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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木棉花開，棉絮飄落，本屬自然不過之事，但卻引來殺生之禍。朗屏邨

的居民對木棉有什麼看法，愛它還是恨它？本研究希望找出本邨居民對木棉的

認識、觀感及意見，從而找出和平共處的共識。 



(一)引言 
    花開花落、開花結果繁衍下一代本屬自然定律，但人類的好惡，並掌生殺大權，主宰了其他動植物
的生命，對大自然構成很大的威脅或傷害。而本港木棉樹的命運與遭遇又是否相似呢？近年來中國(朱

清，2009-3-15；林園，2014-7-4)、香港(鍾雅宜，2015-3-11；邵超，2015-3-27)、台灣(賴筱桐，2013-5-21；
中文百科在線，2011-1-2)與木棉有關的報導中，人們均對木棉樹有負面的感覺，甚至有砍樹、絕育的
行動與建議。但木棉樹對人類的影響是否只有負面呢？人類與大自然能否和平共處，取得平衡？ 
 
(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同學們在上學與回家途中，均有機會遇上木棉樹，有時還看見一些人在拾木棉花。有同學在詢問長
輩時，才知道木棉花可以食用。但在報章的報導當中，看到市民對木棉樹有負面的感覺。因而產生疑惑，
為什麼有些人喜歡木棉樹，但有些人不喜歡木棉樹？朗屏邨的邨民對木棉樹有什麼看法呢？朗屏邨的木
棉樹數量有多少？這些木棉樹與民居距離怎樣？木棉樹對人或對環境有什麼的影響？邨民對木棉樹有
多少的認識？希望找出邨民可接受木棉樹的範圍。 
 
(三)文獻探討 
    透過網上資料搜尋和閱讀相關書籍，更深入認識木棉的生長情況以及其用處。同時，亦了解人們對
木棉的喜惡，有助問卷的設計以及考察時需要注意的地方。 
 
a. 木棉的好處或好評 
    木棉是香港最美麗的賞花落葉喬木之一(杜詩雅，1990，108；魏遠娥、茹國輝、漁農自然護理署，
2003，23)，棉絮隨風飛舞，如雪花一樣，是嶺南盛暑奇景(饒玖才，1999，43)。中國人與鄉民亦喜歡
種植實用的木棉(艾思滔，2000，51)。木棉用途廣泛，如庭園綠化、行道樹種、材用、藥用、填充材料、
油料等(吳德鄰等，2002，78)。詳細內容如下： 

部位 內容 作者 

整體 
木棉一般生長高大，種於路旁，樹枝亦不會阻礙汽車行走，反而有導

向性，讓司機留意前方的道路有沒有改變 
(梁永健，2005，68) 

花 

木棉的花是五花茶藥料花之一 
(梁永健，2007，74；饒

玖才，1999，42) 

可食用、涼凍、沙律、醬菜等 (章錦瑜，2008，120) 

含大量花粉，為蜜源植物，花朵大和美麗，為絕佳的行道園景樹 (鄭元春，1991，120) 

棉絮 
作枕頭或墊褥、救生衣和救生圈的填充材料或冰箱的內壁 (饒玖才，1999，42) 

隔音、隔温 (萊斯莉．布，1996，44) 

種子 

可榨油，製成肥皂或機械油，榨油後的棉餅，可作家畜的飼料和肥料 (饒玖才，1999，42) 

可治惡瘡疥癬 (鄭元春，1991，120) 

顏料 (萊斯莉．布，1996，44) 

樹幹 
木材質地輕軟，可製箱櫃、玩具 (鄭元春，1991，120) 

作蒸籠、火柴梗、木舟、桶盆和造紙的原料 (江銘輝，2011-10-7) 

根 
幼根及根皮亦可供藥用 (關培生，1995，288) 

根皮、莖皮和刺，磨成粉製成藥膏可用來治療精刺 (張惠珠，2004) 

葉 
葉搗爛可敷治腫毒 (鄭元春，1991，120) 

在西非，葉用以治療腹痛 (萊斯莉．布，1996，44) 

其他 在西非，樹皮用以作催吐劑，根部可治療痲瘋病 (萊斯莉．布，1996，44) 

    木棉亦對生態有正面的影響，木棉花盛開時，吸引了不少的鳥類，如相思、白頭鵯、紅耳鵯等，還
有蜜蜂來採花蜜(章錦瑜，2008，120；荒野保護協會，2014-5-16)。木棉的生長過程特別，雖樹高大，
枝葉茂盛，但葉子在春、秋、冬脫落，並沒有阻礙鄰近樹木在吸收陽光的機會(江銘輝，2011-10-7)。
木棉對人、對動物或四周的植物均有它的好處。 
 
b. 木棉的壞處或劣評 
    在書籍介紹或網頁中，講述木棉也有不受歡迎的時候，主要是針對棉絮、木棉花和其他部份。在棉
絮飄揚時，怕它散落屋內，只希望隔着窗戶來欣賞飄雪的景象(漁農自然護理署，2005，132)，會影響
交通視線，棉絮滿地，也難於清理(章錦瑜，2008，121)。而棉絮可能會引致過敏，令人呼吸道不適(漁



農自然護理署，2012，69)，對氣喘者會有影響，亦要小心避開(羅家祺，2008，117)，而棉絮令行人不
願駐足，路旁商家抱怨，因此影響生意(張惠珠，2004)。木棉花落滿地上，行人踩過容易滑倒，花朵日
曬後亦會發出臭味，輾過的木棉花黏在道路上，也難於清理，令人嫌棄(章錦瑜，2008，121；陳微薇，

2015，8；張惠珠，2004)。木棉枝葉稀疏，民眾不滿沒有遮蔭之用(章錦瑜，2008，121)。木棉樹的根
部以橫向生長，容易毀壞硬體，老樹還有板根，更具破壞性(章錦瑜，2008，121)。 
 
(四)研究設備與器材 

    滾輪和拉尺用以量度木棉樹的樹幹及樹枝與民居的距離(最近建築物的外牆)，而數碼相機用以記錄

木棉花、棉絮對四周的影響。 

   
滾輪 拉尺 數碼相機 

 
(五)研究方法及過程 
    研究以實地考察、量度和問卷調查來搜集資料和數據。而研究過程如下： 
1. 利用網上地圖，先實地考察，了解朗屏邨的木棉樹數目與分佈的位置(從而繪製分佈圖)(見附件一)。 
2. 量度木棉樹的樹幹及樹枝與民居的距離(從而製作木棉樹的記錄)(圖一至二)(見附件二)。 
3. 觀察木棉對環境的影響以及人們的活動。 
4. 在學校圖書館搜尋資料及把借回來的資料作分析(圖三至四)，後擬訂問卷內容(見附件三) 
5. 進行問卷調查，地點為朗屏邨(見附件一)。第一次問卷調查在 4月 18日下午三時正至四時正進行(圖
五)。第二次問卷調查在 5月 23日上午十時半至十二時半進行(圖八)。每次共訪問三十人。 

    
圖一 2015.3.27紀錄 圖二 2015.3.28紀錄 圖三 2015.3.28紀錄 圖四 2015.4.13紀錄 

  

  

圖五 2015.4.18紀錄 圖八 2015.5.23紀錄   
 
(六)實地考察結果 
a. 木棉花對環境與人的影響 
    木棉花落在行人路或單車徑上，則容易令到四周的環境不潔和阻礙行人和單車徑使用者，易於滑倒

(見圖一至三)，而落在遊樂場和籃球場上，則有礙人們玩樂(圖五和八)。樹枝與木棉花落下時，同學們
差點兒被擊中(圖六和七)。木棉花落在花圃或泥土上，則可成為肥料，為自己或其他四周的植物提供養
份(圖四)。 

    
圖一 2015.3.21紀錄 圖二 2015.3.21紀錄 圖三 2015.3.28紀錄 圖四 2015.3.27紀錄 

    
圖五 2015.3.28紀錄 圖六 2015.3.28紀錄 圖七 2015.3.28紀錄 圖八 2015.3.27紀錄 
     



b. 木棉花與人們的活動(拾木棉花、曬木棉花、清潔木棉花) 
   部份居民拾木棉花回家或在屋邨內把木棉花曬乾(圖一至六)，數量也很驚人。另一方面，清潔人員
在下午不同的位置，忙於清潔不斷落下的木棉花和葉(圖七和八)。無論居民，還是清潔人員都是忙着處

理木棉花。 

    
圖一 2015.3.21紀錄 圖二 2015.3.23紀錄 圖三 2015.3.27紀錄 圖四 2015.3.28紀錄 

    
圖五 2015.3.28紀錄 圖六 2015.3.28紀錄 圖七 2015.3.28紀錄

(15:00) 
圖八 2015.3.28紀錄
(16:00) 

 
c. 棉絮對環境的影響 
    在部份天氣較佳的日子中，棉絮四處飄散(圖一至二)，部份棉絮飄到水渠蓋上或水渠內(圖三至
四)。但五月份大部份的日子都是下雨天，棉絮沒有四處飄散，可是對環境仍然構成一定的影響。如棉
絮出現在水渠蓋上或水渠內(圖五至六)，甚至有部份濕了的棉絮掛在草叢或樹枝上，像大量蜘蛛絲在樹
上一樣(圖七)，濕了的棉絮在地上像嘔吐物一樣可怕(圖八)。不過，有些莢果落在泥土上，可作花圃或
泥土上，則可成為肥料，為自己或其他四周的植物提供養份(圖九)。 

    
圖一 2015.5.13紀錄 圖二 2015.5.13紀錄 圖三 2015.5.13紀錄 圖四 2015.5.13紀錄 

    
圖五 2015.5.23紀錄 圖六 2015.5.23紀錄 圖七 2015.5.23紀錄 圖八 2015.5.23紀錄 

  

  

圖九 2015.5.23紀錄 圖十 2015.5.13紀錄   
    在實地考察所得，除了觀察外，亦感受到木棉花與棉絮對人們產生不便。同時，亦嗅到少許木棉花
發出的氣味，但情況是可以接受的。此外，考察期間，沒有發現人們拾棉絮作填充物料，只有部份小朋
友在追逐棉絮(圖十)。同時，本港道路環境不如其他地區，可大量種植木棉樹，以作行道樹之用。但人
們多拾或曬乾木棉花作藥用。 
 
(七)問卷調查結果及分析 
a. 受訪者對木棉的認知 

    從問卷調查所得，受訪者對於木棉樹及其他部份的認識不多和不深入，認識較佳的依次序為木棉
花，其之是棉絮，最差為木棉樹其他部份(見附件四，統計一至三)。這與他們的年齡有關，有 62%的受
訪者年齡介乎 5-34歲(見附件四，統計十五)，加上常識科的課本沒有教授相關的知識，只有深入閱讀
植物的書籍才有機會認識，所以當木棉花或棉絮的負面報導一出，或人們有感嫌惡，故採取砍樹或絕育
的建議亦可得以解釋，因不瞭解而產生誤會。但在訪問期間，年齡較大的長者均對木棉花的用途有較深
入的認識，這可能長者昔日在農村居住，昔日務農的知識或前人所口耳相傳的傳統智慧得保留，才認識
木棉花是五花茶之一的材料。但 25%的受訪者只認識棉絮可作傳播種子的作用，而其他作用的認識不多，
這也與社會的轉變和欠缺對棉絮應用的介紹不多有關。而常識科老師在教授風力傳播時，可能介紹過木
棉樹，故大部份人對此有所認識。 
 



b. 受訪者對木棉的觀感 
    大部份受訪者均對木棉的觀感較為一般。在問卷調查結果所得，有 37%的受訪者不太認為腐壞後的
木棉花會發出惡嗅，而 33%的受訪者認為腐壞後的木棉花會發出惡嗅的情況只是一般(見附件四，統計

四)，這也與考察時所感受的的情況相同。但木棉花對環境衞生的影響方面，有 47%的受訪者認為影響較
少或十分少，而 38%的受訪者認為影響較大或十分大，所以兩者的意見未取得大部份人的支持，只是好
壞各佔一半(見附件四，統計四)。此外，受訪者認為棉絮對環境衞生的影響的觀感上各有不同(見附件
四，統計七)。而受訪者普遍喜歡木棉花(見附件四，統計十)，而對棉絮則較為不受歡迎(見附件四，統
計十一)。在考察所得，雖然天氣未如理想，甚至與受訪者對棉絮四散的感覺不相同，但也發現濕了的
棉絮並不美觀。不過，整體而言，有 45%的受訪者均對木棉樹有較高的喜歡程度，而有 40%的受訪者對
木棉樹的喜歡程度尚可(見附件四，統計十三)。 
 
c. 受訪者對木棉的意見 
    有 60%的受訪者認為木棉樹在郊野公園內種植最為理想，有 45%的受訪者認為木棉樹在市區公園內

種植為第二理想的地方，但於其他地方種植木棉樹的意見不多(見附件四，統計八)。但有 67%的受訪者
認為木棉樹認與民居居位的距離應在 11-40米(見附件四，統計九)。這與考察所得(附件二)，大部份木
棉樹均在這個範圍內，而只有少部份是很接近民居的。加上 75%的受訪者認為木棉值得在本邨內保留(見
附件四，統計十二)，但這與受訪者對木棉樹的各項觀感的意見上有所偏差。 
 
(八)研究的發現 
    研究的發現主要在考察上，內容如下： 
1. 邨內的木棉樹數量驚人，共有 80棵。 
2. 每棵木棉樹的木棉花數量也很驚人，數以百計。 
3. 不是每棵木棉樹均有棉絮，約有三成至四成。 
4. 邨內沒有成人拾棉絮，這可能與居民的對棉絮的作用(天然的物料)認知不高有關。 

5. 雨後的棉絮，外觀更為恐怖，體積較四散的棉絮為集中和大，有沒有淤塞水渠的問題則有待進一步
了解。 

6. 棉絮可飄到多高呢？有組員於五樓的居所內(邨內)和有同學於六樓的居所(邨內)發現棉絮飄入屋
內，但未及記錄已被家人清理。 

7. 棉絮飄向何方呢？雖然學校的另一方擁有大量的木棉樹(24棵)，但棉絮飄到的情況並不嚴重。這可
能與西南季候風的風向、建築物的阻隔或路馬中車輛行走時所產生的氣流有關，但部份民居或位置
正處於西南季候風的方向，對他們會不會構成嚴重的影響？ 

8. 木棉樹的樹枝較為脆弱，不時斷裂，並掉下來，容易擊傷途人。 
9. 棉絮保温和吸水的效能怎樣？ 
 
(九)討論、建議、限制與改善 
    在研究當中，發現居民有拾或曬木棉花的情況，但他們應不應該拾在馬路旁的木棉花作藥材食用
呢？由於馬路旁的木棉平日吸收了很多汽車所排放的有害物質，花朵亦可能受到污染或沾污，以免禍從
口入，都是不建議居民拾來食用為佳。在問卷調查當中，人們不是不喜歡木棉，而是不認識大自然(邵
超，2015-3-27)，亦需要學習尊重自然(陳微薇，2015，8)。因此，應教育人們多了解木棉的特性與功
用，如可在二、三月時，在木棉開花與棉絮四散前，在廣場或公園舉辦木棉展覽，展出或宣傳一些木棉
製成的產品(夏龍全，2006-10-16)，讓市民對木棉有更深入的認識。從而認識木棉對市民的影響只是短
暫性。同時，讓市民瞭解真正致敏的原因，以免產生對木棉樹的誤解。此外，希望科技的發展，可以把
木棉的棉絮有更廣泛的應用，甚至有經濟效益，讓生產商採摘木棉的棉絮，減少由政府部門的處理與負
擔。同時，可多正面報導木棉的觀賞、食用和其他產品的價值。教育大眾也是很重要的，可在中文科加

上歌頌木棉的文章、在音樂科播放歌頌木棉的歌曲(羅文的《紅棉》)、在常識科中加上木棉樹的內容，
讓年輕人認識木棉樹的特性，減少誤解的機會。在木棉樹種植的地方加設告示，木棉花落與棉絮飄散的
季節，請市民注意，避免木棉花與樹枝落下時而受傷，行路時小心滑倒。最後，如果要避免棉絮四散，
亦可以不摘花、只摘果，花季列為重點保養時間，增加清掃和撿拾(陳微薇，2015，8)。市民如有敏感，
可以配戴口罩，以免觸發相關的疾病。 
 
    在研究期間，時間的限制和天氣的變化，最為困難。由於考察時間多為星期六的早上九時或下午一
時開始，木棉花散落和棉絮四散的實況也被清潔工人所清理，所以的情況未必與市民所見和認為的一
樣。此外，可定時定點進行觀察，了解木棉花掉下來對環境的影響及清潔工人的情況。加上瞭解木棉的
特性需要和展開考察的時間，木棉花已盛放，已設計問卷後，木棉花也凋謝了。再進行相類似的研究時，



如在花落時進行，訪問市民會否嗅到惡臭，加插一些追問題目等，並深入了解市民喜歡與不喜歡的原因。
最後，由於五月份下豪雨的日子特別多，期間天文台曾發出最少兩次紅色暴雨警告訊號，多次發出黃色
暴雨警告訊號及雷暴訊號，棉絮四處飄散的情況不多，加上繳交報告期限在即，未能待木棉棉絮落光後

才進行問卷調查，受訪者的即時觀感與反應會影響問卷調查的可信性。 
 
(十)總結 
    透過本邨的考察與問卷調查，了解木棉對人或對環境的影響，而可瞭解人們對木棉的看法與認知。
傳媒、環保機構、學校等可宣傳與教育大眾，使人們對大自然有更深入的認識和了解，希望當局能作深
入的考察與調查，避免少數人的厭惡與不了解，而作出一些錯誤的判斷或行動。讓人與自然可以取得平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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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朗屏邨的木棉樹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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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木棉樹對居民影響較少(距離較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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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木棉樹與民居的距離表 

地圖編號 樹幹與民居的距離 樹枝與民居的距離 備註 

1 17.3米 12.3米  

2 18.6米 10.9米  

3   因距離較遠和有其他障礙物，難於量度 

4   因距離較遠和有其他障礙物，難於量度 

5 9.4米 4.5米  

6 15.3米 11.1米  

7 12.2米 9.5米  

8 14.3米 10.2米  

9 23米 18.4米  

10 7.4米 3.4米  

11 27.7米 23.3米  

12   因距離較遠和有其他障礙物，難於量度 

13   位置馬路的另一方，難於量度 

14   位置馬路的另一方，難於量度 

15   位置馬路的另一方，難於量度 

16   位置馬路的另一方，難於量度 

17   位置馬路的另一方，難於量度 

18   位置馬路的另一方，難於量度 

19   位置馬路的另一方，難於量度 

20   位置馬路的另一方，難於量度 

21   位置馬路的另一方，難於量度 

22   位置馬路的另一方，難於量度 

23   位置馬路的另一方，難於量度 

24   位置馬路的另一方，難於量度 

25   位置馬路的另一方，難於量度 

26   位置馬路的另一方，難於量度 

27   位置馬路的另一方，難於量度 

28   位置馬路的另一方，難於量度 

29   位置馬路的另一方，難於量度 

30   位置馬路的另一方，難於量度 

31   位置馬路的另一方，難於量度 

32   位置馬路的另一方，難於量度 

33   位置馬路的另一方，難於量度 

34 7.5米 4.1米  

35   商場外牆維修工程，有圍封物障礙，未能量度 

36 2.3米 0.9米 近商場的外牆 

37 2.2米 0米 緊貼商場的外牆 

38 5.5米 1.7米  

39 3.1米 0.1米  

40 7.5米 6.7米  

41   因 40位置較近，故不重複量度 

42 11.9* 5.3米  

43 5.8米 1.5米  



地圖編號 樹幹與民居的距離 樹枝與民居的距離 備註 

44 7.8米 5.15米  

45   於馬路上的花圃，難於量度 

46 8.1米 3.5米 在遊樂場旁 

47   於遊樂場內 

48   因 49位置較近，故不重複量度 

49 17.25米 10.05米  

50   高度不算高，影響較少 

51 8.2米 5.9米  

52   因 53位置較近，故不重複量度 

53 14.7 7.3米  

54   在學校範圍內，不能內進量度 

55   在學校範圍內，不能內進量度 

56 9米 6.3米 近學校 

57 9.9米 6.6米 近學校 

58 17米 11.3米 近遊樂場 

59   高度不算高，影響較少，沒有量度 

60   近遊樂場，有其他障礙物，難於量度 

61   近遊樂場，有其他障礙物，難於量度 

62   近遊樂場，有其他障礙物，難於量度 

63   近遊樂場，有其他障礙物，難於量度 

64   近遊樂場，有其他障礙物，難於量度 

65   近遊樂場，有其他障礙物，難於量度 

66 8.4米 4.4米 近幼稚園 

67 7.5米 4.4米 近幼稚園 

68   近學校，有其他障礙物，難於量度 

69   近學校，有其他障礙物，難於量度 

70   近學校，有其他障礙物，難於量度 

71   近學校，有其他障礙物，難於量度 

72   近學校，有其他障礙物，難於量度 

73   近學校，有其他障礙物，難於量度 

74   近學校，有其他障礙物，難於量度 

75   近學校，有其他障礙物，難於量度 

76   近學校，有其他障礙物，難於量度 

77   近學校，有其他障礙物，難於量度 

78   近學校，有其他障礙物，難於量度 

79   近學校，有其他障礙物，難於量度 

80 9米 6.6米 近籃球場 

 



(附件三) 

問卷調查 

目的： 

    我們正進行專題研習比賽活動，想訪問你對木棉的一些看法和認識，並花少許時間完成以下問卷。 

(一) 問卷內容 

1.你認不認識木棉花的作用？ 

   □認識(□食用  □藥用  □觀賞  □肥料  □娛樂  □其他動物的糧食  □其他_______)   

   □不認識 

2.你認不認識棉絮的作用？ 

   □認識(□傳播種子  □保温  □製作衣服  □填充材料  □其他_______)   

□不認識 

3.你認不認識木棉樹其他部份的作用？ 

   □認識(□製作用具[木材]  □藥用[根、皮、葉]  □其他_______)   

□不認識 

4.你有幾大程度上覺得腐壞後的木棉花會發出惡臭？ 

□十分同意  □同意  □一般  □不同意  □十分不同意  □不知道 

5.你有幾大程度上覺得木棉花會影響環境的衞生？ 

□十分大  □較大  □一般  □較少  □十分少  □不知道 

6.你的家居或學校現在或以前有沒有棉絮出現？ 

□有  □沒有  □不知道 

7.你覺得棉絮有幾大程度影響環境的衞生？ 

□十分大  □較大  □一般  □較少  □十分少  □不知道 

8.你認為木棉樹應該種植在哪兒？(1為最理想，最多選 5項) 

   □郊野公園  □市區公園  □學校  □公共屋邨  □路旁  □球場  □其他________ 

9.你認為種植木棉樹與民居居住地方的距離認該是多少？ 

   □0-10米  □11-20米  □21-30米  □31-40米  □41-50米  □51米或以上 

10.你對木棉花的喜歡程度怎樣？ 

□十分喜歡  □喜歡  □尚可  □不喜歡  □十分不喜歡 

11.你對木棉棉絮的喜歡程度怎樣？ 

□十分喜歡  □喜歡  □尚可  □不喜歡  □十分不喜歡 

12.你認為木棉樹值不值得在本邨內保留？ 

   □十分值得  □值得  □不值得  □十分不值得  □沒有意見 

13.整體而言，你對木棉樹的喜歡程度怎樣？ 

   □十分喜歡  □喜歡  □尚可  □不喜歡  □十分不喜歡 

(二)基本資料 

1.性別：□男  □女 

2.年齡：□5-9歲    □10-14歲   □15-19歲   □20-24歲   □25-29歲  □30-34歲   

□35-39歲   □40-44歲   □45-49歲   □50-54歲  □55-59歲   □60歲或以上 

3.職業：□學生  □家庭主婦  □清潔工人  □保安  □侍應  □文職人員  □退休人士   

□其他：___________ 

4.教育程度：□小學  □中學  □大學或專上學院  □碩士或以上 

5.你有沒有過敏的情況：□沒有   □有(□皮膚  □哮喘  □氣管  □濕疹  □其他________) 

6.你的家人有沒有過敏的情況：□沒有   □有(□皮膚  □哮喘  □氣管  □濕疹  □其他________) 

7.居住地：□朗屏邨  □朗屏邨附近的屋苑  □其他地區________) 

謝謝你﹗ 



(附件四) 

問卷調查統計表 
    兩次的問卷調查當中，共訪問了六十人，各三十人。 

 

統計一(受訪者對木棉花的作用之認識) 
 

統計二(受訪者對棉絮的作用之認識) 

 

統計三(受訪者對木棉樹其他部份的作用之認識) 

 
統計四(受訪者對腐壞後的木棉花所發出氣味的觀

感) 

 
統計五(受訪者對木棉花對環境衞生影響的觀感) 

 
統計六(受訪者的家居或學校現在或以前出現棉絮

的情況) 

 
統計七(受訪者認為棉絮對環境衞生影響的觀感) 

 
綂計八(受訪者認為木棉樹應該種植的地方) 

 
統計九(受訪者認為種植木棉樹與民居居位地方的

距離) 

 

統計十(受訪者對木棉花的喜歡程度) 



 
統計十一(受訪者對木棉棉絮的喜歡程度) 

 
統計十二(受訪者認為木棉值得在本邨內保留的看

法) 

 

統計十三(受訪者整體對木棉樹的喜歡程度) 

 

統計十四(受訪者的性別) 

 

統計十五(受訪者的年齡) 

 

統計十六(受訪者的職業) 

 

統計十七(受訪者的教育程度) 

 

統計十八(受訪者有沒有過敏的情況) 

 

統計十九(受訪者的家人有沒有過敏的情況) 

 

統計二十(受訪者的居住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