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  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重要性 

     

鈣質是骨骼與牙齒的重要成份，在神經傳導和肌肉收縮等生理功能中扮演不

可或缺的角色外；鈣質同時也是體內多種酵素或內分泌的必要成份，並參與運輸

離子穿越細胞膜和細胞內二級訊息傳遞的功能。 

    近年來已有許多文獻顯示鈣質攝取不足與某些疾病的發生有關，例如，骨質

疏鬆症(osteoprosis)(Heaney, 2002)、高血壓(hypertension)(McMarron & Reusser, 

2001)、肥胖(obesity)(Zemel , Shi, Greer, Dirienzo, & Zemel, 2000)、胰島素抗性

(insulin resistance)(Pereira et al., 2002)、乳癌(breast cancer)(Lipkin & Newmark, 

1999)、結腸癌和腎結石(Miller & Anderson , 1999)等。鈣質攝取不足是造成中老年

人骨質疏鬆症的一個重要原因，且骨質疏鬆症及其相關骨折耗費龐大的直接和間

接醫療及社會成本(Prentice, 2004)。 

    我國連續三次國民營養調查，均發現國人平均鈣質攝取量未達衛生署的建議

量（李寧遠、朱裕誠、張志平、謝明哲與高美丁，民 80；黃伯超等人，民 72；

潘文涵等人，民 88）。1993-1996 年間進行的第一次國民營養健康狀況變遷調查

(Nutrition and Health Survey in Taiwan or NAHSIT, 1993-1996)以 24 小時飲食回顧

方式評估國人營養素攝取情形，指出國人每日鈣平均攝取量為青少年 452mg、成

人 500mg（林以勤，民 93），分別只達衛生署於 1993 年所定的國人每日營養素建

議攝取量的 65%及 80%（青少年 700mg 及成人 600mg）；若以衛生署於 2002 年

新修定的國人膳食營養素參考攝取量評估（青少年 1200mg 及成人 1000mg），國

人鈣質攝取量更是嚴重不足。由此看出，國人的鈣質攝取狀況是不可忽視的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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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與國民健康問題；若能有效提升鈣質攝取，不僅可促進國人健康，亦能降低

許多醫療及社會成本。 

    乳製品是鈣質豐富的食物來源，其人體吸收利用率佳(Gueguen & Pointillart, 

2000)，因此，衛生署所提出的成人飲食指南及皆建議每日吃 1~2 份奶類食品，且

建議正值發育的青少年，其奶類攝取則需再增加 1 份；但調查顯示，各年齡層男

女平均每天奶類攝取不足 1 份，其中青少年與成年人的攝取量比學童與老人更

低，平均每天僅吃 0.5 份以下（吳幸娟、潘文涵、葉乃華與張宜平，民 93）；且

都市化程度愈低的地區，平均奶類攝取量愈低（曾明淑、葉文婷與潘文涵，民 87）。

乳製品攝取和飲食文化有關，在西方飲食結構中，鮮乳及其製品為一般攝取之食

物，因此少有乳製品攝取不足的情況。歐美國家每人年平均牛奶消費量超過 110

公斤，且各種乳製品吃得也多；而我國僅為 20.2 公斤，相差甚鉅 (台灣畜產種原

知識庫，民 94；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民 94)。 

    青少年骨骼快速發育，飲食中需供應足夠的鈣質，以建構強健的骨骼；有研

究亦指出，飲食中缺少奶類則無法達到青春期發育所需的鈣量(Black, Williams, 

Jones, & Goulding, 2002)。青少年時期是預防骨質疏鬆、增加骨質密度高峰的關鍵

時期(Abrams, Grusak, Stuff, O’Brien,1997；Du et al., 2002)；此外，成人期的飲食

習慣深受青少年期飲食行為所影響。Teegarden, Lyle, Proulx, Johnston, and Weaver 

(1999)追蹤孩童至青少年再至成人之期間牛奶的攝取量，指出青少年牛奶攝取與

成人鈣質攝取量間呈顯著相關性（相關係數 r =.33, P＜0.001）。因此，為了預防

缺鈣引起的各項疾病，必須在青少年時期即建立良好的食用乳製品之飲食習慣。 

    藉由營養教育可使民眾達到且維持最佳的營養健康狀態，透過結合適當的營

養傳訊和教育制度，營養教育不僅提升、維護民眾的健康，亦達到預防疾病的成

效(ADA, 1996)。有關營養教育的研究發現，實施提升鈣質攝取的營養教育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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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顯著改善鈣質攝取的知識、態度、自覺行動利益、自我效能及鈣質攝取量

(Duarte-Gardea & Acosta, 2006；Shirazi, Niknami, Wallace, Hidarnia, Rahimi & 

Faghihzadeh, 2006；Tussing & Chapman-Novakofski, 2005)。由於學校的營養教育

活動對於學生的飲食行為，具有正面的影響力，因此，促進健康的社區計畫及家

庭的飲食均衡與健康可由學校來推動 (Thomson & Farthing, 1990)；且過去的營

養教育課程相關研究其結果更明確顯示，在學校實施營養教育介入可顯著提升牛

奶的攝取量或改善乳製品種類的選擇(Caine-Bish & Gordon, 2006；Hazavehei, 

Taghdisi & Saidi, 2007；Boysen & Ahrens, 1972；Simth & James, 1980；王慧琦，

民 84)。而在我國九年一貫課程之健康與體育的領域中，觀看其分段能力指標，

發現國中七年級學生需接受過『設計、執行並評估個人的飲食內容及飲食習慣，

以符合身體成長和活動的營養需求』之相關課程(國教專業社群網，民 95)，其中

課程內容涵蓋鈣質與乳製品攝取之相關內容，但儘管如此，上述之調查結果顯示

青少年鈣質與乳製品之攝取皆未達到衛生署建議量，如此看來，以這樣的課程要

使青少年鈣質與乳製品攝取達到改善仍不足夠，可能需要特別針對此議題做教育

介入，以強化鈣質與乳製品攝取的態度，進而達到行為的改變。 

因此，本研究在有限的資源下，擬以國中生為研究對象，發展適當的乳製品

營養教育課程並進行教育成效評估，提供國民中學教師教學之參考，以提高國中

生乳製品攝取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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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發展適合國中生乳製品營養教育課程，並評估實施課程

對國中生乳製品攝取之相關因素及乳製品攝取行為的影響，以作為日後學校推展

青少年乳製品營養教育之參考。 

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發展國中生乳製品營養教育課程。 

二、探討實施國中生乳製品營養教育課程，對國中生乳製品攝取之相關因素(營養

知識、態度、主觀規範、自我效能)及乳製品攝取行為(一般攝取行為、行為

改變階段及總乳鈣攝取量)之影響。 

三、探討實施國中生乳製品營養教育課程，對不同性別、體型、家庭社經地位、

學校所在地區都市化程度之國中生乳製品攝取之相關因素(營養知識、態

度、主觀規範、自我效能)及乳製品攝取行為(一般攝取行為、行為改變階段

及總乳鈣攝取量)上改變的差異性。 

 

 

第三節 研究問題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之待答問題如下： 

 

1. 探討實施乳製品營養教育課程對國中生乳製品攝取之相關因素(營養知識、態

度、主觀規範、自我效能)及乳製品攝取行為(一般攝取行為、行為改變階段及

總乳鈣攝取量)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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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國中生的乳製品攝取之營養知識是否因乳製品營養課程的實施而提升? 

1.2 國中生的乳製品攝取之態度是否因乳製品營養課程的實施而變得更正

向? 

1.3 國中生的乳製品攝取之主觀規範是否因乳製品營養課程的實施而變得更

正向? 

1.4 國中生的乳製品攝取之自我效能是否因乳製品營養課程的實施而提升? 

1.5 國中生的乳製品攝取之一般攝取行為是否因乳製品營養課程的實施而提

升? 

1.6 國中生的乳製品攝取之行為改變階段是否因乳製品營養課程的實施而提

升? 

1.7 國中生的總乳鈣攝取量是否因乳製品營養課程的實施而增加? 

2. 探討乳製品營養課程對不同性別、體型、居住情形、家庭社經地位、家長參與

程度、學校所在地區都市化程度其國中生乳製品攝取之相關因素(營養知識、

態度、主觀規範、自我效能)及乳製品攝取行為(一般攝取行為、行為改變階段

及總乳鈣攝取量)上改變的差異性。 

2.1 乳製品營養課程對國中生的實施成效是否因學生性別不同而有所差異？ 

2.2 乳製品營養課程對國中生的實施成效是否因學生學校所在地區都市化程

度不同而有所差異？ 

2.3 乳製品營養課程對國中生的實施成效是否因學生體型不同而有所差異？ 

2.4 乳製品營養課程對國中生的實施成效是否因學生居住情形不同而有所差

異？  

2.5 乳製品營養課程對國中生的實施成效是否因學生家庭社經地位不同而有

所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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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乳製品營養課程對國中生的實施成效是否因學生家長參與程度不同而有

所差異？ 

 

 

第四節 名詞定義 

 

本研究有關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 乳製品 

本研究所指的乳製品是指目前市面上有販售的奶類及其他乳製品，共分 14 類： 

1. 100%純牛奶或羊奶：包含鮮奶類(全脂、低脂、脫脂鮮乳、營養強化鮮乳，

例如高鈣、高鐵等(包含牛、羊乳）)、奶粉沖泡類(全脂、低脂、脫脂奶粉、

果汁奶粉、營養強化奶粉，例如高鈣、高鐵等(包含牛、羊奶粉)) 、保久

乳類(全脂、低脂、脫脂保久乳、營養強化保久乳，例如高鈣、高鐵等)。 

2. 調味乳類：調味鮮奶、保久乳，例如果汁、蘋果、巧克力、麥芽等口味、

及木瓜牛奶、香蕉牛奶等。 

3. 凝態發酵乳（優格）：例如統一乳果、味全優格、優沛蕾窈窕優酪、光泉

優酪新貴等。 

4. 濃稠發酵乳（優酪乳）：例如統一 AB 優酪乳、光泉晶球優酪乳。 

5. 稀釋發酵乳 1（乳酸飲料）：例如養樂多、味全亞當、夏娃、統一多多、

健健美等。 

6. 稀釋發酵乳 2（乳酸飲料）：例如益菌多、活益比菲多、好菌多多等。 

7. 乳酪：例如芝司樂起司片、起司條、起司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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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冰淇淋類： 

(1) 盒裝冰淇淋：各廠牌冰淇淋。 

(2) 甜筒：各廠牌甜筒。 

(3) 霜淇淋：各廠牌霜淇淋。 

(4) 牛奶冰棒：各廠牌牛奶冰棒。 

9. 鮮奶酪：各廠牌鮮奶酪。 

10. 牛奶布丁：各廠牛奶布丁，例如鮮奶布丁、醇奶布丁、牛奶雞蛋布丁。 

11. 羊乳片：各廠牌羊乳片。 

 

二、乳製品營養教育課程 

    本研究的乳製品營養教育課程，係指研究者自編之適用於國民中學學生的乳

製品營養課程，其中包含學生課堂教學和家長營養教育活動。連續五週(一次/週，

45 分鐘/次)的學生課堂教學，其教學內容結合多種理論及模式 (包含生態模式、

計畫行動論、健康信念模式、社會認知理論)與教學方法(包含價值澄清法、問題

解決法、講述法、示範法、問答法、討論教學法、創造思考法、練習教學法、發

表教學法)；而家長營養教育活動，為配合學生課堂教學內容發放兩份家長簡訊，

簡訊內容包括：鈣質攝取不足的影響、最佳的鈣質食物來源、乳製品攝取迷思的

澄清、協助孩子解決乳製品攝取障礙的方法、乳製品種類的選擇、幫助鈣質吸收

的方法等。 

 

三、國中生 

    本研究中的國中生，係指 95 學年度第一學期就讀於台灣地區公立國民中學

二年級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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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長參與程度 

    本研究中的家長，係指 94 學年度第二學期就讀台灣地區公立國民中學二年

級學生的父親、母親或其他負責家中飲食的成年家人。家長參與程度以家長簡訊

回條評估，回條繳回次數愈多且回條內答題正確，表示家長參予程度愈高。 

 

五、學校所在地區都市化程度 

本研究中所指的學校所在地區都市化程度，為受試學生就讀學校所在地區的

都市化程度。其都市化程度依據「勞保統計資料庫」之「城鄉分級表」，將都市

化程度共分 8 級，1 級之都市化程度最高，8 級最低（勞工安全衛生研究所，無

日期），本研究選取所在地第 1 級為城市組，第 6 級為鄉鎮組。 

 

六、乳製品攝取之相關因素 

本研究中所指的乳製品攝取之相關因素，涵蓋乳製品攝取之營養知識、態

度、主觀規範及自我效能，為影響乳製品攝取行為之相關因素。 

 

七、乳製品攝取之營養知識 

    本研究中所指的乳製品攝取之營養知識，為有關乳製品攝取與健康關係、乳

製品的種類及成分、乳製品每日飲食建議量，以及提升乳製品攝取的方法，以研

究者自編之「乳製品營養知識量表」評估之，得分愈高者表示乳製品攝取之營養

知識愈佳。 

 

八、乳製品攝取之態度 

    根據計劃行動論，態度的評量乃由對行為結果的信念及對這些信念的評價所

 8



組成，因此，態度係指個人主觀判斷從事某項行為可能發生的結果及對這些結果

的主觀評價 (Ajzen & Fishbein, 1980)。本研究中所指的乳製品攝取之態度，為對

乳製品攝取和健康關係，及改變食物選擇以提升乳製品攝取量的個人看法或意

見，以研究者自編之「乳製品態度量表」評估，由每一個乳製品行為信念的得分

乘上對其信念的結果評價的得分之總和，得分愈高者表示乳製品攝取之態度愈正

向。 

 

九、乳製品攝取之主觀規範 

根據理性行動論，所謂主觀規範是指個人對於重要他人所期望之行為的認

知，及個人服從此壓力的程度，它代表社會對行為的影響 (Ajzen & 

Fishbein,1980)。本研究中所指的乳製品攝取之主觀規範，為對乳製品攝取和健康

關係，及改變食物選擇以提升乳製品攝取量的社會影響，以研究者自編之「乳製

品主觀規範」評估，由每一個乳製品規範信念的得分乘上對其信念的依從動機的

得分之總和，得分愈高者表示乳製品攝取之主觀規範愈正向且強。 

 

十、乳製品攝取之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理論源自於 Bandura 的社會學習理論。依此理論，影響個人行為改

變或繼續維持的因素有二：一是效能期望 (efficacy expectancy)，指個人認為從事

某項行為之能力的期望；另一是結果期望 (outcome expectancy)，指個人對從事某

項行為會導致某特定結果的期望(Bandura, 1977)。本研究中所指的乳製品攝取之

攝取自我效能，為自評在日常生活中各種不同情境下，攝取乳製品的難易程度及

有把握的程度，以研究者自編之「乳製品自我效能量表」評估之，得分愈高者表

示乳製品攝取之自我效能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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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乳製品攝取行為 

    本研究中所指的乳製品攝取行為，涵蓋研究者自編之「乳製品一般攝取行為

量表」、「乳製品行為改變階段量表」、「乳製品乳鈣攝取量量表」評估之，得分愈

高者表示乳製品攝取行為愈佳。 

 

十二、乳製品攝取之一般攝取行為 

    本研究中所指的乳製品攝取之一般攝取行為，為乳製品獲取行為及克服攝取

障礙行為，以研究者自編之「乳製品一般攝取行為量表」評估之，得分愈高者表

示乳製品一般攝取行為愈佳。 

 

十三、乳製品攝取之行為改變階段 

本研究中所指的乳製品攝取之行為改變階段，以研究者所編之「乳製品行為

改變階段量表」評估之。量表引用行為改變階段(Stages of change)的概念，將受

試者乳製品攝取行為分為五個階段 (Prochaska, Reading, & Evers, 1997)：前沉思

期、沉思期、準備期、行動期、維持期。 

 

十四、總乳鈣攝取量 

本研究中所指的總乳鈣攝取量，乃以研究者自編之「乳製品攝取量表」評估

所得之乳製品攝取種類、攝取頻率和份量，計算出由各類乳製品所獲取的乳鈣量

之總和，得分愈高者表示總乳鈣攝取量愈高。 

 

 

 

 10



第五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研究限制有下列幾項： 

 

一、由於時間、人力及經費限制，本研究採取立意取樣的方式，僅以大台北地區

都市型與鄉鎮型國中各兩所，每所國中二年級一個班級，共計四個班級的學

生為研究對象，因此研究結果可能無法推論至其他學校的學生。 

二、限於學校環境中的行政因素，研究對象無法依隨機分派原則，而以班級為單

位，故採用統計方法調整實驗組及控制組的基本差異。 

三、本研究使用的評量工具只有自填式的問卷，受試者於量表中填答之內容為受

試者自我評估的結果，可能會受社會期待等因素影響而造成偏差，無法完全

反映受試者的實際狀況。 

四、本研究在教育介入後，只追蹤實驗組學生在第五週的乳製品知識、態度、攝

取行為、行為改變階段及自我效能的改變情形，故無法將結果推論至更長時

間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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