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動物園 106 年度動物認養保育計畫成果報告 

行動動物園- 金門地區螢火蟲保育教育推廣 

計畫編號：106 環教 4 

計畫屬性：

□族群管理___% □保育繁殖___% □域內保育___%

□國際交流___% □動物醫療___% □照養管理___%

□行為豐富化___% ▓教育推廣 100% □人才培訓___%

□動物營養___% □其他：______

計畫主持人：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劉奇璋助理教授

參與人員：謝伯娟、唐欣潔、游書瑄、曾宣夢、魏承德

執行期間：106 年 02 月 23 日至 107 年 02 月 28 日 
經費核定數：800,000 元 
經費執行數：771,540 元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內外公出或研習心得報告__種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__種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__種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4 月   30  日 



臺北市立動物園  106  年度動物認養保育計畫成果報告 

日期： 107 年 4 月 30 日 

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行動動物園」之概念，以金門地區植物園與五所國中為場域，推

廣臺北市立動物園對於螢火蟲保育與環境教育之經驗與理念。同時本保育教育

推廣計畫將更改以往由推廣者決定要如何教，教甚麼之教學導向環境教育，轉

向由參與者決定如何學，學甚麼之學習導向環境教育。因此在計畫前期，進行

前置性評量(front-end evaluation)，以了解潛在可能性參觀者的螢火蟲了解與保

育態度，以及感興趣的環境教育內容及溝通與展示方式，作為團隊在設計及規

劃展示之依據。總計回收有效問卷為 264 份，發現螢火蟲之發光機制、生態、

棲地、生態保育以及生活習性為民眾感興趣之議題，而虛擬實境、體驗式隧

道、解說人員、螢火蟲圖畫/攝影照片/藝術品等則為民眾偏好之溝通與展示方

式。根據前端性評量的結果，設計展示之預行，同時進行形成性評量(formative 

evaluation)，分別訪談參觀者 29 人、現場工作人員 2 人、環境教育專家 2 人，

以了解展示內容是否符合參觀/參與者之學習及溝通方式。針對形成性評量的結

果，發展之展示，進而正式開展即進行保育教育推廣，並針對參觀本展示之民

眾，進行總結性評量(summative evaluation)。總計回收 352 分有效前後測問卷，

發現參觀者在環境覺知與敏感度、環境概念知識、環境態度與價值觀、環境行

動技能、環境行動意圖等五個向度均有顯著之差異。

進班教學部分，本研究在金門縣五所國中針對學生進行經過約二堂課的螢火

蟲保育教育課程，總計回收有效問卷 170 份前後測問卷，發現學生在環境覺知

與敏感度、環境概念知識、環境態度與價值觀、環境行動技能、環境行動意圖

等五個向度的提升均達顯著。



Abstract： 
Our brought the concept of “mobile zoo” to promote firefly conservation in 
Kinmen. Our goal is to develop an educational program which keep learner
and learning in mind. We conducted front end evaluation to understand 
potential visitors’ expectation and prefer ways of communication about the 
concepts of fireflies conservation. We conducted a formative evaluation to 
how visitors respond to our mock exhibition. And finally, we did summativ
evaluation to understand how and what visitors learned from our education 
program.   
The educational goals of both our in school and out of school programs hav
been achieved since the learning outcomes of the visitors were measured. T
educational program should be able to promote the conservational and 
educational literacy of Kinmen citizen. Moreover, our three evaluation proc
for learner-centered educational program should be able to contribute to fut
exhibition and in school educational programs development. 
關鍵詞 Keywords： 
Mobile Zoo, Learning Oriented, Free- choice Learning, Conservation 
Education, Firefly  



臺北市立動物園動物認養保育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計畫編號：106 環教 4 

計畫名稱：行動動物園- 金門地區螢火蟲保育教育推廣 

計畫主持人：劉奇璋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

之學術或應用價值、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

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

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於 2017 國際螢火蟲學會年會、2017 環境教育學會年會、2017



兩岸四地可持續性教育研討會論文口頭發表，及 2017AZEC 以本

研究為主題主持工作坊一場次。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

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

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本研究在學術價值方面，為在保育教育展示設計方面，極少數

將前端性、形成性及總結性評估完成操作與實現的研究。以往

保育教育展示設計，多由科學家及解說人員主導展示之形式與

內容，並無考量遊客(學習者)之學習興趣、動機與需求，達到

以學習者為中心，學習導向的保育教育。本研究在此方面建立

一個可以操作的模式，可提供未來自由選擇學習場域之教育展

示規劃之參考。

此外，以往保育教育(或其他形式之環境教育)通常並未強調學

習成效。本研究以總結性評估之方式，量測及描述學習者在參

加(觀)過自由選擇學習場域之學習後的學習產出。除可了解該

保育教育教案與設計之成效之外，亦對未來教案及展示設計有



所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