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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戶外教學為 �0� 課綱之重大議題，教育部亦積極推動環境戶外教學；依環教法規範，

學校師生戶外教學建議到環境教育場域進行。為了解學校在選擇環教場域到底考量哪些因

素，及各因素的權重比例為何；本研究首先針對 �� 位成員之專家小組進行德懷術兩回合

的問卷調查；再針對中小學環境教育承辦人員進行問卷調查，依比例分層抽樣，發出問卷

�0�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問卷的 Cronbach α 為 .���；再問卷結果的統計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

專家及學校承辦人員共同的趨勢，在五大構面中，以環教場域的環教人員之能力（專

家 = �.��，學校 = �.��）、課程效能（專家 = �.��，學校 = �.��）、場域之客觀條件及吸引

力（專家 = �.��，學校 = �.��）最為重要。子面向中以環教場域的課程能與學校連結（專

家 = �.�0，學校 = �.��）、符合師生需求（專家 = �.��，學校 = �.��）及場域的人員具有

親和力與豐富的解說能力（專家 = �.��，學校 = �.��）為最重要。各子題中，環教場域的

課程符合學生需求（專家 = �.�0，學校 = �.��）、環教人員解說專業（專家 = �.�0，學校

=�.��）、場域提供多元的教學法（專家 = �.��，學校 = �.��）最為重要。專家與學校承辦

人員認定差異比較大的子題為：專家認為學校主管或承辦人員對於戶外教學地點選擇具有

較大的影響力，但中小學承辦人員卻認為學校師生的需求才是重要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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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utdoor teaching is an essential issue of the Curriculum Guidelines of ��-Year Basic 

Educatio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lso actively promotes environmental outdoor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ct,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ields are recommended 

for outdoor teaching at schools. To understand what factors are considered by schools and each 

factor’s weight ratio when choosing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ields, this study first conducted 

a two-round Delphi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an expert group of �� members; secondly, we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those undertaking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elementary, 

junior high and senior high schools. The sample was stratified according to proportion, and �0�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out. The valid questionnaire response rate was ��%. The Cronbach 

α of the questionnaire is .���. The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found:

The common trends of experts and school practitioners had many things in common. In the 

five major facets, the ability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ersonnel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expert = �.��, school = �.��), curricula effectiveness (expert = �.��, school = �.��), 

and the objective conditions and attractiveness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ields (expert = �.��, 

school = �.��)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ets. The commonly identified and most important sub-

facets were: the courses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ields can be connected with the schools 

(expert=�.�0, school=�.��), meet the need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expert=�.��, school=�.��), 

and the fields’ personnel have affinity and rich interpretation skills (experts=�.��, school=�.��). 

As for sub-questions, the commonly identified and most important sub-questions were: the 

curriculum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ields meets the needs of the students (expert = �.�0, 

school = �.��), the professional interpretation of education staff in the fields (expert = �.�0, 

school = �.��) and the teaching methods provided by the fields are diversified and interesting 

(experts = �.��, schools = �.��); The sub-facets identified by experts and school contractors as 

making a big difference were: the school's demand for environmental outdoor teaching (experts = 

�.�0, schools = �.��), and whether th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ields are managed well (expert 

= �.��, school = �. ��). The sub-question were the preferences of the school supervisors toward 

the fields (experts = �.��, school = �.��), and the preferences of school students toward the fields 

(experts = �.��, school = �.��). The experts considered school supervisors 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ractitioners to have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choosing outdoor teaching fields. 

Howeve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ractitioners regarded the needs of school teachers and 

students a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Key words:  Outdoor teaching ,the ability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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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自從工業革命以來，快速的經濟發展，人類過度追求物質文明導致水汙染、空氣汙

染、垃圾汙染、環境資源過度浪費、生態多樣性減低…等問題，而使得環境遭受嚴重的破

壞及污染，也使得環境生態遭受空前危機 (Carson & Wilson, �00�)。而這些環境問題，除

了因主管機關不能有效取締污染者，落實污染者付費之外，更大的原因是民眾及各級學校

師生環境教育不足所導致（李翠萍，�0�0）。環境教育即在此一浪潮下，逐漸興起，環境

教育的實施可落實於學校及社會兩大體系，若能於正規學校教育中施行環境教育就能讓

學校的教職員工生提升環境知能，使環境教育落實於日常生活中（汪靜明，�000）。民國

�00 年 (�0��) 教育部頒定《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民中小學校外教學要

點》使得各縣市的國民中小學辦理戶外教學得以申請相關經費補助（曾鈺琪、鄭辰旋、謝

顥音，�0��）；可見教育部對於各級學校推行戶外教學的的重視。各級學校因校園空間有

限，課程多以課堂講述方式進行教學，很難引起學生學習的興趣，學習成效也有限；課堂

上的課程若能到戶外的場地進行體驗及實證，也較能激起學生學習的興趣，更能實際得到

教學的效果；因此學校的課程或體驗學習若能以戶外教學的方式實施，就容易激發學生學

習興趣（林明瑞、王聖賢，�00�）。

根據環境教育法第 �� 條規範，中小學戶外教學必須要到環境教育場域進行（吳鈴筑、

王鴻濬，�0��），目前已有 ��� 所通過環境教育場域認證，認證領域包括：自然保育、災

害防救、文化保存、社區參與、災害防救…各大面向。然而環境教育場域若要經營得好，

必須包含以下四大要素：環境教育的課程方案發展良好、環境教育相關人力具有專業及親

和力、環境教育場域的經營管理良善、環境教育場域的設施富有自然或人文特色，則能吸

引人潮前往（吳鈴筑、王鴻濬，�0��）；中小學若能規劃戶外教學前往不同類型的環境教

育場域，對於學生而言可以有更多樣化的學習，讓學生的學習體驗視角更寬廣，能讓學生

增廣見聞，則對於學生的未來將會有幫助 (Inwood & Taylor, �0��)。

學校選擇戶外教學的場域及活動方式，將會受到許多因素影響，環境教育場域若能針

對國小、國中、高中階段的學生或不同屬性的對象設計不同課程，將影響學校戶外教學的

地點選擇；環境教育場域人員的解說、展演或教育設施設置是否得當也勢必影響學校戶外

教學的地點選擇（謝淑閔、林宗賢、郭真如，�0��）。再隨著教育部訂定「國民中小學辦

理校外教學實施原則」，使得戶外教學已然成為學校課程與教學的一環，學校得以不同領

域或彈性課程結合學校本位課程進行戶外教學的規畫，使得學校中每個年級都有系統性的

戶外教學活動（黃國瑞、李世昌、許勝程，�0��）。然而學校的教學並非僅以教師或學生

為單一主體，乃是依各領域的不同屬性而進行協力教學。此外，學校行政團隊更是重要的

奧援以及決策單位（陳建志，�0��）。故環境教育場域的吸引力、環境教育場域課程的效

能、環境教育人員的能力、學校環境戶外教學的需求、學校承辦人員的環境素養及場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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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意向，皆是重要的影響因子。專家學者對於學校戶外教學及環境戶外教學相關理論有

較多接觸及建構，而學校承辦人員為大多為學校教師，為第一線的教育人員，具有實務經

驗，前述兩者可以相互比較，以了解本研究所建構的模式，在理論及實務的應用上究竟有

何差別，使本研究在後續應用上有更周全的考慮。

二、研究目的

根據研究的背景與動機，本研究提出研究目的條列如下：

（一）了解影響中小學選擇環境教育場域的重要構面、子面向、子題因素之組成。

（二） 了解影響中小學選擇環境教育場域因素中，各構面及子面向的專家及學校承辦人員

之重要程度。

（三） 了解德懷術專家及學校承辦人員對選擇環境教育場域因素中，各構面及子面向的相

同及相異情形。

貳、文獻回顧

一、環境教育法、環境戶外學習與環境教育場域

戶外學習意即學校教師讓學生走出教室，在戶外進行學習的歷程，進而有機會可以讓

學生與土地、生物、自然環境、人文環境或人群親近、互動與交流，使學生得以在真實世

界中，與課堂上所學的相互印證，使自我可以成長（賴婷妤，�0��）。環境戶外學習可以

讓學生認識大自然的地景與環境的脈動，故許多中小學教學現場的教師將環境戶外學習視

為最有效學習的方法之一（林育陞，�0��）。我國環境教育法於 �0�� 年開始實施，第十九

條規範環境教育活動可以體驗、實驗（習）、戶外學習或其他方式實施；其中戶外學習是

為最有效的教學方式之一（李介麟，�00�）。根據環境教育法規範環境戶外學習應到環境

教育場域進行（行政院環保署，�0��)。而一個好的環境教育場域必須有多遠要素所組成，

包括：專業的人員素養、有系統的課程活動方案規劃、良好的場域經營管理、良好的服

務品質等，方可以使參訪的民眾及學校師生獲得良好的休閒服務及環境教育學習成長（林

明瑞、梁玉燕、李雅鳳、呂彥慧、謝佳伶，�0�0）。學校師生因前往環境教育場域進行環

境戶外學習，透過課程的展演以及環境教育人員的解說能獲得環境教育知識以及產生正向

的環境保護態度，進而產生正向的環境行為，及環境教育素養也能有所提升，足見環境教

育場域所提供的各項課程方案與服務之於環境戶外學習的重要性（曾慈慧、沈進成、陳鸞

鳳，�0��）。

二、戶外教學對環境教育之重要性

環境教育經常需要透過課程或教材引導學生認識環境與彼此成長的土地，藉此培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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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正向的環境態度與價值觀 (Karthe et al., �0��)。環境教育活動若能與戶外教學相互連結，

帶領學生進入大自然或人文環境中，更能藉此喚醒學生學習的熱情與興趣，可以培養學生

的專注力，引導學生深刻體認大自然的環境，因而讓學生關心周遭的動植物生態，進而可

以發展出正向積極的環境行為來維護自然環境（郭育彰，�00�）。更有研究指出若藉由學

校舉辦戶外教學或是參訪旅遊過程中，進行環境教育可以讓學生有更多元的學習機會，進

而可以提升學生的自然環境的認知與態度、體驗及實踐力 (Fančovičová & Prokop, �0��)，

由此可知環境教育與戶外教學相互結合的重要性（楊凱成、廖怡雯、沈錳美，�0��)。重

視學生的思辨能力是為近年來的環境教育發展策略之一，期盼能藉由前往環境教育場域進

行戶外學習的機會，可以刺激學生藉由環境議題討論可反省、思考與批判，培養學生可以

獨立思考的能力，對自己居住的環境、家鄉進行不同程度的了解與關懷（洪如玉，�0��；

高翠霞、張子超，�0��）。

我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將環境教育列為十大教學議題之一，�0� 學年

度實施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以下簡稱十二年國教）依然將環境教為重要議題課程，

足見教育主管機關對於環境教育的重視（高翠霞、高慧芬、楊嵐智，�0��）。而各領域課

程的教師若能善用環境教育核心素養，發展議題導向、深自反省、資訊分析策略等課程，

就能有效地與各級學校的各領域課程相連結，進行融入式教學，或議題延伸式教學。十二

年國教更將戶外教學列為議題教學的重要一環，十二年國教強調從做中學，與戶外教學的

精神不謀而合（劉先翔、張俊一，�0��）。而十二年國教重視素養導向的教學與評量，期

盼藉由探索而讓學生理解正在學習的學科知識，並藉此拓展學生多元的視角而讓學生的所

學與環境、社會有所連結，若再由「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

級中等學校議題手冊」來看，環境教育的核心素養皆能與十二年國教的核心素養有相對應

之指標（詳如表 �），環境教育素養指標多為：思考環境資源、環境負荷的有限性、思考

整體人類未來如何永續發展，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關聯性等，都為形而上的概念及思想，

必須要在人心情充分放鬆的狀況下，才容易覺知、感受到的範圍及想法，且多為實務上的

應用；而這些概念及想法最好是能夠離開教室，走進大自然，與人群、自然環境有效互

動，才能真正體驗得到的；因此如果真要我們學校學生能夠對環境素養有所了解與體悟，

除了老師在課堂上介紹環境的概念及素養外，更要緊的是將我們學校的學生帶入大自然的

環境中，在與大自然環境互動的情境下，才能有效體驗環境素養的真諦（國民中小學課程

與教學資源整合平臺，�0��）。故學校環境教育若能透過戶外教學來實施，可使得學生在

特定的環境情境中學習、體驗、及理論與實務相互印證，而藉此獲得環境體驗、生活實

踐、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勢必也能有效提升學校學生的環境素養及學習的興趣（林蓓伶、

潘昌志、蘇少祖、陳柏熹，�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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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環境教育議題核心素養表

總綱核

心素養

項目

環境教育核心素養

總綱核

心素養

項目

環境教育核心素養

A�

身心素

質與自

我精進

環 A� 能從人類發展與環境負擔的

平衡，思考人類發展的意義與生活

品質的定義，建立合宜的人生觀，

探尋生命意義。

B�

藝術涵

養與美

感素養

環 B� 能欣賞、創作與環境相

關的藝術與文化，體會自然

環境與人造環境之美，豐富

美感體驗。

A�

系統思

考與解

決問題

環 A� 能思考與分析氣候變遷…等

重大環境問題的特性與影響，並深

刻反思人類發展的意義，採取積極

行動有效合宜處理各種環境問題。

C�

道德實

踐與公

民意識

環 C� 能主動關注與環境相關

的公共議題，並積極參與相

關的社會活動，關懷自然生

態與人類永續發展。
A�

規劃執

行與創

新應變

環 A� 能經由規劃及執行有效的環

境行動，發展多元專業之能力，充

實生活經驗，發揮創新精神，增進

個人的彈性適應力。

B�

科技資

訊與媒

體素養

環 B� 能善用資訊、科技等各類媒

體，進行環境問題的資訊探索，進

行分析、思辨與批判。

C�

多元文

化與國

際理解

環 C� 能尊重與欣賞多元文

化，關心全球議題及國際情

勢，發展國際理解、多元文

化價值觀與世界和平的胸懷。

資料來源： 國家教育研究院 (�0��)。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議題融入說明手冊（頁 

���）。

三、戶外教學與環境教育之相關研究

學校舉辦戶外教學或參觀旅行而前往鄰近社區或其他的環境教育場域可以使得學生

獲得更多正向的生活技能、環境素養、自我成長經驗以及社交領導技巧，則能讓學生不僅

學到課本內的知識，更習得與社會、自然環境和平共處之帶得走的能力（林清達，�00�）。

學校教師帶領學生前往提供解說及良好服務的環境教育場域進行戶外教學，可以讓學生體

驗不同的生態環境，更可以體驗不同的文化，不論學校規模大小，學校教師皆積極的選擇

環境教育場域進行戶外教學，以利學生獲得正向的環境教育教學服務，以提升其環境素養

（林士彥、范玉玲、陳昭如，�0��）。學校透過戶外教學的實施往往可以提升學校師生的環

境態度以及環境行為意向。學校的環境教育活動若前往富有綠地、山林……等自然資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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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場域進行戶外教學將使得到訪的學校師生可以有更多自然體驗，藉此讓參與戶外

教學的師生之環境素養可以有更顯著的提升，並讓參與的師生可以有更強健的體魄與正向

的心理健康素養，曾慈慧等人 (�0��)。環境教育場域可以視為學校以外的重要學習場所，

倘若學校師生前往環境教育場域實施戶外教學，則可以彌補學校環境教育之不足，更可以

藉此提升學校師生的環境素養（張正杰、郭志富，�0��）。

四、影響環境教育場域營運之因素

環境教育場域與在地居民或在地社區有適度的連結，如雇用在地居民為場域內的員

工、邀請在地社區居民進入場域參訪、配合在地社區發展協會規劃屬於在地社區的環境教

育活動進而拓展環境教育場域與社區的知名度，更可以塑造更強烈的在地認同情感，將

更有利於環境教育場域的永續經營（謝宗恒，�0��）。許多認證的環境教育場域曾經出現

過新舊雜陳的窘境，比較沒辦法吸引到來訪的人潮；若能利用場域在地的自然或人文特

色，透過地方敘事型的景觀與故事方式呈現重新規劃、定期更新場域內的軟硬體設施，展

現創新及多元的面貌，勢必可以吸引到不少的參訪人潮（王志弘、高郁婷，�0��）。環境

教育場域內的軟硬體，若能以自然和諧的基調來進行規劃及管理，必能使場域內的環境更

能貼近於大自然，也勢必能與同性質場域的經營氛圍有所區隔（張玉山，�00�）。環境教

育場域提供的環境教育課程若能與學校教的課程相連結，而可以吸引到更多學校師生前來

參訪，而創造出經濟效益（廖淑容，�0��）。環境教育場域，除了需有良好的經營管理策

略及規範外，透過地區內的自然與人文環境資源特色，藉以提升場域的旅遊品質，並要適

時針對場域內的人員規劃環境教育增能研習課程，以提升人員的專業能力（李宗鴻、張忠

峰、詹芬樺，�0��）。邱于庭 (�0��) 的研究指出：環境教育場域若能利用場域內的特色資

源，每隔一段時間推出不同的環境教育課程或活動，再搭配良好的導覽解說規劃，勢必可

以吸引許多到訪及再訪人潮；場域的環境教育人員或志工對於課程或活動的導覽解說要能

優質，環境教育人員和志工除了須具有一定程度的環境素養外，還需每隔一段時間參與外

部或是內部舉辦的環境教育增能培訓課程，以增強其專業實力。如此勢必能吸引學校師生

到訪，並能讓到訪之學校師生在參訪活動的過程中，滿足其學習的需求（杜貞瑩，�0��）。

沈進成、葉千綺 (�0��) 研究指出，若場域提供的客觀條件（如：交通易達性、行銷）、實

體設施、核心產品（如：環境教育課程效能、特定的文化活動、環境教育人員的導覽解說

能力）讓到訪的旅客有高度滿意度，將提升重遊意願，可使得環境教育場域的營運良好。

五、學校師生選擇戶外教學場域之影響因素探討

環境教育法實施後，根據環境教育法第十九條之規定，政府單位及各級學校應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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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前往環境教育場域實施戶外教學，故營運良善的環境教育場域自然可以吸引人潮前

往（杜瑞澤、辜榆蘋，�0��）。環境教育場域若能利用場域內既有的環境及自然資源設施

來發展課程活動方案，並增進學生對於自然環境、環境保育的認識，或發展更多在地連結

的本位課程，以提升學生的鄉土情懷，如此一來環境教育場域課程的效能必然提升；讓學

校師生進行深度體驗或適度的實作，勢必可以吸引更多的學校師生到訪（林素卿，�00�；

林宗賢，�0��）。若環境教育場域提供的環境教育課程若能與學校教的課程或學校發展的

本位課程連結，則因可與學校的課程相互印證，而達到教學、學習事半功倍的效果，而可

以吸引到更多學校師生前來參訪，而創造出經濟效益（廖淑容，�0��）。環境教育場域提

供的環境教育課程若有完善的導覽、解說則能提升參訪師生的環境素養（許世璋、徐家

凡，�0��）。在環境教育課程導覽、解說過程中，倘若環境教育人員的環境教育專業職能

豐富、解說脈絡清晰，且對到訪學校師生的服務佳，則參訪者越有正向的滿意度（林廷

宜，�0��）

影響環境教育場域被選擇為環境教育參訪對象的各項主客觀因素，如：環境教育人員

是否具有專業解說能力、環境教育素養、專業職能以及親和力；環境教育場域的客觀條件

與行銷對參訪者是否具有吸引力；環境教育場域的課程是否優質及讓人感到興趣，勢必影

響這場域被學校師生選為戶外學習場域的重要因素之一；環境教育場域的客觀因素也必須

要注意，如：減緩交通不便性或調降旅遊費用（曾宇良、佐藤宣子，�0��）。總之，學校

在選擇戶外教學的場域決策過程，考量的因素很多，部分學校乃授權予各年級導師自行開

會討論決定，學校的行政端如教務處、學務處僅提供相關的行政協助（張清濱，�00�）；

然而，也有學校係由學校的環境教育相關教師或行政主管代為決定（陳璋玲、鄭斐文，

�00�）。故學校師生選擇戶外教學場域進行戶外教學，部分仍由學校環境教育承辦人員或

行政主管，在考量學校環境戶外教學的需求，逕自所下的決定；因此學校承辦人員是否具

有環境教育的專業能力及環境素養就顯得格外重要，因為他的選擇就會影響到整個學校師

生在環境戶外教學的整體學習成效。 

參、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研究架構

根據相關文獻顯示：環境教育場域 (�) 若能利用在地的自然或人文特色，規劃課程及

軟硬體設施（王志弘、高郁婷，�0��）。(�) 有良好的經營管理策略及規範，藉以提升 (�)

場域的旅遊品質；並要 (�) 適時針對場域內的人員規劃環境教育增能研習課程，以提升人

員的專業能力，李宗鴻等人 (�0��)。環境教育場域能利用場域內的特色資源，(�) 每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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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時間推出不同的環境教育課程或活動，再搭配良好的導覽解說規劃（邱于庭，�0��）；

(�) 環境教育人員需每隔一段時間參與內外部的增能培訓課程，以增強其專業實力（杜貞

瑩，�0��）。場域提供的 (�) 客觀條件（如：交通易達性、行銷）、實體設施、核心產品

（如：環境教育課程效能、特定的文化活動、環境教育人員的導覽解說能力）讓到訪的旅

客有高度滿意度（沈進成、葉千綺，�0��），如此勢必可以吸引許多到訪及再訪人潮，具

有上述特色的場域也比較能獲得學校的青睞。

學校師生選擇戶外教學場域主要則決定於，該環境教育場域是否 (�) 能利用既有的環

境及自然資源設施發展課程，並增進學生對於自然環境、環境保育的認識，以 (�) 提升學

生的鄉土情懷（林素卿，�00�；林宗賢，�0��）。(�) 環境教育場域的環境教育課程需能與

學校教的課程相連結，如此則可吸引更多學校師生前來參訪（廖淑容，�0��)。(�) 所提供

的環境教育課程若有完善的導覽、解說則能提升參訪師生的環境素養（許世璋、徐家凡，

�0��）。(�) 環境教育人員的環境教育專業職能豐富、解說脈絡清晰，則參訪者滿意度越高

（林廷宜，�0��)。

影響環境教育場域被選擇的主觀因素：課程是否優質及讓人感到興趣、環境教育人員

的專業解說能力、環境教育素養、專業職能以及親和力、環境教育場域經營是否優質；客

觀條件：行銷吸引力、交通便利性、或參訪費用（曾宇良、佐藤宣子，�0��）；另外學校

選擇環境教育場域的決策方式，如果是由學校環境教育承辦人員決定，則學校承辦人員是

否具有環境教育的專業能力及環境素養就顯得格外重要。爰此，本研究擬針對中小學教師

或相關人員選擇戶外教學的地點及相關影響因素，包括：環境教育場域的課程效能、環境

教育場域的行銷、經營模式、其他環教場域的主客觀因素等，是否影響中小學相關承辦人

員的選擇。本研究也要探討中小學的教職員工生或環境教育承辦人員的環境素養對於特定

環境教育場域的喜好、環境知識或中小學對於環境戶外教學的需求等是否影響中小學相關

承辦人員對於環境教育場域之選定。想藉此探討專家所認定的影響中小學選擇戶外教學地

點的因素是否與在中小學環境教育承辦人員的選擇是否一致。本研究基於前述說明將研究

架構繪製如圖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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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法及策略

問
卷
調
查

德爾菲法

影響中小學選擇環境教育場域

進行戶外教學的影響因素

環境教育場域

之選定

環境教育場域吸引力

環境教育場域課程的效能

環境教育人員的能力

學校環境戶外教學的需求

學校承辦人員的環境素養

及場域的選擇意向

中小學環境教育

承辦人員

研究者

專家學者

�. 自然教育專長

�. 環境教育專長

�. 戶外教學專長

中小學戶外教學現況

中小學選擇環境教育場域

進行戶外教學影響因素

                                                             圖 �.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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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流程

本研究為探討中小學選擇環境教育場域進行戶外教學之影響因素，主要是分別針對專

家德懷術專家及學校環境教育承辦人員進行問卷調查。首先流程經由回顧的文獻擬定之研

究目的與架構，並進行問卷編纂，將初步發展好的專家德懷術問卷、中小學環境教育承辦

人員戶外教學調查問卷，連同研究主題、架構、目的，並在各問卷題項上標註好所屬研究

架構面向，邀請專家進行問卷審查，審查後現行修正。完成修正之問卷，再將正式修正好

之問卷分別針對專家進行德懷術問卷調查，及中小學環境教育承辦人員進行戶外環境教育

場域之選擇問卷調查。

確立研究主題

整理與分析相關文獻

擬定研究架構

編纂問卷

檢核信度

修正問卷

問卷正式施測

問卷資料統計與分析

問卷預試

編纂問卷

進行專家德懷術

問卷資料整理

與分析

選定專家德懷術

研究對象

結果與討論

圖 �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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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家德懷術問卷調查過程

本研究於民國 �0� 年 (�0��) � 月 �� 日起至民國 �0� 年 (�0��) � 月 � 日邀請戶外教育、

戶外遊憩、環境解說、環境教育領域的專家總共 �� 位進行專家德懷術問卷調查（詳如表

�），直到各個題項達到收斂為止，也就是有 �0% 以上的專家都填答該題的眾數。在每回

合的專家德懷術問卷調查，研究者將先就專家所給予的評分先進行統計分析；再針對專家

委員所給的意見進行彙整、逐一進行討論，並修改問卷。隨後再將新修正好的問卷以及前

一次整體專家的填答結果一併寄給每位專家，請專家再次填答，如此反覆進行，直至問卷

中各題達到收斂，由專家填答的結果討論各學校在選擇環境教育場域進行戶外教學的影響

因素為何。

表 2. 德懷術研究小組及其研究領域

專家姓名 目前服務單位 研究領域

張子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環境教育

王鑫 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 環境教育

方偉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環境教育

薛怡珍 國立臺南大學生態與環境資源學系 環境教育

任孟淵 靜宜大學生態人文學系 環境教育

王鴻濬 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環境教育政策

曾鈺琪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環境教育及管理碩士班 戶外教學

劉思岑 臺北市立大學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戶外教學

王志宏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永續觀光暨遊憩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戶外遊憩

陳維立 淡江大學國際觀光管理學系 戶外遊憩

許世璋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環境解說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二）中小學選擇環境教育場域進行戶外教學之影響因素調查過程

本研究為能了解哪些是影響中小學環境教育承辦人員選擇環境教育場域的因素及其

重要程度；以及能進一步了解中小學環境教育承辦人員與德懷術專家們的調查結果之差異

情形，乃進行了中小學環境教育承辦人員的問卷調查。首先由專家德懷術問卷修改編制

成「中小學戶外教學選擇環境教育場域的影響因素調查問卷」，並將問卷發放給 �0 位中小

學教師進行問卷預試，刪除會使整體信度降低之不良問題，而編制成正式問卷。自民國

�0� 年 � 月以電子郵件，針對全臺中小學的環境教育承辦人員進行調查，共發放 �0� 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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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刪除無效問卷後，回收 ��� 份有效問卷，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再進行問卷調查

結果之統計分析。整體而言，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 α) 為 .���，其中，構面一內部

一致性信度 (Cronbach α) 為 .���、構面二為 .���、構面三為 .�0�、構面四為 .���、構面

五為 .���，可見本份問卷的信度可被接受。

三、研究工具（問卷設計）

本研究以德懷術問卷針對專家進行問卷調查；而以中小學戶外教學調查問卷針對中小

學環境教育承辦人員進行問卷調查，前述兩問卷之重要構面是根據環境戶外教學相關文獻

彙整而來。本研究的問卷包含五大構面以及十六個子面向，由沈進成、葉千綺 (�0��) 研

究結果來看環教場域的客觀條件具有較大的影響，因而歸納構面一環境教育場域吸引力

以及子面向（一）、（二）、（三）、（四）；由周儒、林明瑞、蕭瑞棠 (�000) 的研究可以得知

環教場域的課程方案的重要性高，因而歸納構面二環境教育場域吸引力以及子面向（五）、

（六）、（七）、（八）；由曾慈慧等人 (�0��) 的研究可以了解環教人員的解說能使到訪者獲

得正向行為，因而歸納構面三環境教育人員的能力以及子面向（九）、（十）的重要性；由

高翠霞、張子超 (�0��) 研究結果顯示十二年國教實施後環境教育，進而歸納出構面四學

校環境戶外教學的需求以及子面向（十一）、（十二）、（十三）的重要性；由何昕家、張子

超 (�0��) 的研究發現學校承辦人員的環境素養與戶外教學地點選擇具有關聯性，因而進

而歸納出構面五學校承辦人員的環境素養及場域的選擇意向以及子面向（十四）、（十五）、

（十六）的重要性。因此問卷內容包括五大構面、十六個子面向（詳表 �），研究過程中更

邀請專家針對各大構面與子面向進行百分比例填答。

表 3. 專家德懷術問卷五大構面、子面向

五大構面與十六個子面向

構面一、環境教育場域吸引力

子面向（一）環境教育場域的客觀條件是否有具有吸引力

子面向（二）環境教育場域的場域的行銷是否有效

子面向（三）環境教育場域經營是否優質

子面向（四）環境教育場域的服務與設備是否優質

構面二、環境教育場域課程的效能

子面向（五）環境教育場域課程與學校課程是否連結

子面向（六）環境教育場域課程是否符合師生需求

子面向（七）環教場域課程可否提升師生的環境素養

子面向（八）環境教育場域課程是否引發師生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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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構面與十六個子面向

構面三、環境教育人員的能力

子面向（九）環境教育人員是否有親和力及好的解說能力

子面向（十）環境教育人員是否具有環境素養

構面四、學校環境戶外教學的需求

子面向（十一）學校對環境戶外教學的需求

子面向（十二）學校師生對特定環境教育場域的喜好程度

子面向（十三）學校師生之環境素養

構面五、學校承辦人員的環境素養及場域的選擇意向

子面向（十四）學校承辦人員的態度

子面向（十五）學校承辦人員的環境知識

子面向（十六）環境教育場域的選擇意向

四、問卷資料整理及統計分析

本研究德懷術專家及國中小學學校承辦人員調查問卷，各面向、各子題均以勾選的選

項，非常同意 ~ 非常不同意分別代表 � 到 � 分，各構面則由各面向調查的平均值，再求

取總體平均值而得。

（一）專家德懷術問卷調查

�. 本研究德懷術專家調查問卷，以各題項填答結果已達到 �0% 的專家填答同一眾數，

視為各題已達收斂（張基成、蔡政緯，�0��）。

�. 根據專家德懷術問卷的調查結果分析，各題項以百分比例、眾數、平均數以及次數

分配表來呈現。其中百分比：是本研究在進行專家德懷術研究時，由德懷術專家針對各主

要構面及各子面向佔整體構面的重要性權重評比之評估。

（二）中小學選擇環境教育場域進行戶外教學之影響因素調查

描述性統計：以次數計算表、眾數…等來表示受測者變項的各項資料分布情形；利用

平均數、標準差來受測者的調查結果。

（三）多元迴歸分析

為了解中小學的環境教育承辦人員參訪環境教育場域的滿意度與各構面、各子面向、

及各子題之間的關聯性，乃以各校環境教育人員參訪環境教育場域的滿意度為依變項，分

表 3. 專家德懷術問卷五大構面、子面向（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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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以各構面、各子面向、各子題為自變項進行多元逐步迴歸分析，以了解影響各校環境

教育人員參訪環境教育場域之滿意度的顯著差異影響構面、子面向、子題究竟為何；也

代表各環境教育場域彼此之間，在這些項目中有較大的差異，而導致參訪者有顯著的滿

意度差異。

肆、結果與討論

為了解專家與學校承辦人員對中小學選擇環境教育場域進行戶外教學之影響因素的調

查結果為何 ? 是否相近或是相異之處？本研究將相關結果整理為表 �。

一、各構面之間的評分結果比較 

從表 � 來看，專家、學校承辦人員分別給予構面二「環境教育場域課程的效能」次高

與最高的平均分數；專家給予本構面的百分比例最高，顯見本構面的重要性最高；專家雖

同樣給予構面三「環境教育人員的能力」的平均分數為所有構面第一高 ( 專家只給本構面

的百分比例 ��%，為第四高百分比例 )，學校承辦人員給予構面三的平均分數為所有構面

第二高，顯見本構面的重要性仍高；專家和學校承辦人員都給予構面一「環境教育場域吸

引力」第三高的平均分數（專家只給本構面的百分比例 ��%，為第五高百分比例）。專家

和學校承辦人員都給予構面四「學校環境戶外教學的需求」第四高的平均分數（專家只給

本構面的百分比例 �0%，為第二高百分比例），專家和學校承辦人員都給予構面五「學校

承辦人員的環境素養及場域的選擇意向」第五高的平均分數（專家只給本構面的百分比例

�0%，為第二高百分比例），顯見專家德懷術及學校承辦人員問卷調查五等的平均數填答

的結果趨勢一致。由此可知如果直接由德懷術專家群直接給各個構面百分比例的評分，

一般來講較不準確，而是由專家們評過各子面向或是子題後，再計算得到的構面平均得

分會比較準確。上述的研究結果與林素卿 (�00�)、林宗賢 (�0��) 研究的結果：當環境教

育場域課程的效能提升後，能讓學校師生深度體驗或適度的實作，可以吸引更多的學校師

生到訪；及與曾慈慧等人 (�0��) 的結果：環境教育場域若能提供良好課程的展演及環境

教育人員解說，則學校師生會樂於前往，並能獲得環境教育素養有效提升，有相同的研究

結果。

表 4. 專家與學校承辦人員各構面及各子面向平均數及名次的結果及差異比較

專家權重

百分比 (%)
專家的填答平

均數（排名）

學校承辦人員填

答平均數（排名）

構面一環境教育場域吸引力 �� �.��(�) �.��(�)

（一） 環境教育場域的客觀條件是否有

具有吸引力

� �.�0(��)
�.��(��)

（二） 環境教育場域的行銷是否有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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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權重

百分比 (%)
專家的填答平

均數（排名）

學校承辦人員填

答平均數（排名）

（三）環境教育場域經營是否優質 � �.��(�) �.��(�)

（四） 環境教育場域的服務與設備是否

優質

� �.��(�)
�.��(�)

構面二環境教育場域課程的效能 �� �.��(�) �.��(�)

（五） 環境教育場域課程與學校課程是

否連結

� �.�0(�)
�.��(�)

（六） 環境教育場域課程是否符合師生

需求 
� �.��(�)

�.��(�)

（七） 環境教育場域課程可否提升師生

的環境素養

� �.��(�)
�.��(�)

（八） 環境教育場域課程是否引發師生

的興趣

� �.�0(�)
�.��(�)

構面三環境教育人員的能力 �� �.��(�) �.��(�)

（九） 環境教育人員是否有親和力，及

豐富而專業的解說能力

�� �.��(�)
�.��(�)

（十） 環境教育人員是否具有環境素養 � �.��(�) �.��(�)

構面四學校環境戶外教學的需求 �0 �.��(�) �.��(�)

（十一） 學校對環境戶外教學的需求 � �.�0(�) �.��(��)

（十二） 學校師生對特定環境教育場域

的喜好程度

� �.��(��)
�.��(��)

（十三） 學校師生之環境素養 � �.��(��) �.��(��)

構面五 學校承辦人員的環境素養及場

域的選擇意向

�0 �.��(�)
�.��(�)

（十四） 學校承辦人員的態度 � �.�0(�0) �.0�(�)

（十五） 學校承辦人員的環境知識 � �.��(��) �.0�(�0)

（十六） 環境教育場域的選擇意向 � �.��(��) �.��(��)

二、各子面向之間的評分結果比較

從表 � 來看，專家給予構面一的子面向（三）「環境教育場域經營是否優質」全部

子面向中最高的平均分數（專家只給本子面向百分比例 �%），學校承辦人員給予子面

表 4. 專家與學校承辦人員各構面及各子面向平均數及名次的結果及差異比較（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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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三）的平均數為本構面排序次高，為全部子面向中平均數排名第 �。專家給予子面

向（四）「環境教育場域的服務與設備是否優質」本構面第 � 的排名（全部子面向第 � 的

排名）；而學校承辦人員則給予本構面各子面向第 � 的排名（全部子面向第 � 的排名），顯

見專家與學校承辦人員的意見有些許落差，專家較著重環教場域經營是否優質，中小學老

師著重的是環教場域的服務與設備是否優質。不過這兩個子面向仍在本構面中分別高居第

一、第二的名次。

表 5. 專家與學校承辦人員構面一及其子題平均數及名次的差異比較分析

構面一環境教育場域吸引力 權重百分

比 (%)
專家的填答平

均數（排名）

學校承辦人員填

答平均數（排名）

整體構面權重百分比及平均數 �� �.��(�) �.��(�)

（一） 環境教育場域的客觀條件是否有具有

吸引力

� �.�0(��)
�.��(��)

　�.環境教育場域的交通易達性 �.��(��) �.�0(�0)

　�.環境教育場域的收費高低 �.�0(��) �.�0(�0)

　�.環境教育場域的知名度 �.��(��) �.��(�0)

（二） 環境教育場域的行銷是否有效 � �.��(��) �.��(��)

　�. 環境教育場域時常透過環境教育輔導團

辦理研習而行銷該場域的活動

�.0�(��)
�.�(��)

　�. 環境教育場域時常出現於網路傳播媒

體、社群網站推文及行銷

�.�0(��)
�.��(��)

　�. 環境教育場域提供促銷優惠或舉辦大型

活動

�.��(�0)
�.��(��)

（三）環境教育場域經營是否優質 � �.��(�) �.��(�)

　�. 環境教育場域多元的面向皆經營得很好 �.��(��) �.��(�)

　�. 環境教育場域經由同事推薦或場域的口

碑很好 

�.��(�0)
�.��(��)

　�. 環境教育場域常因施行環境教育課程而

獲獎

�.��(��)
�.0�(�0)

（四） 環境教育場域的服務與設備是否優質 � �.��(�) �.��(�)

　�0. 環境教育場域的人員及總體服務好 �.��(��) �.��(�)

　��. 環境教育場域的總體設備配置得當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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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給予構面二（詳見表 �）的子面向（六）「環境教育場域經營課程是否符合師

生需求」為構面二第 � 的排名（全部子面向第 � 的排名；專家給予本子面向百分比例為

�%），然而學校承辦人員給予子面向（六）本構面第 � 的排名（全部子面向第 � 的排名），

顯見專家德懷術及學校承辦人員問卷調查五等的平均數填答的結果趨勢一致。專家給予

構面二的子面向（七）「環境教育場域課程可否提升師生的環境素養」本構面第 � 的排

名（全部子面向第 � 的排名；專家給予本子面向的百分比例 �%），學校承辦人員給予子

面向（七）的平均數為本構面第 � 的排名（全部子面向第 � 的排名），顯見專家與學校承

辦人員皆認為環境教育場域提供課程的重要程度仍高，但仍有一定的意見差異；專家較為

著重到訪環教場域的師生之環境素養的提升與否。再者，學校承辦人員給予構面二的子面

向（五）「環境教育場域課程與學校課程是否連結」的平均分數為本構面各個子面向第 �

的排名（全部子面向第 � 的排名），但專家給予子面向（五）的平均數為本構面第 � 的排

名（全部子面向第 � 的排名），顯見兩者的意見在這個子面向上有較大程度落差；由此可

知：學校承辦人員重視的是環教場域提供的課程能否配合學校現有的課程，進而發展校

本特色課程。因此環教場域提供的課程應與學校現有的課程相連結，而讓學生可以印證

所學。學校承辦人員給予構面二的子面向（八）「環境教育場域課程是否引發師生的興趣」

的平均分數為本構面各子面向第 � 的排名（全部子面向第 � 的排名。因此學校承辦人員在

意的是環教場域提供的課程是否與學校的課程相連結及引發師生的興趣，讓到訪的學生可

以學校的課程為基礎，進而在環教場域進行延伸及有興趣的學習，由上述的德懷術專家與

學校承辦人員的結果，相互比較可以了解，德懷術專家確實比較著重環境教育理論，如學

校師生環境教育素養是否提升；而學校承辦人員得比較在乎場域的課程是否與學校課程相

互連結，是否能引起學校師生的興趣，這些都是教學現場實務的問題，顯然專家們與學校

承辦兩者之間確實存在有一些理論與實務之間的差距。再者，由上述的研究結果與廖淑容

(�0��) 的研究：環境教育場域若能提供環境教育課程若能與學校教的課程或學校發展的本

位課程連結，則因可與學校的課程相互印證，則可以吸引更多學校師生參訪，有相同的研

究結果。而許世璋、徐家凡 (�0��) 的研究指出：環境教育場域提供的環境教育課程若有

完善的導覽、解說則能提升參訪師生的環境素養，因此可以有效提升參訪者環境素養的

場域課程，也是參訪單位所期望場域可以提供的重要功能。Chang (�0�0) 的研究也同樣指

出：戶外教學的課程如果能引起學校師生學習的興趣，並與學校課程相互連結，定能引來

學校師生帶隊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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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專家與學校承辦人員構面二及其子題平均數及名次的差異比較分析

構面二環境教育場域課程的效能
權重百

分比 (%)
專家的填答平

均數（排名）

學校承辦人員填答

平均數（排名）

整體構面權重百分比及平均數 �� �.��(�) �.��(�)

（五） 環境教育場域課程與學校課程

是否連結
� �.�0(�) �.��(�)

　��. 環境教育場域提供的課程能與

學校課程連結
�.��(��) �.��(�)

　��. 環境教育場域提供的課程能與

學校本位課程連結
�.�0(��) �.��(�)

（六） 環境教育場域課程是否符合師

生需求 
� �.��(�) �.��(�)

　��. 環境教育場域提供的課程符合

學校教師教學增能需求
�.0�(��) �.�0(�0)

　��. 環境教育場域提供的課程符合

學校學生學習需求
�.�0(�) �.��(�)

（七） 環境教育場域課程可否提升師

生的環境素養    
� �.��(�) �.��(�)

　��. 環境教育場域提供的課程可以

增加您更多環境知識
�.��(�0) �.��(��)

　��. 環境教育場域提供的課程可以

培養您對環境保護（保育）的

正向積極態度

�.��(�) �.��(��)

　��. 環境教育場域提供的課程可以

增加您積極保護（保育）環境

的行為並落實至生活層面

�.��(�0) �.��(��)

（八） 環境教育場域課程是否引發師

生的興趣
� �.�0(�) �.��(�)

　��. 環境教育場域提供的課程內容

具有知識性且豐富
�.�0(��) �.��(��)

　�0. 環境教育場域提供的教學方法

多元、活潑、有趣，並可以引

起參與者的學習動機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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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給予構面三（詳見表 �）的子面向（九）「環境教育人員是否有親和力及好的解

說能力」的平均分數為本構面各子面向第 � 的排名（全部子面向第 � 的排名；專家給予

本子面向的百分比例為 ��%）。然而學校承辦人員給予子面向（九）的平均數為本構面

第 � 的排名（全部子面向第 � 的排名），專家德懷術及學校承辦人員問卷調查五等的平均

數填答的結果趨勢一致。專家給予構面三的子面向（十）「環境教育人員是否具有環境素

養」的平均數為本構面各面向中第 � 的排名（全部子面向第 � 的排名），學校承辦人員給

予子面向（十）的平均數為本構面第 � 的排名（全部子面向第 � 的排名），顯見兩者填答

仍有一定的差異，專家認為環教人員的環境素養與解說能力皆很重要，學校承辦人員比較

在意的是環教人員的解說能力及是否具有親和力，畢竟環教人員若具有豐富而專業的解說

能力，再輔以幽默且生動的方法進行解說，將能讓到訪師生吸收到豐富的環境知識，再由

上述結果相互比較可以了解，德懷術專家及學校承辦同時注重環境教育場域的承辦人員的

解說能力是否到位，另外德懷術專家還是比較注重場域環境教育人員的素養是否足夠，顯

示專家們還是比較著重環境教育理論，而學校承辦人員則比較在意環境教育場域的人員是

否具有親和力，顯示學校承辦人員著重日常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也顯示比較注重實務的問

題。。上述結果與沈進成、葉千綺 (�0��) 的研究結果：若場域的環境教育人員具有良好的

導覽解說能力，會讓到訪的旅客有高度滿意度，有相同的研究結果。與林明瑞、林姵辰

(�0��) 的研究，社區環境教育學習中心解說志工如果有很好的導覽解說能力，也會讓參訪

者有很高的解說滿意度，有相同的研究結果。

表 7. 專家與學校承辦人員構面三及其子題平均數及名次的差異比較分析

構面三環境教育人員的能力
權重百

分比 (%)
專家的填答平

均數（排名）

學校承辦人員填答

平均數（排名）

整體構面權重百分比及平均數 �� �.��(�) �.��(�)

（九） 環境教育人員是否有親和力，

及豐富而專業的解說能力

�� �.��(�)
�.��(�)

　��. 環境教育場域的環境教育人員

具有親和力

�.�0(��)
�.��(��)

　��. 環境教育場域的環境教育人員

具有很好的解說能力

�.��(��)
�.��(�)

　��. 環境教育場域之環境教育人員

的解說相當豐富，並可以引起

參與者的學習興趣

�.��(��)
�.�0(�)

　��. 環境教育場域之環境教育人員

的解說相當專業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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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三環境教育人員的能力
權重百

分比 (%)
專家的填答平

均數（排名）

學校承辦人員填答

平均數（排名）

（十） 環境教育人員是否具有環境素

養

� �.��(�)
�.��(�)

　��. 環境教育場域的環境教育人員

具有豐富及專業的環境知識

�.��(�0)
�.��(��)

　��. 環境教育場域的環境教育人員

具有對環境保護(保育)的正向積

極態度

�.��(�)
�.��(��)

　��. 環境教育場域的環境教育人

員，具有積極保護（保育）環

境的行為

�.��(�)
�.��(��)

從表 � 來看，專家給予構面四的子面向（十一）「學校對環境戶外教學的需求」的平

均分數為本構面第 � 的排名（全部子面向第 �� 的排名），但學校承辦人員卻給予此一子

面向的平均分數為本構面第 � 的排名（全部子面向第 � 的排名）；專家給予子面向（十二）

「學校師生之環境素養」的平均分數為本構面第 � 的排名，學校承辦人員卻給予此一子面

向的平均分數為本構面第 � 的排名（全部子面向第 �� 的排名），藉此了解雙方意見有明顯

的落差，可見專家著重的是學校師生的環境素養，學校承辦人員較為重視的是學校對於戶

外教學的需求。由上述結果相互比較可以了解，德懷術專家是比較注重學校師生環境素養

提升的問題，顯示專家們還是比較著重環境教育理論；而承辦人員則比較注重是否符合學

校對環境戶外教學的需求，顯示學校承辦人員注重實務的問題。

表 8．專家與學校承辦人員構面四及其子題平均數及名次的差異比較分析

構面四學校環境戶外教學的需求
權重百

分比 (%)
專家的填答平

均數（排名）

學校承辦人員填答

平均數（排名）

整體構面權重百分比及平均數 �0 �.��(�) �.��(�)

（十一）學校對環境戶外教學的需求 � �.�0(�) �.��(��)

　��. 學校對於環境戶外教學的重視

程度高
�.��(�0) �.��(��)

　��. 依環境教育法規定各校的教職

員工生皆須參加每年�小時的環

境教育課程或活動進而實施環

境戶外教學

�.��(�0) �.��(��)

表 7. 專家與學校承辦人員構面三及其子題平均數及名次的差異比較分析（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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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四學校環境戶外教學的需求
權重百

分比 (%)
專家的填答平

均數（排名）

學校承辦人員填答

平均數（排名）

（十二） 學校師生對特定環境教育場

域的喜好程度
� �.��(��) �.��(��)

　�0. 學校老師對特定環境教育場域

有特別的喜好
�.00(��) �.��(��)

　��. 學校學生對特定環境教育場域

有特別的喜好
�.�� (�) �.��(��)

　��. 環境教育場域能兼顧大眾旅遊

及環境教育
�.�� (�0) �.��(��)

（十三）學校師生之環境素養 � �.��(��) �.��(��)

　�� .學校師生具有對環境保護（保

育）有良好的素養
�.�� (�0) �.0�(��)

　��. 學校為環境教育主題學校 �.�� (�0) �.��(��)

表 9 專家與學校承辦人員構面五及其子題平均數及名次的差異比較分析

構面五 學校承辦人員的環境素養及場

域的選擇意向

權重百

分比 (%)
專家的填答平

均數（排名）

學校承辦人員填答

平均數（排名）

整體構面權重百分比及平均數 �0 �.��(�) �.��(�)

（十四）學校承辦人員的態度 � �.�0(�0) �.0�(�)

　��. 學校的主管(包含校長、主任)具
有對環境保護(保育)的正向積極

態度

�.�� (�) �.0�(��)

　��. 學校承辦人員或您具有對環境

保護（保育）的正向積極態度
�.�� (�) �.0�(��)

（十五）學校承辦人員的環境知識 � �.��(��) �.0�(�0)

　��. 學校主管、承辦人員或您經常

接觸環境知識
�.�� (�0) �.0�(��)

　��. 學校承辦人員或您對特定環境

教育場域的了解程度甚高
�.�� (��) �.0�(��)

（十六）環境教育場域的選擇意向 � �.��(��) �.��(��)

　��. 學校承辦人員或您對特定環境

教育場域的特定喜好傾向
�.�� (��) �.��(��)

表 8．專家與學校承辦人員構面四及其子題平均數及名次的差異比較分析（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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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五 學校承辦人員的環境素養及場

域的選擇意向

權重百

分比 (%)
專家的填答平

均數（排名）

學校承辦人員填答

平均數（排名）

　�0. 學校主管對特定環境教育場域

的特定喜好傾向
�.�� (�) �.��(��)

三、各子題之間的評分結果比較

從表 � 來看，專家給予構面五的子面向（十六）�0.「學校主管對特定環境教育場域

的特定喜好傾向」的平均分數為本構面第 � 的排名（全部子題第 � 的排名），但學校承辦

人員卻給予此一子題的平均分數為本構面第 � 的排名（全部子題第 �� 的排名），藉此了

解雙方意見有明顯的落差。專家學者認為環境教育場域的選定與學校主管對特定場域的

喜好有密切關聯；但學校承辦人員認為戶外教學應以參與戶外教學的師生為主體，故應

考量的是環境教育場域提供的課程或服務而非學校主管的喜好。專家給予子面向（十二）

��.「學校學生對特定環境教育場域有特別的喜好」的平均分數為本構面第 � 的排名（全

部子題第 � 的排名），但學校承辦人員給予此一子題的平均分數為本構面第 � 的排名（全

部子題第 �� 的排名），顯見兩者有一定程度的意見落差，因中小學的學生心智發展仍未成

完全熟，也不若大學生或研究生具有求知若渴的態度。專家學者會認為學校師生對於環

境教育場域的選擇會有興趣的偏好，而學校承辦人員認為選擇環境教育場域進行戶外教

學若能兼顧環境教育或大眾旅遊為佳，再者也應考量學生的受教權而應選擇具有知識性

的環教場域進行戶外教學，不應只是一昧迎合中小學生的喜好。專家給予子面向（十四）

��.「學校承辦人員或您具有對環境保護（保育）的正向積極態度」的平均分數為本構面

第 � 的排名（全部子題第 � 的排名），但學校承辦人員給予此一子題的平均分數為本構面

第 � 的排名（全部子題第 �� 的排名），可見學校承辦人員認為戶外教學應以學校師生為需

求而進行戶外教學地點的選擇，倘若進行環境戶外教學能讓師生的環境素養提升才是學校

承辦人員著重的重點。

四、場域參訪滿意度與各構面、子面向、及子題的多元迴歸分析

本研究為能了解中小學的環境教育承辦人員參訪環境教育場域的滿意度的主要影響構

面、子面向、子題究竟為何，乃進行多元逐步迴歸分析。

（一）各構面的迴歸分析

以各校環境教育人員參訪環境教育場域的滿意度為依變項，以各構面為自變項進行多

元逐步迴歸分析，最終逐步迴歸分析所得到的結果如表 �0 所示：

表 9 專家與學校承辦人員構面五及其子題平均數及名次的差異比較分析（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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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學校環境教育承辦人員參訪環境教育場域的滿意度與各構面之關聯

自變項 β 值 t F p R2

構面三「環境教育人員的能力」 .��� �.��0

��.��0

.0��

.���
構面四「學校環境戶外教學的需求」 .��� �.��� .0��

構面五「學校承辦人員的環境素養及場

域的選擇意向」
.��0 �.0�� .000***

註： *** 代表 p < 0.00�；** 代表 p < 0.0�；* 代表 p < 0.0�

學校承辦人員場域滿意度 =.��0x 構面五 +.���x 構面四 +.���x 構面三   R2=.���

其中以構面五「學校承辦人員的環境素養及場域的選擇意向」迴歸係數最高，

為 .��0，對各校環境教育人員場域參訪的滿意度影響最大；其次為構面四「學校環境戶外

教學的需求」(.���)、再其次為構面三「環境教育人員的能力」(.���) ，對各校環境教育

人員場域參訪的滿意度影響較大。

（二）各子面向的迴歸分析

以各校環境教育人員參訪環境教育場域的滿意度為依變項，以各子面向為自變項進行

多元逐步迴歸分析，最終逐步迴歸分析所得到的結果如表 �� 所示：

表 11. 學校環境教育承辦人員參訪環境教育場域的滿意度與各子面向之關聯

自變項 β 值 t F p R2

子面向（十六） 「環境教育場

域的選擇意向」
.��� �.��0 ��.��0 .0�� .���

子面向（九） 「環境教育人員

是否有親和力及好的解說能力」
.��� �.��� .00�*

子面向（十二） 「學校師生對

特定環境教育場域的喜好程度」
.��� �.0�� .0�0

子面向（十一） 「學校對環境

戶外教學的需求」
.��� �.0�� .0��

子面向（三） 「環境教育場域

經營是否優質」
-.��� -�.��� .0��

子面向（十五） 「學校承辦人

員的環境知識」
.��� �.��� .0��

註： *** 代表 p < 0.00�；** 代表 p < 0.0�；* 代表 p < 0.0�

學校承辦人員場域滿意度 =.���x 子面向（九） +.���x 子面向（十五）+.���x 子面向

（十二）+ .���x 子面向（十六） +.���x 子面向（十一） +(-.���)x 子面向（三）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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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子面向（九）「環境教育人員是否有親和力及好的解說能力」迴歸係數最高，

為 .���，對各校環境教育人員場域參訪的滿意度影響最大；其次，子面向（十五）「學校

承辦人員的環境知識」(.���)，再其次為子面向（十二）「學校師生對特定環境教育場域

的喜好程度」(.���)、子面向（十六）「環境教育場域的選擇意向」(.���)、子面向（十一）

「學校對環境戶外教學的需求」(.���)；而子面向（三）「環境教育場域經營是否優質」

(-.���)，對各校環境教育人員場域參訪的滿意度竟然有負面的影響，值得我們進一步做後

續的研究、討論。

（三）各子題的迴歸分析

以各校環境教育人員參訪環境教育場域的滿意度為依變項，以各子題為自變項進行多

元逐步迴歸分析，最終逐步迴歸分析所得到的結果如表 �� 所示：

表 12. 學校環境教育承辦人員參訪環境教育場域的滿意度與各子題之關聯

自變項 β 值 t F p R2

子題 �0「學校主管對特定環境教育場域

的特定喜好傾向」
.��� �.���

�0.0��

.000***

.�0�
子題 ��「若學校對於環境戶外教學的需

求程度高」
.��0 �.0�� .000***

子題 ��「環境教育場域的環境教育人

員，具有積極保護 ( 保育 ) 環境的行為」
.��0 �.0�� .00�*

註：*** 代表 p < 0.00�；** 代表 p < 0.0�；* 代表 p < 0.0�

學校承辦人員場域滿意度 =.���x 子題 �0+.��0x 子題 ��+.��0x 子題 ��   R2=.�0�

其中以子題 �0. 「學校主管對特定環境教育場域的特定喜好傾向」迴歸係數最高，

為 .���，對各校環境教育人員場域參訪的滿意度影響最大；其次，子題 ��.「若學校對於

環境戶外教學的需求程度高」(.��0)；再其次為子題 ��.「環境教育場域的環境教育人員，

具有積極保護（保育）環境的行為」(.��0)，對各校環境教育人員場域參訪的滿意度影響

較大。

研究者將迴歸分析中有顯著影響學校承辦人員滿意度之各構面、子面向、子題與專

家、學校承辦人員的評定排名整理為表 ��。

由學校承辦人員對環境教育場域的滿意度分別與各構面、子面向、子題的多元逐步

迴歸的結果發現：(�) 除了子面向（九）環境教育人員是否有親和力，及豐富而專業的解

說能力，在前述專家學者及學校環境教育承辦人員問卷評定成績良好外，其餘各構面、子

面向、子題有達到顯著差異的，絕大部分都是前述問卷評定名次比較後面的構面、子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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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或子題；(�) 甚至子面向（三）環境教育場域經營是否優質，其迴歸係數竟然為負值

(-0.���) 。

表 13. 填答滿意度、專家與學校承辦人員填答平均數及名次的差異比較分析

β 值 ( 排名 )
專家的填

答平均數

排名

學校承辦人

員填答平均

數排名

構面五學校承辦人員的環境素養及場域的選

擇意向
.��0(�) � �

構面四學校環境戶外教學的需求 .���(�) � �

構面三環境教育人員的能力 .���(�) � �

（九） 環境教育人員是否有親和力，及豐富而

專業的解說能力
.���(�) � �

（十五）學校承辦人員的環境知識 .���(�) �� �0

（十二） 學校師生對特定環境教育場域的喜好

程度
.���(�) �� ��

（十六）環境教育場域的選擇意向 .���(�) �� ��

（十一）學校對環境戶外教學的需求 .���(�) � ��

（三） 環境教育場域經營是否優質 -.���(�) � �

　�0. 學校主管對特定環境教育場域的特定喜

好傾向
.���(�) �  ��

　��.學校對於環境戶外教學的重視程度高 .��0(�) �0  ��

　��. 環境教育場域的環境教育人員，具有積

極保護（保育）環境的行為
.��0(�) � ��

前者其主要原因是：因為專家學者及學校環境教育承辦人員同樣認為沒有那麼重要

的構面、子面向、及子題在場域裡，卻因為各環境教育場域在這些項目彼此之間的表現有

顯著的差異，而隱性影響到學校環境教育承辦人員對環境教育場域的選擇，究竟是什麼原

因，影響各個環境教育場域彼此之間在這些項目的差異表現，是值得我們後續再做深入研

究的。同樣的，專家學者及學校承辦人員共同認定是重要的選擇項目，卻沒有造成實質的

影響，究竟是何原因，也同樣值得深入探討。子面向（九）環境教育人員是否有親和力，

及豐富而專業的解說能力，其下面的子題分別為：場域環境教育人員是否具有親和力、好

的解說能力、解說是否豐富，能引起參與者的興趣、解說是否專業，這子面向絕大部分的

場域、學校都會很重視，但並非所有的環境教育人員因為場域重視，就可以馬上可以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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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而是人員要經過長時間的磨練、經驗累積、及專業知識的學習，才能達到。

子面向（三）環境教育場域經營是否優質，其迴歸係數竟然為負值的主要原因，該子

面向下面的子題為：場域多元面向經營得很好、同事推薦或場域的口碑很好、常因施行環

境教育課程而獲獎。由這些評估的子題可以了解到學校環境教育承辦人員在選擇了這些口

碑很好、別人推薦很好、得獎無數的環境教育場域，總是心存期待；但是到了現場之後。

發覺這些環境教育場域的表現跟原來的預期有落差，而導致對環教場域總體的滿意度評分

降低，而造成迴歸係數為負值的原因。

伍、結論

環境教育法施行明確規範各級學校需實施環境教育教學活動，而十二年國教實施，戶

外教學已列為學生學習重要的一環，因此環境戶外教學已成為各級學校師生重要的環境教

育活動，更可以是各領域課程教學的延伸，因此如何選擇一良好的環境教育場域，以有效

提升學校師生的環境教育素養，已成為各級學校環境教育承辦人員及學校師生進行戶外教

學重要的議題及選項。本研究藉由專家德懷術問卷及學校環境教育承辦人員問卷調查法了

解中小學選擇環境教育場域的影響因素。本研究所得之結果分述如下：

一、  本研究共建構出影響中小學選擇環境教育場域的大構面，計有：環境場域吸引力、

環教場域課程的效能、環境教育人員的能力、學校環境戶外教學的需求、學校承

辦人員的環境素養及場域的選擇意向，共五大構面；子面向分別有環教場域的客

觀條件、經營、設備與課程、環教人員的親和力與解說能力…等十六個子面向以

及 �0 個子題。

二、  本研究共建構出五大構面，依共同趨勢由大到小分別為「環境教育人員的能力」

（專家 = �.��，學校 = �.��）、「環境教育場域課程的效能」（專家 = �.��，學校 = 

�.��）、「環境教育場域吸引力」（專家 = �.��，學校 = �.��）、「學校環境戶外教學

的需求」（專家 = �.��，學校 = �.��）、「學校承辦人員的環境素養及場域的選擇意

向」（專家 = �.��，學校 = �.��），其中以環境教育場域的人員及課程是否良好是學

校師生最重要的選擇因素。

三、  本研究共建構出十六個子面向，依共同趨勢由大到小列出排序較高的子面向，分

別為「環境教育場域課程與學校課程是否連結」（專家 = �.�0，學校 = �.��）、「環

境教育場域課程是否符合師生需求」（專家 = �.��，學校 = �.��）、「環境教育場域

課程可否提升師生的環境素養」（專家 = �.��，學校 = �.��）、「環境教育人員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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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親和力，及豐富而專業的解說能力」（專家 = �.��，學校 = �.��）、「環境教育人

員是否具有環境素養」（專家 = �.��，學校 = �.��），專家與學校承辦人員皆給予前

述子面向較高的平均分數，由此可見環教場域的課程與環教人員的能力是否良好

被視為學校選擇環境教育場域的重要影響因素。

四、  本研究共建構出 �0 個子題，排序較高的子題分別為「環境教育場域提供的課程符

合學校學生學習需求」（專家 = �.�0，學校 = �.��）、「環境教育場域之環境教育人

員的解說相當專業」（專家 = �.�0，學校 = �.��）、「環境教育場域提供的教學方法

多元、活潑、有趣，並可以引起參與者的學習動機」（專家 = �.��，學校 = �.��）、

「環境教育場域的環境教育人員具有豐富及專業的環境知識」（專家 = �.��，學校 = 

�.��），前述為專家與學校承辦人員皆認為較重要的子題，由此可見環教場域的課

程與教學法應符合學生需求及引起學生學習動機、環境教育人員是否具有專業及

解說能力被視為學校選擇環境教育場域的重要影響因素。

五、  本研究中專家與學校承辦人員認定差異比較大的平均數之子面向為「學校對環境

戶外教學的需求」（專家 = �.�0，學校 = �.��）、「環境教育場域經營是否優質」（專

家 = �.��，學校 = �.��）、「環境教育場域課程可否提升師生的環境素養」（專家 = 

�.��，學校 = �.��）；子題為「學校主管對特定環境教育場域的特定喜好傾向」（專

家 = �.��，學校 = �.��）、「學校學生對特定環境教育場域有特別的喜好」（專家 = 

�.��，學校 = �.��）、「學校承辦人員或您具有對環境保護（保育）的正向積極態

度」（專家 = �.��，學校 = �.0�），顯見專家認定學校主管以及承辦人員具有很大

的權限，可以決定哪一家環境教育場域；而學校承辦人員卻認為自己沒辦法決定，

而是透過學校師生或是行政會議的共同決議的結果。另外由德懷術專家及學校承

辦人員各子面向排序的順序比較，發現德懷術專家是比較注重場域環境教育人員、

學校師生環境素養提升的問題，顯示專家們還是比較著重環境教育理論；而承辦

人員則比較注重環境教育場域的課程是否符合學校師生的需求、是否與學校課程

相連結、是否符合學校對環境戶外教學的需求，顯示學校承辦人員注重實務的問

題。

六、  由學校承辦人員對環境教育場域的滿意度分別與各構面、子面向、子題的多元逐

步迴歸的結果發現：(�) 除了子面向（九）環境教育人員是否有親和力，及豐富而

專業的解說能力之評定成績較高；(�) 子面向（三）環境教育場域經營是否優質，

其迴歸係數竟然為負值 (-0.���) 外，各構面、子面向、子題有達到顯著差異的，絕

大部分都是評定名次比較後面的構面、子面向、或子題；主要原因是當場域特別

著重這些不被重視的影響因素，會讓參訪者特別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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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建議

研究者藉由專家德懷術以及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以了解中小學選擇環教場域進行戶

外教學的影響因素，依據調查研究的結果研究者給予以下幾點建議：

一、針對環教場域的建議：

針對中小學環境教育承辦人員重視的面向，環教場域應（一）審視場域內的課程以符

合學校師生的需求；（二）應加強環教人員解說能力、環教知識與環境保護態度的培養；

（三）應著重場域設備的維護及整體服務品質的提升，進而塑造良好的口碑，以吸引更多

到訪者。

二、針對環境教育場域之主管機關的建議：

針對中小學環境教育承辦人員重視的面向，主管機關應（一）針對環教場域定期進

行評鑑，尤其將場域的課程效能與環教人員的能力列為評鑑重點，將能讓環教場域更具

競爭力；（二）應針對環教場域的交通進行改善，以利環教場域可以吸引更多人次到訪；

（三）應針對環教場域的收費進行調整或對於弱勢的學生提供補助，以消弭收費過高造成

的不利影響。

三、針對場域之環境教育人員的建議：

針對專家重視的面向，場域之環境教育人員應（一）保持正向的環境保育態度與行

為；（二）熟悉場域之課程並藉由課程的解說提升到訪者的環境保護行為與態度。

四、針對學校承辦人員的建議

本研究發現學校的環境教育承辦人員應該強化自己本身的環境素養及能力，以能有效

地協助學校師生推薦及選擇優良的環境教育場域。

五、針對後續研究者的建議

本研究發現學校承辦人員與專家學者的填答平均數有所差異的部分，專家學者所填答

的各構面、子面向初步的百分比例與仔細計算之平均數值的排列順序不一樣的部分，後續

研究者應深入研究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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