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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都市化使我們的生活更加舒適便利，卻也將人們從自然環境中抽離，如

今動物園和水族館已成為現代人和野生動物接觸的主要管道。由於動物能給

予直接而快速的行為反應，有助於我們思考自然與動物的價值，因此動物也

適合作為重新連結人與自然的橋樑。本研究以參與 2015 年臺北市立動物園

「與黑猩猩建立友好關係」研究計劃的 12 位解說志工為研究對象，從 12 位

解說志工的經驗出發，探討拜訪黑猩猩的經驗和動物園內的社會文化，如何

改變他們的「環境認同」及對解說的看法與作法。 

研究結果發現，參與志工的環境認同，以及對解說的看法與作法皆有所

改變。透過定期的拜訪與互動，志工們對黑猩猩與動物產生了正向的情感連

結，並深刻地體會到人與黑猩猩、與動物的相似，從而開啟了許多與自然、

動物的社會與道德價值相關的反思。反思的內容顯示出志工們的環境認同受

到拜訪黑猩猩的影響，與自然的關係更拉近了一步。更重要的是，志工們的

感受與反思並不只局限於思想上，而是在解說策略上、生活行為上、對動物

的態度與行為上都有所轉變。 

 

關鍵字：解說志工、黑猩猩、環境認同、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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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trend of urbanization, people have lived more convenience and 

comfortable lives, and yet separating us from nature, leaving zoos and aquariums 

becoming our main access to wildlife. Comparing to the other components of 

nature, animals give more directly responds to human’s interaction behaviors. 

Therefore, animals may become a bridge reconnecting human and nature, helping 

people to think about the values of animals and nature.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experiences of 12 zoo volunteers who participated a 

research project “Building Relationship with Chimpanzees”, sponsored by Taipei 

Zoo in 2015, and exploring how visiting chimpanzees and the social interactions in 

zoo change their environmental identity and interpretation. Regularly visiting 

chimpanzees arouse volunteers’ positive emotion and reflection, including the 

interrelationship among human and other animals and nature, similarity between 

human and chimpanzees, and social and moral values of nature and animals. The 

content of volunteers’ reflections show that their environmental identity were 

influenced by the experiences of visiting chimpanzees, making their relations to 

nature more closely. More importantly, the feelings and reflections of volunteers 

are not just limited to the mind, instead, they changed their way in interpretation, 

life behaviors, and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toward animals. 

 

Keywords: interpretative volunteer, chimpanzee, environmental identity,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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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一、研究背景與重要性 

在台灣與世界各地，大多數動物園都會訓練解說志工進行解說與教育，志工成為

第一線直接與遊客接觸、傳達各種動物知識與保育訊息的溝通橋樑，因此，在動物

園的教育任務上，解說志工們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Fraser, Clayton, Sickler, & 

Taylor, 2009; Packer & Ballantyne, 2010; Bixler, Joseph, & Searles, 2014) 。因此瞭解解

說志工如何學習、如何看待擔任解說志工的經驗，甚至探究解說志工對志工身分的

認同，不僅有助於規劃志工訓練課程，長遠來看更有助於動物園推廣自身的保育使

命 (Fraser, Clayton, Sickler, & Taylor, 2009) ，兼具對內與對外的助益。 

在探討如何設計良好的解說志工訓練課程時，或許應先探討一個良好的解說方

案，需要包含哪些要素。Grinder 與 McCoy 表示 (Grinder & McCoy, 1985, 引自

Andersen, 2003) ，動物園的教育、解說、展場設計與動物照養是不可分割的一體，

解說內容應與展場和其內的動物直接相關，否則遊客的學習將會大打折扣。一項針

對動物輔助教學 (animal-assisted education) 的研究發現，若教師和教學輔助動物間

建立良好的互動與信任關係，不僅有益於教學品質、幫助學生學習，教師對該種動

物的認識與情感也會間接影響學生，培養學生尊重生命、愛護動物的觀念 (Senent-

Sánchez, 2014) 。由此研究者推論，增進解說志工對動物知識、態度與情感，就如同

提升教師素養一般，是培訓中相當重要的一環。解說志工若能熟悉、認識自己所解

說的動物個體，甚至與之建立情感，勢必會為解說課程增添色彩、提升遊客的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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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Sachatello-Sawyer (2002) 也曾提到，解說教育對於博物館而言是相當重要

的部分，訓練解說員與解說志工亦是如此。文中更列出了幾項設計解說志工訓練課

程的要點，其中包含了提供「符合個別經驗與需求的個人化課程」與「絕佳的訓練

素材」 (Sachatello-Sawyer, 2002) 。綜合上述，由於動物園最獨到的優勢在於活生生

的動物，因此在動物園的解說志工訓練課程中，園方所能提供的絕佳（也是獨一無

二的）訓練素材，非動物莫屬。 

身為臺灣最具規模、遊客最多的動物園（臺北市立動物園，2018），臺北市立動

物園也依賴解說志工實施園內的各種教育課程和活動。為了因應大量的課程與活

動，臺北市立動物園為解說志工安排多樣的訓練，包含成為解說志工前的培訓課

程，以及成為解說志工後，每月數次的例行性訓練課程。礙於人力與經費的限制，

現有的訓練課程，多以靜態的演講、教案演示與解說技巧觀摩為主。由此研究者也

發現目前動物園教育的不足之處，偏重知識性的演講與觀摩，相較於實際與動物接

觸後多元而深入的影響，雖然能有效地增加志工們對動物的知識，卻難以促進態度

與情意面的學習。 

面對日益嚴峻的環境問題，也有愈來愈多研究發現「環境認同」能有效提升人們

的環境意識及親環境行為 (Crompton & Kasser, 2009) ，顯示出「環境認同」的重要

性；世界自然基金會 (WWF) 也呼籲環境保護與保育團體，應開始致力於提升大眾

的「環境認同」，以促進大眾的環境態度、落實親環境行為 (Crompton & Kasser, 

2009; Clayton, Fraser, & Burgess, 2011) 。 

「環境認同」源自於心理學的「自我認同」概念，是一種自我定位的方式，影響

著人們將自然納入內團體 (in-group) 中的程度，以及是否認為自然是與自己不可分

割的整體。研究發現，當人們將自然納入內團體、而有較高的「環境認同」時，會

產生一種歸屬感，使其認為自然是與自己切身相關、不可分離的一體。由於視自然

為切身相關，「環境認同」程度較高者，在面對環境破壞、物種消失等環境問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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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擁有較強烈的受害感，甚至產生更積極的親環境行為 (Clayton, 2003; Stet & Biga; 

2003; Crompton & Kasser, 2009) 。 

由於「環境認同」不僅與所在的社會文化有關，與自然互動的經驗也是影響「環

境認同」的重要因素，因此在衡量「環境認同」時，其中一項重要的要素，便是個

人自認為與自然互動的程度 (Clayton, 2003) 。不僅如此，「環境認同」也具有會隨

時間變動、受社會互動影響、可受教育和學習改變等特性 (Stapleton, 2015) ，會隨

著年歲增長與不同的生命事件而隨之改變，因此無論是孩童或成人，都必須長期培

養與維持與自然的關係，進而有持續的親環境行為。屬於社會性且與人類高度相似

的黑猩猩，經常能與拜訪者產生互動，或許也能成為解說志工與自然互動的管道。

透過定期拜訪黑猩猩、與黑猩猩互動並建立關係，若能提升解說志工的「環境認

同」，也可能幫助解說志工提升解說品質。 

在環境教育中，雖有愈來愈多學者對「環境認同」的相關研究主題感興趣，但整

體而言仍屬於未成熟的研究領域 (Payne, 2001; Clayton and Opotow, 2003a; Green, 

Kalvaitis, & Worster, 2016) 。環境教育的宗旨之一在於透過行為改變以解決環境問題

（楊冠政，2006），恰與「環境認同」對行為的影響不謀而合，也顯示出「環境認

同」在環境教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二、研究動機 

從小我在都市長大，除了透過書本、雜誌、媒體，對於動物的認識都是透過動物

園。無論是校外教學或自行入園，親眼見到活生生的動物，聽見牠們的叫聲、看著

牠們四處走動、進食，都幫助我建立起對動物的情感與認識，也有了想要保護牠們

的意願。長大後，漸漸發現動物園的存在一直是備受爭議的，在台灣和世界各地，

人們常會質疑圈養野生動物的正當性。面對這些質疑，世界各地的動物園都提出，

動物園擁有多樣的功能，除了提供民眾遊憩之處，還能提供研究資源，更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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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與教育―在於啟發那些與自然缺乏連結的人（陳一菁、許皓捷、陳湘繁譯，

2006）。在臺北市立動物園的政策白皮書中，也將「教育、研究、保育與遊憩」列為

四大功能，更表明「教育」是台北市立動物園最重要的目標（臺北市立動物園，

2014）。 

許多野生動植物的生存困境，追根究底都是源於人類對環境的破壞，一篇華盛頓

郵報的報導 (Brulliard, 2016) 寫道：「人類正和大自然戰爭，動物園的動物則是戰爭

的難民。」在同篇報導也引述澳洲動物園設計者 Joe 所說，「若將動物園視為人類在

征服自然的過程中產生的難民營，我們對動物園的看法便會完全改觀（Coe, 2016, 

引用自 Brulliard, 2016）。」由此角度來看，動物園裡的動物並非只是被動地被欣

賞、被研究、被保育，動物園應化為主動的角色告訴廣大的民眾：正是因為人類對

野生動物的棲地造成許多破壞、不顧牠們的生存，才會使得牠們瀕臨絕種、被關在

玻璃箱後，以牠們的生命和自由來爭取人類的重視、教育人類。然而動物不會說

話，因此這些教育的角色終究還是落回到動物園的身上。 

2017 年的暑假，我到臺北市立動物園教育推廣組實習，認識了不少喜愛動物、

願意為保育付出心力的夥伴。從言談之中我也發現，在動物園認識動物、與動物接

觸，甚至是參加動物展演活動的經驗，都是促成他們關注動物與保育議題的契機。

而這樣的觀察也和研究相符，在愈發都市化的現代，人們與野生動物接觸的機會愈

來愈少，動物園因而成為一個提供機會的平台，讓人們能從認識多元的動物開始，

培養對動物與自然的關心和重視 (Miller et al., 2004; Packer & Ballantyne,2010) 。雖

然動物園免不了面對動物福祉與圈養的爭議，但動物園的角色也從最初單純的收集

與展示動物，自 1960 年代起持續改變至今日以教育與保育為主要目標 (陳一菁等

譯，2006; Ballantyne, Packer, Hughes, & Dierking, 2007; Patrick, Matthews, Ayers, & 

Tunnicliffe, 2007) ，我也由衷期望未來有更多的動物園，能朝著對動物更加友善、以

保育和教育為己任的目標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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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王順美老師的研究室後，我有機會接觸到研究室在 2015 年進行的動物園研

究計畫「與黑猩猩建立友好關係」，目的在提升人們對黑猩猩的認識與關注。在生物

學上，黑猩猩是與人類親源最近的物種，不僅和人類學童擁有近乎平行的認知能力

發展，也具有豐富的社交活動和情感。雖然近年來，實驗動物的動物福利漸漸受到

關注，黑猩猩較少為了醫學研究等目的而被捕捉，但牠們仍因為寵物、森林肉、表

演等用途而受到許多盜獵威脅（國際珍古德教育及保育協會，2018 年 1 月 31 日瀏

覽）。「與黑猩猩建立友好關係」研究計畫的主軸是邀請動物園的解說志工定期拜訪

園內的黑猩猩六次，並在每次約半小時的拜訪期間，使用黑猩猩禮儀和其肢體語言

表達善意，觀察黑猩猩是否會表現出互動行為（例如與拜訪者互相凝視、友善的肢

體互動、表示親近等），作為志工與黑猩猩建立良好關係的依據。 

雖然在接觸計畫時，拜訪黑猩猩的執行已經告一段落，但我仍參與了以志工的拜

訪經驗為主軸的質性資料分析。從中我也發現，儘管是對動物相當了解的動物園解

說志工，定期拜訪與長期陪伴的經驗，仍刺激他們重新檢視自己身為動物園志工的

意義，並重新思考人類與其他動物與自然的關係、改變對其他動物看法，特別是感

受到牠們也有情緒、個性、思考能力等一般認為屬於人類專有的特徵。 

而這些因拜訪動物而有的情感、相似感和人、動物、自然之關係的反思，也恰巧

與「環境認同 (environmental identity) 」的具體內涵相符。「環境認同」是從「自我

認同 (identity) 」的角度出發，探討人與自然的關係。簡單而言，「環境認同」是指

人們將自然納入內團體 (in-group) 的程度，當人們將自然納入內團體，而有較高的

「環境認同」時，會產生一種歸屬感，進而影響到其是否認為自然是與自己切身相

關、不可分離的一體。由於將自然視為與切身相關的主體，因此「環境認同」程度

較高者，對環境問題會有較高的敏銳度，也會對環境破壞、物種消失等環境問題擁

有愈強烈的受害感，進而引發更積極的親環境行為 (Clayton, 2003; Stet & Biga; 2003; 

Crompton & Kasser, 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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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志工們的反思相符，也有許多研究指出與動物、自然互動的經驗，將會影響人

們看待自然與選擇生活型態的方式。兒時在自然中玩耍的經驗和正向的情感，能讓

兒童在長大成人後，更加喜愛、關懷自然 (Vadala, Bixler, & James, 2007; Myers, 

2012; Broom, 2017) ；成年後的登山、參加生態旅遊、擔任環保志工等經驗，也讓人

們重新發現自然的美 (Cagle, 2017) ，並深刻體會人類對自然的破壞，進而從自家生

活開始改變，選擇購買環境友善的產品，甚至投身環境保護行列 (Ballantyne, Packer, 

& Sutherland, 2011; Dresner, Handelman, Braun, & Rollwagen-Bollens, 2015) 。 

基於這些呼應之處與對動物的喜愛，我不禁好奇參與 2015 年「與黑猩猩建立友

好關係」研究計畫的解說志工們，在拜訪黑猩猩的過程中，有怎樣的學習和心境與

態度？拜訪黑猩猩的經驗，是否改變志工們後續的「環境認同」？同時，志工們對

解說的看法和作法是否也因為拜訪了黑猩猩，而隨著「環境認同」改變？期望本研

究的分析與探討，有助於臺北市立動物園讓解說志工們能有更多機會擁有觀察動

物、與之互動的經驗，最終提升臺北市立動物園的教育品質。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臺北市立動物園為研究場域，由參與者的經驗出發，探討動物園解說志

工定期拜訪黑猩猩的經驗，以及在動物園內的社會互動，如何改變解說志工的「環

境認同」與對解說的看法及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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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問題 

（一） 解說志工們在拜訪黑猩猩後有哪些學習與感受？ 

（二） 解說志工們的環境認同為何？拜訪黑猩猩的經驗及動物園的社會互動如何影響

解說志工的環境認同？ 

（三） 拜訪黑猩猩的經驗如何影響解說志工們對解說的看法及作法？  

第三節 研究限制 

一、研究者的限制 

研究者自 2017 年 6 月開始究參與「與黑猩猩建立友好關係」研究計畫之資料分

析，但卻沒有實際參與志工們拜訪黑猩猩的過程。因此，研究者對拜訪的實際狀況

並非完全瞭解，僅能從觀察日誌與訪談稿中推敲每次拜訪的始末和反思內容。因

此，研究者在志工拜訪黑猩猩的過程中僅扮演研究者角色，而非參與者。為了克服

未參與拜訪的限制，研究者自從 2017 年 7 月起，擔任臺北市立動物園教育推廣組之

實習生，實習指導員正是志工督導，因此在實習期間已有不少與志工們見面的機

會；並於同年 10 月轉任工讀生，希望藉由更長期的工讀機會，熟悉臺北市立動物園

教育推廣組及志工隊。 

二、研究時間的限制 

本研究在資料蒐集上採橫斷式的方法，由於在人力、經費、時間等的限制，僅能

得知研究對象在拜訪期間、拜訪結束當下、拜訪結束後兩年半的狀態。且變化的過

程是以志工的回憶與反思為主體，可能包含了志工的主觀意識，記憶與真實也可能

會有落差。為了克服此限制，本研究在訪談前會先了解志工過去的拜訪狀況，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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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時會給予志工充分的時間回想，也會搜集志工的服勤紀錄，提供志工回憶與比

對。 

第四節 名詞解釋 

一、解說 

本研究根據 Tilden（引述自許世彰、高思明譯，2016），將解說定義為「透過原

物的使用、直接的體驗，及輔助說明的媒介，以啟示其深遠意涵與關連性為目的之

教育活動（許世彰、高思明譯，2016）。」本研究所指稱之解說，為臺北市立動物園

各館區內的導覽教學與教育活動。 

二、解說志工 

本研究提及的解說志工係指有參與 2015 年臺北市立動物園「與黑猩猩建立友好

關係」研究計畫，且在臺北市立動物園中，從事館區解說、教學導覽活動的志願服

務者。 

三、黑猩猩禮儀 

黑猩猩為高度社會性的靈長類動物，其行為動作往往含有豐富的意涵。為此，美

國中央華盛頓大學黑猩猩與人類交流研究所 (Chimpanzee and Human Communication 

Institute) ，集結黑猩猩的非威脅性與友善行為，發展出「黑猩猩禮儀 (chimpanzee 

etiquettes) 」，包含黑猩猩微笑、點頭、手臂前伸與彎腰站立，希望能促進照養人員

與黑猩猩的正向互動 (Fouts et al., 1994) 。本研究中，部分解說志工在拜訪黑猩猩時

使用「黑猩猩禮儀」，向黑猩猩示好或回應黑猩猩的主動親近，以減少無意中對黑猩

猩產生的敵意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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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拜訪 

本研究依據志工們在拜訪黑猩猩時的作為，將拜訪分為三類：（一）使用黑猩猩

禮儀互動，（二）不使用黑猩猩禮儀互動，（三）觀察黑猩猩等三個層次；越前者與

動物的互動成份越高。在本研究中的「拜訪」，皆包含上述三個層次，唯有在欲詳細

區分不同層次的拜訪活動時，才會分別指稱。 

五、環境認同 (Environmental Identity) 

自我認同 (identity) 關係著人們如何看待自己，也時時刻刻於有形、無形之中影

響一個人的作為 (Clayton & Opotow, 2003a; Stet & Biga, 2003; Oyserman, Elmore, & 

Smith, 2012) 。Clayton (2003) 認為「環境認同 (Environmental Identity) 」屬於自我

認同中的一個層面，是人們「基於歷史、情感依附 (emotional attachment) 或相似感 

(similarity) ，而對非人的自然環境產生的連結感，影響著我們對世界的感知與應對

方式。」在 Clayton 與 Opotow (2003a) 對自然的界定中，「動物」屬於自然的一部

分，因此拜訪黑猩猩、與黑猩猩互動屬於一種與自然互動的經驗。本研究採用

Clayton (2003) 對於環境認同的定義，將重點放在與黑猩猩（自然）互動對環境認同

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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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動物園教育與解說志工 

一、動物園的教育 

（一）動物園的歷史 

自古埃及時代起，埃及人便收集形形色色動物，以展現個人的權力與財富

(Turley, 1999；彭仁隆，2007) ；中國也自古代起，便收集各式各樣的珍禽異獸豢養

於宮廷庭園中，供帝王與貴族欣賞（肖方、楊小燕、杜洋，2009）。不同於古代僅作

為個人收藏，根據世界動物園保育方略（The world zoo conservation strategy，由世界

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出版），現代動物園的定義為「圈養或管理一種或多種野生動

物，目的為展示或研究之用，並在一年內至少有一部分時間讓民眾參觀（World 

Association of Zoos and Aquariums [WAZA], 1993；引自彭仁隆，2007）」。 

現今我們熟知的動物園，源自於 1826 年英國一座動物公園，以科學研究為主佐

以教育和導覽之用，收取門票作為管理與飼養的經費 (Turley, 1999) 。儘管最初以研

究異國珍稀動物為創立宗旨，動物園很快地因人們對異國動物的興趣而快速增加，

並轉為以休閒遊憩為目的，開放一般大眾進入參觀 (Turley, 1999; Ballantyne et al., 

2007) 。直到 1960 年代起，因應人們對自然保護、動物福祉的重視提升與世界的保

育潮流，動物園開始轉以保育與教育作為核心目標（陳一菁等譯，2006; Ballantyne 

et al., 2007; 劉松達，2016）。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在世界動物園季水族館保育方

略（陳一菁等譯，2006）中，更強調「教育」應是動物園存在的關鍵理由： 

「動物園與水族館擁有獨特的動物資源和專業知識，並結合野外的保育…在

社會、環境及文化各個方面，都扮演重要的教育角色。…動物園及水族館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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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確保教育是他們機構存在理由的關鍵部分，並且提供足夠的支持及資源以

滿足此一角色。」 

由此可見動物園在現代社會中的自我定位，致力於以教育方式改變民眾的價值觀

與行為。時至今日，根據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的估計，全球每年約有七億人次

的遊客參觀動物園 (World Association of Zoo and Aquariums [WAZA], 2018 年 2 月 5

日瀏覽) ，使得動物園在教育與宣傳方面擁有廣大的受眾和潛力（陳一菁等譯，

2005；Patrick et al.，2007）。 

（二）動物園的教育與成果 

在都市化日益加劇的現代，大部分人們的生活將與自然和野生動物隔絕；然而，

不少研究顯示出，無論是兒童或成人，擁有與動物接觸的經驗相當重要。儘管動物

園無可避免地將面臨圈養野生動物、動物福利、動物權等爭議，動物園仍扮演著提

供都市居民接觸、認識野生動物的機會 (Ballantyne et al., 2007; Clayton et al., 2009; 

Packer & Ballantyne, 2010) 。Myers 與 Saunders (2002) 發現，相較於種類侷限的寵

物、家禽與家畜，動物園擁有多樣而多元的物種，能提供人們認識或觀察多種動物

的經驗，有助於兒童的認知與心理發展、發展對自然的關懷 (caring) ，也促進人們

思考人類與其他動物的異同、人與自然和動物的關係 (Clayton et al., 2009; Clayton et 

al., 2011) 。Clayton 等人 (2011) 更發現，動物園的職員 (member) 因為長期與園內

動物接觸，擁有更強烈的「環境認同」，認為自己屬於自然的一部分，且彼此為不可

分割的一體。 

（三）動物園內的環境教育 

除了提升民眾對自然與動物的情感連結，動物園也能教育、提醒民眾，在生活中

落實保育和環境保護的行為，達到積極行動和參與的角色 (Myers & Saunders, 

2002) 。Grajal 等人 (2017) 在美國的 10 座動物園與 5 座水族館，針對 3588 位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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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調查，發現在園區內認識、接觸動物的經驗和參與教育課程，能提升遊客對動

物的連結感 (sense of connection to animals) ，進而提升遊客自主的親環境行為。

Swanagan (2000) 在亞特蘭大動物園中，透過問卷與簽署請願書、回寄陳情書的活

動，發現參加了教育方案的遊客，相較於沒有參加方案的遊客，會擁有更強烈的公

民行動參與意願。顯示出動物園的教育課程與環境，能作為人們對動物保育、環境

保護、永續發展、氣候變遷等議題的討論平台，提供支持性的社會背景 (Clayton, 

Luebke, Saunders, Matiasek, & Grajal, 2014) 。 

由上述我們可以發現，動物園能提供人們接觸自然與動物的經驗，培養與自然和

動物的連結感，發展對自然與動物的關懷；於此同時，隨著動物園將教育納入主要

目標並積極推動，更能預見教育功能將會成為動物園在社會上的重要角色（陳一菁

等譯，2006）。 

（四）臺北市立動物園的解說教育 

臺北市立動物園隸屬於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在 2012 年成為「環境教育設施場

所」，因而有豐富的環境教育活動和解說教育（臺北市立動物園，2014 年 10 月），同

時也是臺灣遊客量最多的動物園，2017 年遊客約 300 萬人（臺北市立動物園，

2018）。儘管許多遊客到訪動物園的目的是遊憩與家庭活動，並非以學習為主，但動

物園仍透過許多管道讓遊客在休憩，例如展覽、教育活動、解說服務等，幫助遊客

在休憩的同時學習有關野生動物與保育的知識（劉松達，2016）。 

與大多數動物園相同，臺北市立動物園的解說課程皆由志工們執行，主要分為解

說導覽、國小教學、館區駐站解說、主題式駐點教學、兒童劇場等。由於下轄於臺

北市政府教育局，臺北市所有國小三年級學生，每個學期皆須到臺北市立動物園進

行一次校外教學，因此需要大量的解說志工投入；同時也有平、假日的解說團隊，

供其他團體預約解說導覽服務。除此之外，志工們會在不同動物的展示區前舉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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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駐點解說，讓遊客搭配動物觀察，學習該物種的知識和保育訊息；也會以不同

的主題，例如節能、環境綠化等，在固定的教室內舉辦解說教育課程。 

為了執行多元的解說課程，解說志工們會參與各種培訓課程作為增能。志工督導

每個月會安排專題演講和教育訓練課程，讓志工學習生物知識，並透過教學演示彼

此切磋解說技巧，也會配合園內活動設計課程。除此之外，志工隊會以季為單位，

舉辦聯合參訪活動，到其他動物保育、自然保育機構觀摩，分享並學習不同單位的

教育理念。 

二、解說志工的角色 

（一）教學者 

在博物館，解說員可能是館方唯一會與遊客有所互動的管道，也是遊客在離開後

對博物館的記憶核心，甚至可能成為是否再訪的依據 (Sachatello-Sawyer, 2002) 。相

似地，在動物園，執行解說課程的志工們則可為遊客帶來更明確的動物與保育訊

息，也扮演著組織、提升遊客整體經驗的角色 (Andersen, 2003) 。 

研究發現，有參與解說課程的遊客，比起沒有參加解說的遊客停留得更久，也擁

有更豐富的學習成果，和更正面的園經驗 (Anderson, Kelling, Pressley-Keough, 

Bloomsmith, & Maple, 2003; Visscher, Snide, & Vander Stoep, 2009)。這些結果都說明

了動物園的解說課程，能提升學童與民眾對於相同主題的學習，同時也因為大多數

的解說課程都是由解說志工執行，更顯示出解說志工是落實動物園教育的重要角色 

(Fraser et al., 2009; Packer & Ballantyne, 2010; Bixler et al., 2014) 。 

（二）學習者 

在環境教育與自然保育的實務中，志工佔有很重要的角色。志工不僅付出心力、

不求回報，志願服務的經驗往往也是志工自我成長的動力來源 (Ryan, Kapl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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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se, 2001; Dresner et al., 2015) ，志工不只為環境貢獻一己之力，透過志願服務，

志工們創造更多個人學習的機會，例如自我實踐與社會價值等，讓環境與志工都因

此受惠 (Ryan et al., 2001)。隨著服務年數增加，志工對環境問題的關注越高，也有

更高的環境認同和公民參與，且有更多的親環境行為 (Dresner et al., 2015) 。 

參與解說服務的經驗，為解說志工們帶來許多成長與學習。動物園的解說志工為

了準備解說課程，往往會主動學習更多生物、生態相關的知識，提升個人對環境議

題的認識與態度；志工也會透過志工隊裡的社會學習和社群力量，更加落實親環境

行為、支持保育活動。更重要的是，服務年資愈久，對保育與親環境行為會有愈堅

定的支持 (Bixler et al., 2014) 。Fraser 等人 (2009) 也發現，參與動物園解說服務的

經驗，能深化解說志工對動物的情感與關懷，將對動物的關注與喜愛經由解說服

務，內化成個人價值觀和對生活型態的選擇。同時，志工們也會以動物園解說志工

的身分為榮，對志工隊的認同感形成一股社會性的支持力量，支持他們參加其他與

保育相關的公民活動。 

透過上述的研究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環境教育與自然保育，志工在付出的同時

也不斷成長學習，使志工們對環境的知識、態度更加豐富而正向；志願服務的經驗

也為志工帶來賦權感、相信個人與公民的力量，使他們更積極參與公民行動，在個

人與公眾的層次上更加友善環境。由這方面來看，志工同時身為環境教育的教學者

和學習者，是更貼切不過。 

三、解說的內涵與特質 

（一）何謂解說 

解說是一種溝通與傳達的藝術，也是一種溝通的管道（林佑齡譯，2016）。解說

的定義有許多種，根據 Tilden 的定義，解說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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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原物的使用、直接的體驗，及輔助說明的媒介，以啟示其深遠意涵與

關連性為目的之教育活動，而不是僅傳遞確實的訊息而已。（許世彰、高思明

譯，2016）」 

Tilden 對於解說的定義適用於國家公園、博物館、公園及其他類似的文化機構中

（許世彰、高思明譯，2016），故本研究亦採用此定義，用以解釋動物園內的導覽與

教育活動。同時 Tilden 也認為，解說的重點不應在教誨，而是在於激發聽眾，引起

聽眾的興趣和思考（周儒、王順美、周鴻騰、林高永，2017）。Veverka（1994，引述

自周儒、王順美、周鴻騰、林高永，2017）則依據 Tilden 對解說的看法，整理出五

項解說的要訣，分別是 1. 激發 (provoke) ：以具有啟發性的開場，吸引聽眾的注

意；2. 連結 (relate) ：將所要傳遞的資訊與聽眾的生活連結；3. 揭示 (reveal) ：透

過獨特的方式，表現出欲傳遞的訊息；4. 強調整體 (address the whole) ：規劃完

整、有組織的主旨與內容，使解說內容具整體性；5. 追求一致性 (strive for 

unity) ：多次使用相同意思、但卻不致重複累贅的方法傳達重要內容。因此，從事

解說的人員不只要站在聽眾的角度，以聽眾的語言和生活引發其好奇心，更要能省

思解說活動是否能超越事實陳述，帶給聽眾表象背後的意涵。 

（二）解說的本質 

在大多數解說的場合中，聽眾都是屬於自願參加、非受迫的，因此，維持聽眾們

持續聽下去的動力非常重要。為了達成這個目的，Ham（1992，引述自周儒、王順

美、周鴻騰、林高永，2017）認為應將解說視為一種溝通模式，並且具有四個特

質，分別為 

1. 解說是愉快的 (pleasurable/enjoy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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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解說的重點並非娛樂聽眾，但趣味和興趣仍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才能吸引聽

眾的注意、引發聽眾的興趣。若是聽眾無法從一場解說中感受到愉悅，便可能會選

擇離開，因此創造愉悅感也是一場成功的解說必須具備的關鍵。 

2. 解說是有關連的 (relevant) 

解說的內容必須要對聽眾而言是有意義的，才能支持聽眾持續收聽；而有意義的

關鍵，便是與聽眾的個人有關。因此，解說的內容不僅要包含聽眾不知道的資訊，

也要與他們已然知曉的經驗結合，才能創造意義。 

3. 解說是有組織的 (organized) 

若解說的資訊缺乏組織和整理，聽眾便需要花費額外的心力在理解、吸收上，注

意力便很有可能因此轉移；因此，給予結構性、有組織的解說內容，不僅聽眾容易

理解，所得的回饋也會隨之增加。 

4. 解說具有主旨 (has a theme) 

主旨與主題不同，它包含了一個完整的意義，連接著聽眾與解說標的物背後所含

的意義與價值，也是解說最主要想要傳達的核心訊息。主旨可以幫助解說聚焦內

容，讓聽眾更容易接受解說者所欲傳達的核心訊息。 

依據上述 Ham 提出的四項解說的本質，Ham 與 Weiler（2002，引述自周儒、王

順美、周鴻騰、林高永，2017）發展出在規劃解說時的設計模式，簡稱為「EROT

模式」，幫助解說者發展一場完整的解說。首先找出所要傳遞的主要概念，也就是

「主旨 (theme, T) 」，接著有組織性 (organized, O) 地發展出足以闡述此主旨的次主

旨，並找出這些內容與聽眾的關聯 (relate, R)，以有趣的 (enjoyable, E) 方式呈現。

值得注意的是，在規劃與實際執行解說時，所依循的順序是不同的，規劃解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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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依循著前述的 T-O-R-E 順序設計；在實際解說的當下，卻是必須以 E-O-R-T

的順序進行，才能讓聽眾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有效地吸收訊息。 

四、小結 

在 Ham 與 Weiler 發展出的解說模式中，主旨、組織性、關聯性與趣味性是規劃

解說內容時最主要的四個要素，因此，本研究將以此作為參考參考的構面，用以衡

量志工們對解說的看法與作法是否有所改變。 

動物園是現代人與野生動物接觸的重要管道，動物園透過許多方法讓遊客在休憩

的同時學習有關野生動物與保育的知識，因此解說志工是提升遊客學習與體驗的重

要功臣。志工為了執行勤務而做的反思與自我精進，也改變了志工的態度與行為。

無論是解說服務或是環境管理的勤務，都會使志工們擁有更敏銳的環境意識與行動

力，積極實踐親環境行為與公民參與，並回頭影響生活周遭的親友，使動物園更加

落實環境教育。 

第二節 與自然互動 

一、何謂自然 

在自然經驗與生命重要經驗的研究中，對自然環境的定義不僅限於原始度高、人

煙稀少的環境（如山野、溪流、森林等），更包含了原始度較低、受人為經營的半自

然環境，如公園、農場、動物園、花園等（Kaplan, Kaplan, 1989；許世璋，2005；曾

鈺琪、王順美，2013）；同樣地，以經驗為基礎的「環境認同」理論，也將自然定義

為「組成自然環境的非人之物，包括植物、動物、土地、河川、大氣……等 

(Clayton & Opotow, 2003a; Myers, 2012) 」。因此，無論是有無生命，都是組成自然

的一部份；自然也非只限於遙遠的、人煙稀少的山林和荒野，與自然互動的經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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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發生在都市中的公園、花園、動物園 (Kaplan, Kaplan, 1989; Clayton & Opotow, 

2003a) 。 

二、與自然互動的影響 

（一）童年時期與自然互動的影響 

許多研究都發現，接觸自然、與自然互動的經驗，能改變人們對自然的看法與對

生活型態的選擇。有較多機會與自然直接互動的孩童，會對自然擁有較正向的情

感，也更加瞭解自然，這樣的差異也影響了成年後對環境的態度與行為 (Vadala et 

al., 2007; Myers, 2012; Broom, 2017) 。Vadala 等人 (2007) 針對兒童在自然中的活動

內容與目的進行研究，發現孩童接觸自然的方式可分為兩種：一是與自然互動 

(interact with nature) ，自然是自由探索的對象；二是在自然中與他人互動 (interact 

within nature) ，自然是社交場所而非互動對象。相較之下，擁有與自然直接互動的

經驗，會使孩童對自然更加敏銳，也會從自然中獲得更多愉悅、深刻的學習與經驗 

(Vadala et al., 2007) 。 

童年時期接觸自然而獲得的正向情感，不僅只在於童年，也會持續至長大成人

後。與自然直接互動不只使孩童在童年對自然有較深刻的體驗和情感，也會使他們

在成年後對自然更加重視、更關切環境議題 (Vadala et al., 2007)。Broom (2017) 以大

學生為對象，探討童年的自然經驗與環境態度、環境友善行為的關係。Broom 發

現，較關心自然與環境的大學生，擁有較愉快的童年自然經驗，也有較高意願在生

活中落實友善環境的行為，顯示出童年時期與自然互動的正向經驗，能為日後關心

自然、實踐友善環境行為建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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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人與自然互動的影響 

為了瞭解成年後的自然經驗與在自然中的活動如何影響成年人對自然的看法，

Cagle (2017) 曾以大學教職員為研究對象，並發現儘管兒時的自然經驗會影響成年後

對自然的看法，在大專時期、成年後，接觸自然的經驗仍有重要的影響。成年後的

自然經驗，能彌補過去書本和教室內的不足，實際走訪讓他們得以將知識與實際比

對，進而真正認識自然。因為工作的關係，成年人接觸自然的時間相對學生時期減

少，但在自然中的工作或活動能豐富他們在自然中的經驗，也能從中感到心靈和情

緒上的充電。 

許多參與環境管理的志工，除了滿足社交的需求外，在志願服務的過程中，也因

為有機會直接接觸自然環境，而對環境有更敏銳的觀察力，更能覺察環境問題，且

能提出可行的改善方式加以改進，例如發起移除外來種的活動、種植原生種植物等

等 (Dresner et al., 2015) 。Ballantyne 等人 (2011) 則探討參與生態旅遊經驗如何影響

遊客對環境的態度和行為。他們發現，徜徉在自然中、接近野生動物甚至與之互

動，能帶動遊客的情緒反應與情感連結；而這些情緒與情感的反應，正是引發遊客

反思和行為改變的關鍵，使他們超越眼前的環境和動物個體、產生對整個生態系的

尊重與關懷，並思考野生動物遭遇的生存困難以及人類帶來的破壞。除了對野生動

物與環境議題更加關注，遊客會開始與親朋好友討論環境議題，甚至從居家生活開

始改變，嘗試未做過的親環境行為，如購買友善環境的產品、參加淨灘活動和環保

志工等等。 

綜合上述來看，與自然接觸的機會，能為成年人帶來更豐富的自然經驗，並作為

態度與行為朝向友善環境的開始；在對環境更加友善的同時，也可能為自己創造更

多與自然接觸的機會，例如參加淨灘、成為環境管理志工等，加深與自然的互動與

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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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動物互動的影響 

（一）對個人的影響 

儘管自然的範疇已包含了動物，仍有不少研究特別探討與動物互動的影響。

Myers 與 Saunders (2002) 認為，動物是人們發展對自然的關懷的橋樑，相較於與其

他自然環境互動，動物能給予直接且快速的回應，幫助我們從而思考動物和自然的

感受。藉由認識各種動物，我們瞭解到世界上不只有人類存在，因而開始思考身為

人類應如何看待其他動物。對於發展中的兒童而言，動物是社會第三者 (social 

others) ，認識不同種的動物不僅能幫助我們透過觀察、比較，建立對自我的認知，

更有助於培養對多元性的包容力。Myers 與 Saunders (2002) 更認為，唯有當我們重

視動物的主體性，才會關心牠們的需求與福祉，並以此為基礎將關懷的對象拓展至

自然與其他環境。 

然而，在都市化愈演愈烈的現代，接觸野生動物的經驗與機會該從何而來？事實

上，除了實際踏入野生動物棲地的生態旅遊，擁有許多物種的動物園也能提供人們

接觸動物的機會、擁有與生態旅遊相近的學習。Clayton 等人 (2009) 調查了 1,900

位動物園的遊客，發現遊客在遊歷動物園後，不只會對園內的動物產生保護意願，

也會思考到物種與野外棲地的保護、維護生態系等概念。動物園內的動物在遊客的

學習過程中，則在個人與社群的層面上，扮演著聯繫遊客與自然間的情感的角色。

為了瞭解動物園的參觀經驗是否影響環境態度與行為，Grajal 等人 (2017) 在數座美

國的動物園調查了 3,000 多位遊客，發現與動物的情感連結透過其他因素（如對環境

問題的關心、認同個人行為的力量等），能提升遊客的親環境行為，為了減緩氣候變

遷付出實際行動。 

由上述我們可以發現，在動物園中，人們得以透過展示而有與動物互動的機會、

建立起對動物的情感連結、了解與牠們有關的保育訊息，除了為遊客帶來反思，也

 



 

21 

 

能提升環境意識、促進公民參與 (Clayton et al., 2009; Clayton et al., 2014) ，並增進

親環境行為 (Grajal et al., 2017) 。 

（二）對教學者的影響 

與動物互動的經驗不只能對個人產生影響，研究也發現，身為教師，實際與動物

接觸、互動，將有助於提升教學能力，進而提升教學的成效。Senent-Sánchez (2014) 

發現，在動物輔助教學 (animal-assisted education) 中，教師和輔助動物有實際互動

的經驗非常重要。透過與輔助動物的實際互動，教師們首先會熟悉牠們的需求和行

為，進而欣賞、尊重動物，向動物學習，甚至擴展對輔助動物的關懷，產生保護整

個物種的意願。 

在這一連串的過程中，教師不僅培養出與輔助動物的情感，也得以帶領學生欣

賞、尊重動物和自己，提升動物輔助教學的成效。同時，這些因互動而有的情感以

及反思，也會連帶影響永續發展教育的執行。思考人與其他動物的關係，例如動物

保護與葷食之間的衝突和取捨等等，不僅能幫助教師理解永續發展教育的內涵與限

制，透過教師的引導，學生也能更清楚瞭解永續發展的內涵 (Sjögren, Gyberg, & 

Henriksson, 2015) 。然而，Senent-Sánchez (2014) 也點出，這些反思與關懷皆是建立

在教師與動物的互動上，唯有透過互動和瞭解，教師才能一步步建立起與動物的關

係，將互動經驗轉化為對物種的關懷、思考動物與自身的關係，進而影響教師的教

學方式。 

四、小結 

無論是童年時期或成年階段，與自然互動的經驗都讓人發現自然的美與真實，產

生對自然的關懷，並採取友善環境的行為和生活模式。身為自然的一環，動物對互

動行為能有直接而快速的反應，因而更能幫助人們藉由互動開啟有關自然的反思，

為關懷自然建立基礎。同時，無論是在個人行為與價值觀上，或是教師的專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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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動物互動的經驗都能帶來正面的影響。從 Sjögren (2015) 和 Senent-Sánchez (2014) 

的研究也能發現，當教學的內容和方式與動物密切相關時，教師自身與動物的互動

和關係變得非常重要，可能影響了學生學習的品質，特別是針對尊重動物、物種保

護等內涵。因此，身為動物園第一線的教育者，解說志工若能增進與動物的互動經

驗，或許將能幫助解說志工更清楚地傳達保育訊息、引發遊客對動物的關懷，提升

動物園教育與解說的品質。 

第三節 環境認同 

一、環境認同的起源 

（一）自我認同 (Identity) 

「環境認同 (environmental identity) 」的概念始於心理學中的「自我認同 

(identity) 」理論。「自我認同 (identity) 」是人們對自我概念 (self-concept) 的認

定，也是「定義何謂『我』的特徵、角色、社會關係與成員身分 (Oyserman et al., 

2012) 」，不僅包含過去的經驗，也包含現在與未來的狀態，例如個人在當下所認定

的自我、期許自己成為怎樣的人。 

根據 Li、Kim、Lee 與 Griffin (2016) 對心理學與社會學研究的整理，自我認同

可歸納為三個層次：1. 與社會結構、社會分類有關，如國籍、收入多寡等，解釋不

同社會分類的族群，擁有不同價值觀與行為模式的原因；2. 與個人特徵有關，如性

別、年齡等，強調個人特質如何影響著其行為；3. 對特定議題的衡量準則，例如動

保人士、環保人士等，說明不同的衡量準則，將會影響個人對某特定議題的觀點和

支持。就如同一件事物能以多種角度剖析，自我認同也包含了許多層面，隨著關注

的情境和社群不同，個人擁有不同層面的自我認同，例如既為人妻也為人母 

(Clayton & Opotow, 2003a; Stet & Biga, 2003; Li et al., 2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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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與他者互動，個人逐漸建構起自我認同的概念，定義出我是誰、與他人的關

係為何 (Wenger, 1998; 引自 Stapleton, 2015)。同時，自我認同也影響著個人選擇時

的依據 (decision-making)，使我們偏好某種作法或解釋。因此，一個人的態度、價

值觀與行為，皆會受到自我認同的影響 (Clayton & Opotow, 2003a; Stet & Biga, 2003; 

Oyserman et al., 2012) 。 

自我認同的改變，在具體上的表現除了「改變個人如何看待自己」之外，「在情

感 (emotion) 上有重要意義」也重大的影響力 (Clayton, 2003, p.46) 。在生活中，

「情感 (emotion) 」是讓經驗產生意義的元素，也是成人學習中的重要角色 (Dirkx, 

2001) 。情感整合了我們對自我的概念，對我們對所經驗的世界給予意義和解釋，

也能引發行為的改變（Lupton, 1998；引述自 Dirkx, 2001）。研究指出，與自然的接

觸與互動能左右人們對自然的情感 (Hinds & Sparks, 2008) ，而有情感的觸發，才能

產生有意義的自然經驗 (McIntosh & Wright, 2017) 。Hinds 與 Sparks (2008) 調查了

199 位大學生後發現，在成長過程中與自然頻繁互動的學生，會更願意接觸自然環

境、參與親環境行為，其中的一項重要原因便是因為他們對自然有更多正向的情

感。 

除了與自然互動能帶來情感反應並改變行為，在一般學校教育中，情感的連結與

反應也會帶動學生們的行為改變。Blatt (2013) 經過訪談後發現，在課堂中的情感反

應，是促使小學生們改變對自然的看法與親環境行為的其中一項因素。在社會上，

動物園也扮演了非正規教育的角色，與動物接觸會引起人們的情感反應，對動物的

態度亦是源於從動物身上感受到的情感 (Myers, Saunders, & Birjulin, 2004; Ballantyne 

et al., 2011) 。透過動物園的動物，人們瞭解了與動物有關的保育訊息，在這過程中

除了能為人們帶來反思，也建立了人們對動物與自然的情感連結，使人們提升環境

意識、促進公民參與 (Clayton et al., 2009; Clayton et al., 2014) 和親環境行為 (Grajal 

et al., 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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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環境相關的自我認同概念 

在「環境認同」概念出現以前，Thomashow (1996) 曾以自然生態環境為探討主

體，提出「生態認同 (ecological identity) 」，描述人們如何理解自身與自然萬物之間

的關係 (Thomashow, 1996; Clayton & Opotow, 2003a) ；而 Zavestoski (2003) 則藉助

深層生態學中自然與自我融為一體的概念，認為「生態認同」是「屬於自我的一部

分，使個人預期自然環境對自己行為的反應 (Zavestoski, 2003) 」，透過思考個人行

為對自然的影響，使個人與自然融為一體。由此我們可以發現，「生態認同」將討論

主軸集中在自然環境上，討論個人認為自己與自然環境間的關係。 

相較於生態認同重視個人與自然間的連結，Kempton 與 Holland (2003) 則以社會

影響為核心，提出了「社會環境認同 (social environmental identity)」，意旨個人「在

參考團體、環境行動、政府、市場與生活型態選擇方面的自我定義 (Kempton & 

Holland, 2003) 」。Kempton 與 Holland (2003) 強調在建構自我認同的過程中，社會

認同與社會互動的重要性。有鑑於多數人即使知道環境問題的存在，也不願意付出

實際行動，Kempton 與 Holland 著手研究持續參與環境行動者，長期參與環境行動的

動機。Kempton 與 Holland (2003) 認為，自我認同是「個人在特定情境下被歸類為

的何種人」，進而歸納出「社會環境認同」發展的三個面向：「認同顯著（salience，

開始意識環境問題）」、「認同環境行動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world of environmental 

action) 」、「提升實務知識與行動資源 (increasing practical knowledge and other 

resources for action) 」，並且發現「社會環境認同」愈高者，愈會將自己定位為一位

與積極的環保人士，因而維持長期的環境行動 (Kempton & Holland, 2003) 。 

「社會環境認同」與「生態認同」最大的差異之處在於討論主軸，「生態認同」

重視的是人看待自身與「自然環境」的關係，而「社會環境認同」則是強調社會的

力量，重視人們自認為的「他人眼中的自己」。「社會環境認同」是一種相對於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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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定位，使人們在觸及環境議題時認為自己屬於何種類型的人，因而選擇與該

類型相符的價值觀與環境行為 (Stepleton, 2015) 。 

二、環境認同的內涵 

在過去的環境教育研究中，大多缺乏與自我認同直接相關的研究，或是以自我認

同的角度，探討如何促進學習者關心環境議題甚至付出行動 (Payne, 2001) 。時至今

日，雖已有不少學者開始重視環境認同之於親環境行為的重要性，對於「環境認

同」的操作型定義與理論架構，卻仍有許多不同的觀點 (Clayton & Opotow, 2003a; 

Stapleton, 2015) 。以下將以討論的主軸為分類依據，介紹不同學者對於「環境認

同」的詮釋。 

（一）偏重社會意義的詮釋 

「環境認同」的概念最早由 Weigert 於 1997 年提出（Clayton & Opotow, 2003a；

林兵、劉立波，2014），他以心理學中「自我認同」與「自我概念」的角度，探討人

與自然的相互關係。根據 Clayton 與 Opotow (2003a) 、林兵與劉立波 (2014) 的分

析，Weigert 認為「人與自然的關係和互動，是透過社會互動與經驗而達成的社會理

解 (understanding) 」。 

延續 Weigert 的「環境認同」概念，Stet 與 Biga (2003) 也重視社會文化對自我認

同的影響力，將自我認同的概念與環境社會學融合，用以解釋親環境行為的動機。

Stet 與 Biga (2003) 認為「環境認同」 (environment identity) 是人們「在與環境相關

時，構成自我的意義 (meanings) (Ste & Biga, 2003)」，並提出「環境認同模型 

(environment identity model) 」。如圖 2.1，該模型除了包含已知可能產生親環境行為

的環境態度外，也將性別認同與政治傾向納入影響親環境行為的因子中。根據 Stet

與 Biga (2003) 的研究，比起環境態度，環境認同更能引起親環境行為的動機。兩人

也依環境認同的程度，區分出環境友善型與環境不友善型；一旦環境認同確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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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會隨之發展相對應的態度與行為模式。因此環認同程度愈高者，愈是環境友善

型，也愈能引發親環境行為。 

 

（二）自然、社會意義兼顧的詮釋 

在 Kempton 與 Holland (2003) 的「社會環境認同」和 Weigert（1997；引自

Clyton, 2003）、Stet 與 Biga (2003) 對於「環境認同」的詮釋中，將社會文化的影響

闡述得十分清楚；然而從 Thomashow (1996) 的「生態認同」和許多研究仍能發現，

在某些情況下，與自然直接互動的經驗，仍在形塑個人的行為與價值觀時，有著大

於社會文化的影響力 (Clayton & Opotow, 2003a) 。  

儘管我們如何看待自然的觀點會受所在社會與文化影響，其影響力依然是有限

的，不可能涵蓋並解釋所有狀況 (Chawla, 1999; 引自 Clayton, 2003) 。隨著情境與

個人特質改變，社會文化對「環境認同」的影響程度也會不同。在討論「環境認

圖 2-1 Stet 與 Biga 的環境認同模型 (Stet & Biga ,2003)。 

翻譯自” Bringing identity theory into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by J.Stets, & C.Biga, 2003, 

Sociological Theory, 21(4), p.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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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如何形成時，若只注重社會文化的影響，似乎有失偏頗 (Clayton, 2003; 

Williams, & Chawla, 2016) 。因此，Clayton (2003) 認為「環境認同」是人們 

「基於歷史、情緒依附 (emotional attachment) 或相似感 (similarity)，而對非

人的自然環境產生的連結感，影響著我們對世界的感知與應對方式；同時也

是一種信念，相信環境是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構成我們是誰的重要依

據。」 

在這個定義中，自然環境不單只是無生命的組成如岩石、海岸、土壤等，也包含

了構成自然界的植物和動物 (Clayton & Opotow, 2003a) 。Clayton (2003) 認為每個

人自認在自然中的定位、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是透過與社會文化、自然環境的互動

建構而成，環境認同會受與社會、自然的互動經驗影響，兩者應是共同存在的影響

因子。儘管環境認同探討的是個人與自然的關係，環境認同卻會受到與自然互動的

經驗和社會文化的共同影響，兩者是互依互補的存在。Clayton 與 Opotow (2003a)更

圖 2-2 自然經驗與社會文化之於環境認同的關係 

資料來源：Clayton, S. D., & Opotow, S. (2003a). Introduction: Identity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In S. Clayton & S. Opotow (Ed.), Identity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psych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nature (pp. 1-24). Mit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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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指出，當我們要討論自然經驗對環境認同的影響時，當下的社會文化和脈絡

就是必須考量的背景因素；反之，若要探討的是社會文化對環境認同的影響，個人

的自然經驗就是必須討論的背景因素。這樣的互補關係能藉由圖 2-2 更清楚地了

解。 

當我們要看清楚圖 2-2 的樹（自然經驗）時， 樹幹旁的兩張側臉（社會文化與

脈絡）便成了背景；而將目光焦點放在樹幹旁的兩張側臉（社會文化與脈絡）時，

樹（自然經驗）便成了背景。但是，無論我們是用哪種方法、側重哪個重點，只要

掌握了焦點與背景的關係，都能觀賞這幅圖畫。舉例而言，原先對自然的看法或許

根植於社會文化，但卻可能在實際與自然接觸後有所改變；而原先對自然的情感與

關聯感，也可能隨著社會的環保意識抬頭而更加深刻。自然與社會的互動在建立

「環境認同」的過程中，如同一個動態的整體，彼此互相依存、互相影響，因此在

探討與自然環境互動對個人的意義時，社會文化就是背景因素；當注重焦點在社會

文化的影響時，與自然環境互動的經驗就成為背景。 

不同於 Weigert (1997；引自 Clyton, 2003) 、Stet 與 Biga (2003) 的描述，Clayton

對「環境認同」的詮釋清楚點出了自然與社會的影響，同時她對「環境認同」的描

述也經過不少研究使用 (Clayton et al., 2011; Olivos & Aragonés, 2011; Dresner et al., 

2015; Greenet al., 2016; Ilevbare, Idemudia, & Atiola, 2018) 。在 Clayton 與 Opotow 

(2003a) 對自然的界定中，「動物」屬於自然的一部分，故拜訪黑猩猩、與黑猩猩互

動是為一種與自然互動的經驗。因此，本研究決定採用 Clayton (2003) 的詮釋作為

依準，以臺北市立動物園為研究場域，探討長期拜訪黑猩猩的經驗，對於解說志工

的「環境認同」與解說方式產生何種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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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衡量環境認同的方式 

環境認同是一種是超越個人層次的自我認同感，且影響在生態系中的自我定位 

(Clayton & Myers, 2009) ，當人們將自然納入內群體 (in-group) 時，便會認為自身與自

然是不可切割的一體，從而影響其態度、行為與價值觀。大部分採用 Clayton (2003) 

的環境認同定義的研究，都是以「環境認同量表」為研究工具，但事實上 Clayton 與

Opotow (2003a) 也提到，環境認同的理論架構與測量方式仍有諸多歧異。由於對於環

境認同的詮釋仍有許多不同的說法，以下整理的是採用 Clayton (2003) 對環境認同定

義的研究中，衡量環境認同時使用的方法。 

（一）使用環境認同量表 

為了衡量「環境認同」的個體差異，Clayton (2003) 綜合了前人的研究而提出

「環境認同量表 (Environmental Identity Scale) 」，以探討「環境認同」與親環境行

為之間的關係。由於「環境認同」深受與自然、社會的互動影響，「環境認同量表」

以自傳式的方法撰寫題項，讓受測者基於過去和自然與社會互動的經驗作答。經過

研究者歸納整理，「環境認同量表」的內涵大致如下： 

1. 與自然互動的程度與重要性：喜歡和自然互動、與自然互動的頻率高，且認為接

觸自然是重要的。 

2. 屬於自然的認同感：認為自然有主體性且與自己有許多相似之處，自認屬於自然

的一份子，這樣的定位也有助於確立自我意象。 

3. 對環境教育與永續生活的支持：認同親環境行為的理念和價值，會在生活中實踐

親環境行為，且支持環境行動。 

4. 從自然中獲得正向情感：認為自然能帶來滿足、紓壓等正向情感，也會欣賞並珍

惜自然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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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環境認同的本質著手 

 Clayton (2012) 認為，與自我認同相同，環境認同會影響到個人的情感 

(emotion) ，也會影響其道德倫理 (ethic) 、行為 (behavior)  與政治認同 (politics of 

identity) 。由於自我認同和環境認同的形成是內團體的界定，內、外團體形成的同

時也產生了道德倫理的概念，在內團體中的對象，便享有道德倫理上的權益，也應

被公平對待。除了使用量表來測量環境認同，Clayton與Opotow (2003a, p.8) 認為，

也可由「個人與自然的關係」以及「對自然的看法」來衡量環境認同，也就是探討

人們「如何定義環境」、「從自然感受到的相似程度」，以及「是否認為自然具有道德

和社會上的價值」。 

在許多時候，人們對其他人事物的態度是取決於「人們認為對象與自己有多少程

度的相似」上。許多親社會行為的研究發現，當人們認為某對象與自己「相似」

時，會認定其屬於「內團體」，而有更多的同理心甚至更願意伸出援手 (Waldhorn, 

2019) 。Plous（1993；引自 Kalof，2003）在調查了美國人對於不同動物的使用動機

後也發現，對於與自己相近的動物，人們往往會更加願意伸出援手、更能同理牠們

的痛苦，甚至在牠們受到傷害時會比較嚴厲地苛責加害者。因此，從動物身上感受

到的相似感，能促使人們將動物視為內群體，也因為有著這層近似感，人們能將自

身與動物、與自然更緊密地相聯，最終為人與自然的共存共榮帶來新的希望 (Kalof, 

2003) 。 

有許多因素會影響到人們從動物身上感知到的相似感。當人們更加瞭解動物，例

如瞭解其生理上的需求、社交行為、育幼行為、認知程度（Opotow, 1993; Eddy, 

Gallup, & Povenelli, 1993；引自 Kalof，2003），可能會感到動物與人類的相近，從而

促進保護動物的動機。Brown（1996；引自 Kalof，2003）研究了大學生對動物的喜

愛後發現主要可分為兩種：「理解 (understanding) 」與「親近 (closeness) 」。其中

「理解」是指對動物客觀上的認識，源自於與動物的互動（例如寵物）或生理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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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相似（例如猿猴類）；而「親近」則是由於學生們將動物化為付諸情感的對象，

將人的情緒和個性投射在動物身上而呈現出一種社會性的連結感，例如認為「烏龜

很有毅力」、「孤獨的狼」等，因而認為烏龜和狼與自己是相似的。在本研究中，志

工們從對黑猩猩的行為、個性與情緒反應的認識，開始思考自身與黑猩猩、與動物

的相似感。對他們而言，黑猩猩由原本的「野生動物」、「解說的內容」，轉變為「與

人相近」、「真正想認識的對象」，此不單是看待角度的改變，也足見志工們大幅縮短

了心中與黑猩猩的距離。 

雖然目前「環境認同」的研究大多採用量化研究方式，Clayton 提出的「環境認

同量表」也經過不少研究使用 (Clayton et al., 2011; Olivos & Aragonés, 2011; Dresner 

et al., 2015; Ilevbare et al., 2018) ，但由於「環境認同」不只來自於個人與自然互動的

經驗，所處的社會文化也有重要的影響力，因此若要使用量化研究方法衡量「環境

認同」，就必須考量社會文化，設計因地制宜的「環境認同量表」 (Clayton, 2003; Li 

et al., 2016) 。然而，「環境認同量表」與相關的「環境認同」研究，皆是以歐美國家

為背景所設計，若直接援引現有的「環境認同量表」，恐有文化不符的疑慮。再加上

本研究對象的樣本數並不大而具有特殊性，因此，研究者決定回到「自我認同」與

「環境認同」的內涵上，使用質性研究的方法。 

研究者綜合 Clayton 與 Opotow (2003) 以及 Clayton (2012) 對「環境認同」的詮

釋進行整理，如圖 2-3，環境認同的形成會受到個人背景、與自然互動的經驗和社會

文化所影響，同時環境認同也會影響人們的情感、道德倫理、行為與政治認同。在

衡量環境認同的方法上，本研究採用 Clayton 與 Opotow (2003a, p.8) 所提出的三項標

準，亦即「如何定義環境」、「從自然感受到的相似程度」，以及「是否認為自然具有

道德和社會上的價值」等，探討與黑猩猩互動的經驗和動物園內的社會互動，對於

解說志工「環境認同」有何影響；同時，伴隨著「環境認同」的改變，志工們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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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否亦受到影響。期望透過以臺灣社會、動物園與志工等背景的質性研究，為未

來臺灣有關「環境認同」的研究提供參考。 

 

四、小結  

「環境認同」的核心是人與自然的關係，在建立「環境認同」的過程中，社會和

自然是共同存在的影響因子；當以社會互動為討論主軸時，與自然互動的經驗就是

背景；以自然互動為討論主主軸時，社會文化與互動便是背景。本研究將依此概

念，以臺北市立動物園為研究場域，瞭解探討拜訪黑猩猩的經驗（為一種自然互動

的經驗）和動物園中的社會互動，如何改變解說志工們的「環境認同」；同時，由於

「環境認同」會影響行為與思考的準則，本研究也以解說作為選定的行為，瞭解志

工對解說的看法和作法是否改變。 

另一方面，Wenger（1998；引自 Stapleton，2015）認為，自我認同、經驗與實

務 (practice) 三者間也屬於相輔相成的關係，因此僅有擁有知識是不足以形塑、改

圖 2-3 環境認同的影響因素與本研究之衡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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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自我認同，經驗與實務 (practice) 才是不可或缺。透過與他者的互動，逐漸形成

對自我的概念，也建立起自我認同。而這些「他者」則不僅限於人，更包含了其他

動物 (Myers & Saunders, 2002) 。在所有非人的動物中，黑猩猩是與人類最相近的動

物，不僅同屬靈長類、擁有豐富的社會性，也擁有與人類兒童相近的認知能力。由

此研究者不禁好奇，因其與人類的高度相似，與黑猩猩互動是否同時屬於與自然互

動，也擁有部分社會互動的元素？黑猩猩是否是最能改變「環境認同」的互動對象

呢？期望透過本研究，一併探討上述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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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流程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臺北市立動物園為研究場域，在三個時間點（拜訪進行中、拜訪結束當

下與結束後兩年半）透過拜訪日誌和訪談，檢視拜訪黑猩猩的經驗是否改變 12 位參

與志工的環境認同與解說，環境認同的衡量方法如圖 3-1 的方框，為 Clayton 與

Opotow (2003a, p.8) 所提出。由於此 12 位志工僅在計畫期間拜訪黑猩猩，後續並未

一起服勤，動物園的勤務安排也未能突顯其與黑猩猩互動之經驗，故社會文化方與

互動方面的影響較少被探討；12 位志工皆為動物園志工，對自然、動物的喜好與價

值觀相當類似，同質性相當高，故難以看出個人背景上的差異與環境認同之間的關

係；此外，由於政治認同與黑猩猩無關，並未在本研究的探討範疇內。因此，本研

究探究的焦點側重在志工們拜訪黑猩猩（自然互動）的經驗，以及拜訪後對自然與

動物的情感、道德倫理與個人行為（包含解說）上的改變。 

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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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流程 

研究者自 2017 年 6 月起便開始接觸「與黑猩猩建立友好關係」研究計畫，在協

助資料分析的過程中對此計畫產生興趣。閱讀許多相關文獻後，從計畫的質性資料

中發想本研究的主題。而後經由志工們在每次拜訪後所寫的拜訪日誌，以及六次拜

訪結束當下、拜訪結束兩後年辦的兩次訪談，探討志工們兩年間的變化及現況。研

究流程如圖 3-2。 

圖 3-2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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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場域與對象 

一、研究場域 

（一）臺北市立動物園 

至今已有 104 年歷史的臺北市立動物園，前身為建立於 1914 年（日治時期）的

圓山動物園，是臺灣唯一一座具有百年歷史的動物園，同時也是臺灣每年遊客量最

多的動物園，2017 年遊客約達 300 萬人次（臺北市立動物園，2018）。歷經日治時

期、二戰戰火與戰後的蕭條，於 1986 年從圓山遷園至木柵，遠離市區的喧囂。從日

治時期以來，圓山動物園便不只是觀賞珍禽異獸的場所，而是與台北市民生活密不

可分的公共設施與休憩場所（臺北市立動物園，2014）。遷至木柵後，臺北市立動物

園致力於與世界接軌，維護園內環境豐富化與動物的動物福祉，為不同對象發展的

解說與教育活動（臺北市立動物園，2014）。經營方向經過多年的調整，發展出「溫

馨」、「和諧」的核心價值共識；並在 2014 年的建園百周年，提出以「向生命學習 

(Learning from Life) 」為主軸，提倡生命教育。 

臺北市立動物園也是全台灣唯一加入「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 (WAZA) 」的

動物園，因此在經營與管理的方法和觀念上，都力求與世界接軌，園內動物福利狀

況及教育業務都發展得相當成熟。為了顧及周圍生態，臺北市立動物園保留部分原

始的自然次生林地，僅開發園區總面積 165 公頃中的近百公頃，除了園區養護、行

政區域外，開放 7 館（教育中心、企鵝館、無尾熊館、兩棲爬蟲動物館、昆蟲館和

大貓熊館、熱帶雨林室內館）8 區（臺灣動物區、兒童動物區、熱帶雨林區、沙漠動

物區、澳洲動物區、非洲動物區、溫帶動物區、鳥園）供民眾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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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洲動物區黑猩猩展示區 

本研究中，志工們拜訪黑猩猩的地點是臺北市立動物園非洲動物區的黑猩猩展示

區－曼莉春群展示場。曼莉春群共有四隻母黑猩猩，分別是曼莉春、美蘭、莉麗與

莎麗春，其中曼莉春位階最高，故稱為曼莉春群。展示場內有許多仿自然環境的設

施供黑猩猩休憩、活動，黑猩猩也可自由穿梭於展場與後場間。展場一側為供遊客

觀看的玻璃櫥窗，也是解說志工拜訪黑猩猩的位置。不同於另一處黑猩猩展示場，

曼莉春群展示場的玻璃櫥窗前沒有壕溝，因此黑猩猩能靠近玻璃櫥窗，志工也能透

過玻璃櫥，與黑猩猩產生許多肢體、眼神上的互動。 

二、研究個案與對象 

（一）研究計畫 

本研究搭配 2015 年臺北市立動物園研究計畫「與黑猩猩建立友好關係」，探討拜

訪黑猩猩的經驗和動物園內的社會互動，如何在「環境認同」與解說上影響 12 位參

與研究的解說志工。「與黑猩猩建立友好關係」研究計畫是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

教育研究所王順美教授研究室執行，目的在於藉由學習黑猩猩禮儀以及定期拜訪，

讓人們從瞭解黑猩猩開始，為了黑猩猩改變自己過往的習慣，提升人類對黑猩猩的

重視與關懷。 

12 位志工拜訪黑猩猩的時間在 2015 年 9 月至 12 月，在實際拜訪黑猩猩前，參

與計畫的志工們在 2015 年 8 月一起參加了兩堂黑猩猩行為的課程，並學習黑猩猩禮

儀。而後兩人一組（共有六組），每週或隔週拜訪一次黑猩猩，共拜訪六次，每次停

留的時間約為半小時。為了減少一般遊客的干擾，志工們拜訪的時間點約為上午九

至十點之間，也就是動物園剛開園的時段，再加上非洲區位於動物園的深處，此時

出現在黑猩猩展示區的遊客並不多。然而，這個時間卻也正好是黑猩猩們的早餐時

間，有時黑猩猩的注意力會被食物吸引，而限制了與志工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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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拜訪後，每位志工皆會撰寫一份拜訪日誌，紀錄當日拜訪的過程與心得；在

六次拜訪結束後，每組各進行了一次質性訪談，訪談內容包含對黑猩猩、動物與自

然的看法，以及拜訪經驗為志工們帶來的各種改變，是為第一次訪談。六次拜訪結

束兩年半後，每位志工皆進行了一次質性訪談，以了解志工們對黑猩猩、動物與自

然的看法，以及拜訪經驗為志工們的生活與解說是否帶來改變，此為第二次訪談。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對象為參加 2015 年臺北市立動物園「與黑猩猩建立友好關係」研究計

畫的 12 位解說志工，包含 1 位男性、11 位女性，詳細資料請見表 3-1。黑猩猩的心

思相當細膩，巨大的聲音與動作可能引發其緊張，人類過於密集的出現也容易對靈

長類的身心健康有害 (Fernandez, Tamborski, Pickens, & Timberlake, 2009) 。為了降低

對黑猩猩的健康影響，研究計畫招募動物園的解說志工擔任黑猩猩的拜訪者，而非

選擇一般大眾，希望借助志工們對動物的認識和友善的態度，將拜訪行為對黑猩猩

的影響降至最低。另外，解說志工也能經常性地拜訪黑猩猩，且每次可停留的時間

較長，甚至能在計畫結束後仍持續拜訪黑猩猩、建立長期的友誼。 

在參與計畫前，志工們對於黑猩猩並沒有特別的認識或喜愛，參與的動機大多是

期待能有實際認識、親近動物的機會，也有少部分出於好奇和新鮮感。經過兩場對

全體解說志工的黑猩猩課程、引起志工們的興趣後，再招募 12 位解說志工擔任拜訪

者，並進行黑猩猩禮儀與黑猩猩行為的課程。12 位志工兩兩一組，共有 6 組，在不

同的時間輪流拜訪黑猩猩，每組皆拜訪 6 次，每次拜訪約 20 至 30 分鐘。由於「與

黑猩猩建立友好關係」計畫的目的是探討拜訪者使用黑猩猩禮儀與否，是否會對黑

猩猩的行為產生影響，基於此特定目標之實驗設計，在拜訪的過程中，每位志工皆

扮演固定的角色。不同的角色與黑猩猩互動的程度有所不同，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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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動開啟互動：以黑猩猩禮儀主動向黑猩猩示好； 

2. 不主動開啟互動：不主動吸引黑猩猩的注意，僅在黑猩猩對自己示好時以黑

猩猩禮儀活其他方式回應； 

3. 觀察者：為拜訪的攝影者，負責錄影下拜訪過程中的人－猩互動。本身不參

與互動，僅觀察黑猩猩、觀察另一位志工夥伴和黑猩猩的互動。 

儘管擔任觀察者的志工們並沒有與黑猩猩互動，但他們仍因目睹了黑猩猩與另一

位志工夥伴的互動，也因此在拜訪後的日誌與訪談中，發表了許多的心得與反思。

觀察者志工們的反思與心得，豐富與深刻程度並不亞於主動、非主動互動者志工，

因此研究者決定將擔任觀察者的志工納入研究對象，並嘗試探討與黑猩猩互動程度

不同，對志工們後續環境認同與解說的影響是否會有所差異。 

臺北市立動物園有許多解說課程，包含解說導覽、國小教學、館區駐站解說、

主題式駐點教學、兒童劇場等等，皆是由解說志工執行，並由一位教育推廣組職員

擔任輔導員。每位志工一週至少需排班三小時，可視個人狀況增加排班。除此之

外，臺北市立動物園也會為解說志工們安排培訓課程，分為專題演講和教育訓練，

內容涵蓋動物知識、園內教育活動說明、解說技巧、教案演示等。參與「與黑猩猩

建立友好關係」研究計畫的解說志工，其拜訪黑猩猩的時間皆可併入執勤時數，作

為志工們參與研究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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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研究參與者 

志工 編碼 
互動

程度 
背景簡介 

小魚君 F 
主動

互動 

僅參與拜訪黑猩猩、撰寫日誌及第一次訪談，並未接受

第二次訪談，故未納入本研究主要對象。其日誌與第一

次訪談稿僅做為參考。 

貓頭鷹

君 
O 

影觀

察 

熱愛動物，到國外時都會拜訪當地的動物園。為了一窺

野生動物，經常到深山野嶺、即使住在環境不好的地方

也不在意。曾任培訓新解說員的指導員，擅長解說。 

山羊君 G 
主動

互動 

除了擔任解說員，也協助兩棲爬蟲館的保育員照顧動

物。志願參與動物園內外來種移除大隊，與野生動物有

過許多邂逅。 

大麥町

君 
D 

觀察

者 

從小喜愛動物，專長領域為博物館學，對動物園也有興

趣，到國外旅行時都會拜訪當地的動物園。由於出國深

造中斷服勤，故在動物園的資歷相對較年輕。 

紅貴賓

君 
R 

被動

互動 

擔任動物園志工前對動物的接觸與了解不多，由於家人

為動物園員工，在家人影響下開始擔任動物園志工。 

蜜蜂君 B 
觀察

者 

喜愛動物和攝影，經常在服勤之餘拜訪各個動物並拍攝

照片。在動物園的勤務除了解說之外，也會協助兩棲爬

蟲館的保育員照顧動物。  

野兔君 H 
主動

互動 

文字工作者，喜歡動物。由於從小在都市長大而沒有機

會接觸動物，但仍有過幾次與動物的親密互動，因而深

深感到動物具有靈性與智慧。 

蠑螈君 S 
觀察

者 

僅參與拜訪黑猩猩、撰寫日誌及第一次訪談，並未接受

第二次訪談，故未納入本研究主要對象。其日誌與第一

次訪談稿僅做為參考。 

無尾熊

君 
K 

主動

互動 

熱愛自然和動物，經常到世界各地的自然環境旅遊。曾

在野地親眼見過許多野生動物，也十分疼愛家中的寵

物，視寵物為家人。 

金牛君 C 
觀察

者 

從小喜歡自然和動物，希望多瞭解動物而擔任動物園志

工。喜歡默默觀察動物，也參加了動物園內的外來種移

除大隊。 

羊駝君 A 
被動

互動 

喜愛動物，曾養過許多寵物。相當認同動物園的教育使

命，因此致力於志工服務，希望能以解說為下一代的教

育貢獻一己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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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者的角色 

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自身即為研究工具，然而研究者是「人」而非機器，人們

往往會將過往的所學和經驗結合起來判斷事物，因此在進行研究前，必須先客觀的

看待研究者自身的角色和主觀意識，以降低先入為主的觀念所造成的偏差（陳向

明，2002）。 

研究者雖然自 2017 年 6 月開始參與「與黑猩猩建立友好關係」研究計畫之資料

分析，卻沒有參與到志工們拜訪黑猩猩的過程。因此，研究者對於拜訪黑猩猩的實

際狀況並非完全瞭解，僅能從影片、拜訪日誌與訪談中推敲每次拜訪的始末，以及

志工們對此經驗的反思。為此，研究者從二方面著手，以彌補未實際參與的缺憾。

首先是透過實習與工讀的管道，熟悉臺北市立動物園教育推廣組及志工隊；二是多

方蒐集資料，包含志工的拜訪日誌、兩個時間點的訪談逐字稿。 

第三節 研究資料蒐集 

一、資料蒐集來源 

本研究透過志工撰寫的拜訪日誌，瞭解志工在拜訪過程中的學習與心境變化歷

程；而拜訪經驗對於志工的影響，則由不同時期的兩次訪談加以瞭解，時間點分別

是六次拜訪結束的當下，以及六次拜訪結束後約兩年半。研究資料來源如圖 3-3。 

企鵝君 P 
觀察

者 

為退休國小老師，喜歡動物，特別喜歡貓熊。潛心於禪

修，對生命有著許多哲學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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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蒐集方法 

本研究的資料來源有兩大類，一是志工們在每次拜訪後撰寫的拜訪日誌，二是六

次拜訪結束後進行的兩次訪談。在拜訪日誌中，志工們會記錄下當天拜訪時黑猩猩

的行為、志工們的心得與收穫、以及對下次拜訪的期許，詳細格式如附錄一；第一

次訪談在志工們六次拜訪結束後進行，時間是 2015 年 10 月至 12 月之間，是針對 6

次拜訪的經驗與心得所進行的訪談，由於研究者並未參與到該階段，因此是由「與

黑猩猩建立友好關係」計畫的其他研究人員擔任訪談者，訪談大綱如表 3-2；第二次

訪談則是在 2018 年 6 月至 12 月之間，由本研究之研究者擔任訪談者，重點在了解

經過兩年半後志工們如何看待拜訪黑猩猩的經驗，以及行為上的與環境認同上的改

變，訪談大綱如表 3-3。 

訪談法是質性研究中常見的方法，透過訪談者與受訪者間的對談與互動，對與

主題相關的內容做一系列的對話（劉鶴群、林秀雲、陳麗欣、胡正申、黃韻如等，

2010）。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法」進行兩次的訪談，了解志工們拜訪黑猩猩的

經驗，並探討在拜訪黑猩猩後志工們的「環境認同」及解說有怎樣的改變。「半結構

式訪談法」在訪談前會由研究者事先準備好主題與訪談問題，但在訪談時問題的內

圖 3-3 研究資料來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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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與提問順序，可以依受訪者的回答與研究者的判斷臨時調整（吳嘉苓，2013）。在

正式訪談前，研究者首先徵詢研究對象的受訪同意，並事先將訪談大綱寄給研究對

象參考，再進行一對一的訪談。訪談結束後，將訪談內容轉為逐字稿電子檔，寄給

受訪者以確認研究者沒有誤會或不當解釋受訪者的語意。 

由於訪談日誌與第一次訪談之訪談大綱並非依據本研究之旨趣設計，為了確保

三種不同的研究資料都能回答研究問題，在了解志工們的環境認同與行為、解說有

何改變時，研究者皆以第二次訪談為主、拜訪日誌與第一次訪談為輔，且僅擷取志

工們有明確說出自己有所改變之處進行分析；唯有在了解志工們對拜訪與互動的感

受、情緒等屬於當下的反應，以及非環境認同相關主題的反思時，才會將拜訪日誌

和第一次訪談一併作為主要資料。 

表 3-2 

第一次訪談大綱 

主題概念 訪談問題 

參與動機 請問您為什麼會加入這個研究計畫？它有甚麼吸引您的地方？ 

參與經驗 1. 請問您對拜訪黑猩猩過程的整體感想是甚麼？ 

2. 請問在整個拜訪過程中，甚麼讓您印象最深刻？ 

3. 請問黑猩猩第一次回應您跟您互動時，您有甚麼感覺？（針對互

動者志工） 

4. 請問您認為是否從這個計劃參與中學習到新的事物？是甚麼？ 

5. 請問這次計劃的參與經驗，是否影響您對黑猩猩的觀感？如何影

響？ 

延伸問題 1. 請問這次計劃的參與經驗，是否影響您對動物園經營的看法？如

何影響？ 

2. 請問您在參與過程中，有沒有感到那些東西是自己無法認同的或

是不合理的？ 

3. 往後你在有關黑猩猩的解說，請問您會怎麼設計？想納入哪些元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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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第二次訪談大綱 

主題概念 訪談問題 

個人背景

資料 

年齡、職業/專業背景、志工服務年資、加入動物園志工動機、與動

物接觸的經驗等等 

拜訪經驗 1. 在整個拜訪黑猩猩的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段記憶？印象深刻

的原因為何？ 

2. 拜訪結束後至今，是否曾經去拜訪曼麗春他們？發生過什麼事？

是什麼原因讓你（沒有）回去看他們？ 

3. 喜歡拜訪黑猩猩嗎？對黑猩猩的感覺如何？你會如何形容拜訪黑

猩猩或和動物互動的感覺？ 

行為改變 1. 是否有解說過黑猩猩？拜訪的經驗有派上用場嗎？解說其他動物

時會想起拜訪黑猩猩的事嗎？ 

2. 解說時會特別注意什麼？拜訪黑猩猩的經驗有沒有帶來什麼改

變？ 

3. 拜訪黑猩猩之後，是否讓你在生活中變得對環境更友善？有了那

些改變？會/不會這麼做的原因是什麼？ 

環境認同 1. 對黑猩猩的看法如何？什麼原因或事件使你這樣覺得？對其他動

物或自然的組成物也會有相似的看法嗎？為什麼？ 

2. 依您認為，人類為什麼應該要保護自然？ 

3. 為什麼您要投入保育教育，加入保護自然的行列？ 

4. （時事題 1）前陣子動物園送寶寶到荷蘭結婚生子，你對這件事

有怎樣的看法呢？ 

5. （時事題 2）前陣子曼麗春生病去世的消息，讓你有怎樣的感

覺？有沒有什麼話想對她說？ 

在第二次訪談的開頭，研究者首先以拜訪經驗相關的問題作為暖身，幫助志工

回憶拜訪黑猩猩的經驗；其次是詢問志工在拜訪黑猩猩後，是否有解說、生活上的

行為改變；最後，則是詢問與環境認同有關的問題。為了幫助志工思考回答，研究

者借用動物園內的新聞設計了兩題時事題，藉由對時事的看法與評論，了解志工們

對自然與人的關係、以及對黑猩猩的看法與情感。在環境認同主題中，第 1 題主要

是為了瞭解志工們從黑猩猩或其他動物身上感受到的相似感；第 2、3、4 題則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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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瞭解志工們對自然的定義、自身與自然的關係，以及自然與動物在社會道德上的

價值。 

第四節 資料整理與分析 

一、資料整理 

本研究的資料來源有二，一是志工們的訪談內容，二是志工們每次拜訪過後撰寫

的觀察日誌，在徵詢志工們的訪談同意時，便會一併詢問是否同意將觀察日誌納為

研究資料中。為了保持訪談內容的準確與完整，除了受訪者的話語，研究者在訪談

札記中也將訪談的情境、受訪者的心情與反應等詳實紀錄，將一切所觀察到的事物

記錄下來，做為日後分析時的參考（吳芝儀、李奉儒譯，2008）。 

在每次訪談結束後，除了隨即將錄音檔謄寫為逐字稿，也會配合訪談札記，將訪

談時的情境、受訪者的情緒、反應與研究者的想法等轉為電子檔供日後檢視。有些

研究在謄寫逐字稿時，會將受訪者的話語以「捕捉真實」的方式呈現，用以反映受

訪者的身份、文化與情緒（吳嘉苓，2013）；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描述受訪者的心境變

化，因此在謄寫時，會將其語調、延遲、吞吐的聲音（例如語氣高亢、停頓、感嘆

詞、嗯啊之聲等）配合訪談札記，補充受訪者的情緒或表情反應（例如猶豫、愉

快、苦惱等等），並以引號的方式註記在語句之末。 

二、研究資料引用方式 

將訪談內容整理為逐字稿後，依研究旨趣和研究理論畫出重要句。每句重要句皆

有一個代碼，代表此重要句的出處。本研究的資料來源共有三種，拜訪日誌、第一

次訪談、第二次訪談，依據重要句的來源，給予對應的代碼。代碼編碼方式詳見表

3-4。在研究結果中，如有引述研究參與者的話語，亦會將此代號標註在句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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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資料代碼說明 

資料種類 種類代碼 詳細出處 舉例 

拜訪日誌 誌 志工編碼代號-第幾次拜訪-

頁數 

誌-P-5-3 

第一次訪談 訪 1 1. 無跨頁：志工編碼代號-

頁數:起始行數~結尾行數 

2. 跨頁：志工編碼代號-起

始頁數:起始行數~結尾頁

數:結尾行數 

訪 1-G-10:9~10 

訪 2-O-2:24~3:3 

第二次訪談 訪 2 

 

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的研究資料皆為質性資料，包含訪談逐字稿與拜訪日誌，因此在分析上，

皆是採用質性的分析方式。基於「與黑猩猩建立友好關係」計畫之實驗設計，志工

們拜訪黑猩猩的程度分為三種：主動互動、被動互動與觀察者，因此也會依照三個

程度進行分析，了解不同拜訪程度是否也對志工造成不同的影響。 

首先一字一句、反覆閱讀資料，並挑出其中與研究主題相關的重要句，給予概

念性的符碼 (code) ，完成初步的編碼 (coding) 。由於拜訪日誌與第一次訪談之訪

談大綱並非依據本研究之旨趣設計，為了確保三種不同時間、研究設計的研究資料

都能回答研究問題，在了解志工們的環境認同與解說有何改變時，研究者是以第二

次訪談為主、拜訪日誌與第一次訪談為輔，且僅會擷取志工們有明確說出自己有所

改變之處作為重要句。有關參與計畫的經驗、對黑猩猩的情感與看法、其他主題的

反思等，才會將拜訪日誌、第一次訪談與第二次訪談混合使用。 

「編碼」連結了收集資料與發展理論的兩個過程，從中讓研究者能界定出資料所

隱含的意義（藍佩嘉，2013）。接著檢視初步的編碼，將彼此相關的符碼整合為一個

類別，並比較類別中不同符碼的關係，給予次級編碼，或在一個類別中發展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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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類別。最後，歸納不同類別之間的關係，將其重新組合、串聯，建立類別之間的

連結關係與相關性。詳見下方表 3-5 舉例說明。 

 

表 3-5 

編碼與分類實例 

逐字稿內容 初步編碼 次類別 類別 

覺得跟動物可以有這種不需要語

言的肢體溝通，覺得對啊，蠻好

玩的，因為我們家養寵物，養狗

嘛，我的肢體牠可能不會懂，反

而是聲音牠會懂，但是聲音是語

氣，但是猩猩可能就是要用動作

讓牠瞭解，蠻好玩的。（訪 1-S-

3:26~29） 

黑猩猩以肢體

語言溝通 

溝通行為 科學性

知識 

 

第五節 研究的可信性 

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往往會使用信度與效度來檢視研究結果的品質，其中，信度

是指重複施測是否能獲得相同結果，效度則是指測量是否能呈現事件的真實狀態

（劉鶴群等譯，2010）。然而，在質性研究中，重視的是研究對象、時空、研究者的

獨特性，沒有所謂時空、對象皆相同的條件，更不可能進行重複施測，因此在質性

研究中討論信度是無意義的（陳向明，2002）。而在效度上的討論，質性研究並非如

量化研究一般，探尋客觀而真實存在的事實，而是透過研究者的視角所看到的真

實。為此質性研究學者則以「可信性」、「可靠性」、「真實性」等名詞來描述質性研

究中的效度（Lincoln & Guba, 1985, 1990；引自陳向明，2002）。本研究透過以下方

法確保研究的可信性，維持研究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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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角驗證法 

為了克服單一方法、單一觀察者、單一理論可能帶來的限制與誤差，Denzin 於

1989 年提出了三角驗證法，以多元的研究方法、資料來源、研究者及理論來研究一

件事件或對象，目的是盡可能以多種管道來探討研究個案，使研究者得以跨越單一

視角的侷限（陳向明，2002；吳芝儀、李奉儒譯，2008）。其中，多元的研究方法指

的是將質性方式所得的資料，與量化研究的結果加以統合整理，以調和不同方法的 

研究結果，屬「方法三角驗證」；多元的資料來源，則是指在質性或量性的方法內，

選用不同時間點、不同工具所獲得的資料，藉以從不同層面闡釋一個現象，稱為

「資料來源三角驗證」；在研究時，採用多個觀察者或分析者共同檢視，以降低資料

蒐集和分析時個人判斷的偏見和盲點，為「研究者三角驗證」；最後，使用不同的理

論視角來省視相同的資料，則是「理論三角驗證」（吳芝儀、李奉儒譯，2008）。 

本研究採取「資料來源三角驗證」的方法，避免研究落入研究者自身的主觀判

斷。本研究資料來自拜訪日誌與兩份訪談逐字稿，分別從拜訪中、拜訪結束、拜訪

結束後兩年半等三個時間點來探討志工們的改變，符合「多元的資料來源」。 

二、參與者檢驗法 

為了確定訪談內容符合受訪者的語意，且在經過謄寫與分析的處理後仍保留受訪

者的原意，研究者會在完成逐字稿後，寄給研究對象以確認記錄無誤；在得到初步

研究結果後，也會將內容記給受訪者，確認詮釋的方式是否有誤。若研究對象在閱

讀後認為與其原意有所出入，研究者會尊重研究對象的意見進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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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倫理 

一、知情同意與保密原則 

研究者在向研究對象確實說明研究目的與研究流程後，才會開始資料搜集，說明

訪談與拜訪日誌等資料的蒐集方式，並讓研究對象確實了解，在研究過程中研究對

象有臨時選擇中止參與研究的權利。在經過研究對象的同意後，研究者與研究對象

共同在研究同意書上簽下姓名與日期以示同意。研究同意書詳細內容請見附錄二。 

本研究蒐集到的研究資料也僅作為本研究所用，不會外流，研究對象也會以匿名

編號呈現。如在訪談中研究對象表示某部分談話不宜使用，將依研究對象的意願不

作使用。 

二、對黑猩猩的負面影響 

儘管有研究發現，人類的互動和情誼，對於圈養的社會性靈長類來說，能作為行

為豐富化的措施，減緩圈養的身心壓力 (Baker, 2004; Claxton, 2011) ；但仍有些動物

行為的研究指出，人類的密集出現會對動物園中的動物造成身心上的壓力，可能危

害牠們的健康，其中又以靈長類特別敏感 (Fernandez et al., 2009) 。對此，本研究從

觀察時間、行為、程度三方面著手，讓黑猩猩有權利選擇是否離開展示窗前、不與

志工接觸，也讓志工在實際拜訪黑猩猩前，先學習以黑猩猩禮儀的方式表達友善，

降低志工對黑猩猩健康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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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研究採用環境認同理論作為訪談與文本分析的架構，藉以整理志工拜訪黑猩猩

的經驗、後續的反思，並探討志工們的生活行為與解說上的改變。為了讓讀者更加

了解志工與黑猩猩互動的場景，在第一節中整理了志工拜訪黑猩猩的方式、黑猩猩

的回應以及人－猩互動的過程；第二節開始，依事件發生的進程整理了志工們拜訪

黑猩猩的直接經驗與感受，以及後續的反思與行動改變。如圖 4-1 所示，志工們在

拜訪了黑猩猩後，透過互動與觀察對黑猩猩更加認識，也建立起對黑猩猩的情感；

拜訪的過程中和結束後則會產生許多的反思，最後促使其改變行為。在第二節中整

理了 12 位志工們在六次黑猩猩拜訪的當下與之後，對於黑猩猩的認識、收穫與情

感，研究資料主要是拜訪日誌與第一次訪談；第三節則呈現志工們因拜訪黑猩猩而

有的反思，研究資料以第二次訪談為主、拜訪日誌及第二次訪談為輔，內容包含了

與環境認同相關以及其他反思；第四節則是探討志工們在拜訪黑猩猩後，在解說與

圖 4-1 資料分析結果簡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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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的行為有何改變，資料主要來自第二次訪談、拜訪日誌及第二次訪談則

作為補充。 

第一節 志工與黑猩猩的互動 

為了幫助讀者了解與黑猩猩互動的樣貌、以理解志工們後續為何有如此豐富的

反思與學習，本節首先描述志工們與黑猩猩的互動行為。本節內容主要為拜訪當下

的情境、每次拜訪的心情與感受，研究資料主要來自志工們的拜訪日誌和第一次訪

談。此外，由於研究者並沒有參與到「與黑猩猩建立友好關係」計畫中志工們拜訪

黑猩猩的階段，因此僅以觀察者而非參與者的身份，透過志工們的拜訪日誌與第一

次訪談，佐以研究計畫結案報告的數據，客觀地描述志工們拜訪黑猩猩時發生的種

種互動。 

一、拜訪對象－－「曼麗春群」黑猩猩 

「與黑猩猩建立友好關係」計畫中，志工們拜訪的是臺北市立動物園的四隻黑猩

猩，分別是曼麗春（卒於 2018 年 3 月，得年 24 歲）、美蘭（現 22 歲）、莉麗（現 31

歲）和莎麗春（現 26 歲）。曼麗春、美蘭、莉麗與莎麗春日間都在同一個展場中，

且曼麗春為其中位階最高者，因此「與黑猩猩建立友好關係」計畫和本研究都稱此

四隻黑猩猩為「曼麗春群」。 

曼麗春群的日間展場位於臺北市立動物園的非洲動物區，如圖 4-2，場中有水

池、木棲架、樹木、繩索、橫木、人造食蟻塚、假山與岩洞……等多種環境豐富化

的設施。遊客可以透過展場兩邊的玻璃窗觀察展場中，「與黑猩猩建立友好關係」計

畫的解說志工亦是透過玻璃窗與黑猩猩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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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分別是曼麗春、美蘭、莉麗與莎麗春。根據「與黑猩猩建立友好關係」

計畫的結案報告（蕭人瑄等人，2016），經過長時間的觀察與紀錄，曼麗春群黑猩猩

最常出現的行為是與展場外無互動的「移動」和「停駐」，最不常出現的則是「與展

場外互動」；但是，黑猩猩與展場外的互動卻是促使遊客逗留較久的最大因素。在行

為模式的傾向上，四隻黑猩猩與人的互動頻度不同，曼麗春與美蘭對人類較為好

奇、較常往展場外看，也會主動靠近遊客。這可能是由於牠們倆在出生後都被親生

母親棄養，是由飼育員撫養長大，也因而對人類較為親近，會主動接近玻璃窗、觀

察拜訪的志工或遊客。而莉麗和莎麗春則是由黑猩猩母親撫養長大，對人類的興趣

不大，相較於曼麗春和美蘭，幾乎不會與展場外的人類互動。她們倆不會主動接近

玻璃窗，日常生活行為也較不受展場外拜訪者與遊客的影響。因此，本研究中志工

們與黑猩猩的互動，主要都是發生在與曼麗春、美蘭之間。 

圖 4-2 「曼麗春群」的活動場。 

註：畫面右上方為玻璃窗，志工主要透過此玻璃窗與黑猩猩互動。 

資料來源：蕭人瑄等，2016。與黑猩猩建立友好關係。臺北市立動物園 104 年度

動物認養計畫成果報告，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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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拜訪者－－解說志工 

在拜訪黑猩猩時，志工們兩人組成一組，以組為單位分別輪流拜訪黑猩猩，每組

拜訪的日子不會重複。由於「與黑猩猩建立友好關係」研究計畫的目的是探討人類

拜訪者使用黑猩猩禮儀對於黑猩猩行為的影響，因此實驗設計為每一組中皆有一位

志工擔任互動者、一位擔任攝影者，各自的角色與任務如下： 

（一） 互動者 

負責在拜訪期間與黑猩猩互動，依照與黑猩猩互動的程度，又可分為「主動互

動者」與「被動互動者」。主動互動的拜訪者在拜訪期間，被賦予「以『黑猩猩禮

表 4-1 

黑猩猩曼麗春、美蘭、莉麗與莎麗春 

曼麗春 美蘭 

莉麗 莎麗春 

照片提供：王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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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主動向黑猩猩打招呼」的任務，而被動互動的拜訪者則不能以任何方式吸引黑

猩猩注意，僅能被動地回應黑猩猩的示好行為。 

（二） 攝影者 

負責將拜訪過程中，拜訪者與黑猩猩間的互動過程全程錄影。雖然攝影者在拜訪

的期間被賦予「攝影工具」的任務－－不能吸引黑猩猩注意、也不能回應黑猩猩的

互動行為，但是攝影者仍能自由觀察黑猩猩、觀察人與黑猩猩的互動，因此在人猩

互動中是扮演觀察者的角色。 

本研究中 12 位志工的角色與組別如表 4-2 所示，在開始拜訪前志工們各自的組

別和角色便已決定，並且在六次拜訪期間，每人所屬的組別和角色不會改變。 

表 4-2 

拜訪志工的組別與角色 

組別 志工  擔任角色 與黑猩猩互動程度 拜訪頻率 

1 
小魚君  互動者 主動互動 

每週一次 

（每次 20 至

30 分鐘） 

貓頭鷹君  攝影者 觀察者 

2 
山羊君  互動者 主動互動 

大麥町君  攝影者 觀察者 

3 
紅貴賓君  互動者 被動互動 

蜜蜂君  攝影者 觀察者 

4 
野兔君  互動者 主動互動 

兩週一次 

（每次 20 至

30 分鐘） 

蠑螈君  攝影者 觀察者 

5 
無尾熊君  互動者 主動互動 

金牛君  攝影者 觀察者 

6 
羊駝君  互動者 被動互動 

企鵝君  攝影者 觀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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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猩互動－－黑猩猩與志工之間的火花 

（一）互動的種類 

在拜訪的期間，黑猩猩的行為相當多種，研究者將其分為「與拜訪者互看」、「與

拜訪者有明顯互動」、「無互動」等，並加上志工們在拜訪日誌中對黑猩猩行為的描

述，方便讀者想像互動的場景。 

1. 與拜訪者互看 

黑猩猩在展場中遠遠地望向展場外的拜訪者，或是走近玻璃櫥窗，定睛觀察拜

訪者。例如：「雖然猩猩們都在平台上，但視線很明顯是對著我們的。中途甚至有猩

猩下來逛大街時很直接的走到拜訪者面前，定定的看了山羊君一下才離開（誌-D-2-

5）。」、「3 隻刻意從眼前經過兩次，眼睛餘光偷瞄的感覺……不是一次從妳面前經過

打量而是兩次，而且步調有放慢（誌-A-2-2）。」 

2. 與拜訪者有明顯互動 

黑猩猩對拜訪者做出明顯的肢體動作，包括互相模仿動作、互相追逐、敲玻

璃、親嘴……等。 

(1) 互相模仿動作：黑猩猩與拜訪者互相模仿動作，來回數次。例如：「而後牠噘

嘴的時候，當我模仿牠噘嘴的時候，實在是太好笑了，牠也噘嘴，然後我們兩

個就像一面鏡子一樣，就是噘來噘去這樣子（誌-A-4-4）。」、「美蘭看到我來，

開始很活潑地做一大堆動作，挖鼻孔、摸下巴、抓屁股、抓頭毛、彈指、甩

手、健康操、露下齒，敲玻璃……我立馬學牠的動作（誌-H-6-4）。」 

(2) 敲玻璃：黑猩猩以敲玻璃的方式向拜訪者打招呼。例如：「魔豆（美蘭）則是邁

著輕快的步伐向我走來，一來就熱情地向我敲了一下玻璃。魔豆（美蘭）是很有

個性的小姐，敲了一下就逕自離開了（誌-H-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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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追逐：黑猩猩與拜訪者沿著玻璃互相追逐。例如：「沒想到居然是美蘭直直地走

向我…..跑來敲我一下窗戶就轉身離開，不然就是和我玩打帶跑，還等我有沒有

追上牠（誌-H-4-3）。」、「牠（美蘭）會玩那個追跑，牠喜歡玩追跑。然後牠也知

道我這個老人家跑不快，所以就有一兩次，牠就是慢慢的，慢慢地移動（訪 2-P-

2:3~5）。」 

(4) 親嘴：黑猩猩與拜訪者隔著玻璃互相親嘴。例如：「和以往只是嘟嘴示意不同，

我這次是直接向牠嘴巴的地方親過去，我發覺牠是直接親在玻璃上……所以我也

直接親在玻璃上，啵了應該 4-5 次有吧（誌-H-6-4）。」 

(5) 其他：黑猩猩對拜訪者做其他特殊的肢體行為，例如吐水、扔擲物品。 

「（曼麗春喝水後）一路漏著水進場，當我用黑猩猩禮儀的時候，牠緩緩來到

我窗前，突然…..牠對我吐水！（誌-H-10-6）」 

「美蘭突然從後方出現，牠伸長手臂用力丟了一個『物品』出來，它掉在離

我身後有一段距離的地方，我小小的嚇了一跳，後來撿起來一看發現是個黃

土石，還碎成了幾塊（誌-F-7-6）。」 

3. 與拜訪者無互動 

黑猩猩的外在行為與展場外的人類沒有交集。事實上，黑猩猩們有七成以上的

時間，是沒有與場外的志工或遊客互動的（蕭人瑄等人，2016）。這些行為包括： 

(1) 移動：黑猩猩在展場中走動、爬木頭棲架，沒有與其他黑猩猩或展場外人類互

動。「出來的莉麗及莎麗春各自遊走，不像往常莉麗與曼莉春一前一後的跟走

（誌-B-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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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停駐：黑猩猩停留在展場中的某處做自己的事，沒有與其他黑猩猩或展場外人

類互動。例如：「有一隻是直接吃完飯就倒地上，玩草玩腳趾就是不看外面（誌

-D-1-1）。」 

(3) 覓食：飼育員在展場中餵食，或事先在展場中擺放了食物，讓黑猩猩自由撿拾

取用。例如：「美蘭慣性的把屁股翹的老高用嘴巴撿食地上的東西……把玩著一

束枯枝葉，偶爾啃個一兩下，那似乎是牠們的玩具（誌-B-1-2）。」 

(4) 與其他黑猩猩互動：黑猩猩行為的對象是其他黑猩猩，包括理毛、追逐、跟

隨、坐或躺臥在一塊兒等。例如： 

「牠們輪番和莎麗春互動，但曼麗春的舉止讓我驚艷，拍拍莎麗春的後背還

由上而下的來回撫摸（誌-K-4-6）。」 

「有激烈的叫囂聲像是宣戰，忽然木幹平台左側大石頭，美蘭被莎麗春追著

跑，看得到美蘭是輸家驚惶的眼神，回頭看窮追不捨的莎麗春，不知道發生

了啥事兒？（誌-A-2-2）」 

（二）主動互動與被動互動的差異 

「與黑猩猩建立友好關係」計畫中，有一個重要的元素－－「黑猩猩禮儀

(Chimpanzee etiquette) 」，它是一套由美國華盛頓大學黑猩猩與人類交流研究所 

(Chimpanzee and Human Communication Institute) 歸結黑猩猩的肢體動作後，發展出

的黑猩猩友善肢體語言，包括黑猩猩式微笑、點頭、手臂前伸與彎腰站立等動作，

皆為黑猩猩們用以打招呼或表示友善的動作（Fouts et al., 1994；蕭人瑄等人，

2016），詳見表 4-3。 

「黑猩猩禮儀」在最開始是用於促進照養人員與黑猩猩間的正向關係，在「與

黑猩猩建立友好關係」計畫中則是一項變因，用以探討使用「黑猩猩禮儀」的拜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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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否會更容易與黑猩猩建立友好關係。經過錄影與分析後發現，使用黑猩猩禮

儀（也就是主動互動組）的志工能更快速地與黑猩猩們開啟互動並建立關係（蕭人

瑄等，2016）。 

 

 

如表 4-4，以 6 組志工拜訪時黑猩猩們各種行為的總時間來看，黑猩猩們與使用

黑猩猩禮儀（主動互動組）的志工會有更多的明顯互動，而曼麗春與美蘭比起莎麗

春與莉麗，更常與外界互動或看向展場外。由表 4-4 也能看出，無論有無拜訪者，

四隻黑猩猩有七成以上的時間都是與展場外沒有互動。而在有拜訪者的情況下，曼

麗春和美蘭與拜訪者的明顯互動會有所提升，特別是拜訪者使用黑猩猩禮儀時，增

加的幅度更為顯著。而莎麗春與莉麗則是無論有無拜訪者，皆與外界沒有什麼互

動。 

 

表 4-3 

黑猩猩禮儀示範與說明 

黑猩猩式微笑 手臂前伸 彎腰站立 組合動作 

    

以上唇遮住上排

牙齒，僅露出下

排牙齒 

手臂向前伸，手

腕下彎 

雙腳直立站立為

黑猩猩的威脅動

作，故避免 

合併左方的動

作，加上點頭，

成為組合動作 

資料來源：修改自蕭人瑄等，2016。與黑猩猩建立友好關係。臺北市立動物園 104

年度動物認養計畫成果報告，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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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黑猩猩行為時間比例表 

 組別／行為 
與展場外有明

顯互動 
看向展場外 無互動 

曼麗春 

基礎值 (%) 4.6 20.8 74.7 

主動互動組 (%) 16.4 5.5 78.1 

被動互動組 (%) 9.8 9.1 81.1 

美蘭 

基礎值 (%) 4.2 18.5 76.9 

主動互動組 (%) 19.3 5.7 75.0 

被動互動組 (%) 8.8 10.3 80.9 

莎麗春 

基礎值 (%) 1.5 9.8 88.7 

主動互動組 (%) 0.3 1.2 98.5 

被動互動組 (%) 0.0 0.0 100.0 

莉麗 

基礎值 (%) 0.3 8.4 91.2 

主動互動組 (%) 0.2 1.4 98.4 

被動互動組 (%) 0 0.0 100.0 

資料來源：修改自蕭人瑄等，2016。與黑猩猩建立友好關係。臺北市立動物園 104

年度動物認養計畫成果報告，未出版。 

註：基礎值為在沒有任何志工拜訪、僅有一般遊客的狀況下，黑猩猩各種行為的

時間分佈。 

 

然而，雖然以總時間來看，黑猩猩會與使用黑猩猩禮儀（主動互動組）的志工有

較多的互動，但這個傾向其實存在著個體誤差，也就是並非所有主動互動組的志工

都會受到黑猩猩們的青睞。原先研究者預想，使用黑猩猩禮儀（主動互動組）的志

工能以黑猩猩禮儀或顯眼的肢體動作吸引黑猩猩注意，應該會與黑猩猩有較頻繁互

動；反之被動互動組的志工因為只能靜靜等待，不能主動吸引黑猩猩目光或與開啟

互動，故與黑猩猩的互動應會較少。但是一連串的拜訪下來卻發現，黑猩猩們對每

位志工的喜好不一，主動示好的主動互動組志工不一定就會得到許多回應；相反

地，屬於被動互動組的志工卻也可能與黑猩猩有頻繁的互動。 

例如身為主動互動組的志工山羊君，雖然在六次拜訪中都使勁全力、抓住每次黑

猩猩看向自己的機會，以黑猩猩禮儀向黑猩猩示好，卻始終被黑猩猩們淡淡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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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屬於被動互動組的志工羊駝君卻相當受到黑猩猩們的喜愛，不僅在前兩次拜訪中

不斷被黑猩猩好奇地打量，到了第三次起，黑猩猩們甚至開始主動走向羊駝君，不

只與她互相凝視，更有多次熱情互動，例如噘嘴（黑猩猩表示友善的動作）、露齒微

笑等。這樣的結果出乎意料，但從另一個角度想，或許也顯示出黑猩猩不僅是單純

回應人們的動作，更會選擇自己喜歡互動的對象；對於想要示好、想要建立關係的

對象，黑猩猩們是有自己的喜好和主張的。 

四、小結與討論 

本節中呈現的是志工們拜訪黑猩猩時，與黑猩猩互動的真實樣貌。可以看到雖

然黑猩猩們有七成以上的時間都與展場外沒有互動，但是拜訪者的出現，確實提高

了曼麗春與美蘭和人類互動的比例。此外，黑猩猩們對想要互動的對象也有自己的

選擇與喜好，雖然黑猩猩禮儀能加速拜訪者與黑猩猩們建立關係，但其成效仍有個

別差異。黑猩猩們除了會因為天氣、身體狀況、心情等因素選擇是否回應拜訪者，

也會看選擇與自己比較「投緣」的拜訪者。但是黑猩猩們選擇的依據，就不得而知

也非本研究討論的範圍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本研究中拜訪黑猩猩的 12 位志工，都是隔著展場的

玻璃窗與黑猩猩互動的，並沒有實際的肢體接觸。在訪談中，研究者也曾為此詢問

志工，是否會覺得玻璃窗阻礙自己與黑猩猩建立關係，或是因為沒有實際的肢體接

觸而感到可惜；對此，志工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為儘管隔著玻璃，他們仍然能清

楚感受到黑猩猩們與自己互動的心意。 

志工們認為，若有肢體接觸的機會，印象和感動應會更為深刻，但考量到安全

與管理上的問題，隔著玻璃的互動是既能確保雙方安全，又能有效與動物們建立關

係的方式。透過本章的第二至四節也能發現，即使沒有肢體上的接觸，志工們仍有

許多收穫與反思，最終也促使他們的解說和行為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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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拜訪的收穫 

本研究中，拜訪黑猩猩的 12 位志工在最初都沒有特別關注黑猩猩，對於黑猩猩

只有書面資料上的瞭解，因此六次的拜訪對志工們而言，就像是真正去「認識」黑

猩猩一樣。此處所指的「認識」，並非瞭解與黑猩猩有關的知識，而是像人與人交友

一般建立彼此的友好關係。透過與黑猩猩的互動、觀察黑猩猩，志工們「認識」了

黑猩猩新朋友，一點一滴地滋養了心中對黑猩猩的情感，也開啟了後續一連串的反

思與改變。由於本節的內容是以拜訪當下的感受為主，因此研究資料主要取自拜訪

日誌與第一次訪談，第二次訪談資料則為輔助。 

一、 「認識」黑猩猩 

在 12 位拜訪黑猩猩的志工中，幾乎每位都是因為喜愛自然、喜愛動物，而選擇

到動物擔任解說志工；然而，因為解說勤務主要是面對民眾的關係，志工們紛紛提

到，平常來到動物園，接觸最多的動物其實是「人」。「在動物園裡當解說志工，接

觸最多的動物其實是人類。所以可以參加這個計畫，可以說是我到動物園來，最接

近真的是動物的一次（訪 2-D-10:32~36）。」也因此，對於許多志工而言，能夠拜訪

黑猩猩、和黑猩猩互動，是一個相當特殊的經驗。 

在拜訪黑猩猩以前，即使志工們有在值勤之餘逛動物園的習慣，也不曾在同一個

展場前待二、三十分鐘。因此，為了拜訪、和黑猩猩建立友好關係，而在同一群黑

猩猩面前待上三十分鐘，為所有的志工們帶來了全新的體驗。在這個過程中，他們

有了長時間觀察黑猩猩的機會，也因此有了許多的收穫。「就是平常我們比較難在解

說，可能園方就是交給你這些資料，先背吧，背起來再說，你有東西講再說。但是

這些（觀察的收穫）就是慢慢累積。所以我覺得學到的是觀察，二十分鐘到三十分

鐘其實是有它的一個意義在（訪 1-C-13:32~34）。」在每次拜訪結束後，志工們都會

在日誌中記錄下該次拜訪的細節與心得。在日誌和第一次訪談中，志工們主動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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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拜訪黑猩猩帶來的收穫，這些收穫不只停留在對於黑猩猩更加瞭解，也慢慢地

影響了志工們對於其他動物的看法，一改他們對於動物的印象。 

（一）認知層面的學習──科學性知識 

有關黑猩猩的科學性知識，是志工們最早、也是最常提到的收穫。在參加計畫、

實際拜訪黑猩猩前，志工們往往已讀過相當多關於黑猩猩的資料，甚至有幾次機會

導覽黑猩猩所在的非洲動物區，因此，對於志工而言，黑猩猩並非一個陌生的物

種。然而在拜訪黑猩猩後，無論是身為互動者或觀察者，都對黑猩猩有更上一層樓

的瞭解，就如同山羊君所說：「我們知道動物是這樣，可是當你真的親身接觸，那感

覺是完全不一樣的（訪 1-G-2:26~28）。」 

1. 黑猩猩的外觀 

在拜訪和觀察的過程中，志工們首先會注意到的是黑猩猩們的外觀，雖然在拜訪

前志工們便知道黑猩猩的樣貌，但經過實際拜訪，志工們多了許多時間和機會能近

距離觀察黑猩猩們，因而對牠們的外觀更加了解。這個現象可能也是因為，多數的

志工們在拜訪期間都會非常認真地練習分辨四隻黑猩猩，進而觀察到更深入的外觀

特徵。 

在拜訪剛結束時進行的第一次訪談裡，當被問到長期的拜訪有何收穫時，小魚君

和金牛君首先便提到有關黑猩猩外觀的觀察，特別是黑猩猩的手部和指甲，讓他們

印象深刻。 

「我覺得牠們的黑指甲非常漂亮，我以前真的不會特別注意到這些…...平常真

的不會去觀察這些小細節（訪 1-F-12:21~27）。」 

「因為可能近距離，真的我就會發現說，哇，牠們的毛還真的有些地方掉得

還蠻稀疏的，還蠻光禿的……然後牠的指甲真的也很黑欸，ok 那其實近看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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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掌，其實牠們的指節中間的這些肉肉，我會覺得很平滑、很厚實，給我

的感覺是這樣，maybe 可能是因為他們需要抓東西吃，或什麼的（訪 1-C-

13:26~29）。」 

2. 黑猩猩的行為 

除了外觀，志工們也會對黑猩猩們的習性和行為大感驚嘆。由於一次拜訪時間是

20 至 30 分鐘，相較志工們過去在展場前停留的時間長上許多，因此志工們往往能觀

察到豐富的黑猩猩行為。無論是黑猩猩們的生活習性、彼此間的互動往來，亦或是

黑猩猩們與人的互動行為，都不約而同地燃起了對動物觀察的興趣，對於牠們行為

背後的意涵更加好奇。 

「以前很少花這麼長的時間在一個動物或是同一區前面這麼久，所以我覺得

這樣子觀察的話會加深我對動物注意的那些點，比如說動物的一舉一動代表

什麼意思，會更加的注意（訪 1-D-2:34~36）」 

「看到牠們主動地跟我們做互動，到一些平常的肢體互動，是我們一般在當

遊客是不會仔細觀察到的……能夠更深進一步知道來動物看動物不是只有走

馬看花晃一下就過去，透過觀察及參訪可以對動物個體更進一步的認知，也

可以知道牠們在各方面的肢體語言（誌-A-7-5）。」 

羊駝君在第一次訪談中提到，他觀察到黑猩猩們有各自固定的「廁所」，這樣的

行為讓他發現原來動物也會注重衛生和隱私，令他印象深刻。「原來牠們在排遺的過

程當中，牠們是會有一個固定的地方，而且你會發現到說，哦~原來動物牠們也是有

隱私的，也是會害羞的。…...這是還蠻大的收獲（訪 1-A-6:1~5）。」而蜜蜂君則是透

過觀察黑猩猩們的一舉一動，見證了生命的感動。「比較長的互動當然就比較多的動

物行為會出來。當你看到動物的一些反應，牠就是真的有生命，就會比較感動（訪

1-B-22:15~16）。」就如同羊駝君在日誌中提到，這些收穫都是建立在長時間觀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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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基礎之上，過去志工們雖然也會在執勤之餘到看看各種動物，但說到底還是以

遊客的身分造訪；直到參加了拜訪黑猩猩的計畫，真正有了長時間、連續觀察黑猩

猩的經驗，才發現了動物行為的有趣。 

3. 個性 

觀察黑猩猩的行為的同時，志工們也會發現四隻黑猩猩各自擁有不同的個性、個

自有喜歡做的事。隨著拜訪次數增加，志工們逐漸對黑猩猩們的行為模式與個性熟

悉起來，如數家珍。 

「我覺得像美蘭啊，美蘭也很 OK，牠夠聰明，牠真的非常聰明；但是莎麗春

就還好，莎麗春是屬於比較.......是比較獨立個體的，對，就是牠那個熱絡度跟

活潑度，不像美蘭那麼調皮（訪 2-A-9:13~16）。」 

「感覺最親人的美蘭似乎有些心事重重的，大半時間都不見蹤影；曼莉春依

然很認真的散步，且不時有著莎麗春的陪伴；而莉麗仍是認真進食。隨著拜

訪次數的增多，覺得她們的習性也越來越鮮明了起來（誌-F-8-6）。」 

除了對個別黑猩猩的個性有所了解，志工們也觀察到這四隻黑猩猩在個性上有共

通的特色。當提到對黑猩猩的觀感時，野兔君認為，儘管自己對黑猩猩仍有許多不

了解的地方，但六次拜訪中的多次互動，已讓他深深感到黑猩猩們具有豐富的感情

和愛，「我覺得牠們就是那種充滿很多愛的那種動物（訪 1-H-3:37）」。類似於野兔君

的觀察，企鵝君則是發現，黑猩猩們對彼此抱有關懷之情。在某次拜訪中，莎麗春

疑似身體不適而無精打采，另外三隻黑猩猩彷彿特別關心牠似的，不斷與牠互動，

曼麗春甚至替牠撫背，令企鵝君驚訝不已。「她們輪番和莎麗春互動，但曼麗春的舉

止讓我驚艷，拍拍莎麗春的後背還由上而下的來回撫摸（誌-A-4-6）。」雖然黑猩猩

互相撫背所代表的意涵，可能與人類的意涵並不相同，但目睹黑猩猩們彼此間的柔

情和關心，仍讓企鵝君感受到黑猩猩是豐富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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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志工們也不約而同地感到，黑猩猩們似乎會對小孩（遊客）更加友善。山

羊君和金牛君都觀察到，相較於成年遊客，黑猩猩們會更願意主動接近小朋友、與

小朋友互動。 

「他們對小朋友會比較有感覺，比較願意跟小朋友互動，不知道是不是身高

的關係，或是磁場（訪 1-G-10:9~10）。」 

「牠們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牠們對小朋友的友善度很高。…...我們大人是不是

太複雜了？然後在黑猩猩的眼光裡面，牠覺得距離很遠；可是小朋友我不知

道為什麼，是不是在某個腦波會去影響到牠們，讓牠們會很願意主動的走過

來（訪 2-C-1:2~13）？」 

其中的原因除了身高較接近之外，志工們更覺得是因為成人的思想太過複雜，不

受黑猩猩青睞；而小朋友的性情真誠，沒有過多的心機，因而在「頻率」和「磁

場」上與黑猩猩較接近。 

4. 認知能力－有思考能力 

透過拜訪期間的互動與觀察，志工們也對黑猩猩們的認知、思考能力印象深刻。

黑猩猩與人互動並非只是「回應動作」的本能，而是經過主觀意識的思考和判斷。

例如，山羊君經歷六次拜訪後認為，黑猩猩們在回應拜訪者時並非來者不拒，牠們

會選擇與自己較為契合的人作為互動對象。「（黑猩猩）也會觀察說你值不值得我去

認識？會不會這時間過後你就不再來？就現在跟你互動什麼的，但是未來就沒有了

（訪 1-G-3:15~16）？」這種感覺就像在人們觀察黑猩猩的同時，黑猩猩也同樣會觀

察著人類。而企鵝君則是在第二次拜訪時發現，黑猩猩們與拜訪者互動的方式與前

次大不相同，黑猩猩們甚至會想要主導互動進行的方式，顯示出黑猩猩們不是被動

地回應拜訪者的動作，而是有自我意識地與拜訪者玩耍。「美蘭和曼麗春立馬就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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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玻璃窗旁，等著和拜訪者玩耍，今天玩耍的方式和上次有些不一樣，看來猩猩們

是有想法的（誌 P-2-5）。」 

有關黑猩猩認知能力的心得與觀察，也出現在羊駝君的拜訪日誌中。羊駝君觀察

到，黑猩猩們對於攝影機和腳架特別感興趣，在拜訪尾聲、攝影機與腳架被收起來

後，牠們立刻跑到原本架著攝影機的玻璃窗前不斷尋找。黑猩猩那充滿疑問的神情

和背影，使羊駝君對黑猩猩們的聰明印象深刻。 

「當企鵝君把錄影機撤走離開時，黑猩猩察覺時竟然跑到錄影腳架的玻璃，

明顯的在找怎麼不見了，還墊腳探頭往髯羊的方向觀望，就像保育員不見離

開再找的時候一樣的眼神動作，牠們真的好聰明越來越有趣了（誌-A-2-

2）。」 

（二）技能層面的學習──學會分辨個體 

在拜訪黑猩猩的過程中，志工們也對四隻黑猩猩的身影愈來愈熟悉，在拜訪的初

期，還時不時會遇上無法分辨誰是誰的情形；但是到了拜訪的末期，他們已能輕鬆

分辨，對於四隻黑猩猩的體型、個性、習慣、動作等也瞭若指掌。 

「剛第一次的時候，因為什麼都不知道反正就是看嘛，看不出個所以然。因

為根本也搞不清楚誰是誰，因為長的都是一個樣。後來才知道說原來透過這

樣的觀察之後你可以去分辨...你可以知道說這個是誰？牠有什麼特徵（訪 1-

A-5:33~6:5）？」 

事實上，志工們並非只透過觀察而學會如何分辨黑猩猩個體，在正式進行拜訪前

的訓練課程中，他們便在培訓課程中學習了從外觀分辨四隻黑猩猩的方式，但是距

離能準確分辨個體仍有一段距離。到了拜訪後期，志工們能夠準確掌握個體的分

辨，也是因為他們相當積極地把握每次拜訪的機會，練習分辨四隻黑猩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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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較長時間黑猩猩們都沒有望向我，我就趁機好好觀察了她們一舉一動，

仔細分辦了她們的特徵，感覺也挺有收穫的。幾次拜訪下來，我發現黑猩猩真是

越看越可愛了（誌-F-8-5）！」 

「我覺得六次下來，就是牠們每個個性的確都蠻鮮明的啦，我就可以了解很

基淺很基礎的一些小個性，可以看的出來，對，所以每次我都蠻去注意去分

辨牠們誰是誰（訪 1-F-2:15~19）。」 

從小魚君的分享中也能隱約看出，或許也是因為見證了黑猩猩充滿個性的行為

後，加深了對黑猩猩的感情，因而更加努力地摸索分辨個體的方式。 

以上提到的拜訪的收穫是在志工們剛結束拜訪的當下所說出、寫下，可以說是未

經發酵、醞釀的經驗，大致屬於比較具體、偏重科學知識的收穫；而在拜訪結束後

兩年半的訪談中，當志工們被問到有何收穫時，回答方向卻有很大的轉變－－具體

的、知識性的收穫減少了，取而代之的是較為抽象與情意上的收穫、幾經思索後得

出的哲理，以及對於他們的解說有何等影響，此部分將在後續的第二節與第三節中

討論。 

二、建立對黑猩猩的情感 

研究指出，有情感的觸發，才能產生有意義的自然經驗 (McIntosh & Wright, 

2017) ，同時 Clayton (2003) 也認為，某個經驗若能對自我認同產生影響，那麼此經

驗必會為「情感 (emotion) 」帶來重要意義。從上述我們不難發現「情感」對於學

習與經驗的重要性，因此，研究者在訪談與分析時也特別注意了志工們的感受和情

感反應，以了解志工們如何看待拜訪黑猩猩的經驗，以及這些經驗對志工們環境認

同的影響。在本研究中，每位志工都拜訪了黑猩猩六次，透過互動和觀察，也對四

隻黑猩猩產生了情感，分別有「互動當下的情感（短期）」與「持續發酵的情感（長

期）」。另外，由於在六次拜訪結束後兩年左右，志工們拜訪的其中一隻黑猩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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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麗春因病過世，志工們紛紛表示了不捨、難過、無奈等情感反應，也反應出志工

們與黑猩猩的情感連結。 

（一）互動當下產生的情感 

1. 正向情緒 

經過一連串的拜訪，無論是身為與黑猩猩互動的互動者、或僅是在一旁靜靜觀察

的觀察者，都會與黑猩猩們產生感情。「每天都看他，然後連名字都知道了，你就會

覺得，有一種感情的聯繫…叫了這麼久的美蘭、美蘭，有感情，有感情（訪 2-K-

8:6~8）。」當志工們與黑猩猩產生互動（或目睹互動發生）時，大多會產生奇妙、

開心、可愛等正向情感。 

「曼麗春領著小跟班向我走來，趕緊用露出下排牙齒和她點頭示好，很欣慰

很感動，曼麗春也有回應露出雙排牙齒，合唇、露齒、合唇，四目相交感覺

很奇妙（誌-K-1-1）。」 

單純觀察的志工們雖然沒有親自與黑猩猩互動，但目睹了搭檔和黑猩猩的互動在

眼前真實上演，讓他們感到驚豔和感動，從而對黑猩猩有了更深刻的情感和認識。

「尤其是看到拜訪者野兔君和黑猩猩的互動過程，當野兔君對黑猩猩釋出友善的黑

猩猩語言時，牠有回應的當下，特別感動（誌-C-1-1）。」 

2. 情意相通－猩我合一 

除了單純的正向情緒外，親身與黑猩猩互動過的志工們也深深感到，與黑猩猩的

互動不僅是肢體上的玩耍，人猩之間更像是在無語中建立起了心靈相通的親近，彷

彿是超越了人與人的互動。 

「雖然沒有透過講話，可是那個肢體語言的觸動，其實是很深刻的。就是說

你不會覺得牠只是一個動物，而且是一種真正的交流（訪 2-A-1: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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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好像就是我們兩個之間是完全沒有任何的界限的，就是很 perfect 的一

個時刻，跟人類可能還沒有到這種樣子喔。…...我覺得好像，牠就是好像很熱

情那種兄弟 buddy buddy 的感覺......我那時候其實也不是把牠們當成黑猩猩，

我那時候是把牠們當成一個朋友，我們之間是沒有距離的那種感覺這樣子，

我覺得那種感覺真的很棒（訪 1-H-4:29~33、7:19~25）。」 

即使是過了兩年半，在第二次訪談裡，當志工們談起當時與黑猩猩互動的感受

時，雖然對於當初的那種喜悅、驚奇之感已沒有深刻的著墨，但對於彼此之間互通

有無、心意相通的感受也依然歷歷在目，足見互動當下情感之深刻。 

「當你在跟黑猩猩眼神觸動的時候，你可以感受到說，那個眼神的交會是一

種語言的溝通，比方說：我知道你來了、我知道你是誰，那就是那種開心的

眼神，是可以讓你感覺得到，就像你在喝水的溫度是一樣的……那個溫度你

是有感覺的（訪 2-A-2:2~12）。」 

「雖然我沒有 touch 到美蘭本身，可是好像有一種，你在透過彼此的交流的過

程當中……不知道怎麼搞的，好像有一個橋樑一樣搭在我跟牠之間，然後就

這樣玩起來（訪 2-H-3:31~4:2）。」 

不過，從此處也能發現，雖然單純觀察的志工們也能從目睹搭檔與黑猩猩互動的

過程中感受到正向的情緒，但是能更進一步能體會到人猩互動中「猩我合一」的感

動，只有實際與黑猩猩互動的志工了。 

（二）持續發酵的情感 

1. 培養親切感 

經過多次拜訪以後，志工會培養出更多對黑猩猩的情感與喜愛，進而建立起對黑

猩猩的親切感。幾乎每位志工都提到，在參與計劃前，他們對於黑猩猩並沒有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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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偏愛，甚至還有志工直言，他覺得黑猩猩的外觀不甚討喜而不喜歡牠們。但是在

六次拜訪後，不少志工提到，現在的他們會對黑猩猩有種難以言喻的好感和親切

感，大麥町君便是其中一位。她分享到，以前的自己對於猿猴類並沒有特別的興

趣；但是經過六次拜訪後，對黑猩猩會感到比較有親切感，和以前不一樣。「以前不

知道為什麼就是比較喜歡其他動物，但是現在有這個拜訪以後，會對牠比較有好

感，會期待下一次看到牠會不會有不一樣的變化（訪 1-D-3:20~24）。」 

同樣地，企鵝君也提到，過去自己對黑猩猩的認識不多，即便來訪也是抱著一般

遊客的心態，走馬看花地晃過、看過、便離開；經過六次拜訪後，與黑猩猩有了一

定的相處時間，也有了親切感、對黑猩猩更感興趣。 

「以前也是大概像一般遊客，大概路過就看一看大概就過去了，那現在是接

觸多了，覺得認識牠越多，我想會越來越想親近牠吧！......之前等於說是認識

不多，那這麼一段的時間觀察下來，我是覺得會對牠越來越有興趣（訪 1-B-

5:25~26、8:7）。」 

2. 追思曼麗春 

在進行第二次訪談前，志工們所拜訪的黑猩猩群首領──「曼麗春」因病過世

了，這對所有志工們而言都是一個不幸的消息。因為這個緣故，研究者在訪談時特

別加入了有關曼麗春過世的問題，詢問志工們聽到這個消息時有何感受、是否有什

麼想對牠說的話，並送上印有曼麗春照片的紀念卡片。 

在談到曼麗春的去世時，志工們大都給予曼麗春祝福、希望牠能去到更好的地

方，也明白生老病死是所有生物的必經之路。但是談到初聞曼麗春的死訊時的反

應，每個人的想法卻都不盡相同，從理性看待、夾雜無奈的接受、到為之感傷難過

都有，甚至會為另外三隻黑猩猩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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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覺得說，今天有動物走了，不管牠是年輕還是老的，我會覺得很自然

的事，對阿，牠總有一天會走的（訪 2-G-10:20~25）。」 

「會驚訝、會難過，可是就是因為其實他們也在動物園生活了好一陣子了，

所以...如果真的發生的話，就也是自然的、時候到了（訪 2-D-7:18~22）。」 

「是會覺得難過啦，雖然說是對牠們沒有很深入的接觸，但聽到還是會有一

點傷感。……有時候會想到，當其他剩下來的三隻，會不會也會受到影響。

我想可能也會吧！少了一個朋友啊（訪 2-B-9:22~26）！」 

事實上，每位志工對曼麗春逝世的反應，和其與黑猩猩互動的程度似乎沒有絕對

關係，唯一較特別的是，其中有三位志工相當難過，甚至落淚了。他們對於曼麗春

過世前所經歷的病痛感到心疼，也為這位好友的逝去而感到哀傷。野兔君從第一次

拜訪起幾乎每次都與曼麗春多次互動，甚至因為曼麗春使自己想起已過世的阿嬤，

私底下給曼麗春取了個綽號「阿罵」。因為有過密切的互動，讓野兔君對曼麗春的去

世相當不捨而落淚。「其實一開始的時候是牠先理我的，你知道嘛，那所以，牠走了

其實我還蠻難過的（訪 2-H-1:6~8）。」而羊駝君則是曾將與黑猩猩的互動與自家寵

物相比，說道自家寵物的互動雖然頻繁，卻不像與黑猩猩互動時，「夾雜比較深層的

感覺在裡面（訪 2-A-1:28~29）」。由於拜訪時也與曼麗春有過諸多互動，羊駝君在談

起曼麗春去世前的病痛，也忍不住掉下眼淚。「因為那時候看牠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其實真的很難過。而且那個，你可以看到牠那個病態，就有點力不從心的感覺，可

是你又不能幫牠什麼（訪 2-A-9-21~22）。」 

由表 4-5 可看出，落淚的三位志工－－野兔君、羊駝君、無尾熊君，是屬於與黑

猩猩互動較為頻繁的拜訪者。雖然她們落淚的原因也可能是個性上就較為感性，但

是從日誌與兩次訪談中的隻字片語中，都能看出他們因為與曼麗春的互動頻繁，而

對牠產生了相當的感情。由此來看，雖然互動程度與伴隨而來的情感並非絕對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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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主動互動組的志工會相當理性看待死亡、單純觀察的志工也會為曼麗春逝世感

到難過，甚至兩者之間似乎還受到個性的影響，但是親自與黑猩猩互動、與黑猩猩

互動愈是頻繁，似乎有促進情感連結的趨勢。 

表 4-5 

志工與黑猩猩有明顯互動的時間總表 

互動者／總互動時間

（分'秒"） 
小魚君 山羊君 紅貴賓君 野兔君 無尾熊君 羊駝君 

第一次拜訪 3'23'' 0'11''  7'59" 1'42"  

第二次拜訪 8'19'' 0'19" 0'06" 0'18" 0'51"  

第三次拜訪 未錄影   0'55" 1'31" 0'28" 

第四次拜訪   未錄影 16'47" 3'17" 0'46" 

第五次拜訪  0'15"  0'57" 0'31" 5'20" 

第六次拜訪 1'48'' 0'11"  1'24" 6'48" 未錄影 

資料來源：修改自蕭人瑄等，2016。與黑猩猩建立友好關係。臺北市立動物園

104 年度動物認養計畫成果報告，未出版。 

註：表格中空白者為當次拜訪沒有發生明顯的互動行為，未錄影則是因攝影機操

作上的問題（如沒電、未開機等）而無法錄影。 

三、小結與討論 

雖然在都市化的影響下，大部分的人難以認識野生動物，但是在動物園卻能彌補

這個點，讓人們能有機會認識動物、了解與動物有關的保育訊息，進而建立起對動

物與自然的情感 (Clayton et al., 2009; Clayton et al., 2014) 。Myers 與 Russell (2003) 

在閱讀了多位自然學家 (naturalist) 與人類學家的紀錄後也發現，對特定物種的熟悉

不僅會帶來知識上認識，也會使人們對動物會有更多的情感與關懷。相似的情形也

能在本研究的 12 位志工身上發現，拜訪黑猩猩伴隨而來的久待，使得志工們有深入

觀察黑猩猩的機會，進而擺脫了書面資料的束縛。對黑猩猩的認識不再只是字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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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而是親自體驗過的直接經驗。並且無論是身為觀察者或是互動者，志工們

都在多次拜訪黑猩猩後，對黑猩猩有更多的好感與情感。 

由於志工們是以兩人為一組拜訪黑猩猩，且在每組中皆有一位固定擔任互動者、

一位固定擔任攝影者，身為攝影者的志工必須謹守「攝影工具」的任務，僅能從旁

觀察黑猩猩。原先研究者推測，擔任攝影者的志工因為只有從旁觀察，對黑猩猩的

情感應不如擔任互動者的志工來得深刻；然而在進一步訪談與分析拜訪日誌後，研

究者卻發現，擔任攝影者的志工對於黑猩猩的情感，並不亞於擔任互動者的志工。

在對黑猩猩的情感上，無論是親自與黑猩猩有互動、或是親眼見證了「人猩互動」，

都會使現場的志工們產生正向的情感；然而由於只有與黑猩猩產生密切互動的志

工，能實際體驗到「人猩合一」的感受，因此他們會對黑猩猩擁有較深厚的情感，

甚至在一連串拜訪結束兩年半後，羈絆依然深刻。 

當負責互動的志工沒有與黑猩猩互動時，負責攝影的志工便會將心力放在觀察黑猩

猩上，研究者推測，可能是由於他們不像擔任互動者的志工需要在拜訪時騰出心思與

黑猩猩互動，而能全心全意地觀察著、思考著，因此即便沒有親自與黑猩猩互動，擔

任攝影者的志工們仍然透過觀察黑猩猩、觀察黑猩猩與互動者的互動，因而同樣有豐

富的感受與反思。 

透過實際觀察黑猩猩、與之互動，志工們親眼認識到了不同隻黑猩猩的個性，於

是，黑猩猩從「被解說的動物」，轉變為一個「真正的生命」，情感也從此過程中悄

悄誕生。從觀察黑猩猩、與黑猩猩互動開始，志工們更加認識黑猩猩、與黑猩猩建

立了情感連結，於是，拜訪黑猩猩成為了開關，開啟一連串的連鎖反應。本節中提

到的觀察心得和情感，多半是在志工們拜訪當下產生（除了曼麗春的追思）。經過兩

年半的時間，這些立即的情感和思考，醞釀出更豐富、更深刻的內涵，將於下一節

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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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拜訪帶來的反思 

環境教育者 Thomashow（1995，引自 Simms & Shanahan，2019）認為，「反思」

是在教育中促進學習者發展認同的必要元素，具有促使生態和社會改變的能力。在

學校正規教育中，「反思」也扮演著幫助學生形塑環境認同的角色，同時也是促使學

生由認同產生環境行動的推手 (Simms & Shanahan, 2019) 。Simms 與 Shanahan 

(2019) 訪談小學生後發現，在學校的科學課程中，「反思」與「提出問題」的訓練能

幫助學生確立環境認同，在反思自身行為的同時，也使得學生能釐清自己在環境行

動中的角色。此外，Wals (2007) 更認為，為了跟上世界變化的腳步，學習者和學習

系統必須具有「反思 (relexitive)」的能力，才能跳出既有的規範或價值觀。 

本節所呈現的反思中，主要使用第二次訪談作為研究資料，若第一次訪談與拜訪

日誌中志工們有提及相關內容，亦會一併納入研究資料進行編碼與分析。本研究

中，志工們在拜訪黑猩猩後也有眾多反思，繼而引發一些態度以及行為的改變。

Clayton 與 Opotow (2003a) 認為，要了解一個人的「環境認同」，可以從人與自然的

關係和對自然的看法著手，檢視其在「如何定義環境」、「從自然感受到的相似度」，

以及「是否認為自然具有道德和社會上的價值」此三方面的看法。因此，本節首先

從 Clayton 與 Opotow (2003a) 提出的觀點出發，描述志工們在上述三方面的反思內

容，是為志工們與環境認同相關的反思；接著呈現志工們在反思過程中一再出現的

主題－－「與人類相關的自我省思」，以及這些反思對志工們帶來的影響。 

一、環境認同的相關反思 

在環境認同理論中，屬於「自我認同」其中一環的「環境認同」，具體上能透過

檢視人們「如何定義自然」、「從自然中所感知的相似感」，以及「是否認為自然與自

然中的組成擁有社會與道德上的價值」得知 (Clayton and Opotow, 2003a) ，因此本

研究以此作為衡量拜訪黑猩猩對志工環境認同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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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前一章的「拜訪的收穫」與「建立對黑猩猩的情感」，首先出現的是直接源

於互動與觀察的「感受到的相似感」；接著，志工們會開始思考與動物權利、圈養相

關的問題，其中包含了他們認為動物與黑猩猩應有的權利，也就是在社會和道德上

具有的價值。最後，這些思考與感受成為了養份，改變他們對黑猩猩、對動物、對

自然的看法。 

（一）感受到的相似感 

在拜訪前志工們都知道，黑猩猩是與人類基因最相似的動物，可說是人類在地球

上最親近的演化近親，智商更是勘比七歲孩童。不過即便事先就有這樣的認知，實

際拜訪後，黑猩猩與人的相似仍令他們印象深刻。「黑猩猩與人的相近」不再是書面

資料上的一段敘述，而是親身感受的直接經驗。 

「這個是你自己要去接觸了才會知道，然後也會覺得說原來黑猩猩跟我們人

類有這麼多相同的地方，牠們也是有感情的，不是像某些人以為的，只是 IQ

很低的動物，絕對不是這樣的（訪 2-H-13:2~7）。」 

「第一次去觀察黑猩猩，那麼仔細的去看一種動物，是覺得蠻有趣的，然後

有一些行為，那時候是才開始感覺到黑猩猩跟人類的相同處很多，他的很多

行為跟人是很像的（訪 2-B-1:3~4）。」 

在拜訪的過程中，志工們會有許多機會能觀察黑猩猩、一睹黑猩猩的風采，當他

們見到黑猩猩的各種行為後，便會不由自主地將這些行為與自身（人類）相比，因

而感受到黑猩猩與人的相似。研究者將志工們從黑猩猩身上感受到相似感的原因整

理後，發現了三個主要的原因：與人類有相似動作、擁有與人相近的個性、能與人

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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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動作與人相似 

在一次拜訪中，小魚君發現因為天氣熱、太陽大的緣故，黑猩猩們個個都躲在陰

涼的樹蔭或石穴中，使得展場瀰漫著一股慵懶的氣息。「這次特別覺得牠們習性真的

跟我們人類好像啊！女人都很怕曬，牠們當然也不例外（誌-F-4-5）。」即便如此，

仍有黑猩猩願意移動到烈日曝曬下的櫥窗前與她互動，讓她意識到對方是特地、有

意識地前來與自己打招呼，因而格外感動。 

而金牛君則是在一次觀察黑猩猩們進食後，發現當天有隻黑猩猩似乎因為身體受

傷而顯得憂鬱，在快樂的進食時間裡反常地發著呆。這樣放空、發呆的表現讓她倍

感親切，也再次想起黑猩猩是 DNA 與人類最相近的動物。「時而憂鬱時而放空若有

所思…果真與人類 DNA 超過 96%的相似度（誌-C-5-6）！」 

從上述能發現，即便是黑猩猩們簡單的動作，也能讓志工們感受到相似感。或許

是因為從一些小細節中，志工們確信黑猩猩們做這些行為背後具有自主意識。即便

只是簡單的動作、普通的行為，志工們也知道它們並非毫無意義，因而由黑猩猩們

的自主意識中，發現了與人的相似之處。 

2. 擁有與人相近的個性 

在許多原住民族的信仰中，會賦予自然萬物個性和身份，例如形容動物、樹木、

風或山是具有意識、情感反應、主觀、精神的「人物」。雖然這樣的概念並不符合現

代的西方科學，但卻展現出他們對自然萬物更深入、更高雅的認識，也是一種相似

感的表現 (Clayton & Opotow, 2003a, p.9) 。本研究的志工們也有類似的傾向，志工

們除了會發現黑猩猩的某些動作與人相似，更會從牠們的行為中感受到黑猩猩們具

有與人類相似的個性與性格，「因為以前都沒有去認識什麼大動物，所以這次突然發

覺說其實猩猩很多肢體動作其實是很有個性、很有人性（訪 1-R-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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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無尾熊君最後一次拜訪的期間，恰巧黑猩猩的一員－－「莎麗春」似乎臀部受

傷，走動時總是歪著頭，看起來悶悶不樂。正當無尾熊君為莎麗春感到憐惜時，她

看到了難以忘懷的一幕－－曼麗春輕撫莎麗春的背部，彷彿在安慰受傷的莎麗春！

「牠們輪番和莎麗春互動，但曼麗春的舉止讓我驚艷，拍拍莎麗春的後背還由上而

下的來回撫摸（誌-K-4-6）。」經過了這次，無尾熊君感受到黑猩猩就像人一樣，個

性上也有溫柔的一面，會互相關心、彼此扶持。因此在無尾熊君的心中，黑猩猩與

人類的距離，又大幅地縮短了一步。 

3. 能與人互動 

不分互動組與觀察組，只要談到對黑猩猩的印象，志工們幾乎都會提到，人與黑

猩猩能互動溝通、互表情意，令他們體會到人與黑猩猩的相近。擔任攝影者的蠑螈

君雖然沒有親自與黑猩猩互動，目睹黑猩猩與互動者志工互動時的熱情如斯，仍徹

底反轉了他對黑猩猩的觀感。從此，黑猩猩從印象中的「猛獸」變為與人相近的動

物，甚至比朝夕相處的寵物還親近。 

「蠑螈君：我還沒那麼近距離跟牠看的時候，我之前我也以為牠是一個猛

獸，不會把牠想到，跟人可以用動作來溝通…… 

訪談者：所以就是你對牠的觀感，從猛獸變成了一個什麼？ 

蠑螈君：變成了跟人比較相近的，甚至比狗還要相近，因為狗沒有辦法這樣

跟我互動（訪 1-S-4:38~5:4）。」 

與黑猩猩有多次互動的野兔君則表示，自己有幾次在拜訪時為心事所苦惱，以至

於沒有很專心地和黑猩猩互動，結果黑猩猩們在感受到他的心不在焉後，便賭氣似

地扭頭就走，當天再也沒有搭理他。這個經驗讓野兔君深深感到，原來黑猩猩也有

感情，有情緒、會思考，面對態度不好的人也不會給對方好臉色看，簡直就像是

「不會說話的人類」一樣。「那你說像動物那些，牠們其實真的有感覺......你不要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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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牠們沒感覺），牠們只是不會說話的人類，我真的這麼覺得（訪 1-H-

13:11~14）。」也因為這樣，野兔君認為黑猩猩其實與人極為相近，與黑猩猩互動其

實就像在與人互動，黑猩猩與人類並沒有太大的區別。「感覺我不太像以研究的心態

和她們互動，也不覺得自己和她們有什麼很大的鴻溝／分別，是真的對有感情的生

命互動，和與人類互動沒什麼不同（誌-H-2-1）。」 

從拜訪剛結束時進行的第一次訪談，到拜訪結束兩年半後的第二次訪談，志工們

在談到黑猩猩與人相似之處時，內容有很大的轉變。拜訪剛結束時，志工們除了講

述自己對黑猩猩的看法，也會提到相當多具體細節；到了兩年半後，由於記憶已較

模糊，大多數志工僅能說出「黑猩猩真的與人很相近」的結論，而沒有再深入描述

具體的細節。 

有趣的是，在第二次訪談中，志工們除了談到黑猩猩與人的「相似」，也談到了

「不同」，所談論的對象不僅局限於「黑猩猩」，更擴展到「整體動物」。此非研究者

意料之中，在訪談過程研究者也沒有刻意提問，而是由多位志工主動提及。例如，

野兔君分享了與黑猩猩互動的感受後，又提起了過去一段與野貓互動的經驗，因而

深深發覺，相較於工於心計的人類，動物純樸多了，與牠們建立起的關係，是純

真、真實的，與牠們互動就像是回到太初一樣，相當自然、舒服。 

「動物的話，牠比較不會去算計說『ㄟ你這個人到底是怎麼樣』……很多人

都是「面善心惡」，真的是這樣，可是動物不是。......所以你對人類會下意識

有一點防備；可是動物的話不是，動物的話牠們一旦接觸你，牠就是這樣放

開心胸的接受你。（訪 2-H-2:2~14）」 

而金牛君和無尾熊君則是回想起當時拜訪黑猩猩的情境，提到自己在拜訪了黑猩

猩後便開始會長時間地觀察各種動物，一開始是想要觀察動物們在做些什麼，後來

卻發現，其實動物們大部份的時間都沒在做什麼！因此，兩人不約而同感嘆道，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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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根本，人類也不過和其他動物一樣，都是在這世上求生存的其中一種生命罷

了；然而人類卻為此用盡複雜的方法、相互競爭搶奪，最後甚至耗盡了自然的資

源。 

「動物生存真的只為了活命、吃飽，沒有心眼。我又得帶到人，人的心眼最

壞，除了生存之外，老是要爭奪；可是，我覺得動物會比較真實（訪 2-K-

3:9~11）。」 

「人類跟動物都是為了求生存，在這個地球上。那，我覺得動物就是用牠們

最自然的方式，用他們本身可以做得到的行為模式，去達到這個目的，就是

用牠們本身生存的方式。可是人類就不是啊，人類就是太聰明了、太複雜

了，所以人類有太多的工具（方法）。……牠們也絕對不會去用了什麼東西，

然後把這些大自然的資源給耗竭掉；但是人類就是不同，人類感覺就是一直

在耗竭（訪 2-C-5:2~13）。」 

從上述可以發現，觀察黑猩猩、與黑猩猩互動後，志工們除了會感受到黑猩猩與人

的相似，還會進一步思考人類與其他動物的不同之處。藉由對黑猩猩的觀察與互動經

驗，志工們思考了人與其他動物的差異，也成為本節另一個主題──「對人類的自我

反思」的養份，將在後續作更深入的說明。 

（二）社會與道德的價值 

由於拜訪的對象是黑猩猩，且拜訪者都是動物園志工，因此志工們對「自然應有

的社會道德價值」，主要仍以黑猩猩與動物為討論對象居多。無論是互動組還是觀察

組，在拜訪黑猩猩的過程中，志工們會不自覺地將眼前的黑猩猩們與野外的族群比

較，從而開啟了許多與動物權利、圈養動物的反思。 

「這個過程其實我有很多心歷轉折，因為剛開始的時候就是好玩嘛！然後就

去看（黑猩猩），看了以後就發現，當然就開始思考牠們被關在這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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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牠圈養起來，牠們就絕對不如牠們在野外這樣的生活品質嘛！一定是沒辦

法比擬的（訪 1-P-7:3~6）。」 

在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若是直接以「自然應有的社會道德價值」為訪談

的主要提問，受訪者都不知從何回答；然而若是由對黑猩猩的觀察、拜訪黑猩猩的

經驗切入，大部分志工都會主動提及有關動物權利、圈養動物的反思，進而談到與

本主題相關的內容。相關文獻也指出，在探討與社會、道德價值相關的「正義」與

正義的重要性時，必須將「情境脈絡」納入考慮 (Clayton & Opotow, 2003b) ，因此

研究者意識到，在討論自然與動物的社會、道德價值時，「情境」是一個相當重要的

元素，若是缺少情境，受訪者將難以回答，研究者在判斷其的涵義時也會更加困

難。 

因此，在訪談中除了順著受訪者的回答提問，訪談大綱中也加入了兩題動物園的

「時事題」－－對「曼麗春過世」，以及「金剛猩猩寶寶遠赴荷蘭成親」的看法，以

此作為討論的情境，藉此了解志工們在本主題上的想法。為了更完整呈現出志工們

的思路，以下也將從「情境」－－志工們觀察到黑猩猩在圈養環境與野外族群的差

異開始談起，再延伸到與圈養動物、動物福利有關的反思，以及包含在其中的社會

與道德價值。 

1. 圈養環境對黑猩猩的影響 

在拜訪的過程中，志工們注意到，黑猩猩們除了餵食時間特別興奮好動以外，其

餘時間都「懶洋洋的」，看起來很無聊似的。最常有的活動大概就屬「巡視展場」－

－以曼麗春為首組成的小隊伍，沿著展場周圍來回繞行；其次就是在展場中到處翻

找，搜尋是否有遺留下來的食物。這樣的光景讓山羊君感到，即便在看似寬廣的展

場中，黑猩猩們的行為還是受到了限制，變得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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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吃東西的時間那幾次，牠們就是在那邊坐著。因為可能才剛吃

飽，所以牠們會再去找苦瓜子──牠們會再去找一下再來吃，要不就是巡

視，就是一些蠻制式的（訪 1-G-9:11~15）。」 

除了黑猩猩的行動受限，志工們也會發現，在動物園圈養下的黑猩猩，習性和行

為似乎改變許多。企鵝君注意到，雖然這四隻黑猩猩是以曼麗春為首，但是曼麗春

在與其他黑猩猩互動時，卻不像野外的黑猩猩首領，會霸道地對待較低位階的成

員。「當她們倆一起出現在窗前和羊駝君互動時，又看不出來曼莉春的霸道。......在

圈養的環境下，弱勢者沒得躲，強勢者又沒啥威嚴。（誌-P-9-5）。」他想起了以前台

灣獼猴的保育員說過，在圈養環境下，猴王往往個性比較溫和，牠們在野外是當不

了猴王的。企鵝君不禁感嘆，圈養的介入真的大大改變了黑猩猩與動物們原有的社

會行為。 

將動物圈養起來，勢必會產生「管理」這個課題，志工們透過拜訪，開始思考管

理圈養動物的難題。紅貴賓君發現，黑猩猩曼麗春與美蘭對於隔壁展場的黑猩猩群

相當感興趣，牠們經常會走到直通隔壁展場的柵欄前，偶爾窺視、偶爾與隔壁的猩

猩互動，甚至只要隔壁傳來騷動聲響，牠們就會飛奔到柵欄前想要一探究竟。雖然

明白動物園為了動物分群的穩定，必須遵從一定的管理方式，但是紅貴賓君仍為曼

麗春牠們感到惋惜。 

「其實牠們很喜歡跟隔壁打交道。對，然後隔壁一有動靜牠們就會一直趴著

（欄杆）……就不知道說，隔壁跟牠們之間為什麼一定要隔這麼開？然後要

區隔這麼清楚？如果說在野外，說不定牠們是一家人呀，遠親嘛，遠親也可

以在一起嘛（訪 2-R-2:25~30）。」 

另一個讓志工們感慨的是圈養動物的繁殖問題。在一次拜訪中，無尾熊君注意到

黑猩猩曼麗春與美蘭屁股特別紅腫，原來是正值發情期。碰巧遇上保育員，保育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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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惑道，由於園內空間有限，即使正值發情期，也不會讓牠們交配繁殖。女孩子的

青春年華無處揮灑，無尾熊君不禁替曼麗春牠們感到有些難過。「會讓她們交配嗎？

不會。剛生了兩隻，欄舍不夠用了。唉！難過。如果是野外我想還會有人為她們大

打出手吧（誌 K-3-4）！」一方面感嘆曼麗春牠們無法像野外族群自由交配、組成家

族、繁衍後代，另一方面是，黑猩猩雖為瀕危的保育類動物，卻因為空間不足而無

法繁殖，也是頗為無奈。 

2. 動物應有的權利 

在感受到圈養對黑猩猩們的影響後，引起了多數志工們對動物圈養的反思。這些

反思當中包含了許多道德價值在內，如：自由、平等、隱私等。由於黑猩猩們所呈

現的行為中，以行動受限最為明顯，因此大部分的志工們首先都會提到動物與黑猩

猩的自由權，而後談到動物與人的平等。 

(1) 自由 

如同先前所提，志工們在分享自己對黑猩猩的觀察時，大多都會提到牠們的行動

和行為受到限制，接著牠們會將眼前的黑猩猩群與野外族群比對。 

「展場感覺不小，但在黑猩猩來回重復的遊走、且在不是很長的時間內即繞

完一圈，我已開始覺得她們受限於這樣的展場，表現出來的是一種無奈又覺

得無聊吧。......心想如果她們是在野外，應該會比較繃緊神經注意著週遭動

靜。或有更大的族群且大小公母共同居住，在林間追逐嬉耍或想辦法找食

物。在那樣的自然生態環境她們應該會有比較愉快的感覺吧（誌-B-3-6）！」 

看著曼麗春牠們日復一日漫無目的地在展場中遊走，讓蜜蜂君一方面心疼牠們無

所事事的無聊，另一方面也不禁聯想，若牠們是生活在野外的黑猩猩，會有多自由

多快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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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頭鷹君也提到，曼莉春群的展場初看相當寬敞，長期觀察、仔細想過以後，就

會發覺這樣的面積對牠們而言仍然不足。貓頭鷹君因而說道，如果自己是黑猩猩，

一定也會嚮往在野外能自由自在、來去自如的生活。 

「如果你一年都在這個房子裡面，你一點都不覺得它大，覺得無聊到爆…...我

就覺得如果我是黑猩猩的話，不管我是莎麗春，還是曼莉春，或者我是誰，

我都覺得說，我多希望我是一個我能夠在這整個山裡跑來跑去跑來跑去的黑

猩猩（訪 1-O-4:22~28）。」 

從對黑猩猩的觀察，志工們發現了圈養下黑猩猩的不自由，從而希望牠們能夠獲

得自由、不受拘束的生活。在這樣的思路中，所隱含的是對動物「自由」權利的肯

定，動物也該擁有「自由」的道德價值。 

(2) 隱私 

為了顧及動物福祉、促進行為豐富，臺北市立動物園的展場中都會盡量貼近動物

的原生環境，並設計能讓動物遮蔽、隱藏的空間。在曼麗春群所在的展場中，就有

這麼一座假石山，平常除了供黑猩猩遮蔭使用，當黑猩猩們想要遠離遊客視線時，

也能成為一座屏蔽，讓黑猩猩保有隱私。雖然這座石山對拜訪的志工而言有些麻

煩，經常會因此找不到黑猩猩，甚至是錄影的視線經常因此受阻，但是為了動物們

的隱私權，企鵝君仍然很感激有這座石山，因為它讓黑猩猩們仍能保有隱私。「我還

蠻喜歡那個大石頭的，雖然我攝影的時候會被它擋住，可是我覺得對動物來說……

牠不想被看的時候，牠有地方可以躲著，我覺得真的是很重要（訪 1-P-22:3~5）。」 

石山雖然會擋住遊客和攝影志工的視線，卻保障了黑猩猩們的權益。志工們在自

身感到不便的情況下，仍認同石山的重要性，可見在他們心中，保有隱私權也是動

物們應有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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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平等 

「人生而平等、動物也是生而平等（訪 2-O-3:27）。」延續動物的自由價值，志

工們會提到，因為動物與人應該是平等的，所以人們有自由的權利，黑猩猩們當然

也有。在談起曼麗春去世的消息時，貓頭鷹君認為曼麗春從受限制的生活中「解脫

了」，倘若還有來生，祝福他能像人類一樣，是個自由的生命。「雖然說在野外你可

能也會遇到一些打鬥啦，或是遇到一些被欺負啊或怎麼樣，可是我覺得說就像人一

樣，都要去面對啊，那起碼她可以勇敢的，用她自己的方式，活著。這不是很重要

嗎？人也是一樣，曼麗春也是一樣（訪 2-O-12:4~7）。」即使在野外，動物們不如圈

養環境下來得安逸，但是正因為他們是與人類平等的，所以不應該受到禁錮，應該

像人類一樣，能用自己的力量和方式生存。無尾熊君也提到，「人類保護自然，天經

地義，因為人類剝奪自然最多（訪 2-K-10:8）。」他認為，人類雖然仗著聰明的頭腦

恣意取用於自然、將動物們的棲地破壞殆盡，但是正因為人類與其他萬物是平等

的，因此人類負起保護或復育的責任，也是再天經地義不過的事。 

另一方面，企鵝君則是以電影《楚門的世界》來形容人與動物的關係。他認為，

在圈養環境中，人們一方面說自己尊重動物、眾生平等，但實際上卻無法真的做到

平等，因為當我們將動物圈養起來的那刻起，便是一種不平等的展現。 

「你說真的（做到）生命平等嗎？不會耶……你說牠們都是生命，但是我真

的，尊重到他幾分？……有的時候真的就像那個，動物的《楚門世界》。那你

說今天，你願不願意當楚門？對，大家應該都不願意。那可是我們現在去觀

察動物，或是去做任何研究，是不是動物的《楚門世界》？（訪 2-P-8:2~3、

8: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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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雖然擔任動物園志工經常會有機會接觸移除外來種、蛙類調查、觀察動物

等活動，但是企鵝君都不太願意參與，因為在他的信念中這些活動展現的是人與動

物的權利不對等。 

3. 動物園的圈養議題 

志工在拜訪黑猩猩後，開啟了許多動物的道德權利與價值的反思，以本研究而

言，這些內容也具體呈現在他們對「動物園的圈養爭議」、「動物園的價值」等議題

的看法上。因此本段保留了這段討論，是為志工們對「自然與動物在社會與道德中

的價值」的思考結果。 

動物園長久以來因為圈養動物而存在著爭議性，雖然國內外有不少成功復育瀕臨

絕種動物的案例，是因為動物園保存了該物種的基因，但社會上仍有一定的聲浪，

認為不應該將健康的動物圈養起來。受到這個議題的影響，大部分志工在訪談的期

間都會主動提起這個議題，並分享自己的看法，以及與拜訪黑猩猩間的關係。 

在拜訪後，志工們會因為對黑猩猩們認識更多、情感加深，開始心疼他們受到限

制、希望牠們能是自由的，但即使心中萌發了這股意識，志工們對於圈養動物與動

物園的看法仍相當多元。志工們大部分表示，即使自己身為動物園志工，面對這個

議題時仍會感到兩難。一方面是由於本身對動物的熱愛，另一方面是自己在志工培

訓下學到許多保育的知識，知道域外保育的重要性。 

親眼見過野生動物、與黑猩猩也有密切互動的無尾熊君分享道，因為拜訪了黑猩

猩、看過野生動物，所以他常常會覺得圈養的動物很可憐；但同時也因為身處動物

園、理解動物園對保育教育的重要，所以對此爭議感到相當無奈。「我很難回答動物

園到底要不要存在，存在有存在的價值，不存在也有不存在的必要……我真的不知

道要選哪一邊站，因為各有各的必要（訪 1-K-15:14~21）。」而金牛君則認為，動物

園的圈養議題牽涉到太多問題，就算自己認為動物不應該被圈養，憑個人的一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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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無法帶來改變，因而不願再多想。「我當然也是希望牠們可以活在寬廣的草原

啦，但總覺得，唉，這麼難的問題，留給大人物好了（訪 2-C-11:4~6）。」 

當然，也有少數志工在猶豫、感到無奈過後，做出了抉擇。少數志工雖然深知動

物園帶有圈養的爭議，仍然認為動物園的圈養有其必要。例如企鵝君雖然因為有了

拜訪黑猩猩這個契機，思考了許多圈養的爭議問題，但最終他仍因為動物園有保種

復育、再引入棲地的成功案例（例如蒙古野馬、臺灣的梅花鹿），而認同了動物園的

保種價值。 

「後來就發現棲地的破壞等等，就發現最後我們人類還是要，就是動物還是

要進入圈養。因為我們幾乎把地球上的棲地破壞的差不多了，所以動物園是

把牠們的一些物種保留下來（訪 1-P-7:7~9）。」 

另一方面，也有志工認為，保育應該以域內保育和棲地復育為優先，因此不贊同

動物園的圈養。貓頭鷹君認為，應該將經營動物園的心力和經費，放在復育棲地和

域內保育上，積極地改善或保護野生動物們原本的家園，而非以動物園的形式消極

地保存基因。 

「你花了很多人力、物力、財力，去建了一個動物園，去想盡辦法、想破頭

的活動，招引遊客來這個地方、來『看』牠們；如果你把這些時間、精力、

人力、財力，你花在真正牠們需要的地方（棲地保護），難道沒有更好嗎（訪

2-O-6:6~9）？」 

動物園的圈養議題存在已久，無論是從支持或反對方的論述來看，都無法輕易論

斷對與錯。在此研究者也並非想要追尋答案，僅是忠於訪談，將志工們多元的想法

和反思結果呈現出來，也能藉此議題一窺志工們在經過拜訪黑猩猩與心中的一番思

辨後，如何在動物的道德權利與現實之間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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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自然的定義 

在整理了有關深層生態學、環境倫理學、環境教育研究等領域的研究後，Blatt 

(2013) 認為，人們對自然的定義會受到其認為的「人與自然之關係」所影響，例

如，若一個人將人類也視為自然的一部分，那麼在定義自然環境時，他也會將人造

空間納入其中；相反的，若將人類獨立於自然，便會將人造空間排除於自然環境之

外。此外，Blatt 更進一步列出了幾種人們認為自身與自然的關係，其中包括視自身

為「自然的一部份」、「自然的破壞者」、「自然的監督者」、「自然的征服者」、「自然

的守護者」、「依賴於自然」…等。 

因此，本研究嘗試從志工們心中的「自我與自然的關係」，來了解志工們對自然

的定義。然而研究者發現，若要在訪談中透過直接的提問來了解每位志工對自然的

定義、如何看待自身與自然的關係，是相當困難的；因此研究者採用與「自然的社

會與道德價值」主題相似的作法，在訪談時配合當下的話題與情境，適時以二個提

問方向作為引導：「您認為人類為什麼要保護自然？」、「為什麼您要投入保育教育，

加入保護自然的行列？」藉以了解對志工們而言，「自然」究竟為何物，又與自身有

著何等關係。 

1. 問「自然」為何物？－－人與自然的關係 

本研究中，對於志工們認為的人與自然之關係的探討，主要是透過訪談進行。志

工們在訪談中經常會分享的與黑猩猩和自然的互動經驗，因此研究者以此為出發

點，進一步詢問志工們在與自然接觸時的感受與想法，以及他們心中人類應與自然

如何相處，以瞭解志工們眼中的自然以及自然與人類的關係。研究者將志工們對人

與自然之關係分為三類，包含視自然為母親、為夥伴、為資源，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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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然是母親，養育了人類 

在談完與動物接觸、觀察動物的心得後，貓頭鷹君與企鵝君不約而同地感嘆道，

地球現在正面臨了環境與生態的浩劫，即便是環境問題愈演愈烈的現在，人類仍沒

有停下對自然的破壞，依然試圖掌控其他生命、製造無止境的廢棄物。在爭相取用

自然以壯大自己勢力的習慣下，我們往往忽略了自然才是養育了人類的根源。 

也因此，貓頭鷹君與企鵝君認為，地球不僅是有限的世界，自然更是孕育我們生

命的母親。人類身為自然界中眾多成員的一個胎兒，自是應以守護自然為己任。 

「很多人都還不知道要怎麼樣去彌補這個地球母親。地球是我們的母親沒有

錯嘛，對不對？（訪 2-O-4:16~17）」 

「事實上我們像是地球上的胎兒，所以這整個大環境好，我們才會好嘛；整

個大環境不好，我們也...也沒得玩。而且地球是個有限公司啊（訪 2-P-

6:10~12）。」 

事實上，這樣的價值觀也影響了貓頭鷹君與企鵝君的行為。雖然一直都在動物園

擔任志工，但二人原先對於圈養動物、域外繁殖與動物研究的做法抱有一絲絲的質

疑；在拜訪了黑猩猩、有了新的體悟後，更加確信「人類不應該過於操弄自然」的

想法，最終申請調整了自己在動物園的勤務，由動物解說組轉至動物園內的「節能

屋」服勤，與遊客、小學生們分享能在生活中落實的節能之道。 

(2) 自然是夥伴，不是敵人 

在訪談中，野兔君與金牛君分享道，在觀察動物、與自然接觸時，他們都感到一

股返璞歸真的平靜。或許，多與動物接觸、與自然互動，能讓人類認識自然萬物、

不再貪婪，為眼下人類無限耗盡自然的窘境帶來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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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該多接觸一點動物界，或許會讓人可以稍微反璞歸真一點……某些

時候沉浸在動物界的時候，可以讓自己很單純、很開心，也很自在，然後你

可以多了解這些動物行為，你就會覺得說，這世上好像也沒有什麼好爭的了

（訪 2-C-5-7~10）。」 

在談到自己與黑猩猩曼麗春、美蘭互動的經驗時，因為感受到與黑猩猩的心意相

通，野兔君以「pleasure」來形容他當下的感受；接著他又進一步分享了自己與其他

動物互動、接觸大自然的經驗。他說道，與動物和自然接觸，不僅幫助他跳脫汲汲

營營的人類社會、獲得一絲喘息，更重要的是，藉著與自然互動、與黑猩猩互動，

他更深刻地感受到了人類以外之眾生萬物的存在。 

「你會覺得好像有一種視野被拉開的感覺，好像就是有人可以跟你去和諧的

共享某些東西。…...就會發現說，欸，這個世界上不是只有你一個中心，還有

很多其他的人，心情自然就會打開一點，然後也能夠體悟到說，人類也不是

唯一的（訪 2-H-8:34~9:2）。」 

「你不是唯一的中心，可是你卻多了很多的夥伴－不管是有形的還是無形

的……我們簡稱為夥伴好了－然後跟你在一起這樣子。我會覺得這其實是一

個很，就是回到上一個話題，是一個很 pleasure 的感覺（訪 2-H-9-

12~17）。」 

野兔君形容道，在感受到自然中各種有形、無形的存在後，他找到了「夥伴」、

不再感到孤獨，從而發現到，與自然接觸從不該是為了「征服」自然這個「敵人」，

而是學習如何與自然相處，找回人與自然的夥伴關係。 

(3) 自然是資源，需要管理 

志工們對人與自然之關係的看法，還包含了從管理者的角度，將自然視為資源的

看法。例如在談到金剛猩猩寶寶遠赴荷蘭成親時，不少志工會因為可能對寶寶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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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影響而抱持中立或反對意見，但山羊君認為，動物園之間的交換繁殖相當常

見，其最終目標也是為了維持圈養族群的基因多樣性，能利益到整個族群。為了維

護自然的完整，人類對自然的管理和介入是必須的，即便可能會損及個體的權益。 

「牠（寶寶）要去要當種子，這件事我覺得還好耶，因為我覺得動物不就是

這樣子，換來換去然後才能夠讓牠的血源有多樣性嗎？所以這一點我倒不會

太難過啦（訪 2-G-10:2~4）。」 

與上述相似的觀念也在訪談的其他部分中出現，幾位志工提到他們除了參加過拜

訪黑猩猩計畫，還有參加臺北市立動物園的外來種移除團隊（志願性團隊）——

「卻斑大隊」，此時研究者也會順著這個話題，詢問他們是如何看待移除外來種的

「殺生」問題，因而開啟了許多關於外來種移除的討論。移除外來種因爲牽涉到被

移除的動物個體的生命權，不少受訪志工會抱持中立、甚至是反對的意見；但參與

了「卻斑大隊」的山羊君與金牛君認為，外來種移除工作肩負了維持基因多樣性、

生物多樣性的重擔，站在自然資源的管理與維護上，原生種的族群利益大於外來種

個體的生命權，因此只要動物園能確保他們移除的外來種個體能回到食物鏈中，他

們就願意持續參與移除工作。 

「至於會不會覺得這是一件殺生的事情？這一點我倒覺得是還好吧，因為雖

然說抓了之後，這些動物就死掉了，但至少，我覺得還好的點是，在園內牠

們最後還是會被利用的......至少不是殺掉牠、就丟掉牠的那種（訪 2-G-

8:15~16、8:36~9-2）。」 

「雖然我今天是抓了牠，但我知道我們園方，到最後還是可以善待牠們，讓

牠們就是，可以發揮到最後的一個、一個……價值，我覺得我可以認定的觀

念就是這樣，那只要是沒有影響到，如果還有機會的話，我可以繼續做下去

（訪 2-C-10: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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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對於交換繁殖、移除外來種的討論，可以發現志工們眼中的自然，除了有

偏向感性的「母親」、「夥伴」，也有偏向理性的「資源」，其所隱含的人與自然之關

係分別是「自然在人類之上」、「自然與人類並行」與「人類在自然之上」，對應於

Blatt (2013) 對人與自然的關係之分類，則分別屬於「依賴於自然」、「自然的一部

份」和「自然的監督者」。 

2. 保護自然的原因－－自然的重要性 

訪談的過程中，在志工們說明了人與自然的關係後，研究者也會接著詢問志工們

到動物園從事志願服務的動機，並提出兩個提問「您認為人類為什麼要保護自

然？」、「為什麼您要投入保育教育，加入保護自然的行列？」，以進一步了解自然在

志工們心中有何重要性。依據志工們的回答，研究者將其保護自然的原因分為三

類：「因為萬物相連」、「因為自然萬物都具有內在價值」以及「為了永續利用」，以

下介紹。 

(1) 萬物相連－－維持生態系平衡 

志工們來到動物園服勤的原因，大多單純因為喜愛動物、喜愛自然環境，對生態

系的概念不甚熟悉；進入動物園後，在各種培訓和研習下，認識了生態系、食物鏈的

概念，因而對自然保育、物種保護有了不同的認識。因此在談到自然的價值、為何要

保護自然時，大多數的志工首先都會談到生態系平衡與食物鏈的概念。「因為這是大

自然生存的食物鏈啊......因為就像小小螺絲釘一樣啊，每一個（物種）都有牠的功能

（訪 2-A-10:1~4）。」自然界並非一個單純的存在，物種與物種之間、環境與環境之

間，萬物之間都有著相互關係，缺少了其中一個物種、改變了一個環境因子，就會影

響到整體的平衡。 

被問及為何願意擔任動物園志工、加入保護自然的行列時，企鵝君表示，世界何

其大，我們現在所認識的自然界說不定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是人類尚未發現、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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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的物種，如果人類不謹慎使用自然資源、盡力保護自然環境，說不定在無形之中

我們已經傷害了許多動物、破壞了生態系的平衡。「宇宙這麼浩瀚、生命這麼多，有多

少物種還沒被發現的，那牠在這整個生態裡面扮演什麼角色、有什麼重要性你根本就

不知道（訪 2-P-10:7~9）。」 

金牛君也提到，認識了生態系的概念後，他更進一步地理解到自然萬物間相生相

連的關係。當環境被破壞、物種消失，身為自然界其中一員、仰賴著自然的人類，勢

必也會受到影響。「這個地球上，當這個物種的多樣性其實在慢慢消失的時候，其實影

響到的還會是我們人（訪 2-C-9:9~10）。」自然是由相連的萬物所組成，牽一髮而動全

身；身為自然界的成員，人類不僅與自然息息相關，也更應該維護這份重要而多元的

平衡。 

(2) 自然萬物都有其內在價值 

自然萬物除了有維持生態平衡的功能，志工也認為，自然的價值並非取決於「對

於人類」而言的價值，動物與自然本身即具有存在的價值，人類並沒有權力將其抹

滅。自然界中，也存在許多對人類沒有直接益處的動植物，但是牠們仍有存在世上

的權利與價值。 

在談到保護自然的原因時，紅貴賓君提到，人類常因為某些物種危害到自身的利

益，輕則忽略牠們已經瀕危的警訊，重則將牠們趕盡殺絕，但人類其實並沒有權力

這麼做，因為即使是對人類無益、有害的物種，也有牠們存在的價值與生存的權

利。「牠們有權利存在這個世界上，有存在的價值，對呀。我們人類並沒有權力把牠

滅絕了......明明牠對人類還是有害，但是你還是要保護牠（訪 2-R-5:6~12）。」紅貴

賓君接著說道，雖然他很害怕毒蛇，但他仍然認為毒蛇本身就具有存在的價值，人

們不應該因為牠們可能危害到自己，就肆無忌憚地捕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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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紅貴賓君認為自然萬物具有的「存在的價值」，並不是因為牠們在生態系中

扮演了螺絲釘的角色，也不是因為牠們能為人類所用，而是因為牠們的存在本身就

擁有價值。根據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但昭偉，2000

年 12 月），內在價值 (intrinsic value) 是「一件事物或一個行動本身的價值，其價值

的存在，不依賴別的事物或行動結果」，即一件事物的價值來自於其本身，是不假外

求的。因此，紅貴賓君所指「存在的價值」，與「萬物相連－－生態系平衡」中維持

生態平衡的功能性價值不同，是為動物與自然萬物的「內在價值」。 

另一方面，紅貴賓君的觀點也與 Cohen（2012，引自張正昕，2017）的保守主義

互相呼應，Cohen 認為，一個既存的事物若是具有內在價值，就值得被保存。為了

避免流於純粹的工具性價值主義而在無意中減損了事物的價值，在做考量與決策

時，我們應該將事物的內在價值列入考量。就如同紅貴賓君認為，即使是可能威脅

到人類安全的毒蛇猛獸，也應重視牠們存在的內在價值，不能任其滅絕。 

(3) 永續利用－－為人所用的工具性價值 

人類與其他動植物相同，都是取用地球上的資源維生，因此在討論保護自然的原

因時，「延續自然資源」也是個相當常見的原因。如果人們只顧著眼前的利益，將自

然資源消耗殆盡，那麼後代的子孫要如何生存呢？因此企鵝君認為，「我們一定要保

護我們的家，地球就是我們的家。然後她真的就是有限公司，對啊，所以你不保護

她，後代子孫就沒有活路了（訪 2-P-9:32~33）。」大麥町君也有類似的想法，他認為

既然人類的一切都是取之於自然，環境又是人類自己破壞的，那麼由人類來保護自

然是再理所當然不過的事。「當有一天，自然裡什麼東西都沒有了，人類也很難活下

去啊。……當你用完就沒了，那你以後要用什麼？所以還是要保護他（訪 2-D-

6:18~22）。」這不僅是一種「為自己的錯誤負責」的觀點，更是為了資源的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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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羊君在談論與黑猩猩互動的經驗後，接著又分享了自己在戶外遇見野生動物的

經驗。在戶外看見活生生的動物從自己眼前一溜煙跑過，雖然只有一剎那，但是當

下內心的興奮和激動，與看見獸欄中的動物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因此他認為保護自

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讓後代子孫至少仍能在自然環境中看到野生動物。 

「我覺得對我而言，動物的保育就是這樣吧，就是在未來每個人，你一去到

那個地方－－因為有些可能是刻意（去找），可是你去到那個地方，你可以看

到牠很自然的生活（訪 2-G-7:22~25）。」 

從企鵝君、大麥町君與山羊君的分享可以看出，雖然結果都是認為人要保護自

然、承認自然的重要性，但是在這「永續利用」的思路背後，所關注的重點是「人

類的受益」，是一種外在價值。自然既是人類賴以維生的資源，對人類的重要性自是

不言而喻。於此同時，人們也應該正視自然資源的有限，適度使用才能讓自然資源

延續至後輩手中。 

二、對人類的自我省思 

Myers 與 Saunders (2002) 認為，由於動物能對人類的行為給予直接且快速的回

應，因此，「與動物互動」是促使人們發展對自然的關懷的橋樑。而 Vining (2003) 

更是在歸納眾多文獻後提出，與動物互動是人們追尋與自然之關係最常見的方法。

若和動物的親密互動能重新建立人與自然的關係，那麼和動物的互動也能修補人們

心中與自然的鴻溝，進而在精神上感受到與自然合一的奇妙，促使人們發自內心的

保育。 

在本研究中，志工們的反思似乎也呼應了 Myers 與 Saunders (2002) 、Vining 

(2003) 的看法。從前述「環境認同的相關反思」中，我們可以發現，透過六次定期

拜訪，志工們有了許多能近距離觀察黑猩猩、甚至是與之互動的機會，拜訪的經驗

對志工們的環境認同產生了影響，令他們有了屬於自然的歸屬感和認同感。也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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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志工們除了有與環境認同相關的反思，也不約而同地反省了人類對自然與動

物的所作所為。看見黑猩猩們失去自由、百般無聊的樣子，使志工們不禁回頭思考

牠們為何身處動物園，也更深刻地體認到人類對動物的支配、對自然的介入實在太

過，更加堅信不該再開發自然、干擾生態。另一方面，基於對黑猩猩有更深入的認

識，志工們也瞭解到人類並不見得比動物來得高等，人們出於自以為是和自負的行

為卻是多如牛毛，面對自然、面對動物，人們應該放下身段和己見，謙虛相待。 

（一）人類對自然的介入 

在拜訪期間，看著僅有一面玻璃之隔的黑猩猩，志工們一方面欣喜自己更加認識

黑猩猩，另一方面則感嘆著人類對自然與動物的介入。隨著這番五味雜陳的心情，

志工們跨越了眼前的黑猩猩，思考起人類對其他生命的控制、對自然的破壞。 

企鵝君在日誌中寫到，有一次拜訪時，隔壁展場傳來一陣陣威嚇的鼓譟聲，吸引

了好奇的曼麗春一夥立刻衝到隔壁的柵欄邊觀看。詢問保育員之下，才知道原來是

後場的黑猩猩碰巧見到新竹動物園來的紅毛猩猩。初見陌生面孔，黑猩猩們正大聲

地威嚇著紅毛猩猩。在這陣騷動中，企鵝君一方面懾服於黑猩猩們的叫囂聲，另一

方面也意識到，在野外不會相見的黑猩猩與紅毛猩猩，竟在人類的安排下相遇。看

著眼前心愛的黑猩猩，企鵝君感嘆牠們的一生受到人類的諸多擺布，而自己究竟應

該感謝動物園讓自己有親眼看見黑猩猩的機會，還是為黑猩猩們感到難過呢？ 

「我何其有幸，這麼快有這麼近的距離安全地觀察到黑猩猩，我要感謝動物

園呢？還是哀傷牠們遠離非洲呢？在地球的現實場景黑猩猩碰得到紅毛猩猩

嗎？人類介入其他生物生命的程度可以到多深呢（誌-P-5-3）？」 

接著企鵝君又想到，動物園不只是將動物遷離原本的居所，許多圈養環境下的繁

殖工作也是違背了動物的自然狀態，就像臺北動物園的大明星－－大貓熊團團、圓

圓，就是經過人工介入，才能繁殖出小貓熊圓仔。「就像團團圓圓啊，就是一直靠人

 



 

96 

 

工，因為他們兩個就是不來電啊，那是硬靠人工做出來的。所以我就覺得，人扮演

上帝的角色好像太多了點（訪 2-P-5:14~16）。」動物們無論是食、住或生、死都受到

人類的掌控，就連牠們進入圈養的原因也是因為人類破壞了牠們的家園。人類似乎

已經越過太多界線，逕自扮演起上帝來了。 

而金牛君與蜜蜂君則是在觀察黑猩猩後，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人類對自然的威脅。

看見曼麗春一夥經常無所事事、只能在展場中來回繞行，他們不禁為曼麗春群黑猩

猩感到難過。人類無限擴張的貪婪、毫不留情地取用自然資源，不僅使野外的族群

生活艱辛，也導致部份的族群必須進入圈養，失去自由。 

「人類總是不留情面的取自地球資源，就像我們想研究的黑猩猩一樣，不管

再怎麼保育，他們野外的家仍然快速消滅（誌-C-4-5）。」 

「人在這個地球上佔的這個角色，實在是…過於龐大。因為地球會變成這

樣，也是因為人的關係，然後人又把自己當作一個世界的主宰，認為自己什

麼都能幹阿，什麼都能做（訪 2-B-8:13~15）。」 

動物園之所以豢養動物，主要原因是為了保存物種和教育大眾；然而大自然本是

生生不息，若是沒有最初的迫害，又哪裡需要保護呢？因此，貓頭鷹君認為，現今

我們對野生動物的保護和復育，其實都是在彌補人們曾經犯下的錯誤，是一種贖

罪。 

「有什麼物種需要我們去保護的，都是因為我們殘害牠們，或是我們在不經

意的過程或舉動我們殘害牠們，那我們現在要去做的要去拯救什麼的，其實

是在贖罪的那種感覺（訪 1-O-13:11~13）。」 

而贖罪歸贖罪，要能徹底改變人類對自然的迫害，最重要的還是停止隨意開發、

不再破壞環境，恢復野外環境原有的樣貌，讓野生動物在牠們原本的家園生生不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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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我們都要為動物說『我們要為牠們做什麼』，可是追根究底，我們最好

的動作就是我們什麼都不要去做了，就是不要再去開發，再去做這些了，這

才是對牠們最好的事情。這是參與這個研究計畫以後，我更能肯定這件事情

（訪 1-O-13:2~5）。」 

（二）人類應謙虛 

在拜訪黑猩猩後，志工們對黑猩猩的觀感有諸多轉變，而這些轉變也進一步帶領

他們反思人類的作為。除了感受到黑猩猩與人的相近，甚至還有志工認為，人類在

許多方面是不及黑猩猩的。因此，志工們也提到，人類應該要放低身段，用謙虛的

心看待動物與自然。 

在研究者提起金剛猩猩寶寶遠赴荷蘭成親的時事時，企鵝君也分享了自己印象深

刻的案例：臺北動物園的姊妹園－－日本旭山動物園一位知名畫家飼育員阿部弘士

先生，曾在來訪臺北動物園時分享道，旭山動物園也曾經想要繁殖猩猩，但是園內

僅有的一對猩猩不僅不來電，還經常打架，打到最後其中一隻過世，不久後另一隻

也寂寞地去世。過去人們都自顧自地認為，只要將一公一母的動物關在一起，在繁

衍本能的驅使下牠們自然就會產下小寶寶；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動物們也會選擇心

儀的配偶，牠們需要一個健康的族群，才有辦法順利培育後代。因此企鵝君認為，

人類對其他動物所知甚少、卻總想掌控一切，倒頭來害了自己、也害了其他的動

物；應該放下身段、謙虛一點，不以自己的觀點先入為主評斷其他生命，才是上上

之道。 

「我們真的很有限，後來我們不是知道說狗可以聽到很低頻的聲音、蜜蜂可

以看到－牠們的光譜跟我們的不一樣，每一個動物的光譜跟牠們的世界都不

一樣，所以我們人類就是有人類的侷限，所以我們只是用我們看到的來做判

斷。那如果太強勢了、太自我中心了，那傷害到什麼我們也不知道。......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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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更謙虛一點，更客觀一點，可能會...對整個（世界）的運行吧，會比較好

（訪 2-P-5:29~31）。」 

因此，企鵝君在拜訪結束後的訪談中也提到，如果要為黑猩猩設計一套解說課

程，她最想要告訴遊客的並不是一些知識性的資料，而是透過黑猩猩與人的比較，

告訴遊客其實動物也有勝過人的地方，希望遊客能用更尊重、更謙虛的態度看待其

他動物。「你就會發現人其實也不是這麼厲害，在某些方面可能黑猩猩也比我們勝

出，或者是牠的力氣孔武有力這絕對不是我們可以的（訪 1-P-16:16~18）。」 

而野兔君則是在拜訪了黑猩猩、與黑猩猩有諸多互動後，深刻體會到黑猩猩也有

一套複雜而細膩的溝通方式。與主要依賴語音溝通的人類不同，牠們是依賴動作，

舉手投足之間都涵有相當豐富的訊息。人們往往會因為其他動物沒有使用我們熟悉

的「聲音」語言，就擅自認定牠們沒有自我意識和溝通行為、是智商低下的物種，

但事實上並非如此。野兔君認為，人類雖在智商上勝過黑猩猩與其他動物，但在靈

性、倫理上，人類恐怕是遠不及其他動物。在人類的歷史中，打著「消滅非我族

類」旗幟的戰爭和屠殺層出不窮；野生動物間雖然也有殺戮，卻只是為了祭五臟

廟。對同類異類都能殘忍地趕盡殺絕，恐怕世間也只有人類下得了手。 

「我們人類可能只是 IQ 比牠們還高而已，可是其他方面我覺得並沒有哪一方

面比牠們還要高。就是說，牠們只是不會講『人類的話』，可是牠們某些東西

是比我們還高的。（訪 2-H-4:28~30）。」 

看著曼麗春一行、感受著牠們的無聊和無奈，蜜蜂君想起了自從進入動物園以

來，他認識到人類對自然的諸多破壞。為了一己之私，人類可以毀掉整片山頭；為

了不危害到自己的利益，人類可以消滅掉整個族群。人們總是視自己為主宰，卻連

稱職的管理者都做不了。在替黑猩猩與動物們感到難過的同時，蜜蜂君也反省道，

人類應該要懂得自愛愛人，為周遭萬物著想，不能再為所欲為。「我最大的一個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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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人應該要想辦法能夠自愛，要不然就是說，看看有沒有辦法，人要想辦法，

不能再膨脹了（訪 2-B-8:20~21）。」 

Clayton (2003) 認為，自我認同的改變，會呈現在人們改變看待自己的方式上；也

就是說，若某段經驗改變了人們如何看待自己，就代表該段經驗對其自我認同帶來顯

著的影響。從上述志工們的分享可以看出，拜訪黑猩猩、與黑猩猩互動的經驗，促使

他們重新省視人類的行為與角色。身為人類的其中一份子，志工們除了深刻地自省，

也表達出些許感嘆與憤慨的情緒。由此來看，拜訪黑猩猩的經驗，對志工們的自我認

同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第四節 拜訪後的行為改變 

環境認同與自我認同相同，都是構成「自我」的其中要素，是人們對非人類的自然

環境所抱有的連結感，同時也影響了人們如何回應外在世界、對生活形式的選擇 

(Clayton & Opotow, 2003a; Stet & Biga, 2003; Crompton & Kasser, 2009)。環境認同程度

愈高的人們，會對個人、社會、政治上的環境保護行動有更強烈的動機和承諾 

(Clayton, 2003) ；Crompton 與 Kasser (2009) 更認為，為了解決現今眾多的環境問題，

應該要先了解人們的認同，唯有當有益於環境的認同能廣植社會大眾的心中，才有足

夠的行動與實踐，進而有效解決環境問題。 

從上述可以看出，環境認同之於人們的行為，是具有相當影響力的。環境認同的改

變能促使行為改變，我們也能透過行為的改變，來了解某段經驗對於個人環境認同的

影響 (Clayton, 2003)。在本研究中，志工們分享了許多拜訪黑猩猩後產生的行為改

變，主要分為「解說上的改變」、「親環境行為的改變」以及「與動物有關的行為改

變」。由於行為改變需要實際操作的時間與經驗，因此本節的研究資料主要來自第二次

訪談；在拜訪日誌與第一次訪談中，有些志工也會提到行為改變的計畫，因此也會以

日誌與第一次訪談為輔助資料，以更加了解志工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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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說的改變 

身為解說志工，不斷充實自己、精進自己的解說，是相當重要的任務，成為一位

專業解說員也意味著必須終身學習（Brochu & Merriman, 2008 引自 Skanavis & 

Giannoulis，2009）。在拜訪黑猩猩後，志工們無不回頭思考拜訪經驗對解說的意

義，也重新檢視自己解說的方式。在拜訪剛結束的第一次訪談裡，志工們談到許多

對自己解說方式的改變計畫；拜訪結束兩年半後，在第二次訪談中，志工們分享了

實踐改變計畫的經驗。例如，羊駝君認為，應該帶領遊客從「個體」的角度認識動

物，而不是認識一個「物種」，就像自己認識了黑猩猩一樣，「讓遊客知道這些部

份，比較能知道說你今天不是只看一個動物……就像你在欣賞一個人的角度，去看

他的優點在哪裡（訪 1-A-18:4~7）。」如此一來能讓遊客感受到眼前的動物是有生命

的，更容易建立起對牠們的感情。 

而蜜蜂君則認為，實際觀察、認識動物非常重要，相較於過去偏向靜態的培訓課

程，拜訪黑猩猩的經驗有助於他們真正認識動物，直接經驗的累積，能幫助他們的

解說更貼近真實。因此，在拜訪結束後，蜜蜂君養成了主動觀察動物、實際去接觸

動物、認識動物的習慣。 

「真正在做訓練的時候，可能就是上過課，課堂的課或者是一些資料讓你去

看一下，去讀一下瞭解一下可能就結束了，那以我們來講的話，等於說不是

算直接碰觸到的。但是有比較深入的一個接觸，對牠的習性會瞭解到更多，

講起來我覺得應該內容會更比較接觸實際吧，會比一般的其他的解說員講的

方式、講的內容，應該是不太一樣的（訪 1-B-13:6~10）。」 

在拜訪結束後兩年半後的第二次訪談中，志工們有了實踐計畫的經驗，分享了許

多解說的具體改變，包含解說的內容、解說策略的改變，以及身為解說員的心態調

整等等。雖然這兩年半來他們鮮少有機會能解說到黑猩猩，但這些計畫仍呈現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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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解說勤務上。因此可以說拜訪黑猩猩的經驗不只會改變志工對黑猩猩的解說，還

具有擴散的效應，影響了整體的解說方式。 

（一）解說內容改變－－分享經驗與故事 

對志工們來說，參與拜訪黑猩猩計畫讓他們有更多機會實際接觸、認識動物，親

臨現場、實際操作而獲得的經驗和收穫，比平常靜態的培訓課程有更加深刻。因

此，志工們分享到，在規劃解說內容時，他們會更加注重「經驗」和「生命故事」

的分享。 

金牛君提到，過去自己的解說，只是很單純地將資料背誦給遊客聽；而現在他會

將參加拜訪黑猩猩計畫的收穫放入解說內容中，抱著回饋的心態，將自己的所學和

收穫與遊客分享。 

「以前的話我就是很制式的，解說內容會是透過背的方式，我背了什麼資

料，然後我在跟遊客解說的時候，就是很自然地會把我背的跟他們講…...（參

與黑猩猩的計畫之後會）從幫遊客服務的解說裡面，去告訴他們說，我之前

從參與的黑猩猩計畫裡面得到的收穫，去回饋給我們的遊客（訪 2-C-

1:27~2:2）。」 

同樣地，企鵝君也認為，知識不如生命的體驗，與其告訴遊客冰冷的知識性資

訊，不如跟遊客分享充滿動物日常生活的溫馨故事，讓遊客能從故事中感受到動物

們的生命力。「我覺得對於，講一些溫馨的小故事，或是說這樣子的想法……我覺得

動物保母他們講的就是會有一些習性啊，那種的（訪 2-P-4:32~5-5）。」 

透過經驗分享和動物的生活故事，志工們希望能拉近遊客與動物的距離。就像在

拜訪黑猩猩後，黑猩猩在志工們眼中已不再是個「被解說的物種」、是實際認識的朋

友，遊客也能體認到眼前的動物不是被觀看的「物」，而是真真實實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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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說策略改變 

Ham（1992，引述自周儒、王順美、周鴻騰、林高永，2017）認為解說具有四個

特質，分別是「愉快的 (enjoyable, E) 」、「與聽眾有關連的 (relevant, R) 」、「有組織

的 (organized, O) 」、「具有主旨 (theme, T) 」，同時 Ham 與 Weiler（2002，引述自

周儒、王順美、周鴻騰、林高永，2017）也依據這個特質發展出規劃解說的設計策

略，簡稱為「EROT 模式」，以幫助解說者規劃一場好的解說。在第二次訪談中，志

工們分享了許多在解說上的經驗，也提到了他們的解說在拜訪黑猩猩後，有何策略

上的改變，分別呼應了上述的「具有主旨」以及「與聽眾有關連」。 

1. 回歸主旨 (Theme) 

「保育」是動物園一個重要的宗旨，在動物園的教育活動，也都是為了教導民眾

愛護自然、保護動物。因此可以說，動物園解說方案的主旨，都應與環境保護、物

種保育有密切關係。 

為期數月的拜訪，志工們認識了黑猩猩、對黑猩猩建立了一定程度的情感，同時

又看到黑猩猩們在展場中無所事事的樣子，讓他們更加意識到物種保育和棲地保護

的重要。因此志工們在解說時，不再只是講解動物的科學性知識，而是有意識地強

調野外棲地的重要性、動物與環境的關係等等，以符合動物園力行「保育」的主

旨。 

蜜蜂君提到，雖然自己是觀察者，沒有實際與黑猩猩互動，但是從旁觀察的經驗

仍對他的解說帶來影響。他對於曼麗春不斷在展場中繞行的身影印象深刻，因此認

為，解說的內容不該只針對「物種」的介紹，應該以動物們的棲地與棲地保護作為

主要的解說方向。「雖然不是說介紹他的那些動作，那可能就是說，可以朝著牠的環

境啊、或者是說動物保護啊這方面去著手，就不是直接針對黑猩猩的部份去講述

（訪 2-B-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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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貓頭鷹君也分享道，雖然他發現大部分遊客認為保育、環境保護等主題像是說

教，比較不感興趣，但他仍會盡力將解說的重點和主旨放在動物與環境的關係，旁

敲側擊地讓遊客了解保護環境的重要。他認為，了解動物的相關知識並非壞事，但

身為動物園的解說志工應把握每個機會，讓遊客不僅能知道動物的科學性知識，還

能了解野生動物的困境、了解動物園存在的脈絡。 

「我在做環境教育解說的時候，我反而比較偏重在這個環境對動物的影響，

而不再是去解說這個動物牠駝峰是怎麼樣、駝峰裡面是些什麼東西、牠可以

負重多少、牠怎麼樣怎麼樣，我反而不太去注重講這些……當然還是會講一

些動物的小故事，可是我要著重在的部分就是環境對牠們的影響（訪 2-O-

3:3~10）。」 

2. 要與聽眾有連結 (Relate) 

臺北動物園的解說勤務種類繁多，志工們解說的對象相當多元。面對背景多元、

來來去去的遊客，志工們發現到，解說時除了要有核心概念、不能給予太多零碎的

資訊，也要善用知識與生活的連結，才能讓遊客聽得懂、記得久，否則解說只是淪

為背誦。如同企鵝君的分享： 

「解說講知識性的東西，就越來越覺得，我自己也背不起來啊。而且我覺

得，背那個有什麼用呢？……你今天跟他（遊客）講這些這些，他今天不用

回家，馬上就忘記，因為跟他生活沒有連結（訪 2-P-4:16~19）。」 

此外，紅貴賓君也分享道，在引導孩童保護瀕危物種時，他會以「恐龍」作為例

子，告訴孩童保護瀕危物種的重要性。恐龍雖是僅存在遠古時代的動物，但現今仍

受到許多孩童的喜愛。 

「你們很喜歡恐龍嘛，可是你們現在可以看到真的恐龍嗎？看不到了，只能

在電影裡面、漫畫裡面、圖畫裡面看到。所以說像現在這些動物，如果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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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去保護牠、愛護牠，可能就會跟恐龍一樣，再也看不到了……小朋友

（如果講）太深了，聽不懂，這樣子他可能會比較懂（訪 2-R-4:10~17）。」 

孩童們生活經驗中多多少少對「再也看不見恐龍」抱著惋惜，紅貴賓君便將這段

生活經驗與當下的解說做連結，讓孩童能理解保育的意義，瞭解到如果現在不好好

保護自然環境、珍惜其他動物，那麼在未來，他們可能也會像恐龍一樣消失、再也

看不到了。 

（三）自我充實－－為往後的解說作準備 

拜訪、觀察黑猩猩，同時也被黑猩猩認識的經驗，讓志工們養成了在執勤之餘繼

續觀察動物的習慣。對志工們而言，觀察動物不僅是興趣，「我覺得我現在的興趣就

是，可以再發掘更多動物之間的那種緣分（訪 2-H-5:23）」，更是充實自己的好方

法，特別是觀察動物的收穫，遠比讀書面資料來得豐富，如此在作解說時才會更真

實、更有力。 

「我覺得觀察（動物）是蠻重要的，觀察對於我們在做導覽解說志工的時

候，還蠻重要的一環。因為我覺得我們不管看（資料）再多，也不會比在牠

們前面待滿兩個小時、八個小時所看到的行為來的多。（訪 2-C-4:4~6）。」 

除了對動物更加了解，金牛君認為，觀察動物能重新燃起自己當動物園志工的熱

忱，一股「知的喜悅」支撐著他繼續擔任志工、為保護動物付出。 

「（觀察動物之於解說）就像有些事情……你對某些事情有興趣，一定是你透

過了什麼事情來驗證，或者是體驗到，或是『沒錯，就是這樣！』，你才會持

續對它......這個熱情才會持續下去（訪 2-C-13: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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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蜜蜂君則是認為，親自體驗的收穫才是真的知識。平時自己都是透過二手資料

來了解動物，是「假的」了解；只有透過實際觀察動物、驗證了資料所述，這些二

手資料才會內化到他的心中，成為「真正的」知識。 

「我是覺得（實際觀察）滿重要的，對，因為光讀資料，那都是假的，對，

不是真正的去了解牠；到底眼睛看到了以後，會覺得，ㄟ？滿好玩的，很有

意思。（訪 2-B-12:2~3）。」 

（四）解說的心態改變 

除了改變解說方式與策略、以實際觀察充實自己對動物的認識，志工們看待解說

的心態也會有所轉變。蜜蜂君分享到，在成為解說員以後，他往往會反思生活經驗

是否在解說方面有所幫助，因此拜訪黑猩猩的經驗，也勢必會帶來心態上的轉變。

「因為不管怎麼樣，當了一個解說員，自己的心態、觀念會比較轉變嘛（訪 2-B-

3:1~2）。」 

1. 使命感加深 

拜訪黑猩猩時，除了將注意力放在黑猩猩身上，志工們也會關注身旁來來去去的

遊客。貓頭鷹君志工在觀察搭檔與黑猩猩互動時，聽到了遊客們對於黑猩猩戲謔的

評論後深深感到無奈，也因此對於解說員與動物園的教育角色有了更堅定的責任

感，認為解說志工們應該把握每個與遊客接觸的機會，正確的引導遊客。 

「我覺得其實這些東西（看待動物的心態）都是動物園的志工或是人、在這

邊做事的人－經營者，他們應該要不斷地去教育這些遊客，對不對？就是你

可以時時刻刻去教育遊客，而不是只是帶解說的時候......起碼我們可以在一

些，很多遇到遊客的場合，我們真的可以做一些引導（訪 1-O-2: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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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認識了黑猩猩後，野兔君養成了主動觀察、認識更多動物的習慣，駱駝、亞洲

象、大貓熊等都曾和他有所互動。與這麼多動物建立關係後，野兔君對於解說志工

的使命有了不同的看法，會更盡力改變遊客對動物的誤解。 

「我會盡力去讓人家知道說動物不是你們所想像的，這麼的低能，你們不能

用那種錯誤的方式對待。......人類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就是會把牠們當成比

較低能的，對，我覺得這是不對的耶（訪 2-H-6:4~19）。」 

無論是觀察與建立關係的對象是黑猩猩或其他動物，都讓志工們重新思考了自己

身為解說志工的身份，更加確信自己是連接動物園動物與遊客的橋樑。 

2. 衝突的價值觀 

大部分志工在參加拜訪黑猩猩計畫後，對解說勤務會有更多的心得和認同，卻也

有志工發現自己在拜訪黑猩猩後，變得很難告訴遊客動物園能為動物謀求福祉。貓

頭鷹君分享到，原先他非常喜歡為遊客解說，每每解說結束後收到遊客的回饋和提

問，總令他非常開心；但自從參加拜訪黑猩猩計畫、觀察了黑猩猩，他發現自己心

中對圈養動物的疑問愈來愈大，動物園的解說也與他個人的價值觀有所衝突。 

「後來我經過這件事情（參加拜訪黑猩猩計畫）後，我就覺得說，這（在動

物園解說）其實不是我喜歡做的事情......因為你到動物園來解說，你要怎麼樣

去說服遊客說，你不要認為動物園就是最好的，你們應該要怎麼做、怎麼

做......可是以我個人來講，我並沒有辦法去做任何的改變；那你自己沒有辦法

去對這個動物去做改變，你怎麼樣去說服遊客說其實牠們是生長在野外的，

我們不應該把牠們放在這邊？......所以這個對我來說是衝突的、是困難的（訪

2-O-2:25~3:3）。」 

貓頭鷹君在拜訪黑猩猩後，內心對動物園的解說產生了矛盾之感，乍看之下非園

方所樂見，但若是站在志工個人成長和價值觀澄清的角度上，或許也並非壞事。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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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鷹君在計畫結束後並沒有繼續留在動物解說組，而是他轉到臺北動物園內的「節

能屋」擔任解說志工，藉由「節能屋」的各種設施和遊客分享生活中的節能之道。 

二、生活行為的改變 

除了解說有所改變，志工們其他的行為也會有所改變。Clayton (2003) 認為，環

境認同程度愈高者，對於親環境行為會有較強烈的動機和承諾。本研究中，志工們

在拜訪黑猩猩後，對親環境行為的認同更加深刻，也會更積極地影響身邊的親友。 

（一）落實親環境行為 

在臺北市立動物園，大部分的志工都是本著對動物與自然的熱愛而加入服務隊；

加入服務隊後，又接受了許多動物園的培訓、經常會接觸保育與環境保護的資訊，

因此在長時間的薰陶下，動物園志工們本來就是相對環保、有較多親環境行為的族

群。雖然在參加拜訪黑猩猩計畫後，大多數的志工表示，自己對於環境保護並沒有

更多、更突出的行為改變，但他們仍分享了許多他們行之有年的親環境行為。例

如，無尾熊君分享到，一直以來他都會盡力在生活中落實節能減碳和減塑，即使是

去市場買生鮮食品，也一定是自備容器，塑膠袋能少則少，「我覺得我做環保做得很

認真，也算徹底，塑膠袋我真的很少用，我去市場，我都帶便當盒去裝豆腐，我可

以做到這樣，然後去自助餐也是自己帶便當盒去（訪 2-K-10:12~15）」。 

儘管如此，仍有一位志工在拜訪黑猩猩後，更加看重「個人」的力量，自己也因

此更有動力落實節能減碳和減塑的行動。貓頭鷹君提到，過去自己並不認為換季購

衣有何不妥，只不過是多買一件衣服，何足掛齒？但是現在的他，會在購買前停下

腳步，思考這件衣服背後消耗了多少的資源？在製作過程中，是否傷害到其他動物

或環境？只要這麼一想，內心購物的慾望就停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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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人啊其實欲望很多很多，可是有時候我們慾望其實是建立在你不自覺

的，就像你想多買一件衣服，你想『喔！這件衣服穿起來很漂亮』，可是其實

這一件衣服的背後呢？......我現在就會去想說，我多買了一件衣服以後，然後

這件衣服它的製作過程，它會去傷害到多背後少多少的東西？就是如果人的

慾望能夠減少一點點的話，每一個人都少一點點，那其實這個地球就有救了

啊（訪 1-O-9:2~9）！」 

因此，貓頭鷹君深深感到，其實減塑、減碳並不難，只要能夠多想一點、多忍耐

一點，就能改變自己的習慣；只要每個人都為環境多省一些、多付出一些，就能為

世界帶來改變。 

（二）影響身邊的親朋好友 

除了個人的生活行為有所改變，志工們也會積極地影響身邊的親友。有的人會將

自己拜訪黑猩猩的經驗分享給親友，希望他們也能對動物更加友善；有的則是會把

握每分機會，讓親戚朋友們了解到動物也擁有思考和靈性。 

「就會多鼓勵他們看動物頻道，就是如果有關係到黑猩猩報導的時候，或是

說有一些是他有興趣的話，那個共鳴就會出來......那有的剛好看到了就會覺得

說，好像真的是有那麼一回事。……我們比較常講的就是所謂的靈性，是真

的有靈性這麼一回事的（訪 2-A-4:4~14）。」 

羊駝君也提到，雖然他與其他動物園志工們分享他與黑猩猩互動的經驗時，志工

朋友們大多回以不可置信的表情，但是他並沒有因此氣餒。羊駝君除了會鼓勵他們

花時間到展場前觀察動物，還會積極的分享關於黑猩猩的報導和節目。也因為這

樣，身旁的朋友們漸漸對動物有所改觀，也開始願意認真聽他分享與黑猩猩互動的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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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動物有關的行為改變 

「與黑猩猩建立友好關係」計畫結束兩年後，志工們紛紛表示除了解說與生活行

為上的改變，他們也對動物更感興趣，不僅對動物的行為與習性更加好奇，也延續了

拜訪黑猩猩的作法，開始主動親近動物、親自觀察動物。以下呈現志工們有關動物的

行為和對應的態度產生了什麼變化，包含「對動物更加好奇」、「與動物建立更多關

係」以及「看待動物的方式」等。 

（一）對黑猩猩的態度轉變 

拜訪黑猩猩後，志工們有了許多與環境認同內涵相關的反思，顯示了志工們的環

境認同有所改變；於此同時，志工們也重新檢視、反省了人類對自然與動物的種種

作為，改變了看待自身的方式。這些反思不僅止於思考，也進一步影響了志工們對

動物與自然的態度和行為，例如為黑猩猩打抱不平、放低拜訪時的身段，不再以上

對下的心態期望黑猩猩回應自己等。 

在拜訪初期，志工們往往對於互動抱持著憧憬，因而相當在意黑猩猩是否與自己

有所互動，當黑猩猩並沒有回應自己的友善動作時，便會感到灰心喪志。然而經過

幾次的拜訪，這種求好心切的心理發生了改變。志工們開始意識到，要不要回應自

己的友善動作，是黑猩猩的選擇自由，況且，動物園的動物們並不是為了取悅遊客

或拜訪者存在，人們不應一味地要求動物們做出特定反應以滿足自己的快樂與好

奇。為此，貓頭鷹君與小魚君分別在各自的日誌中提到，隨著拜訪次數增加，自己

不再單方面地期待黑猩猩有所回應，而是尊重黑猩猩每次的心情和選擇。 

「經由一次又一次的接觸，內心也跟著起了變化，我學會用耐心去等待黑猩

猩的反應、而不是期待牠有所反應；用平常心去接受黑猩猩得不作為，而不

是失望牠的不回應。人與人相處不也是如此嗎（誌-O-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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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心裡都不一定，覺得今天不一定會有互動，我都沒有抱很大的期望，

所以每次都會覺得說今天看牠們心情……沒互動就會覺得，欸 OK 啦，反正

每次來大家心情不同（誌-F-10:14~16）。」 

在某次拜訪中，貓頭鷹君聽見身旁的遊客用十分戲謔的口吻形容黑猩猩們「屁股

爛掉了」、「很噁心」等等，令他忍不住停下手邊的動作，對黑猩猩「性皮腫脹」的

生理現象做了一番解說。雖然遊客們當下並無惡意，也很樂意聽貓頭鷹君解說，但

事後貓頭鷹君仍為黑猩猩們感到十分難過。 

「他們對動物的認知，你說貧乏還好，那我覺得誤解更深，都是用人的角度

去想，或是批評牠們……所以我心裡很難過，這六次我一直很難過，所以那

一次我會特別會說，牠不是痔瘡也不是爛屁股（訪 1-O-4:36~39）。」 

而金牛君則是在更認識黑猩猩後，對於商業電影塑造黑猩猩的形象感到氣憤，「自從

參加了拜訪黑猩猩的計畫之後，我總覺得，《決戰猩球》為什麼要把黑猩猩搞得這麼

負面啊？我就很生氣，其實牠們也是另外一種物種啊，不就是這樣嗎（訪 2-C-

12:27~29）？」旁人們對於黑猩猩的刻板印象與不了解，成了他們替黑猩猩打抱不

平的關鍵。從上述種種可以發現，志工們在拜訪了黑猩猩後，不只有了許多環境認

同相關內涵的反思，環境認同上的改變也反映在他們看待動物的態度上，特別是針

對黑猩猩。 

（二）對動物行為更好奇 

有不少志工反應，六次的拜訪說短不短、說長卻也不夠長，對於黑猩猩，他們還

有好多不了解的地方。但也因為有這份好奇心和不足感，使志工們開始對認識動物

有了更多的動力，特別是針對動物們的行為。紅貴賓君對於黑猩猩豐富的行為印象

深刻，也因此更想了解動物們的行為背後所隱含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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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好奇，你以前不了解的動物，為什麼會有那麼多、那麼多的習性？為

什麼會有那麼多的動作？這是一種好奇心的驅使（訪 2-R-6:11~14）。」 

大麥町君提到，雖然自己並沒有因為拜訪而特別喜歡黑猩猩，但是從拜訪的觀察

中，他了解到動物的行為不只是生存本能的展現，更蘊含了豐富的意義。因此，他

會花更多時間和心力去研究動物的行為，去看看牠們平常在作些什麼？牠們的一舉

一動又代表了什麼意義？ 

「應該說就是會花更多時間去研究牠們在做什麼。就是，感覺牠們做某種動

作可能有某種意義存在，所以就會想要看一下牠們究竟在做什麼。就是想要

研究一下，牠們到底在幹嘛（訪 2-D-3:14~16）。」 

（三）與更多動物建立關係 

與黑猩猩互動並建立關係的經驗，對多數志工們而言相當新鮮，在拜訪過程中感

到的驚奇、感動、愉悅等正向情緒，也促使他們在計畫結束後養成拜訪動物的習

慣。山羊君分享道，他會利用勤務結束後的時間，盡量多拜訪各種動物，特別是臺

灣動物區的石虎集寶。「從那一次之後吧，我會盡量在我去看動物的時候，算是表現

出我很興奮、然後我動作很大的樣子，去讓牠們可以看到我這樣子（訪 2-G-

2:2~11）。」雖然動物們不一定會有很大的反應，甚至會被動物們冷淡回應，但他仍

會努力用大動作、懷抱著善意跟牠們打招呼。 

野兔君也提到，自從拜訪了黑猩猩、感受到與黑猩猩互動時的心意相通，他開始

樂於拜訪各種動物，舉凡駱駝、非洲象、大貓熊，都有過互動的經驗。他甚至認

為，與動物們互動、彼此心領神會時，那種愉悅的感受就像是精神與靈魂的契合，

就算是與人的互動也鮮少能達到這樣的境界。 

「我覺得我現在的興趣就是，可以再發掘更多動物之間的那種緣分。因為，

你跟牠們之間那無形的橋樑搭起來的時候，那種感覺真的是一種 pleasure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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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你會感覺好像達到一種精神跟靈魂契合，很美，很美妙的感覺。那你

跟人類之間很少會這樣子（訪 2-H-5:23~27）。」 

四、小結 

本節中我們看到志工們在拜訪黑猩猩後，在解說方面，志工們變得更加重視真實

的經驗，不再執著於過度瑣碎的動物知識，轉而注重環境保護的概念；在日常生活

中，志工們也更加重視「個人」對環境的貢獻，並且更堅定他們原有的親環境行

為、勇於影響周遭的親友。此外，拜訪黑猩猩的經驗和作為也在他們的生活中延續

下去，志工們會在動物園的服勤結束後，以拜訪黑猩猩的方式「認識」更多的動物

朋友。 

第五節 綜合討論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探討參與「與黑猩猩建立友好關係」計畫的動物園志工，經過

六次拜訪黑猩猩後，其環境認同、解說與生活行為有何改變。本節借用成人學習之理

論探討志工們的學習與收穫，以及整理研究結果與預期研究架構的差異，並進一步探

討影響志工們環境認同的社會因素，以期更加清楚地了解志工們環境認同的改變過

程。 

一、借鏡成人學習理論探討志工們的學習 

根據 Sachatello-Sawyer (2002) 的研究，在成人學習的階層金字塔中（如圖 4-

3），知識與技巧的獲得屬於最基礎、最常見的學習成果。若要促成更高層次的學

習，就必須要有不同的學習策略和方式。然而根據志工們的分享，目前動物園受限

於時間、人力的限制，大部分的培訓課程是靜態的演講或資料閱讀。這一點是相當

可惜的，因為靜態的培訓雖能有效提升志工們動物保育的知識、園內政策的認識和

解說技巧，卻較難提供較高階層次的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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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黑猩猩建立友好關係」計畫中，傳統的演講或資料閱讀並非主要的內容，

但卻同樣為參與的志工們帶來了相當豐富的反思和收穫，呈現出較高品質的學習。

例如：在拜訪黑猩猩後，志工們有了許多反思，賦予一段經驗意義，是為「提升鑑

賞力與意義」；經過反思，志工們對於黑猩猩、動物與自然的情感、態度轉變，是為

「情意與態度改變」；與黑猩猩相處後，對黑猩猩與動物的觀點與態度改變，則是

「轉化觀點」。因此研究者認為，若條件允許，動物園能增加讓志工親身參與、親自

與動物接觸互動的培訓課程，將能幫助園方提升解說員素質，最終達到提升解說教

育品質的結果。 

二、志工環境認同的改變與環境認同理論 

許多研究的主題都在探討人與自然的關係，數十年來產生了許多相對應的理論架

構 (Tugurian & Carrier, 2017; Balundė, Jovarauskaitė, & Poškus, 2019) ，而環境認同理論

則是以自我認同理論為基礎來探討人與自然的關係，認為人們自身與自然的關係屬於

自我認同的一環，當一個人將自然納入內群體的範圍內時，便會產生對人類以外之自

圖 4-3 成人學習成果階層金字塔。越頂層為越有品質的學習成果。 

翻譯自”Adult Learners: Unique Audience, Unique Opportunity”, by B. Sachatello-Sawyer, 

2002, in Adult museum programs: Designing meaningful experiences,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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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環境的連結感，此時自然和環境是他們定位「自我」時不可或缺的部分，從而對環

境問題更加關切且有更強烈的受害感，進而落實更多的親環境行為與環境行動 

(Clayton, 2003; Stet & Biga; 2003; Crompton & Kasser, 2009) 。 

本研究以 Clayton 與 Opotow (2003a) 所提出之環境認同的具體表現作為衡量方

式，透過日誌分析與訪談探討 12 位志工拜訪黑猩猩的經驗，以及在拜訪過後志工們的

環境認同有無改變。研究結果發現，志工們在拜訪黑猩猩後產生相當豐富的與環境認

同相關之反思，也在解說、生活上的種種行為產生改變，顯示拜訪黑猩猩的經驗對志

工的自我認同與環境認同帶來了許多影響。研究者曾在第三章中，根據 Clayton 與

Opotow (2003) 以及 Clayton (2012) 對環境認同的詮釋整理成一研究架構圖（圖 3-1）。

在此研究者根據研究結果，繪製下方的圖 4-4。在圖 4-4 中虛線部分，乃由於本研究的

對象皆為動物園志工，對自然的喜愛、興趣等同質性相當高，故難以看出「個人背

景」上的差異與環境認同之間的關係；「社會文化」由於計畫後續志工們沒有解說黑猩

圖 4-4 研究結果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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猩、持續接觸與黑猩猩相關活動或知識，而較難看出關聯和影響；「政治認同」則因與

黑猩猩互動無關，故不在研究範疇內。 

本研究的重要結果為，志工們在拜訪黑猩猩後，無論是擔任主動互動、被動互動

或觀察者的志工，對黑猩猩都會產生正向的情感與親切感，且在與黑猩猩有肢體、眼

神的交流時，也會產生與黑猩猩的心意相通的情感觸動。這樣的結果與 Dirkx (2001)理

論相符，在成人學習中，情感是賦予一段經驗意義的重要角色；也呼應 Clayton (2012)

認為自我認同、環境認同也與情感的帶動有相當高的聯繫。因此雖然志工們與黑猩猩

的互動程度並不一致，但無論是主動互動、被動互動或觀察者的志工，在拜訪的過程

中都會有情感的觸動，拜訪結束後也對黑猩猩有更緊密的情感連結。 

Clayton (2012) 認為，對於環境認同程度高的人而言，提升自然或動物的權益就如

同是在爭取自己的權益一般、是與自身相關的事，也因此會更加投入在其中。這樣的

狀況似乎也發生在本研究的 12 位志工身上。志工們在拜訪黑猩猩後，看見黑猩猩在展

場內的日常與行為，幾乎都不約而同地會將眼前的四隻黑猩猩與野外的黑猩猩族群做

比較，進而開始對動物權與動物圈養的議題進行反思，也會對於人類消耗自然資源、

破壞自然環境等感到感慨或憤怒；更特別的是，部分志工提到，在拜訪了黑猩猩後，

自己看待動物和黑猩猩的方式開始有了轉變，他們會為黑猩猩被誤解打抱不平，也有

更強烈的動機想讓更多人知道動物也有智慧、有靈性，並非像人類所想的無知無能。

種種跡象顯示志工們正漸漸地將黑猩猩和動物納入內團體中，使得他們更加致力於維

護動物的權益。 

此外，Clayton 與 Opotow (2003a) 提出的三項環境認同的具體表現—─「對自然的

定義」、「從自然感受到的相似感」、「自然在社會與道德上的價值」，與志工們的改變和

反思並不完全符合。不相符之處主要在於志工「對自然的定義」沒有甚麼改變，以及

志工較強調人與其他動物的差異，而非強調「從自然感受到的相似感」。或許因為志工

原先對自然的知識與敏感度就較為豐富，且受訓於動物園已久，志工們經過一連串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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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黑猩猩後，「對自然的定義」並無明顯改變；另外，志工們在拜訪黑猩猩後，除了從

黑猩猩身上感受到自身與黑猩猩、與動物的相似外，還多了許多人與其他動物、自然

萬物的「不同之處」，例如對資源的浩劫與貪婪，覺得人類應該有所改變。此部分的差

異，表現在圖 4-4 灰色粗框中。這樣的結果顯示已經對動物熟悉的人再次與動物互

動，所產生的環境認同感中，包括了人與動物相異的部分，有的甚至會影響其道德倫

理。 

三、影響環境認同的社會文化因素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拜訪黑猩猩的經驗，對於志工的環境認同有何影響。在 Clayton

與 Opotow (2003a) 對環境認同的詮釋中，「自然」包含了組成自然環境的動物、植物

與無生命物，因此拜訪黑猩猩、與黑猩猩互動是一種與自然互動經驗，也就是說本研

究主要是探討一段特殊的與自然互動之經驗對環境認同的影響。Clayton 與 Opotow 

(2003a) 認為，由於環境認同會受到與自然、社會互動的影響，當我們要討論自然經驗

對環境認同的影響時，當下的社會文化和脈絡就是必須考量的背景因素。因此，本研

究除了瞭解志工們拜訪黑猩猩的經驗，也必須探討志工們所處的社會文化與脈絡，才

能更完整地了解志工們的環境認同為何改變。由於研究者在文獻的階段便已瞭解社會

文化是形塑環境認同的一項因素，因此會在訪談時隨時追問相關問題，在資料分析階

段亦會特別留意有關社會文化的內容。以下分別由志工們的個人特質、動物園的社會

背景、社會環境認同理論的角度，描述志工們所處的社會文化脈絡。 

（一）志工的個人特質——熱愛自然與動物 

透過訪談研究者發現，幾乎每位志工都表示，自己來到動物園當志工的初衷，正

是因為「喜歡動物」、「喜愛大自然」，甚至有幾位志工提到，他們的積蓄都花在大自然

上－－到世界各地旅遊、看盡世界各地的野生動物，即便是當地環境的不方便與不舒

適也不會阻止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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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得知，「喜愛動物與自然」可能動物園志工共有的特質，研究者推測，本

研究的 12 位志工或許更是如此，因為他們願意額外空出相當多的時間參與「與黑猩猩

建立友好關係」計畫。從行前培訓到實際拜訪，還有每次拜訪結束後的拜訪日誌，以

及拜訪結束後的兩次訪談等等，都是需要花時間和心力完成的，而志工們願意付出這

麼多心力，正是因為希望能與動物建立關係、也希望為動物保育的研究做出貢獻。因

此，研究者認為，在實際拜訪黑猩猩之前，本研究的 12 位志工一般大眾或其他志工，

已有相當高的環境認同程度。 

（二）動物園的社會背景——友伴互動與培訓 

志工們來到動物園後，透過培訓或課程有了許多機會接觸環境保護、物種保育的

相關知識，因此也在無形之中影響了他們對環境與自然的看法。甚至有位志工認為，

自己已經無法客觀地看待「動物園的價值」、「是否應該圈養動物」這類議題，因為他

已經接受許多動物園的培訓，許多觀念已經根深蒂固深植心中。 

除此之外，志工們對動物與自然的看法也會受到動物園中其他社會互動的影響，

例如從與其他志工夥伴互動和討論的過程中，對一些與動物、與環境相關的議題更加

關心、更加敏銳；或是受到動物園的朋友的影響，加深對動物或黑猩猩的喜愛。 

基於上述，研究者認為，在動物園這個場域中，志工們長期接觸相關資訊、與園

內志工夥伴的互動，都會對於動物和自然的看法都會受到一定的影響，而這也關係到

他們在拜訪黑猩猩後引發的反思和改變。從日誌與訪談中分享的經驗與反思來看，志

工們對自然與環境應是具備一定的敏感度，後續才有如此豐富的反思；另外，12 位志

工的環境認同有如此方向一致的改變、與自然的關係更加靠近，應該也是同樣的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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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環境認同——我是動物園志工，所以要更環保才行 

儘管環境認同在環境教育、環境保護的研究領域中逐漸受到重視，環境認同的理

論架構和測量方式仍有諸多差異 (Payne, 2001; Clayton and Opotow, 2003a; Green et al., 

2016) 。除了本研究採用的 Clayton (2003) 的理論架構，另外一個受許多研究使用的理

論架構便是 Kempton 與 Holland (2003) 的「社會環境認同理論」 (Williams & Chawla, 

2016) 。在 Kempton 與 Holland (2003) 的「社會環境認同理論」中，認為人們與自然

的關係以及親環境行為是一種社會文化與社會互動的產物，也就是「他人眼中的我」

造就了一個人是否自認為屬於自然的一部分、是否會實踐親環境行為，以及會做到親

環境行為的何種程度。 

由於研究者在文獻探討階段便以注意到 Kempton 與 Holland (2003) 的社會環境認

同理論，因此在分析與訪談時，主要透過兩個問題：「您是否會因為身為動物園志工，

覺得自己應該要落實環保呢？」以及「成為動物園志工後，您的生活和行為上有何改

變呢？」，嘗試由社會環境認同理論的角度，來了解志工們的環境認同與親環境行為。

經過分析後發現，志工們的確會在加入動物園的志工隊後，敦促自己應該要更加落實

親環境行為、更加努力地學習與動物和環境有關的知識。而這些改變背後的驅動力，

都是來自於希望自己能符合「一位優秀的解說志工」的社會期待，例如認為自己應該

要以身作則、在生活中落實節能減碳的行動，或是不斷吸收與動物、環境有關的知

識，才不會在解說時被遊客「問倒」。由上述可以發現，志工們在加入動物園志工隊

後，確實會有更強烈的動機學習環境相關知識、落實親環境行為。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結果無法與 Clayton 與 Opotow (2003a) 的環境認同理論架構

產生共鳴。Clayton 與 Opotow (2003a) 認為，在探討拜訪黑猩猩的經驗對志工環境認同

的影響時，不可忽略的是志工們所處的社會文化與脈絡；然而本研究透過日誌和訪談

發現，志工都沒有提到任何內容能顯示拜訪黑猩猩後，動物園的社會文化或黑猩猩的

解說經驗提升了他們的環境認同，這可能也是因為志工們後續沒有機會持續和黑猩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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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或解說黑猩猩，因此無法進行更詳細深入的探討。因此，研究者只能針對前導的

社會文化因素來探討志工們的個人特質、動物園志工隊的環境背景、志工們背負的社

會期待等，以期更加了解志工們在拜訪黑猩猩後為何有如此的反思，以及他們的環境

認同與行為為何有如此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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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探討 12 位動物園志工參與「與黑猩猩建立友好關係」研究計畫的經驗，

檢視拜訪進行中、拜訪結束時、拜訪結束後兩年半這三個時間點裡，志工們對於黑

猩猩、動物與自然的想法態度，以及具體呈現在行為與解說上的改變。本章將在第

一節中根據研究問題整理研究結果，以回應本研究的研究問題；第二節則是本研究

的研究建議，分為對動物園解說志工培訓、解說安排的實務建議，以及對後續相關

研究的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對於志工而言，拜訪黑猩猩的經驗就像認識動物的入門課，透過實際拜訪、互動

與觀察，志工們更加認識黑猩猩，也養成了後續自主拜訪更多動物的習慣。拜訪動

物並與動物建立關係，也促使志工反思人與動物、人與自然的關係。 

本研究的研究問題有三： 

（一） 解說志工們在拜訪黑猩猩後有哪些學習與感受？ 

（二） 解說志工們的環境認同為何？拜訪黑猩猩的經驗及動物園的社會互動如何影響

解說志工的環境認同？ 

（三） 拜訪黑猩猩的經驗如何影響解說志工們對解說的看法及作法？ 

以下分別依序回應上述三個研究問題，總結本研究的成果。 

一、拜訪動物，認識自己 

在拜訪進行的當下，志工們會透過與黑猩猩的互動和觀察，對黑猩猩有更細微的

了解，除了再次驗證對黑猩猩的科學性知識外，也學會分辨四隻黑猩猩，開始將牠

們視為「個體」而非「物種」。因為看見了黑猩猩的生活樣貌與人互動時的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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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們感受到自身與黑猩猩的相似，因而建立起對黑猩猩的情感與親切感。在拜訪

中，志工們經常以可愛、喜愛來形容黑猩猩的行為和動作，特別是在與黑猩猩產生

互動時，志工們都會有驚喜、奇妙、感動等正向的情感；在拜訪結束後，許多志工

也表示自己對黑猩猩有了更多的好感與親切感。拜訪結束後兩年半進行的第二次訪

談中，甚至有幾位志工談起在 2018 年病逝的曼麗春時難過地掉下了眼淚，足見志工

與黑猩猩們感情羈絆之深刻。雖然他們知道生老病死是每個生命的並經之路，但想

起過去自己與曼麗春的種種互動，以及牠臨終前受盡病魔折磨的痛苦，仍舊感到不

捨與心疼。 

除了對黑猩猩的情感，志工們也透過拜訪黑猩猩的經驗，重新省思了自己與動物

的關係、以及人類與自然的關係。目睹黑猩猩在展場中行動受限的身影以及對黑猩

猩的情感，促使志工們開始設身處地為黑猩猩們著想，思考與動物圈養、動物權利

有關的議題，並反思人類與自然的關係。在拜訪初期，志工們總會非常嚮往能與黑

猩猩有許多熱切互動；但隨著拜訪次數漸漸增加，他們開始意識到，動物園裡的動

物並非為了取悅遊客或拜訪者而存在。因此，志工們漸漸地不再汲汲營營於希望黑

猩猩回應自己，而是尊重黑猩猩的心情和選擇。在拜訪的過程中，由於看見黑猩猩

們受限於展場的有限空間、日復一日地重複著單調的生活，志工們紛紛感嘆人類對

自然與其他生命的介入，並且更深刻地體悟到人類應更加謙虛地面對動物和自然。 

由於環境認同與自我認同有著深切的關聯，Clayton (2003, p.46) 認為，一段經驗

若能「在情感上有重要意義」，且「影響了人們看待自我的方式」，那麼就是對自我認

同產生了影響。由此來看，足以證明對志工們的自我認同有一定的影響力。綜觀上

述，拜訪黑猩猩能幫助志工更加認識黑猩猩，也透過拜訪黑猩猩的經驗改變了自我認

同。因此可以說，志工們在拜訪黑猩猩、認識動物朋友的同時，也重新認識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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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新省思與自然的關係－－環境認同的改變 

根據 Clayton 與 Opotow (2003a, p.8) 對環境認同的闡述，本研究檢視了志工們在

拜訪黑猩猩後，對於「如何定義環境」、「從自然感受到的相似度」，以及「自然在道

德和社會上的價值」等方面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對於環境的定義」雖難以看出志工

的改變，但從訪談中志工們的分享，仍能發現經過拜訪黑猩猩一事，他們感受到自

已與自然是更緊密相連的一體。 

（一）從自然感受到的相似度及相異處 

本研究中，志工們有明確改變的面向為「從自然感受到的相似度」以及「自然在

道德和社會上的價值」，特別是先於其他三者出現的「感受到的相似度」。由於黑猩

猩在行為、智商、基因上都是與人類最為相近的物種，志工們往往抱著「認識人類

的近親」的心態認識黑猩猩；但是在實際看見黑猩猩表現出與人相近的行為、個

性、認知能力等後，志工們發現，黑猩猩和人類的相似程度，並非能以「人類的近

親」來稱呼。不少志工提到，他們認為黑猩猩與人相似的程度，就像牠們是「不會

說人類語言的人類」。由此可以發現，志工們對黑猩猩的印象開始改觀，黑猩猩由原

先的「猛獸」、「解說的內容」，轉變為「不會說話的人類」、「值得認識的朋友」，在

與人的相近程度上有了大幅的提升。除了感受到與黑猩猩的相似，部份志工們也會

因此思考人與其他動物的「不同之處」，成為後續對人類行為之自我反思的基礎。 

（二）自然在道德和與社會上的價值 

其次，延續了拜訪中所感到的「相似感」，志工們會開始設身處地為黑猩猩與動

物著想，其中蘊含了他們認為動物應有的權利與價值。看見黑猩猩不斷來回遊走於

展場中，志工們開始感到牠們受限於狹小單調的圈養環境，進而引發出一連串對於

圈養動物、動物園價值的討論。部份的志工認為，為了保存物種的基因，圈養環境

內個體的自由是合理的犧牲；而另一部份志工則認為，人類要彌補對自然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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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從根本的停止開發做起，而不是將以受害的動物之自由作為彌補自然的陪葬

品。動物園價值與圈養議題，呈現出志工對於動物在「社會與道德的價值」的反思

結果，也呈現出自然的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的衝突。 

（三）對自然的定義 

個人對自然的定義一向難以透過研究得知，但仍能透過個人所認為的「人與自然

之關係」來得知 (Blatt, 2013) 。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上，志工們心目中的自然分別屬於

偏向感性的「母親」、「夥伴」，以及偏向理性的「資源」，所隱含的人與自然之關係分

別是「依賴於自然」、「自然的一部份」和「自然的監督者」Blatt (2013) 。雖然本研究

難以斷定志工們對自然的定義是否在拜訪黑猩猩後發生改變，但仍能從志工們的言談

中得知他們認為的「人與自然之關係」，進而了解他們對自然的定義。 

志工們的反思和認同感並非侷限於思想上，也呈現在志工們的行為上。在六次拜

訪結束後，拜訪黑猩猩的經驗和作為也繼續在他們的生活中延續下去。志工們會在動

物園的服勤結束後，到各種動物的展場，以拜訪黑猩猩的方式「認識」更多動物朋

友；在解說方面，志工們變得更加重視真實的經驗，不再執著於過度瑣碎的動物知

識，轉而注重環境保護、棲地保育的概念；在日常生活中，雖然大部分志工原先就有

落實許多親環境行為，但少部分志工會更加重視「個人」對環境的貢獻，並且更堅定

他們原有的親環境行為，勇於影響周遭的親友。 

綜合以上可以發現，志工們在參與「與黑猩猩建立友好關係」計畫後，所經歷的

反思與行為改變並非只限於黑猩猩上，而是擴展到其他動物、動物園裡、日常生活

中、乃至於整個自然環境。因此研究者認為，拜訪黑猩猩的經驗影響了志工們的環

境認同，使他們與自然的關係更拉近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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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更貼近真實的解說 

身為解說志工，拜訪黑猩猩的經驗，也為志工們的解說注入新的活力。在拜訪剛

結束的訪談中，志工們提及了許多對解說的改觀與改變計畫；直到兩年半後的第二

次訪談時，志工們又分享了這段時間內自己如何落實的解說有何改變，包含解說內

容的改變、解說策略的改變，以及身為解說員的心態調整等。 

服勤之餘，志工們也養成了主動拜訪更多動物的習慣，一方面是為了與更多動物

建立互動關係，另一方面則是為了驗證自身所學的動物知識，將二手資料內化為直

接經驗。主動拜訪動物不僅滿足志工們對動物的喜愛，也是自我充實的好方法，能

讓解說的內涵更貼近真實，親身經驗也能感動更多遊客。 

拜訪黑猩猩、與更多動物建立關係後，志工們看待動物的方式也有所不同。過去

動物對於志工而言是「解說的內容」，是較為冰冷且不帶感情的，雖然知道牠們也是

生命，但志工們更在乎的是資訊是否傳達給遊客。在拜訪黑猩猩後，志工們從互動

與觀察中感受到生命的感動與活力，動物因而成為他們眼中「值得認識的朋友」，是

可以託付情感與真心的對象。至此，志工們在乎的不再只有解說勤務，更在乎動物

本身，也因此對於動物園的解說勤務有更強烈的責任感。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研究發現，拜訪黑猩猩、觀察黑猩猩等活動，能為志工帶來豐富的反思，有助

於志工終身學習與精進解說。本節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動物園解說志工培訓的實務

建議與相關研究上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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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動態的培訓課程 

根據志工們在訪談中所分享的經驗，在臺北動物園現有的解說志工培訓方式中，

大多以靜態的講座課程或資料輔助為主，較少動態的培訓課程。不少志工也在拜訪

黑猩猩後表示，自己過去所解說的知識和訊息－無論是園方提供或自行研讀－都來

自於書面資料而非親身經驗，解說與教育內容最終成為不踏實的宣導，使得他們時

常會感到「很虛」。相比之下，志工們在拜訪黑猩猩後，不只對黑猩猩的科學知識更

加了解，也有了更多情意面和態度面的轉變。即使是單純從旁觀察的攝影者志工，

也有相當豐富的收穫與反思，對動物更加認識、更加熟悉，也成為他們精進解說的

動力。 

本研究發現，「與黑猩猩建立友好關係」計畫促使志工們有了更高層次的學習，

因此研究者建議可在動物園的志工培訓課程中，加入更多動態操作元素，鼓勵並引

導志工進行動物觀察，甚至是與動物建立互動關係。如「與黑猩猩建立友好關係」

計畫一般實際與動物相處、互動的作法，或許也能應用在動物園的解說志工培訓之

中，讓解說志工們透過與動物相處，促進個人學習、增加與動物的連結，進而更有

效地引導遊客深刻地認識、喜愛、關懷動物，最終提升園內解說教育的品質。 

為此，研究者整理志工們的經驗後，提出兩個具體實施上需要考量要素：一是

「延續性」，必須是長期且頻繁發生；二是「新鮮感」，要與志工們平時接觸到的事

物有明顯的差異。志工們表示，與大型哺乳類動物如黑猩猩互動，是所有前所未有

的體驗；再加上拜訪黑猩猩的次數是六次、為期一個半月至三個月，相較於平常接

觸的一次性勤務，是更為長期且更為連貫的參與經驗，能讓他們有更深刻的印象，

促成更豐富的學習成果。研究者建議動物園在志工培訓的規劃上，能加入更多動態

操作元素，同時考量到課程的延續性與新鮮感，提升志工們的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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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勤務相呼應的培訓內容 

本研究透過訪談發現，拜訪黑猩猩後志工雖然對黑猩猩更加認識、也對解說黑猩

猩有滿腔熱忱與想法，但卻苦無解說黑猩猩的機會。「與黑猩猩建立友好關係」是臺

北市立動物園的研究計畫，雖然計畫並非完全以志工參與為主軸，但仍有一大部分

著重在解說教育上，也安排了多場次的課程幫助解說志工認識黑猩猩。「與黑猩猩建

立友好關係」計畫結束後，志工們卻沒有機會能應用所學，實際上是非常可惜的。

這個情況也顯示出動物園的整體發展規劃和志工培訓課程、志工勤務內容三者的不

連貫，一方面造成了志工們沒有機會實踐自己的解說規劃，另一方面也是浪費了動

物園的培訓資源。除此之外，由於志工們幾乎沒有機會解說到黑猩猩，也難以看出

「與黑猩猩建立友好關係」計畫結束後，另有哪些社會因素影響了志工們的環境認

同，成為了本研究的一項限制。 

因此，研究者建議，動物園在安排解說勤務時，盡量安排使勤務內容與培訓課程

相互呼應，或是能給予志工有更大的彈性，留有一定的自主空間讓志工們多方嘗

試。 

三、後續相關研究建議 

本研究最主要之特色有二，一是以質性研究方法探討環境認同的改變，二是補足

了現有研究中，偏重於探討社會互動對志工環境認同之影響的不足。在現有的研究

中採用 Clayton (2003) 環境認同定義的研究，幾乎都是以「環境認同量表」作為測

量工具的量化研究 (Clayton et al., 2011; Prévot, Clayton, & Mathevet, 2018; Ilevbare et 

al., 2018; Balundė et al., 2019) ，而少數幾篇以質化研究方法進行的研究，卻又是以

小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小學生在自然科學課程中發展環境認同的過程 (Green et al., 

2016; Tugurian & Carrier, 2017) 。此外，有關動物園志工之環境認同的研究，也都側

重在社會互動對志工環境認同的影響，缺乏相關研究探討自然經驗對動物園志工形

 



 

127 

 

塑環境認同的重要性 (Fraser et al., 2009; Bixler et al., 2014) 。因此，本研究之結果拓

展了環境認同相關研究的範疇，顯示了環境認同亦能以質性研究方法來探討，也說

明了自然互動經驗對動物園志工的環境認同之影響。以下針對後續研究的研究對

象、研究工具與設計提供建議。 

（一）研究對象的選擇 

本研究以 Clayton 與 Opotow (2003a) 的環境認同理論為架構，探討志工拜訪黑猩

猩的經驗與反思，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也基於「與黑猩猩建立友好關係」研究計畫

的設計，為了讓拜訪者能固定、經常性地造訪，因而以動物園的解說志工為研究對

象。 

已有研究證實，動物園的社會文化與互動有助於志工發展高層次的環境認同 

(Fraser et al., 2009; Bixler et al., 2014) ，在 Clayton 與 Opotow (2003a) 的環境認同理

論架構中，與自然互動的經驗與社會文化皆是影響環境認同的因素，因此，綜合現

有研究與本研究之結果可以預想，解說志工因為經常接觸動物保護、自然保育等資

訊，再加上其本身自然的愛好，故在環境認同的程度上，解說志工可能會比其他族

群來得高一些。因此，研究者建議，若後續研究欲使用環境認同理論來探討人們在

接觸自然與動物後的改變，可以選擇性質不同的研究對象，了解研究對象的背景差

異，對於接觸動物後對環境認同的影響有何不同。此外，也可以重複進行此研究，

但在拜訪黑猩猩之後，提供參與者互動討論及相關服勤的機會，以了解自然經驗與

社會互動對環境認同的共同影響。 

（二）研究工具與研究設計的建議 

本研究由於研究對象具有特殊性，選擇以質化研究的方式探討志工們的環境認

同。然而針對環境認同的衡量方式，Clayton (2003) 曾發展一套「環境認同量表」以

調查大學生的環境認同程度，往後採用 Clayton (2003) 對環境認同之定義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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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幾乎都是以「環境認同量表」作為測量工具 (Clayton et al., 2011; Prévot, Clayton, & 

Mathevet, 2018; Ilevbare et al., 2018; Balundė et al., 2019) 。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一

是因為「環境認同量表」經過研究證實為一個可信的量表 (Olivos & Aragonés, 

2011) ，二是因為環境認同本身就是較難以質化研究方式探討的概念 (Tugurian & 

Carrier, 2017) 。 

環境認同不只來自於個人與自然互動的經驗，所處的社會文化也有重要的影響

力，因此若要使用「環境認同量表」測量環境認同，就必須考量當地的社會文化 

(Clayton, 2003; Li et al., 2016) 。由於目前「環境認同量表」在研究上的使用也都集

中在歐美國家，臺灣的受試者在題項設計、作答心理與社會文化背景上可能會與歐

美國家有些出入，故是否適用於臺灣仍有待更多研究確認。因此，研究者建議未來

環境認同的相關研究，需要探討「環境認同量表」在台灣的適用性，並且重視質化

研究方法的使用，深入探討臺灣時空背景下人們的環境認同有何特點，最終發展出

符合台灣社會的環境認同衡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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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拜訪日誌 

 拜訪日誌  

日期  拜訪

次數 
 第＿＿次 

拜訪

時間 
 天

氣 
 

姓名  實驗組別 _____組 角色 拜訪者 / 攝影者 

1. 我與黑猩猩之間的互動概述 

2. 今天拜訪的心得與感想 

3. 對於下次拜訪的計畫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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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研究同意書 

 

【動物朋友的贈禮：「拜訪黑猩猩」對志工環境認同與解說的影響】 

研究同意書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的碩士班研究生林孟樺。我的論文研究題目是

【動物朋友的贈禮：「拜訪黑猩猩」對志工環境認同與解說的影響】，希望邀請您參與研

究，透過訪談與拜訪日誌瞭解您在參與 2015 年「與黑猩猩建立友好關係」研究計畫後，對

您的生活、想法和在動物園的值勤，帶來怎樣的意義與影響；並與 2015 年「與黑猩猩建立

友好關係」研究計畫的結果相互比較，以探討參與研究計畫後帶來的長期改變。 

本研究之訪談時間約一至兩個小時，會在您的同意下進行錄音或錄影，以便完整、正

確地紀錄您的想法。訪談的內容將以您的寶貴經驗和思路歷程為主體，研究者並沒有預設

任何立場，請您放心且自在回答。我會妥善保管您的資料，而您提供的資訊只會運用在論

文研究中，且會以匿名的方式出現；在本次訪談過後所整理的文字記錄，也會在後續寄給

您確認，如您看完認為不符合您的意思，也歡迎反應給我並作修改。 

若您在訪談中途忽然不想繼續參與本研究，可以隨時中止錄音或參與。退出本研究不

會對您產生任何不利的風險；若對訪談或研究有任何問題或顧慮，歡迎隨時與我聯繫（聯

絡資訊如下）。再次誠摯地感謝您參與本研究，您的想法和回饋對我非常重要！謝謝！ 

臺師大環教所碩士班研究生 林孟樺 敬上 

TEL: 09******** / e-mail: ********@gmail.com 

指導老師：王順美博士 

 

我已閱讀並了解前述有關研究的內容和進行方式。 

我願意並同意研究者使用我提供的資訊。 

個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研究者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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