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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行為模式及影響解說滿意度因素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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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居民成為社區型環境學習中心解說志工所需的參與行為模

式及影響解說滿意度因素為何，以及各行為變項間相互影響之關係。本研究之

「解說志工社區意識、社區參與及解說滿意度模式」，整體適配良好(GFI＝0.90, 

SRMR＝0.046, RMSEA＝0.076, CFI＝0.90)。由模式得知，解說志工的參與動機

受社區意識影響最大；解說志工的參與動機對其社區參與的影響最大。解說志

工的社區意識(效果值 0.45)、社區參與(效果值 0.21)及解說志工能力(效果值 0.69)

對其解說滿意度有正向及顯著的影響，其中以解說志工能力影響最大；而解說

志工的能力中，以解說志工的個人特質此項能力對解說滿意度影響最大。再者

志工解說滿意度，又可視為社區型環境教育學習中心環境教育推動成效的一部

份，因此若欲促成社區型環境教育學習中心的環境教育推動成效，可以從加強

解說志工的能力(尤其個人特質)著手，其次是加強解說志工的社區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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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幾十年來，台灣的經濟快速成長，居民生活環境品質卻日益低落，部份

原因是居住環境能源、資源過度使用，使得都會區環境品質更形惡劣(李永展，

1995)，更大的原因，乃源自於民眾對周圍的環境漠不關心所致。為能有效解決

生活周遭的環境問題，打造健康舒適的生活環境，如何對社區民眾實施環境教

育，使社區居民產生自發性愛護鄉土行動，培養關懷社區、愛護鄉土的環境行

為，實乃刻不容緩的任務。社區的區位大小得宜，正是環保行動的最適「力場」

及「環境自治體」(王俊秀，1994)。社區原本即存在許多資源設施，各種資源設

施常因人口流失或缺乏妥善管理而導致荒廢閒置。社區中各項資源設施若能有

效的加以整合連結，成為社區的環境學習網(或帶)，即為「社區型環境學習中

心」。此種「社區型環境學習中心」運作模式，近年來普遍為各界所接受及運用

(林明瑞、曾家鈺，2007)。2010 年環境教育法正式通過後，擁有豐富資源設施

的社區場域，若能有效結合在地的人力及行政資源，各主管機關適時給予配合

及認證，就能發展成適合各機關、學校採用環境戶外教學場域。而以社區為基

地的環境教育場域具有多元優勢，可提升社區居民環境保護意識，培養居民的

環境保護觀念，凝聚社區居民的向心力(李崑山，1993；盧秀琴、楊繼正，1995)。 

在社區型環境學習中心的推動，「人員」是最重要的要素(林明瑞、李雅鳳、

謝佳伶、梁玉燕、呂彥慧，2011)，亦即社區型環境學習中心除需要經營者的支

持外，社區居民及優秀社區解說志工也是重要的合作夥伴。然而，社區居民對

於社區公共事務大多漠不關心，這主要是因為居民與社區間缺乏適當的連結，

也就是居民缺乏對社區的一份歸屬感所致。因此社區若要能永續發展，居民必

須要對社區產生社區意識，也就是說，社區居民的社區意識足以影響居民參與

社區的活動(湯幸芬，2001)。 

社區經費經常不足，難以正式聘任有給職之解說員及環境教育人員來協助

解說及帶領環境教育活動，因此招募解說志(義)工是必須採行的方法，而自然及

環境資源設施的後續經營及維護是希望由社區自己來承擔。因而是否能夠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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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居民認同該活動，並積極投入解說服務的義工行列，便成為該活動成功與

否的關鍵。由分析得知，社區居民是最適合擔任社區型環境教育中心的解說志

工，並進行帶隊解說服務的工作。陳怡如(2000)的研究指出社區參與意願愈高

者，其社區意識亦愈高，因此社區居民與社區間連結就愈多，而後社區居民就

愈可能積極參與社區事務，進而服務社區參與社區解說志工的培訓工作，最終

在社區環境學習中心帶隊解說。因此，本研究想要以「社區意識」理論，探討

社區民眾要成為社區型環境學習中心的解說志工所需的參與模式為何。另外過

去研究僅討論到一般解說員的特質(張明洵、林玥秀，2005)或探討國家公園解說

員的環境素養(羅雪瑞，2003)，有關於社區型環境學習中心解說志工應具備哪些

能力及其對解說滿意度的影響卻未被討論。因此本研究期望探討社區居民如何

由對社區漠不關心到積極參與社區事務，成為解說志工，再如何因其參與及能

力而對到社區型環境學習中心參訪的民眾及學校師生有良好解說滿意度的「社

區民眾參與社區型、環境學習中心解說志工的行為模式」；並希望能進一步了解

居民成為社區型環境學習中心所需的參與行為模式，及影響解說滿意度因素為

何。主要目的如下： 

1.  為能了解社區居民成為社區型環境學習中心解說志工，所需的社區參

與行為模式為何。 

2.  為能了解社區型環境學習中心解說志工的各參與行為模式變項(包括：

社區意識、社區參與、參與動機)對解說滿意度的影響。 

3.  為能了解社區居民成為社區型環境學習中心解說志工，應具有的能力

為何，及各項能力對環境解說滿意度之影響。 

本研究的研究限制如下： 

1.  因本研究以文化部台灣社區通網站資料，選出擁有較多社區資源，或

具較高環保知名度之社區為主要研究對象，故不能普遍推論到全國所

有社區。 

2.  本研究發展模式不能普遍推論所有的社區發展模式，或環境學習中心

發展模式。  

3.  採立意取樣方式選取臺灣地區擁有較多社區資源設施，或具較高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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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之社區的解說志工進行問卷調查，故無法普遍推論至所有社區之解

說志工。 

貳、文獻探討 

一、環境學習中心與環境教育 

自然中心的定義為在一片具有環境教育資源特色的土地區域上，整合環境

教育專業能力，專業課程方案與適當的環境教育資源，整體發揮其能量，提供

環境教育專業服務給學校師生、一般社會民眾，以達到教育、研究、保育、文

化、遊憩之多功能目標的環境教育專業設施(周儒，2001)。又由於自然教育業務

推動的關係，國內有些單位又以「自然教育中心」稱之，隨著環境議題備受重

視，「環境教育中心」或「環境學習中心」的名稱逐被推廣。 

這些大小規模不一的環境教育機構，提供社區居民休閒娛樂及附近學校師

生戶外教學的空間，具有社區發展、休閒、保育與教育的功能。周儒(2001)的研

究指出，社區附近的自然資源設施主要是在提供一個場域，可以結合專業人力、

課程方案以及環境資源，讓社會大眾能運用這個媒介，以進行在環境中學習(in 

environment)、學習環境的知識(about environment)、乃至於為了環境而學習(for 

environment)，創造更加優質的生活環境。 

二、社區意識及社區參與 

社區居民必須對社區產生關懷、認同及歸屬感，則在社區工作之參與上才

得以持續，工作成果也才容易維繫。「社區依附」概念性的定義為：個人在社區

中社會參與的程度，及對於社區的情感、責任或影響。周佳雯、蘇文瑜(2008)提

到「社區依附」強調家庭、鄰居與社區的聯絡、交往；主要概念包括：社區依

賴及社區認同。社區居民的依附感，對於促成居民積極參與社區觀光發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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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正面的影響。然而「社區依附」包含的兩個構面――「社區依賴」與「社

區認同」，此兩個構面有許多重疊的概念，且仍有許多因素未被包涵進來。而「社

區意識」所包涵的構面較多，因此「社區意識」較「社區依附」更適合作為本

研究用以探討居民成為社區解說志工時的最初動力來源，而且吳珮雯(2003)研

究中也指出，社區意識的建構及凝聚在推動社區發展上是相當重要的環節，社

區意識影響社區居民對社區的參與程度。 

林瑞欽(1995)依認知觀點而言，「社區意識」是指個人對於所處的社區，經

由感覺、知覺而建構的一套包涵情意因子的認知結構系統，因此認知結構所具

的正負價值，而對該社區顯示親近或逃離的態度或行為。 

Long 與 Perkins (2003)在社區意識指標(The sense of community index)中，

計有 12 個社區意識指標、3 個表面效度指標。分析各指標問項之內涵，大致可

歸類為：社區依賴、社區認同、社區親和、社區關懷等四個部分，而其中「社

區環境認知」方面則無題項設計。黃源協、蕭文高與劉素珍(2007)曾針對社區意

識及其影響因素進行研究，認為社區居民之「社區參與」、「敦親睦鄰」等行為

變項，與「社區意識」之認知情感面向，具有相互因果關係。進一步以因素分

析進行研究，在「社區意識」面向中各題項可歸納為：社區認同及社區凝聚兩

個次面向；而進一步分析其題項內容，則可歸納為：社區親和、社區認同、社

區依賴等次面向。在「敦親睦鄰」面向中，各題項可歸納為：守望相助、訊息

交流、鄰里互動兩個次面向；而進一步分析其題項內容，則可歸納為：社區親

和、社區關懷、社區依賴等次面向，但仍少了「社區環境認知」方面之題項。

林瑞欽(1995)的「社區意識」主要分為四個面向，分別為:「社區親和」、「社區

關懷」、「社區認同」、「社區參與」。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居民的社區參與行為模式，為本研究重要觀察項目，因

此將「社區參與」由社區意識的構面中獨立出來探討，而此四個面向中的「社

區認同」為社區依附的其中一個構面，再加入另一構面「社區依賴」。本研究另

外認為社區居民若能對社區環境及資源能有充分的了解，能有利於其對整體社

區意識，同時加入侯錦雄、宋念謙(1998)的「環境認知」構面，將使社區意識構

面更完善。因此本研究中社區意識包含：社區依附、社區認同、社區親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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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關懷、社區環境認知，共五個面向。 

(一)參與動機 

根據蔡宏進(1985)和施教裕(1997)的研究分析歸納出，本研究中的社區參

與是社區居民參與社區解說志工的歷程及情形，因此可分為社區居民「參與動 

表 1  社區意識及社區參與之文獻回顧 

社

區

意

識 

林瑞欽(1995) 「社區意識」主要分為四個面向：「社區親和」、「社

區關懷」、「社區認同」、「社區參與」。 

黃源協、蕭文

高、劉素珍

(2007) 

「社區意識」面向中，可歸納為：社區親和、社區認同、

社區依賴等次面向。在「敦親睦鄰」面向中，各題項可

歸納為：守望相助、訊息交流、鄰里互動兩個次面向。 

Long & 

Perkins (2003) 

「社區意識指標」可歸類為：社區依賴、社區認同、社

區親和、社區關懷等四個部分。 

本研究中社區意識包含：社區依附、社區認同、社區親和、社區關

懷、社區環境認知，共五個面向。 

社

區

參

與 

沈桂枝(2001) 參與動機分為三類：好奇動機、成就動機、親合需求動

機。 

吳宜蓁(1996) 社區參與的具體行動包括：1.捐助財物；2.擔任社區服

務工作；3.關心、認識、發掘與引導解決社區問題；4.

從事社區的發展工作；5.參與社區事務與活動。 

陳其南(1995) 對社區活動的參與、所願意奉獻的時間、金錢與勞力以

及願意擔任社區組織內的職務與介入程度。 

張其嫻(1993) 關心社區事務、參加社區活動、出席社區會議、提供資

源等。 

Miller (1983) 社區參與方式包括：加入成為會員、參加社區會議、提

供財力或人力資源、加入協會組織、成為社區領導。 

本研究「社區參與動機參與社區解說志工工作」投入之原因，以「志

工個人需求」(包括：「自我實現動機」及「親和需求動機」)、「志工個

人因素」及「為了社區發展及利益」等三題項來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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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及「參與狀況」等兩面向加以討論。吳汪易(2000)針對社區居民參與社區福

利服務之行為意向之實證研究獲知，自我導向需求是參與志願服務的最主要動

機，即個人從提高他人的滿足中同時也滿足了自己，並且不期望得到回報。 

本研究在探討社區居民參與社區解說志工工作的議題時，值得深入檢視居

民參與社區活動的背後動機。其中社區參與動機是指社區居民在參與社區解說

志工工作投入之原因，包括：自我實現動機、親和需求動機、及利他動機等。

在本研究問卷題項分析發現「自我實現動機」及「親和需求動機」兩項同為志

工的需求動機，因此可以併為「志工個人需求」一項。  

(二)參與狀況 

根據國外學者 Chaping 指出五種不同程度參與的方式由淺而深由低而高

依序是：加入成為會員、參加社區會議、提供財力或人力資源、加入協會組織、

成為社區領導(引自 Miller, 1983)。陳其南(1995)之觀點認為個人對社區事務的

參與，可藉由個人對社區活動的參與、所願意奉獻的時間、金錢與勞力以及個

人對社區內組織團體願意擔任的職務與介入程度來代表社區參與的程度。吳宜

蓁(1996)將社區參與的具體行動區分成五種：(1)捐助財物；(2)擔任社區服務工

作；(3)關心、認識、發掘與引導解決社區問題；(4)從事社區的發展工作；(5)參

與社區事務與活動。張其嫻(1993)將婦女參與社區發展分為四個部份，分別是關

心社區事務、參加社區活動、出席社區會議、提供資源等。而婦女在這四方面

的平均參與程度，由高到低依序為關心社區事務、參加社區活動、出席社區會

議、提供資源。由上述研究文獻可知，其中「參與程度」是指社區居民對社區

活動的關心、參加社區活動、出席社區會議、提供資源、及擔任社區職務等五

種不同參與程度。本研究根據社區居民參與解說志工研究的需求，其中「對社

區活動的關心」已包含於前面「社區意識」的面向，因而略去；再者，「出席社

區會議」一項可包含在「參與程度」面向下之「參與社區內所舉辦的各項活動」

的子題中。因此就其餘三項作為子項；再者，社區志工的參與(社區活動)的程

度，除了(1)參與社區各項活動，(2)提供資訊、物質協助或願意分擔經費，(3)擔

任社區幹部等工作項目外，還要考慮志工是否經常參與社區的活動，因此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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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再外加一子項「參與頻率」作為「參與程度」面向之題項。此外，社區居民

參與社區解說志工，其實需要一些機會，包括：「有人引薦」及「社區用人需求」

等形勢條件，因此本研究將「參與狀況」分為：「參與程度」(含參與頻率)、「有

人引薦」、「社區用人需求」等三部分。本研究亦發現「志工個人因素」也是一

重要影響因素，因此本研究預計將「參與動機」以「志工個人需求」、「志工個

人因素」及「為了社區發展及利益」等三題項來代表。 

而在社區活動的參與動機和參與的程度有互相的影響，詹秀員(2004)研究

社區領袖在參與推動社區工作、達成社區發展功能中受到參與社區發展動機因

素之影響。 

三、社區意識與社區參與的關聯性  

由陳其南(1995)、吳宜蓁(1996)、張其嫻(1993)等研究可知，社區志工的參

與狀況面向包括：「參與程度」(包含參與頻率)、「有人引薦」、「社區用人需求」

三部份。其中「參與程度」是指社區居民對社區活動的關心、參加社區活動、

出席社區會議、提供資源、及擔任社區職務等五種不同參與程度(陳其南，1995；

吳珮雯，2003)。本研究根據社區居民參與解說志工研究的需求，其中「對社區

活動的關心」已包含於前面「社區意識」的面向，因而略去；再者，出席社區

會議也沒有那麼重要，因此以其餘三項作為題項；再外加一題「參與頻率」作

為「參與程度」之面向題項。此外，社區居民參與社區解說志工，其實需要一

些機會，包括：「有人引薦」及「社區用人需求」等形勢條件。 

當一個人對一個社區產生社區意識，其對居住環境空間景觀、歷史文化、

地方的風俗文化及地方特色產業的認知，與對地方(社區)的關心服務及對地方

事務及文化活動的參與度就會愈高(劉紋瑜、李寧遠，2008)。林瑞欽(1995)的研

究亦顯示：假如居民的社區意識高，他會喜歡所居住的社區，愈認同其社區，

參與社區的相關活動及組織，親近社區、關心社區等行為；舉例來說，地方(社

區)居民對文化創意產業推動的認同，可使地方(社區)產業愈能延續傳承(鍾政偉、

賀立行、謝宜伶、陳桓敦，2007)；換句話說，社區居民對社區意識程度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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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參與社區活動的影響愈大，參與意願也愈高，且兩者可能成為正相關(劉紋

瑜、李寧遠，2008)。而社區居民參與社區事務有很多種型態，擔任社區學習中

心的解說志工是其中之一。 

四、解說員的能力之相關研究 

解說是遊客和這些資源互動的溝通橋樑，也是一種多元功能之服務性工作

(張明洵、林玥秀，2005)，根據林士彥、吳忠宏、陳智峰(2006)、吳忠宏(1999)

與羅雪瑞(2003)的研究顯示，「解說能力」包括：解說員環境素養、特質及解說

能力等三部分的能力。羅雪瑞(2003)以環境素養的標準來看，認為解說員是一群

具有環境素養的公民，可以在解說員身上看到一股敏感、覺知與行動的特質，

並且認為環境素養與解說滿意度有直接且顯著的關連性，本研究者分析

Hungerford 與 Tomera(1985)提到的圖 1 環境素養之模式探討此八個變項後，國

內有關環境教育素養面向之探討，都會把價值觀、態度兩個同質性高的變項合

併成「環境態度與價值觀」一項。生態學概念、問題的知識是眾多環境知識的

一分支，而「生態學概念」又是「自然保育」領域的基本知識，為能使環境概

念、知識的涵蓋層面更為廣泛多元，以符合環境教育時代需求，因此將生態學

概念、問題知識的兩個變項合併成「自然保育及環境知識」一個變數。「環境行

動策略」、「信念」兩個變項，由於「信念」為一個人堅信環境教育觀點的正確

性，並支配自己從事環境教育行動的個性傾向，可是說「行動意向」的內涵，

應可歸屬到「環境態度」項下。再者，近年環境教育學界強調「環境行動」，除

了「環境行動策略」外，還更強調「環境行動力」的展現，因此本研究將「環

境行動策略」、「信念」兩變項，改以「環境行動力與行動策略」一變項來呈現。

此外，社區居民參與社區事務需擁有足夠的「環境責任感」才會成為社區的解

說志工，並致力於社區的環境教育解說工作。而社區解說志工還需擁有足夠的

「環境問題的解決能力」，才能有效的解決社區環境教育的推動及解說問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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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環境素養之模式(Hungerford & Tomera, 1985; 引自楊冠政，1998) 

 

此本研究再加入「環境責任感」、「環境問題的解決能力」二個新變項，形成本

研究的環境素養七個變項：分別為環境責任感、控制觀、環境敏感度、環境行

動力與行動策略、環境態度和價值觀、環境問題的解決能力、自然保育及環境

的知識。 

林士彥等人(2006)與吳忠宏、江宜珍(2004)等研究的結果顯示，解說員會

善用各種解說技巧者，也就是具有解說能力者，遊客對於解說員之帶隊解說滿

意度相對較高，也就是解說員解說能力高低，會影響解說服務成效。根據墾丁

國家公園管理處(1994)、黃光男(1998)之研究分析後，認為解說志工應具有的解

說能力如下，包括：與聽眾維持良好互動、解說時間掌控得宜、選取與遊客生

活相關及在地題材、事先規劃導覽路線、依對象採取不同解說方式等五項能力。

根據張明洵、林玥秀(2005)、吳忠宏(2001)等學者研究顯示，除了解說員的專業

素養、解說能力，可經由訓練來增強，解說員本身的特質對於擔任解說員的歷

程、扮演角色，乃至於後續解說滿意度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綜合各文獻歸納

出解說志工所需具備的特質如下：熱忱與愛心、自信心、豐富的解說知識、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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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人文素養、善解人意、愉悅的外表和丰采等六項。綜合以上，可以推論環

境解說滿意度與解說員能力之間是有密切關聯的，包括：解說員所具備的環境

素養、解說員應該具備的特質、以及解說能力，是直接影響解說員環境解說最

重要關鍵。 

就社區型環境學習中心而言，志工解說服務主要是對學校師生的戶外教學，

來訪民眾休閒旅遊之解說及整體之解說服務等三大部分，因此解說志工的解說

滿意度就以此三部分來詮釋。再者，問卷是對整個社區之解說志工進行調查，

「解說之滿意度」就成為解說志工自我評估的項目。但本研究又擔心「解說志

工自我評估自己的解說滿意度」不夠客觀，因此期望由接受志工帶隊解說的參

訪者進行解說滿意度評估，以參訪者的「解說滿意度」的評估結果，將更具有

可信度。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居民住在社區一段時間之後，若對社區產生認同、依賴，即是產生「社區

依附」，然而「社區依附」仍有許多因素未包涵，而社區意識中包含的構面較

多，因此「社區意識」較「社區依附」更適合做為本研究在探討居民成為社區

解說志工時的最初動力來源。因此本研究以「社區意識」理論為出發點，加入

「社區參與狀況」、「參與動機」、「解說志工的能力」、「解說服務滿意

度」等面向因子，來探討居民要成為社區型環境學習中心解說志工所需的參與

行為模式及影響解說滿意度之因素為何。本研究依前述文獻回顧結果，將本研

究之架構繪製如圖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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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研究架構圖 

二、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為能邀請到有積極推動環境教育，並有社區志工來協助社區環境教

育解說工作，因此於文化部之「台灣社區通」網站採立意抽樣方式登入類別為

環保生態、環境景觀、產業發展之社區，並有提供戶外教學、導覽解說或有居

民解說志工之社區為研究對象，在選取的每個社區中採隨機抽樣方式對解說志

工、參訪者進行問卷調查。依李沛良(1992)之研究，根據無母數樣本(因實際樣

本數難以估計)，誤差範圍若≦5%，回收有效問卷需在 384 份以上；誤差範圍

若≦6%，回收有效問卷須在 267 份以上，扣除無效問卷、回收率等誤差，因此

本研究發給 120 個社區，每個社區發出 5 份解說志工問卷，合計共發出 600 份

解說志工問卷，回收 271 份，有效問卷 268 份，有效回收率為 44.7%，Cronbach 

α 值為 0.94，可見本問卷的信度可被接受。本研究在請解說志工填寫問卷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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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再請每位解說志工協助發放問卷給 5 位接受該解說員解說的參訪者，共發

出 3000 份參訪者問卷，回收 1340 份，有效問卷 1340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44.7%。本研究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以 SPSS 12.0 版進行分析，而有關結構方程

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則以結構方程模式分析軟體(LISREL 851)

進行分析。 

三、訪談法 

本研究共訪談 8 名具代表性之環境解說志工(指問卷填答較為完整之解說

志工)，深入瞭解成為社區型環境學習中心解說志工的社區意識、參與動機、參

與狀況、應具備之能力(含：環境素質、個人特質及解說能力)與解說服務滿意度

的關聯性。 

肆、結果與討論 

一、社區解說志工、參訪者問卷資料分析 

(一)社區解說志工基本資料分析 

根據回收問卷整理結果(詳見表 2)，分析出受測解說志工年齡大多集中在

41-60 歲，佔了 61.4%，推論可能原因為解說志工的小孩已長大，可自己照顧自

己，且孩子忙於自己的事，較不需父母親隨時陪伴照顧，因此有時間來參加社

區的帶隊解說服務工作。受測解說志工在主要學歷專長上，以農醫為最多，佔

27.0%，其中絕大多數為農業專長，佔 26.6%；受測解說志工中以高中(職)畢業

者最多，佔 50.8%；最少的為研究所(含以上)，只佔了 5.4%；受測解說志工的

總解說年資，以 1-3 年為最多，佔 61.9%；受測解說志工中，以沒有修過旅遊或

解說相關課程的較多，佔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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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社區型環境學習中心解說志工基本資料分析表 

資本資料 選項 受測志工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148 55.4 

 女 120 44.6 

年齡 30 歲以下 26 9.8 

 31-40 歲 46 17.2 

 41-50 歲 86 32.0 

 51-60 歲 79 29.4 

 61 歲以上 31 11.7 

學歷專長 文法 52 19.5 

 理工 58 21.3 

 農醫 72 27.0 

 教育 31 11.6 

 商管 55 20.5 

教育程度 國(初)中以下 52 19.5 

 高中(職) 136 50.8 

 大學(專) 65 24.4 

 研 究 所 ( 含 以

上) 

14 5.4 

總解說年資 未滿 1 年 9 3.4 

 1-3 年 166 61.9 

4-10 年 87 31.8 

11 年以上 6 2.2 

是否曾修過旅遊 是 120 44.7 

或解說相關課程 否 148 55.3 

是否曾在其他地方 是 32 12.0 

解說 否 236 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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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區解說志工各參與行為模式面向及解說服務滿意度之分

析 

本研究採李克特之五點量表，受訪解說志工、參訪者之回答由「非常同意

(滿意)」至「非常不同意(不滿意)」分別給予 5 分至 1 分，以進行統計分析。有

關社區型環境學習中心解說志工各參與行為模式面向的平均值、同意程度勾選

情形及各面向排序如表 3 所示，表 4 呈現解說志工自評解說服務滿意度，表 5

則是參訪者對解說服務滿意度。 

由表 3 顯示，整體「社區意識」潛在變項之同意程度平均值為 4.15，顯示

社區解說志工普遍同意自己有社區意識，其中以「社區親和」同意程度最高(4.31)。

在整體「參與動機」潛在變項之同意程度平均值為 3.91，其中以「個人需求」

此項動機最強(4.18)，顯示社區解說志工普遍同意自己是因為個人需求動機而來

參與解說服務。在整體「社區參與」潛在變項之同意程度平均值為 4.17，其中

以「社區用人需求」認同程度最高(4.26)，顯示社區解說志工大多同意自己是因

社區需要人員幫忙或剛好有人引薦等機緣，而使他們有機會來參與解說志工的

服務，也可推論出這些解說志工都非常熱心、樂於助人，社區有需要他們時，

他們就會願意來參與幫忙。 

由表 4、表 5 顯示解說志工對一般民眾休閒旅遊的解說滿意度最高(3.92)，

對解說志工本身的解說滿意度最低(3.68)；而參訪者對解說滿意度中，則對解說

志工的解說滿意度最高(3.90)，而學校師生對師生戶外教學的解說滿意度最低

(2.78)。由解說志工自我評估解說滿意度為最低，及參訪者對志工解說滿意度為

最高，可看出解說志工謙虛的一面。再者，由教師對師生戶外教學的解說，滿

意度為最低，推測可能的原因是教師工作主要以教學為主，對戶外教學之經歷

較一般民眾豐富，故對社區解說志工的解說服務有較高的要求標準，因此認為

學校師生戶外教學的解說滿意度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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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社區解說志工各參與行為模式面向統計分析表 

題號 題項 
(非常)同意(%)/ 

(非常)不同意(%) 
平均值 

各面向 

排序 

AV 社區依賴 80.7/0.7 4.05 4 

BV 社區認同 83.7/0.2 4.24 2 

CV 社區親和 87.9/0.35 4.31 1 

DV 社區關懷 84.1/0.3 4.19 3 

EV 社區環境認知 75.1/0.5 3.95 5 

 社區意識面向平均  4.15  

1 個人因素 67.1/3.8 3.84 2 

2 個人需求 86.9/2.0 4.18 1 

3 社區整體發展及利益 59.8/3.4 3.72 3 

 參與動機面向平均  3.91  

AC 參與程度 76.6/2.18 4.01 3 

AR 有人引薦 79.5/2.1 4.23 2 

AN 社區用人需求 86.8/1.4 4.26 1 

 社區志工的參與面向平均  4.17  

RC 解說志工的環境素養 73.0/0.49 3.94 3 

Q 解說志工的特質 78.6/1.5 4.08 1 

RB 解說志工的解說能力 79.1/1.04 4.07 2 

 解說志工的能力面向平均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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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解說志工對社區的解說服務滿意度分析表 

選項 
(非常)滿意(%)/ 

(非常)不滿意(%) 
平均值 排序 

整體解說滿意度 68.7/0.0 3.90 2 

師生戶外教學的解說滿意度 65.5/0.6 3.86 3 

一般民眾休閒旅遊的解說滿意度 72.9/0.3 3.92 1 

解說志工的解說滿意度 60.9/0.6 3.68 4 

 

表 5 參訪者對解說服務滿意度統計結果分析 

選項 (非常)滿意(%)/ 

(非常)不滿意(%) 
平均值 排序 

整體解說滿意度 80.4/0.2 3.89 2 

師生戶外教學的解說滿意度 52.2/0.1 2.78 4 

一般民眾休閒旅遊的解說滿意度 60.6/0.1 3.47 3 

參訪者對解說志工的解說滿意度 70.0/0.2 3.90 1 

 

二、解說志工社區意識、社區參與及解說滿意度模式 

(一)模式界定 

根據前述文獻回顧及研究架構的說明，本研究原來的研究架構圖(圖 2)中 

「社區意識」包括「社區依賴」、「社區認同」、「社區親和」、「社區關懷」、「社

區環境認知」等五個子構面，而此一社區參與模式經 SEM 階層分析，為求各檢

核參數能落在規範的範圍內，不得不刪減各面向中的小項，直到所有檢核參數

都合格。最後，「社區意識」已無法再細分成五個子構面，而直接以「社區意識」

來涵括最適當，因此歸納為「社區意識」作後續的探討。在解說志工能力中，

原來架構圖(圖 2)中包含了三個面向：「環境素養」、「解說能力」、「個人特質」，

也因 SEM 階層分析、縮減參數後，結果發現「環境素養」對解說滿意度影響不

大，因此經由 SEM 模式界定將此三個面向合併為「解說志工的能力」表示來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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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綜合以上考量後， SEM 模式顯示，以社區意識為外因變項，會影響參與

動機及社區參與狀況，參與動機再影響社區參與狀況；而社區參與狀況、解說

志工能力再影響解說滿意度(吳忠宏，2001；周佳雯、蘇文瑜，2008；劉紋瑜、

李寧遠，2008)，於是形成參與行為理論模式圖，如圖 3。另由 SEM 程式輸出結

果可見，社區意識除了影響參與動機、社區參與狀況兩面向之外，也會影響解

說志工能力及解說滿意度兩面向，因為社區意識中有一「社區親和」構面，會

對解說志工能力中的「解說志工的特質」構面有很大的影響，而解說志工的特

質又是解說志工三項能力中影響解說滿意度最大的，此與訪談時有 75%受訪解

說志工認為志工若具備足夠的親和力會拉近參訪者與解說志工的距離，大多數

解說志工認為在社區中親和力愈好的解說志工，其解說能力愈好，解說滿意度

也愈高。此與親和力愈高的解說志工，參訪者對其解說滿意度愈高的結果一致，

因此加入此兩項連結關係線。此外，由 SEM 程式輸出結果也發現，解說志工社

區參與狀況與解說志工的能力兩大面向會互相影響，在受訪的 8 位解說志工也

一致認為兩者存在有相關性。他們認為對自我能力的肯定才促使他們來參與社

區服務，但是也因為來參與社區服務，從一次一次的活動中學習，讓他們的能

力提升。而解說滿意度也會影響社區參與，是因為解說志工的解說滿意度愈高，

會使他們更願意、更有動力來參與社區活動，因此社區參與狀況與解說滿意度

是互相影響的，於是形成修正後新的參與行為模式圖，如圖 4。相關模式變化

由圖 4 到圖 5 所示，其中外因潛在變項有：社區意識 1 面向，分別由本研究所

設計出 14 個外因觀察指標，分屬前述 1 個外潛在變項；內因潛在變項有：參與

動機、社區參與狀況、解說志工能力、解說滿意度等 4 個面向，隸屬其下的有

30 個內因觀察指標。 

(二)整體模式適配度檢驗 

接下來要瞭解觀察資料對理論模式(圖 4)之整體模式適配情形，由表 6 可

知，χ2/df、SRMR、RMSEA、GFI、CFI、RFI、CN 未達接受值，僅指標：PNFI、

PGFI 達接受值，表示觀察資料與理論模式適配不佳，需進行模式修正，因此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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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原參與行為模式圖 

 

 

圖 4 修正後參與行為模式圖 

 

核修正指標(MI)，MI 值大的建議優先修正，但應通盤考量，過程採逐次修正。 

經審酌後，刪除表現不佳的題項 3、4、7、8、15、18、20、21、22、24、

28、29、30、31、32、35、36、37 及 41，修正後的結果如表 6 所示，所有適配

度檢定均達接受值，顯示刪除表現不佳的題項及增加參數關係後，母群體資料

與本研究架構適配良好。 

在理論模式通過整體適配度檢定後，接下來要檢驗其內在結構適配度，內

在結構適配指標包括測量模式與結構模式。由修正後之解說志工社區意識、社

區參與及解說滿意度全模式圖(圖 5)，發現所有觀察指標均已達 Bentler 與 Wu 

(1983)以及 Jöreskog 與 Sörbom (1989)等人建議之標準，即觀察變項之標準化負

荷係數(λ)＞.45(引自黃芳銘，2004)。由上述結果探討，本研究整體觀察變項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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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解說志工社區意識、社區參與及解說滿意度模式適配度考驗指標 

 絕對適配指標  相對適配指標  簡效適配指標 

 χ2/df GFI SRMR RMSEA  RFI CFI  PNFI PGFI CN 

假設 

模式 
15.03 .66 .09 .11  .70 .73  .67 .59 98 

修正 

模式 
2.75 .90 .05 .08  .97 .90  .71 .65 216 

接受

值 
＜3 ≥.90 ≤.05 ≤.08  ≥.9 ≥.9  ≥.50 ≥.50 ≥200 

註：     表示該指標未達接受值。 

 

足以反映其所建構之潛在變項。LISREL 之多元相關平方(SMC)相當於 SPSS 之

信度(R2)，當多元相關平方越高，表示個別觀察變項的信度越高，越能反映潛在

變項，一般來說 SMC＞.50 即可接受(邱皓政，2006)。 

由圖 5 可知，社區意識對參與動機、社區參與狀況、解說志工能力都有影

響，其中對參與動機(0.65)的影響最大，而湯幸芬(2001)的研究也提到居民必須

要對社區產生社區意識，如此才能提升居民參與社區活動的意願。社區意識、

參與動機、解說志工的能力及解說滿意度對社區參與都有影響，其中以參與動

機(0.87)影響最大，由此可知解說志工參與社區的狀況受其本身的參與動機影響

最大，參與動機愈強，其參與社區的狀況就愈好。而吳坤良(1999)的研究也同樣

指出參與動機係行為原動力，參與動機的強弱會影響參與程度的高低，也同時

會影響到參與滿意度，甚至後續的解說滿意度都有可能。社區參與對解說志工

的能力及解說滿意度都有影響，其中以解說志工能力(0.60)影響最大，在訪談的

8 位解說志工中也一致認為他們對社區的感覺會影響到他們參與社區活動的動

機。對社區感覺好，產生認同感，大家感情也很好，因此才會想為社區付出，

受訪解說志工也都認為愈常參與社區活動，對社區所有的自然、人文資源愈了

解，解說的內容就愈豐富，而舉辦活動也提升了自己的能力，使自己解說技巧

更好，藉由一次又一次的解說，不斷地改進自己的缺點，使解說活動帶得更純

熟。換句話說，解說志工愈投入社區，參與社區的狀況愈好，會提升其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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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修正後解說志工社區意識、社區參與及解說滿意度模式(全模式) 

 

能力，使其解說能力愈好，然後因為自己的解說受到參訪者肯定，使他們更願

意參與社區活動。而影響解說滿意度的所有因素中，以解說志工的能力(0.69)影

響最大，由此可知，解說志工的能力愈好，其解說滿意度愈高，此結果與訪談

結果一致，訪談的 8 位解說志工一致認為解說志工本身所具有的能力(尤其個人

具親和人的特質、解說能力、環境素養等)，對解說滿意度影響最大。 

效果值大小相當於 Pearson 相關係數大小，也相當於自變項與依變項關連

性的大小，包括：直接及間接相關。由表 7 可知，社區意識對參與動機、社區

參與狀況、解說志工的能力及解說滿意度有正向及顯著的影響，其中以參與動

機受社區意識影響最大，效果值為 0.65，表示解說志工願意來參與社區活動的

動機是因為他們都有很高的社區意識；社區意識、社區參與及解說志工能力對

其解說滿意度有正向及顯著的影響，其中以解說志工能力影響最大，效果值為

0.72，顯示解說志工的解說滿意度高低，受解說志工本身所具有的能力影響最

大；社區意識、參與動機、解說志工能力及解說滿意度對其社區參與有正向及

顯著的影響，其中以參與動機的影響最大，效果值為 0.87，可知解說志工參與

社區的狀況如何受其參與動機影響最大，由以上這些資料顯示，符合研究架構

(圖 2)所發展之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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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解說志工社區意識、社區參與及解說滿意度行為模式影響效果係數表 

變數名稱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社區意識       參與動機 0.65* ------ 0.65* 

社區意識      社區參與 0.47* ------ 0.47* 

社區意識      解說志工能力 0.18* 0.05 0.23* 

社區意識      解說滿意度 0.42* ------ 0.42* 

參與動機      社區參與 0.87* ------ 0.87* 

解說志工能力     社區參與 0.65* ------ 0.65* 

解說滿意度     社區參與 0.30* 0.06 0.36* 

參與動機      解說滿意度 0.01 0.06 0.07 

社區參與     解說滿意度 0.21* 0.10 0.31* 

解說志工能力     解說滿意度 0.69* 0.03 0.72* 

註：*代表達顯著 p＜.05。 

 

三、社區型環境學習中心解說志工應具有的能力 

以解說志工應具有的能力為外因變項，分別為環境素養、解說能力、個人

特質，此三項能力會影響解說滿意度，於是形成理論模式。其中外因潛在變項

有：解說志工應具有的能力，包括：環境素養、解說能力、個人特質等 3 面向，

分別由本研究所設計出 18 個外因觀察指標，分屬前述 3 個外因潛在變項；內因

潛在變項為解說滿意度 1 個面向，隸屬其下的有 3 個內因觀察指標。要瞭解觀

察資料對理論模式之整體模式適配情形，由表 8 可知，SRMR、CN 未達接受值，

表示觀察資料與理論模式適配不佳，需進行模式修正，因此檢核修正指標(MI)，

MI 值大的建議優先修正，但應通盤考量，過程採逐次修正。經審酌後，刪除表

現不佳的題項 24、30 及 41，修正後的結果如表 8 所示，所有適配度檢定均達

接受值，顯示刪除表現不佳的題項後，母群體資料與本研究架構適配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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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解說志工應具有的能力模式適配度考驗指標摘要 

 絕對適配指標  相對適配指標  簡效適配指標 

 χ2/df GFI SRMR RMSEA  RFI CFI  PNFI PGFI CN 

假設 

模式 
2.47 .90 .07 .07 

 
.91 .93 

 
.67 .59 195 

修正 

模式 
2.18 .92 .05 .07 

 
.97 .95 

 
.71 .65 219 

接受值 ＜3 ≥.90 ≤.05 ≤.08  ≥.90 ≥.90  ≥.50 ≥.50 ≥200 

註：        表示該指標未達接受值。 

 

由圖 6 修正後之解說志工解說能力及解說滿意度模式圖及表 9 可知，解說

志工的環境素養、個人特質及解說能力對解說滿意度有正向及顯著的影響，其

中以解說志工的個人特質對解說滿意度的影響最大，效果值為 0.80；解說志工

的解說能力對解說滿意度的影響次之，效果值為 0.65；而解說志工的環境素養

對解說滿意度的影響最小，效果值為 0.46，由此可知解說滿意度受解說志工三

項能力中的「個人的特質」影響最大，此結論與訪談結果一致。8 位接受訪談的

解說志工一致認為解說志工個人的特質對解說滿意度影響最大，其中具有熱忱

與愛心、善解人意、愉悅的外表與笑容三項特質最需具備。 

即使你很有知識，但是你若板著臉，遊客會被你嚇跑的，你若

面帶笑容，遊客才會跟著你心情好，解說的效果才會好啊！ (廖解說

志工，20120304)  

要擔任解說志工一定要有熱忱、隨和，還要看遊客的狀況來帶

話題，順便還要看遊客的需求提供服務，遊客才會覺得你們社區很

用心，下次也才會想要來，看到遊客開心，我們才很開心。(李解說

志工，2012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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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修正後之解說志工解說能力及解說滿意度模式圖 

 

表 9 解說志工的環境素養、個人特質及解說能力對解說滿意度行為模式影響

效果係數表 

變數名稱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個人特質     解說滿意度 0.78* 0.02 0.80* 

環境素養     解說滿意度 0.45* 0.01 0.46* 

解說能力     解說滿意度 0.65* ------ 0.65* 

註：*代表達顯著 p＜.05。 

四、綜合結論 

由問卷調查之描述性統計、SEM 分析所得志工參與模式、志工解說能力

與解說滿意度的關連模式所得結果，及解說志工的訪談結果，綜合結論如下：

由「解說志工社區意識、社區參與及解說滿意度模式」得知，解說志工的社區

意識對參與動機影響最大，且解說志工的參與動機對其社區參與的影響最大，

因此要增強解說志工的社區參與就要提高其社區意識。解說志工的社區意識、

社區參與及解說志工能力對其解說滿意度有正向及顯著的影響，其中以解說志

工能力影響最大，顯示解說志工的解說滿意度高低，受解說志工本身所具有的

能力影響最大，而解說志工的能力中以解說志工的個人特質此項能力對解說滿

意度影響最大；其中又以熱忱與愛心、善解人意及愉悅的外表和笑容三項特質

對解說滿意度影響最大。「社區型環境學習中心解說志工的社區意識、社區參與

0.78 

0.65 

0.45 環境素養 

解說能力 

個人特質 

解說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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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解說滿意度行為模式」對參與動機、社區參與、解說志工的能力、解說滿意

度的解釋力分別為 28%、33%、53%及 58%。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社區居民成為社區型環境學習中心解說志工所需的參與行

為模式，及各面向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以圖 5 為主要理論架構模型的合理性，社區居民成為社區型環境學

習中心解說志工所需的參與行為模式為社區居民對社區要先有很強烈的社區意

識，之後才會產生參與社區活動的動機，再加上某種機緣而可促使居民成為社

區型環境學習中心的解說志工。社區意識、社區參與及解說志工的能力對其解

說滿意度有正向及顯著的影響，其中以解說志工能力對解說滿意度影響最大。 

本研究所建構的模式對解說志工的參與動機、社區參與、解說能力、解說

滿意度的解釋力分別為 28%、33%、53%及 58%。社區意識對參與動機、社區

參與狀況、解說志工的能力及解說滿意度有正向及顯著的影響，其中以參與動

機受社區意識影響最大；社區意識、參與動機、解說志工能力及解說滿意度對

其社區參與有正向及顯著的影響，其中以參與動機對社區參與的影響最大，因

此要增強解說志工的社區參與就要提高其社區意識。 

(二)解說志工應具有的能力及其對解說滿意度之影響 

解說志工應具有的能力包括：解說志工的個人特質、解說志工的解說能力

及解說志工的環境素養三項能力，社區意識、社區參與及解說志工能力對其解

說滿意度有正向及顯著的影響，其中以解說志工能力對解說滿意度的影響最大，

而解說志工能力中又以解說志工的個人特質此項能力對解說滿意度影響最大。



環境教育研究，第十二卷，第一期，2016年 

 104 

其中又以熱忱與愛心、善解人意及愉悅的外表和笑容三項個人特質對解說滿意

度影響最大。 

二、建議 

依據本研究的發現，建議成立解說志工成長營，解說志工可以藉此增加知

識、學習技能。亦建議社區型環境學習中心應每隔一段時間舉辦解說志工再培

訓及解說能力再強化的訓練，以提高解說志工的解說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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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e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participation behavioral model needed by 

residents who want to become volunteer interpreters in community-based learning 

centers and the factors that would influence their interpretation satisfaction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havioral variables.  

In the research, the volunteer interpreters’ community awarenes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satisfaction models showed great overall goodness of 

fitness indices (GFI = 0.90, SRMR = 0.046, RMSEA = 0.076, CFI = 0.90). From the 

models, it was found that the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of the volunteer interpreters wa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their community awareness; th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of 

the volunteer interpreters wa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their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The volunteer interpreters’ community awarenes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capability influenced their interpretation satisfaction posi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In particular, the influence of interpretation capability was the highest, 

meaning that the interpretation satisfaction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volunteer 

interpreters’ interpretation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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