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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

林務局國家森林志工參與動機及解說訓練成效之研究
林智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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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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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家森林志工的參與動機及解說訓練成效，並瞭解志工之背景資料與上列
項目之關係，研究對象包括林務局所轄之東勢林區管理處、南投林區管理處及嘉義林區管理處等三
個林區管理處之國家森林志工，研究構面係採用Kirkpatrick評估模式，分為反應、學習及行為三大
構面，而服務動機則分為利人、利己及意識形態三部分，問項採用Likert 5點尺度量表進行量測。調
查期間為2010年6月至2010年8月，總共發出問卷200份，其中有效問卷為172份，達86%。經資料分
析結果顯示，志工參與解說服務以利己及意識形態為主要動機。此外，由結果顯示志工的解說訓練
具良好成效，且參與動機與解說訓練之成效呈現顯著之正相關。本研究所得之結果可作為林務局管
理訓練志工之參考。
【關鍵詞】國家森林志工、解說訓練成效、參與動機、林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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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valuate the interpretation training and motivation on Forestry
Bureau’s National Forest Volunteers as well as to understand volunteers’ socio-demographic information.
The subjects were the National Forest Volunteers from the three Forest District Offices, namely, Dong-shih
Forest District Office, Nan-tou Forest District Office and the Chia-yi Forest District Office. The items of
questionnaires were designed based on Likart 5 point scales. Survey period was from June to August 2010.
A total of 200 questionnaires were asked, resulted in 172 valid questionnaires, 86% response rate.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main motivations on Forestry Bureau of managing National forest volunteers were egoism
and ideology. The results will provide the experience to Forestry Bureau of managing National forest
volunteers.
【Key word】National forest volunteers, Interpretation Training, Interpretation motivation, Forestry
Bu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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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研究區域與方法

長久以來在台灣就存在著以志願方式來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國家森林志工之參

投入對社會或環境服務的工作者，包括在森林

與動機及解說訓練成效的關係，在參與動機

區域導覽或解說的相關服務，然而這些服務的

上，其相關理論很多，並著眼於不同層面，

內容可能會因為服務者的背景及知識而有所不

諸如Maslow (1970) 理論，該理論中指出動機

同，然而其無私的貢獻卻是令人所尊敬。林務

是源於需求的概念，進而行成驅動力來影響

局自1996年起，由各林區管理處正式對外招募

行為 (Maslow, 1970；馬起華，1981)。Gidron

國家森林志工，具有熱忱的人員經甄選、訓練

(1978) 曾假定從事志工工作可到得到不同層

後，加入森林遊樂區及保育業務之環境解說服

面的獎勵，此可視為志工參與志願服務之動

務工作，截至2009年，國家森林志工成立已13

機，而本研究主要參考Cnaan and Goldberg-

年，招募志工人數共計831人，平均每年服勤

Glen (1991)、Oda (1991) 之研究，將志工參

人數將近1萬人次，服務總時數累計達50萬小

與服務之動機分類為「利人」、「利己」及

時，服務民眾人次達69萬人次以上，對於環境

「意識型態」三類，而解說訓練成效則參考

教育及自然保育之推廣貢獻相當大，此亦顯示

Kirkpatrick (1987) 的訓練評估模式，其評估層

志工在當今環境教育及自然保育的重要性 (林

次依序分為反應 (reaction)、學習 (learning)、

務局，2010)。

行為 (behavior) 及結果 (results) 等四個層次。

「國家森林志工」為目前林務局所轄之

由於上列之「結果」層次，容易受到受測者之

森林遊樂區及自然教育中心的志願義工之稱謂

主觀意識所影響，致使其效度易受到質疑而有

(林達遙、林喻東，2009；林務局，2010)，國

所爭議 (陳姿妤，1997；趙惠文，1999；許駿

家森林志工由各林區管理處之育樂課進行輔導

煒，2000；陳思均，2001楊婷婷，2002；林竹

與管理，而目前國家森林志工遍及臺灣各個國

楠，2004)。因此本研究亦將將「結果」層次

家森林遊樂區及自然教育中心，由於保育的知

予以剔除，以反應、學習、行為等三層面來探

識日新月異，因此國家森林志工每年必須接受

討解說訓練之成效。有關本研究之架構如圖1

林務局訓練，以增進其專業知識及解說技巧，

所示。

以協助林務局推廣自然保育理念 (山林悠遊
網，2010)。而評估國家志工之成效有助於瞭

志工參與動機

志工訓練成效

解其訓練方式之良窳，可做為林務局培養國家
志工的參考，此為本研究的重要動機之一。

利人

反應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國家森林志工的
參與動機及解說訓練成效，以問卷方式運用

利己

動機

滿意度

學習

Kirkpatrick評估模式進行探討，該模式包括
「反應」、「學習」及「行為」等構面，該模

意識形態

行為

式被廣泛應用於相關領域之評估 (Kirkpatrick,
1996；劉淑芬、魏惠娟，2007；蕭元哲，

圖1. 本研究架構 (本研究整理)

2010)。本研究以此模式結合國家森林志工之

Fig. 1. The framework of this study.

動機來探討其相關性，在於瞭解國家森林志工
服務的動機，及其在反應、學習、行等構面的

本研究由林務局轄屬八個林區管理處，

差異，以做為國家森林志工的訓練方式之參

選取東勢林區管理處、南投林區管理處及嘉義

考。

林區管理處等三個林區管理處之國家森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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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其服務範圍涵蓋奧萬大森林遊樂區、八仙

占62.2%。志工職業以家管或退休占最多數

山森林遊樂區、大雪山森林遊樂區以及阿里山

(44.2%)，軍公教 (25.6%)次之，其次依序為

森林遊樂區。而其訪間方式以親訪或郵寄問卷

商業／服務業 (16.3%)、自由業 (8.1%)，工業

的方式對所有志工進行普查。問卷設計採李克

／製造業 (3.5%)、農林漁牧 (3.0%) 以及其他

特 (Likert scale) 五點尺度量表，問項主要包含

(2.3%)。

志工參與服務動機、解說成效以及個人基本資

年收入以40000~80000元者居多 (54.1%)；

料三大部分。調查時間為2010年6月至2010年8

志工之服務年資以4至6年者居多 (36.0%)，而

月，共計發出200份問卷，回收181份，問卷回

服務年資超過6年者占全部志工的52.3%。在

收率90.5%，有效問卷計為172份。

居住地方面以中彰投地區居多 (62.2%)，其次

本研究所回收之問卷經整理建檔，以SPSS

為雲嘉南地區 (34.9%)；志工接受教育訓練的

12.0統計軟體進行分析，分析方法包括信度分

次數以10次以上居多 (55.2%)，5-8次者次之

析、敘述性統計、相關分析及迴歸分析。經信

(17.4%)。受訪國家志工有76.1%的志工有在2

度分析志工參與服務之利人、利己及意識形態

處以上的單位服務，且有98.8%的志工於服務

動機與解說成效的三個層面，其Cronbach’α係

中獲得快樂及滿意。志工認為林務局之解說

數皆在0.7以上高於Rickenbach et al. (1998) 所

教育應加強的訓練方向，以自然環境及物種

建議之0.5，顯示各問項皆具有效信度不需刪

認識占最多 (26.36%)，森林生態永續經營次之

除；且項目與總分相關都在0.5以上，顯示此問

(19.09%)，其次為環境保育議題 (16.83%) 及解

卷具有關聯效度。敘述性統計的部分包含志工

說帶隊技巧 (15.45%)。

背景資料分析及各問項樣本分布之情形；針對

在解說訓練成效及志工參與動機的部分，

志工參與動機與解說訓練成效各構面進行相關

各以若干問項代表各構面，再以各構面的題目

分析，再進一步以迴歸分析推論志工參與動機

分數平均值視為該構面的分數，其數值分布情

對於解說訓練成效之影響。

形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在解說訓練成效上，以反應

三、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所回收之有效問卷共為172份，以

層次之平均值為低；而在志工參與動機部分，
以利己的平均值為低，反應志工之參與動機具

統計分析所得之志工基本資料、志工參與服務

有幫助他人及自我意識形態為主的特質。

動機與解說訓練成效之相關分析、志工參與動

(二) 相關分析

機對於解說訓練成效之迴歸分析之結果分述如

國家森林志工參與動機與接受訓練課程成
效之相關性分析如表2所示。

下。
(一) 基本資料分析

由表2可知，在解說訓練成效之反應、學

有關受訪者之基本資料經分析結果，在

習及行為三個層面，其彼此相關程度都在0.5

性別上以男性 (57.6%) 略高於女性 (42.4%)；

以上，且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顯示以反應、學

志工年齡分布集中於51~60歲 (41.9%)， 超過

習及行為來共同反應解說訓練成效是具一致性

61歲以上者 (30.2%) 次之，其次為41~50歲者

的，故將反應、學習及行為三個構面數值合

(18.6%)，40歲以下者 (9.3%) 較少；在教育程

併後再平均，為志工參與訓練之「整體滿意

度上以大學及專科畢業者為最多 (62.2%)，

度」，即在參與林務局之相關培訓課程後，志

其次為研究所畢業 (18.0%)；在婚姻狀況方

工所展現的滿意程度。在志工參與動機部分，

面，大部分為已婚 (91.3%)，未婚者僅占少

意識形態、利人及利己三個層面之動機皆呈顯

部分 (8.7%)。另外，伴侶一同擔任志工者

著正相關，顯示以意識形態、利人及利己來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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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志工訓練成效及參與動機分數分布情形

,
Table 1. The scales distribution of interpretation training and motivation on Forestry Bureau s national
forest volunteers.
構面

數值分布情形
最大值

中位數

最小值

平均值

標準差

學習

5

4

2

4.13

0.52

行為

5

4

1

4.02

0.55

反應

5

4

1

3.96

0.45

利人

5

4

2

4.19

0.49

利己

5

4

1

3.75

0.58

意識形態

5

4

1

4.11

0.55

表2. 志工參與動機與解說訓練成效之相關分析

,
Table 2.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interpretation training and motivation on Forestry Bureau s national
forest volunteers.
反應

學習

行為

意識形態

利己

反應

1

學習

0.672**

1

行為

0.537**

0.674**

1

意識形態

0.233**

0.315**

0.210**

1

利己

0.344**

0.475**

0.435**

0.376**

1

利人

0.117

0.203**

0.100

0.299**

0.176*

利人

1

註：*表示在顯著水準為0.05時 (雙尾) 時呈現顯著相關性；**表示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 時呈現顯著相關
性。

同反應志工參與動機是具一致性的，故將意

(三) 迴歸分析

識形態、利人及利己三個層面之數值合併後平

本研究依據相關分析的結果推測志工受訓

均，為變項「志工參與動機」，代表志工整體

後之「整體滿意度」是受「反應」、「學習」

參與動機。

及「行為」三個層次的影響；而志工參與的

在志工參與動機與訓練成效部分，意識

「動機」是受「利人」、「利己」及「意識形

形態及利己的動機皆和反應、學習及行為三個

態」的影響；「動機」則是影響「滿意度」的

層面呈現顯著正相關，顯示志工參與動機越強

主因。由此關係來進行迴歸分析。

烈，其受訓成效之滿意程度越高；唯有利人的

1. 志工參與之滿意度

動機僅與學習呈現顯著正相關，與反應及行為

根據Kirkpatrick (1987) 的訓練評估模型，

的相關性較薄弱。顯示基於利人的奉獻精神可

認為在訓練評估之「反應」、「學習」、及

能並非為志工參與解說服務之主要動機，故與

「行為」等三個層次，具有漸進式之關係存

解說成效的相關性較不顯著，為驗證志工參與

在，在志工接受訓練當下即會先產生反應意

動機與訓練成效間的關連性，後續以迴歸分析

識 (即先有反應)，進而開始從事學習，學習之

探討之。

後將所學 (或所訓練之成效) 轉為實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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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此一連串的過成遂而形成為滿意度，即此

69.6%；以反應及學習層次來預測行為模式的

評估評估模型為：反應→學習→行為→滿意度

解釋力達71.5%，映證了Kirkpatrick (1987) 的

(Kirkpatrick, 1994)。本研究以迴歸分析驗證國

訓練評估模型在「反應」、「學習」及「行

家森林志工參與訓練之成效之關係，所得之分

為」三個層次上，存在著關連性。運用於國家

析結果如表3所示。

森林志工的教育訓練評估，則可透過這三個層

由表3可知，藉由反應來預測學習的成

次，強化志工一開始的接觸、篩選過程，訓

效，其調整過後的解釋力為41.1%；而由學

練課程的修訂，即能反應於志工服務之行為

習層次來預測行為模式之調整過的解釋力為

層面，使志工培訓的成效更為顯著且即時。

表3. 志工參與解說訓練之迴歸分析

,
Table 3.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terpretation training on Forestry Bureau s national forest volunteers.
依變數

常數

反應 (b值)

Y學習

1.09**

0.77**

Y行為

0.323

Y行為

-0.042**

學習 (b值)

反應 (β值)

F值

44.1%

136.11

0.836

69.6%

393.413

0.818

71.5%

136.11

0.667
0.895**

0.76**

Adj-R2

學習 (β值)

0.233**

0.717

註：**表示p<0.001

2. 動機對滿意度的影響

利己動機的預測效果較高，顯示志工參與解說

本研究將志工參與之動機分為「利人」、

訓練的動機以利己的出發點較多，可以增進自

「利己」及「意識形態」三個構面，來探討

身的人際關係與相關專業的學養，而利人的動

志工參與解說訓練後之滿意度。根據表2「反

機反而是較為薄弱的，亦為研究結果之重要發

應」、「學習」及「行為」三者之關係，以

現，推測可能是志工的參與人員年齡層以中壯

「行為」層次為依變數，「利人」、「利己」

年為主，職業以退休、家管的人員居多，參與

及「意識形態」為自變數進行迴歸分析，所得

志願行為非以服務社會大眾為主要目地，而是

結果如表4所示。

以安排退休時間與生活、充實自我為主，以滿

由表4可知，以動機來預測志工受訓後的

足Maslow需求理論中最高層級「自我實現的層

成效，其調整過的解釋力為40.5%，在三個構

級」，此結果與林玲 (2009)、林達遙、林喻東

面的動機中，以利人動機的預測效果較低，以

(2009) 及邱岳瑩 (2010) 等之研究相吻合。

表4. 志工參與動機與解說訓練滿意度之迴歸分析

,
Table 4.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terpretation training s motivation and satisfaction on Forestry
,
Bureau s national forest volunteers.
依變數：
Y (行為)

B值

β值

t值

膨脹係數 (VIF)

整體模式摘要
adj-R2=0.405

(常數)

0.906

2.701*

X意識形態

0.301

0.297

3.119*

2.600

X利己

0.315

0.331

3.523*

2.532

X利人

0.167

0.147

2.411

1.073

F=39.726**

註：*表示p<0.05；**表示p<0.01；膨脹係數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 <10，表示變數無共線性問題 (林震岩，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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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系統的成長與茁壯。

本研究針對林務局東勢、南投及嘉義林管
處正在服勤的國家森林志工，探討其參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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