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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

不同環境態度類型民眾的樹木保護認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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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過去研究顯示近年來臺灣民眾對森林價值的認知產生極大改變，且多著重於探討森林態度
與偏好，而關於樹木保護的環境認知則幾無研究進行。本研究即以樹木褐根病為例，針對樹木褐根
病防治研討會參與者進行問卷調查訪問，並使用「新生態典範量表」測試環境態度，旨在探討民眾
背景特質對環境態度與樹木保護認知之影響。本研究回收有效問卷127份，資料分析結果顯示：1.整
體而言，受訪者平均對樹木保護有正確認知，而老師及公務人員之正確認知較其他職業類別為高。
2.本研究受訪者之整體環境態度趨於新生態典範的內涵，而曾加入生態或環境社團者的環境態度，
其生態世界觀顯著優於未加入過者。3.且當民眾之環境態度愈趨向新生態典範，其樹木保護之正確
認知皆顯著較高。
【關鍵詞】樹木保護認知、環境態度、樹木褐根病、新生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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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addition to discussing attitudes and preference for forest, past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forest value cognition of Taiwan people has altered significantly. But few studies focus on the field of tree
protection cognition. This study is taking tree brown root rot disease for example, and using “new ecological
paradigm scale (NEP scale)” to test respondents’ attitude. The purpose is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people's
characteristics on the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nd tree protection cognition by people. This study analyzes
respondents that are participants in the conference by using questionnaires.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the
results are shown that:
1. Respondents in this study generally have correct tree protection cognition. Teacher and civil servant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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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cognition than the other occupation category of people.
2. The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of respondents in this study are tending to the new ecological paradigm.
The proecological worldview of respondents who have taken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group is
significant better than that haven’t taken.
3. The closer to the new ecological paradigm, the more significant correct tree protection cognition those
respondents have.
【Key words】tree protection cognition,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tree brown root rot disease, new
ecological paradigm

一、前言
森林經營是人類與森林資源間的互動關
係，因人類如何看待森林因時因地而異，資源
條件變化及社會變遷都會導致此關係的變化
(王培蓉、鄭欽龍，2005)。因此民眾對森林認

確認知，其背景特性是否影響認知程度。
2. 曾修習過生態與環境課程或加入相關社團，
是否會影響民眾之環境態度。
3. 民眾之環境態度，是否影響對樹木保護觀念
的認知程度。

知情形，林業機構有必要予以瞭解，但這方面
研究在臺灣甚少進行，國外學者研究亦指出教

二、前人研究

育與此方面資訊之提供是林業單位重要的工作

人們對某種事物的價值觀及關心程度，受

(任憶安，1992)。而樹木褐根病疫情近年成為

個人態度影響而對價值產生不同評定結果 (林

受關注的環境問題，瞭解民眾對於樹木保護之

俊成等，2008)，故個人對環境之態度將會影

認知，應可幫助林業單位規劃環境教育之方向

響對環境的認知，許多研究即利用環境態度量

與目標。

表來測試受訪者之環境認知。環境教育學者皆

過去研究顯示近年來臺灣民眾對森林價值

認為除了認知目標的達成外，更需培養受教者

的認知產生極大改變，任憶安等 (2000) 即指出

正確的環境態度，以能在日常生活中實踐負責

臺灣民眾對森林經濟及功利價值呈下降情形。

的環境行為 (曾俊凱，2004)。國外已有許多學

但相關研究多著重於探討森林態度與偏好 (林

者從新環境典範投入民眾森林價值觀改變的研

俊成等，2008)，而關於樹木保護的認知則幾

究中，顯示長時間民眾環境態度改變的事實

無人進行研究。因此本研究主要以樹木褐根病

(林俊成等，2008)。

為例，結合新生態典範觀察民眾之環境態度，

(一) 樹木保護認知研究

並使用受訪者對樹木保護問題知識及樹木保護

1. 環境認知

概念的瞭解程度分數，來代表受訪者的環境認

環境認知 (environmental cog- nition) 是屬

知程度。旨在了解民眾的樹木保護認知情形，

於心理層面的表現，經常由各種環境資訊的

以供相關政府機構參考。

取得，並透過環境知覺過程，最後對環境產生

綜合上述之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篇研究的

實際行為與態度 (林俊昇和黃文琪，2000)。主

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報名參與林務局補助辦理之

要的認知變項包含生態學知識、環境科學的

樹木褐根病防治研討會民眾，其環境態度與樹

知識、環境議題的知識與環境行動策略的知

木保護認知表現為何；並期望可提供樹木保護

識 (Marcinkowski and Rehring, 1995)。環境保

環境教育加強之方向。茲將本研究的目的，詳

護的認知，即個人對環境保護行為的瞭解程度

細陳述如下：

(Ostman and Parker, 1988)。

1. 民眾是否具有樹木褐根病及樹木保護觀念正

環境知識是影響環境態度與價值觀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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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因子 (黃文雄等，2009)。透過環境知識的測

(李承先等，2011)。若從環境教育機會序列的

量，可得知環境教育在認知領域所發揮之效能

角度審視，林務局所扮演的角色其實是相當重

(靳知勤，1994；楊冠政，1997)。因此瞭解民

要且關鍵的 (周儒、何森元，2004)。林務局即

眾對於樹木保護之概念及認知實屬必要，以利

自2009年起陸續舉辦樹木褐根病防治示範研討

推廣教育之規劃與執行。

會，作正確的田間衛生觀念及樹木病害概念之

個人之樹木保護知識，有可能會影響個人

環境教育推廣，以避免民眾生命財產損失及林

對樹木保護議題的關心程度、偏好及行為。林

木疫情擴散。

俊成等 (2008) 之研究蒐集網路使用者之環境

(二) 環境態度研究

態度及對森林生態系服務之重要性認知，將受

1. 環境態度定義

訪者分為「科技樂觀主義」、「環境友善」、

所謂態度 (attitude)，是個人對人、事、物

「需求滿足」以及「低環境感知」等四個環境

及周圍世界，憑其認知及好惡所表現的一種持

態度類型，各類型在個人屬性及對生態系服務

久一致的行為傾向 (張春興，1994)。Hines等

之重要性認知即均有所不同。

(1986) 認為環境態度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2. 臺灣之樹木褐根病

是對整個環境中的特殊情況或與環境直接有關

樹木褐根病菌 (Phellinus noxius (Corner)

的人或物之信仰組合。是人類根據過去學習的

Cunningham) 廣泛分佈於熱帶及亞熱帶地區，

舊經驗，或在自然環境中所經歷的接觸與體

以亞洲與紐澳赤道附近的陸地及島嶼為主，南

驗，針對環境中一般特定或特殊情況的人、

至南半球紐澳地區，北至日本琉球群島，太平

事、物等對象所產生的心理反應與表現 (李永

洋島嶼也常有發現，為對林木、果樹及特用作

展，1991)。可視為是個人或團體基於對環境

物具破壞性的重要根部病原菌，多篇報告均指

的認知，經由情感及動機等因素加入後所表現

出已造成臺灣部分地區果樹或森林的衰退現象

出來的行為過程 (鍾龍治，2004)。周少凱和許

(Hattori et al., 1996; Ann and Ko, 1992; Chang,

舒婷 (2010) 定義環境態度為個人對整體環境的

1992; 吳孟玲等，2011)。至目前為止調查所

價值觀，以及對人類在環境中存在的責任和角

知，樹木褐根病 (brown root rot disease) 為害樹

色的看法，因而產生對於某些與環境有關的事

種極為廣泛，寄主多達141種 (蔡雲鵬，1991；

物持贊同或反對、喜愛或不喜歡的情感傾向。

傅春旭，2005)。

2. 新環境典範

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建構之

因態度是一種假設性建構，通常經推論才

「林木健康服務網」歷年統計，樹木褐根病每

能得知，因此必須透過測量的量表以衡量 (李

年皆為病害通報案件數量之最 (佔30~50%) 且

素馨和彭美鈴，2004)。探討人類內心對自然

有逐年攀升趨勢 (李承先等，2011)。由於樹木

的環境價值觀與環境倫理觀，國外學者已發展

褐根病會引起植物地上部全株黃化萎凋至枯

出兩種量表，即「主流社會典範」(dominant

死，約只需一至三個月，為快速萎凋病害，且

social paradigm; DSP) 和「新環境典範」 (new

此病原菌於死亡10年之病樹殘根仍有50%的存

environmental paradigm) (Dunlap, 2008)。而人

活力，此期間皆有機會傳染擴散 (Chang, 1996;

類的環境觀，已從強調人類優於大自然的「主

吳孟玲等，2011)。又因遭病菌為害輸導組織

流社會典範」轉變為強調人類只是大自然的一

使木材腐朽失去強度，病樹可能在枝葉尚繁茂

份子的「新環境典範」，象徵人類因環境問題

情況下無預警倒塌，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因

的浮現，而重新思考與環境的關係 (Dunlap and

此褐根病問題已不限於林業單位，調查及宣導

Van Liere, 1978)。後者主要強調人是自然的一

不僅需擴及政府其他機關，並需深入社區民眾

部份，認為人類與經濟發展會受自然生態的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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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而有所限制，應朝向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方

由個人所組成的社會所真實呈現出的精神意象

向 (劉俊昌和陳曉菁，2002)。

(mental image) (張子超，2003)。新生態量表所

以典範內涵發展的問卷施測特定族群樣

測得即個人關於環境的態度或信念，在國外環

本，瞭解所抱持的環境態度，二十年來，在國

境態度測試上的表現內容涵蓋廣且內部一致性

內外皆被視為有信度與效度，且被廣泛應用

高。但國內使用不普遍，僅有針對學生和教師

的環境態度評量工具 (蕭新煌，1986；Dunlap

的研究，針對環境態度、環境認知、環境信念

et al., 2000)。國內外許多研究者探討不同社群

或環境倫理的研究更少 (黃靖雯等，2009)。學

對新環境典範的接受程度異同，包括少數民

者均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利用NEP量表應用於環

族，不同國家居民，以及比較拉丁美洲、西班

境態度、環境保育、環境教育等議題上 (戚永

牙與美國大學生之環境傾向等；亦有研究者致

年和許慧苓，2001；黃文雄等，2009；黃靖雯

力於探討新環境典範和環境信念或環境行為

等，2009)。本研究即使用NEP量表來瞭解受訪

之間的關係 (Dunlap et al., 2000；劉俊昌和陳

者之環境態度。

曉菁，2002)。臺灣有關新環境典範的相關研
究，以教師 (張子超，1995；黃靖雯等，2009)

三、研究方法

及大學生 (林新沛和鄭時宜，2002；劉俊昌和

(一) 研究設計

陳曉菁，2002；田育芬等，2007；黃文雄等，

本研究分析使用之調查問卷係參考文獻問

2009；歐姿妤等，2010) 為研究對象居多，一

卷內容 (林俊成等，2008；黃靖雯等，2009) 加

般民眾 (蕭新煌，1986；林俊成等，2008；張

以修改及編製，問卷內容包括三部分，第一部

怡萱等，2011) 較少。

份為受訪者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職

3. 新生態典範

業、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個人月收入、居

為使量表更貼近時代精神，Dunlap等學

住地等9項題目；第二部分為樹木保護認知量

者曾將新環境典範量表改良三次，最後一個

表，包括樹木保護知識及關心程度之認知，共

版本由Dunlap等 (2000) 為生態世界觀選定更

有11個問項C1~C11 (附錄1)。第三部分為測量

寬廣的構面 (facet) (原典範只有3個構面)、

受訪者的環境態度，使用Dunlap等 (2000) 修正

提供更平衡的正反問項，並捨棄過時術語，

後的NEP量表，此NEP量表中文版 (張子超，

將新環境典範修正及擴充使之更具備生態世

1995；黃靖雯等，2009) 已於其他研究 (劉俊

界觀 (proecological worldview)，稱為新生態

昌和陳曉菁，2002；田育芬等，2007；黃文雄

典範量表 (new ecological paradigm scale, NEP

等，2009；黃靖雯等，2009) 中確認有足夠的

scale)。新生態典範量表將15個問項歸納為

信度與效度。此15道問項包括N1~N11 (附錄

5個假設構面，分別為成長極限的現實 (the

2)。

reality of limits to growth)、反人類中心 (anti-

第二及第三部分均採用李克特氏 (Likert)

anthropocentricism)、自然平衡的脆弱 (the

五點尺度量表，各題項均要求填答者所認定

fragility of nature balance)、免除自然法則之限

之同意程度評定等級，1表示非常不同意，2表

制 (rejection of exemptionalism) 及生態危機的

示不同意，3表示普通，4表示同意，5表示非

可能性 (the possibility of an ecocrisis)，其中7個

常同意。第三部份反向敘述題N3、N4、N7、

問項為反對生態世界觀，其餘8個問項為贊同

N8、N10、N13及N14採反向賦分，即分數越

生態世界觀 (Dunlap, 2008)。

高，越合乎新生態典範精神，量表分數範圍在

人類內心對自然環境的信念、態度與價
值觀，透過呈現出來的世界觀，可瞭解個人或

15至70之間。
(二) 樣本及資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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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1. Questionnaires items of tree protection cognition (C1~C10)
Items
C1. Trees are like human that would be sick and die.
C2. Sick tree needs control.
C3. Tree disease wouldn’t infect the other trees.
C4. Tree disease would infect animals or human.
C5. Tree brown root rot disease can influence life and property of human.
C6. Sick tree can’t influence the view of landscape.
C7. I had ever heard tree brown root rot disease before.
C8. If the tree were sick, I would find horticulturist to diagnose and control.
C9. Pesticides can be used to control all disease of trees.
C10. Tree brown root rot disease can be controlled and then the life of tree can be prolonged.

Appendix 2. Questionnaires items of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N1~N15)
Items
N1. We are approaching the limit of the number of people the Earth can support.
N2. The balance of nature is very delicate and easily upset.
N3. Humans have the right to modify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o suit their needs.
N4. Humans were meant to rule over the rest of nature.
N5. When humans interfere with nature it often produces disastrous consequences.
N6. Plants and animals have just as much right as humans to exist.
N7. The earth has plenty of natural resources if we just learn how to develop them.
N8. Humans will eventually learn enough about how nature works to be able to control it.
N9. The Earth is like a spaceship with very limited room and resources.
N10. The balance of nature is strong enough to cope with the impacts of modern industrial nations.
N11. Despite our special abilities, humans are still subject to the laws of nature.
N12. Humans are severely abusing the environment.
N13. The so-called “ecological crisis” facing humankind has been greatly exaggerated.
N14. Human ingenuity will insure that we do not make the Earth unlivable.
N15. If things continue on their present course, we will soon experience a major ecological catastrophe.

本研究針對林務局補助經費辦理之2011

回收有效問卷127份為本次研究之分析樣本資

年樹木褐根病防治研討會參與者進行樹木保護

料。

認知的調查，採用問卷訪談方式為測量工具，

(三) 分析方法

分別進行電子郵件寄送與研討會現場實體問卷

本研究之問卷資料，採用SPSS 16.0統計

兩種方式進行問卷調查，共發放問卷185份，

軟體作為資料分析工具，並以敘述性統計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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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表分析統計方法進行分析。本研究使用之統

眾最多，佔71.6%。
由此結果可知，2011年報名參加林務局推

計分析方法 (史玲玲和張鎮華譯，2009；孫豔
玲等，2011) 說明如下：

廣的褐根病防治研討會之受訪者，多為青壯年

1. 描述性統計 (descriptive statistics)：本研究統

已婚、有一定經濟能力的公教人員及各行各業

計資料共有：性別、年齡、職業、教育程

的高學歷民眾，此趨勢與研究臺灣關心環保相

度、婚姻狀況、個人月收入、是否曾修習

關議題民眾的組成相似 (曾俊凱，2004；林俊

生態或環境課程、是否曾加入生態或環境社

成等，2008；楊重信和林映辰，2008)。但本

團、及居住地共9項；用以整理與描述所蒐

研究受訪者年齡層稍高，林俊成等 (2008) 之網

集資料的特徵。另透過次數分配的功能來描

路問卷受訪者年齡層以25～29歲未婚者居多，

述整體資料中某個變數每個類屬 (category)

曾俊凱 (2004) 之使用環保網站民眾有效樣本

出現之次數，以觀察受訪者個人屬性的分

之年齡主要以21～40歲佔大宗，佔85.8%；主

佈，及樹木保護認知程度與新生態典範量表

要原因可能與網路使用者年齡較低，而本研究

分佈情形，即為本研究樣本之特性分析。

受訪對象有部分為業務上有實際應用需要者有

2. 獨立樣本t檢定 (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

關。

用以檢定不同性別、是否曾修習生態或環境

由表1顯示，在修過生態環境課程與否及

課程及是否曾加入生態或環境社團等受訪

加入過生態環境社團與否比率上，受訪者中分

者，其新生態典範量表得分是否有顯著差

別僅有1/4修過環境相關課程及1/6加入過環境

異。

相關社團。與田育芬等 (2007) 研究幼兒保育系

3. 交叉表分析 (cross-table analysis)：利用卡

大學生進入大學後60.8%沒修過環境教育相關

方檢定 (chi-square test) 測定結果之p值 ≦

課程的結果類似，但與黃靖雯等 (2009) 調查

0.05，即為兩變數間具有顯著性關係。用以

國小教師未曾修過與修過的比率約6：4結果相

檢定受訪者之 (1) 個人屬性及 (2) 環境態度對

比，比率低很多。顯示環境教育之施行推展仍

樹木保護認知是否有差異。

有努力的空間。
(二) 樹木保護認知與受訪者特質之分析
由表2得知，職業類別與「樹木病害會傳

四、結果與討論
(一) 受訪者特質分析

染給動物或人類」 (C4) 呈現顯著性差異，在

本研究回收127份受訪問卷之個人屬性分

40.8%有正確認知者中，老師及公務人員即佔

佈如表1。受訪者以男性稍多，佔55.9%；受

60%。與前人研究認為軍公教族群較其他行業

訪者年齡以31~50歲最多，佔45.6%；男性年

者對環境較有責任 (林俊成等，2008) 結果相

齡平均41歲，主要分佈於31~55歲 (佔71.8%)；

近。而目前有關樹木病害防治之推廣首要目標

女性則平均35.7歲，主要分佈於25~55歲 (佔

即公教人員，此結果仍顯示環境教育之重要

41%)。職業以教師 (24%) 及公務人員 (12%) 的

性。

比例最高，佔36%；其次為其他 (佔24%)。教

由表3得知，教育程度與「樹木病害不會

育程度大學 (50.4%) 及研究所以上 (26%) 者，

傳染給其他樹木」(C3) 呈現顯著性差異，在

佔76.4%居多；婚姻狀況以已婚者居多，佔全

正確認知者中 (非常不同意 (64.6%) 及不同意

體60.8%，男性已婚者略多 (佔已婚者61.1%)

(17.3%)，有77%為大學 (49%) 及研究所 (28%)

於女性；個人月收入以新台幣20,001~40,000

以上者。任憶安 (1992) 研究則發現國人對森林

元的比例最高，佔30.4%，其次為新台幣

認知程度在不同教育程度間有差異，但在不同

60,001~80,000元，佔21.7%。居住地以臺中民

所得階層並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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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ociodemographic distributions of the respondents
Items
Gender
Age

Occupation

Educational level

Marital status

Frequency

%

Male

71

55.9

Female

56

44.1

≦20

19

15.2

21~30

21

16.8

31~40

27

21.6

41~50

30

24.0

51~60

23

18.4

≧61

5

4.0

Teacher

30

24.0

Civil servant

15

12.0

Students

22

17.6

Business

12

9.6

Laborer

16

12.8

Others

30

24.0

7

5.5

High school

23

18.1

University

64

50.4

Graduate school and above

33

26.0

Unmarried

43

35.8

Married

73

60.8

4

3.3

<$20,000

23

20.0

$20,001~40,000

35

30.4

$40,001~60,000

21

18.3

$60,001~80,000

25

21.7

>$80,001

11

9.5

Yes

31

25.2

No

92

74.8

Yes

18

14.4

No

107

85.6

North of Taichung

11

9.5

Taichung

83

71.6

South of Taichung

21

18.1

Junior high school

Else
Income/month

Ecological & environmental course
Ecological & environmental group
Res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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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Results of comparing of occupation for tree disease infection to animals or human cognition (C4)
Occupation
(N = 125)

C4: Tree disease would infect animals or human.
Strongly
agree

Total

4 (13.3%)

5 (16.7%)

30 (24.0%)

2 (13.3%)

0 (0.0%)

3 (20.0%)

15 (12.0%)

4 (18.2%)

6 (27.3%)

4 (18.2%)

3 (13.6%)

22 (17.6%)

2 (6.7%)

1 (8.3%)

1 (8.3%)

6 (50.0%)

2 (16.7%)

12 (9.6%)

Laborer

1 (3.3%)

1 (6.3%)

5 (31.3%)

4 (25.0%)

5 (31.3%)

16 (12.8%)

Others

5 (16.7%)

5 (16.7%)

10 (33.3%)

5 (16.7%)

5 (16.7%)

30 (24.0%)

25 (20.0%)

26 (20.8%)

28 (22.4%)

Strongly
disagree

Mildly
disagree

Common

Mildly
agree

11 (36.7%)1

6 (20.0%)

4 (13.3%)

Civil servant

1 (3.3%)

9 (60.0%)

Student

5 (16.7%)

Business

Teacher

Total

23 (18.4%) 23 (18.4%)

125 (100.0%)

p = 0.007**

χ2 = 44.073
1)

Large numbers are actual frequencies; small numbers in parentheses are percentages that apply to the rest of the tables.
** means significant at the p ≦ 0.01 level.

Table 3. Results of comparing of occupation for tree disease infection to other trees cognition (C3)
C3: Tree disease wouldn’t infect the other trees.
Education

strongly
disagree

common

agree

strongly
agree

Total

disagree

6 (85.7%)

1 (14.3%)

0 (0.0%)

0 (0.0%)

0 (0.0%)

7 (5.5%)

High school

14 (60.9%)

3 (13.0%)

1 (4.3%)

4 (17.4%)

1 (4.3%)

23 (18.1%)

University

39 (60.9%)

12 (18.8%)

7 (10.9%)

0 (0.0%)

6 (9.4%)

64 (50.4%)

Graduate school
and above

23 (69.7%)

6 (18.2%)

3 (9.1%)

0 (0.0%)

1 (3.0%)

33 (26.0%)

Total

82 (64.6%)

22 (17.3%)

11 (8.7%)

4 (3.1%)

8 (6.3%)

127 (100.0%)

Junior high school

χ2 = 22.846

p = 0.029*

1)

Large numbers are actual frequencies; small numbers in parentheses are percentages that apply to the rest of the tables.
* means significant at the p ≦ 0.05 level.

(三) 新生態典範與受訪者特質分析

獻受訪者較有主動關心環境議題動機之族群。

1. 受訪者對NEP量表之反應情形

Dunlap 等 (2000) 的觀察也反映出近10年來贊

受訪者之新生態量表平均總得分達62.03

同NEP之一般族群 (general population) 的增

(總分75)。整體而言，此結果與過去國內其他

加。

相關文獻 (Table 4) 對照，發現本研究受訪者之

2. 不同特質受訪者與環境態度之關係

量表得分相對較高，可能與本研究受訪者為報

本研究將民眾之NEP總得分進行分級，與

名樹木病害防治研討會參與者，為相較其他文

受訪者包含教育程度 (Table 5) 等背景其他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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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Studies of NEP summed score among different respondents
Respondents of research

Scale

NEP summed
score range

NEP score

Researcher

Freshman of teachers
college

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

12~48

40.02

Liou and Chen
(2002)

Student of University

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

12~60

49.15

Tien et al.
(2007)

Teacher of elementary
school

New ecological paradigm

15~60

47.5

Huang et al.
(2009)

People

New ecological paradigm

15~75

62.03

This study

Data source: This study arranged.

Table 5. Comparison of the NEP and education level 1)
Education
NEP score
(N = 122) Junior high school High school
University

Total

46-50

0 (0.0%)

0 (0.0%)

6 (75.0%)

2 (25.0%)

8 (6.6%)

51-55

1 (6.7%)

5 (33.3%)

7 (46.7%)

2 (13.3%)

15 (12.3%)

56-60

0 (0.0%)

5 (21.7%)

8 (34.8%)

10 (43.5%)

23 (18.4%)

61-65

2 (6.1%)

4 (12.1%)

18 (54.5%)

9 (27.3%)

33 (26.4%)

66-70

2 (7.1%)

7 (25.0%)

16 (57.1%)

3 (10.7%)

28 (22.4%)

71-75

1 (6.7%)

1 (6.7%)

6 (40.0%)

7 (46.7%)

15 (12.0%)

Total

6 (4.9%)

22 (18.0%)

61 (50.0%)

33 (27.0%)

122 (100.0%)

χ2 = 19.182
1)

Graduate school and above

p = 0.206

Large numbers are actual frequencies; small numbers in parentheses are percentages that apply to the rest of the tables.

作交叉分析，均無達到顯著性差異。與多篇前

危機」構面皆顯著優於未加入過者。此現象呼

人研究顯示教育程度會對環境態度造成影響不

應田育芬等 (2007) 發現有參加過環保活動的學

同。吳運全和謝智謀 (2002) 研究顯示年齡與教

生在「自然界的平衡」構面顯著優於未參加過

育水準等三項人口變項會對環境態度造成顯著

者之結果。

影響。林新沛和鄭時宜 (2002) 的結果發現環

另外，前人研究中，有的研究結果顯示

境態度會受年齡與知識背景的影響。歐姿妤等

年齡、所得高、及個人生活經驗變項有可能是

(2010) 研究結果中，專科學生接受環境教育後

影響環境態度因素 (靳知勤，1994；楊重信、

對環境保護認知與態度顯著優於課程介入前。

林映辰，2010)；但也有研究顯示，除了修習

Thompson 及 Barton (1994) 認為NEP可以

過環境教育相關課程造成環境態度的顯著差異

判別一般人和環保團體會員環境態度的差異。

外，受訪者背景資料中其他變項，如性別與年

本研究將受訪者5個NEP構面總平均得分進行

齡在環境素養各構面與環境態度間差異性關

獨立樣本t檢定結果顯示 (Table 6)，有加入過生

係並不顯著 (田育芬等，2007；周少凱和許舒

態或環境社團者，在「自然的平衡」與「生態

婷，2010)。本研究即與後者結果較類似，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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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曾加入生態環境社團之受訪者環境態度顯著

立性檢定。由Table 7得知，新生態典範總得分

優於未加入者外，受訪者其他特質變項均與環

與「樹木生病不會傳染給其他樹木」(C3) 呈現

境態度無顯著性差異。

顯著性差異。82.8%對此有正確認知之受訪者

(四) 不同環境態度類型對樹木保護之認知

中 (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其環境態度愈趨向

為瞭解受訪者之環境態度與樹木保護認知

新生態典範，新生態典範得分71-75者中93.3%

是否有關聯，本研究分別將NEP總得分分級，

有正確認知，受訪者正確認知比例隨得分減少

將之與樹木保護認知以交叉表卡方分析進行獨

而降低，新生態典範得分較低者 (介於46～50

Table 6. Results of T tests comparing of have and haven't taking ecological & environmental group for five
NEP facets
Facet

Group

Mean1)

Limits to growth
(N = 122)

yes

11.61

0.383

no

11.42

0.382

yes

12.72

0.520

no

12.36

0.478

Balance
(N=123)

yes

14.28

2.153*

no

13.13

3.277**

Anti-exemptionalism
(N=121)

yes

11.94

1.102

no

11.28

0.850

Ecocrisis
(N=122)

yes

14.56

2.677 **

no

13.21

4.527 ***

Anti-anthropocentricism (N=123)

t-test2)

1)

1 = strongly disagree, 2 = mildly disagree, 3 = common, 4 = mildly agree, 5 = strongly agree. But N3, N4, N7, N8, N10,
N13, N14 are backward scored items.
2)
* means significant at the p ≦ 0.05 level. ** means significant at the p ≦ 0.01 level. *** means significant at the p ≦ 0.001 level.

Table 7. Comparison of occupation and disease infection of tree to animal or human 1)
C3: Tree disease wouldn’t infect the other trees.
NEP score
(N = 122) Strongly disagree Mildly disagree common Mildly agree Strongly agree

Total

46-50

2(25.0%)1

2 (25.0%)

4 (50.0%)

0 (0.0%)

0 (0.0%)

8 (6.6%)

51-55

8(53.3%)

2 (13.3%)

3 (20.0%)

1 (6.7%)

1 (6.7%)

15 (12.3%)

56-60

12(52.2%)

7 (30.4%)

2 (8.7%)

1 (4.3%)

1 (4.3%)

23 (18.4%)

61-65

23(69.7%)

6 (18.2%)

1 (3.0%)

1 (3.0%)

2 (6.1%)

33 (26.4%)

66-70

22(78.6%)

3 (10.7%)

1 (3.6%)

0 (0.0%)

2 (7.1%)

28 (22.4%)

71-75

12(80.0%)

2 (13.3%)

0 (0.0%)

0 (0.0%)

1 (6.7%)

15 (12.0%)

Total

79(64.8%)

22 (18.0%)

11 (9.0%)

3 (2.5%)

7 (5.7%)

122 (100.0%)

χ2 = 31.575 p = 0.048*
1)

Large numbers are actual frequencies; small numbers in parentheses are percentages that apply to the rest of the tables.
* means significant at the p ≦ 0.05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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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中僅有50%有正確認知。顯示受訪者之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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