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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保育教育方略 序

序
過去的15年中，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WAZA）
制定了許多有影響力的策略。在2005年《保育方略》
首次將動物園和水族館定位在保育領域的頂尖核
心。隨後在2015年的《動物福祉方略》中，談到了動
物福祉的關鍵角色。2020年的《永續發展策略》將重
點放在動物相關運營的環境永續性。因此，國際動
物園教育者協會（IZE）現在非常適合制定世界動物
園和水族館保育教育方略。該方略突顯出在動物園
和水族館工作中保育教育的重要性，並清楚地表明
了四個要點：保育、動物福祉、永續性和保育教育之
間的相依性。我們希望此方略能夠為保育教育提供
支持、激勵和指導教育工作者，並最終造福人類和
我們的自然世界。

黛博拉．艾瑞克森  國際動物園教育者協會主席
朱迪．曼 博士  國際動物園教育者協會接任主席

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WAZA）非常榮幸能與
國際動物園教育者協會（IZE）合作執行世界動物
園和水族館保育教育方略。我們幫助人們理解、體
驗、連結大自然仍至關重要的緊密維繫著地球上
的生命。我們努力提供機會給有興趣的人，同時積
極推廣於其他受眾。我們已經了解如何執行保育
教育使命，並努力使其建立在具有科學基礎上。無
論是作為前歐洲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教育展示設
計委員會的主席或是作為一位教學研究者，我很
高興能為我們的社群呈現另一份工具。我們感謝
所有提供這些寶貴文獻的人。我確信你們能從這
本指引當中獲得啟發，而且在各自的機構中加強
推動有品質的保育教育。

西奧．帕格爾 教授
2018-2021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主席

身為國際自然保育聯盟的傳播與教育委員會主
席，看到堅定的承諾要將保育訊息傳遞發展至卓
越，讓我感到非常高興。《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保
育教育方略》真正體現了對教育和文化力量的理
解，特別在改變公眾支持保育的方式。動物園和水
族館是許多人通往自然世界的門戶，提供都市人
群一個難得的接觸機會，去改變他們與自然保育
之間的關係。該方略之所以有力，是因為它意識到
動物園和水族館所提供的享受和愉悅可深入地激
發整個公眾的保育行動。想像一下，如果每年參觀
動物園和水族館的億萬人口也幫助保護我們的星
球，那將是多麼巨大的成果！此方略有助於讓這個
夢想實現。

西恩．騷塞
國際自然保育聯盟 傳播與教育委員會主席

WAZA在其2015年的《保育方略》中認可了保育規
劃專家群的「整合保育（One Plan Approach）」方
法，從保育計畫初始就推動在各種管理條件下對
物種所有群體的全面規劃。我認為《為保育而作的
社會變革：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保育教育方略》是
IZE與WAZA對「整合保育」的出色詮釋和應用。可
以說，它從一開始以增加人們覺知生物多樣性的
價值，對其後續採取保育行動的潛力更是具備意
義。地球生物多樣性的毀滅性破壞仍在持續著，全
球保育必須面對的事實是即便我們做著有價值、
有影響力的工作，但推動方針仍不足也不夠快。保
育教育是努力的核心，沒有任何組織比這些受信
賴的動物園和水族館更能發揮帶領作用。《為保育
而作的社會變革》不僅釐清了所要面臨的挑戰，還
界定了要克服挑戰的方向，改變我們如何評價自
然，它來的正是時候。

昂妮·拜爾斯博士
國際自然保育聯盟 物種存續委員會
保育規劃專家群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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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保育教育方略 摘要

摘要
動物園和水族館在為人類和自然
創造多樣化和永續的未來發揮至
關重要的作用。

由於人類活動帶來的快速環境變遷、全球性疫情、生物
多樣性的急遽喪失，使得動物園和水族館的角色變得
越來越重要。

因此，我們要即刻採取有效的合作行動，以改進人們對
大自然的集體思維、感受和行為方式，這為動物園和水
族館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機會，可以引領社會為保育而
改變。

經由一系列建議，引導動物園和水族館實現其組織使
命所要達成的教育和社會目標。

特別呼籲動物園和水族館：

在組織中建立保育教育的文化。

讚賞保育教育的真實及相關目的範
圍，包括與大自然連結、促進對野生
動植物的同理、建構能力及鼓勵親環
境的行為。

保育教育計畫策略，應為不同的受眾
制定可評量之學習成果。

在多樣性、平等性、可及性和包容性
的前提下擴大受眾範圍。

設計並傳遞清晰的訊息、引人入勝的
內容，以及創新的課程方案。

對相關的保育和環境議題抱持樂觀
態度並以解決問題為導向。

優先將動物福祉原則納入保育教育。

為員工、志工和受眾優化保育教育訓
練和專業發展機會。

加強證明動物園和水族館對保育教
育的貢獻、價值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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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第一個全球的保育教育方略，《為保育而作的社會變革》代表著許多動物園和水族館的重大轉
變。它肯定了國際動物園教育者協會（IZE）和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WAZA）承諾在領導和支持
其會員、同事以及更廣的動物園和水族館組織的努力，幫助他們建立其專業、領導能力和進行有品
質的保育教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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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保育教育方略 建議

第一章
打造保育教育文化

• 動物園或水族館的保育教育作用應呈現在其書
面的使命報告書中。

• 動物園或水族館應有書面的保育教育計畫。該計
畫應概述保育教育活動、如何將其應用於不同類
型的受眾，以及該計畫設計背後的策略思維。

• 保育教育計畫應具體提及動物園或水族館如何
整合其使命和願景，並採納國家、地區、國際政策
與標準。

• 動物園或水族館應有適當的設施進行保育教育。

• 保育教育應是展覽設計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二章
將動物園和水族館的保育教育融入多元目的

動物園和水族館的保育教育旨在：

• 建立有關物種、大自然、動物園和水族館在保育
貢獻的知識和了解。

• 培養對物種、大自然、動物園和水族館的正向連
結、情感、態度、價值觀和同理心。

• 促進對物種和大自然的尊重、驚奇、欣賞、創造力
和靈感。

• 鼓勵對物種和大自然的親環境行為、行動和觀
念。

• 發展與動物園、水族館和生物多樣性保育相關的
科學、技術和個人技能。 

第三章
推動全民保育教育

• 動物園或水族館應擴大其推廣範圍，以讓民眾了
解和參與學習之機會，不論是在地、異地或線上
學習。

• 動物園或水族館應能夠在其保育教育計畫中展
示多種教學方式，以滿足不同受眾的需求和多樣
性。

第四章
在保育教育中採用適當的教學方法

• 保育教育計畫應對保育教育的各面向，採用跨課
程方式，並具有可評量的學習成果。

• 保育教育之訊息應基於科學事實和理論，例如明
確指出其所代表之文化、宗教或其他觀念。

•  動物園或水族館應提供有關物種、生態系統和議
題呈現的正確性與相關資訊。 

第五章
將動物照養和動物福祉納入保育教育

• 動物園或水族館應遵守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協
會或區域性的動物與遊客互動準則。

• 動物園或水族館應讓受眾理解動物照養的原則，
並展現該機構對於圈養物種的高標準動物福祉。

第六章
將保育與永續發展優先納入保育教育中

• 動物園和水族館的保育教育應著眼於使保育議
題與受眾的生活息息相關，並鼓勵人們對物種、
生態系統和生物族群採取直接和間接的保育行
動。

• 動物園或水族館應展示其組織對保育的直接和
間接貢獻，藉此讓受眾習得動物園和水族館所從
事的保育和永續性作為。

第七章
優化保育教育的培訓和專業發展

• 動物園或水族館應至少有一名具備必要經驗和
資格的工作人員，能負責領導和實施其保育教育
計畫。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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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園或水族館應支持保育教育的員工和志工
積極參與地方、國家、地區性和國際間的保育教
育網絡及會議。

• 動物園或水族館應提供適當的連貫性專業發展
和培訓課程，藉以鼓勵從事保育教育的員工和志
工，幫助他們實現保育教育計畫。

第八章
致力於證明動物園和水族館保育教育價值

• 動物園或水族館應匯集和分享足以說明其如何
落實保育教育計畫的系列證明。

• 動物園或水族館應使用適當的方法，分階段來評
估其保育教育計畫。

• 動物園或水族館應積極進行循證研究，以展現動
物園和水族館保育教育的成效，例如人們對自然
的知識、態度和行為。

• 動物園或水族館應積極與外部單位和學術機構
建立夥伴關係，以進行社會研究和評量方案。貝洛奧裡藏特動物園的「雙手放在土

壤上——種植、生長和學習」活動。
© HUMBERTO MELLO

講師介紹如何使用動物糞便製成的
堆肥來種花。 © TAIPEI ZOO



為優質保育教育
做出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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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教育方略所承諾與設定的關鍵成果。這些
承諾和建議可供IZE、WAZA、國家、區域和協會，以
及個別機構，了解和支持動物園和水族館在保育教
育上所擔任的角色。

打造保育教育文化

我們承諾在動物園和
水族館中，建立具有品
質的保育教育文化。

第一章

將動物園和水族館的保
育教育融入多元目的

我們承諾動物園和水族
館的保育教育目標是清
晰、可靠且與保育相關
的。

第二章

推動全民保育教育

我們承諾要清楚了解
動物園和水族館保育
教育的對象，並擴大保
育教育可影響的範圍。

我們承諾要推動多樣
化、公平，以及易懂易
得的全方位保育教育。

第三章

在保育教育中採用適當
的教學方法

我們承諾在動物園和
水族館保育教育中以
精進、創新及證據導向
的方法，提高人們的覺
知、連結人與自然，以
激發人們的親環境行
為。

第四章
將動物照養和動物福祉
納入保育教育

我們承諾所發展的保育
教育技術，是建立在尊
重動物且確保動物受到
高標準的動物福祉。

我們承諾透過有品質的
保育教育，增進大眾對
動物園和水族館的正向
認知。

第五章

致 力 於 證 明 動 物 園 和
水族館保育教育價值

我們承諾透過在動物
園和水族館的監測、評
估和社會研究分析，可
以將保育教育的機會
極大化，並證明保育教
育的成效及影響力。

第八章
將 保 育 與 永 續 發 展 優
先納入保育教育中

我們承諾促進、激發和
動員動物園和水族館
的遊客採取行動，進而
推廣生物多樣性及環
境保育相關的議題。

第六章

優 化 保 育 教 育 的 培 訓
和專業發展

我們承諾支持及提供
各種類型的保育教育
增能培訓和專業發展。

第七章

11

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保育教育方略 為優質保育教育做出承諾



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保育教育方略 專有名詞及章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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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有名詞
確保對本方略中使用的關鍵術語已清晰了解，並說明
使用該詞彙的理由。這一點很重要，因為依據語言、
文化和組織環境的不同，可能會用不同的詞語來描述
動物園和水族館內的計畫或活動。

動物園和水族館

本文期望適用且有助於所有動物園和水族館。範圍包
括野生動物園、野生動植物公園、自然保護區，以及
國家和地區性動物園和水族館協會的成員。在本文
中，使用「動物園和水族館」一詞，主要是反映本方略
對動物園和水族館同等重要。

教育
「教育」一詞用以表達最廣義的教育和學習。它涵蓋
了所有年齡層和多元受眾的所有學習機會（包含正
規、非正規和非正式教育）、經驗和活動。重要的是，
它不是只限於學校或是只針對兒童的教育。

保育教育 

「保育教育」一詞用以表達生物多樣性保育應作為動
物園或水族館辦理任何教育活動的核心。 

但是從廣義的保育教育而言，只要是能對生物多樣性
保育做出貢獻的活動都能算是保育教育，例如永續
發展、生物、科學或環境教育、海洋素養、技能培訓課
程、活動及解說等。「學習」、「參與」和「倡導」幾個名
詞都是相關的，由於本方略含括全球，因此選擇「保
育教育」作為主體描述用語，以便在轉譯成多種語言
時，仍保持其基本定義。

受眾

在本方略中，使用「受眾」而不選擇是一般常用的「遊
客」，主要是因為現今大多數動物園和水族館在保育
教育的對象可以包含個人和團體。使用「受眾」一詞
有助於更準確地表示動物園和水族館在連結人們和
社會範圍的廣闊和多樣性。動物園和水族館的受眾不
限於每日來園的遊客、家庭、學校學生，以及推廣方
案、社區活動、域內保育教育活動、夏令營的參與者、
年票持有者，還包括透過動物園或水族館網站和社群
媒體平台互動的對象。

物種

傳統上，動物一直是動物園和水族館的主要焦點，不
只專注在照養上，也參與牠們的保育計畫。但是，現
在許多組織也將植物納入其保育的計畫項目，也典藏
相關植物於場地中，並且認知到植物在其保育教育工
作中所佔的重要角色。為了涵蓋植物及其重要性，在
使用「物種」一詞時，是包含動物與植物。

自然

「自然」和「自然世界」主要表達的是動物園或水族
館致力於保育的範圍，包含廣義的物種類群與環境。
值得注意的是，形容詞「好」、「現代」、「先進」經常交
互使用於描述達到一定營運水準的動物園和水族館。
這些形容詞是開放式定義，常因標準不一而產生誤
解。雖然本文中儘可能排除了這些用語，但如有任何
組織符合本方略內提出的建議，則仍可以稱它是一個
良好、現代或先進的動物園或水族館，但僅限於指稱
他們的保育教育。

章節概述
本方略的每一章都引導動物園和水族館如何達成其
建議的方向。本方略的目的，以及動物園和水族館的
保育教育範圍（引言），闡明各個組織及廣大的全球動
物園和水族館團體需建立有品質的保育教育文化（第
1章）。確立並說明保育教育的核心目的（第2章），以及
激勵和動員受眾成為積極的保育倡議者。

本方略認為動物園和水族館在吸引廣泛且多樣的受
眾方面，具有其獨特的地位及其重要性，尤其在於其
多元化、公平性、可及性及具包容性等相關的特性（第
3章）。

本方略強調應如何透過創新和引人入勝的活動設計
來提供有品質的保育教育（第4章），以及示範優質保
育教育的關鍵因子。保育教育也必須優先考慮到動物
福祉。首先，須考慮在活動中動物是如何參與和受眾
互動。其次，如何傳遞動物園和水族館照養動物的方
式及對於生物多樣性保育的貢獻（第5章）。

本方略明確指出保育教育的範圍和複雜性，包括保
育、環境和永續主題的相互關聯。它倡導以樂觀和解
決問題導向的方法來催化社會為保育改變（第6章）。
它概述了各種有助於增進員工、志工和受眾能力的管
道和培訓機會（第7章）。最後，本方略亦著重在各種
研究方法，用以強化佐證動物園和水族館對於保育教
育之貢獻、價值和影響力（第8章）。

附錄包括第80頁的參考書目和第84頁的專有名詞
表。第88頁的方略建議自我審查清單是動物園和水
族館可以自我檢視單位內的保育教育是否符合本方
略的自我評量工具。

感謝IZE理事會和WAZA理事會在製定這保育教育方
略過程中所提供的指導，也特別感謝上百位包括個人
和組織對本方略的貢獻，包括從44個國家/地區、來
自180個機構、超過350位夥伴（請參閱第86頁）分享
他們的創意、熱情和專業知識，以塑造出此創新、全
球化及具未來性的動物園和水族館保育教育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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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海洋專家正為在家自學生提供海洋虛擬實境旅行。
© OCEAN CONSERVATION TRUST

以色列拉馬特甘野生動物園。 © RAMAT GAN SAFARI



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保育教育方略

緒論
本方略旨在協助動物園和水族館提供高品質的
保育教育，以致力於生物多樣性保育。

對於《為保育而作的社會變革：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保育教育方略》的需求：

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保育教育方略是由國際動物園教育者協會（IZE）發起，並與世界動物園暨水
族館協會（WAZA）合作制定。IZE致力於發揮及擴大動物園和水族館教育在全球保育的影響力，並
指導其會員組織鼓勵動物園和水族館的遊客可經由保護環境的行為進而達成保育生物多樣性的任
務。WAZA是由區域協會、國家聯盟、動物園和水族館所組成的全球聯盟，致力於關心及保育全球的
野生動物及其棲息地。儘管保育教育一直是動物園和水族館的核心價值，但直到現在，仍缺乏正式
和統一的全球策略。本方略深知保育教育和現今WAZA所建立的保育、動物福祉和永續性策略的關
係。這四個策略共同為動物園和水族館提供應如何運作的基礎，並讓所有動物園和水族館都認知
到其核心的職責及其相互間的關聯。

“動物園和水族館有責任引導、支持並透過合作，發展
教育方案以促進目標群眾的行為改變，朝向更好的
保育成果。 “

《致力於保育：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保育方略》（2015年版），對保育教育的
承諾如下：

《關愛野生生物：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動物福祉策略》（2015年版），其中一章特別針對
保育教育和遊客與動物互動須關注動物福祉的議題。本章指出：

“
我們承諾在我們透過動物啟發遊客關心野生動
物保育時，必須保護和顧及動物的福祉。“

《保護我們的星球：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
2020-2030年永續方略》連結聯合國每項永續
發展目標(SDGs)。該策略提出動物園和水族
館的保育教育可以作為支持個人、社會永續的
行動及改變方法。其中永續發展目標第四項優
質教育旨在：

“
確保全面、公平及高品質教育並
促進全民終身學習的機會。“

《為保育而作的社會變革》認知到各個組織，
以及各國家和地區的動物園和水族館協會都
已給予保育教育極大關注，並依自身的脈絡提
出策略方向。多個區域性的動物園和水族館協
會現已有一套教育標準和指南。本方略的目的
絕不在取代這些努力，相反的，是描繪一個從
現在到未來的全球保育教育輪廓。旨在提供一
個所有動物園和水族館都可以依循使用的整
體架構，可以讓各自組織傳遞有品質、一致性
和具責任的保育教育。

本方略的基礎架構為2016年版的歐洲動物園
暨水族館協會保育教育綱領，已運用在近50
個國家、400多家動物園和水族館。有20項綱
領已被EAZA成員用以作為其組織審核、表揚
及發展未來保育教育的重要參考工具。在本方
略中，EAZA的20項保育教育綱領也與其他區
域的架構一起補充調整至本方略，以與全球脈
絡保持一致。此即為動物園和水族館保育教育
的22項全球性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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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貧窮 消除飢餓
良好健康
與福祉

優質教育 性別平等
潔淨水與
衛生

可負擔的
潔淨能源

尊嚴就業與
經濟發展

產業創新與
基礎設施

減少
不平等

永續城市
與社區

負責任的
消費與生產

氣候行動 水下生命 陸域生命

和平正義
與制度 夥伴關係

永續發展目標（SDG）是一項全球呼籲，喚起大眾
採取行動以終結貧窮、守護地球、促進生命與全人
類共榮發展。永續發展目標旨在確保永續、和平、
繁榮和公正的社會，讓當代與後世都享有安居樂
業的生活。
17個目標為聯合國會員國在2015年提出，作為
2030年永續發展議題的一環，欲發展為期15年計
畫以達成目標。動物園和水族館可以在實現永續
發展目標上做出重要貢獻。永續發展目標提供了
改善世界的動力，動物園和水族館要提升進步應
該將永續性納入領導、思考和行動之中。

永續發展目標
為人類及地球永續的17個目標

閱讀《保護我們的星球：WAZA永續方略》可以獲取更
多詳細資訊。

緒論



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保育教育方略 緒論

喚起全球行動

2018年生命地球指數（LPI）、2019年聯合國生
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台
（IPBES）以及近期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
員會（IPCC）的幾份報告，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
環境的快速變化與人類的活動有關。整體來說，呼
籲及時排定優先順序、積極共同行動，面對史無前
例正對物種、氣候、生態系統和社群的永久改變。

有明確的證據顯示，全球的生物多樣性惡化正以驚
人的速度在發生。常稱此為第六次大滅絕，人們擔
心四分之三的物種可能會在未來幾個世紀內消失。
證據也顯示，地球已進入人類世，人類活動現已成
為全球氣候變遷和生態系統變化的主因。因此，依
據明顯的氣候變遷和生物多樣性危機，國際自然保
育聯盟（IUCN）物種存續委員會在2019年呼籲：

鼓勵可促進個人行為及社會改變的保育教育，將成為
動物園和水族館未來的重點目標。

人們與自然界之間日益疏遠的關係促使了本方略的
發展。這種與自然的脫節，再加上緊急且日益俱增的
環境議題，會使人們感到絕望和無力感。動物園和水
族館提供了獨特的平台，重新連結人們與自然，建立
對野生動植物的關心，並激發社會的改變，使人們成
為物種、生態系統和社群的有力守護者。

動物園和水族館不僅是人們可以體驗世界豐富的生
物多樣性的地方，而且還是消弭社會階級者。他們為
全球所有不同文化、信仰、種族和世代提供服務。每
年有數億人參觀並與動物園和水族館產生連結。這些
龐大且多樣化的受眾在接收相關訊息後，是促進對自
然界產生正面影響力及親環境行為的潛在力量。動物
園和水族館面對的受眾廣泛且多元，更需要進一步投
資在保育教育資源、能力和專業知識上，以確保即便
受眾多元仍可以獲致正確的訊息，以達成社會變革和
保育成果。

“

“

對於人類活動致使野生物種遭受
史無前例、無法永續且日益增加的
影響，應立即採取緊急而有效的保
育行動。
特別對於動物園和水族館來說，

應擴大她們對於物種保育的承諾。

生物多樣性保育的社會面向

近期生物多樣性保育的概念，在人類和社會層面的理
解上產生了徹底的質變，特別強調人們及其行為在保
育上的重要性。「健康一體」途徑進一步強調，人類健
康與動物共享的環境健康是緊密關聯的。如同許多保
育組織一樣，動物園和水族館也進一步認識到，物種
保育面臨著人類和社會行為面的挑戰，勢必採取改變
行為的方案。動物園和水族館正不斷努力探索和擴大
其保育教育工作的定義、功能、範圍和受眾，發展及

改變社會的保育教育

保育教育可視為一門多重面向、混合的學科。它以整
合認知、社會、情感、行為和教育理論為基礎，包含環
境教育、科學教育、解說、永續發展教育和社區參與
的元素。它採用不少行為和社會變革的理論，例如環
境和保育心理學，以及社會行銷。同時也涵括現有環
境、科學和海洋素養架構。

保育教育是跨領域、跨學科的且可以在真實世界脈
絡下舉辦的。它可以由單個動物園或水族館提供，或
透過夥伴關係與其他動物園、水族館、非營利組織、
學校和社區團體等不同組織的合作來提供。本質上，
並沒有專一的設計、傳遞及評估保育教育的方法，但
是，本方略將有助於架構和擴展保育教育的核心要
素。本文並不是設計作為深入的實作指南，所以排除
了與保育教育相關理論、研究、實踐和政策的細節。

請務必注意，有多種方法都可以實現本方略的建議。
世界各地多樣性的文化、種族、經濟和政治背景的多
元脈絡，都將影響每個組織保育教育的規模和焦點。
例如，每個國家對他們的動物園和水族館的保育教育
有不同的法律規範和文化期望。

《為保育而作的社會變革》是一種工具，可以幫助反
映、檢視和改善所有動物園和水族館提供的保育教
育。旨在引導動物園和水族館，就其保育教育計畫進
行批判性思考，以獲致更好的保育成果。這項全球性
策略提高了動物園和水族館保育教育的形象和標準，
有助於將保育教育定位為機構內全體上下員工、志工
戮力達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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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o Escola教師培訓期間的「夢之樹」活動。
© SÃOPAULO ZOO

休斯頓動物園的行動動物園課程。 © HOUSTON ZOO



我 們 承 諾 在 動 物 園 和 水 族
館中，建立具有品質的保育
教育文化。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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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保育教育文化

兩位幼兒園小朋友在澳洲希斯維爾野生動物保護區郊遊時，
用放大鏡在玩耍。 © CORMAC HANRA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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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 動物園或水族館的保育教育角色應書面呈現在

使命報告中。
• 動物園或水族館應有書面保育教育計畫。計畫內

概述保育教育活動，如何應用於不同類型的受
眾，以及該計畫背後的策略思維。

• 保育教育計畫應具體提及動物園或水族館如何
整合其使命、願景，並採納國家、地區、國際政策
與標準。

• 動物園或水族館應有適當的設施進行保育教育。
• 保育教育應成為展覽設計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介紹
強化有品質的保育教育文化對動物園和水族館至關
重要。此一文化有助於增進動物園和水族館內或彼此
之間的品質、一致性和責任感。要催化一個有品質的
保育教育文化，需要整個組織擔起責任，對棘手的保
育議題傳遞有效且具科學根據的訊息，並提供務實的
解決方案。

組織方法
不論組織的商業模式如何，保育教育都被公認是動物
園或水族館的核心角色。因此，保育教育應反映在組
織使命章程中，以提供給員工、志工、民眾和權益關
係者，動物園或水族館對致力於最高標準保育教育工
作的清楚訊息。

保育教育的責任應扎根整個組織的各個層面。從主管
到動物照護專家、動物園和水族館保育員，從賣店人
員到保育主義者和研究人員，所有員工和志工都應以
保育教育的文化、思維和責任來與民眾建立連結。不
同的角色和部門也可以透過多種方式實踐此一職責，
過去僅透過教育部門的教育工作者傳遞保育教育的

情況已不復在。當這些重要的保育教育訊息可以一致
地傳遞並擴及到整個組織中，動物園和水族館將由這
種全面性的推動方式中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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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維繫高品質的保育教育文化，動物園和水
族館應「言行一致」。這意味著用以要求受眾的
行動和行為標準，自己也必須以身作則。例如，
保育教育中經常要求民眾在消費行為中要有環
保的選擇，特別是在他們決定要購買塑膠產品、
棕櫚油、木製品或海鮮等時。同樣地，動物園和
水族館對於這些產品的採購和資源的使用也
應該態度一致，如同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  
（WAZA）制定的《保護我們的星球》。動物園和
水族館唯有透過行動，對民眾展現所提倡的承
諾，方能成為可靠和可信賴的機構。

保育教育計畫
制定書面的策略性保育教育計畫有助於建立高
品質保育教育文化，這個計畫應包括：
• 使用本方略中的建議作為保育教育計畫的

基礎。
• 勾勒出組織對呈現、傳遞和評量高品質保

育教育的理念和承諾。
• 描繪各式各樣的活動，以及如何適用在多

樣型態的受眾上。
• 可強調計畫設計背後的理論和策略思考。
• 顧及在地科學、知識和文化的重要性和關

聯性。
• 呈現動物園和水族館及其他保育機構、社

團之間，在夥伴關係上的需要和互益。
• 能夠與更廣義的保育工作、組織使命、願景

和策略計畫連結在一起。
• 可利用國內、區域內和國際間採行的政策

和標準，例如國內學校課程、海洋素養架構
及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等。

案例分享

葡萄牙里斯本動物園 （Lisbon Zoo） 的保育教育
使命，是激發和鼓勵在動物園內外的不同類型受
眾，透過認知、情意和行動目標來改變行為以保護
生物多樣性。一個保育教育計畫（CEP）的制定，反
映出該機構的理念和策略性規劃成果。從2008年
起，里斯本動物園根據葡萄牙國家課綱、永續發展
目標及歐洲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EAZA)保育教
育標準，每年更新保育教育計畫。該計畫具有高品
質的保育教育架構，展現超過50種以上不同的方
案和活動、展示內容、關鍵學習成果、評量方式，同
時也鼓勵創新學習方案。

保育教育計畫——
以 親 身 參 與、動 腦 思 考、
令人心動作為策略基礎

激勵在動物園的學童們。 © LISBON ZOO

案例分享

喜愛、關懷、保護、共事
——價值導向的遊客參與
和宣導

一致性地使用簡單的標語、符號和關鍵字的方法，有助於傳
達有意義的訊息，使遊客產生連結並投入參與。標誌和解說
牌內容皆與核心聲明相關。 © WILD PLANET TRUST

「保育」是關於人們如何看待和珍視自然。英國野生
星球信託 (Wild Planet Trust） 發展了一套解說策
略，以遊客的知識背景、觀點和價值觀為基礎，以鼓
勵他們有意義的參與和投入。該方法是在所有的解說
牌中出現重複性的標語、關鍵字和圖像標誌，讓遊客
可輕易辨識四個核心聲明和訊息。此訊息以四個步驟
依序運用在一個或多個與主題相關的解說內容中，此
四個步驟為：「吸引遊客（喜愛）；降低他們的擔憂（關
懷）；向他們展示野生星球信託做了什麼（保護）；幫
助他們參與（共事）」。遊客可以從中了解野生星球信
託作為保育慈善機構的理念，並能了解保育議題與自
己日常生活行為是息息相關且深受其影響。

大自然遠比你想像的
更令人驚嘆…

更進一步發現與我們共
享這個星球的物種。

喜愛
了解我們正為永續未來
進行保育工作。

保護

了解我們如何照顧動物
和植物。

關懷
與我們一起共創饒富野
生動植物和野地的願景。

共事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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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教育的品質  
動物園和水族館應該遵循品質管理的概念來創立、傳
遞和評量其保育教育，這包括發展一個品質架構以作
為保育教育計畫的一部分，以此架構作為每項活動的
基礎，確保整個組織內所有保育教育工作的品質。

設施和基礎建設
動物園和水族館應投資購買適切的設備和基礎設施，
以提供優質的保育教育。每個動物園或水族館都有各
式各樣的空間和場地適合自導的保育教育體驗，園內
設施包括戶外自然遊憩區、室內教室、實驗室和彈性
的教學空間；園外的保育教育設施包括野外研究站、
自然步道、社區空間、臨時戶外學習空間和學校；線
上設施包括數位學習網、行銷素材、網站服務和社群
媒體平台。保育教育的設備和基礎設施因各個場域、
預算和營運結構而異。重要的是，所有設施都必須處
於良好的使用狀態，並遵守相關的衛生和安全法規，
而且應符合所辦理的保育教育目的。

挑戰
對保育教育投注的關注、資源和外在形象存在著全球
差異。轉換組織文化將保育教育放在動物園或水族館
的核心地位，被視為是一種挑戰。因為它需要組織領
導者認可保育教育（即便不是最重要）至少是動物園
或水族館其中一個重要的角色。更具體地說，領導者
需要支持這樣的觀念，意即動物園和水族館應透過其
保育教育的努力，來驅動保育議題對社會改變和找到
行為解決方案。

保育教育仍是一種公認需要高水平技能和專門知識
的專業領域。大多數專業的保育教育工作者受到的認
同和待遇普遍不一致，許多人缺乏工作與生活的平衡
或面臨職涯發展和晉升高階領導職位上等種種不平
等的挑戰而選擇離開職場。因此，保育教育工作仍然
是一個無法預期的職涯發展途徑。 

投入保育教育的工作人員和志工，其責任已經從單純
的教育，轉而包含了關注自然的行為、心理和社會變
革。因此，從事保育教育的工作者皆需要接受在保育
心理學、社會行銷和社會研究等領域相關訓練，以培
養新的技能。

案例分享

海洋素養架構

「全民海洋素養–工具包」
© UNESCO-IOC(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海洋委員會)

海洋素養可定義為理解海洋對人的影響，以及人
們對海洋的影響。一個具備海洋素養的人有以下
特徵：

• 能以有意義的方式溝通交流海洋議題。
• 能對海洋及其資源做出明智和負責任的決定。

《海洋素養原則》是在2002年由100多名教師、
科學家和教育政策者的集體智慧所制定而成的。
其中每個原則都有相關概念逐步複雜的「心流
（flow）」。這些原則為正式和非正式的學習方案
提供了一個很棒的架構，方便開發和評量出明確
的學習成果。

海洋素養現已成為一項全球運動，其網絡遍布亞
洲、歐洲、北美和南美洲、加拿大和澳洲。動物園
和水族館扮演著提供真實而具吸引力的海洋體
驗和學習方案的重要角色，這些體驗和學習方案
可以更強化學習者與海洋的連結。

一個策略性規劃過程有助於決定保育教育的範圍和
目的、列出工作優先順序、勾勒出預期成果和資源配
置。它有助於發展出一個優質的架構，為方案和受眾
建構變革的理論模型，它可以推動評鑑和社會研究議
題及激發創新實踐。該計畫為整個組織提供明確的藍
圖，以確保所有保育教育具備良好的管理、品質、一
致性和責任感。

動物園和水族館應至少擁有一位具備必要經驗和資
格的員工，可以領導執行保育教育工作。他們在組織

中應該與跨組室同事一起發展保育教育計畫，他們的
責任是創造及確保保育教育計畫在整個組織落實。 

在所有操作面中，包括如展場設計、解說規劃和機構
典藏計畫等保育教育元素，都應該讓具備合宜保育教
育資格和經驗的員工參與。透過這些操作面整合保育
教育工作，可確保在整個組織內傳達一致性的訊息，
以更有效落實保育教育計畫。

兒童學習有關鯨頭鸛的知識。
© UWEC(烏干達野生動物保育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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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EAN LITERACY: ITS HISTORY AND ITS FUTURE
DEFINITION AND HISTORY OF OCEAN LITERACY

1

IOC - OCEAN LITERACY FOR ALL 19

 Table 1. The essential principles of ocean literacy

海洋素養的基本原則

1.

2.

3.

4.

5.

6.

7.

地球有著一個具備多樣貌的廣大海洋。

海洋和海洋中的生命形塑了地球的特徵。

海洋是影響天氣和氣候的主要因素。

海洋使地球適合生命居住。

海洋提供了極為多樣性的生命和生態系統。

海洋和人類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大部分的海洋尚未被探索開發。



我們承諾為動物園和水族館
的保育教育，創造清楚、真實
和切身相關的目標。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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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動物園和水族館
的保育教育融入 
多元目的

在動物園的實習方案中，青少年學員透過與遊客互動的活動來建立
解說和領導的技能。 © LINCOLN PARK ZOO

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保育教育方略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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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動物園和水族館的保育教育應著眼於：
• 建立對物種、自然界，以及動物園和水族館對保

育貢獻的知識和了解。
• 培養對物種、自然界、動物園和水族館正向的連

結、情感、態度、價值觀和同理心。
• 促進對物種和自然界的尊敬、好奇、欣賞、創造力

和靈感。
• 激勵對物種和自然界的親環境行為、行動和觀念

提倡。
• 發展與動物園、水族館和生物多樣性保育相關的

科學、技術和個人技能。

介紹
保育教育的「內容」和「方法」是由許多活動、事件和
方案組成的。第4章會再進一步探討這個主題。本章
主要描述動物園和水族館的保育教育目的或「為什
麼」。基於地理位置、社會、經濟和文化脈絡來說，每
個動物園和水族館都是獨一無二的，且不論規模、預
算和機構的運營模式，其保育教育的核心目的應該是
一致的，也就是促進社會變革以獲致有利於人與自然
的結果。

變革理論
保育教育是一門多面向的學科，具有多種核心目的。

布朗克斯動物園青年
員工諮詢委員會的邏
輯模型。
LOGIC MODEL  
CREDIT:   
SU-JEN ROBERTS

案例分享

在保育教育中運用變革理論的案例
美國聖地亞哥動物園野生動物聯盟（San Diego Zoo Global）的CARE保育參與路線圖是一種變革
理論，概述了如何結合不同類型的體驗來促進與保育相關的關懷、理解、引發行動意圖和實際行動。

聖地亞哥動物園野生動物聯盟CARE保育參與流程圖。
© EMILY ROUTMAN ASSOCIATES(2020)

這些目的主要探討人們對物種和自然界的思考、感受
和行動方式如何變化。動物園和水族館鮮少深入理
解的是，他們試圖改變的是什麼，他們的目標受眾是
誰，以及他們如何知道這些改變已經發生。動物園和
水族館應投入發展訊息傳遞的架構，將故事和訊息連
結保育教育的目標和結果。這樣一來，保育教育所傳
遞的影響，為社會所帶來的貢獻和成果，應該得以完
整描述，以及賦予關聯性。

動物園和水族館應該認真的思考，規劃和嘗試透過保
育教育催化改變的各種途徑。使用「變革理論」模型
可以是一種有用且結果導向的方法，可以概述長期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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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關聯性和一些預設的前提，並規劃結果途徑。變
革理論是用以解釋變革「如何」，以及「為什麼」被賦
以期待和用意的得力工具。變革理論通常在呈現方法
確定之前，先訂定明確目標。邏輯模型是幫助繪製特
定方案所需元件的另一個工具。這些模型有助於顯示
資源、投入、活動、產出、結果和影響之間的關係。創
建邏輯模型可以讓動物園和水族館對其保育教育活
動一目了然。他們可以描述他們希望實現的目標，以
及他們欲成功實施方案所需的努力。他們展示了保育
教育的組成成分，並確保活動可以產生預期的結果和
影響。

布朗克斯動物園
超過600位青年員工

專案團隊，包括部門領導
和方案經理

促進青年倡議的經驗

點子想法驅動的組織模型

募資

召募青年員工

創意生成

提供指導，以確定問題
和解決方案

進行記錄點子想法的過程

建立會議以審查點子

確定可行的點子

勞動力發展

提供職業技能培訓

提供職業發展指導

90位青年員工參與
(每年30位)

追蹤、開發和執行想法的
穩健流程

產生900個想法

實施了90個構想

15次勞動力發展會議
（每年5次）

70% 的成員次年會回到
動物園工作

50％ 的成員在動物園中扮演的
角色變得更多元

青年員工

培養能運用到不同領域的
專業技能

培養對動物園的使命感

在動物園獲得就職機會
及晉升的機會

野生動物保護協會（WCS）運營 

建立一種創新文化，接受青年
員工的建議

創造運營的永久變革，包括提高
效率、訪客和員工滿意度 

提高敬業和有才華的
員工WCS的留職率

結果產出活動投入

布朗克斯動物園青年員工諮詢委員會

案例分享

在保育教育方案中使用邏輯模型的例子
這邏輯模型是美國布朗克斯動物園(Bronx Zoo）青年員工諮詢委員會（YEAC）於2017年啟動，為期三
年的前導計畫。布朗克斯動物園的YEAC是一小群第一線工作人員，致力於改善自己的工作場所和遊客
環境。該專案對企業運營和工作場所文化進行了真正的變革，同時為青年員工提供職業發展和指導。

該專案召集了來自野生動物保護協會（WCS）各部門的負責人，共同制定欲達成的目標，依此回推制定
詳細的活動、產出和時程等工作。負責人每年定期回顧邏輯模型，提醒自己專案的目標，並針對活動、產
出和結果報告進展的情況。

FIGURE 2   
Pathways toward conservation change.  
s 

更大的保育影響*

目標 增加動機 增加意圖 行動

工具

�
從野生動物而來
激勵人心的經驗

�a
加強和支持關係

�
消除障礙的援助

�
正向參與

�
促進具體行動的

學習經驗

�
學習有關野生動物

和保護的經驗

關心更多

了解更多

知道他們
能夠做的

想要行動
（一般）

想要行動
（特定）

想要行動
（即刻）

採取行動
（即刻）

採取行動
（即刻和/或稍後）

持續的行動

關鍵

可評量結果

因果連結

*補充增強策略（Tool �b）可以進一步增加的好處：可引發觀眾追求更高層次的行動變革；
通過與社群合作或增強合作機構來擴展受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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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保育教育涵蓋許多主題和議題。在動物園和水族館舉辦的集會、方案和
活動中，有可能達成許多在知識面、社會面、情感和體適能的目標和結
果。因此，應考慮涵蓋多種目的，如有關認知、社交、情感、激勵、行為和
技能等等。這些方法促進了更多樣化的結果，擺脫了只向受眾提供大量
訊息和事實的傳統方式。以下五個目的並無等級之分而是相互關聯的，
它們為動物園和水族館保育教育的眾多核心目的，提供了一個概念化的
實用方法。

(認知目的)
建立對物種、自然，以及動物園和水族館對保育貢獻的知識和了解。

(情意目的)
培養對物種、自然、動物園和水族館的正向連結、情感、態度、價值觀和
同理心。

(激勵目的)
促進對物種和自然的尊敬、好奇、欣賞、創造和啟發。

(行為目的)
鼓勵支持物種和自然的親環境行為、行動和宣導。

(技能目的)
發展與動物園、水族館和生物多樣性保育相關的科學、技術和個人技能。

促進敬畏、好奇、
愉悅、創造力和激勵

培養積極正向的
連結、情感、態度、

價值和同理心

激勵親環境的
行為、行動和倡議

發展科學的、技術的
和個人的技能

動物園和水族館
保育教育的目的

建立知識和理解
保育教育的目標圖
（由英格蘭藝術理
事會之「鼓勵全民
學習」框架，應用於
一般學習成果）。

認知目的 
在動物園和水族館中，建立知識和理解仍然是
保育教育的根本目的。認知的目的有助於觀眾
了解更多主題，從個體動物、物種和生態系，乃
至域外保育族群管理和生物多樣性保育等。此
外，動物園和水族館應幫助觀眾對於複雜的保
育、永續性和環境問題，建立了解和認識。

廣泛的理解「自然」本身，有助於大眾更了解動
物園、水族館和全球重大問題，並能從不同角
度，進行批判性思考。許多受眾並不知道動物園
和水族館在物種保育、動物福祉和對生物多樣
性保育上的貢獻，以及所做的「工作」範圍涵蓋
有多廣。保育教育應繼續建構受眾對動物園和
水族館的知識、理解、態度和正向看法，並將其
視為正式的保育組織。

情意目的 
動物園和水族館應致力於設計參訪體驗，以鼓
勵受眾願意花更多時間戶外體驗。體驗大自然
有助於情意發展和體適能健康。在情感上連結
人們與大自然和其他人，並鼓勵人們反思諸己。
保育教育可幫助受眾感受到相互聯繫、相互依
存的關係，並體認自己為全球「社會生態系統」
的一分子。他們可以從內心感受到身為大自然
的一部分，如同生活在這個星球上的一個物種
而不是與自然界分離。動物園和水族館應致力
於培養大眾對野生動物的尊重、同理和促進對
大自然的內在價值、榮譽、守護心、愛和熱情。受
眾應有作為全球「環境公民」的責任感：把看顧、
關懷和照顧物種及自然視為己任。培養受眾對
快速變動的全球環境抱持韌性、樂觀並充滿希
望和正向的態度。通過這些情感目的學習途徑，
動物園和水族館可以增強人們熱愛生命的情
感——也就是對自然的愛、尊重與關懷。

案例分享

瑞典博拉斯動物園 (Borås Zoo) 將不同動物的實
際照養工作與討論活動結合，讓兒童一邊討論一邊
認識動物的情緒。由瑞典動物福祉組織聯合倫理學
家和心理學家共同發展的情境和意像，以協助兒童
培養同理心。

此外，孩子們親自幫忙照顧動物時，孩子們會學習
有關牠們的一切，包括基礎生物學知識和動物們在
野外面臨的威脅。這個方案的成果包括教導兒童有
關同理和尊重、保育的重要性，以及他們可以在家
中或課堂上做些什麼，來保護生物多樣性，例如，透
過回收罐子所籌集的資金贊助保育計畫。

實 際 工 作 與 情 境 討 論 的
結合：在學前教育中建構
的同理心基礎

在幫助清理歐洲野牛的活動場時，提及牠們吃些什麼，所以
排出了什麼…… © BORÅS DJUR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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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

為「 青 年 探 險 家 」之 保 育
教育提供目的，使他們具
備連結自然的遠見/技能

青年探險家俱樂部（YEC）是香港海洋公園每週為
1.5至6歲兒童舉辦的保育教育方案。透過有意義
的活動發展兒童早期對自然的關愛。該方案以「在
自然中玩耍」和「體驗學習」方式去達成幾個發展
目標，例如社會情感、小肌肉和大肌群運動技能，
以及認知技能。

利用海洋公園獨特的環境和室內外兼具的學習活
動，每個課程會聚焦於不同的動物。隨後會有藝
術、感官和說故事活動，皆以動物相關的保育知識
為主。在學齡早期種下保育價值觀的種子，包括增
進對自然探索的認識，加深對動物和保育的了解，
都是正向的成果。海洋公園本身作為動物園和水
族館，除了原本提供給社區的服務之外，YEC設定
以培養終身學習者、大自然的支持者和動物愛好
者作為第一步。

一位教育者與年幼的孩子，在大水族館展覽中一起
觀察海洋動物，並分享相關知識。
© OCEAN PARK HONG KONG

啟發目的
許多受眾最初選擇參觀動物園或水族館是出於社交
的理由——花時間和家人及朋友相處。這些社交體驗
不僅幫助受眾在參訪時得到享受和啟發，通常也是決
定重遊動物園或水族館的理由。受眾在動物園和水族
館的空間、地點，透過保育教育體驗到對物種和自然
的敬畏和驚奇。機構的保育教育設計，應該鼓勵在自
然中遊戲，引發創造力、樂趣、探索、創新和好奇心。
這些鼓舞人心的元素，是動物園和水族館，與人們社
會連結的重要組成成分。這樣的啟發對於人們學習方

式、與自然緊緊相扣的感覺至關重要，也深深影響他
們是否支持保育的社會變革，進而出現親環境行為。

為了幫助人們與自然建立連結，動物園和水族館應該
與國際自然保育聯盟的傳播與教育委員會，及「激發
對自然熱愛的#NatureforAll」全球運動，保持一致
和合作。當更多的人們體驗自然、與自然連結並願意
分享他們對自然的熱愛之時，對自然保育的支持和行
動就越多。個人與自然的連結經驗，提供了強大的益
處，使個人和社會能保有健康、良好狀態和復原力。

行為目的
自然保育與人們的行為和行動息息相關。人類行為和
社會行動兩者都是環境和保育議題的驅使者亦是解
答者。因此，基於保育教育的行為目的，動物園和水
族館應努力激發受眾的行為、行動和倡導，以支持自
然物種並成為自然界的擁護者。

人類行為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包括價值觀、態度、
信仰和社會規範，也受到社會經濟環境、社會習俗、
文化和其他背景因素的影響。預測和理解人們行為是
相當具有挑戰性的，要對其產生影響也相當困難，很
難將特定的介入干預作歸因或判斷其因果關係。動
物園和水族館應努力加深受眾理解自身行為和行動
如何影響自然物種、生態系統和他們自己。應鼓勵和
協助受眾投身各式各樣的個人和集體環保行為。同

時，他們也應將相同的行為和行動模組套用在他們所
屬的組織、員工和志工。動物園和水族館應協助學校、
青年團體、社區和鄰近社區等團體連結，推動更大規
模的集體宣傳和社會行動。「生態思維」是一個好的思
考框架，用以思考人們集體努力，與個人行動如何相
互聯繫。動物園和水族館應激勵和動員個人及團體行
動，以實現有利於人類和自然的保育社會變革。

受眾往往希望以永續的方式生活，並為生物多樣性保
育做出貢獻，但現實上可能會經歷許多障礙。動物園
和水族館應視情形研討，並提供各種支持和工具來克
服這些障礙，肯定個人和社群團體獲得信心與動力，
實現他們的期待，成為物種保育和健康社區的有力宣
導者。

案例分享

以學校夥伴關係模式
培養有能力拯救野生
動物的社群團體

美國休斯頓動物園（Houston Zoo）的「拯救野生動物學校夥伴關係計畫」，是客製化的體驗，它強調
長期關係，多元接觸且依照年齡不同，聚焦於適合的個人或群體行動，體驗如何減少和野生動物的
衝突。所有夥伴關係包括教育者培訓、動物園工作人員到校訪問、動物園戶外學習和參訪當地自然
保護區。休斯頓動物園發現，透過這些在自然中的正向體驗，培養對野生動物的同理心，與特定動物
連結個人行為，會有助於學生內化拯救野生動物的資訊。夥伴學校共同創建了超過7,000平方英尺
的授粉者棲息地，回收了8,000多磅紙張，並籌集了超過26,000美元來支持休斯頓動物園的全球保
育夥伴。這些成功和評效數據顯示，夥伴關係創造的經驗，會驅動學生和教師的內在力量，且有機會
將學校社群聚集在一起為野生動物和野地謀福祉。

學生在校園裡的花園做授粉的工作。
© HOUSTON Z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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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ā te whakaaro nui 
e hanga te whare; 
mā te mātauranga 
e whakaū
偉大的理想足以構築一
間房子，但房子要保持
安好需要知識。

案例分享

在毛利人/泰奧毛利人的世界，只有一原始祖先，所有萬物最初都源自於此。
因此，所有的事情都是相關的，不管是人、動物、植物、岩石、水，他們的健康
和福祉一切都是相互連結和相互依賴的，毛利知識(Mātauranga Māori)便
是以毛利人的方式與世界交流。

紐西蘭奧克蘭動物園(Auckland Zoo)提供「毛利知識保育教育方案」，運用
奧特雅羅亞紐西蘭動植物來說明、解釋關係，使人們更加瞭解和欣賞毛利文
化及其許多原則和做法。其中包括守護關係、家譜、醫學和歸屬。

毛利人保育教育方案：
毛利人的世界觀

技能目的
發展與動物園、水族館和生物多樣性保育有關的科
學、技術和個人技能是保育教育的基本目的。真正的
參與、嘗試新事物和體驗式學習過程是發展受眾技能
的關鍵行為。動物園和水族館應支持所有受眾提升他
們的「21世紀技能」，以應對現代城市生活和環境的
不確定性。這些技能包括批判性思考、採取主動、解
決問題、詢問、決策、合作、溝通、領導力，以及數位媒
體和科技素養。發展一系列科學、技術、個人技能和
能力，來幫助動物園、水族館及其受眾，為地球未來
面臨的問題做好準備。

挑戰
動物園和水族館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是在真實世界
中如何引發人們思考、感受和行為方面的大規模變
化，以因應自然界。為了迎接這一挑戰，動物園和水
族館應投資在工作人員的能力，以便他們具備適當的
知識、技能和專業，在規劃、傳遞及將社會變革機制
融入保育教育中。動物園和水族館要擺脫傳統教育只
注重訊息傳遞的窠臼，要抱持多種目的進行審查、反
思和重新建構保育教育，這包括在保育教育計畫中，

明確描述每個不同目標的期望成果、學習途徑。

另一個挑戰可能是在一開始，即動物園或水族館的使
命與目標受眾的興趣和目標明顯無法契合。這挑戰通
常發生在接觸社群中服務不足的受眾時，他們參與意
願較低或者不容易看到與動物園或水族館連結的相
關性。動物園和水族館應在建立關係、發展信任上著
力，並與受眾一同去找尋他們與真正保育教育方案發
展的共識。

對動物園和水族館來說，加入可驅動社會變革的多種
保育教育宗旨是一個挑戰也是機會，進而深化保育教
育。透過這樣的轉換，保育教育可以激勵受眾成為積
極的保育倡導者，了解他們周圍的環境，感受與自然
的連結並欣賞自然的價值。未來的動物園和水族館受
眾，應該是會關心全球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會影響
未來遭受威脅的人，也是關心所有生物健康和福祉的
人。他們將關心所有物種的未來，在日常生活中之實
際行動，採取更多有利於環境的行為，並與其他人一
起參與，推動具有決定性的集體行動。未來的受眾應
該將動物園和水族館視為可信賴的社會企業，他們知
道動物園和水族館，能夠帶來社會的、情感轉化的體
驗和機會，召集群眾齊為物種、生態系統和社群建設
永續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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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克蘭動物園毛利知識保育教育課程。 © AUCKLAND ZOO

親近鯨魚——適合所有類型受眾的教育
時刻。 © MARINELAND ANTIBES



我 們 承 諾 要 清 楚 了 解 動 物 園
和水族館保育教育的對象，並
擴大保育教育可影響的範圍。

我們可以保證促進多樣化、公
平、具親和性和包容性的保育
教育。

第三章

34 35

推動全民保育教育

「我的城市，我的森林」活動參與者學習再利用塑料瓶，製造令人
讚嘆的鉛筆盒。 © BRIGHT SENA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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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 動物園或水族館應擴大其影響範圍，並增加人們了
解和參與園內、園外及線上保育工作的機會。

• 動物園或水族館應能夠在其保育教育計畫中展現
多種資訊傳遞途徑，以滿足不同受眾的需求和多樣
性。

介紹
動物園和水族館應該是多元化、公平、具親和性和包
容性，能將社會各階層連結在一起的組織。畢竟，生
物多樣性保育是整個地球面臨的挑戰，而以社會為
本的解決方案與所有人息息相關。因此，建立一種認
知，能了解保育與每人生活緊密相連、不可或缺，是
非常重要的。保育教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便是了解
和支持不同受眾的需求，尤其是如何讓不同的受眾參
與園內、園外及線上各種動物園和水族館相關的保育
教育活動。

動物園和水族館應反映其受眾和員工的多樣性，以及
在傳遞保育教育概念時，其場域及空間的親和度。他
們應對保育教育採取一種社會正義態度，以促進其運
作的「社會許可」，擴大參與為個人和社區的利益，增
進保育社會變革的機會。 

進一步擴大動物園和
水族館的影響面
除動物園或水族館場所外，保育教育可以是透過線上
方式、在地社區與域內組織透過域內保育計畫，規模
小至當地或大至全球的合作。透過提供這樣的機會，
動物園和水族館可以更公平、深入地與更廣泛的受眾
建立聯繫。

動物園和水族館的現有和未來受眾，在利用休閒時間
上有許多選擇，有許多現實和可察覺的障礙，使許多
人無法參訪動物園或水族館，也無法參加園外或線上

的保育教育活動。這些障礙可能來自經濟、文化、知
識，或是一種與動物園和水族館「格格不入」的感覺。
這些障礙限制了受眾獲得體驗保育教育的機會。動
物園和水族館應試著將其教育計畫、空間和地點多樣
化，開發新的受眾及與現有的受眾做連結，來克服這
些障礙。

在社區空間、在地的自然場域，以及在保護區中進行
的保育教育，將動物園和水族館的使命帶給受眾。這
些推廣經驗有助減少一些潛在的障礙，他們將保育教

案例分享

為所有家庭提供保育
教育機會

家庭成員在野地建立彼此與自然的連結。 © DUBLIN ZOO

由WAZA Nature Connect Grants贊助，愛爾蘭都柏
林動物園 （Dublin Zoo） 成立了「在野地連結自然的
家」計畫。教育工作者與當地保育組織和專家合作設
計，為期五個月的沉浸式、主題式的自然課程。該計
畫的重點是為居住在城市的家庭提供無障礙的保育
教育。其目的是建立參加者的信心、技能和資源，使
都柏林動物園的野地及其當地綠地與自然有意義地
相連結，從而提供一生受用的技能。在2018年，有13
個家庭參加了這項活動，到2019年參加者翻升4倍，
已有60個以上的家庭參與活動。

育帶入環境中，讓受眾可以體驗
客製化、有事實根據和與自己切
身的學習機會，從而與大自然建
立在地的、有意義的連結。與社區
和宗教團體，以及其他非營利環
保組織的合作，進一步幫助動物
園和水族館吸引新的民眾。

透過線上體驗進行的保育教育已
成為一種越來越流行的方法，可
與現有的、新加入的、偏遠及缺少
服務的受眾們建立連結。動物園
和水族館應在網站、「影像直播服
務」和社群媒體平台之外，進一步
利用數位學習平台，提供有效的
保育教育的工具。透過線上教材
和內容所進行的保育教育，可使
受眾有多元管道連結及接收動物
園和水族館的訊息。這些線上教
材可以在受眾拜訪園區的前後作
為延續連結，作為社區推廣計畫
的一部分，或是獨立的線上保育
教育體驗。

案例分享

南非豪登省有許多居民負擔不起到南非約翰尼斯堡動物園 
（Johannesburg Zoo） 的費用。一項名為「馬斯班比薩內」的
企業社會責任方案就著眼在縮小這差距。它使這些未及動物園
服務的人們更容易進入動物園。該方案與教育機構連結，提供免
費交通和動物園門票，使這些居民有機會透過環境教育和覺知，
表達對自然環境和野生動物保育的立場。動物園與多個非營利
環境組織共同參與在孩童各式各樣的教育活動中，在動物園內
探討多個如同在自然保留區、保育區和開放野地裡的保育方案。

馬斯班比薩內——
為環境教育團聚在一起

在約翰尼斯堡動物園的植樹節活動。 © JOHANNESBURG Z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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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拉馬特甘野生動物園。
© RAMAT GAN SAF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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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

培養保育珊瑚礁的青年領袖

洪都拉斯羅阿坦海洋公園 （Roatan Marine Park） 的教育
計畫，以珊瑚礁作為戶外教室，透過多種策略提升沿岸海洋
資源的覺知。他們發起了「4個R」再生藝術大賽，邀請參賽
者創作由海洋垃圾製成雕塑或3D壁畫。經過環境和藝術的
培訓後，九年級的學生有一個月的時間來策劃他們的學校
比賽、蒐集材料並創作他們獨特的藝術品。學生對於邀請他
人來參與減塑足跡、關心海灣群島經濟基石的珊瑚礁，展現
出高度的意願。最能引發他們動機的，是能與夥伴一起進行
礁脈探險的水下摩托車，而這並不是所有島民都能負擔得
起的。

2019 「4R競賽」頒獎典禮，第1名為來自
CEB Rubén Barahona的獲獎學生。
© MIRNA PUERTO

冠軍們集體騎乘水下摩托車。
© BOSS/ OCEAN CONNECTIONS案例分享

保育教育推廣活動在加納產生
對自然觀點的正面影響

如今，加納文化似乎已經遺忘了對自然的敬愛，並不是每個
人都可以參觀動物園。因此，在社區中開展保育教育活動，
可以引起原本可能沒有機會參訪動物園的民眾的關注。西
非靈長類動物保育行動（WAPCA）開展了一個社區宣傳專
案「我的城市，我的森林」，使市區家庭與自然連結起來，並
推廣保育的行為。實施的活動琳琅滿目，包括參觀動物園和
WAPCA的瀕危靈長類動物育成中心、淨灘活動、植樹活動，
以及塑料材料的再利用。一年之內，來自加納首都阿克拉的
四個社區的參與者，改變了他們對自然和動物的看法和態
度。專案結束後，這些社區獲得了啟動資金，可使他們能夠
繼續在社區中發展和實施持續性行動，同時使更多的人意
識到保護生物多樣性的重要，以及對地球福祉的重要性。 「我的城市，我的森林」活動參與者學習

再利用塑料瓶，製造令人讚嘆的鉛筆盒。
© BRIGHT SENANU 

由於人們的多樣性，使得設計、傳
遞和評量適合受眾的保育教育變
得困難。動物園和水族館的遊客、
社群、員工或志工，就是多種語
言、多種文化的聚合。所以應該投
入時間、資源和專業知識，讓組織
能夠理解並迎合現在和潛在受眾
的需求。於是發展包括無障礙空
間及提供一般大眾包羅萬象和真
實的體驗。動物園和水族館應一
視同仁，致力提供各式各樣為了
物種及自然環境的學習、聯繫、倡

導及行動的機會。

工作人員和志工們，是代表世界
多樣性的縮影，動物園和水族館
應藉此樹立公平的標竿。性別、種
族、文化、體能和神經多樣性(人腦
在社會行為、學習能力、注意力、
心境和其他心理功能上可接受的
正常變異)等，都只是人類社會眾
多面向之一，動物園和水族館應
鼓勵和支持其工作人員，以及民
眾，成為上述多樣性的一部分。

多元、公平、可及性和包容性

案例分享

滿足特殊受眾的需求
（ 手 語、失 智、視 障

等身心障礙者）

德國柏林動物園 （Tierpark Berlin） 為不同程度的身心障礙者提供特別的活動規劃，所有活動皆
與合格的援助機構共同開發，並分組為小群由訓練有素的動物園員工帶領。每位參與者的需求都
受到關注，例如帶著失智症者散步時提供多元感官的體驗，這會提供自我表達、交換意見和接觸
熟悉事物的機會，並享受與融入社會的感覺。

另一個例子是為視障和盲人在解說之外，選擇幾種可運用觸覺和嗅覺感官認識的動物，讓參與者
有機會觸摸或餵養特定動物；還有一個值得稱許的方案是手語導覽，讓團體能自然而然地表達興
趣和討論有關於動物們的照養、訓練和行為豐富化。

柏林動物園教育團隊在導覽過程中使用
教具。 © TIERPARK BE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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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 
動物園和水族館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對組織、遊客、社
區、員工和志工而言，達到真正多元、無障礙和公平。
動物園和水族館應盡力了解組織對員工、志工及其遊
客，是否無意識的存在偏見，以及組織本身的限制。也
需要了解是什麼阻礙遊客接觸保育教育的機會或參與
感。了解上述事項可以使動物園與社會各階層之間建
立更真實的關係和參與機會。

對遊客而言，共同面臨的一個挑戰就是理解生物多樣
性、生態系統和保育與他們的生活是息息相關的。他
們會發現這些問題很複雜，在參觀動物園或水族館
時，連結這些思考是件艱鉅的任務。對於大多數動物
園和水族館的遊客及社會大眾來說，拯救瀕臨滅絕的
物種並不是首要考慮的問題；對於許多人來說，生物
多樣性保育議題已被許多更為迫切的問題所取代，諸
如貧困、衝突、教育資源短缺、醫療或失業之類的問
題。理所當然地，人們通常將重點放在緊急問題上，因
為直接影響他們的家人和朋友，而非相對較遙遠（在
時間和空間上）的保育和環境問題上。

更挑戰的是，動物園和水族館的保育教育目標，包括
引導社會改變、人們對自然界的集體思考、感受和行
動；相較之下，受眾優先考慮的，可能會偏重於個人、
社交和娛樂方面的效果。動物園和水族館應該致力尋
求個人和在地物種保育之間的交集，將保育和環境議
題情境化，拉進民眾的生活，使以上議題有望成為民
眾的優先考量。藉由理解和重視民眾的想法和經驗，
以及他們所知、所關心的事物，動物園和水族館可以
使他們的保育教育與民眾的生活更加貼近。

在制定本方略期間，出現一個普遍棘手問題，便是當
大多數動物園和水族館因全球疫情大流行而不得不
關閉時，如何持續向廣大受眾提供優質的保育資訊。
因為現場照養情形較不須費心，動物園和水族館應抓
住此契機，以線上平台活動為發展主軸，用以創新、
擴展線上保育教育的內容，使受眾對動物園或水族館
內的物種、員工及使命都可持續保持關注；對增進社
區成員間良好的情感、健康和福祉，以及維持其與自
然和彼此之間的聯繫也至關重要。

案例分享

蛇是邪惡的還是神聖的？群眾面對野生動物的兩難
從文化的角度來看，蛇在印度受到崇拜和尊
敬，但是在野外，如果發現蛇，恐懼就會隨之
而來，第一個念頭就是除之而後快。印度馬
德拉斯鱷魚信託基金（MCBT）便以「蛇」來
提高人們的認知，讓人們學習在野外遇到蛇
時該怎麼辦。他們大多數的恐懼都建立在一
代又一代的傳說上。進行此項「認識蛇類計
畫」讓大眾更了解此類常被誤解的生物，也
幫助人們學會在野外看到牠們時該注意些
甚麼。這種體驗式學習使人們對蛇類產生了
共鳴，為人們和蛇間建起共存方式，而不是
讓人一心只想讓蛇從環境中消失而已。

40

爬蟲活動場裡的黄水蚺(Eunectes notaeus)。 © MCBT

案例分享

接觸新的受眾時，讓他們了解、參與設計保育教育發展，對新的計畫有很大的助益。當英國切斯特
動物園（Chester Zoo）決定要多與年輕人合作時，他們成立了青年委員會來協助動物園的發展。
切斯特動物園青年委員會由13名來自不同背景的年輕人組成，年齡都在18至25歲之間，他們直
接向動物園的董事會和執行團隊提出建言，因此在組織中具有真正的發言權。除了研究保育教育
計畫外，他們還負責綜觀動物園組織中所有影響吸引年輕人的正面或負面因素；他們當然也接受
持續的培訓和個別指導，以發展領導技能確保他們可以有效地發揮作為執委會成員的影響力。

將受眾的意見納入動物園規劃和發展中

切斯特動物園青年委員會。 © CHESTER ZOO

休斯頓動物園——青少年為動物園遊客策劃的2019世界狐猴日活動。 © HOUSTON ZOO



我們承諾在動物園和水族館
保育教育中，以精進、創新及
證據導向的方法，提高人們
的公眾意識，連結人與自然，
激發人們的親環境行為。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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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育教育中採用
適當的教學方法

志工在解說服務中向遊客分享澳洲歷險記展覽中關於「樂活」的保育概念。
© OCEAN PARK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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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 保育教育計畫應該強調跨領域方式，並在保育教育
各面向都有可量化的學習成果。

• 保育教育訊息應該基於科學事實與理論，尤其在文
化、宗教或其他思考下，更應該明確地遵循。

• 動物園和水族館對於物種、生態及展示議題，應呈
現精確無誤及切題的資訊。 

介紹
動物園和水族館能達到的保育教育成果，大部分取決
於他們所選擇的方式及內容。第二章節討論「為何而
做」，第三章討論「為誰而做及在哪裡做」。本章節將
討論「做什麼與如何做」，在教學、行為與溝通的方式
所達到的保育教育成果。策略方針框列出如何設計、
傳遞及評估方法是否能夠推動變革以進行保育，其中
包含實踐、研究及創新之間的關係、理論探討、使保
育教育有影響力的指導原則、品質確保、語言、語調
和傳達樂觀訊息，但執行方式細節並不在此細數。

關鍵訊息
動物園和水族館應訂定一系列主要欲傳達的訊息，勾
勒出想要優先透過保育教育傳遞的事實、故事或行
動。清楚且具說服力的訊息框架有助於為議題及主題
依序整合於保育教育的致力目標，亦提供機構對受眾
清晰且一致性的保育論述架構。

可量化的學習成果
動物園和水族館針對保育教育各面向，應建立可評量
的學習成果。成果導向的保育教育意謂著所有的活動
都有清晰明確的目的與目標；學習成果即是在特定的
保育教育活動或方案後，個人或團體能達成預期要學
習的、認識或價值；學習成果應儘可能量化、相互關
聯，並與組織的宗旨、訊息架構、任務及優先順位一
致。

與物種、人員和計畫相關
的獨特故事
動物園和水族館應運用得天獨厚的位置、物種、人員
及故事，發揮保育教育的最大潛力。所有的保育教育
行動都應該結合園方的動物、工作人員的專業知識與
故事、域內或域外保育、科學教育與研究計畫。當以
上元素被連結起來，透過真實的動物、真實的人物、
真實的土地和計畫，將使群眾感受保育教育的生命
力。

案例分享

在非正規的學習環境以適合
各年齡層的方法進行活動

各分齡族群與搭配之最佳方案。
© TALLINN ZOO 

艾沙尼亞的塔林動物園（Ta l l i n n 
Zoo）自1950年來有多個同好會，同
好會即是非正規學習的例子，因為基
於共同興趣，一群固定成員在專家領
導下例行集會。動物園依據參與者的
知識及能力程度進行分群學習，目的
在培養人們對大自然的愛護及促使對
世界有全面的了解。

全年每週有超過20個同好會團體的
集會，出席者從1歲至60歲以上皆有。
主題十分廣泛，涵蓋普通生物學、動
物學、化學、動物行為學和動物主題
藝術學等。

左圖中顯示多年來所嘗試的分齡族群
及最佳方案，參與者年齡越大，可以
嘗試的方法越多樣化，因為我們既可
以使用上一個年齡層適用的方法，也
可以嘗試符合這個年齡層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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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最愛清單
· 直接接觸動物

· 手工藝品
· 簡單的團康遊戲

· 團體動物觀察

�. 小動物朋友
�. 動物朋友同好俱樂部

· 動物欄舍的清洗與布置
· 戶外實體尋寶遊戲

· 水禽餵養

�. 動物園愛好者社團
�. 生態社團
· 豐富化
· 城市內場域遊覽
· 小型測驗
· 使用(立體)顯微鏡
· 錄影紀錄
· 工作表
· 大聲朗讀

�. 動物之友社團
�. 自然科學實驗室

�. 生態社團
· 觀察動物飲食

· 鄉間場域遊覽
· 以學習單觀察動物

· 簡單的化學實驗
· 利用手機軟體探索動物園

· 自製生物塑料、白膠、肥皂、牙膏
· 測定沸點及冰點

· 餵食家畜及寵物  · 黏土模型
· 討論  · 製作鬆餅  · 回收

�. 動物之友社團
��. 動物與人的友誼

· 機智問答、桌遊、定向運動、
   演化適應遊戲

· 開發桌遊
· 辯論
· 建立學習檔案

��. 自然科學實驗室
��. 動物繪圖

��. 初階動物學
��. 大自然愛好者社團

· 油汙染實驗
· 練習不同的繪畫技巧

· 測定蔬果當中的糖含量
· 繪畫於T-恤

· 製作海報
· 以物理方式過濾水

· 滲透實驗
· 揮擺漁網

��. 動物學社團
��. 進階動物學
��. 攝影社
��. 動物之友社

· 聽講授課  · 動物攝影
· 鷹眼遊戲、記憶遊戲
· 學習森林植物及蕈類
· 研究及發表  · 為野鳥建築鳥窩
· 參訪動物園的保育研究中心
· 鑑別動物腳印、足跡及標記
· 參加動物園的主題日
· 遇見保育員  · 研究化石

��. 自然科學實驗室
��. 動物好友社

· 跨領域講座
· 由A至Z談生態學

· 化學反應式
· 化學反應計量及分析

· 適合學校的動物園方案
· 植物的化學成分

· 增長銅晶體
· 閱讀圖表

· 研討會

��. 適合成人的動物學
· 國外參訪行程
· 家庭作業 (閱讀、準備報告)
· 獨立的觀察動物
· 閱讀動物為主題的書籍
· 夜間參訪動物園

直接接觸動物：
絨鼠、狗、蜥蜴、蛇、陸龜、
兔子、天竺鼠、小鼠、侏儒山羊、
大鼠、無脊椎動物

動物欄舍的清洗與布置：
家畜及寵物型動物

城市內場域遊覽：
流浪貓收容中心、自然博物館、
草地賞鳥、馬場、植物園、
科學探索館、環境檢測公司

豐富化：
製作玩具、構築欄舍、
寵物訓練和社交、
為黑猩猩繪圖、替烏龜洗澡

鄉間場域遊覽：
小島、國家公園、環境教育中心、
夏令營

演化適應遊戲
每隊獲得一隻動物並且選擇
一 張 對 應 的 生 物 群 落 圖 片，
主持人念出各種不同的演化
特徵(如蓬鬆的長尾巴、大耳
朵)，如果某個隊伍的動物有
該 特 徵，該 隊 伍 要 舉 起 生 物
聚 落 牌，並 且 解 釋 該 特 徵 如
何 幫 助 動 物 生 存。正 確 答 案
即 獲 得 一 分，先 得 到 五 分 的
隊伍獲勝。

國外參訪行程：
鄰近國家的動物園

鷹眼遊戲：
玩家必須找出躲藏在森林裡
大大小小動物的等比例圖板，
而這些動物為不同老鷹物種
的部分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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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克蘭動物園的爬蟲類漫遊。 © AUCKLAND Z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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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的參與體驗可以刺激人們的好奇心、學習能力及
對學習的渴望。無論在園內、園外或線上的學習，受
眾都應該有自主選擇發現與學習的機會，第一手親身
體驗促進受眾積極且踴躍參與保育教育。透過此參與
連結，動物園和水族館可以啟發受眾對於自然界的敬
畏、求知慾及守護意識。

保育教育應該謹慎地根據不同受眾來舉辦，留意不

同個體、社群、文化背景的多樣性。不同的受眾及背
景會影響他們的反應、經驗及對於物種和大自然的感
知。保育教育應該了解人們學習方式各有差異，需求
也諸多不同，其方式應該兼容不同的知識程度及不同
文化背景的人們，也要能符合當地民情，使得受眾能
透過相關議題，在實境中學習體驗。

參與體驗 案例分享

與 我 們 同 在：水 獺 保 育
及金門城隍爺信仰文化

孩童戴著水獺圖案的繪圖帽。 © TAIPEI ZOO

水獺保育及金門城隍爺宗教信仰文化為兩種看似
不同的主題，但現在成為共同存在的關係。位在臺
灣本島的臺北市立動物園（Taipei Zoo）與金門公
私立單位合作進行保育教育，融合民俗文化及生
態保育。

使金門的歐亞水獺保育逐漸地變成金門民俗文化
節慶中的主題，臺北市立動物園找到簡單的方式
讓人們理解金門城隍爺不但保佑人民也會愛護瀕
危物種，藉此使得人們認知水獺的重要性。透過宗
教活動讓不同年齡層的人們團聚一起慶祝及祭拜
時，讓水獺的印象隨處可見，以便讓人們開始理解
金門水獺所面臨的族群生存危機。

案例分享

動 物 園 的 生 物 啟 發 教 育
學程：科學與環境的終身
學習

生物啟發是一個跨領域的學習方法，將生物
原理應用於人類永續發展的挑戰。成人的生
物啟發教程中，如以色列拉馬特甘野生動物園
（Safari Ramat Gan），利用戶外活動親身學
習，使不同的受眾參與科學、環境及自然保育。
於課程中，參與者會學到生物如何啟發工程
師及設計師的靈感，他們會觀察動物，並且在
情形允許下會直接接觸。舉例來說，參與者在
親手餵食長頸鹿時，同時在學習循環系統的知
識，一面聽著太空服起初的設計是啟發自長頸
鹿緊實的皮膚。

Technion發表的研究顯示，在動物園裡思考
這類多元複雜性的想法能夠助於成年人學習
科技新知以及環境的永續、提升思考邏輯的轉
換運用，並於自身生活中應用。參與者的自我
報告顯示，他們對環境及社會層面的傾向改變
了。生物啟發教育將人與科學、科技、社會及保
育教育橋接起來，並將動物園定位成「思考及
創造的實驗室」。

觀察玉米蛇(Pantherophis guttatus)的
移動方式，學習蛇形機器人的知識，蛇
形機器人是以色列理工學院的Alon 
Wolf教授及其同事，從蛇身上得到生
物啟發而設計的產品。
© DR GILLAD GOLDSTEIN, SAFARI 
RAMAT GAN

轉化保育教育 
轉化學習是一個比從輕鬆獲取知識更深度
的理解過程。在動物園和水族館的脈絡中，
轉化學習的要素是透過新方式，賦予受眾能
覺知生活與物種、生態及人類永續相關聯的
意義。

轉化學習的要素融入在保育教育之中，能夠
促進更深刻、有價值、有意義的經驗。體驗及
反思的學習機會提供受眾參與、辯論、討論
且建立批判性思考能力，做出更多深度的親
環境抉擇。由於生物多樣性保育是複雜和多
面向的，動物園和水族館應該以不同的方法
與切入點，在多種觀點下探索生物多樣性、
環境及為保育而作的社會變革。這些不同觀
點包含著自然、原住民社會科學、科技、藝
術、語言及人文。創造一視同仁、深具意義和
使受眾得以更多元型態的溝通豐富內涵的
機會。 

語言及語調
語言、語調、訊息架構及內容，如同所期待的
保育、社會、教育成果一樣重要。有些文字和
經驗要比其他方式更能啟發、鼓舞和動員群
眾。動物園和水族館應該聚焦於創造引人入
勝的故事，而不能只是傳統教育裡說教式的
「定義」和「說明」而已。應該幫助工作人員
及志工發展成擅長講述保育的說書人。說書
人應該利用淺顯易懂的語言、生動的對話及
有創意的故事，將重要的觀念及行動傳導給
受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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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觀
雖然悲觀的保育訊息可能在起初引人注意，如果沒有
懷抱希望，悲觀可能會加速受眾感到無力、無助及放
棄。透過保育教育，動物園和水族館應該致力於為受眾
建立希望和樂觀態度，這並非意味著要剔除地球迅速
改變的故事及現實，而是在揭露生物多樣性面臨的急
迫威脅之際，也使大家知道能夠透過個人或團體的改
變來取得平衡。重要的樂觀作法之一是提供包括成功
的案例，以及動物園和水族館在對於物種、生態及生物
族群的正面貢獻。

品質
追求品質及一貫性在動物園和水族館的保育教育相當
重要，為此，需要系統性及嚴謹的規劃，來確保所有的
保育教育都有清晰的目的及可評量的學習成果，這些
包含以科學事實、理論為本，傳達精準、切身的資訊，利
用有效的策略去實施保育教育的措施。重要的是，保育
教育需要適當的監控、研究及評估工具，以及技巧，以
確保品質、價值及最終評量保育教育的成效及影響。 

挑戰
保育的人文和社會層面在不斷變
化。人口正在迅速增長，科技發展
日新月異，越來越城市化，出現了
新的環境問題。動物園和水族館
應戮力共同審視未來人類和物種
保育相關的發展，潛在存有哪些
議題和挑戰。未來的重點是幫助
動物園和水族館修改和調整其保
育教育計畫及內容，以因應未來
新增的境遇。

挑戰包括如何傳達嚴肅的保育和
環保訊息而又不破壞群眾的希
望，另一個挑戰是如何為受眾提
供愉快的社交經驗，同時又能實
現保育教育成果。為了解決這些

問題，動物園和水族館應該創造
性地思考，靈活地行動並勇於創
新。

技術的使用是另一個挑戰，也是
一個令人興奮的探索機會。透過
科技，受眾可以用新的方式體驗
自然，使其更易於見到並解釋複
雜的保育和環境議題。

最新的技術進步使全球人們與物
種和大自然有所連結，使得人們
能分享他們的願景、韌性和行動。
未來的重點是，動物園和水族館
應研究如何啟動這些數位化轉
型。他們應協助受眾將保育教育
結合在日常使用科技的經驗上。

動物園和水族館應進行創新並嘗

試新興技術，以促成更多符合期
望的社會變革和保育成果。

在決定保育教育該採取什麼方法
或切入點時，常會面臨不同的挑
戰，有時來自全球受眾之間的差
異，有時是政府管理單位內部和
外部結構的參差不齊。全球各地
的支持程度有所差異，甚至在一
些國家，會有積極地反對以科學
為基礎的保育教育，這些因素使
得在傳達環保和保育議題的時候
有困難。動物園和水族館應該與
受眾相互合作，在其特定文化和
社會背景之下進行溝通和協商，
方能減低這些阻力。

理論思考
動物園和水族館應該熟悉並了解，連結保育教育中
不同觀點、理論框架的機制和含意，每個理論所使
用的系統、概念、定義和想法，可用以解釋並預測特
定變數與脈絡。與動物園及水族館保育教育相關的
教學理論是多樣的，包含不同學習脈絡下，人們透
過活動、互動和學習，是如何玩耍、學習，以及建構
意義。

跨領域的方法，綜合運用不同學科理論，如社會生
態系統理論，將有助於發現個人與其他人、其他動
物或環境如何互動。幾種社會與行為理論，與理解
並為環境保育推動社會變革息息相關。這些理論透
過利用不同的觀點，理解人們思考、感受和行為表
現的成因與方式，找出激勵人們的因素和影響，並
發現這些理論模型的應用，如何影響群眾的態度、
行動及決定。

動物園和水族館應該從許多不同的理論切入，藉此
從知識面和理論層面鞏固計畫的設計、呈現和評
估，以實現預期的結果和成效。

案例分享

使用科技帶遊客環遊世界

蘇格蘭皇家動物學會(RZSS)已將虛擬實境(VR)和其他學習技術
結合保育教育。透過虛擬實境，不同於動物園一般的主題課程都
能傳遞，例如音樂、文學創作和程式編碼課程。

以愛丁堡動物園（Edinburgh Zoo）的沉浸式教學教室為例，利用
270度的投影、燈光、氣味、風、互動，創造一個完全身歷其境的感
受。透過這個教室能讓受眾體驗到原本動物園無法感受到的地方
和場景。包括一般不會開放的動物空間、全球保育計畫，以及野生
動物的原生自然環境。這些體驗可使學習者獲得更難忘的經驗，
也更理解RZSS的工作，並且對我們的保育計畫更能感同身受。

孩童使用虛擬實境(VR)感受愛丁堡動物園
野生動物環境。 © RZ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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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理論、研究及創新的模型
研究、實踐(活動和計畫)、理論和創新之間，若有迅速和正向回饋的關係，定能幫助確保保育教育的品質。整體性
模型用以策略思考保育教育各個不同領域的重點，它有助於看見實踐-研究-理論，三者之間交互共同對保育教育
的成果、成效和影響帶來貢獻。以創新為中心，可以支持新的思維來建立理論、新穎的研究，創新學習的實踐，從
而促進保育的行動及社會變革。

圖中顯示了保育教育的理論、實踐、研究和
創新之間的相互關係。（Thomas, S 2020—
informed by Hoy, W. K. and Miskel, C. G.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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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承諾，我們所發展的保
育教育技術，是建立在尊重
動物且確保動物接受到高標
準的動物福祉。

我們承諾透過有品質的保育
教育，可增進大眾對動物園
和水族館的正向認知。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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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動物照養和
動物福祉納入
保育教育

培養對大自然的尊重及保護自然界
與其生物多樣性的意願。
© RÉSERVE AFRICAINE DE SIG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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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 動物園或水族館應遵守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或
區域性的動物與遊客互動準則。

• 動物園或水族館應讓受眾理解動物照養的原則，並
展現該機構對於圈養物種的高標準動物福祉。

介紹
動物園和水族館從早期展覽式的動物收集，快速發展
至今將自己定位在保育機構，不論在動物照養、動物福
祉、保育科學、保育教育、研究和永續發展方面都有傑
出的表現。

儘管動物園和水族館不斷努力，但受眾對動物園和水
族館的理解還是存在著差距。保育教育應用來弭平這
些差距，讓受眾成為動物園和水族館有力的支持者。保
育教育可以讓受眾了解有關動物健康、照養和動物福
祉的系統、策略、法規及操作流程。此外，它還可以用來
說明動物園和水族館的物種保育原則，域內和域外保
育如何達到共同的目標，例如：如何經由國際自然保育
聯盟的「整合保育（One Plan Approach）」計畫實現
這些共同目標。

本章節討論了與保育教育有關的動物照養和福祉兩
個方面。第一段內容包括動物如何以不同方式參與保
育教育計畫、活動和與受眾互動；第二段內容包括如
何傳達動物園和水族館對動物的關愛方式，以及如何
為物種保育做出貢獻。

與動物互動的體驗式 
保育教育
遊客與動物近距離的體驗活動在世界各地種類很多。
雖然對於如何將這些互動標準化的建議，超出了本
方略所關注的範圍。然而，無論建議為何，動物園和
水族館都應該仔細檢視遊客如何與動物互動，必須注
意的是，無論任何形式的保育教育活動，讓動物保持
活力健康，動物福祉始終是首要考量。「保育福祉」是
WAZA在《關愛野生生物》策略中使用的一個詞語，該
策略在實現保育目標的同時，也支持維護正向的動物
福祉。在這裡，發展出一個新的詞語「教育福祉」：達
成保育教育成果，同時支持正向的動物福祉。為了確
保實踐教育福祉，在活動中須有適當的動物福祉評
估。2020年WAZA制定了《遊客與動物互動指南》，提
供了執行策略上更多的細節和建議。

案例分享

動物大使方案——
由動物選擇、掌控及留在原棲
所來維持福祉

美國林肯公園動物園（Lincoln Park Zoo）在所有涉及
活體動物的保育教育活動中，都優先考慮動物福祉。為
此，動物在活動期間牠們可以選擇是否參與或仍留在其
原來的棲所。2019年林肯公園動物園逐步淘汰了所有
不符合這些標準的活動，同時試行了新的專案。一個新
的活動是「餵雞活動」，在該活動中，最多15位遊客可以
進入欄舍外圍，並使用特殊的餵食器餵雞，這些餵食器
可以放置於雞欄舍的圍欄。動物園動物福祉的科學家評
估了這些雞的動物福祉狀況，發現這個活動的進行與福
祉行為指標的變化無關。這說明了一種觀點，也就是能
讓動物有選擇，且在動物原棲所進行活動，較不會損害
該動物之福祉。

遊客參加芝加哥林肯公園動物園的
「餵雞」活動。
© AMANDA BERLINSKI

案例分享

快樂的動物們：讓遊客參與動
物福祉的五大需求

紐西蘭威靈頓動物園（Wellington Zoo）採行動物福祉
的五大需求，以確保他們的動物健康快樂。此五大需求
考慮到動物的行為和心理需要，評估動物的身體健康、
其情緒與精神狀態。

威靈頓動物園希望遊客明白動物福祉是動物園的首要
任務，要讓遊客在離園時，可以深信動物們會得到最好
的照顧。動物園根據五大需求設計了3D立體方塊，聚焦
與突顯動物園對動物的照養工作。這些五顏六色的立體
方塊可讓遊客與之互動。藉由播放特定物種棲息地的短
片，進一步讓遊客知道動物園如何幫助動物在他們的照
養下茁壯成長，讓遊客對動物福祉的體認得以拓展。

於捲尾猴欄舍對面的「快樂的動物們」
活動。 © WELLINGTON Z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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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克勞迪婭·理查茲和健康安全顧問林恩·勞里與TRAFFIC合作，
致力於制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 © WELLINGTON Z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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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教育和物種行動規劃 
規劃將哪些物種納入機構的「典藏計畫」 是非常重要
的。當許多物種被賦予教育的理由而被動物園或水族
館典藏，保育教育就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
在動物園和水族館的典藏計畫中，「教育」一詞是超
越單一字面意義的。一個更有效的方法是建立多個類
別，來反映保育教育的許多目的，類別包括但不限於
能讓受眾增加知識和認知的物種，以及能建立同情
心、促進實踐和個人技能發展、支持保育的故事和鼓
勵親環境行為和永續發展的物種。在典藏計畫中依保
育教育的類別範圍，有助於強化和深入解釋物種在動
物園和水族館環境中，可以發揮的各種保育教育功
能。重要的是，具有保育教育專門知識的工作人員應

動物福祉的五大需求
理解動物福祉的五大需求，可分為生理（功能）和精神層面。舉例說明提供內在和外在條件，如何導
致負面（不良）和正面（愉快）感受，即動物福祉狀態的綜合影響。

案例分享

© WAZA’S CARING FOR WILDLIFE STRATEGY
  （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之《關愛野生生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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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動物管理、健康、照養
與動物福祉之保育教育
保育教育應優先建立受眾對動物園和水族館所從事工
作的認知與了解，無論是對圈養動物的照養或是野生
物種的保育方面有積極的參與態度。動物園和水族館
應將動物健康、飼養管理、行為和訓練所涉及的科學研
究與受眾連結起來。這可以透過引人入勝的動物照養
故事來實現，例如在動物的照養中，如何提供居所、食
物、運輸、環境豐富化、動物訓練與醫療保健。

受眾需要了解各個動物園和水族館在面對有關動物福
祉、倫理和權利也存在差異。主動提供有實證的資訊，
建立適當且透明的討論平臺，可以幫助促進受眾對動

物園和水族館的理解，有時可讓一些爭議事項轉為正
向積極的態度。

經由講解動物所需的福祉和飼養管理流程，動物園和
水族館可以促進受眾對動物與大自然的尊重、同理和
積極作為。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在WAZA《關愛
野生生物》策略中論述的動物福祉五大需求，是科學
化評估動物福祉的基礎，它讓人類意識到動物是有情
感的，也有正面與負面的感覺。五大需求的前四項-營
養、環境、健康和行為，可使用一套標準來評估，並用
以證明正向的體驗帶來好的精神狀態。動物園和水族
館可以在保育教育中應用此評估動物福祉架構，以確
保人們的照養有滿足動物的需求並成長茁壯。

動物福祉狀態

負面感受 正面感受精神層面
疼痛
恐懼
窘迫
不適

衰弱
虛弱
頭暈

呼吸困難

無聊
挫折
憤怒

飽足
得到獎勵
有目標導向
有事可做

有安全感
滿足感
表達感情
有陪伴對象

有玩鬧的心情
有好奇心
有活力
能平靜

負面
食物匱乏
缺水

營養不良

正面
適當的營養
足夠的食物

負面
克難的環境

正面
環境中提供
機會與選擇

負面
疾病
受傷

正面
體態佳
有體力

負面
行為受限制

正面
行為能表現

營養 環境 生理健康狀況 行為

生理/功能層面

積極參與規劃過程，與物種專家共同合作建立典藏計
畫的教育部分。

動物園和水族館另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連結域內
與域外動物福祉和物種保育。物種保育規劃專家群
（CPSG）和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的「整合保育
（One Plan Approach）」即是在努力建構一個整合
型的保育計畫。它為不同物種提供全方位的保育計
畫，並有助於結合域內與域外族群管理。透過保育教
育，動物園和水族館能告知受眾:在動物園和水族館
內的工作如何與野外族群工作結合。相關訊息應說明
動物園和水族館如何參與國際和地區性域外族群管
理，以建立穩定的保障族群，從而貢獻到域內保育工
作中。

以色列拉馬特甘野生動物園。 © RAMAT GAN SAF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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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

「貓頭鷹遠征」是巴西貝洛奧裡藏特動物園 
（Belo Horizonte Zoo） 的一項教育活動，
它帶領一群遊客去參訪夜間動物，如貓科動物
（老虎、獅子和美洲虎）、狼、馬來貘、食蟻獸
和巴西豪豬。在這些夜間參訪活動中，可以藉
由該機構進行的動物福祉計畫，了解動物園
為動物提供的照養，參加對象以家庭和學生
為主。在活動期間，他們看到動物如何與當晚

讓公眾了解動物園動物福祉計畫的教育活動

探索夜間動物的習性。
© BELO HORIZONTE ZOO

給予的環境豐富化物品玩耍。這項活動主要
在月圓期間進行，由生物學家、獸醫師、保育
員和教育工作者來指導。自實施以來，每年有
300人參加這項活動，參與者的評價極高，也
學習到很多對動物照養和動物福祉的知識。
每個人都認為這是很好的學習體驗，並願意
將此活動推薦給朋友。

案例分享

環境豐富化體驗活動——
為動物學習、思考、討論和工作

環境豐富化為日本猿猴中心（Japan Monkey Centre）動
物福祉改善工作的一部分，也被應用於他們的保育教育活
動中。在這些活動中，會指派參與者去觀察某個目標動物，
學習有關該物種在野外的生態，並討論可以如何豐富牠們
的圈養環境。如果這些想法是安全的且保育員也同意，參
與者可以和保育員共同來實踐應用。現今參與者已經實現
了許多想法，例如，為狐猴製作昆蟲餵食器、為長臂猿在高
處擺放餵食器、為大猩猩製作竹風鈴，透過這些活動，參與
者積極地學習對動物的同理心和責任感，他們能更了解動
物園的功能和確保動物接受良好福祉的承諾。

參與者製作餵食器給日本猿猴中心的
環尾狐猴使用。
© JAPAN MONKEY CENTRE

挑戰
動物園和水族館不斷努力，以促
進動物照養、動物福祉、保育教
育、科學研究和永續發展。儘管有
這些貢獻，動物園和水族館所做
的努力與受眾的認知仍然存在明
顯的差距。如果有足夠的例子說
明動物園和水族館在物種照養、
動物福祉、保育、永續發展和教育
中的作用，一些對動物園和水族
館持負面態度的人可能會轉向更
正面的態度。然而，即使提供例子
也不一定能改變其他人的觀點。

公眾對動物園和水族館的看法是
保育教育的重要挑戰與機會。未
來須著重於更了解受眾對於圈養
動物的看法和感受，也讓受眾更
普遍地了解動物園和水族館。以
了解受眾的看法為基礎，可以為
動物園和水族館提供解決誤解和
增加認同的機會。

動物園和水族館可以重新定位為
一個領導生物多樣性保育組織。
為此，需要更積極地宣導對促進
動物福祉、域內及域外保育的貢
獻。動物園和水族館應該積極引

導思維，以實際、透明和一致的訊
息改變公眾對人類照養物種的看
法，包括與現有和未來的受眾進
行討論。可以發展多種方式，以
大膽、多樣化和有效地以「好」的
動物園或水族館特點，不斷地與
公眾溝通和影響態度。展現全球
動物園暨水族館組織，為未來物
種、生態和社會的永續發展，成為
共同努力推動社會變革的主要力
量。

貝洛奧裡藏特動物園的巴西豪豬。
© BELO HORIZONTE Z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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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承諾促進、激發和動員
動物園和水族館的遊客採取
行動，進而推廣生物多樣性、
環境及保育相關的議題。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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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保育與永續發展
優先納入保育教育中

動物園的青年志工與遊客分享野生動植物保育的
訊息。 © HOUSTON ZOO

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保育教育方略 第六章



案例分享

透 過 保 育 教 育 強 化 域 外
和域內合作

烏干達野生動物保育教育中心（UWEC）正在馬卡納加濕
地系統執行「生物多樣性保育與覺知計畫」。受到人類活動
威脅的馬卡納加濕地，是烏干達維多利亞湖附近的一處廣
闊溼地，是瀕臨滅絕的鯨頭鸛(Balaeniceps rex)的棲息地。
還有其他包括：灰冠鶴(Balearica regulorum)、凹嘴鸛
(Ephippiorhynchus senegalensis)、斑頸水獺(Hydrictis 

maculicollis)、非洲靈貓(Civettictis civetta)、林羚
(Tragelaphus spekii)等焦點物種。

自2013年啟動「生物多樣性保育及覺知計畫」以來，溼地
的退化已經逐漸減少，功能得以恢復，野生動植物與民眾
之間得以和諧相處。該計畫提高了社區的保育意識，發展
了管理計畫，並培訓了導遊，使生態旅遊企業、學校野生動
植物社團和再綠化計畫得以實施。記錄了當地重要珍寶，
教育素材俯拾皆是，部分物種在UWEC復育後野放回溼
地。

來自非洲參與國際動物園教育者協會工作坊的
與會者參訪馬卡納加濕地。 © UWEC 

建議
• 動物園和水族館的保育教育應致力於讓
保育議題與受眾的生活息息相關，並鼓
勵受眾採取直接和間接行動，產生對物
種、生態系統及社群的正面影響。

• 動物園或水族館應該展示自己對保育做
出的成果，不論是直接和間接的貢獻皆
可，藉以讓受眾了解動物園和水族館在
保育及永續方面的工作。

介紹
保育和環境議題結合了科學、政策、經濟
與人等因素。因此，這些關乎人和人所採
取的行動，如同物種之於生態系一樣的同
等重要。保育教育應優先考慮能促進社會
運動的機會，以促使對緊急且複雜的保
育、環境議題提供可行的解方。對環境教
育來說，至關重要的是，要去引發及推動
社會觀念改變，使人們用行動支持環保、
成為環境保育倡導者，並讓他們在環境迅
速的變遷中，還能保持樂觀的態度。

透過保育教育的努力，動物園和水族館的
受眾應更了解動物、環境和社會所面臨
的複雜議題。他們應關心這些議題，不再
覺得置身事外，同時對採取有利於環境行
為，並成為保育倡導和集體行動的一份
子，感到被激勵和重視。他們應該了解聯
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以及如何共同努力為
物種、生態系和社群建立永續的未來。他
們還應意識到保育及環境議題有其社會
和文化的層面，並且了解保育文化多樣性
與保育生物多樣性是息息相關的。

保育與環境議題
許多影響物種、生態系統或社群的議題
是複雜且抽象的。增加與保育的連結和
其脈絡情境，有助於受眾理解每個議題
與他們之間切身的關聯。說明議題背後
的故事，例如權益相關人和特定計畫的
介紹，可以幫助受眾找到連結點、賦予意
義，且以自身的時空背景考量這些議題
和解決方案。有許多保育或環境議題，動
物園或水族館可以作為其保育教育的重
點。動物園和水族館決定以什麼為重點，
取決於其位置、文化、受眾，以及在組織
背景時空條件下，每個議題間的關聯性。

案例分享

吹泡泡不吹氣球：簡單的行動解
決野生動植物面臨的複雜議題

「氣球飛、海鳥亡」是一項旨在引發社群幫助消除廢棄氣
球對野生生物產生影響的活動。研究發現，氣球對海鳥而
言是最致命的海洋垃圾。澳洲維多利亞動物園聯盟（Zoos 
Victoria）為每個家庭、企業、學校和地方民意機構間建立一
種社會運動為目標。自2017年以來，已有23萬遊客公開承諾
在戶外以吹泡泡取代使用氣球，300多家當地企業承諾不在
戶外使用氣球，該運動以淺白易懂和有趣的方式開始，促使
大眾開始討論塑膠所帶來的更大問題。該運動同時也將社群
一同帶入「維多利亞動物園永續發展之旅」的平台。維多利
亞動物園聯盟是一個零廢棄物的機構，同時不讓一次性塑膠
用品有機會在機構被使用。

墨爾本動物園邀請來訪的遊客寫下公開承諾：不在戶外
活動中使用氣球改吹泡泡。 © ZOOS VICTORIA

與動物園和水族館相關的環境、保育議題，包括以
下列出的，但不僅止於這些議題：

生物多樣性喪失
例如大規模滅絕、族群量降低、非法及合法
的野生動植物貿易、狩獵和盜獵、野味貿易、
非法寵物貿易、授粉者的消失、外來入侵種，
以及傳統醫藥。

氣候危機
例如氣候變化對人類、野生動植物及荒野的
影響、全球暖化科學，以及否認氣候危機的
人士。

自然資源的利用及過度利用
例如過度捕撈和大量肉類的生產。

海洋與淡水保育
例如海洋保護區的重要性及海洋酸化。海洋
與淡水域的健康對動植物及人類健康都至
關重要。

汙染
例如塑膠、垃圾、氣球、塑膠微粒與水汙染。

砍伐森林
例如本土與國際的棲地喪失、農業和單一種
植（例如棕櫚油）對動植物和棲地的影響。

人類健康與權利
例如家庭計畫與自發性人口控制、人畜共通
感染疾病、人權與殖民式保育。

人類與野生動植物、環境間的交互作用
例如人獸衝突、負責任的生態旅遊、人類對
野生動物的剝削（例如靈長類動物作為照相
道具），以及馴化動物和野生動物的衝突（例
如家貓和家犬對野生動物的影響）。

永續的解決方法
例如替代能源、減少肉類消耗量、永續漁業、
堆肥、垃圾減量、再利用及回收、改變交通習
慣、生態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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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教育與永續發展
對動物園和水族館未來的優先事項，是使保育教育能
與全球生物多樣性目標相輔相成，如聯合國永續發展
目標，以及WAZA《保護我們的星球》的相關建議。喚
起永續發展教育的認知，激勵每個人為更永續的生活
奮鬥，並連結至親環境的行為以獲致保育成果。保育
教育應該包括從地方到全球的永續性議題，包括消費
行為選擇，如海鮮、棕櫚油、交通、塑膠及其他日常資
源使用等。這些也必須要與受眾如何為永續未來共同
形成有力的社會運動，等比例地、均衡地傳達。這些

方法可幫助受眾將永續性要素融入他們的生活，在日
常生活中做出更好的選擇，成為集體的永續社會行動
主義。

動物園和水族館需要「言行一致」。如果鼓勵受眾採
取更永續性的生活型態且為支持永續性做出更好的
選擇，那麼動物園和水族館必須身先士卒，在永續議
題上儘可能做到最好。動物園和水族館應透過各種方
法，證明永續性是物種生存和未來社會的關鍵。

案例分享

水資源保育小尖兵：墨西哥
瓜 達 拉 哈 拉 農 村 與 城 市 社
區節約用水教育計畫

「水資源保育小尖兵集會」是一項已經為期14年的
教育計畫，計有1000多名學生參加，包含為獲取水
資源而步行10公里的孩子、城鎮中水資源被污染
的孩子，以及打開水龍頭就能在家裡輕易獲得乾淨
水資源的孩子，每年聚會一星期。40位來自哈利斯
科州農村社區、城市地區，以及視障的小學生，在該
計畫執行期間，一起住在墨西哥瓜達拉哈拉動物園
（Guadalajara Zoo）。他們與水資源保育專家會面，
為嚴重的問題激辯、分析、討論，並提出可能的社區
水資源解決方案。著重在連結人們的日常活動、所需
的生態系服務，以及物種的生物動態。該計畫結合了
保育教育、研究方法學，以及與員工和社群的互動，
也藉此強化瓜達拉哈拉動物園和墨西哥對保育目標
的優先順位。

水資源保育小尖兵集會方案的統籌人物
Mirka Camacho以及瓜達拉哈拉動物園教
育部門的Arturo Chavez Vera。
© MIRKA CAMACHO

「種下未來」參與者在河岸森林活動。 © SÃO PAULO ZOO 

參觀動物園的汙水處理設備。 © SÃO PAULO ZOO 

案例分享

基於 NBR ISO 14.001 認證的環境管理系統（EMS），
巴西聖保羅動物園 （São Paulo Zoo） 發展了兩種導
覽參訪型式。第一種是針對技術型或高等教育學生，
涉及許多與環境管理相關的概念和實踐。「種下未來」
是以中小學生為對象的參訪類型，動物園被當作是一
個「城市模型」，這個城市想要最大程度地減少對環境
的影響。在整個參訪的過程中，參與者組裝象徵一個
城市成長的模型，學著模擬動物園的汙水下水道和供
水廠，以及一些動物清掃欄舍中採用的程序。接著，鼓
勵他們反思更合適的措施，並用行動來解決現代城市
中的常見問題。這些活動表明環境管理系統(EMS)除
了可以減少動物園的生態足跡以外，還可以用來討論
永續的可行性。

種下未來：動物園之永續
論述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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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
欲將有關保育和更廣泛的環境議
題及內容整合到動物園和水族館
的保育教育時，可能會遇到一些
問題。大多數的議題都很複雜，使
得傳遞保育教育很難以具備吸引
力、適當又不危言聳聽的方式吸
引受眾，並將議題清楚地細分，結
合解決方案和樂觀態度，為受眾
提供可以有所作為的切實行動，
例如透過公民科學方式。   

許多保育和環境議題與動物園和
水族館息息相關，很難決定哪個
議題應該要優先，又有多少議題
要關注，以及不同目標受眾又該
採取什麼樣的溝通技巧。此外，像
其他科學和保育組織一樣，有些
動物園和水族館難以轉為以行動
主義為基礎的方式，來推動保育
的社會變革。未來的動物園和水
族館不應該畏懼對複雜的保育議

案例分享

教 師 和 學 生 透 過 線 上
公 民 科 學 平 台 可 直 接
參與保育研究

美國聖地亞哥動物園野生動物聯盟（Sa n 
Diego Zoo Global ，簡稱SDZG）的族群永續
與社區參與專家，招募北美各地的師生來協助
識別100多台位於非洲肯亞北部的自動相機所
拍攝到的動物影像。這些重要的資訊幫助研究
人員了解，有多少物種（包含野生動物和家畜）
在一年的不同時節中，利用了多少不同型態的
棲息地，作為進一步擬定在地管理策略的依
據。透過SDZG教師保育科學工作坊，教師們被
邀請參與「野望肯亞學校挑戰」這個線上公民
科學活動。工作坊為期三天兩夜的專業發展體
驗，有助於教育工作者將保育科學帶入他們自
己的校園。

「野望肯亞學校挑戰」活動的一部分，是由地區高中
生將肯亞北部自動相機拍攝到的圖像進行分類，協
助聖地亞哥動物園野生動物聯盟保育研究人員進行
研究。 © SAN DIEGO ZOO GLOBAL 

案例分享

培力青年志工成為氣候
變遷的解說員

Izzy是氣候解說員青年組的一員，在海洋哺乳動物中心與一
個家庭進行互動，討論氣候變遷的話題。
© ADAM RATNER

運用高中生志工作為氣候解說員，不僅能使學生自
己受益，且能為社群提供另一種聲音和觀點，來了
解動物和人所面臨的重要保育議題是相似的。位於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索薩利託的海洋哺乳動物中心，
是一間海洋哺乳動物醫院和教育機構，他們向高中
生介紹氣候變遷背後的科學，並培訓科學實證的溝
通策略。運用這些知識和技能，邀請訪客來到解說
站，解說氣候變遷對海洋哺乳動物的影響，以及調
適策略。志工有機會練習他們的公眾講演技巧、深
入氣候科學，以及分享對氣候科學理解和自身親環
境行為的經驗。對於遊客而言，這些新的解說站提
供有關氣候變遷科學和故事的活動，成為他們重要
的參訪體驗，也獲致遊客從而採取新的友善氣候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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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體驗——增進與自然連結。
© PAULO GIL SÃO PAULO ZOO

題應採取強硬的主張，例如現在
正在發生的氣候危機、全球暖化，
以及連結物種保育和人類健康的
環境與社會正義。



我們承諾支持及提供各種
類型的保育教育增能培訓
和專業發展。

第七章

66 67

優化保育教育的培訓
和專業發展

嘗試不同方式來表現保育——
動物園中的戲劇表演。
© PAULO GIL SÃO PAULO Z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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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 動物園和水族館應至少有一名具備必要經驗與資
格的員工，負責領導與施行保育教育計畫。

• 動物園和水族館應支持保育教育的工作人員和志
工積極參與地方、國家、地區性和國際間的保育教
育網絡和會議。

• 動物園和水族館應提供適當、連貫性的專業發展和
培訓課程，讓從事保育教育的工作人員和志工，得
以實現保育教育計畫。

介紹
為從事保育教育的人建立其能力是動物園和水族館
的基本責任。園方高層應做出承諾，為所有的員工與
志工發展合適的專業能力，以達成在方略所中提及的
保育教育重點與建議。組織中的每個人都可能受益於
這樣的發展機會，他們能夠建立知識、發展技能，增
進在設計、傳遞和評量保育教育的信心。

動物園和水族館應與園內員工和志工一起，提供受眾
機會去發展他們的能力以成為活躍的保育倡議者。這
樣的協助包括：為希望從事與動植物、物種保育相關
職務工作的人，建立保育科學能力，以及為在地野生
動物、社群與自然環境貢獻一己之力的個人或團體，
提供相關訓練機會。

案例分享

以志工隊作為成人保育
教育的訓練方式

Parque Zoológico Nacional La Aurora的
CPR 志工培訓計畫。 © PARQUE ZOOLÓGICO  
NACIONAL LA AURORA  

身為關心保育的教育者，我們知道大多活動的
主要受眾為孩童，也知道通常孩童需要花10年
的時間才能擁有自主採取行動的能力，但保育
有多少的10年可以等待?

瓜地馬拉 La Aurora Zoo 中的志工計畫主要對
象為16歲以上的成人。此計畫為21小時的訓練
課程，內容包含自然歷史、動物園的重要性、保
育及解說技巧。志工計畫是教育部門的一部分，
他們的目標是為動物與遊客搭起連結的橋樑。
每年約有200名志工受訓，其中40%的受訓者
參與此計畫超過6個月，有些甚至超過數年。近
幾年中，計畫加入了域內保育體驗與訓練，包含
淨灘、研習保育研究計畫、參與野生動物保育倡
議。此計畫提供工具與知識，用以確保參與者獲
得投身保育行動的能力。

近期保育教育範疇的典範轉移，
意識到人們與其行動，同時是社
會為保育和環境議題而改變的啟
動者和行為者。因此，動物園和水
族館應該隨之調整，使員工和志
工具備必要的知識、技能及信心，
足以向受眾說明這些複雜的議題
並且感同身受，此能力包含學習
如何建立對野生動物的同理心、

設計可推動生態與社會變革的方
案、評量保育教育努力的成效。為
此，動物園和水族館應該鼓勵與
支持其員工與志工，參與一系列
有明確發展成效的各種活動、課
程與專業活動，以符合參與者與
其機構的需求。

建立讓保育有成的能力

組織積極的保育倡議團隊
葡萄牙里斯本動物園（Lisbon Zoo） 的保育教育強項，來自於團隊的品質與能力，而這些都始於
訓練。此項訓練確保了科學專業知識、承諾、教學策略與溝通，與動物園的願景與使命是一致的。
里斯本動物園不論在訓練一開始或後續訓練中，皆採用「訓練-應用-評量」三階段方法。主題分
為動物學、科學、教學法內容、溝通策略和技巧、提問性演說法、說故事、戲劇表達、口語與肢體表
達、與不同受眾互動，以及如何依情境採用不同語言。所有主題中都使用5點量表來評估（從0-5
分）。所有的團隊成員會以量表結果來討論並促進後續課程改進。在2019年，在所有課程中的平
均分數為4.6分，最佳的課程為與觀眾的互動（4.8分），最需要改進的課程為演說架構（4.1分）。
此方法為里斯本動物園帶來可量化的進步、專業的團隊及一群堅強且活躍的保育倡議者。

里斯本動物園的保育教育團隊。 © LISBON ZOO

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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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

數位動物園專業發展工作坊，
提 供 教 師 連 結 動 物 園 的 線 上
學習機會

美國的國際野生生物保育學會(WCS)每年藉由提供專業
發展工作坊，與超過1,700名教師合作。這些師訓課程的設
計，在於增進教師背景知識，使教師們可以將其內容帶進課
堂來教育學生。在數位計畫中，老師會體驗同步與非同步線
上學習。在現場同步的教學中，WCS講師在欄舍空間進行
直播，再帶入有關動物與研究人員的專業知識。教師可從家
中安全地遠距參訪WCS的每個角落，並與動物面對面。接
著，動物園運用園內數位資源提供一套標準的活動內容，例
如實地拍攝或者網路即時攝影，讓教師得以循著自己的步
調透過非同步方式來學習。大多數的教師喜愛這些課程，超
過90%老師給予評價為優良或者卓越，超過95%的老師表
示，將會把學習到的內容融會到學校課程中。

紐約水族館員工在遠距的專業發展工作坊中，
在海崖展場為老師們直播。
© SHINARA SUNDERLAL, WCS EDUCATION

多元的發展路線 
本方略為達到高品質的保育教育
提供了清楚的建議，動物園和水
族館如何讓其員工與志工達成這
些建議，會依其組織、國家與文化
背景而有所變化。重要的是，沒有
單一方法能夠建立足夠的能力，
來達到所有的方略建議。反之，在
本方略中會提供多元選擇，從正
式教學方案到非正式的延伸教育
或「在職發展」機會。

許多由高等教育機構所提供的正
式課程，含有保育教育的內容。

這些課程主體關注點包括教學技
巧、生物多樣性保育之人類與社
會層面、促進行為改變、保育心理
學、海洋素養、永續發展教育、社
區參與、社會研究與評量等，但不
僅止於以上主題。此外，國家或區
域間的動物園和水族館協會，提
供了一系列有系統的保育教育課
程，例如國際動物園教育者協會
(IZE)，向最需要發展的專業人士，
提供一系列保育教育主題的國內
培訓。

更多非正式機會包含到其他動物
園、水族館與保育教育機構參訪

或進行工作實習。IZE的工作體驗
方案(JEP)提供了向世界各地工
作人員直接學習的機會。對於工
作提供單位或參與者雙方而言，
他們的目標是強化動物園和水族
館教育者的全球網絡，交流新想
法及激發創新思考。

研討會或其他專業活動是提供這
種「混合模式」訓練及發展的絕佳
機會。藉由解說、演講和工作坊等
方式，各動物園代表與會者可以
學習、分享想法，並與其他保育教
育專業人員建立人脈關係。對於
那些無法與會者，許多動物園和

70 71

水族館的研討會經由社群媒體平台提供「直播」，以
擴增這些活動所能觸及的對象，例如，IZE的虛擬會
議與線上研討會提供一系列線上專業發展機會。

線上論壇亦提供了絕佳的環境，可以持續培養保育
教育專業人員。這些數位平台幫助世界各地的工作
人員，得以體驗同儕間學習。他們讓在從事保育教
育的人員能分享他們最佳的實際案例、詢問問題，
以及參與討論。幾個熱門的線上社群媒體網頁和社
團，例如IZE的臉書FB粉絲專頁、歐洲動物園暨水族
館協會（EAZA）保育教育FB社團，以及美洲動物園
暨水族館協會（AZA）的會員教育論壇。線上訓練入
口網站，例如「聖地牙哥動物園全球學院」和「國家
地理」，對於想要增進自我保育教育能力的個人，提
供一系列自主學習的課程。

挑戰 
要持續發展專業，最普遍被提及的挑戰是經費不
足，以及沒時間進行適當的培訓與活動。幸運的是，
透過網路與資助的各項學習機會和課程，前所未有
的提高動物園和水族館人人皆可選用的資源。

訓練及專業發展，對長期改善全球動物園和水族館
的保育教育十分重要。為保育而作的社會變革要成
功，需要許多人採取行動去推動，這需要許多具有
熟練技巧的保育教育專業人士去支持，進而催化生
態與社會變革。動物園和水族館如無法明確地認知
和承諾去訓練與培養員工、志工所需的能力，這一
切將無法達成。因此，動物園和水族館應該重視培
養員工及志工所需的時間與資源，以利他們未來有
機會參與在地、國家、區域的網絡、會議及訓練。

在訓練及專業發展以系統性來改變，有助於同時精
進保育教育的理論與實際層面。這會帶來可量化的
進步，個人層面上可在工作上表現更好、在組織上
更完美的達成使命，在擴大動物園和水族館的社群
上，可強化其聚焦解決方案行動的領導位置。

案例分享

越南金絲猴(Rhinopithecus avunculus) 是世界上
瀕臨絕種的靈長類動物之一，個體數量只剩下不
到250隻。最大的野外族群在越南河江省的偏遠
山區。美國丹佛動物園（Denver Zoo） 以社區為
本，與河江省的在地權益關係人合作，發展保育
此稀有靈長類動物的策略。專注在地夥伴的參與
及專業能力的提升，強化了計畫的永續性。保育
教育培力策略包括教師專業發展方案，強化在地
教師的能力，來研發及產出結果導向的環境教
育。教師經由訓練與指導，產出以學習者為中心
的方案，教導學生獲致深度理解自然與野生動物
所需的批判性思考技能。在地教師的參與，對於
該計畫的長程永續性與越南金絲猴的存續至關
重要。

建構北越保育教育能力

越南河江省在地教師帶領學生探索自然。
© KISHA BLANTON DENVER ZOO



我們承諾透過在動物園和水
族館的監測、評估和社會研
究分析，將保育教育的機會
極大化，並證明保育教育的
成效及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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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於證明動物園
和水族館保育教育
價值

孩童學習如何收割狼尾草。 © TAIPEI Z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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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 動物園或水族館應蒐集並分享一系列事跡，以證明
其如何執行保育教育計畫。

• 動物園或水族館應使用適當的方法，分成若干不同
階段來評估其保育教育計畫。

• 動物園或水族館應積極進行循證研究，以證明動物
園和水族館的保育教育對人們的影響，例如對自然
界的知識、態度和行為。

• 動物園或水族館應積極與外部單位和學術機構建
立夥伴關係，以進行社會研究和評估計畫。

法將有助於證明其保育教育對於
受眾和整個世界的影響與效益。
此外，此結果可用以影響並提高
保育教育的品質和效力。

規劃
為了能有效監控、評估及進行社
會研究，規劃是重要且不可或缺
的一環。在制定保育教育計畫或
活動時，應該在邏輯圖上具體描
繪出可衡量的目標、產出成果及
變化的路徑。這將有助於掌握可
能的變化，也能確立工具來評估
預期和非預期產生的結果。整合
保育教育的呈現和評估階段，可
以進行例行監控。根據設定的指
標進行資料蒐集，並透過評量措
施來衡量執行效果及提出改善建
議，也可將所關注的社會研究問
題整合在整體計畫中。

作為策略規劃的一部分，動物園
和水族館的目標，應該在於制定
一個著眼於未來的社會研究期
程。這可以將保育教育的關鍵主
題，以及相關的研究問題加以突
顯。可以幫助動物園和水族館以
及外部研究合作夥伴，清楚認知
未來範圍、優先順序、受眾，以及
何時為監測、研究或評量的階段。

擁有這份研究主題和問題的藍
圖，能讓組織整體貢獻更一目了
然，可以增加實證，證明動物園和
水族館的保育教育具有價值及影
響力。

案例分享

串聯越南社區與大自然的在地保育教育
推廣方案計畫

「重視自然的童年」是越南第一個針對幼兒園的保
育教育計畫，由國家非營利組織——拯救越南野生物
組織（SVW）在所經營的寧平市菊芳國家公園（Cuc 
Phuong National Park, Ninh Binh)內舉辦。該計畫
將學齡前兒童、父母和老師與當地森林、救傷和無法野
放的野生動物串聯在一起，以培養他們對大自然的熱
愛和欣賞。截至2019年，為期一日的自然解說之旅已經
進行236次，共有5,897名兒童和1,078名成年人參與，
當中許多人對於能否參與動物園之旅，其實有著經濟、
交通或文化上的困難。透過參與前後的問卷調查評估，
結果顯示參與者的自然保護意識、知識與態度，都有正
面的改變。舉例來說，參與計畫後有80%的兒童可以正
確識別穿山甲，而在參與前只有18%的兒童有能力辨
識。此外，95%的兒童對自然和野生動植物表現出正面
的態度和行為意向。該計畫也策略性的邀請越南當地
社區、慈善機構、政府和民營部門參與其中，以支持並
擴大此計畫。

拯救越南野生物組織的講師向當地學齡前兒童、父母
和老師介紹 Hoi An ，這是一隻位在教育中心尚未野放
的肆貓(Arctictis binturong)。 © PHUONG THI THUY 
VU/ SAVE VIETNAM’S WILDLIFE

介紹
動物園和水族館應能夠透過適當方式蒐集、分析並分
享相關證據，以證明園方保育教育的品質及效果。園方
應該通過實證研究來證明，他們的保育教育會影響遊
客對於物種或大自然的知識、態度及行為。為此，需要
系統性及策略性的計畫、實施和評量。包含理論框架、
嚴謹的實驗設計和可靠的抽樣技術，以獲得適當質與
量的數據。針對數據進行詳細分析與整合所獲得的結
果，方能有意義的說明動物園和水族館對保育教育產
生的整體效應、成果、效益與改變。

動物園和水族館應努力將研究（監測、評估和社會研
究）納入保育教育的策略計畫和營運。這種系統性的方

案例分享

AZA 2020年的「社會科學研究議程」包括五個關鍵研究問題、
伴隨的相關子題，以及一項已經訂定施行策略的行動計畫。
該議程以2010年動物園和水族館社會科學研究之框架作為
基礎，同時也將不斷變化的社會氛圍和待解決的新興問題納
入考量。該議程於數月當中，邀請不同領域業者、學者及研究
員代表，反覆地透過程序制定而成。它可以作為AZA成員的指
南，引導成員如何去定義（和展示）其影響力，理解他們在社
會中的角色，實現保育目標乃至於達成最終使命。儘管議程
是為AZA成員設計的，但這些問題在全球都適用，其他地區的
動物園和水族館也將從這些研究及研究成果中受益。

建立社會科學研究議程——
美洲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AZA）

關鍵研究問題

1 動物園和水族館如何透過對其內部運作、文化
和溝通方式進行批判性思考，從而建立更公平
的社會？動物園和水族館如何以多樣性、公平
性、可及性和包容性的努力來提供支持？

2 動物園和水族館之於當地社區而言，在為環境
及社會正義奮鬥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

3 動物園和水族館在促進社會轉變而支持保育
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

4 動物園和水族館在促進知識發展、社會情感和
健康方面的角色是什麼？

5 動物園和水族館如何最大化對保育的系統性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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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變化  
保育教育主要目標是促進社會轉變，使受眾支持生
物多樣性保育的成果。包括知識和理解、態度和價值
觀、行動和行為，以及實際上、科學上和個人技能等
其他種種的改變。鑑於動物園和水族館是綜合的學習
空間，應該採以實用而嚴謹的方法進行研究，以衡量
這些現實環境中的變化。人類透過繁如宇宙星斗的
複雜經驗認識物種和自然界。每個人都有一個獨特的
「保育小宇宙」，反映出來的就是他們對大自然的看
法、感受和行動。學習經驗來自包括正規的教育和培
訓，從家人、朋友和同儕學習，透過媒體、日常學習，

以及非正規學習環境，例如動物園和水族館。對於物
種與大自然的認識是終身學習，會隨著時間及每次在
保育小宇宙內建立新的認知而改變。

為了因應這複雜的學習脈絡，動物園和水族館可以做
得更多，而不僅僅是在試圖找出控制組或實驗組的保
育教育之間的明確、因果關係。在現實世界中，要畫
出清晰的因果關係圖是一項挑戰，因為許多不同的經
驗都會激發及影響受眾對物種和大自然的思考、感受
和行為方式。因此要借重社會研究，探討所有的成因
和效果，而非僅僅關注單一因素的影響，才能幫助動
物園和水族館在研究和評估中採取更加開放、中立和
維持探索性的立場。

證明動物園和水族館的
保育教育價值
透過不同類型的研究（監控、評估和社會研究），動物園和水族
館可以更了解他們的受眾，也能更了解園方的保育教育，影響受
眾對大自然的思考、感受和行動的程度。對於動物園和水族館來
說，提升保育教育價值的證據相當重要，證據可以輔助說明園方
如何分別實現其使命和願景，並有助於進一步創新，並為未來保
育的教育活動和相關研究給出指引方針。它還有助於籌募資金
和得到支持，並可進一步證明世界各地的動物園和水族館進行
的保育教育，整體加乘起來的影響力。

案例分享

南非德班烏沙卡海洋世界對企鵝的承諾：
「親愛的，我們不想要你的錢，我們想要你的愛。」

南非德班烏沙卡海洋世界（南非海洋生物研究協會 
South African Association for Marine Biological 
Research，簡稱SAAMBR）總是在遊客離開前，鼓勵他
們要做出對環境負責的決定。他們設計了一個行為改
變的方案，鼓勵遊客在家中進行環保的行為。位於南非
德班的烏沙卡海洋世界鼓勵來訪的遊客「對企鵝作出
承諾」。讓遊客承諾改變自己的日常生活，要變得對環
境更負責。遊客在明信片上寫下他們的諾言並貼在現
場，後續追蹤證實該運動是有效的。在一年或超過一年
後，聯繫完成明信片活動的遊客，結果（N=316）顯示
49.4％的受訪者可以舉實例說明他們為環保所做的積
極作為，受訪者認為這些作為是因為參與活動所致。這
項研究顯示，促使遊客做出承諾並遵守承諾的關鍵為
何。未來在動物園和水族館設計活動時，若是旨在促發
為環保而改變的行為時，應考慮這些重要原則。

訪問南非德班的烏沙卡海洋世界的遊客，在明信片上寫下了
給企鵝的承諾。 © SAAMBR  

途徑與方法
有許多途徑和方法可以用來監控、評估和研究保育教育，詳細探
討這些途徑超出本方略的範圍。從根本上說，動物園和水族館應
努力了解可用的途徑和方法，這將有助於決策者選擇、開發和應
用正確的工具，以進行測試、探索和評量其保育教育的品質和效
力。

設計監控、評估和社會研究計畫涉及決策，應以明確且嚴謹的原
則輔助決策。有不同方式可以蒐集質化和/或量化數據，包含單
一或混合方法，如普查、問卷調查、關鍵人物訪談、繪圖和觀察。
決定使用什麼抽樣技術，以及如何獲取研究所需的資料，是很重
要的步驟，因其取決於目標對象。該研究是意圖驗證某個假設，
或者使用扎根研究法？又或者該研究是要衡量立即、短期或長
程的影響？在整個保育教育計畫中都可以進行監控。評估可以
在保育教育活動的各個階段進行。評估的類型，包括形成性評
量、總結性評量、過程評量、結果評量和影響評量等。這些評量
方法可以提供不同的數據，用以回答一系列有關保育教育的問
題。重點研究數據的蒐集取決於所問的問題，和選擇特定研究方
法背後的理論基礎。一旦數據蒐集完成，就需要決定如何分享數
據，並將結果整合至成果報告或出版刊物中。最後，談到研究的
使用與可用性，即代表機構如何使用一份研究內容，以及如何回
應研究及評量的結果，這方面與研究過程本身一樣重要。根據其
監測、研究和評量得出的結論，動物園和水族館應抱持開放態度
去精進、改善或調整其保育教育做法。

76
重新發現大自然——大西洋森林步道。
© PAULO GIL SÃO PAULO Z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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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
無論進行何種研究，都必須在開始蒐集數據資料前，
考慮所有可能產生的倫理紛議。當研究牽涉到人的時
候，組織機構應建立適當的管理架構納入保育教育的
計畫中，包括一系列遵循倫理的原則及系統審查。透
過縝密的規劃，事先告知參與人員他們的權益，讓參
與計畫人員明確清楚他們的角色，可把傷害風險降到
最低。此外，動物園和水族館應在必要時收集參與者
的同意書，堅持保密、避免欺瞞、事後彙報，並在所有
社會研究和評量方法中堅持「不傷害」的立場。 

挑戰 
動物園和水族館中的社會研究和評量存在著多種挑
戰，其中一個主要的挑戰是在設計、系統化監控、社
會研究及評量上，缺乏知識、技能及信心。欲彰顯保
育教育的作用與價值，需要動物園和水族館大規模的
調整社會研究與評量的資金籌措、實施方式及支持。
要達成這個目標，需要組織高層全力支持培力整個組
織的評量和研究能力。動物園和水族館不論是個人或
整個團隊，皆應該盡力彰顯他們貢獻在助益於大眾對
物種和自然界的思維、感受和行動。因此，有品質的
系統性研究操作是未來必須視為優先的重點。藉由改
善合作、增進協調，共享知識、資源、報告、研究工具，
也告知哪些理論與方法力有未逮之處，哪些能達成
上述目標。若假以更多組織間培訓、機構間的合作計
畫、縱向（長期）研究等努力，定能幫助全球動物園和
水族館，全面提升他們的監測、評量、社會研究能力。
除了與其他動物園和水族館進行合作外，組織也應該
與其他相關非營利組織、研究專家和學術機構合作。

案例分享

社會研究：保育行為改變計畫
的最大化和量化

「顧好貓，救救野生動物」計畫可幫助貓主人保持寵物貓在圈養狀態，
使貓咪們和當地野生動植物保持安全。 © ZOOS VICTORIA 

澳洲維多利亞動物園聯盟（Zoos Victoria）為了確保他們
的行為改變計畫有效，在計畫開發和實施階段將社會研究
納入。由於與大學合作，提高了執行這項研究的能力。在鼓
勵貓主人保持貓咪完全圈養的「顧好貓，救救野生動物」計
畫中，維多利亞動物園聯盟與一名大學生合作，對貓主人
進行調查，以了解他們對貓咪圈養的動機和信念。這有助
於發想這個活動的故事性，並創造出可以號召貓主人動身
參與的內容。這些計畫的評估對於理解其影響顯得十分重
要。「氣球飛、海鳥亡」（WBF）計畫目的在減少氣球廢棄物
的污染，該計畫使用了「實驗前後、控制對照組」的評量。
藉由調查動物園遊客（實驗組）及園外周邊社區居民（對照
組）進行調查，該研究能夠衡量WBF計畫施行前後，接觸
該訊息的人們，對其態度和行為所產生的積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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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爾本動物園裡的澳洲小企鵝（Eudyptula 
minor）與泡泡。
© GEMMA ORTLIPP, ZOOS VICT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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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ZA  拉丁美洲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
Asociación Latinoamericana de Parques Zoológicos y Acuarios

AZA  美洲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
Association of Zoos and Aquariums 

CBD  生物多樣性公約
Convention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CPSG  保育規劃專家群
Conservation Planning Specialist Group

EAZA  歐洲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Zoos and Aquaria

IPBES  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服務政府間科學及政策平臺
The 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PCC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UCN  國際自然保育聯盟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 CEC  國際自然保育聯盟傳播與教育委員會
IUCN Commission for Communication and Education

IZE  國際動物園教育者協會
International Zoo Educators Association 

JEP  工作體驗方案
Job Exchange Programme 

PAAZA  非洲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
Pan-African Association of Zoos and Aquaria

SEAZA  東南亞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
Southeast Asian Zoos and Aquariums Association

UN SDG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WAZA  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
World Association of Zoos and Aquariums

WZACES  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保育教育方略
World Zoo and Aquarium Conservation Education Strategy

ZAA  澳洲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
Zoo and Aquarium Association Australasia

簡稱和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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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各名詞之定義。讓這些名詞可以清晰
及準確地傳達其意義。

21世紀技能
被認為是在21世紀的社會中取得成功所
需的技能、能力和學習傾向。21世紀技能
分為三個主要領域：1.學習和創新技能：批
判性思維和解決問題、溝通和合作、創造
力和創新。 2.數位素養技能：資訊素養、媒
體素養、資訊和溝通技術（ICT）能力。 3.職
業和生活技能：彈性和適應性、主動性和
自我指導、社會和跨文化互動、生產力和責
任感。

可理解的/可接受的
去接納和給予合理管道，使每個人不論其
能力或經驗，都能親近和獲取。

倡議
使特定目標或計畫獲得關注、政治承諾、政
策支持、社會接受度和系統支持的個人及
社會行動。

動物福祉
動物福祉是關於每隻動物個體的狀態；
動物透過其自身愉快感受（例如活力、情
感、安全和興奮）或不適感受（例如疼痛、
飢餓、恐懼、無聊、孤獨或沮喪）的相關經
驗，來體驗牠們的世界和生活。（2020年
WAZA之定義）

人類世代
指當前的時代，此時人類活動對於氣候及
環境的影響最為巨大。

水族館
圈養管理活體野生動物並向公眾開放的永
久設施。

受眾
在園內、園外或網路線上，與動物園或水族
館有所交集之個人或團體。

生物多樣性
來自所有生物體之間的變異性，包括陸地、
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態系，以及它們所屬的
生態綜合體；這包括種內、種間和生態系統
的多樣性。（生物多樣性公約之定義）

親生命
指人類與自然界之間，先天的或由基因層
面決定的親近性。

行為
（以人類而言）人類所表現出包含肢體上
或心理上、後天學習或本能的、有意識或無
意識的、慣性或計畫性的行為。

行為改變
廣義的指一系列針對個人、社區和環境的
介入措施、活動和方法，以激勵和影響特定
的行為模式。

能力建構
指的是個人或團體在獲得、改進、和維持用
以解決問題和實施變革所需的技能、知識、
工具和經驗，所經歷的過程。

氣候危機
世界天氣變化可能引起的嚴重問題。特別
是由於人類活動增加了大氣中的二氧化碳
濃度，而使得世界變得越來越溫暖。

氣候緊急救援
所指的是一種情況，在該情況下，需要採取
緊急行動來減少或阻止快速的氣候變遷，
並避免潛在的、不可逆轉的環境破壞。

社群
由地理、政策、法律、興趣、知識、特性、親
屬關係、歷史、社會結構、經濟、政治或其
他類型的連結，而組成在一起的多人團體。

社區參與
雙向合作過程，包含對社區（個人、團體和
組織）的尊重和響應性活動，互動以及彼
此傾聽，目的是產生互惠互利、連結和夥
伴關係。

保育倡議
個人和社會的行動，其目的在提高對生物
多樣性保育的認識、取得政治承諾、政策支
持、增加社會接受度和體制上的支持。

保育教育
影響人們對生物多樣性保育的態度、情感、
知識和行為的過程。

保育心理學
對人類與自然之間相互關係的科學研究，
特別關注於如何帶動對自然世界的保育。

保育
長期保護自然棲息地中的物種族群數。
（WAZA之定義）

用保育說故事
將一系列事件賦予情境、焦點，傳遞有意義
的訊息、展現歷史和傳統、娛樂他人、建立
同理心和同好族群，並鼓勵人們採取保育
行動的敘事形式。

保育福祉
確保正向的動物福祉狀態，同時實現保育
目標，例如野生動物研究活動或野放計畫。
（見WAZA《關愛野生生物》第6章）

跨課程方法
在教育和學習中使用的各種學習主題、學
科和技能/能力/學習方式，相互間跨領域
和動態的融合。

多樣性
在促進和讚美個人和集體成就的氛圍中，
認可及欣賞讓個體獨一無二的各種特色。

批判性思考
批判性思維是清晰而理性地思考，理解看
法之間邏輯關聯的能力。

生態思維
從根本上理解世界是相互關聯和依存的。
從生態學的角度來看，人類並非獨立於自
然之外，而是深深植根於「生命之網中｣。

生態系
生物群落中，生物與其物理環境相互作用
的情形。

環境公民
描述的是一群人，他們在社會上展開或參
與地區性、全國性或是全球性行動，擔任
改變公私領域的推手，通過個人和集體行
動，朝著解決當代環境問題的方向發展，防
止產生新的環境問題，實現永續性以及與
自然建立健康的關係，便稱之為環境公民。

永續發展教育
一種學習方法，使學習者能夠在尊重文化
多樣性的同時，為後代的環境完整性、經濟
可行性和公正社會做出明智的決定並採取
負責任的行動。
 
永續教育
一個終身學習的過程，使具備相關知識的
參與公民具有解決問題的創造能力、科學
和社會素養，並致力於參與負責任的個人
和合作行動。

教育福祉
在確保正向的動物福祉狀態的同時，實現
保育教育之目標。

同理心/共鳴
同理心是一種受刺激而引發的情緒狀態，
取決於感知能力、理解能力和關心他人或
動物的經歷或觀點。

參與度
一個人所呈現的專注度、好奇心、興趣、樂
觀(正向)、及熱情，影響到他們對於學習與
進步動機的多寡，謂之參與度。

平等權益/公平
為考量到人們取得資源的途徑受制於特權
和體制的壓迫，平等權益試圖平衡這樣的
差異。在一個公平的環境下，個人或群體可
以獲其所需，以取得公平的優勢，雖然這不
一定等於其他人收到的，實際上可能更多
或不同。平等權益是一種理想和目標，而
不是一個過程。平等權益意味著擁有公平
合理的分配。

評量
使用定性和定量數據，針對正在進行的或
已完成的項目、計畫或政策，對其設計、實
施和結果進行系統化和客觀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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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證
著重於對當前可取得的、最佳的研究結果，
加以實際應用的思維模式與方法。

展場設計
為物種、動物照養員和訪客，創建空間和體
驗的過程。

域外保育/移地保育
自然棲地以外的物種保育。

田野保育 
直接有助於物種在自然生態系統和棲地中
的長期存續。

形成性評量
通常在保育教學活動的形成過程中發生，
以便及早修正和改進，進而影響設計走向。

全球升溫
對整個地球系統的快速變暖更加以強調的
措辭：包括大氣，冰凍圈和海洋系統的暖
化。

守護
指個體或團體，他們緊密合作，來保護和照
顧某事物（例如環境)。

影響評估
主要評估由於保育教育活動而產生的長期
和持續的變化，無論是正面還是負面，預期
中或無預期的變化。

包容性
真心誠意地歡迎、借助及感激所有團體或
個人的力量，並不斷努力確保其成員的多
樣化，使其充分參與，並在組織或社區中受
到尊重。

域內保育/在地保育
在其自然棲地內的在地物種保育。

跨領域
結合或涉及來自兩個或多個學科或研究領
域的知識和思維方式，從而形成一種綜合
方法。

解說規劃
非正規教育機構，如動物園和水族館，規劃
和設計學習程序的第一步。在該機構中，解
說是用於溝通訊息、故事、資訊和經驗。這
是一個決策過程，將管理所需與遊客的需
求和期望資源相結合，以將訊息傳達給目
標受眾的最有效方法。

邏輯模型
顯示計畫目的、目標和成功指標的圖形。它
通常以矩陣形式顯示，顯示某個特定的活
動、預期的結果和成功的衡量指標。邏輯模
型的目的是呈現出指導計畫執行的簡要邏
輯圖，並且是解釋變革理論的工具。

可評量的學習成果
一個活動的SMART報告（SMART代表具
體Speci f ic、可測量Measurable、可實
現Achievable、相關Relevant、有時限
Time-bound)，它顯示了保育教育活動、
事件或計畫中，預期個人或團體所能達成、
了解和重視的事項，以及期望他們能夠達
成的程度。它既可以說明學習的內容又可
以說明學習效果。

監控
根據具體指標，持續、系統地收集和分析數
據，以檢查在實現保育教育目標和成果方
面的進展。

神經多樣性
神經多樣性的概念，代表承認、尊重並接受
所有神經系統的獨特性、神經發育的所有
節律、以及人類可以自我表達，為自己生活
做出貢獻的所有形式。

海洋素養
了解個人和群體對於海洋的影響及海洋對
人們生活與福祉的影響。

健康一體
一個結合多部門和跨學科的方法，從地方、
區域、國家到全球各級開展工作，其目標是
實現最佳的健康結果，並認知到人、動物、
植物及其共享環境的相互聯繫關係。
（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One Health
委員會）

整合保育
整合物種保育規劃，考量域內域外的所有
物種族群、各種管理條件，並在保育規劃開
始之初就讓所有責任方和資源加入。

成果評估
著重評估保育教育活動導致的知識、態度、
行為和實踐上（或其他描述的結果）的變化
（短期和長期結果）。

教學法
教學方法和實踐，包括教學風格，教學理
論，反饋和評量。

過程評估
側重於評估保育教育計畫的活動，其質量、
觸及的對象以及實施方式。將預測與實際
發生的結果進行比較。

質量框架
透過高品質保育教育的良好實例原則，來
建構品質過程的概念框架。

第六次大滅絕
一個假設性的地質時代，時間從人類對地
球的地質和生態系統產生重大影響的開
始，包括但不限於人為造成的氣候危急狀
態。

社會變革
形塑一個社會、社區或時空背景的普遍態
度和行為的轉變，包括社會過程、模式、互
動、關係和文化的變化。

為保育而進行的社會變革
在態度上、行為上、系統和文化的轉變，且
是一種有利於物種保育與社會的變化。

社會正義
無論種族、社會經濟地位、性別或其他特徵
如何，每個人都應享有相同的經濟、政治和
社會權利。

社會許可
一個計畫、公司或行業，被當地社區與權益
相關人士廣泛與持續地接受，在劃定區域
內可被容許、或得以合法地運營。

社會研究
科學探索、分析和將社會生活具體概念化
的邏輯和系統方法。

社會生態系統理論
人類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與自然分離
的理論概念。

總結性評估
側重於在保育教育計畫（或該計畫的一個
階段）結束時進行的評估，以確定產生預期
成果的程度。它旨在呈現出計畫的優點或
價值。

永續發展
當前的發展在不損害後代子孫滿足需求的
前提下，以符合當前需求的方式進行。

永續發展目標
聯合國會員國在2015年通過了17項目標，
呼籲全球為消除貧困、保護地球採取行動，
並確保2030年所有人能享有和平與繁榮。

系統理論
一個與複合系統的本質有關的跨領域科
學，範圍所及包括物理、自然以及純數學。

變革理論
一種描述方法，說明在特定情況下，一個冀
望的改變所發生的方式及原因。

跨學科的
跨越許多學科界限，以創建一個全方位取
向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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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entina
Ecopark Bs.As Proyect 
Fundación  Temaikèn
Mundo Marino 

Australia 
Alexandra Park Zoo 
Animal Welfare Unit, NSW Department of 
Primary Industries
Currumbin Wildlife Sanctuary
Flinders University
Lone Pine Koala Sanctuary
Perth Zoo
Taronga Conservation Society
Zoo and Aquarium Association 
Zoos South Australia 
Zoos Victoria

Brazil
Aquário de Ubatuba
Belo Horizonte Zoo from “Fundação de 
Parques Municipais e Zoobotânica”
Jardim Zoológico de Belo Horizonte- Minas 
Gerais - Brasil
Museu de História Natural Do Colégio 
Dante Alighieri
Museu de História Natural/Aquário 
Municipal de Campinas 
Parque das Aves
São Paulo Aquarium
São Paulo Zoo
Sorocaba Zoo
Zoológico de Santo André - Sabina Escola 
Parque do Conhecimento
Zoológico do Rio de Janeiro
Zoológico Municipal Luiz Gonzaga de 
Amoedo Campos

Canada
Calgary Zoo

Chile
Buin Zoo
Zoológico Nacional de Chile

China
Ocean Park Hong Kong 

Colombia
Corporación Autónoma Regional de 
Cundinamarca
Fundación Botánica y Zoológica de 
Barranquilla
Zoológico de Cali 

Croatia 
Zoological Garden of Zagreb

El Salvador 
Parque Zoológico Nacional de El Salvador

Estonia 
Tallinn Zoo 

Finland
Helsinki Zoo

France
African Safari
Aquarium of Lyon
Marineland Antibes
Parc Zoologique et Forestier
Réserve Africaine de Sigean
Zoo de Jurques

Germany
Berlin Zoo
Cologne Zoo
Görlitz Zoo
Nuremberg Zoo
Opel Zoo
Tierpark Hagenbeck
Zoo Hoyerswerda

Ghana
West African Primate Conservation Action

Guatemala
Parque Zoologico Nacional La Aurora
Semillas del Océano, ONG

Honduras 
Centro Nacional de Conservación y Rescate 
de Especies Rosy Walther 
Roatan Marine Park

Hungary
Budapest Zoo and Botanical Garden
Sóstó Zoo

India 
Madras Crocodile Bank Trust and Centre for 
Herpetology
National Zoological Park
Reliance Foundation

Ireland
Dublin Zoo
Tayto Park

Israel
Ramat Gan Safari
The Tisch Zoological Gardens in Jerusalem/
Israel Aquarium

Italy
Parco Natura Viva 
Zoomarine Italia Spa

Japan
Aquaworld-Oarai
Atmosphere and Ocean Research Institute,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Chiba Zoological Park
Japan Monkey Centre
Sendai Yagiyama Zoological park
Tennoji Zoological Garden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Free the Bears

Luxembourg
Parc Merveilleux Bettembourg

Mexico
Zoológico Guadalajara

The Netherlands
Aeres VMBO Almer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Zoos and Aquaria 
Safaripark Beekse Bergen

New Zealand
Auckland Zoo
Hamilton Zoo
Wellington Zoo
Zealandia Ecosanctuary

Poland
Leśny Park Kultury i Wypoczynku Myslęcinek               
Poznan Zoo 
Warsaw Zoological Garden
Zoo Wroclaw

Portugal
Lisbon Zoo

Russian Federation 
Moscow Zoo

Rwanda
Dian Fossey Gorilla Fund International

Singapore
Wildlife Reserves Singapore 

Slovenia
Zoo Ljubljana 

South Africa
East London Zoo
Johannesburg Zoo
South African Association for Marine 
Biological Research 
Spain 
Barcelona Zoo

Sweden
Borås Zoo
Kolmården Zoo
Nordens Ark
Skansen Foundation

Switzerland 
Zoo Basel

Taiwan
Taipei Zoo

Thailand 
The Zoological Park Organization

Uganda
Uganda Wildlife Education Centre

United Arab Emirates
Al Ain Zoo

貢獻組織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Arundel (Wildfowl and Wetland Trust)
Bede’s Zoological Society 
Belfast Zoological Gardens
Birdworld
British and Irish Association of Zoos and 
Aquariums 
Calderglen Zoo
Canterbury Academy, IUCN ASG
Chester Zoo
Colchester Zoo
Crocodiles of the World
Environment Agency
Flamingo Land
Hanwell Zoo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Birds of Prey
Isle of Wight Zoo
Marwell Wildlife
Myerscough College
National Marine Aquarium
Ocean Conservation Trust
Paradise Wildlife Park
Paignton Zoo
Reaseheath Zoo
RZSS Edinburgh Zoo
RZSS Highland Wildlife Park
Sea Life UK

Sparsholt College
The Deep
Twycross Zoo
West Midland Safari Park
Wildfowl and Wetlands Trust
Yorkshire Wildlife Park
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ZooStephe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merica’s Teaching Zoo
Association of Zoos and Aquariums
Audubon Aquarium of the Americas/
Audubon Nature Institute
Audubon Zoo
Baton Rouge Zoo
Beacon College
Beez Kneez Creative
Brookfield Zoo 
Cheyenne Mountain Zoo
Chattanooga Zoo 
Cleveland Metroparks Zoo
Columbus Zoo
Dallas Zoo
Detroit Zoological Society
Denver Zoo
Fresno Chaffee Zoo
Friends of the National Zoo (Smithsonian’s 

National Zoo)
Houston Zoo
Lincoln Park Zoo
Los Angeles Zoo
Minnesota Zoo
Naples Zoo
Nature Aware Magazine
North Carolina Zoo
Oakland Zoo
Palm Beach Zoo and Conservation Society
Phoenix Zoo
Reid Park Zoo
Riverbanks Zoo and Garden
Saint Louis Zoo
San Diego Zoo
San Diego Zoo Safari Park
Seneca Park Zoo Society
Species360
Terry O’Connor Consulting 
Texas State Aquarium 
The Marine Mammal Center
Turtle Back Zoo
Virginia Zoo
WAVE Foundation at Newport Aquarium, 
Kentucky
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

Vietnam
Save Vietnam’s Wildlife

IZE BOARD

Debra Erickson—President
San Diego Zoo Global, USA

Isabel Li—Past President 
Ocean Park Hong Kong, Hong Kong

Judy Mann—President Elect
SAAMBR, South Africa

Rachel Bergren
The Marine Mammal Centre, USA

Akane Hatai
Lone Pine Koala Sanctuary, Australia 

Kimberly Hoormann
Saint Louis Zoo, USA

Lian Wilson
Zoos Victoria, Australia 

Francis Tsang
Ocean Park Hong Kong, Hong Kong

James Marshall
Conference Organizer

David Musingo
Uganda Wildlife Education Centre, Uganda

Maria Antonieta Costa
Lisbon Zoo, Portugal 

Natalia A. Maruscak
Ecopark Bs.As Proyect, Argentina

Hiroyuki Takahashi
Chiba Zoological Park, Japan

Rebecca Nellis
Columbus Zoo, USA
 
Brij Kishor Gupta
Reliance Foundation, India

Amy Hughes
Wellington Zoo, New Zealand 

WAZA COUNCIL

Theo Pagel
Cologne Zoo, Germany

Clément Lanthier
Calgary Zoo, Canada

Jenny Gray
Zoos Victoria, Australia 

Bob Chastain
Cheyenne Mountain Zoo, USA

John Frawley
Minnesota Zoo. USA

Patricia Simmons
North Carolina Zoo, USA

James Cretney
Marwell Wildlife, UK

Radolsaw Ratajszczak
Wroclaw Zoo, Poland

Thomas Kauffels
Opel Zoo, Germany

Karen Fifield
Wellington Zoo, New Zealand

Maria Clara Dominguez
Cali Zoo, Colombia

Mike Barclay
Wildlife Reserves Singapore, Singapore

Craig Hoover
Association of Zoos and Aquariums (AZA)

Myfanwy Griffith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Zoos and Aquaria 
(EAZA)

Alexandra Guerra
Latin American Zoo and Aquarium 
Association (ALPZA)

Nicola Craddock
Zoo and Aquarium Association (ZAA)

Simon Tonge
Paignton Zoo, UK

Tom Schmid
Texas State Aquarium, USA

Kira Mileham
IUCN Species Survival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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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略建議的
自我審查表

此表格是一個簡單的自我審查工具，幫助
動物園和水族館根據WZACES的建議來
評估自己的保育教育功能

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保育教育方略 第一步：審查
每個問題都連結到一個WZACES的建議，請回答
「是」、「否」或「有些」，如果無法回答，請留白。

第二步：辨識缺口
任何回答是「否」或「有些」、或無法回答的問
題，都點出了未來可以改善的缺口。評估您的動
物園或水族館現在的狀態，將可以協助您規劃
如何改善貴單位未來的保育教育功能。

第三步：佐證
假設您必須向來自其他動物園或水族館的認證
團隊或同事，針對WZACES建議的自我審查表
上之答案提供佐證，你能提供什麼證明資料？
一個好的做法是整理一系列具體事蹟證明，說
明如何在動物園或水族館內履行每一個建議。

問題 有些否是

第一章：打造保育教育文化

貴單位的保育教育角色是否有書面呈現在使命報告書上？

貴單位是否有書面的保育教育計畫？

貴單位的保育教育計畫是否有概述下列內容：
a） 貴單位的所有保育教育活動
b） 它們如何運用於不同類型的受眾
c） 計畫設計背後的策略思維為何？

貴單位的保育教育計畫是否明確的提到動物園或水族館如何將他們的使命、願景及
國內、區域性和國際的相關政策納入其保育教育中？

貴單位是否有適合的設施來實施其保育教育計畫？

是否有證據證明保育教育是下列計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a） 單位典藏計畫？
b） 展覽設計？
c） 解說規劃？

第二章：將動物園和水族館的保育教育融入多元目的

能否說明貴單位的保育教育成果，旨在達成下列何者：
a） 建立對物種、自然界以及動物園和水族館之保育貢獻的知識和理解？
b） 培養對物種、自然界、動物園和水族館的正向連結、情感、態度、價值觀和同理心？
c） 促進對物種和自然界的尊敬、驚奇、欣賞、創造力和靈感？
d） 鼓勵有利環境的行為、行動和觀念提倡，以支持物種和自然界？
e） 發展與動物園、水族館和生物多樣性保育有關的科學、技術和個人技能？

問題 有些否是

第三章：推動全民保育教育

貴單位是否提供了現地、異地和線上學習保育的機會？

貴單位的保育教育計畫中，能否藉由不同的演示方法，以滿足不同受眾的需求和多
樣性？

第四章：在保育教育中採用適當的教學方法

是否有證據顯示，貴單位能將可評量的學習成果應用於保育教育的所有面向？

貴單位所傳達的保育教育訊息是否都是基於科學事實和理論？

有關物種、生態系統和保育議題的資訊是否準確和切題的表現出來？

第五章：將動物照養和動物福祉納入保育教育

貴單位是否遵守 WAZA 或其他區域性有關動物-遊客互動的準則？

貴單位是否展示高標準的動物福祉照養方式，藉此教育遊客有關動物照顧的原則？

第六章：將保育與永續發展優先納入保育教育中

貴單位能否證明，讓遊客感受到保育和永續性問題與自身的生活和經驗相關，以鼓
勵人們在當地採取行動使世界產生改變？

貴單位是否展示其保育的直接和間接貢獻，藉以教育遊客有關貴單位所做的保育
工作？

貴單位是否展示其對於永續未來做出之直接和間接貢獻，藉此教育遊客他們自身也
可貢獻於永續性發展？

第七章：優化保育教育的培訓和專業發展

貴單位是否至少有一位具有豐富經驗和相關資格的員工負責主持和實施您的保育
教育計畫？

貴單位能否支持保育教育員工和志工積極地參與地方、國家、區域及國際保育教育
平台和會議？

貴單位是否有透過連貫性專業發展和培訓課程來支持保育教育員工和志工，以達到
保育教育計畫的目標？

第八章：致力於證明動物園和水族館保育教育價值

貴單位能否提供一系列證據來說明如何實施其保育教育計畫？

貴單位能否說明如何使用適當方法評估其保育教育計畫？

貴單位是否進行了一系列循證研究，以證明動物園和水族館的保育教育對人們的影
響，例如對自然界的知識、態度和行為？

貴單位是否與外部單位及學術機構合作推動社會研究和評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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