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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爆發期間路殺社參與者對於動物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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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有鑑於新冠肺炎(COVID-19)大流行至今，已經影響、改變了人類的行為與
活動。然而科學家們大多認為新冠肺炎的起源，可能與不當的利用野生動物(例
如穿山甲或蝙蝠)有關。臺灣動物路死觀察網(以下簡稱路殺社)是一個紀錄動物
路死的公民科學計畫，為目前臺灣參與人數最多、規模最大的公民科學計畫。
參與者(或稱公民科學家)僅須利用簡單的操作，以手機拍攝路死動物之照片，即
可將資料上傳至資料庫，供後續科學研究之利用。除此之外，若路死動物標本
完整，參與者則可以將標本蒐集後寄至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進行後續分析。
但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發展，人們擔心病毒可能源自於野生動物並直接傳染給人
類。本研究希望瞭解疫情爆發後路殺社參與者對於蒐集動物屍體的態度與行為，
共蒐集了 121 份有效問卷，其中包含 51 位未曾採集過屍體標本之參與者，以及
70 位曾經採集過標本之參與者。本研究將蒐集屍體資料視為親環境行為，而使
用二階段決策模型作為理論基礎，探討兩群(有無蒐集經驗)受測者之親環境態
度與行為意圖。以卡方檢定有無蒐集經驗之親環境態度的各個面向，結果顯示
相互獨立，即兩群受測者在環境態度各個面向皆相同。而在親環境行為的面向，
可行性評估及行為意圖在兩群受測者間相互不獨立，也就是有無蒐集標本經驗
者在環境行為面向上有所不同，有蒐集標本經驗之受測者較傾向繼續進行推廣
及蒐集標本之行為，推測應與先備經驗有關，有經驗者較能瞭解潛在風險並做
好相對應的防護。總體而言，受測者有很高的比例願意繼續進行蒐集標本的親
環境行為，可能與調查期間我國疫情狀況尚未急遽變化有關，以及路殺社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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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十年來致力於環境教育，使受測者具有正向的環境意識和信心。
關鍵字： 公民科學、新冠肺炎、臺灣動物路死觀察網、親環境行為意圖、環
境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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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新型冠狀病毒引發嚴重肺炎疾病(COVID-19)自 2019 年 12 月流行至今，
已經造成全球嚴重的影響，不論是經濟、民生、教育，甚至是民眾的生命安全
(Chakraborty & Maity, 2020; Huang et al., 2020; Josephson, Kilic, & Michler, 2021;
Parolin & Lee, 2021; Tanaka & Okamoto, 2021)。至今全球約已有 1 億 3 千 7 百多
萬人染疫，造成約 300 萬人死亡1。然而新冠肺炎的病毒來源眾說紛紜，至今尚
未有明確的定論，仍存在著許多假說。目前較主流的說法是新冠肺炎來自於食
用野生動物，野生動物為病毒的中間宿主，包括穿山甲(Lam et al., 2020)或是蝙
蝠(Shereen, Khan, Kazmi, Bashir, & Siddique, 2020; Zhou et al., 2020)；而主要的
起源地點、第一個受感染病例，可能來自於武漢海鮮市場(Wang, Horby, Hayden,
& Gao, 2020)。因此人類與野生動物的相處模式之議題，又被浮上檯面受到廣泛
地討論。Paital (2020)亦提及若人類不重視全球氣候變遷的議題，持續性地破壞
自然生態，像這樣的病毒大爆發將會是未來不可避免的常態。
本 研 究 以 公 民 科 學 計 畫 ― 臺 灣 動 物 路 死 觀 察 網 (Taiwan Roadkill
Observation Network，以下簡稱路殺社)之參與者，作為一個先導性研究之對象，
探討以蒐集動物屍體資料的公民科學計畫，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因為多
篇報導病毒源自於野生動物，參與者是否會改變他們對於蒐集野生動物屍體的
態度與行為意圖。公民科學為現今科學研究的重要途徑之一，可以藉由大眾的
力量進行大規模的資料收集(Raddick et al., 2009)。同時，也是大眾與科學家連
結的重要橋梁，參與者可以進行實際的科學研究，並在當中進行科學與環境教
育(Bonney et al., 2009; Hsu, Chang, & Liu, 2019; Krasny & Bonney, 2005; Phillips,
Ballard, Lewenstein, & Bonney, 2019)。公民科學是一種讓參與者進行體驗式教育
(experiential education)的方式，體驗式教育為實際參與的過程中發掘問題，並依
據問題的需要從中找到解答或是在活動中，瞭解特定的內容，並將其內容藉由
活動推廣至更深的含意(Brossard, Lewenstein, & Bonney, 2005; Tuss, 1996)；亦是
1

資料取自 https://coronavirus.jhu.edu/，本文統計截至 2021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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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選擇學習(free-choice learning) (Falk, Donovan, & Woods, 2001)的一種學習
方式，從參與到想做些什麼調查、想學習什麼、在什麼時間都是由參與者自發
性地參與行動與學習。公民科學計畫結合了研究與推廣，除了讓大眾覺知自然
環境遭受到威脅與破壞(Bell et al., 2008)，也增進了社會參與、讓公民一同擬定
相關的政策(Cooper, Dickinson, Phillips, & Bonney, 2007)。公民科學可以是科學
家與民眾的一個橋樑，讓學者與民眾的科學資訊能互相交流(Bonney et al., 2009;
Lepczyk et al., 2009)；這是相當重要的，許多科技政策正是因為民眾與學者的溝
通不足而造成衝突，或是往往在決策時無法做出明智的決定(National Science
Board, 2000)。
路殺社自 2011 年 8 月創立至今即將屆滿 10 年，網路社群參與者已達到約
2 萬人，超過 5,900 位的資料貢獻者。在全台各地和各離島記錄並回報 591 個物
種，累積超過 17 萬筆的動物路死時空資訊和照片，更有超過 1,200 位以上的公
民科學家，採集超過 9,000 件野生動物屍體標本寄送至研究中心，可說是目前
臺灣參與人數最多的公民科學計畫2。路殺社之資料蒐集方式主要是以簡單的拍
照並上傳至雲端資料庫，即可完成資料蒐集。然而若遇到較稀有或較完整之動
物屍體標本，公民科學家將會蒐集並以「貨到付款」的方式寄送至特有生物研
究保育中心，能以這種方式蒐集動物標本全歸功於臺灣擁有非常密集的便利商
店以及宅配系統。許嘉軒(2020)研究顯示路殺社參與者的參與動機為學習動機
及自我成就動機，也就是希望在參與路殺社當中能夠學習新知，以及滿足興趣、
好奇心及貢獻保育行動。路殺社參與者在參與過程當中改變最多的是態度，也
就是對生命、自然生態的看法及內心感受，在參與路殺社後有極大的轉變。除
此之外，路殺社參與者所蒐集的動物標本對於科學研究及政策的貢獻上，發揮
了很大的成效。例如在 2013 年臺灣發現了狂犬病的動物案例，這是在 1961 年
後首次發現，造成了社會相當大的震撼；但是藉由路殺社歷年所蒐集的鼬獾
(Melogale moschata subaurantiaca)標本後發現，狂犬病事實上一直都存在臺灣
(Chang et al., 2015)。同時政府也定位了潛在疫區，這也讓政府當局更加重視人

2

資料來自: https://roadkill.tw/，統計截至 2021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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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共通的疾病，並採取相關的政策。Hong 等(2019)與路殺社的合作研究中也發
現 了 221 個 猛 禽 的 肝 臟 樣 本 中 有 高 濃 度 的 抗 凝 血 滅 鼠 劑 (anticoagulant
rodenticides)，使得政府修正了農藥管理辦法。除了科學研究以外，路殺社亦是
提 升 臺 灣 民 眾 環 境 素 養 的 重 要 推 手 ， 社 員 們 形 成 實 踐 社 群 (community of
practice)，在社群中以相互交流、分享知識等方式進行學習(Hsu, Lin, Fang, & Liu,
2018)。
然而經歷了過去的狂犬病，以及這次新冠肺炎的疫情爆發，決策者希望瞭
解參與者是否認知這類工作有潛在風險，以及持續意願與責任歸屬。這些公民
科學家所蒐集的標本，對於科學研究以及整體社會來說亦是相當重要的。因此
本研究希望探討公民科學家在全球疫情期間對於野生動物的看法，因而進行此
前導研究以探討路殺社的公民科學家對於蒐集野生動物屍體的態度及行為意圖
是如何，所得之結果將成為路殺社未來是否繼續進行動物屍體標本蒐集的行動
依據。有鑑於此，本研究依據二階段決策模型為理論框架(其名詞介紹與理論架
構於後段介紹)，提出以下研究目的：
1. 探討在新冠肺炎爆發期間，有無蒐集標本經驗之參與者在效能信念上
是否有所不同。
2. 探討在新冠肺炎爆發期間，有無蒐集標本經驗之參與者在認知嚴重性
上是否有所不同。
3. 探討在新冠肺炎爆發期間，有無蒐集標本經驗之參與者在責任認知上
是否有所不同。
4. 探討在新冠肺炎爆發期間，有無蒐集標本經驗之參與者在可行性評估
上是否有所不同。
5. 探討在新冠肺炎爆發期間，有無蒐集標本經驗之參與者在行為意圖上
是否有所不同。
本研究使用新冠肺炎爆發「期間」而非爆發「後」的原因在於疫情尚未結
束，從新冠肺炎爆發至本研究調查結束，乃至於本篇文章撰稿完成，新冠肺炎
仍於我國及全球蔓延，所以本文以爆發期間來描述研究的時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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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理論框架
本研究以 Hirose (1994)所發展之二階段決策模型理論作為理論框架，探討
於新冠肺炎爆發期間，對於參與者繼續蒐集路殺資料之親環境行為的影響。雖
然針對親環境行為的理論架構五花八門，但本研究選擇二階段決策模型作為理
論框架的原因在於，較少理論將可行性評估(與行為評估相關)、責任認知(與責
任歸屬相關)、認知嚴重性(與風險相關)之面向納入至親環境行為的理論模型中。
而本研究希望探討新冠肺炎期間參與者在親環境行為(蒐集路殺屍體)之想法，
所以勢必與行為評估、責任歸屬、風險評估有所關聯，二階段決策模型涵蓋了
這幾個評估重點，最後連結到親環境行為，因此作者認為這是個相當契合本研
究的理論框架。
二階段決策模型至今已發展近 30 年，在過去已有不少研究參考二階段決
策模型作為理論依據，探討不同研究個案的親環境行為。像是 Hirose (2015)以
二階段決策模型探討民眾對於減少廢棄物的親環境行為。Chao 等(2021)以二階
段決策模型探討公民科學計畫參與者的親環境行為，並以社會網絡理論將原先
之二階段決策模型進行修改與擴增變項。Iwasaki (2019)參考二階段決策模型，
探討日本福岡縣受測者減少能源消耗的行為意圖。以上都是以二階段模型來探
討親環境行為的研究，僅列出與本研究較有相關之文獻。
本 研 究 將 參 與 者 的 調 查 行 動 視 為 一 種 親 環 境 行 為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其根據在於許嘉軒(2020)研究發現路殺社參與者的初始動機與持續動
機皆是希望能為生態盡一份力，而達到自我成就(self-achievement)。Hirose (1994)
將親環境行為分為兩個構念，分別為環境友善態度及環境行為意圖，而環境友
善態度會影響環境行為意圖。二階段決策模型之所以會被稱為二階段，原因在
於 Hirose (1994)假設影響環境行為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在影響環境態度，
而第二階段影響的是行為。在環境態度構念方面，亦是由三個潛在變項所組成，
分別是認知嚴重性(perceived seriousness)、責任認知(perceived responsibility)、效
能信念(belief in the effectiveness)；環境行為意圖方面是由可行性評估(fea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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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成本效益評估(cost-benefit evaluation)，以及社會規範評估(social
norms evaluation)組成(圖 1)。
本研究雖然以二階段決策模型作為理論框架，但並非以量化的方式驗證每
個路徑是否有相關，亦非用質性的方式訪談參與者的親環境行為，而是以主軸
編碼的方式探討參與者之親環境行為是否呼應此模式。誠如前言所提及，本研
究是個初步的先導研究，探討路殺社參與者對於新冠肺炎後，對於繼續參與路
殺調查的想法為何。因此我們僅根據本模型，與路殺社核心成員討論之後，挑
選幾個與路殺社較有關之潛在變項，用以瞭解路殺社參與者的想法。而這些變
項皆以圍繞著新冠肺炎之議題，設計出瞭解參與者想法之題項。所挑選的變項
分別是環境態度構面之效能信念、認知嚴重性、責任認知；以及環境行為構面

圖 1 二階段決策模型，引用編改自(Hirose,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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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可行性評估與行為意圖。本研究對於這五個變項的名詞定義與解釋如下段所
示。
效能信念指的是解決環境問題的有效性，與解決環境問題的工作有關。
Chao 等(2021)在桃園埤塘鳥類調查公民科學計畫的研究中，將效能信念定義為
有關於影響鳥類以及維持棲地的參與，例如如何說出蒐集來的數據之保育作用、
實際執行保育的意義等。本研究因沒有探討路殺社參與者對於效能信念的「程
度」
，只探討他們對於效能信念的「想法」
。也因此，本研究將效能信念轉換為
參與者認為應該由誰來進行保育工作，也就是該由誰來負責路殺動物標本的蒐
集。
認知嚴重性指的是人們對於現今環境問題之嚴重程度，意指他們能否意識
到環境危機，和預見發生此類問題的可能性，或是稱為危機感(Hirose, 2015)。
本研究在探討路殺社於新冠肺炎後參與者之行為意圖，此時的危機感理所當然
是蒐集動物標本所造成的風險。本研究將認知嚴重性定義為，受測者是否瞭解
參與路殺動物標本蒐集是有潛在的風險。
責任認知指的是大眾認為現今的汙染、環境破壞等環境問題是由誰造成的，
也就是責任感(Hirose, 2015)。在本研究中則是探討當面臨新冠肺炎此種人畜共
通疾病案例，參與者認為若感染類似病毒時的責任歸屬應為哪一方。
可行性評估為進行某親環境行為或行動時，是否能有效地達成目標。Chao
等(2021)在鳥類公民科學計畫中定義可行性評估為參與者是否有能力參與調查。
本研究將可行性評估定義為在新冠肺炎這個時期，是否適合推動採集動物屍體
標本這項行動於一般大眾。
行為意圖為進行某項行為前的重要變項(Ajzen, 1985)。因為在施行某項動
作前，必須有想去做的意圖，才會有可能真的去做。行為意圖依據每個研究的
目標不同，其設定的方向也會不同。本研究設定的行為意圖為參與者在經歷了
新冠肺炎後，未來是否還願意繼續參與路殺社調查，也就是所謂的親環境行為。
以上為本研究預設瞭解參與者觀點的五項變項，並依照本研究命題，調整
為適合的題項。期盼能在疫情時代，對路殺社參與者的想法有多一點的認識，
並能藉此調整路殺社的經營策略，以達到生態保育及永續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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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於 2020 年 4 月 17 日至 2020 年 4 月 28 日於路殺社的網路社群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roadkilled/)，以 Google 表單對社員進行問卷調
查，共蒐集了 121 份有效問卷。本問卷僅是一個簡單的先導性研究，因此扣除
了三題人口資料的題項，只有五道題目和一個開放性題目(如表 1)。三題有關於
人口資料的題項分別為性別、年齡以及參與經驗。因為參與路殺社之社員並非
都有寄送標本的經驗，而寄送標本、與動物屍體近距離接觸之參與者較可能有
潛在風險，所以設立探討參與經驗之題項。五道題目的面向分別為效能信念、
認知嚴重性、責任認知、可行性評估和行為意圖。由於本問卷並非為李克特式
量表設計，而是以提出主要問題，由社員勾選切合受測者想法之選項方式。因
此在分析上主要是以描述性統計(百分比)作為主要呈現方式，並且會將寄送過
動物屍體標本(經驗)與否與其他變項進行卡方檢定分析，若當中有數值小於 5，
則改用 Fisher exact test，來瞭解變項間是否獨立。
最後的開放式問題題項是由受測者自行填寫，藉以瞭解在新冠肺炎後參與
者對於路殺社之想法。本研究以質性分析軟體(NVivo 12)進行開放式主軸編碼
分析，盼能瞭解社員的看法以及主要建議為何。

肆、結果
一、參與者之性別與年齡組成
在受測者年齡組成方面主要以 41~50 歲為最多，其次是 21~30 歲；而沒有
蒐集過標本與曾經蒐集過標本之受測者，其年齡組成趨勢雷同(圖 2)。在所有受
測者性別方面，男性比女性之比例為 60:61，接近 1:1。總共 121 位受測者中，
有 70 位蒐集標本經驗，以及 51 位無蒐集標本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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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研究使用之問卷
向度
1.
2.
基本資
料
3.

4.

5.

環 境友 6.
善態度

7.

親環境
行為
8.

其他

9.

次向度
性別
(gender)
年齡
(age)

問題
請問你的生理性別為何？
□ 生理女; □ 生理男; □ 其他
請問你的年齡區間?
□ 11-20; □ 21-30; □ 31-40; □ 41-50; □ 5160; □ 61-70; □ 71-80
參與經驗
是否曾協助撿拾採集動物大體？
(experience) □ 曾經撿拾採集並提供動物大體給路殺社
□ 未曾撿拾採集過
效能信念
你認為動物屍體標本的採集工作應該由誰來執行？
(belief in the □ 縣市政府的專業防疫人員
effectiveness) □ 和捕蜂抓蛇一樣，應委託民間專業機構，荏用
受過訓練的專門人員處理
□ 只要做好防護，公民都可以參與、盡一份心力
認知嚴重性 雖然被感染的機率很低，但你知道撿拾動物大體仍
(perceived
可能有被感染的風險嗎？
seriousness) □ 知道有風險; □ 不知道
責任認知
如果真的萬一不慎染病或因此受傷，你認為誰該負
(perceived
起責任？
responsibility) □ 已盡告知義務和撿拾注意事項，這是我自己選
擇參與，我會自負全責
□ 我不怪罪他人，但政府必需幫我們事先投保，
讓保險幾付賠償
□ 路殺社請我們協助的，因此路殺社負責人要負
起全責
□ 這是幫政府做事而受傷或感染，政府要負全責
並國賠
可行性評估 你認為現在適合推動民眾參與協助撿拾採集動物大
(feasibility
體嗎？
evaluation)
□ 適合，這是有意義且對全體人民有幫助的事，
只要做好防範，隨時能開始
□ 暫時不宜，現在新冠肺炎來源不明，可能因此
受感染。應該待疫情更為平穩後再推動。
行為意圖
你願意參與協助採集和寄送的工作嗎？
(behavior
□ 願意，我會小心做好個人衛生防護(不直接接
intention)
觸、事後消毒和洗手)
□ 可能因此染病，所以不願意。
建議(other
我有其他建議和想法要表達 (開放式問題)
comments)

138

新冠肺炎爆發期間路殺社參與者對於動物屍體標本蒐集的態度與行為意圖初探

若將有蒐集標本經驗與沒有蒐集標本經驗之兩群受測者拆開來看，有蒐集
標本經驗之填答受測者性別比例為男：女=36:34；無蒐集標本經驗之受測者性
別比例為男：女=24:27。而利用卡方分析測試兩群受測者間之男女比是否獨立，
其顯著性為 p=0.77 > 0.05，顯示有無標本蒐集經驗者的性別比例並無差異(表 2)。

圖 2 本研究受測者之年齡組成圖 (n=121)

表 2 有蒐集標本經驗與無蒐集標本經驗之交叉表
經驗 有蒐集標本經驗者 無蒐集標本經驗者

p value (χ2 test)

性別
男

36 (51.4%)

24 (47.1%)

女

34 (48.6%)

27 (52.9%)

總計

70 (100%)

5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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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態度變項分析－效能信念、認知嚴重性與責任
認知
從效能信念來看，大多數的總體受測者(n=121)認為蒐集標本這個工作應
由一般大眾進行(78.5%)，委派專業人員與政府之專業人員(公務員)皆佔 10.7%。
若將有無經驗蒐集標本之受測者分開，有經驗之受測者(n=70)有較高的比例認
為應由大眾蒐集標本(84.3%)；委託政府或專業人士佔了 15.7%；無經驗之受測
者(n=51)僅有 70.6%認同，委託政府或民間專業人士佔了 29.4%。用卡方檢定測
驗兩群受測者效能信念選項之獨立性，結果顯示兩群受測者之各個選項間並不
顯著，及選項間是相互獨立的(表 3)，也就是有無標本蒐集經驗者的效能信念看
法並無差異
對於認知嚴重性，總受測者有 94.2%知道蒐集動物屍體標本有潛在風險。
而有無經驗蒐集動物標本受測者皆有 90%以上知道潛在風險，分別為 97.1% 及
90.2%。以卡方檢定分析後，結果顯示兩群受測者的認知嚴重性之選項相互獨立，
表示看法一致(p=0.22)(表 4)。
在責任認知方面，總受測者中有 68.6%的受測者認為若真的感染相關病毒，
應由個人負擔責任；24.8%認為政府不需負責但需要幫忙投保；而有 6.6%認為
政府應負全責。有蒐集經驗之受測者中，有 76.1%參與者認為若感染應由自己
負責，高於無參與經驗之受測者(56.9%)；無參與經驗之受測者有 33.3%認為政
府應該幫忙投保，高於有參與經驗之受測者 (18.3%)；另外無參與經驗之受測
者有 10% 認為若感染，政府應該負全責，高於有參與經驗之受測者 4.2%。用
卡方檢定測驗兩群受測者責任認知選項之獨立性，結果顯示兩群受測者在個人
應負責與政府應投保選項上為相互獨立，但接近顯著(p=0.06)(表 5)；兩群體受
測者在政府應投保與政府負全責上，為不顯著，兩選項相互獨立(p=1)；兩群體
受測者在個人應負全責與政府應負全責上不顯著，兩選項相互獨立(p=0.14 )。
也就是說，有無標本蒐集經驗者在責任認知題項的看法並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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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兩群受測者與效能信念題項之交叉表
經驗 有蒐集標本經驗者 無蒐集標本經驗者

p value
(χ2 test)

效能信念
59 (84.3%)

36 (70.6%)

委派專業人士

5 (7.1%)

8 (15.7%)

委派專業人士

5 (7.1%)

8 (15.7%)

政府專業人士

6 (8.6%)

7 (13.7%)

59 (84.3%)

36 (70.6%)

6 (8.6%)

7 (13.7%)

70 (100%)

51 (100%)

由民間擔任

由民間擔任
政府專業人士
總計

0.19
1
0.42

表 4 兩群受測者與認知嚴重性題項之交叉表
經驗 有蒐集標本經驗者 無蒐集標本經驗者

(χ2 test)

認知嚴重性
知道有風險
不知道有風險
總計

p value

68 (97.1%)

46 (90.2%)

2 (2.9%)

5 (9.8%)

70 (100%)

51(100%)

0.22

表 5 兩群受測者與責任認知題項之交叉表
經驗 有蒐集標本經驗者 無蒐集標本經驗者

(χ2 test)

責任認知
個人負全責

54 (77.1%)

29 (56.9%)

政府應投保

13 (13.6%)

17 (33.3%)

政府應投保

13 (18.6%)

17 (33.3%)

政府負全責

3 (4.3%)

5 (9.8%)

個人負全責

54 (77.1%)

29 (56.9%)

政府負全責

3 (4.3%)

5 (9.8%)

70 (100%)

51 (100%)

總計

p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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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題分類關鍵詞的關聯性
在可行性評估方面，總受測者中有 63.6%認為現在仍適合推廣大眾進行動
物屍體標本之採集行為，而有 36.4%受測者認為現在不宜繼續推廣此行為。將
有無蒐集經驗之受測者分成兩群拆開來看，有蒐集經驗之受測者有 75.7%認為
現在仍適合繼續推廣此行為，高於沒有蒐集經驗之受測者 47.1%。以卡方檢定
分析有無蒐集經驗之兩群受測者，在可行性評估選項是否獨立。結果顯示，兩
群受測者在可行性評估呈現顯著，表示選項與兩群受測者相互不獨立。也就是
說，有無蒐集標本經驗者在可行性評估的看法上有差異 (p < 0.01)(表 6)。
在行為意圖方面，有 91.7% 總受測者表示將會參與動物屍體標本蒐集，
8.3%受測者認為於此時將不會參與。若分成兩群有無採集經驗之受測者來分析，
有經驗之參與者 100% 願意繼續進行採集屍體標本之行動，高於無採集經驗之
受測者，僅有 80.4%願意參與採集動物標本。以卡方檢定分析有無經驗受測者
與行為意圖題項之獨立性，結果顯示題項與兩群受測者有顯著，代表相互不獨
立，也就是有無標本蒐集經驗者的行為意圖看法有差異 (p < 0.001)(表 7)。

表 6 兩群受測者與可行性評估題項之交叉表
經驗 有蒐集標本經驗者 無蒐集標本經驗者

p value
(χ2 test)

可行性評估
適合推廣蒐集

53 (75.7%)

24 (47.1%)

不適推廣蒐集

17 (24.3%)

27 (52.9%)

總計

70 (100%)

5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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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兩群受測者與行為意圖之交叉表
經驗 有蒐集標本經驗者 無蒐集標本經驗者 p value
(χ2 test)

行為意圖
願意蒐集
不願意蒐集
總計

70 (100%)

41 (80.4%)

0 (0%)

10 (19.6%)

70 (100%)

51 (100%)

< 0.001

四、質性資料分析－開放式題項分析
為了瞭解受測者有什麼實質的想法與建議，本網路問卷最後一題為受測者
自由填答之開放式問題。本研究利用主軸編碼，將問卷之五個面向編碼成主旨，
將相符合之開放式填答意涵編入各項主旨。總共 121 位受測者中，僅有 17 位
(14%)受測者填寫開放式問題之題項。其中有九個填答來自有標本蒐集經驗之參
與者；八個填答來自無標本蒐集經驗之參與者。在各個面向之編碼數如圖 3，
由圖可知，受測者最為關心的面向為責任認知面向，其次為認知嚴重性。
在效能信念方面，有兩位受測者提及採集路殺標本的工作應由誰來擔任。
其中一位受測者認為路殺社為公民科學，仍應該由大眾負責蒐集標本，但應該
搭配專業人員共同進行：
「任何事都建議有專業人員參與，但在資源有限情況下，
為有效率達成系統化的大數據目標，還是需要仰賴公民一起行動完成，這樣的
全民科學，相信是利大於弊的。(無蒐集標本經驗填答者)」
而另一位受測者亦提及，若有些人因為擔心風險而不敢蒐集屍體標本，可
以聯絡其他比較專業的人士，像是保育社或是鳥會等組織：
「有些人不敢撿。是
否有在地聯絡社員可就近協助？例如各大學保育社、鳥會。(無蒐集標本經驗填
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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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本研究開放式題項之編碼數分析圖 (n=17)

由此可知這兩位受測者仍是認為應由大眾參與路殺標本蒐集，但仍擔心有
風險，所以應該要輔以專業人士進行協助。在嚴重性認知方面，大多受測者提
及也知道撿拾標本這件事確實有風險，但認為應該要將風險降至最低，最好是
可以先辦理相關訓練，讓其他參與者們瞭解其風險所在。其中一位提及：
「建議
還是要安排講座或教育訓練，讓沒有概念的一般民眾撿拾風險太高。(有蒐集標
本經驗填答者)」
亦有受測者認為把風險表達清楚，讓參與者自由選擇是否要蒐集標本。雖
然有風險，但仍助於未來的研究。此外，該受測者亦提及效能信念面向的看法，
也就是若願意自行採集，或是請政府機關處理，其填答內容如下：

關於採集工作，我覺得需要政府和民間共同合作，也回歸公民科
學的本質，給大眾一個觀念：政府有這樣的需求，有風險但有助於疾
病研究，若願意協助者可自行採集，有疑慮者可通報政府機關後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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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蒐集標本經驗填答者)

由此可知大多數受測者都能瞭解到其風險性，然而如何降低風險、若有風
險則責任歸屬於誰，是參與者比較在乎的。也因為如此，在責任歸屬面向的編
碼點也較其他面向來得高。有受測者提及，目前因為自己選擇參與，負全責是
可以接受的，但仍希望能爭取一些保障，畢竟是幫政府做事。看法如下：
「有些
選項目前都可自負責任，但仍希望爭取一些保障，目前是這是我自己選擇參與，
我會自負全責 ok；這是幫政府做事而受傷或感染，政府要負全責並國賠。(無蒐
集標本經驗填答者)」
而有些參與者擔心路殺社會因為風險而受到不必要的責任歸屬，因此希望
能在網路頁面增設一些免責條款，以避免不必要的糾紛。此外，亦有受測者提
及應有相當的標本作業守則與防護步驟，以確保蒐集者的安全。但又衍生出其
他問題，未知風險實在很難釐清，其意見如下：

如果是公民參與，可能需要提供較為詳細的防護步驟，叮嚀大家
更加小心，比較好奇的是如果仍不幸感染，甚至傳染給別人，他人因
此染病責任歸屬是誰呢？是誰需要承擔未知的風險？(有蒐集標本經
驗填答者)

而在這個疫情大爆發的時代中，究竟還願不願意繼續採集屍體標本？而唯
一有關於行為意圖的受測者表示，應該回歸初衷，瞭解當初究竟為什麼要進行
標本採集，提出此看法應代表著他/她仍會繼續進行標本採集的行動。填答其他
建議者多是幫路殺社加油打氣，希望能度過這個疫情時代，在此就不一一列出。

伍、討論
本研究在探討路殺社參與者在後疫情時代，對於採集屍體標本的態度及行
為意圖的看法為何。由於路殺社公民科學計畫的獨特性，需要以屍體標本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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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暴露於未知的風險之中，尤其是人畜共通的疾病。本研究受測者之年齡結
構與性別比例，皆與許嘉軒(2020)的路殺社參與動機、過程及學習產出之研究吻
合。路殺社參與者的年齡分布相較於許多公民科學計畫之參與者還要來得年輕，
像是海岸觀察與海鳥調查隊(Coastal Observation and Seabird Survey Team)，其新
加入的參與者平均年齡為 52 歲，資深成員之平均年齡為 57 歲 (He, Parrish,
Rowe, & Jones, 2019)；而蜜蜂監測的計畫「偉大的授粉計畫(Great Pollinator
Project)」之參與者，有 64% 的參與者在 50 歲以上，女性參與者比例更是佔了
74% (Domroese, & Johnson, 2017)。至於有些公民科學計畫有性別偏比的現象，
可能歸因於某些國家社會脈絡的不同，或是公民科學計畫屬性的不同；但在路
殺社參與者並無性別偏比，推測可能沒有上述因素的影響。本研究推測是與公
民科學計畫之性質有關，路殺社屬於需善用科技產品的公民科學計畫，且加入
門檻低、曝光度高，對於年輕人有較高的優勢加入。
本研究以二階段決策模型作為理論基礎，將其中的變項調整為適合本研究
的題項。此外，本研究將有無蒐集經驗之受測者分為兩個群體，比較題項與不
同群體間是否獨立。在環境態度方面，有無參與經驗之兩群受測者不論是在效
能信念、認知嚴重性及責任認知面向皆沒有顯著差異，也就是有無標本蒐集經
驗者的效能信念、認知嚴重性與責任認知之看法並無差異。也就是兩群受測者
在效能信念面向都認同應由大眾進行採集屍體標本的工作。在認知嚴重性方面，
兩群受測者都瞭解有潛在風險，以及責任認知方面皆認為應由個人負擔全責。
唯一在兩群受測者與題項間接近顯著差異的為責任認知方面的該由誰負責，有
蒐集過屍體標本之受測者有 76.1%參與者認為若感染應由自己負責；而無蒐集
屍體標本經驗之受測者僅有 56.9%認為應自負全責。在政府應投保方面，無蒐
集標本經驗之受測者有 33.3%認為政府應該幫忙投保，高於有參與經驗之受測
者 18.3% (如表 5 所示)。上述題項在獨立性檢定之 p 值為 0.06，接近顯著，但
有無標本蒐集經驗者對於政府是否幫忙投保的看法仍無統計上的差異。本研究
認為因為有蒐集過標本之受測者比較有親身經驗，知道蒐集標本所帶來的風險，
且有先備知識知道如何自保，所以大多數受測者認為是自己心甘情願進行採集，
也認為自己能負擔風險責任。然而未採集過的受測者，雖大多數認為自己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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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責任，但因為沒有經驗，還是覺得需要多點保障比較好。這是唯一在環境
態度面向接近顯著差異的題項，但統計結果終究沒有顯著，因此無法多作解釋。
在行為變項方面，可行性評估在總受測者中有 61.4%仍認為適合在此時繼
續推廣蒐集標本行動於一般大眾。有無蒐集經驗之兩群受測者在題項獨立性分
析中呈顯著，也就是彼此間對可行性評估的看法有差異(如表 6 所示)。在有蒐
集經驗之受測者中，有 75.7% 認為現在仍適合繼續推廣屍體蒐集調查之親環境
行為，相較於無蒐集經驗之受測者，僅有 47.1%。在行為意圖方面，有蒐集經
驗之受測者更高達 100%願意繼續參與蒐集標本之行動，高於無蒐集經驗之受
測者的 80.4%。會造成這樣的原因，本研究認為與實際的參與經驗有關，有參
與經驗的人認為自己較能夠掌握風險，也較有經驗在風險的狀況下保護自己，
比起無參與經驗的人。在過去有許多其他關於經驗會影響行為意圖的研究案例，
例如 Wijaya、Rai 與 Hariguna (2019)以實證研究發現消費者的經驗會直接影響
電子商務的認知有用性及滿意度，而認知有用性及滿意度顯著影響消費者對於
使用電子商務的行為意圖；Chih-Chung 與 Chang (2005) 亦指出過去的消費經驗
是網路消費者消費行為的一個變項。Yoon、Jeong 與 Chon (2021)以問卷的方式
測試了 445 個受測者，發現在海洋微塑膠汙染的議題上，過去的經驗(或稱先備
知識)會影響風險認知，進而影響親環境行為。Yoon 等的研究與本研究的結果
非常吻合，在有經驗的屍體標本收集者對於風險認知與親環境行為之比例都比
無蒐集經驗的受測者還要來得高。
雖然本研究是屬於一個較小的調查型研究，但就研究結果來說相當支持二
階段決策模型。在無參與經驗之受測者中，對於環境態度的每個面向都與有蒐
集經驗之受測者無顯著，也就是相互獨立，有無標本蒐集經驗者於環境態度上
看法一致；而在行為方面之可行性評估上，與有蒐集經驗之受測者相互不獨立，
代表有無標本蒐集經驗者在可行性評估上面看法有異，無蒐集經驗的受測者不
贊成繼續推廣的比例較高。這也可能直接影響了「行為意圖」這個面向。在行
為意圖變項中，所有有蒐集經驗之受測者都願意繼續進行資料蒐集之親環境行
為，比無蒐集經驗之參與者比例還要來得高。雖然這並非以迴歸、結構方程模
式的方式來直接計算，但是似乎可以看得出一點端倪。筆者將本研究之簡要菁

147

環境教育研究，第十七卷，第一期，2021 年

華整理於圖 4，希望對讀者們理解本文有所幫助。
本研究發現路殺社參與者雖知道採集動物屍體標本有風險，但仍有很高的
比例願意繼續其行為，除了路殺社社員對於自身風險與防護的認知，還有可能
是臺灣在疫情開始至本研究結束這段時間成為國際的防疫模範生，造成受測者
認為正常蒐集動物屍體並不會有過多的風險。全球疫情目前仍尚未趨緩，我國
也於 110 年 5 月 12 日後的疫情趨於嚴峻，對於未來更多有關於新冠肺炎對於
社會大眾之行為研究仍需繼續進行。
本研究建議路殺社在未來推動撿拾屍體調查時，應先清楚地說明若有風險
的責任歸屬應由誰負責，雖有大多數受測者認為自己可以負擔，但是若意外真
的發生時是否還能保有這樣的想法並不明確。此外，亦有多數受測者認為可以
替標本蒐集者購買保險，此意見可以納入未來路殺社屍體標本蒐集的討論當中。
對於有無蒐集標本者的行為意圖看法並不同，本研究認為可能是沒經驗者仍不
太瞭解蒐集標本的程序及歷程，造成他們對於可行性評估方面仍有很大的疑慮；
此外，亦有可能有經驗者對於蒐集屍體標本太過自信，並無察覺自身暴露的風
險危機。本研究建議應與公衛、野生動物疾病等專家討論，建立正確的蒐集標
本守則，以真正降低撿拾標本者的風險。本研究亦發現參與者對於行為意圖的
看法是否正向，與參與經驗的不同有關。因此不論是未來路殺社或是其他機構
在辦理相關政策行動時，應考量參與者對於整理流程是否熟悉、時空是否能夠
掌握，以減少參與者對於風險的疑慮。

陸、研究限制
本研究為一個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路殺社社員之親環境態度與行為意圖
的研究。路殺社雖為一個公民科學計畫，但由於這個計畫的特殊性，可能會有
染疫的風險，所以進行了這一個前導性研究，也因如此，本研究的結果很難與
其他公民科學計畫進行比較或沿用。此外，本研究因為想要在短時間中瞭解路
殺社參與者對此議題的想法，所以受測者人數招募較少，尤其是較不活躍、無
蒐集標本經驗之受測者樣本數較低，這點亦是本研究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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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本研究之簡要結果整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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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受測者勾選適合其想法題項之問卷，並無比較程度差異的統計
分析，在未來研究中可以設計以李克特氏量表，來探討不同面向程度間的差異。
也因為並非李克特氏量表，本研究為了希望快速瞭解參與者的想法下，問卷並
沒有進行信度分析，僅透過專家審查內容效度，此為本研究之限制。此外，在
有些題項經檢討後仍有疑慮，像是在效能信念的題項「只要做好防護，公民都
可以參與、盡一份心力」
，其中「盡一份心力」可能是額外的價值判斷，具有引
導答題的效果。另外在認知嚴重性的題項「雖然被感染的機率很低，但你知道
撿拾動物大體仍可能有被感染的風險嗎？」似乎已經在題目中有答案了，亦即
「感染的機率很低」就是「仍有機率」的意思。以上這類問題在往後研究中都
應盡量避免，以做出更適當的提問。
本研究之結果對於路殺社計畫主持人與核心成員是很有幫助的，但對於二
階段決策模型之理論修改、匹配測試較少琢磨，在未來仍需要更進一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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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Participants' Attitudes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towards Collecting Corpse Specimens in the Tim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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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time of COVID-19 pandemic, there have been several severe impacts on
human activities all over the world. Some researchers presume that the COVID-19 virus
might originate from wild animals such as pangolins and bats. Taiwan Roadkill
Observation Network (TaiRON) is the most popular citizen science project which recruits
volunteers (citizen scientists) to collect animal carcass specimens from roadkill in Taiwan.
This pilot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volunteers' attitudes and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
A two-phase decision model for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has been used in this study. A
total of 121 valid questionnaire responses have been collected. Among them, 70
participants have experiences in collecting corpse specimens while 51 have no such
experiences. The preliminary result reveals that the attitudes of participants with or
without the experience of collecting specimens hav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y Chisquared test. However, the participants who had the specimen collection experience
scored higher than those who did not have experience in the behavioral intention
dimension. It has been speculated that the volunteers who had the experience could
understand the potential risks more easily and protect themselves. Overall, all of the
participants were willing to conduct the specimen collection behavior. This could be due
to the relatively stable COVID-19 situation in Taiwan in comparison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during the survey period. Thus, after the citizen scientists assessed the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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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still wished to contribute to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conservation. Moreover, in the
past 10 years, the TaiRON has been dedicated to promoting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so
that its volunteers have positive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and confidence.

Keywords: citizen science, COVID-19, Taiwan Roadkill Observation Network,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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