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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知識與環境行為的測得相關為何偏低？ 

如何從測量上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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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外研究發現，環境知識與環境行為之間僅有低相關；而國內許多

碩士論文則發現環境知識與環境行為之間的相關更低，甚至在統計上不

顯著。本文回顧了 15篇於近五年發表，且可取得測量工具全文的國內碩

士論文，發現其在環境知識測量上常見的三個問題：（1）過於偏重事實

知識；（2）缺乏對應關係或理論關聯；（3）知識題的答案要求過於精準。

這些問題使研究中測得的環境知識與環境行為間難以出現高相關。針對

這些問題，本文提出五項在測量環境知識時該注意的原則，最後並對環

境知識的教育提出建議，期能增進教育的行為改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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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環境教育的文獻經常會探討環境知識、環境態度和環境行為三者的關係。此種

研究興趣的原因之一，是人們常以為知識會影響態度、態度會影響行為。傳統的環

境教育領域甚至假定：「人們不採取環保行為是因為缺乏環境知識，故只要給予環境

知識便可增進環保行為」，此一觀點可以圖 1 表示（Hungerford & Volk, 1990）。1
 在

此，環境知識是指「環境和與其有關議題的知識」（knowledge about the environment 

and its associated issues; Hungerford & Volk, p. 9）。基於此一假定，許多企圖改變大眾

行為的宣導行動仍以提供資訊為基本手段（Frick, Kaiser & Wilson, 2004）。 

圖 1 傳統環教領域對於行為改變體系的看法（Hungerford & Volk, 1990） 

其實早在 1970 年代，已有研究顯示此一模式過於簡化，而後續許多研究也一再

發現，環境知識和態度的增進往往無法促進環保行為（McKenzie-Mohr, 2011）。Hines, 

Hungerford and Tomera (1986-1987) 的回顧便發現，在 17 篇報導環境知識和環境行

為間相關的研究裡，整體的相關係數僅 0.30。2
 造成此一相關程度低的現象，主要

原因可能有四：（1）知識對行為的作用是間接的；（2）有許多障礙會影響行為的實

踐；（3）部分研究對「環境知識」的認定偏重事實知識；（4）測量方法上的缺失侷

限了環境知識與環境行為間的相關程度。本文的目的是藉探討環境知識測量方法上

常見的問題，以提出一些可能增進環境知識與環境行為間相關性的原則。以下先針

                                                 
1
 在本文中，「環境行為」（environmental behavior）是指與環境、環保有關的行為，

它可以指對環境友善的行為，也可以指對環境不友善的行為。而「環保行為」

（pro-environment behavior; responsible environmental behavior）一詞在本文中，則是

專指對環境友善的行為。 
2
 Hines 等人 (1986-1987) 所指的環境知識，和 Hungerford and Volk (1990) 所說的

環境知識均是指「對環境和與其有關議題的知識」，但 Hines 等人在其論文第三頁提

到，這些知識不僅包括對環境問題及其後果的知識（即環境議題知識），還包含行動

策略知識（knowledge of action strategies）；而這 17 項研究裡的環境知識，指的是此

二種知識裡的任何一種。 

知識 knowledge 覺知或態度 awareness or attitude 行動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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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上述前三項原因進行文獻回顧，再透過國內 15 篇碩士論文的後設分析

（meta-analysis）與內容檢視，指出測量上的問題與改善方法。 

貳、文獻回顧 

一、環境知識與環境行為的關係 

過去少有研究探討環境知識與環境行為之間的直接關係；多數學者認為環境知

識是透過態度、行為意向或其他變項影響環境行為。3
 例如：在 Bamberg and Moser 

(2007) 所提出的模式中，問題意識（指對環境問題的意識與知識）是直接影響個人

感受到的社會規範，進而間接地影響態度，最後才影響行為意向與環境行為。而在

Hwang, Kim and Jeng (2000) 提出的模式裡，環境知識則是先影響態度和個人責任感，

再影響行為意向。 

最常被用以預測環境行為的三個理論──Hines 等人 (1986-1987) 的盡責環境行

為模式（model of responsible environmental behavior）、Stern, Dietz, Abel, Guagnano 

and Kalof (1999) 與 Stern (2000) 的價值信念規範理論（value-belief-norm theory, 

VBN）和 Ajzen (1988, 1991) 的計劃行為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亦

均主張或假設環境知識對環境行為的作用是間接的。4
 Hines 等人認為，行動策略

知識和對環境議題的知識會影響採取環保行為的意向，進而影響環保行為。VBN 主

張個人對環境惡化狀況的意識（awareness of consequence；可視為知識的一種），會

影響個人對採取環保行為的義務感，進而影響其是否採取環保行為。TPB 雖未明言

知識的作用，但它主張對某項行為的態度（attitude toward behavior）和「知覺到的

行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PBC）是決定行為意向的主要因素，而行為

意向又會決定行為；態度是由有關該行為的信念構成，PBC 則與個人主觀的行為難

易有關。既然環境議題知識是信念的一種，那麼此種知識應會透過態度影響行為；

                                                 
3
 Behavioral intention 或 intention to act，國內一般譯作「行為意向」或「行為意圖」。

本文統一以「行為意向」稱之。 
4
 TPB 是假設知識（包括環境知識和其他知識）是透過態度或知覺到的行為控制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來影響行為（包括環境行為和其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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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行動策略知識理應也會因影響 PBC 進而影響行為。許多研究（例如：Polonsky,  

Vocino,  Grau,  Garma & Ferdous,  2012）也顯示環境知識對環境行為的作用是

間接的。 

由於環境知識對環境行為的作用大多為間接作用，因此使得它和環境行為之間

的關係不會很強。Hines et al. (1986-1987) 回顧了 128 項研究，其中 17 項有報告環

境知識（包括行動策略知識和環境議題知識）與環境行為間的相關的研究顯示，兩

者的平均相關為 0.30；Bamberg and Moser (2007) 對 47 項發表於有同儕審查期刊的

研究，發現問題意識（對環境問題的意識與知識）與環境行為間的平均相關僅 0.19。

即使是與行為更為關係密切的態度，它與環境行為間的相關也不太強（Nickerson, 

2003）；Bamberg and Moser 亦指出態度與環境行為的平均相關是 0.42。 

在國內研究方面，筆者曾於「環境教育研究」和「環境教育學刊」這兩份較有

代表性的期刊中搜尋，發現五篇有報告環境知識與環境行為或行為意向間相關的論

文，它們均集中發表於「環境教育學刊」。其中三篇論文（王懋雯、彭蘭晴，2007；

胡子陵、朱麗香，2009；莊英慧、熊召弟、耿筱曾、甘漢銧，2007）探討環境知識

與環境行為的關係，發現的相關係數從低至高分別為 -0.02, -0.01（二者在統計上不

顯著）和 0.16；其餘二篇論文（陳思利、葉國樑，2002；鄒佩琪、許世璋，2009）

探討環境知識與環境行為意向的關係，它們發現的相關係數則分別為 0.10 和 0.22。 

由此可見，無論國內或國外的研究均顯示，環境知識與環境行為的相關不高。 

二、環境行為的障礙 

即使環境知識可對環境行為有直接作用，某些障礙也會使其作用七折八扣。

Hines et al. (1986-1987) 的盡責環境行為模式指出，諸如經濟條件、社會壓力和選擇

不同行動的機會等「情境因素」（situational factors）會直接影響環保行為。Gardner and 

Stern (2002) 和 McKenzie-Mohr (2011) 均強調存在於行為者自身以外的障礙，會削

弱知識、信念及態度這些變項對行為的作用。這些障礙包括：（1）住戶或個人的背

景，例如：收入、教育程度；（2）外在的誘因（incentive）或限制，例如：能源價

格、所住房屋是否自己擁有、是否能夠取得某種科技或產品。舉例來說，如果房子

是租來的，住戶便不可能藉由更換該處的大型家電來節能。如果市場上未提供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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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綠色消費選擇，消費者也很難購買綠色產品。Kollmuss and Agyeman (2002) 更特

別提出環保行為的障礙模式，指出源自個人的內部因素（internal factors）和存在於

個人以外的外部因素（external factors）均會影響環保行為的發生。內部因素包括知

識、情緒（例如：對環境問題的憂心）和態度，它們之間也會彼此影響；外部因素

則指來自社會或制度的障礙，例如：交通路網的便捷程度。 

此外，行為成本亦是以上學者常提及的障礙之一。此成本可以是金錢的成本、

需付出的時間或需忍受的不便。Guagnano, Stern and Dietz (1995) 提出 ABC 理論（A, 

B, C 分別指態度、行為與情境），認為行為成本愈高則態度與行為之間的關係愈弱；

此一理論得到 Stern (2000) 等後續研究的支持。Diekmann and Preisendörfer (1998) 

探討環境知識與四種行為（依其成本自低至高分別為購物、資源回收、省電與運輸）

的關係，其結果也與 ABC 理論相符：行為成本愈高，則環境知識與行為間的相關

愈低。 

三、環境知識的種類與其對行為的作用 

上文中（見前言註 2）提到 Hines et al. (1986-1987) 所謂的環境知識，其實包括

對環境問題及其後果的知識（即環境議題知識），以及行動策略知識。而 Hungerford 

and Volk (1990) 雖然以 Hines 等人的文章為主要參考，且和 Hines 等人一樣認為環

境知識是「對環境及與其有關議題的知識」，但並未進一步說明是否包括行動策略知

識。事實上，大多數探討環境知識與環境行為之間關係的研究均未對環境知識作出

明確定義，只能從其對測量工具的描述大概瞭解其對環境知識的操作定義。大致上

來說，這些研究裡的環境知識多屬於 Hines et al. 所謂的議題知識（knowledge of 

issues），或 Tanner and Kast (2003) 和 Tobler (2011) 所謂的事實知識（factual 

knowledge；即對「環境問題的成因、後果和有關名詞的定義」的知識）。例如：Aman, 

Harun and Hussein (2012)、Diekmann and Preisendörfer (1998)、Hwang et al. (2000) 

和 Peer, Goldman and Yavetz (2007) 所測量的多為與環境議題或其他事實有關的知

識。此情況在國內也很普遍，如前述的五項研究（王懋雯、彭蘭晴，2007；胡子陵、

朱麗香，2009；莊英慧等人，2007；陳思利、葉國樑，2002；鄒佩琪、許世璋，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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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是探討事實知識。5
 

然而，環境知識的範圍並非只有事實知識。Hines et al. (1986-1987) 所指的環境

知識便已包含議題知識（事實知識的一種）和行動策略知識；Tanner and Kast (2003) 

和 Tobler (2011) 亦將環境知識區分為事實知識和行動知識（action-related knowledge，

或稱 action knowledge；指有關「有哪些行動選項，如何採取環境行動」的知識）。

有些行為較簡單，只需事實知識即可誘發，例如：人們如果知道用電量和全球氣候

變遷之間的關係，以及氣候變遷的嚴重後果，便可能做到隨手關燈或將冷氣溫度調

至 26 度。有些行為較為複雜，則需要行動知識才能落實，例如：人們若只有對氣候

變遷的知識，卻不知如何解讀能源效率標籤，便很可能難以分辨與選購節能冰箱。 

許多研究顯示，行動知識是影響環境行為的一個重要變項，甚至比事實知識更

重要。Frick 等人 (2004) 的研究顯示，系統知識（system knowledge；指對生態或環

境系統的狀況和運作的事實知識）對環境行為的作用是透過行動知識和效果知識（詳

下文）間接產生的，而行動知識則是直接影響行為。例如，「二氧化碳排放過多導致

全球氣候變遷」是事實知識，而「少開車可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是行動知識；前

者對開車行為的影響是間接的，後者的影響是直接的。在國外已有多項研究發現，

事實知識與環境行為之間並無統計上顯著的關係，或只有中度相關；而行動知識則

較常與環境行為有更強的相關（Kaiser, Wölfing & Fuhrer, 1999）。Tanner and Kast 

(2003) 和 Schahn and Holzer (1990) 也都指出，行動知識比事實知識更可能影響行為

（Schahn & Holzer 的研究將行動知識稱為 concret knowledge）。Borden and Schettino 

（Weidenboerner, 2008, p. 4）甚至認為，事實知識並非產生個人環境行為的必要條

件。因此，雖然行動知識未必與環境行為有高相關，但至少它與環境行為的相關很

可能高於事實知識與環境行為間的相關。 

另一種同樣值得探討的環境知識是效果知識（effectiveness knowledge，亦稱為

relational knowledge、task knowledge 或 impact knowledge）。它是指對某一項環境行

為的效果的認識，包括這項行為與其他行為比較起來，它的成本及效益如何。例如：

知道「買一輛油電混合車會比少開原來的舊車更節能」的人，就是具有效果知識的

人；這些人會比僅具備行動知識（即只知道油電混合車可以節能）的人，更可能購

                                                 
5
 陳思利、葉國樑（2002）探討的變項裡尚包括「環境行為策略的覺知」和「應用

環境行為技能的覺知」，但由於測量方式不詳，無法確知這二者是否等同 Hines et al. 

(1986-1987) 所謂的行動策略知識和行動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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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油電混合車。Frick 等人 (2004) 大概是首項將環境知識明確區分為系統知識、行

動知識和效果知識的研究；該研究並顯示，效果知識和行動知識對環境行為均有直

接影響，而系統知識則無。 

四、相容原則 

其實，不僅環境知識應有更明確的區分與定義，環境行為亦然。除非知識與行

為的測量具有對應性（correspondence）或相容性，否則它們之間很難出現高相關。 

依 Ajzen and Fishbein (1977, 2005) 的相容原則（principle of compatibility），只

有當態度和行為均針對同一行動、對象（target）、脈絡和時間進行測量時，態度和

行為之間才會有高的一致性。例如：針對「回收廢紙」此一特定行為的態度，可以

預測「回收廢紙」此行為，但較難預測一般的環境行為；針對一般環境行為的態度，

可以預測一般的環境行為，但較難預測「回收廢紙」行為。同理可以推論，環境知

識和環境行為之間若缺乏內容的對應，則環境知識便不會和環境行為有高相關。 

在前兩節提到的國外研究中，有些並未清楚說明該研究的環境行為是如何定義

及測量（例如：Peer et al., 2007），有些是針對諸如綠色購買、資源回收等特定行為

進行探討，卻未詳細說明測量的題項（例如：Aman et al., 2012; Dickmann and 

Preisendörfer, 1998）；而前述國內的五項研究，均以 Hungerford and Peyton (1977) 的

分類為主，將環境行為分為生態管理行為、消費者行為、說服行為、政治行動等並

予以測量。又，從這些研究的定義與測量方式可看出一些可能對應不足的問題。例

如：莊英慧等人（2007）對環境知識的測量偏重事實知識，但環境行為的測量卻包

括說服行為，那麼當說服行為需要行動知識時，該研究的環境知識與環境行為的相

關便不會太高。Diekmann and Preisendörfer 透過九個問題測量環境知識，部分問題

的內容包括：「最有絕種之虞的樹木種類」、「在瑞士運轉的核電廠數目和地點」和「兩

個以上環保團體的名字」，這些皆和該研究欲預測的環境行為（購物、資源回收、省

電與運輸）沒有很強的對應；這或許是該研究部分的相關係數偏低（從 -0.12 到 0.12）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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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綜合上述回顧可知，環境知識與環境行為間相關偏低可能是因為四個問題：（1）

環境知識對環境行為的作用大多為間接作用；（2）在落實環境行為的過程中有許多

障礙；（3）環境知識的測量過於偏重事實知識；（4）環境知識和環境行為的測量對

應不足。其中，第一個問題因涉及環境知識與環境行為本質上的關係，研究者無法

改變之；第二個問題和實況有關，也不容易在研究或環境教育過程中加以改變，但

可透過政府措施或社會行銷（social marketing）的手段，減少有關的障礙，提升環

境知識與環境行為間的相關。至於第三及第四個問題，則可透過測量方法予以改善，

避免環境知識與環境行為間的相關比實際還低；這也是本文以下分析與討論的重

點。 

參、方法與結果 

本文的目的是藉由探討環境知識測量方法上常見的問題，以提出一些可能增進

環境知識與環境行為間相關的原則。由於此一探討需要檢視原來的測量題目，所以

本章分析的文獻以可取得問卷全文的國內碩士論文為主。又因國內論文甚少以事實

知識、行動知識等分類名詞作為其標題或關鍵詞，所以在搜尋過程中筆者是以「環

境知識 + 環境行為」為關鍵詞。也因如此，下文在談論這些論文裡的「環境知識」

時，指的是這些論文裡所謂的環境知識。 

依上述關鍵詞，筆者先從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尋找可下載全文，且於

過去五年（2008 至 2012）發表的碩士論文，再從中找出曾報告環境知識與環境行為

間相關係數的論文作回顧，共得 15 篇論文。這些論文中，環境知識與環境行為的相

關係數從 -0.079 至 0.254，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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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5 篇碩士論文中環境知識與環境行為間的相關 

作者 年份 樣本 N r p 

余靜雯 2008 高雄市某國小五年級兩班學生 60 0.027 0.841 

張慶宗 2008 南部地區國立高職一、二年級學生 1,187 0.193 0.038* 

莊博閔 2008 台北縣某國中七、八、九年級學生 594 0.118 0.004** 

魏鈺玲 2008 台北縣一所綠色學校之六年級學生 201 0.164 * 

楊凱智 2009 中國生產力台中分部及逢甲大學中，從
事營建課程訓練之營建施工者，以及 10

位營造廠人員 

393 0.097 ns 

蕭涵之 2009 荒青義工 a
 51 -0.079 ns 

王珮蓉 2010 曾文溪口濕地 16 歲以上遊客 395 0.254 ** 

吳淑芬 2010 屏東縣國小教育行政人員 542 0.017 0.685 

唐貺怡 2010 桃園縣小學生 390 0.038 0.465 

郭家玲 2010 臺北縣、臺北市國中七年級與八年級學
生 

1,608 0.233 ** 

黃文定 2010 新竹縣湖口鄉三所國小四和六年級學生 1,341 0.128 *** 

黃梅雲 2010 屏東縣國小四、六年級學生 852 0.046 ns 

謝秉儒 2010 高雄市各層級國小教師 407 0.012 0.817 

林杏怡 2011 雲林縣規模最大學校之五、六年級學生 1,008 0.160 * 

陳淑敏 2012 高雄市國民小學五年級學生 653 0.220 *** 

註：ns 表示相關不顯著，但論文中未報告 p 值；p 值欄僅有星號者表示該論文只提

及 r 達顯著水準，未報告 p 值。 

a 「荒青主要是在培訓一群在學『大專學生義工』種子，其培訓課程包含許多層面，

如：台灣生態概述、生物多樣性、土地倫理等等。」（蕭涵之，2009，p. 54） 

*p < 0.05，**p < 0.01，***p < 0.001. 

從表 1 可見，在這 15 篇碩士論文中環境知識與環境行為間的相關均甚低，有 7

篇的相關係數甚至不到 0.10，且在統計上均未達顯著水準。依 Rosenthal and Rosnow 

(1991) 的方法進行後設分析（meta-analysis），將這 15 篇的相關係數轉換成 Fisher’s 

z，平均後的 r 值為 0.11。雖然因知識對行為是間接作用使得環境知識與環境行為間

的相關不會很高，但這些相關比國外文獻的還是低了許多（Hines et al., 1986-1987 回

顧的 17 篇論文裡，環境知識與環境行為間的平均相關是 0.30）。再者，這 15 篇論文

中許多均是以國小學童為樣本，這些學童不僅接受校內環境教育，還會受老師指示

執行各種環保行為，因此其環境知識與環境行為之間，應多少存有源自老師指示或

要求而產生的虛假相關（spurious correlation）。換言之，縱使這些學童的環境知識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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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環境行為沒有任何影響，其知識與行為間的關係也會因為受到老師的影響而產生

表面上的相關。在這種可能存在虛假相關的情況下，這些論文裡的相關仍如此低，

更值得進一步深入探究。檢視表 1 中 15 篇論文的測量工具，可以發現三個會限縮相

關的問題，茲分述如下： 

一、問題一：過於偏重事實知識 

上章節提到，若研究在環境知識的測量上過於偏重事實知識，可能導致環境知

識與環境行為的相關偏低。檢視表 1 的論文，會發現此情況更加明顯──它們測量

的環境知識幾乎均是事實知識，例如：「塑膠瓶比玻璃瓶更耐熱？」（余靜雯，2008）、

「下列何者是形成土石流的基本要件？」（楊凱智，2009）、「造成高屏溪水源污染的

主要汙染源中，何種污染源的影響較小？」（吳淑芬，2010）、「造成臭氧層破洞最大

元兇是哪一種物質？」（林杏怡，2011）。由於這些論文在測量上偏重事實知識而較

少包含行動知識和效果知識，造成其測得的環境知識與環境行為間的相關難免偏

低。 

當然，究竟「環境知識」的範疇是否該包含行動知識和效果知識，這是定義上

的問題。如果採用較狹義的定義，環境知識僅是「對自然環境與生態系統的概念、

事實和關係的一般知識（general knowledge）」（Hämäläinen, 2012, p. 20），那麼它便

不包括行動知識和效果知識，此時「環境知識與環境行為僅有低相關」或「環境知

識對環境行為的影響不大」這樣的結論是對的，但必須注意此結論中的「環境知識」

的界定範疇。 

如果採用較廣義的定義，將「如何選擇與採取適當環境行為」納入環境知識的

範疇，那麼應該可以得到較高的相關。更重要的是，若採取廣義的定義，並分別以

「事實知識」、「行動知識」和「效果知識」探討它們和環境行為間的相關，便能知

道它們分別對環境行為的作用。如此，環境教育工作者便可依據這些結果在課程上

安排不同知識的比重，以對學習者的環境行為產生更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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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題二：缺乏對應關係或理論關聯 

根據上文可知，部分研究有環境知識和環境行為的測量對應不足的問題，而表

1 回顧的 15 篇碩士論文裡有多篇明顯存有此問題。例如：魏鈺玲（2008）的知識題

目是詢問受測者「國寶魚櫻花鉤吻鮭棲息地受到嚴重破壞，是自然因素導致」、「大

氣層臭氧層破洞，使人們比以前更容易罹患皮膚病」這些陳述是對或錯，但行為部

分的提問卻是「我會用植物美化、綠化居家環境」、「我不喝市售的瓶裝飲料」等無

法與櫻花鉤吻鮭棲地破壞和臭氧層破洞對應的行為，故環境知識與環境行為間的相

關自然甚低。 

除此之外，「對應」此一概念還可從理論關聯（theoretical linkage）的概念來理

解。當研究者有意檢驗兩個變項的相關時，他必須先對「這兩者為何有關」說出一

個道理來，此即理論關聯。理論關聯可以解釋為何研究者所提出的假說或命題是真

的，其依據可來自既有理論、過去文獻或研究者的邏輯陳述（Shoemaker, Tankard, & 

Lasorsa, 2004）。 

在表 1 回顧的 15 篇論文中，多數的理論關聯均顯薄弱。例如：吳淑芬（2010）

在知識部分中問到：「有關空氣汙染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答案包括：「（1）號

稱世紀之毒的是戴奧辛；（2）發動的汽車在空檔時，所排放的一氧化碳濃度最低；（3）

空氣汙染物專指氣狀汙染物而言；（4）我國目前的空氣汙染防制是採濃度管制。」

可是行為部分卻僅有一題問題明顯跟空氣汙染有關──「若發現有關水、空氣或廢

棄物等汙染情形，我是否會向有關單位檢舉該汙染事件？」，答案從「不曾」、「很少」、

「有時候」、「經常」至「總是」。又，「檢舉汙染」此一行為與是否知道「空氣汙染

防制是否採濃度管制」、「發動的汽車在空檔時，所排放的一氧化碳濃度是否最低」

並無理論上的關聯；一個關心環保的人，只要他察覺有空氣汙染情形便會有動機檢

舉（但是否付諸行動，還需視其他條件而定），他不必知道「是否採濃度管制」和「空

檔時一氧化碳濃度是否最低」的知識。當然，相信「汽車在空檔時會排放一氧化碳」

的民眾，大概會比沒有此種認知的民眾更有動機檢舉，但重點在於他們相信汽車在

空檔時會排放一氧化碳，而不在於他們是否相信或知道汽車在空檔時一氧化碳的濃

度是最低的。同樣在吳淑芬的研究裡，另一題知識題問的是：「民國 98 年莫拉克颱

風造成的土石流災害，屏東縣境內受災較嚴重的鄉鎮中，哪一個不是地層下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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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包括：「來義鄉」、「枋寮鄉」、「林邊鄉」、「佳冬鄉」。但是，該研究測量的 30

項行為中沒有一項跟土石流、水土保持或地層下陷有明顯關係。由於知識題目與行

為題目間缺乏對應或理論關聯，因此雖然該研究樣本數已多達 500 人以上，但環境

知識與環境行為間的相關仍不到 0.10，且在統計上並不顯著。 

雖然有些研究測量的知識與行為均與某特定類別的行為有關，但所測量的知識

卻非該行為所必需，二者沒有理論上的因果關係。例如：在張慶宗（2008）的研究

裡，有一題知識題是問：「有關垃圾的處理、處置，下列何者才是最佳做法？」（答

案選項包括：「源頭減量」、「回收」、「分類」、「再利用」），另一題則是問：「欲將廢

棄物中的鐵質和非鐵質物料分離，可採用」（意指可採用何種方法，答案選項包括：

「篩選」、「磁選」、「靜電分離」、「溶劑選別」）。但是，學生在做資源回收時真有必

要懂得這些技術細節嗎？其實，若純粹只為促進回收行為而言，學生不僅沒必要知

道磁選、靜電分離等專有名詞的意義，且即使是有關回收、分類等方法何者最佳的

知識，也未必會影響學生從事源頭減量、回收、再利用等不同行為的意願。譬如，

相信「源頭減量」是最佳方法的人，並不會因此就不做「回收」或「再利用」；反之，

不知道「源頭減量」是最佳方法的人，也未必會做或不做「回收」。由於在測量前沒

有充分考慮變項（環境知識與環境行為）間的理論關聯，測量結果自然難發現變項

間的相關。也因此，該項研究雖然樣本數多達千人以上，但並未發現資源回收知識

與資源回收行為有統計上顯著的關係。 

在此須補充說明的是，上段的例子並非表示那樣的資源回收知識題目一定是不

妥的。事實上，張慶宗（2008）該研究其中兩個目的是「瞭解高職學生在資源回收

知識之現況」和「探討高職學生資源回收知識、態度與行為間之相關性」。如果是為

了第一項目的，作者想知道學生們是否有學到課堂或課本上傳授的知識，那麼「欲

將廢棄物中的鐵質和非鐵質物料分離，可採用」這類題目很可能是合理的；但對第

二項目的而言，那樣的題目是不適當的，因為即使是學校教材裡有此知識，此知識

也過於專業，學生平日做回收時不需知道這些技術細節。換言之，即使是在同一研

究裡，研究者也可能需要針對不同的研究目的而設計不同的知識題目。 

在本文回顧的 15 篇碩士論文中，王珮蓉（2010）發現環境知識與環境行為之間

的相關是 0.25，是相關程度最高且達到統計上顯著水準的一項發現，而該論文在知

識與行為的理論關聯上也是比較強的。首先，該研究的知識與行為皆聚焦於濕地保

育；其次，該研究的知識題目有多題與其行為題目有明顯理論關聯。例如：對於「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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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對於廢污水的水質淨化，有一定的效用」、「濕地的植被具有防風效果」和「濕地

能避免土地流失、減輕洪害」等關於濕地功能的知識，理應會影響人們採取「向他

人宣導溼地的重要」、「捐款給生態保育團體作為溼地維護的經費」等行動的意願。 

三、問題三：知識題的答案要求過於精準 

一個與理論關聯有關的問題是，需要多精確的知識才能誘發適當的環境行為？

例如：人們需要知道哪些空氣汙染物會導致何種疾病，才會支持更嚴格的空氣汙染

管制政策嗎？抑或人們只需知道空氣汙染會危害健康，便會支持加強管制？如果大

概的知識便足以誘發環境行為，那麼研究者便不應將不精確的答案視為沒有知識，

以免削弱知識與行為之間的關係。 

以本文回顧的碩士論文為例，其中楊凱智（2009）的環境知識題目有一題問：「比

較 2000~2006與 1961~1990台灣的平均氣溫上升約多少度？」答案包括：攝氏「0.3」、 

「0.6」、「0.9」和「1.2」度。這樣的知識或許會跟受測者的節能減碳行為有關，但

究竟此方面的知識要有多深多細才會有影響？一個人如果知道自一萬二千年前的冰

河期至今，地球溫度不過上升約攝氏 5 度，那麼即使他誤以為答案是 0.3 度（正確

答案是 0.6 度），他大概也會意識到目前暖化速度的嚴重性，而欲有所行動。換言之，

以此例子而言，重要的是受測者是否意識到暖化速度已很嚴重，而非究竟是上升了

0.3、0.6、0.9 或 1.2 度。如果此題只接受單一的選項為正確答案，反而無法得到知

識與行為間的高相關。 

另一個例子是黃梅雲（2010）的論文。在該研究中，環境知識題目中有一題問：

「違反垃圾強制分類規定，罰款金額為？」答案包括：「300～600 元」、「600～1200

元」、「1200～6000 元」和「3000～12000 元」；而此題的正確答案是「1200～6000

元」。雖然可以合理推斷，「知道」會罰款達六千元的人，很可能比不知道會罰款的

人和不知道會罰款那麼多的人更認真做垃圾分類，但重點不在「準確」的罰款數字。

誤以為罰款是「3000～12000 元」的人，可能比知道罰款是「1200～6000 元」的人

更擔心被罰、更認真做分類。因此，如果只以「1200～6000 元」為正確答案計算「知

道與否」與分類行為間的相關，相關大概不會太高。反之，若放寬對知識準確度的

要求，改以「是否知道罰款可達六千元以上」作為知識的標準，則知識與行為間的

相關或許會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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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對環境知識研究者的建議 

上章節的回顧與分析是以數量有限的碩士論文為依據，這是取材上的限制。雖

然本文發現的問題不一定會發生在其他的研究裡，但針對這些問題而導出的處理原

則，對一般探討環境知識與環境行為間關係的研究者應會有參考價值。茲綜合上章

節之發現，提出五項原則給研究者參考。 

原則一：依照研究動機，明確定義環境知識的範疇，以決定是否納入行動知識

與效果知識。如果研究動機僅是評估過去環境教育的效果，那麼環境知識的範疇應

只限於過去曾給予受測者的知識，其他知識不宜納入；但如果研究動機是為了找尋

最能預測或影響環境行為的知識，便應對「環境知識」取廣義的定義，將行動知識

和效果知識納入。 

原則二：仔細思考知識與行為間的理論關聯。如果研究動機是要找尋最能預測

或影響環境行為的知識，宜先選定有興趣探討的環境行為，然後再回頭思考哪些知

識最可能與這些行為有關，並針對這些最有關的知識設計知識題目。如果研究動機

是評估過去環境教育的效果，則須根據過去的教育內容選定環境知識，然後思考哪

些行為最可能與這些知識有關，並針對這些最有關的行為設計行為題目。 

原則三：知識題的正確答案須深度適中。無論研究動機為何，研究者必須思考

環境知識要測量到何種深度，才能合理反映出它跟環境行為間的關係。在此，研究

者需回答的問題是：多精確的答案才算是「有知識」？受測者需要知道多細節的資

訊才會或便會有所行動？例如：人們只需知道鮪魚被過度捕撈便會少吃鮪魚嗎？還

是要知道每年鮪魚被捕撈的數量才會少吃鮪魚？ 

此原則涉及的，不僅是測量方法上的問題，更是環境教育上的一個難題。它的

困難處在於：究竟要教育哪些層面的知識，以及要教育到怎麼樣的深度，才能喚起

適當的環境行為？例如：是要告知民眾未來全球「升溫二度」的可能性，還是需更

詳細地告知他們全球「升溫二度以上」的可能性？又或者是只需告知民眾氣候方面

的知識，還是須讓他們知道相關的政治與社會問題──例如：（1）俄羅斯、日本及

加拿大已紛紛退出京都議定書，目前所有簽署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只占總量的 15%

（王鎮中，2012）；（2）部分碳中和計畫只是一個幌子，而且壓迫了發展中國家的弱

勢族群（Miller,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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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適當性的問題也跟知識的用途和行為的情境有關。以上文討論問題二時曾

提到的「欲將廢棄物中的鐵質和非鐵質物料分離，可採用何種技術？」這類題目為

例，如果是針對一般學生在日常生活裡的回收行為，則此問題會過於專業、細節；

但如果是針對在工廠裡的回收工作，那麼這樣的問題或許適合。再以鮪魚為例，如

果欲探討或推動的是「拒吃鮪魚」，那麼告知人們「鮪魚已被嚴重過度捕撈」或許已

經足夠；但如果欲探討或推動的是「說服別人不要吃鮪魚」此一行為，那麼便可能

需要告知人們更多有關數據，以增進他們的自信與說服力。 

另外值得留意的是，有關環境議題的知識未必愈多愈好。太多的訊息會增加受

眾（audience）的負荷，可能降低他們對訊息的興趣。如果議題極為複雜，那麼太

詳細的訊息可能弄巧反拙，讓受眾產生無力感而放棄行動。最典型的一個例子是全

球氣候變遷：人們愈知道此議題的複雜性及問題的嚴重程度，便愈會發現即使全台

灣的人都很努力節能減碳，仍難以改變變遷的趨勢。國內雖仍無研究顯示這方面的

知識愈多，民眾便愈感無力，但國外已有研究顯示可能會產生此一結果。例如：Tobler 

(2011) 對 916 名瑞士民眾進行的調查發現，民眾對溫室效應的物理知識愈豐富，無

力感反而愈強。因此，除了研究者必須思考環境知識要測的深度之外，環境教育工

作者也須思考環境知識要教的深度、如何教。 

原則四：認真思考測量知識的必要性。從過去研究（例如：Hines et al., 1986-1987; 

McKenzie-Mohr, 2011) 可知，環境知識（尤其是屬於事實知識的環境知識）對環境

行為的影響不強。如果研究的動機只是要找尋影響環境行為的因素，研究者應該優

先測量人們對環境議題的認知，而非知識。這裡所謂的「認知」是指認識、理解、

看法或信念（beliefs），它和心理學裡的「認知」（cognition）不盡相同。6
 知識有正

確答案，而認知則無，例如：「甲烷是不是溫室氣體？」是一項知識問題；而「少吃

肉就可以有效減緩全球暖化，並免除氣候變遷的許多威脅」則是一項認知問題，因

為目前有關肉食衝擊的數據仍有爭議，且全球有多少人願意少吃肉也會決定「少吃

肉」此項行動的效果大小。 

認知的影響往往大於知識的影響。例如：無論「少吃肉就可以有效減緩暖化」

是否為一項正確的知識，只要人們如此相信，他們便可能願意這麼做；誤以為「所

                                                 
6
 在心理學上，cognition 包括知覺（perception）、想像、回憶、推理、判斷等心智

活動，也可以指這些心智歷程的產物，例如：對人事物的理解或記憶。 



環境教育研究，第十卷，第二期，2014 年 

16 

有公告回收項目均會被妥善回收處理」的民眾，也會比知道「部分公告回收項目會

和垃圾混在一起」的民眾更願意將垃圾分類。探討行為模式（behavioral model）的

心理學者們，也多強調認知或信念的重要性。例如：Fishbein and Ajzen (1975) 的理

性行為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和 Ajzen (1988, 1991) 的計劃行為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均將信念而非知識視為構成行為態度（attitude toward behavior）

的成分，認為信念會間接影響行為。 

最近一項研究（Truelove & Parks, 2012）同樣也顯示，人們所相信的比他們所

知道的更重要。該研究以 112 名美國大學生為樣本，測量他們對 8 項環境行為的效

果評分（例如：「選購更省油的汽車」對全球暖化的影響大小）和他們對 12 項環境

行為（包括前述 8 項）的效果信念（認為各行為對減緩暖化現象的有效程度），以及

他們對這些行為的意向。Truelove and Parks 將學生對行為效果的評分綜合後，換算

出一個表示學生「知道如何區辨有效和無效環境行為」的能力指標，稱之為「效果

知識」。結果發現，效果知識只和「選購更省油汽車」的行為意向有顯著相關（r = 0.19），

它和其餘行為意向的相關均甚低（r 從 -0.07 至 0.14），且統計上不顯著。而所有效

果信念均和相關的行為意向有顯著相關，除一項相關僅 0.20 以外，其餘相關係數均

達 0.35 以上。雖然此研究對「效果知識」的操作定義不見得妥當，但更值得注意的

是：該研究發現效果信念與行為意向的相關性，和行為實際是否有效無關。產生最

高相關的五項行為（r > 0.61）之中，有三項是沒有什麼減緩暖化效果的（例如：「購

買不用動物做測試的產品」），但相信有效的人還是會願意去做；所有有效行為和其

效果信念的平均相關是 0.48，比所有無效行為和其效果信念的平均相關 0.55 還低。

換言之，「相信有效」比「知道是否有效」更能引發行動。因此，如果研究者欲找尋

影響環境行為的因素而非探討環境知識的作用，他們應該優先測量人們的環境議題

認知，而非環境知識。 

原則五：認真思考研究動機。從以上關於第一、二、四項原則的討論可知，研

究動機會決定是否需要測量環境知識以及如何測量。在本文回顧的 15 篇碩士論文裡，

幾乎均只提到研究目的之一是「瞭解環境知識、環境態度和環境行為三者間的相關」，

而沒有進一步提到是為了什麼動機：是欲瞭解受測者過去學到的環境知識能否影響

其環境行為，還是欲找出影響環境行為的主要因素？少數論文（林杏怡，2011；黃

梅雲，2010）雖隱約提到，想知道過去授予學生的環境知識是否能引發適當的環境

行為，但因在編製知識題目的過程中，研究者只參考過去文獻而非受測學生實際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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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的教材，故此做法仍難以得知學到的環境知識對學生有何影響。因此，日後的研

究者須更認真思考自己的研究動機，以便選擇符合此動機的方法。 

伍、對環境教育的建議 

從上述回顧可知，國內許多對環境知識的研究均偏重事實知識。如果國內環境

教育的實況亦是如此，那麼教育策略便應有所調整，加強行動知識與效果知識的教

育。過去文獻顯示，這兩類知識均對環境行為有關鍵影響：Hines et al. (1986-1987)

提出的盡責環境行為模式將行動技能和行動策略知識列為重要變項；Hungerford and 

Volk (1990) 指出培力（empowerment）對環境公民的訓練很重要，而知覺到的環境

行動技能（perceived skill in using environmental action strategies）、行動知識和控制

信念（locus of control；指是否相信個人採取的某項行動會成功或得到增強）都是重

要的培力變項；Rogers (1983) 的保護動機理論（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將自

我效能（self-efficacy；即個人自以為是否有能力採取某項行動）和反應效能（response 

efficacy；即個人認為採取行動後會不會發生希望的效果）均視為影響行為決策的重

要變項；Ajzen (1988, 1991) 的計劃行為論則將知覺到的行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即個人知覺到的行為難易，此概念與 self-efficacy 相似）視為重

要變項。 

對於那些複雜、牽涉眾多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的環境議題而言，行動知

識與效果知識尤其重要。例如：濫捕造成太平洋黑鮪魚的數目大量減少，但若民眾

以為他們拒吃黑鮪魚就可以解決問題，那其拒吃的行動效果只會是杯水車薪。事實

上，黑鮪魚數量銳減有 95%以上的影響來自其他國家的過度捕撈黑鮪幼魚，台灣民

眾必須知道有何方法可以約束這些國家，才能採取有效的行動。又例如：面對氣候

變遷此一全球議題，除了美國、中國及整個歐盟，任何一個國家的獨自努力都無法

有效減緩氣候變遷（Compston & Bailey, 2008），但如果告知民眾此一真相，多數人

恐怕只會感到沮喪、無力。因此，在有關氣候變遷的教育上必須教育民眾如何採取

有效的行動，讓大家看見一線生機。 

在選擇傳授何種環境知識的同時，環境教育學者也須思考欲藉此達成的最終目

標為何。若如楊冠政（2002；亦見於胡子陵、朱麗香，2009）所言，環境教育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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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目標是要改變人類的行為，那麼環境教育學者便應試著「反向思考」，先確認要推

動的環境行為是什麼，再來選擇與這些行為最能對應（最需要）的知識。這並非否

定與特定環境行為無關的知識的重要性。在環境教育的工作上，基礎而廣泛的環境

知識傳授很重要，因為這些有助於培養受教者的宏觀視野，幫助他們關心環境、思

辨、作負責任的決定。但是，依照上文的相容原則（Ajzen & Fishbein, 1977, 2005），

這些非針對特定行為量身配對的知識，僅能增進人們在許多環境行為上的一點行為

意向，而難以大幅增進人們對任何一項特定環境行為的行為意向。如果將特定的環

境行為比喻作特定的田徑項目，那麼非針對某項環境行為特別選擇的環境知識就像

基本的體能訓練：它可以讓運動員更健康、更有耐力，在許多田徑項目上有較好的

表現，但卻難以讓運動員在任何一項田徑項目上奪標。因此，對一般學校內的環境

教育，基礎而廣泛的環境知識傳授或許是適合的；但對社會大眾進行環境宣導活動

──尤其在有明確、急需推展的行為項目時，則應加入針對特定行為的環境知識。 

陸、結論 

我國的環境教育論文經常會探討環境知識、環境態度和環境行為三者的關係。

這些文獻許多均發現環境知識與環境行為的相關偏低，會發生此種情況，很可能是

因為這些研究過於偏重事實知識、忽略知識與行為間的理論關聯或研究者對知識題

的答案要求過於精準。為改善此一現象，研究者首應認真思考研究的動機是評估過

去環境教育的效果，抑或尋求最能預測或影響環境行為的知識？其次，研究者應按

其動機，定義環境知識的範疇以決定是否納入行動知識與效果知識，以及選擇具有

理論關聯的知識與行為進行測量。如果研究的動機是欲找尋最能預測或影響環境行

為的變項，那麼研究者甚至可考慮只問認知而不問知識。 

在環境教育工作上，教育者必須思考究竟要教導哪些層面的知識和要教得多深，

才能喚起人們適當的環境行為；這些問題視不同的教育主題會有不同的答案，難以

一概而論。但基本上，愈是複雜、牽涉層面廣泛的議題，愈需要教導民眾行動知識

與效果知識。這也意謂教育者必須充實自己的行動知識與效果知識，不能只停留在

環境現況、生物原理、化學原理等事實知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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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Are the Observed Correlations Between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nd Environmental Behavior So Low? 

And How to Increase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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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 in other countries found that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nd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re only weakly correlated. However, the 

correlations reported in master's theses in Taiwan were even lower, and many 

of them did not reac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reviewed 15 master's 

theses written in Taiwan in the last five years and discovered three typical 

problems in their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These problems 

were: (a) overemphasis on factual knowledge; (b) lack of theoretical linkage 

between the knowledge assessed and behavior assessed; and (c) “correct 

answers” were too narrowly defined. These problems might have restricted 

the observed correla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nd behavior. 

Based on this review, several principles to avoid these problem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education were proposed. 

Keywords: action-related knowledge, factual knowledge, effectiveness 

knowledge, meta-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