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討論與建議 

本章擬針對第四章的研究結果，歸納結論，並進一步進行分析討

論，提出具體建議。各節分述如下：第一節、結論與討論；第二節、

建議。 

第一節 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瞭解國中生飲食消費知識、態度、及行為的目

前水準，並發展一套飲食消費主題教學活動，藉由教學的介入，來評

估此課程對國中學生飲食消費知識提昇、飲食消費態度改變、及飲食

消費行為改變的成效，並探討學生個人變項（性別、家庭社經地位）

對飲食消費知識、態度、與行為改變之成效。本節分為：一、飲食消

費知識；二、飲食消費態度；三、飲食消費行為；四、結論，四個部

分。 

一、飲食消費知識 

（一）目前水準分析 

由研究結果得知，受試學生「飲食消費知識測驗」平均得分為

14.51 分，若以 100 分為滿分，60 分為及格標準，則平均得分相當於

55.81 分，並未及格，表示教育介入前，全體受試學生的飲食消費知

識不足。 

進一步分析受試學生在「飲食消費知識測驗」各題的作答情形，

結果顯示，受試學生在第 9、13、23、24 題的答對人數均在 80﹪以上

（詳見附錄七），分析其主要概念，得知受試學生對飲食綠色消費（第

9、13、24 題）及計畫性消費（第 23 題）的知識較佳。柯台薰（民 87）

及林玉貴（民 89）的研究分別指出青少年的「飲料消費與環保知識」

及「綠色食品消費知識」偏佳，本研究結果與此研究結果相似。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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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對人數在 50﹪以下的有第 5、6、11、14、15、17、18、21、25 題，

分析結果顯示，受試學生的消費者權利義務（第 5、14、25 題）、食品

標示（第 6 題）、食品選購及評估（第 11、15、21）及消費爭議處理

程序（第 17、18）的知識不足。因目前尚無相關研究探討飲食消費評

估及消費爭議處理程序的知識現況，故國中生對飲食消費評估及消費

爭議處理程序的知識不足為本研究之重大發現。另，劉珍齡（民 79）、

柯台薰（民 87）、李靜華（民 91）及吳英帛（民 90）研究分別指出青

少年的「消費者責任、消費者權利」、「飲料消費與購買訊息」、「食品

標示」知識不足差，本研究發現國中生對消費者權利義務、食品標示、

食品選購知識不足之結果與上述研究結果相似。 

（二）「國中飲食消費主題教學活動」對知識提升的成效 

根據研究結果發現，「國中飲食消費主題教學活動」介入後，實驗

組與對照組學生之「飲食消費知識測驗」後測及後後測成績均有顯著

的差異（ M 實驗組後測=21.85＞M 對照組後測＝16.25，F＝65.13，p＜.001；M 實

驗組後後測=21.42＞M 對照組後後測＝14.47，F＝90.82，p＜.001），實驗組學生之

後測及後後測成績，亦顯著優於前測（M 後測=21.37＞M 前測＝14.69，F
＝12.71，p＜.001；M 後後測=21.53＞M 前測＝14.69，F＝12.66，p＜.001）。
也就是說，「國中飲食消費主題教學活動」對國中生消費知識的提升有

顯著的成效，且有保留效果，此結果接受本研究之假設。多數研究（李

淑儀，民 85；陳麗珠，民 87；林雅音，民 87；胡益進，民 87；陳金

瑟，民 87；李芳欣，民 89；廖梨玲，民 90；高儷玲，民 90；李佳蓉，

民 90；黃齡儀，民 91；張蕙芬，民 90；段藍媞，民 90）指出，教育

介入使受試者知識有顯著的進步，且有保留效果，本研究結果與上述

研究結果相同。 

進一步分析，實驗組學生的在消費者權利義務（第 6、25 題）、食

品標示（第 14 題）、食品選購及評估（第 11、15、21）及消費爭議處

理程序（第 17、18）的前測答對人數比例亦低於 50﹪，其中第 6、17、

18、21、25 題答對人數比例甚至未達 30﹪。在本研究之教學活動中，

第 6 題於單元二以講述方式介紹廠商應主動提供飲食消費的正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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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第 17、18 題於單元五以講述的方式介紹發生消費糾紛時可尋求的

資源，第 21、25 題於單元六以講述方式介紹消費評估項目，另以活動

方式帶領學生統整權利義務的觀念，由後測及後後測的答對人數百分

比來看，此 5 題答對人數百分比皆有大幅度的提高，可見實驗教學可

增進這些知識。 

研究者於設計「國中飲食消費主題教學活動」時，每一單元均有

為增進實驗組學生飲食消費知識所設計的教學活動。王萍霜（民 88）

的研究指出國內國小教科書的「消費者權利義務」的內容偏少，本研

究之「飲食消費主題教學活動」亦以消費者權利義務為架構，故研究

者在單元一即進行飲食消費八大權利義務的介紹。單元一以遊戲及講

述的方式介紹消費決策步驟及消費者權利義務的概念，學生在進行配

對遊戲時，採用小組加分的方式，組員間的討論熱烈，配對遊戲進行

時，學生參與程度熱烈，且對配對題目提出自己的想法，最後進行講

述時，學生聽講的態度專注，並提出自己應重視消費者權利義務的想

法。由實驗組後測及後後測各試題（第 1、2、3、4、5、20 題）答對

人數百分比的增加，可知，這樣的課程設計可增進學生對飲食消費權

利義務的概念。 

研究者在單元二讓學生作實際飲食宣傳品的分析討論及以講述方

式介紹飲食消費正確資訊的相關知識，最後再以腦力激盪法讓學生從

廠商的角度來思索應提供哪些飲食消費正確資訊給消費者。許多研究

（徐千田，民 77；劉貴雲等，民 86；李仁芳，民 67；許美瑞，民 78；

洪久賢，民 76；黃香瑜，民 86；蕭大誠，民 90；吳英帛，民 91）指

出，青少年飲食消費主要資訊來源為廣告。許美瑞（民 78）的研究指

出國中生較少和同學討論食品廣告等事宜。故，研究者認為應將實際

生活中的廣告直接融入課程中，另，現今社會廣告的表現方式多元化，

電視、收音機、看板、宣傳單等皆為廣告的呈現方式，為讓課程與生

活結合，故研究者讓學生自行蒐集生活上所接觸到的廣告，實際作廣

告的分析，學生在分析的過程中，多數學生反應之前從未仔細看過廣

告，更未分析廣告內容，此與許美瑞（民 78）的研究結果相同，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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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在講述廠商的宣傳手法時，學生舉一反三，舉了許多實際生活上

的例子，最後讓學生思考以廠商的角度來談正確資訊的權利義務，學

生報告時，會同時以消費者及廠商兩個角度去作衡量，可見學生在最

後整合時，已知曉消費並不單純只是消費者或廠商各自的事。由各試

題（第 6、7 題）去作分析，實驗組後測及後後測答對人數百分比的增

加，可知，此單元的課程設計可增進學生對食品正確資訊的知識。 

研究者在單元三以遊戲及講述方式介紹飲食綠色消費的概念，其

中包括環保標章、資源回收標章、及飲食綠色消費原則及其應用，最

後再以情境帶領學生作計畫性消費的思考。許多研究（梁榮仁，民 86；

蔡佩珊，民 90；吳芳菁，民 90；詹國新，民 90）指出青少年在進行

飲食消費時多以「喜好」為其考量，欠缺計畫性消費的觀念。而研究

者分析目前國中小所實施的九年一貫能力指標，綠色消費的觀念雖已

加入，但並未有完整的介紹。故研究者認為計畫性消費及綠色飲食消

費觀念有加強的必要。在教學的過程中，學生對氣球爆破的遊戲感到

非常有興趣，當輪到自己拿打氣筒時，有不少學生開始懊悔自己平日

未作好飲食綠色消費，當氣球爆破時，學生多數能體會到氣球爆破所

代表的意義。當教師在介紹環保標章及資源回收標章時，發覺多數學

生雖知道此標章的名字，但對標章所代表的意義卻不甚清楚。講述綠

色飲食消費原則時，學生能將原則加以舉例運用在飲食消費上。至於

計畫性消費，研究者詢問：進行飲料消費前，會先考慮什麼？兩班的

學生都先回答：口味。可見學生在學習前欠缺計畫性消費的概念，後

經腦力激盪，學生的反應熱烈，顯示學生已確實將消費前所需作的思

考重新整理。由各試題（第 8、9、10、11、12、13 題）去作分析，此

單元多數題目實驗組前測答對人數比例已相當不錯，故後測及後後測

答對人數百分比增加幅度緩和，但仍都有進步。故，研究者認為此單

元的課程設計可增進學生在飲食綠色消費、計畫性消費的知識。 

吳英帛（民 90）研究發現學生在產品標示方面的知識表現不佳。

李靜華（民 91）亦指出青少年對食品標示的知識欠佳，尤其對營養標

示的部分更是不清楚。而劉貴雲（民 86）的研究指出，學生認為「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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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標示及食品的處理、保存」是很需要學習的。故單元四有 90 分鐘的

時間在介紹相關觀念。研究者先以講述方式介紹食品標示及營養標

示，以拼圖遊戲的方式作食品優良標誌的介紹，最後以搶答遊戲介紹

食品的處理、食用及儲存。在介紹食品標示及營養標示時，研究者請

學生觀察包裝上食品標示及營養標示的位置，發覺有部分學生找不

到，由先前的現況得知，學生對食品標示認識不足，此現象充分反應

於教學過程中。在作拼圖遊戲時，採計時加分的規則，學生反應熱烈，

講解優良標誌時，研究者發覺學生對標誌的名字已經非常清楚，但卻

不知優良標誌所代表的意義，當講解完其意義後，學生又將食品包裝

拿出，檢查該包裝是否有優良標誌，此一現象研究者推測表示包裝對

學生而言，已有解說該食品狀況的意義存在。最後搶答遊戲是以牛奶

為例子介紹食品處理、食用及儲存，此遊戲雖然學生很感興趣，但因

為時間略顯匆促，問題之後的講解未能有較多深入的介紹，此為可惜

之處。由各試題（第 14、15、16 題）去作分析，後測及後後測答對人

數百分比增加。故，研究者認為此單元的課程設計可增進學生在食品

標示、營養標示、優良標示、食品處理、食用及儲存的認識。 

單元五以講述法介紹飲食消費問題的分析及消費問題發生時，消

保法規定的處理程序。實驗組學生在前測中有關消費爭議處理程序的

題目答對人數比例極低（第 17 題：0.0﹪；第 18 題：14.5﹪），研究

者發現在講解消保法所規定的消費爭議處理程序時，學生對消保法的

規定內容果然完全不知，在講解此一內容時，學生較無反應，研究者

認為應是學生對此部分內容沒有實際的生活經驗，故較無法舉一反

三，但，讓學生作角色扮演時，卻發現學生能將方才所教授的處理程

序運用於角色扮演的情境中，表現甚為理想，但，學生在解說消費者

問題處理須注意事項時仍需研究者加以補充。研究者認為，若能藉由

網際網路，讓學生上網去認識消費問題處理相關機構，會讓學生對消

費問題處理有更深一層的認識。由各試題（第 17、18、19、22 題）去

作分析，後測及後後測答對人數百分比大幅增加。故，研究者認為此

單元的課程設計可增進學生在消費問題處理的相關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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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六主要是教授消費後的評估項目及作整個教學的統整，在講

解消費評估項目前，研究者詢問學生：吃完或喝完一項食品時，你們

還會做什麼？學生的回答竟都是：將包裝做資源回收。研究者再問：

還有呢？學生回答都是：沒有了。由此一反應可看出學生沒有消費後

需評估的概念，此與現況分析的結果相同，但同時此一反應卻顯示，

學生已建立飲食綠色消費的概念。以講解方式教授消費後評估項目，

學生認為較為枯燥，研究者便以生活中實際的例子加以解說，研究者

認為，將理論與生活經驗結合會讓學生更容易理解所欲教授的內容。

最後以消費宣言的設計作為最後的統整，當學生作宣言的分享時，學

生皆能說出自己的宣言理念，多數學生能將課程融入自己的宣言中，

表現相當不錯。由各試題（第 21、23、24、25、26 題）去作分析，後

測及後後測答對人數百分比增加，研究者認為此單元的課程設計可增

進學生在消費評估及整體權利義務的概念。 

（三）個人變項與國中生飲食消費知識教學成效的關聯 

1、性別 

本研究發現，實驗組學生飲食消費知識之後測及後後測成績均顯

著優於前測，但成績的改變不會因受試學生性別不同而有差異，此結

果拒斥本研究之假設。胡凱華（民 90）、陳雪華（民 91）的研究指出，

受試學生之性別不會影響教育介入對知識提升的成效，本研究之研究

結果與其研究結果相同。 

2、家庭社經地位： 

本研究發現，實驗組學生飲食消費知識之後測及後後測成績均顯

著優於前測，但成績的改變不會因受試學生家庭社經地位不同而有差

異，此結果拒斥本研究之假設。部分研究（黃淑桃，民 86；胡文耀，

民 90）指出，受試學生之家庭社經地位不會影響教育介入的成效，本

研究之研究結果與其研究結果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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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飲食消費態度 

（一）目前水準分析 

由研究結果得知，受試學生在「飲食消費態度量表」前測每題平

均分數為 3.26 分，顯示學生在飲食消費主題教學活動介入前，整體的

飲食消費態度已有積極傾向。 

進一步以八大權利義務做分析，受試學生對安全（3.49 分）、表

達意見（3.51 分）、求償（3.60 分）權利義務的態度較顯積極，其他

權利義務的態度雖有積極傾向，但仍待加強，其中，受試學生在健康

環境權利義務的態度每題平均得分只有 2.95 分，表示受試學生並未積

極重視飲食消費環境的健康及安全，對於綠色消費的態度也不見積

極，林玉貴（民 89）的研究指出，現今青少年較少人認為食品綠色消

費與自身相關，多數人也不願意為了環保而改變自己的消費行為，本

研究發現之結果與此研究結果相同，可見，國中生尚未體會到健康安

全的飲食消費環境對消費者的重要。因目前並無探討消費者權利義務

態度現況的相關研究，故此結果為本研究之重要發現。 

（二）「國中飲食消費主題教學活動」對態度改變的成效 

根據研究結果發現，經過「國中飲食消費主題教學活動」的介入，

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之「飲食消費態度量表」後測成績達顯著差異水

準（M 實驗組後測=90.2＞M 對照組後測＝84.5，F＝14.17，p＜.001），實驗組學

生之後測成績，顯著優於前測（M 後測=92.31＞M 前測＝88.97）。也就是說，

飲食消費主題教學活動對受試學生的整體飲食消費態度有顯著增進的

教學成效，此結果接受本研究之假設，此與許多研究（高儷玲，民 90；

李佳蓉，民 90；李淑儀，民 85；陳麗珠，民 87；廖梨伶，民 90；黃

齡儀，民 91；林雅音，民 87；張惠芬，民 90；段藍媞，民 90；胡益

進，民 87；陳金瑟，民 87）指出之教育介入能顯著增進受試學生態度

之結果相同。 

研究者在進行教學的過程中發現，在介紹消費者權利義務前，學

生在填寫遇到消費問題情境的學習單時，所呈現的多以鴕鳥心態面

 

 
117



 

對，自認倒楣，而在進行到第六週教學時，類似的情境單，學生所表

現的多數是願意面對問題，並認為消費問題發生是不容忽視的，可以

見之，學生的飲食消費態度藉由飲食消費主題教學的介入是有積極增

進的傾向。 

本研究亦發現，飲食消費主題教學活動的介入對基本需求及服

務、安全、選擇、表達意見、求償、及健康環境權利義務之態度有顯

著增進之成效並具有保留效果，對正確資訊有顯著增進的教學成效。

由於先前尚未有探討教育介入對八大權利義務態度的研究，故此一結

果為本研究之重大發現。 

陳英豪（民 83）指出：實施價值澄清教學法，可讓學生藉由學習

的歷程去做思考，以增加其決策果斷力。在本研究的教學活動中，亦

特地設計了兩難情境，讓學生做價值澄清，其中單元三有兩個情境，

主要讓學生思考基本需求及服務、選擇、健康環境的權利義務，單元

六有一個情境，是讓學生思考安全及求償的權利義務，在這些情境的

討論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學生在剛開始討論時同時會發表積極及消

極的想法，在討論的過程中，學生之間會有熱烈的發表，去做各種想

法的澄清，最後才找出最適合自己或該組的答案，而最後討論出的結

果多為積極的想法。此教學過程與本研究之結果作對照，此課程所運

用的價值澄清教學設計有助於受試學生飲食消費態度的增進。本研究

結果顯示，由實驗組本身來看，在追求消費者教育權利義務的後測及

後後測得分與前測做比較，皆達顯著水準，但，實驗組與對照組做比

較，教學的介入並未對此權利義務的態度有顯著的成效。研究者推測，

因教學的地點受限於教室，即使課程中有談到消費者權利義務的概

念，但學生並無太多的機會實地去體會政府及廠商所提供的消費者教

育，故，學生的追求消費者教育權利義務態度的增進有限，未來的教

學活動設計可增加與社區商店或校內合作社互動的機會，應可對學生

在消費者教育權利義務的態度上有更多的助益。 

（三）個人變項與國中生飲食消費態度教學成效之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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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性別： 

本研究發現，實驗組學生飲食消費態度之後測及後後測成績均顯

著優於前測，但成績的改變不會因受試學生性別不同而有差異，表示

飲食消費主題教學活動對飲食消費態度的成效並不因性別而有所差異

此，此研究結果拒斥本研究假設。就八大權利義務的結果顯示，教育

介入對女生在基本需求及服務權利義務的態度介入成效顯著優於男

生，因目前尚未有探討性別對教育介入在八大權利義務態度成效的關

聯之研究，故，此一結果為本研究之重要發現。 

2、家庭社經地位 

本研究發現，實驗組學生飲食消費態度之後測及後後測成績均顯

著優於前測，但成績的改變不會因受試學生家庭社經地位不同而有差

異，表示飲食消費主題教學活動對飲食消費態度的成效並不因家庭社

經地位而有所差異，此研究結果拒斥本研究假設。胡文耀（民 90）的

研究指出，教育介入後，學生的電磁防護態度並不因家庭社經地位的

不同而有所差異，本研究之結果與此研究結果相同。就八大權利義務

的結果顯示，教育介入後，對飲食消費八大權利義務態度的成效並不

因家庭社經地位而有所差異。 

三、飲食消費行為 

（一）目前水準分析 

由研究結果得知，受試學生在「飲食消費行為量表」前測每題平

均分數為 2.60 分，顯示學生在飲食消費主題教學活動介入前，飲食消

費行為雖偏正向，但仍待加強。 

進一步以八大權利義務做分析，受試學生對安全（3.24 分）權利

義務的行為表現較好，其他權利義務的行為的得分：基本需求及服務

（2.16 分）；正確資訊（2.80 分）；選擇（2.89 分）；表達意見（1.90

分）；求償（2.33 分）；健康環境（2.47 分）；消費者教育（2.46 分），

可看出這些行為仍待加強，其中，受試學生在表達意見權利義務的行

為每題平均得分只有 1.90 分，表示受試學生尚未出現較多的表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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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為，許美瑞等（民 78）的研究指出，國中生遇到食品消費問題時

約有 30﹪會自認倒楣，本研究之結果與其研究結果相似，可見，國中

生尚未把握全部的機會去進行表達意見的行為。 

由此可知，各項權利與義務的行為，都有進步的空間，尤其對追

求基本需求及服務、表達意見、健康環境及消費者教育權利義務的行

為，更須加強。因目前尚無探討消費者權利義務行為現況的相關研究，

故此研究結果為本研究之重要發現。 

（二）「國中飲食消費主題教學活動」對行為改變的成效 

根據研究結果發現，經過「國中飲食消費主題教學活動」的介入，

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之「飲食消費行為量表」後測及後後測成績，雖

然實驗組高於對照組，但未達顯著差異水準（M 實驗組後測=54.56＞M 對照組後

測＝52.50，M 實驗組後測=55.72＞M 對照組後測＝54.26），實驗組學生之後測及後

後測成績，顯著優於前測（M 後測=55.08＞M 前測＝52.47；M 後後測=55.08＞

M 前測＝52.47）。此結果顯示，教育介入並未對行為產生顯著差異，此

研究結果拒斥本研究假設，研究者推測，因本研究只評估至教學介入

完成後一個月，受試學生在此時間內未能有充分的機會進行消費行

為，以致行為無法產生顯著的差異。但從調整後平均數來看，實驗組

的行為得分皆優於對照組，從實驗組本身來看，後測及後後測成績皆

顯著優於前測，此結果說明，雖然此教育介入對受試者的行為未產生

顯著效果，但接受教育介入的實驗組學生在行為上仍有提昇的情形，

此與廖梨伶（民 90）的研究結果相同。 

本研究亦發現，飲食消費主題教學活動的介入對消費者教育權利

義務之行為有顯著增進之教學成效，由於目前尚未有探討教育介入對

八大權利義務行為的研究，故此一結果為本研究之重大發現。在求償

權利義務的行為，實驗組雖在教學後顯著低於對照組，但在教學後一

個月，實驗組的調整後平均數又高於對照組，研究者推測，乃是因為

求償的課程設計在第五週，距離後測時間只有短短的二個星期，故實

驗組沒有太多的機會去表現求償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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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飲食消費態度即為消費者對於飲食消費的一種持久且一致的

行為傾向，故研究者認為，當學生擁有積極的消費態度，便較容易建

立良好的消費行為，故研究者在設計「國中飲食消費主題教學活動」

時，並未針對行為改變設計課程。由研究結果可知，雖然「國中飲食

消費主題教學活動」對實驗組學生行為改變的教學成效及保留效果並

不明顯，但由實驗組後測及後後測調整平均數優於對照組，及實驗組

學生後測及後後測行為的得分均顯著優於前測之結果來看，隱含教育

介入對實驗組學生的行為改變有正向的效果。也就是說，研究者以建

立學生積極的態度，來改變實驗組學生的消費行為，此教學策略可看

出成效的。 

（三）個人變項與國中生飲食消費行為教學成效的關聯 

1、性別： 

本研究發現，實驗組學生飲食消費行為之後測及後後測成績均顯

著優於前測，但成績的改變不會因受試學生性別不同而有差異，表示

飲食消費主題教學活動對飲食消費行為的成效並不因性別而有所差

異，此研究結果拒斥本研究假設。此研究結果與陳則賢（民 83）、邱

詩楊（民 90）研究之結果相似。就八大權利義務的結果顯示，教育介

入對女生在安全權利義務的行為介入成效顯著優於男生，因目前尚未

有探討性別對教育介入在八大權利義務行為成效的關聯之研究，故，

此一結果為本研究之重要發現。 

2、家庭社經地位 

本研究發現，實驗組學生飲食消費行為之後測及後後測成績均顯

著優於前測，但成績的改變不會因受試學生家庭社經地位不同而有差

異，表示飲食消費主題教學活動對飲食消費行為的成效並不因家庭社

經地位而有所差異，此研究結果拒斥本研究假設。胡文耀（民 90）、

邱詩楊（民 90）的研究分別指出，教育介入後，學生的電磁防護行為、

個人環境行動並不因家庭社經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本研究之結果

與其研究結果相似。就八大權利義務的結果顯示，教育介入後，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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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家庭社經地位的學生，在選擇權利義務行為的教學效果，中社經

學生顯著優於低社經學生，基本需求及服務權利義務行為的教學保留

效果，高社經學生顯著優於中社經學生。因目前尚未有探討家庭社經

地位對教育介入在八大權利義務行為成效關聯之研究，故，此一結果

為本研究之重要發現。 

四、結論： 

從上述的討論分析中，研究者整理知結論如下： 

（一）國中生飲食消費知識、態度、與行為之目前水準 

1、整體飲食消費知識不足。 

2、整體飲食消費態度已有積極傾向。 
以八大權利義務分析：追求安全及表達意見權利義務的態度

較積極，追求基本需求及服務、正確資訊、選擇、求償、健康

環境、及消費者教育權利義務的態度雖有積極傾向，但仍待加

強。 

3、整體飲食消費行為傾向正向但仍待加強。 
以八大權利義務分析：追求安全權利義務的行為表現較好，

追求基本需求及服務、正確資訊、選擇、表達意見、求償、健

康環境、及消費者教育權利義務的行為仍待加強。 

（二）飲食消費主題教學活動對國中生消費知識提升、態度改變、

與行為改變的成效 

1、飲食消費主題教學活動介入後對受試學生的飲食消費知識提

昇有顯著的教學成效及保留效果。 

2、飲食消費主題教學活動介入後對受試學生的飲食消費態度改

變有顯著的教學成效。 
以八大權利義務分析：追求基本需求及服務、安全、選擇、

表達意見、求償、健康環境權利義務態度有教學成效及保留效

果；追求正確資訊權利義務態度有教學成效。 

3、飲食消費主題教學活動介入後，可能賦予學生表現的時間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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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機會少，以致對受試學生的飲食消費行為改變整體並未見

顯著的成效。但以八大權利義務分析：追求求償權利義務行為

改變上則有教學效果。 

（三）個人變項與國中生飲食消費知識、態度、與行為改變之關聯 

1、性別 

（1）飲食消費主題教學介入對飲食消費知識的成效不因性別

不同而有所差異。 

（2）飲食消費主題教學介入對飲食消費態度的成效不因性別

不同而有所差異。 

以八大權利義務分析：在追求基本需求及服務權利義務態度

上，女生的介入成效優於男生。 

（3）飲食消費主題教學介入對飲食消費行為的成效不因性別

不同而有所差異。 

以八大權利義務分析：在追求基本需求及服務權利義務行為

上，女生的介入成效優於男生。 

2、家庭社經地位 

（1）飲食消費主題教學介入對飲食消費知識的成效不因家庭

社經地位不同而有所差異。 

（2）飲食消費主題教學介入對飲食消費態度的成效不因家庭

社經地位不同而有所差異。 

以八大權利義務分析：八大權利義務態度的介入成效未受家

庭社經地位的影響。 

（3）飲食消費主題教學介入對飲食消費行為的成效不因家庭

社經地位不同而有所差異。 

以八大權利義務分析：追求選擇權利義務行為的教學成效，

中社經地位學生顯著優於低社經地位學生。追求基本需求及服

務權利義務行為的教學保留效果，高社經地位學生顯著優於中

社經地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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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中飲食消費主題教學活動 

由上述的討論分析可知，研究者自編之「國中飲食消費主題教學

活動」，對學生飲食消費知識的提昇、態度的改變有顯著教學成效。 

總而言之，本研究之教學活動設計可作為推展國民中學九年一貫

課程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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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綜合上述結論，分別對飲食消費教育及未來研究兩個層面提出下

列建議，以供參考。 

一、飲食消費教育之建議 

（一）國內九十一年度起即實施九年一貫課程。九年一貫課程注重

知識於生活上的實用性，並提供機會以培養學生「帶的走的

能力」，消費者教育注重的也是知識與生活經驗的結合。但目

前的九年一貫課程中，七、八、九年級卻只有少數與消費者

教育相關的能力指標，也欠缺與消費者教育相關的課程。本

研究之結果看出，現今國中生的飲食消費知識、態度、及行

為皆有待加強，而飲食消費主題教學活動能提昇國中生飲食

消費知識、及態度，故建議應增加消費者教育能力指標於九

年一貫課程中，並在綜合領域課程或學校彈性課程實際進行

飲食消費者教育，以提昇學生的消費知識、態度、及行為，

建立自我價值系統，以助於未來消費決策行為之發展。 

（二）本研究因授課時間的限制，無法安排學生至校內或社區進行

實際的消費練習，建議未來在安排此一課程時可與校內的合

作社或社區的商店合作，讓學生體驗實際消費狀況，使學生

能將理論與生活經驗結合。 

二、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本研究限於時間、經費及人力有限，故僅以台北縣某國中二年

級四個班為研究對象，故無法將研究結果推論至各國中。建議

未來研究可增加樣本數，並針對不同地區的學生作比較，使研

究結果更具代表性。 

（二）本研究以消費者權利義務為經，飲食消費為緯，設計一套消費

主題教學活動，然消費者教育的範圍廣泛，建議未來可以其他

消費者教育概念（如：決策、資源管理等）來作教學活動的設

計，將使消費者教育有更完整的呈現。 

（三）對於飲食消費主題教學活動介入之成效，本研究僅評估至課程

結束後一個月，長期之增進及與維持效果則仍有待評估，建議

未來實施飲食消費教育課程，可加強其長期追蹤及評估。 

 

 
125


	第一節討論與結論
	第二節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