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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的森林價值與社會信任度對平地造林政策認同度影響之探討

—以惠蓀林場為例

莊采蓁 1)  顏添明 2) *

摘  要  本研究之目的為瞭解民眾對平地造林政策目標的看法，採用認知階層理論為基礎，探討民眾之森林價值與社

會信任度對政策目標認同度之影響。本研究以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研究區域位於國立中興大學之惠蓀林場，並以遊

客為訪問對象，共獲有效問卷 392 份。研究結果顯示，民眾對平地造林目標之 3 個構面(環境、社會與經濟)的看法具

有顯著差異(環境>社會>經濟)；另外依據探索性因素分析將民眾的森林價值區分為 4 個構面(精神、經濟與利用、存在

及固有價值)，社會信任度分為 2 個構面(一般信任與懷疑類型)。本研究將森林價值構面與社會信任度構面作為解釋變

數，社經背景為控制變數，3 個目標構面作為反應變數並分別進行廻歸分析，所得結果顯示民眾的森林價值與社會信

任度對政策目標認同度具有關聯性，且不同目標之影響因素亦有所差異，3 個目標面的影響因子分述如下：環境目標

受到森林價值的精神與存在價值以及信任度中的懷疑類型所影響；社會目標為受到 4 個森林價值構面以及信任度中的

一般信任型所影響，而經濟目標則僅受到森林價值中的精神以及經濟與利用價值所影響。本研究結合森林價值與社會

信任度可更具體的瞭解民眾對於造林政策目標不同構面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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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s of forest values and social trusts toward public’s acceptance of 

afforestation policy—An illustration of Huisun Forest Station 

Tsai-Jen Chuang 1)   Tian-Ming Yen2) *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addressed public’s perspectives toward the afforestation policy in plain area. 

We examined public’s attitude toward the policy by their forest values and social trusts based on the cognitive 

hierarchical theory (CHT). Following the on-site survey, a total of 392 validity questionnaires were obtained 

from the public in Huisun Forest Station of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We classified the targets of the 

policy into 3 dimensions, namely environment, social and economic. However, these 3 dimension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here the ranking order as environment > social > economic. Moreover, an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was employed to extract forest values and social trusts, respectively. The 4 factors (spiritual, 

economic or utilitarian, existence and inherent values) resulted from forest values and 2 factors (general trust 

and skeptism) from social trusts. We carried out the factors of forest values and social trusts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to predict the 3 dimensions of the policy targets. In addition, social-demographics were used as the 

controlled variable to construct 3 regression models. As predicted by CHT, we found that the influences of the 

factors of forest values and social trusts were significant in each target dimension but with different factors. 

The environmental dimension was influenced by forest spiritual and existence values and the trust of skeptism; 

the social dimension was by all the forest values factors and the general trust；whereas, the economic 

dimension was only by the forest values (spiritual and economic or utilitarian values).Overall, the present study 

used forest values and social trusts to explore public’s perspectives on afforestation policy and will provide 

more concrete information for the policy. 

Key words：Afforestation policy in plain area, Social acceptance, Cognitive hierarchical theory, Forest values, 

Social tru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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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於 2015 年

公 布 的 森 林 資 源 評 估 報 告 (Forest Resources 

Assessment, FRA)指出，自 1990 年後世界各地之人工

造林面積有逐漸增加的趨勢，顯見人工造林目前受到世

界各國的重視。許多全球性與森林議題有關的公約包括

於 1992 年簽署的「森林原則」以及 1997 年的「京都議

定書」皆與造林有關，前者強調綠化造林的重要性；後者

則倡議植林減碳為減緩全球暖化的重要策略，此也突顯

人工造林不論在生態及環境層面皆具相當的重要性[5]。近

年來，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於2015年第21次締約國會議中(Conference of Parties, 

COP) 正式將 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 plus (REDD+)納入巴黎協議條

款，期能藉由減少毀林及森林退化並加強保育、永續管理

與增加森林的碳貯存量的方式來達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的目標[18,32]，而藉由新植造林(afforestation)與更新造林

(reforestation)所產生之固碳功能與促進吸存能力也成

為 REDD+機制的重要手段，因此全球有許多國家也更加

致力於造林政策之實施[28,31]。另外 2015 年聯合國通過的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於 2016 年開始正式啟動，其中第 15 項目標提到

為達到森林之永續經營除了要減少毀林與森林退化外，

應大幅增加各地區之造林與再造林，顯見增加人工造林

不但是國際趨勢而其重要性與日俱增。造林工作在臺灣

一直以來受到政府重視，除了在國有林地積極造林外，對

私有林地也鼓勵強化造林工作，因此在山坡地上保有很

高的森林覆蓋率，近年來政府也將造林工作擴展至平原

地區，藉以發揮森林的多元效益[3]。 

平地造林雖有諸多優點但也有其爭議性，包括環境、

社會與經濟等各層面[27]，為能減少此爭議，需瞭解社會大

眾對政策的認同度(social acceptance)，以發展較為完善

的政策[12, 15, 37]，Firey(1960)指出自然資源政策之施行若

缺乏社會的認同，即使已具備嚴謹的生物科學基礎

(biologically possible) 與 可 行 的 經 濟 效 益

(economically feasible)則終究難以推行[15, 16]。由於造林

政策屬於自然資源政策的一環，其與民眾的公共利益息

息相關，因此瞭解民眾的認同度(public acceptance)可

反映政策施行成效的良窳，所以民眾在政策推行上扮演

著關鍵性的角色。 

社會認同度為民眾反映政策目標的態度，其受到不

同因素的影響，因此會經歷複雜的心理決策過程，而價值

與信念即為重要的潛在影響因素[10, 11, 12, 14, 17, 21, 30]。有關

價值與信念對態度的影響，常採用 Fulton et al. [13]提出

的認知階層理論(cognitive hierarchical theory)為主要

架構進行探討，此理論以社會心理學的角度說明價值與

信念對態度的階層式影響關係，因具有邏輯性與理論依

據，因此廣泛地被應用在社會科學與自然資源政策之領

域[1, 3, 6, 20, 21]。 

在認知階層架構中，雖價值位於架構之最基層，但具

有抽象的觀念且在一般研究中對特定態度的解釋力較為

薄弱，因此常採用認知階層理論中第二階層的信念（價值

傾向）探討其對特定態度的影響，本研究亦採用信念進行

造林目標認同度的探討，因係應用在森林領域，所以此信

念是對森林價值傾向的概念，本文後面將以森林價值稱

之。在政策的相關研究中，除了採用森林價值進行分析外，

社會信任度(social trust)也是影響民眾對政策認同態度

的重要因素之一[34, 35]，其可輔助民眾進行認同度的判斷，

尤其當民眾缺乏相關知識或面臨較為複雜的政策時，可

採社會信任度作為指標性因素[23, 29]。這類研究已在許多

林業政策的相關研究中獲得證實，諸如探討民眾對林火

防治之決策[34, 35, 36]、經營管理受威脅或瀕危的物種[7]、森

林蟲害防治[26]以及造林方案決策[14]等。雖然平地造林政

策帶來的公共效益與民眾有密切的關聯性，但大多數的

民眾並不瞭解政策內容也缺乏相關的林學知識[4]，因此本

研究採用社會信任度作為指標，探討其對平地造林目標

認同度的影響。本研究之目的在於瞭解(1)民眾的森林價

值傾向，(2)民眾對造林政策的社會信任度，以及(3)森林

價值與社會信任度對平地造林目標認同度的影響。 

二、研究方法

(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認知階層理論作為基礎，探討價值傾向對

態度的影響，並採用森林價值為本研究之價值傾向，而

造林目標的認同度為該理論之態度(圖 1)，另外也加入

社會信任度作為解釋變數，以擴展模式的解釋能力，由

於在探討森林價值與社會信任度對造林目標認同度的影

響時，將民眾社經背景資料以控制變數的方式納入模式

分析，不僅可用以瞭解資料結構的基本組成，更可得到

整體樣本較為完整的訊息。而這類研究也常將受訪者的

社經背景資料以控制變數的方式進行分析[24]。針對本研

究架構擬定之研究假設為民眾的森林價值與社會信任度

會顯著影響平地造林目標的認同度。 

(二) 研究區域與對象

本研究旨在探討民眾對平地造林之看法，然而鑒於

全面性普查之樣本蒐集方式在操作上有其困難性，因此

本研究以國立中興大學所屬位於南投縣仁愛鄉之惠蓀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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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為例，採用區域性個案研究的方式，研究調查林場內

的遊客，遊客為廣泛大眾中之一群，可反映廣泛大眾中

接近大自然的一類民眾的意見與看法。另外，惠蓀林場

提供研究者作為試驗研究也提供民眾遊憩，適合作為本

研究進行研究問題之取樣。問卷抽樣方法採用便利抽樣

法，主要調查地點包括惠蓀林場的遊客中心、大草原、

咖啡園與涉水步道，調查時間為 2015 年 8-11 月，共

發放問卷 420 份，有效問卷 392 份，有效問卷比例高

達 93%。 

 

 

(三) 問卷設計

本研究之問卷內容依研究架構可分為 4 大部分，包

括森林價值量表、平地造林目標認同度、社會信任度與個

人基本資料。森林價值量表採用 McFarlane and 

Boxall[19,20]所使用的森林價值量表，此森林價值為廣泛森

林之價值，其面向包括存在價值(existence values)(2題)、

固有價值(inherent worth)(3 題)、精神價值(spiritual 

values)(5 題 )以及經濟與利用價值  (economic or 

utilitarian values)(6 題)；平地造林政策目標的部分，採

用過去研究所歸納的 10 項平地造林政策目標，其中包括

環境構面(3 題)、社會構面(3 題)與經濟構面(4 題) [3]；社

會信任度的部分，參考 Poortinga and Pidgeon[25]設計

的社會信任度量表，此量表共 11 題，包含政府的能力

(competence)、照顧關懷(care)、公平性(fairness)、公開

透明(openness)、公信力(credibility)、可靠性(reliability)

與廉政(integrity)等 7 個面向，其中除了能力與照顧關懷

各 3 題，其餘面向皆各具 1 題，但在照顧關懷的面項中

有兩個題項之題意較為相近，本研究因考量政策內容將

之合併為一題，因此以 10 題進行分析。以上 3 個部分皆

採用李克特五點尺度量表進行量測，以 1 分至 5 分表示

由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民眾的社經背景資料包含性

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月收入、婚姻與地區，除了

地區採用郵遞區號讓受訪者填寫外，其餘項目皆採勾選

的方式讓受訪者填答。 

(四) 分析方法

問卷調查所得之結果以描述性統計 (descriptive

statistic)對各題項進行基本分析，因各題項所列的造林目

標可區分為環境、社會與經濟等 3 個構面，所以在後續

分析不採用個別題項進行比較，而是以 3 個構面進行探

討(即將該構面所屬題項之分數平均)，本研究採用相依樣

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構面間的差異，當所得之 F 值

達顯著（p<0.05），再以 Bonferroni 法進行事後檢定比

較 3 構面之差異性。關於森林價值與社會信任度，本研

究進一步使用探索性因素分析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歸納構面，再以構面進行整體分析，分析方法主

要採用廻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驗證民眾的森林價

值與社會信任度會顯著影響平地造林目標的認同度(本研

究之假設)，廻歸模式之依變項分別為平地造林目標之 3

個構面(環境、社會與經濟)，而自變項為森林價值、社會

信任度與社經背景屬性，其中前兩者以因素分析之構面

結果呈現，後者以虛擬變數(dummy)的方式置於模式中。 

三、結果

（一）描述性統計—樣本社經背景屬性資料 

表 1 為受訪遊客之基本資料，受訪者之性別分布比

例相當，年齡分布多集中 30-50 歲，學歷以大學學歷居

多；職業分布以商業/服務業者最多，其次為軍公教人員；

月收入多分布於 6 萬元以下，其中 2 萬元以下者最多，

其次為 2 至 4 萬；婚姻狀況以已婚者占多數，受訪者居

住地依照郵遞區號區分之結果顯示，受訪對象多分布於

北部與中部地區。 

（二）描述性統計—平地造林目標

民眾對各項平地造林目標看法如表 2 所示，由表 2

得知大部分題項之平均值達到 3 分(普通等級)以上，僅有

一題低於 3 分(第 6 題)，顯示民眾對大部分政策目標持正

向態度，但對第 6 題所列「種植速生樹種，著重經營者經

濟收益」之目標評分較低(僅 2.73 分)，且具較大的標準

差，代表民眾對此目標的認同度不高且見解有著較大的

分歧。此外本研究依原量表設計之構面進行問項整併，分

別為環境、經濟與社會構面，構面分數以所屬題項之平均

值表示(表 2)，所得結果顯示民眾對環境構面的分數較高

(4.22 分)，其次為社會構面(3.92 分)，最後為經濟變項

(3.38 分)，為進一步瞭解民眾對不同構面看法之差異性，

本研究以相依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比較，結果顯

示三者具有顯著性差異 (F=262.027;P<0.001)，再採

Bonferroni 法進行事後檢定，三者均具明顯差異，即環

境構面>社會構面>經濟構面。 

（三）森林價值與社會信任度之因素分析

本研究將森林價值與社會信任度分別以因素分析進

森林價值 平地造林目標 

社經背景 

社會信任度 

圖 1. 研究架構圖 

Fig. 1. The framework of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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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構面歸納，再將所歸納之構面進行廻歸分析，以解釋其

對造林政策目標認同度的影響，經採用 392 份樣本進行

初步分析時，發現其中有 4 筆資料標準差過大(其標準化

之預測值大於正負3個標準差)，會影響廻歸分析之結果，

因此將此 4 筆資料剔除不列入後續分析，以下分析之結

果皆以 388 份樣本進行分析。 

進行因素分析時，在操作上先採用 Kaiser-Meyer-

Olkin (KMO)檢定與 Bartlett’s 球型檢定判定因素分析

之適合性，二者皆呈現良好的結果，森林價值量表與社會

信任度量表之 KMO 值皆高達 0.8 以上(前者為 0.825、

後者為 0.819)，表示題項間具有共同因素存在，此外球

型檢定結果二者亦皆達顯著水準(P<0.001)，顯示問項間

具有相關性，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本研究對於森林價值與

社會信任度之因素分析皆採主軸因子法(principle axis 

factoring)進行因素萃取。主要採用最大變異法(varimax)

進行轉軸，再以特徵值大於 1為標準決定因素之數目[22]。 

森林價值部分經因素分析共萃取出 4 個因素構面(表

3)，由於所得結果與原量表設計之構面相似，但在題項上

略有出入，所以沿用原量表各構面所採用之名稱命名，分

別為「精神價值」、「經濟與利用構面」、「存在價值」與「固

有價值」[20]。其中精神價值構面包括 7 至 10 題(原量表

則為 6 至 10 題)，固有價值構面為 4 至 5 題(原量表為 3

至 5 題)，存在價值包含第 1 與第 2 題(與原量表相同)，

經濟與利用價值構面為 11 與 13 至 16 題(原量表 11 至

16題)，而因第 3題「森林應有為了其本身而存在的權利，

而非只顧慮人類的考量及利用」與第 12 題「假如人類的

活動不會威脅到森林，我們應該可以利用其來增進人類

的生活品質」之因素負荷量值於各因素中皆小於 0.4，表

示這些構面對此兩題項之解釋能力較低，因此在後續分

析中予以刪除。4 個構面之解釋變異量分別為 16.36%、

15.45%、9.34%、7.13%(總解釋變異量為 48.29%)，而

Cronbach’s α值除了固有價值之信度稍低(0.55)外，其

餘之α係數皆於 0.7 以上，不過根據吳明隆[2]指出構面之

α係數位於 0.5-0.6 之間仍為可接受之範圍。關於森林價

值的相關研究，在國外以探索性因素分析之結果也有被

歸納為兩大類即自然中心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兩大構面
[20, 21, 22]，唯本研究的結果以分成 4 大構面的解釋效果較

佳。 

由社會信任度的分析可萃取出 2 個構面，所得之因

素結構與 Poortinga and Pidgeon[25]研究中萃取之因素

呈現相同結果，因此參考其因素命名為「一般信任度」

(general trust)(7 題)與「懷疑主義」(skeptism)(3 題)(表

4)，因為各題項之因素負荷量值皆達 0.4 以上，所以各題

項均予以保留。一般信任度構面之解釋變異量為 27.78%，

α係數值達 0.82，而懷疑主義構面之解釋變異量為

17.46%，α係數值 0.76。 

表 1.惠蓀林場受訪民眾的社會人口統計資料(樣本數=392) 

Table1. The socio-demographic information of the 

respondents in Huisun Forest Station (n=392). 

變項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男生 195 49.7 

女生 197 50.3 

年齡 20 歲以下 35 8.9 

21-30 歲 70 17.9 

31-40 歲 92 23.5 

41-50 歲 113 28.8 

51-60 歲 66 16.8 

61 歲以上 16 4.1 

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 11 2.8 

高中職 88 22.5 

大學 203 51.9 

研究所以上 89 22.8 

職業 學生 61 15.6 

軍公教 79 20.1 

商業/服務業 94 24.0 

工業/製造業 61 15.6 

自由業 24 6.0 

家管或退休 43 11.0 

其他(含農林漁

牧&待業) 
30 7.7 

月收入 2 萬元以下 110 28.4 

2 萬元-4 萬元 103 26.6 

4 萬元-6 萬元 87 22.5 

6 萬元-8 萬元 38 9.8 

8 萬元-10 萬

元 
24 6.2 

10 萬元以上 25 6.5 

婚姻 已婚 250 63.8 

未婚 142 36.2 

地區 北部 1) 119 32.2 

中部 2) 174 47.0 

南部 3) 74 20.0 

東部 4)* 3 0.8 

註： 
1)北部地區包括宜蘭、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

新竹縣與新竹市等六縣市。
2)中部地區包括苗栗、台中、南投、彰化、雲林。
3)南部地區包括嘉義、台南、高雄與屏東。
4)東區包括花蓮與台東。

*東部地區因樣本只有 3 位，因此未納入後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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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惠蓀林場受訪民眾對平地造林目標看法的平均數與標準差(樣本數=392) 

Table 2. The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for the targets of afforestation in plain area which were surveyed 

from the visitors in Huisun Forest Station (n=392). 

構面 題項 平均數(標準差) 構面平均數(標準差) 

環境 1.改善環境品質，增加平原地區森林覆蓋率 4.10(0.82) 4.22(0.63)a1) 

2.保育林木資源，復育海岸林及濕地 4.35(0.68) 

3.配合國際能源政策，貢獻臺灣碳效益 4.23(0.80) 

經濟 4.提昇木材自給能力，供應國內木材市場之需 3.44(1.03) 3.38(0.72)c 

5.活絡平地休閒產業，開發相關副產品之利用（如：菇

類、精油、能源）

3.72(0.87) 

6.種植速生樹種，著重經營者之經濟收益 2.72(1.09) 

7.整合目前產銷系統，推廣平地造林相關產物 3.64(0.83) 

社會 8.增加平地森林遊樂區，提供民眾休閒遊憩場所 3.66(0.85) 3.92(0.64)b 

9.提升環境景觀美學，增進人文生活素養 4.14(0.69) 

10.減少休耕農地及閒置土地，進行土地合理利用 3.95(0.90) 

註：不同目標構面之間的差異性，採用相依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比較，結果顯示(F=262.027;P<0.001)，再以

Bonferroni 法檢定其差異性，英文字母標記不同即表示在 P=0.05 顯著水準下，構面間達顯著差異。 

表 3.森林價值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樣本數=388) 

Table 3.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forest values (n=388). 

問項 F1 F2 F3 F4 平均數(標準差) 

9. 森林能使人們精神恢復。 0.81 -1) - - 4.73(0.50) 

8. 森林讓我們有親近自然的感覺。 0.73 - - - 4.82(0.39) 

7. 森林給予我們平靜與安寧的感覺。 0.70 - - - 4.76(0.47) 

10. 人類應給予森林更多的尊重與敬意。 0.63 - - - 4.78(0.45) 

15. 森林主要是為了服務人類的需求而存在。 - 0.77 - - 2.20(1.06) 

16. 森林主要的功能應考量對人類有用生產與服務等方面。 - 0.73 - - 2.43(1.06) 

13. 森林若未被使用在人類利益上，是一種自然資源的浪費。 - 0.70 - - 2.59(1.24) 

11. 森林經營的方式應盡可能滿足人類的需求。 - 0.66 - - 2.92(1.30) 

14. 森林狀態可經由人為經營而獲得改善。 - 0.50 - - 3.62(0.98) 

12. 假如人類的活動不會威脅到森林，我們應該可以利用其來

增進人類的生活品質。

- - - - 4.16(0.83) 

1. 不論是否能依我所願多次參訪森林，對我而言知道台灣森

林的存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 - 0.80 - 4.81(0.42)

2. 保留森林給後代子孫很重要 - - 0.65 - 4.90(0.30)

3. 森林應有為了其本身而存在的權利，而非只顧慮人類的考

量及利用。

- - - - 4.70(0.58)

5. 野生動物、植物與人類應擁有相同權利來生存與發展。 - - - 0.56 4.61(0.61) 

4. 森林的生長及發展應要依靠自然力量，不須藉由人為力量

來操控。

- - - 0.54 3.69(1.11) 

6. 森林是神聖的地方。 - - - 0.48 4.48(0.72) 

Cronbach’s α 0.85 0.80 0.71 0.55 

%variance 16.36 15.45 9.34 7.13 

註：因素名稱 F1：精神價值 F2：經濟與利用價值 F3：存在價值 F4：固有價值。1) -：表示因素負荷值小於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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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社會信任度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樣本數=388) 

Table 4.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social trusts (n=388). 

問項 一般信任 懷疑類型 平均數(標準差) 

9.我認為政府制定平地造林政策時是公正的 0.71 2.69(0.82) 

8.我們政府於施行平地造林政策時會傾聽民眾提出的問題與看法 0.68 2.90(0.87) 

10.我們政府提供許多平地造林政策之相關資訊給民眾 0.67 2.67(0.96) 

3.政府有專業人員來執行平地造林政策 0.58 3.19(0.90) 

2.我們政府有足夠的能力施行平地造林政策 0.58 2.94(0.90) 

7.我們政府制定平地造林政策時以公眾利益為出發點 0.58 3.10(0.87) 

1.平地造林政策在臺灣的施行是相當具有成效 0.55 2.80(0.79) 

5.我們政府會以不正當的理由更改平地造林政策之內容 0.89 3.49(0.83) 

6.我們政府在制定平地造林政策時受到外界的影響很大 0.62 3.88(0.74) 

4.制定平地造林政策時，政府會歪曲事實並朝對其有利以的方向來制

定
0.61 3.42(0.80) 

Cronbach’s α 0.82 0.76 

%variance 27.78 17.46 

（四）廻歸分析

本研究之廻歸分析採森林價值因素分析所萃出的 4

個構面與社會信任度 2 構面作為解釋變項，社經背景為

控制變項，探討以上構面對 3 個造林目標的影響，所得

結果如表 5 所示。 

於模式 1 的結果顯示，森林價值中的精神價值(β

=0.18, p<0.001) 與存在價值(β=0.17, p<0.001)以及社

會信任度中的懷疑類型(β=0.07, p<0.05)對環境目標認

同度具顯著之正向影響關係，亦即民眾對森林之精神價

值與存在價值同意度越高者以及對政府懷疑的程度越高

者對造林之環境目標越能認同。此外在社經背景變項中，

各變項採用 dummy 的方式進行比對，發現僅月收入與

此目標具顯著相關性，月收入 8-10 萬者對比 2 萬元以下

者對此目標具較高的認同度(β=0.38, p<0.05)。 

模式 2 為分析造林之社會目標與構面的結果，其中

具顯著影響之變數包含 4 項森林價值構面(精神價值β

=0.12, p<0.01；經濟與利用價值β=0.10, p<0.05；存在

價值β=0.08, p<0.05；固有價值β=-0.09, p<0.05)與社會

信任度中的一般信任類型(β=0.10, p<0.01)。這些變項中

除了固有價值對社會目標為負向影響，其餘變項皆為正

向的影響關係，表示當民眾越同意森林之固有價值則對

造林的社會性目標認同度越低，反之，當其越同意森林之

精神、經濟與利用與存在價值者以及對政府之一般信任

程度越高者，會越認同此目標。在社經背景變項中僅教育

程度之高中職學歷對比大學學歷者有顯著之正向關係，

表示高中職學歷者比大學學歷者在造林的社會性目標有

較高的認同度。 

模式 3 為造林經濟目標認同度之分析結果，所得顯

示森林價值構面中之精神價值(β=0.10, p<0.05)與經濟

與利用價值(β=0.29, p<0.001)兩者對造林經濟目標具顯

著且正向之影響，但社會信任度則皆未呈顯著的關聯性。

亦即民眾對森林之精神和經濟與利用價值越同意者，對

此造林經濟目標認同度也會越高，然而民眾的社會信任

度對造林經濟目標認同度之影響並不明顯。在社經背景

資料中僅年齡與造林經濟目標達顯著負相關，顯示年齡
在 50-60 歲以上者比 40-50 歲者對造林經濟目標之認同

度較低。 

四、討論 

由環境與社會目標(模式 1 與模式 2)的廻歸分析結果

得知，民眾在進行造林環境與社會目標認同度之判斷時

會受其森林價值與社會信任度之影響，符合本研究所提

之研究假設，同時也印證認知階層理論可用以探討民眾
態度[8, 11, 21, 33]。但經濟目標(模式 3)僅森林價值影響，社

會信任度對其影響則不明顯。此外民眾的森林價值與社
會信任度對於不同造林目標的影響也有所差別。 

就森林價值而言，雖然造林目標皆受到森林價值的

影響，但在構面上卻有所不同，如環境目標受到精神與存

在價值的影響；社會目標則受到全部構面的影響；經濟目

標主要受精神及經濟與利用價值所影響。其中精神價值

對於三個造林目標皆呈正向影響，顯示此價值為影響民

眾造林政策各目標認同度之重要變項，然而此結果與前
人研究略有差異，McFarlane and Boxall[20]研究露營者

與獵人的森林價值，並將其森林價值歸為兩大構面，所得
結果發現自然中心主義構面(含精神價值)對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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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民眾的森林價值構面、社會信任度構面與社經背景對造林環境、社會與經濟目標之廻歸分析(樣本數=388) 

Table 5. The regression results for the influence of forest values, social trust and social-economical 

characteristics on three dimensions of afforestation targets attitudes (environment, social and 

economic) (n=388). 

模式 1(環境) 模式 2(社會) 模式 3(經濟) 

β β β 

常數項 4.07*** 3.88*** 3.29*** 

森林價值 

精神價值 0.18*** 0.12** 0.10* 

經濟與利用價值 0.06 0.10* 0.29*** 

存在價值 0.17*** 0.08* 0.04 

固有權利 0.07 -0.09* -0.08

社會信任度 

一般信任 0.07 0.10** 0.04 

懷疑 0.07* 0.03 0.04 

社經背景(Dummy) 

性別 -1) - - 

年齡 - - 4) 

教育程度 - 3) - 

月收入 2) - - 

職業 - - - 

婚姻 - - - 

居住地 - - - 

F-test 4.498*** 1.960** 2.892*** 

R2 0.28 0.15 0.20 

調整後 R2 0.22 0.07 0.13 

註：*表示 p 值<0.05，**表示 p 值<0.01，***表示 p 值<0.001。β=未標準化係數。社經背景為虛擬變項：性別

(男=0)、年齡(41-50 歲=0)、教育程度(大學學歷=0)、月收入(2 萬元以下=0)、職業(商業/製造業=0)、婚姻(已

婚=0)、居住地(台中=0)。1)-表示沒有顯著。2)8-10 萬元者對比 2 萬元以下(β係數 0.38*)。3)高中職者對比大

學學歷者(β係數 0.22*)。4)50-60 歲以上者對比 40-50 歲者(β係數-0.26*)。 

之經濟發展以及木材經營態度有負面影響；McFarlane 

and Boxall[21]研究民眾對於木材永續收穫的態度亦得到

相同的結果，而本研究精神價值對於造林之經濟目標則

為正向之影響，造成此差異之原因可歸納為下面三點，其

一為本研究經因素分析所萃取之森林價值構面與構面內

之題項與上述之研究並不完全一致；其二為本研究探討

之議題主要為造林政策，由於經濟性的目標並未特別強

調收穫伐採的概念，因此仍能帶給民眾精神層面正向的

效益；其三為不同國家之文化背景差異，加上臺灣地區已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未進行國有林木材主伐收穫，可能導

致民眾的森林價值與國外有所分歧。 

關於其他價值構面，存在價值在造林之環境與社會

目標具有顯著正向的影響，表示民眾重視森林的存在意

義與能延續到後代之價值者，對於此二類造林目標也有

較高之認同度，然而森林存在價值並無法有效地解釋造

林經濟目標，因為兩者的關連並不明顯。然而在本研究經

濟目標的題項主要是歸納自林務局所提出之造林目標，

但這些題項並未強調森林永續經營的概念，致民眾可能

未能瞭解經濟目標於永續經營的關聯性，而永續經營與

森林的存在價值具有一定的關聯性，若能將永續經營的

概念納入經濟目標中，民眾的森林存在價值可能會與經

濟目標有所關聯，此部分有待後續研究近一步證實。 

另外經濟與利用價值構面，其題項內容包含對森林

產品之利用與滿足人類生活服務上的需求，可反映森林

能提供人類資源(如森林產品，就業和生命支持功能)的價

值觀，因此於 McFarlane and Boxall[19]研究中，將此價

值歸納在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c)，在過去許多

研究中亦指出這類價值與森林經濟層面之政策與經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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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有著正向關聯性[17, 20, 21]。而本研究所得之結果也呈現

此價值對造林之經濟目標與社會目標有著正向的影響，

此結果與上述研究相符合。 

固有價值在各目標認同度的表現上並不一致，其除

了對社會目標有負面影響外，其餘的影響皆不顯著，其原

因可能為固有價值構面於本研究中係由「森林是神聖的」，

「野生動物、植物與人類應擁有相同權利來生存與發展」

以及「森林的生長及發展應要依靠自然力量，不須藉由人

為力量來操控」等題項所組成，其反映自然中心主義之價

值觀，即森林擁有神聖性及自身發展之權利，不需藉由人

為來操控，但本研究所探討之主要議題為造林，為由人為

方式來營建森林，與自然中心主義之價值觀有所出入，此

可能是造成固有價值僅與社會目標呈負相關，但對其他

目標的影響則不顯著之原因。 

關於社會信任度部分，本研究經因素分析萃取出一

般信任與懷疑類型 2 構面，其對不同政策目標態度的影

響也有所差別，環境目標受到懷疑類型構面所影響；社會

目標受一般信任構面所影響；而經濟構面則不受到此 2構

面所影響。社會目標與一般信任構面呈正向關係，表示當

民眾對政府執行造林政策之能力、照顧關懷、公平性與公

開透明等認同程度較高者，對造林社會目標(景觀美學、

遊樂與土地合理利用)之認同程度也會較高。另外環境目

標與懷疑類型構面亦呈正向關係，亦即當民眾對政府執

行政策之公信力、可靠性與廉政方面的質疑態度越高者

對造林環境目標的認同程度也會較高，可能因質疑態度

較高者對環境目標也具有較高的選擇性與包容性，所以

其同意程度也會較高。綜合上述結果可得知民眾對造林

政策目標的態度會受其森林價值與社會信任度所影響，

此外本研究更進一步瞭解不同政策目標態度的影響因子

也會有所差異。 

五、結論

森林生態系之碳吸存、碳固定與碳替代功能於全球

氣候變遷調適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國際間對於造林之重

視程度也與日俱增，臺灣政府從過去至今對於獎勵造林

政策之推行不遺餘力，主要包括山坡地及平原地兩大區

位。然而於平原地區進行造林雖可以帶來許多外部效益，

但也較具爭議性，為能減少政策之爭議問題，瞭解民眾對

平地造林的期待有助於政策的推行，本研究以惠蓀林場

之民眾為例，探討民眾之森林價值與社會信任度對平地

造林政策目標認同度之影響。 

本研究將平地造林政策目標區分為環境、社會與經

濟等 3 個構面，而森林價值與社會信任度經因素分析之

下，分別萃取出 4 個價值構面(精神、經濟與利用、存在

與固有價值)以及 2個信任度構面(一般信任與懷疑類別)。

研究結果發現，民眾對 3 個造林政策目標雖多持正向態

度，其平均分數以環境構面最高，社會構面次之，經濟環

境較低。本研究也證實民眾的森林價值與社會信任度會

對造林政策目標之認同度造成影響，且不同目標之影響

因素亦略有差異，其中環境目標受到森林之精神與存在

價值以及懷疑類型之信任度所影響；社會目標為受到 4個

森林價值構面與一般信任型之信任度所影響，而經濟目

標則僅受到森林之精神以及經濟與利用價值所影響。 

由於森林價值屬於人對於森林的中心思想，過去已

有許多研究證實其可用以解釋民眾和林業政策態度的關

連性，因其具有難以被改變的特性，所以用於解釋與預測

民眾對林業政策的看法較具有穩定性。然而當民眾在評

估其不熟悉之政策時，或避免較複雜的決策過程時，信任

度為判斷政策目標的重要指標，而這類研究也廣泛應用

於政策目標之探討，本研究採用民眾的森林價值與社會

信任度探討其對平地造林政策目標態度之影響，所得之

結果除了能更深入瞭解造成民眾對不同造林目標看法差

異之原因，也可提供做為政策推行之參考。本研究之限制

為調查對象侷限於惠蓀林場的民眾，其僅為廣泛民眾中

的一類，並無法代表全部民眾。而為了能提供更多元且完

整的資訊未來應繼續瞭解更多不同利害關係者的看法；

此外，因民眾對政策之認同度乃複雜的心理過程，未來如

能瞭解此機制，將可更深入瞭解民眾對政策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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