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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thropogenic climate change poses a great challenge to human society.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aris 

Agreement goal, it is an important task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lay public about climate change issues. 

Many studies used audience segmentation analysis to classify a targeted population into coherent groups for 

the purpose of designing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campaigns for different groups.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perform an audience segmentation analysis of the Taiwanese public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Global 

Warming’s Six Americas,” and compare the results with international case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a 

large-scale telephone survey in 2019 (N = 1522), Taiwanese have a high level of climate change awareness, 

and the results of audience segmentation suggested that, in terms of climate change views, Taiwanese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distinct segments: the alarmed (47% of the population), the concerned (42% of the 

population), and the cautious (11% of the population). The results of multiple regression showed that even 

controlled for sociodemographic and cultural theory factors, the predictor of segments is still a significant 

predictor to climate change concern and issue involvement, suggesting that the results of audience 

segmentation are reasonable and important.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s suggested that the Taiwanese case i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Singaporean case, both having three distinct segments. It is suggested that future studies 

should conduct similar research over time in order to monitor temporal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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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為導致的氣候變遷對於人類社會帶來極大的挑戰，而如何針對不同類型的民眾進行有效的氣候

變遷溝通，促使巴黎協定的內容成功達成，成為重要的課題。不少研究透過受眾分層分析，將民眾依

照氣候變遷的看法進行分群，以利後續針對不同類型的受眾規劃合適的溝通策略，達到有效的氣候變

遷溝通。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是使用國際著名的「全球暖化的六個美國」計畫之研究架構，瞭解臺灣

民眾的氣候變遷受眾分層情形，並與國際的相關案例進行比較。根據電話調查的結果（N = 1522），整

體來說臺灣民眾有蠻高的氣候變遷意識，而受眾分層的結果，臺灣民眾對於氣候變遷的看法可以分為

三群，分別命名為「驚慌組」（佔全體受訪者的 47%）、「關心組」（佔全體受訪者的 42%）與「慎重組」

（佔全體受訪者的 11%）。多元迴歸的結果顯示，即使控制了社會人口因子與文化理論後，受眾分層

在預測民眾對於氣候變遷的關心程度與投入上，仍具高度解釋力，顯示了受眾分層結果的合理性與重

要性。在國際比較上，臺灣的情形與新加坡類似，民眾對於氣候變遷的看法均是分為三組。後續研究

可以持續追蹤受眾分層的百分比變化，以瞭解臺灣民眾對於氣候變遷看法在時間上的變遷。 

關鍵詞：氣候變遷看法、受眾分層分析、全球暖化的六個美國、集群分析 

前 言 

人為導致的氣候變遷對於人類社會，乃至整個地球帶來嚴重的挑戰（Ripple et al., 2020）。要達到

2015 年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中將全球平均升溫控制在工業革命前水準以上低於攝氏兩度以下

的目標（Rogelj et al., 2016），需要公、私等不同的部門在個人到全球等不同的尺度上一同努力

（McLennan and Handmer 2012）。要減緩氣候變遷的程度，瞭解民眾對於氣候變遷的識覺（perception）、

相關政策的支持，以及對於氣候變遷的投入（engagement），是非常重要的（Maibach et al., 2011b），

因為氣候變遷的減緩，除了政府與企業的參與外，也有賴於一般民眾與其家庭∕家戶的減碳行為的投

入（Brody et al., 2012），且政府的氣候變遷政策的實施，也需要一般民眾的支持（Leiserowitz 2006）。

因此，不少的研究針對民眾對於氣候變遷的識覺與其影響因素進行研究（Wolf and Moser 2011; Sun and 

Han 2018; Poortinga et al., 2019）。從政府的角度來說，如何說服民眾支持政府提出的氣候變遷政策，

或是如何由上而下改變民眾對於氣候變遷的想法與行為，皆需要有效的氣候變遷溝通策略（Maibach et 

al., 2008）。由於不同民眾有不同的氣候變遷的識覺、不同的投入程度，與不同的氣候變遷政策的支持

程度，若是能夠依照上述不同類型的民眾加以分類，則較能針對不同類型的民眾設計專門的溝通策略，

有效提升氣候變遷的溝通情況（Maibach et al., 2011b）。上述將民眾依照不同的特性加以分類的相關研

究，很多使用受眾分層（audience segmentation）的方式進行（Maibach et al., 2011b; Leiserowitz et al., 

2021）。  

受眾分層被認為是創造有效溝通的重要元素（Grunig 1989），可以在具有多元特性的母體中，區

別出具有群體內部一致性高，而群體之間的差異性大的不同群體，使後續在制訂溝通策略上可以更有

效（Slater 1996）。一般來說，受眾分層分析包括三個步驟（Metag and Schäfer 2018）：(1) 確認一個母

體，其具有多元的特性，且與分析的目的相關（analytically relevant）；(2) 於此具有多元特性的母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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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資料；(3) 透過分析確認母體分層。而分層的類型，按照所蒐集資料的不同，可以分成三種（Metag 

and Schäfer 2018）：(1) 以社會人口因子為基準的分層分析（sociodemographic segmentation analyses），

使用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種族∕族群等社會人口因子當作受眾分層的依據；(2) 以心理圖像因子

為基準的分層分析（psychographic segmentation analyses），以人們對於某個主題的態度作為受眾分層

的依據；(3) 以行為為基準的分層分析（behavioral segmentation analyses），以人們的行為當作受眾分

層的依據。 

分層的概念最早是行銷領域的研究者所提出，並在該領域有廣泛應用（Beane and Ennis 1987），後

續延伸到其他領域如健康相關的社會行為研究（Noar 2006），也深入到環境相關的研究（Waitt et al., 

2012），並在氣候變遷領域得到特別的關注（Metag and Schäfer 2018）。受眾分層在氣候變遷領域的相

關研究，包括 Bain et al.（2012）將澳洲的受訪者區分為相信氣候變遷與不相信氣候變遷的兩群人，或

Hine et al.（2013）同樣以澳洲民眾為研究對象，依照受訪者對於氣候變遷的認知、情感與行為構面的

相關題目之回答，將澳洲民眾分為五個各具特色的群體。其他氣候變遷相關的受眾分層研究，請參考

Hine et al.（2014）的彙整。在眾多氣候變遷受眾分層研究當中，以美國耶魯大學氣候變遷溝通計畫（Yale 

Program on Climate Change Communication）與喬治梅森大學氣候變遷溝通中心（George Mason 

University, Center for Climate Change Communication）所執行的「全球暖化的六個美國」（Global 

Warming’s Six Americas）計畫最為著名（Hine et al., 2014; Metag and Schäfer 2018）。該計畫依照態度

效價（attitudinal valence）與議題融入（issue involvement）兩個理論發展問卷題目（Leiserowitz et al., 

2021）。態度效價呈現了民眾對於氣候變遷科學接受或拒絕的傾向，而這個理論的重要性來自過往研究

發現民眾對於氣候變遷科學接受或拒絕的傾向是預測氣候變遷政策支持或相關行為的重要因子

（Hornsey et al., 2016）。議題融入則是討論人們在認知與情感上的對於氣候變遷議題的融入程度，因

為研究發現人們對於氣候變遷議題融入與對於氣候變遷的看法有 U 字型的關係，也就是對於氣候變遷

有極端看法的民眾（極端的氣候變遷支持者與極端的氣候變遷反對者）有比較高的議題融入，而對於

氣候變遷沒有極端看法的民眾則其議題融入程度較低（Swim and Geiger 2017）。 

「全球暖化的六個美國」計畫從 2008 年開始執行以來，針對美國民眾，每年皆進行 2 次具有代表

性的氣候變遷識覺調查，至今已累積豐富的資料（Leiserowitz et al., 2021）。該團隊發展的量表最初共

有 36 題，依照民眾的對於全球暖化的信仰（global warming beliefs）、議題參與（issue involvement）、

氣候相關的行為（climate-relevant behaviors）與想要的社會回應（preferred societal responses）等 4 個

面向問題之回應，使用潛在類別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將民眾進行分類。分類結果，發現美國民

眾對於氣候變遷的識覺與參與可以分為六類（Maibach et al., 2011b）：從非常擔心氣候變遷、非常投入

相關議題，且支持相關的政策的這端，到非常不關心，且非常不支持相關政策的另一端，分別是驚慌

的（Alarmed）、關心的（concerned）、慎重的（cautious）、不參與的（disengaged）、懷疑的（doubtful），

與不屑一顧的（dismissive）六類。這六類的民眾對於氣候變遷政策有著不同的認同程度，顯示了分類

的合理性與重要性（Maibach et al., 2011b）。該計畫持續超過十年的調查，呈現了這六類人群的長期變

化趨勢。如從 2008 年至 2016 年，屬於較為不相信氣候變遷的不參與的、懷疑的，與不屑一顧的這三

組，其比例約佔總人數的 28%-36%（Roser-Renouf et al., 2016），表示近年來在美國，仍有為數不少的

人不相信氣候變遷是人為造成，也不支持相關政策（Leiserowitz et al., 2021）。如何針對這群統稱「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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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變遷否定者」（climate change deniers）的群眾進行氣候變遷溝通，成為了一些研究的主題（Bain et al., 

2012; Bohr 2016）。而「全球暖化的六個美國」的分析架構除了在大眾傳播的學術領域受到重視，也使

用在其他學術領域如教育研究上（Flora et al., 2014），呈現該分析架構在氣候變遷溝通領域以外應用性。 

Flora et al.（2014）以高中學生為研究對象，透過前測-後測的研究方法，發現學生在接受一個以寓教

於樂方式（edutainment）所呈現的氣候變遷課程後，學生在氣候變遷的知識、態度、議題融入與行為

從較為接近「不屑一顧的」分層往「驚慌的」分層轉移，說明了以寓教於樂方式進行科學教育的重要

性。 

如前所述，「全球暖化的六個美國」最早為 36 題的版本。因應原本的 36 題版本有過長的問題，該

研究團對另外發展了一個 15 題的版本（Maibach et al., 2011a），以及最新發展的 4 題版本（Chryst et al., 

2018）。而 15 題的版本與 4 題的版本之題目，均來自原先的 36 題版本。 

由於氣候變遷識覺分類的重要性，在「全球暖化的六個美國」進行之後，許多的研究依循「全球

暖化的六個美國」的研究架構，針對美國以外的國家進行類似的研究，發現各國民眾的氣候變遷識覺

分層，與美國並不完全相同，如新加坡分為三類（Detenber et al., 2016）、澳洲為六類（Morrison et al., 

2013）、德國為五類（Metag et al., 2017）或印度為六類（Leiserowitz et al., 2013）等。各國的研究成果

簡述，見表 1。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研究進行群眾分類所使用的統計方式不盡相同，除了「全球暖

化的六個美國」原本使用的潛在類別分析，也有一些研究使用集群分析（cluster analysis）進行統計分

析。此外，如同 Metag and Schäfer （2018） 所言，不管是否依據「全球暖化的六個美國」研究架構

所進行的氣候變遷受眾分層研究，多是以歐美等西方國家為主，除了上述新加坡與印度的例子，整體

來說缺少非西方國家的研究。 

到目前為止，以臺灣民眾進行類似的分析研究者，為楊意菁與徐美苓（2012）的研究，使用公眾

情境理論（situational theory of publics; Grunig 1983），將民眾依照全球暖化的問題認知、問題限制認知

以及情境涉入三個面向的問題進行分類，並討論不同的情境民眾在傳播接收行為上的差異。然而，楊

意菁與徐美苓（2012）的群眾分類方式，與目前國際上較多相關研究所採用的，依照「全球暖化的六

個美國」的研究架構所進行的分類不同，導致臺灣案例與國際案例比較上的困難。因此，本研究的研

究目的，即是希望沿用「全球暖化的六個美國」的研究架構與受眾分層研究方式，討論臺灣民眾在氣

候變遷看法的分層。本文的研究成果，除了可以讓政策擬定者與後續研究者，瞭解臺灣不同分層群眾

的比例，可以依照不同分層群眾的特性，發展更有效的氣候變遷溝通策略，更可以與眾多的國際案例

進行對照與比較。由於各國的氣候變遷識覺分層的結果不盡相同，本研究採探索式（exploratory）、演

繹式（inductive）的方式進行研究，因而沒有設定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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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使用「全球暖化的六個美國」架構進行的氣候變遷受眾分層研究彙整 

文獻來源 國家 樣本大小 分層方法 分層結果 

Maibach et al. 2011b 美國 2164 
潛在類別分析 

（latent class analysis） 

6 群： 驚慌的（Alarmed）、 

 關心的（concerned）、 

 慎重的（cautious）、 

 不參與的（disengaged）、 

 懷疑的（doubtful）、 

 不屑一顧的（dismissive） 

Detenber et al. 2016 新加坡 1006 
潛在類別分析 

（latent class analysis） 

3 群： 關心的（concerned）、 

 不參與的（disengaged）、 

 被動的（the passive） 

Morrison et al. 2013 澳洲 1927 
潛在類別分析 

（latent class analysis） 

6 群： 驚慌的（Alarmed）、 

 關心的（concerned）、 

 慎重的（cautious）、 

 不參與的（disengaged）、 

 懷疑的（doubtful）、 

 不屑一顧的（dismissive） 

Metag et al. 2017 德國 1943 
集群分析 

（cluster analysis） 

5 群： 驚慌的（Alarmed）、 

 關心的（concerned）、 

 慎重的（cautious）、 

 不參與的（disengaged）、 

 懷疑的（doubtful） 

Leiserowitz et al. 2013 印度 3138 
集群分析 

（cluster analysis） 

6 群： 知情的（Informed）、 

 有經驗的（experienced）、 

 未決定的（undecided）、 

 不關心的（unconcerned）、 

 無差別的（indifferent）、 

 不參與的（disengaged） 

註：樣本大小指的是用於進行受眾分層分析的樣本大小，而非總樣本數。 

研究方法 

（一） 研究設計 

本研究使用問卷調查法，於 2019 年 11 月 7 日至 11 月 14 之間，在遠見研究調查的協助之下，透

過電腦輔助電話訪問（computer-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ing, CATI），以 20 歲以上的臺灣民眾為調查

對象，蒐集問卷資料。本研究通過研究倫理審查核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案件

編號 201810HS018）。本調查採分層比例隨機抽樣，以縣市為單位進行調查。依照系統內建電話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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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政區電話比例，採用後兩碼隨機撥號的方式進行抽樣。 

必須說明的是，本調查的原先設計，是要瞭解使用「氣候變遷」與「氣候危機」兩個詞彙如何影

響到民眾對於氣候變遷（作為一個客觀現象）的識覺，也就所謂標籤化（labeling）的研究（Hung and 

Bayrak 2020）。進行電話調查時，即隨機使用「氣候變遷」與「氣候危機」兩種不同的詞彙進行電話

調查。本研究所有相關題目，皆在確定使用不同詞彙的受訪民眾在題目上都沒有顯著的差異後（獨立

樣本 t 檢定的 p 值均大於 0.1），才進行分析。 

本次調查的問卷題目，包括有下列幾個部分：(1) 氣候變遷看法：本研究沿用「全球暖化的六個

美國」所使用的量表，進行臺灣民眾的氣候變遷受眾分層。基於預算與問卷長度的考量，本研究所採

用的是最新發展的 4 題版本（Chryst et al., 2018）：(a) 請問您覺得氣候變遷（氣候危機）將會對您個

人造成多大的傷害? (b) 請問您覺得氣候變遷（氣候危機）將會對於人類的未來子孫造成多大的傷害？

(c) 請問您是否會擔心氣候變遷（氣候危機）的影響？(d) 請問對您個人來說，氣候變遷（氣候危機）

議題重要嗎？上述題目均使用李克特五分量表，分數越高表示看法越正向；(2) 氣候變遷的關心與投

入：為瞭解氣候變遷群眾分類的效果，本研究參考過往研究（Maibach et al., 2011a; Brody et al., 2012; 

Wood et al., 2012; Goldberg et al., 2019）擬定 9 個變項，包含了氣候變遷溝通、道德責任、投入與行為

意圖等不同面向的問題，企圖瞭解不同分層的民眾在上述不同的題目上，是否達到顯著差異。詳細的

問題請見表 4。9 道題目均為正向問法，除了「請問您覺得氣候變遷（氣候危機）在中央政府與立法院

的施政事項中，優先程度應該要是低、中、高，或是非常高？」使用李克特四分量表，其餘均使用李

克特五分量表；(3) 社會—人口因子（social-demographic variables）：為了要瞭解不同氣候變遷分層民

眾的特性，本研究蒐集了基本的社會—人口因子，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等；（4） 文化理論（cultural 

theory）：文化研究者認為，人們對於風險的看法，來自於他們的價值觀（Leiserowitz 2006）。文化理

論研究者企圖解釋人們在理解世界的運作上之差異，也就是世界觀的不同，來自對於社會關係的看法

的差異（英文以 group 稱之，中文多翻譯為團體聯繫度），以及對於維持人們的社會角色所需要的控制

與結構的不同（英文以 grid 稱之，中文多翻譯為規範）；而由團體聯繫度與規範所形成的四個象限構

成了階級主義者（hierachist，高群體性與高規範性）、平等主義者（equalitarianist，高群體性與低規範

性）、宿命論者（fatalist，高規範性與低群體性）與個人主義者（individualist，低規範性與低群體性）

四種類型（Leiserowitz 2006; van der Linden 2015）。文化理論認為這四類型的人對於風險的看法與管制

有差異（Leiserowitz 2006）：典型的階級主義者傾向維持社會秩序，希望風險由專家控管；典型的個人

主義者則傾向自由而無政府管制，希望以市場主義的方式管理風險；而階級主義者與個人主義者接傾

向擁抱科技進行風險管理；典型的平等主義者對於不正義非常在意，接受社會的多樣性，並對於科技

抱持懷疑的態度。此外，宿命論者則是對於風險無特別感受（Xue et al., 2014）。而實證研究上，也有

不少研究支持文化理論與氣候變遷看法之間的關連性（Xue et al., 2014; Hornsey et al., 2016）。本研究

因此納入文化理論的問題，使用 Steg and Sievers （2000） 所發展出來的題目，探討文化理論與臺灣

氣候變遷分層之間的關連性。該變項設計為類別變項，受訪者針對四個有關環境問題的敘述，選擇最

符合其看法的一個。四個選項的內容，與其代表的文化理論類型，分別是「要控制環境問題，只能透

過人類行為劇烈的改變，以及社會劇烈的改變才行（平等主義者）」、「當前的環境問題還沒有到達失去

控制的地步，但是政府需要制訂明確的規範，說明哪些事情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能做的（階級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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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我並不需要擔心環境問題，因為到最後，這些問題幾乎都可以透過科技解決（個人主義者）」

與「我並不清楚環境問題在未來是否會更加嚴重（宿命論者）」。值得說明的是，上述問卷所用的題目，

雖然均來自針對以其他國家的民眾為研究對象之研究，但已有研究使用這些題目於臺灣民眾的研究上

（Hung and Bayrak 2020）。 

（二） 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 spss version 23 進行資料管理與統計分析。本研究參考既有文獻（Leiserowitz et al., 

2013; Metag et al., 2017），使用集群分析（cluster analysis）將氣候變遷受眾分層分析。之所以不使用「全

球暖化的六個美國」所使用的潛在類別分析（Maibach et al., 2011a），是因為「全球暖化的六個美國」

原先包含了連續變項與類別變項的題目，需要使用潛在類別分析（無法使用集群分析）；本研究的四個

問題均為連續變項，可以使用集群分析。另外，「全球暖化的六個美國」的研究團隊也曾經使用集群分

析進行印度樣本的氣候變遷群眾分類（Leiserowitz et al., 2013），顯示受眾分層的方法可以依照問卷的

情況不同而使用適合的分析方法。 

受眾分層分析的步驟如下（參考 Leiserowitz et al., 2013）：首先，使用階層式集群分析（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透過樹狀圖等方式（Blashfield and Aldenderfer 1988），判斷適合的分層數量。階層式

集群分析的集群方法，使用的是 Ward’s 法，而測量的方式則是選擇平方 Euclidean 距離。其次，在決

定分層的數量後，使用 K 平均數集群分析（K-means cluster analysis），按照每個觀察值的數據分配到

距離最近的集群內，決定每一筆樣本的分層歸屬。本研究採取下列兩種方式，確認分層的有效性：(1) 

使用判別分析（discriminant analysis，Donk et al., 2012; Metag et al., 2017）；(2) 使用分層為自變數，受

眾分層的四個題目為依變數，透過獨立樣本 t 檢定或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瞭解不同的分層在題目上是

否有顯著的差異（Ridley et al., 2001）。 

經過上述受眾分層分析之後，本研究認為臺灣民眾的氣候變遷群眾分層，適合分為三類（見後方

分析與說明）。因此，本研究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瞭解這三群的民眾在氣候變

遷的關心與投入上，是否有差異（參考 Detenber et al., 2016 之作法）。另外，本研究也使用多元回歸

（multiple regression），以氣候變遷的關心與投入為依變項，社會人口因子、文化理論與受眾分層為自

變項進行分析，瞭解在控制了社會人口因子與文化理論後，受眾分層的解釋能力為何。由於文化理論

與受眾分層兩變項皆為類別變項，兩個變項透過虛擬編碼的方式處理，文化理論以宿命論者作為參照

組，而受眾分層則是以慎重組作為參照組。本研究執行了四個多元回歸的模型，四個模型的依變項均

為氣候變遷的關心與投入，而第一個模型的自變項為社會人口因子，第二個模型的自變項為文化理論，

第三個模型的自變項為氣候變遷的分層，而第四個模型的自變項則包含社會人口因子、文化理論與分

層。 

此外，本研究使用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或獨立樣本 t 檢定（independent t-test），瞭解氣候變

遷分層與人口社會因子，以及氣候變遷分層與文化理論之間的關連性，以瞭解氣候變遷分層不同的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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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樣本的敘述統計 

本調查共計完成 1892 筆資料的蒐集。在刪除遺漏值的樣本之後，共計剩下 1522 份樣本。為了使

本研究具有代表性，本研究使用傾斜加權，以性別、年齡與縣市樣本數三個變項為基礎進行加權，使

樣本符合 2019 年 10 月底的母體的性別、年齡與縣市樣本數的次數分布情況。加權後的樣本數仍為 1522

份。 

加權後的樣本，其性別、年齡、縣市樣本數均符合母體的情況：性別為女性（50.9%）比例稍高

於男性（49.1%）的情況；年齡以 35-39 歲以及 40-44 歲最多，分別都佔 10.2%；各縣市的樣本數分布，

也都符合各縣市人口比例佔全臺灣人口數的百分比。受訪者的教育程度以大學學歷最多，佔 38.7%，

高中職學歷居次（25.5%），而以國小及國小以下學歷最少（4.3%）。至於文化理論的類型，以階級主

義者最多（48.7%），平等主義者居次（44.4%），宿命論者第三（4.2%），而個人主義者最少（2.7%）。 

結 果 

（一） 氣候變遷的受眾分層與不同分層的特性 

表 2 顯示了本研究用來進行受眾分層的四個題目之敘述統計。整體來說，臺灣的民眾對於這四個

題目的論述均持肯定態度（平均數皆大於平均值 2.5），其中以「請問對您個人來說，氣候變遷（氣候

危機）議題重要嗎？」獲得最高的認同（M= 4.41），但對於「請問您覺得氣候變遷（氣候危機）將會

對您個人造成多大的傷害？」則是相對來說，較不認同（M=3.25）。 

為了要進行受眾分層，本研究首先進行階層式集群分析，以樹狀圖等方式判斷合適的分類數。接

著再透過 k 平均數集群分析，決定不同樣本的分類歸屬。本研究經過階層式集群分析，經過樹狀圖的

判斷，認為透過上述四個題目，可以將臺灣民眾分為三群。使用 k 平均數集群分析的結果，發現第一

群有 634 個樣本（41.6%），第二群有 714 個樣本（46.9%），而第三群有 174 個樣本（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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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受眾分層題目的敘述統計與分層樣本平均數 

NO 問題 

總樣本 分層樣本平均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驚慌組 
（47%） 

關心組 
（42%） 

慎重組 
（11%） 

1 
請問您覺得氣候變遷（氣候危機）將會對您個人造成

多大的傷害? 

3.25 
（1.1） 

4.14 2.55 2.09 

2 
請問您覺得氣候變遷（氣候危機）將會對於人類的未

來子孫造成多大的傷害？ 

4.07 
（0.9） 

4.58 3.79 2.97 

3 請問您是否會擔心氣候變遷（氣候危機）的影響？ 
4.15 

（0.9） 
4.59 4.18 2.23 

4 
請問對您個人來說，氣候變遷（氣候危機）議題重要

嗎？ 

4.41 
（0.8） 

4.76 4.37 3.13 

註：(1) 總樣本數為 1522，驚慌組樣本數為 714，關心組樣本數為 634，慎重組樣本數為 174；(2) 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三個組別的平均數在四個題目上都顯示了顯著差異（p<.001），多重比較

（Scheffe 法）也都顯示了驚慌組的平均數顯著大於關心組與慎重組的平均數，而關心組的平均數

顯著高於慎重組。 

判別分析的結果，成功的歸類了其中 96.7%的樣本；此外，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也發現三

個群眾在四個題目上皆顯示了看法上的顯著差異（四個題目的 p 值皆小於 0.001），上述情況皆顯示了

分層的有效性。進一步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表 2），皆呈現了第二群的民眾在四個題目上的

平均數最高（且都顯著高於其他兩群民眾），而第一群的民眾在四個題目上的平均數皆顯著高於第三群

的民眾。值得一提的是，第三群的民眾在「請問您覺得氣候變遷（氣候危機）將會對您個人造成多大

的傷害?」（M=2.09）與「請問您是否會擔心氣候變遷（氣候危機）的影響？」（M=2.23）兩個題目上，

甚至出現平均數低於五點量表平均值 2.5 的情況，顯示平均而言，該群民眾對於這兩個題目抱持負面

看法。依照此結果，在參考相關研究對於分層的命名後（Maibach et al., 2011a; Detenber et al., 2016），

本研究將第二群命名為「驚慌組」（the alarmed），第一組命名為為「關心組」（the concerned），而第三

組則命名為「慎重組」（the cautious）。 

卡方檢定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發現，在三個組民眾的性別分布達到顯著差異（X2 (2) = 

24.661, p < .001）。驚慌組的女性百分比最高（56.9%），關心組的男性（52.1%）多於女性（47.9%），

而慎重組的女性百分比最低（37.6%）。教育程度上，三個組別的民眾並沒有顯著差異（F (2, 1518) =.534, 

p=.586）。年齡的分布上，整體來說以驚慌組的年齡較高（M=48.85），關心組區次（M=48.16），而慎

重組年齡最低（M=45.18），但在統計上只顯示了驚慌組的年齡顯著高於慎重組。最後，不同的文化理

論情況，也與三個組別達到顯著差異（X2 (6) = 55.498, p<.001）。三個組別中不同文化理論類型所佔百

分比，請見表 3。透過卡方檢定的事後比較發現，驚慌組中平等主義者的比例（52%）顯著多於關心

組中平等主義者的比例（40%）與慎重組中平等主義者的比例（30%），而階級主義者的比例（44%）

與宿命論者的比例（2%）顯著少於關心組（階級主義者佔 52%、宿命論者佔 6%），也顯著少於慎重組

（階級主義者佔 56%、宿命論者佔 7%），且也呈現個人主義者所佔比例（2%）少於慎重組中個人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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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佔比例（7%）的情況。慎重組中平等主義者所佔比例（30%）明顯少於其他兩組中平等主義者的

比例（驚慌組 52%、關心組 40%），個人主義者所佔比例（7%）有明顯多於其他兩組的情況（均佔 2%），

而階級主義者（56%）與宿命論者（7%）所佔比例則是呈現顯著多於驚慌組的階級主義者（44%）與

宿命論者（2%）。最後，關心組中四種文化理論類型的分布，則均在驚慌組與慎重組之間。換句話說，

驚慌組的特色是有高比例的平等主義者與低比例的宿命論者與階級主義者，慎重組的特色是擁有高比

例的個人主義者以及低比例的平等主義者，而關心組的文化理論類型組成則是相對平均。 

表 3 三個分層中不同文化理論類型所佔的百分比 

 平等主義者 階級主義者 個人主義者 宿命論者 總計 

驚慌組 52% 43.7% 2% 2.4% 100% 

關心組 40% 52.3% 2.2% 5.5% 100% 

慎重組 29.7% 56% 7.4% 6.9% 100% 

註：三個分層與四個文化理論類型之間，達到顯著差異（X2 (6) = 55.498, p<.001）。 

（二）  不同群眾的在氣候變遷關心與投入上的差異 

本研究透過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瞭解這三個分層的民眾在氣候變遷關心與投入上是否有差異（表

4），結果顯示這三個分層的民眾，在氣候變遷關心與投入的九道題目上，有統計上的差異（p 值均小

於 0.001）。在 9 道問卷問題上，均呈現驚慌組的平均分數最高，關心組平均分數居次，而慎重組平均

分數最低的情形。而 9 道題目中，有兩個氣候友善行為（走路∕腳踏車∕大眾交通工具代步與少開冷

氣），呈現驚慌組與關心組的平均分數沒有差異，但都顯著高於慎重組的情況，剩下的 7 道題目，則是

都呈現驚慌組的平均分數顯著高於關心組與慎重組的平均分數，而關心組平均分數顯著高於慎重組的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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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分層在氣候變遷關心程度與投入程度的差異（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問卷問題 
驚慌組 

（n=714） 
 

關心組 
（n=633） 

 
慎重組 

（n=173） 

請問您與家人討論氣候變遷（氣候危機）相關議題的頻率為何？ 2.67 > 2.38 > 1.81 

在日常生活中，我經常走路，或是以腳踏車、大眾交通工具代

步。請問您同不同意這些說法？ 
4.33 = 4.2 > 3.57 

在日常生活中，我經常做到少開冷氣。請問您同不同意這些說

法？ 
4.33 = 4.21 > 3.67 

我計畫逐步改變自己的行為，以減緩對於氣候變遷（氣候危機）

的影響。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 
4.53 > 4.34 > 3.68 

請問您覺得氣候變遷（氣候危機）在中央政府與立法院的施政

事項中，優先程度應該要是低、中、高，或是非常高？ 
3.25 > 2.76 > 2.22 

有人說：「我覺得我有道德義務去減少我對於氣候變遷（氣候危

機）的影響。」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 
4.56 > 4.27 > 3.78 

有人說：「我覺得我有道德義務去減少氣候變遷（氣候危機）對

於人類未來子孫的影響。」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 
4.63 > 4.48 > 3.93 

有人說：「如果人們一起行動，可以降低氣候變遷（氣候危機）

對人類帶來的威脅。」，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 
4.49 > 4.27 > 3.88 

臺灣即將於 2020 年 1 月 11 日舉辦總統大選。您是否同意「氣

候變遷（氣候危機）」議題會是您決定投票給哪一位總統候選人

的重要考量？ 

3.68 > 3.33 > 2.42 

註： (1) 三個分層之間的符號（>和=）為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事後分析 Scheffe 法所呈現的多重比較結

果；(2)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所有的 p 值均小於 0.001。 

除了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本研究也執行多元回歸，以上述九道題目的平均數（M=3.85, SD=.54, 

Cronbach alpha = .723）為依變項，社會人口因子、文化理論與氣候變遷分層為自變項進行分析（表 5）。

四個多元回歸模型的條件指數（conditional index）在 5.73 到 20.66 之間，顯示了四個模型沒有嚴重的

共線性問題。若只使用社會人口因子為自變項（Model 1），發現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均為氣候變遷

關心與投入的預測因子（均呈現正相關），以年齡的影響力最大；在文化理論上（Model 2），與宿命論

者相比，階級主義者與平等主義者都顯著關心與投入氣候變遷議題，而平等主義者又比階級主義者更

加關心與投入；若僅考慮不同分層的影響（model 3），與慎重組的民眾比起來，驚慌組與關心組的民

眾顯著關心氣候變遷與投入氣候變遷議題，其中驚慌組的民眾又比關心組的民眾更關心。若考慮上述

所有的依變項（Model 4），結果發現性別與教育程度的效應消失，而年齡、平等主義者（與宿命論者

相比）、階級主義者（與宿命論者相比）、關心組民眾（與慎重組民眾相比），以及驚慌組民眾（與慎重

組民眾相比）等自變項，仍為顯著的預測因子，但所有的解釋力（Beta 值）跟 Model 1 到 Model 3 相

比之下均下降。整體而言，在控制的社會人口、文化理論後，分層的變項仍最具解釋力，顯示了進行

受眾分層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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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透過多元回歸預測氣候變遷的關心與投入（n=1522） 

 
Model 1 

社會人口因子 

Model 2 
文化理論 

Model 3 
分層 

Model 4 
完整模式 

性別（1=女性） .07**   .01 

年齡 .22***   .17*** 

教育程度 .08**   .04 

文化理論 
（平等 vs.宿命） 

 .34***  .23*** 

文化理論 
（階級 vs. 宿命） 

 .21***  .16** 

文化理論 
（個人 vs. 宿命） 

 .034  .051 

分層 
（關心 vs. 慎重） 

  .54*** .51*** 

分層 
（驚慌 vs. 慎重） 

  .77*** .73*** 

Adjust R2 .041 .029 .23 .26 

F 22.87 16.27 221.89 66.99 

Conditional index 13.81 9.65 5.73 20.66 

註：(1) * p<0.05; **p<0.01; ***p<0.001；(2) 四個迴歸模式均顯著 (p<.001)； (3) 表中顯示的為 Beta

值。 

討 論 

氣候變遷是個複雜、多面向的議題（Weber and Stern 2011），造成人們在理解氣候變遷發生的原因、

其影響與相關行為上，出現很高的變異性（Maibach et al., 2011b）。因此，若是使用單一溝通方式與民

眾溝通氣候變遷的議題，經常造成效果不佳的情況（Morrison et al., 2013）。使用受眾分層方法，將不

同屬性的民眾加以區隔，再針對不同屬性的群眾使用合適的溝通方式進行溝通，較能達到有效的溝通

效果（Metag and Schäfer 2018）。本研究參考國際學界經常使用的「全球暖化的六個美國」研究架構與

研究方法，使用具有代表性的樣本，發現臺灣的民眾在氣候變遷看法上，可以分成三大群，依照他們

對於氣候變遷議題關注性的高到低，分別命名為恐慌組（佔樣本的 46.9%）、關心組（佔樣本的 41.6%）

與慎重組（佔樣本的 11.4%）。統計結果分析顯示，這三組的民眾，在對於氣候變遷的政策支持上、行

為動機與節能減碳行為上，確實呈現很大的差異。 

與目前世界各國使用相同或類似的研究架構所進行的氣候變遷受眾分層研究相比，本研究所顯示

的臺灣樣本分層，與同在亞洲的新加坡相似，均分為三大類（Detenber et al., 2016），但與印度的六類

不同（Leiserowitz et al., 2013）。Detenber et al.（2016） 在新加坡的研究，根據 2014 年的調查結果，

呈現了關心的（concerned）、不參與的（disengaged）與被動的（passive）三群，分別佔樣本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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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與 15%。至於為什麼臺灣與新加坡的受眾分層結果相似，均有三組，則有待未來研究進一步的討

論，或許可以從文化差異（cultural differences）、文化理論差異（differences on cultural theory），或集

體主義∕個人主義（collectivism / individualism）之差異進行探討（Kahan et al., 2012; Lavallee et al., 

2019）。雖然根據受眾分層的結果，新加坡的樣本（Detenber et al., 2016）與本研究臺灣的樣本均顯示

了三群的分層，但在群體的組成上，新加坡與台灣的樣本並不一致。在新加坡（Detenber et al., 2016），

對於氣候變遷的關心與投入程度最高的關心組，以年紀較輕、教育程度與收入較高者居多（該研究並

未討論性別差異），而本研究對於氣候變遷的關心與投入程度最高的恐慌組，則是呈現年紀較大且女性

較多之情況。相對來說，該研究中對於氣候變遷的關心與投入程度最低的不參與組，則是以年紀稍長、

教育程度與收入中等的人所組成，這也有別於本研究中，對於氣候變遷的關心與投入程度最低的慎重

組，所呈現之男性較多且年紀較輕之情形。換句話說，依照兩個研究均有使用的社會人口變項進行討

論，年齡與教育程度在新加坡與臺灣在受眾分層上所扮演的角色並不一致。然而，需要注意到的是，

Detenber et al. （2016） 的研究使用的是 2014 年的樣本，而本研究使用的是 2019 年的樣本，兩個研

究的調查時間相差 5 年。由於人們的氣候變遷看法會一直改變（Goldberg et al., 2020），目前新加坡的

情形或許已經與 Detenber et al. （2016） 在 2014 年的研究有所差異。 

針對本研究所呈現的三群分層之特性，在分層溝通上，本研究認為需要注意到下列 2 點：(1) 驚

慌組與關心組在氣候變遷識覺識覺上雖然有差異，但整體來說均為對於氣候變遷議題關心的群眾。然

而，驚慌組的女性比男性多，而關心組的性別分布較為平均，在兩組的溝通上需要注意針對不同性別

的溝通策略（Pearson et al., 2017）；(2) 慎重組與其他兩組在氣候變遷識覺上，有相當的落差，對於一

些氣候變遷的看法上，甚至抱持負面的態度。因此，對於慎重組的溝通，著重在提升氣候變遷意識之

上。目前已有文獻討論如何提升氣候變遷懷疑論者或否定者的氣候變遷意識（Bain et al., 2012），如透

過不同的溝通框架（Myers et al., 2012）等，相關的方式應可以用在提升慎重組民眾的氣候變遷意識。

此外，也需要注意到該組男性較多所需要使用的溝通技巧。如同 Hine et al. （2014） 所指出的，針對

氣候變遷受眾分層進行溝通策略相關研究仍相關缺乏，有待後續研究的發展。 

本研究使用電話調查蒐集資料，且透過傾斜加權的方式，使樣本符合 2019 年 10 月底的母體的性

別、年齡與縣市樣本數的次數分布情況。然而，在手機普及且無市內電話的家戶逐漸增加情況下，仍

須注意抽樣對象的偏差所帶來的問題（洪永泰等，2014）。如前所述，由於民眾的氣候變遷識覺會隨著

時間改變（Goldberg et al., 2020），未來持續或定期執行臺灣民眾的氣候變遷看法調查，進行受眾分層

的研究，並擬定適合的氣候變遷溝通策略，將對會於臺灣民眾的氣候變遷參與有很大的幫助。此外，

長時間累積的大量數據，也有助於推估臺灣不同空間尺度（如縣市、鄉鎮市區）民眾的氣候變遷看法

或受眾分層（Howe et al., 2015），有助於小區域氣候變遷溝通策略的擬定與氣候變遷相關政策的制訂。

而在台灣氣候災害頻傳的情況下，也可以針對受災民眾與沒有受災民眾在氣候變遷態度或受眾分層情

況的比較。另外，未來的相關研究也應增加更多的社會人口變項，如婚姻狀況、年收入、族群等，並

討論這些社會人口變項與各分層之間的關係，以增進我們對於分層特性的瞭解。再者，本研究使用

Chryst et al. （2018） 所使用的 4 題量表，雖然該研究指出透過這四題就可以達到 70%-87%的分類準

確度（與使用 36 題或 15 題版本所產生的分層相比），但無論如何，使用四個題目所進行的受眾分層，

依舊無法與 15 題的版本或 36 題的版本所進行的受眾分層完全一致（Maibach et al., 2011b）。建議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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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可以使用 15 題的版本或 36 題的版本進行進一步的討論。最後，最近不少研究以跨人際的角度

（interpersonal perspectives）瞭解氣候變遷的識覺與溝通（Lawson et al., 2019; Goldberg et al., 2019; 

Hung and Bayrak 2019; Hung and Wang 2022），未來研究者也可以從跨人際的角度切入受眾分層的相關

研究。 

結 論 

為了達到 2015 年巴黎協定的減碳目標，需要針對抱持不同氣候變遷看法的民眾，制訂不同的溝通

策略與內容，才能有效提升氣候變遷的溝通情況。本研究使用國際知名的「全球暖化的六個美國」架

構，討論臺灣民眾的氣候變遷受眾分層情形，進行國際比較，並有利後續發展有效的溝通策略。研究

結果發現臺灣民眾依照不同的氣候變遷看法，可以分為三群，依照其特色分別命名為驚慌組、關心組

與慎重組，分別佔全體受訪者的 47%、42%與 11%。這三群民眾各有不同的社會人口特徵，對於氣候

變遷議題的關心與投入程度上也有顯著差異。除此之外，這三群的民眾。未來應進行定期的調查，以

瞭解臺灣社會氣候變遷受眾的長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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