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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2000-2004 eHealth 相關研究整理列表 

作者 年代 實驗

設計 
研究對象 

I：實驗組/C：對照

組/W：等候控制組

健康議題 
/管道/時間 

介入工具描述 
量身訂作：T /同儕支持：S/
專業資訊：P1/專業人員：P2

理論依據 研究變項 研究發現 

Wangberg 2007 隨機

控制 
60 位糖尿病患者 
I1=32：高效能組  
I2=28：低效能組 

糖尿病自我照

護行為 
/網路家用電腦

/1 個月 

依自我效能程度量身訂作的

網站，以量身訂作的方式分

別於網站上提供適合該程度

自我效能的訊息，所提供的

訊息內容包括：提供行為改

變困境的解決方案、及運用

他人經驗分享的影片做為角

色模範 
【T；P1】 

社會認知理論 自我照護行為 無論是高或低自

我效能者，於介入

後都能有效提升

其自我照顧行

為，且高效能者的

進步高於低效能

者。 

Luszczyns
ka et al.  

2006 隨機

控制 
200 位成人 
I1=68：自我效能介

入  
I2=73：自我效能與

行動計畫介入組 
C=59：控制組 
 

蔬果攝取 
/網路家用電腦

/6 個月 

電子郵件系統提供使用者資

訊： 
自我效能介入－說明達成目

標時自我效能的重要性、有

關個人自我效能程度的檢

測、及增加個人自我效能的

方法等。 
行動計畫介入－以言語鼓勵

使用者計畫自己的行動 
【T；P1】 

自我效能 
計畫行為論 

蔬果攝取行為 
 

兩實驗組之蔬果

攝取行為增加 
 

Ayala  2006 隨機

控制 
76 位婦女 
I1：電腦訓練介入 
I2：團體訓練組 
C：控制組 
 

食物攝取量計

算技巧 
/診所建立的電

腦計畫 
/2 週 
 

電腦為基礎的介入計畫，以

真人教學與示範的方式，呈

現用手或容器計算食物量的

技巧，並引導使用者於線上

重覆操作與自行練習，且持

續提供技巧修正的回饋。 

社會認知理論 
行為分析 

技巧實際測試 
自我效能 
知識 
 
 
 

兩個實驗組皆於

技巧實際測試、自

我效能、及知識上

都較控制組有顯

著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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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年代 實驗

設計 
研究對象 

I：實驗組/C：對照

組/W：等候控制組

健康議題 
/管道/時間 

介入工具描述 
量身訂作：T /同儕支持：S/
專業資訊：P1/專業人員：P2

理論依據 研究變項 研究發現 

【P1】 
Suminski 
et al. 

2006 準實

驗 
423 位大學生 
I1=127：傳統課程

加電腦課程介入  
I2=118：傳統課程

組 
C=178：控制組 

身體活動 
/可上網的電腦

/10 週 

網路為基礎的介入計畫：七

堂課提供體適能的資訊及網

站計畫，網站主要在於教導

認知技巧，包括評估過去和

目前的運動行為，目標設

定，時間管理，運動偏好及

享樂感的決定因素，問題解

決，及長期活動的計畫與環

境覺察，共 9 次作業，一週

一次。 
傳統課程：七堂課提供體適

能的資訊 
【P1】 

社會認知理論 社會調節的知

識與技巧 
社會支持 
自覺克服運動

障礙的信心 

網路計畫的滿意

度高 
I1 組在社會調節

知識與技巧上高

於其它兩組 
 

McCoy et 
al. 

2005 單組 464 位民眾 糖尿病預防 
/可上網的電腦

/10 週 

網路減重計畫：線上健康危

險評估，發展飲食及活動計

畫以符合個人需求及目標，

引導其逐步成功的持行及維

持生活型態行為改變。 
【T；P1】 

未討論 網站使用與回

饋 
高滿意度 
56%使用者同意

介入能幫助他們

達到目標 
每位參與者平均

閱讀 29 次 
Womble et 
al. 

2004 隨機

控制 
47 位女性 
I=23：接受

eDiets.com 網站介

入 
C=24：接受減重手

冊（LEARN 計畫），

內容包括體重管

理、體重維持引導 

減重 
/ 家用可上網

電腦 
/一年 

eDiets.com：為一商業網站，

提供會員在虛擬環境下與營

養師互動，並提供符合個人

需求、喜好及生活型態的飲

食方案、用餐計畫及購物清

單；社會支持；訊息留言版；

模擬健康教練；24 小時諮商

室、email 提醒函、電子報、

未討論 體重 
飲食習慣 
憂鬱及生活品

質 
心理社會測量 

第 16 至 52 週的體

重 C 比 I 顯著減少 
且登入網站較多

次者，體重較登入

較少次者顯著減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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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年代 實驗

設計 
研究對象 

I：實驗組/C：對照

組/W：等候控制組

健康議題 
/管道/時間 

介入工具描述 
量身訂作：T /同儕支持：S/
專業資訊：P1/專業人員：P2

理論依據 研究變項 研究發現 

兩組同時接受 11 次

的簡單門診以做體

重及血壓測量 

夥伴計畫 
【T】【S】【P1】【P2】 

DiNoia et 
al. 

2004 準實

驗 
205 位 11-14 歲女

學生 
I=105：接受

Keeping it Safe 介

入 
C=100：未接受介入

愛滋預防 
/診所建立的

CD-ROM 電腦

系統 

Keeping it Safe：使用互動性

遊戲傳遞教育訊息，及以一

感染愛滋病女性的故事影

片，由青少年來討論預防及

態度，例如呈現年輕女性的

愛滋病發生與盛行流病資

料，並與影片互動以學習四

步驟的果決回應模式 

【P1】 

未討論 
（理性行動論：態度

與主觀規範；自我效

能） 

愛滋病知識 
保護性態度（同

儕規範、親密友

人規範、對性活

動頻繁青少年

的態度） 
減低危險的自

我效能 

知識及自我效能

I>W 
I 組在知識、同儕

規範、親密友人規

範、對性活動頻繁

青少年的態度後

測都較前測有顯

著上升 

Krishna 
et al. 

2003 隨機

控制 
228 位有氣喘的孩

童及其照護者 
I=121：接受傳統氣

喘教育及額外的電

腦教育 
C=107：傳統氣喘教

育組（手冊） 
每組至少介入三次 

氣喘 
/診所建立的

CD-ROM 電腦

系統 
/52 週 

IMPACT Asthma Kids CD：

包括氣喘小文章、環境引發

物、快速緩解及控制藥物、

控制及管理氣喘的策略。其

呈現方式包括動畫課程、現

實生活的劇本、圖表呈現。

此計畫能追蹤每個孩童的教

育進展及報告使用者的症狀

程度及藥物使用。 

【P1】 

知識改變行為 孩童對氣喘相

關知識 
照護者對氣喘

的相關知識 
健康結果（出現

氣喘症狀的天

數、缺課日數）

醫療照護使用

情形（藥物使用

情形、住院天

數、急診次數）

I 組在孩童及醫療

照護者對氣喘相

關知識有顯著增

加；氣喘天數、藥

物使用情形、住院

天數、急診次數、

缺課日數等亦降

低。 

 
 
 

 

2003 隨機

控制 
320 位 type2 糖尿病

成人 
I1=121：一般網頁

教育 
I2=107：同儕支持

糖尿病 
/可上網的家用

電腦 
/10 個月 

Diabetes Web site：各組均

能閱讀線上糖尿病資訊。

【P1】 

Peer Support (PS)組：能接

受同儕的支持及專家監測論

PS 組:社會支持理論 
TSM 組:自我效能理

論 

飲食 
行為 
生物及心理社

會結果 
執行與過程評

三組在脂肪及纖

維攝取、心理社會

結果都有顯著進

步 
而 PS 組在社會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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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年代 實驗

設計 
研究對象 

I：實驗組/C：對照

組/W：等候控制組

健康議題 
/管道/時間 

介入工具描述 
量身訂作：T /同儕支持：S/
專業資訊：P1/專業人員：P2

理論依據 研究變項 研究發現 

 

 
 

  

組 
I3=107：量身訂作

組 
 

壇、及電子報。【S；P1】 
Tailored Self-Management 
(TSM)組：每週兩次接受線上

專家給予建議及支持，在飲

食的回饋及共同執行目標設

定、並量身訂作策略協助克

服困難、營養師的 QA 版、及

血糖與飲食資料庫與圖表回

饋。【T； P1；P2】 

價 持上有較高的表

現，且有較高的登

入率 
 

Napolitano 
et al. 

2003 隨機

控制 
65 位久坐成年醫院

員工 
I=30：使用網站及

12 週的 e-mail 提示

單 
W=35：未接受介入 

身體活動 
/家用或公司的

可上網電腦 
/12 週 

網站是以身體活動的改變階

段做量身訂作，內容包括活

動快答、安全小秘訣、動起

來、身體活動與健康、克服

障礙、運動的好處，以及與

其它網站的連結，再加上 12
週的 e-mail 提示單【T；P1】

社會認知理論 
行為改變階段理論 

身體活動改變

階段 
身體活動 
電腦使用 

介入後 1 個月，I
組在改變階段有

進步，於中等活動

及走路的時間也

較 W 組為顯著多 
介入後 3 個月，在

中等活動的改變

上變得不明顯，但

走路的時間仍較

W 組為顯著多 
Oenema 
et al. 

2003 隨機

控制 
304 位成人教育中

心的學生及員工 
I1=96：電腦量身訂

作課程 
I2=100：自我測驗

組，使用書面的自我

測驗 
C=102：書面未量身

訂作的信函及小冊 

營養 
/教室及公司可

上網的電腦 
/30-45 分鐘 

以網路為基礎的量身訂作營

養課程，內容重點包括與攝

取脂肪、蔬果相關的個人覺

察與行為意向。課程包括四

個部分：脂肪、蔬菜、水果、

食譜。在每個部分，相關的

問題會出現，讓使用者填寫

自己的狀況並計算出成績，

與建議量做比較。【T；P1】

行為改變階段理論 營養攝取 
個人攝取量的

覺察 
態度 
自我效能 
使用狀況 

I1 組較其它組在

自評水果攝取及

脂肪攝取上更為

實際，且有更高的

行為意向去減少

脂肪攝取及增加

蔬菜攝取，也改變

對飲食習慣的看

法。 



 158

作者 年代 實驗

設計 
研究對象 

I：實驗組/C：對照

組/W：等候控制組

健康議題 
/管道/時間 

介入工具描述 
量身訂作：T /同儕支持：S/
專業資訊：P1/專業人員：P2

理論依據 研究變項 研究發現 

該組的使用者均

認為量身訂作的

介入有效、更與個

人相關、更具個別

性、也提供更多新

資訊 
Proudfoot 
et al. 

2003 隨機

控制 
167 位有焦慮或憂

鬱症困擾的成人 
I=80：接受與平常同

樣的治療，但不受額

外的面對面諮商或

心理介入，及接收電

腦系統介入 
C=87：接受與平常

同樣的治療  

焦慮或憂鬱症：

/診所建立的互

動式多媒體計

畫電腦系統 
/2 個月（6 個月

f/u） 
 

Beating the Blues (BtB)：以

認知行為技巧所發展的互動

式多媒體計畫，包括家庭作

業計畫；內容有一個導引，

及八個 50 分鐘的治療課程，

期待使用者能每週使用。 
【P1】 

認知行為治療

（Cognitive-behavioural 

therapy；CBT） 

憂鬱 
焦慮 
工作與社會調

適 

I 組在介入後憂鬱

及焦慮上都較 C
組有顯著改善，在

及介入後 6 個月則

幾乎回復正常，且

工作與社會調適

也有所改善。 

Tate et al. 2003 隨機

控制 
92 位有糖尿病危險

的過重成年人 
I=46：基本的網路計

畫及 email 諮詢 
C=46：基本的網路

計畫 
 

減重計畫 
/可上網的家用

電腦 
/12 個月 

基本的網路計畫提供體重減

輕的指導、每週新秘訣及連

結、網路減重資源庫、留言

版、e-mail 提示上站函。【S； 
P1】 
介入組加上由 e-mail 所提供

的諮詢及回饋，其是依個人

所登錄的飲食與運動日記而

產生的。【T；S；P1；P2】

未討論 網站使用率 
體重 
腰圍 
身體活動 
攝取食物 

I 組在網站使用率

上較 C 組顯著高 
且 I 組在體重及腰

圍上都有顯著減

少。 

Winzelber
g et al. 

2003 隨機

控制 
72 位乳癌病人 
I=46：使用 Bosom 
Buddies 
W=46：未接受介入

癌症 
/可上網的家用

家腦 
/12 週 

Bosom Buddies：結構性的促

進支持團體。每週有新的議

題討論，並有健康專業中介

者促進該議題及相關關注重

社會支持 憂鬱 
壓力 
癌症的因應及

調適 

參與者登入平均

34 次，平均刊登

36 篇文章，個人的

日誌很少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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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年代 實驗

設計 
研究對象 

I：實驗組/C：對照

組/W：等候控制組

健康議題 
/管道/時間 

介入工具描述 
量身訂作：T /同儕支持：S/
專業資訊：P1/專業人員：P2

理論依據 研究變項 研究發現 

 點的討論，同時也可以閱讀

其它同儕的故事，分享他們

的經驗，撰寫網站日誌，該

團體的型式是非同步的。

【S；P2】 

團體經驗 
使用率 

I 組在憂鬱、壓力、

癌症創傷都有改

善。 
I 組表示該站使他

們提供及接受支

持，形成新友誼，

然解他們的問題

不是只有自己才

有，且能面對困難

的問題及害怕。 
Marshall 
et al. 

2003 隨機

控制 
655 位大學教職員

工 
I=327：接受網站介

入 
C=328：接受小冊介

入，並配合每兩週一

次的提醒信函 

身體活動 
/可上網的家用

家腦 
/8 週 

Active Living：在小冊的部

分，是由行為改變階段理論

發展而成，並依其基本檢測

資料寄發回饋資訊，包括適

合該階段的行為改變的各項

策略。而在網站的部分，則

是將這樣的技巧以網站及

email 的功能呈現。【T；P1】

行為改變階段理論 身體活動改變 兩組並無顯著差

異 
但 I 組於假日會減

少坐臥時間 

Barrera et 
al. 

2002 隨機

控制 
160 位 type2 糖尿病

患 
I1=40：資訊組 
I2=40：個人教練組

I3=40：社會支持組

I4=40：社會支持與

個人教練組 

糖尿病 
/有網路的家用

電腦 
/3 個月 
 

Diabetes Web site:：有關糖

尿病的線上文章【P1】。教

練組有一個人教練提供飲食

建議及幫助設定目標【P2】。

社會支持組可透過同儕論

壇、留言版及聊天室與他人

交換訊息、因應及支持【S】。

而另一組則是併用全部。 

社會支持 社會支持 I3 組在自覺社會

支持上有最多的

進步，接下來依序

為 I4 組、I2 組、I1
組 
然只有 I4 組對 I1
組有顯著進步。 
 

Clarke et 
al. 

2002 隨機

控制 
299 位成人（包括有

跟無憂鬱症者） 
憂鬱 
/有網路的家用

Overcoming Depression on 
the Internet (ODIN)：自我學

認知重建技術

（cognitive 
網站使用 
憂鬱 

使用網站者不

多，發現研究對象



 160

作者 年代 實驗

設計 
研究對象 

I：實驗組/C：對照

組/W：等候控制組

健康議題 
/管道/時間 

介入工具描述 
量身訂作：T /同儕支持：S/
專業資訊：P1/專業人員：P2

理論依據 研究變項 研究發現 

I=144：接受網站介

入 
C=155：接受連結至
Kaiser Permanente 
Online，包括資訊提

供，有需要可免費接

受其它治療 

電腦 
/32 週 

習（self-paced）的技巧訓練

計畫，重點在於的獲得及使

用。【P1】 

restructuring 
techniques） 

的憂鬱嚴重性高

於網站所設計的 
無顯著差異 

Harvey-Be
rino et al. 

2002 隨機

控制 
46 位過重成年人 
I1=15：由治療者主

導的網路介入 
I2=14：由治療者主

導的面授，分組後每

兩週面授一次  
C=15：完全未接受

介入  

減重維持 
/有網路的家用

電腦 
/先實施 15 週

的面授減重課

程，再分別介入

12 個月 
 

此網站為基礎的維持體重計

畫包括每兩週的一次線上討

論、自我監測記錄、治療者

介紹討論重點的影帶剪輯、

治療者的 EMAIL、留言版、

及非結構性的聊天 

【S；P2】 

未討論 滿意度 

參與 

減重 

網站組的參與率

遠低於面授組。6

個月後，有網站組

成員反應想至面

授組。 

但組間無顯著差

異（研究者自認為

也許是系統設計

的問題） 
Houston et 
al 

2002 準實

驗 
103 位由線上憂鬱

支持團體及留言版

召募而來的成人 

憂鬱 
/家用可上網電

腦 
/一年 

網路支持團體【S】 社會支持 憂鬱 
社會支持 

前兩週有超過一

半的人自評有超

過五個小時的網

路憂鬱支持社群

使用。 
95%同意使用網

路聊天能幫助他

們的症狀改善,1/3
較喜歡線上支持,
一年後 72.6%仍

參與團體, 
雖然憂鬱的狀況

常使用者較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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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年代 實驗

設計 
研究對象 

I：實驗組/C：對照

組/W：等候控制組

健康議題 
/管道/時間 

介入工具描述 
量身訂作：T /同儕支持：S/
專業資訊：P1/專業人員：P2

理論依據 研究變項 研究發現 

用者有所改善,但
在社會支持上則

無差異。 
McKay et 
al. 

2002 隨機

控制 
160 位 type 2 糖尿

病人 
I1=33：資訊組 
I2=37：個人自我管

理指導組  
I3=30：同儕支持論

壇組 
I4=33：合併介入 

糖尿病 
/有網路的家用

電腦 
/所有人皆參與

電課程 10 個月

後，再分別介入

3 個月 
 

所有參與者都能接觸到與糖

尿病相關的資訊【P1】。 
個人自我管理組：有指導員

共同設定目標、線上血糖監

測、及實際回饋的圖表系統

【T；P2】。 
同儕支持論壇組：由同儕引

導溝通及支持與資訊交換。 
合併組則使用所有資訊。 
【T；S；P1；P2】 

未討論 

（知識、自我管理技

巧、與社會支持） 

網站活動 

生理因素 

食用餐點 

飲食行為 

心理健康狀態 

 

飲食行為皆有進

步，能有效減少脂

肪食用 

I3 及 I4 能在生活

品質上有較大改

善 

而 I2 及 I4 的參與

率則較其它組為

高 

Anderson 
et al. 

2001 隨機

控制 
277 位成年的超市

消費者 
I：於超市接受 NLS
介入 
C：不接受介入 

營養 
/超市的電腦區

/15 週 

Nutrition for a Lifetime 
System (NLS)：自我導向、

以電腦為基礎的介入

（tailored information and 
self-regulation strategies），

提供個人化的資訊、行為策

略、改變誘因、目標設定、

及在特定營養行為上的回

饋。共有 15 節的課程。 

【T；P1】 

社會認知理論 系統使用率 

脂肪/纖維/蔬果

的攝取 

自我效能 

生理結果期待 

社會結果期待 

 

每人平均看 10 節

的課程 

I 組在蔬果攝取,營

養相關自我效能, 

生理結果期待及

社會結果期待 

後測中也發現更

能達成各項飲食

攝取目標 

在四個月及六個

月的追蹤,發現脂

肪攝取仍有成效 

Bernhardt  2001 隨機

控制 
83 位大學學生 
I=47：接受內容跟型

態都量身訂作的訊

癌症預防 
/可上網的家用

電腦 

Tailored Web page：有關使

用防曬的結果期待，使用防

曬的自覺自我效能，皮膚癌

社會認知理論 

推敲可能模式（ELM）

態度 

危險性行為 

自我效能 

I 組有更多的網頁

閱讀率,且更喜歡

所提供的資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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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年代 實驗

設計 
研究對象 

I：實驗組/C：對照

組/W：等候控制組

健康議題 
/管道/時間 

介入工具描述 
量身訂作：T /同儕支持：S/
專業資訊：P1/專業人員：P2

理論依據 研究變項 研究發現 

息 
C=36：一般皮膚癌

預防的網頁 

/4 週 的危險，高危險行為，障礙，

自覺危險，個人與皮膚癌的

相關性。發展內容是由每個

參與者由 30 份以上的資料而

來,自己選來源及訊息型式

【T；P1】 

期待結果 

障礙 

行為 

能採用更多的連

結。更個人化。但

在成果變項上並

無顯著差異。 

 

Gustafson 
et al. 

2001 隨機

控制 
246 名新診斷乳癌

病人 
I=125：接受

CHESS 
C=121：接受乳癌衛

教書 

癌症 
/連結中央系統

的家用電腦 
/26 週 

CHESS（Comprehensive 
Health Enhancement 
Support System）：內含 11
種工具，提供資訊

（information）、協助做決定

（decision）的工具、及支持

（support）的服務。【S；

P1；P2】 
 
 
 
 

未討論 系統使用性 

病情結果 

社會支持 

資訊需求 

參與健康照護 

生活品質 

26 週 155 次，I 組

高加索人花較多

時間使用討論

區，有色人種花較

多時間使用做決

定的工具。2 個月

之後的結果，I 組

在資訊能力、參與

在健康照護的遵

從程度、及對醫師

的信心。在生活品

質的測量沒有改

變。在五個月以

後，I 組在社會支

持及資訊能力更

高。 

Lieberman 
et al. 

2001 隨機

控制 
14 名 8-13 歲有氣喘

的孩子 
I：接受電腦遊戲 
C：接受影片教育 

氣喘 
/診所所建立的

電腦遊戲 
 

Bronkie the Bronchiasaurus 
電腦遊戲：此遊戲主要用來

幫助人們學習氣喘的管理技

巧，及更有信心在生活中處

理氣喘問題【P1】 

未討論 

（社會認知理論） 

自我效能 在 I 組增加氣喘自

我管理的自我管

理，在影片組則降

低。 

McKay 
et al. 

2001 隨機 78 名 type2 糖尿病 糖尿病 D-NET Active Lives 未討論 過程評量 在憂鬱症狀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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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年代 實驗

設計 
研究對象 

I：實驗組/C：對照

組/W：等候控制組

健康議題 
/管道/時間 

介入工具描述 
量身訂作：T /同儕支持：S/
專業資訊：P1/專業人員：P2

理論依據 研究變項 研究發現 

控制 成年男性 
I=38：接受電腦遊戲

C=40：僅提供資訊

網路介入 

/可上網的家用

電腦 
/8 週 

Program：以網路為照護的輔

助工具，主要用於增加個人

身體活動的支持，包括目標

設定、個人化回饋、確認，

以及運用策略去克服障礙，

內容包括個人化的教練、同

儕支持、與線上聊天，線上

資料庫。【T；S；P1；P2】

 

（社會認知理論／社

會支持） 

每週身體活動

時間 

憂鬱症狀 

顯著影響 

兩組在身體活動

上都有中度的改

善，但無顯著，但

在介入組有發現

劑量反應關係 

兩組在使用上都

有逐漸減少的狀

況，但介入組的滿

意度較高。 

Oenema 
et al. 
 

2001 隨機

控制 
200 個成人教育機

構召募而來的成年

人 
I=96：接收電腦營養

課程 
C=102：接收一般的

營養資訊信函 

營養 
/課室或辦公室

中可上網的電

腦 
/前後測 

以網路為基礎的量身訂作營

養教育課程，內容包括個人

的覺察及攝取脂肪、蔬果的

行為意向。計畫包括四個課

程：脂肪、蔬菜、水果、以

及食譜，在每個課程裡會顯

示相關的問題，然後使用者

會收到回饋，包括個人分數

與建議分數的比較為何。

【T；P1】 

Weinsteins 
Precaution Adoption 
Process 

食物攝取 

對個人飲食攝

取量的覺察、 

態度、自我效能

及行為改變階

段與使用率 

在脂肪攝取的覺

察及改變意向都

有組間顯著差異,

量身訂作的介入

被認為更與個人

相關且更能產生

影響及改變的想

法,也更能引發個

人想再次上網, 

Tate et al. 2001 隨機

控制 
65 個過重的成人 
I=33：接收本介入計

畫課程  
C=32：網路教育與

資源網站 
*所有人一開始先由

心理師上一堂課,再
分組 

減重 
/可上網的工作

場域電腦 
/6 個月 

網路教育：網站回顧與減重

有關的基本資料，且包括資

源有關飲食、運動、自我監

測、及其它行為相關的資源。

介入組：網路教育+以 email
寄發 24 堂行為課程,+ 每週

一次由治療師依據個人的線

上自我監測記錄給予個人化

未討論 網站使用率 
體重 
腰圍 
身體活動 
食物攝取 

在減重情況下有

劑量反應關係。 

介入組比控制組

有更高的登入

率，但兩組在三個

月內都有極高的

退出率。 

實驗組較控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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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年代 實驗

設計 
研究對象 

I：實驗組/C：對照

組/W：等候控制組

健康議題 
/管道/時間 

介入工具描述 
量身訂作：T /同儕支持：S/
專業資訊：P1/專業人員：P2

理論依據 研究變項 研究發現 

回饋+線上留言版【T；S；

P1；P2】 
 

有更顯著的減重

表現，有 5%有減

重的情形，還有更

顯著的腰圍減少。 

Celio et al. 2000 隨機

控制 
76 名女大學生 
I1=26：Student 
Bodies 跟三次實際

課程及其他閱讀 

I2=25：教室以 
Body Traps 傳統課

程方式 
C=25：未接受介入

 

飲食疾病的預

防 
/以家用電腦上

網為方式。 
/8 週 

Student Bodies：減低身體不

適感及過度關心體重。 
專案內容包含閱讀、運動及

線上月刊及線上討論團體。 
【S；P1】 
, 

未討論 

 

遵從性測量 
身體外觀 
飲食態度及習

慣 

電腦實驗組為

68% 遵從性；教

室模式為 57%。 
 在 Student 
Bodies 以動機激

勵比預先導讀更

有效。  
發現具有劑量-效
應關係。 
電腦組具明顯減

重情形及減少重

視外觀。 
Glasgow 
et al. 

2000 隨機

控制 
320 名第二型糖尿

病成人患者 
＊皆須接受在一開

始時及三個月後各

接受一次電腦介

入，之後分成四組 
I1= ：不再加以介入

I2=：電話追蹤組（接

受 3-4 次的電話支

持及問題解決相關

之電話諮詢） 
I3=社區資源組（3-6

糖尿病 
/診所建立的電

腦計畫 
/3 個月 
 

1. 以電腦程式評估食譜型

態、障礙及支持。  
2. 提供個人化的回饋及脂肪

減量目標。 
【T；P1】 

RE-AIM (Reach, 
Efficacy/Effectivenes
s, Adoption, 
Implementation, and 
Maintenance) 

以 RE-AIM 
為架構測量。 
其它測量指標: 
飲食行為、心

理、生活品質、

社區資源使用

及飲食改變之

自我效能、及病

人滿意度等指

標。 

飲食習慣進步及

改變最大；其次為

膽固醇及脂肪比

的降低；另 Hibic
也略微改善。 
生活品質及滿意

度無提昇。 
完整參與率最後

僅達到 76%，可能

是電話追蹤及社

區資源組影響度

不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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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年代 實驗

設計 
研究對象 

I：實驗組/C：對照

組/W：等候控制組

健康議題 
/管道/時間 

介入工具描述 
量身訂作：T /同儕支持：S/
專業資訊：P1/專業人員：P2

理論依據 研究變項 研究發現 

月內可接受信件傳

單宣導） 
I4=合併所有介入 

參與者 100%接受

電腦方式。 

Reis et al. 2000 隨機

控制 
643 名大學生 
I1=207：傳統課程 
I2=248：電腦課程 
C=188：未接受介入

 

飲酒 
/課室的電腦課

程 
/前後測 

1. 以影片、音樂及圖文並茂

方式引導使用者做選擇。

亦糾正錯誤觀念。 
2. 溝通技巧及自信以及酒精

帶來的心理及行為結果 
【T；P1】 

未討論 
（自我效能、同儕規

範、自我效能） 

期待 
效能 
同儕規範 
滿意度 

介入組對酒精過

量引起的症狀有

明顯的知識認知。 
對友人出現飲酒

過多現象，有效的

判斷及意願去勸

阻。 
介入組較喜歡對

他們的受教育經

驗計算其比率。 
Smith et 
al. 

2000 隨機

控制 
30 名女性糖尿病患

者 
I=15：接收電腦及線

上社群五個月 
W=15：未接受介入

 
 

憂鬱 
/家用可上網電

腦 
/5 個月 

此計畫包含 4 成分：開放式

對談、私人信箱互換交流、

與健康諮詢者談話、資源使

用（每種方式皆非同步） 
【S；P1；P2】 

社會支持 使用率 
滿意度 
社會支持 
生活品質 
生活壓力 
疾病適應 

第一個月平均使

用 63.8 分鐘，隨

後逐漸遞減。 
對談是最常見的

方式。 
心理調適及疾病

適應上並無差

異 。然較高教育

程度者在生活品

質及社會支持上

有所改善。 
77% 患者認為此

專案提供非常大

的支持，12% 認

為有明顯聯結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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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媒體使用習慣次級資料擷取題項 

據下列敘述狀況，請您依自己的情形圈選出最能代表您的網路使用習慣。

1. 請問您有沒有使用過網路？ 

□有 □沒有（答『沒有』者請直接跳答基本資料） 

2. 請問您使用網路有多久了？ 

□未滿一年 □一年以上～未滿兩年 □兩年以上～未滿三年 

□三年以上～未滿五年  □五年以上 

3. 您對網路使用的熟練程度如何？ 

□非常不熟練  □不熟練  □還可以  □熟練  □非常熟練 

4. 請問您平常有時間上網嗎？ 

□有 □沒有 

5. 請問您每週花多少時間上網？ 

□未滿 2個小時       □2 小時以上～未滿 6個小時  

□6小時以上～未滿 10 小時  □10 小時以上～未滿 15 小時  

□15 小時以上～未滿 20 小時  □20 小時以上 

6.  請問您最常利用什麼時間上網？（可複選） 

□上班時間 □平時下班時間 □週休二日 □寒暑假 □其他        

7. 請問您使用網路的主要目的為何？（可複選，最多三項） 

□瀏覽資訊 □收發電子郵件 □線上聊天交友  

□使用線上資料庫及軟體 □線上遊戲 □視聽娛樂 □閱讀新聞 

□網路交友 □網路學習 □網路購物 □其他     

8. 您較常瀏覽哪一類型的網頁？（可複選，最多三項） 

□學術教育 □休閒旅遊 □運動體育 □政治   □環保公益 

□電腦資訊 □醫療保健 □視聽娛樂 □社會人文 □投資理財 

□線上新聞 □藝術文化 □沒有特定 □其他         

9. 您認為一個優質的網站最重要的特性為何？（可複選，最多三項） 

□正確性 □作者的可信度 □資訊的流通 □綜合性 □容易理解 

□內容可讀性 □個人關連性 □隱密性 □容易檢索 □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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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結的品質 □多媒體的使用 □互動性 □其他        

10. 您利用網站尋找健康資源時，您最常遭遇的困難是？ 

（可複選，最多三項） 

□提供健康資源的網站太少  

□健康相關內容不夠充實  

□網頁上健康資訊太舊，更新太慢  

□搜尋到的健康資訊太多，花太多時間在篩選 

□不知道健康資訊正確與否  

□電腦設備使用不方便  

□沒有足夠時間上網  

□常遇到網路出問題  

□網路下載速度太慢  

□其他        

11. 您常使用的健康教學相關網站，吸引你常使用的原因為： 

（可複選，最多三項） 

□有詳細且豐富的資料  □影音視訊效果的提供  

□專業社群的互動交流  □隨時更新擴充網站的內容  

□許多圖片檔可供使用  □有各種教學可用的教案設計或題庫  

□常辦理有趣的線上活動  □其他：             

12. 最常在網路上搜尋的健康議題？（可複選，最多三項） 

□體適能 □飲食與營養 □醫藥常識 □酒與藥物濫用  

□性教育與性知識（含性侵害） □心理健康議題  □菸害防制 

□暴力 □癌症 □心臟疾病 □其他疾病 □醫院或健康相關組織等 

□疾病支持團體 □其他          

13. 吸引您上健康相關網站的動機為何？（可複選，最多三項） 

□因為教學需要 □因為個人健康需要 □可以獲得社群支持與討論 

□網站上有健康相關教學講座與研習介紹  

□網路採取會員制，會寄發相關資訊 

□可索取文宣用品及贈品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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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滿意度評量問卷 

『活力教師網』滿意度評量問卷  

感謝您這段期間參與本研究，下列各題是想了解您在參與本研究的過

程中，對「活力教師網」的看法。請依您自己的感覺來回答下列問題。 

第一部分、整體看法 

1. 整體而言，這網站能幫助我建立更積極的健康態度。 

 □非常同意 □同意 □中立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2. 整體而言，這網站能讓我覺得執行健康行為是被支持的。 

 □非常同意 □同意 □中立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3. 整體而言，這網站能幫助我學習更多執行健康行為方法與技巧。 

 □非常同意 □同意 □中立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4. 整體而言，這網站能幫助我更有信心去從事健康行為。 

 □非常同意 □同意 □中立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5. 整體而言，我會去依照網站上的教導去從事健康行為。 

 □絕對會 □絕大部分會 □有一半會 □絕大部分不會 □絕對不會 

6. 整體而言，我喜歡這個網站。 

 □非常同意 □同意 □中立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第二部分、網站評價 

1. 這網站上所提供的研究數據或新聞報導我認為是具專業性且可信。 

 □非常同意 □同意 □中立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2. 這網站的參與者皆為教師，對我來說是有吸引力的。 

 □非常同意 □同意 □中立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3. 我喜歡這個網站以貼近教師生活的情境做為教學內容引導。 

 □非常同意 □同意 □中立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4. 我喜歡這個網站提供多元化及豐富的健康網站連結與相關程式小工具。

 □非常同意 □同意 □中立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5. 我覺得網站中依常見健康行為之挫折與困難所設計的因應策略，讓我較

容易學習。 

 □非常同意 □同意 □中立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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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這個網站呈現有關健康的資訊對我有幫助。 

 □非常同意 □同意 □中立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7. 我同意這個網站所提到對健康應該有的態度。 

 □非常同意 □同意 □中立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8. 網站中所提到解決健康行為難關的方法，我覺得很有效。 

 □非常同意 □同意 □中立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9. 網站中所提到執行健康行為的方法，我覺得很實用。 

 □非常同意 □同意 □中立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0. 這網站的內容份量，對我來說是足夠的。 

 □非常同意 □同意 □中立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1. 這網站的內容深度，是適合我閱讀的。 

 □非常同意 □同意 □中立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2. 這網站對教師族群是具有吸引力的。 

 □非常同意 □同意 □中立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3. 我覺得網站整體的組織結構及連貫性是流暢的。 

 □非常同意 □同意 □中立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4. 我對網站整體的圖文分配感到滿意。 

 □非常同意 □同意 □中立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5. 我喜歡能透過『活力處方籤』來測驗檢視個人的健康狀況，並提供健康

建議。 

 □非常同意 □同意 □中立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6. 我喜歡能透過『健康家族或活力部落格』瞭解其它教師對教學現場及健

康的看法或意見。 

 □非常同意 □同意 □中立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7. 我喜歡『活力秘方』能針對不同的健康行為族群進行分類，並提供適合

的健康行為建議。 

 □非常同意 □同意 □中立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8. 結合網站互動及電子報的方式來傳達健康，我覺得滿適合的。 

 □非常同意 □同意 □中立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加油！快結束了，只剩一題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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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請問這段期間內，您在「健康」上得到的最大的助益或是產生

的改變為何？請在欄內填寫您的想法。 

 

 

 

 

再次感謝您的填寫與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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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前後測成效問卷專家效度名單 

（按姓氏筆劃順序） 

李明憲  國立花蓮教育大學初等教育系副教授 

李恆華  龍門國中健康與體育領域教師 

邱弘毅  台北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教授 

邱詩揚  宜蘭大學食品科學系副教授 

晏涵文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衛生教育學系教授 

郭鐘隆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衛生教育學系教授 

陳富莉  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副教授 

鄭其嘉  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副教授 

蕭雅娟  中平國中健康與體育領域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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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前後測成效問卷 

 
 
 
 

 
親愛的老師您好： 

當教師有較佳的健康狀態時，除能有較好的工作表現外，亦能肯

定健康的價值，而願意為學生的健康努力付出，因此您的健康正是我

們所關注的重點。請您在式使用本網站前，撥冗填答這份問卷，有了

您的寶貴意見，將使本計畫在未來的推動上更為順利。 

本次問卷共分為四大部分，填答時間約需 15 分鐘，請您逐題、

逐頁作答，作答完畢後，請您再檢查一次，不要漏答。此外，本研究

純屬學術研究，您的個人資料僅作為現況瞭解之用，絕不另作個別分

析，絕對秉持保密原則處理，請您放心依實際情況或個人意見來填

寫。在此由衷感謝您的協助。 

填寫完畢後，請將本問卷題目，於   月   日（星期   ）之前

寄回，若有任何疑問請不吝與您們聯絡。再次對您的協助表達由衷的

感激！敬祝 

 
順頌 
時祈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衛生教育系 

教師健康行為現況調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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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A）、 
下列問題是想了解你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一些方法鼓勵自己或幫助別人執

行健康行為的能力，請根據你認為能執行的程度在適合的答案欄裡勾選。 
完
全
沒
有
能
力
執
行    

絕
對
有
能
力
執
行 

 

0% 25% 50% 75% 100%
1. 我瞭解自己的健康需求，並能找出行為

改變的阻力或助力。 
□ □ □ □ □ 

2. 我能解決執行健康行為時所遭遇的問題

或障礙（如製作提醒標語等創意妙招）。

□ □ □ □ □ 

3. 我能訂定適合自己執行健康行為的目

標。 
□ □ □ □ □ 

4. 我能根據各項健康相關指標（如每日活

動量、攝食蔬果量、壓力指數、身體質

量指數或腰臀比等）評估自己執行健康

行為的成效。 

□ □ □ □ □ 

5. 我能確實記錄且反省自己執行健康行為

的狀況。 
□ □ □ □ □ 

6. 我能請親人或朋友協助我監測自己執行

健康行為的狀況。 
□ □ □ □ □ 

7. 我能運用各種獎勵方式（包括自我獎

勵），來鼓勵自己完成健康行為。 
□ □ □ □ □ 

8. 我能主動將執行健康行為的過程與他人

分享。 
□ □ □ □ □ 

9. 當我的親人或朋友都不想執行健康行為

時，我能說服他們執行健康行為。 
□ □ □ □ □ 

10. 如果身邊的人引誘我做不健康的行為

（如請喝含醣飲料或吃油炸食物），我還

是能堅持自己執行健康行為的立場。 

□ □ □ □ □ 

11. 當他人有健康問題時，我能適時提供相

關的經驗或意見。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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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B）、 
下列題目是想了解你對自己對做到下列行為有多少把握，請依據你對自己

的評估勾選出你日常生活中自認為能夠做到的程度。（請勾選出你自認為

能夠做到的程度，而非你平常執行的情況） 
說明 以下題目中所提到－ 

 「足夠的蔬果量」意指「每天三份蔬菜二份水果，且每份至少半

碗以上」 
 「規律性的身體活動」意指「每週運動三次且每次三十分鐘」 
 「足夠的水份」意指「每天至少攝取 2000cc 的水」 

完
全
沒
把
握 

有
一
點
把
握 

有
一
半
把
握 

很
有
把
握 

絕
對
有
把
握 

 

0% 25% 50% 75% 100%
1. 即使三餐都吃外食或需應酬，我也有把

握每天都吃到足夠的蔬果量 
□ □ □ □ □ 

2. 即使工作忙碌，我也有把握讓自己每天

能夠喝足 2000c.c 的水份。 
□ □ □ □ □ 

3. 即使自己不喜愛高纖食物（穀類或蔬

果），我也有把握每天都吃到足夠的蔬果

量。 

□ □ □ □ □ 

4. 即使短期內無法感覺到健康有改善，我

也有把握每天都吃到足夠的蔬果量。 
□ □ □ □ □ 

5. 即使沒有同伴，我還是有把握能保持規

律性的身體活動。 
□ □ □ □ □ 

6. 即使覺得疲累，我還是有把握能保持規

律性的身體活動。 
□ □ □ □ □ 

7. 即使手邊事情做不完(包括：工作或家

務)，我還是有把握能保持規律性的身體

活動。 

□ □ □ □ □ 

8. 即使看不到運動的立即效果，我還是有

把握能保持規律性的身體活動。 
□ □ □ □ □ 

9. 即使身體沒有明顯不適症狀，我也有把

握定期監測自己的身體變化（如血壓、

乳房自我檢查、體脂肪等）或去做健康

檢查。 

□ □ □ □ □ 

10. 如果有健康的困擾時，我有把握能找到

地方或求助他人提供保健資訊。 
□ □ □ □ □ 

11. 即使要花許多時間，我也有把握會去參 □ □ □ □ □ 



 175

加對自己健康有益的教育活動。 
12. 當面臨壓力時，我有把握能在生活上做

改變（如改變生活步調或換個角度思考）

以減少壓力。 

□ □ □ □ □ 

13. 在生活緊張時，我有把握運用放鬆技

巧，如：冥想或做瑜珈等。 
□ □ □ □ □ 

14. 當心裡有煩惱時，我有把握會跟朋友或

親人傾吐及分享。 
□ □ □ □ □ 

15. 我有把握在日常的生活中，做讓自己感

覺有樂趣或具成就感的事。 
□ □ □ □ □ 

 
 
第二部份、 

下列題目是想了解平常你所感受到親人與朋友給予你那些協助，請你根據

實際的狀況在適合的答案欄裡勾選。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中
立
意
見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親友能跟我一起執行健康行為。 □ □ □ □ □ 

2. 親友能鼓勵並肯定我執行健康行為。 □ □ □ □ □ 

3. 親友能幫助我克服執行健康行為時遭遇

的困難或挫折。 
□ □ □ □ □ 

4. 親友能提供我執行健康行為的新知或方

法。 
□ □ □ □ □ 

5. 親友能跟我分享執行健康行為的經驗。 □ □ □ □ □ 

6. 親友能提供健康活動（如：各類健康講

座等）的訊息。 
□ □ □ □ □ 

7. 親友能告訴我執行健康行為的好處。 □ □ □ □ □ 

8. 親友能在我執行健康行為後，給予我評

價與回饋。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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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下列題目是想了解你未來三個月執行各項健康行為的可能性，請你根據自

己的狀況在適合的答案欄裡勾選。 

完
全
不
會
做
到 

偶
爾
會
做
到 

約
半
意
見 

經
常
會
做
到 

完
全
會
做
到 

 

0% 25% 50% 75% 100%
1. 未來三個月，我會每天吃足夠的蔬果

量。 

□ □ □ □ □ 

2. 未來三個月，我會運用飲食指標適量

攝取食物（如熱量、或蔬果份量）。

□ □ □ □ □ 

3. 未來三個月，我會每天喝足夠的水

份。 
□ □ □ □ □ 

4. 未來三個月，我會將運動列入日常規

律性的活動中。 
□ □ □ □ □ 

5. 未來三個月，我會依自己身體狀況選

擇適合的運動。 
□ □ □ □ □ 

6. 未來三個月，我會從事休閒性的體能

活動（如踏青、登山、騎腳踏車、健

走）。 

□ □ □ □ □ 

7. 未來三個月，我會定期觀察自己的身

體狀況。 
□ □ □ □ □ 

8. 未來三個月，我會找到需要的保健資

訊。 
□ □ □ □ □ 

9. 未來三個月，我會去參加跟自己健康

有關的課程或活動。 
□ □ □ □ □ 

10. 未來三個月，我會在生活上做改變

（如改變生活步調或換個角度思考）

以減少壓力。 

□ □ □ □ □ 

11. 未來三個月，我會使用放鬆的方法

（如冥想或放鬆技巧等）。 
□ □ □ □ □ 

12. 未來三個月，我有煩惱時會跟家人或

朋友傾訴或分享。 
□ □ □ □ □ 

13. 未來三個月，我會讓每天的生活都充

滿樂趣。 
□ □ □ □ □ 

14. 整體而言，未來三個月我會讓自己有

健康的飲食習慣。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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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全
不
會
做
到 

偶
爾
會
做
到 

約
半
意
見 

經
常
會
做
到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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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整體而言，未來三個月我會讓自己有

規律的運動習慣。 

     

16. 整體而言，未來三個月我會讓自己有

正向的心理和情緒。 

     

17. 整體而言，未來三個月我會對自己的

健康負責。 
□ □ □ □ □ 

18. 整體而言，未來三個月我會讓自己的

生活方式變得更健康。 
□ □ □ □ □ 

 
第四部份、基本資料： 

1. 性別：□男 □女 

2. 年齡：        歲 （出生年份：民國     年） 

3. 在職學校：      （填寫校名）  

4. 職稱： □專任教師  

   □行政人員（具行政職務，如學務主任，或是校護） 

5. 婚姻狀況：□已婚 □未婚 □離婚或喪偶 

6. 教育背景：□師專 □大學 □研究所或以上 

7. 教學年資（由開始教學起算）：    年 

8. 我曾講授過健康相關課程：□是  □否 

9. 每日平均工作時間(包含上課、處理學校及學生事務、或行政工作等)：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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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組於前測時附加之問題】 
 

 

 

請期待我們滿載健

康的電子信函哦！ 

 

親愛的老師： 

 為了讓您順利接收到活動網站所寄發的資訊，及進入網站的帳號與

密碼，麻煩您填寫姓名及常用的電子信箱帳號，並請確認填寫資料為正

確無誤。 

 

－以下資料請務必填寫清楚－ 
姓  名： 

E - m a i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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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組於前測時附加之問題】 

活 力 教 師 計 畫 

            活力教師強力徵募中 

在我們共同關心孩子健康的同時，您是否也曾經回過頭來，想想自己

的健康，是否正在閃著黃燈呢？ 

 在健康促進學校中『老師』，不是只傳道、授業、解惑；更重要的是，

你是孩子們的健康楷模。一個具有活力與精神的『老師』，將能使孩子對

自己的健康有更多的期許，也因此，我們關心的，不只是健康促進學校裡

的孩子，還有健康促進學校裡所有教師的健康，包括您。 

為了您的健康，也為了孩子的健康，我們即將推動「活力教師計畫」，

其中「活力教師網」是為教師量身訂作的專業網站，提供健康專業資訊、

教學的議題討論，及各種健康改造計畫，跟所有教師們共同營造健康生活

形態，成為真正的活力教師！ 

竭誠歡迎您的加入，與我們共同創造並分享這一個屬於大家的健康天

地。期待您加入我們，成為最棒的活力教師！於報名完成後，您將在電子

信箱收到登入序號，您即成為活力教師網成員，可以自由參加各項活動！ 

      計畫主持人  劉潔心教授暨研究團隊  敬邀 

 

【活力教師計畫 報名表】 

姓          名  性          別  

職          稱  任  教  科  目  

教  學  年  資  聯  絡  電  話  

聯  絡  地  址  E - m a i l  

 

◎假設您收到「活力教師計畫」這樣的活動宣傳，您會有意願參加嗎？ 

□有意願  □沒有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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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媒體使用習慣次級資料分析結果 

題號 項目 次數 ％ 排序

1.網路使用熟悉度 
有 738 98.3 1 1.1 使用過網路 
沒有 9 1.2 2 
5 年以上 558 74.3 1 
3 年以上-未滿 5 年 90 12.0 2 

1.2 使用網路資歷 

未滿 3 年 90 12.0 2 
非常不熟練   10 1.3 4 
不熟練   51 6.8 3 
還可以   300 39.9 1 

1.3 使用熟練程度 

熟練   256 34.1 2 
重要結論： 
教師中有高達 98.3%使用過網路，而其中約七成為五年以上使用資歷，而

七成多也都認為自己的網路使用上算熟練；代表網路媒體對教師族群來

說，已為一具普遍性之溝通傳達工具，可做更多的運用及推廣。 
2.網路使用習慣 

有 652 86.8 1 3.1 是否有時間上網 
沒有 83 11.1 2 
未滿 2 個小時  215 28.6 2 
2 小時以上-未滿 6 個小時 230 30.6 1 
6 小時以上-未滿 10 小時 119 15.8 4 

3.2 每週上網時間 

10 小時以上 174 23.2 3 
上班時間  398 53.0 2 
平時下班時間  478 63.6 1 
週休二日  243 32.4 3 
寒暑假  131 17.4 4 

3.3 上網時段（複選） 

其他        11 1.5 5 
收發電子郵件  618 82.3 1 
瀏覽資訊  565 75.2 2 
使用線上資料庫及軟體 278 37.0 3 
閱讀新聞   213 28.4 4 
網路學習 155 20.6 5 
線上聊天交友  88 11.7 6 
視聽娛樂   82 10.9 7 
網路購物 78 10.4 8 
線上遊戲  23 3.1 9 
其他     19 2.5 10 

3.4 使用目的（複選） 

網路交友  7 .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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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項目 次數 ％ 排序

重要結論： 
86.8%的教師自認為是有時間上網的，但每週上網的時間不到六個小時，

上網的時間並不限於上班或下班，但大部分都是為了收發電子郵件而上

網，其次才是瀏覽資訊。代表教師每週上網時間並不算長，為增加介入的

暴露量，應採取以電子郵件發送做為提醒上站的工具。 
3.網路使用喜好     

學術教育  441 58.7 1 
休閒旅遊  370 49.3 2 
醫療保健 235 31.3 3 
運動體育  226 30.1 4 
線上新聞  158 21.0 5 
視聽娛樂  140 18.6 6 

4.1 較常瀏覽網頁類

型（複選） 

沒有特定  91 12.1 7 
正確性   595 79.2 1 
實用性  347 46.2 2 
內容可讀性  300 39.9 3 
資訊的流通  211 28.1 4 
容易檢索   174 23.2 5 
容易理解  105 14.0  
作者的可信度  103 13.7  
連結的品質  84 11.2  
綜合性  70 9.3  
多媒體的使用  61 8.1  
隱密性  51 6.8  
互動性  29 3.9  
個人關連性  23 3.1  

4.2優質網站最重要

的特性（複選） 

其他        6 .8  
重要結論： 
教師較常瀏覽網頁類型，包括「學術教育」（58.7%）、「休閒旅遊」（49.3%）、

「醫療保健」（31.3%）、「運動體育」（30.1%）等，因此在介入計畫中訊息

內容的設計，可用以教育、休閒、保健、及運動等面向進行健康議題的傳

達與轉換，另由於「正確性」、「實用性」、「內容可讀性」、「資訊的流通」

及「容易檢索」等訊息特質為教師認為優質網站應具備的特質，故應於網

站內容中加以強化。 

4.網路使用需求     

不知健康資訊正確與否 360 47.9 1 
搜尋到的健康資訊太

多，花太多時間在篩選 
343 45.7 2 

4.1 利用網站尋找健

康資源時，最常遭

遇的困難 
健康相關內容不夠充實 279 37.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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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項目 次數 ％ 排序

網頁上健康資訊太舊，更

新太慢  
236 31.4 4 

沒有足夠時間上網  132 17.6  
提供健康資源的網站太

少 
108 14.4  

網路下載速度太慢  67 8.9  
常遇到網路出問題  44 5.9  
電腦設備使用不方便 32 4.3  

 

其他        17 2.3  
有詳細且豐富的資料 502 66.8 1 
有各種教學可用的教案

設計或題庫 
270 36.0 2 

隨時更新擴充網站內容 189 25.2 3 
許多圖片檔可供使用 144 19.2  
影音視訊效果的提供 105 14.0  
專業社群的互動交流 83 11.1  

4.2 吸引你常使用健

康教學相關網站

的原因 

常辦理有趣的線上活動 9 1.2  
飲食與營養  491 65.4 1 
醫藥常識  410 54.6 2 
心理健康議題  188 25.0 3 
體適能  174 23.2 4 
性教育與性知識 134 17.8  
醫院或健康相關組織等 126 16.8  
其他疾病 75 10.0  
癌症  49 6.5  
菸害防制  41 5.5  
酒與藥物濫用  30 4.0  
心臟疾病  25 3.3  
其他          20 2.7  
暴力  9 1.2  

4.3 最常在網路上搜

尋的健康議題 

疾病支持團體  2 .3  
因為教學需要  615 81.9 1 
因為個人健康需要  541 72.0 2 
網站上有健康相關教學

講座與研習介紹  
182 24.2 3 

可獲得社群支持與討論 43 5.7  
可索取文宣用品及贈品 30 4.0  
網路採取會員制，會寄發

相關資訊 
12 1.6  

4.4 吸引您使用健康

相關網站的動機 

其他 1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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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項目 次數 ％ 排序

重要結論： 
教師在使用網路上利用網站尋找健康資源時，最常遭遇的困難，主要包括

「不知健康資訊正確與否」（47.9%）、「搜尋到的健康資訊太多，花太多時

間在篩選」（45.7%）、「健康相關內容不夠充實」（37.2%）、「網頁上健康資

訊太舊，更新太慢」（31.4%）等，加上教師認為一個吸引教師的健康網站，

必須具備「有詳細且豐富的資料」（66.8%）、「有各種教學可用的教案設計

或題庫」（36.0%）及「隨時更新擴充網站內容」（25.2%）等。因此在介入

計畫的設計上，應強調提供訊息的正確性與教學實用性，且將健康資訊進

行有效的收集與分類，並持續更新站上訊息，以提升訊息內容的充實度與

新穎性。其次是在主題上，教師族群最常在網路上搜尋的健康議題前四名

為「飲食與營養」（65.4%）、「醫藥常識」（54.6%）、「心理健康議題」（25.0%）、

「體適能」（23.2%），因此本介入計畫可依其需求，由此四個健康議題做

為主要切入點，進行訊息內容的分類及設計。最後在教師使用健康相關網

站的動機上，大多仍是因為「教學需要」（81.9%），其次才是因為「個人

健康需要」（72%），因此雖是以教師個人健康需求為設計主要訴求，但內

容設計上仍需考量「教學實用性」，以提升教師使用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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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焦點團體訪談之內容分析 

 受訪人：12 名國民中學教師 

 訪談次數：兩次（每次六名） 

 訪談目的：瞭解以國民中學教師為主要對象之網站應如何發展，並針

對已初步構思之網站架構予以建議。 

 訪談重要結果分析： 

訪談重點記錄 分析與應用 
A. 整體網站的呈現部分 

希望站上資料要有可信度、而且專
業度夠的資料，如果註明出處應該
可以增加可信度 

資訊的可信與專業度 
盡量運用官方或大型機構網站的連

結資訊，或是依其建議採用完整註

明出處的方式，以提升資訊的可信

度與專業度。 
在內容中希望能加入教師相關的健
康問題，以教師相近的生活情境來
做為健康議題傳達的方式 

與教師相關的 
特別加入針對教師健康為訴求的主

題內容，將教師的健康問題突顯出

來 
一個吸引教師的網站，資訊的呈現
上要有吸引人的圖片，而且資料要
能經常更新 

持續更新及豐富的圖文說明 
持續更新網站內容在設計上，盡可

以加入圖片輔助文字說明 
介入設計要盡量輕鬆，不要填寫問
卷或是有行政力量介入，盡量活潑
無負擔，才能引起動機 

無負擔的介入方式 
以活動舉辦取代行政力量，以鼓勵

取代強制的方式進行，希望能營造

一個自由無負擔的學習氣氛。 
教案分享的部分由於涉及教師的著
作財產權，不建議在網站上設置，
目前已有許多教學相關的網站，其
中有現有的政府出版品資料予以連
結即可，且希望各種連結及下載均
能採取有效歸類，且每個下載資料
都能加上簡單的簡介，以減少搜尋
時間 

教學相關資訊的分類呈現 
在網站中依教師期待搜集重要的相

關連結，並進行良好的分類及提供

說明簡介。 

要鼓勵或提醒我們瀏覽，要定期將
站上的健康新知與重要訊息寄到個
人電子信箱 

能持續接收到網站訊息 
以電子報的提醒上站，並在每份電

子報都加上網址，以提高其網站點

閱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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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重點記錄 分析與應用 
B. 對討論區建構的想法 

在討論區中討論的回應必須有立即
性，也盡量把網站上的討論或回覆
以 e-mail 的方式傳送給使用者，可
提高互動的意願 

主動寄發討論區內容 
介入期間每週網站會固定將家族的

討論及網站的重要訊息以電子報的

方式寄發予所有使用者，提供使用

者討論區中持續更新的主題及內

容。 
在討論區中最好能有分享、心靈成
長的功能，也希望在站上能多討論
壓力調節與抒發；另外，也希望網
站上討論的議題能盡量反映真實學
校情況，並能固定有人回應或有問
答 

教學現場情境與壓力的討論與立即

的回應 
開設健康相關討論區外，另外開設

與教學情境相關的討論區，主要提

供教師們抒發教學中所遭遇的困擾

及情緒壓力，可先以訪談方式收集

教學現場的各種問題，由版主於介

入期間將教學現場中的重要問題提

出並進行討論，並安排資深教師做

為版主，立即予以回應，以期提高

教師瀏覽或參與的意願。 
健康的議題會依年齡層及背景不同
有需求上的差異，教師在討論區的
參與度不高，通常使用網站時，都
是找到需要的資訊或是瀏覽他人的
想法就會離開，因此建議應對參與
互動的使用者給予適當的鼓勵，如
小禮物等 

提供適當的互動誘因 
推出留言即贈獎的方式做為誘因，

以鼓勵教師產生留言動機。 

討論區中對象彼此有認同感是很重
要的 

提升對討論區成員的認同感 
強調參與者為教師同儕，以引發其

對團體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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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媒體審查專家名單 

（按姓氏筆劃順序） 

邱詩揚 宜蘭大學食品科學系副教授 

晏涵文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衛生教育學系教授 

張子超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張國恩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資訊教育學系教授 

陳富莉 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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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九、媒體審查專家提供意見彙整 

建議 修正情況 
專家一： 
1. 單元界定要清楚，要能讓人一目暸然所要

表達的。 

 
 於每個單元皆新增單元

說明文字。 
2. 內容資料要和計畫目標能連結。如：本網

站作許多資料的提供，如何打到目標、確

定研究對象學到所需技能。 

 重新檢核確認提供內容

與介入目標之連結性。 
 

3. 建議是否需要有單元檢核表，以確定使用

者都有閱讀、參與網站上的每個項目。若

沒有參與則很難進行後測。 
 

 由於介入屬於自我導向

性的學習，無法強迫參

與，但會在過程中監測使

用狀況，適時予以提醒。

4. 建議也可在程式上建立使用者的操作紀

錄及軌跡。 
 與程式人員討論，依建議

建置該功能。 
5. 在互動性上若要讓使用者廣泛參予，建議

版主需要用心經營否則不易達到效果。 
 與版主事先溝通，由版主

定期維護。 

專家二： 
1. 有關網站設計，重要的相關訊息通常要放

在最上面也就是第一層，次重要的事第二

層，所以有關活力秘方處說明文勿太多。

且名詞界定要清楚表達，選單盡量簡單明

瞭。 

 
 加入網站導覽地圖。並說

明文字處改以適用族

群、目的、及內容為主，

以讓使用者易於選擇。 

2. 網站設計字體要少、訊息要清楚。 
 

 依建議盡量修正，並於每

頁最頂處加入該頁訊息

大綱。 
3. 活力新知部分建議主分類出現即可，並簡

單的稍做說明，可加小圖增加一些豐富

性，排版上需要再做整理。 

 依建議改變排版方式。 
 
 

4. 寶藏連結處略顯單調，也許可加入一些小

圖。 
 依建議加入小圖。 

 
5. 針對健康家族的參與性上，建議可於每個  於首頁新增直達路徑連 

6. 頁面出現【健康家族】的標題及連結，增

強老師們的暴露提高參與率。 
 
 

 結，其它頁面由於有程式

上的困難，故未能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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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修正情況 
專家三： 
1. 於運動類別，建議不要 focus 目標：如運

動 333，建議強調的是運動的概念。 

 
 依建議修正。 

 

2. 活力秘方內容很多，對研究對象而言一定

要全部看完嗎？還是讓他們知道該如何

找資訊。建議：有簡單的說明於標題處。

 

 於說明文字處改以適用

族群、目的、及內容為

主，以讓使用者易於選

擇。 
3. 以健康促進學校中之教師為研究對象，資

訊應強化 HPS 議題來做連結來引起動機

（如口腔、視力、體位保健等）。 

 於寶藏連結中予以加

強。 
 

4. 如何使教師們產生動機對自己健康更關

注，也許可以連結檢查的基本數據來提高

他們的動機。 

 依建議加入健康檢測數

據的程式連結。 
 

專家四： 
1. 網站內容的設計，在合用性、符合需要等

都有不錯的表現，可見用心。 

 
 

2. 家族部落格作為介入你如何設計讓研究

對象介入，須進一步思考。  
 

 強化版主與資深教師的

回應，也運用參與獎品做

為誘因。 
3. 介入計畫其對教師的改變歷程是如何，可

進一步去評估。 
 將運用訪談，以強化此部

分的詢問。 
專家五： 
1. 處方籤的加分有問題，加總的評斷結果均

偏低，建議在題項計分上須再釐清。 

 
 重新釐清處方箋的計算

方法。 
2. 整體上，網頁字數太多、字的顏色過淺、

且字太小，容易讓使用者無法耐心看網頁

的內容。 

 修正字型、顏色、大小

等。 
 

3. 建議每頁的主題盡量描述精簡撼動人

心，呈現部分內容後與進行連結，訊息要

減量至前後側可測得的部分，不用多。 

 再精簡網站內容文字。 
 
 

4. 建議在後測的問卷題目上問法要有些區

隔，如：經過這一個網站使用之後，你的

改變…。 

 於過程評量中加強此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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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修正情況 
5. 網站內容盡量聚焦，並要有強烈的動機陳

述，例如：針對想運動但卻沒同伴的問題

來給予動機，簡單陳述→想運動但是沒伴

嗎？沒關係我們的網頁就是你最佳的伙

伴，來我這你也可以動得很快樂！→然後

下連結至運動技巧處。 

 再聚焦及加強使用者改

變動機的說明。 
 
 
 
 

6. 在活力新知部分分類也盡量要清楚生

動，如列出每個主題及簡略概述即可，不

要呈現每條新知，顯得過於複雜。 

 於活力新知首頁僅先陳

列活力新知的主題與標

題。 
7. 家族的經營及呈現上，盡量可以提供正向

的支持，和感人的話語，可先多留幾篇留

言 POST 來引導其他教師發言參加！ 

 安排由版主及資深教師

先行做自我介紹及經驗

分享。 
8. 有關健康概念的陳述，〝快樂的健康，健

康是快樂的！〞融入此精神至生活形態。

如：若單純的衛生教育強調運動 333，但

這樣的標準對人而言通常是壓力的，但若

能將上述精神融入健康，放個音樂做家事

是一種快樂也是一種運動！且強調健康

不是一種目標，健康促進活動的目標是生

活品質與教育的融合！ 

 將「快樂健康」的概念於

網站訊息中強化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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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使用者系統測試提供意見彙整 

請於使用本網站十分鐘後，先以您的印象做答。 

受訪者 
編號 

1.看過這個網站後，請您先寫下您印象最深刻的單元或主題。 

1 活力秘方 
2 活力廣播站 
3 活力新知，真的很多，很豐富！ 
4 活力處方籤 
5 活力秘方-活力優格。 
6 健康家族－比較可以有互動 

寶藏連結-相關不錯的網站做很好的分類，要找資料很快 
7 活力秘方、活力部屋 
8 活力秘方、活力部屋、寶藏連結 

受訪者 
編號 

2.整體而言，您喜歡這個網站嗎？如果總分是十分，您可以為它

打個分數嗎？也請說出您打這個分數的原因。 
1 7.5 分。網站網羅了許多生活相關資源，good！但網頁的介面可以

再生活活潑一點（如動畫或圖片），字少一點也許可以增加想看網

站的感覺（字太多對於有老花的人很吃力）。 
2 9 分。裡面提供了相當多的資訊，尤其是健康方面的,教師可以經

由此網站，吸取相當多知識，也節省了教師上網搜資料的時間。

3 喜歡，因為內容相當豐富，我給予 9 分，但若是圖片可以更生動

點會更好，因網站圖片多屬靜態，也可加入一些動畫。 
4 9 分。蠻喜歡的，文章的字數太多，內容的字有點小；有些子標

題的字太小（例如：活力新知的心理點滴等標題），有點難找到自

己需要的訊息。所以扣一分。 
5 7 分。第一次上站時，覺得各連結規劃的很不錯，仔細逛下來感

覺和一些健康網站規劃的部分有些相同，所以會想知道該網站的

訴求是以提供教師「教學工具」為主的平台，還是以「教師心情

分享」的平台；如果該 web 有特別和坊間 web 不同或有不同目的，

若能特別凸顯出來感覺會更好，因為整體看起來各標題有點勢均

力敵。 
6 7 分。原因是因為很豐富但是字太多圖片太少。知識性東西太多，

娛樂東西太少，建議可以多加一些圖片或是動畫，或是遊戲等。

7 7 分。喜歡，因為可以有教案分享，協助教學成長。 
8 8 分。資料豐富，有創意，但排版閱讀不易，尤其是活力秘方部

分，各部份訊息太過相近，層級混亂，閱讀不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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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編號 

3.整體而言，您會使用網站上的資源，來更新自己的知識、觀念，

或是使用其技巧去做些健康生活上的改變嗎？為什麼？ 
1 會吧！有些促進健康的新知可以吸收。 
2 會，教師必須傳遞最新以及最正確的資訊給學生, 所以當然要適

時的更新自己的知識,觀念,甚至是自己的行為。 
3 會的，因網頁製作群的可信度高，且提供許多新的知識和新聞，

我會想要嘗試新的東西。 
4 會。因為資訊蠻新的，也有結合其他健康專業（例如：中醫的部

落格），可以讓自己的健康知識更加多元化。在技巧上更加多元，

生活才不會太了無新意，增加想改變的動機。 
5 目前來看，除了有些 web 上的知識或觀念是本來已經存在的（例

如營養飲食選擇等）外，有些部分的主題蠻特別（如，活力秘方），

感覺很新鮮，有些部分有心理測驗的設計感覺很棒，用在自己身

上或拿來教學做引起動機用都很合適，未來會嘗試將其融入課程

引發學生思維對健康的探索。 
6 吐吐苦水應該可以，但是找尋新知可能不會，因為大多新知都是

來自新聞，但是新聞可以用 google 或是其他強力搜尋網站可能更

完整。 
7 會，因為蠻實用的。 
8 步驟化的技巧可以轉成教導學生操作健康生活的教材，活力新知

可以作為教學參考，但若可再更新會更好。 
受訪者 
編號 

4.整體而言，這個網站會吸引您再次上站嗎？理由是什麼？ 

1 Yes ！健康是人的基礎，無論是大人、小孩、老師或學生，健康

都是最主要的，若可以透過上網讓自己更健康，何樂不為？ 
2 會，想看看最新資訊 
3 會的，以便隨時都可獲得新知識、新資訊，及與其他人交流。 
4 會。因為內容很多，一次看不完。 
5 整體而言這個網站讓人感覺到很舒服，但是若以提供知識面的需

求為動機讓我繼續上站的機會可能會比較少，因為有可能逛過幾

遍把內容大致看完後就不大會上來了。比較能吸引我上來逛的原

因，就如同坊間 BBS，能創造出很多同儕互動的機會，比如，能

互相交流教案、教學心情分享、老師的甘苦談等。 
6 會，會想看看別得老師有沒有一些經驗分享或是類似情況可否借

鏡別人的處理方式 
7 恩，想看看別人的分享 
8 會，因為資料可作為教學用 

 
以下請您先完成「網站瀏覽確認表」後，可以邊瀏覽網站，邊行做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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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編號 

6.您最喜歡此網站中的那個單元？為什麼喜歡？又那個單元對您

最沒吸引力？為什麼？您覺得怎樣可以怎麼改變？ 
1  最喜歡：活力秘方－都有分為感性篇、理論篇及實用篇，

動之以情，說之以理，還有實例，很有說服力。 
 最沒吸引力：活力新知（沒有不喜歡），內容很精彩，但

是分類應以大字放在前以突顯標題。 
2  最喜歡：活力達人，裡面提供很多資訊，像營養活力區

有提供食物卡路里計算，還有食物熱量表，若想知道自

己今天共吃了多少熱量，只要上網點選即可，運動健身

區除了提供一些相關的知識外，也有熱量消耗表，可計

算你一天所消耗的熱量。但覺得活力達人裡面的文字，

表格，像運動健身區的表格，看起來較不吸引人，可稍

作調整，排版文字也是覺得有點亂。 
3  最喜歡：活力新知和寶藏連結。因為內容充實且實用，

又方便取得；應可應用於教學上。 
 最沒吸引力：比較沒吸引力的是活力秘方的活力優格，

因為感覺比較不實際，希望能更深入貼近實際面。 
4  最喜歡：(1)活力處方籤。(2)因為測驗的結果出乎我的意

料之外！另外還提供不同的御守，在訂做之後，還能找

出自己對於實行健康行為的困難處，並提供解決的建

議，很有創意，也頗有用的。 
 最沒吸引力：(1)活力廣播站。(2)在下沒有參加活動的動

力，可能是因為工作太過忙碌的緣故吧？！(5)其實也不

用改變，因為活動設計的不錯、也有創意，純粹是個人

問題。 
5  最喜歡：活力秘方-活力優格部分-覺得很有創意、很實

用。 
 最沒吸引力：比較沒吸引力的部分是活力寶藏，因為有

時要找東西是直接用 googal 搜尋，這部分可能和個人習

慣有關吧！ 
6  最喜歡：健康家族，比較可以有互動。寶藏連結-相關不

錯的網站做很好的分類，要找資料很快。 
 最沒吸引力：活力新知-原因都是新聞，因為字太小且太

多視覺不太舒服。 
7  最喜歡：活力部屋，因為可以有教案分享。 

 最沒吸引力：沒有。 
8  最喜歡：活力部落格、寶藏連結，因為可以看到許多教

育現場者的真實故事、有許多教學上可用的資訊。 
 最沒吸引力：活力秘方最沒吸引力，因為所有的訊息太

過相近又多，感覺雜亂，無法專心的閱讀，簡化幾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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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主題或許會好一些。 
受訪者 
編號 

7.整網站的內容的難易度適合教師閱讀嗎？為什麼？ 

1 Yes！用字遣詞適中，但字真的太多了。 
2 適合，覺得難易適中，所提供的訊息也很適合老師們閱讀 
3 適合，因大部分知識都以實務相關，並無很艱澀之語句。 
4 內容適合，但是字太小，增加眼睛的負擔！一下就看累了，就不

會每天都想在這個網站上停留太久。 
5 適合。有提供互動交流的平台、健康新聞、健康診斷、凝聚向心

力的 campaign 等，但活力新知部分建議分類可採根據健康教學主

題軸分法，否則感覺從一般健康新聞 web 中也可搜尋到。 
6 還不錯，整個架構還不錯。但是圖片太少，真的太小了 
7 合適。 
8 可，但健康新知的部份可再加深加廣。 

受訪者 
編號 

8. 您喜歡整個網站架構與單元內容的設計嗎？為什麼？ 

1 網站的分項有點過細，突顯不出主題，單元內容等待大家把資料

上傳會更棒。 
2 還不錯，整個網站架構還滿清晰的，各單元內容都有各自的特色，

還可上傳與下載教學資源。 
3 喜歡，因架構簡單，清楚，且內容豐富，操作方便！ 
4 喜歡，因為符合自己的需求＆上網習慣。 
5 喜歡。感覺就是為了教師所設計的，讓我感覺有一個家吧。 
6 家族設計比較有興趣，因為如果有很多同行參加，可以當成發聲

的地方。 
7 喜歡，清楚易懂。 
8 喜歡，內容豐富、有創意，互動的部份可以尋求資源或支援 

受訪者 
編號 

9. 您對網站中所設計的活動有興趣嗎？為什麼？ 

1 若有意義，何樂而不為？ 
2 有，覺得很有趣，透過這樣的活動設計，不只幫助自己，也可幫

助到其它人能更健康，很有效益，且有報酬更吸引人。 
3 是滿有意思之活動，也很容易；不用花太多時間精力來做。 
4 還好，因為工作壓力大、時間又緊，沒有太大的動力想參加活動。

5 如果自己學校有特別有趣的教學角落會有興趣，家族設計感覺很

不錯可提供交流，但覺得被藏在網站很裡面感覺有點可惜了。 
6 家族設計比較有興趣，因為如果有很多同行參加，可以當成發聲

的地方。 
7 普通，因為教學時間可能無法去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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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對家族有興趣，可以找到網路上的夥伴，一起分享與解決問題 
受訪者 
編號 

10. 您對整個網站的格式（美工圖樣或選單設計等）感覺如何？

您覺得怎麼修會更好？ 
1 Not good！色彩不夠鮮明，人是視覺的動物，多增加圖片或動畫，

減少文字的出現，會更吸引人。 
選單的設計，用語有新意，good！ 

2 看起來簡單、清晰、但感覺較呆板，無法顯示活力教師網的感覺，

建議多加些動畫，選單的部分再活潑化一點，像更改字型，加些

花樣。 
3 還不錯，圖案可更活潑一些，放些可愛的動畫。 
4 感覺普通，標題可以還另外一種字型或圖樣（如：活力新知﹍環

境與健康），會比較容易辨識，還能與文章做不同的區隔，較能方

便閱讀。文章標題也能換另外一種字型＆大小，也能加快尋找文

章的速度。 
5 喜歡。若最上排工具列選單的顏色能讓顏色對比度強一點感覺更

有利於閱讀喔!(橘白顏色閱讀起來讓我有點老花@@) 
6 圖太少，字太小，最好多一些會動的動畫，比較可愛吸引人。 
7 乾淨但顯單調。增加動畫，例如有人物出來問問題，增加吸引力

及學習動機。 
8 字型的大小、顏色可以在多做變化與調整，強調重點與層級性，

以方便閱讀， 
受訪者 
編號 

11. 您覺得網站的內容及份量，對教師來說足夠嗎？您覺得需要

再增加什麼樣的資訊或單元嗎？ 
1 就目前欲設計的分類項來看是很好的，但內容需要做增進，資料

要 update。 
2 可以再增加一個單元，是介紹健康促進學校。提供健促學校最新

訊息，可讓老師可從此網站中，更了解健康促進學校，其至提供

健康促進示範學校的網路連結，以了解該校如何推動。 
3 內容很豐富，每個都點進去看，要看好一陣子，若要增加，可加

入一些國外資訊或連結，但我還是覺得份量很 ok! 
4 應該足夠。 

可以增加一區（有點類似「我的最愛」的功能），能把自己常用的

部分、近期之內需要使用的文章收集在「我的最愛」，在教學之前

就能比較快的搜尋使用。 
5 以我自己的意見，我會喜歡立刻可以和教學做連結的東西（因為

教學單元很多..加上還是菜鳥…），所以常花很多時間蒐集一些教

學技巧（學生不容易被滿足阿….），所以我很喜歡類似活力優格

及活力診斷-五行檢測的這種小測驗，感覺就是一個很好的教學工

具，另外，若能再增加一些對於健康上的小故事單元，我覺得也

很不錯，像我教學上常常要和說學生講例子，無奈人生經歷不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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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所以有很多案例都是由新聞加上自己杜撰而成，所以若網站

上特別有這個單元感覺應該也會很不錯吧。 
6 很多了，已經稍嫌豐富了，有點複雜，建議只要家族或是只要新

知或是只要資源連結整理，選一個主題，但是做得很完整，一網

打盡，這樣比較沒有取代性。 
7 足夠。 
8 健康新知的部份可以多更新。 

受訪者 
編號 

12. 您覺得在網站中，有沒有讓您重新思考「健康」在您生活中

的重要性？您從那裡注意的？理由是？ 
1  活力處方箋，結合五行概念，good！ 

 活力新知列出了許多向度，原來身體的各項不適都是健康亮

起紅燈的警示。 
2 有，活力秘方單元。可以為自己擬一份適合自己的計畫書，可以

是運動的，飲食的或其它的 
3 活力新知，獲得一些新的知識，也有一些數據會提醒我健康的問

題的重要性。 
4 (1)有。(2)活力處方籤。(3)因為跟自己想的完全不同。 
5 若是要問〝重新〞思考健康的重要性的話倒是還好，可能自己一

直都覺得健康很重要吧！比較會想透過網站知道更多更心有關健

康的資訊或有人親身經歷對健康的小故事，可提供未來在教學上

的活教材（不過這部分可能要透過有人分享才能知道），純粹以設

計網站層面來看的話目前網站設計的很不錯了！ 
6 沒有，因為字太少根本很難看完他。而只是一般的知識，可取代

性太大。 
7 有。活力部屋。 
8 有，活力秘方，覺得健康其實可以從小地方做起。 

受訪者 
編號 

13. 您覺得在網站中，有沒有讓您學習到有關「執行健康行為」

的知識或技巧呢？您從那裡得到的？理由是？ 
1  活力新知 

 活力秘方（健康妙招及活力達人），有提供保持健康的小撇

步。 
2 有，活力新知與活力秘方的健康妙招單元。健康妙招單元裡提供

了很多技巧，像如何製作健康蔬果汁，如何進行減壓技巧，很實

用 
3 有的，有學到知識，從活力新知可獲得滿多新知的。從健康妙招

處也有獲得一些小技巧。 
4 (1)有。(2)活力處方籤。(3)測驗結果出乎自己意料之外，且有提供

困難診斷，在針對困難之處提供可行性較高的建議。 
5 有。從活力秘方看到。看到裡面有如何評估個人狀態、設計推動

計畫、教導如何執行極小撇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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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沒有，理由同上。 
7 有。活力秘方、活力部落格。 
8 活力秘方，步驟化簡單明瞭的訊息。 

受訪者 
編號 

14. 您覺得瀏覽完網頁後，您能獲得最大的收穫是什麼？是知識

的獲得、技巧的學習、對各種阻力的堅持、還是在未來行動上的

改變？各是從何而來，理由是？ 
1 健康新知的獲得，希望自己能為健康有所行動，這應該是這網站

最大的用意吧！ 
2 知識及技巧的獲得，可從活力新知，活力秘方得到， 

裡面提供健康相關訊息 
3 知識部分獲得最多，技巧學習也有一些；從活力新知及健康妙招

和寶藏連結處獲得，但對於各種阻力的堅持及未來行動上的改變

較沒有感覺。 
4 知識的獲得：活力新知、活力秘方、活力部落格 

技巧的學習：活力處方籤、活力秘方 
5 目前獲得最大的部分是知識的獲得，一些小測驗讓我很喜歡。 
6 瞭解有人跟我有一樣教學困擾，會想再看看還有沒有其他人有有

一樣的問題，或是他們怎麼解決的等等意見交流部分。 
或是看看其他同行是怎麼進行教學 
看看他們教學的經驗談 

7 知識的獲得，活力秘方、活力部落格。 
8 知識的獲得與未來行動上的改變，皆來自活力秘方、活力部落格

較多，因為訊息比較完整、又有實際的案例與經驗分享，會讓人

想要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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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一、實驗組教師受訪者之基本資料 

編號 性別 教學科目 年齡 參與狀況 

A 女 護理師 31 積極參與 

B 男 歷史 33 隨機參與 

C 女 體育 33 積極參與 

D 女 英文 37 積極參與 

E 女 特教 40 極少參與 

F 女 輔導 29 極少參與 

G 男 健教 46 極少參與 

H 女 資訊 26 隨機參與 

 
* 積極參與：全程登入 10 次以上 
* 隨機參與：全程登入 5-9 次 
* 極少參與：全程登入不到 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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