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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建議、與研究限制 

本研究發展之 eHealth 系統乃依據研究目的之重要變項，參考社會認

知理論、跨理論模式、理性行動論、社會支持、及溝通說服模式之理論模

式與教育策略，及應用 eHealth 系統之功能策略等發展而成。並進一步探

討在系統介入後國民中學教師在執行健康行為相關的的自我效能、社會支

持、以及行為意向的影響效果。本章針對研究之結論與建議、及研究限制

說明如下。 

 

第一節 研究結論 

依據研究結果，本節所歸納之研究結論分為「研究發現」、及「研究

特色與貢獻性」兩部分。 

一、研究發現 

  以下即對照本研究之待答問題（見第一章）分別說明本研究之重要發

現（參見表 6-2.1）： 

（一） 接受 eHealth 介入計畫與未接受 eHealth 介入計畫對國民中學教師

執行健康行為上的「自我效能」、「社會支持」、及「行為意向」的

教學效果差異 

1. 執行健康行為之自我效能：在控制前測得分的前提下，實驗組於

執行健康行為之自我效能較對照組表現良好，且無論是執行健康

行為相關技巧的整體能力、個人技巧、及人際技巧的能力；或是

特定情境下執行健康行為的整體把握度、執行健康飲食行為的把

握度、執行身體活動行為的把握度、執行健康責任行為的把握度、

執行促進心理安適行為的把握度，實驗組皆能顯著較對照組表現

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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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執行健康行為之社會支持：在控制前測得分的前提下，實驗組後

測得分狀況雖較對照組良好，但並未能達顯著差異。 

3. 執行健康行為之行為意向：在控制前測得分的前提下，發現無論

是執行健康行為之整體行為意向、健康飲食行為的行為意向、身

體活動行為的行為意向、以及促進心理安適行為的行為意向，實

驗組皆能顯著較對照組表現良好。 

（二） 接受與未接受 eHealth 介入計畫對國民中學教師在執行健康行為上

的「社會支持」、「自我效能」、及「行為意向」產生的影響 

1. 執行健康行為之自我效能：接受 eHealth 介入計畫能顯著提升實驗

組於執行健康行為之整體自我效能，而除了執行身體活動行為的把

握度及執行健康責任行為的把握度兩項，其前後測得分未達統計上

顯著差異外，其餘無論是執行健康行為相關技巧的整體能力、個人

技巧、及人際技巧的能力，或是特定情境下執行健康行為的整體把

握度、執行健康飲食行為的把握度、執行促進心理安適行為的把握

度，後測皆較前測有顯著的提升。而未接受 eHealth 介入計畫者則

於各個變項之前後測得分均未達統計上之顯著差異。 

2. 執行健康行為之社會支持：接受與未接受 eHealth 介入計畫者之社

會支持後測得分均低於前測，但未達統計上之顯著差異。 

3. 執行健康行為之行為意向：接受 eHealth 介入計畫能顯著提升實驗

組於執行健康行為之整體行為意向，以及促進心理安適行為的行為

意向，而其中在健康飲食行為的行為意向、身體活動行為的行為意

向、健康責任行為的行為意向三項，雖實驗組後測得分皆高於前測

得分，但皆未達統計上顯著差異。而未接受 eHealth 介入計畫者則

於各個變項之前後測得分均未達統計上之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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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1、統計結果摘要表 

項目 
實驗組/ 

對照組 

共變數分析

實驗組 

前後測 

配對 t檢定 

對照組 

前後測 

配對 t檢定

執行健康行為之自我效能 Sig. Sig. n.s. 
(一)執行健康行為相關技巧的能力 Sig. Sig. n.s. 

健康行為相關個人技巧的能力 Sig. Sig. n.s. 
健康行為相關人際技巧的能力 Sig. Sig. n.s. 

(二)特定情境下堅持執行健康行為把握度 Sig. Sig. n.s. 
執行健康飲食行為的把握度 Sig. n. s. n.s. 
執行身體活動行為的把握度 Sig. n. s. n.s. 
執行健康責任行為的把握度 Sig. Sig. n.s. 

執行促進心理安適行為的把握度 Sig. Sig. n.s. 
社會支持 n.s. n. s. n.s. 
執行健康行為之行為意向 Sig. Sig. n.s. 

健康飲食行為的行為意向 Sig. n. s. n.s. 
身體活動行為的行為意向 Sig. n. s. n.s. 
健康責任行為的行為意向 n.s. n. s. n.s. 

促進心理安適行為的行為意向 Sig. Sig. n.s. 

 

（三） 國民中學教師在接受 eHealth 介入計畫的參與狀況：本研究之參與

者於介入的八週時間中，每位參與者平均上線次數為 6.825 次。而

以瀏覽點擊次數及教師自評喜愛的單元，多是在於能吸收新的資訊

（持續更新）、獲取同儕的意見與想法（同儕相關）、或是深具生活

應用性（具實用性）的內容。而其中在於「同儕支持社群」的參與

情況中，發現真正積極參與且留言回應的使用者僅有 13 位，然卻

為最多人次瀏覽點擊之單元。 

（四） 國民中學教師對本研究發展之 eHealth 介入計畫滿意度評價 

0. 實驗組教師對 eHealth 介入計畫的看法：實驗組教師對整體介入計

畫的喜歡程度約在八成左右；且無論是提升其態度、強化其生活技

能、提供社會支持、或促進其自我效能上，教師多同意網站能提供

其幫助，大部份也都自認為能依網站所教導的來執行健康行為。而

其次是在介入所設計的訊息來源、策略、內容、結構、型態、及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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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上，也得到教師們的肯定與喜愛。經過本介入計畫，實驗組教師

表示已重新開始衡量健康的價值，甚或開始準備健康行動，代表本

介入計畫確實對實驗組教師的健康或生活所造成的正向影響，使他

們能更加積極的面對健康議題，也更勇於落實於健康的改變。 

1. 使用者訪談結果：受訪者大多認為此網站已符合教師的需求，並對

於未來的推廣或永續經營多表認同，受訪者期待未來推廣時能與實

體人際網絡配合執行，並加強教學運用實用性。其次，受訪者大多

自認為在介入期間是有受到影響的，包括由覺察健康的重要至健康

行為技巧的學習與落實。 

 

二、研究特色與貢獻性 

（一）可做為教師健康促進計畫之新興介入方式 

本研究所發展之 eHealth 介入工具經驗證後，於國民中學教師執行

健康相關行為之自我效能及行為意向都具有良好的成效，並廣受國民中

學教師的認同與喜愛。不同於傳統面對面課程的作法，運用同儕支持社

群、量身訂作教學及專業與資源支持等策略所發展之 eHealth 介入計畫，

除具有提供人際支持與連結、為個人量身訂作訊息、及提供專業資源等

特質外，其將可在沒有地域與時間限制的情況下進行介入，也可以無限

制的容納參與人數，此一克服過去時間與空間的障礙，且低成本高效率

的介入方式，值得做為教師健康促進計畫中的重要參考工具。 

（二）發展理論為背景且充份運用網路特色的 eHealth 介入工具之藍本 

本研究所發展之 eHealth 介入工具，除強調以理論為背景，將社會

認知理論、跨理論模式、理性行動論、社會支持、及溝通說服模式的教

學策略應用於 eHealth 系統之功能，亦充份運用網路即時的互動性、個

人化的量身打造、彈性、可靠的模擬情境、方便、吸引、多媒體介面、

新穎性等重要特色。由於本研究在 eHealth 介入工具的發展過程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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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一具可行性之教育內涵及策略的轉換流程，故可做為未來發展類似

介入工具的範本及重要參照。 

（三）可擴充結合更多健康議題的高效益教育介入方式 

   本研究所發展之 eHealth 介入計畫，係以需求評估所得到的結果，

擬定國民中學教師在健康行為改變上的訴求點。然由於網路系統具有其

無上限的可擴充性與對外連結性，再加上網路系統中整體教育策略與教

學互動機制的運用，並不受到單一健康主題的限制，故未來可在現有的

架構之下，配合教育主題的需要及使用者的需求，進行更多健康議題的

擴充與結合，可有效減少重新發展的人力物力支出，可謂為一高效益的

教育介入方式。 

（四）系統追蹤記錄檔為介入暴露量之良好監測與評價工具 

   本研究為國內初次於 eHealth 介入研究中，以系統追蹤記錄檔做為

介入暴露量之良好監測與評價工具。此方式為充分運用網路的後台記錄

功能，突破過去自學式教材並無法透過客觀指標獲取使用者實際學習頻

率或學習偏好的限制，藉由系統追蹤記錄檔，本研究除能更深入瞭解研

究對象的介入暴露情況、並瞭解真正對使用者產生吸引力或影響性的教

育策略，更是能做為介入過程持續回饋修正計畫的依據；因此，建議未

來研究者於 eHealth 研究中，能更為善加運用系統追蹤記錄檔監測或評

價的角色功能，以得到更多客觀性研究資料。 

（五）可善用對國民中學教師具吸引力之介入單元及策略 

由瀏覽點擊次數及優先瀏覽次數來看，本 eHealth 介入系統中以「健

康家族」、「活力新知」、及「活力秘方」三個單元普遍較受歡迎；且由

於此三單元內涵會同步隨電子報而送出，因此教師亦會在收到電子報

後，為能讀取完整內涵而順便點選登入。由此不難發現，透過電子報系

統發送「持續更新」、「同儕相關」、及「具實用性」的資訊為一良好的

傳播管道，因此，eHealth 系統設計上應能持續善用這類型的介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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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做為提升國民中學教師使用意願的良好策略。 

（六）用以強化不單以學生為主體之健康促進學校整合性理念 

   健康促進學校在推廣上一直是以學生為主體，然本研究突破此作

法，改以教師做為介入之目標族群，期待以教師為出發點，透過教師對

自身健康的關注，從而對學生的健康有更深入的觀察與處理技巧。雖於

本研究中並未評估或證實二者的相關性，但由教師的回饋中，皆發現教

師對「健康」開始覺得重要或是產生興趣，若能將此介入計畫結合運用

於健康促進學校的推廣政策，相信應更能貼近健康促進學校的精神，即

突破過去學校衛生僅以學生為主體的作法，而重新將與學生健康相關的

人事物皆納入健康促進學校的架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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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及討論，以下分別提出未來研究方面及實際應用方面的

建議。 

一、研究上的建議 

（一）在國內的健康行為教育介入，運用 eHealth 介入計畫者仍不多見；

在國外雖然已有不少 eHealth 介入計畫，但也仍是近年來的新興議題，

本研究在整合 eHealth 之同儕支持社群、量身訂作教學及專業與資源支

持等策略所發展之介入計畫，確能掌握其有別於以往面對面教學或平面

媒體教學的特質，運用網路無遠弗屆的功能持續對研究對象產生影響。

可見 eHealth 介入計畫是值得國人的教育介入研究者進一步嘗試。 

（二）由於研究者僅就一整合性的 eHealth 介入計畫介入計畫進行評價，

因此無法探究究竟整體介入計畫中，真正造成研究對象改變的主要元素

或功能為何。目前國外已多有研究著重於確認 eHealth 各單一策略之效

果，以期能找出最能顯著影響研究對象之策略或功能，建議未來研究者

可針對單一策略的介入工具建構與效果評析進行深入驗證。 

（三）由文獻得知，介入的暴露量與實際介入成效之間具有正向的相關

性。因此影響介入暴露量的因素，一直是 eHealth 介入相關研究的重要

探討議題；本研究僅透過過程評量、使用者質性訪談資料的呈現，及參

照實證文獻結果推論影響 eHealth 介入歷程的因素，然為能使未來

eHealth 介入之相關研究在效果驗證上更具信效度，因此若能以實證研

究探討影響 eHealth 介入的主要障礙，進而發展使研究對象維持規律及

長期使用 eHealth 介入計畫的有效策略（如：採用較嚴格的個案選擇標

準、簽訂使用契約、在加入前先行確認個案使用動機，或是配合治療課

程或例行活動，於固定的地點及時間執行介入等），方能進一步執行更

大樣本及更長時間的追蹤，也使研究成果較為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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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研究在介入效果的探究上，僅止於純粹線上環境的介入效果，然

為能進一步澄清 eHealth 介入計畫是否確能取代其它健康相關的介入措

施，如：課堂教學、門診衛教、平面媒體傳播等，都有待未來於研究中

設計分組效果比較，以驗證 eHealth 介入系統在健康行為改變計畫中的

真正角色功能。 

（五）接受本介入計畫的實驗組教師，於執行健康行為相關之社會支持並

未有顯著改變，推論其可能原因除未能充份使用介入系統中的同儕支持

社群外，亦有可能囿於兩個月的介入時程並不足以讓個人內化本研究介

入之教育內涵，進而發生行為改變，因此建議未來研究者可延長介入期

程，進一步以縱貫性研究探索個人在 eHealth 介入計畫下，行為改變的

長期變化。 

（六）由於本研究使用網路做為介入工具，故可能造成個人在介入效果差

異的原因，尚包括各項與個人網路使用習慣相關之因素，如：平日上網

頻率、對網頁操作的熟習度、網站的使用偏好等。因此建議未來的研究

者可針對介入效果與個人網路使用習慣之間的相關性做進一步的釐

清，將更能有效提升介入成效的可信度。 

（七）本介入計畫整體設計方向與內涵擬針對國民中學教師而設計，然健

康促進學校的理念乃適用於各級學校，教師的健康促進亦應於健康促進

學校於台灣大力推廣的同時，與學生的健康議題同樣受到關注。因此，

在驗證本 eHealth 介入計畫對國民中學教師的適用性後，將研究對象擴

增至各級教師實有其必要性，此為未來研究者可努力的方向。 

 

二、實際應用上的建議： 

（一）跳脫虛擬環境，結合實際人際網絡與配合環境營造 

   為使本介入計畫能充分為國民中學教師所應用，建議除了運由網路

做為單一溝通媒介，於虛擬空間進行介入外，可進一步與實際的人際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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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結合，包括：現行的教師研習活動、校際社團活動、健康聯誼活動與

定期聚會，藉由這些人際集會，能將本介入計畫完整介紹予使用者，提

升使用者主動使用介入工具的意願，亦能同步強化同儕所提供的支持，

可讓使用者產生更顯著的社會支持感。 

此外，由於目前 eHealth 系統的介入層面仍較為強調個人之認知行

為方法，為能引起長期的效果，有必要配合物質環境或政策環境的改

變，如：提供研習點數以鼓勵系統使用或健康行為執行、配合校際或校

內健康促進學校活動推廣等，將此系統做為具行政力量之共享平台，將

能使影響力延伸至教師實際的工作場域。 

 

（二）擴增介入計畫於強調教學應用性之單元或內涵 

   於訪談結果中發現，「教學應用」仍是教師最為關注的議題，而本

介入計畫以「教師專屬」為主要訴求，若為使本介入系統能永續推廣，

更產生更持續的使用動機，則擴增系統中教學應用之單元或內涵是勢在

必行的作法，因此無論開設各領域的教案分享，或是建立積點制或會員

制以鼓勵參與健康計畫，以累積點數獲取教學資源等作法，都有可能因

為提高教學應用性而成為吸引教師長期參與本介入計畫的重要誘因，此

為未來實際應用時可進一步思考的作法。 

 

（三）運用建教合作或異業合作的策略永續推廣本介入計畫 

   由於本網站於介入期間皆由研究者與相關團隊成員持續維護，若要

永續推廣本介入計畫，則亟待有充份的人力與物力注入。而運用與其它

大型網站建教合作的方式，將本網站既有之教育內涵與功能設計，進一

步與同類型網站（如健康醫藥網站）進行結合，除可運用其既有之醫藥

專業資源，亦可藉由教師同儕團體的力量進行系統維護，將可有效節省

系統運作之成本；此外，若能將異業合作的理念同步帶入，如與健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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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健檢中心、或是醫藥用品專賣等企業體結合，將「折扣優惠」的商

業行銷理念融入健康行銷的作法，除能吸引教師在介入計畫上的使用，

亦能有助於網站的永續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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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主要限制如下： 

一、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採立意取樣，且僅限於台北縣市之健康促進學校

國民中學教師，故研究結果若要推論至其它縣市學校或其它層級教

師時，宜保守謹慎。 

二、 本實驗囿於研究時限，因此介入時間僅兩個月，且在後測上亦僅進

行一次追蹤，故無法將結果類推至長時間介入後之變化，或是更長

期的延宕影響效果。 

三、 本介入在對照組的選擇上，雖已採用假設情境選取有意願加入本介

入計畫者，然由於假設情境中的參與意願，與真實情境中實際參與

之間仍有差距，故在與對照組的可比較性上並無法完全消弭自我選

擇所造成的偏差，宜保守推論。 

四、 本介入研究在對照組後測所呈現的得分結果上，多較前測之得分結

果呈現更為退步，此亦為可能造成介入結果中實驗組較對照組顯著

表現良好的原因，究其原因可能與後測施測的時程與教務忙碌情況

有關（後測時間正於教師學期末最忙碌的時間點），故在研究整體推

論時宜更為保守。 

五、 由於網站呈現品質及功能性涉及經費及人力投入多寡，而本研究僅

以有限經費進行規劃，已盡可能轉換出最符合本研究主要策略之介

入工具，然由於某些網站設計上的限制，仍無法使介入策略充分發

揮功能，故本研究於結果類推上僅限於本介入工具所呈現結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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