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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大安區三個不同社區場域健康促進議題

需求之調查

楊逸菊1,2　周婉芸1,3　陳世偉4,5

目的：透過針對社區、學校以及工作場所三個不同場域的健康議題需求問

卷調查，了解民眾對於健康議題的需求。

方法：以台北市某行政區三個不同場域（社區、職場、學校）為研究對

象，並利用便利取樣選取三個不同場域。以透過健康議題需求結構式問卷

調查，不同場域有不同內容之問卷，來瞭解民眾對於健康議題的需求。

結果：回收有效問卷共540份。研究發現，高齡的社區里民、青壯年的職

場內勤人員及國小學童家長的平均年齡分為68.8±9.9歲、36.1±7.9歲及

42.4±5.1歲。女性占較大的比例，高齡的社區里民大部分為高中職或專科

程度，而青壯年的職場內勤人員與國小學童家長則多為大學及研究所以

上。健康促進議題的需求：高齡的社區里民需要的為篩檢活動，青壯年的

職場內勤人員是營養教育課程，國小學童家長認為學童需要的同樣也是營

養教育課程。期望的健康促進議題參與方式：高齡的社區里民與青壯年的

職場內勤人員最喜歡的活動方式為現場即可獲得檢查結果的簡易篩檢活

動，國小學童家長則希望提供小班衛教指導與操作課程（如健康烹調）給

學童。獲得健康相關知識來源：高齡的社區里民傾向從影片或電視獲得健

康知識，青壯年的職場內勤人員與國小學童家長則大多從網站獲得健康知

識。選擇實施健康促進活動的地點：高齡的社區里民覺得社區活動中心最

方便，青壯年的職場內勤人員則選擇鄰近醫院，國小學童家長覺得學童在

學校參與相關健康促進活動最方便。

結論：依據本調查所得到的結果，可提供台北市該地區衛生單位在推行健

康議題相關衛教時的參考，以民眾方便的方式，貼近民眾需求，在不同場

域辦理各項教育宣導活動，以獲得健康促進活動成效。

（台灣家醫誌2018; 28: 18-27）   DOI: 10.3966/168232812017122704002

關鍵詞：健康促進、需求評估、健康議題

1
國泰綜合醫院社區醫學科、

2
家庭醫學科；

3
國防醫學院生命科學研究所；

4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家庭醫學科；

5
天主

教輔仁大學醫學院醫學系

受理日期：106年5月26日　　修改日期：106年7月27日　　同意刊登：106年12月6日

通訊作者：陳世偉　　　　　通訊地址：新竹市東區中華路二段678號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家庭醫學科

前　　言

健康是人類生存最基本的需求，而

健康的狀態會受影響於本身的家庭、學

校、工作場域、居住區域以及社區。近

年來，社會型態的轉型和醫療技術的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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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以及平均餘命的增加，對於人們生活

與健康產生很大的影響。台灣地區的十

大死因，如心臟病、糖尿病、高血壓性

疾病等慢性病和癌症，以及需長期監測

與管理的精神疾患（如抑鬱症、思覺失

調症及進行性的身體／結構損傷等），

也成為威脅國人生命的主要健康問題[1]。

慢性病的盛行，特別是代謝症候群及其

相關疾病，其醫療費用與日俱增，已經

超過十大死因首位的癌症花費[2]，未來將

造成醫療資源的消耗增加與國內慢性病

防治體系及全民健保財務之沈重負擔。

因此醫療介入除了對疾病的注意，應投

注更多資源在預防疾病與健康促進。

全民健康是各國政府努力追求的目

標，但個人健康的影響因素，不是依靠

醫療服務就能完全獲得解決，而必須從

個人的生活型態及生活環境等面向加以

努力 [3]。影響國人疾病常見的生活型態

有：吸菸、過量飲酒、缺乏運動、不健

康飲食以及未定期接受健康檢查等[4]。所

以改變不利健康的生活型態，是預防疾

病最重要的工作。

影響民眾的健康因素主要包括環

境、生活型態、醫療照護與政策四大

項。其中環境因素，根據其場域，可分

為1. 家庭、2. 社區、3. 學校、4. 工作場
所。過去，在社區辦理的健康促進活

動，常見的模式為民眾被動的等待專家

學者、醫療院所或政府機關提出健康訊

息，或參加社區各種衛生教育宣導活

動，民眾鮮少有機會主動表達自身需要

的健康議題。而一般的衛生教育活動常

止於傳達各種保健知識，並無法真正解

決民眾自身個別的健康需求，更難以有

效改變民眾生活型態[5]。在學校辦理的健

康促進活動，則是以「健康促進學校」

為基礎來進行推動。「健康促進學校」

的概念最早是在1986年渥太華健康促進
憲章中提出，世界衛生組織自1995年
起，便積極將健康促進概念帶進校園。

健康促進學校的重點，包括正式與非正

式的健康教育課程、創建安全與健康的

學校環境、提供適宜的健康服務，以及

使家庭和社區廣泛參與促進健康的工

作，進而使學生們獲得最大限度的健康

發展 [6]。在工作場所辦理的健康促進活

動，包括如行政院衛生福利部自1999年
起，積極推動職場健康營造，不再以職

業傷病的防治自限，而是提昇至職場健

康促進的領域[7]。「職場健康促進」，指

的是在公司或組織內為了增進員工及其

家人的健康，所舉辦的強化健康行為的

活動。職場健康促進計畫除了提供健康

教育課程外，通常還包括健康風險評估

以及體適能、戒菸、減重、飲食改變、

壓力管理等方案課程[8]。台北市政府衛生

局於2001年推動職場健康促進計畫[9]，包

括無菸職場與健康體能。在職場施行健

康促進，將可藉公司組織的資金與同事

團體的力量，營造健康的環境與培養健

康習慣，再由員工影響其家人，形成健

康行為擴散的效應。

Winslow定義公共衛生為：「預防
疾病、延長壽命、促進健康與效能的藝

術與科學。」[10]。要以科學化的方式促

進社區健康或透過社區發展健康相關活

動，「界定社區健康需求」是不可或缺

的第一步[11-13]。我們須運用有系統的方

式去檢視社區的健康狀態及健康問題，

以作為地方衛生單位瞭解社區的健康需

求、規劃相關衛生計畫、排定介入優先

次序、分配醫療資源的參考依據[14-18]。

學校是兒童最重要、最有效的學習場

所，而家庭則是影響個人行為最重要的

場所[19]。而一般人一天至少耗費三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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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時間在職場上，因此在職場上實施

健康促進與健康管理計畫對於「全民健

康」之目標應具有正面與積極的助益。

本計畫透過針對社區、學校以及工

作場所的健康議題需求問卷調查，了解

民眾對於健康議題的需求，期望結合環

境中社區、學校及職場與相關政府機關

及醫療院所的資源，進而於不同場域辦

理其所需求的各項教育宣導活動，使得

所推動的健康資訊為其切身所需，讓健

康能真正導入每位民眾的日常生活中。

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於2014年2月至12月於台北
市針對某行政區的社區、學校以及職場

三個不同場域，在進行三高健康篩檢或

健康促進活動時，以健康議題需求的結

構式問卷進行調查。學校的部分，以學

童年齡介於6-12歲之間（國小一至六年
級）的家長為調查對象，每年級選取2
班。父母是子女成長中最早接觸、最主

要的認同對象，也是子女生活上的照顧

者、行為上的指導員、訓練者，因此以

學童家長（或主要照顧者）為問卷訪問

對象，調查學童家長認為學童需要參與

的健康議題。職場部分，參與的研究

對象工作性質為一般職業中的內勤人

員。。在研究人員說明研究目的及方法

後，依據民眾自我意願，發放問卷。

本研究計畫及問卷內容經醫學

中心人體試驗委員會通過通過免除受

試者同意書之審核申請。本研究設定

power=80%，當效果量至少為中度效
果，計算所需樣本數分別為118名[21]。為

達到至少118名有效樣本，並考量問卷回
收率問題，預估增加20%的樣本，故3個
不同場域所需樣本數至少各為142名。本

研究工具為結構式問卷，不同場域有不

同內容之健康議題問卷，依據研究目的

以及參考國外健康議題與國內衛生福利

部之2020白皮書及健康促進學校議題內
容來設計。問卷內容為個人基本資料、

個人生理因素、個人社會因子與依據不

同族群設定之不同健康議題。社區健康

議題需求問卷調查的內容主要包括：(1)
教育講座；(2)援助課程；(3)營養教育課
程；(4)篩檢活動；(5)戒菸課程；(6)CPR
急救教學以及(7)防跌課程。職場問卷調
查內容主要包括：(1)體脂肪測量；(2)教
育講座；(3)援助課程；(4)營養教育課
程；(5)篩檢活動；(6)戒菸、戒酒課程；
(7)工作相關職業病預防；(8)時間管理課
程以及(9) CPR急救教學。學童家長問卷
調查主要包括：(1)體重管理；(2)教育講
座；(3)援助課程；(4)營養教育課程；(5)
篩檢活動；(6)戒菸課程以及(7)時間管
理課程。本研究健康議題量表每題均有

5個選項，分別為「非常同意」、「同
意」、「普通」、「不同意」及「非常

不同意」等。本量表皆為正向題，在計

分方面，以「非常不同意」的選項為基

準，以1分計算，「不同意」為2分，
「普通」為3分，「同意」為4分，「非
常同意」為5分，得分越高表示對健康議
題越重視。

問卷效度採專家效度，將問卷內

容以電子郵寄方式交付國內相關專家及

學者進行審查，評估本問卷之效度。問

卷內容依據專家學者所提之意見進行修

正，以提高問卷之效度與可行性。問卷

信度由經內容效度檢定後之問卷，依照3
種不同場域，每個場域以20位研究對象
為問卷信度調查對象，徵求其同意後進

行問卷調查以評估研究設計的適當性。

問卷信度以 Cronbach’s α值代表問卷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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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致性，問卷之α係數最好在0.8以
上，如果在0.9以上其信度更佳[22]。經調

查3個場域之 Cronbach’s α係數分別為：
社區，0.98；學校，0.95；職場，0.88。

問卷回收後，進行檢查、編號、

譯碼簿之製作以及問卷譯碼後，將資料

輸入電腦建檔。研究結果以百分比、平

均值與標準差等方法進行統計描述性分

析。資料以 IBM SPSS Statistics 19.0 統計
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

結　　果

在台北市該行政區總共收集540名
研究對象得有效問卷（表1），來自社區
場域的4個里有142名，來自學校場域的
某國小自願參加健康促進活動的學童家

長有244名，以及來自職場場域的某企業
自願參與健康篩檢的內勤員工有154名。
高齡的社區里民的平均年齡為68.8±9.9
歲，青壯年的職場內勤人員為36.1±7.9
歲以及國小學童家長為42.4±5.1歲。在

表1　研究對象基本資料

項目

社區 職場 學校

(n=142) (n=154) (n=244)

年齡（平均值±標準差） 68.8±9.9 36.1±7.9 42.4±5.1

性別 (%)

　男性 23.2 41.0 24.2

　女性 76.8 59.0 75.8

教育程度 (%)

　不識字   1.4   0   0

　國中以下 37.3   0.7   0.8

　高中職以下 44.4 42.1 34.3

　大學及研究所以上 16.9 57.2 64.9

婚姻 (%)

　有配偶或同居 66.7 45.7 94.2

　喪偶 29.8   0  5.8

　未婚   3.5 54.3   0

有無子女 (%)

　有 96.5 38.6 100

　無   3.5 61.4   0

健康狀況 (%)

　優 25.4 13.6 34.2

　尚可 69.0 80.0 63.4

　不好   5.6   6.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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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方面，皆是女性占較大的比例；教

育程度部分，高齡的社區里民大部分為

高中職或專科程度，而青壯年的職場內

勤人員與國小學童家長則多為大學及研

究所以上。婚姻部分，因為場域的選

擇，高齡的社區里民與國小學童家長多

為有配偶或同居，青壯年的職場內勤人

員則超過一半為未婚。在自覺健康狀況

部分，3個場域皆大部分為尚可，國小學
童家長較其他2個場域有較高比例的自覺
本身健康狀況優良。

依照3個場域研究對象對於不同健康
促進議題的需求調查計算出來的平均分

數如表2所示；其中共同健康促進議題為
健康保健教育講座、壓力與情緒援助課

程、營養教育課程以及篩檢活動，調查

分數結果如表2所示。因3個場域的健康
促進議題不盡相同，因此以平均分數除

以每個議題項目總分，以得知各場域對

於健康促進議題的需求排序。在3個場域
中的健康促進議題的需求排序分別為：

1.  社區：高齡的社區里民需要的健康促

進議題需求：分別是篩檢活動為最需

要，接著是營養教育課程、健康保健

教育講座、防跌課程、壓力與情緒援

助課程、心肺復甦術教學課程以及戒

菸課程。高齡的社區里民最需要的

「篩檢活動」中，以膽固醇檢測為最

需要，其次為血糖、血壓、四癌篩檢

及失智症篩檢。

2.  職場：青壯年的職場內勤人員需要的
健康促進議題需求：分別是營養教育

課程為最需要，接著是壓力與情緒援

助課程、健康保健教育講座、心肺復

甦術教學課程、體脂肪檢測、時間管

理、職業病預防、篩檢活動以及戒菸

課程。青壯年的職場內勤人員最需要

的「營養教育課程」中，健康飲食選

擇為最需要，其次為體重管理課程及

健康烹飪方法。

3.  學校：國小學童家長認為學童需要的
健康促進議題需求：分別是營養教育

課程為最需要，接著分別是篩檢活

動、時間管理、壓力與情緒援助課

表2　不同場域健康議題需求平均分數

健康議題 社區 職場 學校

健康保健教育講座 3.5±0.8 3.7±0.6 3.5±0.5

壓力與情緒援助課程 3.5±0.9 3.7±0.6 3.5±0.6

營養教育課程 3.7±0.9 4.0±0.7 3.8±0.7

篩檢活動 4.0±0.8 3.2±0.6 3.6±0.7

戒菸課程 3.1±1.0 3.1±0.9 3.0±0.7

心肺復甦術教學課程 3.4±1.0 3.6±0.8 -

防跌課程 3.5±0.9 - -

職業病預防課程 - 3.5±0.7 -

體脂肪測量 - 3.6±0.6 -

時間管理課程 - 3.6±0.8 3.6±0.8

體重管理課程 - 3.3±0.7
資料以平均數±標準差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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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健康保健教育講座、體重管理以

及戒菸課程。國小學童家長認為學童

最需要的「營養教育課程」中，學習

健康烹飪方法與如何選擇健康飲食同

等需要。

3個場域研究對象期望的健康促進議
題參與方式如圖2所示。高齡的社區里民
與青壯年的職場內勤人員最喜歡的活動

方式為現場即可獲得檢查結果的簡易篩

檢活動，國小學童家長則希望以小班衛

教指導與操作課程（如健康烹調）方式

為學童進行健康促進活動。獲得健康相

關知識來源：高齡的社區里民傾向從影

片或電視獲得健康知識，青壯年的職場

內勤人員與國小學童家長則大多從網站

獲得健康知識。選擇實施健康促進活動

的地點：高齡的社區里民覺得社區活動

中心最方便，青壯年的職場內勤人員則

選擇鄰近醫院，國小學童家長覺得學童

在學校參與相關健康促進活動最方便。

討　　論

根據健康促進的文獻[23]，需求評估

的結果應回饋至健康促進活動的規劃。

利用優先排序(priority setting)的方式進行
資源分配[24]，立意於有效的分配有限資

源，目前已廣泛的使用在實證的公共衛

生領域[25]。藉由有效分配相關健康照護

資源，在不同的場域實施符合對象需求

的健康促進活動，是醫療院所或公部門

未來做規劃時的重要目標。

我國人口結構正快速老化，預估

2025年時，我國65歲以上人口將超過
總人口的20%，即將成為「超高齡社
會」。非傳染類疾病亦已為我國國人最

重要的死因，目前社區65歲以上的高齡
長者，60%有高血壓、21%有高血糖、
16%有高膽固醇，其防治有賴於全方位
的政策與行動，包括：戒菸、節酒、戒

檳榔、均衡飲食、規律運動、維持理想

體重、控制血壓、血糖、血脂肪以及定

期篩檢等[26]。本研究發現高齡的社區里

民健康促進議題需求評估結果，最需要

的是篩檢活動，其次是營養教育課程。

由醫療院所進行以血壓、血糖、膽固醇

的篩檢為高齡的社區里民主要需求的篩

檢活動，可做為現行高齡長者有高比例

圖1　不同場域研究對象期望的健康促進議題參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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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血壓、高血糖及高膽固醇現況防

治，且同時實行營養教育課程的健康講

座，加強此三類慢性病的防治成效。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2007
年提出「評估一國家水準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評估該國是否關心孩童健康。」
[27]。本研究以國小學童家長為問卷調查

對象，來瞭解學童家庭生活及照顧過程

中，其生活型態、行為、健康及就醫狀

況所缺失或需要加強的健康議題；研究

結果發現，國小學童家長認為學童最需

要於學校參與的健康議題為「營養教育

課程」，其中學習健康烹飪方法與如何

選擇健康飲食同等需要。依教育部「學

生健康檢查資料」，2012年國小過重及
肥胖比率為29.8%，其中國小男童及女
童過重及肥胖比率分別為33.7%及25.6% 
[28]，顯示國小學童體重控制為當今重要

的健康議題。學童能藉由在校參與更

多的營養教育課程，獲得正確的營養觀

念，來防治此健康狀態。在校園進行的

健康促進活動，可規劃在學校推行由醫

療院所協助的營養教育課程，搭配學校

安排的運動活動，協助學童獲得正確的

健康觀念及維持健康體位。除此之外，

學童家長也認為篩檢活動對學童而言，

是重要的健康促進議題。醫療院所配合

國家政策，可規劃定期推動學童近視防

治、高風險近視管理、口腔保健等篩檢

活動，協助監測學童視力及口腔狀況，

達到三段五級的預防策略。

工作場所及工作，對成人健康可以

是威脅，也可以是資源；企業與政府不

僅應依法定期提供勞工健康維護措施，

更須積極營造增進健康之支持性職場環

境，增進員工發揮潛能、擁有健康以及

國家社會之永續發展。過去研究指出，

職場健康促進議題之需求依序有健康環

境管理，健檢分級管理、職場心理健

康、依據健檢訂定健康促進計畫、無菸

職場、健康促進委員會、健康體能、健

康飲食、哺乳親善環境[29]。本研究之職

場研究對象主要為青壯年的內勤人員，

其中女性多於男性；研究結果顯示，最

需要的健康議題為「營養教育課程」，

其中健康飲食選擇為最需要，其次為體

重管理課程及健康烹飪方法；再其次為

壓力與情緒援助課程。醫療院所配合職

場進行健康職場認證，以青壯年的職場

內勤人員最需要的健康飲食選擇、健康

烹飪方法及體重管理課程，搭配次需要

的壓力與情緒援助課程，可防治職場工

作者飲食不均衡及達到工作者身心健康

狀況監測的需求。國民健康署自2006年
起成立北、中、南三個健康職場推動中

心，以多元健康促進議題，輔導職場建

立健康支持環境，2007年首度開始健康
職場認證，並與勞動部合力推動職場健

康促進，至2015年共有14,287家職場通
過健康職場認證[30]。

根據本研究的結果，在社區活動中

心舉辦篩檢活動的同時，可搭配針對年

長之參與者舉辦營養教育講座、防跌課

程等。可以多以電子郵件或利用醫院網

頁，發佈健康活動訊息給職場人員，並

加強壓力管理的教育講座。學童家長希

望學童參與的健康促進活動，則以營養

教育課程需求最大，並以活潑的實作課

程設計為內容於校園中實施。

本研究的限制是受訪的場域為台北

都會區，而且不同場域的研究對象，也

因研究資源的限制，皆以便利取樣作為

選取樣本，難以實施機率抽樣[20]。因此

研究結果無法推估至整個台北都會區，

甚至是否可適用於其它類似的場域。將

來仍須比較不同型態與規模的場域，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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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增加外推性，更精確呈現出整體性的

健康議題優先排序。

健康議題評估結果，可作為瞭解

社區的健康需求、規劃相關衛生計畫、

排定介入優先次序、分配醫療資源的參

考。本研究結果，可做為台北市該行政

地區衛生單位未來在類似場域辦理各項

教育宣導活動時的參考。利用健康議題

評估結果貼近民眾需求，以民眾方便的

方式，以獲得執行健康促進活動最佳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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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Health Promotion Issues and Priority in Three 
Different Communities Settings in Da-An District, 

Taipei City

Yi-Chu Yang1,2, Wan-Yun Chou1,3 and Shih-Wei Chen4,5

Purpose: The goal of community health promotion is to help develop strategies addressing local 
health needs by identifying agreed priorities and facilitating effective resource allocation.
Methods: A survey on subjects in three different settings (community, school, and workplace) 
in an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of Taipei City was conducted. Convenience sampling was used, and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s issued to three groups of participants to obtain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health issues of priority concern in local community. The data from 540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in percentage, average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data attributes, and 
the results were describ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each variable.
Results: The mean ages (±SD) of the participants were 68.8 (±9.9), 36.1 (±7.9) and 42.4 
(±5.1) years old respectively for elderly community residents, workplace employees, and parents 
of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Most of the participants were female. Most community participants 
graduated from senior or vocational high school, while a great part of the workplace and school 
participants graduated from college or graduate school. Survey findings identified the following 
priority health concerns: health screening program for community participants and nutrition 
program for workplace and school participants. Both community and workplace participants 
preferred simple screening producing immediate results, and school participants found small-
class learning and practice-based activities more effective in raising health awareness among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Community participants obtained health knowledge mainly from the 
video and television, and both workplace and school participants from email or hospital web-
sites. In term of their preferred venues for health promotion activities, community participants 
suggested community centers, workplace participant local hospitals, and school participants in 
their children’s schools.
Conclusion: Our study provide evidence-based findings that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addressing the needs of different participa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health promotion programs in local communities in Taipei City.
(Taiwan J Fam Med 2018; 28: 18-27)   DOI: 10.3966/16823281201712270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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