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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公私部門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之發展 

概況：以 100至 104年間資料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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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環境教育法》的施行，開創了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的認證制度。本研究旨

在探究公私部門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的現況與戶外學習人數是否有顯著

差異，分析內容以 119 處通過認證之設施場所為研究對象，採用問卷調查法及

內容分析法。研究結果顯示，通過認證之六成是屬於公部門的設施場所，而且

公部門無論在聘用環境教育人員、行政與教學人員或是環境教育課程方案數量

明顯多於私部門，而私部門則是對於參加環境教育有收費情形比公部門多。多

數的公私部門認為通過認證之後，對經營管理有正向的看法，也對產業發展有

幫助，同時普遍認為增加環境教育專業人力是通過認證最大好處，而需要填報

成果及報表太多是經營管理中的主要問題。另外，到通過認證之設施場所的戶

外學習人數，從 100年 9 千人次到 104年約 37 萬人次，有逐年增加的趨勢，並

顯示公部門比私部門的設施場所受歡迎，其中收費可能是影響場域選擇的重要

因素之一，建立合理收費基準是值得政府機關研究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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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國於 100 年 6 月 5 日開始實施《環境教育法》，在推動各項措施中，最

受到國內各界所關注的就是環境教育人員、機構及設施場所的三項認證；尤其

對於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的認證，我國是全世界第一個以法律規定辦理的案例。

《環境教育法》立法目的之一，是期望增加民眾戶外學習的機會，透過真實情

境體驗及學習，以增進對環境的情感與價值觀，進而採取保護環境的行動。因

而特別規定政府機關應該要整合規劃或輔導民間對於具有特色的環境教育設施

及資源，設置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同時為了確保這些設施場所執行品質及教育

內容，需通過環保署認證。此外，更明確規範全國的公務員及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的教師和學生，每年都要參加四小時以上的環境教育，若要從事戶外學習就

必須選擇通過認證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辦理，才能列為環境教育時數。這一項

新的政策，已獲得民間團體、企業、社區、學校及政府部門關注和響應，紛紛

申請認證，短短五年內就有四百多個單位申請，顯示社會各界對於此項政策的

積極參與。 

《環境教育法》的施行為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的發展開啟了新頁，政府機關

與民間單位掌握這項需求或力求改變，則希望加入環境教育元素，轉型成為環

境教育設施場所，使經營管理更多元化，提高附加價值，以期在自由市場更具

競爭力。然而，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是一個專業的環境教育組織機構，同時也是

一個終身學習場所，並非每一個單位都合適，因為它的運作必須結合自身的發

展狀態與環境條件，善用各方資源，還要回歸到設置的宗旨、目標、對象、課

程方案需求及財務狀況等面向(周儒，2011)，才能有利於未來的發展。 

環保署從 100 年 6 月開始辦理認證，截至 105 年 12 月底為止，全臺灣共

有 141 處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通過認證，而這些通過認證的設施場所都是公私

部門多年努力的成果。有鑑於公私部門在經營目的與規模不同，所具備的條件、

人力、經費和資源等也有所不同，本研究欲探討的問題為：公私部門通過環境

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的現況與戶外學習人數是否有顯著差異?由於過去研究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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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的建置成立、組成要件、認證現況與個案研究等，對於通

過認證後之發展相關研究尚屬闕如，而且方至民(2011)提到政府政策是驅動市

場成長或衰退的重要因素，主因是企業必須配合政府政策，以及消費者會受到

政策的誘因而影響消費者行為。基於此，本研究的目的有二，首先探討公私部

門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之發展現況，並從環境教育專業人力、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及經營管理等面向檢視其是否有顯著性差異；其次則分析通過認證之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從事戶外學習的人數變化，探討公私部門的場所是否有差

異。研究結果期能提供經營者做為管理策略及政府機關推動相關措施之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環境教育強調戶外學習與實際體驗 

在 1975 年貝爾格勒憲章(Belgrade Charter)中提到，有關環境教育的目標是

促使世界人類認識並關切環境相關問題，應具備適當的知識、技術、態度、動

機和承諾，個別或整體地致力於現今環境問題的解決，並預防新問題產生，亦

即藉由環境教育潛移默化功能，增進公民的環境知識及正向態度，促使現在和

未來的公民內化成個人的環境行動 (Jensen & Schnack, 2006; Short, 2010; 

UNESCO-UNEP, 1976)。由於環境教育所教導內容是周遭環境所能接觸與探究

的事物，可以在自然環境中體驗、學習與成長，而且環境教育本質上除了使學

生或民眾具備對環境認識或環境素養外，還應該改變個人的環境倫理觀念及環

境意識，具備對自然及人文環境的尊重和感激之情；可經常就近運用周遭的環

境進行教學，或者帶領學習者置身於自然的情境中，以親身體驗、感受和探索

發現該環境相關的訊息，因此，可以善用戶外教育與自然體驗，來達成環境教

育的目標(張子超，2000a；張子超，2001；郭實渝，1999；許毅璿，2015)。 

環境教育發展初期，大多數的教育活動是以戶外教育形式進行，讓孩子在

環境中認識自然，才能使他們逐漸關心環境(Tanner, 1974)。Dale (1969)提到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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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運用感官來親身參與的直接經驗學習活動，不僅有很高的學習動機和興趣，

還可以運用其所得的學習經驗為基礎，繼續發展新的學習(王鑫，2013)。Rolston 

(1988)認為自然的本質價值就是生命的存在價值，認識並體驗此本質價值才能

夠產生新的態度，乃至於行為的調整，才有新文明的產生。莊元輔(2013)更從

Rolston 對自然價值的觀點建構了體驗論，其主要內容為：(1)人到野外接觸大

自然，進而產生某種美感經驗；(2)人因美感經驗對大自然產生某種意義和價值

判斷；(3)美感經驗結合體驗某種與自然有關的活動，而產生更深的意義與價

值；(4)體驗、感受到美作為一最優價值，而要求自己應該維護、保護自然。另

外，重要生命經驗相關研究提到，戶外生活是影響一個人對環境實際關心的最

主要因素，也是影響一個人對環境態度最重要的因素(Chawla, 1998)。Palmer 與

Suggate (1996)曾對環境教育者進行研究，發現會對環境關懷做出承諾的人，大

多數是在重要生命經驗當中有戶外體驗，接近自然、關心自然與承諾保護自然

是包容自然的核心因素，當個人有這些包容自然的經驗，便會關心自然並承諾

保護它。接觸自然的經驗能正面影響著人們的環境價值觀，可以促進採取有益

的行動(Palmer & Kuru,1998; Schultz, 2002)。因此，透過戶外教育與體驗學習來

加深國民對環境保護的理解與關心是極為重要的事，也是環境教育最普遍及最

有效的方法(楊冠政，1991；Link, 1978; Mckenzie, 1986)。 

眾所周知，近年來世界先進國家普遍面臨的問題，就是許多的學童和社會

大眾因科技發達沉迷於電腦網路中，不願走到戶外探索，與大自然互動，失去

與自然連結的機會(Louv, 2005)。世界各國為了增加學童接觸自然的機會，陸續

推動相關計畫。舉例而言，日本自 2008 年開始推出孩童自然體驗計畫，透過在

農山林漁村的體驗，讓學童學習與自然和諧相處，對於生物多樣性保育有更深

一層瞭解。韓國近年環境教育推動主軸也以自然體驗，整合課程與體驗成為生

活教育，從小扎根(吳鈴筑，2012)。最特別的是，美國在 2008 年第一個立法推

動《不讓孩子留在室內法(No Child Left Inside Act of 2008) 》，讓孩子到戶外學

習、親近自然，更在 2012 年由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補助 59 項方案，總共 550 萬美元，讓 K-12 學童能

走到戶外，有參與環境教育的體驗機會，同時該署專家指出，已有越來越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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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顯示這類的活動，有助於對環境保護及管理的瞭解與投入(WaterWorld, 

2012)。 

二、利用設施或場所實踐戶外學習與體驗 

根據 Beames、Higgins 與 Nicol (2011)對於教室外學習(learning outside the 

classroom)的定義是為利用教室以外的地方進行教與學，也就是說教室外的環境

都是戶外教學場域。又依據 Simmons (1991)研究發現，經由場域能夠學習既有

自然、人文歷史等知識，同時也可以利用課程設計方式，促使學習者正視環境

問題，並以有效正確的態度看待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可以鼓勵更多人參與環

境友善活動(高翠霞、張育傑、謝濬安，2013)。因此，若能善加利用自然的情

境或場域，提供真實教學環境，培養對自然的喜愛和保護環境的意識，將有助

於採取保護環境的行動。 

國外先進國家對於環境教育相關設施場所發展已有久遠的歷史，在不同的

國家或地區設立許多相關的機構或場所，會因資源、區位、功能的不同，而有

不同的名稱與類型(林素華、張雅慧，2013)。其基本理念在於透過有計劃的戶

外教育課程，啟發學員以積極主動的態度探究人與環境的關係，進而培養學員

喜歡接近自然與愛護動物的情操，增進對環境的瞭解與愛護，使這些環境教育

設施場所能兼具保育、研究、教育、遊憩、文化等多方面功能(王鑫，1991；周

儒、姜永浚，2013；Ashbaugh, 1971; Evans & Chipman-Evans, 2004; Mckenzie, 

1986)。 

周儒(2000)提到環境學習中心(或自然中心)必須具備四項最基本的要素，

包括活動方案、設施、人及營運管理，此四項要素彼此互相依存與影響，其中

又以活動方案為核心，逐步影響到設施、人、營運管理，不僅滿足了社會各階

層對於環境學習的需求，更是國家整體環境教育政策重要的一環(周儒，2001)。

尤其，日本於 2003 年公布《加強環保意識與環境教育推動法(環境の保全のた

めの意欲の増進及び環境教育の推進に関する法律)》中，率先規範要努力促進

土地或建物之所有者或使用者，自發性提供該土地或建物作為適合多數人加強

http://www.routledge.com/books/search/author/simon_be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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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意識的自然體驗場所及據點，以增進自然體驗的機會。 

我國自民國 80 年起，參考美國社區自然中心的概念，在國內推動「自然

生態環境教育戶外研習中心」的設置(王鑫、楊平世，1991)。經過政府機關及

民間單位多年的努力，已發展成為多元化的自然中心及環境學習中心等有關設

施或場域，目前已經廣泛被社會大眾所運用，例如：國家公園、國家風景區、

動物園、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博物館、垃圾焚化廠、環保小學堂、水土保

持教室、生態農場、休閒農場及展示館等(周儒，2011；周儒、何森元，2004；

周儒、張子超、呂建政，1996；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2)。由於這些提供專業

環境教育服務的組織與機構在環境教育中扮演重要地位，我國《環境教育法》

對此有若干規定，但不稱之為自然教育中心或環境學習中心，而是統稱為「環

境教育設施場所」(王毓正、葉欣誠、劉如慧，2010)，以建立和提供環境教育

專業的服務、資訊與資源，促進學校戶外教學及社會大眾進行環境教育與學習。 

三、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制度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是推動環境教育的重要媒介，為了確保這些設施場所的

教育內容與執行品質，我國《環境教育法》明確規定由環保署辦理認證、管理

及評鑑，這項政策已於 100 年 6 月 5 日開始實行，成為了全世界以法律規定辦

理認證的首例。日本參考我國作法，也於同年 6 月 15 日新修正之《環境保護活

動與環境教育促進法(環境教育等による環境保全の取組の促進に関する法

律)》中，特別增加對於提供自然體驗場所予以制度化的規定，亦即由地方機關

首長(都道府縣知事)認定自然體驗活動的場所，以促進提供自然體驗場所的機

會與活化，此項措施已於 101 年 10 月 1 日開始施行(日本環境省，2016)。 

依照環保署於 100 年 6 月 2日所發布《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及管理辦法》

第 2 條所示，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是指整合環境教育專業人力、課程方案及經營

管理，用以提供環境教育專業服務，並具有豐富自然或人文特色的空間、場域、

裝置或設備(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3)。從定義來看，其設置的條件係參考環

境學習中心的基本要素，也就是必須具備自然或人文環境特色、環境教育專業



探討公私部門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之發展概況：以 100至 104年間資料為例 

105 

人力、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營運管理等四大基本要素，亦即透過設施場所的自

然或人文環境特色，發揮在地的特性，經由專業人員導入，運用多元的學習方

式，引導各年齡層學習者，進行關於環境的學習、在環境中學習，以及為環境

學習(吳鈴筑、王鴻濬，2012)。 

在上述辦法中具體揭示有關認證之申請資格、審查、評鑑、撤銷、廢止及

管理等行政程序。據此歸納，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的認證機制包含申請認證程序、

認證審查作業、通過核發證書、輔導管理評鑑等四大部分(圖 1)。 

1. 申請認證程序：申請者必須經過政府機關核准設立或登記，並對設施

場所擁有所有權、管理權或使用權，主動依規定向環保署環境保護人

員訓練所提出申請。 

2. 認證審查作業：認證過程分為二大階段，第一階段為程序審查，第二

階段為認證審查；認證審查得先經由初審會議(含現勘)確認符合後，再

提送環境教育認證審查小組會議進行審查。認證審查的實質內涵，可

以從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申請作業指引(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6)

中看出，以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設置的四大基本要素作為審查原則，其

重點說明如下： 

(1)環境特色：富有自然或人文環境的特色，尊重生命及維護自然生態資

源，並作為教學及體驗素材或操作地點。 

(2)環境教育專業人力：至少有一名通過認證的全職環境教育人員，並配

置行政與教學人員，且進行環境教育培訓或增能。 

(3)環境教育課程方案：應符合環境教育的理念與目標，並有至少四小時

課程方案，且依不同對象設計教學目標、內容及學習成果評量。 

(4)經營管理：包含組織介紹、願景、經營能力、環境負荷、安全維護及

未來發展計畫等。必先要符合建築、土地、消防、環保、安全維護之

相關法規、查驗及證照之核可。 

3. 通過核發證書：認證有效期限為五年，在期限屆滿前三至六個月內得

申請展延。 

4. 輔導管理評鑑：環保署為了掌握通過認證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執行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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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認證程序 認證審查作業 通過核發證書 輔導管理評鑑 

況及品質，規定每年三月底前提送前一年環境教育成果報告。另外，

環保署可隨時派員實地訪查，並定期進行評鑑，而評鑑結果得作為認

證展延的實證資料。 

綜上所述，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的基本理念是由環保署制定審查程序或

標準提供申請者遵行，對於符合程序或標準者給予認證，進而提供學習者一個

安全、信賴、符合環境教育意義及內涵的學習環境。藉由這項制度的推行，期

能提供國人優質的環境教育專業服務，以擴大全民環境學習的廣度及深度，進

而帶動通過認證之機關(構)或團體重視服務品質的提升。總而言之，環境教育

設施場所認證的目的為：(1)建立一個安全、信賴、優質的戶外學習環境，藉由

認證給予肯定及榮譽；(2)提供不同年齡、屬性對象與不同之需求者有環境教育

意義及內涵的多元化課程方案；(3)聘任環境教育專業人員，提供專業的服務與

資訊；(4)促使通過認證之設施場所於營運過程中再增能及活化，以提升執行量

能。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的認證是可以提升環境教育品質與專業化，消費者較能

信任，願意參與及選擇，在自由市場競爭下具有加分效果(吳鈴筑，2010)。通

過認證的設施場所都擁有專屬的場域特色，能提供環境教育專業服務，並依據

場域的特色設計合適的教學或體驗內容，以寓教於樂的多元方式進行，同時有

通過認證的環境教育人員及志工團隊提供優質親切的環境解說，展現對土地的

熱愛(呂正閔，2012)。而認證對於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營運的影響，高翠霞等(2013)

提出一年的訪視輔導彙整結果，通過認證之業者逐漸感受內部人員參與度增

加，促使員工向心力與榮譽心提升，對外合作也更加頻繁緊密，尤其客源人數

上升是最為顯見的效益。又如游宗霖(2013)研究提到，公部門機關對曾經去過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的整體滿意度平均為 4.17，且認為適合實施戶外環境教育；

而學校的整體滿意度平均為 4.12，同樣認為適合實施戶外環境教育，並有助於

 

圖 1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認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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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學習。另外，林素華、張雅慧(2013)以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為個案，發

現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之後，對內部營運有正面影響，如工作人員的環

境教育專業、人員士氣與向心力有明顯的增加；而負面影響則是缺乏專職專業

的環境教育人員，並因解說導覽量的增加而導致員工抱怨額外負擔。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期間與對象 

環保署自 100 年 6 月開始辦理認證，本研究期間為自 100 年 6 月至 104

年 12 月底。根據該署環境教育管理資訊系統(EEIS, http://eeis.epa.gov.tw)資料顯

示，截至 104 年 12 月底為止，全臺灣共有 119 處環境教育設施場所通過認證(圖

2)，本研究即以前述 119 處作為研究對象。 

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的單位，依照環保署區分為中央機關、地方機

關、學校、社區、民間團體及公民營事業等六大類。已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認證者，以中央機關 41 處最多，其次為公民營事業 27 處(其中公營事業機構 2

處、民營事業 25 處)、地方機關 22 處、社區 12 處、學校 11 處(其中公立學校 9

處、私立學校 2 處)及民間團體 6 處(圖 3)。再依其屬性概分為公部門與私部門

二大類，本研究所稱公部門係指由政府編列預算維持經營者，包含中央及地方

所屬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及公立學校。而私部門則指由私人企業出資維持經營

者，包含民營事業、民間團體、社區及私立學校等。若以公私部門通過認證之

設施場所分別計算，公部門有 74 處(62.2%)，而私部門有 45 處(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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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00 年至 104 年環境教育設施場所通過認證之累計數量 

                            

二、研究設計與方法 

根據研究的二個目的，分別採用問卷調查法與內容分析法進行之，透過問

卷工具與已設計的內容分析項目，進行資料的蒐集與分析，並歸納出公私部門

的設施場所在實務運作中的差異性，研究設計與方法說明如下： 

(一)探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通過認證之現況 

本項主要依據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的設置條件，也是環境學習中心(或自然

中心)必須具備最基本的要素，亦即為環境資源特色、環境教育專業人力、環境

教育課程方案及經營管理等四大基本要素，據此作為本研究探討的四個層面。

除了環境資源特色層面乃根據環保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對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之環境資源特色分類外，其餘三個層面則利用問卷調查法進行，之後再以描述

性統計，予以分析、歸納與討論，獲致研究結果並提出結論及建議。而問卷內

容設計的基礎，主要藉由文獻蒐集及分析，參考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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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00 年至 104 年各經營管理單位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之累計數量 

 

並根據環保署對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審查時，在環境教育專業人力、環境教

育課程方案及經營管理之審查原則與重點，以及實務上的運作。問卷初稿完成

後，採用學者專家內容效度之審查，請 2 位學者及 2 位實務工作者(通過認證設

施場所之全職環境教育人員)針對問卷內容進行檢核，並依學者專家回覆意見修

改，成為初步問卷後，然後再以初步問卷進行預試，並採用 Cronbach’s α 來分

析 3 個層面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皆介於 0.65-0.73 之間，顯示量表內部一致性良

好。最後，依據預試結果修改成為正式問卷調查之題本。問卷內容主要分成「環

境教育專業人力」、「環境教育課程方案」及「經營管理」三大部分，其中「環

境教育專業人力」有 3 題，包含了聘用環境教育人員、運用行政與教學人員及

環境教育增能培訓；而「環境教育課程方案」有 2 題，包含認證時送審及新增

加的環境教育課程方案；另「經營管理」有 9 題，包含了結合環境特色作為教

學及體驗素材或操作地點、參加環境教育人數、環境教育收費情形、通過認證

對經營管理的好處及問題、比認證以前重視環境維護與保育、對參加人員學習

態度及產業發展的看法；最後，基本資料 3 題，包含了設施場所的經營管理單

位、成立時間及填寫者職務。總共 17 題的問項，除了通過認證的好處及經營過

程中面臨的問題等 2 題的問項為複選題外，其餘題目均為單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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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造訪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的戶外學習人數 

本項主要探究全國公務員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師生到通過認證之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參與戶外學習的人數變化。為達此目的，乃採用內容分析法，綜整

與歸納現有政府相關統計報表及成果報告等出版物，以及環保署網站有關戶外

學習人數等二次資料進行加值應用與分析，從 100 年至 104 年已累積約 103 萬

人次的戶外學習申報資料。由於這些資料是年度實際申報所登載紀錄的資料，

不可能經由實驗操控而獲得，加上二次分析資料數據的獲得，可使研究者進行

長時間持續性的縱貫研究 (longitudinal research) ，亦可用於三角校正

(triangulation)，以檢定及增進研究結果的效度(張子超，2000b)，因此，利用統

計方法，進行客觀、系統及定量的描述分析，予以歸納與討論，再提出結論及

建議。 

三、資料分析與處理 

(一)問卷資料與處理 

發放問卷時間為 105 年 4 月 25 日至 5 月 10 日，發放對象為「環境教育管

理資訊系統｣中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聯絡人，以網路通訊方式總計發出 119 份問

卷，回收 94 份，回收率為 79%，其中有 1 份未填寫，2 份填寫不完整皆予以剔

除，有效問卷共計為 91 份。將有效問卷資料建檔後，再將問卷與資料校正 2

次，以確保原始資料之正確性。 

對於問卷調查所獲致之量化資料，則是使用 SPSS 統計軟體為分析工具，

以系統化的方式呈現統計數據的結果。本調查除基本資料外，計有 14 題，其中

11 題為一般題型，3 題屬於看法題型。本統計分析先對 11 題之一般題型採用描

述性統計，為了觀測公私部門在環境教育專業人力、環境教育課程方案及經營

管理等變項是否存在顯著性差異，則採用卡方檢定(Chi-square)驗證。之後，再

對 3 題屬於看法題型之調查結果，採用李克特氏(Likert)五點量表勾選計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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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人員在「比認證以前重視環境維護與保育」問項，依「非常同意」、「很同

意」、「普通」、「不同意」、「非常不同意」分別給予 5、4、3、2、1 分；

而「對參加人員學習態度的看法」問項，依「非常認真」、「很認真」、「普

通」、「不認真」、「非常不認真」分別給予 5、4、3、2、1 分；另「對產業

發展的幫助情形」問項，則依「非常有幫助」、「有幫助」、「普通」、「幫

助有限」、「幫助非常低」分別給予 5、4、3、2、1 分。各題之計分加總後，

即為受測者對經營管理的看法總得分，總分愈高表示其看法愈正向。 

(二)內容分析資料與處理 

內容分析資料來源，除了100年至104年「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中戶外學

習申報資料外，還包含了環保署100年至104年出版「環境教育白皮書」、委託

辦理「環境教育管理資訊系統」與「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相關計畫報告、

戶外學習統計報表，以及環保署新聞稿、電子報與刊物登載有關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戶外學習統計資料等。蒐集時間範圍為自100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

止，全國公務員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師生到通過認證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參加

戶外學習人數。因此，在分析基本類目建構為「戶外學習人數」，在內容分析

時及編碼過程中，則以「人次」作為分析的單位。為確保分析的信度，基於一

致性愈高，內容分析的信度就愈高；一致性愈低，則內容分析的信度就愈低

(Angelmar & Stern, 1978)。遂將分析之類目都歸類到相同的類目中，使所得結果

具一致性，並進行反覆查證過程，多方面向之比對，以確保分析結果的可靠性

與客觀性。對於所收集的戶外學習人數資料也是使用SPSS統計軟體，透過描述

性統計分析每一年參加戶外學習人數之結果與變化，然後根據類目的數據和資

料進行分析、歸納和比較，進而對呈現出的情況加以探討論述，再提出結論及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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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對象為環保署截至 104 年 12 月底為止，全臺灣通過認證之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有 119 處，採用問卷調查法及內容分析法進行，依據 91 份有效問卷

調查所得之資料與全國公務員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師生於 100 年至 104 年到通

過認證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參與戶外學習資料加以歸納整理，藉以驗證本研究

之研究問題。 

一、通過認證設施場所之環境資源特色 

根據環保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對於通過認證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依環

境資源特色概略分為十種類型。截至 104 年 12 月底，以環保/節能設施 24 處占

20.2%為最多，其次為水資源及溼地 18 處占 15.1%，再來是農場與博物館/動物

園各 13 處各占 10.9%、風景區/遊樂園/觀光工廠 12 處占 10.1%、國家公園/都會

公園與社區總體營造各 10 處各占 8.4%、自然/生態教育中心 9 處占 7.6%、文化

資產 7 處占 5.9%，以水土保持有 3 處占 2.5%最少。其中以國家公園/都會公園

與自然/生態教育中心全部屬於公部門，而社區總體營造則全部為私部門(圖

4)。就整體而言，公部門通過認證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有 74 處(62.2%)，而私

部門有 45 處(37.8%)，顯見公部門非常積極推動此項政策。 

再從歷年通過認證情形來看，100 年通過 2 處全部為水資源及溼地，農委

會所屬自然教育中心皆於 101 年全部通過認證，水土保持僅於 101 年通過 3 處，

其餘年度則再無通過認證，而社區總體營造自 102 年之後就減少。尤其在 104

年以環保╱節能設施 7 處為最多，其次為風景區╱遊樂園╱觀光工廠通過 5 處，

最特別的，環保╱節能設施則是近 3 年來增加最多。整體顯示環境教育設施場

所的認證是開放與多元的，並已容納各種環境相關領域及內涵，可以提供民眾

豐富多樣性的選擇，體驗與感受自然生態特性及人文資源，增進與大自然和諧

相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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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本資料分析 

經營管理單位方面，在 91 份有效問卷中，中央機關有 29 個填寫為最多，

公民營事業有 22 個(其中公營事業機構 2 個、民營事業 20 個)填寫次之，再來

是地方機關 16 個，社區 10 個，學校 9 個(其中公立學校 7 個、私立學校 2 個)，

民間團體 5 個。因此，公部門填寫者有 54 個(59.3%)，私部門有 37 個(40.7%)，

而公私部門之回覆填寫數量比率與通過認證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數量比率相

近。 

設施場所母組織的成立時間方面，公部門主要依序為「31 年以上」、「5

年以下」、「6-10 年」、「11-20 年」、「21-30 年」，分別占 15.4%、14.3%、

12.1%、9.9%及 7.7%；而私部門則為「31 年以上」、「11-20 年」、「5 年以

下」、「6-10 年」及「21-30 年」，分別占 13.2%、11.0%、8.8%、4.4%及 3.3%。 

 

圖4  100年至104年公私部門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之類型(N=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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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整體而言，公部門設施場所的成立時間比私部門久，另外，公私部門的設施

場所成立 5 年以下有 21 處占 23.1%次之。由於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的認證辦理迄

今近 5 年，據此推估有高達 76.9%的設施場所，並非因《環境教育法》的施行

而新建的，而是藉由場域既有的資源、師資及專業人力，強化環境教育理念與

內涵轉型或發展成為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填寫者之職務方面，公部門主要依序為「全職環境教育人員」、「一般職

員」、「管理幹部」及「負責人」，分別占 44.0%、9.9%、5.5%及 0；而私部

門則為「全職環境教育人員」、「管理幹部」、「一般職員」及「一般職員」，

分別 20.9%、8.8%、6.6%及 4.4%。根據統計結果，公部門填寫者的職務是全職

環境教育人員比私部門多，而全職的環境教育人員是負責環境教育的專職人

員，並且通過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具有環境教育專業素養，是環境教育設施場

所的關鍵人物。就整體而言，公私部門填寫者之職務皆以全職環境教育人員比

率占最多，顯示受測者在環境教育專業能力具有一定的水準以上。 

三、分析環境教育相關人力之配置及增能培訓 

(一)環境教育人員、行政與教學人員之運用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運作成敗的關鍵因素，就是工作人員的品質。法規規定

申請認證必備條件之一，應至少有 1 名全職而且通過認證的環境教育人員。公

私部門對於環境教育人員之聘用，經卡方檢定結果(χ²=10.29, p=.02＜.05)，已達

顯著水準，在全職而且通過認證的環境教育人員人數上有顯著差異存在。又根

據調查結果(表 1)，公部門聘用主要人數為「2-3 人」及「4-5 人」，分別占 38.9%

及 33.3%；而私部門主要人數為「2-3 人」及「1 人」，分別占 48.6%及 35.1%。

顯示公部門聘用環境教育人員的人數比私部門較多，而且二者皆有 3 成至 5 成

聘用「2-3 人」為最多。 

實際上，設施場所需要處理的工作繁多，只有 1 名全職環境教育人員是不

夠的，還需要有行政與教學人員處理行政事務、場域的維護管理、推廣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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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環境教學或解說等工作，通常會由支薪人員、志工或兼職人員來補充人力。

經卡方檢定結果(χ²=13.56, p=.00＜.05)，已達顯著水準，顯示公部門與私部門運

用行政與教學人員有顯著差異。公部門運用情形，以「21 人以上」為最多，「5

人以下」及「6-10 人」次之，分別占 50.0%、16.7%及 16.7%；反觀私部門則以

「6-10 人」最多，「5 人以下」次之，「21 人以上」再次之，分別占 40.5%、

29.7%及 16.2%(表 1)。發現公部門運用行政與教學人員之人數比私部門多，而

且公部門有半數運用「21 人以上」，而私部門則以「10 人以下」為大宗。 

(二)辦理環境教育增能培訓頻率 

工作人員的環境教育專業能力會影響設施場所執行成效，也是優質的環

境教育設施場所必備條件之一，大多藉由培訓或增能方式，以增進工作專業知

識與素養。經卡方檢定結果(χ²=2.95, p=.58>.05)，未達顯著水準，顯示公部門與

私部門在平均每年辦理及參加環境教育有關的培訓或增能並無顯著差異。公 

 

表 1  公私部門在環境教育相關人力配置及培訓增能分析(N=91) 

項目 選項 
公部門 

個數(%) 

私部門 

個數(%) 
總和(%) 卡方數值 

聘用通過認

證環境教育

人員 

 

1 人 8(14.8) 13(35.1) 21(23.1) 10.29* 

2-3 人 

4-5 人 

21(38.9) 

18(33.3) 

18(48.6) 

4(10.8) 

39(42.9) 

22(24.2) 

 

 

6 人以上 7(13.0) 2(5.4) 9(9.9)  

運用行政與

教學人員 

 

 

 

5 人以下 9(16.7) 11(29.7) 20(22.0) 13.56*** 

6-10 人 9(16.7) 15(40.5) 24(26.4)  

11-15人 

16-20人 

6(11.1) 

3(5.6) 

3(8.1) 

2(5.4) 

9(9.9) 

5(5.5) 

 

21 人以上 27(50.0) 6(16.2) 33(36.3)  

平均每年辦

理及參加環

境教育有關

的培訓或增

能 

0 場次 2 (3.7) 0(0.0) 2(2.2) 2.95 

1-2 場次 8(14.8) 8(21.6) 16(17.6)  

3-5 場次 14(25.9) 12(32.4) 26(28.6)  

6-10 場次 17(31.5) 11(29.7) 28(30.8)  

11 場次以上 13(24.1) 6(16.2) 19(20.9)  

註：* p＜.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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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平均每年辦理增能培訓主要情形，依序為「6-10 場次」、「3-5 場次」及

「11 場次以上」，分別占 31.5%、25.9%及 24.1%；而私部門辦理情形則為「3-5

場次」、「6-10 場次」及「1-2 場次」，分別占 32.4%、29.7%及 21.6%(表 1)。

顯見公私部門對於環境教育專業能力的養成非常重視，皆能鼓勵所屬人員參加

環境教育相關增能培訓課程、研習或經驗交流。 

 四、比較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的數量 

環境教育課程方案對於設施場所是最重要的核心，也是吸引人們來此學習

的重要因素之一；由於許多的設施場所已成立多年，為了要通過認證，會將既

有導覽課程加入環境教育目標及內涵。舉例而言，大湖四份水土保持教室於 78

年由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成立，作為水土保持教育宣傳的場域，為因應世界注重

永續發展及呼應《環境教育法》，再修改使用多年的課程，除了將原有課程中

的認知與技能，強化情意面向的培養，增加學員環境覺知與敏感度，建立正確

的環境價值觀與態度(吳聲傑，2013)。 

在認證送審時會要求有至少 4 小時的環境教育課程方案，而每一個課程方

案的教學時數為 1 小時至 4 小時不等。公部門與私部門在認證送審時所提供的

課程方案數量，經卡方檢定結果(χ²=8.80, p=.03＜.05)，已達顯著水準，兩者具

有顯著差異。公部門認證送審課程方案主要數量依序為「8 個以上」、「6-7 個」、

「1-3 個」及「4-5 個」，分別占 31.5%、24.1%、22.2%及 22.2%；而私部門送

審課程方案主要數量為「1-3 個」、「4-5 個」及「6-7 個」，分別占 45.9%、

27.0%及 16.2%(表 2)。整體發現有五成五的公部門在認證送審時會提供 6 個以

上課程方案，反之有七成三的私部門則送審 5 個以下的課程方案。 

另外，在通過認證之後增加新的課程方案情形，經卡方檢定結果(χ²=3.69, 

p=.29>.05)，兩者沒有顯著差異。公部門與私部門增加新的課程方案數量皆以「0

個」為最多，分別占 53.7%及 62.2%；以「1-2 個」次之，分別占 20.4%及 24.3% 

(表 2)，整體顯示公部門增加新的課程方案數量比私部門多。值得注意的是，有

五成至六成的設施場所尚未增加新的課程方案，惟有受測者表示還在運作初期 



探討公私部門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之發展概況：以 100至 104年間資料為例 

117 

表 2  公私部門之環境教育課程方案數量分析(N=91) 

項目 選項 
公部門 

個數(%) 

私部門 

個數(%) 
合計(%) 卡方數值 

認證時送審的

環境教育課程

方案 

1-3 個 12(22.2) 17(45.9) 29(31.9) 8.80* 

4-5 個 

6-7 個 

12(22.2) 

13(24.1) 

10(27.0) 

6(16.2) 

22(24.2) 

19(20.9) 

 

8 個以上 17(31.5) 4(10.5) 21(23.1)  

新增加的環境

教育課程方案 

 

0 個 29(53.7) 23(62.2) 52(57.1) 3.69 

1-2 個 11(20.4) 9(24.3) 20(22.0)  

3-4個 6(11.1) 4(10.8) 10(11.0)  

5個以上 8(14.8) 1(2.7) 9(9.9)  

註：* p＜.05 

 

尚未完成，或是新增課程方案正在硏擬中。 

五、分析經營管理之作法與影響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的運作與發展，必須要有健全的經營管理策略，才能提

供有品質的環境教育內容與專業服務；通過認證之後，對於設施場所的經營管

理會帶來一些改變及影響。 

(一)結合環境特色作為教學及體驗素材或操作地點之頻率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設置目的之一，以當地自然或人文的環境特色及資源作

為教學及體驗素材或操作地點，經卡方檢定結果，χ²=2.16，p=.54>.05，未達顯

著水準，顯示兩者並無顯著差異。公部門與私部門結合運用情形，以「經常」

為最多，分別占 87.0%及 78.4%，「偶而」次之，分別占 11.1%及 16.2%，「很

少」再次之，分別占 1.9%及 2.7%(表 3)。整體發現有近八成的設施場所能「經

常」結合環境特色作為教學及體驗素材或操作地點，經由觀察與體驗，能實際

真切瞭解所有生物共存共榮的相處之道，讓參加人員認知生物多樣性的美好，

體悟人類與萬物共存共榮的重要性(陳平和，2014) ，實踐了戶外教育理念及體



環境教育研究，第十三卷，第一期，2017年 

118 

驗論內涵。 

(二)比較通過認證前後之參加環境教育人數 

經卡方檢定結果(χ²=1.98, p=.58>.05)，顯示兩者無顯著差異。又根據調查

結果，公部門與私部門認為通過認證之後，參加環境教育人數皆以「增加一些

人」為最多，分別占 48.1%及 54.1%；以「增加很多人」次之，分別占 27.8%

及 24.3%(表 3)。顯示有近 5 成的設施場所認為「增加一些人」為最多，可見通

過證認之後，確實能增加戶外學習的人數，可以促進社會大眾對環境的認識與

愛護，對環境保護工作有所助益。 

(三)參加環境教育之收費情形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需要經費的支援維繫經營，對於參加環境教育予以收

費，可以作為財源收入來源之一。經由卡方檢定結果(χ²=10.40, p=.00＜.05)，已

達顯著水準，顯示公部門與私部門對參加環境教育收費有顯著差異。公部門與

私部門「有收費」，分別占 44.4.%及 78.4%，而「無收費」則分別占 55.6%及

21.6%(表 3)。顯見有將近八成的私部門設施場所有收費，明顯高於公部門。再

深入探究私部門的收費情形，發現大多數的民營事業、社區和民間團體都有收

費，尤其以民間團體全部都有收費。依受測者表示收費名目包含講師鐘點費、

課程費、解說費、教學材料費、DIY 費用、門票、茶水費或清潔費等等。 

至於環境教育收費的金額，公部門主要依序為「100 元以下」、「101-199

元」及「500 元以上」，分別占 45.8%、20.8%及 16.7%；反觀私部門則為「500

元以上」、「100 元以下」、「300-499 元」，分別占 27.6%、24.1%、20.7%(表

3)。整體而言，公私部門收費金額以「100 元以下」為較多，可能主要課程偏

重於自然及人文環境之學習或體驗活動，以及參加主要對象考量是學生等因素

(戴菊華，2015)，因而以低價位收費增進更多人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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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公私部門在經營管理之作法與影響分析(N=91) 

項目 選項 
公部門 

個數(%) 

私部門 

個數(%) 
合計(%) 卡方數值 

結合環境特色
作為教學及體
驗素材或操作
地點 

經常 47(87.0) 29(78.4) 76(83.5) 2.16 
偶爾 6(11.1) 6(16.2) 12(13.2) 

很少 1(1.9) 1(2.7) 2(2.2) 

未曾 0(0.0) 1(2.7) 1(1.1) 

通過認證前後
之參加環境教
育人數 

增加很多人 15(27.8) 9(24.3) 24(26.4) 1.98 
增加一些人 26(48.1) 20(54.1) 46(50.5) 

差不多 13(24.1) 7(18.9) 20(22.0) 

減少人數 0(0.0) 1(2.7) 1(1.1) 

參加環境教育
收費 

有收費 24(44.4) 29(78.4) 53(58.2) 10.40*** 

無收費 30(55.6) 8(21.6) 38(41.8) 

參加環境教育
收費情形 

100元以下 11(45.8) 7(24.1) 18(34.0) 3.99 
101-199元 5(20.8) 5(17.2) 10(18.9) 

200-299元 2(8.3) 3(10.3) 5(9.4) 

300-499元 2(8.3) 6(20.7) 8(15.1) 

500元以上 4(16.7) 8(27.6) 12(22.6) 

通過認證對經
營管理的好處 

（複選） 

增加環境教育
專業人力 

35 (38.5) 25(27.5) 60(65.9) 
 

提高本設施場
所的知名度 

28(30.8) 23(25.3) 51(56.0) 
 

增加戶外學習
及參訪人數 

30(33.0) 20(22.0) 50(54.9) 
 

增強環境教育
的專業能力 

19(20.9) 15(16.5) 34(37.4) 
 

加強環境設施
維護及管理 

13(14.3) 12(13.2) 25(27.5) 
 

經營管理過程
中面臨的問題  

（複選） 

需要填報成果
及報表太多 

33(36.3) 21(23.1) 54(59.3) 
 

環境教育專業
人力不夠 

30(33.0) 21(23.1) 51(56.0) 
 

缺少經費 16(17.6) 7(7.7) 23(25.3)  
政府訪查或評
鑑太多 

13(14.3) 10(11.0) 23(25.3) 
 

環境教育課程
方案太少 

9(9.9) 9(9.9) 18(19.8) 
 

註：***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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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通過認證對經營管理的好處及問題 

根據調查結果(表 3)，公部門認為通過認證對經營管理的好處，主要依序為

「增加環境教育專業人力」、「增加戶外學習及參訪人數」與「提高本設施場

所的知名度」，分別占 38.5%、33.0%及 30.8%，而私部門則認為「增加環境教

育專業人力」、「提高本設施場所的知名度」與「增加戶外學習及參訪人數」，

分別占 27.5%、25.3%及 22.0%。雖然公部門與私部門認知略有不同，惟普遍認

為「增加環境教育專業人力」是最大的好處。另外，公部門與私部門認為經營

管理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皆以「需要填報成果及報表太多」為最多，分別占

36.3%及 23.1%，「環境教育專業人力不夠」次之，分別占 33.0%及 23.1%，此

結果與先前文獻探討林素華、張雅慧(2013)研究結果相似，設施場所面臨的問

題之一為缺乏專業環境教育人力。 

六、檢定公私部門對經營管理的看法 

在經營管理之問項中屬於看法題型為「比認證以前重視環境維護與保

育」、「對整體參加人員學習態度的看法」及「對產業發展的幫助情形看法｣，

前述問項設計以 5 點量表觀察受測者的看法，若採李克特量表將 5 點量表量化，

轉換各等級 1 至 5 分(表 4)，以區間(interval)資料作分析，受測者所得總分愈高，

代表其看法愈正向。對於前述三個問項，發現公部門及私部門皆屬於正向看法

為主，分數以 4 分居多(表 4)。 

在「比認證以前重視環境維護與保育」，經卡方檢定結果(χ²=12.59, p=.01

＜.05)，已達顯著水準，兩者具有顯著差異。公部門與私部門認為比認證以前

重視環境維護與保育的情形，公部門主要依序為「很同意」、「普通」及「非

常同意」，分別占 46.3%、25.9%及 22.2%；反觀私部門則為「非常同意」及「很

同意」占大宗，分別占 48.6%及 45.9%(表 4)，可見私部門相較於公部門更重視

環境維護與保育。就整體而言，將近八成的設施場所在通過認證之後重視環境

維護與保育，有助於當地環境的保護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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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公私部門在經營管理看法按5點量表分析 

項目 5 點量表 
轉換
分數 

公部門 

(個數) 

分配比
(%) 

私部門 

(個數) 

分配比
(%) 

卡方 

數值 

比認證以前

重視環境維

護與保育 

非常同意 5 12 22.2 18 48.6 12.59* 

很同意 4 25 46.3 17 45.9  

普通 3 14 25.9 1 2.7  

不同意 2 2 3.7 1 2.7  

非常不同意 1 1 1.9 0 0.0  

對整體參加

人員學習態

度的看法 

非常認真 5 2 3.7 3 8.1 1.91 

很認真 4 38 70.4 25 67.6  

普通 3 13 24.1 7 18.9  

不認真 2 1 1.9 2 5.4  

非常不認真 1 0 0.0 0 0.0  

對產業發展

的幫助情形

看法 

非常有幫助 5 4 7.4 4 10.8 6.68 

有幫助 4 28 51.9 24 64.9  

普通 3 16 29.6 4 10.8  

幫助有限 2 4 7.4 5 13.5  

幫助非常低 1 2 3.7 0 0.0  

註：* p＜.05 

 

另外，在「對整體參加人員學習態度的看法」，經卡方檢定結果(χ²=1.91, 

p=.59>.05)，兩者沒有顯著差異。公部門與私部門對於參加人員學習態度的看

法，皆以「很認真」為最多，分別占 70.4%及 67.6%，「普通」次之，分別占

24.1%及 18.9%，沒有「非常不認真」的情形(表 4)。顯現有近七成的設施場所 

表示，參加環境教育的人「很認真」學習，可見學習者樂意在真實環境中認真

學習，這個結果與 Dale (1969)看法一致，學習者親身參與實際體驗或學習活動

會有很高的學習動機和興趣，經由現場各式各樣的解說、體驗、思考、討論或

實作等過程，將能觸發學童和民眾重視與關切自然生態及人文資源之維護和保

育。 

最後在「對產業發展的幫助情形看法｣，經卡方檢定結果 (χ²=6.68, p 

=.15>.05)，兩者沒有顯著差異。公部門與私部門對產業發展的幫助情形看法，

以「有幫助」為最多，分別占 51.9%及 64.9%，認為「非常有幫助」，分別占

7.4%及 10.8%(表 4)，整體顯示私部門比公部門更認為對產業發展有幫助。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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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通過認證之設施場所會辦理環境教育課程、體驗、營隊活動或是環境教育

旅遊套裝行程，並結合地方產業及特產，而有了更多元及擴大的發展機會。 

七、至公私部門設施場所的戶外學習人數分析 

《環境教育法》明確規範全國的公務員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的教師和學

生，每年都要參加四小時以上的環境教育，若要以戶外學習就必須選擇通過認

證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辦理。根據 100 年至 104 年通過認證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數量及戶外學習人數(表 5)統計看來，第一年(100 年)通過認證的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只有 2 處，當年參加戶外學習為 9,002 人次，到了 104 年有 119 處，參加

戶外學習為 36 萬 8,098 人次，顯示通過認證之設施場所數量能帶動戶外學習的

人數。在過去 5 年戶外學習總計約 103 萬人次，並有逐年增加的趨勢，最特別

的是 102 年(約 26 萬人次)與 101 年(約 11 萬人次)相比約成長 2.5 倍，其中影響

的因素是值得再深入探究的議題。不過，此結果與高翠霞等(2013)訪視輔導結

果相似，以學習人數上升是顯見的效益，同時也與本次問卷調查結果相近，以

「增加一些人」，顯現出已能逐漸帶動民眾接觸自然，體驗自然本質價值，可

能會正面影響環境價值觀，有助於促進採取保護環境的行動。 

另就各經營管理單位的每一年戶外學習人數(表 5)看來，除了第一年外， 

  

表 5  100 年至 104 年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之數量及戶外學習人數統計 

年別 

通過認
證累計
數量 

至各經營管單位戶外學習人次 
戶外學習 

總計人次 中央機
關 

地方機
關 

公民營
事業 

學校 民間團
體 

社區 

100 年 2 0 2,420 0 0 6,582 0 9,002 

101 年 51 53,066 31,149 6,642 5,250 9,440 873 106,420 

102 年 77 149,089 56,480 17,986 16,110 13,566 10,105 263,336 

103 年 99 141,831 59,033 45,314 15,673 6,445 13,117 281,413 

104 年 119 169,616 80,019 73,407 27,710 7,189 10,157 368,098 

合計 119 513,602 229,101 143,349 64,743 43,222 34,252 1,028,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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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四年戶外學習最多的人數依序為中央機關、地方機關、公民營事業及學校，

並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反而民間團體近年略有減少的現象，可能是因全部的民

間團體都有收費而產生的影響。再依五年的戶外學習總計人次比率來看，以中

央機關(49.9%)為最多，其次是地方機關(22.3%)，再來是公民營事業(13.9%)，

以社區(3.3%)為最少。惟社區是學校成員或民眾辦理戶外學習最便利、最適合

的場域，而且社區是近年來國際上非常注重在地化議題，未來政府可以鼓勵民

眾到社區的設施場所進行戶外學習。 

若深入資料中查詢、追蹤，可以發現到民營事業的設施場所之戶外學習人

數，從 101 年(5,446 人次)至 104 年(7 萬 1,518 人次)有逐年大幅增加趨勢，尤其

103 年(4 萬 4,162 人次)與 102 年(1 萬 6,559 人次)相比，有近 2.7 倍的成長，主

要是九族文化村通過認證所產生的影響，因其在 103 年就有 6 千餘人次參與學

習，可見民營事業的設施場所在未來將有很好的發展機會。 

再進一步分析過去五年至公私部門設施場所之戶外學習人數(表 6)，公部

門五年總計人數(81 萬 2,231 人次)明顯高於私部門(21 萬 6,038 人次)。從統計結

果得知，除了第一年外，其餘的四年皆是公部門戶外學習人數明顯多於私部門，

雖然公私部門的戶外學習人數有差異的情形，但私部門也有微幅增多的趨勢。

整體顯示公部門的設施場所較受歡迎，推測是因公部門較少收費的關係，並根

據林明瑞、江佩芸(2014)調查結果，有半數以上機關認為推動環境教育的困難

以「經費短缺｣為最多，加上過去數年以學校辦理戶外學習之比例最高(薛安聿，

2016)，同樣學校的經費也是有短缺的現象，影響了戶外學習的機會。又相較於 

 

表 6  100 年至 104 年到公私部門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戶外學習人數統計 

年別 公部門 私部門 總計人次 

人次 百分比 人次 百分比 

100 年 2,420 26.9 6,582 73.1 9,002 

101 年 90,661 85.2 15,759 14.8 106,420 

102 年 223,106 84.7 40,230 15.3 263,336 

103 年 217,621 77.3 63,792 22.7 281,413 

104 年 278,423 75.6 89,675 24.4 368,098 

合計 812,231 79.0 216,038 21.0 1,028,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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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問卷調查結果，多數私部門的設施場所對於參加環境教育有收費，由此推

測因為經費短缺而選擇收費較低或無收費的公部門設施場所進行。據此，收費

可能是影響選擇戶外學習場域的重要因素之一，也凸顯了私部門在增加戶外學 

習人數的目標上可能會面臨的挑戰，這是值得關注的現象。 

 伍、結論與建議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是實踐環境教育的場域，它能提供真實的教學環

境，培養對自然的喜愛和保護環境意識，促進採取保護環境的行動。在通

過認證之後，有環境教育專業人力與課程方案，更能提供專業內容與服務

品質，也可以增進設施場所的發展機會與活化利用。尤其，至通過認證設

施場所從事戶外學習的人數有逐年增加趨勢，也顯現逐漸增進學校師生與

社會大眾自然體驗的機會，這有助於對環境直接接觸、觀察與瞭解。促使

人們關心環境，激發對環境的情感而產生更深的意義與價值，進而願意採

取保護環境的行動。對於環境教育推動及環境保護工作而言，皆具有正面

的效益。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公部門與私部門在運用環境教育相關人力、

認證送審的環境教育課程方案數量，與對環境教育參加者收費上具有顯著

差異，但是在每年辦理及參加環境教育有關的培訓或增能、增加新的環境

教育課程方案數量、參加環境教育人數與環境教育收費的金額並無顯著差

異。綜合研究結果，提出下列主要結論及建議，以作為未來探討環境教育

設施場相關研究之參考。 

一、結論 

(一)高達六成是公部門所屬的設施場所 

經由問卷分析結果顯示，公部門(62.2%)通過認證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比

私部門(37.8%)較多，可見公部門非常積極推動此項政策。目前通過認證之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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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的環境資源特色已有多元化類型，可以提供社會大眾就近且豐富多樣性的

選擇，體驗多元環境學習場域，增進瞭解與關懷自然生態環境與人文資源。然

而，政府機關要善用民間充沛的力量與資源，有必要對私部門的設施場所積極

輔導，並辦理環境教育增能培訓，加強其專業能力與素養，以利提高通過認證

率，期能增進民間參與環境教育的機會，並激勵其將環境教育元素融入企業社

會責任之中，共同為保護環境努力與貢獻。 

(二)公部門聘用環境教育相關人員明顯多於私部門 

雖然法規規定申請認證時，應至少有 1 名全職而且通過認證的環境教育人

員，經由問卷調查結果，公部門聘用環境教育人員的人數比私部門較多，而且

兩者皆有三成至五成聘用「2-3 人」為最多。同時也顯示公部門運用行政與教

學人員有半數為「21 人以上」，而私部門則以「10 人以下」為大宗。整體而言，

公部門無論在聘用環境教育人員，或是運用行政與教學人員之人數皆比私部門

較多，可能是因若干公部門有多年推動環境教育經驗或相關人力，尤其在環境

教育相關設施或場所的經營著力深。相較之下，私部門對環境教育較為陌生，

在經驗和人力相對於公部門較為缺乏，此項結果符合現況。而私部門則再增加

聘用環境教育相關人員，才有助於提高環境教育專業的執行量能。 

(三)公部門環境教育課程方案數量比私部門多 

根據調查結果得知，有五成五的公部門在認證送審時會提供 6 個以上環境

教育課程方案，反觀私部門則有七成三送審 5 個以下的課程方案。在通過認證

之後，公部門所增加新的課程方案之數量也比私部門多，但是有近五成至六成

公私部門的設施場所尚未增加新的課程方案，這是值得關注的事項。尤其，私

部門在送審或是新增加的環境教育課程方案數量皆少於公部門，由於環境教育

課程方案對於設施場所是最重要的核心，也是吸引學習的重要因素之一，考量

目前是私部門的設施場所運作初期，營運尚未成熟，建議政府機關優先對私部

門補助經費、輔導或增能培訓，促使其持續更新內容或開發新的課程方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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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不同年齡與屬性對象富有環境教育意義及內涵的多元化課程方案，以利提高

學習的效果。 

 (四)私部門對參加環境教育有收費情形比公部門較多 

高達八成的私部門設施場所對參加環境教育有收費，明顯多於公部門，尤

其以民間團體全部都有收費。雖然公私部門對於收費金額並無顯著差異，但以

「100 元以下」為較多，係屬於低價位的收費。可見大多數私部門對於參加環

境教育有收費，作為財源收入來源之一，以支持推動所需軟硬體設備或材料之

必要支出費用，相對公部門也許因職責本就非以營利為目標，且有國家預算支

應，比較不需要籌措經費來支持設施場所的營運，這結果符合了實際的現況。

整體來說，透過收費不但可以增加收入，亦將有利於帶動環境學習產業或體驗

經濟的發展機會。 

(五)公私部門通過認證對經營管理皆具正向的看法 

通過認證之後，對設施場所的經營管理會帶來改變及影響，顯現出有近八

成的設施場所能「經常」結合環境特色作為教學及體驗素材或操作地點，實踐

了戶外教育理念及體驗論內涵，增進瞭解與認識環境基本價值，期能促進採取

保護環境的動力。雖然公私部門的設施場所在通過認證之後，認為經營管理的

好處略有不同，但皆認為「增加環境教育專業人力」為最大的好處。在營運過

程中面臨的問題，也普遍認為「需要填報成果及報表太多」為最多，以「環境

教育專業人力不夠」次之。經此調查結果呈現出公私部門的設施場所在通過認

證之後，雖然會多聘用環境教育的專業人員，但是也因戶外學習量的增加，以

及專業人員的流動，而導致環境教育專業人力缺乏的現象。 

同時也發現，不論在「比認證以前重視環境維護與保育」、「對整體參加

人員學習態度」及「對產業發展的幫助情形｣，公部門及私部門皆以正向看法為

主。尤其，在通過認證之後，私部門比公部門更加重視環境維護與保育，有利

於對土地管理或環境資源的友善作為。另也有高達七成的設施場所表示參加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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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教育的人「很認真」學習，驗證了學習者親身參與實際體驗或學習活動具有

很高的學習動機與興趣，此有助提升環境學習的效果。另外，多數的公私部門

認為對產業發展有幫助，可能會有更多元及擴大發展的機會。 

(六)公部門設施場所戶外學習人次明顯高於私部門 

根據 100年至 104年到通過認證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參加戶外學習人數統

計結果得知，由 100 年的 9,002 人次，到 104 年為 368,098 人次，有逐年增加的

趨勢，也顯示通過認證設施場所數量增多，能夠帶動戶外學習的人數，符合了

《環境教育法》立法目的，有增加社會大眾戶外學習的機會，也顯現出該法推

動的效益。經由統計分析結果，發現公部門的設施場所比私部門受歡迎，推測

是目前多數的公部門較無收費或低金額收費的關係，同時也顯示不同的經營管

理單位在戶外學習人數上有差異的情形。有近半數至中央機關的設施場所參與

戶外學習，特別是民間團體近年有逐漸減少的現象，可能是因民間團體全部都

有收費而產生的影響，因此收費可能是影響選擇場域的重要因素之一。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確實需要經費的支援才能永續營運，如何藉由合理的收費，既不影

響戶外學習的活絡，又能促進設施場所的蓬勃發展，是值得政府機關再深入研

究的課題。 

二、建議 

(一) 對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經營者的建議 

公私部門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之後，無論在環境教育人力、環境教

育課程方案及經營管理等方面，皆有質與量的改變，成為了推動環境教育的重

要力量。目前正是發展的階段，相關服務品質的提升與確保，也就顯得特別的

重要。由於通過認證之後戶外學習人數有增加，建議多聘用環境教育相關人員

或是積極參加專業培訓以充實專業人力，並持續更新或增加環境教育課程方

案，以提供更多樣性之不同年齡與屬性對象深度學習內容，在實務運作持續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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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環境教育的理念，而有更多元化、深度化與創新化的專業服務與發展，以期

成為優質環境教育的實踐場所，達成傳遞環境教育的目標，對環境保護與管理

有所貢獻。 

 (二)對政府機關的建議 

中央主管機關首要的工作除了減少成果及報表填報，減輕設施場所的行政

作業負擔外，舉辦環境教育課程方案規劃或增能培訓，以提升設施場所持續更

新內容或開發新的課程方案之能力。特別是私部門的設施場所，不論在經費、

資源與行政作業皆比公部門較為劣勢。考量目前是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制度正在

發展階段，需要民間的參與，因而建議政府機關給予私部門必要的支持，才能

促進其發揮效益，惟未來私部門仍須自主營運，面對自由市場的競爭與挑戰。

另外，也須加強運用媒體行銷推廣，提高設施場所的知名度及能見度，才有利

擴大民眾踴躍參與戶外學習，同時也考量依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不同特性及條

件，因地制宜建立輔導機制、簡化評鑑作業及合理收費參考基準，協助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增加戶外學習人數，更加精進服務品質及管理運作，以實踐環境教

育理念與內涵。 

 (三)未來研究建議 

本文僅以通過認證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為研究對象，建議未來可以與未通

過認證之設施場所的發展情形進行比較分析，或是評估到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參

加環境教育的人員之學習成效及滿意度分析，亦可進一步探討選擇場域的影響

因素。 

陸、參考文獻 

方至民(2011)。策略管理概論：應用導向。臺北市：前程文化。 

王毓正、葉欣誠、劉如慧(2010)。研擬環境教育法施行細則等 4 項子法專案研



探討公私部門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之發展概況：以 100至 104年間資料為例 

129 

究計畫。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託報告(EPA-98-E103-02-268)。臺北市：財團

法人亞太綜合研究院。 

王鑫(1991)。自然中心戶外環境教學意義與初步構想。環境教育季刊，15，36-41。 

王鑫(2013)。運用環境教育達成文化資產保存策略與願景。載於許毅璿、李芝

瑩（主編），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全國研討會資料彙編(pp. 25-40)。臺北市：

農委會林務局。 

王鑫、楊平世(1991)。自然生態環境教育戶外研習中心研究計畫報告。臺北市：

教育部環境保護小組。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2)。環境保護 25 年回顧與展望。臺北市：作者。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3)。環境教育法相關法規彙編。臺北市：作者。 

行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2016) 。 環 境 教 育 管 理 資 訊 系 統 。 取 自 ：

http://eeis.epa.gov.tw/front/cert/field_qry.aspx 

吳鈴筑(2010)。國內外環境教育法比較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臺北市。 

吳鈴筑(2012)。綠能家園－探討韓國環境教育發展與重點。環境教育及訓練電

子報，66，4。 

吳鈴筑、王鴻濬(2012)。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之實務分析。鄉村旅遊研究，

6(1)，1-14。 

吳聲傑(2013)。大湖四份水土保持戶外教室—活動技巧多元並用。環境教育及

訓練電子報，71，6。 

呂正閔(2012)。101 年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行銷推廣計畫。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託

報告（EPA-101-EA02-03-A194）。臺北市：新視紀整合行銷傳播股份有限

公司。 

周儒(2000)。設置台北市新店溪畔河濱公園都市環境學習中心之規劃研究。臺

北市府建設專題研究報告第 298 輯，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周儒(2001)。尋找一個環境教育的實踐場域—「環境學習中心」的需求與概念。

載於中華民國九十年環境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pp. 72-80)。臺北市：

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 

http://eeis.epa.gov.tw/front/cert/field_qry.aspx


環境教育研究，第十三卷，第一期，2017年 

130 

周儒(2011)。實踐環境教育環境學習中心。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周儒、何森元(2004)。下一步是什麼—試論林務局推展環境教育現況、發展需

求與策略。台灣林業，30(6)，2-16。 

周儒、姜永浚(2013)。透過德懷術探討優質環境學習中心之特質。環境教育研

究，9(2)，1-32。doi: 10.6555/JEER.9.2.001 

周儒、張子超、呂建政(1996)。自然教育中心實施狀況之研究。臺北市：教育

部環境保護小組。 

林明瑞、江佩芸(2014)。機關環境教育四小時課程活動之執行現況、需求調查

及成效之評估。載於 2014 年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術暨實務交流國際研討

會論文集（pp. PA3-67）。臺北市：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 

林素華、張雅慧(2013)。認證對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營運的影響之個案研究—以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為例。載於 2013 年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術暨實務交流

國際研討會論文集(pp. 1063-1075)。臺北市：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 

高翠霞、張育傑、謝濬安(2013)。臺灣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現況探討。載於

2013 年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術暨實務交流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pp. 

250-262)。臺北市：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 

張子超(2000a 年 10 月)。人與環境的關係：環境教育與新環境典範。發表於 2000

年「環境災害與環境倫理」環境教育研討會。臺北市：中華民國環境教育

學會。 

張子超(2000b)。二次分析。教育大辭書。取自：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01530 

張子超(2001)。九年一貫課程改革與環境教育融入。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 

莊元輔(2013)。論 Holmes Rolston, III 對「自然價值」的觀點：建構「體驗論」

模型芻議。應用倫理評論，54，247-272。 

許毅璿(2015)。「超越學校」的教育：以「環境」為本的學習。臺灣博物季刊，

126，16-25。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01530


探討公私部門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之發展概況：以 100至 104年間資料為例 

131 

郭實渝(1999)。以生態文化教育的觀點看環境教育。環境教育季刊，40，15-23。 

陳平和(2014)。桃園大溪好時節休閒農場—永續農業環境教育中心。環境教育

及訓練電子報，86，4。 

游宗霖(2013)。探究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成立要件與參與者需求。未出版碩士論

文，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科學應用與推廣學系環境教育及管理碩士班，臺中

市。 

楊冠政(1991)。環境教育課程發展模式與程式。環境教育季刊，9，3-19。 

戴菊華(2015)。環境教育資訊網之系統功能整合、提升、維護及行銷專案工作

計畫(第 2 年)。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託報告(EPA-103-EA01-03-D002)。臺

北市：環資國際有限公司。 

薛安聿(2016)。環境教育資訊網之系統功能整合、提升、維護及行銷專案工作

計畫(第 3 年)。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託報告(EPA-104-EA01-03-D006)。臺

北市：環資國際有限公司。 

Angelmar, R., & Stern, L. W. (1978). Development of a content analytic system for 

analysis of bargaining communication in marketing.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5(1), 93-102. doi: 10.2307/3150404 

Ashbaugh, B. L. (1971). Nature center purposes and values.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2(3), 4-5. 

Beames, S, Higgins, P., & Nicol, R. (2011). Learning outside the classroom. New 

York, NY: Routledge. 

Chawla, L. (1998). Significant life experiences revisited: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sources of environmental sensitivity.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4(4), 

369-382. doi: 10.1080/1350462980040402 

Dale, E. (1969). Audiovisual methods in teaching. New York, NY: Dryden.  

Evans, B., & Chipman-Evans, C. (2004). The nature center book: How to create and 

nurture a nature center in your community. Fort Collins, CO: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nterpretation. 

Jensen, B., & Schnack, K. (2006). The action competence approach in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UAeBbp/search?q=sc=%22%E5%9C%8B%E7%AB%8B%E8%87%BA%E4%B8%AD%E6%95%99%E8%82%B2%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UAeBbp/search?q=sc=%22%E5%9C%8B%E7%AB%8B%E8%87%BA%E4%B8%AD%E6%95%99%E8%82%B2%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環境教育研究，第十三卷，第一期，2017年 

132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12(3), 471-486. 

doi: 10.1080/13504620600943053 

Link, M. (1978). Nature's classroom: A manual for teaching outdoor education. 

Manhattan, NY: National Audubon Society. 

Louv, R. (2005). Last child in the woods. Chapel Hill, NC: Algonquin Books. 

McKenzie, G. D. (1986). The importance of field trips. Journal of College Science 

Teaching, 16(1), 17-20. 

Palmer, J. A., & Kuru, J. (1998). Outdoor activities as a source of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In J. Palmer (E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Theory, practice, progress and promise (pp. 253-257). New York, NY: 

Routledge. 

Palmer, J. A., & Suggate, J. (1996). Influences and experiences affecting the pro- 

environmental behavior of educator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2(1), 

109-121. 

Rolston, III, H. (1988). Environmental ethics: Duties to and values in the natural 

world.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Schultz, P. W. (2002). Inclusion with nature: The psychology of humannature 

relations. In Schmuck, P., & Schultz, P. W. (Eds.), Psycholog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p.61-78). New York, NY: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doi: 10.1007/978-1-4615-0995-0_4 

Short, P. C. (2010). Responsible environmental action: its role and status i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41(1), 7-21. doi: 10.1080/00958960903206781 

Simmons, D. (1991). Are we meeting the goal of responsibl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n examination of nature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enter goals.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22(3), 16-21. doi: 

10.1080/00958964.1991.10801963 

Tanner, R. T. (1974). Conceptual and instructional issues i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探討公私部門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之發展概況：以 100至 104年間資料為例 

133 

today.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5(4), 48-53. doi: 

10.1080/00958964.1974.10801841 

UNESCO-UNEP. (1976). The Belgrade Charter: A global framework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onnect: UNESCO-UNEP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Newsletter, 1(1), 1-2. 

WaterWorld (2012). National watershed education programs to be funded by NOAA 

grants. Retrieved from 

http://www.waterworld.com/articles/2012/10/national-watershed-education-pro

grams-funded-by-noaa-grants.html 

日本環境省(2016)。環境の保全のための意欲の増進及び環境教育の推進に関

する法律。取自： http://www.env.go.jp/press/files/jp/20194.pdf 



環境教育研究，第十三卷，第一期，2017年 

134 

作者簡介： 

吳鈴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電話：0910-247-266 

電子郵件：lcwu@epa.gov.tw 

通訊處：11677 臺北市文山區汀州路 4 段 88 號環境教育研究所 

 

張子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教授 

電話：02-7734-6556  

電子郵件：tcchang@ntnu.edu.tw 

通訊處：11677 臺北市文山區汀州路 4 段 88 號環境教育研究所 

 

Wu, Ling-Chu  

Doctoral Candid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Nation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el: 0910-247-266 

E-mail: lcwu@epa.gov.tw 

Address: No.88, Sec. 4, Tingzhou Rd., Wenshan Dist., Taipei City 11677, Taiwan 

(R.O.C.) 

 

Chang, Tzu-chau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Nation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el: 886-2-7734-6556 

E-mail: tcchang@ntnu.edu.tw 

Address: No.88, Sec. 4, Tingzhou Rd., Wenshan Dist., Taipei City 11677, Taiwan 

(R.O.C.)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13(1), 2017 

135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Status in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for Certifie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acilities and Venues, 

2011-2015 

Ling-Chu Wu 1*, Tzu-chau Chang 2 

1. Doctoral Candid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2.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One of the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of the Taiwa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ct is to establish a certification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acilities and 

venues. This investigation aims to explore whether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ublic sectors and private sectors on the certification status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acilities and venues, as well as the numbers of people for 

outdoor learning. The research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119 certified facilities and 

venues via conducting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content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up to 60% of the facilities were public sectors, who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number of people hired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amount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rograms than private sectors. Besides, private sectors 

were more likely to charge fees for environment education programs than public 

sectors. Most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had an optimistic attitude towards the 

management after receiving the certification. In addition, the best benefit of 

receiving the certification was increasing specialized manpower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Nevertheless, filling out excess result forms and statistical 

reports was the biggest problem when operating the facilities. Results also indicated 

that the numbers of civil servants and students who visited certified facilitie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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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door learning have been increased from 9,000 in 2011 to about 370,000 in 2015. 

It was shown that public sector facilities were more popular than those operated by 

the private sectors, and the key factor influencing the selection was the cost. Thus, 

establishing a charging standard for operating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acilities and 

programs is suggested to be a valuable research agenda for the government. 

 

Keywords: outdoor learning, certification system,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ct,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acilities and venu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