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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隨著環境議題全球化，環境教育成為各國教育焦點，我國在環

境教育法草案提出後，擁有教育資源的環境教育設施成為重要教學

據點，動物園以豐富的動植物及微觀生態系統，成為可實施教育課

程的自然場域及專業的教育設施，就學校教學而言，動物園如能發

揮環境教育功能，將成為戶外環境教育的有效教學資源，得以使參

訪學生在環境知識或環境態度上提升，本研究因而選取臺北市立動

物園為研究場域。 

由於過去相關研究多僅止於探討個人背景變項與學習成效間的

關係，造成使用狀況與學習成效的關係的研究付之闕如，研究結果

也因涉及較難改變的個人背景而無從據以規畫積極的行動方案，故

本研究希望藉由暸解國小學童使用臺北市立動物園昆蟲館的使用成

效率、使用滿意度、環境知識學習成效及環境態度學習成效，並探

求學童的性別、來園次數、居住地區、使用成效率及使用滿意度不

同時，是否造成其環境知識及環境態度學習成效的差異，同時探究

個人背景變項、設施使用狀況及學習成效三者之間的關係。 

本論文之研究方法分為二部份：1.以班級為單位，隨機抽樣參

加臺北市立動物園校外教學之國小四年級學生共 1200 位為研究對

象，藉由施以問卷調查瞭解學童在昆蟲館的使用成效率、使用滿意

度、環境知識學習成效、環境態度學習成效及個人背景資料（性別、

來園次數與居住地區）。2.立意取樣三位資深隨行志工進行半結構訪

談，以了解學童在使用昆蟲館設施的現場情形。資料分析上，主要

採用了描述性分析、次數百分比統計、t 檢定、Cochran Q 考驗及

ANOVA 變異數分析等統計方法。本章依據第四章的研究結果，並結

合第二章之文獻整理作成結論，進而提供建議作為國內環境教育機

構及臺北市立動物園相關研究及實際規劃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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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結論 
 

壹、臺北市立動物園之參訪學童普及度高及具重複參訪之特質。  

以參與學童的背景變項探究臺北市立動物園遊客特質發

現，除了此次校外教學，有高達 98.3％的學童造訪過臺北市立

動物園，顯示該園遊客普及度高；其中，第二次來園者占 10.21

％，第三次來園者占 10.89％，第四次（含以上）來園者比例最

高，為 69.1％；相較機構性質及地點相近的環境教育設施之相

關研究，如陳仕泓（2004）就參訪關渡自然中心的國小學童調

查，學童多為初次來訪，占 81.6％；顯示就國小學童而言，臺

北市立動物園係其相當喜歡參觀的地點，且具重複造訪的吸引

力，呈現臺北市立動物園環境教育方案參與者具有多次重複造

訪之特質。 

 

貳、昆蟲館使用成效率高的環境教育設施具有內容生活化、展示媒

體多元化、展示媒體功能與活體互補、設立位置明顯及展示手

法具互動性之特質。 

經調查參訪學童，臺北市立動物園昆蟲館內使用成效率排

名前 25％之設施依序分別是「（12）蝴蝶王國」，占 85.29％；其

次為「（03）昆蟲的身體」及「（02）各式各樣的昆蟲」分別占

83.19％與 82.63％；排序第四為「（07）昆蟲的一生」占 80.64％；

排序第五為「（21）蠶」，占 76.99％；其次為「（01）昆蟲的起

源和演化」及「（04）昆蟲的腳」，均占 73.45％。 

綜合分析文獻探討之設施展示分類、前揭設施特性及志工

訪談結果，使用成效率高的設施具有以下特性： 

一、設施內容生活化 

「（12）蝴蝶王國」以臺灣蝴蝶王國及蝴蝶飼育為內容題材，

使學童與自身的生長環境及生活經驗結合，另「（21）蠶」的

主題亦引起多數有飼養蠶經驗的學童共鳴，因而設施內容與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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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生活有所聯結是使用成效率高的設施特性。 

二、展示媒體多元化 

「（12）蝴蝶王國」呈現了豐富的蝶種活體，「（03）昆蟲的

身體」則以超大型氣動模型模擬演示昆蟲頭、胸及腹，「（02）

各式各樣的昆蟲」、「（07）昆蟲的一生」及「（01）昆蟲的起源

和演化」則綜合組合了輸出、動畫影片、標本及體驗裝置等多

樣展示媒體，媒體的多樣化易引起參訪學童使用動機；整體而

言，前揭展示至少都運用了至少 4種以上的展示媒體。 

 

三、設立位置明顯且有初始效應 

「（12）蝴蝶王國」、「（03）昆蟲的身體」、「（01）昆蟲的起

源和演化」、及「（02）各式各樣的昆蟲」均位於昆蟲館的序幕

展示廳，且除了「（21）蠶」及「（04）昆蟲的腳」之外，其餘

皆位於遊客動線前端，顯示展示位置所造成的初始效應對於遊

客的學習效果具有關連。 

 

四、展示手法具互動性 

「（02）各式各樣的昆蟲」、「（07）昆蟲的一生」及「（01）

昆蟲的起源和演化」使用了互動的展示手法，如觸碰式螢幕、

體驗式裝置等，互動型的訊息傳遞讓學童有意願停駐較長時

間。 

 

五、展示媒體設計與活體功能互補 

此外，使用成效率高的設施項目，其展示媒體多用於活體

無法表現的層面，包括放大細微的昆蟲構造，或以影片呈現國

內看不到的特殊昆蟲、無法以活體呈現的羽化及蠶吐絲作繭的

過程，與活體有互補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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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昆蟲館使用成效率低的設施導因於展示媒體變化少、展示手法

缺乏互動性、輔助說明不足、位置不佳的狀況。 

經調查參訪學童，臺北市立動物園昆蟲館內使用成效率排

名後 25％的設 施依序為「（20）好奇心的先驅者」、「（26）昆蟲

是卓越的建築師」分別占 39.60％及 40.15％；排序第三低者包

括「（25）自然界的清潔工」、「（27）以蟲治蟲」及「（10）藉由

發光來傳達訊息」，分別占 45.80％、46.02％及 46.35％；排序第

四低者為「（08）由昆蟲延伸出來的世界」，占 49.67％；排序第

五低者為「（14）昆蟲所擁有的超能力」，占 50.88％。     

綜合分析文獻探討之設施展示分類、前揭設施特性及志工

訪談結果，使用成效率低的設施具有以下特性： 

 

一、展示媒體變化少 

「（20）好奇心的先驅者」、「（26）昆蟲是卓越的建築師」、「（25）

自然界的清潔工」、「（27）以蟲治蟲」、「（10）藉由發光來傳達

訊息」及「（14）昆蟲所擁有的超能力」之展示媒體採用多採解

說圖板及模型呈現，且解說圖板使用量高，致使學童的使用意

願低。 

 

二、展示手法缺乏互動 

「（20）好奇心的先驅者」、「（26）昆蟲是卓越的建築師」、

「（25）自然界的清潔工」、「（27）以蟲治蟲」、「（10）藉由發

光來傳達訊息」及「（14）昆蟲所擁有的超能力」採用了輸出

及標本或模型靜態展示單向地傳遞展示訊息，缺乏促發學童互

動的設計。 

 

三、設施輔助說明不足 

「（19）土壤中昆蟲的觀察」設計了啟發式的體驗設施，然

而依據志工的觀察，因輔助說明不足，學童使用時並無法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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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設計的用意，無法達到學習成效。   

 

四、設立位置在動線末端或不明顯處 

「（20）好奇心的先驅者」位於參觀動線末端且該展示區域

偏僻，造成使用成效率偏低，「（26）昆蟲是卓越的建築師」及

「（14）昆蟲所擁有的超能力」位於館內樑柱旁，易被誤認為

館內背景裝飾而被忽略，「（27）以蟲治蟲」展示區域狹小且位

於遊客通道上，人潮多時學童不易停留觀看。 

 

肆、位於昆蟲館遊客動線前端展示區的設施較後端展示區設施具較

高使用成效率，顯示遊客閱聽量有限。 

        昆蟲館分為四個展示區，分別為昆蟲館大廳、溫室生態展

示區、網室生態展示區及昆蟲未來館，研究者以各區在遊客動

線上出現之先後順序檢視昆蟲館環境教育設施的個別使用成效

率，發現各展示區隨著遊客動線變動，昆蟲館大廳的使用成效

率為 71.04％，溫室生態展示區的使用成效率為 72.01％，網室

生態展示區的使用成效率為 62.94％，昆蟲未來館的使用成效率

為 55.84％；顯示各區使用成效率會隨著遊客動線延伸而遞減，

同步顯示遊客的閱聽量有限，因而越靠近動線末端的展示，其

使用成效率越低。 

 

伍、昆蟲館內 60.83％的環境教育設施具學習成效，居住地區會造成

使用成效率差異，另使用成效率隨來園次數遞增。 

使用成效率方面，學童的使用成效率為 60.83％，意即參觀

學童認為昆蟲館內 60.83％的環境教育設施對其而言具有學習

成效。就性別而言，學童在使用成效率上，並不因為性別而有

顯著差異，這與多數先前的研究結果相符（黃瓊慧，2003；廖

敏琪，2005）。在居住地區部分，居住中山區學童的使用成效率

得分明顯的比萬華區來得低分，推論係由於中山區類似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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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資源豐富，學童使用此類設施的機會較多，因而造成本館

設施對其較不具吸引力。另以使用成效平均值 18.25 分檢視各區

學童使用情形發現，松山區、大同區、 中正區、萬華區、文山

區及臺北縣的使用成效得分高於平均值；北投區、士林區、內

湖區、中山區、大安區、信義區、南港區的使用成效得分低於

平均值；顯示居住於不同地區之學童在使用成效上仍有差異。

來園次數部份，使用成效率自學童第二次來園之後，有遞增之

現象，顯示來園次數越多，學童使用設施之意願及學習效能越

高。 

 

陸、學童之使用滿意度為「滿意」，且隨來園次數遞增，惟在學童來

園第四次後，使用滿意度因環境教育構面不足呈現邊際效應。 

使用滿意度方面，學童的平均得分為 1.86，對照滿意度量

表屬於「滿意」的程度，平均來說，來訪學童對於昆蟲館內的

設施持「滿意」的態度；整體而言，填答「非常滿意」的遊客

最多，占 43.52％；加總填答「普通」、「滿意」及「非常滿意」

之人數百分比，共占了 96.68％。就學童的背景變項觀察，性別

不造成學童使用滿意度的差異，代表昆蟲館設施設計上無性別

偏好；以學童居住區域分析，雖然居住於不同區域的學童並無

使用滿意度上的顯著差異，但由分區平均值來看，士林區、內

湖區、松山區、大安區、中正區及文山區的使用滿意度高於平

均值，而北投區、中山區、大同區、信義區、南港區、萬華區

及臺北縣的使用滿意度低於平均值，顯示居住於不同地區的學

童在使用滿意度上仍有差距；來園次數方面，使用滿意度隨來

園次數遞增，然而自學童來園二次以上時，使用滿意度反逐漸

遞減，顯示使用滿意度的邊際效應，探究其原因有二，動物園

的環境教育功能僅涵括環境知識及環境態度構面，且此二構面

上亦非涵蓋所有的指標，環境知識僅涵蓋了「生態學知識」及

部分的「環境議題知識」，而環境態度僅包括了「自然生態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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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環境倫理」，因而未涵蓋的構面或指標使得學童的滿意度有

其限制，另一原因係動物園在環境教育上尚未創造出遊客期待

的新需求，致使既有需求達滿足上限時，遊客使用滿意度不再

有成長空間。 

 

柒、設施的使用成效率越高，學童對該設施欲傳遞的環境教育知識

學習成效越佳。 

多數受訪學童使用過且認為具有學習成效之設施項目，也

就是獲得較高使用成效率的設施，檢視以該設施所欲傳達的知

識內容編製成的問卷題目，發現該題目多有較高的答題正確

率。使用成效率最高的「（12）蝴蝶王國」，其答題正確率占 88.80

％，為答題正確率最高的題目；使用成效率次高者為「（03）昆

蟲的身體」，其答題正確率亦為所有題目中次高，占 88.70％。 

而使用成效率低的設施，檢視以該設施所欲傳達的環境知

識內容編製的問卷題目，亦發現該題目呈現低答題正確率。例

如第 18 題「白蟻必須依靠本身利用其社會組織給蟻巢保持適當

的溫度與濕度。」，答題正確率為排名第五低者，占 79.20％，

對應其設施使用成效率為 40.15％；第 8題「食糞性昆蟲是生態

循環的重要角色之一，也跟人類生活息息相關。」，答題正確率

排序第三低，占 72.90％，對照其使用成效率為 45.80％；第 9

題「所謂的生物防治是利用害蟲的天敵來進行防治工作。」，答

題正確率為 68.90％，為所有題目答題正確率最低者，其使用成

效率亦為排名第三低者，占 46.02％；第 10 題「螢火蟲幼蟲無

法存活於受污染的水質，所以螢火蟲可以說是河川棲地是否受

污染的指標。」，答題正確率為第四低，占 75.80％，使用成效

率為排名第三低者，占 46.35％，該項設施對應的環境知識題目

為。因此，學童使用成效率低的項目，其在環境知識的傳遞上，

學童對應的學習成效也較差。故具吸引學童使用或瞭解的設

施，才有利於有效地傳達設施本身蘊涵的教育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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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學童環境知識答題正確率高，居住地區造成環境知識學習成效

差異，來園次數越多的學童，其環境知識的學習成效越佳。 

受試學童在環境知識的平均答題正確率為 66.40％，顯示對

於昆蟲館欲傳達的環境知識內容可正確理解到 66.40％，而在學

童個人背景變項部份，男女學童在環境知識得分上並沒有顯著

差異，比照先前相關研究，推論男女學生近年來在環境知識的

學習機會及資源趨近相等；居住地區部分，居住中山區學童在

環境知識得分上（9.82 分）顯著低於居住大安區（14.44 分）、

文山區（14.07 分）及臺北縣（14.48 分）的學童，其餘區域兩

兩間並沒有顯著不同，然而中山區環境教育資源豐富，推論應

是抽取樣本數過低造成偏差，整體而言，學童環境知識得分高

於整體平均值的地區有大安區、信義區、南港區、文山區及臺

北縣，而學童環境知識低於整體平均值的地區包括北投區、士

林區、內湖區、松山區、中山區、大同區、中正區及萬華區，

顯示居住於不同區域之學童在環境知識上仍有差距。來園次數

部份，來園四次以上之學童的環境知識得分顯著高於第一次來

的學童，且環境知識平均得分隨來園次數遞增，顯示來園次數

對學童的環境知識有所影響，來園次數越多的學生，環境知識

的學習成效越佳。 

 

玖、學童環境態度為「同意」，學童來園次數與環境態度得分成正比，

然因構面不足有造成環境態度得分呈現邊際效應。 

學童在環境態度得分的平均得分為 3.51 分，意即其參觀昆

蟲館後的環境態度屬於正向的同意；而論及學童個人背景變

項，男女學童在環境態度得分上並沒有顯著差異，這與 2002年

後的國內研究結果相符，代表男女學童在自然環境活動的接觸

體驗趨於相近。居住地區部分，居住地區不同之學童在環境態

度得分上並無顯著差異，然以環境態度平均得分檢視發現，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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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學童的環境態度得分高於整體平均值的地區有北投區、中山

區、大同區、中正區、南港區、萬華區及臺北縣，而學童的環

境態度得分低於整體平均值的地區包括士林區、內湖區、松山

區、大安區、信義區及文山區，顯示居住不同地區學童在環境

態度上仍有差距。就先前研究結果檢視，環境態度的顯著差異

多發現於城鄉之間，由此而知臺北市在環境教育的教學或資源

上，各區尚稱均衡。 

而檢視來園次數，由第一次至第三次來園學童之環境態度

得分成遞增趨勢，然第四次來園（含以上）學童之得分驟減，

顯示臺北市立動物園雖具環境態度教育功能，但由於內容並無

涵蓋完整環境態度構面，僅包括了「自然生態保育」及「環境

倫理」，而尚無「資源回收」及「污染防治」構面，造成遊客在

環境態度廣度的需求無法滿足，本項環境態度得分呈現先遞增

後驟減之情形。 

 

拾、使用成效率及滿意度越高的學童，在環境知識及環境態度上均

有較佳的學習效果。 

本研究結果發現，高使用成效組的環境知識得分顯著高於

低使用成效組，高使用成效組之環境知識得分亦顯著高於中使

用成效組，顯示使用成效率高低影響環境知識得分；此外，高

使用成效組分別比低使用成效組與中使用成效組都有顯著正向

的態度；由此可知，展示的使用成效率高低影響學童在環境態

度上的學習成效。 

在使用滿意度部分，高使用滿意度組的環境知識得分顯著

高於低使用滿意度，顯示學童對於環境教育設施的使用滿意度

會影響其學習成效。使用滿意度越高的學童，其環境知識的學

習成效越佳。而在環境態度部分，高使用滿意度組的環境態度

得分顯著高於低使用滿意度組，推論使用滿意度越高的學童，

其在環境態度的學習成效越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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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研究者針對前揭文獻探討、研究結論及綜合討論之結果，提出下

列九點建議。 

壹、環境教育設施首應提升使用成效率，以促進學習成效，進而藉

由發展完整的環境教育構面，避免使用滿意度及學習成效的邊

際效應。 

本篇論文以臺北市立動物園為研究場域，係因環境教育設

施的七項分類中，臺北市立動物園除本質為社教機構外，兼具

了自然保護區的功能、自然教育中心的系統架構及水土保持教

室的教育功能；該園具有前揭分類的四種特性，係屬相當具代

表性的環境教育設施，因而研究成果可供各類環境教育設施參

考。本研究發現環境教育設施之使用成效率及使用滿意度越

高，其傳遞環境知識或環境態度的教育功能越佳，因此規劃提

高遊客的使用成效率及使用滿意度是重要前提。另外，在提升

遊客的參訪率後，應避免使用滿意度及環境態度的邊際效應，

本研究發現來園四次以上的遊客，在使用滿意度及環境態度得

分上產生邊際效應，原來隨來園次數遞增的趨勢驟降，導因於

環境教育的構面及指標不足，使得遊客在既有構面滿意度或學

習成效達一定程度後，產生邊際效果。因此，提升遊客的參訪

率及使用成效率之後，完整的環境教育構面是持續提升遊客使

用滿意度及環境教育成效的重要課題，環境教育設施應由基礎

的環境知識面向延伸至環境態度及環境行為層面，甚或創造出

新的環境教育需求，俾使遊客藉由重複的參訪能深化其環境教

育學習層面。 

 

貳、臺北市立動物園具發展環境教育之利基，建議以昆蟲館為全園

的啟動點及參考模式，策略地持續發展其他適合館區。 

受訪學童在臺北市立動物園的重複造訪率高達 98.3％，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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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蟲館整體設施平均感到滿意，學童認為使用過且具有學習成效

的館內設施占 60.83％；此外，研究者發現學童參觀昆蟲館後，

環境教育之學習成效頗佳，檢視環境知識題項平均答題正確率為

66.40％，環境態度亦平均傾向為正面的同意。綜上所述，臺北市

立動物園無論在遊客造訪率、設施使用成效、遊客使用滿意度及

環境教育功能上，均顯示該園具有成為環境教育設施的發展利

基。因此，園方在規劃時將昆蟲館定位為環境教育中心證實是有

助於動物園成為獨特的教學資源。故研究者建議園方能進一步以

昆蟲館為啟動點，並以該館作為全園的參照點，將環境教育中心

的營運理念推展至園內適合的館區，類似館區以具有室內空間者

較佳，以利各式的設施媒體建置及規劃多元的教育形式，且遊客

停留時間較長且不易受天候影響。 

綜觀全園，諸如以生物多樣性為基礎的教育中心，或近年因

保育繁殖專家群關注兩棲類而益顯重要的兩棲爬蟲館，甚或將興

建的水族館均是可考量的適宜館區，而園方可依遊客動線及各館

關注的環境教育議題做整體的環境教育中心策略規劃，進而增進

其作為戶外環境教育教學資源的功能。 

 

参、昆蟲館環境教育設施應朝向內容生活化、展示媒體多元化、展示

媒體功能與活體互補及展示手法互動化的方向設計。 

      本研究發現昆蟲館內使用成效率高的設施項目，對應的環境

知識問卷題項上多獲得較高的答題正確率，而觀察這些能吸引學

童使用的設施特色，包括了內容題材生活化、展示媒體多元化、

展示媒體功能與活體互補、放置地點佳及呈現的展示手法為體驗

或互動操作，因此建議園方未來的環境教育設施設計能朝這幾個

方向進行。首先，設施內容題材較貼近學童生活經驗者，多能引

起較高的反應，且有較佳學習成效，受訪志工也提出與生活相關

或學生近期的課程結合之設施，能使學童有較佳的學習成效，建

議未來園方在取材時，能調查學生與昆蟲相關的生活經驗及四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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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可配合的課程項目，以呈現能吸引學童使用的設施內容。 

      在展示媒體方面，設施具多元的展示媒體組合及與活體功能

互補的展示媒體，能吸引較多的學童使用，因此展示媒體可朝此

方向進行；另互動式或體驗式的操作設施在問卷調查發現有較高

的使用成效率，然而此類設施雖可避免因平面輸出過多造成遊客

的使用疲乏，但在志工訪談時發現，增設時仍需注意其是否容易

維護及如何輔助遊客使用才能達到教學目的。 

      在改善置放地點部分，研究者發現使用成效率高的設施項目

多放置於動線前端，或有關聯的展示區附近藉由重複出現加強印

象，故建議園方可對於設施項目的關連性及遊客動線作整體規

劃，相關的設施項目可做序列規劃，而館內的核心概念可放置於

序幕展示區，以收其初始效應之效。 

 

肆、昆蟲館環境教育設施應避免大量的平面輸出、過多的文字內容，

並加強輔助說明並注意損壞率及置放地點。 

反觀使用成效率低的設施多因展示媒體單一，如平面輸出或

大量的文字，而設施輔助說明不足、損壞或缺乏互動操作功能造

成遊客動機減弱。展示媒體單一的部分，多為呈現大量的平面輸

出或過多的文字，建議園方能精簡傳遞資料或改由語音或影片等

不同管道變換呈現，以避免遊客使用疲乏，而無法達到當初設計

的教學目的。另本研究發現缺乏輔助說明或說明不完整的項目，

會造成該組設施學習成效偏低，檢視昆蟲館展示規劃書，每項設

施均有專業規劃的教育背景，但部份設施在現場的輔助說明不

足，使學童無法體驗到設施背後設計的功能，十分可惜。建議園

方再深入觀察遊客的實際使用行為，依據實際使用時的需求，補

強設施的使用說明。 

此外，園內因龐大遊客量造成的高損壞率也是降低昆蟲館使

用及學習成效的原因，往往來自過度或不當使用，建議園方在設

施設計時採用較不易損壞的材質並同步尋求其他維護費財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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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低館內的設施損壞率；而在置放位置部分，靠近樑柱位置、較

偏僻的角落、及人潮擁擠的動線通道上，建議避免設置環境教育

設施，可將上述位置改為休憩區域或工作作業區，防止在此處的

設施被遊客忽略或因無法長時間停留而無法發揮其教育功能。 

 

伍、由於遊客閱聽量有限，建議園方先行估算期待的使用成效率，進

而有效規劃環境教育設施空間用途。 

本研究發現使用成效率排名前 25％之設施多位於遊客動線

前端，即序幕展示區附近，而排名後 25％的設施則多位於遊客動

線後端，係昆蟲未來館內，本現象出了顯示展示的初始效應外，

亦呈現遊客的閱聽量有限，因此使用成效率隨著參觀時間增加而

下降，建議以園方期待的使用成效率估算出遊客理想的閱聽量，

假定昆蟲館大廳之平均使用成效率係園方期待的使用成效率，即

可設定 20 項設施為遊客在本館的最大閱聽量，將其他設施建置

成本轉換成更新或維護設施的費用，可使設施的成本效益最大

化。遊客動線末段之昆蟲未來館建議朝向活動場地、媒體視聽中

心等非靜態展示之空間設計，以避免因遊客學習量飽和造成館內

設施使用成效率過低之情形。 

 

陸、建議園方延伸設施內容的環境教育構面及指標，以提升遊客的使

用成效率、使用滿意度及環境態度成效，並可避免使用狀況及學

習成效的邊際效應。 

     問卷調查結果發現，學童的使用滿意度及環境態度在其來

園四次以上時呈現出邊際效應，而原因係館內設施在環境教育構

面及指標上尚未完整，目前僅涵蓋部分的環境知識及環境態度指

標，且缺乏環境行為構面，致使遊客來園達一定次數後，因更深

度或更廣泛的環境教育需求無法被滿足，而產生邊際效應。就環

境知識構面而言，昆蟲館的設施多聚焦於「生態學知識」及少數

的「環境議題」，建議在未來考量增加「環境科學知識」及「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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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議題」面向，另在環境態度構面該館著重於「自然生態保育」，

建議可再增加「污染防治」指標，而環境行為構面目前尚無任何

指標轉化於該館設施，建議可增加展示在環境行為的呈現，進而

使遊客吸收環境知識及環境態度後，再深化其環境教育面向至環

境行為。 

 

柒、學童居住地區影響其使用成效率及學習成效，建議園方在規劃環

境教育方案時，應考量較不利學習的地區的學童，輔以行前說明

或補充資料。 

學童的居住地區對於其使用狀況及學習成效仍有影響，檢視

在使用成效率、使用滿意度、環境知識及環境態度在平均值以下

的地區分類如下： 

一、使用成效率、使用滿意度、環境知識及環境態度均在平均值

以下之學童居住地區：居住於中山區的學童在前揭變項均位

於平均值以下。 

 

二、使用成效率、環境知識及環境態度（或環境知識）均在平均

值以下之學童居住地區：居住於北投區及信義區的學童在前

揭變項均位於平均值以下。 

 

三、使用滿意度、環境知識及環境態度均在平均值以下之學童居 

住地區：居住於士林區及內湖區的學童在前揭變項均位於

平均值以下。 

 

四、使用成效率及使用滿意度均在平均值以下之學童居住地區： 

居住於信義區及南港區的學童在前揭變項均位於平均值以 

下。 

 

    五、環境知識及環境態度均在平均值以下之學童居住地區：居住 



 147

於士林、內湖及松山區的學童在前揭變項均位於平均值以下。 

 

對於來自於前述居住地區的學童，建議園方對於居住在使用

成效率及使用滿意度偏低地區的學童，提供更多的行前解說，鼓

勵學童及教師增加使用設施的次數，並經由解說能藉由操作設施

獲得正確的教育訊息，另外，藉由行前資訊園方與校方的互動，

可進一步了解該地區使用滿意度偏低的原因。而對於居住於環境

知識及環境態度偏低的學童，建議定期提供該區教師園方辦理環

境教育研習營的資訊，持續增進教師在參觀前後對於該次校外教

學環境教育的教學能力。    

 

捌、園方未來可將館內設施納入學習單內容或作為志工導覽時的駐站

教具，以增進遊客使用動機及次數，進而增加環境教育學習成效。 

本研究發現使用設施次數越高的設施項目，對應的環境知識

題項答題正確率越高，而使用館內較多設施的學童，無論在環境

知識或環境態度的學習成效上，均較使用設施次數低的學童佳。

因此，建議園方將館內設施的操作納入學習單、校外教學解說或

團體導覽的內容，以增進遊客使用機會，並刺激遊客使用意願，

進而可以提升對遊客實施環境教育的成效。目前園內使用的學習

單為自導式學習單，學童或團體在志工導覽後，自行依照該學習

單確認各館學習到的知識，研究者建議將館內相關主題設施的內

涵、位置及操作說明整合至學習單內容，俾學童在使用學習單時

即可同步正確的使用館內設施，並自行檢視其學習成效。而在園

內的校外教學解說及團體導覽部分，因以志工解說為主，因此教

育內容較複雜或深入的設施可設計為志工駐站教具，由其示範操

作並作解說，可免去志工攜帶教具的負擔，並可有效地藉由受過

訓練的志工為遊客解說較複雜的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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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為因應遊客重複來園特性，建議園方可縮短昆蟲館內的展示更換

期至半年或每季，並擴增可短期展示空間。 

本研究在調查受訪學童的來園次數時發現，受訪學童多造訪

過臺北市立動物園，比率高達 98.3％，且來過四次以上者為 69.14

％，係其中比例最高者。由此顯示臺北市立動物園之遊客具有重

複造訪性質，而且重複造訪次數高。根據此特性，園方可在設施

更換頻率及主題呈現方式上做調整，以更精確的因應此類遊客。

設施更換頻率部分，園方在成本與人力的考量下，約半年更換一

次特展，然而以遊客重複造訪率看來，建議可縮短特展更換期為

3 至 4 個月更換一次，或是擴增可定期換展的區域，以滿足重複

造訪的遊客需求，並增進潛在的重複造訪群。而在設施的主題

上，單一主題可調整成好幾個子展示分期呈現，重覆造訪的遊客

可以分次瞭解該主題的各面向，同時展示也毋須為了一次釋出所

有內容而採用大量的文字輸出，進而造成使用設施反應率低的現

象。而在技巧上，可藉由闖關學習單或具有接續功能的 

活動促使遊客有不斷來園的意願，如集滿一年四季特展的學

習單可參加抽獎或獲得贈品，也進而引導遊客對同一主題做連續

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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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壹、研究場域方面 

一、國內其他環境教育設施 

臺灣目前的環境教育設施包括 52 所社教機構、自然保護

區、15 處自然中心、水土保持教室及森林遊樂區等，各類環境

教育設施之最適使用者、環境教育功能及可配套的教育資源為

何，目前相關研究仍缺乏，僅在保護區、自然中心及國家公園

有較完整的環境教育成效研究進行，故建議後續研究可朝此方

向進行，進而可提供環境教育需求者較明確的選擇資訊。 

 

二、國外具環境教育功能的動物園 

動物園在環境教育中有其獨特功能，如生態系的微觀展示

及生物多樣性的議題呈現等，然而在國內的大型動物園不多，

故個案比較上實屬不易，建議後續研究可針對國外教育面向發

展成熟的動物園進行比較，如紐約的 Bronx Zoo 等，可探究不同

動物園在環境教育上的差異及可借鏡之處。 

 

貳、研究對象方面 

一、國小中低年級學童 

由於本次研究對象僅有國小四年級學童，而就「知性一日

遊」校外教學方案進行研究，探究過程中志工及環境教育學者

多表示現今同學齡學生在學習能力與早期相差甚大，因而建議

後續研究可進一步就國小中低年齡學童探討，是否動物園之最

適學齡須再調整以符合今日學童的能力狀況。 

 

二、國小四年級教師 

就臺北市而言，國小四年級教師必須在該學年帶學生來動

物園進行校外教學，部分教師會將自然與科學領域課程與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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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教學結合，然而教師對動物園的配套教學需求並無完整調查

文獻，建議後續研究能朝此方向進行，以增進動物園對於國小

教學的戶外環境教育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