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討血液透析病人皮膚搔癢、社會支持與睡眠品質之相關性研究 
Relationship of Skin Itching, social support and Sleep Quality in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 
 

劉月敏 Yueh-Min Liu, PhD,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Nursing 

Ching Kuo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nd Health 

 
Background: 
End stage of renal disease patients with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which 
cause the physiological problems including skin itching problems and poor 
sleep qualit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kin itching, social support and sleep quality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 
 
Research method: 
This study was a descriptive research, and used a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Statistical methods included descriptive analysis and pearson's produc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alysis.120 hemodialysis patients were included. 
The research tools were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s, including 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disease characteristics, skin itching scale, 
social support scale and th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Research result: 
The results shown that pruritus and social support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r = -0.197, p = 0.031）, pruritus and poor sleep quality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r = 0.292, p = 0.001）, whereas social support and quality of 
sleep were not significantly related（r = -0.095, p = 0.302）.  
 

Key words: Hemodialysis, itchy skin, social support, sleep quality 

 

 

 
 

 

 

 

 

 
 
 
 
 
 
 
 
 
 
 
 
 
 
 
 
 
 
 
 
 
 
 
 
 
 
 
 
 
 
 

 
Discussion and suggestion: 
This result could help clinical staff to understand the factors of skin itching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 and explore whether the quality of sleep is low in 
patients with high social support, and provide evidence-based information 
for clinical staff to plan for future care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 
Key word: Hemodialysis patients, itchy skin, social support, sleep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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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n Itching Social Support Sleep Quality 
Skin Itching 1 -0.197* 0.292*** 
Social Support 1 -0.095 
Sleep Quality   1 

Table 2 Relationship of Skin Itching, Social Support and Sleep 
Quality（N=120） 



多媒體輔助英語繪本教學之個案研究 
A Case Study on Multimedia-assisted English Picture Book Teaching 

周啟葶 通識教育中心 

 

摘要 

    本研究以個案教師為對象，探討其英語繪本教學課室內實施多媒體教學的情形。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透過教學觀察、錄影、訪談和相關資

料來蒐集資料，從個案教師使用多媒體教學的思考、行動和學生的回應三個面向來了解實施多媒體教學的情形。結果發現，個案教師教學思考形成

其教學行動，進而呈現不同教學面貌。個案教師運用多媒體教學能提高學生在聽說讀寫方面的學習成效，強化學生運用數位學習資源解決英語問題

的能力，也提高學生英語學習動機，並降低學習焦慮。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對教學和後續研究的建議。 

 

關鍵字: 多媒體教學、個案研究、英語繪本 

Keywords: multimedia teaching , case study, English picture book  

 

一、 前言 

    這些年在教育官方鼓勵和宣導之下，英語教師接受多媒體教學研習訓

練後，瞭解多媒體教學可以提供學生更多練習的空間，減少教師課外輔導

的壓力和時間限制。然而，多媒體教學推廣至英語教學的實務層面後，老

師們對於多媒體教學也產生質疑和困難，例如關於多媒體教學的教師研習

課程僅提供理論的描述，或是技術性的基礎訓練，欠缺提供有系統的教學

實務資源，以便幫助老師運用於真實課室內。 

    有鑑於此，本研究使用個案研究來理解多媒體教學專家教師在英語教

室內的課程設計和教學行動，及其背後所蘊含的教學思考。從檢視他們的

觀點，能拓展多媒體教學在英語教學領域視野，幫助英語教師自信而成功

地將多媒體教學融入教學之中，對學生的學習產生更深遠的影響。 

基於上述背景和動機，研究者檢視下列問題:  

1. 個案教師的多媒體教學信念為何? 

2. 個案教師結合多媒體和繪本教學的行動為何?  

3. 學生對於教師的教學回饋為何?  

二、 文獻探討 

(一) 多媒體教學與學習  

對學習者而言， 多媒體教學具有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學習

方式，結合各種資訊(Spodark, 2002)，使學生較容易以目標語(target 

language)保持互動(Pennington, 2004)，不需要顧慮他人的眼光，降低

學習焦慮感。Almekhlafi(2006)調查發現，使用多媒體教學的學生對於多

媒體教學抱持正面肯定的態度。Parra and Eduardo (2000) 也認為，語

言學習者經由主動探索網路，能獲得更多語言學習機會 。 

    對教學者而言，透過多媒體和網際網路的發展，教師可以迅速獲得外

語教學的資訊，設計各種教學活動，營造一個讓學生真實練習英語的環

境，可以增進學生語言溝通的能力。 

(二) 教學信念與教學行為  

Nien (2002)的研究發現，高中英文教師的教學思考對教學行為的

影響包含 1.教學情意（teaching affective）、2.彈性教學策略和方法、

3.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導向、4.強調情境式教學、以及 5.知識和功能並

重的語言教育五方面（此處 1, 2, 3, 4,5是方便 Andy翻譯）。Kou(2007)

以問卷調查、訪談和觀察了解台灣高中英語教師的 teaching thoughts 

and actions，研究結果發現，教師的課堂教學深受先前教學經驗、專業

知識、學生特質、教學環境、課程內容所影響。 

正如 Levin and Wadmany (2005)指出，要改變教師的教學思考比

改變教師的教學實務(teaching practices)更為困難。然而，信念可藉由

專家教師引導產生反省性思考(reflective thinking)，轉化成為課堂的

教學實務(classroom practices)。 

(三) 多媒體教學的實徵研究 

    在實徵研究方面(empirical studies)，Tobin and Fraser(1990)研

究發現，專家教師較能營造適合的教學環境，並和學生進行互動和討論。

Mitchell and Williams(1993)則指出專家教師較會檢視學生的學習差

異，依據教學知識和原則，幫助不同程度的學生達成不同的學習目標。

Wu(1997)研究專家教師的教學後發現，專家教師能適時調整學習情境來引

導學生學習，激發學生學習動機，重視培養學生聽、說、讀、寫基本能力，

建立屬於自己特色的教學理念。 

 基於上述，專家教師除了須有豐富教學經歷之外，還須有高度教學

熱誠、教學成效和反省能力，才能達成學生學習的目標。 

三、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進行探討，經由教學觀察、錄影、訪談和相

關資料進行分析，以瞭解個案教師使用多媒體教學的思考與行動。    

(一) 參與者  

    本研究所選取的多媒體教學教師符合至少 10 年以上教學經驗，為博

士學歷，皆曾獲選為教學優良教師，具高度教學熱誠忱，能不斷反省和參

加各類進修活動以提升自身的專業成長。  

(二) 研究背景 

研究期間為 2019年 3月中旬至 2019年六月下旬，共執行一學期。每

週兩節。研究場域為大學應用外語系一年級英文選修課程「英文繪本」。

學生有時在普通教室上課，有時則在多媒體語言教室上課。 

 

(三)研究者角色 

    研究者以旁觀者的立場進行觀察、錄影與紀錄。 

(四)研究架構與研究工具 

    個案教師教室觀察 8次教學錄影 3次、訪談教師與錄音共 4次。研究

者同時根據文獻探討和教室觀察，編制學生學習成效和學習態度問卷調查

表，作描述性統計分析，以瞭解學生對教師教學的反映。 

(五) 資料蒐集、分析、信度與效度的建立 

    問卷調查編製的過程則參考個案教師的教學觀點，以釐清概念與修正

問卷題目，然後從多媒體教學的角度來設計問卷題型和選項，以增加問卷

的「實用效度」(pragmatic validity) (Yin, 2001)。 

四、 結果與討論 

(一) 隨時隨地使用多媒體教學的個案教師 

    個案教師認為現代大學生從小就充斥在數位科技和多媒體的環境

中，對數位學習的方式早就非常熟悉。因此運用多媒體教學是現代教學的

必要條件，也是趨勢。個案教師認為有趣和愉快的課堂氣氛對於輔助數位

教學和學習也很重要。她認為對大部分學生而言，如果師生之間互相處融

洽愉快，學生會較願意參與課堂活動，也不會對提出問題感到恐懼。 

(二) 個案教師運用多媒體教學的教學行動 

    在 8次教學觀察中，個案教師都是以數位科技進行教學，而且通常會

用 e-book播放上次課程內容作為開端，以喚起學生的舊經驗。進入新的

課程主題後，個案教師運用來自 YouTube影片介紹新主題的背景知識或文

化，然後才進入新的正式課程，並且用 e-book講解課文內容。講解課文

完畢後，個案教師要求學生針對課本上的習題立即作答，然後點選學生回

答問題。課堂內師生對話輕鬆愉快，雖然小組討論氣氛有點吵雜，但學生

都熱烈參與活動(Observation and Recording )。很多學生常於課後藉由

email和 Facebook用英文向個案教師請教課業問題。 
(三) 學生對個案教師使用多媒體教學的觀點 

由表 4-2，受試學生在各題項上的平均得分均高於每題的中間值 2.5  

[(1+2+3+4)/4]，可知個案教師的教學實踐均能夠提升學生在學習成就和

學習態度上的表現。進一步分析，個案教師教學思考和行動偏向培養學生

的語文理解和溝通能力，因此其學生在英語聽力(M=3.17)的成就較高。此

外，個案教師的教學方式能協助學生學習更多的英文字彙(M=3.10)。此顯

示藉由數位教學，學生能認識更多的英語字彙，這也是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的關鍵之一。 

    在學習態度方面，個案教師的教學，在提升學生參與課堂活動的意願

(M=3.06)方面，皆略高於其他題項。此顯示，教師引導學生們討論、上網

寫作、網路互動、實作評量的「做中學」的模式優於完全由教師主導的教

學模式。 

五、 結論、建議和研究限制 

(一)  結論 

   個案教師教學思考皆型塑其教學行動，儘管產生的教學成效略有不同

之處，但均能提高學生在聽說讀寫四方面的學習成效，和引導學生運用數

位學習資源解決英語問題的能力，同時也提高學生的英語學習動機，並降

低學習焦慮。個案教師的教學思考包含：將數位科技和多媒體視為隨時必

要的教學工具、強調理解和溝通的重要性、以及良好的師生互動。此思考

型塑出充滿數位科技的學習情境、輕鬆的課堂氣氛和以學生實際表現作為

評量焦點。 

(二) 建議  

    在教學思考方面，不論數位科技或多媒體設備多麼新穎，教師必須評

估其對學生學習產生的效益。教師教學能力的持續增進，並不意謂教師一

定要採取多媒體教學。規劃完善的英語數位教學目標和課程設計，才能提

高學生的學習成效和態度。在教學行動方面，教師應用多媒體教學時，宜

將教學內容和個人經驗、生活環境連結起來，使學生不僅在學習的過程

中，獲得英語和科技兩個領域的認知、技能和學習態度的培養，也進一步

對多媒體教學有更正面的體認。  

 (三) 研究限制 

     本研究場域聚焦於「英文繪本」課室內，因此無法了解他們在其他

專業英語課堂上的教學行動。此外，本研究為個案研究，不宜進行過度類

推，但本研究之發現與分析，可作為未來相關議題探討的基礎。 

 



 

社區高齡者社會參與及睡眠品質相關研究 
Exploration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Sleep Quality  

Among Seniors in the Community  

徐蓓蒂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以了解基隆市高齡者睡眠品質現況，
探討人口學變項、社會參與意圖、社會參與行為與
高齡者睡眠品質之關係；並探討人口學變項、社會
參與意圖及社會參與行為對睡眠品質之預測力。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橫斷式研究，以基隆市65歲以上老年
人為母群體，採立意取樣，共得有效樣本188人；工
具包含WHO的睡眠與健康全球專案計畫所使用之
「失眠症自我評估量表」及自編結構式問卷包括人
口學變項、社會參與意圖與社會參與行為；以IBM 
SPSS Statistics 20 (Windows version)套裝軟體進行資
料的統計與分析。 

研究結果 

        本研究高齡者睡眠品質的影響因素有「教育程
度」(F=3.37, p=.01)經事後比較發現不識字者睡眠品
質較國小者不好；「婚姻狀況」(F=2.69, p=.048)經事
後比較發現喪偶者睡眠品質較已婚者不好；「自覺
健康狀況」與睡眠品質分數呈顯著負相關 (r=-.19, 

p=.009)，顯示研究對象自覺健康狀況越好則睡眠品
質越佳；「年齡」與睡眠品質分數呈顯著正相關
(r=.145, p=.04)，顯示研究對象年齡越大睡眠品質越
差；「慢性病數」與睡眠品質分數呈顯著正相關
(r=.25, p<.001)，顯示研究對象慢性病數越多睡眠品
質越差；「情緒社會支持」與睡眠品質分數呈顯著
負相關(r=-.41, p<.001)，顯示研究對象情緒社會支持
愈多，將有助於老年人睡眠品質；「憂鬱」與睡眠
品質分數呈顯著正相關(r=.18, p=.01)，顯示研究對象
憂鬱狀況越嚴重者則睡眠品質越差；社會參與意圖
與睡眠品質分數為無顯著相關，「社會參與行為」
與睡眠品質分數呈顯著負相關(r=-.212, p=.004)，顯
示研究對象社會參與行為愈多，將有助於老年人睡
眠品質。進一步分析睡眠品質影響因素的複迴歸分
析，結果自變項共可解釋高齡者睡眠品質27.6％的變
異量，且達統計上顯著水準(F=6.42, p<.001)。重要預
測變項達顯著水準有國小組(β=-2.70, p =.045) 、慢性
病數 (β=.170, p =.012) 、情緒社會支持 (β=-.624, 

p<.001) 及社會參與行為(β= -.260, p =.007)。 
 

 

 

護理上的應用 
         高齡者需走入社會，社會參與是求得外來
支持系統重要方法，且可從社會參與中可以獲
得情緒社會支持，而使睡眠品質有較好的狀況。
因此社區護理人員應創造機會讓老人社會參與
機會，使其持續與人互動，與身旁他人建立良
好關係，獲得情緒社會支持等需求的滿足，進
而增加睡眠品質狀況。 

表1、社會參與意圖、社會參與行為與睡眠品質之關係（n=188） 

 變項名稱       1     2 3 

1睡眠品質         1     

2社會參與意圖        -.124     1   

3社會參與行為       -.212**     .411** 1  

表2、睡眠品質之複迴歸分析（n=188） 

*p＜0.05  **p＜0.01  ***p＜0.001 

*p＜0.05  **p＜0.01  ***p＜0.001 

變項名稱 參考組 B Beta t值 

d婚姻狀況  已婚       

 未婚  已婚 -.763 -.020 -.312 

 離婚  已婚 -1.211 -.015 -.226 

 喪偶  已婚 1.311 .062 .889 

d教育  不識字       

 國小  不識字 -2.706 -.160 -2.021* 

 國中  不識字 .913 .034 .457 

 高中  不識字 -2.708 -.065 -.948 

 專科以上  不識字 -.675 -.010 -.150 

自覺健康狀況   -.987 -.113 -1.742 

慢性病數   2.488 .170 2.551** 

情緒社會支持   -.624 -.344 -5.161*** 

憂鬱   .289 .072 1.079 

年齡   .094 .077 1.088 

社會參與行為   -.260 -.176 -2.738** 

R=.572  R²=.327  Adj R²=.276  F值=6.42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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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Although the elderly are a high risk group for constipation,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problem of constipation among 
adolescents is also increasing, with the prevalence rate of 
constipation among countries being 45.3 % of students in 
Taiwan, 22.3 % in Brazil, 6-32 %t in Mainland China and 
26.2 % among Japanese female adolescents (18-20 years).  
Therefore, the number of colorectal cancer gradually increases 
each year, and the age group become younger. Therefor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dietary 
behavior and constipa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at present. 
 
Methods 
 In this study, the survey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orth 
of Taiwan was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sampling 
method was convenience sampling. The participants number 
were 304.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was adopted, and 
the self-structure questionnaire was used as the research tool, 
and SPSS 22.0 statistic software was analyzed. 
 
Results 
A. Descriptive statistics：In this study 304 participants, 
There were 53 men (17.4%)and female 251 (82.6%)；age 
average was 21.18(±8.47)； the demographic variables were 
illustrated as (Table 1). 
B. The inferential statistics：( Figure 1)  
1. Effects of eating habits and constipation on the life 
quality of constipation 
The F value of regression was 7.305, P=.000<.05, which was 
significant, indicating that eating habits and constipation 
evaluation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life quality of 
constipation. In terms of eating habits, the following are most 
affected. 
* How many servings of fruit do you eat every day?  
* Nutrition assessment value  
* Where do you usually eat for dinner?  
* Are you vegetarian?  
* Do you drink yogurt every day?  
* constipation assessment value 
2. Impact of eating habits and the life quality of 
constipation vs. Constipation  
The F value of regression was 7.139, and the value of 
P=.000<.05 was significan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effection 
on eating habits and the life quality of constipation. the 
following are most affected. 
* Where do you usually eat for dinner? 
* Do you have a habit of eating and picking?  
* How many times a week do you consume pickled food?  
* How many servings of fruit do you eat every day? 
* How many servings of legumes do you consume per day? 
* Do you feel sleepless? 
 
3. There were a significant effection between eating 
habits,constipation assessment value, the life quality of 
constipation and nutrition assessment value.  The F value of 
regression was 7.305, P=.000<.05, which was significant. 
 
 

Conclusion 
The "dietary behavior" significantly affected constipation, 
and constipation also affected "the life quality of 
constipation." To find out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constipation outcomes can provide early 
intervention and improve intestinal function to reduce the 
constipation symptom. Constipation is a common 
symptom, but it can be very frustrating.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ietary behavior and 
constipation rat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nd reminds 
college students to change their dietary behaviors and 
lifestyle to avoid constipation and prevent the 
development of other diseases, such as colon cancer and 
diabetes. Therefore, the problem of constipation care and 
affecting students’ life, course and and health problems 
will be pay a attention by all schools.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constipation, eating habit, 

 

 



（86.3 VS 67.0,p=<0.01）；大學以下者有月經延後高於無月經延後，達統計上的

顯著差異（44.6 VS 24.3,p=<0.01）:與護理人員月經量變少之相關因素顯示所有

變項皆未達統計上的無顯著差異(p>0.05)。

臨床護理人員常見健康危害及其相關因素之探討
Kuei-Hui Ch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Nursing, Ching Kuo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nd Health

研究背景與動機

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

結 果

表一、泌尿道感染、下背痛、生殖危害變項

在醫療團隊中，護理人員是第一線照護及密切接觸病患的工作者

，是發生職業危害之高危險群，多數護理人員為了在時效內搶救患者

，忽略自己安危，不自覺中增加許多職業傷害機會，包括針扎、化

學性物質危害、游離輻射甚至是醫療暴力等，另外，臨床護理人員更

因工作忙碌，沒時間喝水、如廁，還需輪班日夜顛倒，護理師比其他

健康專業人員患有傷害和工作相關的問題，如靜脈曲張、下背痛及睡

眠紊亂等職業病，泌尿道感染更是盛行，其合併症風險更是不容忽視

，健康危害的因素初期輕微，容易被人輕忽，若因此錯失治療時機，

可能導致許多合併症的問題進而功能受損，進而須入院治療，危及健

康將會導致護理執業年限減少，因此形成本研究動機。

1、瞭解臨床護理人員健康危害問題(泌尿道感染、下背痛、生殖危害

)發生率。

2、瞭解社會人口學、執業環境與健康危害問題(泌尿道感染、下背痛

、生殖危害)之相關性。

採橫斷式調查，以立意取樣，使用問卷方式收集資料，研究對象

取自北部某區域醫院之護理人員，符合收案之護理人員為領有護理師

執照，共收案190人。本研究工具包含容包含社會人口學、執業環境

及健康危害的問題作為收集資料的工具。

結果顯示護理人員有泌尿道感染病史有30.0%；有下背痛有64.8%

；痛經有53.2%；生理週期不規律有43.0%；月經延後有39.8%；月經

量變少有22.2%。

與護理人員泌尿道感染病史之相關因素顯示女生有泌尿道感染病

史較高，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100.0 VS 92.5,p=0.03）；已婚者有

泌尿道感染病史高於無泌尿道感染病史，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35.1 

VS 21.2,p=0.04）；年資六年以上者有泌尿道感染病史高於無泌尿道

感染病史，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66.1 VS 47.7,p=0.02）。與護理人員

下背痛之相關因素顯示女生有下背痛情況比無下背痛情形較高，達統計

上的顯著差異（98.1VS 89.5,p=0.03）。

與護理人員痛經之相關因素顯示20-29歲有痛經高於無痛經，達

統計上的顯著差異（66.7 VS 51.7,p=0.04）；未婚者有痛經高於無

痛經，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80.6 VS 67.8,p=<0.05）；BMI有痛經

少於無痛經，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22.43 VS 24.00,p=0.02）。與護理

人員生理週期不規律之相關因素顯示20-29歲有生理週期不規律高於無生

理週期不規律，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68.8 VS 52.8,p=0.03）；未婚者

有生理週期不規律高於無生理週期不規律，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83.5

VS 69.7,p=0.02）；大學以下者有生理週期不規律高於無生理週期不規

律，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43.8 VS 23.8,p=<0.01）。與護理人員月經延後

之相關因素顯示20-29歲有月經延後高於無月經延後，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68.9

VS 53.6,p=0.04）；未婚者有月經延後高於無月經延後，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變項 個案數 百分比
泌尿道感染
有 57 30.0

下背痛28

有 105 64.8
痛經4

有 99 53.2
經期不規則4

有 80 43.0
月經延後4

有 74 39.8
月經量變少4

有 41 22.2

表二、社會人口學與護理人員發生泌尿道感染之相關性(N=190)

變項 UTI病史
有

人(%)
無

人(%)
卡方 p

性別 4.52 0.03*

男 0(0.0) 10(7.5)
女 57(100) 123(92.5)

婚姻1 4.05 0.04*
已婚 20(35.1) 28(21.2)
未婚(含離婚喪偶 37(64.9) 104(78.8)

工作年資2 5.31 0.02*
1-5年 19(33.9) 69(52.3)
6年以上 37(66.1) 63(47.7)

表三、社會人口學與護理人員發生下背痛之相關性(N=190)

表四、社會人口學與護理人員發生痛經之相關性(N=190)

表五、社會人口學與護理人員發生生理週期不規律之相關性(N=190)

表六、社會人口學與護理人員發生月經延後之相關性(N=190)

變項 下背痛
有

人(%)
無

人(%)
卡方 p

性別 5.85 0.02*
男 2(1.9) 6(10.5)
女 103(98.1) 51(89.5)

變項 痛經
有

人(%)
無

人(%)
卡方 p

年齡 4.30 0.04*
20歲到29歲 66(66.7) 45(51.7)
30歲到64歲 33(33.3) 42(48.3)

婚姻1 3.98 <0.05*
已婚 19(19.4) 28(32.2)
未婚(含離婚喪偶 79(80.6) 59(67.8)

平均值±SD 平均值±SD t値 p
BMI 22.43±4.06 24.00±4.90 2.34 0.02*

變項 生理週期不規
律

有
人(%)

無
人(%)

卡方 p

年齡 4.80 0.03*
20歲到29歲 55(68.8) 56(52.8)
30歲到64歲 25(31.3) 50(472)

婚姻1 5.83 0.02*
已婚 13(16.5) 37(32.1)
未婚(含離婚喪偶 66(83.5) 72(69.7)

教育程度1 8.24 <0.01*
大學以下 35(43.8) 25(23.8)
大學以上 45(56.2) 80(76.2)

變項 月經延後
有

人(%)
無

人(%)
卡方 p

年齡 4.36 0.04*
20歲到29歲 51(68.9) 60(53.6)
30歲到64歲 23(31.1) 52(46.4)

婚姻1 8.72 <0.01*
已婚 10(13.7) 37(33.0)
未婚(含離婚喪偶 63(86.3) 75(67.0)

教育程度1 8.33 <0.01*
大學以下 33(44.6) 27(24.3)
大學以上 41(55.4) 84(75.7)



 

摘要 

 勞動部為提升我國職業訓練單位之辦訓能力與促進人才發展及投

資，推動人才發展品質管理規範，並以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Talent 

Quality-management System，以下簡稱 TTQS）作為評核工具。TTQS對

於企業而言也是一種組織學習的工具，可提供企業在推動教育訓練系統

時之參考與檢核，引導企業單位或訓練機構建立標準化之辦訓系統，促

進訓練計畫規劃與執行品質，以激發企業員工能參與自主學習，提升或

改善其專業技能，累積個人人力資本，進而達到提升企業整體人力競爭

力。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不同組織背景因素之中小型企業導入 TTQS 之

訓練成效差異性。研究採實證分析法，分析 2015-2017年導入 TTQS 系

統 30家之評核結果，分析不同組織規模、業別、企業架構、企業文化等

背景因素對其訓練成效之影響。結果顯示，大型企業有較多的專責訓練

人力，評核結果表較中小型企業較佳，可見組織規模大小是影響評核結

果的原因之一。 中小型企業規模不大，在訓練專責人力及組織投入均較

少，單位也沒有系統性的教育訓練規劃，所以整體上評核結果都沒有銀

牌以上的結果。行業別表現上，製造業及金融保險業評核結果表現較

佳。 

 關鍵詞：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組織規模 

研究背景及動機  

本研究採實證分析法，分析 2015-2017年導入 TTQS系統 200家之評核結

果，分析不同組織規模、業別、參與計畫方式等背景因素對其訓練成效之

影響。訓練成效以評核表 19項指標為基準。統計方法採 SPSS 22.0版進行

敘述性統計、卡方檢定與相關性分析，對各構面分別作資料整理與分析，

藉以探討各構面之相互影響關係。 

結果 

結論 

不同企業型態導入 TTQS 對企業訓練成效之研究 

陳盈璋  

健康產業管理研究所 助理教授  

108 年度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補助教師研究計畫成果報告(108-R006)  

1. 組織規模大小是影響評核結果的原因之一。  

2. 中小型企業規模不大，在訓練專責人力及組織投入均較

少，單位也沒有系統性的教育訓練規劃，所以整體上評核結

果都沒有銀牌以上的結果。 

3. 行業別表現上，製造業及金融保險業評核結果表現較

佳。 

研究方法 

職業訓練局於 2005 年研擬出一套台灣自己的「訓練品質評核計分卡

（Taiwan TrainQuali Scorecard），後更名為台灣訓練品質評核系統

（Taiwan TrainQuali System，以下簡稱 TTQS），以適行於國內企業、組

織以及訓練機構之訓練管理流程，促進訓練品質與國際接軌，提升人才資

源培訓專業能力與服務產業發展，強化勞動生產力與國家競爭力。另外，

職訓局為能提升業者的訓練品質，將有申請「協助事業單位人力資源提升

計畫」之企業強制必須接受 TTQS的評核。TTQS自 2015年到 2017年為止，

全台通過評核單位總計達 4,915家次。2017年度申請評核單位有 1,619

家，其中金牌 18家、銀牌 100家、銅牌 373家、通過 744家、未通過 143

家，其餘為檢核表仮核家數有 199家及不合格 42家（TTQS專屬網站，

2018）。由勞動部所公告的評核結果及研究者本人多年評核經驗，過去 10

年來企業導入 TTQS系統後確實對組織訓練成效有所幫助。但不同組織背景

因素，如組織規模、業別、企業架構、企業文化等會對其成效的優劣有相

當大的影響。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不同組織背景因素之中小型企

業導入 TTQS之訓練成效差異性。 

表 1. 組織規模之比例(N=200) 

單位規模 家數 比例 

大型企業 23 11.50% 

中小型企業 89 44.50% 

學校推廣教育中心 6 3.00% 

公(工)協會 82 41.00% 

總計 200 100.00% 

 

表 4. 不同組織規單位之評核結果 

單位規

模 
評核結果 合計 

 
金牌 銀牌 銅牌 通過 不通過 

 
大型企

業 
2 9% 3 13% 14 61% 4 17% 0 0% 23 

中小型

企業 
0 0% 2 2% 27 30% 50 56% 10 11% 89 

學校推

廣教育

中心 

0 0% 1 17% 2 33% 3 50% 0 0% 6 

公(工)

協會 
0 0% 0 0% 9 11% 68 83% 5 6% 82 

總計 2 
 

6 
 

52 
 

125 
 

15 
 

200 

比例 1% 
 

3% 
 

26% 
 

63% 
 

8% 
 

100% 

 

表 5. 不同行業別之評核結果 

行業

別 

評核結果  
合計 

金牌  銀牌  銅牌  通過  不通過  

製造

業 
1 9% 0 0% 6 55% 4 36% 0 0% 11 

營建

工程

業 

0 0% 0 0% 2 50% 2 50% 0 0% 4 

批發

暨零

售業 

0 0% 0 0% 16 36% 22 50% 6 14% 44 

住宿

暨餐

飲業 

0 0% 0 0% 4 50% 4 50% 0 0% 8 

金融

暨保

險業 

1 13% 3 38% 2 25% 2 25% 0 0% 8 

教育

業 
0 0% 0 0% 3 60% 2 40% 0 0% 5 

醫療

保健

及社

會工

作服

務業 

0 0% 2 33% 3 50% 1 17% 0 0% 6 

支援

服務

業 

0 0% 0 0% 5 19% 17 65% 4 15% 26 

合計 2   5   41   54   10   112 

 



摘要 
 臉 部 的 感 知 傳 達 與 他 人 交 流 的 意 圖

(Schilbach, Eickhoff, Mojzisch, & Vogeley, 2008)，
眉毛與眼睛一樣具識別性(Sadr, 2003)，先前已研
究眉毛對於臉部表情情緒感知、臉部大小視覺的
影響，但尚未了解眉毛在微笑模式下的人格感知，
眉毛向上或向下都是情緒的信號{Poggi, 2000 
#119}，Duchenne smiles具有社會信號價值，其
笑容與愉悅的發生有關 (P. Ekman, Richard J. 
Davidson, and Wallace V. Friesen, 1990; Mehu, 
Little, & Dunbar, 2007)，本研究目標旨在了解，
眉毛的角度、遠近，在無表情、非杜興式微笑、
杜興式微笑下的人格感知，以做為最佳畫眉建議
的參考 
關鍵字:眉毛、杜興式微笑、人格特質 
 
文獻探討 

人與人的交流透過臉部表情可得知交流的意圖
(Schilbach et al., 2008))，眉毛是眼睛的子單元具識別性
(Sadr, 2003)，具傳遞身體內、外在訊息的特質 (Chi, 
2016; Roth, 2003)，人類透過視覺感受外在的刺激，視
覺認知的關鍵與大腦在視覺類別之間的區別的時間、
方式以及信息有關(chyns, 2007)，腦部視覺中心受到刺
激，生理的反應會影響心理而造成快樂或不快樂的情
緒(Lombardi, 1973)。臉部的表情可將情緒傳遞給他人
且增強人際交往的了解(Kujala, 2017)，人類無論任何年
齡階層皆會主動的模仿各種行為，此種透過非語言互
動的鏡像表情，對於人際的互動有重要的影響
(McIntosh, 2006; Riehle, Kempkensteffen, & Lincoln, 
2017)，人類透過這些潛在的特徵推論並預測他人的行
為(Knutson, 1996)。除此之外，透過臉部表情亦可解讀
人格特質，甚至影響人在群體生活中的發展。人格特
質是穩定不易改變的心理特徵，眾多學者透過五大心
理因素結構研究人格特質，這五大因素(Big Five)包含:
經驗開放性（ Openness to experience ）、盡責性
（Conscientiousness）、外向性（Extraversion）、親和
性（Agreeableness）、情緒不穩定性（Neuroticism），

透過臉部的表情訊息，可觀察或臆測人格特質。 
 

眉毛在杜興式微笑下對於人格特質感知的影響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美容流行設計系 

王惠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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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本實驗使用了12張照片(圖1.2.3)，這些照片的五官、
臉型、髮型均相同，它們的局部或是全部的偏差大致
相等。實驗1為自然面孔、實驗2 Non Duchenne smiles
面孔、實驗3為Duchenne smiles面孔照片，其中眉毛
的方向、位置被系統地操縱，眉毛分別以上揚、下垂、
高、近的水平眉，做為受試者觀察人格特質的刺激任
務。 

 

結果與討論 
 

 
 

表情 / 眉毛 
外向 責任感 友善 神經質 聰明 

Natural Face      
1.上揚眉毛 2.63 ± 1.16 3.43 ± 1.10 2.03 ± 0.85 3.47 ± 1.04 3.53 ± 1.11 

2.下垂眉毛 1.97 ± 1.03 2.40 ± 1.19 3.07 ± 1.31 2.77 ± 1.28 2.60 ± 1.16 

3.近眉毛 2.00 ± 0.95 3.07 ± 1.23 2.07 ± 0.98 3.20 ± 1.10 3.17 ± 1.12 

4.遠眉毛 2.53 ± 1.11 3.60 ± 0.77 3.13 ± 1.20 2.43 ± 0.97 3.77 ± 0.94 

F 4.08** 9.33*** 11.24*** 7.19*** 9.68*** 

p .009 <.001 <.001 <.001 <.001 

Post hoc 1、4>2、3 1、3、4>2；4>3 2、4>1、3 1、3>4；1>2 1、3、4>2；4>3 

Non Duchenne smiles      
1.上揚眉毛 3.23 ± 0.90 3.67 ± 0.84 3.67 ± 0.92 2.77 ± 1.01 3.57 ± 0.82 

2.下垂眉毛 2.70 ± 1.15 3.13 ± 1.17 3.70 ± 0.95 2.33 ± 0.96 3.33 ± 0.99 

3.近眉毛 2.87 ± 1.17 3.50 ± 1.04 3.47 ± 1.17 2.73 ± 1.20 3.43 ± 1.22 

4.遠眉毛 3.80 ± 0.92 3.90 ± 0.76 4.03 ± 0.85 2.43 ± 1.04 3.93 ± 1.05 

F 10.57*** 3.85* 2.15 1.69 2.86* 

p <.001 .012 .100 .176 .041 

Post hoc 4>1>2；4>3 4>2、3   4>2、3 

Duchenne smiles      
1.上揚眉毛 4.07 ± 0.87 3.20 ± 1.06 3.87 ± 0.97 2.93 ± 1.26 3.10 ± 1.18 

2.下垂眉毛 3.43 ± 1.30 3.00 ± 1.02 3.80 ± 1.13 2.87 ± 1.36 3.33 ± 1.12 

3.近眉毛 3.53 ± 1.17 3.37 ± 1.19 3.43 ± 1.01 2.93 ± 1.28 3.23 ± 1.22 

4.遠眉毛 4.03 ± 1.07 3.13 ± 1.20 3.63 ± 1.10 3.17 ± 1.32 3.80 ± 1.16 

F 3.46* 0.66 1.40 0.50 3.00* 

p .020 .582 .248 .686 .035 

Post hoc 1、4>2；1>3    4>1、3 

註：各組的敘述性統計以平均數 ± 標準差呈現 
*p < .05, **p < .01, ***p < .001 

在自然面孔下除了五種人格特質達顯著的水準；在非杜興
式微笑的面孔下僅外向、責任感與聰明達到顯著的水準，
而友善與神經質型則無相關感受型；在杜興式微笑面孔下
僅外向與聰明達到顯著的水準。本研究發現上揚眉毛在三
款面孔的外向型的人格特質方面有顯著的表現；下垂眉毛
在自然面孔下的顯得友善；近眉毛在在自然面孔下在責任
感、神經質、聰明的人格特質有顯著的表現；遠眉毛則在
三款面孔中皆有責任感、聰明的人格特質表現，這樣的結
果可能與眉毛以及嘴巴的表現有相關。學者指出:V眉毛有
憤怒與詭計多端的信號，A型的眉毛不具威脅表情，有高
興與悲傷的信號(Young, 2002)。上提的眉毛與與快樂
(Massaro, 2000)、驚訝、恐懼(Hsieh, Hsih, Jiang, 
Cheng, & Liang, 2015)的情緒有關。當嘴巴持平，面部
呈現中立表情(Mckelviet, 1973)，快樂時嘴巴持平、嘴
角向上彎(Kontsevich & Tyler, 2004)。眉毛與嘴巴直接、
間接甚至共同地影響著臉部的表情，因此臉上有著負面的
表情時，人際交往時透過解讀臉部表情而臆測了人格特質。
這個研究僅針對臉部表情解讀人格特質，尚缺乏情緒與人
格特質間的討論，這將會是未來的研究建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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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三,四)  豹皮與虎皮是跟人類發展歷史中有著密不

可分的關係,不論在從人類的原始服裝設計運用開始一直
到近代時尚舞台服裝的設計中,豹紋與虎紋的創意運用更
是從來都沒有缺席過,而在美容界的創意彩粧設計中,更
是常以虎紋與豹紋的亮麗顏色來做創意化粧的設計運用,
但只要能掌握色彩由淺到深的逐步疊色技法,且創作時由
臉部的中心來向外延伸繪畫,白,黃,橘,紅,咖啡,黑,後面
的深色不要全部蓋過前面的淺色,如此繪畫的步驟與技巧
,將會讓學習能變得事半功倍。 

                                                                         摘要 
中國傳統圖騰的運用起於商周、盛行於唐宋、鼎盛於明清，具有多元的歷史色彩及文化特色，將其特
有的圖騰意涵結合時尚彩繪設計，一、人體彩繪常見的筆法有平筆平塗(刷)法、圓筆勾描法等(向翊欣
2011)，平筆法所呈現的圖案面積較大，用色較均勻亦可做出漸層暈染的效果，線筆或圓筆較常運用在
構圖設計「強調」的表現，如描邊、線條的勾勒等，可使設計的整體性呈現立體與畫面的層次感(向翊
欣2011)。本研究計畫就特別將幾種常見的動物圖紋動物紋、豹紋、虎紋、斑馬紋、孔雀與鳥類圖紋、
蝴蝶紋、人體彩繪的線條,運用在創意彩繪彩妝設計之中,搭配人的五官特色運用,往往就創造出,創意舞
台造型彩妝中的優美作品,特別在線條的設計運用時要特別的留意如何跟我們人類的五官結構線條去搭
配,時所應注意的重點及方法之研究與探討。  
關鍵詞：動物紋、豹紋、虎紋、斑馬紋、人體彩繪、孔雀紋、鳥類圖紋、蝴蝶紋 
                      結果與討論 

            如何將彩繪流行動物圖紋結合創意造型之方法運用與探討     
      美容流行設計系   朱正生   

 

 

                              結論 
    時尚領域中的創意彩粧之靈感發想與創意設計,其範圍
之大,除了可以天馬行空完憑感受直接發揮創意外,更可以
與人類歷史,山川文物,無時空國界之建築模式,大自然中混
然天成的花朵植物,鳥獸蟲形,當作創意設計的藍圖背景,但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讓學習者,或純欣賞者能有一完整的引
導與概念,可迅速了解並進入設計者創意空間,才能讓學習
者在學習時能事半功倍,而欣賞者能快速一窺創意者的用心
設計,而本文研究就是想讓創意彩妝學習者,能夠借由與人
類歷史生活文化最接近及熟悉的動物,鳥獸,其身上有著最
混然天成的配色靈感與活潑生動的線條,如何來結合臉部結
構特質,並化繁為簡的帶領創意彩妝學習者,能夠快速的學
習並開啟創意彩妝設計時的靈感設計運用與創意法門。 

(圖示一.二)    時尚界在創意造型彩妝的創作中常常

會以大自然界最容易取材,顏色豐富配色渾然天成與線條
優美的動物圖案來做創意的靈感發想.其中設計師們又特
別喜愛以色彩斑斕線條流暢的蝴蝶為創意彩粧的設計藍
圖.但在臉部設計創意彩粧時,最好特別留意,圖案若能以
眼頭或眼尾為圖案的中心起點,這小小的圖案設計技巧必

定會讓臉部彩繪彩粧的設計練習時變得更簡單與流暢)
。 

(圖示五,六)   大自然中的孔雀羽各種鳥類的羽毛,簡直

就是上帝給人類在視覺上最美麗的禮物,它除了豐富了人類
的視覺感官神經外,更在所有的藝術創作中扮演了非常重要
的角色,因為鳥類羽毛中各種千變萬化另人無法掌控的大自
然配色法則,創造出許多色彩上的驚嘆號,更讓許多的藝術
創造者,有了更強烈的激勵動力,但特別在創意彩妝創作運
用時,一定要將線條設計延著臉部四週向內延伸的技巧將會
更容易設計出更協調美麗的創意彩粧作品。 



摘要 
     在21世紀全球自然風興起，各種與「健康美容」相關的產業，

如春筍般興起除了傳統的臉部美容之外，更有SPA、芳香療法等全

身保養，身、心、靈全面療癒時代來臨，而壓力情緒是身體對於

需要所產生之非特定反應，人每天都必須面對來自外環境，以及

內在需求的挑戰，而為了生存或發展所必須面對的內、外在挑戰

就是壓力的來源，壓力可大可小，對每個人感受不同，可能是好

的現象，會激發創造性之改變，同時可能致使負面影響，記憶衰

退而造成嚴重生理或情緒障礙，導致身心反應，甚而影響工作表

現(胡，2000;張，1999;張，2001;龍，2000)。 
本研究實驗目的以薰衣草、薄荷、甜橙精油藉由吸入式芳香療法

及魚型按摩，應用於12位大學生老師生理參數。記憶對個人的健

康與情緒狀態息息相關﹐再藉由紀錄芳香療法測前、後測的心率

變異數值來評估之改善差異。最後以Excel做分析、統計，讓本研

究更具有信效度。 
關鍵字：壓力、心率變異度、自律神經、魚型按摩器、芳香精油。 

前言 
根據文獻報告指出，國人約有百分六十到八十的人，ㄧ生中都會

經歷記憶衰退及情緒失調(Memory loss and emotional disorders)之苦，

其中不當的姿勢，都是造成肩頸的負擔。薰衣草精油能使過度緊

張的人迅速鎮靜放鬆，特別是在情緒負擔過重的情況下，它能迅

速降低過度分泌的壓力荷爾蒙，同時安撫肌膚與神經系統。薄荷、

甜橙精油能安撫，又能提振，因此是焦慮、沮喪、精神緊張時的

最佳選擇，薄荷原產於歐洲，是一種可以長到90釐米高的多年生

草本植物。用手輕輕揉捏，就會有清涼醒腦的香氣撲鼻而來。這

種氣味非常有助於改善呼吸道問題薄荷具有緩解神經嘔吐，改善

消化不良。還能夠讓自己的皮膚油脂分泌正常。甜橙是萃取自摩

洛哥所產生的精油，具有抗菌效果，數百年來在天然療法中常廣

泛應用改善皮膚等感染問題，「芳香療法」的目的，正是希望幫

助身體經由釋放負面的情緒，放鬆緊繃僵硬的身體，讓人回到健

康狀態並能持續下去，若能秉持著預防勝於治療的觀念，經由吸

入性芳香療法及魚型按摩在心率變異度的分析，適度的調節情緒

和壓力，不但可以讓人產生正向的情緒提升記憶力也可以減少社

會成本的負擔。 

目的 
  藉由魚型按摩器是由陶砭為天然沉積岩能量石，蘊藏豐富的微

量元素，運用按摩方式產生熱能，能夠使肌肉深層放鬆。陶瓷製

的魚型按摩器具遠紅外線的療效 (高振益、賴俊嘉，2015)。 
•芳香性精油經由呼吸或按摩吸收，而達到舒解情緒、心情放鬆，
身體疾病的改善等。配合心律變異了解自主神經系統包含交感神
經、副交感神經及腸胃神經系統。交感及副交感經常相互結抗作
用以保持平衡，當身體不在極端狀況時，表現出連續性特定器官
生理控制。 
實驗流程              

花梨木、甜橙精油吸入性芳香療法及輔助魚型按摩器在心率變異提升記憶與情緒之探討 
譚彩鳳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美容流行設計系 
 

參考文獻 
1.李引玉(1999)，當代精神衛生護理，台北:偉華。 
2.龍育民(2000)，論工作壓力與情緒管理之重要性，國防雜誌第十五卷第十

冊第86~95頁。3. 倪美雅、張繼倫、曾士齊、劉禧賢(2012)，台灣中部大

專生化妝品消費行為分析—以雲林縣大專院校為例。美容科技學刊，9(2)：
9-2-7。 

3.孫安迪(2002)，紓壓防癌抗老-孫安迪免疫新主張，如何出版社有限公司。 
4.葉婉榆、鄭雅文、陳美如、邱文祥(2008)，職場疲勞量表的編製與信效度

分析，台灣衛誌，第二十七卷，第五期，349-364 頁。 

      

實驗結果 

結論 
•本研究以12位大學生老師生理參數，連續六週長期實驗中皆有得到很好
的改善，尤以情緒壓力指數有明顯下降，記憶思緒活力指數都有提升，
實驗結果發現魚型按摩對於記憶提升與情緒紓解是具有效果的，此次使
用三種精油輔助包括：薰衣草精油、薄荷精油、甜橙精油，皆是幫助紓
解壓力、放鬆心情的效果，所得結果數據顯示皆有顯著效果，       研究
發現適當使用魚型按摩器是可以達到紓解壓力、放鬆心情、提升記憶力
的效果。 
•可成為生活繁忙的社會人群注重記憶與情緒之重要性與有效益的保健方
式。同時可協助 
•一般休閒芳療產業作為記憶提升與情緒放鬆紓壓之參考依據。 
•比較出魚型按摩組在壓力紓解上與吸聞組使用精油吸嗅中更加強人體活
力指數，了解記憶提升與情緒紓解之活力的差異性。 

受測者   休息五分鐘   進行測試前 
心率變異器測量   進行芳香精油吸
嗅30分鐘再以魚型按摩各測試半小
時 
 

2.進行測試後心率變異器測量   數
據資料統計分析       研究結果 
 

   

 

 

 

 

(圖一)心律變異器 

(圖二) 印表機 

(圖三) 血氧濃度夾 

(圖四) 儀器分析畫面 

研究結果： 
     本研究在操作實驗組發現，12位大學生老師生理參數在魚型按摩組對心
跳指數與情緒壓力指數都有下降，而記憶活力指數也比按摩前提升許多，但
在操作過程中數據有幾次不一樣，而導致所得結果不一樣的因素也很多，例
如當下的環境因素或者煩惱未因魚型按摩而消除情緒壓力等，都會導致結果
不一樣。心跳指數：過程中大部分心跳指數都有下降，過程中如果心搏太快
或太慢可能需要進一步檢查。 



仿寶石的研製與飾品造型設計之研究 
 趙屏菊1、李仰川2*、施貝淳3 

1.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美容流行設計系 
2.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美容流行設計系(通訊作者) 
3.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 

摘要：飾品創作強調寶石礦物原貌或美麗光澤呈現為主，研究利用環氧樹脂或光敏化樹脂材料製成仿寶石，以表現出優質
的樣貌及質感為主。設計者運用塑料合成仿珠寶的多形外觀，透過現代手作創新飾品工藝搭配複合媒材、金絲線等材質。
過程中使用鏤空、纏繞、繡縫等技法賦予項鍊另一種創新時尚風貌。最後，飾品以巴洛克風格呈現，表達設計者對於復古
華麗風格的推崇，並傳達另類美學反思與創作思維，提供飾品創作更多元的思考與風向。 
Accessory creations often emphasize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original mineral appearance or the presentation of vivid beauty of 
spindle. The researchers use epoxy resin and photosensitive resin materials to imitate gems and also reveal elegant appearance and 
texture. The designer uses the multi-shape appearance of plastic imitation materials for gems in jewelry by appling the innovation 
skill with composite media, and combining with other materials such metal wires. The procedures apply special techniques such as 
engraving, winding, and embroidery stitches to give necklace a new innovative fashion style. Finally, through the Baroque style 
jewelry creations, expressing the designer's admiration for combining the retro and gorgeous style, the designer hopes to convey 
alternative reflections on aesthetics, to expand this field by providing more divergent thinking and directions of accessory creation. 

 
 

結果與討論： 
一、仿珠寶的製作(成品如右圖一) 
      選擇AB膠或UV膠材料，添加適當的壓克力顏料混和後倒

入矽膠模具，放入40℃烘箱或紫外燈箱中乾燥。結果如
下圖所示，模擬過程中需利用顏料濃淡調整出珠寶的不均
勻色澤或結晶。 

 

結論： 

1、運用環氧樹脂及光敏化樹脂材料能製備出質感良好的仿寶石，惟工藝及顏料的暈染仍有需克服的地方。 
2、透過鋁線、銅線的優點與特性，結合仿寶石的研製，如水晶、寶石..的應用，設計出巴洛克風格的作品，過
程中從簡易的技法介紹到成品步驟說明。 
3、多媒材應用於特殊造型飾品設計課程，循序漸進的引導並創造出獨特的創意飾品。此為跨化學與飾品領域
的結合，希冀此一研發創意未來可以運用於學校的體驗教學使用。 

研究內容與設計方法： 
一、樹脂寶石的研製 
    利用環氧樹脂或光敏化樹脂材料的選用，液態環氧樹脂與硬化劑混合後倒入模板保持在所需形狀直至硬化。通過添
加顏料來獲得仿寶石顏色。顏色的透明度取決於樹脂和顏料的比例。當達到所需的顏色時，在環氧樹脂中加入硬化劑，
然後將材料快速倒入模板中或於模板中的樹脂在為硬化前調色或結晶。必須均勻地舖展所有樹脂並避免形成氣泡。 
二、設計創意與概念 
    本研究設計主題以巴洛克華麗復古風格為主，內涵透過構思發想及蒐集以往相關主題，期能展現作品之立體奢華美
麗閃耀之珠寶飾品。利用線條、造型、色彩、結構等相關草圖設計、圖像、寶石運用化為手作飾品創作之概念。飾品工
藝最後結合具像的呈現及複合媒材、珠飾與寶石的應用，發展出具有特色的珠寶創作作品，展現世人所愛巴洛克華麗復
古風。 

圖一、各類型及顏色的仿寶石製作 

二、飾品製作與流程(如右圖二) 
1、準備製作巴洛克風格項鍊所需之素材。 
2、將仿寶石及仿珍珠用進口鋁線以纏繞、包裹之方式製作

成所需的形狀。 
3、用勾針及台灣銅線，製作成項鍊底座。 
4、將已包裹成型的3顆仿寶石縫在製作好的底座項鍊上。 
5、將水滴型仿寶石及水滴型水晶纏繞成型。 
6、結合主鍊與其他仿珍珠、水滴型仿寶石、水晶等，即完

成作品。 

圖二、飾品製作與流程(由左至右，上至下) 



第二型糖尿病大鼠之胃腸道損傷及血漿睪固酮濃度相關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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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 Aim 

統計資料顯示，世界各國(包括我國)之第2型糖尿病罹病率逐年增加，此外，糖尿病亦
為我國國人十大死因之ㄧ。臨床上已發現糖尿病患者具有胃腸道蠕動減緩與慢性發炎等
現象，同時血漿中睪固酮濃度亦會隨嚴重程度而下降，然而有關糖尿病對胃腸道損傷及
睪固酮濃度之相關性迄今仍尚不清楚。本研究擬以SD雄性大鼠經餵食高果糖飼料以建
立第2型糖尿病之動物模式，並藉偵測血中三酸甘油脂、胰島素濃度以確定其第2型糖尿
病模式。隨後，將大鼠犧牲觀察正常及糖尿病大鼠之血漿黃體促素及睪固酮濃度變化。
並將禁食一夜後之實驗大鼠犧牲，進行大鼠之活體(in vivo)及離體(in vitro)胃腸蠕動改變
情形之研究。實驗結果能作為糖尿病對胃腸道蠕動與雄性素濃度影響之直接證據。 

Summary 

Fig.1 Effects of high-fructose diet on plasma LH, testosterone levels Gastric Motility 

Male rats were fed with fructose diet for 21-weeks. Experimental rats 
were scarified and the plasma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or detecting the 
concentrations of (A) plasma luteinizing hormone (LH) and (B) 
testosterone by radioimmunoassay. Each value presents mean ± SEM.  

Fig.2 Effects of high-fructose diet on testosterone release  

Experimental Design  

Effects of high-fructose diet on testosterone secretion. Leydig cells were purified and treated with 
different stimulators, including hCG (0.05-50 mIU/ml), 8-Br-cAMP and forskolin. A stimulatory effect 
was found in the presence of hCG (0.05 U/ml). In contrast, there were no different after treatment 
with 8-Br-cAMP or forskolin in Leydig cells prepared from rats fed with crow diet and high-fructose 
diet. *, P<0.05 as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Each value presents mean ± SEM.  

Hypertriglycemia, hyperinsulinemia and hyper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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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t 

Male rats (8-week old) × 24,  fed with:  
Chow diet (Purina 5001) or high 
fructose diet (Harlan 89247) 

Blood pressure, body weight:  
detected every week 

Rats were sacrificed, TE 
GI motility were evaluated 

Chow Diet High Fructose Diet 
Protein 239 (958) 210 (727) 

Carbohydrate 487 (1949) 600 (2405) 
Starch 319 - 

Fructose 30 600 
Others 165 - 

Fat 50 (454) 50 (464)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 (%) 30.8 10.6 
Monounsaturated fatty acid (%) 32.0 49.5 

Saturated fatty acid (%) 31.2 38.8 
Fiber 51 79.8 

Minerial and Vitamine 173 60 
Mg2+ (g) 2.1 0.492 

Hypertriglycemia, hyperinsulinemia and hypertension were observed in the fructose-fed group. In 
contrast, There were no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body weight. 

Results 

Materials and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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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線性結構模式探討基隆市高齡者購買膳食補充品行為意圖
Using SEM to Discuss the Behaviors of Buying Diet Supplement by the seniors of Keelung City

黃庭鍾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健康產業管理研究所

1.研究背景與目的

Ching Kuo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nd Health

Institute of Health Industry Health

若進一步想了解飲食行為的相關訊息，使用計畫行為理論來探討是其中的一種方法，
透過理論可以瞭解飲食行為的真實。本研究以行為、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等三個面向，
試圖瞭解高齡者在使用膳食補充品之行為的關鍵因素，並加入過去行為進行探討。研究成
果提供社會大眾評估是否要使用膳食補充品，另亦可提供相關業者在經營行銷策略上，加
強行銷議題並引起顧客注意，使產品符合消費者需求，獲得雙贏效果。

3.結果與討論

4.結論

108年度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補助教師校內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本研究以民眾使用膳食補充品的使用意圖為基礎，首先透過開放式問卷收集行為態度、
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的外生變數行為信念(BB)和結果評價(OE)的乘積和、規範信念
(NB)和順從動機(MC)的乘積和、控制信念(CB)和知覺強度(PP)的乘積和等的相關程度，瞭
解民眾使用膳食補充品的原因及被影響的來源因素；透過文獻探討，使用計畫行為理論
(TPB)瞭解行為態度(AT)、主觀規範(SN)、知覺行為控制(PBC)三者對行為意圖(BI)之影響，
以此發展本研究之研究基本架構。據此，本研究建立研究架構如圖2所示。

依據本研究架構的理論觀點，建立理論模式與參數結構如圖4所示，其中潛在構念(latent construct)以
橢圓形表示，觀測變數(observed variable)以矩形表示，δ i 為描述可觀測變數X i 之量測誤差，ε i 為描述可
觀測變數Yi 之量測誤差，λxij 為描述可觀測變數X i 對潛在外生變數ξ j 之係數，λYij 為描述可觀測變數Yi 對

潛在內生變數η j 之係數。如圖4所示。本研究理論結構模式之路徑係數與假設驗證結果，如表
6所示。

2. 研究方法

圖4：本研究各變項之線性結構關係圖
圖2：本研究研究架構圖

臺灣老年人口持續增加 (如圖1所示)，醫療成
本相對提高，民眾意識到飲食與健康的關聯性因
素，促使保健食品市場成長，並創造出巨大商機。
過往高齡長者往往不喜歡被貼標籤，而去購買以
高齡者為訴求的產品及服務，思此需以更細膩及
貼心的方式去對待老人相關事務。而我國老人福
利法所認定之老人為該法第二條所規定之「係指
年滿65 歲以上之人」，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
（WHO）所認定之老人亦為65歲以上高齡者。 圖1：主要國家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

本研究正式問卷針對基隆市高齡者為對象，共發出200 份問卷，問卷發放時間為2019

年5月至6月，回收份數為200份，整體回收率為100.00%，而有效份數之計算係將填答不完
整、空白問卷、明顯敷衍及填寫錯誤之樣本，予以剔除。經過檢誤並扣除無效問卷0份，
有效問卷共200份，整體有效樣本回收率為100.00%。本研究樣本之基本便項次數分配如表
1所示。

 

基於上述二方面考慮，故本研究對老人定義採法律認定之年齡，為65歲以上之人，並
以近年來出現的「銀髮族」為其之尊稱。此外，由於來源資料與國情等之不同，例如我國
官方資料常用「老人」不同於日本常用「高齡者」；故凡本研究中所稱之「銀髮族」、
「高齡者」、「老人」、「老年人」均通指年滿65歲以上之人，未所不同。

很多西藥服用後有副作用，大多數膳食補充品比較沒有這種憂慮，但仍有部分品項會有
使用過量，造成中毒的現象。營養知識的普遍化，各種維生素、礦物質等營養素對健康的
功能被究明，引起消費者對營養素的購買服用。媒體的報導介紹各種保健食品的新聞引起
大眾的注意，更促使購買慾。本研究想透過民眾對膳食補充品的使用意圖，瞭解使用膳食
補充品的目的及影響因子。想了解飲食行為的相關訊息，使用計畫行為理論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來探討是其中的一種方法，透過理論可以瞭解飲食行為的真實訊息
(Strychar, 2007)。

本研究藉由計畫行為理論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以行為態度 (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 AB)、主觀規範 (Subjective Norm; SN)、知覺行為控制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PBC)等三個面向，試圖瞭解銀高齡者在使用膳食補充品之行為的關鍵
因素，並加入過去行為進行探討。研究成果提供社會大眾評估是否要使用膳食補充品，另
亦可提供相關業者在經營行銷策略上，加強行銷議題並引起顧客注意，使產品符合消費者
需求，獲得雙贏效果。

行為信念 行為態度

結果評價

規範信念 主觀規範

順從動機

控制信念
知覺

行為控制

知覺強度

行為意圖

過去行為

H1-1

H2-1

H3-1

H1-2

H2-2

H3-2

H4

H5

H6

H7

行為態度是指個人對於特定行為的正面或
負面評價，例如：好/壞、有利/不利、快
樂/痛苦。例如您對使用膳食補充品的感覺
為：壞的(-3) ~ (+3)好的，以兩極化七等級
語意區分法進行衡量，共10題。行為信念
為民眾對於使用膳食補充品可能會導致的
正、反面結果的信念，例如您認為使用膳
食補充品能更健康、更有活力：非常不同
意(-3) ~ (+3)非常同意，以兩極化七等級語
意區分法進行衡量，共13題。結果評價為
民眾對於使用膳食補充品可能會導致的正、
反面結果的評價，例如使用膳食補充品能
更健康、更有活力，對您的好壞程度為：
非常不好(-3) ~ (+3)非常好，以兩極化七等
級語意區分法進行衡量，共13題。

規範信念是指對其有影響力的個人或團體認為是否應該採取某項行為的壓力或看法，
例如您的配偶或家屬認為您應該使用膳食補充品：非常不應該(-3) ~ (+3)非常應該，以兩
極化七等級語意區分法進行衡量，共10題。順從動機是指個人對其有影響力的個人或團
體順從意願的強弱，例如您的配偶或家屬認為您應該使用膳食補充品。您會服從的程度
為：非常不願意(1) ~ (7)非常願意，以七點尺度(7-Point Scale)進行衡量，共10題。知覺行
為控制是指個體欲表現一特定行為所需要的資源和機會之信念，或所知覺到的難易程度，
對行為意向具有動機上的含意。例如對您而言使用膳食補充品是：非常困難(-3) ~ (+3)非
常容易，以兩極化七等級語意區分法進行衡量，共6題。控制信念是指個人對於採取某項
行為所擁有的資源、機會的多寡認知。例如對膳食補充品有足夠的知識，對於您使用膳
食補充品的可能性為：非常不可能(-3) ~ (+3)非常可能，以兩極化七等級語意區分法進行
衡量，共10題。

知覺強度是個人認為這些資源、機會對其行為的影響程度。例如記不得何時要吃：
非常不影響(-3) ~ (+3)非常影響：您使用膳食補充品。以兩極化七等級語意區分法進行衡
量，共10題。行為意圖是個人欲從事某種行為的主觀機率判定，反映了個人於某一項特
定行為採行意願。例如在未來一個月內您企圖使用膳食補充品：非常不可能(-3) ~ (+3)非
常可能：您使用膳食補充品。以兩極化七等級語意區分法進行衡量，共4題。

主觀規範指個人表現特定行為時，重要的他人或團體對個體之影響；主觀規範同時
也隱含著個人從事某行為所預期到來自重要同儕或團體的社會壓力。本研究依據開放式
問卷資料進行設計，例如在您認識的人當中，有很多人使用膳食補充品：非常不同意(-3)

~ (+3)非常同意，以兩極化七等級語意區分法進行衡量，共5題。

基本變項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性別
男性 54 26.8% 26.8

女性 146 73.2% 73.2

身高

150公分以下 43 21.4% 21.4

151-160公分 107 53.6% 53.6

161-170公分 39 19.6% 19.6

171公分以上 11 5.4% 5.4

體重

50公斤以下 43 21.4% 21.4

51-60公斤 89 44.6% 44.6

61-70公斤 46 23.2% 23.2

71公斤以上 21 10.7% 10.7

年齡
65歲以下 50 25.0% 25.0

66-70歲 96 48.2% 48.2

71歲以上 54 26.8% 26.8

居住縣市
基隆市 93 46.4% 46.4

新北市 79 39.3% 39.3

其他 29 14.3% 14.3

教育程度

不識字 7 3.6% 3.8

國小 25 12.5% 13.2

國中 32 16.1% 17.0

高中職 57 28.6% 30.2

大專 64 32.1% 34.0

研究所以上 4 1.8% 1.9

是否獨居
是 146 73.2% 80.4

否 36 17.9% 19.6

未填答 18 8.9% 0.0

表1：研究樣本基本變項次數分配表

態度
ξ1

X1

X2

λx11

λx21

δ1

δ2

主觀規範
ξ2

X3

X4

λx32

λx42

δ3

δ4

知覺行為控制

ξ3

X5

X6

λx53

λx63

δ5

δ6

行為意圖
η1

ϒ11

ϒ21

ϒ31

ϒ41

y1

ζ1

ε1

λy11

δi：描述可觀測變數xi之測量誤差

εj：描述可觀測變數yj之測量誤差

λxij：描述可觀測變數xi對潛在外生變數ξj之係數

λyij：描述可觀測變數yj對潛在內生變數ηj之係數

過去行為
ξ4

δ7

假設 路徑係數 檢定結果

H1 結果評價愈高，行為信念對於行為態度愈顯著正相關。 0.833*** 成立

H2 順從動機愈高，規範信念對於主觀規範愈顯著正相關。 0.865*** 成立

H3 知覺強度愈高，控制信念知覺對於行為控制愈顯著正相關。 0.832*** 成立

H4 膳食補充品使用行為態度對高齡者的行為意圖有顯著正向影響。 0.387*** 成立

H5 膳食補充品主觀規範對高齡者的行為意圖有顯著正向影響。 0.772*** 成立

H6 膳食補充品知覺行為控制對高齡者的行為意圖有顯著正向影響。 0.623*** 成立

H7 膳食補充品過去使用行為對高齡者的行為意圖有顯著正向影響。 0.411*** 成立

表2：本研究整體理論模式衡量分析摘要表



試評王拓小說《金水嬸》 
薛玲玲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壹、前言 
  

  王紘久（1944-2016），筆名王拓，基隆八斗子人。是臺灣「鄉土文學」作家以及政治人物。〈金水嬸〉人物取材自他的母親，小說中細
膩刻劃了一位樸實勤勞、堅毅守份的臺灣傳統婦女「金水嬸」 。王拓由於家境清寒求學過程，以半工半讀方式完成學業，曾經從事過基
隆碼頭挑煤工、造船廠油漆工、煤炭工人、漁夫等中低階層的工作，對於社會底層之人物多有所接觸，故其文學作品亦多為描寫社會底
層人物之困境與遭遇。〈金水嬸〉小說故事主角是一位角色鮮明且具強韌生命力的一位婦人，不同於李昂〈殺夫〉中林市或是魯迅的〈
祝福〉的祥林嫂悲慘命運，金水嬸的強韌生命力的特質，為她生命的困境找到出口。 

 

       貳、人前人人稱羨好命婆的『金水嬸』 
 

作家王拓是以自己母親當作原型人物來寫金水嬸，金水嬸在小說當中做生意可以說是八面玲瓏，但回到家裡面對好吃懶做的老公也只能逆
來順受，可說是人前風光，但背後辛酸委屈也只能往自個肚裡吞，她卻能以一己之力撐起整個家庭，第一段敘述金水嬸只是做賣雜貨生
意，竟能將六個孩子撫育成人，有著令人艷羨的職業，母以子為貴也讓只是賣雜貨的金水嬸在小漁村竟然可以和聖母媽祖一樣出名，金
水嬸因為做雜貨生意所以漁村裡發生的大大小小事她都瞭若指掌，消息靈通、人面又廣益發突顯她的重要性。 

 

  參、肚皮爭氣的『金水嬸』 
金水嬸在家裡和小漁村之所以讓人敬重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她生了六個兒子，在傳統重男輕女的社會生兒子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六
個兒子後來個個事業有成，從小漁村鄉民的角度看來，羨慕不已說她好命，金水嬸客氣推說：「鬼啦，好命在哪裡？一輩子做牛做馬，
拖磨得要死。」，不過令人好奇的是她到底怎麼教這幾個兒子的，鄰居說：「你怎麼不好命？兒子六七個，做經理的做經理，當船長的
當船長，不像我們討孩人，風平浪平才有錢賺，你怎麼不好命？」，不過金水嬸自己心裡最清楚，兒子雖然個個爭氣，但背地裡金水嬸
的生活並不是像大家所看到的那樣父慈子孝，當大家都認為金水嬸熬出頭，她回說：「鬼啦，哪裡有？只是名聲好聽而已啦。」內心無

奈非鄰居們所能了解。 
 

肆、不愛與人計較的『金水嬸』 
王拓寫這篇小說距今已有40幾年的光景，目前婦女的地位已經有很大的改變，從小說當中可以看到金水嬸長期被老公金水無論是言語或肢
體的暴力相向，她總是默默的逆來順受，小說當中金水嬸的老公是一個很沒擔當，好吃懶作又自以為是的一個人，自認自己是一家之主，

要大家敬重他，卻又沒本事，讓人感到是一個可悲又可憐之人。 
 

伍、被老公暴力相向的『金水嬸』 
王拓寫這篇小說距今已有40幾年的光景，目前婦女的地位已經有很大的改變，從小說當中可以看到金水嬸長期被老公金水無論是言語或肢
體的暴力相向，她總是默默的逆來順受，小說當中金水嬸的老公是一個很沒擔當，好吃懶作又自以為是的一個人，自認自己是一家之主，

要大家敬重他，卻又沒本事，讓人感到是一個可悲又可憐之人。 
 

陸、被兒子遺棄的『金水嬸』 
老公不疼也就算了，到後來還被兒子遺棄，讓她獨自面對債主的苦苦相逼，金水嬸老公打罵她是家常便飯，稍不如意便打罵她出氣，金水
只有快死的時候才覺得對金水嬸有所虧欠。兒子小時候或許會體諒母親的處境，覺得母親很可憐，但兒子長大後有了不錯的工作卻變了
樣，價值觀扭曲卻不自知，金水嬸含辛茹苦拉拔六個孩子長大成人，因為投資失利去找小兒子借錢，話都還沒說出口，小兒子先跟她抱
怨「都是那個夭壽的什麼牧師，才把我們騙得這般苦慘。那五六萬塊，他吃了怎麼也不怕脹死？不怕給雷公殛死？—」，兒子說就當是
花錢賣經驗，可是金水嬸可不是這麼想，她說「經驗？這種經驗誰買得起？現在會錢也到期利錢也到期，人家討錢討得急的像鬼要捉
去。」金水嬸不知該如何是好，冀望小兒子能借她一些錢好解燃眉之急，哪想到小兒子也跟她哭訴，說那麼多錢他也很困難，去了房間
出來之後媳婦跟金水嬸說，她將一把十元鈔票放在桌子上，說：「這是兩百塊，再多我們實在也沒辦法了」，說是讓金水嬸先拿回家湊
數，金水嬸真的是很難過，因為這第四個兒子是最貼心的，以前每次遭到丈夫非理的拳腳踢打，總是這個兒子來安慰她，可是也不過才

一年的光景，竟然只拿了兩百元來敷衍她，怎不讓她難過。 
 

柒、結語 
王拓於民國64年發表《金水嬸》於《幼獅文藝》 ，距離已經超過四十年了，台灣目前的社會環境或是文學環境，其實都有了很大的不同。

當時王拓試圖透過小說處理社會議題的手法、語言及其問題意識，對於現在的我們來說依然可以有很多啟發，如婦女社經地位的變遷，
傳統家庭結構的改變，世代價值的差異等都值得我們繼續探究。小說人物金水嬸不愛與人計較，和樂為善，為家庭付出，正是臺灣傳統
婦女之寫照。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社會現實的殘酷，人性的自私，工商社會的物質欲望，毫無保留的鞭笞在金水嬸身上，傳統家庭結構

徹底瓦解，是親情自私的無奈，也是人性欲望的醜態展現。 
 

中文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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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單位氧氣治療病患口腔損傷、臉部皮膚、營養狀況
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

The related factors and oral damage, facial skin integrity, nutrition status
of oxygen therapy patients in ICU 

作者：李德芬
1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護理系李德芬副教授 dfleelee7@gmail.com

研究背景及動機
重症病患氧療引發口腔、臉部皮膚受損；又新陳代謝障礙引發營養

失衡，加重口腔及臉部皮膚受損，故本研究期探究氧氣治療重症病

患口腔損傷、臉部皮膚、營養狀況及其相關因素，作為氧療重症患

者臨床照護之參考。

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量性、描述性、相關性研究，個案來自北部某四家區域

教學醫院之加護病房及亞急性呼吸照護中心，以結構式問卷收集

重症病患口腔損傷、臉部皮膚、營養狀況，研究架構如下圖。

圖一：研究架構圖

研究結果
壹、重症病患基本屬性之分佈情形
本研究87位個案，以男性(51.7%)；小學以下居多數；已婚者(54%)、
有宗教信仰者、無手術者占較多；未使用鎮靜劑居多；用過的氧氣
治以侵入性呼吸器占最多(72.4%)，多有氣管內管留置(66.7%)，多
採宜拉膠固定及無人工氣道(71.3%)。

貳、病患口腔損傷、臉部皮膚、營養狀況之現況
表一：重症病患之口腔損傷 (N=87)

圖二：重症病患臉部皮膚損傷情形(N=87)

圖三：重症病患營養狀況~血液生化數值(N=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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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重症病患營養狀況~體位數值(N=87)

圖四：重症病患營養狀況~靜脈有無及消化情形(N=87)

參、病患口腔損傷、臉部皮膚、營養狀況之相關性
一、口腔損傷與臉部皮膚：氣管內管皮膚壓傷與上/下唇、舌頭、

黏膜、齒齦等；撕裂傷與上唇、齒齦、唾液等部位之口腔損傷程度呈
現正相關。

二、口腔損傷與營養狀況：口腔上唇、舌頭、粘膜、齒齦損傷

與白血球數值；口腔下唇損傷與白蛋白數值;禁食天數與口腔之下唇
及口腔粘膜損傷程度，均呈現正相關。

三、臉部皮膚與營養狀況：氣管內管撕裂傷與白血球數值呈正

相關；鈉離子與非侵入型呼吸器撕裂傷呈現負相關。

四、三個依變項中類別變項之差異結果：口腔黏膜與白血球

正常與否、靜脈營養有無；齒齦與白血球、白蛋白正常與否及靜脈營
養有無；唾液情形與腸胃消化情形；非侵入型呼吸器撕裂傷與白蛋白
正常與否等變項之間，皆達統計之差異。

肆、基本屬性於三個依變項之差異性分析
一、人口學特徵：教育程度影響齒齦損傷不同；婚姻狀況不同，

氣管內管壓傷有差異。性別不同於口腔上唇損傷、非侵入型呼吸器撕
裂傷、身高及白蛋白有差異。宗教有無影響非侵入型呼吸器撕裂傷。

二、疾病特徵：手術有無與齒齦損傷；入院時APACHE II與舌頭

損傷；住加護病房天數與氣管內管撕裂傷；躁動欠安程度與下唇口腔
損傷，均有相關。

三、氧氣治療特徵：人工氣道有無與舌頭；氣管內管插置有無與

舌頭及口腔粘膜損傷有關。手術有無、氣管內管有無影響氣管內管撕
裂傷程度；氣管內管有無在非侵入型呼吸器撕裂傷有差異。

研究限制
因外科加護病房患者小於3天即移除氧氣治療，致使個案數以
内科加護病房居多；又家屬多聚焦於患者生死交關危機，多數
家屬拒絕參與本研究，徒增收案困難，此為本研究之限制。

護理專業之應用
壹、臨床實務
研究發現白血球、白蛋白及消化情形影響重症病患口腔損傷及
皮膚狀況，故建議需盡早提供重症病患營養支持。住加護病房
天數與氣管內管撕裂傷有相關，建議宜盡早移除氧氣治療。

貳、未來研究
研究發現，躁動欠安影響皮膚完整性，建議未來可進行化學性
約束及物理性約束造成醫源性傷害差異的比較性研究。

關鍵字：氧氣治療、口腔損傷、皮膚完整、營養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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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臨床上常用的中藥以水煎劑為主要使用方式，但有一些中藥是以
香氣成分為主要的藥性成分，在中醫應用上有「芳香開竅」與「芳
香化濕」等相關用途。但因在煎煮時容易揮發散失，因此這些香氣
成分在中藥研究方面較不完全，具有研究的價值。本研究中所選用
的研究對象為:丁香、辛夷、薑黃、肉桂四種中藥，自所購買之藥材
萃取其精油後，再以氣相層析質譜儀為主要分析儀器進行精油成分
分析。得到圖譜後，先由程式資料庫比對各波峰可能代表的化合物，
再搜尋學術論文確認該化合物為精油成分。 
  
  關鍵字：中藥、氣相層析質譜儀、丁香、辛夷、薑黃、肉桂 
 

研究背景及目的 
中藥是中國醫學主要的使用藥物，與中華文化五千年的歷史以及

人民的健康緊密相連，臨床上常用的中藥通常是將經過炮製後的天

然草藥以水煎煮，以獲得所需要的藥用活性成分。但有一些中藥是

以香氣成分為主要的藥性成分，在中醫應用上有「芳香開竅」與

「芳香化濕」等相關用途，例如辛夷常用於鼻淵頭痛、風寒、不文

香臭等症狀；丁香、薑黃、肉桂等則為溫性辛香料，常添加於料理

中提升食物美味、去腥、助消化，在中醫中也具備增加體溫與促進

代謝的功用。由於香氣成分在煎煮時容易揮發逸失，藥效上比較少

應用這些香氣成分，因此在中藥研究方面較不完全，也還沒建立國

際標準，因此具有研究的價值。本研究中所選用的研究對象為:丁香、

辛夷、薑黃、肉桂四種中藥，將自行萃取其精油後，再以氣相層析

質譜儀為主要分析儀器進行精油成分分析。 

 

 研究方法 
 
(一) 精油樣品： 
本實驗之四種中藥精油將自行於實驗室萃取；萃取方式之試驗管制
作業程序，乃參考中國藥典2015年版制定。採用固定的儀器裝置蒸
餾萃取獲得藥材中的 揮發油成分。儀器裝置是由1000-mL（或500-
mL、2000-mL）的硬質圓底燒瓶（A），上接揮發油測定器（B），B 
的上端連接回流冷凝管（C）。將已萃取完成的精油稀釋1000倍後以
GC-MS（氣相層析－質譜儀）進行分析。 
  
(二) 氣相層析質譜儀進樣與藥品： 
95%乙醇購自台灣博納特國際有限公司（規格符合中華藥典）、
Ethyl acetate購自J. T. Baker（Ultra Resi-analyzed®）、
Dichloro Methane 購自Merck（LiChrosolv®），精油樣品採直接進
樣或先稀釋於95%乙醇中。 
 
 (三) 氣相層析質譜儀指紋圖譜 
氣相層析質譜儀（Gas Chromatograph-Mass Spectrometer；GC-MS）
GC型號： SHIMADZU GC-2010， Detector ：GCMS-QP2010，
AutoInjector：AOC-20i。  
精油指紋圖譜參數：Column Flow : 1.0 mL/min ； 線性流速：
40℃停留2分鐘後，以5 ℃/min 上升至260℃ ，停留4分鐘 。注射
口溫度 ：260℃，偵測器溫度：300℃ 分流比(SPILT Ration)：
50:1。 

以氣相層析質譜儀(GC-MS)分析常用之中藥精油成分 
莊麗貞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健康產業管理研究所 

      

研究結果與討論 

結論 
各藥材之主要成分整理如下： 
丁香以丁香酚(Eugenol) 、石竹烯(β-Caryophyllene)為最主要成分； 
辛夷的成分比較複雜，以 桉油醇(Eucalyptol)、蒎烯(β-Pinene)、杜
松萜烯(δ-Cadinene )，以及石竹烯Caryophyllene為最主要成分；薑
黃以薑黃酮或稱薑黃素(Tumerone)、薑黃新酮(Curlone) 為最主要成分；
肉桂以肉桂醛(Cinnamaldehyde)和丁香酚( Eugenol) 為最主要成分。 
   以上四種藥材之主要揮發成分與歷年發表之文獻相符，且丁香、肉
桂與辛夷的主成分有重疊性，因此具有相似的藥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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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所分析之四種中藥的揮發性成分GC-MS圖譜如下圖所示。 
(一)丁香  

(二)辛夷  

(三)薑黃  

(四)肉桂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17380552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365%2Fs10337-009-1211-z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365%2Fs10337-009-1211-z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365%2Fs10337-009-1211-z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365%2Fs10337-009-1211-z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365%2Fs10337-009-1211-z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365%2Fs10337-009-1211-z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365%2Fs10337-009-1211-z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ffj.1053/full
http://www.cqvip.com/qk/91800a/200403/9992326.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83c3d265b84ae45c3b358cdb.html


南管小梨園之文化版本考述—以《郭華》、《高文舉》、《劉智遠》為例 
柯香君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研究背景及目的 

南管戲之確切淵源與發展，向來眾說紛紜，雖

大致有脈絡可循，確又有所差異。在探尋南管戲之

起源時，對其劇目探究，多本於與「宋元南戲舊目」

相關者進行探討，並以此作為南管戲淵源於宋元戲

文之依據。南戲與南管戲之關係，亦是歷來探討戲

曲聲腔流播之重要議題。面對南管戲與宋元南戲之

淵源，學者或從其劇目相同而判斷其關係密切，然

而是否「同名劇目」就一定源自於「宋元戲文」或

「明清傳奇」？在南管戲發展過程中，泉州聲腔體

系雖可說是源自南宋戲文，但是否在劇目情節安排

上，彼此之間就一定有必然存在的關係？本計畫嘗

試透過對於劇本內容重新審視，深入考述南管戲與

宋元戲文，及其他聲腔劇種之間的淵源與關係，釐

清南管戲究竟是承載者，抑或是開創者，透過同一

故事題材在歷史演述過程之分析，不僅可見故事劇

本地域化之特質，也可尋求南戲聲腔劇種流播之軌

跡。 
本計畫以南管小梨園《郭華》、《高文舉》與

《劉智遠》為探討主體，深入較析三者之原型及其

相關劇作之異同。首先，就三者現有之故事進行考

述，從不同的戲劇形式，了解三者於歷代之演化情

形；其次，針對劇作之「主題思想」、「關目情節」、

「曲文賓白」等，詳實比對三者與其他聲腔劇種間

之承繼與創新，藉以釐清南管戲與宋元南戲之關係

淵源，及地方戲曲地域化之特質；最後，重新建構

南管戲在地方聲腔演化過程中之地位與價值。 

研究方法 

本計畫研究最終目的在於建構南管梨園戲三大

流派間之關係淵源，及其與地方劇種間之流播影

響。計畫從班三流派之「小梨園」進行考述，並以

與宋元戲文相關三齣劇目為主要探討對象：《郭

華》、《高文舉》與《劉智遠》。此二齣劇目是小

梨園劇目中與宋文戲文同名相關之劇作，其劇作不

僅可見宋元南戲之遺存，亦展現泉州自身特有風貌。 
「小梨園」流派在南管梨園戲中所具有之價值

該如何定位，本計畫將透過對其劇目重新檢視，深

入剖析劇作內涵。計畫主要以小梨園《郭華》、《高

文舉》與《劉智遠》三者為探討對象，詳實細讀劇

作，針對劇作之「主題思想」、「關目情節」、「人

物角色」、「曲文賓白」等，比較歷來相關劇作彼

此間之承繼與創新，藉以釐清「小梨園」劇作與宋

元南戲之關聯，其與「上路」、「下南」之相互影

響，以及在戲曲地方聲腔演化過程中之地位與價值。 
本計畫研究目的可歸納為三點： 
1.釐清「小梨園」流派與宋元戲文之關係淵源。 
2.南管戲閩南在地化之過程及其地位價值。 
3.南管戲三大流派形成之關係與發展。

研究成果 

「郭華與王月英」是一齣傳播久遠之故事，歷

來學者已從各方面加以探究，其中關於南管戲《郭

華》，亦被指向與宋元戲文《王月英月下留鞋》具

有密切關聯，然而在有限的證據中，南管郭華不論

在曲文或關目情節上，都具備泉州文化特質，這不

僅是戲曲地方化之傳播過程，也是證明南管郭華生

成年代之主要證明。 
就曲文賓白或關目情節而言，即便現今僅存殘

曲以供比堪，然而仔細比對南管本與明傳奇，除承

繼自宋元戲文殘曲與南管本近似之外，相較於明傳

奇的 41 齣，南管本關目情節不僅精簡，主線明確，

亦無增衍太多的支線情節，著實有宋元南戲之遺風。 

從「胭脂」到「弓鞋」到「羅帕」，隨著探查

郭華死因之物件，故事名稱亦隨之更改，特別的是

在南管本第五齣〈捉月英〉裡，安排了張龍至胭脂

舖裡與月英買胭脂並捉拿月英，這不僅是南管本特

有情節，亦是胭脂故事演化過程中，從以「見百餘

裹胡粉」（〈買粉兒》〉）、「見胭脂粉多」（〈郭

華買脂慕粉郎〉）到「吞鞋留鞋」之見證。 
從「安寢堂屋」到「後花園」到「相國寺」，

故事場域之變化，不僅是時代禮教因素，亦是宗教

信仰之介入與融合。相國寺場域之介入，不僅讓郭

華復生一事與宗教結合，更可看見胭脂故事之傳

播，即便是南方之泉州南管戲，亦因襲了相國寺之



場域，同時也見證地方戲曲對於當地風俗文化之融

合（佛道）。 

 
「高文舉故事」始自形成，便以多元樣貌流播

於各地聲腔，依據本文所較析的四個版本，彼此間

存在著複雜關係，或有獨立發展者，如「南管本」，

或有屬古本系統者，如「還魂本」，或有保留南戲

原貌者「莆仙本」，乃至於集大成者，如「文林閣

本」。 
首先，就「南管本」而言，應是直接改編自南

戲本。從《滿天春》的載錄，說明了高文舉故事在

泉州一帶的另一個發展時空，因此，「南管本」不

論在關目或曲文賓白，都非「還魂」、「珍珠」戲

路，若以戲劇發展原則來看，精簡的「南管本」，

應是直接從南戲故事發展而來，且在故事情節發展

上深具泉州民間特質，以「教化」為劇作主要核心，

溫相不僅是位清官，對於女兒溫氏之惡行亦加以斥

責。 
其次，就「還魂本」而言，從曲譜比勘可以確

定《水雲亭》與祁彪佳所載《還魂記》之因襲關係。

其中「還魂本」與「錦囊本」相似的五支曲子，亦

可見於「文林閣本」與《樂府紅珊》，且「還魂本」

與「文林閣本」也只有這五支曲子相似，此五首曲

文應是現存「還魂本」傳播改編過程中所增添，且

依據《樂府紅珊》演出版本而來。此外，二者在某

些特殊關目相近似，如「撒帳」、「行路」等，可

知二者應源自同一版本。 
再者，就「莆仙本」而言，其關目雖與「文林

閣本」相似，然細節處可見不同，且二者曲文賓白

相似比例不高，雖可見因襲之跡，但「莆仙本」因

地域之聲腔語言差異，故對曲文改編較多。而「莆

仙本」與「還魂本」是兩個完全不同版本，且「還

魂本」與「文林閣本」相似之曲文及特殊關目，並

未能見於「莆仙本」。推測「莆仙本」應屬於「珍

珠」戲路的早期版本。 
最後，就「文林閣本」而言，乃是「珍珠」戲

路集大成者，除「南管本」外，與其他版本均具有

因襲跡象，即便不同戲路「還魂本」，於特殊關目

亦可見必然關係。而與「莆仙本」的關係忽近忽遠，

在資料不足的情況下，尚存在幾個值得關注的面

向：一，若「莆仙本」早於「文林閣本」，那麼「珍

珠米糷」就非專屬江西弋陽風俗？而「莆仙本」的

「珍珠米糷」是自創？還是承繼自「南戲本」？二，

若「莆仙本」晚於「文林閣本」，除因襲「文林閣

本」劇情外，屬於元明時代體製之劇情又是從何而

來？然而若「珍珠米糷」確實為「文林閣本」首創，

那麼是否現存「莆仙本」在承繼南戲本後，又受「文

林閣本」影響而進行改寫。 
依循徐渭與祁彪佳的記載，本文嘗試將現存高

文舉故事完整的四個版本進行較析，然而不論是泉

腔的「南管本」，還是興化腔的「莆仙本」，從劇

種流播之時空而言，都證明《高文舉》可能直接承

繼自「南戲本」。錢南揚《戲文概論》指出： 
到了南宋，戲文在陸續傳入福建。直到明朝中

葉，徐渭《南詞敘錄》就是在福建做的，收集「宋

元舊篇」有六十五種之多。而明初編《永樂大典》，

僅收戲文三十三種，差不多多了一倍。現在再從梨

園戲、莆仙戲加以考察，知此二種流行閩南的古老

劇種，與戲文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 
古老的梨園戲與莆仙戲，自南宋以來便與戲文

不斷交流，因此南戲本《高文舉》影響「南管本」、

「莆仙本」進行改編，是極有可能的。此外，青陽

腔（或餘姚腔）「還魂本」，以及弋陽腔「文林閣

本」，隨著明代戲曲聲腔之消長，證明了「還魂本」

先於「文林閣本」，葉德均《戲曲小說叢考》提到： 
在成化間（1465-1587），餘姚已有「習為優者」，

而弋陽腔的出現是在正德間（1506-1521）。在嘉靖

間海鹽、弋陽兩腔對峙的情況下，餘姚腔雖分佈於

長江南北的常州、潤州、池州、太平、揚州、徐州

六府，但不及弋陽傳佈廣遠。也就在嘉靖間，連原

來流行餘姚腔的池州、太平兩地也產生了新的腔調。 
若最初《還魂記》是為餘姚腔劇本，在各地聲

腔流播下，弋陽腔快速的發展，便取代了餘姚腔本

的《還魂記》，因此至嘉靖、萬歷年間，「珍珠」

戲路的《高文舉》盛行，並成為選刊中的折子選齣。

此外，隨著餘姚腔特質被青陽腔所繼承，目前所見

《水雲亭》應是承繼祁彪佳所言《還魂記》而來。

因此，「還魂本」是承繼南戲本，「文林閣本」則

為後出之集大成者，也就有跡可循。至於南戲本《高

文舉》之所以未能流傳，處於各地聲腔並起的時代，

或許早已被地方劇種改編版本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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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草玄米複合麵條研發與消費行為探討 

曾瓊慧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摘要 
本研究採實驗設計將 10%、20%、30%不同比例的迷迭香、羅勒、紫蘇三種新鮮香草加入麵粉，並與5%玄米粉混合製成9種麵條，不使用人工添加物製作，並試驗香草及發芽玄米粉之適當添加比例，

使得產品有著獨特香氣、豐富膳食纖維、貯存性佳及具有健康概念等優點，藉以提高麵條的營養價值，也讓麵條成為具有不一樣色彩與風味的創意產品。針對北北基地區一般消費大眾，採隨機抽樣方式，

挑選 400 位消費者於試吃後，進行喜好性感官品評及消費行為調查。探討消費者對麵條之接受度與喜好性，評估一般民眾對香草玄米複合麵條多變風味之喜好性。讓消費者可以同

時享用到具有香草香氣及發芽玄米風味之麵條，更期望是能符合消費者健康養生需求的創意產品，以增加民眾對麵條之多樣選擇性。共發出 400 份問卷，回收問卷 400 份，實際有效樣本共計

375 份，有效比率達 93.8%。在回收的樣本中女性共 192 人，占 51.2%；男性共 183 人，占 48.8%。年齡以 18-25 歲以上的族群居多，占 49.6%。教育程度中其中以大專院校族群

居多，占全體 72%，超過受訪者半數。在職業分析中，以學生及服務業占大多數分別為 28.8 %；25.6 %。會購買顏色特別的麵條之產品者有 273 人，占 72.8%，意願較高。願意接受

香草玄米麵條者有309人，占 82.4%，比例較高。消費者有意願購買香草玄米麵條產品者有 216 人，占 57.6%。本研究發現女性消費者比男性消費者願意購買香草玄米麵條的比例高；年齡 41 歲

以上的年長者的整體接受性較高；在不同職業上，以家庭主婦購買意願為最高；在教育程度上以高中職的消費者接受度較高。喜好性品評結果得知，除咀嚼感與餘韻外，在香氣、

顏色、外觀與整體接受度上，以添加至 30%羅勒玄米麵條其喜好性得分明顯高於各組香草玄米麵條得分。香氣(M=4.29)、顏色(M=4.20)、外觀(M=4.24) 、整體接受度(M=4.25)。在

消費特性分析中顯示大多數受訪者認為添加香草與玄米的複合麵條比較天然健康占 92.3%，一包約 300 公克重的香草玄米複合麵條其售價訂在 31~40 元，為可被消費者接受的價格。

最喜愛的香草玄米複合麵條湯麵種類為 30%羅勒麵條；佔 39.8%。選擇購買考慮因素以營養價值重視度最高佔，82.1%；其次為無化學添加物與產品品質。在購買意願分析調查中，

受訪者對本產品感到有興趣的比例相當高佔 76.0%；願意購買本產品者 65.3%；也許會為家人購買者佔 66.7%，願意花比一般麵條較高價錢購買的受訪者佔 69.4%；會建議親友嘗試

本產品佔 75.5%；購買後會向他人推薦本產品者佔 81.6%。受訪者會告訴他人本產品不值得購買僅佔 8%，研究顯示受訪者願意對本產品有較佳的推薦意向。 

關鍵詞：香草麵條、消費行為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台灣麵食取代米飯成為外食最平常不過的主食。麵條是以中筋麵粉為原料，添加食鹽、水…等其他食材充分攪拌後，因蛋白質交互作用及水和作用而形成具有黏結力與彈性之麵帶，也是人類喜歡

的主食之一，概分為中式及西式兩大類。我國所製造的麵條以切麵條為最大宗，(陳，2008)。近年來注重有機養生飲食的保健概念，消費者對於食物需求不僅僅只是求得一餐溫飽，亦開始

走向追求高品質、高機能的健康飲食。身處各種生活壓力的年代，我們要讓食物不再是僅有飽腹功能的物品，更要是一種會令人開心的泉源。台灣麵條種類樣式多，市面上大多數

的麵條的顏色過於平凡，本身無味且營養價值低。若添加人工色素與香精雖然會增添產品的色彩與風味，但會影響健康。如果在麵條製作中，將發芽糙米與香草結合來提升麵條

產品的營養品質，並且利用天然香草的色素與香氣成分，增添產品的風味與色澤。這種不添加任何人工改良劑、香精及色素的麵條，不但具有保健潛力，也比傳統麵條更具良好

風味與口感。讓麵條產品增添創意並與民眾的健康需求緊密結合，更可以杜絕恐怖的食安問題。本研究擬添加不同比例(10%、20%、30%)迷迭香、羅勒、紫蘇三種新鮮香草加入麵粉，

並分別加入相同比例的玄米粉製成9種麵條，不使用人工添加物製作，使得產品有著獨特香氣、豐富膳食纖維、貯存性佳及具有健康概念等優點之香草玄米複合麵條新產品，以增加民眾對麵條之多樣選擇性。探討

製得麵條之風味、外觀、咀嚼感、及整體喜好性，並以喜好性感官品評探討香草及發芽玄米粉之適當添加比例。讓消費者可以同時享用到具有香草的香氣及發芽玄米風味之麵條，

更期望是能符合消費者健康養生需求的創意產品。若能將商品推展到市場，更可提升國人對於麵條的消費意願。 
 

研究目的與方法 
一、研究目的：(一)採實驗設計開發具有健康概念與創意的香草玄米複合麵條，並探討迷迭香、羅勒、紫蘇三種新鮮香草最適合添加比例之配方並製作成產品。 

(二)分析消費者對三種香草不同添加比例的「香草玄米複合麵條」產品之各項喜好性感官品評。 

              (三)分析消費者不同背景變項之購買意願間的差異性。 

(四)了解消費者選購考量「香草玄米複合麵條」產品的重視因素(四)了解費者對「香草玄米複合麵條」湯麵產品的體驗、消費期待與購買意願等消費行為。 

二、研究方法：(一)實驗法：實驗設計探討添加不同比例(10%、20%、30%)迷迭香、羅勒、紫蘇三種新鮮香草加入麵粉，並與5%玄米粉混合製成9種麵條產品，以作為配方制訂之依據。 

(二)問卷調查：採用試吃後填寫問卷的方式進行調查，以問卷做為測量工具蒐集初級資料。問卷設計包括四個部分:[基本資料]、[喜好性感官品評]、[消費特性]、 

[購買意願]，喜好性感官品評部分，針對添加 10%、20%、30%不同比例的迷迭香、羅勒、紫蘇三種新鮮香草麵條的香氣、咀嚼感、顏色、餘韻、外觀、整體接受 

度，六個項目進行品評。消費特性部分包括:產品認知、消費經驗、最喜愛湯麵種類、選擇購買重視因素。購買意願部分包括: 購買意向、支出意向、衍生意向。 

(三)資料分析 1.敘述統計:以簡單百分比來描述消費者個人背景不同屬性對香草麵條之購買意願間的差異性，以平均數分析對產品之喜好性品評結果。2.以有效百 

分比來描述消費者對產品選購重視因素與購買意願等消費行為。 
結果與討論 

(一)喜好性品評：30%羅勒玄米麵條的整體接受度平均數最高，為(M=4.25)，其中也包括香氣、顏色、餘韻、外觀都是三種香草玄米複合麵條中最受歡迎的產品。香氣(M=4.29)、 

顏色(M=4.20)、外觀(M=4.24)。 

(二)背景資料：多數接受訪問中，在性別比例中，女性共 192 人，占 51.2%；男性共 183 人，占 48.8%。也顯示女性消費者的意願也比男性高。年齡以 18～25 歲有 186 人，占 

49.6 %；顯示以 18～25 歲以上的族群居多。教育程度中其中以大專院校族群居多，有 270 人占全體 72%，超過受測者半數。在職業分析中，以學生及服務業占大多數分別為 28.8 

 %；25.6 %。會購買顏色特別的麵條之產品者有 273 人，占 72.8%，意願較高。願意接受香草玄米麵條者有309人，占 82.4%，比例較高。消費者有意願購買香草玄米麵條產品者有 216 

人，占 57.6%。本研究發現女性消費者比男性消費者願意購買香草玄米麵條的比例高；年齡 41 歲以上的年長者的整體接受性較高；在不同職業上，可以明顯的看出來，以家庭主 

婦購買意願為最高；在教育程度上以高中職的消費者接受性較高。 

(三)消費特性：認為添加香草與玄米的複合麵條比較天然健康大多數受訪者認為添加香草玄米的複合麵條比較天然健康占 92.3%，願意購買金額調查中，以 31~40 元比例最高， 

佔 62.6%；30 元以下佔 26%；41~50 元，占 9.2%；51 元以上比例最低，占 2.6%。顯示一包約 300 公克重的香草玄米複合麵條其售價訂在 31~40 元，可被消費者接受的價格。 

在喜愛香草與玄米複合麵條湯麵種類調查中，30%迷迭香麵條湯麵，佔 20.4%；30%羅勒麵條湯麵佔 39.8%；30%紫蘇麵條湯麵，佔 31.6%。顯示喜愛 30%羅勒麵條湯麵的受訪者 

最多。 

(四)選購考量因素的重視度：選購考量因素調查中，結果顯示受訪者對於營養價值重視比例最高，佔 82.1%；無化學添加物次之佔，75.5%；產品品質 70.9%，以上三者為較多受 

訪者選擇購買時會考慮之項目。結果顯示受訪者對於香草玄米複合麵條營養價值重視度最高，其次為無化學添加物與產品品質。 

(五)購買意願：在購買意願調查中，受訪者對本產品感到有興趣的比例相當高佔 76.0%；願意購買本產品者 65.3%；也許會為家人購買者佔 66.7%，願意花比一般麵條較高價錢購 

買的受訪者佔 69.4%；會建議親友嘗試本產品佔 75.5%；購買後會向他人推薦本產品者佔 81.6%。受訪者會告訴他人本產品不值得購買僅佔 8%，研究顯示受訪者願意對本產品 

有較佳的推薦意向。 
結論與建議 

(一)提供製麵業者之參考建議： 

1.重視香草玄米複合麵條的產品品質 

 (1)香草玄米複合麵條應在產品包裝上應標示產品營養成分。讓消費者清楚明白產品的營養價值。由台灣食安風暴的影響，消費者對大多數產品的不信任造成很大的危機，所以應 

落實產品的成分與營養標示，確保消費者吃的安心與放心。製造生產業者也要致力於研發添加各種具有抗氧化與防癌效果的天然原料，以增進產品的營養價值。 

 (2)在香草玄米複合麵條製程的衛生安全上，應要求製作時要戴上口罩、手套、頭巾等來提產品高衛安全;在環境衛生方面，業者要落實自主衛生管理與病媒防治，以確保營業與製 

備調理場所的清潔，杜絕環境衛生的危害風險。 

(3)產品要創造獨特性，讓消費者了解香草玄米複合麵條的天然健康特色與競爭者的差異性。 

(4)香草麵條要運用更多元化天然健康的食材研發各種複合麵條新產品，來增添產品創意與其機能性。 

(5)香草玄米複合麵條的包裝材質與造型設計要更講究。 

2.拓展香草玄米複合麵條的資訊來源 

(1)許多大眾對於香草玄米複合麵條產品的認知度較低，在市場競爭下，建議製麵業者應拓展更多資訊來源，使產品品牌增加曝光率，並且要創造獨特性，讓消費者了解香草玄米 

複合麵條的特色與競爭者的差異性。現代人營養知識大多都從電視廣播、網路資訊、健康雜誌、書籍等，透過媒體傳播可以讓許多人在生活上能多重視自己的身體健康，也改 

變人們注重的不只是吃得好更要吃得巧。由於現代科技發達，拓展資訊來源的方法有很多種，像可以增加廣告宣傳、網路增設創意香草麵條網址、APP 程式、臉書官方網站... 

等行銷方法。 

(2)香草玄米複合麵條亦須開發新市場尤其是上班族群市場。更可以針對家庭主婦集中老階層做推廣，利用推廣產品本身豐富的營養價值及對於人體的益處，吸引家庭主婦進而衍 

生購買慾望。 

(二)提供未來香草複合麵條研發之建議： 

  1.本研究希望未來要運用更多元化天然健康的食材研發各種香草複合麵條的新產品，來增添產品創意與其機能性。 

  2.本研究過程中，有鑑於一般麵條均以涼麵方式呈現供品評員品評，但部份麵條因此無法突顯本身所具風味，如：全麥麵營養價值較高，但因製作過程中不添加任何調味，導致 

品評時普遍接受度較低。對此於故本次製作品評時香草玄米麵條除以冷麵方式呈現，也加以改進與其他食材搭配麵條調製成湯麵成品進行品評。 

  3.本研究過程三種香草樣本之材料均為國外進口，故成本相當高，未來銷售價格相對也會較高，恐無法滿足大眾消費者的經濟考量。建議尋求較經濟的香草材料來源，或大量栽 

種香草以降低成本，以解決此問題。 



文納特卡制(Winnetka plan)對偏遠地區新住民學童適性教學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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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教育機會均等」的角度來說，教育的發展
往往以「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積極性差別待
遇」的途徑進行（鄭來長，2009：5）。而國
內自民國57年施行國民義務教育至今，國小乃
至高中職階段的教育已達高度普及化的水準，
學生亦能透過高中升大學，高職、專科升技術
學院、科技大學等不同的升學進路，進行適性
的學習與發展。每位學生皆是獨一無二的個體
，孩子更因為其文化、社經背景、成長歷程的
差異，迫切需要適合其特質及需求的學習方式
。學校齊一化的教學制度及環境，並無法提供
其成功的機會。由此可知，發展適性教育理念
的重要性。

• 進一步說，「適性教育」 ( a d a p t i v e

education)旨在提供學習者切合其個別特質和需
求的學習，以發展個人自我潛能，進而得以自
我實現。由於學習者的特質極具多樣性，其能
力、性別、興趣、經驗、風格、文化均有所不
同，因而具有不同的學習需求，教師必須配合
這些差異進行教學，讓每個學生都能成功學習
（黃政傑、張嘉育，2010：2）。而適性教學
的理念可追溯至數千年前孔子的「因材施教」
，其針對弟子的資質與個性，加以提問，而施
以不同的教學及回饋。至廿世紀初，歐美教育
學者開始嘗試在學校中實施一些適性教學，較
著名的如文納特卡制(Winnetka plan)及道爾頓

• 制(Dalton plan)（李咏吟，1997）。

• 文納特卡制 (Winnetka plan)是Carleton

Washburne(1989-1968)所領導的教學實驗，是
著名的適性教育方案，其明確的教學理念，適
性的教材編制，詳實的學習紀錄，主動學習的
模式，合作的創意學習活動，以及培養學生發
展良好的社會意識，可供臺灣國小在推行適性
教育時之參酌。基此，本研究意圖探討文納特
卡制的適性教育理念融入偏遠地區新住民學童

• 適性教學之啟示。

• 探究的目的先探析文納特卡制的形成背景與哲
學理念；其次，探討文納特卡制的課程編製情
形最後；最後，探討文納特卡制的適性教育理
念融入偏遠地區新住民學童適性教學輔導之啟
示。

• 為達研究目的，本研究藉由文獻分析的方法來
進行。希冀在文獻文分析的過程進行分析與思
辯，

一、每位兒童享有精熟生活所需知識和技能的權利

兒童應該精熟生活所需的基本知識與技能。然
而，由於每個人的智力不同，學習的時間及速度也
不一致，因此學校應允許學生依照自我的步調，以
不同的時間及教材，來精熟基本的知識、技能。為
了讓學生能自我分配時間、依照自我的步調來學習
課程，Washburne博士參酌舊金山師範學院Burk校長
倡儀的「個別化教學法」(individual instruction

technique)，重新編製課程中關於「知識與技能」的
教材，並為每單元設計「自我學習」、「自我校正
」的練習教材，及診斷性測驗 (Washburne,1926/

1969)。

•二、每位兒童享有自然、快樂、充實的生活權利

兒童時期是人生歷程中重要、美好的階段，應
該有其自由、充分發展的機會。因此，Washburne致
力使文納特卡學校成為快樂的、吸引兒童的園地。
Washburne希望兒童喜歡來學校學習，因此營造生動
、舒適、溫馨的教室氛圍，讓每位兒童在這兒都能
自發性的學習，能享有自然、快樂與充實的生活權
利(Washburne,1926/1969)。

三、人類的進步有賴每個個體充分而適性的發展

人類社會的進步有賴團體中的每個人均能適性
的發展，由於每個兒童的能力不同，因此我們應鼓
勵他們自我表現及創造，如此才能增進人類的進展
。在文納特卡學校，不但不貶抑差異，反而特別重
視個別創意的展現，亦即是提供多種機會和刺激，
使孩子能充分的、適性的發展。因為，人類的進步
有賴每個個體充分而適性的發展(Washburne,1926/

1969)。

四、人類福祉的實現有賴每個個體均能發展社會意

識

兒童是團體的一部分，在兒童個別地適性發展
的同時，也要發展其社會意識，使他們能對團體有
貢獻。我們要教育兒童了解個人和團體的相互關係
，亦即是Bobbit所謂的「大團體意識」(large-group 

consciousness)。在文納特卡學校中，為鼓勵兒童發
展社會意識，所以有許多合作活動，讓每位兒童在
發展自我的同時，也能貢獻自己的才能給予所屬的
團體。例如：(1)透過戲劇表演、編製校刊、分組遊
戲、樂隊合作演奏，讓兒童知道在團隊中各展所長
、分工合作的重要；(2)透過學生集會活動，使兒童
培養公民意識；(3)透過歷史和地理課，來培養兒童
的社會意識。因為，人類福祉的實現有賴每個個體
均能發展社會意識 (Washburne,1926/1969)。



探討乳癌病患的疾病壓力、 
適應與影響因素 

 
林素戎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助理教授 
 

研究目的 

 1.瞭解乳癌患者接受治療造成的壓力。 

 2. 探討乳癌患者社會支持的情形。 

 3.瞭解乳癌患者的疾病生活適應情形。 

 4.探討乳癌患者壓力、社會支持與疾病適應
的相關性 

 

研究方法 

 橫斷式研究，採立意取樣。透過問卷調查表
我們可以進一步了解乳癌病患對壓力適應及
社會支持的相關性及影響因素，以提供醫護
人員充分資料，了解病患於治療過程中所面
臨的困境，提升照護品質之參考，並協助病
患降低心理社會痛苦。 

 研究工具是以問卷調查，內容主要包含四大
部分，共回收108份問卷。 

 第一部分為基本人口學(12項)， 

 第二部分知覺壓力量表(14題)， 信
度:0.87(來源:初麗娟教授之量表)， 

 第三部分疾病生活適應量表(8題)為自擬問卷， 

 第四部分社會支持量表，信度:0.94 (來源:
王國川及鍾鳳嬌教授之研究)。 

研究結果 

1.瞭解乳癌患者接受治療造成的壓力。 

 病患知覺壓力各題項平均值介於2.24-2.95之
間(SD=1.02)，接近中度壓力。 

2. 探討乳癌患者社會支持的情形。 

 多向度社會支持量表來評估了解研究對象之
社會支持程度，針對配偶親人、醫師、護理
人員和病友等四類，每類社會支持各有13題，
4 Likert’s scale，故各類總分會介於13-
52分。 

 本研究配偶親人平均為42.23(SD=7.70)， 

 醫師平均為38.67(SD=5.46)， 

 護理人員平均為37.43(SD=7.01)， 

 病友平均為33.54(SD=11.44)。(見表一)。 

 意即受試者的社會支持程度趨近於中高程度，
其中最好的是配偶親人的支持，最差的為病
友的支持。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偏差 
配偶加總 

18.00 69.00 42.2364 7.69955 

醫師加總 
28.00 52.00 38.6727 5.45559 

護理加總 
13.00 52.00 37.4273 7.00650 

病友加總 
13.00 52.00 33.5364 11.44005 

3.瞭解乳癌患者的疾病生活適應情形。 
 疾病適應為4 Likert’s scale，1分表示「完全影

響」、2分表示「明顯影響」、3分表示「一些
影響」、4分表示「沒有影響」，分數越高表示
適應情形愈良好。本研究疾病適應平均為2.88-
3.45 (SD = 0.85-1.16)，意即受試者的對於疾病
生活適應是有些影響。 

 
4.探討乳癌患者壓力、社會支持與疾病適應的相關性。 
 以Pearson相關探討知覺壓力、疾病生活適應及

社會支持三者之間的相關性。 
 知覺壓力的可控的壓力和醫師的社會支持有顯

著相關。 
 不可控的壓力和關係適應及工作社交適應二構

面都有顯著的負相關， 
 意即表示受試者的不可控壓力愈高，其疾病生

活適應愈差。 
 再者，不可控的壓力和病友的社會支持有顯著

相關。 
 工作社交適應和配偶的社會支持有顯著相關，

意即配偶的社會支持度愈高，受試者的工作社
交適應愈好。 

 配偶親人、醫師、護理人員和病友的社會支持
之間有顯著的相關 (表二) 。 

 
表一 社會支持的描述性分析   

       
可控壓
力 

不可控
壓力 

關係適應
. 

工作社
交適應 配偶支持 醫師支持 

護理支
持 

不可控壓
力 

.000 1           

1.000             
關係適應 -.016 -.312** 1         

.868 .001           
工作社交
適應 

-.120 -.363** .000 1       

.213 .000 1.000         

配偶支持 -.089 .017 -.117 .234* 1     

.354 .861 .223 .014       
醫師支持 -.294** .160 -.109 .088 .362** 1   

.002 .096 .256 .359 .000     
護理支持 -.056 .083 -.069 .182 .429** .655** 1 

.559 .388 .472 .057 .000 .000   
病友支持 -.060 .197* -.158 -.008 .293** .270** .377** 

.535 .039 .099 .937 .002 .004 .000 

表二 乳癌壓力、社會支持與疾病適應相關性 



負重變化對下坡走生理參數之探討 

李玉麟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觀健系 

摘要 
     

    研究背景：登山健行活動，一直是許多人喜愛的熱門休閒/運動活動。
但負重會影響到登山者的疲勞與損傷，甚至墜落引起死亡。如何承受負重
對登山影響最小將是動機。目的：負荷不同重量 (0負重、8kg負重、16kg
負重)在跑步機下坡走 (-28%，5km/h) 的肌肉損傷指標之探討。研究方法：
海報招募36位志願參與者 (年齡須大於20歲)，隨機分派為三組，A組0負重
組；B組為8kg負重組；C組為16負重組。各組受試者瞭解實驗流程後填寫疾
病調查表和志願參與同意書後，先進行肌肉損傷指標 (CK、VAS、肌肉疼痛
指標) 之前測，再進行下坡走，而下坡走期間在5min、10min、20min、
30min和40min收集心跳率與RPE，在檢測後第24小時、48小時和72小時實施
肌肉損傷之後測。資料處理以IBM SPSS 20.套裝軟體進行重複量數二因子
變異數分析探討各組訓練前、後差異以及各組之間是否有差異，如有差異
再以Dunnett’s 事後檢驗，比較每一組與前測值的變化；顯著水準數設為
α = .05。結論：本研究的實驗所得，心跳率、CK活性、主觀疼痛與客觀
疼痛指數，會受到自體負重多寡的影響，儘管心跳率會因背負重時而使心
跳率升高，但還是維持在最大心跳率的65%左右。而其他三種生理參數會隨
著受測後而在後面的天數慢慢減緩，但還是會影響受測後二到三天的日常
生活作息。 
 

關鍵詞：輕量化、肌肉損傷、延遲性肌肉酸痛 

研究背景 
 
    登山健行活動，一直是許多人喜愛的熱門休閒/運動活動 (Heggie, T.W., & 

Heggie, T.M, 2009；Yamamoto, & Yamazaki, 2003)；所以，時常會看見登山團
體在社群網站上或是登山協會的行事曆安排登山健行活動。況且，因為登山
安全的考量，一些必備的登山裝備又不可少 (登山必備10件事：地圖與指北
針 〔可用手機APP定位系統代替〕、頭燈與備用電池、備用衣物、糧食與備
用食物、雨衣與保暖衣物、火種與瓦斯、緊急急救包、維護工具包、緊急避
難系統、水)，外加睡袋與公糧與公裝備的分攤之下，對於剛接觸欲攀登高山
或中級山的山友，的確產生一些負擔，也造成攀登期間體力的消耗，甚至過
度疲勞而產生危險。 
    從事下坡行走時，下肢肌肉 (膝伸肌) 是進行離心收縮，而離心收縮較
容易產生肌肉損傷。肌肉損傷常發生在當人從事不熟悉的動作時或是間隔很
長時間再次使用的動作，通常表現上會造成肌肉功能下降 (肌力減退)、延遲
性肌肉酸痛 (delayed onset muscle soreness, DOMS效應) 或是運動後好幾
天的血漿磷酸激酶 (creatine kinase, CK) 活性增加 (Chen, Chen, Liu, & 
Nosaka, 2014；Chen, Lin, Chen, Lin, & Nosaka, 2011；Newham, Jones, 
& Clarkson, 1987)；而一趟登山健行，尤其是對初學者，往往會導致肌肉損
傷且需要數天才能恢復 (Howatson et al, 2011；Maeo, Yamamoto, & 
Kanehisa, 2015)，假使遇到超過2天以上的縱走路線，肌肉損傷情況就會影
響到往後登山健行的行程，有研究指出，墜落跌倒會受到肌肉疲勞與肌肉損
傷的影響 (Heggie T. W, & Heggie T. M, 2009；Yamamoto, & Yamazaki, 
2003)，即使在山中沒有發生意外，但回到平地之後，也會影響到日常生活作
息的不便和阻礙或是增加受傷的風險 (Lima, Denadai, 2015)。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 
負荷不同重量 (輕量化重量〔8.0kg〕、重裝備 〔16.0kg〕和無負重量在跑
步機下坡走的肌肉損傷指標之探討。 

圖1： 

實 

驗 

流 

程 

結果 

實驗儀器與設備  

1.血液CK分析儀器（Photometer DP 

600, made in Germany） 

2.EFK德國製血液乳酸分析儀器
(Diagnostic Biosen C-Line) 

P <.05 

表2-1  受試者基本資料  

 
 

 

人數 (n) 身高 (cm) 體重 (kg) 年齡 (age) 

0負重 (12) 171.75 ± 8.37 71.08 ± 10.87 21.63 ± 0.66 

8kg負重 (12) 170.84 ± 9.47 73.23 ± 10.14 21.21 ± 0.87 

16kg負重 (12) 168.35 ± 8.12 71.08 ±  9.27 21.43 ± 0.23 

表一：基本資料 

 

招募36人 
 (輕量化組8kg、重裝備組16kg、無負荷重量組) 

每組各n=12 

招募受試者並講解規定 

下坡走 (Downhill walking) 
5.0km/h，40min 

肌肉損傷指標前測 

肌肉損傷指標 × 3d 
(24小時、48小時、72小時) 

資料分析與結果討論 

  0負重 8kg負重 16kg負重 

安靜值  68.67 ± 2.71 68.50 ± 2.88 67.92 ± 2.43 

5 min(1) 97.75 ± 6.68 115.92 ± 14.37* 120.25 ± 19.92* 

10min 102.42 ± 13.78 117.42 ± 13.08* 130.00 ± 18.54 1*# 

20min 103.87 ± 15.11 125.17 ± 12.20 1* 133.25 ± 16.66 1* 

30min 107.08 ± 17.75 1 124.58 ± 12.85 1* 136.92 ± 17.01 1*# 

40min 106.33 ± 16.59 1 121.25 ± 10.97 1* 134.67 ± 12.29 1*# 

P<.05，* 與0負重比較； # 與8kg負重比較；1 是與5min做比較。 

表四：不同負荷在不同時間點的心跳率之差異比較 

  R值 下坡走後24h 下坡走後48h 下坡走後72h 

0負重 14.13 ±13.56 185.53±19.47* 140.22±25.89* 113.28±17.67*#@ 

8kg負重 14.25 ±11.53 232.15 ±14.61* 196.60±26.76* 148.24±23.58*#@ 

16kg負重 13.83 ±10.14 272.15 ±24.61*1 226.60±28.76*#1 158.24±14.58*#@1 

P<.05，*與R值比較；#與下坡走後24h比較；@與下坡走後48h比較；1與0負重比較  

表五：肌酸激酶活性在各階段的數值 

VAS R 24h 48h 72h 

0負重(1) 10 8.00 ± 2.07* 8.88 ± 1.96* 9.38 ± 0.91 

8kg負重(2)        10 7.67 ± 2.46* 8.28 ± 1.96* 9.18 ± 1.71* 

16kg負重 10 6.50 ± 1.51*1 7.34 ± 2.25*1 8.48 ± 1.74*1 

P<.05，*與R值比較； 1與0負重比較 

表六：肌肉自覺疼痛程度在各階段的數值與比較 

 24h 左四頭肌 右四頭肌 左二頭肌 右二頭肌 左後腿肌 右後腿肌 

R值 12 12 12 12 12 12 

0kg 9.41±2.30 * 9.60±2.37 * 10.05± 2.02 * 10.41±1.95 * 9.76±2.39 * 10.20±2.14 * 

8kg 8.89±1.98* 8.85±2.56* 9.86±2.53* 10.43±2.22* 9.89±2.12* 9.76±1.92* 

16kg 8.78±2.04*# 9.02±2.93* 9.45±2.21* 9.81±2.70*@ 9.43±2.75* 9.24±2.83*# 

 48h 左四頭肌 右四頭肌 左二頭肌 右二頭肌 左後腿肌 右後腿肌 

R值 12 12 12 12 12 12 

0kg 10.79±2.15* 10.83±2.05* 11.37±1.36 11.29±1.52 11.27±1.70 10.18±1.79* 

8kg 9.47±2.78*# 9.85±1.80*# 10.86±1.78* 11.21±1.74* 10.78±1.82*# 10.16±1.65* 

16kg 9.38±2.10*# 9.78±2.02*# 10.34±2.01*# 10.92±2.05* 10.54±2.04*# 10.07±1.82* 

p<.05，*與R值比較，#與0kg比較，@與8kg比較 

表七：在下坡走後24h的下肢肌肉疼痛數值之比較 

p<.05，*與R值比較，#與0kg比較，@與8kg比較 

表八：在下坡走後48h的下肢肌肉疼痛數值之比較 

 72h 左四頭肌 右四頭肌 左二頭肌 右二頭肌 左後腿肌 右後腿肌 

R值 12 12 12 12 12 12 

0kg 11.52±1.75  11.46±1.68 11.88±0.64 11.93±0.38 11.78±0.94 11.78±1.15 

8kg 11.02±1.81* 11.21±1.34* 11.33±0.85* 11.74±0.52 11.38±0.72* 11.28±0.79* 

16kg 11.20±1.68* 11.07±1.38* 11.46±0.46* 11.56±0.42 11.12±0.85* 11.04±0.92* 

p<.05，*與R值比較，#與0kg比較，@與8kg比較 

表九：在下坡走後72h的下肢肌肉疼痛數值之比較 

一、結論 

綜合以上的觀點，本研究的實驗所得，心跳率、CK活性、主觀疼痛與客觀疼痛指數，會受
到自體負重多寡的影響，儘管心跳率會因背負重時而使心跳率升高，但還是維持在最大心
跳率的65%左右。而其他三種生理參數會隨著受測後而在後面的天數慢慢減緩，但還是會
影響受測後二到三天的日常生活作息。 
二、建議 
本實驗為常壓常氧，而低氧艙可提供低氧環境測試，日後應可設計在低氧艙實施不同坡度、
不同負重和不同速度的測試，以求得低氧與常氧之比較，且推估最佳訓練組合環境，為欲
登山前做事前準備與訓練。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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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式學習者3D觀察視差適應之腦波變化 

Abstract 

經驗式的學習對有經驗的學習者與沒有經驗的學習者對於3D物件的辨識，其左右腦前額葉上是否
連接上的差別，本研究設計實驗讓受測者在不同的學習準備下受測，獲取兩者腦波反應的紀錄，測
試內容中3D影像具有視差變化包括X方向視差及Y方向視差，且分別作正到負之區間變化。研究包括
實驗設計、資料準備、實驗環境的準備、實驗的進行、資料分析及解讀等，預期成果得到是了解哪
個額葉反映抽象化來證明具體經驗的效果。實際完成項目包括實驗設計人體實驗申請，進行觀察實
驗儀器及觀察內容設計，包括立體像對圖形及圖形配置，視差產生設計圖及影片，並完成觀測系統
測試。 
 
 
1.簡介 3D視覺系統3D動畫遊戲、虛擬實境等已經普遍

存在於21世紀人們的生活環境中，當然也產生很多相關
的議題，3D暈眩症就是典型的，大致是視神經感因為受
到了大幅度和高頻率的運動，產生了適應上的問題。 
為瞭解3D視訊變化造成腦波的影響，本研究探討3D使用
者在操作3D系統過程之腦部的反應，應用腦波儀紀錄初
學者在使用3D系統的調適過程中產生的反應，實驗分別
觀察在適應X視差及Y視差所產生腦部活動的訊息。藉著
視差量的設計，了解受測者反應的變化。 

Keelung, Taiwan, ROC. 2019 

4.結論 
觀察測試時受試者主觀感覺口語描述時通常不易明確，透過腦波儀偵測波段所記錄到的反應，可以客觀地呈現
腦部活動現象。本研究申請人體實驗研究倫理審查、研究儀器腦波儀設定、觀察內容媒體設計製作及VR觀查設
備操作等。實際完成項目包括實驗設計人體實驗申請，進行觀察實驗儀器及觀察內容設計，包括立體像對圖形
及圖形配置，視差產生設計圖及影片，並完成觀測系統測試。 
 

 
 

3. 執行成果 研究過程成果依實驗設計、實驗步驟

與工具、實驗資料準備、實驗環境準備，說明如下： 
(一)實驗設計 由於本實驗與人體有關，依照規定必須
經人體實驗委員會(IRB)審查方可進行。因此實驗進行
前，必須先準備人體實驗委員會資料並通過審查。(二)
實驗步驟與工具 (1)初步立體觀察時所需的工具，紅藍
鏡、VR觀察盒及腦波儀。(2)Emotive XavierEmokey軟
體 與腦波儀連結，腦波儀之安裝參數設定及測試(圖3)。
(3) 驗證額葉反映抽象化 因為對新的抽象概念，有經
驗產生則額葉應該會有更活化的反應，因此透過腦功能
的連貫性，了解是哪個額葉反映抽象化來證明具體經驗
的效果。(4)連結 Emotive Brain Activity Map顯示個
波段之反應。標準連結-動態腦波：不同節律(圖4)、工
作中活化區(圖5)在進行實驗測試時之反應、靜止中活
化區(圖6)在進行實驗測試時之反應。(三)實驗資料準
備 實驗設計包括觀察模式，觀察者、觀察範圍、目標
數量、目標大小(解析度)及虛擬實境。(四)實驗環境準
備  簡便可攜式儀器，本系統包括實驗VR頭盔，內裝手
機，手機內載3D影片等，過程中受測者觀察影片，同時
側錄腦波之變化。所以實驗環境可以在圖書館等安靜獨
立的場所皆可進行。 

 

 

2.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實驗及資料分析為主軸，包括

實驗設計、步驟與工具、實驗資料準備、實驗環境準備，
說明如下：(一)實驗設計 本實驗設計分別使用兩門課
程，一門為多媒體概論，另一門為3D影像處理。分別在
課程中教授相關多媒體設計理論，A組給予實際體驗設
計與實作經驗，B組僅教授基本2D與3D成像原理。兩組
各招募15位自願參加的同學，分組於學期間進行教學。
(二)實驗步驟與工具 實驗設備使用EEG來進行腦波資料
的蒐集，並做簡單問卷調查。首先實驗在學習前先進行
腦波擷取，完成學習後三周再進行一次的腦波擷取。再
比較兩個學前/後有經驗及沒經驗者的左腦連貫性，以
了解是否能與前提到的腦功能的關聯性。實驗內容以學
習者學過的教材內容當作刺激項目，以2D圖像或3D圖像
呈現進行辨識，以了解經驗是否有強化學習的效果。
(三)實驗資料準備 本實驗測試材料內容中3D影像 
 

圖 3  Xavier組合器介面 

具有視差變化包括X方向視差及Y方
向視差，且分別作正到負之區間變
化。製作一組3D立體像對，使像對
在X方向視差由這固定距離以等值
變化，使視差由至正值變負值，如
圖1。再以固定X方向視差，變化像
對在Y方向視差由這定距離以等值
變化，使視差由至正值變負值，如
圖2。(四)實驗環境準備 實驗環境
以安靜舒適為考慮，讓受測者在不
受干擾的情境下進行。 

 圖2 Y-視差變化 

圖4  動態腦波：不同節律 

圖5 動態腦波：工作中活化區 圖6  動態腦波：靜止中活化區 

 圖1 X-視差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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