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全球近年來第二型糖尿病發生率

的趨勢越來越高，於 1995 年已有 1 億3 
千 5 百萬的糖尿病人口，同時逐年增加
中，估計將在 2025 年將上升達全人口的 

5.4％，約達 3 億人之多（1）。糖尿病是一

種會影響多重器官的代謝性疾病，以健

保的角度而言每年糖尿病治療費用的支

出在 1998 年佔總支出的 11.5％，而糖尿
病人者平均的醫療花費是非糖尿病人的 
4.3 倍（2）。行政院衛生署 2006 年統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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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第二型糖尿病者以自我增能理論營養教育介入，探討飲食效能、

知識與行為與其榶化血色素改善之成效。本研究採類實驗型研究方法，以立意取樣南

台灣某鄉 45 歲以上之第二型糖尿病居民 30 名，共接受 12 次自我增能營養教育課程。
研究工具使用結構式問卷（飲食自我效能、營養知識、飲食行為）、一日主食認知測驗

以及糖化血色素值之檢測，來評估營養教育介入成效。研究發現自我增能的營養教育

介入後，對飲食自我效能、營養知識、飲食行為前、後測平均分數差異分析，皆有顯

著改善（p <0.001），顯示運用自我增能理論，進行有系統的營養教育介入，具營養知識
與認知改善之成效。經介入，對一日主食之認知（知道人數從 9 人上升到 29 人）以及糖
化血色素改善 （>7％以上人數由 17 人下降至 5 人），有顯著成效 （p <0.001）。且女性、
年齡 >65 歲、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上以及 BMI >24者，改善成果較佳。總結，本研究以
自我增能理論的營養教育介入，對改善飲食自我效能、營養知識、飲食行為、一日主

食認知與糖化血色素均有成效。所以自我效能理論是一個廣泛被接受的行為科學模式，

可藉由病人賦能，藉以改善病人在疾病上之自我管理，並進一步改善代謝指標或併發

症之進展。

關鍵詞：第二型糖尿病、中老年人、自我效能、營養教育、飲食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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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自 1983 年起糖尿病列入國人十大死
因中。糖尿病自 1987 年以來，直居國人
十大死因第五位，而近十餘年糖尿病死

亡率快速上升，2002 年躍居至第四位。
2006 年每十萬人口死亡率 42.5%與 1991 
年死亡率 20.6% 相較下增加了98.19%，
故糖尿病的標準化死亡率為逐年攀升中
（3）。

1999-2000 年台灣地區老人國民營養
調查報告（3）指出，18%的老人有糖尿病
（禁食血漿血糖值 ≧126 mg/dL），男女
盛行為 18%及 19%，同時 65 歲以上民
眾之高血糖率為 20.7%。目前人口老化
嚴重且迅速，以台灣地區 65 歲以上的
老年人口佔總人口的 10.35%，此外依據
行政院經建會的推估至 2016 年老年人口
將會超過 20％。因此未來老年人口逐年
的增加，意味著糖尿病的人口亦逐年的

提升，在台灣逐漸邁入「高齡化社會」 的
當前，糖尿病的確是國人必須重視且管

理的疾病。美國糖尿病學會（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 ADA） 建議將糖化血
色素值控制在 7 mg/dL以下，飯前血糖
值小於 110 mg/dL，飯後血糖值小於 140 
mg/dL，可將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的發
生率，並減少合併症發生（4）。

因糖尿病是無法根治的疾病，需要

藥物、飲食及運動等多方面控制，更需

要加強自我照顧管理的能力，所以治療

疾病預防併發症，主要取決於個案是否

有高度意願去執行自我照顧活動（5）。國

民營養調查報告中指出 1993 至 1996 年
對台灣民眾之營養飲食知識及飲食行為

調查，13 歲以上國人對營養及飲食知識
隨年齡層增加而顯示不足（6），以及國健

局在 1999 至 2000 年對台灣地區老人營
養健康狀況調查中，老年人的營養知識

確實欠佳（7）。

Bandur（8）所 提 出 的 社 會 認 知 理

論，將自我效能增進措施的四個訊

息 分 別 是： 成 就 實 現（performance 
accomplishment）、 替 代 經 驗（vicarious 
experience）、文字說服（verbal persuasion）、
自我評價（self-appraisal）。病人且能藉由
充能訓練措施，提升患者之自我效能與

自我照顧能力（9）。

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 2007 年提
到第二型糖尿病欲得到控制與改善，生

活型態應改變增加每日運動或活動量，

且提到飲食應以低糖、低油、低鈉、高

纖為原則，而醣類計算（carbohydrate 
counting） 的觀念的建立，可加強糖尿病
人對食物含醣量之認識，為幫助病人了

解飲食計畫份量觀念之方法之一（10）。本

研究將配合自我增能理論設計多元化營

養教育課程，對第二型中老年患者以教

育介入，以探討作自我效能、知識、行

為、一日主食與糖化血色素之成效探討，

期望提供糖尿病衛教與執行自我照顧服

務之參考。並將國民健康局於 2007 年優
良糖尿病病友團體選拔辦法中之「一日主

食」 為測試病人對主食份量的認識。

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計畫經審核通過人體試驗

審查委員會。徵求仁武鄉糖尿病協會、

社區發展協會及仁武鄉衛生所等機關

許可後，並徵求研究個案同意後進行

資料收集。對象以住於高雄縣仁武鄉

年齡為 45 歲以上之中老年人，經由
醫院確定診斷為第二型糖尿病者。願

意參加 12 次營養教育課程者。採用
類實驗型研究設計，立意取樣收案條

件包括：（1）第二型糖尿病人者（4）；

（2） 年齡於45歲以上者；（3） 能以國、台
語溝通無障礙者；（4） 無 DSM-Ⅳ（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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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簡稱 DSM） 精神疾病診斷中之
精神疾病者；（5） 意識清楚者。符合上
述研究對象條件計有 30 名，平均年齡為
64.4 （±5.9） 歲。所有研究對象皆接受 14 
次自我增能課程，每次 2-3 小時，其中
含營養教育課程 12 次，進行介入人員為
營養師及護理師。

二、研究工具與方法

（一）基本資料

年齡、性別、教育程度、身高、

體重、運動、抽菸以及喝酒等習慣。

運動習慣者以每週 3 次與每次 30 分
鐘以上者為有習慣，而運動習慣則

低於每週 3 次與每次 30 分鐘以下者
為無習慣。

（二）生理檢驗

依據美國糖尿病學會（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 ADA）（4）建議成人

糖尿病飯前血糖值小於110 mg/dL為
檢測指標。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BMI= 體重 / 身高（公
尺）2），正常範圍 18.5-24 kg/m2 為參

考台灣行政院衛生署所頒布之標準  
（ http://food.doh.gov.tw ）。

（三）問卷調查

問卷內容包括四部份。飲食自

我效能 8 題，總分 16 分。每題有三
個選項，分別是 『完全沒把握』、『有
一半把握』、『完全有把握』。計分

上以『完全沒把握』 為 0 分、『有一
半把握』 為 1 分、『完全有把握』 為 
2 分。營養知識 10 題總分為 10 分。
題目型態均為三選一（是 /否 /不知
道）， 計分方式為各題答對給 1 分，
答錯 （含不知道） 者以零分計，第 6 

題計為相反題，得分越高表示答對

率越高營養知識也越高。飲食行為

共 16 題，計分方式：題型以研究對
象的每日飲食行為中習慣頻率，作

以下定義「從不」 為 10 次中都沒有、
「很少」 為 10 次中有 1-2 次、「偶爾」 
為 10 次中有 3-5 次、「經常」 10 次中
有 6-8 次、「總是」 10 次中有 9-10 次。
第 1-7 題，打 「✽」 為相反題，計分
以回答「從不」 給 5 分，「很少」 為 
4 分，「偶而」 為 3 分，「經常」 為 2 
分，「總是」 為 1 分。第 8-16 題，計
分以回答「從不」 給 1 分，「很少」 為 
2 分，  「偶而」 為 3 分，  「經常」 為 4 
分，  「總是」 為 5 分，總分 80 分得分
越高表示飲食行為越佳。一日主食

共 1 題，以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
局挑戰 1824 國民飲食指標為標準，
能依據個人的一日主食量寫出，以

及在一餐均衡飲食時拿取食物份量

正確者才與給分，答錯給 0 分，答
對給 1 分。

（四）問卷信效度

本研究調查工具以 2000 年蔡瑞
珍引用台灣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在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所選取的示範工

廠推行的健康促進計畫 (11)，『達康 
21』 的子計畫中以營養部分的問卷為
範本參考 修訂。參考營養知識、飲

食行為及其影響行為因素中自我效

能部分， 確認影響行為因素的飲食

的自我效能部分，經與專家討論後

修訂為飲食自我效能。本研究依馬

鳳岐 2001 年專家鑑定法來評定建議，
本問卷專家效度指標（content validity 
index, CVI）(12)。「飲食自我效能」 CVI 
值為 0.919、「營養知識」 CVI 值為 
0.990、 「飲食行為」 CVI 值為 0.988。
在問卷信度評估方面，經修正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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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民眾 20 人作預試，預試各量表
內部一致性，採用 Cronbach 所創的 
α 係數分析。問卷包含「飲食自我
效能」 8 題， Cronbach's α值為 0.71。 
 「營養知識」 10 題，Cronbach's α值為 
0.61。「飲食行為」 16 題，Cronbach's 
α值為 0.72。

三、營養教育實施

（一）課程目的

了解飲食原則與適宜的攝取份

量，並能確實執行；能靈活運用食

物代換表；可依據每日所需熱量，

正確攝取飲食；瞭解飲食、運動、

藥物三者之配合。

（二）教學活動設計

依據自我增能措施配合營養教

育課程項目、目標及內容做以下運

用，分為兩部分。營養教育課程設

計內容包含：疾病與血糖關係 (10)、

飲食營養素及相關營養、營養標示

說明以及 6 大類食物代換。營養教育
課程內容與增能措施方案主要透過 5 
面向不同之教學方法（成就實現、替

代經驗、文字說服、自我評值、合

併訊息來源），強化病人疾病管理能

力之提升。

四、資料收集

本研究施測時間 97 年 12 月至 98 年 
3 月，施測時先由研究者自我介紹及說明
研究目的及問卷填寫，經徵求研究對象同

意。研究過程分為前、後兩次施測，實施

前測後進行 12 次營養教育並在課程結束
後隔週進行後測。資料收集分為結構式問

卷包含人口學特性、飲食自我效能、營養

知識、飲食行為、一日主食。生理檢測為

BMI、糖化血色素值。

五、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問卷回收後，使用 SPSS for 
Windows 12.0 版統計套裝軟體程式進行
各項統計分析與考驗。使用的統計方法

包括描述性統計與推論性統計。

（一）描述性統計

有效樣本資料以次數分配與百

分率進行描述，以該題得分除以總

分後以百分比描述。

（二）推論性統計

t檢定或卡方用於比較性別與人
口學特性如年齡、教育程度、BMI 
及生活習慣之差異。Paired-sample t 
test，以 t 檢定比較及分析營養教育
介入前後的生理、生活習慣、糖化

血色素值與飲食自我效能、營養知

識、飲食行為的差異。 McNemar分
析用於兩個相關二分變數的無母數

檢定。將營養教育介入前後的身體

質量、糖化血色素值及生活習慣，

使用卡方分配檢定反應的變化。

結果

一、人口學特性

受式者基本資料（表一），共收案 30 名
中男性 12 名（40%）、女性 18 名（60%），平
均年齡為平均年齡為 64.4（±5.9）歲。以
年齡層以 60 至 69 歲佔最大部分（56.70%）。
教育程度方面在國小以下的民眾有 19 人
（63.3%）。身體質量 BMI 值 18.1-24 為 11 人
（36.7%），而 BMI >24 有 19 人（63.37%）。生
活習慣中無運動習慣者 17 人（56.7%）。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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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食認知中回答不知道者 21 人（70.0%），有
抽菸習慣 1 人（3.3%），有喝酒習慣者 2 人
（6.7%）。糖化血色素值 7.93±2.24（範圍為 

5.69-10.17%），糖化血色素值高於 7 者佔 17 
名  （56.7%）。

二、 飲食自我效能、營養知識、飲食行
為問卷前、後測結果分析

（一）飲食自我效能

飲食自我效能共有 8 題，總分 

16 分得分越高自我效能越高。第 2、
4、5、7、8 題介入前、後對高纖、
低糖、高脂高熱量有信心控制，同

時對每週三次以上的運動具有信心

所以統計學上顯著差異（p <0.001）。
而每日能攝取水果一份以上與對健

康有信心能不抽菸在介入後具差異

（p <0.01）。飲食自我效能整體而言，
經營養教育介入總分平均分數前測

（11.00±0.51） 而後測（15.33±0.18）
所以具明顯的差異性（p <0.001）（表
二）。

（二）營養知識

營養知識有 10 題，總分 10 分
得分越高營養知識越高，在總分

平均分數上前測（6.10±0.36） 與後
測 （9.77±0.10） 具有顯著差異（p 
<0.001）。第 3、6、9 題中對必需脂
肪酸的營養需求、減重健康認知與

總膽固醇在人體的知識均有顯著差

異（p <0.001）。 而 第 1、5、7、8、
10 題的認知能在介入後顯差異，以
對澱粉食物造成血糖高、高脂高熱

量食物的認知與對運動能預防血糖

知識的提升具有明顯差異（p <0.01）
（表二）。

（三）飲食行為

飲食行為共有 16 題總分 80 分，
分數越高飲食行為越佳。飲食行為

答題中因為第 1-7 題為相反題，前測
回答『很少』 者大多占 30%以上，在
第 8-16 題中第 12 題『我選擇水果代
替點心』 後測分數較高，與前測有差
異（p <0.05），在各題後測中有明顯
進步所以均有顯著差異 （p <0.001）。
所以飲食行為總分平均分數上前測

（48.83±1.39） 與後測（70.10±0.54） 
具有顯著差異 （p <0.001）（表二）。

表一、基本資料

項　目 總人數 （%）

性別

男性 12 40.0

女性 18 60.0

年齡

50-59歲 6 20.0

60-69歲 17 56.7

70-79歲 7 23.3

教育程度

國小以下 (含 ) 19 63.3

國小以上 11 36.7

身體質量 BMI

≦24 kg/m2 11 36.7

 >24 kg/m2 19 63.3

糖化血色素值

≦7 % 13 43.3

 >7 % 17 56.7

一日主食

知道 9 30.0

不知道 21 70.0

運動習慣

有 13 43.3

無 17 56.7

抽菸習慣

有 1 3.3

無 29 96.7

喝酒習慣

有 2 6.7
無 28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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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營養教育介入後飲食自我效能、營養知識、飲食行為前後測分析  (n=30)

項　　目
前測 後測 前後測 pair-t值

平均分數 平均分數 分數差 顯著性
(mean±SD) (mean±SD) (前測 -後測 )

飲食自我效能

1.工作繁忙時我仍攝取均衡的營養 1.33 ±0.71 1.67 ±0.48 0.34 -2.07 *
2.我每天攝取三份蔬菜 1.17 ±0.65 1.93 ±0.25 0.76 -6.71 ***
3.我每天攝取水果 1.77 ±0.43 2.00 ±0.00 0.23 -2.97 **
4.我在繁忙工作中抽空每週三次以上做運動 1.23 ±0.68 1.97 ±0.18 0.74 -5.43 ***
5.我盡量不吃高脂食物 1.30 ±0.60 2.00 ±0.00 0.70 -6.43 ***
6.我不抽菸以維護身體健康 1.60 ±0.56 2.00 ±0.00 0.40 -3.89 **
7.我對高熱量的食物有自我控制能力 1.47 ±0.51 2.00 ±0.00 0.53 -5.19 ***
8.我盡量少喝含糖飲料 1.13 ±0.51 1.77 ±0.43 0.64 -5.76 ***
飲食自我效能總分 11.00 ±0.51 15.33 ±0.18 4.33 -7.98 ***

營養知識

1.麵包、馬鈴薯、米飯吃太多會造成肥胖且血糖值高 0.67 ±0.48 1.00 ±0.00 0.33 -3.08 **
2.多吃蔬菜、水果可降低血膽固醇 0.83 ±0.38 1.00 ±0.00 0.17 -2.41 *
3.亞麻油酸是必須脂肪酸，一定要從食物中獲得 0.37 ±0.49 0.97 ±0.18 0.60 -5.83 ***
4. 1公克的脂肪可提供 9大卡的熱量 0.80 ±0.41 1.00 ±0.00 0.20 -2.69 *
5.若一個人的身體質量質數（BMI）>26.4代表肥胖 0.63 ±0.49 0.97 ±0.18 0.34 -3.81 **
6.為了苗條的身材一週內減輕 3-5公斤是正確的 0.33 ±0.48 0.93 ±0.25 0.60 -6.60 ***
7.每日飲食指標建議：脂肪攝取不超過每日總熱量的 30% 0.57 ±0.50 0.90 ±0.31 0.33 -3.81 **
8.多吃油炸的食物會增加心血管疾病或血糖值增加的發生機會 0.70 ±0.47 1.00 ±0.00 0.30 -3.53 **
9.成人總膽固醇值的正常濃度 <200 mg/DL 0.53 ±0.51 1.00 ±0.00 0.47 -5.04 ***
10.運動對預防血糖值變高是有益的 0.67 ±0.48 1.00 ±0.00 0.33 -3.81 **
營養知識總分 6.10 ±0.36 9.77 ±0.10 3.67 -11.00 ***

飲食行為

1.我吃餃子與包子 2.40 ±0.81 4.23 ±0.43 1.83 -15.16 ***
2.我吃泡麵 3.23 ±1.04 4.70 ±0.53 1.47 -15.89 ***
3.我吃三層肉 3.53 ±0.78 4.27 ±0.52 0.74 -5.48 ***
4.我吃動物內臟 3.53 ±0.78 4.27 ±0.52 0.74 -4.10 ***
5.我吃香腸、火腿、貢丸等食品 3.50 ±0.73 4.17 ±0.46 0.67 -3.81 **
6.我吃飯或吃麵時拌滷汁或菜湯汁 3.53 ±0.82 4.27 ±0.45 0.74 -3.83 **
7.我吃酥餅或酥油點心 3.60 ±0.81 4.50 ±0.63 0.90 -4.79 ***
8.我吃肉時將外皮肥肉去除 2.23 ±1.48 4.63 ±0.72 2.40 -8.90 ***
9.我喝湯時將上面的油去除後再喝 3.33 ±1.27 4.33 ±0.80 1.00 -4.17 ***
10.我烹調食物會以清蒸、水煮、涼拌方法 3.63 ±1.19 4.27 ±0.87 0.64 -2.85 **
11.我會將蛋糕或麵包上的奶油去除再吃 2.97 ±1.38 4.63 ±0.72 1.66 -6.11 ***
12.我選擇水果來代替點心 3.43 ±1.48 4.17 ±0.65 0.74 -2.75 *
13.我選用白肉（雞、魚）來代替紅肉（豬、牛） 2.40 ±1.19 4.30 ±0.53 1.90 -8.03 ***
14.外食時我不吃勾欠或油脂高的食物 2.57 ±1.50 4.23 ±0.50 1.66 -5.93 ***
15.外食時我會選擇清湯來代替油膩的湯 3.50 ±1.48 4.33 ±0.48 0.83 -3.17 **
16.平時我會選擇開水來代替含糖飲料 2.83 ±1.60 4.77 ±0.50 1.94 -5.89 ***
飲食行為總分 48.83 ±1.39 70.10 ±0.54 21.27 -14.58 ***
註 1. *p <0 .05   ** p <0.01   *** p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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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營養教育介入後生活習慣及生理
結果分析

生活習慣中運動習慣營養教育介入後

由無運動習慣而改變者增加 6 人，所以具
顯著性（p <0.05），一日主食，經營養教
育介入後能知道一日主食者增加至  20 人 
（p <0.001）。生理狀況結果分析，BMI前測
小於 24 者 11 名，經營養教育介入僅增加 
2 人，所以不具顯著性。糖化血色素值經
營養教育介入後大於 7%者，由 17 人減少
至 5 人（p <0.001），衛教有利於血糖控制
（表三）。

四、 經營養教育介入增能指標差異量與
影響因素分析

將飲食自我效能、營養知識、飲食

行為前、後測以差異量分為『進步』 、 『退
步』。『進步』 為後測分數較前測增 0 分或 
1 分以上，『退步』 為後測分數較前測低於 
0 分者。一日主食差異量則是以國民飲食

指標為標準，『進步』 為後測知道且在示範
飲食中能正確拿取一餐主食者，必須兩項

均正確才給分。『退步』 為後測仍不確定說
出自身的一日主食或在示範飲食中無法正

確拿取一餐主食者。糖化血色素值差異量

『進步』 為後測較前測低 0%以上者。『退步』 
則是後測較前測高 0.1%以上者稱之。

以飲食自我效能差異量的分數，女

性進步者為 16 名（88.9%）；年齡 <65 歲
以下者，進步者為 13 名（100%）；教育程
度國中以上，進步者為 11 名（100%）；無
運動習慣者，進步達 100%具顯著差異 
（p <0.001）。在營養知識與飲食行為差
異量在各影響因素中（性別、年齡、教

育、BMI、運動習慣），進步者達 100%，
有顯著差異 （p <0.001）（表四）。一日主
食差異量，女性、年齡 <65 歲、國中以
上以及 BMI >24 均達到 94%以上的進步 
（p <0.001）。糖化血色素值差異量與性別、
年齡、BMI達顯著差異（p <0.05）。糖化血
色素值與性別中女性達 83.3%進步，年齡 
65 歲以下進步佔 78.6%（表五）。

討論

本研究中性別以女（60.0%）多於男
（40.0%），研究亦指出女性醫療服務的使
用高於男性（13）以及女性自覺罹病狀況高於

男性（14），故可能對健康的興趣和關心程度

有較男性濃厚。所以女性會願意使用較多

的醫療服務。高齡與教育程度低，仍能提

升自我效能與照顧能力。

過去研究指出，飲食自我效能在前測

時對於飲食自我控制能力無確切的把握與

信心，尤其蔬菜每日三份 （約 100 g/份） 
與每日水果攝取 （約 100 g/份） 方面信心
較低（15）。故顯示當社區族群對低糖及高纖

飲食攝取不具信心或知識時，確實有營養

教育介入之必要性。而本研究節果顯示，

表三、營養教育介入一日主食以及糖化血色素
之改善狀況 (n=30)

前測 後測 精確顯著性 (雙尾 )

人數 人數 p值
BMI 0.500 

≦24 11 13

>24 19 17

一日主食 ＜ 0.001 ✽✽✽

知道 9 29

不知道 21 1

運動習慣 0.031✽

有 21 27

無 9 3

糖化血色素值 ＜ 0.001 ✽✽✽

≦7 % 13 25
 >7 % 17 5

註 1.前後測以 McNemar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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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增能指標與問卷飲食自我效能、營養知識、飲食行為差異量與影響因素比較 (n=30)
飲食自我效能差異量 營養知識差異量 飲食行為差異量

退步
(0分)

進步
(>0分) 顯著性

退步
(0分)

進步
(>0分) 顯著性

退步
(0分)

進步
(>0分) 顯著性

n(%) n(%) p值 n(%) n(%) p值 n(%) n(%) p值
性別 0.039✽ ＜0.001 ✽✽✽ ＜0.001 ✽✽✽

男 2(16.7) 10(83.3) 0(0.0) 12(100.0) 0(0.0) 12(100.0)
女 2(11.1) 16(88.9) 0(0.0) 18(100.0) 0(0.0) 18(100.0)
年齡 0.049✽ ＜0.001 ✽✽✽ ＜0.001 ✽✽✽

≦65歲 0(0.0) 13(100.0) 0(0.0) 13(100.0) 0(0.0) 13(100.0)
＞65歲 4(23.5) 13(76.5) 0(0.0) 17(100.0) 0(0.0) 17(100.0)
教育程度 ＜0.001✽✽✽ ＜0.001 ✽✽✽ ＜0.001 ✽✽✽

國小以下(含) 4(21.0) 15(79.0) 0(0.0) 19(100.0) 0(0.0) 19(100.0)
國小以上 0(0.0) 11(100.0) 0(0.0) 11(100.0) 0(0.0) 11(100.0)

BMI 0.035 ✽ ＜0.001 ✽✽✽

≦24 1(7.7) 12(92.3) 0(0.0) 13(100.0) 0(0.0) 13(100.0)
>24 3(17.6) 14(82.4) 0(0.0) 17(100.0) 0(0.0) 17(100.0)
運動習慣 ＜0.001✽✽✽ ＜0.001✽✽✽ ＜0.001 ✽✽✽

有 4(14.8) 23(85.2) 0(0.0) 27(100.0) 0(0.0) 27(100.0)
無 0(0.0) 3(100.0) 0(0.0) 3(100.0) 0(0.0) 3(100.0)

註1. 資料以 n (%) 表示，前後測數值的差異量以 McNemar 檢定
註2. ✽ p <0.05   ✽✽ p <0.01   ✽✽✽ p <0.001

表五、增能指標與問卷一日主食、糖化血色素值差異量與影響因素比較 (n=30)
一日主食差異量 營養知識差異量

退步
(0分)

進步
(>0分) 顯著性

退步
(0分)

進步
(>0分) 顯著性

n(%) n(%) p值 n(%) n(%) p值
性別 ＜0.001✽✽✽ 0.019✽

男 0(0.0) 12(100.0) 4(33.3) 8(66.7)
女 1(5.6) 17(94.4) 3(16.7) 15(83.3)
年齡 ＜0.001 ✽✽✽ 0.013✽

≦65歲 0(0.0) 13(100.0) 3(21.4) 11(78.6)
＞65歲 1(95.9) 16(94.1) 4(25.0) 12(75.0)
教育程度 0.006 ✽✽ 0.344
國小以下(含) 1(5.3) 18(94.7) 2(11.1) 16(88.9)
國小以上 0(0.0) 11(100.0) 5(41.7) 7(58.3)

BMI ＜0.001 ✽✽✽ 0.021✽

≦24 0(0.0) 13(100.0) 3(23.1) 10(76.9)
>24 1(5.9) 16(94.1) 4(23.5) 13(76.5)
運動習慣 0.625 0.344
有 1(3.7) 26(96.3) 2(9.1) 20(90.9)
無 0(0.0) 3(100.0) 5(62.5) 3(37.5)

註1. 資料以 n (%) 表示，前後測數值的差異量以 McNemar 檢定
註2. ✽ p <0.05   ✽✽ p <0.01   ✽✽✽ p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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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養教育介入後飲食自我效成達到顯著

差異成顯著正相關且有差異（p <0.001）。
過去研究也指出，充能訓練後自我效能與

自我照顧行為有相關性（9）。

與國人有關營養與飲食的知識，一般

而言， 齡層愈高者答對愈低（6）。故老年

人在疾病與飲食營養知識顯不足，每日飲

食中各類食物需要量的認知偏向低估之結

果相似（7）。本研究結果顯示經營養教育介

入後，均能正確回答營養知識相關題目（p 
<0.001）。故對飲食營養知識顯不足之族群
進行營養教育，可加強對食物做正確的選

擇以及應用。

本研究飲食行為部分，後測改變與前

測具顯著進步（p <0.001）。本研究的對象
因平均年齡為 64.4±5.9 歲，所以飲食行為
高脂、肉類食物攝取較少，與國民營養調

查 1999-2000 年在台灣地區老人飲食行為
較趨向清淡，台灣老人飲食均肉類與油脂

攝取較成人為低相同（7）

本研究中，糖化血色素值與一日主食

在營養教育介入後有顯著改善（p <0.001），
衛教後的飯後血糖值與糖化血色素值較衛

教前有顯著進步。故糖尿病充能訓練對病

人之充能、自我效能和自我照顧可能有顯

著的提昇，進而有利於糖化血色素（9）。

結論與建議

綜合以上討論，本研究以自我增能理

論的營養教育介入，對飲食自我效能、營

養知識、飲食行為、一日主食認知與糖化

血色素均有成效。所以自我效能理論是一

個廣泛被接受的行為科學模式，可藉由病

人賦能，以改善病人在疾病上之自我管

理。依據本研究結果建議，營養教育介入

若能與政府推動社區關懷據點、社區健康

營造、糖尿病關懷協會等之社區團體合

作，以社區及以上資源結合自我增能方

式，鼓勵社區讓第二型糖尿病人者參加定

期健康講座，預期能以獲得健康以及疾病

管理相關知識改變行為，有利於預防併發

症及延緩疾病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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