計 回收率 

問卷份數 1200 904 203 1107 92.25％ 

 

二、預試 

而問卷初稿經過修正與檢核後，應實施預試，預試的對象

係由研究的群體中來選取，人數大約 50 至 150 人，儘可能與正

式問卷調查相似的情況下進行，惟預試樣本不可與正式調查的

對象重複（葉重新，2001）。本研究預試採方便叢集取樣，選

擇 2006年 4 月參加臺北市立動物園「知性一日遊」來園參觀的

四年級學生，抽取三班，分別民生國小 30 人、太平國小 24 人、

東門國小 32 人，共 86 位為施測預試對象。 

 

貳、半結構式訪談對象 

本研究之訪談對象係從隨行志工中選出 3 位，針對環境設施使

用的狀況及其學習成效取得質性資料，為考量受訪者意願及選擇資

訊豐富之個案，訪談之研究對象「立意取樣」（purposeful sampling）。

研究者藉由臺北市立動物園推廣組承辦人員推薦，並訴諸研究者本

身的判斷選定受訪者。此法的邏輯及效力，在於選擇資訊豐富之個

案（information-rich case）作適度的研究（吳芝儀，李奉儒譯，1995）。

由於立意抽樣所耗費的經費不多，且方便可行，在態度及意見調查

方面，頗為適用（王文科，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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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用以蒐集資料的工具共有二種，包括「臺北市立動物園

昆蟲館之使用狀況與學習成效調查問卷」及「臺北市立動物園昆蟲

館之使用狀況與學習成效訪談大綱」。 

 

壹、臺北市立動物園昆蟲館之使用狀況與學習成效調查問卷 

在展示或設施評估的文獻中，發現問卷之指標有最大的包容性，

可替代部分之實驗法與觀察法的指標。以問卷為方法進行展示評量，

相對於觀察或訪談，其成本是最低的，如研究成本受限制，則可考慮

在兼納實驗與觀察之指標後，單獨以問卷法進行（顏上晴，2004）。

因此，為有效獲得來園學童的背景資料、其參觀昆蟲館時對於設施的

使用狀況，及於參觀結束後在環境教育知識及態度上之學習成效，本

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獲得上述資訊。研究者以班級為單位，隨機抽樣

發放問卷。該問卷參考相關文獻並徵詢專家與園方工作者之意見，且

檢視欲分析的變項所發展而成。問卷的完成，以現場直接發放並填答

的方式進行。 

 

一、問卷發展過程 

（一）擬定問卷內容大綱 

根據研究目的蒐集及分析相關文獻，綜合歸納構成動物園環

境教育學習的各面向，此階段分析各國際動物園協會之教育政策

文件、動物園教育及環境教育的國內外相關文獻，並分析昆蟲館

環境教育設施特性及參與昆蟲館現場的校外教學活動，俾進一步

釐清問卷大綱是否貼近實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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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編製初稿問卷 

根據第一階段的文獻探討、訪談及現場參與所得設計的問卷

題目，將問卷初稿與指導教授、環境教育學者及臺北市立動物園

教育推廣專業人員進行討論與修正，確認研究工具的可行性及適

切性，以建立專家效度。 

 

（三）進行預試 

預試問卷修正後，隨機抽樣2006年4月校外參觀的國小四年

級班級進行預試，除測量填答時間、問題難易度、問卷用語適切

度外，藉預試分析暸解受訪學童意見與作答情形。 

 

（四）編定正式問卷 

為對問卷內容作進一步修正，除參考填答者意見及預試結

果外，並再次敦請指導教授及動物園教育專業人員檢閱修正，

就問卷內容與題型設計加以討論，並依其建議做文字潤飾及部

分題目的刪減、修改及歸納，形成正式問卷。問卷分為三個部

份，分別說明如下（參見表 3-2）： 

1. 第一部份為學童個人背景資料，乃為瞭解下列項目： 

(1)學童性別。 

(2)學童居住區域。 

(3)學童來園次數。 

2. 第二部分為「昆蟲館使用狀況」，係為取得下列資料： 

(1)學童參觀昆蟲館後，認為有學習到的環境教育設施項

目。 

(2)學童參觀昆蟲館後，對於全館設施的整體滿意度。 

3. 第三部分「環境知識」，係為瞭解學童參觀昆蟲館後，在

環境知識的學習成效。 

4. 第四部分「環境態度」，係為瞭解學童參觀昆蟲館後，在

環境態度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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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問卷架構表 

變項 變項指標 測量方式 問卷題號 

1.性別 類別選項單選 第一部份第 4題 

2.居住地區 類別選項單選 第一部份第 5題 
學童特性 

 
3.來園次數 類別選項單選 第一部份第 1題 

1.使用成效率 類別選項複選 第一部份第 2題 昆蟲館環境

教育設施使

用狀況 
2.使用滿意度 五點量表單選 第一部份第 3題 

環境知識 生態學知識 
分數加總 

是非題型 

第一部份 1-20 題 

環境倫理 五點量表單選 第二部份 1-13 題 
環境態度 

自然生態保育 五點量表單選 第二部份 14-23 題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三、問卷之信、效度建立 

「臺北市立動物園昆蟲館之使用狀況與學習成效調查問

卷」就預試結果進行分析，建立問卷的信、效度。分析項目及

方式說明如下。 

（一）難度及鑑別度分析 

本問卷在環境知識部分採難度及鑑別度分析建立信度，環

境知識採是非題，依照「對」、「不對」二項計分，回答正確者

給 1 分，回答錯誤或未作答者給 0 分，依此記分進行統計及分

析結果。 

選取問卷總得分之前 27％為高分組，問卷總得分之後 27

％為低分組，以計算各題目的鑑別度（item discrimination）及難

度（item difficulty），續依照試題分析結果，刪除題意不清或難

以作答的題目，並考慮題目內容涵蓋層面，刪除鑑別度在 0.25

以下，難度在 0.8 以上，或 0.3 以下的題目。 

 

（二）專家效度 

整份問卷同步建立專家效度，學者專家對問卷題目表示是否

適合於研究題目的一種考驗效度的方法稱為專家效度（葉重新，



 64

2001）；研究者擬完問卷後，邀請環境教育學者、教育行政學者、

臺北市教育局行政人員、臺北市立動物園教育推廣人員及校外教

學志工等共7位（見附錄一）檢視，就問卷題目的下列向度提出

意見，以建立專家效度，向度包括： 

1.問卷題目與昆蟲館之環境教育內容的符合性。 

2.問卷題目與答案之明確度及正確性。 

3.問卷題目對研究對象的適切性。 

 

貳、半結構式訪談 

為取得學童使用昆蟲館環境教育設施之使用狀況與學習成效的

質化資料，將選取 3 位隨行志工進行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訪談之前預先將訪談大綱交予研究對象，研究者於訪談

過程中提供一個架構，依該架構引導受訪者在訪談中的焦點及關注

議題。 

一、訪談過程 

    本訪談將安排在參訪後三日內，訪談前徵得受訪者的同

意，全程使用錄音筆錄音，並輔助筆記重點摘錄，且適時檢

核訪談內容。 

 

二、訪談內容處理 

    所有訪談內容分別由兩位紀錄者整理為完整逐字稿（full 

transcription），最後藉由交叉比對檢視內容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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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的實施程序可分為確立研究方向、探討相關文獻、擬

定研究計畫與架構、編製研究工具、進行問卷及訪談、資料整理

與分析之七個階段，將研究流程整理如圖 3-2 所示，並說明如下： 

 

壹、確立研究計畫與架構 

一、確立研究方向 

    由於身兼臺北市立動物園推廣組組長及研究興趣，研究者

自2004年 9月開始閱讀有關動物園學習成效及社教機構教育功

能之相關文獻，並參與了 2004年在香港的國際動物園教育者雙

年會，瞭解動物園教育在國際上的趨勢，並在 2005年參與紐約

世界動物園園長聯席會議及國際動物園教育者協會之理事會，

近一步探究動物園在管理界面如何發揮其應有的教育功能，期

間並探訪了韓國首爾動物園、韓國愛寶樂園動物園、韓國 CO-EX

水族館、紐約布朗動物園、紐約美國自然史博物館、香港海洋

公園、香港米埔溼地自然保護區、香港動植物公園及泰國清邁

動物園等地，並造訪當地教育工作人員，並主辦臺北市社教會

報暨市政論壇，與國內社會教育工作者及專家交流，瞭解動物

園教育運作及可探究的方向。 

    研究者發現國內早期對於動物園、天文館及美術館一體界

定為社教機構，且多數文獻多以社教機構的統一框架研究前揭

機構，然而在探訪多國動物園並參與國際研討會後，研究者發

現各社教機構趨向發展其特殊專業，並形成其獨特的教育功

能。因而，在 2004 年 10 月初擬定的論文題目「社教機構教育

成效之研究」，經由半年的文獻探究及與實務經驗者交流，確定

了動物園目前本質及未來發展的永續方向－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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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討相關文獻 

    確立研究方向後，在 2004年 10 月至 2006年 3 月持續蒐集

國內外相關文獻資料，包括下列資料項目： 

（一）動物園教育之相關文獻： 

    由於動物園教育相關文獻較少，因而除了國內期刊論文、

學位論文及國科會專案研究等資料外，研究者補充國外文獻如

美國動物園協會之教育研究專案報告、歐洲動物園協會的教育

白皮書及教育評鑑指標、東南亞動物園之教育白皮書、非洲動

物園協會教育白皮書及國際動物園教育者協會研討資料等，以

清楚界定動物園教育的本質及發展方向。 

 

（二）環境教育相關文獻： 

    本研究之環境教育相關文獻來自於國內期刊論文、學位論

文、國科會專案研究及國外的專書與期刊論文，本部分的資料

較為充足，惟國內就特定對象在環境教育場所的學習成效探討

仍不多見，多為論述環境教育的理論界面或應用於導覽解說層

面。 

 

三、擬定研究計畫與架構 

    研究者因而在 2005年 2 月確認了研究題目，當時適逢臺北

市立動物園昆蟲館籌備及開幕，且該館具發展環境教育的遠

景，故選定該館為研究場域，而該研究以對動物園發展教育功

能有助益之方向為動機，進而擬定了研究動機、研究範圍、研

究目的及研究範圍，並進而於 2005 年 12 月擬定研究計畫與架

構。 

 

貳、編製研究工具 

根據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問題、文獻探討，並參酌相關

研究問卷，2005年 12 月擬定「臺北市立動物園昆蟲館之使用狀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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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效調查問卷」及「臺北市立動物園昆蟲館之使用狀況與學習

成效訪談大綱」。並於 2006 年 1 月邀請專家學者就問卷的內容進行

審查，以作為修正的參考依據，並建立問卷專家效度。問卷修正後

於 2006年 2 月實施預試，以了解學童對於問卷的語句及題意的閱讀

理解情形，並依預試結果進行項目分析、因素分析。 

 

參、進行問卷與訪談 

2006年 3 月到 5 月進行問卷調查，調查對象為同期間參加臺北

市立動物園知性一日遊之四年級學童，抽樣數為 1200 位學童，在班

級參訪前事先與教師聯繫取得同意，於參訪當日園內行程結束後實

施問卷，並現場回收。 

 

肆、資料整理分析 

研究者在2006年 5月就本研究取得之問卷調查資料及訪談資料

進行資料整理及分析。 

 

伍、撰寫研究論文  

2006年 6 月提出結論與建議，並同時擬定論文初稿，經指導教

授修正後，2007年 1 月正式提出完整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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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研究流程圖 

確立研究方向 探討相關文獻 擬定研究計畫與架構 

確立研究計畫與架構

環境教育設

施的內涵 
環境教育設

施的成效 
動物園的環

境教育設施 

編製研究工具 

問卷與訪談 

蒐集政府統

計資料 
實施問卷調查 進行志工訪談

資料整理分析 

撰寫研究論文

臺北市立動物園昆蟲館

之使用狀況與學習成效

訪談大綱 

臺北市立動物園昆蟲館

之使用狀況與學習成效

調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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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料分析與處理 
 

本研究資料處理的方式，係針對受訪學童背景屬性、昆蟲館設

施使用情形及環境學習成效之間的關係進行瞭解，將問卷及半結構

訪談的結果進行整理與分析；問卷回收的結果以 SPSS 14.0 for 

Windows 套裝軟體進行統計，連同訪談的結果，整體比較、歸納與

分析，分析方式如下。 

 

壹、量的統計分析 

問卷回收之後，剔除填答不全或固定填答取向者，將有效問

卷編碼輸入，少數漏答題項以遺漏值處理，再依據研究目的，以

適當的統計分析，說明如下： 

一、以次數分配、百分比、及 Cochran Q考驗了解受訪學童的

特性，包括學童的性別、居住地區、來園次數、昆蟲館之

使用成效率、昆蟲館之使用滿意度、環境知識、環境態度

的得分。 

 

二、以 t 檢定、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瞭解不同性別、居住地區、

來園次數之學童在昆蟲館的使用成效率及使用滿意度之差

異情形。 

 

三、以 t 檢定、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瞭解不同性別、居住地區、

來園次數的學童，在環境知識及環境態度得分的差異情形。 

 

四、以 t 檢定與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探討不同使用成效率及使用

滿意度的學童，在環境知識與環境態度得分的差異情形。 

 

五、以項目分析探討問卷預試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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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探究學童在環境態度不同構面的得

分差異。 

 

貳、質的分析部分 

研究者在半結構訪談完成後，立即摘錄訪談重點，併同訪談逐

字稿進行質化資料的整理與分析，並在之後進行更深入的類屬分

析，分述詳細步驟如下。 

一、資料整理與分析 

在訪談的逐字稿及重點摘錄完成後，研究者逐步進行下列

四項資料整理分析的階段，分別為閱讀原始資料、登錄、尋找

「本土概念」及建立編碼與歸檔系統。 

 

（一）閱讀原始資料 

如 Lofland（1971）所述，在閱讀原始資料的時候，除了向

資料「投降」，我們還要向自己與資料互動的過程中產生的感覺

和體悟「投降」。在閱讀三位志工的訪談稿及摘錄重點時，除了

深刻體驗本身對於資料的反應外，研究者並自覺本身在動物園

的工作背景及研究身份將影響對於這些資料的理解。接著，在

閱讀的過程中，研究者試圖在語言、語義、語境、主題、內容

及符號學等層面尋找資料的意義。 

 

（二）登錄 

登錄是一個將蒐集的資料打散，賦予概念和意義，然後再

以新的方式重新組合在一起的操作化過程（陳向明，2002）。在

登錄階段，研究者根據志工訪談的資料特性選擇了思考單位

（thought unit），並同步觀察思考單位的結構、出現的頻率、發

生原因、同步出現的其他單位、發展進程及造成結果為何。確

認思考單位之後，即進行設碼。登錄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具體

的工作是找到對本研究問題有意義的登錄碼號（code）。碼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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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是資料分析中最基礎的意義單位，是資料分析大廈中最小

的磚瓦（陳向明，2002）。 

 

（三）尋找本土概念 

在登錄完畢之後，研究者接續在資料中尋找受訪者的本土

概念。「本土概念」係指被研究者經常使用的、用來表達他們自

己看世界的方式的概念。即使一個概念在研究者看來「非常平

常」，但是只要這個概念對於被研究者來說具有一定的意義，就

可以被認為是他們的本土概念（陳向明，2002）。 

 

（四）建立編碼及歸檔系統 

在這個階段中，研究者將志工之訪談資料登錄的碼號系統

性的按一定的分類組合起來，以反映資料濃縮後的意義分部及

相互關係。 

 

二、類屬分析 

由於本研究係根據一定的主題對特定群眾進行訪談，目的

為蒐集有關該主題的相關概念或意見，故在資料的整理和分析

上採類屬分析。「類屬分析」係指在資料中尋找反覆出現的現象

以及可以解釋這些現象的重要概念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中，

具有相同屬性的資料被歸入同一類別，並且以一定的概念命

名。類屬的屬性包括組成類屬的要素、內部的形成結構、形成

類屬的原因、類屬的發揮作用等。 

 

參、整體分析 

本研究結合質與量的研究方法，在研究設計上的結合方式

Maxwell 分類中整體式結合的順序設計。不同於以往「主從式結合」，

以一種方法為主，另一種方法為輔的質量研究結合方式，順序設計

係在一整體設計中將質與量的研究方法各自完整的結合起來。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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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為使用一種方法，然後再使用一種方法，兩種方法的使用存在

一個前後順序；此外，這兩種方法還可以在時序上往返循環使用，

使研究問題能不斷深化，各自的結果得到相互補充與澄清（陳向明，

2002）。 

本研究先就四年級學生進行量化的問卷調查，蒐集研究目的所

需的基礎資料，再根據基礎資料不足及可深入探討的部份，進行隨

行志工的半結構訪談，獲得可補充與澄清研究目的的質化資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