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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中文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如何運用

有效的社區介入策略，來提昇社區居

民對糖尿病防治活動之參與和行動能

力。本研究為期兩年，第一年主要進

行社區居民糖尿病防治之需求評估及

診斷，第二年主要依據第一年研究成

果，與社區核心團隊共同發展並執行

符合社區居民需求之糖尿病防治教育

介入計畫。第一年研究成果，已於期

中報告中呈現，本文將繼續呈現第二

年與社區核心團隊共同發展介入計畫

的研究過程及結果。 

研究第二年，分為兩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為社區糖尿病防治教育介入

計畫之擬定：此階段研究者藉由社區

討論會的方式與社區核心組織成員互

動，以強化社區核心組織的能力及促

進社區組織間的合作，討論過程中發

現健康營造中心經營面臨經費來源困

難、志工缺乏互動交流機會、無充分

分工機制等狀況，因此研究者最後選

擇以學校為介入管道，發展「糖尿病

預防教育介入手冊」介入計畫。第二

階段，則執行社區居民糖尿病防治介

入計畫及評價社區層面介入效果：在

計畫執行方面，根據第一年分析診斷

結果，選擇以社區學童家長為對象，

進行「糖尿病預防教育介入手冊」之

實驗介入，並進行前後測介入成效評

價；另一方面，研究者藉由對社區核

心組織成員進行「社區核心組織評價

問卷」評價及對社區居民進行「社區

居民對健康營造中心成效評價問卷」

問卷評價，以瞭解社區核心組織成員

的成長及社區居民對健康營造中心的

評價。 

本研究重要結果如下：（一）社區

核心組織評價問卷結果，可分為組織

操作過程、組織結構、組織結盟有效

性三方面。1.在組織操作過程方面：

成員溝通上，成營造中心內各里保健

志工隊的溝通狀況不足，多數志工很

少主動協助營造中心的活動；反觀里

保健志工內的狀況，無論在成員溝通

及主動協助參與營造中心活動上的比

率都較營造中心為高；在成員參與成

本的阻力與助力上，志工認為參與營

造中心志工時，最大參與的阻力為「不

能達到參與的目的」；組織氣候上，成

員凝聚力方面整體營造中心成員的凝

聚力較里保健志工隊成員的凝聚力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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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低； 2.在組織結構方面：多數志工

能瞭解營造中心的成立目的及其願

景。3.在組織結盟有效性方面：成員

工作滿意度上，多數成員認為給自己

70-79分，且在此三次問卷調查結果，

志工對其工作滿意度上無明顯的改

變；成員參與上，成員參與營造中心

會議的情形較里保健志工隊來得差，

且志工主動發表意見的比率也不高，

且多數志工認為營造中心尚未能發揮

其功效，仍有進步的空間。（二）社區

居民有85％的民眾未聽過社區健康營

造中心，同時有近半數有聽過的民眾

不清楚位於自己社區的健康營造中心

地點為何及不清楚社區營造中心的服

務內容。（三）社區中18∼39歲的民

眾為社區糖尿病之高危險族群，而根

據社區分析診斷結果發現，學校乃是

最適合介入的管道。 

關鍵詞：糖尿病、社區介入、教育成

效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manipulation of effective community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for augmenting 
the participation and action-taking 
ability of community members towards 
diabetes prevention. This is a two-year 
study. In the first year, the objectives 
include assessing the diabetes 
prevention needs from the opinion 
leaders and community members, 
diagnosing and establishing community 
resources networks, and facilitating the 
cooperation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 
alliances. Focus groups were used to 
collect information on community 
resources. The results of the first year 

study have been published. In the second 
year, the study focuses on develop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community 
diabetes prevention program.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proces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second year stud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abetes 
prevention program, the researcher 
selected a core community organization 
as the intervened point of partnership, 
and then collectively developed the 
diabetes prevention program that met the 
needs of the community members. The 
researcher also enhanced the community 
organizing competence by using the 
empowerment process, and further 
stimulated the action-taking ability in 
the community. 

In the process of this intervention, 
key members of this project were able to 
seek the needs of community members, 
to find problems in the community 
organization, and to propose effective 
solutions through full communication,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each 
other. Finally, they decided to form a 
“Volunteer Development Club” in order 
to solve the difficulties the community 
organization faced. Additionally, 
considering the incomplete development 
of the core community organization for 
comprehensively exerting the 
community action, the researcher 
determined to choose school settings as 
the intervened point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first year study. The target 
audiences for diabetes prevention 
intervention were th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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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 aged 18-39, recognized as the 
high-risk group. A diabetes prevention 
educational manual for the parents or 
guardians of students was developed, 
and the intervention program was 
implemented. After completing the 
intervention, an effective evaluation on 
the program participants, community 
members, and key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organization was conducted.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ed: 1. The intervention using the 
diabetes prevention educational manual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attitudes 
towards diabetes, self-efficacy of 
diabetes prevention,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diabetes prevention among 
parents or guardians of students in the 
community. Moreover, this intervention 
also significantly improves in the 
increase of physical activity and 
self-efficacy of doing exercise among 
the students’ parents. 2. The results of 
the intervention in core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health building center, the 
use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 
strategies can effectively help the 
community identify current problems, 
obtain community consensus, and 
partially establish community resources. 
However, whether it is appropriate to 
adopt this intervention strategy depends 
on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 to select a suitable 
intervention channel.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school settings, existing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provide an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intervention 

channel when the community 
organization is not ready for exerting 
comprehensive community actions. 3. 
For the intervention results of 
empowerment of the core community 
organization, it was found that factors of 
not being able to host a comprehensive 
community activity include: insufficient 
communication between key members; 
most volunteers said that they seldom 
participated in activities hosted by the 
community health building center; 
volunteers seldom expressed their 
opinion or ideas in community meetings; 
most volunteers thought that the 
community health building center has 
not completely shown its functions; 
volunteers in the local health promotion 
team under the basic unit of city 
administration have better performances 
on communication, organizational 
atmosphere, and participation than those 
in the community health building center. 
This indicates that volunteers have a 
better belonging towards the basic unit 
of city administration than that of the 
community health building center. 4. In 
the evaluation on other community 
members, nearly 85% of the interviewed 
community members indicated that they 
have never heard anything about the 
community health building center, and 
half of the community members who 
have heard about the center showed that 
they don’t know the location and 
services of the community health 
building center. This result points out 
that there is still a great room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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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health building center to 
make a progress in promoting total 
community diabetes prevention tasks. 

Therefore, the priorities of further 
promoting the diabetes prevention 
intervention in a community should be 
placed on strengthening the community 
organization alliances using the 
community empowerment principle. 
When the core community organization 
has developed the adequate competence, 
it is time to promote a comprehensive 
intervention in the community. Also, 
when the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are 
not ready for demonstrating effective 
mechanisms of leadership, 
communication, organizational 
atmosphere, and member participation, 
it is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to choose the 
school settings as the intervened point of 
building partnership. 
 

貳、計畫源由與目的 

健康促進是新興的公共衛生議

題，首次於1986年於加拿大渥太華之

世界健康促進研討會中被提出，會中

提到健康促進的概念，認為人們要能

獲得更健康的生活，除了要有改變個

人健康行為能力外，必需同時考量個

人所處的生活環境（Macdonald & 
Davies,1998），該會亦提出健康促進五
大行動綱領，其中第三項為「強化社

區行動」，表示健康促進工作需經由具

體有效的社區行動來策劃執行，其中

最重要的是社區能力的激發，並且決

議利用『健康城市計畫』，在地方層次

落實推展健康促進。因此，近年來有

關健康促進主題之研究在探討人們健

康與疾病關係時，已逐漸強調運用多

層面影響因素之介入策略，是以，愈

來愈多以健康促進為研究主題的學者

們，在面對與解決人們的健康或疾病

行為時，多採取統整性的理論架構及

社區介入的策略（Green, 1999; 
Brown,1991）。 

傳統的社區健康促進計畫，主要

採由上而下（Top-down）健康促進計
畫，強調疾病的預防，透過生活型態

的管理，使人達到健康的目的，計畫

開始於健康當局所決定的議題，並且

視促進特殊的健康行為為一重要的結

果。近年來則強調由下而上

（Bottom-up）的健康促進計畫模式，
希望社區能自發性的確認與他們生活

有關的重要議題，並且發展策略以解

決議題，而專家或主管健康的當局，

則扮演一個支持者的角色，視社區居

民權力及能力增長為重要的結果

（Glenn & Ronald,2000）。社區健康促
進計畫，有賴於社區組織的運作方能

有效達成由下而上的健康促進計畫，

而社區組織運作，包括社區使能、議

題設定、社區參與、社區能力等重要

概念。其中社區使能是指個人或社區

能夠發揮能力，有效的改變生活與環

境的過程；議題設定指由社區自己決

定社區欲改變的健康議題，從個人、

社區的需求或所關心的事項開始，來

取代由外來的人員或行政單位所提出

的議題；社區能力指社區在解決問題

的過程時，所擁有的有效力量，社區

成員能一起定義問題、創造意識及同

意改變的策略以達到目標；社區參與

則是指社區成員主動全程實質參與，

經由「從做中學」的過程增進人們彼

此瞭解、作決定與採取行動。而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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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營造即是運用社區組織的過程，

達到社區健康的目的

（Rappaport,1984;Katz,1984; Florin 
and Wandersman ,1990; Gutierrez and 
Lewis,1995）。 

近年來，社區組織的運作過程

中，遇到許多困境，因此2002年美國

公共衛生教育年會，將「社區組織結

盟」（community coalitions）議題列為
大會的主題之一，除希望教導學員如

何運用有限的資源外，並強調社區組

織的評價（李景美，2002）。目前已有

許多研究於探討組織結盟的關鍵因

素，發現成員能力（members 
capacity）、成員溝通(member 
communication)、領導型態
(leadership)、組織氣氛(organizational 
climate)、成員滿意度(member 
satisfaction)等，皆是影響有效結盟的重
要因素（Butterfoss, Goodman, 
Wandersman，1996；Kegler, Steckler, 
McLeroy, Malek, 1998）。因此，在社區
健康介入計畫，不再著重於評價社區

居民的改變，社區組織營造過程的評

價已成為評價的趨勢，因為唯有瞭解

這運作過程的關鍵因素，方能有助於

社區營造的推動。 

近年來，台灣在政府「社區整體

營造」的政策下，亦開始以社區為單

位，政府全面投入社區各項營造的工

作（曾旭正,1997），社區活動日漸蓬

勃，居民的社區共識亦逐漸提昇（蔡

勳雄,1997）。而行政院衛生署為了因

應世界衛生組織所提出之『健康城市』

的概念，於1999年亦開始推動社區健

康營造工作，倡導以健康為議題作為

社區營造的切入點，希望透過社區民

眾主動參與，結合社區中不同專業的

力量，實踐健康生活，達到全民健康

的目標（行政院衛生署,2000）。衛生

署此一大型社區保健計劃，正是期盼

透過社區全面介入的方式，使社區居

民產生自覺，運用社區組織結盟等方

式來全面提昇居民的健康狀況，而這

種運用社區各項策略來營造健康的作

法由上述文獻中已得到支持的論點。 

慢性疾病對台灣社會而言，一直

是一項影響全民健康的重要議題，其

中，糖尿病自民國72年起即進入十大

死因的第八位，至民國76年躍升至十

大死因的第五位並持續至今（行政院

衛生署，2003），顯示糖尿病已嚴重影

響國人健康，耗費大量社會資源。然

而目前國內的研究仍多停留在醫療院

所的衛教成效評價階段，而在社區糖

尿病衛生教育工作方面，相關的研究

資料目前則僅有蔡甫昌等人(1996)針

對社區糖尿病患小組衛教課程及課後

追蹤管理模式有效性之評估，及黃春

戀(2000) 運用在宅護理服務方案對

改善獨居老年糖尿病患血糖控制，其

研究之重點仍著重於糖尿病患者之醫

療行為促進方面。 

反觀國外，自1990年代，興起之

『健康城市』理念和健康促進運動以

來，國外已有許多研究證實，結合糖

尿病預防及治療層面的社區糖尿病衛

生教育計劃的成效顯著

（Lowe,Bowen,1997；Daniel , Green , 
Marion, Gamble, Herbert, 
Hertzman ,Sheps,1999； Piette, 
Weinberger ,McPhee,Mah,Kraemer,Crap
o,2000）。同時，也有研究指出，透過
社區組織的結盟，如居家照顧中心、

診所等共同組成一個共同照顧網絡，

能提供糖尿病病人更好的照顧，增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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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的自我照顧行為(Krein,S.L., 
2000)。因此，本研究正是期望以二年
時間，運用各種的社區介入策略，診

斷社區對於糖尿病防治活動之需求，

了解社區相關組織間的功能與民眾參

與現況後，再運用社區組織、社區網

絡結盟、媒體鼓吹、面對面教育等策

略，強化社區組織的合作互動模式，

並與之共同設計社區糖尿病防治之各

項教育介入活動，以進一步引發社區

居民出現對社區糖尿病防治活動的參

與興趣與行動力。 

本研究為一個兩年期的社區糖尿

病防治計畫，第一年主要進行社區分

析，瞭解居民糖尿病預防及糖尿病照

護情形、診斷出社區對糖尿病防治活

動的需求，同時調查社區現有的組織

網絡，以強化社區資源網絡之資源整

合；第二年則根據第一年所作的社區

需求診斷，擬定符合社區居民共同參

與的糖尿病防治計畫，運用媒體鼓吹

及面對面教育活動，執行糖尿病防治

計畫，確立糖尿病防治介入之效果指

標，提升社區整體的健康意識與糖尿

病防治的行動能力。 

本研究第二年的研究目的為： 

1、擬定社區居民共同參與的糖尿病

防治計畫。 

2、執行符合社區居民有興趣參與之

糖尿病防治媒體鼓吹及教育介入

活動 

3、確立評量社區糖尿病防治介入之

效果指標。 

4、提昇社區整體之健康意識和糖尿病 

防治行動能力。 

 

參、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結果，主要呈現第二年的

成果，可分兩部分：一為從社區營造

中心核心組織進行社區居民糖尿病防

治介入評價成果，另一為從社區學校

家長發展社區糖尿病防治介入。 

一、從社區營造中心核心組織進行社

區居民糖尿病防治介入 

（一）社區核心組織充能介入過程 

在此強化社區組織的過程中，研

究者與社區核心組織共同經歷了6次

會議、2次深度訪談、2次電話追蹤。 

從社區聚會活動過程可以發現，

社區中所衍生的議題從結合各里共同

辦理健康活動、決定選舉社區核心組

織，遇社區里長選舉而終止；至選擇

焚化爐議題，因各里缺乏興趣推動及

無經費而暫停；再從參與糖尿病防治

活動本來有五里願意推動加入至最後

剩一里有意願參與；最後各里發起將

方向轉自志工成長班來加強志工本身

的能力，卻因SARS事件而無疾而終。

從這之間種種的變數來看，我們可以

發現在社區中能達到大家共識而去推

展某一活動是件不容易的事，除了組

織本身必須能穩固外，時間及經費也

是重要考量之一，同時，在下對上

（bottom-up）營建的過程中，衛生教
育專家在這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無法

做太多的選擇，必須在會議中幫助社

區意見領袖以『民主程序』決定議題，

進而從旁協助、促成。 

歸納石牌社區營造中心核心團體

運作所面臨的問題有以下幾點說明： 

1、營造中心經費來源困難：經費是營

造中心經營的重要關鍵，社區志工

一致地認為經費來源不足，目前主

要經費來源為各里里長的經費支

持、衛生單位支持計畫外，很少尋

求外在資源支持。在這種資源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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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中，若能尋求外在資源的合

作，有效的資源整合，將有利於社

區營造中心的營運，並可使營造中

心能有效的發揮。 

2、營造中心活動項目過於狹隘：目前

營造中心主要的活動，是透過與

各里里長間的合作模式，以保健

志工以里為主作服務，而部分里

長不認同保健篩檢服務，不願給

予支持，使得保健志工的運作受

到威脅。未來建議應加強營造中

心功能的發揮，身為社區健康營

造中心，應更深入及有效率的關

心居民健康，可增加除保健篩檢

外的服務內容。 

3、乏志工互動交流的機會：為了加強

志工對營造中心的向心力，增加志

工參與營造中心事務的機會，可辦

理志工成長班，開辦各種訓練的課

程，除能增加志工間彼此交流外，

更能藉由提升志工能力以提升營

造中心服務品質。 

4、營造中心事務多操縱為一人之

手，沒有分工機制：社區健康營造

的目的之一是希望能連結社區中

的資源，包括人力、物力，以解決

社區中問題並提升社區居民的健

康，因此在主導社區營造的組織，

必須具有社區資源連結的功能，營

造者必須主動掌握未來方向，讓各

里的志工對營造中心能有歸屬

感，將志工對各里保健站的認同延

伸至石牌社區營造中心，並以將組

織的各種事務以分工方式運作，發

揮每位志工的長處，共同處理營造

中心事務，而達到永續經營的目

的。 

 

（二）社區營造中心核心組織介入成

效評價 

1、從社區營造中心核心組織介入成效

評價問卷 

社區核心組織評價問卷的調查對

象為石牌社區健康營造中心的意見領

袖，包括營造中心的負責人、營造中

心下九里志工隊的隊長和志工等人

（以下統稱為成員），調查目的乃是瞭

解及評價石牌社區營造核心組織的充

能介入過程與結果，分別內部及外部

兩方面，評價營造中心充能介入的結

果，內部是對營造中心成員進行問卷

評價，外部則透過對社區居民進行問

卷調查的評價。 

（1）「社區核心組織充能介入成效」

之評價問卷 

此問卷，共包括組織操作過程、

組織結構與組織結盟有效性三部分。

主要在評價社區核心組織充能介入對

社區運作過程、社區組織結構及社區

組織結盟有效性的影響。 

A、組織操作過程 

（a）成員溝通（member 
communucation）： 

成員溝通即了解成員溝通頻率與

成員溝通效率。在營造中心的溝通頻

率上，調查發現成員在溝通社區健康

營造中心的事務上，頻率不高（有三

成的人表示每月少於1次），只有少數

的人認為這樣的溝通頻率是足夠的

（佔19.1％）。而在里保健志工隊的溝

通頻率上，有六成的人會常常與其隊

員討論有關保健志工隊的相關事宜，

且以每週3-5次為最多（佔38.2％），

且多數成員認為這樣的溝通次數是足

夠的（佔54.4％）。另外，在參與會議

上，也有相似的情況產生，在參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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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健康營造中心的會議時主動表達意

見，只有34.2﹪成員表示參與會議時

會主動表達意見，但在參與里保健志

工的會議時，有超過半數的成員表示

有時這麼做所佔比率（佔53.2﹪）。溝

通效率方面，無論是在營造中心內的

溝通效率或里保健志工的溝通效率

上，多數成員均表示溝通對其討論事

務的進行均相當有幫助。而在間隔三

次的問卷調查中，亦發現無論在營造

中心或里保健志工隊，成員的溝通頻

率尚無明顯的上昇或下降，在研究者

介入的期間，社區營造中心的溝通狀

況尚無明顯的進步。 

社區營造中心的組成，主要由

八個里保健志工隊組合而成，每個

里平時皆獨立運作，直至社區營造

中心有活動時，方將所有的里串連

起來，共同舉辦活動，而營造中心

的相關事務，主要由承辦人負責，

顯少讓其他成員參與。也因此，由

上述問卷結果可印證此狀況，導致

各里在溝通社區健康營造中心的事

務上較在里保健志工隊的事務不

足，相同地在營造中心會議時的意

見發表的頻率，也少於里保健志工

隊的會議上。 

 

（b）成員參與的利益和成本（benefit 
and costs of participation）： 

成員參與的利益與成本，主要在

了解社區營造中心中成員認為擔任保

健志工可得到利益，及需要負擔的成

本。在參與營造中心的利益方面，多

數成員認為參與社區營造中心對他們

是有幫助的（佔70.6％），而成員認為

吸引他們參與的利益前三名為「志工

間的認同」、「能交到新朋友」和「獲

得新知識」。在參與社區營造中心的成

本方面，多數成員認為參與志工工作

對他們而言，沒有負擔（佔63.2％），

但「不能達到當志工的目的」、「花費

金錢」和「花時間」，是影響他們參與

的前三項阻力。 

由此結果可知，營造中心的成員

多數認為樂於擔任保健志工，且表示

擔任保健志工對他們而言是有幫助

的、沒有負擔的，表示成員得到參與

利益大於參與障礙，可能表示成員對

於擔任保健志工是感到滿意的。而擔

任志工的主要前三項利益為「志工間

的認同」、「能交到新朋友」和「獲得

新知識」，這結果與 Ansari, Phillops 
(2001)所得的研究結果相同，可顯示未
來在經營志工的管理時，這三項因素

是主要吸引其繼續參與的主因。在擔

任保健志工的阻力方面，成員認為「不

能達到當志工的目的」、、「花費時間」

等因素是使他們繼續擔任的阻力，而

「花費時間」、「花費金錢」的結果與

Mayer, Soweid, Dabney, Brownson, 
Goodman, Rrownson(1998)及 Ansari, 
Phillops(2001) 及調查志工的阻力與
助力相同，但在「不能達到當志工的

目的」卻未有研究做出此相似結果，

研究者推測營造中心顯少辦活動及提

供志工發揮專長的機會，可能是造成

成員覺得當志工卻不能達到當志工的

目的原因之一，但在此研究上，尚無

法探究其因，其是否與哪些因素有

關，未來有機會應探究其原因，並深

入了結其是否為影響台灣志工參與的

阻力之一。 

 

（c）組織氣候（organizational 
climate）： 



 9

組織氣候，主要在了解組織的凝

聚力。整體而言，營造中心及里保健

志工隊內的組織氣候都很好，其顯示

出成員在其組織內都能有凝聚力及歸

屬感，也因此成員能感受到對「每個

人都是互相幫助的」、「大家是可以互

相信賴的」、「我以成為志工為榮」、「我

願意和大家分享經驗」、「擔任營造中

心的志工是值得的」和「我很強烈感

覺我是營造中心的一員」等問卷項目

持正向的看法。但進一步統計分析，

結果顯示營造中心凝聚力較里保健志

工隊凝聚力差，且達統計上的顯著差

異。其可能為在營造中心的志工團隊

多屬不同里的志工之結合，因此在溝

通、信賴感、及相互分享上皆未較自

己里內的志工來的好，因此往後營造

中心之營造者在處理相同問題時，可

以盡量努力於幫助志工建立情感，可

增加成員對營造中心的認同。 

本研究原始目的，是希望透過社

區營造中心進行社區糖尿病防治介

入，但結果無法順利推行，在介入的

過程中，研究者觀察到整體社區營造

中心之凝聚力較里保健志工隊來得

差，而透過上述調查資料可驗證研究

者的觀察，因此在鼓吹營造中心辦活

動時，所得到的回應多為時機不夠成

熟，志工隊間不夠熟識無法合作等答

案，而建議研究者回歸至各里分開舉

辦的方式進行，由此更可呼應組織間

的凝聚力，可能是影響活動執行的原

因之一。 

 

B、組織結構 

組織結構，主要在了解社區營造

中心成員是否瞭解營造中心的形成。 

(a)組織結構： 

在了解成員對營造中心的了解程

度上，約八成的人自覺能做到營造中

心給予的任務，有82.3﹪的人了解營

造中心成立的目的，但僅約六成的人

了解營造中心未來的願景，且三次調

查的結果並無顯著的差別。 

顯示成員對營造中心賦予的任務

及其成立的目的，都相當的清楚，但

對於營造中心的願景，卻較不清楚。

與社區營造中心成員互動的過程中，

可觀察到多數志工皆是抱著滿懷熱

誠、熱心公益服務居民的心而來，亦

可感受到成員對自我任務的了解。但

談及營造中心未來應如何永續經營等

深入之話題時，多數成員多回答「不

知道」或「由領導者決定」等，此觀

察可與上述研究調查數據相呼應，多

數成員，仍對未來營造中心未來該何

去何從，如何永續經營等議題，不夠

了解。 

 

C、組織結盟有效性 

（a）成員滿意度(member satisfaction)： 
成員滿意度，主要在瞭解社區成

員對社區運作過程的滿意度。對營造

中心方面，成員對自我滿意度，以

70-79分佔最多（33.8﹪），而以80-89

分佔最少（22.1﹪）；對里保健志工方

面，成員對自我滿意度，以80-89分

佔最多（39.2﹪），以60-69分佔最少

（12.2﹪）。顯示無論對營造中心或里

保健志工隊，成員自我滿意度均在中

上程度，但對於社區營造中心的自我

滿意度低於里保健志工隊。 

上述結果顯示，成員無論對於營

造中心或里保健志工隊的滿意度，雖

無統計上的顯著差異，但對里保健志

工隊仍高於營造中心。而在介入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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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志工對營造中心滿意度的提升，

卻略高於對里保健志工隊。可能因為

研究者是針對整個社區健康營造中心

進行充能介入，希望透過充能的過

程，強化營造中心的凝聚力，達到其

共識，而非對個別里保健志工隊進行

介入，因此志工對營造中心的滿意度

較里保健志工隊有些微的上昇，亦可

推測此社區充能介入運作過程最成員

滿意度有影響。 

 

（b）成員參與（member participation） 
成員參與，主要於瞭解社區成員

參與活動的層次、成員參與活動所花

的時間。 

在成員參與活動的層次方面，參

與社區營造中心於協助籌畫活動方

面，多數人表示很少這麼做（佔33.8

％）：在參與里保健志工隊活動籌畫

上，多數人表示常常協辦活動（佔43.6

﹪）。成員參與所花的時間方面，僅

19.2﹪表示常常或總是參與營造中心

會議，有51.9﹪的人表示經常參加里

保健志工隊會議。而參與會議時表達

意見的情況，有四成的人表示會常常

在營造中心會議時表達意見，約五成

的人表示有時會在里保健志工隊會議

中發表意見。另外，成員對於營造中

心目前經營狀況上（0﹪表示經營上是

非常有困難的，100﹪是覺得其經營上

是完全沒困難的），有44.1﹪覺得60

﹪的可能性是沒困難佔最多，顯示多

數調查對象認為營造中心在經營上是

一些困難的。在營造中心的功能上（0

﹪表示完全沒發揮其功能，100﹪表示

完全發揮其功能），有38.4﹪認為發揮

60﹪的功能佔最多，其顯示調查對象

對於營造中心的功能仍有進步的空

間。在營造中心存在的必要性上，多

數是抱持正向的態度，認為有必要存

在。 

從上述結果，營造中心雖擁有上

百位成員，但多數成員表示並未常常

協助辦理營造中心活動的籌辦，而研

究者的觀察亦發現，營造中心活動的

籌畫，多以承辦人員主要負責為主，

而志工則上處於被分配工作的角色。

因此，由上述結果可發現，在里保健

志工隊，成員參與狀況較營造中心為

好，原因可能是在里保健志工隊，成

員方有較多參與的機會。另外，成員

參與的營造中心的情況不理想，可能

與成員溝通有關，而成員參與，也可

能與計畫的執行有關。從以上種種推

論，營造中心的運作過程，如溝通、

凝聚力等因素，可能導致營造中心的

參與度不高，終至影響整體營造中心

計畫的發展。 

 

（c）資源動員(resource mobilization) 
由問卷調查結果發現，調查對

象有九成以上認為最常使用的資源

為里辦公室、社區發展協會，其次

為公家單位，如衛生所、區公所及

學校，而社區商店、寺廟或教會、

醫院或診所的資源連結最少。 

結果顯示營造中心的資源連結

及運用上，與里辦公室、社區發展

協會的關係最為密切，此結果正呼

應了該營造中心運作的方式—主要

由各里里辦公室或社區發展協會協

助里保健志工隊，進行社區的營

造。但於運用豐富社區資源的能力

上，營造中心仍待進一步的發展，

因有效利用社區資源，是使社區永

續經營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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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計畫執行(plan quality) 
由問卷結果，所屬里保健隊辦

理活動的頻率多於營造中心，而辦

理頻率為最多為每三個月一次，其

結果可發現，營造中心於社區中辦

活動的頻率不如里來的多，其中可

能原因為各里內欲自行辦理活動，

比較起聯合各里而言，其限制性較

少，機動性也較高。檢討研究者無

法順利引發社區營造中心，共同為

居民舉辦糖尿病防治活動的因素

時，營造中心運作過程中的種種因

素，皆可能為是影響活動無法舉辦

的原因。 

 

綜上研究結果發現，社區營造中

心於運作過程方面，營造中心的溝通

情形，並不理想，尤其是各志工隊間

的溝通頻率不多，可能因為整體營造

中心的重要決定主要由承辦人負責分

配，缺乏組織分工的機制，凝聚力也

較各里保健志工隊內來得不理想，由

此可發現社區營造中心的運作機制仍

待加強。而在社區結盟有效性方面，

成員滿意度、成員參與的狀況，營造

中心也較不理想，可能與其運作過程

的相關因素有關。雖然本研究礙於資

料的收集方式，無法由此研究結果證

實其相關性，但從營造中心運作來

看，社區營造中心運作的機制，仍有

許多進步的空間，而當社區運作如成

員溝通、成員參與等運作機制尚未發

展成熟時，要從社區營造中心進行社

區介入計畫的發展是不容易的。 

 

（三）「社區居民對營造中心介入成

效」之調查問卷 

1.社會人口學特徵 

在分析問卷對象，整體而言，本

社區是青壯年人口為主的社區，以

18-39歲對多佔48.3％，居民教育程

度較高，以大學/大專、高中/高職為

最多分別佔37.4％，而調查對象中，

糖尿病的罹患率低佔4.4％。因此，社

區健康服務機構/組織，辦理社區服務

宜多考量青壯年的特質，設計較高水

準的活動，以吸引社區居民對健康活

動的參與。 

 

2.自覺健康狀況與糖尿病防治態度方

面 

自覺健康狀況，包括自覺目前健

康狀況與自覺與一年前比較的健康狀

況。在自覺健康狀況方面，社區居民

自覺健康狀態為很好和好者，佔65.8

％。和一年前比較自覺健康狀況很一

年前差不多的佔50.2％。 

糖尿病防治的態度方面，居民對

糖尿病防治態度。其在「糖尿病是一

種嚴重的疾病」、「平時控制飲食可以

降低糖尿病發生的機率」、「平時規律

運動，可以降低糖尿病發生機會」、「定

期做糖尿病的篩檢，可以提早發現糖

尿病、早期治療」等題目上都持較正

向的看法。但在「認為可能得到糖尿

病」的題目上，居民中立意見及不同

意佔33.8％、35.1％，可以看出居民

自覺罹患糖尿病的態度，不如其他糖

尿病防治態度好，其結果顯現出，一

般民眾對於自己可能會得較嚴重的疾

病或較不容易痊癒的疾病，其皆採取

較保守的態度來衡量自己的狀況。 

 

3.社區健康營造中心成效評價 

    針對成效評價方面，問卷分成明

顯性、可用性及可近性、和居民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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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及可覺察性三部分，分別調查居民

在自己里內與社區健康營造中心內的

此三部分情形。 

A、社區明顯性 

民眾對於明顯性成效上，由問卷

結果發現，雖然在各里內的結果均較

營造中心明顯性成效來的好，但其得

分均偏低，在「是否聽過里保健志工

隊」及「是否聽過社區健康營造中心」

上，其聽過的人數只佔21.2％和14.3

％。而針對聽過者進一步詢問發現，

能瞭解這兩個地方的確實服務地點知

道的皆只佔5成民眾，而對於其成立

目的上，民眾瞭解里保健志工站成立

目的佔7成，而瞭解里保健志工站成

立目的僅佔約1成，其結果充分顯現

出不論是社區自己里內的保健站或社

區營造中心內，對於社區一般民眾服

務的部分應再加強，同時應深入探討

民眾沒聽過或不明白成立目的為何的

原因何在，如宣傳不周、民眾太忙等

原因，去適時發展不同策略來達到社

區民眾都能瞭解的目的，以利未來希

望社區民眾能充分運用這些健康管

道，才有助於能達到社區健康營造中

心的宗旨與本意。 

 

B、社區可用性及可近性 

在健康服務的可用性、可近性成

效上，對社區營造中心方面，知道社

區營造中心服務方面的民眾其中有

71.6％曾利用過營造中心的健康服

務。對於健康活動的可用性，瞭解社

區營造中心服務內容的人知道最多的

為「健康篩檢」活動佔69.6％、其次

「健康活動」佔54.3％，知道社區健

康營造中心的居民中，有85.3％居民

未參加過健康營造中心，而未參加健

康活動的原因，主要為工作忙碌沒時

間參加佔51.7％，其次為未收到活動

通知佔37.9％。在營造中心的可近性

方面，居民填答尚可最多佔44.1％。

利用頻率以半年利用一次為最多，佔

42.9％，其次為一年利用一次，佔23.8

％。未曾利用健康服務的原因，以時

間無法配合為最多，佔71.2％，其次

為不知道有提供健康服務為36.6。 

在里保健志工方面，里保健志工

隊的居民中，知道保健服務站的民

眾，以未曾利用過健康服務佔67.3％

為最多，而曾利用過健康服務者只佔

34.7％。而利用頻率多為「每月一次」

佔37.1％。未參加健康活動的原因以

利用健康服務的原因，主要是「時間

無法配合」佔58.8％。在社區健康活

動方面，「曾利用健康活動」的居民佔

25.7％，未參加過的佔76.2％。未能

參加社區活動的原因，主要是「工作

忙碌，沒時間參加」佔77.9％。在里

保健志工隊的可近性方面，居民表示

尚可最多佔39.6％ 

由此結果可發現，社區居民利用

過營造中心及里保健站的健康服務，

利用的頻率皆不頻繁；同時對於參與

營造中心及里保健站舉辦之健康活

動，參與度相當低的原因，大部分皆

為主要是因為工作忙碌時間無法配

合。因此營造中心所提供的健康服務

及健康活動，應多考量多數居民方便

利用的時間，並加強宣傳，以增強營

造中心的可近性、可用性。 

 

C、社區滿意度及可覺察性 

在社區居民對社區滿意度及可覺

察性成效上，居民對社區健康營造中

心內，對社區營造中心所舉辦的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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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服務與健康活動的滿意度，以中

立意見及滿意為最多，分別佔47.1

％、38.2％。而在計畫的可覺察性方

面，即活動對居民產生的影響上，居

民多覺得有幫助佔66.2％；而對里保

健志工隊上，知道社區健康營造中心

的居民，對社區營造中心所舉辦的篩

檢、服務與健康活動的滿意度，以中

立意見及滿意為最多，分別佔43.6

％、38.2％。而在計畫的可覺察性方

面，即活動對居民產生的影響上，居

民多覺得有幫助佔56.4％。社區居民

對里保健志工隊所提供服務的滿意

度，多數為中立意見。此結果顯示，

社區居民對營造中心及里保健志工

隊的滿意度均偏低，營造中心及里保

健站對於社區居民所提供的服務，尚

有努力的空間。營造中心及里保健站

所提供的服務及活動，對於社區居民

是有幫助的，希望能充分被民眾所利

用以期達到全民健康的理想，因此未

來活動規劃上，可多舉辦健康服務及

健康活動，但在籌畫活動時，必須瞭

解居民的需求，並加強其品質，以提

升居民的滿意度。 

 

 

 

二、社區學校對家長進行介入評價成

果 

（一）學校家長糖尿病預防教育 

以社區中的家長為對象的糖尿病

預防教育介入計畫，研究結果發現以

互動式糖尿病預防手冊為介入工具之

介入方式，對於學童家長的糖尿病態

度、糖尿病預防自我效能、糖尿病預

防行為意向等變項具有顯著提升的效

果，另對原本增加身體活動和運動自

我效能較低之學童家長亦具顯著的提

升效果。顯示此種透過學童、以學校

為管道，將健康訊息傳遞至社區的介

入方式是可行且有效的。 

以社區中的家長為對象的糖尿病

預防教育介入計畫，以下將分別說明

及討論：糖尿病防治預防手冊對糖尿

病預防知識、糖尿病預防態度、糖尿

病預防自我效能的影響、糖尿病預防

行為意向的影響。 

1、互動式糖尿病預防手冊介入計畫對

學童家長糖尿病預防知識的影響 

整體而言，全體學童家長糖尿病

預防知識前後測的得分狀況，實驗組

前測平均為 11.07 分，後測為 11.87

分；對照組前測平均為 10.69 分，後

測為10.50分，經Paired-t檢定考驗

結果顯示實驗組的糖尿病預防知識得

分顯著提高（p＜0.001），而對照組的

前後測得分並無顯著差異。顯示出本

互動式糖尿病預防手冊對於實驗組學

童家長的糖尿病預防知識上，具有提

升的效果。 

為瞭解實驗組和對照組在糖尿病

知識得分的組間差異，但因組內回歸

係數同質性檢定顯示有差異（F＝

24.057，p＜0.05），因此改以詹森-內

曼法（Johnson-Neyman）比較二組的
差異（林清山，1992）。結果發現本互

動式糖尿病預防手冊介入計畫策略，

用於原本糖尿病知識較低的學童家

長，具有顯著的增加其知識的效果，

但對於原本就具備較佳的糖尿病知識

的學童家長，本介入計畫對其則沒有

顯著影響。比較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差

異，發現對於原本糖尿病預防知識較

低之學童家長具有顯著的提升效果，

對於原本糖尿病預防知識已較高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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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則無影響，此結果與蔡瑞珍（2001）

針對職場員工的健康促進之營養教育

介入計畫的結果相似，亦發現參與營

養介入的員工在教育前即有良好的營

養知識及飲食行為，故在營養介入後

進步的空間有限，無法看見明顯的成

效。 

 

2、互動式糖尿病預防手冊對糖尿病預

防態度的影響 

（1）糖尿病預防手冊對學童家長糖尿

病態度的影響 

結果發現實驗組前後測在對糖尿病態

度的得分上有顯著進步。以糖尿病態

度前測分數為共變量，組別為自變

項，糖尿病態度後測分數為依變項，

進行共變數分析，由表結果可知，排

除糖尿病態度前測的影響因素後，實

驗組與對照組在糖尿病態度上有顯著

差異（F＝14.531，P＜0.001）。顯示

出糖尿病預防手冊對學童家長的糖尿

病態度具有提升的效果。 

（2）糖尿病預防手冊對學童家長運動

態度的影響 

經paired-t檢定考驗後發現，實驗組

在前後測的得分上，並無達統計上的

顯著差異，但此較對照組的前後測平

均分數，仍有進步的趨勢。以運動態

度前測分數為共變量，組別為自變

項，運動態度後測分數為依變項，進

行共變數分析，由表結果可知，組間

的差異未能達顯著，然而其調整後的

平均值仍比對照組高。 

歸納上述結果，在糖尿病態度

上，實驗組前後測得分則有達統計上

顯著差異，顯示本介入計畫對於提升

學童家長對糖尿病態度能具提升的效

果。就對於運動態度的影響上來說，

整體來看，在實驗組前後測比較上，

或是實驗組與對照組的比較上均無顯

著之差異，但若將之區分為運動自覺

行動利益和自覺行動障礙來看，運動

自覺行動利益在前測得分已較偏向正

向，因此在作前後測平均得分比較

時，無法看出對於此細項的影響；另

就運動自覺行動障礙來看，對於「我

會因為天氣不好而不去運動」和「我

會因為偷懶而不去運動」等二細項有

非常顯著的影響，推測可能因本手冊

中教導的增加身體活動方式為將運動

融入生活中，因而能降低學童家長對

於天氣和偷懶等二項的運動自覺行動

障礙。 

3、互動式糖尿病預防手冊對糖尿病預

防自我效能的影響 

以下分別針對學童家長降低脂肪

攝取自我效能、增加身體活動和運動

的自我效能及整體的糖尿病預防自我

效能的影響進行分析討論。 

（1）互動式糖尿病預防手冊對於學童

家長的降低脂肪攝取自我效能的影響 

整體而言，實驗組學童家長降低脂肪

攝取自我效能得到顯著的提升，顯示

出糖尿病預防手冊對實驗組學童家長

的降低脂肪攝取自我效能具有影響效

果。以降低脂肪攝取自我效能前測分

數為共變量，組別為自變項，降低脂

肪攝取自我效後測分數為依變項，進

行共變數分析，雖然實驗組與對照組

間之後測得分未能達統計上顯著差

異，然而其調整後的平均得分實驗組

仍比對照組高。 

（2）互動式糖尿病預防手冊對於學童

家長的增加身體活動和運動自我效能

的影響，發現實驗組前後測得分達統

計上顯著差異（p＜0.001），而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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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未達顯著差異，由此可知實驗組在

身體活動和運動自我效能上有顯著進

步，顯示出本糖尿病預防手冊對於實

驗組學童家長的增加身體活動和運動

自我效能具有提升的效果。 

因組內回歸係數同質性檢定顯示

有差異（F＝4.397，p＝0.037），故改

以詹森-內曼法比較二組的差異（林清

山，1992），結果顯示本互動式糖尿病

預防手冊介入計畫策略，用於原本增

加身體活動和運動自我效能較低的學

童家長，具有顯著的增加自我效能的

效果。 

（3）互動式糖尿病預防手冊對於學童

家長的糖尿病預防自我效能的影響，

結果顯示實驗組前後測在糖尿病預防

自我效能的得分上有顯著的進步。以

糖尿病預防自我效能前測分數為共變

量，組別為自變項，糖尿病預防自我

效後測分數為依變項，進行共變數分

析，由表結果可知，在排除前測的影

響因素後，實驗組與對照組在糖尿病

預防自我效能的得分上有顯著差異（F

＝4.470，p＜0.05）。由此可知，在控

制糖尿病預防自我效能的前後測得分

後，實驗組自我效能的得分較對照組

高，且達顯著差異。顯示本介入計畫

對於此學童家長整體的糖尿病預防自

我效能的變項，具有提升效果。 

歸納上述結果，整體來說，實驗

組的糖尿病預防自我效能之後測得

分，與前測相較，有相當顯著的進步，

且實驗組得分也顯著地較對照組高。

分別來看，在降低脂肪攝取自我效能

的次量表上的得分，實驗組的後測得

分亦較後測高，此結果與高儷玲

（2001）所做的結果相似，其針對學

童所做的低脂飲食教育介入，亦證實

自我效能為飲食行為改變的重要決定

因子。另外，林微等人（2001）搭配

手冊的降低脂肪介入課程，結果中也

顯示以社會認知理論為基礎的教學策

略，對於研究對象之自我效能具顯著

提升的效果。 

而在增加身體活動和運動自我效

能上，就實驗組本身而言，後測得分

顯著較前測得分高，此結果而賴妙芬

（2002）針對社區糖尿病患所做的教

育介入結果相似，其結果中亦證實其

介入對於研究對象運動的自我照顧行

為自我效能具正向的效果。但若比較

實驗組與對照組之差異，本研究發展

的互動式糖尿病預防手冊所使用的介

入策略，可提升學童家長的增加身體

活動和運動自我效能，尤其是對於原

本運動自我效能較低的學童家長具有

顯著地影響，推測可能是手冊設計上

對於增加身體活動和運動的部分，示

範清楚的增加身體活動的方法和步

驟，因而能提高學童家長對於採行此

項行為的自我效能，又因許多研究均

發現工作忙碌和沒時間為不運動的主

要因素（張正發，2000；陳真美，

2001），因此在本手冊主要設計重點即

是將運動融入生活的方式來增加身體

活動和運動，可能因此能符合學童家

長之需求，因而才能有效地提升學童

家長採取增加身體活動和運動自我效

能。 

 

肆、計畫成果自評 

（一）達成預期目標情況 

本研究第二年研究目的，主要

是根據第一年社區需求診斷調查結

果，擬定社區居民共同參與的糖尿

病防治計畫，並執行符合民眾有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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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參與之糖尿病防治媒體鼓吹及教

育介入活動，以確立社區介入的效

果。 

在擬定符合社區需求之介入活

動上，研究者首先透過與營造中心

核心團隊的互動，希望能共同擬出

符合居民需求之糖尿病防治計畫，

在強化營造中心核心團隊的過程

中，發現礙於營造中心組織面臨經

費來源困難、營造中心活動項目過

於狹隘、缺乏志工交流機會、無充

分分工機制等問題，健康營造中心

未能順利與研究者共同完成計畫的

發展與執行。最後，研究者也透過

此討論會結果，發展出以學校為介

入的管道，進行居民糖尿病防治介

入活動。 

在執行社區糖尿病防治計畫方

面，選擇以國小學童家長為研究對

象，以「學校」為介入的管道，進

行學童家長居民糖尿病防治教育介

入。研究結果證實，本研究所發展

出之「社區家長糖尿病預防手冊」

介入，對於社區學童家長在糖尿病

預防的知識、態度、行為意向、自

我效能上，都有顯著的果效。所以

在執行糖尿病防治教育活動上，研

究者有達到預期的目標。 

在確立社區層面介入之效果方

面，研究者一方面藉由社區核心組織

問卷、一般居民問卷、量性資料與社

區會議記錄、意見領袖訪談等質性資

料的收集，瞭解社區運作過程的障礙

及研究介入的成效的指標及相關因

素，以作為將來社區介入的參考。研

究結果發現研究者進一步以量性資料

分析發現，在健康營造中心內部組織

運作過程中，其成員對各屬的里保健

志工隊的經營狀況，較整體營造中心

的經營狀況來得好，甚至多數志工對

於營造中心的歸屬感明顯低於對里保

健志工隊，可見得營造中心的運作

上，缺乏整體性的管理及交流，而使

得整體營造中心的組織運作上，顯得

有些不成熟。另外，研究者透過社區

居民街頭訪問，也發現有高達85.7％

的居民，不知道社區中有健康營造中

心存在，而78.8％的居民不知道里內

有里保健志工隊，由此可知，營造中

心於社區的營造成果尚待努力。另

外，未來在面臨這樣一個社區健康營

造中心或社區組織時，可先運用本研

究發展出之評價指標，作為瞭解社區

發展的評估工具，以確定能有效的透

過社區組織進行社區層面的健康介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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