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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商店集點送促銷關鍵成功因素之研究 

李啓誠   

正修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摘要 

集點促銷是當今便利商店的主要促銷方式，其可促進客單價與銷售量的成長，遂成為各行各

業競相模仿的促銷方式。然而集點促銷活動之所以成功，其潛藏在背後的因素是主要關鍵所在。

因此，本研究擬探討滿額集點送促銷活動之影響因素，以提供相關業者作為參考。經由問卷調查

法蒐集初級資料，在回收的 686 名有效樣本，利用 t 檢定、因素分析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統計

方法進行處理。所獲得的結論是，影響集點促銷活動的關鍵因素有贈品價值(贈品娛樂性、贈品

稀少性、贈品知名度、贈品外觀、贈品療癒性)、個人因素(消費者性別、消費者年齡層、促銷期

間)、影響人物(代言人、受他人影響)等三個構面 10 個變數。其後探究不同族群對這些關鍵因素

的看法，建議業者如以性別為目標顧客，必須增加男性贈品之娛樂性功能；如以 31-50 歲之上班

族群為目標顧客，其贈品要能凸顯社會所能認同的價值，或稀少實用特性。但如以高教育程度或

月所得較高的消費者為目標顧客，更應重視贈品價值。而職業為家管，更在乎促銷期間，以免錯

過促銷時機。 

關鍵字：促銷、集點、關鍵成功因素 

 

The Study on Key Success Factors of Convenience Store  

Point Delivery Promotion   

Chi-Cheng Lee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eng Shiu University 

 

ABSTRACT 

  Reward point collecting marketing is the current major marketing tool for convenient stores. Given 

that this tool spurs the growth of customer payment and sales volume, it has become a marketing mean 

that different businesses are imitating. However, the key on the success of reward point collecting 

marketing campaigns is the factors hidden within it.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intends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factors on reward point collecting marketing campaigns as a reference for related businesses. 

After collecting initial data with questionnaires, T-test, factor analysis, ANOVA and other analytic 

method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collected 686 effective samples. This research reached the conclusion 

that key factors that affect point collecting campaigns include 10 varieties from the 3 perspectives of 

the value of presents (the degree of entertainment, degree of rarity, reputation, appearance, and relaxing 

degree of the presents), personal factors (gender and age of consumers and marketing perio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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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tial characters (campaign representative and being affected by others). As for suggestions 

regarding the designing of reward point collecting marketing, if target customers are segmented based 

of gender, the entertaining function of presents such be added for male customers. If the target 

customers are workers between the age of 31 and 50, presents must stress values that are recognized by 

the society or have rare or practical features. If target customers are customers with high education 

level or high monthly income, the value of the presents must be emphasized. If the target customers are 

housewives, they will care more about the campaign period in case they miss it. 

Keyword：Promotion, Reward point collecting, Key success factors.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消費者意識高漲的今天，其購買行為越來越精打細算，所以相較於品牌的忠誠度，消費者

反倒對商品的價格、贈品較為關心，而成為消費者購買決策時考量的因素。當消費者認為商品品

牌之間差異不大，而且商品具有替代性與可帶來滿足感，將會遊走在多個品牌間做選擇，因此不

少業者利用促銷活動試圖減少品牌的敏感度，並增加購買誘因，使得促銷活動一直扮演著重要的

角色。根據美國促銷決策公司針對 33,000 名消費者之研究顯示，在 12 種包裝產品的銷售總量中，

有 42％消費者是因為廠商提供某些促銷誘因才購買的，此顯示消費者對促銷活動的敏感度高，

企盼業者舉辦促銷活動成為一種習慣(林隆儀，2015)。因此，在這競爭激烈的環境下，促銷活動

在企業營運中視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促銷活動常見於特定的時機(節慶、淡季、…等)，以試圖提升銷售績效(戴國良，2007；林

隆儀，2015)。而各企業促銷活動的手法，更是不勝枚舉，藉以激發不同目標顧客的購買興趣，

據此產生購買行動。2005 年春季統一超商配合卡通人物 hello Kitty 30 週年紀念，將行銷中的「滿

額、贈品、折價券」三元素加以整合，推出購物滿 77 元即贈送 hello Kitty 3D 磁鐡之促銷活動，

創下單月營收 93 億元紀錄，成功引起消費者的注意，並且帶動一股風潮；在市場反應熱絡下，

儼然演變成一種「全民運動」，其成功的促銷模式，使得其餘三大超商業者業績受到重創，因而

被迫群起效法操作，引發了便利商店的消費滿額贈品全店促銷大戰(李麗琪，2007)。此後集點活

動變成便利商店的「基本配備」，只要不斷的有新花樣，就可以吸引消費者上門，推陳出新是便

利商店「集點贈品學」的重要元素(黃玉禎，2011)。而 85 度 C 也於 2014 年 10 月在大陸推出「hello 

Kitty 集點送」活動，當時全大陸 491 家門市於活動期間業績增加 5%。另外，全聯福利中心於 2015

年 9 月首次推出集點活動，重金採購有近 300 年歷史的高規格贈品─德國雙人牌不鏽鋼刀具，在

中元節檔期後的業績淡季，配合週年慶推出，更是讓業績成長了兩成；光消費者加價換購鍋具金

額，就超過十億元，是超商一檔活動的十倍，一款德國 WMF 鍋子換購量達二十四萬組，這是原

廠同款鍋一年全球銷售量一．三倍(王柔雅，2017)。由此可知，台灣人的消費生活對購物順便集

點彷彿上癮般，戒也戒不掉，集點促銷贈品由便利超商五花八門的玩意兒到全聯推出實用的刀具、

鍋具組等，為何能夠持續維持熱潮，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滿額集點送贈品活動，最終的目的就是希望藉由促銷活動增加消費者單次消費金額及增加消

費者來店次數，業者運用不同的贈品及兌換方式吸引消費者，消費者為獲得喜歡的贈品也持續消

費集點，據此帶動從零食、飲品、冰品、報紙、生活用品…等不同商品的購買。此促銷模式目前

不只便利超商有集點活動，藥妝店、超級市場也紛紛加入集點送活動的行列(楊劍雄，2016)。隨



李啓誠：便利商店集點送促銷關鍵成功因素之研究 

3 

著集點促銷逐漸在各行各業的展開，也衍生此活動成功關鍵因素之探討，以做為移植他業應用之

參考，為本研究另一動機。 

多年來促銷活動的研究，其內容多偏重在有關促銷方式(李芳儀，2016；劉盈汝，2017)，促

銷活動對消費者之購買行為(林坤源，2002)、購買意願(譚宜行，2004；江素玲，2013；尹廣文，

2017)、或忠誠度(吳介文，2017)的影響。另有部分的研究者針對集點促銷活動之探討，其主題有

對購買意願(李佳縈，2008；李明瑋，2016)、消費行動(張瓊文，2011；胡家綸，2014)、集點動機

及行為(張嘉倩，2007；賴亭羽，2014；林怡君，2014)、集點贈品視覺要素與審美(李冠慧，2011)、

集點活動設計(周貞吟，2016)、及促銷效果(李麗琪，2007)等等，但很少對集點促銷活動之影響因

素及其如何設計進行研究，此亦為本研究另一動機所在。 

 綜上，本研究主要在探討滿額集點送促銷方式之關鍵成功因素，以為相關業者應用之參考，

據以提升行銷之效能。本研究目的主要有三： 

(一) 探討集點促銷活動關鍵成功因素； 

(二) 探討不同族群對集點促銷關鍵成功因素之看法； 

(三) 提供集點送促銷活動之建議，據以為採行業者之參考。 

 

二、文獻探討 

(一)促銷活動 

1. 促銷定義 

美國行銷學會(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1960)對促銷的定義是，一種有別於人員推銷、

廣告與公開報導，而有助於刺激消費者購買與增進中間商效能的行銷活動。促銷活動是製造商與

零售商採用有別於廣告與人員推銷的一種短期行銷活動，主要目的在於刺激消費者的購買，長期

購買誘因如集點券兌換(Aaker,1973)。而 Kotler (2003)認為促銷包括各式各樣的短期誘因工具，主

要目的在於刺激消費者或經銷商對特定的產品或服務產生立即性或熱烈地購買反應。促銷是指業

者運用一些方法和手段，向目標顧客傳遞與商品銷售相關的訊息，使目標顧客認識、信任和購買

商品，以達到產品銷售的目的(李文同、王富祥、史建軍，2014)。曾光華(2016)則在其著作中對促

銷的定義，是指在一定期間內針對消費者或中間商，希望能夠刺激銷售的一種推廣工具。 

彙整以上各學者對促銷的定義，本研究認為促銷是一種有別於廣告、人員推銷及公共報導之

推廣方式，其目的在有限期限內刺激促銷對象(經銷商、零售商或消費者)對特定或非特定商品，

產生興趣、試用或購買，據以提升營業額。其特性是提供一種額外的購買誘因；大部分是短期性

活動，但亦有較長的期限；有針對特定對象之活動，主要對象是經銷商、零售商、或消費者三類。 

 

2. 促銷分類 

    從促銷的特性，促銷活動的成功與否，與提供的誘因有密切的關係，而促銷的誘因則涉及促

銷工具的使用。常用的促銷工具有免費樣品 (samples)、折價券(coupons)、現金退回(rebates)、折

扣優待(discounts)、贈品 (premiums)、加量不加價包裝、抽獎(prizes)、消費者競賽(consumer 

competition)、產品保證(product warranties)、惠顧獎勵(patronage award)、聯合促銷(tie-in promotion)、

及購買點陳列與展示(point-of-purchase display and demonstrations，POP)等 12 種(Kotler, 2003)。廠

商會依據其產業特性、銷售產品、目標顧客、競爭者策略、本身經營策略等，採取一種或多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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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銷的工具做為促銷誘因，以增加購買者的購買意願。 

    而從促銷誘因的觀點，不同形式的促銷活動則有不同促銷工具。Aaker(1973)依據誘因提供

的時間長短，將促銷活動分為長期購買與短期購買二種誘因；長期的購買可採取點券兌換促銷工

具，而短期的購買誘因可使用特價優待、折價券、及贈品等。另外，有依據誘因提供與商品的相

關性(Prentice, 1975)、誘因提供的形式(Beem & Shaffer, 1981; Dommernuth, 1989; Chandon,Wansink 

& Laurent, 2000); Michael & Sinha, 2000; 張愛華、陳仁惠、張馨云，2006)、誘因提供的時效性

(Davidson, 1987; Shimp, 1993)、及依誘因取得的時機與誘因的形式(Quelch, 1989; Campbell & 

Diamond, 1990;  Campbell & Keller, 2003; Kotler, 2005)等加以分類，並說明不同形式促銷活動的

適用的工具。有關各學者對於促銷工具之誘因分類彙整於表 1。 

表 1 促銷工具之誘因分類 

學者 分類標準 類型 工具 

Aaker(1973) 促銷工具之誘因提供的

時間長短 

1.短期的購買誘因 特價優待、折價券與贈品 

2.長期的購買誘因 點券兌換 

Prentice(1975) 促銷工具之誘因與產品

的相關性 

1.強調與商品有關之誘因 折價券與免費樣品試用。 

2.強調與商品無關之誘因 競賽、抽獎、現金折扣與贈品 

Beem & Shaffer(1981) 促銷工具之誘因的形式 1.與產品售價關之誘因 折扣優待與折價券 

2.與產品本身有關之誘因 買二送一與加量不加價 

3.與產品售價或本    

  身無關之誘因 

贈品、競賽與抽獎 

Davidson (1987)、

Shimp(1993) 

促銷工具之誘因提供的

時效性 

1.立即性 折價券、試用品、贈品、降價 

2.延緩性 摸獎、競賽、現金退款等 

Dommernuth (1989) 促銷工具之誘因的型式 1.純粹經濟性誘因 折扣優待與折價券 

2.心理性誘因 附贈贈品與抽獎 

Quelch(1989) 促銷工具之誘因的形式 

(從取得時機) 

1.立即、降低售價 減價優待(如特價品) 

2.立即、增加價值 加量優待、隨貨附贈(如加量不

加價、超值包) 

3.延遲、降低售價 折價券、現金退回 

4.延遲、增加價值 回郵贈送、集點兌換 

Campbell & Diamond 

(1990)、Campbell & 

Keller (2003)、Kotler 

(2005) 

促銷工具之誘因是否影

響參考價格 

1.金錢式促銷 折價券、現金回饋、降價優待、

酬賓回饋、產品組銷售 

2.非金錢式促銷 贈品、積點、抽獎等 

Chandon et al. (2000) 

Michael & Sinha 

(2000)、張愛華等

(2006) 

促銷工具之誘因的型式 1.價格導向 折價券與直接降價 

2.非價格導向 免費樣品、優惠包裝、贈品、

抽獎、陳列展示、積分集點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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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贈品促銷 

    贈品是一個產品或服務，以免費或相對低的價格來回饋給購買行為 (d’Astous and 

Landreville,2003)，但贈品不一定與所購買的產品或服務為同類。贈品和樣品之不同處是，贈品

所贈送的並不是產品本身，且若要獲得贈品，必先經由購買產品才得之，而不是像試用品那樣可

以免費取得(劉美琪，1995)。贈品(免費禮物或贈予)從以前到現在，於所有的促銷工具中，在消

費者心中皆扮演個很重要的地位(Bertrand，1998)。使得贈品於廠商的促銷活動，是個顯而易見的

促銷工具。  

    贈品分為直接贈品與延遲贈品二種(陳士葦，2007)。直接贈品指在購買的同時提供免費或降

價的商品或其他種類物品，而延遲贈品是藉由單一或多項購買證明，才提供免費或價降的商品或

其他種類物品。截至目前，贈品的促銷研究大多是針對有主產品的研究，但為提高客單價及購買

量，現實市場上的贈品促銷手法並非是一個主產品為依據，而是整合全店的商品，消費滿一定的

金額後，會依金額的門檻高低來送不等值的贈品，就如便利商店早期是消費金額滿多少送贈品；

演變到如今消費滿額送點數，集點兌換贈品。本研究的集點送促銷活動，是屬於延遲贈品，即購

買商品需要集滿點數才能兌換贈品，例如統一超商之哆啦 A 夢搖頭公仔、Hello Kitty 角色扮演

派對公仔，需集 10 點或 30 點滿額點數方可兌換。從張悅容(2002)的研究，其以學習理論觀點認

為促銷型式應達到行為養成或行為強化的功能，算是好的促銷，因此若贈品促銷方式為單獨一次

購買的附贈，則行為強化的效果較差，若為組合式贈品，必需分次購買以收集，則強化效果較佳。

便利商店滿額贈品有多種不同款式，屬於組合式贈品，一般需多次購買方可取得全套，可促使消

費者為了收集目的，於該連鎖便利商店內進行重複性購買(張嘉倩，2007)。 

(二)集點送促銷活動 

1. 集點送促銷意義 

    台灣集點活動，肇始於統一超商在2005年推出的消費滿77元送Hello Kitty的磁鐵活動，此促

銷方式稱為「消費滿額贈」。此方式是指業者在顧客購買前告知消費者，在限定時間內購買廠商

所指定的商品達到一定的金額，即可獲得業者所為其準備的贈品(蔡奇達，2014)。由於消費滿額

送推出效果良好，使得進一步發展出更積極、可全年促銷、且不限購買商品種類的集點送促銷活

動。即如張瓊文(2011)所言，集點活動開始於統一超商在2005年堆出Hello Kitty 30週年紀念磁鐵，

原本為消費滿額即贈送一個磁鐵，後來演變為消費者滿額拿集點貼紙，累積至規定點數後才能兌

換贈品。 

    Kotler(2003)對集點的定義是指根據顧客購買的頻率與密集度來設計一種獎勵制度，也就是

依據消費者在一定期間內購買次數設計的一種促銷活動。劉美琪(1995)認為滿額集點是消費者消

費的金額達到集點活動訂定的標準即可獲得一個固定的點數，持續消費累積點數達到標準便可以

獲得不同的獎勵。集點活動方式為消費者單筆消費至指定金額便可獲得點數，在廠商活動期間收

集足夠點數數量，便可以免費兌換或是加購集點商品(賴亭羽，2014)。且集點活動時間大多限制

在一定的期限範圍內，要取得活動商品則需消費達到消費門檻才可獲贈一個單位，超過規定時間

則不再贈送當期的活動商品(林怡君，2014)。另外，集點贈品取得方式限時限量不單獨販售，加

上贈品拆封前款式未知，更可以帶來驚喜感，因此對收集者十分具有吸引力(張嘉倩，2007)。 

    由以上各學者對集點促銷活動的定義，本研究對集點送促銷的定義是，它是一種業者為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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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績效所採取的促銷活動，藉由採取限時且限量贈品，於消費者購買一定金額商品或服務則可

獲得一定點數，當點數達到業者規定的門檻時，即可以加購或直接取得贈品，以鼓勵消費者前來

消費，包含贈品的內容是事先或未事先告知，及購買的商品或服務是指定、同類或不同類。 

 

2.影響集點送促銷績效因素 

      經由相關文獻的回顧，影響集點送促銷活動之因素整理如下︰ 

(1)兌換門檻高低 

    Soman(1998)表示，門檻是設計促銷方案之獎酬結構時考慮的因素，決定顧客兌換贈品前所

承擔的任何不方便，並且影響顧客對該促銷方案的偏好，增加對贈品的期待。Kivetz and Simonson

（2002）認為，顧客可能必須購買大量的商品或是於特定商店購買商品，並指出促銷方案的要求

越高將會影響參與方案的偏好與可能性。因此，消費者面對的消費門檻若太高，不容易達到活動

的遊戲規則，可能會減少消費者對此促銷方案的興趣，而放棄蒐集；門檻若太低，太容易達到活

動的標準門檻，也會減少對贈品的期待。 

(2)受他人影響 

    Tauber (1972)指出消費者購買商品或服務的動機，並非是真正去消費，而是去享受購買行為

本身的樂趣，有時只是要取得同儕團體的認同與接受。而消費者會因為周遭的親朋好友參加滿額

集點促銷活動的影響，因而也想參加該項活動，並因此改變原有的購買習慣(王昭智，2011)。吳

淑鶯、陳瑞和(2005)亦表示，統一超商贈品促銷成功的原因，就在於親子與朋友間蒐集與互動的

樂趣，正是業者藉由這個活動要傳達給顧客隱含「幸福感」的基礎。另外，賴亭羽(2014)之研究

結果顯示，贈品吸引人的促銷活動，很容易在年輕人之間造成話題，因此消費者很容易受到身旁

親友的影響，進而改變集點行為。 

(3)代言人認同 

    東方快線(EOLembrain)於2012年針對台灣超商集點熱潮進行調查，其受測樣本中有高達7成

民眾表示曾參與超商集點活動，且參與活動的首要原因為「常在超商消費順手集點」，其中也包

含了「喜歡活動代言人」。之後，東方快線(EOLembrain)於2014年進行廣告代言人調查，全家Let's 

Café廣告裡的女主角是形象非常好、也極度受到大眾喜愛的林依晨，同時結合極具質感的瓦奇菲

爾餐具組集點活動，這兩大備受歡迎要素的結合，反映本次廣告指數亮眼的表現，有73%受訪者

覺得「廣告代言人適切」。此顯示如Hsu & McDonald(2002)所主張，在行銷活動中，廠商最常使

用的推廣方式是廣告，而其中廣告代言人的推薦式廣告效果好，為最多企業運用的方法。因此，

在集點送促銷活動中，消費者會因為對廣告代言人的喜歡與認同，而提升其參與意願。 

(4)年齡與性別 

    林隆儀、鄭博升(2005)認為，即使是廣泛消費者認定的民生必需品，廠商也必須進一步將消

費者做適當區分，才容易找到正確的促銷對象，缺乏明確對象的促銷活動，勢必會招致浪費預算

與失敗的後果。這種現象說明了選擇促銷對象的重要性。而楊劍雄(2016)認為促銷活動的集點，

主要訴求對象是25至35歲女性，工作時數長且單身比例較高，所以造型簡單好親近、個性有趣、

看著可愛並有療癒性，就成為判定是否能有效創造買氣的評估條件。另外，林怡君(2014)根據 

Lifewin 線上市調網調查結果，分析過去曾參與集點活動的民眾中，年齡範圍是以  21-30 歲

(43.3%)及 31-40 歲 (40.1%)參與集點活動的消費者比例為較高；而女性與男性參與集點活動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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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大不相同，女性參與集點活動的原因以「喜歡贈品上的肖像/玩偶/公仔」及「換取想要的商品

優惠」，是明顯高於男性。故集點送促銷活動，會受到不同年齡層、不同性別的影響。 

(5)促銷時間 

    黃憲仁(2005)認為若促銷時間太短，則會打消好不容易由大眾傳播滲透到消費者心中的商品

印象，不但收不到預期效果，反而招來消費者反感，則顯得毫無意義；若要長期進行促銷活動，

那麼經費方面又難以支持，所以促銷活動實施的期間應訂多長，並沒有一定的基準可循。林怡君

(2014)則認為，集點商品促銷活動應有一定期限範圍，在超過期限則不再送贈品。故一般促銷活

動期間多採為固定或微調，以利消費者有足夠的時間達到集點門檻，也不會將活動時間訂的太長，

避免消費者失去集點活動的興趣。 

(6)贈品 

    Dholakia(2000)主張，廠商所提供的產品愈具有吸引力，則消費者愈容易產生衝動性購買行

為。贈品如同於一般產品，愈具吸引力則會帶動主產品的購買，如同黃憲仁(2005)所言，贈品本

身吸引力在於利用贈品新奇效應，吸引顧客前來購買，或是提醒久未購買的人前來購買，例如麥

當勞在店頭舉辦「買特餐送玩具活動」，不只吸引現場客戶購買，當小孩拿著玩具把玩時，吸引

其他人的興趣，促使他人也前往消費，發生「吸客效應」。 

    另外，李佳勳(2004)認為贈品數量稀少性會對個人決策產生影響，亦會引起個人的偏好。廠

商採用限時或限量方式促銷，有助於提昇促銷的吸引力，因為有限制性的誘因，可激起消費者的

注意力(Inman, Dyer, & Jia,1997)。例如張君雅小妹妹促銷的策略，第一個便是買商品送公仔的活動，

他們決定做較大且外觀精緻的公仔，並以限量的策略來吸引更多消費者，引發話題性(戴國良，

2017)。因此，限量的手法在促銷中經常被使用，對於消費者特別喜歡的贈品，因為限量稀少性

很容易引起消費者的偏好，更能達到搶購的風潮。 

    贈品本身的價值，也是消費者考量參與促銷活動的因素。贈品不管是具有樂趣之享樂性價值，

或是功能實用的實用性價值，皆可因應不同消費者對贈品價值的訴求，以提升購買商品的意願(顏

廷諭，2011)。但長年的集點活動在知名角色都使用過後，則導入新的角色類型創造新鮮感，給

消費者新的突破點，故贈品隨著社會變遷也須與時俱進，瞭解消費者之喜好，推出符合消費者喜

好之贈品。就如同楊劍雄(2016)所言，集點活動的主角從眾所皆知的知名卡通人物，到近幾年很

多集點角色擁有「叫不出名字，但一看就喜歡」的特色；在集點推出十年後的今天，可愛卻沒有

實用性或同樣功能的東西，消費者的家中已經很多，也會反映在兌換數量上，所以超商在設定贈

品時必須同時考慮實用性、稀有性、外顯性、療癒性。例如全聯提供實用性、價值感高的廚具用

品，主要迎合家庭主力客群，也和家庭主婦的廚房生活產生共同感，增加消費者的購買意願。 

    贈品換購從一開始平面磁鐵到立體公仔、實用餐具，樣式相當多變，對消費者來說選擇相當

多樣，而消費者也會因為授權品牌本身的魅力，因喜好程度高低而改變購買行為(王櫻儒，2011)。

而贈品換購除了是知名卡通人物，其設計後的視覺效果也是影響消費者參與活動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虛擬轉為實體的贈品本身具有的符號價值，也就是贈品的設計、品牌、顏色吸引消費者進而影

響購買行為(李冠慧，2011)。例如全聯舉辦集印花換購德國廚具精品 WMF 產品的活動，因為贈

品的價值感打破業界行情而成為熱門話題，促銷活動因此被廣大的宣傳，成為消費者熱門搶購的

商品。 

    綜上學者專家對集點送促銷活動看法與研究，本研究進一步彙整影響集點送促銷活動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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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是有兌換門檻、受他人影響、代言人認同、消費者年齡、消費者性別、促銷期間、贈品稀少

性、贈品實用性、贈品娛樂性、贈品療癒性、贈品外觀、及贈品知名度等12項。 

 

3.與集點送促銷相關研究 

    過去針對滿額送贈品之研究，首先是李麗琪(2007)的「便利商店消費滿額贈品之促銷效果研

究」，所獲得結論是便利商店之“消費滿額贈品”促銷方法確實具有促銷效果，但消費者對消費

滿額之贈品，會因對贈品之各個主題的認知行為不同、偏好程度不同、消費習慣不同、購買意願

不同及知覺價值不同而產生不同之促銷效果。另外，李佳縈(2008)在統一超商促銷方式的個案研

究中，發現在不同贈品促銷方式下，消費者知覺價值對消費者購買意願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消

費者知覺價值對消費者購買意願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不同年齡、教育程度及所得對消費者知覺

價值有顯著差異。而張瓊文(2011)在「超商集點贈品對國小學童消費行為之影響」研究，結果顯

示，不同性格的國小學童，其參與集點與零用錢多寡、贈品價值、或男女性別有較高的相關性。

此外，李冠慧(2011)對臺灣便利商店集點贈品對收集動機與收藏行為影響之研究，其發現消費者

對便利商店集點贈品「視覺要素」的看法與收集動機、收藏行為有所關聯，且性別、年齡、有無

藝術學習經驗與教育程度在「審美判斷」上有顯著差異，即會影響對於便利商店集點贈品活動。 

    綜上，可以顯示集點送促銷活動，會受到消費者對贈品之認知價值的影響，且經由認知價值

而進一步影響對商品的購買意願、參與集點動機、及消費行為；且消費者之性別、年齡、教育程

度、可支配所得、及職業等，則會影響其對贈品之知覺價值。因此，本研究將人口統計變數納入，

以探討不同族群對集點送促銷影響因素之看法，據以提供集點促銷活動之建議，使實施集點促銷

方式更為靈活與務實，以增進集點促銷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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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設計 

    本研究架構圖如圖1所示，首先找出影響集點送促銷活動之關鍵成功因素，繼而探討不同消

費族群對這些集點送關鍵成功因素之看法，並提供研擬集點送促銷活動之建議，以為相關業者進

行集點送促銷活動之參考。 

 

 

 

 

 

 

 

 

 

 

 

 

 

 

 

 

圖 1 本研究架構圖 

 

(二)各研究變數之操作性定義 

    本研究有關影響集點送重要變數之操作性定義及變數來源彙整於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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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點送促銷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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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集點送促銷活動各重要變數操作性定義 

構面 各子構面 變數內容與說明 變數來源 

集 

點 

送 

促 

消 

活 

動 

重 

要 

因 

素 

兌換門檻 購買商品金額達到一定消費額度 Soman(1998), Kivetz and Simonso 
(2002) 

受他人影響 參加集點送活動會受到他人(親朋

好友)影響 

Tauber (1972)、吳淑鶯、陳瑞和

(2005)、王昭智(2011)、賴亭羽(2014) 

代言人認同 代言人對消費者參加集點活動的影

響力 

東方快線(EOLembrain) (2012,2014)調

查、Hsu & McDonald(2002) 

消費者性別 指消費者是男生或女生對參加集點

促銷活動的影響 

林隆儀、鄭博升(2005) 

楊劍雄(2016) 

消費者年齡層 消費者的年齡對參加集點促銷活動

的影響 

楊劍雄(2016) 

林怡君(2014) 

促銷期間 集點送促銷活動期間長短 黃憲仁(2005)、林怡君(2014) 

贈品稀少性 集點送贈品具限量版、有形或無形

價值 

Inman et al.(1997)、李佳勳(2004)、 

戴國良(2017) 

贈品實用性 集點送贈品本身具備功能性 顏廷諭(2011)、楊劍雄(2016) 

贈品娛樂性 集點送贈品本身討喜程度、趣味性 Dholakia(2000)、黃憲仁(2005)、 

顏廷諭(2011) 

贈品療癒性 集點送贈品本身與心靈契合度、陪

伴感 

楊劍雄(2016) 

贈品外觀 集點送贈品本身的顏色與設計、質

感 

李冠慧(2011)、楊劍雄(2016)、 

戴國良(2017) 

贈品知名度 集點送贈品為知名的人物、品牌(卡

通人物、自創角色) 

楊劍雄(2016)、王櫻儒(2011)、 

李冠慧(201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問卷設計與施測 

    為瞭解影響集點送促銷活動之重要因素，以提供設計集點促銷活動之參考，本研究主要使用

問卷調查法，以蒐集消費者在選擇集點促銷活動因素之看法。由於便利商店參加集點促銷活動之

年齡層，涵蓋範圍從開始就學到就業退休年齡，因此本研究樣本的選擇從18歲到65歲，為了讓受

測對象能涵蓋預期的樣本，考慮到高齡對使用電腦的不變，問卷的發放一部分是使用紙本問卷，

另外也使用電子表單進行網路問卷調查。 

    在問卷設計之前，首先與3位有參與集點促銷活動之消費者進行訪談，訪談重點在於其參加

集點促銷活動影響因素之看法，繼而就訪談內容與學者有關文獻進行對照予以歸納出影響參加集

點促銷的重要變數，並據以擬出問卷初稿。正式問卷發放前，對20名消費者進行預試，以修飾問

卷語意模糊之處，並利用題項分析以檢視不適合的題項，最後確定本研究之問卷內容。本研究問

卷調查期間從2019年7月15日至9月28日止，總共回收763份，經檢視問卷填答內容，刪除有48份填

答不完整、及29份未有參加集點促銷經驗之問卷，有效問卷合計共686份。 

    本研究問卷份二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在瞭解消費者對集點送促銷活動影響因素的看法，共

有12個題項。第二部分包含消費者基本資料5題，即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月可支配所得、職

業；另外，亦有4題消費者對集點送促銷活動的經驗，主要有促銷期間、參加過集點送活動、對

贈品功能及喜歡贈品為何等題項。除第一部分採取李克特(Likert)五點尺度量表衡量外，其餘均由

選擇題方式填答。五點尺度量表以1至5分分別代表「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程度，分數愈

高，代表受測者對該題項認同度越高。 



李啓誠：便利商店集點送促銷關鍵成功因素之研究 

11 

(四)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利用SPSS V.22.0 for Windows套裝軟體進行問卷回收資料的處理，並使用敘述性統計、

Cronbach’s α係數檢定、因素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

以瞭解滿額集點送促銷活動之重要影響因素，及不同消費族群對影響集點送各重要因素之重視程

度，據以設計適配(fit)之集點送促銷活動，以為相關業者在使用集點促銷工具之參考。  

(五)樣本結構 

    在回收有效問卷686份中，男性有261位（38.0%），女性有425位（62.0%）；年齡層分佈以19-30

歲為最多（33.4%），其次是31-40歲（29.1%）、41-50歲(17.0%)；受測者的教育程度以大專學歷

者為最多（52.7%），其次是高中(職)以下(32.9%)；每月可支配所得以2.5萬以下為最多(41.0%)，

其次分別為2.6-3.5萬(27.8%)、3.6-5萬(21.2%)；而職業分佈以商業服務業為最多（32.5%），其次

是學生（15.5%）。由此可知，受測者之特徵明顯為女性居多、年齡多數為19-50歲、高中職及大

專學歷、月可支配所得在5萬元以下，且從事各種不同行業。因此，受測者分佈年齡範圍廣且在

不同行業，頗符合本研究所需的樣本，即年齡層遍及8至65歲皆有。 

 

四、研究結果分析 

(一)影響集點送促銷活動因素 

    有關受測者對影響滿額集點送促銷活動各項因素之看法，可發現各受測者對影響滿額集點送

促銷活動因素之認同度，除促銷之代言人外(30.5%)，其餘的兌換門檻(67.5%)、受他人影響(55.7%)、

消費者性別(58.4%)、消費者年齡層(72.9%)、促銷期間(83.4%)、贈品稀少性(83.4%)、贈品實用性

(80.4%)、贈品娛樂性(74.1%)、贈品療癒性(65.9%)、贈品外觀(83.9%)、贈品知名度(76.3%)等 11 項，

均有高度的認同。由此可知，影響集點送促銷活動之因素眾多，包含有兌換條件、促銷期間、人

的因素、贈品的接受性等。 

 

(二)信度與效度 

    本研究以 Cronbach’s α 係數做為信度檢定，依據 Nunnally(1978)的主張，在探索性研究中，

α值大於 0.7 表示各項目間的內部一致性很高；而α值介於 0.35 至 0.7 之間，仍屬可接受水準；

如α值小於 0.35，則表示信度很低，應予以拒絕。經信度檢驗結果，本研究影響滿額集點送促銷

活動因素相關構面之α值分別為贈品價值 0.821、個人因素 0.611、影響人物 0.621(如表 3)，顯示

本研究的信度皆大於 0.35，就探索性研究而言，其內部一致性與穩定性皆屬可接受水準。 

    就效度方面，為瞭解本量表各構面及內容是否和操作性定義的構面及內容一致，本研究利用

因素分析進一步驗證問卷的建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因素分析的結果顯示，每一因素各個變

數之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0.5，顯示本研究具有建構效度。再者，本研究所探討的影響集點送促銷

活動各項變數之來源，均經由學者專家之文獻探討過程，有相當多文獻上支持產生，故亦有其專

家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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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集點送促銷活動因素」分析結果 

因素內容 因素負荷量 特徵值 累積解釋變異量 α值 

因素一 贈品價值 

3.734 28.37% 0.821 

1.娛樂性 0.776 

2.外觀 0.770 

3.療癒性 0.762 

4.稀少性 0.695 

5.知名品牌 0.662 

因素二 個人因素 

1.333 45.72% 0.611 

1.年齡層 0.799 

2.性別 0.639 

3.期間長短 0.636 

因素三 影響人物 

1.120 61.88% 0.621 1.代言人 0.830 

2.受他人影響 0.74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影響集點送促銷活動之重要構面與因素 

    為了簡化影響集點送促銷活動各因素，使成更具意義的構面，則進一步使用因素分析方法處

理。在因素分析之前，事先進行 KMO 值及 Bartlett 球形檢定，以檢視是否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其結果顯示 KMO 值為 0.834，Barlett 球形檢定之結果，卡方值(χ2)為 1400.238、P 值為 0.000，符

合 P<0.05 條件，表示相當顯著，亦代表母群體間有共同因素的存在，頗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再

經由主成份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最大變異數轉軸法(varimax)進行直交轉軸，以萃

取重要因素。各構面因素之取捨標準係依 Hair, Anderson, Tatham and Black(1998)之建議，即取特

徵值(eigenvalue)大於 1，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大於 0.5(含)以上、且與其它因素負荷量之絕對

值差大於 0.3 以上的因素，最後將萃取出的重要因素予以適當命名。 

    經由因素分析處理之結果彙整於表 5。由表 5 可知，共萃取三個因素構面與 10 個變項，有

兩個變項被刪除。三個因素之特徵值分別為 3.734、1.333、1.120，且其累積解釋變異量達 61.88%。

第一個因素萃取有 5 個變數，即贈品的娛樂性、外觀、療癒性、稀少性及知名品牌等，這些項目

因與贈品提供消費者之知覺價值有關，故命名為「贈品價值」。第二個因素萃取包含消費者的年

齡層、性別及促銷期間長短等 3 個變數，因這些項目與個人屬性有關，故命名為「個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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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因素萃取 2 個變數，內容包含代言人、受他人影響，因這些項目與第三人影響有關，故命

名為「影響人物」。而「兌換門檻」項目因素負荷量未達 0.5，「實用性」項目其因素負荷量與其

他因素負荷量之值相近，有同時可歸屬二個因素之嫌，故二個項目予以刪除。 

 

(四)人口統計變數對集點促銷重要因素之差異 

    為瞭解性別對各項集點促銷影響因素之差異，使用 t 檢定進行檢驗，其結果列示於表 4。由

表 4 中可發現男女性對「贈品娛樂性」(t=2.642,p<0.05)具有顯著差異，且男性較女性更為重視；

其餘各項因素男女性之看法皆無顯著的差異。 

 

表 4 性別對集點送重要影響因素之差異 

      性別 

變數 男生(1) 女生(2) T P 差異性 

受他人影響 3.441 3.463 -0.171 0.864 無差異 

代言人認同 2.748 2.837 -0.651 0.516 無差異 

消費者性別 3.535 3.527 0.062 0.950 無差異 

消費者年齡層 3.976 3.946 0.286 0.775 無差異 

促銷期間 4.126 4.160 -0.355 0.723 無差異 

贈品稀少性 4.394 4.230 1.722 0.077 無差異 

贈品娛樂性 4.165 3.904 2.642   0.009
＊＊ 

1>2 

贈品療癒性 3.882 3.863 0.187 0.851 無差異 

贈品知名度 4.157 4.026 1.286 0.199 無差異 

贈品外觀 4.244 4.249 -0.055 0.956 無差異 

     註: (1)
＊＊＊

p<0.001；
＊＊

p<0.01；
＊
p<0.05；(2)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而就年齡對集點送促銷活動重要因素分析，其結果列示於表 5。由表 5 可發現不同年齡層對

集點送促銷活動影響因素中，除了「受他人影響」（F=0.677,p>0.05）、「代言人認同」(F=0.662,p>0.05)、

「贈品娛樂性」(F=2.155,p>0.05)及「贈品療癒性」(F=1.972,p>0.05)等四項無顯著性影響外，其

他皆具有顯著性影響。進一步以 scheffe 進行各群組差異分析，可以發現 31-40 歲者在「消費者性

別」(F=2.404,p<0.05)、「消費者年齡層」(F=4.046,p<0.01)、「贈品稀少性」(F=3.433,p<0.01)、「贈

品知名度」(F=2.607,p<0.05)、「贈品外觀」(F=3.980,p<0.01)等五項皆較 51 歲以上者認同度高；

而對「促銷期間」(F=2.854,p<0.05)之認同度亦較 18 歲(含)以下者為高。另外，18 歲(含)以下者在

「消費者年齡層」較 51 歲以上者認同度較高。而 41-50 歲者在「贈品稀少性」較 51 歲以上者認

同度高。在「贈品外觀」方面，19-30 歲者亦較 51 歲以上者認同度高。可以見得，51 歲以上者

對集點送促銷活動各項因素較不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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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年齡對集點送重要影響因素之差異 

  年齡  

變數 

18 歲(含以

下)(1) 

19-30 

歲(2) 

31-40 

歲(3) 

41-50 

歲(4) 

51 歲以

上(5) 
F P 差異性 

受他人影響 3.592 3.497 3.492 3.267 3.390 0.677 0.608 無差異 

代言人認同 2.959 2.810 2.844 2.613 2.902 0.662 0.619 無差異 

消費者性別 3.245 3.626 3.680 3.493 3.122 2.404  0.049
＊ 

3>5 

消費者年齡層 4.204 3.932 4.117 3.800 3.512 4.046  0.003
＊＊ 

1,3>5 

促銷期間 3.837 4.068 4.289 4.253 4.195 2.854 0.023
＊ 

3>1 

贈品稀少性 4.163 4.293 4.352 4.427 3.854 3.433  0.009
＊＊ 

3,4>5 

贈品娛樂性 4.122 3.966 4.086 3.920 3.634 2.155 0.073 無差異 

贈品療癒性 3.939 4.000 3.859 3.733 3.585 1.972 0.098 無差異 

贈品知名度 4.122 4.129 4.172 3.920 3.683 2.607  0.035
＊ 

3>5 

贈品外觀 4.306 4.347 4.320 4.147 3.780 3.980  0.003
＊＊ 

2,3>5 

註: (1)
＊＊＊

p<0.001；
＊＊

p<0.01；
＊
p<0.05；(2)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教育程度對集點送促銷活動重要因素分析(如表 6)，可以發現大專學歷在「受他人影響」

(F=4.755,p<0.01)認同度高於碩士(含)以上。而在「消費者年齡層」(F=4.668,p<0.05)、「促銷期間」

(F=4.892,p<0.01)、「贈品知名度」(F=4.218,p<0.05)等三項，大專學歷較高中(職)以下認同度為高。

而對於「消費者性別」 (F=11.292,p<0.001)、「贈品稀少性」 (F=7.076,p<0.01)「贈品外觀」

(F=6.303,p<0.01)之認同度，大專及碩士(含)以上之教育程度亦較高中(職)以下者為高。由此結果

顯示，高中(職)以下之教育程度對集點送促銷各項影響因素不如其他教育程度之消費者來得重

視。 

 

表 6 教育程度對集點送重要影響因素之差異 

  教育程度 

變數 

高中(職)

以下(1) 

大專 

(2) 

碩士(含) 

以上(3) 
F P 差異性 

受他人影響 3.324 3.621 3.159 4.755  0.009
＊＊ 

2>3 

代言人認同 2.807 2.784 2.921 0.272  0.762 無差異 

消費者性別 3.131 3.720 3.746 11.292  0.000
＊＊＊ 

2,3>1 

消費者年齡層 3.745 4.060 4.048 4.668  0.010
＊ 

2>1 

促銷期間 3.979 4.272 4.095 4.892  0.008
＊＊ 

2>1 

贈品稀少性 4.055 4.388 4.381 7.076  0.001
＊＊ 

2,3>1 

贈品娛樂性 3.883 4.065 3.889 1.996  0.137 無差異 

贈品療癒性 3.731 3.953 3.873 2.313  0.100 無差異 

贈品知名度 3.876 4.172 4.095 4.218  0.015
＊ 

2>1 

贈品外觀 4.041 4.332 4.413 6.303  0.002
＊＊ 

2,3>1 

     註: (1)
＊＊＊

p<0.001；
＊＊

p<0.01；
＊
p<0.05；(2)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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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月可支配所得對集點送促銷活動影響因素的分析(如表 7)，除了所得 5 萬以上者在「消費

者性別」(F=3.413,p<0.05)較 2.5 萬以下者認同度高，及 3.6-5 萬者在「贈品知名度」(F=2.811,p<0.05)

較 2.5 萬以下者認同度高外，其餘各項因素，不同所得之消費者皆無顯著的差異。此結果亦顯示，

消費者所得之差異，對集點送促銷各項影響因素之看法大部分是無差異的。 

表 7 月可支配所得對集點送重要影響因素之差異 

    註: (1)
＊＊＊

p<0.001；
＊＊

p<0.01；
＊
p<0.05；(2)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就職業對集點送促銷活動影響因素之分析(如表 8)，其結果顯示僅有「促銷期間」一因素，

家管較學生之認同度為高(F=3.334,p<0.01)，其餘各項因素，不同職業的消費者之看法是無顯著

的差異。因此，集點送促銷活動各項影響因素，大部分不受不同職業者之影響。 

    表 8 職業對集點送重要影響因素之差異 

職業 

變數 

學生

(1) 

軍公教

(2) 

傳統製

造業(3) 

家管 

(4) 

高科技

產業(5) 

商業服

務業(6) 
其他(7) F P 差異性 

受他人影響 3.574 3.176 3.404 3.641 3.271 3.441 3.590 0.847 0.534 無差異 

代言人認同 2.882 2.735 2.702 2.821 3.042 2.762 2.787 0.395 0.883 無差異 

消費者性別 3.309 3.353 3.447 3.410 3.792 3.497 3.885 1.735 0.111 無差異 

消費者年齡層 4.008 3.824 3.681 4.026 3.979 3.958 4.016 0.929 0.474 無差異 

促銷期間 3.853 4.000 3.979 4.538 4.229 4.252 4.148 3.334 0.003
＊＊ 

4>1 

贈品稀少性 4.088 4.265 4.191 4.179 4.375 4.406 4.246 1.302 0.255 無差異 

贈品娛樂性 4.015 4.059 3.894 3.949 3.938 3.958 4.066 0.237 0.964 無差異 

贈品療癒性 3.897 3.676 3.702 3.897 3.896 3.937 3.869 0.583 0.744 無差異 

贈品知名度 3.971 4.088 4.213 3.846 4.250 4.147 3.836 1.644 0.133 無差異 

贈品外觀 4.235 4.235 4.106 4.282 4.500 4.231 4.197 0.915 0.484 無差異 

註: (1)
＊＊＊

p<0.001；
＊＊

p<0.01；
＊
p<0.05；(2)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所得 

變數 

2.5 萬以下

(1) 

2.6-3.5 萬

(2) 

3.6-5 

萬(3) 

5 萬以上

(4) 
F P 差異性 

受他人影響 3.511 3.475 3.430 3.250 0.544 0.653 無差異 

代言人認同 2.772 2.721 2.871 3.114 1.107 0.346 無差異 

消費者性別 3.306 3.664 3.699 3.750 3.413 0.017
＊ 

4>1 

消費者年齡層 3.956 3.926 3.957 4.000 0.060 0.981 無差異 

促銷期間 4.094 4.287 4.097 4.091 1.334 0.263 無差異 

贈品稀少性 4.178 4.328 4.398 4.273 1.486 0.218 無差異 

贈品娛樂性 3.967 3.984 3.968 4.023 0.046 0.987 無差異 

贈品療癒性 3.872 3.811 3.935 3.841 0.295 0.829 無差異 

贈品知名度 3.928 4.180 4.226 3.955 2.811 0.039
＊ 

3>1 

贈品外觀 4.183 4.311 4.323 4.205 0.793 0.498 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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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結果與討論 

    經由因素分析結果，可以發現集點送促銷活動之影響重要因素構面有贈品價值、個人因素及

影響人物，是推出集點促銷活動各個業者應掌握的關鍵因素。另外，人口統計變數對集點促銷因

素之差異，就性別而言，男生較為重視贈品娛樂性，其原因為男生較重視動態情境，對靜態、要

觀察的事物不感興趣。因此，如以性別為目標顧客，對於集點促銷活動的贈品除了常見的餐具、

文具類用品，必須增加贈品之娛樂性功能，使贈品為男性顧客加值，增加其參加集點促銷活動的

誘因。 

    就年齡對集點送影響重要因素之差異，31-40 歲對於消費者性別、消費者年齡層、贈品稀少

性、贈品知名度、贈品外觀較為重視，其原因是這個族群在工作、經濟能力相對穩定下，較易展

現個人生活品味、並追求社會所認同的事物，以表明個人所屬的文化群，因此較為重視贈品價值。

相對的，51 歲以上族群對集點送各項影響因素較不重視，其原因是這個族群消費經驗多，早已

形成固定的消費習慣，他們會充分考慮各種因素、多家選擇比較、較少產生衝動性購買。故以

31 歲-50 歲之上班族群為目標顧客之業者，在推出集點送促銷活動，其贈品要能凸顯社會所能認

同的價值，或稀少實用特性，較易獲得這個族群的青睞。 

    而教育程度方面，大專學歷在受他人影響認同度高於碩士(含)以上，另外，消費者年齡層、

促銷期間、贈品知名度、消費者性別、贈品稀少性、贈品外觀等項目之認同度，大專教育程度較

高中(職)以下者為高，其原因是高教育程度者有較深層的邏輯思考，在專業的學習訓練下延伸出

複雜多元的消費行為，故對於高教育程度消費者，在推動集點促銷活動時，其贈品之設計應考慮

贈品的價值外觀，以增加這個族群參與的動機。 

    再從月可支配所得對集點送影響因素之差異分析，除了月可支配所得 5 萬以上者在消費者性

別較 2.5 萬以下者認同度高，及 3.6-5 萬者在贈品知名度較 2.5 萬以下者認同度高，大部分消費者

月可支配所得對集點送促銷各項影響因素之看法是無差異的。其原因為所得較高者對集點促銷活

動之興趣並非每人皆熱衷，因性別而有差異。另外，所得較高者對於贈品之認同度會受知名品牌

的影響，主要是知名品牌能感受贈品價值，亦是可凸顯自己的品味與身份，故月可支配所得較高

的消費族群參加集點送促銷活動，則贈品設計須是社會認同，且有彰顯品味與身份的事物。 

    就職業對集點送影響重要因素之差異，大部分不受不同職業者之影響，僅有「促銷期間」一

因素，家管較學生之認同度為高，其原因為家管主管家庭事物，對於日常生活開銷經常精打細算，

故有充足的時間蒐集點數，避免點數蒐集到一半活動就結束，因此重視促銷期間。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與過去不同的是，過去有關促銷的研究，部分著墨在促銷工具、促銷贈品、及促銷效

果；亦有從消費者的觀點，研究促銷活動對購買行為、購買意願、及忠誠度等之影響，很少人對

此集點促銷活動進行有系統的研究。集點促銷活動可同時提高來客數及客單價，比任何一種促銷

工具可為企業創造更高的營業績效，使得目前零售業競相模仿的採用，並處心積慮地研擬設計更

吸引消費者的集點促銷內容，但缺乏影響集點促銷活動的有關重要資訊。本研究適時補足此一缺

口，找出影響集點促銷活動的重要關鍵變數，提供不同屬性消費者對對贈品功能的訴求，及影響

消費者參加此促銷活動的人物等資訊，使業者知曉集點促銷之關鍵內容，並據此設計更適配於消

費者的集點促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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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結論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影響滿額集點送促銷活動重要關鍵因素，以提供相關業者在運用此種促銷

方法之參考，透過問卷調查法以蒐集消費者對集點送促銷影響因素之看法，由t檢定、因素分析、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處理。首先，消費者對影響集點促銷各個因素之看法，除

促銷代言人認同外，其餘包含贈品娛樂性、贈品稀少性、知名度、贈品外觀、…等11個因素，皆

有較高的認同。繼而，進一步探討集點送關鍵成功因素，本研究共萃取三個因素構面及10項變數，

即贈品價值(贈品娛樂性、贈品稀少性、贈品知名度、贈品外觀)、個人因素(消費者性別、消費者

年齡層、促銷期間)、影響人物(受他人影響、代言人認同)等，此可做為採取集點送促銷活動之業

者在設計促銷活動掌握的重點，以推出不同目標顧客群最適配的促銷活動。另外，就人口統計變

數對集點促銷關鍵成功因素之差異，獲得結論如下： 

1. 男性比女生較為重視贈品娛樂性，其原因為男生較重視動態情境，對靜態、要觀察的事物不

感興趣。 

2. 31-40歲族群較重視贈品價值，51歲以上族群對集點送各項因素 較不重視。 

3. 在受他人影響對各關鍵因素影響，大專學歷顯著高於碩士(含)以上。而消費者年齡層、促銷期

間、贈品知名度、消費者性別、贈品稀少性、贈品外觀等項目之認同度，大專較高中(職)以下

者為高。 

4. 就消費者性別認同度，月所得5萬以上者較2.5萬以下者高；在贈品知名度認同度，月所得3.6-5

萬者較2.5萬以下者高，其餘消費者月所得對集點送促銷各項影響重要因素之看法是無差異

的。 

5. 就不同職業對各集點關鍵因素之影響，僅有促銷期間一因素，家管較學生之認同度為高，其

餘的職業並無顯著的差異。 

(二)建議 

   經由以上研究發現，本研究提供建議如下: 

1. 如以性別為目標顧客之集點促銷活動，對男性消費者可增加贈品之娛樂性功能，為男性顧客

加值，增加其參加集點促銷活動的誘因。 

2. 如以31歲-50歲之上班族群為目標顧客之業者，其贈品要能凸顯社會所能認同的價值，或稀少

實用特性，較易獲得這個族群的青睞。 

3. 如以高教育程度或月可支配所得較高的消費者為目標顧客，其贈品之設計應考慮贈品價值，

且能彰顯自己品味與身份的事物。 

4. 業者在推出集點送促銷活動前，可依據不同消費族群對集點送關鍵成功因素之喜好進行評估，

以找出吸引力所在，並據以掌握促銷活動設計之重點，以能吸引更多消費者，以推出不同目

標顧客群最適配的促銷活動，發揮促銷活動的最大功效。 

(三)後續研究建議 

    根據本研究的研究結論，可以提供予相關業者做為集點促銷活動之相關理論的基礎，但仍有

許多相關議題，值得後續研究者加以突破，相關研究建議與延伸議題整理如下： 

1. 本研究是屬於橫斷面的研究，然促銷活動涉及消費者行為面，在今日消費者行為持續變動之

特性，建議後續研究者可進行縱斷面研究，以持續瞭解影響消費者對集點送促銷活動之關鍵

因素，並設計更具吸引力的促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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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集點送促銷活動之設計，是決定促銷活動成功與否的關鍵，本研究屬先導性研究，建議後續

研究者投入於集點送促銷活動設計之議題，以為業者提供更詳實的資訊，提升促銷成功的機

率。 

3. 針對這些影響消費者對集點送促銷活動之關鍵因素，後續研究者可就個別因素(例如贈品娛樂

性)進行研究，以瞭解每個關鍵因素之使用情境與影響權重，更可發揮集點送促銷活動權變管

理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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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處於科技掛帥，年輕人多數沈迷於虛擬夢幻的網際網絡之際，易於失落生命

中的「樸」、「和」與「靜」。面對社會紛擾、生命困頓的現代人，筆者認為所亟

需尋求的正是道家的生命智慧。因此，本文嘗試以道家老子的生命智慧為題，希

望藉著強調道家「生命之樸」的覺悟力，道家「生命之和」的融合力，道家「生

命之靜」的涵養力，以厚實現今生命教育的思想與理論基礎，期盼增加學習者對

於生命自覺的智慧，並進而提升自我的生命涵養與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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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fe wisdom of Taoist Lao T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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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ving in a technology-led era, most young people are easily addicted to the 

illusory internet , thus losing the innocence and peace of life. In the face of the 

modern people who have caused the failure of life and social failur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it is the wisdom of Taoism that needs to be explored. Therefor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use Taoist life wisdom as a topic, hoping to emphasize the Taoist 

consciousness and fusion power to achieve the basis of augmenting the thoughts and 

theories of today's life education, and hope to enhance the learning of live, conscious 

of life. The wisdom of the aspect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realm of life. 

 

Key Words：The life education、Return to human nature basics、Life consciousness 

 

 

 

 

 

 

 

 

 

 

 

 



丁孝明：論道家老子的生命智慧 

23 

一、前言 

 

面對擁有高科技，但缺乏高思維的 21 世紀，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疏離，互不

信任，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詭譎不安，乃至衝突對立；現今世俗功利主義昌盛的結

果，更造成物慾橫流、道德淪喪，導致多數人的價值觀念混淆，使人心澆薄，犯

罪叢生、偷矇拐騙、治安敗壞。生活在這崇尚物質科技的時代，現代人比從前任

何一個時代的人們，更缺乏心靈的平靜祥和。暴力傷害、酗酒肇事、嗑藥吸毒、

食安風暴等社會問題層出不窮，時有耳聞。生活在 21 世紀的人們反而承受更多

迷惘失落、徬徨無助的痛苦，生命惶惶不安，生活充滿壓力，精神病患人數急速

遽增，依據世界衛生組織(WHO)估計，全世界已約有 3％、近兩億人口罹患各式

各樣的憂鬱症；據統計，有高達 70％的自殺者可能正罹患某種憂鬱症。另外，

超過 8 成的憂鬱症病人有自殺念頭，約一成五的病人甚至自殺身亡。而憂鬱症患

者自殺的比例，比一般人高 30 倍。1多數的人們感受到生命茫然、生命陷溺，身

處精神焦慮，身心難以安頓的功利主義社會，自然興起了生命究竟該何去何從的

感嘆。 

 

人，畢竟是由精神與物質兩方面共同組合而成的，在強調精神文明的世代，

唯心思想蓬勃發展，雖然未必能給予生命全然正確的解答，但人們起碼還承認以

精神生活品質作為區分貴賤賢愚的標準；如今在科技指標、唯物是從的工商社會

裡，一面倒的唯物崇拜、金權掛帥卻只會讓人以經濟效益買賣自己的生活乃至生

命，萬事萬物皆以商品交易看待，人生成敗全靠獲利多寡衡量，就連心靈、精神、

情感的需求也憑藉消費手段獲取。人們不僅以唯物的角度面對周遭環境，也用同

樣的態度面對自身，倫理道德的訴求再難以具有說服力，人生失去崇高的理想與

目標，人格良知的生命情操，不再作為生命的依循，生命價值、生命意義、生命

尊嚴也就從此失落，生命的陷溺已使人們生命沈淪幾至滅頂。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未知與不確定，唯有在深刻反省自身生命的價值、存在

的意義、人生理想的建立以及如何安身立命等問題之後，才能掌握人生的方向。

一個人的生活形態與生存方式，常決定於主體對於生命本質的認定與對生命價值

                                                 
1取自《康健雜志 26 期》--你可以走出憂鬱症—特别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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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判斷。不同的生命觀點，形成不同的生活態度，也塑造出不同的文化型態。因

此，從歷史文化的發展可知，不同時代的人們，隨著客觀外在環境的改變及主觀

認知的差異，遂形成不同的生命面貌。而當科技掛帥與物質文明取代傳統倫理、

道德、信仰及精神文明之後，並沒有爲人類帶來幸福，隨之而來的反倒是更大的

焦慮，更多更新的心理、精神、生理病態問題的產生。生活在這樣一個資訊爆增、

價值混淆、變動不安、惡性競争的惡質環境中，如果沒有強而有力的理性思辨能

力來應對外界的種種誘惑、干擾刺激，以保持内心的安寧，便容易形成空虛、不

安、焦慮、倦怠和絕望的心理傾向。年輕人由於對高科技上瘾而陷溺、崇拜，凡

事講求速效，造成速食文化、人際疏離、情感空洞、短視近利，不論從宗教信仰、

生命教育甚至養生醫療學習，都急於尋找速戰速決的簡易方案。而最足以安身立

命的倫理、道德、文化、信仰及精神文明反而在不知不覺中流失異化，人心也因

此變得脆弱退縮！如今面對資訊發達、高教育水平的時代，古代保守封閉、克制

自我的倫理教育已然無法適應現今社會的需求，重新正視生命智慧教育，擬定新

的方向、找尋新的良方正逢其時。 

 

二、造成「生命困頓」的兩大議題 

 

（一）「自我」迷惘與意義感的失落問題： 

 

從工業革命、資訊革命以來，隨着科技的快速發展，物質生活的不斷提高，

人類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精神文明危機！由於功利主義的昌盛及過度倚重物質

科技，大多數人都沉迷於高科技所帶來的物慾享樂，只爲表面的事物而存活；人

的心理承受能力越來越差，而無力去面對壓力、精神層面的問題，事情只要稍微

有一點不如意，就立刻去尋求迅速、直接而最不耗費心力的消費方式，來逃避纾

解或延遲痛苦。例如嗑藥、買醉、沈迷網路、聲色犬馬。這種只求避免眼前問題

的自我欺瞞心理，會造成注意力及覺察能力逐漸模糊，終而形成了心智盲點。這

是一種「困惑時代」的精神匮乏疾病，也是造成心理疾病泛濫成災的首要成因。 

 

一般人即使生命有目標，往往也只是浮泛地從财富、名利與權位中去肯定自

己。以爲追逐顯赫於外的名位、權勢、财富，或者藉由謀略的分析技巧，就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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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自己内心深處所渴望關切的生命需求。人們享受文明成果所帶來的各樣肉體的

安適，卻不知如何與心靈自處，自然也就頓失生命的方向。大部分人經驗的世界

似乎如同虛擬夢幻一片混沌。事實上，專家們可以用豐富多元的知識向我們解釋

外在世界的任何事情，然而我們對生命的了解卻愈來愈感不足。「自我」的迷惘

與意義感的失落，如果僅以知識的累積、追逐利益效率，視爲一切生命教育的終

極目標，就會喪失對生命意義的追尋。 

 

（二）傳統宗教生命教育與道德感的流失問題 

 

宗教生命關懷的目的即是要協助人去瞭解人「生而為人」的意義、價值、尊

嚴與希望，進而珍惜生命與人生，樂愛生命與人生，能尊重自己、他人、環境及

自然，使其在互相尊重個人尊嚴與價值中，去認識自我，實現自我，進而提升自

我，去經營有意義的人生，並使自我功能充分發揮，貢獻人群，善盡己責，去造

福鄉里社會。進一步經由人文陶冶，從宗教生命教育中找回人類最珍貴的理性智

慧、慈悲同情、利他共享等特質，早日進入「超物質化、超功利化的祥和社會」，

以避免因科技化、資訊化造成人際關係的疏離與對立。而疏離與對立的人際關係

易造成自我懷疑和憤世嫉俗的情緒，這些懷疑與情緒最易消磨掉生命的自信、自

尊與希望，進而造成生命的焦慮不安，導致生命的困頓、沈淪，更侈談生命的智

慧、生命的自省與生命的終極關懷。 

 

任何正信的宗教信仰，皆以創造人類福祉為目標。所以在此以網路媒體工作

者李怡志的翻譯圖表，以德國薩克森邦政府文化廳的「邪教檢查表」2為例，提

                                                 
2
邪教檢查表：1. 在這個團體中，你彷彿能找到過去一直在尋找的東西，他們非常清楚，什麼是

你在找尋的。2. 當你一接觸這個組織，你對世界萬物就有了全新的看法。3. 這個組織的世界觀

非常簡單易懂，一目了然，並且可以解釋所有的問題。4. 你很難對掌握組織的全貌，事實上，

他們也不允許你仔細思考或是檢驗。你在組織中新認識的朋友會告訴你：「這很難用言語解釋，

需要親身體會，要不要現在就過去看看？」5. 這個組織有一個「大師」、「師傅」、「導師」、

「老師」「上師」、「╳師」，只有他能知道宇宙或生命的真相。6. 這個組織的教義才是唯一

真實的、永遠的智慧。社會上的科學、理性思考等，都會被當作負面的、惡魔的或是不夠啟發。

7. 外界對於組織的質疑，反而被當作是組織正面的證明。8. 這個世界即將遭遇大災害，只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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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世人切勿誤入邪教組織，否則恐將陷入更深的禍害淵藪，使得原本困頓的生命

更加雪上加霜。而宗教信仰，信仰什麼？筆者認為「信仰是為了找出面對生命的

真實智慧」，而要找出面對生命的真實智慧，就必須先認識宇宙人生的實相。一

個人必須逐步的了解宇宙人生的實相，而後徹底的以智慧安住於實相真理之中，

才能找到安頓生命、安頓身心的方法。很多科技、文明乃至於宗教、文化，歷經

時代的演進，而遭人遺忘、唾棄或轉變，但智者所領悟的真理，經得起任何時代

的考驗。 

 

三、生命教育的新方向 

 

教育的本質本應是心智的培養、醒覺、反省和在生活中的實踐，本就意味著

要從生命中去探究學習，它和生命本身有著相同的目標。教育應重在啓發培育自

省自覺的理性思辨智慧，不斷的去探索提升生命的意義與價值。目前過於偏重實

用功利主義的技術教育似乎不是在開啓學習者的心智，而是反其道而行。過去也

從沒有出現像今天這麽多的家庭和校園問題以及種種社會的惡質與亂象，主要的

原因即在於缺乏「覺性教育」。沒有一個時代像現在這麽愛搜集資訊、知識，而

將智慧與資訊、知識混爲一談，相對的卻又這麽的不重視處世的智慧，品德與人

格，更談不上「生命自覺」心智的培養。這是一個缺乏覺悟力的時代。 

 

一個人對生命無知，自然無法尊重别人的生命，更不懂得活出自己生命的尊

嚴。須知，生命的可貴，乃在於發揮人性的光輝，展現人的精神、道德、勇氣、

                                                                                                                                            

個組織才知道，要如何拯救地球。9. 參加組織的人才是菁英，其他人都是病態與敗類，除非他

們願意參加我們，讓自己獲得救贖。10. 組織會要求你立刻參加。11. 組織會要求成員透過服裝、

飲食方法、自有的語言、嚴格的人際互動關係，將成員隔絕在社會之外。12. 組織會要求你與過

去的生活斷絕關係，因為這會阻礙你的成長。13. 對你的性生活有嚴格規範，例如由「上面」替

你選擇配偶、集體性行為或是完全禁慾。（譯注：佛教、天主教是「出家」後才禁慾，一般信眾

並無強烈規定。）14. 組織不斷賦予你許多工作，並佔去你所有的時間。你必須賣書、賣刊物、

招募新成員、參加課程、靜坐靈修……15. 幾乎喪失了獨處的時間，組織中的某個人總會整天纏

著你。16. 當你開始懷疑，為什麼組織當初允諾的「成功」並未發生時，組織會告訴你，是你投

入不夠，或是信念不足，是你自己的責任。（引用自網路媒體工作者李怡志的翻譯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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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力、愛心等高貴情操；能以一己生命發光、發熱，去成就群體的生命。而修學

道家生命的智慧，就是要破除愚癡，並開啟智慧、來解脫煩惱。煩惱的出現就表

明我們缺乏智慧，沒有破除愚癡的智慧力量，自然會盲動地去造作種種貪、瞋、

癡的煩惱。長期以來由於受到世俗功利主義以及物質科技掛帥的影響，導致社會

上大多數人習慣將思想與精神，長期盲目地致力於市場導向的功利追求，短視近

利、重物輕人的結果，因而藐視倫理道德及精神文明，加上國際經濟競爭的壓力

以及保護主義的抬頭，過度偏重「科技教育」，忽略「生命教育」。結果反而使威

脅生命的犯罪行爲層出不窮，不論是燒殺擄掠、酒駕害生，乃至於環境污染、食

安毒害，社會面臨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生命教育」問題。而國人對生命教育的重

視，係在 1999 年發生九二一大地震之後，為了心靈重建，於是教育部在 2000 年

成立「教育部生命教育推動委員會」，並宣示 2001 年為「生命教育年」。（陳榮裕 

2001﹔徐欣瑩 2003）。然而一般年輕學子早已在罔顧生命教育的社會環境下，

沾染世俗習氣，沉迷於科技掛帥帶來的物慾享受，虛擬世界，迷戀夢幻不實的人

生；追求名牌，狂戀時尚，棄道德倫理於不顧，不知不覺中自然鄙視精神生活的

價值，甚至街頭少年喋血事件層出不窮，聚眾互毆，罔顧人命。而不管所傷害的

是別人或是自己，都顯示出部分國人並不重視「生命」，不尊重別人的生命，也

不重視自己的生命。這是一個缺乏融合力的時代。 

 

由此深觀，「科技教育」固然重要，但「生命教育」的培育則更為根本。試

觀如今，整個社會的生命價值觀傾斜頹壞，黑心企業所造成的食安問題、空污問

題、工業廢水惡意傾倒污染河川等現象，加上民粹理盲、是非顛倒，試想人如果

只爲表面的事物而活，從不試著去了解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將自然無法去營造生

命的尊嚴與希望。近年來，基於國人對於生命教育觀念的輕忽，心無所繫、情無

所托，自然較易欠缺有意義的人生目標，自然對人我生命不懂尊重，終將令「生

命智慧」無法發展而日漸封閉萎縮。原本宗教生命教育的立意，就在試圖覺知生

命的真諦，以幫助人們建立安身立命的正途。因此，不同的宗教各自發現生命的

真諦，並且不約而同地認為自己所信奉的正是唯一的真諦也屬非常自然的現象。 

 

基於國人對生命智慧教育「啟迪與增上」的殷殷期盼，藉由筆者對道家生命

智慧教育的體認，本文嘗試以「道家生命智慧」作為生命教育的核心理念，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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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生命之樸」的覺悟力，道家「生命之和」的融合力，以及道家「生命之靜」

的涵養力，依此來培養解決面對生命議題的生命素養。而道家的生命智慧「返樸

歸真」，正是體悟與反思每個生命在「自我」心理層次、社會文化層次，所面臨

的困頓處境、矛盾與衝突，並以老子所教導的生命智慧來謀求解決之道。筆者認

為道家的生命智慧強調「生命之和」的觀點，正是處於科技叢林，面對生命困頓、

社會紛擾的現代人，在失落了人間的愛與關懷，在迷惘於虛擬夢幻的網際網絡

時，所亟需尋求的生命智慧。因此，筆者以道家的生命智慧為題，希望藉此闡揚

老子的生命智慧，以厚實現今生命教育的思想與理論基礎，期盼增加學習者對於

生命自覺的觀照能力，並進而提升學習者的生命層次與境界。 

 

本文嘗試建構出「道家生命智慧」的體系架構，藉此體系希望營造出三個生

命教育的新方向： 

 

（1）以道家「生命之樸」的觀點，涵養「生命自覺」探究「生命意義」 

（2）以道家「生命之和」的觀點，涵養「生命尊嚴」提升「生命價值」 

（3）以道家「生命之靜」的觀點，涵養「生命境界」提升「生命希望」 

 

四、道法自然的生命智慧 

 

道家一向以發揚「非暴力」的傳統，加上強調理性融合、智慧道德，特別是

主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生命智慧」，正逐漸在各方廣

為傳布，受到更多有識之士的重視。針對「生命困頓」的議題，「道家的生命智

慧」很早就已提出了解決之道。早在 2500 多年前，道家老子就已針對人類的「生

命困頓」，提出了針砭之道。這些針砭之道，時至今日針對現今造成人類「生命

困頓」的兩大議題：（一）「自我」迷惘與意義感的失落問題，（二）傳統宗教生

命教育與道德感的流失問題，更能切中時弊，斧底抽薪，提供徹底療癒的解決對

策。  

 

    老子觀察到周文疲弊造成人心失落 ，逐漸向外追逐，致使生命失真，於是

老子提出「道」的根源，從宇宙本體的高度來看待人與萬物，目的在解放陷於「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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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疲弊」之中的生命，使之回歸自然。老子認為「道」是創生天地萬物的形上根

源，為所有生命的形上基礎，「道」具有先在性及超越性，其作用貫穿宇宙時空

及一切所有存在，即貫通形上至形下，為一超越又內在於萬物的創生根源。老子

從天道循環往復的自然規律中，領悟萬物的生命存在與自然法則是相對應的，更

進一步，解除以人為本位的思考模式，讓宇宙所有生命都能復歸於自然狀態，復

歸於原初形態，以此消弭人心的紛亂鬥爭、紛然失真。老子先言明他所領悟到的

「道之體」，他說：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 

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 

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 

(老子〃第二十五章)  

 

由「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語，我們可以清楚的認知到，老

子建立的生命觀，是立基於自然哲學之上，強調的是個人生命與宇宙生命的和諧

共存。老子認為「道」是創生天地萬物的形上根源，為所有生命的形上基礎，「道」

具有先在性及超越性，其作用貫穿宇宙時空及一切所有存在，即貫通形上至形

下，為一超越又內在於萬物的創生根源。老子從天道循環往復的自然規律中，領

悟萬物的生命存在與自然法則是相對應的。「道」以自然的精神生養萬物。因此，

老子說：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 

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 

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老子〃五十一章） 

 

「道生之」：生命的第一階段是「道」的轉化和生成＝＞接著「德畜之」：第二階

段是依靠自身本性即「德」來維持其存在＝＞再則「物形之」：第三階段就是憑

                                                 
3陳鼓應：《老子今註今譯及評介．第二十五章》，臺北：商務印書館，2000 年 3 月。（以下舉

凡《老子今註今譯》之篇章，皆只註明篇名，不註頁數，識者當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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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物質」賦予生命以形體＝＞最終「勢成之」：最後再通過它所處的「環境」

來完成生命，成就生命。因此，生命是形而上（道）與形而下（物）的統一，是

有形（物、勢）與無形（道、德）的統一，是現實（物、勢）與超越（道、德）

的統一。同樣，作為萬物恃之而生的人的生命也就因此獲得了三重內涵：意即「自

然生命（物）、社會生命（勢）和超越生命（道）。」因此，從老子「道生之，德

畜之，物形之，勢成之」一語中，我們可以體認到，老子生命觀建立的次第： 

 

•道生之：生命的第一階段是「道」的轉化和生成 

•德畜之：第二階段是依靠自身本性即「德」來維持其存在 

•物形之：第三階段就是憑藉「物質」賦予生命以形體 

•勢成之：最後再通過它所處的「環境」來完成生命，成就生命。 

 

接著老子又說：「是以萬物莫不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

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由此，我們

可以體認到，老子生命觀的三重內涵： 

 

生命是形而上（道）與形而下（物）的統一， 

是有形（物、勢）與無形（道、德）的統一， 

是現實（物、勢）與超越（道、德）的統一。 

 

同樣，作為萬物恃之而生的人的生命也就因此獲得了三重內涵：即「自然生命

（物）、社會生命（勢）和超越生命（道）。」而生命的內涵：自然生命、社會生

命、超越生命三者構成了生命的全部內涵。這三重內涵，如果依「道」以自然生

養萬物的精神，本應是「生而不有，為而不恃，長而不宰」，故謂之「玄德」。然

而老子觀察到他所處的世代，所呈現的卻是反其「道」而行，違逆自然。周初封

國八百，天下共享共治。及至春秋封國百七十餘，由此可知大小戰爭不斷，兼併

頻仍，上下交爭利，人心的失落，只在於欲望的無限追求與永不滿足。 

 

老子《道德經》五千言的主旨就在於從「道法自然」的理論視角去認識生命、

理解生命。道的流程即是生命的流程，生命源於道，又復歸於道。因此我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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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老子哲學是一種生命智慧之學。在道家生命智慧的觀照下，生命的內涵表現

為自然生命、社會生命和超越生命的有機統一。自然生命代表著生命的原初形

態：「生命之樸」；社會生命代表著生命的現實過程：「生命之和」；超越生命代表

著生命的理想歸宿：「生命之靜」。一旦理解了道家生命的智慧，就能藉由道家的

生命智慧活出：生命的意義、生命的價值、生命的尊嚴與希望。茲分述如下： 

 

•自然生命代表著生命的原初形態：生命之樸 

•社會生命代表著生命的現實過程：生命之和 

•超越生命代表著生命的理想歸宿：生命之靜 

 

（一）、自然生命代表著生命的原初形態：生命之樸 

 

    「樸」意謂未經雕琢加工的木料。因此，老子言：「樸散則為器」（《老子．

第二十八章》）「道」化成萬物眾生，而「復歸於樸」即謂復返於道的修養過程。

因此，當生命的第一階段「道生之」，那是「道」的轉化和生成；此時，自然生

命代表著生命的原初形態：「生命之樸」。 

 

老子生於春秋之世，親見周文疲弊造成人心失落，向外追求，於是生命失樸、

失真。而生命的大敵就是在生命失樸、失真下的自我執著、成心陷溺。老子強調

「返樸歸真」的生命之道，老子說：「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

若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夫亦將無

欲。不欲以靜，天下將自定。」（《老子．第三十七章》）老子認為「樸雖小，若

能返樸守之，萬物將自化。對於慾望的興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老子的目

的在解放陷於「周文疲弊」之中的生命，使之回歸自然、回歸道本。「周文疲弊」

之後，人生失去崇高的理想與目標來作為生命的依循，於是生命價值、生命尊嚴、

生命希望就此失落。老子特以「益生曰祥。」（《老子．第五十五章》）、「心

使氣曰強。」（《老子．第五十五章》）辨證之，強調世人戕生、害生之為，最

終使「生命失樸」，此不外乎三種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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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汲營富貴而貪為（貪）；2.爭強好鬥而妄為（瞋）；3.愛戀形軀而痴為（痴）。 

 

此三者戕生之為，皆是過分慾望的呈現，如是「不道早已」4，非道而行，終遭

禍而亡。由於戕生之為，皆是貪愛多欲而導致強自妄為。故老子曰：「禍莫大於

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老子．第四十六章》）所謂爭強好鬥而妄為，不

依常道之理而妄作。心因使氣而更加陷溺，故老子曰：「心使氣曰強。」（《老

子．第五十五章》）老子強調，不爭則清，無慾則靜！若能「不欲以靜，天下將

自定。」此正意味著，「道」似乎是無所作為的，但是芸芸萬物就是在如此自由

而沒有外力干擾的狀態下，自然展現萬物各自不同的生命特質，這正是「道常無

為而無不為」（《老子．第三十七章》）的作用。然而，一般人因縱欲而陷溺的心，

汲汲營營富貴而貪為，汲汲營營外在之事，使得原本內在清明之心，迷惑昏亂而

妄動，過多的外在刺激，必會喪失原本純一無雜的心，使心昏昧無度，招致敗亡，

終身不救。因此，老子重視內心的修為，以使行為合於常道，進而使生命安適無

禍，而非強自照顧外在形軀以長生，因為形軀，只是修養心靈的輔助而已，若過

度執著愛戀形軀，而痴心強護形軀而妄想不死，如是愛戀形軀而痴為，實戕生之

為，反屬不智。 

眾生的意欲大多是盲目的，以盲目的意欲指導行為，因此造成了眾生諸多苦

難，這盲目的「生之意欲」即是生命的大敵，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

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老子．

第十二章》）貪多縱欲的結果，使自我執著、成心陷溺、生命失真，因為「我」

是眾迷之因，「我」是貪、瞋、癡三毒之本。慾望的危害，使人著有、著相、著

我，於是使生命失樸。所以老子曰：「罪莫大於可慾，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

於慾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老子．第四十六章》)又曰：「名與身孰親？

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

以長久。」(《老子．第四十四章》) 由於人心的失落，只在於欲望的無限追求與

欲望的永不滿足，使生命背「道」而馳，造成紛然失真，痛苦萬分。因此，老子

要人「返樸歸真」。他說：「不見可慾，使心不亂。」 (《老子．第三章》)又說：

「見素抱樸、少私寡慾。」 (《老子．第十九章》) 要人復歸於「道」，復歸於自

然，主張以道為本、清虛自守，強調無為而治、返樸歸真。因為「道法自然」，

                                                 
4
 老子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老子．第五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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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老子曰：「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

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老子．第六

十四章》)如果人生的成敗全靠獲利多寡來衡量，就連心靈、精神、情感的需求，

也需憑藉消費手段來獲取，那麼成心的陷溺將使生命沈淪甚至滅頂。眾生對自己

生命實相是不了解的，即便是一個舉世公認為天才的聰明人，如果不了解自己生

命的實相，那他就仍是個成心陷溺的人。所以老子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為無為而無不為，取天下常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

天下。」 (《老子．第四十八章》)大道無形、無名；無私、無欲。故老子曰：「道

恆無為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將鎮之以無名之樸，夫亦將

知足，知足以靜，萬物將自定」 (《老子．第三十七章》)故聖人云：「我無為而

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老子．第五

十七章》)無為、無事、好靜、無欲，可使生命返樸歸真，反之生命將失去純樸，

使成心陷溺，生命沈淪。 

 

（二）、社會生命代表著生命的現實過程：生命之和 

 

    《老子》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中

氣以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道生萬物」，「中和以養之」。老

子深闇天之道，故曰：「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

奉有餘。」（《老子．第七十九章》）又曰：「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

為而不爭」（《老子．第六十八章》）老子先立論說明：萬物負陰而抱陽，中氣

以為和。再強調，道法自然：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自然之道，創生

而不佔有、順勢而不仗勢、長養而不主宰。從天道的損補，體會到：「既以為人

己愈有；既以予人己愈多」（《老子．第六十八章》）的生命真諦。於是在面對

社會生命的現實過程中，老子主張，以「生命之和」為思考重點。因此，老子先

提出「民」與「君上」的緊張關係。老子曰：「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

饑。民之難治，是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老

子．第七十七章》）再提出如何調和「民」與「君上」的緊張關係，以保證社會

生活的和諧，使每個人的社會生命不致受傷害。老子提出了「以百姓心為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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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第四十九章》）的原則。強調聖君法天之道，「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

物，故無棄物。」（《老子．第二十七章》）、「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

子．第二十七章》）。一般人類開展啟發各種學問的終極目的，無非是期待生命根

本問題的解決，然而，由於不瞭解宇宙人生的實相，反而治絲愈紛。老子理解大

道，主張「道法自然」，反而說：「絕知棄辯，民利百倍；絕巧棄利，盜賊無有；

絕偽棄慮，民復孝慈。」5（《老子．第十九章》）當我們審視從古至今人類的

歷史記錄，為了尋找真理、探求存在本質的各種努力，但人們總是難免誤入歧途，

反而專注於生命之外，縱使花費許多心思探究，結果總是選擇以最能投合人類偏

好的理念作為真理。於是人類的歷史不斷上演強凌弱、眾暴寡的戲碼。當一個人

的生活，若處在貪、瞋、癡的籠罩下，就會做出錯誤的行爲，就是造成生命的沉

淪，因此，為民君主者，要想使生命不再沉淪，便需先「絕知棄辯，絕巧棄利，

絕偽棄慮」，因為若是違反自然之道，即便有再多的「知辯、巧利、偽慮」，即

便再多的「賦稅、有為、求生」，也終將失道、失天、失地、而失去人自己和自

己的一切。老子建立的生命觀，正是立基於自然哲學之上，強調的是個人生命與

群體生命、環境生態的和諧共存，所以才能成為真正解決問題的生命智慧。 

其次，更進一步，老子要人解除以「人」為本位的思考模式，讓宇宙所有的

生命都能復歸於自然狀態，復歸於「道」，以此消弭人心的紛亂鬥爭及紛然失真。

因此，老子說：「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並作而弗始也，為而弗志也。

生而不有，為而不恃，長而不宰， 功成而弗居。」（《老子．第二章》） 

 

（三）、超越生命代表著生命的理想歸宿：生命之靜 

 

    生命的那種超越時空和肉身的精神性的存在形態，我們稱之為超越生命，它

往往表現為一種心靈的境界，一種精神的超拔與脫俗。老子認為「道」是人走向

超越的必然歸宿。道是現實與超越的統一，生命回歸於道，也就獲得了它的超越

性的生命。超越生命的境界就是人與宇宙本體（道）的合一。老子曰：「歸根曰

靜，是謂復命；復命曰常，知常曰明。不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

                                                 
5今通行本《老子》第十九章云：「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

賊無有。」，簡本甲組則作「絕智（知）棄卞（辯），民利百伓（倍），絕巧棄利，盜惻（賊）

亡又（有），絕偽棄慮，民复（復）季（孝）子（慈）。」今依郭店《老子甲》作「絕知棄辯，

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無有，絕偽棄慮，民復孝慈」。陳錫勇：《老子校正．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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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不殆。」6（《老子．第十六章》）老子認

為「清靜」是道的一個重要特性，修道者應以「靜」為修養工夫，因為「清靜為

天下正」（《老子．第四十五章》），唯有清靜虛明的生命修為，才能成就完美

的人格。而且，「靜為躁君」（《老子．第二十六章》），唯有以靜制動，行為

才不致流於狂躁而喪失本性。因此，「靜」既是道體本性，也是生命存養的工夫，

亦為修道者心靈應有的清明狀態。要想回復寧靜素樸的本心，便先要跳脫認知判

斷的價值迷障，去除人為後設的對立價值，要以靜觀直覺的思維方式，去面對、

掌握事物真實的本質。因此，老子說：「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老子．第五章》）、

又說：「知之者不言，言之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

同其塵，是謂玄同。」（《老子．第五十六章》）老子以「玄同」泯除一切二元對

立的妄認思維。他主張，唯有從這些名言概念無根的相對價值中跳脫出來，才能

以「無分別」的直覺思維方式去領悟「大道」的神奇，去感受「道法自然」的奧

妙，也才能體悟出生命存在的美好。故老子強調：「道中而用之，或不盈。淵兮，

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

象帝之先。」（《老子．第四章》）老子以「玄同」，強調「道中」，意在解除以人

為本位的思考模式，讓宇宙所有生命都能復歸於自然狀態，以此消弭人心的紛亂

鬥爭。生命之所以失去悟性，只因「躁為靜君」，失之躁鬱，紛然失心。古德云：

「學須有悟，自『靜』中得」，當我們懂得「執古之道，以禦今之有」（《老子．

第十四章》），就能二六時中，令心清靜，正所謂 : 「歸根曰靜，是謂復命」（《老

子．第十六章》）。因此，老子主張「視素抱樸，絕學無憂，少私寡慾！」視素抱

樸者能「執古之道，以禦今之有，能知古始」。（《老子．第十四章》）他能超越時

間，故「能知古始」；絕學無憂者能「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老子．

第四十七章》），他能「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老子．第四十七

章》）老子認為「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老子．第五十四章》）因此，他能超越空間。少

私寡慾，故老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道乃久，沒身不殆」7（《老子．第

四十六章》）人生在世，有太多的未知與不確定，唯有在深刻反省生命的價值、

存在的意義，以及如何建立理想的人生、如何安身立命等問題之後，才能真正掌

握人生的方向。 

                                                 
6
 仝上，陳錫勇：《老子校正．第十六章》。 

7陳錫勇：《老子校正．第四十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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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道家的生命智慧，具有積極的「勸導自覺」的作用，它是喚醒「自我意識」

的絕佳利器。對於自我生命層次的提升具有決定性的影響。這也是當前最迫切需

要者。因為，這是一個缺乏覺悟力、缺乏融合力、缺乏涵養生命智慧的時代。雖

然世間的資訊、知識廣雜多樣，卻無助於純淨心安的生活和解脫，無法激起人們

對生命的深刻探索與反省，而道家的生命智慧有助於人類心靈自我超越的文化功

能，應被重新加以肯定。 

 

深入生命真相的智者，堅定、敏銳地覺察自己感官和心意的一切活動，不令

隨逐世間而翻滾攪動，並藉這樣的觀察，透視生命的真相、解決生命的問題。在

生命層次的提升覺醒中，去確立人生的目標及價值取向，由此開展具體的人生行

誼。如今種種社會的惡質與亂象，主要的原因即在於缺乏「生命智慧的教育」。

不具有智慧的人生是非常可悲的，一生就只有無可奈何的隨俗浮沈，一直在「盲、

忙、茫」中，消磨時光殆盡！所以，如果我們這一生想活得有意義、有價值，就

必需先找尋生命的智慧！要找尋生命的智慧，就必須先認識宇宙人生的實相，要

認識宇宙人生的實相，就必需先確立一個生命的目標，正確的生命目標，才能幫

助我們通往生命的終極關懷！ 因此，道家的生命智慧，主張見素抱樸，少私寡

慾，不爭則清，無慾則靜！人和為貴，共享共榮！正是所謂安頓生命的最佳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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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國內中小企業進入兩岸跨境電子商務市場的意願，並探討企業成功進入兩岸

跨境電商市場所需的關鍵能力。基於資源基礎理論(RBT)與動態能力觀點(DCP)為理論基礎，首

先定義影響中小企業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所須具備的二項關鍵能力：動態能力與跨境電商能力。

動態能力包括「企業警覺」及「營運靈活」兩種能力；跨境電商能力則包括「平台選擇能力」、「瞭

解跨境金流」、「瞭解當地法規稅務」、「掌握通路能力」五種能力，進而針對各能力間的關係，及

其對企業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意願的影響發展研究模式及 8 項研究假設。採用實證研究方法對

國內中小企業進行問卷調查，回收有效樣本 99 份，並運用 SmartPLS 2.0 進行研究模式與假設驗

證。研究發現：1.企業警覺對平台選擇、瞭解跨境金流及當地法規稅務等能力均有正向影響；2.

營運靈活對通路掌握的能力有正向影響；3.企業的平台選擇、通路掌握及瞭解跨境金流的能力，

將會提高其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的意願。據此研究結果，進而對國內中小企業及電商企業前進

成功前進兩岸跨境電商市場提出實務性建議。 

關鍵詞：中小企業、跨境電子商務、資源基礎理論、動態能力觀點 

 

Core Capabilities of Successfully Entering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Evidence from 

SMEs in Taiwan 

 

Tzyh-Lih Hsia and Jin-Xiang Ma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Cheng-Shiu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research investigated the intention of entering the cross-border e-commerce markets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for Taiwan’s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MEs), and then explored 

what core capabilities of successfully entering cross-border e-commerce markets in Taiwan and 

Mainland for the SMEs. Based on the resource based theory (RBT) and dynamic capability perspective 

(DCP), the paper identified two key capabilities, namely, dynamic capacity, and cross-border 

e-commerce capability. Dynamic capability includes two factors－ enterprise alert and flexible 

operation. Cross-border e-commerce capability includes five factors－platform selections, cross-b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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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h flows, local tax law, and channel strategies. Accordingly, this study proposed a research model and 

eight hypotheses. The empirical research uses survey to collect data on Taiwan SMEs. The 

questionnaires yielded a return of 99 SMEs samples. Then, this research used SmartPLS 2.0 to perform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hypothesis testing. The results showed: (1) Enterprise alert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capability of platform selections. (2) Enterprise alert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cross-border cash flows. (3) Enterprise alert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local tax law.(4) Flexible operation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channel strategies.(5) The capability of platform selections, the understanding of cross-border cash 

flows, and the channel strategies have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intention of entering the new market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his research offered several valuable suggestions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Taiwan’s SMEs to enter cross-border e-commerce markets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Keywords: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MEs), cross-border e-commerce, resource based theory 

(RBT), dynamic capability perspective (DCP) 

一、緒論 

隨著全球電子商務市場持續且快速的成長，預估至 2020 年，企業對消費者(B2C)電子商務的

交易總額將於2020年成長至3.39兆美元，其中跨境電子商務銷售模式是最快速成長的市場之一，

近年平均成長率高達 27.4%，成長幅度為非跨境電商的 2 倍，全球跨境電商市場規模將於 2020

年增長到 1 兆美元，將佔有全球 B2C 電商市場規模 30% (林奕彰 [1])。屆時全球跨境電商網購人

口也將突破 9.43 億人，將佔全球網路購物人口的 50% (阿里研究院 [2]) ，跨境電商將儼然成為

當今全球電子商務成長的關鍵驅力。在全球跨境電商快速發展之際，亞太地區將保持目前全球最

大零售電商市場的地位，並發展成為全球最重要且成長最快速的跨境電商市場，預計至 2020 年，

亞太地區跨境電商市場的交易額將成長至佔全球 48%以上的規模(朱訓麒，楊惠夙 [3])。 

近年來，在全球跨境電商交易蔚為風潮下，國內企業也紛紛投入海外網購與跨境電商的經營

與交易。資策會 MIC [4]調查指出，國內電商企業已經營或有意發展跨境者比例高達 61.8%，其

中 76.7%的業者首選中國大陸市場，其次為香港、澳門地區。亞太電商峰會 [5]統計顯示，國內

大部分電商企業已開始評估經營跨境銷售，而實際具有跨境經營經驗的企業卻僅有 20%。依據

經濟部商業司 [6]所公布對國內電商企業進入海外市場的現況調查也指出，已有 15%業者從事海

外銷售業務；28.5%正在評估中，42%現無計畫進入海外市場。上述數據呈現一弔詭的現象：跨

境電商市場對國內企業而言，雖知其潛力無限也預期其有快速成長的空間，惟大部分企業仍停留

在評估與觀望階段，其原因是業者不瞭解海外市場抑或不熟悉跨境電商經營等問題？值得深入探

討與研究。在跨境電商成為重要的發展趨勢下，隨著企業進入海外市場，許多新的挑戰也將隨之

而來，例如：對海外市場與在地消費需求的掌握、對跨境金流、物流、當地稅制及文化的瞭解，

及網路廣告與行銷手法，均是企業跨入跨境電商市場所應考慮的重要因素(資策會 MIC [4])。然

而，這些因素是否是影響國內中小企業跨境發展海外市場意願的重要因素？有待進一步研究與實



夏自立、馬靖翔：中小企業成功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之關鍵能力 

41 

證(夏自立、馬靖翔 [7])。 

針對前述議題，本研究動機旨在採用實證研究來瞭解與探討二項研究問題：1.國內中小企業

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之意願；2.影響國內中小企業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意願之因素。。基於

研究動機，本研究以「資源基礎理論」(Resource Based Theory，RBT)、「動態能力觀點」(Dynamic 

Capabilities Perspective，DCP)為基礎，發展研究模式與研究假設，並透過問卷調查法(Survey)，

對國內中小企業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的意願與影響因素進行調查。研究成果期望瞭解影響國內

中小企業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的意願之重要因素，並提供企業未來進入兩岸電商市場的具體建

議。具體而言，本研究目的包括： 

1.探討國內中小企業成功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所需的關鍵能力（包括動態能力及跨境電商

能力）及其構面。 

2.探討動態能力如何影響跨境電商能力的發展。 

3.探討各項關鍵能力對國內中小企業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意願之影響。 

二、文獻探討 

1. 跨境電子商務 

「跨境電子商務」(簡稱：跨境電商) (Cross-Border Electronic Commerce，CBEC)泛指買、賣

雙方在不同關境透過運用網路平台（Networking Platforms），進行跨國線上交易與線上支付，並

藉由跨境物流方式遞送商品之國際商業服務與經營模式(朱海成 [8])。例如：台灣消費者利用淘

寶網平台訂購商品與交易金額結算，並透過兩岸物流交付商品之兩岸商業服務。有別於傳統電子

商務與進出口貿易，跨境電商具備特色：1.全球性：跨境電商一種跨關境的線上交易方式，能夠

將單一市場直接跨越到海外市場；2.效率性：跨境電商透過電商平台，大幅簡化傳統進口貿易的

繁瑣流程，物流成本上也較傳統貿易低廉。3.便利性：消費者可直接透過跨境電商平台購買國外

商品，不須出國採購或是請人代購(呂曜志、邱昰芳 [9])。 

(1) 全球跨境電商市場的現況與發展 

阿里研究院 [2]研究顯示，隨著全球互聯網與行動通訊的發展，以及物流體系和支付模式等

基礎設施也不斷進步，讓全球 B2C 電商市場規模高速成長，佔全球消費市場得比率不斷上升，

預估 2020 年全球 B2C 電商交易額高達 3.4 兆美元；消費者達 21.12 億人口；在跨境電商的部分，

則將佔有全球 B2C 交易額 9,940 億美元；消人數將達 9.43 億人，從該數據顯示，跨境 B2C 將是

未來電商的最重要的發展趨勢。目前全球跨境電商市場主要集中於三大地區(亞太、北美、西歐)。

其中，亞太地區的營業額預估達 5,678 億美元，2018 年成長率達 15.8%，是目前成長最快速的地

區(廖尚文 [10])。 

中國大陸是目前台灣跨境電商的主要市場，其次為香港及澳門地區，主要原因在於兩岸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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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文字相同、中國大陸電商平台發展成熟、進入門檻低、及市場規模廣大，故其成為國內企業

進軍跨境電商的首要目標。目前國內電商企業經營跨境電商的模式包括：1.跨境直送，運用國內

電商平台交易，再透過郵政寄送、國際海運、國際空運與國際快遞等交付商品；3.當地經營，企

業直接落地海外市場經營電商；4.平台合作，透過與海外平台共同合作賣商品。 

雖然兩岸跨境電商市場存在巨大商機，然而，國內電商業者對於進入新市場可能遭遇的困難

與障礙多有疑慮，多數業者仍心存觀望。根據經濟部商業司 [6]的統計資料，國內業者認為，進

入跨境電商市場的主要障礙及問題，以倉儲以及貨運成本為主要問題，其次為通關、稅務、物流

管理配送機制、不瞭解當地市場、法令與制度等問題 

(2) 跨境電商市場的經營 

面對跨境電商與海外通路模式，傳統電商業者應該具備什麼關鍵能力，方能使其成發展跨境

電商市場。雖然，業者可以透許多電商平台(例如：Uitox、淘寶網)，迅速與全球串聯合作的跨境

通路模式，惟知名平台上因各類商品種類眾多且競爭激烈，商品與服務的差異化與獨特性變得十

分重要。此外，有關倉儲、物流配送及專業電商人才等，也是業者經營跨境電商所需具備的重要

能力。亞太電商峰會 [5]指出幾項發展跨境電商的重要能力。 

1) 產品：有效掌握市場需求，找出目標消費者痛點，比其他同業者發掘新商機的方法。 

2) 物流：將商品快速安全的交付給消費者，對於電商業者是相當重要的課題。初期進入跨境電

商市場的業者，可以先從電商平台服務或是尋找固定物流業者合作。如果已經深耕市場中，

可以選用當地倉儲，來減省運送費用。 

3) 通路：對剛進入的電商業者，初期可利用既有電商平台，從中找出優勢商品與營運模式：對

於有一定經驗的電商業者，可以打造專屬官網，以獨特商品與風格來經營。 

4) 金流：瞭解當地消費者慣用的付款方式，決定採用哪種金流服務。例如：中國大陸支付環境

成熟，支付寶及微信支付是必備；東協國家電商市場，則習慣貨到付款。 

5) 社群行銷：社群媒體是有效的行銷工具，透過豐富內容行銷或網紅直播來吸引目標顧客群。 

6) 專業人才：透過培養專業團隊，外派或當地招聘融合一體，來強化業者的營運實力。 

2. 理論基礎 

(1) 資源基礎理論（Resource Based Theory，RBT） 

Barney(1991)所提出的資源基礎理論（RBT）主張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來自於擁有有價值

（valuable）、稀少（rare）、不可模仿（inimitable）的資源（resources）。「資源基礎理論」(RBT)

已普遍被策略管理領域應用於解釋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其主張企業可以透過擁有或發展差異性

的資源，或將資源發揮最佳效用，藉以建立企業的競爭優勢(Grant [11])。Barney [12]主張企業競

爭優勢的創造，源自於企業必須擁重要的資源或能力，這些資源存在一些特性：1.異質性

(heterogeneity)：與其他企業的資源要所有差異。2.價值性(value)：資源必須對企業有價值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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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企業現今或是未來的獲利有所幫助。3.稀少性(rareness)：資源的數量不多，比較不會讓許多

同企業容易取得的資源，因此比較有競爭優勢。4.不可模仿性(inimitability)：讓同企業難以模仿

的資源，或是模仿的代價與時間上的成本。5.不可替代性(insubstitutability)：該資源不容易被其

他類型的資源有所取代等特性，並因為有了這些特性能力才能維持競爭上的優勢。Wernerfelt [13]

也認為企業的營運績效與資源都具備有高度的相關性，但企業競爭優勢會隨著資源被模仿以及取

代，而有所損耗或喪失資源，因此企業應該發展或建立一些獨特資源或能力，來提高競爭者獲取

相關資源的難度，築起進入障礙以維持既有的競爭優勢。 

基於資源基礎理論的觀點，在資管研究領域中，Wang et al. [14]定義了企業的策略性資訊科

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IT)資源，包括 IT 資源(resources)與 IT 能力(capabilities)二大類，前者

包括：IT 基礎設施、技術性 IT、管理性 IT、關係性 IT 三項資源；後者則包括﹕IT 策略規劃、IT

管理、IT 使用、IT 發展等四項能力。Li et al. [15]提出電商企業應具備的關鍵資源與能力，包括：

1.軟硬體設施資源：IT 專業知識(IT knowledge)、IT 營運(IT operations)；2.組織能力(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產業定位資產(positional assets)、流程資產(process assets)、靈敏度(agility)、警覺心

（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透過二項資源與能力的綜效(synergy)發揮，將有助於企業績效的成

長。Nevo and Wade [16]則進一步整合資源基礎理論與系統理論(systems theory)觀點，提出一個整

合性的 IT 價值創造模式，說明企業中策略性 IT 資源(具價值、稀少、難以模仿、不可替代)的形

成過程即影響，即策略性 IT資源係透過 IT資產與組織資源的互補與整合所實現的綜效(synergy)，

藉以創造企業績效與競爭優勢的過程。 

近年來，許多研究者基於前述資源基礎理論觀點及 IT 能力之相關研究，進一步提出「電子

商務能力」(e-commerce capabilities)或「電子化企業能力」(e-business capabilities)的觀念及研究成

果。例如，Heijden [17]指出企業在電子商務環境中所須具備三種關鍵性的電子商務經營能力：

1.資訊系統治理結構(IS governance)；2.企業系統思考(business system thinking)能力; 3.產業關係建

立(relationship building)能力。Zhu and Kraemer [18]主張電子商務經營能力係指企業運用網際網路

或網站分享有用資訊、執行線上交易、提供客戶互動與客製化服務、連結供應商進行資訊分享與

系統整合的能力。Wade and Nevo [19]指出影響電子商務公司績效的三個核心能力：資訊系統管

理能力(IS management capabilities)、系統設計能力(system capabilities)與資訊系統調適能力(IS 

adaptive capabilities)。Wade and Hulland [20]則提出電子化企業必須具備的三項關鍵能力：

inside-out(由內而外)、outside-in(由外而內)及 spanning(跨功能)能力。其中 inside-out 能力是從企

業內部進行部署以回應市場條件與機會，並形成內部聚焦(如技術發展、成本控制)的能力。

outside-in 能力是外部導向，強調回應市場變動、建立持久的顧客與供應商關係，以及了解競爭

對手(如市場回應、處理外部夥伴關係)。spanning 能力是同時牽涉到內部與外部分析，需要進行

企業 inside-out 與 outside-in 能力的整合。 

綜合上述文獻，資源基礎理論對於企業瞭解自身內部與外部資源，藉以發展出獨特資源以或

獲取有利的資源，進而創造競爭優勢與企業價值，提供有力的理論基礎。本研究也從過去基於資

源基礎理論觀點之電子商務實證研究中(如表 1)，對跨境電子商務能力的構面問題進行整理。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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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出企業經營電子商務必要的關鍵資源與能力條件，包括：IT 技術能力、流程管理能力、行銷

能力、組織管理能力等。 

 

表 1. 電子商務經營能力之文獻列表 

研究主題 研究發現 文獻來源 

基於資源基礎理論，運用策略矩陣

分析法，歸納整理出電商經營之必

要條件、關鍵成功要素。 

電商經營的成功關鍵要素：(1)明確的營運範疇及

公司定位；(2)消費者隱私權及交易安全的保障(3)

財務管理能力；(4)網站形象(品牌)；(5)產業經驗與

網路技術；(6)虛擬實體整合；(7)豐富的資料庫(顧

客、產品、相關資訊等)；(8)提供顧客相關的產品

或服務。 

Heijden [17]；Zhu and 

Kraemer [18]；雷漢聲 

[21] 

 

探討台灣電商類型，依據資源優勢

構面，發展出資源變數問項進行實

證。 

電商資源可分為：1.關鍵性技術資源 2.營運人力素

質資源 3.行銷資源 4.關係資源。 

Wade and Nevo [19]；曾

義明 [22] 

探討顧客資本對電商業者經營績

效的影響，並同時探討顧客資本六

項構面與市場導向的交互作用。 

電商的關鍵顧客資本：行銷能力、市場拓展、市場

強度、顧客需求、品牌與通路配合。 
張愛華、曾忠蕙 [23] 

以資源基礎理論提出影響電商技

術擴散的因素，並採用廣度、深度

兩個維度來測量電商技術的擴散。 

電商技術擴散的影響因素：IT 人力資源、企業間

的承諾、企業間依賴以及法規保護與電商技術的擴

散水平之間存在顯著的影響。 

Heijden [17]；王強、張

嵩[24] 

電商業者如何有效調整供應鏈資

源，實現企業的合作運作，提高跨

組織流程對客戶需求的應對能力。 

企業内部資源源整合是企業跨組織電商能力形成

的基礎，企業外部資源整合是企業跨組織電商能力

形成的關鍵，兩種因素相互影響，形成企業的跨組

織電商能力。 

Wade and Hulland 

[20]；賀鎮川、郭浩[25] 

(2) 動態能力觀點（Dynamic Capabilities Perspective，DCP） 

「動態能力觀點」(DCP)強調企業應該隨時因應外部環境的變化，持續地發展或重建企業的

核心能力，而此一「組織整合、建立、重組內外部的競爭力，以應付環境快速變遷與不確定性的

能力，進而達成新型態的競爭力」之能力稱為「動態能力」（dynamic capabilities）（Teece et al.,1997）。

「動態」(dynamic)是指組織為了隨著外部環境改變，而擁有提升競爭能力，當企業技術的變動

速度較快或變動幅度較大時，未來市場競爭將難以掌握，所以企業的創新應變能力就顯得極為重

要。能力(capabilities)強調修正、整合及重新配置組織內部與外部的資源與技能，來配合競爭環

境改變的能力。動態能力的作用，戰略決策與產品開發過程是組織將現有資源轉化為新的營運能

力配置以適應競爭環境變化。Eisenhardt and Martin [26]認為動態能力是企業使用特定資源整合、

重組、取得，釋放資源等流程，來因應市場變化、滿足市場需求，並創造新市場機會而提升企業

的創造與發展能力。EI Sawy and Pavlou [27]認為動態能力是有效重組現有營運能力以配合不斷變

化環境的能力。環境改變需要通過外部環境的變化（例如市場變化、消費者需求、新技術、競爭

對手的策略）和內部企業環境（例如內部危機、新產品開發、IT 應用）。Teece et al. [28]、侯嘉

政與鍾岳群 [29]等人認為動態能力能夠因應外部環境變化，企業進行整合(integrate)、重組

(reconfigure)、學習(learn)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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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能力係指善用企業目前擁有的資源，並透過策略聯盟等合作方式獲得重要外部資源或是

互補資源，有效地加以整合。學習能力是透過模仿、經驗與重複，促使工作執行的品質與效率，

持續的學習能夠保持對競爭環境變化的靈活度，可提高找出新機會的能力。重組能力是指在面對

環境快速變化中，企業可以重組或轉換現有的資源和完成內外部資源的轉換。企業重組與轉換資

源的能力愈佳，將會提升對於操作重組與轉換流程的靈活度，能對市場環境與科技更加瞭解，能

夠快速重組與轉換，並有效因應環境的變化(巫立宇，[30])。 

EI Sawy and Pavlou [27]以動態能力觀點（DCP）探討企業的 IT 能力、動態能力、營運能的

關係及其對競爭優勢的影響(如下圖 1)，從以下模型中瞭解到，IT 能力對動態能力的發展會產生

影響，而動態能力則有助於重新配置企業既有的資源能力，提升企業的營運能力能夠因應新環境

的變化。動態能力和營運能力是不同的，因為動態能力將現有的運營能力重新配置為新的營運能

力（Eisenhard and Martin [26]）。因此，動態能力可以提升企業的營運能力。 

 

 

 

圖 1. IT 能力、動態能力、營運能力對競爭優勢影響 (EI Sawy and Pavlou [27]) 

三、研究模式與研究方法 

綜合文獻探討，本章將以資源基礎理論(RBT)與動態能力觀點(DCP)為理論基礎，基於 EI 

Sawy and Pavlou [27]所提模式(如圖 1)，並參考國內企業目前發展跨境電商的窒礙問題(經濟部商

業司，[6])，發展研究模式及研究假設。 

1. 研究模式 

本研究以探討影響國內中小企業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意願之因素，及其發展兩岸跨境電商

市場的關鍵能力。基於資源基礎理論(RBT)與動態能力觀點(DCP)，及 EI Sawy and Pavlou [27]所

提模式(如上圖 1)，並參考國內企業目前發展跨境電商的窒礙問題(經濟部商業司，[6])，發展研

究模式如圖 2 所示。本模式主張國內中小企業發展兩岸跨境電商的意願，會受到企業二項能力：

「跨境電商能力」與「動態能力」的影響，此外，跨境電商能力亦會受到動態能力的影響。動態

能力依據 Teece et al. [28]定義，主要包括：「企業警覺」、「營運靈活」二項能力構面；另參考國

內企業目前發展跨境電商的主要障礙(經濟部商業司，[6])，將跨境電商能力定義為「平台選擇」、

「跨境金流」、「法規稅務」及「通路掌握」四項能力構面。 

  

IT 能力 動態能力 營運能力 競爭優勢

環境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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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研究模式 

針對研究模式所定義之 7 項研究構面：「企業警覺」、「營運靈活」、「平台選擇」、「法規稅務」、

「跨境金流」與「通路掌握」之的操作型定義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研究構面之操作型定義 

類別 研究構面 操作型定義 

動
態
能
力 

企業警覺 企業對於兩岸跨境電商市場與環境改變的覺察能力 

營運靈活 
企業因應跨境電商市場環境的改變，能夠彈性調整作業流程與營運活

動(進貨、生產、出貨與存貨)的能力 

跨
境
電
商
能
力 

平台選擇 
企業瞭解兩岸跨境電商的市場環境，評估與選擇適用跨境電商平台

(例如：淘寶網、京東、ebay、樂天)的能力 

跨境金流 企業對於兩岸跨境電商金流服務，第三方支付與金流制度的瞭解程度 

法規稅務 企業對於兩岸跨境電商知相關法規與稅務規定的瞭解程度 

通路掌握 企業對於當地市場的合作夥伴：經銷商、代理商與零售商的掌握能力 

進入兩岸跨境電商

市場的意願 
企業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的意願程度 

2. 研究假設 

(1) 企業警覺 

絕大部分電子商務交易都必須透過電商平台來達成交易與進行付款方式。因此，如何正確選

擇適合的跨境電商平台是非常重要的。樊曉雲 [31]認為企業必須自己要有實力去衡量，選擇企

業適合的電商平台。因此，企業發展跨境電商前必須對不同的跨境電商平台的經營模式、優勢以

及收費模式進行評估、瞭解選擇適合的平台。因此，本研究認為，企業對於跨境電商市場的變化

趨勢的瞭解程度越高，平台選擇的能力就會越好。據此，提出以下假設： 

 

進入兩岸跨境電商

市場的意願 

H1 

企業警覺 

營運靈活 

動態能力 
平台選擇 

跨境金流

法規稅務

通路掌握

跨境電商能力 

H4 

H3 

H2 

H8 

H7 

H6 

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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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H1：企業警覺會正向影響企業的平台選擇能力。 

支付寶與微信支付等行動支付造就中國大陸電商的蓬勃發展，也形成兩岸跨境電商常重要的

金流支付工具。因此，企業對對電商服務環境需求與變化之察覺或認知程度越高，將有助於其對

跨境金流服務的瞭解。據此，提出下列假設： 

假設 H2：企業警覺會影響企業對跨境金流的瞭解。 

雖然中國大陸的電商市場發展進步，不過由於兩岸在稅制上存在差異，並缺乏一致性的法律

規範，故容易造成交易糾紛，提高企業經營的不確定性(呂曜志、邱昰芳 [9])。因此，國內企業

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必須隨時掌握當地市場、政府政策與稅務制度的變化，並能隨著環境改

變擬定因應策略 (Gaglio and Katz [32])。據此，提出下列假設： 

假設 H3：企業警覺會影響企業對當地法規稅務的瞭解。 

(2) 營運靈活 

企業在發展兩岸跨境電商時，必須先瞭解自身的營運或產能狀況，並適時因應海外訂單或市

場需求的變化彈性調整。應避免因產能或庫存缺乏彈性，導致缺貨或無法準時出貨。因此，企業

必須及時察覺與掌握市場需求的變化，有助於其調整或選擇適當的代理商、經銷商與零售商商，

有效地掌握通路(Overby et al. [33])。據此，提出下列假設： 

假設 H4：營運靈活會影響企業的通路掌握能力。 

(3) 平台選擇 

由於國內中小企業對於中國大陸電商平台普遍缺乏瞭解，因此，如何正確選擇適合的跨境電

商平台是非常重要的(王軍海 [34])。樊曉雲 [31]認為企業必須自己要有能力去評估及選擇企業適

合的平台，提出幾點對於企業選擇平台的要點：1.企業目標市場與產品定位：；2.平台的規模和

影響力；3.平台宣傳推廣能力；4.平台提供附加價值；5.平台收費服務項目。國內中小企業在發

展跨境電商時，必須對不同的跨境電商平台的經營模式、服務以及收費進行評估，以利選擇適合

的平台。因此，提出下列假設：。 

假設 H5：企業的平台選擇能力會影響其進入兩岸跨境電商的意願。 

(4) 跨境金流 

中國大陸消費者習於使用第三方支付與行動支付系統進行網路交易，而中國大陸第三方支付

與行動支付系統相當多元。國內業者進入兩岸跨境市場必須決定採用何種支付系統與金流服務，

因此，業者對跨境金流的瞭解程度越高，會正向影響其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的意願。據此，提

出研究假設： 

 



48                        正修學報 第三十三期 民國一百零九年 

假設 H6：企業對跨境金流的瞭解會影響其進入兩岸跨境電商的意願。 

(5) 法規稅務 

由於兩岸電商交易在通關、稅務、法規及交易規範上仍存在差異，提高國內企業跨境電商經

營的風險，進而影響國內企業進入兩岸跨境電商的意願( 楊建華 等 [35])。因此企業必須謹

慎考量當地市場的政策與稅務制度，來降低營運風險，才能從跨境電商中獲利(呂曜志、邱昰芳 

[9])。據此，提出下列假設： 

假設 H7：企業對當地法規稅務的瞭解會影響其進入兩岸跨境電商的意願。 

(6) 通路掌握 

企業想要發展跨境電商市場，必須瞭解當地通路的運作以及掌握。因為，不同的通路商會使

商品價格有所差異，並會影響消費者購買商品的便利性(Alba et al. [36])。因此，企業如果無法有

效掌握當地代理商、經銷商與零售商等通路商，容易造成企業在營運過程與服務提供的不確定性，

導致進入市場意願降低(King et al. [37])。據此，提出下列研究假設：  

假設 H8：企業對當地通路的瞭解會影響其進入兩岸跨境電商的意願。 

3. 問卷設計與調查方法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進行實證研究。研究問卷各題項的設計依據各研究構面的操作性定義

所發展而來，問卷初稿曾邀請四位資管系教授、三位資管系博士生及四位在地電商業者，協助進

行專家問卷內容效度(Content-validity ration，CVR)檢測，並對問卷用字修辭進行修訂，以確定各

題項的適切性。在正式問卷發放前，先實施小樣本前測（prior test），結果採驗證性因素分析（CFA）

檢定因素負荷量，再刪除解釋力不顯著之題項。最終式問卷題數共計 35 題。問卷調查對象係以

台灣中小企業為母體，抽樣框架為曾經或規劃運用電子商務於公司業務擴展的中小企業，抽樣方

法採取便利性抽樣，於民國 106 年 4 月至 5 月間，以紙本問卷以及網路問卷來蒐集資料。問卷填

答對象為台灣中小企業之主管與負責電商經營者。針對台灣北、中、南各地區的受訪者，使用網

路問卷發送；紙本問卷採現場填答方式，填答完後即回收問卷。 

四、研究分析與結果 

本研究總計回收問卷 124 份，扣 25 除份填答不完整及填答分數完全相同之無效問卷後，共

計有效問卷為 99 份。考量偏最小平方法（partial least squares, PLS）之結構方程模式技術適用於

小樣本資料分析、不受資料分配的限制且能克服多變量共線性問題(multicollineanty)（Pirouz [38]），

故本研究對所蒐集資料採用 SmartPLS 2.0 軟體進行統計分析，相關敘述性統計、信度與效度分

析與研究模式驗證結果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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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測樣本基本資料統計 

(1) 依所在地區分：南部 57.6%；中部 6.1%；北部 36.4%。 

(2) 依員工人數區分：6~20 人數 23.2%； 5 人以下 22.2%；201 人以上 19.2%；21~50 人 16.2%；

51~100 人 16.2%；101~200 人 3%。 

(3) 依資訊專業人員區分：1~5 人 46.5%；資訊業務外包 22.2%；10 人以上 20.2%；6~10 人

11.1%。 

2. 測量模型—信度與效度分析 

針對問卷資料先採用部分最小平方法之結構方程式 Smart PLS 2.0 之平均變異數萃取量

（Average Variances Extracted，AVE）、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Cronbachs α 及

因素負荷量等統計值來檢測各研究問卷之信度與效度。分析結果說明如下： 

(1)  信度分析 

組合信度(CR)表示構面指標內部一致性（consistency），若組合信度值越高，則顯示的指標

內部一致性就越高。Hair et al. [39]主張 CR 值以大於 0.7 以上為原則。由下表 3 顯示各究構面的

CR 值皆大於 0.9 以上，表示本研究問卷具有內部一致性。本研究使用 Cronbachs α 來檢驗問卷量

表之有效性與可靠性，以確保研究量表具有一致性與穩定性。係數值越高則代表可信度越高。

Cronbachs α係數則以大於 0.7以原則。由下表 3顯示，各研究構面之Cronbachs α係數均高於 0.9，

表示本研究具有一致性與穩定性。 

(2)  效度分析 

平均變異數萃取量分析（Average Variances Extracted, AVE）用來計算潛在變項對各測量變項

之變異解釋能力，若 AVE 值愈高，則表示潛在變項有愈高的收斂效度與信度。Fornell and 

Bookstein [40]建議 AVE 之標準值須大於 0.5。由下表 3 得知，研究構面的 AVE 值介於 0.760 至

0.943 間，符合門檻標準，表示本研究各構面測量變項對該構面之變異解釋能力佳，並有一定的

收斂效度。 

表 3. 信度與效度分析結果 

研究構面 AVE CR Cronbachs α 

企業警覺 0.851 0.966 0.956 

營運靈活 0.894 0.971 0.961 

平台選擇 0.760 0.940 0.921 

跨境金流 0.943 0.985 0.980 

法規稅務 0.892 0.976 0.970 

通路掌握 0.934 0.983 0.976 

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的意願 0.827 0.950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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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指個別衡量變數與研究構面之間的相關性。因素負荷

量以大於 0.707 以上為原則(Hair et al. [39])。由表 4 顯示，本研究問卷各題項之因素負荷量均大

於 0.8 以上，介於 0.817 至 0.981 間，表示各研究構面之衡量變項具有一定的收斂效度。 

 

表 4. 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 

研究構面 衡量變數 負荷量 平均數  研究構面 衡量變數 負荷量 平均數 

平台選擇

(PS) 

PS1 0.817 3.63  

跨境金流

(CBM) 

CBM1 0.959 3.54 

PS2 0.867 3.64  CBM2 0.981 3.56 

PS3 0.899 3.46  CBM3 0.970 3.52 

PS4 0.902 3.43  CBM4 0.975 3.53 

PS5 0.871 3.53  

通路掌握

(AM) 

AM1 0.969 3.21 

企業警覺

(EA) 

EA1 0.917 3.47  AM2 0.972 3.20 

EA2 0.925 3.41  AM3 0.956 3.20 

EA3 0.946 3.45  AM4 0.968 3.15 

EA4 0.901 3.41  進入兩岸跨

境電商市場

的意願(WI) 

WI1 0.911 3.54 

EA5 0.922 3.32  WI2 0.895 3.37 

營運靈活

(ES) 

ES1 0.961 3.33  WI3 0.904 3.59 

ES2 0.957 3.31  WI4 0.927 3.52 

ES3 0.940 3.31      

ES4 0.924 3.32      

法規稅務

(RT) 

RT1 0.920 3.16      

RT2 0.951 3.29      

RT3 0.935 3.22      

RT4 0.958 3.22      

RT5 0.956 3.26      

本研究進一步採用潛在變量分析（Latent Variable Correlations）來檢測區別效度，檢定測量

變數之潛在變量（Latent Variable Correlations）對於不同的構面之間的鑑別程度。依據各構面之

平均變異取量(AVE)的平方根，必須大於該構面與其他構面的共變關係(Chin [41])。由表 5 顯示，

各研究構面間具有一定的區別效度。 

表 5. Latent Variable Correlations 分析結果 

研究構面 (縮寫) 題數 AM CBM EA ES PS RT WI 

通路掌握 (AM) 4 0.966       

跨境金流 (CBM) 4 0.645 0.971      

企業警覺 (EA) 5 0.652 0.667 0.922     

營運靈活(ES) 4 0.642 0.538 0.672 0.946    

平台選擇(PS) 5 0.508 0.481 0.648 0.471 0.872   

法規稅務(RT) 5 0.660 0.566 0.595 0.618 0.616 0.944  

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的意

願 (WI) 
4 0.664 0.629 0.637 0.441 0.585 0.604 0.909 

平均變異數萃取量（AVE>0.5） 0.934 0.943 0.851 0.894 0.760 0.892 0.827 

組合信度（CR>0.7） 0.983 0.985 0.966 0.971 0.940 0.976 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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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構模型—研究假設檢定 

本研究為了驗證所提研究模式與 8 項研究假設，運用結構方程式 SmartPLS 2.0 進行結構模

型驗證，檢測時以拔靴法（Bootstrapping）反覆抽取 2000 個樣本做為計算結構模型之路徑係數

及顯著性，以瞭解研究構面間的影響關係。結構模式分析結果如圖 3 所示。 

 

 

 

 

 

 

 

 

 

 

顯著水準：*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圖 3. 部分最小平方法（PLS）結構模式圖 

本研究所提 8 項研究假設除 H7 不成立外，其餘假設皆獲支持且成立，各項假設驗證結果如

下表 6 所示： 

表 6.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 

研究假設 路徑關係/研究假設 路徑係數 T 值 驗證結果 

H1 企業警覺→平台選擇 0.648*** 8.988 成立 

H2 企業警覺→跨境金流 0.667*** 11.121 成立 

H3 企業警覺→法規稅務 0.595*** 6.704 成立 

H4 營運靈活→通路掌握 0.642*** 6.856 成立 

H5 平台選擇→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的意願 0.238* 2.283 成立 

H6 跨境金流→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的意願 0.254** 2.581 成立 

H7 法規稅務→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的意願 0.112 0.941 不成立 

H8 通路掌握→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的意願 0.305** 2.685 成立 

五、 結論與建議 

1. 研究結論與貢獻 

本研究經擴充夏自立、馬靖翔 [7]原研究基礎，經實證研究發現，本研究所提 8 項研究假設

中，除研究假設 H7：企業對當地法規稅務的瞭解會影響其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的意願不成立

進入兩岸跨境電商

市場的意願 

R2 = 56.9% 

0.648***
 

企業警覺 

營運靈活 

平台選擇 
R2 = 42% 

跨境金流 
R2 = 44.5% 

 

法規稅務 
R2 = 35.4 

通路掌握 
R2 = 41.2% 

0.667***
 

0.595***
 

0.642***
 

0.238*
 

0.254**
 

0.112 

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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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餘假設均成立。研究結果發現，影響國內中小企業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意願之關鍵動態

能力與跨境電商能力。動態能力包括：企業警覺及營運靈活兩項能力；跨境電商能力則包括：平

台選擇、通路掌握、瞭解跨境金流、瞭解當地法規稅務等五項能力。整體而言，動態能力實有助

於跨境電商能力的提升，跨境電商能力則會對企業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的意願產生正面影響。 

有關動態能力對跨境電商能力之影響。研究發現，企業警覺之動態能力會正向影響中小企業

的平台選擇能力、及其對跨境金流與中國大陸相關法規稅務的瞭解；營運靈活之動態能力則有助

於企業對通路掌握能力的提升。而企業對電商平台選擇、當地通路掌握能力，及其對跨境金流的

瞭解等跨境電商能力，均會對企業對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的意願產生正面影響。綜上所述，國

內中小企業若要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必須隨時保持其對兩岸電商市場或環境變化的察覺、因

應與靈活經營的能力，進而重組現有資源並強化時俱進的跨境電商營運能力，方能有效發展兩岸

跨境電商業務。 

本研究以資源基礎理論(RBT)動態能力觀點(DCT)探討國內中小企業發展兩岸跨境電商之議

題，切合台灣電商產業發展所需。所提研究模式與實證研究結果，定義了企業之動態能力、跨境

電商能力及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意願三者的影響關係，此一研究結果提供了爾後跨境電商相關

學術研究的參考。在實務意涵上，本研究建議目前欲發展兩岸跨境電商的業者，應該持續關注兩

岸電商市場變化及產業發展趨勢，保持敏銳的嗅覺及靈活應變能力，當企業對兩岸電商平台、跨

境金流、法規稅務與行銷通路越瞭解，才能發展有效的經營策略或商業模式，進而有助於兩岸跨

境電商市場的經營與發展。 

2. 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 

雖然本研究在研究的過程中對研究模式、研究設計、問卷調查與回收問卷樣本上力求嚴謹與

客觀。但仍受限於人力、物力及時間等因素，仍存以下限制：1.問卷填答限制：受測者在填答主

觀性問卷時，會因對跨境電商相關議題的瞭解程度不一，產生填答誤差。2.回收樣本限制：因回

收問卷數有限，故研究結果無法代表台灣全體中小企業業者的意見。針對未來研究方向，建議相

關議題值得後續研究，例如：1.在研究構面上，未來研究可再思考還有哪些因素會影響國內中小

企業進入兩岸跨境電商的意願，藉此擴充或可發展新的研究模式；2.相較於兩岸跨境電商市場，

針對其他海外跨境電商市場(例如、東南亞或歐美地區等)，其影響因素可能有所不同，值得後續

研究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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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蕨藻(caulerpa )，例如: 海葡萄或總狀蕨藻，內含豐富蕨藻紅素(caulerpin)，文獻指出此種物

質有抗發炎、抗腫瘤、抗結核、及植物生長調節功能。本研究擬建立自幾種蕨藻經冷凍乾燥成品

以超音波萃取物一套可以自動純化蕨藻紅素技術。由於目前標準品廠商皆無販售可供分析之蕨藻

紅素標準品，若想發展蕨藻紅素勢必要開發出一套能夠信賴的定量分析系統，才能建立後續操作

各種參數。 

本研究主要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著重於發展一套自動化提取蕨藻紅素標準品的方法，以

取代傳統的矽膠管柱純化方式以提取出天然物單一成分之方法，純化之蕨藻紅素以傅立葉紅外線

光譜儀(FT-IR)、核磁共振光譜儀(NMR)、液相串聯質譜儀(LC/MS/MS)分別確認純化成品之化學

構造、分子量、及純度，此方法可節省空間、人力、溶劑等耗材，既環保且相當彈性方法，本方

法將來亦可用於其它天然物中單一成分無法取得標準品方法。第二部分嘗試以模擬移動床進行蕨

藻紅素純化的操作參數探討，例如：管柱充填材料(C8、C18、矽膠)，移動相溶劑之種類、組成、

流量，天然物萃出物之濃度、進料流量，萃取相及萃餘相流量，管柱切換時間等操作參數進行探

討。以建立自動化、連續進料、及連續出料商業化生產模式。 

 

關鍵詞：總狀蕨藻、海葡萄、蕨藻紅素、純化、模擬移動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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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ulerpa, such as Coccoloba uvifera and Caulerpa racemosa, is reported to be rich in caulerpin. 

They have several benefits to human and plant, including anti-inflammatory, antitumor, 

anti-tuberculosis, and regulation of growth. The major goal of this study is to setup an autotechnical 

procedure of ultrasonic extraction and purification for effectively collecting the active ingredients 

(caulerpin) in several kinds of freeze dried Caulerpa powders. Additionally, there are no commercial 

standard solution for caulerpin analysis, and it have to be produced by a reliable process, as well as an 

analytical quantitation technique. 

This research will be accomplished by two stages. The main purpose in the first stage is to develop 

an auto-technical procedure for extracting the standard solution of caulerpin, and further replace the 

traditional extraction-purification processes for extracting a single natural ingredient by a prepacked 

silica gel column elution. The purified caulerpin solution were identified by Fourier-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 (FT-IR),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NMR), Liquid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LC/MS-MS) for its chemical structure, molecular weight, and purity. The above method is expected to 

significantly save working space, man-hour, and solvent consumption. This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nd highly flexible procedure could become a novel method to extract the other single natural 

ingredient with high purity.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research try to use a simulated moving bed (SMB) 

system to modify and optimize the operation parameter for caulerpin extraction and purification. For 

example, the packing materials (C8, C18, and silica gel), solutions, their composition, and mass 

flowrate for mobile phase, concentration of natural extract, flowrate of feed stock, extraction, and 

raffinate phases, and the timing of column switching in extraction processes. Finally, an automatically 

continuously feeding and producing commercialized production model will be demonstrated in the end 

of this project. 

 

Keywords：Caulerpa racemose, Caulerpa lentillifera, caulerpin, marine drugs, simulated moving 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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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地球的總面積中，海洋就佔了 70%，海洋中擁有最豐富的資源，台灣四面環海，在先天的

條件優勢下，台灣所能使用的海洋資源相當龐大，無論是魚蝦貝類等食物或是石油天然氣等礦產，

能開發的來源相當充足；在海洋中龐大的食物鏈裡底層的藻類就成為了魚蝦的食物，為了因應巨

量魚蝦的進食，這些藻類發展出一些機制，讓自身體內會生成激素讓自己快速繁殖而不會被吞蝕

殆盡，因此海藻的生長素度相較於陸生植物為快。 

    海藻的利用上不僅止於實用的加值，也能用於土壤肥料、家畜飼料添加物、化妝品、功能性

食品或是藥物，文獻指出海藻具有提高免疫力、預防高血壓、降血脂、抗老化、抗癌及抗發炎等

功效[1-3]。因此若是能自海藻提取並純化某些具有特定功效之成分，作為保健食品或是藥物，可

進一步提高海藻的利用及國人健康。 

 

二、文獻探討 

2.1 蕨藻紅素 

    蕨藻(caulerpa )，例如: 海葡萄或總狀蕨藻，內含豐富蕨藻紅素(caulerpin)，文獻指出此種物

質有抗發炎、抗腫瘤、抗結核、及植物生長調節功能。瑞士MDPI機構所成立的期刊Marine Drugs

為專門發表海洋天然物治療藥物研究，Güven對於生物鹼(alkaloid)做了詳細的描述[4]，生物鹼由

Meissner於 1819年提出，用來描述在植物中發現的鹼性化合物[5]，將生物鹼分離後，所得到的

純化物質能用於醫療用途上，但現今已知的生物鹼中，大部分存在於陸生植物中，很少出現在海

藻裡；Hordenine則是第一個從海藻中提取出的生物鹼[6,7]，可用於緩解支氣管炎和支氣管哮喘，

及增強子宮的緊張合運動。Güven將海藻生物鹼主要分為三類：1.苯乙胺(Phenylethylamine)生物

鹼、2.吲哚和鹵代吲哚(Indole and halogenated indole)生物鹼、3.其他生物鹼，苯乙胺生物鹼是許

多天然或合成化合物的前驅物，包含苯胺(phenylamine)：酪胺(tyramine)、Hordenine，兒茶酚胺

(catecholamine)：多巴胺(dopamine)，但兒茶酚胺是在陸生植物及動物中被發現；吲哚生物鹼包含

蕨藻紅素(caulerpin)、caulersin、fragilamide、martensine、martefragine、denticine和 almazolone；

鹵代吲哚生物鹼僅存在於海藻或海洋生物中，且大部分是由紅藻中提取出來，只有一種是從綠藻

中取得；而研究中主要探討的是蕨藻紅素屬於吲哚生物鹼，其存在於蕨藻屬的海藻中。 

    Marine Drugs 中有幾項研究指出蕨藻紅素能夠有效的抗發炎[8]及抗結核[9]；研究文獻中指

出蕨藻紅素能有效降低疼痛及發炎反應，能有效減少百分之四十八的發炎細胞；另外蕨藻紅素也

展現出抑制結核病的生長，文中指出蕨藻紅素能有效抑制結核病菌達百分之七十以上，但其機制

仍需再研究。 

 

2.2 傳統分離純化技術與模擬移動床分離技術 

    一般傳統的純化方法是利用大型矽膠管柱執行，所以需要較大的擺放空間及人員操作的地方；

而在執行的過程中需要人力去一步步進行操作，消耗大量的人力成本；另外在溶劑的選擇方面會

使用到大量的有機溶劑，如果殘留於產品中對於人體可能會有危害，所產生的廢液也會汙染到環

境不易處理；更重要的是所純化的產品還不一定純度相當高。 

另外現今亦有利用高速逆流色譜分離技術[10]，此方法藉由兩互不相溶之溶劑不斷混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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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物在兩溶劑中溶解度、分配度不同，使的標的物得以分離；上述方式雖然能夠將產品的純度

大幅度的提高，但需要較多種類溶劑並且需要配合執行純化的標的物去選擇溶劑，會有選擇不易、

溶劑毒性汙染及溶劑回收的問題。 

國外化學工業界或製藥產業有在使用模擬移動床的多年經驗，UOP 在 1960 年代首先成功

開發模擬移動床技術，並將之應用於石油煉製業從事 C8 等的分離。1970年代，Calgon Carbon 公

司將模擬移動床應用在葡萄糖與果糖的分離上。直到 1993 年，法國 Separex公司採用多孔閥，

克服了尺寸縮小後所遭遇的死角體積問題順利將模擬移動床的生產規模縮小，並應用在醫藥分離

上。早期模擬移動床在醫藥的應用為異構物分離以及光學分割等，而研究的重點則是製程模擬與

自動化技術，最近兩年的研究則是如何將模擬移動床技術應用於蛋白質的純化。模擬移動床在醫

藥業的設備規模，一般在 100~10.000 kg/y 之間。依據文獻指出，2005 年時全球 API產業估計

每年大約有 1500噸的產品或中間原料使用了模擬移動床技術進行分離或純化[11]。 

模擬移動床主要基於下述原理，當注入含有 A B兩種成分的進料，於一個模擬向左流動的固

體吸附劑後，兩物質被由左往右流動的移動相沖提，其中滯留性強的 B 將會被固體吸附劑往左

帶，而滯留性弱的 A 將會隨流動相往右移動；藉由此特性能夠最有效率的利用每一區塊的固體

吸附劑，達到連續進樣的目的，如圖 1。 

 

 

圖 1 模擬移動床分離純化雙成分物質示意圖 

 

因此，如何讓固體的吸附劑能與液體移動相互相逆流，是模擬移動床關鍵的技術所在。模擬

移動床將固體吸附劑分成4個區塊，各區塊的功能依序為：第一區利用乾淨的移動相清洗固定相、

第二區攜帶滯留性強的 B之固定相、第三區攜帶滯留性弱的 A之固定相、第四區利用乾淨的固

定相清洗移動相。模擬移動床就是利用許多的切換閥件，於各區塊間進行切換控制，藉此達到模

擬固體吸附劑與移動相逆流的效果，導致不同滯留強度的溶質產生分離。所以想將 A和 B進行

分離，模擬移動床的關鍵理論「三角形理論」就非常重要。三角形理論是 TMB數學模型中重要

的一個理論，可以用於模擬移動床的流速設定以及管柱切換時間的估算，要完成三角理論的數學

模型，就要先完成模擬移動床中，管柱的孔隙度 ε以及物質 A及 B在固定相中等溫吸附亨利常

數 KA及 KB[12-18]，如式(1)及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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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 =
𝑡0𝑄

𝑉
                                                                       (1) 

𝐾𝑖 =
𝑡𝑖

𝑅−𝑡0

𝑡0

𝜀

(1−𝜀)
 (𝑖 = 𝐴, 𝐵)                                                 (2) 

在三角理論中 KA及 KB必須滿足下列關係式[19,20]: 

 

𝐾𝐴 ≤ 𝑚1                                                                 (3) 

𝐾𝐵 < 𝑚2 ≤ 𝐾𝐴                                                            (4) 

𝐾𝐵 ≤ 𝑚3 ≤ 𝐾𝐴                                                            (5) 

𝑚4 ≤ 𝐾𝐵                                                                 (6) 

 

其中 m1~m4為四區塊的流速比，其定義如下: 

𝑚𝑗 =
𝑄𝑗

𝑆𝑀𝐵𝑡∗−𝑉𝜀

𝑉(1−𝜀)
 (𝑗 = 1, … ,4)                                               (7) 

   其中 Q為各區塊移動相流速，t為切換時間，V為固定相體積。由式(3)~(6)可繪製出三角

理論中可操作的範圍，如圖 2所示。最後只要將閥件切換時間、移動相流速及 Feed流速進行數

值擬合，即可確認最終的操作條件，將物質 A及 B分離純化。 

 

 

圖 2 三角理論可操作條件範圍 

 

三、研究目的與方法 

3.1 研究目的 

    本研究第一階段目標是利用一套層析系統及分液收集器，將藻類萃取混合物，以小量批次式

的方式分離，最終獲得高純度的蕨藻紅素。由於該批次是分離設備具有 1.所需執行空間小、2.

產品乾淨零汙染可用於食品上、3.降低操作人員的工作量及 4.能讓一般中小型企業方便取得之設

備等優點，很適合用來製作少量的蕨藻紅素標準品。在純化完成後，進行 NMR、FT─IR及質譜

質量鑑定，確認此方法所提取出的化合物為蕨藻紅素。 

第二階段則是以模擬移動床連續分離純化的方式，讓高純度之蕨藻紅素工業化量產，相較於

第一階段批次式的分離方式，產量可以提高許多，由於模擬移動床的操作相對複雜，因此仍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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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階段所分離出來的蕨藻紅素，用於各條件參數的計算及擬合，以利後續模擬移動床操作設定。 

 

 

圖 3 總狀蕨藻萃取及蕨藻紅素標準品研究流程圖 

 

表 1 總狀蕨藻粗萃物於 HPLC梯度分析條件 

時間 min 流速(mL/min) 
移動相濃度參數 

乙醇 A(%) 水 B(%) 

0.0 0.75 10 90 

15.0 0.75 90 10 

15.1 0.75 10 90 

22.0 0.75 10 90 

分析管柱︰phenomenex luna C18, 5μm, 4.6mm×250mm 

恆溫溫度︰25℃ 

檢測波長︰315nm 

 

3.2研究方法 

3.2.1第一階段 

本研究第一階段的研究流程如圖 3所示，其流程分述如下: 

1. 將總狀蕨藻平鋪於冷凍乾燥盤，置於冷凍櫃中預冷至-30℃。 

2. 取出預冷至-30℃之總狀蕨藻，放置於冷凍乾燥機內，於-30℃冷凍乾燥 72小時以上。 

3. 將冷凍乾燥之總狀蕨藻，加入 95%乙醇 30L，以 75℃震盪 4小時。 

4. 以 ADVANTEC No.1(6μm)濾紙過濾殘渣，獲得總狀蕨藻乙醇粗萃液。 

5. 將總狀蕨藻乙醇粗萃液，置入旋轉蒸發儀進行減壓濃縮，以去除乙醇及水分，真空度為

640mmHg，溫度由最初 45℃去除大部分乙醇後，再逐步調整至 75℃以去除水分。 

6. 將減壓濃縮完成後的總狀蕨藻粗萃物，取 0.5g加入 95%乙醇 5mL，經離心過濾後，取 100μL

總狀蕨藻

冷凍乾燥

超音波萃取

過濾

減壓濃縮

分離純化

標準品

-30 ，72小時以上

75 ，4小時95%乙醇

6μm濾紙

45~75 ，
640mmHg

HPLC-分液收集器

NMR、FT-IR

及質譜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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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 HPLC梯度分析，分析條件如表 1，並以分液收集器收集各主要波峰之物質。 

7. 以 HPLC-MS分析分液收集器所收集各波峰之成分，以確認蕨藻紅素滯留時間。 

8. 確認蕨藻紅素於 HPLC滯留時間，以分液收集器大量收集蕨藻紅素，製作標準品。 

9. 大量收集的蕨藻紅素標準品，再次以 NMR、FTIR及質譜鑑定其中成分。 

10. 將蕨藻紅素標準品，以不同濃度，注入 HPLC，製作檢量線。 

 

3.2.2第二階段 

本研究第二階段的研究流程如圖 4所示，其流程分述如下: 

1. 將總狀蕨藻粗萃物 7.5g溶解在 500mL乙醇水溶液(95%乙醇(V)：去離子水(V)＝80：20)。 

2. 將溶解後之溶液過濾後，取 1 mL注入連接模擬移動床管柱之 HPLC進行分析，得到蕨藻

紅素濃度及層析圖譜，確認蕨藻紅素在模擬移動床管柱的滯留時間，計算亨利常數 KA 及

KB。 

3. 取 1g硝酸鈉以水定量至 1L，配製 1000mg/L之硝酸鈉水溶液，注入連接模擬移動床管柱之

HPLC，並以 0.5、1、1.5、2、3、5及 7 mL/min，分析管柱之孔隙度 ε。 

4. 以步驟 3及 4所獲得之孔隙度及亨利常數，進行模擬移動床三角理論的數值擬合，以求得

模擬移動床管柱切換時間及各出入口流量。 

5. 根據步驟 4所求得的數值，將步驟 1所配製之總狀蕨藻粗萃物溶液泵入模擬移動床試做。 

6. 將步驟 5 模擬移動床試做所收集到萃取端(Extract)及萃於端(Raffinate)之分離溶液進行

HPLC分析。 

7. 根據試做及擬合的結果，評估放大產量的數值。 

 

圖 4模擬移動床純化蕨藻紅素研究流程圖 

 

 

總狀蕨藻
乙醇粗萃物

模擬移動床
參數調查

操作參數
擬合

模擬移動床
試做

HPLC分析

量產估算

孔隙度、亨利常數

擬合各出入口流量

及切換時間

移動相: 0.75mL/min，
H2O/95%EtOH = 20/80

phenomenex luna C18, 

5μm, 4.6mm×250mm, 

25 , 315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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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果與討論 

 4.1 總狀蕨藻萃取 

    研究中用來提純蕨藻紅素的原料總狀蕨藻共 4900g，經-30℃及 72小時冷凍乾燥後，再以 95%

乙醇做為萃取溶劑經超音波萃取、過濾及減壓濃縮後獲得總狀蕨藻粗萃物共 116g，萃出率約為

0.317，如表 2所示。 

 

表 2 總狀蕨藻含水率及萃出率 

項目 總狀蕨藻 

樣品濕重(g) 4900 

樣品乾重(g) 366 

含水率 a
 0.925 

萃出重(g) 116 

萃出率 b
 0.317 

a含水率=(樣品濕重-樣品乾重)/樣品濕重 

b萃出率=萃出重/樣品乾重 

 

4.2 標準品鑑定及蕨藻紅素檢量線 

    總狀蕨藻粗萃物溶液經 HPLC-分液收集器分離，所收集到的溶液，大約在 HPLC 滯留時間

17.5min，如圖 5。在質譜儀分析扣除正電荷離子後，其分子量為 398，如圖 6，符合蕨藻紅素的

分子量[21]。為了進一步該確認蕨藻紅素標準品結構是否符合蕨藻紅素的分子構型，如圖 7(a)，

也同步進了 FTIR 及 NMR 分析。在圖 7(c)，FTIR 分析上，可以確認出 1600cm
-1至 1700cm

-1有

芳香族系統結合羰基官能團的存在，符合圖 7(a)中結構式。在圖 7(b)，NMR 分析上也可以同步

確認，在 δ7至 9 PPM處，有芳香烴及異芳香烴的存在，符合圖 7(a)中結構式。因此，確認在 HPLC

滯留時間 17.5min時，所收集的液體，為蕨藻紅素。 

    本研究為了後續模擬移動床試做之濃度分析及檢測，將 HPCL 純化出之標準品，依不同濃

度及 HPLC波鋒面積製作成檢量線，並求得換算公式，如圖 8所示。 

 

4.3 模擬移動床參數調查及試做結果 

4.3.1單一管柱測試 

進行單一管柱測試時，選用Welch Ultimate AQ - C18作為固定相，同時選擇乙醇(EtOH)與水

(H2O)的混合溶液作為移動相，調查不同體積比例的 95%乙醇與水對層析分離海葡萄樣品的影響。

研究採用的層析管柱規格為 1.0 x 25 cm的不銹鋼管柱，並以 UV 315 nm波長作為層析的檢測儀

器，流速設定為 3.0 mL/min。圖 9為不同比例的 95%乙醇/水作為移動相時，海葡萄樣品的層析

流出圖譜，圖 10為海葡萄樣品與 Caulerpin在移動相 95%EtOH/H2O=80/20比對之層析圖譜。 

從圖 9中可以發現乙醇與水的體積比例為 80/20時，已具備分離效果，乙醇與水的體積比例

為 70/30與 60/40時，分離效果有顯著提高，但是在模擬移動床設計上切換時間過長。因此後續

的模擬移動床分離確定採用 95%乙醇/水的體積比為 80/20的混合溶液，比較符合實驗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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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蕨藻紅素標準品 HPLC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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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a)純化物質質譜分析; (b)純化物質特徵離子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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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蕨藻紅素(Caulerpin)標準品之 (a)結構式；(b)NRR分析；(c)FTIR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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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蕨藻紅素檢量線 

 

圖 9 單一管柱層析圖譜 

 

圖 10 海葡萄樣品與 Caulerpin在移動相 95%EtOH/H2O=80/20比對之層析譜圖 

  

4.3.2模擬移動床組態設計 

模擬移動床層析技術（SMB）是通過定期改變進料和洗脫液進口以及各產品出口的位置，

以模擬固定相相對於移動相的逆向接觸。本研究所使用的模擬移動床為三區段的開放式迴路設計，

並簡寫其組態為 2/2/2，如圖 11所示，圖示中共有兩個入料口，進料（Feed）與移動相（Desorb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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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兩個出料口，萃出液(Extract)與萃餘液(Raffinate)。 

 

 

圖 11 模擬移動床組態設計圖 

 

4.3.3模擬移動床實驗與結果 

模擬移動床試做，需先調查使用管柱之參數，再配合三角理論獲得流速設定以及模擬移動床

切換時間。研究中所使用的管柱尺寸為 I.D.10 mm x 250 mm，填料為Welch Ultimate AQ - C18。

根據單一管柱的實驗結果，可以獲得管柱的孔隙度為 0.296，KA及 KB分別為 0.545及 0.860。根

據孔隙度及亨利常數的數值，可利用三角形理論擬合模擬移動床實驗操作條件，如圖 12。所設

定的流速條件分別為：移動相(Desorbent) 7.5 mL/min；進料(Feed) 0.3 mL/min；萃出液(Extract) 4.4 

mL/min；萃餘液(Raffinate) 3.4 mL/min，切換時間分別為 3.5、4、4.5、5及 5.5分鐘。為了確認

擬合的數值，研究中在固定各出入口的流速條件下，進行不同切換時間的實驗，然後觀察模擬移

動床兩個出口端的 HPLC圖譜變化如圖 13。 

根據不同時間的切換結果可知，切換時間由 3分 15秒逐漸改變為 4分 30秒時，萃出端的雜

質逐漸降低，但當切換時間分別為 4分鐘 30秒時開始有部分蕨藻紅素被帶到了萃出端，萃餘端

蕨藻紅素的波鋒開始縮小。若縮短切換時間至 4分 15秒時，蕨藻紅素大部分從萃出端中脫附，

而且海葡萄中其他雜質也開始從萃餘端洗脫而出，萃出端的溶液經分析蕨藻紅素純度達 96%，

因此 4分 15秒為模擬移動床最佳的切換時間。 

 

4.3.4產量放大估算 

    在利用模擬移動床分離純化天然物時，假如有放大製程的需求，可以利用三角理論很輕易的

將製程設備條件放大，若是每日需處理0.5kg總狀蕨藻粗萃物，則進料(Feed)需調整為23 mL/min；

移動相(Desorbent) 250 mL/min；萃出液(Extract) 160 mL/min；萃餘液(Raffinat) 113 mL/min，切換

時間約為 4.5min，管柱改為 50mm × 300mm的管柱，此時蕨藻紅素年產約 10kg，放大估算之三

角理論數值擬合如圖 14(a)。若是蕨藻紅素年產量要提高為 50kg，需將條件改為移動相(Desorbent) 

1350 mL/min；進料(Feed) 115 mL/min；萃出液(Extract) 800 mL/min；萃餘液(Raffinat) 665 mL/min，

切換時間約為 4.5min，管柱改為 10mm × 450mm 的管柱，放大估算之三角理論數值擬合如圖

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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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dEx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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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模擬移動床三角理論擬合圖 

 

  

  

圖 13模擬移動床於切換時間為(a) 3分鐘 15秒；(b) 3分鐘 45秒；(c) 4分鐘 15秒；(d) 4分

鐘 30秒之結果(訊號皆放大 10倍)。 

 

(a) (b)  

圖 14放大估算三角理論圖(a)每日處理 0.5kg總狀蕨藻粗萃物；(b)蕨藻紅素年產量 5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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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本研究主要以模擬移動床連續純化蕨藻中蕨藻紅素並進行放大估算，可獲致以下結論 

1. 總狀蕨藻經冷凍乾燥處理後，再以超音波乙醇萃取，萃出率可達 0.317。 

2. 蕨藻紅素之標準品，可以透過 HPLC 及分液收集器自總狀蕨藻粗萃物分離出來，純度可達

99%。 

3. 蕨藻紅素標準品經質譜分析分子量為 398，經 FTIR及 NMR分析，確定具有蕨藻紅素之環狀

芳香烴及異芳香烴的結構存在。 

4. 使用 I.D.10 mm x 250 mm，填料為Welch Ultimate AQ - C18，作為模擬移動床分離管柱時，

流速分別為移動相(Desorbent) 7.5 mL/min；進料(Feed) 0.3 mL/min；萃出液(Extract) 4.4 

mL/min；萃餘液(Raffinate) 3.4 mL/min，切換時間為 4分 15秒，為最適操作條件，蕨藻紅素

純度可達約 96%。 

5. 無論是日處理量或是年產量的放大估算，皆可以透過三角理論進行數值擬合估算所需要的設

備規模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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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路電流感測法實現最大功率點追蹤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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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提出短路電流感測法實現最大功率點追蹤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文中，太陽能板最大功

率點電流之決定，可藉由量測感測電池短路電流來完成。利用太陽能板(或感測電池)最大功率點

電流與其短路電流為線性關係，推導出太陽能板之最大功率點電流與感測電池之短路電流的關係

式，藉此關係式，太陽能板於任意工作條件下之最大功率點電流即可獲得。經實驗系統的實測，

其結果顯示短路電流感測法所決定之電流因數為 0.92 時，確實可讓太陽能板獲得較正確的最大

功率輸出，另一方面，所設定的太陽能板增/減載增益值為 1.65 時，能讓高日照條件、中日照條

件及低日照條件下的太陽能板於增/減載過程中均能獲得適宜的反應，從而獲致較正確的最大功

率輸出。文中，以 Matlab/Simulink 的即時控制系統來完成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控制，此舉簡化

了控制系統之複雜度。透過實驗系統的實測結果，確認研究方法的有效性。 

關鍵詞：短路電流感測、最大功率點追蹤、市電併網、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Short-Circuit Current Sensing Based 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 for Photovoltaic Generation Systems 

 

Shun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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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 Shiu University 

 

Abstract 

  A short-circuit current sensing based 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 (MPPT) for photovoltaic (PV) 

generation systems is suggested in this paper. The maximum power point (MPP) current of a solar 

panel is derived from sensing the short-circuit current of a sensing cell. The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PP current and the short-circuit current in the solar panel (or in the sensing cell) is used to derive 

a relative formula between the MPP current of solar panels and the short-circuit current of sensing cells. 

The MPP current of the solar panel under any operating condition will be given by using this formula.           

Through the practical measurement of the experimental syst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olar panel 

can indeed obtain a more accurate maximum power output when the current factor determined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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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circuit current sensing method is 0.92. On the other hand, when the set load increase / decrease 

gain value for the solar panel is 1.65, the solar panels under high sunshine conditions, medium 

sunshine conditions and low sunshine conditions can obtain appropriate responses during the load 

increase/decrease process. This results in a more accurate maximum power output for PV generation 

systems. The Matlab/Simulink real-time control system is taken to control the photovoltaic generation 

system and to simplify the complexity in control system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research method is 

confirmed by the actual measurement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al system. 

Keywords: Short-circuit current sensing, MPPT, grid-connected, photovoltaic generation systems. 

 

一. 前言 

維持當今人類生活的基本要素，能源扮演著重要角色。人們追求便利性與舒適性的動機，觸

動生活優質化的演進，然而對能源的仰賴卻與日俱增。現今能源的取得來自化石燃料者佔絕大部

份，這加速全球暖化。2005 年京都議定書及 2015 年巴黎氣候協定，即在管制世界各國二氧化碳

的排放量，對減緩地球暖化做出貢獻。為符合京都議定書及巴黎氣候協定對排碳量的管制，開發

潔淨的再生能源未來勢將更受到世界各國政府的重視與鼓勵，台灣亦不能置身事外。   

為實現非核家園的早日到來以及管制我國排碳總量以符京都議定書及巴黎氣候協定，現今政

府大力推廣再生能源應用，其中尤其鼓勵民間投入太陽光電發電廠的設置。另一方面，台灣位於

亞熱帶鄰近赤道，日照量豐富，擁有充分的陽光，適合發展太陽能發電。 

太陽能發電的重要性是能兼具環保且符合再生能源的要求。目前國內外文獻探討太陽能發電

之運用，一般可分為獨立型系統[1-2]和市電併網型系統[3-6]兩大運用方式。獨立型系統通常需藉

助蓄電池、柴油發電機等輔助電源，才能減輕此種能源不穩定與間歇性的特點，因此在成本上較

不經濟，所以，市電併網型太陽能發電系統是目前運用較為廣泛的系統。 

在太陽能應用技術中，須追蹤太陽能電池模組的最大功率點[7-8]，提升太陽能發電的整體效

率。太陽能電池的輸出電流和輸出電壓關係呈現非線性特性，因此利用不同的控制法則，在多變

的大氣環境下來對太陽能電池作最大功率追蹤，並將太陽能電池所得到的能量透過併網型變流器

(Inverter)將電能轉換為相對日照量之注入正弦電流至電網，來達到與市電併網的太陽光電發電系

統已被廣泛研究。早期太陽能系統是應用於人造衛星上，由於在外太空照度跟溫度變化較微小，

所以利用電壓回授法[9]來做為太陽能最大功率點追蹤的系統，但是在多變的環境下，此種方法

不適用。為了應付多變的環境變化，所以增加一組太陽能模組的感測電流，對太陽能系統來做功

率回授[10]。因此也有人利用功率的概念，將太陽能電池的功率特性以直線近似法來追蹤，但由

於是用數學模型來近似，所以會受到元件老化而失去準確性。Mohammad A.S. Masoum等人[11]

曾運用太陽能板產生最大功率下之電流與其短路電流為線性關係來執行最大功率點追蹤，該文獻

利用升壓及/或降壓轉換器(Boost/Buck Converter)調節太陽能板輸出功率至電阻負載或直流馬達

負載，直至太陽能板產生最大功率，雖然此法證實有效，但為取得太陽能板的短路電流，有一並

聯開關(shunt switch)被置於太陽能板與升壓及/或降壓轉換器之間以便進行太陽能板短路電流的

取樣，當開關動作則太陽能板短路且進行取樣短路電流，但同一時間太陽能板與負載之間會發生

短暫中斷供電，致使太陽能光電系統有不連續運轉疑慮，因此取得太陽能板短路電流的方式有進

一步改善空間。其他太陽能最大功率點追蹤法，過去被採用較多者為擾動與觀察法[12-13]、增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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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導法[14-15]，而三點權位法[16]亦有被採用。擾動與觀察法存在多大的擾動量應要被採用，以

及擾動後到下一個穩定工作點前所需的觀測時間要多久的問題，這些都影響著所獲得的最大功率

點的品質(誤差)；而增量電導法雖可獲得較接近最大功率點的結果，不過仍有觀測時間要多久的

問題。 

有鑑於文獻[11] 的缺失且有進一步改善空間，本文將提出另ㄧ種感測太陽能板短路電流的

方法，並依據太陽能板產生最大功率下之電流與其短路電流為線性關係，採電流控制方式，將太

陽能板輸出電流控制於最大功率點電流下操作，進而取得此一工作條件下的太陽能板最大功率輸

出。基於上述觀點，本研究所提的最大功率點追蹤器，於任意工作條件下，它有能力自動調整到

最大功率點電流下，讓太陽能板輸出最大功率。為將此觀點實際運用，文中將研製一短路電流感

測法實現最大功率點追蹤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此系統為市電併網型，它可經由感測電池短路電

流之量測，決定任意工作條件下的太陽能板最大功率點電流，並藉由太陽能板輸出電流的調控達

成最大功率輸出至市電系統。由於市電系統可接受電力容量是非常大，因此可完全接受來自太陽

能板輸出的電力，它不像輸出功率至接受電力容量有所限制的電阻負載或直流馬達負載等[11]，

故可充份利用太陽能板輸出的電力。 

 

二. 併網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架構 

一典型併網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裝置用戶之系統架構如圖 1，它包括用戶自設的太陽能板

PV、直流-交流轉換器(變流器 Inverter)及其控制系統(Control system)、濾波電感 L 與併網的市電

電源 v
s
。為進行太陽能板的最大功率追蹤，有一感測電池 SC 亦併入系統中。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透過感測電池及控制系統調控直流-交流轉換器經濾波電感 L，將最大功率注入市電電源，讓太

陽光電發電系統裝置用戶的發電系統能更有效的發電，獲得更多賣電的收入。 

 

市電

Control

System

Inverter

太陽能板

To 電力公司
To 併網型太陽

光電發電系統裝

置用戶

Control

System

感測電池

scsa

 

圖 1 典型併網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裝置用戶之系統架構示意圖 

 

三. 最大功率點追蹤(MPPT)之工作原理 

    太陽能光電版(簡稱太陽能板)之P-I曲線如圖2，圖中產生最大功率
mp
P 的電流為

mp
I ，而短路

電流為
sc

I 。ㄧ般要控制太陽能板在最大功率點工作，可經由偵測太陽能板工作電流是處於
mp

I 左

右兩側的那一邊來下達決策。當太陽能板工作於
mp

I 左側方，代表它仍有餘力，故應作增載反應；

反之，工作於
mp

I 右側方，代表太陽能板已過度承擔負載，故應作減載反應；而當工作於
mp

I ，

則代表太陽能板產生最大的功率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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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太陽能板之P-I曲線 

 

文獻[11]提出太陽能板 PV 產生最大功率下之電流
mp

I 與其短路電流
sc

I 具線性關係來執行最

大功率點操作，該文獻利用升壓及/或降壓轉換器(Boost/Buck Converter)調節太陽能板輸出功率至

電阻負載或直流馬達負載，直至 PV 板產生最大功率，雖然此法證實有效，但為取得 PV 板的短

路電流，有一並聯開關(shunt switch)被置於太陽能板與升壓及/或降壓轉換器之間以便進行太陽能

板短路電流的取樣，當開關動作則 PV 板短路且進行取樣短路電流，但同一時間太陽能板與負載

之間會發生短暫中斷供電，致使 PV 系統有不連續運轉疑慮，因此取得太陽能板短路電流的方式

有進一步改善空間。 

本文將依據太陽能板產生最大功率下之電流與其短路電流具線性關係，但以另ㄧ種感測太陽

能板短路電流的方式來獲取太陽能板產生最大功率下之電流。此法是利用一感測電池(sensing cell 

簡稱 SC)安裝於太陽能板 PV 的同一平面，如此能讓太陽能板 PV 與感測電池 SC處於相同的週

遭環境(相同日照與大氣溫度)；此外感測電池是選用構成太陽能板(模組)的基本單元(即太陽電池

晶片)，因此具有同太陽能板的各項電氣參數，使得藉由感測電池短路電流(
scs

I )的量測，可換算

為太陽能板 PV 的短路電流(
sc

I )，進而可取得太陽能板 PV產生最大功率下之電流
mp

I 。有關取

得
mp

I 其過程說明如下： 

    太陽能板(發電用)與感測電池(感測用)的最大功率點電流 Imp 與 Imps 及其短路電流 Isc 與 Iscs 之

線性關係分別如下， 

   mp I scI M I=  

   mps Is scsI M I=  

其中 MI 為太陽能板的電流因數，而 Imps、Iscs、MIs分別為感測電池的最大功率點電流、短路電流

與電流因數。由於感測電池與太陽能板具有相同的週遭環境與電氣參數，故存在 

mps mp

Is I

scs sc

I I
M M

I I
= = =  

由於市售的太陽能板與感測電池在出廠時會在標準工作條件 C)25 , W/m1000 , 1.5 (AM o2 下做測

試，因此它提供了最大功率點電流與短路電流，故在此條件下存在 

mpt mpst

I Is

sct scst

I I
M M

I I
= = =  



李象：短路電流感測法實現最大功率點追蹤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75 

其中 mptI 、
sct

I 為太陽能板在標準工作條件下之最大功率點電流與短路電流，而 mpstI 、
scst

I 則為

感測電池在標準工作條件下之最大功率點電流與短路電流，它們都是已知參數，故由此可獲得電

流因數 MI 及 MIs。 

太陽能板與感測電池在任意工作條件下，存在 

mpa mpsa

I Is

sca scsa

I I
M M

I I
= = =  

mpa I scaI M I=  ___________ (1) 

其中
mpa

I 與
sca

I 為太陽能板在任意工作條件下之最大功率點電流與短路電流，而
mpsa

I 與
scsa

I 則

為感測電池在任意工作條件下之最大功率點電流與短路電流。由於太陽能板與感測電池的電流因

數 MI 及 MIs相等且為一常數值，不隨工作條件的改變而變，故存在 

sct scst

sca scsa

I I

I I
=  

由此可獲得 sct

sca scsa

scst

I
I I

I
=  ____________ (2) 

此關係可從圖 3觀察出。 

 

圖 3 太陽能板(感測電池)Imp(Imps)與 Isc(Iscs)之線性關係 

 

由式(2)得知，在任意工作條件下，太陽能板的短路電流
sca

I ，可藉由量測感測電池的短路電流
scsa

I

及已知的參數
sct

I 、
scst

I 來取得。式(2)代入式(1)，即可得太陽能板在任意工作條件下的最大功率

點電流
mpa

I 。於任意工作條件下，取得太陽能板最大功率點電流
mpa

I 方式，其流程如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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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取得太陽能板 PV 最大功率點電流
mpa

I 之流程圖 

 

既然太陽能板 PV 最大功率點電流
mpa

I 可透過圖 4取得，那麼只要控制太陽能板 PV 工作於

此電流值，即可取得此一工作條件下的太陽能板 PV 最大功率輸出，因此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裝置

用戶就可經由變流器 Inverter 的調控，獲得最大功率的輸出，取得最大的發電效益。 

假若市電電壓源及注入市電電流分別為 

( ) sin

( ) sin( )

s s

s s s

v t V t

i t I t

ω

ω θ

=

= +

  

在不考慮變流器輸出電流 iI 之諧波前提下，由圖１知悉存在 ( ) sin( ) ( )
I I I s
i t I t i tω θ= + = ，因此若

透過控制變流器輸出電流 iI同步於市電電壓 vs 之條件下，則注入市電系統之電力全部為有效(實)

功率，是為 

 Ps=VsII/2  

，此舉並不會增加市電系統因處理虛功率所需之設備費用。由於市電電源為一固定的電壓
s

V ，

故注入市電的實功率 Ps 正比於變流器輸出電流 iI 之大小
I

I ，因此注入市電系統的實功率 Ps 可藉

由變流器輸出電流 iI 之大小
I

I 的調整來間接獲得。文中將利用調整太陽能板工作於最大功率點

電流 Imp 之過程中所產生之誤差信號來調控變流器輸出電流 iI 之大小
I

I ，因此在控制變流器輸

出電流 iI 同步於市電電壓 vs情況下，藉由調控變流器輸出電流 iI 之大小
I

I 達最大值下，即可間

接完成太陽能板的最大功率輸出。 

 

四. 最大功率點追蹤(MPPT)之控制架構 

既然
mpa

I 可取得，那只要將太陽能板控制於此電流下操作，即可取得此一工作條件下的太

陽能板最大功率輸出。基於此觀點，圖 5 為短路電流感測法實現最大功率點追蹤之太陽光電發電

系統之控制方塊圖，此系統為併網型，它經由感測電池短路電路流
scsa
I 之量測，由圖 4 決定出

任意工作條件下的太陽能板最大功率點電流
mpa

I 。此
mpa

I 電流與實測工作中的太陽能板電流
PV
I

做比較，產生的誤差電流為
e
I 。

e
I 為正，代表太陽能板工作於 P-I曲線圖最大功率點的左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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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表示 PV 板仍有餘力可做增載反應，因此變流器輸出電流參考信號
*

I
i 進行增幅(電流大小

I
I

∗ 增

加)操作；反之
e

I 為負，代表太陽能板工作於 P-I 曲線圖最大功率點的右側方，這表示太陽能板

已過度承擔負載，它應做減載反應，故
*

I
i 進行減幅(電流大小

I
I

∗ 減少)操作。
e

I 為零則代表到達

最大功率點，
*

I
i 維持原大小值。誤差電流

e
I 經增/減載增益方塊 K1 (為一正值量且控制太陽能板

的增/減載幅度) 之後產生
*

I
i 對應的調幅量

I
IΔ  ，之後與變流器輸出電流

I
i 的大小

I
I 相加後，產

生變流器輸出電流參考信號
I

i
∗

之大小
I

I
∗。此大小

I
I

∗ 與正弦波產生器(sine wave generator)的輸出

正弦波 sin tω 相乘，獲得
I

i
∗

。為獲得注入電網電流
s I
i i= 與電網電壓

s
v 同步，正弦波產生器的

輸入信號選用電網電壓
s

v 。
I

i
∗

與迴授的變流器電流
I

i 比較，經電流控制器 G(s)，產生正弦脈寬

調變(SPWM)電路所需控制信號
con

v 的迴授量
,con fbv 部分，另ㄧ順向量部份

,con ffv 則由
s

v 經

1/
PWM

K 方塊提供。
PWM

K 為變流器(Inverter)的電壓增益。控制電壓
con

v 與三角波
tri
v 經 SPWM

電路產生驅動變流器之觸發信號，此信號觸發變流器內部電子式功率開關，將太陽能板的最大輸

出功率經電感器 L 注入電網系統。圖 5 的控制系統，太陽能板是以電流控制方式，讓它的輸出

電流工作於最大功率點，輸出最大光電能。另ㄧ方面，為避免額外增加電網系統處理虛功率的設

備費用，變流器是以電流控制方式，控制注入電網電流
s I
i i= 同步於電網電壓

s
v 。 

 

 

 

 

 

 

 

 

 

 

 

 

 

 

 

 

圖 5 短路電流感測法實現最大功率點追蹤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控制方塊圖 

 

    本文將採行Matlab/Simulink 即時控制方式(為一種 PC-Based control 方式)來實現最大功率點

追蹤控制與注入電網電流控制，簡化系統控制的複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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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實測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系統總計使用了 7 片 10 W 的太陽光電板，其中 6片串接而成發電用的太陽能板 PV，

另外一片則當作感測電池 SC。7 片太陽光電板以同一平面向南傾斜 23.5°來架設，每片太陽光電

板之標示規格(寶球能源公司網站 http://www.wal-solar.com/公告)：開路電壓 Voc= 21.6 V，短

路電流 Isc=0.63 A，最大功率點電壓 Vmp= 17.2 V，最大功率點電流 Imp= 0.58 A，最大功率點功率

Pmp= 10 W。研究系統中的變流器(Inverter)是利用 JUBILEE PE-8A 電力電子訓練系統設備中的單

相電力轉換模組來改裝，它的切換頻率=10 KHZ， 三角波 vtri 之最大值 V5v
tm
= ；濾波電感器

L=3 mH；電流感測模組的增益 kS=0.2V/A；電壓感測模組的增益 kV=0.02V/V；太陽能板 PV 的電

流因數由前述標示規格的 Imp 及 Isc 值換算得知為 MI=0.92；變流器 (Inverter)的電壓增益

KPWM=VPV/vtm；比例型電流控制器之增益值設定為 kP =12；電網電壓 vs是經由 110V/36V降壓變

壓器取得。 

本研究的實測工作於 2019 年 11月份進行。為完成太陽光電板 PV 的增/減載增益 K1 值之設

定，針對不同 K1 值於某實際日照條件下執行最大功率追蹤後，PV 板所能獲致的最大功率輸出值

如表 1，而當 K1=2.5、1.65 及 0.5 下之響應波形如圖 6~圖 8。這些圖與表顯示 K1=1.65 時 PV 板是

可獲致最大的最大功率輸出且為 Ppv=43.7W，且其注入市電電流波形近似正弦波，與市電電壓幾

乎同步響應，而在其他 K1 值則 PV 板就是有太大或太小的增/減載反應，致使 PV 板無法獲得較

正確的最大功率輸出；另一方面，圖 6 顯示太大的 K1 值會因過大的增/減載反應，致使 PV 板輸

出電壓 VPV 下降而有低次諧波成份電流注入市電系統，因此造成注入市電電流 is 波形出現明顯

畸變現象。綜觀前述現象與結果，因此將選擇 K1=1.65 值來進行後續的實測工作。 

 

表 1 不同 K1 值下 PV 板所獲致的最大功率輸出值 

K1 2.5 2.2 1.9 1.65 1.4 1.1 0.8 0.5 0.2 

Ppv(W) 

=VPV*IPV 

40.0 40.6 41.2 43.7 40.90 39.6 36.9 29.5 13.2 

 

 

 

 

 

 

 

 

 

圖 6 響應波形 (K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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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響應波形 (K1=1.65) 

 

 

 

 

 

 

 

 

 

圖 8 響應波形 (K1=0.5) 

 

為確認所設定的 K1 增益值於不同日照條件下的可接受性，進行高日照條件、中日照條件及

低日照條件的最大功率追蹤，其系統響應結果如圖 9~圖 11，圖中顯示 PV 板獲致最大功率輸出

值 Ppv=VPV*IPV 其反映在高日照條件下為 45.2W，中日照條件下為 35.4W，低日照條件下為 23.7 

W，而在此三種不同日照下，PV 板的 P-I曲線如圖 12，圖中顯示三種不同日照下的最大功率值

分別約為 44.6W、36W 及 23.4W，這些值與執行最大功率追蹤後所獲致的功率值相近，故所設

定的 K1 增益值確實可讓 PV 板於增/減載過程中獲得適宜的反應，從而獲致較正確的最大功率輸

出，故此 K1增益值是一可接受的選擇。 

 

 

 

 

 

 

 

 

 

圖 9 響應波形 (高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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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響應波形 (中日照) 

 

 

 

 

 

 

 

 

 

圖 11 響應波形 (低日照) 

 

 

 

 

 

 

 

 

 

 

圖 12  高、中及低日照條件下 PV 板的 P-I曲線圖 

 

為了解 PV 板的電流因數 MI 對最大功率追蹤結果的影響，考慮幾種不同的 MI 值下(此時

K1=1.65) 的追蹤結果如表 2，表中顯示 MI =0.92 時 PV 板可輸出最高的最大功率值 47.7W，而大

的 MI 值則會因 PV 板已落入應減載區域工作致使輸出電壓下降較顯著，導致功率輸出亦跟著下

降，無法獲得真正的最大功率輸出，至於小的 MI 值則會因 PV 板已落入應增載區域工作致使輸

出電流較小，導致功率輸出亦跟著下降，無法獲得真正的最大功率輸出。圖 13~圖 15 顯示

MI=0.98、0.92 及 0.62 下之響應波形，這些響應圖顯示過高的 MI 值(=0.98)會導致 PV 板欲產生

較高的輸出電流致使落入應減載區工作，使得輸出電壓反而下降較顯著，真實的最大功率無法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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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輸出，且因 PV 板輸出電壓 VPV 的下降而有低次諧波成份電流注入市電系統，因此造成注入市

電電流 is 出現明顯畸變現象。綜觀前述現象與結果，得知依據內文第三節所提及之方式來設定

電流因數 MI ，確實是種有效且可以較正確獲得 PV 板輸出最大功率的途徑，本方法簡單易實現。 

 

表 2 不同 MI 值下 PV 板所獲致的最大功率輸出值 

MI 0.98 0.96 0.94 0.92 0.90 0.87 0.82 0.72 0.62 0.52 

Ppv 43.0 43.2 43.5 47.7 46.2 45.7 40 35.4 29.0 24.0 

 

 

 

 

 

 

 

 

 

圖 13  響應波形 (MI =0.98) 

 

 

 

 

 

 

 

 

 

圖 14  響應波形 (MI =0.92) 

 

 

 

 

 

 

 

 

 

圖 15  響應波形 (MI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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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結論 

本研究利用太陽能板(或感測電池)最大功率點電流與其短路電流為線性關係，且透過感測電

池短路電流的量測進行了發電用途的太陽能板之最大功率點追蹤。研究過程中建立一實驗性的小

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來進行驗證，經由實測結果顯示，研究方法所提的感測電流方式與所決定的

電流因數可正確地讓發電用的太陽能板輸出最大功率，且不造成低次諧波電流注入市電系統；另

一方面，針對太陽能板增/減載反應所需之增益值進行檢討，所設定的增/減載增益值可讓太陽能

板輸出真正的最大功率，過程中不造成太陽能板增/減載太過激烈或太過無感反應而無法產生最

大功率輸出，同時亦不至於造成低次諧波電流注入市電系統。太陽能發電系統注入市電電流是以

與市電電壓同步方式來進行，此舉可讓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裝置用戶能夠更有效的發電，獲得更多

的賣電收入，同時亦可讓電力公司避免因處理電網系統虛功率問題而引發額外的費用。文中所提

之最大功率點追蹤方式，其控制方法簡單，易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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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廠飛灰製作成無機聚合綠色膠結料產製技術 

羅晨晃 王金鐘 

正修科技大學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摘 要 

本文首先以電廠飛灰利用鹼活化處理技術，製作成無機聚合物綠色膠結料，本研究主要採用

鹼當量(AE) 6%、8%及 10%，鹼模數比(Ms)1.0、1.5、2.0 與液膠比(W/B)0.4、0.5 及 0.6 等配比，其

中水淬爐石粉/F 級火力電廠飛灰比例分別為 S20F80、S40F60、S60F40、S80F20 等調配，並製作 5 

cm×5 cm×5 cm 之立方體試體，經養護 3 天、7 天及 28 天，探討其抗壓強度、吸水率、乾縮量和

凝結時間等關係，並求出最佳配比，並選出較佳配比製作成無機聚合物綠色水泥。 

試驗結果顯示：(1)針對 6%、8%及 10%鹼當量範圍，鹼模數比為 1.5 及 2.0，液膠比為 0.5、

0.6 的條件下，以 S20F80、S40F60 等混拌配比的電廠飛灰無機聚合物，終凝時間即符合水泥規範

要求。(2)針對 6%、8%及 10%鹼當量範圍，鹼模數比為 2.0，液膠比為 0.4 的條件下，以 S20F80、

S40F60、S60F40、S80F20 等混拌配比電廠飛灰無機聚合物抗壓強度已經達到普通水泥(Type I)抗

壓強度之要求。(3)針對 6%、8%及 10%鹼當量範圍，鹼模數比為 1.0、1.5、2.0，液膠比為 0.4 的

條件下，以 S20F80、S40F60、S60F40、S80F20 等混拌配比吸水率最低。吸水率會隨著鹼當量提

高而下降，隨著養護時間增加而降低。(4)針對 6%、8%及 10%鹼當量範圍，並控制其鹼模數比為

1.0、1.5、2.0，液膠比為 0.4 的條件下，以 S20F80、S40F60、S60F40、S80F20 等混拌配比乾縮量

最低。(5)針對 6%、8%及 10%鹼當量範圍，鹼模數比為 1.0，液膠比為 0.6 的條件下，以 S20F80、

S40F60、S60F40、S80F20 等混拌配比電廠飛灰無機聚合物，凝結時間最短。 

. 

關鍵詞：電廠飛灰，無機聚合物，鹼當量，鹼模數比，水膠比，膠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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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facture Technique of Geopolymers Green Binder Made 
from Power Plant Fly Ash 

Chen-Hoang Lo  Chin-Chang Wang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Geomatics 

Cheng-Shiu Technology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833, R.O.C. 

ABSTRACT 

First in this study used of alkali activation technology to manufacture of geopolymer green cement 

made from power plant fly ash, its mixing main ratios: (1)alkali equivalent(AE) was set to 6%, 8% and 

10% ,(2) alkali modulus ratio (Ms) was set to1.0,1.5 and 2.0,(3) liquid binder ratio(W/B), such as the 

deployment of 0.4,0.5and 0.6, among them, slag powder / F-class power plant fly ash ratios 

respectively had S20F80、S40F60、S60F40、S80F20 etc., mixing production 5cm * 5cm * 5cm test 

samples, cured 3 days, 7 days and 28 days after,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ressive 

strength, water absorption, dry shrinkage and setting time, taked the best ratio used as geopolymer 

green cement. 

From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1)against 6%,8%,10% alkali equivalent range, alkali modulus 

ratio (MS) was set to1.0,1.5 and 2.0, liquid binder ratio was set to0.5 and 0.6 condition, base S20F80、

S40F60 mixed ratios of plant fly ash geopolymer, the final setting time met the requirements of cement 

specifications, (2) against 6%,8%,10% alkali equivalent range, alkali modulus ratio (MS) was set to 2.0, 

liquid binder ratio was set to0.4 condition, base S20F80、S40F60、S60F40、S80F20  mixed ratios of 

plant fly ash geopolymer , compressive strength met the requirements of cement specifications, (3) 

against 6%,8%,10% alkali equivalent range, alkali modulus ratio (MS) was set to 1.0,1.5 and 2.0, liquid 

binder ratio was set to0.4 condition, base S20F80、S40F60、S60F40、S80F20 mixed ratios of plant fly 

ash geopolymer ,they had the lowest water absorption, water absorption decreases with equivalent 

alkali increase, decreases with curing time increase,(4)against 6%,8%,10% alkali equivalent range, 

alkali modulus ratio (MS) was set to 1.0,1.5 and 2.0, liquid binder ratio was set to0.4 condition, base 

S20F80、S40F60、S60F40、S80F20 mixed ratios of plant fly ash geopolymer ,they had the lowest dry 

shrinkage, (5)against 6%,8%,10% alkali equivalent range, alkali modulus ratio (MS) was set to 1.0, 

liquid binder ratio was set to0.6 condition, base S20F80、S40F60、S60F40、S80F20 mixed ratios of 

plant fly ash geopolymer ,they had the lowest setting time. 

 

Key Words: power plant fly ash, slag powder geopolymer, alkali equivalent, alkali modulus ratio, water 

binder ratio, binder aggregate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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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隨著經濟的蓬勃發展，事業廢棄物日益增加，在這環保意識高漲的時代，如何處理日益增多

的事業廢棄物，乃是當務之急，刻不容緩。「電廠飛灰」為燃煤火力發電廠發電所產生之副產物，

每年產能約為 200 萬公噸，其成份中含大量 SiO2、Al2O3 及 Fe2O3 等氧化物，環保署公告為可再

生利用之材料。如何將電廠飛灰再利用率提高，解決高產量灰渣堆置問題，也是目前環境保護所

必須面對的重要議題。 

無機聚合物為近年來所發展成功的一種新型材料，主要由富含矽鋁成分之材料與鹼性溶液混

合後所形成之聚合膠結物，於室溫即可進行聚合反應，具有高強度、硬化快、耐酸鹼腐蝕性、低

滲透性、低收縮性、低膨脹率、耐高溫之特性[2,3,4,5]。 

本研究利用鹼活化處理技術提升電廠飛灰的活性，激發電廠飛灰膠結的能力，製作成無機聚

合物綠色水泥，進行各項試驗，以作為日後工程界設計參考。 

二、文獻回顧 

「電廠飛灰」為燃煤火力發電廠發電所產生之副產物[1]，粉煤經鍋爐燃燒，約有 80%的灰

燼會隨著燃氣上升，當煙氣依照煙道流到靜電集塵器時，煙氣中全部的灰燼幾乎都被吸附下來，

此部份的煤灰稱為「電廠飛灰」國內火力發電廠主要係以燃煤發電為主，每年產能約為 200 萬

公噸，其成份中含大量 SiO2、Al2O3 及 Fe2O3 等氧化物，環保署公告為可再生利用之材料。如何

將電廠飛灰再利用率提高，解決高產量灰渣堆置問題，也是目前環境保護所必須面對的重要議題。 

1. 飛灰 

「飛灰」為燃煤火力發電廠發電所產生之副產物，粉煤經鍋爐燃燒，約有 80%的灰燼會隨

著燃氣上升，當煙氣依照煙道流到靜電集塵器時，煙氣中全部的灰燼幾乎都被吸附下來，此部份

的煤灰稱為「飛灰」（fly ash），而另外一部份的煤灰粒徑較粗，重量較大，直接掉到鍋爐底部則

稱為「底灰」（bottom ash）。由集塵設備收集而得之飛灰，其品質須符合 CNS 3036 [卜特蘭水泥

混凝土用飛灰及天然或煆燒卜作嵐攙和物]或 CNS 11271[卜特蘭飛灰水泥用飛灰]之規定，飛灰之

成分與品質受燃煤料源或電廠燃燒程序之影響甚鉅。 

2. 飛灰之物理性質 

了解飛灰化學成份之規定係提供火力電廠，對於煤成分、研磨、燃燒、收集等過程有所控制，

及作為有關設備之維護或更新的參考資料，俾在生產飛灰時能控制其品質；而物理性質之有關限

制，乃在確保混凝土使用飛灰時達到增進品質之目的。 

(1)細度 

依 CNS 3036[2] 規定飛灰細度溼篩洗法，以 No.325 篩之停留百分率，最大值為 34％；停

留率愈大，顯示飛灰愈粗，含碳量愈大。顆粒愈小，則飛灰的比表面積愈大，卜作嵐活性指數愈

高。 



88                        正修學報 第三十三期 民國一百零九年 

(2)卜作嵐活性指數 

係指依據 CNS 3036 規定經養護 28 天之飛灰與卜特蘭水泥砂漿試體強度對控制組（純卜特

蘭水泥砂漿試體）之比率稱為卜作嵐活性指數； CNS 規定其最小值為 75%；卜作嵐活性指數愈

大表示飛灰與氫氧化鈣之反應能力愈佳，更能增進混凝土品質。 

(3)高壓蒸鍋膨脹率（健度） 

CNS 3036 規定飛灰混凝土在高壓蒸鍋中之膨脹率最大值為 0.8%，以防混凝土之不正常膨脹

或收縮。 

(4)燒失量（LOI） 

當粉煤在燃燒過程中，其少量較粗碳顆粒未能完全燃燒而隨著飛灰向上飄浮而被捕集，這些

碳顆粒在高溫下仍會燃燒而失去之重量，稱為燒失量。燒失量愈高顯示飛灰中的含碳量亦愈高；

其混凝土需水量也較高，對化學摻料的使用效果可能有不利影響，依 CNS 3036 規定飛灰，F 及

C 類飛灰均不得高於 6%。 

3. 水淬高爐石粉 

一貫作業煉鋼廠之高爐煉鐵過程須加入石灰石作為助熔劑，並加入焦炭作為還原劑，鐵礦石

經還原反應後殘留之非鐵物質即為高爐石，高溫融熔液態高爐石經過高壓水冷卻方式產出

「CNS12223 水淬高爐爐碴」[5]，經研磨成粉後主要應用於營建工程，替代水泥作為混凝土之

膠結材，由中聯爐石處理資源化股份有限公司產出，細度 4000cm
2
/g，比重 2.93。 

4. 鹼活化劑處理技術 

無機聚合物是一項具有前瞻性之發展，鹼活化劑通過激發矽酸鋁材料，如粉煤灰、偏高嶺土、

磨細高爐礦渣、高嶺粘土等，與鹼性溶液製成之應用，其中爐石粉亦含有 SiO2 與 Al2O3，爐石

具有潛在水硬性作用之材料，純爐石的顆粒結構穩定，可直接使用純爐石作為主要膠結材料，利

用鹼性溶液溶解爐石顆粒表面玻璃質，溶出 Ca
2+破壞矽鋁氧化物之鍵結，並與鹼性溶液所分離之

陰離子經由聚合反應生成水化產物，因而組成矽凝膠體，具有高早強、工作性佳、較佳的抗化學

侵蝕能力、抗凍融循環能力及具有較佳的黏結力，但是仍有速凝、高收縮量等缺點，而高濃度的

活化劑卻可以增加結構強度與縮短凝結時間[2,3,4,5]。 

三、 試驗計畫 

1. 試驗變數 

本研究以國內火力發電廠所產生之大量飛灰為基材，利用鹼活化處理技術提升電廠飛灰的活

性，激發電廠飛灰膠結的能力，製作成無機聚合物綠色水泥，達到生態、節能、減廢、健康等綠

建築評估指標。 

本研究所使用的鹼活化劑是由矽酸鈉溶液(3 號水玻璃)與氫氧化鈉混合配製而成，並嘗試探

討無機聚合物抗壓強度、吸水率、乾縮量和凝結時間等關係，並選出較佳配比製作成無機聚合物

綠色水泥，以作為後續研究之用，表 1 為本研究之試驗變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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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含鹼當量 Alkali equivalent (AE)，含鹼當量就是鹼量使用之膠結材料重量百分比，再以化學

藥劑的化學式分子量，換算之藥劑添加量。2.鹼模數比 Alkali modulus ratio (Ms)，鹼模數比為鹼

金屬矽酸鹽具有的劑量表示，簡而言之就是二氧化矽與氧化鈉的重量比值，依試驗所需可運用氫

氧化鈉調整之。3.液膠比 Water / Fly Ash and Slag (W/B)，在本實驗設計上採用液膠比為 0.4、0.5 和

0.6，在鹼活化電廠飛灰試體部份，液膠比係指鹼活化劑溶液與電廠飛灰水淬爐石粉混拌料重量

之比值，而於波特蘭水泥組試體方面，液膠比即為一般所謂之水灰比。 

2 試驗材料 

1.水淬高爐石粉 

實驗中係採用中聯資源處理化公司所生產之水淬高爐爐石粉，經處理研磨成粉，性質符合

CNS 12549 規定，其細度為 4000 cm
2
/g，將其作為無機聚合物使用，如圖 1 所示，由 X 光繞射分

析(XRD)瞭解爐石粉各個相位的組成生成物，圖中顯示爐石粉為非結晶質化合物組成，再由 X 光

螢光分析(XRF) 探討爐石粉試樣中各元素含量，其中以 CaO 及 SiO2 等元素含量最高，配合 XRD

分析所得的各種化合物，再以重量分析計算其化學成份計量，進而推算爐石粉各元素的氧化態含

量百分比，如表 2 所示。再以掃描式電子顯微鏡(SEM)觀察爐石粉晶相變化，得知爐石由多邊形

片狀及角粒狀結構推疊而成，並存在許多大小不等的孔隙，如圖 2 所示。 

 

 

 

 

 

 

 

 

材料名稱 
拌合配比 

混拌 

比例 

液膠比 

(W/B)  

鹼當量 

(AE) 

鹼模數比 

 (MS) 

水淬爐石粉/ F 級火力電廠飛灰

混拌 

S20F80 0.4 

 

0.5 

 

0.6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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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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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電廠飛灰製作成無機聚合綠色水泥產製之試驗變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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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水淬爐石粉之 X 光繞射分析圖    圖 2 水淬爐石粉之掃描式電子顯微鏡晶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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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電廠飛灰 

火力電廠飛灰取至興達火力電廠，由 X 光繞射分析(XRD)瞭解電廠飛灰各個相位的組成生成物如

圖 3 所示，圖中顯示電廠飛灰主要結晶形化合物為 SiO2，次要結晶形化合物為 Al2O3、Fe2O3、CaO、

MgO、K2O、Na2O 等，再由 X 光螢光分析(XRF)探討電廠飛灰試樣中各元素含量，其中以 C、O、

Si、Al、Fe、Ca、K、Mg、Na 等元素含量最高，配合 XRD 分析所得的各種化合物再以重量分析

計算其化學成份計量，得知進而推算電廠飛灰各元素的氧化態含量百分比，如表 2 所示。再以掃

描式電子顯微鏡(SEM)觀察電廠飛灰晶相變化，得知電廠飛灰由粒徑大小不等中空球狀推疊而

成，並存在許多大小不等的孔隙，如圖 4 所示。 

 

   

 

 

 

 

 

3.矽酸鈉 (Na2SiO3) 

   本研究使用榮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所生產之 3 號矽酸鈉溶液，其為透明無色無味黏稠之

液體，又稱為水玻璃之化學藥劑是國內市場之工業級產品，其成分如表 3 所示。在使用上可分為

粉末型和溶液型，其溶液型反應成效佳，因此在本實驗中所採用之矽酸鈉以 3 號溶液型矽酸鈉

為主。本研究中添加矽酸鈉溶液目的提供足夠的 Si
4+
，可加強無機聚合物膠體之性質，以增加無 

機聚合物之強度，故本研究以矽酸鈉溶液做為激發並提升電廠飛灰之活性使用。 

 

 

 

化學組成成份(%) 

氧化物 SiO2 CaO Al2O3 MgO SO3 Na2O Fe2O3 K2O 

水淬爐石粉 33.6 40.8 15.0 6.1 1.8 0.2 0.3 0.3 

電廠飛灰 39.70 8.90 14.85 1.20 0.7 0.81 5.61 1.30 

  圖 3 火力電廠飛灰之 X 光繞射分析圖 

 

   圖 4 火力電廠飛灰之掃描式電子顯微鏡晶相圖 

 
表 2 水淬爐石粉和電廠飛灰之化學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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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氫氧化鈉 (NaOH) 

本研究採用統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所出產之氫氧化鈉，俗稱片鹼，其為工業級藥品，分子量

約為 40，純度達 98%以上，其成份如表 3 所示，其使用之目的除了做為激發、提昇水淬爐石粉

活性之外，並配合矽酸鈉進行鹼活化劑之濃度調整。 

四、試驗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主要採用鹼當量(AE) 6% 、8%及 10%，鹼模數比(Ms)1.0、1.5、2.0 與液膠比(W/B)0.4、

0.5 及 0.6 等配比，其中水淬爐石粉/F 級火力電廠飛灰比例分別為 S20F80、S40F60、S60F40、S80F20

等調配，並製作 5 cm×5 cm×5 cm 之立方體試體，經養護 3 天、7 天及 28 天，探討其抗壓強度、

吸水率、乾縮量和凝結時間等關係，並求出最佳配比，並選出較佳配比製作成無機聚合物綠色水

泥。 

1.凝結時間 

(1)鹼當量之影響： 

以費開氏針測定水硬性水泥凝結時間試驗，水泥初凝時間為 1.5 至 3 小時，終凝時間為 3

至 6 小時。以鹼模數比 1.0，液膠比 0.6 為例，當鹼當量為 6%、8%和 10%時，終凝時間落在 6

分鐘至 245 分鐘範圍，如圖 5(a)所示，以 S20F80、S40F60、S60F40 等混拌配比只有在鹼當量

AE 為 8%才符合要求。以鹼模數比 1.5，液膠比 0.6 為例，當鹼當量為 6%、8%和 10%時，終凝

時間落在 63 分鐘至 332 分鐘範圍，只有 S20F80、S40F60 混拌配比在鹼當量 AE 為 10%才符合

要求如圖 6(c)所示。 

 

 

 

 

 

 

 

 

 

 

 

化學組成成份(%) 

氧化物 SiO2 Na2O 氧化物 NaOH NaCO3 NaCl Fe2O3 

水玻璃 

(Na2SiO3) 
33.65 0.57 

片碱 

(NaOH) 
98.20 0.165 0.0135 0.0004 

表 3 矽酸鈉(水玻璃)和氫氧化鈉之化學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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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圖 5 鹼當量對電廠飛灰無機聚合物之凝結時間之影響圖 

 

(a) 

圖 6 鹼當量對電廠飛灰無機聚合物之凝結時間之影響圖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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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1.5  W/B=0.6 

AE6%      AE 8%     A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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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鹼模數比 2.0，液膠比 0.5 和 0.6 為例，當鹼當量為 6%、8%和 10%時，終凝時間落在 42

分鐘至 200 分鐘範圍，只有 S20F80 混拌配比鹼當量 AE 為 10%才符合要求如圖 7(b)(c)所示。結

果表示鹼當量的提升促使凝結時間有縮短的趨勢，其主要原因是由於含鹼當量提升使高鹼溶液濃

度增加，而造成 OH－離子破壞膠結料結構，使 Si
4+、Al

3+及 Ca
2+溶出量增加，導致電廠飛灰無

機聚合物有加速聚合反應之現象並產生硬固之膠體，進而促使凝結時間有縮短的現象。若不添加

任何具緩凝效果之添加劑時，減少鹼當量亦可改善凝結時間過快的問題。 

(2)鹼模數比之影響： 

當液膠比為 0.5 及鹼當量 AE 為 6%、8%和 10%之情況下，隨著鹼模數比由 1.0 上升至 2.0 時，

其終凝時間介於 10~61 分鐘之間、33~150 分鐘之間、42~200 分鐘之間如圖 5(b)、圖 6(b) 、圖 7(b)

所示。S20F80、S40F60、S60F40 等混拌配比只有在鹼當量 AE 為 8%才符合要求如圖 5(a)所示。只

有 S20F80 混拌配比在鹼模數比 2.0、液膠比為 0.5、鹼當量 AE 為 10%才符合要求如圖 7(b)所示。 

 

 

 

 

 

 

 

 

 

 

 

所示。S20F80、S40F60、S60F40 等混拌配比只有在鹼當量 AE 為 8%才符合要求如圖 5(a)所示。只

有 S20F80 混拌配比在鹼模數比 2.0、液膠比為 0.5、鹼當量 AE 為 10%才符合要求如圖 7(b)所示。 

當液膠比為 0.6 及鹼當量 AE 為 6%、8%和 10%之情況下，隨著鹼模數比由 1.0 上升至 2.0 時，

終凝時間介於 10~20 分鐘之間、63~332 分鐘之間、60~185 分鐘之間如圖 5(c)、圖 6(c) 、圖 7(c)

所示。只有 S20F80、S40F60 混拌配比在鹼模數比 1.5、液膠比為 0.6、鹼當量 AE 為 10%才符合要

求如圖 6(c)所示。 

由此可知，凝結時間會隨著鹼模數比增加而縮短，主要是因為當鹼模數比增加時，使電廠飛

灰無機聚合物之漿體中 Si
4+

含量增加，Si/Al 原子莫耳之比值產生改變，因而促使聚合反應加

速。根據陳冠宇(2010) [3]研究顯示在相同含鹼當量時，凝結時間受到鹼模數比之提高而延長凝結

時間，但因不同含鹼當量下具有不同之鹼模數比之臨界值，而所添加之鹼模數比超越此臨界值

時，凝結時間會隨著鹼模數比增加而縮短，因此推論電廠飛灰無機聚合漿體之鹼模數比未超過其

臨界值而導致凝結時間增長。 

圖 7 鹼當量對電廠飛灰無機聚合物之凝結時間之影響圖 
凝結時間(min) 

MS=2.0  W/B=0.6 

   AE6%     AE8%     AE10% 

MS=2.0  W/B=0.5 

MS=2.0  W/B=0.4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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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液膠比之影響： 

當固定鹼當量 6%及鹼模數比為 1.0、1.5 和 2.0 之條件下，液膠比由 0.4 提升至 0.6 時，其終

凝時間介於 12~20 分鐘之間、23~235 分鐘之間、41~112 分鐘之間如圖 5(a)(b)(c)、圖 6(a)(b)(c) 、

圖 7(a)(b)(c)所示。其中以 S20F80、S40F60 等混拌配比只有在鹼當量 AE 為 6%、鹼模數比 1.5、液

膠比 0.6 才符合要求，如圖 6(a)(b)(c)所示。 

當固定鹼當量 8%及鹼模數比為 1.0、1.5 和 2.0 之條件下，液膠比由 0.4 提升至 0.6 時，其終

凝時間介於 10~245 分鐘之間、35~210 分鐘之間、38~115 分鐘之間如圖 5(a)(b)(c)、圖 6(a)(b)(c) 、

圖 7(a)(b)(c)所示。其中以 S20F80、S40F60 等混拌配比只有在鹼當量 AE 為 8%、鹼模數比 1.0 液

膠比 0.4，和鹼當量 AE 為 8%、鹼模數比 1.5 液膠比 0.6，才符合要求如圖 5(a)(b)(c)、圖 6(a)(b)(c)

所示。 

當固定鹼當量 10%及鹼模數比為 1.0、1.5 和 2.0 之條件下，液膠比由 0.4 提升至 0.6 時，其終

凝時間介於 6~19 分鐘之間、33~332 分鐘之間、53~200 分鐘之間如圖 5(a)(b)(c)、圖 6(a)(b)(c) 、圖

7(a)(b)(c)所示。其中以 S20F80、S40F60 等混拌配比只有在鹼當量 AE 為 10%、鹼模數比 1.5 液膠

比 0.6，和鹼當量 AE 為 10%、鹼模數比 2.0 液膠比 0.5，才符合要求圖 6(a)(b)(c)、圖 7(a)(b)(c)所示。 

由驗結果得知，凝結時間將隨著液膠比的提升而延長，主要是由於固定鹼當量及鹼模數比，

且增加其液膠比時，鹼當量的濃度被鹼金屬矽酸鈉溶液之水分所稀釋，而導致降低鹼當量及鹼模

數比之濃度，使得漿體之凝結時間增加。 

2.抗壓強度 

(1)鹼當量之影響： 

為探討鹼當量對電廠飛灰無機聚合物試體之抗壓強度之影響，針對 6%、8%及 10%鹼當量範

圍，並控制其鹼模數比為 1.0 及液膠比為 0.4、0.5 及 0.6 之條件下，改變鹼當量 6%至 10%時之 3

天養護時間之抗壓強度範圍分別為 209.17~619.21 kgf/cm
2、217.48~637.29kgf/cm

2、161.24~458.43 

kgf/cm
2，於其 7 天養護齡期時分別為 275.32~710.73kgf/cm

2、251.15~675.48 kgf/cm
2、157.96~537.16 

kgf/cm
2，於其 28 天養護齡期時則分別為 319.08~1001.13 kgf/cm

2、345.89~963.16 kgf/cm
2、

202.97~689.15 kgf/cm
2，如圖 8(a)(b)(c)所示。由上述強度趨勢可看出抗壓強度隨養治時間增加而

增加，隨著鹼當量的提高而有逐漸趨緩趨勢，其中以 S20F80、S40F60、S60F40、S80F20 等混拌

配比在鹼當量 6%、8%及 10%、液膠比 0.4、鹼模數比 1.0 抗壓強度最高已經達到普通水泥(Type 

I)抗壓強度之要求。 

當鹼模數比為 1.5 及液膠比為 0.4、0.5 及 0.6 之條件下，改變鹼當量 6%至 10%時之 3 天養

護時間之抗壓強度範圍分別為 295.33~851.36kgf/cm
2 、295.73~878.37kgf/cm

2、247.01~754.29 

kgf/cm
2，於其 7 天養護齡期時分別為 348.83~839.28kgf/cm

2、423.08~859.96kgf/cm
2、339.97~769.69 

kgf/cm
2 ， 於 其 28 天 養 護 齡 期 時 則 分 別 為 364.88~965.23kgf/cm

2 、 73.77~1014.92kgf/cm
2 、

175.16~699.15kgf/cm
2 如圖 9(a)(b)(c)所示。其中以 S20F80、S40F60、S60F40、S80F20 等混拌配

比在鹼當量 6%、8%及 10%、液膠比 0.4、鹼模數比 1.5 抗壓強度最高，已經達到普通水泥(Type 

I)抗壓強度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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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鹼模數比為 2.0 及液膠比為 0.4、0.5 及 0.6 之條件下，改變鹼當量 6%至 10%時之 3 天養

護時間之抗壓強度範圍分別為 359.23~797.41kgf/cm
2 、308.61~834.53kgf/cm

2、276.43~761.97 

kgf/cm
2，於其 7 天養護齡期時分別為 345.39~981.67kgf/cm

2、336.43~1013.61kgf/cm
2、165.67~850.41 

kgf/cm
2 ，於其 28 天養護齡期時則分別為 259.15~963.36kgf/cm

2 、408.31~1050.24kgf/cm
2 、

443.56~988.36kgf/cm
2 如圖 10(a)(b)(c)所示。其中以 S20F80、S40F60、S60F40、S80F20 等混拌配

比在鹼當量 6%、8%及 10%、液膠比 0.4、鹼模數比 2.0 抗壓強度最高。由上述強度趨勢可看出

抗壓強度隨養治時間增加而增加，隨著鹼當量的提高而有逐漸趨緩趨勢，其中以 S20F80、S40F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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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鹼當量對電廠飛灰無機聚合物抗壓強度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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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0F40、S80F20 等混拌配比在鹼當量由 6%提升至 10%、液膠比 0.4、鹼模數比 2.0 養治 3 天 7

天和 28 天抗壓強度最高，已經達到普通水泥(Type I)抗壓強度之要求。其主因在於提高鹼當量使

鹼激發劑濃度上升活化效果越佳，所含之氫氧根離子也較多，因而能迅速破壞飛灰表面的玻璃

質，析出較多之鋁、矽元素，則水化產物 C-S-H 膠體亦隨之增加，進提升無機聚合物之抗壓強

度。 

(2)鹼模數比之影響： 

控制鹼當量 6%、液膠比為 0.4、0.5 及 0.6 之條件下，改變鹼模數由 1.0、1.5 及 2.0 時之 3

天養護時間之抗壓強度範圍分別為 193.11~619.21 kgf/cm
2、288.60~851.36kgf/cm

2、314.12~761.97 

kgf/cm
2，於其 7 天養護齡期時分別為 279.87~710.73kgf/cm

2、348.83~859.96kgf/cm
2、336.43~859.83 

kgf/cm
2，於其 28 天養護齡期時則分別為 522.28~1001.13 kgf/cm

2、341.44~965.23 kgf/cm
2、

518.32~963.36kgf/cm
2，如圖 8(a)(b)(c)、圖 9(a)(b)(c)、圖 10(a)(b)(c)所示。由上述強度趨勢可看

出抗壓強度隨養治時間增加而增加，隨著鹼模數的增加而增加，其中以 S20F80、S40F60、S60F40、

S80F20 等混拌配比在鹼當量 6%、液膠比 0.4、鹼模數比 2.0 抗壓強度最高，已經達到普通水泥(Type 

I)抗壓強度之要求。 

控制鹼當量 8%、液膠比為 0.4、0.5 及 0.6 之條件下，改變鹼模數由 1.0、1.5 及 2.0 時之 3 天

養 護 時 間 之 抗 壓 強 度 範 圍 分 別 為 199.27~637.29kgf/cm
2

、 314.47~878.37kgf/cm
2

、

圖 10 鹼當量對電廠飛灰無機聚合物抗壓強度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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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43~834.53kgf/cm
2
，於其 7 天養護齡期時分別為 168.61~675.48kgf/cm

2
、369.95~830.51kgf/cm

2
、

378.49~981.67kgf/cm
2
，於其 28 天養護齡期時則分別為 319.08~838.09kgf/cm

2
、313.03~1014.92kgf/cm

2
、

499.96~1050.24kgf/cm
2
，如圖 8(a)(b)(c)、圖 9(a)(b)(c)、圖 10(a)(b)(c)所示。由上述強度趨勢可看出

抗壓強度隨養治時間增加而增加，隨著鹼模數的增加而增加，其中以 S20F80、S40F60、S60F40、

S80F20 等混拌配比在鹼當量 8%、液膠比 0.4、鹼模數比 2.0 抗壓強度最高，已經達到普通水泥(Type 

I)抗壓強度之要求。 

控制鹼當量 10%、液膠比為 0.4、0.5 及 0.6 之條件下，改變鹼模數由 1.0、1.5 及 2.0 時之 3

天 養 護 時 間 之 抗 壓 強 度 範 圍 分 別 為 161.24~568.63kgf/cm
2

、 247.01~798.87kgf/cm
2

、

315.77~797.41kgf/cm
2
，於其 7 天養護齡期時分別為 157.96~611.17kgf/cm

2
、339.97~815.81kgf/cm

2
、

165.67~936.03kgf/cm
2
，於其 28 天養護齡期時則分別為 202.97~592.08kgf/cm

2
、73.77~570.12kgf/cm

2
、

259.15~913.15kgf/cm
2
，如圖 8(a)(b)(c)、圖 9(a)(b)(c)、圖 10(a)(b)(c)所示。由上述強度趨勢可看出抗

壓強度隨養治時間增加而增加，隨著鹼模數的增加而逐漸趨緩，其中以 S20F80、S40F60、S60F40、

S80F20 等混拌配比在鹼當量 10%、液膠比 0.4、鹼模數比 2.0 抗壓強度最高。鹼模數比之增加有

益於抗壓強度的提升，原因在於鹼模數比之提高，可以提供充足之 SiO2 含量，使其形成更多之

C-S-H 膠體，而使漿體內部結構更為緻密，進而達到提升強度之效益。 

(3)液膠比之影響： 

控制鹼模數 1.0、鹼當量 6%、8%和 10%的條件下，改變液膠比為 0.4、0.5 及 0.6 時之 3 天養

護時間之抗壓強度範圍分別為 193.11~619.21 kgf/cm
2
、199.27~637.29 kgf/cm

2
、161.24~568.63kgf/cm

2
，

於其 7 天養護齡期時分別為 271.87~710.73kgf/cm
2
、168.61~675.48kgf/cm

2
、233.68~611.17 kgf/cm

2
，

於 其 28 天 養 護 齡 期 時 則 分 別 為 522.28~1001.13kgf/cm
2

、 319.08~838.09 kgf/cm
2

、

202.97~592.08kgf/cm
2
，如圖 8(a)(b)(c)所示。由上述強度趨勢可看出抗壓強度隨養治時間增加而增

加，隨著液膠比的降低而增加，其中以 S20F80、S40F60、S60F40、S80F20 等混拌配比在鹼當量

6%、液膠比 0.4、鹼模數比 1.0 時抗壓強度最高，已經達到普通水泥(Type I)抗壓強度之要求。 

控制鹼模數 1.5、鹼當量 6%、8%和 10%的條件下，改變液膠比為 0.4、0.5 及 0.6 時之 3 天養

護時間之抗壓強度範圍分別為 288.60~851.36kgf/cm
2
、314.47~878.37kgf/cm

2
、247.01~798.87kgf/cm

2
，

於其 7 天養護齡期時分別為 348.83~859.96kgf/cm
2
、369.95~830.51kgf/cm

2
、339.97~815.81 kgf/cm

2
，

於其 28 天養護齡期時則分別為 341.44~965.23kgf/cm
2
、313.03~1014.92kgf/cm

2
、73.77~481.15kgf/cm

2
，

如圖 9(a)(b)(c)所示。由上述強度趨勢可看出抗壓強度隨養治時間增加而增加，隨著液膠比的降低

而增加，其中以 S20F80、S40F60、S60F40、S80F20 等混拌配比在鹼當量 6%、液膠比 0.4、0.5 及

0.6、鹼模數比 1.5 時抗壓強度最高，已經達到普通水泥(Type I)抗壓強度之要求。 

控制鹼模數 2.0、鹼當量 6%、8%和 10%的條件下，改變液膠比為 0.4、0.5 及 0.6 時之 3 天養

護時間之抗壓強度範圍分別為 314.12~761.97 kgf/cm
2
、276.43~834.53kgf/cm

2
、315.77~797.41kgf/cm

2
，

於其 7 天養護齡期時分別為 336.43~850.41kgf/cm2、378.49~981.67kgf/cm
2
、165.67~1013.61kgf/cm

2
，

於其 28 天養護齡期時則分別為 491.35~963.36kgf/cm
2
、499.96~1050.24kgf/cm

2
、259.15~913.15kgf/cm

2
，

如圖 10(a)(b)(c)所示。由上述強度趨勢可看出抗壓強度隨養治時間增加而增加，隨著液膠比的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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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而增加，其中以 S20F80、S40F60、S60F40、S80F20 等混拌配比在鹼當量 6%、液膠比 0.4、0.5

及 0.6、鹼模數比 2.0 時抗壓強度最高，已經達到普通水泥(Type I)抗壓強度之要求。 

由試驗結果得知，液膠比之提升會使抗壓強度降低，其原因為液膠比之增加導致鹼激發劑之

濃度被稀釋，而在無機聚合物之反應機制中，主要係以強鹼溶液破壞電廠飛灰表面之玻璃質進而

產生化學水化反應，而化學水化反應中矽、鋁離子之析出量會影響其聚合作用之完整性，因此一

旦降低鹼激發劑之濃度，鹼活化爐石之效益亦會降低，而導致抗壓強度降低之現象。 

3 吸水率 

(1)鹼當量之影響： 

為探討鹼當量對電廠飛灰無機聚合物試體吸水率之影響，針對 6%、8%及 10%鹼當量範圍，

並控制其鹼模數比為 1.0 及液膠比為 0.4、0.5 及 0.6 之條件下，改變鹼當量 6%至 10%時之 3 天養

護時間吸水率範圍分別為 0.05%~0.41%、0.05%~0.05%、0.05%~0.13%，於其 7 天養護齡期時分別

為 0.36%~2.02%、0.95%~3.04%、0.05%~1.23%，於其 28 天養護齡期時則分別為 0.49%~3.83%、

1.37%~5.58%、0.37%~4.13%，如圖 11(a)(b)(c)所示。其中以 S20F80、S40F60、S60F40、S80F20 等

混拌配比在鹼當量 6%、8%及 10%、液膠比 0.4、鹼模數比 1.0 吸水率最低。 

當鹼模數比為 1.5 及液膠比為 0.4、0.5 及 0.6 之條件下，改變鹼當量 6%至 10%時之 3 天養護

時間吸水率範圍分別為 0.15%~0.34%、0.10%~0.53%、0.13%~0.54%，於其 7 天養護齡期時分別為

0.38%~1.56%、0.19%~1.18%、0.18%~1.40%，於其 28 天養護齡期時則分別為 0.05%~5.07%、

0.38%~2.80%、0.38%~3.07%，如圖 12(a)(b)(c)所示。其中以 S20F80、S40F60、S60F40、S80F20 等

混拌配比在鹼當量 6%、8%及 10%、液膠比 0.4、鹼模數比 1.5 吸水率最低。 

當鹼模數比為 2.0 及液膠比為 0.4、0.5 及 0.6 之條件下，改變鹼當量 6%至 10%時之 3 天養護

時間吸水率範圍分別為 0.31%~1.16%、0.39%~1.06%、0.34%~0.74%，於其 7 天養護齡期時分別為

0.39%~2.31%、0.56%~2.55%、0.57%~2.62%，於其 28 天養護齡期時則分別為 0.29%~4.93%、

0.51%~5.26%、0.58%~6.26%，如圖 13(a)(b)(c)所示。其中以 S20F80、S40F60、S60F40、S80F20 等

混拌配比在鹼當量 6%、8%及 10%、液膠比 0.4、鹼模數比 2.0 吸水率最低。由上述可知，吸水率

會隨著鹼當量提高而下降，隨著養護時間增加而降低，主要是因為高鹼當量可使其產生更多之

Si-O-Si 及 Al-O-Al 之架狀結構，內部結構更為緻密使其強度提升且孔隙較少，吸水率亦呈現下降

之趨勢。 

(2)鹼模數比之影響： 

控制鹼當量 6%、液膠比為 0.4、0.5 及 0.6 之條件下，改變鹼模數由 1.0、1.5 及 2.0 時之 3 天

養護時間吸水率範圍分別為 0.05%~0.41%、0.13%~0.34%、0.31%~0.16%，於其 7 天養護齡期時分

別為 0.36%~2.02%、0.38%~1.56%、0.39%~2.31%，於其 28 天養護齡期時則分別為 0.49%~3.83%、

0.05%~5.07%、0.29%~4.93%，如圖 11(a)(b)(c)所示。其中以 S20F80、S40F60、S60F40、S80F20 等

混拌配比在鹼當量 6%、液膠比 0.4、鹼模數比 1.0 吸水率最低。 

控制鹼當量 8%、液膠比為 0.4、0.5 及 0.6 之條件下，改變鹼模數由 1.0、1.5 及 2.0 時之 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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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護時間吸水率範圍分別為 0.05%~0.05%、0.10%~0.53%、0.39%~1.06%，於其 7 天養護齡期時分

別為 0.95%~3.04%、0.19%~1.18%、0.56%~2.55%，於其 28 天養護齡期時則分別為 1.37%~5.58%、

0.38%~2.80%、0.51%~5.26%，如圖 12(a)(b)(c)所示。其中以 S20F80、S40F60、S60F40、S80F20 等

混拌配比在鹼當量 8%、液膠比 0.4、鹼模數比 1.5 吸水率最低。 

控制鹼當量 10%、液膠比為 0.4、0.5 及 0.6 之條件下，改變鹼模數由 1.0、1.5 及 2.0 時之 3

天養護時間吸水率範圍分別為 0.05%~0.13%、0.13%~0.54%、0.34%~0.74%，於其 7 天養護齡期時

分別為 0.05%~1.23%、0.18%~1.40%、0.49%~2.62%，於其 28 天養護齡期時則分別為 0.37%~4.13%、

0.38%~3.07%、0.58%~6.26%，如圖 13(a)(b)(c)所示。其中以 S80F20、S40F60、S60F40、S80F20 等

混拌配比在鹼當量 8%、液膠比 0.4、鹼模數比 2.0 吸水率最低。 

(3)液膠比之影響： 

控制鹼模數 1.0、鹼當量 6%、8%和 10%的條件下，改變液膠比為 0.4、0.5 及 0.6 時之 3 天養

護時間吸水率範圍分別為 0.05%~0.41%、0.05%~0.05%、0.05%~0.13%，於其 7 天養護齡期時分別

為 0.36%~2.02%、0.95%~3.04%、0.05%~1.23%，於其 28 天養護齡期時則分別為 0.46%~3.83%、

1.37%~5.58%、0.37%~4.13%，如圖 11(a)(b)(c)所示。由上述強度趨勢可看出吸水率隨養治時間增

加而降低，隨著液膠比的下降而降低，其中以 S20F80、S40F60、S60F40、S80F20 等混拌配比在

鹼當量 6%、液膠比 0.4、鹼模數比 1.0 時吸水率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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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鹼當量對電廠飛灰無機聚合物吸水率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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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鹼當量對電廠飛灰無機聚合物吸水率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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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鹼模數 1.5、鹼當量 6%、8%和 10%的條件下，改變液膠比為 0.4、0.5 及 0.6 時之 3 天養

護時間吸水率範圍分別為 0.13%~0.34%、0.10%~0.53%、0.13%~0.54%，於其 7 天養護齡期時分別

為 0.38%~1.56%、0.19%~1.18%、0.26%~1.40%，於其 28 天養護齡期時則分別為 0.05%~5.07%、

0.38%~2.80%、0.38%~3.07%，如圖 12(a)(b)(c)所示。由上述強度趨勢可看出吸水率養治時間增加

而降低，隨著液膠比的降低而降低，其中以 S20F80、S40F60、S60F40、S80F20 等混拌配比在鹼

當量 6%、液膠比 0.4、0.5 及 0.6、鹼模數比 1.5 吸水率最低。 

控制鹼模數 2.0、鹼當量 6%、8%和 10%的條件下，改變液膠比為 0.4、0.5 及 0.6 時之 3 天養護

時間吸水率範圍分別為 0.31%~1.16%、0.39%~1.06%、0.34%~0.74%，於其 7 天養護齡期時分別為

0. 39%~2.31%、0.56%~2.55%、0.49%~2.62%，於其 28 天養護齡期時則分別為 0.29%~4.93%、

0.51%~5.26%、0.63%~6.26%，如圖 13(a)(b)(c)所示。由上述強度趨勢可看出吸水率隨養治時間增

加而降低，隨著液膠比的降低而降低，其中以 S20F80、S40F60、S60F40、S80F20 等混拌配比在

鹼當量 6%、液膠比 0.4、0.5 及 0.6、鹼模數比 2.0 吸水率最低。由試驗結果得知，液膠比之提升

會使吸水率增加，其原因為液膠比之增加導致鹼激發劑之濃度被稀釋，而在無機聚合物之反應機

制中，主要係以強鹼溶液破壞電廠飛灰表面之玻璃質進而產生化學水化反應，而化學水化反應中

矽、鋁離子之析出量會影響其聚合作用之完整性，因此一旦降低鹼激發劑之濃度，鹼活化電廠飛

灰之效益亦會降低，而導致吸水率增加。 

 

圖 13 鹼當量對電廠飛灰無機聚合物吸水率之影響 

 

(c) 

AE=6% W/B=0.6  AE=8% W/B=0.6  AE=10% W/B=0.6  

吸
水
率 

(%)  

(a) 

AE=8% W/B=0.4  AE=10% W/B=0.4  

(%)

 

 

 

吸
水
率 

AE=6% W/B=0.4  

(b) 

(%)

 

 

 

吸
水
率 

AE=6% W/B=0.5  AE=8% W/B=0.5  AE=10% W/B=0.5  



100                        正修學報 第三十三期 民國一百零九年 

4.乾縮變化量 

本研究主要使用乾縮試驗來瞭解電廠飛灰無機聚合物之體積穩定性，因此利用數位式比較測

長儀來量測無機聚合物脫水時所造成試體乾縮之長度變化量，因此其乾縮量越小越好，以下將針

對電廠飛灰無稽聚合物鹼當量、鹼模數、液膠比對於體積穩定性之影響作探討。 

(1)鹼當量之影響： 

為探討鹼當量對電廠飛灰無機聚合物試體乾縮量之影響，針對 6%、8%及 10%鹼當量範圍，

並控制其鹼模數比為 1.0 及液膠比為 0.4、0.5 及 0.6 之條件下，當鹼模數比為 1.5 及液膠比為 0.4、

0.5 及 0.6 之條件下，改變鹼當量 6%至 8%時之 3 天養護時間乾縮量範圍分別為-0.223mm~0.02mm、

-0.216mm~0.03mm 、 -0.335mm~0.015mm ， 於 其 7 天 養 護 齡 期 時 分 別 為 -0.064mm~0.022mm 、

-0.173mm~0.043mm、-0.183mm~0.011mm，於其 28 天養護齡期時則分別為-0.088mm~0.019mm、

-0.098mm~0.006mm、-0.144mm~0.02mm，如圖 14(a)(b)(c)所示。其中以 S20F80、S40F60、S60F40、

S80F20 等混拌配比在鹼當量 6%、8%及 10%、液膠比 0.4、鹼模數比 1.5 乾縮量最低。 

(2)鹼模數比之影響： 

控制鹼當量 8%、液膠比為 0.4、0.5 及 0.6 之條件下，改變鹼模數由 1.0、1.5 及 2.0 時之 3 天

養護時間乾縮量範圍分別為-0.052mm~0.069mm、-0.216mm~0.03mm、-0.261mm~0.014mm，於其 7

天養護齡期時分別為-0.087mm~0.191mm、-0.173mm~0.043mm、-0.057mm~0.218mm，於其 28 天養

護齡期時則分別為-0.196mm~0.112mm、-0.098mm~0.006mm、-0.02mm~-0.185mm，如圖 14(a)(b)(c)

所示。其中以 S20F80、S40F60、S60F40、S80F20 等混拌配比在鹼當量 8%、液膠比 0.4、鹼模數

比 1.5 乾縮量最低。 

(3)液膠比之影響： 

控制鹼模數 1.5、鹼當量 6%、8%和 10%的條件下，改變液膠比為 0.4、0.5 及 0.6 時之 3 天養

護時間乾縮量範圍分別為-0.223mm~0.02mm、-0.216mm~0.03mm、-0.335mm~0.015mm，於其 7 天養

護齡期時分別為-0.064mm~0.022mm、-0.173mm~0.043mm、-0.183mm~0.011mm，於其 28 天養護齡

期時則分別為-0.088mm~0.019mm、-0.098mm~0.006mm、-0.144mm~0.02mm，如圖 14(a)(b)(c)所示。

其中以 S20F80、S40F60、S60F40、S80F20 等混拌配比在鹼當量 6%、液膠比 0.4、0.5 及 0.6、鹼模

數比 1.5 乾縮量最低。 

結果顯示當液膠比由 0.4 提高至 0.6 時，乾縮量皆有增加之趨勢，由於低液膠比可以減少試

體內部之滯留水，因而降低乾縮量，但隨著液膠比的提高，使其滯留水稀釋鹼活化劑之濃度，進

而影響電廠飛灰無機聚合物的活性，造成較多之殘餘滯留水，當試體乾燥硬固後滯留水的散失，

而導致其乾縮量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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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掃描式電子顯微鏡之結構觀察 

將電廠飛灰製作成無機聚合物澆置成 5cm×5cm×5cm 方形試體養護 7 天後取樣，其掃描式電

子顯微鏡(SEM)觀察電廠飛灰無機聚合物晶相變化，如圖 15 至圖 22 所示，在相同液膠比 0.4、相

同鹼模數比 2.0 鹼當量 AE 由 6%和 10%條件下，皆可看到 C-S-H 膠體附著在熔融狀聚合反應生成

產物結構上，但當鹼當量由 6%提升至 10%時，混拌配比 S20F80、S40F60、S60F40、S80F20 中隨

著水淬爐石粉逐漸增加時，其 C-S-H 膠體逐之減少之現象，並且可看到其中出現了裂縫，如圖

15 至圖 18 所示。Yip et al. [6]指出當鹼活化劑鹼度較低時，其 C-S-H 膠體與 Si-O-Si 架狀結構兩者

共同存在，而 C-S-H 膠體可填塞 Si-O-Si 架狀結構所產生孔隙。由此可知當低鹼度時，其強度來

源主要以 C-S-H 膠體為主；然而鹼度較高時以 Si-O-Si 架狀結構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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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鹼當量對電廠飛灰無機聚合物乾縮量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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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 配比 S60F40 無機聚合物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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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2 配比 S80F20 無機聚合物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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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配比 S60F40 無機聚合物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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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配比 S80F20 無機聚合物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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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配比 S20F80 無機聚合物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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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配比 S40F60 無機聚合物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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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配比 S20F80 無機聚合物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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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配比 S40F60 無機聚合物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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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本文為探討電廠飛灰製作成無機聚合綠色水泥之產製技術研究，經由試驗結果加以分析，可

歸納出以下幾點結論： 

1.針對 6%、8%及 10%鹼當量範圍，鹼模數比為 1.5 及 2.0，液膠比為 0.5、0.6 的條件下，以 S20F80、

S40F60 等混拌配比的電廠飛灰無機聚合物，終凝時間即符合水泥規範要求。 

2.針對 6%、8%及 10%鹼當量範圍，鹼模數比為 2.0，液膠比為 0.4 的條件下，以 S20F80、S40F60、

S60F40、S80F20 等混拌配比電廠飛灰無機聚合物抗壓強度已經達到普通水泥(Type I)抗壓強度

之要求。 

3.針對 6%、8%及 10%鹼當量範圍，鹼模數比為 1.0、1.5、2.0，液膠比為 0.4 的條件下，以 S20F80、

S40F60、S60F40、S80F20 等混拌配比吸水率最低吸水率會隨著鹼當量提高而下降，隨著養護時

間增加而降低。 

4.針對 6%、8%及 10%鹼當量範圍，並控制其鹼模數比為 1.0、1.5、2.0，液膠比為 0.4 的條件下，

以 S20F80、S40F60、S60F40、S80F20 等混拌配比乾縮量最低。 

5.針對 6%、8%及 10%鹼當量範圍，鹼模數比為 1.0，液膠比為 0.6 的條件下，以 S20F80、S40F60、

S60F40、S80F20 等混拌配比電廠飛灰無機聚合物，凝結時間最短。 

6.針對 6%、8%及 10%鹼當量範圍，鹼模數比為 1.0、1.5 及 2.0，液膠比為 0.4、0.5 及 0.6 的條件

下，以凝結時間、抗壓強度、吸水率、乾縮量同時考量下，以 S40F60、S60F40 等混拌配比就

可以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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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科學傳播模式暨綠色環保意識與消費行為決策之關聯研究，研究者擬調查具

備綠色環保意識之油電車購買者，並以油電車購買者為研究對象進行調查，探討因科學傳播模式

不同而對於消費行為決策之影響，以及進一步透過迴歸分析探討綠色環保意識產生中介變項之間

接影響，並逐步確立科學傳播模式和綠色環保意識影響消費行為決策之可能路徑。本研究依據重

要結論針對政府機關、油電車商、消費者提出具體建議，以此作為消費行為決策之相關領域的重

要參考。 

關鍵詞：科學傳播模式、綠色環保意識、消費行為決策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Mode and Consumer Behavior Decision 

Hsiu-Chen Wu, Chih-Chieh Hsu, Chun-Tsai Lin, Chia-Ju Liu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eng Shiu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Science Education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Food & Beverage Management, Cheng Shiu University 

Open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model 

and green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consumer behavior decision-making. The researchers intend to 

investigate the purchasers of green electric vehicles with green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explore 

the purchasers of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due to different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modes. The 

impact of consumer behavior decision-making,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inter-influence of mediation 

variables through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gradually establish the possible path of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mode and green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to influence consumer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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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sion-making. 

Key Words: science communication mode, gr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sciousness, consumer 

behavior decision. 

一、緒論 

從 1960 年代起，在一系列科學普及使公眾理解科學的科學傳播理念下，相關單位對科學進

行一般大眾化的大型計畫成為一種啟蒙式的發展。綠色環保議題藉由科學傳播傳播有價值和與民

眾相關的科學知識，而非專業科學的研究及發表，將民眾切身相關且已發展成熟的各種科學知識

執行系統化的知識整合、概念與常識化、普及化的傳播功能 (黃柏璣，2012)。然而，科學傳播

不只是為了帶領社會大眾對科學產生興趣，更重要的是在於科學素養的建立，一般大眾若本身缺

少科學素養，則就容易受到誇大或不真實的言行所誘導，諸如地下電台偽藥的廣告，或隨意放生

以求平安，或因迷信而誤信偏方、等。因此，環保議題的科學傳播功能有著將綠色環保議題由科

學的角度為出發，提升公民科學素養，以求每個人皆能具備正確的綠色環保意識，如此才能讓我

們的生活獲得保障，從而帶動整體社會與環境的發展，進而促使人們的綠色認知或消費行為更加

趨於正向發展。由上所述，環境議題或環境教育觀念應該受到一般大眾所重視，這樣的議題與科

學相關，也與人們的生活相關，也與政府制訂的相關政策相關，試想如何讓民眾在一個理解其中

道理的思維下逐漸影響其生活態度、習慣與行為，這點需要透過本研究好好深究之。 

其次，李長潔 (2015)提到如何讓民眾了解科學所帶來的正面作用，並養成客觀、理性的思

考方式即為科學傳播的意義所在。再者，世界在一股綠色環保浪潮對動下，也讓投資者與消費者

越來越在乎各大企業是否做好環境保護工作，此種綠色消費意識在不同的傳播模式帶動下逐漸影

響消費行為，有識之士形成一股綠色消費力量並引來了巨大的商機，在新的市場中使企業與環保

達成雙贏。很快的綠色行銷將成為企業廠商未來行銷的一個重要趨勢（黃俊英，1994）。基於上

述相關理念與新趨勢的統整，在 20 世紀初的科學及科技全面滲透到不同的社會系統中，如此趨

勢勢必促成人類社會快速轉型成為現代化型態，幾乎所有的人類發展事務，大到氣候監控，小至

身體健康管理，都已經與科學技術的知識深深地纏繞在一起，延續這樣的想法，我們如何將科學

知識對於一般民眾進行推廣、宣傳、普及，似乎就理所當然地成為朝向社會進步的過程，傳遞科

學與科技知識、方法、思維與精神、培養全民科學素養的傳播活動，將是一種重要的的科學教育

議題，也期待學生離開學校後仍能接觸許多科學知識與方法、理性的思維與精神，以瞭解人類的

生存環境，並回應於日常生活中。再者，蘊含綠色環保意識的科學傳播模式如何能更促進消費者

的環保意識的充實，在這樣的背景下，預期研討環境保護概念的科學傳播模式對消費行為決策的

影響效應，以有助於理解消費行為決策的確認，此將是本研究預期規劃並深入探討之重要研究目

的。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目的主要在於探討科學傳播模式和消費行為決策關鍵,並

進一步瞭解科學傳播模式是否影響消費行為決策,及科學傳播模式是否受到綠色環保意識的中介

影響,進而產生相應的消費行為決策。依照上述想法，本研究提出兩個基本假設：假設一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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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傳播模式會影響消費行為決策」，假設二是「科學傳播模式會受到綠色環保意識而產生不同的

消費行為決策」，以下將針對這兩項基本假設進行後續研究探討。 

二、文獻探討 

基於上述背景動機下，本研究將從科學傳播模式理論、綠色環保意識、消費行為決策相關理

論之關聯探討進行文獻探討，逐步聚焦到本研究主軸面向之確立，文獻探討如下。 

(一)科學傳播模式的類型探討 

傳播是一種訊息的溝通或傳遞，這種溝通在傳遞過程中影響了大眾的想法以及對於自身來說

最新的訊息取得。吳昌碩 (2001) 認為傳播的發生通常由傳播體操縱各種符號，並經由連結傳播

來源和目的管道傳送來的訊息符號去影響其它接收體。其次，科學其實沒有好壞差別，它只是一

種陳述事實 (秦一男，2011)，而科學知識必須在日常中進行解構然後再重構 (Leiden, 1991; 

Stocklmayer et al, 2001)。基於上述想法，我們可以知道傳播媒介的功用在於產生最好的傳播知識

以及知識普及化，而科學知識的匯集將會統整成人們所關心且樂於接受的關鍵議題，再從複雜的

科學知識本體轉換為淺顯易懂的傳播資訊，藉以傳遞給不同群體閱聽者，因此而產生所謂科學傳

播的過程。Kayoko 等人認為科學傳播是大眾藉由對話或互動的媒介進行活動的過程。而傳播科

學也是科學與社會相互作用的核心所在 (Irwin, 2009; Nohara, Norton, Miki, ＆ Osamu, 2008)。從

19 世紀初期的科學傳播就以印刷科學內容的形式出現，大約在 20 世紀又有以報紙或廣播媒介的

科學傳播形式出現 (關尚仁，2010)。科學傳播普遍追求的目的是希望人們能學到一些東西，無

論是實際的事實和概念或是有關的思想（Turney, 2009）。在科學傳播中與科學的鏈結可能是已經

存在的知識，對於閱聽者來說，它可能是一個可參考現象，重點在於如何去建構而被並非只是陳

述事實而已 (Stocklmayer, et al, 2001）。 

基於上述理念並參考相關學者的說法，以下統整四個科學傳播模式: 赤字模式、脈絡模式、

常民專家模式和公眾參與模式的科學傳播模式並進行解釋（參考自關尚仁，2010；Brossard & 

Lewenstein, 2011），分別說明如下： 

(一) 赤字模式：赤字模式是最早出現的科學傳播模式，此模式認為問題的根源是一般大眾

缺乏科學知識，因而只要彌合科學界與大眾間的知識鴻溝，就可改善現狀。此模式將科學傳播分

為界線分明的三個單位：作為發訊者的科學界、傳輸者的媒體及收訊者的大眾，訊息由科學家向

大眾進行單向傳遞。儘管如此，赤字模式強調的科學知識和資訊傳播仍是科學傳播活動的重點，

向讀者提供科學訊息也是科普網站的基礎功能之一。  

(二) 脈絡模式:脈絡模式指出閱聽眾並非白紙，不會對科學訊息照單全收，而會基於個人先

前經驗、文化脈絡、等，以特定的心理基模處理傳播訊息（Brossard & Lewenstein, 2011）。脈絡

模式為科學傳播注入了主體性概念，此模式下的科學傳播內容，須於特定脈絡中被閱聽人重構，

因而具有詮釋及調整空間。關尚仁 (2010) 提到脈絡模式也是一種双向傳播模式，主張科學界與

大眾間沒有明確分界，大眾能透過個別化的重構以回應整個知識體系。由此看出，相較於面對面

的溝通，脈絡模式應用於科普網站時，可以根據閱聽者需求提供個性化的科學知識內容，網站的

評論功能更可提供閱聽者與作者的對話，由作者針對閱聽者進行回應以進一步體現脈絡模式的優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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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常民專家模式:此模式在於強調在地知識(又稱常民知識)，常民專家模式指出，科學家

常對於自身知識過於自信，忽略了政策制定中須考量真實世界的偶然變數。常民專家模式下的科

學傳播，必須意識到和承認大眾先定的或對特定科技議題的在地知識和想法 (Wynne, 1996)。當

常民專家模式應用於科普網站時，可藉由建置評論及討論區，以供大眾參與科學議題的討論並交

流經驗，另外網站畫面的生動與互動性會是正面影響行銷效果的重要因素 (De Vries, Gensler, & 

Leeflang, 2012; Fortin & Dholakia, 2005; Lohtia, Donthu, & Hershberger, 2003）。並且根據 Peters 

(2020)的研究顯示科學家與常民研究者合作的目的在於讓科學知識更能符合社會期待。 

(四) 公眾參與模式:公眾參與模式旨在增強政策制定中的公眾參與，強調科學傳播的網狀結

構，是將科學與非科學間界線消弭得最徹底的模式（關尚仁，2010）。公眾參與的形式多樣，包

括公民會議及審議式民調等，都是希望藉由對於公眾進行增能以實現民主化科學 (Brossard & 

Lewenstein, 2009）。由此看出，科學社群不再是科學傳播的唯一中心，傳播方向沒有先後且不同

傳播節點間也沒有位階高低；再者，科學傳播也不再是科學社群的邊緣行為，而是日常工作的一

部分（關尚仁，2010）。然而，網站提升互動性，可吸引更多用戶在品牌的社群媒體按讚及評論

（De Vries et al.,2012），而公眾參與模式的重點是公眾參與，當科普網站提供討論區或支持互動

性，允許閱聽者表達看法，或將文章傳播到網路社群，此類讀者自發的分享活動，都可視為公共

參與的一種形式。 

(二)綠色環保意識的理念探討 

其次，本研究以油電車主的消費行為決策為主要調查群體，研究者本身也為油電車主，在多

年使用油電車的經驗中發現，綠色環保意識的信念在於由電車主群體中具有關鍵影響。綠色環保

意識（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屬於一種信念，而不同消費者有著不同的信念。學者楚都（Remi 

Trudel）等研究學者提出消費是在乎商品有無良心，但由於良心商品在製造成本往往較高，而消

費者願意花多少錢購買它們。消費大眾對於環保態度的認知也是需要被教育與宣傳的，基於此，

許多綠色產品、綠色議題、綠色行銷都佈滿這個時代。綠色產品如：世界聞名 Anya Hindmarch 品

牌推出繡有「I'm Not a Plastic Bag」字樣的帆布環保包、TOYOTA 推出「Prius」的油電混合環保

車；綠色議題如：應用廣泛的太陽能、來自生物體的替代能源-生質能、地熱能、風力、海洋能

等替代性能源；綠色行銷如：美國前副總統、新科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高爾演出的紀錄片「不願面

對的真相」。這些作法，皆可藉由教育或道德勸說促使大眾在環保態度和生活型態的改變，以補

充政府的不足 (黃俊義、黃俊英，2001)。根據專業顧問企管公司 Accenture 在全球十七個國家

進行調查，針對 7500 位消費者所做調查報告顯示，超過八成消費者認為氣候變遷將對氣候環境

造成嚴重影響，74%則認為氣候變遷將對人們健康產生顯著影響，有 64%消費者願意多花一些錢

購買能減少溫室效應的產品或服務，更有 89%消費者願意改變現有消費習慣去選擇使用更環保

的能源產品 (左峻德，2009)。研究者認為現代由於網際網路的普及化，民眾獲取環保資訊的來

源已無遠弗屆，有些環保網站或新聞內容涵蓋多樣化的環保資訊，能提供消費者的環境訊息及提

昇環保意識等功能，為現代社會推動環境意識的一種新趨勢。再者，林玉貴（2001）研究指出青

少年及青年食品綠色消費認知、態度及行為研究發現其食品綠色消費認知越高，其食品綠色消費

態度越正向，進而綠色消費行為表現更佳。彭雯君（2003）研究指出，消費者對於綠色消費認知

程度或環保意識越高者、對生態保護的價值觀持正面態度者，對於綠色消費行為就更正向。廖家

新（2003）在臺灣地區消費者對綠色產品的認知與消費行為之調查研究中，發現消費者綠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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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與綠色消費行動二者具有顯著正相關。而實際上，有愈來愈多的消費者對環境產生關懷與關

注，其認為對環境應盡其責任，因此會選擇購買對環境傷害較低、較為環保的產品 (Young, Hwang, 

McDonald, & Oates, 2010; Vandermerwe & Michael, 1990)。Young, Hwang 等人 (2010）在一項研

究消費科技產品的綠色消費者購買過程中，認為許多消費者會因為其對環境的關心而努力改變其

對購買的態度。此態度產生或許因為人們對於自然環境的關懷反映其價值觀及其行為的影響所致 

（Bansal, & Roth, 2000）。基於上述想法，本研究試圖從中探討綠色環保意識是否會間接影響消

費行為決策的判斷。 

(三)消費行為決策的類型探討 

最後，消費者行為的定義每位學者都有所不同，但卻有些共通點，皆認為消費者行為是反應

消費者對於慾望、搜尋、評估、購買、服務、時間及計畫等總體的消費決策及行為過程（蔡伊倩，

2010），當消費者確認需求後，即有購買的評估及過程最後會有消費的行為。然而，陳弘慶（2007）

認為消費者對某一事物，會從好奇、感到興趣到想要理解，所表現出來的關心程度，當此關心的

涉入程度越高時，表示消費者對所需的資訊來源也會越高。因此消費者若對一產品感到高度興

趣，則為高涉入產品時，此時消費者所想要獲得的則是給予其多方面且廣泛的產品資訊，來幫助

消費決策的行為（林建煌，2002）。再者，有關於影響消費者行為的因素探討方面，盧縉梅（2008）

在研究中表示，美國權威心理學家麥克里蘭（McClelland, 1953）的行為動機理論中，動機分為

三部分：第一部分為成就需求，指超越自我或是卓越成就；第二部分為情感需求；第三部分為權

力需求，高職位的人越是需求高權力以達成績效。而李明賢 (2004) 研究中提到美國心理學家馬

斯洛（Maslow, 1943）的需求理論，將心理需求分為「物質性」、「社會性」及「個人性」。物質

性包含安全及生理需求等靠外在的滿足；社會性則包含尊重與社交需求是屬心理的滿足；個人性

則是自我實現等內在成就的滿足。另外根據林千如 (2003) 整理消費者行為的因素可分為下述兩

因素：包括人口統計因素與行銷組合因素的直接觀察影響因素；以及包含心理因素與社會因素以

及社會文化因素的間接推論影響因素。綜合上述，研究者認為不同的消費者對於同一種商品的購

買決策也可能存在著差異，因此，本研究擬根據曹旭平、唐娟、姜友林、曹曉君 (2013）所提出

消費者購買決策之三大類型: 擴展型決策、名義型決策和有限型決策為主軸進行後續資料分析與

探討，以下針對此三大類型分別說明:  

1.名義型決策（nominal decision making）：這實則是一種慣例化反應，本身並未涉及決策，

只是根據以前的經驗發生慣性反應（不存在選擇）。這種類型的決策通常發生在低介入程度的購

買過程中。包括品牌忠誠型購買決策和習慣型決策 

2.有限型決策（limited decision making）：這是一種有限地解決問題的方式，即因為種種原因

消費者對有助於問題解決的信息並未完全瞭解，而是根據掌握的部分信息進行決策。當所購產品

品牌差異較小，或者消費者有了一些基本但單一的評價標準時，或者某種動機過於強烈時，通常

就表現為這一類型的決策。有時間壓力時也會如此。 

3、擴展型決策（extended decision making）：這是一種廣泛地解決問題的方式，即消費者的

購買決策是建立在大量的信息收集、廣泛而深入的評價、比較基礎之上的。當所購產品品牌差異

較大，或者消費者的介入程度較高時，通常表現為這一類型的決策。有時在沒有時間壓力的情況

下，也會表現出這種類型的決策。 

綜合上述文獻回顧與分析中發現，經濟快速發展促使貧富差距日益加劇，對於地球的環境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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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衝擊，包括臭氧層破洞、溫室效應、空氣污染等，由此可見環保議題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且

日益受消費者重視進而影響消費行為，而環保意識相關概念在不同類型科學傳播模式的傳遞，雖

促進了消費者的綠色環保意識的提升，然而其對消費決策行為引發何種影響，本研究構面採用此

觀點之定義:名義型決策、有限型決策、擴展型決策作為消費決策行為探討依據，這也是本研究

值得深入探討的重要主題方向。 

三、研究方法 

透過文獻彙整分析，本研究之主要目的為探討科學傳播模式與消費行為決策之關聯，主要研

究對象油電車車主。採用問卷調查法進行。此外，本研究提出一個理論模式來進行後續的關聯研

究之探討（圖 3-1）。基於上述研究架構提出，本研究將探討科學傳播模式、綠色環保意識、消

費行為決策之間的關聯影響，由此深究科學傳播模式如何直接或間接影響消費行為決策之結果。 

 

 

 

 

 

 

 

 

 

 

 

圖 3-1 研究架構圖 

其次，本研究第一階段之研究對象來源為某油電車消費者的社群隨機抽取樣本，所有受試者

均為自願進行問卷填答。在本研究中，由於研究對象預計選取具備綠色環保意識之消費族群，而

油電混合車購買者即為適當的族群，因此本研究將選取某油電車消費者之網路社群為主要研究對

象，對其進行資料蒐集。本研究將發放 400 份問卷進行資料收集，實際回收問卷 373 份，回收率

達到 93.3%，本研究依照 373 份問卷內容進行後續統計考驗與量化資料分析。 

再者，本研究依照研究目的與問題，發展與選取研究工具，包含個人基本背景資料、科學傳

播模式量表、綠色環保意識量表、消費行為決策量表、等，相關研究量表內容經過兩位研究專家

共同審定後達內容效度。詳述如下。 

關於科學傳播模式量表之編制，分為赤字模式、脈絡模式、常民專家模式、公眾參與模式四

類共 20 題。本研究從四種不同的科學傳播模式進行後續的量表題目設計，依照科學傳播模式各

子向度進行界定，答題以十點量表方式進行計分，若研究對象認為自己「非常同意」如文句上的

敘述給 10 分、依程度分別到「非常不同意」的敘述給 1 分，此量表經過信度分析之 Cronbach’

s α值達 .941，顯示問卷達到高信度。依據科學傳播模式的四個子向度的內涵界定，以下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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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赤字模式的題目如 1-3 我認同資訊媒體所說使用油電車對環境污染程度較少，脈絡模式的

題目如 2-3 我認同與汽車銷售員間的討論會增加我對油電車使用上的了解，常民專家模式的題目

如 3-3 我認同汽車電池專家的專業意見會影響到我的購買意願，以及公眾參與模式的題目如 4-3

我認同網路論壇或線上社團會由電車的討論會增加我購買油電車的意願。 

其次，關於綠色環保意識量表則分為綠色認知、生活型態兩類共 10 題。本研究從兩類綠色

環保意識進行後續的量表題目設計，依照綠色環保意識各子向度進行界定。綠色環保意識量表分

為兩個子向度共 10 題問題，答題以十點量表方式進行計分，若研究對象認為自己「非常同意」

如文句上的敘述給 10 分、依程度分別到「非常不同意」的敘述給 1 分，此量表經過信度分析之

Cronbach’s α值達 .927，顯示問卷達到高信度。依照綠色環保意識量表的兩個子向度的內涵界

定，以下舉例說明，綠色認知的題目如 1-1 我認同車商強調環保且逐步淘汰汽油車的作法，以及

生活型態的題目如 2-1 我認同使用不考慮品牌價格的油電車作為我的主要代步工具。 

最後，關於消費行為決策量表則分為名義型決策、有限型決策、擴展型決策三類共 15 題，

本研究從三類消費行為決策進行後續的量表題目設計，依照消費行為決策各子向度進行界定。消

費行為決策量表分為三個子向度共 15 題問題，答題以十點量表方式進行計分，若研究對象認為

自己「非常同意」如文句上的敘述給 10 分、依程度分別到「非常不同意」的敘述給 1 分，此量

表經過信度分析之 Cronbach’s α值達 .900，顯示問卷達到高信度。依照消費行為決策量表的

三個子向度的內涵界定，以下舉例說明，名義型決策的題目如 1-5 我購車的消費決策是根據車輛

是否兼具環保功能決定，有限形決策的題目如 2-5 我購車的消費決策是取決於車商促銷優惠，以

及擴展型決策的題目如 3-5 我購車的消費決策是取決於代理商的財務穩定度後決定。 

根據上述研究規劃與研究工具的編制後，本研究以線上問卷方式收集油電車購買者消費行為

決策之量化數據及量表資料，量化數據透過結構方程模式進行統計分析，以檢驗各變項間的關聯

影響，以進行結論之最後推論與確立消費行為決策之可能路徑分析。 

四、結果與討論 

根據本研究預期規劃進行三個主要探討變項之關聯性分析，以下分三部份分別進行討論，說

明如下: 

首先，第一部份在於探討科學傳播模式對消費行為決策的關聯，研究者先以相關分析探討科

學傳播模式與消費行為決策之間的相關情形，分析各子向度間的相關強度，再以迴歸分析探討油

電車購買者所傾向的科學傳播模式對消費行為決策之影響情形。以皮爾森績差相關分析探討科學

傳播模式與消費行為決策之間的相關情形，如下表 4-1 所示。根據關聯程度的定義:相關係數 0.3

以下為低相關，0.3~0.7 為中度相關，0.7 以上為高度相關。從表 4-1 中發現，科學傳播模式量表

總體分數與消費行為決策量表總體分數之相關係數為 .645 且達.001 顯著水準，而相關程度為中

度相關。研究者再從各分量表進行分析，發現科學傳播模式量表各子向度對消費行為決策之相關

係數介於 .559 至 .598 之間，且各子向度皆達到.001 顯著水準，再者，各子向度相較之下脈絡模

式對消費行為決策的相關係數 .598，關聯程度達到中度相關。然而，研究者再從不同消費行為

決策類型來看，消費行為決策各子向度皆與科學傳播模式各子向度的相關程度達到至少中度相關

的關聯程度，而由表 4-1 可觀察到，名義型決策與赤字模式的相關係數 .586 最高(相較於其他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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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而有限型決策則與脈絡模式的相關係數 .476 最高(相較於其他模式)，另外擴展型決策則與

常民專家模式的相關係數 .520 最高(相較於其他模式)。本研究推論當決策者的科學傳播傾向赤

字模式將會使決策者趨於名義行決策；而決策者的科學傳播傾向脈絡模式將會使決策者趨於有限

型決策；而決策者的科學傳播傾向常民專家模式將會使決策者趨於擴展型決策。 

 

表 4-1 科學傳播模式對消費行為決策之相關分析 

向度 科傳模式 

(總量表) 

赤字模式 脈絡模式 常民專家模

式 

公眾參與模

式 

消費行為決策 

(總量表) 

.645*** .560*** .598*** .579*** .559*** 

名義型決策 .619*** .586*** .584*** .541*** .492*** 

有限型決策 .491*** .404*** .476*** .432*** .440*** 

擴展型決策 .551*** .445*** .480*** .520*** .517*** 

*** p<.001 

 

第一部份經過相關分析結果之發現，接續以迴歸分析探討科學傳播模式對整體消費行為決策之影

響情形，此為預測型迴歸分析，預測變項有科學傳播模式之四個子向度(赤字模式、脈絡模式、

常民專家模式、公眾參與模式)，以整體消費行為決策為效標變項進行逐步迴歸分析。首先逐步

分析法將相關最高的預測變項選入，可以暫時迴避共線性的問題。根據下表 4-2 顯示，第一個最

佳預測變項被選入的為脈絡模式，由模式一可知脈絡模式可單獨解釋整體消費行為決策的 35.7%

變異量 (F(1,371)=206.357，p=.000)，以調整後 R
2 來表示仍有 35.6%的解釋力；其次，第二個被

選入的預測變項為常民專家模式，此變項單獨可解釋整體消費行為決策 3.8%的變異量，F 改變

量為 22.964 (p=.000)，符合被選入的標準，因此模式二共有脈絡模式和常民專家模式兩個預測變

項，總計可解釋整體消費行為決策 39.5%的變異量，以調整後 R
2 來表示仍有 39.2%的解釋例；

最後，第三個被選入的預測變項為赤字模式，此變項單獨可解釋整體消費行為決策 1.9%的變異

量，F 改變量為 11.941 (p=.001) 符合被選入的標準。因此模式三共有脈絡模式、常民專家模式和

赤字模式三個預測變項，總計可解釋整體消費行為決策 41.4%的變異量，調整後 R
2 為.409 表示

可有 40.9%的解釋力，以 F 考驗結果此一解釋力具有統計意義 (F(3,369)=86.874，p=.000)。再根

據表 4-1-2 可得到迴歸方程式包括三個預測變項: Y 整體消費行為決策=.761X 脈絡模式+.715X 常民專家模式+.612X 赤

字模式+26.686，由上述逐步分析的係數估計發現，脈絡模式首先被納入模式一中，該變項可獨立預

測整體消費行為決策，β=.598，t 值為 14.365(p=.000)。因為此時只有單獨一個變項被納入，所以

無共線性的問題，也就是脈絡模式對於整體消費行為決策的預測力並沒有受到其他變項的干擾；

再者，模式二的係數估計中增加了常民專家模式，其 β=.296，t 值為 4.792(p=.000)，然而此時脈

絡模式的 β 係數則降為.374，t 值為 6.047(p=.000)，顯示脈絡模式的效果因為排除了常民專家模

式的影響而降低；最後，模式三的係數估計中再增加了赤字模式，其 β=.210，t 值為 3.456(p=.001)，

然而此時脈絡模式和常民專家模式的受到了赤字模式的影響而 β 係數分別降為.251 和.253，且檢

定值皆達顯著水準，由此看出脈絡模式、常民專家模式與赤字模式可有效預測整體消費行為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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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科學傳播模式預測整體消費行為決策之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模型內的變數 B 標準誤 Beta (β) t p 

模式一(R
2
=.357) 

(常數) 

脈絡模式 

 

37.541 

1.811 

 

5.065 

.126 

 

 

.598 

 

7.412 

14.365 

 

.000 

.000 

模式二(R
2
=.395) 

(常數) 

脈絡模式 

常民專家模式 

 

31.454 

1.132 

.838 

 

5.083 

.187 

.175 

 

 

.374 

.296 

 

6.188 

6.047 

4.792 

 

.000 

.000 

.000 

模式三(R
2
=.414) 

(常數) 

脈絡模式 

常民專家模式 

赤字模式 

 

26.686 

.761 

.715 

.612 

 

5.196 

.214 

.176 

.177 

 

 

.251 

.253 

.210 

 

5.136 

3.563 

4.062 

3.456 

 

.000 

.000 

.000 

.001 

效標變項:整體消費行為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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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第二部份將探討科學傳播模式對綠色環保意識的關聯，研究者先以相關分析探討科

學傳播模式與綠色環保意識之間的相關情形，分析各子向度間的相關強度，再以迴歸分析探討油

電車購買者所傾向的科學傳播模式對綠色環保意識之影響情形。以皮爾森績差相關分析探討科學

傳播模式與綠色環保意識之間的相關情形，如下表 4-3 所示。根據關聯程度的定義:相關係數 0.3

以下為低相關，0.3~0.7 為中度相關，0.7 以上為高度相關。從表 4-3 中發現，科學傳播模式量表

總體分數與綠色環保意識量表總體分數之相關係數為 .772 且達 .001 顯著水準，而相關程度為高

度相關。研究者再從各分量表進行分析，發現科學傳播模式量表各子向度對綠色環保意識之相關

係數介於 .600 至 .742 之間，且各子向度皆達到.001 顯著水準，再者，各子向度相較之下赤字模

式對綠色環保意識的相關係數 .742，關聯程度達到高度相關。然而，研究者再從不同綠色環保

意識類型來看，綠色環保意識各子向度皆與科學傳播模式各子向度的相關程度達到至少中度相關

的關聯程度，而由表 4-3 可觀察到，綠色認知與赤字模式的相關係數 .685 最高(相較於其他模

式)，而生活型態也是與赤字模式的相關係數 .713 最高(相較於其他模式)，且公眾參與模式與赤

字模式的相關係數.710 也相當。本研究推論當決策者的科學傳播傾向赤字模式將會使決策者趨於

綠色認知的綠色環保意識；而決策者的科學傳播傾向公眾參與模式則將會使決策者趨於生活型態

的綠色環保意識。 

 

表 4-3 科學傳播模式對綠色環保意識之相關分析 

向度 科傳模式 

(總量表) 

赤字模式 脈絡模式 常民專家模

式 

公眾參與模

式 

綠色環保意識(總

量表) 

.772*** .742*** .684*** .600*** .728*** 

綠色認知 .690*** .685*** .611*** .504*** .664*** 

生活型態 .769*** .713*** .681*** .637*** .710*** 

*** p<.001 

 

第二部份經過上述相關分析結果之發現，接續以迴歸分析探討科學傳播模式對整體綠色環

保意識之影響情形，此為預測型迴歸分析，預測變項有科學傳播模式之四個子向度(赤字模式、

脈絡模式、常民專家模式、公眾參與模式)，以整體綠色環保意識為效標變項進行逐步迴歸分析。

首先逐步分析法將相關最高的預測變項選入，可以暫時迴避共線性的問題。根據下表 4-4 顯示，

第一個最佳預測變項被選入的為赤字模式，由模式一可知赤字模式可單獨解釋整體綠色環保意

識的 55%變異量 (F(1,371)=454.006，p=.000)，以調整後 R
2
來表示仍有 54.9%的解釋力；其次，

第二個被選入的預測變項為公眾參與模式，此變項單獨可解釋整體綠色環保意識 9.1%的變異

量，F 改變量為 93.819 (p=.000) 符合被選入的標準。因此模式二共有赤字模式和公眾參與模式兩

個預測變項，總計可解釋整體綠色環保意識 64.1%的變異量，調整後 R
2
為.639 表示可有 63.9%的

解釋力，以 F 考驗結果此一解釋力具有統計意義 (F(2,370)=330.706，p=.000)。再者，根據表 4-2-2

可得到迴歸方程式包括三個預測變項: Y 整體綠色環保意識=1.029X 赤字模式+.984X 公眾參與模式，由上述逐步分析的

係數估計發現，赤字模式首先被納入模式一中，該變項可獨立預測整體消費行為決策，β=.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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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值為 21.307 (p=.000)。因為此時只有單獨一個變項被納入，所以無共線性的問題，也就是赤字

模式對於整體綠色環保意識的預測力並沒有受到其他變項的干擾；再者，模式二的係數估計中增

加了公眾參與模式，其 β=.415，t 值為 9.686 (p=.000)，然而此時赤字模式的 β 係數則降為.457，

t 值為 10.686 (p=.000)，顯示赤字模式的效果因為排除了公眾參與模式的影響而降低，且檢定值

皆達顯著水準，由此看出赤字模式與公眾參與模式可有效預測整體綠色環保意識。 

 

表 4-4 科學傳播模式預測整體綠色環保意識之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模型內的變數 B 標準誤 Beta (β) t p 

模式一(R
2
=.550) 

(常數) 

赤字模式 

 

13.198 

1.669 

 

3.165 

.078 

 

 

.742 

 

4.170 

21.307 

 

.000 

.000 

模式二(R
2
=.641) 

(常數) 

赤字模式 

公眾參與模式 

 

-2.691 

1.029 

.984 

 

3.272 

.096 

.102 

 

 

.457 

.415 

 

-.823 

10.686 

9.686 

 

.411 

.000 

.000 

效標變項: 整體綠色環保意識 

 

最後，第三部份則探討綠色環保意識對消費行為決策的關聯，研究者先以相關分析探討綠

色環保意識與消費行為決策之間的相關情形，分析各子向度間的相關強度，再以迴歸分析探討油

電車購買者所傾向的綠色環保意識對消費行為決策之影響情形。以皮爾森績差相關分析探討綠色

環保意識與消費行為決策之間的相關情形，如下表 4-5 所示。根據關聯程度的定義:相關係數 0.3

以下為低相關，0.3~0.7 為中度相關，0.7 以上為高度相關。從表 4-5 中發現，綠色環保意識量表

總體分數與消費行為決策量表總體分數之相關係數為 .525 且達.001 顯著水準，而相關程度為中

度相關。研究者再從各分量表進行分析，發現綠色環保意識量表各子向度對消費行為決策之相關

係數介於 .441 至 .557 之間，且各子向度皆達到.001 顯著水準，再者，各子向度相較之下脈絡模

式對消費行為決策的相關係數 .598，關聯程度達到中度相關。然而，研究者再從不同消費行為

決策類型來看，消費行為決策各子向度皆與綠色環保意識各子向度的相關程度達到至少中度相關

的關聯程度，而由表 4-5 可觀察到，綠色認知與名義行決策的相關係數 .447 最高(相較於其他類

型)，而生活型態也是與名義行決策的相關係數 .548 最高 (相較於其他類型)。本研究推論當決策

者的綠色環保意識傾向綠色認知將會使決策者趨於名義型決策；而決策者的綠色環保意識傾向生

活型態也將會使決策者趨於名義型決策。 

 

表 4-5 綠色環保意識對消費行為決策之相關分析 

向度 綠色環保意識 

(總量表) 

綠色認知 生活型態 

消費行為決策 

(總量表) 

.525*** .441*** .557*** 

名義型決策 .524*** .447***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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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型決策 .402*** .327*** .439*** 

擴展型決策 .424*** 357*** .448*** 

*** p<.001 

 

第三部份經過上述相關分析結果之發現，接續以迴歸分析探討綠色環保意識對整體消費行

為決策之影響情形，此為預測型迴歸分析，預測變項有綠色環保意識之兩個子向度(綠色認知、

生活型態)，以整體消費行為決策為效標變項進行逐步迴歸分析。首先逐步分析法將相關最高的

預測變項選入，可以暫時迴避共線性的問題。根據下表 4-6 顯示，只有一個最佳預測變項被選入

的為生活型態，由模式一可知生活型態可單獨解釋整體消費行為決策的 31.1%變異量 

(F(1,371)=167.182，p=.000)，以調整後 R
2 來表示仍有 30.9%的解釋力，以 F 考驗結果此一解釋

力具有統計意義 (F(1,371)=167.182，p=.000)。再者，根據表 4-3-2 可得到迴歸方程式包括三個預

測變項: Y 整體消費行為決策=1.499X 生活型態+49.840，由上述逐步分析的係數估計發現，只有生活型態被納

入模式一中，該變項可獨立預測整體消費行為決策，β=.557，t 值為 12.930 (p=.000) ，且檢定值

皆達顯著水準。因為只有單獨一個變項被納入，所以無共線性的問題，也就是生活型態對於整體

消費行為決策的預測力並沒有受到其他變項的干擾，由此看出生活型態可有效預測整體消費行為

決策。 

 

表 4-6 綠色環保意識預測整體消費行為決策之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模型內的變數 B 標準誤 Beta (β) t p 

模式一(R
2
=.311) 

(常數) 

生活型態 

 

49.840 

1.499 

 

4.681 

.116 

 

 

.557 

 

10.647 

12.930 

 

.000 

.000 

效標變項:整體消費行為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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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三個部份的結果，以下將從綠色環保意識是否產生中介影響的角度進行分析。根

據前三個部份之量化統計考驗結果，科學傳播模式與消費行為決策有顯著相關，且科學傳播模式

中的脈絡模式可單獨解釋整體消費行為決策的 35.7%變異量；其次，科學傳播模式與綠色環保意

識也有顯著相關，且科學傳播模式中的赤字模式可單讀解釋整體綠色環保意識的 55%變異量；

最後，綠色環保意識與消費行為決策也存在顯著相關，且綠色環保意識中的生活型態可單獨解釋

整體消費行為決策的 31.1%變異量。依據上述綜合結果顯示，依照 Baron 和 Kenny 的判斷原則，

考量中介變項需同時具備以下四個條件: 

條件一: 科學傳播模式對消費行為決策的 bc 估計值必須具統計顯著性 

條件二: 科學傳播模式對綠色環保意識的 ba 估計值必須具統計顯著性 

條件三: 綠色環保意識對消費行為決策的 bb 估計值在控制 bc 的情形下具統計顯著性 

條件四: 科學傳播模式對消費行為決策的 bc 估計值在控制 bb 的情形下無統計顯著性 

研究者根據前述四個條件需要三個迴歸方程式即可估計完畢，根據迴歸分析後的路徑圖來

看(圖 4-1)，科學傳播模式對消費行為決策之標準化係數 βc 達顯著水準 (βc=.643，t=16.244，

p<.001)，而科學傳播模式對綠色環保意識之標準化係數 βa 也達顯著水準(βa=.772，t=23.377，

p<.001)，且綠色環保意識對消費行為決策之標準化係數 βb 也達顯著水準(βb=.525，t=11.881，

p<.001)，由此可知，條件一到條件三均成立。接續針對條件四的檢驗，科學傳播模式加入中介

變項綠色環保意識的多元迴歸分析顯示解釋力仍達顯著水準(β’c=.592，t=9.492，p<.001)，因此根

據 Baron 和 Kenny 定義之完全中介效果不成立，βc 到 β’c 明顯降低，由此可知仍可宣稱具有部分

中介效果。 

 

 

 

 

 

 

 

 

 

 

 

 

 

圖 4-1 可能路徑分析參數估計圖 

 

 

五、結論與建議 

科學傳

播模式 

消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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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環

保意識 
βa=.772  

t=23.377 p<.001 

βb=.525 

t=11.881，p<.001 

βc=.643 

t=16.244，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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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藉由文獻分析法擬定科學傳播模式與綠色環保意識對於消費行為決策的預測模

式，並統計考驗之量化資料分析結果以及研究者觀點進行歸納整理，以下將針對本研究主題: 科

學傳播模式、綠色環保意識、消費行為決策之關聯情形，以及根據實徵研究之研究結果提出具體

結論，整理出以下主要研究結論，說明如下:  

一、 科學傳播對消費行為決策的影響從本質上開始轉變 

我們關心的是科學傳播模式對消費行為決策的影響，劉華杰 (2009) 認為科學傳播有三種

典型模型，它們依次為：中心廣播模型；欠缺（deficient）模型；對話模型（也叫民主模型）。從

相關研究探討中發現三種模型並不必然存在時間上的先後次序，但在各種實踐過程中，它們亦確

實展示了時間上的演化關係。從劉華傑的研究規畫中顯示，三種模型的變遷順序為：由中心傳播

模型 (涉及傳統科普) 到 欠缺模型 (涉及公眾理解科學) 到 民主模型 (涉及有反思的科學傳

播)。因此，從存在時間的演化關係可推估這三種模型也代表了三個不同發展階段，Max Weber 

(1999) 的研究就發現三個階段雖然反映了歷史進程的先後，但主要還是一種不完全的邏輯分

類，或稱其為韋伯社會學意義上的某種理想類型（Ideal types）。由上述的觀點來看，劉華傑 (2002) 

的研究指出科學傳播研究只要先搞清楚該傳播什麼，才能進一步談論如何有效地傳播。也就是

說，依照這樣的觀點我們才能將新理念的提出歸結為另一個轉向，也才能從科學傳播的機制研究

轉向到內容的研究上。 

 

二、 不同的科學傳播模式將有效影響不同消費行為決策者之決策結果 

本研究從相關文獻探討中發現，消費者將受到不同科學傳播模式的影響，因而引發不同的

消費行為決策，而從黃柏璣(2012)的定義中發現科學傳播將為民眾切身相關且已發展成熟的各種

科學知識執行系統化（知識的整合）、概念化（常識化）、普及化（傳播功能）。不同科學傳播模

式將使得消費者產生因不同的科學知識促發不同消費行為決策，例如，深具綠色環保議題的消費

者，可能僅藉由科學傳播傳佈有價值且與民眾相關的科學知識，進而引發其他消費者因此產生綠

色消費行為。因此，從相關文獻探討與研究者自身觀點統整分析後，研究者提出以下觀點：赤字

模式僅在於單向傳播科學知識，此類的消費行為完全取決於消費者相關科學知識是否缺乏；脈絡

模式則在互動情境中進行交流，消費者在具備科學知識的消費現場進行消費行為決策；常民專家

模式則在找尋特定專家學者了解科學知識後，進而影響消費行為決策；最後，公眾參與模式則會

是以網路社群討論的方式進行，這樣的模式往往促使消費者與相關人、場域、、等多重影響下，

進行更為自主的消費行為決策。其次，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科學傳播之赤字模式將影響名義型決

策之消費行為決策者；科學傳播之脈絡模式將影響有限型決策之消費行為決策者；科學傳播模式

之常民專家模式將影響擴展型決策之消費行為決策者。再者，科學傳播模式之公眾參與模式因涉

及層面與傳播過程涉及的影響因素較多，因此在本研究者並未明顯看出如何影響特定的消費行為

決策結果。再者，本研究結果主要根據量化數據之量化分析結果，但本研究為了大略收集相關結

論的原因或理由，因此研究者則隨機於擁有不同科學傳播模式類型的油電車車主中，隨機選取幾

位受訪者進行訪談，根據訪談結果顯示，赤字模式主要來自於廠商提供相關資訊，或由網路媒體、

汽車雜誌、相關新聞報導、、等單向資訊來源，如此的赤字模式主要影響了名義型決策者的消費

行為決策結果；其次，脈絡模式主要來自於汽車銷售員或車友間的討論與經驗、車商的促銷活

動、、等，如此的脈絡模式主要影響了有限型決策者的消費行為決策結果；最後，常民專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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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來自專業人員與專家的意見、專業科學網站的專業知識、、等訊息來源，如此的常民專家模

式主要影響了擴展型決策的消費行為決策結果。 

 

三、 消費行為決策主要受到綠色環保意識之生活型態中介變項之影響 

    依據結果與討論中最後的可能路徑分析結果顯示，消費行為決策主要受到科學傳播模式的影

響，本研究進一步探討綠色環保意識是否具有中介效果之影響，也就是說，科學傳播模式將受到

綠色環保意識之中介效果，而影響了消費行為決策之結果。研究者從訪談紀錄表之彙整中發現，

油電車購買者提到影響自身消費行為決策的因素中，主要有油耗低、環境危害且空汙少、保養便

宜、、等，研究者推論這些因素皆與自身生活息息相關，相較於提出環保政策很重要、為地球盡

一份心力、、等涉及綠色認知的理念或具體政策的，後者的認同理由較少。其次，在交叉比對量

化統計資料的結果也證實了，綠色環保意識之生活型態向度有效影響整體消費行為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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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determined the effects of e-mail counseling on clients with psychological or physical 

distress. The author selected 8 counselors to conduct approximately 7–13 sessions of e-mail counseling 

for 14 clients (including of five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and nine individuals from the general 

population).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s were administered to the clients and counselors. Nonparametric 

statistics was used as the analysis method.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psychological or physical 

distress of the client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fter e-mail counseling.  

Keywords: online counseling effects; clients; psychological or physical distress  

 

網路諮商效果之研究 

 

藍菊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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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為瞭解心理或身體困擾者其網路信件諮商效果。心理師8位進行7-13次信件諮商

14位案主(包括:五位大學生有身心障礙者及九位無身心障礙者)。使用結構性問卷收取心理師與案

主之研究資料，並用無母數方法做資料分析，結果顯示：心理或身體案主在經過網路諮商後，其

心理或身體困擾有顯著改善。 

關鍵詞: 網路諮商效果、案主、心理或身體困擾。  

 

1. Introduction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computer technology and the Internet have rapidly developed. The 

increase in internet population has provided counselors many opportunities to deliver online services to 

their clients [1], which have garner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recently. However, all therapists must be 

aware of the effects of online counseling on their clients and the options available for providing such 

therapy [2]. Internet counseling and face-to-face counseling showed identical effects in for smoking 

cessation patients [3]. The prevalence of online counseling was reported to increase, regardless of its 

potential drawbacks [4]. Thus, internet counseling may be an alternative to serve distressed people. 

Most counselors offer online counseling services by using asynchronous methods, primarily 

e-mails; a quarter of the online counseling websites offer synchronous chat sessions with a counse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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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irrespective of the counseling being asynchronous or synchronous, most researchers express 

the need for the ongoing exploration of interactions in online counseling sessions. A study presented 

that online methods can manage the following clinical problems of people: mood, anxiety, sexual or 

adjustment disorders (41%); relationship problems (22%); and other problems (37%) in their study 

subjects [1]. After fast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 growing number of individuals had been 

offered health care services including counseling and therapy. Psychologists strongly advised to give 

appropriate attention to empirical research before to deliver counseling or psychotherapy by the 

Internet [1]. Therefore, internet counseling must be further researched. 

Young people can be trained to offer support to youngsters with psycho–emotional problems 

through a counselor–client role play in an online chat environment. The support offered by assisting 

adolescents in such chat conversations is varied and satisfactory [5]. In one of the cases, the internet 

service reduced the client’s frequency and severity of recurrent headaches [6]. Moreover, 

internet-addicted youngsters can be helped by offering face-to-face and e-mail guidance by college 

students who are trained and supervised. Through the guidance process of face-to face and e mail, the 

internet addiction of clients and their depression symptoms can b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7].  

However, online counselors often face technological barriers, such as software compatibility and 

hardware connectivity, which interfere with the online sessions. The anonymity of online counseling 

provides potential benefits for clients, but providing counseling without visual and nonverbal cues 

results in counselors having a lack of control. Online counseling can address many concerns, but not 

severe disorders (e.g., suicidal thoughts or serious depression) or familial and relational problems. 

Client-centered and cognitive-behavioral counseling approaches are most often adopted by the 

counselors when counseling online [8]. E-mail counseling also has some other benefits. Patients may 

feel comfortable to express themselves openly through e-mail compared with face to-face counseling 

[9]. Writing down thoughts and feelings may reappraise situations and restructure cognition to the 

events [10].  

Shaw and Shaw believed that online counselors can study the client problems, treatment concerns 

(length, outcomes, treatment effectiveness, and recommended intake procedures), and participants 

(such as teenagers receiving online counseling, the clients living in rural areas, clients with physically 

disability, clients with serious illness, or those who cannot leave home because of any other reason) 

[11]. These researchers also believed that online counselors can explore which types of clients are more 

or less likely to seek traditional or online counseling in the future. Therefore, the author evaluated the 

effects of e-mail counseling.  

The factors affecting internet counseling include clients’ expectation and hope from it. Dowling and 

Rickwoods indicated that online counseling for 6 weeks did not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lients’ levels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life satisfaction. However, clients with low hope and high expectations 

from counseling reporte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hope after 6 weeks of online counseling [12]. Certain 

linguistic writing has been identified as beneficial to health, such as less frequent use of negative 

emotion words and more frequent use of positive emotion words. Clients express themselv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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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e with their therapists, which may affect their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 Negative emotion 

words are the most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symptom improvement [13].  As a common factor in 

psychotherapy approaches, researchers have suggested that therapists should focus on therapeutic 

alliance. Psychosocial interventions, which stress social support an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are the 

source of positive outcomes of intervention [14]. Thus, the author used the Therapeutic Alliance 

Quality Rating (TAQR) and Symptoms and Functioning Severity Scale (SFSS) to measure the e-mail 

counseling effects [15].  

The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of 1990 defines a person with disabilities as one who has a 

physical or mental impairment substantially limiting one or more major life activities, such as breathing, 

speaking, hearing, walking, seeing, performing manual tasks, learning, caring for oneself, and working 

[16]. The common professional attitudes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re that they are harder to work 

with, have lower motivations, and are more likely to get hurt [16]. The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and 

general population maybe have some degree of physical or psychical distress. 

With 15%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reportedly having disabilities, some of these people are likely to 

be clients [17]. Recently,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ttending 

college [18]. Counselors work with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in the roles of educators, 

therapists, advocators, or assessment providers. Such counseling helps these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self-worth and have a positive body image, assertiveness, and advocacy. To provide effective 

counseling, counselors should be sensitive to these clients’ unique concerns associated with disabilities 

and have enough disability-specific knowledge [16].   

Different groups require different counseling or education interventions and have different 

counseling effects. A previous study reported that literacy-based behavioral interventions can reduce 

the acts of physical aggression by students with significant developmental delays and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19]. E-learning students with visual impairments, who experience high levels of academic 

stress, may perceive the stressors more acutely, and ultimately,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a high risk of 

depressive symptoms, compared with students with no visual disturbances [20]. Thus, the author 

inferred that e-mail counseling may be another way to help students with psychological or physical 

distress like as e-learning or face-to face interventions. 

Although numerous online practitioners offer psychical interventions on the Internet, evidence on 

the efficacy of online therapy is little [21]. Based on the aforementioned rationale, the study purpose 

and research question is to explore what is the e-mail counseling effect on clients with psychological or 

physical distress? 

2. Methods 

2.1 Participants and Procedures 

2.1.1 Counselors’ instructions. The counselor candidates included those who had a psychologist license 

in Taiwan, had the knowledge about internet counseling, and were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the study. 

They got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is study from the Internet and college counseling centers and 

e-mailed the author’s research assistance expressing their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They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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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d with a manual of e-mail counseling skills and research information before they began 

counseling. Their counseling approaches were narrative, client-centered, cognitive-behavioral, or 

eclectic. Even though the face to face counseling time almost took one hour in one session, but the 

e-mail counseling in this study, that could not to discount the time of e-mail counseling. Every 

counselors in this study used different timing and intention to writing e-mail letter to fit with different 

clients and problems.   

Eight counselors were selected, from December 2011 to August 2012, who counseled each client 

(N = 14) through 7–13 e-mail sessions (the letters written by the counselors to the clients were recorded 

once; mean = 11.14; Table 1). All counselors had completed the course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one 

had a doctorate degree, whereas the others had master’s degree) and had psychologist licenses in 

Taiwan. They had 1–9 years of experience in counseling. 

2.1.2 Clients’ instructions. The specific inclusion criteria on the client candidates were those who were 

willing to receive e-mail counseling, were older than 20 years, and had some mental or physical 

distress. The author recruited participants in the college counseling centers in Taiwan colleges 

originally, but only a few students could receive e-mail counseling. Thus, the author’s research 

assistant posted the research instruction on Facebook to find clients with mental or physical distress. 

Initially, the author received responses from 61 persons, who were willing to receive e-mail counseling. 

However, after the research assistant contacted them, only 18 persons (29.5%) joined in the first e-mail 

counseling; three persons dropped out after the first session and one dropped out after the third session. 

As the research assistant only had the candidates’ telephone numbers and e-mail addresses, she 

contacted them through these modes, but they did not respond. Thus, 14 valid clients were examined in 

this study (five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and nine individuals from the general population).  

2.1.3 Procedure. The procedure followed in this research was adapted from the Ethical Committee 

Board in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Taiwan (CJCU-100-009). Before the counseling began, the 

counselors received the clients’ questionnaire, including Treatment Outcome Expectations Scale 

(TOES) and SFSS for Clients (SFSS-Cl) from the research assistant. Furthermore, the counselors wrote 

e-mails to the clients. According the counseling process, the counselors and clients were required to fill 

the questionnaire after the first, second, fifth, ninth, and final e-mails. The research assistant then 

collected the questionnaires from the counselors and clients. However, only a few clients returned the 

questionnaires, and hence, the author mainly analyzed the counselors’ questionnaires.    

2. 2 Instruments 

The instruments, i.e., the questionnaires used, were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version by Bickman et 

al. [15]. Because the original version was only intended for young people (age: 11–18 years), the 

author revised the wording to make it applicable for both college students and young adults. The 

content is detailed as follows. 

2.2.1 Treatment Outcome Expectations Scale (TOES). TOES is used to measure the clients’ 

expectations from the treatment outcomes and comprises eight items, which are rated by the clients 

before the first session. A three-point Likert scale is used, with responses ranging from one (I do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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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ct this), two (uncertainly), to three (I do expect this) in each item. The reliability of Cronbach’s 

alpha internal consistency was .91. The higher scores represent high expectations [15]. 

2.2.2 Symptoms and Functioning Severity Scale (SFSS). This is an instrument used to measure youths’ 

emotional and behavior problems. The SFSS can be used to closely assess changes over time. 

SFSS-Full (SFSS-F) includes 26 items for the clients and 27 for the client and counselor’s version 

(adding one item about self-harm). Clients rate their behaviors, thoughts, or feelings in 2 weeks before 

receiving e-mail counseling. Counselors rate their clients after the second e-mail counseling session. 

The scale includes two dimensions: internalization (such as feeling sad or annoyed with other people 

on purpose) and externalization (such as crying easily, experiencing difficulty in sitting still, or 

drinking alcohol). Item examples include: “Do you feel full of energy?” , “Do you feel to waiting for 

something or somebody is very difficult?” , “ Would you comply the suggestions from teachers or 

parents? ”, and “ Do you have to threat or bully toward the others?” and “Do you feel to accompany 

with families or friends easily?” Each item is rated on a five-point Likert scale (ranging from never, 

hardly never, sometimes, often, to very often). A higher score indicates more symptoms.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 of SFSS-F, internalizing subscale, and externalizing subscale was .92, .84, 

and .86, respectively. The test–retest reliability ranges between .68 and .87[15].    

2. 2. 3 Therapeutic Alliance Quality Rating (TAQR). Therapeutic alliance comprises therapeutic bond, 

working alliance, or rapport between the counselor and client. TAQR includes two items, which ask the 

counselor to rate their own perceptions of the level of their therapeutic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client. 

Items include: “How would you describe your relationship with your client in this session? ” and “How 

do you think your client will rate relationship with him/her in this session? ” Thus, TAQR allows 

counselors to assess the alliance with their clients. The score reflects the general quality of alliance, 

with each item rated on a five-point Likert scale, ranging from complete non-agreement to complete 

agreement. A higher score corresponds to a higher quality of alliance [15]. 

2. 2. 4 The Ending Assessment (TEA). This scale was established by the author from his counseling 

experiences with college students. The Ending Assessment comprises six items, namely medical, 

mental, interpersonal, emotional, learning, and career disturbances. Each item is rated on a scale of 

1–10, ranging from totally no improvement to complete improvement. TEA indicates decreases in the 

degree of disturbance of clients as per the counselors’ reports. This scale indicates the clients’ condition, 

as described by the counselors, after the last e-mail session. 

All the mentioned instruments were reported by the clients or counselors and yielded high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scores. The clients reported 14 copies of TOES and SFSS before the first e-mail 

session; 28 copies of SFSS after the second and final e-mails; 53 copies of TAQR after the 1
st
, 5

th
, 9

th
, 

and 12
th

 e-mails; and 14 copies of TEA after the final e-mail. The research assistant collected all 

questionnaires from the clients and counselors via e-mail. The index of counseling effects was the 

scores of the SFSS and TAQR. 

2. 3 Data Analysis 

The author used SPSS 18.0 to establish the study data and analyzed them using the two-related 

samples tests (Wilcoxon rank sum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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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esults 

3. 1 Client’s Fundamental Data 

The 14 clients included 7 women and 7 men (mean age: 25.71 years; standard deviation [SD] = 1.66). 

The clients attended 7–13 e-mail sessions (mean = 11.14; SD = 1.66). The mean score of each item in 

TOES was 2.56, indicating that the clients’ expectation from e-mail counseling ranged from 

“uncertain” to “I do expect this.” The clients’ and counselors’ report of SFSS-F in each item (mean = 

2.36; SD = .700 and mean = 2.50; SD = .517) indicated that the clients’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ranged from “hardly never” to “sometimes.” Tables 1 and 2 provide the client description.  

 

Table 1 Pretest and post-test data analyses of clients’ and counselors’ reports (N = 14) 

 Variables Minimum Maximum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Clients’ e mail sessions  7 13 11.14 1.66 

Clients’ reports in the 

first sessions  
7 13 11.14 1.66 

Age 17 42 25.71 6.86 

TOES 14.00 24.00 20.43 3.34 

TOES mean 

for each item 
1.75 3.00 2.56 .418 

SFSS-E-Cl 20.00 58.00 38.64 12.49 

SFSS-I-Cl 12.00 29.00 20.29 5.74 

SFSS-F-Cl 35.00 88.00 61.43 18.19 

SFSS-F-Cl mean 

for each item 
1.35 3.38 2.36 .700 

Counselor first assessment 

SFSS-E-CO 18.00 57.00 39.57 9.46 

SFSS-I-CO 19.00 33.00 25.36 4.60 

SFSS-F-CO 39.00 93.00 67.57 13.97 

SFSS-F-CO mean for 

each item 
1.44 3.44 2.50 .517 

Counselor second assessment 

SFSS-E-CO 23.00 55.00 38.31 8.59 

SFSS-I-CO 10.00 29.00 18.43 4.69 

SFSS-F-CO 35.00 83.00 59.57 13.57 

SFSS-F-CO mean for 

each item 
1.30 3.07 2.21 .50 

Note. TOES = Treatment Outcome Expectations Scale; SFSS = Symptoms and Functioning Severity 

Scale; I = internalizing; E: externalizing; F = Full; CO = Counselor; CL = Cl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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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Ending assessment scale used by the counselors (N = 14) 

Disturbance 

Improvement* N Minimum Maximum Mean Std. Deviation 

Medical  12 1 10 6.29 4.14 

Mental  12 4 9 6.14 2.91 

Interpersonal  13 3 9 6.43 2.50 

Intimate feelings 12 1 9 4.57 2.65 

School achievement 12 5 8 5.21 2.36 

Career 14 4 8 6.07 1.00 

Family 1 6 6 6  

Total  14 5 8 6.86 1.23 

Ending counseling 

factors 

N percentage Ending factors N percentage 

Disturbance 

improvement 

10 71.4 
No time to e-mail 1 7.1 

Research time limited  
2 14.3 

No reason and 

drop out 
1 7.1 

Note. Disturbance improvement = the degree of disturbance improvement (1: no improvement to 10: 

most improvement). 

The counselors rated the degree of improvement in disturbances (no improvement to maximum 

improvement) after the end of e-mail counseling. Ten clients (71.4%) showed improvement in 

disturbance. Because of limited research time, two clients ended e-mail counseling and transferred to 

community counseling units after obtaining the clients’ and counselors’ consents. One client dropped 

out of the counseling because of lack of time. The last client dropped out of the e-mail counseling 

without any reason. Most of the disturbances that were improved were interpersonal (mean = 6.43; SD 

= 2.50) and medical (mean = 6.29; SD = 4.14). The mean of total disturbance improvement was 6.86 

(SD = 1.23; Table 3).  

 

Table 3 Process assessment by counselors by using TAQR 

 Variables N Minimum Maximum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Mean of 

Each Item 

TAQR (1
st
 mail)  14 5.00 8.00 6.36 .842 3.36 

TAQR (5
th

 mail) 14 4.00 8.00 6.86 1.23 3.43 

TAQR (9
th

 mail) 12 5.00 8.00 7.08 1.08 3.54 

TAQR (12
th

 mail) 14 5.00 8.00 7.14 1.10 3.57 

Note. TAQR = Therapeutic Alliance Quality 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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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Effect of Counseling on Clients 

The clients’ mean age was 25.71, and half of them were women. The two-related samples tests 

(Wilcoxon rank sum test)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counseling effects (TAQR and SFSS-F). The result 

revealed that the TAQR scores did not have an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irst and fifth 

sessions, b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irst and ninth sessions (Table 4). The SFSS-F and 

SFSS-I score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hereas the SFSS-E score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Table 4 Counseling effect of clients according to counselors’ reports (N = 14) 

Variables Z value P value 

TAQR (1
st
 e-mail) and TAQR (5

th
 e-mail) 1.732 .83 

TAQR (1
st
 e-mail) and TAQR (9

th
 e-mail) 1.995 .046* 

TAQR (1
st
 mail) and TAQR (12

th
 mail) 2.157 .031* 

SFSS-E-CO (pretest and post-test) 1.300 .193 

SFSS-I-CO (pretest and post-test) 3.302 .001** 

SFSS-F-CO (pre-test and post-test) 3.303 .001** 

Note. TAQR = Therapeutic Alliance Quality Rating; SFSS = Symptoms and Functioning Severity 

Scale; I = internalizing; E = externalizing; F = Full; CO = Counselor.
 

*
P < .05; 

**
P < .01. 

 

4. Discussion 

 

4. 1 Clients’ Fundamental Data 

The 7–13 e-mail sessions indicated that this counseling was short because the research time was 

limited and all e-mails were maintained for only 6 months. The counselors and case managers faced 

most difficulties in communicating with the clients. The clients were recruited from guidance teachers 

in college centers and the Internet. Thus, these clients could drop out of the study any time. Therefore, 

only the clients’ reports before e-mail counseling could be collected, whereas after e-mail counseling, 

only two reports were received. Thus, the author only used the counselors’ reports for analysis.  

    In studies conducted in the past 40 years, the rate of clients dropping out of the therapy or yielding 

unsatisfactory treatment outcome has been between 15% and 70% [20]. In this study, 61 individuals 

originally expressed the willingness to receive counseling, but only 14 completed the course. This drop 

rate (1–14/61 = 77.05%)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face-to face therapy. 

When dropout occurs in the first session of face-to face counseling, it is an impediment for the 

clients to receive the mental health service they require [20]. In this study, some clients dropped out 

before the first session, after receiving the counseling and research contracts, which describ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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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ations of e-mail counseling and research procedures. So, the clients might have rejected the 

research procedure, such as answering the questionnaire, rather that the counseling as a whole. Before 

the first e-mail counseling, the research assistant sent research contracts and questionnaires but did not 

receive any reply from some of the clients, possibly because of the not so well-established trust 

relationship on the Internet or because the information on the research and counseling offered by the 

research team could not satisfy the potential clients. Moreover, because the clients had no previous 

connection with the research team, the anonymous text they received might have been an important 

reason affecting the therapeutic relationship. Thus, having an intervention method in addition to the 

Internet may help to increase client engagement [13].  

After e-mail counseling, 10 clients (71.4%) showed improvement in disturbance, as per the 

counselors’ rating. Because of limited e-mail method, the clients’ ratings could not be obtained. During 

the study process, the research assistant e-mailed questionnaires to the clients; however, most of them 

did not reply. This may be because of the difficulty in establishing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search 

assistant and clients.  

In Internet, to establish the rapport between counselors and clients were difficult. Some 

researchers indicated that “the problems of the disabled in the society often resemble those of other 

minority groups who experience uncertain acceptance and hostility and rejection in new social 

situations; in new situations, a disabled child or adult is likely to be considered as a marginal or 

unwelcome person. Constant exposure to such negative encounters may prompt the disabled person to 

internalize society’s hostile and depreciating attitudes [23]. In this study, there were only fiv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accepted e-mail counseling from college counseling centers that may present students 

which might experience rejection in new social situations before, so they would not so easy into the 

Internet world to accept the services.     

In a previous study, clients with low hope and high expectations from counseling reporte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hope after online counseling conducted for 6 weeks [12]. Thus, the author must 

eliminate the effects of expectations from e-mail counseling. All clients’ symptoms were mild; thus, the 

clients were fit to receive online counseling [8]. 

4. 2 Counseling Effect on Client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TAQR scores significantly differed between the first and ninth sessions. 

In general, the more frequently individuals e-mail each other, the more intimate they feel [24]. 

Therapeutic alliance was improved in the ninth session, indicating that e-mail counseling should 

include at least nine sessions for establishing an emotional bond between the clients and counselors and 

exhibiting more effects. Undoubtedly, the client–therapist relationship is very different on the Internet 

[4], and thus must be explored further through research. 

In face-to-face therapy, more than 50% of clients do not return after the first session;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a therapeutic relationship in the first session is very important [20]. However, e-mail 

counseling differs from face-to-face intervention. The counselors in this study reported that nine 

sessions of e-mail counseling were not enough to improve the clients’ therapeutic bond, alliance, and 



130                        正修學報 第三十三期 民國一百零九年 

rapport. Thus, e-mail frequency, particularly the ninth session, was the index of therapeutic relationship 

in e-mail counseling. E-mail communications are devoid of clients’ nonverbal context, and hence can 

be easily misinterpreted or misconstrued. Therefore, the therapists must be able to clearly articulate 

themselves in written language [21].  

The scores of SFSS-F and SFSS-I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dicating that e-mail counseling 

was more useful in improving the internalizing symptoms that the externalizing symptoms. In e-mail 

counseling, written text allows clients to consider revising their statements as they wish without 

worrying about it being wrong [4]. A lack of nonverbal cues in internet writing may yield a higher level 

of client empowerment [25], which consequently might foster a feeling of client control over their 

treatment [26]. The mastery feelings might improve their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However, 

this study showed improvements in internalizing symptoms rather than externalizing symptoms. The 

author provided following reasons for this finding. (1) Internalizing symptoms are easier to assess by 

counselors than externalizing symptoms in e-mail counseling. (2) The nature of written text allows 

expressing more emotional catharsis than discussing behavioral problems. (3) The counselors’ 

approaches lacked that of a behavioral therapist in this study. Thus, the clients’ externalizing symptoms 

were not managed aggressively, leading to no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4. 3 Limita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and Practice 

A limitation of this study is the small sample size. A larger sample would offer a serious basis to 

draw conclusions. From this study revealed that the drop rate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face-to face 

therapy implicates that counselors face a great challenge how to keep in touch with clients and to 

continue the online counseling. Only to overcome the problem of clients dropping out of e-mail 

counseling, than the counseling effects will emerge. Another limitation is that the research time was 

limited; the research team spent a long time to find the clients and less time to continue the e-mail 

counseling. Not enough data were available from the clients after the counseling. As an alternative, 

further research may enable the counselors to acquire the post-test questionnaires. The limits of this 

study were that counselors just describe their counseling style and theories were client-centered and so 

on. The researcher could not understand their usually techniques in e-mail counseling. That may need 

further research to explore from e-mail texts to analysis. The further study may need to design the 

control groups such as a face to face counseling group or another type Internet counseling group to 

deeply understudy the effects of e-mail counseling.  

The present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e-mail counseling is more useful in improving the internalizing 

symptoms than the externalizing symptoms. E-mail counseling might help young adults (general 

individual and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overcome emotional concerns, such as negative 

emotions and no valuable feelings. Future research must determine whether e-mail counseling is 

effective in other special parameters, such as cognitive belief changing, self-awareness, depressive 

mood or other specific symptoms, symptom’s severe degree and family relationships. While training 

the counselors, it is important to educate them about having more than nine frequent e-mail sessions 

with the clients. This is because e-mail counseling lacks most interpersonal features of counseling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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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nonverbal information transfer between clients and counselors) [4]. Furthermore, Internet 

provides a new territory to study interpersonal factors in e-mail counseling to provide insight into the 

process and outcome of e-mail counseling. 

This study indicates that e-mail counseling can be used for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and general 

population. However, counselors must be aware of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individuals and try to 

maintain the relationship on the Internet to establish a rapport. The skill of e-mail counseling includes 

writing e-mails actively; providing instant feedback to clients, with a gap of not more than 3 days; and 

having a writing style that is full of hope, encouraging, informative, and focusing on the keywords of 

the last e-mail content. This study also indicates that the counseling approaches including 

client-centered, cognitive–behavioral [8], narrative, and eclectic approaches can be engaged in e-mail 

counseling.  

 

5. Conclusion 

 

The study included 14 clients and 8 counselors, with an equal number of men and women. The 

clients (mean age: 25.71 years) received 7–13 e-mail counseling sessions. The clients’ expectation 

from e-mail counseling ranged from “uncertainly” to “I do expect this.” The clients’ and counselors’ 

report of SFSS-F indicated that the youths’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ranged from “hardly 

never” to “sometimes.” The TAQR scores had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irst and ninth 

sessions for clients. The scores of SFSS-F and SFSS-I from the counselors had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in SFSS-E between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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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專業群科教師之教學觀點探討技能課程教育目標分類 

李怡穎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提供專業及實習學科之課程，其教學內容強調分科學習與學生動

手操作，眾人熟悉的 Bloom 教育目標分類區分為認知、情意與技能三大領域，本研究經由

問卷訪談發現專業群科教師認為學生要具有專業知識與技能，再進而可以整合運用，解決

不同情境問題之實作能力；技能課程教育目標分類應以知識範疇為基礎而延伸。但 Bloom

技能領域教育目標分類未涵蓋知識層次，且增加這些原本屬於認知領域之層次，將抵觸

Bloom分類學自己制定的原則。文件分析顯示 Hannah and Michaelis(1977)提出涵蓋認知和

心理動作之教學目標綜合框架與本研究獲得之專業群科教師教學觀點相近，其資料蒐集包

含觀察與記憶，可詮釋本研究在探討學習技能課程應有之知識範疇；其技能領域也對應技

能學習的順序。爰此，本研究認為技能課程教育目標分類依序為觀察、記憶、模仿、塑形、

掌握、應用與即作。 

關鍵詞：專業知識、技能課程、實作能力  

  



136                        正修學報 第三十三期 民國一百零九年 

Exploring the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of 

Skill Courses from the Teaching Concept of the Teachers 

of Vocational Program Divisions 

Yi-ying Li 

Ph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Technological & Vocational Education/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Vocational senior high schools mainly provide professional and practical courses. The 

teaching contents focus on the students' hands-on activities and compartmental learning. The 

well-known Bloom’s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is divided into three domains: 

cognitive, affective and psychomotor.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questionnaire interviews, 

this study has found that the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of skill courses needs not 

only the level of hands-on, but also knowledge. Since the Bloom’s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in psychomotor domain does not cover the classification of knowledge, and that it is 

originally belonging to cognitive domain would collide with the principles formulated by the 

Bloom’s taxonomy itself. However, Hannah and Michaelis(1977) put forward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for instructional objectives containing cognitive and psychomotor, therefore its levels 

of data gathering and skill domain can be used as the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of the 

skill courses. Through the literature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teaching concept of the teachers 

of vocational program division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classification of skills curriculum 

education objectives is Observing, Remembering, imitating, Patterning, Mastering, Applying and 

Improvising. 

Keyword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kill courses, practical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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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教育目標的設定攸關課程的學習、檢核與所需的機具設備；政府近年來挹注諸多經費

在技職教育，持續進行專業群科教師的專業增能，亦重視增購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

簡稱技術型高中）實習科目所需機具設備之增購與汰換。但科技變化日新月異，政府經費

有限，雖透過立法鼓勵企業界投資、安排教師前往產企業界研習等措施，以推動職業準備

教育，惟學生在課程的學習與檢核，需由專業群科教師以課室評量或學生參與競賽、檢定

與升學的結果進行檢視與回饋。 

1956 年發表的 Bloom 分類學，將教育目標分類為認知(Cognitive)、情意(Affective)與

技能 (Psychomotor)三種領域；教育目標分類讓教師有依據擬定教學目標與規劃檢測學校成

效的評量，但也令人擔憂教師或學生僅在對應的範圍教與學。2001年 Bloom分類學教育目

標分類提出修訂版本，主要在闡述認知領域，技能領域則未多著墨。在隨著教育目標分類

在學術界引起關注且廣泛討論，Bloom 分類學教育目標仍在持續發展，也沒有最終結果，

認知領域發展後，接著發展情意領域，且強調技能領域的分類是 Simpson和 Harrow所提出

的[1][2][3]。由於技能學習會因工具設備而異，技能領域教育目標分類仍未如認知領域教育

目標分類獲得多數共識。 

產業界屢屢呼籲技職教育體系應注意學習技能課程之學生是否具備實作能力，要檢核

學生之實作能力，應依教育目標分類檢核學生在技能課程學習成效。此時，技職教育體系

專業群科教師之教學扮演重要角色，當其技能課程教學運用適當之教育目標分類，學生的

技能學習可具有從低層次的拆解動作到高層次的判讀檢修等歷程，強化學生學習技能課程

之深度與廣度，有助於達到產業界期許具有務實致用的實作能力。據此，本研究目的為從

專業群科教師教學觀點對技能課程學習之見解，探討既有的技能領域教育目標分類，提出

適當之技能課程教育目標分類。 

貳、文獻探討 

教育界常用的教育目標分類係美國心理學會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在

1948 年於芝加哥進行之非正式會議探討的理論架構，藉以進行測驗資料與觀念的交流，並

激發考試與教育間的關聯，發展 Bloom 分類學教育目標的團隊提出認知、情意與技能三種

領域之教育目標分類，藉由容納各種不同教育導向之所有目標的系統，以期達成對各種教

育原則及哲學尊重的中立性，也討論到這樣的分類系統是否會阻扼教師對課程的思索與計

畫，侷限了教學內容。發展 Bloom 分類學教育目標的團隊在領域分類時，思索過此一分類

乃為現有教育單元及設計而存在，類目間的主要區別應儘量與教師對學生行為所作劃分相

一致。分類法應該與目前所了解的心理現象的理解一致，某些類目間的區分，如果不符合

心理現象，教師們即使都如此區分，也不予採用，某些心理上重要的區分，即使教育目標

上不常使用，也會優先考慮以建立預期行為的分類系統[4]，其原則亦提及分類法應該關注

預期的學習成果，而不是學生的學習過程；分類法應該邏輯的發展並具有其內部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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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類目下，邏輯上都應有可能包含定義清晰的次級分項，次級類目下也可能再分類；任

何描述學生預期行為的目標都應該可以被歸類[4][5][6]。 

至 1951年，原本在非正式會議討論的分類系統有比較正式的發表[4][7][8][9]。Bloom et 

al.提出認知領域[10]、Krathwohl, Bloom & Masia(1964)提出情意領域[11]，基於技能領域在

當時討論較少，Simpson 由於 Illinois 大學教育學院資助進行研究，在家政學期刊提出技能

領域之分類依序為知覺(Perception)、趨向(Set)、引導之反應(Guided Response)、機械化動作

(Mechanism)、複合之明顯反應 (Complex Overt Response)，也探討高層次分類之適應

(Adapting)與創新(Origination)[1]。Harrow 則提出技能領域的分類依序為反射動作、基本基

礎動作、知覺能力、體能、技巧動作、有意溝通[2]。領域之每個類別的更高層次都建立並

包含較低的層次，更高層次的類別會造成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難度[6]。這如同教育學制，

從國小、國中、高中、大專校院到研究所，每個歷程都有該學習的範疇。就某個特定的意

義而言，每項經驗都應該得以讓人在日後更深化和擴充其原有經驗的品質；那就是成長、

連續、經驗改造等的真正意義[12]，實習實作課程的技能學習也仰賴知識學習、環境設備的

運用及應有的練習。 

技能學習經歷三個階段，初始的認知期(cognitive stage)中認識技能內涵，接著透過練

習與肢體回饋訊息，尋找適合個體特質之技能動作方向、位置、順序及力道等(連結階段，

associative stage)，待多次練習後進入自動期 (autonomous stage)，能以正確、熟練並有效能

的連續動作展現技能學習結果[13][14]。技職教育須投入機具設備材料與培養專業教師進行

教學，在技術型高中、專科、大學或研究所等階段，專業科目名稱即便相同，但內容學習

的縱深不同，不同階段要投入不同的人才培育成本，而技術型高中是臺灣技職教育的根基。

政府部門在高中階段定有群科課程綱要，明定科目之學習內容，推動教師增能培訓、辦理

校外實習、鼓勵取得具法規效用之能力證書或職業證照等措施，持續挹注技能學習之資源

與配套。基於技術型高中有編排實習實作課程，課程綱要研修時，係以職能分析將產業界

所需之能力轉化為群科學生所應修習之課程，以建立群科學生之實作能力。  

在 Bloom分類學教育目標分類中，Simpson 技能領域教育目標分類以認知心理學為基

礎，重視認知心理能力對技能學習的影響，乃教育界運用最廣的分類模式；而 Harrow技能

領域教育目標分則以運動心理學為基礎，頗適合體育技能教育領域，乃是教育界運用次廣

的分類模式[15]。Bloom分類學提出的技能領域分類對應是否適用於技術型高中的技能課程

教學？教師普遍採用 Bloom 分類學認知領域教育目標分類作為一般科目課程教學目標規劃，

但發展Ｂloom分類學教育目標分類的團隊提過為該教育目標分類係為當時教育單元及設計

而存在，而現今的實習科目技能課程是否得引用 Bloom 分類學教育目標分類，作為教學設

計與評估學生學習成效之用，值得省思。 

Bloom分類學教育目標分類，促使教育界重視與區分認知領域、情意領域與技能領域，

改變課程設計與教學現場。隨著社會價值觀念與行職業變遷，在高級中等學校教育階段之

職業教育課程歷經能力本位、單位行業、群集、一貫、群科等課程規劃與學習內容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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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教育課程始終著重培養學生具備務實致用的知識與技能。行政院核定之技職教育政策

綱領，以培養具備實作力、創新力及就業力之專業技術人才為願景[16]。教育主管機關更運

用各期技職教育再造計畫與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持續挹注技術型高中所需之儀器設備與聘

用業界經驗之師資協同教學，足見政府高度關心專業技術人才之養成，建立技能課程之教

育目標分類層次有助於檢核學習成效。從 1956年 Bloom分類學教育目標分類提出技能領域

的概念以來，提出相關論述的計有 Hauenstein 發表認知、情意和技能領域的分類學框架，

其中行為領域分類有 5個層次，包含獲取(Acquisition)、同化(Assimilation)、適應(Adaptation)、

績效(Performance)與願望(Aspiration)[17]； Hannah and Michaelis有實現 Bloom創建設計綜

合框架的最初目標和教育目標分類，鼓勵教師撰寫及將目標納入教學，以便學生從知識轉

向操作知識，其技能領域則包含模仿(Imitating)、塑形(Patterning)、掌握（Mastering）、應

用(Applying)與即作(Improvising)[18]；Romiszowski 提出知識和技能領域的分析屬於教學設

計的一部分，透過察覺(Perceive)、回想(Recall)、計畫(Plan)與施行(Perform)四個階段，以

作為分析教學目標的手段，尋找有效方法克服困難[19]。 

專業人員學習實作，務必發展有關現象的學問，知道如何運用這些學問，前者可稱為

知識，後者則稱為技能[20]。技能學習講求結果，也注重過程，行為主義將學習與可觀察績

效的形式或頻率的變化等同起來[21]，一旦學生能夠在呈現某種環境刺激之後顯示正確的反

應，就已經實現了學習。傳統的行為主義評估不會對導致學生反應的知識結構或心理過程

進行評估[22]；根據認知理論，轉移是訊息如何存儲在記憶中的函數[23]，潘麗珠[24]提到

當學習者理解如何在不同的環境中應用知識時，得以發生轉移。因為部份不代表整體，完

整的現象具有它本身的完整特性，它既不能分解為簡單的元素，它的特性也不包含在元素

之內。具體的教學或現實世界事件將觸發特定的反應，但學習者必須相信知識在特定情況

下是有用的，然後才能激活它[21]。但以技職教育體系學生在學校學習的順序，技術型高中

的課程安排涵蓋一般科目與專業與實習科目，而專業與實習科目則強調學生的「認知建構」

為課程教學的主體[25]。爰此，實作能力是知識被組織而啟發行為的表現。這樣的詮釋則與

依據 Bloom分類學發展之 Simpson[1]與 Harrow[2]年所提出的技能領域教育目標分類有所差

異，因為在 Bloom 分類學中，知識層次是屬於認知領域的範疇，技能領域教育目標分類若

涵蓋知識層次，則又與分類應該明確互生扞格。  

透過文獻的分析，知悉技能領域教育目標分類並未達到獲得學者專家廣泛的認同，要

研擬技能課程之教育目標分類，有賴檢視技能領域既有之分類層次，依循學者專家在專業

知能學習之見解，綜整實習實作教學現場的教學意見，提出符合技能課程學習之分類層次。 

參、研究設計 

本研究係由技術型高中專業群科教師教學觀點對技能課程學習之見解，分析現行之技

能領域教育目標分類，探究契合技能課程之教育目標分類。有關研究方法、研究對象、資

料蒐集與分析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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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質性研究，依據研究目的，以問卷訪談與文件分析進行資料蒐集與探討分析。

藉由專業群科教師從問卷調查之回饋，運用吳芝儀、廖梅花[26]所提之紮根理論作法進行描

述，透過系統性比較做進一步分析，釐清教育目標分類之起源與對專業知能的認知，並提

出技能課程教育目標分類。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有 10位具實習實作課程教學經驗之工業類專業群科教師參與訪談，其任教科別

包含機械群、動力機械群、電機與電子群、化工群、土木與建築群。實習科目任教年資在

未達 10年者計 1 位；10年以上未達 20年者計 7 位；超過 20年者計 2 位。為了解專業群科

教師提供之意見，亦彙整意見與進行文件分析，探討現行已提出之技能領域教育目標分類。  

三、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問卷訪談之對象為專業群科教師，須具有技術型高中技能課程之教學經驗，問

卷訪談於 2018年 10月下旬至 11月中旬進行，問卷題目之回答方式採開放型，對題目之回

答由被調查者自由填答，基於技能課程教育目標分類之學習成果為實作能力，故問卷題目

以實作能力為起點，規劃為 4 題，計有：何謂實作能力；如何判斷實習之學習成效；如何

衡量學生是否有實作能力；各類群對實作能力看法是否不同。  

各專業群科教師之問卷回饋先進行主題編碼與歸類（基於研究倫理與隱私權，均以代

碼表示，代碼「T01」表示機械群第 1位，「T04」表示動力機械群第 1位，詳見表 1）。  

表 1 資料分類編碼 

代碼 群別 回覆日期 資料編碼 

T01 機械群 20181025 T01-20181025 

T02 機械群 20181031 T02-20181031 

T03 機械群 20181031 T03-20181031 

T04 動力機械群 20181030 T04-20181030 

T05 動力機械群 20181026 T05-20181026 

T06 電機與電子群 20181031 T06-20181031 

T07 電機與電子群 20181113 T07-20181113 

T08 化工群 20181030 T08-20181030 

T09 土木與建築群 20181028 T09-20181028 

T10 土木與建築群 20181113 T10-2018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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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進行之文件分析係探討技能領域教育目標分類的相關研究文獻，在文件資料蒐

集的過程，經探索教育目標的分類起源係由 Bloom 分類學教育目標的團隊提出。在 Bloom

分類學中，區分為認知、情意與技能計三大領域，而自 Bloom 分類學提出以來，陸續提出

有技能領域的教育目標分類者計有：Simpson[1]、 Harrow[2]、Hauenstein[17]、Hannah and 

Michaelis[18]、Romiszowski[19]，均註明其提出的分類。而對於有提到動作技能的學習，但

未有提出分類者，如 Gagné[27]提到的是學習方式和學習能力，則不納入本研究探討。  

肆、結果分析與討論 

綜整問卷回饋結果發現，專業群科教師認為學生要具有專業知識與技能，再進而可以

整合運用，解決不同情境問題之實作能力。這與以往設定技能教育目標，著重於技術的精

熟，專業知識為輔的教法將有所差異，就問卷意見加以探討說明如下： 

一、技能課程教育目標分類應包含知識範疇 

技術型高中專業群科課程綱要規劃機械群、動力機械群、化工群、設計群、電機與電

子群、商業與管理群、家政群、食品群、農業群、餐旅群、土木與建築群、外語群、海事

群、水產群及藝術群計 15 群之部定專業科目與實習科目等技能課程。技能課程之深度與廣

度會影響學生實作能力的學習結果。實作能力應為針對技術型高中該群科所設定之學生專

業能力，亦可以說是學生具備有實習課程所教導的技術，並且可以真正的運用

(T02-20181031)。如同 Bloom 分類學教育目標分類在認知領域被運用區分學生在學科知識

之認知學習情形，技能課程教育目標分類亦可以設計作為區別實作能力的表現。 

但不同群別要求學生要具備的實作能力是否不同？會不會影響到技能課程教育目標分

類要依群別有不同的設計？從問卷中發現，專業群科教師認為各群類對於實作能力的看法

並無不同，並認為：不論那一類群的實作能力的概念應該都是相同，只是呈現方式不同，

有些稱為技術，有些屬於問題解決的能力、事務處理的能力及表達能力(T08-20181030)；技

職教育的各類群設置在相對應的科別架構，有一定符應的職業類別，而實作能力內涵的養

成並無太大的歧異(T07-20181113)。當確認技能課程教育目標，專業群科教師會運用到課程

設計，雖然教師們運用的評量方法不同，但主要目的在於評估學生經過實習課程學習後，

是否能按照課程設計目標完成學習，因此實作能力的評量自離不開這樣的教學目標

(T09-20181028)。綜理上述的探討，技能課程教育目標分類會影響到實作能力的教學設計、

學生學習、課程學習至學習評量。技能學習有階段性，技能課程研擬的教育目標分類層次

應具有連貫性。 

但在實際的教學現場，Bloom 分類學提出的認知、情意與技能三種領域的教育目標分

類，是否能同時運用？以技術型高中的實習工場為例，工場的環境配置與設施維護，會與

情意領域有關；學生在工場操作機具設備進行練習，會與技能領域有關；專業群科教師在

工場的教學包含原理講授與機具設備演練，則屬於培養學生在認知領域與技能領域的學習；

大多數教學都涉及不止一個類別和層次[18]。文獻探討曾提及 Bloom 分類學制定的原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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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分類法應該關注預期的學習成果，而不是學生的學習過程」，但是分類的高層次要

能包含低層次，這在技能課程的學習會衍生矛盾。依據 Simpson[1]或 Harrow[2]提出的技能

領域教育目標分類進行課程設計，會著重操作動作的反覆練習與精熟，但技能課程應具備

的知識，依循這分類則並非是操作動作前的應備知識，操作動作前應具備的反而是動作的

模仿，也就是只要動作持續練習，達成動作的標準化，即符合技能領域教育目標分類的層

次要求！但是，隨著科技日新月異，以往在勞力密集時所需的單能工，多被現代化科技的

機具設備取代，機具設備經過校對，相較於人力而言，更容易達到動作的標準化，人力反

而轉變為在操作機具設備，且是運用於以既有的知識技能來校正機具設備達到要求的標準

動作。所以，技能的學習應該要關注學習過程，學習過程所需的基本觀念或操作動作不正

確，也不知觀念或動作為何不正確，則學習無成果，也就未達到教育目標的要求。因此，

Bloom分類學提出的三種教育目標分類可以同時運用，但也凸顯 Simpson[1]與 Harrow[2]年

所提出的技能領域教育目標分類，均關注於動作練習與操作，若再納入 Bloom 分類學教育

目標分類之認知領域的知識層次，適當的分類層次將有助於技術型高中專業群科教師在技

能課程的教學設計，並建立學生對技能學習應有的知識，且能有效檢核學習成效。但在現

今的學習環境，卻會牴觸當年 Bloom 分類學制定的原則，造成認知領域與技能領域教育目

標分類彼此間有所衝擊，難以符應當時提出 Bloom 分類學是要引起教學與評量間有所關

連。 

經由專業群科教師問卷意見的回饋，既有的 Bloom分類學三種教育目標分類應可同時

運用，技能課程教育目標分類應包含知識範疇。本研究認為學生在進行技能學習時，應具

有專業知識，併依分類的高層次要能包含低層次的原則，複雜的動作需要歷經多個單一學

習過程進而統整，技能課程教育目標分類應包含專業知識，而學習過程應從專業知識、單

項操作到複雜的統整操作。 

二、技能課程在培養實作能力，實作能力要將專業知識內化，再動手熟悉操作方式，進而

綜整應用，於職場解決各種不同情境的問題  

專業群科教師對技能課程的教學觀點，顯示可由學生學習技能課程後，具有的實作能

力評估實習課程學習成效得知，但這課程要包含知識與技能，例如：具備基礎專業知識與

整合性的實務功能才能真正算是實作能力，否則只能算是動手作的操作能力（T06-2018103）；

實作能力主要是一種動手操作的能力，但操作之前一定要先學習此項操作的相關知識

（T08-2018103）；實作能力就狹義而言，乃指工作所需之專業知識及技能，更是知識與技

能之綜合應用能力，非單一專業能力（T09-20181028）；學習者能具備技術相關背景知識，

並經過技能學習及實務操作練習累積經驗，並能將其技術與經驗還有理論綜整應用於職場

各種不同情境的問題解決能力（T05-20181026）。以上而言，專業群科教師認為實作能力

要具有專業知識與技能，再進而可以整合運用，解決不同情境的問題。而當技能領域教育

目標分類未涵蓋認知、理解的層次時，會被認定為只是具備操作能力，而非具有實作能力，

且窄化技能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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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目標分類層次對於專業群科教師在評估實習課程學習成效極有助益，專業群科教

師在實習課程的評估也有以 Simpson[1]所提出知覺、趨向、引導之反應等分類層次的技能

領域教育目標分類來判斷，例如：利用作品的評分以及單項操作，來確認學生該項技能及

技巧是否學會，再利用整合性的評量，來確認學生綜合性的技能（T01-20181025）。除了

操作的評估，專業群科教師亦認為學習成效評估的核心即在評估學習者的知識層次、因知

識而產生的外顯行為，以及學習過程中的參與情形（T04-20181030），如同機械群的學生

經由實習課程的學習，要具備拿到一張圖就能加工完成品，這需要具備有識圖能力及加工

能力（T03-20181031）。學生經過學習後，具有解決職場單項操作或複雜任務的能力

（T10-20181113），這是專業群科教師從教學觀點最期待學生學習實習課程要達到的實作

能力表現，但要有解決複雜任務的能力，則需要藉由認知領域層次的知識組織啟發操作能

力，這並非是 Simpson[1]與 Harrow[2]所提到的技能領域教育目標分類層次涵蓋的，且涉及

認知領域教育目標分類，又與 Bloom 分類學發展團隊在進行教育目標分類時提到類目間的

主要區別應儘量與教師對學生行為所作劃分相一致的原則抵觸。正如教育目標分類可以促

使教師教學設計與學習評量，或許應該重新檢視類目的區分，研擬符合專業群科師生需求

之教育目標分類。 

綜整上述專業群科教師對實習實作課程之教學觀點，也檢視多種技能領域教育目標分

類，若有包含知識範疇的技能課程教育目標分類，將會有助於專業群科教師的教學設計，

引導學生從操作能力提升到實作能力。Hannah and Michaelis[18]提出與 Bloom分類學教育

目標分類相近的教學目標綜合框架，但不同於 Bloom 分類學直接區分為認知、情意與技能

三種領域的做法，且與專業群科教師回饋的意見相近，該框架是先有共通的資料蒐集，再

延續區分為智力過程(Intellectual Process)、技能(Skills)、態度和價值觀(Attitudes & Values)

三種領域的分類層次。Anderson et al. [3]評論教學目標綜合框架的基礎是資料蒐集，其技能

領域分類層次顯然是涵蓋認知和心理動作。有關此框架之技能領域教育目標分類，在資料

蒐集包含觀察與記憶兩項，而在 Bloom 分類學認知領域教育目標分類層次中的知識，包括

行為和測試情境，它們強調通過識別或回憶來記憶思想、資料或現象；亦指在學習的情況

下，學生需要在頭腦中儲存學習的資料[10]。資料蒐集的兩項並沒有區分順序，這與專業群

科教師的教學觀點頗契合。透過觀察與記憶，了解技能所需的專業知識，再從其技能領域

的模仿、塑形、掌握之操作層次逐步達到具備有應用與即作之實作能力層次的要求。有關

上述分類層次的說明[18]，請參見表 2。 

本研究得到專業群科教師從實作能力與判斷實習之學習成效及衡量學生是否具有實作

能力等回饋意見，梳理出技能課程教育目標分類要涵蓋知識，專業知識內化再動手熟悉操

作與綜整應用，經由文件分析參照 Hannah and Michaelis[18]的教學目標綜合框架，其訂定

之資料蒐集與技能領域進行研析，契合本研究從專業群科教師之教學觀點所期待建立之技

能課程教育目標分類，以表 2 之分類層次說明技能課程學習順序，則是在觀察或記憶將要

學習的行為或行為的模型之後，模仿示範的行為或行為的一部分，對其仿作，以培養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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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要素結合在一起的能力，發展精確性和適當的技能掌握行為，在新的情境進行應用，即

興發揮所學的動作。 

 

 

表 2 教學目標綜合框架資料蒐集與技能領域分類層次 

分類 層次 說明 

資料蒐集 

觀察 

(Observing) 
在頭腦中根據觀察結果識別和描述要素  

記憶 

(Remembering) 
描述、複製或識別資訊 

技能 

模仿 

(Imitating) 
在幫助下練習每項技能要素 

塑形 

(Patterning) 
在幫助下練習技能並能獨立執行 

掌握 

(Mastering) 
在特定情況下以精確和適當的速度執行技能 

應用 

(Applying) 
在各種情況下以精確和適當的速度獨立執行技能 

即作 

(Improvising) 
修改、調整或引入新要素並結合已學習的技能 

資料來源：修改自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for Instructional Objectives: A Guide to 

Systematic Planning and Evaluation (p.123), by L.S. Hannah and J. U. Michaelis, 1977, MA: 

Addison-Wesley.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文件分析及問卷調查，探索技能領域教育目標分類，及藉由技能課程要培

養的實作能力，徵詢專業群科教師就何謂實作能力與如何判斷實習之學習成效等議題回饋

意見，期望匯集與導引新課綱專業及實習學科之技能課程教育目標分類。總結本研究之發

現與討論，提出下列二項結論與建議：  

一、以往技能領域教育目標分類未提及知識範疇，但當今教學注重專業知識內化後的技能

課程操作學習 

從 1956年提出迄今的 Bloom分類學，雖已在 2001年有進行修訂，但技能領域教育目

標分類仍有多位學者持續依 Bloom分類學之架構，各自提出教育目標分類層次，發展 Bloom

分類學教育目標分類的團隊對於技能領域之分類層次尚未達成共識。Bloom 分類學各技能

領域教育目標分類層次中均未涵蓋知識範疇，Bloom 分類學將知識歸屬於認知領域之最基

本層次，技能領域若包含認知領域之知識層次，將會抵觸 Bloom 分類學自己制定的原則，

則 Bloom分類學難以區分領域與運行。  

就專業群科教師的教學觀點，技能課程在培養實作能力，實作能力要將專業知識內化，

再動手熟悉操作方式，進而綜整應用，於職場解決各種不同情境的問題，才是具有實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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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顯然專業知識是當今技能課程擬定教育目標分類應有的基本範疇，既然 Bloom 各技能

領域教育目標分類在研擬時強調於技能操作，並不適用於當今的技能課程教學，而從專業

群科之教學觀點綜觀技能課程教育目標分類，要能以知識的學習為基礎分類層次，逐步完

成技能動作的學習與運用。 

二、技能課程教育目標分類為觀察、記憶、模仿、塑形、掌握、應用與即作 

綜理專業群科教師之意見與學者專家們對技能課程教育目標分類，本研究發覺 Hannah 

and Michaelis[18]提出涵蓋認知和心理動作之教學目標綜合框架，其資料蒐集包含觀察與記

憶，符合本研究在探討學習技能課程應有之知識範疇，也連結認知領域教育目標分類的知

識層次；其技能領域之分類層次，如模仿、塑形、掌握、應用與即作，與本研究欲建立之

分類層次相符，該教學目標綜合框架之資料蒐集與技能領域之層次可運用為本研究所需之

技能課程教育目標分類，可供專業群科教師教學使用，本研究認同 Hannah and Michaelis[18]

提出之教育目標綜合框架，技能課程教育目標分類依序為觀察、記憶、模仿、塑形、掌握、

應用與即作。 

最後，有關本研究的限制及對後續研究的建議，說明如下：在研究旨趣方面，本研究

以教學觀點探討技能課程教育目標分類，為分析整體性技能課程學習，以 Bloom 分類學之

技能領域相關教育目標分類為主進行檢視與蒐集相關文獻資料。本研究限制問卷對象為工

業類群之專業群科教師，係基於工業類群學生需運用機器設備完成複雜之工作任務，政府

機關須挹注之資源眾多，故以工業類群之專業群科教師進行問卷調查，探討培養技能課程

實作能力之教學觀點，以研擬整體性技能課程教育目標分類。對於後續研究，因為技術型

高中尚有商業類、農業類、家事類、海事水產類、藝術與設計類計五類，由於技術型高中

各群實習實作課程內容縱深不同，可持續探討各類各科教師對於技能課程教育目標分類有

無差異，以塑造符合技職教育體系適用之分類系統。  

致謝：本文修改自「2019 ICTE第七屆師資培育國際學術研討會～各科教材教法」之未出版

論文，感謝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林俊彥教授指導、學者專家及審查委

員檢閱與提供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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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Gagné, R. M. (1985). The conditions of learning and theory of instruction ( 4th ed.). New 

York, NY: Holt, Rinehart & Win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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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問卷問項 

一、 您認為何謂實作能力？ 

二、 您如何判斷實習之學習成效？  

三、 您如何衡量學生是否有實作能力？  

四、 您認為各類群(如商業類、農業類、家事類、海事水產類)對實作能力的看法是否不同？  



正修學報「投稿須知」 

一、徵稿條件：稿件不得一稿多投。 

二、徵稿範圍：1.研究論文或技術報告。2.技職教育論文(含課程、教材、師資、評量、 

 人力規劃、教學媒體設計與製作)。 

三、稿件格式： 

1.文字：使用 Microsoft Word  軟體以中或英文撰寫，並附不超過 200 字之摘要及 3 至 5 個關

鍵詞。以中文撰寫者應於關鍵詞後另附英文題目、作者、所屬系科、摘要及關鍵詞。

以英文撰寫者則應於稿件首頁開頭另附中文題目、作者、所屬系科、摘要及關鍵詞。

中文使用新細明體，英文則使用 Times New Roman 字體。 

2.題目、作者：題目採 16p 粗體字，作者姓名採 12p 及所屬系科採 10p 字置中列於題目下方。 

3.打字：稿件以通欄、橫式打字為原則。本文與參考文獻採 10p 字。紙張以 A4 版面列印。 

4.次標題：以 12p 字列於中央對稱位置。(如摘要、參考文獻等標題)。 

5.行間距：固定行高 18p。 

6.數學式：所有公式及方程式均須打字(向量及矩陣符號用粗斜體)，其後標明式號於小括號內，

每一式之上下須多空一列。 

7.長度：稿件長度以含圖表不超過 20,000 字為原則(約十五頁)。 

8.圖表：圖表與照片皆黑白為原則，大小則可採半欄或全欄置中列印並附編號及標題。 

9.符號：稿件中若出現符號者需附符號說明於文中參考文獻之後。 

10.參考文獻：所有參考文獻須按其於文中出現之先後隨文編號於方括弧中，並依序完整列於

文末。各類參考文獻之寫法須依下列格式，例： 

1. 林東清，「延時系統穩定性研究」，中國工程學刊，第一卷，第二期，pp. 12-21，1985。 

2.  Lee, C.H. and Kung, F.C., “On the matrix bounds for the continuous Riccati equation,” IEEE   

Transactions on Automatic Control, Vol. 40, No. 3, pp. 138-141, 1997. 

3. 張大為，商用英文，三民書局，台北，1983。 

4. Lancaster, P., The Theory of Matrices, Prentice-Hall, NY., 1985. 

5. 李建華、李世宗，「大型延時系統分散式控制設計」，第十五屆全國技職研討會，工業

類電機組，台中，pp. 241-250, 2000。 

6. Lee, Y., “Robust stability of perturbed time-delay systems,” 7th International Heat Transfer 

Conference, Washington, Vol. 2, pp. 112-118, 1990. 

7. 林信成，「模糊滑動模式控制器設計」，碩士論文，大同工學院，台北，1992。 

8. Shen, J. C., “Robust system controller design: time-domain approach,”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nan, 1990. 

四、作者於稿件審查通過並獲通知後，須於兩週內依完稿說明規定繳交完稿二份

與完稿磁片一份，方予以刊登。文中若有無法附於 Word 檔案印出之圖表或

照片亦應於相同時間內提供以黑色繪製之圖表或光面黑白照片之 A4 完稿，

否則予以延期刊登。 

五、若著作人投稿於本刊經收錄後，同意授權本刊得再授權國家圖書館『遠距圖

書服務系統』或其他資料庫業者，進行重製、透過網路提供服務、授權用戶

下載、列印、瀏覽等行為。並得為符合『遠距圖書服務系統』或其他資料庫

之需求，酌作格式之修改。 

六、本學報之投稿截止日期為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並於次年十二月出版。 

七、來稿經刊載後，每人寄送出刊 PDF 檔一份，不另製作抽印本且不另支稿酬。 

八、投稿時請附列印完成之文章一式三份(電子檔 1 份)連同「正修學報投稿者基

本資料表」，逕寄 833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 840 號，研究發展處新創及技轉

中心收。 

九、本「投稿須知」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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