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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暖化議題已引起世界各地的關注，而教育是解決環境問題

的有效策略之一。我國面對此一重大議題，在教育策略的規劃上應

做出什麼樣的調整？本研究主要探討大學生面對全球暖化所採取環

境行動及環境認知、情意變項的現況，並探索大學生面對全球暖化

議題而採取環境行動之重要影響因子。以問卷調查法收集全國大專

校院學生的意見，回收有效問卷 599 份。結果顯示大學生全球暖化

的環境行動不積極，尤其是缺乏法律與政治行動，認知、情意變項

中等到不足。此外，環境敏感度、自我效能感、環境行動策略知

識、涉入與全球暖化的知識是預測環境行動的重要因子，但全球暖

化議題知識的影響呈負向。其中環境行動策略知識是影響環境行動

的重要因子，不僅可直接影響環境行動，亦可透過環境敏感度和自

我效能感間接影響環境行動。根據本研究結果，對於我國環境相關

教育策略規劃及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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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愈來愈多的科學研究告訴我們全球暖化的現象持續發生中，且愈來愈嚴

重。聯合國氣候變遷跨國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從 1990 年開始每五至六年發布一次氣候報告，報告中闡明全球氣候

變化的現況、造成氣候變化的原因及氣候變化對全球的影響等。根據 IPCC 

2007 年的報告指出過去百年的平均溫度上升 0.74℃，而從 1985 年（開始有地

表溫度監測記錄）至 2007 年間，最熱的 11 年集中在 1995 年至 2006 年間，且

預估到了 2100 年全球平均氣溫將比 1990 年增加 1.4-5.8℃（IPCC, 2007），顯

示全球的平均溫度正不斷上升。然而造成氣候變遷的主要因素是溫室效應氣體

的快速增加。而人為溫室氣體的增加量與全球氣溫上升呈明顯地相關。強有力

的證據顯示，過去五十年來暖化的現象大多肇因於人類活動，對於暖化的現

況，人類要負擔主要的責任（IPCC, 2007；柳中明，2010；葉欣誠，2010）。 

若全球溫度持續上升不僅造成氣候改變、冰川、永凍土融化、海平面上

升、淡水資源減少、水資源分布改變，直接、間接地造成物種滅絕、農業產量

下降，接著造成人類糧食不足、可用水減少、傳染病流行等，直接衝擊人類的

生存與安全（IPCC, 2007；葉欣誠，2010）。全球暖化的議題不僅是社會議

題，也影響著政治、經濟與人類各類活動（Punter, Ochando-Pardo & Garcia, 

2011）。全球暖化的問題起因於人類，對人類的生活也產生愈來愈大的影響與

衝擊，唯有人類重視這個問題，並共同來面對與改變，才有減緩此問題的可

能。 

面對如此的困境，我們該怎麼辦？正如高爾所說只要政府和人民下定決

心，全球暖化的危機可以解除。瞭解全球暖化的成因，從生活上改變，例如：

節約能源、使用高效率能源、再生能源、多使用大眾運輸工具，以及研發更省

電的電器產品，全球暖化的情況可獲得改善（Gore & Melcher, 2006）。若要改

善環境問題，朝向永續的生活，需依賴良好的教育策略（Scott & Gough, 2003; 

Filho, Pace & Manolas, 2010）。許多國家在高等教育積極開設環境相關課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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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環境相關的課程架構，期望由教育來改變人類的生活、改善環境的問題

（National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 2010）。教育者應先瞭解學習者的現

況、積極溝通，才能有效地將知識傳達給學習者（Grima, Filho & Pace, 

2010）。在媒體與學校教育都重視全球暖化議題時，Jeffries、Stanisstreet 與

Boyes（2001）的研究針對英國 2001 年與 1992 年的大學生比較，卻發現在全

球暖化與溫室效應的相關知識上並未明顯增加。是教育策略不佳，還是課程規

劃不當？造成大學生的全球暖化相關的知識並沒有提升。 

然而臺灣大學生的情況如何？靳知勤（2002）針對非科學主修大學生的調

查，發現對全球暖化概念呈現整體認知架構偏離。許世璋與張乃千（2005）的

研究針對國小教師與大學生瞭解其環境素養（認知、情意及技能）及環境行動

的現況。許世璋（2003a，2003b）探討大學環境課程對環境行動及環境素養的

成效。鮮少針對臺灣大學生對全球暖化議題的認知、情意及行動全面性的探討

與研究。臺灣的大學生正在接受學校教育，也即將成為社會的中堅。他們對全

球暖化議題瞭解多少？面對全球暖化此一重大的議題採取了什麼行動？面對這

樣的環境議題大學教育、校園生活對大學生產生那些影響？面臨暖化的議題什

麼是影響大學生採取環境行動的重要因子？是本研究想要探討的重點。所以本

研究的主要目標為二： 

1. 瞭解大學生因應全球暖化議題採取的環境行動及環境認知、情意變項

群的現況。 

2. 探索大學生面對全球暖化議題而採取環境行動之重要預測因子。 

貳、文獻探討 

全球暖化的威脅日益嚴重，愈來愈受到全球的關注。本文回顧整理全球暖

化議題與教育的關係，接下來探討環境行動預測模式、背景資料對環境行動的

影響，期望探討面對全球暖化議題採取的行動，以及影響全球暖化行動的重要

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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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暖化議題與教育 

全球暖化的影響已擴大至全世界，如何減緩全球暖化邁向永續發展也成為

各國重要的課題。要實踐永續發展的生活，必須依賴良好的教育策略（Scott 

& Gough, 2003; Filho Pace, & Manolas, 2010）。全球暖化的議題受到全球的關

注，在高等教育也受到重視。National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2001）調

查瑞典 37 所大學中，有 3 所開立永續發展的課程，14 所開立專門的環境課

程，另有 16 所開設環境議題與永續發展的課程給大學生，而有 7 所開立環境

科學的課程給大學生與研究生。面對環境議題教育的目的，不僅要讓學生獲得

議題複雜的科學知識，瞭解個人與社會面對的困境，並且有能力找出解決環境

問題的方案（許世璋，2003b；Sternäng & Lundholm, 2011）。在大眾傳播與學

校教育都重視全球暖化議題時，Jeffries、Stanisstreet 與 Boyes（2001）的研究

是比較 2001 年與 1992 年的英國大學生，令人失望地發現在全球暖化與溫室效

應的環境知識上並未明顯增加，推測可能的原因是：（一）全球暖化議題較抽

象，有效的教學方式—─體驗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很難應用在這個議

題教學上；（二）全世界需面對的環境問題與潛在問題不斷擴大，人們都必須

去面對與調適，很難持續對某一議題深入學習與瞭解。 

然而教育上該如何做，才能增進學生的學習？增加相關的環境知識，進而

有能力提出解決之道。Roger（1998）認為環境議題學習，除了增進認知領域

的學習，也應該包含情感的涉入與生命意義、信念的建構。許世璋與高思明

（2009）針對大學環境課程的研究發現，環境議題課程能提升學習者的思辨能

力，但也易引發學習者悲傷沮喪的情緒。因此，環境教育者應兼顧學習的理性

思辨與情感涉入，使學生能有足夠的能力與情感來面對環境議題。所以環境教

育不僅要傳達相關的知識，更要使學生對環境有希望、正向的環境態度，進而

採取行動、解決問題。聯合國 1977 年於伯利西召開的全球環境教育會議，即

提出環境教育的目標即要要促進個人與社會的環境覺知、知識、態度、技能與

參與。尤其是促進參與，需協助個人及社會團體獲得與環境問題有關的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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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迫切感，並促進採取適當的行動去解決問題。會議中強調教育與立法是解決

環境問題的有效方法（UNESCO, 1980）。所以面對全球暖化如此重大的環境議

題，教育是重要的解決方法之一。然而良好的教育目標不僅要增進個人與社會

的科學知識、環境覺知與技能，也要有情感上的投入、正向的環境態度，最後

要能促使個人與社會對環境有責任感、採取適當的行動共同去解決全球暖化的

問題。 

二、面對全球暖化議題採取的行動 

面對全球暖化議題採取的行動，不同研究以不同方式來衡量這樣的行動。

但面對全球暖化的行動可算是環境行動的一種。環境行動常見的分類有

Hungerford、Peyton 和 Wilke（1980）提出的五類環境行動，包含：說服行

動、生態管理、消費主義、法律行動與政治行動，以及 Smith-Sebasto 與

D’costa（1995）的六類環境行動，包括：公民行動、教育行動、財務行動、

法律行動、動手行動與說服行動。雖然 Smith-Sebasto 與 D’costa（1995）和

Hungerford 等人（1980）的環境行動分類，在名稱上看起來不相同，但其中財

務行動是類似消費主義行動；公民行動是相似於政治行動；而動手行動是類似

於生態管理行動。較不同的是 Smith-Sebasto 與 D’costa 的環境行動分類多了教

育行動。鄭時宜（2004）的研究採用 Smith-Sebasto 與 D’costa 的六種分類

法，但其僅探討環保團體成員有關簽名連署、政策遊說與生態解說三類行動的

狀況。國內相關研究大多採取用 Hungerford 等人（1980）的五種環境行動分

類法。例如：許世璋（2003a，2003b）以及許世璋與張乃千（2005）以此五種

環境行動來評估大學生及國小教師環境行動情況；劉潔心等人（2003）以此分

類法來瞭解大學生的環境行動，都得到不錯的信度及效度。Lubell、Zahran 與

Vedlitz（2007）將公民面對全球暖化的行動分成以下三類：（一）支持能降低

全球暖化的政策及立法；（二）環境有關的政治參與；（三）促進個人能影響全

球暖化的行為。第一類行動類似法律行動，第二類行動接近政治行動，第三類

行動則包括個人的消費主義與生態管理行動，總共調查全美 1093 個成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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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集體利益模式（collective interest model）來預測全球暖化的行為。Boyes 和

Stanisstreet（2012）針對英國 11 歲至 16 歲的學生 961 位做調查，瞭解學生面

對全球暖化議題可能採取的行動，包含直接行動與間接行動。直接行動包含生

態管理、消費主義行動，例如：多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節約能源與少購買東西

等。間接行動包括法律行動、政治行動與教育行動，例如：贊成增稅以從事減

少全球暖化的工作、支持綠色的候選人及接受更多環境教育。Lubell、Zahran

與 Vedlitz（2007）和 Boyes 與 Stanisstreet（2012）雖沒有提及採用 Hungerford

等人（1980）的五種分類或 Smith-Sebasto 與 D’costa（1995）的六種分類，但

量測的環境行動均可歸納成這五類或六類。因教育行動的目標也是期望學習者

能採取說服行動、生態管理、消費主義、法律行動與政治行動，以解決環境的

問題或減緩全球暖化的狀況，故不將它單獨歸為一類行動。因此本研究採用

Hungerford 等人（1980）的五種環境行動分類法，以瞭解大學生面對全球暖化

議題採取了那些環境行動及行動的頻率。 

三、環境行動的預測模式 

環境教育在個人部分最終目標即是能促進採取適當的行動。然而環境行動

的影響因子及其間的關係是非常複雜的。環境行動的產生更不是一個簡單的過

程，需包含一系列的變數，且變數間亦會相互影響（Hines, Hungerford & 

Tomera, 1986）。近年來科學家及環境教育學者致力於探討環境行動的產生與

預測模式，期望瞭解環境行動的產生的重要影響因子，結果可應用於規劃合宜

的教育策略。Hungerford 與 Tomera（1985）為了預測環境行動（負責任的環

境行為），設計了環境素養模式（Environmental Literacy Model），並認為具環

境行為能力的公民即是具有環境素養的公民。此模式包含了八個變項，這些變

項間具有互動關係。其中（一）認知性質變項：包含環境議題的知識、生態學

概念的知識及環境行動策略的知識；（二）態度性質的變項：包含態度、價值

觀、信念及環境敏感度。（三）制控觀：此變項與個性有關，認為個人是否有

能力以自己的行動來改變外在的大環境（引自楊冠政，1997）。 



大學生面對全球暖化議題採取行動之影響因子研究 

7 

Hines 等人（1986）將前人 128 篇有關環境行為的研究利用後設分析法

（meta-analysis）加以歸納整理，將影響環境行為的因子分為四大類：認知變

項（cognitive variables）、社會─心理變項（psycho-social variables）、個人背景

變項（ demographic variables ）、行為的中介變項（ behavior intervention 

approaches）。依此研究結果提出一個環境行動（負責任的環境行為）模式。在

Hines 等人於 1986 年提出負責任環境行為模式的同時，其他學者 Borden、

Holt、Koslowsky、Sia、Simpson 和 Sivek 等人也探究環境行為的預測因子及

可能相關的因素。Hungerford 與 Volk 於 1990 年根據負責任環境行為模式再參

考以上學者的貢獻，提出環境公民行為模式。環境公民行為模式中將這些影響

因子分為三類：進入階段變項（ entry-level variables）、擁有階段變項

（ownership variables）及賦權階段變項（empowerment variables）。（一）進入

階段變項的主要變項是環境敏感度。次要變項為生態的知識、雙性人特性及對

污染、技術與經濟的態度（attitude toward pollution/ technology/ economics）。

（二）擁有階段變項的主要變項是環境議題知識的深入瞭解及個人對環境議題

的投入。次要變項為採取行為的後果知識及個人對議題執行的承諾。（三）賦

權階段變項是環境教育上重要的基石。主要變項包括行動策略的知識與技巧、

制控觀和行為意圖，次要變項是環境議題知識的深入瞭解。 

而 Gregory 與 Leo 於 2003 年應用認知心理學、應用行為學及行為決定理

論並回顧前人的研究，提出一新的環境行為模式。將影響環境行為的因素分四

大類：知覺因素（awareness）、理性因素（reasoned influences）、非理性因素

（unreasoned influences）及情境因素（situational influences）。其中知覺因素包

含環境議題知識、環境議題的關懷及採取環境行為的機會；理性因素包括涉

入、態度、知覺的自我效能（perceived self-efficacy）與行為意圖；此模式的

非理性因素包含習慣與反射。情境因素包含個人社經變項、人口統計變項及實

體環境變項。研究調查澳洲 1013 個家庭的用水行為，經實證結果指出知覺因

素並不會直接影響用水行為，需透過涉入與習慣等因子來影響行為。 

鄭時宜在 2004 年綜合 Ajzen（1991）的計畫行為理論、Stern 2000 年、

Hines 等人 1986 年、Sia 等人 1986 年、Marcinkowski 1988 年和 Sivek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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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gerford 1989 年的環境行為模式、Hungerford 與 Volk 1990 年的環境公民行

為模式，以及公共衛生的健康信念模式、保護動機理論和社會運動相關理論的

研究，並提出一環境行為整合模式。該研究以國內 10 個環保團體成員作調查

對象，並驗證 Ajzen 計畫行為理論及環境行為整合模式，發現「行為態度」及

「自我效能感」最能影響環保團體成員員簽名連署、政策遊說與生態解說的行

為意圖。其中自我效能感這個概念和計畫行為理論的「知覺行為控制」

（PBC）概念相類似。 

許世璋與張乃千（2005）參考 Hines 等人（1986）、Hungerford 與 Volk

（1990）的環境行為模式及環境素養架構，提出環境素養與環境行動模式，涵

蓋認知、情意與技能三大領域的九個變項。認知變項群包含：採取環境行動策

略的知識、生態學與環境科學的知識、環境議題知識；情意變項群包含：環境

敏感度、環境責任感、行動意圖、內控觀與環境態度；技能變項群包含環境行

動策略技能。研究對象為花蓮縣國小教師及花蓮師範學院學生。結果顯示「行

動意圖」、「環境敏感度」、「採取環境行動策略的技能與知識」及「環境議題知

識」是影響環境行為的主要變項。 

由以上的環境行動（負責任的環境行為）的模式發現，環境議題的知識、

環境行動策略的知識、環境態度、環境敏感度是屢屢出現的重要影響因子（許

世璋、張乃千，2005；Hines et al., 1986; Hungerford & Volk, 1990; Hsu & Roth, 

1999）。所以本研究參考許世璋與張乃千（2005）的環境素養與環境行動模

式，將環境議題的知識、環境行動策略的知識、環境態度、環境敏感度分類為

認知變項群與情意變項群，探討對全球暖化議題行動的影響。而鄭時宜

（2004）提出的環境行為整合模式，發現行為態度及自我效能感最能影響環保

團體成員的環境行為。Lubell、Zahran 與 Vedlitz（2007）針對 1093 位美國成

人調查，指出知覺風險、自我效能感與環境價值是影響個人抗暖化行動的重要

影響因子。涉入的概念較少在影響環境行為的架構中出現。涉入是對特定主題

或行為覺得認同、感到價值及需求的程度（Celsi & Olson, 1988；McIntyre, 

1989）。Gregory 與 Leo（2003）指出知覺因素並不會直接影響用水行為，需透

過涉入與習慣等因子來影響行為。他們的研究是探究家庭用水行為，用水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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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常生活中每天都會發生的行為，而全球暖化是近十年受關注的環境議題，

對一般大眾而言，較少因此議題而產生固定之環境行動，故不探討習慣對全球

暖化行動的影響。因此，本研究除了探討環境議題的知識、環境行動策略的知

識、態度、環境敏感度的影響外，再加上探索自我效能感與涉入對大學生面對

全球暖化議題採取環境行動的影響程度。 

四、個人背景資料與環境行動 

國內有許多研究探討學生不同的背景資料對環境行動的影響關係。例如：

吳鵬兆與張子超（2001）除了探討認知、情意、技能及阻礙因素對玉里高中學

生環境行為的影響，並探討人口學變項（性別、年級、組別、家庭收入、環保

活動經驗及是否曾參加環保社團）的影響。結果發現家庭收入、環保活動經驗

及是否曾參加環保社團對高中生環境行動有顯著差異。王柏崴、黃禎貞、唐孝

蘭、葉國樑與曾治乾（2009）探討國中生綠色消費行為意圖的研究指出，國中

生個人資料中的家庭社經地位愈高、環保活動參與以及環保資訊接觸經驗越豐

富者，其綠色消費行為意圖也愈強烈。 

針對大學生的研究包含：王懋雯（1997）以六大變項（人口學、個人特

質、情意、認知、行動知覺及其他影響）來探討對師院學生環境行為的影響程

度。結果發現個人特質中的心理性別角色是重要的影響因子。劉潔心等人

（2003）在〈大學校院學生環境素養及其相關因素調查研究〉中以環境素養五

個因素、學校行政因素、資源因素、課程活動與策略，以及個人背景因素來探

究對環境行為的影響力。結果發現個人背景因素中的性別具影響力。許世璋

（2003b）針對大學生的研究指出「性別」與「曾修習環境課程」會影響環境

素養變項，也會間接影響環境行動。許世璋與張乃千（2005）的研究涵蓋認

知、情意與技能三大領域的九個變項，來探討其對環境行動的預測力。研究對

象為花蓮縣國小教師及花蓮師範學院學生，影響大學生學生環境行動的因子，

除了認知、情意變項外，人口變項中的環保團體會員、種族、性別及環境資訊

主要來源是顯著影響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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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文獻的歸納與整理，本研究欲探討的個人背景變項包括性別、年

級、科系、修習環境相關課程、參加環保相關活動與參加環保社團的情況。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參考 Hungerford 與 Tomera（1985）的環境素養模式、Hines

等人（1986）的負責任環境行為模式、Hungerford 與 Volk（1990）的環境公

民行為模式、Gregory 與 Leo（2003）環境行為模式、鄭時宜（2004）的環境

行為整合模式，以及許世璋與張乃千（2005）驗證的環境素養與環境行動模

式。將可能影響大學生環境行動的影響因子歸納為認知變項群（環境議題知

識、環境行動策略知識）、情意變項群（環境態度、環境敏感度、自我效能

感、涉入）與背景變項群（性別、年級、科系、修環境相關課程、參加環保相

關活動與參加環保社團），探討面對全球暖化議題而採取環境行動之影響關

係，詳如圖 1。 

圖 1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圖 

認知變項群： 

 環境議題知識 

 環境行動策略知識 

情意變項群： 

 環境態度 

 環境敏感度 

 自我效能感 

 涉入 
環境行動 

背景變項群： 

 性別 

 年級 

 科系 

 修環境相關課程 

 參加環保相關活動 

 參加環保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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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與調查方式 

本研究選定之調查對象為全國大學校院之學生。因考慮大四學生已近畢業

時間，在學校修課時間較少，施測困難，故只針對一、二、三年級的學生做問

卷調查。根據教育部（2009）「97 學年度大專院校概況統計」，全國大學及獨

立學院共 147 所，一、二、三年級學生共 358,805 人。而一、二、三年級的學

生的比例為 33.9%、33.9%、32.2%。本研究中的研究母群體為 358,805 人，經

計算得到抽樣樣本數應為 383 人。因發放對象涵蓋全省，考慮時間、人力及財

力限制，研究採便利取樣方式。因考慮全國發放，回收率低，共發放 800 份。

估算北中南東所需之數量，以研究者個人網絡及研究者熟識學校的學生為研究

對象。發放時間為 2009 年 5 月至 7 月。回收之問卷採分層比例，依照一、

二、三年級的學生 33.9%、33.9%、32.2%的比例，得有效問卷 203、203 與

193 份共 599 份。 

三、研究工具 

問卷內容主要參考張乃千（ 2003）、劉潔心等人（ 2003）、鄭時宜

（2004）、許世璋與張乃千（2005）、陳綺鄉（2006）、黃彥文（2007）、王逸欣

（2007）及 Gregory 與 Leo（2003）等人研究編修而成問卷初稿。 

問卷初稿共分成：「環境議題知識」、「環境行動策略知識」、「環境態度」、

「環境敏感度」、「自我效能感」、「涉入」、「環境行動」與「個人背景資料」等

八個部分。其中「環境議題知識」設計了 19 題，包含了「引起全球暖化的原

因」、「全球暖化的影響」與「國內外的動態」三類，各 7 題、6 題、6 題；環

境行動策略知識設計了 5 題，環境態度 10 題，環境敏感度 6 題，自我效能感

5 題，涉入 7 題。環境行動指過去一年的實際行動（包含說服行動、消費主

義、生態管理、法律行動、政治行動等）共 29 題。除了環境議題知識以是、

否、不知道詢問，涉入以七點量表呈現之，其餘皆以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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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個人背景資料包括性別、就讀年級、學校所在位置、就讀科系、修習環境

相關課程、參加環境保護相關活動與參加校內外環境保護社團。 

問卷初稿完成後並延請四位學者專家就問卷內容進行審查，依專家學者回

覆之意見修改成預試問卷，初具表面效度與內容效度。98 年 5 月 22 日針對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一年級 48 位學生進行問卷預試，共

回收有效問卷 43 份。其中環境議題知識進行難度與鑑別度分析，將難度與鑑

別度不佳的問項修正或刪除之。其餘進行決斷值分析與同質性檢驗，修正或刪

除部分問題後，形成正式問卷。正式問卷的「環境行動策略知識」的

Cronbach α 係數  .792，「環境態度」與「涉入」的 Cronbach α 係數分別

為  .770 與  .906，「環境敏感度」及「自我效能感」的 Cronbach α 係數

為 .773、.785；而「環境行動」的 Cronbach α 係數為  .891，整體量表之

Cronbach α 係數為 .920，皆達良好信度。 

肆、結果與討論 

一、研究對象背景資料分析 

本研究回收有效樣本為 599 份，其中男生占 34.4%，女生占 65.6%。北部

學校學生占 27.4%，中部學生占 31.3%、南部學生占 28.1%、東部學生占

13.2%。根據教育部的分類，將所有科系分成人文、社會及科技三大類，人文

包括教育、藝術、人文、設計等學門；社會包含社會科學、傳播、法律、民生

等學門；而科技包括生命科學、自然科學、工程、建築、農業、醫藥、環境保

護等學門。回收之有效問卷中人文類學生占 20.2%、社會類占 57.3%、科技類

占 22.5%。從未曾修過環境相關課程者約占三成（29.6%），修過一門以上環境

相關課程者約占七成（70.4%）。從未曾參加過課外環境保護或全球暖化活動

者占四成多（44.3%），未曾參加過校內外環境保護社團的人超過九成

（94.8%），詳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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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學生背景資料一覽表 

變項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206 34.4 

女性 393 65.6 

就讀年級 一年級 203 33.9 

二年級 203 33.9 

三年級 193 32.2 

學校所在位置 北部 164 27.4 

中部 187 31.3 

南部 168 28.1 

東部 79 13.2 

科系類別 人文 119 20.2 

社會 338 57.3 

科技 133 22.5 

曾修過環境相關課程 從未 177 29.6 

一門 215 36.0 

二門以上 206 34.4 

曾參加過課外環境保護相關活
動 

從未 263 44.3 

一至二次 265 44.6 

三次以上 66 11.1 

曾參加過校內外環境保護社團 沒有 564 94.8 

有 31 5.2 

二、大學生環境行動、環境認知、情意變相群的現況 

（一）環境行動現況 

環境行動問項共 27 題，詢問大學生過去一年採取環境行動的頻率，從

「不曾」、「很少」、「偶爾」、「經常」到「極常」。分為「說服行動」、「消費主

義行動」、「生態管理行動」、「法律行動」與「政治行動」共五類。結果顯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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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最常從事的二類行動為「生態管理行動」（3.82）與「消費主義行動」

（3.15），表這兩類環境行動的執行頻率為偶爾到經常。以「法律行動」

（1.72）與「政治行動」（1.73）執行頻率最低，介於「不曾」到「很少」。詳

如表 2。統計結果亦發現大學生有 39.4% 的比例過去一年不曾執行過法律行

動（包括檢舉有關水污染、空氣污染、噪音等），而有 29.7% 不曾執行過政治

行動（包含參加有關環境有關的公民會議、集會遊行、投票給支持環保的候選

人等）。以上結果顯示現今大學生較常做的是與個人生活有關的環境行動，而

有關團體利益的公民參與則非常缺乏。此結果和劉潔心等人（2003）的研究相

似，大學生在法律與政治行動上大多停留在想過卻未付諸行動。也和許世璋與

張乃千（2005）的研究相似，花蓮地區的大學生與教師在參與環境有關的法律

與政治行動上相當不積極。 

表 2 大學生環境行動頻率平均值、標準差分析表 

類別 平均值 標準差 排序 

說服行動（說服朋友使用再生紙、搭乘大眾運
輸工具、多爬樓梯等） 

2.82 .74 3 

消費主義行動（購物時自備購物袋、優先購買
有環保標章的產品、購物前會謹慎考慮商品的
需要性等） 

3.15 .71 2 

生態管理行動（實行垃圾分類與資源回收、隨
手關燈、用完水會關緊水龍頭、參與改善校園
環境的措施等） 

3.82 .57 1 

法律行動（我會檢舉水污染事件、空氣污染事
件、濫墾、濫伐事件等） 

1.72 .78 5 

政治行動（參加與環境問題有關的公民會議、
集會遊行、投票給支持環保的候選人） 

1.73 .71 4 

環境行動 2.65 .50  

註：Likert 五點量表，1 分至 5 分從「不曾」、「很少」、「偶爾」、「經常」到
「極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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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知變項群現況 

本研究中認知變項群包含全球暖化議題知識與環境行動策略知識。全球暖

化議題知識的問項共 14 題，包括「引起全球暖化的原因」、「全球暖化的影

響」及「全球暖化國內外的動態」三類。每一題答採是非題，選項為是、否及

不知道。結果顯示大學生在這三類的答對率以「引起全球暖化的原因」最高

（84.0%），而「全球暖化國內外的動態」最低（46.8%）。顯示大學生在「引

起全球暖化原因」的知識較正確，而「全球暖化的影響」及「全球暖化國內外

的動態」這兩部分知識的正確率較低，詳如表 3。 

表 3 全球暖化議題知識答對率分析表 

知識類別 答對率(%) 排序 

引起全球暖化的原因 84.0 1 

全球暖化的影響 62.4 2 

全球暖化國內外的動態 46.8 3 

環境議題知識 66.6  

 

環境行動策略知識共 5 題，是自覺對全球暖化所能採取的「說服行動」、

「生態管理行動」、「消費主義行動」、「法律行動」與「政治行動」相關知識的

多寡。結果顯示學生自覺擁有「生態管理行動」（3.05）與「消費主義行動」

（3.04）的認知較多，而擁有「法律行動」（2.38）與「政治行動」（2.25）認

知較少。由此可知大學生自覺在有關日常生活的行動認知（生態管理行動策略

知識、消費主義行動策略知識）較多，但對於公民參與的行動認知（如：法律

行動策略知識、政治行動策略知識）則不足，詳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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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環境行動策略知識平均值、標準差分析表 

題目 平均值 標準差 排序 

說服行動策略知識 2.71 .732 3 

生態管理行動策略知識 3.05 .777 1 

消費主義行動策略知識 3.04 .796 2 

法律行動策略知識 2.38 .725 4 

政治行動策略知識 2.25 .794 5 

行動策略知識 2.82 .605  

註：Likert 五點量表，1 分至 5 分從「完全不知道」、「少」、「中等」、「多」到
「極多」。 

（三）情意變項群現況 

本研究中情意變項群包括環境態度、環境敏感度、自我效能感與涉入。環

境態度的問項共 10 題，。分為「一般環境態度」、「面對全球暖化的態度」兩

類。結果發現大學生的「面對全球暖化的態度」的分數較高（4.27）。顯示大

學生對全球暖化的態度比一般環境態度還要正向，詳如表 5。環境敏感度的問

項共 6 題，大學生的環境敏感度平均數為 3.12 屬於中等，詳如表 6。自我效能

感共 5 題，主要詢問大學生自覺能實踐環境行動的能力，平均分數為 2.60，屬

中等以下。大學生自覺能實踐「生態管理行動」（3.12）與「消費主義行動」

（3.11）的能力最強，自覺能實踐「政治行動」（2.03）的能力最弱，詳如表

7。涉入的題項共 7 題，結果發現大學生認為「全球暖化議題對我來說非常有

意義」（5.78）的分數最高，「全球暖化議題對我來說非常有關係」（5.77）的分

數次高。而「全球暖化議題對我來說非常吸引人」的分數最低（4.87），詳如

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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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環境態度平均值、標準差分析 

態度類別 平均值 標準差 排序 

一般環境態度 4.23 .586 2 

面對全球暖化的態度 4.27 .575 1 

環境態度 4.25 .509  

 

表 6 環境敏感度平均值、標準差分析 

題目 平均值 標準差 排序 

目前在大自然中（如山林、溪河、海邊等）從
事休閒活動的頻繁程度。 

2.84 .885 4 

十八歲以前，親近大自然的頻繁程度。 3.31 .917 2 

在戶外體驗自然時，常對臺灣生態環境破壞的
憂心的程度。 

3.23 .893 3 

在接觸大自然時，常強烈地感慨心愛的地方
（或自然棲息地）逐漸消失。 

2.36 .903 6 

我會注意環境問題的報導或環保新聞。 3.34 .855 1 

我會閱讀環保相關書籍。 2.67 .878 5 

環境敏感度 3.12 .597  

註：Likert 五點量表，1 分至 5 分從「沒有」、「很少」、「偶爾」、「經常」到
「極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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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自我效能感平均值、標準差分析表 

題目 平均值 標準差 排序 

我有能力實踐有關於減緩全球暖化的「說服」行
動 

2.55 .738 3 

我有能力實踐有關於減緩全球暖化的「生態管
理」行動 

3.12 .903 1 

我有能力實踐有關於減緩全球暖化的「消費主
義」行動 

3.11 .883 2 

我有能力實踐有關於減緩全球暖化的「法律」行
動 

2.22 .762 4 

我有能力實踐有關於減緩全球暖化的「政治」行
動 

2.03 .797 5 

自我效能感 2.60 .589  

註：Likert 五點量表，1 分至 5 分從「沒有」、「弱」、「中等」、「強」到「極
強」。 

 

表 8 涉入平均值、標準差分析表 

題目 
平均
值 

標準
差 

排序 

全球暖化議題對我來說（非常不重要--非常重要） 5.70 1.139 4 

全球暖化議題對我來說（非常無關--非常有關係） 5.77 1.164 2 

全球暖化議題對我來說（非常無意義 --非常有意
義） 

5.78 1.106 1 

全球暖化議題對我來說（非常無價值 --非常有價
值） 

5.74 1.154 3 

全球暖化議題對我來說（非常不關心--非常關心） 5.39 1.174 5 

全球暖化議題對我來說（非常乏味的 --非常有興
趣） 

4.91 1.284 6 

全球暖化議題對我來說（非常不吸引人的--非常吸
引人的） 

4.87 1.259 7 

涉入 5.45 .946  

註：Likert 七點量表，1 分至 7 分從「非常不重要」到「非常重要」分 7 個級
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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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學生面對全球暖化議題而採取環境行動之重要預

測因子 

（一）認知、情意變項群與環境行動的相關程度 

認知、情意變項與環境行動的相關程度，由 Pearson 相關分析可知，認知

變項群中僅「環境行動策略知識」與環境行動呈顯著相關（r = .406）。情意變

項除了環境態度外，其他包含了「環境敏感度」（r = .461）、「自我效能感」    

（r = .429）與「涉入」（r = .310）與環境行動均呈顯著相關，如表 9。 

表 9 環境認知、情意變項群與環境行動相關分析表 

 Beh Know Att Kas Es Se Inv 

Beh 1.000 -.026 .053 .406* .461* .429* .310* 

Know  1.000 .146* .121* .133* .064 .015 

Att   1.000 .016 .157* .078* .353* 

Kas    1.000 .348* .439* .237* 

Es     1.000 .393* .339* 

Se      1.000 .256* 

Inv       1.000 

註：1. Beh：環境行動 Know：全球暖化議題知識 Att：環境態度 

Kas：環境行動策略知識 Es：環境敏感度 Se：自我效能感 Inv：涉入 

2. *表 p < 0.05 

 

（二）環境行動的重要預測因子 

將認知、情意變項群對環境行動進行迴歸分析，由逐步迴歸分析得到環境

行動最佳預測變項依序為環境敏感度、自我效能感、環境行動策略知識、涉入

與全球暖化的知識，總解釋變異量為 34.0%。其全球暖化的知識的 Beta 值為 -

.103，其餘為正值。表示大學生環境敏感度、自我效能感、環境行動策略知識

與涉入愈高，環境行動力愈積極。而全球暖化的知識愈少，其環境行動力才會

愈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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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認知、情意變項外，若將大學生背景資料（性別、年級、科系類別、

修環境相關課程、參加環保相關活動與參加環保社團的情況）納入迴歸分析

時，逐步迴歸分析結果得到，影響環境行動最佳預測變項依序為環境敏感度、

自我效能感、環境行動策略知識、科系類別、涉入與全球暖化的知識，總解釋

變異量提升為 34.9%。背景資料中僅科系類別會產生顯著影響。而全球暖化的

知識的 Beta 值為-.078，其餘為正值。表示大學生環境敏感度、自我效能感、

環境行動策略知識與涉入愈高，環境行動力愈積極。科系類別為社會類的大學

生比起科技類大學生的環境行動較積極。而全球暖化的知識愈少，其環境行動

力才會較積極，詳如表 10。 

表 10 影響環境行動變項迴歸分析 

預測變項 
環境行動 

環境行動（納入背景資
料） 

R
2
 ß 值 R

2
 ß 值 

環境敏感度 .212 .285 .214 .297 

自我效能感 .073 .207 .073 .205 

環境行動策略知識 .032 .202 .032 .196 

科系類別 -- -- .014 .088 

涉入 .012 0.114 .011 .112 

全球暖化知識 .010 -0.103 .006 -.078 

總計（R
2累計量） .340 .349 

 

（三）環境敏感度、自我效能感的預測變項 

由環境行動的最佳預測變項，不論是否加上大學生的背景變項，影響最大

的變項都是環境敏感度與自我效能感。環境敏感度的問項參考許世璋

（2003a）、許世璋與張乃千（2005）的問卷設計，主要評量受試者能夠感受、

關懷與接觸自然及環境的程度。而自我效能感主要評量受試者在採取某些特定

行動時，知覺自己能完成的能力與信念（Bandura, 1977）。 

  



大學生面對全球暖化議題採取行動之影響因子研究 

21 

所以本研究欲瞭解大學生背景資料與認知變項群對環境敏感度、自我效能

感的預測力如何？包括有關全球暖化的知識、環境行動策略知識與及學生的修

課、活動與社團狀況。以環境敏感度為依變項，將以上因子為自變項，進行逐

步迴歸分析發現，影響環境敏感度最佳預測變項依序為環境行動策略知識、曾

參加過環保相關活動及修習過環境相關課程，總解釋變異量為 18.6%。 

若以自我效能感為依變項，將有關全球暖化的知識、環境行動策略知識與

學生的修課、活動與社團狀況為自變項，進行逐步迴歸分析發現，影響自我效

能感最佳預測變項依序為環境行動策略知識、曾參加過環保相關活動，總解釋

變異量為 21.3%，詳如表 11。 

表 11 環境敏感度、自我效能感變項迴歸分析 

預測變項 
環境敏感度 自我效能感 

R
2
 ß 值 R

2
 ß 值 

環境行動策略知識 .120 .298 .194 .417 

曾參加過環保相關活動（參加 3 次以
上環保活動—從未參加活動對比組） 

.031 .209 .010 .132 

曾參加過環保相關活動（參加 1-2 次環
保活動—從未參加活動對比組） 

.029 .165 .009 .100 

曾修習環境相關課程 .007 .087 -- -- 

總計（R
2累計量） .186 .213 

 

（四）綜合討論 

1. 認知變項對全球暖化行動的預測能力 

認知變項中環境行動策略知識是影響環境行動的重要預測因子，此結果與

Hines 等人（1986）、Hungerford 與 Volk（1990）、許世璋（2003a）、許世璋與

張乃千（2005）的結果相同。而全球暖化的議題知識是預測因子，但劉潔心等

人（2003）、許世璋與張乃千（2005）的研究環境議題知識是正向影響因子，

而本研究中發現全球暖化議題知識對環境行動的影響呈負向。Cantrill

（1992）與 Gigliotti（1990）指出只具備環境知識無法有效地轉化成環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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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有時反而只會增加無力感。林洋如、顏瓊芬（2007）與許世璋、高思明

（2009）的研究指出環境議題中的負面訊息會讓學習者產生沮喪，若沒有適當

的處理與轉化，不利環境行動的產生。也許是因為學生獲得全球暖化的知識大

多為全球暖化的成因與影響，因此造成學生的無力感與沮喪，反而不願意從事

環境行動。 

2. 情意變項對全球暖化行動的預測能力 

情意變項中環境敏感度、自我效能感與涉入是影響環境行動的預測因子。

其中環境敏感度是影響因子，此結果與 Hines 等人（1986）、Hungerford 與

Volk（1990）、王懋雯（1997）、吳鵬兆與張子超（2001）、許世璋（2003a）、

許世璋與張乃千（2005）的結果相同。環境敏感度是量測受試者感受、關懷與

接觸自然的程度。這個部份與許世璋（2005）探討影響環境行動者養成的重要

生命經驗研究中發現，在幼年、中小學及大學時期自然經驗對未來環境行動力

占重要的影響，而社會生活時期不僅自然經驗是影響因子，心愛地方／自然棲

地消失的影響性大幅提升。所以幼年、中小學及大學時期有機會多與大自然接

觸，日後發現自然棲地的消失與改變，才可能對環境變化有感覺，進而願意採

取行動去保護環境。學生面對環境問題，產生有力感、自覺有能力能實踐，才

會願意付諸行動（晏涵文、邱詩揚，2003）。早期環境行為模式（Hungerford 

& Tomera, 1985; Hines et al., 1986; Hungerford & Volk, 1990）較少探討自我效能

對環境行動的影響。本研究卻發現自我效能感是第二重要的影響因子，此結果

相似於王懋雯（1997）、鄭時宜（2004）及 Lubell 等人（2007）的研究。

Lubell 等人（2007）的研究直接指出知覺風險、自我效能與環境價值是影響個

人抗暖化行動的重要影響因子。所以，除了要對環境敏感、常關心自然外，自

覺有能力解決環境問題也是重要的因子。進一步分析，發現增進環境行動策略

知識與鼓勵參加環保相關活動都會增強其自我效能感。 

本研究發現涉入也是影響全球暖化行動的因子，此結果與 Gregory 與 Leo 

（2003）的研究結果相似。受試者對此環境議題有較多的涉入或情感投入時

（包含正面與負面的），會因環境破壞而產生失落與悲傷，較易促成環境行動

的產生（Kollmuss & Agyeman, 2002；許世璋，2003a；許世璋，2005）。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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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情意變項的環境態度不是預測因子，此結果不同於劉潔心與晏涵文

（1997）、Hwang、Kim 與 Jeng（2000）和王柏崴等人（2009）的研究。但相

似於吳鵬兆與張子超（2001）、劉潔心等人（2003）、許世璋（2003a）及許世

璋與張乃千（2005）的研究。之前僅探討環境知識、態度對行動的影響時，通

常態度是重要的影響因子，但加入較多的認知、情意變項（例如：行動策略知

識、環境敏感度、自我效能感、涉入等）時，環境態度的影響顯得不那麼重要

了。 

3. 背景變項對全球暖化行動的預測能力 

本研究的背景變項僅科系類別是全球暖化行動的直接預測因子。而曾修習

環境相關課程、曾參加過環保相關活動對環境敏感度有影響，而曾參加過環保

相關活動對自我效能感有影響，間接會影響環境行動。有關科系的影響，此結

果相似於劉潔心等人（2003）環境相關科系在說服、法律及政治行動上優於非

環境相關科系。而背景變項中的修環境相關課程、參加環保相關活動與參加環

保社團均不會對全球暖化行動產生影響。其中曾修習過環境相關課程並不會促

進學生對全球暖化議題採取行動，也許如許世璋（2003a）及許世璋與張乃千

（2005）的研究分析，環境或生態課程若只是增加學生環境方面的知識，並不

會促進行動的產生。環境教育是科際整合且重視問題解決的教育，應訓練學生

有科學議題調查分析的能力，進而提出環境行動策略。由環境敏感度與自我效

能感的迴歸分析也可看出環境行動策略知識是重要的預測變項，環境行動策略

知識遠比環境議題知識來得重要。尤其是面對全球暖化這樣嚴苛的議題，我們

應檢討大學環境教育與科學教育的目標與課程規劃，應以積極的環境行動為目

標，增加環境行動策略知識、鼓勵多參加校內外環境活動，增加其環境敏感度

與自我效能感，學生才有可能願意採取正向的環境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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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根據以上研究結果與討論，提出以下三項結論： 

（一）大學生的環境行動不積極 

全球暖化的議題受到全球的重視，每天的網路、電視都看得到與全球暖

化、環境變遷有關的各種新聞。而大學生從未參加過任何環保相關或全球暖化

相關活動的比例占四成多，而從未參加過校內外環保社團的比例高達九成五。

過去一年整體平均很少到偶爾採取環境行動。其中有關團體利益的公民參與的

行動（法律行動、政治行動）更為缺乏。三成的大學生去年一年不曾執行過政

治行動；約四成的同學不曾執行過法律行動。面對全球暖化如此重大的議題，

如此艱鉅的困境，若人們只停留在知道、想要做，卻沒有付諸任何行動，世界

不會有任何改變。 

（二）大學生認知與情意變項從中等到不足 

認知變項群包含全球暖化議題知識與環境行動策略知識。大學生的全球暖

化議題知識答對率中等，其中以「引起全球暖化的原因」知識最正確。而環境

行動策略知識介於少到中等，其中「法律行動策略知識」與「政治行動策略知

識」則相當不足。 

情意變項群包含環境態度、環境敏感度、自我效能感與涉入。大學生的環

境態度在中等以上，「面對全球暖化的態度」略優於「一般環境態度」。大學生

環境敏感度屬於中等，而自我效能感屬中等以下，其中自覺能實踐「政治行

動」與「法律行動」的能力最弱。涉入的程度在中等以上。 

從認知與情意變項群上發現法律行動、政治行動在策略知識與自我效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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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呈現低落，是與台灣民主政治不夠成熟有關嗎？張秀雄（2004）指出台灣社

會呈現了爭取權益但過於功利、追求民主但法治不彰、期望法治但素養不足等

現象。表示台灣社會確實呈現公民素養不足，是否也使大學生出現政治及法律

的知識及效能不足，值得後續研究進一步釐清。目前台灣的現況正由「私性社

會」轉化成「公民社會」，需特別重視公民態度與公民素養的培養，且正規教

育與非正規教育並進，才可能轉型成功（蕭揚基，2003）。所以不僅在學校教

育要重視公民教育的養成，社會教育也要發揮功能，才能培育出具公民素養的

國民。 

（三）大學生環境行動的重要預測因子 

本研究發現環境敏感度、自我效能感、環境行動策略知識、涉入與全球暖

化的知識是預測環境行動的重要因子，但全球暖化議題知識的影響呈負向。所

以要提升大學生的環境行動力，增加其環境敏感度、自我效能感、環境行動策

略知識是有效的方法。其中自我效能感是早期環境行為模式較少探討的因子，

所以除了對環境敏感、常關心自然外，自覺有能力解決環境問題也是影響環境

行動產生的重要因子。進一步分析影響環境敏感度與自我效能感的因子，發現

共同的因子為環境行動策略知識、曾參加過環保相關活動。以上結果看來，環

境行動策略知識是影響環境行動的重要因子，不僅可直接影響環境行動，亦可

透過環境敏感度和自我效能感間接影響環境行動。 

二、建議 

根據以上研究結果、討論與結論，提出對教育策略與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對教育策略的建議 

1. 環境相關課程應以促進環境行動為目標 

國內的環境相關課程不應只以增加環境知識，要以促進環境行動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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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面對全球暖化這樣全球性的環境議題，唯有全民願意共同來面對這個問

題，採取積極的行動，全球暖化的現象才有可能減緩。課程規劃上除了講授相

關議題知識外，也要教授環境行動策略知識，讓學生親身地多接觸環境、多參

加環境保護相關活動，增加其環境敏感度與自我效能，才可能促進其環境行

動。 

2. 大學生公民行動能力宜加強 

由分析大學生的環境行動中發現，大學生很少參與有關團體利益的環境行

動（如：法律行動、政治行動）。然而法律行動、政治行動對推動環境保護及

改善環境重大議題有重大的影響，例如：透過法律行動檢舉不當的污染行為、

透過政治行動支持重視環保的候選人等，不僅影響著個人，更影響著團體的共

同利益。由結果發現不僅大學生的全球暖化相關法律行動、政治行動缺乏，他

們的法律與政治行動策略知識與自覺有能力實踐法律與政治行動也顯得不足。

所以要加強大學生的法律與政治行動，可從增加其法律與政治行動策略知識，

有足夠的法律與政治行動策略知識，才容易產生法律行動與政治行動。 

（二）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本文的一開始即提到環境行動的影響因子是非常複雜的，而本研究針對大

學生面對全球暖化議題而採取環境行動之重要預測因子，找出環境敏感度、自

我效能感、環境行動策略知識、科系、涉入與全球暖化的知識等六個，總解釋

變異量為 34.9%。顯示還有許多重要的因子待找尋，建議未來研究可加入社會

心理的變項、技能領域的變項及個人成長歷程的變項，探究其對全球暖化行動

的預測程度。 

建議未來研究可設計加強法律與政治行動策略知識的課程，並使學生實際

參與環境相關法律與政治的活動，以實驗法瞭解課程實施的成效及促進環境行

動產生的成效。也可進一步探討大學生出現政治及法律的策略知識與自我效能

不足，是否與台灣社會公民素養不足有密切的關係。 

另建議可進行本研究的縱貫研究，例如：每三至五年進行一次調查，瞭解

台灣推動環境保護相關的立法、政策及大學課程的改善，是否能有效地促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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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產生減緩全球暖化的實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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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lobal warming has raised concern worldwide. Education is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solving environmental problems. What kind of 

educational strategies does Taiwan have to face this major issue?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type of actions that college students take to 

reduce global warming, their status of cognition and affective variables, 

and essenti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college students to take action against 

global warming. A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college students from 

around Taiwan, and 599 questionnaires were valid.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llege students are not proactive on taking action to reduce global 

warming. They are especially lacking in political action, legal action, 

and show a moderate to weak affective variable. Furthermore, 

environmental sensitivity, self-efficacy, knowledge of environmental 

action strategies, involvement, and knowledge of global warming are 

important factors in predicting environmental action, but the effect of 

having knowledge of global warming h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Knowledge of environmental action strategies is an important influential 

factor on environmental action. Not only does it affect environmental 

action directly, but also indirectly through environmental sensitivity and 

self-efficacy. Based on these results, this research proposes 

recommendations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strategies in Taiwan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global warming, environmental action 

(responsibl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