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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為探討都市青少年自然經驗發展特性之多個案研究，從發

展心理學與環境心理學之角度，描述各階段自然經驗之主要內涵、

分析相關影響因素，並詮釋各時期自然經驗所反映之個人內在身心

發展特質與需求，以補充既有重要生命經驗研究較為缺乏的青少年

資料。研究參與者是三位從國小到大學皆擁有持續且豐富自然經驗

之都市青少年，受訪時平均年齡為 18 歲。研究結果發現，三位青

少年的自然經驗發展可分為依賴期、啟蒙期、探索期與自主期等階

段。各階段之自然經驗受到教育體制與學校資源、社會關係與社會

互動、個人身心發展需求等因素影響，而呈現不同的樣態。其中在

自然環境的選擇上，表現出從半自然環境到原始環境的變化趨勢，

並隨著年齡增長而在活動形式上呈現出高度體能挑戰的偏好。其他

有關自然欣賞能力、自然興趣培養、地方依附感發展之現象，則與

國外學者所描述的環境經驗發展需求互有異同。本文依據研究成果

提出環境教育之實務建議，並指出後續可行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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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論 

自 1972 年後，環境教育逐漸成為各國政府回應環境問題的重要途徑，在

諸多探討環境教育成效與影響因素的研究中，1980 年以後出現的重要生命經

驗（significant life experience）研究、以及 1990 年後一系列的環境行為調查，

都證實了自然經驗對友善環境的情意態度和行為培養具有重要影響力，特別是

兒童和青少年時期接觸自然的經驗（Chawla, 2012）。 

Bögeholz（2006）整理近十年來德國、歐洲與美國以自然經驗為主題的調

查研究，發現自然經驗與環境概念、環境態度、負責任環境行為多為正相關。

國內調查也發現自然經驗對國小學童的環境概念與態度有重要影響，直接接觸

自然環境的經驗越多，學童的環境態度越偏向生態中心觀點（董貞吟、黃乾全、

何文雀、伍連女、張桂禎，1998）。國外重要生命經驗研究結果也顯示，過往

的環境經驗是發展環境敏感度、環境關懷或環境承諾的重要因素，而自然經驗

在各國研究的提及率高達 50%到 80%（Chawla, 1998, 2009; Sward & 

Marcinkowski, 1998）。國內重要生命經驗研究也指出年輕世代（三十歲以下）

擁有的自然經驗較少，且對心愛自然地消失、環境污染和災害的關注及擔憂，

明顯低於擁有較多自然經驗的中壯年與老年世代（許世璋，2005）。 

儘管自然經驗對環境公民的培養有重要影響，但美國、瑞士、澳洲等國的

研究卻發現孩子接觸自然的經驗越來越少（Fägerstam, 2012）。行政院主計處

（1999，2009）歷次的「中華民國青少年狀況調查報告」以及近期針對國小五

年級學生課後時間從事環境活動的小型調查（黃至賢，2008）的資料都顯示，

台灣學童與青少年接觸自然的機會與時間有嚴重不足的現象。在都市化擴張與

自然環境破壞加劇、以及年輕人越來越少有機會接觸自然的全球趨勢下，國際

社會已開始研議新的法案或政策，讓學校提供更多接觸自然的機會，例如：美

國社會自 2007 年起致力推動 No Child Left Inside 法案（No Child Left Inside Act 

of 2011, 2011），澳洲政府也於近期將戶外教育重新納入新的國家課程綱要

（Gray & Martin, 2012）。台灣政府則從 2008 年起，開始鼓勵國中小辦理優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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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教學（行政院教育部，2012）。值此之際，若能深入探討青少年的自然經

驗內涵、以及這些自然經驗所反映的發展特質與變化趨勢，將能深入理解青少

年接觸自然環境的概況，找出運用自然場域進行環境教育的有效原則，對環境

公民的培養與未來校外教學持續優質化都有重要的貢獻。 

本文雖受重要生命經驗研究之啟發，直接將研究焦點放在童年與青少年時

期的自然經驗，但本文並非典型的重要生命經驗研究，不以尋找各種影響環境

情意或行動發展的生命事件為研究重心，也不企圖解釋自然經驗如何及為何影

響環境行動者，而是以自然經驗本身為焦點，運用多個案研究方法，完整而深

入的描述三位都市青少年的自然經驗內涵，並嘗試從發展心理學及環境心理學

的角度，分析和詮釋影響各階段自然經驗的外在社會條件與內在個人心理發展

需求。因此，本文的研究問題包括：三位都市青少年曾經歷哪些不同階段的自

然經驗，其主要型態為何？各階段的自然經驗曾受到哪些社會因素影響，又反

映出何種身心發展的特質和需求？ 

一、定義自然經驗：自然經驗的內涵與類型 

在探討人與自然環境互動的保育、環境及生態心理學領域裡，自然經驗指

的是自然環境本身的力量（forces）和特質（feature）所引發的各種具有心理

學意義的思考、情感和行為反應。因此，自然經驗不是某種單純的戶外運動，

而是由自然環境、課程活動、群體和社會互動、個人特質等要素所組成的、具

有高度個人獨特性的複雜心理現象。因其複雜性，自然經驗往往能提供多種心

理效益，包括促進身心健康（well-being）、有益個人成長（personal growth），

如：自信心、自我效能感，並引發其他特殊的心理現象，如：高峰經驗（peak 

experience）、心流經驗（theory of flow）、恢復性經驗（restorative experiences）、

超越經驗（transpersonal/ transcendent experiences）、覺知轉化（perceptual shift）

等等（Clayton & Myers, 2009）。 

自然經驗也能培養個人對環境的興趣與喜愛，並促成友善環境的態度與行

為或行動，因此環境教育領域也很重視自然經驗對環境公民的影響。過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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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指出自然經驗對環境行動者的養成極具影響力，例如：童年時期在住家附近、

家庭農場或全家定期度假的自然區域裡漫遊與即興玩耍的經驗，或是青少年時

期的泛舟、露營、健行等經過規劃、且能強烈沈浸在自然世界的戶外營隊或野

地旅行經歷，都有助於生態認同、環境態度與行動的培養（Arnold & Warner, 

2009; Chawla, 1999; Thomashow, 1996；許世璋，2003，2005；許世璋、李曉珊，

2004；董貞吟，1998）。 

在環境興趣上，Vadala、Bixler 與 James 等人（2007）探討從事環境相關

職業的青年或成人的童年自然經驗時，發現在自然中玩耍的經驗其實是由各種

與自然環境及父母或同儕互動所組成的複雜現象。他們區別了九種童年玩耍的

類型，並推論與自然互動的玩耍經驗會促成許多有關環境的學習，並使受訪者

在日後選擇戶外活動當作興趣或職業。 

雖然不同學者對自然經驗有不同的定義，例如：Kellert（2002）依據環境

自然度、活動自由度、以及是否運用感官直接接觸自然等標準，將自然經驗分

為直接經驗、間接經驗與象徵（vicarious）經驗。但為了對自然經驗的豐富內

涵與隱含其中的個人身心發展特質做更仔細的探討，本文採用保育心理學的定

義，將自然經驗界定為在不同原始程度的自然環境中，透過各種活動形式和社

會互動所引發的、具有個人獨特性的感受、情緒和想法（Clayton, 2009）。這

種定義的優點是能兼顧自然經驗的外在形式如活動類型、團體互動等，也能包

含個人內在心理狀態。這樣的定義也與 Chawla（1999）及許世璋（2003，2005）

在重要生命經驗研究中所採用的自然經驗編碼定義相容，而使文獻及理論對話

有共同的基礎。 

在環境原始度的界定上，原始度較高的自然環境是指該區域的物種以原生

種為主，較少有人為活動的衝擊、破壞或污染，且遠離市鎮而有寂靜（solitude）

特質的地方。這類自然環境因具有人類無法控制的生態過程，如：林火、崩塌，

而稍具危險性。相對地，原始度較低的半自然環境則指人為經營或已被馴化的

自然環境，像是公園、農場、動物園等地方。因此本文所討論的自然經驗可包

括住家鄰近的公園、郊山或田園中進行的休閒活動，也可包含在國家公園自然

保護區內進行的登山健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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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經驗的分期與心理發展特質 

目前學界對自然經驗的發展特質與分期之討論，多是運用發展心理學、生

態心理學及保育心理學之既有理論，進行概念建構或分期特質的描述。其中有

系統地建構論述的學者包括 Sobel（1993, 2008）、Chawla（1992）與 Kellert（2002, 

2005）等人。但這些學者對自然經驗的階段劃分與強調的發展面向稍有不同，

例如：Kellert 依學習者的認知能力、情意關係與自然價值觀之發展程度，將個

人的環境經驗分為 3 到 6 歲的幼兒、7 到 12 歲的兒童、以及 13 到 17 歲的青

少年等三個時期；Chawla 則從自我認同、隱私需求、社會互動、以及外在環

境吸引力等四個面向，分別討論兒童時期（6 到 11 歲）與青少年時期（12 到

17 歲）的自然經驗特性；Sobel（1993, 2008）則關切兒童時期的環境經驗、以

及兒童與地方的關係發展，並探討地方製造（place-making）或住家區域概念

隨年齡增長而擴大的心理現象。 

以 Kellert（2002, 2005）為例，他認為兒童時期的自然經驗特質包括：（1）

逐漸脫離自我中心觀點，不再以自身需求來看待自然，而能視自然為獨立存在

的他者，並對自然產生好奇和興趣；（2）對環境的探索主要以住家附近的自然

場域為主，但會挑選自己較不熟悉的地點玩耍；（3）開始懂得欣賞自然環境；

（4）在自然環境活動時，開始不需要成人的指導或監督；青少年時期的自然

經驗特點則包括：（1）對自然世界發展出更抽象、概念化或道德式的思考方式；

（2）偏好參與離家較遠、環境較原始且帶有冒險性的活動，並藉此增強自信

心、自尊心、自我認同感、問題解決和調適的能力；（3）更能尊敬與欣賞自然。 

Chawla（1992）的自然經驗只分兩期，分期年齡與 Kellert 相似，但著重

的面向稍有差異，例如：她強調兒童時期的自然經驗主要是與其他同性同儕合

作，一起探索住家附近的新環境，而這些自然活動會增強個人的體力與技術，

是發展自我認同的重要方式；青少年時期的自然經驗則會有以下轉變，包括（1）

偏好與性別混合的同儕團體一起活動；（2）會到離家更遠、更原始的自然環境

裡；（3）開始能欣賞和享受自然環境中的寂靜（sol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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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bel（1993, 2008）則認為直接接觸自然環境的探索活動，對兒童的自我

概念、個人與自然關係的建立極為重要。他觀察到兒童在住家附近自然場域中

進行設施建造的遊戲（如：蓋水壩），並認為這與 Erikson（1968）的論點相關，

即兒童會藉著建造東西來發展並展示自己的能力，同時逐漸脫離成人的關懷與

控制，並試著建立新的自我感。 

本研究參考並運用上述學者之論點，檢視三位都市青少年的自然經驗內涵，

並詮釋不同自然經驗階段所具有的心理發展意義，以補充過往相關研究中尚未

充分理解的關於青少年與自然環境的社會與心理現象。 

貳、方法 

一、研究取徑 

個案研究是質性研究方法中，最能針對特定個人或現象，進行完整而深入

的描述與探討的一種研究取徑。依據 Creswell（2013）和 Yin（2009）的看法，

個案研究是透過多元的資料收集與分析，來達成對特定研究主題、理論假定或

特殊現象進行完整描述的目標，並深入瞭解該個案之意義及獨特性。本文採用

的多個案（multiple/collective）研究方法，也能呼應過去Chawla（1998a, 1998b）、

Tanner（1998a, 1998b）等學者在環境教育研究（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第四卷第四期、A. Gough（1999）、S. Gough（1999）和 Payne（1999）

在環境教育研究第五卷第四期、Chawla（2001）在第七卷第四期，以及 Chawla

（1998c）在環境教育期刊（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第二十九卷第

三期等國際學術期刊中，提到的有關重要生命經驗研究對象、研究重點與研究

方法的辯論與建議，例如：Chawla（2001）認為未來研究更需要基礎的、描述

性且跨生命階段（life-span processes）的探討，並建議在設計研究時，應收集

有關自然經驗的感受與經驗發生當下的時空情境等細部資料。而多個案研究方

法的優點，正是能完整描述青少年的自然經驗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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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參與者 

由於目前台灣學童與青少年接觸自然或從事戶外活動的機會較少，特別是

升學壓力極大的中學階段，常因課業壓力減少或停止童年時的自然活動，而不

易尋找擁有持續自然經驗的青少年參與研究。因此本文的抽樣策略，是先從教

育部自 2008 年起補助的 27 所進行優質校外教學之國中與小學裡，選取具有多

元自然活動的新竹市某公立國中作為研究場域，再從該校課程中找尋符合研究

條件的參與者。 

該校自 2003 年起持續辦理自然探索和體驗課程，使學生可在春季參與一

天的溯溪活動，夏季參加長達兩週的單車環台灣島活動，秋季參與兩天一夜的

合歡山之旅，冬天則參加一週的綠島課程。這些課程對全校師生及畢業生開放，

並讓學生依自己的興趣和意願持續參加課程與長期接觸各種不同的自然環境，

因而在台灣的中學階段創造出一小群擁有豐富自然經驗的青少年。 

由於該校每年參與自然探索課程的學生依課程方案的差異，人數約在一百

到四百名之間，研究者參考 Creswell（2013）的抽樣建議，結合重要案例（critical 

case）、標準（criterion）與滾雪球（snowball）等三種策略來選取個案。所謂

重要案例即選擇資料（自然經驗）最豐富的對象，而標準條件的設定，則是選

擇符合：（1）在兒童時期有豐富自然經驗；（2）國高中以後每年至少參與一次

自然探索課程，或另外參加其他自然活動與營隊；（3）大學就讀環境相關科系

或參加自然相關社團，以此確保研究參與者確實持續接觸自然環境。滾雪球抽

樣則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由受訪青少年與學校老師推薦符合上述標準的個

案。 

最後本研究共選取符合標準，願意提供過往記錄自然經驗的心得文件，允

許研究者陪同參與課程進行觀察記錄，且願意正式參與研究的三位畢業學生。

這三位青少年（兩位男性與一位女性）都是該國中第一屆自然探索課程的學生，

並在高中仍持續回校參與課程，也額外參加其他自然活動，而大學又繼續參加

登山社。三位研究參與者受訪時的平均年紀為 18 歲。在家庭背景部分，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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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參與者的父親皆為電腦或電子產品公司的主管，其中兩位研究參與者之母

親為專職家庭主婦，另一位研究參與者的母親為小學教師。 

三、資料收集與研究工具 

個案研究講求多元的資料收集策略（Yin, 2009），因此本研究收集學生個

人心得記錄和學校課程檔案，研究者也參與課程觀察並製作田野筆記，另進行

兩回合的深度訪談。 

本研究的分析資料以訪談為主。第一次訪談於 2011 年 10 到 11 月進行，

每次時間約兩個到兩個半小時，訪談焦點是個案的自然經驗與經歷。訪談問題

包括：從小到大，在不同的求學階段你／妳都怎麼接觸自然環境？第二次訪談

於 2012 年 2 月進行，訪談時間約三個小時，訪談焦點接續上次的重點，持續

追問和討論自然經驗的細節與對個人成長的重要性。在參與觀察部分，研究者

從 2010 年到 2012 連續三年參與該校各類自然探索課程，觀察內容包括行前訓

練課程、活動現場觀察、以及活動後成果發表。此外本研究也收集 2003 年以

來三個個案曾參加過的校方課程檔案及個人學習心得。 

四、資料分析與檢核 

由於個案研究可依實際研究問題，選擇或運用其他研究取徑的分析方法與

結果呈現方式（Creswell, 2013; Yin, 2009），為兼顧自然經驗內涵之描述、以及

發展特質和歷程之詮釋，本文借用紮根理論的歷程編碼與開放編碼技術

（Strauss & Corbin, 1998），對訪談資料進行編碼分析，再將分析結果與學生心

得、校方課程檔案及田野筆記反覆進行比對，以補充訪談資料之不足，並同時

確保訪談內容的正確性。本研究也採用符合紮根理論的質性研究資料分析電腦

輔助軟體 Atlas.ti（6.1 版）作為資料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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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品質及效度檢核上，Maxwell（2005）認為不同類型的質性研究會

有不一樣的效度威脅。因本文屬於描述型與闡釋型的研究，所以需要避免資料

收集錯誤、不完整，或是研究者在分析資料時誤解或強加自己的觀點。為確保

現象描述的正確性，本文針對研究問題收集四種來源的資料進行分析與驗證

（即三角檢證方法之一）。為避免研究者本身作為研究工具，而未能察覺自己

的理論偏好或分析偏誤的問題，本研究另邀兩位瞭解紮根理論方法，並具有質

性分析經驗的教育領域博士班研究生擔任協同分析者，以確保分析結果能確實

反應研究參與者的主觀經驗。最後，本研究亦邀請三位研究參與者確認資料分

析與詮釋是否正確及合理。 

參、結果 

個案研究的優點是能完整而詳細地描繪研究現象或對象，因此本文將研究

結果之呈現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份先描述每位個案主要的自然經驗內涵，第

二部分則依據開放編碼與歷程編碼的結果，整理出三個主題，包括自然經驗分

期、影響各時期自然經驗的社會因素、自然經驗的心理發展趨勢（請見表 1）。 

表 1 主題架構 

主題 編碼結果 

（一） 自然經驗分期 依賴期、啟蒙期、探索期、自主期 

（二） 影響各時期自
然經驗之社會
因素 

1. 教育制度與學校資源：升學壓力高低、學校是否
提供與自然接觸的相關課程活動。 

2. 家庭資源與父母支持：父母是否主導或支持孩子
接觸自然，住家環境的特性。 

3. 社會互動的需求：需要新的重要他者或模範角
色、對同儕的重視。 

4. 個人因素：對自然環境本身的興趣 

（三） 自然經驗之心
理發展趨勢 

1. 自然環境的偏好：從半自然到荒野環境 

2. 活動挑戰性：從低度體力要求到高度體能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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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案自然經驗之描繪 

（一）個案 A 

個案 A 目前就讀台北某國立大學的地質系二年級，參加登山社。他的父

母都喜愛自然，因此從小接觸自然的機會很多，但國高中的自然經驗卻對他有

很重要的影響。 

在國小三年級以前，個案 A 大約每兩到三週就跟著父母及家庭友人，到

新竹縣市的山中健行或到溪邊戲水。這個時期他對自然「沒什麼感覺，就生活

中的一塊！」自然只是個玩耍的環境，玩的內容包括吃吃喝喝、與家人互動、

和友伴玩耍，例如：他提到「爬山的目的感覺是去山裡吃泡麵，對，他們（父

母）會帶很多吃的，……在行進間的時候，就幾個朋友嘛，在比速度，大家就

衝，然後衝到了就休息，休息完就吃，然後吃完後再衝下去。」（A-01-016）

但國小三年級以後迷上電動不愛出門，直到國中時參與學校的科展社團與自然

探索課程，才又開始接觸自然環境。 

國中課程所提供的自然經驗讓個案 A 開始有「跑自然的興趣」。即便國小

因沈迷電動而使體能變得很差，他仍願意忍受辛苦的跑步訓練，因為「在教室

裡其實還滿無聊的」，且與同學一起到戶外玩耍很吸引他，「剛開始，我就國一

上去就是衝著同學要去，加上是上課時去，然後我就去了。」（A-01-064）但

後來自然環境本身卻開始成為他關注的焦點，同儕的互動漸漸變得不再那麼重

要，也不再注重物質享受，「吃那些就不是主要活動，主要活動是去看山。」

（A-02-089）。他也慢慢開始懂得欣賞自然之美，國一時候「大部分就是看啦，…

ㄟ有山啦、有水啦，然後很漂亮。」（A-01-023）國二以後，他開始觀察和模

仿登山教練與自然互動的方式，才逐漸「學會看，開始會看自然。」（A-01-035） 

高中時期因為就讀的學校並未提供接觸自然的活動或課程，當他想自行找

班上同學一起去戶外的時候，卻發現高中同儕探索自然的能力與經驗和他有很

大的落差，「現在 X 中的（同學）都跟不太上……我的行程對他們都太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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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057）面對這些困境，個案 A 只能回國中母校參與自然探索課程，並

透過國中教練主動尋求校外資源，請他帶自己到更遠、更有挑戰性的自然環境

中探索。當他回顧國高中的自然經驗時，他認為「國中比較屬於一個被動的，

培養興趣。高中的差別就是變成主動的，就是你會開始主動探索大自然這一塊。」

（A-02-019）高一高二時，他與校外教練及國中校友一起到雪山與南湖大山登

山，這類額外的自然經驗成為個案 A 平衡高中巨大升學壓力的場所，「你每次

上去都會有種重新充電的感覺……生活主軸其實國高中都沒有變，升學吧，一

天中 80%都在看書吧，或是在做些沒有意義的休閒活動。」（A-02-098） 

國高中的自然經驗也影響個案 A 對大學科系的選擇，讓他認為自然是一

塊可以繼續探索的領域，「就還會想走下去的感覺，……覺得還滿有興趣的。」

（A-02-101）他在大學時選擇地質系就讀並決定參加登山社。但山對他的意義

在這時期也稍微有了轉變，從高中時的充電功能變成主要的學習場所，甚至比

大學系所的專業課程還吸引他，「那我現在（對山）的感覺比較偏向於……像

一種教室嗎？反正它像一種學習的場所…現在是人進去，你可以帶一拖拉庫

（學到的）東西出來。」（A-01-081） 

（二）個案 B 

個案 B 目前就讀台北某國立大學的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二年級，也參

加登山社。他出生在美國，在美國讀到小學五年級後回台灣，他的父母都喜歡

自然。雖然從小自然經驗豐富，但國高中的自然經驗對他的興趣和生涯選擇有

重要的影響。 

個案 B 在小學五年級以前住在美國加州，天天在住家外的公園裡堆沙堡、

摘花草、挖蟲。他與家人也會不定時造訪博物館和國家公園，而學校老師也經

常帶學生造訪鄰近學區的農場或海洋生態館。但回台灣後，他發現「台灣的國

小比較少（有這類活動）」，主要的自然經驗就是在住家附近的公園「抓蝴蝶，

堆沙堡啊」，或是跟媽媽到飛鳳山、十八尖山走走，父親則喜歡帶家人到森林

遊樂區遊玩。國小時頻繁接觸自然的經驗讓他覺得自己跟自然很親近，與大學

班上同學相比，比較沒有城市人對自然的那種害怕與隔閡，「可能會有一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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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在城市裡的人會覺得，走在大自然是一個會有一點 shock 吧，覺得自己好像

沒有那種隔閡。」（B-02-088） 

國中參加學校的自然探索課程，因而有機會接觸到比較原始的自然環境。

其中，攀登合歡山的經歷是他認為最特別的自然經驗，並成為他與好友面對生

活及學業時的正向支持力量，「我們這群人不管什麼題目，就會扯到我們去爬

山，因為爬山經驗都是個正向的東西啊。」（B-02-026）這些正向效益包括「要

努力完成一個目標」、「要認識野外」、「要積極奮發向上」、「克服重重的難關」、

「讓自己的意志力有提升」等。這些自然經驗也讓他重新認識台灣環境的美麗，

「國中那時候對山是抱持著一個山真的很美麗、非常棒的一個地方。」

（B-02-028）他也學會如何觀看自然，「學會看到自然的東西，看到漂亮的風

景，而不是只看自己和同學間的那個（聊天）……而不是封閉在自己的已知的

城市裡生活的世界啊。」（B-01-065）他認為國中時候的自然經驗改變了自己，

「整個人格就改了，喜歡的東西也改了……我是覺得去山上真的會學到東西

啦。」（B-01-029） 

但高中時就讀的學校並未提供太多接觸自然的機會，他也發覺高中班上同

學都約不太出來，或不太願意到自然裡遊玩。因此，想要接觸自然就只能回到

國中母校參與自然探索課程，或額外商請教練帶自己到其他自然環境裡活動，

或自己邀集國中朋友一起到新竹市郊騎單車探險。因為接觸原始自然的機會難

得，國高中時期的登山活動成為個案 B 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我高中每一次登

山都是自己人生中很大的點，一個期待很久、上去之後還會懷念很久的大事件

這樣。」（B-02-034）這個時期他也開始對合歡山產生強烈的聯繫感，「就是這

個地方跟我的關係很深哪」，覺得「合歡山是探索課程的初始點這樣，就所有

事情都是從這條路開始的。」（B-02-037）自然經驗的另一個重要影響則展現

在科系與社團的選擇，也影響他對未來生涯的規劃，「可以說這樣子讓我對大

自然有一點感受吧，所以他（自然）也塑造了我之後會走的方向……事業啦、

興趣啦之類的。」（B-0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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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對自然、對山的興趣和喜愛，個案 B 在大學時不顧父母反對參加登

山社，這時候接觸的自然環境多是人跡罕至、甚至沒人走過、極為荒野的環境。

他因而見識了國高中時沒看過的自然美景，碰到沒走過的危險地形與未曾經歷

的壞天氣。儘管如此，山依舊在大學這個階段成為支持他面對學業和日常生活

的重要力量，「它（山）是一個心靈的慰藉啦，在山上比較快樂。」（B-01-057）

他也認為自然將持續在自己的人生中佔據重要位置，「我覺得我跟大自然的關

係是一定會（繼續）的啊，……我喜歡大自然。」（B-02-072） 

（三）個案 C 

個案 C 就讀新竹市某國立大學的運輸管理學系，目前打算參加登山社。

父母家族都有務農的親戚和田園，母親喜歡自然，父親喜歡運動。在所有接觸

自然環境的經驗裡，國中時的自然活動是迄今為止印象最深刻而有意義的自然

經驗。 

個案 C 在國小時候會到新竹縣市的郊山健行，其中最常去的就是十八尖

山。每當健行時，對植物有興趣的母親常會摘植物編織成小玩具給孩子玩。暑

假因有較長的假期，常會到雲林外公家在濁水溪旁的田裡玩耍，「小時候都會

去田裡面玩，玩砸西瓜和引濁水溪水到田裡玩泥巴，玩得很髒大人也不會怎樣。」

（C-01-024）這些經驗讓她覺得自己「跟土地親近是很自然的」，「不會覺得碰

到泥土、碰到什麼有什麼特別（負面）的感覺。」（C-02-012） 

國中時因父母工作忙碌，學校的課程成為接觸自然的主要管道，甚至成為

自己用功讀書的主要目標，「可以說妳在裡面努力，是為了可以出去玩。」

（C-02-028）但她認為這時期的自然經驗，與國小時跟家人一起進行的自然活

動很不一樣，因為跟家人的焦點主要還是玩耍，但學校的課程「應該可以算是

人生中一個小小的轉變，對很多的想法、很多認知、很多能力上的培養是很不

一樣。」（C-01-029）這些轉變包括重新認識台灣土地的美，「那時候第一次真

的覺得台灣有這麼漂亮的地方。」（C-02-033）也讓她暫時擺脫日常生活的功

課壓力與父母要求，在山上自由自在做自己，「如果你繼續在那邊（山），就有

點可以脫離一點點……這個生活、這個 routine 的感覺，所以會有點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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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點類似面對另外一個自己的感覺。」（C-02-039）這些經驗讓她越來越肯

定接觸自然是一件值得投入的活動，而且應該要持續成為生活一部份。 

由於高中學校沒有自然的活動或課程，因此她只能透過重回國中母校參加

課程，或另與國中校友相約出遊的方式來接觸自然。因父母擔心受傷，並未允

許她參加教練帶領的雪山活動，加上課業壓力與同性友伴對自然沒有興趣，「我

們學校的女生對服裝打扮比較多（重視）」（C-02-059），整個高中只參加了兩

次溯溪課程。 

上大學之後，因系上多數同學對自然環境沒興趣、也沒經驗，讓她決心到

社團中尋找同好，參加登山社以重拾跟自然的聯繫，「我想要讓它們（自然）

是不要缺席，在你的生活當中不要缺席。」（C-02-071）她也希望自己未來的

專業發展能跟自然保持關係，「會覺得希望能做的行業可以跟自然比較脫不了

關係，跟自然連結的部分比較多一點啦」（C-02-078），像城市自行車道的規劃

或發展交通系統中的綠能產業等，都是她認為將來可以努力的方向。 

二、自然經驗之分期、影響因素與發展趨勢 

本研究將三位個案對自然經驗的回憶及描述，依據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

透過歷程編碼及開放編碼，整理成以下三個主題，首先是三個個案共同經歷的

自然經驗分期，其次是影響各時期自然經驗之相關因素，最後是個案在自然經

驗中反映的內在心理發展需求，特別是自然環境的選擇與活動形式的偏好、以

及兩者的變化趨勢。 

（一）自然經驗之分期 

扎根理論的歷程編碼是以研究參與者的經驗回憶為基礎，將內在心理感受

與外在社會脈絡相互影響而產生的個人重要事件，依時間順序重新建構為階段

性的發展歷程。本研究依據（1）對自然環境的興趣狀態、（2）個人對自然經

驗的主導程度，將個案描述的自然經驗整理成依賴期、啟蒙期、探索期、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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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等階段（請見表 2）。所謂的興趣狀態是指個案對自然環境的覺知、欣賞、

喜愛和重視程度，而個人主導性則指個案克服外在社會條件之限制，而在自然

活動中滿足內在心理發展需求的程度。 

表 2 自然經驗分期 

心理學者
分期方式 

兒童階段（7-11 歲） 青少年階段（12-18 歲） 

本研究分
期方式 

依賴期（約國小階段） 

1. 玩 耍 本 身 是 焦
點，對自然環境無
太多注意與覺察。 

2. 自然經驗多仰賴
父母決定和教導。 

啟蒙期（約國中階段） 

1. 開始覺知並重新認識台灣的自然環境。 

2. 漸漸有參與自然探索課程的部分決定
權。 

探索期（約高中以後） 

1. 自然成為個人重要的興趣之一。 

2. 主動要求或尋找校外資源以持續接觸
自然環境。 

自主期（約大學以後） 

1. 自然成為專業能力發展或未來生涯規
劃的重要部份。 

2. 能全權決定自然經驗的形式與內涵。 

 

在分析中，不同時期所呈現的自然經驗類型也稍有差異（可搭配表 3），

例如：依賴期以平日家庭活動、週末家庭旅遊、長假期遠地旅遊為主；啟蒙期

有學校的自然探索課程與活動；探索期則透過校外資源主動接觸新的自然環境；

自主期主要經由大學社團活動或系所專業課程接觸自然。表 2 也顯示從依賴期

到自主期，受訪個案對自然環境的興趣越來越濃厚，自然對個人生涯的影響也

越來越重要，例如：從依賴期玩耍的場地，到啟蒙期成為欣賞與認識的對象，

再到探索期的心靈慰藉與成為學習主題，最後在自主期變成專業發展及生涯規

劃的重心。同時受訪個案對自然經驗的選擇和決定權也越來越大，從依賴期完

全受家庭掌控，到啟蒙期與探索期受學校課程與教師影響，再到自主期能自行

決定自然經驗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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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自然經驗的發展及分期與台灣的教育制度與學校資源息息相關，但其

他社會因素如父母的支持或反對、學校教師的角色模範，個人對同儕互動的需

求、或是對自然本身的興趣等，都會影響個案進入各時期的時間點。例如：高

中時因學校未提供接觸自然的機會，個案 A 與 B 主動與父母協調，並商請教

練帶隊到雪山與南湖大山健行，但個案 C 則因父母不同意而使其探索自然的

機會往後延遲。 

（二）各階段自然經驗之影響因素 

影響不同時期自然經驗的主要因素大致有以下幾類，首先是教育體制的影

響或學校政策與資源的限制，如：校方是否提供與自然接觸的相關課程活動，

這類是個人或家庭較少能影響的制度或組織性因素。其次是個案所處的社會資

源多寡，像是住家附近是否有自然環境，父母是否能提供或支持孩子自行選擇

自然活動等。其三是個人對社會互動的發展需求，如：對重要他者或模範角色

的需求或對同儕的重視等。最後則是個人對自然環境的興趣和偏好。本文將各

階段之影響因素整理如表 3，並描述各時期不同因素在自然經驗中的概況。 

表 3 各階段自然經驗之影響因素 

階段 自然經驗主要形式 相關影響因素 

依賴期 1.平日家庭活動 

2.週末家庭旅遊 

3.長假期遠地旅遊 

1. 父母對自然的興趣、偏好、能力與經驗。 

2. 住家附近的自然環境提供玩耍的場域。 

啟蒙期 學校的自然探索課
程與活動 

 

1. 學校提供接觸自然環境的課程和活動，教
師漸漸取代家長成為自然經驗中的重要
他者。 

2. 透過提供經費及同意權，家長仍是支持受
訪個案持續參與自然活動的重要力量。 

3. 同儕團體的互動會影響參與自然活動的
意願或動機。 

4. 重新覺知、認識和欣賞自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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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續） 

探索期 開始自主探索其他
自然環境，如登雪
山。 

1. 升學壓力遽增。 

2. 學校未提供接觸自然的機會而需仰賴校
外的資源與資訊。 

3. 家長的支持角色依舊重要。 

4. 同儕團體有雙面影響。 

5. 個人對自然的興趣與經驗，開始影響科系
或社團的選擇。 

自主期 

 

積極參與學校的自
然活動，如登山社。 

1. 學校提供接觸自然的課程與社團活動。 

2. 個人對自然的興趣開始影響未來生涯規
劃。 

 

從三個個案的描述可知，依賴期的三類自然經驗主要以住家附近的自然場

域為主，但接觸自然的頻率與活動方式因家庭而異，主要受家庭資源和父母習

慣主導，如：父母對自然的興趣、偏好、經驗與能力，而較少由受訪個案自行

選擇或安排。此外，這時期的學校課程對自然經驗的影響力似乎不如家庭，例

如：在個案 A 與 C 的主觀認知中，國小課程似乎未提供印象深刻的自然經驗。 

到了啟蒙期，學校提供的自然探索課程成為重要的自然經驗。學校的課程

安排降低了父母對自然經驗的影響力，而自然活動所需的野外技能、以及在自

然環境中的行為示範，主要由學校教師和登山教練教導，漸漸取代父母而成為

自然經驗裡的重要他者。雖然父母已不再主導孩子的自然經驗，但仍是支持孩

子接觸自然的重要力量，包括提供經費、裝備並同意孩子參與課程等。此外，

與同儕同樂也開始成為這三個個案參與自然探索課程的重要動機。 

在探索時期，三個個案雖進入不同高中就讀，但同樣都面臨升學壓力遽增

與學校未提供自然活動的困境，而大幅減少接觸自然的機會。因此三位個案都

透過回國中母校協助課程的方式，或請校外教練帶自己造訪位於國家公園的自

然區域來持續接觸自然。先前受國中自然探索課程啟發的對自然的喜愛，此時

漸漸轉變成個人興趣，並開始影響大學科系或社團的選擇。在升學壓力下，父

母依舊是支持個案持續參與自然活動的力量，而同儕的影響則是雙方面的，高

中同儕因缺乏自然經驗而無法成為一起參與自然活動的伙伴，但國中的朋友則

是個案持續參加自然活動的重要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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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自主期，三位個案雖各自就讀不同的學校與科系，但都不約而同地選

擇參加登山社，因此接觸自然的機會比高中多，但實際的活動方式與頻率則依

個人參與社團的程度而異。這時期個人對自然的興趣主導了自然經驗的內涵，

父母及學校老師的影響力持續降低。例如：個案 A 事前未與父母溝通，大一

入學就直接參加登山社，個案 B 則不顧父親反對，加入山社並接下社長職務。 

表 3 顯示出父母與家庭習慣主導了依賴期的自然經驗，啟蒙期以後，教育

體制和學校資源既能促進、也能限制個案接觸自然的機會，例如：國中時的自

然探索課程能啟發個案對自然的興趣，高中的學習環境則限制了個案接觸自然

的機會，但受訪個案所處的社會關係和擁有的社會資源，是突破學校限制並持

續參與自然活動的重要條件。新模範角色的影響、以及與同儕互動的身心發展

需求、還有個人對自然的興趣，則在探索期之後開始發揮較大的影響力。 

（三）自然經驗的偏好與發展趨勢 

由上述分析可知，從依賴期到自主期，受訪個案對自然的興趣與主導性越

來越強，個人以外的社會因素影響則越來越弱。本段透過開放編碼，進一步檢

視自然經驗中個案對自然環境的選擇與活動形式偏好（整理為表 4）。整體來

看，三位個案對自然環境的地點選擇有越來越原始的趨勢，而活動難度及挑戰

性也越來越高。 

表 4 環境選擇與活動挑戰性的變化趨勢 

 依賴期 啟蒙期 探索期 自主期 

自然 

環境 

特質 

半自然場域，離
家不遠。 

 

合歡山，屬風景
區，風景壯麗，
天候變化快，遊
憩設施多。 

國家生態保護
區，環境原始，
人為設施與服
務較少。 

極為原始的荒
野環境，偏遠且
無人工設施，地
形天候難預測。 

活動 

挑戰性 

低 

散步或定點探
索與玩耍。 

較高 

5-6 小時輕裝健
行，過一夜。 

更高 

山裡過夜 4 天
以上，重裝健
行。 

最高 

需克服未知地
形並具有緊急
應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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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然環境的特質：從半自然到原始環境 

三位個案在依賴期提到的自然經驗常發生在半自然的環境裡，如：社區公

園、郊山、風景區、森林遊樂區和親友農園等，其特色是該環境經過人為整理、

且設有步道、停車場、廁所、旅館等服務設施，而較為安全、且容易取得便利

的社會服務。啟蒙期的自然探索課程則開始接觸台灣較原始的自然環境，像合

歡群峰、泰崗溪、司馬庫斯、綠島、東海岸與花東縱谷等。這些自然環境多位

在交通要道附近、且離聚落或遊憩設施不遠，但擁有更多非人造的自然景觀。

在探索期則接觸更原始的自然環境，如：國家公園的生態保護區，這些區域比

合歡山更偏遠，且只有基本的步道設施。到自主期加入登山社以後，接觸的環

境為更原始的自然保留區，有些地點長久以來無人造訪，也幾乎沒有任何人工

設施，地形和天候更難預測。 

整體來看，從合歡山到國家公園的自然保護區、再到自然保留區，這些場

域的共通特性是：（1）景色優美而使人易於感受自然之美，例如：三位個案都

提到第一次見到台灣自然景色的感動。（2）遠離文明和便利的社會服務，例如：

國中時的合歡山來回需六小時車程，但因是景點仍有不少遊憩設施，危險性相

對較低。但高中與大學造訪的保護區或原始保留區，車程動輒十小時以上，且

因屬保護區而少有人工設施，加上路況及通訊不佳，讓自然環境的挑戰性與風

險增高。（3）具有人力無法控制和預測的自然變化。以山為例，台灣高山的地

形和氣候瞬息萬變，容易有步道崩塌或遇到惡劣氣候而無處避難的狀況，大學

階段的保留區探勘活動即屬於這類荒野環境。 

2. 活動的挑戰性：從低度體力要求到高度體能挑戰 

個案在依賴期接觸自然的方式，主要是散步或定點探索，較無嚴謹的規劃

而可自由地和手足、朋友玩耍，或由大人陪伴進行環境探索。這類自然經驗中

的活動方式較具個人創意，像是堆沙堡、丟泥巴、抓蟲等，也較不需體力或特

定的野外技巧。至於長天數的旅遊，從個案的回憶與描述可知，活動內容多偏

重在吃住等物質享受，與環境的互動其實不多，自然風景往往被隔絕在窗外。 

啟蒙期以後的自然經驗則需要較多的體能技巧。以兩天的合歡山健行為例，

個案每天需在稜線與陡坡上、在沒有人工鋪面的步道上，輕裝健行 5-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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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初次造訪台灣高山的受訪個案來說，體力消耗、高度適應、走路技巧與裝

備使用等，都是新的學習和挑戰。此外還得隨時應付高山地區變化快速的天氣，

像是低溫、大風、下雨、雲霧等。在探索期接觸的雪山和南湖大山挑戰性更高，

需在山裡待上四天，雖有簡單的山莊可住，但每天仍須揹負十五公斤以上的裝

備爬坡 8 小時，食衣住行需自己處理，因此對生活能力與登山技術、裝備和體

能的要求又更高。大學之後的自然保留區探勘活動，天數動輒一週以上，面對

的是未知的地形和植被，受訪個案需依地形圖自行規劃路線，也需有度過危險

地形或緊急避難的專門裝備和技術，活動的挑戰性最高。 

肆、討論 

本節與啟發本研究之重要生命經驗歷程分析對話，討論環境經驗的分期問

題與各時期的自然經驗特性，而後將研究結果與各學者有關自然經驗發展特質

的論點進行異同比較，以凸顯臺灣都市青少年的自然經驗發展特性。 

一、自然經驗之分期與影響因素 

在少數有關環境經驗分期的實證研究裡，Chawla 首創重要生命經驗的歷

程分析，她在 1999 年對 56 名挪威與美國肯德基州的環境保護工作者進行訪談

並建構其生命歷程，將環境承諾的發展分成兒童（childhood，包含高中以前的

時期）、大學時期（university years）、成人（adulthood）三個階段。這種階段

劃分方式與其他運用發展心理學進行分期的環境教育學者，如：Kellert（2002）

所慣用的兒童與青少年分期方式不同。 

雖然 Chawla 並未針對長達十八年的兒童期的自然經驗發展階段，做更細

緻的討論，但她對自然經驗的分類所做的編碼定義已稍微透露出發展時期的差

異，例如：兒童時主要在住家附近的自然區域或家庭農場裡活動，或全家定期

度假旅遊，年紀稍長則有泛舟、露營、健行等戶外活動。這個趨勢與本文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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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經驗發展方向大致吻合。 

在探討各階段環境經驗的影響因素時，Chawla 發現在十八歲以前同儕或

朋友並未扮演重要角色，而在大學後才開始產生影響並延伸到成人階段。但這

樣的分析結果與她自己在 1992 年提出的自然經驗發展特質論點不符，因為她

原先主張同性同儕是兒童期自然經驗的重要成分，而混合性別的同儕團體則是

青少年時期自然經驗的重要特徵。此外，有關同儕或朋友不具影響力的發現也

與 Sivek（2002）針對高中生的環境敏感度研究、以及 Arnold 和 Warner（2009）

探討青少年環境行動的重要生命經驗研究成果不一致，因為 Sivek（2002）、

Arnold 和 Warner（2009）都發現同儕或朋友互動在中學階段是很重要的因素，

不但能影響青少年的環境敏感度發展，也是青少年參加環境保護計畫的重要資

訊與動力來源。如同 Chawla（1992）、Sivek（2002）、Arnold 和 Warner（2009）

的研究結果，本研究也發現同儕互動從啟蒙期就成為受訪個案接觸自然的重要

動機之一，也是自然經驗中的重要內涵，但同儕互動反而在大學階段未被受訪

個案認定為是接觸自然的重要因素。 

在學校部分，Chawla（1999）發現教育在兒童期與大學階段都是影響環境

承諾形成的重要因素。但就本研究的分析結果來看，學校在台灣的教育脈絡下

並未對受訪個案的環境興趣發揮特別重要的影響。雖然國中的自然探索課程的

確啟發了三位個案對自然環境的興趣與喜愛，但依賴期與探索期的學校並未提

供太多接觸自然的資源或管道，直到大學後受訪個案才又透過社團取得接觸自

然的機會，但社團活動也非學校提供的正式專業課程。這與國內學者的研究結

果相仿（許世璋，2003、2005；許世璋和李曉珊，2004），許世璋和李曉珊發

現台灣成人環境行動者的整體生命經驗裡，教育與學校並未激發他/她們保護

環境的承諾與行動，不像在 Chawla（1999）所研究的美國和挪威，學校在兒

童期、青少年及大學階段始終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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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賴期的自然經驗與發展特質 

除了上述有關自然經驗分期與影響因素的討論外，自然經驗的內涵其實也

反映了不同發展階段的身心特質與需求。在依賴期自然經驗的活動地點選擇上，

誠如 Kellert（2002）、Chawla（1992）、Korpela（2002）和 Sobel（1993, 2008）

所觀察到的，這個階段的自然經驗的確以離家不遠的自然場域為主，像是住家

附近的社區公園或城市周圍的郊山。雖然研究顯示國內外自然經驗的地點選擇

看似相同，但活動方式與經驗內涵所呈現的心理發展意義卻不太一樣。不像國

外兒童能在住家附近的環境自由探索，三位受訪個案很少提到由自己選擇地點，

單獨或與友伴到附近自然環境進行探索的活動細節。在台灣都市區，依賴期的

自然經驗主要由父母主導，且活動時多由父母近身陪伴和照顧，受訪個案沒有

太多機會選擇活動地點與方式。 

其次在社會關係部分，三位個案都提到活動時主要與父母和手足互動，而

非鄰居或學校同學。因此這時期的自然經驗並未像 Kellert（2002）、Erickson

（1968）和 Chawla（1992）所言，有脫離父母或重要他者關懷、控制與指導

的現象。父母與親友仍是教導或示範如何在自然玩耍的模範角色，而手足則是

體力或技術上相互較勁的對象，家庭以外的同性同儕在此時並不重要。 

在對環境的關注和興趣上，自然環境本身不是這些受訪青少年的活動焦點。

三位個案雖然對定期造訪的自然環境並未有害怕的負面感受或記憶，但對當時

的環境特徵卻沒有太多的觀察和回憶，也不像 Kellert（2002）提到的開始有欣

賞自然之美的現象，反而如 Chawla（1992）和 Korpela（2002）提到的，無特

定目標的遊戲或與同儕競爭體力與技巧才是自然經驗的重點。此外，受訪個案

提供的自然活動細節，也較少提到如 Sobel（1993, 2008）觀察到的利用自然物

進行設施建造的遊戲。 

整體而言，這個時期的自然環境對個案來說，是個好玩且充滿樂趣的地方，

環境本身不是受訪個案特別注意或企圖認識的對象，自然經驗只是滿足體力表

現與技能學習的重要方式（Chawla, 1992; Korpela,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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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啟蒙期之後的自然經驗與發展特質 

上述學者認為自然經驗在青少年階段之後會呈現以下幾個特性，包括環境

地點的選擇偏好離家遠、較原始的環境，且喜愛帶有冒險性（risk-taking）的

活動（Kellert, 2002）；偏好與性別混合的同儕團體互動（Chawla, 1992; Korpela, 

2002）；更有能力尊敬與欣賞自然（Kellert, 2002）；開始有享受自然寂靜（solitude）

的能力，且兒童時經常造訪的自然環境開始成為地方依附感的重要對象

（Chawla, 1992; Korpela, 2002）。 

但上述論點並未完全符合本文在啟蒙期以後發現的自然經驗特性。首先在

自然環境的偏好與地點選擇上，從啟蒙期以後，受訪個案都提到自己努力爭取

父母同意，以參加學校或校外教練提供的、更原始且更具挑戰性的自然活動。

這背後或許部分反映出 Kellert（2002）、Chawla（1992）與 Korpela（2002）提

到的心理發展意義，亦即青少年需要透過更高的體能挑戰來發展自信心、自尊

心與自我認同感。 

其次，受訪個案對自然環境的興趣與關注在啟蒙期以後產生快速變化。不

像依賴期的自然環境處於未被意識與重視的狀態，這三位個案都在啟蒙期重新

覺察自然環境的存在，並能欣賞自然的美麗景觀與豐富變化而對環境留下深刻

的印象。這意味著受訪個案對自然環境的興趣與欣賞能力，發展得比 Kellert

（2002）提出的時間更晚。此外。三位受訪個案在啟蒙期對自然環境的驚豔，

會在探索期漸漸轉變成學習興趣，並成為持續參與戶外活動和接觸原始自然環

境的重要動力，到自主期，自然開始成為專業發展與學校生活的重要部份，而

從興趣變成個人未來的職業或志業。這個自然興趣逐漸發展的過程則是前述學

者未提到的細節。另一個有趣的差異點在於啟蒙期的自然經驗，如：對合歡山

等原始自然環境的記憶，在探索期開始成為三位個案形地方依附感的重要基礎。

Chawla（1992）與 Korpela（2002）所強調的兒童時期在住家附近的自然探索

經驗，在本研究中反而不是發展地方依附感的主要經驗來源。 

其三，在受訪個案對自然經驗主導性逐漸增強的趨勢下，重要他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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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啟蒙期與探索期漸漸轉移到學校老師與教練的模範，父母轉為幕後支持的角

色。到自主期後，父母、學校教師、登山教練的影響力才開始減弱、甚至消失。

此外，對這三位個案來說，同性同儕在啟蒙期的自然經驗裡發揮重要影響力，

探索期則分別有維持自然接觸或阻止參與自然活動的正負向影響，到自主期同

儕不再是影響自然經驗的重要因子，特別是班上同學。本文雖未探討自然經驗

對青少年環境行動的影響，但有關同儕影響力的發現則與 Arnold 和 Warner

（2009）的研究結果有相似之處，即同儕互動似乎是青少年階段的重要心理特

徵，會影響青少年參與自然活動的動機，從而影響環境興趣的培養或環境行動

的出現。至於 Chawla（1992）與 Korpela（2002）所提到的與混合性別之同儕

團體，似乎未被本研究的受訪個案視為自然經驗的重要成分。 

最後，本研究與 Arnold 和 Warner（2009）的分析結果都顯示，在受訪青

少年的主觀認定上，童年晚期與青少年時期參加經過規劃的戶外活動經驗，會

比童年時自由玩耍的自然經驗還具影響力，此影響力在本研究指的是自然興趣

的發展，但在 Arnold 和 Warner 的研究則指環境行動的參與。這點也與 Kellert

（2002, 2005）主張的論點不太一致，他認為直接而自由的自然探索經驗，會

比經過特意規劃的戶外方案更能正向影響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與環境態度發展。

至於 Kellert 論點與本文及 Arnold 和 Warner 的發現的差異，或許仍待未來進一

步的研究與釐清。 

伍、結論與建議 

一、台灣都市青少年的自然經驗特質 

過往有關自然經驗的實證研究多採用調查研究法，本研究最大的特色與貢

獻則是以多個案的質性研究方法，直接針對影響環境關懷與承諾最重要的因素

──青少年現在與過往的自然經驗，進行回溯式的現象重建，以瞭解受訪個案

從國小至今所記憶的自然經驗內涵，並從發展心理學及環境相關心理學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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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繪自然經驗的階段性變化，同時詮釋各階段所透露的身心發展特質。 

雖本文焦點不在釐清自然經驗對環境行動者的影響，但研究結果也能補充

既有重要生命經驗歷程分析中較為缺乏的青少年資料，而透過與 Sobel、Chawla

與 Kellert 等學者的理論觀點對話及比較，本文也能更細緻地描述台灣三位都

市青少年的自然經驗內涵與心理發展細節。 

在環境經驗分期的討論上，過往重要生命經驗研究多將環境行動者的生命

階段分為幼年與中小學、高等教育、社會生活等三大時期。然而從幼年到大學

是一段橫跨將近二十年的時間，也是人格發展及環境關懷形塑的重要階段。因

此本研究的優點之一，在於從受訪個案的故事中，貼近檢視這段重要歲月裡所

經歷的自然經驗，並點出教育制度、學校資源、家庭習慣、社會互動與個人心

理發展需求等因素如何影響自然經驗的變化與分期。 

整體而言，在各時期自然經驗的影響因素與發展特質上，本研究發現一些

有趣的現象：首先，自然環境的偏好與選擇的確有由近而遠、且越來越原始而

具挑戰性的趨勢，但對自然環境與地點的選擇要到探索期之後才逐漸由自己主

導，在這之前少有自由探索的機會。其次，欣賞自然的能力要到啟蒙期接觸原

始自然環境後才開始萌芽，不同於國外學者認為的對自然的欣賞和興趣在兒童

時期就已開始發展的主張。這種欣賞自然的能力在探索期會漸漸變成個人興趣，

最終在自主期成為未來職業的選項之一。其三，家庭與父母影響橫跨整個依賴

期，到啟蒙期才逐漸由學校老師取代，直到自主期影響力開始消失，比國外學

者指出的童年晚期就開始慢慢脫離父母監護的時間點還晚。第四，同儕的影響

在啟蒙期之後漸漸重要，到自主期則不再提起，且互動的對象多以同性團體為

主，混合性別的同儕團體較少提到，這與國外學者提到的兒童時期以同性同儕、

青少年以混合性別同儕為主的現象不太一樣。第五，個案的地方依附感主要來

自青少年初期（啟蒙期）接觸原始自然環境的經驗，而非國外學者所認為的童

年時期的自然探索經驗。最後，除了國中的學校特色課程（自然探索課程）外，

學校並未在其他階段提供有意義的自然經驗，這與國外學校教育持續影響成人

環境行動者的狀況不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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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來研究方向與環境教育實務建議 

（一）未來研究建議 

由於本研究為探索式的個案研究，主要目的在描述三位都市青少年的自然

經驗內涵及發展特質，因此目前所呈現的內容僅限於這三位個案的說明與瞭解，

不能推論或擴大詮釋到其他地區或族群的青少年自然經驗，例如：居住鄉鎮地

區或原住民族的青少年，應與本研究的都市青少年有很不同的自然經驗與經歷，

而值得另外進行研究與探討。除了持續比較不同族群或區域的青少年自然經驗

外，文中提出的部分現象也還需進一步釐清，這些未來仍值得持續研究的主題

包括：（1）從生態心理學的角度，更深入分析自然經驗中不同環境特質引發的

獨特學習效果；（2）針對自然經驗中較為特殊的心理現象，例如：與自然連結

或親近的感受、美感、土地認同和環境關懷等，進行更深入的現象探索和描述；

（3）重要他者在自然經驗中如何傳遞與教導學習者意識到自然環境的重要性，

並形塑他／她們對自然的興趣與態度，也是可以進一步探討的主題。 

（二）環境教育實務建議 

本文依據研究結果，對環境教育教學實務提出以下幾個建議：首先，有鑑

於國外教育體制所提供的自然經驗，能對學習者的身心成長、環境興趣和環境

行動同時產生重要影響，但從三位個案的自然經驗分析中可知，目前國內教育

制度和各級學校並未提供充分接觸自然環境的機會與管道。在當前環境教育法

已實施、十二年國民教育正在規劃推動、以及教育部積極鼓勵優質校外教學等

有利的政策與條件下，本文建議各級學校應善用這些政策與資源，提供符合學

生發展階段與需求的自然經驗，並協助學生克服參與自然活動的各種阻礙條件，

例如：適度調整課程進度，以降低升學或考試壓力對學生參加自然活動的限制，

並設法取得家長對此類課程的支持和信任。其次，本文與其他國內外研究結果

均顯示，中學以後的自然經驗能深刻影響學生的心理發展狀態，並有助於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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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環境興趣，而學校教師也常常成為學生在自然活動裡的模範角色。這意

味著教師本身對自然環境的知識、技能、態度和經驗，將對學生的戶外學習成

效與環境興趣培養產生重大的影響。因此本文建議未來可在師資培育與研習系

統中，增加戶外環境教育方面的專業能力培訓課程，讓教師瞭解不同戶外環境

所具有的教學潛力，並對自然活動之規劃有基本的認識，同時各縣市的教育主

管單位也可提供適合的自然場域與戶外專業人員資訊，以協助教師和學校規劃

及辦理戶外環境教育課程。 

自然經驗對環境興趣的培養、甚至是環境態度與行動的養成至關重大，但

這是一個漫長的教育過程，因此提供持續且多樣化的自然經驗極為重要。但這

需要環境教育者趁勢配合十二年國教的推動，與各級學校合作，規劃一套既能

連貫各教育階段、又能符合學習者心理發展特質的戶外環境教育課程。本研究

初步提出以下幾點規劃建議：首先在依賴期，由於這個階段的兒童尚未充分發

展出欣賞及認識自然環境的能力，因此只要讓兒童就近在校園或社區周遭的自

然場域裡，自由探索和快樂玩耍，便可培養其對環境的親近感，但啟蒙期以後

是培養環境興趣與自我認同的重要時期，因此對中學以後的青少年，可以考慮

在較遠且較原始的自然環境中，提供自主性與挑戰性較高的課程，而教師應注

意自己在自然活動中扮演的模範角色，並盡量促進同儕互動與相互學習的機會，

如此將能更有效地培養學習者對自然環境的喜愛及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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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multiple case study aimed to describe different periods of 

nature experiences of three urban adolescents. We analyzed 

developmental features, related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d contents of nature experiences in each period. The 

participants were three 18-year-old adolescents on average who had 

various and continuous nature experiences from childhood to the 

second year of university. We collected data from in-depth interviews, 

field notes of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student journals and school 

curriculum documents. Afterwards, we used analytical skills of 

grounded theory to code interview transcripts and compared the result 

with other sorts of data. We found that adolescents’ development of 

nature experiences could be divided into periods of dependence, 

enlightenment, exploration and independence. The school policies, 

parents support, social relationships, psychological need to interact 

with peers as well as personal interest in nature characterized each 

period. The result also showed that as the age increased, adolescents 

preferred wild nature and higher challenges in activities to tamed 

environments and safe activities. The comparisons were made with the 

existing studies and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and discussions. 

Keywords: multiple case study, nature experiences, urban adolesc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