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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報序 

    《健行學報》第 35 卷第 2期已完成相關審查程序，即將出版，本期共有投

稿論文 22 篇，包含有電資類 5 篇、工程類 2 篇、商管類 11 篇、人文社會類 4

篇，其中校內稿 9篇、校外稿 13 篇，校外稿之投稿件數日漸增多，可見本校《健

行學報》已為校外學者肯定，這是《健行學報》編輯委員及審查委員們共同努力

的成果，在此特別感謝委員們盡心盡力的付出及辛勞！ 

    本期共收六篇通過審查之論文：電資類一篇、工程類一篇、商管類二篇、人

文社會類二篇，以下則對此六篇論文稍加介紹： 

    電資類此次通過審查的論文為曾炳豪、劉智群、朱浩奎、張道治等四人合

作的〈應用於車載通訊系統之圓極化微帶天線設計〉，本篇論文提出一款應用

於車載通訊的雙頻圓極化微帶天線設計。 採用 FR4 雙層堆疊、單饋入點結構，

可工作於 GPS 導航系統 (L1:1.575 GHz)與專用短程通信技術 DSRC（5.850–

5.925 GHz）智能交通系統。 

    而工程類則為蘇人煇、鄭永發、張巍耀三人的〈玻璃纖維水泥質材料及混

凝土耐久性研究〉一文，本研究主要針對水泥質複合材料 GRC 及混凝土於溫、

濕度的變化作用下(考慮耐久性)，對其力學性質之影響。 

    商管類通過審查的有二篇：一為歐陽芳泉、許智誠二人的〈融合自律學習理

論與字彙學習策略於電腦輔助語言學習系統〉，本文主要提出一英文字彙學習系

統，稱之為 MyVLS (My Vocabulary Learning Strategy)，基於自律學習理論中

的四個步驟：目標設定與計劃、策略施行與監控、自我評鑑與監控、結果評量與

反思，給予適當之學習輔助，以改善學習者在自律學習英文字彙時之成效；另一

篇為黃建文、陳美妃、呂家美三人的〈精品特性、物質主義、虛榮特性對衝動性

購物之研究〉一文，本研究以精品消費者為研究對象，採問卷方式收集資料，運

用因素分析、信度分析，並以線性結構分析來驗證研究的假設。 

    人文社會類亦通過二篇：一為邱吉鶴〈獨狼式恐怖主義興起與因應策略之探

討〉，本文參考學者專家主張及美國防恐作法與經驗，提出我國長短期因應策略

包括：從長期政治、經濟、社會面根本解決獨狼式恐怖主義滋生的問題；短期積



極建立全民防恐意識、加強資訊情蒐偵防、杜絕槍械爆裂物來源、輔助社會邊緣

偏激份子及健全防恐救災體系等方面著手；二為莊佩儒、李偉臣二人的〈創新內

衣典範之功能設計―探討女性中西式胸罩〉一文，本研究為改善女性胸部疾病與

保健問題，透過中醫與西醫的交叉病學理論分析後，從中取其乳房按摩之原理運

用於女性內衣結構上的改良，希望本研究設計能對女性的美學經濟市場建立典範，

讓女性不僅穿出美感也能穿出健康。 

   《健行學報》長期徵稿，一年出刊四期，採匿名雙向方式審查，凡投稿皆隨

到隨審，具有公平客觀的特質，尚祈海內外專家學者，不吝賜稿，以期更加充實

壯大學報之園地。 

 

 

                                   健行學報編輯委員會  謹識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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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篇論文提出一款應用於車載通訊的雙頻圓極化微帶天線設計。 採用FR4 

雙層堆疊、單饋入點結構，可工作於GPS導航系統 (L1:1.575 GHz)與專用短程通

信技術DSRC（5.850–5.925 GHz）智能交通系統。 天線結構在上層的金屬貼片設

計應用在DSRC頻段, 操作頻寬為5.78–6.0 GHz，頻寬百分比為3.7%，下層的金屬

貼片設計工作於GPS L1頻段，頻寬為1.548–1.611 GHz，頻寬百分比為3.9%。通

過調整兩層金屬貼片的角線上饋入點位置與邊緣處的矩形槽來實現圓極化特性

與雙頻段的阻抗匹配。天線兩個諧振頻率為1.575 GHz與5.89 GHz，增益分別為

1.62 dBi與4.98 dBi。天線的厚度為3.2 mm，具有低剖面、體積小的特點，適合安

裝於任何一種需求衛星導航與智能交通系統功能的車輛上。本文將對頻率響應、

輻射場型、軸比、增益的實驗和模擬結果進行討論。      

 

關鍵詞：圓極化，微帶天線，車載通訊，GPS，DSRC，堆疊結構，智能交通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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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dual-band circularly polarized microstrip antenna for vehicular communications 

application i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The antenna is designed on a FR4 substrate, and it 

adopts a stacked double layer structure with single feed point for GPS (L1:1.575 GHz) and 

DSRC (5.850–5.925 GHz) application. The top layer of the microstrip antenna operates at 

5.78–6.0 GHz (3.7%) for DSRC band while the bottom layer operates at 1.548–1.611 GHz 

(3.9%) for GPS band. The circular polarization performance and impedance match is 

achieved by adjusting feed point location along the diagonal line and the narrow slot cut on 

the edge of patch antenna for both layers. The gains for 1.575 GHz and 5.89 GHz are 1.62 dBi 

and 4.98 dBi respectively. With a thickness of 3.2mm, it has low-profile, compact size 

characteristics and it can be operated on any vehicles that requires navigation and ITS 

function. Experimental and simulation of frequency response, radiation pattern, axial ratio and 

gain are presented and discussed. 

 
Keywords: circular polarization, GPS, DSRC, microstrip antenna, stacked structure, vehicular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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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簡介 

近幾年來，全球的車輛越來越多要求安裝帶有全球衛星定位系統以及具有專用短程

通信技術(Dedicated Short Range Communication，簡稱DSRC)功能的智能交通系統

（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簡稱ITS）。在文獻資料裡，具備這兩種功能的集成式天

線卻是較少被提出的。衛星定位系統GPS天線工作頻率在1.575 GHz（L1頻段）。在美

國，智能交通系統（ITS）要求道路交通領域中的DSRC天線的中心工作頻率在5.8 GHz
頻段（5.85–5.925GHz）[1,2,3,]。 

為了提高有限空間的資源利用率，減少天線對整台車體美觀的影響，天線的數量和

體積必需盡可能減少。 微带天線具有低剖面、重量輕、體積小、易與集成電路兼容等

優點，被廣泛地應用於無線通信系统中，而雙頻或多频微带天線是天線研究領域近年来

的熱門研究之一。為了實現微带天線雙頻段工作，常使用多層金屬片堆疊法與結構開槽

法兩種[4]。上述第一種是通過多層金屬片堆疊形成两個諧振器實現雙頻段操作；第二種

為結構開槽法，單層金屬片上通過開槽改 變金屬片上模態的電場分佈，從而達到寬頻

或雙頻工作。 
目前雙頻天線設計方式文獻上常看到有採用單層介質基板的結構，内外嵌套兩個輻

射單元，使用雙饋入點，在阻抗匹配上有一定的靈活性，實現GPS和DSRC的雙頻圆極

化微带天線[5]。也有使用兩個饋入點對不同層的金屬贴片單元進行個別激發，實現GPS
和DSRC的雙頻圆極化微带天線[6]。另外是單饋入點採用雙層介質基板的結構，探針對

其上層金屬貼片進行饋入激發，下層金屬貼片是作為上層金屬貼片的寄生負載單元，通

過上層金屬貼片進行耦合激發，實現雙頻微带天線設計[7]。多片基板疊加法一定程度上

给加工带来麻烦，而且增加了天線的厚度，通過改變上下金屬贴片的相對位置能够實现

频段内的阻抗匹配，能够實现最佳的頻寬[6,7,15,16]。而結構開槽法製作相對簡單、結

構緊湊，但是由於缝隙開槽尺寸有限，頻寬相比之下較窄[4,8]。 
因此，整合以上兩種雙頻微带天線的設計方法，本文設計了一款單饋入點雙層堆

疊，可操作於GPS導航系統和DSRC智能交通系統的雙頻圓極化微帶天線，在GPS頻段實

現右手圓極化(RHCP)，而在DSRC頻段呈現左手圓極化(LHCP) [10]。整體天線結構簡

易，易於製作與加工，在天線的頻率響應、輻射場型、軸比（Axial Ratio，簡稱AR）與

天線增益皆能够滿足設計需求。 
 

貳、天線結構與設計 

    天線結構是由兩個印刷在上、下層介質基板上的開槽金屬貼片堆疊而成，兩層的基

板材料均選用玻璃纖維板(FR4)，天線結構如圖1所示。為了方便設計與製作加工，選用

兩層介電常數與厚度相等的基板，分別為 ε1 = ε2 = 4.4，厚度分別為 h1 = h2 = 1.6 mm。

天線輻射單元上、下層均為正方形金屬貼片，上層邊長為L，下層邊長為L1。以下層基

板中心點作為參考座標的原點，使用同軸探針饋入，饋入點的位置為F，座標定義為(FX，

FY)。根據微帶天線設計理論[11, 12]，正方形金屬貼片的邊長為半波長，邊長尺寸可依

下列公式進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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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是真空中的光速; i = 1, 2,... ; fi 是金屬貼片在自由空間的諧振頻率; λg 為 fi 對應

的波長；εe 為有效介電常數，可由公式(2)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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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εr 為天線基板的相對介電常數；h與w分別為天縣的高度與寬度。 

上層金屬貼片是通過同軸探針直接饋入激發，下層金屬貼片是上層金屬貼片的寄生

負載單元，通過電磁耦合方式激發，同軸探針外導體與接地面連接。根據共振腔理論，

當矩形金屬貼片在對角線上饋入激發時，TM10和TM30是較容易被激發的模態[13]。可根

據公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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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和b分別表示矩形金屬貼片的邊長尺寸，由於所設計天線是正方形的金屬貼片，所

以a = b。 
    天線的上層正方形金屬貼片是通過調整邊上開槽長度LS的方式實現在DSRC頻段的

圓極化特性，此頻段是激發TM10模態產生的一個諧振頻率，TM10模態會呈現出主波瓣

指向性較強的輻射場型與旁波瓣較低的特性。下層正方形金屬貼片也是通過激發TM10

模態產生一個諧振頻率，並通過調整邊上開槽長度LS1的方式實現在GPS頻段的圓極化特

性[14]。如圖1所示，在天線饋入的部分，採用50歐姆的SMA接頭。當饋入點位於F點(9, 
8)位置時，可達到天線的最佳阻抗匹配。下層正方形金屬貼片沿X軸方向開槽可實現右

手圓極化(RHCP)特性，而上層正方形金屬貼片沿Y軸方向開槽則實現左手圓極化(LHCP)
特性。應用高頻結構模擬軟體（High Frequency Structure Simulator ,簡稱HFSS[17],模擬

與分析所設計之雙頻圓極化微帶天線的電磁特性，包含反射損耗頻譜響應、圓極化軸

比、天線輻射場型及3D輻射場型圖的結果。可得到天線整體結構尺寸如下：W = L = 78 
mm，W1 = L1 = 43 mm，LS1 = 7 mm， WS1 = 1 mm，W2 = L2 = 11 mm， LS = 3.5 mm，

WS = 1 mm，W3 = L3 = 16 mm，r = 0.6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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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天線結構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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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量測結果與分析 

    在實作驗證分析上，頻譜量測部分，使用網路分析儀（Agilent E5071C）量測訊號

輸入端的S11反射損耗（Return Loss），以獲得天線的頻譜響應。在輻射場型方面，則利

用SATIMO G24 天線量測系統進行輻射場型測量。相關輻射場型座標的設定如圖1所

示，將待測天線設置於X-Y軸平面上，而垂直雙頻圓極化微帶天線的輻射方向定義為Z
軸；此時，設定Ф= 0度；當θ角從0度變化到360度時，可獲得X-Z剖面的輻射場型圖。同

樣地，當Ф= 90度（Y軸的方向），當θ角從0度變化到360度時，可獲得Y-Z剖面的輻射

場型圖。天線實體結構圖如圖2所示。 
 

 
圖2 天線實體結構圖 

 

一、S11頻譜特性 

    在實驗上，圖3為雙頻圓極化微帶天線的S參數曲線特性測量與模擬結果，量測與模

擬的頻率響應結果大致上是相符合的。在量測的結果中，在反射損耗（Return Loss）小

於-10dB的條件下，其頻率範圍分別為1.548–1.611 GHz與5.78–6.0 GHz。將諧振頻段內相

關的特性參數列於表1中；其中，以fi (GHz)來表示諧振頻率，用Lr (dB)來表示最小反射

損耗，用BW( MHz)表示為低於-10dB的阻抗頻寬，而BW(%)則表示為該頻段的頻寬與中

心頻率兩者之間的百分比，整體頻帶響應範圍內可應用於GPS和DSRC頻帶的通信裝置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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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天線反射損耗特性 

 

表1 反射損耗特性參數 

Band GPS DSRC 

fi (GHz) 1.575 5.89 

Lr (dB) -19.5 -28.9 

BW (MHz) 63 220 

BW (%) 3.9 3.7 

 

二、輻射場型特性 

    對於輻射場型的分析，將待測天線設置於X-Y軸平面上，則z軸為輻射方向。根據模

擬與實驗結果，圖4所呈現的是X-Z剖面與Y-Z剖面的輻射場型圖，諧振頻率分別為 1.575 

GHz 與5.89 GHz。觀察圖中X-Z剖面與Y-Z剖面的場型，在1.575 GHz的圖形，最大輻射

方向為Z軸正上方，可滿足衛星信號的接收；在5.89 GHz的場型，最大輻射方向偏離Z

軸約30度左右，可滿足智能交通系統通信需求。比較圖4(a)與(b)的輻射場型圖，實驗與

模擬的輻射場型特性是相符合的；3D輻射場型圖如圖5所示。在天線增益量測部分，在

1.575 GHz 與5.89 GHz的兩個頻率增益分別為1.62 dBi與4.98 dBi，如圖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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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4 天線在1.575 GHz 與5.89 GHz輻射場型圖: (a)模擬場型圖; (b)實測場型圖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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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圖5 天線3D輻射場型圖: (a) 1.575 GHz; (b) 5.89 GHz 

 
(a) 

  

(b) 

圖6 天線增益: (a) GPS頻段; (b) DSRC頻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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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圓極化特性分析 

    對GPS與DSRC兩頻段進行圓極化特性分析。改變上、下層金屬貼片邊上開槽長度

LS1與LS來觀察軸比(AR）變化。在GPS頻段時，當Ф=0度，� = 0度時，比較邊上開槽長

度LS1不同尺寸(LS1分別為6.5, 7.0, 7.5, 8.0 mm)，如圖7所示。在DSRC頻段時，當Ф = 90
度，� = 30度時，比較開槽長度Ls不同尺寸(LS1分別為2.5, 3.0, 3.5, 4.0 mm)，如圖4.13所

示。由圖7(a)與圖7(b)的分析可得知開槽長度LS1與 LS的最佳數值分別為7.5 mm與

3.0mm。當LS1為7.5 mm時，天線的軸比(AR)最小值為 0.45 dB，3dB頻寬為18 MHz 
(1.567 – 1.585 GHz)；當Ls為3.0 mm時，天線的軸比(AR)最小值為 0.91 dB，3dB頻寬為

110 MHz (5.82 – 5.93 GHz)。 

 

肆、結論 

    本文設計了一款應用於GPS和DSRC頻段的雙層、單饋入點、圓極化微帶天線。天

線整體結構簡單，易於製作，採用FR4介質基板，可降低大量生產時所需的成本。應用

在GPS頻段，操作頻寬為1.548–1.611 GHz (3.9%)，DSRC頻段，操作頻寬為5.78–6.0 GHz 
(3.7%)，兩頻段都呈現出良好的阻抗匹配、輻射場型與轴比特性，結果特性顯示實驗與

模擬的是相符合的。天線在1.575 GHz與5.89 GHz兩個諧振頻率增益分別為1.62 dBi與
4.98 dBi。由於整體天線的厚度為3.2 mm，具有低剖面、體積小的特點，適合安裝於任

何一種需求衛星導航與智能交通系統功能的車輛上。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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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圖7 天線軸比: (a) GPS頻段; (b) DSRC頻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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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針對水泥質複合材料 GRC 及混凝土於溫、濕度的變化作用下(考

慮耐久性)，對其力學性質之影響，本研究大致分為三項測試，第一項進行 GRC

之物理性質測試，進行乾、濕密度、吸水率及孔隙率之試驗，建立 GRC 試片之基

本物理資料。第二項試驗為進行 GRC 試片受溫濕度加速劣化影響下，是否會使得

力學性質有所變化。探討玻璃纖維的添加量與溫、濕度劣化，是否會影響混凝土

的力學性質。 

  實驗結果顯示添加 3%台灣砂、日本砂及英國砂之 GRC 試片中以台灣廠商出產

的砂，力學性質及耐久性較佳。於溫、濕度變化影響之下，水泥質複合材料皆會

因此受損其本身力學強度，尤其於濕度變化下折損率大於溫度變化。另添加抗老

化劑對於溫濕度變化之耐久性無正面幫助。添加玻璃纖維確實能增加 GRC 試片之

力學性質，且添加量越多其力學性質則越佳，尤以添加量為 6%的效果最好。此外，

添加玻璃纖維確實可以減少裂縫的產生。 

 

關鍵詞：水泥質複合材料(GRC)、玻璃纖維、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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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variation in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Glass fiber Reinforced Concrete (GRC) and concrete. This study 
consists of three tests. The first test involved a physical property test of GRC that included 
examinations of dry density, wet density, water absorption, and porosity, establishing a basic 
physical data of the GRC specimens. The second test wa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GRC specimens would chang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accelerated deterioration by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By adding glass fibers into concrete, 
the third test was implemented to inspect whether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oncrete 
would be varied by the amount of glass fiber and the deterioration due to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The study findings show that the GRC specimens exhibit better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durability with an addition of 3% of the sand made of Taiwan than those with the same 
percentage of the sand made of Japan or Englan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changes, the mechanical strength of GRC would decrease, and the change in 
humidity had greater influence on the attrition rate than the change in temperature. In addition, 
adding anti-aging agents had no effects on the durability in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changes. 
Adding glass fibres could indeed increase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GRC specimens; 
the more the glass fibres were added, the better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would be, 
especially if the amount added was 6%. Furthermore, adding glass fibers could definitely 
reduce fissure occurrences. 

 
Keywords: Glass fibre Reinforced Concrete (GRC), Glass Fiber, Dur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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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混凝土係為複合性非均質材料，以粗骨材(石頭)、細骨材(砂)、水泥及水所拌合成型

之脆性材料，其特性具有良好抗壓能力、經濟性、耐久性及防火性均佳，但混凝土脆性

缺陷為抗張及抗彎強度頗低、抗衝擊強度差及易產生裂縫等，其抗拉強度僅約抗壓強度

十分之一，為了改善混凝土脆性缺陷，利用纖維之強韌特性，防止混凝土裂縫的產生及

控制裂縫的發展，增強構件之耐久性，其中添加纖維於水泥質材料稱為纖維加強水泥質

複合材料簡稱纖維水泥質材料，目前以添加玻璃纖維與鋼纖維較為業界所廣泛使用，添

加玻璃纖維於水泥質材料稱為玻璃纖維水泥質材料(glass fiber reinforced cement or concrete, 

GRC)，添加鋼纖維於水泥質材料稱為鋼纖維水泥質材料(steel fiber reinforced cement 

material, SFRC)[1-4]。 

台灣位處於亞熱帶地區，高溫多雨且四面環海，海岸線長，建築物又多，相對濕度、

硫酸鹽與空氣中含鹽量均高，建築結構常因濕氣、鹽分滲透造成混凝土剝落、鋼筋鏽蝕，

影響其耐久性。GRC 特性為增強混凝土耐久性，主要特性具有強度高、質輕、斷面積小

及易製成各種型態等優點，已在建築工程(包含建築物、庭院、裝飾之表面修飾、薄殼

建築物屋頂、等其它設備之上)、土木工程(包含公路、橋樑之護牆、邊坡穩定、樁柱、

扶牆、擋土牆、隔音設備、庭院修飾等)、水利工程(包含地面排水管、汙水管、蓄水池

以及水槽等容器)及隧道工程(包含隧道內襯材料、模版、通風牆以及管道等)等方面已被

廣泛的使用於現今各個應用工程上。 

影響 GRC 耐久性之因素有很多，如風化因素、生物汙濁因素、應力因素等，風化

因素之溫度變化對 GRC 耐久性影響最為顯著，溫濕度變化會造成 GRC 體積大小的變

化、變形，甚至產生龜裂或破壞。目前研究主流以強度變化探討 GRC 耐久性影響，利

用 GRC 材料置於乾濕循環之加速劣化試驗環境中或戶外自然氣候環境中，進行耐久性

劣化試驗，在預定曝放齡期時，取出 GRC 進行強度試驗，包括抗拉強度試驗、抗彎強

度試驗及衝擊強度試驗等，再以 GRC 強度遞減量來判斷耐久性。 

GRC 中水泥質材料內部包含不連續且分離之玻璃纖維，故 GRC 之破壞行為與玻璃

纖維之含量、長寬比(aspect ratio)、玻璃纖維與水泥質材料間之握裹特性及玻璃纖維排列

方向具有密切關係。GRC 破裂機理為玻璃纖維水泥質材料於產生初始裂縫前，依 GRC

之彈性模數大小共同分擔載重，且水泥質材料產生初始裂縫後，產生玻璃纖維與水泥質

材料之載重重新分配，當載重全部傳遞至玻璃纖維承擔時，玻璃纖維載重造成水泥質材

料裂縫數量增加，直到水泥質材料被破壞分割成數小部分，最終與玻纖分離。 

目前國內玻璃纖維來源均以國外進口為大宗，以致價格較昂貴，造成工程成本增加，若

能本土化設廠生產玻璃纖維，並且兼顧品質可靠，不僅提升經濟效益，更提升國內產業

發展，達到雙贏的局面。本研究以亞洲及歐美國家取一作為代表，以玻纖進口為大宗國

家，亞洲區域之日本及歐美區域之英國作為例，代由大懋股份有限公司蒐集並提供(以

下簡稱日本砂與英國砂)，國內自產玻璃纖維由大懋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台灣砂)提

供，冀以國內廠商其品質符合國際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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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方法論 

ACI 211.1 體積法 

  體積法係以設計強度與水灰比為基礎，依新拌混凝土性質與骨材基本性質經詳細計

算，以控制細骨材體積，利於掌握拌合完成後之體積特性。以 ACI 211.1 規範[2] 中體積

法進行混凝土配比設計，其配比步驟流程如圖 1 所示： 

 

圖 1 ACI 211.1 體積法配比設計流程圖 

 

提升混凝土韌性 

  混凝土最大缺點為抗拉強度偏低，其抗拉強度僅約為抗壓強度十分之ㄧ，且韌性也

甚差，為了提高混凝土韌性與抗拉性，添加具有高韌性之 GRC 材料纖維試片，首先針

對不同產地及添加量之 GRC 材料，探討材料本身對於抗拉及撓曲試驗表現；以放大混

凝土表面積至圓柱試體規模，探討 GRC 對於混凝土圓柱試體之抗壓及劈裂試驗表現；

再放大混凝土表面積至混凝土樑，探討 GRC 對於混凝土樑試體之抗彎試驗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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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混凝土耐久性 

  為了解 GRC 材料改善混凝土耐久性變化，首先針對不同種類及添加量之 GRC 材料

纖維試片，探討材料本身對於耐久性變化；以放大混凝土表面積至圓柱試體規模，探討

GRC 對於混凝土圓柱試體耐久性提升，測試出提升耐久性建議材料種類及添加量；再放

大混凝土表面積至混凝土板規模，透過板之裂紋多寡，探討 GRC 對於混凝土板耐久性

提升。 

 

參、實驗室實驗 

實驗規劃 

  本研究試驗區分為三階段，其一不同種類及添加量 GRC 材料透過物理性質試驗，

了解物理特性受到纖維添加量、水灰比、孔隙結構、密度、纖維與受力方向、纖維長度

等因素影響，透過密度、吸水率、孔隙率試驗推估力學性質優劣，及其耐久性評估；其

二添加不同種類及添加量 GRC 材料纖維試片，以恆溫變濕與恆濕變溫之循環，模擬風

化試驗[6]，並透過衝擊、抗拉及撓曲試驗，了解 GRC 試片耐久性；其三添加不同種類

及添加量 GRC 材料拌合混凝土製成圓柱試體、樑及板，利用不同大小面積之規模，透

過抗壓、抗彎、劈裂及裂紋生成試驗，了解 GRC 混凝土耐久性與韌性變化。實驗規劃

流程圖請詳圖 2。 

GRC混凝土耐久性試驗：
1.抗壓試驗
2.劈裂試驗
3.抗彎試驗

試驗結果分析與討論

GRC試片物理性質試驗：
1.密度試驗

2.吸水率試驗
3.孔隙率試驗

GRC試片耐久性試驗：
1.衝擊試驗
2.抗拉試驗
3.抗彎試驗

實驗規劃

 
圖 2 實驗規劃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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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性質試驗 
  欲對 GRC 材料受溫濕度變化影響的物理特性有所瞭解，與水泥比較 GRC 具有密度

高、吸水低及孔隙低特性，故僅以密度、吸水率及孔隙率之試驗結果，進而瞭解與控制

混凝土耐久性添加玻璃纖維改善，親水性介面材料可附著於水泥漿體膠結體，透過適當

含水量可充分發揮混凝土之鍵結力，透過吸水率控制材料拌合間含水量；由 Pommersheim

與 Clifton[7]提出混凝土及水泥砂漿體中之孔隙體積量(孔隙率)，影響裂縫在水泥漿體中

蔓延發展及其尖端能量控制重要因素之一，故欲對 GRC 材料受溫濕度變化影響的物理

特性探討，必先掌握其密度、吸水率及孔隙率等特性，本研究以台灣廠商[8]所生產的玻

璃纖維試片(以下簡稱台灣砂)，與英國(以下簡稱英國砂)和日本(以下簡稱日本砂)產的纖

維試片進行密度試驗、吸水率試驗及孔隙率試驗。 

  GRC 試片物理性質測試結果顯示，試片的密度值直接影響試片的孔隙率與吸水率。

先以台灣砂添加量為 0%、2%、3%、4%、5%、6%及 3%添加抗氧化劑之 GRC 試片測試，

未添加玻璃纖維試片(添加量 0%)之乾密度、濕密度、吸水率及孔隙率試驗值分別為 1.63、

1.79、9.41%及 16.68%，添加玻璃纖維 GRC 試片試驗結果顯示，乾密度及濕密度表現均

比未添加者大，即混凝土試片添加玻璃纖維可提高緊實度故表現均為優良，但吸水率與

孔隙率隨添加量增多而提高趨勢，混凝土力學特性中強度均以骨材吸水率及孔隙率呈反

比，結果顯示以添加量 2%表現最佳，另添加量 3%表現與添加量 2%相近，故台灣砂表

現配比含量為 2%與 3%兩者，其物理性質相近且處於較優良的狀態，不同添加量台灣砂

物理性質試驗比值起請詳圖 3；根據台灣砂表現較佳添加量為 2%及 3%，及考量氧化劑

改善效果，以配比含量為 2%、3%及 3%添加氧化劑組測試英國砂及日本砂，結果顯示台

灣砂於配比 3%含量其物理性質優於英國與日本兩者所產配比 3%含量，不同添加量日本

及英國砂物理性質試驗比值請詳圖 4。 

  由試驗推測得知玻璃纖維的存在會影響到 GRC 材料的孔隙結構，纖維與水泥漿體

界面通常會存在著許多的孔隙，纖維添加後又會進而佔據部份水泥漿體的體積，因此適

宜的玻璃纖維量可減少 GRC 材料之孔隙體積，過多的玻璃纖維含量反而會使 GRC 材料

的孔隙體積增加，孔隙體積增加進而影響到材料的強度。 

 
  圖 3 不同添加量台灣砂物理性質試驗比值   圖 4 不同添加量日本及英國砂物理性質試驗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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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C 試片耐久性試驗 

  GRC 試片耐久性試驗之試驗規劃流程請詳圖 5，本實驗項目區分為三類，第一類為

利用 Izod 衝擊器(示如圖 6)，將負荷施於試桿上，使用固定擺盪的角度撞擊測定試桿，

被衝擊之後試桿斷裂所吸收的能量，藉以表示其衝擊數值。此外也測試不同配比量之試

桿受到溫、濕度加速劣化影響下(考慮耐久性)，是否會影響試桿本身的抗衝擊能力。第

二類為使用 MTS-810 萬能材料試驗機，將試片上下用夾具固定後，進行抗拉試驗。此

外也測試不同配比量之試片受到溫、濕度劣化影響下(考慮耐久性)，是否會影響試片本

身的抗拉能力作探討。第三類為亦是使用 MTS 810 萬能材料試驗機，將試片底部使用

錕接，並進行三點撓曲試驗。另外也測試不同配比量之試片受到溫、濕度劣化影響下，

針對是否會影響試片本身的抗彎能力作探討。 

  

    圖 5 GRC 試片耐久性試驗之試驗規劃流程      圖 6  Izod 30kg 萬能衝擊器 

 

GRC 混凝土耐久性試驗 

  GRC 混凝土耐久性試驗之試驗規劃流程請詳圖 6，本實驗項目有兩類，第一類為增

加混凝土表面積至圓柱試體(ψ15×30 ㎝)與長方形樑試體(10×10×36 cm)規模，以固定添加

玻璃纖維量來測試溫、濕度加速劣化對玻璃纖維混凝土之影響並與不承受室內加速劣化

試驗(不考慮耐久性)後，透過圓柱試體之抗壓試驗與劈裂試驗、長方形樑試體之抗彎試

驗以瞭解台灣國內廠商所出產之玻纖添加於水泥質材料中之耐久性能力；第二類為增加

混凝土表面積至混凝土板試體(100×100×15 ㎝ 與 100×100×1.5 ㎝)，均各添加 2 ㎏/m3 玻

纖(台灣砂) ，置於室外養護，觀其裂縫成長情形，以瞭解添加 2 ㎏/m3 台灣國內廠商所

出產之玻纖對抑制裂縫成長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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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GRC 混凝土耐久性試驗之試驗規劃流程 

 

肆、試驗結果與討論 

GRC 試片耐久性試驗 

  試驗結果顯示，添加 3%之台灣砂、日本砂及英國砂三種 GRC 試片中以台灣廠商出

產的玻纖試片為最具抗拉及抗衝擊之耐久性，其 GRC 試片對於受到溫、濕度變化下，

皆會折損其原本具有之力學強度。添加抗老化劑(Calcined Clay)之後的 GRC 試片並無法

得到預期中能抵抗溫、濕度變化的能力，反使 GRC 試片原有的能力下降，故加抗老化

劑對於三種 GRC 試片(3%)力學性質(抗拉強度、抗彎強度及衝擊強度)於溫濕度變化之耐

久性是沒有幫助的。 

  GRC 試片耐久性三項試驗之強度都隨著玻璃纖維添加量增加而增加，故玻璃纖維能

增強 GRC 試片之力學強度，故加入玻纖的量越多其力學性質(抗拉強度、抗彎強度及衝

擊強度)則越好，尤以加入量為 6%的效果為最好，但 SEM 觀察得知，6%受到侵蝕比 2%

嚴重，但因其玻璃纖維量最多，所以其力學性質還是比玻璃纖維含量少者佳。 

衝擊試驗 

  台灣砂(GRC 試片其它%)各種不同配比之下的衝擊強度，添加量分別為 2%、3%、

4%、5%、6%之試驗結果請詳圖 7，不論有無考量耐久性環境，其衝擊強度都隨著玻纖

添加量增加而衝擊強度也增加，尤以添加量為 6%的效果是最好的，故玻璃纖維添加量

越多越能增強其衝擊強度及耐久性。 

  各類砂試驗結果顯示，添加量為 3%之衝擊強度試驗可知，台灣砂於不考慮耐久性

時衝擊強度最大，英國砂試片次之，日本砂試片則最小；在恆溫變濕之影響之下，折損

率都較為恆濕變溫大，由圖 9 可知，於濕度變化影響下，與不考慮耐久性比較以英國砂

折損最少(12%)，台灣砂次之(22%)，日本砂折損最大(35%)。雖經過溫濕度變化影響下皆

會折損原本具有的衝擊強度，但若由衝擊強度而言，於恆溫變濕環境之下，台灣與英國

兩者之衝擊強度介於伯仲之間，其以日本最小，故衝擊強度係以台灣砂 3%強度表現最

佳且耐久亦最佳。但若添加抗老化劑(Calcined Clay)之後，仍以台灣砂衝擊強度最佳，於

濕度變化影響下，衝擊強度折損率台灣與英國兩者處於伯仲之間(33~34%)，其以日本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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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折損率達 37%，故若由損失率為依據，以台灣與英國的玻纖加抗老化劑較能抵抗耐

久性，然若以衝擊強度來看台灣廠商出產的試片不論有無考慮耐久性之環境，其衝擊強

度都是最佳。另以有無添加抗老化劑之衝擊強度來之比較，三種 GRC 試片(3%)不論有

無考量耐久性之環境，其衝擊強度都會折損，故加抗老化劑對於三種 GRC 試片(3%)之

耐久性無正面幫助，反之降低衝擊強度。 

   

   圖 8 不同添加量台灣砂衝擊強度比值       圖 9 不同添加量各種砂衝擊強度比值 

 

抗拉試驗 

  台灣砂(GRC 試片其它%)各種不同配比之下的抗拉強度，添加量為 2％、3％、4％、

5％、6％之抗拉強度試驗結果請詳圖 10，可看出不論有無考量耐久性之環境，其加入玻

纖的量越多其抗拉強度則越大，尤以加入量為 6%的效果為最好。 

  各種砂試驗結果顯示，添加量為 3%之抗拉強度數據，由圖 11 可知抗拉強度於不考

慮耐久性時，台灣砂之抗拉強度最大，英國的試片次之，日本的試片最小；於濕度變化

影響下，與不考慮耐久性比較，其抗拉強度折損率為日本的試片最少(17%)，英國試片

次之(28%)，台灣試片折損最大(37%)，結果反映出與試片的表面積有關聯，其表面積越

大受侵蝕的面積也就越大，且劣化也越嚴重。損失率顯示以日本的玻纖試片最能抵抗耐

久性，然若以抗拉強度來看，處於恆溫變濕環境中三者則在伯仲之間，故三種 GRC 試

片(3%)中以台灣廠商出產的玻纖試片是最為抗拉且耐久性最好。但若添加抗老化劑示如

圖 11，於恆溫變濕環境中抗拉強度的損失以台灣最少只有(20%)，日本次之(22%)，英國

最多(43%)，故若由損失率來看，以日本的玻纖加抗老化劑最能抵抗耐久性，然若以抗

拉強度來看，台灣廠商出產的試片不管於不考慮耐久性及考慮耐久性環境中其抗拉強度

都是最小的，結果反映出與試片的表面積有關聯，表面積越大受侵蝕的面積也就越大，

劣化也越嚴重，顯示台灣廠商的 GRC 試片纖維的直徑較細或是長度比較長，都可能造

成表面積比較大，故證實玻纖水泥質材料之破壞與長寬比(asPect ratio)有密切關係。但若

以有(無)加抗老化劑之抗拉強度來比較的話，三種 GRC 試片(3%)不管於不考慮耐久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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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耐久性環境中其抗拉強度都會折損，故添加抗老化劑對於三種 GRC 試片(3%)抗拉

強度之耐久性不只是沒有幫助，反而還會降低其抗拉強度。 

 

   圖 10 不同添加量台灣砂抗拉強度比值       圖 11 不同添加量各種砂抗拉強度比值 

 

抗彎試驗 

  台灣砂(GRC 試片其它%)各種不同配比之下的抗彎強度，添加量分別為 2%、3%、

4%、5%、6%之抗彎強度請詳圖 12，可看出不管於不考慮耐久性及考慮耐久性環境中，

其抗彎強度都隨著玻纖加入量的增多其抗彎強度則越大，尤以加入量為 6%的效果是最

好的，這也跟 GRC 試片(其他%)之抗拉強度的情形是一樣的。 

  各種砂試驗結果顯示，於不考慮耐久性時，台灣試片與日本試片抗彎強度皆差不

多，而略小於英國試片，由圖 13 也可看出此現象；於恆溫變濕環境影響因素之下，各

試片抗彎強度折損率來看，日本試片折損率最少，折損率只有 19%，台灣試片以及英國

試片折損率都高達 32%。然而若以抗彎強度來看，於於恆溫變濕環境下，仍是以日本試

片抗彎強度最高，英國試片次之，台灣試片抗彎強度則最小。故三種 GRC(3%)試片中，

抗彎強度在不考慮耐久性時，抗彎能力皆有不錯表現，其玻璃纖維確實能將 GRC 試片

受到的載重，分配給玻璃纖維承受，至於耐久性抵抗力較弱，於耐久性試驗中日本的試

片抵抗能力較強。若加了抗老化劑以後如圖 13，台灣的試片抗彎強度最大，英國次之；

於恆溫變濕環境中英國之抗彎強度同樣增加 19％，台灣則降低 26％，所以由損失率來

看，以英國的玻纖加抗老化劑較能抵抗耐久性。另若以有無加抗老化劑之抗彎強度來比

較的話，三種 GRC 試片(3%)於不考慮耐久性環境中其抗彎強度都會折損，然考量耐久

性環境中台灣之抗彎強度反而稍微增加，但增加通其量不多，故加抗老化劑對於三種

GRC 試片(3%)抗彎強度之耐久性幫助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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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2 不同添加量台灣砂抗彎強度比值      圖 13 不同添加量各種砂抗彎強度比值 

 

SEM 試驗 

  由圖 14 及圖 15 得知，台灣砂(2%)GRC 試片於不考慮耐久性試驗下，玻璃纖維受侵

蝕的程度小，經加速劣化的耐久性試片而言，台灣砂(2%)GRC 試片可明顯看出玻璃纖維

受侵蝕較嚴重。由圖 16 及圖 17 看出台灣砂(6%)GRC 試片論論有無考量耐久性試驗結果

與台灣砂(2%)GRC 類似，由此得知玻璃纖維受侵蝕的嚴重性將會影響玻璃纖維發揮本身

特性的能力，更由前述之三項力學性質試驗顯示，當玻璃纖維受侵蝕越大其力學性質也

降低越明顯。另由 SEM 觀測顯示台灣砂(6%)GRC 受到的侵蝕比台灣砂(2%)GRC 來的嚴

重，故映證 GRC 試片物性試驗結果，玻璃纖維配比量較大者，其吸水率及孔隙率也較

大，其較易受溫濕度侵蝕。雖然玻璃纖維量大者易受侵蝕，不過 6%受到的侵蝕比 2%嚴

重，但因其玻璃纖維量最多，其力學性質比玻璃纖維含量少者佳。 

   
   圖 14 玻璃纖維試片 2%(不考慮耐久性)      圖 15 玻璃纖維試片 2%(考慮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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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6 玻璃纖維試片 6%(不考慮耐久性)      圖 17 玻璃纖維試片 6%(考慮耐久性) 

 

GRC 混凝土耐久性試驗 

  試驗結果顯示，GRC 玻璃纖維混凝土若有足夠水泥漿量包覆玻璃纖維，針對抗壓強

度以不考量耐久性試驗結果，顯示 GRC 混凝土耐久性提升 2%~7%，劈裂強度以不考量

耐久性試驗結果，顯示 GRC 混凝土耐久性提升 5%~10%，但抗彎強度以不考量耐久性試

驗結果，顯示 GRC 混凝土耐久性降低 5%~8%，主因為水泥砂漿量不足以完全包覆玻璃

纖維(2kg/m3)，導致玻璃纖維混凝土劈裂強度表現偏差。 

 

    圖 18 普通混凝土耐久性試驗比值        圖 19 GRC 混凝土耐久性試驗比值 

 

抗壓試驗 

  抗壓試驗依據 CNS1232 規範進行，試體尺寸為ψ15×30 ㎝，圖 18 及圖 19 為兩種混

凝土不考慮耐久性(控制組)以及考慮耐久性之抗壓強度、抗彎強度及劈裂強度，顯示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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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混凝土歷經耐久性之加速劣化試驗後，折損率明顯下降為 19%以及 24%，得知對於普

通混凝土而言，面對溫、濕度加速劣化的影響之下，會使其本身之抗壓強度下降。添加

玻璃纖維之混凝土方面，歷經溫、濕度加速劣化後，玻璃纖維混凝土抗壓強度如同普通

混凝土的抗壓強度一樣，無法抵抗溫、濕度的劣化，折損率分別為 12%以及 17%，故玻

璃纖維混凝土的抗壓強度比普通混凝土來得低，約下降 9.2%強度，抗壓強度耐久性表現

較佳。 

  一般混凝土中若添加了玻璃纖維，應該能加強混凝土的力學性質，但若水泥漿體的

量不足以包覆所添加的玻璃纖維的表面積時，玻璃纖維將無法完全發揮其特性去分擔混

凝土承受之外力，反而會使得孔隙增加，導致玻璃纖維混凝土的力學性質不及普通混凝

土。此論點於 陳豪吉教授所撰的『玻璃纖維混凝土的工程應用』[9]之研究中也有提及，

本論文於製作圓柱試體時，玻璃纖維的添加量為 2kg/m3，比陳豪吉教授所添加之玻璃纖

維量 1kg/m3 來得多，但水泥漿體的量約相同，因此玻璃纖維混凝土的抗壓強度比普通

混凝土的抗壓強度來得低是合理的，也表示出玻璃纖維水泥質材料之破壞與水泥質材料

間之握裹特性有所關連性。 

劈裂試驗 

  圖 18 及圖 19 可看出普通混凝土不考慮耐久性時折損率分別為 7%以及 16%，玻璃

纖維混凝土方面見，歷經恆濕恆溫的變化之下，如同普通混凝土一樣，因本身無法承受

溫、濕度的影響下，抗彎強度折損率分別為 2%以及 6%可見玻璃纖維混凝土對於抗拉強

度的耐久性是比較好的。由圖 19 可看出玻璃纖維混凝土的抗彎強度比普通混凝土的抗

彎強度低約 8.5%，另外，玻纖混凝土劈裂強度降低量(8.5%)比抗壓強度降低量(9.2%)稍

少一些，顯示混凝土中添加玻纖對拉力強度確是有助益的。同理原應增強混凝土強度的

玻璃纖維，因玻璃纖維添加量較多，但水泥砂漿量不足以完全包覆玻璃纖維(2kg/m3)，

導致玻璃纖維混凝土劈裂強度表現偏差。 

抗彎試驗 

  由圖 18 及圖 19 可看出普通混凝土不考慮耐久性時抗彎強度折損率分別為 8%以及

9%，歷經恆濕恆溫的變化之下，其抗彎強度折損率分別為 13%以及 17%，所以玻璃纖維

混凝土對於抗彎強度的耐久性反之較差。由圖 19 顯示玻璃纖維混凝土抗彎強度比普通

混凝土的抗彎強度低約 9.8%，同理原應增強混凝土強度的玻璃纖維，因玻璃纖維添加量

較多，但水泥漿體量不足以完全包覆玻璃纖維(2kg/m3)，導致玻璃纖維混凝土的抗彎強

度較低之效果。 

裂紋觀測試驗 

  由 GRC 版塊(2kg/m3)裂紋觀測試驗結果得知，添加玻璃纖維確實可大幅減少裂縫產

生，且混凝土中之收縮裂縫卻是主要來自水泥砂漿。由圖 20 及圖 21 顯示兩種版塊之裂

縫比較圖，得知混凝土版塊的裂縫長度、數目都比水泥砂漿版塊短以及少。由圖 20 也

可看出，當添加玻璃纖維時，混凝土版塊及水泥砂將版塊所產生之裂縫數目，都比未添

加玻璃纖維之版塊來的少，裂縫數目比較為玻璃纖維混凝土版塊＜玻璃纖維水泥砂漿版

塊＜普通混凝土版塊＜普通水泥砂漿版塊，也看出添加玻璃纖維之水泥砂漿版塊抑制裂

縫的能力也比未添加玻璃纖維之混凝土版塊來的好，故添加玻璃纖維是能抑制裂縫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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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圖 20 有無添加 GRC 之混凝土板與水泥砂漿    圖 21 不同齡期 GRC 混凝土板與水泥砂漿板 

     板裂紋數量情形                 裂紋長度比值 

玻璃纖維之包覆試驗 

  由物理性質試驗得知，添加玻璃纖維會影響 GRC 材料之孔隙結構、纖維與水泥漿

體界面，通常會存在許多孔隙，添加纖維進而佔據部份水泥漿體之體積，因此添加適當

玻璃纖維量可減少 GRC 材料之孔隙體積，較多的玻璃纖維含量反而會使 GRC 材料的孔

隙體積增加，進而影響到材料的力學性質。由耐久性得知，要使玻璃纖維發揮其特性，

分擔水泥質材料承受之荷重，必須有足夠的水泥漿體將玻璃纖維完全包覆。 

  更由混凝土耐久試驗得知添加 2kg/m3 之玻璃纖維於混凝土中，其強度都不如普通

混凝土，而由陳豪吉教授之論點推測原因為水泥漿量不足夠包覆玻璃纖維，故嘗試增加

總重量的 5%以及 10%兩種，進行試拌製作試體，然後進行抗壓試驗、抗彎試驗及劈裂

試驗，水泥漿量取代量為 5%及 10%之抗壓強度、抗彎強度及劈裂強度，由圖 22 得知，

強度增加率相較原先也增加了，分別 12%、14%及 14%，由上述兩種試驗得知，有足夠

包覆玻璃纖維的水泥漿量時，確實得以發揮玻璃纖維具有的特性，進而增強水泥質材料

的力學強度。 

  玻璃纖維使用量增至 3kg/m3，取代量仍為 5%，測試取代量 5%是否足夠包覆 3kg/m3，

由圖 22 得知，抗壓強度、抗彎強度、劈裂強度皆高於 2kg/m3 取代量 5%，約增加了 5%、

3%及 5%，可見水泥漿體增加 5%時，足以包覆 3kg/m3 的玻璃纖維，已能使其發揮功效，

同理水泥漿體的量過多時，並不表示能增加強度很多，且水泥量增加，成本也隨之增加，

故 2kg/m3 的玻璃纖維並不需要我們預設的 5%量，可降低水泥使用量，就可達到預期效

果。 

  再次增加玻璃纖維量至 4kg/m3，水泥漿體的取代量勢必增加，故增至 10%，由圖

22 得知，抗壓強度、抗彎強度、劈裂強度三項強度皆比 3kg/m3 以及取代量 5%來得低。

此實驗觀察試拌完的玻纖混凝土，其玻璃纖維也無法完全被包覆，可看到裸露在外的玻

纖，因此使得玻璃纖維無發發揮預期的功效，導致強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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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不同添加量及水泥添加量之三種試驗成長比值 

 

結論 
  本研究利用不同產地及不同添加量之玻璃纖維添加於混凝土，檢視混凝土耐久性的

提升程度，試驗結果顯示，在添加 3%之台灣砂、日本砂及英國砂三種 GRC 試片中以台

灣廠商出產的玻纖試片是最為抗拉及抗衝擊的且耐久性也最好；加抗老化劑對於三種

GRC 試片(3%)力學性質(抗拉強度、抗彎強度及衝擊強度)抵抗溫濕度變化之耐久性是沒

有幫助的；針對台灣廠商出產之玻纖，添加量越高其力學性質(抗拉強度、抗彎強度及

衝擊強度)則越好，尤以加入量為 6%效果為最好。玻璃纖維混凝土若有足夠包覆玻纖的

漿量，則玻璃纖維混凝土確實是可以提高其力學性質及耐久性，故添加玻璃纖維確實可

抑制裂縫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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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字彙的習得是學習語言的一項重要關鍵。在台灣第二語言的習得，非英語主

修的學生通常遵循教師的指引進行字彙的記憶，而當脫離學校的環境後，學習者

可能便無法持續保持自律的學習行為。市面上雖然有許多字彙測驗與字義查詢的

工具，然而這些工具往往沒有整合自律學習的流程與字彙學習的策略，來輔助學

習者持續地記憶字彙。許多教育研究者指出，一套有用的學習系統必須基於可應

用與適當的學習理論而發展。就我們所知，目前於電腦輔助語言學習的領域，很

少研究結合自律學習理論與字彙學習策略於發展電腦輔助語言學習的系統。在本

研究中，主要提出一英文字彙學習系統，稱之為 MyVLS (My Vocabulary Learning 
Strategy)，基於自律學習理論中的四個步驟：目標設定與計劃、策略施行與監控、

自我評鑑與監控、結果評量與反思，給予適當之學習輔助，以改善學習者在自律

學習英文字彙時之成效。 
  為驗證與探討系統之成效，本研究針對中央大學資管系 19 名即將要參加

TOEIC 測驗的學生進行為期三周的實驗，包含兩階段的質量混合分析：第一階段

主要以前測與後測試題測量學習者的字彙能力，第二階段主要以量化的問卷分析

與質性的訪談來了解學習者使用系統後的感受。第一階段的分析結果顯示，透過

MyVLS 字彙學習系統的輔助，確實能有效地提升受測者的學習成效。第二階段

的實驗結果顯示， MyVLS 在四項學習指標上獲得較佳的成效： (1) 有效的複

習、(2) 有效的時間規劃、(3) 自我效能的提升、(4) 意志力的控制。然而，透過

分析學習者的學習歷程，我們發現知識平台的使用並未獲得學習者高度的認同。

質性調查結果也顯示，多數學習者難以透過 MyVLS 系統提供的自律學習報表與

字彙學習策略知識分享來調整自己的學習行為。本研究建議，未來的自律學習系

統可朝向更加個人化的知識管理與分享功能發展，以給予學習者更佳的學習感受

與更適性化的學習建議。 
 
關鍵詞：第二語言習得、電腦輔助語言學習、自律學習、歷程分析、知識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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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ocabulary acquisition is one of the key for learning a language.  For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Taiwan, non-English major students usually follow the instructors’ guidance to 
memorize vocabulary, and they may not keep self-regulated learning behavior after schools.  
There are many vocabulary testing and lookup tools available in the market; however, these 
tools often do not integrate self-regulated learning process and vocabulary learning strategy to 
assist learners keep memorizing vocabulary.  Many pedagogical researchers point out that 
developing a useful learning system must be based on applicable and appropriate learning 
theories. To our best knowledge, in the current body of CALL (Computer-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research, few study combines self-regulated learning theory and vocabulary 
learning strategy into CALL systems. This study aims to propose an English vocabulary 
learning system, called MyVLS (My Vocabulary Learning Strategy), it’s developed by four 
steps of self-regulated learning processes: goal setting and planning,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and monitoring, self-evaluation and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and reflection, to support 
learners to improve their self-efficiency on English vocabulary learning.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system, this study also conducted a 
three-week experiment for nineteen students from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who are about to take TOEIC exam.  The experiment includes 
two-phase mixe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e first phase focused on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to measure the learners’ vocabulary capability; and the second phase focused on 
the quantitative questionnaires and qualitative interviews to obtain the learners’ perception 
after using MyVLS.  The results from the first phase reveal that the subjects obtain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vocabulary capability via using MyVLS. The results from the 
second phase find that MyVLS receives better effectiveness by four learning aspects: (1) the 
effectiveness of reviewing vocabulary, (2) the effectiveness of time management, (3) the 
improvement of self-efficacy, and (4) the control of will power.  However, we found that the 
usage of knowledge forum do not receive high appraisement from the learners by analyzing 
the learners’ e-portfolio.  The qualitative results of interview also reveals that the learners 
find themselves hard to adjust too much of their behaviors based on the self-regulated 
learning reports and the knowledge sharing of vocabulary learning strategy provided by 
MyVL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future self-regulated learning systems should be developed 
toward more personalized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sharing functionality to provide 
learners better learning perception and more adaptive learning recommendations. 

Keywords: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omputer-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nalysis of e-portfolio, knowledge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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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簡介 

  對於第二語言(Second Language, L2)學習者而言，字彙的學習與累積往往是首要之

務。目前大部分第二語言的學生使用的字彙學習工具，主要提供字義查詢的功能與簡單

的閃卡功能，讓學習者可以進行簡單的字彙學習測驗與字義的查詢(Ma, 2009)。然而，

學習者使用這些工具學習單字，雖然能夠短期的記憶單字，卻因為沒有相對應的學習流

程幫助養成規律、自發學習單字的習慣，因此在建立長期的字彙學習上可能無法具有顯

著的成效。學習字彙的過程中，學習者必須處於主動的角色，除了要學會掌控自己的學

習行為並制定有效的學習計畫，也必須善加利用工具或者諮詢老師與同儕，讓自己漸漸

養成「自律學習(Self-Regulated Learning，簡稱 SRL)」字彙的習慣與持續學習，才能獲

得最佳的學習成效(Fox, 1984; Ma & Kelly, 2006)。 
  自律學習主要強調學習者自主的學習習慣與持續學習的動機的養成(Bandura, 1977; 
Zimmerman, 1990)。學者 Zimmerman (2000)將自律學習的流程訂定為不斷循環的四個階

段，透過反覆練習的方式幫助學習者養成自律的習慣，達到自律學習的成效。在自律學

習字彙的過程中，學習者必須要掌握許多學習的技巧與反思的能力，包含學習時間的掌

控、學習成效的監控與學習行為的調整等等，這些行為都須花費學習者許多額外的時間

與精力訓練才能達到成效(Winne, 2001)。Boekaerts (1997)認為有效地減少學習者在學習

過程中付出的額外時間以使學習者只專注在字彙學習上，可以有效地促成自律學習的進

行。在另外一方面，學習歷程的記錄、分析與回饋也是促成良好自律學習的成功要素之

一，學習歷程的回饋可以反應出學習過程的改變，並進一步調整與反思自身的學習方法

(Sparapani, Abel, Easton, Edwards, & Herbster, 1996) 。近年來數位學習興起，開始有研

究者根據自律學習的理論發展線上學習的系統。本研究自相關文獻中發現，結合自律學

習理論之線上學習系統大致朝向三個方向發展：(1)其中一些研究者強調自律學習中的

「目標設定機制(goal-setting mechanism)」，發展線上學習輔助系統以協助學習者設立學

習目標與監控目標之達成，以促成自律學習行為之養成(Lifetick, 2011; Wang, 2011; 
Chang, et al., 2011; Chang, et al., 2013)。(2)另外一些研究者強調以「協同學習(collaborative 
learning)」或「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的學習理論，利用 Web 2.0 的社群平台(例如：

Google Docs)，進行知識分享、組織、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以促成學習者的自律

學習行為與達成較佳的自我學習成效(Liu, Lan, & Ho, 2014; Rahimi, Berg, & Veen, 
2015)。(3)另外一項自律學習系統的發展則著重於應用「學習評量與反思的策略」以強

化自律學習的成效，例如：Wang(2011)以 Pintrich(1999)提出之自律學習策略發展一線上

評量系統 PDA-WATA，整合五項評量策略：增加答案註記、標記信心程度、閱讀同儕

答案註記、推薦同儕答案註記以及查詢同儕給予自己答案註記的建議等策略，以輔助學

習者進行自我反思並從而提升自律學習之成效。語言學習研究者一般認為，當第二語言

學習者在面臨長期學習與記憶較大量的字彙時，容易因記憶損耗或持續學習力不佳而造

成學習效果低落。因此本研究認為對於學習者而言，適當的學習系統輔助進行自律學習

字彙應更顯需要。然而，就我們所知，目前於第二語言學習字彙的領域，極少研究者將

電腦輔助語言學習(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的系統結合自律學習理論與字

彙學習策略(vocabulary learning strategy)，以流程導向(process-oriented)的方式在學習者

進行自律學習的四個步驟：目標設定與計劃、策略施行與監控、自我評鑑與監控、結果

評量與反思，給予適當之學習輔助，以改善學習者在自律學習英文字彙時之成效。 
  有鑑於此，在本研究中主要提出一英文字彙學習系統，稱之為 MyVLS (My 
Vocabulary Learning Strategy)，基於自律學習理論中的四個步驟，各自應用不同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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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以支援學習者進行自律學習。相較於先前自律學習應用於英文字彙學習系統之研

究，大多僅著重於某一項自律學習流程之輔助，例如：目標設定、協同學習、或學習評

量，MyVLS 系統則提供了在不同步驟給予不同之學習策略與功能支援：(1) 在目標設定

與計劃步驟：目標的設定是一項影響自律學習成效相當重要的因素(Chang, et al., 2013)，
MyVLS 主要參考了 Lifetick(2011)的學習系統發展其目標設定之功能，以「演練表」設

定學習者之學習目標並提供提醒功能以協助學習者在特定時間進行學習與複習工作； 
(2) 策略施行與監控步驟：基於 Schmitt 與 McCarthy (1998)對於字彙學習策略中之分

類，MyVLS 採用了記憶策略(consolidation strategy)作為發展重點，利用「演練表」設定

組合成為複習單元，讓學習者可以對於每個單字之理解程度作註記以增進複習效率；(3) 
在自我評鑑與監控步驟：為了讓學習者更容易了解在自律學習過程中的自我效能展現

（例如：測驗成績與花費時間、目標達成率、使用策略成效等等），MyVLS 從學習者

之學習歷程中產生四項視覺化之統計報表，幫助學習者易於監控自律學習之成效。(4) 在

結果評量與反思步驟：MyVLS 應用了社會學習與 Web 2.0 的概念，以知識管理與分享

的概念實作 MyVLS 的知識平台，以促成學習者達成較佳的自律學習成效。 
此外，為了解本研究提出系統之成效，我們以實徵研究之方法，以質量混合之方式

進行實驗以探討系統對於第二語言學習者之影響與成效。本文章其餘之章節架構如下：

在第貳章中，主要探討第二語言字彙學習、電腦輔助字彙學習與自律學習等相關文獻。

第參章提出討論本研究之設計原理與系統實作細節。第肆章為實驗設計與實徵結果的分

析討論，第伍章則總結本研究成果與未來的研究發展。 
 

貳、文獻探討 

一、第二語言字彙學習 
  第二語言字彙學習(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Acquisition)主要是探討學習者如何

有效學習與記憶母語以外語言之字彙，相關研究涵蓋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學習策略和學

習者特質(Ma, 2009) 。本節主要著重於探討學習動機與學習策略於第二語言字彙學習的

相關研究，並以其相關理論發展成為本研究提出之電腦輔助字彙學習系統。 
  先前已有研究指出學習字彙是一個長期且乏味的過程，如果沒有強烈的動機驅策或

有效的學習策略，學習者很容易半途而廢(Dörnyei & Csizér, 2002; Dörnyei & Ottó, 1998; 
Noels, Clément, & Pelletier, 1999)。「學習動機」是影響學習者持續學習的主要因素之一

(Gardner & MacIntyre, 1991)。在提升學習動機的相關研究方面，部份研究採用悅趣式學

習或多媒體互動式學習的方式吸引學習者進行學習，藉以提升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

(Garris, Ahlers, & Driskell, 2002; Kayaolu, Da Akbaş, & Öztürk, 2011)。另外亦有語言學研

究者從學習習慣養成的觀點提出提升學習動機的方法，例如：Elley (1989)的研究指出透

過老師幫助學習者制定長期的學習目標(周)，並切分為幾個短期目標(天)，可以讓學習

者每天都有學習的目標，以引導的方式有效地提升學習者長期學習單字的學習動機。

Elley 的論點與 Zimmerman (1990)提出之自律學習觀點相似，皆主張從學習者養成自發

性的學習習慣可以增強學習動機以促成更佳的學習成效。有關自律學習將在本章第二節

作更深入的探討。 
    在另一方面，除了學習動機影響學習成效，適當地使用學習策略也已經被證實對於

學習成效有正面的幫助(Oxford & Nyikos, 1989)。學習策略是學習過程中所使用的方法、

技巧或者控制流程的方式，或者也可以被認定為一連串輔助學習的操作步驟(O'Malle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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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mot, 1990)。Oxford 將學習策略分為直接策略與間接策略兩大類，直接策略與學習有

直接關聯，包含記憶策略，認知策略，補償策略。間接策略則用來輔助學習行為，又分

成後設認知策略，情感策略與社會策略(Oxford, 1990)。Schmitt 與 McCarthy (1998)則將

字彙學習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為發現階段，當學習者遇到新字彙的時候，如何了解其

字義，包含決定策略與社會策略。第二階段為強化階段，當學習者了解一個字彙的意義

後，如何去強化與記憶，包含社會策略，記憶策略，認知策略與後設認知策略。Schmitt
與 McCarthy (1998)的研究指出成功的學習者趨向於使用更多的學習策略，並且能將新

的字彙與舊有的知識進行連結記憶。然而，學習策略的種類很多，如何適當地使用學習

策略則是另一項重要的研究議題。有些學者認為應該要根據學習情境挑選適合的任務，

例如：複習單字跟學習單字使用的學習策略應該不同(Gu, 2003)。 
 
二、自律學習理論 
  自律學習的提出主要強調養成學習者自主的學習習慣與持續學習的動機，以流程式

的方式進行學習與反思(Bandura, 1977; Zimmerman, 1990)。自律學習由不同的學習理論

所組成，包含學習動機、認知策略與後設認知策略(Zimmerman, 1994) 。學習者主要透

過設定學習目標，學會使用各種的學習策略以達成目標，並且不斷地監督自己的學習結

果，進而培養學習的自信心，提升學習動機(Nancy E Perry, Phillips, & Hutchinson, 2006; 
Stone, 2000)。然而，自律學習的習慣並非短期可以養成，通常需要透過不斷的練習、配

合適當的工具與環境，並搭配專業教師的輔助才可達成(Nancy E. Perry, Hutchinson, & 
Thauberger, 2007)。Zimmerman (1990)將自律學習的流程定義成以下四個步驟： 
1. 目標設定與計劃：根據個人學習能力來設定適合的學習目標與學習策略。 
2. 策略施行與監控：使用計畫的學習策略進行學習，並對策略實行的過程進行監控。 
3. 自我評鑑與監控：學習者根據先前的學習成果來判斷自己的學習績效。 
4. 結果評量與反思：針對策略執行的過程與執行的結果進行反思，以確定策略的效用。 

本研究發現先前研究對於導入自律學習於引導學生學習上，大多採用傳統的引導學

習方式，意即學習者需要花費一部份時間與精力去管理自律學習的流程，另一部份也需

要花費時間吸收學習教材與規劃學習策略。Chen (2009) 透過網頁衡量學習者自律的成

效，並提供適當的回饋機制讓學習者了解自己的自律成果(Chen, 2009) 。然而，本研究

發現目前尚未有研究將自律學習理論完整融入數位系統，建立輔助、監控與改善英文字

彙學習的學習流程並且整合適當的學習策略以強化學習內容。因此，本研究主要欲設計

一套融合自律學習理論的英文字彙學習系統，讓學習者以自律學習的方法論遵循操作步

驟以進而養成持續學習的能力，並在過程中提供適當的學習策略與練習以學習者的英文

字彙學習成效。 

 
三、應用自律學習流程於電腦輔助語言學習 
  電腦輔助語言學習，簡稱 CALL(Computer-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係指透過電

腦科技的輔助以提升語言學習的成效(Groot, 2000)。近年來，已有許多研究者投入於發

展多元化的 CALL 平台。例如：Chun 和 Plass (1996) 透過將大量文字、圖片、聲音整合

至一個平台，讓學習者可以透過字義搭配圖片與聲音進行學習。Dubois 和 Vial (2000)
證實透過多種資源的訓練，可以有效幫助記憶單字。近年來，許多研究漸漸將數位系統

從工具的角色轉變為流程輔助的角色，從只提供簡易的字彙測驗與練習，走向融合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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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理論並著重輔助整體的學習流程，讓學習者不再只是單元式、反覆地使用學習策略 
(例如：閃卡)進行學習，而是將學習流程融合數位系統，讓學習者藉由數位系統養成新

的學習方式(Goodfellow, 1995)。Ma 與 Kelly (2006) 認為一個良好的字彙學習系統必須

考量四項重要的設計原則：(1) 字彙系統所採用的學習理論；(2) 字彙系統所使用的電

腦科技；(3) 字彙系統所提升的學習績效；(4) 字彙系統所依據的學習者特性。目前在

電腦輔助語言學習領域已有非常多的研究投入，本研究主張從自律學習理論出發以發展

一字彙學習系統，從流程觀點輔助學習者進行自律學習，並在學習流程中提供適當的學

習策略，在學習結果中提供學習回饋以促成學習者檢討自身的學習方法，從而加以改善

學習成效。 
  在另一方面，由於學習的過程學習者需要學會不同的學習策略以因應不同的學習狀

況，張新仁 (2006) 利用知識管理的方式，將學習策略進行整理、分類並教導給學習者。

Weinstein 和 Underwood (1985) 認為學習策略為隱性的知識，必須將學習策略按照學習

者容易了解的方式進行分類才能夠使學習者理解並加以應用。然而，最困難的步驟莫過

於將一個新的學習策略讓學習者學會如何使用。大部分的教學法比較偏於教師設計導

向，學習者通常並非挑選適合自己的策略進行學習，而是與同學們一起學習相同學習策

略，然而每一個人適合的學習策略卻是因人而異(Wenden, 2002)。因此，應該給予學習

者挑選學習策略彈性的空間，並且提供詳細的操作型步驟，並透過適當工具的導引與教

師的輔助才能夠讓學習者學會新的學習策略。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基於 Zimmerman 於 2000 年提出的自律學習模式(Zimmerman, et al., 2000)
為基礎建置 MyVLS 字彙學習系統，並採用 Schmitt 所提出的字彙學習策略(Schmitt & 
McCarthy, 1998)中挑選適合台灣大學生使用之學習策略，以發展成為系統中相關的學習

策略工具。MyVLS 的主要設計目是希望藉由系統輔助學習者進行自律學習的流程，並

且提供有助於認知、理解與複習單字所需要的學習策略工具，從而促成較佳的自律學習

成效。在系統發展方面，主要根據 Zimmerman 提出的的自律循環 4 階段（自我評價與

監控、目標的設定與計畫、策略實行與監控、結果評量的反思），將每個階段分別導入

MyVLS 的系統學習流程，並提供相關的學習輔助功能幫助學習者建立有效率的自律學

習行為。在內容的英文教材與介面的設計方面，本研究邀請國立中壢高中三位從事英文

教學多年之教師提供設計建議、使用性測試，並依據回饋之建議經過反覆改版以求本系

統能達到內容的正確性與較佳的使用性。 
 
一、系統設計與應用實例 
 
  學生 A 為在台灣就讀大學的一名學生，因為畢業前必須考過多益測驗並達到畢業的
成績門檻，因此增加英文字彙量為該生準備的重點目標之一。起初，該生到書局購買多
益的字彙書籍，並且嚴格規定自己每一天至少要背 40 個單字，但是由於沒有教師規定
並監督確切的學習進度與流程，自己容易怠惰而中斷持續學習，也因為學習的過程中常
常忘了自己已經了解了哪些單字，哪些單字還沒熟記需要複習，因此造成背過的單字易
忘記，新的單字也記不好，漸漸地就放棄了背單字的習慣。最後，學生Ａ英文的程度一
直無法提升，而且自己也提不勁學習更多的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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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學生 A 的個案描述是許多台灣學生學習英文常遇到的問題。在本研究中提出之

MyVLS 系統，主要的設計目的在於引導學生「具規畫地」、「有效地」、「持續地」

進行學習與記憶單字的工作。以下以自律學習各階段說明 MyVLS 之設計原則與應用於

學習之流程與情境： 
 
(一)目標設定與計劃：  
  在自律學習第一階段的主要任務，便是訂定自我學習的計畫；而學習計畫的內容必

須能夠在自己可以達到的能力與範圍內規劃，才能夠循序漸進地達成。有效地設定學習

規劃，必須「分析學習任務」與「了解自我動機」(Barry J. Zimmerman, 2002)。分析學

習任務包含設定學習目標與規劃學習策略，了解自我動機則是包含對於自我能力的了解

與對於學習結果的期望。 
  起初，系統可由教師設定每日單字學習量之學習進度規畫，在 MyVLS 中稱之為「演

練表」。若學習者認為自己每天能記憶的字彙量不多，可利用「演練表規劃功能」將每

天背單字的目標設定為 20 個字，並採用最基礎的學習策略「單字卡」進行學習，而系

統將產生「演練表」作為該生未來在特定期間內的學習計畫。此外，為了有效地發揮學

習效果，若學習者認為自己每天 6:00~6:30 間精神最好，可以在演練表規畫功能中將每

天的背單字的時間排在 6:00~6:30 並規定背滿 30 分鐘才可以去休息。當學習者規劃好學

習之後，可透過系統設定該演練表的「預期目標」；若學習者認為自己非常有機會每天

完成背完 20 單字的目標而設定了較高的預期分數（例如：90 分），則代表學生 A 對於

學習規畫的結果樂觀，預期可以達到較佳的學習成效。讓學習者設定學習前的預期成績

與信心程度，可以藉由學習後的學習歷程比對自我學習成效以調整之後的學習計畫或學

習策略。 
 

 
圖 1 演練表的設定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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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VLS 中演練表的設定介面如圖 1 所示。演練表可將預計學習的教材切分為不同

的部分（part），每個部分包含多個教材單元（unit），學習者可藉由選取教材單元查看

單字的單字難易度與單字狀態，並且以單元為單位設定開始學習時間與時數，透過這個

方式進行學習計畫的規劃。除了規劃學習時程，亦可透過演練表來規劃使用的「學習策

略」。MyVLS 字彙學習系統提供二類共計四種不同的學習策略工具－「單字卡」、「閃

卡」、「選選看」、「填填看」。單字卡提供完整字義與例句讓學習者進行學習，閃卡

則以單字猜字義或者以字義猜單字提供學習者快速記憶單字，上述兩種學習工具皆提供

單字對應的圖片與發音輔助學習者進行學習，屬於「學習性策略」。選選看與填填看則

是用來測驗學習成效使用的「複習性策略」。 
 
(二)策略實行與監控：  
  先前學者認為使用結構化的方式進行複習可以提升學習成果，通常需要在複習單字

前設定結構化的時程，包含複習的時間與複習的單字，並且運用熟練的策略進行學習(R. 
Oxford & Crookall, 1990)。結構化複習基於記憶原則，學習者開始學習一個新單字的時

候，會持續不斷的學習直到記住，然後再依序延長複習的時間，例如:三小時複習一次，

五小時複習一次，一天複習一次，一周複習一次，直到最後單字可以隨時熟練地使用。

承上所述，為了能有效的複習單字，複習單元的長度應能依學習者的對於各單字的熟練

狀態，以及能夠負擔的記憶量組合而成。在學生 A 的個案中，該生通常以 5 個學習單元

長度作複習循環，利用 MyVLS 將這些單元合併成一個複習單元並搭配不同的篩選方式

（如表 1）篩選單字讓學習者進行複習。透過自訂的複習單元，學生 A 可以自由選擇將

最不熟練的單字群組成複習單元，並且在自己記憶能力可以負擔的情形下規劃複習單元

的學習進度，而不致因制式化的複習內容降低了學生 A 的複習效率與學習動機。 
 

表 1 單字篩選方式 

篩選方式 描述 

單字狀態 未學習、學習中、已學會 
困難度 初級、中級、中高級 
詞性 名詞、形容詞、動詞、副詞、代名詞、

介係詞、連接詞、感嘆詞 
 
(三)自我評鑑與監控：  
  在學習單字的過程中，學習者常常會發生學過的單字又忘記了，或者一直停留在背

忘記的單字而沒有學習新的單字，導致單字記憶量無法顯著地提升。此外，有時候學習

者也會因為其他事務造成沒有在規劃的學習時間開始學習，中斷了該日的學習進度。對

於學習者而言，如何幫助自己監控字彙的學習狀況與提醒自己每天要學習的單字則是改

善其自律與持續學習的重要課題。在 MyVLS 中，提供了「提醒機制」與「歷程分析」

以協助學習者進行學習進度的掌控。提醒機制主要為以演練表設定的時間與完成度為基

準，在特定時間提醒學習者有該學的單元要進行，並提醒學習單元已學會多少比例的單

字。歷程分析則是基於 Zimmerman 自律學習四個步驟分別提供四種類型的自律學習報

表－「自我效能報表」、「學習時間與完成度報表」、「單次策略執行報表」與「策略

監控與單字狀態報表」，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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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自律學習報表 

自律步驟 相關報表 描述 

目標設定與計畫 學習時間與完成度報表 學習者藉由了解過去每個單元的測

驗成績與花費時間，然後判斷未來

的學習時間與學習目標是否需要修

正。 

自我評價與監控 自我效能報表 藉由觀察自我效能的圖表，學習者

可以了解於學習過程中，對於自己

學習方式的掌握與學習結果的信心

程度。 

策略實行與監控 單次策略實行報表 讓學習者了解在每一次使用的學習

策略成效。 

策略的結果監控 策略監控報表 透過過去每一個單元的策略使用情

形了解哪一個策略最適合自己。 
 
(四)結果評量與反思： 
  在經過持續的字彙學習後，評估學習成果進而調整學習方法也是自律學習中一項重

要的過程。當學生 A 檢視相關的自律報表可得知目前使用的學習策略成效如何，也可得

知有哪些單字較不熟練。有效的了解原因，將能幫助學生 A 改善錯誤的學習方式。許多

學生因為沒有適當的資源分析自己的學習方式是否產生問題，因而將學習成績低落歸納

為自己天生能力不好，造成學習動機下降，漸漸的放棄持續學習字彙(Brooks, Nolan, & 
Gallagher, 2000)。為了讓學生 A 能夠在參考完自律報表後了解如何調整與改善學習方

法，學生 A 可利用 MyVLS 中提供之論壇功能，從與他人討論或者學習經驗分享中找到

改善方法。此外為避免學生 A 因為在調整學習的過程中，無法適應新的學習方式，造成

無故的缺席學習或者應付了事。因此在 MyVLS 中也提供了學習相關的典範文章分享，

讓學生 A 可查閱如何運用新的學習策略、改善自信心低落、意志力不足等文章，來改善

其因為適應不良造成的學習動力不足。實務設計的方法，在 MyVLS 中採用知識管理的

方式，蒐集成功學習者的內隱學習策略知識並將其轉化為外顯知識，進行整理與分類，

讓學習者可利用這些整理過的知識作為指引學習與調整學習策略的參考。這些知識分享

的方式主要來自於知識管理的概念，藉由將學習策略進行收集、保存並傳遞、分享給其

他學習者。 
  在 MyVLS 中的知識平台主要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學習策略知識的收集，第

二部分為學習策略的典範文章。學習策略知識的收集主要利用知識分享平台中的論壇功

能，讓學習者與老師分享與補充既有的學習策略資訊，或者分享創新的學習策略。學習

策略的典範文章，亦即將學習者分享的學習策略進行整理與分類，並濃縮精華為典範文

章，提供對於某些學習策略不熟的學生。本研究並將知識平台的分類簡化為三種: 信息

處理類，支持類，後設認知類，藉由將知識進行分類，讓學習者能有效地找到適合自己

的資訊，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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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MyVLS 的知識平台 

 
 

二、ＭyVLS 系統架構與操作流程 

  MyVLS 整體系統架構如圖 3 所示。第一階段為教材編輯階段，教材編輯者進行教

材編輯與時程規劃，並將教材與演練表透過系統發佈給學習者，作為系統預設之「學習

範本」。第二階段則為教材學習的階段，學習者收到編輯者發佈的教材後，可按照預設

之學習範本進行學習或者按照自己的學習情況對範本進行適當調整與修改。學習者在教

材學習階段的進行流程主要以自律學習理論為主，依四步驟循環學習與調整: (1) 融合自

律學習於 MyVLS 幫助目標設定與計畫 (2) 融合自律學習於 MyVLS 幫助策略執行與監

控 (3) 融合自律學習於 MyVLS 幫助策略結果的監控 (4) 融合自律學習於 MyVLS 幫助

自我評價與監控。詳細步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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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MyVLS 系統架構 

 

 
1.融合自律學習於 MyVLS 幫助目標設定與計畫： 
  學習規劃介面如圖 4 所示。當學習者收到編輯者發布的教材與演練表後，(A)學習

者可將演練表切換至自訂的頁面，並設定自己的學習規劃，包含「開始學習日期」、「目

標分數」(至少要達成的學習績效) 、「學習天數」、「學習時數」、「學習後給予自己的獎

勵品」等。透過不斷地修改自己的演練表並搭配編輯者（老師）的演練表，可以在學習

過程中了解自己的學習規劃與老師指派的學習規劃有何差異的差異，並磨合與調整以找

到最適合自己的學習規劃在演練表修改完成後，學習者需決定搭配何種學習策略工具進

行學習。(B)在圖 5 中，學習者欲使用「單字卡（WordCard）」的學習工具進行學習，點

選單字卡後右側會顯示學習策略工具的相關說明與使用方法，並有教學影片提供參考。

(C)當選擇完學習策略工具後，點選右下角的開始學習按鈕，會彈跳出「自我成績預期

與單字設定」的畫面。(D)學習者可藉由填寫「預期分數」，「信心度」與相關的學習設

定，用以衡量自我效能並分析干擾因素。如果選擇的單元為學習單元，可利用「單字狀

態」進行單字的篩選，而複習單元則可針對「單字狀態」、「詞性」與「困難度」進行單

字篩選。為了讓學習更加方便，系統也有單字自動撥放的功能，學習者可透過設定單字

撥放的秒數(10~120 秒)，挑選最佳的瀏覽步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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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學習規劃介面 

 
2.融合自律學習於 MyVLS 幫助策略執行與監控： 
  在此步驟中，學習者以自行挑選的單元與單字策略工具開始進行學習或測驗。單字

策略工具包含「單字清單」，「單字撥放功能」，等基本功能，在 MyVLS 中主要的學習工

具包含單字卡、閃卡、填填看與選選看，如圖 5 所示。在圖 5 中，(A)單字卡提供詳細

的單字資訊，包含詞性、字義、中英文例句、KK 音標、發音與例圖。   

  

圖 5 MyVLS 中的學習工具: 單字卡、閃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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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閃卡只提供簡單的單字資訊，不包含字義與例句，但是可以搭配更多的操作

變化。例如可以藉由隱藏中文字義或英文單字，並提供類似翻轉效果，將答案藏在單字

卡背部，學習者透過切換頁面的方式，查看答案。當使用學習工具學習單字後，系統會

自動將單字狀態將從「未學習」改變為「學習中」。 
  在圖 6 中，(D)填填看為測驗工具，每一個單字會提供中文字義並輔以英文第一個

字母與最後一個字母的提示，中間的字母則以底線提示空白的字母數。學習者填寫答案

時，必須填寫完整的單字，並按確認或者 Enter 鍵送出答案，系統即會立即確認結果是

否答對。當答案答對時，便會將此單字狀態改為「已學會」。而答案答錯則將單字狀態

改為「學習中」，代表已經學過但是未學會。（E）選選看亦為測驗工具，每個單字會隨

機提供四個字義與「不知道」的選項，當進行答題時，學習者點選某一個字義，會立即

將答案顯示出來。其中打 v 的選項代表為正確字義，打 x 的選項即為錯誤字義，單字狀

態也會隨著學習者的答案而記錄下來。 

 

 

圖 6 MyVLS 中的學習工具: 填填看、選選看 

 
3.融合自律學習於 MyVLS 幫助策略結果監控： 
  當學習者完成學習後，即可登入學習歷程模組查看自己的學習記錄，如圖 7 所示。

在圖 7 中，(A) 歷程分析主要包含「學習狀況分析」、「進步狀況分析」、「自我學習評估

(學習指標分析)」與「社群」四項分類，涵蓋表 1 中的四項自律報表。(B)學習者點選想

看的報表後， 可針對想分析的學習狀況，透過條件（例如：單元名稱或策略類型）設

定進行篩選。(C)以圖、表的方式顯示分析結果，讓學習者可以清楚了解各單元的學習

結果，並且有效地監控與了解自己的學習成效。 
 



融合自律學習理論與字彙學習策略於電腦輔助語言學習系統 
歐陽芳泉 1  許智誠 2 
                                                                                           

44 

 
圖 7 學習歷程模組 

 
4.融合自律學習於 MyVLS 幫助自我評價與監控： 
  學習者在觀察完自己的學習歷程，可以得知自己所採用的學習方法是否達到預期成

效。當沒有達到預期成效時，系統會建議學習者參考知識平台以調整學習方式，如圖 8
所示。在圖 8 中，(A) 學習者可以進入論壇區域發表問題以尋求老師或同學的指引。 (B) 
相同的文章回復則是依附在發文之下，老師可透過問題的回饋指引學生調整學習規劃與

修正學習方法。此外，知識平台內的典範文章也提供教師與學習成效較佳學生的學習規

劃方式，讓學習者可以參考以改進自己的學習策略與方式。 
 

 

圖 8 知識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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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驗設計分析與討論 

一、實驗設計 
  為了評估 MyVLS 是否能夠有效輔助學習者透過自律學習流程有效地學習單字，本

研究採用二階段質量混合的方式進行實徵研究： 
實驗 1：對受測者進行英文字彙能力前測與後測以評估是否學習者可藉由使用 MyVLS
提升字彙學習的成效 
實驗 2：對受測者進行問卷分析並隨機抽樣受測者進行質性訪談分析．以深入討論自律

學習方法對受測者學習方式的影響 
 
1.實驗 1：英文字彙能力前測與後測 
  本研究整理多益測驗常考 600 字編輯一份範本教材，供學習者進行三周的字彙學

習。每一週教材有五個學習單元與三個複習單元（詞性複習、困難度複習與單字狀態複

習單元），每個學習單元包含 40 字，每個複習單元則是由前五個學習單元合併。在實

驗前一天，研究者集合所有的受測者進行英文字彙能力測驗，測驗內容從範本教材中隨

機挑選 80 個字，設計為單選題以考試卷的方式進行測驗。前測完畢後，研究者集合受

測者在電腦教室講解 MyVLS 系統的操作方式並作實地練習，之後讓受測者進行為期三

周的系統使用。在三周的實驗期間，第一週本研究會指派演練表給學習者，讓學習者按

照本研究設計的學習時間與目標進行學習，讓學習者熟悉如何搭配演練表進行自律學習

字彙，並透過輔助的方式讓學習者習慣於利用 MyVLS 所設計的學習流程進行學習。後

兩周則讓學習者自行編輯演練表規劃自己的學習時間，讓其運用學到的自律學習方式進

行學習。在三周的實驗後，研究者從每周的教材隨機挑選出 40 字，共計 120 字，同前

測將問題設計為單選題以考試卷的方式進行後測。最後分析每位受測者的前後測成績來

評估其學習成效。 

 
2.實驗 2：問卷與訪談分析 
  在受測者完成後測，研究者引導學習者填寫問卷並進行質性訪談。問卷以 Likert 七

點尺度量表設計，並基於 MyVLS 自律學習字彙流程發展，用以了解(1) 自律學習中四

個步驟有哪些學習者認同能輔助字彙學習，(2) 使用知識平台與歷程分析是否能夠有效

調整學習，以及(3) MyVLS 對於輔助學習大量單字的效果，問卷設計架構如如表 3 所示。 

 
表 3 問卷問題分類 

問卷問題類型 問題數量 描述 

融合自律學習於 MyVLS 之自

我評價與監控 

9 主要詢問使用 MyVLS 後，學習者學習大量單字的動

機逐是否漸增加，並更了解自己的學習方式，包含

是否有學會規劃學習時間，與學會如何監控自己的

學習進度等。 

融合自律學習於 MyVLS 之目

標設定與計畫 

5 想要得知學習者使用 MyVLS 是否可針對每一次的

學習進行有效的規劃，並且哪一些功能可以有效輔

助每一次的規劃。 

融合自律學習於 MyVLS 之策 7 主要用來了解在學習進行的過程中，哪一些功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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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執行與監控 有效幫助策略的進行與監控，包含了解策略的適用

性與使用方式，與是否能幫助完成與監控該完成的

進度。 

融合自律學習於 MyVLS 之策

略結果監控 

6 主要用來探討學習者學習字彙後，MyVLS 提供的功

能是否能夠有效幫助學習者了解每一次的學習情況

與整體的學習情況，並且了解如何針對策略的使用

方式進行改善。 

 
  最後，本研究隨機挑選了六個學習者以半結構化的方式進行更深入的訪談，主要想

了解學習者使用完 MyVLS 之後，對於使用系統的感想並詢問相關改進的意見。以下為

本研究設計的訪談問題: 
1. 請問你過去背單字的經驗中，是否有規定自己定時背單字的經驗，主要會遇到那些

阻礙？而 MyVLS 哪些功能你認為會改進自己過去背單字的習慣？ 
2. 過去背單字產生問題時如何找出解決方法？使用知識平台後，你認為哪一些功能讓

自己在學習過程中幫助很大？ 
3. 過去背單字是否有用任何的方式記錄背過的單字？你認為歷程分析在學習過程中，

是否有幫助到監控學習流程？哪一些報表資訊自己最常查閱？ 
4. 在未使用 MyVLS 前，通常使用哪些方式複習不熟悉的單字？MyVLS 複習教材與過

去的複習方式相比，哪一些功能能夠幫助複習，哪一些功能則需要改進？ 
5. 你認為學習前規劃有什麼優點？演練表哪些功能有達成到上述的優點，是否有要改

進的地方？ 
6. 過去是否有讓自己半途而廢的經驗？主要的原因為何？你認為 MyVLS 那些功能可

以讓自己改善半途而廢的問題？ 

 

二、資料收集與分析 
1.資料結果：實驗 1 
  本研究的受測者主要邀請中央大學資訊管理系即將要參加 TOEIC 測驗的學生共 19
位，男生 15 位，女生 4 位。其中 19 位受測者中除了 5 位以前曾經使用數位學習系統進

行學習，大部分的受測者皆沒有搭配數位學習系統進行學習的經驗。在受測者英文能力

背景方面，以中央大學入學英語測驗的成績來區分學習者的英文程度，其中有 7 位同學

入學考成績不及格，全部 19 位受測者之前後測成績分佈如圖 9 所示，滿分皆為 100 分。

整體而言，大多數受測者在接受自律學習系統的輔助學習後得到的成績普遍比使用前有

顯著之提升；受測者編號 13、14、16 僅有微幅進步，受測者 15 呈現退步。為了檢測前

測與後測成績的差異，資料分析採用成對樣本 t 檢定，平均差異為-21.36842，並且在自

由度為 18，達到 0.001 的顯著水準(t=-6.302，p=0.000)，分析結果如表 4 所示。換句話

說，使用 MyVLS 進行字彙學習後，可以顯著地提升受測者之英文字彙學習成效，測驗

成績平均可以提升 21.3684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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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受測者之前後測成績分佈 

 
表 4 學習前測驗與學習後測驗之差異 t 檢定 

成對樣本統計量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標準誤 

成對 

1 

前測成績 67.3158 19 11.56649 2.65353 
後測成績 88.6842 19 11.84120 2.71656 

 
成對樣本相關 

 個數 相關 顯著性 

成對 

1 

前測成績 和 後測成

績 
19 0.203 0.405 

 
成對樣本檢定 

 成對變數差異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的標準

誤 

差異的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成對 

1 

前測成績 - 
後測成績 

-21.36842 14.78052 3.39088 -28.49240 -14.24444 

 
成對樣本檢定 

 t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成對 

1 

前測成績 - 後測成績 -6.302 18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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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料結果：實驗 2 
  在實驗 2 中，研究者引導全部 19 位受測者參與填寫問卷。問卷內容分為四部份共

計 27 題問項，分析結果如表 5 所示。在問卷的信度測量上，計算 Cronbach's Alpha 值

各構面分別為 0.943、0.921、0.896、0.883，總構面為 0.933，皆>0.7，達到良好之信度

水準。 
表 5 問卷結果 

問題 問題描述 問題分類 

(代碼) 

平均數

(Mean) 

標準差

(SD) 

PartI：融合自律學習於 MyVLS 之自我評價與監控 

1-1 我認為搭配 MyVLS 提供的複習單元，我能夠學會有效規

劃反覆學習大量單字。(例如先用 wordcard 學，再用

flashcard 複習) 

有效複習 

(A) 

6.21 0.71 

1-2 我認為搭配 MyVLS 的演練表，能夠有效學會監控自己學

習大量單字的進度。 

時間規劃 

(B) 

6.05 0.78 

1-3 我認為搭配 MyVLS 的提醒機制學習大量單字，自己逐漸

培養規律的背單字，就算進度不足也會趕快補齊。 

時間規劃 

(B) 

5.58 0.76 

1-4 我認為使用 MyVLS 的演練表進行學習規劃與使用 MyVLS

的系統策略進行學習，自己有信心可以完成每天的進度。

自我效能 

(C) 

5.26 0.81 

1-5 我認為使用 MyVLS 的演練表能夠有效地幫助我持續地學

習大量單字。 

意志力控制 

(D) 

5.95 1.03 

1-6 我認為搭配 MyVLS 的設定目標分數與獎勵，我能夠有效

激勵自己進行大量單字的學習。 

意志力控制 

(D) 

5.47 0.77 

1-7 我認為搭配知識平台的典範文章與論壇經驗分享，能夠讓

我有效的了解學習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並改進之。 

知識平台 

(E) 

2.84 1.01 

1-8 我認為搭配知識平台的典範文章與論壇經驗分享，能讓我

了解如何更好的使用 MyVLS 所提供的策略，使其運用於

學習大量單字更有幫助。 

知識平台 

(E) 

4.16 0.76 

1-9 我認為搭配 MyVLS 的系統策略與單字篩選方式，我有信

心能夠完成每次設定的目標分數與學習時間。(ex: 篩選學

習中的單字並利用 flashcard 進行學習) 

自我效能 

(C) 

5.79 0.92 

PartII：融合自律學習於 MyVLS 之目標設定與計畫 

2-1 我認為查看 MyVLS 中的學習時間與完成度報表，能夠有

效幫助自己規劃接下來的學習時間與策略。 

歷程分析 

(F) 

3.90 0.74 

2-2 我認為搭配 MyVLS 的單字狀態篩選方式進行大量單字的

學習，我能夠清楚知道自己現在已學會那些字,那些字還沒

學,該怎麼學還沒學的字。 

清楚目標 

(G) 

6.47 0.70 

2-3 我認為搭配知識平台的典範文章與論壇經驗分享，能夠讓

我了解學習大量單字時如何進行目標設定。 

清楚目標 

(G) 

3.32 0.82 

2-4 我認為使用 MyVLS 的演練表能夠有效地將大量單字分為

較小的單元並分階段的達成。 

時間規劃 

(B) 

6.47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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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問題描述 問題分類 

(代碼) 

平均數

(Mean) 

標準差

(SD) 

2-5 我認為使用 MyVLS 的演練表學習大量單字能夠有效幫助

我了解每一次學習要學的單字與所規劃的學習目標與時

間，並順利的達成字彙的學習。 

時間規劃 

(B) 

6.11 0.66 

PartIII：融合自律學習於 MyVLS 之策略執行與監控 

3-1 我認為使用 MyVLS 的複習單元來學習大量單字能夠有效

幫助我複習之前單元不會的單字，並順利的達成字彙的複

習。 

有效複習 

(A) 

6.00 0.67 

3-2 我認為透過 MyVLS 提供的複習單元來學習大量單字，我

能夠了解哪些策略對我有幫助，並有效的應用於字彙學

習。(ex: 詞性複習，困難度複習，單字狀態複習) 

有效複習 

(A) 

6.00 0.67 

3-3 我認為搭配知識平台的典範文章與論壇經驗分享，能夠讓

我了解如何挑選合適的策略進行大量單字的學習。 

知識平台 

(E) 

2.47 1.07 

3-4 我認為使用 MyVLS 系統學習大量單字,其提醒機制能有效

的幫助我監控是否進行每天的進度。 

有效監控 

(H) 

5.89 0.66 

3-5 我認為搭配 MyVLS 的單字狀態，能夠有效監控自己學習

大量單字的進度。 

有效監控 

(H) 

6.05 0.78 

3-6 我認為透過 MyVLS 的系統策略工具的輔助，我能夠有效

的幫助我在規定的時間內努力地學完該學的進度。(單字

卡，閃卡，選選看，填填看) 

有效監控 

(H) 

6.05 0.78 

3-7 我認為透過 MyVLS 的提醒機制，能讓自己每天堅持單字

的學習。 

有效監控 

(H) 

5.52 0.70 

PartIV：融合自律學習於 MyVLS 之策略結果監控 

4-1 我認為搭配知識平台的典範文章與論壇經驗分享，能夠讓

我了解學習大量單字時如何進行自我評估。(ex: 針對學習

結果了解學習成效) 

知識平台 

(E) 

2.53 0.96 

4-2 我認為查看 MyVLS 中的單次策略實行報表，能夠有效的

了解單次學習每個單字的狀況與學習相關資訊，幫助自己

了解學習狀況。 

歷程分析 

(F) 

5.74 1.19 

4-3 我認為查看 MyVLS 中的自我效能報表，能夠有效的了解

自己過去的自我效能與學習結果，並幫助自己評估自己的

學習績效。 

歷程分析 

(F) 

5.79 0.98 

4-4 我認為查看 MyVLS 中的學習時間與完成度報表，能夠有

效的了解自己過去的學習規劃情況。 

歷程分析 

(F) 

3.11 0.88 

4-5 我認為查看 MyVLS 中的策略監控報表，能夠有效的了解

單元內某策略的使用情況，幫助自己了解策略的使用狀況。

歷程分析 

(F) 

3.42 1.07 

4-6 我認為搭配知識平台的典範文章與論壇經驗分享，能幫助

我改善 MyVLS 所提供的系統策略活動，使其運用於學習

大量單字更有幫助。(ex:學會結合單字卡與筆記一起背單

字) 

知識平台 

(E) 

2.89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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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I，在「融合自律學習於 MyVLS 之自我評價與監控」的部份，主要詢問學習者

使用 MyVLS 後，對於學習單字的動機逐是否漸增加、更了解自己的學習方式、是否有

學會規劃學習時間與學會如何監控自己的學習進度等。 
 大部分的學習者認為使用 MyVLS 進行學習，自己對於學習大量單字會更加有信心

(問題 1-4,Mean=5.26,SD=0.81;問題 1-5, Mean=5.95,SD=1.03;問題 1-9, Mean=5.79, 
SD=0.92)。 

 學習者也認為演練表與複習單元讓他們學會如何進行規劃與監控大量單字的學習

(問題 1-1, Mean=6.21,SD=0.71; 問題 1-2, Mean=6.05,SD=0.78)。 
 但是他們卻認為知識平台不能有效幫助學習者解決學習過程中產生的問題(問題1-7, 

Mean=2.84,SD=1.01)。 
  Part II，在「融合自律學習於 MyVLS 之目標設定與計畫」的部份，主要了解學習

者是否可針對每一次的學習進行有效的規劃，哪些功能可以有效輔助規劃等等。 
 大部分學習者認為演練表可以有效的規劃學習大量單字，並且幫助分階段達成學習

目標(問題 2-4, Mean=6.47,SD=0.70; 問題 2-5, Mean=6.11,SD=0.66)。 
 歷程分析的學習時間與完成度報表，大部分人稍微不同意可以有效幫助規劃未來的

學習(問題 2-1, Mean=3.90,SD=0.74)。 
 大部分人認為知識平台不能幫助自己針對學習大量單字設定學習目標(問題 2-3, 

Mean=3.32,SD=0.82)。 
  Part III，在「融合自律學習於 MyVLS 之策略執行與監控」的部份，主要了解在學

習進行的過程中，哪些功能夠有效幫助策略的進行與監控、了解策略的適用性與使用方

式與是否能幫助完成與監控學習進度。 
 大部分學習者都了解如何使用複習單元並有效地複習之前學過的單字(問題 3-1, 

Mean=6.00,SD=0.67; 問題 3-2, Mean=6.00,SD=0.67)。 
 提醒機制與單字狀態，可以幫助學習者監控學習大量單字的進度。(問題 3-4, 

Mean=5.89,SD=0.66; 問題 3-5, Mean=6.05,SD=0.78)。 
 大部分人認為透過 MyVLS 的系統策略工具進行學習，可以幫助自己在規定的時間

內完成進度(問題 3-6, Mean=6.05,SD=0.78)。 
 知識平台大部分人不同意可以讓他們了解策略的使用方式，並找到幫助挑選學習大

量單字的策略(問題 3-3, Mean=2.47,SD=1.07)。 
Part IV，在「融合自律學習於 MyVLS 之策略結果監控」的部份，主要用來探討學

習者學習字彙後，MyVLS 提供的功能是否能夠有效幫助學習者了解每一次或整體的學

習狀況，並且了解如何針對策略的使用方式進行改善。 
 多數學習者不同意知識平台可以讓他們學會如何進行自我評估與如何改善學習時採

用的系統策略活動(問題 4-1, Mean=2.53,SD=0.96; 問題 4-6, Mean=2.89,SD=1.10)。 
 在歷程分析的報表中，除了單次策略實行報表(問題 4-2, Mean=5.74,SD=1.19)與自我

效能報表(問題 4-3, Mean=5.79,SD=0.98)，學習者認為可以有效的評估學習成效，而

學習時間與完成度報表(問題 4-4, Mean=3.11,SD=0.88)、策略監控報表(問題 4-5, 
Mean=3.42,SD=1.07)，大部分則認為使用效果不好。 
在問卷填寫結束後，研究者整理問卷分析結果，並在隔日於受測者中隨機挑選 6 位

進行深度的訪談（在後述討論中，分別以 S1~S6 代表），以更進一步了解學習者對於自

律學習系統的使用感受。整體訪談的回饋結果一併於下節綜合討論中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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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綜合討論 
  依據問卷分析與訪談結果之回饋，以下針對三項重點作討論：第一：「是否本研究

提出之自律學習系統能提高英文字彙學習者之學習成效？」。在「融合自律學習於

MyVLS 之自我評價與監控」(Mean=5.26,SD=0.49)、「融合自律學習於 MyVLS 之目標

設定與計畫」(Mean=5.25,SD=0.48)與「融合自律學習於 MyVLS 之策略執行與監控」

(Mean=5.43,SD=0.50)三個部份，受測者普遍同意 MyVLS 能夠幫助他們改善字彙學習。

多數認同 MyVLS 提供的演練表搭配提醒機制，能強迫自己在特定時間進行學習，而學

習策略工具與複習教材的搭配能輔助快速地瀏覽與複習單字，因此提升他們的學習意

願。受測者 S2 認為，MyVLS 將所有的學習資源整合在一個平台，學習者不需自己編輯

學習教材十分方便；系統也提供了簡潔的學習流程與學習導引，讓自己能夠清楚地了解

如何操作系統來學習單字並且不會過度增加學習上的負擔障礙。S4 認為搭配 MyVLS 進

行字彙學習讓自己的自信心提升，這將對於學習規劃與學習策略監控的效果有所幫助。

然而，在問卷結果中「融合自律學習於 MyVLS 之策略結果監控」的部份呈現較為負面

的結果(Mean=3.91,SD=0.78)，代表多數受測者認為使用 MyVLS 在策略結果監控上不太

有幫助，未達到本研究預期的結果。受測者 S1 認為自己已可依系統掌握學習方法，因

此不需查閱歷程與自律報表。S6 認為自律報表的設計並未符合使用上的需求，因為歷

程分析與知識平台的功能是選擇性使用的功能，自己使用的意願並不高。我們發現多數

受測者因為並無使用過歷程分析或報表的功能輔助自己學習的經驗，因此當研究者引導

使用這些功能時無法獲得較佳的成效。我們將此部份細節更進一步地下一點中討論。 
  第二：「是否 MyVLS 系統提供的歷程分析與知識平台能夠有效的回饋學習者以調

整自己的學習方式？」。在問卷中，歷程分析相關的問題(分類代碼 F，問題 2-1、4-2、

4-3、4-4、4-5)其平均為 4.39 分、標準差為 0.81，結果指出大部分受測者認為使用歷程

分析的方式對於調整學習是有幫助。在自律報表中，S1、S3 最喜好使用自我效能報表，

因為透過趨勢圖可以快速知道與過去成績以及預期成績的差異。S5、S6 認為查看同儕

的學習歷程資料與學習成就，會更激勵自己努力背單字。跟知識平台相關的問題(分類

代碼 E，問題 1-7、1-8、3-3、4-1、4-6)綜合平均分數為 2.97、標準差為 0.66，結果指出

大部分受測者的感受落在不滿意與稍微不滿意之間。受訪的六位受測者中，有四位受訪

者（S2、S3、S4、S6）表明很少使用知識平台，受訪者 S1 認為知識平台雖然整理了很

多學習策略的資訊，但是要熟悉使用方式需要花費一些時間；S5 則是認為自己屬於習

慣傳統背單字的方式，對於新的學習策略接受度不高。整體而言，歷程分析圖表普遍被

受測者認為可以幫助調整自己的學習方式，而知識平台較不被受測者認同。從受測者的

訪談得知，由於歷程分析資料以長條圖、成長圖或表格的方式呈現，直覺且易於了解，

不需花費時間學習即可了解自己歷來的學習成就曲線，因此有助於幫助了解以改善自己

的學習方式。然而，知識平台雖然提供了典範的學習策略知識與學習報表，但是因為內

容並未針對每一位學習者的個人特質與需求設計，加上自身先前的學習習慣與經驗，因

此容易產生抗拒而排斥接受不同的學習策略。在另一方面，研究結果中也發現多數的受

測者喜愛查看同儕的學習成就，與自己的學習成就作比較。因此若是知識平台能與同儕

間的學習歷程整合，透過點選某位學習者的學習趨勢圖而導引到相關的典範文章，藉以

了解成功學習者的學習方式與自己的差異並找出改善的方式，相信更能將知識平台中的

知識有效地傳遞給需要的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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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使用 MyVLS 是否能在有效的複習、有效的時間規劃、提升自我效能與意志

力的控制四項重要學習因素上得到改善？」在問卷結果中，跟複習單元相關的問題平均

分數為 6.07、標準差為 0.44(分類代碼 A，問題 1-1、3-1、3-2)，代表多數受測者認同

MyVLS 提供的複習功能能夠有效幫助複習大量單字。S1、S2、S3、S4 認為透過組合複

習單元可以讓自己更有效率地進行複習。S1 建議應該讓學習者自行設定單字困難度，

因為並非每一位學習者對於單字的困難度認知是一樣的。在 MyVLS 中，複習單元雖可

透過單字狀態、詞性與困難度篩選複習單字的方式，但是單字困難度為教材編輯者所設

定，學習者無法更改，因此可能並非符合每位學習者之認定。問卷中在時間規劃相關的

問題方面，平均分數為 6.05 分，標準差 0.52(分類代碼 B，問題 1-2、1-3、2-4、2-5)，
代表 MyVLS 能夠有效地幫助學習者規劃學習大量單字的時間。S1 認為演練表會讓自己

養成固定時間背單字的習慣，就算忘記背單字提醒機制也會適時提醒，這對於自己的學

習具有良好的監督效果。S4 則認為演練表由老師設定，讓自己可以了解怎樣規劃時間

學習，對自己很有幫助。實驗結果顯示，演練表能夠有效地輔助學習者規劃學習時間，

多數受測者認為如果放任自己規劃學習時間，除了容易懶散而無法持久去作規劃，而且

也容易遺忘學習，因此有老師指派學習規劃，加上系統的輔助提醒功能可以讓自己更按

步就班的學習，得到更好的學習成效。在自我效能方面，相關問題的得分平均為 5.53
分、標準差 0.68(分類代碼 C，問題 1-4、1-9)，代表使用 MyVLS 的人普遍認為自己越來

越有學習大量單字的動機。S2 在過去背單字因為常常考試成績都很低，所以一直沒有

成就感。在使用 MyVLS 輔習自己按時的背單字之後，看到測驗成績持續提升可讓自己

得到成就感。S3 則認為透過演練表的規劃，讓自己每天都有背單字的目標，因此會激

勵自己背完每天的進度。實驗結果發現，由於演練表將教材切割成較小的單元，且可以

依自己的能力調整，因此學習者將更具信心完成規劃的進度，也容易產生較高的成就

感。最後，在控制意志力相關的問題方面，平均得分為 5.84 分、標準差 0.64(分類代碼

D，問題 1-5、1-6)，代表大多數的學習認為使用 MyVLS 能夠幫助自己更加持續地學習

大量單字。S1、S5 兩位學習者都認為懶惰是造成自己不能持續背單字的原因，而 S1 覺

得演練表的規劃會讓自己了解今天該去背哪些單字，產生動機去完成當日的目標。而

S5 則是認為使用 MyVLS 背單字的流程非常的簡易，很容易就進入狀況，因此自己很有

意願地持續學習下去。實驗結果指出，讓學習者每天有不同且明確的學習目標能增加學

習的動機，驅策自己完成成學習目標，而簡單流暢的學習流程也幫助學習者更能持續學

習，改善以往意志力不足而導致學習成效不佳的現象。 

 

伍、結論 

  有效的字彙學習為學習者特質、學習動機和學習策略所交互影響產生的結果(Ma, 
2009)。字彙學習系統必須依照目標學習者的特性挑以合適的學習理論設計，才可以真

正達到輔助字彙學習的成效(Ma & Kelly, 2006)。為了改善第二語言學習者被動的學習態

度，或因字彙記憶力損耗、缺乏有效的目標設定與時間規劃造成無法持續學習的問題，

本研究基於 Zimmerman 自律循環模式的學習理論發展 MyVLS 字彙學習系統，從「學習

目標的規劃」、「學習策略的執行」、「學習結果的監控」以及「自我評價與調整」各

層面，結合目標設定機制、字彙學習策略、視覺化評量結果呈現的各項報表、社會學習

與知識平台的學習知識分享等設計，漸進地輔助學習者養成自律學習字彙的習慣。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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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本研究的結果可給予電腦輔助語言學習領域在學術或實務提供以下之建議： 
1. 透過兩階段的實驗結果發現， MyVLS 可以有效地提升學習者的字彙學習成效，特

別是在「有效的複習」、「有效的時間規劃」、「自我效能的提升」、「意志力的

控制」等四項學習因素上有顯著的提升。多數受測者認為自己過去學習英文字彙成

效不佳的主要原因是容易懶惰而無法持續，或是沒有強烈的學習動機與目標以致無

法養成背單字的習慣。在接受本研究自律學習的方式引導學習之後，隨著每天規劃

的學習進度並在系統適當的提醒下進行複習，可以有效改善自己的學習態度；透過

每天所指派的教材單元與成績的回饋，學習者的學習動機會因為達成目標得到較高

的學習成就而提升，讓自己更能持續地進行下一個學習單元。 
2. 在「自我評價與調整」的部份，基於社會學習發展之知識分享平台設計，未能受到

受測者的認同而達到預期之效果。在 MyVLS 中，歷程分析提供學習者了解自己的學

習成效，知識平台則提供了改進的方法建議，此二項設計為系統輔助學習者進行自

我評價與調整的主要功能。然而知識平台部份普遍無法受到多數學習者的認同。透

過訪談的結果，本研究發現多數學習者認為知識平台提供的學習指引無法完全符合

自己的問題因而降低了使用的意願。Rahimi, Berg, & Veen (2015) 認為 Web 2.0 的個

人化學習環境可提高學習者的參與度並且增進老師與學生之間的溝通。本研究建議

未來教師的角色必須在此環節中付出較多的心力以了解各學習者的問題，直接給予

引導才能真正有效的輔助學習者調整學習方式；在系統的設計上，學習策略與知識

的分享應能提供專屬於每位學習者個人化的建議，以獲得學習者較佳的學習感受與

認同。 
3. 透過 MyVLS 系統中的操作記錄，本研究發現受測者中多數人喜好查看他人的學習歷

程，藉以了解他人和自己的學習成就並作比較。若利用學習者同儕比較的心理，將

學習歷程整合知識平台，讓學習者透過查看他人學習歷程了解高學習成就同儕的學

習方法，可能亦有助於調整自己的學習方法，甚致可能比教師直接的引導更具有效

果，這部份可作為未來研究發展的方向。 
  許多語言研究的結果皆指出，英文字彙能力的養成不是線性的過程，而是不斷累積

的成果。字彙的記憶需要反覆地練習與使用才能獲得成果，而在長期或大量學習字彙的

過程中，多數第二語言的學習者由於字彙的損耗與無法持續學習而放棄了學習英文字彙

的工作，這也是造成學習者無法學習好第二語言的主因之一。目前於電腦輔助語言學習

系統之設計相關文獻中，並未有系統提供在自律學習英文字彙上的整合性功能支援。而

本研究提出之系統，即是補充此學術研究上的缺口，本研究之結果發現可以對於電腦輔

助語言學習領域、英語數位學習平台設計者以及英語教育工作者提供參考。在研究限制

部份，由於本研究主要以招募方式邀請學生參與全程三週之學習活動，共計學習 600 個

英文單字。受測者因為皆是主動志願參與實驗，礙於時間與環境限制，在本研究中無法

獲得大量之受測者樣本數，可能影響量化資料分析之結果。本研究目前以質性分析結果

作交互驗證與討論，在未來後續研究可進行更多樣本之收集，以增強在量化資料部份之

結果解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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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精品具有炫耀性且顯示擁有者身分地位。人們會以物質累積的多寡來判斷個人的

成功，以至於人與人之間開始互相比較，加強個人的虛榮特性。精品特性符合物

質主義者及具有虛榮特性者的需求，因此會使消費者有購物行為，進而產生衝動

性購物。本研究想要探討精品特性、物質主義、虛榮特性與衝動性購物之間的關

係。本研究以精品消費者為研究對象。採問卷方式收集資料，共發放310份問卷，

刪除無效問卷後，總計有效問卷為300份。運用因素分析、信度分析，並以線性

結構分析來驗證研究的假設，研究結果顯示:(一)精品特性對物質主義有顯著性

影響。(二)精品特性對虛榮特性有顯著影響。(三)物質主義對衝動性購物有顯著

影響。(四)虛榮特性對衝動性購物有顯著影響。 

  

關鍵詞：精品特性、物質主義、虛榮特性、衝動性購物、線性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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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utique has a conspicuous and exhibits the status of the owners. Personal success and 
comparisons each other are also judged by material accumulated. Those factors enhance 
personal vanity. Boutique features meet the needs of materialism and vanity features to 
enhance consumer purchasing behavior, and generate impulse purchasing. The relation of 
characteristic of luxury goods, materialism, vanity trait, and impulsive purchase is studied by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and the the results exhibit: 1.The characteristic of luxury goods 
has positive effect on materialism. 2.The characteristic of luxury goods has positive effect on 
vanity trait. 3.The materialism has positive effect on impulsive purchasing. 4.The relationship 
vanity trait has positive effect on impulsive purchasing. which is means: when characteristic 
of luxury goods, materialism, vanity trait are higher ,the impulsive purchase is also higher. 
 
Keywords: Characteristic of Luxury Goods , Materialism, Vanity Trait, Impulsive Purchase , 

LISR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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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精品時尚在近年隨著全球經濟發展，越來越受重視。在近年來，由於國人平均所得

提高、消費型態的轉變、市場自由化、願意花錢在名牌精品的消費族群人數愈來愈多，

精品被視為個人品味及身份地位的表徵。消費者的消費能力提高，也就代表精品業的成

長速度比以往更快，相對的反映出消費者對於名牌精品購買的慾望及能力也比從前增

加。 

精品具有五種特性，包含了炫耀性、獨特性、品質、享樂性價值以及延伸自我等五

種特性( Vigneron ＆ Johnson,2004)。精品會受到歡迎，是因為精品可以顯示出自己的身

分地位，且能增加自我形象，除了具有良好品質、獨特性之外，還具有特定符號或標籤，

容易被他人接受、認可。 
物質主義者在面對較可以象徵個人身分及地位的商品時，對該商品的需求慾望會增

加。由於精品屬於高價位商品，一般人不容易獲得，所以精品可以讓他人明確辨認出擁

有者的社經地位。因為在物質主義者的認知裡，財物可以象徵個人的身分地位，因此他

們會購買商品來獲取愉悅感及作為生活重心。消費者有些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特性，

有些則是為了追求享受及購物的愉悅感而購買精品。就虛榮特性來說，購買精品可以增

加消費者的虛榮特性。因此，會引發消費者對精品的需求，相對的，對外表重視程度越

高及越愛慕虛榮的消費者而言，他們會希望藉由裝扮或是本身所擁有的持有物來提升吸

引力，因此對商品的購買需求度也增加。 

物質主義程度越高，就需要獲得各種物質商品來滿足自己，因此便會增加購物慾望，

較容易受到外在環境因素的誘惑而進行消費，改變自己原先的想法和決定，造成衝動性

購買的行為出現(O’Guinn ＆ Faber,1989)。而具有虛榮特性的消費者會藉由商品(持有物)

來增加自我外表或顯現自己的身分地位。精品的獨特性會透過虛榮心而影響消費者精品

購買意願，當虛榮特性越高，對精品的購買意願也越高(陳協勝、蔡璧卉，2010)。這意

味著虛榮特性也可能會導致衝動性購買的行為產生。 

研究消費行為間之型態、原因、形成機制及之間的關係對消費者行為是非常重要

(Hassay and Smi th, 1996)。精品特性、物質主義、虛榮特性及衝動性購買四者間的關係

為何?是值得討的議題。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研就目的如下: 
(一)探討精品特性對物質主義的影響。 

(二)探討精品特性對虛榮特性的影響。 

(三)探討物質主義對衝動性購物的影響。 

(四)探討虛榮特性對衝動性購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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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精品特性 

張慧琴(2003)指出，精品就是奢侈品，曾經是少數浮華世界人士之專寵與18、19世紀

貴族生活之表徵，從皮包、香水、腕錶、鞋子、珠寶、行李箱到睡衣，都含有尊榮的隱

喻。李如環(2004)列出精品產品項目，包含服飾、服飾配件、珠寶首飾、筆、鐘錶、百

貨公司專櫃化妝品、香水、眼鏡、打火機、瓷器、家用飾品、寢具、童裝等，幾乎市面

上具高國際知名度、以高品質、高價位為訴求的任何商品皆可歸類為精品。 

Alleres(1990)的象徵論 (Typologies)，將精品區隔為不易獲得之精品 (Inaccessible 
luxury)、中階精品(Intermediate luxury)及易獲得之精品(Accessible luxury)，此理論現今

已被認為是精品的基礎概念。如圖1所示。 

 

 

 

 

 

 

圖1 精品等級 

資料來源：Alleres, D. (1990). “Luxe - Strategies Marketing”, Economica, l (1). 

 
而Vigneron ＆ Johnson(2004)提出品牌奢侈指標(Brand Luxury Index)，說明精品具有

五種構面，分別為炫耀性、獨特性、品質、享樂性價值以及延伸自我等五種特性，如表

1所示。 

二、物質主義 

物質主義主要是跟財物或是個人價值觀有關。Belk(1984)認為物質主義者為非常重視

財物、過分崇拜物質，追求物質的占有，並以此作為建構生活信念與行為導向的一種傾

向。而 Richins ＆ Dawson(1992)指出，物質主義是指引人們在各種情況中做抉擇與處理

事務的一個價值，且不侷限於消費領域之中，也是一個人把物質擁有的重要性當作其生

命的中心信仰，而物質擁有的過程代表一個人對其自我的生活滿意或不滿意。 
會造成物質主義的原因主要來自於社會環境及心理因素的影響，其中心理因素為主

要的影響因素(Kasser ＆ Kasser, 2001)。 
Richins & Dawson(1992)提出四點高度物質傾向傾向者所具備的特徵： 

(一) 具有高度物質傾向的人重視財物擁有和獲取，遠勝過與人的交往關係。 

(二) 他們通常以自我為中心，比較自私，不願意與他人分享既得利益。 

社經地位:中產階級 等級三 易獲得之精品 

社經地位:專業階級 
等級二 

中階精品 

社經地位:菁英階級 等級一 不易獲得之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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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他們追求物質生活的複雜與奢華，不喜歡簡單樸素的生活方式。 

(四) 雖然他們的物質生活已經相當豐富，但是貪婪無厭，常感到不滿足。 

表1 品牌奢侈指標 

構面 Kapferer Dubois et al. Vigeneron and 
Johson 

知覺炫耀性  醒目的 
有點高傲不可避免的

昂貴 
過於昂貴 
模仿有錢人士 

炫耀 
菁英 
昂貴 
富裕 

知覺獨特性 滿足少數份子 
能購買人極少 
獨特性 
與眾不同的感

受 

少數人擁有 
無法量產 
不在超級市場販售 
每個人都應接觸 
使人與眾不同 

排他 
珍貴 
稀有 
獨特 

知覺品質 類似手工打造 
產品的卓越性 

較好的品質 
良好的複製品也一樣

好 

手工 
奢侈 
品質 
精緻 
優良 

知覺享樂價值 美感 
偉大的創意 
有創意的天才 
感官享受 
魔力 

好的品味 
使人生更美麗 
使人變得優雅 
使人愉悅 
為了愉悅而購買 
使人產生夢想 
寧願喜愛奢侈 

精美 
魅力 
驚嘆 

知覺延伸性  表現出自我 領導 
權力 
犒賞 
成就 

資料來源：Vigneron, F., ＆ Johnson, L.W. (2004). Measuring perceptions of brand luxury. Journal of 

Brand Management, London: July, 11(6), 484-506.  

 
    而上述學者又將物質主義區分為下列三種概念來探討： 
(一) 以獲得為中心(Acqui sition Centrality)： 
    物質主義者常會視財物與獲得為其生活的重心。 
(二) 以獲得為快樂的泉源(Acquisition as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財物上的獲取是物質主義者的中心。 
(三) 以財物代表成功(Possession-Defines Succ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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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質主義者傾向以財物累積的數量和品質來判斷他本人或他人的成功。 

 
Csikszentmihalyi ＆ Halton(1978) 確認為財物也能正面影響某一個人的生活，因而

以消費目的，提出兩種物質主義的形式： 

1.有益的物質主義：當期目標能反應一種知覺或較深遠的個人價值和生活目時，此物質

主義是無害的。 

2.終結的物質主義：當消費只重視財物外，並無其他目標，此種物質主義可能較危險。 

三、虛榮特性 

虛榮可以從個人特質和社會文化兩個地方來探討，個人特質則是把虛榮特性歸納

為：炫耀其本身的社經地位、突顯自己的財富。而社會文化則是被認為:因為消費者會購

買昂貴商品來突現自己的社經地位及個人成就，所以會促進經濟上的發展，也會引領社

會潮流，而且因為這種社會潮流，可能讓往後人們的價值觀改變，更會追求虛榮特性。 

許多研究指出，有些高虛榮特性購買物質產品的增加，目的只是為擁有它們(O'Guinn 
＆ Faber, 1989)。徐達光(1997)指出，人們會以購買象徵意義的商品(如象徵流行與身份

地位的商品)來表達自己與別人的不同，進而使購物消費量因而大增。 

品牌是個非言語性的溝通，作為自我形象認知的效果，消費者欲想要藉由商品來創

造自己的身份地位，品牌與消費者識別之間所存在著關係(Lee Hoe, Gillian Hogg ＆ 
Susan Hart 2003)。Avery(1996)指出女性族群在社會化的過程中，會被期望要開始注重外

表的吸引力和同儕對他們的接受程度，尤其是女性年輕族群很早就毀察覺到商品的符碼

意涵，並且懂得運用商品的符碼意涵來吸引他人，以及運用商品的符碼意涵來奠定她在

同儕團體中。 
Netemeyer, Richard , Burton , Lichtenstein & Donald (1995)從社會學、心理學、哲學、

消費者行為等領域的相關文獻資料中， 發現虛榮(vanity)已成為西方資本社會中主要的

特性之一，於是彙整有關虛榮的解釋，正式提出對於虛榮特性(vanity trait)的定義： 
(一) 外表虛榮： 

    1.身體外表觀點：指對個人身體外表的一種正面的(或誇張)認知。例如，自認為外

觀很吸引人；自認身體外表比別人動人；自認有別人羨慕的身體外表或外貌等。 

    2.身體外表關懷：指對個人身體外表的一種過度的在意。例如，對身體外觀的重視；

非常在乎身體外觀的展現；會花時間於外觀的顯示；希望在眾人面前隨時保持最

佳的外表等。 

    杜佳玲(2002) 在探討Y世代炫耀性消費行為的目的中曾指出，Y世代會藉由持有並

穿著當下流行性高的著名品牌服飾展示給眾人知曉，他們可透過名牌服飾的消費行為來

表達及突顯自我。 
(二) 成就虛榮  

    1.成就觀點：指對個人成就之一種正面的(誇張)認知。例如，自認在專業領域非常

成功；覺得他的成就受到他人高度尊重；自認他人都希望如他一樣成功等。 

    2.成就關懷：指對個人成就之一種過度的在意。例如，想要他人因其專業上的成就

尊敬他。 

Hirschman(1990)認為美國文化中個人的成就會經由消費來顯示，例如地位即是以

物質的擁有加以襯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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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衝動性購物 

衝動性購物受到經濟、個人特質、時間、地點、情境及文化因素所影響，因此過去

有許多學者對衝動性購買有不同的看法。一個較為普遍接受的定義是：「當消費者體驗

到一種突然、強大、無法抗拒的力量，促使消費者渴望立即擁有某物；這種購買的衝動

在心理上具有享樂性與複雜性，可能引發情緒上的衝突，並伴隨著不多加考慮購買後果

的行為」(Rook, 1987)。 
O' Guinn & Faber(1989)提及依消費者行為理論，理性的購賣行為模式大多是「認知

→情感→行為」 而衝動性購買則是「行為→認如→情感」或「行為→情感→認知」亦

即衝動性購買應是「行為→認知」。關於衝動性購買決策的定義包括三個層面：(1)情感

面(affective):是受到強烈情感活動引起的需求。(2)認知面(cognitive):購買的決策過程缺乏

理性的控制。(3)反應面(reactive):因環境刺激所產生的自發性行為。 
Stern(1962)針對衝動性購買發生的情況提出「衝動性組合(Impulsive Mix)」的概念，

將衝動性購買分成純粹性衝動購買、提醒性衝動購買、建議性衝動購買與計畫性衝動購

買等四種類型，如表2所示。 

 

表2 衝動性組合之分類與其定義 

衝動性組合 定義 

純粹性衝動購買 

(Pure Impulse Buying) 

最容易辨認的衝動性購買類型。消費者因為一時新

奇或脫軌的購買行為，而產生的衝動性購買，打破

了原有的購買模式。 

提醒性衝動購買 

(Reminder Impulse Buying) 

當消費者看到某一產品而想起存貨已短少，或是喚

起之前曾看到的相關訊息，或是之前曾有過的購買

經驗而產生的突發購買行為。 

建議性衝動購買 

(Suggestion Impulse 
Buying) 

和提醒性衝動購買不同之處在建議衝動購買的消

費者在此之前對此產品無購買經驗或知曉程度

低，但當消費者第一眼看到時，即使缺少對該產品

的經驗和資訊，仍舊想要擁有它。 

計畫性衝動購買 

(Planned Impulse Buying) 

消費者本身已有該產品的購買計畫，但仍舊會是購

買情況而定。例如，當產品有優惠或折扣，消費者

可能會多購入該產品。 

資料來源：SternH.(1962).The Significance of Impulse Buying Today, Journal of Marketing,26(2),59-62. 

 

陳銘慧(2001)將Stern於1962年提出了「衝動性組合」(impulse mix)概念，將其分為

純粹式特性(pure impulse)、提醒式特性(reminder impulse)、計畫式特性(planned impulse)
及建議式特性(suggestion impulse)等四種衝動性購買。分類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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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衝動性特性分類 

         理性/感性 
知識/經驗 

感性 理性 

有 提醒式特性 計畫式特性 

無 純粹式特性 建議式特性 

    資料來源：陳銘慧(2001)。衝動性購買之行為特徵與影響因素，德明學報，17，59-74。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假設 

(一)精品特性對物質主義之影響 
在購買精品的同時，滿足了消費者購物的慾望。Dubios ＆ Laurent(1994)指出大部

分的人購買精品的動機是為了享樂及追求人的愉悅。這符合精品特性裡的「享樂價值」。

國外學者Wand ＆ Wallendorf(2006)發現，在面對較可以象徵個人身分之商品時，較容

易引發物質主義者的需求傾向。精品屬於高價位商品，一般人不容易獲得，因此可以讓

人明確辨識擁有者的社經地位。而具有物質主義的人，會認為說財物可以作為個人象徵

或代表自己的身分地位，因此他們會購買商品來獲取愉悅感，或是以購買物品作為其生

活的目標重心。 
Christopher ＆ Schlenker (2004)提出物質主義越高者，用持有物來強調社會認同的

傾向越高。根據符號互動論加以推論，當物質主義者越在乎自我的身分地位，越會在乎

產品所反映的符號意義，他們認為產品可以展現自我、增進人際關係，若物質主義者購

買精品，將更容易達到符號互動論的論點，因此，以上述推論假設： 
H1：精品特性對物質主義有顯著影響。 

(二)精品特性對虛榮特性之影響 
消費者購買精品除了滿足購物慾也適時地引導出消費者心理的虛榮心(陳協勝、蔡璧

卉，2010)。何明政、吳建國、范興一(2008)等人認為，由於奢侈品牌商品可帶給顧客期

望的奢華感，顧客可藉此滿足其虛榮特質。據學者Dubois ＆ Duquesne(1993)的研究顯

示，精品之所以受到青睞，是因為消費者關注這些能為其彰顯身份地位或提升形象有關

的產品，這些產品不僅必須具有良好品質、精緻的、獨一無二且引人注目，具有特定符

號或標籤，同時也必須被他人接受、認可和欣賞。精品業不僅滿足消費者心理的虛榮特

性，所帶來的附加價值也使精品展現獨特的魅力。因此，以上述推論假設： 

H2：精品特性對虛榮特性有顯著影響。 
(三)物質主義對衝動性購買之影響 

消費者購買意願可能會受到產品品牌、知名度、品質等許多因素影響。陳盈樺(2006)
在精品名牌態度購買意願之研究中發現精品名牌帶給消費者精緻、高品質與美感的形

象，以物質主義來說，消費者會因為擁有物質品而感到心理層面上的快樂與滿足，因此

會促使消費者對精品名牌作更多的消費性購買，以求得更多內心的愉悅感。過去實證研

究發現，物質傾向與購買行為有關，當物質主義者看到他們想要渴望獲想要擁有的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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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就會把思想放在對此物質的獲得上，導致他們較不會去顧慮其產品的價格。O’Guinn 
＆ Faber(1989)也指出當人們的物質主義程度越高，就需要藉由各種物質的獲得來滿足

自己，因此便會增加購物慾望，因此較容易受到外在環境因素的誘惑而進行消費，改變

自己原先的想法和決定，購買一些原本不在預期採買名單上的產品，導致在購買後產生

後悔感。因此，以上述推論假設： 

H3：物質主義對衝動性購物有顯著影響。 

(四)虛榮特性對衝動性購買之影響 
陳盈樺(2006)在精品名牌態度購買意願之研究中發現精品名牌帶給消費者緻、高品

質與美感的形象，對於虛榮特性愈強，對外表的重視及在意程度愈高的消費者而言，愈

希望藉由外貌上的裝飾品來美化自身的外表，來提升自我外表上的吸引力。 
陳協勝、蔡璧卉(2010)研究也發現精品特質會透過虛榮心而影響消費者精品購買意

願。此意味著虛榮也可能會導致購物導向，因為消費者一有衝動性購買行為，就會買某

種產品能讓他們與跨上同步，品牌非常重要，可謂虛榮特性會促使他們注重籍購買的產

品來增強其外在吸引力或顯現其成功的地位。因此，以上述推論假設： 

H4：虛榮特性對衝動性購物有顯著影響。 

二、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探討精品消費者在購買精品時是否受到了虛榮心及物質主義

的影響而造成衝動性購物的行為發生，所探討的構面包括精品特性、物質主義、虛榮特

性、衝動性購買行為。本研究經由相關文獻探討，並配合本研究目的及研究假設的推論

而提出研究架構，如圖2所示。 

 
 
 
 
 
 

 

 

圖2 研究架構 

三、 問卷設計與研究對象 

    本研究問卷設計變數的衡量是根據過去相關文獻發展或稍加修改而成，問卷採李克

特氏(Likert)五點量表。問卷發放對象以精品消費者為研究對象，以北北基宜、桃竹苗、

中彰投、雲嘉南、高屏、花東為問卷發放地。本研究問卷發送 310 份問卷，經刪除資料

填答不完整問卷及扣除無效問卷量表問卷計有 10 份後，有效問卷量表，總計 300 份。

整體的有效回收率為 96.7%。 
 (一) 精品特性量表 

 

精品特性 

物質主義 虛榮特性

衝動性購買 

H1 H2 

H3 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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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品特性之問卷衡量項目參考 Vigneron, F. & Johnson, L. W. (2004) 的研究，將精品

特質分為「知覺炫耀性」、「知覺獨特性」、「知覺品質」、「知覺享樂價值」、「知

覺延伸性」等五個構面，並將內容稍作修改為適合本研究之量表，全量表共 20 題，如

表 4 所示。 

表 4 精品特性問卷 

資料來源：Vigneron, F., and Johnson, L.W. (2004). Measuring perceptions of brand luxury. Journal of Brand 
Management, London: July, 11(6), 484-506. 

 
(二)物質主義量表 

物質主義之問卷衡量參考 Richins ＆ Dawson(1992) 所研究之量表，將物質主義分

為「獲取為中心」、「獲取為快樂」、「財物成功」等三個構面，並將內容稍作修改為

適合本研究之量表，全量表共 18 題，如表 5 所示。 

1.我認為精品是象徵擁有財富。 

2.我認為使用精品可以受到朋友的歡迎。 

3.我認為使用精品可以顯示我的身分地位。 

4.我認為使用精品可以顯示我的生活豐富多元化。 

5.我覺得精品是獨特的。 

6.我認為精品有提供客製化服務是很好的(如刻名字等)。 

7.我覺得精品會轟動的原因是有些精品是限量發行的。 

8.我認為精品具有珍藏價值。 

9.我認為使用精品代表一個人的領導能力與身分地位。 

10.我認為精品讓人感到成功及被尊重的感覺。 

11.精品是權力的象徵。 

12.我會把購買精品當成是我過去努力獲得成功的獎賞。 

13.我覺得精品品質很好。 

14.我覺得精品手工精細。 

15.我覺得精品設計精美。 

16.我覺得製做精品的材料很高級。 

17.使用精品有享受高級服務的感覺。 

18.使用精品讓人感到愉快。 

19.精品對我來說有種強大的吸引力。 

20.我認為精品的設計常讓我有驚豔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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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物質主義問卷 

資料來源：Richins, Marsha L. ＆ Dawson, Scott(1992).A consumer values orientation for materialism and its 
measurement: Scal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19(3),p.303-316.  

 
(三)衝動性購買量表 
    衝動性購買之問卷衡量參考 Rook & Fisher (1995) 所研究的量表，將衝動性購買行

為共分為「純粹衝動購買」、「提醒式衝動購買」、「建議式衝動購買」及「計劃式衝動購

買」等四個構面，並將內容稍作修改為適合本研究之量表，全量表共 9 題，如表 6 所示。 

表 6 衝動性購買問卷 

資料來源：Rook, D. W., (1987).The Buying Impulse,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4( 2) ,189-198. 

 
(四)虛榮特性量表 

虛榮特性之問卷衡量參考 Netemeyer(1995) 所研究的量表，將虛榮特性分為「身體

1.我羨慕擁有名貴的房子、車子和衣服的人。 

2.我認為獲得物質上的滿足是人生最重要的事。 

3.我擁有的物品可以說明我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4.我喜歡經由物品來強化他人對我的印象。 

5.我所擁有的物品不是每一樣都對我很重要。 

6.我覺得逛街購物帶給我很大的愉快感。 

7.我目前擁有的物品能夠讓我充分享受。 

8.我通常不會花錢在不具實際效用的物品上。 

9.我會因為擁有更好的物品而感到更加快樂。 

10.我的生活會因為擁有從未有過的物品將更加滿足。 

11.我會因為有能力購買更多我喜歡的物品而更加快樂。 

12.我會因為買不起我喜歡的物品而感到困擾。 

13.我通常只購買我所需要的物品。 

14.我試著將物質上的需要保持簡單化。 

15.我不喜歡在我的生活中擁有很多的精品。 

16.我不會將他人擁有的物質/物品視為他們成功的象徵。 

17.我不會注意他人所擁有的物品。 

18.我覺得我比其他人不重視物質生活。 

1.我在購物時通常都很隨興。 

2.「Just do it !」 可以用來形容我購買東西時的方式。 

3.我在購買東西時都是不經思考就買下它。 

4.我看到想要的東西就會買下來。 

5.「先買再說!」是我購買東西的習慣。 

6.我有時候是一時衝動就買下東西了。 

7.購買東西時，我會根據當時的感覺購買。 

8.我在購買東西時，都是事先計畫好才購買的。 

9.有時候我沒經過考慮就買下東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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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表虛榮」及「成就虛榮」兩個構面，並將內容稍作修改為適合本研究之量表，全量表

共 21 題，如表 7 所示。 

表 7 虛榮特性問卷 

資料來源：Netemeyer, Richard G., Burton, S. ＆ Lichtenstein, Donald .R. (1995) “TraitAspects of Vanity: 
Measurement and Relevance to Consumer Behavior”,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1(3),612-626.  

 

四、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採取 SPSS 20.與 Amos 21 統計軟體作為驗證。針對有效的問卷進行資料整

理，包括構面因素分析、信度分析、線性結構分析作為驗證研究假設。  

五、前測 

本研究之問卷設計涵蓋「精品特性認知」、「物質主義」、「虛榮特性」與「衝動性購

買」等四大部分，問卷設計係參考過去學者研究結論之文獻探討與歸納。在問卷初稿設

計完成之後，以精品消費者進行 30 份預試，針對本次的研究分析各構面之結果，先總

計因素負荷量低於 0.6、信度低於 0.3、偏態接近正負 1、t 值未達.05 的題目，若題目符

合上述分析方法四項者則予以刪題，刪題後，精品特性構面剩下 15 題問項、物質主義

構面剩下 8 題問項、虛榮特性構面剩下 19 題問項，衝動性購買構面剩下 6 題問項。以

下為各構面刪除因素負荷量低於 0.6 之題目： 

1.外表對我來說很重要。 

2.我非常注意我的外表。 

3.在人群中沒人注意到我的優點時，我會很尷尬。 

4.我會努力使自己更好看。 

5.我覺得隨時保持最佳的儀容是很重要的。 

6.我覺得隨時都有他人在注意我。 

7.我覺得我的外貌是非常吸引其他人。 

8.我覺得人們羨慕我有好看的外表。 

9.我覺得我長得很好看。 

10.我覺得我很性感。 

11.我擁有他人所羨慕的身材。 

12.事業(課業)上有所成就對我來說很重要。 

13.我希望他人因為我的成就而尊重我。 

14.我比其他人更關心事業(課業)上的成功。 

15.我覺得比其他人獲得更多成功對我來說很重要。 

16.我希望他人可以認同我的成就。 

17.在專業領域中，我是個成功的人。 

18.我的成就可以受到他人高度的尊敬。 

19.我是個完美的人。 

20.在我從事的領域中，我是個成功的案例。 

21.我覺得他人希望有跟我一樣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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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品特性認知刪除之題項有：(7.我覺得精品會轟動的原因是有些精品是限量發行

的。)、(12.我會把購買精品當成是我過去努力獲得成功的獎賞。)、(13.我覺得精品

品質很好。)、(14.我覺得精品手工精細。) 、(19.精品對我來說有種強大的吸引力。)。 
(二)物質主義刪除之題項有：(1.我羨慕擁有名貴的房子、車子和衣服的人。)、(7.我目前

擁有的物品能夠讓我充分享受。)、(8.我通常不會花錢在不具實際效用的物品上。)、
(10.我的生活會因為擁有從未有過的物品將更加滿足。)。 

(三)虛榮特性刪除之題項有：(9.我覺得我長得很好看。)、(17.在專業領域中，我是個成

功的人。)。 
(四)衝動性購買刪除之題項有：(1.我在購物時通常都很隨興。)、(7.購買東西時，我會根

據當時的感覺購買。)、(8.我在購買東西時，都是事先計畫好才購買的。)。 

 

四、研究結果 

一、樣本結構 

    本研究針對有效問卷，針對受訪者基本資料，包括性別以女性居多，佔 66.3％；年

齡層分佈在 21～30 歲為最高，41～50 歲次之，其次以 31~40 歲與 51～60 歲，合計佔

74.3%；教育程度以大專(含專科)學歷為最高，高中（職）學歷次之，合計佔 82.0%，本

樣本的教育水準皆以大專(含專科)學歷較高；職業類別以服務業佔的比例最多，學生次

之，合計佔 50.0%；月收入方面以 20,001~30,000 元收入居多，30,001~40,000 元次之，

合計佔 61.0%；精品消費以 100,000 元以上居多，50,001~70,000 元次之，合計佔 49.0%。

詳細資料如表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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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個人基本資料 

人 口 變 數 人 數 百分比％ 

1.性別 男性 
女性 

 101
199

      33.7
     66.3

2.年齡 20 歲以下 
21～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60 歲 
61 歲以上 

 31
 115
 44
 64
38
 8

     10.3
     38.3
     14.7
     21.3

12.7
2.7

3.教育程度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學(含專科) 
研究所(含)以上 

5 
  21
  92

   154
28

1.7
7.0

     30.7
     51.3
      9.3

4.職業 軍公教 
製造業 
工業 
商業 
服務業 
農林漁牧業 
學生 
其他 

20
   6

   13
    46
   82
    5
   68

48

6.7
      6.0
      4.3

      15.3
     27.3
      1.7
     22.7

16.0
5.月收入 20,000 元以下

20,001~30,000 元 
30,001~40,000 元

40,001~50,000 元 
50,000 元以上 

43
   116
   67
   40 
   34

14.3
     38.7
     22.3
     13.3

      11.3

6.精品消費 10,000 元以下 
10,001~30,000 元

30,001~50,000 元 
50,001~70,000 元

70,001~99,999 元 
100,000 元以上 

  9
   59
   49
   69
  36

78

     3.0
     19.7
     16.3

      23.0
      12.0

26.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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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因素分析法(factor analysis) 
1.精品特性量表 

在「精品特性」方面，原共有 15 題問項，進行因素分析後萃取出成就與地

位、品質與設計、稀有性三個因素，累積解釋變異量達 64.097%。成就與地位特

徵值為 3.81，信度為 0.877。品質與設計特徵值為 3.008，信度為 0.841，稀有性特徵

值為 2.156，信度為 0.749。 

2.物質主義量表 
在「物質主義」方面，原共有 8 題問項，進行因素分析後萃取出享樂性、自

我價值兩個因素，累積解釋變異量達 63.7%。享樂性特徵值為 1.997，信度為 0.751，

自我價值特徵值為 1.825，信度為 0.655。 

3.虛榮特性量表 
在「虛榮特性」方面，原共有 19 題問項，進行因素分析後萃取出成就與認

同、外表儀容、自我感覺三個因素，累積解釋變異量達 66.123%。成就與認同特

徵值為 3.305，信度為 0.877。外表儀容特徵值為 2.99，信度為 0.856，稀有性特徵

值為 2.962，信度為 0.825。 

4.衝動性購物量表 
在「衝動性購買」方面，原共有 6 題問項，進行因素分析後萃取出立即購買、

隨興購物兩個因素，累積解釋變異量達 74.923%。立即購買特徵值為 3.223，信度

為 0.864。隨興購物特徵值為 1.273。 

 
本研究問卷經前測刪題及因素分析後，「精品特性」萃取出成就與地位、品質與設計、

稀有性三個因素，「物質主義」萃取出享樂性、自我價值兩個因素，「虛榮特性」萃取出

成就與認同、外表儀容、自我感覺三個因素，「衝動性購物」萃取出立即購買、隨興購

物兩個因素，故與原量表的構面因素有些許差異。 

(二)線性結構關係 
本研究透過線性結構關係(Amos 21)，探討「精品特性」「物質主義」「虛榮特性」「衝

動性購買」間之因果關係，以及驗證整體模式之配適程度，如圖 3。 
1.模型適配度說明 

   線性結構關係整體模式之配適度檢定，進行分析，以此瞭解此整體模式之關係。關

於整體結構模式配適度分析方面，常見之指標門檻值包括：χ2/df＜3；GFI＞0.9；AGFI
＞0.9；CFI＞0.9；RMR＜0.05；RMSEA＜0.08(Bagozzi and Yi, 1988; Hair Jr. et al., 1998; 
Jarvenpaa et al., 2000)。同時，Parsimonious Goodness-of-fit Index(PGFI)＞0.5。圖 3 顯示，

除 AGFI 與 CFI 略小於 0.9 外，其餘均符合檢驗門檻，亦即此模式是仍可被接受。 
消費者的精品特性對物質主義有正向顯著的影響(β=0.90)，Vigeneron ＆ Johnson 

(1999)提出，物質主義者會追求完美的人，對於精品會比較感興趣與滿足，且不會在意

精品的價格。這些消費者知道他們想要的是甚麼，以及相信自己的判斷能力，而價格只

是用來反映產品的品質。精品存在的目的不是只有單純地被拿來使用，而是想要得到使

用精品後所產生的快樂和滿足感(Twithchell,2001)。 
消費者的精品特性對虛榮特性有正向顯著的影響(β=0.74)，精品業不僅滿足消費者心

理的虛榮特性，所帶來的附加價值也使精品展現獨特的魅力。 
精品消費者之物質主義對衝動性購物有正向顯著影響關係 (β=0.36)，物質主義者會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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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一切地去取得他們想要得到的物品(Csikszentmihalyi&Halton,1978)。因此當物質主義

者看到他們想要渴望獲想要擁有的物質時，就會把思想放在對此物質的獲得上，導致他

們較不會去顧慮其產品的價格。  
精品消費者之虛榮特性對衝動性購物有正向顯著影響關係(β=0.38)，Solomon (1985)

曾提出，外在的身體表現是建立與維持自我觀念相當重要的影響因素，而這些因素進而

影響消費者對外表相關性的產品(如化妝品和衣物用品)會造成需求上的影響力。由此可

知，當具有虛榮特性的消費者，希望能藉由外在裝飾商品讓自身外表提升吸引力，而因

此會對商品的認知與態度造成改變，進而也會影響商品的購買需求。 

 
 
 
 
 
 
 
 
 
 
 
 

 
 
 
 
 
 
 
χ2/df=2.86 
GFI=0.902 
AGFI=0.873 
CFI=0.885 
RMR=0.047 
RMSEA=0.076 
 

 

 

圖 3 線性結構關係 (***表示 p<0.001，e1-e8 為誤差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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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一、結論 

   整體樣本之觀念性架構驗證與假設檢定之發現:  
    當具有物質主義的精品消費者獲得他所想要的精品時，心中便會產生愉悅感和滿足

感。因此他們能夠藉由購買精品達到快樂的感覺，這符合了精品特性裡的享樂性。而精

品的獨特性是精品的魅力之一，也是它吸引人的地方。虛榮特性高的消費者他們特別注

重物品的獨特性，當精品的獨特性越高就越容易吸引他們的注意。因此本研究可以推論

說精品特性對物質主義及虛榮特性有顯著性影響。 
    當物質主義者需要物質來獲得滿足感及快樂感時，就代表說他的購物慾望也增加。

而當他們若渴望獲得物質來滿足自我需求時，便不會去顧慮到產品價格只會想著說該如

何擁有該物品，因此會有衝動性購物的行為產生。虛榮特性的消費者除了注重產品的獨

特性外，他們還在意自我外表與個人價值，當一個商品能夠提升他們的外在魅力及個人

價值時，他們便會有購物的慾望，若該商品又有獨特性，便更會增加他們的購物慾望。

因此本研究可以推論說，物質主義與虛榮特性對衝動性購物有顯著影響。 

二、管理意涵 

    精品消費者普遍注重自己的成就地位，因此會購買精品向他人傳達自己的成就。此

外，注重精品的稀有性，希望自己能有與其他人與眾不同的地方。具有虛榮特性的消費

者，很在意自我給他人的感覺，所以比較注重自我外表及自我價值。物質主義者在購買

精品時，會感到愉悅及滿足，以獲取物品為生活的重心(Richins ＆Dawson,1992)。精品

除了功能效用外，還因為稀有性，所以能增加擁有者的聲望地位與人際互動(Vigneron ＆ 
Johnson, 2004)。而品牌是非言語性的溝通，消費者可以藉由商品來營造自己的身分地位

以及外表(Lee Hoe, Gillian Hogg ＆ Susan Hart ,2003)。 
消費者會受到產品品牌、購物環境、自我意識等許多因素進而影響衝動性購買行

為。O’Guinn ＆ Faber(1989)指出，當物質主義者需要物質來獲得滿足與快樂時，會增

加購物慾望。而具虛榮特性的消費者，因為注重外表及自我價值，所以會購買精品來增

加自我。陳協勝、蔡璧卉(2010)也指出虛榮心高的消費者對精品購買意願也會愈高，這

些個人特質都會產生衝動性購買。 
    因此精品業者應該要注意如何讓精品具有稀有性，因為消費者在意的是精品的稀有

性及個人的自我價值，當他們覺得精品具有稀有性且又能增加自我價值時，便會產生購

買意願，在購物的同時，能享受購買商品所產生的愉悅感，進而產生衝動性購買的行為。 

三、研究限制 

(一)受測者可能是購買二手精品的狀況，這會造成導致消費者無法針以精品原訂的

價格來填寫問卷，然而對研究結果造成部份的影響。 
(二)研究對象需根據自我回想在購買精品時是否受到精品特性、物質主義、虛榮特

性、衝動性購買行為的發生，然而自我回想可能會導致與現實狀況有所差異，導致消費

者無法真實回應出當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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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獨狼式恐怖主義為一新興型恐怖活動，具有本土性、小型化、成本低及不易

防範等特性，一旦發生所造成的災害，卻不亞於組織型恐怖事件，近年來普受國

際間重視。本文參考學者專家主張及美國防恐做法與經驗，提出我國長短期因應

策略包括：從長期政治、經濟、社會面根本解決獨狼式恐怖主義滋生的問題；短

期積極建立全民防恐意識、加強資訊情蒐偵防、杜絕槍械爆裂物來源、輔助社會

邊緣偏激份子及健全防恐救災體系等方面著手。 

 

關鍵詞：獨狼、恐怖份子、獨狼式恐怖主義、興起、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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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ne wolf-style terrorism has spread across the globe in recent years. Localized, 
small-size, and inexpensive, this new type of terrorism is difficult to prevent, but the nature of 
disaster it can cause is no less than organized terrorist incidents, therefore it deserves atten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This article references the experience and practices 
recommended by scholars and U.S. counter-terrorism experts; the proposed preventive 
strategies include: determine the long-term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aspects of the 
fundamental solution for the problem of lone wolf-type terrorism; in the short-term establish 
universal anti-terrorism awareness, strengthen intelligence gathering, investigation and 
prevention, eliminate sources of firearms and explosives, monitor activists on the extreme 
fringes of society and develop a robust counter-terrorism response system. 

 
Keywords: lone-wolf, terrorist, lone wolf terrorism, rise, preventive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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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從美國911事件發生後，各國政府均把反恐工作列為主要任務，2001年9月28日聯合

國安理會通過1373號決議賦予會員國，以一 手段打擊恐怖主義造成的危害。因此，全

球反恐效應逐漸擴散，各國紛紛從建構反恐組織、強化運作模式及加強恐怖主義相關資

訊交流等方向著手，有效遏阻組織型恐怖事件的發生（邱吉鶴、卜正球、黃宏光，2002）。 

2001年911恐怖事件後，美國確實成功的阻止大規模恐怖事件發生（Simon, 2013）。

但是，來自美國本土新型的獨狼行動恐怖事件卻愈演愈烈，例如波士頓馬拉松炸彈事件、

科羅拉多州的《蝙蝠俠》電影首映槍擊事件，以及近兩年曾有疑犯企圖在紐約市中心製

造汽車炸彈襲擊及密謀華盛頓地鐵發動連環爆炸襲擊等事件。這些突如其來的攻擊，讓

美國人人自危，卻防不勝防；一個人因狂熱思想或仇恨心理實施的獨狼行動，隱蔽性強

且危害性更大，卻更難以追蹤。根據美國國會情報委員會表示，2011年警方逮捕了至少

20名本土恐怖分子，其中多數都是獨狼式恐怖份子；當前美國面臨的恐怖威脅中，單獨

行動的獨狼式威脅遠高過嚴密組織的大規模襲擊，這種獨狼式恐怖事件已成為美國安全

部門花費最多精力、卻難以防範的恐怖類型。此類事件在歐洲國家同時發生，例如發生

在挪威的奧斯陸爆炸及于特島槍擊事件、英國的倫敦士兵襲擊事件及法國圖盧茲槍擊事

件等，由於此類型恐怖事件跳出固有的思維模式獨立行動，沒有阻礙其創造性的組織壓

力或決策方式，被學者專家稱之為獨狼式恐怖主義。 

獨狼式恐怖主義為一新興型的恐怖份子，迄今在國際間或學術界還是一個爭議的概

念，爭議的焦點在於其定義的角 不同，或是尚無法以科學方法準確地對其內涵作出界

定（汪毓瑋，2013；張福昌、2013）。其次，獨狼式恐怖主義從單一事件表象觀之，與

組織型恐怖主義及一般犯罪行為的認定，尚有一些重疊與模糊的地方，為其另一受到學

者專家及防恐工作者的質疑與爭論。但是，面對當代日益嚴重的獨狼式恐怖主義威脅，

我們有必要瞭解什麼是獨狼式恐怖主義、及其特性與類型，並瞭解它的演變與根源及未

來可能的走向。 

獨狼式恐怖活動具有本土化、小型化、成本低及不易防範等特性，如果發生所造成

的災害不亞於組織性恐怖事件（Simon，2013）；其次，台灣面對全球化的經濟環境，

國內政治的衝突將更頻繁，社會對立的氣氛將更明顯，如再加上一些有心團體或個人的

鼓動，將有利此類型廉價的恐怖活動；此外，網際網路的迅速發展，也為獨狼式恐怖份

子提供了快速獲得作案策略、目標、武器等方面資訊的機會。值此之際，政府或社會有

必要對此類型恐怖主義議題進行深入瞭解，吸取國際間預防與處理的經驗，即早提出因

應策略。 

獨狼式恐怖主義攻擊很難預測，決策者必須知道獨狼式恐怖主義份子特性與系絡

（Karson, 2001），方能根據不同類型的獨狼式恐怖主義提出預防與因應的對策（Eby, 

2012）。本文採取文獻探討及個案分析方法，蒐集獨狼式恐怖主義之相關文獻及個案資

料進利分析。首先就獨狼式恐怖主義定義、獨狼式恐怖分子特質與獨狼式恐怖主義類型

進行文獻探討，作為後續個案分析的基礎；其次，透過蒐集近年國際間重大獨狼式恐怖

事件個案資料進行研析，歸納出獨狼式恐怖主義特性；接著，就國際間獨狼式恐怖主義

的發展及我國內外部環境因素進行分析，找出可能發生獨狼式恐怖主義的因素，提出處

理獨狼式恐怖事件因應策略；最後，提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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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獨狼式恐怖主義內涵 
本章節就獨狼式恐怖主義定義及獨狼式恐怖分子特質進行文獻探討，以瞭解獨狼式

恐怖主義基本概念。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獨狼式恐怖主義的定義 

在探討獨狼式恐怖主義定義之前，首先就獨狼、恐怖、恐怖活動與恐怖主義等名詞

概念作些分析。獨狼是西方常用的一個反恐術語，指不屬於某個恐怖組織、單獨行動的

恐怖分子，恐怖事件的策劃和實施均出自個人行為。其次，現代漢語辭典將「恐怖」解

釋為：由於生命受到威脅而引起的恐懼；英語的恐怖（terror）一詞除與漢語極 害怕具

有相同意思外，還具有恐怖統治的意涵。從二種語言的詞義來說，極 害怕是恐怖的基

本和普遍的涵義，並包含兩個要素：一是對社會能產生恐怖的氣氛，二是對人具有不良

的強烈精神、心理刺激作用(Bakker and de Graaf, 2010)。 

恐怖活動與恐怖主義常被混淆使用，其實二者存有相互連結但相互區別的概念（陳

雙環，2004）。按新華字典的解釋，主義是指對於自然界、社會或學術問題等所持有的

系統理論和主張；活動係指為達到某種目的而採取的行動（楊明杰等，2002），恐怖活

動是一種經過深思熟慮的企圖，運用或威脅使用非正常致命武力的象徵性行動，以達到

影響一個標的團體或個人的目的（殷明譯，1993）。恐怖活動具有二個侵犯客體的複雜

犯罪行為，一為影響和恫嚇的客體，例如自然人、人群或實物客體；另為操縱控制社會

關係的客體（福金，2002）。而一般研究者認為，恐怖主義屬於政治性恐怖活動，主義

是指一種系統的、持續的和有組織的行為。恐怖主義是一種安全威脅、極端思想體系的

表現形式，是各種恐怖組織及其活動的總和，屬於有組織的犯罪（福金，2002）。因此，

大多數學者專家認為，只有具備組織性與系統的政治性恐怖活動才可列為恐怖主義。然

而，這樣的界定可能過於狹隘，因為恐怖主義除了具有恐怖性、政治性與系統性外，還

具有社會性、經濟性等其他的形式（陳雙環，2004）。同時，研究者對於恐怖主義一詞

內涵亦有歧見，學者專家認為恐怖主義趨向多元，一些學者集中於恐怖份子運作形態，

有些則強調其動機與特徵，或個別恐怖份子特性；也有學者認為，政府對反對運動所施

行鎮壓行動亦是恐怖活動（Herman, 1983; 楊福昌，2011）。 

同樣的，學者對獨狼式恐怖主義的定義存在著不同的看法（Simon, 2013; 汪毓瑋，

2013；楊士隆、王俸鋼，2013；張福昌，2011, 2012, 2013）。政府、機構和學者對於如

何定義孤獨狼恐怖主義有許多困難,原因在於獨狼式恐怖攻擊事件,相較於團體恐怖攻擊

事件少之又少，因缺乏研究樣本的情況下,要提出一個較周全、較具說服力的定義，實在

不容易（張福昌、2013）；因此，迄今尚未有一個大家共同接受的明確定義，學者提出

各式各樣不同觀點，雖有些特點重疊，可能隨著不同情勢發展之側重面不同，而在個別

定義之基本共有的一些特徵外，也會突出某些不同於他人之描述（汪毓瑋，2013），本

文僅就近年學者相關研究提出的定義彚整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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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近年學者研究對獨狼式恐怖主義的定義 

學者 年份 定義 主要觀點 

Hamm 2007 是一種由個人單獨行動實施的政治暴力;實施

者不屬任何恐怖組織、不受某上級的直接命令

或指導;實施者的策略和方法是個人行為。 

1.個人 
2.政治因素 

王宏偉 2011 一種為意識形態目標所驅動的、以殺戮無辜平

民為手段、目的在於社會製造恐怖氛圍的暴力

行動。 

1.個人 
2.意識形態 

Spaaij 2012 結合個人在政治、社會或宗教上諸多不滿的挫

折,而去創造自己的意識型態。 
1.個人 
2. 意識形態 

Simon 2013 獨自或得到一兩個幫手協助，使用或威脅使用

暴力，針對某種與政治、社會、宗教、金融等

相關標的，或沒有任何目標的，製造恐怖襲擊

或氣氛，達到擾亂社會正常生活的目的。 

1.個人或一兩人協助。

2.政治、社會、宗教、

經濟等因素。 

張福昌 

 
 
 

2012 其特色在於「利用具有保護色功能的本國籍人

民作為遂行恐怖活動的工具,以避人耳目,躲

避情資單位的監視、調查與破壞,使當事國防

不勝防,進而達到製造恐怖攻擊、擾亂公共秩

序的目的。」  

1.政治意圖濃厚 

2.意識型態鮮明 

3.暴力激進傾向嚴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全球獨狼式恐怖主義研究報告中，印第安納大學犯罪學與司法學系教授馬克·哈姆

(Mark S. Hamm)提出最嚴格的定義，將獨狼式恐怖主義定義為獨狼式恐怖分子個人行動

所犯下的政治暴力，不屬於任何一個組織或網絡，不受任何一個領導者或階級的直接影

響，而其恐怖活動的戰術與方法，亦不受外界的直接命令或指揮(王隆，2013)。他認為,

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的製造者還不算是獨狼,根據他的獨狼定義, 當實施者超過一個人,

就不能視為「獨狼」式恐怖主義。獨狼式恐怖主義的本質包括：1.一種由個人單獨行動

實施的政治暴力；2.實施者不屬於有組織的恐怖組織或網路；3.實施者不受特定恐怖組

織的直接影響；4.實施者的策略和方法是個人行為，沒有外界的直接命令或指導。馬克

認為這樣狹義的定義是為了區分獨狼式恐怖主義與組織型恐怖主義（Hamm，2007）。 

王宏偉（2011）認為，獨狼恐怖主義是一種為意識形態目標所驅動的，以個體發動

恐怖襲擊為特徵，以殺戮無辜平民為手段，目的在於社會製造恐怖氛圍的暴力行動。不

僅如此,獨狼完全是自我激勵、自我動員，與恐怖組織没有直接或間接的隸屬關係， 

獨狼可能認同或同情某些極端主義運動,但並非極端主義運動的組成部分(王隆，2013)。

史帕埃之 (Spaaij 將獨狼式恐怖主義定義為傾向於結合個人在政治、社會或宗教上諸多

不滿的挫折,而去創造自己的意識型態。 
傑弗里·西蒙 (Jeffrey D. Simon)在其獨狼式恐怖主義：日益增長的威脅(Lone wolf 

terrorism-understanding the growing threat)一書中指出（Simon, 2013），獨狼式恐怖主義為

獨自或得到一兩個幫手協助，使用或威脅使用暴力，針對某種與政治、社會、宗教、金

融等相關標的，或沒有任何目標的，製造恐怖襲擊或氣氛，達到擾亂社會正常生活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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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蒙將獨狼稱為一個人的軍隊，經由反復的證明指出，獨狼式恐怖主義的危害及對

社會和政府的影響，已不亞於那些更大、更多資金、訓練有素的組織型恐怖主義。獨狼

式恐怖份子之所以危險，是因為他們能跳出固有的思維模式獨立行動，沒有阻礙其創造

性的組織壓力或決策程序，獨狼可以天馬行空為所欲為，在暴力的程度上無所顧忌，因

其為他們不屬於任何一個組織，不用像很多恐怖主義組織一樣，擔心被其支持者拋棄，

也不擔心政府和執法部門的打擊。 

張福昌(2012)提出本土恐怖主義，認為是繼美國 2001 年「反恐戰爭」(War on Terror)

而衍生出來的新型恐怖主義，其特色在於「利用具有保護色功能的本國籍人民作為遂行

恐怖活動的工具,以避人耳目、躲避情資單位的監視、調查與破壞,使當事國防不勝防,進

而達到製造恐怖攻擊、擾亂公共秩 序的目的。」 又將本土恐怖主義區分為「團體型本

土恐怖主義」與「孤狼型本土恐怖主義」兩種，而其具有政治意圖濃厚、意識型態鮮明、

暴力激進傾向嚴重等特徵（張福昌，2013）。 

    本文綜合上述學者的主張，將獨狼式恐怖主義定義為：非屬特定組織的個人，獨自

或得到一兩人協助，針對特定的標的或民眾聚集的場所，使用暴力襲擊的行動，以達到

個人政治、社會、宗教、金融等目的，或完成其個人的意識或認知的信仰，並造成重大

人員的傷亡及設施的破壞。獨狼式恐怖主義與組織型恐怖主義及一般刑事犯罪事件有頗

多類似的地方，容易產生混淆。同時，本文認為獨狼式恐怖主義與組織型恐怖主義仍有

不同的特性，最大的差異在於獨狼式恐怖分子個人行動所犯下的暴力行為，不屬於任何

一個組織或網絡，不受任何一個領導者或階級的直接影響，而其恐怖活動的戰術與方法，

亦不受外界的直接命令或指揮；其次，獨狼式恐怖主義與一般刑事犯罪事件最大的不同，

在於獨狼式恐怖分子大都社會適應不良，具有心理障礙及特異行為，一旦事件發生將造

成重大的人員傷亡與設施的破壞。此將有助於不同恐怖主義及刑事犯罪案件的辨別。 

二、獨狼式恐怖分子的特質 

獨狼式恐怖份子係指單獨組織、實行恐怖行動之恐怖份子（楊士隆、王俸鋼，2013）。

這類恐怖份子通把自己當成負責維護正確 價值觀之使者,且觀察到近年來許多恐怖行動

的成功，進而決定單獨進行恐怖行動(Barnes,2012)。獨狼式恐怖份子多為被社會隔離者，

獨來獨往，宣稱自己是為了利他行為，所以進行恐怖行動。其具有反社會行為之傾向,

包括以自我為中心、反抗權威、 虛偽多詐、並合理化其行為(楊士隆,2012；楊士隆、王

俸鋼，2013)。  

張福昌（2013）認為，獨狼恐怖份子的本質可以用犯罪心理學、社會學、衝突與戰

爭學等三個層面分析，本文以此為基準將學者主張彚整如表 2，並分析說明如下。 

首先，從犯罪心理學的觀點來看，獨狼恐怖份子的攻擊行為是一種暴力行為,也是一

種犯罪的行為, 這種單獨個人的行為與一般犯罪界線有時會模糊不清，但 可從三個明顯

的不同點加以區別:1.獨狼恐怖份子常常受到意識型態的鼓舞而執行恐怖攻擊行動；2.通

常獨狼恐怖份子都有很明顯的政治目的，對於政府的某些政策有所不滿；3. 獨狼恐怖份

子與被傷害的人之間通常沒有任何關係，彼此不相認識。獨狼式恐怖分子用暴力行為實

現個人意識及目的，但是獨自策劃與執行的人，具有自我委屈、抑鬱、個人未解除的危

機及曾經使用武器經驗等特質（McCauley,Moskalenko and Benjamin , 2013）。查爾斯.
伊比(Charles A. Eby)研究指出，獨狼式恐怖分子存在有不同性格，個別恐怖分子結合其

個人特質及動機，從事其特殊性的恐怖活動（Eby, 2012）。恐怖分子選擇獨狼式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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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存在獨特的心理或動機的因素（Davis，2010），例如極端穆斯林組織及伊斯蘭主

義基於宗教的動機，鼓動極端份子反對其他宗教的主張。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認為，脫離群眾的份子，比較容易變成獨狼犯下暴力的行為，群眾思維將有助

減輕個人心理的惶恐負擔，朝向個人道德的抉擇（Zimbardo, 2004）。史帕埃之 (Spaaij)
認為，心理狀況可能是解釋獨狼式恐怖分子的關鍵因素，大都獨狼式恐怖分子具有心理

障礙(psychological disorders)、特異性(peculiarities)及社會偏離(social ouliers)等特質

(Spaaij,2012)，這意味著獨狼式恐怖分子在社會適應不良下，導致獨自進行暴力的行為。 
 

表 2 獨狼恐怖份子的本質分析表 

區別 主要主張 獨狼恐怖份子本質 相關學者 

犯罪心理學 獨狼恐怖份子的攻

擊行為是一種暴力

行為,也是一種犯罪

的行為。 

具有自我委屈、抑

鬱、個人未解除的危

機；具有心理障、特

異 及 社 會 偏 等 特

質；多為被社會隔離

者，獨來獨往，宣稱

自己是利他行為。 

Zimbardo（2004）； 
Spaaij（2012）； 

McCauley,Moskalenko 
and Benjamin（2013）

社會學 瞭解一個正常的個

人是受到何種社會

環 境 或 群 體 的 影

響，才會變成一個有

勇氣去執行讓社會

大眾心生恐懼的獨

狼恐怖份子。 

以自我為中心、反抗

權威、 虛偽多詐、

並合理化其行為；相

信採取這項至高無

上的權力，將可帶來

政策的改變。 

楊士隆（2012）； 

楊士隆、王俸鋼

（2013）； 
Davis（2010）； 
Likar（2011）； 

Ozeren（2007）； 

O’Connor（2008) 

衝突與戰爭學 探討的重心放在孤

狼恐怖份子的反抗

能量，將所有的機

制、傳統與非傳統的

資源,都被使用在戰

爭或衝突中 

具有自我中心、無領

導式對抗及混沌或

職涯等特性；具有個

人規劃的動機及自

主攻擊的行為。 

Artiga（2010）； 

Bates（2012）； 

Michael（201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其次，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張福昌（2013）認為，探討的重心應放在瞭解一個正

常的個人是受到何種社會環境或群體的影響，才會變成一個有勇氣去執行讓社會大眾心

生恐懼的獨狼恐怖份子。歐瑞仁(Ozeren, 2007)和歐克納( O’Connor, 2008)認為，可能受

到三種不同社會團體(Social Groups)的影響而逐漸形成:1.主要團體(Primary Groups):包括

家庭或朋友；2.次要團體(Secondary Groups):包括同學或同事；3. 參考團體(Reference 

Groups):為散佈在社會中的網路社群、社團等，尤其網路的迅速傳播訊息的功能，讓個

人受到參考團體的影響程度加大。勞倫斯(Lawrence Likar)指出，恐怖份子都是致力於自

私的行為，以減輕其不接受社會價值體系的憤怒；他同時認為這些恐怖份子是虛無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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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nihilistis)，其暴力的行為都是為了個人的動機與作為，宣傳自己的憤怒與意識，而對

宗教、種族的信仰和反政府的措施之合理化，都是次要的因素（Likar，2011）。丹尼.
戴維(Danny Davis)認為，恐怖分子深信當政府執行公權力不公時，上帝給予權力執行裁

判權；獨狼式恐怖分子相信採取這項至高無上的權力，將可帶來政策的改變（Davis，

2010）。 

再者，從衝突與戰爭學的角度而言，探討的重心放在孤狼恐怖份子的反抗能量。麥

克(George Michael)在 2012 年出版了一本有關孤狼恐怖主義的專書, 將孤狼恐怖攻擊視為

一種「第五代戰爭型態」(Fifth Generation Warfare; 5GW)，是一種「無限制戰爭」

(UnrestrictedWarfare)，所有的機制、傳統與非傳統的資源,都被使用在戰爭或衝突中，深

受「網絡與快速載具」(Nets and Jets)的影響，「網絡」(Networks) 傳播了關鍵的資訊，

提供了必要的資源，以及建構一個可以招募潛在新成員的平台。在此架構下「個人」和

「小規模團體」變成了恐怖主義主要的代理人(Primary Agents)，而這些恐怖主義的代理

人,就是所謂的獨狼恐怖份子（張福昌、2013）。貝茨(Bates)認為，獨狼式恐怖分子具有

自我中心(self-radicalization)、無領導式對抗(leaderless resistance)及混沌或職涯(chaos or 

career)等特性(Bates, 2012)。阿堤加(Artiga)研究指出，獨狼恐怖分子的動機包括：1.對決

策者、對手或支持者發出信息；2.提高他人的注意；3.影響政策的推動；4.灌輸恐懼感；

5.破壞公共設施；及 6.拒絕接受不公平措施等（Artiga, 2010）。雖然目前尚無法證實獨

狼式恐怖分子是否具有相同的特質，然而可以合理的推論，獨狼分子具有個人規劃的動

機及自主攻擊的行為。 

綜合上述，本文認為獨狼式恐怖分子存在有不同性格，具有個人的特質或動機。而

個人的特質來自其心理的因素，大都恐怖分子都因社會適應不良，具有心理障礙及特異

行為；個人動機可能來自於對社會的憤怒、個人意識或自私行為。 

三、獨狼式恐怖主義類型 

獨狼式恐怖主義的類型眾多，而分類方式多元且複雜，例如菲力普斯和波爾(Phillips 

and Pohl)採用單維類型學，將獨狼式恐怖主義區分為風險規避(rish-aversion)及風險尋求

(rish-seeking)二個類型（Phillips, P. and Pohl, 2011）；懷特(white)採取多維類型學分類，著

重在獨狼式恐怖主義的活動方式(犯罪/政治)、恐怖分子活動的程序，以及社會控制機構

對不同恐怖活動的反應（White, 2012）。安魯斯(Andrews)著眼在獨狼式恐怖分子的動機

基礎的分類，認為恐怖分子行動的動機包括：道德的判斷、宗教的信念、政治的對立、

報復、引起注意或象徵主義，或是出自意識形態、政治、社會、心理、金錢及對抗強權

等動機（Andrews, 2001）。雖然並沒有一個單一、標準化的獨狼檔案可以更佳的歸類與

認識，即獨狼式恐怖分子有其各式各樣的理由，國內學者汪毓瑋（2013）認為，仍可以

根據其意識型態、宗教背景、執行手段、關注議題等不同之來源，區隔不同的獨狼式恐

怖主義的類型。例如基於激進化手段與採用戰術之四種類型：包括混亂的、事業的、規

避風險與尋求風險的獨狼恐怖分子；基於已發生過案例分類：包括世俗式的、宗教式的、

單一議題式、犯罪式的及個人特質式的獨狼恐怖分子等5個類型；基於極端的伊斯蘭恐

怖主義思考之四種類型：包括獨來獨往者（Loner）、獨狼（Lone Wolf）、獨狼群（Lone 
Wolf Pack）、單獨攻擊者（Lone Attacker）；基於獨狼式恐怖分子的作案手法：包括 
長時間的計劃、選擇攻擊的目標、使用的武器及網路鼓吹與運用等（汪毓瑋，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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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es（2012）認為，獨狼式恐怖主義的分類可以採取多元方式，從不同的觀點來觀

察複雜的現象。傑弗里·西蒙綜合不同分類學觀點，將獨狼式恐怖主義明確區分為世俗型

(secular type)、宗教型(religion-based type)、單一議題型(single-issue type)、犯罪型(crime type)

和古怪型(quirky type)等 5 種基本類型（Simon, 2013），將有助於對獨狼式恐怖主義不同

形態的瞭解。說明如下： 

一、世俗型獨狼：此類型的恐怖份子往往因政治、種族/民族主義或分離主義等原因製造

暴力襲擊。例如，1995年4月製造俄克拉荷馬城爆炸案的麥克維(Timothy Mcvigh)，

該事件共造成168人死亡，超過800 人受傷，麥克維因對美國政府處置大衛教的手

法不滿而作案。2011年製造挪威首都粵斯陸及烏拉亞島爆炸，並槍殺77名夏令營學

員的槍手安德斯.貝林布.雷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可歸於此類型。但是，此類型

獨狼式恐怖主義與傳統的組織型恐怖主義有許多重疊或混淆的地方，到底恐怖活動

事件是否為恐怖份子個人政治的意識或種族的認同，還是背後存有政治團體或種族

組織的洗腦與指使，實務上很難就個案予以明確的判斷。 

二、宗教型獨狼：此類型的恐怖份子具有宗教極端主義的傾向。例如在2009年11月5日在

美國德克薩斯州胡德堡基地開槍打死14人的哈桑（Nidal Malik Hasan）少校，深受葉

門基地組織的精神領袖安瓦爾·奧拉基的影響；2012年3月19日在法國圖盧茲北部厄

扎爾·哈圖拉猶太學校門口向等待學校開門的家長和學生開槍掃射，造成4人死亡槍

手24歲的阿爾及利亞裔法國人穆罕默德.梅拉赫(Mohamed. Merah)，恐怖份子疑似穆

斯林教反猶太份子。同樣的，此類型獨狼式恐怖主義與傳統的組織型恐怖主義亦有

許多重疊或混淆的地方，到底恐怖活動事件是否為恐怖份子個人的意識或宗教的信

仰，還是背後存有宗教組織或團體的支持與指使，亦難就個案予以判斷。 

三、單一議題型獨狼：此類型的恐怖份子發動襲擊多因為某個具體議題，實現個人意識

或認知的信仰，如墮胎、保護動物及環保問題等。例如 1996 年 38 歲的埃里克·魯道

夫（Eric Robert Rudolph）在亞特蘭大奥運會期間，在墮胎診所二處安置了炸彈，當

時的爆炸造成 2 人死亡、約 150 人受傷。此類型的恐怖份子發動襲擊多為個人意識

與信仰的自私行為，與一般具有個人動機的犯罪行為頗為類似，其與一般犯罪最主

要的差別在於該犯罪的標的與個人主張的議題是否相關，或是否造成重大人員傷亡

及設施的破壞。 

四、犯罪型獨狼：此類型的恐怖份子主要是為了金錢和個人貪慾而作案。例如美國歷史

上第一起客機空中爆炸事件發生於 1955 年，23 歲的約翰·吉爾伯特·格拉漢姆(John 

Gilbert Graham)將幾個炸藥雷管和一個定時裝置放在他母親的行李中，格拉漢姆希望

拿到他母親的 3.75 萬美元保險金，結果包括他母親在內 44 人在空難中死亡，該事

件震驚了美國。但是，此類型獨狼式恐怖事件容易與一般犯罪案件混淆，必須就其

犯罪行為、過程及造成傷害的範圍加以認定；一般而言，獨狼式恐怖份子多具有心

理障礙或特異行為，選擇公共活動場所或民眾聚集地方進行攻擊，一旦發生大都造

成重大人員傷亡或設施破壞，而一般犯罪行為大都偏向個人自私需求的動機或黑道

幫派組織的行為，對特定的標的進行擄人勒贖、聚眾恩怨報復或破壞等方式，所造

成人員傷亡或設施破壞相對較小。 

五、古怪型獨狼：此類型的恐怖份子往往是源於嚴重的性格或心理問題。例如 1974 年

穆哈雷姆·科伯哥維奇在洛杉磯國際機場製造爆炸，他認為所有移民、歸化和性別法

律違憲，此人患有精神分裂症；2012 年 7 月 20 日在美國科羅拉多州奧羅拉市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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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院的蝙蝠俠：黑暗騎士崛起的首映場所發生慘案，24 歲嫌犯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朝觀眾射擊，造成至少 12 人死亡，約 58 人受傷，而獨自策劃和犯案的詹

姆斯·霍姆斯是一名靦腆的研究生，整天沉迷電腦的網路遊戲，意圖與外界隔绝，當

他愈是感到孤獨，就愈是沉醉於角色的扮演。史帕埃之 (Spaaij)認為，心理狀況是

獨狼式恐怖主義的關鍵因素，大都獨狼式恐怖分子具有心理障礙、特異性及社會偏

離等特質(Spaaij,2012)，這意味著此類型恐怖分子在社會適應不良下，導致獨自進行

暴力的行為。但是，此類型恐怖事件非常容易與一般犯罪案件混淆，其與一般犯罪

最主要的差別在於該犯罪份子個人特質，或該事件是否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及設施的

破壞。 

    綜合上述，本文認為學者西蒙將獨狼式恐怖主義明確區分為世俗型、宗教型、單一

議題型、犯罪型和古怪型等 5 種基本類型，有助於對獨狼式恐怖主義不同形態的瞭解。

但是，西蒙所提出的 5 種基本類型，其個別具備的因素有些為共通性，以致單一事件可

能同屬二個類型；其次，獨狼式恐怖主義為一新興型犯罪方式，與一般犯罪案件或組織

型恐怖主義仍有許多重疊或混淆的地方。因此，本文認為要認定個案發生的事件是否為

獨狼式恐怖主義，仍需依據獨狼式恐怖主義的定義及恐怖分子的特性等標準進行比較分

析，才能有助於正確的認定。 

 

參、國際間重大獨狼式恐怖主義分析 

一、歐美國家獨狼式恐怖主義興起原因 

美國 911 事件發生後，在國際社會高壓打擊下，恐怖勢力逐漸轉向本土化、小型化，

規避打擊。蓋達組織等基地大約三分之二的領導層成員被擊斃或抓獲，不再有大規模組

織能力；反之，單兵作戰式恐怖活動成為其不得已的新戰略、新戰術。相對於具規模的

組織恐怖活動，獨狼式恐怖活動風險更小，因為他們通常不屬於某一個受到監視的特定

恐怖組織，與外界交往少，更難被監測發現，甚至絲毫不會引人注意（Gordon, 2011）。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米勒指出（胡光曲，2013），本土恐怖勢力的威脅與國際恐怖組織

同等重大；美國總統歐巴馬將這類恐怖事件稱之為獨狼式恐怖活動，他警告美國最有可

能面臨的恐怖威脅不再是類似 911 事件大規模的組織性襲擊，而是實施獨狼行動的大規

模屠殺。 

傑弗里.西蒙博士(Jeffrey D. Simon)指出， 獨狼式恐怖主義在歷史上早已存在（Simon, 

2013），例如 1920 年在紐約發生的世界上首例汽車炸彈爆炸事件、1955 年的美國客機

空中爆炸，以及 2001 年的炭疽郵件事件等。同時，馬克·哈姆(Mark S. Hamm)也認為（Hamm, 

2007），獨狼式恐怖主義在美國已有相當長的歷史（Hamm, 2007），製造的襲擊類型眾多，

例如 1901 年美國總統威廉·麥金利的遇刺事件、1960 年代暗殺馬丁·路德·金和羅伯特·肯

尼迪事件、1970 年代的系列謀殺、爆炸和飛機劫持事件，以及 20 世紀 80 年代和 90 年

代墮胎診所爆炸案及種族暴力事件等。 

就歐洲而言，經濟衰退是獨狼式恐怖活動存在最深層的根源。由於歐洲的經濟不景

氣，社會對移民的排斥，客觀上給予排外的民族主義、沙文主義再度的興起。更由於恐

怖組織基地在歐洲做大，引起歐洲人民反彈，讓右翼思潮快速漫延（Eby, 2012）。近年

來，以反移民、反全球化為主要目標的歐洲極右勢力快速擴張，已對歐洲主流民意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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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移默化的重大影響，即歐洲社會對移民特別是穆斯林移民的偏見已經根深蒂固，種族

問題加劇了徘徊在社會邊緣的少數族裔，投入恐怖主義的懷抱，根據專家分析認為，由

於這些群體的失落，最終釀成社會的恐怖活動(Spaaij,2012)。 

獨狼式恐怖主義的形成和存在，在歐美西方社會具有比較充分的社會條件（中國社

會科學院，2013），其主要原因包括：1.實施恐怖襲擊的獨狼多是歐美公民，但在意識

形態和價值觀上並不接受西方主流的基督教文明；2.移民生活背景具有重要的影響；3.

西方國家內部極右翼思潮的上升，在歐洲社會有兩種極端思潮在碰撞，一為伊斯蘭極端

主義，另一是以反移民為主的極右翼思潮。這兩種力量若進一步發展，有可能導致歐洲

社會的分裂，致使極端主義、民族沙文主義重新崛起；4.武器管制不嚴、槍支氾濫，使

得獨狼式恐怖主義從技術上變為可能。 

其次，傑弗裡.西蒙博士(Jeffrey D. Simon)認為，網際網路讓獨狼份子如虎添翼，任

何一個國家或地區發生恐怖事件，都將經由媒體及網路快速且詳細的傳播到全球，有心

人士可以從網路取得相關恐怖過程的詳盡資訊（Simon, 2013）；如果恐怖份子能夠輕鬆

合法地獲得武器，或從媒體網路得到製作爆炸物相關資訊，並可容易取得製造爆炸物材

料下，複製法國圖盧茲、科羅拉多電影院的槍殺悲劇已不是不可能的事。 

  此外，根據相關研究顯示（Bergen and Hoffman，2010），恐怖份子採取獨狼式恐怖

攻擊的理由，包括：1.成本效益是恐怖份子主要的考量，生手的恐怖份子可以快速的學

習攻擊相關知能，並有可能立即可以成功；2. 獨狼式恐怖活動是廉價的，整個攻擊過程

作業費用可能只需要幾千美元；3. 獨狼式恐怖攻擊策略，可以採取多點式攻擊，取代長

時間持續的活動；4.獨狼式恐怖攻擊很容易規劃與操作，將可以持續發展小範圍規模攻

擊活動。 

綜合以上分析，歐美國家獨狼式恐怖主義快速興起與蔓延，可以歸納以下幾個主要

的原因，包括：1.美國 911 事件發生後，國際社會 10 多年的高壓打擊下，國際恐怖組

織再難像過去一樣發動跨國襲擊，恐怖勢力逐漸轉向本土化、小型化，規避打擊；2.歐

洲的經濟不景氣，社會上對移民的排斥，客觀上給予排外的民族主義、沙文主義再度的

興起；3.歐美國家武器管制不嚴、槍支氾濫，使得獨狼式恐怖主義從技術上變為可能；

4.獨狼式恐怖活動隨機性更高、更易於隱蔽，且襲擊目標不確定，難以被發現和追蹤；

5.獨狼式恐怖活動成本效益高，整個攻擊過程作業費用可能只需要幾千美元，可以快速

的學習，並有可能立即可以成功；6.網際網路的盛行，讓恐怖份子能夠輕鬆地獲得武器，

或從網路得到製作爆炸物相關資訊，並可容易取得製造爆炸物材料等。 

二、國際間重大獨狼式恐怖主義特性分析 

獨狼式恐怖主義的類型雖然多元複雜，惟仍具有一些共同的特性與根據規則可供依

循。本文將從近年國際間發生的重大恐怖事件中，根據前述獨狼式恐怖主義定義及獨狼

式恐怖分子特質判別，具類同獨狼式恐怖主義或已被國際間認定者，且造成人員重大傷

亡及災害，為國際間媒體廣為報導的案件，選擇2011年發生在挪威首都粵斯陸及烏拉亞

島爆炸槍擊事件、2012年法國圖盧茲北部厄扎爾哈圖拉猶太學校門口連環槍擊事件、美

國紐約蝙蝠俠首映電影院槍擊事件及2013年美國麻薩諸塞州波士頓科普里廣場馬拉松

爆炸事件進行分析，探討其共同特性，並彚整如表3。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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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挪威爆炸槍擊事件 

2011 年 7 月 22 日，挪威首都奧斯陸市中心遭炸彈襲擊，造成包括首相辦公室在內的

多座政府大樓嚴重受損；當天不久時間，一名槍手偽裝成警察向奧斯陸于特島一青年營

地內的集會者肆意開槍，兩起事件共造成至少 80 人死亡。 

  根據挪威國家媒體報導（陳卓筠，2013），兩起事件的製造者是 32 歲的安德斯·貝

林·布雷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他是土生土長，長著一頭金髮和藍眼睛的北歐挪威

人。警方確認他與國際恐怖主義組織毫無關係，從未接受過穆斯林極端主義思想，但有

基督教極端主義傾向，屬於極右派行動成員，自 2005 年就加入挪威右翼政黨挪威進步

黨，屢次在網上發表強烈的國家主義言論，批評挪威的移民政策太過寬鬆，反對不同背

景的人生活在一起，可能是為了報復挪威執政黨。 

(二)、法國連環槍擊事件 

    2012 年 3 月 19 日，一名騎摩托車、戴頭盔的槍手 24 歲的阿爾及利亞裔法國人穆罕

默德.梅拉赫(Mohamed. Merah)，在法國圖盧茲北部厄扎爾·哈圖拉猶太學校門口，向等待

學校開門的家長和學生開槍掃射，造成 4 人死亡，其中有 3 名兒童。兇手梅拉赫自稱是

基地組織成員，然而梅拉赫在實施行動時並沒有幫手，完全是獨自作案。 

根據法國南方網，2012）歐洲受經濟和債務危機影響，經濟不景氣，失業率居高不

下，治安狀況惡化，這些都給極端思想以滋生的土壤。從媒體披露的資料來看，梅拉赫

是阿爾及利亞籍的法國人,自稱屬於恐怖基地組織。梅拉赫從小就是個問題少年，曾先後

15 次因犯法被警方拘留或扣押，就在被警方圍捕前一個月，還在警局遭到扣押。 

梅拉赫曾想參軍服役，但因其過去不良紀錄沒有實現願望；後來，他自費先後到阿富汗

及巴基斯坦邊境地區加入基地組織，並接受短期培訓。 

梅拉赫承認發生在圖盧茲針對軍人及校園兒童的三起殺人案都是他一人所為，對自

己的殺人行為毫無悔意，稱其唯一的遺憾是沒有槍殺更多的人，因為他要為巴勒斯坦的

受害兒童報仇，也要報復法國政府禁止阿拉伯婦女佩戴蒙面頭巾的決定。更令人震驚的

是，梅拉赫承認還要繼續以軍人為目標製造槍殺事件，並為此已進行了很多準備，針對

校園學生的槍殺原本是想找個軍人或警察為目標，因為沒有碰到合適對象，才將槍口對

準了校園。 

(三)、美國蝙蝠俠首映慘案 

2012 年 7 月 20 日，美國科羅拉多州奧羅拉市一家影院的《蝙蝠俠：黑暗騎士崛起》

首映場所發生慘案。24 歲嫌犯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朝觀眾射擊，造成至少 12

人死亡，約 58 人受傷。而獨自策劃和犯案的詹姆斯·霍姆斯是一名靦腆的研究生，是科

羅拉多大學丹佛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in Denver)的博士生，之前畢業於加州大學河

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神經科學系。 

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官員表示（周勇進，2013），詹姆斯平時深居簡出，很少與人

交往，熱愛角色扮演型的網路遊戲，卻没有參與臉書(facebook)、MSN 等社交網站，幾

乎無任何社交活動。根據美國媒體報導，他的鄰居表示，詹姆斯的住所窗帘一直緊閉，

晚上從不開燈；他的同學、同事表示，難以置信文静的詹姆斯會犯下如此滔天大罪；但

是詹姆斯的母親直覺判断，自己的兒子就是兇手，因為詹姆斯在案發前，曾郵寄一個包

裹至科羅拉多大學一位精神病學家，詳述他的屠殺計畫，此外霍姆斯在公寓中安装了複

雜的爆炸設備，案發後才被警方安全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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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國際重大獨狼式恐怖事件分析表 

事件名稱 挪威爆炸槍擊事件 法國連環槍擊事件 美國蝙蝠俠首映慘案 美國馬拉松爆炸事件 

時間 2011/07/22 2012/03/11-19 2012/07/20 2013/04/15 

地點 挪威首都粵斯陸及烏拉

亞島。 

法國圖盧茲北部厄扎爾

哈圖拉猶太學校門口。

美國紐約蝙蝠俠首映電

影院。 

美國麻薩諸塞州波士頓

科普里廣場。 

恐怖份子 32 歲挪威人安德斯.貝

林 布 . 雷 維 克 (Anders 

Behring Breivik)。 

24 歲阿爾及利亞裔法

國人穆罕默德.梅拉赫

(MohamedMerah)。 

24 歲美國科羅拉州丹

佛大學神經科學博士研

究 生 詹 姆 斯 . 霍 姆 斯

(James Holmes）。 

26 歲的塔米爾南.沙尼

耶夫(TarmerlanTsarnaev)

和 19 歲的喬卡.沙尼耶

夫 (Dzhokhar A . 

Tsarnaev)兄弟。 

使用工具 自製炸彈及合法持有槍

支。 

持有槍支。 催淚瓦斯、步槍、獵槍

及二支手槍。 

二個裝滿鋼珠及金屬碎

片炸彈。 

發生經過 挪威政府大樓、財政大

樓及世界之路報社爆炸

受破壞，造成 8 人死

亡，30 人受傷；2 個小

時後，槍擊烏拉亞島參

加挪威執政工黨舉辦青

年團人群，造成 69 人死

亡，66 人受傷。 

2012 年 3 月 11 日及 14

日在法國圖盧茲及蒙拉

邦市騎機車槍殺軍人，

造成 3 人死亡，1 人重

傷；3 月 19 日在圖盧茲

猶太學校門口槍殺學生

及家長，造成 4 人死

亡，其中 3 人為兒童。

一名蒙面槍手向世紀劇

院正在觀看蝙蝠俠影片

的觀眾掃射，並投擲一

枚催淚彈。 

在美國波士頓第 117 屆

馬拉松大賽費爾蒙科普

利廣場酒店終點觀禮台

附近觀眾區及一家體育

用品店放置二顆炸彈，

二者相隔只有 100 公

尺，12 秒間先後爆炸。

造成災害 共造成 77 人死亡，百人

受傷，政府及報社大樓

損毀。 

共造成 7 人死亡，1 人

重傷。 

共造成 12 人死亡，59

人受傷。 

共造成 3 人死亡，183

人受傷，17 人情況危

急。 

是否與國

際恐怖組

織有關 

與國際恐怖組織無關，

個人有基督教極端主義

傾向。 

2010 年及 2011 年二次

前往阿富汗基地接受組

織訓練，疑似穆斯林教

反猶太份子。 

無法證明此事件與國際

恐怖主義存在的關係。

無法證明此事件與國際

恐怖主義有關，恐怖份

子 表 示 想 捍 衛伊 斯 蘭

教。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周勇進，「獨狼式恐怖主義為何兇猛？」，南方都市報(廣東)，2013 年 5 月 6 日，
﹤http://www.nfmedia.com﹥；南方網編輯，「揭秘蝙蝠俠案犯罪心理角色扮演的悲劇」，南方
網 (廣東)，2012 年 8 月 7 日，﹤http://www.xinli001.com﹥。；胡光曲編輯，「獨狼式恐怖主義
兇猛來襲：歐美需反思其源頭」，華夏經緯網 ( 北京)，2013 年 5 月 30 日，﹤http://www.huaxia.com
﹥；現代快報編輯，「恐怖主義進入“獨狼”時代：想做就做風險更大」，現代快報 (南京)，
2013 年 5 月 27 日)，http://www.dsqq.cn﹥；陳卓筠，「一個人的軍隊：獨狼緣何兇猛」，新浪
網 (北京)，2013 年 5 月 6 日，﹤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30506/9530260.html﹥。 

 

根據媒體報導（陳卓筠，2013），詹姆斯在大學期間一直接受心理輔導，心理學家

表示詹姆斯不與外界交流，没有朋友，整天沉迷電腦的網路遊戲，意圖與外界隔绝，進

入他所喜歡的各種遊戲角色劇情中，越是相信自己活在劇中，所能獲得的安全感、愉悦

感就越大，慢慢地對自己深度催眠，以為自己就是劇中的某個人物。當他愈是感到孤獨，

就愈是沉醉於角色的扮演，而當要抽離角色面對現實生活時，他會面臨更大的壓力，長

期下來就形成惡性循環。因此，詹姆斯之所以選擇這樣行兇，因為此方式類似恐怖襲擊，

可以引起社會的關注。 

(四)、美國馬拉松爆炸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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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發生於 2013 年 4 月 15 日北美東區時間下午 2 時 50 分，

位在美國麻薩諸塞州波士頓科普里廣場。有兩枚炸彈分別於終點線附近觀眾區及一家體

育用品店先後引爆，兩個地點相隔距離只有 100 公尺，12 秒間先後爆炸，造成 3 人死亡，

183 人受傷，17 人情況危急。爆炸案發生前沒有任何組織或個人發出警告，發生後也未

有人或組織聲稱對這次爆炸負責。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調查，嫌犯為在美國已合法居住

10 年之久的 26 歲的塔米爾南·沙尼耶夫（TamerlanTsarnaev）和 19 歲的喬卡·沙尼耶夫

（Dzhokhar A. Tsarnaev）兄弟檔。 

根據媒體報導（現代快報，2013），這對兄弟沒有犯罪前科，是其父親眼中的天使，

家族長輩均表示：無法相信自己的侄子會做出這種事情。根據波士頓警方調查，確定這

對兄弟的恐怖襲擊行爲屬於自主策劃，並未受到美國國内恐怖勢力或海外恐怖組織的指

使。美國戴頓大學恐怖主義研究專家馬克·恩薩拉科認爲，兩名疑犯不像與車臣武裝組織

有連繫，可能是患有心理問題的獨狼，這是獨狼作案的變體。二位嫌犯移民到美國，卻

無法融入美國社會，心中窩藏著怒火，可能對自身認同感持有強烈懷疑，自覺需要用戲

劇性的事件來證明自己的存在。 

由表2.分析結果顯示，獨狼式恐怖份子攻擊的標的，大都選擇特定眾人活動的場所，

例如政府機關大樓或學校、特定的活動場所；攻擊時間非選擇特定週末假日，攻擊武器

大多使用槍械及爆炸物，以上結果與查爾斯.伊比(Charles A. Eby)針對美國 2001-2011 年

53 個獨狼式恐怖份子攻擊事件的研究結果頗為符合（Eby, 2012）；而表 2.四件個案中，

恐怖份子最大年齡 32 歲、最小年齡 19 歲，並均造成人員重大傷亡及設施的破壞，這些

結果與查爾斯.伊比(Charles A. Eby)的研究結果有頗大的差異。查爾斯.伊比的研究結果認

為，獨狼式恐怖份子年齡與攻擊成功的機率成正比，攻擊者年齡中位平均在 41 歲者成

功機率高，年齡中位平均在 27 歲者成功機率偏低，主要與獨狼式恐怖份子耐心與經驗，

以及選舉的武器及攻擊的標的有關；其次，四個案例中，有 3 件屬宗教型獨狼及 1 件屬

古怪型獨狼，這項結果與史帕埃之 (Spaaij)認為，最近的獨狼式恐怖主義具有不知的文

化與家族心理因素(Spaaij,2012)，頗為符合。 

綜合上述四項重大事件分析，本文歸納獨狼式恐怖主義具有以下的特性：1.恐怖份

子為個人或少數人行為；2.恐怖活動偏向本土化，恐怖份子為本國籍或己歸化當地國人

士；3.恐怖份子作案多因宗教極端主義的信仰、對社會或生活的不滿、個人主義思想及

心理疾病等因素；4.大多使用合法持有槍支及自製的爆裂物；5.選擇特定的組織及標的

物，或隨機選擇民眾集會或聚集的場所；6.大多自媒體或網路取得或學習相關攻擊計畫

及武器製造等相關資訊與技術，部分由國際恐怖基地提高資訊；7.恐怖活動的規模雖不

如組織型恐怖活動，但仍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對當地政治、經濟造成動盪，人民嚴重的

恐慌；8.恐怖活動的行動與國際恐怖組織多無直接的相關。 

 

肆、我國獨狼式恐怖主義發生的可能性與因應策略 
汪毓瑋(2013)從獨狼的轉變與行為進行理論的分析，將獨狠式恐怖主義歸類為兩個

範疇:一是基於從上而下的途徑，從政治、經濟、社會甚至演化的環境中，探討恐怖分子

產生的根源；另一則是基於由下而上的途徑，分析個人或團體轉變成為恐怖主義的特徵。

我國迄今尚未有證實發生類似歐美國家的獨狼式恐怖主義，但是在 2014 年 5 月 21 日發

生在台北捷運板南線的 21 歲鄭捷隨機殺人事件，造成 4 死 21 傷的慘劇，全國震驚；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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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12 日發生擔任律師的胡宗賢以及朱姓計程車司機，接連在高鐵車廂和立委盧嘉

辰服務處放置行李炸彈事件，而放置的地點為大眾集會場所及大眾運輸工具，幸未引爆

而未造成重大災害。同年 9 月 30 日桃園機場貨運站查獲，兩箱進口快遞 40 枚已安裝引

信、隨時可引爆的硝甘結合 TNT（黃色炸藥）的炸彈，這批總重達 20 公斤的炸藥，經

檢驗內含 TNT（成分三硝基甲苯）及百分之百的硝化甘油成分；根據媒體報導，一公斤

的 TNT 炸藥就足以炸毀一輛汽車，20 公斤的炸藥其爆炸威力非同小可，只要啟燃引信

引爆，立即就會造成大量人員傷亡（邱俊福，2013）。從上述事件及我國目前所處的內

外環境來看，仍然必須提高警覺及儘早做好預防措施，才能避免類似事件所造成社會的

危害。本節僅就可能促成獨狠式恐怖主義發生的內外環境因素及因應策略，說明如下： 

一、外在的威脅 

近年來，歐美及中東地區發生獨狼式恐怖事件愈來愈頻繁，每次事件的發生媒體都

作詳盡的報導，網路更是詳述作案的過程及犯案工具的來源與製作，這些資訊都為有心

人士提供學習與運用的機會，傑弗裡.西蒙博士(Jeffrey D. Simon)認為，網際網路讓獨狼

份子如虎添翼（Simon, 2013）。其次，我國隨著國際化及多元化的發展，國際人士進出

台灣旅遊或短期工作的人數持續成長，其中可能隱藏著恐怖組織份子或是思想極為偏差

的激進份子，這些人士可能從事散播激進的思想或破壞的活動。再者，由於兩岸關係的

改善，兩岸人員來往與貨物流通愈來愈頻繁，雖然帶來和平的訊息與經貿發展的機會，

但是兩岸仍未解除政治與軍事的對立，一旦兩岸關係緊張時，不無可能運用獨狼式恐怖

破壞活動；更由於我國採取精兵政策，海防逐漸放鬆，兩岸走私活動愈來愈頻繁，以及

海空貨運的便捷，都有利有心人士槍械及爆炸原料進入台灣。 

二、內部的隱憂 

獨狼式恐怖主義可區分為世俗型、宗教型、單一議題型、犯罪型和古怪型等5種類

型（Simon, 2013）。就台灣社會而言，宗教信仰非常多元開放，且各宗教長期以來都能

互相尊重，降低了宗教型恐怖主義發生的可能；但是台灣長期存在兩岸關係及國家認同

的議題，且近年來國內經濟發展受到國際環保及產業政策的影響，人民感到生活愈來愈

困難，增加了心理的鬱悶與憤怒，這上因素都有助於世俗型、單一議題型、犯罪型和古

怪型獨狼式恐怖主義的形成。 

近廿餘年來，台灣政治民主的發展，受到國際的推崇，人民也獲得更多的自主權與

人權的保障。但是，台灣受到兩岸特殊關係的影響，處在一個非常特殊的國家地位，讓

國內一直處有統獨兩極的衝突，一旦激進份子受到鼓動或個人思想過於偏激，將可能產

生激烈的恐怖行動。其次，台灣政黨政治的發展，落實了民主政治，但是政黨政治尚未

達到成熟階層，政黨間未在民主的軌道上競爭，朝野間為了個別利益，採用激烈抗爭或

鼓勵民粹等手段，再加上媒體的推波助瀾，不僅對社會價值產生重大的影響，將為社會

恐怖活動隱藏了不定時炸彈。 

廿年前，台灣錢淹腳踝，經濟成長為亞洲四小龍（台灣、香港、新加坡、韓國）之

首，為全球經濟發展的典範，今日經濟成長已落入四小龍之末，廿餘年國民實質所得未

提升。更因2007年底美國發生次級房貸危機，引發2008年美國連動債金融風暴，快速漫

延到全球，而台灣為外貿導向淺碟型經濟國家，受到波及影響最大，2009年台灣經濟成

長降為負1.93％、失業率升至5.85％、國民所得維持在1萬6,353美元；2010年由於兩岸政

策的穩定及全球稍有復甦，經濟成長率在前一年低基期下達到10.88％、失業率降至5.21

％，國民所得升至1萬8,588元，得到暫時的喘息；接著，歐洲2010年又發生主權債信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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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擴大全球經濟風暴，迄至2012年已擴及到中國、印度、巴西及俄羅斯等金磚四國，

美國、歐洲、中國等為台灣主要經貿國家，致台灣2011年經濟成長率降到4.03％，2012

年台灣經濟成長率滑到1.32％，根據中華經濟研究院(2013)最新預估，2013年全年經濟成

長率為2.01％，較2012年之1.32％成長0.69個百分點，2014年經濟成長率預期超過3%，但

大多數人民內心仍感到非常鬱卒，社會上存在許多邊緣人、失業者、弱勢族群，或者思

想極為偏差的激進份子，這些人士早已對政府及相關作為存有不滿，若被有心人利用或

個人心理因素，亦可能在我國境內進行攻擊破壞的行動。 

根據學者研究分析表示（陳卓筠，2013），獨狼式恐怖主義的產生有著深層的政治、

經濟、社會及宗教等因素，其中不可忽視的是政治或宗教信仰等所帶來的心理創傷及播

下的仇恨種子，也可能因個人遭遇所產生報復社會的心態。由於獨狼式恐怖活動具有本

土化、小型化、成本低及不易防範等特性，學者認為與其佈下天羅地網，人人自危，不

如多關注大環境所延伸的社會問題，從根本預防此類型恐怖主義的滋生。儘管此類型恐

怖主義難以防範，但美國為了遏制此類獨狼份子，2009 年美國聯邦調查局設立了一個

25 人小組，研究獨狼型恐怖份子的行為和性格；美國國土安全部發起一項名為“如果你

看到就通報”（If you see, immediately bulletin）的行動，鼓勵民眾發現可疑情況立即通報。

為遏制事件發生，2012 年 6 月美國洛杉磯警察局宣佈擴大使用犯罪預測網絡軟體，經由

蒐集大量數據進行分析，推估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最容易發生犯罪，洛杉磯警察根據

網絡軟體的預測，加強高危區巡邏，降低了偏差人士犯罪行為。 

獨狼式恐怖主義迅速的發展，導致許多國家加速相關情報的蒐集與反恐策略的因應，

但相對的卻漸漸出現人權與國家安全間的拉鋸平衡，對於政府而言，制定相關反恐策略

必須顧及基本的人權；在現今民主社會中，人民的自由權利不應受到政府強硬的干預。

張福昌指出，防制獨狼恐怖主義並沒有「一體適用」(One Size Will Fit All)的措施，因為

每個獨狼恐怖份子都有個人化的意識型態與動機差異性頗大，要防止個人暴力激進實為

不易；他認為因應孤獨式狼恐怖主義的防制措施大概有三種：包括法律措施、加強維安

及情報蒐集及網路監控。汪毓瑋(2013)研究指出，政府處理獨狼式恐怖分子之問題，有

所謂的「壓制行動」，例如犯罪調查、增加安全與監視等，但是必須承認此等執法的解

決方案仍不完善，因所謂「和解回應」與「壓制行動」配合，俾能達成更佳的因應效果。 
因此，本文根據學者專家的建議及美國反恐做法的經驗，提出長短期因應策略，短期宜

積極從建立社會防恐意識、加強資訊情蒐偵防、杜絕槍械爆裂物來源、輔助社會邊緣偏

激份子及健全防恐救災體系等方面著手；長期應從政治、經濟根本解決獨狼式恐怖主義

滋生的問題。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強化社會防恐意識：獨狼式恐怖活動具有本土化、小型化、成本低及不易防範等特

性，有賴全民共同參與，建立全民防恐意識。根據查爾斯.伊比(Charles A. Eby)的研

究表示，鄰里族群多樣性，可能導致偏差人士的隔離、疏遠與邊緣化，恐怖份子容

易生存（Eby, 2012），各級政府可以仿傚美國〝如果你看到或聽到就通報”的行動，

鼓勵民眾關心自我周邊的事務及人士，或鼓勵民眾在社交網路上如 Facebook、Twitter

等，發現可疑傳播資訊主動檢舉，才能防止獨狼式恐怖活動的發生或降低災害程

度。 

二、加強資訊情蒐偵防：網路詳述作案的過程及犯案工具的製作資訊，是恐怖份子吸取

相關知識的來源。根據傑弗裡.西蒙(Jeffrey D. Simon)對獨狼式恐怖份子研究，他們

經常運用網路蒐集作案相關的資訊及資訊的傳播，將有利於情治單位透過網路情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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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 2013）；其次，根據查爾斯.伊比(Charles A. Eby)的研究，獨狼式恐怖份子

攻擊的標的，大都選擇特定眾人活動的場所（Eby, 2012），例如政府機關大樓或學

校、特定的活動場所；攻擊時間非選擇特定週末假日。根據美國洛杉磯警察的統計

（陳卓筠，2013），平日情治單位針對民眾出入頻繁的場所及重大集會的地點，加

強情蒐偵防及現場的巡邏，都將有助於降低事件的發生。 

三、杜絕槍械爆裂物來源：根據本文針對國際獨狼式恐怖事件的分析，槍械及爆裂物是

恐怖份子主要使用的工具。我國未開放私人擁有合法的槍械，但由於我國採取精兵

政策，海防逐漸放鬆，兩岸走私活動愈來愈頻繁，以及海空貨運的便捷，都有利有

心人士槍械及爆炸原料進入台灣，社會上非法的槍械製造與走私已愈來愈猖獗，且

爆裂物製造的原料及資訊來源愈來愈容易，都有利獨狼式恐怖份子的取得與運用。

首先，情治及海關單位加強情蒐與打擊，杜絕槍械爆裂物來源；其次，必須建立爆

裂物上游原料銷售及通報系統。根據史帕埃之 (Spaaij)研究發現，獨狼式恐怖份子

使用爆裂物者，大都為預謀性攻擊，如果事前得到資訊將可有效制止(Spaaij,2012)。 

四、輔助社會邊緣偏激份子：獨狼式恐怖份子具有自我委屈、抑鬱、個人未解除危機等

特質。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認為，脫離群眾的份子比較容易變成

獨狼而犯下暴力的行為，群眾思惟將有助減輕個人心理的惶恐負擔，朝向個人道德

的抉擇（Zimbardo, 2004）。國際間一些國家政府已著手建立基層防範措施，關心那

些有疏離社會傾向的青少年，提前發現和監控這些潛在分子，防患於未然；我國雖

然已有法務、社會治安及教育單位針對行為偏差青少年建立輔導機制，但針對社會

邊緣及思想極度偏激份子關心，仍有很大努力的空間，應更強化其追蹤輔導機制。

史帕埃之 (Spaaij)認為，獨狼式恐怖主義者具有不知的家族心理因素，在保障人權

的前提下，有待政府醫療與社輔部門配合規劃建構社會安全體系，定期追蹤特殊心

理障礙族群，輔導其融入社會健康的生活(Spaaij, 2012)。 

五、 健全防恐救災體系：獨狼式恐怖事件將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及設施破壞，事前的預防

更重於事後的補救；但一旦發生必須要有快速移救災體系。近年來，我國配合國際

間防恐活動及因應國內重大事件與天然災害，已建立治安與救災兩大體系，也已累

積相當豐富的經驗（邱吉鶴等、2002）。惟反恐行動必須縱橫連接治安與救災兩大

體系，才能發揮綜效；因此，例如兩大體系的分工整合、中央與地方的分工合作、

情蒐資訊的分享、快速的通報系統及明確的指揮體系，都有待持續的強化及平時的

演練。 

六、提升政治民主素養：安魯斯(Andrews)認為，政治對立是形成獨狼式恐怖主義主要原

因之一（Andrews, 2001）。台灣真正政黨政治發展才廿幾年，政黨選票導向，統獨

與歷史族群仇恨議題經常被操作；選舉小選區制度，候選人常運用地區性議題激化

選民對立氛圍；立法院或地方議會因政黨利益，運用意識形態操作特殊議題，造成

議事亂象及立委議事程序之遲延，甚至引致極端分子的不滿。期待政黨或民意代表

的自律，導向民主政治正軌，才能有利國家正常發展及社會的安定。其次，博比特

(Bobbitt)建議，賦予個人及少數政治狂熱份子意見表達的機會，將可緩和激進人士

社會適當不良的現象(Bobbitt, 2008)。因此，行政部門對民眾政策說明應更具說服力，

民意機關公聽會應讓少數極端者意見參與機會 

七、改善經濟提升人民所得：根據相關研究（Eby, 2012），國家經濟發展的停滯，將影

響社會的安定；長期經濟不景氣，人民對未來產生挫折，以致失業者、弱勢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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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邊緣人或思想極為偏差的激進份子隨著增加，而對政府、政黨的主張或措施，

以及企業責任等相關作為恆存不滿，形成社會治安的隱憂。期待政府相關部門提出

明確的未來經濟發展圖像與策略方案，迅速強力推展，藉以恢復人民的信心。根據

學者主張，要防止獨狼式恐怖活動危害社會，不僅要加大反恐力度與水準，更應在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等問題努力，從根本上消除恐怖活動的滋生。 

 

伍、結論 
獨狼式恐怖主義的產生有著深層的政治、經濟、社會及宗教等因素，其中不可忽視

的是政治或宗教信仰等所帶來的心理創傷及播下的仇恨種子，也可能因個人遭遇所產生

報復社會的心態。獨狼式恐怖主義大多為實現某種政治主張或敵視社會而從事恐怖活動

的個體或小群體，他們不從屬於任何恐怖組織，一般都是單獨策劃和實施恐怖襲擊。其

次，西蒙將獨狼式恐怖主義明確區分為世俗型、宗教型、單一議題型、犯罪型和古怪型

等 5 種基本類型，將有助於對獨狼式恐怖主義不同類型的瞭解。 

本文經由國際間發生重大的獨狠式恐怖事件分析，歸納出獨狠式恐怖主義幾項特性 

，包括：1.恐怖份子為個人或少數人行為；2.恐怖活動具有本土化特性，恐怖份子為本

國籍或己歸化當地國人士；3.恐怖份子作案多因宗教極端主義的信仰、對社會或生活的

不滿、個人主義思想及心理疾病等因素；4.大多使用合法持有槍支及自製的爆裂物；5. 選

擇特定的組織及標的物，或隨機選擇民眾集會或聚集的場所；6. 大多自媒體或網路取得

或學習相關攻擊計畫及武器等資訊與技術，部分由國際恐怖基地提高資訊；7. 恐怖活動

的規模雖不如組織型恐怖活動，但仍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對當地政治、經濟造成動盪，

人民嚴重的恐慌；8. 恐怖活動的行動與國際恐怖組織多無直接相關。 

    獨狼式恐怖主義快速興起與蔓延，可以歸納以下幾個主要的原因，包括：1.美國 911 

事件發生後，國際社會 10 多年的高壓打擊下，國際恐怖組織再難像過去一樣發動跨國

襲擊，恐怖勢力逐漸轉向本土化、小型化，規避打擊；2.歐洲的經濟不景氣，社會上對

移民的排斥，客觀上給予排外的民族主義、沙文主義再度的興起；3.歐美國家武器管制

不嚴、槍支氾濫，使得獨狼式恐怖主義從技術上變為可能；4.獨狼式恐怖活動隨機性更

高、更易於隱蔽，且襲擊目標不確定，難以被發現和追蹤；5.獨狼式恐怖活動成本效益

高，整個攻擊過程作業費用可能只需要幾千美元，可以快速的學習，並有可能立即可以

成功；6.網際網路的盛行，讓恐怖份子能夠輕鬆地獲得武器，或從網路得到製作爆炸物

相關資訊，並可容易取得製造爆炸物材料等。 

    近年來，台灣經濟受到全球不景氣的影響，平均國民所得停滯、年輕族群失業率上

升，社會充滿對立與不安的氣氛，如再加上一些有心團體或個人的鼓動，將有利此類型

廉價的恐怖活動；此外，網際網路的迅速發展，也為獨狼式恐怖活動提供了快速獲得標

的、策略及武器等相關資訊。本文根據學者專家的建議及美國反恐做法的經驗，提出短

長期因應策略，包括：短期宜積極從建立社會防恐意識、加強資訊情蒐偵防、杜絕槍械

爆裂物來源、輔助社會邊緣偏激份子及健全防恐救災體系等方面著手；長期應從政治、

經濟面根本解決獨狼式恐怖主義滋生的問題。 

獨狼式恐怖主義為一受重視的議題，本文僅在有限參考文獻下進行探討，相關議題

仍有待學者專家進行深入研究。其次，本文因時間與資源限制，僅選擇近年重大事件四

個案例作為個案分析，研究結果恐有所偏頗，亦有待學者專家進行長時間歷史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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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瞭解獨狼式恐怖主義在全球發展的趨勢。 

 

  



獨狼式恐怖主義興起與因應策略之探討 
邱吉鶴 
                                                                                           

96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1] 中華經濟研究院(2013)。2013 年第 4 季臺灣經濟預測。臺北：中華經濟研究院，2013

年 10 月 15 日發佈，﹤http://www.cier.edu.tw﹥。 

[2] 中國社會科學院(2013)。國際形勢黃皮書-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2013)。北京：中國

新聞網，2013 年 10 月，﹤http://www.chinanews.com﹥。 

[3] 王宏偉(2011)。應對孤狼恐怖主義官僚模式的困境,第七屆「恐怖主義與國家安全」

學術暨實務研討會, 頁 11~18。 

[4] 王隆(2013)。航空警察局對於獨狼式恐怖分子防制策略之探討，台北：102 年度國

土安全論壇，頁 223-235。 

[5] 王崑義（2002）。美國的反恐怖主義與國際安全─兼論九一一事件以後臺海兩岸的

處境，遠景基金會季刊 (臺北)，3 卷 2 ，頁 150-151。 

[6] 李少軍(2002)。恐怖主義概念的界定(收錄恐怖主義溯源，王逸舟主編，北京：社會

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年9月，頁6。 

[7] 汪毓瑋(2013)。獨狼式恐怖分子之發展及防制策略之研究，台北：102 年度國土安

全論壇，頁237-254。 

[8] 邱吉鶴、卜正球、黃宏光(2002)。反恐怖危機處理機制之研究，臺北：行政院研考

會，頁 1-2。 

[9] 邱俊福(2013)。行李炸彈摻硝酸銨仿美汽車炸彈案，臺北：自由時報，2013 年 4 月

14 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 

[10] 周勇進(2013)。獨狼式恐怖主義為何兇猛？，廣東：南方都市報，2013 年 5 月 6 日， 

甲、﹤http://www.nfmedia.com﹥。 

[11] 南方網編輯(2012)。揭秘蝙蝠俠案犯罪心理角色扮演的悲劇，廣東：南方網，2012

年 8 月 7 日，﹤http://www.xinli001.com﹥。 

[12] 胡光曲編輯(2013)。獨狼式恐怖主義兇猛來襲：歐美需反思其源頭，北京：華夏經

緯網，2013 年 5 月 30 日，﹤http://www.huaxia.com﹥。 

[13] 殷禮明譯（1993）。恐怖活動：戰爭的最新面貌( 原著 Donald J. Hanle，Terrorism：

The Newest Face ofWarfare)，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3年3 月，頁119。 

[14] 現代快報編輯(2013)。恐怖主義進入“獨狼”時代：想做就做風險更大，南京：現

代快報，2013 年 5 月 27 日，﹤http://www.dsqq.cn﹥。 

[15] 陳卓筠(2013)。一個人的軍隊：獨狼緣何兇猛，北京：新浪網，2013 年 5 月 6 日， 

甲、﹤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30506/9530260.html﹥。 

[16] 陳雙環(2004)。當前中華民國反恐對策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戰略與

國際事務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17] 張福昌（2011）。歐盟內政與司法合作—反恐議題解析。台北:商務印書館,頁 96-119。 

[18] 張福昌（2012）。歐美本土恐怖主義的發展與因應策略，第八屆「恐怖主義與國家

安全」學術研討會, 頁 35－52。 

[19] 張福昌（2013）。孤狼恐怖主義與內部安全，第九屆「恐怖主義與國家安全」學術

研討會, 頁 17－33。 

[20] 楊士隆（2012）。犯罪心理學。台北:五南。  

[21] 楊士隆、王俸鋼(2013)。獨狼恐怖份子:特性、案例分析與防制對策，台北：102 年



人文社會類            健行學報 第三十五卷  第二期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第 97 頁 
Journal of Chien Hsin University, Vol.35, No.2 (2015) 

                                                                                            

97 

度國土安全論壇，頁 205－221。 

[22] 楊明杰等(2002)。恐怖主義根源探析，現代國際關係，第 1 期（2002 年 1 月），頁

54。 

[23] 福金(俄)(2002)，打擊恐怖主義需要國際合作，收錄《恐怖主義與反恐怖主義理論探

討》，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反恐怖研究中心主編，北京：時事出版社，頁 338。 

 

英文文獻 
[1] Andrews,L. （ 2001 ） .Motivations for terrorism.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StudentNewsletter. 
[2] Artiga, V.L.(2010).Wolf terrorism: What we need to know and what we needto do.San 

Jose：TAK Response Conference, pp.14-16. 

[3] Bakker, E., & de Graaf, B.(2010). Lone wolves: How to prevent this 
phenomenon?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ounter-Terrorism-The Hague, Expert Meeting 
Paper, pp.15-17. 

[4] Barnes, B. D.(2012). Confronting the one-man wolf pack: Adapting law enforcement 
and prosecution responses to the threat of lone wolf terrorism.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Vol.92, pp1614-1662. 

[5] Bates, R. A.(2012).Dancing with wolves: Today's lone wolf terrorists.The Journal of 
Public and Professional Sociology, Vol. 4, Iss. 1, Article 1 (2012).  

[6] Bergen, P., & Hoffman, B.(2010).Assessing the terrorist threat.A report of theBipartisan 
Policy Center’s National Security Preparedness Group. 

[7] Bobbitt, P.(2008).Terror and consent: The war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York:Anchor Books. 

[8] Davis, D. (2010)The Phineas priesthood: Violent vanguard of the Christian 
identitymovement.Santa Barbara, CA: Praeger. 

[9] Eby,C.A.(2012). The nation that cried lone wolf: A dated-driven analysis of individual 
terrori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9/11. Master of Arts in Security Studies, Naval 
Postgaraduate School, USA, pp.1-28. 

[10] Gordon, W.(2011).Lone-Wolf attacks pose biggest terror threat for western 
societies.National Underwriter. P & C (Sep 12, 2011): n/a. 

[11] Hamm, M. S. (2007).Terrorism as crime: From Oklahoma city to Al-Qaeda and Beyond. 
NYU Press. 

[12] Herman, E.(1983)The real terror network.Boston: South End Press, pp.11-70. 
[13] Hoffman, B.(2011).Inside terroris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4] Karson, S.(2001). It exposed America’s vulnerability.Monitor on Psychology, 

Vol.32,No.10 , pp.46. 
[15] Likar, L.(2011)Eco-warriors, nihilist terrorists, and the environment.Santa Barbara,CA: 

Praeger. 
[16] McCauley, C.,Moskalenko, S.,& Benjamin V. S.(2013).Characteristics of lone-wolf 

violentoffenders: a comparison of assassins and school attackers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Vol.7,No.1 (2013), pp.1-20. 



獨狼式恐怖主義興起與因應策略之探討 
邱吉鶴 
                                                                                           

98 

[17] Michael, G.(2012). Lone wolf terror and the rise of leaderless resistance. Nashvill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pp.155-157.  

[18] O’Connor, T.(2008) The criminology of terrorism. In: K. Borgeson/R. Valeri (eds.): 
Terrorism in America, Sudbury, MA: Jones & Bartlett, pp.17-42.  

[19] Ozeren, S., (2007).Understanding terrorism: Analysis of soc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aspects. Amsterdam: IOS Press. 

[20] Phillips, P. & Pohl, G.(2011)Economic profiling: Can economics provide behavioral 
investigative advice?Retrieved from:http://ssm.com/abstract=1858975. 

[21] Simon, J. D.(2013).Lone wolf terrorism-understanding the growing threat.Prometheu 
Books, 1St Edition. 

[22] Spaaij, R.(2010).The enigma of lone wolf terrorism: An assessment.Studies in Conflict& 
Terrorism,Vol.33, No.9 (2010), pp.854–870. 

[23] Spaaij, R.(2012).Understanding lone wolf terrorism: Global patterns, motivations, and 
Prevention.New York: Springer. 

[24] Walter Laqueur, op.cit.(2007).Terrorism.Bindwijze: Paperback, p.11. 
[25] Wilkinson, P.(1990).Terrorist targets and tactics: New risks to world order.Conflict 

Studies, pp.1-14. 
[26] White, J. R.(2012).Terrorism and homeland security.Seventh Edition. Belmont, CA: 

Wadsworth. 
[27] Zimbardo, P.(2004).A situationist perspective on the psychology of good and 

evil: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are turned into perpetrators.In A. G. Miller. 
 
 
 
 
 
 
 
 
 



人文社會類            健行學報 第三十五卷  第二期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第 99 頁 
Journal of Chien Hsin University, Vol.35, No.2 (2015) 

                                                                                            

99 

 

創新內衣典範之功能設計―探討女性中西式胸罩 

  
Create Women Bra xample for Funtion Design ―Analysis Bra bew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ountries 
  
 
 

莊佩儒 1 

Pei-Ju Chuang 
嶺東科技大學流行設計系 

碩士班研究生 

is18888@yahoo.com.tw 

李偉臣 2 

Wei-Chen Lee 
嶺東科技大學流行設計系 

助理教授 

 

 

摘  要 
 

   在 1995 年聯合國發展委員會(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

簡稱 UNDP)公佈了一項具指標性的報告，此一報告為性別權力測度(Gender 

mpowerment Measure ，GEM)，在報告中顯示女性在政治與經濟上參與程度及決

策影響的重要性，而全球由「女力」崛起所創造的美學經濟，更是令人不容小覷，

女性們逐漸攻佔了權力與財富的高峰，隱然是新的一波全球運動。在這個重視健

康與美麗的大環境下，天性愛美的女性們無所不用其極，張顯自己曼妙的體態，

而胸部的型體狀態更是健美造型必要的條件，其中胸罩與乳房的關係最為密切，

研究者在探究胸罩時意外發現，中國式肚兜與西方馬甲有著南轅北轍的差異，並

在兩個國度裡行之多年，遂引發研究者想探討兩者間的區別與影響，在研究過程

中發現兩者的胸罩結構對於乳房有著不一樣的原理，本研究並取兩者對於乳房的

優點，透過中醫與西醫的交叉病學理論分析乳房後，從中取其按摩乳房之原理運

用於女性胸罩結構上的改良設計，希望本研究設計能對女性的美學經濟市場建立

典範，讓女性不僅穿出美感也能穿出健康。 

 

關鍵詞：性別權力測度、美學經濟、健美造型、女性內衣、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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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1995,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was publish the Gender 
mpowerment Measure (GEM) says that the Female is strong enough to effect economic or 
Political, also no one can’t ignore the global Female power is strongly increase to creating 
Esthetics Marketing, Global nvironment also shows that Female is getting more rich and more 
power in the society. Moreover the environment are become health and pretty carefulness at 
moment, the Female instincts will try the best to prove their beautiful body and breast are the 
most impotant in health type of build. 

Relationship bra and breasts which most closely, the researchers found that when the 
accident inquiry bra, Chinese bra and Western-style vest with a very difference, and in the 
twocountries of the kingdom for many years, then raised the researchers would like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and influence, both found in breast bra has a different structure 
for the principles of the research process, both for the present study and take advantage of the 
breast after breast through cross analysis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s disease, from whichever massage breasts the improved design principles applied to 
women bra structural 

Therefore, in this assessment will analyze how to modification Female breast disease and 
the problem on the health protection. The hypothesis are been development on the Female Bra 
design after examine by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al theory analysis. Hope these design 
could bring benefit of Female Esthetics Marketing and construction a sample for Female 
wearing on beauty and healthy. 

 
Keywords: Gender Empowerment Measure (GEM), Esthetics Marketing, health type of build, 

Female Bra,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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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千禧年之際美國方言學會曾提出「她」(She)為年度之字，由此可見女性帶起的市場

趨勢與效應有多麼可觀，女性市場中就屬內衣最親密貼身，除了有保持良好體態的基本

功能外，隨著近代女性胸部病變機率的上升，內衣還添加了保健的元素，使內衣在塑型

與健康間能兩全其美。 

研究背景與目的 

(一)研究背景 
    現代女性對於胸罩不僅要重視胸罩帶來的誘因，更應該重視其所帶來的健康呵護，

以探討如何呵護乳房為內衣的設計就越發顯示其本研究之重要性。 
(二)研究目的 

1.利用中西醫學保健設計出能使女性穿出健康的功能型內衣。 
2.研究出符合人體工學並客製化出女性胸罩之形態。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先確立研究動機與目的，使用情感聯想模式分析法，並蒐集到《奈米科技女

性內衣商品之消費屬性偏好研究》的論文，再經由研究內容探討中國式肚兜與西方馬甲

的解構與比較，提出中西醫病學理論找出按摩胸部對於女性保健及美體的重要性，依其

研究結果設計出胸罩款式。 

 
圖 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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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法─情感聯想設計模式 

    本研究經過文獻資料整理分析後，決定參考學者鄧建國與莊明振(民 97)的「情感聯

想設計模式」作為本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模式以「心理喚醒的情境脈絡」及「造型聯想

步驟」的兩向度，來定義出「造型情感喚醒」的思考創作矩陣圖。透過造型聯想的四個

階段步驟：建立情境、特徵明確化、技術特質應用與強化張力，在加上心理喚醒的三種

情境脈絡：建立傳達語意、強化狀態差異以及意象連結，將四個階段與三種脈絡化為一

個矩陣圖，讓設計師能預設客群的產品經驗與立場，也使客群能清楚明確的瞭解設計師

的思考路徑，是一個雙向溝通設計模式。 
(一)造型聯想的四個階段步驟 

1.建立情境： 
    設計一段具有吸引目標客群的主題故事，提出設計者想要讓目標客群感受的

情境，以及目標客群將會感受到的情感意象，並將故事的設計情境與目標客群感

受意象加以連結。 
2.特徵明確化： 

    依照目標客群感受意象的連結，來解構設計作品的情境感官、結構主體與意

象連結的主要物件，將設計者的構思循序漸進的剖析具體化。 
3.技術特質應用： 

    加入特殊材質與科技產業之技術到設計作品上，進行應用上的評估處理，並

加強意象連結的五感，材質與技術影響到的五感包含：視、聽、觸、味、嗅，以

上五種感官也是設計者要將其考慮的應用要素。 
4.強化張力： 

    綜合以上步驟與要素，使設計者的主題故事導引出的情感故事與意象邏輯更

加強烈，以產生更明確且更有張力的情感聯想設計模式。 

 
表 1 造型聯想四步驟 

造型聯想四步驟 步驟說明 

建立情境 設計主題故事，並將故事之設計情境與客群感受意象加

以連結。 

特徵明確化 解構設計作品的情境感官、結構主體與意象連結的主要

物件，將設計者的構思具體化。 

技術特質應用 加入特殊材質與技術到設計作品上，進行應用上的評估

處理，並加強意象連結的五感 

強化張力 設計者的主題故事導引出強烈的情感故事與意象邏輯，

產生明確且具張力的情感聯想設計模式。 

本研究整理，參考資料﹕鄧建國、莊明振(2008)，〈造型情感喚醒之創作方法〉，《應用情感喚

醒的造型聯想設計模式探討》(155-159 頁)。 

 
(二)心理喚醒的三種情境脈絡 

1.建立傳達語意： 
  分析設計作品對於設計者與客群的意義，將其意義加以複雜化或者渲染化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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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賦予另一種意義，藉此來喚醒心理的情感與生理的五感。 
2.強化狀態差異： 

  加強意義物體形態或狀態的前後變化，且加入五感的設計要素，來促使前後

時間的差異，此階段由低度喚醒進入到高度喚醒。 
3.意象連結： 

  設計者創造或者使用原有的物體、經驗甚至是五感，造成目標客群的情感轉

移，產生了記憶經驗的聯想效果。 

 
表 2 心理喚醒的三情境 

心理喚醒的三情境 步驟說明 

建立傳達語意 將其意義加以複雜化、渲染化或是賦予另一種意義，藉此

喚醒心理情感與生理五感。 

強化狀態差異 加強意義物體形態或狀態的前後變化，加入五感之設計要

素，促使前後時間的差異 

意象連結 創造或者使用原有之物體、經驗甚至是五感，造成目標客

群之情感轉移，產生記憶經驗的聯想效果。 
本研究整理，參考資料：鄧建國、莊明振(2008)，〈造型情感喚醒之創作方法〉，《應用情感喚醒的

造型聯想設計模式探討》(155-159 頁)。 

 
(三)「造型情感喚醒」的思考創作矩陣圖 
  使用上述造型聯想的四個階段步驟進行情境意象的整體想像，再加入心理喚醒的三

種情境脈絡，將四個階段與三種脈絡整合為「造型情感喚醒」的思考創作矩陣圖，設計

者可依循此思考模式檢視，設計者建立的主題故事與目標客群感受之意象是否沒有落差

並順利連結。 
表 3 「造型情感喚醒」的思考創作矩陣圖 

 心理 
喚醒 
造型 
聯想 

建立傳達語意 
(形容詞) 

強化狀態差異 
(名詞) 

意象連結 
(名詞) 

建立情境       
特徵明確化       
技術特質應用       
強化張力       
本研究整理，參考資料﹕鄧建國、莊明振(2008)，〈造型情感喚醒之創作方法〉，《應用情感喚醒的

造型聯想設計模式探討》(155-159 頁)。 

 
(四)應用「造型情感喚醒」的思考創作矩陣圖 
  本研究採用「造型情感喚醒」的思考創作矩陣圖，應用於本研究女性內衣設計作品

中，依此模式檢視本研究與目標客群感受意象之連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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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造型情感喚醒」的思考創作矩陣圖 

心理 
喚醒 
造型 
聯想 

建立傳達語意 
(形容詞) 

強化狀態差異 
(名詞) 

意象 
連結 

(客群感受) 

建立情境 每位女性都想被呵護 保護心中的純真 呵護的雙手 

特徵明確化 
從背後擁抱使女性有安

全的幸福感 

結構主體為乳房基部

側邊之設計，使擁抱

感更加明顯 
手掌 

技術特質應用 
以呵護的概念，用科技來

實現，使產品更貼近人心

且滿足情感 
3D 記憶鋼圈塑型 舒適感 

強化張力 
結合肚兜保健按摩與馬

甲塑型集中的美感特徵 
3D 立體結構面 性感且新穎 

 本研究整理 

 
(五)商品設計分析 
    本研究依據「情感聯想設計模式」傳達設計者想給與客群的意象概念，使客群能明

確感受到產品的心理聯結，本研究因環境與資源的限制並無實地檢驗產品之成效，故將

參考學者之理論並整合套入商品設計考慮要點中。李偉臣(2003)學者曾提出內衣最佳屬

性之組合為：圓形樣式罩杯、膚色色系、無蕾斯外觀與奈米機能(超彈性、吸收透氣與

抗菌自潔)，柯芷稜(2009)學者對於不同胸罩支撐型式對攝氧峰值的影響，學者指出無胸

罩支撐型在活動時可供較大的吸氧量與肺活動，而在靜止活動時無胸罩支撐型也是讓使

用者感到最舒適的狀態，郭宥汝(2012)學者針對活動時穿著內衣之研究曾指出，運動時

穿著內衣對於乳房最佳的支撐度為包覆式運動內衣(Sports Brassiere，SB)，本研究將學

者們的理論整合，並總結出內衣最佳組合為：圓形包覆式內衣並加入奈米科技之機能(燃
脂紗、美白粒子、磁石震盪等)，將此一結論套用至本研究產品。 

 
1.結果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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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本研究之設計圖稿 

 
(六)作品說明與功能 

1.功能 
(1)按摩： 

    取其中國式肚兜點接觸的按摩原理，藉由日常的走動間接按摩，使胸罩活

片自然的觸碰乳尖點及乳房周圍，達到按摩的作用。 
(2)美型： 

    按摩會刺激人體女性荷爾蒙的增生，女性荷爾蒙會使女性特徵更加明顯且

使心情愉悅，並有效的調節女性婦科問題，隨著賀爾蒙的增加會讓乳腺發達製

造出豐胸效果，並讓皮膚達到良好狀態，這些都是按摩促進賀爾蒙的作用。 
(3)保健： 

    按摩乳房經過中西醫病學理論證實可以保健、預防且治療乳房疾病並使乳

腺增生，懷孕的婦女若乳汁不足也可利用按摩達到暢通乳汁的作用，女性不需

用手或器具按摩，便可以在日常走動之間觸使活片震盪達到保健的功效。 
(4)塑型： 

    3D 記憶 W 鋼圈的塑型取自西方馬甲胸部塑型的優點，捨棄傳統的硬式鋼

圈，使用記憶型鋼圈，在使用的同時記住每個使用者的胸型，符合每個人的乳

房胸型並依乳房型態的改變，不會讓女性因為乳房脹大，而感到不舒服，記憶

鋼圈會調整到乳房最舒適的狀態固定塑型，舒適的感覺就像有人將胸部溫柔的

襯托。 
(5)減壓： 

    肩帶與伸片採取掛勾式的設計，跟傳統的緊帶設計有所不同，傳統緊帶以

勒住固定的方式，會使肩膀與下胸圍有束縛感，掛勾式設計以披覆的概念掛於

肩榜與腋下圍，減少肩膀與腋下及後背的束緊壓力感，並增加了活動時帶動掛

勾去觸動活片的震盪力，也讓女性有從背後輕擁的親密感。 
2.說明 

(1)胸罩：  
    布料包覆固定且集中整個乳底外圍，乳頭部位有一小片半月形裁片為乳房

震動時，按摩乳尖點的設計。 
(2)肩帶與伸片： 



創新內衣典範之功能設計―探討女性中西式胸罩 
莊佩儒 1  李偉臣 2 
                                                                                           

106 

    為掛勾式的肩帶與伸片，讓乳房移動時不會劇烈震動到傷害結締組織，只

是輕微晃動達到按摩之功效。 
(3)伸片： 

寬度由寬漸窄，可包覆固定副乳。 

 

參、研究內容 

一、中國式肚兜 

肚兜的歷史可追朔到漢代，早期的內衣稱為褻衣，到了後代有心衣、抱腹、裲襠、

訶子、抹肚、抹胸與襴裙等稱呼，歷代中國肚兜共通的形制為，單一前片且後背裸露，

一個帶子繫於頸部，一個帶子固定腰間，長度從胸部覆蓋至腹部。 

 

表 5 中國歷代肚兜 

序號 1 2 3 

時代 漢 晉 唐 

名稱 抱腹 心衣 裲襠 內有柯子 

圖 

例 

正 

面 
 

 

 

 

背 

面 
  

 

 

4 5 6 7 8 

宋 元 明 清 民國初年 

抹胸 襴裙 肚兜 小馬甲 抹肚 

 

 

 
 

 

 
 

 

  

 本研究整理，資料來源﹕周汎(1988)，〈服飾篇〉，《中國歷代婦女裝飾》（230-2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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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點分析： 

中國式肚兜結構上以平面為主，剪裁以直線造型呈現，僅有前片衣料，後背裸

露，上下端用帶子固定於身體部位，以舒適且極簡的樣式呈現，布料多為柔軟不具

挺度，穿在身上猶如肌膚般的自在，但對於乳房沒有束縛與支撐的功能，穿在外衣

裡面，作用是使女性胸部突出部位較不明顯，但沒有任何身材塑形或調整作用。 

唯一與肚兜接觸的乳房部位就是乳尖點，而隨活動使衣料與乳尖點產生自然的

輕微按摩與刺激，對於中國女性來說是長久以來沒發現的保健秘訣，這也是中國式

肚兜的優點，沒有過多的乳房束縛，並利用點接觸的原理觸碰胸部，但缺點是沒有

將胸部的肌肉支撐住，容易造成乳房周圍的韌帶鬆弛。 

二、西方馬甲 

馬甲最早的原型起源於文藝復興時期的西班牙服式，他們穿著一種叫 Corset 的緊身

胸衣，歷代的樣式為，前後兩片，以金屬或鯨鬚束緊固定腰部，使腹部與下胸部平坦，

並突出胸部，衣長從胸部覆蓋至腹部。 

 

表 6 西方歷代馬甲 

序號 1 2 3 4 

名稱 文藝復興 巴洛克 洛可可 十九世紀 

圖 

例 

正 

面 

 

 

 

 

本研究整理，資料來源﹕蔡宜錦(2006)，〈文藝復興時期的服飾-十九世紀的歐洲服飾〉，《西洋服裝史》

(92-278 頁)。 

 

特點分析： 

西方馬甲在 10 世紀開始以立體結構為主，剪裁以多片的倒三角形連結成前後

片，以繩子或布束緊腰腹至胸下，創造出豐胸、束腰與翹臀的效果，雖然展現女性

的身體特徵，但長期下來造成西方女性肋骨斷裂、婦女流產跟器官內臟的位移等疾

病，在 1994 年《穿向死亡》一書曾提出內衣阻礙了乳房跟周圍淋巴的運作，促使

毒素 無法完全代謝，增加乳腺癌發病的機率，不止束縛了女性的身理也綑綁了女

性的心理，因此才有「燃燒內衣」的女性活動。 

西方馬甲過分的束緊身體造成婦女的傷害為其缺點，但馬甲結構上的塑型胸部

卻是其優點， 馬甲於乳房下圍以布料或金屬固定支撐並有矯正型態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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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西比較 

(一)中西內衣結構圖 

 
圖 2 中國肚兜結構：本研究整理 

資料來源﹕周汎（1988），〈服飾篇〉，《中國歷代婦女裝飾》（頁 231） 

 

 

 

 

圖 3 西方馬甲結構：本研究整理 

資料來源：蔡宜錦(2006)，〈十九世紀歐洲服飾〉，《西洋服裝史》(頁 202) 

 

(二)特色比較 

表 7 肚兜與馬甲對於胸部的功能 

內衣國度 對胸部的功能 

中國肚兜 僅有乳頭與肚兜接觸到，有遮蔽與觸動摩擦的功能。 

西方馬甲 緊壓固定乳房整體，有包覆與集中的功能。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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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西病學理論 

 

圖 4 乳房結構圖 
資料來源：張湖德(2005)，〈乳房的結構〉，《這樣豐胸最有效：從 A 升級到 G 罩杯》(18-246 頁)。 

 

 

 

圖 5 人體乳房與淋巴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理，資料來源：陳明庭、曾國藩 (2000)，〈內分泌系統及乳房〉，《臨床大體解剖學》

(1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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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中醫乳房穴道圖 

資料來源：張湖德(2005)，〈乳房的結構〉，《這樣豐胸最有效：從 A 升級到 G 罩杯》 (49 頁)。 

 

 

 

圖 7 中醫人體穴道圖 

資料來源：張湖德(2005)，〈乳房的結構〉，《這樣豐胸最有效：從 A 升級到 G 罩杯》 (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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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中西病學理論比較 

醫療領域 提出理論 

中醫 
1.乳根穴位於乳頭下方(圖 5)，為乳房的根部，《穴道按摩對症

圖典》曾指出按摩此處可治療乳腺炎、乳汁不足與乳房腫痛

等疾病。 

2.根據歷代中醫學文獻記載，女性乳房屬足陽明胃經，乳頭與

乳暈屬足厥陰肝經，對乳房部位的乳中、乳根、天池與期門

等四個穴位，用針灸或按摩可以增強乳房抵抗力，使乳腺小

葉分化成熟和增生乳腺，適用於保健、預防、治療乳房、乳

腺增生、豐胸及乳頭凹陷等問題。 

西醫 1.美國癌症協會的流行病理與世界衛生組織曾研究，女性若於

生產後哺餵母乳超過六個六以上，可以降低罹患乳腺癌 5%的

機率，就算母親有乳腺癌的家族史也可避免。 

2.愛嬰醫院香港協會也指出，餵食母乳能幫助子宮收縮，減少

產後出血，加快身體恢復的體力，且能消耗熱量，並減少母

親患上乳癌、卵巢癌、骨質疏鬆等疾病，加上按摩乳房的動

作，可以使身體分泌更多的女性荷爾蒙，減少至癌物對乳腺

細胞影響及減低乳腺細胞的分裂速度。 

3.乳房整體從乳頭至乳暈周圍都遍佈了深淺兩層的淋巴管網

(圖 6)，淋巴有有外側、內側、對側和下方的淋巴網，因此淋

巴是轉移乳癌轉移的重要通道，按摩乳房有助淋巴的疏通，

並減少罹患乳癌的機會。 

  本研究整理 

肆、結論 

一、結論 

    本研究透過比較中西式胸罩得知其結構差異，並從中汲取中國式肚兜按摩乳尖點的

原理與西方馬甲胸部塑型的優點作為商品設計的概念，再經由中西醫病學理論中證實，

按摩乳房昰可以有效的刺激乳腺，甚至是疏通乳周淋巴且降低罹患胸部病變的可能，，

本設計改變傳統內衣應包覆整體乳房的概念，藉由形態的改變按摩乳房，也捨棄傳統肩

帶的設計，以掛勾的型態披附在肩膀上，使肩部不會有過份的壓力或束緊感，並增加了

活動時帶動掛勾去觸動活片的震盪力，本研究方法應用情感聯想設計模式，達到設計者

與客群的對話，製造出設定好的情境，使客群穿載此產品時不但有生理上的功能性，也

有心理層面的撫慰性，使產品不再是物品，而是被賦予情感的生命體，此一研究對於女

性胸罩及保健有突破性的發現，希望本研究能對女性的美學市場多貢獻了一份健康美麗

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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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本研究希望以 3D printed (列印)來建構初模，以檢視原型適用於人體的程度，並因人

體型態有所不同，望此法建立客製化之概念， 使內衣結構與人體結合更精準化。 
(二)本研究設計雖以按摩方式達到保健效果，但希望能加入機能性的奈米技術，例如：

銀離子、負離子等素材，透過皮膚的吸收與按摩讓效果相輔相成，讓效果能發揮其

最大效用。 
(三)本研究並期望此內衣概念能發展實體商品化，以期追蹤後續成效，並造福更多需要

健美體態或是預防疾病之女性，並吸引鼓勵更多的人才與研究者進入此相關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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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非學術性作品（如隨筆、心得、小說、詩歌、戲劇等），恕不刊載。  

第 4條 本學報全年徵稿，來稿採隨到隨審，論文稿件由本刊編輯委員會進行初審，通過後係

採二階段雙向匿名審查方式，送請兩位相關領域專家審查，其審查名單由編輯委員會

推薦。  

第 5條 論文中牽涉版權部分（如圖片及較長篇之引文），請先取得原作者書面同意，本學報不

負版權責任。  

第 6條 來稿所用文字，以中文、英文、日文為限。  

第 7條 來稿請用電腦打字（敬請惠寄一份書面稿件及 word格式電子檔至本學報電子郵件信

箱），頁碼按次序標明，格式如本學報論文排版規定。  

第 8條 來稿請於首頁註明作者中英文姓名、所屬之機關名稱及職稱、聯絡電子信箱，並附投

稿基本資料表。  

第 9條 凡投稿本學報，應有中、英文題目，並附三百字以內中、英文摘要及中、英文關鍵詞。  

第 10條 來稿一經刊登，版權即歸本學報所有。凡投稿著作所有列名作者皆同意投稿論文經本

學報刊登後，即授權本刊以非專屬授權之方式收錄於電子資料庫中，並得為重製、公

開傳輸、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瀏覽等行為。為符合資料庫之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

變更。投稿刊登者，除致贈當期學報乙冊及抽印本五份、單篇刊登論文 pdf檔外，恕

不另奉稿酬。  

第 11條 來稿一經送審，除專案簽准者，不得撤稿，非特殊理由而自行撤稿者，除需自付該篇

審查費用外，尚需以書面撤稿聲明書提出(掛號交寄本編輯委員會)。審查結果需修正

者，作者須於期限內回覆修正稿件及修正說明，逾期視同撤稿。  

第 12條 來稿請寄 320 桃園縣中壢市健行路二二九號健行科技大學《健行學報》編輯委員會收。 

聯絡電話：（03）458-1196 轉 3115 傳真：（03）2503890  E-mail: 

aaoffice.j@uch.edu.tw。  

第 13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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