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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從風險溝通的角度，觀察並評估台灣的傳統新聞媒體與網路新媒
體，如何再現日益受世人重視的全球暖化議題。我們同時也藉由情境公眾理論
的架構，分析公眾在全球暖化議題資訊尋求與參與程度上的差異，以找出未來
可增進不同公眾對議題理解與行動參與的切入點。
本研究的資料蒐集採質性與量性兼具的方式。在傳統新聞媒體的議題再現
部分，本研究分兩波段蒐集新聞以進行量化內容分析，蒐集對象為有完整新聞
資料庫之平面媒體中的全球暖化議題報導。波段一的蒐集時間範圍乃從 2006
年 1 月至 2009 年 4 月底；波段二的蒐集時間範圍為 2009 年 11 月（即第一次電
話調查後）至 2010 年 7 月底。針對兩波新聞分析報導特殊發現部分，我們也選
取對議題有相當報導經驗的環境記者進行親身訪談，這部分則屬質性分析。在
網路新媒體的議題再現分析部分，本研究選取並分析國內以下三種類型組織以
全球暖化議題作為主軸的相關網站，如政府單位、學術與研究單位、以及民間
組織。研究方法同樣為量化內容分析。分析範圍除了網站與全球暖化議題相關
的主題與內容外，以便與傳統新聞媒體再現內容作一對照外，亦就網站設計的
互動溝通以及技術層面進行評估。在公眾對全球暖化議題認知的部分，本研究
首先於 2009 年 7 月對全國 18 歲以上的民眾進行第一波抽樣電話調查，目的在
於建立可與第一波媒體內容以及第二波電話調查結果相互比較的基線
（baseline）概況資料；第二波的全國電話調查則於 2011 年 5-6 月間進行，調
查內容並可與第一波電訪基線概況資料進行比較。除了大規模的電訪，我們也
針對特定族群，並運用較為深入的問卷內容、在特定事件發生後，進行公眾認
知調查。本計畫設定的調查對象為年輕族群，分別於 2009 年 8 月間（莫拉克風
災發生後，台灣社會對永續環境有較密集的討論），以及 2009 年 12 月-2010 年
1 月間（哥本哈根鋒會之後），透過網路召募對象方式，針對 18-35 歲的台灣
大學生與研究生分別進行兩波調查。

關鍵字：公眾認知、全球暖化、科技風險、媒體再現、情境理論

II

英文摘要（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analyze and evaluate how the issue of global warming has
been represented and framed in the news media and the Internet websites. The
study also explored public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regarding
global warming.
Data collection methods in the three-year study included document and
literature reviews, two-wave content analyses of relevant news stories from 4
mainstream newspapers, namely, China Times, United Daily News, Apple Daily and
Liberty Times (January, 2006 to April, 2009; November 2009 to July, 2010); a
content analysis of a total of 142 Taiwanese global warming-related websites;
two-wave nationwide telephone surveys (July, 2009; May-June, 2011), two-wave
Web surveys targeted at young adults aged 18-35 (August, 2009; December, 2009 to
January, 2010), and personal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8 journalists conducted from
May to August, 2010. While the 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tic and survey methods
help us examine the features, barriers and links found in the media contents and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global warming, the qualitative interviews help us
understand the dynamics and strategies used by the journalists in the global warming
discourse.

Key words: global warming, public perception, media representation, scientific risk,
situational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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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目的與研究架構
全球暖化實乃從個人、社會、國家到跨國家層面都必須面對的重要科技風險
議題。本研究從風險溝通的角度，觀察並評估台灣的傳統新聞媒體與網路新媒
體，如何再現日益受世人重視的全球暖化議題；並試圖探究新聞媒體在公眾認知
與議題設定上所扮演的角色。我們同時也藉由情境公眾理論的架構，分析公眾在
全球暖化議題資訊尋求與參與程度上的差異，以找出未來可增進不同公眾對議題
理解與行動參與的切入點。此歷時三年兩個月的計畫於 2008 年 12 月 1 日起開
始進行，並於 2012 年 1 月 31 日結案，整體的研究架構如圖一：
圖一：本計畫整體研究架構
傳統媒體與風險溝通：
報紙新聞的媒體再現與風險溝
通（兩波媒體內容分析）
波段一:2006.1-2009.4
波段二:2009.11-2010.7

新科技媒體與風險溝通：
全球暖化網站與風險溝通（網路
媒體內容分析）

大眾媒體與
全球暖化風
險溝通
全球暖
化、媒體風
險溝通與
公眾認知

新聞記者對全球暖化媒體風險
溝通之看法（深度訪談）
公眾對全球暖化議題認知及情
境分類（兩波電訪大調查）
波段一:2009.7
波段二:2011.5-6

全球暖化與
公眾認知

年輕族群對全球暖化議題認知
及情境分類（兩波網路大調查）
波段一:2009.8
波段二:2010.12-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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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成果報告
一、 全球暖化網站內容分析
在眾多媒體管道中，近年來網際傳播的發達與便利，使得網路媒體成為議題
倡議以及組織溝通的一項重要工具（Capriotti & Moreno, 2007）
。網際網路（World
Wide Web, WWW）成為科技風險與環境資訊的重要來源，甚至成為全球暖化社
會運動的主要傳播與倡議管道（Green, 2007; Moriarty & Kennedy, 2004）
。但另一
方面，網路傳遞風險等科學資訊，也創造了一個更難辨識有效或是有價值資訊的
吵雜空間（Trench, 2007）。
本研究即欲透過全球暖化或氣候變遷相關網站，了解其對全球暖化議題的呈
現、評估網站風險溝通的訊息內容、以及其與公眾溝通的管道方式，藉此了解網
路所描繪的全球暖化面貌，以及公眾風險溝通的可能面貌。因此，本研究除了以
風險社會與風險溝通理論做為概念基礎，並以網路公關的公眾溝通概念，包括：
網站的互動性、資訊的實用性、豐富性、議題呈現與立場、界面使用的方便性等
（Capriotti & Moreno, 2007; Kang & Norton, 2004; Kent & Taylor, 1998; Kent,
Taylor, & White, 2003）
，以及科學資訊/健康資訊網站風險溝通的評估指標，包
括：權威性/可信度與、內容時效性、來源、揭露、設計性及互動性、是否為廣
告資訊、連結性、網路擁有者、溝通對象、以及網站目的等（Bernstam, Sagaram,
Walji, Johnson, & Meric-Bernstam, 2005; Lederbogrn & Trebbe, 2003; Trench, 2007,
2008; Wang & Liu, 2007），做為本研究分析探討的理論基礎。
本研究主要探討以下四個主要問題：
（一）台灣全球暖化相關網站的風險溝
通議題立場、訊息訴求與呈現內容（網站連結及內容來源）為何？（二）不同全
球暖化網站（如政府網站、環保團體網站、學校教育網站等）如何呈現風險溝通
的議題立場、訊息訴求與呈現內容？以及其差異為何？（三）全球暖化相關網站
如何與公眾溝通（溝通對象與溝通管道）？（四）不同全球暖化網站（如政府網
站、環保團體網站、學校教育網站等）如何與公眾溝通？以及其差異為何？
這部分採用內容分析方法分析全球暖化相關網站。全球暖化網站的搜尋，
本研究從入口網站（如 Google）輸入「全球暖化」以及「氣候變遷」關鍵字尋
找相關網站，並過濾出有關全球暖化或氣候變遷的政府組織、環保組織、民間組
織以及學校與學術組織；另亦採用網站連結的方式搜尋其它相關網站，以便儘可
能蒐尋到完整的網站資料。樣本選取時間範圍為 2009 年 2 月 18 日到 3 月 31 日
網路上所有與全球暖化議題相關的網站，搜尋結果總共為 142 個網站樣本。由於
樣本數不多，本研究將對全數樣本進行量化內容分析。
至於登錄的內容以及分析類目，本研究根據上述網路公眾溝通原則以及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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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溝通的基本概念，並且加入科技醫療網站強調科學資訊內容的正確性、以及資
訊的來源等要素，從「資訊內容」
（包括資訊內容豐富性--議題立場、內容框架、
資訊內容來源、網站連結等）以及「公眾溝通」（包括溝通對象、溝通管道、明
確標示溝通對象等），建構全球暖化網站的分析類目為三大類目—網站基本資
料、全球暖化資訊的風險溝通與內容呈現、以及公眾溝通與溝通互動管道。
這部分的分析已完成，並已將研究結果發表在國內外兩項研討會（詳見參
考文獻）。研究發現顯示，台灣全球暖化相關的網站，其網站管理者以環保團體
為最多，其次是政府組織，其它民間及企業組織傳遞全球暖化訊息最少。在網站
連結方面，超過五成二（52.1%）的網站具有網站連結的功能，但主要連結的對
象仍是國內政府機構以及國內環保組織的網站，國外網站的連結較少。而在網路
資訊內容來源方面，網路上有關全球暖化資訊引自學術研究報告相對較少（佔
12％）
，大多以網站自行整理的資料為最多（佔 85.9%）
，其次則為新聞媒體資料
（40.8%）
，但若單就明確註明引用來源的資料來看，新聞媒體資料已成為網路最
常引用的資訊來源。
表一：全球暖化網站類型、連結與內容來源（N=142）
1. 網站組織類型

％

2. 外部網站連結

％

3. 網站內容來源

政府組織

28.9

國外政府

29.7

學術研究報告

12.0

民間環保組織

38.7

國內政府

71.6

科學作家

8.5

學術教育組織

9.9

國外環保與民間

50.0

書籍與影片

8.5

企業組織

2.1

國內環保與民間

85.1

媒體新聞資料

40.8

其他民間組織

0.7

國外學術與教育

6.8

國內政府政策

19.0

部落格

19.7

國內學術與教育

40.5

國際組織與

9.2

％

環保團體
政府組織

28.9

國外部落格

2.7

網站自行整理

85.9

民間環保組織

38.7

國內部落格

25.7

其他網站資料

11.3

其他
總計

100.0

100.0

總計

總計

0.7
100.0

在 142 個全球暖化相關網站呈現的議題立場中，除了一個網站出現了質疑
全球暖化的觀點，其他網站都是表達支持全球暖化觀點的立場。而網站呈現全球
暖化的框架內容，最多描述全球暖化個人微觀治理層面（69.6%）
，其次依續是全
球暖化造成的衝擊影響（60.1%）
、暖化的原因（56.5%）巨觀治理（48.6%）
，較
少訊息描述全球暖化議題的衝突與相關論辯（10.9%）
，特別是政府組織、民間環
保組織或是學術教育組織網站皆很少呈現全球暖化價值衝突的相關問題或爭
議。換言之，網路經常呈現個人在全球暖化中該如何作為的資訊內容，卻很少討
論有關全球暖化的爭辯溝通與價值衝突。至於溝通對象方面，86.6%的全球暖化
3

相關網站的主要溝通對象以一般大眾為主，只有不到一成的網站溝通對象是學校
師生或是學術社群，換言之，特定目標的公眾訴求在網路上仍不多見。
表二：全球暖化網站訊息訴求與議題立場分佈（N=142）
溝通訊息訴求

網站議題立場

溝通訊息

次數

百分比

議題立場

次數

百分比

風險成因

78

56.5％

支持全球暖化論述

138

97.2％

暖化衝擊

83

60.1％

質疑全球暖化論述

0

0.0％

風險鉅觀治理

67

48.6％

兩者立場皆有

1

0.7％

風險微觀治理

96

69.6％

兩者立場皆無

3

2.1％

價值與衝突溝通

15

10.9％

總和

339

245.7％

142

100.0％

總和

二、科技風險與全球暖化報導品質分析
鑑於過往台灣的全球暖化報導研究多從報導類型、主題、消息來源、報導方
向等傳統新聞內容分析要件切入，對於依特定科技風險溝通特色架構之檢視與評
估則較為闕如，本研究這部分希冀藉分析全球暖化議題新聞報導的應然表現，以
釐清科技風險與媒體再現間所產生的相關問題，故從科學報導特色角度切入，接
著參考與彙整多位學者論述（例如：Krieghbaum, 1967⁄謝瀛春譯，1994; Bell, 1994;
Boyce, 2007; Boykoff, 2007a, 2007b, 2008a, 2008b; Boykoff & Boykoff, 2004; Hsu,
2008; Levi, 2001; Revikn, 2007），以科學風險報導評估準則，透過兩波針對主流
報紙的新聞內容分析，以及針對曾有豐富經驗的在地環境記者的深度訪談，試圖
討論與評估全球暖化報導的特色、在溝通科技風險訊息呈現上的優缺點、及比較
其是否隨時間變化而有差異。
新聞內容蒐集與分析的對象以閱報率高、並有完整線上資料庫的平面新聞媒
體為主，包括《中國時報》
、
《聯合報》
、
《自由時報》與《蘋果日報》（以下分別
簡稱《中時》、《聯合》、《自由》、《蘋果》）的全球暖化相關議題報導。本
研究藉由「暖化」、「氣候變遷」、「減碳」與「能源」等關鍵詞的聯集，首先
在各媒體電子報或資料庫蒐集新聞文本，接著再以肉眼觀察與研究者交互討論的
方式決定適用的文本。第一波樣本蒐集時間選擇自 2006 年初，即全球暖化新聞
論述的高漲期開始，至 2009 年 4 月底時為止，總計三年四個月，共蒐集了 3,216
則相關新聞。第二波新聞蒐集的時間則自 2009 年 11 月初，即哥本哈根峰會開始
有密集報導時，至 2010 月 7 月底止，雖然僅九個月，但整體相關新聞亦高達 2,762
則。在兩波新聞分析時間中間，本研究則進行了第一波的全國電話調查（2009
年 7 月）以及針對年輕族群的第一波網路調查（2009 年 8 月）。
在新聞記者深度訪談部分，本研究依據環境記者聯誼會名單，對照分析新
4

聞中出現頻率較高者，從前述四家報紙中選取受訪記者。在選取過程中因發現同
屬聯合報系的《聯合晚報》之一名記者撰寫了不少相關報導，其文本與《聯合報》
同時出現在聯合新聞網中，故我們也將該名記者納入訪談對象。由此，本研究共
立意選取了八名環境記者（三名《聯合》、兩名《中時》、《蘋果》與《自由》各
一名、《聯晚》一名），並於 2010 年 5-8 月間進行深度訪談，訪談面向包含對全
球暖化議題的認知以及新聞露出的選擇與評估等，每次訪談的時間為 2-3 小時。
受訪記者中歷史較為悠久的《聯合》與《中時》有相當資深的環保線記者，皆任
職 25 年以上，雖然截至今日這些記者皆已離開現職；其餘記者有關環保線的資
歷則僅有 1-2 年左右。此外，有三名記者具環境政策或環境工程方面的背景，其
餘記者則為新聞傳播相關系所畢業。
新聞內容分析的類目除了日期、報導量與媒體別，主要包括：（一）報導形
式、報導主軸、以及報導框架三項基本資料；（二）報導缺點（包括：出現錯誤
的資訊；可讀性；出現聳動、誇大、過於恐懼或扭曲的比喻；未經查證或沒有有
效證據的因果推論或斷章取義；消息來源身份交代不清；引述消息來源超越其專
業範圍的引述等）；以及（三）優質品質（包括：提及全球暖化危害之特性；提
及民眾可預防之措施、知識或行動；使用對照或比較方式呈現風險；置於較宏觀
的環境保護、整體國家或全球政策或人與大自然關係來討論；提及相關的政策、
法規、條例、議定書等，非僅個人層面的解決方案；提及風險本質與科學的不確
定性等）等評估類目。以下即針對上述三大類目分析結果進行摘述，並適時輔以
透過記者訪談得來的詮釋
（一）報導量、報導形式、報導主軸以及報導框架
本研究所蒐集的第一波全球暖化相關新聞中，以《中時》所佔比例最高
（35.1%,），其次為《自由》（35.1%）；《聯合》則佔約兩成（19.0%），《蘋
果》所佔比例最低，僅達 13.7%。然至第二波各媒體新聞分布中，一如表三上半
部所示，則可觀察到與第一波在數量上的統計顯著差異，χ2 (3, 5,978) = 718.114, p
< .001，其中《聯合》所佔比例大幅增加，變成排序第一（53.1%,），《中時》
與《自由》所佔比例皆巨幅下滑至低於二成（分別為 19.9%, 19.6%）；《蘋果》
在第二波所佔比例依然最低，且百分比也下降（7.3%）。何以《聯合》在第二波
報導所佔比例的全面原因不得而知，然兩個現象面的變化或許可供參酌：其一是
第二波新聞報導剛好涵括 2009 年 12 月的哥本哈根峰會的舉行，而《聯合》是唯
一有派記者赴會報導者；其二是第二波新聞分析期間正好是中時報系改由旺旺集
團經營之時，經營權的轉手或可解釋其對暖化新聞聚焦力的轉變。
一如多數新聞報導議題，暖化新聞最大宗的報導形式仍為純淨新聞，此類型
所佔報導量百分比皆為兩波分析排序第一（第一波：61.9%; 第二波：73.4%），
就百分比言，第二波則比第一波報導量增加了 11.5%。基本上，台灣的暖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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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多所仰賴外電，兩波新聞分析亦顯示外電報導排序皆為第二，雖然第二波報
導（10.4%）遠較第一波（19.9%）比例為低。降低的報導比例則是轉移至前述
的純淨新聞，評論或專題類的報導比例並未因此增加（事實上此二類別第二波報
導比例甚至略低於第一波）。兩波新聞報導形式的差異則達到統計顯著水準，χ2
(4, 5,978) = 120.318, p < .001（見表三中間）。換言之，台灣的暖化新聞雖增加了
自行報導的份量，但仍多為一般性的純淨新聞，缺乏專題或特稿類的報導仍為多
數媒體的共同點。就此，受訪記者對新聞內容分析結果的實務考量提供了進一步
詮釋。較資淺的受訪記者多表示暖化議題離民眾太遙遠、或暖化並非民眾關注的
議題，直接使用外電較為容易；資深記者則直言台灣媒體不太重視全球暖化議題。
兩波新聞分析亦顯示暖化報導主軸的顯著變化，χ2 (6, 5,978) = 275.741, p
< .001（詳見表三下半部）。儘管兩波排序第一的報導主軸多在個人節能減碳行
動的因應，但第二波報導比例（67.8%）則較第一波（57.1%）為低；第一波報
導比例排序第二者為具恐懼訴求的暖化影響面描述（11.5%）
，此類別到第二波則
降為排序第四（9.1%）；而原先第一波報導排序第五的「僅為背景」類別，至第
二波新聞中則躍升為排序第二（14.7%）；「活動介紹或花絮」類在兩波新聞中
所佔比例皆為排序第三（8.3%, 9.4%）。令人不得不關注的是，被視為重要的「全
球暖化成因」報導主軸，竟是兩波新聞中排序最低者（2.0%, 1.4%）；同樣重要
的「全球暖化責任歸屬問題」主軸，在兩波段新聞中所佔的比例亦很低（2.1%,
5.4%）。
受訪記者則表示並非社會特別重視各項宏觀因應或適應措施，而是媒體從新
聞價值面考量。人類目前仍無法處理氣候議題，故著重在個人節能減碳及與讀者
生活較切身相關層面的報導，或被視為是觀念教育的好機會。然本身也為社論主
筆之一的資深記者不諱言最應節能減碳的對象，乃企業界排碳大戶，非一般民
眾，因此他會在社論中呼籲政府反思這個部分。至於暖化影響面主軸，多數受訪
記者同樣提到新聞價值面的考量。環境路線年資較淺的記者提到災難等影響面議
題較容易呈現，也較抽象的政策討論易引起讀者注意，雖然有時會有製造恐懼的
兩難；資深記者則具體指出環境新聞被媒體採用的三大基本條件，包括要有影像
或圖片、研究報告、以及科學家的背書，暖化影響面的主軸因此較易脫穎而出。
另，儘管政府推動不少各類節能減碳活動，則不見得受到媒體青睞，。有記者表
示此類主軸太具宣導性，但何以第二波新聞報導量此類主軸比例卻提高，實耐人
尋味，其中是否牽涉置入性行銷在此段時間也較為活躍，值得進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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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全球暖化新聞的報導形式與主軸分佈（%）
新聞波段
媒體名稱
中國時報
聯合報
蘋果日報
自由時報
總計
χ2 (3, 5,978) = 718.114, p < .001
新聞波段
報導形式
純淨新聞
評論/社論/投書等

第一波
(N = 3,216)
35.1
19.9
13.7
31.3
100.0

第二波
(N = 2,762)
19.9
53.1
7.3
19.6
100.0

第一波

第二波

(N = 3,216)

(N = 2,762)

61.9

73.4

10.7

10.2

專題、特稿等
外電

7.0

5.7

19.9

10.4

其他
總計

0.5
100.0

0.4
100.0

χ2 (4, 5,978) = 120.318, p < .001
新聞波段
報導主軸

第一波

第二波

(N = 3,216)

(N = 2,762)

僅為背景
活動介紹或花絮
全球暖化的成因
全球暖化的影響
全球暖化的因應
暖化的責任歸屬
其他
總計

4.1

14.7

8.3
2.0
11.5
67.8

9.4
1.4
9.1
57.1

2.1

5.4

4.3
100.0

3.0
100.0

χ2 (6, 5,978) = 275.741, p < .001
在暖化新聞報導框架部分，本研究發現兩波新聞皆以支持暖化論為主，包括
有救⁄要救⁄趕快行動⁄刻不容緩、沒救⁄宿命論、災難式預言⁄氣候災難事件的失控⁄
氣候災難事件所引起的恐慌、消費文化展現⁄人情趣味/暖化正面論等四個支持論
類別，高佔九成九，其中又以「有救⁄要救⁄趕快行動⁄刻不容緩」所佔比例最高（86.5%,
84.5%），而質疑論論述僅佔不到一成（0.7-0.8％）。多數受訪記者不諱言台灣媒
體的呈現角度仍是以支持暖化者為主，這並不表示台灣公共論述中並無質疑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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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者，而是質疑暖化論的觀點需要靠較為長期研究的數據以為佐證。有些持質疑
論學者的論述與研究對記者言相當高深，記者沒有能力清楚報導；同理，記者也
不見得有能力去挑戰暖化支持論科學家的論述。
然進一步檢視暖化支持論各框架類別在兩波新聞報導中的變化，可發現比例
最高的「有救⁄要救⁄趕快行動⁄刻不容緩」框架中，以「人人有責⁄須靠社會、政治
等力量」次類別比例排序最高，且有隨年增加趨勢（第一波：44.0%；第二波：
50.8%）
，此與前述暖化責任歸屬報導主軸隨年增加比例或有關聯；隨年降低者則
為「科技是救星或行動帶來商機」（從 21.9%至 17.4%）與「認可全球暖化是人
類造成的」（從 18.1%至 13.0%）兩個次類別。暖化支持論在第一波新聞中排序
第二的「災難式預言⁄氣候災難事件的失控⁄氣候災難事件所引起的恐慌」框架，
其比例至第二波新聞中則下降（從 8.7%至 4.3%），與前述「全球暖化的影響」
報導主軸比例隨年減少之現象也或有關聯。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暖化支持論新聞
框架中增加了行動面以及降低了恐懼訴求影響面，支持論框架中的「消費文化展
現⁄人情趣味/暖化正面論」也隨年增加了（從 4.3%至 9.6%），似與前述「活動介
紹或花絮」報導主軸比例的增加互有關聯。表四呈現兩波新聞中暖化新聞報導框
架的分佈差異，χ2 (6, 5,442) = 96.751, p < .001。
表四：全球暖化新聞的報導框架分佈（%）
新聞波段
第一波
第二波
報導框架
（N=3,085）
（N =2,357）
86.5
84.5
有救⁄要救⁄趕快行動⁄刻不容緩
21.9
17.4
科技是救星或行動帶來商機
44.0
50.8
人人有責⁄須靠社會、政治等力量
18.1
13.0
認可全球暖化是人類造成的
1.5
3.3
僅提及，但未討論負責任者或行動
沒救⁄宿命論

0.3

0.5

災難式預言⁄氣候災難事件的失控⁄氣候災難
事件所引起的恐慌

8.7

4.3

消費文化展現⁄人情趣味/暖化正面論

4.3

9.6

未定論⁄質疑論：著重在質疑全球暖化是人
為造成的論述

0.7

0.8

無法判斷/其他

0.3

0.3

100.0

100.0

總計
χ2 (6, 5,442) = 96.75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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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導缺點
本研究發現各平面媒體在全球暖化報導上有其特色，溝通訊息呈現的優缺點
亦各有軒輊。整體較高比例的缺點與消息來源身份交代不清有關，兩波新聞中皆
有超過一成的比例（第一波：15.9%；第二波：14.4%）
；兩波新聞中排序第二的
缺點為出現艱澀難懂專業術語而未見解釋意涵（第一波： 5.8%；第二波：
4.8%）；其餘項目在兩波新聞中所佔比例則不高，皆在 2%以下，以下兩項目並
有顯著之隨年遞減差異：
「聳動、誇大或扭曲等」
【第一波：1.8%；第二波：0.3%；
2
χ (1, 5,442) = 27.419, p < .001】，以及「未經查證的因果推論或斷章取義」【第一
波：2.0%；第二波：0.4%；χ2 (1, 5,442) = 25.726, p < .001】。除了新聞價值判斷
考量外，欲從受訪記者口中確認暖化相關新聞在訊息溝通時的缺點並非易事，但
也凸顯了當今台灣環境記者的資歷結構的問題。各報記者均表示目前媒體多僅有
一名記者負責環境路線，並為資淺者，況且該名記者同時還須負責其他議題路
線。受訪資深記者更是感嘆以目前惡劣的媒體大環境視之，能否繼續維持經營已
是挑戰，遑論特意培訓記者？無怪乎當今記者會被批評缺乏專業知識與國際觀。
表五：全球暖化新聞各媒體的風險溝通訊息缺點分佈（％）
新聞波段
訊息缺點類別
出現錯誤資訊

χ2 (1, 5,442) = 1.828, p = .176
出現艱澀難懂專業術語而未見解釋意
涵
χ2 (1, 5,442) = 2.674, p = .102
聳動、誇大或扭曲等

χ2 (1, 5,442) = 27.419, p < .001
未經查證的因果推論或斷章取義

χ2 (1, 5,442) = 25.726, p < .001
消息來源身份交代不清

是
否
總計

第一波

第二波

(N = 3,085)
0.6
99.4
100.0

(N = 2,357)
1.0
99.0
100.0

是
否
總計

5.8
94.2
100.0

4.8
95.2
100.0

是
否
總計

1.8
98.2
100.0

0.3
99.7
100.0

是
否
總計

2.0
98.0
100.0

0.4
99.6
100.0

是
否
總計

15.9
84.1
100.0

14.4
85.6
100.0

χ2 (1, 5,442) = 2.330, p = .127
使用消息來源超越其專業範圍的引述

是
否
總計

2

χ (1, 5,442) = 0.221, p =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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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99.7

0.3
99.7

100.0

100.0

（三）報導優質品質
屬必要條件的缺點不多，但台灣的暖化報導能通過優質訊息標準檢視者也非
多數，比例最高的前兩項優質特色為「提及民眾可預防之措施、知識、行動」
（第
一波：29.6%；第二波：25.7%）與「提及相關的政策、法規、條例、議定書」
（第
一波：28.6%；第二波：31.9%）
，皆有近三成左右的比例。然前者所佔比例隨年
2
顯著遞減，χ (1, 5,442) = 9.856, p < 0.01；後者則顯著遞增，χ2 (1, 5,442) = 6.677, p
< .05。兩波新聞中排序第三且無顯著差異者為「提及全球暖化危害之特性」（第
一波：17.5%；第二波：16.2%）
。基本上，上述乃屬於訴諸民眾的優質訊息特色
者。其餘所佔比例則偏低，約佔一成或一成以下，且皆隨年顯著遞減，包括「使
用對照或比較方式呈現風險」
【第一波：11.5%；第二波：7.9%；χ2 (1, 5,442) = 19.832,
p < .001】
、
「提及風險本質與科學的不確定性」
【第一波：8.4%；第二波：2.5%；
2
χ (1, 5,442) = 85.104, p < .001】
、以及「置於較宏觀的視角討論」
【第一波：8.0%；
第二波：5.4%；χ2 (1, 5,442) = 14.133, p < .001】。一如受訪記者對新聞主軸選擇
的說明，如何讓新聞與讀者貼近仍為重要新聞價值考量。
表六：全球暖化新聞各媒體的優質訊息特色分佈（%）
新聞波段

第一波
(N = 3, 085)

優質訊息特色類別
提及全球暖化危害之特性

χ2 (1, 5,442) = 1.625, p = 0.202
提及民眾可預防之措施、知識、行動

χ2 (1, 5,442) = 9.856, p < 0.01
使用對照或比較方式呈現風險

χ2 (1, 5,442) = 19.832, p < .001
置於較宏觀的視角討論

χ2 (1, 5,442) = 14.133, p < .001
提及相關的政策/法規等

χ2 (1, 5,442) = 6.677, p < .05
提及風險本質與科學的不確定性

第二波
(N = 2, 357)

是
否
總計

17.5
82.5
100.0

16.2
83.8
100.0

是
否
總計

29.6
70.4
100.0

25.7
74.3
100.0

是
否
總計

11.5
88.5
100.0

7.9
92.1
100.0

是
否
總計

8.0
92.0
100.0

5.4
94.6
100.0

是
否
總計

28.6
71.4
100.0

31.9
68.1
100.0

是
否
總計

8.4
91.6
100.0

2.5
97.5
100.0

χ2 (1, 5,442) = 85.104,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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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術上，本研究期待此這部分分析結果能提供學術界進一步深刻挖掘科技
新聞風險溝通的重要問題所在，以豐富全球暖化以及科學傳播相關論述；在應用
層面上，我們則希望這部分研究結果能提供媒體實務界與全球暖化相關政策權責
單位，正視台灣媒體在科技風險傳播上的特色與具在地特質的相關優缺點，俾讓
媒體在促進公眾關切與審議議題上能發揮更有效的成果。
三、電話調查分析
在這部份的分析，本研究藉由兩波電話調查，探討台灣民眾對全球暖化風險
的認知、議題參與、以及影響因素為何。第一波電訪調查於2009年7月對台灣1,204
名18歲以上的民眾進行分層系統抽樣訪問，共計完成有效樣本1,204份。調查問
卷之重要題項在正式施測前，於2009年5月以兩項方便樣本（各45人）進行前測，
正式問卷題項則依前測結果予以修訂而來，本研究並依據其中947名（78.6%）曾
聽過「全球暖化」名詞者的回答進行分析。第二波電訪則於2011年5-6月間進行，
共完成有效樣本2,002份，本研究依據其中1,649名（82.4%）曾聽過「全球暖化」
名詞者的回答進行分析。兩次電訪每份成功完訪的問卷所需時間約為10-12分鐘。
在將近兩年間隔的電訪時間中，台灣發生了嚴重的莫拉克風災（2009年8
月），小林村滅村事件引起國內對氣候災難與國土規劃的熱烈討論；而鄰近的日
本則因地震發生福島核災（2011年3月）
，也引發了國際間對核能發電為替代能源
的政策激辯與變化。由此，台灣民眾在經歷關鍵事件前後的全球暖化相關認知、
議題參與、以及影響因素演變，也是本研究關切的焦點。
（一）兩波調查描述性資料比較
比較兩波電訪結果基本差異，首先，第二波調查受訪者曾經聽過「全球暖化」
或「氣候變遷」名詞的比例（82.4%）已較第一波受訪者高（78.6%）
。就正確的
全球暖化成因知識言，第一波受訪者的平均得分略微偏低（M = 2.10, SD = 0.90，
滿分為5分）
，且有近六成（59.1%）的受訪者的得分皆不超過2分；第二波的成因
知識平均得分則略增加（M = 2.35, SD = 0.76），得分不超過2分者的比例也降至
近五成（49.3%）
。相較於成因面向的知識，受訪者在影響面的知識得分較高，在
滿分為8分的標準下，第一波受訪者的得分均有6分以上，全部八題皆答對者亦高
達48.4%（M = 7.33, SD = 0.73）
，然而第二波受訪者的平均得分卻明顯降低（M =
5.22, SD = 1.11）
。同樣相較於成因知識，受訪者在「減緩全球暖化方式知識」的
得分較高，皆有3分以上（滿分為5分）
，大多數（第一波：81.5%；第二波：73.9%）
更是得4分以上（第一波 M = 3.95, SD = 0.43；第二波 M = 3.96, SD = 1.27）
，兩波
受訪者在此項得分差異不大。我們發現第二波調查受訪者無論是在正確或錯誤的
知識部分比例，多較第一波調查為高，然整體觀之，受訪者在成因部分的知識得
分比例雖為最低，第二波調查卻顯現比第一波調查較高的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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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獲得與全球暖化訊息的傳播管道來源仍不夠多元，並高度集中在電視
（第一波：77.6%；第二波：84.2%）
；網際網路（第一波 37.1%；第二波：39.2%）
則已略超過為傳統的報紙（第一波：35.8%；第二波：34.5%）
，成為第二高的訊
息來源。整體來看，多數人答一種（第一波：30.6%；第二波：28.6%）或兩種
（第一波：34.6%；第二波：32.4%）資訊獲得管道，然第二波調查受訪者的管
道來源數目（M = 2.38, SD = 1.76）已較第一波（M = 1.95, SD = 1.25）提高。
就民眾「對環境的信念」言【量表建構乃參酌 Dunlap、Riley、Kent 與& van
Liere（1978）提出，後經多名學者修正之 NEP 量表】
，基本上受訪者在滿分為 5
分的 Likert 量表計算下，回應平均值皆超過 4。在第一波調查中接受度最低的題
項「大自然的平衡是脆弱的，而且容易因為人類活動而被攪亂」（M = 4.29, SD
=0.97）
，第二波調查結果的回應平均值卻是所有題項中唯一增加的（M = 4.35, SD
=0.85）
。而就「環境議題的參與」言，除了五成左右（第一波：50.6%；第二波：
48.2%）的受訪者會「主動和周遭的親友談論環保議題」
，其餘的行動參與比例僅
在 6-20%之間，且第二波受訪者的各項參與皆較第一波受訪者為低。綜觀之，民
眾對環境的信念與環境參與的得分，反因時間演進而減低。
在受訪者對全球暖化議題參與的各變項部分，兩波調查受訪者多表示會注意
（第一波 M =4.18, SD = 0.82；第二波 M = 4.25, SD = 0.72）與關心（第一波 M =4.22,
SD = 0.83；第二波 M = 4.30, SD = 0.73）全球暖化議題，且有因時間演進而增加
的趨勢；受訪者對全球暖化相關政策也表達了相當高的支持度，回應平均值皆超
過 4，然除了與民眾己身相關性較高、第一波調查中支持政策態度中最低的「政
府應制定法律要求公共建築物控制中央空調系統的溫度」一題，其平均值略增（第
一波 M =4.30, SD = 1.00；第二波 M = 4.30, SD = 0.73）外，其餘政策支持度第二
波的平均值皆較第一年為低。另，相較於積極參與廣泛性的環境議題，受訪者在
與個人生活力行節能減碳部分則有較高的實際行動展現，在第一波調查中，約五
成以上的受訪者皆已做到各項目，其中又以「做垃圾分類回收的工作」
（第一波：
94.8%；第二波：95.6%）與的行動力比例最高；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波調查受
訪者雖在「多吃一餐素食，少吃肉」（62.3%）一項中比例明顯高於第一波調查
（50.9%），然在牽涉個人方便性的「多走路，或以大眾運輸工具、腳踏車代步」
（第一波：72.7%；第二波：70.9%）
、
「多走樓梯、少搭電梯」
（第一波：71.5%；
第二波：70.6%）
、以及「出門在外用餐，會隨身攜帶環保餐具」
（第一波：51.5%；
第二波：46.9%）等項目上，第二波調查得分百分比卻較第一波百分比為低。
（二）影響民眾全球暖化相關議題參與之因素
此外，第一波電訪資料分析目前已完成兩篇論文，分別發表於香港中文大學
傳播學院的「風險社會中的危機傳播」工作坊（論文題目：台灣全球暖化風險溝
通的常民認知）以及在葡萄牙舉行的國際與媒體傳播學會年會（論文題目：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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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的氣候變遷感知差異以及資訊來源多元性對相關政策支持與個人減碳行動
的影響，即 Impacts of Perceptual Disparity and Information Source Diversity on
Climate Change Policy Support and Personal Actions in Taiwan），前者並已獲《傳
播與社會學刊》刊登（詳見參考書目）。以下則摘述這兩篇論文的主要結果。
在第一篇論文〈台灣全球暖化風險溝通的常民認知〉中，我們蒐集、彙整、
並依據台灣特性，探索以下問題：(1)台灣民眾的社會人口學特色如何影響對全
球暖化相關議題的參與？(2)台灣民眾對全球暖化知識各面向的認知特色為何？
這些不同面向的知識又如何影響對全球暖化相關議題的參與？(3)台灣民眾獲得
全球暖化相關訊息的傳播管道有哪些？獲得管道多元性與對全球暖化議題參與
的關係為何？以及(4)台灣民眾對環境議題的信念與相關行動參與情形為何？這
些環境信念與行動又如何影響民眾對全球暖化相關議題的參與？一如前述，受訪
者在成因部分的知識得分比例最低；而在常民的風險知識圖像中，並不見得能如
專家般地能清楚區分各環境問題的成因、影響或減緩方式為何。
我們分別以對相關資訊的注意程度、對相關議題的關心程度、個人節能減碳
行動、以及對相關政策的支持為依變項進行階層複迴歸分析，結果發現有預測力
的變項隨迴歸模式而異：當以對相關議題的注意程度為依變項時，對環境信念越
強（β =.14, p < .001）
、參與環境行動越多（β =.15, p < .001）
、而減緩方式知識越
低者（β = -.09, p < .05）
，對全球暖化相關議題的注意程度也越高；當以對相關議
題的關心程度作為依變項時，女性（β =.13, p < .001）、年齡較大（β =.08, p
< .001）
、全球暖化成因知識越高（β =.09, p < .01）
、減緩方式知識越低（β =-.10, p
< .01）
、環境信念越強（β =.10, p < .01）
、參與環境行動越多者（β =.26, p < .001），
對全球暖化議題的關心程度也越高；當以節能減碳行動為依變項時，女性（β =.19,
p < .001）與年齡較大者（β =.24, p < .001）較能實踐節能減碳。此發現與
O’Connor、Bord 與 Fisher（1999）的結果接近，卻與台灣過去針對菁英階級或在
學校情境（高景宜，2006；邱碧婷，2007）所進行的研究結果相反。
全球暖化成因知識對節能減碳行動有正向預測力（β =.09, p < .01），但影響
知識卻恰相反（β =-.08, p < .01），資訊接收管道數目（β =.08, p < .01）與環境議
題的參與變項（β =.27, p < .001）也分別對節能減碳行動有正向顯著的預測力；
當以對政策支持作為依變項時，其迴歸模式的各變項預測力則展現相當不同的面
貌，知識面向僅有減緩方式有顯著負向的預測力（β = -.12, p < .001），此外，對
環境信念越強（β =.34, p < .001）
、參與環境行動越多者（β =.14, p < . 001）
，對全
球暖化相關政策也較支持。整體觀之，男性、年紀較輕者，較不關心也較不會力
行節能減碳；受訪者之全球暖化成因知識對關心相關議題、節能減碳有正向預測
力，影響知識對節能減碳、以及減緩方式知識對促進議題的關心程度與政策支
持，卻分別有負向預測力；資訊接收管道多寡對節能減碳則有微弱的正向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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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對環境的信念與行動在各依變項上有較明顯的影響力，特別是後者。本研究
最後提出有效溝通全球暖化風險的策略建議。
（三）民眾的議題感知差異與資訊來源多元性的影響
在第二篇論文” Impacts of Perceptual Disparity and Information Source
Diversity on Climate Change Policy Support and Personal Actions in Taiwan”（台灣
民眾的氣候變遷感知差異以及資訊來源多元性對相關政策支持與個人減碳行動
的影響）中，我們進一步探測民眾對環境風險感知影響自我與他人的認知差異為
何。階層複迴歸分析結果顯示，那些視自己比他人容易受到氣候變遷影響的民
眾，對暖化現象減緩與適應的相關政策也較為支持（β = .08, p < .001）。反之，
民眾若認為全球氣候變遷的負面效果比較可能發生在其他國家，而非台灣，那他
們則較不會有節能減碳的實際行動（β = -.09, p < .05）
。上面兩者的感知差異分別
施展在個人/正向以及社會/負向面向上，此不同面向的差異也與個人感知氣候變
遷的嚴重性（與個人/正向 r = .14, p < .001）、自我效能（與個人/正向 r = .12, p
< .001）
、不同的感知控制程度（與社會/負向 r = -.16, p < .001）
、以及支持環境的
信念（與個人/正向 r = .08, p < .05）有不同的互動以及後續影響。綜合言之，此
項分析結果乃試圖連結與延伸樂觀偏誤（例如 Weinstein, 1980）與對氣候變遷民
眾態度的兩大研究傳統，期冀在提供描述性資料外，進一步討論有關民眾感知差
異的理論意涵。
四、網路調查：全球暖化情境公眾的認知與溝通分析
全球暖化議題已成為公眾必須面對的環境風險情境，公眾究竟如何認知全球
暖化議題，以及相關組織可以採用哪些溝通策略與不同公眾進行溝通，實是環境
風險溝通必須瞭解的基本問題。鑑於上述全國電訪調查發現台灣民眾全球暖化認
知的常民特色之一，為年紀較輕者，反而是較不關心全球暖化問題、也比較不會
實踐節能減碳的族群，因此，年輕族群是全球暖化公眾認知研究值得特別探索的
對象。本研究在此部份的研究則透過公關情境理論探討年輕族群對全球暖化議題
的問題認知、問題理解以及問題涉入程度等相關問題，並探討公眾資訊尋求、傳
播接收行為以及政策看法等面向，並希望進一步了解公眾風險認知與溝通之間的
可能障礙與問題，以期提供政策制定者或相關組織針對目標公眾進行有效的環境
風險溝通。本研究同樣透過兩波調查予以探究並進行比較。
由於年輕族群多為高度網路使用社群，本研究採用網路調查方法蒐集網路
上年輕民眾對全球暖化議題的相關看法。在調查過程方面，分為兩次網調樣本。
第一波次網調正式施測於 2009 年 8 月（莫拉克風災發生後，台灣社會對永續環
境有較密集的討論）在網路上發放問卷。透過網路召募對象方式，2於my3q問卷
網站（http://www.my3q.com），針對 18-35 歲的台灣大學生與研究生進行調查研
究，總共回收了 1,206 個樣本，經過刪除一些問題樣本後，正式樣本數為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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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波次網調的正式施測則於 2009 年 12 月至 2010 年 1 月在上述網站透過一樣
的召募對象方式進行，共回收 1075 份樣本，經過刪除一些問題樣本後，正式樣
本數為 1049。第二次網調進行時，則有媒體曝光度高的哥本哈根峰會舉行（2009
年 12 月）。
第一波網調部分的分析已撰寫完畢，並已將研究結果發表在國內研討會（詳
見參考文獻），並正投稿於期刊。以下將說明網調情境公眾分析結果，以及兩次
網調結果的比較分析。
（一）情境公眾分析
在論及風險與公眾溝通問題時，公關學者 Grunig 等人（Grunig, 1983a; Grunig
& Hunt, 1984）所提出的「公眾情境理論」
（situational theory of publics）
，提供了
本研究一個很好的切入點。所謂情境理論（situational theory）的基本假設是，公
眾由社會情境（或稱議題）所決定，並藉由對特定情境的知覺差異，界定出不同
的公眾（publics）以及不同程度的行為，進而耙梳出針對不同公眾的溝通策略
（Aldoory, Kim, & Tindall, 2010; Grunig, 2006; Grunig & Hunt, 1984; Kim, Grunig,
& Ni, 2010）
。由此，本研究希望透過情境理論探討年輕公眾族群對全球暖化議題
的問題認知、問題理解以及問題涉入程度等相關問題，並探討公眾資訊尋求、傳
播接收行為以及政策看法等問題，本研究提出相關研究問題如下：
(1) 公眾對全球暖化風險議題的問題認知，阻力受限制認知以及涉入程度為
何？
(2) 依據公眾對全球暖化議題的問題認知，阻力受限制認知以及涉入程度，
該議題的情境公眾類型分佈為何？
(3) 不同情境公眾與傳播接收行為之間的關係為何？
(4) 情境公眾對全球暖化議題的問題認知、阻力受限認知以及涉入程度如何
影響其溝通行為（主動搜尋資訊、被動搜尋資訊以及傳播接收行為）？
(5) 情境公眾對全球暖化議題的問題認知、阻力受限認知以及涉入程度如何
影響其對政策的看法？
本研究採用網路調查方法蒐集網路上民眾對全球暖化議題的相關看法，在調
查過程方面，本研究在正式施測前，曾於 2009 年 5 月以兩項方便樣本（各 45
人，共 90 人）進行前測，正式問卷題項則依前測信度檢定結果予以修訂而來。
正式施測則於 2009 年 8 月（莫拉克風災發生後，台灣社會對永續環境有較密集
的討論）在網路上發放問卷。透過網路召募對象方式，2於my3q問卷網站
（http://www.my3q.com），針對 18-35 歲的台灣大學生與研究生進行調查研究，
正式樣本數為 1,130。
研究結果發現（見表七），全球暖化議題的公眾分類以「限制行為」公眾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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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不管是公眾是在低涉入或是高涉入狀態之下，這類問題認知以及問題限制認
知皆高的公眾比例很多（分別佔 35.4 以及 28.1％），是為前兩大情境公眾之族
群。也就是說，受訪者大多高度認知全球暖化此一問題，但普遍覺得此一問題不
容易解決，因此受限較高，只不過這群受訪者當中有些認為全球暖化與本身關係
密切，有些則否（合計佔 63.5%）。
第三高的公眾類別比例下降至 15.3%之「非公眾」
，這類公眾則是低度認知，
高度問題限制認知但又低涉入的公眾型態，這些公眾對於全球暖化議題的認知不
高，又認為此一議題與本身無關的，且難以解決。第四群公眾則是問題認知高，
問題受限認知低，但又高度投入參與此一議題的主動公眾（佔 13.1%），這些公
眾就是情境公眾理論最主動的公眾群體。最少的公眾類別則是出現在低度問題認
知，低度受限認知的公眾分類當中（HIRB/LIRB）
，畢竟公眾若是對議題認知不
高，也較少會思考該議題解決的可能性，因此 Grunig 與 Hunt（1984）也認為在
現實社會情境當中，這類公眾通常較少出現。
表七：全球暖化議題情境公眾類型（N =1,130）
高涉入 (HI)
公眾型態

低涉入(LI)

百分比(次數) 公眾型態

總數

百分比(次數) 百分比(次數)

HIPF
主動公眾

13.1(148)

LIPF
知覺公眾／ 主
動公眾

3.7(42)

16.8(190)

限制行為 (CB)：
高度問題認知
高度受限認知

HICB
知覺公眾／
主動公眾

35.4(400)

LICB
潛在公眾／
知覺公眾

28.1(318)

63.5(718)

例行行為 (RB):
低度問題認知
低度受限認知

HIRB
潛在公眾

0.1(1)

LIRB
非公眾／
潛在公眾

0.3(3)

0.4(4)

4.0(45)

LIFB
非公眾

15.3(173)

19.3(218)

47.4(536)

100(1130)

面對問題行為(PF)：
高度問題認知
低度受限認知

宿命行為 (RB):
低度問題認知
高度受限認知
總數
百分比(次數)

HIFB
潛在公眾

52.6(594)

在傳播管道接收行為方面，受訪年輕公眾最常接觸的傳播管道為電腦網路、
其次依續是電視、報紙、大眾運輸工具傳播管道、戶外媒體等等。至於不同的全
球暖化情境公眾對於傳播管道的接觸情況，透過 ANOVA 單因子分析結果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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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電視、報紙、廣播、雜誌、網路、以及大眾運輸媒體這幾項傳播管道達到顯
著差異。也就是說，被動與非公眾皆較少接觸傳播管道，相反的，全球暖化議題
主動公眾則較常接收各種傳播媒體管道，而網路則為全球暖化主動公眾以及知覺
公眾經常接觸的媒體。
至於情境公眾問題認知、問題限制認知與情境涉入如何影響公眾的主被動資
訊處理，本研究結果顯示，問題認知不能預測公眾的主動資訊搜尋，只能影響被
動資訊處理，但情境涉入與問題限制認知變項除了可以預測主動的資訊尋求，也
與問題情境認知皆能預測公眾對政策支持的影響力。換言之，對全球暖化議題有
所認知，也認知到該議題與自身的相關性，以及該問題是可以解決時，公眾傾向
主動尋求相關資訊以及支持制定相關政策（詳見表八）。本研究最後也針對研究
結果探討情境理論，公眾風險認知與公眾溝通等相關問題，並且針對年輕族群的
情境公眾，提出全球暖化議題風險溝通的可能管道及溝通策略。
表八：全球暖化議題情境變項與資訊處理/傳播接收行為/政策支持複迴歸分析
（N =1,130）
預測變項

主動資訊處理
(Beta）

問題認知

被動資訊處理

傳播接收行為

(Beta）

(Beta）

- .08

.04*

.03

政策支持
(Beta）
.26***

問題限制認知

.28***

.07*

- .10*

.09*

情境涉入

.54***

.32***

- .07

.28***

.47

.04

Adjusted R2

.02

.18

註：問題限制認知是得分愈高問題限制認知愈低；傳播接收行為是得分愈高其媒體接收管道愈不
頻繁。
* p < .05, *** p < .001.

（二）兩波情境公眾的比較分析
第二波網調的題項與第一波網調大致相同，進行施測的時間則於 2009 年 12
月至 2010 年 1 月在 my3q 問卷網站進行，正式樣本數為 1049。由於第二波網調
時間剛好在哥本哈根氣候會議結束之後，因此第二波網調高達 70.4%的受訪者聽
過哥本哈根會議此一事件（第一次網調只有 32.3%），這項結果或許與當時媒體
增加篇幅報導該議題有關。而個人因應全球暖化所採取的個人行動，除了「多走
路，或以大眾運輸工具代步」
、
「多吃一餐素食」以及「其他」選項在第二次網調
提高之外，其他因應全球暖化的個人行為反而普遍降低，不過由於此題為複選
題，故無法進行卡方統計檢定（詳見表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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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兩次網調民眾因應全球暖化的個人行動
不同網調
公眾個人行為

多走路，或以大眾運輸工
具、腳踏車代步
多走樓梯、少搭電梯
節約用電
垃圾分類與回收
購物隨身攜帶環保袋
在外用餐隨身攜帶環保餐具
多吃一餐素食，少吃肉
其他
總數

總數

第一次網調

第二次網調

百分比(次數)

分比(次數)

百分比(次數)

71.0(1,544)

72.8(823)

68.9(721)

50.4(570)
75.8(857)
84.9(959)
53.8(608)
44.3(501)
18.5(209)

54.0(565)
73.7(771)
82.7(865)
51.7(541)
40.6(425)
24.5(256)

52.2(1,135)
74.8(1,628)
83.8(1,824)
53.8(1,149)
42.6( 926)
21.4( 465)

0.4(4)
100.0(1,130)

19.0(202)
100.0(1,049)

9.3( 206)
100.0(2,179)

至於情境公眾認知方面的分析，雖然公眾普遍認知該議題的存在及重要性，
但兩波網調結果在公眾問題認知、理解認知以及涉入度認知方面仍有些許不同。
以問題認知為例，第二次網調公眾對於「全球暖化議題是否嚴重」（t=3.23,
p< .001）以及「球暖化現象會帶來災難是千真萬確」
（t=6.15, p< .001）的看法降
低，對於「我個人不太相信有全球暖化這件事」（t=-6.06, p< .01）的看法反而提
升，並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但對於「社會上大多數的人認為全球暖化的問題嚴
不嚴重」（t=- .92, p> .05）的看法則與第一次網調類似。換言之，二次網調年輕
公眾對於全球暖化議題個人層面的問題認知皆呈現差異，第二次網調反而比第一
次網調低，但對於整體社會對於全球暖化議題的重視認知則無所差異。
在情境涉入方面，第二次網調民眾對於「未來幾年內，全球暖化會對台灣環
境造成災難性的影響」（t=5.24, p< .001）的看法較第一次網調低，但對於「全球
暖化的威脅離我實在太遙遠了」
（t=-3.47, p> .05）的認同反而增加，其它情境涉入認
知題項則無差異。
而在問題限制認知層面，第二次網調民眾對於全球暖化議題是否可以解決的
看法也較為保守。比較多的第二次網調民眾認同「為了減緩全球暖化而要改變行
為，我的生活品質會受到影響，實在是太不方便了」（t=-2.66, p< .01）、「在日常
生活中我即使不做任何事，全球暖化也照樣會發生」（t=-2.64, p< .01）的觀點，
但是第二次網調民眾卻較少認同「我相信只要我參與減緩全球暖化的行動，也可
以影響他人從事相關的行為」
（t=1.98, p< .05）
。換言之，第二次網調公眾較第一
次網調公眾提升了對全球暖化議題問題限制認知的看法（詳見表十）。

18

表十：兩次網調民眾對全球暖化問題認知、情境涉入與問題限制認知之差異分析
第二次網調
（N=1,049）
平
標
均
準
值
差

t值

p值

.66

4.42

.69

3.23

.001**

.92

3.49

.87

- .92

.362

1.42

.74

1.62

.85

-6.06

.000***

全球暖化現象會帶來災難是千真萬確，不是嚇唬
4.40
人的。

.83

4.18

.90

6.13

.000***

題

第一次網調
（N=1,130）
平
標
均
準
值
差

項

問題認知
4.51
全你覺得社會上大多數的人認為全球暖化的問
3.45
題嚴不嚴重？
請問你覺得全球暖化的問題嚴不嚴重？

我個人不太相信有全球暖化這件事。
（反向）

情境涉入認知
請問全球暖化這件事，跟你有沒有關係？

4.37

.74

4.38

.71

-.07

.945

請問你個人關不關心全球暖化這個議題？

4.05

.85

4.11

.80

-1.70

.089

全球暖化的威脅離我實在太遙遠了。
（反向）

1.99

1.14

2.13

.98

-3.47

.001

3.50

.95

3.54

.93

- .97

.333

未來幾年內，全球暖化會對台灣環境造成災難性
3.87
的影響。

.86

3.67

.91

5.24

.000***

3.33

.95

3.32

.94

.27

.790

為了減緩全球暖化，要花更多的金錢和時間，我
2.44
做不到。
（反向）

.92

2.50

.93

-1.40

.160

2.39

.99

2.50

.99

-2.66

.008**

3.58

.89

3.50

.92

1.98

.048*

1.04

3.43

1.05

-2.64

.008**

與周圍的親友相比，我認為我比較關心全球暖化
議題。

問題限制認知
我認為全球暖化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為了減緩全球暖化而要改變行為，我的生活品質
會受到影響，實在是太不方便了。
（反向）
我相信只要我參與減緩全球暖化的行動，也可以
影響他人從事相關的行為。

在日常生活中我即使不做任何事，全球暖化也照
3.31
樣會發生。（反向）
（此題計分方式是分數愈高，限制認知愈低）

註：選項數值從 1=「非常不同意」到 5=「非常同意」
，所有題項答「看情形」者以 3 分計算之。

* p < .05, ** p < .01,*** p < .001.

本研究發現兩次網調比較不但在問題認知方面出現了差異，在政策支持度方
面也呈現了不同的結果。兩次網調的 t 檢定結果發現，第二次網調公眾普遍對於
全球暖化政策的支持度下降，特別是對於「政府應力行整合現 行 的 各 種 稅 費 ，
以 開 徵 能 源 及 環 境 稅 方 式 ， 發揮「節能減碳」的效益」（t=14.75, p< .001）
的政策支持度呈現出較大的差異（第一次平均 4.16，第二次平均 3.56 ）
。由此可
知，第二次網調公眾對於全球暖化政策支持度皆比第一次網調低（詳見表十一）
。

19

表十一：兩次網調民眾對全球暖化政策支持度之差異分析
第一次網調
（N=1,130）
平
標
均
準
值
差
題 項
政府應制定法律，要求公共建築物(公司、圖 4.12
書館、商店、學校等）控制中央空調系統的溫
度。
政府應積極調整國內產業結構，抑制高耗能、 4.35
高污染產業的發展。
政府應力行整合現 行 的 各 種 稅 費 ， 以 開 4.16
徵 能 源 及 環 境 稅 方 式 ， 發揮「節能減碳」
的效益。

第二次網調
（N=1,049）
平
標
均
準
值
差

t值

p值

.84

4.04

.87

2.23

.025*

.76

4.33

.74

.68

.496

.85

3.56

1.02

14.75

.000**
*

整體而言，第二次網調結果不論是在議題問題認知、問題涉入、問題限制認
知或是政策支持度，皆出現較低的認知度與政策支持度，也就是說，第二次網調
公眾對於全球暖化議題的關注度產生了下滑的現象。回顧兩次網調皆在重大事件
發生之後進行施測，第一次網調是在莫拉克颱風發生之後進行調查，第二次網調
則在哥本哈根氣候會議後進行調查。兩大事件同樣都讓全球暖化議題受到媒體的
大幅報導，但為何在第二次網調結果反而出現民眾關注下降的現象。這或許與民
眾對於災難的關注大於對國際會議政策制定的關注，亦即當以重大災害扣連全球
暖化議題時，民眾較會提高注意力，但以政策角度與全球暖化扣連時，民眾反而
覺得與自身關聯性不大。因此溝通訊息內容如何跨越公共政策在公私領域之間的
鴻溝問題，讓年輕族群了解到全球暖化公共政策的制定與自身之間相關性，是未
來環境風險溝通者必須注意的問題。

參、後續延伸研究建議
一、全球暖化報導部分
（一）新聞長期追蹤：相關研究除可將新聞分析結果與民眾及科學社群的相
關認知進行對照比較，以找出更有效的溝通訊息呈現方式外，亦可藉
由較長時期的新聞趨勢追蹤，對照於不同時間點的政策發展或關切
點，甚至包括以關鍵災難或爭議事件作為切割點，予以比較新聞真實
與社會真實的吻合情形，以檢視媒體與社會、公眾之間的關係。
（二）傳播科技與公民社會的發展：在今日網路與社群媒體的使用愈來愈普
及之際，主流媒體無法觸及或有顧忌的訊息呈現方式，或許正是具互
動與更有切身性的新興媒體能善加發揮之處。我們好奇的是，在同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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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主動報導最新暖化資訊、撰寫評論的互動性網站中，研究者如何
發展出一套適當並具信效度的分析與訊息評估策略，並與主流媒體所
扮演的功能比較，亦可列為後續相關研究的課題。
（三）媒體組織生態與暖化報導實務：面對當今媒體經營權多所轉手或併購，
經營權的易主與資深記者的紛紛引退，是否也衝擊著環境新聞，包括
暖化報導實務質量上的變化，同樣值得未來持續追蹤探究。
二、網站分析部份
（一）未來研究可以考慮以文本分析進行深度的網站內容或是相關論述分析。
（二）目前不少科學網站呈現了以新聞學為基礎的來源資料，也經常連結新
聞報導文章於網路之中，如此造成公共傳散過程中資訊的詮釋與再詮
釋的相關問題，未來研究可深度探討這類網路科學新聞學所彰顯的科
學傳播意義及內涵。
（三）全球暖化議題近年來受到世人的注意，除了受到高爾拍攝的「不願面
對的真相」影片引發大家對全球暖化議題的關心外，高爾以及一些有
心人士也利用網路進行全球暖化議題倡議，讓全球暖化議題成為美國
繼人權運動、反戰運動之後的第三大社會運動，於是未來研究可探討
全球暖化議題、網路倡議以及社會運動之間的關係。
（四）未來研究可針對公眾對科學網站的使用，以及公眾對全球暖化網站的
認知進行深度探討，以提供科學風險溝通一個完整的面貌。
三、一般公眾電話調查分析部分
（一）

電話訪談的進行有時間上的限制，在短短 10 分鐘左右的訪談中，我
們對組成各變項的指標或選項必須精簡之。未來相關研究可藉由較
為長期的參與觀察或對特定常民對象進行深度訪談，以對常民知識
與全球暖化相關實踐的日常生活、文化與社會情境面進行厚描。

（二）

近年來各地氣候災難頻傳，大眾媒體對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的討論
急遽增加，民眾對全球暖化議題的認知是否因此有大幅度的變化，
甚至形成一更具在地特殊性的全球暖化認知型態，例如視風災為顯
著性較高的暖化現象，值得觀察。後續研究可進行追蹤訪問以瞭解
關鍵事件對民眾認知與行動參與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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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網站年輕公眾認知調查與情境理論部份
（一） 本研究的結果只能說明為網路年輕公眾對全球暖化議題的觀點與看
法，未來研究可針對實體社會年輕人為研究對象，藉此了解其中是否
有所差異；或是進一步以實體社會的一般大眾為研究對象，藉以獲得
較具概推性的資料。
（二） 未來研究可考慮增加一些情境變項（如資訊分享）對全球暖化情境公
眾的意義與影響。另外也有學者認為對於公眾情境理論的研究，缺乏
探討問題解決的溝通行動以及公眾發展與消退兩個層面，或是將溝通
行動從依變項轉變為自變項，亦即探討怎樣的溝通行動會造成公眾對
全球暖化議題的認知、態度以及行為等問題，而這些都是未來研究值
得開發的研究主題，以期提供公眾風險溝通與環境風險認知更多豐富
的研究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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