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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國家公園的設立對於永續發展的目標有著不可抹滅的地位，亦是環境教育、

自由選擇學習的重要場域。國家公園兼具了多重的功能，包括保育、研究、遊憩

及教育等。本文將以實地訪查美國大峽谷國家公園，並輔以文獻探討，以教育的

角度，將所見所聞之教育方案及設施呈現於此。當現議題融入課程的教模式成為

世界教學上的潮流，如何能減輕教師的教學負擔；以及讓學生以較輕鬆有趣的方

式學習，從做中學。大峽谷國家公園確實提供了許多教學方案，與教學主題、課

綱相互搭配，如此以來可以減輕教師對於議題融入課程的負擔，亦可讓學童提升

學習動機，達到雙贏的局面。除此之外，本文亦輔以訪談大峽谷之國家公園管理

員、遊客中心服務人員以及兒童繪本作家。並且蒐集該地教案及官方網站之公開

資訊，將以概論的方式將大峽谷國家公園的環境教育模式及方案呈現於讀者。另

外，最功不可沒的非營利組織-大峽谷國家公園學會，是如何可以自給自足外，

更在近年來有超過百萬美元回饋於大峽谷國家公園。最重要的是，可以借鏡該地

的優點，轉換成適合我國的教育設施或是方案，使我國之國家公園教育設施、方

案或是營運策略發展能更上一層樓。 

二、遊客中心硬體設施簡介 

大峽谷國家公園位於美國西南方的亞歷桑納 （Arizona） 州境內，其面積

為 4927 平方公里，約為臺灣面積的七分之一。大峽谷國家公園顧名思義是一個

峽谷型的國家公園，其形成原因主要是被科羅拉多河 （Colorado River） 經長

年累月不斷侵蝕而造成深約 1000 多公尺的峽谷地形（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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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大峽谷地形圖 

    由於大峽谷國家公園（以下稱大峽谷）的自然資源以及文化襲產豐富，因此

本文無法一一詳述，僅以上段文字簡單地描述大峽谷的地理位置及型態，其相關

背景資料可以查看官方網站上的公園統計資料 （National Park Service, n.d.e）。

本文主要還是以教育的角度出發，並以教育中心、設施及方案作為本文主軸。Falk 

（2005） 和 Falk et al. （2007） 皆表示國家公園對於成人教育、自由選擇學習

或是科學教育的推廣，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設施場域。筆者亦認為國家公園是學校

的夥伴，現今議題融入課綱，不可或缺的角色之一。然而環境學習中心在國家公

園中亦是不可或缺的設施。環境學習中心可享有的服務包括保育、研究、教育遊

憩等多方面的功能 （Ashbaugh, 1971）；還同時肩負了「振興鄉間經濟」以及「做

為都市與鄉村間溝通的橋樑」的功能 （紀藶倍，2006）。在美國，有許多的「環

境學習中心」都會以「遊客中心（Visitor Center）」的名稱取而代之。筆者這次除

了到大峽谷國家公園外，亦到了米德湖國家遊憩區  （Lake Mead National 

Recreation Area），其教育中心亦是以遊客中心稱呼。包括在《實踐環境教育: 環

境學習中心》一書中也曾提及國外有許多的環境學習中心亦稱作遊客中心 （周

儒，2011）。原本筆者不甚瞭解遊客中心怎麼可以成為環境學習中心，在臺灣的

遊客中心基本上僅提供詢問旅遊資訊及借用廁所的場域。但在大峽谷遊客中心

（圖 2）或是米德湖遊客中心，完全顛覆了我的想法。事實上這樣的設計是相當

聰明且有效率的，當遊客對這個地區不熟悉時，可以藉由遊客中心的展示（包括

靜態展示及動態展示）來瞭解當地的自然資源以及歷史脈絡（圖 3）。如此一來

遊客中心就成為第一手與民眾接觸的場域，可以藉由民眾對於這個地方的好奇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8，7（10），頁 46-59 議題融入課程  主題評論 

第 48 頁 

心，讓遊客學習這個地方的特色與資源。若對整體行程的安排上有所疑慮，可以

再透過與遊客中心服務人員的詢問，來獲得解答。 

 

 

 

 

 

圖 2 大峽谷遊客中心，可以提供遊客瞭解該地的特色與資源。 

圖 3 大峽谷遊客中心內之設施。（a）大峽谷解說影片播放室；（b）實體船模型；             

（c）遊客詢問櫃檯；（d）互動式展示；（e）靜態展示箱；（f）球狀投影螢幕，解說大

峽谷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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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方案簡介 

    課程方案是一個環境教育場域不可或缺的一環 （周儒，2000）。因此筆者也

向遊客中心服務人員詢問這方面的資訊。服務人員遞了一份有關於大峽谷教育方

案的摺頁給筆者，大致上可以分為三大類主要教育方案 （National Park Service, 

n.d.b）:  

(一) 把國家公園當作教室（Park as Classroom）: 實地參訪、課程計畫、到校推

廣課程。 

(二) 專業發展方案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供教師研習的學習方案。  

(三) 遠距學習（Distance Learning）: 即是使用網路線上學習，並非放映影片，

而是開網路實況與國家公園人員的實境互動教學。 

    由於筆者告訴服務人員我來自臺灣，因此他推薦我使用遠距學習，可以直接

透過網路與國家公園管理員 （Ranger:在美國國家公園的解說員、教育人員、保

育人員或是服務人員的總稱） 直接零時差的互動，而且完全免費，直接上網登

記即可。筆者也搜尋了大峽谷的遠距教學網站，確實課程相當多樣，從沉積物的

課程、大峽谷的人類故事、飛翔的加州禿鷹等等 （National Park Service, n.d.c），

課程五花八門，相當豐富。另外在大峽谷，學童的學習方案有非常多，亦是涵蓋

了各個領域，有地質學、生態學、人文歷史、登山安全課程等等，針對的年齡成

涵蓋了 3 到 12 年級，亦是完全免費的課程方案（圖 4）。令筆者意外的是登山安

全亦納入了大峽谷的課程方案，這也應證了從過去以知識為導向的教育，逐漸地

轉為以生活與學習為導向的教學目標 （周儒，2002）。環境教育場域或是其中的

教學方案，很重要的一個角色就是可以與當地的學校以及正規教育的課程進行結

合 （周儒，2011； Wiesenmayer et al., 1917），也就是所謂的議題融入在學校的

課程之中。因此大峽谷在每個年度都會接受鄰近地區的學校申請（包括亞利桑那

州、南猶他州以及拉斯維加斯地區），由國家公園人員進校授課稱為「教室內的

國家公園管理員（Classroom Rangers）」課程，此課程亦是完全免費 （National Park 

Service, n.d.d）。 

    除了上述的課程以外，在美國的國家公園中存在著另模式的學習方案，叫做

「小國家公園管理員（Junior Ranger）」。小國家公園管理員字面上的定義為：「他

們有助於保護國家公園。他們了解自然和歷史以及探索公園，並告訴他們的朋

友、家人和同學他們的冒險經歷。出了國家公園後，他們繼續保護家庭和學校的

環境。（National Park Service, n.d.a）」這種教學方案的模式，是屬於比較自由的

方式，學生可以從各個遊客中心或是國家公園內的櫃台索取教案，並且自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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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那麼很多人可能有疑問，認為學生怎麼可能願意自行花時間與精力去完成

它？事實上只要完成這個教案，供國家公園人員認證後，並可以得到一枚相當精

緻的臂章。而這些臂章因為各個教案的不同，成為學童蒐集、和同儕比較的動力

（圖 5）。也因此讓許多的國家公園、學習中心、博物館成功地推動這類型的教

案。這類型的教案多由國家公園管理處研發，有些共通性的教案可以適用於多個

國家公園，例如釣魚的方案，可以適用於許多有湖泊的國家公園或國家遊憩區；

但有些國家公園亦會依照該公園的特色，自行設計專屬的教案（圖 6）。總而言

之，筆者認為這個模式讓學童產生動機的方式值得我國效仿，畢竟全世界都意識

到，學童的教育是各國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重要策略之一。 

 

圖 4 服務人員給予筆者的摺頁中，所展示的課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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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學童完成教案後所蒐集的臂章（攝於 Birch Aquarium at Scripps） 

 

圖 6 專屬大峽谷的 Junior Ranger 方案之教案，完成可換取紀念臂章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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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兒童繪本簡介－以訪談摩爾偵查員（Scout Moore）作者為例 

    除了課程方案可以增進學童對於環境或是科學的探究能力外，大峽谷國家公

園學會亦出版了多本有關於大峽谷的兒童繪本（圖 7）。筆者這次相當幸運，剛

好碰見了一本童書的新書發表－摩爾偵查員（Scout Moore），其作者為特蕾莎．

豪威爾（Theresa Howell） 女士（圖 8）。主要在訴說著摩爾是位好奇的小女生，

常常在家裡後院觀察動植物，有一天他的爸爸帶著全家人去大峽谷國家公園，從

此他成為了一位小國家公園管理員的故事。而這本兒童繪本將大峽谷的小國家公

園管理員之課程方案描述得相當生動，剛好可以藉由這本兒童繪本，來瞭解此類

型方案的種類。筆者也把握機會，藉由訪談的方式，來瞭解作者的背景、動機以

及這本童書想要帶給學童的意涵為何。首先，我很好奇特蕾莎女士的背景，因此

詢問了他的學經歷。 

  特蕾莎女士表示： 

「我的背景為人類學學士，應用語文碩士。在大峽谷學會工作前是在北

亞利桑那大學（North Arizona University）教外國人英文，然而因為我想要

當作家，才辭掉教英文的工作。」 

  接著我很好奇特蕾莎女士為什麼會有這個發想，因此詢問她，想要寫這本書

的動機是什麼。 

  特蕾莎女士表示： 

「因為我主要是認為兒童在成長過程中，擁有探索自然及科學探究的能

力是非常重要。再加上當了媽媽後，自己就更加重視了！」 

  另外這本書的封面寫著小國家公園管理員 （Junior Ranger） 的字樣，因此

我也詢問了這本書與大峽谷教育方案之間的關聯性為何。 

  特蕾莎女士表示： 

「這本書是結合了大峽谷國家公園的 Junior Ranger 方案。這本書和國

家公園是相輔相成的。參與方案的學童，因為參與過而與書產生連結，可能

會想看她的書。另一方面，她的書可能會讓沒參與過的學童，看了之後想要

參與方案。因此書與方案是相輔相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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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詢問了特蕾莎女士對於這本書的期許，也就是希望這本書能帶給讀

者什麼樣的收穫。 

  特蕾莎女士表示：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希望藉由這本書，能激發幼童的動機到戶外來實

地接觸大峽谷的自然環境。因為實地的到戶外接觸自然後，他們往後會更有

動機去保護這個自然環境。 」 

  與特蕾莎女士訪談後，我們簡單的合影並留下了聯絡方式，盼未來臺灣在繪

本與方案間的創作上，可以有機會與大峽谷學會的作者們有密切的交流。筆者認

為這也是我國可以學習與效仿的方式，各個商品、書本、方案是可以相互搭配的，

形成一套相輔相成的系統；這樣一來，可以增加國家公園各個層面的能見度，而

對不同層面有需求的人們，可能無意間透過某個窗口，找到他想要的那扇門。 

五、大峽谷國家公園學會營運方式初探 

    特蕾莎女士是大峽谷國家公園學會（Grand Canyon Association）的成員之

一。該學會是大峽谷國家公園的夥伴組織，是個官方的非營利組織 （Official 

Nonprofit Organization），其三大目標為－啟發（Inspire）、教育 （Education） 以

及保護 （Protect）。這個組織的工作幾乎涵蓋了大峽谷國家公園的所以工作，包

括私人募款、經營國家公園內的商店，以及提供有關該地區自然和文化歷史的教

育方案。除此之外，他們的所募款或是販賣商品的所得資助項目，包括小徑和歷

史建築保護、公眾教育的方案，以及野生動植物及其自然棲息地的保護，有部分

經費是由學會包辦。究竟他們的經費來源是從何而來呢？筆者去察看了該組織的

2016 官方年報，實在是大開眼界（表 1） （Grand Canyon Association, 2016）。

由表可知，該學會最主要的經費來源是銷售商品，包括紀念品、書籍等周邊產品。

光是 2016 年就淨賺了約 380 萬美元，相當於約 1 億 1 仟 4 百萬台幣；其次是個

人的捐款，為學會進帳了 350 萬美元。這樣的金額收入真的是相當可觀，不過該

組織是非營利單位，因此還是將所得回饋於國家公園、公眾教育以及遊客身上。

由表一可知，學會在 2015 及 2016 年各挹注了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 400 多萬美

元，相當於約台幣 1 億 2 千萬。這完全打破了我對一個非營利組織的認知。在臺

灣，許多 NGO 組織需要和政府接案子來維持營運，或是需要政府挹注經費至組

織。但這個案例卻是由 NGO 組織每年挹注回政府單位龐大的金額，並包辦了國

家 公 園 的 管 理 、 硬 體 設 施 維 護 以 及 教 育 方 案 的 開 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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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大峽谷國家公園學會出版的童書，每本售價為 14.95 美金。 

圖 8 兒童繪本《偵查員摩爾》之作者與筆者合影。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8，7（10），頁 46-59 議題融入課程  主題評論 

第 55 頁 

表 1 大峽谷國家公園學會資產報表 

（翻譯、引自大峽谷國家公園學會 2016 年報）。截止至 2016 年 12 月經費狀況 （單位:美元）。 

    究竟是什麼樣的商業模式，可以讓大峽谷的商品賣得這麼好？首先是遊客

量，從資料中顯示，在 2017 年的遊客數有 6,254,238 人次 （National Park Service, 

n.d.f）。這麼高人次的遊客量當然帶動了不少商機，包括餐飲或是紀念品等周邊

商品的銷售。但是人次的多寡，筆者認為還是取決於國家公園的知名度、國家公

園的整體規劃，以及自然資源的壯碩程度，這一點比較像是先天上的優勢。那麼

後天的優勢、也就是我們能學習的地方是什麼呢？以筆者實地觀察，認為是紀念

品銷售的精緻程度，以及帶給消費者的正面觀感。大峽谷遊客中心旁有一棟專門

販售紀念品的建築物，當然國家公園內不只有這一個販賣部，但是這個販賣部人

數較多且位於較核心的區域，因此筆者以這個書店（Book Store）當作例子（圖

9, a）。筆者一進到書店內，發現空間相當寬敞，可能是要因應大量人潮所設計（圖

9, b）。然而大峽谷周邊商品五花八門，且大多都具有當地特色，也就是說只有在

當地才可以買到的商品，並非是許多地方皆流通的紀念品。筆者曾在米德湖遊客

中心看到一個非常喜歡的紀念品，以為在別處應該也看得到，因此當下並未購

買，結果該商品就再也沒有出現了。這也是美國許多地方的銷售手法，也就是當

地的紀念品只在當地賣，並非大量在各地流通的物品。此外，商品的販售也可以

 2016 2015 

收入、支助和收益   

物品銷售 8,854,370 7,921,520 

會員捐款（個人） 3,564,876 2,120,097 

會員捐款 

（公司或基金會） 

697,605 376,525 

活動收入 181,097 182,215 

投資或其他收入 832,053 566,765 

總收入、支助和收益 14,130,001 11,167,122 

支出   

銷售費用和銷售成本 5,032,651 4,493,442 

挹注國家公園管理局 4,091,771 4,184,065 

挹注美國森林管理局 6,931 11,799 

管理與一般行政 1,395,020 1,151,827 

籌款 788,621 506,428 

總支出 11,314,994 10,347,561 

本年度淨資產 2,815,007 819,561 

總淨資產 12,133,187 9,318,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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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教育意義，也就是在擺設上可以讓遊客更瞭解這個商品的主角，使商品有故事

性。例如圖 9（c），該商品為山獅 （Cougar），將商品塑造成展示品，並設立了

解說牌介紹山獅的生態與議題；此外圖 10（d）亦將各個動物的商品加上他們的

背景故事或是物種資訊。如此一來，商品即被賦予了不同的價值，最重要的是，

這些商品都相當精緻、不粗糙，這也是吸引遊客購買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許

多商品後都會公告「購買此商品，就是幫助大峽谷國家公園的保育工作」，或是

「你的支持就是支助大峽谷美麗的野生動物（圖 10,e）」。這真是壓垮駱駝的最後

一根稻草，這一招讓消費者認為消費不是罪惡，反而做了一件好事！像是筆者在

這個商店就完全的大失血。不過筆者也要給個忠告，這類的標題絕對不可以被濫

用，所營利的所得還是要回饋於野生動物身上；否則一旦只是變成口號式的標

語，即會立刻損害商譽及民眾對這類商品的信賴。當你要走出商店時，門口亦會

擺設一個捐款箱，希望您將找零的零錢，來捐助給大峽谷學會做一些有利於公眾

的事。筆者的確觀察到有許多遊客購買了野生動物的商品，因此野生動物只要妥

善地保育，也是可以帶來商機！這類的銷售手法值得我國借鏡，也難怪學會用銷

售商品可以支持這麼多的服務工作。 

 

圖 9 大峽谷書店以及銷售商品介紹。（a）書店外觀；（b）書店內的擺設；（c）商品可以是解說教

育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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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大峽谷書店以及銷售商品介紹。（d）產品的精緻與故事很重要；（e）商品回饋於野生動物；

（f）出門前的捐款箱。 

六、結論 

    本文以一個教育者的角度出發，觀察於大峽谷國家公園的教育設施、方案以及

營運方式，希望可以藉由第一手的資料供我國國家公園參考。對於正規教育中議題

教育者而言，妥善運用國家公園的現有資源是一個很好的策略。畢竟在我國正規教

育課程的壓力下，再加上學校的行政業務，教育者若要再花額外的精力與時間準備

議題教育，並融入在課堂上，可能會讓現場的教育者力不從心。但若是與當地的非

正規場育結合，則可以事半功倍，對於學生的學習成效，亦可能達到正面的效益。

除此之外，筆者亦建議國家公園、博物館、美術館等非正規教育場育能多多發展與

課程相互結合之教案，讓鄰近之正規教育者能結合場域資源，將教育的資源發揮到

極致。從美國大峽谷國家公園的案例而言，美國的國家公園系統花了非常多的人力

及經費用於教育上。教育確實是昂貴的，但沒有教育，一切將變得更昂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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