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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台灣兩棲類保育志工團隊為例，探討參與公民科學計畫志工的動機及持續
參與意願，於2012年4至10月共訪談17個志工小隊，並以配合參與觀察及文件分析蒐集
相關資料。
研究結果顯示志工參與動機包含利己動機、利他動機、社會性動機與情境因素動
機，但真正支持志工參與的原因則須視這些動機對志工的交互影響。
綜觀志工參與兩棲類保育志工團隊的歷程，研究者發現志工參與動機若包含對環境
的使命感，則其後續參與的積極性及持續性都會比較好，在遭遇挫折時也會努力找尋方
法克服，中斷參與對這些志工而言往往是無可奈何下的最後一步。
關鍵詞：志工、公民科學、參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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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兩棲類具有特殊的生物學和生態學特徵，長久以來一直被作為環境監測的重要指標
性生物（呂光洋等，1999）。同時，由於牠們棲息的環境非常多樣，是非常容易觀察、
接近的生物，也是最佳的保育教育教材（楊懿如等，2007）。
近年來，台灣由於經濟發展快速，產生許多環境問題，造成兩棲類野外族群逐漸減
少，使得兩棲類的保育刻不容緩。在提出保育對策前，需要長期進行有系統的普查，才
能更清楚了解各地區兩棲類的族群現況及遭遇之問題，並提出有效的保育措施。然而，
早期的兩棲類調查工作，多由專業人員進行單一種物種或小範圍內的調查工作，考量到
時間、人力及經費等因素，難以進行長時間大尺度的普查工作，故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
因應而生。
公民科學是有助於收集數據的一種方式(Bonney, et al.2009)，指的是志工參與科學研
究計畫。參與科學研究的志工稱為公民科學家(citizen scientist)，他們不一定具有科學背
景，通常是熱愛自然或關心環境問題的業餘者，以志願參與的方式，協助科學家監測野
生動、植物或其他環境指標。這些志工願意參與科學計畫，是因為他們喜愛在戶外活動
或關心環境趨勢和問題，並希望能夠對環境有所幫助(Cohn, 2008)。公民科學也可以定
義為「志工及科學家建立夥伴關係一起回答真實世界的問題」(Cohn, 2008)，在這關係
中，經常是公民科學家協助收集數據，科學家分析及發表數據(Bhattacharjee, 2005; Cohn,
2008)。但公民科學計畫不僅是收集數據，也提高參與者的科學知識與素養(Bonney, et
al.2009)。這些計畫結合研究及推廣，也有助大眾覺知生物多樣性遭受的威脅，促進公
眾的參與(Bell, et al., 2008; Braschler, 2009)，及擬定保育政策(Copper et al.,2007; Oscarson
& Calhoun, 2007)。
Schmeller等人(2008)研究歐洲以志工為主的生物多樣性監測計畫，認為配合嚴謹的
研究設計或分析方法，這些計畫能提供相當可信的數據及結果。蔡碧芝等人(2009)也認
為，若能規劃適合當地進行的監測對象與方法，在重複測試與修正後，簡化調查方式、
確定標準化流程，並配合適當的志工培訓，可讓參與監測的志工擁有較一致的調查準確
性與精確性；同時，志工參與調查次數越高，也就是經驗值越高，其調查能力也會有明
顯成長。
東華大學兩棲類保育研究室自2003年開始，培訓關心生態保育的民眾成為兩棲類調
查志工，利用台灣兩棲類資源調查資訊網(http://tad.froghome.org)回報調查結果建立資料
庫，並進行推廣及保育工作，以達成保育台灣兩棲類的目標。而為擴展調查樣區範圍，
增加對台灣兩棲類族群之監測成效，提高志工參與調查之動機，以增加志工參與調查意
願，便顯得十分重要。
前人多有探討影響志工服務之動機與意願之研究，然大都以量化研究方式呈現，較
少採用質性研究，不易深入了解影響志工參與志願服務的動機，而兩棲類保育志工團隊
服務的對象以蛙類為主，不同於一般志工主要服務對象為他人，這是否會影響志工參與
意願？故本研究希望採用質性研究方式，以文件分析、半結構式訪談、焦點團體訪談、
參與型觀察等方式，探討志工加入公民科學計畫之動機，以及持續參與之意願，供台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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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棲類保育志工團隊及其他欲發展公民科學計畫之單位參考。

二、文獻回顧
早期的志願服務多是因應社會福利的需求與宗教服務熱忱而發展，因此志工多被描
述為具有樂於奉獻的「利他」精神（曾騰光，1994；潘中道，1997）。然而有許多研究
認為，志工參與志願服務的動機不僅是單純的利他精神，還包含許多其他因素。
Slocum(1971)認為志工參與志願服務的動機應分為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內在動機的出
發點不考慮對志工自己的益處，而以改善社會作為最大目標，外在動機則以志願服務為
手段，兼顧志工本身利己及外在利他之益處，是較符合人性的服務動機（引自林秀英，
2004）。部分學者則認為單純的利他動機，嚴格來說並不存在（Francies,1983,引自謝秉
育，2001）。研究者蒐集國內近年來關於志工參與服務動機之相關研究，整理如下：
表1 志工參與服務動機之相關研究表
作者
/年代

研究名稱

從毛毛蟲到花蝴
鄭讚源、 蝶：青少年志願服務
胡 欣 佳 參與動機、內在歷程
與持續性之探究
(2009)

劉 怡 苓
(2009)
畢璐鑾等
(2007)

研究結果
青少年參與志願服務動機包含「志工重要他人」
、
「社
會大眾觀感」
、
「志工團隊夥伴」
、
「服務對象」
、
「志工
運用單位」等因素。
青少年參與志願服務之因素錯綜複雜，難以詳細界定
影響因素的強弱。

不同社區型態與高 高齡志工參與社區志願服務的起始動機是多重的，包
齡志工社區參與動 含「利己動機」
、
「利他動機」
、
「社會性動機」
、
「情境
機之探討
因素動機」。
休閒潛水人員擔任 休閒潛水人員參與海洋環保志工之動機包含「成就需
海洋環保志工意願 求」
、
「保育責任」
、
「活動認知」
、
「環保觀念」
、
「團體
之研究
利益」、「邀約場所」等因素

婦女參與志願服務
動機與工作滿足之
林 秀 英
研究-以花蓮地區祥
(2004)
和計畫志工為例

花蓮地區婦女參與志願服務最主要的動機為「接觸社
會」及「表達社會責任」，其次為「求取知識技巧」
及「自我成長」，
婦女參加志願服務的動機雖未屏除助人的動機，但亦
重視自我的學習與成長。

彙整前人研究發現，志工參與志願服務之動機大致可歸納為五種類型：個人獲得、
重要他人、社會關係、服務對象及運用單位。
個人獲得包含成就感、興趣、自我成長、求取知識、優惠與消遣等因素，著重於參
與志願服務之志工其個人獲得，可區分為外在實際的獲得（如知識技能、利益）及內在
（如心情愉悅、成就感）的獲得；重要他人指與志工親近的人中，具有影響志工決策者，
包含家人、朋友、老師、同儕等，可分為服務組織外部人員對志工的支持（如家人）及
志工對服務組織內部人員的情感（如小隊中的夥伴）；社會關係指志工參與志願服務，
是為了加強與社會之連結，包含回饋社會、人際關係、社會接觸、政策等因素；服務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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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則指接受志工服務的對象，由於兩棲志工團隊之志願服務對象以兩棲類為主，志願服
務內容則為兩棲類調查及保育，故在本研究中服務對象專指兩棲類與自然環境，以及與
其相關之科學調查研究；運用單位則指管理志工的組織，例如志工團隊、各志工小隊、
志工召集人、志工團隊領袖等。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志工參與志願服務之動機，於參考前人研究後將志工參與志願
服務之動機大致歸類為五種：個人獲得、社會關係、服務對象、運用單位及重要他人，
再以利己動機、利他動機、社會性動機、情境因素動機加以分析（如下圖 1）。

參與動機
利己、利他、社會性、情境因素
個人獲得
社會關係

重要他人

志工
服務對象

圖1

運用單位

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台灣兩棲類保育志工團隊，志工團隊的特色在於成員背景多為
教師，年齡層大都位於41~60歲，且組成之志工小隊人數多少於10人，而小隊成員多是
家人及朋友。由此可見，志工個人的素質良好且成熟，而志工間的關係也都相當緊密，
對於執行兩棲類調查及推廣兩棲類保育工作都有正面的助益（張志忞，2013）。本研究
將志工團隊之各小隊以地域關係、小隊成員類型、運作現況區分，挑選出22個小隊做為
研究對象，後因與部分已中斷小隊失聯、訪談時間未能配合等因素，完成17個小隊共計
43人之訪談。並以訪談資料配合平時參與觀察、文件分析之資料，完成資料蒐集之工作。
本研究依據研究架構擬定訪談大綱，並於訪談前將訪談大綱先行寄予受訪者，訪談
時先說明研究背景及研究倫理等事項，再依訪談大綱內容提問。訪談時依現場的情境決
定問題順序及提問的方式，讓受訪者在自然的情境下分享其意見。若訪談過程中研究者
認為重要或希望進一步了解之處，則可在同一問題上停留且深入瞭解，以蒐集到完整、
豐富的資訊為原則。訪談過程中若受訪者提出訪談大綱中未列出之問題，則轉以記錄受
訪者的問題，待該問題討論結束後，再回到訪談大綱中。
同時，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亦仔細觀察並記錄受訪者的情緒反應與肢體語言、語
調，期盼資料能具體豐富地呈現出來。每次訪談約進行60-90 分鐘，過程中並徵求受訪
者同意後全程錄音及錄影，輔以文字記錄以利進行分析，並配合以電話及電子郵件聯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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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溝通。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志工參與兩棲類保育志工動機
本段主要探討志工參與兩棲類保育志工團隊的動機，針對參與動機：個人獲得、社
會關係、服務對象、運用單位、重要他人加以說明，並以利他、利己、社會性與情境因
素動機予以分析。
1.個人獲得
個人獲得包含成就感、興趣、自我成長、求取知識、優惠與消遣等因素，著重
於參與志願服務之志工其個人獲得。
在訪談中，絕大多數志工認同個人獲得對他們初始參與動機的影響最大，其中
包括對環境的興趣、對攝影的興趣、獲得知識技能及吸引遊客四項。
(1)喜愛自然
喜愛自然是影響志工參與志工團隊的基本因素，由於兩棲志工服務的對象
與一般志願服務的志工不同，乃針對台灣的兩棲類及自然環境，故志工參與的
動機中必然包含對環境或兩棲類的喜愛。
我就是單純喜歡青蛙，藉著調查可以跟青蛙接觸（E-2-4）。
(2)對攝影的興趣
一些志工也特別提到「對攝影的興趣」是讓他們參與的動機，其中部分志
工喜歡生態攝影但卻缺乏對兩棲類的了解，因此希望藉由參與兩棲志工後可以
親近拍攝的對象。
我是喜歡拍照嘛，有一次看到人家 PO 一張 32 隻可愛的青蛙上
去，很好看，就覺得青蛙蠻可愛的，就來拍青蛙看看（A-4-1）。
研究者在訪談其中一個小隊時，志工也認為他們因為參與兩棲志工，讓他
們從以往單打獨鬥，轉為有夥伴可以一同出外攝影，也讓他們多認識了一些好
朋友。他們將調查與攝影結合，常常藉由彼此邀約外出攝影的機會，進行蛙類
調查，而攝影也成為維持小隊凝聚力的方法。
像我們昨天就一起去拍螢火蟲。禮拜六又要去陽明山（拍青蛙），
也是我們幾個啊，因為我覺得我們就是有凝聚力，所以我們只要
一喊大家就會出來（A-1-5）。
然而，夜間生態攝影有時因為操作方法不良，如拍攝時間太長、太多人同
時拍攝，而被視為不符合環境倫理的行為，有些志工也發現這樣的問題而重新
審視自己對生態攝影的態度。
剛開始是因為喜歡拍照才加入志工，加入的前幾年也是很愛拍，
但是慢慢發現拍太多其實也沒有很大意義，就記錄一下就好了。
慢慢地拍多也看多了，像我現在出去的話，拍照反而不是那麼
多，而是會先觀察，看牠會有什麼事情發生（E-1-7）。
(3)獲得知識與技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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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志工提到，參與兩棲志工的動機是為了可以學習兩棲類相關知識或調
查技能。這些志工中有一部分的職業是教師，這些教師希望能在教學上納入一
些與環境相關的題材，因此選擇參與兩棲志工，學習兩棲類的相關知識與調查
技巧並累積戶外觀察經驗，再將之轉化為教材指導學生。
那時候就還不了解青蛙，大中午去找青蛙，白天去找青蛙，就很
慘啊。後來大概知道一點，就晚上出來找，但就還是一樣不得其
門而入，後來剛好看到這課，就來報到，就想說藉由專家這種社
團啊，認識青蛙的習性（A-4-1）。
(4)吸引遊客
兩棲志工中有一位在林場工作的志工，則希望把林場裡的生態環境做為招
攬遊客的賣點，為了讓解說員有足夠的題材解說林場的自然生態，他們不但長
時間進行調查，同時在林場中營造許多適合蛙類棲息的環境，並以調查蒐集的
資料培訓解說員，將林場的生態環境帶給遊客。
最初是楊平世老師到林場來，建議我們可以發展這裡的生態做為
農場的賣點…後來覺得我們這裡青蛙很多，就想嘗試把青蛙也放
入遊客的解說...所以就參加兩棲志工，調查一下林場有哪些青
蛙（K-1-1）。
由訪談可知，個人獲得是兩棲志工參與動機中相當重要的因素，而個人獲得中
又可區分為實質上的獲得（獲得知識技能、吸引遊客）及心理上的獲得（喜愛自然、
對攝影的興趣）
。志工之參與動機乃希望可以藉由參與志願服務獲得實質上或心理上
的滿足，符合林秀英(2004)、林達瑤等(2006)之研究。
吳淑鈺(2000)研究發現志工持續參與意願有時會與初始參與動機不同，原因在
於志工參與志願服務後受到其他因素影響，使初始參與動機逐漸改變。本研究中亦
發現志工初始參與動機為喜歡生態攝影，因在參與過程中了解調查的意義，使其改
以調查與記錄作為持續參與的推力，這種情形也符合上述研究。
2.社會關係
社會關係動機指志工參與志願服務，是為了加強與社會之連結，包含回饋社
會、建立人際關係、擴展生活層面等。
兩棲志工的參與動機中屬於社會關係的部分，包括愛鄉愛土及認識同好，以下
分別說明。
(1)愛鄉愛土
訪談志工後發現，部分志工參與的動機是因為愛鄉愛土的情懷，希望藉由
參加志工團隊進行調查，了解生活周遭的環境。
會參加志工也是想了解旁邊的高爾夫球場，設在這裡二十幾年
了，想藉由調查知道球場對我們的這邊環境有沒有危害…會來參
加也是對自己生長的環境比較愛惜吧，因為我有受過乙級公安的
訓練，知道這些毒害對環境的傷害有多大，了解得愈深就愈想去
保護這塊土地（I-5-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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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研究亦顯示，許多志工最初參與志願服務的動機，在於對自己居住土
地的關愛與回饋，然而若以對鄉土的奉獻作為志願服務的唯一目標，志工也難
以維持其志願服務工作，容易因為其他外部因素導致中斷服務（陳育軒，2000；
邱敏華，2012）。本研究中上述的志工雖然參與動機都具備對鄉土的奉獻，但
也包含對環境的喜愛、對環境的使命感及推廣教學的需求等因素，故其後續持
續參與的狀況應不容易中斷。
(2)認識同好
兩棲志工中許多志工對於生態攝影非常有興趣，然而兩棲類的攝影通常要
求在晚上才能進行，地點也多在郊外、森林甚至水邊，若缺乏野外活動經驗則
可能具有一定的危險性，因此有些喜愛攝影的志工希望可以在參與後找到攝影
的同好，除彼此交流經驗外，亦可相約外出減少危險。
本來都是一個人在拍，後來就（覺得）一個人拍蠻危險的，有時
後也找不到（青蛙）
，就認識朋友一起會比較有趣一點（A-4-2）。
3.服務對象
一般志工的服務對象大多是其他人，如學校、醫院、社福機構、運動會等，即
便是國家公園、林務局等與自然環境有關的單位，志工的服務對象依然是以參訪的
遊客為主，而本研究中由於兩棲志工之志願服務對象以兩棲類為主，志願服務內容
則為兩棲類調查及保育，故在本研究中服務對象專指蛙類與自然環境，以及與其相
關之科學調查、研究。
一些受訪志工認為，他們最初參與的動機是一種使命感，希望對青蛙、自然環
境及相關的科學研究有所貢獻，他們期待可以藉由參與兩棲類調查協助科學家蒐集
數據，最後這些數據可以透過研究與推廣達成保育的目標。這些志工的身分大都是
具有相關科學背景的教師，目前也大都擔任志工小隊隊長的角色，而這些小隊的運
作上也特別重視調查工作。
我覺得這裡是諸羅樹蛙其中一個的棲地，應該要長期作調查累積
數據，以後跟政府機關、台糖、開發業者談的時候，有這些科學
數據可以說話，可以變成以後如果要開發的壓力。加入這個調查
團隊，尤其又是全國性的，這些調查數據相信以後在這塊棲地的
保育上，會很有幫助（F-1-2）。
4.運用單位
本研究運用單位指台灣兩棲類保育志工團隊，部分志工加入志工團隊是因為認
同志工團隊及領導者對於兩棲類的保育行動及目標，而在訪談過程中也發現，
「青蛙
小站」這個平台對志工團隊的宣傳有很大的幫助，許多志工都是在網路上看到青蛙
小站後認識這個組織，才有後續參與的動機。
我是國小老師，楊老師前幾年會到各縣市去演講，那個時候就會
去聽，然後知道有青蛙小站，後來研究所要畢業的時候，就答應
楊老師要在宜蘭做蛙類調查，楊老師就介紹隊長給我認識，後來
就陸續在去年開始一起去做蛙調（E-3-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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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重要他人
有些志工的參與動機特別強調「朋友的邀請」，認為朋友或志同道合的夥伴是
他們最初願意參與以及後續能夠持續的動力。一個調查小隊的核心人員往往是隊
長，而隊長通常是小隊成立時的召集人，也因為他們最認同調查、保育及教育的價
值，對於調查往往更為重視的同時也背負了許多責任，故隊長常扮演小隊成員的重
要他人角色。多數志工小隊的夥伴也認為，自己的隊長都願意擔負各種小隊事務，
如勘查調查樣區、規劃調查路線、上傳調查資料等，同時隊長也願意分享自己的知
識經驗，提升整個小隊的能力，這也提高志工小隊成員的向心力。
很重要的是有隊長可以帶我們，如果只有我們一個人，可能也很
難出來。我覺得有這個領導者在非常重要（J-3-2）。
鄭讚源、胡欣佳(2009)的研究發現，青少年志工的重要他人會顯著影響志工的
參與動機，而重要他人指家人、同儕、朋友等。Bell 等人(2008)研究志工參與歐洲
生物多樣性監測，也發現和夥伴相處的樂趣會強烈影響志工參與意願。在兩棲志工
參與的動機中，研究者亦發現朋友的邀約往往影響許多志工的參與意願，這些志工
會將參與兩棲類調查作為和朋友交往的平台，藉由調查工作至少每一季有一次可以
跟朋友見面並聯繫感情，而許多志工願意持續參與的原因也是因為與夥伴相處的樂
趣。
（二）利他、利己、社會性與情境因素動機
劉怡苓(2009)整理國內外志工參與服務動機之研究，將高齡志工參與志願服務之動
機歸納為四種傾向，包括利他動機、利己動機、社會性動機以及情境因素動機，研究者
在閱讀相關文獻及訪談兩棲志工後，認為兩棲志工參與志願服務之動機，符合四種傾
向，以下分別予以說明。
1.利他動機：包括對環境的使命感、愛鄉愛土。
利他動機的出發點在於以服務他人為目的，包括對社會的責任感、基於宗教信
仰而助人的理念、以行動表達對人的關懷等。早期志願服務是因應社會福利需求及
宗教奉獻的熱誠而興起，所以志願服務者多被認為具備利他精神。
部分兩棲志工最初參與的動機具有很強烈的利他動機，例如對環境的使命感，
這些志工大都具有自然科學的相關背景，希望能藉由參與兩棲類調查累積數據，供
後續研究與保育使用；一些志工則是因為愛鄉愛土的情感，促使他們希望了解自己
的家鄉，或是藉著兩棲類調查監測周遭的環境汙染。以利他動機為出發點的志工，
在參與的態度上比較能夠持續，雖然有時一些志工會因為工作、家庭等因素，讓他
們的調查或資料上傳情況不穩定，但是當影響因素消失後，這些志工又會積極的持
續參與，甚至在影響因素還未消失時，他們便會主動擬定可以兼顧持續參與及引響
因素的方法。
2.利己動機：包括喜愛自然、對攝影的興趣、獲得知識技能、吸引遊客。
利己動機在於志工可藉由參與志願服務工作，達成其自我心理的滿足及樂趣，
或是藉由服務他人而獲得實質上的回報。例如個人成長、獲得他人肯定、滿足興趣、
取得資格、獲得物質報酬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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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棲志工參與志願服務的動機中，幾乎所有志工的動機都包含利己動機，包括
喜愛自然、對攝影的興趣、獲得知識技能、吸引遊客。其中喜愛自然幾乎是願意參
與兩棲類調查的志工都具有的特質，因為這些志工喜愛自然，而成為兩棲志工後可
以兼顧他們的興趣，同時也可以對環境、社會有所貢獻，所以他們便有參與的動機。
國內相關研究也發現，若志願服務的對象或場所與自然生態有關，則「對自然的興
趣與喜愛」便會成為志工的初始參與動機之一（何淑媛，1998；吳淑鈺，2000；林
達瑤等，2006；畢璐鑾等，2007）。
3.社會性動機：認識同好
志工參與的社會性動機在於藉由參與志願服務，達到社會參與、拓展生活層
面、擴展人際關係的目的，例如結交朋友、接觸人群等。
在兩棲志工中，有一些志工最初參與的動機是因為喜歡攝影，他們也表示在加
入兩棲志工團隊之前，他們到戶外攝影往往是單打獨鬥，也希望可以藉由成為兩棲
志工可以找到喜歡攝影的同好，這些志工彼此間凝聚力很強，他們也認為促使他們
願意持續參與的原因在於他們都有攝影的興趣，這個共同的興趣在維繫小隊凝聚力
的同時，也讓他們跟著小隊長的理念，持續進行兩棲類調查。
4.情境因素動機：包括朋友邀請、認同志工團隊理念。
這類參與動機是因為政策、社會情境、意識形態、價值觀等因素，影響志工參
與志願服務的動機，例如受到志願服務組織吸引、重要他人邀約、社會認同需求等。
在兩棲志工中有一類志工最初參與的動機是因為朋友的邀請，這些志工可能會
參加一個以上的組織如鳥會、蝶會等，他們本身也喜愛在自然環境中活動，但他們
很明確的表示會參加兩棲志工是因為朋友的邀請，所以若是朋友中斷參與，他們也
會跟著中斷，這種情況與馬慧君、施教裕(1998)的研究結果一致。另外也有一些志
工是因為受到志工團隊或團隊領袖的吸引而加入，這些人雖然與前述因重要他人影
響而參與同樣歸類在情境因素動機，但在後續持續參與的態度上則較前者堅定，這
可能是因為這些志工在參與動機上同樣存在著利他動機，故在接觸志工團隊或是團
隊領袖時，發現自己的理想與志工團隊的目標一致，可以藉由成為兩棲志工滿足自
己的理想，所以這些志工參與的動機較為強烈，在持續參與的態度上亦較為堅定。
雖然志工參與的動機各有不同，相關研究也將這些動機區分為許多不同的類型，然
而多數志工參與的動機都含括其中幾項，僅有少數志工參與的動機屬於單一類型。由於
志願服務組織對志工較無約束力，故志工參與志願服務勢必要在過程中獲得滿足，Smith
(1981)甚至指出志願服務動機並沒有所謂的「純利他動機」
，因為任何一個利他的行為都
會使志工獲得內在心理上的報酬與滿足（引自趙長寧，1996）。
綜觀兩棲志工參與的動機，絕大多數志工參與的動機都包含利己動機（喜愛自然），
然而國內志工參與動機的相關研究顯示，影響志工參與志願服務的動機中，利他動機往
往較有影響力（潘玟諺，2005；鍾立君，2009；邱敏華，2012；林秀英，2004）。造成
本研究與相關研究差異的可能原因有以下兩點：因為利他行為較受到重視與稱許，社會
上對於利用志願服務等慈善工作達到提高社會地位等利己目的常加以指責，所以受訪者
在回答參與志願服務的動機時，容易出現符合社會期許(Social-desirability)的傾向，而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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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幫助他人為答案（Pearce, 1993，引自趙長寧，1996）。此外，一般志願服務者服務的
對象較針對服務人群，服務場所也多在人群聚集處，例如學校、圖書館、醫院、博物館
等地，服務的目的亦多為協助解決與人相關之事；而兩棲志工服務的對象則針對兩棲
類，服務的場所則貼近大自然，服務的目的則是協助科學研究，這些對象的差異可能也
是造成兩棲志工初始參與動機與一般志工會有所不同。
本研究發現兩棲志工參與動機多以利己動機（喜愛自然）為主，然而這些志工若僅
是單純喜愛自然，即使不參與志工團隊也很容易到達人為干擾較少的地方，獲得在自然
中的喜悅，而在成為兩棲志工後，反而會有一定的責任與壓力，例如定期的例行調查與
資料上傳。這些責任與壓力應該會阻礙志工由自然中獲得樂趣，因此研究者認為「喜愛
自然」的動機僅是成為兩棲志工的基本動機。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也發現，雖然兩棲志
工參與動機幾乎都包含利己動機（喜愛自然），但真正影響志工願意投入參與的動機，
則應該視志工受到利己動機、利他動機、社會性動機與情境因素動機之間交互的影響。

五、結論
兩棲志工參與動機可大致分為個人獲得、社會關係、服務對象、運用單位、重要他
人五類，說明如下：
（一）個人獲得：喜愛自然、對攝影的興趣、獲得知識技能、吸引遊客；
（二）社會關係：愛鄉愛土、認識同好；
（三）服務對象：對環境的使命感；
（四）運用單位：認同志工團隊理念；
（五）重要他人：朋友邀請。
這五種類型以利己動機、利他動機、社會性動機及情境因素動機分析發現，兩棲志
工參與動機以利己動機為主，但利己動機僅是志工參與的基本要素，真正影響志工參與
的原因非常複雜，應視四種動機傾向彼此的相互關係而定。
綜觀志工參與兩棲類保育志工團隊的歷程，研究者發現志工參與動機若包含對環境
的使命感，則其後續參與的積極性及持續性都會比較好，在遭遇挫折時也會努力找尋方
法克服，中斷參與對這些志工而言往往是無可奈何下的最後一步。在志工團隊的角度而
言，這些願意努力調查、持續參與各種活動的志工，除了可以提供品質較高的調查資料
外，在許多由志工團隊辦理的活動中也可以提供相當大的幫助。
雖然志工團隊需要更多以使命感作為出發點而參與的志工，但是志工參與的動機實
際上無法由志工團隊加以決定，在這種情況下，志工團隊應該建立正向的形象並廣為宣
傳，吸引更多喜愛環境或對環境具有使命感的民眾參與公民科學計畫，而無論志工初始
參與動機為何，志工團隊都應在志工參與後利用培訓、活動、聯誼、會議、參訪等方式，
持續提升志工的環境素養，建立志工解決問題的能力，並加強志工與團隊以及志工彼此
間的情感交流。此外，志工團隊可以擴大調查資料運用的面向，例如透過媒體、電子報、
Facebook 等媒介，適當發表每年調查的成果，除提升志工的參與感外亦可作為推廣行銷
之用。
公民科學計畫的參與者往往可以在第一線看到環境真實的面貌及遭遇的問題，對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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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民眾而言，他們的身份或許是家人、老師、同儕…這樣的身份相較於科學家更能親近
民眾，容易打動更多人參與應該受到關心的議題。因此公民科學計畫除了本身科學研究
的目標外，應重視這些參與者在資料蒐集外可以提供的協助。古人說：「將欲取之必先
與之」
，我們在期待志工的回饋之前，也必須了解志工參與後的獲得會影響他們的回饋，
當公民科學計畫只給予志工知識及技能的提升時，志工就只能回饋調查資料；若希望志
工可以給予志工團隊更多幫助，就應該對志工們有更多的付出，只有在這種雙方都得利
的情況下，志工團隊才能持續成長，達成最終的目標。

六、後續研究建議
由於公民科學計畫在國內的先期研究稀少，本研究許多理論及概念都是參考一般以
人為對象的志願服務研究，由於服務對象相差太大，在參與動機、持續意願等方面便會
產生許多不同，建議未來可持續以公民科學計畫為題進行志工的研究，逐步建立相關理
論，如此對後續國內有志執行公民科學計畫的單位相信會有許多助益。
此外，本研究僅針對志工參與動機加以研究，其他關於志工培訓課程規劃、志工參
與心路歷程、志工重要生命經驗、影響志工參與動機轉變因素等諸多問題皆未曾涉獵，
有待後續加以研究。建議後續研究者可選擇少數具代表性的志工或志工小隊，進行長期
參與觀察，相信可以完成更好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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