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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施佳良 鄉土關懷委員會召集人

蔡宛儒 棲地守護部專員，自然名：大樹

謝謝全台 2,405位民眾的 10分鐘！
11 縣市首次大規模

民眾對氣候變遷與棲地守護認知 問卷結果分析
做為荒野環境教育及落實法案推動基礎

2 年 月政府間氣候變遷專家小組

I a 	 a 	 	 C a 	

C a 發 佈 第 五 次 評 估 報 告 	F 	

A 	 ,	A ， 根 據 第 一 工 作

小組提出的 決策者參考摘要 a y	 	

y a ,	 M ，全球性與區域性的氣候

系統變遷 在無庸置疑，海陸表面均溫上升 冰

雪圈減少 二氧化碳為海洋吸收，使海洋酸化破

壞海洋生態系統 溫室氣體濃度不斷上升，輻射

驅力 a a 	F ,	 F 破壞原有氣候系統

的能量 配，影響氣候變遷

未來，氣候變遷將持續且不可逆，全球地

表溫度上升 水循環旱澇加劇 海洋暖化影響海

洋環流 海冰面積減少 海平面上升 碳循環過

程造成全球二氧化碳濃度上升，全球面臨生態系

統 地理環境改變和糧食危機等，人類在此情況

下，如何適應氣候變遷產生之影響，成為未來最

嚴峻的課題之一

專題報導

荒野於 年 月至 月，第一次採行全

國大規模 民眾對氣候變遷與棲地守護認知 的

活動 我們走入人群，在街頭 在車站 在各樣

民眾所在之處，與民眾互動，同時，我們在問卷

訪查過程中了解現在民眾的環境意識，以做為未

來荒野進行環境教育活動的參考依據，期 藉

教育方式，減少民眾對氣候變遷與政策語彙的

生 我們主動出擊宣傳荒野理念與活

動，讓更多還不認識協會的民眾，有機

會能夠認識荒野，進而成為其中一份

子 在活動過程中，也增加專職秘書與

志工間的互動與連結，凝聚組織內部的

向心力

另一方面，我們更期 能藉此呼

籲政府以更具體的政策行動，來因應氣

候變遷的影響 藉 問卷調查收集民

意，透過數據 析民眾對氣候變遷與棲

地守護的想法，期望促成 溫室氣體

減量法 草案

海岸法 草案

等有利於棲地守護

的法案通過與施行

一、研究方法

於本次氣候

變遷問卷調查，是

荒野第一次採行全

國大規模問卷調查

活動，棲地守護部與鄉土關懷委員會密 合作進

行兩個月的前置作業與規劃 為確保問卷題目的

有效性，以及訪查資料收集的可信度，因此在問

卷設計階段乃至執行階段，皆參照正式學術問卷

調查模式進行設計，以確保調查結果的品質 首

先在問卷題目設計部 ，參採 年在波蘭華

沙召開的 C 	 	氣候變遷會議資料 行政院經

建會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以及相關文獻

等資料內容，並且透過請教國內長期關注氣候變

遷議題的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張揚乾副執行長

謝雯凱氣候與能源計畫專員，以及台灣大學政治

系林子倫助理教授等專家之意見，進行問卷題目

的編修 在問卷題目設計之際，即進行規劃調查

及 析的執行方式

此問卷的執行方式採街頭隨機抽樣受訪者

進行訪查，在受訪者抽樣 方面，本調查從

年主計處人口統計資料計算各年齡層的人

口 比率，作為抽樣年齡 配依據 調查以各

會為單位，進行訪問志工招募， 個 會共招

募了 位訪問志工協助進行街訪 街訪執行期

間為 	年 	月 日至 月 日，將近兩個

月的時間，在 個 會所屬縣 ，與 會秘書

志工夥伴共同合作進行訪查 在問卷執行階段，

於統計最重要的就是每一份問卷的有效性與準

確度，只有每一份問卷都是完整與認 的填寫，

才能確保最後統計結果的 實性 所以在開始訪

查前，進行各 會的志工培訓，為訪問志工逐一

解釋各題目，以及說明統一訪查的方式，進行實

習演練，最後才能正式上街進行訪查 訪查方式

為：訪員逐一念題目但不解釋題意，以免干擾受

訪者的回答，並 訪員進行受訪者回答的記錄

待訪員完成訪查後， 現場的督導專員進行第一

次審核，以確認每一道問題都有確實被回答 待

街訪結束後， 不同訪查地區的督導專員交換問

卷，進行第二次審核確認 這些設計都是為確保

最後結果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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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　民眾對減緩與調適之認知

 表二　民眾對自然棲地的認知

 表四　民眾認為政府最應優先施行之政策

 表三　

民眾對專法保護海岸溼地、促進整體國土保育支持程度

為了確保問卷答案的品質，本次調查採取

較為嚴格的無效判定 例如有些問卷沒有填答選

項，在問卷上也沒有註記原因 我們無法判斷當

初受訪者不填寫的原因，為了避免有受訪者誤

解 誤答的可能性，影響統計的可靠度，因此這

類的問卷視為無效問卷 此外，為能確認受訪者

都是接收到相同的問卷問題，避免受訪者漏看

誤解題目等狀況，採取問卷統一 調查與訪員填

答的方式進行 因此當若有無法判斷是否 訪員

填寫或是 受訪者自己填寫，為確保受訪方式一

致性，故皆判斷為無效問卷，不列入 析範疇

歷經 個多月，我們共同完成了 , 	份問卷，

經過篩選判斷後，留下有效問卷為 , 份

於紙本問卷必須經過編碼階段，才能轉化

為電腦檔案，才得以進行後續結果 析 因此自

月 日起至 月 日短短兩週內， 位

台北 桃園和高雄志工夥伴以及專職們不 不休

地進行兩階段的編碼作業 在編碼一階段進行將

紙本問卷重新編碼為代碼數 ；並在編碼二階段，

將代碼數 輸入至電腦之中，彙整成數據電子

檔 在完成編碼二之後，隨即進行後續的統計

析

二、分析結果

在完成編碼二之後，藉 統計軟體

析，我們得出以下結果： %的民眾相信氣候

變遷的 在 因應氣候變遷帶來之影響，行政院

國家發展委員會建有 共築方舟－氣候變遷調適

入口網 ，期望將生硬的知識轉化為科普知識

依網站 類，減緩係指減少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濃

度，以推遲 甚至避免氣候變遷發生，讓氣候變

遷的衝擊 低，包含隨手關燈 關水龍頭；選用

節能電器；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調適則指需要持

續監測溫室氣體濃度，瞭解相關風險並找出解決

方法，包含增加吸附二氧化碳；進行相關風險與

脆弱度的研究；增加土地 森林的保水功能；建

立良好監測機制；增加溼地 農 的防洪功能；

記取菲律賓海燕颱風之慘痛經驗，各國同意設立

災害與損害國際機制

為了解民眾對於政府提供的訊息能否有相關

理解與認知，針對網站上的減緩與調適兩項設計

題目，民眾認知整理如下表一 民眾對於減緩與

調適的區 並無明確理解，與行政院國家發展委

員會期望轉化生硬知識的期待有落差，面對民眾

認知落差應有更多可嘗試使民眾理解之處

另一方面，荒野以棲地圈護為宗旨目標，了

解氣候變遷與棲地關係的認知亦為此問卷目標之

一 棲地泛指 生物生長 生活的環境或地方 ，

現今為進行經濟生活方式與開發行為時，難免影

響其他生物居住環境，我們將能盡量採取與生物

共 明智利用之方式，保持人與生態平衡的環

境， 有生物多樣性之處，歸於自然棲地 從統

計結果中發現，民眾對於棲地的定義與認知仍有

許多不同想法，我們藉 問卷結果思索如何完善

組織目前推展內容

仰賴建全的政策制度，將使環境保護更具正

當性與有效性 因此，我們於題目設計中，試圖

了解民眾對以專法保護海岸溼地 促進整體國土

保育的支持程度 我們發現有 %的民眾支持

專法保護海岸溼地； %的民眾支持專法促進

整體國土保育

減　緩 調　適 兩者皆是

項　　目 次數 百 比 % 次數 百 比 % 次數 百 比 % 有效份數

隨手關燈 關水龍頭 1576 73.1 515 23.9 44 2.1 2135

增加吸附二氧化碳 1360 64.7 712 33.9 31 1.5 2103

進行相關風險與脆弱度研究 920 44.1 1142 54.8 22 1.1 2084

增加土地 森林的保水功能 824 39.1 1256 59.6 29 1.4 2109

選用節能電器 1235 58.1 861 40.5 30 1.4 2126

建立良好監測機制 1148 54.4 932 44.2 30 1.4 2110

增加溼地 農 的防洪功能 781 37.0 1298 61.5 32 1.5 2111

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1188 56.0 903 42.5 32 1.5 2123

記取菲律賓海燕颱風之慘痛經
驗，各國同意設立 災害與損
害國際機制

1140 54.0 943 44.7 27 1.3 2110

海岸法 草案 國土計畫法 草案

次數 百 比 % 次數 百 比 %

非常支持 435 23.5 627 23.9

支持 1079 58.2 1157 33.9

普通 319 17.2 194 54.8

不支持 18 1.0 15 59.6

非常不支持 2 0.1 1 40.5

總和 1853 100.0 1994 44.2

項　　目 次數 百 比 % 有效份數

自然棲地 海岸溼地 2060 95.6 2154

自然棲地 河流 1866 86.6 2154

自然棲地 森林 1800 83.6 2153

自然棲地 埤塘 1642 76.3 2152

自然棲地 河口溼地 1089 50.6 2152

自然棲地 平原 824 38.3 2152

自然棲地 農 674 31.3 2154

非自然棲地 屋頂 1017 47.2 2154

非自然棲地 水泥地 913 42.4 2155

非自然棲地 操場旁的 跑道 694 32.2 2155

非自然棲地 道路 92 4.3 2154

政策項目 次數 百 比 % 有效份數

重視森林 溼地等具天然調
節功能之棲地，尊重大自然
傳統法則，劃定保護區與調
整開發優先的思維

1613 75.4 2138

要求企業負起企業社會責
任，建立綠色生產機制，以
低溫室氣體排放

1418 66.3 2138

以人類與生物永續共 之概
念為政策制定主軸，推動國
土新三法的立法與執行 國
土計畫法 海岸法 溼地法

1086 50.8 2138

加強氣候變遷環境教育，提
升民眾認知

863 40.4 2137

確保農用水質，做好農地管
理，活化農

570 26.7 2138

政府建立的生物多樣性資料
庫與外來物種管理機制，必
須公開並落實地方，讓社會
大眾清楚了解

447 20.9 2137

結合民間團體力量，參與調
查及環境監測，共同推動生
物多樣性白皮書

351 16.4 2138

建立氣候變遷生物多樣性的
衝擊評估與因應策略

309 14.5 2138

編列氣候變遷與棲地守護之
預算，並落實政策執行

288 13.5 2137

承上述，政府完善氣候變遷與棲地守護的相

關政策，將有助於改善整體環境，整體統計結果

如下表四 民眾認為最應優先施行的三項政策為：

重視森林 溼地等具天然調節功能之棲

地，尊重大自然傳統法則，劃定保護區與調整開

發優先的思維

要求企業負起企業社會責任，建立綠色生

產機制，以 低溫室氣體排放

以人類與生物永續共 芝概念為政策制定

主軸，推動國土新三法的立法與執行 國土計畫

法 海岸法 溼地法

 台中場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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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問卷調查最後一題，請每位民眾思考自

己能做到哪些有助於適應氣候變遷與棲地守護的

行動，調查過程中，民眾紛紛表示自己實際能做

的部 ，呈現於下表五，人人付諸行動實際守護

環境，將是有效適應氣候變遷帶來影響的重要因

素

為了瞭解一般民眾對於氣候變遷的知

識認知，本次問卷也設計兩道題目， 別

詢問有關氣候變遷的成因與影響後果等知

識認知 在 析上進行加總處理，以計算

出氣候變遷的知識 數 氣候變遷知識

數的最高 是 ，本次受訪民眾的平均

數為	 ，顯現民眾普遍具備氣候變

遷的知識認知 因此在本次問卷調查中，

荒野也特別想要瞭解一般民眾對於氣候變

遷所造成的棲地影響的認知，因而設計一

道 棲地影響 知識題，詢問民眾氣候變

遷對自然棲地所帶來的影響，包括造成生

物生 的棲地面積改變 增加外來種入侵，

佔據台灣原生種的居住環境等問題內容

在問卷處理上，本題採計 方式，最高

為 ，本次受訪民眾平均 數為	

在結果 析方面採用 a 相關，進行

兩個知識 數的相關性計算 經計算後，

發現兩者並未達顯著性 此可推知，雖

然一般民眾對於氣候變遷具有相當高的認

知程度，但對於氣候變遷到更為細膩的棲

地影響之間的關連性，認知上略微薄弱

除了知道氣候變遷的成因與結果等知識外，

荒野也想瞭解民眾是否會認知到有哪些行動可以

有助於減緩氣候變遷 因此，本次調查也詢問

民眾有哪些行為是有助於吸附二氧化碳，以減緩

氣候變遷 例如，詢問民眾是否會購買再生紙漿

製造的衛生紙 紙張使用正反兩面後再回收 注

意產地選用種植於樹蔭下的咖啡等 透過這些問

題，來瞭解民眾是否會認知到個人行為背後能連

結到二氧化碳的減量成效 在問卷處理上，本題

採計 方式計算 個人行為認知 數，最高

為 ，本次受訪民眾平均 數為	 此外，

荒野除了瞭解民眾對氣候變遷的各項認知之外，

更重要的是也想要瞭解民眾在自己的能力範圍與

意願內，能夠做到哪些有助於調適氣候變遷與棲

地守護的相關行動 在本題中，除了具體瞭解民

眾願意採取的行動項目外，本題也以計 方式來

計算 行動積極程度 數，最高 為 ，

本次受訪民眾平均 數為	 在結果 析方

面採用 a 相關，進行這兩道行動題 數的

相關性計算 經計算後，兩者的 a 相關係

數為 ，達顯著性 此結果可見，民眾對

於個人行為是有助於減緩氣候變遷的認識，與其

個人願意採取行動的積極度具有正向的相關

三、結論

綜上所述，了解民眾對氣候變遷的知識認

知，問卷結果呈現出民眾認知與政府所欲推廣之

落差 荒野長期以來透過環境教育 推廣解說，

致力於轉化知識語言，使更多民眾知曉生硬詞彙

背後所欲傳達的概念，未來也將繼續秉持該理

念，投入氣候變遷與棲地守護

荒野成立的組織宗旨為：讓我們及後代子

孫從刻意保留下來的台灣荒野中，探知自然的奧

妙，領悟生命的意義，因此荒野長期進行棲地守

護的行動 於氣候變遷所帶來的頻繁的澇旱

 表五　

民眾能做到有助於調適氣候變遷與棲地守護之行動

 表六　

氣候變遷知識 與 棲地影響知識 個人行為認知 與 行動積極程度 Pea  相關

行動項目 次數 百 比 % 有效份數

支持友善農業，在地生產在地消
費，減少食物里程

1182 54.9 2154

保護原生物種，不隨意放生棄養，
避免外來種入侵

1073 49.8 2153

直接將相關知識 理念與行動推廣
給親朋好友

1048 48.7 2151

參加氣候變遷及棲地守護環境講
座，增加對氣候變遷和棲地守護的
了解

1040 48.3 2154

支持環境信託方式保護自然棲地 986 45.8 2152

參加自然觀察與手作步道工作日相
關活動，了解氣候變遷對棲地造成
的影響

954 44.3 2153

在相關環境團體網路社群按讚，持
續關注社群訊息，協助宣傳氣候變
遷及棲地守護相關消息

933 43.3 2154

投給支持氣候變遷調適與棲地守護
政策的候選人

924 42.9 2153

捐款給環保團體，支持棲地守護 918 42.6 2153

擔任環保團體志工，以行動支持棲
地守護

908 42.1 2153

參與街頭關於氣候變遷和棲地守護
的環境倡議，促成相關政策的推動

892 41.4 2152

支持里山倡議的概念，選用友善土
地農作方式的農產品，減少溫室氣
體的排放

655 30.5 2150

要求政治人物進行氣候變遷調適和
棲地守護相關法案立法 修法

411 19.1 2153

參加各種氣候變遷與棲地守護相關
的會議 研討會，並提供意見

328 15.2 2153

計算 a 	相關的項目 a 	相關 顯著性 有效份數

氣候變遷知識 與 棲地影響知識 0.033 0.122 2152

個人行為認知 與 行動積極程度 0.221 (**) 0.000 2125

災 颱風等極端氣候現象，更加深了對自然棲地

的影響與破壞 此次問卷結果可發現，民眾對於

棲地的想像仍有許多想像空間，對荒野而言，棲

地影響知識與氣候變遷知識題的 析結果是個重

要訊號，意味著在未來的氣候變遷教育推廣及相

關行動，在內容方面可以再多加強調氣候變遷所

帶來的棲地影響 同時，在論述上可以進一步連

結氣候變遷對台灣棲地所帶來的具體影響，使氣

候變遷議題得以在地化

此次問卷調查對荒野而言，不僅可以參考

民眾的行動意願舉辦相關活動外，更能在活動設

計內容上，強化個人行動如何有助於減緩氣候變

遷的論述，包括透過消費行為來促成友善環境的

生產；透過投票 倡議或立委遊說等方式來支持

減緩氣候變遷的政策推動等等 讓民眾能夠在認

知上，可以知道不論是直接或間接的個人行動，

能夠如何與減緩氣候變遷有所連結，從而可以強

化民眾的行動意願，促成行動落實 後續，我們

將以問卷結果為基礎，投入溫室氣體減量法 草

案 海岸法 草案 的推動，用荒野溫柔堅定

的力量持續走在環境守護的道路上

 台東場街訪

 宜蘭場街訪

 高雄場街訪

 台南場志工夥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