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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aper

Visitors toward afforestation policy in relation to personal values based
on LOV scale — An illustration of green spaces in Taichung City
Tsai-Jen Chuang 1

Tian-Ming Yen 1,*

【Abstract】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visitors' cognition on the targets of a series of
afforestation policy in plain area and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 values and the policy
target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in central Taiwan and was performed on parks and green
spaces using on-site-surveys in study area. The questionnaire contains three parts, including List of Values
(LOV) scale, the targets of policy and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A total of 390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obtained from 400 questionnaires during July to August in 2014. The 10 targets of afforestation policy
in plain area are suitable for factor analysis. A total of two factors were extracted, namely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dimensions" and "economic and recreation dimension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ersonal
values and the targets of policy were examined by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using the above two factors
as dependent variables and 9 values of LOV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LOV
values of "self-respect" and "the sense of belonging" had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dimens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values of "warm relationships" and "excitement" positively
affected the economic and recreation dimension. Since visitor represents one kind of important public who
act in parks and green spaces and has experience in outdoor recreation, these area were possibly performed
the afforestation policy. These visitors might provide concrete information on the afforestation policy and
the results help improving policy performance.
【Key words】Afforestation policy in plain area, personal values, lists of values (LOV) scale

研究報告

遊客對平地造林政策目標的看法及其與個人價值關聯性
之研究—以台中市公園綠地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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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討綠地遊憩民眾對臺灣平地造林目標的看法，並瞭解民眾個人價值觀與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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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之關係。研究調查區域為臺灣中部地區，並以台中市之公園綠地作為問卷調查地點，問卷內容
包括：平地造林目標、價值量表Lists of values (LOV)與個人背景資料。問卷於2014年7-8月間發放，
共獲400份，其中有效問卷達390份。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所列10項平地造林目標，可由因素分析
萃取出2個因素，分別為「環境與社會構面」與「經濟與遊樂構面」。此外，本研究進一步探討此2
個目標構面與個人價值之關係，分別以上述2因素構面為依變數，9項LOV價值為自變數，經逐步廻
歸分析結果顯示，「自我尊重」與「歸屬感」對環境與社會構面有正向影響，而「與他人保持溫暖
關係」與「興奮感」對經濟與遊樂構面有正向影響。由於前往公園綠地遊憩之民眾具有實際參與公
園綠地遊憩活動的經驗，而這些地區為平地造林政策可能施行之目標區域，因此受訪者能對平地造
林政策提供較為具體的建議，本研究所得之結果可提供未來政策施行之參考。
【關鍵詞】平地造林政策、個人價值觀、Lists of values (LOV)量表

一、前言

平地造林之結果不如預期，主要原因為林農參

1992年世界高峰會所提出的森林原則，

與意願不足，2013年政府為提升林農參與意

強調綠化造林的重要性，綠化造林也成為世界

願，以延續平地造林政策，增加國土綠地面

各國努力的目標（Metzge, 2004），臺灣政府

積，推動「短伐期經濟造林政策」，以林農收

長期以來一直重視造林工作，近年來也推出一

益之經濟效益為主（何政坤，2013）。

系列的平地造林獎勵政策，此不僅符合世界潮

歸納以上不同階段平地造林政策可發現，

流的趨勢，也可藉由造林達到促進國土綠化之

雖平地造林政策目標或有差異，然仍大多強調

目標（焦國模，2005）。臺灣平地造林獎勵政

造林所帶來之外部效益為主，而造林的外部效

策可溯源自1991年的農地造林政策，歷經平地

益對民眾有很大的影響，因此民眾對平地造林

景觀造林、綠色造林計畫以及短伐期經濟造林

政策的看法，在政策推行上具有一定的參考價

政策（謝漢欽等，2009）。1991年所推動的

值（焦國模，2005），如能以民眾意見為基

「農地造林政策」其目的在於解決國內稻米生

礎，將能減少政策推行之阻力，以達較佳之成

產過剩，因此政府鼓勵農民休耕轉作，在農地

效（Allen et al., 2009；Chang et al., 2009）。

上進行造林，此舉不但可解決農政問題，也可

然而過去臺灣造林政策之研究大多以林主的觀

發揮造林帶來之公益性效益（林國慶，2003；

點進行探討，對於民眾的看法則較為闕如。但

許惠瑜，2003）；2002年臺灣加入世界貿易組

國外已有許多研究著重探討民眾意見對自然資

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當時預

源經營管理之影響，以提供具體意見作為政策

估可能導致農產品產銷失衡現象，而藉由造

參考（Kangas and Niemelainen, 1996; Shindler

林政策可解決此問題，因此政府推行「平地景

and Reed, 1996; O’Leary et al., 2000; Schaaf and

觀造林政策」，並發揮造林的外部效益（陳阿

Broussard, 2006; Schmithüsen, 2007; Allen et al.,

興、陳麗美，2002；林國慶，2003；許惠瑜，

2009; Chang et al., 2009）。

2003；林國慶、柳婉郁，2007；陳仲賢、何湘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民眾對平地造林

梅，2008；林俊成等，2010）；其後2009年為

政策目標的看法，由於民眾的認知與態度主

因應國際潮流，政府提出「綠色造林計畫」，

要受到其本身價值觀的影響，因此探討民眾

為愛台12建設項目之一，目的包括增加國土綠

的價值觀可進一步瞭解其對政策目標看法的

地面積、貢獻碳效益及活絡平地休閒產業等多

關聯性。根據 Fulton et al. (1996)提出的認知

元目標（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2009）；由於

階層模式（cognitive hierarchy model），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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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影響個人態度之價值依其階層差異可再
分為價值傾向（values orientation）與價值觀
（basic values）。在森林領域上的研究，價值
傾向即為受訪者對於森林價值的認知（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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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不同社經背景的民眾對平地造林目標
看法有顯著差異。
H2：民眾之個人價值觀對平地造林目標看
法有顯著影響。

et al., 1994; Mcfarlane and Boxal, 2000; Tarrant
and Cordell, 2002; Allen et al., 2009; Clement and

षᆖહན

H1

Cheng, 2011; Eriksson et al., 2013）。而價值觀
ؓچທࣥؾᑑ

則為最基本且能反映人類最原始之特性，屬於
一種抽象之概念，有關價值觀的量測，過去曾

ଡԳᏝଖ

H2

發展出許多不同的個人價值量表，如Rokeach
（1973）提出的 36 項價值，Schwartz（1994）

圖1. 研究架構圖

提出 10 項價值等（Vaske and Donnelly, 1999;

Fig. 1. The framework of this study.

Mcfarlane and Boxal, 2000），而在這些價值
量表中，LOV量表具有簡單具體的特性，且

(二) 研究區域與對象

已廣泛被應用在自然資源經營領域之探討（Li

本研究以臺灣中部之台中市為研究區域，

et al., 2008, Li et al., 2010, López-Mosquera and

地點包括區域內之公園及綠地，由於本研究目

Sánchez, 2011, 黃瀚輝、李介祿，2012），但

的在探討民眾對平地造林目標之看法，而平地

於國內之相關研究中，除了在森林遊樂相關領

造林的目標與森林的外部效益有密切的相關，

域外，較少應用於其他林業政策之研究，因此

因此本研究在調查對象上並非採用全部民眾作

本研究即採用此量表探討個人價值與平地造林

為樣本，僅以到戶外與自然地區參訪的民眾為

政策之關係，期望能更深入瞭解民眾的價值觀

對象，由於受訪者可親自體驗戶外遊憩的效

和其與造林政策目標之看法的關係。本研究

益，可視為民眾中重要之族群。此外平地綠地

的目標包括：（1）彙整過去平地造林政策目

之造林亦為綠色造林政策目標之一，於該區域

標，以瞭解民眾對不同政策目標的認同程度，

進行調查符合本研究探討之議題。本研究問卷

（2）分析民眾之社經背景屬性與個人價值觀

調查採立意抽樣法（purposive sampling），研

與對政策目標看法之影響。

究區域包括台中公園、台中都會公園與勤美
綠園道等地區，於2014年7-8月共發放問卷400

二、材料與方法

份，有效問卷390份，問回收率達97.5%。

(一) 研究架構

(三) 問卷設計

本研究經由相關文獻回顧後建立之研究架

本研究之問卷內容可分為三大部分，分

構如圖1所示，目的在探討個人價值及社經背

別為個人價值觀量表、平地造林目標與個人

景對平地造林政策目標看法的影響，其中平地

基本資料。價值觀量表的部分，採用Kahle

造林目標是由過去之平地獎勵造林政策目標所

（1983）提出的LOV價值量表，共有9個問

彙整而成，再經由民眾意見分析後將其歸納成

項，此部分採用李克特（Likert）五點尺度量

不同構面，以此為基礎探討民眾的個人價值與

表進行量測，以1分至5分表示非常不重要到非

背景屬性對不同目標構面的影響，個人價值與

常重要。平地造林政策目標的部分，結合過去

政策目標看法則採用廻歸分析以了解兩者的相

平地造林之政策目標，並將其歸納為10問項

關性，本研究之假設如下：

（詳細內容請參考表3），此部分亦採用李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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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五點尺度量表進行量測，以1分至5分表示非

林目標為依變數，以LOV價值為自變數，運用

常不認同到非常認同。第三部分的背景資料包

廻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進行兩者關係

含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月收入、婚

之探討。

姻與郵遞區號，除了郵遞區號供受訪者填寫之
外其餘之選項以勾選的方式讓受訪者填答。

三、結果與討論

(四) 分析方法

(一) 問卷描述性統計資料分析

本研究問卷調查所得之各項目以描述性

本研究受訪對象為台中市公園綠地的民

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進行分析，以瞭解其

眾，基本資料如表1所示，受訪者在性別變項

資料之分布狀態。平地造林目標的部分為自

中女性（53.1%）略多於男性（46.9%）；年

行歸納之量表，因此將使用探索性因素分析

齡分布以21-30歲者居多（40.6%），其次為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歸納不同構面以

31-40歲者（24.1%），主要集中於50歲以下

利後續分析。比較不同背景屬性在平地造林

者，51歲以上之民眾僅占約10%；教育程度分

目標之差異，如背景變項數目僅有兩類（如

布以大學學歷最多（57.4%），其次為高中職

性別區分為男、女），則採用獨立樣本t檢定

（22.3%）；職業分布以學生最多（30%），

（independent-sample t test）進行分析，如變數

其次為商業/服務業者（23.8%），再次為工業

項目為兩類以上（如月收入、學歷、職業），

/製造業者（13.8%）；月收入分布以4萬以下

則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 way analysis

者居多，其中2萬以下者（39.7%）與2萬至4萬

of variance, ANOVA）進行比較，當ANOVA

者（37.2%）居多；婚姻狀況以未婚者居多數

結果達顯著，再以LSD法（least significant

（67.2%），已婚者佔少數（32.8%）；郵遞區

difference）進行事後檢定（post hoc test），以

號之區分結果顯示，受訪對象以中部地區的民

瞭解不同類別平均數的差異。探討個人價值與

眾佔多數（87.7%），北部、南部、東部地區

平地造林目標之間的關係，本研究採用平地造

僅佔少數（12.3%）。

表1. 台中市公園綠地受訪民眾的社會人口統計資料
Table1. The socio-demographic information of the respondents in green spaces of Taichung City.
變項
性別
年齡

教育程度

職業

項目
男生
女生
20歲以下
21-30歲
31-40歲
41-50歲
51-60歲
61歲以上
國中以下
高中職
大學
研究所以上
學生
軍公教
商業/服務業
工業/製造業

次數
183
207
54
158
94
46
25
13
17
87
224
62
117
33
93
54

百分比（%）
46.9
53.1
13.8
40.6
24.1
11.8
6.4
3.3
4.4
22.3
57.4
15.9
30.0
8.5
23.8
13.8

變項

月收入

婚姻
地區

項目
自由業
待業中
家管或退休
其他
2萬元以下
2萬元-4萬元
4萬元-6萬元
6萬元-8萬元
8萬元-10萬元
10萬元以上
已婚
未婚
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次數
16
6
24
47
155
145
48
21
10
11
128
262
30
329
14
2

百分比（%）
4.1
1.5
6.2
12.1
39.7
37.2
12.3
5.4
2.6
2.8
32.8
67.2
8.0
87.7
3.8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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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價值觀的部分以9項LOV價值觀量

資料進行排序，為能了解不同目標之間的差

表進行量測，各問項之平均數與標準差分

異，採用相依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差

析 結 果 如 表 2 ， 依平均數之排序可知，自我

異性探討，所得結果呈現顯著（F=51.320;

尊重（4.40）為最高，其次為受到他人尊重

p<0.001），再經LSD檢定其差異性，所得結

（4.28）、安全感（4.28）與自我實現（4.28），

果如表3所示，此結果顯示不同目標間大致呈

而玩樂與享受（3.90）及興奮感（3.63）之分數

現明顯的差異性，其中以「保育林木資源，復

最低，此結果可顯示台中市公園綠地民眾之個人

育海岸林及溼地」（4.52）之認同分數最高，

價值觀的分布特性。

其次為「改善環境品質，增加平原地區森林覆

本研究將調查所得平地造林目標的原始

蓋率」（4.40）與「提升環境景觀美學，增進
人文生活素養」（4.35）。然而以「種植速生

表2. 台中市公園綠地民眾的LOV價值觀平均數
與標準差（樣本數=390）
Table 2. The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for each
personal value of LOV scale which were
surveyed from public in green spaces of Taichung City (n=390).
問項
1.受到他人尊重
2.自我尊重
3.安全感
4.歸屬感
5.與他人保持溫暖的關係
6.自我實現
7.成就感
8.玩樂與享受
9.興奮感

平均數
4.28
4.40
4.28
4.18
4.14
4.28
4.25
3.90
3.63

標準差
0.73
0.69
0.73
0.76
0.78
0.73
0.69
0.86
0.86

樹種，著重經營者之經濟收益」（3.34）之認
同分數最低，次低之目標為「提昇木材自給能
力，供應國內木材市場之需」（3.74），顯示
受訪者對公益性效能的重視程度較高，反之對
經濟性功能的重視程度較低。另外由表3所列
「種植速生樹種，著重經營者之經濟收益」造
林目標可發現，其雖具有較低的平均數，但卻
有較高的標準差，此結果意味民眾對此造林目
標有著較大的歧見。此外，雖然各項目標間具
顯著之差異性，但由整體評分可發現各目標之
平均數皆大於3，本研究採用李克特5尺度量
表進行設計，其中位數3所代表的意義為「普
通」，平均數皆大於3表示受訪者對這10項目
標大多持正向的意見。

表3. 台中市公園綠地民眾對各項平地造林目標看法的平均數與標準差（樣本數=390）
Table 3. The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for each target of afforestation in plain area which were surveyed
from public in green spaces of central Taiwan (n=390).
問項
2.保育林木資源，復育海岸林及濕地
1.改善環境品質，增加平原地區森林覆蓋率
9.提升環境景觀美學，增進人文生活素養
3.配合國際能源政策，貢獻臺灣碳效益
10.減少休耕農地及閒置土地，進行土地合理利用
5.活絡平地休閒產業，開發相關副產品之利用（如：菇類、精油、能源）
7.整合目前產銷系統，推廣平地造林相關產物
8.增加平地森林遊樂區，提供民眾休閒遊憩場所
4.提昇木材自給能力，供應國內木材市場之需
6.種植速生樹種，著重經營者之經濟收益

平均數
4.52a 1)
4.40b
4.35bc
4.28c
4.15d
3.99e
3.93e
3.92e
3.74f
3.34g

標準差
0.63
0.62
0.70
0.77
0.89
0.83
0.82
0.96
0.99
1.05

註：1) 10項造林目標，根據相依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結果呈現顯著（F=51.320; p<0.001），再以LSD法檢定
其差異性，英文字母標記不同即表示在p=0.05顯著水準之下，問項間具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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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平地造林政策目標之因素分析
本研究為能將問卷所列10項造林目標進
行系統性歸納，採用探索性因素分析進行資料

s α皆達0.7
綜上所述，兩因素構面之Cronbach’
以上表示各構面具高度的內在一致性。
(三) 民眾社經背景對平地造林目標之影響

縮減，一般在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之前需先進

本研究為探討民眾社經背景在平地造林

行Kaiser-Meyer-Olkin（KMO）檢定與Bartlett's

目標是否呈現差異，茲將表4因素分析所歸納

Test of Sphericity（Bartlett’
s）球形檢定，前

之「環境與社會」與「經濟與遊樂」構面分別

者主要在探討變項間是否具共同因素存在，

進行獨立樣本t檢定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若

KMO的值域介於0到1，其值越大表示各題項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呈顯著，將再以LSD事後檢

存在共同因素的現象越明顯，Kaiser (1974)指

定進行平均數比較。在環境與社會構面中，

出當KMO值 > 0.6時，很適宜進行因素分析

達顯著差異的背景屬性包括婚姻（t=4.320;

（吳明隆、涂金堂，2005），而本研究經分析

p<0.001）、年齡（F=5.418; p<0.001）、月

結果所得之KMO值為0.831，表示研究所設計

收入（F=4.386; p<0.01）與職業（F=2.395;

之題項有明顯的共同因素存在，適合進行因素

p<0.05），婚姻的部分，顯示已婚者較未婚者

縮減；後者則是分析變項間相關性之顯著性，

重視此造林目標，由過去研究也多指出已婚

s 球形檢定結果達顯著水準
本研究經 Bartlett’

者對環境的保護較為重視（Torgler and García-

（p<0.001），綜合以上結果顯示本研究所列

Valiñas, 2007; Wuletaw, 2008; Ogunjinmi et al.,

之造林目標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本研究進一步

2012）；年齡的部分顯示31歲以上者較30歲以

以主成分分析法進行因素萃取，配合最大變異

下者重視環境與社會構面之造林目標；職業的

法（varimax）行正交轉軸，再依據特徵值大

部分顯示軍公教、商業/服務業、家管與退休

於1者萃取出3個因素，但因其中一個因素構

與其他類職業均顯著較學生重視造林目標；個

面僅具2個題項，考慮此構面之題項太少，不

人月收入的部分顯示高收入者（6萬元以上）

適合構成單獨因素，因此改以固定萃取因素

均顯著較低收入者（2萬元以下）重視造林目

數目的方式，萃取出2個因素構面進行探討，

標，收入與環境傾向具有正向關係之特性已在

此兩因素可解釋總變異量達52.8%。另外根據

許多研究中被證實（Torgler and García-Valiñas,

Nunnally（1967）之建議，若每一因素內之題

2007），López-Mosquera and Sánchez（2013）

項其因素負荷量小於0.4時可予以刪除，唯本研

研究曾指出高收入者對自然環境的景觀美學有

究之各題項其因素負荷量皆大於0.4，故未對題

較高的關注。

項進行刪除，有關因素分析所得之結果如表4
所示。

在經濟與遊樂構面中，僅職業（F=2.082;
p<0.05）與教育程度（F=2.912; p<0.05）兩項

由表4之結果可知，因素一包含第1、2、

背景屬性達顯著差異。職業對造林目標的影響

3、9與10題等，其項目多為與平地景觀造林與

為：家管與退休人員、商業與服務業者以及工

綠色造林政策目標中之環境、景觀與提升農地

業與製造業者均較軍公教者重視經濟與遊樂構

利用等目標相關，因此本研究將其命名為「環

面的造林目標；教育程度的高低對造林目標的

境與社會」構面，此構面可解釋26.5%的變異

影響為：教育程度低者（國中以下與高中職）

s α達0.707。因素二包含第4
量，其Cronbach’

較教育程度高者（研究所以上）重視經濟與遊

至第8題，主要包含平地森林遊樂以及短伐期

樂構面的造林目標，其可能原因為教育程度低

造林政策中經濟效益等目標所組成，因此將此

者較重視經濟層面，因其對物質需求的概念較

因素命名為「經濟與遊樂」構面，此構面可解

高，著重造林所帶來的收益；但教育程度較高

s α達0.773。
釋26.4%的變異量，其Cronbach’

者對於此議題反不如教育程度低者重視。上述

林業研究季刊 37(1)：29-40, 2015

35

表4. 平地造林目標之因素分析
Table 4. Factor analysis of the targets of afforestation policy in plai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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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可驗證假設1，即顯示民眾社經背景會影

數，分別進行廻歸分析，採用逐步廻歸進行模

響平地造林目標，然而並非所有背景變項皆對

式求解。所得結果如表5、6所示。

造林目標產生影響，在不同造林目標構面上影

以環境與社會構面為依變數，LOV量表

響的背景變項也呈現不一致的情形。

之9項價值為自變數，經逐步 廻 歸分析結果僅

(四) 民眾價值觀對平地造林目標看法之影響

「歸屬感」與「自我尊重」兩項價值觀被納入

為了探討民眾的價值觀對平地造林目標看

廻歸模式中，表示受訪者之此兩項價值觀和環

法之影響，本研究採用9項LOV價值為自變數

境與社會構面具有顯著之關聯性（F=31.450;

與上述因素分析歸納出之2項因素構面為依變

p<0.001），而此兩變項可解釋其對環境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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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變量的14.0%，且皆呈正向的影響。有關遊

進而探討CNS與環境行為之相關性，研究結果

客價值觀與自然資源經營的相關研究，鄧心

指出受訪者之歸屬感與環境行為具正向相關

寧（2010）曾探討惠蓀林場遊客價值觀與環

性，尤其在環境保護行為上特別明顯。

境屬性的關係，所得結果顯示遊客的自然環境

有關「自我尊重」之相關研究，

重視度受到「自我尊重」、「歸屬感」、「安

Mehmetoglu（2010）探討個人價值與環境

全感」、「良好的人際關係」等價值影響，而

行為的關係，其將LOV價值中的「自我尊

自然環境的重視度包括自然景觀美質、動植物

重」納入於其研究構面之「自我滿足（self-

生態、空氣品質與自然環境維護情形等多元面

gratification）」中，所得結果發現此構面與環

向，顯見「自我尊重」與「歸屬感」為影響自

境行為傾向具有正向的相關性，其分析原因並

然環境重視度之重要價值。

指出「自我滿足」構面具有後物質主義（post-

有關「歸屬感」的相關研究，Roszak

materialism）之特性，因此會表現出較高的環

（1995）曾指出歸屬感不僅侷限於社會團體

境態度與行為（Inglehart, 1995），此意味「自

中，其可擴展至對於大自然的歸屬（Mayer and

我尊重」為影響環境行為傾向的可能因子。

Frantz, 2004），在國外也不乏有關歸屬感的相

本研究所得之結果顯示「歸屬感」與「自

關研究，Jurowski and Walker（1995）研究遊

我尊重」為環境與社會構面的主要影響因子，

憩動機與LOV價值之相關性，結果顯示「歸屬

其中此構面大部份屬於森林的公益性效能，在

感」與傾向欣賞自然環境類活動有較高的關聯

目前重視森林資源保育的前提下格外受到各界

性。另外，Mayer and Frantz（2004）曾設計人

重視，但較少有研究探討其與個人價值的關

與自然連接度量表（connected to nature scale,

係，所得之結果將可提供自然資源經營管理之

CNS）用以評估人在自然環境中之歸屬感，並

參考。

表5. 以平地造林環境與社會構面為依變項及以LOV價值為自變項之廻歸分析
Table 5. Th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based on the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dimension as dependent
variable and LOV scale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ࠉ᧢ᑇΚ
ᛩቼፖषᄎ
ΰൄᑇα
X ូ᥆ტ
X ۞ݺ༇ૹ

Bଖ

ᑑᄷᎄ

-2.594
0.333
0.273

0.337
0.068
0.075

Ⱦଖ

0.253
0.189

Tଖ

*** 1)

4.865
3.625***

VIF 2)

ᖞ᧯ᑓڤኴ

1.217
1.217

R 2=0.140
Adj. R2=0.135
F=31.450***
CI 3)=15.690

ု
註：1) *表示p值<0.05，**表示p值<0.01，***表示p值<0.001
2) VIF為變異數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用以判斷廻歸模式之共線性
3) CI為條件指標(condition index)，亦為分析廻歸模式共線性之指標。

本研究另以經濟與遊樂構面為依變數，

向的影響。本研究之經濟與遊樂構面包含造

LOV量表9項價值為自變數，經逐步廻歸分析

林之經濟效益與遊樂效益兩大面向。在個人

結果僅「與他人保持溫暖關係」與「興奮感」

價值與經濟效益之相關研究中，Mehmetoglu

兩項價值觀被納入 廻 歸模式中，表示受訪者

（2010）將LOV價值中之「興奮感」納入「玩

之此兩項價值觀和經濟與遊樂構面具有顯著

樂與享受（fun and enjoyment）」構面，而研

之關聯性（F=11.025; p<0.001），而此兩變

究結果發現此構面與環境行為傾向具負相關，

項可解釋其此構面總變量的4.9%，且皆呈正

即越重視玩樂與享受價值構面者，其環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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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之行為可能越不重視，其原因可能為「興

運動類或美食）活動有較高的關聯性，顯示

奮感」屬於享樂主義之價值，且具物質主義

「與他人保持溫暖關係」與「興奮感」對森林

（materialistic）之特性，而較重視經濟與生理

遊樂動機具影響力。
本研究所得之結果顯示「與他人保持溫

之需求（Mehmetoglu, 2010）。
在個人價值與森林遊憩相關的研究中，

暖關係」與「興奮感」為經濟與遊樂構面的主

Jurowski and Walker（1995）研究遊憩動機與

要影響因子，此構面大部份屬於森林的經濟性

LOV價值相關性之結果即顯示，「與他人保持

效能，為目前政府推行短伐期造林政策之主要

溫暖關係」價值與休閒娛樂類型之活動有較高

目標，研究結果可提供政府推行造林政策之參

的關聯性，「興奮感」則與渡假類型（購物、

考。

表6. 以平地造林經濟與遊樂構面為依變項及以LOV價值為自變項之廻歸分析
Table 6. Th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based on the economic and recreation dimension as dependent
variable and LOV scale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ࠉ᧢ᑇ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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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8
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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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Ⱦଖ

0.154
0.136

Tଖ

*** 1)

2.990
2.641**

VIF 2)

ᖞ᧯ᑓڤኴ

1.085
1.085

R 2=0.054
Adj. R2=0.049
F=11.025***
CI=13.285 3)

註：1) *表示p值<0.05，**表示p值<0.01，***表示p值<0.001
2) VIF為變異數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用以判斷廻歸模式之共線性
3) CI為條件指標(condition index)，亦為分析廻歸模式共線性之指標。

四、結論與建議

知台中市公園綠地民眾個人價值觀之特

臺灣由1991年至今歷經許多不同的平地造

性，其中以「自我尊重」分數最高，「興

林政策，迄今所推出之「契作短期經濟林作業

奮感」之分數最低；而平地造林目標的部

規範」，除了延續過去平地造林政策外，也考

分，受訪者雖然對各項造林目標大多呈現

量林農的經濟效益。本研究整理由過去迄今之

正向支持的看法，但仍較重視造林的「保

造林目標為基礎，作為問卷以調查台中市公園

育林木資源，復育海岸林及溼地」、「改

綠地民眾之看法，由於公園綠地民眾可反應部

善環境品質，增加平原地區森林覆蓋率」

分民眾之看法，此結果將可提供政府實施造林

與「提升環境景觀美學，增進人文生活素

政策之民眾觀感，本研究並將民眾之價值觀納

養」等目標，而對「種植速生樹種，著重

入分析，以深入瞭解價值觀與政策目標看法之

經營者之經濟收益」與「提昇木材自給能

關係，根據研究結果歸納出以下結論與建議：

力，供應國內木材市場之需」的重視程度

(一) 受訪對象為台中市公園綠地民眾，其基本

較低，顯示民眾較著重平地造林的公益

資料的分布情形，以中部地區的民眾佔多

性效能，而相對上對經濟性效能則較不重

數，性別比例各半，年齡集中於50歲以

視，因此政府在推行短伐期經濟造林考量

下，教育程度以大學學歷居多，職業以學

森林之經濟性，應將此問題納入考慮。

生與商業及服務業者為主，月收入已4萬
以下者居多，未婚者多於已婚者。
(二) 問卷內容之LOV量表，依平均數排序可

(三) 本研究將平地造林目標分為2個構面，包
括環境與社會構面與經濟與遊樂構面，也
分別驗證本研究設定之假設，所得結果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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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符合研究假設，包括民眾的社經背景在

許惠瑜（2003）平地景觀造林計畫之研究。

兩目標構面上有顯著差異（H1），及民眾

中興大學森林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83

之LOV價值對兩個目標構面亦有顯著影響

頁。

（H2）。
(四) 遊客不同背景屬性於不同構面上之差異皆
有所不同。其中已婚者較未婚者、年齡31

陳仲賢、何湘梅（2008）推動平地景觀造林及
綠美化計畫執行成果。農政與農情 192:3243。

歲以上較30歲以下、高收入較低收入者以

陳阿興、陳麗美（2002）「推動平地景觀造

及軍公教、商業/服務業、家管/退休與其

林─讓我們一起打造綠色新家園」。台灣

他類較學生重視環境與社會造林目標；而

林業 28（1）:18-21。

家管/退休人員、商業/服務業者以及工業/

黃瀚輝、李介祿（2012）跨區域比較遊客之價

製造業者較軍公教者以及教育程度低比教

值觀與遊憩行為意向。林業研究季刊 34

育程度高者重視經濟與遊樂構面。

（2）:121-132。

(五) 由環境與社會構面與遊客LOV價值之廻歸
分析結果顯示，自我尊重與歸屬感對此構

焦國模（2005）林業政策與林業 。洪葉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462頁。

面會有正向影響，而經濟與遊樂構面會受

鄧心寧（2010）遊客價值觀與重視度、滿意度

到與他人保持溫暖關係與興奮感之正向影

及忠誠度之研究─以惠蓀林場森林遊樂區

響。過去相關文獻也多顯示民眾的意見是

為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研究所碩士論

受到多元價值觀與許多綜合複雜的因素影

文 。113頁。

響，因此未來可進行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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