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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學生環境世界觀與新生態典範表現，並針對九個不同

背景變項加以比較其差異，探究學生環境世界觀與新生態典範表現之相關性。

研究方法以量化調查研究為主，質性繪圖及訪談為輔進行探究。研究工具採環

境世界觀繪圖、二因子環境價值觀量表以及半結構式訪談大綱，以新竹縣市國

小學生低、中、高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有效問卷為 1050 份，佔 97.86%。資

料分析以描述性統計、卡方分析、列聯相關等統計方法進行。研究結果發現(一)

國小學生的環境世界觀，有七成以上的學生認為環境為正向良好之狀態，一成

五學生認為環境為負向糟糕的狀態。此外，也有些學生的環境世界觀存在多元

性的概念，此為過去研究中所未見的。(二)不同年級、不同居住地、學校地理位

置的學生在環境世界觀繪圖之表現有顯著差異；但在不同性別、族籍、課後活

動模式、接觸自然經驗、接觸大自然頻率以及是否關心環境事件等背景變項上

則沒有顯著差異。(三)國小學生的環境價值觀，在二因子價值觀量表上對於「保

存」認同度較一致，「利用」之價值觀較分歧。超過七成的學生屬於「絕對新生

態典範」，「相對新生態典範」次之，「相對主流社會典範」為第三，屬於「絕對

主流社會典範」的比例最少。(四)不同年級、族籍、居住地、課後活動模式、接

觸自然經驗、接觸自然頻率以及是否關心環境事件等背景變項之學生在二因子

環境價值觀量表的表現有顯著差異，在不同性別、學校地理位置此二變項上則

沒有顯著差異。(五)環境世界觀和環境價值觀的兩者關連性，國小學生所具有的

環境世界觀繪圖模式和所持環境價值觀有低度正相關。最後，研究者依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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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之結果，針對國小學生環境價值觀教育，以及未來研究提出建議，以供未

來實務應用與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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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時至今日，全世界人類正面臨著無數嚴重的環境問題，例如：水資源匱乏、

全球暖化、臭氧層破洞、物種絕滅、自然資源耗竭、環境污染和自然災害加劇

等。為解決世界當前的環境危機，各國政府及組織致力於推動環境教育，期望

喚醒全民保護環境的意識與行動，促使國家、群體和居民肩負起對未來長期性

自然保護的責任和目標。自 1970 年美國實施環境教育法案後，國際教育組織興

起全球環境教育運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執行國際環境教育時，於南斯拉夫貝

爾格萊、芬蘭赫爾辛基以及前蘇聯特伯利西等舉行的國際重大會議，都相當重

視培養環境積極信念、態度、價值觀、世界觀等情意領域的教育目標(Caduto, 

1985)。國內學者提出培養對環境正確的信念、態度和價值觀，才能治本的解決

環境問題(林立康，2007)。教育部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將環境教

育列為重大議題之一，明定學校要將環境教育落實在課程教學中。環境教育不

只是知識的傳遞與教學，更需培養學生適當的價值觀，在生活情境中作決定(董

貞吟、黃乾全、何文雀、伍連女、張桂禎，1998)。 

當今環境教育希望培養人類具備環境知識、態度與行為的環境素養，但人

類在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兩者間常陷於兩難與衝突之中，往往以人類為中心的

觀點思考行動。郭實渝(2003)也指出環境教育不僅是提供知識資訊，更是生態生

命意義與世界觀的建構。過去，許多環境教育學者投入人類環境世界觀與新生

態典範的探究，指出人們對環境生態的世界觀會隨著不同時代與社會文化背景

而有所改變(林立康，2007；董貞吟等，1998；Barraza, 1999; Günindi, 2012; Pauw 

& Petegem, 2012; Petegem & Blieck, 2006)，林立康(2007)發現原住民身分與否也

是影響因素。此外，有學者提出性別、年齡不同其環境世界觀會有所差異(Alerby, 

2000; Erdogan, 2013)，其他對於居住地、文化、國籍、環境是否影響學生的環境

世界觀之結果也不盡相同，成為本文探討主要目的之一。 

再者，依據 Dunlap 與 Van Liere 於 1978 年提出「新環境典範」之概念，人

類的環境世界觀由原先主張人類優於大自然的「主流社會典範」(Dominant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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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digm)逐漸轉變為強調人類是大自然中一份子的「新環境典範」(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Dunlap & Van Liere, 1978)。許多環境教育學者投入新

環境典範的探究，分別以年齡、性別、居住地、社經背景等作為研究變項，運

用「新環境典範量表」作為研究工具，結果發現群體之「主流社會典範」轉變

為「新環境典範」的過程會隨背景變項不同而有顯著差異(Gareiou, 2021; Kim, 

2021)。隨時代演進，經濟與科技的發展使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持續改變，2000

年 Dunlap 等人將 1978 年的「新環境典範量表」內容進行修正，形成「新生態

典範量表」(New Ecological Paradigm Scale)(Dunlap, Van Liere, Mertig, & Jones, 

2000)。不過，目前國內對於國小學生新生態典範之研究數量不多，尚無法掌握

小學生新生態典範價值觀的狀況。因此，本研究以二因子環境價值觀量表針對

此群體進行探究，並參考過去研究中所考量的重要背景變項，以性別、年級、

族籍、十歲以前主要居住地、學校所在地理位置、課後活動模式、接觸自然經

驗、接觸大自然的頻率以及是否關心環境事件等九項個人背景資料進行研究，

以瞭解國小學生環境世界觀與新生態典範表現情形和相關性。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學生環境世界觀與新生態典範表現，研究對象為新竹

縣市國小低、中、高年級學生，研究問題為：一、國小學生所具備的環境世界

觀為何？二、國小學生所具備的新生態典範價值觀為何？三、國小學生的環境

世界觀與新生態典範價值觀是否因不同背景變項而有所不同？四、國小學生的

環境世界觀模式與新生態典範之間是否有關係？ 

貳、文獻探討 

一、 環境世界觀之內涵與相關研究 

世界觀是個人與自然環境互動中形成的想法、思考、價值觀以及對自然的

解讀所形成的整體，世界觀受社會文化漸進性形塑並與文明，宗教和文化有關。

國內學者傅麗玉(1999)定義世界觀是在個體內部一套用以詮釋、見解、反應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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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結構，而個體內在世界觀的形成與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有關。張子超(2003)則

認為人類內心對自然環境的信念、態度與價值觀，透過呈現出來的世界觀，可

瞭解個人或由個人所組成的社會所真實呈現出的精神意象。綜合上述，可見世

界觀為個體與外界及環境接觸後，在社會文化脈絡形塑中，對於現象及世界的

看法、詮釋與信念。個人所建構的世界觀會進而影響個體的思維、想法與行為

表現。 

世界觀理論的發展起於 1950 年代，Redfield 以系統化的方式來分析世界觀，

提出世界觀理論之主張，形成三維的世界觀架構。1984 年 Kearney 提出更完整

的架構，他認為所有的世界觀都是結構性的，邏輯結構模型中共有七個普遍性，

分別是：自我、非我、關係、分類、因果關係、空間和時間，而所謂的世界觀

就是這七個普遍性的邏輯結構整合(Kearney, 1984)。後來，經 Cobern 在 1991 年

進行精緻化的論述，將世界觀理論從文化人類學的領域運用到科學教育的範疇，

國內學者傅麗玉(1999)將 Kearney 邏輯結構的世界觀模型修正為科學的世界觀

動態模型，如圖 1。 

 
圖 1 以 Kearney 之世界觀動態模型發展之科學的世界觀動態模型 

(引自傅麗玉，1999。科學教育學刊，7(1)，7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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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中小學學生的世界觀形成歷程，除了受其生長環境、家庭文化及媒體

之影響，學校的教育也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傅麗玉，1999)。教育的目的在於幫助

個體檢驗並轉變自己的世界觀(Proper, Wideen, & Ivany, 1988)。可見推動環境教

育時，了解學生的環境世界觀是教師十分重要的責任，藉由教育轉換學生的環

境世界觀，更是培養環境素養能力關鍵的一環。Alerby (2000)、Barraza (1999)、

Loughland, Reid, & Petocz (2002)與 Shepardson, Wee, Priddy, & Harbor (2007)等

學者研究學生對「環境」的看法，歸類環境世界觀繪圖並提出環境世界觀模式，

多數學者發現學生的環境世界觀主要為分為正向良好狀態和負向糟糕的狀態，

另有少部分學生認為人類有責任維護環境。本研究參考過去研究結果建立三項

環境世界觀類別：「類別一：將環境視為正向良好的狀態」、「類別二：將環境視

為負向糟糕的狀態」、「類別三：環境的多樣性」。 

然而，個體的獨特性使學生們的環境世界觀有顯著差異，不同成長背景及

生活經驗的學生更存在著多元性。過去許多學者針對不同年齡、居住地、性別、

種族、參與環境活動之經歷、年級等不同背景變項進行研究，國內更針對原住

民族群進行環境世界觀的探究。社會轉型將使得學生生活型態產生巨大的轉變，

無論是師生或學生之間，環境世界觀將會受到時代背景、社會文化不同而有多

元的樣貌，許多學者進一步從環境教育研究中，探究因時代及生活文化不同所

產生環境世界觀之差異(Braus, 1989; Dunlap & Van Liere, 1978; Pauw & Petegem, 

2012; Petegem & Blieck, 2006)。Alerby (2000)曾提出性別不同環境世界觀會有所

差異，董貞吟等人(1998)研究結果則反之，有學者提出年級會影響學生的環境世

界觀(董貞吟等人，1998；Alerby，2000；Shepardson et al., 2007)，學生的環境世

界觀會因自然經驗不同有差異(林立康，2007；Spiteri, 2018)，也將隨著不同社

會文化背景有所影響(Günindi, 2012; Petegem & Blieck, 2006)，此外，探究居住

地對學生環境世界觀和新環境典範的影響，但尚未有一致性的結論(董貞吟等人，

1998；Ntanos, Kyriakopoulos, Skordoulis, Chalikias, & Arabatzis, 2019)。因此，在

本研究學生背景變項的探討中，會特別針對影響學生生活經驗之因素以性別、

年級、族籍、十歲以前主要居住地、學校所在地理位置、課後活動模式、接觸

自然經驗、接觸大自然的頻率以及是否關心環境事件等九項個人背景資料等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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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究。 

早期學者對於個體環境世界觀研究大多採取量化方法探究(林立康，2007；

董貞吟等人，1998；Petegem & Blieck, 2006)(如表 1)。然而，環境世界觀的建構

歷程會隨個體經驗的差異性而形成獨特性且有不同的性質，之後國內外研究開

始運用質性研究方法以投射性繪畫及訪談的方式，更深層的探究人類環境世界

觀的基本樣貌(Alerby, 2000; Günindi, 2012; Kim, 2011; Shepardson et al., 2007; 

Spiteri, 2018)。另外，一些學者為更深入的了解個體內在隱喻與詮釋則採用質性

與量化併用的研究方式，以紙筆問卷及量表為主，再輔以質性訪談、投射性繪

畫、文字描述等方法(Liu & Lin, 2014; Loughland et al., 2002)。綜合過去研究方

法，針對環境世界觀研究以紙筆問卷、投射性繪畫、訪談法三種為常見研究方

法，本研究採用量化研究為主，質性繪圖及訪談為輔等方法，探究國小學生環

境世界觀與新生態典範之表現情形。 

  

表 1 國內外環境世界觀相關研究整理表 

作者 年代 世界觀研究內涵 樣本數 研究方法 研究發現 

董貞吟、黃乾全、

何文雀、伍連女與

張桂禎 

1998 以探討台灣地區城鄉國

小學童之環境觀與環境

經驗之差異。 

1740 自編問卷 年齡、居住地對環

境世界觀具重要影

響因子；而性別上

不具顯著差異。 

Barraza 1999 探討英國孩童對環境的

知覺，以及對未來環境

圖像與對環境的關懷度

內在的環境圖像。 

741 投射性 

繪畫 

國家、學校推動環

境政策對環境世界

觀具顯著差異。 

Alerby 2000 探究瑞典學童對環境的

世界觀研究。 

109 投射 性繪畫

(附上文字註

解)、訪談法 

性別與年齡使學生

的環境世界觀有顯

著差異。 

Loughland、Reid 與 

Petocz 

2002 調查澳洲國中小學生環

境世界觀研究。 

2249 開放性問卷、

訪談法 

以質性訪談研究建

立學生的六種環境

世界觀概念模式。 

Petegem 與 Blieck 2006 跨文化青少年之環境世

界觀之探究 13-15 歲。 

524 新生 態典範

量表 

社會文化背景會使

環境世界觀有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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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異 

Shepardson、

Bryan Wee、

Priddy 與 Harbor 

2007 探究美國學生環境世界

觀模式研究。 

1182 投射 性繪畫

(附上文字註

解) 

環境世界觀會隨年

齡不同而有顯著差

異。 

林立康 2007 苗栗縣原住民地區國小

學童之環境世界觀研

究。 

 

 環境世界觀

量表，改自

Sheppard 

(1995)新環境

典範量表。 

就讀非原住民學

校、低年級、非原住

民、父母親非原住

民、多從事戶外活

動、有較多的環保

經驗的學童是較趨

向於新環境典範。 

Günindi 2012 探究幼兒園孩童環境認

識觀之研究。 

183 投射性繪畫 不同文化使幼兒的

環境世界觀有顯著

差異。 

Spiteri 2015 兒童的環境世界觀研究 14 投射性繪畫、

半結 構化訪

談法 

兒童對自然環境持

積極態度，早期的

接觸自然經驗對學

生環境世界觀有顯

著差異。 

二、 新環境典範與新生態典範 

「新環境典範」一詞最先是 1978 年由 Dunlap 與 Van Liere 提出，認為人

類的環境世界觀由原先主張人類優於大自然的「主流社會典範」(Dominant Social 

Paradigm)逐漸轉變為強調人類是大自然中一份子的「新環境典範」(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其中，「主流社會典範」指工業革命後，面對科技與

經濟的快速發展與生態環境之衝突時，認為自然資源得以無限取用，以人類中

心追逐科技、經濟、物質發展，整體群眾對環境社會所持的共同價值信念；相

對地，「新環境典範」是人們視自身為整體自然生態環境的一部分，了解環境

負載力是有限的，重視人類活動與環境生態之間的平衡(張子超，1995)。 

表 1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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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環境典範之研究工具發展，源起於 Dunlap 與 Van Liere (1978)所發表的

新環境典範量表，學者由華盛頓州居民樣本進行蒐集調查，問卷包括兩個部份，

第一部分，關於受訪者的生活質量、對國家和當地社區面臨的問題的看法、對

國家經費計畫的支持度等；第二部份則聚焦於環境污染、人口和自然資源等環

境議題，其中包含以成長的極限 (limits to growth) 、反人類中心主義

(antianthropocentrism)、自然界的平衡(balance of nature)等三構面總共有 12 個題

項，量表分數獲得高分代表價值觀傾向「新環境典範」，反之則是「主流社會典

範」。此二典範提出後歷經四十年的時間累積許多相關研究，新環境典範量表在

學術研究中具有信效度及獲得廣泛的應用。由於時代的更迭及環境變遷下，許

多全球性的環境問題一一出現，例如：臭氧層破洞、生物多樣性喪失及全球氣

候變遷等，其中之原因是錯綜複雜的(Stern, Young, & Druckman, 1992)。因此，

(Dunlap et al., 2000)認為適合用更廣泛的「生態」一詞取代狹隘、特定的「環境」，

並在量表中新增生態危機的項目、刪除過時以及具有性別歧視意味的詞語，發

展出新生態典範量表。該量表內容分為五個面向、共有十五個題項，以李克特

五點量表計分，奇數題有八題為認同保育環境生態之觀點，反之偶數題七題為

不認同保育環境生態之觀點，量表分數獲得高分代表價值觀傾向「新生態典範」，

反之則是「主流社會典範」。此量表特點不僅具備更強的心理特性描述，亦紮根

於更完善的背景理論(Dunlap et al., 2000)，同時改善原先新環境典範量表在趨向

上的不均衡以及擴充量表內容。 

無論是新環境典範量表或新生態典範量表皆具有信效度，在過去學術研究

中亦獲得廣泛的使用，但一些學者覺得此量表仍有不足之處(Bogner & Wiseman, 

2006; Johnson & Manoli, 2010)，指出新生態典範量表以一維方法分析的缺點，

使得人類環境態度價值觀僅在數線的兩端，僅有偏向人類中心或生態中心二類，

且存在認為環境保存為正向，環境利用為負向的迷思。因此，Bogner 與

Wiseman(2006)為突破此限制，以德國 467 位學生作為研究對象，改良新生態典

範量表發展出 2-MEV 量表，量表內容如表 2，量表可分為「保存」與「利用」

兩個面向，奇數題是保存面向，偶數題是利用面向，總題數共為 20 題。以「保

存」與「利用」作為二維的高階分析，分類為四種類型：「高保存高利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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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低利用」、「低保存高利用」以及「低保存低利用」。許多研究學者分別運用

2-MEV 量表獲得實證研究，皆已驗證此工具已經具備良好的信效度，得以測量

人類的新生態典範價值觀(Bogner, Johnson, Buxner, & Felix, 2015; Johnson & 

Manoli, 2008, 2010)。 

 

表 2 Bogner 與 Wiseman (2006)二因子環境價值觀量表 

1.  看到農村變成蓋房子的工地，會讓我煩惱。 

2.  保護環境會讓國家更進步變得困難。 

3.  我喜歡去農村旅行。 

4.  我們需要清除森林，以便種植農作物。 

5.  如果我們不和大自然當好朋友，人類就會無法生存。 

6.  我們居住的星球有無限的資源。 

7.  即使是最嚴重的環境問題社會也將持續解決。 

8.  自然總是能夠自己復原。 

9.  在花園裡上看著蝴蝶飛來飛去是開心的。 

10. 我們必須開發更多道路，以便能夠前往農村。 

11. 我會透過淋浴洗澡來節約用水。 

12. 只有對經濟上重要的植物和動物才需要被保護。 

13. 我會隨手關燈。  

14. 人類有權利依需求去改變自然環境。 

15. 我們必須保留一些地方，保護環境中快消失不見的動植物。   

16. 人類過於擔心環境汙染。 

17. 了解住在池塘或河流的物種，對我來說是有趣的。 

18. 人類比其他生物更為重要。 

19. 工廠煙囪排放的黑煙會讓我生氣。 

20. 我們應該去除花園中的雜草，幫助美麗的花朵成長。 

資料來源：Bogner, F. X., & Wiseman, M. (2006). Adolescents’ attitudes towards 
nature and environment: quantifying the 2-MEV model. The Environmentalist, 
26(4), 247–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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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量化研究為主，質性訪談及繪圖分析為輔進行研究，以新竹縣

市國小學生低、中、高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主要利用投射性繪畫的方式瞭解

學童的環境世界觀圖像，再以二因子環境價值觀量表測量學生所持新生態典範

的價值觀，目的為探索國小學生所具有的環境世界觀與新生態典範價值觀，在

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下的差異，其環境世界觀模式與新生態典範之間的相關性。

本研究共發出 1073 份問卷，有效問卷為 1050 份，有效回收率佔 97.86%。資料

分析以描述性統計、卡方分析、列聯相關等統計方法進行。 

一、 研究架構 

研究者從國小學生所處之社會文化脈絡及生活經驗中，探討研究對象的環

境世界觀與新生態典範價值觀現狀，並分析環境世界觀在不同的個人背景下的

差異及其與新生態典範之間的關係。研究中自變項為性別、年級、族籍、十歲

以前主要居住地、學校所在地理位置、課後活動模式、接觸自然經驗、接觸大

自然的頻率以及是否關心環境事件等九項個人背景資料，依變項為環境世界觀

模式與新生態典範價值觀。 

二、 研究對象 

本研究先以方便取樣 60 位學生作為問卷的預試樣本，以建立研究工具的

信效度，並提升研究流程的操作可行性。正式施測對象則限定於新竹縣市的公

立國小學生，樣本的選取先按一般、偏遠以及特殊偏遠學校三個區域的學生數，

在各區域內再按比例採方便取樣，選擇二、四、六年級學生作為樣本。以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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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縣市公立學校學生數 62374人為母群，由統計公式計算出最低樣本數應為382

人，但因慮及學校規模及多元性，本研究採大量樣本共發出 1073 份問卷，有效

問卷為 1050 份，有效回收率佔 97.86%。  

三、 研究工具與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用環境世界觀繪圖、二因子環境價值觀量表以及半結構式訪談大

綱作為研究工具。首先，表 3 為本研究所編製的環境世界觀編碼模式，乃參考

Alerby (2000)、Barraza (1999)、Loughland et al. (2002)所提出的環境世界觀模式

建立三種類別，本研究蒐集 1050 份之有效樣本進行環境世界觀模式的編碼和

分類。研究者製定一套投射性繪畫之編碼流程與標準，另外邀請一位就讀環境

教育領域博士學位的國小校長，以及一位具備色彩學、藝術治療與賞析專業之

心理系學生，共同針對預試樣本之投射性圖畫內容進行編碼，三人編碼結果進

行統計分析，統計結果分別為 0.84 以及 0.92，皆達 Kappa 的編碼一致性信度

為 0.8 以上，以確立研究者在此投射性繪畫編碼中的評分者信度。此外，質性

訪談則挑選三類不同環境世界觀表現之學生，以了解當代的學生在不同社會文

化脈絡背景其環境世界觀與新生態典範之觀點，本研究以半結構式訪談進行，

訪談大綱如表 4。訪談時，研究者根據學生的回答進一步深入探詢相關看法，

並呈現對話內容之核心內涵以及學生為圖畫的主題命名。本研究質性訪談對象

的選取主要是以各繪圖類別中，繪圖內容較豐富者做為篩選標準，並依據研究

探討所需，選擇不同背景變項之七位學生進行訪談，以補充並佐證量化研究之

論點。  

 

表 3 環境世界觀編碼模式表 

類別 模式 圖像內容 

類別一： 

將環境視

為 

模式一： 

環境是人

類生活的

圖像上主要出現學校、教室、住家附近景物、過去居住過的環境，且這

些場所呈現正向積極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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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良好

的狀態 

場所 

模式二： 

環境是人

類除外的

生物棲息

場所 

圖像上主要出現潔淨的青山、溪流、昆蟲、動物、花草、樹木、水、陽

光 

模式三：

將環境視

為生物和

諧共存的

場所 

圖像上主要出現人類與其他生物和諧共存的畫面 

類別二： 

將環境視

為負向糟

糕的狀態 

模式四： 

環境遭受

人為、天

災破壞 

圖像上主要出現各樣的污染、軍事武器、生物因環境惡化而死亡、資

源耗竭等畫面、人類開發而破壞環境，或出現地震、颱風、水災等天災

圖像 

類別三： 

環境的多

樣性 

模式五： 

環境中存

在多元的

面向 

圖像上同時出現正向良好與負向糟糕的環境，或呈現出兩種以上的多

元環境樣貌。例如：畫面中一半為大自然美麗的山水綠地，另一半為

建築工廠的汙染畫面。或將圖畫紙劃分許多不同區塊。 

修改自 Alerby (2000)、Barraza (1999)、Loughland et al. (2002)與 Shepardson et 

al. (2007)等提出的世界觀模式。   

  

表 3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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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環境世界觀半結構訪談大綱 

 

再者，本研究參考 Bogner 與 Wiseman (2006)所發展的二因子環境價值觀

量表，加以修訂，以探討國小學童的環境價值觀。根據專家學者評定結果及建

議，建立內容效度及表面效度，並經過預試完成信度分析，結果內部一致性信

度 Cronbach's α=.79，符合研究目的所需編制正式問卷。量表分為「保存」與「利

用」兩個面向，奇數題是保存面向，偶數題是利用面向，總題數共為 20 題。採

用李克特五點量表，學生從五個選項中勾選其一作答。計分方面，勾選「非常

同意」是 5 分；「同意」給 4 分；「不確定」是 3 分；「不同意」給 2 分；「非

常不同意」給 1 分。分數的計算上，「保存」與「利用」兩個面向分別計算一

個分數；再將「利用」面向以反向計分後與「保存」面向加總，形成此量表的

總分。分析時會分別以一維及二維的方式分析學生的新生態典範，一維分析時，

以「保存」與「利用」兩個面向總和後的總分進行分析；二維分析時，以「保

存」與「利用」兩個面向各別分析，由上可知任一維的分數會落在 10-50 分之

間，故本研究以 30 分為分界。在象限坐標上以「保存」為橫坐標，分數越高代

表保存環境的意願越強烈；「利用」為縱座標，分數越高表示利用環境的態度

越強烈，因此會產生四個象限為「高保存高利用」、「高保存低利用」、「低

保存高利用」以及「低保存低利用」。為便於研究描述，研究者將以上四種類

一、對環境世界觀的詮釋 

1.你聽到環境時，心中浮現什麼畫面呢? 

2.在圖畫中你畫了什麼呢? 

3.過去生活中什麼樣的經驗，讓你想這麼畫? 

4.平時會從什麼管道了解關於環境呢? 

二、新生態典範的觀點 

1.你與生態環境互動時，會如何利用自然資源? 

2.你和生態環境互動時，會如何保存自然資源? 

3.你覺得大自然資源的利用和保存之間有衝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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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依序命名為「相對新生態典範」、「絕對新生態典範」(二者皆傾向高保存，

但利用程度不一)、「絕對主流社會典範」、「相對主流社會典範」(二者皆傾向

高利用，但保存程度不一)，以進一步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學生環境價值觀

表現。(如圖 2)。 

 
圖 2 二因子環境價值觀量表象限對照圖 

 

    本研究的資料處理與分析方法， 將兩項工具所蒐集的有效問卷資料，進行

編碼後依序輸入電腦中，以 SPSS.20 版本統計軟體進行統計分析。首先，將個

人背景資料、環境世界觀投射性繪畫及二因子環境價值觀量表的表現，以次數

分配、人數百分比、平均數、標準差等描述性統計來描述整體情形。再者，自

變項與依變項的推論性統計是以獨立樣本 t 檢定(t-test)、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One-Way ANOVA)、列聯相關分析等方法分別探討國小學生之新生態典範價值

觀表現是否因不同背景變項而有所不同，以及國小學生的環境世界觀模式與新

生態典範之間的關係。本研究相關分析方法如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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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資料分析方法對照表 

研究問題 資料項目 統計方法 

1. 國小學生所具備的環境世界觀

為何？ 

投射性繪畫 描述性統計 

2. 國小學生所具備的新生態典範

價值觀為何? 

二因子環境價

值觀量表得分 

描述性統計 

3. 國小學生所具備的環境世界觀

是否因不同背景變項而有

所不同? 

投射性繪畫、個

人背景變項 

卡方檢定 

4. 國小學生之新生態典範價值觀

是否因不同背景變項而有

所不同? 

二因子環境價

值觀量表得分、

個人背景變項 

獨立樣本 t 檢定(t-test)、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One-Way ANOVA) 

5. 國小學生的環境世界觀模式與

新生態典範之間有何關

係? 

投射性繪畫、二

因子環境價值

觀量表得分 

列聯相關分析 

四、 研究限制 

根據本研究之主旨與探究之歷程，基於研究人力、物力和財力將對研究有

以下之限制： 

(一) 研究場域的限制： 

研究者的取樣因經費、時間及交通等因素，研究樣本透過方便取樣以新竹

縣市公立國小為主。無法針對全省小學進行取樣。研究者為克服此限制，採取

較多樣本的蒐集以及學校所處地區的多元性，以削減研究場域有限性的影響。

因此，研究結果的推論與應用須注意學校地域及文化背景加以考量。 

(二) 研究對象的限制： 

本研究以國小二、四、六年級學生分別代表三個年段的學生，由於樣本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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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全體一至六年級學生，因此本研究的結果與詮釋是否可以推論到其他年級學

生，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所以在運用本研究結果時需考量到學生身心、認知

發展階段的差異性，加以審慎評估與應用。 

肆、研究結果與結論 

本章依據研究目的及待答問題說明環境繪圖與問卷資料經由統計分析的結

果，藉此了解國小學生在環境世界觀與新生態典範的表現，並以此二變項為依

變項分別與不同背景變項做差異比較及探討其相關情形。 

一、 國小學生所具備的環境世界觀表現情形 

本研究參考多位學者所提出的環境世界觀模式進行研究，研究結果顯示新

竹縣市學生的環境投射性繪圖之表現情形由表 6 可知，整體學生在環境世界觀

繪圖表現，有 77.7%的學生將環境視為正向良好的狀態，在此類別一的各種模

式中，最多學生認同「模式二：環境是人類除外的生物棲息場所」，佔 47.06%，

其次為「模式一：環境是人類生活的場所」佔 27.08%，最少是「模式三：將環

境視為生物和諧共存的場所」，佔 25.86%。可見國小學生整體對環境世界的認

識大多為正向良好，且將近一半的學生認為環境是生物的生態棲息地，較忽略

人類在環境中的存在性，以及人類與生態共存平等的重要性。此外，有 167 位

學生是屬於類別二將環境視為負向糟糕的狀態，佔 15.9%，針對類別二分析學

生的環境世界觀，有 164 位學生認為環境因人為遭受破壞，佔 98.2%，僅有 3

人認為環境因天然災害惡化，學生對於環境中的負面狀態，絕大部分的學生認

為源自人類所製造的汙染破壞，而僅有少數幾位學生認為天然災害所致。而「類

別三：環境的多樣性」佔 6.4%。綜合分析整體學生繪圖表現，可發現認為環境

為正向良好之狀態的學生，大幅高於其他類別，僅有少數 15%的學生認為環境

為負向糟糕之狀態。本研究結果印證 Alerby (2000)、Barraza (1999)學者以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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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繪圖進行環境世界觀的研究結論，顯示半數以上的學生皆認為環境狀態良好，

少數學生認為環境是負面被破壞的狀態，代表當今無論國內外國小學生的環境

世界觀多傾向抱持著正向樂觀的觀點。 

 

表 6 新竹縣市學生的環境世界觀繪圖之表現(N=1050) 

類別 模式   人數 (人)  類別內佔比 

類別一：(n=816，77.7%) 

將環境視為正向良好的狀態 

模式一：環境是人類生活的場所 221  27.08% 

模式二：環境是人類除外的生物棲息場所 384  47.06% 

模式三：將環境視為生物和諧共存的場所 211  25.86% 

類別二：(n=167，15.9%) 

將環境視為負向糟糕的狀態 
模式四：環境遭受人為、天災破壞 167  100% 

類別三：(n=67，6.4%) 

環境的多樣性 
模式五：環境中存在多元的面向 67  100% 

二、 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學生所具備的環境世界觀之

差異 

(一) 量化結果 

在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新竹縣市國小學生在環境世界觀繪圖之表現情形，

不同背景變項包含性別、年級、族籍、居住地、學校地理位置、課後活動模式、

接觸自然經驗、接觸大自然頻率以及是否關心環境事件等九項。由表 7 可知新

竹縣市國小學生在環境世界觀繪圖之表現情形，在性別、族籍、課後活動模式、

接觸自然經驗、接觸大自然頻率以及是否關心環境事件等七項不同背景變項中，

並無顯著差異。在年級、居住地、學校地理位置三個變項中則有顯著差異，以

下進一步深入探究。 

由表 7 可知在性別變項方面，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性別學生在環境世界

觀繪圖表現上的分佈情形沒有顯著差異，與董貞吟等人(1998)以問卷針對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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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學童環境世界觀研究結果一致。然而，Alerby (2000)以環境世界觀繪圖對

瑞典學童進行研究，其結果指出環境世界觀會因性別而有顯著差異，發現大多

數的學生對環境的看法為正向積極的、美好理想的，且女生大於男生的結論，

與本研究結果不同。由此可見，性別是否對學生所持之環境世界觀有顯著差

異，在研究中可能受到不同國家性別文化意識不同而有所影響。 

 

表 7 不同背景變項國小學生環境世界觀繪圖表現之卡方考驗分析表 

變項 項目 人

數 
百分比

% 
Pearson 
卡方 

自

由

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是否

達顯

著 

性別 男 

女 

532 

518 

50.7% 

49.3% 

2.273 4 .686 否 

年級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319 
341 
390 

30.4% 
32.5% 
37.1% 

106.733*** 8 .000 是 

族籍 閩南人 

原住民 
客家人 
大陸人 
新住民 

593 

152 
218 
53 
34 

56.5% 

14.5% 
20.8% 
5% 
3.2% 

23.942 16 .091 否 

居住地 都市 
城鎮 

鄉村 

463 
318 

269 

44.15% 
30.3% 

25.6% 

16.101* 8 .041 是 

學校地理

位置 
一般學校 
偏遠學校 

特殊偏遠學校 

908 
101 

41 

86.5% 
9.6% 

3.9% 

19.886* 8 .011 是 

課後活動

模式 
安親補習班 
3C 科技娛樂 
室內休閒活動 
戶外休閒活動 

399 
271 
175 
205 

38% 
25.8% 
16.7% 
19.5% 

8.229 12 .767 否 

接觸自然

經驗 
直接經驗 
間接經驗 
替代性經驗 

607 
224 
219 

57.8% 
21.3% 
20.9% 

9.702 8 .287 否 

接觸大自

然頻率 
每天 
一週至少一次 

381 
321 

36.3% 
30.6% 

20.805 20 .409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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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至少一次 

半年至少一次 
一年至少一次 
一年內未曾接觸 

210 

76 
39 
23 

20% 

7.2% 
3.7% 
2.2% 

是否關心

環境事件 
是 
否 

979 
71 

93.2% 
6.8% 

6.271 4 .18 否 

註：*p<.05 **p<.01 ***p<.001 

 

在探討不同年級學生在環境世界觀繪圖的差異，研究者將樣本根據年級分

為三組進行卡方檢定，分析低、中、高年級學生在環境世界觀繪圖表現上的分

佈情形。經統計檢定後發現不同年級學生在環境世界觀繪圖模式表現的分佈情

形上有顯著差異(χ2=106.733, p=.000 <.001)。由表 8 可知，低、中、高年級的學

生皆在「類別一：將環境視為正向良好的狀態」中佔最高比例，在「類別二：

將環境視為負向糟糕的狀態」中為次之，但由統計資料中可見隨著年級越低，

有越高比例的學生抱持的環境世界觀為正向良好狀態，而年級越高則越高比例

的學生認為環境處於負面糟糕的狀態。然而，進一步探討類別一、二當中各年

級表現的模式差異，低年級以「模式三：將環境視為生物和諧共存的場所」比

例居多，中、高年級皆以「模式二：環境是人類除外的生物棲息場所」比例最

多，可見低年級學生較中、高年級學生較能抱持著人類是整體生態的一分子的

觀點，較傾向人類與生態共存之生態中心主義，推論可能原因為低年級學生較

童真，無論是親身經驗或閱讀繪本，常將大自然動植物視為好朋友，因此與環

境生態的互動更為親近；在「類別二：將環境視為負向糟糕的狀態」中，能發

現絕大多數學生皆認為環境的負面狀態是人為所造成，以高年級比例最多，僅

有少數三位學生認為由自然天災所致，可見高年級學生接受教育具備較成熟的

環境感知能力，對於環境被人類破壞有更危機意識。本研究和國內外相關研究

多數證實年級會影響學生的環境世界觀一致(董貞吟等人，1998；Alerby, 2000; 

Shepardson et al., 2007)，年級越高的學生對環境更能感知環境負面的狀態，可

見學生透過生活經驗的累積和學習環境教育後，學生年級越高越能以成熟的觀

表 7 (續) 



國小學生環境世界觀與新生態典範之探究 

 21 

點認識真實的環境樣態。 

 

    表 8 不同年級之學生在環境世界觀繪圖表現之卡方考驗(N=1050) 

類

別 

模式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類

別 

一 

模式一：環境是人類生活的場

所 

79 24.8% 73 21.4% 69 17.7% 

模式二：環境是人類除外的生

物棲息場所 

82 25.7% 153 44.9% 149 38.2% 

模式三：將環境視為生物和諧

共存的場所 

107 33.5% 56 16.4% 48 12.3% 

合計 268 84% 282 82.7% 266 68.2% 

類

別

二 

模式四：環境遭人為、天然所

破壞 

27 8.5% 38 11.1% 101 25.9% 

類

別 

三 

模式五：環境中存在多元的面

向 

24 7.5% 21 6.2% 23 5.9% 

 總計 319 100% 341 100% 390 100% 

Pearson 卡方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106.733***                               8                              .000 

註：*p<.05 **p<.01 ***p<.001 

 

為探討不同居住地學生在環境世界觀繪圖的差異，研究者將樣本分為三組進

行卡方檢定。由表 9 可知，都市、城鎮、鄉村的學生在環境世界觀繪圖表現的分

佈情形，經統計檢定後發現不同居住地的學生在環境世界觀繪圖表現的分佈情形

上達顯著差異(χ2=16.101, p=.041<.05)。並且，隨著居住地越接近鄉村，有越高比

例的學生抱持的環境世界觀為正向良好狀態(類別一)，居住地越接近都市則越高

比例的學生認為環境處於負面糟糕的狀態(類別二)，居住地為城鎮的學生則有較

高比例感受到環境的多元樣態(類別三)。董貞吟等人(1998)研究指出居住地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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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環境世界觀的建立具重要影響因子，印證本研究提出學生居住在都市者對環境

抱持著負面糟糕的想法。若進一步探討不同居住地學生在類別一中三種的模式表

現情形，學生在「模式一：環境是人類生活的場所」中，發現學生居住地越接近

都市，其環境世界觀越傾向主流社會典範之趨勢；而「模式二：環境是人類除外

的生物棲息場所」中，則能發現學生居住地為鄉村者有較高比例屬於模式二；最

後，在「模式三：將環境視為生物和諧共存」中，發現居住於都市的學生，相較

居住於城鎮、鄉村的學生明顯較少比例的人認為人類與生態共存、互依互賴的價

值觀。 

 

表 9 不同居住地之學生在環境世界觀繪圖表現之卡方考驗(N=1050) 

類別 模式 都市 城鎮 鄉村 

  人數 百分

比 

人

數 

百分

比 

人

數 

百分

比 

類別

一 

模式一：環境是人類生活的場所 108 23.3% 67 21.1% 46 17.1% 

模式二：環境是人類除外的生物棲

息場所 

161 34.8% 107 33.6% 116 43.1% 

模式三：將環境視為生物和諧共存

的場所 

80 17.3% 71 22.3% 60 22.3% 

合計 349 75.4% 245 77% 222 82.5% 

類別

二 

模式四：環境遭人為、天然所破壞 83 17.9% 48 15.1% 36 13.4% 

類別

三 

模式五：環境中存在多元的面向 31 6.7% 25 7.9% 11 4.1% 

 總計 463 100% 318 100% 269 100% 

 Pearson 卡方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16.101                           8                                .041 

註：*p<.05 **p<.01 ***p<.001 

 

為探討不同地理位置學校的學生在環境世界觀繪圖的差異，研究者將樣本

分為三組進行卡方檢定，分析就讀一般學校、偏遠學校、特殊偏遠學校的學生

在環境世界觀繪圖表現上的分佈情形。經統計檢定後發現就讀不同地理位置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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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學生在環境世界觀繪圖表現的分佈情形上有顯著差異  (χ2=19.886, 

p=.011<.05)。由表 10 可知偏遠學校有較高比例的學生之環境世界觀為正向良好

狀態，而一般學校學生之環境世界觀認為環境為負面狀態者比例高於偏遠、特

殊偏遠學校，特殊偏遠學校則有較高比例學生感受到環境的多元樣態。「類別二：

將環境視為負向糟糕的狀態」中，能發現一般學校對環境被破壞的狀態有較高

的認識，特殊偏遠學校次之，而偏遠學校最低。更進一步探究三者在類別一的

模式表現情形，「模式一：環境是人類生活的場所」中以一般學校有最高比例學

生屬於模式一，特殊偏遠學校學生比例最低；「模式二：環境是人類除外的生物

棲息場所」中以偏遠學校學生比例最高，「模式三：將環境視為生物和諧共存的

場所」中以特殊偏遠學校學生比例最高，認為環境是人類與大自然和諧共存的

空間。學生其就讀的學校越接近都市，有越高比例的學生其環境世界觀傾向主

流社會典範；學生就讀學校越接近鄉村，有越高比例的學生其環境世界觀傾向

生態中心主義之趨勢，可推論地理位置學校越接近於鄉村大自然、山地，學生

平時能接觸到的大自然機會越多，越能體認到人類和環境共生的觀點。 

綜合以上，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地理位置學校的學生其環境價值觀有顯

著差異，與過去學者(Barraza, 1999)之研究結果不同，研究者推論一般學校位於

都市、城鎮，而特殊偏遠學校多位於高山區域，近年受到人類的開發和破壞，

學生在生活經驗中較深刻感受環境被開發與破壞的轉變，因此學生能具備對正、

負環境狀態對比之環境世界觀，更加體認到環境受到破壞應善加保護的價值觀。  

 

表 10 不同地理位置學校之學生在環境世界觀繪圖表現之卡方考驗(N =1050) 

類

別 

模式 一般學校 偏遠學校 特殊偏遠學校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

比 

人數 百分比 

類

別

一 

模式一：環境是人類生活的場

所 

195 21.5% 19 18.8% 7 17.1% 

模式二：環境是人類除外的生

物棲息場所 

324 35.7% 50 49.5% 10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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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三：將環境視為生物和諧

共存的場所 

175 19.3% 21 20.8% 15 36.6% 

合計 694 76.5% 90 89.1% 32 78.1% 

類

別

二 

模式四：環境遭人為、天然所

破壞 

152 16.7% 9 8.9% 6 14.6% 

類

別

三 

模式五：環境中存在多元的面

向 

62 6.8% 2 2% 3 7.3% 

 總計 908 100% 101 100% 41 100% 

 Pearson 卡方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19.886                                     8                           .011 

註：*p<.05 **p<.01 ***p<.001 

 
在比較九個不同背景變項學生所呈現的環境世界觀中發現，不同年級、

不同居住地、不同學校地理位置之學生在環境世界觀繪圖之表現情形有顯著差

異，隨著年級越低，有越高比例的學生對環境抱持著正向良好的觀點，且越能

體認人類是環境的一部分且對環境有責任，而年級越高的學生則越能了解到環

境世界中的環境破壞污染問題；再者，學生的居住地越接近鄉村，有越高比例

的學生抱持的環境世界觀為正向良好狀態，而居住地越接近都市則越高比例的

學生認為環境處於負面糟糕的狀態，而居住地為城鎮的學生則有較高比例感受

到環境的多元樣態。最後，一般學校、偏遠學校學生之環境世界觀認為環境為

負面狀態者比例高於特殊偏遠學校，且學生其就讀的學校越接近都市，有越高

比例的學生其環境世界觀傾向主流社會典範；學生就讀學校越接近鄉村，有越

高比例的學生其環境世界觀傾向生態中心主義之趨勢。顯見年齡、居住地及學

校地理位置對環境世界觀的建立具有重要影響性。 

 

表 10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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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質性結果 

本研究質性訪談對象的選取標準以研究所需探討之背景變項中，由「類別

一：將環境視為正向良好的狀態」、「類別二：將環境視為負向糟糕的狀態」、

「類別三：環境的多樣性」三種繪圖類別挑選繪圖內容較豐富的學生共七位進

行訪談，透過學生親身對繪畫的詮釋與說明，賦予圖畫之深層意義以及對環境

覺知真實的詮釋，深入了解學生所持之內在的價值觀、想法，以微觀的方式探

討之。並從學生為繪圖的命名中分析以探究學生環境世界觀的樣貌，使研究者

能更了解學生的背景變項、生活經驗如何影響學生的環境世界觀，並與量化研

究之結果進一步搭配驗證與對照。 

1. 受訪者基本資料及訪談結果 
根據研究蒐集的基本資料顯示，在 7 位的受訪者中，有 5 位男生、2 位女

生。其中，有 3 位低年級學生、1 位中年級學生、3 位高年級學生。在族籍方

面，閩南人身份 4 位，原住民身份 2 位，外籍配偶子女 1 位。其基本資料和訪

談結果如下表 11。 

 

表 11 受訪者環境世界觀與環境價值觀屬性 
結果 

 性別 
 年段 
受訪者 
代稱  

環境世界觀繪圖結果及命名 
環境價

值觀 
重要摘述句 

個案一 
小樂(男) 
低年級 

類別三：環境的多樣性 
模式五：環境中存在多元的面向 

圖 3 回收場、紙類場 

高保存 
低利用 
(絕對新

生態典

範) 

「我平常在生活看見竹東有回收

場，我和媽媽去過好幾次，一起放

了紙類、書本的回收，兩大箱。如

果沒有回收場，家裡就會變得亂七

八糟的。」 
「我認為人和大自然比，大自然比

較重要，如果人類破壞大自然，大

自然就會不喜歡、不歡迎你，所以

我們不要砍樹、不要割小草小花，

洗衣服和平常生活都要節約用水，

我們要珍惜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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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續) 

個案二 
哲哲(男) 
高年級 

類別一：將環境視為正向良好的狀態 
模式二：環境是人類除外的生物棲息場

所 

圖 4 好環境 

高保存 
低利用 
(絕對新

生態典

範) 

「我在畫的時候有想到學校上的

食農教育的課，實際到戶外種菜的

經驗」。 
「我認為如果要利用和保護環境，

我會把兩者一起結合，例如把枯掉

的樹來種菜。我認為保護和利用資

源之間會衝突，所以我以後會保護

環境，不會賣地，多種樹，因為部

落有些人會把山上的地賣給不好

的人，拿去蓋農場或是開餐廳。」 

個案三 
甜甜(女) 
低年級 

類別一：將環境視為正向良好的狀態 
模式三：將環境視為生物和諧共存的場

所 

圖 5 美麗的農田 

高保存 
低利用 
(絕對新

生態典

範) 

「我家住在尖石，我在尖石附近看

到的，我家附近很乾淨、很多草

地……我會想要保護環境，澆花、

掃地、擦桌子，我平常都會幫忙。 

個案四 
辰辰(男) 
高年級 

類別三：環境的多樣性 
模式五：環境中存在多元的面向 

圖 6 最後一塊淨土 

高保存 
低利用 
(絕對新

生態典

範) 

「現在工業汙染太嚴重了，台灣僅

鄉下才有乾淨的地方，都市都被開

發……。如果我們不斷的開發，後

來越來越汙染，後來連右邊乾淨的

土地都會不見，我特別畫地球左邊

被汙染破壞的部分比較大，要達到

平衡比較好。」 
「從工業都發達後，車子、房子

越建越高，地球慢慢被汙染，地球

不再美麗……，但兩邊都需要平

衡，我覺得科技再更加進步反而能

夠平衡，科技越來越進步後，人類

會知道被汙染的環境可以如何去

拯救地球。目前很多人會挖砂石、

蓋房子……，雖然已經污染成這

樣，但也不能一直保護，因為台灣

的發展也會落後，所以可以先發展

工業，但透過科技找出替代能源。」 
「我會了解到環境的問題，除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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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續) 

校的社會課有教，我小時候住在中

國時很擠很混亂的環境，現在三年

級我家住在新社阿嬤家，家後面附

近會有農田，我是三年級回來台灣

的，回台灣後我住在，常常都會看

那些農田。」 
「保護和利用資源之間一定會有

衝突，例如你說想保護地球，在開

車難道你不用用汽油嗎？你在挖

石油時不就會破壞了嗎? 但以後

科技越來越進步可能可以同時兼

顧，就像說我們知道地球毀滅了，

會知道要趕緊開發替代能源。 
個案五 
甄甄(女) 
低年級 

類別一：將環境視為正向良好的狀態 
模式二：環境是人類除外的生物棲息場

所 

圖 7 動物成長的地方 

高保存 
低利用 
(絕對新

生態典

範) 

「這個圖畫讓我想起去關西爬山

時聽到松鼠的叫聲，我每個禮拜都

會去爬山，爬山的時候會看到很多

動物。……我很喜歡去戶外玩，很

喜歡小動物，這些是我去爬山、去

玩學到的事。」 
「平時我們不能亂丟垃圾、要資源

回收、不能破壞動物的家，不能隨

便抓野外動物。洗手後馬上關水龍

頭，不要常常開冷氣。我覺得保護

和 利 用 環 境 資 源 之 間 有 衝

突，……，如果我們人很多，水又

用的很多，大自然的水也會慢慢的

變少。」 
個案六 
恩恩(男) 
高年級 

類別一：將環境視為正向良好的狀態 
模式三：將環境視為生物和諧共存的場

所 

圖 8 荷蘭的幸福家園 

高保存 
低利用 
(絕對新

生態典

範) 

「我 5 歲的時候去過荷蘭，荷蘭呈

現一個是農業的狀態，幾乎都沒有

受到汙染，風景美麗水也很清澈，

荷蘭以風車為名，小孩在田間奔

跑，有歷史悠久的建築物，有牛羊

狗雞豬，和台灣不一樣的地方。」 
「我家附近都是高樓大廈最近的

天氣會特別熱，因為很多工廠排放

廢氣和廢水，汙染整個環境造成全

球暖化。我認為工廠要排放廢水時

要先經過處理才能夠排放，盡量用

環保的能源，可以重複利用，少吃

葷食多吃素，減少空氣汙染。環境

保護和利用一定會有衝突，無法十

全十美，因此好好珍惜每一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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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不要浪費。如多使用水力和風

力發電，多使用環保袋。人類能資

源回收後去創新、節能減碳。」 
「我 對環境 的認識很 多都從

Youtube 影片，學校上課教到環境

污染很嚴重，我回家就還會再去

查。還有電視上環保局的廣告學到

的。……還有我去過的國家荷蘭、

新加坡、馬來西亞，大陸，只有荷

蘭是比較偏向農村，環境保護是比

較好的，像是大陸、新加坡都市區

因為工廠很多，廢氣排放多，空氣

污染很嚴重」 
個案七 
小財(男) 
中年級 

類別二：將環境視為負向糟糕的狀態 
模式四：環境因人為、天災遭受破壞 

圖 9 現代風光 2 

高保存 
低利用 
( 絕對新

生 態 典

範)  

「我畫的圖中包含環境中的破壞，

像是油輪漏油、沙灘垃圾、酸雨、

PM2.5、工廠排放黑煙、排放廢水、

水池的優養化、工廠的噪音、核廢

料還有液化氣體等會有爆炸的風

險。」 
「我家住在科學園區附近，每天經

過園區會看見一些汙染的景象，爸

爸在科學園區上班，平時會和我分

享一些資訊，我自己很喜歡會看科

學、環境問題有關的書籍、雜誌，

所以知道環境被工業化汙染的很

嚴重，酸雨、PM2.5、海洋垃圾、

核廢料的問題等等。但我認為保存

和利用之間是沒有衝突的，看我們

如何運用，應該要節約能源，多運

用天然的能源，少用天然氣等，如

果真的要砍樹的話，也要節制省著

砍，不然環境都被人類汙染，地球

會邁向毀滅。」 
 

2. 訪談結果 
綜合量化資料與質性訪談結果分析，驗證學生的環境世界觀繪圖內容搭配

訪談能更深入了解學生對環境世界觀的詮釋以及新生態典範的觀點，並歸納出

以下幾項發現： 

首先，在訪談中發現隨著年級越高，對於環境被人為破壞的狀態有更清晰

表 11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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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體認，並能具體提出人類如何保存和利用資源，與環境共存共好的行動策略。

此外，學生的環境世界觀與平時生活的居住地、環境行動參與經驗息息相關，

學生在居住地中能發現環境具體被破壞的情形，可見學生能敏銳的觀察到生活

周遭環境的變化，且學生越是能夠參與環境活動，親自處於自然環境，如公園、

草地、山野、溪流、海邊等經驗，或是透過拜訪植物園、自然科學博物館、自

然教育中心等活動，以及在家或學校接觸寵物、盆栽植物、菜園、生態池、參

與食農教育課程等有助於學生對環境狀態的認識，其環境世界觀能夠持有人類

與大自然是合而為一，必須以整體觀和諧共存的狀態。然而，針對環境資源的

利用與保護的想法以及兩者是否會有衝突等問題進行探究，在訪談中發現多數

學生認為保護和利用資源之間會衝突，少數學生認為保存和利用之間沒有衝突，

認為未來能以高科技技術使人類發展和環境永續達到平衡。最後，隨著科技的

進步，資訊的傳播更加快速，學生對於環境問題的認識能藉由學校課程、書籍、

雜誌、影片等管道能有深入的了解，有助於更了解環境的整體性狀態。未來在

環境教育課程的發展上能分層次以環境直接經驗、間接經驗以及替代性經驗交

錯安排，培養學生具備敏銳的環境覺知，以促進學生能建立良好的環境價值觀。 

三、國小學生所具備的新生態典範價值觀表現情形 

本章節透過描述性統計分析，探討新竹縣市國小學生在二因子環境價值觀

量表的表現情形，結果發現(如表 12)。「保存」面向之標準差小於「利用」面向

的標準差，代表「保存」面向的答題狀況較集中，「利用」面向較分散，國小學

生的環境價值觀對於「保存」認同度較一致，對於環境「利用」之價值觀較分

歧，大部分趨向新生態典範。在二維分析中的表現，有超過七成的學生有「高

保存低利用」的傾向，代表其價值觀為「絕對新生態典範」，有 16.7%的學生屬

於「高保存高利用」，具備對環境生態保育的觀念，但仍然存在高度開發利用的

價值觀，屬於「相對新生態典範」之思維。有 4.6%的學生屬於「低保存低利用」，

為「相對主流社會典範」，而「低保存高利用」的比例最少，僅有 2.1%的學生

為「絕對主流社會典範」。整體而言，雖然大部分學生具備環境保育的觀念且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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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節約能源珍惜資源，但仍有部分學生對環境適度利用的價值觀較不足，極少

部分的學生屬於主流社會典範的學生，此也代表台灣環境教育的推動與發展仍

有提升進步的空間。 

 

表 12 新竹縣市國小學生之二因子環境價值觀量表分數(N =1050) 

計分方式 二維計分 量表表現 人數 百分比

% 

卡方檢定

顯著性 

向度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數 

標準差 

保存   利用 

50      46 

10      14 

39.61  23.56 

 5.879   6.69 

 Ⅰ高保存高利用 

Ⅱ低保存高利用 

Ⅲ低保存低利用 

Ⅳ高保存低利用 

177 

22 

46 

805 

16.7% 

2.1% 

4.6% 

76.7% 

 

.004* 

總和 1050 100% 

四、不同背景變項國小學生所具備新生態典範價值觀之 
    差異 

本研究發現不同年級、族籍、居住地、課後活動模式、接觸自然經驗、接

觸自然頻率以及是否關心環境事件等背景變項的學生在二因子環境價值觀量表

表現情形有顯著差異，不同性別、學校地理位置等背景變項的學生在二因子環

境價值觀量表表現情形無顯著差異(如表 13)，和過去學者提出學生的性別和環

境價值觀無顯著差異研究結果相同(林立康，2007；董貞吟等人，1998；Spiteri, 

2015)。本研究針對年級對環境價值觀的影響進行研究，研究結果與過去學者有

一致性的結論(林立康，2007)，發現不同年級使環境價值觀有顯著差異，學生隨

著年級漸增，屬於絕對主流社會典範佔百分比降低，低年級與高年級學生較中

年級學生有較高比例的人傾向絕對新生態典範，推論可能低年級學生較無物我

的區隔，因此較有質樸的天賦的良善，抱持著傾向絕對新生態典範的價值觀；

中年級學生可能因隨著生活經驗的累積，體認到改善生活需要利用資源，而傾

向相對新生態典範；高年級學生隨著學習經驗的累積對環境問題有更深入的認

識，因而更能了解保護環境、節約使用資源的重要性，因此懷抱更傾向絕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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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中心的環境倫理價值觀，此外，各年級學生環境價值觀屬於低保存低利用所

佔比例相當，代表各年級學生有一定比例傾向「相對主流社會典範」，可知總有

一些人對於環境資源保存的態度較為漠然。 

再者，族籍的類別，新住民族學生屬於絕對新生態典範價值觀表現的比例

顯著少於其他族籍學生，而屬於新生態典範之原住民學生，較高比例傾向高利

用的相對新生態典範觀點，大陸人和新住民族有較高比例傾向絕對主流社會典

範，可能非本土台灣人對土地的認同感和情感較薄弱，對於環境生態抱持主流

社會典範；在居住地的類型，學生居住地越接近都市其環境價值觀有較高比例

屬於「絕對新生態典範」，而在環境價值觀屬於高利用的學生中，居住地越接近

鄉村的學生其所佔比例越高，研究者推論可能原因是居住於鄉村的學生較都市

的學生不易感知到環境被開發破壞的樣貌，且身處較豐富的自然資源、環境呈

現較乾淨良好的狀態，使人感到資源充沛但較缺乏對節約能源的價值觀。而課

後活動的部分，課後從事戶外休閒活動的學生較能具備新生態典範價值觀，從

事室內休閒活動及課後參與安親班、補習班活動的學生有較高比例傾向絕對新

生態典範，從事 3C 科技娛樂的學生傾向新生態典範的比例最低，此結果和林

立康(2007)研究提出平日休閒活動模式為戶外活動者比從事室內活動、無休閒

活動者環境價值觀傾向新生態典範相同。 

此外，接觸自然經驗方面，直接接觸自然的學生，其學生環境價值觀傾向

「絕對新生態典範」比例最高，且其表現優於間接經驗的學生，而替代性經驗

的學生比例最低，代表學生若能親身實際接觸森林、河川、海邊、草地與大自

然，其環境價值觀較能傾向生態中心主義；而接觸自然頻率高低，接觸自然頻

率越高，學生屬於新生態典範的比例越高，接觸自然頻率為一年內從未接觸自

然的學生其環境價值觀與其他頻率的學生有顯著的差異，屬於絕對新生態典範

的學生比例最低。另外，由於現代學生能透過替代性經驗由傳播媒體和網路得

知更多關於環境的訊息，因此學生並非呈現直接接觸自然頻率越高，其環境價

值觀越接近新生態典範；願意關心環境事件的學生比不願意關心的學生有較高

的比例屬於絕對新生態典範。 



環境教育研究，第十七卷，第二期，2021 年 
 

 32 

表 13 不同背景變項國小學生在二因子環境價值觀量表分數之卡方考驗分析表 

變項 項目 Ⅰ高保存 
高利用 

相對新生 
態典範) 

Ⅱ低保

存高利

用(絕對

主流社

會典範) 

Ⅲ低保

存低利

用(相
對主流

社會典

範) 

Ⅳ高保

存低利

用(絕
對新生

態典

範) 

Pearson 
卡方 

自 
由 
度 

漸近

顯著

性 
(雙
尾) 

是否

達顯

著 

性別 男 
女 

18% 
15.6% 

3% 
1.2% 

4.9% 
3.9% 

74.1% 
79.3% 

6.773 3 .082 否 

年級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13.8% 
23.2% 
13.8% 

2.5% 
2.1% 
1.8% 

4.7% 
4.1% 
4.4% 

79% 
70.7% 
80% 

14.881* 6 .021 是 

族籍 閩南人 
原住民 
客家人 
大陸 
新住民 

15.3% 
23.7% 
15.6% 
9.4% 
32.4% 

2.2% 
1.3% 
1.4% 
5.7% 
2.9% 

4.2% 
4.6% 
4.1% 
1.9% 
11.8% 

78.2% 
70.4% 
78.9% 
83% 
52.9% 

25.084* 12 .014 是 

居住

地 
都市 
城鎮 
鄉村 

12.1% 
19.8% 
21.6% 

1.7% 
1.6% 
3.3% 

5.4% 
3.1% 
4.1% 

80.8% 
75.5% 
71% 

18.59** 6 .005 是 

學校

地理

位置 

一般學校 
偏遠學校 
特殊偏遠學校 

16.2% 
20.8% 
22% 

2.2% 
2% 
0% 

4.4% 
3% 
7.3% 

77.2% 
74.3% 
70.7% 

4.28 6 .639 否 

課後

活動

模式 

安親補習班 
3C 科技娛樂 
室內休閒活動 
戶外休閒活動 

13.8% 
19.6% 
13.7% 
22% 

2% 
3.7% 
1.7% 
0.5% 

3.8% 
6.6% 
3.4% 
3.4% 

80.5% 
70.1% 
81.1% 
74.1% 

20.748* 9 .014 是 

接觸

自然

經驗 

直接經驗 
間接經驗 
替代性經驗 

14.8% 
18.8% 
20.5% 

1.3% 
0.9% 
5.5% 

3.8% 
4.9% 
5.5% 

80.1% 
75.4% 
68.5% 

23.095*

* 
6 .001 是 

接觸

大自

然頻

率 

每天 
一週至少一次 
一個月至少一次 
半年至少一次 
一年至少一次 
一年內未曾接觸 

20.7% 
12.1% 
18.6% 
15.8% 
5.1% 
26.1% 

2.1% 
0.9% 
1.9% 
2.6% 
5.1% 
13% 

2.1% 
4.7% 
5.2% 
6.6% 
12.8% 
8.7% 

75.1% 
82.2% 
74.3% 
75% 
76.9% 
52.2% 

45.965*

** 
15 .000 是 

是否

關心

環境

事件 

是 
否 

16.8% 
18.3% 

1.4% 
11.3% 

3.9% 
11.3% 

77.9% 
59.2% 

41.962*

** 
3 .000 是 

註：*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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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小學生的環境世界觀模式與新生態典範之間的相 
    關性 

由表 14 環境世界觀繪圖類別與環境價值觀象限表現交叉表中，可見整體

學生在繪圖模式與象限之表現情形，可知有半數以上的學生同時屬於「類別一：

將環境視為正向良好的狀態」以及「絕對新生態典範」，其中以「模式二：環境

是人類除外的生物棲息場」所佔比例最高，由此可見大部分學生傾向新生態典

範且能感知到環境中正向的狀態。本研究針對新竹縣市國小學生的環境世界觀

繪圖以及二因子環境價值觀量表的答題所屬象限情形進行相關分析，以列聯相

關進行統計分析，經統計檢定後發現學生的環境世界觀繪圖模式和環境價值觀

象限呈現低度正相關(C=.104)。顯示學生的環境世界觀繪圖表現與環境價值觀

之相關性偏低，目前國內尚未發現探討環境世界觀和新生態典範之相關性研究，

本研究結果具有一定的價值性，並可作為後續研究以及設計環境教育課程與教

學教材之參考。 

 

表 14 環境世界觀繪圖類別與環境價值觀象限表現交叉表(N =1050) 

 象限 

  Ⅰ 高 保

存 高 利

用 (相對

新 生 態

典範) 

Ⅱ低保存

高利用(絕
對主流社

會典範) 

Ⅲ低保存

低利用(相
對主流社

會典範) 

  Ⅳ高保存低利用 
(絕對新生態典範) 

繪

圖 
模

式 

類別

一： 
將環

境視

為正

向良

好的

狀態 

模式一： 
環境是人

類生活的

場所 

個數 41 6 12 163 
繪圖模式內  18.5% 2.7% 5.4% 73.4% 
象限內 23.2% 27.3% 26.1% 20.2% 

整體 3.9% 0.6% 1.1% 15.5% 

模式二： 
環境是人

類除外的

生物棲息

場所 

個數 67 9 15 293 
繪圖模式內 17.4% 2.3% 3.9% 76.3% 
象限內 37.9% 40.9% 32.6% 36.4% 

整體 6.4% 0.9% 1.4% 27.9% 

模式三： 
將環境視為

個數 38 2 8 163 
繪圖模式內 18% 0.9% 17.4% 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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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和諧

共存的場

所 

象限內  21.5% 9.1% 3.8% 20.2% 
整體 

 6.4% 0.2% 0.8% 15.5% 

類別

二： 
將環

境視

為負

向糟

糕的

狀態 

模式

四： 
環境遭

受人

為、天

災破壞 

個數 20 2 6 139 
繪圖模式內 12.0% 1.2% 3.6% 83.2% 
象限內 11.3% 9.1% 13.0% 17.3% 

整體 1.9% 0.2% 0.6% 13.2% 

類別

三： 
環境

的多

樣性 

模式

五： 
環境中

存在多

元的面

向 

個數 11 3 5 47 
繪圖模式內 16.7% 4.5% 7.6% 5.8% 
象限內  6.2% 13.6% 10.9% 71.2% 

整體 1% 0.3% 0.5% 4.5% 

   Pearson卡方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11.5                          2                         .487  

註：*p<.05 **p<.01 ***p<.001 

伍、結論與建議 

一、 研究結論 

(一) 國小學生所具備的環境世界觀表現情形 

國小學生在環境世界觀繪圖中的表現，有 7 成以上的學生認為環境為正向

良好之狀態，顯示樣本學生對環境情況多傾向抱持著正向樂觀的觀點，而僅有

少數的學生認為環境為負向糟糕之狀態。對比環境實際現狀，學生也許對於現

況中環境被破壞污染的意識較低，對於環境保護的價值觀建立仍不足，可為未

來環境教育持續努力推動的方向。此外，研究者尚發現學生環境繪圖中能表現

表 14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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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環境的多樣性，此為過去研究報告中所從未提及的，特命名為「類別三：環

境的多樣性」，以充分反映現今學生的環境世界觀中存在多元樣貌的概念。 

(二) 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學生所具備的環境世界觀之差異 

不同年級、不同居住地、不同學校地理位置之學生在環境世界觀繪圖之表

現情形有顯著差異，隨著年級越低，有越高比例的學生對環境抱持著正向良好

的觀點，且越能體認人類是環境的一部分且對環境有責任，而年級越高的學生

則越能了解環境被破壞、環境污染以及過度開發的問題；再者，學生的居住地

越接近鄉村，有越高比例的學生抱持的環境世界觀為正向良好狀態，而居住地

越接近都市則越高比例的學生認為環境處於負面糟糕的狀態，而居住地為城鎮

的學生則有較高比例感受到環境的多元樣態。最後，一般學校、偏遠學校學生

之環境世界觀認為環境為負面狀態者比例高於特殊偏遠學校，且學生就讀的學

校越接近都市，有越高比例的學生其環境世界觀傾向主流社會典範；學生就讀

學校越接近鄉村，有越高比例的學生其環境世界觀傾向生態中心主義之趨勢。

顯見年齡、居住地及學校地理位置對環境世界觀的建立具有重要影響性，所以

推動環境教育課程時須考量學生的年齡、居住地及學校地理位置之差異，設計

能促進學生有效學習的內容。 

(三) 國小學生所具備的新生態典範價值觀表現情形 

國小學生的環境價值觀對於「保存」認同度較一致，較容易同意環境保護

之想法，對於環境「利用」之價值觀較分歧，大部分趨向新生態典範。在二維

分析中，有超過七成的學生有「高保存低利用」的傾向，代表其價值觀為「絕

對新生態典範」，有 16.7%學生的環境價值觀屬於「高保存高利用」，具備對環

境生態保育的觀念，但仍然存在高度開發利用的價值觀，屬於「相對新生態典

範」之思維。有 4.6%的學生屬於「低保存低利用」，為「相對主流社會典範」，

而「低保存高利用」的比例最少，僅有 2.1%的學生為「絕對主流社會典範」。

整體而言，雖然大部分學生具備環境保育的觀念且懂得節約能源和珍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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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有部分學生對環境適度利用的價值觀較不足，極少部分的學生屬於主流社

會典範的學生，此也代表台灣環境教育的推動與發展仍有提升進步的空間。 

(四) 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學生所具備新生態典範價值觀之差 
        異 

不同年級、族籍、居住地、課後活動模式、接觸自然經驗、接觸自然頻率

以及是否關心環境事件等背景變項的學生在二因子環境價值觀量表表現情形有

顯著差異。學生隨著年級漸增，屬於絕對主流社會典範所佔百分比降低，低年

級與高年級學生較中年級學生有較高比例的人所具備的環境價值觀表現傾向絕

對新生態典範，推論可能低年級學生較無物我的區隔，因此較有質樸的天賦良

善，抱持著傾向絕對新生態典範的價值觀；中年級學生可能因隨著生活經驗的

累積，體認到改善生活需要利用資源，因而傾向相對新生態典範；高年級學生

隨著學習經驗的累積對環境問題有更深入的認識，因而更能了解保護環境、節

約使用資源的重要性，因此懷抱更傾向絕對生態中心的環境倫理價值觀。 

此外，各年級學生環境價值觀屬於低保存低利用所佔比例相當，代表各年

級學生有一定比例傾向「相對主流社會典範」，代表總有一些人對於環境的態度

較為漠然；再者，在族籍類別，新住民族學生組成背景較多元，而在環境價值

觀表現情形分布較分散，學生屬於新生態典範價值觀表現的比例顯著少於其他

族籍學生。此外，環境價值觀屬於新生態典範之原住民學生，較其他族籍學生

有較高比例傾向高利用的相對新生態典範觀點。 

在居住地類型，大部分學生的環境價值觀皆傾向新生態典範，居住地越接

近都市其環境價值觀有較高比例屬於「絕對新生態典範」，且都市學生的答題表

現最為集中一致。而在環境價值觀屬於高利用的學生中，居住地越接近鄉村的

學生其所佔比例越高，研究者推論可能原因是居住於鄉村的學生較都市的學生

不易感知到環境被開發破壞的樣貌，且有較豐富的自然資源、環境仍然呈現乾

淨良好的狀態，使人感到資源充沛而較缺乏對能源資源的節約利用的價值觀。 

課後從事戶外休閒活動的學生較能具備新生態典範價值觀表現，從事室內

休閒活動及課後參與安親補習班活動的學生有較高比例傾向絕對新生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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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 3C 科技娛樂的學生有最低比例的學生傾向新生態典範；直接接觸自然的

學生，其學生環境價值觀傾向「絕對新生態典範」的比例最高，且其表現優於

間接經驗的學生，而替代性經驗的學生比例最低，代表學生若能親身於森林、

河川、海邊、草地與大自然的實際接觸，其環境價值觀較能傾向生態中心主義；

接觸自然頻率越高，學生屬於新生態典範的比例越高；接觸自然頻率為一年內

從未接觸自然的學生其環境價值觀與其他頻率的學生有顯著的差異，屬於絕對

新生態典範的學生比例最低。另外，由於現代學生能透過替代性經驗由傳播媒

體和網路得知更多關於環境的訊息，因此學生並非呈現直接接觸自然頻率越高，

其環境價值觀越接近新生態典範；願意關心環境事件的學生比不願意關心的學

生有較高的比例屬於絕對新生態典範。 

(五) 國小學生的環境世界觀模式與新生態典範之間的相關性 

學生所具有的環境世界觀繪圖模式和所持環境價值觀有低度正相關，顯示

學生的環境世界觀繪圖表現與環境價值觀之相關性偏低，目前國內尚未發現探

討環境世界觀和新生態典範之相關性研究，本研究結果具有一定的價值性，並

可作為後續研究以及設計環境教育課程與教學教材之參考。 

二、 建議 

針對本研究發現國小學生之環境世界觀會受到年級、居住地、學校所在地

理位置不同有顯著差異，而環境價值觀亦隨不同年級、族籍、居住地、課後活

動模式、接觸自然經驗、接觸自然頻率以及是否關心環境事件等有顯著差異，

可見不同生活經驗對學生環境世界觀及環境價值觀之建立具有影響，建議教師

在教學前先充分了解學生的環境世界觀，不同文化背景、接觸自然經驗，以學

生生活經驗為中心，掌握學生對於環境的起點想法與態度，進行設計相符應的

課程以提升環境教育之成效。再者，環境教育的推動能以環境保育的營隊、戶

外體驗課程、網路影片、設置網路互動遊戲等提升對環境保育以及節約能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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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除了學校在各領域教學融入環境議題，環境相關機構也能舉辦親子共學

的環境活動，促進大家體認地球環境被破壞等問題現況，引發學生對環境現況

的關懷與重視，培養學生具有傾向絕對新生態典範的環境價值觀。 

對未來研究方向提出以下幾點建議，首先，本研究對象僅侷限在新竹縣市

的國小二、四、六年級學生，未來可將研究樣本擴大取樣，也可針對不同族群

進行深入探究，例如:新住民學生、國、高中以及大學學生、教師等研究對象。

再者，本研究在質性訪談的方式，主要針對三類不同環境世界觀繪圖各選其中

繪圖豐富者進行訪談，但受訪者之環境價值觀大部分傾向為絕對新生態典範，

建議未來能同時考量選擇四種不同象限之學生進行訪談，能更完整了解不同環

境價值觀傾向之學生的繪圖詮釋以及對環境的想法。此外，本研究在二因子環

境價值觀量表以二維向度進行分析，相較於過去研究一維分析較能完整了解學

生分別在「保存」、「利用」面向的真正價值思維，建議未來環境價值觀相關研

究能以二維分析進行環境價值觀四象限之探討，具有更多元豐富的研究探討空

間。最後，目前國內尚未發現有環境世界觀和新生態典範之相關性研究，建議

未來可加強環境世界觀和新生態典範之間的相關和交互作用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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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environmental worldviews and the 

new ecological paradigm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in 

nine background variable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tudents’ 

environmental worldviews and new ecological paradigm. The research methods are 

mainly based on quantitative investigation and supplemented with qualitative drawing 

and interviews. Environmental worldviews mapping, 2-MEV Scale, and semi-

structured interview outlines were used as research tools. Taking th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of Hsinchu County and Hsinchu C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study has 

collected 1,050 valid questionnaires, accounting for 97.86% of the total. Data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chi-square analysis, and contingency correlation.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regarding the environmental worldviews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over 70% of the students think that the environment is in a positive 

state, and 15% think that the state is negative. Besides, some students have the 

concepts of environmental diversity, which has never been observed before. Second, 

from the students’ drawing of environmental worldview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re 

shown in different grades, residences, and school locations. However, no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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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s can be found in different genders, ethnicities, after-school activity modes, 

experiences of contact with nature, the frequency of contact with nature, and concerns 

about environmental events. Third, for the environmental value systems measured by 

2-MEV scale, the students show more agreement on “preservation” while more 

disagreement on “utilization”. More than 70% of the students belong to the absolute 

new ecological paradigm, followed by the relatively new ecological paradigm. The 

relative mainstream social paradigm is in third place, and the last is the absolute 

mainstream social paradigm. Fourth, for the performance measured by 2-MEV scal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re shown in th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grades, ethnicities, 

residences, after-class activities modes, experiences of contact with nature, or 

concerns about environmental events. However,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re related 

to the students’ genders or school locations. Fifth,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worldviews and environmental values, there is a low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tudents’ environmental worldviews drawing modes and 

environmental values. Finally, aiming at the environmental values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he researcher would like to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research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2-MEV scale, projective drawings, new ecological paradigm, 

environmental worldvie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