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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糖尿病是重要的慢性病之一，全世界

於 2000 年罹患人口約 1.7 億人，預估 2030 

年時約三億六千六百萬人（1）；我國從 1987 

年以來，糖尿病一直高居十大死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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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為發展一份適用於糖尿病人者之營養知識量表，並測試此量表之信度

與效度。依據營養學與糖尿病營養相關文獻並為基礎，擬出兩份各 10 個項目的糖尿

病營養知識量表平行版本。為了檢驗量表的心理計量特質，共選擇營養師 41 位、護理

人員 49 位、一般病人 57 位、及糖尿病人 38 位，共計 185 名受試者填寫量表，收集之

資料用以測試本量表的信效度。以試題反應理論 （item response theory, IRT）檢驗各試

題的鑑別度與難度，並據以題目之選擇，依據鑑別率 （a=1） 與難易程度 （b=0.00） 共保

留 23 個題目，再依題意選取 20 題隨機分為 A、B 平行版，兩版具有顯著高相關性 （ r 

= 0.824,  p  <0.01 ）。且其內部一致性適當， 其 Cronbach's α分別為 0.75, 0.79；在效度方

面，以營養知識之豐富度為效標，比較營養師、護理人員及病人在量表上得分之差異，

三組得分之分配分別為營養師 （9.478±0.745 vs. 9.707±0.601）；護理師（7.571±1.414 vs. 

7.714±1.274）；一般病人 （6.147±2.509 vs. 6.00±2.139），其差異達顯著水準，顯示此量

表具有良好的效標效度。本研究發展的營養知識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不僅可以作

為營養知識測量之學術研究工具，同時發展平行版本可以施用於檢驗營養衛教前後施

測之比較，增進實務工作之效益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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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糖尿病死亡率持續上升為每十萬人

口 44 人，到了 2010 年，糖尿病更已躍昇

為台灣第五大死因。

國內外研究皆顯示糖尿病的預防是

國民健康促進中重要的議題，依據美國

疾病防治局的糖尿病預防研究（diabetes 

prevention program, DPP）顯示生活型態的

調整，如飲食控制及增加身體活動，對於

高危險群的糖尿病人不僅可以降低血糖，

且能預防糖尿病的發生（2），因此透過飲食、

運動和藥物等多方面的控制和生活行為的

改變對於糖尿病的防治相當重要（3-4）。

美國膳食營養協會 （American dietetic 

association）定義「營養教育」為一種調

整信念、態度、與環境，增進對食物的了

解並引導至行為表現的過程，使個人的行

為表現合乎科學及個人需求，並有效的利

用食物來源及表現正確之行為（5）。國內

學者定義營養教育為將知識應用於日常生

活中，培養人們選擇正確的食物，以獲得

適當的營養的指導過程。

Johnson 等學者認為營養教育是指使

用有效及正確的工具，教導人們營養教育，

促進正向態度的發展與維護，進而導向良

好的行為習慣，在經濟與文化的前提下能

攝取營養的食物，以期對個人健康福祉及

生產力有所提升（6）。營養教育的目的是

幫助人們從科學的角度及本身的飲食行為

和健康上能夠應用所學知識（7）。

完整的糖尿病管理與治療過程中，

醫療營養治療 （medical nutrition therapy, 

MNT）是基本且符合經濟效益的治療方

法之一。美國糖尿病學會建議糖尿病人均

需接受醫療營養的輔助治療，將飲食中的

熱量及營養素做適當比例調整，配合藥物

與運動，藉以幫助病人達到並維持理想的

血糖、血脂與血壓控制、預防或治療糖

尿病併發症發生，並維持飲食的樂趣（10）。

實證研究顯示營養治療對於糖尿病之控制

具有良好的成效，包括病人飲食控制有正

向的增進，而糖化血色素值也有明顯降低

（3,8,9）。例如針對 51 位第二型糖尿病接受

長時間的教育，結果顯示 12 週後患者的

體重，膽固醇攝取量、空腹血糖、飯後血糖、

血清總膽固醇、糖化血色素、低密度膽固

醇等生化報告皆降低，顯示長期營養教育

可以改善第二型糖尿病飲食、體重或血糖

等（13）。飲食教育除了讓病人學會吃對健

康食物與正確準備餐點外，還能降低含糖

食物與飲料之攝取（9）。對病人而言，營

養教育是每位糖尿病人的必修課程；而飲

食是控制血糖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措施，

如果能夠提高營養知識，就可進一步修正

飲食行為，因此更凸顯營養教育對糖尿病

防治的重要性。

欲達成病人良好的飲食控制等健康行

為，首先須有合宜的飲食教育以增進病人

的營養知識。本計畫的目的，即是發展一

套具有信效度的營養知識評量表，以作為

評估病人營養知識程度改變的工具，確認

營養衛教實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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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本研究運用心理計量工具發展之方法

發展應養知識量表，在受試者的選擇方面

採立意取樣北部某區域教學醫院之病人，

經該院 IRB 審查通過同意臨床實驗證明

書 （ECKIRB110301 ），並取得受測對象同

意後施測。

一、量表編製程序

量表之發展係依據 Guyatt、Bombardier 

和 Tugwell（11）所提出的量表編製程序加以

進行，步驟包含建立原始題目資料庫、決

定初稿題目內容、選擇計分方式及問卷修

改（專家及表面效度）等四個步驟。茲將

量表編製程序說明如下：

（一）建立原始題目資料庫及決定初稿

題目內容

營養知識量表發展之目的為建構糖尿

病飲食衛教前後施測之平行版本。過去相

關文獻顯示國內目前未有依據心理計量準

則發展的成人糖尿病營養知識量表，因此

研究者參考疾病營養學及「糖尿病衛教學

會核心課程」內容編輯題庫，歸納整理

出 30 題糖尿病營養相關預選題項，經專

家評議發展成「糖尿病營養知識問卷預試

版」。預試版施測於營養師、護理師及一

般病人三組，並分為二平行版本，進行二

平行版本的相關度、難易度之分析。

（二）回答選項格式與計分方式

營養知識量表採是非題格式，每題皆

有一正確答案，正確答案者則計一分，加

總計算總分，總得分愈高者，表該受測者

具有愈豐富的糖尿病營養知識。

（三）問卷優化（optimization）

敦請八位各大學營養科系、心理計

量專家及新陳代謝科專家進行專家效度

評估。

評核方式分為三種：判斷題目內容

合適度、措辭清晰度、及題目容易度，

採林克式量尺評估，並根據評分和討論

結果進行刪修。統整專家之意見，將不

符合主題與概念模糊的題目予以刪除或

修正。問卷完成專家效度鑑定後，於糖

尿病友團體收案 30 位符合本研究收案條

件之病友，進行前測。依病友對問卷字

辭內容的瞭解程度與相關意見進行問卷

內容之修改。完成專家效度與前測檢驗

後，由新北市某區域教學醫院適意抽樣

選取年滿 18 歲的成年民眾 / 病人、營養

師、與護理專業人員為對象，於 2011 年 

6 月進行調查。本問卷需要受訪者願意自

行閱讀或由研究者口述問題後填寫完成，

因此本研究排除有嚴重生理或精神狀態

障礙的民眾。問卷內容包括年齡、教育

程度、性別、職業、是否有糖尿病等人

口社會相關變項與營養知識量表。

施測後回收之有效問卷共 185 份，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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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營養知識量表題項之項目分析

題     目 全部 (n=185)
　 a b
1.糖尿病是指體內的胰島素無法發揮功能 0.610 0.224

2.糖尿病時會使血糖升高糖份經腎臟由尿液流失 1.000 0.000

3.空腹血糖值在 210 mg/dL代表是高的 -0.277 0.140

4.空腹血糖值高於 120 mg/dL以上是過高的 1.000 0.000

5.低血糖時會多尿、口渴 1.000 0.000

6.糖尿病的飲食是均衡的飲食 1.000 0.000

7.糖尿病的飲食原則是指每一類食物都要均衡攝取 0.370 -7.127

8.均衡飲食是指均衡攝取六大類食物 1.000 0.000

9.糖尿病飲食原則是不吃甜的食物 1.000 0.000

10.糙米飯屬於五穀根莖類食物 2.493 -4.149

11.麥片不屬於蔬菜類食物 0.178 -14.930

12.糙米飯比白米飯好，可以多吃 1.000 0.000

13.糖尿病人不可吃稀飯 2.428 -4.055

14.地瓜是糖尿病人可以吃的食物 1.000 0.000

15.地瓜是高纖食物，可以多吃 0.688 -4.989

16.南瓜是很好的食物，應該多吃 1.000 0.000

17.糖尿病人水果只能吃芭樂 2.428 -4.055

18.葡萄是糖尿病可以吃的水果 1.000 0.000

19.當季的蔬菜有甜味 ( 如高麗菜、絲瓜 )不可以吃 0.012 72.310

20.多吃蔬菜對於血糖控制有益 1.000 0.000

21.喝牛奶只要不加糖就不會引起血糖上升 2.428 -4.055

22.鮮奶含有豐富鈣質應該多喝 1.000 0.000

23.應該少吃五花肉 1.618 -0.546

24.應盡量減少食用富含反式脂肪酸的食物 1.000 0.000

25.用豬油炒菜很香，對糖尿病控制沒有影響 2.428 -4.055

26.橄欖油、芥花油是富含反式脂肪酸的食用油應該常用 1.000 0.000

27.花生屬於蛋豆魚肉類 0.780 -2.563

28.水煮花生不油，所以可以常吃 1.000 0.000

29.黑芝麻粉屬於五穀根莖類 2.428 -4.055

30.豬油會影響膽固醇上升 1.000 0.000

31.固定每餐含醣量，可以控制餐後血糖 1.500 -1.362

32.吃肉應該去皮 1.000 0.000

33.豆腐是低升糖指數的食物 2.428 -4.055

34.吐司是不含醣類食物 1.000 0.000

35.優酪乳不是含醣食物 3.120 -1.489

36.雞蛋是含醣類食物 1.000 0.000

37.薏仁不是含醣食物 2.428 -4.055

38.五穀根莖類 4份是指白飯 1平碗 1.000 0.000

39.五穀根莖類 4份與白飯 1平碗等同醣量 2.971 -0.941

40. 蘋果 1份的量是指約 1個拳頭大小 1.000 0.000

41.1根小香蕉與 1平碗小蕃茄 (約 23個 )等同醣量 2.428 -4.055

42.糙米飯 1平碗約 70大卡 1.000 0.000

43.半碗米飯約 30克醣 0.078 -10.770

44.醣類 1份是指 10克醣 1.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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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營養師 41 位、護理人員 49 位、一般

病人 57 位、及糖尿病人 38 位。量表的

檢定包含項目分析 （item analysis ）、信度 

（reliability）以及效度 （validity）分析。在

項目分析的部份，以試題反應理論 （ltem 

response theory，IRT ）檢驗題項的心理

計量特質並據以選擇適當的題項。之後則

依據傳統測量理論 （classical testing model, 

CTM ）檢定量表的信效度。

二、資料處理與分析

以 Multilog 統計軟體程式進行項目分

析，項目分析以 2 參數模型分析評估表

中的每一題目之鑑別度（discrimination）

和難易度（difficulty ）。題目選擇的條件

主要依據試題鑑別參數 a 與難度參數 b 

來決定，其中 a 越接近 1 代表具有良好

的鑑別能力；而 b 則以 0 為適當之難度，

b 值越高代表題目越難，越低則越簡單。

依據兩參數之準則，由 44 題目萃取出 20 

題，再依題意分為 A、B 兩份平行量表版

本。以 SPSS 18.0 進行兩平行量表之信效

度分析，以 Cronbach's α 檢定量表內部

一致性；在效度檢驗方面則以效標效度 

（criterion validity）為主，以專業程度為

效標，運用 ANOVA 檢定三個組別在知

識量表的得分應有顯著不同，其中假設

營養師最高，其次為護理人員，最低者

為病人或一般民眾。 

結果

量表施測的樣本數 185 人，其中

營養師 41 人（22.7 %）、護理師 49 人

（28.1 %）、一般病人 95 人（49.2 %），

性別分佈為男性 45 人（24.3%）和女

性 140 人 （75.7 %），教育程度方面，

小學以上 27 人（14.6 %）、國中 11 人

（5.9 %）、高中職 19 人（10.3 %）、大

學以上 128 人（69.2 %）。

如表一所示，以 IRT 萃取題目，以

鑑別率 （a 趨近於 1）與難易程度 （b 趨

表二、糖尿病營養知識平行版本測驗量表題目

題號 A版本 B版本

1 均衡飲食是指均衡攝取六大類食物 糖尿病飲食原則是不吃甜的食物

2 糙米飯比白米飯好，可以多吃 南瓜是很好的食物，應該多吃

3 糖尿病人不可吃稀飯 糖尿病人水果只能吃芭樂

4 葡萄是糖尿病可以吃的水果 多吃蔬菜對於血糖控制有益

5 喝牛奶只要不加糖就不會引起血糖上升 鮮奶含有豐富鈣質應該多喝

6 應盡量減少食用富含反式脂肪酸的食物 用豬油炒菜很香，對糖尿病控制沒有影響

7 水煮花生不油，所以可以常吃 黑芝麻粉屬於五穀根莖類

8 豆腐是低升糖指數的食物 吐司是不含醣類食物

9 五穀根莖類 4份是指白飯 1平碗 蘋果 1份的量是指約 1個拳頭大小

10 糙米飯 1平碗約 70大卡 醣類 1份是指 10克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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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於 0 ）之條件共選擇 23 個題目，最後

依題意選取 20 題分為 A、B 平行版本，

兩版本具有顯著的高相關 （r = 0.824,  p 

<0.001 ），題項如表二所示。

信度度檢驗的結果顯示，AB 兩版具

有良好的信效度。在信度方面，A、B 版

本之 Cronbach's α分別為 0.79 與 0.75，

表示量表內部一致性高。效標效度的檢

驗以專業知識為效標，結果符合假設

推論，AB 版本得分分佈分別為營養師 

（9.478±0.745、9.707±0.602）、 護 理 師

（7.571±1.414、7.714±1.274）、一般病人 

（6.147±2.509、6.00±2.139）。三個組別

在 AB 兩個版本之得分分佈均達顯著差

異（表三）。 

討論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運用心理計量學

發展適合檢定糖尿病人者營養知識程度

的認知量表。結果顯示依據 IRT 所選擇

之題目所編制而成的 AB 兩個版本具有

高度正相關，且兩者均具有良好的內部

一致性信度，且以營養師、護理人員與

民眾之得分之間具有顯著差異，顯示量

表具有效標效度。

衛生教育是指能引導個人、團體或

整個社會朝向更健康的生活型態及提昇

生命品質的所有計畫之設計、執行及評

價。衛生教育的目的在於普及與健康攸

關的知識、態度的轉變及實踐與健康有

關的行為（12）。糖尿病屬於長期性疾病，

在防治上著重於生活型態的改變與健康

行為的養成，其中又以營養衛生教育扮

演重要的角色。在實務面上，雖然醫院

對於糖尿病人大都會進行營養衛教，但

衛教結果是否增進病人對於營養知識的

瞭解及其成效仍需更多的研究加以驗證。

本研究發展的營養知識量表具有良好的

信效度，在學術研究上不僅可以作為營

養知識測量之研究工具；另外考量衛教

成效的檢驗需要具有前後測量之施行，

因此平行版本的建立能夠更呼應實際的

需求。在實務面上，營養師可以運用此

量表來篩檢病人的既有營養知識程度，

擬定符合病人程度的教材或衛教方法；

表三、營養知識量表之效標效度

營養師
(n=41)

mean (SD)

護理人員
(n=49)

mean (SD)

一般病人
(n=95)

mean (SD)

總數
(n=185)

mean (SD) F檢定 p

A版本 9.487 (0.745) 7.571 (1.414) 6.147 (2.509) 7.503 (2.375) 44.020＊ p <0.001

B版本 9.707 (0.601) 7.714 (1.274) 6.00 (2.139) 7.573(2.208) 44.188＊ p <0.001

職業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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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可以在衛教之後施測，以瞭解該

次衛教對於增進病人相關知識的成效。

研究限制及建議

本研究以識字者為調查對象，排除

不識字者，因此對於不識字族群的糖尿

病營養知識的程度無法取得分析。本次

研究為此量表初次的心理計量檢定，以

同一時間進行不同受試者的測量來建立

問卷本身的信效度。未來的研究可以進

一步建立再測信度等相關心理計量特質

或實用於營養衛教的相關研究中以檢定

此量表對於改變的敏感度，藉以增進此

量表的學術與實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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