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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台灣地區民眾五蔬果攝取情形 

    自1973年至2004年期間經歷六次國民營養狀況變遷的調查結果中發現，國

人脂肪的攝取量持續增高且高出標準量。顯示國人現在飲食所面臨的最大問題為

高熱量、高油脂及高膽固醇的西方速食文化日漸普及，加上高纖飲食攝取不足的

不良健康飲食型態(張承晉、林湜婷，2006)。顯示今年來經濟物資的發達，雖提

升了國人追求精緻、美味的飲食，但國人的個人健康受到極大的挑戰。 

林金玉、陳廷芳、陳瑞菊、柯麗真、林真夙(2001)評價社區健康營造工作成

效三年計畫中發現民眾水果攝取的比率不高，約只有一半的受訪者一週內5-7天

有吃水果；李蘭等(1995)對台灣成年人調查發現，15.9％的受訪者每週攝取蔬果

次數少於2次，明顯低於衛生署建議攝取量。吳幸娟、章雅惠、方佳雯、潘文涵

(1999)在第三次「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中探討台灣地區19~64歲的民眾

每天所攝取各類的食物總重量、每類食物所提供的熱量及三大營養素的食物來

源，發現台灣地區成年男性每天平均攝取3份蔬菜、1份水果；而女性則是3份蔬

菜、1.2份水果，並統計出國人飲食頻率為每日蔬菜攝取的頻率大約為2.5次，水

果則少於1次。年齡層方面，則發現13-18歲這個年齡層的蔬菜攝取次數為所有

年齡層中最少的，男性及女性每日平均各為2.3及2.2份(曾明淑、高美丁、葉文

婷、潘文涵，1999)。若與衛生署建議的飲食指南加以比較，此一型態反應出蔬菜

消耗適當，水果攝取不足。台灣地區18-64歲國人飲食型態中，研究顯示出男性

每週攝取蔬菜17.73次，每週攝取新鮮水果及原汁5.41次；女性每週攝取新鮮蔬

菜18.14次，每週攝取新鮮水果及原汁6.78次；都未達到每日五蔬果的標準(林

姿伶，2001)。 

國內的一些研究也發現青少年飲食中蔬果數取不足的情形。魏米秀、陳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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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呂昌明(2005)分析大專生蔬果攝取行為研究中，以某技術學院二專部559位學

生為樣本，結果發現樣本的蔬果攝取總量為平均每日3.36份，有83％的樣本未達

衛生署每日蔬果攝取量的建議，73.3％的樣本每日攝取不到三份蔬菜類，91.6％

每日攝取不到2份水果類。章慶堅與胡雪萍(2006)以台北市北台科學技術學院男、

女186位住宿生為研究對象，平均年齡為18歲，發現未達行政院衛生署「每日飲

食指南」中建議量有169位(佔95％)，其中以量太多、不好吃為主因。而每日未

吃水果者則有125位(佔68％)。 

綜上所述，可知國人普遍的飲食習慣都未達每日五蔬果的標準，並且隨著現

在人的忙碌生活，以及追求美食及精緻食品的現象，飲食習慣的健康備受威脅，

而青少年更對於蔬果攝取的量更是不足，對於正值成長期間的青少年而言，生長

發育必然會受到影響，因此應多注意青少年的飲食健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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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跨理論模式及其相關研究 

跨理論模式(Transtheoretical Model)為綜合心理治療和行為改變的多種理

論發展提出，內容包含行為改變之階段、改變之過程、自我效能與決策權衡。 

一、跨理論模式 

（一）改變之階段(The Stage of Change) 

1.前沈思期：於未來6個月內沒有改變行為之打算 

2.沈思期：未來6個月內開始改變行為 

3.準備期：打算於最近的未來，即1個月內改變行為。 

4.行動期：規律行為產生，但還未持續超過6個月 

5.維持期：延續行動期之行為，且持續6個月以上 

（二）改變的過程(The Processes of Change) 

改變過程是使用隱蔽或公開活動來改變處於上述五個行為階段的人們，使之 

前進。改變過程是提供跨理論介入措施中的重要指導方針，行為改變過程可分為

認知層面和行為層面，分別敘述如下(Finckenor & Carol, 2000)： 

認知層面： 

1. 意識覺醒(consciousness raising)：增加一個人的知識層面或是對問題  

   行為的覺醒。適用於前沈思期或是沈思期。 

2. 情感喚起(Emotional arousal)：與意識覺醒類似，但是更著重於情感層  

   面，讓學習者了解如果採取行動可以減少問題行為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例如真實悲劇事件或是其他恐懼的喚醒。適用於沈思期及準備期。 

3. 環境再評價(Environmental reevaluation)：個人在認知與情感上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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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健康的習慣會對社會環境產生的影響，同時自己這樣做對其他人而言，

有正向或負向的影響。 

4. 自我再評價(Self- reevaluation)：一個人在認知和情緒上對自己持續不

健康行為和改變後的形象評價。適用於沈思期及準備期。 

5. 社會解放(Social liberation)：此過程是使用外在環境來幫助個人開始

或持續行為改變，包含透過社會透過立法、政策擬定，創造有利健康行為

的社會環境。適用於前沈思期、沈思期、準備期及行動期。 

行為層面： 

6. 自我解放(Self-liberation)：相信自己有能力去改變，也承諾改變。適

用於準備期、行動期及維持期。 

7. 情境替代(Counderconditioning)：學習以較健康的方式取代不健康的行

為。適用於行動期及維持期。 

8. 助人之人際關係(Helping relationships)：包含獲得家人、專業人員及

朋友的支持、關心、了解和接納等。適用於行動期及維持期。 

9. 增強管理(Reinforcement management)：使用獎賞的方式來鼓勵達到某些

目標。適用於行動期及維持期。 

10.刺激控制(Stimulus control)：移除不健康的習慣的線索，增加行為改變

的提示。適用於行動期及維持期。 

    「意識喚醒」為前沈思期到沈思期的主要技術，可幫助察覺問題行為並進而

產生行為改變的意圖；「情感喚起」、「環境再評價」、及「自我再評價」則是沈思

期到準備期的主要技術，因其可幫助改變問題行為方法尋求及體認行為改變後價

值感的提升；而「社會解放」則是前沈思期到行動期的主要技術，因其可幫助問

題行為察覺後之行為改變訊息的利用，「自我解放」則是準備期到行動期的主要策

略，因其可以幫助行為改變方向的選擇及承諾；「情境替代」、「刺激控制」、「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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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及「增強管理」則是維持期到行動期的主要策略，因其可藉由正面行為的

替代、行為刺激的控制及他人的支持來提升或維持原有的行為。 

 

表2-1 改變過程在行為階段改變之應用 

改變階段 

改變過程 前沈思期 沈思期 準備期 行動期 維持期 

意識覺醒      

情感喚起      

環境再評價      

自我再評價      

社會解放      

自我解放      

情境替代      

刺激控制      

援助關係      

增強管理      

（三）自我效能 

指人們面對某一不利的情境，仍能執行有益健康或不執行有害健康之行 

為的信心度。有研究支持自我效能是飲食行為改變的重要影響因素。 

（四）決策權衡 

指人們主觀認知行為改變所能導致之利益與障礙的估量，及好處(Pros)與壞 

處(Cons)間的平衡。大多數研究可發現知覺利益或結果期望及知覺障礙，均為影

響飲食行為的重要因素，即知覺利益越高、知覺障礙越低，研究對象越會執行此

行為。 

    行為改變階段理論對於了解如何(how)、何時(when)應用其他理論促進行為改

變特別有用，多位學者皆提出依據不同行為改變階段應該運用不同的策略，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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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達成目標(引自黃惠斌，2003)，其教育策略分別為： 

1.前沈思期期及沈思期：運用策略包含強調問題嚴重性、澄清採取行動的利與 

弊，以強調對正向行為結果的期待。 

2.準備期：運用策略包含增加環境行動線索、增加社會支持、確認行為障礙、 

   尋求解決障礙的方法及學習必要的技巧，並設定短期目標，增加成功經驗， 

   提升自我效能。 

3.行動期或維持期：運用策略包括強化內在、自我增強、提供實質獎賞、學習 

   自我管理技巧以及提升自我評價。 

    跨理論模式初期是用於戒煙行為之探討，後來則被廣泛用於健康行為的各領

域，如：酗酒、毒品濫用、身體活動、體重控制等。而國內則是較多運用於身體

活動及戒煙方面，其理論模式架構與構念效度已經多方印證，國內外文獻當中，

有許多運用跨理論模式進行健康飲食行為的調查（表2-2及表2-4），飲食介入方

面亦有相當成效（表2-3）。 

二、以跨理論模式為架構之飲食行為調查研究 

跨理論模式用於健康飲食方面的調查方面，Driskell, Dyment, Mauriello, 

Castle,與Sherman(2008)應用跨理論模式檢視小學生、中學生及高中生的運動、

蔬果攝取與限制看電視時間等行為之相互關係，發現高中生是所有學生中蔬果攝

取行為階段處於行動期及維持期人數最少（僅1.7％及9.3％），而前沈思期人數

最多（46.0％）的族群。Rapley與Coulson(2005)調查501位11到16歲的青少

女每日攝取五蔬果的行為中發現，研究對象行為每日五蔬果階段分佈為：前沈思

期16.4％、沈思期38.5％、準備期11.8％、行動期13.4％、維持期20.0％。 

由國內外應用跨理論模式於蔬果攝取或飲食行為可發現影響飲食行為的重要

變項。Kloek, Lenthe, Nierpo,與Mackenbach(2004)的研究發現男性有較低的健

康控握信念、較危險的行為、較缺乏每日飲食指南的知識、較不可能改變行為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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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以及處於較前期的行為階段。Campbell等(1999)與Duyn等(1998)的研究則發

現女性的蔬果攝取行為階段較有可能處於行動期及維持期。Campbell(1999)、Vet, 

Nooijer, Vries,與Burg(2005)、Duyn等(1998)發現蔬果攝取行為與教育程度及

知識有關。 

許多學者發現自覺利益、自覺障礙及自我效能飲食行為是有相關的。有學者

發現行動期及維持期相較於前沉思期，沉思期、準備期被證明有較高的自覺利益、

自我效能及較低的自覺障礙( Noia, Schinke, Prochaska, & Contento, 2006；

Henry, Reimer, Smith, & Reicks,2006；Rapley & Coulson,2005；Ounpuu,Woolcott, 

& Greene,2000 )。有學者發現自覺利益、自我效能是可以預測早期行為階段的前

進(Vet,Nooijer,Vries, & Burg,2005a；Horacek等,2002 )。Rapley與Coulson 

(2005)則發現不同行為階段顯示出不同的自覺利益、自覺障礙與自我效能程度，

且自覺利益及自我效能的增加可減少自覺障礙。 

    許多研究發現行為階段後期的人對於健康飲食行為有較積極的行動。Noia等

(2006)發現行動期到維持期的人較前沉思期、沉思期、準備期使用較多行為改變

方法。Oliveira,Anderson,Auld,與Kendall(2005)得研究發現前沉思期及沉思期

使用行為改變方法顯著低於其他階段。Henry等(2006)發現行為階段後期婦女之自

覺健康、計畫健康飲食能力的表現皆較佳。許多學者也發現處於行為階段後期的

人，每日有較高的蔬果攝取量(Vet等,2005a；Oliveira等,2005)。Duyn等(1998)

則發現在行動期及維持期的人較符合每日五蔬果的攝取標準，且行為階段可以有

效預測蔬果攝取，有17％的解釋力。 

三、以跨理論模式為架構之飲食行為介入研究 

以跨理論模式為基礎的飲食調查研究結果亦可作為介入活動的依據，

Resnicow, McCarty,與Baranowski(2003)調查非裔美國成年人的行為蔬果攝取行

為的改變階段和介入結果的關連，發現行為改變階段為跨理論模式中的一個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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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未來的行為以及介入後的反應的元素。Horacek等(2002)、Campbell等

(1999)、Kloek等(2004)也都以行為改變階段為理論基礎進行調查、區別目標群

體。Henry等(2006)觀察到相關行為改變方法的使用為對健康利益的覺醒是有幫助

的，因此作者對於介入活動的相關建議為：對於行為階段前期的婦女應加強健康

利益的覺醒，以及增加其自我效能，使之有能力訂定飲食計畫來增加蔬果攝取行

為的改變。N0thwerhr, Snetselaar, Yang,與Wu(2006)以美國愛荷華州鄉村407

位成年男性和女性為研究對象，探討健康飲食的行為改變階段和行為策略使用的

相關。 

    跨理論模式用於健康飲食方面的介入也多有成效。Chung,Hoerr與Coleman 

(2006)的介入研究發現，行為改變方法的使用對於女大學生蔬果攝取之行為改變

階段相關性，研究指出「自我再評估」方法的使用對於準備期的人改變最大。「自

我解放」及「情境替代法」的使用對於行動期及維持期的人幫助最大。Chang, 

Mcalister, Taylpr與Chan(2003)的研究發現，使用行為改變的方法使個體更容

易由前沈思期前進到維持期，而「社會解放」、「自我再評估」及「情境替代法」

對於飲食行為改變是非常重要的改變方法。Sowied, Kak, Major, Karam,與Rouhana 

(2003)的研究證明健康意識覺醒的課程介入對於大學生的知識、態度、行為都有

影響。Ruud等(2005)以焦點團體的方式評價246位18-24歲的學生對於以跨理論

模式發展符合青少年蔬果攝取行為階段的時事通訊傳播方式之接受度，結果發現

青少年對於符合行為階段的時事通訊的傳播方式多有正面的反應。Richards, 

Kattelmann,與Ren(2006)也發現，設計符合青少年蔬果攝取行為改變階段的時事

通訊及電子郵件追蹤是有效果。Finckenor與Byrd-Bredbenner(2000)以跨理論模

式為基礎，針對美國110位大學生，以行為改變方法策略設計符合前行動期階段

的課程介入，降低脂肪攝取，探討成效，每次課程皆有1-2個符合該階段的行為

改變方法的運用。結果發現，發現介入組的脂肪攝取的分數有顯著差異，並且行

為改變可持續ㄧ年，控制組則否，學者亦建議前行動階段的群體較合適設計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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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介入。Beresford, Shannon, McLerran與Thompson(2000)以跨理論模式理論為

架構，包含個人及環境的介入，運用社區組織合作原則，介入後員工顯著增加蔬

果的攝取。Havas, Anliker, Damron, Feldman,與Langenberg(2000)運用跨理論

模式為理論基礎進行教育介入，以課程、信件及印刷物的方式，目標群體在介入

後的兩個月，每天平均蔬果攝取量顯著增加。 

對於跨理論模式中行為改變階段的穩定性，有學者發現前沉思期及維持期改

變階段最為穩定，準備期的改變階段最不穩定(Vet等,2005b)。Nooijer, Assema, 

Vet & Brug等人(2005)研究蔬果攝取行為改變階段的穩定性發現，行為階段的改

變也有可能發生於未介入的組別，結果也指出行為階段需要較長時間的評估與介

入，則可靠性較高，作者也建議若於短期時間行為改變階段之評估需要更近一步

研究較可靠及自然的之評估方式。 

    綜上所述，跨理論模式於飲食行為方面，在調查方面，有多位學者運用來區

別目標群體，以及探討其影響因素；於介入方面，也有多位學者證實運用行為改

變方法針對不同行為階段進行介入之成效，因此本研究以跨理論模式為理論基

礎，設計符合現階段的方法策略，針對促進每日五蔬果進行介入活動，探討其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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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運用跨理論模式概念於蔬果攝取及飲食行為之調查研究 

 

 

作者 

(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說明  相關結果摘要 

 

Driskell等 

(2008) 

 

 4091位4到12年級

的學生 

 應用跨理論模式檢視小學生、中學生及

高中生的運動、蔬果攝取與限制看電視

時間等行為之相互關係。 

 1. 小學生、中學生及高中生的運動及蔬果攝取行為會隨

著看電視時間的增加而減少。 

2. 高中生是所有學生中蔬果攝取行為階段處於行動期及

維持期人數最少（僅1.7％及9.3％），而前沈思期人

數最多（46.0％）的族群。 

3. 研究發現青少年時期蔬果攝取情形為隨著年齡增加而

減少。 

 

Noia等 

(2006) 

 262位貧窮的非裔美

國青少年 

 應用跨理論模式來檢視非裔美國青少

年蔬果攝取。 

 1. 行動期及維持期相較於前沉思期，沉思期、準備期被

證明有較高的自覺利益、自我效能及較低的自覺障礙。 

2. 行動期到維持期的人較前沉思期、沉思期、準備期使

用較多行為改變方法。 

 

Henry等 

(2006) 

 420位18到45歲的

低收入非裔美國媽

媽 

 應用跨理論模式探討蔬果攝取行為階

段、決策權衡、行為改變方法及自我效

能的相關。 

 1. 行為階段後期婦女之自覺健康、計畫性飲食、自我效

能皆較佳。 

2. 早期行為階段的介入應該增加健康意識覺醒、自我效

能、計畫健康飲食的能力及情境替代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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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續） 運用跨理論模式概念於蔬果攝取及飲食行為之調查研究 

作者 

(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說明  相關結果摘要 

       

Nothwehr等 

(2006) 

 

 407位美國兩個鄉村

的成年男性和女性 

 檢視健康飲食行為改變階段策略的使

用結果並預測一年後的改變階段。 

  

蔡晏儒 

(2006) 

 702位某企業公司員

工 

 應用跨理論模式探討職場員工蔬菜攝

取行為 

 1. 前沈思期的人數佔最多，為30.3％。 

2. 越後面階段的自我效能與自覺利益較高，自覺障礙較

低。 

3. 自我效能為蔬菜攝取行為最重要之影響因素。 

4. 越年輕的對象外食頻率越高。 

 

Vet等 

(2005a) 

 735位荷蘭成年人  透過電子網路問卷，以橫貫及縱貫的研

究方法來檢視決策權衡、自我效能、水

果攝取量與前沉思期及沉思期的改變

之關聯 

 1. 自覺利益、自我效能、水果攝取量可預測前沉思期行

為階段的前進。 

2. 自我效能可預測沉思期的前進。 

3. 自覺障礙非預測本研究的行為階段改變的因子。 

 

Vet等 

(2005b) 

 735位荷蘭成年人  透過電子網路問卷，以縱貫的方法來檢

視跨理論模式的改變階段的穩定性。 

 1. 前沉思期及維持期改變階段最為穩定。 

2. 準備期的改變階段最不穩定。 

3. 研究對象處於不同行為階段的水果攝取量、年齡、教

育程度和種族的分布會有顯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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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續） 運用跨理論模式概念於蔬果攝取及飲食行為之調查研究 

作者 

(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說明  相關結果摘要 

       

Oliveira等 

(2005) 

 105位美國白人、53

位拉丁人及92位亞

洲男性 

 發展一個有效測量蔬果攝取行為改變

方法的工具，並檢視此工具在不同種族

中行為改變階段與行為改變方法的相

關性。 

 1. 在行動期及維持期相較於其他階段有較高的蔬果攝取

量。 

2. 前沉思期及沉思期使用行為改變方法顯著低於其他階

段。 

3. 所有研究對象使用認知層面的行為改變方法顯著高於

行為層面的改變方法。 

 

Rapley與Coulson

(2005) 

 501位11到16歲的

青少女 

 以自我陳述問卷的方式，應用跨理論模

式為架構來探討青少女每日攝取五蔬

果的行為。 

 1. 研究對象行為每日五蔬果階段分佈為：前沈思期16.4

％、沈思期38.5％、準備期11.8％、行動期13.4％、

維持期20.0％。 

2. 不同行為階段顯示出不同的自覺利益、自覺障礙與自

我效能程度。 

3. 自覺利益及自我效能的增加可減少自覺障礙。 

 

Kloek等 

(2004) 

 美國貧窮地區居民

2781位18-65歲。 

 以行為改變階段為理論基礎，調查影響

居民的蔬果攝取行為的外在因素以及

社會心理因素。 

 1. 男性有較低的健康控握信念、較危險的行為、較缺乏

每日飲食指南的知識、較不可能改變行為階段，以及

處於較前期的行為階段。 

2. 以行為改變階段來調查可以分別目標群體，以利更近

一步的介入活動。 



 22

表2-2（續） 運用跨理論模式概念於蔬果攝取及飲食行為調查研究 

作者 

(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說明  相關結果摘要 

       

Chang等 

(2003) 

 350位台灣台北市都

市以及鄉村的高血

壓患者 

 以跨理論模式解釋高血壓控制行為改

變的機制。 

 1. 使用行為改變的方法使個體更容易由前沈思期前進

到維持期。 

2. 社會解放、自我再評估及情境替代法對於飲食行為改

變是非常重要的改變方法。 

 

Horacek等 

(2002) 

 1438位18-24歲的

青少年。 

 以社會心理變項、體重滿意度和每日飲

食變項來區別年輕男性和女性的蔬果

攝取行為改變階段。 

 1. 在前沉思期、沉思期以及準備期的自我效能變項可以

預測男性的行為階段。 

2. 沉思期、準備期及行動期、維持期的自我效能及是否

吃早餐等變項可以預測女性的蔬果攝取行為階段。 

 

蔡瑞珍、陳怡君與

胡雪萍 

(2002) 

 186位職場員工  應用行為改變階段模式來評估某職場

員工之營養知識與飲食行為的情形及

營養教育之介入。 

 1. 整體研究對象維持期佔24.7％、行動期佔28.5％、準

備期佔4.3％、沈思期佔29.0％、前沈思期佔13.4％ 

2. 行動組年齡、知識、整體飲食行為顯著高於非行動組。 

 

張玉鳳 

(2001) 

 488位國中生  探討國中學生背景因素、蔬果營養知

識、社會心理因素及環境因素對於蔬果

攝取行為的關係。 

 

 1. 研究對象蔬果攝取行為以維持其居多。 

2. 一年級與二年級的蔬果攝取行為顯著優於三年級。 

3. 自覺健康狀況良好的蔬果攝取行為顯著優於自覺健康

普通與差的人。 

4. 蔬果營養知識、社會支持、自我效能、自覺利益與蔬

果攝取行為有正相關，自覺障礙則為負相關。 

 



 23

表2-2（續） 運用跨理論模式概念於蔬果攝取及飲食行為調查研究 

作者 

(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說明  相關結果摘要 

       

Ounpuu等 

(2000) 

 

 491為女性，平均年

齡為43.7 

 應用行為階段方法檢視降低飲食脂肪

的認知程度。 

 處於維持期階段比前沈思期的人有較高的自覺利益、較低

的自覺障礙、較高的自我效能以及較多使用行為改變方法。 

 

鄭惠美 

(2000) 

 184組北縣某國小父

子或母子 

 

 以行為改變階段模式瞭解學童家長及

學童的蔬果攝取行為及其兩者間關係。 

 1. 學童家長蔬果攝取行為大多已進入行動期。 

2. 學童家長蔬果攝取行為對學童攝取行為有顯著影響，

但對於蔬菜攝取行為沒有顯著影響。 

3. 障礙因素對學童家長蔬果攝取行為有顯著影響作用。 

 

Campbell等 

(1999) 

 美國8個地區年輕成

年人共17270位 

 比較八個不同地區及場域的成年人及

青少年的蔬果攝取行為階段。 

 1. 女性及擁有大學程度以上的人較有可能處於行動期及

維持期。 

2. 蔬果攝取的自我效能、知識、與行為階段的前進有正

相關。 

 

Duyn等 

（1998） 

 2811位成年人（使用

1991年5 A Day的資

料） 

 

 檢視應用跨理論模式的改變階段來評

估蔬果的攝取 

 1. 在行動期及維持期的人較符合每日五蔬果的攝取標

準。 

2. 行為階段可以有效預測蔬果攝取，並有17％的解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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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運用跨理論模式概念於蔬果攝取及飲食行為之介入研究 

作者 

(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說明  相關結果摘要 

 

Richards等 

(2006) 

 美國鄉村437位大學

生，18-24歲。 

 評估以符合行為階段為基礎的蔬果教

育介入成效，介入內容包含時事通訊、

信件及訪談等方式。 

 

 介入組的蔬果攝取比控制組的蔬果攝取量顯著增加。 

Chung等 

(2006) 

 236位18-24歲美國

大學女性 

 行為改變方法的使用對於女大學生蔬

果攝取之行為改變階段的相關。 

 5. 自我再評估方法的使用對於準備期的人改變最大。 

6. 自我解放及情境替代法的使用對於行動期及維持期的

人幫助最大。 

7. 對於體重關心的女性通常會吃較多水果。 

 

Ruud 等 

(2005) 

 246位18-24歲的青

少年。 

 以焦點團體的方式評價學生對於符合

行為階段的時事通訊傳播方式之接受

度，以促進蔬果的攝取。 

 青少年對於符合行為階段的時事通訊傳播方式多有正面的

反應。因此證明提供以跨理論模式為基礎，發展符合青少

年蔬果攝取行為階段的時事通訊是有其效果的。 

 

John等 

(2003) 

 

 初級照護中心招募

729位男性及女性。

 探討以行為改變階段預測介入後的結

果。 

 1. 介入組人口中，有50％從前沉思期進步至行動期，

37％從前沉思期進步至沉思期。 

2. 所有的介入組蔬果攝取量有較多的增加，平均改變

1.4份，介入組中的改變與控制組相比，皆有顯著差

異。 

 

 

 



 25

表2-3（續） 運用跨理論模式概念於蔬果攝取及飲食行為之介入研究 

 

 

作者 

(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說明  相關結果摘要 

       

Soweid等 

(2003) 

 大學生  利用課程的提供，增加健康意識

(Health Awareness)，包含菸、運動及

營養教育。 

 在吸菸、蔬果的攝取及運動等行為階段都有進步，證 

明提升健康意識的課程對於大學生的知識、態度、行 

為都有影響。 

 

黃惠斌 

(2003) 

 彰化縣立鹿鳴國中

學生306位 

 

 探討「全校性健康五蔬果」介入計畫之

成效。 

 1. 實施「班級性教學活動及全校性教學活動」才能有效

提升每日五蔬果認知，及有效降低自覺障礙。 

2. 不管實施「班級性教學活動及全校性教學活動」或只

有「全校性教學活動」都能有效提升每日五蔬果自覺

利益、社會支持，以及每日五蔬果行為。 

 

Havas 等 

(2000) 

 

 針對巴爾的摩及六

個馬里蘭州鄉村地

區18歲以上的女性。

 運用跨理論模式為基礎做為介入依

據，以課程、信件及印刷物的方式，並

探討成效。 

 

 介入後的兩個月，介入組每天平均蔬果攝取量顯著增加。 

 

Finckenor與Carol

(2000) 

 美國110位大學生。  以跨理論模式為基礎之降低脂肪攝取

教育介入，針對前行動期的學生，以行

為改變方法策略設計符合該階段的課

程介入，並探討成效。 

 1. 介入前、後測，發現脂肪攝取的分數有顯著差異。 

2. 介入組的行為改變可持續ㄧ年，控制組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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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續） 運用跨理論模式概念於蔬果攝取及飲食行為之介入研究 

 

 

作者 

(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說明  相關結果摘要 

       

Beresford等 

 (2000) 

 

 兩個部門，各125位

員工。 

 以跨理論模式理論為架構，包含個人及

環境的介入，運用社區組織合作原則，

並探討成效。 

 介入後員工增加蔬果的攝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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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運用跨理論模式概念於蔬果攝取及飲食行為之重要影響因素調查研究探討 

作者 

(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說明 飲食影響因素 

     性別 年齡 教育

程度 

社經

地位 

飲食

知識 

飲食

態度 

自覺

利益 

自覺

障礙 

自我

效能 

行為

階段 

社會

支持 

Driskell等 

(2008) 

 

 4091位4到12

年級的學生 

 應用跨理論模式檢視小學生、中學

生及高中生的運動、蔬果攝取、限

制看電視時間等行為之相互關係。

 －          

Noia等 

(2006) 

 

 262位貧窮的非

裔美國青少年 

 應用跨理論模式來檢視非裔美國青

少年蔬果攝取 

      ＋ － ＋  ＋ 

Henry等 

(2006) 

 

 420位18到45

歲的低收入非裔

美國媽媽 

 應用跨理論模式探討蔬果攝取行為

階段、決策權衡、行為改變方法及

自我效能的相關 

    ＋ ＋ ＋ － ＋ ＋ ＋ 

蔡晏儒 

(2006) 

 

 702位某企業公

司員工 

 應用跨理論模式探討職場員工蔬菜

攝取行為 

× × × ×   × × ＋   

Vet等 

(2005a) 

 

 735位荷蘭成年

人 

 透過電子網路問卷，以縱貫的方法

來檢視跨理論模式的改變階段的穩

定性 

- ＋ ＋ ×   ＋ × ＋   

                

＋：表有正相關   －：表有負相關   ×：表沒有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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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續） 運用跨理論模式概念於蔬果攝取及飲食行為之重要影響因素調查研究探討 

作者 

(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說明 飲食影響因素 

     性別 年齡 教育

程度 

社經

地位 

飲食

知識 

飲食

態度 

自覺

利益 

自覺

障礙 

自我

效能 

行為

階段 

社會

支持 

Oliveira等 

(2005) 

 

 105位美國白

人、53位拉丁人

及92位亞洲男

性 

 發展一個有效測量蔬果攝取行為改

變方法的工具，並檢視此工具在不

同種族中行為改變階段與行為改變

方法的相關性。 

     ＋    ＋ ＋ 

Rapley與

Coulson 

(2005) 

 

 501位11到16

歲的青少女 

 以自我呈述問卷的方式，應用跨理

論模式為架構來探討青少女每日至

少攝取五蔬果的行為 

      ＋ － ＋ ＋  

Kloek等 

(2004) 

 

 美國貧窮地區居

民2781位18-65

歲。 

 以行為改變階段為理論基礎，調查

影響居民的蔬果攝取行為的外在因

素以及社會心理因素。 

♀    ＋ ＋  － ＋ ＋  

Chang等 

(2003) 

 350位台灣台北

市都市以及鄉村

的高血壓患者 

 

 以跨理論模式解釋高血壓控制行為

改變的機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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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續） 運用跨理論模式概念於蔬果攝取及飲食行為之重要影響因素調查研究探討 

作者 

(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說明 飲食影響因素 

     性別 年齡 教育

程度 

社經

地位 

飲食

知識 

飲食

態度 

自覺

利益 

自覺

障礙 

自我

效能 

行為

階段 

社會

支持 

Horacek等 

(2002) 

 1438位18-24歲

的青少年。 

 以社會心理變項、體重滿意度和每

日飲食變項來區別年輕男性和女性

的蔬果攝取行為改變階段。 

 

     ＋   ＋ ＋  

蔡瑞珍、陳怡君

與胡雪萍 

(2002) 

 186位職場員工  應用行為改變階段模式來評估某職

場員工之營養知識與飲食行為的情

形及營養教育之介入。 

 

× ＋ ×  ×    ＋ ＋  

Line與Horwath 

(2001) 

 1200戶中國家

庭，390位男性

及406位女性 

 

 以信件及電話調查，發展一個測量

有良好效度的蔬果攝取決策權衡量

表 

♀ ＋     ＋ －    

張玉鳳 

(2001) 

 488位國中生  探討國中學生背景因素、蔬果營養

知識、社會心理因素及環境因素對

於蔬果攝取行為的關係。 

× －  × ＋  ＋ － ＋  ＋ 

Ounpuu等 

(2000) 

 491為女性，平

均年齡為43.7 

 

 應用行為階段方法檢視降低飲食脂

肪的認知程度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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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續） 運用跨理論模式概念於蔬果攝取及飲食行為之重要影響因素調查研究探討 

作者 

(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說明 飲食影響因素 

     性別 年齡 教育

程度 

社經

地位 

飲食

知識 

飲食

態度 

自覺

利益 

自覺

障礙 

自我

效能 

行為

階段 

社會

支持 

鄭惠美 

(2000) 

 184組北縣某國

小父子或母子 

 

 以行為改變階段模式瞭解學童家長

及學童的蔬果攝取行為及其兩者間

關係。 

 

× × × ×   ＋ －   ＋ 

Campbell等 

(1999) 

 美國8個地區年

輕成年人共

17270位 

 

 比較八個不同地區及場域的成年人

及青少年的蔬果攝取行為階段。 

♀  ＋  ＋    ＋ ＋  

Duyn等 

（1998） 

 2811位成年人

（使用1991年5 

A Day的資料） 

 檢視應用跨理論模式的改變階段來

評估蔬果的攝取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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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飲食及蔬果的攝取行為之影響因素 

    飲食行為是複雜的生理、心理、環境因素綜合影響而呈現於外的行為結果，

在許多研究當中，分別探討影響飲食或蔬果攝取行為的重要因素如下： 

一、背景因素 

(一)性別： 

在許多飲食相關研究中，均發現女性比男性有較正向的飲食行為(Dibsdall 

等,2003；李明禹，2000；陳政友，1999；蘇鳳足；2004)。李明禹分析13~17歲

的青少年飲食型態研究中發現，雖然女性較男性容易進入「健康飲食族群」，但卻

同時也較容易進入「異常飲食族群」；鄭淑芬(2004)針對高中職學生也有類似效

果。Granner等人(2004)調查11-15歲的中學生發現女性自我報告出對於蔬果攝取

行為有較高的執行力。Kloek等(2004)在一個貧窮社區中調查18~65歲的2,781位

居民蔬果飲食行為階段，結果顯示男性有較低的健康控握信念，較危險的行為及

缺乏飲食方面的知識，並較不可能有行為階段的改變，以及處於比較前期的行為

階段。張晉承與林湜婷(2006)調查台南市地區居民的飲食習慣，對該健康飲食型

態的影響中發現蔬菜類和水果類的攝取以及飲食自我效能方面，都是女性的優於

男性。魏米秀、陳建宏與呂昌明(2005)分析大專生蔬果攝取行為研究中，以某技

術學院二專部559位學生為樣本，結果也發現樣本女性蔬果攝取量較男性高。 

(二)社經地位與收入： 

Dibsdall等(2003)探討低收入與蔬果攝取行為，發現經濟因素是影響蔬果 

購買量之重要考量。Smith(2000)研究低收入的女性蔬果攝取情形發現，蔬果攝取

強烈受到社經地位及收入的影響，結果顯示這些女性明白蔬果重要性的知識，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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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無法實踐的原因為蔬果的花費影響他們購買原因。但Williams(2000)則發

現學生的蔬果攝取習慣與個人收入無關。蘇鳳足(2004)發現蔬果攝取行為與收入

無關，鄭惠美(2000)調查國小學童家長與學童蔬果攝取行為研究中發現，家庭經

濟狀況對學童蔬果攝取型為無顯著之影響。Campbell等(1999)調查美國成年人和

年輕族群每日五蔬果行為的研究發現，研究對象有大學或研究所以上學歷的人比

起教育程度在大學以下的人較多處於維持期及行動期。 

二、社會心理因素 

(一)自覺利益與自覺障礙 

大多數研究可以發現自覺利益或結果期望以及自覺障礙，均為影響飲食行為 

的重要因素，即自覺利益越高、自覺障礙越低，研究對象越會執行此行為(洪秀吉

與張彩秀，2005；黃淑貞等，1999；鄭惠美，2000，蘇鳳足，2004)。Aleong(2006)

的研究顯示使學生經驗到增加蔬果攝取量對健康的好處，學生更會持續這樣的行

為。Williams(2000)研究顯示學生對蔬果攝取知覺健康利益與上大學後行為的持

續有顯著相關。Lytle等(2003)發現障礙因素可以顯著預測中學生蔬果攝取行為。

鄭惠美(2000)調查國小學童家長與學童蔬果攝取行為研究中發現，障礙因素對學

童家長蔬果攝取行為有顯著的影響作用。 

(二)自我效能 

黃淑貞等(1999)針對大學部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均發現，自我效能是影響飲食 

行為的重要因素。Young, Fasha,與Hayes(2004)於美國喬治亞州的中學生探討蔬

果攝取行為的相關因素，發現自我效能以及蔬果可及性的感知可以有效預測蔬果

攝取行為。Campbell等(1999)的「每日五蔬果健康社區」計畫，於美國八個不同

的地區進行研究，發現自我效能對於行為階段的前進是有正面影響。Aleong(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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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顯示使學生獲得自己也可以增加蔬果攝取量的信心，學生更能持續這樣的

行為，由此可知學生獲得對自己的能力有自信，對於行為改變有正向的影響。

Wilson(2002)進行12週的飲食計畫介入實驗中發現，發現自我效能及自我概念的

改變是影響蔬果攝取行為的重要相關因素。Granner等(2004)調查11-15歲的中學

生發現，自我效能對於蔬果攝取行為有41％的解釋力，也發現年紀較大的青少年

自我效能也較低。蔡瑞珍、陳怡君與胡雪萍(2001)透過多元逐步回歸分析年齡、

教育程度、營養知識等各項因素，結果也發現只有自我效能對於飲食行為有預測

力。 

三、社會支持 

蘇鳳足(2004)發現社會支持與正向飲食有正相關，林姿伶(2000)也發現「家 

中常備零食」與國人之正向飲食有相關。Young等(2004)發現父母模範的感知、父

母支持的感知可以顯著的預測中學生蔬果攝取行為，並且自我效能為促成因素。

Williams(2000)研究顯示，一般學生上大學即減少蔬果攝取量，但是發現上大學

後仍維持飲食攝取蔬果習慣的學生，與他們原本在家中建立的攝取習慣有關。

Lytle等(2003)發現父母飲食型態可以顯著預測中學生蔬果攝取行為。。魏米秀、

陳建宏與呂昌明(2005)分析大專生蔬果攝取行為研究中，以某技術學院二專部559

位學生為樣本，結果發現住家裡或住親友家中比學校住宿者或是在外租屋者每日

攝取較多水果。由此可看出居住狀態的攝取蔬果便利性、可及性條件較佳時，蔬

果攝取變有較高的現象。鄭惠美(2000)調查國小學童家長與學童蔬果攝取行為研

究中發現，學童家長水果攝取行為對學童水果攝取行為有顯著影響，但家長蔬菜

攝取行為對學童蔬菜攝取行為沒有顯著影響。 

四、飲食知識與飲食態度 

多數研究支持飲食知識與態度與正向飲食行為有顯著正相關(林姿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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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李明禹，2000)。Lytle等人(2003)發現學生的營養知識可以顯著預測中學

生蔬果攝取行為。Campbell等(1999) 「每日五蔬果健康社區」於美國八個不同的

地區進行研究，研究中使用行為改變階段模式及相關聯理論來達到飲食行為的改

變，發現飲食知識能對於行為階段的前進是有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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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飲食與蔬果攝取之評估方法探討 

一、蔬果攝取量判斷認定方式 

多年以來，國人對於飲食均衡的觀念僅止於說說而已，無法落實於生活之 

中，原因是因為這概念的落實，必須對於各類食物所攝取的「量」，能有明確而清

晰的理解，才能真正實踐出來(林錦英，1996)，在評估蔬果量攝取「量」的部分，

行政院衛生署的「每日飲食指南」對於類別、分量及單位之說明如下： 

（一）蔬菜類 

每日份量：3碟。 

    份量單位說明：每碟是指蔬菜3兩，約100公克，煮熟後大約是半個飯碗的 

    量。 

（二）水果類 

    份量：2個 

    份量單位說明：每個是指中型橘子一個，約100公克或芭樂一個。 

而美國飲食金字塔則以「杯」為單位；而官方民間相關資料提供「量」的 

單位都是「杯」、「分」、「碗」、「碟」、「個」、「湯匙」、「100公克」、「兩」等多元且

不易理解的名稱。林錦英(1996)建議除了奶類仍維持用「杯」或「碗」為單位，

其他類食物包含蔬菜及水果，應盡量以人人熟悉，易於理解的飯「碗」為單位，

所有食物都以行政院衛生署的「每日飲食指南」的食物重量為代表換算出，蔬菜

類日需量每日建議更改為1.5~2碗，水果類日需量每日建議更改為1~2碗。另外

也有研究者實際處理並烹煮100公克的各式蔬菜，也有類似結果(1/2~1碗不等)，

如此看來，各項考量之下，若將食物計量轉換為「碗」的方式，應較容易被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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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專業民眾接受及了解。 

二、食物定量的輔助工具 

食物定量的輔助工具是用來幫助受訪者量化所攝取的食物。除了家用量器， 

如量杯、量匙、碗、杯子等常被使用外，其他常見的輔助工具如下： 

(一)食物複製模型 

它們通常由塑膠或臘所製成，與真實物品的大小及顏色相似，一組模型可能 

不適用於所有的地方。對於沒有模型的食物要使用其他食物模型代替估計數量，

這可使受訪者感到迷惑，難以估量。此外受訪者可能受限於所提供食物模型的份

量，而來估計其所實用的量。林薇、劉貴雲、陳聖惠與劉怡君(2001)以二十歲以

上的成人為介入對象，進行減脂的營養教育課程，以二十四小時回憶法記錄食物

攝取的份量及種類，詢問過程中以提示卡及臘製一份份量之各種食物模型，以幫

助受訪者回憶。 

(二)食物圖片、照片或圖畫 

由上述的三度空間的模型攜帶不易，因此不同食物圖片、照片或圖畫可以用

來作為調查受試者描述自己所吃食物的量，不同分量大小的表示可以幫助受試者

較正確的推估自己所食用的量。而且二度空間的工具不佔空間，也易於攜帶。

John(2003)評估成人蔬果攝取量時，以自行設計的圖示方式說明蔬果的分量。蔡

晏儒(2006)調察職場員工蔬果攝取行為，也以照片的方式說明每日五蔬果的分量。 

研究者指出，沒有測量工具幫助時，受試者描述量的能力很差；使用較真實 

食物的模型或照(圖)片做份量的估計可能會比使用抽象的模型或照(圖)片做份量

所做時為快（陳若琳，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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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有鑒於本研究時間及資源有限的緣故，乃以文字描述五蔬果的定

義為，蔬菜類日需量每日建議為2碗，水果類日需量每日建議為2碗，碗為一般

常見飯碗的量，實際拍攝每日五蔬果的照片，並攜帶一般的240c.c.（ml）的飯碗，

以提供受訪者參酌。 

三、常見飲食行為評估方法 

（一）二十四小十回憶法 

此方法為受訪者回憶出前二十四小時期間之飲食食物的種類及份量，國內大

型的營養調查：「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是採用此方法加分析(吳幸娟等，

1999；曾明淑等，1999)。林薇等(2001)以二十歲以上的成人為介入對象，進行減

脂的營養教育課程，以二十四小時回憶法，計算出飲食脂肪攝取佔總熱量的百分

比。 

（二）飲食頻率問卷法 

    此問卷想評估某些食物在某特定時間內(每日、每星期、每月、每年)被受訪

者攝取的情形。問卷包含二部份：(1)食物種類明細表；(2)食用頻率的一組選項。

魏米秀等(2005)分析大專生的蔬果攝取情形，由於主要目的為要了解受試者蔬果

攝取的行為型態，而非準確估算營養素，因此採用半定量的飲食頻率法來測量，

由受試者自填最近一個月內的蔬果攝取項目、食用頻率及份量，而份量的部份則

是參照行政院衛生署的標準，蔬果攝取量的計算則是於問卷回收後，由研究者依

據填答資料換算成平均每日的份數。在國外多項飲食行為研究中也以食物頻率問

卷來評估食物攝取情形( Nothwehr 等, 2006；Resnicow等, 2003；Campbell等, 

1999；Richards等, 2006；Finckenor等, 2000；Henry等, 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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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飲食行為量表 

黃惠斌(2003)進行每日五蔬果測量，內容分為蔬菜攝取行為及水果攝取行

為，以星期為單位，分為七個等級，得分越高，表攝取行為越正向。鄭惠美(2002)

以改變行為階段模式的觀點了解學生及家長的蔬果攝取行為，進行蔬果攝取行為

測量時，亦將蔬菜攝取行為與水果攝取行為分開測量，以行為階段模式的時間進

行分界，並測量自覺利益與障礙。林薇等(2001)以二十歲以上的成人為介入對象，

進行減脂的營養教育課程，除了以二十四小時回憶法，另外又依據國人飲食習慣

及介入課程之內容，自行設計「降低脂肪攝取飲食行為評估量表」，亦有良好之信、

效度。蔡瑞珍、陳怡君與胡雪萍(2005)以職員工為介入對象，自行編製飲食行為

量表，有良好的信度(Cronbach α值為0.77)。張承晉與林湜婷(2006)以自編健康

飲食型態量表來了解台南市不同地區居民的飲食狀況，有高的信度(Cronbach α

值為0.85)。蔡晏儒（2006）以自編式的自覺利益(Cronbach α值為0.93)、自覺

障礙(Cronbach α值為0.90)、自我效能等量表(Cronbach α值為0.91)，有高信

度。Ling等(2001)針對新加坡中國家庭中共計796人，使用問卷測量攝取蔬果知

覺利益(Cronbach α值為0.89)與障礙(Cronbach α值為0.83)，Noia等(2006)

以自編式的自覺利益(Cronbach α值為0.91)、自覺障礙(Cronbach α值為

0.85)、自我效能量表(Cronbach α值為0.86)來探討貧窮的非裔美國青少年，皆

具有良好之信度。 

    林薇等(2001)評估一週內的飲食頻率，但發現評估攝取量時敏感度差，因此

建議評估飲食頻率間距可由一週拉大至一個月。蔡晏儒(2006)指出由於飲食行為

量表可根據研究者的研究設計及重點的不同，評估受試者的食物製備方式、用餐

習慣、認知與態度等，是適用於探討各種飲食型態及相關行為的好方法。 

本研究以飲食行為量表為測量工具，內容包含最近一星期達到攝取每日五蔬

之天數、每日五蔬果攝取行為階段、每日五蔬果知識、每日五蔬果自覺利益、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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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五蔬果自覺障礙、每日五蔬果自我效能及基本資料等六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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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蔬果攝取行為教育探討 

    美國健康產品基金（Produce for Better Health Foundation）於2007年 

3月份，以提供營養資訊、烹調方式及購買建議等方式，來幫助促進大眾蔬果的 

攝取行為；美國疾病管制局（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 

（2007），也與許多夥伴結盟，透過研究、教育、環境和政策等策略來鼓勵美國人 

民多吃蔬菜水果。 

    Aleong(2006)則建議應該要有一個更有影響力的方法來預防現在許多慢性 

疾病增加的問題，即融合行為計劃於現有的中學及大專院校的營養教育課程中，  

以下為彙整國內外飲食教育介入研究探討： 

ㄧ、飲食教育設計與策略探討 

    從表可看出來國內外許多飲食教育的場所是在學校中，並可以了解飲食 

教育的介入方式，已經並非單從學校課程的單一管道著手。由於近年來許多研 

究發現影響孩童及青少年的飲食習慣的因素中，環境的支持是一項重要的影響 

因子。因此，學校及社區的飲食計畫走向更多元的教育介入方式，除了運用創 

意衛教引發目標群體的興趣及動機、教導其克服障礙技巧以及實作技巧，環境 

更是多個飲食教育介入的目標。 

    國內對於五蔬果的研究篇幅頗少，黃惠斌(2003)以「全校性健康五蔬果」 

計劃對彰化縣立鹿鳴國中學生進行介入，主要教育策略理論依據為參考行為改 

變階段理論、社會認知理論、說服溝通模式、社會支持策略發展而成。運用的 

教學方法有小組合作學習、講述法、遊戲法、示範法、腦力激盪法、價值澄清 

法、媒體傳播以及有獎徵答、園遊會等方式，來提升學生對每日五蔬果的覺察。 

學校環境支持方面：學校營養午餐每天中午至少提供ㄧ道青菜，每週至少供應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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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水果。 

    國外對於每日五蔬果的教育介入已有許多文獻證實其效果，並且有許多是以

學校為單位進行介入(Baranowski等, 2000；Nicklas與O’Neil, 2000；Aleong, 

2006； Kubik, Lytle, Hannan, Perry, Story, 2003；Campbell等, 1999；Story

等, 2000)所依據的理論包含社會認知理論、跨理論模式等，亦使用多元教學方式，

教材包含手冊、簡報、單張、影片、海報、飲食自我監測日記、食譜等。運用各

種不同方式來降低實行每日五蔬果的自覺障礙及提升自覺利益，並增強自我效

能，以促進每日攝取五蔬果的正向態度和執行力。 

    國外許多每日五蔬果的教育介入，在學生技巧的建立上有許多較國內不同的

方式，例如教導實際學生簡易烹調快速、簡單、安全、好吃的蔬果餐，此外，蔬

果食譜的發放及菜單的設計為許多研究所使用的方式，以此建立學生的自信及增

加學習的動機 (Nicklas等, 2000；John等, 2003；Brown與Hermann, 2005)，

讓學生有能力自己可以準備健康蔬果餐。某些教育介入者更提供飲食購買指南以

及提供便宜的蔬果採購參考，增加學生的可及性，尤其是對於低收入的學生而言

(Baranowski等, 2000)。 

    許多研究顯示出家庭亦是影響學生每日攝取蔬果的重要因素(Lytle等, 

2003；Young等, 2004；鄭惠美，2000)，因此國外許多研究也將父母列為教育介

入對象，Baranowski等(2000)和Story等(2000)於國小每日五蔬果介入計劃中，

每週發放時事通訊以及蔬果食譜給學童父母，以提醒父母每日五蔬果的重要性並

教導其實行技巧，或教導如何協助學生攝取更多蔬果。Nicklas等(2000)也邀請高

中學生父母一同參與蔬果教育課程，而家庭參與教材包含冰箱磁鐵、蔬果食譜、

計畫菜單、食物準備提醒日曆、餐廳折價卷、時事通訊等刺激父母支持。 

    在環境支持方面，國外許多研究也多有著力，以使目標群體的蔬果可及性更

高。Baranowski等(2000)於國小每日五蔬果介入計劃中提供蔬果點心，Nicklas

等(2000)於高中學校自助餐提供多樣以及好吃的蔬果，並符合每日五蔬果的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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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Kubik等(2003)和Campbell等(1999)在學校中提供較多的蔬果以及較少脂肪

的飲食，Story等(2000)在國小五蔬果的教育介入計劃中，學校也協助提供多樣化

及吸引人的蔬果餐，並尋求廠商的支持，提供一些課堂點心、學校午餐及家庭點

心盒等環境介入方式。Kubik等(2003)調查美國16所學校也發現，學校的環境確

實會影響學生飲食攝取的情況，學校實施A la crate計畫與學生攝取較多的蔬果

及較少油脂的飲食有正向關聯，而學校中點心及飲料販賣機則與水果攝取有負相

關，因此發現以學校為本位的促進青少年的健康飲食計畫應以學校環境為目標因

素。 

二、飲食教育介入成效 

    由表中可以看出教育介入的內容多為提升學生的知識、覺察度、自我效能、

自覺利益、降低自覺障礙以增加實行蔬果的攝取、並增加環境的介入以及家庭的

參與等方式，發現都有實際的效果產生。 

    黃惠斌(2003)以「全校性健康五蔬果」計劃對彰化縣立鹿鳴國中學生進行 

介入，「班級性教學活動」及「全校性教學活動」共同介入結果發現每日五蔬果的

認知、每日五蔬果的自覺利益、每日五蔬果的社會支持、每日五蔬果的行為都有

提升、每日五蔬果的自覺障礙降低且達顯著意義。章慶堅與胡雪萍(2006)發現若

只有宣導海報及營養衛教手冊的介入對於學生營養知識與飲食行為之改善無顯著

差異。因此發現仍需更多元化的教育介入才有實際的果效。 

    國外的研究也發現多元創意的介入方式、增加家庭方面的介入，以及創造支

持性環境對於攝取五蔬果的情況都有顯著影響，Baranowski等(2000)以社會認知

為理論基礎進行多方面介入，結果發現介入後對於學生的水果、果汁及蔬菜(FJV)

综合攝取，平日午餐攝取FJV及攝取FJV的自我效能、社會規範、詢問行為及知

識是有幫助的。因此以理論為基礎的營養教育對於學童是有幫助的，但是持續性

仍是未知。Nicklas等(2000)以學生和家庭為介入目標，並增加學校環境的有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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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發現成功地提升學生蔬果攝取的知識、覺察度即實行力。Havas等(2000)以跨

理論模式為介入基礎，並以同儕教育的方式，介入組每天平均蔬果攝取量顯著增

加。John等(2003)運用討論與參與者交換意見的方式並以電話及信件追蹤，介入

組沉思期的人口中，有50％從沉思前期進步至行動期，37％從沉思前期進步至沉

思期；所有的介入組蔬果攝取量有較多的增加，平均改變1.4份，介入組中的改

變與控制組相比，皆有顯著差異。Brown與Hermann(2005)教導各種蔬果準備方法，

包含沙拉、小吃、甜點、湯等等，結果發現青少年以及成年人每日的蔬果攝取量

有顯著增加，並且在青少年中每日攝取兩份水果，增加39％，每日攝取三份蔬菜

增加25％。Kubik等(2003)、Campbell等(1999)、Story等(2000)藉由學校課程、

家庭及學校餐飲環境等方面介入，亦發現對於學生增加蔬果攝取是有幫助的。 

    Aleong(2006)行為計畫包含目標設定以及自我監測食物攝取等方式顯示 

出對於飲食行為改變有顯著影響。Boutelle, Birnbaum, Lytle, Murray,與  

Story(2003)調查277未成年人飲食環境和蔬果數取行為中也發現，事先做好飲食 

計畫與較高的蔬果攝取量有關聯。Henry等(2006)調查420位18-45歲的低收入、 

非裔美國母親，結果也建議對於行為階段較前期的婦女應加強自我效能，以及使 

之有能力做飲食計畫來增加蔬果攝取行為的改變。 

     綜上所述，蔬果攝取教育的成效國外已經有許多文獻證實，但國內針對此 

議題所最的教育介入較少，並且飲食計畫也以針對中小學教為多，鮮少看見國 

內爲高中生設計蔬果教育介入計畫，因此本研究以高中生為介入對象，並探討其 

成效。表2-5為彙整國內外蔬果教育介入實証研究成效。 

    綜觀國內外文獻發現，現今飲食教育已經並非單單為課堂上的講述法，而是

更多由環境層面的介入以及增加家人的參與和支持等方式來影響目標群體的飲食

習慣，並教導其技巧改變，多元及活潑的方式更能引發目標群體的興趣而達到介

入效果。 

    而蔬果教育介入的方式應該多元化、有創意，以引發目標群體的動機及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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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要實際教導其技巧及解決困難的方式，以降低障礙及提升自我效能，環境介入

也應列為重點，由於青少年有許多時間是在學校活動，因此可以由學校層面來宣

導並增加與社區的合作來促進青少年的蔬果攝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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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國內外蔬果教育介入實証研究成效 

作者 

(年代) 

 

 

研究對象  教學策略與方法  教學內容  教學成效 

【運用社會認知理論】 

Baranowski等 

(2000) 

 

 

16所國小四、五

年級的學生 

 

 

以社會認知理論為基礎，於課程中設計完整的

活動，1995到1996年，共有12堂課，每次至

少45到55分鐘，教材包含投影片、講義、學

習單、海報及時事通訊，提供給每位老師。 

1. 每週設立飲食改變目標 

2. 學校提供蔬果點心 

3. 每週發放時事通訊給父母並提供食譜 

4. 影片教學 

5. 購買指南教育提供建議選擇不貴的蔬果

(尤其對於低收入的家庭) 

 

 1. 增加水果、果汁及蔬菜(FJV)

在家中的可近性即可獲得性 

2. 藉由強烈鼓勵的方式，教導

學生烹調快速、簡單、安全、

好吃(FaSST)的蔬果餐 

3. 訓練學生準備蔬果餐的技能 

4. 訓練其解決問題的技能 

 

 

 

 

 

 

 

介入結果發現對於FJV综合

攝取，平日午餐攝取FJV及攝

取FJV的自我效能、社會規

範、詢問行為及知識是有幫

助的。以理論為基礎的營養

教育對於學童是有幫助的，

持續性仍是未知。 

 

Story等 

(2000) 

 

 

目標族群為國小

四年級及五年級

的學生，分別在

都市地區的國小

取10個介入組

及10個控制組

的學校 

 運用社會認知理論為理論基礎做為介入，包含

課程、父母參與、食物供應及廠商支持等介入。 

課程：每次課程40-45分鐘，ㄧ周兩次，共八

周的課程，並運用獎勵的方式鼓勵學生組隊競

賽。 

1. 父母參與：提供資料 

2. 食物供應：提供多樣化及吸引人的蔬果餐 

3. 廠商支持：地方上的廠商提供一些課堂點

心、學校午餐及家庭點心盒 

 1. 課程：建立技巧、問題解決、

點心準備 

2. 父母參與：鼓勵攝取五蔬

果，提供食譜 

 過程評價顯示出，蔬果量的

攝取大部份是在學校的午餐

時間而非在家裡，建議更近

一步的介入應創造新的以及

有影響力的策略來影響父母

的參與，來增加蔬果的可近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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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國內外蔬果教育介入實証研究成效 

作者 

(年代) 

 

 

研究對象  教學策略與方法  教學內容  教學成效 

【運用社會認知理論】 

Campbell等 

(1999) 

 

 

於16所中學，執

行為期兩年的介

入 

 運用社會認知理論為理論基礎做為介入，包含課

程、家庭及學校等介入。 

1. 課程：共10堂並訓練同儕領袖 

2. 家庭：運用時事通訊及行獎勵為的折扣卷 

3. 學校：創造支持性環境 

 

 

 

 

 

 

 

1. 課程：自我監控、設立目標、

隨手點心準備、發展選擇健

康食物及克服困難的技巧 

2. 家庭：讓父母了解如何幫助

學生多攝取蔬果及減少脂肪

3. 學校：學校的供應食物員工

及管理者提供更多蔬果 

 

 介入後食物選擇的分數上有顯

著差異(選擇較低脂的食物) 

【運用跨理論模式】 

Richards等 

(2006) 

 

 

美國鄉村437位

大學生，18-24

歲。 

 

 

以行為階段為基礎的蔬果教育介入，包含，以行

為階段為基礎的時事通訊、E-mail傳播、訪談，

為期四個月。 

 

 

 

1. 時事通訊：發展符合學生行

為階段的訊息 

2. 訪談：引起動機的 

3. E-mail：符合學生行為階段

的個別追蹤。 

 

 介入組的蔬果攝取比控制組的

蔬果攝取量顯著增加。 

Ruud等 

(2005) 

 

 

246位18-24歲

的青少年。 

 以跨理論模式為基礎，以時事通訊的方式，來促

進蔬果的攝取。 

 

 

發展符合學生行為階段的時事

通訊的傳播方式 

 

 

青少年對於符合行為階段的時

事通訊的傳播方式多有正面的

反應。因此本研究提供以跨理

論模式發展符合對青少年蔬果

攝取行為階段的時事通訊是有

其效果的。 



 47

表2-5 國內外蔬果教育介入實証研究成效 

作者 

(年代) 

 

 

研究對象  教學策略與方法  教學內容  教學成效 

【運用跨理論模式】 

Havas等 

 (2000) 

 

 

 

 

針對巴爾的摩及

六個馬里蘭州鄉

村地區18歲以

上的女性 

 

 

 

【介入組】 

運用跨理論模式為理論基礎做為介入，內容包

含： 

1. 同儕教育方式的營養課程 

2. 影印資料及視覺提醒物：小手冊、計畫標誌

的冰箱磁鐵、日曆提醒（未來營養課程或鼓

勵參與者貼貼紙紀錄目標是否達成） 

3. 信件：根據孕婦、行為階段、參與營養課程

及個人目標，在六個月期間會寄四封提醒信

件及卡片 

【控制組】 

僅給予10分鍾的增加蔬果攝取教育 

 

 1. 技巧發展 

2. 環境支持 

3. 能見度 

4. 鼓勵刺激 

5. 使增加蔬果攝取便容易 

課程：焦點在於自我評估、強調蔬

果價值及設立個人目標、找出障礙

及克服障礙 

 

 在介入後的兩個月，介入組

每天平均蔬果攝取量顯著

增加。 

 

Beresford等 

(2000) 

 

 

 

 

 

兩個部門，各

125位員工 

 以跨理論模式理論為架構，包含個人及環境的

介入，運用社區組織合作原則 

1. 環境：社會規範、飲食背景、來源可得性、

組織支持 

2. 個人：運用跨理論模式，製作手冊、提醒單

張、傳單等 

進行兩年追蹤 

 藉由增加蔬果可得性，減少改變的

障礙 

 

 介入後員工增加蔬果的攝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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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國內外蔬果教育介入實証研究成效 

 

 

作者 

(年代) 

 

 

研究對象  教學策略與方法  教學內容  教學成效 

【其他多元介入方式】 

Aleong 

(2006) 

 

 

美國九個手環的

活動使用在大專

院校的學生 

 

 

 

教材包含量杯、九個手環、講義。 

1. 九個手環：提醒自己，每個手環代表一份

蔬果，若是攝取一份蔬果則可以將一個手

環取下套在另一隻手上。 

2. 講義內容：食物金字塔、份量大小指南、

三天的食物紀錄表。 

為期15週連續三個小時課程。 

 

 1. 描述蔬果的好處 

2. 定義蔬果攝取份量的大小 

3. 教導食物金字塔的飲食指南 

4. 使用九個手環增加學生的蔬果

攝取量 

 

 

 

 

 

成功地增加參與學生的蔬

果攝取量。結合九個手環的

營養課程學生確實更有興

趣參與。 

章慶堅與胡雪萍 

(2006) 

 

 

臺北市北台科學

技術學院，男生

107位，女生79

位。 

 宣導海報及營養衛教手冊，介入時間為一個月  1. 每日飲食指南 

2. 增加纖維遠離疾病 

3. 降低脂肪吃出健康 

4. 控制體重秘訣四大主題 

 

 

 

 

 

學生營養知識與飲食行為

之改善無顯著差異。  

Brown與Hermann 

(2005) 

 

 

美國俄克拉荷馬

州的合作發展烹

飪教育課程中，

299位青少年及

373位成年人 

 

 

藉由示範法以及學員實做來引發興趣，使用教

材包含簡報、手冊及食譜，共有8堂課，為期

兩個月的時間 

 教導各種蔬果準備方法，包含沙

拉、小吃、甜點、湯等等 

 

 

結果發現青少年以及成年

人每日的蔬果攝取量有顯

著增加，並且在青少年中每

日攝取兩份水果，增加39

％，每日攝取三份蔬菜增加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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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國內外蔬果教育介入實証研究成效 

作者 

(年代) 

 

 

研究對象  教學策略與方法  教學內容  教學成效 

【其他多元介入方式】 

Kubik等 

(2003) 

 

 

美國16所七年

級的598位學生 

 

 

1. 學校環境介入 

2. 學校午餐計畫 

3. 學校的A la crate program 

4. 學校的點心及飲料販賣機、學校商店 

 

 

 

 

 

學校提供較多的蔬果以及較少脂

肪的飲食 

 

 

 

John等 

(2003) 

 

 

 參與者是由初級

照護中心招募而

來，總共有729

位男性及女性 

 【介入組】 

1. 運用討論與參與者交換意見的方式，鼓勵

參與者定義可行的方法，以持續行為 

2. 鼓勵參與者討論可能的障礙，運用單張或

是其他教材(自己行動計畫的影本、每日五

蔬果的冰箱磁鐵、兩星期的自我監測紀錄

手冊)，飲食介入約25分鐘 

3. 介入兩週後電話追蹤：增強訊息及討論問

題 

4. 三個月後寄發信件：增強訊息，並送季節

性蔬果食譜 

【控制組】不做介入，六個月後獲得相同課程

 

 

 

 

 

 

 

 

 

 

 

 

1. 提供正向訊息，有關於攝取更

多蔬果的好處 

2. 討論障礙因素及改變方式 

3. 設立合適計畫每天增加蔬果份

量，以達到五蔬果或是更多 

 介入組沉思期的人口

中，有50％從沉思前期

進步至行動期，37％從

沉思前期進步至沉思

期；所有的介入組蔬果

攝取量有較多的增

加，平均改變1.4份，

介入組中的改變與控

制組相比，皆有顯著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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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國內外蔬果教育介入實証研究成效 

 

 

作者 

(年代) 

 

 

研究對象  教學策略與方法  教學內容  教學成效 

【其他多元介入方式】 

黃惠斌 

(2003) 

 

 

彰化縣立鹿鳴國

中及和群國中ㄧ

年級為研究對

象，共319人。 

 【實驗組一】108位學生，接受實驗處理為「全

校性健康五蔬果」介入計劃的「班級性教學活動」

及「全校性教學活動」，介入時間為四週。 

【實驗組二】113位學生，接受實驗處理為「全

校性健康五蔬果」介入計劃的及「全校性教學活

動」，介入時間為四週。 

1. 班級性教學活動：課堂教學 

2. 全校性教學活動：刊登每日五蔬果文章、專

題演講、蔬果衛教廣播宣導、每日五蔬果教

育櫥窗、每日五蔬果健康園遊會。 

3. 學校環境支持方面：學校營養午餐每天中午

至少提供ㄧ道青菜，每週至少少供應兩次水

果。 

【對照組】98位學生，無任何教育介入。 

 

 班級性教學活動： 

1. 提升每日五蔬果的覺察度，及

建立獲得社會支持的方法。 

2. 對自己的飲食行為作檢視，並

對每日五蔬果行為有正向態

度。 

3. 定義可能發生的障礙以及思考

解決的辦法。 

4. 同學及老師提供每日五蔬果行

為的社會支持 

全校性教學活動： 

1. 展現學校推展每日五蔬果活動

的實況，使學生了解 

2. 如何做到每日五蔬果 

3. 增強學生對於學校營養午餐蔬

果營養成分及功能的了解 

4. 提供製作蔬果點心的技能 

 實驗組一：每日五蔬果

的認知、每日五蔬果的

自覺利益、每日五蔬果

的社會支持、每日五蔬

果的行為都有提升、每

日五蔬果的自覺障礙

降低且達顯著意義。 

實驗組二：每日五蔬果

的自覺利益、每日五蔬

果的社會支持、每日五

蔬果的行為都有提升

且達顯著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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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國內外蔬果教育介入實証研究成效 

 

作者 

(年代) 

 

 

研究對象  教學策略與方法  教學內容  教學成效 

【其他多元介入方式】 

Nicklas與

O’Neil 

(2000) 

 隨機抽取12所

高中學校為介入

組及控制組，

2,213 位學生; 

56% 女性, 

84%，為期四年 

 介入項目包含媒體宣導、班級研習會、學校飲食

調整及父母一同參與等 

1. 媒體教材和活動包含園遊會、食物有獎徵

答、海報、桌球、公共服務通知、單張、學

生競賽等。 

2. 家庭參與教材包含冰箱磁鐵、蔬果食譜、計

畫菜單、食物準備提醒日曆、餐廳折價卷、

時事通訊等刺激父母支持 

3. 學校自助餐提供多樣以及好吃的蔬果，並符

合每日五蔬果的標準 

 1. 運用媒體宣導，增加意識覺醒

及促進攝取蔬果的正向態度 

2. 刺激父母支持 

 

 

 

介入策略成功地提升

學生的知識、覺察度即

實行增加蔬果的攝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