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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equential feeding with moderate    
low- and high-protein diets on the growth 

performance and the fasting plasma metabolite 
levels in male growing mule ducks 

Yi-Chun Liao, Kai-Po Chen, Hsin-Chuan Kai, Yieng-How Chen, Shyi-Kuen Yang, 
and Tz-Chuen Ju* 

Department of Animal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Tunghai University, 40704 Taichung, Taiwan 

( Date Received: 11 April, 2022; Date Accepted: 14 May, 2022 )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feeding regimen of providing a 

low-protein diet during the day and a high-protein diet at night can improve the growth 

performance in male mule ducks. Forty-eight male mule ducks ages of 3 week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into either Group A or B. Each group contained six pens with four 

ducks each pen. Ducks in Group A were offered a 12% CP diet in the morning and 17% 

CP diet in the evening, whereas ducks in Group B were offered the same diet mixed with 

the 12% CP and 17% CP diets according to the ratio consumed by Group A at the 

preceding day. During the 4-week experimental period, ducks were allowed free access 

to diet and wat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ody weight, daily gain, and feed efficiency 

did not differ between groups (P < 0.05). The fasting plasma glucose and triacylglycerol 

levels at the end of the experiment in Group A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Group B (P < 0.05), although the uric acid levels did not differ between groups. In 

conclusion, the feeding regimen providing a moderate low-protein diet during the day 

and a moderate high-protein diet at night did not improve the growth performance but 

increased the fasting plasma glucose and triacylglycerol levels. 

 

Key words: Growth performance, Mule ducks, Sequential f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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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和高與低蛋白質飼糧交替餵飼對生長期雄性 

土番鴨生長性能與血中代謝物含量之影響 

廖翊均、陳凱柏、蓋信銓、陳盈豪、楊錫坤、朱自淳
✽ 

東海大學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收件日期: 111 年 4 月 11 日；接受日期: 111 年 5 月 14 日） 

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白天提供低蛋白飼糧和夜間提供高蛋白飼糧的飼養方式是否

能提高雄性土番鴨之生長性能。 實驗採用 48 隻 3 週齡的雄性土番鴨，隨機分配

成 A 與 B 組，每組 6 欄，每欄 4 隻。 A 組於上午餵飼 12% CP 的飼糧，晚上餵

飼 17% CP 的飼糧，而 B 組則按照 A 組前一日攝入飼糧的 CP 比例，將兩種飼糧混

合一起後餵飼，在為期 4 週的實驗期間不限制飲食和飲水。結果顯示，雄性土番鴨

的體重、日增重和飼料效率，在 A 與 B 組之間皆無差異（P < 0.05）。在實驗結束

時，A 組土番鴨的空腹血糖和三酸甘油酯含量均顯著高於 B 組（P < 0.05），但兩組

間之尿酸含量則無差異。此實驗說明白天提供低蛋白飼糧和晚上提供高蛋白飼糧的

飼養模式並未能改善雄性土番鴨之生長性能，但可顯著提升血漿中空腹血糖和三酸

甘油酯的含量。 

 

關鍵詞：生長性能、土番鴨、交替餵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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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he mule duck (mulard) is a sterile hybrid 

between Muscovy drake (Cairina moschata) and 

mallard duck (Anas platyrhynchos). In Taiwan, 

Pekin, Tsaiya, and their hybrid are the mallards 

commonly used to produce mule ducks, the most 

common species of meat-type ducks. Mule ducks 

grow fast in early life. The growth follows a 

sigmoid curve, with an inflection point between 

25 and 30.5 days for males (Gille and Salomon, 

1994; Chen and Roan, 2005). The growth rate 

and body weight (BW) of mule ducks have no 

sexual dimorphism (Tai and Rouvior, 1998). 

Although most mule ducks are marketed at 10 

weeks old, some are not marketed until 14 to 17 

weeks old in Taiwan. Among duck production 

costs, the feed cost accounts for 76.5% (National 

Animal Industry Foundation, Taiwan, 2019). 

Therefore, the reduction of the feed cost is 

desired. 

Taiwan is located in the subtropical zone. 

The poultry suffers from heat stress in most 

months, particularly during the daytime. 

Alleviation of heat stress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poultry industry in Taiwan. Furthermore, 

most feed ingredients in Taiwan are imported and 

more expensive than those in export countries. 

Therefore, lowering the feed cost or increasing 

feed efficiency is another important issue. 

Alternate feeding with different diets over a 

given cycle, a regimen called “sequential feeding” 

by some authors, may offer a chance to resolve 

these problems. Heat stress and mortality are 

lowered in broilers offered a high-energy 

low-protein diet during the warmer phase of the 

day and a high-protein diet during the cooler 

phase (De Basilio et al., 2001). Protein 

supplements are usually more expensive than 

energy feeds. Lowering dietary protein implies 

lowering the feed cost. Sequential feeding also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protein utilization or 

lowers the protein requirement. Without changing 

the total amount of protein per day, pulsatile 

protein intake leads to a higher nitrogen balance 

than spreading protein intake in elderly women 

(Arnal et al., 1999). The pulsatile protein supply 

also increased the feeding-induced stimulation of 

muscle protein synthesis in rats (Arnal et al., 

2002). The protein requirement of laying hens 

was reduced by sequential feeding with a 

high-protein diet during the early hours of the day 

and a low-protein diet during the remainder hours 

(Penz and Jensen, 1991). Owing to the higher 

energy expenditure at daytime, higher 

thermogenic effect of dietary protein, and 

increased protein synthesis induced by pulsatile 

protein supply, this study provided geese with a 

moderate 13% CP diet in the morning and a 

moderate 19% CP diet in the evening and found 

that sequentially fed geese had higher feed 

efficiency and growth rate than the controls (Ho 

et al., 2015). 

Based on a two-feed program, protein levels 

of 22% and 16% in diets containing 3000 kcal 

metabolizable energy (ME)/kg are recommended 

for Pekin ducks ages 0 to 2 and 2 to 7 weeks, 

respectively (NRC, 1994). For female mule ducks, 

23.5%, 15.4%, and 13.8% CP levels are 

recommended in the starting (0–3 weeks old), 

growing (4–7 weeks old), and finishing (8–10 

weeks old) diets containing 2895 kcal ME/kg, 

respectively (Baéza et al., 2012). In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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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ucks were offered slightly lower mean 

dietary protein than the recommended content 

(NRC, 1994; Baéza et al., 2012). The growth rate, 

feed efficiency, and nitrogen utilization were 

improved by alternate feeding with moderate 

high- and moderate low-protein diets. The effects 

of the feeding regimen on the fasting plasma 

metabolite levels were also determined as they 

reflect the metabolism of the major nutrients. 

 

Materials and methods 

Animals and experimental design 

The experimental protocols used in this 

study were approved by the Experimental Animal 

Care and Use Committee of Tunghai University. 

This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from July to 

early August. Mule ducks were housed in a 

windowed barn enclosed with a net and exposed 

to natural photoperiod and temperature during the 

4-week experimental period. The daylength (from 

civil dawn to civil dusk) changed from 14.4 to 

14.0 h during the experimental period, and the 

daily mean ambient temperature ranged between 

28.5℃  and 31.6℃ . During the experimental 

period, ducks were raised on an elevated plastic 

mesh floor without litter. Forty-eight male 

three-way crossbred mule ducks 

(Muscovy×(Pekin×Tsaiya)) ages of 3 week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into either Group A or B. Each 

group contained six pens (1.8×1.2 m) with four 

ducks each. Group A ducks offered a moderate 

low-protein diet (12% CP, 2949 kcal ME/kg) in 

the morning (09:00) and a moderate high-protein 

diet (17% CP, 2949 kcal ME/kg) in the evening 

(18:00). Group B ducks were offered the same 

diet mixed with the 12% CP and 17% CP diets 

according to the ratio consumed by Group A at 

the preceding day. The composition of 

experimental diets is shown in Table 1. During 

the 4-week experimental period, ducks were 

allowed free access to diet and water. 

 

Excreta sampling and dry matter 

Feed intake was recorded daily, and fasting 

BW weighed in the morning after 8 h fasting was 

recorded weekly. The contents of dry matter and 

nitrogen in feed wer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Association of Official Chemists (AOAC, 2003) 

procedures. The gross energy in feed was 

determined by a bomb calorimeter. 

 

Data collection and sample analyses 

At the end of the experiment, feeds were 

deprived at 22 h, and the fasting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six ducks per group on the 

next morning before the last weighing. Plasma 

samples were separated by centrifugation 

(2330×g for 10 min), and the plasma levels of 

glucose, triacylglycerols, and uric acid were 

determined using an automatic blood 

biochemistry analyzer (VITROS® DT60 II 

Chemistry System, Johnson & Johnson Ortho 

Clinical Diagnostics, Raritan, NJ, USA). 

 

Statistical analysis 

Each pen was considered an experimental 

unit for the feed intake and feed efficiency data, 

and each individual was considered an 

experimental unit for the other data. The effect of 

sequential feeding and time on the feed in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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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analyzed by two-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and the other traits were analyzed by 

one-way ANOVA. 

 

 

Table 1. Composi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diets (as fed basis) 

Ingredients (%) 
CP 

12% 17% 

Yellow corn 78.39 68.39 

Soybean meal  8.44 23.81 

Wheat bran 7.90 2.00 

Alfalfa meal, 16% 2.00 2.00 

Limestone, pulverized 0.94 0.88 

Calcium phosphate, dibasic 1.43 1.38 

Choline  0.21 0.16 

Salt 0.40 0.40 

DL-Methionine 0.09 — 

Soybean oil — 0.78 

Vitamin premixa 0.1 0.1 

Mineral premixb 0.1 0.1 

Total, % 100 100 

Calculated nutrient contents   

ME, kcal/kg 2,949 2,949 

CP, % 12.00 17.00 

Calcium, % 0.82 0.82 

Total phosphorus, % 0.63 0.62 

Available phosphorus, % 0.35 0.35 

Analyzed nutrient contents   

Gross energy, Kcal ME/kg 3,961 4,057 

CP 11.97 17.14 

aVitamin premix provided per kilogram of diet: vitamin A, 8000 IU; vitamin D3, 2000 IU; vitamin E, 10 

IU; vitamin K3, 2 mg; vitamin B1, 1.5 mg; vitamin B2, 4 mg; vitamin B6, 3 mg; vitamin B12, 7 μg; niacin, 

30 mg; pantothenic acid, 15 mg; and folic acid, 0.9 mg. 
bMineral premix provided per kilogram of diet: Fe, 100 mg; Mn, 100 mg; Zn, 90 mg; Cu, 8 mg; Se, 0.2 

mg; Co, 0.1 mg; and I, 0.5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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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reta sampling and dry matter 

Feed intake was recorded daily, and fasting 

BW weighed in the morning after 8 h fasting was 

recorded weekly. The contents of dry matter and 

nitrogen in feed wer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Association of Official Chemists (AOAC, 2003) 

procedures. The gross energy in feed was 

determined by a bomb calorimeter. 

 

Data collection and sample analyses 

At the end of the experiment, feeds were 

deprived at 22 h, and the fasting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six ducks per group on the 

next morning before the last weighing. Plasma 

samples were separated by centrifugation 

(2330×g for 10 min), and the plasma levels of 

glucose, triacylglycerols, and uric acid were 

determined using an automatic blood 

biochemistry analyzer (VITROS® DT60 II 

Chemistry System, Johnson & Johnson Ortho 

Clinical Diagnostics, Raritan, NJ, USA). 

 

Statistical analysis 

Each pen was considered an experimental 

unit for the feed intake and feed efficiency data, 

and each individual was considered an 

experimental unit for the other data. The effect of 

sequential feeding and time on the feed intake 

was analyzed by two-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and the other traits were analyzed by 

one-way ANOVA. 

 

Results 
 

Groups A and B had similar initial and final 

BWs (Table 2).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in daily gain, daily 

feed intake, and feed efficiency (Table 2). When 

the feed intake was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ime 

phase,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total and hourly feed intakes between groups and 

between day and night: Group A had higher 

hourly feed intake than Group B, and the total 

and hourly feed intakes during the day was higher 

than those at night (P = 0.017 and P < 0.001, 

respectively; Table 3). The fasting plasma 

glucose and triacylglycerol levels in Group A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Group B (P = 0.0124 

and 0.0004, respectively; Table 4).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uric acid levels between groups 

(Table 4). 

 

Table 2. Effects of sequential feeding on the growth performance in male mule ducks 

Item Group Aa Group Ba SEMb P value 

Initial BW (g) 557.9 563.1 11.819 0.405 

Final BW (g) 2114.0 2115.4 29.160 0.232 

Daily gain (g/day) 55.6 55.4 1.346 0.571 

Daily feed intake (g/day) 188.5 179.2 4.3452 0.087 

Feed efficiency (gain/intake) 0.295 0.309 0.0116 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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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oup A was offered a 12% CP diet in the morning and 17% CP diet in the evening, whereas Group B 

was offered the diet (mixed with the 12% CP and 17% CP diets) both in the morning and evening. 
bSEM = standard error of the mean. 

 

Table 3. Effects of time and sequential feeding with low- and high-protein diets on feed intakes in male 

mule ducks ages 3 to 7 weeks 

Feed intake 

(g/bird) 

Group Aa Group Ba SEM P value 

From 

09:00 to 

18:00 

From 

18:00 to 

09:00 

From 

09:00 to 

18:00 

From 

18:00 to 

09:00 

Trtb Tpb Trt×Tp 

Total 78.0 110.5 71.9 107.3 6.635 0.629 0.004 0.876 

Hourly 8.67 7.36 7.99 7.15 0.131 0.017 <0.001 0.204  

aGroup A was offered a 12% CP diet in the morning and 17% CP diet in the evening, whereas Group B 

was offered the diet (mixed with the  12% CP and 17% CP diets) both in the morning and evening. 
bTrt, treatment; Tp, time phase. 

 

Table 4. Effects of sequential feeding on fasting plasma metabolite levels in male mule ducks ages 7 

weeks 

Plasma metabolites Group Aa Group Ba SEM P value 

Glucose (mg/dL) 149.5 139.8 1.99 0.0124 

Triacylglycerols (mg/dL) 51.4 42.1 1.41 0.0004 

Uric acid (mg/dL) 1.94 1.72 0.08 0.1814 

aGroup A was offered a 12% CP diet in the morning and 17% CP diet in the evening, whereas Group B 

was offered the diet (mixed with the  12% CP and 17% CP diets) both in the morning and evening. 

 

 

Discussion 
 

Improvement in weight gain and feed 

efficiency by sequential feeding observed in 

geese (Ho et al., 2015) was not found in mule 

ducks in this study. Also, methionine and choline 

were supplemented in the low-protein diet. 

Because methionine is the first restricted amino 

acid in corn-soybean-based diets in poultry, 

supplementation may reduce the protein 

requirement. Indeed, at the end of the experiment 

(7 weeks old), the BWs of both groups attained 

2.1 kg, similar to or higher than those in previous 

studies (Chen and Roan, 2005; Su et al., 2013; 

Lin et al., 2019) provided diets with 15.4% to 



東海學報  第 57卷  民國一一一年 

 

 

8

16.1% CP and 2890 to 2900 kcal ME/kg. For 

growing female mule ducks (4–7 weeks old), 

15.4% CP was the recommended level in a diet 

containing 2895 kcal ME/kg (Baéza et al., 2012). 

The evening diet was consumed more than the 

morning diet (78.0 vs. 110.5 g) in Group A; thus, 

CP accounted for 14.9% of the ration. Group B 

diet was mixed with the morning and evening 

diets according to the ratio of the two diets 

consumed by Group A at the preceding day, so 

that the CP content of the diet in Group B was the 

same as that in Group A. Owing to the similar 

growth rate between groups, it implies that the 

control diet containing about 14.9% CP might 

have provided enough protein for the requirement 

of growth so that sequential feeding that provided 

the same amount of total daily protein failed to 

further increase the growth rate. 

The total feed intake from evening to the 

next morning (from 18:00 to 09:00) was higher 

than that from morning to evening (from 09:00 to 

18:00) in mule ducks, merely owing to a longer 

duration. In fact, the hourly feed intake from 

morning to evening (in the da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from evening to next morning 

(largely in darkness). This result is somewhat 

contrary to the finding in White Roman geese, 

where geese ingested more feed from morning to 

evening (from 09:00 to 18:00) than from evening 

to morning (from 18:00 to 09:00) when the 

natural daylength gradually increased from 12.1 

to 12.7 h (Ho et al., 2015). The daylength ranged 

from 14.4 to 14.0 h. The difference in daylength 

between studies may partly account for the 

discrepancy of the results. Under the artificial 

12L/12D regimen, the intensive recording 

displayed that feed intake during the day was 

similar to during the night in mature Chinese 

geese (Huang and Yang, 2016). In contrast, under 

14L/10D photoperiod, the total and hourly feed 

intakes during the day were higher than those 

during the night in both White Roman geese 

subjected to normal and reversed days (Chu et al., 

2018). Furthermore, the hourly feed intake of 

White Roman geese during the lighting phase 

was not different from that during the dark phase 

in short days (8L/16D), whereas the hourly feed 

intake during the lighting phas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during the dark phase in skeleton 

long days (8L/7D/1L/8D; Chu et al., 2012). 

Based on the above results, ingestion distribution 

may be affected by photoperiod. Under a long 

photoperiod, such as daylength in this study, the 

hourly feed intake during nighttime was lower 

than during daytime. 

When the feed intake of mule duck was 

statistically analyzed according to time phases 

and feeding regimens, Group A had higher feed 

intake, particularly at daytime (from 09:00 to 

18:00 h). In geese, when the feed intake was 

statistically analyzed according to time phases 

and feeding regimens, although the feed intake 

during nighttime (from 18:00 to 06:00)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during daytime 

(from 06:00 to 18:00), the feed intake was not 

affected by sequential feeding (Ho et al., 2015). 

The discrepancy in the results may be attributed 

to the differences in species and prevailing 

photoperiod. 

The higher fasting plasma triacylglycerol 

levels found in mule ducks subjected to 

sequential feeding may be attributed to higher oil 

intake on the preceding evening. In the 

high-protein diet, 0.78% soybean oil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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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emented to provide ME. The higher fasting 

plasma glucose level in ducks subjected to 

sequential feeding in the control group may be 

due to the higher dietary protein at the meal (on 

the preceding evening) before blood collection. 

More protein in the 17% CP diet was utilized for 

gluconeogenesis than in the control diet (~14.9% 

CP). The speculation can be supported by the 

high fasting plasma uric acid level. Indeed, the 

fasting plasma uric acid level in Group A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Group B, although it was not 

significant due to large variation. It implies that 

the protein content in dinner can be further 

lowered without affecting weight gain. In humans, 

a high-protein diet causes higher fasting glucose 

production, diminished suppression of hepatic 

glucose output, and enhanced gluconeogenesis 

(Linn et al., 2000). However, time-restricted 

feeding with a low-protein diet (13% CP) in the 

morning and a high-protein diet (19% CP) in the 

evening did not affect the postprandial responses 

of plasma glucose, uric acid, and triacylglycerols 

to morning feeding in White Roman geese (Ho et 

al., 2015). In humans, a long-term high-protein 

diet caused lower glycated hemoglobin and a 

mean 24 h integrated glucose area response, 

although the regimen did not affect fasting 

glucose (Gannon et al., 2003). Based on the 

above results, it was speculated that the fasting 

plasma glucose level in the morning is elevated 

when the protein content in the evening diet 

exceeded the requirement. 

In conclusion, the feeding regimen 

providing a moderate low-protein diet (12% CP) 

during the day and a high-protein diet (17% CP) 

at night did not improve the growth performance 

but increased the fasting plasma glucose and 

triacylglycerol levels compared to the regimen 

with intermediate-protein diet (14.9% CP) in both 

day and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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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青殼蛋與白殼蛋褐色菜鴨在產蛋期不同月齡 

血清生化值及蛋殼厚度與強度之比較 

陳盈豪 1,5、林炳宏 2、陳楷勳 2、李欣玫 3、黃士哲 4 
1 東海大學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2 國立嘉義大學動物科學系 
3 國立金門大學食品科學系 

4 國立宜蘭大學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收件日期：111 年 4 月 11 日；接受日期：111 年 5 月 15 日） 

摘  要 
本試驗旨在比較二個品系褐色菜鴨在產蛋期不同月齡血清生化值及蛋殼厚度與

強度之差異。以生產青殼與白殼蛋二個菜鴨品系體重相近之 10 月齡菜鴨各 10 隻，

採取個別籠飼，飼料與飲水均為任食。分別在菜鴨 10 與 12 月齡時收集蛋測定蛋殼

厚度及強度，並由翼靜脈處採血，以供測定血清之生化值。結果顯示，產青殼蛋與

白殼蛋二個品系褐色菜鴨之比較，其血清中γ-麩胺醯轉換酶活性(7.31 vs. 5.63 U/L)、

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1.09 vs. 2.59 mg/dL)與三酸甘油酯濃度(683.7 vs. 1000.7 mg/dL)

在二個品系之間均有顯著的差異 (P < 0.05)，而血清中之總膽固醇、總膽紅素與直

接膽紅素濃度則二個品系間無顯著差異。蛋殼強度與厚度均以青殼蛋大於白殼蛋，

且同一品系蛋殼強度與厚度亦以年輕時所產的蛋較佳 (P < 0.05)。青殼與白殼蛋之

蛋殼厚度與蛋殼強度間均呈正相關，並且相關係數隨菜鴨月齡之增加而增大。綜合

以上結果，褐色菜鴨產青殼蛋與白殼蛋二個品系間血清中γ-麩胺醯轉換酶活性、高

密度脂蛋白膽固醇與三酸甘油酯濃度有明顯差異，而血清總膽固醇、總膽紅素與直

接膽紅素濃度則無差異。蛋殼強度與厚度均以青殼蛋大於白殼蛋，且同一品系蛋殼

強度與厚度亦以年輕時所產者較佳。 

 

關鍵詞：褐色菜鴨、血液生化值、蛋殼厚度、蛋殼強度。 

 

 

 

 

 
*通訊作者：yh7che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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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Serum Biochemical Values and Eggshell 
Thickness and Strength between Blue-shelled and 

White-shelled Egg of Brown Tsaiya Duck at Laying 
Period during Different Months of Age 

 Yieng-How Chen1,5, Ping-Hung Lin2, Kai-Syun Chen2, Shin-Mei Lee3,    
Shih-Che Huang4 

1 Department of Animal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Tunghai University 
2 Department of Animal Science,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3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National Quemoy University 

4 Department of Biotechnology and Animal Science, National Ilan University 

( Date Received: 11 April, 2022; Date Accepted: 5 May, 2022 )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experiment was to compare the serum biochemical values and 

eggshell thickness and strength at different months of age during the laying period of the 

two strains of Brown Tsaiya ducks. Ten 10-month-old Tsaiya ducks of strains producing 

blue-shelled and white-shelled eggs each with similar body weights were  housed in 

individual cages and fed ad libitum with feed and drinking water. Eggs were collected 

from ducks at 10 and 12 months of age to measure eggshell thickness and strength. Blood 

was collected from their wing vein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serum biochemical valu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erum γ- 

glutamyltransferase activity,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and triglyceride 

concentrations between the two strains of brown Tsaiya ducks producing blue-shelled 

eggs and white-shelled eggs (P < 0.05). However,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erum total cholesterol, total bilirubin and direct bilirubin concentrations. The eggshell 

strength and thickness of the blue-shelled eggs were greater than those of the 

white-shelled eggs. Moreover, ducks of the same strain produced stronger and thicker at 

a younger age (P < 0.05).  

 

Key words: Brown Tsaiya duck, Biochemical value, Eggshell strength, Eggshell 

thickness 
 

* Corresponding author: yh7che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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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臺灣養鴨事業發達，Huang et al. (2008) 指

出，臺灣是世界十大鴨蛋及鴨肉生產國。褐色菜

鴨是臺灣 (Huang and Lin, 2011) 以及許多其他

國家 (Tai et al., 1989) 產蛋的重要品種。根據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編纂的農業統計年報  (2021) 

指出，截至 2020 年底，臺灣養殖褐色菜鴨約

207.9 萬隻，全年鴨場產蛋 43,469 萬個，所產鴨

蛋有兩種不同蛋殼顏色，即青殼和白殼蛋。 

蛋殼顏色對消費者的喜好很重要，有些地

區的民眾喜愛白色或棕色蛋殼  (Farm Poultry 

Management, 1972; Schwӓgele, 2011)，以英國而

言，其雞蛋市場以棕殼蛋為主 (陳，2021)。在

臺灣與許多國家的禽蛋市場中，棕殼蛋較白殼

蛋具有更佳的售價與競爭優勢，而蛋殼顏色與

蛋殼的厚度及強度有關，Yang et al. (2009) 指

出，蛋殼強度和蛋殼厚度隨著蛋殼顏色變淺而

降低。同樣地青殼鴨蛋較白殼鴨蛋具有更佳的

蛋殼厚度與強度 (王等，1997)，因此可降低鴨

蛋搬運時的破損率而提高經濟價值性，以及提

升皮蛋製成率，由於上述因素使得青殼鴨蛋的

生產受到皮蛋加工業者的喜愛。臺灣皮蛋除國

內銷售之外，也有銷售國外，鴨蛋加工後出口

市場主要以美國、加拿大、澳洲、香港、日本

及新加坡為大宗；另外，荷蘭阿姆斯特丹市的

小超市也有販售臺灣生產的皮蛋。 

陳等 (2012) 研究發現，在雌菜鴨 10 週齡

時之紅血球數目與血容比平均值，均以產青殼

蛋鴨隻者較產白殼蛋者為高。Hermier et al. 

(1984) 研究發現，肥肉型品系雞隻在絕食與復

食兩種營養狀態下，血漿脂質和高密度及低密

度脂蛋白濃度均比瘦肉雞者高。另外，Rath et al. 

(2019) 指出，在產蛋階段不同品種鴨隻血清總

膽固酯及三酸甘油酯濃度有存在差異性。血清

總膽紅素來自血紅素分解之產物 (白等，1996)，

可分游離態的不溶性膽紅素，又稱間接膽紅素 

(indirect bilirubin)及水溶性結合態膽紅素，又稱

直接膽紅素 (direct bilirubin)，而蛋殼色素亦衍

自血色素之代謝產物(Kennedy and Vevers, 1973; 

1976)，至於產青殼蛋與白殼蛋菜鴨在產蛋期血

清總膽紅素及其他生化值之比較，相關文獻闕

如，因此值得進一步探討。另外，蛋殼品質受

到諸多因素之影響，例如：降低飼料鈣含量 (An 

et al., 2016; Lichovnikova, 2007)、提高環境溫度

(Ebeid et al., 2012)及年齡增加 (Al-Batshan et 

al., 1994; Arafa et al., 1982; Rayan et al., 2010) 

使蛋殼厚度下降；而飼糧中添加鎂可增加蛋殼

重量、厚度和強度 (Belkameh et al.,2021)；除

此之外，其他因素，例如：品種也會影響蛋殼

品質 (Arafa et al., 1982)，雖王等(1997) 已指出，

青殼鴨蛋比白殼鴨蛋具有較佳的蛋殼厚度與強

度，但其測試所用的鴨蛋來源係來自於市售的

鴨蛋，此二種不同蛋殼顏色之鴨蛋可能不是來

自於同一飼養場，由於其並未釐清是否同週齡

及採食相同的飼料，故本試驗乃以相同月齡、

飼料與飼養環境下來探討青殼蛋與白殼蛋菜鴨，

在不同月齡產蛋期其血清生化值及蛋殼厚度與

強度之差異。 

 

材料與方法 

一、試驗動物管理  

試驗動物為產青殼與產白殼蛋的兩個褐色

菜鴨品系，產青殼蛋品系 1日齡雌雛褐色菜鴨，

來自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宜蘭分所；

另外，產白殼蛋品系 1 日齡雌雛褐色菜鴨，則

來自屏東商業孵化場。每品系各 60 隻雛鴨，以

網狀高床平飼，經飼養至 9 月齡，分別從各品

系選取體重相近 10 隻，總共 20 隻鴨隻供進行

本試驗。鴨隻採個別籠飼，籠子之大小為長 40 

cm、寬 20 cm、前高 39 cm 及後高 45 cm。供

試菜鴨以商業蛋鴨粒狀配合飼料進行餵飼，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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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中含代謝能 2810 kcal/kg 及粗蛋白質 19.5 %；

飼料與水採任食，試驗期間自 9 月至 11 月止。 

 

二、血液樣品之採集及處理  

產青殼蛋與產白殼蛋褐色母菜鴨各 10隻，

在其產蛋期之 10 月齡 (9 月 3 日)與 12 月齡 (11

月 6 日) 時，經禁食 8 小時後再由翼靜脈進行

採血。將採集後 4 mL 血液靜置於室溫下待其凝

固，再用離心機(KUBOTA, KN-70) 以 1,500 × 

g，10 分鐘離心，並取上層液血清存放於-20℃

下貯藏，以供血液生化值之測定。 

 

三、測定項目及方法  

 (一) 血液性狀 

1. 血清生化值：血清經解凍後，以全自動血液

生化分析儀(Cobas, 701) 檢測血清麩草酸轉

胺 酶  (Glutamic oxaloacetic transaminase; 

GOT) 與 γ - 麩 胺 醯 轉 換 酶  ( γ - 

glutamyltransferase; GGT)活性、三酸甘油酯 

(Triglyceride; TG)、總膽紅素(Total bilirubin)、

直接膽紅素(Direct bilirubin)、總膽固醇與高

密 度 脂 蛋 白 膽 固 醇 (High-density 

lipoprotein-cholesterol ; HDL- cholesterol) 之

濃度。          

 

 (二) 蛋殼強度與厚度 

在試驗開始之第 10 與 12 月齡，分別收集

兩個品系之各時間點且連續 2 天的鴨蛋，蛋殼

強度以蛋殼強度計（Model HT – 8116, Hung Ta 

Instrument Co., LTD.）測定。蛋殼厚度係取蛋

殼之頂端、赤道與鈍端，取小片並去蛋殼膜，

以紙厚度計測定前述三部位並平均之。 

 

四、統計分析 

試驗所得各項資料使用統計分析系統

（Statistical Analysis System；SAS, 1996）的套

裝軟體，依 GLM（General Linear Models）程

序進行變方分析，並以最小平方平均值（Least 

squares means）估計並比較處理組之間平均值

的差異顯著性。 

 

結果與討論 
 (一) 血液性狀 

產青殼與白殼蛋兩個品系褐色菜鴨在 10

及 12 月齡時，其血清γ-麩胺醯轉換酶 (GGT) 

活性為 5.63-7.76 U/L (表 1)，鴨隻血清中 GGT

的濃度有顯著受品系的影響，產青殼與白殼蛋

兩個品系血清中γ-麩胺醯轉換酶活性分別為

7.31 vs. 5.63 U/L。在鴨隻不同月齡及產不同顏

色蛋殼之血清生化值比較，雖產青殼褐色菜鴨

在 10 月齡其血清 GGT 為最高(P < 0.05)，但仍

符合禽類血液GGT 為 1-21 U/L之範圍; 另外，

總膽紅素(Total bilirubin )雖以產白殼褐色菜鴨

在 12 月齡血清為最高，但其值 0.17 mg/dL 應

為正常值範圍內，仍未超過禽類總膽紅素最高

值 0.55 mg/dL 的濃度 (白等，1996)。本試驗產

白殼褐色菜鴨在 12月齡血清總膽紅素濃度 0.17 

mg/dL 之值與 Stoskopf et al.(2010)分析醜鴨

(Harlequin duck)血清總膽紅素濃度之中位數為

3.4 umol/L，經換算為 0.20 mg/dL，則數值相

近。本試驗鴨血清總膽紅素濃度不受品系之影

響，此結果與 Zhao et al.(2009) 謂雞產青殼蛋

與產棕殼蛋血清膽綠質無顯著差異之結果相似。

鴨隻蛋殼為青色或白色，其顏色之差異性深受

子宮液中膽綠質濃度高低之影響 (Liu, 2010)，

膽 綠 質 為 血 色 質 (heme) 裂 解 後 之 一 產 物 

(Kennedy and Vevers, 1973)，膽綠質會繼續轉換

成膽紅素(Liu, 2010；Jain, 2018)，雖膽綠質係

構成青色蛋殼之主要色素 (Kennedy and Vevers, 

1976)，但由本試驗結果顯示，產青殼蛋鴨隻血

清總膽紅素濃度仍會維持衡定(homeostasis)。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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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品系鴨隻血清總膽紅素濃度均以 12 月齡

者大於 10 月齡者(P < 0.05)，造成之原因不明，

有待進一步探討。

 

表 1. 產青殼與白殼蛋兩個品系褐色菜鴨在 10 及 12 月齡血清生化值之比較 

Table 1. Comparison of serum biochemistry in two laying blue-shelled and white-shelled strains of 

Brown Tsaiya duck at 10 and 12 months of age 

Strains Age 

(M) 

GOT, 

U/L 

GGT, 

U/L 

T-Bilirubin, 

mg/dL 

D-Bilirubin, 

mg/dL 

T-Chol, 

mg/dL 

HDL-Chol, 

mg/dL 

Triglyceride, 

mg/dL 

Blue-shelled  10 17.96±6.361 7.76±1.78c 0.07±0.01a 0.06±0.01 130.5±30.3bc 1.20±0.96a 824.7±313.4a 

         

 12 17.44±7.071 6.98±1.08bc 0.16±0.03b 0.05±0.01 108.4±23.7ab 0.98±0.82a 556.7±136.6a 

White-shelled 10 23.89±12.91 5.92±0.73ab 0.08±0.02a 0.05±0.01 146.8±52.7c 4.03±4.43b 1427.1±938.2b 

 12 18.45±10.76 5.63±1.12a 0.17±0.06b 0.05±0.01 90.85±21.8a 1.45±0.93a 659.6±415.5a 

Avg. of strains          

Blue-shelled  17.68±6.56 7.31±1.45b 0.12±0.05 0.05±0.01 118.8±28.6 1.09±0.87a 683.7±268.1a 

White-shelled  21.03±11.82 5.77±0.94a 0.13±0.06 0.05±0.02 116.9±47.6 2.59±3.21b 1000.7±779.7b 

Avg. of age         

 10 20.92±10.33 6.79±1.59 0.08±0.02a 0.05±0.01 138.1±42.4b 2.53±3.49† 1108.2±728.2b 

 12 17.95±8.88 6.31±1.27 0.17±0.04b 0.05±0.01 99.6±23.9a 1.22±0.89 608.2±305.6a 

Significance  

of effects 

        

 Strain   NS *** NS NS NS * * 

Age  NS NS *** NS ** † ** 

Age× Strain  NS NS NS NS NS NS NS 

M: Month; GOT: Glutamic-oxaloacetic transaminase; GGT:γ- glutamyltransferase; T-Bilirubin: Total 

bilirubin ; D-Bilirubin: Direct bilirubin; T-Chol: Total cholesterol; HDL-Chol: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1 mean ± SD. 

a, b, c Mean within the same column with different superscript differs significantly among the strains with 

age or in average of strains or in average age (P < 0.05). 

*: P < 0.05; **: P < 0.01 ; ***: P < 0.001; † P＜0.1; NS: Not significant (P > 0.05). 

 
產白褐蛋殼菜鴨雖在 10 月齡有較高的血

清總膽固醇濃度，但兩個品系之間並無顯著差

異。然而在產青殼與產白殼鴨隻血清高密度脂

蛋白膽固醇平均濃度分別為 1.09 vs. 2.59 

mg/dL，在二個品系之間有顯著差異(P < 0.05)，

且隨月齡之增加而有下降之趨勢 (P < 0.1)，此

與 Piotrowska et al. (2011) 研究發現，肉雞血清

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濃度以年長者較低之結果

相符；而造成下降之原因可能與年齡增加使腸

道對膽固醇的吸收減少有關  (Gylling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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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或許還有其他原因，例如: 在肝臟合成

量減少。  

兩個品系鴨隻在 10 及 12 月齡血清三酸甘

油酯濃度範圍為 556.7-1427.1 mg/dL，產青殼鴨

隻血清三酸甘油酯平均濃度顯著低於產白殼鴨

者(683.7 vs. 1000.7 mg/dL)。本試驗產青殼蛋 10

月齡血清三酸甘油酯濃度 824.7 mg/dL，此數值

與 Chen and Hsu(2004)研究指出，菜鴨在 9 月齡

血漿三酸甘油酯濃度為 799-846 mg/dL 之值則

相近。本試驗菜鴨血清三酸甘油酯濃度與陳等 

(2011)指出，土番鴨 7-9 週齡血清三酸甘油酯濃

度為 45.8-145.8 mg/dL，二者數值相比較，則相

差約 10 倍之多，造成此現象係與產蛋生理有關，

在其他研究亦說明，母禽一旦進入產蛋期，則

其血液三酸甘油酯濃度急遽上升，Tanaka et al. 

(1986)研究顯示，母雞進入產蛋期，其血漿三

酸甘油酯濃度上升達 12 倍餘；許等 (1990) 亦

指出，母鵝在產蛋初期血漿三酸甘油酯濃度為

休產期者 10 倍餘。由於蛋黃脂質占蛋黃重量

33%(Eurine and Kim, 2008)，其中脂肪三酸甘油

酯含量 64.8-65% (Christtie and Moore, 1972; 

Eurine and Kim, 2008)，上述產蛋期菜鴨血漿三

酸甘油酯濃度高，應與卵巢濾泡發育而生成後

續蛋黃需血液提供大量的三酸甘油酯有關。 

 

 (二) 蛋殼強度與厚度 

產青殼與白殼蛋兩個品系褐色菜鴨在不同

月齡蛋殼強度與蛋殼厚度之比較，列示於表 2。

褐色菜鴨青殼與白殼蛋之平均蛋殼強度均以 10

月齡者大於 12 月齡者(P < 0.05)。試驗全期青殼

蛋之蛋殼強度顯著高於白殼蛋者(P < 0.05)。在

不同月齡及不同顏色蛋殼之蛋殼厚度相比較，

均以 10 月齡青殼蛋之尖、鈍與赤道之蛋殼厚度

為最高，且顯著高於 10 月齡白殼蛋者(P < 0.05)。

青殼蛋之平均蛋殼厚度雖 10 月齡者大於 12 月

齡者，但二者之間無顯著差異； 然而，白殼蛋

之平均蛋殼厚度以 10 月齡者顯著大於 12 月齡

者(P < 0.05)。蛋殼強度與蛋殼厚度受到品系之

影響，且在同一鴨品系月齡會影響蛋殼厚度(P 

< 0.05)。青殼與白殼蛋之蛋殼厚度與蛋殼強度

均呈正相關，並且其相關係數隨菜鴨月齡之增

加而增大(表 3)，在 10 月齡及 12 月齡褐色菜

鴨所產青殼蛋之蛋殼厚度與蛋殼強度相關係數

分別為 r = 0.42 及 0.50 (P < 0.05)；而鴨隻 10

及 12 月齡所生產白殼蛋之蛋殼厚度與蛋殼強

度相關係數則分別 r = 0.50 (P < 0.05)及 0.73 (P 

< 0.001)；蛋殼強度與蛋殼厚度均無月齡與品系

間之交互作用。兩個品系鴨隻蛋殼強度均以年

輕者較佳，此係鴨隻年齡增加而導致腸道對鈣

吸收變差有關。Al-Batshan et al.(1994) 研究發

現，蛋雞之十二指腸對鈣攝取隨週齡之增加而

下降，在 37 週齡時腸道組織對鈣的吸收從 408 

pmol/mg/min 降 至 58 週 齡 時 的 329 

pmol/mg/min。蛋重隨年齡之增加而增重，且蛋

殼沉積量並未隨著蛋重增大呈現比例之增加，

故導致降低大蛋的蛋殼品質  (Roland, 1978; 

Roland et al., 1979)。由於鈣代謝和離子轉運蛋

白子宮表現的調節受到紊亂，尤其是老年蛋鴨

體內的 HCO3
- 交換 (Yang et al., 2009)，因而導

致鴨蛋殼變薄。除此因素之外，亦與年齡誘發

蛋殼超微構造退化(ultrastructural deterioration)

有關，例如：鴨年紀較大的蛋殼乳頭突 

(mammillary knob) 之間緊密融合 (fusion) 程

度及乳頭突帽 (caps)結構較差  (Yang et al., 

2009)。  

綜合上述，褐色菜鴨產青殼蛋與白殼蛋二個

品系之間血清γ-麩胺醯轉換酶活性、高密度脂

蛋白膽固醇與三酸甘油酯濃度有差異，而血清總

膽固醇、總膽紅素與直接膽紅素濃度則無差異。

蛋殼強度與厚度均以青殼蛋大於白殼蛋，且同一

品系蛋殼強度與厚度以年輕時所產者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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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產青殼與白殼蛋兩個品系褐色菜鴨在 10 及 12 月齡蛋殼強度與蛋殼厚度之比較 

Table 2. Comparison of eggshell strength and thickness in two laying blue-shelled and white-shelled 

strains of Brown Tsaiya duck at 10 and 12 months of age 

Strains  Age 

(M) 

Eggshell strength 
(kg/cm2) 

 Eggshell thickness (mm) 

    Sharp Blunt Equator  Average  

Blue-shelled  10 3.726±0.7231b  0.377±0.028b 0.368±0.027b 0.378±0.020b 0.375±0.021b 

 12  3.685±0.982a  0.367±0.025b 0.365±0.021b 0.368±0.021ab 0.367±0.019b 

White-shelled 10 3.225±0.865b  0.363±0.030b 0.355±0.033b 0.364±0.027ab 0.361±0.026b 

 12  3.003±1.095a  0.339±0.038a 0.339±0.033a 0.354±0.033a 0.344±0.032a 
Avg. of strains         

Blue-shelled  3.711±0.818b  0.374±0.027b 0.367±0.025b 0.374±0.021b 0.372±0.021b 

White-shelled  3.108±0.986a  0.356±0.036a 0.346±0.034a 0.358±0.030a 0.351±0.031a 
Avg. of age        

 10 3.549±0.805  0.372±0.029b 0.364±0.030 0.373±0.024† 0.370±0.024b 

 12  3.336±1.084  0.352±0.035a 0.351±0.031 0.360±0.029 0.355±0.029a 
Significance of 

effects 
       

 Strain   **  ** ** ** *** 

Age  NS  * NS † * 

Age ×Strain  NS  NS NS NS NS 

M: Month. 

1mean ± SD.  
a, b Mean within the same column with different superscript differs significantly among the strains with 

age or in average of strains or in average age and in each age (P < 0.05). 

*: P < 0.05; **: P < 0.01 ; ***: P < 0.001; † P＜0.1; NS: Not significant (P > 0.05).  
 

表 3. 褐色菜鴨 10 及 12 月齡青殼與白殼蛋之蛋殼厚度與蛋殼強度相關係數 

Table 3.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eggshell strength and eggshell thickness in blue eggshell and 

white eggshell of Brown Tsaiya duck at 10 and 12 months of age 

Strains  Age (months)  Thickness  

Blue-shelled  10 Strength  0.42* 

 12  0.50* 

White-shelled 10 Strength 0.50* 

 12  0.73*** 

*: P < 0.05;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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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教學課程設計對西餐廚藝技能學習效能之 

研究 

陳育蒼 1、林育正 2* 
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學系 

2 東海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收件日期：111 年 4 月 11 日；接受日期：111 年 4 月 27 日） 

摘  要 
本研究旨在運用翻轉教學課程設計提升西餐料理廚藝技能教學，採準實驗設計

課程，學習者共 133 名，經四週實驗教學，實施前後測驗及實驗教學後的學習動機、

教材滿意度與課程滿意度問卷調查。透過描述性分析、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等進行數據分析。實驗教學前後測驗成績分析結果，後

測平均分數顯著高於前測平均分數，支持學生經過數位教學後的學習成效有顯著進

步。經積差相關分析結果，顯示學習動機總分、教材滿意度總分、課程滿意度總分

三個因素之間存有顯著相關性。本實驗教學法應用翻轉教學課程設計對於學生有顯

著效用，且學習動機越高，對教材滿意度與課程滿意度也越高。 

 

關鍵詞：翻轉教學、廚藝技能、西餐料理、準實驗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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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learning efficacy of western cui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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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Cheng Chen ¹and Yu-Tsang Lin ²* 

¹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² Departmen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Tunghai University 

( Date received: April 11,2022; Date Accepted: April 27,2022 )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of western cuisine cooking skills by using 

flipped teaching curriculum design. A total of 133 students were enrolled in the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ed course. After four weeks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the 

students were tested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and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teaching material satisfaction and curriculum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were investigated. Data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analysis,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and one-way ANOVA.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test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experimental teaching show that the average score of post-test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average score of pre-test, which supports the significant progress of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fter digital teaching. The result of product difference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s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otal score of learning 

motivation, total score of teaching material satisfaction and total score of course 

satisfaction. In this experimental teaching method, flipped teaching curriculum design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students, and the higher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the higher the 

satisfac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and courses. Keywords: flip teaching, digital images, 

cooking skills, western food cooking, a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Key words: Flipped teaching, cuisine cooking skills, western culinary, quasi- 

experimental design.  

 

 

 

 

 
 

 

* Corresponding author: chefjohnny@thu.edu.tw  



陳育蒼、林育正：翻轉教學課程設計對西餐廚藝技能學習效能之研究 
 

 

23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翻轉教學已在各學術領域有很成熟與廣泛

的運用，但較少有人導入用於西餐烹調課程的

學習成效之研究。現今的學生每個人都有智慧

型手機，無時無刻都在使用網路而累積成雲端

的大數據，本研究針對有關網路數位學習對提

升廚藝技能教學效能作為主題，透過西餐廚藝

之相關訓練以追蹤其成效。西餐廚藝的訓練，

主要在教導學生增進廚藝實務技能及餐飲與宴

會實務操作，進而讓學生在職場上能得心應

手，克服現場壓力完成任務，以為學能夠為其

所用（楊雯雯，2003）。西餐廚藝之相關訓練著

重在實務與理論，願景目標是希望學生具備內

場廚藝、與外場餐飲服務管理，雙重學習之成

效（林軒黛，2003）。現今餐飲教育，已經有很

多網路數位影音教學，不同於傳統的上課模

式，網路數位影音課程可以不受時間與空間的

侷限，讓學習更靈活運用，進而提高學習的成

效（蔡璧煌、鍾廣翰，2016）。有鑑於翻轉教學

課程設計對提升廚藝技能教學效能的重要性，

擬從參與過西餐料理培訓教學的學生，探討用

翻轉教學課程設計提升廚藝技能教學效能研

究。 

傳統的教學，是老師或產業資歷較高、有

經驗的師傅，經由實際操作，讓學習者模仿，

可以經由練習，取得基本功夫，有基本功夫之

後才可以再去創新和發展，此傳統教學，師傅

不會完全將所學習到的廚藝傳給學習者，而學

習過程也會因為環境而影響成效。數位學習在

近年來運用的愈來越廣泛，已成為現在學習的

一種方式，數位學習的模式，幫助老師在傳統

的教學上增添不少，一股無法抵擋的潮流，是

目前與未來教學上的一種挑戰（劉耀明，

2007）。 

運用網際網路的資訊融入學習，讓學習者

更有學習的動機，也可以讓老師有更多元的教

學方法，來提升學生的學習效果（林立傑、陳

冠廷、李胤禎、曹心荷，2012）。由於網路上的

廚藝學習越來越多，烹飪相關的 APP，不斷更

新，經由網路分享美食、食譜、用餐經驗，是

最平凡不過了。研究者從事廚師工作多年，廚

藝相關教學近十年，發現現今的學生每個人都

有智慧型手機，無時無刻都在使用網路，與雲

端的大數據，如果將課程內容轉化成數位雲端

教學，經由此次的研究檢核是否可以提高學生

的學習興趣，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 

 

二、翻轉教學 

十二年國教在 108 年新的課綱中大幅改變

了之前的教育觀念，重視每一位學習者之個別

化差異，將學習分為，研究能力與科學素養。

近幾年來翻轉教學成為新興教學策略之一，並

受到重視與期待，翻轉教學顛覆傳統的課堂講

述教學方式，重視學習者應用知識與高層次思

考的學習目標（黃國禎，2016；Beason-Abmayr, 

Caprette, & Gopalan, 2021）。翻轉教學並不是創

新的教學方式，而是最適合新世代的學習模

式，由於課堂的情境有所不同，翻轉教學所產

生的問題與學習成效也會有其差異，沒有絕對

相同的翻轉教學模式（Lai, Hsiao, & Hsieh, 

2018; Schell, 2012）。 

老師在教室授課時，如同站在至高處，可

以清楚的洞悉學生的學習狀況，哪一些已學

會，哪一些需要再加強或是重新學習，適時給

予糾正與指導。翻轉教學的目的是深化學習成

效，而不是短暫的記憶，如果只是將傳統講述

教學轉變為課前影片教學，不是以學生學習為

中心的教學模式，也將失去辛苦設計翻轉教學

的初衷。翻轉教學成敗關鍵因素取決於授課老

師正確的信念，如果能提升學生學習之獨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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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與研究能力，很多問題將迎刃而解，反之老

師如果沒有信心，勉強採行最終也將事倍功

半、功虧一簣（Mohan, 2018; Tsai & Hwang, 

2011）。 

翻轉教學有諸多的定義，Stone(2012)最常

被認定的定義是，授課老師將課程拍攝成教學

影片，學生在上課前自主學習，教師在課堂上

針對學生的學習問題釋疑，解決學生的困難，

經由課前的影片學習，與課堂的翻轉教學，引

導學生主動自主學習，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翻轉教學是課程設計應著重適合學生學習成

效，個人需求的個別化之學習方案，翻轉教學

是將傳統教學從團體的學習方式，轉移到個人

的學習方式，自團體空間轉變成一個具互動合

作的學習，老師的角色從授課者翻轉變為引導

學習者。亦有學者認為，翻轉教學的課前自學

不一定侷限使用教學影片，只要是適合自學為

目標之材料給予學習者，並加以引導自我學

習，達到學習目標也可以是翻轉教學（黃國禎，

2016；Beason-Abmayr et al., 2021）。 

 

三、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傳統一般的烹飪教學

方式，與翻轉教學之數位化輔助的方式兩種教

學模式下，所呈現的結果之差異性，是否經由

翻轉教學輔助學習方式可以提升，故本研究目

的為（一）了解學習者的背景變項；（二）了解

接受實驗教學受試者的學習進步狀況；（三）了

解受試者學習動機、教材及課程滿意度間的相

關性。 

 

貳、文獻回顧 

一、數位教學模式 

（一）課程發展模式 ADDIE 

ADDIE 此名詞來自於五大基本元素：A-

分 析 (Analysis) 、 D- 設 計 (Design) 、 D- 發 展

(Development)、I-建置(Implementation)、E-評

估(Evaluation)。ADDIE 模式在系統化教學設計

中，是最容易應用且最常見的課程發展模式（林

佳蓉，2008）。何謂系統化教學，是老師在教學

前想出一些問題、學習因素，設計有完整模組

的教學，透過模組學習系統，讓學習者順利達

到學習目標（林佳蓉，2009）。 

而各個階段可分出幾個步驟：「分析」是指

針對教材內容、認知結構、特質與教學目標的

探討與研究等，分析學習者理想與實際的表現

之落差，發現學習者的學習需求；「設計」是依

據分析的結果決定學習者學習的內容，包括目

標、教學流程、評量方式、適用的教材；「發展」

主要是製作或準備媒體以及編製評量工具；「應

用」是根據前三階段所延伸的教材運用實施到

正式；「評鑑」是包括設計的每一個環節的形成

性評鑑與學習者最後的學習成效評鑑（徐照

麗，2000；林佳蓉，2008、2009）。 

 

（二）MOOCS線上課程 

大規模開放式線上課程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簡稱 MOOCs)是利用網際網路

線上學習的一種課程。MOOCS 和開放式課程

相類似，以免費的方式提供數位化課程，目的

可以讓學習者利用網路來學習，進行互動交

流。但是 MOOCS 和開放式課程兩者間的差異

於，開放式課程讓學習者自己翻閱，而 MOOCS

則有教師與學習者間的互動，接近傳統教室學

習方式。 

 

（三）數位學習 

「數位學習」或稱 e-Learning，是指學習

者透過網際網路自發性的學習，達到學習的目

的，這樣的學習方式，不但可以節省成本、人

力，透過科技的便利，讓學習者隨時隨地都可

以重複學習，來增加印象（林進財、陳瑞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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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啟斌、歐陽玉萍，2006）。數位學習三原則：

1.由於數位學習是網路化，可以即時更新資

訊、上傳教學影片、分享上課內容。2.經由電

腦，透過網際網路來傳送資訊給學習者。3.數

位學習不單只是傳遞課程，也提供許多資訊來

提升學習者的成績（Rosenberg, 2001）。 

 

 

二、西餐廚藝 

（一）廚藝的意涵與定義 

廚藝包含藝術與烹飪兩字的總和，是廚房

烹飪的技術、專業的食物知識、飲食文化與藝

術的結合。基礎的廚房知識與技能，兼具文化

與藝術的內涵。不管操作技術、科學、藝術這

些層面，創造力是刺激廚藝能力的重要因素。

創造力在教育、管理及藝術跟產業界都非常重

視。應用在餐旅企業中的創造力，或利用創造

力來爭取到好員工，或以創意來獲得顧客的忠

誠度；創新的概念增加公司營利；創意的經營

可以提升公司的競爭力；創意的菜單設計可以

吸引更多顧客（洪久賢、胡夢蕾，2008）。 

研究者基於多年從事產業工作之經驗為基

礎，認為一個當代的專業的西餐廚師應該具備

的能力為：1. 對於食材的認識與了解（包含處

裡、應用、烹調、儲存）；2. 有正確的食品安

全衛生之概念；3. 熟悉精通各種烹調的技藝；

4. 具備擺盤的美感與藝術；5. 有正確的成本控

制的觀念；6. 有領導溝通協調的能力；7. 有創

新研發的能力與不斷學習之精神。 

 

（二）西餐的定義 

西餐這個名詞來自於廣大的華人世界對於

西方所有國家的飲食文化之統稱，中國烹飪協

會對於西餐的釋義，西餐指的就是歐陸菜系，

包含正餐與簡餐，現今的速食例如肯德基，麥

當勞在臺灣普遍也被認為是西餐的一環，西方

人將日本的菜系稱之為日本料理，中國的菜系

稱之為中國菜，韓國菜系稱之為韓國料理，泰

國菜系稱之為泰國菜，但是不會將亞洲地區這

些國家統稱為東餐或是東方菜。那為何華人世

界會將西方國家統稱為西餐，在清朝時代約莫

100 年前，中國人開始接觸西餐，並無法明白

的辨識，何謂法國菜，何謂俄羅斯菜，只有一

種籠統的名稱叫番菜，中國古代將自己視為世

界的中心，看貶其他區域的國家，故將東方稱

之為夷，西方稱之為番，南方稱之為蠻，北方

稱之為胡，所以來自西方國家的菜系就統稱為

西餐，例如番茄（西紅柿），甘藷（番薯），番

菜當然也就稱之為西餐（趙連成，2013）。 

 

（三）西餐文化 

大部分的人一想到西餐通常都會想到燭光

晚餐、優雅的琴聲，以及各式各樣的餐具與浪

漫的用餐環境。實際情況來說東方與西方飲食

文化與背景不同，飲食的方式也會有所不同，

東方飲食文化歷史最悠久是中華料理，西方則

是義大利菜，然而法國菜是結合了西方國家飲

食文化之精隨，所以廣義的西餐指的是來自西

方各國的飲食文化，狹義的是指義大利菜與法

國菜(Song, 2012)。 

西餐文化的內涵反映出對食物料理與享受

方式，跟東方飲食文化有所差異。西餐文化一

般以刀叉為餐具，多以麵包為飽食的食材，尤

其著重用餐禮儀，食材的選擇以天然新鮮為

主，料理方式也頗為精緻講究，上菜的順序也

前後緊密關聯，注重食物的先後次序性，尤其

強調主食或主菜，也非常投入視覺饗宴的布置

（Batat & Peter, 2020）。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西餐料理廚藝技能，學校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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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切入研究，主要是探討運用翻轉教學課程

設計提升廚藝技能教學效能之行動研究，詳細

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圖 1. 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以某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選修西餐

烹調實作課程的學生為研究群體，資料蒐集來

源則分別為前測考試得分、後測考試得分、調

查問卷等三大類型。其中前後測考試題項為是

非題，有 20 道題目，前後測題目相同，前後測

驗的時間間隔 9 週；調查問卷的題項，分為學

習動機構面（共 10 題）及學習滿意度構面（教

材滿意度、課程滿意度；各 10 題，共 20 題）；

學生背景變項有 5 題（性別、家庭狀況、電腦

操作能力、使用何款 3C 品項、使用網路平臺

學習時間）。 

 

二、實驗設計與抽樣方法 

本 研 究 採 立 意 抽 樣  (judgmental 

sampling)，選定某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日四技

二年級選修西餐烹調課程共 133 人參與前測、

130 人參加後測及問卷調查，實驗設計如表 1

所示。 

 

表 1. 實驗教學設計表 

教學法 
傳統教學 

(4 週) 
前測 

(133 人) 
實驗教學 

(4 週) 
後測 

(130 人) 

網路數位教學法 X1 O1 X2 O2 

X1：傳統實作示範演練，搭配紙本講義進行 1.西餐基礎知識、2.西餐基本刀工、3.西餐食材介紹：

油糊、4.美式與歐式早餐差異性。 

O1：進行考試前測，題型為是非題，共 20 題，內容為 1.西餐基礎知識(1-5 題)、2.西餐基本刀工(6-10

題)、3.西餐食材介紹：油糊(11-15 題)、4. 美式與歐式早餐(16-20 題)，計分方式為答對一題

得一分，總分為 20 分。 

X2：進行網路數位教學法，透過研究者教學過程拍攝 4 段影片，影像內容分別為 1.西餐基礎知識

(38 分鐘)、2.西餐基本刀工(36 分鐘)、3.西餐食材介紹：油糊(31 分鐘)、4.美式與歐式早餐差

異性(35 分鐘)。 

O2：同前測試卷，兩次測驗時間之間隔為 9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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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在探討不同背景的學生

對於網路學習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度之影

響，並探討在網路學習中，學生對於學習動機

是否會影響學習滿意度。因此，根據研究架構

及研究假設，將問卷分成三個主要的元素，分

別為學生背景差異性、學習動機、及學習滿意

度三個部份，其中的問項及選項的說明彙整分

別如下。 

 
（一）學生背景變項 

首先在學生背景變項的部份，其中的問項

為 1.性別、2.主要照顧者、3.電腦操作能力、4.

最常使用何款 3C 品項、5.使用平臺網路學習時

間。 

 
（二）學習動機問卷 

在學習動機構面中，包含外在動機與內在

動機這兩個子構面部份，則依據黃勝章（2014）

的問卷編製而成。本研究的量表採用李克特

（Likert）五點尺度的量表編製而成，五點尺度

分別由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

不同意，所構成，並分別給予 5、4、3、2、1

分，因此所得的總分越高，表示該受訪者越同

意該問項。 

 
（三）學習滿意度問卷 

在學習滿意度之構面包含教材滿意度與課

程滿意度兩個子構面部份，本研究則依據洪嘉

駿、施昆易、王淑卿、董曜瑜、王國華（2018）、

王雨棻（2013）及楊晉忠（2013）的問卷編製

而成。在分析學習動機及學習滿意度兩個構面

間的程度。本研究的量表採用李克特（Likert）

五點尺度的量表編製而成，五點尺度分別由非

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所構成，並分別給予 5、4、3、2、1 分，因此

所得的總分越高，表示該受訪者越同意該問項。 

 
（四）問卷信度檢定 

研究中使用 Cronbach’s α係數進行問卷

信度檢驗，信度則是測量的可靠性，測量之結

果必須一致性或穩定性，當測量數值誤差越

大，信度相對越低，信度分析:是在考驗一個測

驗量表中的個別題目之一致性或可靠度，本研

究採用 Cronbach ’ s α信度分析  (Stadler, 

Sailer, & Fischer, 2021) 用來做測試信度的標

準，Cronbach’s α值≧0.70 時屬於高信度；

Cronbach’s α值介於 0.36 至 0.69 時屬於尚

可；Cronbach’s α值<0.35 則為低信度。經檢

測 後 ， 學 習 動 機 量 表 整 體 信 度 係 數 值

Cronbach’s α=.944；學習動機量表整體信度

係數值 Cronbach’s α=.969；學習動機量表整

體信度係數值 Cronbach’s α=.964，顯示本研

究之量表具備高度可靠的信度。 

 

四、研究程序 

（一）課程內容 

課程內容的主題設計為：第一週、西餐的

基本知識；第二週、西餐烹調基本刀工介紹；

第三週、西餐食材介紹：油糊；第四週、歐陸

早餐與美式早餐的差異。在教材方面，則應用

了 Microsoft PowerPoint 編輯數位簡報檔、錄製

的教學影音檔案、線上學習單、線上測驗等作

為教學之用。這些教材在學校的數位平臺上能

夠依據使用者的裝置而自同調整呈現內容，可

同時適應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

及手機等不同的通訊裝置，使學習上無障礙。 

 
（二）課程實施 

廚藝實習課程將學生分組，區分為 5 或 6

人一組，共有 22 組，課程實施期間為 105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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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學期，第二週至第四週進行傳統實作示範

演練，提供學生紙本講義及實作示範；第五週

進行前測。第六週開始進行網路數位教學，提

供同學老師製作上傳雲端 YouTube 的網路數位

學習教材網址，讓學生在上課前預先學習，實

作課程再由老師輔助教學，課程從第六週、第

七週、第八週、第九週持續共四週，第十週進

行後測與問卷填寫。 

 

五、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為問卷調查法，問卷回收後經由人

工檢視再將資料給予編號，並運用 SPSS 21.0

套裝統計軟體作為分析之工具。本研究採用的

方法為:敘述統計分析、信度分析、t 檢定、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與迴歸分析，以下分別敘述： 

 
（一）獨立樣本 t檢定 

獨立樣本之檢測主要目的在比較兩個不同

樣本的平均數之差異，要能夠相互比較樣本的

平均數之外，還要具有相似離散狀態，樣本的

變異數必須具有相同性質，此稱為變異數同質

性，兩個獨立樣本變異數與同質性，假設檢定

可以運用 Levene 檢定，計算出兩個樣本的變異

數的比值。本研究透過獨立樣本 t 檢定，進行

兩組群平均數的檢定，例如男性和女性在測驗

分數、學習動機、學習滿意度上上的平均數差

異之檢定。 

 
（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以單因子變異數（one-way ANOVA）分析，

比較不同背景差異性的學生在「學習動機」及

「學習滿意度」兩個構面上認知的差異，若單

因子多變項變異數達水準，則採雪費法

（Scheffe’s method）進行事後的比較與分析。

本研究透過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多組群平

均數的檢定，例如受試者主要照顧者組群、電

腦操作能力組群、使用何款 3C 品項組群、使

用網路平臺學習時間組群等，分別在測驗分

數、學習動機、學習滿意度上的平均數差異之

檢定。 

 

六、研究限制 

研究限制部分，本研究主要採用問卷調查

法，雖然短時間內可取得大量的資料，但問卷

所得結果，受試者是不是主動表達的意念，還

是受到個人內在主觀態度的影響，或外在社會

期望的引導，而影響填答內容，仍非明確，亦

不易在研究過程中加以控制，故調查結果的解

釋與推論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故不做本研究

結果之推論。 

 

肆、分析與討論 

一、背景變項 

（一）性別 

學生背景變項中性別資料方面，結果為男

性為 58 人(43.6％；而女性為 75 人(56.4％)。由

統計資料分析結果顯示，填答者以女性居多。 

 
（二）主要照顧者 

學生背景變項中主要照顧者資料方面，結

果為父親為 50 人(37.6％)；母親為 70 人(52.6

％)；祖父母為 2 人(1.5％)；其他為 11 人(8.3

％)。由統計資料分析結果顯示，填答者主要照

顧者為母親為多數。 

 
（三）電腦操作能力 

學生背景變項中電腦操作能力資料方面，

結果為不熟悉為 7 人，所佔比例 5.3％)；一般

為 85 人(63.4％)；熟為 34 人(26％)；精熟為 7

人(5.3％)。由統計資料分析結果顯示，填答者

以電腦操作能力為一般為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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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常使用何款 3C品項 

學生背景變項中最常使用何款 3c 品項方

面，結果為桌上型電腦為 25 人，所佔比例 18.8

％)；平板電腦為 5 人(3.7％)；智慧型手機為 103

人(77.5％)。由統計資料分析結果顯示，填答者

最常使用何款 3c 品項為智慧型手機佔最高。 

 
（五）使用網路學習時間 

學生背景變項中使用網路學習時間資料方

面，結果為每週約未滿三小時為 57 人 (42.8

％)；每週約三到五小時為 47 人(35.3％)；每週

約六到八小時為 13 人(9.75％)；每週約超過九

個小時為 16 人(12.2％)。由統計資料分析結果

顯示，填答者以使用網路學習時間為每週約未

滿三小時居多。 

 

二、學習現況 

（一）學習動機 

分析結果為「我認為電腦或網路教學，讓

我更有自信能瞭解西餐廚藝」，結果為非常同意

為 27 人(20.3％)；同意為 72 人(54.1％)；普通

為 32 人(24.1％)；不同意為 2 人(1.5％)；非常

不同意為 0 人(0％)。分析結果顯示同意居多。 

「我認為電腦或網路教學，讓我總是有信

心能在西餐廚藝考試得到優異成績」，結果為非

常同意為 16 人(12.0％)；同意為 71 人(53.4％)；

普通為 44 人(33.1％)；不同意為 2 人(1.5％)；

非常不同意為 0 人(0％)。分析結果顯示同意居

多。 

「我認為電腦或網路教學，讓我可以自己

解決西餐廚藝相關問題時，並且我會覺得很快

樂」，結果為非常同意為 25 人(18.8％)；同意為

71 人(53.4％)；普通為 35 人(26.3％)；不同意為

2 人(1.5％)；非常不同意為 0 人(0％)。分析結

果顯示同意居多。 

「我認為電腦或網路教學，讓我學習西餐

廚藝有成就感」，結果為非常同意為 23 人(17.3

％)；同意為 66 人(49.6％)；普通為 39 人(29.3

％)；不同意為 5 人(3.8％)；非常不同意為 0 人

(0％)。分析結果顯示同意居多。 

「我認為電腦或網路教學，無形增加了西

餐廚藝精神方面可以實現自我承諾的能力」，結

果為非常同意為 21 人(15.8％)；同意為 69 人

(51.9％)；普通為 39 人(29.3％)；不同意為 4 人

(3.0％)；非常不同意為 0 人(0％)。分析結果顯

示同意居多。 

「我認為電腦或網路，讓我能預先了解西

餐廚藝課程內容，使我上課更為安心」，結果為

非常同意為 27 人(20.3％)；同意為 70 人(52.6

％)；普通為 34 人(25.6％)；不同意為 2 人(1.5

％)；非常不同意為 0 人(0％)。分析結果顯示同

意居多。 

「我認為電腦或網路可讓我更快速解決在

西餐廚藝課程中所遭遇的困難資料」，結果為非

常同意為 22 人(16.5％)；同意為 74 人(55.6％)；

普通為 35 人(26.3％)；不同意為 2 人(1.5％)；

非常不同意為 0 人(0％)。分析結果顯示同意居

多。 

「我認為電腦或網路讓我在學習西餐廚藝

課程後，能重更視家庭生活技能」，結果為非常

同意為 20 人(15.0％)；同意為 68 人(51.1％)；

普通為 42 人(31.6％)；不同意為 3 人(2.3％)；

非常不同意為 0 人(0％)。分析結果顯示同意居

多。 

「我認為電腦或網路讓我在學習到西餐廚

藝精神後，能建立與經營良好的群組合作關

係」，結果為非常同意為 19 人(14.3％)；同意為

71 人(53.4％)；普通為 41 人(30.8％)；不同意為

1 人(0.8％)；非常不同意為 0 人(0％)。分析結

果顯示同意居多。 

「我認為電腦或網路對我學習西餐廚藝課

程整體來說是愉快」，結果為非常同意為 2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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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同意為 71 人(53.4％)；普通為 33 人

(24.8％)；不同意為 2 人(1.5％)；非常不同意為

3 人(2.3％)。分析結果顯示同意居多。 

茲將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2 所示，填答者以

「1. 我認為電腦或網路教學，讓我更有自信能

瞭解西餐廚藝」同意度最高（74.4%），而「2. 我

認為電腦或網路教學，讓我總是有信心能在西

餐廚藝考試得到優異成績」同意度則相對較低

（65.4%），整體學習動機同意以上的比例為

69.9%，顯示將近七成填答者同意電腦或網路教

學對學習動機有正向影響。 

 

表 2. 學習動機同意以上比例及平均數彙整表 

學習動機問項 同意以上比例 平均數 

1. 我認為電腦或網路教學，讓我更有自信能瞭解西餐廚藝。 74.4% 4.42 

2. 我認為電腦或網路教學，讓我總是有信心能在西餐廚藝考試

得到優異成績。 
65.4% 3.76 

3. 我認為電腦或網路教學，讓我可以自己解決西餐廚藝相關問

題時，並且我會覺得很快樂。 
72.2% 4.13 

4. 我認為電腦或網路教學，讓我學習西餐廚藝有成就感。 66.9% 3.82 

5. 我認為電腦或網路教學，無形增加了西餐廚藝精神方面可以

實現自我承諾的能力。 
67.7% 3.94 

6. 我認為電腦或網路，讓我能預先了解西餐廚藝課程內容，使

我上課更為安心。 
72.9% 4.31 

7. 我認為電腦或網路可讓我更快速解決在西餐廚藝課程中所遭

遇的困難資料。 
72.1% 4.24 

8. 我認為電腦或網路讓我在學習西餐廚藝課程後，能重更視家

庭生活技能。 
66.1% 3.79 

9. 我認為電腦或網路讓我在學習到西餐廚藝精神後，能建立與

經營良好的群組合作關係。 
67.7% 3.91 

10. 我認為電腦或網路對我學習西餐廚藝課程整體來說是愉快

的。 
71.4% 4.08 

平均值： 69.9% 4.04 

 

 

（二）教材滿意度 

分析結果為「我對電腦或網路教學教材實

用性感到滿意」資料方面，結果為非常滿意為

26 人(19.5％)；滿意為 68 人(51.1％)；普通為

38 人(28.6％)；不滿意為 0 人(0％)；非常不滿

意為 1 人(0.8％)，結果為滿意居多。 

「我對電腦或網路教學教材實用性感到滿

意」資料方面，結果為非常滿意為 27 人(20.3

％)；滿意為 64 人(48.1％)；普通為 40 人(30.1

％)；不滿意為 1 人(0.8％)；非常不滿意為 1 人

(0.8％)，結果為滿意居多。 

「我對電腦或網路教材講義編排感到滿

意」資料方面，結果為非常滿意為 24 人(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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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為 68 人(51.1％)；普通為 40 人(30.1

％)；不滿意為 0 人(0％)；非常不滿意為 1 人(0.8

％)，結果為滿意居多。 

「我對電腦或網路教材或課程難易程度感

到滿意」資料方面，結果為非常滿意為 18 人

(13.5％)；滿意為 72 人(54.1％)；普通為 40 人

(30.1％)；不滿意為 2 人(1.5％)；非常不滿意為

1 人(0.8％)，結果為滿意居多。 

「我對電腦或網路教材教具感到滿意」資

料方面，結果為非常滿意為 25 人(18.8％)；滿

意為 61 人(45.9％)；普通為 45 人(33.8％)；不

滿意為 0 人(0％)；非常不滿意為 2 人(1.5％)，

結果為滿意居多。 

「我對電腦或網路教材的章節順序感到滿

意」資料方面，結果為非常滿意為 24 人(18.0

％)；滿意為 67 人(50.4％)；普通為 40 人(30.1

％)；不滿意為 0 人(0％)；非常不滿意為 2 人(1.5

％)，結果為滿意居多。 

「我對電腦或網路教材採用反覆的教學方

法感到滿意」資料方面，結果為非常滿意為

20(15.0％)；滿意為 75 人(56.4％)；普通為 35

人(26.3％)；不滿意為 2 人(1.5％)；非常不滿意

為 1 人(0.8％)，結果為滿意居多。 

「我對電腦或網路教材的夠引導學習者進

行實踐感到滿意」資料方面，結果為非常滿意

為 22 人(16.5％)；滿意為 66 人(51.9％)；普通

為 38 人(28.6％)；不滿意為 2 人(1.5％)；非常

不滿意為 2 人(1.5％)，結果為滿意居多。 

「我對電腦或網路教材的所能提供的團隊

合作與生活實踐感到滿意」資料方面，結果為

非常滿意為 21 人(15.8％)；滿意為 65 人(48.9

％)；普通為 43 人(32.3％)；不滿意為 3 人(2.3

％)；非常不滿意為 1 人(0.8％)，結果為滿意居

多。 

「我對電腦或網路教材整體的感覺是滿意

的」資料方面，結果為非常滿意為 19 人(14.3

％)；滿意為 78 人(58.6％)；普通為 33 人(24.8

％)；不滿意為 2 人(1.5％)；非常不滿意為 1 人

(0.8％)，結果為滿意居多。 

茲將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3 所示，填答者以

「10.我對電腦或網路教材整體的感覺是滿意

的」同意度最高（72.9%），而「我對電腦或網

路教材教具感到滿意」、「9.我對電腦或網路教

材的所能提供的團隊合作與生活實踐感到滿

意」同意度則相對較低（64.7%），整體教材滿

意度同意以上的比例為 68.6%，顯示將近七成

填答者對電腦或網路教學的教材感到滿意度。 

（三）課程滿意度 

分析結果為「我對電腦或網路課程內容安

排感到滿意」，結果為非常滿意為 21 人(15.8

％)；滿意為 76 人(57.1％)；普通為 34 人(25.6

％)；不滿意為 2 人(1.5％)；非常不滿意為 0 人

(0％)，結果為滿意居多。 

「我對電腦或網路課程可以和同學互相學

習感到滿意」，結果為非常滿意為 26 人(19.5

％)；滿意為 66 人(49.6％)；普通為 37 人(27.8

％)；不滿意為 3 人(2.3％)；非常不滿意為 1 人

(0.8％)，結果為滿意居多。 

「我對電腦或網路課程使用的環境感到滿

意」，結果為非常滿意為 27 人(20.3％)；滿意為

73 人(54.9％)；普通為 32 人(24.1％)；不滿意為

0 人(0％)；非常不滿意為 1 人(0.8％)，結果為

滿意居多。 

「我對學校安排的電腦或網路課程時間感

到滿意」，結果為非常滿意為 22 人(16.5％)；滿

意為 69 人(51.9％)；普通為 40 人(30.1％)；不

滿意為 2 人(1.5％)；非常不滿意為 0 人(0％)，

結果為滿意居多。 

「我認為電腦或網路教學整體上符合我的

學習需求並感到滿意」，結果為非常滿意為 30

人(22.6％)；滿意為 67 人(50.4％)；普通為 33

人(24.8％)；不滿意為 3 人(2.3％)；非常不滿意

為 0 人(0％)，結果為滿意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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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教材滿意度同意以上比例及平均數彙整表 

教材滿意度問項 同意以上比例 平均數 

1. 我對電腦或網路教學教材實用性感到滿意。 70.6% 4.19 

2. 我對電腦或網路教學教材實用性感到滿意。 68.4% 3.86 

3. 我對電腦或網路教材講義編排感到滿意。 69.1% 4.11 

4. 我對電腦或網路教材或課程難易程度感到滿意。 67.6% 3.78 

5. 我對電腦或網路教材教具感到滿意。 64.7% 3.62 

6. 我對電腦或網路教材的章節順序感到滿意。 68.4% 3.92 

7. 我對電腦或網路教材採用反覆的教學方法感到滿意。 71.4% 4.15 

8. 我對電腦或網路教材的夠引導學習者進行實踐感到滿意。 68.4% 3.84 

9. 我對電腦或網路教材的所能提供的團隊合作與生活實踐感到

滿意。 
64.7% 3.58 

10. 我對電腦或網路教材整體的感覺是滿意的。 72.9% 4.21 

平均值： 68.6% 3.94 
 

 

「我對電腦或網路課程的互動程度感到滿

意」，結果為非常滿意為 27 人(20.3％)；滿意為

69 人(51.9％)；普通為 33 人(24.8％)；不滿意為

4 人(3.0％)；非常不滿意為 0 人(0％)，結果為

滿意居多。 

「我對電腦或網路課程的寓教於樂活動感

到滿意」，結果為非常滿意為 24 人(18.0％)；滿

意為 70 人(52.6％)；普通為 38 人(28.6％)；不

滿意 1 人(0.8％)；非常不滿意為 0 人(0％)，結

果為滿意居多。 

「我對電腦或網路課程的小隊合作精神培

養感到滿意」，結果為非常滿意為 26 人(19.5

％)；滿意為 61 人(45.9％)；普通為 44 人(33.1

％)；不滿意 2 人(1.5％)；非常不滿意為 0 人(0

％)，結果為滿意居多。 

「我對電腦或網路課程的做中學與生活教

育感到滿意」，結果為非常滿意為 25 人(18.8

％)；滿意為 66 人(49.6％)；普通為 41 人(30.8

％)；不滿意 0 人(0％)；非常不滿意為 1 人(0.8

％)，結果為滿意居多。 

「我對電腦或網路課程整體的感覺是令人

滿意的」，結果為非常滿意為 30 人(22.6％)；滿

意為 65 人(48.9％)；普通為 36 人(27.1％)；不

滿意 1 人(0.8％)；非常不滿意為 1 人(0.8％)，

結果為滿意居多。 

茲將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4 所示，填答者以

「1. 我對電腦或網路課程使用的環境感到滿

意」同意度最高（75.2%），而「8. 我對電腦或

網路課程的小隊合作精神培養感到滿意」同意

度則相對較低（65.4%），整體課程滿意度同意

以上的比例為 70.7%，顯示超過七成填答者對

電腦或網路教學的課程感到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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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課程滿意度同意以上比例及平均數彙整表 

課程滿意度問項 同意以上比例 平均數 

1. 我對電腦或網路課程內容安排感到滿意。 72.9% 4.18 

2. 我對電腦或網路課程可以和同學互相學習感到滿意。 69.1% 3.98 

3. 我對電腦或網路課程使用的環境感到滿意。 75.2% 4.36 

4. 我對學校安排的電腦或網路課程時間感到滿意。 68.4% 3.88 

5. 我認為電腦或網路教學整體上符合我的學習需求並感到滿

意。 
73.0% 4.20 

6. 我對電腦或網路課程的互動程度感到滿意。 72.2% 4.16 

7. 我對電腦或網路課程的寓教於樂活動感到滿意。 70.6% 4.02 

8. 我對電腦或網路課程的小隊合作精神培養感到滿意。 65.4% 3.71 

9. 我對電腦或網路課程的做中學與生活教育感到滿意。 68.4% 3.84 

10. 我對電腦或網路課程整體的感覺是令人滿意的。 71.5% 4.07 

平均值： 70.7% 4.04 

 
 

三、學習進步狀況檢定 

經成對樣本 t 檢定後，結果支持平均分數

的前測(65.86分)與後測(90.04分)達到顯著差異

(t=-14.997; p<.001)，且為後測分數顯著高於前

測分數。據此，分析結果支持學生經過數位教

學後的學習成效有顯著進步，分析結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前後測驗得分成對樣本 t 檢定結果彙整表 

項目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t 值 

成對 
前測分數 65.86 133 12.814 -14.997*** 

後測分數 90.04 133 12.021  

註：*** p<.001 

 

 

四、學習動機與教材滿意度相關性 

經皮爾森績差相關(Pearson Correlation)分

析後，結果彙整如表 3 所示。分析結果顯示：

(1) 學習動機總分對教材滿意度總分、課程滿

意度總分有顯著相關；(2) 教材滿意度總分對

課程滿意度總分有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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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學習動機總分、教材滿意度總分、課程滿意度總分相關分析表 

項目 學習動機總分 教材滿意度總分 課程滿意度總分 

學習動機總分 --   

教材滿意度總分 .845** --  

課程滿意度總分 .783** .899** -- 

註：*** p<.001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參與者以女性佔較多數 (n=75, 

56.4%)，家庭主要照顧者以母親為多數(n=70, 

52.6%)，電腦操作能力以一般程度最多(n=85, 

63.4％)，最常使用 3C 品項以智慧型手機最多

(n=103, 77.5％)，使用網路學習時間以每週約未

滿三小時者居多(n=57, 42.8％)。 

受試者的學習動機皆以滿意以上的回應為

多數(>70%)，顯示進行數位教學能誘發學生較

高的學習動機。受試者對於本研究所提供的教

材皆以滿意以上的回應為多數(>70%)，顯示本

研究所研製的教材能讓學生有較高的滿意度。

受試者對於實驗教學的課堂滿意度皆以滿意以

上的回應為多數(>70%)，顯示本研究所設計的

實驗教學能讓學生有較高的滿意度。 

以實驗教學前後測驗成績作為數據，分析

結果後測平均分數顯著高於前測平均分數，支

持學生經過數位教學後的學習成效有顯著進

步，研究假設 1 獲得支持。積差相關分析結果，

顯示學習動機總分、教材滿意度總分、課程滿

意度總分三個因素之間存有顯著相關性，研究

假設 2 獲得支持。 

 

二、研究建議 

經由以上綜合結果的發現，本研究具體建

議為：1.透過翻轉教學課程設計提升廚藝技能

教學為有效模式，建議廣為推廣，據以提升學

生在實作課程上的學習成效；2.較不熟悉電腦

操作技能的學習者，具備比較強的學習動機，

因此，建議教學者可透過數位教學內容的設

計，使其富有電腦操作技術性與趣味性，以積

極強化電腦操作技能較強的學習者其學習動

機；3.由於分析結果支持使用智慧型手機與桌

上型電腦的學習者，具備較高的學習動機、教

材與課程滿意度，因此建議課程設計者朝向智

慧型手機與桌上型電腦皆可順利操作的數位教

學媒材，藉以刺激學習者多透過相關資訊設備

進行無所不在的網路學習。 

另在研究限制方面，本研究係採「準實驗

研究法」(quasi-experimental design)，且僅就廚

藝技能教學以西餐料理修習課程的學習者為對

象，就本研究結果之推論有其相當程度之限

制，不適宜作過度的推論。另在研究探討變項

方面，亦僅限於本研究透過問卷施測所得之結

果進行權勢，不適宜推論至其他未納入之變項

與因素。 

在未來研究建議方面，可擴大實驗研究人

數與課程內容，以更進一步驗證本研究之結

果；另建議擴充至不同專業領域實作內容的課

程，據以建立更完整的有效應用數位教學系統

之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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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台灣郵輪旅遊消費價值與行為 

李貴宜*、李建勳 

東海大學餐旅管理系 

（收件日期：111 年 4 月 11 日；接受日期：111 年 5 月 1 日） 

摘  要 
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星夢郵輪探索夢號於 2020 年 7 月 26 日以基隆為母

港首航，並成為疫後全球首艘復航的國際郵輪。本研究應用消費價值理論模式（Sheth, 

1991），探討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台灣民眾從事郵輪旅遊選擇行為之間的關聯性。本

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詢問疫情期間搭乘過探索夢號之旅客。統計方式採用信度分

析進行問卷之評估，以描述性統計、變異數分析、相關分析及多元迴歸分析進行分

析。有效樣本為 305 人。研究結果顯示，台灣旅客在疫情期間的郵輪旅遊，「情感

價值」對消費者選擇行為的解釋力最大，次之為「附加價值」、「功能價值」。而「社

會價值」及「新奇價值」對於消費者選擇行為，則無顯著影響。本研究認為郵輪業

者未來在行銷策略上，可針對情感價值方面，推出多元的郵輪體驗活動，例如多以

親友相聚或三代同堂等印象為廣告，設計銀婚、金婚紀念等值得回憶的船上活動，

吸引更多旅客選擇郵輪旅遊。結果可提供台灣政府、郵輪業者和旅行社業者等三方

參考以因應後疫情時代不同的策略思維。 

 

關鍵詞：新冠疫情、郵輪旅遊、消費價值、選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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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ption Values and Behavior to Cruise Travelers 
in Taiwan During COVID-19 Period in Taiwan 

Kuei-I Lee* and Chien-Hsun Lee 
Departmen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Tunghai University, Taiwan  

 ( Date received: April 11,2022; Date Accepted: May 1,2022 ) 

Abstract 
As COVID-19 occurred around the world, in July 26, 2020, Explorer Dream Cruise 

with Keelung as its home port was the world’s first international cruise ship that operate 

after the epidemic. That is a new page for Taiwan cruise travel industr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apply the consumption value theory model (Sheth, 1991) and to explore 

the five values on the behavior of Taiwan Cruise Travelers during COVID-19. The 

questionnaire was adopted in this study. The scal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literatures. 

The expert and pilot test were arranged to check the reliability of this questionnaire. The 

samples were distributed by using online and paper questionnaires. The research subjects 

were set as passengers who chose to take the Explorer Dream Cruise during the 

epidemic. The total useable sample were 305. The statistical method were used including 

reliability analysi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variance analysis,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for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n the 

"emotional value" of Taiwanese tourists on cruise travel during the epidemic has the 

greatest explanatory power for consumers’ choice behavior, followed by conditional 

value and functional value. However, social value and novelty value have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consumer choice behavior. The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the cruise industry can 

launch a variety of cruise experience activities in terms of emotional value for the 

marketing strategies. For example, the impression of gatherings of relatives and friends 

are often used as advertisements, and the design of silver weddings, golden wedding 

commemoratives and other memorable on-board activities. Attracting more tourists to 

choose cruise travel. This article also contains a lot of practical suggestions, such as 

providing different strategic in response to the epidemic, and giving references to the 

third parties, including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cruise ship operators, and travel 

agency operators. 

 

Key words: COVID-19, Cruise travel, Consumption values, Choice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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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國民生活品質的提升，搭乘郵輪旅遊

的趨勢近年來在亞洲地區迅速崛起，根據國際

郵 輪 協 會 （ Cruise Line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CLIA）調查資料，亞洲郵輪載客

量，從 2014 年的 181 萬人次，翻倍成長至 2017

年的 424 萬，並於 2017-2019 連續三年皆達 400

萬以上。台灣郵輪發展更是卓越，若以客源地

分析，2018 年台灣郵輪旅客達 39.1 萬人次，僅

落後亞洲龍頭中國的 235.7萬人次。基隆港 2019

年停靠次數更達 284 次，成為亞洲僅次於新加

坡（400 次）的第二大停靠港。（CLIA, 欣傳媒，

2020）。但 2019 年 12 月一場新型冠狀病毒肺

炎（COVID-19）襲來，全球旅遊市場影響無一

倖免，郵輪產業亦首當其衝。由於不斷有確診

案例發生在各艘國際郵輪上，導致各國陸續禁

止郵輪停靠及停止郵輪旅遊活動，郵輪經濟量

能嘎然而止。 

台灣在政府及人民的努力下，疫情影響相

較國際緩和。交通部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開放

讓星夢郵輪探索夢號抵台，進行全船員檢疫，

船員全數陰性（交通部，2020）。全球首艘復航

的國際郵輪「探索夢號」7 月 26 日從基隆港出

發，為跳島郵輪旅遊揭開序幕（交通部航港局，

2020）探索夢號因疫情影響，各國港口皆禁止

停靠等限制，開創了台灣串連台灣本島、金門、

馬祖及澎湖等離島航線，啟動疫情之下台灣境

內郵輪安心旅遊的嶄新一頁。於首航之後，截

至 2021 年 1 月，探索夢號以基隆港為母港，一

共航行 63 趟次，服務共計 125,737 人次，成效

卓越。（台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2021）另外探

索夢號針對新冠肺炎疫情，於船上嚴格採取防

疫措施，共分為八項包含登船及離船、客房區

域、公共區域、食品衛生、活動演出、新風系

統、醫療設施、船員防護等皆有明定防控要點。

例如乘客於公共區域皆須隨時保持佩戴口罩；

暫停遊客自助取餐服務，改由專戴口罩和一次

性手套的船員協助取餐；所有客房及公共區域

皆配備 100%新鮮室外空氣循環系統等。多項規

定都與一般非疫情期間搭乘郵輪旅遊時不同，

給予乘客不同以往的體驗及感受。 

在各國疫情仍險峻的情況下，台灣的郵輪

旅遊的量能持續穩定產出，實屬不易。然而背

後消費者在疫情期間選擇郵輪消費的原因，讓

人覺得好奇。消費價值理論（Consumption value 

theory）由 Sheth 等研究學者（1991）提出，消

費者的選擇行為受到五種不同價值的影響，包

含有:功能價值、社會價值、情感價值、新奇價

值和附加價值的影響。以一個簡單且完整的分

析架構，並透過不同價值與行為面結合，有效

的幫助研究者瞭解消費者行為。因此，本研究

主要探討台灣消費者在新冠疫情期間對郵輪旅

遊的消費價值是否影響郵輪旅遊商品的選擇行

為，以 Sheth（1991）的消費價值理論作為本

研究的基礎理論，建立研究架構。 

 

研究目的可分為以下： 

1.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探討台灣星夢郵輪消

費者之人口統計變項對消費價值之影響。 

2.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確認消費價值對消費

者購買郵輪旅遊商品選擇行為之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亞洲及台灣郵輪發展現況 

郵輪旅遊係指以輪船作為渡假之交通載

具、旅館住宿，餐飲供應以及休閒場所，以進行

船上與陸上休閒、觀光與旅遊等活動。換言之，

郵輪就是一個「浮動渡假旅店」，就像帶著「帶

著 Hotel 去旅行」，旅客得以隨身攜帶住宿之艙

房，跟著郵輪巡航，悠閒享受船上食、衣、住、

行、育、樂、購等活動。郵輪旅遊總合「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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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旅館、餐飲、休閒、活動、服務」等多元

屬性，異於傳統旅遊產品，郵輪旅遊產品可以改

變地理空間與時間存在的客觀阻礙，克服航空器

以及陸上交通工具無法載送遊客到達的困難（周

等，2020）。 

台灣郵輪旅遊產業也在近年間，經過郵輪

業者與國內旅行社業者努力之下，交出了亮麗成

績。根據國際郵輪協會調查資料，2018 及 2019

年亞洲前十名停靠國家地區，台灣皆名列第 8

名，僅次於日本、中國、新加坡等國家。基隆

港（284 次）更在 2019 年成為亞洲僅次於新加坡

（400 次）的第二大停靠港。（CLIA 欣傳媒，2020）

若以客源地分析，2018 年台灣郵輪旅客達 39.1 萬

人次，僅落後亞洲龍頭中國的 235.7 萬人次，微

幅領先新加坡 37.3 萬人次，成為亞洲郵輪客源

市場的第二名，並在台灣國人愈趨講究生活旅遊

品質之下，可望持續提升郵輪旅遊人口（CLIA

欣傳媒，2020）。 

 

二、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郵輪旅遊產業之影

響 

自 2019 年 12 月，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COVID-19）於中國發現，並開始於全球各地

蔓延幾乎無一倖免，並隨即衝擊到國際旅客往

來運輸。2020 年 2 月 4 日起， 在英國註冊的鑽

石公主號在日本橫濱被隔離大約一個月，超過

700 人被感染有 12 人死亡，成為第一艘船上發

生重大疫情的郵輪。同集團的至尊公主號 3 月

6 日起陸續有船員乘員，共計 21 人確診新冠肺

炎，美國拒絕「至尊公主號」停港，郵輪只能

滯留在舊金山外海，3 月 9 日才改在加州奧克

蘭港靠岸。而威士特丹號船上一名美國籍婦人

被驗出確診新冠肺炎患，曾被日本、香港、台灣、

泰國、美國等多個港口拒絕停靠，都成為國際媒

體矚目焦點。而其中 受到台灣人民關注的，

為 2 月 4 日搭載著 1738 名旅客（包含台灣籍

1709 人），從基隆港出發預計前往停靠日本那霸

港的「寶瓶星號」。因同時段鑽石公主號及世界

夢號均發現有確診患者，台灣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於 2 月 6 日宣布即日起禁止國際郵輪靠

泊台灣港口，該郵輪當時仍在日本那霸外海，

亦遭日本禁止停靠。經協調後，2 月 8 日郵輪返

回台灣，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於基隆港成立「因應

寶瓶星郵輪進港檢疫疏運緊急應變中心」。相關人

員登船檢疫，完成所有船上人員篩檢，全數呈現

陰性反應獲准下船，台灣全體人民有驚無險鬆了

一口氣。截至 2020 年 4 月 24 日，已有 30 多艘郵

輪確認船上有冠狀病毒陽性個案，各國政府和港

口皆採取應變措施，禁止郵輪停靠。另根據

Cruise market watch (2021)，全球共 31 個郵輪品

牌，將原定近期在亞洲區域運行的船隻更改航

線、延遲，甚至取消（參閱表 1）。 

台灣於疫情期間特別針對星夢遊輪的探索

夢號開放環島及台灣周圍離島的郵輪安心旅

遊。開放基隆港讓星夢郵輪探索夢號入港，偕同

疾病管制署、港務警察總隊、CIQS 及港務公司

等相關單位，共同展開各項檢疫、防疫整備措

施。其中包括船員於防疫旅館進行居家檢疫 14

日後，進行新冠肺炎核酸檢驗，回船後再進行

7 日自主健康管理。一切準備就緒後，探索夢號

順利於 2020 年 7 月 26 日首航，以基隆為母港，

串連台灣本島、金門、馬祖及澎湖等離島，啟動

疫情之下台灣郵輪安心旅遊新頁。表 2 呈現探

索夢號航用至 2021/1 前趟次及參與人數。 

 

三、旅遊危機相關研究 

Korstanje（2011）指出，雖然人類對促進

旅遊的所有技術都越來越進步，但人們也越來

越擔心旅行或飛行。旅遊發生危機，表示旅客

可能成為恐怖主義、國際衝突、危害健康或自

然災難的受害者（Reisinger and Mavondo, 2005, 

2006）。任何的危機，無論是直接或間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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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都威脅到遊客的安全，使得旅遊業成為非 常脆弱的行業(Fuches, 2003)。 

 

表 1 較受台灣矚目因新冠疫情影響的郵輪 

發生日期(2020

年) 

郵輪名稱 靠岸地點 確診 

人數 

事件簡述 

資料來源 

2/3 起 鑽石公主號 日本橫濱 712 海上隔離一個月，引發國 

際高度恐慌 

(日本厚生勞動省，2020) 

2/21 起 至尊公主號 美國舊金山 21 一度遭拒絕停港 

(明報，2020a) 

1/19 起 世界夢號 香港/台灣 8 行至高雄遭拒絕靠岸 

(明報，2020b) 

3/8 起 紅寶石公主 

號 

澳洲雪梨 

紐西蘭奧克蘭 

600 原認列「低風險」郵輪， 

後造成紐澳區確診數攀升 

(風傳媒，2020) 

 

表 2 探索夢號基隆港郵輪船期報表 

航行年/月 航行趟次 總計 

旅客人次 

平均每趟 

旅客人數 

2020/7 2 2,862 1,431 

2020/8 10 26,518 2,652 

2020/9 13 33,245 2,557 

2020/10 11 28,691 2,608 

2020/11 10 14,497 1,450 

2020/12 10 10,439 1,044 

2021/01 7 9,485 1,355 

總計 63 125,737 1,996 

資料來源：台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2021)  

 

Caplan 於 1961 年將危機（crisis）定義為:

「人們在面對挑戰或威脅時，無法以習慣使用

的機制來因應，引發功能損傷，以致陷入炙熱

的痛苦中。」而危機的特徵包括認知上（混亂、

無法做決定)、情感上（憂鬱、焦慮）、生理上(抱

怨身體不適）、行為上（敵意、退縮）的重大改

變（鄔,2009）。黃（2000）則認為危機一方面

會造成個人或組織的危險狀態，另一方面卻也

帶給個人與組織轉化成長或發展的機會。因

此，危機本身是中性的，猶如水一樣可以『載

舟』（出現機會），亦可以『覆舟』（產生危險）。

（陳，2005） 

郵輪旅遊相較於一般陸上旅遊，仍有許多

差異之處，並潛在不同類別的危險，例如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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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與醫療問題，而郵輪又具備病原高傳播

風險之環境特性。美國疾病防治中心（CDC）

自 1970 年代開始與郵輪產業合作，建立美國

公 共 健 康 服 務 的 船 舶 衛 生 計 畫 （ Vessel 

Sanitation Program, VSP），協助郵輪產業執行衛

生政策，降低傳染疾病等風險。郵輪與疾病防

制中心合作密切，從新船建造時就會提供相關

的規範以及計畫，同時執行到岸檢查。郵輪也

和疾病防制中心合作包含一般檢查、船員訓練

以及乘客教育（劉等，2015）。以本次研究探討

的疫情之下郵輪旅遊的發展，就可充分體現出

人們在擔憂 疫情傳播的危機之下，台灣政府當

局、郵輪業者及旅行社業者三方，如何相互配

合，在法規及防疫安全無虞的前提情況，持續

推動維持郵輪正常的航行和服務營運。 

 

四、消費價值理論 

由 Sheth et al（1991）提出消費價值的概

念，認為消費者在選擇消費時，面臨到「買或

不買」、「要選擇哪種產品型態」或「要選哪種

品牌」時都會受到消費價值理論中功能性價值

（ functional value ）、 社 會 性 價 值 （ social 

value）、情感性價值（emotional value）、新奇性

價值（epistemic value）、情境性價值（conditional 

value） 五種消費價值影響，如圖 2-4 所示。

此理論模式在應用時有三項基本假設（Sheth et 

al., 1991）：1）消費者的選擇是由多重消費價值

所構成的函數，消費者在決策過程中可能受到

其中一種、兩種，甚至所有五種消費價值影響。

2）在不同的選擇情況中，不同的消費價值會導

致消費者不同的選擇行為，代表面對不同的選

擇情境，消費者會有不同的消費價值。3）此五

種消費價值彼此是獨立且無法相互替代，但都

與購買行為相關，會影響消費者的認知情況。 

 

(一) 功能價值 

一項產品或服務其所具有的功能、效用或

實體上之屬性，若能滿足消費者使用該產品或

服務所期望的功能、效用需求，則此產品或服

務所呈現的屬性即具有功能性價值。消費者通

常會針對服務或產品所呈現的屬性予以衡量評

估， 如價格、性能、用途、屬性、品質等。Sheth

（1991）認為這些即是影響消費者選擇的 大

因素，亦即消費者的選擇行為受產品或服務的

功能性價值影響 大。本次研究在新冠疫情期

間，民眾無法出國旅遊，旅遊的選擇受到阻礙。

郵輪旅遊於海上航行，甚至靠岸澎湖金門馬祖

等離島，感受猶如出國。在此旅遊產品的功能

價值上，探討價格、品質是否符合民眾的期待。 

 

(二) 情感價值 

當產品或品牌能觸動消費者的情緒感受，

使消費者產生購買行為，則此產品在消費者心

目中即擁有情感性價值。消費經驗、產品的使

用及滿意度常是激發產品情感性價值的因素，

而情感性價值可分為正面與負面，如：興奮、

安全、滿足、焦慮、恐懼等感覺（王，2006）。

情感性價值在消費選擇中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以美學角度來看，設計精美的產品、陳列擺設

的創意、背景音樂的陪襯、燈光氣氛的營造等

常常會誘發消費者非計畫性或衝動性的購買，

這便是受到情感影響所產生的行為。另外，情

感性價值也常受廣告或服務氣氛的影響，不同

的廣告對於消費者會有不同的情緒影響，相同

的廣告內容引起消費者的情緒感受未必相同

（朱，2014）。消費者受情感性價值的影響包

括：衝動或人格特質（personality）、刺激的探

究（motivation research）、潛在認知（subliminal 

perception）、市場與促銷混合變數（marketing 

and promotional mix variable）等（潘，2009）。

本研究討論疫情期間，選擇郵輪旅遊讓人放鬆

愉快及促進同行者之間感情等情感價值，並且

討論船上的防疫措施是否讓人放心，與選擇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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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旅遊之間的關聯性。 

 

(三) 社會價值 

消費者的購買行為除了考量功能、實用性

價值，有時會為了取得社會群體 的認同、符合

社會規範，抑或展現自我內在形象、提升社會

地位等因素採取消費行動。當產品或品牌能使

消費者與本身所歸屬或仰慕之社會群體相連

接，因而提高其效用者，則此產品對消費者便

具有社會性價值。Holbrook （1994）認為，社

會性價值來自於一個或數個社會群體的連結，

透過與地理環境、社會文化、道德、群體之互

動而產生。這類型的價值常存在能見度高的產

品或服務，且可以與他人分享的物件，如禮物。

消費者受社會性價值的影響多與象徵價值

（ symbolic value ） 、 關 聯 團 體

（referencegroup）、社會階級（social class）、

炫 耀 與 補 償 性 消 費 （ conspicuous and 

compensatory consumption）、輿論（opinion）有

關。以往搭乘郵輪都會與符合時代趨勢及較高

的社會地位產生連結，本研究探討社會價值，

包含形象和認知等構面，在疫情期間選擇郵輪

旅遊行為的關聯。 

 

(四) 新奇價值 

當消費者因為好奇或渴望追求新知而採取

購買行動，則此產品或品牌對於消費者而言便

具有新奇價值。這些具新奇價值的產品或品牌

通常是消費者較不熟悉、較複雜的事物，大多

也是新商品、具娛樂性質，消費者並非因功能

或實用性考量而選擇的產品。換言之，具新奇

性價值的產品或品牌，其與創新、探究、極限

刺激、尋找多變及尋找新奇行為等概念有關

（潘，2009）。郵輪旅遊的特性，將飯店、餐廳、

交通、娛樂等功能集結，疫情期間更令人有類

出國的新鮮感，另外由於國際旅遊及居家檢疫

等限制，台灣民眾無法輕易前往較常從事的博

弈活動的澳門等地，於是郵輪旅遊亦成為賭客

選擇博奕活動的方式之一。此研究探討郵輪上

有類出國的感覺及可獲得各種不同娛樂，包含

從事博奕活動，與選擇郵輪旅遊之間的關聯性。 

 

（五）附加價值 

在某些情況下，產品能暫時提供較大的功

能性或社會性價值，則此產品便擁有情境性價

值。具情境性價值的產品，常與消費者所處的

時空背景有關。如：雨傘在雨天的價值性；康

乃馨、玫瑰花等具有特別意義的花在某特定情

境中才能凸顯其價值存在（王，2006）。產品因

情境因素產生外部效用，改變消費者平時行

為。若該情境因素消失，產品的價值也就減少，

代表情境因素在消費行為上有著決定性的影

響。衡量情境性價值的內容包括：社會環境

（social surroundings）、暫時的觀點（temporal 

perspective ）、偶發情況的效果（ effects of 

situational contingencies）等（潘，2009）。 

本次研究在附加價值、情境價值中討論疫

情期間郵輪旅遊與提升生活品質和紓解生活壓

力及是否值得回憶等之間的關聯。因此若可以

了解到消費者認定的價值，有別於以往的郵輪

旅遊體驗，且可影響選擇郵輪旅遊的行為。在

決策過程中，消費者也會在心中透過消費者價

值這五個面向來衡量自己需不需要購買，購買

這項產品到底是滿足了消費者本身對功能價

值、社會價值、情感價值、新奇價值或附加價

值中哪一個或哪幾個價值的需求。基於以上文

獻提出研究假設 H1-H5，包含以下五個。  

H1：功能價值顯著影響搭乘郵輪旅遊顧客選擇

行為 

H2：情感價值顯著影響搭乘郵輪旅遊顧客選擇

行為 

H3：社會價值顯著影響搭乘郵輪旅遊顧客選擇

行為 

H4：新奇價值顯著影響搭乘郵輪旅遊顧客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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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 

H5：附加價值顯著影響搭乘郵輪旅遊顧客選擇

行為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採用消費價值理論構面主體，研究

價值為基礎的行為模式（Sheth 1991），五種價

值型態分別為：功能價值、社會價值、情感價

值、新奇價值及附加價值，藉此衡量在新冠肺

炎疫情下，國人郵輪旅遊的消費價值。並藉由

人口統計變項因素及個人的消費價值，來了解

與郵輪旅遊選擇行為之間的關聯。 

 

二、研究假設 

根據本研究目的與架構，列出本研究所欲

驗證如下圖 1 所示： 

 

 

 

 

 

 

 

 

 

 

 

 

 

 

 

圖 1 研究架構 

 

三、問卷設計 

回顧過去相關文獻，本研究歸納所得各項

變數，設計問項內容分為以下四個部分： 

 

(一) 人口統計變項： 

受訪者的基本資料，包含性別、年齡、婚

姻狀況、就業狀況、教育程度、生活經濟來源、

每月收入或可支配費用共 7 題。 

 

(二) 背景資料： 

了解受訪者是否搭乘過郵輪及次數，以及

新冠疫情開始後是否有搭乘過郵輪。旅遊資訊

從何得知及未來是否想搭郵輪及 重視郵輪上

的哪一部分。共 7 題，包含疫情前是否搭過郵

輪、疫情期間是否搭過郵輪、郵輪搭乘次數、

郵輪旅遊資訊從何得知、未來搭郵輪 重視哪

一部分、郵輪費用支出為誰、郵輪上額外支出

費用。 

 

(三) 消費價值： 

消費價值觀有五種，功能價值、情感價值、

消費價值 

H1

顧客選擇行為 

附加價值 

新奇價值 

社會價值 

情感價值 

功能價值 

H2

H3

H4

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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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價值、新奇價值、附加價值。五種都有可

能會程度不一交叉影響消費者決策，本研究採

用採用李克特（Likert）5 點等距量表予以評分，

分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

同意，依序為 1 分到 5 分。該項消費價值的得

分越高，表示越具高度遊輪旅遊消費吸引力。

以下共整理五種消費價值觀問項及參考依據

（參閱表 4）。 

 

表 4 消費價值主要衡量構面及參考問卷來源 

構面 操作內容 參考文獻 

功能價值 價格、品質 Petrick(2004)、賴(2015) 

情感價值 情感、情緒 張和林(2002) 

社會價值 形象、認知 Sweeney and Soutar(2001) 

新奇價值 好奇心、新鮮感 Duman and Mattila(2005) 

附加價值 其他功能、特別情境 Holbrook(1994) 

選擇行為 未來參與意願 Williams and Soutar(2009)、Duman and 

Mattila(2005)、賴(2015) 

 
功能價值：消費者常考慮產品的功能或屬性等因素決定是否購買產品或服務，藉以滿足消費者需

求。功能價值被認為是消費者購買產品或服務時 重要的驅力。採用（Petrick，2004）

作為衡量功能價值（參閱表 5）。 

 

表 5 功能價值問項表 

研究構面 問項 

功能價值 

(價格、品質) 

1.疫情期間，郵輪價格比非疫情期間價格划算 

2.我認為郵輪旅遊服務是一項經濟實惠的旅遊產品 

 3.我認為疫情期間郵輪旅遊品質能滿足我的期待 

 
情感價值：消費者覺得這項產品有改變情感或情緒狀態的能力或效用時，情感性價值是能讓消費者

感到愉悅、享受的，採用（張和林，2002）衡量情感價值，如表 6。 

 

表 6 情感價值問項表 

研究構面 問項 

情感價值 

(情感、情緒) 

1.疫情期間，選擇郵輪旅遊因為能讓我放鬆、愉快 

2.疫情期間，選擇郵輪旅遊可以促進與同行者之間感情 

 3.疫情期間，選擇郵輪旅遊有療癒的感覺 

 4.疫情期間，選擇郵輪旅遊是一件讓我期待的事 

 
社會價值：產品使消費者與其他社會群體連結提供效用。透過既存的地理區域、經濟、文化、道德、

群體的互動。採用（Sweenney & Soutar2001）衡量社會價值，如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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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社會價值問項表 

研究構面 問項 

社會價值 

(形象、認知) 

1. 疫情期間，搭郵輪符合時代趨勢 

2. 疫情期間，搭郵輪值得向他人炫耀 

 3. 疫情期間，搭郵輪會提高身分 

 
新奇價值：產品能引起消費者的好奇心、新鮮感還能滿足求知慾，會促使消費 者購買慾望。採

用（Duman and Mattila2005）衡量新奇價值，如表 8。 

 

表 8 新奇價值問項表 

研究構面 問項 

新奇價值 

(好奇心、新鮮感) 

1. 疫情期間，郵輪旅遊有類出國的感覺 

2. 疫情期間，郵輪旅遊可參與各種不同娛樂 

 3. 疫情期間，郵輪旅遊能滿足我的好奇心 

 4. 疫情期間，郵輪旅遊可品嘗異國料理 

 5. 疫情期間，郵輪上可參與博奕活動 

 
附加價值：消費者在決策時處在某種特定的情況或背景，消費選擇在特定情況下會提升。採用

（Holbrook，1994）衡量附加價值，如表 9。 

 

表 9 附加價值問項表 

研究構面 問項 

附加價值 

(其他功能、特別情境) 

1. 疫情期間，我認為搭郵輪可以提升生活品質 

2. 疫情期間，我認為搭郵輪可紓解生活壓力 

3. 疫情期間，我認為郵輪旅遊是很值得回憶的 

 

 

(四) 選擇行為： 

本研究參考 Williams and Soutar(2009)、

Duman and Mattila(2005) 和賴(2015) 對旅遊

消費行為的量表，衡量消費者對郵輪旅遊的參

與意願。採用李克特(Likert)5 點等距量表予以

評分，分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

非常同意，依序為 1 分到  5 分。該項選擇行

為選項的得分越高，表示越具高度遊輪旅遊服

務的意願，題項內容如表 10 所示。 

 

四、專家效度諮詢及問卷修改 

此問卷經過專家效度諮詢，編製問卷初稿

敦請對題目方向領域有相關研究的專家學者共

三位，以其專業知識評估問卷的內容，依題項

審核是否適當、不適當或依個人意見予以修改

建議，使每個題項之語意表達能更提供試測者

閱讀的適合度，提高容易回答之程度。接下來，

以隨機抽樣有效問卷共 30 份，依預試結果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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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修訂。預試結果以信度分析 Cronbach’s α 

若低於 0.7，進行調整。研究構面問卷表，分為

六部分，共計 24 題，Cronbach’s α 值呈現如表

11。 

 

表 10 選擇行為問項 

變數 問項 

郵輪旅遊選擇行為 

(未來參與意願) 

1.疫情期間，有機會我願意再次參與郵輪旅遊 

2.未來在疫情結束後，我願意再次參與郵輪旅遊 

 3.我會推薦親朋好友參與郵輪旅遊 

 4.我會願意選擇旅行時間更長的郵輪旅遊 

 5.我會願意選擇費用更高的郵輪旅遊 

 6.未來我希望能多體驗不同的郵輪旅遊行程 

 

表 11 各構面信度分析結果 

項目 Cronbach α 值 題數 

功能價值 0.809 3 

情感價值 0.875 4 

社會價值 0.756 3 

新奇價值 0.791 5 

附加價值 0.872 3 

選擇行為 0.899 6 

整體 Cronbach α 值 0.944 24 
 

 

五、問卷發放 

本研究之對象為疫情期間，曾選擇過搭乘

星夢郵輪探索夢號的族群，於 2021 年 3 月 26

日發放正式問卷，2021 年 4 月 11 日回收完畢。

透過網路問卷以及紙本問卷的方式，共計彙集

有效網路問卷 200 份，紙本問卷 105 份，總

計 305 份。網路問卷發放的方式有其三，第一

是透過 Google 電子問卷系統進行，並經由 Line

將問卷的連結網址散播給雄獅旅行社的業務同

事，經由轉發給所知曾經搭乘探索夢號的旅

客，共計收集 30 份；第二是透過 FB 及 IG 社

群媒體，尋找曾搭乘過星夢郵輪探索夢號並於

網路上張貼文章或照片分享的群眾，以非公開

一對一傳訊息方式邀請填答問卷，共計 FB 收

集 7 份、IG 收集 79 份，總計 86 份；第三是於

基隆港與金門港郵輪停靠碼頭，針對搭船旅客

發予 QR Code 掃描連結至 Google 表單填寫，

共計收集 89 份。網路問卷於 3 月 26 日至 4 月

9 日進行，總計收集 205 份，其中 5 份受試者

皆選填同一選項視為無效問卷，有效問卷為 200

份。而紙本問卷則是於 2021 年 3 月 30 日至 4

月 9 日，於基隆港與金門港郵輪停靠碼 頭針對

搭船旅客進行現場問卷調查。共計收集 108

份，其中 3 份受試者皆填選同一選項視為無效

問卷，有效問卷為 105 份。 

 

六、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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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資料分析採用 SPSS 20.0 進行數據

分析，使用的統計方法如下所述：  

 

(一) 敘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對於受試者基本背景變數採用敘述

性統計方法，說明樣本在統計上的分佈情況，

透過平均數、標準差和百分比，瞭解受訪對象

之樣本結構特性。 

 

(二) 變異數分析： 

為了探討遊客旅遊屬性在消費價值與旅遊

滿意度上是否有差異，以單因子變異數分別對

消費價值量表、顧客選擇行為量表進行檢定，

藉此了解何種遊客屬性對消費價值及顧客選擇

行為具有影響力。 

 

(三) 相關分析： 

本研究透過 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計算

五種消費價值：功能價值、情感價值、社會價

值、新奇價值、附加價值與選擇行為之相關係

數，用以說明遊客的消費價值與選擇行為之相

關性。 

 

(四) 迴歸分析： 

本研究採用多元迴歸分析是使用多個自變

數去預測依變數的統計方式。分別就五種消費

價值的題項總分與所有選擇行為題項分數加總

進行迴歸分析，檢視迴歸係數的顯著性，檢視

迴歸係數的顯著性，以分析「消費價值」對「消

費者選擇行為」之影響。 

 

肆、結果與討論 

一、受訪者人口背景分析 

本研究共計有 305 位有效受訪者，透過表

12 可知受訪者背景資料分布。性別部分，男生

為 119 人，女生為 186 人，女性較多約占六成

比例。年齡方面，以 20~29 歲及 30~39 歲的受

訪者居多，分別占了 27.5%及 25.9%，另外 60

歲以上的受 訪者亦有收集到 27 位，占 8.9%。

婚姻狀況方面，已婚及未婚的受訪者相當，分

別為 47.9%和 46.9%。在就業狀況方面，所占

比例 高者為「服務業」32.8%，其次為商業與

自由業，分別為 14.4%和 11.1%，「退休」的共

有 21 人占 6.9%。教育程度則以「大學」為主，

超過一半 50.5%，研究所以上則有 12.1%。生

活經濟來源「以本人收入及儲蓄項目」為主共

有 86.9%，配偶收入及積蓄為 7.2%。平均月收

入或每月可支配所得，以 20001~40000 元比例

高 39%， 40001~60000 元其次為 26.2%，超

過 10 萬元以上的為 27 人占 8.9%。可顯示疫情

期間的國內郵輪行程，不同以往總讓人認為郵

輪為高端消費旅遊活動，亦可吸引許多平均月

收入或每月可支配所得在 4 萬元以下的族群。 

填答者與郵輪旅遊相關資料的統計分析，

可見下表 13。在題項「疫情之前， 是否有搭

乘郵輪旅遊經驗?」，其中有 45.6%填答未曾搭

過郵輪，顯示星夢郵輪探索夢號為該受訪者，

人生中第一次參與的郵輪旅遊經驗，比例相當

之高。至今曾參與所有郵輪旅遊的次數，1-5

次占了 81%，6-10 次為 8.9%，11 次以上的亦

有 10.2%的比例。郵輪的旅遊資訊來源，為可

複選題項，受訪者以有選填「親朋好友」的數

量 高，共有 196 人，涵蓋有 64.3%的受訪者

都以此為選項。再來是旅行社及網路媒體，分

別為 36.1%及 34.8%皆有選填。如果您要搭郵

輪旅遊，您 重視郵輪哪個部分，此為可複選

題項，受訪者以「行程與目的地」及「船上設

施與服務」選項為主，各自皆有 212 人的 69.5% 

選填，再來才是「價格」有 60.3%的受訪者選

填。船身大小居與郵輪品牌知名度 居末位，僅

有 32.8 %和 34.4%受訪者在意。關於費用的問

題，本次疫情期間，參與郵輪旅遊的費用，共

計有 70.5%的遊客是由本人支付，另外接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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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遊客是由他人支付。除了船費外，在遊輪

旅遊中額外的支出費用，以「付費餐廳」為大

宗，共計 177 人有此額外支出占比為總數的

58%，接續為「酒精飲料」、「船上其他娛樂活

動」、「博弈活動」。「購買岸上觀光」的僅有

27.2%不到三成旅客，顯示選擇抵港後自由行的

旅客居多。 

 

二、人口統計變項在消費價值之差異 

為了探討遊客旅遊屬性在消費價值上是否

有差異，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對消費價值量表

進行檢定，藉此了解何種遊客屬性對消費價值

具有影響力。由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可知，

在整體的消費價值上有顯著性差異的，分別有

「年齡」、「婚姻狀況」、「生活經濟來源」、「本

次郵輪費用是否自身支付」。反之對消費價值無

顯著性差異的，則有「性別」、「就業狀況」、「教

育程度」、「平均月收入或每月可支配所得」、「疫

情前是否有搭乘郵輪經驗」、「搭乘郵輪次數」。

進一步針對這些遊客屬性，以 Scheffe 法做事後

比較。結果發現，在年齡較小的遊客，消費價

值感受較年齡長的遊客為佳。婚姻狀況部分，

已婚者相較於未婚者，消費價值感受較佳。生

活經濟來源為本人收入及儲蓄，消費價值感受

較其他選項的旅客為佳。另外也發現，搭乘郵

輪費用由自身支付的旅客，相較他人支付的旅

客，消費價值感受較佳。郵輪次數選擇 6-10 次

或 11 次以上的旅客，相較搭乘次數 1-5 次的旅

客，在選擇行為上的填答較為積極正向(表 13）。 

從本研究分析數據可知，其中以「年齡」、「婚

姻狀況」、「生活經濟來源」具有顯著性差異。「性

別」、「就業狀況」、「教育程度」、「平均月收入

或每月可支配所得」則無顯著差異（參閱表

14）。 

 

三、多元回歸分析 

為了解消費價值對旅遊滿意度是否產生顯

著性的影響，本研究透過多元迴歸分析方式，

分別以五種消費價值為自變數，消費者選擇行

為為依變數進行迴歸分析。根據迴歸分析結

果，社會價值與新奇價值變項對選擇行為變項

沒有顯著的解釋力，顯著性皆大於 0.05(分別為

0.363 及 0.558)。其餘變項，功能價值、情感價

值、附加價值，其對遊客的消費者選擇行為具

顯著性影響顯著性均小於 0.05。從迴歸方程式

可知，情感價值的迴歸係數值 大，其對消費

者選擇行為的解釋力 大，次之者為附加價

值，接著是功能價值，對於消費者選擇行為解

釋力較小者為社會價值、新奇價值（參閱表

15）。 

消費價值與顧客選擇行為之間的關係，假

設驗證結果如下： 

H1：功能價值顯著影響搭乘郵輪旅遊顧客選擇

行為，假設成立。 

H2：情感價值顯著影響搭乘郵輪旅遊顧客選擇

行為，假設成立。 

H3：社會價值顯著影響搭乘郵輪旅遊顧客選擇

行為，假設不成立。 

H4：新奇價值顯著影響搭乘郵輪旅遊顧客選擇

行為，假設不成立。 

H5：附加價值顯著影響搭乘郵輪旅遊顧客選擇

行為，假設成立。 

消費價值與顧客選擇行為影響模型圖，如

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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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受訪者人口背景分析（n=305）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119 39 

女 186 61 

年齡 

19歲以下 11 3.6 

20~29 84 27.5 

30~39 79 25.9 

40~49 

50~59 

58 

46 

19 

15.1 

60~69 21 6.9 

70~79 6 2 

婚姻狀況 

已婚 146 47.9 

未婚 143 46.9 

離婚 9 3 

分居配偶健在 3 1 

喪偶 4 1.3 

就業狀況 

學生 20 6.6 

軍公教人員 27 8.9 

農林漁牧業 3 1 

工業 25 8.2 

商業 44 14.4 

服務業 100 32.8 

醫療業 11 3.6 

自由業 

退休 

待業中 

無 

34 

21 

5 

15 

11.1 

6.9 

1.6 

4.9 

教育程度 

小學 3 1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上 

9 

67 

35 

154 

37 

3 

22 

11.5 

50.5 

12.1 

生活經濟來源 

本人收入及儲蓄 265 86.9 

父母或他人給與 

子女或他人奉養 

配偶收入及積蓄 

16 

2 

22 

5.2 

0.7 

7.2 

平均月收入或每月可 

支配所得 

20000元及以下 

20001~40000元 

40001~60000元 

60001~80000元 

80001~100000元 

100001以上 

34 

119 

80 

31 

14 

27 

11.1 

39 

26.2 

10.2 

4.6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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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受訪者與郵輪旅遊相關資料統計分析(n=305）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疫情之前，是否有搭 

乘郵輪旅遊經驗？ 

有 

沒有 

166 

139 

54.4 

45.6 

 

至今曾參與所有郵輪旅遊的次數為？ 

1-5次 

6-10 

11次以上 

247 

27 

31 

81 

8.9 

10.2 

 

 

郵輪的旅遊資訊，您通常由哪得知 

(可複選)？ 

親朋好友 

同事 

旅行社  

電視廣告 

電台廣播 

網路媒體 

旅遊網站 

報章雜誌 

196 

46 

110 

45 

7 

106 

68 

21 

-- 

-- 

-- 

-- 

-- 

-- 

-- 

-- 

 

 

如果您要搭郵輪旅 遊，您 重視郵輪哪

個部分(可複選)？ 

價格 

郵輪品牌知名度 

船身大小 

旅遊天數 

行程與目的地  

船上設施與服務 

船上餐飲 

船上活動 

岸上觀光 

船上防疫安全措施 

184 

105 

100 

119 

212 

212 

168 

116 

154 

129 

-- 

-- 

-- 

-- 

-- 

-- 

-- 

-- 

-- 

-- 

本次疫情期間，參與郵輪旅遊的費用是由

我支付 

是 

否 

215 

90 

70.5 

29.5 

疫情期間，除了船費外，我在郵輪旅遊中

有額外的支出費用 

(可複選) 

付費餐廳  

酒精飲品  

非酒精品 

船上購買紀念品 

SPA和美容活動 

博弈活動 

船上其他娛樂活動 

郵輪上網服務 

購買岸上觀光 

177 

128 

70 

59 

26 

98 

127 

66 

83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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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人口統計變項與消費價值差異分析表 

人口變數 項目 N t 值/ 
F 值 

p 值 Scheffe 事後

比較 
性別 男

女 
119 0.730 0.393  

 186   
年齡 19 歲以下 

20~29 
11 
84 
79 
58 
46 
21 
6 

2.318 0.033* 20-29 > 
30-39 > 
40-49 > 
50-59 > 
60-69 

 30~39   
 40~49   
 50~59   
 60~69   
 70~79   
婚姻狀況 已婚 146   3.358 0.010* 未婚 > 已 

 未婚 143   婚 
 離婚 9    
 分居配偶健在 3    
 喪偶 4    
就業狀況 學生 

軍公教人員 
20 
27 

0.682 0.741  

 農林漁牧業 3    
 工業 25    
 商業 44    
 服務業 100    
 醫療業 11    
 自由業 34    
 退休 21    
 待業中 5    
 無 15    
教育程度 小學 3 0.877 0.497  

 國中 9    
 高中職 67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上 

35 
154 
37 

   

生活經濟 本人收入及儲蓄 265 2.662 0.048* 本人收入 
來源 父母或他人給與 16   及儲蓄 > 

 子女或他人奉養 2   配偶收入 
 配偶收入及積蓄 22   及積蓄 
平均月收 20000 元及以下 34 1.209 0.305  
入每月可 20001~40000 元 119    
支配金額 40001~60000 元 80    

 60001~80000 元 31    
 80001~100000 元 

100001 以上 
14 
27 

   

疫情前是 有 166 3.543 0.061  
否有搭乘 沒有 139    
郵輪經驗      

搭乘郵輪 
次數 

1-5 次 
6-10 
11 次以上 

247 
27 
31 

1.358 0.259  

本次郵輪 是 215 5.766 0.017* 是 > 否 
費用是否 否 90    
自身支付      

*p < 0.05 ；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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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2**

H2 
0.381***

H3 -0.046

功能價值 

H4 
0.037

H5 

0.276***

附加價值 

新奇價值 

社會價值 顧客選擇行為 

情感價值 

消費價值 

表 15 消費價值與選擇行為回歸分析 

自變數 未標準化迴歸係數 

(B) 

標準誤 

(S.E.) 

標準化 迴歸係數 

(B) 

t 值 p 值 

常數 0.479 0.201  2.380 0.018* 

功能價值 0.166 0.048 0.172 3.465 0.001** 

情感價值 0.428 0.069 0.381 6.191 0.000*** 

社會價值 -0.039 0.043 -0.046 -0.911 0.363 

新奇價值 0.038 0.064 0.037 0.587 0.558 

附加價值 0.285 0.069 0.276 4.118 0.000*** 

 

  

 

 

 

 

 

 

 

 

 

圖 2 消費價值與顧客選擇行為影響模型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 Sheth（1991）提出的消費價值理

論為基礎，經由問卷調查方式並運用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和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探究消費者

於疫情期間對郵輪旅遊的功能價值、社會價

值、情感價值、新奇價值及附加價值，與選擇

郵輪旅遊行為之關聯因素及各項變數間的路徑

關係。依據所得結果向政府單位、郵輪業者及

旅行社業者嘗試提出建議，以利未來面對郵輪

市場不斷變化及挑戰，在行銷策略及推廣上能

有所助益。也希望能為後續研究者，提出未來

可持續精進的研究方向與建議。本章分為研究

結論與建議、研究限制及未來研究建議，如下

說明： 

 

一、研究結論與建議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人口統計變項會影

響消費價值部分，其中以「年齡」、「婚姻狀況」、

「生活經濟來源」具有顯著性差異。「性別」、「就

業狀況」、「教育程度」、「平均月收入或每月可

支配所得」則無顯著差異。因此可提供郵輪業

者及旅行社業者，未來在設計及銷售郵輪行程

時，可多加考量年齡、婚姻狀況、生活經濟來

源等因素。例如「年齡部分」針對不同年齡層，

在原先既有的郵輪架構下，設計加值的主題式

的活動，如吸引年輕族群安排泰國日或波西米

亞主題之夜等活動。或是增加銀髮族青睞，邀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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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老牌歌手登船演出等，增加郵輪各年齡層接

受的廣度。在「婚姻狀況」方面，郵輪公司亦

可多多設計夫妻、情侶或單身為題材的 各式活

動。例如舉辦婚姻主題之夜，銀婚（25 年）、

金婚（50 年）、鑽石婚（60 年） 等，甚至將年

輕夫妻木婚（5 年）、錫婚（10 年）、水晶婚（15

年）也納入活動中，並與郵輪的船齡（例如探

索夢號為 21 歲）結合，創造更多話題性。 

消費價值部分，影響選擇行為，除「社會

價值」為低度相關外，其他價值包含功能價值、

情感價值、新奇價值、附加價值皆為中度相關，

表示愈能知覺到郵輪旅遊具消費價值的遊客，

其對未來郵輪旅遊的正向選擇行為愈高。傳統

的郵輪旅遊選擇行為與社會價值息息相關，也

因以往郵輪旅遊為較高價產品，能參與的族群

屬於社會階級中較高的一群，會有搭乘郵輪值

得向他人炫耀及有助於提高人際交往的身分的

傾向。但現今郵輪旅遊較為普及，且疫情期間

僅航行國內售價大幅降低，吸引社會各階層的

人都有機會搭乘。因此受訪者在關於社會價值

部分與選擇行為，相關性顯示較其他價值低。

更有受訪者在填寫問卷之外談到，疫情期間低

調偷偷跑來坐郵輪一解不能出國之苦，也擔心

若向親友鄰居炫耀怕遭非議，疫情期間還進行

群聚旅遊活動等。這也可提供郵輪業者參考，

以往會將搭乘郵輪與高尚社會地位做連結，操

作乘客衣著光鮮亮麗在廣告上大肆露出。在疫

情期間，或許用「情感價值」較為相關的親友

團聚歡樂時光為印象來代替，會有更好的推廣

效益。同樣的趨勢，透過回歸方程式得知，「情

感價值」的迴歸係數值 大，其對消費者選擇

行為的解釋力 大，次之者為附加價值，接著

是功能價值。透過數據可以解釋，在疫情期間，

原本就多元的郵輪旅遊特性，更凸顯出了情感

層面。疫情期間搭乘過郵輪的受訪者，在情感

價值選項上同意的程度亦是 高，選擇郵輪旅

遊能讓他們放鬆、愉快，可促進同行者之間感

情，並有療癒的感覺。 

另外社會價值及新奇價值與消費者選擇行

為之間的關係，在此次回歸方程式產出結果皆

呈現不顯著。其中「社會價值」部分，以往搭

乘郵輪都會與符合時代趨勢及較高的社會地位

產生連結，當新冠疫情在國際間持續影響之

下，再加上疫情爆發初期有日本鑽石公主號、

美國至尊公主號等嚴重事件造成媒體一陣喧

嘩，雖然台灣相對來說疫情控制得宜，但仍有

其群聚旅遊是否恰當等社會觀感。「新奇價值」

部分，以往郵輪停靠目的地皆為國外，疫情期

間僅能停靠國內港口及外島，且本次受訪者超

過半數疫情之前有搭乘郵輪旅遊的經驗，對於

郵輪旅遊所提供的服務大多已體驗過，甚至本

次疫情期間郵輪旅遊的滿意度，可能大不如以

往，因此對於郵輪旅遊的新奇價值感受，可能

較難與未來的選擇行為有所正向關連。本研究

除驗證假設人口統計變項會影響消費價值，及

消費價值會影響搭乘 郵輪旅遊選擇行為，更希

望藉由各項數值的關係呈現，提供實務上的思

考和建議。 

 

二、研究限制及未來研究建議 

因礙於時間、人力與物力等因素限制，本

研究仍有待改進之處，因此提出對於未來研究

方向改進之建議，相關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如

後進行說明。本研究主要探討郵輪產業，驗證

對象為新冠疫情期間有搭乘過探索夢號的消費

者，雖然結果呈現良好的信度和效度，但研究

中仍受限於個資與隱私限制，無法從旅行社或

郵輪公司取得搭乘旅客名單，故抽樣樣本無法

臻於完美。例如完整填答本研究問卷之受試者

僅有 305 位，職業多數集中在服務業， 可能會

有抽樣上的誤差，造成本研究推論上的侷限，

建議未來研究可再增加研究樣本數，以及根據

目前民眾從事的職業比例進行抽樣讓研究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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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更具有代表性，也更符合母群的真實性。另

外年齡層 20、30、40、50 年代的人數雖然平均

分配，但由於問卷填寫的限制，如年紀較大者

可能較不易獨立完成網路問卷，現場發放紙本

問卷亦有因擔心不易理解題目文字及老花眼等

因素婉拒受測，60 歲以上受訪者僅收集到 27

份，佔全體 8.9%。故建議未來研究，可依據民

眾年齡比例進行抽樣，參考各年齡層的受測數

據讓結果呈現更具客觀代表性。 

問卷回收的狀況若以紙本與網路比較，

終為紙本 108 份、網路 205 份，比 例為 35%：

65%。若以受訪者的型態做比較，於碼頭以紙

本及 QR CODE 收集到的為 197 份，於網路透

過社群媒體收集到的為 116 份，比例為 63%：

37%。3 月 28 日至 4 月 9 日期間，於基隆與金

門郵輪碼頭共計發放四個不同航次，加上網路

問卷填寫者，所搭乘的航次分布於 2020 年 7 月

26 日首航後至邀請填寫問卷前。受訪樣本隨機

分布在不同航次，避免所有樣本集中於同一航

次乘客，造成因外在因素影響受試填答結果，

例如該航次受海象影響郵輪較為搖晃，及取消

原定外島行程靠岸，改為其他替代停靠點等郵

輪旅遊體驗之干擾因素。雖然已有透過操作避

免樣本偏差，但因時間限制及實際操作難度

上，無法平均於每艘航次固定人數抽樣調查，

未來仍期許有相關領域的其他研究者，能在抽

樣樣本上更趨完善。 

另外在網路問卷邀集過程中也發現，原先

設計以 LINE 方式發送給雄獅旅行社同事，邀

請轉發給曾搭乘探索夢號之客戶填寫，起初認

為可為問卷收量之大宗，但由於部分業務以不

便接觸打擾客戶為由婉拒， 終僅收集 30 份問

卷。之後於社群媒體 FB 及 IG，搜尋貼文或分

享照片搭乘過探索夢號的民眾，以非公開一對

一傳訊息方式邀請填答問卷，FB 發出 100 則，

回應完成填答為 7 則，回收率 7%；IG 發出 173

則，回應共 46 則，並經由轉傳同行親友，共計

完成填答 79 份，回應率為 26.6%，若以發出則

數及 終回收數量，回收率計為 45.7%。數據

可見 IG 使用者相較於 FB 用戶，明顯較願意回

應網路問卷填答邀請。 

後，在郵輪碼頭實地發放紙本問卷時，

也有許多遊客直接給予搭乘郵輪後的經驗及感

受分享。建議未來的研究者可以在量化研究之

外，可再加上質性研究，配合訪談法或開放式

問答法等方式，來輔助進行研究，更能深入了

解及探討旅客參與郵輪旅遊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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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團體、價格促銷與性別差異之共桌行為意向  

初探 

張亦騏* 
東海大學餐旅管理學系 

（收件日期：111 年 4 月 11 日；接受日期：111 年 7 月 10 日） 

摘  要 
許多餐廳空間是藉由物質的實質面去提昇生心理感知層面，利用不同的設計讓

消費者感受到空間訊息。大部分探討空間領域而延伸的行為觀察研究或應用在建築

方面的介面設計研究等，鮮少研究者探討餐旅消費者共桌行為的心理層面。因此，

本研究藉由共桌行為的觀點來看內外團體對人類知覺的影響。本研究設計三種餐廳

情境的模擬，探討性別對內團體形成與共桌行為意願之影響。問卷發放總共 649 份，

回收有效問卷共 600 份，回收率為 92.45%。(1) 結果顯示，與同性共桌之意願相對

於與異性共桌具有顯著差異；(2) 在共看菜單與無告知促銷的情況下，具海外經驗

者皆有顯著影響；(3)「身邊是否有很多朋友喜歡一個人旅行」對於是否與異性共桌

具有顯著性差異。本研究結果可替餐旅業及服務業的消費者購買行為策略與方案提

供具體可行的基本原則。對於當前餐飲業者提高翻桌率已達 大獲利率而言，可以

根據突顯內團體的觀點，吸引其轉移行為（switching behavior）的發生，為餐旅業

從事行銷工作者，提供新的思考方向。 

 

關鍵詞：個人/集體主義、領域性、價格促銷、共桌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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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or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In-group,       
Price Promotion and Gender Difference on     

Table Sharing Intention 

Yevvon, Yi-Chi Chang* 

The Departmen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Tunghai University,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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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rceived value is elevated by physical features of the restaurant space and by using 

different designs to make consumers feel the spatial impression. Most research on space 

territory extends observational studies to construction design. Very few hospitality 

researchers have investigated consumer table-sharing behavior from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Therefore,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of human perceptions of 

in-group and out-group in table-sharing behavior.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gendered in-group behavior in table sharing. The subjects were immersed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through the simulation of three restaurant scenarios. The subjects 

were Tunghai University students. A total of 649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The 

number of usable questionnaires was 600, with a response rate of 92.45%.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1) table-sharing intention with the same gender differed significantly 

between genders; (2) having overseas experience showed significant impacts on sharing 

menus and unannounced promotions; (3) responses to the question, "Do you have many 

friends who like to travel alone?" had a significant bearing on table-sharing with the 

opposite gender. The study explores psychological implications for ordinary people in 

table-sharing behavior. On the basis of in-group patterns, it can be hypothesized that 

highlighting switching behaviors may provide the table-sharing 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future studies.  

 

Key words: Individualism /Collectivism, Territory, Price promotion, Table-sharing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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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傳統的座位（或餐桌）分配以提高翻桌率為

目標，然而由於人們生活水平的提升，對消費者

的高品質需求，使得翻桌率達到增加利潤的預期

效果並不理想。目前，許多複合式餐廳改用大型

共桌概念增加座位數並營造空間設計的美感。不

確定環境下餐廳座位（或餐桌）分配問題為餐飲

服務收益管理核心問題之一。為迎合商業空間的

多元性質與需求，餐廳空間的設計規劃思想周

全，才能面面俱到進而提升空間品質。餐廳空間

是藉由物質的實質面去提昇生心理感知層面，用

不同的設計導向去讓消費者感受到空間訊息。環

境行為存結合環境、人類行為及互動影響。環境

行為內涵、人與環境互動模式、環境行為互動影

響涵構、人類偏好與其時間、空間及行為互動。

共桌，為一種平日所可能遇到之普遍現象，在婚

宴中十分常見；一些餐廳的經營業者考量座位乘

載量、希望同一時間內有更多的客人用餐，也會

把不同客人併桌。因此，共桌通常意味著跟不同

人坐在通一桌用餐，而非跟認識的人一起用餐。

在香港，共桌用餐是一件習以為常的事情，沒有

人會認為尷尬或對共桌用餐產生負面情緒。然

而，在台灣到餐廳用餐時，難免也會遇到需與他

人共桌用餐的經驗，可是這樣的方式卻未必能被

每位顧客所接受。 

因為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個人空間範

圍，為了保護自己且避免他人太靠近所伴隨而來

的許多壓力。個人空間會隨著個人而移動，依據

情境的不同而擴展或縮小；領域性意指個人對發

生在該處之活動發揮控制的行為，但領域

（ territory ） 卻 是 固 定 的 地 理 位 置

（McAndrew,1993)。Hall（1963, 1959）認為人

際距離行為（proxemics behavior）為空間行為主

體，空間行為界定為人類在人際互動時以人際距

離（interpersonal distance）及個人空間（personal 

space）達到交流與保護目的之行為。空間行為的

焦點可分為以個人空間為主及整個社交性歷

程，此一社交歷程除個人空間外，還包括與個人

空間有密切相關的領域性（territory）、私密性

（privacy）、還有擁擠感（crowding）等四種社

交歷程。 

人類知覺到自己與團體在某個分類基礎上

是共屬的（belongingness; Turner, 1985, 1982 and, 

1981），並從團體類別突顯性強調內團體成員的

相似性，及團體之間的差異性（Doise and Sinclair, 

1973）。內團體的概念依據團體成員互動並建立

親密感覺的界線分類，會引發受試者正向情緒。

華人社會中較沒有具體的團體與組織界線，家族

被視為 重要的團體關係，家族的團體利益遠比

社區或國家的集體利益重要。家族團體的共同利

益、道德與意義，對華人而言是不斷落實的生活

經驗，至於其他團體則是相當模糊的生活經驗，

無法掌握團體運作、歸屬和認同的感覺。所以華

人將家庭運作的倫理關係擴散到家庭以外的團

體，如此，才容易形成團體連帶的感覺與認同。

在一般政治或經濟生活經驗中若被別人視為「自

家人」，即可稱為是內團體的成員；反之，則為

外團體的成員。 

本研究藉由「內團體影響集體行動」「性別

對團體形成的不同影響」基礎研究之測量，以共

桌行為的觀點來看內外團體對人類知覺的影

響，進一步探討共桌行為在一般人心中的心理意

涵。提出依據內團體模式，假設突顯內團體可能

提高共桌行為而為後續相關研究提供重要參

考。本研究結果可替餐旅業及服務業的消費者購

買行為策略與方案，提供具體可行的基本原則。

解釋與預測，將具有高度的實用價值。對於當前

餐旅業者提高翻桌率已達 大獲利率而言，可以

根據突顯內團體的觀點，吸引其轉移行為

（switching behavior）的發生，為餐旅業從事行

銷工作者，提供新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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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個人空間與領域性 

Altman（1975）認為個人空間與領域是人際

關係的控制機制，用以「選擇性地控制他人對自

己或自己所屬團體的接近」。Gifford（1987）主

張個人空間的氣泡並沒有一個明確的邊界，更多

的是一種生理和心理的梯度變化。 Sommer

（1969）描述個人空間為「一種包圍在每個人四

周看不見的界限，不受他人侵犯。」，同時提出

個人空間會隨著個人的移動而移動，是一個「可

攜帶領域（portable territory）」。Altman（1975）

的理論將個人空間（即領域行為)視為領域界線

的調節機制，去達成個人或團體 適合的隱私

（privacy）層次。 

領域性是個人或團體根據對一個明確的空

間、個體、或概念的控制所持有的行為與態度模

式，此態度模式包括習慣性的佔有、保衛、私人

化、及界標領域性系統分類（ Altman and 

Chemers, 1980）。個人空間強調的是空間概念，

其研究焦點著重於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亦可定義

為人際關係的距離成分，是一種人際成長、維

持。決定個人空間規模的因素，包括情境條件、

性別、種族、文化、人格，也會導致空間行為的

個別差異（Aiello and Thompson, 1980）。不論是

個人空間或領域權，皆可產生不同類型的人際界

限，調節自己與他人在環境中互動行為（Furby, 

1978）。McAndrew（1933）指出，人們無論何時

都盡可能避免侵犯他人的個人空間。考量到的是

個人空間的制約與否，會影響到和人互動的人際

關係。個人空間會因和對方的關係（認識的程度

與性別）而有所變化。因此，人類雖然在被制約

的空間內與人對應，更積極運用 personal space

可使人際關係更圓融。 

除情境的研究外，個人空間於「性別」方面

的研究，也觀察到了一些差異現象； Heshka and 

Nelson（1972）研究中以女性來調整個人空間的

方式進行，反映受同伴吸引的程度，結果顯示吸

引力的互動關係在女性與女性的配對中成立，但

在男性與男性的配對則不成立。其他個人空間還

有「情感」方面的研究，因此可以假設團體突顯

性有助於個體了解自己所屬團體為何，而可能產

生共桌行為的傾向（Abrams, 1985; Brewer, 1979; 

Deschamps and Doise, 1978; Doise,1978; Skinner 

and Stephenson, 1981; Turner, 1981; Worchel, 

1979）。 

 

二、內團體 

團體不僅是一群人的集合，團體指的是有相

同興趣、價值或規範的一群人，為相同目標有意

識的結合在一起。因此一個團體具有以下三種特

質：（一）一群人的集合；（二）團體成員間擁有

共同的興趣、價值或規範；（三）具有集體意識

的單位，而內外團體是一個相對的社會團體觀

點，由 Sumner（1906）歸屬感或立場觀察所提

出。人類學者發現不同種族的人都存在內團體

（in-group)與外團體（out-group）（LeVine and 

Campbell, 1972）。個體社會分類時，會依據一些

共同的特質歸類自己於某個團體，並歸類他人於

另 一 個 團 體 。 因 此 ， 產 生 所 謂 的 內 團 體

（in-group），在這團體中會擁有身分、感受到歸

屬和被認同；而和自己不同的團體稱為外團體

（ out-group) （ Jones, 1983; Wilder, 1986a, 

1986b）。從類別的概念來看，自我類別理論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提到，個體藉由團

體類別的突顯性（salience）來知覺、歸類自己

屬於什麼團體（Hogg, 1996）。 

Hewstone and Brown（1986）及 Hewstone and 

Lord（1998）證實了當突顯內團體特性後，個體

會去區分內外團體成員，並給予自己團體較多利

益。而其他研究皆指出增加類別突顯性會加強團

體 間 的 偏 見 （ Abrams, 1985; Brewer, 1979; 

Deschamps and Doise, 1978; Doise,1978; Sk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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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tephenson, 1981; Turner, 1981; Worchel, 

1979）。 

綜觀上述，內團體依據團體成員互動與建立

親密感覺的界線分類，會引發受試者正向情緒。

華人社會中較沒有具體的團體與組織界線，別人

視為「自家人」，即可稱為是內團體的成員；反

之，則為外團體的成員。這樣的社會心理機制，

容易造成華人社會的互動隔閡、減少分享的行

為，進而影響社會的正向情緒與和諧。 

 

三、共桌行為與性別、內團體之關聯性 

共桌，指與他人共享同個桌面空間，為一種

平日所可能遇到或碰到之現象。在台灣，除了在

婚喪喜慶或宗教活動之外，共桌往往是不得不的

選擇。共桌行為通常雖然樹消費的主觀意識，但

在現實環境中往往得配合婚宴的主辦方，或餐廳

經營者的要求，被動地配合共桌行為。共桌與性

別、內團體的形成，也有潛在的關聯。Gaertner, 

Dovidio, Anastasio, Bachman, and Rust（1993)提

出內團體認同模式（the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認為藉著對內團體的認同，改變成員對

團體界線的感受，可以減少團體間的偏差。 

Wood（1987)整合有關性別對團體形成的影

響，Carli（1989)研究發現，性別對於團體的互

動有顯著的影響。Fisher and Byrne（1975)在圖

書館做的研究中顯示女性對於側面入侵感到不

安，而男性對於正面入侵較在意；Sommer（1959)

指出女性喜歡與人並排而坐，而男性喜好選擇與

他人面對面的座位。台灣在性別方面的研究較

少，尤其在所謂團體形成與互動的領域，本研究

針對性別，探索其對內團體形成與共桌行為的影

響。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依據相關文獻之分析與歸納建構基

本架構如圖 1 所示： 

 

 

 

 

 

 

 

 

 

 

 

 

 

 

 

圖 1 研究架構。 

Figure 1 Research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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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實驗室研究法，透過三種餐廳情

境的模擬使受測者，分別各 200 位融入不同情

境，實驗一「排隊等候中，共看一份菜單」對共

桌意願之影響；實驗二「套餐雙人促銷」對共桌

意願之影響。實驗三另外探討「性別」，分析其

對共桌意願之影響，及「性別」和內團體操弄對

共桌意願的交互作用。 

 

實驗一、內團體與共桌意願：「排隊等候中，共

看一份菜單」 

內團體是依據團體成員互動與建立親密感

覺的界線分類，會引發受試者正向情緒。Sidanius, 

Pratto and Rabinowitz（1994）發現內團體認同越

高，內團體資源配置偏私的程度越高。Charles, 

Dovido and Tyler（1990）指出使用我們（we）和

我們的（our）等「內團體」的代名詞，置身其

中的成員與其他成員的關係如同一家人，有很強

烈的「我們」的感覺。實驗中讓排隊等候的人排

隊等候中，安排其比鄰共用一份菜單之操弄。鼓

勵互動交談，讓受試者置身如同一家人之關係

時，其與他人分享空間共桌意願較高。 

本研究共招募東海大學生 200 名，受試者被

隨機分配至兩種餐廳情境「內團體突顯的實驗

組—共看」與「非內團體突顯的控制組—無共

看」，兩組各為 100 人。實驗中請受測者觀賞位

於鬧區的日式拉麵店現況排隊的照片，進行內團

體操弄「排隊等候中，安排比鄰共看一份菜單」

在不同組受試者意識中的突顯性。實驗操弄結束

後請兩組受試者填寫共桌意願問卷。本研究之假

設為，實驗組「排隊等候中，共看一份菜單」（進

行內團體突顯操弄）受試者在共桌意願的總分會

顯著高於控制組（非進行內團體突顯操弄）。  

 

實驗二、內團體與共桌意願:「套餐雙人促銷價」 
實驗二以與實驗一相同之內團體觀點為基

礎，在「套餐雙人促銷價」層面操弄受試者的內

團體意義感。在本實驗中，藉由雙人套餐的優惠

促銷價 399 元與單人套餐 299 元的差異性（雙人

套餐為 2 份單人套餐），確認操弄後之各組受試

者在內團體感上有所差異。  

本研究共招募東海大學生 200 名，受試者被

隨機分配至兩種餐廳情境「內團體突顯的實驗

組—告知促銷價」與「非內團體突顯的控制組—

無告知促銷價」，兩組各為 100 人。實驗中請受

測者觀賞位於鬧區的日式拉麵店現況排隊的照

片，進行內團體操弄「套餐雙人促銷價」在不同

組受試者意識中的突顯性。實驗操弄結束後請兩

組受試者填寫共桌意願問卷。本研究之假設為，

實驗組有服務生專門促銷套餐雙人 399 元之說

明（進行內團體突顯操弄)受試者在共桌意願的

總分會顯著高於控制組（非進行突顯操弄）。 

 

實驗三、性別與共桌意願:「排隊等候中，是否與

同性/異性共桌」 

本研究共招募東海大學生 200 名，受試者被

隨機分配至兩種餐廳情境「同性的實驗組」與「異

性的控制組」，兩組各為 100 人。實驗中受測者

觀賞位於鬧區的日式拉麵店現況排隊的照片，進

行性別操弄在不同組受試者意識中的突顯性。實

驗操弄結束後請兩組受試者填寫共桌意願問

卷。本研究之假設為，實驗組有服務生帶位時安

排同性別（進行性別操弄)之受試者在共桌意願

的總分會顯著高於異性別之控制組。 

 

三、變項之操弄與衡量方式 

(一) 餐廳情境之操弄檢驗—情境想像容易度與

真實度 

Chaytor and Schmitter-Edgecombe （2003）

研究指出，生態效度為分析受試者在評估與情境

真實環境下表現之相關性，建議若以情境設計進

行實驗時，必須先確認所發展之情境的生態效度

（Smith and Bolton, 2002）。故本研究以「要融入



張亦騏：內團體、價格促銷與性別差異之共桌行為意向初探 
 

 

67

此故事中的用餐情境，對我而言是？」、「我認為

此情境中的故事真實性是？」此兩個問項，用以

檢測受試者對於情境內容的融入程度是否如同

本研究所預期。題項分別採用 Likert 五點尺度量

表，從 1「非常不容易」至 5「非常容易」與 1

「非常不真實」至 5「非常真實」。 

 

肆、資料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操弄不同的變數（菜單共看與否、促

銷價告知與否和性別），發展出六種問卷，主要

檢測受測者在六種情境下對共桌的意願。2017

年 7 月至 8 月於網路上進行正式問卷問卷施測，

本研究透過 google 表單製作電子版問卷，使用

DropPages 架設個人網站，並藉由 Javascript 網頁

程式撰寫將六個版本之連結隨機轉址。目標母體

首先於東海大學以學校信箱寄信至各系辦公室

承辦人員詢問是否同意協助本研究填寫問卷，並

請系辦公室寄信至該系所之學生並再次詢問是

否同意協助填寫本研究問卷，共發放 649 份，回

收有效問卷 600 份，回收率為 92.45%。 

 

一、樣本結構分析 

人口統計變項與受測者特性之分析結果彙

整於表 1。為了解本研究樣本結構，各別對性別、

年級等人口統計變數，以及過去是否有海外經驗

與共桌用餐經驗等問項對受測者特性進行統計

分析。 

 

(一) 性別 

資料分析結果顯示本研究樣本中女性 385

位，多於男性的 215 位，佔樣本數 64.2%，男性

則佔總樣本數 35.8%。 

 

(二) 年級 

分析結果顯示本研究樣本之年級以大四為

多數，共計 232 位，佔總樣本數 38.7%；其次

為研究所，204 位，佔 34.0%；大三為 84 位，佔

14.0%；大二為 45 位，佔 7.5%；大一為 35 位，

僅佔總樣本數 5.8%。 

 
(三) 平均一星期在外用餐（到餐廳用餐）的次數 

根據資料分析結果，平均一星期在外用餐的

次數介於 4-7 次之樣本數佔 多，共 180 位，佔

總樣本數 30.0%；其次為介於 0-3 次，共 151 位，

佔 25.2%；12 次以上為 165 位，佔 27.5%；而 8-11

次為 104 位，佔 17.3%。 

 

(四)是否曾有共桌用餐經驗 
資料分析結果顯示樣本中有過共桌用餐經

驗者共 519 位，佔總樣本數 86.5%，多於沒有過

共桌用餐經驗者的 81 位，13.5%。 

 

(五) 過去是否有海外經驗 

資料分析結果顯示過去是否有海外經驗

中，無海外經驗者一共 333 位，佔總樣本 55.5%，

多於具有海外經驗者共 267 位，佔總樣本 44.5%。 

 

(六) 過去曾居住過的海外國家是 

資料分析顯示，在具海外經驗者 267 位中，

其中以日本為 多共 75 位，佔總樣本 22.52%；

其次依序為美國共 55 位，佔 16.82%；中國共 46

位，佔 13.81%；東南亞國家共 42 位，佔 12.61%；

歐洲國家共 40 位，佔 12.01%；其餘亞洲國家共

34 位，佔 10.21%；其他共 24 位，佔 7.2%；其

餘美洲國家共 16 位，佔總樣本 4.8%。 

 

(七) 在外一個人獨處時是否有戴耳機的習慣 

分析資料顯示，在外一個人獨處時是否有戴

耳機的習慣以是為 多共 301 位，佔總樣本

50.2%，沒有戴耳機的習慣共 299 位，佔總樣本

49.8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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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身邊是否有很多朋友喜歡一個人旅行 

依據分析結果，身邊是否有很多朋友喜歡一

個人旅行，其中以「否」為多數，共 414 位，佔

總樣本 69.0%；選擇「是」的共有 186 位，佔總

樣本 31.0%。 

 

(九) 身邊是否有很多朋友喜歡一個人逛街 

資料分析顯示，身邊是否有很多朋友喜歡一

個人逛街其中以「否」為多數，共 429 位，佔總

樣本 71.5%；而選擇「是」的受測者共 171 位，

佔總樣本 28.5%。 

 

二、量表信度分析 

(一) 信度分析 

本研究以 Cronbach’s 係數檢測集體/個人

主義量表之信度，用以顯示研究結果的穩定性及

一致性。Nunnally(1978)指出，Cronbach’s 值大

於或等於 0.7 為可接受之信度水準。表 2 為本研

究正式問卷信度分析結果，受測者之集體/個人

主義構面之信度水準為 0.736。整體而言，本研

究量表之 Cronbach’s 係數值皆達 0.7 以上，符

合內部一致性的基本要求，具有良好之穩定性與

一致性。 

 

三、操弄檢驗 

本研究使用故事描述及圖片呈現共桌用餐

情境，協助受測者充分融入實驗的操弄設計中，

引導受測者進入「顧客共看菜單」、「顧客無共看

菜單」、「店家告知促銷價」、「店家無告知促銷

價」、「與同性共桌」與「與異性共桌」情境中。

此部分的操弄問項以描述性統計，檢驗融入情境

容易度、情境真實性；並以 t 檢定檢驗共桌意願

的操弄效果是否成功。 

在情境容易度與真實性方面，採 Likert 五點

尺度量表，以平均數和標準差進行分析，了解受

測者對於情境的融入程度，如表 3。從研究結果

得知，融入情境容易度部分，平均數為 3.72（標

準差=1.010）；情境真實性方面，平均數為 3.82

（標準差=0.827），兩者皆高於五點尺度的中位

數（3 點），表示情境內容操弄成功，受測者對

於融入情境故事中是感到容易且真實的。 

 

四、各變項對共桌意願之影響 

為瞭解受測者經由不同的情境如顧客共看

菜單與否、店家告知促銷價與否和性別差異共桌

操弄後對於共桌意願之影響，故本研究以 t 檢定

對不同情況與消費者本身偏向集體或個人主義

與共桌意願之間進行統計分析藉以確認不同操

弄變數下集體與個人主義的群組對於消費者共

桌意願是否有顯著差異，如表 4 所示。分析結果

顯示，消費者本身偏向集體主義與同性別共桌之

意願具顯著差異，表示視團體目標置於個人目標

前，偏好團體行動的消費者族群，面對在餐廳需

共桌的情況下與同性別一起共桌用餐的的意願

較高。 

 

五、不同情境受試類別對各變數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人口統計與各變項間皆為不連續變

數，因此採用卡方檢定（Chi-square）對受測者

特性進行分析檢定，用以了解受測者特性對於研

究變項間是否存在差異，如表 5。分析結果得知，

「是否曾有共桌用餐經驗」在五種情境（共看菜

單、無共看菜單、告知促銷、無告知促銷和與同

性共桌）操弄中皆達顯著，說明在五種操弄情境

中，對於是否曾經與他人共桌用餐的經驗存在顯

著差異。在顧客共看菜單的情境操弄下，「過去

是否有海外經驗」，存有顯著差異，表示過去具

海外經驗之受測者有較高的可能性與他人共看

一份菜單；在顧客沒有共看菜單的情境操弄下，

「在外一個人獨處時是否有戴耳機的習慣」與 



張亦騏：內團體、價格促銷與性別差異之共桌行為意向初探 
 

 

69

 

表 1 受測者次數分配表 (N = 600) 

Table 1 The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N = 600) 

描述統計項目 
Variables 

類別 
Category 

人數 (N) 
Number 

百分比 (%)
Percentage 

性別 男 Male 215 35.8 

Gender 女 Female 385 64.2 

年級 大一 Freshman 35 5.8 

University year 大二 Sophomore 45 7.5 

 大三 Junior 84 14.0 

 大四 Senior 232 38.7 

 
研究所以上 
Master’s or PhD 

204 34.0 

平均一星期在外用餐的次數 
12 次以上 
More than 12 times 

165 27.5 

Average number of meals  
eaten out per week 

8 - 11 次 
8 – 11 times 

104 17.3 

 
4 - 7 次 
4 – 7 times 

180 30.0 

 
0 - 3 次 
0 – 3 times 

151 25.2 

是否曾有共桌用餐經驗 是 Yes 519 86.5 

Have shared table experience 否 No 81 13.5 

過去是否有海外經驗 是 Yes  267 44.5 

Have overseas experience 否 No 333 55.5 

過去曾居住過的海外國家是 日本 Japan 75 22.52 

The overseas country you have  美國 America 56 16.82 

lived in in the past is… 中國 China 46 13.81 

 東南亞 Southeast Asia 42 12.61 

 
歐洲國家 
European countries 

40 12.01 

 
其餘亞洲國家 
Other Asian Countries 

34 10.21 

 其他 others 24 7.2 

 
其餘美洲國家 
Other North American countries

16 4.8 

在外一個人獨處時是否有戴耳機的習慣 是 Yes 301 50.2 

Do you have the habit of wearing 
headphones when you are alone? 

否 No 299 49.8 

身邊是否有很多朋友喜歡一個人旅行 是 Yes 186 31.0 

Do you have many friends who like to 
travel alone? 

否 No 414 69.0 

身邊是否有很多朋友喜歡一個人逛街 是 Yes 171 28.5 
Do you have many friends who like to go 
shopping alone? 

否 No 429 71.5 

註 1：過去曾居住過的海外國家依該國家統計居住次數，次數超過樣本人數則因受測者可能去過不只

一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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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正式問卷信度分析表 

Table 2 Results of reliability analysis 

衡量題項 
Variables 

平均數 
Mean 

標準差 
SD 

Cronbach’s 

集體/個人主義 Individual/Collectivism   .736 
1. 我比較喜歡與他人一起工作而非一個人獨自工作 

I prefer to work with others rather than alone 
3.42 1.008  

2. 與團隊共同工作比獨自工作好 
Working with a team is better than working alone 

3.60 .984  

3. 團體中的成員應該瞭解並非總可以自己想怎樣就怎樣 
Members of the group should understand that it is not always 
possible to do whatever they want 

4.29 .782  

4. 團體中的成員應該為團體之利益犧牲自己之利益 
Members of the group should sacrifice their own interests for 
the good of the group 

3.30 .959  

5. 如果要成為團體的一份子必須要認知有時候要做一些他們

所不願意做的事 
If you want to be part of a group you have to realize that 
sometimes you have to do things you don't want to do 

3.71 .893  

6. 身為團體的一員必須要瞭解有時候要為了團結而有所犧牲 
Being part of a group means understanding that sometimes 
sacrifices are made for unity 

3.79 .880  

7. 獲勝才是一切 Winning is everything 2.93 1.112  
8. 光是盡力還不夠 重要的是要獲勝 

It’s not enough to just do your bes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win 

2.96 1.079  

9. 不論在工作或競賽獲得勝利都是重要的 
Winning at work or competition is important 

3.19 1.039  

10. 成功是人生中 重要的事 
Success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life 

3.23 1.071  

11. 我若能選擇我寧願獨自工作 
If I could choose I would rather work alone 

2.81 1.020  

12. 當成員依照自己的利益與考量做事時團體會較有生產力 
Groups are more productive when members act according to 
their own interests and considerations 

2.80 1.132  

13. 當成員做他們認為 好的事而非團體要他們做的事團體會

較有效率 
Groups are more effective when members do what they think 
is best, not what the group wants them to do 

2.82 1.050  

14. 當成員做他們要做的事而非團體要他們做的事團體會較有

生產力 
Groups are more productive when members do what they want 
to do, not what the group wants them to do 

2.78 1.031  

15. 只有那些靠自己的人才能在人生中領先 
Only those who rely on themselves lead in life 

2.69 1.055  

16. 以長遠來看只有自己才是可依靠的 
In the long run, you can only count on yourself 

3.19 1.113  

17. 假若想使事情做對只有靠自己來做 
If you want to do things right, you have to do it yourself 

2.77 .993  

18. 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是我自己的作為所造成的 
What happens to me is caused by my own actions 

3.21 .979  

19. 當其他人表現比我好時我會感到懊惱 
I get annoyed when other people perform better than I do 

3.33 .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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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情境融入容易度與真實性之敘述統計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n Ease of Situation Integration and Authenticity 

分析項目 
Variables 

個數 
Number 

平均數 
Mean 

標準差 
SD 

融入情境容易度 ease of integration 600 3.72 1.010 

情境真實性 situational authenticity 600 3.82 .827 

 

表 4 各變項對受測者共桌意願之 t 檢定 

Table 4 t test of table sharing intention 

分析項目 
Variables 

共桌意願 
Table sharing 

intention 

個數 
Number 

平均數 
Mean 

標準差 
SD 

p 值 
p-value

顧客共看菜單 
Sharing the same 

menu 

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 

願意 willing 10 3.63 .618 
.733 

不願意 unwilling 3 3.46 .652 

集體主義 
Collectivism 

願意 willing 77 3.80 .468 
.897 

不願意 unwilling 10 3.78 .272 

顧客無共看 
菜單 

Not sharing the same 
menu 

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 

願意 willing 8 3.41 .698 
.593 

不願意 unwilling 20 3.55 .588 

集體主義 
Collectivism 

願意 willing 51 3.89 .468 
.607 

不願意 unwilling 21 3.84 .295 

店家告知促銷 
Menu 

recommendations 
from waitstaff 

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 

願意 willing 7 3.54 .507 
.969 

不願意 unwilling 3 3.56 .577 

集體主義 
Collectivism 

願意 willing 78 3.98 .379 
.979 

不願意 unwilling 12 3.98 .423 

店家無告知 
促銷 

No menu 
recommendations 

from waitstaff 

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 

願意 willing 16 3.28 .694 
0.73 

不願意 unwilling 12 3.76 .657 

集體主義 
Collectivism 

願意 willing 54 3.78 .466 
.148 

不願意 unwilling 18 3.57 .632 

與同性共桌 
Sharing a table with 

the same sex 

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 

願意 willing 6 3.51 .488 
.907 

不願意 unwilling 8 3.47 .739 

集體主義 
Collectivism 

願意 willing 73 3.91 .523 .033* 

不願意 unwilling 13 3.55 .657  

與異性共桌 
Sharing a table with 

the opposite sex 

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 

願意 willing 15 3.54 .319 
.685 

不願意 unwilling 3 3.46 .277 

集體主義 
Collectivism 

願意 willing 60 3.84 .453 .493 

不願意 unwilling 22 3.76 .471  

註：*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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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邊是否有很多朋友喜歡一個人逛街」存在顯

著差異，說明故事情境中不會與他人共看菜單的

受測者，偏向與喜歡一個人獨處；店家無告知促

銷價的情境操弄下，「年級」、「平均一星期在外

用餐次數」與「過去是否有海外經驗」存在顯著

差異，根據數據說明具研究所學歷之受測者之共

桌意願較高，而過去具有海外經驗者對於共桌用

餐的意願也會比較高；與異性共桌的情境操弄

下，「身邊是否有很多朋友喜歡一個人旅行」存

在顯著差異，表示受測者本身與朋友皆偏向喜歡

獨自一人旅行，此種旅行模式較易與陌生人相

處。 

 

表 5 六種不同情境操弄下之人口統計對共桌意願卡方分析表 (p 值) 

Table 5 Chi Square Test on demography and table-sharing behavior under six different scenarios (p-value) 

變項 
Variables 

 
 
 

受測者特性 
Respondent 
characteristics 

共看 
菜單 

Sharing 
the same 

menu 

無 
共看菜

單 
Not 

sharing 
the same 

menu 

告知 
促銷 
Menu 

recom-m
endati-o
ns from 
waitstaff

無 
告知 
促銷 

No menu 
recomm-
endatio-
ns from 
waitstaff 

與 
同性 
共桌 

Sharing 
a table 

with the 
same sex 

與 
異性 
共桌 

Sharing 
a table 

with the 
opposite 

sex 

性別 
Gender 

.979 .928 .119 .355 .594 .899 

年級 
University year 

.884 .417 .655 .008** .442 .604 

平均一星期在外用餐次數 
Average number of meals eaten out per 
week 

.979 .162 .456 .020* .304 .248 

是否曾有共桌用餐經驗 
Have Shared table experience 

.003** .000*** .010* .000*** .000*** .145 

過去是否有海外經驗 
Have overseas experience 

.032* .687 .369 .000*** .226 .815 

在外一個人獨處時是否有戴耳機的習

慣 
Do you have the habit of wearing 
headphones when you are alone? 

.693 .000*** .325 .125 .906 .729 

身邊是否有很多朋友喜歡一個人旅行 
Do you have many friends who like to 
travel alone? 

.779 .278 .872 .656 .872 .040* 

身邊是否有很多朋友喜歡一個人逛街 
Do you have many friends who like to go 
shopping alone? 

.897 .024* .549 .930 .338 .075 

註：*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 
 

 

六、分析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分析結果顯示，具海外經驗的受測者

其前曾經居住過的地方以日本為 多，其次為美

國：這顯示出在文化耳濡目染下，具有海外經驗

與否對於共桌意願高低具有顯著差異。深究其可

能原因，具海外經驗者由於其生活方式需要快速

融入人群，因此有更高意願與陌生人交流，遂在

「店員無告知促銷價格」和「與顧客共看菜單」

這兩項實驗操作下表現出明確的結果差異。依

Arduser and Brown（2004）研究指出，當餐廳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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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考慮是否讓顧客共桌時，必須考慮性別，並避

免讓異性共桌，這呼應了本研究之分析結果—與

同性共桌之意願亦具顯著差異。另一方面，本研

究進一步探討當受測者傾向集體主義者，是否更

具高度共桌用餐之意願。本研究中設定了向顧客

告知與無告知促銷價之情境下的共桌意願變

數，以次數分配表之百分比來看，有告知促銷價

之實驗結果顯示共桌意願為高，但就其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顯示則無顯著差異，因此本研究認為

現今消費行為正逐漸改變，顧客共桌意願的第一

考量或許不再是因餐廳是否有促銷價之行銷方

式，可能更注重吃飯的環境氛圍。若將用餐環境

視為一資訊系統，提供線索讓人解讀並產生環境

感受，那麼空間的規模與色調、材質與燈光，將

影響人們判讀環境所傳遞的意義、聯想、感受與

規範，進而表現切合之行為。因此，餐廳外觀的

設計、室內的裝飾藝術、播放的音樂、提供的創

意餐點、營造的環境氛圍時的依據，將有利提供

顧客更高更優質的心理價值並引以為餐廳業者

作為氣氛營造之借鏡。以上皆為本研究所梳理出

可探討影響共桌意願可能性之新的思維模式。 

 

伍、結論與建議 
 

共桌用餐的行為在臺灣並非稀有之事，然而

對於探討共桌行為之學術研究很少透過量化的

研究方式來實踐。本研究認為餐廳經營者應主動

了解共桌行為背後的意義，進而重視並且體貼顧

客的需求，以此達到永續經營的可能性。本研究

透過內團體、價格促銷與性別三種不同的觀點來

探討共桌行為，藉此了解現今臺灣大學生對於共

桌行為的想法與行為模式，並藉分析之實證結果

提出結論、研究貢獻和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

議。 

本研究採用量化研究設計將問卷共分為六

種版本：以日式拉麵店為實驗場地，每一種版本

各回收一百份問卷，且皆以臺灣學生為主。鑒於

目前臺灣尚未正視共桌之飲食行為，以華人文化

的觀點來看，由於亞洲人行事較為保守，對個人

自我領域相對非常保護，因此對於共桌之意願皆

不高，導致其樣本數偏低、同質性過高，樣本代

表性不足，無法證明其母體分布情況，若未來研

究深入了解共桌意願程度，後續研究可提高樣本

數，及探討西方文化之觀點，確保研究結果可概

化或套用於母體上，或許更能證明其變項之間顯

著性，供臺灣業者參考與學習。 

本研究發現平均一星期在外用餐次數介於

四至七次為 多數，八成以上的受測者表示過去

皆有共桌的經驗，另有高比例的大學生對於共桌

行為並不陌生，這表明了是否是外食族對於共桌

意願並無關聯。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的性別與個

人/集體主義對於共桌意願有其顯著差異，從樣

本來看，集體主義者所占約八成，比例 高，並

遠多於個人主義者，表示偏向集體主義者其共桌

意願越高。 

依據不同情境受試類別之分析結果顯示，

「身邊是否有很多朋友喜歡一個人旅行」對於是

否與異性共桌具有顯著性差異，其可能原因為，

身邊朋友若喜歡一個人旅行也表示自己也會是

喜歡一個人旅行者，一人旅行較有獨立自主之能

力，隻身一人用餐較不受環境與其他可能因素影

響；而「身邊是否有很多朋友喜歡一個人逛街」

對於無共看菜單具有顯著差異，其可能原因在

於，一個人逛街者較偏向個人主義，對於一人逛

街者不需要透過共看菜單來增加與陌生人交流

之機會，在無共看菜單之情境下也能夠與陌生人

共桌用餐；外食族比例較少，說明消費者考量選

擇餐廳或許是具目的性的。 

以分析結果來看，若要提高共桌意願之餐廳

業者，需考量互不相識的顧客可能需要共桌時避

免異性一同用餐，提高餐廳的座位利用率；在行

銷上建議餐廳可不定時推舉主題性活動，及針對

兩人以上推動促銷，吸引集體主義者之顧客，並

以女性消費者為目標客群，結合時事亦或是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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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提供不同面向的共桌用餐方式與服務思

維，提高顧客之再訪意願，替餐廳座位利用率達

到 妥適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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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體適能運動介入對高齡者之睡眠評估 

－以長安護理之家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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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日期：111 年 4 月 11 日；接受日期：111 年 6 月 19 日） 

摘  要 
背景：生理系統的老化會影響老年人的睡眠質量，主要的原因是老年人的睡眠結構

改變。透過有效的高齡體適能運動介入，來提高殘疾老人睡眠質量，是改善護理家

庭中老人最重要的身心健康問題。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討長安護理之家的高齡者之睡眠品質問題，運用高齡體適能運

動介入的實驗研究，探討高齡者高齡體適能運動後對睡眠品質之影響。方法：採方

便取樣，針對長安護理之家之 8 個高齡者，進行為期 8 週，每週 1 次，每次 50 分鐘

體能活動，並統計實施體適能之高齡者在做體適能的前一天及當天晚上的睡眠品

質，比較體適能與睡眠品質之間有無相關性。 

結果：受測的八位個案中，個人主觀睡眠品質、睡眠時数、睡眠效率、睡眠困擾及

白天功能障礙變好。 

結論：透過八週的體適能活動介入，對長安護理之家的高齡者之睡眠品質有顯著成

效。因此，建議未來在高齡長照或居家照護所，能以體適能活動來改善及優化高齡

者之睡眠品質。 

 

關鍵詞：高齡體適能，高齡者，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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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ging could affect sleep quality in elderly. The main reason is the altered sleep 

structure of the elderly. Therefore, the sleep problem of the elderly has become a major 

issue. Through effective physical fitness, assist the disabled elderly to improve sleep 

qual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issue for elderly in the nursing 

hom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sleep quality of the elderly in Chang An nursing 

home.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physical fitness intervention is used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physical fitness on sleep quality in elderly. For 8 elderly people in Chang An, 

physical activity was carried out for 8 weeks, once a week, and 50 minutes each time.  

To compare whether there is a correlation between physical fitness and sleep quality.  

Among the eight cases, subjective sleep quality, sleep duration, sleep efficiency , sleep 

disturbance, and daytime dysfunction were improved. The eight-week intervention of 

physical fitness activities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sleep quality of the elderly in 

Chang An nursing home.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physical fitness can be used to 

improve and optimize the sleep quality of the elderly in long-term care or home care 

center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Physical Fitness, Elderly, Sleep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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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我國自 1993 年起，已達聯合國世界衛生

組織所定義的高齡化社會之標準，65 歲以上老

年人口比率達 7.1%（149 萬人）。隨之，我國

亦在 2018 年進入高齡社會，老年人口比率已

達 14.6%（343 萬人）；依 2020 年國家發展委

員會通過「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20 至 2070

年）」推算，2025 年將邁入超高齡社會，老年

人口比率將達 20.1%（470 萬人）；2050 年會達

到最高點 36.6%（746 萬人）（國家發展委員會

人口，2020）。伴隨著老年人口快速成長，慢性

病的發生率也急遽上升，相對地，失能人口大

幅增加，其長期照顧需求與負擔也隨之遽增

（陳，2008）。根據統計，有 80%老年人都有一

種以上的慢性疾病，這些疾病中，可能會引發

睡眠障礙。而失眠導致的睡眠不足，會影響記

憶力及集中力等腦部功能，也提高罹患慢性疾

病風險（Drager et al., 2017）。長期的睡眠不足

在生理方面會活化交感神經及升高血壓

（ Gangwisch et al., 2010 ）， 導 致 高 血 壓

（Vgontzas et al., 2009）、血糖（Khandelwal et 

al., 2017）以及免疫調控失常（Nakajima et al., 

2008）；心理方面影響的包括容易產生負面情

緒、憂鬱症、過量藥物或酒精濫用、認知功能

變差、影響社交及工作功能（鐘，2013），進而

影響生活品質。 

正常睡眠由正常晝夜節律及正常睡眠週期

來調控（Kryger et al., 2018）。人類的生理時鐘

受到外在環境如陽光、生活作息等刺激，形成

規律的晝夜節律及睡眠節律。當晝夜節律與白

天清醒和夜晚困倦規律進行，則可以促進並維

持正常的睡眠。但是，當這種晝夜節律不規律

時，會引起嚴重的睡眠問題。患有晝夜節律睡

眠障礙者無法在一般正常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入

睡時間睡著，或起床時間起床。隨著年齡的增

長，生理時鐘機能的減弱，晝夜節律可能開始

出現失調的狀態，老年人夜晚睡眠的時間比成

年人短，但是白天打瞌睡的時間卻比成年人

多，兩者相加起來，老年人一天中全部睡眠的

時間並沒有減少很多。正常睡眠週期分成四

期 ， 其 中 又 可 被 細 分 為 非 快 速 動 眼 期

（Non-REM）以及快速動眼期（REM）。非快

速動眼期指的是睡眠的第一、第二、以及第三

階段；動眼期指的則是第四階段。非快速動眼

期的第一階段（N1）是剛入睡的階段，此時屬

於淺眠。N1 佔整晚睡眠的 2-5%，如果沒被喚

醒則會進入下一階段。非快速動眼期的第二階

（N2）依然屬於淺眠的狀態，不過比第一階要

來得更熟睡些，在此階段身體的體溫會稍微下

降、肌肉開始放鬆、呼吸及心跳也稍微變慢，

此階段較難被喚醒。N2 佔我們整晚睡眠的

45-55%，隨入睡的時間變長，N2 的時間也會逐

漸提高。第三階段（N3）稱之為深度睡眠（deep 

sleep），此階段又稱為慢波睡眠（ slow-wave 

sleep）佔整晚睡眠的 15-25%。最後一階段也就

是快速動眼期（REM）約 25%的睡眠時間。每

個循環大約是 90 分鐘左右，每個人在每天的睡

眠過程中都會經過約 4-6 回週期的循環，直到

早晨醒來（ Neubauer, 1999 ； Kryger et al., 

2018）。高齡者相較於年輕人，睡眠週期較零

散，深度熟睡及動眼期的時間也較短（Berry et 

al., 2012）。從中年開始，慢波睡眠的時間就開

始逐漸減少，90 歲以上的長者的慢波睡眠甚至

可能幾近消失（Bloom et al.,2009）。因為，慢

波睡眠的減少，淺波睡眠的時間相較增加，睡

眠因此變得更加零散並且夜晚清醒次數提高，

難以進入熟睡狀態。整體睡眠時間從中年開

始，每長十歲就減少 27 分鐘，老年人整體花更

多時間臥床但是實際睡眠時間及睡眠品質都是

下降的（Cooke & Ancoli-Israel, 2011）。 

生理的睡眠老化而造成睡眠障礙在年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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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普遍，在 9000 位 65 歲以上的長者，超

過一半的男性及女性反應出，至少有一種的睡

眠干擾症狀，其中最常見的包括無法入睡以及

維持入睡、早晨過早清醒、以及白天感到疲累 

（Foley et al., 1995）。另外，造成高齡者睡眠障

礙的原因有很多，例如：抑鬱、心理壓力、疾

病狀況、服用藥物等等都是常見的原因（Cooke 

& Ancoli-Israel, 2011）。老年人的睡眠障礙會造

成注意力分散，認知功能下降，引發社交及工

作障礙，嚴重影響生活品質，焦慮憂鬱症狀的

惡性循環（Reid et al.,2006）。台灣大部分之高

齡者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因身體活動量不足而

導致睡眠品質不佳，並出現影響其生活品質的

問題。世界衛生組織指出，身體活動不足已成

為影響全球死亡率的第四大危險因子，每年有

6%的死亡率與身體活動不足有關，大約 21-25

％乳癌及大腸癌、27%糖尿病與 30％的缺血性

心臟病，係因身體活動不足所造成的。國民健

康署表示，適量的身體活動可以降低罹患心血

管疾病、糖尿病、大腸癌、乳癌和憂鬱的風險，

增強骨骼與肌肉，促進長者日常生活的能力及

預防跌倒，延長健康壽命（衛生福利部，2019）。

運動對高齡者健康促進的效益包括：攝氧量增

加、肌力增加、肌纖維變粗、促進心血管系統

功能、改善身體組成、增加平衡能力、減少跌

倒風險等益處，並對心理的調適、社會適應、

提高生活品質及減少醫療支出亦有很大的幫

助。因此，鼓勵中老年人從事運動實具有其必

要性（張等，2020）。 

然而大於 65歲以上的老人或 50~64歲的成

人合併重大慢性疾病狀況或功能限制，2007 年

美國運動醫學會（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ACSM）與美國心臟醫學會（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AHA）提出與一般成人不同

的運動方針，高齡者的運動應考量安全性、可

行性、漸進性及個別差異性等原則，其運動頻

率、時間、強度及負荷程度為：（1）中強度運

動每週建議至少五次或高強度運動每週至少三

次，慢慢增加。（2）一開始 10 分鐘，慢慢增加

到 60 分鐘，若無法維持長時間，建議每次 10

分鐘每天 3 次等方式分段完成。（3）可由低強

度的運動開始，再慢慢增加強度至中或高強度

運動。（4）一開始建議維持強度，慢慢增加運

動時間，等到身體適應後，再間歇慢慢增加運

動的強度。老人運動處方的模式包括有氧運

動、耐力訓練、柔軟度和平衡訓練四個部份。

有氧運動主要是增加心肺功能及改善可耐性。

耐力訓練以漸進式訓練肢體的大肌肉承受重力

為主，包括每組 8~10 種大肌肉群（如臀肌、股

四頭肌、腿後肌群、胸肌、闊背肌、三角肌群

及腹肌），目的是增進肌力、肌耐力、增加平衡

感、延緩骨質流失，維持日常基本生活功能。

而柔軟度與平衡訓練有助於保持及改善肌肉關

節活動能力，減少跌倒的發生。運動時間能逐

漸延長並能天天運動，讓習慣性的變成日常生

活活動，強度則維持在自己可以忍受的範圍內

漸進增強。 

事實上，運動狀況是否改善老年族群的睡

眠品質一直是未定論的，部份文獻指出高齡者

的睡眠品質與其運動狀況無顯著的關聯性（林

等，2006），有些文獻則指出高齡者的運動狀況

是對其睡眠品質具有顯著的影響性（陳等，

1995；鄧，2003； King, 1997）。整理以上文獻

相關資料，歸納出老年族群應當於合宜時段進

行適合自身體能的運動項目，且透過漸進及持

續性的方式，方能有效地幫助其睡眠品質。因

此，本文針對能負荷身體活動力許可之長安護

理之家高齡者進行研究，瞭解其老年人體適能

活動介入與睡眠品質之關係。本研究之運動為

針對老年人所設計的體適能活動，希望藉由老

年人的體適能活動介入後評估睡眠品質的研究

結果，能協助老年族群於睡眠品質的提昇，更

盼望研究結果能提供銀髮族群合適的運動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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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本文除欲探索銀髮族睡眠品質之相關影響

因素外，更欲探討規律運動習慣及運動頻率對

其睡眠品質之影響程度，因此本研究以長安護

理之家之高齡者為對象，觀察其做體適能的前

一天，以及做體適能的當天晚上的睡眠品質是

否有正相關。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向研究對象說明研究方式，徵得台

中市長安護理之家負責人及高齡者同意參與研

究計畫才開始執行研究計畫。 收案起始時間為

2021 年 8 月 1 日，長安護理之家共有樣本數 8

位高齡者，採類實驗研究設計方便取樣的方式

收案，進行為期 8 週，每週 1 次 50 分鐘體能活

動。以高齡體適能運動與匹茲堡睡眠品質指標

量表（Th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做為

研究之工具，分析有高齡體適能運動介入對高

齡者睡眠品質的差異影響。 

 

二、研究對象收案條件 

(一) 收案條件 

高齡者定義為超過 65 歲者（全國法規資料

庫，2019），本研究收案條件以年齡介於 65 歲

至 75 歲間之長安護理之家為主要研究對象；

意識清楚且能以國、台語溝通並表達語意者；

能獨自或可使用輔助器站立及步行和大部份能

自我照顧者；具參與研究的意願及本人或家屬

簽署受試同意書者。 

 

(二) 排除條件 

本研究排除研究對象的條件包括溝通困難

者、全盲者或嚴聽力重障礙者；罹患嚴重心血

管疾病、神經系統病變、骨骼肌肉相關疾患、

心肺功能不佳、糖尿病、高血壓、氣喘者的控

制不佳者及無法開刀的主動脈瘤和腦血管瘤

者。 

 

三、研究工具 

測量睡眠品質工具由 Buysse et al.（1989）

所發展匹茲堡睡眠品質指標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而來。量表評估的

項目包括：個人主觀睡眠品质、睡眠潜伏期（指

個體從欲睡至睡眠發生所需的時間）、睡眠時

數、睡眠效率（指真正入睡時間除以就寢至醒

來耗在床上的時間）、睡眠困擾、白天功能障礙

及安眠藥物之使用等共七個指標，每項因素都

有其計分標準。每項指標得分介於 0-3 分，由

「從來沒有」至「一週三次以上」總分範圍介

於 0-21 分；總分 5 分為臨界點，5 分以上者為

睡眠品質品質不良，而 5 分以下者為睡眠品質

良好（Buysse et al.,1989）。然而，於 1994 年鄒

秀菊學者因應高齡族群睡眠習慣而進行修改

「睡眠品質評估表」，乃因考慮老人白天的功能

狀態受到太多的因素影響，「白天功能障礙」部

分改以「睡眠充足感」取代，但該量表沿用匹

茲堡睡眠品質指標量表的個人自評睡眠品質、

睡眠潛伏期、睡眠時數、睡眠效率、睡眠困擾、

與安眠藥物的使用等指標，此量表得分愈高

者，表其睡眠品質愈差，而得分愈低者，表其

睡眠品質愈佳（鄒，1994）。 

 

研究方法與流程 

本研究由通過中華民國運動健身協會認證

的高齡者運動指導員進行上下肢肌力 /肌耐

力、上下肢柔軟度、心肺耐力、敏捷及平衡能

力等訓練，主要教導加強上下肢肌群的鍛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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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胸肌、闊背肌、三角肌群、腹肌及股四

頭肌運動、腿後側運動、外側肌運動及鐘擺運

動）及下肢柔軟度的訓練（如：股四頭肌伸展

運動、腿後側肌伸展運動、腿外側肌伸展運動、

小腿肌群伸展運動）。高齡體適能活動如下：1.

頭往左往右各三次，放鬆頸部肌肉；2.頸部繞

環左右各三圈，放鬆頸部肌肉；3.雙手十指交

叉往上推五秒； 4.肩膀向前向後繞五圈，放鬆

肩膀；5.手伸直拉高脊椎伸直五秒；6.單手往上

伸直，向對邊彎腰兩邊各五秒；7.甩甩手放鬆；

8.握拳然後張開五次；9.手掌用力張開向上向前

各推十次；10.雙手向上舉高同時向左向右揮五

次；11.左手插腰，右手畫圈擦玻璃十次；12.

雙手向前伸直，手掌張開學雨刷五次；13.雙手

握拳上下左右各敲十秒；14.雙手插腰站起來

後再坐下，重複十次；15.手扶椅背，輪流將

腳往後抬起，每個動作維持十秒，重複十次；

16.手扶椅背，雙腳下蹲，並維持五秒後再站

起，重複五次；17.手扶椅背，輪流將大腿往

前抬起，每個動作維持十秒，重複十次；18.

手扶椅背，腳尖、腳跟輪流上提，重複十次。

每回體適能長度為 50 分鐘，睡眠品質量表由看

護代為填寫，每週填寫兩次-做體適能前一天以

及當天晚上，以用來評估體適能前後的睡眠品

質變化。 

 

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收治的 8 人皆完成 8 週的體適能訓

練後，並且完成表格填寫的睡眠品質變化。統

計數據採計 8 人的結果來做分析，統計方法乃

採用 SPSS 19 for Windows 電腦套裝軟體作為

主要的資料分析工具，以描述性統計分析實驗

組與對照組的人數、百分比、平均數及標準差，

比較兩組的差異，並分析是否有顯著差異。 

 

 

參、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受試者總計 8 位，比較 8 週期間前

後，比較體適能的前後睡眠品質量差異之統計

結果如表一。本研究受試者之睡眠品質量表於

「個人主觀睡眠品質」運動後的分數（1.92 ± 

0.43） 顯著低於運動前 （2.86 ± 0.23），顯示

高齡體適能運動有效改善個人主觀睡眠品質（p 

< 0.05）。「睡眠潛伏期」結果顯示並無顯著，表

示高齡體適能運動介入並不能使高齡者更快入

睡。「睡眠時數」運動後的分數（1.26 ± 0.58）

顯著低於運動前（2.37 ± 0.22），表示高齡體適

能運動有效改善個人睡眠時數（p < 0.05）。「睡

眠效率」運動後的分數（0.78 ± 0.70）顯著低於

運動前（1.86 ± 0.32），表示高齡體適能運動能

提高睡眠品質（p < 0.05）。「睡眠困擾」運動後

的分數（1.65 ± 0.28）顯著低於運動前（2.55 ± 

0.37），高齡體適能有效改善睡眠困擾（p < 

0.05）。「白天功能障礙」運動後的分數（0.42 ± 

0.26）顯著低於運動前（1.64 ± 0.26），高齡體

適能運動有效改善運動前白天功能障礙（p < 

0.05）。高齡體適能運動後「安眠藥使用情形」

未達統計顯著差異（p = .059），亦表示運動後

對於高齡者在「安眠藥使用情形」上無法產生

良好的介入效果。而「整體睡眠品質」運動後

測分數（9.04 ± 1.45）會顯著低於運動前（16.43 

± 3.78），表示高齡體適能運動介入後高齡者整

體睡眠品質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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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老年人睡眠品質量表資料表 (n=8) 

研究變項 前 測 (M±SD) 後 測 (M±SD) p 

PSQI_1 2.86±0.23  1.92±0.43  < .050 

PSQL_2  2.72±0.54 1.38±0.83 0.068 

    PSQI_3  2.37±0.22 1.26±0.58 < .050 

PSQL_4  1.86±0.32  0.78±0.70 < .050 

PSQI_5 2.55±0.37 1.65±0.28 < .050 

PSQI_6  1.64±0.26  0.42±0.26 < .010 

PSQI_7   2.43±0.56  1.63±0.23 0.059 

PSQI_T 16.43±3.78 9.04±1.45 < .010 

PQI1 代表個人主觀睡眠品質；PSQL2 代表睡眠潜伏期；PSQI3 代表睡眠時数；PSQI4 代表睡眠效

率；PSQI_5 代表睡眠困擾；SQI6 代表白天功能障礙；PSQI7 代表安眠藥物之使用；PSQI T 代表

PSQI 之總分。 

 
 

肆、討論 
 

此研究針對高齡者體適能運動對高齡者的

睡眠品質做了評估，受試者八位皆全程參與體

適能的課程，並且完成填寫八週的問卷。在「個

人主觀睡眠品質」、「睡眠時數」、「睡眠效率」、

「睡眠困擾」、「白天功能障礙」及「整體睡眠

品質」方面，在高齡體適能運動介入後能改善

個人睡眠質量。「個人主觀睡眠品質」、「睡眠困

擾」、「白天功能障礙」及「整體睡眠品質」方

面，有研究發現睡眠佔了我們每日三分之一的

時間，健康的睡眠是身體健康的基礎。睡眠對

人類是必須的，每個人都需要健康的睡眠來確

保我們身體正常的運作。睡眠期間，身體能進

行修復的作用，並且鞏固白天學習知識的記憶

力。而長期睡眠失調對於健康有很大的影響，

可能會導致個體無法專注、認知能力下降、反

應力變差、以及心理情緒波動。睡眠品質不佳

亦可造成心情煩躁、記憶力下降、抑鬱、注意

力不佳、甚至提高跌倒的機率 （李等，2005；

劉等，2005）。在「睡眠時數」方面，林等（2003）

及劉等（2009）學者指出有迷思認為年長者所

需的睡眠時數較年輕時要來得少。這樣的認知

並不盡正確，確實個體之間所需睡眠時數的差

異存在，但高齡者並非需要較少睡眠時數，而

是他們的睡眠型態相較於年輕時有所不同 

（Dixon, 2018）。但在「睡眠潛伏期」及「安眠

藥使用情形」結果顯示並無顯著，表示高齡體

適能運動介入並不能使高齡者更快入睡及有時

仍需要使用安眠藥來輔助入睡。然而，受試者

之睡眠品質量表雖然總分大於 5 分，但與八週

前相比較有顯著改善，顯示體適能個案是有某

種程度的影響。此與林等（2006）研究结果相

似，該研究指出睡眠品質平均得分為 8.22 分，

其中 72.4%有睡眠品質不良的情形（林等，

2006）。由此結果，推算體適能對於睡眠品質可

能有高程度的幫助，但具體幫助程度大小還有

待證實。此研究招募的是本來就已經在執行體

適能的高齡者，推斷因為他們已經參與體適能

課程一段時間（長於八週），此次實驗的八週相

較之下可能時間不夠長，不足以顯示體適能對

睡眠品質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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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體適能對睡眠品質有低程度的幫助，但具

體幫助程度大小以及層面還需要更大型試驗來

做佐證。未來研究可專注在還沒有定期參與體

適能，以及本身已經有一些睡眠障礙的症狀出

現之高齡者來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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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註明，如下例所述：「本研究涉及之動物試驗、基因重組及人體試驗於(○○大學)執行，係

依據(○○大學)委員會批准之字號○○進行。」 


	頁面 1
	頁面 2
	頁面 3
	頁面 4
	頁面 5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頁面 1
	頁面 2
	頁面 3
	頁面 4
	頁面 5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