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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下幸福的種子：以東眼山自然教育中心過夜型

環境教育課程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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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嘗試以東眼山自然教育中心《FBI：930 檔案》過夜型校外教學課程

為例，評估課程在環境教育成效與幸福感的效果，探討幸福感來源，與環境教

育成效和幸福感之關係。研究於 103 年和 104 年以不對等前後測控制組設計執

行，運用問卷針對 134 位參與課程，及 103 位未參與課程的六年級學生蒐集資

料並進行分析。研究結果顯示學生的環境技能、環境知識、環境態度、正向情

緒、心理幸福感、學習滿意感皆顯著提升，顯示課程有助於環境教育方案達成

成效與增進幸福感受。學生幸福感來源包括接觸生物、學習新知、正向人際等，

其中又以親近自然與生命為主，回應了自然具提升幸福感的潛力。整體環境教

育成效與幸福感的正向情緒、心理幸福感、學習滿意感呈正相關，負情緒則呈

低度負相關，表示增加正向情緒、心理幸福感、學習滿意感、降低負情緒有助

於學生的環境學習，而且增進心理幸福感也有助於環境態度的塑造。最後再依

據結果，提出環境教育課程規劃、教學、與後續研究等面向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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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環境學習中心在發展上有許多稱呼，例如自然中心、自然學校、環境教育

中心、田野學習中心等多樣名稱，基於本文場域名稱，以下會以「自然教育中

心」通稱前述概念與功能相似的場域。自然教育中心具有保育生物棲地、提供

公眾自然經驗與環境教育的功能(Beery & Jönsson, 2015; Evans & Chipman-Evans, 

1998)，其定義為一片具有環境資源特色的土地區域，整合環境教育專業人力、

教育方案與適當的設施，服務公眾的環境教育機構(周儒，2001)，因此它的任務

即在結合自然、環境資源形成教育方案來推動環境教育。 

基於環境教育的任務，自然教育中心的方案，往往朝向期望人們覺察環境

現況、提供環境概念知識、形成環境態度、操作環境技能和參與改善環境的目

標來規劃(教育部，2011；UNESCO, 1978)，因而評估工作就以回應這些目標做

為成效(outcome)，特別是環境知識與環境態度，過去研究做了相當的努力與貢

獻(Ardoin, Bowers, Roth, & Holthuis, 2018; Stern, Powell, & Hill, 2014)。不過有研

究指出，環境教育成效還有啟發個人技能、理解力、品格、民主意識、合作、

問題解決、人際關係、批判性思考等更寬廣的可能性(Ardoin, Biedenweg, & 

Kathleen, 2015; Ardoin et al., 2018; Scott & Gough, 2003; Stern et al., 2014; Yanniris, 

2015)。 

環境教育強調走到戶外的自然環境，認為這種方式能塑造孩童的自然經驗，

對未來保護環境的態度與做為具有很大的影響力(Louv, 2005／郝冰、王西敏、

謝維玲、王聖棻、魏婉琪譯，2009；Chawla, 1999; Fang, Ng, & Chang, 2017; Palmer, 

1998)。然而這種經驗必須要藉由深度的體驗，搭配有系統的課程與學習方法來

促成(許世璋、徐家凡，2012；Beery & Jönsson, 2015)。另外自然教育中心保存

自然的功能，對參與者的身心健全也有著重要影響。相關研究指出，增進人與

自然連結，對於促進個人的正向情緒、自主、成長、生活目的、社交、自尊、

自我效能、環境態度、生活滿意與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皆有幫

助(Louv／郝冰等譯；Nisbet, Zelenski, & Murphy, 2011; Taylor & Kuo, 2006)。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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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研究與論點，符合正向心理學強調的幸福感意義(Baumgardner & Crother, 2009

／李政賢譯，2011；Ryff, 1989)。 

根據上述，環境教育方案整合自然環境、生態內容、環境保護意圖、走入

自然的方法等，塑造出來的學習情境與條件，就具有創造幸福感和增進心理健

康的潛能，且過去環境教育成效評估主要將焦點置於環境知識與態度上，對於

幸福感這類議題的著墨較少(Ardoin et al., 2018)，因此針對此主題投入可充實領

域內涵。對此研究者思考幾個問題，包括教育方案設計是否真能促成環境教育

成效？能否增進幸福感？幸福感來源又為何？幸福感與環境教育成效兩者的關

係為何？為了解答這些問題，研究者選擇林務局東眼山自然教育中心(以下稱

「東眼山」)的課程為個案。原因包括林務局以「師法自然、快樂學習」為宗旨，

期許創造國人於森林中快樂學習的機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13)，但

課程方案卻較少將焦點置於回應宗旨上。其次，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系統推動

了十年，課程經長時間發展已趨穩定。此外筆者正協助東眼山營運，可藉實務

操作來獲得資料，以及多天數的環境教育課程對學生環境知識、覺知、態度較

具成效(Stern, Powell, & Ardoin, 2008)，因此選擇以兩天一夜的戶外教學課程

《FBI：930 檔案》(以下稱「FBI 課程」)來執行研究。研究目標如下： 

1. 瞭解 FBI 課程是否有助於學生達成環境教育成效與幸福感。 

2. 探索學生參與過程中的幸福感來源。 

3. 探索環境教育成效與幸福感之關係。 

研究者期望能提供不同於以往著重環境教育目標類別的成效，而亦能夠關

注學習者其他面向的發展，同時協助充實自然中心領域課程評估的內涵與理解。 

貳、 文獻探討 

研究者以三個部分探討相關文獻。首先說明環境教育方案的成效，接著探

討幸福感的意義及測量，然後是環境教育成效與幸福感的相關研究。 



環境教育研究，第十四卷，第一期，2018年 

80 

一、環境教育方案的成效 

伯利西會議提出環境覺知、知識、態度、技能、參與等目標類別(UNESCO, 

1978)，因而許多的方案評估圍繞在回應這些目標上(Ardoin et al., 2018; Stern et 

al., 2014)。例如 Bogner (1998)與 Powers (2004)探討天數和次數對於環境知識與

態度的影響，結果不論天數長短或參訪次數，皆能增加生態及環境之知識，但

口頭承諾、態度、行為則需要長天數與多次數來達成。而 Cachelin、Paisley 與 

Blanchard (2009)評估國小四年級的濕地教育方案，知識面除了能正確辨認物種、

食物與棲息地的關係外，情意面則表達保育、願意重遊，和感到快樂及安全的

態度，而未去過濕地的人則容易對濕地環境表達出負向的情緒。另外自然教育

場域；例如水族館、博物館、植物園的評估，則顯示四至六年級的學生，環境

知識與自然連結有相關，自然連結又是生態行為的關鍵，因此生態行為可藉由

與自然連結和環境知識增加來達成(Otto & Pensini, 2017) 。國內則有針對特定

主題方案進行的成效評估，也都顯示環境教育課程能對環境知識、環境態度、

環境素養變項有幫助，並依結果提出課程改進，或經營環境教育方案策略等意

見(吳崇旗、林芊穎、王偉琴，2014；許世璋、徐家凡，2012；賴羿嗚、曾喜育、

曾彥學，2015)。還有關注教學法的研究，如角色扮演、模擬遊戲、情境教學等，

有助於環境知識、情意類別的環境素養與環境行動的提升(許世璋、徐家凡，2012；

劉思岑、陳錦昌、吳鈴筑、林素華，2010)。這些研究都說明環境教育方案對於

親環境行為的重要性。 

分析過去環境教育成效研究，環境教育方案的貢獻以環境知識與環境態度

為主(attitude/dispositions) (Ardoin et al., 2018; Stern et al., 2014)，其目的是在測

量親環境行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的變項，以推估行為發生的可能性。

然而這種強調測量行為變項，以滿足環境議題、問題解決、產生某種預設行為，

受到「工具觀點」的批判與質疑，環境教育不該「為了」達成某事存在，而要

注重對於學習經驗品質、脈絡化知識、學習自主性、學習者批判性思考，和有

能力作出具涵養(informed)的選擇(Sterling, 2010)。這種「內在觀點」讓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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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超越解決環境問題，轉而將焦點置於教育本質的可能性。例如 Sauv'e (1999)

就認為環境教育涵括了自我圈、他人圈和環境圈三個層面的空間(space)，在個

人層面能幫助個體瞭解與定義自己，發展自主性、責任感，在他人層面則有助

於人際互動，環境層面藉由關注生物、與生態系形成生態中心的倫理觀(eco-

centre ethic)。這與自然教育中心能促成環境學習、社會互動、個人挑戰與實現

三方面的成長不謀而合(周儒、呂建政、陳盛雄、郭育任，1998；周儒，2011)，

中心的功能亦可藉由環境教育更全面的展開。 

幾個研究也支持這樣的論點，例如 Scott 與 Gough (2003)認為，環境學習

有彰顯大自然喜悅滿足和改變人生經驗，教導自然過程，啟發個人的技能、理

解力、品格，提倡永續、保育觀念，倡議社會改變，發展民主，促進合作，學

習如何學習等旨趣。或是 Yanniris (2015)則從教師觀點指出，自然教育中心的課

程，學生的改變除了環境主題知識外，尚有增進合作，降低行為問題，以及增

加在學校課程的參與。還有 Ardoin 等(2015)檢視 206 個自然中心住宿型方案的

意圖，除了環境科學的覺知、知識、科學態度，還有社交技能，如溝通、合作、

團隊工作、領導、信任、尊重、個人發展，或認知技能成長，如批判思考、問

題解決、系統思考等，與正向人際或同儕關係等面向。 

二、幸福感的意義與測量 

「幸福」與「快樂」常被視為同意或相互運用的用詞(王沂釗，2013；Ben-

Shahar, 2007／譚家瑜譯，2012)，依據張春興(2006)的解釋，快樂(happiness)是

指「滿足、安寧、舒適的心理狀態(p.341)」，幸福感(well being)則是指「個人自

覺身心安和舒適且具活力的狀態(p.769)」，字面之意似乎也相類似。不過檢視

測量快樂的文獻，目前皆以 well-being 一詞代表(Baumgardner & Crother, 2009／

李政賢譯，2011；Diener, 1984; Ryff, 1989)，故本文中若偶爾運用快樂一詞，仍

是指 well-being 之意。大體上幸福感可以分為享樂主義(hedonic)與幸福主義

(eudaimonia)兩種取向(Baumgardner & Crother／李政賢譯)，因而有主觀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Being [SWB])與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 [PWB])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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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理論意涵(王沂釗，2013；Baumgardner & Crother／李政賢譯)。 

(一) 主觀幸福感(SWB) 

主觀幸福感源自於享樂主義取向，主張生活就是追尋快樂，美好的生活取

決於較多的愉悅和較少的痛苦，因此強調活動是否能體驗到歡樂、樂趣等正向

感覺，或是追求經濟所得、財富、社會地位，可能就意味著有幸福的生活(王沂

釗，2013；Baumgardner & Crother, 2009／李政賢譯，2011)。因此主觀幸福感強

調對自己的生活具有高度的滿意，以及體驗到愉悅的經驗和較少的向負向情緒。

其認為幸福是取決於個人的主觀經驗，不但強調正向的測量，卻也不排除負向

因素，另外幸福則來自於個人對生活的整體評價(Baumgardner & Crother／李政

賢譯；Diener, 1984)。據此，主觀幸福感主要以個人的正向情緒、負向情緒與生

活滿意度(life satisfaction)三個成份為構成要素，透過主觀的自我評價來瞭解幸

福感的狀態(王沂釗，2013；Baumgardner & Crother／李政賢譯；Diener, 1984; 

Diener, Suh, Lucas, & Simth, 1999)。 

由於主觀幸福感以正向情緒經驗多於負向情緒經驗為判準，因此強調情緒

的測量，常使用的工具為正負向情緒量表 (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 [PANAS])，量表羅列 20 項情緒詞彙，例如感興趣、興奮、強盛、振

奮、積極等 10 項正向情緒，以及沮喪、懊惱、罪惡感、驚嚇、緊張等 10 項負

向情緒，然後以五點量尺評分法來自我評量當下、前一天、一週、或過去幾個

月的發生的頻率，然後計算這些情緒的總得分視為各項情緒的強度(王沂釗，

2013；Baumgardner & Crother, 2009／李政賢譯，2011；Watson, Clark , & Tellegen, 

1988)。生活滿意感是主觀幸福感的另一個要素，對生活愈發滿意者通常擅長解

決問題，會有較佳的成就表現，健康情形良好和妥善因應壓力，較少出現心理

或社會困擾(王沂釗，2013；Park, Peterson, & Seligman, 2004)。生活滿意感測量

常以 Diener、Emmons、Larsen 與 Griffen (1985)發展的生活滿意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為工具，用以測量個人對生活的綜觀評價，包括「我的生活接近

我的理想」、「我的生活狀況非常好」、「我很滿意我的生活」「我已經在生

活中獲得一些想要的重要事」、「如果再活一遍，我不會想要改變任何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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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題加總計算，總分愈高表示生活滿意感愈高，主觀幸福感也愈高。 

(二) 心理幸福感(PWB) 

除了自覺身心安和舒適外，幸福感還包括了具活力的積極性(張春興，

2006)，因此幸福主義(eudaimonia)取向的幸福感意義，認為幸福是個人面對逆境

得以復甦(resilience)的來源，能反應出正向心理機能、生命能量與心理健康，所

以幸福也應包括追求意義與自我實現的內涵(Baumgardner & Crother, 2009／李

政賢譯，2011；Ryff, 1989)。也就是說幸福源自於個人投入在有深度意義的活動

與努力，來使自己的生活變得更好、愈能接納自己，而非僅快樂來詮釋。最具

代表性的測量架構，是由 Ryff (1989)整合自我實現、全人、成熟論、生命發展

階段觀點等概念，所提出的心理幸福感理論模型，由六面向的綜合來代表心理

幸福感： 

1. 自我接納(self-acceptance)：對自我擁有積極的態度，不論好壞都承認、

接受自我的特質，對過去的生活有正向的感覺。 

2. 正向人際關係(positive relations with others)：與他人有溫暖、滿意和信

任關係，關心他人福利，展現強烈熱情、情感、親密，瞭解人際關係的取捨。 

3. 自主性(autonomy)：自我決定和獨立，能夠抵抗社會的壓力進行思考，

並能以某種方式行動，以個人標準評估自我並調節自我。 

4. 環境掌握(environmental mastery)：對於外在環境夠掌握的感受和管理的

勝任能力，能控制複雜的外在活動，有效的利用周邊的機會，能夠選擇和創造

合適的情境去符合個人需求和展現個人價值。 

5. 生活目的(purpose of life)：對生活具有目標和方向感，認為現在和過去

的生活是有意義的，抱持給予生活目的的信念，具有生活的目的和目標。 

6. 個人成長(personal growth)：有持續發展的感受，看待自己是成長而且

在擴大中，對新經驗開放，有感自到自己的潛能，有看到自己和行為隨著時間

成長，改變的方式反映出自我的知識和效益。 

由前述兩種取向可知，主觀幸福感強調個體對外在情境的情緒感知以及滿

意程度，而心理幸福感則認為是個體發自內心與強調自我實現的過程，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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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Shahar (2007／譚家瑜譯，2012)對幸福的詮釋，認為「樂趣」與「意義」皆

是幸福的內涵。因此也有相關研究將兩個取徑混合，如 Nisbet 等(2011)即探討

正負向情緒、生活滿意感、心理幸福感與自然關連感之間的關係，是本研究在

操作上可以參考的方向。 

三、環境教育成效與幸福感相關研究 

先前梳理了環境教育成效與幸福感意義，接著探討環境教育方案對幸福感

的塑造，這類研究多圍繞在自然增進幸福感的主題上(Louv, 2005／郝冰等譯，

2009；Cervinka, Röderer, & Hefler, 2012; Howell, Dopko, Passmore, & Buro, 2011; 

Nisbet et al., 2011; Taylor & Kuo, 2006)。如接觸自然對於增進正向情感、自主性、

個人成長感受、生活目的感受與對生活的滿意度皆具正向效益，也有助於克服

負向情緒(Nisbet et al., 2011)。余家斌、袁孝維、蔡明哲與邱祈榮(2015)也指出走

入森林明顯地讓人覺得有活力、愉快、健康、平靜正向情緒，而減少焦慮、緊

張、憤怒等負面情緒。而自然連結感與正念(mindfulness)呈正相關，因此與自然

連結愈強個人看待世界也就愈發正向(Howell et al., 2011)。此外，自然也有助於

社交和個人發展，例如感知技巧、自我效能、價值感、自律等，接觸動物或家

裡有寵物的孩子，也較具自尊和自我概念(Louv／郝冰等譯，Taylor & Kuo, 2006)。 

環境教育方案亦有提供幸福感的潛能，例如以無痕山林(Leave No Trace 

[LNT])為內容的遠征課程，增強了青少年自然連結感受和自尊的提升(Barton, 

Bragg, Pretty, Roberts, & Wood, 2016)。種樹減緩氣候變遷的環境行動方案，則

有機會讓學生因為有能力為環境出力的「利他」(altruistic)行動，而「自我感覺

良好」(feel good)，有助環境倫理價值觀的塑造(Waire, Goodenough, Norris, & 

Puttick, 2016)。此外自然教育中心的方案常以戶外教學型式來針對學校的學習

者，也提供學生感到愉悅、開心、有趣等正向情感，和學習知識與常識、增進

同學互動、團隊合作精神，嘗試新事物與創造新奇感受，還有引發好奇心、強

化個人發展、自我探索、問題解決能力，以及提升學習動機而達到快樂學習之

目的(許世璋、徐家凡，2012；陳惠文、吳和堂，2007；曾鈺琪、鄭辰旋、謝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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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2013；Ardoin, DiGiano, O’Connor, & Holthuis, 2016; Cachelin et al., 2009)，

這些研究發現可與心理幸福感的意義呼應，提供研究的參考依據。 

幸福感內涵對於環境教育成效的頁獻相關研究較少，但以不同教育主題的

學習成就、動機學習成效來類推。許世璋、徐家凡(2012)認為自然教育中心所創

造出來的快樂學習感，對於個人的學習成就動機有幫助。方紫薇、陳學志、佘

曉清、蘇嘉鈴(2011)的研究也指出正向情緒有助於科學問題解決。另外心理學家

認為，壞心情會影響人們的思考而影響學習，例如焦慮會降低學習者的學習成

就(Goleman, 1996／張美惠譯，2006)，且負向情緒與學習動機間具負相關，負

情緒高會降低學習動機而影響到學習成就(張景媛，1997)。學習滿意感(度)方面，

較多針對體育主題來探討，例如廖根毅、張志銘、賴永僚、王于寧(2015)研究指

出學習滿意感與學習成效間具正相關，意即國小高年級學生的體育課學習滿意

度越高，其整體學習成效愈好。不過亦有不同的研究者獲得不一樣的結果，認

為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間無顯著正向關係(鄭茹方、施錦村，2015)。整體幸福

感方面，在張芳全(2017)的跨國比較研究中發現，臺灣的學習成就，包括數學、

閱讀、科學成就的全球排名雖然很前面，但主觀幸福感並未表現較佳，他的研

究發現主觀幸福較好者，學習成就不一定較好，因為高度及中度幸福感國家在

學習成就明顯高於低度幸福感國家。不過該研究指出雖然有文獻認為主觀幸福

感與學習成就具正相關，但主觀幸福感或生活滿意度對學習成就的相關性，在

觀點上則仍具分歧。 

參、 研究方法 

一、《FBI930 檔案》戶外教學課程介紹 

林務局於民國 95 年起規劃自然教育中心系統，期許成為提供公眾多樣教

育方案，和快樂生活、體驗學習的最佳場域(周儒、郭育任、劉冠妙，2007)，其

以「師法自然、快樂學習」為宗旨，來突顯參與者能在真實森林讓學習者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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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經驗、學習成長與成就感之感受，同時近年來也提倡採用科學調查方法來

觀察和理解環境來深化學習。為回應組織政策，東眼山整合環境概念和森林管

理議題，針對國小六年級學生規劃兩天一夜的《FBI：930 檔案》方案(以下簡稱

「FBI 課程」)。其名稱是取森林生態調查(Forest Biological Investigation [FBI])

與「救山林」之諧音，課程由「森林生態調查」、「森林與人的關係」和「插

天山自然保留區探討」三個主要單元所組成。課程目標依據環境教育目標和九

年一貫環境教育議題類別設置(教育部，2011；UNESCO, 1978)，分為環境覺知、

知識、態度、技能四個目標，各單元的設計概念簡述如下。 

1. 「森林生態調查」是配合林務局近年來推動的森林科學調查活動而設計，

以探究式教學為設計要素，目的在運用學習活動幫助學生發展科學理解，以有

能力從事科學活動，內涵依據美國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包括(1)問問題；(2)發展和使用模式；(3)規劃與完成調查；(4)分析和詮

釋資料；(5)建設性的解釋；(6)立基證據的討論，以及(7)獲得、評估與溝通資訊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12, p.42)，協助學生分組自行設計小型調查研究計

畫，瞭解森林基本的物理環境現象。 

2. 「森林與我們的關係」單元運用《森林保衛隊》活動，以生態學食物鏈

與能量金字塔概念為教學內容，結合體驗教育活動(experiential education)進行。

體驗教育遊戲強調團體動力的培養和探討，藉由團體歷程，發現學生個別差異，

促進相互學習，以及互信、團隊成長等內涵(蔡居澤、廖炳煌，2007)，因此活動

中學生必須自行討論策略、合作方式完成任務，教師則負責引導反思與解釋生

態概念，協助學生促進團隊與理解人類與森林之間的關係。 

3. 「插天山自然保留區探討」以自然保留區的遊客任意入山議題為設計主

軸，採用價值澄清方法，期望引導學生對自己的信念、情感與行為進行分析、

反省，進而導出合宜的行動(王秀玲，2000)。藉由價值澄清的討論策略，協助學

生瞭解森林與人類之間存在的密切關係，以及人為保護或保留森林機制下所涉

及的價值觀，進而瞭解設置保護(留)區的目的與意義。 

課程也運用「夜間觀察」單元，提供學生體驗不同的森林環境，認識生物

的機會。研究者選擇此課程進行幸福感主題的探討，原因包括：(1)環境教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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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執行天數較長，以及室內外操作課程，有助於提升環境知識與環境態度

(Bogner, 1998; Fang et al., 2017; Powers, 2004)；(2)戶外課程運用真實森林環境增

加學生與自然連結而有進幸福感的可能(Ardoin, et al., 2016; Barton et al., 2016; 

Nisbet et al., 2011; Waire et al., 2016)；(3)課程中學生需自行選擇題目，設計研

究，討論及合作，上台發表，完成任務，參與遊戲，這些內涵不僅能達成環境

知識與態度的建立(許世璋、徐家凡，2012；劉思岑等，2010)，亦能呈現出自主、

正向人際、自我成長等心理幸福感內涵(Ryff, 1989)；(4)在過去操作經驗學生常

有「好玩」、「有趣」、「與同學一起」等回饋，與幸福感內涵契合。 

二、研究架構 

本研究在探討參與環境教育方案學生，環境教育成效與幸福感的狀況、來

源，還有環境教育成效及幸福感之間的關係。環境教育成效以 FBI 設定的課程

目標來代表，幸福感的部分則參考相關文獻或概念，如許世璋、徐家凡(2012)認

為自然教育中心能夠產生愉悅、開心等情緒上的快樂學習，因而採用主觀幸福

感以情緒為要素的觀點。不過主觀幸福感在情緒與生活滿意感彼此獨立而又具

相關，因此建議一起測量較佳(王沂釗，2013)，而考慮課程以學習為焦點，故將

SWB 中評量過去一段時間的生活狀況，調整成學生僅參與兩日課程的滿意感受

來代表。學習滿意感指的是學生對學習活動的感受或態度，源自於其對學習活

動的喜好，或學習過程中其願望及需求獲得滿足(李建霖，2010)。此外研究者在

過去教學觀察經驗及蒐集回饋資訊，學生對快樂感受的原因常有超出情緒以外

的回應，例如與同學一起，或是有學習知識等，因此接受 Ben-Shahar (2007／譚

家瑜譯，2012)對幸福的「樂趣」與「意義」概念，參考 Nisbet 等(2011)的架構，

將心理幸福感納入研究中。因此本研究以正、負向情緒、學習滿意感和心理幸

福感，做為測量幸福感的構面。研究架構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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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架構圖 

三、研究工具發展 

本研究依參考相關量表的內容(Baumgardner & Crother／李政賢譯，2011；

教育部，2011；Diener et al., 1985; Ryff, 1989; Watson et al., 1988)，編製《FBI：

930 檔案快樂學習評估問卷》(以下簡稱「FBI 評估問卷」)做為資料收集之工具。

問卷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環境教育成效，包括課程設定的環境覺知、知

識、態度、技能為組成構面。第二部分為幸福感，結合主觀幸福感及心理幸福

感測量架構，將正負情緒、學習滿意感、心理幸福感視為幸福感的綜合評價。

第三部分則為幸福感來源，蒐集感到快樂的課程以及理由。說明如下： 

1. 環境教育成效：研究者比對九年一貫環境教育議題領域的目的類別與

能力指標(教育部，2011)，將 FBI 課程目標分成「環境覺知」、「環

境知識」、「環境態度」和「環境技能」四個構面，代表本研究的環

境教育成效，例如「我能夠設計一個調查方法來認識森林(環境技能)」，

或「我知道什麼是食物鏈(知識)」等。學生依據他的學習狀況，勾選

其對問題敘述的同意程度，自「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的五點

量表。 

2. 幸福感：結合主觀幸福感及心理幸福感測量內涵做為幸福感的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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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正負向情緒、學習滿意感、心理幸福感三個組成構面： 

(1)正負向情緒：參考正負向情緒量表 PANAS (Baumgardner & Crother／李

政賢譯，2011；Watson et al, 1988)，以及過去 101 年和 102 年在東眼山

場域所蒐集到的情緒詞彙，於問項前提供給學生參考，瞭解哪些詞彙為

正向情緒，哪些為負向情緒。並參考周儒等(1998)的自然中心的個人成

長、社會互動、環境學習三目標設計問項，例如「參與課程(上課時)的

正/負向情緒感受(環境學習)」或「與同學相處的正/負向情緒感受(社會

互動)」，然後再請學生綜合性地判斷，於正向情緒欄位及負向情緒欄

位中、勾選出綜合兩天的情緒出現頻度，頻度從「幾乎沒有」到「總是

出現」的五點量表。 

(2)學習滿意感：主要以生活滿意度量表(Diener et al., 1985)的敘述為基礎，

改編內容以符合 FBI 兩天的學習狀況之敘述，包括學習期待的符合、

自我表現自評，獲得新知狀況等來代表滿意度內涵。例如生活滿意度量

表中的「我的生活大致接近我期待的樣子」修改成「我的學習大致接近

我所期待的樣子」。請學生綜合評量兩天的學習狀況，依題目敘述勾選

同意程度的五點量表。 

(3)心理幸福量感(PWB)：採用 Ryff (1989)的心理幸福感量表，量表由六個

面向構成，包括自我接納、自主性、正向人際關係、環境掌握、學習成

長、生活目的。研究者以 42 題的版本(取自：http://danrobertsgroup.com/ 

wp-content/uploads/2018/02/PWB-Scale.pdf)，將題目翻譯成中文後，再與

現場教師討論挑選出合適的測量題目，六個面向各三題，例如自我接納

的「我不害怕表達意見，即使多數同學與我意見不同」；或環境掌握的

「我所分配到的工作，我都可以處理得很好」，或是正向人際關係的「我

很享受與同學們的對話和溝通方式」等。再請學生綜合自評兩天的學習

狀況，依題目敘述勾選同意程度的五點量表，並以六面向加總視為整體

的心理幸福感。 

3. 幸福感來源：本研究雖以幸福感做為主題，但考慮到學生的理解狀

態，此部分以快樂一詞做為問卷題目用詞。本部分列出課程的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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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單元名稱，由學生勾選出讓他們感到快樂的課程單元為何，本

題可複選，並請學生在勾選的選項後填寫原因，來獲得質性的資

料。 

研究工具效度方面，各構面皆根據先前研究者的工具，針對課程需求與現

場環境教育教師討論後微幅改編，來回應實務工作者的評估需求。問卷初稿完

成後，邀請兩位環境教育領域，並曾輔導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的學者專家，協

助檢視研究工具。兩位學者專家共同指出問卷反向敘述較多，容易造成學生填

答誤會，故而朝減少反向敘述的題目修正，不過部分題目保留原版量表的題目，

例如「我覺得和同學保持良好關係是件困難又挫折的事」，僅在問項前加註記

號提醒。 

修正較大的為正負向情緒構面，效度審查時專家學者認為情緒詞彙的量，

似乎無法充分滿足學生在學習過程出現的情緒。因此研究者除了參考 PANAS

量表外，也檢視過去 FBI 課程發展時的評估問卷，將學生回饋中提及正向與負

向情緒詞彙，整理列出「好玩、有趣、積極、開心」等 18 個正向情緒，以及「沮

喪、無趣、消極、難過」等 18 個負向情緒。不過研究者考量到學生經驗能否理

解這些情緒的實質意義，以及本研究總結性評估之特性，目的在理解學習過程

的綜合性感受，因此與現場教師討論後，大幅修改正負向情緒構面。研究者在

問卷上將前述的正、負向情緒詞彙於問項前，請學生在答題前先閱讀這些情緒

詞彙，瞭解何者為正向，何者為負向情緒。接著再請學先回憶兩天參與課程的

狀況，依題目敘述，例如「與同學相處時的感受」，分別在正向情緒與負向情

緒的兩個欄位，勾選正向情緒與負向情緒出現的頻度。至於問題則參考周儒等

(1998，2011)對於自然中心要達成的個人成長、社會互動、環境學習，由研究者

自編。 

問卷效度處理的第三項措施，邀請兩位六年級學生閱讀問卷的各題敘述，

以確定學生對題目理解，並針對需解釋的內容進行敘述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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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卷施測 

參與 FBI 課程的學生，以班級為單位而非隨機分派，且人數無法控制相

等，因此問卷施測採用準實驗研究方法(quasi-experimental research)之不等前後

測控制組設計進行。實驗設計如圖 2 所示(王文科，2006，p.656)： 

礙於課程為過夜型的戶外教學，因此為了獲得足夠的樣本數，研究收集

103 年及 104 年參與者的資料。103 年有三所(臺北市、桃園市、新竹市)，而 104

年有二所(桃園縣、新竹縣)，合計五所學校 134 位學生參與教育方案，為研究

的實驗組。 

實驗組學生抵達中心課程開始前，由現場教學人員發放前測問卷，隔天課

程結束後再填寫後測問卷然後當場回收。由於學生時剛進入新環境，加上研究

工具有反向題設計，因此現場人員會特別說明與學校考試無關及要求學生特別

注意反向題目。後測僅差一天，因此為避免學生對於問卷內容精熟，再次強調

施測目的，旨在協助中心改善課程，請學生依實際感受回應，來減少其對測驗

的疑慮及誤填的可能。控制組為未參與戶外教學的學生，商請參與的學校教師 

將問卷帶回學校，協助找尋同年級的班級進行後寄回。然而 103 年的三所學校 

 

 

 

圖 2 不等前後測控制組實驗設計 

 

實驗組  O1  X  O3 

------------------------------ 

控制組  O2  C  O4 

O1、O2：前測；O3、O4：後測 

X：實驗處理(參與 FBI 課程的學生） 

C：控制處理(同校但未參與 FBI 課程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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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桃園市的一所學校並未將控制組的問卷寄回，因此控制組合計有四所學校

104 位學生填寫問卷。 

五、資料分析及詮釋 

回收的資料分為量化及質性兩部分。量化資料依學生勾選程度編碼，例如

非常同意、很同意、普通、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分別給予 5 分、4 分、3 分、

2 分、1。反向題則相反計分，非常同意 1 分，很同意 2 分，依此類推。研究者

將各題得分加總來代表構面，例如環境教育成效部分共有 12 題，分別由環境覺

知、環境知識、環境態度、與環境技能四個變項組成；每一個變項有 3 題敘述。

研究者將屬於環境覺知的 3 個題目得分加總後代表該變項的總分，並以 12 題

得分加總做為環境教育成效之分數。 

分析以統計軟體 SPSS22 版做為輔助之工具，欲瞭解學生環境教育成效及

幸福感之立即成效，採用共變數分析方法(ANCOVA)。目的在將某一個與實驗

變項有關，卻無法以實驗方法進行控制的變項，將其影響力排除後，以了解到

實驗處理各變項間是否仍有所差異(王文科，2006；林清山，1988)，也就是將實

驗組和控制組學生的前測影響力排除後，檢視二者之差異。探索環境教育成效

與幸福感的相關，則運用皮爾森積差相關及典型相關分析(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來探討環境教育成效與幸福感之關係。 

質性資料分析方面，研究者去除掉語意不清或無法判別內容的語句後，共

獲得 111 筆學生填寫的文字資料，然後將內容編號後再把內容歸類，計算次數

及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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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果與討論 

實驗組兩年分別有三所和二所學校，計 80 位和 54 位學生參與。控制組兩

年各有二所學校，計 54 位和 50 位學生協助填寫問卷。回收資料經研究者比對

後發現，控制組後測有一筆資料未填而將之刪除。因此研究的有效問卷，為實

驗組 134 份，控制組 103 份。研究者以實驗組前測得分做為檢視問卷信度的依

據(表 1)。全部問卷之 Cronbach's α 值為 0.93。其他分項問題的 Cronbach's α 值

以正向情緒最低為 0.84。整體而言，問卷各分項信度介於 0.84 至 0.92 之間，顯

示題目與各構面問題具有高度一致性。 

以下便針對研究目標，說明分析之結果。 

一、 環境教育與幸福感受的立即成效 

實驗組在參與課程後的環境教育立即成效(如表 2)，依共變數分析結果顯

示，排除了前測分數影響後，學生在環境覺知、環境知識、環境態度、環境技

能，與整體環境教育成效上，皆較控制組有顯著差異，且在得分上皆高於控制 

 

表1 快樂學習問卷信度分析 

問卷題目 Cronbach's α 

總問卷題目 0.93  

環境教育成效(12題) 0.88  

正向情緒(5題) 0.84  

負向情緒(5題) 0.90  

學習滿意感(5題) 0.86  

心理幸福感(18題) 0.92  

N=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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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實驗組與控制組環境教育學習目標共變數分析 

目標變項 組別 
前測 

Mean(SD) 

後測 

Mean(SD) 
F值 p值 

環境覺知 實驗組(n=134) 13.08(1.94) 13.78(1.80) 4.12  .04  

控制組(n=103) 11.88(2.55) 12.80(2.38) 70   

環境知識 實驗組(n=134) 12.74(2.15) 13.96(1.67) 15.30  .00 

控制組(n=99) 12.25(2.48) 12.86(2.30) 122   

環境態度 實驗組(n=134) 13.16(2.04) 13.94(1.46) 15.13  .00 

控制組(n=101) 12.50(2.47) 12.86(2.21) 78   

環境技能 實驗組(n=134) 12.22(2.25) 13.46(1.87) 12.76  .00 

控制組(n=100) 11.78(2.83) 12.39(2.39) 124   

環境教育

成效 

實驗組(n=134) 51.20(6.89) 55.14(6.06) 14.48  .00 

控制組(n=103) 47.97(9.38) 50.49(8.59)    

 

組。表示參與 FBI 課程確實能夠在環境覺知、知識、態度、技能有效地提升，

有助於課程目標的達成。 

幸福感立即成效如表 3 所示。在排除前測影響後，實驗組在正向情緒、心

理幸福感、學習滿意感，與控制組皆具有顯著差異，負向情緒後測平均值雖然

皆較前測來的低，但統計上並沒有顯著地增減。進一步再檢視心理幸福感各面

向的立即效果(如表 4)，實驗組在自我接納、自主性、環境掌握、生活目的、個

人成長等皆有顯著差異，且得分皆高於控制組的得分。可見 FBI 課程的操作，

有助於幸福感的提升。 

由前述分析結果可知，FBI 課程能夠回應所設定的課程目標，達成環境教

育成效，並且在過程中提升學生的正向情緒、學習滿意感，以及心理幸福感，

以及心理幸福感中的自我接納、自主性、環境掌握、生活目的、個人成長、正

向人際的感受接有幫助，整體地提升幸福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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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教學組與控制組幸福感受之共變數分析 

變項 組別 
前測 

Mean(SD) 

後測 

Mean(SD) 
F值 p值 

正向情緒 實驗組(n=134) 20.02(4.15) 21.97(3.78) 3.92  .05  

控制組(n=99) 17.67(5.43) 19.91(4.75)    

負向情緒 實驗組(n=134) 9.61(4.72) 7.46(4.17) 2.93  .09   

控制組(n=98) 10.97(5.09) 8.91(4.67)    

學習滿意感 實驗組(n=134) 20.48(3.79) 22.22(3.25) 21.65  .00 

控制組(n=102) 18.86(4.80) 19.47(4.33)    

心理幸福感 實驗組(n=134) 72.43(11.75) 77.56(10.14) 14.89  .00 

控制組(n=103) 67.88(12.98) 70.39(13.11)    

整體幸福感 實驗組(n=134) 122.54(16.96) 129.21(14.08) 17.68  .00 

控制組(n=103) 114.17(19.07) 118.21(16.48)    

 

 

表4 心理幸福感六個組成面向之共變數分析 

變項 組別 
前測 

Mean(SD) 

後測 

Mean(SD) 
F值 p值 

自我接納 實驗組(n=134) 11.99(2.49) 12.77(2.33) 8.20  .01 

控制組(n=102) 11.33(2.57) 11.68(2.51)    

自主性 實驗組(n=134) 10.60(2.57) 11.80(2.60) 11.56  .00 

控制組(n=100) 10.79(2.60) 10.73(2.72)    

環境掌握 實驗組(n=134) 12.48(2.40) 13.30(1.95) 10.87  .00 

控制組(n=102) 11.58(2.72) 12.08(2.77)    

生活目的 實驗組(n=134) 12.38(2.32) 13.16(1.97) 8.39  .00 

控制組(n=103) 11.52(2.62) 12.08(2.55)    

個人成長 實驗組(n=134) 12.73(2.41) 13.58(1.88) 13.68  .00 

控制組(n=100) 11.68(2.89) 12.17(2.81)    

正向人際

關係 

實驗組(n=134) 12.25(2.64) 12.96(2.40) 4.08  .05  

控制組(n=103) 11.08(2.57) 11.83(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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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幸福感來源 

關於學生在課程中的幸福感來源，研究者歸納學生勾選感到快樂課程的頻

度，以及檢視他們回應課程感到快樂的原因，整理結果如表 5 所示。學生感到

幸福的課程單元，第一名為「夜間觀察」 (88.06%)，其次為以生態學能量金字

塔概念結合團隊合作遊戲的「森林保衛隊」(53.73%)。再來則是以探究式學習的

「森林科學調查」單元 (41.04%)。最後則是探討自然保留價值的「插天山自然

保留區議題探討」活動(35.07%)。  

問卷要求學生在勾選的選項後說明原因，研究者以蒐集到的 111 筆資料歸

納統計次數後，將結果呈現於表 6。學生填答的幸福感來源分別為親近自然與

生命、實做學習新知與技能、正向人際關係、正向情緒感受、新鮮感和能自主

表達意見及溝通等。 

「親近自然與生命」(38.74%)是學生最主要的幸福感來源，例如觀賞風景

與觀察動植物等。比對學生回饋內容，發現學生認為接觸自然為幸福感來源的

原因，而且多數的資源來自於夜間觀察這個單元。學生指出夜間生物觀察讓他

們有機會「能夠看見平常早上無法看見的夜間生物(FBI5402)」，「而且有許多生

物很有趣沒看過(FBI2001)」，例如「看到很多蛇、蛙(FBI2701)」與「奇特的蟲

(FBI0701)」，可以讓他們感到快樂。因此夜間觀察單元能增加學生與自然接觸

的機會，為學習幸福感貢獻。 

 

表5 幸福感來源的課程單元   

課程單元項目 提及次數 百分比 

夜間觀察 118  88.06  

森林保衛隊 72  53.73  

森林科學調查 55  41.04  

插天山自然保留區議題探討 47  35.07  

N=134，本題為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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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學生回應幸福感來源歸納表 

幸福感來源類別 內容說明 次數 百分比 

親近自然及生命 觀察、觸摸森林裡的動物或植物。 43  38.74  

實做學習新知與

技能 

認識知識概念，如食物鏈、保護區

的設立等，以及認識調查使用器

材、觀察、研究方法等。 

19  17.12 

 

正向人際關係 合作、團結、共同討論、一起完成。 16  14.41  

正向情緒感受 好玩、有趣、感到有意思。 14  12.61  

新情境與新奇感 第一次嘗試，平常不會做的事或是

生活地方不同的景緻，如城市與森

林、星星等。 

9  8.11 

 

自主表達與溝通 可以自主發表自己對於森林保護

的看法。 
6  5.41 

 

其他 如活動具競爭性或挑戰性等。 4  3.60  

資料數=111 

 

     

另一項幸福感來源為「實做學習新知技能」(17.12%)，藉由課程安排的許

多實作機會，學生得以從中學習到新的知識與技能，特別在理解食物鏈概念上，

學生認為「透過簡單的遊戲，能清楚明白食物鏈的關係(FBI5403)」，其次則是森

林調查活動「學習到野外使用的[調查]工具(FBI3601)」，對調查工具的運用時機

和使用的理解。學生也從課程中學到「相當多的研究法(FBI4501)」，做為觀察和

理解森林的方式。此外也有學生提到了課程讓他能夠認識保護區的概念。這些

在真實情境中親身體驗，與實際操作獲得的新知識與技能，反應出本課程的成

效。 

第三名是「正向人際關係」(14.41%)，學生指出「和同學們一起討論、研

究感到快樂(FBI5401)」，在 FBI 的教學設計之中，除了夜間觀察較不強調團隊

之外，但仍要求小組成員相互照顧。而其他的課程，不論是森林調查、食物鏈

遊戲，或保護區議題探討，都需要學生合作討論，因此活動也創造出學生必須

與他人正向互動的機會和條件。因而學生認為「大家一起把昆蟲的杯子一起抓

起來是很有默契的(FBI0902)」(指食物鏈活動)，有學生也指出看到大家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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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努力、團結，「有分工合作、讓團隊更和諧(FBI5303)」可以「增加友情

(FBI3603)」，皆為課程促進的正向人際互動關係。 

「新情境與新奇感」與「自主表達與溝通」也是學生提到的幸福感來源。

有同學表達「這是我第一次在森林裡做夜間觀察(FBI2601)」這種新經驗讓是幸

福感受的原因。另外也有與平常生活不同的回應，如「可以感受森林的味道，

不像城市(FBI3001)」或「看到很多星星(FBI1602)」，這些回應也與前述的接觸

自然類別相呼應，因為學生的新奇感是來自於平常不易接觸的自然環境，顯示

學生所處的情境與課程安排，創造出學生異於平常生活的新經驗。此外保留區

課程的設計，涉及到個人價值觀的呈現，學生充分表達意見是這個課程單元的

核心。從學生的回應中得知，課程所形塑出的氛圍「能夠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

(FBI4702)」，或「發表自己的論點，並加以思考(FBI5404)」以及「用不一樣的

角度與同學一起討論(FBI4504)」亦是幸福感的來源，不僅顯示出他們能自主地

表達意見，也能夠回應課程所要促成的目標。 

三、 環境教育成效與幸福感之相關 

先前的結果顯示了 FBI 課程能夠達成環境教育成效以及增進了幸福感，接

著探討環境教育成效與幸福感之間的關係。表 7 顯示了 FBI 課程環境教育成效

各構面與幸福感各內涵的相關性，強度以相關係數小於 0.39 為低度相關，介於

0.40 至 0.69 間為中度相關，大於 0.70 為高度相關做為判定標準(邱皓政，2005)。

表中可知，環境覺知、知識、態度、技能各個環境教育成效構面，除了和幸福

感中的負向情緒呈低度負相關之外(r=.39)，其餘皆呈中度到高度正相關，尤以

環境態度、環境技能與心理幸福感為最高(r=.77 和 r=.73)。整體環境教育成效，

則與心理幸福感(r=.80)、學習滿意感(r=.71)及整體幸福感(r=.79)具高度的正相

關。據此結果，環境教育成效提升有助於增進幸福感，提升正向情緒、心理幸

福感、學習滿意感，並降低負向情緒。反之增加學生的幸福感，如增加正向情

緒降低負向情緒，增進心理幸福感與學習滿意感，則能幫助環境教育各目標的

達成，尤其增加心理幸福感更有助於環境態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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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FBI 環境教育成效與幸福感相關表 

  正向情緒 負向情緒 學習滿意感 心理幸福感 整體幸福感 

環境覺知 .61** -.36** .58** .69** .69** 

環境知識 .62** -.37** .63** .68** .69** 

環境態度 .67** -.33** .65** .77** .78** 

環境技能 .59** -.38** .66** .73** .72** 

環境教育成效 .69** -.40** .71** .80** .79** 

N=134 **p≦.01 

 

研究者以典型相關(canonical correlation)分析來探究幸福感對於環境教育

成效之影響，以幸福感各構面做為控制變項(自變項)，環境教育成效各構面為

效標變項(依變項)進行分析。表8顯示控制變項與效標變項具有一組典型相關的

線性組合(p≦.05)，典型相關係數為0.86，決定係數為0.74，顯示幸福感的四個

構面透過一組典型因素顯著影響環境教育成效的四個構面。 

從典型相關分析摘要表(表9)可知，控制變項(幸福感)的典型因素(χ)可以

說明效標變項(環境教育成效)典型因素(η)總變異量的74.1%，效標變項的典型

因素(η)又可解釋本身總變異量的77.14%，兩個變項的重疊為57.18%，也就是控

制變項透過這組典型因素(χ與η)，可以解釋效標變項總變異量的57.18%。控制

變項的典型因素可以解釋控制變項總變異量的45.87%，重疊為61.89%，表示效

標變項透過這組典型因素(χ與η)可解釋控制變項總變異量的61.89%。控制變項

的典型結構係數除了負向情緒為0.46 較低外，其他皆在0.80以上，以心理幸 

 

表8 幸福感與環境教育成效典型相關檢定結果 

典型

相關 

特徵

值 

解釋變異

量(%) 

典型相關

係數 

典型相關係

數平方 

Wilks’ 

λ 
p值 

1 2.86 97.19 .86 .74 .24 .00 

2 .06 2.03 .24 .06 .92 .32 

3 .02 .54 .13 .02 .98 .57 

4 .00 .24 .08 .01 .99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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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感最高(0.95)。組成效標變項各構面的典型結構係數亦都高於0.80以上，尤以

環境態度為最高(0.94)。符號除了負向情緒為正外其餘皆為負號，表示除了負向

情緒與其他變項為負相關，其餘的變項之間皆為正相關。 

研究者依據典型相關摘要表，繪製徑路圖(圖3)來表示。 

 

 

 

圖 3 典型相關徑路圖 

 

表 9 幸福感與環境教育成效典型相關摘要表 

X 變項 
幸福感典型因素 

Y 變項 
環教成效典型因素 

χ η 

正向情緒 -.82  環境覺知 -.84  

負向情緒 .46  環境知識 -.85  

學習滿意感 -.83  環境態度 -.94  

心理幸福感 -.95  環境技能 -.88  

抽出變異（%） 45.87  抽出變異（%） 77.14  

重疊（%） 61.89  重疊（%） 57.18  

   決定系數 .74  

   典型相關係數 .86  

   顯著性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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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典型相關之結果與徑路圖可知，幸福感構面中的正向情緒、學習滿意感、

心理幸福感與環境教育成效構面中的環境覺知、知識、態度、技能皆具正相關，

尤其以心理幸福感和環境態度關係最為密切。也就是說，增進正情緒、學習滿

意感、心理幸福感以及降低負情緒有助於環境教育成效的提升，尤其是心理幸

福感有助於環境態度的塑造。這個結果與積差相關所得之結果相類似。 

四、 討論 

環境教育成效方面，FBI課程顯著地提升課程設立的環境教育目標，特別

是環境技能的分數增加最多，也就是讓學習者能夠透過科學過程，辨認環境現

況與解決環境問題的技能(楊冠政，1997；UNESCO, 1978)。研究者檢視問卷內

容，發現學生學習了設計調查方法，選擇合適工具蒐集資料，轉化資料以適當

方式呈現，和上台分享成果，這些內容呈現了科學調查的歷程，包括提問(假設)、

規劃研究、實做、詮譯、分享等，符合NRC (2012)提出的科學學習程序，因此

本課程對於學生環境面向的科學探索能力養成有助益。 

環境知識方面的測量結果與學生回饋，皆明確指出有學習到食物鏈的概念，

顯示出教學對於環境知識的成效，而生態學概念或原理，通常被認為是環境教

育的重要知識內涵，是促成負責任環境行為的因素之一 (楊冠政，1997；

Hungerford & Volk, 1990)。插天山保留區議題探討的單元中，採用價值澄清與討

論做為教學方法，這類教學法有助學習者情意面的學習(楊冠政，1997)，學生認

同保留區設置保護以生物棲地的理念，還有承諾保護森林環境的意願，都突顯

了環境態度方面的成效。而食物鏈與能量金字塔單元以遊戲方式，以及採用價

值澄清與討論方法探討保留區，也印證了先前的研究，認為遊戲與討論方式，

有助增進學習者的環境知識與塑造環境態度(房振謙、林美惠、李慧珍、陳靜歆、

薛雅慧，2008；許世璋、徐家凡，2012；劉思岑等，2010)。 

課程也提升了學生的幸福感。正向情緒顯著提升，呼應了許世璋與徐家凡

(2012)認為教育方案能增進愉悅有趣等感受，對學生學習動機與產生正向經驗

有幫助，可以回應林務局快樂學習之宗旨。然不同於其以正向感受做為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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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詮釋，本研究發現學生幸福感來源，尚包括獲得新知識(個人成長)、良好的同

儕關係、能表達個人意見等等，顯現出不同於情緒上的解釋。而心理幸福感的

施測也發現，學生在自主性、自我接納、個人成長、外在環境掌握、生活目的

感、與正向人際關係六個內涵皆有立即的提升。表示FBI課程能夠協助學生朝自

我肯定，對自我具正向的態度發展，感受到自己具有成長潛能，對生活具有意

義和目的感，面對外在環境任務較能勝任，同儕、教師互動關係的正向社交能

力亦得以發展，有助於他們的心理健康(Baumgardner & Crother, 2009／李政賢

譯，2011；Ryff, 1989)。因此幸福感不應僅視為情緒面，尚有健全個體心理層面

的意義，這為林務局自然中心的「快樂學習」宗旨，提供一個照顧社會福祉的

進路，也讓課程設計的關切，除了教學法的活潑有趣外，還要有如何增進學習

主導權，讓學生關注到自我的學習成就，如何與他人合作學習等思考，教學者

則要去營造心理舒適、能讓學生展現自我、引導與回應學生學習等教學環境。 

幸福感來源部分彰顯了接觸自然能增進幸福感的價值，學生的回饋中清楚

地指出觀賞自然風景，在大自然中與生命相遇是被提到最多的幸福感來源。呼

應了先前研究認為自然環境在心理層面上的效益，走入自然或與自然的連結感

愈強，個體會愈加地健康與感到幸福(余家斌等，2015； Louv, 2005／郝冰等譯，

2009；Cervinka et al., 2012; Nisbet et al., 2011; Taylor & Kuo, 2006)。從學生幸福

感受原因亦可知，接觸自然與生命的過程，反映了他們處在異於日常的「新情

境」或「新奇感」中，學生看到不同於都市的景致、森林、星星，或是觀察不

同於都市的生物，對他們都是嶄新的經驗(Ardoin et al., 2016)，這種新經驗能刺

激學生產生好奇心，並增進他們的學習動機(曾鈺琪等，2013)。此外這種新情境

也彰顯了自然教育中心的保育功能，藉由保存自然環境與運用生態系的貢獻和

服務，提供公眾直接體驗自然的機會與為人們帶來幸福的感受(Beery & Jönsson, 

2015)，也為學習者埋入未來投身保護環境的重要生命經驗種子(Chawla, 1999; 

Otto et al, 2017)。 

環境教育成效與幸福感之間的相關性，說明了若能夠增加學習過程的心理

幸福、學習滿意、正向情緒，以及降低負向情緒感受，將有助於環境教育成效

的達成。研究所得到的結果，例如正向情緒與環境技能呈現正相關，顯示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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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情緒有助於學生面對科學任務與解決科學問題，而負向情緒則會降低環境學

習的成效，以及學生對於學習的滿意感受愈高，則學習成效較佳等相關研究有

著一致的結果(方紫薇等，2011；Goleman, 1996／張美惠譯，2006；張景媛，1997；

廖根毅等，2015)。不過經驗上認為戶外教學或體制外學習應可以降低學生的負

向情緒，但FBI課程並沒有顯著地降低學生的負向情緒，因此研究者認為在未來

再持續的測量及觀察，來獲得更多負情緒與環境教育成效之資訊。整體幸福感

與環境教育成效間具很高的正相關，也呼應了戶外環境學習能夠讓學生快樂學

習，和促進學習動機的觀點(許世璋、徐家凡，2012；陳惠文、吳和堂，2007；

曾鈺琪等，2013；Ardoin et al., 2016; Cachelin et al., 2009)。另外本研究發現，心

理幸福感增進特別有益於環境態度的提升，而要個體產生環境行動或具環境素

養，則情意目標的關注是重要課題(許世璋、徐家凡，2012；Hungerford & Volk, 

1990)，因此課程若能在教學中運用合適的教學方法，例如運用任務型方式來增

進學生自主性，或是讓學生感到他們的能力可以勝任任務(環境掌握)，或運用合

作模式增進社交機會，並讓學生感到有學習、有成長，也有助環境態度的增進

而產生環境素養。 

最後，自然教育中心被定義成環境教育專業機構(周儒，2001，2011；環境

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及管理辦法，2011)，因此方案規劃通常會以環境教育目標來

設定，但從本研究結果可知學生除了環境教育成效外，尚能促發其他的學習，

諸如合作、團結、社交技能展現，或是負責任或自主性提升等層面的學習，這

些學習內涵呈現了從個人到社會、再到環境的「空間」，即中心的教育方案有助

於促成個人發展和社交技能、社會團體互動這些普遍性的教育成效(周儒等，

1998；曾鈺琪等，2013；Ardoin et al., 2015; Sauv'e, 1999; Scott & Gough, 2003; 

Yanniris, 2015)，這呼應Sterling (2010)的環境教育「內生觀」，環境教育並非全

然以塑造一個解決環境問題為導向的個體，這是對教育品質的關切，也擴展了

自然教育中心在教育上的功能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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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運用東眼山過夜型戶外教學課程《FBI：930 檔案》，探討參與課程

學生的環境教育成效與幸福感狀態，以及探索幸福感來源與環境教育成效與幸

福感之間的關係。基於研究結果，研究提出以下結論及建議。 

一、研究結論 

以下針對本課程在環境教育成效、幸福感、幸福感來源、環境教育成效和

幸福感之間的關係，呈現本研究的發現。 

(一) FBI 課程能提升學生環境教育成效與增進幸福感 

依據研究結果，學生的學習能夠回應課程目標，顯著地提升環境教育成效，

特別是環境技能與環境知識、環境態度三個面向。環境技能幫助學生學習森林

科學調查程序，對科學探索能力養成有幫助。環境知識面則對於食物鏈與能量

金字塔兩個生態學概念有進一步的瞭解。課程所採用遊戲和議題的討論、價值

澄清教學方法，也對於正向環境態度有幫助。此外學生學習的過程，整體幸福

感也顯著地增加，其中正向情緒、心理幸福感、學習滿意感皆有顯著提升，也

就是學生參與 FBI 課程能夠增進他們的正向情緒，例如感到好玩、有趣等，同

時也增進學習滿意感受，感到自我學習良好、感到有收穫、想持續保持學習的

感受等。心理幸福感的提升，表示 FBI 課程能夠協助學生朝自我肯定，對自我

具正向的態度，感受到具有成長潛能，感到生活具有意義，面對外在任務亦較

能勝任，同儕、教師互動關係的正向社交能力亦得以發展，有助於他們的心理

健康。整體而言，FBI 課程在環境教育目標的達成及塑造幸福感上皆具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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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習過程幸福感來源多樣，接觸自然與生命是重要的幸

福感來源 

學生參與課程的幸福感來源，包括親近自然與生命、實做學習新知技能、

正向人際關係、新情境與新奇感等。其中親近自然與生命，特別是接觸動物為

最主要幸福感來源，凸顯自然具有增進人類幸福感的心理層面價值，反映出個

體與自然連結感愈強，就有愈加感到幸福的可能性。此外學習到新知識、正向

人際關係、正情緒反應，還有處新情境或新奇感之中，以及主自表達及溝通等，

也是幸福感的元素，這些要素不但符合心理幸福感的內涵，也說明了幸福不應

局限於正向的情緒感受，而有更深層的心理機能，符合幸福主義強調的幸福觀

點。 

(三) 幸福感有助於提升環境教育成效 

本研究分析結果顯示，除了負向情緒呈低度負相關外，幸福感的其他構

面與環境教育成效呈現中度到高度的正相關，也就是增進環境教育之成效，有

助於正向情緒、心理幸福感以及讓學生感到滿意自己的學習，同時降低負向情

緒，亦有助於學生對外在環境掌握，感到生活具有目的，和個人覺得有成長

感。反之若在教育過程增進幸福感，如增加正向情緒降低負向情緒，增進心理

幸福感與學習滿意感，和任務困難度能讓學生感到能力可以勝任等，則能夠幫

助環境教育各目標的達成。此外心理幸福感對環境態度的塑造最有幫助，有助

於負責任環境行為的產生。 

不過本研究亦有限制，例如實驗組與對照組的成員一開始便存在差異，因

為會參與的學生通常對環境較感興趣，且戶外教學通常會提供給具有意願的教

師，教師無形中也提供了學生更多接觸這類課程的機會，有意無意的影響學生

(Bogner, 1998; Cachelin et al., 2009)。實驗組雖然環境教育成效與幸福感前後測

皆提升了，但計量上也因為開始的得分高以致增加效果有限(Barton et al., 2016)。

此外林務局各中心推動科學調查課程的自然條件、活動內容、師資、教學法各

有不同，且本研究跨越兩年的時間，教學者組成與教學技巧掌握皆會變動，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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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亦有推論上的限制，但在實務上仍有助提供類似課程發展的參考。 

二、建議  

依據研究結果與結論，研究者提出自然教育中心環境教育課程規劃與教學

上的運用，以及對未來研究可補充與持續發展想法上的建議。 

(一) 自然教育中心環境教育課程規劃與教學的建議 

本研究結果指出接觸自然與生命、實作學習新知技能、正向人際關係、自

主性等內涵，是學生快樂感的來源。這些內涵提供環境教育方案規劃者設計活

動需注意的要件，包括了提供第一手的自然經驗和不同於日常的學習經驗(新奇

感)、或是實作解決問題，以及創造與同儕合作、表達自我的機會。對應這些要

件的教學方法，包括帶領學習者到森林中學習，如日夜間的生物觀察、進行科

學的調查實作活動，來增加學生與自然接觸機會。另外也採用學習任務、團隊

合作、討論、問題解決等多元的教學方式，協助學生學習。而教學者在教學過

程，營造開放情境，讓學習者有機會自主表現等，皆有助幸福感的塑造。 

(二) 針對未來持續研究的建議 

雖然研究結果獲得顯著的環境教育立即的成效，然而研究並沒有進行後續

追踪的設計，而無法得知這些效果的持續性，因此未來可進一步採用延宕測來

理成效的持續性。其次在分析方法上，仍待持續累積足夠樣本後，進一步地採

用如階層回歸、結構方程式等方法，更細緻地探討環境教育成效與幸福感間的

預測關係、關鍵的影響因素，以及因果關係。還有不同教育方案之間亦可比較

差異，例如可以探討過夜型或持續型課程方案最具成效的長度，或是比較過夜

型與單日型方案的成效差異，以及比較不同族群、性別、年齡層之間的不同。

另外幸福感內涵與促成環境態度的主題，也是可以探討的方向。 

研究者期許藉由上述方案規劃、教學及研究發展，逐步充實方案規劃與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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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研究的厚實度，來回應自然教育中心在教育與研究面向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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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intends to take program, “FBI: File 930” from Dongyanshan Nature 

Center, as an example to assess the effects of program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EE) and well-being, exploring the sources of well-being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E effectiveness and well-being in the program. The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in 2014 and 2015, applying nonequivalent pretest-

posttest control group design.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s from 134 

program participants and 103 non-participants. According to the ANCOVA results,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were found in the environmental skills,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environmental attitude, positive emotion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learning satisfactions of the participants. It is implied that the curricula had helped the 

program achieve its EE objectives and increased the well-being. The sources of well-

being include contacts with creatures, learning new things and positiv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n particular, contacts with creatures correspond to the fact that nature 

has the potential for increasing people’s well-being. The EE effectiveness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positive emotions of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learning satisfaction, but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negative emotion. The results 

represent that the increase of positive emotion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learning 

satisfactions and the decrease of negative emotions would help enviro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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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of the students; while the increase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lso helps to 

shape one’s environmental attitude. The research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EE 

programs planning and future studies based on the results, with the expectation of 

contributions to both practices and academic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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