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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了探討體驗課程對於生態教育之成效，本研究利用問卷調查，探討遊

客參與休閒農場的生態體驗課程後，對於課程設計、生態知識及生態保育態

度的成效，分析不同背景群組間是否有顯著的差異。問卷共分為生態課程設

計滿意度、生態知識及生態保育態度等三構面 25 題問項，計分方式採用李

克特式 5 點量表。問卷共發放 300 份，回收 273 份問卷，有效問卷 228 份。

資料分析則採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經分析後，

發現多數問項之分數介於滿意及非常滿意之間，不同背景群組之間，對於大

多數的問項沒有顯著差異。但有少數題目，對於教育程度低、年齡小及受入

少之組群之得分較低，且與其他背景群組，具有顯著性之差異。究其原因，

是因為問卷設計時，未能區分成年人及小孩，以致於國中以下之小孩，未能

理解題意，因此在選答時呈現趨中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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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A Case Study of Experiencing Activities in 

Ecological Leisure Farm 

Shiu-Yu,Kao

  Hua-Sheng, Kao

a  

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ecological education effectiveness of 

experiencing activities in an ecological leisure farm, the study utilized 

questionnaire surveies to analyze the effectiveness of customer satisfaction, 

ecological knowledge 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ttitude after tourists 

participated in the course of parent-child ecological experience at the leisure 

farm. The ststistical test was adopted to analyze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ithin 

different backgrounds such as education, age and monthly salary in the study. 

The questionnaire was divided into three questions: ecology curriculum design 

satisfaction, ecological knowledge 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ttitude. All total 

of 30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nd 273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and 

228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Data analyses were based on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and single factor variance analysis. After 

analysis, the results reveal the score of majority of questions between 

satisfactions and very satisfied.  The most of questions are witho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in different background groups. However, there are a few 

questions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in the groups of low level of education, 

young age and less salary. The reason due to the questionnaire failed to 

distinguish between adults and children. The children under junior high school 

failed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questions, so the answer most presented in 

intermediate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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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起源 

隨著動國人休閒旅遊的風氣盛行，利用假日前往主題景點，參加各項文

化、生態體驗活動，成為遊客喜愛的選擇，例如鶯歌陶藝體驗、平溪礦業體

驗、屏東香草美食體驗及社區產業體驗，都是甚受遊客歡迎的活動。而這些

蘊含產業文化知識、高質商品及空間美感，並提供深度體驗服務與活動之產

業，可歸類為創意生活產業，為政府推動文化創意產業之一環。生活創意產

業之內容包含飲食文化體驗、生活教育體驗、自然生態體驗、傢飾時尚體驗、

特定文物體驗及工藝文化體驗等六大主題，此六大主題中，休閒農場在自然

生態體驗，正可扮演重要的角色，透過休閒農場的生態體驗活動，不僅讓遊

客可以親近農場內的生態物種，學習生態特性，滿足遊客對於生態知識的渴

望及認識生態保育的方式。 

1988 年起台灣開始推動休閒農業。由於農業資源多樣，社會需求複雜

化，所以休閒農業的發展呈現多元化的型態。因此 1992 年實施休閒農業輔

導管理辦法，讓符合條件之農地，經申請及審查後，可籌設為休閒農場，並

在休閒農場內建設宿設施、餐飲設施、農產品加工(釀造)廠、農產品與農村

文物展示(售)及教育解說中心、農業體驗設施、生態體驗設施、標示解說設

施、露營設施、休閒步道、環境保護設施、景觀設施及農特產品調理設施，

讓農場由初級產業提昇至以提供農業生產及休閒娛樂的「三級產業」，展現

結合生產、生活及生態三生一體的農業經營模式。因此休閒農場除了進行農

業生產之外，還可兼顧生態平衡與休閒遊憩的功能，滿足國人在休閒遊憩上

的需求（吳美琪，1999；吳忠宏、黃忠成，2000）。此外，學校的學習活動，

若能結合休閒農場的設施，讓休閒農場成為學校延伸的教育場域，學生將從

農場體驗活動中獲得經驗，並思考問題及解決方法，達到「做中學」（杜威

著、姜文閔譯,1992）之目的。 

與生態體驗相關之旅遊方式有自然生態旅遊、社區生態旅遊及私人經營

的生態農場(張瑞光，2009)，其中私人農場因傳統農林漁業發展弱化，因此

開始申請設置休閒農場，例如宜蘭三富休閒農場等，屏東至 2015 年為止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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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26 家休閒農場，然而受限於環境條件與生態資源，並非每一家休閒農

場都標榜生態體驗，其中柚園生態休閒農場以生態體驗與探索活動為主，販

賣的是生態知識，會前來柚園農場之旅客，基本上都是為了參加生態體驗活

動而前來，因此本研究擬以參加該休閒農場生態體驗活動之遊客為研究對

象，分析遊客參與休閒農場規劃的生態體驗活動後，對於增進生態知識與保

育概念之成效。 

柚園生態休閒農場(以下簡稱柚園)位於屏東縣麟洛鄉，為一座私人經營

之生態農場。原是已經放棄耕作之柚子園，但經過數年的環境整理與改造之

後，於 2011 年經政府核准，成為合法經營的休閒農場。園區環境依景觀的

自然程度大致分為三大區塊：農村生活區、自然生產區及生態復育區，分別

展現：過去的農業生活及植物的起源、現在的有機生產及植物與人類的關

係、未來的自然生態及環境復育。由於休閒農場的經營方向，以生態教育為

主軸，所以柚園的環境規劃是按照生態教育內涵而建造的，其設計理念簡述

如下(吳宗憲，2013)： 

 達爾文花園：以植物的演化史作為花園結構，記述植物從古至今的

演化過程，苔蘚、蕨類、裸子植物、到被子植物，接著，因不同環

境的演化，產生多肉植物及水生植物。 

 魔法花園：以兒童為花園的主角，設置魔法教室、花園迷宮及鼴鼠

隧道，栽植視覺、味覺、嗅覺、觸覺、聽覺等體驗的植物，啟發兒

童的五覺。 

 哇蛙渠：收集各種水生植物，同時復育蛙類棲息環境，作為夜晚賞

蛙的地方。 

 神奇樹屋：收集資源回收場可再利用的資材，如廢窗廢門作為樹屋

建造的材料，作為遊戲及食宿體驗的地方。 

 蝴蝶花園：區內廣泛栽種各式蝴蝶食草蜜源，復育蝴蝶棲息繁殖環

境，作為蝴蝶觀察解說的場所。 

 柚香花園：保留所剩的柚子樹，並收集各種柑桔類的果樹盆栽，作

為柑桔類相關產品開發的種源庫，每年三月提供滿園的柚花香。 

 人工溼地：是收集園區暴雨的滯洪池，栽植多樣水生植物，復育溼

地環境及生物。此區也是溼地探索活動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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柚園之硬體建設，大量採用綠色建材、木材、透水性磚、卵石、碎石等

材料，並以自然工法施作，以降低對環境造成之影響，例如將舊有的資材室

加以整修並裝設綠屋頂隔熱，讓舊資材室變身為行政辦公室、解說教室、外

來物種收容站及舊農具展示區。農場內部環境資源，則以環保的思維來考慮

再利用的方式，例如落葉、落果、枯枝之再利用，或處理成堆肥。柚園之體

驗活動則以生態教育及實地探索課程為主，包括生態體驗及環境教育課程、

樹屋體驗、賞螢活動、自然素材 DIY 等，希望透過生態體驗活動，提供遊

客富含環保概念的休閒體驗與生態教育，達到環境保護的示範效果。同時這

些體驗課程中，均利用農場現有的生態資源，提供多樣生物的知識，如親子

賞螢活動時的螢火蟲生態知識介紹、搜尋毛毛蟲、蝴蝶大觀園、各類昆蟲的

介紹、夜行性動物、水中生物觀察等等，使得體驗課程活潑有趣而能吸引遊

客的目光。 

目前重點課程分為下列兩類： 

春夏季夜間賞螢活動：由於台灣螢火蟲棲地環境遭到破壞，因此農場花

了兩年的時間，復育了邊褐端黑螢(Luciola terminalis Olivier)，再加上原有的

台灣窗螢(Pyrocoelia analis)，讓農場出現兩類螢火蟲，每到 3 月至 10 月的夜

間，這兩類螢火蟲在農場內閃爍發光，形成農場的特殊景觀。因此，每年 5

月至 8 月，農場舉行以螢火蟲為主題的「親子生態體驗及賞螢夜宴活動」，

活動時間從中午到夜晚。午後遊客到農場之後，先進行農場導覽，認識各種

動植物，再進行赤腳探索活動，親自體驗各種不同地面如水泥、草地、泥濘

土壤、或水中的不同觸感，並介紹農場的生物對於生存環境的需求。用過晚

餐後，先解說螢火蟲的生態知識、包括外型特點、食性、棲地、幼蟲獵食行

為、消失原因等，最後在暗夜中，實際觀察不同的螢火蟲及尋找螢火蟲寶寶，

並觀察飛翔求偶的奇妙行為。由於很多人都未能親眼目睹螢火蟲，因此願意

參與螢火蟲體驗活動的遊客不少，活動經常額滿。在體驗活動中融入生態知

識與環境保育概念，讓遊客體會生態保育的重要性，也讓螢火蟲的生態及棲

息地的保育知識得以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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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性生態體驗教育活動課程：柚園依據其自然環境條件，設計出蘊含

生態教育意義的體驗活動，期望遊客能從玩樂中獲得生態教育知識，從而培

養出愛護環境的態度，形成生態保育行為。此類課程如例如：樂遊植物大觀

園、溼地動植物搜索、夜間叢林冒險、自然生態遊戲、自然素材 DIY 等探

索活動。另外，柚園也參考國三年級到六年級之自然科學課程，規劃了基本

行程、整合課程及套裝行程，共開發 42 項課程，每一項課程都以體驗的方

式呈現，使小朋友在現今生態環境被大量破壞之下，仍能獲得寶貴的實際參

與經驗，了解保護環境的重要性。同時也舉辦國小學童生態體驗營，以有趣

好玩及自己動手做的概念，讓兒童接觸自然，認識自然，喜愛自然 (吳宗憲，

2013) 。 

雖然研究者在休閒農場試營運初期，即參與各項體驗活動，並瞭解所規

劃課程之內容及教育意涵，但是這些課程與活動都是由經營者所設計，課程

內容是否真的能提供實用的生態知識及培養生態保育的態度，讓遊客在體驗

後，能在生活中實踐環境保育的行動，而達到生態教育的目標，實在值得探

討。此外，蒐集遊客的建言，瞭解遊客的感受與需求，作為改善課程活動的

依據，對於農場而言，也是相當重要的事情。因此本研究擬針對參與柚園生

態休閒農場「親子生態體驗及賞螢夜宴」活動的遊客，進行問卷調查及分析，

探討柚園的生態體驗教育課程與遊客之生態保育態度的相關性。並訂定研究

目的如下： 

一、了解遊客對於柚園休閒農場「親子生態體驗及賞螢夜宴」生態教育

課程設計的滿意情形。 

二、了解遊客參與柚園休閒農場「親子生態體驗及賞螢夜宴」生態教育

課程後獲得生態知識的差異情形。 

三、了解遊客參與柚園休閒農場「親子生態體驗及賞螢夜宴」生態教育

課程後形成生態保育態度的差異情形。 

四、了解不同人口變項對於遊客參與柚園休閒農場「親子生態體驗及賞

螢夜宴」生態教育活動滿意度的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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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四、五十年來，台灣基礎教育的學習方式，採取考試引導教學的模

式， 

二、台灣生態教育之發展與回顧 

一、台灣的生態教育 

由老師於課堂上傳遞知識，學生被動學習 (張玉山 2008)，教學內容偏

重在讀書、寫字及計算等三個層次(吳亭儀，2010)，因此，對於自然科的學

習，偏重在自然知識的記憶，例如認識生物種類及特性，並未討論生物在生

態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與意義。但自 2001 年開時，台灣推動九年一貫教育，

強調「培養學生帶得走的能力」，因此課程的規劃是以學生為學習主題，以

生活經驗的傳授為主，並連結真實生活的情境，希望在學習過程，學生能察

覺到多面向訊息或覺知訊息多面向的意義，並在面對問題時，能作整體而合

理的處理。例如在「認識校園」這個活動主題，不僅只是認識學校的教學環

境，還可以融入校園自然生態知識，例如認識各種植物及其生長環境，與植

物共生的昆蟲生態等，也可將校園植物環境與環境教育連結，例如瞭解植物

具有淨化空氣、消除噪音的功能。甚至也可以融入美學教育，例如觀察校園

建築、幽雅樹林，並進行寫生、拍照、做拓葉的活動，透過體驗方式，感受

校園環境的各項功能。李淑幸(2005) 針對國小三年級學童，設計六個戶外的

自然體驗活動，並融入自然與生活科技、藝術與人文和綜合活動等課程的內

容，便是一個主題設計課程的例子。 

然而，對於生態教育而言，除了學校學習之外，若能藉著參與生態旅遊

活動，將可獲得更好的成效。因為 Hetzet 在 1965 年即呼籲旅遊需對當地文

化、環境帶來最小的衝擊，並給予當地居民最大的經濟效益，因此倡導生態

旅遊(Ecological Tourism) (張瑞光，2009)。因此學生參與生態旅遊，不僅能獲

得生物相關知識，同時學習尊重當地文化，落實環境保育的理念。所以生態

旅遊也成為全球響應的一種觀光發展模式(交通部觀光局，2002）。台灣也在

非政府組織的推動下，規劃各種生態旅遊活動，其中，921 地震災後重建村

落：南投桃米生態村，儼然成為台灣生態教育活動的重要場域(張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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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遊客透過探索與體驗，不僅得到相關動植物知識，也認識環境與生

物之依存關係，了解人類的觀念與態度是生態被破壞的最重要的關鍵，及人

類相對應擔負的責任。因此台灣推動生態教育的歷程，以學習內容而言，已

由之前的記憶背誦，轉化為認識活用；態度的培養上，由漠不關心到積極參

與，並期望每個學生具有發現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以教學場所而言，由學校

教室延伸到社區、甚至整個生態環境。因此整體而言，生態教育是往正的方

向在改善當中。然而，生態教育內涵為何呢?詹榮桂(1999)認為生態教育應包

含三部分：1.介紹生物：如演化的歷史與過程等，王怡今(2005)指出，透過

適當的授課，學生對於生物多樣性的認知將有所提升。陳采綸(2006)則針對

國小六年級學童實施「海洋生物多樣性」之教學，並指出學生在海洋生物多

樣性之潮間帶知識、保育態度和保育行為等方面均有所提升，而且 80﹪以

上的學生願意再參加親近海洋潮間帶生物的活動。2.描述環境：包含物理環

境、化學環境和生物環境。王進龍(2004)對國小一到六年級學生，利用昆蟲

進行環境教育教學研究，結果顯示昆蟲模組教學確實能提升學生之環境教育

內涵。學生對於模組教學有很高的喜好且也自認收穫很多。3.建立與解釋生

物與環境間的關係：例如棲地結構等條件的複雜性與穩定性，及其他因素對

魚類族群的影響。程柏璋(2005)實施外來種生物課程時，國小五年級實驗組

學童的「生態保育知識」、「生態保育態度」及「生態保育行為」表現高於只

接受課本教學的學童，有利於建立與解釋生物與環境間的關係。曾淵郁(2004)

則透過文獻分析，將生態教育的類型分成下列三種：1.以生物為主題的生態

教育：常見主題如蕨類植物的認識、昆蟲的種類、海洋與河流的魚類、兩棲

類的食性、爬蟲類的特徵、哺乳類的繁殖方式等等生態教育。2.以環境為主

題的生態教育：如森林環境的破壞、河川環境的污染、濕地環境的保育、海

洋環境的生態教育等。3.以機構為主的生態教育：如各個國家公園設置遊客

解說中心、保育中心的導覽解說，各地林業試驗所如溪頭孟宗竹林的生態教

育等等，皆涵蓋在生態教育範疇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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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驗學習與生態教育 

體驗教育（Experiential Education）是以學習者為中心思考的學習模式，

透過經驗、反思、連結、應用的方式形成學習歷程，而這樣的學習歷程也就

是所謂的經驗學習圈（Experiential Learning Cycle）(吳亭儀，2010)。台灣在

1994 年引進有關經驗探索的內容，並在各學術研究、企業經營、學校教育

等領域，有著不同的應用與延伸。體驗學習主張欲產生學習或行為的改變，

需要直接的經驗，經由經驗不斷轉換而創造出知識，而且最好被視為一個程

序而非結果。例如青少年參與冒險教育體驗活動後，對於自我實現與人際關

係是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吳崇祺等，2010)。因此體驗學習是讓學習者須具

備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好奇探究的態度，是一種積極主動學習的過程(顏妙桂， 

2001)。 

戶外生態教學因為有了實際體驗的過程，所以也讓學習效果提高，例如

林宏哲(2009)指出學生的經過戶外體驗教學後，同學在生態知識的後測成績

都顯著地高於前測成績。而一般遊客對於生態體驗活動，其整體滿意度也都

相當高(曾南彥等 2011)。但李建通(2005)則建議，體驗活動必須根據資源條

件、遊客需求，進行不同的設計，讓遊客可以利用進行多種感官的深刻體驗，

以滿足遊客需求。顯然，經過體驗所獲得的經驗，是可以提升學習興趣及效

果的。因此體驗學習的方式對生態教育的成效是有所助益的。由於體驗學習

的理論非常多，而常採用之學習模式，可以整理如下：  

 杜威的體驗學習模式(Deweys Model of Experiential Learning)：主張

「做中學」，認為課程的編排或是選擇的教材，都要以學生的興趣、

或是隨身所得並實際操作為原則(柯啟瑤，2001)。陳翠翠(2010)採用

此理論實施「自然生態體驗學習方案」，結果顯示能夠引發學生的

學習動機。 

 Kolb 的經驗學習圈(Kolb's Learning Cycle)：主張任何學習皆起源於

具體的經驗，認為學習最珍貴的部分在於經驗的過程而不是結果，

個人在經驗活動中，與他人及環境交流互動，從活動中獲得抽象概

念並加以類化，最後在新的情境中檢視概念的正確性，並在真實行

動中，形成新的經驗(Kolb, 1984)。國內推動體驗學習的活動是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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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中的參與、反思內省、回饋分享、獨處，嘗試著應用到實際生

活中，讓學習與現實不再是疏離或是無關的（謝智謀，2003）。蔡

明昆(2012)也以 Kolb 的經驗學習圈，設計一套互動式故事敘說的反

霸凌教材，實驗結果顯示，大多數學生能夠在認知和情感衝突的情

境下，做出更好的選擇。 

 自然體驗戶外教學法-科內爾流水學習法(Cornell's Flow learing)：流

水學習法之階段可分為：喚醒熱誠、集中注意力、直接體驗、啟示

分享等四階段，以少教導多分享、善接納多感受、集中孩子注意力、

先觀察體驗再說話、讓學習經驗充滿歡笑的感覺與氣氛為原則，目的是

要讓體驗者在獲得成功的自然體驗活動後，重新體認自己和自然是

一體的，同時也對所有生命產生感同身受的關懷(方潔玫譯 1994)。

梁翠萍(2002)與張安琪(2004)採用流水學習法於戶外教學活動設

計，結果顯示學生在接受一連串戶外體驗活動後，會產生正向的學

習態度。林育聖(2008)也應用於生態體驗遊戲設計，結果指出，對

於學童在蛙類生態的態度及知識上，都有正面的影響。 

由以上之體驗學習理論可發現：實施生態教育時若能針對不同的課程，

依體驗學習理論，設計不同模式之體驗活動，的確有助於參與者獲得生態知

識及正向的保育態度之形成，並內化為自身經驗。 

二、生態保育態度與環境行為 

生態和環境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增進受教者的生態和環境知識，

藉由對生態和環境知識的測量，瞭解生態和環境教育在認知領域中所發揮的

效能(靳知勤,1994)。劉小如（2000）指出生態保育泛指野生動植物之保育及

生態之平衡與維護。生態保育態度的面向很廣，如鄭麗玲（2004）將生態保

育態度分為：生物和環境、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資源的保育與利用、消費

行為、說服他人的生態保育行為、親身力行生態保育的行為這六個向度來探

討生態保育態度。林佩舒（2002）將生態保育態度分為：天然災害與防治、

環境污染與防治、生物和環境、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資源的保育與利用、

能源的開發與利用這六個向度來探討生態保育態度。由以上資料可知，生態

保育教育幾乎等同於環境教育。因為環境教育最早起源於保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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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rvation Education）（王鑫，1999）。 

透過適當的教學，是能夠提高生態保育態度的認同度的，並對環境行為

也有正面影響，例如曾淵郁(2004)和傅千芳(2006)分別以蝴蝶保育和濕地生態

保育進行教學，結果指出學生在「生態保育概念」和「生態保育態度」都有

正面影響。林佩舒(2002)、侯昭如(2009)研究也顯示，環境知識與環境態度之

間，有顯著正相關；環境態度與環境行為之間也有顯著正相關；環境知識與

環境行為之間同樣有顯著正相關(蔡億錨，2008；侯昭如，2009)。Burgess 等

(1998)也指出，對環境的瞭解和對環境所擁有的知識，能產生對環境的覺知

與關懷，換句話說，透過學習所得到的環境知識，經由環境態度的轉變，而

產生友善環境的行為。楊冠政(1991)也指出灌輸學童有關環境的知識，學童

因環境知識增加，導致適當態度的形成，促進積極正向的環境行為，並達到

改善環境品質的目的(楊冠政，1992)。 

三、生態教學場域的變遷 

在 1970 年之前，台灣仍以農業為主，工業污染還不嚴重，生活環境中

充滿多樣生態，隨時可觀察生物及體驗生物棲息環境，不必刻意尋找所謂的

生態教育場域。然而，到了 1980 年之後，台灣逐漸轉型為工業社會，工廠

所帶來的環境汙染，嚴重破壞生物棲地，讓隨處可得的生態教育場地消失殆

盡。因此為了教育的進行，學校便開始設置生態教學園區，例如蝴蝶園、鳥

園、菜園及生態池等，以提供學生觀察與學習。但這些生態教學園區，常受

限於有限的人力和經費，致使生態教學園區因缺乏維護而荒廢，最後只能依

賴圖片或是錄影帶授課，而無法進行生態體驗。林育聖(2008)就指出五年級

學童的蛙類知識，主要來自課外書籍、學校老師和電視，而非從自身的生態

體驗而獲得。 

在生態旅遊風潮的推波助瀾下和政府鼓勵私人休閒農場的設立，休閒農

場豐富的生態資源和生態體驗活動，便適時提供了學校所欠缺的生態教育場

所。所以越來越多學校開始利用休閒農場進行戶外教學，家長們也利用假日

參加休閒農場及各類協會、組織所舉辦的生態旅遊活動，以彌補住家周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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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所不能提供的生態體驗教育。很多研究顯示利用休閒農場進行校外教

學，老師及家長對於生態教育課程的滿意度是很高的(賴佩芳，2008，李銘

權，2010，沈承堯，2013)。演變至今，生態教育的場域已經擴展包含各類國

家公園、海洋、湖泊、山川、濕地，及各類私人經營的休閒農場了。而教學

者也不限於老師，有經驗的專業解說人員也能提供豐富有趣的生態教育與保

育的議題，讓參與者反思生態環保問題，且效果正面。 

休閒農場則是經政府認證經營休閒農業之農場。當業者為了休閒農場的

永續經營，會利用農場的一切資源，來持續農業產銷活動，包括農業體驗、

教育等活動，安排餐飲和民宿等服務，藉以增進農場收益並實踐社會責任者

(吳存和，2001）。由於休閒農場的資源包括農場、林場、漁場及牧場，涵蓋

溪流、山林、水塘、多樣的植物景觀、特有動物及昆蟲等，因此可發展多樣

性的遊憩內容和體驗活動(段兆麟，2009）。 

由以上論點可知：生態保育態度及親環境的正向行為，可藉由教育而提

升，環境行動技能也可藉由教育養成，所以這些態度與行為若想紮根，借助

教育的力量是必須的。柚園多年實施各種生態教育課程，是否能提升遊客生

態保育的內涵，是值得討論的。因此將以以柚園休閒農場舉辦的生態體驗教

育為本，透過活動來了解遊客獲得生態知識的情形，並以「認知、情意和行

為」三個構面，來探討遊客生態保育態度的形成情況，希望能了解此種體驗

課程對遊客生態知識的獲得，及日後親環境行為的養成是否有影響。 

三、研究方法 

一、量表設計 

本研究針對遊客於柚園生態農場接受生態教育課程之後，遊客獲得生態

知識及形成生態保育態度之研究，研究過程以問卷進行資料蒐集。由於柚園

之活動甚多，本研究僅針對「親子生態體驗及賞螢夜宴」之活動內容作為問

卷設計之依據。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變項包括：生態體驗教育課程設計、

生態知識的認知、生態保育態度及遊客背景變項等 4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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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架構圖 

量表採用李克特(Likert)五點量表計分，5 分至 4 分，分別表示非常

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反向題部分則剛好相反。問

題變項、構面與定義如表 2 所示。量表初稿經由 3 位專家、學者及業者

之檢視後，發放 40 份預試問卷進行預試，並經信效度分析，剔除信度

及效度低之題目後，形成正式問卷。正式問卷共有 25 個題項，分別是

第一部分有關柚園生態教育課程設計 7 個題項，第二部分遊客獲得生態

知識情形的 10 個題項，第三部分為形成生態保育態度 8 個題項及背景

變項 5 題。 

表 2 問卷變項、構面及定義 

變項 構面 定  義 

生態課程設計 靜態解說課程 

由柚園農場解說老師提供的解說生態課程，包

含介紹生態的環境、動植物的生態知識、螢火

蟲生態知識，屬於較靜態的活動。 

生態知識 

生態環境 

生物知識 

背景變項 

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月收入 

 

生態保育態度 

認知、情意、 

行為 

生態課程設計

計 
靜態解說課程 

實際操作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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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操作探索 

遊客實際參與柚園探索體驗活動的內容，包含

園區生態探索、螢火蟲燈籠 DIY、赤腳探索活

動、夜間賞螢等五感體驗。 

生態知識 

生態環境知識 

能夠察覺人類和不同的動植物所需的生存環

境，及人與生態環境之間的相互影響，並了解

目前生態環境所面臨的問題。 

動物生態知識 

透過各種感官的經驗，包括解說方式及實際操

作體驗方式來獲得不同生物的動物生態知識。 

植物生態知識 

透過各種感官的經驗，包括解說方式及實際操

作體驗方式來獲得不同的植物生態知識。 

螢火蟲生態知識 

透過各種感官的經驗，包括解說方式及實際操

作體驗方式來獲得不同的螢火蟲生態知識。 

生態保育態度 

認知 

能了解目前生態環境被破壞及生物生存遭受的

威脅的原因及解決的方法等環境知識。 

情意 能理解生態保育的迫切感，並能感同身受。 

行為 

能表現生態保育的實際動作，例如進行資源回

收、愛護小動物、不以農藥、光害種種行為破

壞生態環境。 

背景 

性別 分為男生、女生。 

年齡 
分為 20 歲以下、21~30 歲、31~40 歲、41~50

歲及 51 歲以上五組。 

教育程度 分為國中以下、高中、大學、研究所等四種。 

職業 分為教、公、軍、農、工、商、其他等七類。 

月收入 
分為 3 萬以下、3 萬～4 萬、4 萬～5 萬、5 萬以

上等四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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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施測對象及資料分析 

正式量表之施測對象，以參加「親子生態體驗及賞螢夜宴」之遊客為主，

此活動課程之設計係針對親子一同進行，考慮受訪者對問卷內容的理解能

力，故排除國小四年級以下學生，在活動結束後先做問卷說明，並經同意施

測後，再發放問卷給受試者，回收時，檢查是否填寫完整，以提高有效問卷

回收率。施測時間為 103 年 7 月到 103 年 10 月，共發放問卷 300 份。 

資料分析採用敘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 way Analysis of Variance）進行分析及檢定。敘述

性統計主要是分析各構面之平均成績，分析受訪者對於課程設計之滿意度、

生態知識及生態保育態度之情況；獨立樣本 t 檢定用以檢定兩個獨立樣本平

均數間的關係是否有顯著差異，因此可探討遊客性別對於生態教育課程設計

之滿意度，是否具有顯著的差異。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主要探討單一分析性反

應變量對單一分類性解釋變數之分析模式，因此可用於檢定各背景變數在各

變項之間是否有顯著差異，對於具顯著差異部分，再以雪費法(Seheffe）做

檢定分析。所設定之虛無假設如下： 

假設一：不同性別的遊客對於生態教育課程設計的滿意度沒有顯著差

異。 

假設二：不同年齡之遊客對於生態教育課程之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 

假設三：不同教育程度之遊客對於生態教育課程之滿意度沒有顯著差

異。 

假設四：不同職業之遊客對於生態教育課程之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 

假設五：不同月收入之遊客對於生態教育課程之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 

四、結果與討論 

●樣本背景分析 

本研究資料收集方式採取發放實體問卷的方式進行，總共回收問卷為

273 份，有效問卷為 228 份，因此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83.5%，遊客背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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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3 所示。表中顯示，年齡在 31-50 歲占 69.3%，20 歲以下的學生族群也

占了總人數 22.8%，前者以父母親為主、後者是孩子，顯示了親子參與活動

的特性。再和性別交叉比對，女性占 63.2%，所以在參與活動的父母親中是

以母親占多數的。根據林宏哲(2009)指出：母親在家中扮演教育子女的重要

角色，所以陪同參與活動的也以母親佔多數，陳富美、利翠珊(2004)研究也

發現無論在勞務或教養參與程度上，母親顯著高於父親。而柚園此活動課

程，標榜的是親子共同體驗，但顯然母親的認同度較高。 

在職業方面，為教師者占 24.1%，受過大學教育佔 51.8%。此結果顯示

教師及受過大學教育的家長，教重視此課程活動，比起其他職業如工商合起

來只占 22%為多。研究者在活動進行中觀察時，也發現此類家長非常好學，

透過訪談中了解，許多家長因為居住於都市，自己也未曾看過螢火蟲，因此

參與課程活動時，甚至比孩子更投入，且在平時有能力由各種管道獲得生態

保育的資訊，重視環保議題，觀念較開放，所以願意花時間及精神帶孩子來

參加活動，而且會盯緊孩子注意聽導覽老師的解說，或再幫孩子做補充說

明，有些家長在活動後還當場驗收，了解孩子是否吸收到相關知識！進行動

態的體驗活動時也經常鼓勵孩子去嘗試，要孩子膽子大一些，所以每個孩子

都活力十足、勇於嘗試、全程充滿興奮心情！顯然家長希望藉由休閒農場的

活動，帶給孩子快樂的童年及不一樣的學習方式所致。 

再觀察孩子的表現，因為家長出門了，所以年齡較幼小的弟弟妹妹一定

也要跟著出來，結果因為體力的關係及對於資訊較無法吸收，往往到晚上賞

螢時容易哭鬧，有些是累了有些是怕黑，此時母親就分身乏術了，如果父親

有一同前來便沒問題，較大的哥哥姐姐就由父親陪同繼續課程，否則便是委

託親友照顧或和同伴一起隨導覽老師進行活動！幸好活動十分有趣，就算哥

哥姐姐沒有母親陪同也一樣聽得津津有味，睜大眼睛尋找螢火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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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樣本資料分析 

項目 樣本

數 

百分比

％ 

項目 樣本

數 

百分比％ 

性別 
男生 84 38.6 

職業 

教 55 24.1 

女生 144 63.2 公 9 3.9 

年齡 

20歲以

下 

52 22.8 軍 2 .9 

21-30歲 15 6.6 農 4 1.8 

31-40歲 94 41.2 工 20 8.8 

41-50歲 64 28.1 商 30 13.2 

51歲以

上 

3 1.3 其他 108 47.4 

教育程

度 

國中以

下 

45 19.7 

月收

入 

三萬以下 98 43.0 

高中 23 10.1 三萬~四

萬 

36 15.8 

大學 118 51.8 四萬~五

萬 

28 12.3 

研究所 42 18.4 五萬以上 66 28.9 

 

●課程設計之滿意度、生態知識及生態保育態度之敘述統計 

對於生態教育課程設計滿意度，可分為靜態解說課程及實際操作探索兩

部分共 7 題，各題之得分如表 4 所示，大部分題目之得分皆在 4 分以上，唯

在第 7 題之平均得分較低，僅有 3.34 得。分析其原因，可能是：觀察螢火

蟲必須在夜間且天候適合時，才能看到兩種以上螢火蟲，而柚園裡數量較多

的是邊褐端黑螢，當導覽老師讓遊客辨認螢火蟲時，是隨手抓一隻在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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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流由遊客觀看，因為螢火蟲實在太小，光線不足，加上人多時便很難在短

時間就能分辨其中差異，僅能由飛行時發出的閃光方式分辨，因此造成分辨

不易，因此造成平均得分較低且標準差大。如果導覽老師在觀察前能先利用

圖片或是影像輔助，讓遊客能與實體螢火蟲互相做比較，一定能提升解說效

果的。 

表 4 生態教育課程設計各題得分 

構面 問題 
平均數 標準差 

靜態解說課

程 

1.農場的課程的安排，內容豐富。 4.61 .523 

2.農場解說員的生態知識豐富，解說詳盡。 4.75 .500 

3.解說員的解說方式適合不同年齡遊客。 4.45 .697 

4.靜態的解說方式，比實際體驗活動，更能讓我增加生態

知識。 
4.54 .729 

實際操作探

索 

5.赤腳探索的活動，可以認識不同環境的差異。 4.76 .459 

6.用實物進行生態教學，更容易了解生物間的差異。 4.79 .469 

7.在農場實際觀察螢火蟲，更容易讓我分辨螢火蟲的不

同。 
3.34 1.453 

生態知識題目中共有 10 題，包含生態環境及生物知識兩大變項，得分

結果如表 5 所示。在所有題目中，除了第 5 題之外，其餘各題得分皆超過 4

分，可見遊客參加活動後，可增進生態知識。而第 5 題得分較低之原因，根

據研究者的觀察發現，有時課程進行時適逢下雨，所以園區探索活動便無法

進行，沒有實際走到馬兜鈴前，導覽老師就沒有進行這方面的解說，加上季

節非紅紋鳳蝶活動時間，即使沒下雨，園區內少見幼蟲，也無法引起遊客詢

問及探索植物的樂趣，所以這方面得分相對較低。所以柚園必須針對雨天，

設計替代探索的備案，使遊客仍能對園區的特色有所認識。另外，第二低分

的為第 6 題，其原因是遊客對於植物方面的興趣遠低於對於動物的興趣，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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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小朋友在植物解說時更靜不下來，頻頻四處張望，較不容易吸收這方面知

識。林育聖(2008)也指出：學童對會動的生物會產生高度興趣。因此針對植

物的介紹，更需要能清楚目視的實物，或蒐集相關植物的故事軼聞、鄉野傳

說、食用方式等有趣的內容，來提升遊客興趣。 

表 5 生態知識之得分 

構面 操作變項 平均

數 

標準

差 

變異

數 

生 

態 

環 

境 

1.生態環境越自然，生物就會具有多樣性。 4.72 .514 .264 

2.不使用化學藥劑，能維持螢火蟲的生存環境。 4.68 .529 .280 

3.農場的蕨類植物區，能提供螢火蟲的生存環境。 4.64 .549 .302 

4.透過生態探索我知道生物對於生存環境有不同的需

求 
4.72 .495 .245 

生 

物 

知 

識 

 5.所有種類的馬兜鈴，紅紋鳳蝶的幼蟲都愛吃。 3.11 1.216 1.478 

6.植物的葉子有很多種形態，如柚子葉是單身複葉。 4.27 .912 .831 

7.螢火蟲的生命週期是：卵-幼蟲-蛹-成蟲四個週期。 4.58 .767 .588 

8.螢火蟲寶寶吃蝸牛前會先用麻痺性毒液將蝸牛癱瘓。 4.68 .751 .564 

9.螢火蟲的種類不同，發光方式也不同。 4.72 .738 .544 

10.生物之間的食物鏈若被破壞，會導致生態失去平衡。 4.61 .775 .601 

生態保育態度量表分成認知、情意、行為三個變項共有 8 個問題，其中

第 3、4 題是反向題。將各題之平均分數及標準差整理如表 6，表中顯示除

了反向題之外，其餘的平均得分皆超過 4.5，顯示受訪者參與課程之後，對

生態保育態度，持正向之態度。 

反向題部分，第 3 題之平均分數低，標準差也大，表示受者的看法分歧。

經與受訪者互動後，推測部分受訪者並沒有養過寵物及放生的經驗，回答此

題目時十分猶豫，只好選擇中間值，造成降低平均成績及增大標準差之現

象。第 4 題也同樣面臨同樣問題，平均值較低及標準差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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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題之平均值雖然達到 4.5 分，但是標準差也高達 0.83 分。經與受訪

者互動，少數受訪者的確認為，環境問題應該是政府要做的事，因此對於環

境遭受破壞，認為事不關己，沒有迫切的感受。此外，受訪者有部分是國小

學童，研究者在教學生涯中也發現，國小年紀的學生族群，因為沒有在原始

而豐富、自然且生意盎然的環境下生活，所獲得的生態知識或經驗，都是由

書本或學校老師教授學習而得的二手經驗，因此對於生態被破壞的體認，也

就沒有成人那麼深刻，對於環境被破壞，也不會感到很憂心。 

表 6 生態保育態度之得分 

構面 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 

認
知 

1.參加農場活動後，使我了解生態保育是非常重要的。 4.74 .477 .228 

2.生態保育要成功是必須依賴每個人去做的。 4.75 .564 .318 

3.隨便把養的寵物放生，並不會破壞生態環境的平衡。 1.61 1.139 1.296 

情
意 

4.只要自己生活過得好不必在乎其他生物的生存權利。 1.40 .917 .840 

5.因為環境污染使生物漸漸消失，讓我很擔心。 4.50 .832 .692 

行
為 

6.在戶外觀察小動物時，我會小心不要傷害牠們。 4.64 .638 .408 

7.參與活動後，我會將紙張或寶特瓶，回收再利用。 4.68 .614 .377 

8.參與活動後，我會鼓勵親友進行生態保育的行為。 4.66 .641 .411 

●不同性別對於各變項之 t 檢 

表 7 為不同性別對於生態教育課程設計滿意度之檢定結果，顯著水準設

為 0.05。表中顯示，除了第 3 題之外，其他各題在性別上，並沒有顯著的差

異。而第 3 題女生之平均成績高於男生之平均成績之原因，根據研究者在活

動現場的觀察，可推論主要受到男女生本質特性的影響。由於男女生對於事

情的觀點和處理方式不同，因此產生的態度與行為也就不同。例如母親比較

能以孩子的角度去衡量老師的解說，當導覽老師在解說時，母親會將孩子往

前推，以靠近老師，或問孩子有沒有注意聽？懂不懂？亦步亦趨的跟在孩子

旁邊。而父親則從自身角度出發，認為「這樣的解說太簡單了吧！」，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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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陪著聽解說是屬於母親的工作！」，甚至在活動時，父親很專心的在

「滑手機」，或是自己閒晃到園區的另一側，這些差異便顯現在研究結果。 

表 7 不同性別在生態教育課程設計之 t 檢定 

構面 題項 
男生 女生 

t 值 P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靜態解說課程 

1 4.55 .568 4.65 .492 1.469 .143 

2 4.63 .617 4.82 .404 .006 .188 

3 3.45 .718 4.44 .665 2.910 .011* 

4 4.44 .812 4.60 .672 .118 .157 

實際操作探索 

5 4.70 .510 4.79 .424 .157 .089 

6 4.74 .518 4.82 .437 .207 .081 

7 3.44 1.339 3.28 1.518 .436 .156 

* :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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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為不同性別對於生態知識量之顯著差異之檢定結果，在生態環境及

生物知識構面中只有第 10 題.「生物之間的食物鏈若被破壞，會導致生態失

去平衡。」的 p<0.05，呈現差異情形，同樣女性的平均分數也都高於男性。

其餘各題在性別上沒有顯著差異。 

表 8 不同性別在生態知識之 t 檢定 

構面 題項 
男生 女生 

t 值 P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生態環境 

1 4.57 .645 4.81 .397 .001 .234 

2 4.60 .562 4.73 .505 .065 .134 

3 4.52 .591 4.71 .514 .014 .185 

4 4.57 .607 4.81 .392 .000 .241 

生物知識 

5 3.18 1.110 3.06 1.275 .488 .116 

6 4.17 .848 4.33 .945 .203 .160 

7 4.49 .814 4.63 .736 .173 .144 

8 4.49 .912 4.67 .678 .081 .186 

9 4.68 .697 4.75 .762 .482 .071 

10 4.55 .720 4.69 .771 .752 .033* 

*: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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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為不同性別在生態保育態度之 t 檢定。表中顯示第 3、第 4 及第 8

題具有顯著差異。第 3 題：「隨便把自己養的寵物放生，並不會破壞生態環

境的平衡。」，為反向題，而男生之得分較女生為低，因此男生具有較正向

之態度；第 4 題：「只要自己的生活過得好，就不必在乎其他生物的生存權

利。」，同樣為反向題，男生平均分數同樣低於女生分數，因此男生在此題

比女生具有正向態度；第 8 題：「參與活動後，我會鼓勵親友進行生態保育

的行為。」男生平均分數還是比女生高，因此男生在此題具有較正向態度。

因此從檢定結果推論，男生比女生在生態保育態度上，具有較正向之態度。 

表 9 不同性別在生態保育態度之 t 檢定 

構面 題項 
男生 女生 

t 值 P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認知 

1 4.63 .533 4.81 .431 .007 .175 

2 4.60 .730 4.85 .415 .001 .252 

3 1.58 1.100 1.63 1.164 .790 .042* 

情意 
4 1.40 .808 1.52 .977 .944 .009* 

5 4.43 .948 4.54 .756 .323 .113 

行為 

6 4.56 .734 4.69 .573 .145 .128 

7 4.60 .623 4.73 .606 .112 .134 

8 4.64 .614 4.42 .633 .787 .024* 

* : p<0.05 

●不同背景變項對各構面問項之變異數分析 

將背景變項對各構面進行變異分析，並將具有顯著差異之題項整理如表

10、表 11 及表 12。其中表 10 為年齡於各構面具有顯著差異之題項，表中

顯示共有三個題項具有顯著差異，分別是分別是生態知識的第 2 題：「不使

用化學藥劑，能維持螢火蟲的生存環境。」、生態知識的第 10 題「生物之間

的食物鏈若被破壞，會導致生態失去平衡。」及生態保育態度的第 5 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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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環境污染使生物漸漸消失，讓我很擔心。」從表中顯示，以 31-40 歲之年

齡層具有較高之得分，20 歲以下之得分較低。 

表 10 年齡對於各構面具有顯著差異之題項 

 生態知識第 2 題：不使用化學藥劑，能維持螢火蟲的生存環境。 

類別/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Scheffe 比較 

20 歲以下 4.54 .503  

 

4.089 

 

 

.003 * 

 

 

3＞1，4 

21-30 歲 4.67 .617 

31-40 歲 4,84 .396 

41-50 歲 4.56 .639 

51 歲以上 4.67 .577 

 生態知識第 10 題：生物之間的食物鏈若被破壞，會導致生態失去平衡。 

20 歲以下 4.21 1.126  

 

5.482 

 

 

.000 * 

 

 

3＞1 

21-30 歲 4.80 .561 

31-40 歲 4.79 .526 

41-50 歲 4.59 .684 

51 歲以上 5.00 .000 

 生態保育態度第 5 題：因為環境汙染使生物漸漸消失，讓我很擔心。 

20 歲以下 4.17 .503  

 

3.203 

 

 

.014 * 

 

 

3＞1 

21-30 歲 4.67 .617 

31-40 歲 4.84 .396 

41-50 歲 4.56 .639 

51 歲以上 4.67 .577 

* :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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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為教育程度於各構面具有顯著差異之題項，表中顯示共有 3 題具

有顯著差異，分別是生態教育課程設計第 4 題「靜態的解說方式，比實際體

驗活動，更能讓我增加生態知識。」、生物知識第 10 題「生物之間的食物鏈

若被破壞，會導致生態失去平衡。」及生態保育態度第 5 題「因為環境污染

使生物漸漸消失，讓我很擔心。」表中顯示，對於這 3 個問題，教育程度在

國中程度以下之受訪者與其他教育程度分組，具有顯著差異性，尤其在生態

教育課程設計第 4 題，相當不認同靜態解說比實際體驗活動，更能增加生

態知識。 

表 11 教育程度對於滿意度具有顯著差異之題項 

 生態教育課程設計第 4 題：靜態的解說方式，比實際體驗活動，更能讓我增加生態知

識。 

類別/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Scheffe 比較 

國中以下 2.64 1.433  

4.695 

 

.003 * 

 

2,3＞1 高中 3.70 1.295 

大學 3.51 1.363 

研究所 3.43 1.610 

 生物知識第 10 題：生物之間的食物鏈若被破壞，會導致生態失去平衡。 

國中以下 4.18 1.193  

6.822 

 

.000 * 

 

3,4＞1 高中 4.65 .487 

大學 4.67 .654 

研究所 4.86 .417 

 生態保育態度第 5 題：因為環境汙染使生物漸漸消失，讓我很擔心。 

國中以下 4.11 1.191  

4.878 

 

.003 * 

 

3＞1 高中 4.39 .891 

大學 4.46 .649 

研究所 4.60 .665 

* :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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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月收入進行變異數分析，只有一題出現差異。根據表 12 為月收入於

各構面具有現住差異之題項，表中顯示只有在生態知識第 10 題「生物之間

的食物鏈若被破壞，會導致生態失去平衡。」具有顯著差異。從平均數而言，

收入越高者具有較正向的態度，從標準差也可看出，收入越高，看法也較趨

於一致。 

表 12 月收入對於滿意度具有顯著差異之題項 

 生態知識第 10 題：生物之間的食物鏈若被破壞，會導致生態失去平衡。 

類別/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Scheffe 比較 

三萬以下 4.42 1.025  

3.580 

 

.015 

 

4＞1 三萬〜四萬 4.69 .525 

四萬〜五萬 4.71 .460 

五萬以上 4.79 .448 

* : p<0.05 

五、綜合分析與討論 

由以上結果顯示，在背景變項的變異數分析中，大部分題項都不存在差

異，只有年齡在 20 歲以下、教育程度在國中以下、月收入三萬以下之群體，

存在部分的差異。而差異的題項，則有重複出現的情形，例如「生物之間的

食物鏈若被破壞，會導致生態失去平衡。」出現在年齡、教育程度、月收入

三項中；「因為環境污染使生物漸漸消失，讓我很擔心。」出現在年齡、教

育程度二項中；為什麼這些群體出現這樣的差異？同樣根據研究者的觀察及

與統計資料分析後與教育工作者訪談，分析可能原因如下： 

1. 本次課程活動採親子體驗模式，以母親帶孩子來參加佔多數，研究

者施測時也發現，20 歲以下、教育程度在國中以下、月收入在三

萬以下之群體，實際在現場是以就讀國小階段 6 到 12 歲的孩子人

數最多，國中生不多，高中生更少。20 歲以上成人部分，因為職

業的關係收入至少都超過三萬元，此活動是按人數收費的，而會帶

孩子來參加活動的家庭，基本收入都不錯，尤其教師和商業人士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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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比例。因此針對上述產生差異之題項，討論方向應著重在國小

階段 7〜12 歲學童的特質進行分析為主。 

2. 根據皮亞傑的認知發展四階段(Piaget，1969)，莊素珍(2002)指出國

小學童的認知發展，大致上屬於前運思期的晚期、具體運思期全期

及形式運思期的早期，7 至 11 歲孩童屬於具體運思期，比較能根

據具體經驗思維以解決問題，但較無法從抽象思維中獲得間接經

驗。到了 11 歲以上的形式運思期，才比較能作抽象思維。本研究

問卷施測時，國小四年級以上(8 或 9 歲)就能填寫，但是此年齡的

孩子屬於具體運思期，所以孩子在理解題目，常有疑問，較無法進

行抽象思維，需要大人或研究者在旁解釋才能了解題意，因為年齡

小、知識不足、加上缺乏生活經驗、且每個家長解釋的正確性不同，

造成判斷不易，因而形成答題上的差異。如「生物之間的食物鏈若

被破壞，會導致生態失去平衡。」中的「食物鏈」、「生態平衡」

這些抽象概念的欠缺造成小朋友的困擾，使之無法順利地作答。有

些家長非常有耐性，加上自己的教育程度較高，逐題為孩子解釋，

也有家長卻是一直在催促孩子寫好了沒啦？快一點？或者是怎麼

連這個都不會？這是研究者在設計題目時，未能將孩子的能力及需

求考慮周全而產生的誤差狀況。 

3. 為了落實環境教育的推展，九十學年度開始實施的國民中小學九年

一貫課程中也將其列為重大議題之一，已經實施十餘年了，所以

21 歲以上群體在環境教育的內容上來說，不但接受了學校的教育，

也經過各類社會教育，加上自我的學習，應該具有一定程度的生態

教育內涵。所以活動前，在教育、知識、經驗上，21 歲以上群體

與國小階段 8-12 歲之群體基本上擁有的起始點便不同，同樣的題

目對 21 歲以上的人來說，簡單且明確，但是對 8-12 歲之群體而言，

卻未必如此，例如「不使用化學藥劑，能維持螢火蟲的生存環境。」

這個題項中的「化學藥劑」對國小階段的孩子來說，是陌生的，因

為生活中不會接觸到，學校課程還沒介紹到，因此化學藥劑造成的

生態破壞，在國小同學的認知經驗中是空白的，所以無法正確回

答，而且從前之前也沒見過螢火蟲，不了解其相關特性，如何思考

維持螢火蟲的生存環境呢？種種原因便造成這個題項上的差異。而

本研究因為無法在活動前實施前測，無法準確的比較出遊客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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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生態認知上的差異，尤其是國小階段學童這部分，實是本研究

之不足。 

4. 基本上國小學童是好動的，所以他不認為「靜態的解說方式，比實

際體驗活動，更能讓我增加生態知識。」從皮亞傑的理論中得知國

小階段孩子是根據具體經驗思維以解決問題，比較不能從抽象思維

中獲得間接經驗。所以這階段的孩子是經由具體操作而形成抽象概

念的，這也正是體驗教育的目的。而成人早已脫離這個階段，擁有

抽象思維能力，對靜態的解說頗能理解，所以得分較高，尤其是母

親聽得非常專注。觀察活動時，孩子們精力無窮、活蹦亂跳、聒噪

不停，難以長時間安靜的聽解說，對於實際體驗的興趣遠大於靜態

活動，這點在活動中導覽老師及父母要經常提醒孩子的次數便可看

出來，進行靜態解說時，尤其有關植物的內容時，他們容易顯得躁

動、被其他事物吸引、除非導覽老師手上有吸引他們的東西，否則

真的很難讓他們靜下來，尤其身處蟲聲唧唧、螢光點點的環境中，

心思早不知飛到那兒了，所以對於導覽老師的靜態解說便聽得不清

楚了。參與實際體驗的，如赤腳下水探索，以小孩為多，父母也鼓

勵孩子嚐試，自己反而鞋襪穿得好好的在一旁看，或用嘴巴指揮孩

子，親自下水的少。 

5. 國小階段的孩子還在父母的保護之中，生活過得無憂無慮，最大的

煩惱就是讀書好累、考試沒考好或沒得玩，父母最大的期望也是孩

子身體健康，把書讀好。他們對於遙遠的現實環境處在懞懂階段，

很難覺察體會，父母也保護周到，生活無虞匱乏，所以要他對「環

境污染使生物漸漸消失，讓我很擔心。」這樣具有宏觀性的問題覺

得同意也很難，年幼的心靈還察覺不到環境汙染對生物造成的傷

害，生物消失對我們又有什麼影響？該擔心些什麼？因為認知還沒

發展到能顧及事物全面的階段，而且也還沒具備獨立思考、獨立行

動的能力，所以這樣的題目平均數會低也是能理解的。所以建議日

後的研究者若針對親子活動做研究時，應該設計兩種不同程度的問

卷，選擇適合該年齡的用詞用語及概念，考慮親子之間不同的教育

程度、認知理解能力，這樣才能獲得最大的正確性、最佳的研究價

值！ 



                體驗活動於生態教育之效益：以生態休閒農場的體驗活動為例  159
 

 

 

綜合以上分析，國小階段的孩子在這些題項中產生差異，實在是因為認

知理解能力與生活經驗的不足造成的，所以在環境、生態教育中只要配合其

認知發展階段，規劃合適的課程，便能提升其能力，這也是孩子可貴的特質，

因為孩子是具有可教育性的，宏觀的視野是能培養的。教育學者維果茨基

(Vygotsky)提出的鷹架理論，指出在孩子能力可能發展區裡，給予協助是對

其發展具有促進作用的，因而力倡「教育」具有促進兒童認知發展的積極作

用，因為兒童會受文化社會的影響(張春興，2013)。與生態教育相關的研究

中，不管是低年級的戶外生態教學體驗(林宏哲，2009)、四年級的生態保育

概念(傅千芳，2006)、或是五年級的蛙類生態知識(林育聖，2008)、高年級

的濕地生態教學(何鳳月，2011)，都呈現了孩子在課程實施後，與生態相關

的知識、態度與行為是有正向成長的。因為孩子們是張白紙，就看成人們在

上面畫些什麼、寫些什麼？想要培育出怎樣的態度？造就出怎樣的人才？ 

六、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生態體驗課程對於生態教育之效應，並以柚園休閒農

場「親子生態體驗及賞螢夜宴」之生態教育課程為案例，探討遊客於體驗

課程結束後，對於生態教育課程設計、生態知識、生態保育態度之關聯性。

問卷共分為生態課程設計滿意度、遊客生態知識及生態保育態度三個構面，

並採用李克特式 5 點量表。本次問卷共發出 300 分，回收 273 份，有效問卷

228 份。研究中採用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統

計方法進行分析。 

從樣本結構分析可知母親在活動中占著重要角色地位，尤其具有大學教

育程度的、職業是老師的母親更是重視此類活動。根據描述性統計分析可知

遊客對於生態體驗課程的設計、生態知識及生態保育態度介於同意及非常同

意之間，僅有 4 題介於普通及同意之間。t 檢定結果顯示不同的性別對於於

生態教育課程設計、生態知識及生態保育態度大部分的問項並沒有顯著差異

的，但同樣有 4 題在性別上有著顯著差異，主要是因為男女生對於小孩教育

之觀念與態度有關；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顯示不同背景對於生態教育課程設

計、生態知識及生態保育態度之大部分問項，並沒有顯著的差異，僅有少數

題目因教育程度、年齡及收入而有顯著差異。而造成顯著性差異，主要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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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對象為國小 4 年級到國中生階段，在身心仍在發展階段，且生活經驗不

足，因此無法理解題項用語，造成答題時，有趨中之現象。 

由於本次研究在進行問卷設計時，未考量國小 4 年級至國中生對於文字

之理解程度，因此侷限回答問卷的準確度，建議若是針對親子活動的進行

研究，應設計兩種不同題目的問卷，以符合親子不同的教育程度，及認知

能力的差異，並避免題目用語或概念不清楚的現象，造成填答者理解不

易，才能得到最佳研究成果。且若能同時實施前後測，以分析比較兩者之

間的差異，將使研究結果更臻完善。此外，本研究僅以夜間親子課程為研

究目標，後續之研究，建議能增加不同的生態體驗課程，包括範圍及時段，

以進一步探討這些生態體驗課程是否具有相同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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