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021 第八屆全人健康促進學術研討會

壹、會議目的
鼓勵教師發表健康促進領域論文，多元化本校學術視野，強化本校以全人健康

促進為主軸特色之內涵。

本次研討會分為以下八大主題：

1.健康促進之老護長照，醫護專業主題

2.健康促進之婦幼健康主題

3.健康促進之口腔衛生主題

4.健康促進之視力保健主題

5.健康促進之心靈照護主題

6.健康促進之健康產業管理主題

7.健康促進之社區關懷主題

8.健康促進之教育主題

9.健康促進之健康美容主題

貳、研討會論文集
本次研討會論文集中收錄之口頭論文與海報論文皆經由校內外委員審查，

共收錄8篇口頭全文論文與52篇海報論文。

參、指導單位
教育部

肆、主辦單位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伍、研討會日期

110年 8月 18日（星期三）

陸、地點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二樓多功能教室(A209)及
線上會議室(Google M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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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八屆全人健康促進學術研討會議程表 
研討會日期：110年 8月 18日(三)08:30-16:00 
研討會地點：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行政大樓二樓多功能教室(A209) 
線上會議室：https://meet.google.com/ugy-kfwo-huz 
場次 時間 發表人/講者 主題 評論人 主持人 

08:30-08:50 
【報到】 

開放線上會議室登入簽到及參與人員至 A209教室簽到 

08:50-09:00 
【開幕】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駱俊宏 校長 

專題演講 09:00-10:40 
許有杉 

新北市藥師公會 
理事長

臺灣醫療器材健康產業之現況與發展 
高駿彬

主任 

10:40-10:45 休息時間 

第一場次 
口頭發表 

10:45-11:10 
洪吉豪 

雲林科技大學

運用互動式體感科技於發展遲緩兒童手眼

協調之訓練：某教學醫院先導研究 張念慈

副教授 
趙淑員 
教授 

11:10-11:35 
陳映如 
新生醫護管理

專科學校

專三、專四學生健康促進生活型態與學習

成效對就學穩定性之相關因素探討 

11:35-11:40 休息時間 

11:40-13:10 【海報發表論文交流時間，請參閱附件一】 

第二場次 
口頭發表 

13:10-13:35 
劉姿伶 
新生醫護管理

專科學校

眼軸長度與眼生物參數相關性研究 
張延瑞 
助理教授 

黃佳慧 
副教授 

13:35-14:00 
蘇曉妮 
新生醫護管理

專科學校

眼鏡フレームの印象調査における研究―
台湾の学生を対象として― 

14:00-14:10 休息時間 

第三場次 
口頭發表 

14:10-14:35 
張馨元 
新生醫護管理

專科學校

大專生在高血脂預防中對保健食品的認知 
陳清輝

教授 
劉易齋

教授 
14:35-15:00 

陳佩宜 
新生醫護管理

專科學校

體驗行銷對於消費者購買保健品意圖影響

相關研究—以中草藥行為例 

15:00-15:10 休息時間 

第四場次 
口頭發表 

15:10-15:35 
張雅茜 
新生醫護管理

專科學校

僕人式領導風格對工作滿意度之相關研究 
楊志德

教授 
林正穩 
助理教授 

15:35-16:00 
余綵婷 
新生醫護管理

專科學校

體驗行銷模式對藥局購買意願之影響調查 

16:00～ 【閉幕式】 

※時間：口頭發表人每位 15分鐘，主持人開場 2分鐘、結尾 3分鐘、評論暨回應 5分鐘，共 2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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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第一場次海報發表論文順序表 

時間 順序 作者 單位 主題 

11:40 
至 

12:25 

1 
林莉玲、劉淳蓉、沈秀玲 

李詩誼 
台北市松山區 
健康服務中心 

老有所用 守護松山 保顧健康-以臺北市松山區
推動高齡志工志願服務為例 

2 
林莉玲、劉淳蓉、沈秀玲 

王盈婷 
台北市松山區 
健康服務中心 

運用多元方法提升社區個案管理照護服務品質-
以臺北市松山區為例 

3 
林莉玲、劉淳蓉、沈秀玲 

李詩誼 
台北市松山區 
健康服務中心 

跨域集結照護量能 共創失智友善社區-以臺北市
松山區為例 

4 林莉玲、劉淳蓉、黃玉枚 
台北市松山區 
健康服務中心 

防疫新生活~動動 150健康一定行 

5 
林莉玲、劉淳蓉、曾盈婷 

黃玉枚 
台北市松山區 
健康服務中心 

推動健康安全、高齡友善的共好社區-以臺北市松
山區為例 

6 楊鈴韻、鍾依婷 敏盛綜合醫院 
照護一位重症肌無力併呼吸衰竭病人脫離呼吸器

之護理經驗 

7 楊鈴韻、鍾依婷 敏盛綜合醫院 運用整合醫療於一位心肌梗塞使用葉克膜病人 

8 郭廣華、楊鈴韻 敏盛綜合醫院 
照顧一位因咳嗽引發肋骨骨折合併延遲性血胸病

人之護理經驗 

9 郭廣華、楊鈴韻 敏盛綜合醫院 
運用實證探討血漿置換術對敗血症患者死亡率的

影響 

10 林淑雯 敏盛綜合醫院 
運用醫療共享決策於失智老人營養灌食法之抉擇

衝突 

11 林淑雯、舒思蓉、陳薏婷 敏盛綜合醫院 
芳香療法對經痛改善之成效探討-系統性文獻回
顧 

12 林淑雯 敏盛綜合醫院 照顧一位失智病人術後譫妄之加護病房護理經驗 

13 陳威廷、李孟芬 實踐大學 
社區中老年人健康促進生活型態及其相關因素之

初探 

14 
江慧珊、許佩蓉、鄭宛宜 

林靜宜 
三軍總醫院 口腔健康促進介入對長者健康識能之成效 

15 林家妃、張晏蓉 臺灣師範大學 班級規範、學生使用智慧手機的態度與成癮風險 

16 黃雅妮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結合多元教學方法與團隊導向學習模式於解剖生

理學之教學實踐研究 

17 蔡琇文、彭淑媛、盧幸馡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護理人員執行菸害防制行為現況之探討 

18 
趙明玲、徐如涵、陳瑪娜 

林淑貞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QR code應用於中老年疾病之創新教學實務研究 

19 張銀玲、趙明玲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職場壓力與調適課程介入對專科學生 A型性格與
正向積極態度商數之影響 

20 黃薇如、田益誠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學習理解的評量研究-以口腔衛生專業課程教學
為例：學生自我課程統整與建構能力之觀察 

21 李淑惠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建立輕度阿茲海默症個案及照顧者認知照護模式 

22 盧淑敏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探討護理科學生創新性服務學習之成效 

23 
趙明玲、林淑貞、彭立民 

吳雪菁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護理科學生慢性疾病教學活動之創新教學實務研

究 

24 歐姿妤、李書芬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運用情境興趣多元教學策略於專科學生化學官能

基學習~以植物精油化學成分應用為例 

25 
李書芬、歐姿妤、江玉珍 

李育翠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預防及延緩失能長者之社區照顧方案 

26 陳佩宜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探討數位學習網站平台參與者動機與學習行為關

聯性之研究-以社會交換論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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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第二場次海報發表論文順序表 

時間 順序 作者 單位 主題 

12:25 
至 

13:00 

27 鄭美娟、林禹昕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食品業在中國大陸市場的食品安全狀況與兢爭優

勢分析-以康師傅企業及旺旺集團為例 

28 游琁安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唐詩婦女髮式研究 

29 吳安安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以廣告詞語融入國語文修辭教學活動的分析 

30 
羅志偉、洪丞昱、鄭爾文 
劉育成、周炫言、高駿彬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民眾購買外用痠痛產品的考量因素初探 

31 
彭立民、古芸禎、張博奐 

陳宥榛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提升護理之家照顧服務員翻身擺位執行之正確率 

32 林倩汝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早發性白內障的危險因素 

33 盧淑敏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正念療法應用在COVID-19疫情期間之經驗-以勞
作教育課為例 

34 
鄭筱薰、陳慧珺、古芸禎 
彭羿涵、鄒尚勳、吳建興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開發漢方足部保健產品之研究 

35 王凱平、駱麗香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結合心智圖輔助學生對化妝品學習成效的影響研

究 

36 
林家妃、陳慶銓、李金融 
薛芃慈、鄧沛晴、黃郁婍 
沈明志、王智德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藥局對銷售呼吸道感染保健食品實務探討 

37 
吳靜盈、林雅蕙、揭英筑 
羅籽喬、周依葳、鄒尚勳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食品、藥品、妝品廣告誇大不實疑慮對消費者購

買行為分析研究 

38 
黃盈焜、李雅琪、高駿彬 

沈郁芳 
天晟醫院/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區域醫院家醫科降血壓用藥之臨床實務與教學研

究 

39 江昱明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教保人員人際衝突因應策略之探究 

40 王淑真、趙麗敏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以「問題導向學習」教學經驗與反思—「以乳癌
教學」為例 

41 翁菁鄉、杜素青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實驗室翻轉教學在身體評估與實驗課程應用之成

效 

42 楊金蘭、杜素青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學海築夢日本照護經驗 

43 盧俊仲、李佩玟、高駿彬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專科學生在健康促進知識表現的評估研究- 以北
部某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為例- 

44 
方維翎、吳函芳、王炳勳 
林恩頡、林倩汝、陳偉新 
楊立健、劉姿伶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融入綜合技術大考課程對於學生學習實務技能成

效分析 

45 陳冠吟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多元健康美容課程-系列特效化妝課程模組之建
構設計 

46 張碩芳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從人才培育課程探討多元健康美容人才培育之需

求 

47 
彭翊榛、王心如、林嘉芳 
黃妍莘、陳妍儒、劉玟佳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台灣民眾對失智症的認知及支持度之探討 

48 
吳雪菁、林嘉玲、劉苑菁 

游能俊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社區老年人第 2 型糖尿病之衰弱相關危險因素 

49 柯素蘭 敏盛綜合醫院 減輕照護 COVID-19患者的護理人員壓力措施 

50 
徐翊喬、楊皓倫、林進益 
陳亮嵓、謝嘉佑、陳志忠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青少年社會體型焦慮在身體意象與身體自我價值

及運動樂趣之相關研究-以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
校為例 

51 詹穎雯、潘威佑 國立台灣大學 長照公共建設服務據點之影響研究 

52 陳豐文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某大專應屆畢業生心理壓力程度、壓力源、壓力

因應方式問卷調查—前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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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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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體驗行銷模式對藥局購買意願之影響調查

趙日彰、余綵婷、戴辰靜、陳愉絜、江嘉芸

大專生在高血脂預防中對保健食品的認知

王智德、徐彥婷、林佳靜、張馨元、陳莉婷、郭嘉蓉

、林家妃

體驗行銷對於消費者購買保健品意圖影響相關研究—以

中草藥行為例

陳佩宜

僕人式領導風格對員工工作滿意度之相關研究

趙日彰、張雅茜、徐梓瑗、朱以雯、謝詩亭

Oral 5：

Oral 6：

Oral 7：

Oral 8：

運用互動式體感科技於發展遲緩兒童手眼協調之訓練：

某教學醫院先導研究

洪吉豪、何芳宜、林怡君

專三、專四學生健康促進生活型態與學習成效對就學穩

定性之相關因素探討

劉世淼、彭翊榛、陳映如、蔡秀芬

眼軸長度與眼生物參數相關性研究

劉姿伶、陳昆祥、郭益銘

眼鏡フレームの印象調査における一研究―台湾の学生

を対象として―

蘇曉妮、北野 康、當間 政義

2021年第八屆全人健康促進學術研討會議程表

專題演講者：新北市藥師公會   許有杉理事長 簡介

專題演講者：新北市藥師公會   許有杉理事長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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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所用 守護松山 保顧健康-以臺北市松山區推動高齡志

工志願服務為例

林莉玲、劉純蓉、沈秀玲、李詩誼

運用多元方法提升社區個案管理照護服務品質-以臺北市

松山區為例

郭廣華、楊鈴韻

運用實證探討血漿置換術對敗血症患者死亡率的影響

郭廣華、楊鈴韻

林莉玲、劉純蓉、曾盈婷、黃玉玫

照護一位重症肌無力併呼吸衰竭病人脫離呼吸器之護理

經驗

楊鈴韻、鍾依婷

運用整合醫療於一位心肌梗塞使用葉克膜病人

楊鈴韻、鍾依婷

照顧一位因咳嗽引發肋骨骨折合併延遲性血胸病人之護

理經驗

林莉玲、劉純蓉、沈秀玲、王盈婷

跨域集結照護量能 共創失智友善社區-以臺北市松山區為

例

林莉玲、劉純蓉、沈秀玲、李詩誼

防疫新生活~動動150  健康一定行

林莉玲、劉純蓉、黃玉玫

推動健康安全、高齡友善的共好社區-以臺北市松山區為

例

海報發表

Poster 1：

Poster 2：

Poster 3：

Poster 4：

Poster 5：

Poster 6：

Poster 7：

Poster 8：

Poster 9：

-ii-



目錄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021 第八屆全人健康促進學術研討會

§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職場壓力與調適課程介入對專科學生A型性格與正向積極

態度商數之影響

張銀鈴、趙明玲

護理人員執行菸害防制行為現況之探討

蔡琇文、彭淑媛、盧幸馡

QR code應用於中老年疾病之創新教學實務研究

趙明玲、徐如涵、陳瑪娜、林淑貞

班級規範、學生使用智慧手機的態度與成癮風險

林家妃、張晏蓉

結合多元教學方法與團隊導向學習模式於解剖生理學之

教學實踐研究

黃雅妮

社區中老年人健康促進生活型態及其相關因素之初探

陳威廷、李孟芬

口腔健康促進介入對長者健康識能之成效

江慧珊、林靜宜、鄭宛宜、許佩蓉

林淑雯、舒思蓉、陳薏婷

照顧一位失智病人術後譫妄之加護病房護理經驗

林淑雯

海報發表

運用醫療共享決策於失智老人營養灌食法之抉擇衝突

林淑雯

芳香療法對經痛改善之成效探討-系統性文獻回顧

Poster 10：

Poster 11：

Poster 12：

Poster 13：

Poster 14：

Poster 15：

Poster 16：

Poster 17：

Poster 18：

Poster 19：

-iii-



目錄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021 第八屆全人健康促進學術研討會

§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以廣告詞語融入國語文修辭教學活動的分析

吳安安

食品業在中國大陸市場的食品安全狀況與競爭優勢分析-
以康師傅企業及旺旺集團為例

鄭美娟、林禹昕

唐詩婦女髮式研究

游琁安

預防及延緩失能長者之社區照顧方案

李書芬、歐姿妤、江玉珍、李育翠

探討數位學習網站平台參與者動機與學習行為關聯性之

研究-以社會交換論觀點

陳佩宜

護理科學生慢性疾病教學活動之創新教學實務研究

趙明玲、林淑貞、彭立民、吳雪菁

運用情境興趣多元教學策略於專科學生化學官能基學習~
以植物精油化學成分應用為例

歐姿妤、李書芬

建立輕度阿茲海默症個案及照顧者認知照護模式

李淑惠

探討護理科學生創新性服務學習之成效

盧淑敏

學習理解的評量研究-以口腔衛生專業課程教學為例：學

生自我課程統整與建構能力之觀察

黃薇如、田益誠

海報發表

Poster 22：

Poster 20：

Poster 21：

Poster 23：

Poster 24：

Poster 25：

Poster 26：

Poster 27：

Poster 28：

Poster 29：

-iv-



目錄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021 第八屆全人健康促進學術研討會

§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教保人員人際衝突因應策略之探究(中文)

江昱明

食品、藥品、妝品廣告誇大不實疑慮對消費者購買行為

分析研究

吳靜盈、林雅蕙、揭英筑、羅籽喬、周依葳、鄒尚勳

區域醫院家醫科降血壓用藥之臨床實務與教學研究

黃盈焜、李雅琪、高駿彬、沈郁芳

結合心智圖輔助學生對化妝品學習成效的影響研究

王凱平、駱麗香

藥局對銷售呼吸道感染保健食品實務探討

林家妃、陳慶銓、李金融、薛芃慈、鄧沛晴、黃郁婍

、沈明志、王智德

正念療法應用在COVID-19疫情期間之經驗-以勞作教育課

為例

盧淑敏

開發漢方足部保健產品之研究

鄭筱薰、彭羿涵、古芸禎、陳慧珺、鄒尚勳、吳建興

提升護理之家照顧服務員翻身擺位執行之正確率

彭立民、古芸禎、張博奐、陳宥榛、賴盈穎

早發性白內障的危險因素

林倩汝

民眾購買外用痠痛產品考量因素初探

羅志偉、洪丞昱、鄭爾文、劉育成、周炫言、高駿彬

海報發表

Poster 30：

Poster 31：

Poster 32：

Poster 33：

Poster 34：

Poster 35：

Poster 36：

Poster 37：

Poster 38：

Poster 39：

-v-



目錄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021 第八屆全人健康促進學術研討會

§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台灣民眾對失智症的認知及支持度之探討

彭翊榛、王心如、林嘉芳、黃妍莘、陳妍儒、劉玟佳

社區老年人第 2 型糖尿病之衰弱相關危險因素

吳雪菁、林嘉玲、劉苑菁、游能俊

多元健康美容課程-系列化特效化妝課程模組之建構設計

陳冠吟

從人才培育課程探討多元健康美容人才培育之需求

張碩芳

專科學生在健康促進知識表現的評估研究 - 以北部某醫護

管理專科學校為例

盧俊仲、李佩玟、高駿彬

融入綜合技術大考課程對於學生學習實務技能成效分析

方維翎、吳函芳、王炳勳、林恩頡、林倩汝、陳偉新

、楊立健、劉姿伶

實驗室翻轉教學在「身體評估與實驗」課程應用之成效

翁菁鄉、杜素青

學海築夢日本照護經驗

楊金蘭、杜素青

以「問題導向學習」教學經驗與反思—「以乳癌教學」

為例

王淑真、趙麗敏

海報發表

Poster 41：

Poster 42：

Poster 40：

Poster 43：

Poster 44：

Poster 45：

Poster 46：

Poster 47：

Poster 48：

-vi-



目錄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021 第八屆全人健康促進學術研討會

§

179

180

181

182

長照公共建設服務據點之影響研究

詹穎雯、潘威佑

某大專應屆畢業生心理壓力程度、壓力源、壓力因應方

式問卷調查–前驅研究

陳豐文

減輕照護COVID-19患者的護理人員壓力措施

柯素蘭

青少年社會體型焦慮在身體意象與身體自我價值及運動

樂趣之相關研究-以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為例-

徐翊喬、楊皓倫、林進益、陳亮嵓、謝嘉佑、陳志忠

海報發表

Poster 52：

Poster 49：

Poster 50：

Poster 51：

-vii-





行政院衛生署/提昇用藥品質委員會/委員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醫藥分業促進委員會/委員

新北市藥劑生公會/理事長

新莊中央扶輪社/社長

新北市嘉南藥理科技大學校友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委員會/委員

新北市藥師公會/區組長團隊/總召集人

新北市藥師公會/第一屆常務理事

新北市藥師公會許有杉理事長

｜學歷｜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藥學系畢業

｜現職｜
中華民國嘉南藥理科技大學校友總會/總會長

社團法人新北市藥師公會/理事長

美康藥局/CEO

新北市商店經營發展協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副祕長

｜經歷｜

-IV-





專題演講





-1-



-2-



-3-



-4-



-5-





第一場次
口頭發表論文





衛生福利部-107年度一般護理之家實地評鑑委員

雲林縣政府-雲林縣109年度長期照顧品質提升計畫案評鑑委員
勞動部-第四十五屆world skill比賽 Health and Social Care國家代表 傑出貢獻獎

健康照顧職類全國技能競賽裁判長

國際技能競賽中華民國委員會健康照顧職類裁判長

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科學教育學刊編輯委員

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科學教育學刊編輯委員

台灣護理學會審查委員

勞動部國際技能競賽健康照顧職類裁判長

勞動部全國技能競賽健康照顧職類裁判長

勞動部分區技能競賽健康照顧職類北區裁判長

第一場次口頭發表場次主持人

｜學歷｜

美國聖地牙哥大學 護理學院博士

｜現職｜

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系特聘教授

｜經歷｜
趙淑員 教授



康寧專校護理科助理教授兼任副主任

臺灣大學護理學系助教

臺大醫院護理部大腸直腸外科單位兼任護理師

康寧專校護理科臨床講師(北榮骨科)

林口長庚醫院護理師

第一場次口頭發表場次評論人

｜學歷｜

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博士

｜現職｜

臺灣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助理教授

｜經歷｜
張念慈 教授



 
 

運用互動式體感科技於發展遲緩兒童手眼協調之訓練：某教學醫院 
先導研究 

 
洪吉豪 1、何芳宜 2、林怡君 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研究所研究生 1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復健部職能治療師 2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副教授 (通訊作者) 3* 

 

摘要 
 

高比例的發展遲緩兒童伴隨精細動作障礙，需要重複進行復健以建立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但實務上常因重複性的動作訓練加上個案本身疲乏導致復健動機下降和中斷，連帶影響預期

的成效。本研究於早療訓練中引進 Switch 互動式體感遊戲，為早療兒童的復健提供更多元的

訓練工具，期望合併體感科技與傳統治療於上肢和手眼協調的訓練，幫助增強發展遲緩兒童

的復健動機與早療成效。 

本研究經台大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審核與獲准執行，IRB 編號為 201910084RIND。本研

究於中部某教學醫院復健科招募 5 名年紀 54 個月大至 6 歲的早療個案，受測者經嬰幼兒綜合

發展測驗診斷有精細動作發展遲緩並無其他神經失能相關診斷，採用實地實驗法，於常規復

健治療中合併任天堂 Switch 互動式體感遊戲，實驗中所使用的五項體感遊戲為職能治療師所

篩選出適合上肢動作訓練之用，Switch 連續介入 10 週，收集參與者操作 Joy-Con 控制器玩體

感遊戲的得分並進行前後測分析。主要結果顯示，受測者五個體感遊戲的前後測分數皆達正

向顯著差異(p<0.05)，後測分數高於前測。研究者觀察與訪談受測者和家長得知受測者認為體

感遊戲融入復健治療是非常有趣的方式，並表示若醫院後續仍持續採行 Switch，個案願意再

次參加。本研究藉由五名受測樣本的先導研究結果為體感科技融入傳統早期療育計畫確立其

可行性，在常規治療中以 Switch 作為持續復健的增強物亦是有助於增強個案復健動機並做為

居家自主復健的工具。未來本研究將擴增實驗規模，增加樣本數，以收集更豐富的資訊來提

供臨床復健師與早療個案和家長在多元復健策略實施時之參考。 

 

關鍵詞：多媒體裝置、發展遲緩、手眼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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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Interactive Somatosensory Technology for Hand-Eye 
Coordination in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elays: A Pilot Study in 

a Teaching Hospital 
 

Chi-Hao Hung1, Fang-Yi Ho2, I-Chun Lin3* 

 

Abstract 
 

A large proportion of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elays suffer from fine motor delays, so that 

repeated rehabilitation is required for them to develop self-care skills in daily life. However, in 

practice, the repetitive motor training, coupled with the fatigue that the cases have to undergo, 

generally results in that they resist and even withdraw from the rehabilitation, thereby causing the 

failure to fulfil the expected outcomes. By introducing switch in the early intervention,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more diversified training tools into routine rehabilitation therapies for the upper limb 

motion training, with the goal of boosting the motivation for rehabilitation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early intervention. 

This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 i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that IRB number as 201910084RIND. Five participators were recruited in the field 

experiment, participators’ age is between 54 months to 6 years old, they were all diagnosed with fine 

motor delays and having no other neurological disabilities. To be specific, Incorporating Switch in 

routine rehabilitation, and all the five somatosensory games used in the experiment were selected by 

clinical occupational therapists for the sake of the training of the upper limb motion training, the 

subjects underwent Switch intervention weekly, with a total of 10 weeks. The scores of participants 

operating the Joy-Con controller to somatosensory games were recorded for pre- and post-tests. The 

following result was obtained: the test scores pre- and post-tests the five somatosensory games were 

found to have a positive significant level (p<0.05), meaning that the post-test score is higher than the 

pre-test. The researcher observes and interviews the subjects and parents that the subjects considered 

the introduction of somatosensory games into rehabilitation program as a very interesting way and 

expressed the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f the hospital continues to employ Switch in the future. The 

results of this pilot study that included 5 participators are expected to confirm the feasibility of 

integrating Switch into early intervention. In conventional treatment, using switch as an enhancement 

to continuous rehabilitation is also a tool to enhance the motivation for residential rehabilitation. In 

future research, efforts will be extend experimental scale,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a diversified 

rehabilitation strategy for clinical occupational therapists and the parents of child cases receiving 

early intervention. 

 

Keywords: Multimedia Device、Developmental Delay、Eye-Hand Coord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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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 

 

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個案通報概況，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

育通報個案人數從 2018 年的 23953 人到 2019 年的 26471 人，通報率成長約 10%(衛生福利部

統計處，2020)。發展遲緩兒童與同年齡的人相比伴隨者許多發展功能的問題，像是認知功能、

語言功能、感知動作功能、社會情緒發展或是生活自理等方面(Bellman, Byrne, & Sege, 2013)，

而這些情況也是因為神經系統所造成的問題，不僅影響到個體的身心發展，甚至會影響到社

會層面，例如人際關係、家庭功能與社會資源耗用等。根據國民健康署兒童發展聯合評估綜

合報告書操作手冊，感知動作功能評估項目分為粗大動作、精細動作、感覺統合三大項。發

展遲緩兒童中有很高的比例因為精細動作發展遲緩去影響到日常生活，像是無法順利寫出一

個字或吃飯時因為餐具拿不穩而灑的桌上都是食物，所以精細動作發展的好壞對於兒童生活

自理的能力影響甚大。在兒童學習的過程，精細動作發展與認知發展是緊密結合的，可以透

過操作物品，去理解而產生新的概念，並將經驗內化成自己的認知。手眼協調則是利用視覺

系統功能，接收外在環境的訊息，透過神經系統傳導及大腦的訊息處理和整合後，再驅使手

部的肌肉來執行活動(Schuster & Ashburn, 1992)。手部精細動作的發展對於兒童是非常重要的，

個體能經由動作充分接受環境刺激，進而將感覺記憶轉 化為長期記憶的學習，主要因為學齡

前幼兒的學習多以感知動作學習為主，經由 雙手、眼睛與外界接觸活動的經驗累積，引導大

腦中的額葉皮質感知與運動控制系統不斷重組(梁雲霞譯，2004)。 

在生活上，兒童大多以遊戲為主要生活重心，除了是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下學習新的技能，

也可以發展動作、認知、語言以及社交的技巧，Adelman&Lauber(1989)的研究指出可以使用

電玩遊戲去幫助學習，並透過電玩遊戲增進學習的動機以及進度，電玩遊戲也可列為治療工

具之一。電玩遊戲除了可以幫助注意力、語言、專注力及記憶力的問題治療範圍外(Larose, 

Gagnon, Ferland, & Pépin, 1989)，高互動性的遊戲教學也有助於學生的學習(江淑瑩，2006)。

在目前兒童的復健治療上大多都是以遊戲方式呈現，職能治療師總是運用各式各樣的玩具吸

引兒童的興趣並安排兒童接受手部精細動作的訓練如串珠、撕貼紙、夾夾樂、書寫等，但兒

童在不斷反覆的訓練之下，對於這些枯燥乏味的動作訓練較缺乏動機，也難以持續進行訓練，

因此如何增加發展遲緩兒童的興趣，以及提升訓練的趣味性，將是影響發展遲緩兒童手眼協

調訓練成效相當大的因素。隨者科技的日新月異，市面上也開發了許多互動式的多媒體裝置，

像是 Nintendo Wii、Switch、Sony 的 PS4、微軟的 XBOX 等，而互動式設計的概念是以使用

者去觸發感測數據，並透過感測裝置所收集的數據以及資訊，給予電腦程式作為判斷的依據，

並產生結果輸出在裝置上讓使用者接收(盧詩韻、黃小紋，2012)。互動式的科技也被應用在兒

童復健訓練上，利用互動式體感裝置 Wii 介入復健治療，可以有效改善 ADHD 學童集中性、

選擇性及持續性注意力(陳玟池，2011)。 
相較於過去傳統復健治療上所使用的遊戲教材，與職能治療師討論後，本研究希望能藉由互

動式體感裝置 Nintendo Switch 輔以傳統復健治療，相輔相成以提高訓練成效。互動式體感

裝置 Nintendo Switch 不但擁有多元的遊玩方式，也不像 Wii 或是 XBOX 有地方、空間、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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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限制，打破了家用主機與掌上型主機各自獨立遊玩的傳統，在體積上也相較其他互動式

體感裝置來得小，擁有攜帶方便的特性，能夠讓個案隨時隨地進行訓練。互動式體感裝置

Nintendo Switch 在遊戲上擁有可愛的畫風設計，不但能吸引兒童的注意力，也能讓兒童在遊

戲競賽中達到復健的效果。 

綜合上述，本研究結合了傳統復健治療與互動式體感裝置，希望透過遊戲的趣味性提高

兒童的復健動機並輔助進行動作訓練，進一步增進復健成效，此為主要的研究動機。研究目

的主要在於探討市售互動式體感裝置融入傳統復健治療的可行性與探討 Switch 的介入對發展

遲緩兒童手眼協調能力的改善狀況。 

 

貳、文獻探討 

一、發展遲緩兒童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條定義「發展遲緩兒童」指在認知發展、生理發展、

語言及溝通發展、心理社會發展或生活自理技能等方面，有疑似異常或可預期有發展異常情

形，並經衛生主管機關認可之醫院評估確認，發給證明之兒童。發展遲緩兒童再評估之時間，

得由專業醫師視個案發展狀況建議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法施行細則，2015)。此外，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利保障法第 31 條，將發展遲緩定義在 6 歲入小學之前。因為腦神經系統或是肌肉

神經系統的影響，或是生理、心理與社會環境影響等因素，在生理發展、心理發展、認知發

展、語言及溝通發展、社會發展或情緒發展等方面皆落後或異於同年齡的人，有全面發展遲

緩或僅有單一部份，發展成熟速度比其他同年齡的人落後，或是有異常的情形，則成為發展

遲緩兒童，雖然發展遲緩兒同有很多種類型，但共通點都是會影響終身的行為(翁漢騰、張世

宗、莊明振，2012)。 

 

二、電玩遊戲 

 

隨者科技日新月異，遊戲帶給了人們生活與學習上的幫助，對於兒童來說更是成為生活

的一部分，近年來相關研究指出遊戲可以增加學習的動機以及效果，而且也能成為復健治療

的工具。Adelman(1989)指出可以透過電玩遊戲去進行學習，除了可以增進學習的動機，甚至

也能作為治療工具。尚宗怡(2018)透過電腦遊戲的介入探討 10 名一般兒童與 10 名注意力不

足過動症兒童在注意力測試上的表現，發現遊戲介入後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兒童在注意力的能

力上有顯著改善，故若能將學習內容，以遊戲的形式進行設計，透過寓教於樂的方式，則更

能維持學習者的動機與注意力(洪榮昭、劉明洲，1997)。 

目前電玩於發展遲緩兒童的治療與訓練十分多元，皆是利用遊戲的互動特性，以文字、

圖片、聲音、動畫、影響等多媒體元素用於相關醫療復健，幫助兒童克服復健課程中的痛苦，

因此，本研究希望能透過電玩遊戲的高互動特性，將遊戲訓練融入復健的內容，提高發展遲

緩兒童的復健動機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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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於中部某教學醫院復健部進行先導研究，採實地實驗法，招募五位發展遲緩兒童

參與研究。本研究經台大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審核與獲准執行，IRB 編號為 201910084RIND 

 

一、 實驗設計 

 

本研究經由個案醫院臨床職能治療師邀請 5 名個案參與實驗，並由研究人員與職能治療

師向個案家長說明實驗進行方式與流程。為期 10 週的實驗，除了傳統復健治療外，搭配每週

一次、每次 50 分鐘並持續進行 10 次的互動式體感裝置進行上肢與手眼協調能力訓練。課程

設有分數紀錄表，由研究人員紀錄個案在每一個課程中的分數，藉此讓個案能夠有一個目標

能夠去努力地達成。 

針對發展遲緩兒童的上肢動作與手眼協調訓練，如上肢動作協調、雙側協調、靈活度，

選用市售互動式體感裝置 Switch 與遊戲軟體作為訓練教材，共計五項體感遊戲被職能治療師

選出作為訓練教材，包含「超級瑪利歐派對」中的(1) 磁鐵 UFO，玩法是將鐵球吸回自己的

區域即可，遊戲時間 30 秒，吸到金球為三分，銀球為一分，吸最多分為獲勝；(2) 發光出拳，

玩法是見到發光的部分就出拳，一拳一分，率先取得 20 分即為獲勝；(3) 滾來滾去木桶賽，

玩法為將控制器向前傾，就可以提升速度，以最短時間抵達終點即為獲勝，和「健身環大冒

險」中的(4) 打地鼠，玩法是敲打機器人，普通的機器人可得 100 分，金色可得 300 分，遊戲

過程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機器人出現速度為一般、第二階段則會加快，在兩階段結束後結

算分數；(5)大腿內側騎士遊戲，玩法原本是運用雙腳進行控制，因本研究欲針對上肢動作進

行訓練，故改以雙手進行，主要是控制機器人的彈跳來躲避炸彈，吃到銀幣可得 100 分，金

幣可得 300 分，如果碰到炸彈則是扣 100 分，最終抵達終點結算分數。在後續會取個案五個

遊戲第一週、第十週得分進行前後測分析，其中，遊戲(3)滾來滾去木桶賽是以秒數越短為最

佳表現，其餘四項遊戲皆以得分越高表現越佳。 

除了透過實驗設計收集客觀的成效評估資料，以了解互動式體感裝置融入常規復健訓練

之可行性外，也透過實地觀察將個案 10 週的訓練狀況做彙整性的紀錄，以質性資料增補對受

測者的了解。 

 
二、 研究對象、收案與排除條件 

 

以中部某地區教學醫院接受職能治療的個案為研究對象，由治療師邀請 5 位 54 個月大至

六歲孩童及其家長參與，這些個案皆利用職能治療以外的時間參加實驗，並不影響原先進行

職能治療的時間。本研究只限收單純只有經健保署建議醫院臨床使用診斷認知、語言、動作

(含 粗動 作及 精細 動 作 )、社 會及 自理 五 大能力 是否 發展 遲緩 的嬰幼 兒綜 合發 展測 驗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al Inventory for Infants and Toddlers，簡稱 CDIIT) 診斷有精細動

作發展遲緩並無其他神經失能相關診斷伴隨之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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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驗設備 

 

本研究所使用的實驗工具為市售互動式體感裝置 Switch，相較其他遊戲主機，是一台模

式多元的遊戲主機，有分成電視模式、桌面模式以及攜帶模式等三種模式。電視模式是將主

機與電視連結，將控制器置入連結器上，即可遊玩，桌面模式是將主機放於支撐架上方，使

用控制器遊玩，攜帶模式則是將主機抽離連結器並攜帶至戶外遊玩，也因為一台機器有兩組

控制器，除了能自己遊玩之外，能將另一個控制器給家人或朋友，即可同時遊玩(柯宏霖，2018)。 

兒童在醫院復健時所使用的器材需經職能治療師專業指導訓練下進行操作，在價格上也

較專用於復健的多媒體設備昂貴， Switch 由於為市售的多媒體裝置，除了較容易購買、價格

親民外，也能夠讓兒童隨時隨地的進行訓練。綜合上述，本研究採用 Switch 作為復健訓練工

具。 

 

四、 分析方法 

 

本研究採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2 軟體進行資料分析。主要採用無母數分析五位發展遲

緩兒童 10 週介入 Switch 的遊戲的前後測差異分析。 

 

肆、研究結果 

一、 實驗數據的分析結果 

 

五位受測者，其中一位個案年齡介於 60 至 66 個月，另外四位個案年齡介於 66 個月至 72

個月，在常規復健中介入 Switch 體感遊戲並進行連續 10 週的訓練，將受測者第一週與第十

週操作五項體感遊戲的分數以無母數分析進行前後測差異檢定，分析結果顯示五項體感分數

的前後測均達到正向顯著差異(p < .05) ，包含「超級瑪利歐派對」遊戲軟體中的 (1) 磁鐵 UFO

在分數的表現上呈現正向顯著差異(p=.043)；(2)發光出拳在分數的表現上呈現正向顯著差異

(p=.042)；(3) 滾來滾去木桶賽在秒數的表現上呈現正向顯著差異(p=.043)，「健身環大冒險」

中的 (4) 打地鼠在分數的表現上呈現正向顯著差異(p=.043)；(5) 騎士在分數的表現上呈現正

向顯著差異(p=.043)。此外，本研究將分別說明五個遊戲的前後測分數與探討五個遊戲的成效。 

(一) 五個遊戲的前後測分數 

本研究將五個遊戲的前後測分數以直條圖彙整，如圖 1、2 所示，呈現五位受測者在五項

遊戲的分數上的進步幅度。圖 1 為五位個案在 UFO、發光出拳、滾來滾去木桶賽的分數表現，

得知所有個案在分數表現皆有成長，個案四與個案五在 UFO 分數上有大幅度的成長，推測可

能是有掌握的遊戲的訣竅以及自我能力提升所導致，個案一與個案三在滾來滾去木桶賽的分

數成長幅度較小，推測可能是對於遊戲的掌握程度較為薄弱，在操作上也不順手所導致，圖

2 為五位個案在打地鼠、大腿內側騎士的分數表現，得知所有個案在分數都表現上皆有成長

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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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五名受測者遊戲(1)(2)(3)得分之前、後測直條圖 

(註: 木桶賽計分以秒數短為佳) 

 

圖 2 五名受測者遊戲 (4)(5)得分之前、後測直條圖 

(二) 五個遊戲的成效探討 

此小節將探討五位受測者在十週介入下五個遊戲分數的成效，並以直條圖彙整，如圖 3、

4、5、6、7 所示，因每個遊戲在十週內介入的次數不同，故呈現五位受測者，在各項遊戲中，

每次訓練分數上的進步幅度。圖 3 為五位個案在 UFO 的分數表現，得知個案一在實驗中後期

的分數趨於穩定；個案二在第三次的分數有大幅度的成長，可能的原因是有掌握到遊戲的訣

竅；個案四雖然在第一次的分數為 0 分，但在後面幾次訓練的分數上都有成長，可能是熟悉

控制器的操作以及對遊戲的熟悉度提升所導致，其餘個案在每一次的訓練分數都有成長的趨

勢。圖 4 為五位個案在發光出拳的分數表現，除了個案五尚未達成遊戲最高分之外，其餘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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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個案皆有在訓練過程中拿到遊戲的最高分，由此可知，個案對於發光出拳的熟悉程度是非

常高的。圖 5 為五位個案在滾來滾去木桶賽的分數表現，得知個案二在訓練的秒數是有逐步

降低的，其餘個案在分數上飄浮不定，可能的原因是遊戲的難度較高與不熟悉遊戲的操控所

導致。圖 6 為五位個案在打地鼠的分數表現，雖然個案五在分數上是有成長的，但在實驗中

後期可能因為長時間重複遊玩相同遊戲所產生厭倦感，進而影響訓練的分數。圖 7 為五位個

案在大腿內側騎士的分數表現，得知五位個案在分數雖然有成長的趨勢，但在訓練後期的表

現未如預期也有可能是受到個案的體力或動作疲乏等因素而影響遊戲得分。 

 

圖 3 各次訓練之 UFO 分數直條圖 

 

圖 4 各次訓練之發光出拳分數直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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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 各次訓練之滾來滾去木桶賽秒數直條圖 

 圖 6 各次訓練之打地鼠分數直條圖 

圖 7 各次訓練之大腿內側騎士分數直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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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地觀察的質性資料彙整 

從個案的訓練過程中發現，五名個案在使用互動式體感裝置時，都有隨者訓練的次數增

加在控制器的操作上漸入佳境，並且從一開始因不熟悉操作會一直看控制器的按鈕，到後面

皆能操控自如，因此互動式體感裝置的介入對於不同個案會有不同的幫助與成效，以下將一

一介紹這五名個案在這十週的實驗過程，以探討將互動式體感裝置融入復健治療對個案的影

響。 
(一)個案一 

從實際觀察來看，個案在實驗初期對於 Switch 控制器的操作很快就上手了，在每次訓練

完都捨不得回家，因為她覺得玩這些體感遊戲非常有趣，也表示每週最期待的就是來醫院參

加 Switch 的訓練。個案的訓練過程中，家長有陪伴在身旁，提高了個案的配合度。雖然個案

在實驗中期覺得遊戲重複性高，產生了厭倦的感覺，但在這 10 週的訓練中並沒有鬆懈，每一

次的課程都全力以赴，努力挑戰自己的最高分數，且在五個體感遊戲的分數上都有持續的提

升，綜合上述，說明了互動式體感裝置融入傳統復健能夠提升個案的復健動機。 
(二)個案二 

從實際觀察來看，個案在實驗初期對於 Switch 控制器的操作較為生疏，在訓練時各項遊

戲的分數呈現較低的情況，但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後皆有所提升，這位個案對自我要求非

常嚴格，常常因為玩遊戲失常導致分數不理想而難過，但很快就振作起來，並認真的投入在

訓練上，屢屢突破自我，提高了體感遊戲的分數，他每次訓練完都滿身大汗，也表示這個訓

練活動比學校的體育課還要累。在訓練課程遊戲的挑選上，個案覺得這次訓練課程所挑選的

遊戲都很有趣，讓他覺得來這邊訓練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情，甚至在一旁陪伴的家長，都想

要在實驗結束後買一台 Switch，讓他也能在家中進行復健訓練。綜合上述，說明了互動式體

感裝置融入傳統復健能夠提升個案的復健動機。 
(三)個案三 

從實際觀察來看，個案在參與實驗前有玩過其他的電視遊樂器，所以在 Switch 操作上很

快就上手了，他每週最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來參加訓練課程，每次都會提早 5-10 分鐘就在

醫院等待，而且都會帶一些小玩具來陪伴他參與課程。在訓練過程中，因為對遊戲都非常有

興趣，即便滿頭大汗了，也是堅持到最後，在實驗中期也沒有產生厭倦感，因此，個案都很

珍惜每一次的訓練，在遊戲的表現也保持的很好，在實驗後期總是黏者研究人員不放，只因

他還想要再多玩一下，甚至還問他的治療師說「以後還有沒有這種訓練課程，因為課程內容

真的很有趣，如果還有的話願意再次參加這個課程」。綜合上述，說明了互動式體感裝置融入

傳統復健能夠提升個案的復健動機。 
(四)個案四 

從實際觀察來看，個案在實驗初期對於 Switch 控制器的操作較為生疏，在遊戲分數的表

現上也不慎理想，因為他很容易受到其他個案的影響而轉移注意力，所以研究人員需要在旁

邊給予鼓勵以及教導他以正確的方式進行訓練，以至於在實驗中期個案開始有比較好的表現，

加上遊戲內的角色他很喜歡，進而提升遊戲的分數，他也表示說「如果可以的話，希望可以

天天都參加訓練課程」，因為他覺得課程內容真的很有趣。綜合上述，說明了互動式體感裝置

融入傳統復健能夠提升個案的復健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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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案五 

從實際觀察來看，個案在實驗初期對於 Switch 控制器的操作較為生疏，在遊戲分數的表

現上也不慎理想，因為個案對於自己很沒有信心，覺得遊戲太難，所以透過研究人員鼓勵與

細心的指導後，個案有慢慢找回信心，並且在分數上有逐步的提升，在實驗中期也變得特別

開朗，每次來訓練都會與研究人員分享學校的事情，家長也表示「至從她來參與訓練課程，

她變得比較喜歡跟同學說話，也變得更開朗了」，綜合上述，說明了互動式體感裝置融入傳統

復健能夠提升個案的復健動機。 

 

伍、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將互動式體感裝置融入傳統復健治療進行訓練，讓發展遲緩兒童個案能透過多元

化且有趣的方式進行上肢和手眼協調的訓練，經統計分析得出之結果統整以下結論，互動式

體感裝置融入傳統復健在「超級瑪利歐派對」中的磁鐵 UFO、發光出拳、滾來滾去木桶賽以

及「健身環大冒險」中的打地鼠、大腿內側騎士共計五項遊戲的得分在連續 10 週的訓練下以

第一週和第十週的得分進行前後測均呈正向顯著差異，為互動式體感裝置介入發展遲緩兒童

上肢與手眼協調訓練的可行性提供實證的支持。在實地觀察的部分得出以下結論，個案認為

互動式體感裝置融入傳統復健治療是非常有趣的，並且在訓練過程當中很開心，若未來醫院

還有開設此類的訓練課程，個案都很願意參加。 

招募發展遲緩個案與兒童個案參與實驗並非容易，執行過程又逢國內 COVID-19 疫情升

溫全國進入 3 級警戒狀態，實驗進行的週數與規模也受到影響。在此先導研究中，五名自願

的受測者在常規復健中連續介入 10 週的互動式體感遊戲訓練，所搭配使用的體感設備為

Switch，具有多元使用模式不僅能手持還能外接電視或投影，擺脫傳統體感遊戲機例如 Wii 只

能連接電視的單一使用模式限制。此外，Switch 的控制器介面操作簡單、穿戴式設備無論是

Joy-Con 控制器或健身環腿部綁帶，尺寸輕巧且材質親膚，兒童使用者也都能適用。同時，

Switch 遊戲的設計多元，可提供單人、雙人到四人同樂模式或於賽車遊戲中單人也可與 AI 競

賽，以上諸多特性與優點是 Switch 與傳統體感遊戲機所不同的，也是本研究選用 Switch 的主

要理由。發展遲緩兒童的復健是一條漫長的路，多元復健策略的實施被認為有助於復能計畫

的持續性，本研究在 Switch 體感遊戲合併於發展遲緩兒童上肢動作訓練常規復健的可行性上

提供實證的支持，同時，基於質性觀察的結果發現 Switch 富有趣味性的多媒體體感遊戲也成

為發展遲緩兒童訓練的增強物，助於增強其復健動機。同時，主要照顧者與兒童個案在醫院

的治療室中使用與學習到 Switch 體感遊戲如何應用在復健上，經歷一段時間的熟悉有助於類

化並做為居家自主復健的工具選擇與訓練模式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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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三、專四學生健康促進生活型態與學習成效對就學穩定性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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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專科學生健康促進生活型態與學習成效對就學穩定性之相關性，以北部

某專科學校五專三、四年級之在學生為研究對象，區分護理科及非護理科進行方便取樣，共

計 325 份問卷進行統計分析，回收率 81.25%。研究結果發現，整體自覺健康狀況、整體健康

促進生活型態、及健康促進生活型態中的營養行為、健康責任、人際關係、壓力管理等次量

表，以上各項分數越高，曠課時數就越低，亦即就學穩定度越好。值得注意的是，健康促進

生活型態中次量表的運動行為、自我實現分數越高，曠課時數就越高，亦即就學穩定度越差，

此部分可能原因為本校是專科學校，科系之間屬性迥異，若學生當初選擇的科系並非其有興

趣之科別，而是符合家長期待或迫於分數選擇下的結果，在課程進入專三、專四更專業的領

域時，學生曠課時數就明顯增加，就學穩定度就較差。 

 

關鍵詞：專科學生、健康促進生活型態、學習成效、就學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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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Health-Promoting Lifestyle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Students at Their Third and Fourth 

Year in Junior College on Their Enrollment Stability. 
 

Shih-Miao Liu1,Yi-Jen Peng2,Yin-Ju Chen3,Hsiu-Fen Tsai4*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Hsin Sheng College of Medical 

Care and Management1 

Instructor, Department of Medical and Healthcare Business, Hsin Sheng College of Medical 

Care and Management2 

Speaker, Instructor, Department of Nursing, Hsin Sheng College of Medical Care and 

Management3 

Communication author,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ong-term Care, Hsin Sheng 

College of Medical Care and Management4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health-promoting lifestyle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on the enrollment stability. The study is based on the 

third and fourth grade students of a five technical junior college in the north, and convenience 

sampling for nursing and non-nursing departments. A total of 325 questionnaire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and the recovery rate was 81.25%.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ere found that the higher the 

scores of overall conscious health status, overall health-promoting lifestyle, and nutritional behavior, 

health responsibilit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stress management in the health-promoting 

lifestyle, the lower the number of hours of absenteeism, that is, the better the enrollment stability.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higher the scores of exercise behavior and self-realization in the health 

promotion lifestyle, the higher the number of hours of absenteeism, that is, the worse the enrollment 

stability. This may be due to the fact that this school is a junior college with different attributes 

between departments. If the department chosen by the students is not the department they are 

interested in, but the result chosen by the parents’ expectations or forced by the score. When the 

course enters the more professional fields of the third and fourth grades, the number of hours of 

students' absenteeism increases significantly, and the enrollment stability deteriorates. 

 

Key words: junior college student, health-promoting lifestyl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enrollment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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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世界衛生組織 1978 年在蘇俄聯邦哈薩克首都 Alma-Ata 所發表宣言及全民健康(Health 

for All)被提出之後，「健康促進」的理念蔚為風潮，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健康促進仍然是世界

各國政府努力追求的目標。Pender(1987)指出健康促進不是針對疾病或健康問題的預防行為，

健康促進行為具有朝正向成長與改變的實現導向(actualizing tendency)之特性，是擴展健康潛

能的趨向行為(approach behavior)，即是引導個人維護或增進健康、自我實現及幸福美滿的肯

定態度。 

而健康促進行為是健康生活型態的要素，可視為正向的生活方式，引導個人體認其自身

具有高度地健康潛能。二十一世紀我國衛生教育的展望，認為衛生教育所扮演的角色是改變

人們的健康行為，促進身心健康益形重要，尤其是健康促進。學校是個多元學習的教育環境，

若能積極建立正向健康生活行為，更有助學生擁有健康及充滿喜樂的一生。  

    在台灣近年來受到少子化的衝擊，學生流失問題已為各個學校校務研究探討的議題之一，

因此就學穩定性成為本校各科需特別努力之重點。根據陳(2008)探討大學生流失因素，研究結

果發現大一學生之學習成就對學生流失可能性有顯著影響；簡、李、黃、陳(2013)則探討學生

休退學預警模式之研究，結果發現學期成績與操行成績為主要影響因素；另外，張(2001)探討

台北市高中生學生共 892 人危害健康行為之研究，結果發現成績與吸菸行為及身體活動行為

間有顯著相關。 

    因此，影響學生就學穩定性的眾多因素中，除了來自大環境的因素，可能是學校單位難

以抗拒之外，其他影響學生就學穩定性的因素，若能適時協助學生，在穩定學生就學上，應

該是學校可以努力探討的課題。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討學生健康促進生活型態與學

習成效對就學穩定性之影響，期待以此找出學生流失問題所在，藉由適當之介入措施，進而

提升學生之就學穩定性。 

 

貳、 文獻探討 
一、健康促進生活型態 

    1978 年世界衛生組織的 Alma-Ata 宣言強調「公元 2000 全民健康」的目標，各國連署

承諾辦理各類的健康促進計畫（WHO Regional Office for Europe, 2015），此後，健康促進生活

型態等相關議題逐漸在世界各地受到重視(湯、蘇和黃，2015)。 

    Walker、Sechrist and Pender 等人（1987）更進一步具體定義「健康促進生活型態」（ health-

promoting lifestyle）為：個人為了維護或提升健康層次、並達成自我實現和自我滿足的一種自

發性、多向度的行為與知覺，其中包含營養、健康責任、自我實現、人際支持、運動及壓力

管理等六向度的健康促進行為（health-promoting behavior）。 

    回顧國內，沈、林、翁和呂(2012)以嘉南藥理大學學生為研究對象，共收取 480 份有效問

卷，藉以探討健康自覺、休閒需求對大學生的健康促進生活型態之影響，結果發現受訪的大

學生之健康促進生活型態屬中等以上，在六個分量表中，以人際關係表現最好，其次為自我

實現、壓力管理，而運動行為的分數最低；另以迴歸分析發現健康自覺和休閒需求可作為健

康促進生活型態的預測因子。而鍾與陳(2013)以基隆市某技術學院之進修部學生為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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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橫斷式調查法，利用自填問卷方式，取得有效問卷共 482 份，研究結果發現：研究對象整

體的健康促進生活型態介於中等程度，以人際支持表現最佳，健康責任表現最差，自覺健康

狀況與健康促進生活型態皆呈正相關。再者，林和楊(2014)研究生活型態因子對於專科女生臉

部皮膚狀態之影響，針對 142 名的女性專科學生（平均年齡 = 16.2 歲，標準差 = 0.7 歲）進

行青少年健康促進量表（Adolescent Health Promoting Scale）填寫與 VISIA Version 4.0 皮膚分

析儀的皮膚狀態量測，結果顯示年齡是皮膚狀態最顯著的因子，不良的人際間支持行為與較

多的棕色斑（p = 0.006）呈現顯著關係。 

    近年，更有一項針對台中六所大學學生進行的橫斷式研究，共收取 915 份有效問卷，研

究結果發現，大學生整體健康促進生活型態僅中等得分，健康促進行為以人際支持最佳，再

依序為自我實現、壓力管理、營養、運動及健康責任(湯等，2015)。黃、許和陳(2018) 以南部

某科技大學護理學院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護理學院學生健康促進生活型態與身體組成之現

況，結果顯示，健康促進生活型態以「人際支持」得分最高，「運動」最低，年齡、自覺健康

狀態、社團活動的參與、規律的運動習慣，可能影響護理學院學生健康促進生活型態。 

    以上研究皆顯示，高中大學階段的青少年，其健康促進生活型態中，得分最高項目常是

「人際支持」此項，而「運動」及「健康責任」等項目則常敬陪末座。 

    在探討健康促進生活型態之影響因素研究方面，龔、葉、勞、巫和宋(2018)以結構式問卷

法，採取隨機取樣 300 位高雄地區高職學生，探討青少年健康行為與生活型態對身體組成之

影響。結果發現，健康行為自我效能是影響其健康促進生活型態的重要因素，在促進健康行

為自我效能上，情緒與運動皆是影響健康促進生活型態的重要原因，並建議學校端應多排入

加強學生身體活動量、心理健康關懷與輔導、衛教活動與講座等課程。 

    而鄭與林(2014) 也以北部某綜合型大學 101 學年度入學新生共 4384 人為研究對象，探

討整體健康生活型態及其與生理、心理健康的相關性，結果發現，日間部及父親教育程度較

高者，健康生活型態較佳，整體健康行為表現愈佳者，其不管是生理還是心理健康也愈好。

黃、姜、黃和胡(2007) 以台南縣公立學校國中學生為研究母群體，採叢集隨機抽樣方式，利

用結構式問卷進行資料收集，共得有效問卷 978 份，進而探討國中生的社會資本與健康促進

生活型態的現況，結果顯示：(一)、國中生的社會資本愈多，則愈致力於健康促進生活型態。

家庭氣氛愈好、親子關係愈好、手足互動愈好、親友互動愈好、社區參與愈多、代間封閉愈

多、親師關係愈好、同儕關係愈好、師生關係愈好、社團參與愈多的國中生，其健康促進生

活型態落實愈高；(二)、社區參與愈多、親師關係愈好、同儕關係愈差、社團參與愈多的國中

生，則愈能落實營養行為、健康責任行為、運動行為；(三)、家庭氣氛愈好、親子關係愈好、

同儕關係愈差、社團參與愈少，則愈能履行營養行為。 

    再有李、李和宋(2009) 以台南縣四所國中生爲例進行國中生健康促進生活型態及其影響

因素之探討，研究結果顯示性別、年級、父母教育程度、健康訊息來源數量、健康概念、自

覺健康狀況、健康行為自我效能等在健康促進生活型態上有顯著差異，進一步由逐步迴歸分

析發現：健康概念、自覺健康狀況、健康行為自我效能與健康訊息來源數量可解釋健康促進

生活型態 56.4%總變異量，其中健康行為自我效能為最強的預測因子。 

    而陳、陳和羅(2009)進行基隆地區高中職學生健康促進生活型態及相關因素探討，結果發

現：(一)、研究對象之健康促進生活型態屬中等程度，六個層面中以「自我實現得分」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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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中生、就讀公立學校、父親健康者、母親健康者、父母管教方式採開明民主、高社經

地位、家庭功能良好、家人和朋友對健康活動的支持度高、有參加健康促進課程者，其健康

促進生活型態較佳；(三)、研究對象的健康概念、健康行為自我效能、自覺健康控握、自覺健

康狀況與健康促進生活型態彼此間呈顯著正相關；(四)、健康行為自我效能、健康概念、家庭

功能、家人對健康活動的支持、強勢他人外控、公私立學校別等六變項可有效預測健康促進

生活型態，其中以「健康行為自我效能」為最佳預測變項。另有楊和侯(2016)於嘉義地區某大

學收取有效問卷共 608 份，了解大學生不同背景變項對於健康促進生活型態與生活品質之研

究發現，父母親健康狀況與大學生生活品質和健康促進生活型態、父親教育程度與大學生健

康促進生活型態及父親管教方式與大學生生活品質，達顯著差異，而其中母親教育程度最能

有效預測大學生的健康促進生活型態。 

    綜上可知，「健康行為自我效能」常為青少年健康促進生活型態最強之預測變項；而家庭

背景因素如父母之教育程度與健康狀況、青少年情緒狀態、運動習慣等，皆是影響健康促進

生活型態的重要原因。 
 

二、健康促進生活型態與學習成效之關聯 

    韓與黃(2013) 以桃園地區青少年運動參與動機、自我效能探討其與學習成效之相關研究

發現，運動參與動機對學習效能產生正向且顯著影響：青少年注重人際關係忽略學習過程與

學業的重要性。李、楊、林和陳(2013) 以臺中市海線地區 18 所國民中學參與運動性社團學

生為研究母群，探討國中生運動性社團參與動機、人際關係與學習成效之研究結果發現，國

中生運動性社團之「健康適能」、「自我成就」及「社會需求」等參與動機與人際關係之「情

緒支持」與「溝通接納」可有效預測學習成效。吳和曾(2018) 在以智慧手環探討大學生的生

活作息對學習成效之影響之研究中發現，活動量高的學生，在學期成績上表現較為優異，而

睡眠充足學生，在學習成效的平均分數皆優於其他學生。 

    另有 Lee 和 Wu(2019)探究台灣青年心理健康知能、人格與幸福感之關係，研究透過問卷

方式針對青年進行調查，有效樣本共有 126 位，結果顯示，解釋風格對於心理健康知能具有

顯著統計上影響性，亦即樂觀者具有較高程度之心理健康知能；此外，本研究也發現，解釋

風格會透過心理健康知能進一步影響青年的學習成效。 

    因此，研究建議，學校可透過辦理運動明星簽名會或運動護照敘獎等方式，激發學生對

運動性社團的參與動機，並加強提供更完善的設施、充實軟硬體設備，營造校園內安全運動

環境，另外可加強情境佈置，如社團環境的氣氛，參與者間情感的交流，友誼氣氛的培養，

進而帶動學校參與運動社團風氣，藉以提昇整體學習成效(李等，2013)。而吳和曾(2018)亦建

議大學之教育相關單位的教師及導師能鼓勵學生參與健康的戶外活動，以提升整體的活動量

及維持身體健康，並鼓勵學生養成適當且充足休息的習慣，有了充足的睡眠，便能提高課堂

上的專注力，進一步提升學習的成效。 

 

參、 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本研究採橫斷式相關設計(cross-sectional correlat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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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北部某專科學校五專三、四年級護理科及非護理科學生為研究對象。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結構式問卷來收集資料，所使用的研究問卷包括：學生基本資料表、自覺健

康量表、健康促進生活型態量表、及成績單等四部份。 

 

四、收案過程 
    研究對象為臺灣北部某專科學校五專三、四年級之在學生，區分護理科及非護理科學生

進行方便抽樣（convenience sampling），於自習課時間入班進行問卷填答，透過 G*Power 3.1.9.2

統計檢定力軟體計算樣本數，型一誤差 α 值為 0.05，檢定力 power(1-β)為 0.95，抽取 400 份

樣本數，共計回收 325 份問卷進行統計分析，回收率 81.25%。研究問卷在研究倫理審查委員

會審核通過，經受試者同意以匿名方式進行問卷填答收集相關資料。受試者填寫過程中覺得

任何不適，皆可隨時停止填答，無需有任何心理壓力；另參與本項研究需完成問卷填答，受

試者需花費 10-15 分鐘，計畫主持人會盡可能減少增加受試者的負擔及壓力。 

 

五、統計方法 

    資料經蒐集、譯碼及登錄建檔後，以SPSS 23.0 for Windows/PC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

依研究目的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及推論性統計分析(包括Mann-Whitney U test、獨立樣本t檢定

(Independent t test)、Kruskal-Wallis test、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 Way ANOVA)、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多元迴歸(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肆、結果 
 

一、研究對象基本資料 

(一) 個人資料 

    個人資料之分佈情形(表1)，在年齡方面，大多數為18歲(50.77%)、最少為20歲(0.62%)；

在性別方面，有34位(10.46%)為男性、有291位為女性(89.54%)；在就讀科別方面，有288位為

護理科(88.62%)、有37位非護理科(11.38)、有25位為醫藥保健商務科(7.69%)、有12位為國際

商務科(3.69%)；在身體質量指數方面，平均BMI為21.32(標準差為3.54)，有53位為體重過輕

(16.31%)、有219位為體重正常(67.38%)、有53位為體重過重(16.31%)；在健康問題方面，有218

位沒有健康問題(67.08%)、有107位有健康問題(32.92%)；在朋友支持(健康活動支持)方面，以

8-10分的比例最高(54.77%)、最少為0-2分(0.62%)；在家人支持(健康活動支持)方面，以8-10分

的比例最高(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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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個人資料(N=325) 

變項 個數 百分比 平均數 標準差 

年齡     

17 86 26.46%   

18 165 50.77%   

19 72 22.15%   

20 2 0.62%   

性別     

男 34 10.46%   

女 291 89.54%   

就讀科別     

護理科 288 88.62%   

醫藥保健商務科 25 7.69%   

國際商務科 12 3.69%   

身體質量指數(BMI) 325  21.32 3.54 

體重過輕 (BMI＜18.5) 53 16.31%   

體重正常 (18.5≦BMI＜24) 219 67.38%   

體重過重 (BMI≧24) 53 16.31%   

健康問題     

無 218 67.08%   

有 107 32.92%   

朋友支持(健康活動支持)     

0-2 分 2 0.62%   

2-4 分 4 1.23%   

4-6 分 37 11.38%   

6-8 分 104 32.00%   

8-10 分 178 54.77%   

家人支持(健康活動支持)     

0-2 分 2 0.62%   

2-4 分 5 1.54%   

4-6 分 30 9.23%   

6-8 分 93 28.62%   

8-10 分 195 60.00%   

 

(二)、家庭資料 

    家庭資料之分佈情形(表2)，在父母婚姻狀況方面，以正常的比例最高(78.77%)；在家庭

功能方面，有316位為功能良好(97.23%)；在父親健康狀況方面，以健康的比例最高(70.77%)；

在母親健康狀況方面，以健康的比例最高(78.46%)；在父親管教方式方面，有265位開朗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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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4%)、有51位專制權威(15.69%)、有9位冷漠縱容(2.77%)；在母親管教方式方面，有286位

開朗民主(88%)、有38位專制權威(11.69%)、有1位冷漠縱容(0.31%)；在父親教育程度方面，

以國中或高中職的比例最高(65.85%)；在母親教育程度方面，以國中或高中職的比例最高

(63.08%)；在父親職業類別方面，以技術性工人的比例最高(42.46%)、其次為半專業人員或一

般性公務人員(20.92%)、最少為高級專業人員或高級行政人員(1.54%)；在母親職業類別方面，

以無技術性或非技術性工人的比例最高(33.23%)、其次為技術性工人(28.62%)、最少為高級專

業人員或高級行政人員(1.85%)。 

表 2  家庭資料(N=325) 

變項 個數 百分比 

父母婚姻狀況   

正常 256 78.77% 

分居 7 2.15% 

離異 62 19.08% 

家庭功能   

中度障礙 9 2.77% 

功能良好 316 97.23% 

父親健康狀況   

健康 230 70.77% 

尚可 67 20.62% 

不健康(含歿) 26 8.00% 

其他 2 0.62% 

母親健康狀況   

健康 255 78.46% 

尚可 64 19.69% 

不健康(含歿) 2 0.62% 

其他 4 1.23% 

父親管教方式   

開朗民主 265 81.54% 

專制權威 51 15.69% 

冷漠縱容 9 2.77% 

母親管教方式   

開朗民主 286 88.00% 

專制權威 38 11.69% 

冷漠縱容 1 0.31% 

父親教育程度   

不識字 1 0.31% 

小學或識字 7 2.15% 

高中職、國中 214 6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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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個數 百分比 

大學或專科學校 85 26.15% 

研究所(含以上) 18 5.54% 

母親教育程度   

小學或識字 13 4.00% 

高中職、國中 205 63.08% 

大學或專科學校 96 29.54% 

研究所(含以上) 11 3.38% 

父親職業類別   

無技術性、非技術性工人 63 19.38% 

技術性工人 138 42.46% 

半專業人員、一般性公務人員 68 20.92% 

專業人員、中級行政人員 51 15.69% 

高級專業人員、高級行政人員 5 1.54% 

母親職業類別   

無技術性、非技術性工人 108 33.23% 

技術性工人 93 28.62% 

半專業人員、一般性公務人員 76 23.38% 

專業人員、中級行政人員 42 12.92% 

高級專業人員、高級行政人員 6 1.85% 

 

二、自覺健康狀況量表描述分析 

    表3為自覺健康狀況量表之答題情形。題項1(和一年前比較，您認為目前的健康狀況是)以

填答「一樣」之比例最高(41.23%)、題項2(您認為您目前的健康狀況是)以填答「普通」之比例

最高(46.77%)、題項3(和同年齡的人來比，我和他們一樣健康)以填答「大部份正確」之比例最

高(40.92%)、題項4(目前我的健康狀況很好)以填答「大部份正確」之比例最高(50.77%)、題項

5(我好像比別人容易生病)以填答「大部份正確」之比例最高(32.92%)、題項6(我想我的健康會

愈來愈壞)以填答「不知道」之比例最高(33.23%)。 

    表4為自覺健康狀況量表描述性分析結果，整體自覺健康狀況分數為3.28分(標準差為

0.74)。 

表 3   自覺健康狀況量表之答題情形(N=325) 

自覺健康狀況量表之題項 個數 百分比 

1.和一年前比較，您認為目前的健康狀況是？   

差不多 19 5.85% 

差一些 121 37.23% 

一樣 134 41.23% 

好一些 34 10.46% 

好很多 17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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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覺健康狀況量表之題項 個數 百分比 

2.您認為您目前的健康狀況是？   

不好 22 6.77% 

普通 152 46.77% 

好 76 23.38% 

很好 56 17.23% 

極好的 19 5.85% 

3.和同年齡的人來比，我和他們一樣健康   

完全不正確 8 2.46% 

大部份不正確 44 13.54% 

不知道 85 26.15% 

大部份正確 133 40.92% 

完全正確 55 16.92% 

4.目前我的健康狀況很好   

完全不正確 3 0.92% 

大部份不正確 47 14.46% 

不知道 50 15.38% 

大部份正確 165 50.77% 

完全正確 60 18.46% 

5.我好像比別人容易生病   

完全正確 75 23.08% 

大部份正確 107 32.92% 

不知道 66 20.31% 

大部份不正確 59 18.15% 

完全不正確 18 5.54% 

6.我想我的健康會愈來愈壞   

完全正確 73 22.46% 

大部份正確 87 26.77% 

不知道 108 33.23% 

大部份不正確 47 14.46% 

完全不正確 10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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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自覺健康狀況量表之描述性分析(N=325) 

自覺健康狀況量表之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和一年前比較，您認為目前的健康狀況是？ 2.72 0.92 5  

2.您認為您目前的健康狀況是？ 2.69 1.02 6  

3.和同年齡的人來比，我和他們一樣健康 3.56 1.00 2  

4.目前我的健康狀況很好 3.71 0.96 1  

5.我好像比別人容易生病† 3.50 1.19 4  

6.我想我的健康會愈來愈壞† 3.51 1.08 3  

整體自覺健康狀況分數 3.28 0.74  

†為反向題，已反向計分。 

  

三、健康促進生活型態量表描述分析 

    表5為健康促進生活型態量表描述性分析結果，研究對象於40項次中，依健康促進生活型

態較高的前三項，依序為題項1(每天吃早餐)、題項33(樂於和親近的人保持聯絡)、題項31(和

親近的人討論個人問題及關心的事件)；依健康促進生活型態較低的前三項，依序為題項8(檢

查膽固醇並知道結果)、題項7(定期量血壓並知道結果)、題項17(參加有人指導的運動課程或

活動)。 

    在六個構面中，營養行為構面的次量表排序以題項1(每天吃早餐)的平均數(4.01)最高；健

康責任構面的次量表排序以題項14(看食物包裝上的營養成分說明)的平均數(2.97)最高；運動

行為構面的次量表排序以題項19(每天找一些時間放鬆自己)的平均數(3.52)最高；自我實現構

面的次量表排序以題項25(知道生命中哪些對我而言是重要的)的平均數(3.67)最高；人際關係

構面的次量表排序以題項33(樂於和親近的人保持聯絡)的平均數(3.96)最高；壓力管理構面的

次量表排序以題項35(會注意自己不愉快的情緒)的平均數(3.79)最高。 

        而整體健康促進生活型態量表總平均數為3.16(標準差為0.59)，其中人際關係構面平

均數(3.92)最高、其次為自我實現構面的平均數(3.43)、營養行為構面的平均數(3.36)、壓力管

理構面的平均數(3.33)、運動行為構面的平均數(2.83)、健康責任構面的平均數(2.34)最低。 

 

表 5   健康促進生活型態量表之描述性分析(N=325) 

健康促進生活型態量表之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分量排序 排序 

一、營養行為 (題數：6 題) 3.36 0.74  3 

1.每天吃早餐 4.01 1.08 1 1 

2.每日三餐時間和量都正常 3.50 1.08 2 14 

3.每天選擇清淡不油膩食物 3.17 0.87 4 23 

4.計畫獲選擇每日進餐都包括六大類食物(如五穀根莖類、魚肉蛋奶

類、蔬菜類、水果類、少量油脂) 
3.08 0.90 6 25 

5.飲食中含有富纖維質的食物(如全麥、水果、蔬菜) 3.33 0.94 3 20 

6.每天喝水至少 1500cc 3.10 1.19 5 24 

二、健康責任 (題數：8 題) 2.34 0.7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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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進生活型態量表之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分量排序 排序 

7.定期量血壓並知道結果 2.00 0.91 7 39 

8.檢查膽固醇並知道結果 1.90 0.98 8 40 

9.和醫護專業人員討論與健康照顧相關的事 2.20 1.00 5 36 

10.至少每個月一次觀察自己身體有無改變或其他異狀 2.64 1.13 2 31 

11.參加個人健康照顧方面的教育課程 2.20 1.04 6 37 

12.只要知道食物含防腐劑或人工添加物就不吃 2.42 1.06 4 35 

13.做運動時會測自己的脈搏 2.42 1.18 3 34 

14.看食物包裝上的營養成分說明 2.97 1.14 1 28 

三、運動行為 (題數：6 題) 2.83 0.78  5 

15.每週做伸展運動至少 3 次(如柔軟體操) 2.56 1.01 4 32 

16.每周至少做 3 次，每次 20~30 分鐘之劇烈運動 2.51 0.99 5 33 

17.參加有人指導的運動課程或活動 2.19 1.06 6 38 

18.從事娛樂性質的運動(如散步、游泳) 2.85 1.07 3 30 

19.每天找一些時間放鬆自己 3.52 1.06 1 11 

20.每天有 15~20 分鐘的時間練習放鬆 

 

3.35 

 

1.15 

 

2 

 

18 

 

四、自我實現 (題數：8 題) 3.43 0.86  2 

21.欣賞自己 3.25 1.04 8 22 

22.對生命充滿信心及樂觀 3.36 1.04 6 17 

23.覺得自己是朝向積極的方向成長和改變 3.42 1.02 5 16 

24.知道自己之優缺點所在 3.51 1.00 2 12 

25.知道生命中哪些對我而言是重要的 3.67 0.97 1 9 

26.發現每天都是充滿樂趣及挑戰的 3.30 1.00 7 21 

27.重視自己的成就 3.51 1.01 3 13 

28.覺得自己的生活是有意義的 3.42 1.00 4 15 

五、人際關係 (題數：5 題) 3.92 0.86  1 

29.對別人表示關心、愛心和溫暖 3.92 0.92 3 4 

30.對別人表示關心的人互相保持聯絡 3.91 0.93 4 5 

31.和親近的人討論個人問題及關心的事件 3.93 0.99 2 3 

32.維持有實質及有用的人際關係 3.90 0.94 5 6 

33.樂於和親近的人保持聯絡 3.96 0.91 1 2 

六、壓力管理 (題數：7 題) 3.33 0.72  4 

34.知道生活中的壓力來源所在 3.69 0.97 2 8 

35.會注意自己不愉快的情緒 3.79 0.89 1 7 

36.每天睡眠 6-8 小時 2.97 1.08 6 27 

37.有計畫的安排作息時間，不致手忙腳亂 3.08 0.98 5 26 

38.會注意控制自己的體重 3.33 1.06 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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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進生活型態量表之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分量排序 排序 

39.對於不合理的要求，我會恰當反應 3.54 0.96 3 10 

40.閱讀有關促進健康的報章，雜誌或書籍 2.90 1.09 7 29 

整體健康促進生活型態分數 3.16 0.59   

 

四、學習成效描述分析 

    表 6 為學習成效描述性分析結果，專業科目成績平均數為 72.69 分(標準差為 13.69)、通

識科目成績平均數為 75.29 分(標準差為 12.24)、專業技能成績平均數為 80.32 分(標準差為

9.42)。 

表 6   學習成效之描述性分析(N=325) 

學習成效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專業科目成績 312 72.69 13.69 

通識科目成績 307 75.29 12.24 

專業技能成績 311 80.32 9.42 

 

五、就學穩定性描述分析 

    表 7 為就學穩定性描述性分析結果，曠課時數平均數為 3.45 小時(標準差為 7.29)。 

表 7   就學穩定性之描述性分析(N=325) 

就學穩定性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曠課時數 274 3.45 7.29 

 

六、自覺健康狀況、健康促進生活型態、學習成效與就學穩定性之相關分析 

    以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分析方法，探討自覺健康狀況、健康促進生活型態、學

習成效與就學穩定性間之相關性(如表8所示)。 

    在自覺健康狀況方面，「整體自覺健康狀況」與「曠課時數」之間有負相關(相關係數為

-0.056)，表示整體自覺健康狀況分數越高，曠課時數就會越低，即自覺健康狀況越好，就學穩

定性就會越好，但未達統計上顯著相關(p> .05)。 

    在健康促進生活型態方面，「營養行為」與「曠課時數」之間有負相關(相關係數為-0.095)，

表示營養行為分數越高，曠課時數就會越低，即營養行為越好，就學穩定性就會越好；「健

康責任」與「曠課時數」之間有負相關(相關係數為-0.024)，表示健康責任分數越高，曠課時

數就會越低，即健康責任越好，就學穩定性就會越好；「運動行為」與「曠課時數」之間有正

相關(相關係數為0.083)，表示運動行為分數越高，曠課時數就會越高，即運動行為越好，就學

穩定性就會越差；「自我實現」與「曠課時數」之間有正相關(相關係數為0.013)，表示自我實

現分數越高，曠課時數就會越高，即自我實現越好，就學穩定性就會越差；「人際關係」與

「曠課時數」之間有負相關(相關係數為-0.005)，表示人際關係分數越高，曠課時數就會越低，

即人際關係越好，就學穩定性就會越好；「壓力管理」與「曠課時數」之間有負相關(相關係

數為-0.047)，表示壓力管理分數越高，曠課時數就會越低，即壓力管理越好，就學穩定性就會

越好；「整體健康促進生活型態」與「曠課時數」之間有負相關(相關係數為-0.015)，表示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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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健康促進生活型態分數越高，曠課時數就會越低，即健康促進生活型態越好，就學穩定性

就會越好，但以上皆未達統計上顯著相關(p> .05)。 

    在學習成效方面，「專業科目成績」與「曠課時數」之間達統計上顯著負相關(相關係數

為-0.398)，表示專業科目成績越高，曠課時數就會越低，即專業科目成績越好，就學穩定性就

會越好；「通識科目成績」與「曠課時數」之間達統計上顯著負相關(相關係數為-0.450)，表

示通識科目成績越高，曠課時數就會越低，即通識科目成績越好，就學穩定性就會越好；「專

業技能成績」與「曠課時數」之間達統計上顯著負相關(相關係數為-0.399)，表示專業技能成

績越高，曠課時數就會越低，即專業技能成績越好，就學穩定性就會越好。 

 

表 8    自覺健康狀況、健康促進生活型態、學習成效與就學穩定性之相關分析 

 就學穩定性 

自覺健康狀況  

整體自覺健康狀況 -0.056  

健康促進生活型態  

營養行為 -0.095  

健康責任 -0.024  

運動行為 0.083  

自我實現 0.013  

人際關係 -0.005  

壓力管理 -0.047  

整體健康促進生活型態 -0.015  

學習成效  

專業科目成績 -0.398*** 

通識科目成績 -0.450*** 

專業技能成績 -0.399*** 

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 p<0.05 **p<0.01 ***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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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討論 
 

分析健康促進生活型態量表發現，總平均數為3.16(標準差為0.59)，其中人際關係構面平

均數(3.92)最高，健康責任構面平均數(2.34)最低；人際關係構面得分數最高此結果，與國內許

多研究相呼應(沈等，2012； 鍾與陳，2013；湯等，2015；黃等，2018)。進一步進行差異分

析得知，有接受過健康促進相關課程，其壓力管理得分與整體健康促進生活型態分數，皆較

未接受過健康促進相關課程者為高。 

而在自覺健康狀況方面，父母婚姻狀況、家庭功能、父親健康狀況、父親管教方式與母

親健康狀況皆與整體自覺健康狀況達統計上顯著差異，這顯示家庭因素對於學生整體自覺健

康狀況之影響甚鉅，許多國內研究亦有相同發現(李等，2009；陳等，2009；黃等，2007；鄭

與林，2014)。 

由自覺健康狀況、健康促進生活型態、學習成效與就學穩定性之相關分析結果可知，整

體自覺健康狀況、營養行為、健康責任、人際關係、壓力管理及整體健康促進生活型態，以

上各項分數越高，曠課時數就越低，亦即就學穩定度越好；值得注意的是，運動行為、自我

實現分數越高，曠課時數就越高，亦即就學穩定度越差；此部分可能原因為本校是專科學校，

科系之間屬性迥異，若學生當初選擇的科系並非其有興趣之科別，而是符合家長期待或迫於

分數選擇下的結果，在課程進入專三、專四更專業的領域時，學生曠課時數就明顯增加，就

學穩定度就較差；但運動行為分數越好，曠課時數就越高此部分，與韓和黃(2013) 以桃園地

區青少年運動參與動機、自我效能探討其與學習成效之相關研究發現，運動參與動機對學習

效能產生正向且顯著影響此研究發現相異，但與青少年注重人際關係忽略學習過程與學業的

重要性此結果相呼應。 

在學習成效方面，專業科目成績、通識科目成績與專業技能成績越高者，曠課時數越低，

就學穩定性就越好。 

影響就學穩定性之因素方面，在個人資料的部分，僅年齡、性別、身分別與就學穩定性

達顯著相關；意即年齡越大、男性及具有新住民與原住民身分者，其曠課時數較多。父親健

康狀況與就學穩定性亦達統計上顯著影響；再者，專業科目成績、通識科目成績、專業技能

成績越高，就學穩定度越好。 

 

伍、結論與建議 
 
一、教師面 

（一）導師部分：由研究結果可知，整體自覺健康狀況、營養行為、健康責任、人際關係、壓

力管理及整體健康促進生活型態，以上各項分數越高，曠課時數就越低，亦即就學穩定度越

好，導師可利用晨間入班或午休共餐了解學生營養攝取狀況，若遇有經濟較差的學生，可協

助申請學校補助，以滿足營養需求，或可利用機會教育學生，選擇營養價值高之健康食品；

在人際關係方面，應時時留心班級小團體是否產生排擠效應，對於小團體形成後被邊緣化的

孩子多予關心，適時給予鼓勵與了解其無法融入班級的原因，亦可轉介心諮中心協助學生學

習與群體相處之技巧；平時導師可舉辦班級聚餐、耶誕派對或慶生會等班級活動，以增加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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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輕鬆互動機會，活絡班級氛圍，形成人際支持網絡，畢竟，對於青少年階段的學生而言，

被同儕接納的人際關係是至為要緊的，也是穩定就學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另外，從研究結

果得知，自覺健康狀況與就學穩定度有關，而影響自覺健康狀況的重要因子之一就是家庭狀

況，尤以父母婚姻狀況、父親健康情形、父親管教方式與母親健康情形皆與整體自覺健康狀

況達統計上顯著差異，導師可加強了解學生家庭功能，增加與學生家庭中重要關係他人互動，

予以正向增強，讓學生的家人了解，他們對於學生的健康情形與就學穩定度扮演重要角色，

藉由支持學生家人，進而為學生充能，增加就學穩定性。 

（二）任課教師部分：研究結果顯示，在學習成效方面，專業科目成績、通識科目成績與專

業技能成績越高者，曠課時數越低，就學穩定性就越好。這是一個正向增強的循環，對於學

習科目願意花時間或有興趣的學生，自然獲得較佳成績的可能性就越高，學生在成績方面得

到肯定，自然更有動機繼續深耕學習，就學穩定性自然較高；值得探討的是依照研究結果，

曠課時數高的學生，常是學習成績低落的孩子，任課教師可以在授課過程中特別觀察這群學

生，無法獲得良好學習成效的原因為何，是因為對於系科專業缺乏興趣，以致學習動機低落；

亦或是雖然學生很努力學習，但因用錯方法或未掌握該科學習成效，以致於成績不佳；或是

學生本身努力不夠而致；授課教師在與學生約談了解學習狀況後，可先藉由讚美孩子本身的

優點，為其充能，再者引導學生釐清可能導致學習成效不佳之因素，給予改善建議，最後要

再提到以學生本身原已存在的優點，只要學生願意利用自身優點特質，努力改善現況，成效

指日可待，教師要給學生一個願景，並且告訴學生，老師深信他/她一定做得到。並且在學生

調整的過程中，只要他/她有一點進步，就給予鼓勵，學生都是希望被關心與被讚美，尤其是

原來學習成效低落的孩子，教師可以試著這樣做，或許會發現，學生會為了得到教師的肯定，

而啟發學習動機。另外，教師亦可觀察，學生是屬於知識型優勢或是操作型優勢的孩子，尤

其本校是屬於技職教育體系，操作型的技術課程較一般高中職為多，有些知識課業成績較低

落的學生，一旦進入臨摹職場場域執行技術，卻是學習能力倍增，此時可以就孩子的天賦能

力，給予高度肯定，如此亦有助於增強學生學習動機，提升學習成效，進而增加就學穩定度。 

 

二、學生面 

    研究結果顯示，健康促進生活型態影響就學穩定性，而人際關係此項在健康促進生活型

態中得分備受重視。依照艾瑞克森(Eric H. Erickon)的心理社會發展論，專三、專四學生正值

人類發展學中的青少年期至成年早期之間，此時發展重點會在於自我統整(認同)及親密感，學

生會透過在校遇到的各種情境，認同自身或對自我認同的混淆、肯定自己或否定自己、與他

人發展親密感或顯得疏離，師長可以先預告學生這是正常的過程，並且告知當學生傷心難過

或徬徨無助，需要協助時，可用資源在哪裡；或是能安排一情境，讓平時較退卻或無法肯定

自己的孩子，有協助他人的機會，能力是相對比較出來的，學生自信心也會油然而生，進而

獲得良好的人際互動經驗，形成較佳之健康促進生活型態，提升就學穩定度。 

 

三、課程面 

    自研究結果得知，有接受過健康促進相關課程其壓力管理得分與整體健康促進生活型態

分數，皆較未接受過健康促進相關課程者為高。本校通識中心已將健康促進課程列為各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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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惟因應科系特性，護理科教授之教材會較其他科系專業深入，非護理科系則選用淺顯

貼近生活之健康促進教材，以期奠基學生促進自身健康之能力，增進整體健康進而提升就學

穩定度。 

 

四、資源面 

    影響就學穩定性之因素方面，在個人資料的部分，僅年齡、性別、身分別與就學穩定性

達顯著相關；意即年齡越大、男性及具有新住民與原住民身分者，其曠課時數較多。本校具

有新住民與原住民身分之學生約 660 人，學校亦設有原住民族資源中心，針對原住民身分學

生給予額外之關心與照顧，並且成立相關社團(達斯督努瑪舞蹈社、原聲社、手工藝社等)提供

學生交流機會，教務處亦利用高教深耕計畫經費，特別補助教師鐘點費，為原住民學生提供

課業輔導，宿舍亦邀請教師留校利用學生晚自習時間，進行課業輔導，以期提升學習成效，

增進就學穩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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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次
口頭發表論文





1.云攏健康管理顧問有限公司顧問(2016.01.01~2016.12.31)

2.梅島動物醫院顧問(2016.01.01~2016.12.31)

3.火紅國際精品有限公司(2016.01.01~2016.12.31)

4.弘光科技大學企業研究社社團顧問(2016.01.01~2016.12.31)

5.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專家學者(2015.07至今)

6.臺灣有機農業技術促進協會顧問(2015.01~2015.12)

7.梅島動物醫院顧問(2015.01.01~2015.12.31)

8.弘光科技大學企業研究社顧問(2014.12~2015.12)

9.梅島動物醫院顧問（2014.01~2014.12）

10.盈豐資訊科技有限公司管理顧問（2012.01~2012.12）

11.微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顧問（2011.08~2012.07）

12.育峰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管理顧問（2011.01~2011.12）

13.微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顧問（2011.08~2012.07）

14.微析科技公司CRM系統開發暨認證推廣諮詢顧問（2010.08~2011.07）

15.東方設計學院設計行銷系『視覺應用行銷中心』負責老師（2012~2014）

16.趨勢科技日本總公司產品經理部助理(1998～2000)

17.趨勢科技日本總公司製品開發部助理(1996～1998)

第二場次口頭發表場次主持人

｜學歷｜

日本拓殖大學商學研究所 商學 博士

｜現職｜

文化創意設計研究所副教授

｜經歷｜
黃佳慧 教授



美國醫師執照考試第一二階段合格

澎湖海軍醫院優良醫師

臺北市立陽明醫院眼科住院醫師、總醫師

世界眼科學會 (ICO)考試屈光，基楚，臨床科學合格

美國史丹佛大學視網膜臨床研究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優良教台北市學童高度近視防治品質監測及個案追蹤管理計畫訪視委員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衛生局課後照顧中心視力友善環境營造輔導計畫輔導委員

健保署專業審查委員

臺灣內分泌及代謝學會理事

第二場次口頭發表場次評論人

｜學歷｜

國立陽明大學生理學研究所博士

｜現職｜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院區眼科主任

康寧大學視光系兼任助理教授

台北大學市政管理學院兼助理教授

｜經歷｜

張延瑞 主任



 
 

眼軸長度與眼生物參數相關性研究 
 

劉姿伶 1、陳昆祥 2*、郭益銘 2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視光學科 1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視光系 2 

 
摘要 

 
眼部各參數在正視眼中是保持相互平衡的關係，當平衡被破壞，就容易造成屈光不正的

現象。因此，本研究針對 20 至 40 歲屈光不正度數之成年人，探討眼軸長度與眼生物參數之

相關性。 

本研究採量化橫斷性研究，收集 76 位 20 ~ 40 歲之成年人，使用以人工水晶體測量儀、

眼底斷層掃描儀、角膜地圖儀等儀器分析眼生理參數，再以 SPSS V.21 統計分析軟體做資料

分析。 

經由描述性統計與 Pearson 相關分析結果顯示： 

1. 在未分組之眼生物參數的相關性中，眼軸長度分別與角膜曲率平均值、視網膜纖維層厚

度呈現負相關；眼軸長度分別與等價球面度數、前房深度、角膜水平直徑、黃斑部中心視

網膜厚度呈現正相關；眼軸長度分別與眼壓、角膜中央厚度、瞳孔直徑無顯著相關。 

2. 在年齡分組後，年齡與眼軸長度等參數不具明顯相關；在男女性別分組後，發現不同性

別之眼軸長度與等價球面度數、角膜中央厚度、瞳孔直徑、視網膜纖維層厚度相關不會發

生改變。 

3. AL/CR (axial length/corneal radius) 比值若大於 3 可作為監控近視發展的敏感指數，但須排

除度數低且角膜曲率半徑較大者其 AL/CR 比值。 

由結果可知，近視導致眼軸長度發生改變，會與眼部健康及視力改善的重要眼生物參數

有相關性，故在臨床對近視的診斷、治療及屈光矯正上，眼生物參數數值是重要參考方向。 

 

關鍵字：眼軸長度、等價球面度數、角膜曲率、角膜中央厚度、角膜水平直徑、黃斑部中心

視網膜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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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Between Axial Length and Ocular Biological Parameters 
 

Tzu-Ling Liu1, Kun-Shiang Chen 2*, Yi-Ming Kuo 2 

Department of Optometry, Hsin Sheng Junior College of Medical Care and Management, 

Taoyuan, Taiwan, ROC1 

Department of Optometry, Chung Hwa University of Medical Technology, Tainan, Taiwan, 

ROC2 

Corresponding author’s e-mail: yco168@gmail.com* 

 

ABSTRACT 
 

Each parameter of emmetropia is to maintain a balanced relationship, when the balance is destroyed, 

it is easy to cause the phenomenon of refractive error. Therefore,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ocular axial length and ocular physiological parameters in twenty to fourty years 

old adults with refractive errors.  

Quantitative cross - sectional study was adopted in this study, collection of seventy-six adults of 

twenty to fourty years old, with intraocular lens measurement instrument, fundus OCT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scanners, cornea topography instrument analysis eye physiological 

parameters. Statistical packages software (Statia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 SPSS) version 

21.0 is used for data analysis.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1. Among the ungrouped biological parameters, ocular axial length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mean corneal curvature and retinal fiber thickness. The ocular axial length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equivalent spherical degree, anterior chamber depth, corneal horizontal 

diameter, and central retinal thickness of macular area.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ocular axial length and intraocular pressure, corneal thickness and pupil diameter. 

2.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age and ocular axial length, anterior chamber depth, 

corneal curvature and other parameters after age grouping,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ocular axial length and equivalent spherical degree, corneal central thickness, pupil 

diameter, retinal fiber layer thickness after gender grouping. 

3. If the value of AL/CR (axial length/corneal radius) ratio is greater than 3, it can be used as the 

sensitivity index to monitor the development of myopia. However, the ratio of AL/CR should be 

considered if the value is low and the radius of corneal curvature is large. 

According to the above results, changes in the ocular axial length of the eye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myopia are correlated with some important eye biological parameters for the assessment of eye 

health and vision improvement. Therefore, in the clinical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refractive 

correction of myopia, the value of eye biological parameters i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direction. 

Keywords: Ocular Axial Length,Spherical Equivalent Diopter, Corneal Curvature, Central    

Corneal Thickness, Horizontal Corneal Diameter, Central Macular Thick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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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現代科技日新月異、電子產品的流行與熱賣，近年來人們近距離用眼時間逐步增加，

因此全球近視人口有持續增多的趨勢，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5) 

更是預估 2050 年近視(任一眼 ≥ -0.50 D) 人口將佔全球人口的 52%，高度近視(任一眼 ≥ -5.00 

D) 人口將佔全球人口的 10%。  

近視的發生與眼軸長度(ocular axial length, OAL) 有著密切的關係， 眼軸長度變化是影

響眼部屈光狀態的因素之一，而因為近視的發生以及眼軸長度的改變，現在大部分學者認為

近視加深、眼軸長度過度延長將造成眼球擴張，會讓脈絡膜與視網膜的血管受到拉扯、毛細

血管萎縮，使視網膜與脈絡膜血液循環不良，最後引起視網膜脈絡膜變薄，更會產生嚴重的

眼睛併發症，是引起眼底病變的因素。 

從過去研究文獻 Brown et al. (1999) 中可知：眼部各參數在正視眼中保持相互平衡的關

係，當平衡被破壞，就容易造成屈光不正的現象。國內外有針對眼軸長度與眼部各參數做相

關研究探討，其中有學者發現眼軸長度/角膜曲率半徑 (axial length/corneal radius, AL/CR) 比

值可作為近視發生的敏感指標，更發現關於眼軸長度與角膜中央厚度的文獻中有互相矛盾的

結果，故本研究係檢測台灣 20 歲至 40 歲之眼軸長度及眼部參數，探討眼軸長度與眼生理參

數之影響，瞭解這些參數相互之間的相關性來理解一般眼睛健康的基礎，更進一步將性別、

年齡、眼軸長度與等價球面度數分組，探討不同生理組別對該相關性之關聯，研究結果不僅

可以對近視的發展有所貢獻，更可提供醫療單位及視光從業人員對臨床的診斷、治療及屈光

矯正之幫助。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 4 針對 20 至 0 歲屈光不正度數( ≥ -0.50 D) 之成年人，探討眼軸長與眼生理參數

之相關性，更進一步將性別、年齡、眼軸長度及等價球面度數分組，探討不同生理組別對於

眼生理參數相關性之關聯。 

1. 探討受試者眼軸長度與眼生理參數(等價球面度數、眼壓、前房、角膜、角膜水平直徑、瞳

孔、黃斑部視網膜及視神經纖維層) 間之相關性。 

2. 將性別、年齡、眼軸長度與等價球面度數分組，探討不同生理組別對於眼生理參數相關性

之關聯。 

 

三、研究流程 

本研究將依據研究背景、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首先進行文獻回顧確立研究主題，思考

研究架構與研究問題，通過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後，開始招募研究參與者並檢測，再整理檢測

數據並分析得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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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回顧 
 

一、人眼構造、眼軸長度與近視 

眼睛是人類最重要的感覺器官，而眼睛的胚胎形成，是與細胞發育一環的原始胚層(胚胎

幹細胞)之外胚層及中胚層息息相關，在經歷複雜的胚胎生長過程後，由眼球、眼睛附屬器官

與神經視路構成完整的眼球組織系統。 

眼球又分為眼球壁、眼內腔與眼球內容物(透明)。 

1. 眼球壁分為三層：(1)外層為纖維層(fibrous layer)：角膜、鞏膜與角膜緣(2) 中層為血管層

(vascular layer)：虹膜、睫狀體與脈絡膜、(3) 內層為神經層(nervous layer)：視網膜 

2. 眼內腔分為三個腔室：前房、後房與玻璃體腔 

3. 眼球內容物(透明) ：房水、水晶體與玻璃體 

眼軸長度與近視的發生有著密切的關係，據王滿堂(2004) 與 Remington, trans. (2017) 表

示人眼為不對稱結構，成人眼球的平均直徑大約 23 ~ 24.5 mm，水平比垂直直徑大 0.5 ~ 1 mm；

近視又分為： 

1. 軸性近視(Axial myopia)：眼軸長度大於平均正視眼之軸長，使物像焦點落在視網膜前。 

2. 屈折性近視(Refractive myopia)：因屈光介質，如角膜與水晶體之屈光力過強(眼屈光度數

＞+60.00 D)，使物像焦點落在視網膜前。 

(王益朗等人，2017) 

由此可知，眼軸長度(ocular axial length, OAL) 變化是主要影響眼部屈光狀態的因素之一，

主要由角膜、前房、晶狀體與玻璃體等眾多眼部生物參數所共同決定，而 OAL 是從角膜表面

中央部到視網膜色素上皮(retinal pigment epithelium, RPE)/布魯赫膜(Bruch’s membranee) 相對

應的距離，有學者研究表示人的眼軸長度傾向於：當年齡到 16 ~ 18 歲時不再繼續增長

(Bhardwaj and Rajeshbhai, 2013)，因此本研究對象選擇 20 歲以上具完全行為能力者進行。 

 

二、眼球組織之研究探討 

在過去學者們對於人的眼睛從嬰幼兒至成年人發育期間的研究，會發現人眼的屈光狀態

會有特別的變化，此變化被稱作「Emmetropization 過程」。學者 Norton (1999) 文獻說明：

Emmetropization 過程就是大部分兒童在 6 ~ 8 歲時都有輕度遠視的情形，其眼軸長度大約 17

到 23 毫米，而隨著孩童年齡的增長和眼睛的發育，兒童輕度遠視的情形會逐漸減少，慢慢往

正視眼發展。 

學者 Wickremasinghe et al. (2004) 研究 40 歲或以上蒙古族人，探討蒙古族人的眼睛生物

測量的變化及其與屈光的關係，研究結果表示眼軸長度是屈光不正最強的決定因素，平均眼

軸長度在不同年齡階段沒有明顯差異，但此年齡與眼軸長度關聯性與學者 Wong et al. (2001) 

研究結果相反。 

學者 Llorente et al. (2004) 針對沒有眼部疾病或病症且年齡 ≤ 40 歲的近視眼(24 眼)和遠

視眼(22 眼)來探討近視及遠視的幾何屬性和光學像差差異，其研究之近視等價球面度數範圍-

0.8 D 至-7.6 D (-3.3±3.0 D)；遠視等價球面度數範圍+0.5 D 至+7.4 D (3.0±2.0 D)，研究結果表

示遠視眼 (22.62±0.76 mm)的眼軸長度顯著低於近視眼 (25.16±1.23 mm)的眼軸長度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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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得出近視眼的眼軸長度與等價球面度數有顯著相關性(p=0.001, r=0.57)，等價球面度數

越高眼軸長度越長。但眼軸長度的改變，將會影響眾多眼部生物參數，故本研究將會探討眼

軸長度、等價球面度數與其他眼生理參數相關性之關聯。 

 

三、黃斑部視網膜與視神經纖維層之研究探討 

學者 Kelty et al. (2008) 通過年齡 22 歲至 75 歲健康患者，評估高加索人(52 位 104 眼) 和

非洲裔美國(31 位 62 眼) 之男性及女性的黃斑厚度測量數值的變化，透過眼底斷層掃描(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Carl Zeiss Meditec, Stratus OCT3) 測量黃斑部視網膜中央厚度(中心

1000m 直徑的平均厚度)與直徑 3 mm、6 mm 四個象限區域，結果發現高加索人的平均黃斑

部中心視網膜厚度比非洲裔美國人高 32 m（分別為 217 和 185m; p <0.001），可以顯示種族

會影響人群的眼生理參數數值，且此研究也發現男性黃斑部中心視網膜厚度顯著厚於女性（分

別為 220 和 197 m; p <0.001）。 

據學者 Song et al. (2010) 選擇 2008 年 7 月至 2009 年 1 月之正常受試者，隨機選擇一眼，

探討眼軸長度與黃斑視網膜之關係，利用人工水晶體測量儀(intraocular lens master, IOL Master) 

測量眼軸長度，再利用眼底斷層掃描(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SD-OCT) 測量黃斑部視網

膜厚度(內層 1 ~ 3 mm、外層 3 ~ 6 mm)，發現軸長與平均外層黃斑部視網膜厚度、總黃斑部

視網膜厚度、黃斑總體積呈負相關，發現黃斑部 9 個象限檢測數值中，只有黃斑部中心視網

膜厚度(central macular thickness, CMT)不會隨著年齡上升而減少。 

學者 Budenz et al. (2007) 選擇 18 ~ 85 歲正常受試者，通過眼底斷層掃描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Carl Zeiss Meditec ,Stratus OCT) 測量，探討年齡、性別、種族和眼軸長

度對正常人的視網膜神經纖維層（retinal nerve fiber layer thickness, RNFL）的影響，研究結果

得出年齡越大，RNFL 越薄；眼軸長度每增長一毫米，RNFL 更薄約 2.2 m，但 RNFL 與性

別無關，不過在學者 Khawaja et al. (2013) 選擇 48 ~ 90 歲受試者，使用 GDxVCC (Carl Zeiss 

Meditec, Inc., Dublin, CA) 測量 RNFL，探討 RNFL 數值與年齡、性別、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身高及血壓等參數之關聯，其中發現 RNFL 與性別有關，兩者研究結果不同。 

學者 Hsu and Shih (2010) 選擇 38 眼近視眼，以超音波測量眼軸長度並將眼軸長度分為三

組(第一組：＜26 mm、第二組：26 ~ 27 mm 與第三組：＞27 mm)，再以眼底斷層掃描(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Carl Zeiss Meditec, Stratus OCT) 測量視盤周圍視網膜神經纖維層的厚

度，探討不同組的眼軸長度與視網膜神經纖維層厚度的關係，最後研究結果發現隨著近視的

增加，眼軸長度的增長，視網膜神經纖維層厚度會減少。 

 
參、 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架構表 

在正視眼中，眼部生理參數係保持相互平衡的關係，而近視發生將使眼軸長度改變，造

成此平衡被破壞，本研究係探討近視發生之眼軸長度與眼生物參數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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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及資料來源 

(一) 倫理審查 

本研究通過國立中正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核，本案已於 2019 年 8 月 2 日通過

審核，審核編號：CCUREC108061701。 

(二) 研究對象 

本研究選擇 20 ~ 40 歲具有完全行為能力之人為研究對象，實施電腦驗光機檢測、非接觸

式眼壓計、人工水晶體測量儀檢測、眼底電腦斷層掃描檢測與角膜地圖儀檢測等相關眼球基

本數據檢測。 

(三) 研究對象篩選標準 

1. 本研究考量到 20 歲以下及 40 歲以上之眼生物參數數值變化會因眼球發育及老化因素有

所影響，故將 20 歲以下與 40 歲以上不具完全行為能力的受測患者納入排除條件。 

2. 無任何眼睛疾病及眼睛疾病史：排除患有青光眼、白內障等其他眼睛疾病。 

3. 配戴隱形眼鏡：如有配戴隱形眼鏡之受測者須停戴軟、硬式隱形眼鏡 1 週以上，配戴角膜

塑型片之受試者須停戴 2 個月以上，如無法穩定執行停戴之條件則需排除該受試者。 

4. 排除曾經有施作眼部手術之受測者。 

5. 無任何眼睛構造功能損傷。 

6. 排除任何干擾眼部功能之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壓與心智障礙者等疾病)。 
 

三、數據蒐集研究地點及時間 

本研究使用之儀器為眼科及視光常用儀器，另受測者多半為高雄居民，故檢測地點考量

受測者之交通簡便，以提高受測者之配合意願，選擇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521 號元新眼科

作為研究地點，受測時間自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3 月數據蒐集結束。 

 

四、研究操作流程 

此研究之研究操作步驟分為八個階段，第一階段招募參與者，第二階段說明研究內容並

簽同意書，第三階段基本資料調查，第四階段使用電腦驗光儀測量，第五階段使用非接觸式

眼壓計測量，第六階段使用人工水晶體測量儀測量，第七階段使用眼底斷層掃描儀測量，第

八階段使用角膜地圖儀測量，而在檢測時若眼參數數據發生與正常人數值不同，則將會診醫

師，若被檢者經醫師檢定無符合排除條件，則可收集其數據；若被檢者經醫師檢定符合排除

條件，則其檢測數值不納入本研究。 

 

肆、 資料分析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收集了 76 位研究對象的眼軸長度與眼生物參數之數據做分析，其中男性有 37

位，女性有 39 位。 

一、各參數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一) 不同組別的眼生物參數數值 

1. 不同性別的眼生物參數數值，如表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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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年齡的眼生物參數數值，第Ⅰ組：20 ~ 25 歲、第Ⅱ組：26 ~ 30 歲、第Ⅲ組：31 ~ 

35 歲、第Ⅳ組：＞36 歲，如表 4-2 所示。 

3. 不同眼軸長度的眼生物參數數值:根據 Sanders et al.(1990)及方薇(2017)，將眼軸長度分

成四組：正常眼軸組(23 ~ ＜24.5 mm)、輕度長眼軸組(24.5 ~27 mm)、中度長眼軸組(＞27~28.4 

mm)、重度長眼軸組(＞28.4mm)，如表 4-3 所示。 

4. 不 同 等 價 球 面 度 數 的 眼 生 物 參 數 數 值 : 根 據 王 益 朗 等 人 (2017) 及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5)，將等價球面度數分成四組：低度近視組(-0.5 ~＜-3.00 D)、中度近視組(-

3.00 ~ ＜-5.00 D)、高度近視組( ≥ -5.00 D) 與超高度近視組( ≥ -10.00 D)，如表 4-4 所示。 

 

表 4-1 不同性別的眼生物參數數值 表 4-1 不同年齡的眼生物參數數值 

  

表 4-2 不同眼軸長度的眼生物參數數值 表 4-3 不同等價球面度數的眼生物參數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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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參數之 Pearson 相關分析 

(一) 眼生物參數的相關性分析:以 Pearson 相關分析，如表 4-5 所示。 

表 4-4 眼生物參數的相關性分析 

 
(二) 不同性別的相關性分析 

1. 以 Pearson 相關分析男性組別眼生物參數相關性，如表 4-6 所示。 

表 4-5 男性的眼生物參數相關性分析 

 
2. 以 Pearson 相關分析女性組別眼生物參數相關性，如表 4-7 所示。 

表 4-6 女性的眼生物參數相關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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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同年齡的相關性分析 

1. 以 Pearson 相關分析年齡第Ⅰ組(20~25 歲)眼生物參數相關性，如表 4-8 所示。 

表 4-7 年齡第Ⅰ組(20 ~ 25 歲)的眼生物參數相關性分析 

 
2.以 Pearson 相關分析年齡第Ⅱ組(26 ~ 30 歲)眼生物參數相關性，如表 4-9 所示。 

表 4-8 年齡第Ⅱ組(26 ~ 30 歲)的眼生物參數相關性分析 

 
3. 以 Pearson 相關分析年齡第Ⅲ組(31 ~ 35 歲)眼生物參數相關性，如表 4-10。 

表 4-9 年齡第Ⅲ組(31 ~ 35 歲)的眼生物參數相關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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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 Pearson 相關分析年齡第Ⅳ組(＞36 歲)眼生物參數相關性，如表 4-11 所示。 

表 4-10 年齡第Ⅳ組(＞36 歲)的眼生物參數相關性分析 

 
(四) 不同眼軸長度的相關性分析 

1. 以 Pearson 相關分析正常眼軸組(23 ~ ＜24.5 mm)眼生物參數相關性，如表 4-12 所示。 

表 4-11 正常眼軸組(23 ~ ＜24.5 mm)的眼生物參數相關性分析 

 
2. 以 Pearson 相關分析輕度長眼軸組(24.5 ~ 27 mm)眼生物參數相關性，如表 4-13 所示。 

表 4-12 輕度長眼軸組(24.5 ~ 27 mm)的眼生物參數相關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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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 Pearson 相關分析中度長眼軸組(＞27 ~ 28.4 mm)眼生物參數相關性，如表 4-14 所示。 

表 4-13 中度長眼軸組(＞27 ~ 28.4 mm)的眼生物參數相關性分析 

 
4. 以 Pearson 相關分析重度長眼軸組(＞28.4 mm)眼生物參數相關性，如表 4-15 所示。 

表 4-14 重度長眼軸組(＞28.4 mm)的眼生物參數相關性分析 

 
(五) 不同等價球面度數的相關性分析 

1. 以 Pearson 相關分析低度近視組(-0.5 ~ ＜-3.00 D)眼生物參數相關性，如表 4-16 所示。 

表 4-15 低度近視組(-0.5 ~ ＜-3.00 D) 的眼生物參數相關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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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 Pearson 相關分析中度近視組(-3.00 ~ ＜-5.00 D)眼生物參數相關性，如表 4-17 所示。 

表 4-16 中度近視組(-3.00 ~ ＜-5.00 D)的眼生物參數相關性分析 

 
3. 以 Pearson 相關分析高度近視組(≥-5.00 D)眼生物參數相關性，如表 4-18 所示。 

表 4-17 高度近視組( ≥ -5.00 D) 的眼生物參數相關性分析 

 
4. 以 Pearson 相關分析超高度近視組( ≥ -10.00 D)眼生物參數相關性，如表 4-19 所示。 

表 4-18 超高度近視組( ≥ -10.00 D)的眼生物參數相關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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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討論 

(一) 探討受試者眼軸長度與眼生理參數間之相關性 

眼軸長度與近視的發生有著密切的關係，眼軸長度變化是影響眼部屈光狀態的因素之一，

研究結果發現眼軸長度會與等價球面度數呈現高度負相關(如表 4-5 所示)，但本研究之等價球

面度數以負值輸入進行統計分析，故將等價球面度數加上絕對值顯示：眼軸長度會與等價球

面度數呈現高度正相關，此結果支持了先前學者的研究(Mallen et al., 2009)，表示眼軸長度越

長，近視度數越深。 

由上述已知眼軸長度與等價球面度數有高度相關性，而關於等價球面度數與其他眼生物

參數相關性，研究發現只有 AL/CR 比值、前房深度、視網膜纖維層厚度和等價球面度數有相

關，其中在學者 Mallen et al. (2005) 對約旦成年人的研究中得出等價球面度數與 AL/CR 比值

呈現高度負相關，與本研究結果相同(如表 4-5 所示)；此結果也與學者 Fotedar et al. (2010) 探

討 59 歲以上之年長者眼部生物參數的研究結果相同(如表 4-5 所示)，並認為年齡上升，等價

球面度數與眼軸長度、前房深度一樣有關聯性。 

而在本研究中，眼軸長度分別與角膜曲率平均值、前房深度結果分析後可發現：與角膜

曲率平均值相關性呈現負相關；與前房深度呈現正相關(如表 4-5 所示)，和 Park et al. (2010) 

與 Yan et al. (2010) 結論相同，可知眼軸長度越長，角膜曲率越小(角膜較平)，前房深度越深。 

在眼軸長度與角膜中央厚度的分析上，本研究為確保數值準確性，受測者在檢測前 1 週

須停戴隱形眼鏡且在研究期間固定使用相同的檢測儀器，以避免影響角膜數據( Liu and 

Pflugfelder, 2000)，得出研究結果為兩參數間無顯著相關(如表 4-5 所示)，與學者 Chen et al. 

(2009) 相同，卻和學者 Chang et al. (2001)相反。 

從學者 Jonas et al. (2014)、學者 Metlapally and Wildsoet (2015)、學者 Hayes et al. (2015)研

究結果可知：角膜與鞏膜之蛋白主要由 I 型膠原蛋白組成及其他類型膠原蛋白組成，而眼軸

長度增長會使眼後段之鞏膜厚度變薄，但眼軸長度與角膜中央厚度卻不會跟著變薄，其原因

為：兩者之間的醣胺聚醣(glycosaminoglycan, GAGS) 及其他膠原蛋白類型不完全相同。故本

研究認為眼軸增長、近視發展的過程中，膠原纖維會發生改變，但不會造成角膜中央厚度之

變化；研究結果也發現角膜曲率平均值與角膜中央厚度無顯著相關，故角膜曲率平均值不影

響角膜中央厚度。 

在眼科中，角膜水平直徑與瞳孔大小是常用於人工水晶體植入前所需收集的重要參數之

一，角膜水平直徑更可用於眼睛疾病的判斷(Saloutiet al. 2009)。本研究結果發現眼軸長度與瞳

孔直徑無顯著相關(如表 4-5 所示)，而在國內外文獻中少有議論此相關性，故有此結果可供後

續學術界做深入探討。研究也顯示：眼軸長度與角膜水平直徑相關性發現呈正相關，與

Hashemi et al. (2015b) 的研究結果相同；還發現等價球面度數與角膜水平直徑無顯著相關(如

表 4-5 所示)，與學者 Martin et al. (2013) 研究 18 ~ 67 歲受試者之結果不同，其認為在中高度

近視的人等價球面度數與角膜水平直徑有低度相關，而從學者 Lee et al. (2010) 研究發現年

齡與角膜水平直徑呈負相關，老人角膜水平直徑比年輕人短，故本研究認為角膜水平直徑可

能因年齡因素影響眼軸長度、等價球面度數與角膜水平直徑相關性，但眼軸長度與角膜水平

直徑有相關。 

        從學者 Kelty et al. (2008) 與學者 Appukuttan et al. (2014) 研究發現地域會影響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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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生理參數數值，但雖有地域影響，學者 Park et al. (2010)、 Appukuttan et al. (2014) 發現

眼軸長度與黃斑部視網膜厚度有相關性，但等價球面度數與黃斑部視網膜厚度無顯著相關，

還發現眼軸長度、等價球面度數會與視網膜纖維層厚度呈顯著負相關，此研究結果與本研究

相同(如表 4-5 所示)，也因黃斑部視網膜厚度與視網膜纖維層厚度會受眼軸長度增長影響，故

才會有近視發生使眼軸長度增長，將使眼後部發生變化，造成視網膜剝離、黃斑部萎縮、脈

絡膜新生血管等眼睛疾病的機率升高的結果。 

此次研究有發現較特別的狀況：眼壓值是常參考的一項檢測青光眼數據，患有青光眼的

人眼壓大多比正常人高，本研究結果發現眼軸長度與眼壓無顯著相關(如表 4-5 所示)，與學者

Manny et al. (2008)研究結果相同。正常眼壓在正常人群中為 10 ~ 21 mmHg (施永豐，2019)，

但發現有 2 眼眼壓檢測值是超過正常人群眼壓值分別為 27 mmHg、29 mmHg，而經過研究地

點之眼科醫師檢查後，認為未有青光眼的情況。深入瞭解發現高於正常眼壓之兩眼，其角膜

中央厚度皆超過 650 m，而一般正常人角膜中央厚度平均約 500 ~ 580 m (蘇俊峰，2016)，

且本研究在眼壓與角膜中央厚度相關性分析結果中，顯示有顯著正相關(如表 4-5 所示)，與學

者 Chua et al. (2014)研有相同結果，其研究也表示眼壓數值會因為角膜中央厚度的厚薄度而

有所影響。故本研究認為在眼壓檢測中角膜中央厚度的厚薄度也是需要考慮的因素之一，增

加檢測角膜中央厚度可在判斷青光眼時增加準確度，甚至於在針對眼睛的衛生教育時，可仔

細說明大部分青光眼患者眼壓高占大多數，但眼壓高不代表就是青光眼，也有可能是因為角

膜中央厚度較厚造成，且醫生會再針對眼睛其他部位，如視神經部分之杯盤比等進行詳細檢

查與判斷。 

(二) 探討不同生理組別對於眼生理參數相關性之關聯 

1. 不同性別的相關性分析 

本研究在不同性別的眼生物參數數值中，發現眼軸長度、前房深度、黃斑部中心視網膜

厚度(central macular thickness, CMT) 女性較男性稍短或稍薄(如表 4-1 所示)，與學者 Song et 

al. (2010)、學者 Foster et al. (2010)研究相同；也發現女性的眼壓低於男性(如表 4-1 所示)，與

學者 Lee et al. (2002)、學者 Hoehn et al. (2013)相同，研究認為年齡、荷爾蒙與地域可能是影

響眼壓在性別上有不同結果的一項因素。研究還發現視網膜纖維層厚度女性較男性稍厚，但

可解釋本研究中眼軸長度女性較男性稍短所形成的關聯性變化。 

在更深入探討不同性別下，發現男女分組的眼生理參數相關性有不同的結果。在不同性

別中，眼軸長度與其他眼生理參數共同發生的相關性：眼軸長度分別與等價球面度數(絕對值)、

AL/CR 比值有顯著正相關；眼軸長度分別與視網膜纖維層厚度有顯著負相關；眼軸長度分別

與角膜中央厚度、瞳孔直徑無顯著相關(如表 4-6 與表 4-7 所示)，可知以上參數之相關性在 20 

~ 40 歲間不受性別影響。 

而不同性別之眼軸長度與眼生理參數相關性分析發現：在男性中，眼軸長度與前房深度

有顯著正相關，眼軸長度與角膜曲率平均值有顯著負相關；在女性中，眼軸長度分別與眼壓、

角膜水平直徑、黃斑部中心視網膜厚度有顯著正相關(如表 4-6 與表 4-7 所示)。 

由此可知部分眼生理參數在不同性別上研究結果不同。但從學者 Roy et al. (2015) 研究

發現身高及 BMI 會影響眼生物參數變化，故本研究認為性別在眼軸長度與其他眼生理參數有

不同差異是因為男女生理構造、身高及 BMI 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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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性別中的眼生理參數，較特別的為等價球面度數與視網膜纖維層厚度呈正相關(如

表 4-6 與表 4-7 所示)，與本研究總眼生理參數相關性得出的結果互相矛盾(如表 4-5 所示)，從

學者 Alasil et al. (2013) 研究發現視網膜纖維層厚度與性別無顯著關係，故本研究認為可能是

等價球面度數又可分低、中、高、超高近視，若男女近視度數數目不同將影響性別之等價球

面度數與視網膜纖維層厚度相關性的結果。 

2. 不同年齡的相關性分析 

在本研究中未發現不同年齡之眼生物參數數值有明顯的差異，但研究認為因已將年齡限

制在 20 ~ 40 歲，將年齡範圍縮小已排除年齡對眼生物參數所帶來之影響將得出更準確的研究

內容。 

根據國內外學者在年齡與眼生物參數之文獻中發現： 

(1) 學者 Fotedar et al. (2010) 與學者 Hashemi et al. (2012) 的研究顯示眼軸長度會隨著年齡的

增長而縮短。 

(2) 學者 Mallen et al. (2005) 與學者 Hashemi et al. (2012) 的研究顯示年齡增大，會因為水晶

體會持續增加，將使前房深度相對的減少。 

(3) 學者 Hashemi et al. (2015a) 的研究顯示年齡會影響角膜曲率之變化，臨床上年齡影響角膜

發生之變化是因為角膜內皮細胞損失所造成。 

由此可知年齡是影響眼生物參數的一項因素，人眼會因為年齡所發生之變化主要是人慢

慢衰老，故對於年齡之限制以瞭解眼生物參數之變化，可使眼科及視光產業之驗配有更多的

幫助。 

本研究雖已將年齡限制在 20 ~ 40 歲，但將更深入探討若已 5 歲為區間眼生物參數關聯性

是否有所變化，在眼軸長度與眼生理參數關聯性中，發現第Ⅰ組、第Ⅲ組及第Ⅳ組之眼生理參

數眼軸長度與 CMT 為無顯著關係(如表 4-8、表 4-10 與表 4-11 所示)，此結果與研究眼生物參

數相關性分析中相反，可發現未將年齡分組之眼軸長度與 CMT 為有顯著正相關(如表 4-5 所

示)；第Ⅲ組及第Ⅳ組中，因樣本數較少準確度降低需要更多樣本數來探討確認其關係變化，

但從學者 Song et al. (2010)研究可知年齡不會影響 CMT，且其認為性別在 CMT 數據上有所

差異，故研究認為第Ⅰ組的結果則可能是因為性別所影響。 

3. 不同眼軸長度的相關性分析 

本研究將眼軸長度分成四組：正常眼軸組(23 ~ ＜24.5 mm)、輕度長眼軸組(24.5 ~ 27 mm)、

中度長眼軸組(＞27 ~ 28.4 mm)與重度長眼軸組(＞28.4 mm)，研究發現正常眼軸組及輕度長眼

軸組中的眼生物參數間相關性結果差異不大，共同的相關性：眼軸長度分別與等價球面度數

(絕對值)、AL/CR 比值有顯著正相關和眼軸長度與視網膜纖維層厚度有顯著負相關；但中度

長眼軸組及重度長眼軸組中的眼軸長度與眼生物參數為無顯著關係 (如表 4-12、表 4-13、表

4-14 與表 4-15 所示) 。研究認為眼軸長度對於部分參數還是有些微影響所造成，因眼軸長每

增長 1 mm 就可能使其眼生物參數有稍微變化，如屈光度若以光學方式計算則增加 -3.00 D 

(路建華與丁挺洲，2018)，也表示若限制眼軸長度的情形下之眼生物參數與眼軸長度還是稍微

有變化，但不會很明顯。 

從研究中四組不同眼軸長度的眼生物參數數值可發現；眼壓、前房深度及角膜水平直徑

數值隨眼軸長度越長之組別有升高趨勢，角膜曲率平均值及視網膜纖維層厚度數值則有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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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如表 4-3 所示)，此結果與學者 Park et al. (2010)與學者 Yan et al. (2010)研究相同，故表示

眼軸長度增長主要是由玻璃體腔引起，而當近視者的玻璃體腔越長，眼軸長度就會增長，而

近視度數就會越深、角膜相對較平、視網膜纖維層厚度較薄，也因眼軸長度增長使水晶體生

理位置相對正視眼較偏後，前房深度越深。 

根據學者 Hashemi et al. (2013)等人研究顯示雖眼軸長度及角膜曲率半徑主要是影響屈光

不正的因素，但等價球面度數與 AL/CR 比值相關性比眼軸長度、角膜曲率半徑與 AL/CR 比

值相關性強，故使 AL/CR 比值成為近視敏感指標。本研究也認為 AL/CR 比值每組平均皆大

於 3，確實可以利用 AL/CR 比值做近視敏感指標，但在研究中發現有近視度數低於-1.50 的 2

眼，眼軸長度約 23 ~ 24 mm，若是本身角膜曲率平均值較低(曲率半徑較大)，其 AL/CR 比值

則會低於 3，可能需要考慮度數低且曲率半徑較大的影響因素，但此為個案現象，需要更多樣

本數作正確地解釋較理想。 

4. 不同等價球面度數的相關性分析 

根據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15) 對於近視與高度近視定義中可發現，高度近視之定

義已從台灣普遍所知的≥-6.00 D 更改為≥-5.00 D，故本研究將等價球面度數分成四組：低度近

視組(-0.5 ~ ＜-3.00 D)、中度近視組(-3.00 ~ ＜-5.00 D)、高度近視組( ≥ -5.00 D)與超高度近視

組( ≥ -10.00 D) 瞭解眼生物參數相關性。 

從低度近視組、中度近視組及高度近視組共同顯示：眼軸長度與 AL/CR 比值有顯著正相

關，眼軸長度與等價球面度數有顯著負相關，但眼軸長度分別與等價球面度數、AL/CR 比值

在超高度近視組為無顯著關係，還發現 CMT 在高度近視組及超高度近視組是與眼軸長度有

顯著正相關(如表 4-16、表 4-17 與表 4-18 所示)，此結果本研究認為因超高度近視組樣本素較

少，無法直觀判斷確定其相關性，但可知與學者 Lam et al. (2007)研究相同，認為 CMT 因為

缺少大血管與少量纖維，在眼軸增長(高度近視)情況下，降低周圍視網膜對於被拉扯的抵抗力，

周圍視網膜的減少去補償整個視網膜被拉扯的力量，來保持黃斑部中心視網膜厚度，故近視

深、眼軸長時，CMT 相對會較厚。 

從研究對於不同等價球面度數之分組中，發現眼軸長度與眼生物參數數值相關性變化較

不一致，每個組別還需要更多的樣本數結果才能更合理。而在不同等價球面度數的眼生物參

數數值可發現：角膜曲率平均值及 AL/CR 比值隨等價球面度數之組別有升高趨勢，視網膜纖

維層厚度數值隨等價球面度數之組別有變薄趨勢(如表 4-4 所示)；研究中可發現四組之等價球

面度數與眼軸長度皆有顯著負相關，雖角膜曲率平均值雖有升高趨勢，但變化不會太多，且

須考慮角膜較平者影響數據，從本研究與 Park et al. (2010) 研究可知，眼軸長度越長，近視越

深、角膜較平、視網膜纖維層厚度較薄。 

 

伍、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對象的眼軸長度與眼生物參數(包含等價球面度數、眼壓、角膜、前房、角膜水平

直徑、瞳孔、黃斑部視網膜及視神經纖維層)之數據，獲得以下結論： 

(一) 在未分組之眼生物參數的相關性中，眼軸長度分別與角膜曲率平均值、視網膜纖維層厚

度呈現負相關；眼軸長度分別與等價球面度數(絕對值)、前房深度、角膜水平直徑、黃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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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視網膜厚度呈現正相關；眼軸長度分別與眼壓、角膜中央厚度、瞳孔直徑無顯著相關。 

(二) 在年齡分組後，年齡與眼軸長度、前房深度、角膜曲率數值等參數不具相關。 

(三) 在男女性別分組後，發現男女性之眼軸長度與等價球面度數、角膜中央厚度、瞳孔直徑、

視網膜纖維層厚度相關不會發生改變。 

(四) AL/CR 比值大於 3 是可作為監控近視發展的敏感指數，但本研究在檢測過程中發現，若

有度數低且角膜曲率半徑較大者，其 AL/CR 比值會有小於 3 的情況，此結果將讓 AL/CR

比值在監控近視發展上造成誤差，故以 AL/CR 比值作監控近視發展的敏感指數，須排除度

數低且角膜曲率半徑較大者其數值。 

由以上結果可知，近視發展過程眼軸長度發生改變，會與部分評估眼部健康及視力改善

的重要眼生物參數有相關性，故在臨床對近視的診斷、治療及屈光矯正上，眼生物參數數值

是重要參考方向。 

 

二、 研究限制 

(一) 參與者樣本數 

研究樣本數共 76 位研究參與者，因研究參與者有來自其他縣市，若其想要參與本研究之

檢測就需乘坐交通工具，故外縣市的參與者會因為距離及時間的考量而沒辦法到達，使研究

無法取得更多樣本數以得到更完整及客觀的結果。 

(二) 年齡層 

研究為排除眼球發育及老化因素，選擇年齡範圍在 20 ~ 40 歲做數據收集對象，但此排除

條件使年齡層有所限制，以整體來看族群相對較不完整。 

(三) 眼參數檢測時間 

眼部參數可能因當天之檢測時間不同而有些微數據變化，但因研究參與者交通距離及時

間的考量，故檢測時間無法固定。 

 

三、 研究建議 

研究檢測 76 位其年齡範圍在 20 ~ 40 歲之研究對象，已能分析出眼軸長度與眼生物參數

之相關性，若未來能收集更多樣本數，得以加深更清晰的結果，且研究參數可增加研究對象

之身高與體重數據，再探討近視之眼軸長度與眼生物參數相關性。 

在本次研究未來可增加時間上的限制，使每位研究對象檢測時間固定。若同一人在不同

時間檢測，眼生物參數是否將有不同的數據變化及相關性是否會發生改變? 後續研究者可針

對以上疑問進行探討，增加縱向研究來追蹤研究對象之參數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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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鏡フレームの印象調査における一研究―台湾の学生を対象として― 
 

蘇曉妮 1・北 野 康 2・當間 政義 3・ 
 

【要旨】 
 

本研究は、台湾の学生（若い世代）を対象に、眼鏡フレームの印象についてのアンケ

ート調査を行った。この調査の目的は、眼鏡販売店において、若い世代の消費者に対する

販売時のサジェスチョンを行う知識を提案することである。そこで、本研究では、「セルフ

レーム（ダーク系）」・「セルフレーム（カラー系）」・「メタルフレーム（ダーク系）」・

「メタルフレーム（カラー系）」・「サングラス」・「フレーム無し」といった 6 つの眼鏡

が、他者に対してどのような印象を与えるのかを調査した。そして、これら 6 つと「社会

的に望ましい」「活動的・活発さ」「穏やかさ」という 3 つの指標を用いて、単相関分析に

よって検証された。分析結果からは、「セルフレーム（ダーク系）」・「セルフレーム（カ

ラー系）」の 2 つが他者に与える印象が良いという結果であった。これらが顧客へのサジェ

スチョンがしやすい眼鏡であることが明らかとな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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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mpressions of Eyeglass Frames: A Sample of 
Taiwanese Students 

 

Su Hsiaoni1・Kou Kitano2・Masayoshi Toma3・ 

 
【Abstract】 

 

In this study,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Taiwanese students (young generation) 

about their impressions of eyeglass fram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suggest the knowledge for 

eyeglasses retailers to make a suggestion to the young generation consumers at the time of sales.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impressions that six types of eyeglasses, such as "celluloid frames 

(dark)", "celluloid frames (coloured)", "metal frames (dark)", "metal frames (coloured)", "sunglasses" 

and "no frames", give to others. These six and the three indicators of "social desirability", 

"activity/vitality" and "calmness" were then tested by single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showed that "dark celluloid frames" and "coloured celluloid frames" gave the best impression 

to others. It is clear that these are the glasses that are easy to suggest to customers. 

 

Keywords：Impressions of spectacle frames、Customer buying proposition、young generation、

Single correla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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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はじめに 

時代の進展に伴う文明病とまで言われるように、視力の低下は著しい。それは、現代の

人々の生活が 3C（Computer、Communication、Consumer Electcs）製品に対する使用率が高

まり、そしてこれらに依存するようになるにつれて、近視や乱視の人口数が増加傾向にあ

る。これに連動するように、眼鏡を販売する店舗があちらこちらでオープンしている。台

湾の経済部統計処の統計資料に基づくと、2014 年には、台湾のメガネ産業の業績値は２２

６億元であった。この産業・市場が大きいことが理解できるであろう。消費者は、様々な

宣伝や広告を受けて自分好みの眼鏡を購入するであろう。眼鏡のデザインや値段などは、

消費者の購入意欲に対して影響を与える。しかし一方で、消費が眼鏡販売業者に対して要

求する事項は、個々人のイメージ（印象）を損なわないデザインをサジェストするサービ

スであろう。そのため、眼鏡を購入する際のメガネフレームとイメージは重要なものとな

ろう。そこで本研究では、眼鏡フレームの印象についてのアンケート調査結果について考

察する。具体的には、本調査の被験者は、台湾の学生という若い世代が対象である。彼ら

に眼鏡フレームの印象についてのアンケート調査を行った。回答は、台湾において約 200

名のデータが得られている。この分析および考察を行うことが目的である。購買層と考え

られる若い世代に対して、眼鏡のフレームに関する印象を調査することは、眼鏡を販売す

る際に提案を行うときに有効であると考えることができる。一般的に、若い世代は社会人

と異なり、眼鏡を購入する際にファッション感覚で自由に選択して購入する傾向が強いと

言える。しかしながら、眼鏡は人物の印象が大きく変わると考えられる。それは、購入す

る人物に対して、単純に似合う似合わ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い。職業や用途に応じた眼鏡

の提案と選択を、提案することが必要不可欠なものとなる。本研究は、以上述べてきたよ

うに、眼鏡の販売店で働く際の店員に対して少なからず知識を提供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２．台湾における眼鏡の市場状況 

（１）台湾における眼鏡市場 

 台湾における眼鏡市場はいったいどのような状況であろうか。この点について述べてい

こう。 

① 台湾での眼鏡屋企業の件数（グループ）   

さて、台湾における最大のメガネ流通チェーンは、寶島メガネグループ1である。この

グループは、2016 年に 350 軒の出店数が確認されている。このグループは、台湾全国の

総計件数のうち約 6％占めている。フランチャイズ方式での加盟にみられるような店戦略

的な加盟店である約 153 軒を加えれば、合計で 467 軒の出店数となり、台湾の眼鏡市場の

9％を占めることになる。 

この寶島メガネグループのほかには、台湾での比較的規模が大きいチェーン店を挙げる

                                                      
1 出處 :寶島光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https://www.formosa-optical.com.tw＞（閲覧日：

2021/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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と次のようになる。小林メガネ2は約 244 軒、仁愛メガネ3は約 121 軒、得恩堂メガネ4は約

92 軒、年輕人メガネ5は約 64 軒、大學メガネ6は約 40 軒そして宏恩メガネ7が約 40 軒とな

っている。 

②台湾での眼鏡屋さんの件数（店舗数）  

台湾での全国のメガネ小売店の数を挙げてみると、上述したようなチェー

ン店に加えて、個人経営などの単独店舗の数を合計すると約 5,280 軒があると

言われている。  

③台湾での眼鏡の年間売り上げ数  

台湾の眼鏡市場は、総価値として約 260 億元から 280 億元くらいあると言

われている。そして、台湾のメガネの年間需要量と言えば、一般的なメガネは

約 190 億元から約 200 億元であり、コンタクトレンズおよびこの薬剤などを

含む関連商品は約 70 億元から約 80 億元となっている状況にある。  

 

（2）台湾の学生への調査 

 近年、眼鏡をファッション感覚で購入し使用することが多く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れら

は、近視や乱視ではなく、サングラスや偏光グラスのような用途としての意味ではなない。

単純にファッション感覚で身に着けるものである。そのような意味で、眼鏡市場は今後、

拡大していくと考えられる。もちろん、眼鏡の販売店のスタッフは、顧客のニーズに相応

しいサジェスチョンができるよう、一般的な傾向をつかんでおく必要がある。 

これらの点は実態調査によって明らかにしていくことにしよう。 

 

３．調査の概要 

 さて、台湾における眼鏡についてそのイメージを調査していく。この調査に関係する手

続きを書きに述べていこう。 

 

（１）調査の対象 

 台湾の学生 200 名に対してこれを被験者として調査を行った8。 

（２）調査の期間 

2021 年 7 月 1 日から 5 日の期間にアンケート調査を行った。 

（３）質問項目 

本研究の質問項目は下記の表 3－1 の通りである9。下記に示された個々の項目について、

「1.まったくちがう」、「2.どちらかといえばちがう」、「3.どちらかともいえない」、「4.どち

                                                      
2 小林メガネ＜ https://www.kobayashi.com.tw＞（閲覧日： 2021/07/12）  
3 仁愛メガネ＜ http://www.theeye.tw＞（閲覧日：2021/07/12）  
4 得恩堂メガネ＜ https://www.grace.com.tw＞（閲覧日： 2021/07/12）  
5 年青人メガネ＜ https://www.youngman.com.tw＞（閲覧日： 2021/07/12）  
6 大學メガネ＜ https://www.eyeglasses.com.tw＞（閲覧日： 2021/07/12）  
7 宏恩メガネ＜ http://www.hornegrace.com.tw＞（閲覧日： 2021/07/12）  
8 本調査は、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の学生が対象である。 
9 本アンケート調査に使用された質問は、次の文献で使用された質問項目を使用した。塚脇涼太・新入智哉・平川真・

深田博己・樋口匡貴（2010）「眼鏡の着用が対人印象に及ぼす影響」、『広島大学心理研究』第 10号、pp.32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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らかといえばただしい」、「5.まったくそのとおり」のうち、該当する箇所選択してもらう方

法で調査を行った。 

①眼鏡を勧める際のフレームの選択 

本研究では、眼鏡の販売店において、店員が顧客のニーズを把握しどのような眼鏡をサ

ジェスチョンするのかが前提となっている。そのため、「すすめる際のフレームの選択」と

しての眼鏡要因は、「セルフレーム（ダーク系）」・「セルフレーム（カラー系）」・「メタ

ルフレーム（ダーク系）」・「メタルフレーム（カラー系）」・「サングラス」・「フレーム

無し」の６項目とした10。 

②イメージ：社会的に望ましい 

社会的に望ましいイメージとして、「きちんとした・だらしのない」、「知能の高い・知能

の低い」、「無責任な・責任感のある」、「慎重な・軽率な」、「不誠実な・誠実な」、「勤勉な

・怠惰な」、「親切な・意地悪な」、「自分勝手な・思いやりのある」、「感情的な・理性的な」

の９項目とした。 

③イメージ：活動的・活発さ 

活動的あるいは活発さのイメージとして、「元気な・病弱な」、「消極的な・積極的な」、

「無気力な・意欲的な」、「臆病な・勇敢な」、「病弱な・強気な」、「鈍感な・敏感な」、「閉

鎖的な・開放的な」の 7 項目とした。 

④イメージ：穏やかさ 

穏やかさのイメージとして、「厳しい・優しい」、「かたい・やわらかい」、「短気な・気長

な」、「素直な・強情な」の 4 項目とした。 

 

４．調査の結果１：台湾のケース 

（１）台湾の調査結果 

 このアンケート調査は、200 名（n=200）に対して行われた。解答は 191 名より得られ、

95.5％の回収率であった。以下では、台湾の被験者の傾向として、まず眼鏡の本数および眼

鏡の用途の結果を示すこととした。次いで、性差および年齢の結果について示すこととし

た。 

質問項目に対するアンケート調査の結果については、眼鏡を「すすめる際のフレームの

選択」（６項目）と各項目、すなわち、望ましいイメージ（９項目）、活動的あるいは活発

さのイメージ（７項目）、穏やかさのイメージ（４項目）について、単相関分析の結果を示

すこととした。 

①台湾の被験者の傾向１：眼鏡の本数 

図２－1 に示すように、台湾の学生の被験者が眼鏡を所有する本数は、２～４本の眼鏡

を所有している人が 101 人（52.9％）であり圧倒的に多かった。次いで眼鏡を１本以下の所

有している人が 62 人（32.5％）であった。 

                                                      
10 上記の文献（塚脇・新入・平川・深田・樋口（2010）「同上」）では、セルフレーム・メタルフレーム・サングラス・

眼鏡なしの 4 項目であったが、本研究では 6項目と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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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台湾の被験者の傾向２：眼鏡の用途 

次に、図２－2 を参照して欲しい。眼鏡の用途としては、日常生活での使用が 131 名（68.5%）

であり、圧倒的に多かった。次いで、仕事・学業での使用が 32 名（16.6％）であった。 

 

 

 

 
図２-1 眼鏡の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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図２-2 眼鏡の用途 

 

131

32

7 14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件数

-62-



 
 

③台湾の被験者の傾向３：性差 

次に、被験者としての回答者の性差（男性・女性）の割合である。男性が 47 人（25％）

で、女性が 144 名（75％）、合計 191 名となっていた。 

 

 

 

 

 

 

 

 

 

 

 

 

 

 

 

 

④台湾の被験者の傾向４：年齢 

次に被験者の年齢構成である。20 歳以下が 141 名（74.2％）で、21～30 歳が 16 名（8.3

％）、31 歳以上 34 名（17.8％）となっていた。 

 

 

 

 

 

 

 

 

 

 

 

 

 

 

 

 

 
図２－3 被験者の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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図２－4 被験者の年齢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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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質問項目に対するアンケート調査の結果１：望ましいイメージ 

先ず社会的に望ましいイメージである。このアンケート調査の結果を表 2-1 まとめてみ

た。 

 

表 2－1 フレーム選択と社会的望ましさの単相関分析結果（台湾） 

 きちんとした・だら

しのない 

知能の高い・知能の

低い 

無責任な・責任感の

ある 

慎重な・軽率な 不誠実な・誠実な 勤勉な・怠惰な 親切な・意地悪な 自分勝手な・思いや

りのある 

感情的な・理性的な 

セルフレーム（ダー

ク） 

.169* .127 .154* .138 .141 .128 .162* .089 .150* 

セルフレーム（カラ

ー） 

.028 .027 .072 .035 .094 .051 .084 .042 .199** 

メタルフレーム（ダ

ーク） 

.058 -.012 .070 .164* .035 .037 -.078 -.014 -.052 

メタルフレーム（カ

ラー） 

.042 .059 .010 .046 .049 .043 -.010 -.025 -.030 

サングラス .075 .043 .059 .016 .004 -.022 .043 .008 .047 
フレーム無し .019 -.038 -.039 .010 .051 .050 .001 .062 .025 

＊＝5％水準で有意，＊＊＝1％水準で有意，＊＊＊＝0.1％水準で有意 

 

この表 2－1 を参照して欲しい。セルフレーム（ダーク）は、きちんとした（.169）責任

感のある（.154）、親切な(.162)、理性的な(0.150)であった。セルフレーム（カラー）は、理

性的な（.199）となっている。メタルフレーム（ダーク）は慎重な（.164）であった。社会

的に望ましいイメージとしては、セルフレーム（ダーク）は、顧客にサジェスチョンしや

すいメガネフレームということができる。 

⑥質問項目に対するアンケート調査の結果２：活動的あるいは活発さのイメージ 

次に、活動的あるいは活発さのイメージである。このアンケート調査の結果を表 2-２ま

とめてみた。 

表 2ー２ フレーム選択と活動性の単相関分析結果（台湾） 
 元気な・病弱な 消極的な・積極的な 無気力な・意欲的な 臆病な・勇敢な 病弱な・強気な 鈍感な・敏感な 閉鎖的な・開放的な 

セルフレーム（ダーク） .155* .171* .111 .107 .102 .098 .072 
セルフレーム（カラー） .009 .037 .091 .063 .137 .095 .020 
メタルフレーム（ダーク） .028 .134 .089 .053 -.048 .081 -.075 
メタルフレーム（カラー） -.008 -.011 .022 .071 .097 .047 .022 

サングラス .044 .067 .080 .029 .011 .060 .067 
フレーム無し .079 -.021 .019 .015 .072 .123 .034 

＊＝5％水準で有意，＊＊＝1％水準で有意，＊＊＊＝0.1％水準で有意 

 

 この表 2－２を参照して欲しい。活動的あるいは活発さのイメージとして、セルフレ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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ム（ダーク）は、元気な（.155）、積極的な（.171）であった。 

活動的あるいは活発さのイメージとしては、セルフレーム（ダーク）は、顧客にサジェス

チョンしやすいメガネフレームということができる。 

 

⑦質問項目に対するアンケート調査の結果３：穏やかさのイメージ 

次に、穏やかさのイメージである。このアンケート調査の結果を表 2-３まとめてみた。 

 

表２－3 フレーム選択と温和性の単相関分析結果（台湾） 

 厳しい・優しい かたい・やわらかい 短気な・気長な 素直な・強情な 

セルフレーム（ダーク） .120 .090 .053 .067 
セルフレーム（カラー） .159* .143* .038 .046 
メタルフレーム（ダーク） -.027 -.149* -.029 -.016 
メタルフレーム（カラー） .075 .012 -.017 .032 
サングラス .122 .051 .003 .032 
フレーム無し .052 .045 .110 .114 

＊＝5％水準で有意，＊＊＝1％水準で有意，＊＊＊＝0.1％水準で有意 

 

この表 2－３を参照して欲しい。穏やかさのイメージとして、セルフレーム（カラー）は、

優しい（.159）、やわらかい（.143）であった。そして、メタルフレーム（ダーク）は、かた

い（-.149）であった。穏やかさのイメージとしては、セルフレーム（カラー）は、顧客に

サジェスチョンしやすいメガネフレームということができる。 

 

（２）台湾調査結果の比較および検討 

①台湾の質問項目に対するアンケート調査の結果のまとめ 

 台湾の被験者の傾向および質問項目に対するアンケート調査の結果を示してきた。眼鏡

の本数は、２本から４本の所有が圧倒的に多かった。眼鏡の用途は、日常生活である。性

差（男女比）は、男性 25％に対して女性 75％の割合であった。年齢は、学生に対する調査

であるので、20 歳以下であった。そのため、台湾での本調査は、女性目線の結果ともいえ

るであろう。 

質問項目に対するアンケート調査の結果として、次の通りである。 

望ましいイメージは、セルフレーム（ダーク）は、きちんとした、責任感のある、親切

な、理性的なであった。セルフレーム（カラー）は、理性的なとなっている。メタルフレ

ーム（ダーク）は慎重なであった。 

活動的あるいは活発さのイメージは、セルフレーム（ダーク）は、元気な、積極的なで

あった。 

穏やかさのイメージは、セルフレーム（カラー）が優しい、やわらかいのイメージであっ

た。メタルフレーム（ダーク）は、かたいのイメージであった。 

②台湾における結果のまと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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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では、セルフレーム（ダーク系）およびセルフレーム（カラー系）のイメージは、

社会的に望ましい、活動的・活発さ、穏やかさのいずれかにおいて、とてもイメージが良

いと言える。反対に、メタルフレーム（ダーク系）は、穏やかさのイメージにおいて、あ

まり良いイメージではなかった。 

メタルフレーム（カラー系）、サングラスおよびフレーム無しの眼鏡のイメージは、決定

的なものとは言えなかった。 

 

５．結論 

（１）調査に基づく考察 

台湾では、近年、眼鏡市場は成長期にあると言える。台湾での眼鏡の販売店において、

店員が顧客のニーズを把握しどのような眼鏡をサジェスチョンするのかを前提とし調査を

行った。眼鏡の用途は日常生活が主なものとなっており、２本から 4 本以下の所有者が多

かった。 

台湾においては、女性目線ではあったが、すすめる際のフレームの選択としての眼鏡要

因としては、セルフレーム（ダーク系）およびセルフレーム（カラー系）のイメージが、

とてもイメージが良いと言え、顧客へのサジェスチョンがしやすい眼鏡であると言えよう。

反対に、メタルフレーム（ダーク系）は、穏やかさのイメージにおいて、あまり良いイメ

ージではなかったため、顧客へのサジェスチョンがしやすいとは言えない。 

台湾での眼鏡のイメージは、セルフレーム（ダーク系・カラー系）の眼鏡のイメージが

良いため、販売店において店員が顧客の日常生活の用途を把握できた場合、これをサジェ

スチョンすることが望ましいと言えよう。 

 

（２）今後の課題 

 本研究の調査対象が、学生対象であった。現在の台湾において、眼鏡市場が成長の途上

にあるため、台湾の眼鏡の販売店において、店員がサジェスチョンしやすい眼鏡のフレー

ムを特定することは販売訴求に重要であるという視点があった。今回の調査は、学生を対

象とした。一般の被験者として、社会人への調査が必要であろう。女性の被験者が多い被

験者女性目線であったが、男性目線での調査が必要であろう。眼鏡の用途としても、日常

生活が多かったが、これ以外の要因としての仕事・学業、ファッション、趣味（スポーツ

・ドライブなど）の調査も必要であろう。 

以上をまとめてみると、被験者の数を増やすことが重要であろう。具体的には、1,000 人以

上を対象とし、学生・社会人、男性・女性のバランスよく調査をすることで、より有効な

結果が得られると考えられる。 

さらに、眼鏡産業のビジネス・チャンスが拡大しているので、眼鏡屋販売店の経営戦略

および戦術によっては、さまざまな視点も重要であろう。競争が激しいこの眼鏡産業の中

で生き残っていくためには、次のような側面も重要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すなわち、マッ

カーシー（McCarthy, E. J. ,1960 年）による 4P すなわち製品(Product)、価格 (Price)、販売促

進(Promotion)、販売ルート(Place)という側面から分析する事も必要であろう。また、ロー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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ーボ-ン（Lauterborn,R. F., 1993年）による4Cすなわち顧客にとっての価値 (Customer Value)、

顧客の負担(Cost to the Customer)、入手の容易性  (Convenience)、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

(Communication) という側面から分析する事も必要であろう。 

以上が、今後の課題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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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次
口頭發表論文





1、新生醫專教授兼學務主任

2、景文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院長

3、萬能科技大學教授兼學務長

4、國防大學榮譽客座教授暨校務發展委員

5、中華生死學會理事長

6、教育部教師升等審查委員

第三場次口頭發表場次主持人

｜學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法學博士

｜現職｜

新生醫專通識中心退休教授

｜經歷｜
劉易齋教授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校長(2007-2013)

師範大學總務主任

第三場次口頭發表場次評論人

｜學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文學博士

｜現職｜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前校長

｜經歷｜
陳清輝 教授



 
 

大專生在高血脂預防中對保健食品的認知 
 

王智德 1、徐彥婷 2、林佳靜 3、張馨元 4、陳莉婷 5、郭嘉蓉 6、林家妃 7*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醫藥保健商務科講師 1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醫藥保健商務科學生 2,3,4,5,6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醫藥保健商務科助理教授(通訊作者) 7 

 

摘要 
 

近年來國人在飲食方面越來越精緻化且普遍缺乏運動，因此膽固醇及心血管問題已經成

為國人的通病。其中，高血脂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如果嚴重的話容易導致動脈粥狀硬化以及

心肌梗塞。多數人都知道高血脂除了有藥物控制血脂之外，若是輕微血脂過高，預防方式有

則飲食控制、運動改善外或服用保健食品。 

本研究之目的為瞭解醫護類及非醫護類科系的大專生對於高血脂認知分佈，了解大專生

在不同的生活型態對於保健食品的服用情形，以及分析醫護類科及非醫護類科對能調節血脂

的保健食品成分的認知分布。本文發現在不同生活形態下，所需之保健食品有所不同；醫護

類與非醫護類在調節血脂的保健食品成分的認知有明顯差異，醫護類科對於「紅麴」及「魚

油」等成分有較高之認同度。「燕麥」此成分在醫護類與非醫護類當中無明顯差異，可能是

因為市面上有相當著名的保健食品，無論是醫護類或是非醫護類之大專生都認為燕麥可幫助

調節血脂。「甲殼素」、「納豆」等成分是最少人選的，在醫護類及非醫護類科無明顯差異。 

 

 

關鍵詞：高血脂預防、保健食品、紅麴、魚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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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on of health food in the prevention of hyperlipidemia by college students 
 

Chih-Te Wang 1, Yen-Ting Hsu 2, Chia-Ching Lin 3, Shin-Yuan Chang 4, 

Li-Ting Chen 5, Jia-Rong Guo 6, Chia-Fei Lin 7* 

Lecturer, Department of Medical and Healthcare Business, Hsin Sheng Junior College of Medical 

Care and Management1 

Student, Department of Medical and Healthcare Business, Hsin Sheng Junior College of Medical 

Care and Management2,3,4,5,6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edical and Healthcare Business, Hsin Sheng Junior College of 

Medical Care and Management (Corresponding author) 7*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people have become more refined in their diet and generally lack of 

exercise. Therefore, cholesterol and cardiovascular problems have become common problems among 

Chinese people. Among them, hyperlipidemia is the easiest to ignore, if it is serious, it will easily 

lead to atherosclerosis and myocardial infarction. Most people know that in addition to drugs to 

control blood lipids for hyperlipidemia, if it is mildly hyperlipidemia, the prevention method is to 

control diet, improve exercise or take health food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cognitive distribution of high blood lipid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medical and non-medical departments, understand how college students take 

health foods in different life styles, and analyze the effects of medical and non-medical The cognitive 

distribution of health food ingredients that can regulate blood lipids. This article found that under 

different lifestyles, the required health foods are different; medical and non-medical health foods have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onents of health foods that regulate blood 

lipids. The medical and nursing departments are concerned with ingredients such as "red yeast" and 

"fish oil". Have a high degree of recognition.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ngredient 

of "oat" in the medical and non-medical categories. It may be because there are quite famous health 

foods on the market. Both medical and non-medical college students believe that oatmeal can help 

regulate blood lipids. Ingredients such as "chitin" and "natto" are the fewest candidates, and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edical and non-medical departments. 

 

Keyword: Hyperlipidemia prevention, Health food, Monascus, Fish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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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根據民國 107 年統計資料顯示，惡性腫瘤仍然（28%）排行第一，心臟疾病（12%）及腦

血管疾病（6%）位居第二名及第四名。（衛生福利部，2018）心臟病與中風等心血管疾病的主

要危險因子包含民眾缺乏規律運動、不健康飲食所引起的三高（高血壓、高血糖及高血脂）、

過重或肥胖、吸菸、嚼食檳榔及過量飲酒等問題。 

國民健康署調查亦顯示，有 70.3%的高血脂患者未服用過降血脂藥物，多數患者認為透

過飲食控制（66.2%）、養成運動習慣（40.3%）及調整生活作息（20.4%）可控制高血脂的情

形。一般民眾也普遍認為飲食控制（85.4%）、養成運動習慣（65.6%）及調整生活作息（43.6%）

可減少得到高血脂等慢性病的機會。僅有少部分的人認為增加醫學常識、定期檢查、養成保

健習慣（11.8%）可減少得病的機會。（國民健康署，2014）。而隨著時代進步，生活品質提高，

國人都了解「預防勝於治療」，越來越注重健康保健和養生。而現今最令許多人想到的保健方

法就是食用健康食品。 

國人在飲食方面越來越精緻化，並缺乏運動，因此文明病已經成為國人的通病。其中，

高血脂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如果嚴重的話容易導致動脈粥狀硬化以及心肌梗塞。大部分人都

知道高血脂除了有藥物控制血脂之外，若是輕微血脂過高，預防方式有則飲食控制及運動改

善外，還能服用保健食品，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瞭解醫護類及非醫護類科系的大專生對於高

血脂認知分佈，探討大專生在不同的生活型態對於保健食品的服用情形，以及分析醫護類科

及非醫護類科對能調節血脂的保健食品成分的認知分布，並探討保健食品中的魚油、紅麴、

甲殼素、燕麥、納豆幾項成分如何作用幫助調節血脂。 

 
貳、文獻探討 

 

血脂，指血液中的脂肪，主要包括膽固醇及三酸甘油酯。當血液中流通之膽固醇或三酸

甘油酯之濃度高於正常值時，稱為高血脂症；膽固醇或三酸甘油酯值過高，或高密度脂蛋白

濃度過低時，又稱為血脂異常。本文欲討論探討大專生對於高血脂認知的分佈，共將文獻探

討依文獻中最常出現的保健食品分為五種。 

一、魚油 

魚 油 屬 於 Omega-3 (ω-3) 多 元 不 飽 和 脂 肪 酸 的 一 種 ， 主 要 由 EPA （ C=20 : 5 ，

eicosapentaenoic acid）及 DHA（C=22 : 6，docosahexaenoic acid）所組成。Omega-3 (ω-3)多元

不飽合脂肪酸，又稱 n−3 脂肪酸，是一類不飽和脂肪酸，其中最重要的 3 種為：ALA（存在

於植物中的油），EPA 和 DHA（這二種發現存在於海洋動植物油中）。 

DHA 二十二碳六烯酸 (Docosahexaenoic acid) 與 EPA 二十碳五烯酸 (Docosahexaenoic 

acid)，是俗稱為身體的「超級脂肪」，其通常在脂肪多的冷海魚較高和深海魚類中，其大部份

由生存於水中的浮游生物合成，再被魚，蝦，貝類，如鮭魚、鯖魚、沙丁魚、鯡魚等攝取。其

中又以魚的眼窩含量最高。 DHA 特別是懷孕婦女需要補充，因其對於腦部發展的益處，而

EPA 可以在體內轉變成類二十碳烯酸對心血管與免疫系統特別有幫助，不僅能抑制身體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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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反應，更能促進血液循環，降低心血管疾病的發生機率。（2020，Jamie） 

魚油脂肪酸可能對冠心病具有有益作用的第一個證據來自丹麥科學家 Dyeberg 及 Bang

於 1978 年的研究發現，飲食中 Omega-3 脂肪酸含量高的格陵蘭愛斯基摩人比丹麥人和美國

人的冠心病死亡率更低。格陵蘭岛上的愛斯基摩人具有較低的冠狀動脈心臟病及動脈粥狀硬

化症之罹患率，因為愛斯基摩人平日飲食中，攝取热量和丹麥人相當接近，但愛斯基摩人血

漿中之三酸甘油脂（TG），總膽固醇量（TC），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C）以及極低密度

脂蛋白膽固醇（VLDL-C）濃度都比丹麥人還低。 

此外，Parkinson（1994）也發現，住在阿拉斯加海邊之愛斯基摩人比住在河邊之愛斯基

摩人及非原住民族其血液中含有較高之 EPA 和 DHA 這些差異可能是使愛斯基摩人具有較低

的冠狀動脈心臟病罹患率的主要原因，而造成這些血脂質濃度的差異，主要是飲食油脂來源

不同所致。 

因此，魚油是富含 Omega-3 多元不飽和脂肪酸 EPA 及 DHA，並具有促進脂質代謝、可

帶走血中過多的脂肪的功效。適量補充有助於降低高血壓、動脈粥狀硬化、血脂異常等疾病

的發生機率。但雖已被公認為可降血脂，但美國心臟協會仍提醒不可過量，某些人的體質可

能會造成無法凝血的疑慮。依據規定原料「魚油」之來源為傳統可供食用之魚類；同時依現

行規定魚油所含 EPA 及 DHA 之總和量為 50%以下，且 EPA 及 DHA 每日攝取總量應為 2 克

以下。 

 

二、紅麴 

紅麴又名赤麴，在日本稱為 beni koji 或 anka koji，歐洲也以中國紅米稱呼。紅麴菌屬

（Monascus）最初是由法國學者 Van Tieghem（1884）從馬鈴薯的培養基上發現之兩種真菌建

立而成。目前紅麴菌屬的分類及鑑定仍以 1983 年 Hawksworth 與 Pitt 所提出的架構為主，依

照不同的培養基型態、菌株生長速度、開囊果顏色等為基礎將紅麴菌分為 M.pilosus、

M.purpureus、M.ruber。紅麴之保健功效近幾年來極受重視，特別是針對抑制膽固醇生合成作

用方面。在台灣，目前通過行政院衛服部核可之紅麴健康製品已有五項，證明紅麴應用廣泛

以及其明確之降血脂效應。 

紅麴菌的二次代謝產物 Monacolins，最早是由日本 Endo 教授在 1976 年從 Penicillium 

brevicompactum 及 P. citrinum 將降膽固醇物質 compactin 分離出來。並於 1979 年從泰國的發

酵食品中分離出 monascus ruber ，並於其培養液中分離得到 monacolin K，其活性是 compactin

的 5 倍。monacolin K 主要的作用為抑制 HMG-CoA reductase 的活性，因 monacolin 的分子結

構與 HMG-CoA 極為類似，故兩者會發生競爭性抑制作用，使 mevalonat 無法生成，藉以降

低膽固醇的生成。（Endo，1980） 

李煜玲（2007）研究多功效紅麴保健食品時，經由動物實驗，發現食用紅麴粉末之雄性

倉鼠的總膽固醇及三酸甘油酯有明顯下降的效果。陳崇維（2010）研究紅麴健康飲料的論文

同樣透過動物實驗證明紅麴有助於調節血脂。患有高血脂的倉鼠，總膽固醇為 97.33，服用含

有紅麴的飲料後降至 79.00；三酸甘油脂為 142，服用含有紅麴的飲料後降至 134.67，結果顯

示紅麴可抑制膽固醇和三酸甘油酯升高。 

徐詩雯（2008）研究紅麴製品對改善高膽固醇血症之血脂評估時，透過 20 周的人體試驗，

-71-



 
 

發現食用紅麴製品後，三酸甘油脂濃度及高密度膽固醇濃度與未服用紅麴製品前相比無明顯

差異。膽固醇濃度和低密度膽固醇與未服用紅麴製品前相比有明顯差異。 

綜合以上文獻以及實驗，證實紅麴的二次代謝產物 monacolin K 對調節血脂是有幫助且

有顯著效果。 

 

三、甲殼素 

甲殼素可稱為甲殼質，其成分為幾丁質（Chitin）及幾丁聚醣（chitosan）。幾丁聚醣（chitosan）

是由氨基葡萄糖和 N-乙醯葡糖胺透過 β-1-4 糖苷鍵組合而成。 

幾丁質廣泛分布在自然界中，主要存在於甲殼動物（蝦、蟹等）的外殼、節肢動物（如

昆蟲）的外甲皮中。因幾丁質有多項提升生理機能的用途，近年來已發展為一種很受重視的

食品新素材，成為全球產量第二大的天然生物聚合物，僅次於纖維素。 

幾丁聚醣因具有良好生物活性、生物可分解性、無毒性、無副作用等特性，進而製成其

他衍生物，因此幾丁聚醣可利用這些特性擴大應用範圍。目前，幾丁聚醣已知的應用領域有：

生醫產業的傷口生物敷料、骨骼關節修復；食品加工產業中可做為填充劑量、增稠劑…等；

環保產業中的廢水處理以及保健食品產業，因幾丁聚醣具有改善消化吸收機能、降低血壓減

少脂肪及膽固醇攝取、強化免疫力，因此逐漸受到保健食品市場中應用。 

Sugnao（1980）等人，用大白鼠進行的一系列實驗證明了飲食幾丁聚醣的降膽固醇活性。

在大白鼠飼料中各添加 2％及 5％的幾丁聚醣，經過 20 天後，可使血漿膽固醇顯著降低 25％

至 30％，而不會影響食物的攝取和生長，肝膽固醇和甘油三酸酯的濃度也顯著降低。陳艷琳

（2014），以雄性大白鼠進行實驗，在高脂飲食組分為，添加 3%幾丁聚醣、5%幾丁聚醣、7%

幾丁聚醣，持續餵食 10 周，發現幾丁聚醣能促進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合成及分泌，達到改善

脂肪肝重量，另外，實驗結果顯示添加 7%幾丁聚醣最為顯著。 

Maezaki（1993）等人，向 8 位健康男性給予一周的 3 克含有幾丁聚醣的餅乾，一周後再

給予 6 克幾丁聚醣餅乾，發現經過兩周食用含有幾丁聚醣的餅乾，血清膽固醇濃度有顯著下

降，增加血清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但食用幾丁聚醣對甘油脂、磷酸脂濃度則無影響。 

Wuolijoki（1999）等人對 51 位健康的肥胖女性以隨機分成幾丁聚醣組和安慰劑組，每天服用

2.4 克幾丁聚醣且不改變飲食狀況下，在試驗前以及治療的第 4、6 和 8 週，監測體重記錄，

血清脂質（總膽固醇，LDL 和 HDL 膽固醇，甘油三酸酯），在 8 周後發現，三酸甘油脂濃度

稍微增加，但仍可顯著降低低密度膽固醇濃度。 

 

四、燕麥 

在 1997 年，FDA 批准燕麥具有降低心血管疾病，而近幾年燕麥可降低血液中總膽固醇

已經被廣泛研究了。在 2010 年，歐盟食品安全局證明了燕麥中的 β-glucan 具有降低血液中總

膽固醇（洪，2013）。燕麥可作成各式各樣的穀類加工品（燕麥片、乾燥穀片、與米飯共煮的

整粒燕麥等），大部分的穀類經過碾製加工後，營養豐富的麩皮與胚芽都會被去除，但燕麥即

使經過碾製加工，仍能保留胚芽與部分麩皮，因此它和糙米、全麥等全穀類食品一樣。燕麥

也含有豐富的蛋白質、脂肪、醣類、膳食纖維。此外含維生素 B 群，尤其是 B1、E 及多種微

量礦物質鈣、鉀、鎂等（陳，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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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知 β-glucan 降低血液中膽固醇的方式：β-glucan 和膽汁酸結合，減少膽酸的回收，

增加膽酸的排泄。β-glucan 會使小腸黏性增加，並且增加小腸蠕動，可降低脂肪的吸收，例如

膽汁酸和膽固醇。β-glucan 會減少腸道對葡萄糖的吸收率，導致胰島素降低使得肝臟合成膽

固醇降低（洪，2013）。 

燕麥廣為被討論除調降血脂，其他包括：可控制血糖、改善便祕、調降血壓、減少冠狀

動脈性心臟病的罹患率：美國 FDA 對於健康飲食計畫提出建議，攝取富含水溶性膳食纖維的

全穀燕麥食物並減少飽和油脂及膽固醇的攝取可以減少冠狀動脈性心臟病的罹患率（陳，2005） 

 

五、納豆 

FDA（1999）已認可大豆蛋白可做健康宣稱，添加大豆蛋白於低飽和脂肪及膽固醇飲食，

可降低血中膽固醇，減少心血管疾病發生（Mc Veigh et al.，2006）。大豆富含豐富的蛋白質、

脂肪、複合碳水化合物、膳食纖維、礦物質、寡糖、異黃酮和皂素等。 

納豆為一種發酵食品，由枯草桿菌（Bacillus subtilis natto）對類緣菌的「納豆菌」對大豆

原料進行發酵而製成，日本富崎醫科大學的教授即發現納豆中含有天然的血栓溶解酵素，並

命名為納豆菌酵素，也就是納豆激酶（Nattokinase）納豆激酶具有纖維蛋白溶解（fibrinolysis）

活性，還可以啟動其它纖維蛋白溶解酶，如尿激酶原（pro-urokinase）和組織纖溶酶原啟動劑

（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具有預防血栓、降低膽固醇、預防粥狀動脈硬化等功效。 

納豆成分中的納豆激酶。（Anderson et al.，1999； Sumi et al.，1987），它能輔助調節血

脂、幫助新陳代謝作研究。近期有研究指出，納豆激酶擁有可溶解不易溶解的血栓-抗血栓溶

解因子 PAI-1 的作用，以及減少優球蛋白（Euglobulin）的溶解時間，具有增強溶解血栓的特

性。 除此之外，並且確認擁有降血壓的作用。納豆激酶活性以纖維蛋白溶解單位（Fibrinolysis 

Units，FU）的數值來衡量。而目前還沒有足夠的證據能確認口服納豆激酶的最佳劑量，但對

人類的研究傾向於每天使用約 2000 FU 至 5000 FU（纖維蛋白溶解單位）。 

 

參、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主要以大專院校學生為對象，採便利抽樣及利用 google 表單發放問卷方式做調

查。問卷發放時間為 109 年 9 月 30 日至 109 年 10 月 7 日，共發放 250 份，收回的問卷中有

效問卷 234 份，有效回收率 94%。將回收之問卷篩檢處理後，進行資料編碼，根據研究目

的、研究問題及變項特性確認分析之統計方法，及各研究變項之操作型定義與計分方法，再

採用統計套裝軟體(IBM SPSS Statistics 23)進行問卷結果分析。除了描述性統計分析，另外採

用推論性統計方法包括：獨立樣本 t 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等。 

 

一、 受訪者基本資料分析 

受訪大專生女性有 186 名，佔全體樣本之 79.5%。男性有 48 位，佔全體樣本之 20.5%，

男女比例為 2：7，顯示本研究女性所占比例較高。年齡分佈為 17 至 23 歲，結果顯示本研究

受訪年齡 19 歲(49.6%)最多位居第一、20 歲(20.9%)則次之、17 歲(12.4%)及 18 歲(12.0%)為第

三，22 歲(0.4%)和 23 歲(0.9%)為調查樣本數最少位居最後。由此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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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大約分布於 19-20 歲，22-23 歲年齡層研究者較少。 

依照身高體重指數(BMI)將體型分為「過輕」、「正常」、「過重」、「輕度肥胖」、「中度

肥胖」、「重度肥胖」等五項，而受訪之大專院校生體位正常(58.5%)佔大多數、過輕(25.6%)

則次之，輕度肥胖佔 3.4%，中度肥胖佔 1.7%，重度肥胖(0.4%)佔調查樣本最少位居最後。由

此研究結果我們可得知，有過半數的研究者體位正常，BMI 屬於肥胖的研究者則佔少數。 

本研究將受訪調查之 234 位大專院校學生之科系分成「醫護類」及「非醫護類」兩大類

別，其中非醫護類科學生佔較多數(52.1%)，醫護類學生(47.9%)。由此研究結果顯示，非醫護

類的研究者較醫護類研究者多。 

健康狀況主要包含受訪者的飲食狀況、飲酒習慣、抽菸習慣、自身相關疾病、家族遺傳

史以及運動習慣等六大部分。本研究受訪之大專院校生的飲食習慣大多為部分外食族，佔所

有調查樣本 54.7%，完全外食族(36.8%)則次之位居第二，自己或家中準備三餐(8.5%)則佔最

調查樣本最少數位居最後。研究對象以無喝過酒(38.5%)及無抽過抽菸(85%)佔所有調查樣本

最多數。由此研究結果我們得知，大部分的大專院校生為無喝過酒或曾經喝過酒，目前有飲

酒習慣的大專院校生佔較少數。 

再者，受測者大多認為自身無疾病(93.6%)，高血脂(1.6%)則次之位居第二，其他(9%)等

疾病包括偏頭痛、僵直性脊椎炎、地中海貧血、左手臂先天畸形、B 肝帶原、貧血、胃潰瘍、

氣喘等。每週運動 1-2 次之人數(44.9%)為所有調查樣本最多數，無運動習慣(33.3%)的人則次

之位居第二，每周運動 3-4 次的人佔 12.8%位居第三，每天運動(4.3%)及每週運動 5-6 次(4.7%)

則佔調查樣本最少數並列最後。由此研究結果我們得知，大部分大專院校生一週運動 1-2 次 

 

二、 大專生對高血脂的認知差異分析 

研究者所讀的科系類別，分為醫護類科及非醫護類科兩大類，認為高血脂可以透過那些

生活方式來改善，分為五種：在醫護類科研究者的平均值中，由飲食控制層面得分最高，但

其他項平均值都有達到 4 以上，表示醫護類科大專生對於這幾項能高血脂的生活方式，有較

多的認同。非醫護類科研究者的平均值中，也是由飲食控制層面得分最高，但其中「服用醫

師處方籤藥物」、「食用保健食品」平均值都未達到 4 以上，表示大多非醫護類科的大專生

對於「服用醫師處方籤藥物」、「食用保健食品」兩項能改善高血脂的生活方式沒有太大的

認同。 

圖 1 醫護類與非醫護類對高血脂認知之比較 

0 2 4 6

適當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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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保健食品服用情形分析 

主要統計分析受訪者之保健食品服用情形，包括保健食品服用情形、自身對保健食品需

求的認知及不同生活形態對於保健食品成分之需求。 

 

（一） 服用保健食品之原因、頻率及目的 

由表 1 可知，學生以自己覺得需要 (43.5%)而選擇服用保健食品，親友推薦(23.9%)位居

第二，醫護人員推薦佔(12.8%)位居第三。以每週作為服用頻率標準，每天食用(32.5%)保健食

品的研究者占三分之一，每週食用保健食品 1-2 次(21.4%)位居第二，每個月食用一次佔 18.4%。

而服用保健食品的目的是為了營養補充(69.23%)為第一，想要增強免疫力(58.54%)位居第二、

預防疾病(36.75%)為第三位。 

表 1 保健食品服用情形 

 

 

 

 

 

 

 

 

 

 

 

 

 

（二） 依自身對保健食品需求的認知 

17 至 23 歲的大專生們依照自身情況認為自己最需服用的保健食品功效：第一名為腸胃

道健康，第二名為抗疲勞，第三為免疫調節。  

表 2 自身對保健食品需求的認知 

 

 

 

 

 

 

（三） 不同生活形態對於保健食品成分之需求 

1. 不同體位對於保健食品需求 

調查依據不同體態，對於保健食品是否會有不同需求，BMI 正常及 BMI 過輕第

一位都是腸胃道健康；BMI 過重第一位則是不易形成體脂肪。 

變項名稱 統計水準數 人數 百分比 

服用保健食品之原因 

 

自己覺得需要 

親友推薦 

醫護人員推薦 

106 

56 

30 

45.3% 

23.9% 

12.8% 

服用保健食品之頻率 每天食用 

每周 1-2 次 

每個月一次 

76 

50 

43 

32.5% 

21.4% 

18.4% 

服用保健食品之目的 營養補充 

增強免疫力 

預防疾病 

162 

137 

86 

69.23% 

58.54% 

36.75% 

功效名稱 人數 百分比 

腸胃道健康 121 51.7% 

抗疲勞 95 40.5% 

免疫調節 87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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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體位對於保健食品需求 

體位 功效名稱 百分比 

BMI 正常 腸胃道健康 53% 

BMI 過輕 腸胃道健康 31% 

BMI 過重 不易形成體脂肪 54% 

2. 不同飲食型態對於保健食品需求 

調查依據不同的飲食習慣，是否會去選擇不同類型保健食品，完全外食、部分外食、

自行準備三餐都是以腸胃道健康位居第一。  

表 4 不同飲食型態對於保健食品需求 

飲食習慣 功效名稱 百分比 

完全外食 腸胃道健康 51% 

部分外食 腸胃道健康 55% 

自行準備三餐 腸胃道健康 45% 

3. 針對飲酒習慣對於保健食品需求 

調查研究者不同飲酒習慣，會不會對保健食品有不同需求。無喝酒及曾經有喝酒研

究者都是腸胃道健康位居第一位，而目前有喝酒則是以抗疲勞占居第一位。 

表 5 飲酒習慣對於保健食品需求 

飲酒習慣 功效名稱 百分比 

無喝酒 腸胃道健康 44% 

曾經有喝酒 腸胃道健康 61% 

目前有喝酒 抗疲勞 55% 

4. 針對家族遺傳史對保健食品的需求 

調查研究者是否因相關的家族病史，而認為自己所需要那些保健食品的補充，高血

壓、高血脂或是糖尿病中的大專生們，對於自身所需的保健食品第一位都是腸胃道健康。

具有遺傳史之大專生沒有選擇相關的保健食品，可能是因為認為自己身體還是健康的不

需要服用保健食品。 

表 6 家族遺傳史對保健食品的需求 

遺傳史 功效名稱 百分比 

高血壓 腸胃道健康 67% 

高血脂 腸胃道健康 45%  

糖尿病 腸胃道健康 73% 

 

四、 醫護類與非醫護類對調節血脂成分認知之比較 

主要以統計分析受訪者之調節血脂保健食品購買行為以及成分的認知，包括調節血脂之

保健食品服用情形及醫護類與非醫護類對於調節血脂之保健食品之成分認知之比較。 

 

（一） 調節血脂之保健食品服用情形 

受測者以不曾食用(70.08%)佔最多數、調節血脂保健食品(17.94%)為第二、調節血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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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13.24%)為第三位。而針對服用血脂相關保健食品每周服用情形中，不曾食用(71.4%)

佔最多數、每周 1-2 次(9.0%)為其次，每天食用(8.5%)則居第三位 

根據研究者食用過相關血脂之保健食品的滿意度分為五等級：「非常滿意」、「滿意」、

「普通」、「不滿意」、「非常不滿意」。以下為研究者對食用過相關血脂之保健食品的滿意

度：非常滿意(4.3%)為第四位、滿意(9.4%)為第三位、普通(20.1%)為第二、不滿意(0.9%)

為第五、非常不滿意(0%)、不曾食用(63.4%)為最多數。了解學生對於能調節血脂之保健

食品的成分有哪些，魚油(44.01%)第一、紅麴(43.16%)則為第二、不知道(34.61%)的則佔

居第三位。 

表 7 調節血脂之保健食品服用情形 

 

 

 

 

 

 

 

 

 

 

 

 

 

 

 

（二） 醫護類與非醫護類對於調節血脂之保健食品之成分認知之比較 

受測者對象分為醫護類科及非醫護類科兩大類，能夠調節血脂的成分，分為五種：醫護

類科之大專生對於保健食品之成分能有效調節血脂，以「魚油」得分最高，「紅麴」次之，

「納豆」最低，表示醫護類科之大專生，在所學專業知識下，認知程度較高。非醫護類科之

大專生對於保健食品之成分能有效調節血脂，以「不知道」得分最高，「紅麴」次之，「甲殼

素」最低，表示非醫護類科之大專生，對於保健食品之成分能有效調節血脂，明顯比醫護類

科認知程度較低。 

變項名稱 統計水準數 人數 百分比 

曾食用過哪些調節血脂相關產品 不曾食用 164 70.08% 

調節血脂保健產品 42 17.94% 

調節血脂中藥 31 13.24% 

食用調節血脂相關保健食品之頻率 不曾食用 167 71.4% 

每周 1-2 次 21 9.0% 

每天食用 20 8.5% 

食用過調節血脂保健食品之後之滿意度 不曾食用 153 65.4% 

普通 47 20.1% 

滿意 22 9.4% 

對調節血脂保健食品成分之認知 魚油 103 44.01% 

紅麴 101 43.16% 

不知道 81 3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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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醫護類與非醫護類對於調節血脂保健食品之成分認知之比較 

 

 

肆、結論 
 

本研究之目的為瞭解醫護類及非醫護類科系的大專生對於高血脂認知分佈，了解大專生

在不同的生活型態對於保健食品的服用情形，結果發現近五成大專生認為自己需要腸胃道健

康之保健食品，四成認為自己需要抗疲勞之保健食品。針對生活型態去做保健食品需求分析

時發現，在不同生活形態下，所需之保健食品有所不同。 

醫護類科及非醫護類科對於能改善高血脂方式整體層面： 

1.「適當運動」能改善高血脂上無顯著差異。 

2.「飲食控制」能改善高血脂上無顯著差異。 

3.「食用保健食品」能改善高血脂上有顯著差異。 

4.「改善作息」能改善高血脂上有顯著差異。 

5.「服用醫師處方籤」能改善高血脂上有顯著差異。 

結果顯示，無論是醫護類科及非醫護類科的大專生，皆認為飲食控制最能夠改善高血脂。

醫護類科對於食用保健食品、改善作息以及服用醫師處方籤能改善高血脂之認同度高於非醫

護類大專生。會導致此結果的原因可能是因為醫護類科的大專生有學習過醫藥相關課程，具

備醫藥專業能力。 

醫護類科及非醫護類科對於調節血脂之保健食品之成分認知整體層面：保健食品中「紅

麴」成分能調節血脂上有顯著差異。保健食品中「魚油」成分能調節血脂上有顯著差異。保

健食品中「燕麥」成分能調節血脂上無顯著差異。保健食品中「甲殼素」成分能調節血脂上

無顯著差異。保健食品中「納豆」成分能調節血脂上無顯著差異。不知道保健食品成分能調

節血脂上有顯著差異。結果顯示，醫護類科對於「紅麴」及「魚油」等成分有較高之認同度，

可能是醫護類科有學過相關專業課程，已經充分了解紅麴和魚油能夠幫助調節血脂。「燕麥」

此成分在醫護類與非醫護類當中無明顯差異，可能是因為市面上有相當著名的保健食品，無

論是醫護類或是非醫護類之大專生都認為燕麥可幫助調節血脂。「甲殼素」、「納豆」等成

分是最少人選的，在醫護類及非醫護類科無明顯差異。可能是大部分的人對產品的主成分較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不知道

納豆

甲殼素

燕麥

魚油

紅麴

非醫護類科 醫護類科

-78-



 
 

為認識有所關連，此兩種成分大多都會與紅麴或是其他調節血脂之成分搭配做成複方。不知

道調節血脂之保健食品成分，醫護類與非醫護類有明顯差異，可能與平時學習之課程有所關

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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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行銷對於消費者購買保健品意圖影響相關研究—以中草藥行為例 
 

陳佩宜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醫藥保健商務科助理教授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消費者購買中草藥相關保健商品的體驗行銷模組對消費者動機及購買意

願之影響程度。消費者體驗在行銷領域逐漸受到了重視，店家也希望能藉由體驗經驗以塑造

消費者整體的正向品牌形象，促使消費者購買商品的意願。本研究假設消費者對店家體驗行

銷「感官」、「情感」、「思考」、「行動」及「關聯」有正向的認知，藉以增加消費者的購買動

機，而有助於增加購買意願。研究結果顯示，體驗行銷策略模組、消費者動機呈現正顯著的

相關，而消費者動機正向影響購買意願。根據本研究調查結果，本研究可以提出相關理論與

實務上之建議供保健品產業參考。 

關鍵字：體驗行銷、購買意願、消費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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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that influence consumers' health food purchase inten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pharmacy- Perspective of Experiential Marketing 

 

Pei-Yi 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Hsin Sheng Junior College of Medical Care and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medical and health Business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experiential marketing modules. When 

every product or service is the same, how can a company be different and leave a lasting impression 

in the minds of customers? Consumption is a continuous process. When this consumption process is 

completed, the consumer experience will last forever. Consumer experience has gradually received 

attention in the field of marketing, and stores also hope to promote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buy. 

This study assumes that consumers have a positive perception of store experience marketing, which 

should increase consumers’ purchasing motivation and help increase purchase intention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five experiential marketing strategies have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consumer motivation, and consumer motivation positively affects purchase intention.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this research puts forwar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commendations. 

 

Keywords: Experiential Marketing; Purchase Intention; Consumer Motivation 

 

 

 

  

-81-



 
 

壹、緒論 
 

隨著台灣生活品質提升、社會型態改變、高齡化社會的來臨，帶動保健食品市場的需求，

學者指出人們利用保健食品，有助於預防或治療慢性疾病以及增進人體健康，尤其是對於有

慢性疾病或慢性疾病風險的人(Anandan, Nurmatov, & Sheikh, 2009) ，儘管近幾年經濟不景氣，

卻未對保健食品市場產生影響。根據經濟部委託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研究發現 2019

年國內保健營養食品產值約為 878 億元，較 2018 年成長約 5.8%， 2019 年進口值約為 343 

億元，出口值則約為 243 億元，進口值較 2018 年微幅成長 3.9%，而出口值則顯著成長 

13.0%，成長力道持續強勁，顯示保健營養食品除內需持續升溫外，業者亦積極拓展外銷市場，

其中以中國大陸及新南向國家為主(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2019)。 

而保健食品中，中草藥長期以來被認為是健康性天然藥物，主要是來自天然的動、植物、

礦物(張成國，民 93)，常被拿來當作日常生活食療的素材。尤其中草藥保健食品、美妝品等

生技產品，廣受消費者歡迎。不只亞洲保養品運用中草藥，許多歐洲品牌也提煉花草植物為

美妝原料，全球中草藥產品銷售額超過六○○億美元，相當可觀，其中台灣中草藥產品市場估

計有二○○億至二五○億規模，中藥製劑佔四分之一，其餘為食補類產品或保健食品(劉依蓁，

魏于翔，2017)。中草藥種類相當繁多，本研究引用經濟部網站中對中草藥產業定位包括傳統

方劑；非傳統方劑；植物抽取物（混合物）(胡朝惟, 2016)。 

在眾多保健食品中， 綜觀保健食品相關的研究中，我國眾多保健食品相關主題研究(胡

秀媛，陳力瑜， &謝宜芳，2019; 陳敏郎，2015；蔡嘉文，鄭隆致，温孟娟& 潘豐泉，2017；

張家蓉 & 董和銳.，2011)，但其中並無中草藥類保健食品為主軸進行消費意圖相關調查。在

日常消費行為中，消費者的購買動機會引起購買行為(R. D. Blackwell, Miniard, & Engel, 2001)。

由此推論，中草藥保健食品消費需求與購買動機是存在著相互依存的關係。當個人受到生活

經驗、文化、環境、生理或心理狀況等因素變化影響，而需求的認知產生多變化，於是不同

的動機因而產生，並驅動消費者進行某項行為，以滿足需求達到目標(Pratminingsih, 2014)。而

行銷策略中，由於時代的快速變遷，消費者的注意力已經不被傳統行銷方式吸引，伴隨體驗

經濟時代的來臨，體驗行銷變成相當重要一環，體驗行銷藉由情感、感官、思考、行動與關

聯五種策略模組上刺激而誘發動機，進而產生認同思維，使消費者做出反應，積極採取購買

行為。由於體驗行銷是當前的重要的行銷趨勢，但目前少有研究將體驗行銷應用在中草藥類

保健食品消費意圖與動機之實證性探討，故引發本研究之研究動機。 

因此，本研究認為中草藥類保健食品消費意圖與動機有進一步探討之必要，以協助中草

藥業者篩選重要變數提供相關建議予中草藥業界廠商在擬定發展市場行銷策略上的依據。具

體而言，希望達到下列研究之目的： 

一、瞭解中草藥類保健食品消費意圖與動機概況。 

二、探討中草藥類保健食品消費意圖與動機的關係。 

三、根據研究結果提供建議以供保健食品業者參考。 

 

  

-82-



 
 

貳、文獻探討 
 
一、台灣中草藥產業之現況與發展 

在行政院科技顧問在1998年就已經將中草藥產業列為國家重大發展產業，並在1999年將

中草藥品質管制、智慧財產權及療效評估等項目加入列管，在2000年會議時經濟部亦提出中

草藥五年研發計畫(2001-2005).「中草藥產業技術發展五年計畫」，藉由中草藥長久使用經驗

為出發點，強化中草藥發展基磐建設，有助於我國製藥產業於國際市場佔一席之地。 

以台灣而言，針對中草藥的產業並沒有統一的規範標準。中醫藥學典籍草藥則是民間流

傳的草本植物，先以狹義來來看中草藥，意謂中草藥是代表具有治療效果的植物，即中草藥

產業產品為藥用產品。。也有從廣義之定義來看，凡使用中草藥原料生產產品者，皆可視為

中草藥業者。中草藥來源涵蓋萃取物或組成物（植物、動物、藻類、蕈類等天然物．．等），

意謂在中醫藥理論基礎下，用於預防、治療、緩和、預防疾病的天然品及加工品，中草藥廠

商在多元化生產策略之下可能同時進行不同的生產應用，所以廠商在分類上會產生重疊架屋

的現象，但此分類仍有助於了解對台灣中草藥產業全貌。 

 
二、體驗行銷 

「體驗行銷」強調創造不同形式的消費體驗，其最終目地是為消費者創造整體體驗，其

定義五個體驗構面分別為：「情感」、「感官」、「思考」、「行動」及「關聯」體驗(Schmitt, 1999)。

Schmitt（1999）認為體驗是個別顧客基於對事件的觀察後，感受到某種程度的刺激而誘發動

機，進而產生思維認同或消費行為，是未來行銷的新思維之一，目的是藉由創造消費者在「情

感」（Feel）、「感官」（Sense）、「思考」（Think）、「行動」（Act）及「關聯」（Relate）等五種策

略模組上的體驗，造感官體驗及思維認同，使消費者做出反應，積極採取購買行為，並因其

體驗而獲得不同的感受，不同的看法，尋找獨特而有趣的體驗來建立客戶對企業的依賴

(Alagöz & Ekici, 2014)。在 Brakus et al. (2009)的研究中，學者以情緒與心理學和消費者的感

動的研究顯示要了解消費者行為，就必須掌握消費者表達情緒及情感的方式(Brakus, Schmitt, 

& Zarantonello, 2009)。有學者發現，在情感，行為和知識上的品牌體驗對企業產生積極影響，

例如國泰航空和大韓航空都是在行銷上主打感官體驗(Lin, 2015)。也有學者證實對遊樂園背景

下體驗行銷對顧客滿意度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係(Alsaid & Nour, 2020)。而Schmitt(1999)

將「體驗行銷」五個體驗構面分別介紹如下： 

1. 關聯體驗：是關聯體驗以個體與其理想自我、他人或是社會文化產生所有與品牌有

相關聯性，藉以產生強而有力的品牌關係與品牌社群，強化品牌的推廣度，凸顯出

品牌的獨特性。 

2. 行動體驗：是藉由增加消費者個人身體體驗，透過一句話指出做事的替代方法、替

代的生活型態，或是明星代言品牌促使消費者產生購買，消費也受到這種明星代言

品牌簡潔有力的行動呼籲來促使個人行動。 

3. 感官體驗：是經由個人視覺、聽覺、觸覺、味覺與嗅覺感官為訴求，主要是藉由體

驗促進消費欲望，感官對於任何溝通形式都是很重要，創造知覺刺激的感覺，聚集

人潮，使得品牌推廣更加容易以引發消費者消費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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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情感體驗：是訴求觸動消費者個人內在的情感與情緒，並營造出情感體驗，窩心的

氛圍，以促使消費者相信品牌進而自動參與消費活動。 

5. 思考體驗：是藉由創意性與啟發性活動或事件的驚奇、引發消費者疑問或興趣，並

可挑起消費者思考，讓消費者了解品牌，促使對企業與產品重新評估，進而對品牌

產生信任度。 

這五種體驗行銷方式的差異，以中草藥業者應採取何種作為或策略才能顯出業者特色的

差異性吸引消費者的青睞。一般而言，現今的中草藥業面對日益競爭的市場，不太容易在商

品價格上找到優勢，消費者決策的過程會考慮有形商品和無形商品，但若有好的，舒服的環

境與優質的服務才能創造獨特價值及個人化的體驗。因此藉由商場空間環境設計所營造出來

消費氣氛便是中草藥業無形商品的一個重要環節，也能帶給顧客強烈的感官體驗並促動個人

的思考體驗，讓消費者了解品牌，進而營造出獨一無二的消費體驗。當中草藥業建立品牌時，

是經由個人五官感官為訴求，讓消費者試用，試聞或觸摸產品，當感官接觸愈多，感官喚起

的消費者記憶就愈多，比如香味或觸感，用這樣的感官喚起的消費者記憶愈多，使得品牌推

廣更加容易，消費者與中草藥業品牌的關係就愈強烈。 

 

三、消費者動機 
動機是指個體對於事物本身產需求的歷程，促使個體以行動來滿足被刺激誘發的需求

(Kotler & Armstrong, 1999)，換言之，消費動機是影響消費者行為的內在因素，消費者行為很

大程度上是由滿足特定需求的動機驅動的，例如體驗需求(Csikszentmihalyi, 2000)。消費者必

透過需求來吸引他們的注意力並追求具體目標以獲得積極的情緒體驗(Csikszentmihalyi, 2000)。

因此，這個概念有助於理解購物行為也已成為一種以目標為導向的活動，以提供消費者娛樂

和消遣活動，所以購買不只是一種產品獲得就結束，它是一個活動體驗，故體驗式消費可以

提供的情感利益遠遠超出了買物品所獲得利益(Opaschowski, 1998)。體驗式消費主要是受內在

因素而不是外在獎勵的激勵(Csikszentmihalyi, 2000)。這種對享受生活的內在追求會對消費者

行為產生強烈影響，也影響消費者消費的動機(Opaschowski, 1998)。 

在中草藥類的保健食品消費動機方面，消費者大都在中藥行購買，故本研究認為環境舒

適是很重要因素，Verplanken and Herabadi (2001)指出店鋪環境是刺激衝動購買的一個重要因

素，營造一種愉快的購物環境可以提升消費者的衝動購物行為。消費者會受到所處店舖環境

的刺激 (如店內佈局、商品陳列、燈光、氣味、溫度甚至店內的人潮)，影響購物的情緒狀態

和態度，甚至引發衝動性購買(Verplanken & Herabadi, 2001)。在健康需求方面，買保健食品目

的協幫助個體形成有益於健康的身體、行為和生活方式，進而通過人們行為改變達到調解體

質、增進健康、提高生活質量的目的。 

 

四、購買意願 
購買意願為即是在特定期間內衡量消費者購買某項商品之可能性(R. Blackwell, Miniard, 

& Engel, 2006)。購買意願表明消費者計劃或願意在未來購買某種產品或服務(Wu, Yeh, & Hsiao, 

2011)。過去的研究顯示購買意願會影響購買機會的增加。如果消費者有積極的購買意願，然

後是將促進購買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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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行為方面，研究顯示要瞭解消費者行為，就必須先掌握消費者情緒及情感的反應表達

方式，消費情緒在行銷中的角色有高度重要性(Cohen & Areni, 1991)。其中 Westbrook(1987)

指出消費情緒與行為間具有高度相關的關係(Westbrook, 1987)，而 Ruth, Brunel and Otnes(2002)

亦明白指出消費者對各種消費者行為的顯著影響，如購買意圖、口碑等消費者的行為(Ruth, 

Brunel, & Otnes, 2002)。有學者認為產品知識、使用經驗和決策過程的影響關係時，發現消費

者的產品知識來自於經驗。這裡指的經驗，可能來自消費者自身的購買或使用知覺，也有可

能透過媒介獲取他人的經驗或是親朋好友的經驗(Bettman & Park, 1980)。 

根據 (Ajzen and Fishbein, 1980, p. 5) 理性行為理論，人們在參與行為之前會考慮在他們

決定參與或不參與特定行為因素為何(Fishbein & Ajzen, 1975)。因此根據上述理論，當涉及到

人們形成採取某種行為的意圖時，他們的態度起著重要作用。理性行動理論模型主要認為人

們態度是影響行為意圖。因此當個人形成一種有利（或不利）的態度時朝向一個目標時，會

採取不同的行為意圖。理性行為理論從解讀個人內在主觀認知，檢視個人購買決策歷程可能

遭受到的內、外在因素影響，瞭解個體之消費心理與行為傾向，並對個體消費行為更合理且

完整的解釋。 

有研究顯示，體驗、網頁設計質量和品牌知名度可以促進智慧型手機購買意願(Wu et al., 

2011)。在 Granot 等人 (2010) 進行的研究中，已發現情感（品牌）、服務（零售環境）和購

物體驗是驅動女性消費者至零售店購買決策的重要因素(Granot, Greene, & Brashear, 2010)。也

有零售商購物者進行的研究發現，品牌形象和感知風險對購買意願有的直接影響(Erdil, 2015)。 

本研究將購買意願定義在特定期間內衡量消費者購買中草藥類保健食品之可能性。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與假設 
本研究經由以住文獻的回顧與分析，研究建構的觀念性架構如圖 1 所示及提出的研究假

說。採用結構方程式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以同時驗證整體概念結構及每

一概念下，具有衡量多個變數的模型。經由文獻的回顧與分析，本研究所建構的研究觀念性

架構如圖 1 所示及提出的研究假說如下所示： 

假說 1：「體驗行銷」與「消費者動機」有正向因果關係。 

假說 2：「消費者動機」與「購買意願」有正向因果關係。 

 
圖 1：研究假設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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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與對象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實體及網路之便利取樣方法收集樣本，發放期間為 2020 年 1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並在 FB 上公告或以 e-mail 發放電子問卷共 400 份，回收有效

問卷為 258 份，有效回收率為 64.50%。本研究的女性多於男性，男性只占總人數的 18.9 %，

而女性為總人數的 81.9 %。 

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之有效問卷為258份，以下將對258份問卷進行各項統計分析，說明如下： 

一、驗證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運用 SPSS20 及 AMOS20，針對研究架構進行各項相關統計分析。問卷調查時間

2020 年 1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進行為期 1 個月， 根據 Hair, William, Barry, & Rolph 

(2009)所提出之建議，在多變量研究中樣本規模應數倍在七個構面以下至少要 300，七個構面

以上要 500 份(Hair, William, Barry, & Rolph, 2009)。在地區性的研究樣本數建議，平均樣本人

數在 500-1,000 人之間較為適合；本研究參酌上述研究問卷題數建議，本研究實際有效樣本

人數為 403 人(Sudman, 1974)。在 SEM 的測量模型部分以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是檢驗衡量變數與潛在構面的假設關係。本研究的 χ2 與其自由度比值為 4.787，

p 值為.00，顯示本研究是符合研究建議值的模型。除 χ2 檢定外，本研究衡量模型適配度評估

結果 χ2=1100.555；χ2/df=4.787(df=230) ；GFI=0.825；NNFI=0.790；RMSEA=0.121； CFI=0.825； 

IFI=0.827；NFI=0.790。大致上均具有良好的模式契合度。Schumacker & Lomax (2004)建議以

χ2/df 比值來檢定模式配適度，建議以不超過 5 為標準(Schumacker & Lomax, 2004)。 

二、問卷信效度 
在表 1 中可得標準化因素負荷量 Loading 分別為 0.928～0.730，介於建議值 0.5 到 0.95 之

間，故本研究的衡量變數具有良好的信度。本研究各變數的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皆

高於 0.7 以上(最低 0.712)，至於 AVE 值也都大於 0.5(最低 0.614)，以 Cronbach Alpha 值來進

行檢測，本研究的變數個別項目所有構面的 Alpha 值皆大於 0.6(最低 0.827)（見表 1）符合

(Nummally, 1978)所提出的門檻值。而因此本研究具有良好收斂效度(Convergent validit) (Gefen 

& Straub, 2005)。 

表 1 信度、權重值、因素負荷量與 AVE 值 
construct Items Loading AVE CR Cronbachs Alpha 

消費者動機 1 階 m1 0.784 0.614 0.905 0.875 
m2 0.808 

m3 0.863 

m4 0.793 

m5 0.730 

m6 0.712 

購買意願 1st b1 0.924 0.875 0.954 0.928 
b2 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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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   Items Loading AVE CR Cronbachs Alpha 

    b3 0.954      

體驗行銷 2nd          

思考 1st t1 0.796 0.751 0.900 0.832 

    t2 0.928      

    t3 0.870      

情感 1st t4 0.869 0.777 0.913 0.857 
    t5 0.905      

    t6 0.871      

感官 1st t7 0.834 0.762 0.905 0.843 
    t8 0.907      

    t9 0.876      

行動 1st t10 0.879 0.745 0.897 0.830 
    t11 0.827      

    t12 0.882      

關聯 1st t13 0.881 0.744 0.897 0.827 
    t14 0.811      

    t15 0.893      

 

區別效度旨在於驗證測量變項對於不同的構面之間的鑑別程度。本研究所有的構面之

AVE 平方根值皆大於兩構面間的相關係數如表 2 所示，第二個部分是檢視交叉負荷量矩陣

中，各構念中的個別問項負荷量 loading 是否高於其在其它構念中負荷量如表 3 所示。以上

情況本研究模型均符合，故具有區別效度（Discrimination Validity）(Fornell & Larcker, 

1981)。 

表 2 衡量模型的潛在構面相關矩陣 

 思考 情感 感官 消費者動機 行動 購買意願 關聯 

思考 0.751       

情感 0.517 0.773      

感官 0.491 0.704 0.761     

消費者動機 0.584 0.576 0.528 0.614    

行動 0.389 0.599 0.445 0.502 0.745   

購買意願 0.477 0.472 0.528 0.476 0.355 0.874  

關聯 0.379 0.632 0.555 0.432 0.644 0.430 0.863 

 

四、研究假設驗證結果 

研究結果如圖 2 所示，「體驗行銷」與「消費者動機」有正向因果關係。（假說 1 成

立）。「消費者動機」與「購買意願」有正向因果關係。（假說 2 成立）。而結構模型之配適度

如圖 2 所示 χ2=1223.555；χ2/df=4.94(df=245) ；GFI=0.703；NNFI=0.779；RMSEA=0.125； 

CFI=0.803； IFI=0.805；NFI=0.767。均具有良好的模型契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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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分析結果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研究結果顯示，「體驗行銷」與「消費者動機」有正向因果關係。（假說 1 成立）。「消費

者動機」與「購買意願」有正向因果關係。（假說 2 成立）。由此可知，體驗行銷對於消費者

動機產生了正向顯著影響，顯示民眾到中藥行購買中藥的時候，會考慮到環境的舒適度與

否，以及購買中藥時會影響民眾的自我健康需求，在中藥行的選擇上，會受到所處店鋪環境

的刺激，進而影響購物的情緒狀態和態度，也會依自己的健康需求尋求做最為選擇的考量。

體驗行銷對於消費者態度也產生正向顯著的影響，顯示民眾對於商品有一定的正確認知，藉

由情感上表現出喜愛，在中藥行的選擇上，大致受到自己的主觀喜好而選購，不會受到他人

的影響。消費者動機對於購買意願也產生正向顯著的影響，顯示民眾認為中藥行的補品若能

滿足自我的健康需求，會增加其購買意願。 

在藥局的經營上，中草藥保健品也是重要的商品項目，在藥局中販售人員的說明是很重

要的一環，因此必須要把服務放在體驗行銷的核心位置。販售人員服務體驗行銷中會出現在

消費者所有的體驗過程，並且所有的過程彼此互相影響，販售人員服務幫助可以提升整體體

驗的品質， 也可能因為部份的販售人員服務而破壞了，消費者感覺到的販售人員情緒反應會

無意識或是有意識的情況下影響到.消費者的購買行為，因此了解每一個消費者體驗中的參與

者角色所能夠帶給消費者體驗的潛在影響有巨大的必要性（廖映慈，2008）。因此企業除了要

加強販售人員對於中草藥的專業知識訓練及加強，在對於員工的方式上也要提供好的環境，

為每一個員工提供學習及可以成長的機會，員工才能為消費者創造愉快的消費體驗，若員工

的服務能引發消費者情緒反應如快樂、歡愉的正面情緒，而消費者的正面情緒狀態不僅會形

成特定的行銷情境，也會牽動之後的消費決策，也是影響消費者行為的重要因素，故對中草

藥保健品銷售影響甚大。 

 
二、建議 

1.受訪對象：在現今，重視自身健康、想要延長壽命及疾病預防的觀念的民眾越來越多，

已逐漸走向預防醫學的領域，民眾都想用品健食品達成上列目標。本研究的受訪對象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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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在各個地區有在中藥行購買經驗者來做為調查，所以研究結果不一定能套用在一般大眾。  

2. 未來研究可深入探討五種體驗行銷策略模組與消費者動機之因果關係，再藉由事後分

析比較這五種體驗行銷策略模組結果之差異性，進而提供中藥保健產業之實務上之策略方法

與應用。 

 
三、研究限制 

1.時間因素：只限定一段時間，從 2020/11/1~2020/11/30 止，所以無法對本研究的題目來

進行更延伸的討論。  

2.學生填答重複的問題：由於本研究的問卷調查是網路問卷以及書面問卷的方式去調查，

所以本 研究無法控制受訪者重複回答問卷的問題。  

3.個人隱私問題：本研究採用問卷分析法收集問卷，受訪者可能會持保留態度填寫個人資

料，所以本研究無法保證受訪者會誠實回答每項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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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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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正穩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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僕人式領導風格對工作滿意度之相關研究 
 

趙日彰 1、張雅茜 2、徐梓瑗 3、朱以雯 4、謝詩亭 5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醫藥保健商務科  講師 1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醫藥保健商務科學生 2, 3, 4, 5 

 

摘要 
 

領導風格與員工工作滿意度常常有著非常緊密的關聯性。關於工作滿意度調查的研究很

多，涵蓋面也廣。隨著人口數逐年增長，桃園市各區的藥局數量也越來越多，目前已接近 800

家。雖然近年有許多關於藥局經營、領導風格與工作滿意度的相關研究，但是尚無關於僕人

式領導風格與員工工作滿意度的調查。 

本研究假設為僕人式領導風格將提升藥局內部的服務品質，進而提高藥局員工的工作滿

意度。研究目的有七，除了探究僕人式領導風格對提升連鎖藥局營運效率、內部服務品質以

及員工工作滿意度三者間之必要性以及相關性之外，同時也探討內部服務品質是否為部分中

介變項。 

本研究的母體為桃園地區連鎖藥局的店長和工作人員。研究方法採質化和量化並進。質

化研究包含三個步驟：線上訪問、實地訪談以及課堂討論。量化研究採立意抽樣，利用暑假

在藥局實習期間，以發放紙本問卷蒐集資料。問卷內容包含三個構面：「D1 工作滿意度」、「D2

僕人式領導風格」以及「D3 內部服務品質」。統計方法除描述性統計量檢驗外，運用線性迴

歸分析法檢測中介變項。本研究之結論、建議與後續研究方向於結論中論述。 

 

關鍵詞：僕人式領導風格、工作滿意度、內部的服務品質、多元線性迴歸、中介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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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rrelation Research of Servant Leadership Style on Employees' 
Job Satisfaction 

 

Rih-Chang Chao1, Ya-Chien Chang2, Zi Yuan Xu3, Yi-Wen Zhu4, Shi Ting Xie5 

 
Abstract 

Leadership style and employee job satisfaction are often very closely related. There are many 

studies on job satisfaction research which covers broad ranges of subjects. As the population grows 

year by year,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pharmacies established in various districts of Taoyuan City, 

currently the numbers are close to 800.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many related studies on pharmacy 

management, leadership style and job satisfaction in recent years, but there is no study on servant 

leadership style and its employee job satisfaction. 

The assumption of this study is that the servant leadership style will improve the internal service 

quality, thereby increasing the job satisfaction of the pharmacy staff.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s 

to exploring the necessity and relevance of servant leadership style for improving th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of chain pharmacies, internal service quality, and employee job satisfaction, it also explores 

whether internal service quality is part of the intervening variable. 

The population of this study are the store managers and staffs of chain pharmacies in Taoyuan 

area. The research methods were included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Qualitative research was 

consisted of three steps: online interviews, on-site interviews and classroom discussions. Quantitative 

research was adoptedpurposive sampling and used the summer internship at the pharmacy to collect 

data by issuing paper questionnaires. The questionnaire contained three dimensions: "D1 job 

satisfaction", "D2 servant leadership style" and "D3 internal service quality". In addition,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were used to check the discriminative power of the questionnaire. Furthermore, 

using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to verify the intervening variable. Please refer to the end of this study 

for the conclusions, recommendations and follow-up research directions of this study. 

 

Keywords: servant leadership style, job satisfaction, internal service quality,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intervening variable 

 
 
  

-93-



 
 

壹、緒論 
 

依據桃園市政府民政局各區歷年的人口統計資料顯示(參見下圖一)，桃園市的人口數從

民國 104 年的 210 萬人逐年遞增到民國 109 年的 226 萬人。再依據桃園市政府衛生局針對桃

園地區藥局數量統計發現(參見下圖一) 桃園市的藥局數從民國 104 年 725 家逐年遞增到民國

109 年的 795 家。藥局家數的年增加率分別為-0.7%、2.4%、3.3%、1.2%和 2.9%。 

 

 

圖一桃園市人口與藥局數量統計圖 

 

好的領導風格與員工的工作態度以及滿意工作環境的舒適度有著非常緊密的連結，甚至

會影響企業的營運狀況與未來發展。除此之外，企業可以通過強化內部的制度，優化企業主

與員工之間雙向溝通的管道，用更完善的管理制度來營造更佳的員工關係。因此，員工滿意

度調查主要目的是協助企業主或人事管理部門了解員工的工作狀況與情緒反應，進而有效改

善內部管理的問題，降低離職率並提升員工的工作成效。 
近十年的相關研究發現，關於僕人式領導的研究主要都是近五年的研究，而且都是針對

公部門的領導管理研究，例如賴苡修(2019)、歐瑞昌(2019)和李光晉(2017)分別針對政府部門

和軍方的管理體系進行研究。況且，從相關文獻發現目前尚未有針對私人企業探討僕人式領

導的研究，更遑論是針對規模較小的連鎖性藥局。本研究的動機為探討桃園地區連鎖藥局對

僕人式領導風格的看法以及採用僕人式領導風格能否提升藥局員工的工作滿意度。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探討一下四個問題：首先探討僕人式領導風格的管理模式與提升內部

服務品質之相關性。其次探討內部服務品質對提升員工工作滿意度之相關性。第三為探討僕

人式領導風格的管理模式對提升員工工作滿意度之相關性。最後本研究試圖了解內部服務品

質是否具備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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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 工作滿意度 

(一) 工作滿意度的構面 

工作滿意又稱為工作滿足。 工作滿意度一詞最早是由 Hoppock(1935)提出，他認為工作

滿意是指員工在心理與生理兩方面對環境因素的滿足感，即是員工對工作環境的主觀反應。

本研究整理國內外學者對員工滿意度的定義可大致分為三個面向，分述如下： 

1. 綜合性定義(Overall Satisfaction)  

綜合性定義強調員工對其和工作有關的環境的一種態度，他是員工個人對於工作滿

意度心理層面變化的過程，所以是比較難以具體衡量的(Blum&Naylor,1968；Price,1972；

Kalleberg,1977；Seal&Knight,1988)。 

 

2. 差距性定義(Expectation Discrepancy) 

差距性定義又稱為期望差距的定義。差距性定義強調的是員工本身的工作滿意度，

以 員 工 所 認 知 應 得 到 與 實 際 得 到 工 作 滿 意 兩 者 之 間 的 差 距 (Poter&Lawer,1968 ；

Locke,1976；Cranny,1993)。滿意度越低兩者之間的差異就越大，反之滿意度越高應得到

與實際得到工作滿意差異就越小。 

 

3. 參考架構（Frameof Reference） 

參考架構定義強調的是員工對於自己使用做為參考構面的情感性反應。一般而言參

考架構定義常見的構面包含工作環境、升遷機會、薪資、工作內容、上司與同儕等。  

綜合上述三種定義，參考架構定義是比較可以衡量與量化的。以目前國內外關於員

工工作滿意度的研究大多數是採用這一種定義(黃素瓊,2005)。因此本論文有關員工工作

滿意度也是採用參考架構定義，以員工對目前工作環境的滿意度之主觀感受來衡量。 

 

(二) 工作滿意度的構面 

學者將員工從工作中所獲得的整體滿意度歸因於員工對工作各構面的態度所感受的結果。

有關工作滿意度的構面主要分為前因變項以及後果變項兩類。Mowday, Porter 和 Steers (1982)

認為前因變項主要包含環境變項及個人屬性兩個部分。 

前因變項中所描述的環境變項主要為政治與經濟環境、職業性質、組織內部環境以及工

作與工作環境。個人屬性分為人口屬性與人格特質。本研究所採用的個人屬性的構面探討內

容包含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以及職位高低。後果變項包含三大類:個人反應變項、

組織反應變項及社會反應變項。個人反應變項是指消極的退卻與攻擊。組織反應變項通常包

含生產率、流動率、曠職、怠工與工作績效。社會反應變項就是國民總生產、疾病率、政治

穩定與生活品質等因素。本研究參考上述文獻，量化問卷的試題涵蓋工作本身、工作環境、

人際關係、主管領導、升遷考核、薪酬福利等六大主題。 

 

二、 僕人式領導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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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僕人式領導風格定義 

僕人式領導是 Greenleaf(1970)在<The servant as leader>一書中提出僕人式領導的概念，說

明這種領導者以身作則，願意成為僕人，以服侍員工的方式來領導。Spears(2010)提出僕人式

領導可稱為服務型領導，這種領導風格主要是優先考量員工的需求 Russell & Stone(2002)。僕

人式領導的管理者會積極發揮服務的精神，進而提升個體與群體的發展與願景(賴苡修,2019)。

Spears(1998)認為這種領導風格是一種全新的領導模式，結合了社群及個人參與決策、關懷他

人並刺激他人提升個人成長。並且它的主要動機為服務，有意識的作服務他人的角色

(Greenleaf,1977)。 

 

(二) 僕人式領導風格構面 

近幾十年來才有學者將僕人式領導以比較系統性的方式加入學術的討論。例如林思伶

(2004)整理出 Spears 與 Wagner-Marsh 於 1998 年最早提出僕人式領導的十項特質，分別為聆

聽、同理心、治癒、察覺、說服、概念化、遠見、服侍與管理、對發展的承諾和構建設群。

Laub(1999) 是 第 一 位 整 理 並 建 立 出 服 務 組 織 領 導 量 表 (Servant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assessment)。此外還有許多學者紛紛提出對僕人領導的定義並建構量表。例如:(Ehrhart,2004；

Barbuto Jr&Wheeler,2006；Sendjaya、Sarros&Santora,2008；Van Dierendonck&Nuijten,2011)等。 

   

三、 內部服務品質 

(一) 內部服務品質之定義 

內部服務品質(Internal Service Quality)一詞最早是由 Sasser 與 Arbeit 於 1976 所提出，它

整合了行銷與服務的概念，並應用於企業內部品質的提升上。包含有形和無形的內部服務品

質。有形的內部服務品質是指教育訓練、獎勵制度、福利措施等。無形的內部服務品質包括

組織內部溝通管道是否暢通或是員工運用職權的自主性程度。 

公司各部門的運作及工作內容都是緊密關聯的，而內部服務品質是用來支援其他功能單

位常規性的程序、工作或活動 Davis(1992)。Carter and Gary(2007)認為大多企業不能只重視外

部顧客，更應該重視員工與員工之間的關係。劉柏妤 (2012) 提出透過內部服務品質的提升，

員工也可清楚知道組織的未來目標與願景進而提升員工滿意度。 Heskett et al. (1994)的研究

指出組織提供高品質的輔助服務時，不但能培養高效能的員工，更會提升員工工作滿意度。 

   

(二) 內部服務品質之構面 

Parasuraman(1995、1998)將內部服務品質分成為五個構面：有形性（Tangibles）、可靠性

(reliability)、回應性(responsiveness)、保證性（assurance）同理心（empathy）。有形性指的是

組織內的硬體設備、服務人員穿著儀表。可靠性強調組織能可靠準確的提供所承諾服務的能

力。 回應性要求服務人員具有幫助顧客與提供快速服務的意願。保證性強調服務人員具有執

行服務所需的知識和態度。同理心泛指服務人員能考量顧客的利益與關懷顧客的需要。 

綜合而論，本研究在問卷的試題設計上，主要是參考國內外的內部服務品質量表

(Hallowell, Schlesingler and Zornitsky, 1996; Zithaml,1990; Berry, 1991; Heskett, 1994)，將內部服

務品質涵蓋工具設備、政策與程序、團隊合作、管理支援、目標認同、有效的訓練、溝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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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酬等八個構面。 

 

參、研究方法 
 

  本論文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同時諮詢藥局經營的專家之意見，研究方法採用質化和量化

同時進行。本章節說明研究的方法包含研究架構、研究假設、研究範圍、研究對象、質化研

究與量化研究的方法及步驟，分述如下： 

 

一、研究假設及架構 

(一) 研究假設 

 
圖二 研究假設圖 

 

本研究假設僕人式領導風格(自變項)將提升藥局內部的服務品質(中介變項; mediator)，進

而提高藥局員工的工作滿意度(依變項)。如上圖二。 

 

(二) 研究架構 

本研究的研究架構是以工作滿意度、僕人式領導風格和內部服務品質三個理論為基礎，

同時依據各理論的細部分類，建構出本研究的量化問卷分類架構，請參見下圖三： 

僕人式領導風格 

(自變項) 

員工工作滿意度 

(依變項) 

內部服務品質 

(中介變項) 

a 

d 
c 

a’ 

-97-



 
 

 
 

圖三 研究量化問卷的分類架構 

   

本研究的量化問卷的填答採 Likert 五點量表，問卷的填答由受訪者針對消費者體驗後的

實際情境，回答：(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普通、(4)同意和(5)非常同意。 

 

二、 研究範圍與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範圍與對象主要為桃園地區西藥連鎖藥局的店長、店員和工作人員，包含藥局

的專職員工和臨時的雇員。受訪者都是自願參與訪問和研究的。 

 

三、 質化研究方法及步驟 

 

本論文的質化研究的步驟主要有三，說明如下： 

(一) 線上訪問 

質化研究對象為專業藥局經營的學者專家。研究初期以線上訪談的方式，訪問有藥局實

務營運經驗的藥師或專家，諮詢藥局高階主管對採用僕人式的領導風格對藥局經營型態、模

式以及員工的接受度的看法；同時也了解藥局如何提升內部服務品質，以及內部服務品質對

藥局經營和員工工作滿意度的影響。 

 

(二) 實地訪談 

質化研究對象為藥局的店長、員工以及工讀生。利用暑假實習階段，實地訪談藥局第一

線的營運人員，包含藥局的店長、員工和臨時雇員。了解藥局員工對主管的領導風格的期待

以及對目前工作的滿意程度。 

 

(三) 課堂討論 

質化研究對象為學校的專業科任老師。本研究在確認問卷內容後，透過課堂中的口頭報

告過程，請醫藥保健商務科參與評論的授課教師，針對問卷中可能遺漏的體驗行銷模式或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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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購買意願的因素給予建議和指導。同時也針對測試問卷中的試題初稿，多方面從試題的語

意、文字的措辭等，進行問卷試題的修訂、編修與調整。本論文的質化研究步驟請參見下圖

四。 

 
圖四 質化研究步驟圖 

四、 量化研究方法及步驟 

本論文期望能探討是否有仲介變項影響藥局員工的工作滿意度；或是僕人式領導風格直

接會影響藥局員工的工作滿意度。本論文經質化研究確認問卷的內容後，量化研究的執行模

式主要是透過藥局現場發放紙本問卷的形式，進行相關的數據蒐集。 

根據上圖二，本論文量化資料分析的方法採線性迴歸分析法(Liner Regression Analysis)，

利用四個分析步驟，逐步探討這四個模式中的相關係數(correlation coefficient)是否有統計上顯

著的差異。步驟說明如下： 

 

(一) 模式一 僕人式領導風格與內部服務品質之相關分析 

透過線性迴歸分析法探討中介變項內部服務品質與僕人式領導風格之間的相關性，兩者

之間的關係函數如下【公式 1】： 

內部服務品質=b1+d*僕人式領導風格+e2                 【公式 1】 

 

(二) 模式二 內部服務品質與藥局員工工作滿意度相關分析 

透過線性迴歸分析法探討中介變項內部服務品質與藥局員工工作滿意度之間的相關性，

兩者之間的關係函數如下【公式 2】： 

員工工作滿意度=b2+c*內部服務品質+e3                  【公式 2】 

 
(三) 模式三 僕人式領導風格與藥局員工工作滿意度之相關分析 

透過線性迴歸分析法探討僕人式領導風格與藥局員工工作滿意度之間的相關性，兩者之

間的關係函數如下【公式 3】： 

員工工作滿意度=b0+a*僕人式領導風格+e1                【公式 3】 

 
(四) 模式四 僕人式領導風格、藥局員工工作滿意度以及內部服務品質三者間之相關分析 

透過線性迴歸分析法探討僕人式領導風格、藥局員工工作滿意度以及中介變項內部服務

線上

訪問

•專業藥局

經營的學

者專家

實地

訪談

•實習藥

局的店

長、員

工

課堂

討論

•學校的

專業科

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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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三者之間的相關性，兩者之間的關係函數如下【公式 4】： 

員工工作滿意度=b3+ a’*僕人式領導風格+c*內部服務品質+e4 【公式 4】 

 

 

肆、研究方法 
 

一、 問卷結構 

本研究以立意抽樣法進行資料蒐集，利用暑假在藥局實習期間採面對面方式發放問卷，

並以 SPSS 軟體進行資料處理和統計分析。本研究的問卷資料蒐集的執行期間自 2020 年 7 月

6 日至 2020 年 8 月 30 日止。回收總問卷數為 123 份，有效樣本數為 76 份。 

本研究所建構的量化問卷共 60 道試題，其中第 1-7 題為背景題；第 8-60 題為僕人式領

導風格對工作滿意度的相關試題共 53 道試題。問卷包含三個向度：僕人式領導風格、內部服

務品質和員工工作滿意度。僕人式領導風格包含 22 道試題；內部服務品質包含 15 道試題；

員工工作滿意度包含 16 道試題。問卷的填答由受訪者針對在藥局工作的實際情境，回答：(1)

非常同意、(2)同意、(3)普通、(4) 不同意和(5)非常不同意。若受訪者回答「非常同意」則紀

錄為 5 分；若回答「同意」則紀錄為 4 分；以此類推，回答「非常不同意」則紀錄為 1 分。

問卷填答的分數越高，表示受訪者對工作的滿意度越高。 

 

二、 資料分析 

(一) 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的資料分析結果發現，曾從事藥局門市銷售工作有 50 人，不曾擔任藥局門市銷售

工作有 22 人。若以工作年資來區分，工作年資 3 個月以上佔 10%，工作年資 1~3 年佔 44%，

工作年資 4~6 年佔 16%，工作年資 7~9 年佔 20%，工作年資 10 年以上佔 10%，請參見下圖

五。 

 

 
圖五 藥局工作年資與職務分布 

 

(二) 中介變項分析 

本研究包含僕人式領導風格、內部服務品質和員工工作滿意度三個向度。探討內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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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為僕人式領導風格和員工工作滿意度的完全中介變項或是部分中介變項，採線性迴歸法，

分以下四個模式進行分析，說明如下： 

1. 僕人式領導風格對內部服務品質之關聯性 

本研究的模式一主要為探討僕人式領導風格對內部服務品質之關聯性。自變項為僕

人式領導風格，依變項為內部服務品質。模式一的分析結果發現僕人式領導風格對

內部服務品質呈現正向顯著相關(β=0.711；P=0.000<0.05) ，請參見下表 2。 

 

2. 內部服務品質對員工工作滿意度之關聯性 

本研究的模式二主要為探討內部服務品質對員工工作滿意度之關聯性。自變項為內

部服務品質，依變項為員工工作滿意度。模式二的分析結果發現內部服務品質格對

員工工作滿意度呈現正向顯著相關(β=0.788；P=0.000<0.05)，請參見下表 2。 

 

3. 僕人式領導風格對員工工作滿意度之關聯性 

本研究的模式三主要為探討僕人式領導風格對員工工作滿意度之關聯性。自變項為

僕人式領導風格，依變項為員工工作滿意度。模式三的分析結果發現僕人式領導風

格對員工工作滿意度呈現正向顯著相關(β=0.838；P=0.000<0.05)，請參見下表 2。 

 

4. 僕人式領導風格、內部服務品質對員工工作滿意度之關聯性 

本研究的模式四主要為探討僕人式領導風格、內部服務品質對員工工作滿意度之關

聯性。自變項為僕人式領導風格和內部服務品質，依變項為員工工作滿意度。模式

四的分析結果發現僕人式領導風格和內部服務品質對員工工作滿意度皆呈現正向顯

著相關，其迴歸係數分別為 0.562(P=0.000<0.05) 和 0.388(P=0.000<0.05)，請參見下

表 2。 

 

表 2 各模式的中介變項分析 

  自變數 依變數   係數(B) 標準誤 迴歸係數(β) T 顯著性 

模式一 僕人式領導風格 
內部服務

品質 

（常數） 23.092 4.176   
9.863 0.000  

Serv 0.451 0.046 0.711 

模式二 內部服務品質 
員工工作

滿意度 

（常數） 7.876 4.605   
12.462 0.000  

Qual 0.891 0.071 0.788 

模式三 僕人式領導風格 
員工工作

滿意度 

（常數） 10.541 3.668   
14.952 0.000  

Serv 0.601 0.040 0.838 

模式四 
僕人式領導風格 

內部服務品質 
  

（常數） 0.404 3.672       

Serv 0.403 0.050 0.562 8.091 0.000  

Qual 0.439 0.078 0.388 5.594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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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 研究結論 

本研究參考國內位相關文獻，諮詢校內專業教師以及校外相關領域專家之意見，建構的

量化問卷共 60 道試題，其中僕人式領導風格對工作滿意度的相關試題共 53 道試題。問卷包

含三個向度：僕人式領導風格、內部服務品質和員工工作滿意度。僕人式領導風格包含 22 道

試題；內部服務品質包含 15 道試題；員工工作滿意度包含 16 道試題。 

本研究透過面對面的方式發放問卷，進行資料蒐集。總共回收有效問卷 76 份，同時利用

SPSS 23 進行統計資料的處理與分析。資料分析結果發現，受訪對象在藥局的工作年資主要

為 1~3 年，約佔總受訪人數的 44%，其次為工作年資 7 年以上，約佔總受訪人數的 30%。除

此之外，擔任藥局銷售人員約佔 64%，擔任管理職務(店經理或副店經理)的受訪者約佔 22%。 

依據上述表 3 的中介變項分析發現，僕人式領導風格對內部服務品質呈現正向顯著相關

(β=0.711；P=0.000<0.05)；其次從模式二的分析結果發現，內部服務品質格對員工工作滿意度

呈現正向顯著相關(β=0.788；P=0.000<0.05)。第三，從模式三的分析結果發現僕人式領導風格

對員工工作滿意度呈現正向顯著相關(β=0.838；P=0.000<0.05)。最後，從模式四的分析結果發

現僕人式領導風格和內部服務品質對員工工作滿意度皆呈現正向顯著相關，其迴歸係數分別

為 0.562(P=0.000<0.05) 和 0.388(P=0.000<0.05)。除此之外，從模式四的分析結果發現，僕人

式領導風格的迴歸係數從原本的 0.838 降為 0.562，因此，可以斷言若是藥局的領導階層具備

僕人式領導風格，則將會顯著提升藥局員工的工作滿意度。然而不能忽視的是內部服務品質

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二、 未來建議 

本研究的資料收集採用紙本問卷方式進行，受訪對象僅以桃園市之連鎖藥局員工(含店經

理及副店經理)為研究對象，執行過程實利用暑假實習期間，由研究者於實習的藥局內發放問

卷，因此，本研究指回收有效樣本數僅有 76 份，雖已達到 30 份以上，但是期望未來能繼續

進行資料收集作業，以更精準分析僕人式領導風格對藥局員工工作滿意度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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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行銷模式對藥局購買意願之影響調查 
 

趙日彰 1、余綵婷 2、戴辰靜 3、陳愉絜 4、江嘉芸 5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醫藥保健商務科 講師 1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醫藥保健商務科 學生 2,3,4,5 

 
摘要 

 

體驗行銷有別於傳統行銷僅注重產品的外表包裝，它更注重顧客消費後的感受與體驗。

研究者考察近十年內的文獻發現，有關於體驗行銷的研究大部分都注重在旅宿、餐飲、航空、

運動產以及觀光等傳統產業。除此之外，有關於藥局經營的研究主要都是探討傳統行銷模式

對消費者購買意願之影響。然而關於藥局採用體驗行銷經營模式的研究並不多見，更遑論是

探討體驗行銷與購買意願的研究。 

研究主要目的有二：瞭解試吃、試喝、試抹、試坐以及測量血壓和心跳等五類現存藥局

常見的體驗行銷模式與購買意願之相關性，同時也探討體驗行銷對提升購買意願之影響。本

研究的研究母體主要為桃園地區連鎖藥局的消費者。本研究的研究方法採用質化和量化同時

進行。質化研究分為三個步驟包含三個步驟：線上訪問、實地勘查與訪談以及課堂討論。量

化研究主要是採網路問卷的形式進行資料蒐集。同時依據回收之有效問卷數據，進行探索性

因素分析，此外也運用獨立樣本 t 檢定以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統計方法檢定不同消費者背

景之間的差異。本研究之結論、建議與後續研究方向論述於結論之中。 

 

關鍵詞：體驗行銷、購買意願、探索性因素分析、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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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experiential marketing model on the purchase 
intention of pharmacies research 

 

Rih-Chang Chao1, Tist-Ting Yu2, Chen-Ching Tai3, Yu-Chieh Chen4, Jia-Yun Chiang5 

 

Abstract 
 

Experiential marketing i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marketing, in which it only pays attention to 

the outer packaging of the product. The experiential marketing model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customer's feelings and experiences after consumption. In the past ten years most of researches in 

experiential marketing model were focused on traditional industries such as lodging, catering, 

aviation, sport and tourism. There are not many studies on the pharmacy's use of experiential 

marketing business models, but less research found on the experiential marketing and purchase 

intention.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five types of experiential marketing 

model on consumers’ purchase intentions, an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heir differences in purchase 

intention. Those models are commonly found in existing pharmacies, such as tasting (eating and 

drinking), wipe trying, physically try out, and measuring blood pressure and heartbeat.  

The population of this study were the consumers of chain pharmacies in Taoyuan area. The 

research method of this study adopts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Qualitative research 

was divided into three steps: online interviews, field surveys and interviews, and classroom 

discussions. Quantitative research samples were collected in the form of online questionnaires. The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In addition, statistical methods such as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and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were used to verifi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consumer backgrounds. Please refer to the end of this study for the conclusions, recommendations 

and follow-up research directions of this study. 

 

Keywords: experiential marketing, purchase intention,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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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Pine & Gilmore 於 1988 年指出二十一世紀的經濟已經進入體驗經濟時代，自從體驗經

濟時代的來臨，宣告了經濟的演進過程，從生產原料、製造商品、提供服務，發展到以設計

體驗為核心價值的新階段。未來的行銷將建立在消費者對商品的實際體驗上。現在有很多的

企業經營者更將體驗視為一個成功經營品牌的首要考量因素。他們都共同強調產品功能、效

能及品牌形象(陳簾予，2004)。 

傳統行銷模式可能會阻礙消費者的購買意願，而且其影響可能廣泛地涉及各行各業。因

此未來藥局的經營勢必也要思考該如何引進更有效的行銷模式，以提升消費者新的感受和體

驗。Kotler(2003)便指出有越來越多的公司，都開始發展能觸動消費者情感，而非只是硬性說

理或以填鴨式的方式提供消費者訊息，並且企圖從人類學及心理學的角度，期望能發展可以

觸及心靈深處的訊息，畢竟傳統行銷僅專注於宣導產品的性能與效益。 

本論文考察近十年內的研究文獻發現，有關於藥局經營的研究主要都是探討採用傳統的

行銷模式對購買意願之影響。例如李育憶(2016)、陳佳聖(2011)、曾久芳和曾干育(2012)，關

於藥局採用體驗行銷經營模式的研究並不多見，更遑論是探討體驗行銷與購買意願的相關研

究。本研究將從體驗行銷的觀點著手，探討此觀點對藥局購買意願之影響。本研究目的包含

探討體驗行銷與購買意願之相關性，同時探討體驗行銷對提升購買意願之影響。 

 

貳、 文獻回顧與探討 
 

一、 體驗行銷 

體驗行銷的核心是為顧客創造出不同的體驗形式。現階段的體驗行銷模式有別於傳統的

行銷模式，它帶來更多不同的行銷手法。直接讓顧客體驗，讓顧客擁有不同凡響的感知及認

知。另外 Pine 和 Gilmore (1998)提出所謂的體驗是企業以服務為舞台、以商品為道具，體驗

行銷如同一齣完美的戲劇，演員是服務的代表，而道具是產品的化身，在兩者相互配合下，

給顧客一個充滿回憶及難忘的活動體驗。Schmitt(1999)更將體驗行銷分為五個面向：社會關

聯體驗、情感體驗、身體與整體生活型態行動體驗、知覺感官體驗、創造性思考體驗。 

 

（一）社會關聯體驗 

消費者常常與理想中的自我、某個角色、群體或文化價值產生聯繫，這就是所謂的社會

關聯體驗。Schmitt (1999) 認為社會關聯體驗就是將品牌與社會文化的環境產生關聯，或對潛

在的社群產生影響。所以社會關聯體驗行銷的成功關鍵因素在於為特定團體與獨特訴求做選

擇，讓個體與理想自我、他人、或是社會文化產生關聯。 

 

（二）情感體驗 

情感體驗行銷策略重點在於企業不只是關心顧客滿意度，更應該注重在接受服務與產

品過程中，消費者內心的情緒感受(McCole，2004)。觸動其情感並引發正面情緒，促使其產

生自動參與的體驗。其關鍵成功因素為真正了解何種刺激可以誘發消費情緒，並促使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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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主動參與，讓企業形象或品牌與驕傲情緒連結在一起。 

 

（三）身體與整體生活型態行動體驗 

行銷目標是影響身體的有形體驗以及生活型態與互動的改變。消費者感受並認可企業

所要傳達的理念，親身體驗過後，強調身體的行動經驗和生活形態的相關性。創造豐富多

元的形態、應變措施，並活化消費者的日常，使得消費者的生活多樣化，進而轉變為自己

原本的態度。 

 

（四）知覺感官體驗 

感官體驗的行銷是創造感官衝擊，為產品增添附加價值，使消費者獲得滿足、興奮與

愉悅，並創造正向知覺的體驗。感官體驗的原則是及「感官多樣性(sensory variety)」，「認

知一致性(cognitive consistency)」。 

 

（五）創造性思考體驗 

思考關鍵因素為結合驚奇與誘發刺激感，引導個體思考，涉入參與，造成典範的移轉，

以創意的方式使消費者創造認知與解決問題的體驗。思考行銷的目的是鼓勵消費者，從事

較費心與較具創意的思考，促使他們對企業與產品進行評估。 

 

二、知覺價值 

知覺價值涵蓋五種構面說明如下： 

（一）社會價值 

消費者購買的行為是基於是否符合其社經地位以及本身歸屬或仰慕之參考群體一致與

否。然而消費者所購買的產品不僅是為了實用功能，也為了產品所具有的象徵意義。社會

價值是來自於消費者與一個或數個特定社會群體之連結。 

 

（二）情感價值 

當產品能夠激起消費者的感情和情緒狀態以及效用時，則具有情感價值。Holbrook 

(1994)認為情感價值是讓消費者感受到愉悅、享受等的服務經驗。Grewal and Bzker (1994)

和 Hirschman and Holbrook (1982)更指出透過不同的廣告內容及環境氣氛會改變消費者的情

感能力或效用。 

 

（三）功能價值 

功能價值被認為是消費者購買產品或服務時最重要的驅動力。 Pihlström and Brush 

(2008)更將感知價值中的功能價值認為是經濟性價值，而知覺價值是影響消費者購買決策

的關鍵因素。 

 

（四）嘗試價值 

嘗試價值是透過產品提供新的或不同事物之能力而使消費者得到新奇的價值。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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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th, et al. (1991)消費價值理論，消費者對於具有新奇與獨特性的商品會有嘗新的慾望。王

玫晴 (2006)與蕭素梅 (2007)的研究亦證實，產品引起消費者好奇或感到新鮮時，會促使消

費者的購買慾望。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時更追求的是嘗試價值而非先前的功能價值。 

 

（五）情境價值 

消費者在面對某些特別的情境下，商品的價值或效用會增加(Sheth, et al.; 1991)。蕭素

梅 (2007)的研究證實，消費者的消費選擇會因情況而異，當消費者置身於某種特定的情境

或背景時，產品的效用或價值會因特定情境而提升。當情境因素消失時，產品對消費者的

價值也會因而降低。 

 

三、購買意願 

「購買意願」(purchase intention)是消費者對某一產品的態度加上外在因素的作用。Ajzen 

and Fishbein (1977) 以及 Boyd & Mason (1999) 研究發現購買意願可視為消費者在選擇某產

品之主觀意向學者提出當購買某一項產品時，消費者的購買意願越高，表示購買產品的機率

越大 (Dodds, Monroe, & Grewal, 1991; Moorman, Zaltman, & Deshpande, 1992)。購買意願是可

用來預測實際購買行為的產生(Morwitz & Schmittlein, 1992；Fishbein & Ajzen, 1975；Chiffman 

& Kanuk, 2000)。消費者表達購買意願時，通常會產生二種層次：第一為有意願購買，隨後做

購買決策；第二為有意願購買，隨後卻未做購買決策 (Newberry et al., 2003)。 Fisbein & Ajzen 

(1975) 認為消費者對於產品或品牌態度，會受到某些外在因素之影響。林碧霞 (2007) 更提

出消費者會經由內外訊息的影響因素決定最後的選擇，內外影響因素則包括資訊處理、資訊

投入、環境與一般的動機等。 

 

參、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採用質化和量化同時進行，分述如下： 

一、質化研究方法及步驟 

本研究的假設為體驗行銷將提升藥局消費者的購買意願。本研究的架構是根據體驗行銷、

知覺價值和購買意願三個理論架構為基礎，建構出本研究的問卷分類架構。其中包含：試吃、

試喝、試抹、試坐、試量等五個面向。本研究的假設為體驗行銷將提升藥局消費者的購買意

願。 

 

二、研究範圍與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範圍與對象主要為桃園地區西藥連鎖藥局的店長、店員和工作人員，包含藥局

的專職員工和臨時的雇員。受訪者都是自願參與訪問和研究的。 

 

三、研究架構及研究假設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採質化和量化兩種研究方法並進。首先為質化研究。本研究參考國內

外相關文獻，同時諮詢藥局經營的專家之意見，建構體驗行銷與購買意願的問卷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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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堂討論 

研究初期訪問有藥局實務營運經驗的藥師或專家，諮詢藥局常使用的行銷模式、行銷

策略與操作手法，了解隱藏於藥局行銷表面下影響成功與否的實際關鍵因素。 

 

（二）實地訪談 

確定藥局常使用的體驗行銷模式後，利用暑假實習階段，實地訪談藥局第一線的銷售

人員，包含藥局的店長、員工和臨時雇員。了解藥局不同的體驗行銷模式及其差異。 

 

（三）線上訪問 

確認問卷內容後，針對問卷中可能遺漏的體驗行銷模式或影響購買意願的因素試題的

語意、文字的措辭等，進行問卷試題的修訂、編修與調整。 

 

四、量化研究方法及步驟 

其次本研究化研究主要是藉由問卷形式進行量化的問卷數據蒐集。 

 

（一）獨立樣本 t 檢定 

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法(Independent t test)檢測兩組間的變項是否有差異。 

 

（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法(one-way ANOVA)檢測兩組以上的變項相互之間是否有差異。 

 

（三）相關性分析 

以典型相關(canonical correlation) 探討體驗經驗和購買意願兩個向度的相關性。 

 

肆、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利用採網路方式發放問卷，並以 SPSS 軟體進行資料處理和統計分析。本研究的

問卷資料蒐集的執行期間自 2020 年 2 月 16 日至 2020 年 3 月 9 日止。回收總問卷數為 154

份，有效樣本數為 148 份。 

 

一、問卷建構 

量化問卷共 45 道試題，其中有 14 題為背景試題。其餘 31 道試題的內容包含五個面向，

分別為試吃、試喝、試抹、試坐和試量。問卷的試題包含體驗經驗和購買意願兩個向度。 

體驗行銷有關試吃共有 14 道試題，其中體驗經驗的試題 6 道，購買意願的試題 8 道。有

關試喝共有 12 道試題，其中體驗經驗的試題 4 道，購買意願的試題 8 道。有關試抹共有 13

道試題，其中體驗經驗的試題 5 道，購買意願的試題 8 道。有關試坐共有 14 道試題，其中體

驗經驗的試題 9 道，購買意願的試題 5 道。有關試量共有 14 道試題，其中體驗經驗的試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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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購買意願的試題 5 道，請參見下表 1。 

 

表 1 問卷試題的結構 

面向 

向度 
試吃 試喝 試抹 試坐 試量 

體驗經驗 
共同試題 4 

個別試題 2 0 1 5 5 

購買意願 
共同試題 5 

個別試題 3 3 3 0 0 

 

問卷的填答由受訪者針對體驗後實際感受，回答：(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普通、

(4)同意和(5)非常同意。若受訪者回答「非常不同意」則紀錄為 5 分；若回答「不太同意」則

紀錄為 4 分；以此類推，回答「非常同意」則紀錄為 1 分。有關體驗行銷向度，除試坐有 1

道個別試題(問卷第 21 道試題)為反向題外，其餘並無反向試題。有關購買意願的向度，有 1

道共同試題(問卷第 32 道試題)為反向題，其餘在個別試題上，有關試吃，問卷第 9、10 和 36

道試題為反向題；有關試喝，問卷第 12、13 和 37 道試題為反向題；有關試抹，問卷第 15、

16 和 17 道試題為反向題。資料分析前須先經行反向處理。探討不同型式的體驗行銷之成效

好壞，問卷填答的分數越高，表示體驗行銷的成效性越好。探討購買意願的高低，問卷填答

的分數越低，表示購買行為越衝動，購買意願越高。 

 

二、統計分析 

本研究的統計分析包含描述性統計量檢驗、極端組檢核以及同質性檢核，分述如下： 

(一) 極端組檢核 

本研究問卷共包含 31 道試題，試題填答的平均值為 3.15(最低為第 I17 試題的平均值 2.04，

最高為第 I33 試題的平均值 3.98)和標準差為 0.902(最低為第 I33 試題的標準差 0.812，最高為

第 I4 試題的標準差 1.030)。本研究問卷試題的品質優良。 

 

(二) 描述性統計量檢驗 

本研究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檢核量表總分的高分組和的分組在試題平均數的差異。依據試

吃、試喝、試抹、試坐和試量五個面向分別說明如下： 

1. 試吃 

(1) 體驗行銷 

針對試吃體驗行銷向度的 6 道試題以極端組檢核法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發現

(如下表 2)，試題的 t 值顯著性皆小於.05。是故本研究試吃體驗行銷向度的 6 道試題皆具有鑑

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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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試吃的體驗行銷向度各試題極端組檢核 

試題 group N 平均值 標準差 t 值 自由度 
t 值顯著性

（雙尾） 

I2 
高分組 48 3.542 0.850 

9.275 100 0.000 
低分組 54 2.074 0.749 

I3 
高分組 48 3.354 0.785 

10.161 100 0.000 
低分組 54 1.907 0.652 

I4 
高分組 48 4.063 0.633 

10.998 100 0.000 
低分組 54 2.333 0.911 

I5 
高分組 48 3.708 0.771 

10.669 100 0.000 
低分組 54 2.074 0.773 

I7 
高分組 48 4.167 0.663 

9.217 100 0.000 
低分組 54 2.648 0.955 

I8 
高分組 48 4.333 0.559 

7.785 100 0.000 
低分組 54 3.13 0.933 

 

(2) 購買意願 

關於試吃的購買意願向度，針對試吃購買意願向度的 8 道試題以極端組檢核法進行獨立

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發現(如下表 3)，除第 I9 道試題的 t 值大於.05(t=-.007，df=90，p=.994>.05)

未具有鑑別度之外，其餘試題的 t 值顯著性皆小於.05。是故本研究刪除第 I9 道試題。 

 

表 3 試吃的購買意願向度各試題極端組檢核 

試題 group N 平均值 標準差 t 值 自由度 
t 值顯著性

（雙尾） 

I31 
高分組 55 4.473 0.573 

10.323 90 0.000 
低分組 37 3.054 0.743 

I32 
高分組 55 3.345 1.158 

1.993 90 0.049 
低分組 37 2.919 0.722 

I33 
高分組 55 4.527 0.504 

11.325 90 0.000 
低分組 37 3.081 0.722 

I34 
高分組 55 4.255 0.645 

9.109 90 0.000 
低分組 37 2.973 0.687 

I35 
高分組 55 4.000 0.861 

6.291 90 0.000 
低分組 37 2.946 0.664 

I9 
高分組 55 2.836 1.014 

-0.007 90 0.994 
低分組 37 2.838 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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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 group N 平均值 標準差 t 值 自由度 
t 值顯著性

（雙尾） 

I10 
高分組 55 2.073 1.069 

-2.548 90 0.013 
低分組 37 2.622 0.924 

I36 
高分組 55 3.909 0.968 

2.905 90 0.005 
低分組 37 3.324 0.915 

 

2. 試喝 

(1)  體驗行銷 

關於試喝的體驗行銷向度，針對試喝體驗行銷向度的 4 道試題以極端組檢核法進行獨立

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發現(如下表 4)，試題的 t 值顯著性皆小於.05。是故本研究試喝體驗行

銷向度的 4 道試題皆具有鑑別度。 

 

表 4 試喝的體驗行銷向度各試題極端組檢核 

試題 group N 平均值 標準差 t 值 自由度 
t 值顯著性

（雙尾） 

I2 
高分組 52 3.692 0.701 

11.781 98 0.000 
低分組 48 1.958 0.771 

I3 
高分組 52 3.308 0.805 

10.137 98 0.000 
低分組 48 1.833 0.630 

I4 
高分組 52 4.000 0.657 

12.264 98 0.000 
低分組 48 2.167 0.834 

I5 
高分組 52 3.712 0.696 

12.473 98 0.000 
低分組 48 1.938 0.727 

 

(2) 購買意願 

關於試喝的購買意願向度，針對試喝購買意願向度的 8 道試題以極端組檢核法進行獨立

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發現(如下表 5)，除第 I12、I32 和 I37 道試題的 t 值大於.05(tI12=-1.688，

p I12=.099>.05；tI32=.653，p I32=.515>.05；tI37=-1.276，p I37=.099>.05；)未具有鑑別度之外，其

餘試題的 t 值顯著性皆小於.05。是故本研究刪除第 I12、I32 和 I37 道試題。 

 

表 5 試喝的購買意願向度各試題極端組檢核 

試題 group N 平均值 標準差 t 值 自由度 
t 值顯著性

（雙尾） 

I31 
高分組 47 4.340 0.635 

7.746 88 0.000 
低分組 43 3.256 0.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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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 group N 平均值 標準差 t 值 自由度 
t 值顯著性

（雙尾） 

I32 
高分組 47 3.234 1.220 

0.653 88 0.515 
低分組 43 3.093 0.750 

I33 
高分組 47 4.532 0.546 

8.358 88 0.000 
低分組 43 3.302 0.832 

I34 
高分組 47 4.298 0.657 

9.728 88 0.000 
低分組 43 2.953 0.653 

I35 
高分組 47 4.021 0.794 

6.321 88 0.000 
低分組 43 2.977 0.771 

I12 
高分組 47 2.511 1.061 

-1.668 88 0.099 
低分組 43 2.860 0.915 

I13 
高分組 47 1.979 0.921 

-3.634 88 0.000 
低分組 43 2.674 0.892 

I37 
高分組 47 2.255 0.988 

-1.276 88 0.205 
低分組 43 2.512 0.910 

 

3. 試抹 

(1) 體驗行銷 

關於試抹的體驗行銷向度，針對試抹體驗行銷向度的 5 道試題以極端組檢核法進行獨立

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發現(如下表 6)，試題的 t 值顯著性皆小於.05。是故本研究試抹體驗行

銷向度的 5 道試題皆具有鑑別度。 

 

表 6 試抹的體驗行銷向度各試題極端組檢核 

試題 group N 平均值 標準差 t 值 自由度 
t 值顯著性

（雙尾） 

I2 
高分組 49 3.673 0.718 

10.878 99 0.000 
低分組 52 2.019 0.804 

I3 
高分組 49 3.306 0.847 

9.068 99 0.000 
低分組 52 1.923 0.682 

I4 
高分組 49 4.041 0.644 

12.152 99 0.000 
低分組 52 2.212 0.848 

I5 
高分組 49 3.735 0.730 

11.847 99 0.000 
低分組 52 2 0.741 

I18 
高分組 49 4.327 0.689 

7.23 99 0.000 
低分組 52 3.115 0.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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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購買意願 

關於試抹的購買意願向度，針對試抹購買意願向度的 8 道試題以極端組檢核法進行獨立

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發現(如下表 7)，除第 I32 道試題的 t 值大於.05(t=.508，df=90，p=.613>.05)

未具有鑑別度之外，其餘試題的 t 值顯著性皆小於.05。是故本研究刪除第 I32 道試題。 

 

表 7 試抹的購買意願向度各試題極端組檢核 

試題 group N 平均值 標準差 t 值 自由度 
t 值顯著性

（雙尾） 

I31 
高分組 41 4.463 0.5957 

8.281 90 0.000 
低分組 51 3.294 0.7292 

I32 
高分組 41 3.220 1.2352 

0.508 90 0.613 
低分組 51 3.118 0.6526 

I33 
高分組 41 4.634 0.4877 

9.692 90 0.000 
低分組 51 3.333 0.7394 

I34 
高分組 41 4.390 0.6276 

8.784 90 0.000 
低分組 51 3.098 0.7551 

I35 
高分組 41 4.000 0.8660 

6.523 90 0.000 
低分組 51 2.961 0.6621 

I15 
高分組 41 2.171 0.9193 

-4.206 90 0.000 
低分組 51 2.941 0.8345 

I16 
高分組 41 1.683 0.5674 

-6.970 90 0.000 
低分組 51 2.804 0.8949 

I17 
高分組 41 1.488 0.6373 

-6.891 90 0.000 
低分組 51 2.647 0.9127 

 

3. 試坐 

(1) 體驗行銷 

關於試坐的體驗行銷向度，針對試坐體驗行銷向度的 9 道試題以極端組檢核法進行獨立

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發現(如下表 8)，試題的 t 值顯著性皆小於.05。是故本研究試坐體驗行

銷向度的 9 道試題皆具有鑑別度。 

 

表 8 試坐的體驗行銷向度各試題極端組檢核 

試題 group N 平均值 標準差 t 值 自由度 
t 值顯著性

（雙尾） 

I2 
高分組 50 3.620 0.753 

10.468 93 0.000  
低分組 45 1.956 0.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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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 group N 平均值 標準差 t 值 自由度 
t 值顯著性

（雙尾） 

I3 
高分組 50 3.260 0.876 

8.915 93 0.000  
低分組 45 1.844 0.638 

I4 
高分組 50 3.880 0.773 

10.927 93 0.000  
低分組 45 2.111 0.804 

I5 
高分組 50 3.660 0.798 

10.349 93 0.000  
低分組 45 1.978 0.783 

I20 
高分組 50 3.820 0.941 

4.56 93 0.000  
低分組 45 2.889 1.049 

I21 
高分組 50 1.900 0.735 

-5.282 93 0.000  
低分組 45 2.844 0.999 

I22 
高分組 50 4.220 0.737 

6.523 93 0.000  
低分組 45 3.089 0.949 

I23 
高分組 50 4.200 0.639 

7.253 93 0.000  
低分組 45 3.044 0.903 

I24 
高分組 50 4.300 0.580 

7.268 93 0.000  
低分組 45 3.111 0.982 

 

(2) 購買意願 

關於試坐和試量的購買意願向度，僅包含 5 到共同試題，並無個別試題。針對試坐和試

量購買意願向度的 5 道試題以極端組檢核法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發現(如下表 9)，

所有題的 t 值顯著性皆小於.05。是故本研究試坐和試量購買意願向度的 5 道試題皆具有鑑別

度。 

 

表 9 試坐、試量的購買意願向度各試題極端組檢核 

試題 group N 平均值 標準差 t 值 自由度 
t 值顯著性

（雙尾） 

I31 
高分組 46 4.500 0.624 

9.427 91 0.000  
低分組 47 3.149 0.751 

I32 
高分組 46 3.457 1.168 

2.421 91 0.017 
低分組 47 2.979 0.675 

I33 
高分組 46 4.652 0.482 

11.571 91 0.000  
低分組 47 3.191 0.711 

I34 
高分組 46 4.391 0.614 

10.549 91 0.000  
低分組 47 2.979 0.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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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 group N 平均值 標準差 t 值 自由度 
t 值顯著性

（雙尾） 

I35 
高分組 46 4.087 0.890 

7.308 91 0.000  
低分組 47 2.936 0.605 

 

5. 試量 

(1) 體驗行銷 

關於試量的體驗行銷向度，針對試量體驗行銷向度的 9 道試題以極端組檢核法進行獨立

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發現(如下表 10)，試題的 t 值顯著性皆小於.05。是故本研究試量體驗

行銷向度的 9 道試題皆具有鑑別度。 

 

表 10 試量的體驗行銷向度各試題極端組檢核 

試題 group N 平均值 標準差 t 值 自由度 
t 值顯著性

（雙尾） 

I2 
高分組 46 3.609 0.802 

9.067 97 0.000  
低分組 53 2.151 0.794 

I3 
高分組 46 3.283 0.911 

6.750 97 0.000  
低分組 53 2.132 0.785 

I4 
高分組 46 3.935 0.800 

8.894 97 0.000  
低分組 53 2.396 0.906 

I5 
高分組 46 3.609 0.856 

8.036 97 0.000  
低分組 53 2.245 0.830 

I26 
高分組 46 3.804 0.934 

5.667 97 0.000  
低分組 53 2.811 0.810 

I27 
高分組 46 4.217 0.554 

8.927 97 0.000  
低分組 53 2.943 0.818 

I28 
高分組 46 4.348 0.566 

9.156 97 0.000  
低分組 53 3.075 0.781 

I29 
高分組 46 4.391 0.537 

8.296 97 0.000  
低分組 53 3.132 0.900 

I30 
高分組 46 4.348 0.566 

8.150 97 0.000  
低分組 53 3.17 0.826 

 

(三) 同質性檢核 

同質性檢核以斯皮爾曼等級相關係數(Spearma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進行分析，若相關

係數越高，表示該試題在此向度上與其他試題所要測量的特質是一致的。本研究相關係數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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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3(γ < .3)，則刪除此試題。其次為採用 Cronbach’s α 數值評估各面向的內部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y)。相關研究顯示，Cronbach’s α 值高於 .6 以上即可認定量表具有內部一致性

(Tabbakh & Freeland-Graves， 2016)。本研究問卷的 Cronbach’s α 數值標準希望可以高於.7 以

上(Nunnally， Bernstein， & Berge， 1967)。本研究依據試吃、試喝、試抹、試坐和試量五

個面向分別說明如下： 

 

1. 試吃 

(1) 體驗行銷 

依據本研究試吃體驗行銷各試題(I2、I3、I4、I5、I7 和 I8)與試吃體驗行銷的總分的相關

情形發現(如下表 11)，各題和總分的相關性皆在.3 以上。顯示試吃體驗行銷向度內各道試題

都能與總分達到中、高度的相關。 

 

表11 試吃體驗行銷向度各試題之相關性 
 I2 I3 I4 I5 I7 I8 試吃總分 

I2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1       

顯著性（雙尾）        

N 148       
I3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573** 1      

顯著性（雙尾） .000       
N 148 148      

I4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472** .568** 1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N 148 148 148     

I5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615** .660** .703** 1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000     
N 148 148 148 148    

I7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332** .465** .507** .407** 1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000 .000    
N 148 148 148 148 148   

I8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315** .469** .467** .374** .711** 1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000 .000 .000   
N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試

吃

總

分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720** .804** .814** .819** .742** .714** 1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N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 相關性在 0.01 層級上顯著（雙尾）。 

 

(2) 購買意願 

依據本研究試吃購買意願各試題(I31、I32、I33、I34、I35、I10 和 I36)與試吃購買意願的

總分的相關情形發現(如下表 12)，除第 I32 題 (rI31=-.039; pI31=.636>.05；rI33=-.032; pI33=.695>.05；

rI34=-.151; pI34=.066>.05 ； r35=-.227; pI35=.006<.05 ； rI10=-.050; pI10=.544>.05 ； rI36=-.207; 

pI36=.012<.05；) 與試吃購買意願總分的相關較低，且有顯著差異刪除外，其餘各題和總分的

相關性皆在.3 以上。顯示試吃購買意願向度內各道試題都能與總分達到中、高度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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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試吃購買意願向度各試題之相關性 
 I31 I32 I33 I34 I35 I10 I36 試吃總分 

I31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1        

顯著性（雙尾）         

N 148        
I32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039 1       

顯著性（雙尾） .636        
N 148 148       

I33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522** -.032 1      

顯著性（雙尾） .000 .695       
N 148 148 148      

I34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454** -.151 .655** 1     

顯著性（雙尾） .000 .066 .000      
N 148 148 148 148     

I35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416** -.227** .354** .372** 1    

顯著性（雙尾） .000 .006 .000 .000     
N 148 148 148 148 148    

I10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313** -.050 -.437** -.428** -.266** 1   

顯著性（雙尾） .000 .544 .000 .000 .001    
N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I36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368** -.207* .450** .367** .269** -.727** 1  

顯著性（雙尾） .000 .012 .000 .000 .001 .000   
N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試吃

總分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720** .198* .717** .625** .550** -.216** .300** 1 

顯著性（雙尾） .000 .016 .000 .000 .000 .008 .000  

N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 相關性在 0.01 層級上顯著（雙尾）。 
*. 相關性在 0.05 層級上顯著（雙尾）。 

 

2. 試喝 

(1) 體驗行銷 

依據本研究試喝體驗行銷各試題(I2、I3、I4 和 I5)與試喝體驗行銷的總分的相關情形發現

(如下表 13)，各題和總分的相關性皆在.3 以上。顯示試喝體驗行銷向度內各道試題都能與總

分達到中、高度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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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試喝體驗行銷向度各試題之相關性 
 I2 I3 I4 I5 試喝總分 

I2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1     

顯著性（雙尾）      

N 148     
I3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573** 1    

顯著性（雙尾） .000     
N 148 148    

I4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472** .568** 1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N 148 148 148   

I5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615** .660** .703** 1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000   
N 148 148 148 148  

試喝

總分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796** .827** .828** .891** 1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000 .000  

N 148 148 148 148 148 

**. 相關性在 0.01 層級上顯著（雙尾）。 

 

(2)   購買意願 

依據本研究試喝購買意願各試題(I31、I33、I34、I35 和 I13)與試喝體驗行銷的總分的相

關情形發現(如下表 14)，各題和總分的相關性皆在.3 以上。顯示試喝購買意願向度內各道試

題都能與總分達到中、高度的相關。 

 

表 14 試喝購買意願向度各試題之相關性 
 I31 I33 I34 I35 I13 試喝總分 

I31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1      

顯著性（雙尾）       

N 148      
I33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522** 1     

顯著性（雙尾） .000      
N 148 148     

I34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454** .655** 1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N 148 148 148    

I35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416** .354** .372** 1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000    
N 148 148 148 148   

I13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358** -.454** -.388** -.423** 1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000 .000   
N 148 148 148 148 148  

試喝

總分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600** .693** .716** .524** -.398** 1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000 .000 .000  

N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 相關性在 0.01 層級上顯著（雙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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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試抹 

(1) 體驗行銷 

依據本研究試抹體驗行銷各試題(I2、I3、I4、I5 和 I18)與試吃體驗行銷的總分的相關情

形發現(如下表 15)，各題和總分的相關性皆在.3 以上。顯示試抹體驗行銷向度內各道試題都

能與總分達到中、高度的相關。 

 

表 15 試抹體驗行銷向度各試題之相關性 
 I2 I3 I4 I5 I18 試抹總分 

I2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1      

顯著性（雙尾）       

N 148      
I3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573** 1     

顯著性（雙尾） .000      
N 148 148     

I4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472** .568** 1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N 148 148 148    

I5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615** .660** .703** 1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000    
N 148 148 148 148   

I18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368** .316** .445** .433** 1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000 .000   
N 148 148 148 148 148  

試抹總

分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776** .789** .822** .873** .651** 1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000 .000 .000  

N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 相關性在 0.01 層級上顯著（雙尾）。 

 

(2) 購買意願 

依據本研究試抹購買意願各試題(I31、I33、I34、I35、I15、I16 和 I17)與試抹體驗行銷的

總分的相關情形發現(如下表 16)，各題和總分的相關性皆在.3 以上。顯示試抹購買意願向度

內各道試題都能與總分達到中、高度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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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試抹購買意願向度各試題之相關性 
 I31 I33 I34 I35 I15 I16 I17 試抹總分 

I31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1        

顯著性（雙尾）         

N 148        
I33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522** 1       

顯著性（雙尾） .000        
N 148 148       

I34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454** .655** 1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N 148 148 148      

I35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416** .354** .372** 1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000      
N 148 148 148 148     

I15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232** -.315** -.307** -.391** 1    

顯著性（雙尾） .005 .000 .000 .000     
N 148 148 148 148 148    

I16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352** -.470** -.373** -.367** .549** 1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000 .000 .000    
N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I17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407** -.514** -.330** -.305** .496** .764** 1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N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試抹

總分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675** .757** .684** .568** -.405** -.551** -.572** 1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N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 相關性在 0.01 層級上顯著（雙尾）。 

 

4. 試坐 

(1) 體驗行銷 

依據本研究試坐體驗行銷各試題(I2、I3、I4、I5、I20、I21、I22、I23 和 I24)與試坐體驗

行銷的總分的相關情形發現(如下表 17)，除第 I20 題與共同試題間的相關性以及總分的相關

較低，且有顯著差異刪除外，其餘各題和總分的相關性皆在.3 以上。顯示試坐體驗行銷向度

內各道試題都能與總分達到中、高度的相關。 

 

表 17 試坐體驗行銷向度各試題之相關性 

 I2 I3 I4 I5 I20 I21 I22 I23 I24 
試坐總

分 

I2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1          

顯著性（雙尾）           

N 148          
I3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573** 1         

顯著性（雙尾） .000          
N 148 148         

I4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472** .568** 1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N 148 148 148        

I5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615** .660** .703** 1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000        
N 148 148 148 148       

I20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251** .278** .223** .199* 1      

顯著性（雙尾） .002 .001 .006 .015       
N 148 148 148 148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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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2 I3 I4 I5 I20 I21 I22 I23 I24 
試坐總

分 

I21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349** -.312** -.289** -.293** -.656** 1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000 .000 .000      
N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I22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369** .293** .387** .346** .581** -.789** 1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N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I23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353** .280** .421** .338** .499** -.762** .827** 1   

顯著性（雙尾） .000 .001 .000 .000 .000 .000 .000    
N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I24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317** .315** .416** .335** .396** -.681** .704** .793** 1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N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試坐總

分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718** .724** .779** .779** .544** -.609** .720** .723** .694** 1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N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 相關性在 0.01 層級上顯著（雙尾）。 
*. 相關性在 0.05 層級上顯著（雙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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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購買意願 

依據本研究試試坐和試量購買意願的共同試題(I31、I32、I33、I34 和 I35)與購買意願的

總分的相關情形發現(如下表 18)，除第 I32 題與試坐和試量的購買意願總分的相關較低，且

有顯著差異刪除外，其餘各題和總分的相關性皆在.3 以上。顯示試吃購買意願向度內各道試

題都能與總分達到中、高度的相關。是故，本研究將刪除第 I32 試題。 

 

表 18 試坐和試量體驗行銷向度各試題之相關性 
 I31 I32 I33 I34 I35 試坐試量 

I31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1      

顯著性（雙尾）       

N 148      
I32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039 1     

顯著性（雙尾） .636      
N 148 148     

I33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522** -.032 1    
顯著性（雙尾） .000 .695     
N 148 148 148    

I34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454** -.151 .655** 1   
顯著性（雙尾） .000 .066 .000    
N 148 148 148 148   

I35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416** -.227** .354** .372** 1  

顯著性（雙尾） .000 .006 .000 .000   
N 148 148 148 148 148  

試坐試

量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745** .215** .791** .737** .615** 1 

顯著性（雙尾） .000 .009 .000 .000 .000  

N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 相關性在 0.01 層級上顯著（雙尾）。 

 

5. 試量 

(1) 體驗行銷 

依據本研究試量體驗行銷各試題(I2、I3、I4、I5、I26、I27、I28、I29、和 I30)與試量體

驗行銷的總分的相關情形發現(如下表 19)，除第 I26 題與共同試題的總分的相關較低，且有

顯著差異刪除外，其餘各題和總分的相關性皆在.3 以上。顯示試坐體驗行銷向度內各道試題

都能與總分達到中、高度的相關。 

表 19 試量體驗行銷向度各試題之相關性 
 I2 I3 I4 I5 I26 I27 I28 I29 I30 試量總分 

I2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1          

顯著性（雙尾）           

N 148          
I3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573** 1         

顯著性（雙尾） .000          
N 148 148         

I4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472** .568** 1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N 148 148 148        

I5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615** .660** .703** 1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000        
N 148 148 148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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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2 I3 I4 I5 I26 I27 I28 I29 I30 試量總分 

I26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198* .282** .186* .224** 1      

顯著性（雙尾） .016 .001 .024 .006       
N 148 148 148 148 148      

I27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343** .289** .274** .342** .615** 1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001 .000 .000      
N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I28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308** .210* .342** .220** .505** .751** 1    

顯著性（雙尾） .000 .011 .000 .007 .000 .000     
N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I29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273** .241** .339** .278** .510** .720** .829** 1   

顯著性（雙尾） .001 .003 .000 .001 .000 .000 .000    
N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I30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226** .254** .305** .195* .434** .663** .773** .825** 1  

顯著性（雙尾） .006 .002 .000 .017 .000 .000 .000 .000   
N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試量總

分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653** .661** .686** .695** .614** .771** .759** .771** .715** 1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N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 相關性在 0.01 層級上顯著（雙尾）。 
*. 相關性在 0.05 層級上顯著（雙尾）。 

 

(三) 相關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將依據試吃、試喝、試抹、試坐和試量探討體驗經驗和購買意願兩個向度間的相

關性。根據體驗經驗和購買意願兩個向度的相關分析結果發現，試吃、試坐和試量有顯著的

相關性，其皮爾森 (Pearson) 相關係數分別為 0.320、0.410 和 0.504。試喝和試抹無顯著的相

關性，其皮爾森 (Pearson) 相關係數分別為 0.132 和-0.075。請參見下表 20。 

 

表 20 體驗經驗與購買意願向度之相關性 

  平均值 標準差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顯著性（雙尾） 

試吃 
體驗經驗 18.59 4.41 

0.320 0.000 
購買意願 21.07 2.68 

試喝 
體驗經驗 11.49 3.23 

0.132 0.111 
購買意願 17.45 2.25 

試抹 
體驗經驗 15.14 3.76 

-0.075 0.362 
購買意願 21.99 2.35 

試坐 
體驗經驗 24.76 4.30 

0.410 0.000 
購買意願 15.16 2.59 

試量 
體驗經驗 26.22 5.17 

0.504 0.000 
購買意願 15.16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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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建議 
 

一、 研究結論 

本研究根據體驗行銷、知覺價值和購買意願建構出問卷分類架構，其內容包含體驗經驗

和購買意願兩個向度；體驗的形式涵蓋試吃、試喝、試抹、試坐、試量五個面向。本研究的

受訪對象主要為西藥連鎖藥局的店長、店員和工作人員，包含藥局的專職員工和臨時的雇員。 

研究方法採質化和量化兩種模式。在質化研究方面，其目的為問卷試題內容的建構，主

要的方法除了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之外，同時諮詢藥局經營的專家之意見。除此之外，本研

究也透過暑假實習階段，實地訪談藥局相關人員以了解各種不同的體驗行銷模式及其差異。

最後再針對請學者專家協助，對問卷內容進行修正，多方面地從試題的語意、文字的措辭等，

進行修訂、編修與調整。 

在量化研究方面，依據描述性統計量檢驗結果發現，試題填答的平均值為 3.15 和標準差

為 0.902，顯示本研究問卷試題的品質優良。其次依據極端組檢核法，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檢測

高分組和低分組在各面向試題的總分以及平均數的差異。經上述分析後發現，問卷保留 25 道

試題，其中體驗經驗向度包含 15 道試題，分別為 I2、I3、I4、I5、I7、I8、I18、I21、I22、

I23、I24、I27、I28、I29、I30。購買意願兩個向度包含 10 道試題，分別為 I10、I13、I15、

I16、I17、I31、I33、I34、I35、I36。本研究的回收有效樣本數為 148 份，信度(Cronbach’s α)

為 0.743。 

最後，本研究利用典型相關來探討體驗經驗和購買意願兩個向度的相關性。根據體驗經

驗和購買意願兩個向度的相關分析結果發現，試吃、試坐和試量有顯著的相關性，其皮爾森 

(Pearson) 相關係數分別為 0.320、0.410 和 0.504。也就是說在試吃、試坐和試量上，消費者

會因為個人的體驗經驗進而提升購買意願。然而在試喝和試抹兩種類型的體驗經驗上，其皮

爾森 (Pearson) 相關係數分別為 0.132 和-0.075，顯示無顯著的相關性，表示這兩種體驗的商

品，消費者在體驗後，其購買意願並不會顯著提升。 

商店經營的績效以追求更高的利潤、更多的來客數和營業額為目標。除此之外，如何降

低各項成本支出，提升消費者的購買意願等都是每間藥局所希望及努力達成的目標。然而，

過去被動地等待顧客上門的心態已不合時勢所趨，主動探求顧客的心態，了解顧客的需求，

才是獲利的關鍵因素。將「體驗」的經驗帶入藥局，才能滿足消費者對商品與服務的需求。

本研究後續應再繼續更深入探索，體驗後無法提升購買意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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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所用 守護松山 保顧健康-以臺北市松山區推動高齡志工志願服務為例

前言
109年12月底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數全國為16.07%，臺北市為19.05%，松山區則是20.49%，老年人口高於全國

及臺北市，且已邁入超高齡化社會，依衛生福利部「109年度直轄市、縣(市)推展志願服務志工人數及服務成果」，全國65
歲以上志工占總志工人數之31.5％，臺北市為25.1%低於全國。雖臺北市老年人口多，相較於投入志工志願服務人數較少，
研究指出高齡者參與志願服務可以獲得心靈滿足與精神快樂，且有助於彰顯晚年生活的意義與價值，進而協助其邁向成功
老化（林麗惠，2006）。故本中心積極鼓勵高齡者投入志願服務，讓其發揮所長，貢獻社會，進而提升自我健康及成就感，
彰顯成功老化的精神。

目的
培訓高齡者成為社區健康種子，提升志工量能並依長者專長予參與社區健康、安全及高齡友善議題活動，適逢109年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讓高齡者能發揮老有所用之長才，展現對社會的價值與意義。

方法
一、完備志願服務制度：本中心訂有「臺北市松山區健康服

務中心志工服務辦法及工作手冊」(圖一) ，載明衛生
保健志工隊之信念、任務、倫理守則、組織架構、幹
部任期及職掌、志工權益及考核等內容，據以落實志
工管理與運用。

二、召募及培訓計畫：多元管道召募高齡志工，發掘其專長
並透過辦理相關專業教育訓練，提升知能及服務品質，
安排參與包括衛生教育宣導、鼓勵癌症篩檢、協助病
媒蚊密度、推動健康體能、陪伴就醫、電話關懷獨居
長者等社區健康促進活動，讓其適才適用。

三、強化在職訓練，滾動修正服務內容：為因應COVID-19
疫情，加強志工防疫教育訓練，提升防疫知能其防護
措施，除協助宣導及推廣防疫作為外，亦主動參與口
罩實名制販售作業、社區流感疫苗接種服務，守護民
眾的健康與安全。

四、溝通暢通及時：定期召開志工月會及志工幹部會議(圖
二)，精進服務分享經驗，並運用LINE建立志工聯繫群
組，暢通溝通管道及提供即時訊息及派案服務，提高
向心力及參與度。

五、建立多元獎勵機制：積極提報高齡績優志工參與各獎項
評選，並於歲末年終志工感恩會中公開表揚，肯定志
工貢獻及服務精神。

結果
一、109年65歲以上高齡志工共96人，占中心志工總人數

72.7%，且人數較108年成長9%。
二、109年辦理16場次志工教育訓練(圖三 )，滿意度達

100%，共計618人次參加，其中高齡志工占74.2%。
三、高齡志工參與社區篩檢服務(圖四)共計5,279人次、登

革熱病媒蚊密調共1萬4,157人次。109年疫情嚴峻更
激發高齡志工服務熱枕，38位平均80歲之志工成立口
罩包裝隊及販售隊(圖五)，參與實名制口罩販賣服務，
雪中送炭，對中心助益良多，共計服務1萬9,214人次。

四、109年榮獲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肯定獲頒衛生保健志願
服務高齡志工團體楷模獎及相關個人志工獎項高達11
人次獲獎(圖六)。

結論/實務應用
建構以社區為基礎的失智友善社區，透過公私部門協力及民間參與，擴大服務量能，提升社區民眾失智症識能及對失

智症個案及家庭的接納度，並及早發掘有需求個案，協助其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延緩個案疾病進程及提供照顧者所需支持，
共創失智友善社區。

林莉玲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主任

liling66@health.gov.tw

劉純蓉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秘書

keey2015@health.gov.tw

李詩誼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護理師

leesyliva@health.gov.tw

沈秀玲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組長

hsiuling@health.gov.tw

圖一 志工服務辦法及工
作手冊

圖二 志工幹部會議

圖四 高齡志工參與社區
篩檢服務

圖三 志工教育訓練

圖五 高齡志工從事口罩包
裝隊

圖六 公開表揚得獎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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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整合跨單位照護資源:結合一般醫學訓練計畫醫師(PGY)、臺

北市藥師公會等單位，依個案健康需求轉介醫療、藥事或居

家醫療等專業照護服務資源(圖三)。

五、盤點及鏈結社區多元資源:依個案及其家庭需求，媒合或轉

介參加里辦公處、社區共餐據點、老人服務中心、樂齡學習

中心、社區大學、運動中心及宗教團體等活動資源，透過提

升個案社會參與，建立其健康生活型態(圖四)。

六、訂定品質監控流程，透過內外部稽核提升服務滿意度:依據

「社區個案管理標準作業程序作業」，每月監測公共衛生資

訊管理系統進行內部稽核作業，另以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委

外辦理「社區個案管理成效服務計畫」作為外部稽核依據，

定期檢討及擬定策進作為。

結果

依據109年度社區個案管理成效服務計畫調查結果顯示，個

案對本中心衛生教育內容滿意度(n=42)平均值為4.14±0.57分；個

案對護理師所提供之訪視滿意度(n=42)平均值為4.14±0.61分；服

務態度滿意度(n=42)平均值為4.12±0.63分；整體滿意度平均值為

4.14±0.61分，皆高於臺北市平均值。

方法

一、強化公共衛生護理人員專業識能:提供專業教育訓練資訊，

並依需求不定期舉辦特殊教育訓練，強化護理人員專業

知能及運用，並定期辦理各項護理技術與知能測驗。

二、運用實證基礎評估量表及成效工具:運用m-Health行動社

區服務系統，以攜帶式平板電腦依個案的健康問題，選

用系統中適切的評估量表(圖一)進行評估，提供適切的健

康促進資訊及疾病衛教或資源轉介服務。另由臺北市政

府衛生局委由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辦理「109年度臺北

市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社區個案管理成效服務(以下簡稱

社區個案管理成效服務)」計畫，針對12區健康服務中心

管理個案抽樣，採結構式問卷進行電話訪問調查，瞭解

個案對各健康服務中心管理照護服務的滿意度與成效。

三、善用科技資訊加強衛教:依個案健康問題提供紙本衛教單

張或以LINE問與答的方式提供雙向即時性衛教，並結合

官方LINE、網站或Facebook等管道，提供個案所需之照

護資訊及相關資源，提升衛教成效(圖二)。

運用多元方法提升社區個案管理照護服務品質-以臺北市松山區為例
王盈婷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護理師
k394030812@health.gov.tw

前言
108年我國十大主要死因中，慢性病占7項，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109年12月底個案管理收案人數共計594人，對象以獨居長

者為主(包含健康及罹患慢性病長者)共447人，其次為社區慢性病個案共147人，而慢性病類別以高血壓比率最高，占45.5%，其
次為糖尿病占23.1%。公衛護理人員為社區中執行個案健康照護主要角色，除透過鄰里系統積極發掘需服務之個案外，並評估個案
需求，訂定計畫、執行照護、提供衛教資訊、連結資源及追蹤成效等(呂郁芳，2018)，以提升個案管理之照護服務品質。

目的
公共衛生護理人員能以專業的知識、技能進行個案管理，透過訪視評估，確立個案健康問題、擬定照護計畫、連結資源，提供

個案及家屬所需的照護服務過程，並透過成效監控，進行滾動式修正，確保個案獲得良好的照護品質及適切的服務資源。

林莉玲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主任

liling66@health.gov.tw

劉純蓉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秘書

keey2015@health.gov.tw

沈秀玲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組長

hsiuling@health.gov.tw

結論/實務應用

以標準化的評估工具及個案管理作業，能適切地發掘個案及家庭之照護需求，輔以科技資訊及可近性的社區資源介入，提供客製
化的照護服務，有助於提升個案照護品質及個案滿意度。

圖二於LINE、Facebook提供衛教資訊

圖三 PGY、藥師到宅家訪衛教

圖一 m-Health行動社區服務系統評估量表

圖四 依個案需求辦理各類社區健康促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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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集結照護量能 共創失智友善社區-以臺北市松山區為例

前言
依據內政部人口統計資料顯示，臺北市松山區109年12月底65歲以上老年人口已達4萬1,053人，另依據衛生福利部

(2001)委託台灣失智症協會進行之失智症流行病學調查，台灣65歲以上長者失智症發生率占7.78%，即65歲以上長者每
12人即有1位失智者，而80歲以上的長者則每5人即有1位失智者。但依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109年第2季統計資料顯示，
松山區診斷為失智症且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計679人，相較於推估老年失智人口數3,194人，顯示社區中尚有許多潛藏
個案尚未被發掘，故積極發掘社區失智症個案，提供及早的照護服務有其重要性。

目的
結合產、官、學、民各單位共推失智友善社區，強化社區宣導，提升失智症篩檢率及民眾識能，透過鏈結社會資

源進行個案發掘、轉介及介入的照護服務，落實社區失智個案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之目標。

方法
一、籌組跨單位方案推動小組：於松山區公所區長及機關

首長的大力支持下，集結民政、衛政、警政、民間
團體及在地宮廟等力量，共同研擬推動策略並執行
(圖一) 。

二、提升社區失智友善識能：盤點社區資源，結合職場、
里鄰工作會報、社區關懷據點、長者樂齡學習中心、
社區活動等場域，以講座等方式進行宣導並招募有
意願之民眾簽署失智友善天使認同卡(圖二)，除提升
民眾對失智症之認識，亦加強民眾於社區發掘疑似
失智症個案之警覺心及對失智症者之接納與協助，
共同推動失智友善環境。

三、強化社區發掘及協助量能：結合社區巡守隊成員於社
區巡守服務時運用「失智症十大警訊」及「看、問、
留、撥」技巧，發掘和及時協助失智症個案，並轉
介健康服務中心提供照護資源之服務。

四、提供一條龍服務：多元管道於65歲以上長者參與的社
區活動或聚點提供篩檢服務，以極早期失智症篩檢
量表(AD-8) 協助長者進行評估，結合在地醫院提供
疑似個案可近性及便利性服務，快速安排檢查及治
療，縮短民眾就醫時間及後續個案管理照護服務。

結果
一、結合產、官、學、民共同推動失智友善社區。包括

松山慈祐宮、台北府城隍廟及松山教會，簽署失智
友善社區推廣單位合作備忘錄；35個單位簽署失智
友善組織(圖三)；另協助2個職場辦理第一線人員失
智友善職場講座培訓課程。

二、109年辦理社區失智症防治宣導及講座(圖四) ，共77
場，共5,459人次參與，招募失智友善天使共220人。

三、招募15里巡守隊，培訓316位巡守員，主動關懷及協
助38位疑似失智個案(圖五) ，並轉介本中心進一步
評估，依結果轉介至失智症共同照護中心。

四、長者極早期失智症篩檢共1,658人次(圖六)，發掘社區
中疑似失智症個案人數(AD-8篩檢量表≧2)共62人，
轉介確診及治療共18人、確診及疑似個案收案管理
共38人。

結論/實務應用
建構以社區為基礎的失智友善社區，透過公私部門協力及民間參與，擴大服務量能，提升社區民眾失智症識能及對

失智症個案及家庭的接納度，並及早發掘有需求個案，協助其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延緩個案疾病進程及提供照顧者所需
支持，共創失智友善社區。

圖一 跨單位共同研擬推
動策略

圖三 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
簽署失智友善組織

圖四 社區失智症防治講
座

圖六 社區失智症篩檢圖五 巡守隊關懷及協助
疑似失智個案

林莉玲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主任

liling66@health.gov.tw

劉純蓉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秘書

keey2015@health.gov.tw

李詩誼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護理師

leesyliva@health.gov.tw

沈秀玲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組長

hsiuling@health.gov.tw

圖二 民眾簽署失智友善
天使認同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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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新生活~動動150 健康一定行

林莉玲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主任

liling66@health.gov.tw

劉純蓉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秘書

keey2015@health.gov.tw

黃玉玫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組長

yumay@health.gov.tw

結論
處於後疫情時代，在「防疫新生活運動」的限制下，透過提供多元、便捷的運動資源，讓民眾仍能聰明選擇合適自身的運動
項目，並養成規律運動習慣。

方法
一.盤點社區健康體能相關資源：盤點社區運動資源，包

含社區公園、健康步道、健身場所、運動中心、運動
社團、社區發展協會等體能活動資訊至網站(圖一)，
提供民眾下載使用。

二.籌組跨單位小組推動體能活動方案：以松山健康促進
協會為平台，結合區公所、民間團體、在地宗教組織
等單位(圖二)，共同研擬活動推動方案並合作推行。

圖一 網站資源介紹 圖二 跨單位小組組織圖

三.運用科技資源輔助活動成效，佐以獎勵機制，提升效
能：使用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開發的「智慧健康城市」
APP(圖三)協助紀錄體能活動之成效，藉以提高活動意
願。

圖三 「健康智慧城市」APP

四.鏈結各職場，擴大推廣範圍：將健康體能活動推廣至
各職場，以營造職場健康並促進員工身心均健。

結果
一.盤點本區健康體能資源，共計16條健走步道、27座公

園、8處區民活動中心、14個運動團體、7隊健走隊等
免費資源供民眾使用(圖四)

圖四 健康體能設施(健走步道、社區公園、運動場所)

二.營造可近及支持性的運動環境，另搭配健康步道及生
態導覽，讓運動多元化及生活化，共7隊健走隊，183
位成員，參與健走2萬1,839人次(圖五)。

三.與松山區公所及慈祐宮共同辦理「松山百年行萬步」
活動，運用「智慧健康城市」APP鼓勵民眾揪團參加健
走活動，共1,093人參加，累積健走步數達2億1千多萬
步(圖六)。

四.在適當防疫措施下，結合8個職場辦理小班制身體活動
課程，辦理23場次，共957人次參與(圖七)。

五.招募巡守隊加入社區巡守工作，讓巡守隊員在巡守的
過程中，不僅可使社區更安全健康，也可透過健走提
升自己的健康狀態(圖八)。

圖五 健走隊活動 圖六 松山百年行萬步

圖七 健康體能課程 圖八 巡守隊值勤

前言
受到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政府鼓勵民眾力行「防疫新生活運動」，直接間接影響人們生活作息及運動
習慣，如：維持安全社交距離、避免出入公共場所、配戴口罩等，使民眾規律運動的習慣受到影響。但世界衛生組織將缺乏
身體活動與不適當的飲食，列為非傳染性疾病的兩大主要因素，並直接將缺乏身體活動視為心臟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險因子。
依據衛生福利部「108年度國人死因統計」有7項屬於慢性疾病，臺北市及松山區亦同，其中與心臟血管相關的疾病占3項(心
臟疾病、腦血管疾病及高血壓性疾病)，在疫情限制下讓民眾維持適當身體活動實為重要課題。

目的
在疫情威脅下，透過結合職場、社區、文化活動等社區資源，積極推廣安全的健康體能活動，並運用科技APP，讓民眾維持
適當身體活動，促進市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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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健康安全、高齡友善的共好社區
-以臺北市松山區為例

林莉玲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

主任
liling66@health.gov.tw

劉純蓉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

秘書
keey2015@health.gov.tw

曾盈婷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

前技士
newttsh160@health.gov.tw

黃玉玫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

組長
yumay@health.gov.tw

前言
臺北市松山區於109年6月已邁入超高齡社區，透過生命統計分析及問卷評估，確認社區問題，包含(1)失智症確診人數逐年上升、
(2)長者跌倒為事故傷害死亡原因第1名、(3)病媒蚊傳播及(4)高二手菸暴露的風險。學者指出，在民眾社會參與的過程中，能提
升社區生產力和居民自我認同。故本中心鏈結社區在地組織-巡守隊，借力使力，在既有的功能下增能、使能，共同推動健康
議題，提升社區健康安全及增進社區人文關懷。

目的
透過培訓社區原有擔任守望相助的巡守隊成為社區的健康種子，賦能巡守員於社區巡守時同步推動與民眾息息相關的健康、
安全及高齡友善議題，營造松山「健康安全、高齡友善的共好社區」。

方法
一.籌組跨單位方案推動小組：於松山區公所區長及機關首長

的大力支持下，集結民政、衛政、警政、專家學者、民間
團體、及在地宮廟力量，共同研擬策略推動(圖一)。

圖一 跨單位小組組織圖

二.盤點社區人力資源，培育社區種子：盤點社區人力資源，
辦理行前教育，賦能巡守員提供健康加值服務，使其成為
社區環境的友善守護者(圖二)。

三.簡化稽核紀錄方式，強化社區服務效能：為巡守員量身設
計「里段巡守地圖」及「稽查紀錄表」，運用最「方便、
簡單、易懂」的方式，紀錄完整的稽查紀錄，使稽查結果
可同時以「文字」及「圖像視覺化」多元呈現(圖三)。

四.善用資訊科技監測健康狀況：使用運動手環紀錄巡守步數、
里程及消耗熱量，以監測自身健康狀況。

五.建立多重獎勵機制：(1)結合警察局、在地宮廟共同研擬獎
勵機制、 (2)年度辦理績優隊員受獎儀式，激勵巡守員參
與(圖四)

圖二 辦理行前教育 圖三「里段巡守地圖」及 圖四 辦理受獎儀式
「稽查紀錄表」

結果
一.共招募15里巡守隊，及培訓316位巡守員，其中209位為65

歲以上長者，成為社區健康種子。

二.完成社區健康加值服務859件，其中勸導吸菸行為人共53
人、協助清倒積水容器497個(圖五)、通報路不平之不安全
點127處(圖六)，及協助疑似失智個案38位(圖七) 。

三.全體巡守隊員於108年6月~109年12月間共累積步數約298
萬步，里程數約為2,138公里(約繞行台灣2圈)，及消耗13
萬6,914大卡(圖八)。

四.巡守員經由WHOQOL-BREF問卷結果分析(n=316)顯示，
心理、社會關係、環境範疇分數均高於臺灣常模分數，顯
示參加本計畫之巡守員整體生活品質較一般人高。

五.方案的擴散性成效：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標竿本方案，提
案討論將巡守隊作為「扎根社區培力友善陪伴種子人
員」，並研擬獎勵辦法。

圖五 清倒積水容器 圖六 通報路不平點

圖七 協助疑似失智個案 圖八 採用運動手環紀錄巡守步數
及消耗熱量

結論
透過社區巡守隊力量大大增加社區的健康服務量能，強化社區整體健康與安全，及增進社區人文關懷高齡友善氛圍。同時，巡
守員藉由服務過程中，增加社會參與，進而提升個人自我價值及生活品質，對「社區」與「個人」皆有正向的發展，將以此成
功經驗為基礎，號召更多巡守隊及巡守員加入守護健康安全及高齡友善的家園，永續推廣共好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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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一位重症肌無力併呼吸衰竭病人脫離呼
吸器之護理經驗

Nursing Experience of Weaning the Ventilator for  a Myasthenia  
Gravis Patient with Respiratory Failure 

楊鈴韻 鍾依婷

敏盛綜合醫院護理長 敏盛綜合醫院護理部主任

N001631@e-ms.com.tw N000401@e-ms.com.tw
前言

護理期間自2021年03月17日至2021年03月29日，利用功能性健康評估探討重症肌無力併呼吸衰竭脫離呼吸
器的加護經驗，歸納分析後並確認護理問題，有低效性呼吸型態/與肺炎及呼吸肌無力有關、言詞溝通障礙/與
放置氣管內管及呼吸器有關、焦慮/擔心無法脫離呼吸器有關。因篇幅有限在此僅呈現低效性呼吸型態與言詞溝
通障礙。 結果與討論

護理問題 護理措施 護理評值

低效性呼
吸型態

 給予氧氣治療，監測意識狀態及生命徵象變化，
評估呼吸型態、頻率和深度、有無使用呼吸輔
助肌情形。並觀察氧合濃度與呼吸變化，每兩
小時翻身及背部扣擊，視情況協助抽痰，評估
分泌物的量、顏色及濃稠度，抽吸時間不可超
過10-15秒，以維持呼吸道通暢和清除分泌物。

 教導並示範深呼吸及有效的咳嗽方法：先深呼
吸2-3次後，再連續用力咳嗽2-3次，將痰液咳
出。協助半坐臥以利肺部擴張。

 會客時，衛教案子照護技巧:每2小時翻身左側
臥及右側臥並由腰往肩部方向且避開脊椎，每
個部位3-5 分鐘，以鬆動痰液。

 討論脫離呼吸器訓練目標計劃，在生命徵象穩
定時，採漸進性脫離方法，可將護理活動採集
中照護，並予充足的休息及睡眠。

 個案可主動深呼吸及將痰液咳出氣管
內管外。胸部X光結果為肺炎情形已
改善。呼吸平穩 20次/分，血氧飽和
監測器顯示含氧量達99-100%。無使
用呼吸輔助肌，無發生呼吸困難或呼
吸型態改變。

 動脈血液氣體分析值能維持正常範圍，
追蹤動脈血氧數值為PH:7.444、
PaCO2:34.6 mmHg、PaO2:172.5 
mmHg、HCO3-:23.2 mmol/L，血氧
飽和監測器顯示含氧量達100%。

 拔除氣管內管後，可以正確執行有效
深呼吸咳嗽方式，將痰液自行咳出，
主訴「現在呼吸順暢好多，痰液也可
以自己咳出來」。

言詞溝
障礙

 教導呼叫鈴使用並支持個案耐心使用溝通輔助
工具：小白板、溝通圖字卡、紙筆，將需要協
助的事項事先寫，包括：抽痰、抽口水、翻身、
尿尿等，以提升溝通成效。

 教導某些常用的特定手勢來表達特定意義，包
括：如用手比數字1表示是要抽痰或口水、用
手比數字2表示是肚子餓、用手比數字3是要換
尿布、用手比數字4是關天花板的電燈等。鼓
勵個案使用臉部表情或肢體動作來傳達訊息，
藉由手勢或點頭與護理人員進行非語言溝通。

 會使用呼叫鈴或使用筆於小白板書寫
內心想表達需求。能用肢體動作表達
生理需求。能用溝通圖字卡來傳遞訊
息。

 拔除氣管內管及呼吸器使用，個案可
用口說出話語溝通，主訴「喉嚨有點
痛、有點痰及聲音沙啞，但應該是跟
喉嚨放管子有關係吧」。

結論
護理照護期間建立互信的護病關係、傾聽及同理病人真實感受，增進非語言及語言的溝通能力，建立有效

溝通模式，經由鼓勵病人深呼吸、咳嗽技巧及提供胸腔復健運動，強化呼吸肌功能，使病人能維持呼吸道通暢
，進而有效地脫離呼吸器，協助調適病人面對疾病進展。因發現病人的家庭支持系統不足，缺乏對疾病的認知
，主動聯繫社工人員介入及運用社會支持系統，協助病人面對疾病外，並鼓勵其表達內心感受並給予心理支持
，以緩解病人的焦慮，達到最佳的調適及維持生活品質，期望能藉由此經驗分享，可使醫護人員更佳瞭解中重
症肌無力併呼吸衰竭病人的護理問題及照顧方式，提供給日後此類個案照護之參考。

-136-



運用整合醫療於一位心肌梗塞使用葉克膜病人
Applying Integrative Medicine to a Myocardial Infarction 

Patient with  ECMO
楊鈴韻 鍾依婷

敏盛綜合醫院護理長 敏盛綜合醫院護理部主任

N001631@e-ms.com.tw N000401@e-ms.com.tw

前言
本研究為運用整合醫療自2020年12月10日至12月22日，透過羅氏適應護理模式評估照護心肌梗塞使用葉克膜病人，分析

護理問題有心臟組織灌流減少/與疾病相關、自我照顧能力缺失/與放置葉克膜妨礙肢體活動有關、焦慮/與擔心疾病進展、害
怕死亡、環境與親友分離有關。護理照護期間監測病人組織灌流、氧合功能、心電圖變化及評估藥物療效，維持血液動力學穩
定、血氧飽和度達95%以上及無發生心律不整情形。

結果與討論

護理問題 護理措施 護理評值

心臟組織
灌流減少

 密切監測意識變化、生命徵象、血氧飽和度、心電圖節
律變化等，監測心輸出量，並依醫囑給予Dopamine，增
加全身循環及改善心臟前後負荷，評估血壓情形調整劑
量。依據動脈血液氣體分析結果，與呼吸治療師討論調
整呼吸器設定。以杜卜勒超音波觀察雙腳足背末稍肢體
的脈搏搏動強度及溫度。依醫囑給Fentanyl、
Cisatracurium 及利尿劑，降低心臟負荷。

 記錄ECMO 加溫器溫度，維持溫度36.5-37℃，體溫低於
36.5℃給予烤燈、增加棉被覆蓋或溫毯機以維持體溫。避
免髖部屈曲影響葉克膜及主動脈內氣球幫浦之運作，予
以四肢適時保護性約束，並維持適當臥位。

 12/12 心電圖呈竇性節律，聽診無異常心音。中心靜
脈壓9mmH2O，無濕囉音、泡沫痰，雙下肢溫暖，
脈搏強度:2價，無頸靜脈怒張。

 12/16成功移除葉克膜機器，呼吸器設定為壓力控制
模式為PEEP:12 CMH2O、FiO2：45%，呼吸：18次/
分，SPO2可維持98%~99%。

 12/18移除氣管內管O2 N/C 3 L/min，生命徵象︰心
跳:121次/min、呼吸:25次/min、血壓:145/77 mmHg、
SPO2:96%，GCS:E4V4M6，可自行咳出黃白稠痰液。

 12/21 心電圖呈現竇性節律。病人表示「我不戴氧氣
也不會覺得呼吸不順了，這種感覺真好」。

自我照顧
能力缺失

 避免髖部屈曲影響葉克膜及主動脈內氣球幫浦之運作，
予四肢保護性約束隨時調整鬆緊度，每2小時觀察末梢血
循變化及翻身，維持正常擺位，避免管路拉扯到。

 鼓勵病人表達需要依賴之生理需求。將日常用品放置容
易取得之處，擦澡時教導可自行洗臉及協助擦拭後背、
雙下肢部份，給予正向回饋，及適時給予讚揚及稱讚。

 與復健師擬定心臟復健計劃，如:跑步機加強心肺耐力、
固定式腳踏車加強下肢肌肉力量，改善關節活動度。鼓
勵病人執行日常活動，增加肌肉耐受力。衛教坐姿訓練
(床頭抬高15-30度，再以雙手手臂力量撐起身體)。

 12/19病人可自行執行能力範圍內之活動。
 12/21病人可配合復健計畫，依照計劃每日執行3次

各30分鐘的復健運動，可以在床上以上肢力量支撐
慢慢坐至床緣，每次時間為15-20分鐘。

 12/22病人在床上可獨力完成擦澡及自行更衣。
後續追蹤:
 12/24於病房探視病人時，病人可於病房外使用輪椅

活動，並表示心情感覺愉悅。
 12/25於病房探視病人時，病人可於病房內走動，並

表示心情感覺很輕鬆。

焦慮  警示器響至病人身邊告知警告聲代表意義，並依焦慮視
覺量表評估焦慮程度分數。提供錄音機讓病人可以接收
到外界訊息增加安全感。鼓勵家屬跟病人說話，減輕病
人內心恐懼及焦慮。團隊主動向家屬說明現行呼吸訓練
過程避免因為焦慮和擔心，影響後續治療計畫，且執行
治療前加以說明目的及過程，如出現疑惑時應予澄清。

 照會戒菸個管師與病人訂定戒菸計畫表，並請家屬及親
友鼓勵、支持病人戒菸，並提供戒菸成功案例分享。

 照會心肌梗塞個管師給予各種衛教:(1)評估過去用藥史
；(2)NTG 使用注意事項；(3)NTG 原理及使用的規則包括
如胸痛發作時，立即舌下含服一顆，含服時會有燒灼及
刺痛發麻感為正常現象；若在15分鐘內含三粒後仍舊疼
痛,請立即就醫。並將發作時間與服藥情形告知醫護人員。

 照會營養師給予居家飲食衛教指導：(1)採取低油、少鹽、
低膽固醇之飲食；如低脂牛奶及每週蛋類攝取不得超過2
個，少吃肥肉、動物內臟類及高油脂食物；(2)多吃新鮮
蔬果；(3)製作飲食衛教小卡提供隨身攜帶。

 12/18 氣管內管拔除後解開保護性約束，可自行轉動
收音機至喜愛的電台，收聽音樂。微笑表示「加護
病房期間還好有家人鼓勵，我才能有勇敢撐下去」。

 12/23轉病房前表示「幸好在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的
保佑下，我才可以平安度過這次的關卡，不再緊張
害怕」，觀察非語言表現露出淺淺的微笑。

後續追蹤:
 12/25病人能說出自己肥胖、抽菸、喝酒又高油脂飲

食，導致急性心肌梗塞，現在80 kg，出院後希望改
變生活飲食、戒菸酒，並減重10 kg，才能避免再次
引發心肌梗塞。能說出居家照護注意事項，固定每
天測量血壓兩次、不再抽菸，及按時回門診複診。

 12/27病人及家人能說出居家飲食注意事項在家烹調，
採清淡少油少鹽少糖，烹煮方式採用蒸、煮、燙，
盡量避免食用加工罐頭食品，以食用食物原形為主，
營養均衡又美味。

結論
運用多次醫療團隊共同討論方式，讓病人能用正向態度，減輕其負面情緒。加護病房以不讓病情急速惡化為首要治療及

護理重點，最大限制往往在急促的步調中易忽略心理層面問題，若能在執行護理治療時放慢步調，搭配個別性護理照護，介
紹名人成功脫離葉克膜的案例分享，才能使效果更為明顯。經由此次照顧經驗，筆者能夠深深體會到，重症病人的無助與恐
慌。後續追蹤病人已康復出院，生活可自理，期望能藉由此經驗分享，可使醫護人員更加瞭解心肌梗塞使用葉克膜病人護理
問題及照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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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一位因咳嗽引發肋骨骨折合併延遲性血胸病人
之護理經驗

Nursing Experience of Caring for a Patient with Delayed Hemothorax Following 
Cough-induced Rib Fracture
郭廣華 楊鈴韻

敏盛綜合醫院 專科護理師 敏盛綜合醫院 護理長

tif4106@gamil.com                         n001631@e-ms.com.tw

前言
咳嗽被認為是有助於清除體內異物或防止異物進入氣管支氣管樹的重要機制。 咳嗽通常是自限性的，並不復雜。

但是，嚴重時可能與氣胸，肺疝或肋骨骨折有關。最常見的是，肋骨骨折是由胸部受傷引起的。 咳嗽發作後，很少會
出現持續性胸痛的患者出現肋骨骨折。在本報告中，我們提供了一個健康的女性案例，該女性在咳嗽數月後在三根肋骨
中共發生了五處骨折。該病例報告可能會引起人們的注意，即解決因咳嗽引起的肋骨骨折以及避免此類慢性咳嗽的重要
性。

案例介紹
一名62歲的女性因咳嗽和胸痛而出現在我們的急診室，持續了2個月。在初步調查中，她是有意識的，生命體徵可

以接受。胸部X線檢查為右肋骨第7-10處，血胸極少（圖1）。她接受了鎮痛藥（嗎啡5毫克），並被送入ICU進行密切監
測。入院後近20小時，患者開始抱怨胸部不適，這與血壓下降至64/35 mmHg，呼吸急促（25/min），低容量脈搏和心動
過速（140/min）有關。胸部X光檢查顯示右側大量胸腔積血（圖2）。 隨後插入肋間管引流3000ml出血 病人的治療原
則是靜脈輸注靜脈血（乳酸林格Ringer 2000毫升），RBC 4單位和FFP 4單位輸血進行血流動力學復甦。進行緊急VATS
和Rib ORIF（圖3）。病人的術後過程平穩，在骨折內固定後7天出院。

討論
咳嗽引起的肋骨骨折是由於強大的彎曲力導致肋骨小裂紋而發生的。另一個機制是前斜肌和外斜肌在肋骨的中間三

分之一處產生剪切力。此外，在類固醇治療下，呼吸系統感染，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或支氣管哮喘繼發於慢性咳嗽，通常
發生肋骨骨折。這些被認為是咳嗽引起的肋骨骨折的危險因素。據報導，咳嗽引起的肋骨骨折最常發生在第五至第九肋
骨的外側，第六肋骨是最常見的骨折部位。照護期間利用功能性健康評估收集資料，分析確認護理問題為氣體交換障礙、
急性疼痛及焦慮，術後過程平穩在第7天出院。護理照顧中給予適當血流動力的支持，觀察呼吸型態、提供養氣及維持
舒適半坐臥位，教導噘嘴式呼吸改善呼吸困難；鼓勵說出疼痛感受、觀察面部表情、監測病患疼痛指數、協助胸管固定
避免不必要拉扯等以降低疼痛指數。

結論
自發性血胸的鑑別診斷清單中，年輕人的出血粘連應高。但是，有必要進行調查以排除相關的潛在疾病。鑑於可能的

出血粘連通常無法通過保守治療解決，特發性自發性胸腔積血首選早期開胸手術。與病人建立良好的護病關係，並且運用
系統性的觀察及評估，提供合宜的護理處置，鼓勵病人說出不適及焦慮感受，澄清解釋病情，協助病人減輕不適感，陪伴
病人渡過加護病房中的照顧。照護病人時以維持生命徵象穩定為主，但也需要同時提供病患舒適感。期盼由此照護經驗分
享，提供同仁照護此類病人進一步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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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實證探討血漿置換術對敗血症患者死亡率的影響

Evidence-Base Application of the Mortality of Plasma Exchange in 
Patients with Sepsis

郭廣華 楊鈴韻
敏盛綜合醫院 專科護理師 敏盛綜合醫院 護理長

tif4106@gamil.com                         n001631@e-ms.com.tw

摘要
敗血症是加護病房死亡率的主要原因。它們的特徵在於過度的炎症，促凝蛋白的上調和天然抗凝劑的消耗，血漿置

換有可能通過去除炎症細胞因子和恢復缺乏的血漿蛋白來改善敗血症的存活率。這項研究的目的是評估敗血症患者血漿
置換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搜尋MEDLINE, EMBASE, CENTRAL, Scopus和CINAHL 等電子資料庫，直到2020年12月底的文獻，關鍵字含血漿置換

術、敗血症、死亡率等字彙，排除重複性及未符合隨機對照試驗的資料，進行了系統的文獻檢索。兩名獨立審閱者利用
考科藍誤差風險工具(Cochrane Collaboration tool)用於評估偏見的風險。這些均屬英國牛津大學實證醫學中心證據
等級1b。

結果
共4項研究符合納入標準有194名參與者。結果發現血漿置換的使用與死亡率降低無顯著相關（RR 0.83，95％CI 

0.45至1.52，I2 60％）。在成年人中，血漿置換與死亡率降低相關（RR 0.63，95％CI 0.42至0.96；I2 0％），但與
兒童無關（RR 0.96，95％CI 0.28至3.38；I2 60％）。只有一項試驗報告不良事件與血漿交換有關，包括低血壓和對
血漿的過敏反應。

結論
整合文獻結果，沒有足夠的證據血漿置換術對於敗血症病患減少死亡率有幫助，但是均推薦血漿置換作為敗血性症患

者的輔助治療。故需要更多、更嚴格的試驗來評估血漿置換術的治療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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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醫療共享決策於失智老人營養灌食法之抉擇衝突
Nursing Care Experience of Shared Decision-Making on an Elderly with 

Dementia in Nutrition Method Decision Conflict
林淑雯

敏盛綜合醫院 專科護理師

suwen1680@gamil.com

研究目的
依據國際失智症協會（ADI）統計2019年全球失智症人口已超過5千萬名。然而目前台灣估計已超過 28 萬失

智人口，人數隨著老化亦逐年增加，65歲以上發生率更高達8% 。失智症是一種進行性且無法治癒的疾病，對於大
腦區域的損傷可能會影響參與調節食慾和吞嚥功能，近一半以上的失智症病人會面臨吞嚥障礙、進食困難的問題，
導致體重下降和營養不良，身體功能的下降和衰弱更增加罹病率和死亡率。本文為85歲女性嚴重失智到吞嚥障礙，
造成營養問題，讓家屬面臨手餵及鼻胃管餵食的決擇衝突。

結果與討論
家屬多次考量於病人的舒適、疼痛和營養狀況等問題，在進食的模式中徘徊，加上個案嚴重失智對於進食常常

拒絕，家屬不忍心看個案日漸消瘦影響身體狀況，經過家庭會議及醫病共享多方面實證資料參考下，決定讓個案放
置鼻胃管進行管灌飲食，且在個案想進食時由口進食，使個案保有咀嚼和味覺功能不至於退化。讓病人獲得最舒適
的進食方式，亦增進失智者的生活品質。

運用醫病共享決策（shared decision making,SDM）及其表單，以病人為中心透過家庭會議，提供不同處置之實
證資料結果，讓家屬清楚了解兩者的優缺點、風險。選擇出對病人最佳最合適的治療方式。步驟如下

研究方法-醫病共享決策

步驟一:說明可選擇的方式
@手餵 @鼻胃管灌

方式 手餵 鼻管餵食

優點 舒適、口進食的滿足感、
有味覺，和家人的互動，
不會剝奪社交感，不需約
束患

方便置入或移除鼻胃管、沒有
傷口、健保給付費用

風險 餵食時間長，耗費人力費
心與費時，陪伴者需耐心
餵食。因疾病進展，容易
會有嗆咳或吸入性肺炎問
題

研究顯示，鼻胃管無法降低得
到吸入性肺炎的風險
。可能造成皮膚黏膜壓瘡，外
觀之不適，擔心自拔管路

合併
症

低 易造成鼻腔潰瘍

費用 無 ㄧ般鼻胃管材質健保
矽膠材質自費

放置
時間

無 ㄧ般鼻胃管材質14天
矽膠材質1個月(自費)

步驟二:2種方式優缺點 步驟三:了解照顧者在意的因素

考量因
素5

不重
要

較不
重要

普通 重要 非常
重要

舒適度 1 2 3 4 5

管路自
拔

1 2 3 4 5

美觀 1 2 3 4 5

營養考
量

1 2 3 4 5

餵食時
間考量

1 2 3 4 5

合併症 1 2 3 4 5

步驟四.照顧者對選項的認知
1.管灌能增強病人體質使其恢復自理能力 □對□否□不清楚
2.管灌能預防吸入性肺炎 □對□否□不清楚
3.經口進能滿足口慾但費時 □對□否□不清楚

步驟五：您確認好治療方式了嗎?
1. 我已經確認好決定選擇：
□經口餵食
□鼻胃管灌食
2. 目前我還無法決定
□ 我想再與我的主治醫師討論我的決定
□ 我想要再與其他人(包含配偶、家人、朋友或
第二意見提供者..討論再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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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香療法對經痛改善之成效探討-系統性文獻回顧
Effects of Aromatherapy on  Dysmenorrhea :A systematic review

林淑雯 舒思蓉 陳薏婷
敏盛綜合醫院 專科護理師 敏盛綜合醫院 護理師 敏盛綜合醫院 護理師

suwen1680@gmail.com           coilov0808@gmail.com          agreement1994927@yahoo.com.tw

研究目的
約有7–15％的婦女每月遭受經痛，且約50%的婦女因經痛無法上課或上班。西醫常以荷爾蒙與止痛藥來減輕經痛症
狀，但都有些不良的副作用，也非每個人都適用。故嘗試以非藥物方法來改善經期的不適，其中以芳香療法被受喜
愛。本篇以文獻回顧方法探討芳香療法對婦女經期疼痛改善之成效。

結論
經這些研究結果，因為沒有受試者報告的副作用，所以芳香療法被視一種簡單、低風險、低成本改善經痛的方

法，對於一般健康女性的經痛緩解是有效又安全的。但是，需要更多更大型的隨機研究，以驗證芳香療法對經痛的
影響。

研究方法
我們進行系統性文獻回顧法，搜尋從2016年至2020年間發表於Medline，EMBASE及Cochrane Library電子
資料庫，關鍵字含芳香療法、薰衣草、經痛等字彙，評估芳香療法對女性的經期疼痛改善成效。依照
PICO實證步驟，P:16~30歲健康女性I:使用芳香療法C:沒有使用芳香療法O:經期疼痛改善狀況，並用視覺
模擬量表VAS評量疼痛程度。最後剩下7篇的隨機控制實驗性研究進行分析。
Summary of of aromatherapy for dysmenorrhea

First Author
(Year)

Sample Size;
Age (years);
Severity

Intervention Control Result

Uysal
(2016)

105
19–30
Pain on VAS ≥5

(A) Rose oil (Inhalation, <1 m
above patients, n = 52), plus
diclofenac sodium (75 mg)

(B) Placebo (saline, <1 
mabove patients, n = 53), 
plus diclofenac sodium 
(75 mg)

p < 0.01 in favor of
aromatherapy

Nikjou (2017 200
19–30
n.r.

(A) Lavender (Inhalation, 3
drops, n = 100

(B) Placebo (diluted 
milk,same methods with 
A, n =100)

p < 0.01 in favor of
aromatherapy

Pramita
2020

38
17-20

Quasy experimental with one 
group 
pre-posttest design.

moderate pain 
at 73.7% and severe pain 26.3%. 
After lavender aromatherapy 
moderate pain at 21% and mild 
pain at 79%p < 0.001

Bakhtshirin 
(2015)

80
18–24
Pain on VAS ≥6

(A) Lavender oil (Massage
abdomen, n = 80)

B) Placebo (Massage
abdomen, n = 80)

p < 0.001 in favor of
aromatherapy

Beiranvand
(2015

60
18–26
Pain on VAS >5

(A) Lavender oil (Massage, 2
drops in 2.5 cc of almond oil, 15
min, n = 30)

(B) Placebo (Massage 
with
almond oil only, n = 30)

p < 0.001 in favor of
aromatherapy

Heydari 2018 66
20~30

(A)Rosa damascene (Inhalation, 
5mins ,twice daily * 5Days 

B) Placebo (sweet 
almond oil, n =
33)

improved psychological 
(P<0.001), physical (P<0.001), 
social (P=0.002), and total 
(P<0.001) PMS symptoms 
compared with bas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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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一位失智病人術後譫妄之加護病房護理經驗
Nursing Care Experience of a Dementia Patient had Delirium Post-

Surgical in ICU
林淑雯

敏盛綜合醫院 專科護理師

suwen1680@gamil.com

研究目的
失智症老人，除認知障礙外，還會出現肢體僵硬及走路不穩等症狀，故跌倒骨折是最常發生的意外。骨折術後

住加護病房因陌生環境、身體的疼痛易出現意識、認知、知覺、思維、情緒和睡眠障礙，更有50%的老人產生譫妄情
形，譫妄會延長加護病房住院天數及增加重症患者的死亡率。因此積極提供更預防與護理措施，減少重症病人譫妄
情形的發生。

譫妄護理
1.運用傾聽會談與觸摸的技巧，治療採集中護理，減少干擾次數，讓個案清楚白天及夜晚。
2.評估誘發因子包括：加護病房環境、過度噪音、睡眠中斷或缺乏及長期制動或約束.
3.依病人生活習慣提供照片、音樂及家屬陪伴等，減少對環境不安的情緒，增進病人安全感，改善睡眠問題。
4.每班評估個案意識、定向感、注意力、思考組織能力之變化。
5.執行治療前依個案理解能力及情緒簡要解釋目的及步驟，並隨時安撫病人，降低其緊張或焦慮感。
6.依醫囑給適當的止痛藥病評估疼痛指數
7.追蹤其睡眠品質有無改善並與醫師討論給予適當安眠藥，並觀察副作用。

結果與討論
經家屬陪伴提供照片，並降低噪音改善病人睡眠，透過藥物及非藥物減輕疼痛，發現原本躁動不安心跳加快的病

人，生命徵象逐漸穩定，譫妄狀況逐漸緩解，順利轉出加護病房。加護病房病人發生譫妄機會高，若能提早發現提早
給予適當的照護，進而減少病人住院天數及其死亡率，更降低醫療成本支出，故譫妄的認識對護理人員來說是一重要
課題。

評估病人導致譫妄的原因
1.疾病因素的變化，如缺氧、血液灌流不足、電解質不平衡、脫水、感染、營養缺損、內分泌不平衡等
2.手術疼痛不適
3.加護單位內醫療原因或環境因素的隔離或制動、約束的使用、燈光、過度噪音、睡眠周期的節律的混亂和認知
障礙等，最後導致神經系統整合失敗。

評估工具加護病房混亂評估量表CAM-ICU-7）

研究方法

CAM-ICU-7計分要
1+2+3或1+2+4譫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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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中老年人健康促進生活型態及其相關因素之初探
A Pilot Study of Health-Promoting Lifestyle and Related 
Factors in community middle-aged people

陳威廷 國防部空軍司令部醫務行政士
李孟芬* 實踐大學助理教授
通訊作者 李孟芬 qoo1001515@gmail.com

摘要
背景：老年人口快速增加，其伴隨的健康問題及醫療費用已是台灣健康

照護政策必須面對的重要議題，因此須重視影響中老年人的健康促
進生活型態之相關因素。

目的：旨在探討社區45-65歲中老年人的健康促進生活型態現況及其影響
因素。

方法：採橫斷性、描述性相關性研究設計，以台北市中山區45歲以上之
中老年人，共發出30份問卷，以人口學變項、自我效能量表、社會
支持量表及健康促進生活型態量表進行資料收集。自我效能量表採
Likert式5分法計分，社會支持量表採Likert式7分法計分，得分愈高
表示愈強，健康促進生活型態量表為0-3分。

結果： （1）53.3%為女生，平均年齡為52.4±6.9歲，平均BMI為24.6±1.3
kg/m2，76.7%教育程度為大學以上，96.7%為已婚，全部都還在工
作，20%為輪班工作，全部都與家人同住，63.3%自認經濟狀況為
尚可，40%有抽菸，36.7%有喝酒，96.7%自認健康狀況為尚可，
96.7%有罹患慢性疾病，最多是罹患高血壓，其次是糖尿病。（2）
自我效能量表總平均為4.7±0.4分，社會支持量表總平均為5.71±0.5
分，健康促進生活型態量表總平均為1.9±0.3分。（4）將影響健康
促進生活型態的自變項，包括人口學變項、自我效能、社會支持，
進行逐步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只有性別與健康促進生活型態上有顯
著相關性，多元相關係數為0.619，可解釋健康促進生活型態38.3%
的變異量，調整後為36.0%（F(1, 27) = 16.746，p = .000）。

結論
性別與健康促進生活型態上有顯著相關性，多元相關係數為0.619，可解釋健康促進生活型
態38.3%的變異量。本研究結果將可作為社區發展中老年人健康促進策略之重要參考，應用
預測因子以促進社區中老年人之健康生活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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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健康促進介入對長者健康識能之成效

江慧珊*、林靜宜、鄭宛宜、許佩蓉
三軍總醫院社區健康營造中心社區衛教師、社區營造師、主任、社區衛教師

E-mail：mandy0006427@gmail.com

摘要
隨著年齡的增加，口腔機能也會逐漸下降，若無法順利的咀嚼、吞嚥，容易導致營養不良，甚至會增加罹患慢性病

的風險，有研究結果顯示，缺牙、是否佩戴假牙、口腔健康習慣如潔牙工具選擇、規律就醫等與口腔健康識能有相關性
(Firmio et al.,2018; Flynn et al., 2016; Macek et al., 2016)，為增進醫療服務各層級使用者端之健康識能，辦
理便口腔衛生教育並搭配考試，以提升民眾之口腔保健識能，降低醫療費用的支出，獲得更多的健康生活。

目的

世界衛生組織提出健康識能是認知與社會的技能、決
定個人獲得、了解及運用資訊的動機與能力、用以促進
及維持良好健康。隨著年齡的增加，口腔機能也會逐漸
下降，若無法順利的咀嚼、吞嚥，容易導致營養不良，
甚至會增加罹患慢性病的風險(Firmio et al.,2018;
Flynn et al., 2016; Macek et al., 2016)，為增進醫
療服務各層級使用者端之健康識能，辦理便口腔衛生教
育並搭配考試，期望提升民眾之口腔保健識能，降低醫
療費用的支出，獲得更多的健康生活。

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設籍台北市內湖區3處據點之長者，於

109年參加三軍總醫院辦理之口腔保健主題課程，共為48
人，排除前後測驗未填寫15人，最後研究對象共有33人。

(二)資料來源
本研究於據點辦理口腔保健主題課程，各據點辦理3

週共6小時，課程主題分別為提升口腔機能的重要性、口
腔照護的實際操作（教材：牙刷、牙間刷、單束毛、牙
線棒、牙菌斑顯示劑…等）、檢查口腔機能並回覆室教，
並利用考試進行前後測驗，作為資料來源。

(三)研究工具
試卷共用10題，分別為3題問答題、7題是非題，由受

訪者自行閱讀內容並填答完成，其他人不得參與意見或
提示答案，也不需要向受訪者解釋題目的意思。

結果

調查結果發現，女生29位（87.9%）、男性4位
（12.1%）；平均年齡為69.5歲，針對口腔保健系列課程，
對關懷據點民眾進行健康識能評量，完成前後測量共33人，
前測平均58.8分，後測平均93.6分，衛教後識能提升
34.8%（如圖一），以成對t檢定平均值前後差異，達顯著
進步之成效(p<0.001)，如表一。

表一、考試前後測前後比較

註：*p<0.001

結論

從結果可知，口腔健康促進衛生教育課程並搭配實際操作，對長者識能有提升情形，並且於實際操作回覆室教時長者
亦能正確刷牙，因此未來可以持續推行，讓更多民眾可以一起提升口腔的識能，以降低口腔醫療照護成本，獲得一口健
康的好牙。

圖一：口腔識能前後測驗

監測指標項目 前測平均 後測平均 T值
口腔識能得分 58.79 93.64 12.49*

圖二：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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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規範、學生使用智慧手機的態度與成癮風險
Class Regulation, Students' Attitudes and Addiction Risk of 

Smartphone Use
林家妃＊ 張晏蓉＊＊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健康休閒管理科助理教授 chafei@hsc.edu.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副教授 yjchang@ntnu.edu.tw (通訊作者)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班級手機使用規範、學生對於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態度與其成癮風險的相關性。本文發現班級手機全日管
制的比例最高，其手機成癮量表的平均得分為68.77，上課使用手機態度的量表分為四個構面分析，對於消極的態度構
面平均分數較高。在迴歸模型中預測學生手機成癮時，學生年級、飲酒習慣、手機上網時間、班級規範種類、手機使用
態度，皆達顯著水準。經由本研究發現班級手機規範的制定及學生上課使用手機的態度對手機成癮有預測效果。各班導
師可在制定班級規範時，了解班級學生對上課使用手機的態度，配合適當的班級規範，有助於學生改善手機成癮狀況。

壹、前言
本研究主要探討專科一年級至三年級導師對班級手機

規範、學生對手機使用態度與學生手機成癮的關係。葉嘉
楠及陳逸嫺(2014)指出，對於學生在校使用手機，學校端
需以管理代替禁止，適度規範為宜。換言之，團體規範可
能會影響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態度，因為以此時期而言，
同儕關係是青少年最重視的。本文希望探討學生對手機的
使用及成癮狀況，並藉此提醒其有所節制，不再沉迷。

貳、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來蒐集資料，研究架構如圖一。

施測有效樣本共計344份，樣本以女生295人(85.5%)、父
母已婚(253人，73.5%)、經濟小康(262人，76.2%)、上網
時間為六時以上(168人，48.8%)為多數。在班級手機使用
規範上，研究對象的班級皆有訂定手機規範，且有達近
99%的研究對象皆能了解班級有制定手機規範。在手機管
制種類部份，採全日管制為主，佔70.3%

圖一：研究架構圖

參、結果與討論
1.研究對象中只有43.6%為正常手機使用者，有近54%學生
皆屬中度手機成癮，表一顯示學生的手機成癮狀況為值得
關注的議題。

表一：學生手機成癮行為分配一覽表

2.預測模型中(表二)，手機使用態度中的「有用性」與手
機成癮係數呈顯著正相關（0.468），意味著學生對上課使
用智慧型手機態度愈「積極」，其手機成癮狀況愈嚴重，
顯示其對成癮風險仍是一個相當重要的預測因素，故教師
對上課是否使用智慧型手機的規範仍有其必要性。

表二：學生手機成癮行為分配一覽表

肆、結論與建議
本文發現，手機使用態度中的「有用性」與手機成癮係數呈顯著正相關，意味著學生對上課使用智慧型手機態度愈

「積極」，其手機成癮狀況愈嚴重，顯示其對成癮風險仍是一個相當重要的預測因素，故教師對上課是否使用智慧型手
機的規範仍有其必要性。學生上課使用手機，仍以不影響老師上課及減少上課的無聊感為原則，所以在改善學生上課使
用手機行為時，教師制定手機規範，在不影響教學與同儕學習的狀況下，能有效的改變學生手機成癮狀況，並期能改變
學習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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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多元教學方法與團隊導向學習模式於解剖生理學之教學實踐研究

Teaching practice research on anatomy and physiology combined with 
multiple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m-based learning mode

黃雅妮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護理科 助理教授

yani@hsc.edu.tw             摘要

「解剖生理學」課程繁鎖，具抽象解剖術語及不易理解之生理機制，不易掌握學習重點，導致學習低落、成效不彰。本研究，活

化教學策略，培養自主學習力，以提升「解剖生理學」學習成效。研究對象為北部某專科學校五專二年級學生，教學結合多元教

學方法與團隊導向學習於「解剖生理學」，應用問卷及李克特(Likert Scale)量表進行學習成效分析。自主學習能力問卷分析得知，

45%學生具備讀書習慣，但每週投入課業複習僅約2-5小時，且55%學生表示平時無讀書慣（表一），整體性自主性學習力稍顯不

足。學課程學習動機認同度約60%（表二），且正向學習態度皆較負向認同度高，代表多數學生對學習解剖生理學具正向認同度

（表三）。引發「學習興趣」及有助「提升學習成效」認同度前三項達為團隊導向學習模式、題庫練習、講義。「團隊導向學習」

模式中，學生參與度高，且增進小組成員互動討論（表四）；各組團隊測驗所得成績 (平均91.7分)皆高於個人測驗成績 (平均40分)

（圖一、圖二）。由此顯示，團隊活動的辦理，能促進同儕互動、討論；故建立團隊合作學習模式，有助學習成效提升。

-146-



護理人員執行菸害防制行為現況之探討

Explore the Tobacco Control Behavior among Clinical Nurses

前 言
吸菸不僅對健康造成威脅，同時也造成龐大醫療支出並阻礙經濟的發展，在台灣吸菸的問題仍然嚴重。吸菸
依賴(tobacco dependence)是一個包含行為、認知、生理的複雜現象，所以戒菸並不容易，要協助吸菸者成
功的戒菸，就必須要有專業人員的協助。但是目前台灣在護理人員執行菸害防制方面的相關研究卻非常少。
希望藉由本研究的進行可以了解台灣護理人員執行菸害防制行為的現況、障礙，提出改善臨床實務的策略，
以提昇護理人員執行菸害防制行為的能力，增進照護品質並促進國人的健康。

研 究 目 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護理人員執行菸害防制行為的現況以及護理人員菸害防制相關知識、態度、感受的障
礙、促進因素以及自我效能，及各研究變項的相關。

研 究 方 法
研究採橫斷式相關研究設計(Cross-Sectional Research Design)，以立意取樣的方式，共收案250名。主要
研究工具包括個人基本資料、菸害防制諮商量表、菸害防制知識量表、護理人員協助病人戒菸的促進因素及
護理人員協助病人戒菸的障礙因素量表。

研 究 結 果
本研究共收案250人，研究對象以女性為主(96%)，平均年齡32.4歲(SD8.4)，平均工作年資為9.3(SD7.7)年。
在學歷方面，以專科所佔比例最高(60.4%)，大部份的研究對象並沒有接受過戒菸衛教師的訓練(90.0%)。在
過去吸菸經驗方面，多數研究沒對象沒有吸菸經驗(88.8%)，曾有過吸菸經驗者為24位(9.7%)，在一年內曾經
戒菸者有9位(3.6%)有42.7%的研究對象和吸菸者同住。主要研究結果包括(1)菸害對健康的影響知識得分較高，
但是正確戒菸方式的相關知識得分較低；(2)菸害防制行為在基本諮商的部份得分較高，但須要較多專業知識
及技巧的進階諮商的部份則執行頻率比較低；(3)在障礙的部份得分最高的項目分別是個案沒有動機/興趣、
缺乏時間以及缺乏該方面的能力(技能)；(4)戒菸諮商行為與戒菸相關知識、促進因素、自我效能及菸害防制
態度都呈顯著正相關，特別是自我效能，其相關性最高(r=.55)；障礙因素則與各研究變項都呈顯著負相關。

結 論
建議未來必須積極提供菸害防制相關教育訓練，加強護理人員的戒菸專業知能及自我效能，特別是學習激發個
案戒菸的動機。並發展適合臨床使用的簡易指引，以提昇執行成效。

蔡琇文 彭淑媛 盧幸馡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護理

科助理教授兼科主任
thw@hsc.edu.tw

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
醫院護理部主任

sypeng@tyh.com.tw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口腔
衛生科助理教授兼科主任

LSF@hsc.edu.tw

1 2 3 4 5 6
1菸害防制行為 1.00
2自我效能 .545** 1.00
3促進因素 .350** .252** 1.00
4障礙因素 -.144* -.230** -.197** 1.00
5菸害防制知識 .041* -.076 .045 -.137* 1.00
6菸害防制態度 .322** .286** .425** -.273** .142* 1.00

表一、菸害防制行為與自我效能、促進因素、障礙因素、知識及態度之相關(N=250)

Note : *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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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 code應用於中老年疾病之創新教學實務研究

趙明玲 新生醫專護理科助理教授

徐如涵 新生醫專護理科講師兼課務組副主任

陳瑪娜* 新生醫專護理科講師

林淑貞 新生醫專護理科講師

通訊作者 陳瑪娜 maggy-0614@hsc.edu.tw

摘要
背景：網路無線與寬頻通訊的快速發展，讓行動學習逐漸成為重要的學習模式，運用

智慧型手機隨時上網的功能，讓行動上網學習更為簡單方便。醫護領域浩瀚無
限，可是上課堂數有限，但是多數學生都有智慧型手機，所以如果能在試題旁
加上QR code，學生用手機掃描後，就可以連結到教學網站，解說畫面隨即呈
現在手機螢幕上，可以方便於學生學習，讓學生的學習變得無所不在，也可以
讓教學更生動有趣。

目的：本研究目的在探討「QR Code 應用於慢性疾病之教學歷程」，並探討學生之學
習成效與學習興趣。

研究設計：使用創新教法之實務教學模式，使用於護理科的課程中，以智慧型手機結
合 QR Code 進行壓傷及長期臥床、泌尿道結石跟免疫系統疾病測驗，再透過行
動App解譯，讓學生可以隨時隨地增加相關知識及試題。

方法：以智慧型手機結合 QR Code 設計一套學習系統，對壓傷及長期臥床、泌尿道結
石跟免疫系統疾病測驗中使用。

結果：在量性方面，發出300份問卷，回收264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88%，結果如下：
第一題為您對主題設定與授課內容的一致性滿意度為何，平均分數為4.91±.39
分，第二題為此次活動對您本身有所助益的滿意度程度為何，平均分數為
4.92±.39分，第三題為您對本次考題的滿意度為何，平均分數為4.90±.44分，第
四題為您認為QR Code有助於自我學習，平均分數為4.91±.41分，第五題為您滿
意QR Code對你的學習，平均分數為4.82±.78分。在質性方面，結果顯示利用此
學習方式當作教學輔助工具，學生指出學習過程充滿創新，展現積極學習，成
效優良，也提升對這些單元之學習興趣。

結論
結果顯示利用此學習方式當作教學輔助工具，學生指出學習過程充滿創新，展現積極學習，
成效優良，也提升對這些單元之學習興趣。依據發現，提供未來學生學習相關研究或教學
的建議。教師也可藉由這教學實務的反省，希望就以往熟悉的傳統教學模式做批判性反思，
進而發展具創新性且較有成效的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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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壓力與調適課程介入對專科學生A型性格與正向
積極態度商數之影響

張銀玲 新生醫專護理科講師
趙明玲* 新生醫專護理科助理教授
通訊作者 趙明玲maggy-0614@hsc.edu.tw

摘要

背景：正向積極態度可預防或延緩壓力的發生。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討15週的職場壓力與調適課程介入後，學生

A型性格及正向積極態度商數改變之情形，並探討影響A型
性格的因素。

方法：採橫斷性、描述性相關性研究設計，以北部某專科學校護
理科學生，願意填寫研究問卷者為研究對象，共45份問卷，
以人口學變項、A型性格量表及正向積極態度商數
（positive attitude quotient, PAQ）進行資料收集。

結果： （1）100%為女生，年紀為19歲，95%與家人同住。（2）
A型性格量表前測平均為58.3±11.5分，後測平均為53.6±11.7
分。（3）正向積極態度商數前測平均為36.1±3.9分，後測
平均為38.4±3.8分。（4）統計顯示經過15週的職場壓力與
調適課程介入後，A型性格有改善，正向積極態度商數也增
加，且都達到統計上顯著差異性（p< .0001）。

結論
結果顯示經過15週的職場壓力與調適課程介入後，A型性格有改善，
正向積極態度商數也增加，且都達到統計上顯著差異性。本研究結
果認為職場壓力與調適課程是必要的，可降低學生壓力，增進正向
積極態度，可當作預防發生憂鬱症之介入計畫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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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理解的評量研究-以口腔衛生專業課程教學為例:
學生自我課程統整與建構能力之觀察

2
黃薇如(Wei-Ju Huang) 1* 田益誠(Yi-Cheng Tian) 2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口腔衛生學科助理教授1 *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中心主任/助理教授2

通訊信箱 : amalgam32@hsc.edu.tw

研究背景 現今的醫療制度下，造成醫護人員短缺，因此如何教育出具備專業知能、態度與良好適應性且
具備醫療服務熱忱的人才便是當前的重要課題。許多教育的研究都在探討醫護學生如何學習專業科目的
概念。專科生與大學生生無論在學習，理解，甚至批判性思考等能力都不同，且專科醫護科系學生所必
須修習之專業科目更為多樣化，以專一生為例，即必須修習解剖學與生理學，這些科目需要學生具備非
常好的理解能力，而大多數專一學生並無法達成此項能力。
研究目的 因此，我們希望透過良好的評量方式可以找出學生個別的問題所在，評量不再只能呈現分數的
高低，而需要專一性了解大部分學生對課程理解所欠缺的某個部份再予以補強。因此，如何找尋出一種
適性方式使專科生能夠真正理解所學，栽培出符合未來臨床醫療所需，具備專業知能與心理上擔負有職
責使命之醫護人員，是當前的重要問題。
研究方法 本研究利用創新的評量方式，擷取傳統真實評量與實作評量之優點，針對專科一年級至五年級
不同學齡之學生，各層分別抽樣給予不同策略之教學評量或測驗，包含: 學生自我課程統整與建構能力之
觀察、學生建立問題的深度和能力之觀察、學生對於操作型課程的學習程度之觀察，以及學生對於課程
的應用與延展性訓練之觀察。嘗試找尋出種能夠質化教學成效的評量方式，並在評量過程中訓練學生具
備課程統整與創造思考的能力，進而達成改進教學的目標。
研究結果 學生自我課程統整與建構能力之觀察 –「培養學生縱橫向點線面學習」利用關鍵字的評量方式，
此種開放式的評量，對於學生較無法發揮所學，可能礙於五專生年紀較小，對於教學學習屬於點的狀態，
容易記取單一重點但是無法擴展或連結成為線與面的應用。尤其在口腔解剖學與牙科放射學特別顯著。
因此未來課程規畫建議採用重點是提綱挈領，直接給予學生重點部分去記憶可能是較適合的方式。

關鍵字: 傳統真實評量、實作評量、課程統整、建構能力

結論
科目「口腔解剖學」與「牙科藥理學」不同的結果，盒鬚圖呈現分佈上的差異: 我們以雙樣本T檢定(顯著水準
0.05) 檢視這差異在統計上的顯著性，上圖表呈現p值與檢定結果統計上有非常顯著的差異，A組學生測驗表現

優於B組。
學生自我課程統整與建構能力之觀察 –「培養學生縱橫向點線面學習」利用關鍵字的評量方式，此種開放式的
評量，對於學生較無法發揮所學，可能礙於五專生年紀較小，對於教學學習屬於點的狀態，容易記取單一重點
但是無法擴展或連結成為線與面的應用。尤其在口腔解剖學與牙科放射學特別顯著。因此未來課程規畫建議採

用重點是提綱挈領，直接給予學生重點部分去記憶可能是較適合的方式。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Comprehension – Teaching of Oral Hygiene Courses as an Example: Observation of 
Curriculum Integration and Construc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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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輕度阿茲海默症個案及照顧者認知照護模式

Establish Cognitive Care Model for Mild Alzheimer's Disease Case and Caregiver

李淑惠
新生醫專 講師

lsh1@hs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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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護理科學生創新性服務學習之成效

Explo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nnovative Service Learning
for Nursing Students

盧淑敏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E-mail : L5472@hsc.edu.tw

背景：服務學習已與護理專業素養相互關聯，可以啟發學生關懷、人際溝通與協調合作的
特質，反思回饋創新學習，進而提升學習效能與專業發展期望。但很少有研究能夠衡量學
生對校內創新性服務學習滿意度和實際經驗的看法。

目的：為了增加學生對校內創新性服務學習滿意度及經驗的理解，進而提升關懷、人際溝

通與協調合作的特質。本研究的目的是檢視護理科學生創新性服務學習之學習滿意度和個

人經驗。

方法：橫斷性研究設計，以滿意度問卷及質性描述來檢視研究成果。某學校一年級學生為

對象，學生主動建構創新性服務學習工作坊，每週進行1小時連續8週，執行校內服務學習，

採方便取樣獲得49份問卷，進而以描述性統計呈現量性滿意度，並且闡述質性經驗結果。

結果：參與49人中，男生6人，女生43人。在量性方面：整體滿意度為4.39分，各題目滿意

度介於4.29~4.37間，同學的反應都幾近五成非常滿意。最滿意之前參項是團隊合作、協調

能力與服務學習成效皆為4.37分，然而，在資料統整能力方面則需要再加強(圖一、表一)。

質性方面：有學生說：透過實際的討論與合作過程中，學會了團隊合作與溝通的重要，也

體驗到人際互動、關懷及同理能力；雖然會緊張但還是能夠勇敢地上台講解，也發現對事

情要負責。同學也說道：資料文件統整能力比較不會，要用很久會感到挫折，要一直問、

一直討論花很多時間，最後做出成果到各班去宣導……。

圖一 學習滿意度 表一 各題項滿意度

結論

服務學習提升學習滿意度與專業發展期望。在校期間應該要宣導且實際執行，

實踐專業發展期望。建議可將創新性服務學習融滲入各科護理，提升各科護理

關懷能力與專業期望。本研究還有許多限制與改進的方向，未來會依據此次經

驗，強化學生資料統整處理能力，或許也可以進一步探討關鍵影響因素，作為

精進的參考。

關鍵詞：創新性服務學習、護理科學生、學習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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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創新性服務學習滿意度 題 項
非常滿
意N(%)

滿意
N(%)

尚可
N(%)

不滿意
N(%)

非常不滿
意N(%)

1.本計畫提升個人團隊合作滿意度為何? 24(49.0) 20(40.8) 4(8.2) 1(2) 0(0)

2.本計畫提升個人資料統整能力滿意度為何? 21(42.9) 21(42.9) 7(14.3) 0(0) 0(0)

3.本計畫提升個人協調能力滿意度程度為何? 23(46.9) 21(42.9) 5(10.2) 0(0) 0(0)

4.本計畫提升個人服務學習成效滿意度為何? 23(46.9) 21(42.9) 5(10.2) 0(0) 0(0)

5.本計畫提升個人反思學習滿意度為何? 23(46.9) 19(38.8) 7(14.3) 0(0) 0(0)

6.本計畫提升個人人際互動溝通能力滿意度為何? 23(46.9) 20(40.8) 6(12.2) 0(0) 0(0)

7.整體而言，您對本次服務學習滿意度為何? 26(53.1) 19(38.8) 4(8.2)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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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科學生慢性病教學活動之創新教學實務研究
Innovative teaching study of implementing integrating 

chronic illnesses of nursing students

趙明玲 新生醫專護理科助理教授
林淑貞 新生醫專護理科講師
彭立民* 新生醫專護理科助理教授
吳雪菁 新生醫專護理科助理教授兼實習副主任
通訊作者 彭立民 maggy-0614@hsc.edu.tw

摘要
背景：糖尿病為不可逆性的疾病，必須依靠良好的血糖控制來延緩併發症的發生，但

臨床上糖尿病人對所吃的藥物又不熟悉，尤其是藥物的交互作用，常導致病人
出現許多併發症，例如某些口服降血糖藥會增加心臟病的發生風險。糖尿病已
是台灣常見的慢性病，發生率不斷攀高，罹病年齡又下降，糖尿病病人的護理
經驗，幾乎是每位護生在實習過程中都可能經歷到的臨床實務，但學生對糖尿
病人所服用的藥物常常缺乏統整性，加上目前都是採大班教學，只有一位教
師，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只能採用傳統教學為主的授課及評量方式。

目的：本研究旨在使用創新教法之實務教學模式，使用於護理科慢性病課程中，以糖
尿病為主體，藉由學生自主發現糖尿病人的口服降血糖藥的降血糖作用，增進
學習效果。

研究設計：使用創新教法之實務教學模式，使用於護理科四年級社區護理學慢性病課
程中，以糖尿病為主體，藉由學生自主發現糖尿病人的需要與啟發，達到病人
需求的滿足。

方法：分實驗組跟對照組，實驗組透過分組討論，有意願的學生針對口服降血糖的藥
物做種類分類、作用、副作用及注意事項，以及與那些藥物會產生交互作用。
然後作團體報告與繳交紙本，教師引導學生尋找答案的方法與技能，增加學生
學習能力，對照組則是按照一般學習。

結果：結果顯示實驗組與對照組在學習滿意度上面皆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p 
< .0001）。

結論
結果顯示實驗組與對照組在學習滿意度上面皆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依據發現，提供未
來學生學習相關研究或教學的建議。教師也可藉由這教學實務的反省，希望就以往熟悉的
傳統教學模式做批判性反思，進而發展具創新性且較有成效的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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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情境興趣多元教學策略於專科學生化學官能基
學習~以植物精油化學成分應用為例

Promoting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Chemical Functional Groups Learning Through  Situational 
Interest Multiple Teaching Strategies: Example of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Plant Essential Oils 

歐姿妤 李書芬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助理教授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助理教授

ty60442006@gmail.com erica@ctcn.edu.tw

摘要

目的：本文係醫護專科學校化學課程之實務教學實踐，教師透過情境興趣多元教學策略，引導學生面對艱深難解的化學
學習進而應用於日常生活，間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成效。結合植物精油化學成分應用之多元教學策略介入方式來探討
學生學習之動機與成效。方法：研究採前後測問卷調查，針對100位專科1-3年級學生，進行化學學習興趣量表
(Chemistry Learning Interest Scale, CLIS)、情境興趣與教師教學策略量表及半結構式訪談。結果：發現運用多元教學策略
介入後，醫護專科學校學生在學習化學的「情境興趣」顯著優於介入前，其中「維持性情境興趣的情感」在課程介入後
達顯著差異，其次，學生在學習化學的「個人興趣」亦顯著優於介入前，其中「個人興趣的情感」在課程介入後達顯著
差異。多元教學策略介入後達顯著差異之題項為，「我會思考化學公式的由來和應用。」 (t=6.105 ，p=.000)、「我每週
都會花一些時間研讀化學課程。」(t=5.377 ，p=.000)及「當我碰到過程複雜化學題目時，我會耐心將它作完」(t=5.264 ，
p=.000)。整體而言，多元教學策略介入後學生對化學學習之情境興趣與教師教學策略達顯著差異(t=4.730，p=.000)。結
論:多元教學策略介入能提升醫護專科學校學生化學學習興趣與成效，並提供醫護學校、教師於學校推廣科學教育參考。

關鍵字：情境興趣、多元教學策略、精油化學、化學官能基

研究方法
針對北部某專科學校98位專科1-3年級學生，運用情境興趣多

元教學策略於專科學生化學官能基學習，課程設計係以植物精油
化學成分應用為例，介入前後配合「化學學習興趣量表」及「情
境興趣與教師教學策略量表」進行資料收集。

結果
一、參與者個人基本屬性
本研究參與者平均年齡(16.32歲)，學科成績以待進步(60-69分)最
多(38人，38.8%)，其次為不及格(36人，36.7%)；父親/母親最高
教育程度以高中職程度佔多數(40人，40.8%)，其次為大學程度
(28人，28.6%)；父母婚姻狀況以結婚居多(65人，66.3%)，其次
為離婚(17人，17.3%)。

二、學生對化學學習興趣之情感與價值程度分析

項目
介入
Range / M±SD
t 值(p-value)
情境興趣
前測
Range
12-56
2.252
(p=.027*)
M±SD
39.14±8.35
後測
Range

三、學生對化學學習情境興趣與教師教學策略分析
多元教學策略介入後，學生在「19.我會思考化學公式的由來和應
用。」題項顯著差異最大(t=6.105 ，p=.000***)，其次為「1.我每週
都會花一些時間研讀化學課程」(t=5.377 ，p=.000***)及「3.當我碰
到過程複雜化學題目時，我會耐心將它作完」(t=5.264 ，p=.000***)，
整體而言，多元教學策略介入後學生對情境興趣與教師教學策略達
顯著差異(t=4.730，p=.000***)，如表2 (*p<.05 **p<.01 ***p<.000)。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結果發現運用多元教學策略介入後，學生在學習化學的「情境興趣」部分顯著優於介入前，其中「維持性情境

興趣的情感」在課程介入後達顯著差異，其次，學生在學習化學的「個人興趣」亦顯著優於介入前，其中「個人興趣的情
感」在課程介入後達顯著差異，此結果符合科學學習相關研究發現，可透過提升學生情境興趣有助於學習參與與學習動機，
此結果亦符合相關研究發現透過有效的激勵策略，可以提升學生情境興趣有助於學習參與，但是情境興趣是否足以影響學
習成就有待釐清其關聯性，建議後續研究可設計較長時間介入措施，追蹤學生對於科學學習或相關科普學習成效。

本文同步發表於全球科技管理與教育期刊，10(2)，2021年6月出刊。

課程介入後學員在「情
境興趣」分數 ( 平均值
＝40.96 ) 顯著優於介入
前分數 ( 平均值＝
39.14 )，其中「維持性
情境興趣的情感」變項，
在課程介入前後分數亦
達顯著差異。其次，課
程介入後學員在「個人
興趣」分數 ( 平均值＝
26.11 ) 顯著優於介入前
分數 ( 平均值＝24.33 )，
其中「個人興趣的情感」
變項，在課程介入前後
分數亦達顯著差異，如
表1(*p<.05**p<.01)***p<.000)。

表1、學生對化學學習興趣之程度分析（N＝98）

項目 介
入

Range / M±SD t 值
(p-value)

情境興趣

前測
Range 12-56

2.252
(p=.027*)

M±SD 39.14±8.35

後測
Range 21-60
M±SD 40.96±7.73

促發性情

境興趣

前測
Range 4-20

.926
(p=.357)

M±SD 13.01±3.74

後測
Range 4-20
M±SD 13.36±2.88

維持性情

境興趣的

情感

前測
Range 4-19 3.735

(p=.000**
*)

M±SD 11.87±3.15

後測
Range 4-20
M±SD 13.11±3.04

維持性情

境興趣的

價值

前測
Range 4-20

.845
(p=.400)

M±SD 14.27±2.91

後測
Range 8-20
M±SD 14.49±2.73

個人興趣

前測
Range 8-36

3.186
(p=.002**)

M±SD 24.33±4.77

後測
Range 14-40
M±SD 26.11±5.49

個人興趣

的情感

前測
Range 4-18 4.395

(p=.000**
*)

M±SD 11.28±2.58

後測
Range 4-20
M±SD 12.57±3.14

個人興趣

的價值

前測
Range 4-20

1.504
(p=.136)

M±SD 13.05±2.82

後測
Range 8-20
M±SD 13.54±2.88

項目
M±SD

t 值(p-value)
前測 後測

1.我每週都會花一些時間研讀化學課程。 2.70±.97 3.32±.81 5.377 (p=.000***)
2.上化學課時，我會專心聽老師講解。 3.82±.72 3.79±.84 .332 (p=.741)
3.當我碰到過程複雜化學題目時我會耐心將它作完。 3.02±.90 3.56±.85 5.264 (p=.000***)

4.當我作錯化學題目時我會重新練習找出正確答案。 3.34±.98 3.65±.89 3.195 (p=.002**)

5.如果化學成績不理想，我會更加努力學習。 3.76±.93 3.95±.79 2.071 (p=.041*)
6.遇到不會的化學題目我會想辦法把它弄到懂為止。 3.46±.83 3.69±.78 2.704 (p=.008**)

7.我不會的化學題目，會去請教同學或師長。 3.73±.84 3.73±.82 .000 (p=1.000)
8.我在考試前，會花較多的時間去溫習化學。 3.50±.94 3.77±.87 2.547 (p=.012*)
9.我在考試前會將那些我作錯的化學題目再做一遍。 3.22±.98 3.61±.89 3.491 (p=.001**)

10.我自己可以找出化學老師的授課重點。 3.11±1.01 3.47±.89 3.509 (p=.001**)
11.我會把老師在化學課堂上所教的重點作成筆記。 3.72±.92 3.73±.83 .107 (p=.915)
12.我會檢討自己的化學學習狀況。 3.42±.88 3.61±.79 1.978 (p=.051)
13.我會嘗試以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化學的問題。 3.35±.95 3.62±.86 2.614 (p=.010*)
14.我會主動找一些化學題目作練習。 2.80±.86 3.30±.88 4.441 (p=.000***)
15.老師出的化學作業，我都會努力去作。 3.87±.90 3.93±.71 .653 (p=.515)
16.我不在乎花多少時間去學習化學。 3.05±1.00 3.20±.88 1.445 (p=.152)
17.我會主動尋找能夠提昇自己化學知識的機會。 3.15±.87 3.50±.86 3.686 (p=.000***)
18.我對於一些化學公式，重複背誦。 3.42±1.00 3.83±.73 4.112 ((p=.000***)
19.我會思考化學公式的由來和應用。 2.86±.89 3.55±.83 6.105 (p=.000***)
20.我會複習老師當天教過的化學內容。 3.20±.79 3.40±.80 1.957 (p=.053)
21.我會把老師教過的化學單元及內容作比較。 2.95±.90 3.33±.86 3.558 (p=.001**)
22.當我3發現新的化學學習方法效果較好時，我會
改用新方法學習。 3.80±.97 3.86±.84 .617 (p=.539)

23.如果我覺得別人學習化學的方法很有效，我就
會向他學習。

3.89±.90 3.83±.79 .631((p=.530)

24.我作完化學測驗或作業後，會再檢查一遍，確
定有無作錯或遺漏的地方。 3.56±.94 3.82±.82 2.505 (p=.014*)

25.當化學成績不理想時，我會告訴自己下次要更
努力。

4.00±.96 4.06±.78 .653 (p=.515)

情境興趣與教師教學策略總分 84.69±13.79 91.10±14.43 4.730(p=.000***)

表2、多元教學策略介入後，學生對情境興趣與教師教學策略之差異分析（N＝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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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及延緩失能長者之社區照顧方案
李書芬１ 歐姿妤２* 江玉珍３ 李育翠4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護理科助理教授１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美容造型科助理教授２

臺北市南港區健康服務中心個案管理組組長３

臺北市南港區健康服務中心個案管理組護理師4

目的為推動健康署整合性預防及延緩失能計畫，本區針對區內長者推動整合性
預防及延緩失能計畫。本研究目的為進行南港健康中心長者之衰弱檢測及調查
失能計畫方案之成效評價。

方法針對400位65歲以上長者運用SOF量表進行衰弱篩檢，篩檢結果為衰弱前期
者(SOF≥1)提供衛教指導並依其意願轉介防跌運動班，課程邀請物理治療師及營
養師辦理健康與運動課程介入，以Fried臨床指標之問卷、
身體質量測量及功能性體適能進行篩檢與課程成效評價。

結果400位長者中，91位符合衰弱前期並參與健康促進課程，其中60位參與防跌
動動班，整體滿意度問卷回收率100%，參與對象以女性居多(占80％)；年齡分
布以70-74歲最多(占35％)。講師滿意度達99分以上；對活動規劃之內容及幫助
程度上感到滿意達98分以上；場地安排滿意達94分以上；對整體滿意度達99分
以上，長者皆認為課程內容符合需求及想持續參與團體課程及增加課程場次，
此課程深受長者們喜愛。

結論計畫製作銀髮族預防衰弱運動手冊，供衰弱長者養成規律運動及飲食習
慣。課程中融入同儕分享，鼓舞長者提升自我目標實踐動力。

週次 課程內容 週次 課程內容
前測 衰弱指標及身體組成檢測 第七週 慢性病自主管理

第一週 運動的原則 第八週 失智症十大警訊
第二週 預防跌倒的運動 第九週 預防下背痛。

第三週 打擊衰弱，逆轉肌少飲食 第十週 認知刺激
第四週 健口操、口腔健康 第十一週 吃得好健康
第五週 運動與大腦 第十二週 運動與大腦
第六週 肌少症 後測 衰弱指標及身體組成檢測

健康講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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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數位學習網站平台參與者動機與學習行為關聯性之研究-以社
會交換論觀點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icipants’ motivation and Self-regulatory 
Strategies  in the E-learning :A Social Exchange Theory Perspective

陳佩宜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醫藥保健商務科助理教授

peiyi@hsc.edu.tw          
摘要

本研究以參與者動機之脈絡切入以社會交換理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 SET）作為模式建構的理論基礎，認為每
個人都是理性的最大利益追求者，而許多社會交換的行為可以促使交換個體達成報酬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換言之，數
位學習平台的成員在進行數位學習行為的背後，即是在追求個人最大效益以及最小的成本的一種方式。本研究有下列研
究結果。利益會影響學習者採用自我調節學習策略；自我調節學習策略對於學習者資訊持續使用行為有顯著影響；希冀
研究成果裨益於社會交換論的延展，並與數位學習平台參與者學習行為之間做聯結，提供後續研究的思考方向。

緒論
在社會交換理論中舉凡消費者行為(Shiau & Luo, 

2012)，互惠(Kankanhalli et al., 2005)、線上遊戲持續使用
意圖(Huang, Cheng, Huang, & Teng, 2018)及知識分享行為
(Yan, Wang, Chen, & Zhang, 2016)等皆有學者加以提及，
但環顧先前文獻，鮮少有學者以數位學習平台學習者觀點
探討參與數位數位學習行為動機，亦缺少實證上的支持。
由於個體具有尋求報酬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本能，在執
行數位學習行為前，會先考量數位學習行為，是否能得到
相對的回報、或是獲得他人的讚賞。了解個體需求如何被
滿足對於持續使用數位學習平台，至今仍是未被深入探討
的重要議題。基於上述研究缺口，本研究引用社會交換理
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 SET）作為模式建構的理論
基礎，認為每個人都是理性的最大利益追求者(Emerson, 
1976; Kankanhalli et al., 2005)，因而許多社會交換的行為
可以促使交換個體達成報酬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換言
之，數位學習平台的成員在進行數位學習行為的背後，即
是在追求個人最大效益以及最小的成本的一種方式。預計
會對個體學習行為策略選擇因素有更深入的了解，並提出
了數位學習平台使用粘著度的衡量指標，更能夠解釋個人
持續參與數位學習行為。本研究在學習行為方面引用「自
我調節學習策略」(McLoughlin & Lee, 2010)，透過自我調
節學習將促使學習者進行自我監控，自我評估和判斷學習
的步調，以確保成功的學習策略實行。本研究擬提出以下
列研究問題：
(1)影響學習者採用自我調節學習策略之前因；
(2)自我調節學習策略對於學習者資訊持續使用行為影響；
(3)依據研究結果，提出理論上及實務上的建議。

結論
研究表明在利益面而言，學習者使用數位學習平台有顯著相關，與之前研究相符合，成本面與學生使用數位學習平

台沒有顯著相關，因學習者需要檢索資訊，如熟悉數位學習平台使用工具或先預習特定知識的學習記憶，學習者可能會
記得使用數位學習平台上學習負向感覺程度，如刺激，抑鬱，和恐慌。這種複雜的認知過程會減少個體在數位學習平台
上學習。希冀研究成果裨益於社會交換論的延展，並與數位學習平台參與者學習行為之間做聯結，提供後續研究的思考
方向及數位學習平台應用之參考。

圖一：研究架構圖

研究方法及結果

本研究針對研究架構進行各項相關統計分析。問卷
調查時間2019年3月至2019年6月進行為期3個月，發出紙
本與電子問卷共507份，回收有效問卷為443份，有效回
收率為87% 。本研究以線性結構方程模式進行資料分析，
探討以社會交換理的角度來看使用數位學習平台的動機
及持續使用的意圖。結果顯示成本面與學生使用數位學
習平台沒有顯著相關，而利益面來看，有顯著相關。本
研究結果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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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Food Safety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China Food Industry-Cases of 
Master Kang Group and Want Want China

鄭美娟 林禹昕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國際商務科助理教授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國際商務科學生

mccheng@hsc.edu.tw                               yu.xin.90.07.25@gmail.com

摘要
網路科技與交通工具的進步使得國與國之間距離不再是阻礙。1978年中國大陸改革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而台灣隨後以台澎金

馬個別關稅領域於2002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促使兩岸間經貿往來日益頻繁，活絡的貿易關係帶動我國經濟，促使台資向外尋覓新
市場，鄰近且具廣大內需市場的中國大陸成了台商爭相前往的地點。台商自1991年起赴大陸投資，至今已超過三十年，根據經濟部投資審
議委員會統計2010年台商投資中國大陸共14,617,872仟美元為三十年來最高峰，而近五年台商紛紛撤資，2019年台灣對中國大陸投資共
4,173,089仟美元為最新低，將探討如此龐大的內需市場台商為何會減少投資以及疫情對於旺旺集團與康師傅公司的影響。雖外界關注集中
於科技業，事實上，以傳統產業如食品業，大陸內需市場絕不容忽略。充滿潛力的人口及豐富多元的文化資源，都使中國市場深具魅力，
而吸引的不只台資，此時全球焦點除美國之外，第二個注目就是中國，在這樣競爭激烈的情況下，台商如何找出具潛力的產業，及如何在
大陸當地食品安全頻出問題，不論是農作物的農藥殘留、水產品及肉食品的濫用非法藥品以及加工食品含有病原微生物等混亂及複雜的市
場裡闖出一片天。在此，我們以同是食品業的康師傅企業及旺旺集團為例，藉著案例分析，進而了解在大陸市場受到黑心油影響名譽的康
師傅企業與以食品安全為主的旺旺集團在中國市場之產品定位與競爭優勢分析，研究結果可提供企業一些參考的依據。

研究背景
台灣經濟發展，由早期進口替代出口，以低廉的生產成本從事

全球外銷，成為全世界代工製造的重要基地。1987 年7月，台灣放
鬆外匯管制，台幣大幅升值以及工資不斷上漲，成本大增，「傳統
勞力」產業喪失價格競爭優勢，開始對外投資以求發展。1978年以
來中國內地的人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均
增長四倍，因市場需求不斷變大，且藉著廣大土地及低廉勞工、充
沛原物料，最重要是深具潛力的十四億人口以及共同語言，不少台
商看出市場的潛力。近年來經濟快速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對外貿易額世界第一，是最大的財貨出口國及第二大的進口國。大
陸食品業的內需市場不斷擴大，吸引台商往中國投資發展，似乎商
機無限，但能否穩操勝算，充滿變數，如何在變化多端市場中生
存，正是一大考驗。在此舉例其中在台灣幾個起步不穩的企業，前
進中國後，成兩岸知名企業，如康師傅企業和旺旺集團。

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旺旺集團及康師傅企業為例，探討他們在大陸市場的

現況與競爭優勢分析。研究目的歸納如下:
1.了解中國大陸食品安全狀況。
2.了解食品業台商近年來在大陸發展現況及競爭優勢。
3.了解康師傅企業及旺旺集團在大陸食品業的競爭概況及市場發

展。研究流程

食品安全問題與競爭優勢分析
一、大陸食品安全狀況

結論與建議
近年網路世界蓬勃發展，許多外送平台加入市場，因外送平台的方便及多樣選擇、養身意識抬頭及大陸食品業惡性競爭造就頻繁

的食品安全問題，都對台資造成頗大威脅。大陸隨著全球化，開始重視國內產業，篩選外資，造就台資回台或轉向其他市場。旺旺集
團發生食品安全問題加工廠米餅裡含有鎘時處理方式為回收下架，在市場上有短暫影響，但長期發展目前沒有顯著影響，康師傅公司
對於母公司頂新集團的黑心油事件名譽大打折扣，陳清與此事件無關，卻難以挽回，於2017年元月元日已退出台灣市場。新冠肺炎對
於這兩家公司卻意外得利，因為泡麵以及乾糧為民生物資又可以長期存放不易腐敗，且旺旺集團也捐贈防疫物資來增加名譽。旺旺集
團與康師傅都屬於食品業的老大哥，他們應隨著時代變遷及消費者屬性，對於商品或行銷方式等隨時做出改變，才能永續經營。

食品業在中國大陸市場的食品安全狀況與競爭優勢分析
-以康師傅企業及旺旺集團為例

表一:中國大陸食品安全問題

圖一:研究流程圖

表二:康師傅SWOT分析

表三:旺旺集團SWOT分析

二、康師傅競爭優劣分析

三、旺旺集團競爭優劣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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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詩婦女髮式研究

A Study on the the Woman’s Hair from the Tang Dynasty Poem
游琁安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yty@hsc.edu.tw

摘要

流行風尚在每個時代都代表著當時的審美價值，屬於組成複雜的社會現象，分析《全唐詩》中的髮、髻、鬟、鬢，
可看出唐代婦女髮式的種類、高度、型制、髮色及婚嫁程度，大致分為高式及低式兩大類。詩句運用雲、綠、翠、蟬以
形容髮色及濃疏，飾物搭配髮式以決定髮髻名稱，婦女髮式花樣繁多，名稱奇特怪異，有復古沿襲及創新超越，有繼承
傳統的漢魏風格及吸取外域的胡族風格，充分反映了唐代婦女髮式流行脈動是與世遷流、推移的社會現象。
關鍵詞：唐詩、婦女髮式、流行時尚、審美

前言

《全唐詩》中收錄了二千二百餘位作者、近五萬首詩
歌，作者的身分、年齡涵蓋極廣，遍及唐代近三百年來各
個時期，屬於當時普遍的文藝活動，藉由與唐人生活緊密
結合的唐詩紀錄，儘可能還原當時的社會生活面貌。唐代
承南北朝後民族大融合，文化交流空前頻繁，深受胡化風
氣影響，生活習慣多染胡風，婦女所受禮教束縛較少，生
活風氣較開放自由，加上出現空前的女皇帝武則天及其提
高婦女地位的政策，撼動中國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使得
女權地位有所提升，進而倡導唐代婦女展現較以往朝代開
朗奔放、活潑勇敢的精神風貌。唐代政治經濟穩定、社會
文化繁榮，促使婦女開始關注自身內在，進而外在髮式逐
漸以大膽華麗、誇張型式為美，歷代各朝中可謂唐代婦女
髮式裝飾最異彩紛呈，形象風情最為亮眼特出，故以大量
詩文及珍貴文物圖像，以期更具體呈現出當時社會婦女髮
式之真實風貌。

研究對象及研究方法

本研究對象為唐詩中婦女的髮式及裝飾物，主要以
《全唐詩》為研究文本，佐以文獻、文物、圖片等資料，
進行對照與印證。研究方法為檢閱詩句、歸納婦女的髮式
及裝飾物，統整其與各帝王時期的關聯性，結合史學、社
會學、藝術美學、文學詮釋角度，以分析唐代各時期流行
時尚的脈動趨勢。

結果

本研究檢索唐詩描寫，佐以詩史圖畫互證，分析出影
響唐代髮式流行脈動的因素，可歸納主要為：
一、國力強盛、胸襟開闊；二、經濟富裕、社會繁榮；三、
民族多元、兼容並蓄；四、胡漢融合、文化發達；五、女
權提升、風氣開放；六、宗教興盛、內亂重大。

唐代婦女髮式搭配不同裝飾物，決定了髮式的型樣、
種類、地位，可分為高髻髮式和低髻髮式兩大類：一、高
髻髮式：指髮髻高聳於頭頂的泛稱，其名稱有：椎髻、螺
髻、寶髻、花髻、鳳髻、叢梳百葉髻、愁來髻、三角髻、
峨髻、偏梳髻、雙鬟望仙髻、回鶻髻、烏蠻髻、樂遊髻、
盤桓髻、反綰髻、半翻髻、驚鵠髻、驚鶴髻、拋家髻、囚
髻、歸順髻、迎唐八鬟髻、鬧掃妝髻、短髻、小髻
、四鬟等二十八種。二、低髻髮式：指梳理成較低的髮式，
或綰於頭後方，或垂於頸，其名稱有：墮馬髻、倭墮髻、
雙鬟、三鬟、十八鬟、同心鬟、拋家髻等七種。

婦女的髮飾依種類、材質、型式、工藝等，而決定當
時婦女髮式的實用性、裝飾性、工藝性、昭示性、禮儀性
等功用。

唐代婦女髮式搭配裝飾物的流行演進歷程：初唐的平
庸低緩少飾物、盛唐的高聳峨髻多首飾、中唐的蓬鬆大髻
飾梳篦、晚唐的單調低垂少裝飾，流行時尚曲線明顯隨時
代國家局勢而起伏。

本文為筆者再次探究碩論其中小節之一部分，研究呈
現不同之衍生結果。

結論

詩歌本為人們消遣娛樂、懷志抒情、心理投射之表現工具，而中國詩歌在唐代達到質與量的蓬勃發展，唐詩中呈現出
婦女髮式裝飾的豐富多樣、爭奇鬥艷，有創新、有復古，皆為當時流行時尚、審美價值的精彩紀錄。唐代國力強盛和經濟
繁榮滿足了物質生活，而象徵精神生活的需求隨之而來，於是審美價值便逐漸形成，屬於非生活必需的高髻雲鬟搭配琳瑯
滿目的誇張髮飾，是宮廷貴族婦女帶動的妝扮，自皇宮中開始流行，傳入民間，引領流行時尚，由於上行下效，全國蔚為
一股風潮，連眾多男性詩人皆知將婦女之髮式及髮飾名稱入詩，可見當時社會流行之盛。

婦女的髮式裝飾數年即一變，況乎數十百年，樣制自應不同，在諸多因素的作用下，流行審美總是在繼承中有發展，
在穩定中有變化，唐代將近三百年的時間，特別是婦女髮式裝飾的發展與時遷變、推陳出新，加上受外來的影響及自身的
代謝，使得唐代審美明顯不同於其他朝代，經由眾多唐詩呈現，可看出當時詩人眼中婦女髮式之美及社會流行時尚觀點，
富含著活潑奔放、變化不拘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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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廣告詞語融入國語文修辭教學活動的分析

An Analysis of Integrating Advertising Words into Chinese 
Rhetoric Teaching Activities

吳安安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助理教授

E-mail：inkbee@hsc.edu.tw

摘要
修辭是語文的一種表達方式，有效運用往往能夠提升文章的價值。本校學生至少自國中階段即已接觸修辭，然而在

課文分析時，經常似懂非懂，有不甚熟悉之感；於實際寫作時，通常只會使用譬喻的明喻法，至於其他種類的修辭則相
當生疏。

廣告是一種社會商業行為的產物，在傳單、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網路等隨處可見，企業廣告主為吸引閱聽大
眾的注意，又期望能令人牢記在心，進而產生購買慾，於是廣告代理商在發想廣告文案時，往往會運用修辭技巧，雖然
有些商品目前已不在市面上販售，但當時經典的廣告詞句，卻依然令人印象深刻。本文期望藉由學生們耳熟能詳的廣告
詞語，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增進學生們對修辭方面的認知及分析能力。

就大專國文課堂的教學而言，經常面對的問題是：多數學生對語文的興趣偏低，又多著迷於手機遊戲，極少涉獵文
學作品，或認為國文的教學內容在日常及未來生活中根本派不上用場。其實國文課文內容中有不少詞語、修辭技巧、意
象，在現今仍持續使用，只是人們往往不了解，卻一味的排拒。因此將廣告詞語運用於修辭教學，以期讓學生在欣賞廣
告的同時，學習掌握語文中的修辭技巧，學習修辭寫作，進而增進對語文的喜好。

關鍵詞：修辭、廣告詞、國語文、教學活動

研究目的
修辭是國文教學必要的一個項目，同時也是各類考試常見

的命題範圍之一，但學生在個人創作時不會運用，文句分析時
無法辨識，更遑論考試時的解題了。在國文教學上，經常面臨
的問題是：學生對語文的興趣偏低，投入的時間過少，上課不
專心，又認為國文課所學的內容，與專業課程無關。其實國文
課教授的文章，其中的意象、詞語、修辭，多是從古代一直沿
用至今，只是學生多半未曾發覺；而語文能力表現不佳的學生，
通常也很難於其他科目有好的表現。

廣告是在一定的時空規範下，以銷售為主要目的的宣傳活
動。為吸引閱聽者的注意，往往是採取語言、文字和圖象結合
的方式呈現。引發消費者注意和興趣，加深印象後，進而建立
信任感並激發購買慾，於是使用的語句多方便理解、記憶，或
兼具趣味性，部分的語句更具備了修辭技巧，可以幫助認識修
辭。對於學生在學習國文方面多有助益。

本計畫從日常生活的層面切入，運用於教學面，希望藉由
耳熟能詳的廣告流行語，讓學生記得修辭的種類、各類下分類
間的區別，再銜接至課本選文的內容，能夠欣賞並加以分析，
加強解題能力，進而提升學生對語文的愛好，實際運用於個人
寫作、報告當中，提升作品的價值。

研究方法
本計畫的實施對象為北部某專科學校五專二年級護

理科兩個班級學生，以國語文領域的修辭教學為主。於
進行研究時，採取「實驗分析法」，分實驗組和對照組。
這兩個班級的學生都已學過修辭課程，對修辭的定義、
特色等基礎知識，多已有所了解。

以廣告詞語為範圍，製成題目，測試學生對修辭的
認知能力。將不同班級的學習成果做比較，藉此分析學
習成效。在信度的測量方面，將兩個班級前、後測驗的
結果進行信度考驗，以獲得一致性的信度。分析結果如
下圖所示：

甲班 乙班
甲班的進步狀況與學習成效優於乙班，且學習成就高的
學生，通常在前、後測的進步程度也比較大。由此可知，
語文能力與學習成就之間，確實具有相關性。

結論
修辭能夠提高口語或書面語形式的表達效果，以往純粹就教材進行類別、定義、例句解說，不免略顯單調，學生往

往也無法牢記。此外，修辭的種類多達數十種，一旦無法區分，學生感到困擾，就容易產生排斥或逃避的心理。
語文教學應兼顧實用化、生活化和現代化。就廣告本身而言，目前國語文教學大多以教授如何撰寫廣告詞為主，少

有由廣告認識修辭的教學方式。廣告語句多具有組織性，創意發想出的成品會與語境或交際情景的組成形成互動或傳動。
而且廣告在生活中俯拾皆是，將修辭與生活經驗結合，藉由廣告語貼切、精鍊、短小、易記的特點，體會修辭為廣告增
添的鮮明感和趣味性，又藉著廣告詞語記得各類修辭技巧，達到相輔相成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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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購買外用痠痛產品考量因素初探

羅致偉、洪丞昱、鄭爾文、劉育成、周旋言、高駿彬*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醫藥保健商務科 E-mail: chunpin@hsc.edu.tw

結論
依研究結果顯示，購買外用痠痛噴劑主要顧

客，應設定在30歲以下民眾。(佔74.29%，含學
生58.57%)；「民眾認為外用痠痛噴劑產品必須
在藥局購買才有保障(4.100.96)、外用痠痛噴劑
產品均應有衛生福利部核可字號(4.260.11)及購
買外用痠痛噴劑產品時，藥師的使用建議很重要
(4.130.71)」，顯示民眾對用藥安全的重視，因
此，培訓具有專業衛教宣導能力的專業人員，對
藥事服務機構永續經營的十分重要。

目的
本研究探討民眾購買外用痠痛產品的考量因

素，了解民眾對於痠痛產品的行為與需求，以作
為醫藥保健與藥局商品經營管理之參考。

結果

方法
採用問卷調查法，以民眾為研究對象，參考

陳明清(2017)與黎淑雲(2017)等方法，進行網路
問卷調查，探討民眾對外用痠痛產品購買行為的
差異性，歸納分析整理購買行為的關係；問卷採
Likert Scale五點尺度法，評量尺度為1至5分，1
分=非常不同意，2分=不同意，3分=普通，4分
=同意，5分=非常同意。

圖1、民眾購買外用痠痛產品考量因素前十名

變數 選項(單選) 百分比

性別
男 38.60%
女 61.40%

年齡(歲)

20歲(含)以下 40%
21至 30歲 32.90%
31至 40歲 11.40%
41至 50歲 10%

51歲(含)以上 5.70%

教育程度

國小(含)以下 1,4%
國中 1,4%

高中、職 20%
專科/大學 57.10%
研究所以上 20%

運動
有 74.30%
無 25.70%

結果回收問卷70份，有效問卷70份，有效回
收率100%。受訪者以女性居多(61.4%)，而民眾
購買外用痠痛製劑的同意度，最高分為「我認為
外用痠痛噴劑產品均應有衛生福利部核可字號
(4.260.11)」，其次為「我認為購買外用痠痛噴
劑 產 品 時 ， 藥 師 的 使 用 建 議 很 重 要
(4.130.71)」，最低分為「我會因為產品代言人
廣告而購買外用痠痛噴劑產品(2.891.15)」；在
購買因素上，有

有87.36%民眾會至具有醫事人員的社區藥局、藥
妝店、量販店、醫療用品店及診所/醫院購買外用
痠痛噴劑產品；而常購買的外用製劑產品中則以
中藥痠痛貼布(25.14%)最多，其次為西藥痠痛噴
劑(21.71%)，購買以給自己使用(44.80%)及父母
(22.40%)使用最多。

表1、社會人口統計變項

文獻

1.陳明清。2017。藥局顧客痠痛貼布購買行為研
究。大仁科技大學藥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學
位論文。

2.黎淑雲。2017。藥局顧客幼嬰兒配方奶粉購買行
為研究。大仁科技大學藥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
士學位論文。

我認為外用痠痛噴劑產品均應有衛生福利

部核可字號

我認為購買外用痠痛噴劑產品時，藥師的

使用建議很重要

我認為外用痠痛噴劑產品有所差距，所以

必須貨比三家

我認為在藥局購買外用痠痛噴劑產品是便

利的

使用外用痠痛噴劑產品前，我會注意包裝

的各項標示訊息

我認為外用痠痛噴劑產品必須在藥局購買

才有保障

購買外用痠痛噴劑產品時，藥師主動提供

的相關資訊很重要

認為購買外用痠痛噴劑產品時，藥師的整

體服務很重要

我會參考親友使用過的外用痠痛噴劑產品

經驗，而購買該產品

我會因為信任藥師的專業而購買外用痠痛

噴劑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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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護理之家照顧服務員翻身擺位執行之正確率

Elevating the Accuracy Rate for the Nursing Assistant of 
Nursing Homes’ Changes Positions of Patients 

彭立民 古芸禎 張博奐 陳宥榛 賴盈穎
新生醫專護理科 士林靈糧堂社會福利協會 仁愛之家 聯承居家式 福氣銀髮事業

助理教授 照顧服務員 居服督導 居服督導 居家服務員

前言

長期臥床個案因肢體功能障礙常發生壓瘡情形，如傷口發生感染可能反覆住院，嚴重者甚至引導致敗血

症死亡。若能提升機構照顧者能力，則能降低個案壓瘡率且降低社會成本。本案小組臨床觀察壓瘡引發原因，

多為照顧者未落實執行翻身擺位或擺位姿勢不正確，且不清楚如何照顧臥床個案，故引發本改善專案的動機。

希望藉此方案實施，提升照顧服務員正確翻身擺位法，進而減少壓瘡產生。

研究目的

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討護理之家實行翻身

擺位改善方案後對住民的翻身擺位結果正確率提升。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前瞻性縱貫性研究設計法，採前後測

比較方式收集資料。本研究以立意取樣方式收集北

台灣某長期照護機構48床位數，10位照顧服務員，
給予介入方案，觀察方案執行前後住民翻身擺位的

改善情形。介入方案包含：制定翻身擺位查檢表、

舉辦照顧服務人員實作教育訓練、考題測驗、對住

民使用之枕頭、衣物，進行汰換與添購，於介入方

案一個月後進行後測。

結果

經過教育宣導課程及照顧服務員之筆試試題測

驗後，再依「翻身擺位查檢表」，採不定時抽查，

是否確實執行。逐項查核後發現自原先56%正確率提
高為80%，相關觀念的考題測驗，由前測的不及格人
數多改進至後測減少，可發現照顧服務員經過介入

方案訓練後，對於住民的翻身擺位觀念提升，實際

的執行正確率亦提升。

結論

未來可運用本介入方案，提供給長期照護機構，作為照顧服務員的教育訓練參考，用於避免長期臥床住民壓瘡

的發生，並提升機構照護品質皆有相當效益。

關鍵詞

護理之家、翻身擺位

-161-



早發性白內障的危險因素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early-onset cataract
林倩汝

視光學科 講師

haha310201@hsc.edu.tw 

摘要

目的：隨著人類飲食與生活的型態改變以及科技產品廣泛使用於生活環境中，在2014年 Chiang, Lin研究資料顯示，罹
患白內障的年齡層有逐年年輕化的趨勢，而根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於民國98至108年之統計資料顯示，臺灣白內障
的就診人口有趨向年輕化傾向。本研究之目的調查與分析臺灣人口的白內障(EOC)的危險因素。

方法：本研究對象為年齡介於40至55歲之間的臺灣

人，受試者在參與計畫前須充分了解研究計畫內容

後簽署同意書以及研究問卷，再進行眼科相關檢查。

總計89名受試者，分為正常組(Control group) 45

位以及早發性白內障組(EOC group) 44位，其中早

發性白內障須經由眼科醫師確認診。

結果：研究對象分為正常組45位以及早發性白內障

組44位，將研究資料分為基本資料、眼睛相關疾病、

健康狀況以及生活習慣等進行皮爾森相關分析。

Pearson χ2檢定研究對象基本資料之結果顯示，兩組

研究對象中之「體重」(χ2=0.223, p=0.00)達顯著差

異，分析結果顯示體重較重者有較高的比例罹患早

發性白內障。

Pearson χ2檢定研究對象健康狀況之結果顯示，兩組

研究對象中之「高血壓」(χ2=0.298, p=0.005)以及

「糖尿病」(χ2=0.239, p=0.024)達顯著差異，分析結

果顯示罹患高血壓以及糖尿病，罹患早發性白內障

的比例較高。Pearson χ2檢定研究對象生活習慣之結

果顯示，兩組研究對象中之「抽菸」(χ2=0.224, 

p=0.034)、「飲酒」(χ2=0.234, p=0.023)、「服用降

血壓藥物」(χ2=0.262, p=0.013)達顯著差異，分析結

果顯示研究對象抽菸、飲酒以及服用降血壓藥物者，

有較高的比例罹患早發性白內障。

結論
綜合文獻得知基本資料中的體重較高者罹患早發性白內障的比例較高，研究對象健康狀況中高血壓、糖尿病有較高的比
例罹患早發性白內障，其中又以高血壓影響最大，而研究對象生活習慣中抽菸、飲酒以及服用降血壓藥物有較高的比例
罹患早發性白內障，其中又以服用降高血壓藥物影響最大。由於樣本數量之限制，故無法代表全臺灣之早發性白內障組
群，未來方向若以健保資料庫分析，將更具代表性。

關鍵詞：早發性白內障、高血壓、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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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療法應用在COVID-19疫情期間之經驗
-以勞作教育課為例-

The Experience of applying Mindfulness Therapy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Taking Labor Education Class As an Example-

盧淑敏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E-mail : L5472@hsc.edu.tw

背景：當前由於 COVID-19引起全球大流行，以致於學生的學習紛紛轉為網路線上課程。

這史無前例的學習經驗，值得深思與理解，作為提供教育支持的參考。在量性實證指出

正念療法能改善焦慮、憂鬱和疼痛的程度，並且使大腦的功能產生變化，可以適用於整

個生命週期和不同能力的人群(Behan, 2020)。詮釋正念療法如此經驗倒是少見，特別是在

疫情期間經歷網路線上學習的教育方式，學生真實的經驗感受。當今以勞作教育課程將

正念療法融入進行心靈大掃除，應用在疫情期間之經驗少見，故提出此經驗分享，作為

線上學習健康照護之參考。

目的：探索將正念療法融入勞作教育課程學生的經驗，作為線上學習健康照護之參考

方法：本文以線上學習學生為對象，將正念療法融入勞作教育課程，進行心靈減壓大掃

除。用自我報告作為評估工具，於當次課程結束後8小時內收集參與者自我報告經驗感受，

以敘述性內容分析方法翠取出主要經驗，繼而以質性報告方式呈現前驅性經驗結果。

結果：本文以內容分析彙整疫情期間網路線上學習經驗感受，發現學生主要經驗感受有

五大面向，分別為「壓力與情緒負荷的歷程」、「放鬆舒暢」、「平穩情緒幫助睡眠」、

「新的體驗-聆聽內在聲音」、「克服困境-從心出發」。過程中也有參與者提不同的感

受，如當場學習比較好；外部空間雜音的干擾；初學者第一次接觸思緒無法集中；多次

練習會更好；且落實在日常生活中。學生真實的感受，以質性報告呈現前驅性經驗，作

為線上學習健康照護之參考。

結論

Covid-19 疫情期間線上學習要關注學生心理負面影響，基於正念培訓可以有不同

感受，尤其有助於學生線上學習的因應與調適。本研究有許多限制與改進的方向，

未來可增加潛在影響因素探討，更周全線上學習健康照護參考價值。
關鍵詞：COVID-19、正念療法、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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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漢方足部保健產品之研究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Kampo foot health products

結論

陳慧珺
醫藥保健商務科
huic689@gmail.com

彭羿涵
醫藥保健商務科

han20memories@gmail.com

古芸禎
醫藥保健商務科

cuteas2020@gmail.com

一、噴霧乾燥法結果：
中草藥含糖份比較高，因為大部分多糖雙糖，熔點比較低，在受熱的時候，糖分發生了融化，且多糖雙糖本

身較易吸潮，容易出現黏壁的現象。
二、冷凍真空乾燥法結果：

1.冷凍乾燥時間不足，無法由成品外觀判斷是否已經乾燥完成。
2.雖可磨成粉狀，但馬上又吸濕了。

中藥足浴在中國和亞洲人群，是一種普遍的傳統療法，近年裡在西方國家也流行，足浴的歷史有數千年歷史，最
早的文獻記載是晉代《肘後備急方》。足部是人體中離心臟最遠的部位，冬天由於寒冷的刺激，足部血管收縮，血液
運行發生障礙，易誘發多種疾病。足浴是一種常用的外治法。泡腳可以改善局部血液循環，驅除寒冷，促進代謝，最
終達到養生保健的目的。目前仿間泡腳包大多為中藥材包或磨成粉狀包；本實驗改善製程為中藥萃取後，透過噴霧乾
燥機將中藥溶液造粒或冷凍乾燥後、濃縮形成粉劑，製作成高濃度即沖即溶泡腳包保健產品，方便外出時或居家泡腳
時使用。

吳建興
醫藥保健商務科

jswu@hsc.edu.tw

鄒尚勳
醫藥保健商務科

tsouken555@gmail.com

一、背景與動機
足浴的歷史有數千年歷史，最早的文獻記載是晉代《肘

後備急方》。也很多古典醫籍皆有足浴療病健身的記載。增
強心腦血管機能、改善睡眠、消除疲勞、消除亞健康狀態、
增強人體抵抗力、促進代謝、減肥、調理肌膚、袪除寒氣。

二、研究目的
改善中藥泡腳包的製程，利用「中藥足部高濃度即沖即

溶包」來達到養生保健目的，進而提升生活品質；更方便推
展產品為一般家庭保健養生法時，可提供正確、保健的觀念
與操作。

三、研究架構

四、實驗材料
「足平安」材料：鬱金、桂枝、桂花、乾薑、赤芍、川芎。
「足感恩」材料：艾草、紅花、伸筋草 、香茅 、乾薑。

五、實驗步驟

1.噴霧乾燥法流程

2.冷凍真空乾燥法流程

七、改善方法

八、未來展望
中藥萃取後，透過冷凍真空乾燥機將中藥溶液造

粒或冷凍乾燥後、濃縮形成粉劑，製成高濃度即沖即
溶泡腳包保健產品，達到促進腳部血液循環、增強心
腦血管機能、改善睡眠、消除疲勞、促進代謝、溫
血、袪除寒氣等，產品包裝雛形如下圖：

▲圖一：研究動機

六、實驗結果

鄭筱薰
醫藥保健商務科

kelly778851112@gmail.com

▲圖二：研究架構圖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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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心智圖輔助學生對化妝品學習成效的影響研究
Using Mind Maps Teaching Strategy to Assistant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Cosmetology Concepts

王凱平 駱麗香*

新生醫專美容造型科助理教授 新生醫專美容造型科講師

wwkp2702@gmail.com lls@hsc.edu.tw*

摘要
本研究旨在分析有無心智圖輔助對學生在化妝品課程的學習成效的影響。以新生醫專五專四年級的美容造型科兩班

學生為研究對象，以前後測等組設計為實驗方法，教學科目為專業必修的「化妝品學」。教學內容以頭髮類化妝品為主。
教學期間為5週，於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1-18週實施，以化妝品知識測驗為前後測的評量工具。研究發現有無心智圖輔
助教學對兩組學生的學習成效沒有顯著差異。或許未來可以考慮針對不同學習能力學生做分析比較，做為教學改進的參
考依據。

圖一洗髮精配方設計心智圖

結果
一、有無心智圖輔助教學對學生化妝品學習成效的影響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Descriptive Statistics）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想了解有無心智圖輔助教學對學生

學習成效的影響，本研究樣本來源為桃園縣一所健康管
理專科學校五專部四年級美容造型科的兩個班級學生共
70 名學生，實驗組（心智圖輔助教學）受試學生共35 人；
控制組（傳統教學）受試學生共35 人。學習成就前後測
描述統計如表一所示。

表一 學習成就前後測描述摘要統計表

(二)成對樣本t檢定（Pair-t test）
以成對樣本t檢定分析兩組學生在前後測學習成效的表現
差異，結果發現兩組學生均達顯著差異，表示有無心智圖
輔助教學均有助於學生學習成效，統計結果如表二所示。

表二成對樣本t檢定摘要表

(三)單因子共變數分析(ANCOVA)
以Levene檢定兩組變異數是否同質，結果未達顯著，

F= .131，p > .05，符合共變數分析之假定(表三)。接下
來以組別為自變項、後測成績為依變項、前測為共變項，
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教學法達顯著差異，
F= .554，P > .05，表示兩組後測成績未達顯著結果(表
四)。

表三 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摘要表

表四 單因子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結論

1.有無心智圖輔助教學對學生化妝品的學習成效均達顯著差異。
2.本研究僅以學業成就變項來探討有無心智圖輔助教學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但研究過程發現學生的學科屬性、基礎運
算能力(計量)、學習態度、班級氣氛等等也是影響學習成效的原因之一。所以未來的研究，可將更多相關的變項納入探
討，以求周延而深入的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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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局對銷售呼吸道感染保健食品實務探討
Discussion on the Practice of Selling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Health Food in Pharmacies
林家妃1 陳慶銓2 李金融3 薛芃慈4 鄧沛晴5 黃郁婍6 沈明志7 王智德8*

摘要
面對呼吸道感染，藥物是最有效且快速的，但近年來提倡「預防勝於治療」，食用某些含高單量成分的保健食品，似乎能達到預
防的效果。好的疾病預防、健康促進與認知是很重要的。其一方面能預防常見疾病的發生，讓出更多醫療資源給有需要的人；另
一方面，能減少進出醫療場所的機會，降低因接觸病患與他人而導致的感染風險。本文通過文獻回顧選擇藥局實務上有效促進呼
吸道健康與免疫調節的保健食品，分別為：益生菌、維生素D、牛磺酸與接骨木。經實際訪談後，藥局實務人員皆建議可適時補
充此4種保健食品，以及在COVID-19的背景下，受訪藥局從業人員皆表示民眾對保健食品行銷接受度及呼吸道相關保健食品詢問
度皆有所提高。

一、前言
隨著2019年COVID-19疫情爆發，呼吸道感染成為這段時間
人們害怕的事。同時，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編製的「全民
健康保險醫療統計年報」顯示（圖1），從103年至108年，
每年因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和流行性感冒而就診的件數（包括
門、急診）遠比其它疾病所產生的件數高。

圖一、103年至108年因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和流行性感冒而就
診件數折線圖

本文將以呼吸道為主軸進行多方面探討，討論有哪些保健食
品可促進呼吸道健康與免疫調節，並透過實際訪談，了解藥
局從業者對呼吸道相關保健食品的建議以及相關的銷售情況。

二、研究方法
本文經初步資料，選定4種學理上較為有效或常見的保健食
品進行探討，分別為：益生菌、維生素D、牛磺酸與接骨木。
本研究為詳細了解呼吸道相關保健食品在銷售端的運用與販
賣情況，使用質性研究方法。採一對一深入訪談、半結構式
訪談法。訪談對象為10名在各大藥局服務的藥師與行銷人員。
結合文獻回顧時所提出的問題與重點，並結合本文主題，與
指導老師、組員互相討論後，再與業界人士進一步討論，擬
訂出訪談大綱。

三、結果
（一）文獻回顧本文探討之4種保健食品
1. 益生菌：調節呼吸道粘膜免疫力、提升肺部免疫細胞吞噬
作用能力、提升抗體量、抑制發炎反應。
2. 維生素D：活化先天性免疫反應、增加抗菌肽產生量、抑
制發炎、增加抗體量、使T細胞變成更具抗發炎的形式，調
節免疫系統，活化它們單核球與巨噬細胞。
3. 牛磺酸：減少次氯酸引起的細胞損傷、抗發炎、代謝產物
可對多種病原體起殺傷效果，殺傷效果不會像抗生素一樣產
生抗藥性、減輕細胞凋亡發生、減輕呼吸道感染症狀。
4. 接骨木：可有效抑制流感病毒與多種致病菌的生長活性，
並改善感染症狀、縮短病程、免疫調節與抗發炎。
（二）保健食品營業額占比
保健食品的銷售額占比約為藥局總體營業額的50%，與呼吸
道相關之占比約為其中的10%（總體營業額的5%）。值得注
意的是，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來客量、詢問保健食品的人
數量有所增加，提升20~60%左右，人數受疫情影響外，也
因口罩實名制而有所提升。訪談對象分別反應維生素與益生
菌以及免疫力相關的保健食品詢問量有所提升。

表 1新冠肺炎疫情下來客量變化

結論
結合高呼吸道就診率、COVID-19疫情造成的保健食品詢問量提升，以及保健食品使用量增加，不可否認市場上的確具有潛在相關
需求，不排除通過適當行銷、廣告手法，可開發出以呼吸道保健效果為主軸之新市場的可能。建議可使用本文探討之4種保健食品
進行日常的呼吸道健康促進、改善個體的健康狀況。以牛磺酸與接骨木為例，抗生素之細菌抗藥性在醫學上越來越常見，除了用
作保健食品，在治療呼吸道感染疾病時，建議可同時處方高劑量牛磺酸或接骨木製劑作為輔助治療方法。另外，牛磺酸與接骨木
具有顯著的醫療潛力，其似乎正向我們展示一種實際臨床治療感染的新曙光。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健康休閒管理科 助理教授 chafei@hsc.edu.tw1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醫藥保健商務科 學生2-6 

大樹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網路藥局事業本部本部長7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醫藥保健商務科 講師 chihte6803@hsc.edu.tw (通訊作者)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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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藥品、妝品廣告誇大不實疑慮與消費者購買行為分析研究

Research on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Consumers' Buying 
Behavior and Advertising of Food, Medicine and Cosmetics

吳靜盈、林雅蕙、周依葳、羅耔喬、揭瑛筑、鄒尚勳*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醫藥保健商務科 tsouken555@gmail.com

摘要
現代人健康意識抬頭，對於保健品需求日益增加，然而保健品不等同藥品並無治療或改善疾病的效果。許多業者利用
消費者的期待心態，利用廣告內容佐以誇大不實廣告之詞，吸引消費者購買商品，除造成消費糾紛外，過度期待下因
而延誤治療損及健康。
本研究透過問卷蒐集各年齡層的消費族群，對於虛擬通路之消費渠道：網路、電台、電視進行分析，一共蒐集317份
有效問卷，結果發現，使用網路購物為最高85%其消費以美容28.5%為大宗，電視比例次之13.5%，消費商品以視力保健
24.2%最高，電台消費1.5%為最低，消費品項以提升免疫力36.3%為最高。網路購物主要消費年齡為16~20歲的年輕族群，
平均一天使網路的時間為6.5小時。總平均消費金額為1-2000元，花費金額最高的為60歲以上族群，無論年齡，購買最
廣的為視力保健類產品。其次探討正確法規認識程度，結果發現學歷對於違法認知具有差異，最高學歷為國中錯知率
為37%，高中職為34%，大專院校錯知率為35%，研究所以上錯知率29%。
透過本研究可以提供稽核審查機關，保健品業者參考，使用消費族群容易理解之辭彙，避免錯誤引導造成消費者健康
風險以及業者與消費者間因錯誤引導造成的糾紛。

內容
近年來由於網路、電台及有線電視等媒體的發達，訊息得
以多元的方式傳遞，以不拘形式的方法穿梭於每個人的日
常生活，業者經常為了刺激買氣，常在廣告內容佐以誇大
不實廣告之詞，吸引消費者購買商品，不僅造成民眾消費
枉費財，且無形中增加身體的負擔與傷害。有鑑於此，針
對網路、電台與電視媒體之各類健康食品廣告，深入探究
有不實疑慮之廣告與消費者各年齡層間的的行為影響，及
探討探究學歷知識是否影響對於違規廣告辭彙認知、現行
管制法規對於業者的影響力。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探討現
今台灣廣告誇大不實與消費者不同年齡層購買行為之研究。
當消費者面對眾多不同渠道、不同形式之廣告，是如何做
出選擇、業者透過誇大不實之廣告形式對於消費者購買意
願的影響，探討業者透過此廣告所延伸的市場潛在價值。

本研究結論歸納如下:(一)過去一年內曾使用購買保健食品者
比例高達85.7%,其中女性比男性高.消費者最常購買前三類產
品1. 美容類產品(42.5%)2.視力保健類產品(23.6%)3.提升免
疫力類產品(22.6%)。(二)消費者在選購保健食品時,其主要
的資訊蒐集來源第一是親朋好友的口碑宣傳佔30.2%,約有四
成受訪者購買保健食品主要資訊來自大眾傳播媒體廣告。

.

(三)消費者購買保健食品最重視之產品特性,主要是經科學實
證具預防保健功效並通過官方認證;較不在意包裝設計及成分
標示.對保健食品的總體評價為知名品牌品質較有保障,認同
售價不合理.(四)消費者每月購買保健食品的預算以1,000元
以下所佔比率最高;保健食品的價位在3,000元以下,消費者的
購買意願較高;購買預算與平均月收入成正比.消費者感受之
有效性，價格越高則有效信越高，價格越低有效信心度不足。

結論
消費者購買意願主要因素來自於口碑推薦，使用滿意度與價格呈相關，因此產品價格定位與受眾需求是銷售重要因素。

圖一：消費者最常購買品項

圖二：購買動機

圖二：推薦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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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醫院家醫科降血壓用藥之臨床實務與教學研究
Study on Clinical Practice and Teaching of Antihypertensive 

Drugs of the Department of Family Medicine
黃盈焜

Ying-kun Huang
天晟醫院藥劑科主任

pharmacy@tcmg.com.tw

摘要
本研究目的是透過統計桃園區域醫院家醫科臨床降血壓用藥使用，以瞭解醫院用藥趨勢，可強化臨床實務研究與基礎醫學教學之連結。
本研究經國際疾病分類(ICD)標準進行心血管相關疾病之統計歸類，及參考世界衛生組織藥物統計方法整合中心所制定的Anatomical
Therapeutic Chemical Classification System進行調查，並採用回顧性方法進行心血管系統中運用於降血壓之藥品統計歸類，統計區域教學
醫院2018年1月01日至2018年10月31日，年齡20歲~80歲病患使用家醫科降血壓用藥之處方箋，其臨床各類降血壓用藥最新趨勢，可強化
與豐富教學內容。此外，彙整統計分析2011-2019年期間護理師國家考試之基礎醫學考科，引領學生對藥物的分類、機轉、藥理及副作用
的認識，期望培養其察覺問題重點、邏輯思考、討論、批判及問題解決能力。本研究結果，透過分析彙整家醫科降壓藥處方中的使用情
況，有助於臨床運作與課室教學間資料建立、提供護生學習用藥知識與掌握護理師國家考考試方向。教師透過學校與產業界之合作機會，
以達強化產業資訊與教學理論連結。
關鍵字：家醫科、降壓藥、臨床實務、護理師國家考試。

結論
1.家醫科降血壓藥之用量排名前三: olmesartan (血管收縮素II接受體阻斷劑(ARB) 、amlodipine (L型鈣離子阻斷劑)、bisoprolol (β接受體抑制
劑) ，共佔全部藥物之41.92% 。其中olmesartan medoxomil 20 mg + amlodipine besylate 5mg/Tab (Sevikar)佔總用量最高。臨床對於改善中
重度高血壓(≥160/100mmHg)時，常採用兩種降血壓藥合併或者固定劑量治療。一般常合併配方:鈣離子阻斷劑搭配ARB或ACEI類，有利
於短期內達改善高血壓效果。 ARB或ACEI類除了降壓外，也可降低蛋白尿。因此，對於高血壓合併糖尿病、糖尿病腎病者適合使用。

2.2011-2019年護理師國考之藥理學考科，降血壓用藥考題常見重點:利尿劑類之留鹽激素拮抗劑spironolactone之副作用;血管收縮素轉化
酶抑制劑(ACEI)之副作用;β接受體抑制劑之禁忌;α2接受體致效劑之機轉;直接血管擴張劑nitroprusside之作用與副作用;血管收縮素
II接受體阻斷劑(ARB) losartan 之機轉…等，可供護生學習藥知識與掌握護理師國家考考試方向。

3.降血壓藥總類與成分眾多，可透過教師臨床實務研究融入課程教材，彙整成講義增進學生實作概念。同時，供準備護理師國考生使用，
有助學生學習課室學理知識與臨床實際問題間的關聯性。

4.教師透過學校與產業界之合作機會，提升教師教學實務能力，以及強化產業資訊與教學理論連結。

李雅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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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g02_ym@tcmg.com.tw

高駿彬
Chun-Pin Kao

新生醫專醫保科助理教授
chunpin@hsc.edu.tw

沈郁芳
Yu-Fang Shen

新生醫專護理科藥理學講師
/ 通訊作者

drugfan@hsc.edu.tw

研究目的
透過臨床用藥實務之降血壓用藥使用現況與分析及分析護理師國考藥理學常考降血壓藥物，了解課室教學與臨床用藥趨勢之差異，強化
產業與教學之連結。

研究方法
以全民健康保險使用國際疾病分類(ICD)標準進行心血管相關疾病之統計歸類。 WHO Collaborating Center for Drug Statistics Methodology
Anatomical Therapeutic Chemical分類系統，採用回顧性方法進行心血管系統中運用於降血壓之藥品統計歸類，主要呈現降血壓的品種數、
每種降血壓藥品在處方中出現的頻率及排名(取得之資料為“已去病人個資”之編碼檔)。另分析2011-2019年期間，護理師執照國家考試藥
理學考科之降壓藥藥品考題方向及副作用、機轉、用途、禁忌、作用時間、劑型/給藥方法等出題頻率。

研究結果
(一)臨床實務結果:統計2018年1月0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民國107年)於天晟醫院就診的病人為主之家醫科處方箋20歲~80歲共11470人次，
降壓藥用藥總量共322747筆，各年齡區段降血壓用藥之總量如圖(一)所示，其結果顯示降血壓藥用量最高是在年齡區段60-69歲間，用藥
量最低是在年齡區段20-29歲間。每月之降血壓用藥總量如圖(二)所示，其結果顯示107年3月總量最高，107年2月總量最低。每月之各年
齡區段之降血壓用藥量如圖(三)所示，其結果顯示每月降血壓用藥量最高是在年齡區段60-69歲間，而用藥量最低是在年齡區段20-29歲間。
依性別比較降血壓藥用藥量差異如圖(四)所示，其結果顯示女性使用降血壓較高量之年齡區段排名前三依序為:60-69歲間、50-59歲間、
70-79歲間;男性使用降血壓較高量之年齡區段排名前三依序:為50-59歲間、60-69歲間、40-49歲間。圖(五)為各成分之降血壓藥使用量，
排名前三分別為olmesartan medoxomil 20 mg + amlodipine besylate 5mg/Tab (Sevikar)(佔總量15.20%)、amlodipine 5mg/Tab(Norvasc) (佔總
量13.67%) 、bisoprolol 5mg/Tab (Concor) (佔總量13.05%) 。
(二)分析2011-2019年(民國100-108年)護理師執照國考結果:藥理學考科降血壓用藥相關考題出現頻率約9.38%。降壓藥種類考題排名前五，
由高至低依序為:利尿劑(出題率26.66%)、血管收縮素轉化酶抑制劑 (出題率15.56%)、β接受體抑制劑(出題率15.56%)、α2接受體致效劑
(出題率11.11%)、直接血管擴張劑(出題率11.11%) ，各類出題率參見圖(六)。考題內容關於降壓藥之副作用有13次;考機轉有9次;考用途有
9次;考作用有5次;考禁忌有3次;考作用時間有2次;考劑型/給藥方法只有出現1次。

圖(二) 圖(三)

圖(六)圖(五)圖(四)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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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保人員人際衝突因應策略之探究(中文)

Interpersonal Conflict Coping Strategies of Childcare Givers
江昱明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幼兒保育科助理教授

ymchiang@hsc.edu.tw

摘要

人際衝突因應策略是影響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本研究即為了探究與瞭解教保人員人際衝突因應策略以及相關影響
的因素，選取了在北部地區工作的教保人員為受試對象，以個人基本資料表和自陳式衝突處理量表進行小樣本的研究資
料收集，進行先探性的分析。本研究結果除了在學術上提供教保相關人員人際衝突處理方面的知識，亦討論其在實務上
的意涵，並提供未來後續研究的可行方向。

人際衝突(interpersonal conflict)是人類社會中常見而不
可避免的現象，它不但直接影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造
成組織運作效率的負面效果，也進一步影響了個人的身
心健康。
幼兒教保人員(childcare givers)是負責教育與照顧幼兒

的專業人員，除了個別型的在宅托育保母人員，絕大多
數都在機構式的單位中任職服務，例如幼兒園、托嬰中
心、產後護理之家等。因此，幼兒教保人員在組織中的
人際衝突理應是重要的研究課題，但作者查證過去在國
內相關的研究文獻，發現甚少針對幼兒教保人員進行探
討，因此本研究即為了初探幼兒教保人員在工作中的人
際衝突因應策略以及相關影響的因素，以便利取樣的方
式，選取了在台灣北部地區工作的幼兒教保人員為受試
對象，以個人基本資料表和自陳式衝突處理量表進行研
究資料的收集。以下，簡述研究的內容及結果。

研究對象
考量幼兒教保人員大部份在機構式單位工作，其中又

以幼兒園為大宗，因此本研究先以在幼兒園服務的教保
人員為目標對象，並設定以在其單位服務一年以上為基
本門檻，以便利抽樣的方式選取了北部幼兒園的教保人
員共20位受試對象，以電子郵件發放問卷進行小規模的
初探分析。問卷實際回收19份，剔除一位填答資料不全
者，共18位受試者資料納入正式分析。全員皆為女性，
年齡最小23歲，最長50歲，平均為33.1歲；工作年資最
低為1年1個月，最高為30年，平均工作年資約為8年5個
月；其中教保員/助理教保員佔72.2%，其他為幼教師或

結論

本研究為初探式的小樣本資料分析，根據分析結果發現，幼兒教保人員最常發生人際衝突的對象為搭班老師或其他教
師，與主管衝突者明顯較少。另，發生人際衝突時，最認同自己是採用「整合」(例如協調、折衷、雙贏)式的因應策略，
其次則採用「逃避」、「讓步」；最不認為自己是採取「支配」式的因應策略，此結果顯示華人文化講求「人際和諧」
與「忍」的特色，呼應了黃囇莉(2002)、李敏龍與楊國樞(1999)等人的研究發現，也與蘇雅慧等人(2007)對護理人員進行研
究的結果相仿，可見文化效應的強大滲入效果。未來除擴大樣本，並建議可再對衝突後的認知與情感反應進行探討。

園長、或代理人員。

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問卷包括個人基本資料表、自陳式衝突處理

量表，衝突處理量表之內容係參考袁旅芳(1998)所翻譯美
國組織心理學家M. Rahim編製的《人際衝突型態量表》
(The Rahim Organizational Conflict Inventory Π )，以及蘇
雅慧等人(2007)所使用的「衝突處理型態量表」，以專家
討論方式，選取本研究所使用的初探問卷題目，最後完
成17題，包括四大面向：「整合」、「讓步」、「支
配」、及「逃避」的人際衝突因應策略，採取五點計分
李克特式量表(Likert Scale)進行同意度評量。

研究結果及發現
一、人際衝突對象
幼兒教保人員在工作中的人際衝突對象，最常發生在

「搭班老師」及「其他老師」，兩者共計佔83.3%，再者
為「直屬主管」佔11.1%，「其他人員」佔5.6%。
二、人際衝突的因應策略

幼兒教保人員在工作中發生人際衝突時，最常使用的
人際衝突因應策略為「整合」(4.13分)、其後依序為「逃
避」(3.92分) 、「讓步」(3.76分)、「支配」(2.69分)；經
平均數差異檢定(t-test)，發現「支配」策略均明顯低於其
他三類，而「整合」和「讓步」之間的差異則趨近於顯
著(p=.08)。
三、其他研究發現
後述於下方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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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研究設計

依據PBL教學模式，實施的主要模式是醫學院模式，參與
學生93人，分成8組，每組10-12人，每組由1位老師負責，
每次活動2小時，總共3次，活動地點於OSCE教室，經學
生同意下全程錄影。每組一台筆記型電腦，每位同學一
支手機。討論前，每組選1位主持人、2位記錄、1位計時，
討論流程為7-Steps。每一個步驟都有訂立時間，每個步
驟之主題，於進行前已全班說明相關注意事項，將此模
式內容融入案例分析中，並且透過合作學習與同儕回饋
的脈絡，進而產生學習的結果。

研究結果
一、量化
(一)乳癌相關概念筆試測驗成績
分析學生考試分數，顯示於107學年度學生的考試成績
(80分)優於106(70分)及105學年度學生的成績(70分)，
如表1所示。

(二)PBL進行內外科案例分析活動滿意度問卷調查結果
活動滿意度達4.4-4.7，學生也表示此活動能延伸問題、
搜尋資料的能力、分工合作、解決問題之因果關係、批
判性思考、主動學習及提升自信心等，如表2。

二、質化

結論
1.於教師面向：擔任觀察者洞悉學生的問題，於回饋時提出想法，觸發出教學的火花，從學生的展現及回饋中，更深凅此活動之價值，以
學生的學習角度與思考模式，更了學生的學習模式，以做為老師之教學參考。
2.於學生面向：以學習者為中心、強調小組合作完成報告，學員亦須交互詢答予以建設性回饋、小組合作學習中提升自主學習，於過程中
小組自主確認學習議題、主動蒐集整理資料，自行決定學習順序及目標，可提高自主學習動機，最後提升批判思考及問題解決技能。
3.於課程面向：依據校與護理科所定之核心能力，選定「基礎醫學、一般照顧技能、關懷、團隊合作、批判思考、問題解決、終身學習、
倫理」等項作為課程與教學目標，列於課綱之中、分析教材內容，確認所要涵蓋的主要概念與所涉及之核心能力。
4.於評量面向：採多元化的評量方式，於內容(知識)、過程(技能)、結果(產物)，在進而以學生自評、同儕互評及教師評量。
5.於護理教育面向：強化「做中學、生自主學習、同儕合作學習」，有助於護理專業課程與照護之應用。

學年度 105 106 107

學生人數 96 95 93
乳癌單元成績 70 70 80

表1 105～107學年度學生之「內外進階」課程考試成績

表3 學生學習反應評量之質化回饋內容

第1次PBL

緊張、不知所措、新鮮、自省、分工合作、面對面的討論有存
在感、腦力激盪、時間控制的重要性

第2次PBL
經驗提升、資料查詢能力提升、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合作學
習、團結力提升、效率提升、批判性思考提升、尊重彼此意見、
傾聽同儕的意見

第3次PBL

時間掌控完善、小組成員各司其職、傾聽同儕及發表技巧提升、
建構知識、確實以文獻證明概念圖之因果關係、增加學習動機、
經同儕回饋修正自己、喜愛此教學模式

以「問題導向學習」教學經驗與反思—「以乳癌教學」為例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reflection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A case study on Breast Cancer Teaching

王淑真 趙麗敏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護理科講師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護理科講師

jane@hsc.edu.tw       limi@hsc.edu.tw

前言
傳統教學是以教師為中心，學生只是「聽從」的「動物」，或「待填」的「器物」而已，這種教學通常會忽視學生獨立的人格和
持有個人獨特的經驗和知識。基此，以「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方式，透過簡單的臨床實例，藉由小組討
論的方式，來達到自主學習的目的，此教學模式可讓學生學到了解自己的學習需要(省思的能力)、找尋知識的技巧與知識的理解
與應用(求知的能力、決解問題的能力)、合作學習的方式(溝通的能力、合作的能力)、同儕回饋，此過程讓學習者與同儕的雙向
互動歷程，彼此給予對方「思考上鷹架支持」，學習者可藉此提升與深化學習的成效。

問卷內容 分數

教師能鼓勵學生發問、討論 4.6
教師會讓學生分享知識與意見 4.6
教師能啟發學生對課程產生更大興趣 4.4
教師能利用有趣的問題來引發學習 4.4
教師能清晰的講解，加強對於課程的理解 4.6
教師能告知學生授課的學習目標與重點 4.7
教師能會依學生學習情況，調整教學內容、進度 4.6
教師能提供學生豐富清晰的講義教材 4.4
教師會注重學生學習反應 4.6
教師能了解學生的學習困難，並給予幫忙 4.5
教師能對學生的反應做建設性的回饋 4.5
教師能確實批改學生作業考卷，給予評講 4.5
教師能對學生有良好表現時，會給予稱讚或獎賞 4.7
教師能時時關心及鼓勵學生 4.6
教師能會適時提供學生未來發展的方向 4.6
教師能會欣賞及分享學生學習表現和成果 4.7

表2 PBL進行內外科案例分析活動滿意度問卷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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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翻轉教學在「身體評估與實驗」課程應用之成效

Explore the effects of Lab-Rotation Teaching in practice of Physical Assessment and practice

翁菁鄉 杜素青

新生醫專護理科助理教授 新生醫專護理科講師

wong@hsc.edu.tw  stu@hsc.edu.tw

摘要
前言：有鑑於傳統課室教學，學生採被動學習成效低落，缺乏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故啟發學生主動發掘錯誤，提升正確性，是相當重要的課題。
目的：探討介入實驗室翻轉教學策略對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
方法：採兩組後測研究設計，對象為初次學習「身體評估與實驗」課程之五專三年級護理科學生隨機分成兩組。實驗組(EG)介入翻轉教學法，配合課程主題，先進行『錯誤版』影片團體討論後，並完成書面報告；而

『教師版』影片於技術小考前複習；對照組(CG)則維持傳統課室授課方式。測量工具包括「習滿意度問卷」及「技術評核考」與「期中考筆試成績」。最後，使用SPSS軟體進行描述性與推論性統計分析。
結果：本研究收案168位(EG：80；CG：86位)，實驗組在「呼吸系統」技術評核考成績上，優於對照組，且達顯著差異(p<.05)。實驗組在「學習滿意度」得分皆優於對照組，但未達顯著差異。另實驗組在學習滿意度

中，「學習態度」、「知識技能」、「批判性思考」、「護理專業認同」、「倫理素養」五個面向及整體得分上皆與「深腱反射」、「呼吸系統」技術評核考之間呈現顯著正相關。
結論：藉由影片討論書寫方式，將常見錯誤技術作評析回饋與澄清檢討，更能強化學生學習動機、加深學習印象，使得身體評估執行步驟更正確、更流暢並能提升解決問題的批判性思考能力。
關鍵詞：翻轉教學、身體評估與實驗、教學策略

壹、前言
「身體評估與實驗」課程著重護理專業實務操作。提

升技術正確性、熟練度及批判性思考，是相當重要的課題
故藉由翻轉教室教學模式增強此能力。
貳、研究目的

提升評估執行步驟的正確性、流暢性及解決問題的
批判性思考能力，進而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學習滿意度與
學習成效。
參、研究方法
一、執行期間：自109年9月至12月。
二、研究對象：護專五專部三年級護理科學生，且年滿

十七歲且願意簽具知情同意書。
三、研究設計：採兩組後測研究設計方式進行，隨機抽

樣200位護理科專科三年級學生，授課班級由學校安
排，隨機抽取兩班實驗組與兩班對照組。前者介入
翻轉教學法。課程評值包括「學習滿意度問卷」及
「學習成效」兩部分。

四、研究程序、資料收集方法與步驟
(一)教學前：徵求研究對象及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書。
(二)教學中：依教學目標大綱，成績評定與授課方法，

進行課室講述、技術示範及學生分組回覆示教。
(三)教學後：兩組均填寫『身體評估與實驗學習滿意度

調查表』，此共2份問卷，其中表一『(教師版與錯
誤版)影片觀賞』問卷是供實驗組同學填寫，於自
習課時間(兩小時)，先進行『錯誤版』影片觀看及
團體討論後，繳交書面報告；而於技術小考前觀
看『教師版』影片。對照組學生，於技術小考前，
直接觀看『教師版』影片進行複習。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研究對象基本資料：

共收案180人，有效樣本共計174人。實驗組與
對照組各完成88位(男生占9.09%)與86位(男生占
6.98%)；兩組平均年齡分佈約17-18歲。

二、學習滿意度問卷之信度分析
問 卷題 目共 計 17 題 ，分 成 五 個面 向 ， 其

Cronbach’s α值分別為學習態度為0.96、知識技能為
0.95、批判性思考為0.94、護理專業認同為0.95與倫
理素養為0.93；整份問卷之Cronbach’s α值為0.98。
專家效度指標(CVI)數值為0.86。

三、研究對象之同質性檢定
本研究以教學前的始業考成績分數(基護實驗)，進

行兩組獨立樣本t檢定，以了解參與教學計畫前的知識
背景能力是否有差異。顯示兩組t = -1.820（p>0.05）。
表示未達統計差異，兩組具有同質性。

四、介入翻轉教學對學習成效的成效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採獨立樣本t檢定，學生學習滿意度問卷共

分成「學習態度」、「知識技能」、「批判性思考」、
「護理專業認同」與「倫理素養」五個面向。分析實
驗組與對照組之五個面向與整體學習滿意度結果，如
表5所示。實驗組學生的五個面向與整體學習滿意度得
分平均數，均優於對照組得分，但尚未達到顯著差異。
探討實驗組介入翻轉教學對學習滿意度問卷的成效發
現，雖然兩組未達顯著差異，但實驗組的得分皆優於
對照組。推測未能達到顯著差異可能是因實驗組分成6
組，每組8-9人，在多人團體討論中，部分學生參與度
較少，同學間互相依賴，故各分項之「學習態度」、
「知識技能」、「批判性思考」、「護理專業認同」
與「倫理素養」之滿意度得分及整體得分等效果較不
顯著。建議可分成個人或小團體(2-4人)學習，減少部
分學生等待答案，討論過程中較能加深學生學習印象，
達到批判性思考。

五、結論：
藉由影片討論書寫方式，將常見錯誤技術作評

析回饋與澄清檢討，更能強化學生學習動機、加深學
習印象，使得身體評估執行步驟更正確、更流暢並提
升解決問題、批判性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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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海築夢日本照護經驗

A Learning of Healthcare in Japan
楊金蘭 杜素青

新生醫專講師 新生醫專講師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博士班研究生

• l64989@hsc.edu.tw             stu@hsc.edu.tw

摘要

執行教育部提供之大專院校學生参加「學海築夢」實習，以本校在校成績優異學生齊赴名古屋長照老人保健
機構-老人保健施設みず里實習健康照護，藉以日本行學習之旅，瞭解海外照護現況及趨勢，推動專業國際視
野。

背景

醫療護理全球競爭培養外語能力與國際觀是時勢所
趨，配合教育部大專院校選送在校成績優異學生参
加「學海築夢」實習，瞭解海外照護現況及趨勢，
推動專業國際視野。

目的

探討護專學生海外實習健康照護經驗。

方法

採現象學研究方法，訪談2020年1月22日至2020年2
月23日學海築夢護專學生，半結構訪談為指南並採
Lincoln和Guba（1985）信任準則：確實性、可轉換
性、可信賴性及可確認性評價資料。實習地點:名古
屋幸会老人保健設施。如圖一至圖三所示。

結果

研究結果萃取四個主題：(一) 健康照護: 以家為中
心的護理模式；(二) 長照：以人為本的快樂環境安
養院；(三)專業分工：護理師及長照師專業分工，
各司其職；(四)國際視野：護專生外語能力仍需加
強，但適應異國環境能力強可塑性高。

結論

跨越語言文化的護專生海外實習經歷，達到教育部「國際合作、協助學生專業接軌及具備專業力具體實

現」目標，了解海外護理趨勢與實習的感受，可做為後續學海築夢的師生參考，在專業學習過程獲得正

向鼓勵的經驗。

圖二:計劃主持人進行訪視

圖一:行前訓練及至日本長照機構實際照顧長者

圖三:文化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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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學生在健康促進知識表現的評估研究
-以北部某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為例-
盧俊仲1 高駿彬3

1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視光學科
2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研究發展處專案助理
3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醫藥保健商務科

E-mail: cclu@hsc.edu.tw
E-mail:wen311@hsc.edu.tw
E-mail: chunpin@hsc.edu.tw

結論
在本次研究的結果發現，各年級以護理科與視
光科的成績表現普遍較高，推測可能在專業課
程中包含較多健促相關議題，讓同學對於相關
議題的掌握度較高。此外，在本研究中性別與
身分別的分析中並無發現在明顯的趨勢，顯示
性別與身分別對於健康促進知識的認知並無顯
著影響。本研究藉由了解同學對於健康促進知
識的認知，未來可作為學校推動與精進健康促
進課程與活動設計時之參考。

目的
為了解專科學生在健康促進知識的了解程度，
進而調整學校各項健康促進的活動與課程設計，
以推動醫護學校健康促進之特色。

結果
本研究抽測本校1~3年級各科共計1087位學生
進行測驗，其中包含護理科397人、幼保科122
人、視光科133人、醫保科124人、口衛科76人、
美容科123人及健管科112人。測驗結果發現，
如以各科不同年級間成績比較，護理科高年級
的成績表現顯著高於低年級的成績，而在幼保
科與醫保科則是低年級的成績顯著高於高年級
的學生，視光科、口衛科及美容科則無顯著趨
勢差異。如以同年級不同科別的比較發現㇐年
級以護理科的測試成績最高(64.2)，與美容科與
健管科有顯著的差異(p<0.05)，二年級則以視
光科成績最高(68.4)，與醫保科與美容科有顯著
的差異(p<0.05)，三年級以護理科的測試成績
最高(70.5)，和幼保科、醫保科、口衛科與健管
科有顯著的差異(p<0.05)。

方法
本研究利用抽樣調查本校1~3年級各科學生，
進行健康促進常識測驗，抽測結果利用SPSS 18
進行次數分析、敘述性統計、獨立樣本t檢定與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

科別 個數 平均分數 標準差

護理科 141 64.18 17.19
幼保科 43 62.33 20.62
視光科 51 61.32 17.62
醫保科 47 57.23 15.12
口衛科 28 63.84 19.88
美容科 49 48.62abce 12.21
健管科 39 45.71abcde 15.44

科別 個數 平均分數 標準差

護理科 121 62.50 18.90

幼保科 43 65.70 18.74

視光科 48 68.39 22.05

醫保科 39 56.41c 12.71

口衛科 23 55.44 14.55

美容科 41 52.32abc 15.05

健管科 33 60.91 17.35

科別 個數 平均分數 標準差

護理科 135 70.52 16.35

幼保科 36 51.46a 15.30

視光科 34 66.40b 19.21

醫保科 38 49.34ac 17.44

口衛科 25 59.00a 15.38

美容科 33 50.08ac 14.41

健管科 40 51.81ac 15.06

a:與護理科平均成績比較達統計差異，p<0.05
b:與幼保科平均成績比較達統計差異，p<0.05
c:與視光科平均成績比較達統計差異，p<0.05
d:與醫保科平均成績比較達統計差異，p<0.05
e:與口衛科平均成績比較達統計差異，p<0.05表1、本校1年級學生健康促進平均成績比較

表2、本校2年級學生健康促進平均成績比較

表3、本校3年級學生健康促進平均成績比較

李佩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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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綜合技術大考課程對於學生學習實務技能成效分析

Effect of the comprehensive technology exam course
to students’ learning practical skills analysis

方維翎*、吳函芳、王炳勳、林恩頡、林倩汝、陳偉新、楊立健、劉姿伶
視光學科 d49405001@gmail.com

架構
以視光學科三年級學生，約100位同學，作為研究之

對象，以該學期實作課程:視光學實驗(一)、視網膜鏡檢
影學執行分析並採取實驗課學習成績、技術大考測驗成
績及問卷調查等方式進行研究。

結果
實務教學課程實作成績

視光學實驗(一)全科三年級學生實作成績平均70.12
分80～90分有18位，79～60分有40位， 29人未達60分，
與前一屆學生使用傳統教學的總成績做比較本屆進度僅
約10%，未顯著提升；相較於視網膜鏡檢影學全科三年級
學生實作成績平均82分，80～90分有30位，79～60分有
50位， 8人未達60分，與前一屆學生使用傳統教學的總
成績做比較本屆進度約20%，稍顯著提升。

視光綜合實務技術考學習成效
由視光學實驗(一)及視網膜鏡檢影學實作課程呈現的

題項分析結果顯示，兩種實作課程執行中學生認為教學
教材、學生自評(學習態度)與教師教學態度評價最高。
其中教學教材-實驗手冊編撰讓學生在學習技能上感受到
實驗內容、實驗目的、實驗流程、實驗操作及實際操作
儀器的技能有所幫助(M=4.4-4.1)。任課教師於授課中的
行為表現，評價最高的包括：對教學認真、表現高度熱
忱(M=4.6-4.4)、教師按時上課並確實上足授課時數
(M=4.6-4.4)等方面，是最受學生肯定的表現行為，說明
透過實驗手冊編撰能循序漸進提升學生學習方法並感同
身受到教師教學的用心與受到重視，意即師生之間的上
課行為互動是以此為重心所發展出來的授課行為。另一
方面，由學生對課程的自評題項顯示，學生認為自我能
從課程中學習到很多東西(M=4.5-4.0)，自願課程出席率
很高，能很認真學習(M=4.5-4.4) 亦可說明藉由運用
「綜合實務技術大考」，開設「各綜合實務操作課程教
學策略」顯著提高學生學習態度。

再者，就題項平均數高低排序而言，以視光學實驗
(一)實作課程為例，依序排列教學內容(M=4.5)、教學態
度(M=4.4)、課程評量(M=4.3)、教學教材(M=4.3)、學生
自評(學習態度) (M=4.2)、教學方式(M=4.1)、學習環境
(M=4.1) 以視網膜鏡檢影學實作課程為例，以教學教材
(M=4.0)、教學態度(M=4.0)、學習環境(M=4.0)、學生自
評(學習態度) (M=4.0)、課程評量(M=3.9)、教學方式
(M=3.8)、教學內容(M=3.8) 依序排列。分析結果顯示，
授課學生對任課老師最在意的並非全是教學方法的技巧
與學習環境設備等問題，大部分是以教師授課主體性是
否用心與教學態度為主，因此可知，學生對於自己的上
課權利有一定的認知，同樣的授課老師亦很清楚自已所
身負的義務及如何在課堂上盡好身為老師的本份，也意
味著授課教師均相當尊重學生的受教權。

圖一: 研究架構圖

結論
研究結論對於運用「綜合實務技術大考」，開設

「各綜合實務操作課程教學策略」是正向的回饋，且是
支持與肯定的，其結果與建議未來將可提供實作課程教
學策略與方向調整之依據及後續相關研究之基石。

摘要
培育具備視光專業知識與專業技能的驗光人員是視

光學科的重要責任，依據本校校務資料庫針對視光學科
考取驗光師國家證照之質化及量化分析，本科對於「衝
刺驗光師考照率」仍有進步及改善空間，如何結合專業
證照導入視光綜合技術實務課程設計，以讓實務課程能
更貼近業界實務需求並提升學生驗光師考照率，是本研
究計畫的重要目標。期望透過「學徒／教授」、「合作
／反覆練習」與「回饋／銜接」三個學習階段塑造教學
環境、製作實驗教材教具及教學活動，開設「各綜合實
務操作課程教學策略」發展各學科實驗課程操作步驟及
技術考手冊，建置進行實作技術考流程，考試規則及表
單，建立e化數位學習及多媒體教材能融入實驗課程，落
實數位化教學，並藉由運用「綜合實務技術大考」，以
有效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與學習態度。此研究採取實驗
課學習成績、技術大考測驗成績及問卷調查法等方式進
行研究。本研究目的如下：(1)分析視光綜合技術實務教
學課程對於視光科學生實習學習成效的影響；(2)探討視
光綜合技術大考對於視光科學生學習態度之影響。其結
果與建議未來將可提供教學策略調整及後續相關研究之
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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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健康美容課程-系列化特效化妝課程模組之建構設計

Diversified health and beauty courses-the construction 
design of a series of special effects makeup course modules

陳冠吟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美容造型科講師

yinyaya99@gmail.com

摘要
本研究利用教師專業建構一套系列化課程模組，從課程進度安排，從特效妝容，初階到進階，延伸到頭髮、髮型設計，
到一系列的整體特效造型，規劃出適合學生的課程模組。

壹、研究目的
在台灣特效化妝目前位於起飛階段，有專研於特效化妝
的公司並不多，特效公司從事教學的更是少之又少，若
要在台灣推展出去特效化妝，教材的建構和統合就顯得
很重要。

貳、研究方法
採用實際操作法，熟悉並學會各種特效妝容，並且搭配
現場操作的經驗，建構出一系列化特效化妝的課程模組
參、研究結果

一、老人模組(圖一):
平面老人乳膠皺紋老人髮型設計
整體造型

圖一:老人模組
二、光頭套模組(圖二):

髮型梳整黏光頭套整體造型

圖二:光頭套模組

三、萬聖節模組(圖三):
平面萬聖節妝立體皮膚蠟萬聖節妝貼皮萬聖節妝
髮型設計

圖三:萬聖節模組
四、阿凡達模組(圖四):

臉部、身體噴槍髮型編織整體造型

圖四:阿凡達模組
五、活屍模組(圖五):

平面青筋血管皮膚蠟傷口貼皮活屍整體造型

圖五:活屍模組

結論

設計出五套模組。1. 老人模組 2. 光頭套模組 3. 萬聖節模組 4. 阿凡達模組5. 活屍模組。設計出一系列特效化妝課程到髮型
設計進而到整體造型等五套系列化課程模組，並可其運用於未來整體造型、特效化妝、髮型梳理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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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才培育課程探討多元健康美容人才培育之需求

Exploring the needs of cultivating diverse health and 
beauty talents from the talent training course

張碩芳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美容造型科講師

asour23@yahoo.com.tw             

摘要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進步與人文美感的提升，人們不但追求健康，而且崇尚美麗，美容概念也產生很大的變革，從傳統
化妝品為主軸的型態，逐步朝向健康美容的趨勢。有鑑於消費者持續對外在美麗的追求以及對健康的期待，促使健康
美麗產業成為全球最具潛力的新興市場之一。美容產業視為目前全球產業發產最快的產業之一，根據教育部統計顯示，
國內產業持續朝向服務業發展，政府積極推動觀光旅遊及文化創意產業，加上少子女化及高齡化等人口結構變化因素，
連帶影響大學校院新增系所的走向、學生人數及系所排名變化。從各學門系所數淨變動情形觀察，98年～至今以民生
及設計學門各增加45個及26個系所數最多，涵蓋化妝品與時尚彩妝、創意產品設計等新興系所。學生人數在近幾年內
大幅增加，學校相關科系也有如雨後春筍紛紛冒出，可見市場人才需求的不足。此外在普通大學方面，時尚相關科系
大行其道，與近幾年跨國百貨公司、名牌精品店不斷在台灣設立據點有關，又加上吳季剛、古又文等國內服裝設計師
在國際舞台發光，讓時尚相關科系成為年輕人的最愛。「美容保健」（芳香療法）隨醫學美容產業之發展，已成為新
興行業。而時尚造型設計隨「新娘秘書」的熱門發展，是另一極具潛力的行業，經由髮型梳理及各式化妝技巧及相關
產品的開發，可提供業界更多的商機，因此，美容、美髮服務流程的設計對產業的加值亦有相當的重要性。再者，近
年來整體社會對國家檢定考試的重視，使得通過的學生信心大增，亦能提昇業界素質，幫助產業升級。

結論
多元的人才培育課程，可提升學生「職場就業競爭力以及零接軌」，透過「美容保健」以及「手足護理與指甲美化」
打造多元健康美容人才培育課程學習，培養學生對於「全方位美療師」的專業知能，以符合社會需求。

研究方法
以實際真人練習+專業講師陪伴指導，學習與練習過程隨時
可獲得專業解答與提醒，並透過擬真營業環境，讓學員更
加完整熟悉服務操作與經營流程。配合本校中程發展計劃，
續推動科本位課程，建立教學特色，落實務實教學，本科
則依照兩大課程領域，進行課程分類，如下表:

領域 課 程

時尚

造型

設計

色彩學、美髮、美顏、化妝設計、美髮實務、

配飾製作、造型設計、髮型梳理、流行設計

畫、造型與藝術風格、髮型設計、流行資訊、

整體造型、特效造型、服飾設計與應用、男

士美髮、新娘包頭實務、假髮應用、髮型美

化與應用、彩繪設計、流行插畫與素描、實

用髮型設計。

美容

保健

美容概論、美容與衛生、美膚與保健、美體

實務、醫學美容、芳香療法、美容生理學、

美容護理學、手足護理美化、美容產業服務

流程設計、韻律美姿、經絡美容、營養學。
表一

本科培育學生之三大核心能力，分別為:人文
美感、創意設計、專業服務。並配合廠商就
業市場能力之訴求，調整課程內容並規劃符
合需求之學分學程。本科學生專一~專三專業
必修課程以基礎妝髮造型能力培養為主，通
識課程則以人際溝通、職業倫理等相關課程
為主要培育科目。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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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與範園

台灣民眾對失智症的認知及支持度之探討
Studies of general public‘s knowledge of and attitudes

towards dementia in Taiwan
彭翊榛 王心如 林嘉芳 黃妍莘 陳妍儒 劉玟佳

新生醫專醫保科講師 新生醫專醫保科學生 新生醫專醫保科學生 新生醫專醫保科學生 新生醫專醫保科學生 新生醫專醫保科學生
yijen@hsc.edu.tw nancy20020121@gmail.com a0906355751@gmail.com a017599@yahoo.com.tw yarina910818@gmail.com winnie101089@gmail.com

近年來，台灣社區流行病學調查發現失智症於老年人盛行率是1.7%到4.4%，而以阿茲海默氏病為最常見的類型。失智
症的比例越來越高，也越來越年輕化。失智症會隨著時間慢慢惡化，慢慢失去生活自理能力，每天都是新的一天，對
失智症的家庭照顧者來說傷害也不小。人口結構性老化，是很重要的全球性社會議題，高齡人口逐漸攀升，失智症成
為趨勢也伴隨著許多問題。非藥物治療的重要性逐漸備受重視，且與藥物治療相輔相成，使失智症患者可以得到最大
之助益。「失智症咖啡服務」的社會背景因素，是為了避免高齡者，或患有失智症之患者封閉在家中，提供失智症患
者和照顧家屬，各種專業者和社區住民聚集的場所，彼此在社區產生彼此互相支援的制度。個案使用方法訪談調查失
智咖啡廳老闆了解咖啡廳營運狀況及顧客對失智症的支持度及看法。探討台灣民眾對失智症的知識、態度、行為及失
智咖啡廳的支持度，利用KAP理論研究出台灣民眾對失智症患者的相關性。

摘要

研究背景

本研究為探討近年來全球性社會議題，高齡人口化的攀

升對於失智症的重要性日趨重視，失智者迅速成長。失

智咖啡廳提供失智者聚會，可與非專業照顧者及社區民

眾交流，協助失智者持續發展興趣的活動方式。日本社

會老齡化呈現的問題是明日台灣的借鏡，延緩及降低失

智人口比例，及早建構有效的失智症防治照護基礎設施

及網絡，是減低失智症未來衝擊必要的努力，一般民眾

的失智症素養(正確知識與態度)是所有努力的基礎核心

（蔡月雲，2017）。

研究目的

一、台灣民眾對於失智症的現況分析

二、台灣失智友善咖啡廳經營分析

三、台灣民眾對於失智咖啡廳的知識態度與行為分析

四、研究結果供失智咖啡廳與家庭照顧者作照護參考

研究流程

結論

研究對象為Young咖啡坊，它是由台灣失智症協會創

辦的新型咖啡店，讓年輕型失智者在此找回工作的成

就感，是一家專為年輕型失智個案及家屬打造的活動

空間，不僅提供失智患者貢獻的地方，更讓更多人了

解失智症。
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將藉由訪談方式蒐集的資料，透過個案訪

談了解失智友善咖啡廳遇到的狀況、以及民眾對於失

智症的知識、態度、行為做調查。 如下圖二。

研究結果分析

圖二：研究架構圖

一、多數民眾因為不瞭解失智症，在尚未發現有失

智症狀況的患者出現在身邊時，難免會有不友

善的狀況

二、真正做正面實際行動的一般民眾佔少數

三、當一般民眾對失智症產生關懷，會提升失智咖

啡廳的支持度

民眾的知識

民眾的態度

民眾的行為
民眾對失智咖
啡廳的支持度

圖一：研究架構圖

台灣多數失智症者及失智症者家屬並沒有很大的意願走出家中參與社會活動，導致多數民眾對於失智症不瞭解，而沒

有釋出友善的態度。

在支持度與參與度來看，一般民眾口頭上都非常有意願參與失智症知識及照護活動，但實際有行動的民眾則占少數。

多數失智友善咖啡廳或咖啡關懷據點都希望不管任何年齡層，只要對失智症患者友善，都很歡迎來店走訪，單位也非

常願意花時間介紹失智症相關內容，並且希望失智症患者及家屬能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多去參與社會活動，一起解決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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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ssociation Risk of Frailty among Type 2 Diabetes 
in the Community Elderly

Hsueh-Ching Wu1 Chia-Ling Lin2 Yuan-Ching Liu3 Neng-Chun Yu4

Aims  
The aims of the study were to (1) estimate the prevalence of frailty among older adults with Type 2 Diabetes (T2DM), and (2) 

investigate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frailty in the study group.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design.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Clinical Diabetes Centre of

our study group.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established to

identify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frailty.

Questionnaires

Frailty was assessed using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Tilburg frailty indicator.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

Taiwan 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 (TGDS)

 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IADL).

1Hsin Sheng Junior College of Medical Care and Management        whc@hsc.edu.tw
2Chang G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cling@mail.cgust.edu.tw
3Neng-Chun Diabetes Clinic                                                                   r94426030@gmail.com
4Neng-Chun Diabetes Clinic                                                                   dm9556670@gmail.com

Variables 
Non-frail frail

Mann-Whitney U/χ2 p value
N (%)/Median    (Mode) 

ADL 100.0 (100.0) 100.0 (100.0) -3.996 <0.001

TGDS 1.0 (0.0) 4.5 (4.0) -8.158 <0.001

MMSE 27.0 (30.0) 23.5 (25.0) -4.962 <0.001

≧1 IADL task disability 22 (12.1%) 20 (30.3%) 11.424 0.001

Variable AOR† 95% CI p
Age(y)   65-74.9 1(ref)

75-84.9 2.51 1.08-5.83 0.032
≧85 3.75 0.85-16.64 0.082

Number of chronic diseases 1.02 0.77-1.36 0.887

ADL 0.86 0.74-1.00 0.046
IADL≧1 task disability 0.75 0.24-2.37 0.625
TGDS 1.72 1.43-2.07 0.000
MMSE 0.93 0.84-1.03 0.160
Frequency of falling 1.30 0.97-1.72 0.076
CVA 7.01 0.68-72.51 0.102
Renal disease 1.74 0.73-4.16 0.210
Frequency of hyperglycemia# 1.01 0.97-1.06 0.663

Table 2. The association risk of frail by multivariable

Table 1. Measurement data for the study subjects with non-frail and frail. 

Conclusions
 Depression is a significant factor associated with the occurrence of frailty among older adults with T2DM.
 Our results provided strong clinical evidence showing depression as an important factor associated with the risk of 

frailty in older individuals with T2DM. 
 We recommend early detection via routine screenings for symptoms of depression during diabetes care to achieve early 

prevention or the delay of frailty and its implicated adverse health consequ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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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照護COVID-19患者的護理人員壓力措施

Measures to reduce the pressure on nursing staff caring for 
COVID-19 patients

柯素蘭*  Su-Lan Ke
敏盛綜合醫院專科護理師
a0986081466@gmail .com.

摘要
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疾病（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疫情肆虐全球嚴重衝擊人民生活，威脅生命，以致
護理人員對COVID-19照護備感恐懼壓力與身心疲憊。因此減輕心生恐懼因素、提供因應對策甚為重要。

方法
加護病房照護COVID-19患者讓護理人員產生極大壓力，
運用訪談與實際臨床照護經驗與查閱相關系統性回顧文
獻綜合資料分析，顯示擔心染疫威脅生命、被隔離不確
定性與防護照護訊息不足等因素感到恐懼。

結果
提供因應對策首先對COVID-19建立正確之防疫操作與人
員教育訓練，制定照護流程，提供適當環境設備與足夠
防護措施，互助合作團隊精神以分擔壓力。依據實證與
照護經驗確實讓護理人員有確定性的健康識能和提供盥
洗環境與防疫住宿，以減輕照護者擔憂不慎染疫傳染給
家人，能安心照護病人。

措施
(一)建立正確性的健康識能與防疫教育訓練:
1.對於COVID-19疾病與病程說明和照護須知。
2.實際操做演練防護隔離衣穿脫程序及防護設備使用。
3.針對感控的環境清潔，需使用酒精或消毒液擦拭，包
括病人單位與工作車、電腦鍵盤、滑鼠與護理站接觸用
物，每日交班後與下班前作工作環境的擦拭消毒。
4.進入負壓隔離病室的防護裝備，由孰悉人員帶領指導
併利用大面鏡子檢視防護裝備的齊全，彼此提醒防護安
全性。
5.離開負壓隔離病室與前室前的清潔和接觸後的感染物
品的分類收集。

(二) 制定照護流程:
1.首重於集中護理，利用遠端的監控螢幕與監視各項生理
監測儀器，了解病人生命徵象、血氧濃度、病人活動狀態
等。
2.將鼻胃管灌食採用連續性自動灌食設定，配合給藥時段
與翻身等護理。
3.一律使用密閉式抽痰、禁用噴霧吸入藥物治療，減少曝
入飛沫傳染風險。
4.照護確診者護病比為1:1,減輕工作與心理負荷。
5.院方提供即時公開透明防疫資訊的公告，讓護理人員清
楚掌握第一線訊息有共識安心配合執行。
6.充足的防護設備物品:N95口罩、手套、防護隔離衣、鞋
套、髮帽、防護頭套、噴霧護目鏡減輕起霧劑等。

(三) 院方提供安家照護策略，提供盥洗環境與設置防疫
住宿，以減輕照護者擔憂不慎染疫傳染給家人，減少後顧
之憂。固定每週高危險照護者須定期做COVID-19篩檢檢測
減輕染疫的疑慮。

(四) 建立友善的互助團隊氛圍，主管主動關心與替人員
適時解決工作上困擾與不確定性，關懷心理需求分享其心
情緩解其壓力。

COVID-19疫情下，護理人員處在照護的高風險中需加強感控意識並檢視照護流程，以提升自我效能專業成長，進而降低不
確定性的恐懼壓力。任何的防疫策略中，在團隊的分工與合作中，要隨時做好滾動式的人力分配準備併隨時調適自我心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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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社會體型焦慮在身體意象與身體自我價值及運動樂趣之相關研究
-以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為例-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Image, Body Self-Worth and Exercise Pleasure in Adolescents’ 
Social Somatotype Anxiety - A Case Study of the Hsin Sheng College of Medical Care and Managemen

徐翊喬、楊皓倫、林進益、陳亮嵓、謝嘉佑、*陳志忠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健康休閒管理科

surf1972@hsc.edu.tw

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於瞭解國內青少年學生在身體意象與社會體型焦慮差異的情形，並檢驗其社會體型焦慮在身體意象與身體自我價值和運
動樂趣之間的關聯性與預測程度。本研究對象為新生醫專學生，資料經剔除無效問卷後共計626份，所得資料進行獨立樣本t 檢定、積
差相關與迴歸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本研究結果如下：(一)不同性別在「身體意象」、「社會體型焦慮」、「身體自我價值」和
「運動樂趣」上皆有顯著差異；高低年級僅在「運動樂趣」上有顯著差異(二)不同性別在身體意象與社會體型焦慮呈負相關，與身體自
我價值及運動樂趣呈正相關；社會體型焦慮與身體意象、身體自我價值及運動樂趣皆呈負相關；而身體自我價值與身體意象及運動樂
趣呈正相關，關與社會體型焦慮呈負相關。(三)青少年男生的社會體型焦慮在身體意象與身體自我價值間有著完全中介的影響；而在青
少年女生部分僅有有著部分中介的影響。青少年高低年級的社會體型焦慮在身體意象與身體自我價值間有著部分中介的影響。本研究
結果可以供青少年學生教師作為制定學校體育課程時參考，期許更能真實瞭解到新世代學生對對自己身型的看法。。

圖一 研究架構圖

表一 青少年(男)女生在各變項之間的差異性比較摘要表(n=626)

p< .05、*表示p< .01**

表二 青少年(男)女生在各變項之間的相關矩陣摘要表(n=626)

圖二 青少年(男)女生中介效果路徑係數圖

圖三 青少年高 (低)年級中介效果路徑係數圖

結論

實務上的建議1.學校健促單位可針對青少年學生對運動的樂趣的趨勢，來培養學生的運動習慣觀念，對於青
少年的身體自我價值有很大的幫助。2.學校體衛單位可以依性別及高低年級之差異性，制訂不同策略來提升
青少年學生對運動的熱愛。3.因現今青少年受外在社會環境文化影響頗深，學校應適時引導青少年學生正確
的健康觀念。
未來研究的建議1.建議未來研究者可採以質性研究，避免量表題項侷限受試者應答空間，藉此來考驗量表在
特有文化環境下之信效度。2.建議未來研究者在量表中的環境問題調查前，可針對樣本背景的特性有所瞭解，
若有疑慮，應併入可能之情況，重新審視其效度與信度是否仍適宜。3.因本研究在身高、體重我們是採用自
陳的方式，可能會跟實際上的數值有些許的落差，建議未來研究者可用實質測驗方式求出的數值應會比較準
確。

身體意象

社會體型焦
慮

身體自我價值
運動樂趣

變項
身體
意象

社會體
型焦慮

身體自
我價值

運動
樂趣

身體
意象

(-.25*)-.38** (.21*).37** (.15).27*

社會體
型焦慮

(-.25*)-.38** (-.25*)-.25* (-.24*).02

身體自
我價值

(.21*).37** (-.25*)-.25* (.15).27**

運動
樂趣

(.15*).27** (-.24*).02 (.15).27**

身體意象

社會體型焦
慮

身體自我價值

(-.19*)-.55* (-.25*)-.38*

(-.21*  ˃ .17 完全中介)
.37 *  ˃ .23*部分中介

Soble test Z=7.18

身體意象

社會體型焦
慮

身體自我價值

(-.53*)-
.55*

(-.37*)-.38*

(.34*  ˃ .20* 部分中介)
Soble test Z=2.71

.39*  ˃ .28* 部分中介
Soble test Z=4.88

變項 組間 個數 平均數 t值

身體
意象

(男)女生
(低)高年級

(121)505
(380)246

(3.46)3.25
(3.24)3.37

2.55**
-1.92

社會體
型焦慮

(男)女生
(低)高年級

(121)505
(380)246

(3.25)3.14
(3.13)3.07

3.98**
1.53

身體自
我價值

(男)女生
(低)高年級

(121)505
(380)246

(3.46)3.25
(3.24)3.37

2.55**
-1.92

運動
樂趣

(男)女生
(低)高年級

(121)505
(380)246

(3.58)3.43
(3.41)3.54

2.07*
2.27*

-180-



長照公共建設服務據點之影響研究
Study on the impact of Long-term care Public Construction

Service base

詹穎雯 潘威佑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博士候選人

ywchan@ntu.edu.tw       wypan@livemail.tw

摘 要
台灣老人長照產業因應政府長照2.0政策，對老人的照顧應包含其生理、心理、社會參與的整體照顧，包括聯合國世界
衛生組織的緩和醫療照顧模式之全人照顧觀念。其中對於公共建設服務據點的設置，考量在地老化(aging in Place)及
以多樣化、可選擇性且服務不中斷為原則。本研究以長照服務法及推動長照保險的角度，考量長照資源多元化，以及照
顧制度化當中，確定「需求評估」及「服務提供」為分立原則為基礎，分析探討實際服務據點的設立原則與條件。
關鍵詞：長照政策、服務提供、需求評估、社區基礎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臺灣根據行政院經建會推估，將於 2018 年，老年人人
口比例將超過14%，即將進入「高齡社會」；依據行政院
經建會之人口推估，到2025年我國65歲以上高齡人口會
占總人口比率達 20.1％，即每五人中就有一位高齡者，
而至2056年此比率預估將達37.5％，到2026年老人人口
比例更超過目前20%，達到「超高齡社會(Super Aged 
Society)」。如圖一所示；因此須考量長照公共建設據
點來進行探討分析。
二、文獻探討:
臺灣在2016年底老化指數高於100有15個縣市，呈現老年
人數多於幼年人數，增加幅度最多。自1980年推行「老
人福利法」至今，政府相關單位逐漸開始注重老人相關
議題；於2007年推行「長照十年計畫」，再至2017 年推
動「長照 2.0 計畫」，除將長照需求者定義擴增為失能
者之外，計畫重點在於強化社區型照護體系，故有分長
照A-B-C三級，如圖二所示。

圖一 各縣市老化指數圖 圖二 長照2.0 A、B、C分級圖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針對長照基礎建設設置進行探討，針對居家型、
機構住宿、社區式及綜合式進行機構類型。同時對於長
照內容中，身體照顧、日常生活、家事服務、醫事照護、
喘息服務等主要項目中進行分類。而在機構部分，對於

全日型服務跟夜宿服務部分更著重於:一般失能、具行動
能力失智、管路造廔口、植物人、長期臥床(含重癱)者的
床位分配。在我們考量目前醫療分配的量能上，如圖三所
示，我們用安德遜模式(Andersen Model)分析老年人所需
要的前置因素（Predisposing Characte- ristics）、使
能因素（Enabling characteristics）、疾病程度的需求
因素（Illness level）等影響老年人使用醫療照顧服務
條件進行探討，並從服務使用的決定因素中攸關家庭成員
的變項及服務使用流程中的障礙因素進行了解，在建立需
求評估及服務提供的的分立面向而言，可利用「失能者身

圖三 醫療分配量能圖 圖四 失能者評量表圖
體功能之評量—失能者與其家庭照顧者看法之比較」為例
圖四所示。對於失能與照顧者進行量化分析，可得出照顧
者與失能者對於失能者在生活活動能力評量需要協助方面
有較高的傾向，而對於使用輔具的生活活動能力之評量較
為普通；不論在生活活動力和輔具生活活動能力方面，失
能者較會高估照顧者能力給予的輔助。而有配偶的照顧者
及有同住照顧者，會比起無配偶照顧者、無同住照顧者，
會提供更多的協助。因此產生有幫助照顧者比較無幫助之
照顧者，會趨向有較低評量表現。因此對於長照公共據點
的規畫而言，除了考量投入的醫療資源，對於失智及失能
者的硬體設施部分，需更有符合其功能性需求，做特別考
量之照護，以達到彌補在評量表現所達之差異。

結論:1.長照公共政策2.0服務項目:長照2.0考量服務項目從8項增到17項，向前延伸到預防階段，向後延伸至安寧服務。
2.社區長照照護服務的深化:對於老年人、失能者除歷經照護組織焦距關注，還有保有其尊嚴性的在地服務。協助有輔具
性照護，伴隨協同照護機制，深化維持社區長照組織活動力，建立起個別獨特性的自發社區，並與當地公共建設連結。

3.公共建設的分布組構:應針對各縣市政府公共服務據點整備為基礎，長照衛福據點應安置醫療照護相關人員，安養院、
老人照護院所、自發社區等分布各點，連成連結長照醫療網絡。同時安置失能者等相關弱勢族群等醫療照護之工作。

4.建立以『家庭為中心、社區為基礎』的老幼照護體系:透過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活化公有館舍、土地，以修繕、改建、
興建等方式，於原鄉、偏鄉以及資源不足等地區，設置799處ABC服務據點、100處照管分站，均衡城鄉長照資源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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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大專應屆畢業生心理壓力程度、壓力源、
壓力因應方式問卷調查—前驅研究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Psychological Stress, Sources of Stres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n Stress for Fresh Graduates of a College — A Pilot Study

陳豐文1*

1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講師

cfw@hsc.edu.tw

摘要

前言：應屆畢業生面臨升學或就業兩難的抉擇，也對未來的不確定感產生憧景與恐慌。同時因為即將離開熟悉的環
境、師長、同學感到焦慮，對將來新的人際關係建立產生陌生感。部分學生則可能對能否如期畢業感到擔心，同時
家人對其原本的期待產生落差也可能形成壓力。
研究目的：本問卷實施的目的是調查大專應屆畢業生心理壓力程度、壓力源、獲得社會支持程度、及壓力因應方
式，以作為學校及導師提供應屆畢業生因應心理壓力輔導措施之參考。探討大專應屆畢業生獲得社會支持程度與心
理壓力程度及壓力因應方式之間的相關性。提供建立大專應屆畢業生心理健康促進策略、方案之參考。具體的目標
包括：(1)瞭解大專應屆畢業生畢業前夕(畢業前一個月)的心理壓力程度、(2)瞭解大專應屆畢業生的主要壓力源、
(3)瞭解大專應屆畢業生獲得的社會支持程度、(4)瞭解大專應屆畢業生壓力因應方式。
研究對象及研究樣本數：以某護專應屆畢業生為研究對象，以方便取樣方式選取5個班，樣本數為250人，實際完成
問卷人數為199人。
研究結果：以簡式健康量表施測結果發現64.9%學生有輕度以上情緒困擾，16.0%學生有中等程度以上自殺的想法。
主要壓力源以升學問題與就業問題佔多數，皆佔70.6%。因應壓力的方式以聽音樂、睡覺、找人聊聊三者佔多數，分
別是82.5%、72.8%，71.1%。
結論：調查的結果將可應用在學校針對應屆畢業生心理壓力建立輔導機制與心理健康促進的策略、方案，也可提供
導師參考針對應屆畢業生心理壓力能採取具體的輔導作為。

中文關鍵詞：應屆畢業生、心理壓力、壓力源、壓力因應

(一)研究設計
1.研究架構：如圖一。
2.施測對象：某護專應屆畢業生，以方便取樣選取5個班，
樣本數250人，實際完成問卷199人。

3.施測方式：網路問卷調查(Google表單)
(二)研究工具
1.簡式健康表(Brief Symptom Rating Scale, BSRS-5)
2.壓力指數測量表
3.失眠症自我評量表
(三)研究結果
1.基本資料：女性佔91.8%，男性佔8.2%。
2.簡式健康表：一般正常範圍佔35.1%，輕度以上情緒困
擾佔64.9%。其中有自殺想法佔16.0%。

3.壓力指數測量表：在負荷範圍內佔35.6%，超過負荷範
圍佔64.4%。

4.失眠症自我評量表：需要專業評估者佔41.8%，不需專
業評估者佔58.2%。

5.主要壓力源類別(複選)：70.6%有升學問題，70.6%有就
業問題，53.6%擔心能否順利畢業問題，31.4%有家庭
方面問題，29.9%有人際方面問題。

6.社會支持系統(複選)：與家人、親友、同學、師長能保
持中等程度以上良好互動的分別佔94.8%、91.2%、
91.2%、82.5%。

7.因應壓力的方式(複選)：以聽音樂、睡覺、找人聊聊三
者佔多數，分別是82.5%、72.8%，71.1%。

結論
調查的結果發現有輕度以上情緒困擾佔64.9%，且有自殺想
法佔16.0%，值得校方重視針對應屆畢業生建立輔導機制，
強化學生因應壓力的能力，達到心理健康促進的目標。

圖一：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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