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論文審查通過率為 35% 

第三十五卷 第四期

工程類
以顯著性區域檢測方法應用於電腦斷層掃描影像中血管鈣化區域的位置偵測

The Position Detection of Calcification in Vessels on Computed Tomography Images Using the 

Salient Region Detection Method 
   魏嘉宏、李岳、王瑋、梁楊可欣、吳右仁-------------------------------------1～16 

以攪拌增加氧氣傳送對Aspergillus niger醱酵的影響 

Effect of Stirring on the Enhancement of Oxygen Transfer during the Fermentation of Aspergillus 
Niger 

    李泰興、涂祐維----------------------------------------------------------17～28 

商管類
考慮含不良原物料整合物料及成品之生產-存貨模式 

A Production-Inventory Model Integrated Raw with Raw Material and Finished Good with Defective 

Materials 

    鄭詠隆、楊志德、高明乾--------------------------------------------------29～46 

政黨政治下城市治理之研究-以高雄市為例 

A Study on Creative City Governance of Kaohsiung City Under Party Politics

人文社會類
藝術家在繪畫與文學中的情感表現-以艾德華．孟克及個人創作自述為例 

On Artists’ Emotion Expression in Painting and Literature--Using Edward Munch's and Li-Way 
Chen’s Creations as Examples 

    陳立偉-----------------------------------------------------------------63～78 

學術主修及性別對大專學生之英文學習正向力的影響：透過角色扮演之比較研究

The Effects of Academic Major and Gender on College Students’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A Comparative Study through Role-Playing 

    呂昀珊-----------------------------------------------------------------79～94 

附錄
《健行學報》徵稿辦法

陳詠霖、譚術魁---------------------------------------- 108/12/6依作者要求撤稿





學報序 

    時至秋季，金風送爽，暑氣漸消，《健行學報》第三十五卷第四期即將於月

底出刊，感謝投稿者的賜稿，也感謝審查委員及編輯委員的辛苦審稿。本期共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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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則以 Aspergillus niger 醱酵為系統，探討以不同攪拌速度對氧氣傳送及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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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 

    而在商管類方面，通過審查的有鄭詠隆、楊志德、高明乾等三人的〈考慮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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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高雄的政黨政治發展與消長有相當的分析探討。」 

    在人文社會類方面，則收有陳立偉的〈藝術家在繪畫與文學中的情感表現-

以艾德華．孟克及個人創作自述為例〉一文，本文試圖從藝術家在繪畫與文學中



的情感表現的角度來深入探究，藝術家會去看如何構圖、組織、用語和畫面上的

安排，使作品在表面形象與深層精神內涵方面更能符合藝術家的心意。本文具有

「論述條理清晰，結構邏輯強」之優點。而呂昀珊的〈學術主修及性別對大專學

生之英文學習正向力的影響：透過角色扮演之比較研究〉一文，則以 149 位四技

新生為研究對象，透過角色扮演分析學生之學術主修及性別兩種特性與其英文學

習正向力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出學術主修及性別不同的學生在英文學習的興趣、

期待上課、開口勇氣及自信之正向力有不同的表現。 

    《健行學報》長期徵稿，歡迎具學術研究熱忱的校內外專家學者投稿，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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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探討電腦斷層掃描影像中鈣化區域的位置判定問題，並且將顯著性區

域檢測方法應用於該問題，本研究建立了面積法偵測鈣化區域位置，並實現所提

出之演算法。最後，對應用面積法所得的偵測結果進行分析。在創新性上，本研

究提出顯著性檢測方法來對目標區域中所需處理的物件進行切割，從而實現將此

方法應用與心腦血管醫療影像中鈣化區域的偵測，輔助醫生做出準確的醫療診斷，

加強對此類疾病的預防和處理。 
 
關鍵詞：顯著性區域檢測、醫療影像、影像處理、影像切割、模式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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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discusses how the salient region method is applied to judge the position of the 
calcifications on Computed Tomography images. The square method was proposed to detect 
the position of the calcifications and fulfill in this study. Finally,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were 
analyzed on the effectiveness. On novelty, this study proposes one of the salient region detec-
tion methods to perform segmentation for the target objects, thereby fulfilling the applications 
on judgement of calcifications on the computed tomographic angiography images. This 
method also assists the medical doctors to make correct medical diagnosis and enhances the 
preventions on the related diseases.  
 
Keywords: Salient Region Detection, Medical Image, Image Processing, Image Segmentation, 

Pattern 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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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近年來，資訊科技不斷地進展，數位醫療影像設備也有大幅度地進步，例如，電腦

斷層掃描（Computed Tomography，即 CT）、數位 X 光影像（Computed Radiography，

即 CR）、磁振造影（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即 MRI）等得以使病患體內病變部

位得以影像方式呈現，醫療人員藉由影像處理技術對所取得到的影像進行分析以進行高

品質的醫療診斷。數位影像處理技術已成為醫療成像設備中的核心組成部件，然而醫療

領域中病例的多樣化和病理特徵的複雜化，僅僅藉由一般的影像處理技術來應對這些複

雜情況時仍是無法應付醫療診斷的需求，進而影響醫生對於病例的分析和判定，降低診

斷準確性。因此，有必要從影像處理領域中尋找新的解決技術來提高對於複雜病例的診

斷辨識效果，提高電腦輔助診斷應用的效率和精度(Evrard, Delanaye, & Kamel, 2015; 
Hendriks et al., 2015)。 

在影像處理領域中，顯著性區域檢測能夠使用影像處理去解決複雜環境中目標物體

的切割和識別問題，降低電腦在這方便所做的冗餘工作。而將其應用於醫療影像處理，

能夠優化醫療影像處理對於冗餘資訊的干擾，提高對於病變位置的辨識率和精確度，更

好地輔助醫生完成對於病例的分析診斷工作。 
研究目的：本研究以病人的電腦斷層血管攝影術影像(Computed Tomographic An-

giography, CTA)和胸腔電腦斷層掃描影像(CT)為主要研究影像，利用顯著性區域檢測方

法，對其如何應用於判斷病人血管鈣化部位與血管的空間位置關係進行了深入研究和實

現。如何判斷病人血管鈣化區域與目標血管的位置關係是本研究所需要解決問題的核心。

本研究貢獻如下： 
（1）對影像處理領域中常見的顯著性區域檢測演算法的調查與研究，首次提出了將顯

著性檢測應用於醫療影像處理的想法，並以 CT 掃描影像中血管鈣化區域和目標血管區

域的切割，實現相應的顯著性區域切割演算法。 
（2）對同一區域不同時間點的影像進行比較分析來提高影像處理效率，避免僅使用單

一種影像進行雜訊去除的冗餘工作。即利用注射血管顯像劑前和注射血管顯像劑後兩次

所得的同一區域掃描影像進行比較處理，優化雜訊去除效果，使對目的地區域的切割工

作進一步優化。 
（3）針對目標血管與其相鄰鈣化區域的位置關係問題，提出以目標血管區域與鈣化區

域面積為比較物件的面積法模型。 
（4）利用上述提出的顯著性檢測演算法和面積法模型，應用於 CT 掃描影像中病人胸腔

血管上含鈣化區域與目標血管的位置判定，能夠為醫生提供輔助性的資訊來優化醫療診

斷過程。 

 

貳、文獻探討 

一、醫療影像切割方法 

(一)基於病理先驗知識的切割方法 

基於病理先驗知識的切割方法主要運用人體器官的解剖學和形態學資訊，以及幾何

學和拓撲學的關係，建立特定模型來對影像裡的目標物件進行切割，使其能夠與原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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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的形態學和結構特徵相對應。此種方法主要針對於具有特定形狀的器官的物件進行切

割，例如心臟和肝臟具有獨特的形狀器官(Gotra et al., 2015; Lu, Wu, Harris, & Cai, 2015; 
Peng, Wang, & Kong, 2014; Yamaguchi, Satake, Yamaji, Chen, & Tanaka, 2014)。 

(二)基於影像特徵的切割方法 

基於影像特徵的切割方法主要藉由醫療影像中影像本身所具有的某些特徵，運用電

腦視覺領域中影像處理的方法來進行醫療影像的切割。這種方法適用於那些有明顯的對

比度或邊界差異的物件。對於有明顯邊緣的影像，我們可以採用影像處理中常用的邊緣

檢測演算法來進行影像切割，即在靶心圖表像中描繪出與人類視覺中目的地區域輪廓線

相差最小的邊緣，以此劃分出不同目標物件的邊界線從而實現目的地區域與背景的分離。

最簡單的邊緣檢測方法是微分運算子，它利用相鄰區域的像素值不連續的性質，採用一

階或二階導數來檢測邊緣點，例如 Robert 運算子、Sobel 運算子、Prewitt 運算子、Laplacian
運算子等。此外還可利用邊界追溯、霍夫（Hough）變換、曲線擬合的方式進行邊緣檢

測以進行影像切割。 
對於有明顯亮度差異的影像，基於影像特徵的切割方法更傾向設定閾值的切割法來

實現影像中目標物件與背景的分離。閾值切割法是影像處理領域中常用的一種將前景和

背景分離開來的影像切割方法。其主要應用於灰度影像的物體切割，主要的觀念是將影

像視為前景和背景兩部分，從影像中找到一個合適或最佳的灰度級作為閾值，將低於該

灰度級的像素歸為一類，高於該灰度級的像素歸為另一類，從而使得能夠將影像切割為

目標和背景能夠較為明顯地分離開來。 
 

二、顯著性檢測方法 

醫療影像處理常用的切割方法已經得到廣泛應用，但因其各有利弊，如基於病理知

識的先驗方法雖然切割效果較理想，但其更適用於具有特定形狀特徵的某些器官，所以

藉由本研究所需解決的含鈣化區域的目標物件切割和鈣化區域位置判定等問題進行分

析，影像的顯著性檢測方法是對目的地區域中不同物件所具有的特徵進行切割標識，使

得感興趣的區域（Region of Interest，ROI）能夠被最大程度地分類出來，從而達到由影

像中進行目標物體的切割的目的。顯著性檢測方法相較於其它的影像切割方法，具有準

確性更高、自我調整強、易於實現等特點，故其能夠在其他領域獲得廣泛應用，如目標

檢測、物體識別等(Erkut & Aykut, 2013; Hou & Zhang, 2007; Itti & Koch, 2000; Kannan, 
Ghinea, & Swaminathan, 2015)。將顯著性檢測應用於心腦血管影像中鈣化區域的判定，

能夠借助其特有的自我調整和高精確度特性，實現對目標物件的更佳切割效果，從而實

現輔助醫療診斷的目的。根據其演算法結構和所用檢測特徵，主要可分為基於時域、基

於頻域以及基於學習等三大類顯著性區域檢測演算法。 

(一)基於時域的顯著性區域檢測演算法 

基於時域的顯著性區域檢測演算法主要利用影像的一些低階特徵，例如顏色、亮度、

方向等，作為顯著性檢測的主要特徵，從而將影像劃分為不同的顯著性區域。此類演算

法以 Itti 等人提出的以亮度，顏色和方向等屬性作為切割特徵的 Saliency 模型為代表(Itti 
& Koch, 2000)。Saliency 模型基於特徵集成理論和 Center-surround 原理設計而成，即基

於視覺機制且自下而上的模型。雖然 Saliency 演算法拓展了顯著性檢測方法的研究，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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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身將多種特徵集成計算融合在一起，實現較為複雜，會對於電腦資源產生極大消

耗。 

(二)基於頻域的顯著性區域檢測演算法 

人類視覺系統本身屬於生物系統範疇，本質是藉由視網膜系統將入射至視網膜上的

光線作頻域分析後產生相應的神經衝動，進一步傳遞給大腦從而使人類形成視覺。基於

頻域的顯著性檢測演算法的核心，即是將影像本身像素的時域信息轉換成頻域信號，經

頻譜分析獲得顯著性區域的特定範圍內的頻譜段從而將顯著性區域切割出來。對於此類

演算法，以 Hou 等人從資訊理論角度提出的基於頻域殘餘譜的演算法最具代表性，這種

演算法也被稱為 SR 模型或 Hou 模型(Hou & Zhang, 2007)。SR 演算法(Hou & Zhang, 2007)
認為影像中所含資訊主要可分為前景（顯著性資訊）和背景（冗餘資訊）兩類，該演算

法利用傅立葉轉換將影像資訊從時域轉換到頻域，再對所得頻譜做對數運算，將幅度譜

進行均值濾波獲得殘餘譜後，由傅立葉逆變換獲得靶心圖表像的時域顯著圖。 

(三)基於學習的顯著性區域檢測演算法 

基於學習的顯著性區域檢測演算法主要是利用統計學知識首先將影像所具有的特

徵資訊建立成資料集，然後將靶心圖表像進行分解並對不同影像塊所具有特徵資訊代入

資料集進行對應，切割出顯著性區域。SCSP(Erkut & Aykut, 2013)即是此類演算法的一

種顯著代表。SCSP 是一種基於詞典學習的新型顯著性檢測演算法，其核心是將靶心圖

表像資訊劃分為前景和背景兩部分，而由於前景相對於背景占比較小，且背景其所存在

的冗餘性，故對應矩陣的秩較低，前景對應的矩陣則為疏鬆陣列。以此為基礎，SCSP
首先將建立影像對應的矩陣的詞典，然後將靶心圖表像分解為一系列低秩和稀疏矩陣，

帶入詞典的資料集中進行匹配，從而進行顯著性區域的切割。 

 

參、材料與方法 

一、材料 

本研究以潛在患有心腦血管病人的 CT 影像為處理物件，由於研究問題是利用顯著

性檢測判斷 CT 影像中含有鈣化區域與其相鄰血管的位置關係，所以需要利用顯著性檢

測對目的地區域的鈣化組織和目標血管進行切割。由於醫院在對腦血管病人進行病變位

置的判斷主要是藉由人工比較注射血管顯像劑前和後兩個時間點所採集的 CT 影像來進

行的，而本文講述的實現過程則以此為主要線索，藉由對注射前、注射後兩次採集的影

像進行比較處理，引入在其他領域都已經得到廣泛應用的顯著性檢測作為核心演算法，

實現了對目標血管區域鈣化組織和目標血管的血管壁的切割。同時，本文中也提出面積

法判定模型，來判斷目標血管區域鈣化組織和目標血管的位置關係。 

二、影像預處理 

一般情況下，經由成像系統直接獲取的影像（即原始影像）容易受到其他條件限制

和隨機干擾，因而無法直接應用，所以往往需要對其進行一些必要的處理，例如雜訊去

除、冗餘資訊的精簡等，即定義為預處理程序。本研究所涉及的對 CTA 影像和 CT 影像

的預處理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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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含鈣化區域 CT 影像的定位。本研究所初步處理的是 CTA 影像，CTA 影像是

藉由血管顯像劑後增強血液對 X 光線束的吸收能力，再經 CT 螺旋掃描後所得影像。CTA 
影像能夠以 3D 影像的形式反映出肉眼能夠觀察的鈣化位置，但其不便於直接處理來確

定鈣化區域與血管的位置關係，需要對鈣化區域的 CT 影像進行確定後而處理相應的 CT
影像，所以要對 CTA 影像中含鈣化部位元的血管區域進行定位，從而確定要處理的 CT
影像。 

（2）CT 影像中含鈣化區域目標血管的切割。本研究所涉及的資料處理物件為 CT
掃描影像，其成像原理是利用 X 光線束對人體檢查部位進行照射時，人體各組織或器官

對 X 光線束吸收情況不同，運用電腦對其進行量化分析後轉化為 CT 值，再進一步使用

CT 值的定義，將其轉化為對應的灰度像素值，最終得到切面上的灰度分佈，也即 CT
影像。胸腔周圍的肋骨等骨骼組織會在 CT 影像中屬於高亮區域，也會對鈣化區域的判

定產生不必要的影響，所以在本階段中需要對其進行去除，以便對其進行切割方便後續

程序。 

三、含鈣化區域 CT 影像的定位 

對潛在患者的心腦血管的 CTA 影像的觀察發現，含有鈣化區域的部分會以凸出亮

斑的形式反映在三維血管影像中，而所取得的 CT 影像是將 CTA 影像從上至下，依次取

固定像素數目為間隔切片所得，即 CT 影像的序號與 CTA 影像中選取的定位像素數目存

在線性相關關係，而所取的 CTA 影像可對其建立線性相關模型來確定鈣化區域的 CT 影

像序號，從而進行後續處理。其線性相關模型如下： 

 
L xn

k
    

  (1) 

其中，n 表示 CT 影像的序號，L 為 CTA 影像的高度，x 為在 CTA 影像中所取高度像素

值，k 為比例係數。對實驗資料進行分析檢驗，並和放射師的描繪進行對照，得出 k=7 。

借助此模型可以得出 CTA 影像中鈣化區域的 CT 影像編號，從而便於進行後續區域切割。

圖 1 (a)是選取的一張 CTA 影像，圖 1(b) 是使用上述模型所得的該鈣化區域對應的 CT
影像。 
 

 

      （a）CTA 影像        （b）對應影像  
圖 1 鈣化 CT 圖像定位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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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CT 影像中含鈣化區域目標血管的切割 

如上文中所述，CT 影像的成影是因 X 光線束照射人體時，人體內各器官和組織對

X 光線束吸收能力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亮度後經成像而成，整體為灰度影像，密度越大

的組織或器官對應的灰度值越高。經觀察發現，CT 影像中骨骼對於含鈣化區域的目標

血管的切割存在非預計情況內的干擾，即是外部雜訊，所以若對整體 CT 圖進行處理會

對目的地區域的切割存在較大影像，故需要對其消除雜訊。 
由於這是患者注射血管顯像劑前後幾個不同時間點的 CT 影像，而在注射血管顯像

劑後掃描得到的 CT 影像，由於血管顯像劑提高了血液對 X 光線束的吸收能力，使其在

CT 影像中所對應的像素灰度值大幅提升，故本研究由藉由影片中物體檢測和切割所應

用的幀間對比方法，提出了將注射前和注射後兩幅影像的同一含鈣化的目標血管區域進

行比較處理的方法來提升目標區域的顯著性區域切割效果。由於需要同時定位兩幅影像

的同一區域，若人工直接作業，會產生不必要的誤差，所以此處使用一個介面進行視覺

化操作來截取兩幅圖中同一的區域，既可以遮罩掉外部高亮骨骼區域的影響，又可以減

少直接人工分時段截取時產生的誤差。 
即同時將注射血管顯像劑前和後的影像作為輸入條件，然後再手動選取所要截取的

含鈣化區域目標血管的區域的左上角座標和右下角座標，經由截取操作即可得到遮罩掉

外部骨骼等不必要因素影像的目標血管區域原始影像便於後續顯著性區域切割的程

序。 
 

 

               （a）注射前和注射後影像                   （b）截取後影像 
圖2 截取影像示例 

五、顯著性區域的切割 

經過上述預處理操作後，已經獲得了注射前和注射後兩個階段的含同一鈣化區域的

影像，所需進行的即使根據常用的顯著性檢測特徵與所得影像進行對照，找到合適的顯

著性特徵，然後進行目的地區域的切割。常用的顯著性區域檢測的特徵，主要有顏色、

方向、角點、邊緣、對比度、密度等特徵，其本質為計算一幅影像中不同物件所具有的

特徵在所指定的特徵空間上的額差異(Jing, He, Han, & Niu, 2014; Liu & Wang, 2015; 
Zhang, Mao, Li, & Tian, 2014)。對所得影像的觀察發現，所得結論歸結如下： 

（1）目標血管中不同物件存在明顯對比度差異。在所得影像中，注射前目的地區

域中鈣化組織由於其密度較大，經 X 光束照射後所得 CT 影像中反映出的灰度值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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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物件存在明顯亮度差異；而在注射後的影像中，由於目標血管血液被血管顯像劑

增強了其對 X 光束的吸收能力，其在 CT 影像中反映出的灰度值較高，與周圍其他區域

存在明顯灰度差異對比。故可以利用對比度進行顯著性檢測，切割出所需區域。 
（2）目標血管區域與周圍外界區域存在明顯邊界差異。即利用邊緣特徵來對目的

地區域進行顯著性檢測，從而切割出所需要的相關區域。經實驗發現，將上述利用對比

度進行顯著性區域切割後所得結果作為邊緣特徵檢測的輸入資料，可以優化目的地區域

的邊緣曲線，得到更佳效果。 

六、利用對比度特徵進行切割 

經過對比觀察發現，在所得截取後含鈣化區域的影像中，注射前截取區 域中鈣化

組織所占區域與其他區域存在明顯對比度差異，注射後截取區域中 血管區域與外界組

織存在亮度差，所以可將對比度作為顯著性區域檢測的主要 特徵進行區域抽取。而將

注射前後截取影像的灰度分佈進行分析發現，需要選定進行區域切割時所用的閾值來切

割高亮度區域，即選取較合適的閾值盡可能 地將影像中目的地區域劃分出來。常用的

閾值選取方法主要分為手動選取閾值和自適應選取閾值兩種方法，高亮區域的灰度值普

遍高於 180，以此為硬閾值進行目的地區域的切割，但此種方法將面臨對於不同鈣化區

域截取影像可能選取閾值需要手動修改的情況，缺少便捷性。因此，選擇自我調整方法

來進行截取區域的切割用閾值是進行後續目的地區域的切割的必要條件，故首先需要對

截取區域的像素分佈進行分析。 

 
 
 
 
 
 
 
 
 
 
 
 
 
 
 
 
 
 
 
 
 
 
 
 

圖3  注射前後截取區域灰度長條圖 

 
對上述長條圖進行分析，發現注射前後截取的灰度長條圖存在波峰和波谷，即存在

明顯的峰值。而一般的閾值自我調整方法中，利用對比度為主要特徵進行區域切割時，

本研究的閾值選取採用 Otsu 法。Otsu 法又稱為最大類間方差法，本質上是選定某個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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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0 255t t  ，將影像的灰度長條圖分成前景和後景兩組，並在 t 的定義域上順次遍

歷，直至找到能夠使得前景和後景能夠最大化分離的 t，其即為最佳閾值。也就是說，

Otsu方法是找到一個能夠將影像切割成目標和背景區域被最大化選擇出來的最佳閾值。

其基本原理是利用正規化長條圖，其中各亮度級的值可表示為該亮度級的點的數量比上

影像總的點的總數。假設該影像共有 l 個亮度級[1,2,3...l]，影像的大小為 n m ，則其亮

度及的概率分佈可表示為： 

    N l
P l

n m



  (2) 

利用上式，我們可以得到該影像 k 個亮度級的總占比和 k 個亮度級的平均亮度，即： 

    
1

k

l
k P l



   (3) 

和 

   

    
1

k

l
k l P l



   (4) 

而該影像的總平均亮度為： 

 
 

max

1

N

l
T l P l



 
 (5) 

根據分類的方差即可得到比值 

 
      

    

2

2
max1,

1B

T k k
k k N

k k
  


 

 
  

 
  (6) 

根據方差的定義，當比率  2
B K 達到最大值時，即表示以 k 作為閾值所劃分出前景和

後景，即目標和背景的差異率達到最大，k 為所求的最佳閾值，也即： 

 
    

max

2 2

1
maxB opt B

k N
T k 

 


  (7) 

最佳閾值在滿足上式時方達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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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Otsu 閾值處理（水準=173）                （b）水準 180 硬閾值處理  
圖4 自我調整 Otsu 法和硬閾值法對比 

 
以注射後截取區域為例，應用上述方法和硬閾值的實現效果如圖 4 所示。經對比發

現，採用 Otsu 方法所得切割結果與硬閾值法所得結果相差較小，其對鈣化區域的細節

保留效果其實較固定閾值的效果更佳，雖然可採取重複多次選取切割的固定閾值的方法

來提高切割效果，但以此種方式所產生的代價較大，Otsu 方法實現較簡單，能夠最大程

度上減少這方面的冗餘工作。 

本研究在進行矯正時以注射前圖像為參考系，通過將注射後圖像通過平移操作來實

現位置的矯正。但由於若採用血管整體作為比較的參考系會產生誤差較大的問題，同時

發現鈣化區域的主要成分為 3CaCO ，不受血管管壁收縮影響，故以注射前截取圖像的鈣

化區域為參考系，即去鈣化區域的質心為參考點，以Canny 邊緣檢測獲得鈣化區域的邊

界，計算注射前和注射後鈣化區域的質心位置之差Gap(x, y)，對注射後截取圖像進行位

置矯正。 

 

七、利用邊緣檢測進行切割 

邊緣檢測(Bergholm, 1987)相似於本中所提及的閾值方法同屬於低層次特徵切割方

式，它的目的是在影像中找到一個線圖來表述目的地區域的大致輪廓線。邊緣檢測可以

最大程度上地表示出目標物件的輪廓資訊，使視覺系統中對目的地區域最突出關注的邊

界線能夠較好地反映出來，其本質亦是利用影像對比度進行的。常見的邊緣檢測模型主

要是以像素間的梯度差計算為基礎建立的，主要分為一階邊緣檢測和二階邊緣檢測兩類。

一階邊緣檢測是將連續型變數中所用的一階微分應用於影像像素這種離散型隨機變數

所得，主要是計算當前像素x軸方向上的像素梯度差和y軸方向上的梯度差得到該點的邊

界值。一階邊緣檢測以Prewitt、Sobel和Canny運算子為主要代表(Di & Gao, 2014; Yang, 
Wang, Moran, Wheaton, & Cooley, 2012)。而二階邊緣檢測又以拉普拉斯（Laplacian）運

算元為主要代表，其主要原型類似於二階微分形式在影像中的應用，計算當前點和它四

個直接臨近點（x軸和y軸方向上）的平均值之間的差值。由於本研究中所處理物件中雜

訊較多，而且不便做前期處理進行消除，Laplacian運算子因其對雜訊敏感的特性無法達

到本研究所需結果，故採用當前最受歡迎的邊緣檢測技術Canny邊緣檢測運算元進行目

的地區域輪廓的切割。以注射後截取影像為例，應用Canny邊緣檢測運算元對其進行邊

緣檢測的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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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直接 Canny 檢測效果                   （b）Otsu 切割後效果和直接效果  

圖5 Canny 邊緣檢測效果示例 

 
直接採用 Canny 運算元進行邊緣檢測的確可以盡可能減小血管內區域邊界（也即

血管壁內壁輪廓線）與實際值之間的誤差，得到較為準確的邊緣結果，但將線經過 Otsu
方法進行閾值切割後得到的影像進行邊緣檢測後發現，其效果相對於直接進行邊緣檢測

的結果更接近實際邊界，能夠得到更多細節結果，所以本研究採用兩者相結合的方式進

行目的地區域的切割。 

 

肆、結果與討論 
經過面積法模型的具體實現，可以得知目標血管區域 A 和去鈣化的血管區域 A' 和

鈣化區域 C 的面積，即面積法中所有核心參數已經獲得。然而上述核心流程演算法中，

採用的是基於對比度和邊緣檢測為核心切割後的影像，本身存在一定像素誤差；雖然以

注射後截取影像進行膨脹為範本拿到了目標血管區域 A，將後續誤差盡可能縮減在了區

域 A 中，但所採用的膨脹本身已經對目的地區域的後續切割產生了誤差。所以直接運用

面積法模型將會面臨下述問題： 

（1）實際操作產生的誤差將會直接影響面積法判定結果。即面積法模型相對而言，屬

於一種理想化的模型，直接將所有參數  S A 、  'S A 和  S C 代入時會因上述過程中產

生的誤差而對整體結果的判定產生影響。 
（2）鈣化區域整體像素占整個目的地區域較小。由觀察和實驗結果發現，鈣化區域相

對於整個當前血管區域所占像素較小，實際操作產生的累積誤差會影響面積法的整體判

定結果。 
故對於 面積法判定模型，一方面因受實際操作影響，無法直接套用該模型進行結果判

定；另一方面，本研究發現對於目標血管區域 A和去鈣化的血管區域 A'存在 

    'S A S A
  (8) 

本研究改善其採用的判定方法，主要比較 S (A) 和 S (A') 之區域 A' 之間的像素差與

鈣化區域整體像素總數之間的比例情況來判定鈣化區域是否存在於血管內。其主要判定

公式如下： 

 

   
 

'S A S A
k

S C



  (9) 



以顯著性區域檢測方法應用於電腦斷層掃描影像中血管鈣化區域的位置偵測 
魏嘉宏 1  李岳 2  王瑋 3  梁楊可欣 4  吳右仁 5 
                                                                                           

12 

其相應的判定標準如下： 
（1）若 k>70%，即比值接近於 1 時，說明目標血管區域 A 和去鈣化的血管區域 A'之間

的像素差，也可稱為目標血管區域缺少的像素總數，與鈣化區域 C 的像素數接近，也就

表示鈣化區域 C 確實有較大可能性存在於目標血管區域 A 中。 
（2）若 k <30%，即比值接近於 0 時，說明目標血管區域缺少的像素總數，與鈣化區域

C 的像素數相差較大，也就表示目標血管區域 A 血缺少的像素數很可能是前期處理中所

產生的誤差值，目標血管區域 A 和去鈣化的血管區域 A'兩者相似度很高，即鈣化區域 C
存在於目標血管區域 A 外部。 
利用上述改進後判定方法，將所應用的面積法判定模型進行改進後代入部分所截取的影

像後所得結果如圖 6 和表-1 模型計算和匹配結果。從上述資料可以發現，採用改進後

的方法的確能夠使對於在獲取目標血管區域 A 的實際操作中產生的像素誤差對於結果

判定的影響減小到可接受範圍內，從而準確判斷目標血管區域中鈣化區域與目標血管的

位置關係，也即面積法模型的可行性能夠得到驗證。故採用面積法模型能夠基本實現輔

助醫生進行心腦血管疾病中鈣化區域的位置判定，以便醫生對病患的情況做出及時診斷，

實現醫療影像處理對於心腦血管冠狀動脈血管稠化的輔助判定。 
 

 

  （a）影像 1     （b）影像 2     （c）影像 3     （d）影像 4 

圖 6 參考資料截圖 

 

表-1 模型計算和匹配結果 

 
編號 S(A) S(A’) S(C) k 鈣化區域實際位置 是否匹配 

影像 1 568 535 39 0.8462 壁內 是 

影像 2 427 360 69 0.9710 壁內 是 

影像 3 452 390 62 1.0000 壁內 是 

影像 4 470 398 100 0.7200 壁內 是 

       

伍、結論 
本研究以冠狀動脈血管稠化病例 CT 影像中含鈣化區域的位置判定為主要研究課題。

本研究應用了面積法判定模型，並對其相關探究進行了判定演算法的改進，且以此為基

礎將實驗資料代入進行了後續的結果分析，得出了面積法能夠實現本研究所需解決的鈣

化區域位置判定的問題的結論。本研究主要創新在於以潛在患有心腦血管冠狀動脈血管

稠化病例的 CT 影像為研究物件，採用顯著性檢測的方式進行了相關區域的切割，並結

合同一區域不同時間點的 CT 影像對比處理，運用面積法模型來進行鈣化區域的位置偵

測，從而將顯著性檢測引入了醫療影像處理中。 
就目前研究而言，仍然受限下列因素。第一，對於應用於此處的顯著性檢測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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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需改進。雖然採用了 Otsu 閾值切割法和邊緣檢測法相結合的方式完成了對顯著性區

域自我調整切割的目的，但其中存在的誤差說明該演算法仍需改進以減少誤差。第二，

本研究運用的面積法模型依舊過於理想化。其原型依舊是基於幾何學中簡單的面積加和

方法，由於離散變數自身的不連續性，會對其判定結果產生較大影響，儘管採用比值的

方式減少誤差，但此模型仍需進一步改進。第三，本研究所操作實驗資料樣本量較少。

雖然本研究就已給出的情況進行了結果分析和判定，但由於從醫院獲取的樣本資料較少，

所得結果依舊可能存在誤差，亦須改進。鑒於以上幾點，對於本研究仍需要進一步深入

和改進以使鈣化區域的偵測結果更可信賴，實現對於心腦血管冠狀動脈血管稠化情況的

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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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Aspergillus niger醱酵為系統，探討以不同攪拌速度對氧氣傳送及菌

體生長的影響。實驗發現醱酵12小時前氧氣傳送足夠，高轉速600、500及450rpm
的醱酵菌體生長較好。在醱酵12小時後不同轉速慢慢出現氧氣傳送不足現象以

600rpm最快出現，高轉速其乾菌重曲線在醱酵24小時後便落後較低轉速的乾菌重

曲線。在醱酵32小時時氧氣傳送嚴重不足，高速攪拌600rpm及500rpm乾菌重已減

少，而450rpm以下之醱酵其乾菌重還在增加中。在低轉速300rpm之攪拌速率下，

其菌體濃度反而比500rpm或600rpm來得大；所以增加攪拌速率並未能有效地增加

菌體濃度。在低轉速300rpm的醱酵中菌體形成菌球較小，而且醱酵液中有很多的

游離菌絲出現。在高轉速500rpm或600rpm的醱酵中菌體形成菌球體積較大並且沒

有游離菌絲產生。 
 

關鍵詞：氧氣傳送、攪拌、Aspergillus ni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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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n of different stirring speed on the oxygen 
transfer and colonial growth in the system of Fermentation of Aspergillus niger. The 
experiment revealed that in the first twelve hours the oxygen supply was sufficient and the 
fermentation colony grew well at 600, 500, and 450 rpm; in the last twelve hours, insufficient 
oxygen supply gradually appeared at different rpm, earliest at 600 rpm; the dry cell weight 
curve after 24 hour of fermentation at higher rpm was lower than the dry cell weight at lower 
rpm. After 32 hour of fermentation, the oxygen supply was very insufficient at higher rpm of 
600 and 500, but the dry cell weight was still increasing at 450 rpm. On the low spinning 
speed, 300 rpm stirring speed, the concentration of colony was higher than 500 or 600 rpm on 
the contrary; so the increase of stirring speed could not increase the colony concentration. On 
the low spinning speed of fermentation, the pellet of colony was smaller but there were a lot 
of free hypha appearing the fermentation fluid. On the high spinning speed 500 to 600 rpm, 
the pellet of colony was larger but no free hypha formation. 
 
Keywords : oxygen transport, stirring, Aspergillus ni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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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醱酵工業是生化工程非常重要的一環，它對於醫藥、食品、農業、能源、化學工業

等方面皆有很重要的貢獻[1]；而在醱酵工業中，好氧性醱酵佔大多數。一般在醱酵工業

上，週遭環境常會限制微生物的生長，這些環境如：溫度、pH 值、溶氧量及營養物質。

好氣性微生物在液體中培養時，主要是利用溶解在培養液中的氧氣。對於氧氣的供給而

言，由於氧氣在水溶液中的溶解度很低，因此在整個撥酵過程中，氧氣的供給常是個限

制步驟[2-3]。故若能提高氧氣的供給速率，則菌體或其產物的濃度均可大幅增加，因而

降低生產成本、增加產品的競爭性。所以如何增加在醱酵中的氧氣傳送速率，便成為很

重要的課題。 
傳統增加氧氣傳送的方法中，最常見者是增加攪拌速率或通氣量[4,5]。也有學者用

其他的方法來促進氧氣傳送[6-9]。在氧氣傳送為瓶頸步驟的醱酵中，添加氧氣傳送介質

於醱酵液中，來增加氧氣傳送速率，是有多位學者熱烈討論的一個課題。1987年，

McMillan和Wang [10]在Esherichia coli的Fed-batch醱酵中，發現在醱酵4.5小時後溶氧值

降至零，氧氣傳送速率為50mmol/M-h，而在5小時後添加10%的氟碳化物(Flourinert Fluid 
Fc-40)則氧氣傳送速率增至65mmol/M-h，在6小時後添加20%的過氟碳化物的量與氧氣

傳送速率增加的關係為先增後減。1990年，McMillan和Wang [11]之研究發現，在

Esherichia coli的Fed-batch醱酵中，添加35%的過氟碳化物，可使溶氧值降至零的時間延

後4小時，並使菌體濃度增加2倍。1991年，Roles和Goma[12]在A. aerogenes醱酵中添加

大豆油來促進氧氣傳送，而所添加大豆油的量與氧氣傳送速率增加的關係為先增後減。 
若要有效解決氧氣傳送的瓶頸就必須了解其傳送的機構。在有關氧氣傳送機構的探

討中，1990年，Rols等人[13]提出披覆係數大於零的油相會在水中形成小油滴，而這些

小油滴會披覆在氣泡之表面而吸收很多的氧氣;當氣泡破裂後這些吸收氧氣的油層會再

形成小油滴，而將氧氣傳到水中。1989年，Beth等人[14]提出:對披覆係數小於零的油相

而言，它們在水中只會形成油滴，在氣液間亦為小油滴存在，這油滴會藉著在氣．液界

面與氣泡接觸時，吸收大量氧氣，然後再傳入水中。雖然以上的機構皆很合理，亦可解

釋油相在水中可增加氧氣傳送的效果。但是，其理論所推導出來的結果為:氧氣傳送速與

添加油相的量率之一次方成正比。但實際上在實驗中，氧氣傳送速率興所添加油量的關

係卻是先增後減，而很遺憾的未能與上理論吻合。換言之，至目前為止尚未有合理的機

構來描述實驗的結果。 
以攪拌或氧氣傳送促進劑皆可增加氧氣傳送速率，但以經濟的觀點攪拌也是很好的

方法。本研究以Aspergillus niger醱酵為系統，探討以不同攪拌速度對氧氣傳送及菌體生

長的影響。 

 

貳、實驗材料與方法 

一、 菌株 

Aspergillus niger ATCC 9029, 購自食品工業研究所菌種保存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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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藥品 

(一)、 尿素(Urea)：H2CONH2，和光純藥品工業株式會社，日本大阪，試藥級。 

(二)、 葡萄糖(D-glucose)：SIGMA chemical company, MO U.S.A.，得自 dextrose 和 corn 

sugar，96% -anomer 和 4%－anomer。 

(三)、 硫酸鎂(magnesium sulfate)：MgSO4．7H2O，半井藥品株式會式，日本京都，試藥

特級，純度 99%。 

(四)、 硝 酸 銨 (ammonium nitrare) ： NH4NO3 ， MERCK chemical company, Frankfurter 

Germany ，純度 99％。 

(五)、 磷酸鉀(potassium biphosphate)：KH2PO4，島久藥品株式會社，日本大阪，試藥壹

級。 

(六)、 玉米萃取液(corn steep liquor)：SIGMA chemical company, MO U.S.A.。 

(七)、 消化蛋白質(peptone)：Difco chemical company, Detroit Michigan U.S.A.。 

(八)、 洋菜(agar)：Difco chemical company, Detroit Michigan U.S.A。 

(九)、 過氧化氫酵素(catalase)：得自 bovine liver，SIGMA chemical company,MO U.S.A., 活

性為 2600 unit/mg。 

(十)、 氫 氧 化 鈉 (sodium hydroxide) ： NaOH ， MERCK chemical company, Frankfurter 

Germany，純度 98％。 

(十一)、 消泡劑(anti-foaming agent)：信越化學工業株式會社，日本東京，產品代號

KM-70。將消泡劑原溶液稀釋十倍後使用。 

三、 儀器與裝置 

(一)、 恆溫槽振盪：Hotech shaker batch，Model903，台北和德科儀公司。 
(二)、 pH meter：Orion Rasearch model EA 940, Boston U.S.A.，配置藥品用。 
(三)、 分光光度計：Shimazu model UV-1201, Kyoto Japan。 
(四)、 高壓滅菌釜：ADVANTEC model SVM-30H, Tokyo Japan。 
(五)、 培養箱：SKYLINE model SKB 75, 台北宏宜儀器公司。 
(六)、 溶氧分析儀：Oriental electric CO., Ltd., model RA, Universal oxygen analyzer,Tokyo 

Japan。分析酵素活性用。 
(七)、 恆溫攪拌槽：EYELA model RC-12，RIKAKIKAI Co., Ltd.,Tokyo Japan。 

四、 菌種保存之雙重管的開封 

(一)、 以沾有 70%酒精的棉花擦拭外管，在火焰上加熱外管尖端。 
(二)、 滴幾滴冷水於加熱處使外管破裂，再以硬棒敲破外管的尖端。 
(三)、 取出隔熱纖維及內管，以鑷子取出內管之棉塞。 
(四)、 用無菌吸管吸取 0.4ML 無菌水滴入內管中，待乾燥粉末溶解均勻後，以無菌吸

管吸出菌體懸浮液，再滴入盛有無菌水之試管內，輕微振燙使其混合均勻後靜

置一小時。 
(五)、 用已滅菌的白金鉺浸於菌體懸浮液中，將菌體接種到保存用培養基在 30℃下作

面培養 120hr 以活化之，然後再重覆一次斜面培養，即可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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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接種菌量的定量 

在一般黴菌的醱酵中，接種方式可分為兩種，即以孢子或菌球接種。本實驗採以菌

球接種之方式進行。黴菌在液態培養中以菌球的形態生長系統對為不均勻系統，所以在

接種時量的控制便顯得非常重要。 
  本實驗接種之步驟有二。第一步驟，是將活化之後的菌體接種到斜菌培養基上；在

30℃培養，培養基為 malt extract 20 g/l、peptone 1 g/l、glucose  20 g/l、agar  20 g/l。經

5 天之生長，整個斜上便會長滿孢子，因為斜面之面積是固定的，所以經過 5 天菌體的

生長便達停滯生長期，因此生長在斜面上的孢子數量應該不會相差太大。第二步驟，是

將斜面培養的孢子，以 20ml 的無菌水洗下，置於 50ml 之燒杯內攪拌，使其均勻懸浮，

取 0.2ml 懸浮液加到 20ml 的液態培養基(組成如表 1 所示)內，振盪培養 24hr 之後再吸

取 1.5ml 的菌體接種到醱酵槽。而我們採用菌球體積定量之方法如下：將振盪培養 24hr
後的菌體，吸取 1.5ml 的菌球（含有培養液）到量筒內，再以定量的無菌水(4ml)加入，

使菌球自然沈降後，再調整菌球體積以達到 5ml，再以吸管攪動使菌球再一次使菌球自

然沈降，看看沈降後之體積是否有改變，若沒改變即可。由實驗中可以發現菌球自然沈

降後之孔隙度與所含的培養液多少有關，培養液含量愈多沈降愈快孔隙度愈小，所以必

須以定量的蒸餾水加以稀釋，而稀釋至某一程度後，其沈降率便不受培養液的影響。 

表 1  振盪培養及醱酵用培養基 

Compoment Concentration(g/L) 

Glucose 60.00 

MgSO4.7H2O 0.25 

KH4NO3 0.30 

KH2PO4 0.25 

Urea 2.00 

Corn steep liquor 11.00 

 
 
 
 
 
 
 
 
 
 
 
 
 
 

圖 1  菌體體積與乾菌重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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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是由以上的定量方法所得的不同體積之菌體體積與乾菌重之關係圖。由圖 1 可

發現，其關係為線性，因此，此方法對菌球的定量很穩定，並且可信度高。圖 2 為不同

體積之菌球與濕菌重之關係圖，濕菌重為將菌球以 0.45μm 之濾紙過濾後，再以衛生紙

吸乾其水份之後所稱得的重量。圖 3 乾菌重與濕菌重之關係圖，由圖三中可發現其線性

較差，誤差度較大。因在吸水的步驟中，操作的均一性很難控制，以致菌體所含之水份

不一致，所以其重現性差。溼菌重的方法雖較快速，但無法達到實驗的準確性，所以在

實驗中菌體濃度的測量採乾菌重。 

 
 
 
 
 

 
 
 
 
 
 
 
 
 

圖 2  菌球之體積與濕菌重之關係圖 

 
 
 
 
 
 
 
 
 
 
 
 
 
 
 
 

圖 3  乾菌重與濕菌重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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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醱酵實驗 

(一)、 將保存之培養基滅菌後，趁培養基尚未凝固前分裝至試管中，製成斜面保存培養

基。 
(二)、 將活化過的菌體接種到斜面培養基，在30℃下培養，120小時後菌體可長滿整個

斜面。 
(三)、 取20mL從配製的振盪培養基 (組成如表1所示)，裝在100mL的錐瓶中。 

(四)、 取20mL之無菌水倒入(2)的試管中(即長滿菌體的料面培養基)，以白金鉺將全部孢

子刮下，並以攪盪器攪拌均勻，使菌體均勻分佈於無菌水中。 

 
 
 
 
 
 
 
 
 
 
 
 
 
 

圖 4  攪拌式發酵之實驗裝置圖 

(五)、 再由(4)取0.2mL菌體懸浮液，加入(3)之錐形瓶中，進行24小時振盪培養，振盪轉

速100rpm，溫度34℃。 
(六)、 振盪培養完後，以5mL之試管，量取0.5mL之菌球(pellet)，再接種到醱酵槽內，

其體積為1L，並以5 N的NaOH溶液來滴定控制pH值為6。攪拌速率為450rpm，通

氣量為0.4vvm，溫度為34℃: 醱酵用培養基如表1所示。其實驗裝置如，圖4所示。 

 

參、結果與討論 

一、 在 Aspergillus niger 醱酵中不同攪拌速率對氧氣傳送的影響 

圖 5 為在 Aspergillus niger 醱酵不同攪拌速率與 DO 值之關係圖。在圖 5 中可發現

由攪拌速率 300 至 600rpm 醱酵液的溶氧值曲線趨勢，DO 值皆由 7.2(mg/L)經三階段降

至零。第一階段為水平位移，約 4 至 10 小時後再進到第二階段急速下降，約 5~10 小時

而後降至 DO 值為零；再進到第三階段氧氣傳送瓶頸期，DO 值階為零。以圖 6 中的 450rpm
曲線為例，第一階段 DO 為水平位移，約 8 小時，此時因菌體在醱酵槽內處於遲滯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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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外界提供的溶氧大於菌體所需，因此醱酵液的溶氧濃度為飽和濃度，7.2(mg/L)。接

下來菌體進入指數生長期，需氧量大增。而氧氣供給仍足以供當菌體所需，但此階段菌

體不斷增加；因此需氧量亦不斷的增加。由圖 6 中可發現在 8 小時到 24 小時間，DO 值

便快速的下降，直到氧氣供給量無法滿足菌體所需，便進到第三階段。這個階段氧氣已

不足，所以 DO 值為零；此時氧氣以成為醱酵的瓶頸。因此影響到菌體生長，不久醱酵

進入停滯期。 
由圖 5 中亦發現在 300 至 600rpm 之間，增加攪拌速率可有效地增加溶液中之溶氧

值，其 DO 值隨攪拌速率增加而增加，而增加之幅度卻隨攪拌速率之增加而愈來愈小。

此現象可由質量傳送觀點來探討。 
在攪拌式的醱酵槽中，氧氣的傳送是由氣泡所傳出，而氣泡會在槽滯留一段時間後

才離開醱酵液。因此，氧氣傳送之速率是由下列二大因素來決定：(1)氣泡與液膜間之質

傳係數 KLa；(2)氣泡在醱酵槽之滯留時間。攪拌對氧氣傳送之影響，亦可由此兩因素來

討論。(1)KLa 的影響：攪拌可增加氧氣傳送，其增加 KLa 部分可分二部分來看(a)增加

a(表面積)值。以攪拌之機械力，將氣泡打散，而氣泡之半徑會隨著機械力之增加而減小，

但當機械力大到某一程度後，就沒辦法再使氣泡之半徑繼續變小，所以機械之力量可使

KLa 之 a 增加大，但它卻有一極限值。(b)增加 KL 值。由氣泡中送出氧氣的過程中，其

主要阻力為氣泡外的液膜，其值傳送速率為 OTR=KLa(C*-C)，其中 C*為飽和溶氧值，

C 為溶液中溶氧值。當攪拌速率增加時，因其機械力較大，使得氣泡與液體間的相對速

度增加，因而使得液膜之厚度變小，故 KLa 增加；但當攪拌速率增加到某一程度時，氣

泡外的液膜無法繼續變小，此時 KLa 便達一限值，無法因攪拌速率之增加而無限制的增

加，因此攪拌速率對 KL 的影響是有限的。(2)對滯留時間的影響。氣泡由分配器進入醱 

 
 
 
 

 
 
 
 
 
 
 
 
 
 
 

圖 5  在 Aspergillus niger 醱酵不同攪拌速率與 DO 值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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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在 Aspergillus niger 450rpm 醱酵之乾菌與 DO 值之關係圖 

 
酵槽後，便由於攪拌葉片的撞擊而分散成較小之氣泡，並快速地在醱酵槽中繞行，其速

度可分成徑向和軸向兩種，徑向速度是由攪拌葉片之機械力造成，軸向速度則是由氣體

本身浮力所造成的。假設氣泡軸向流速皆相等，則其氣泡的滯留時間便由徑向之速度來

決定。因此攪拌速率增大，則徑向的速度便愈大，故在醱酵槽中氣泡行走之路徑愈長，

所以氣泡在醱酵槽滯留的時間愈長。但因醱酵液有黏度會造成黏滯力，阻礙氣泡在徑向

的速度，而使得徑向的速度也有一個極限值。從以上對氧氣傳送的影響因素來看，圖五

中其 DO 值隨攪拌速率增加而增加，而增加之幅度隨攪拌速率增加而愈來愈小是合理

的，即增加攪拌速率只能有限度地增加氧氣傳送，它有一個極限值存在。 

二、 在 Aspergillus niger 醱酵中不同攪拌速率對菌體生長的影響 

圖 7 為在 Aspergillus niger 醱酵不同攪拌速率與乾菌之關係圖。雖然增加攪拌轉率 

 
 
 
 
 
 
 
 
 
 
 
 
 
 

圖 7  在 Aspergillus niger 醱酵不同攪拌速率與乾菌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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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高溶氧值，但由圖7中發現，在300rpm之攪拌速率下其菌體濃度反而比500rpm
或600rpm來得大。由圖5中發現在醱酵12小時前氧氣傳送足夠，在圖7可看出在醱酵12

小時前，轉速600、500及450rpm的醱酵菌體生長較好，其乾菌重曲線以600為最佳；而

400及300rpm醱酵菌體生長較緩慢，乾菌重幾乎無法測得。在醱酵12小時後由圖5中發現

不同轉速慢慢出現氧氣傳送不足現象，以600rpm最快出現；因而在圖7中轉速600及

500rpm其乾菌重曲線在醱酵24小時後便落後較低轉速的乾菌重曲線。在醱酵32小時時氧

氣傳送嚴重不足，高速攪拌600rpm及500rpm乾菌重已減少，此可能因氧氣傳送不足及轉

速太大會傷害菌體之生長等多重因素造成；而450rpm以下之醱酵其乾菌重還在增加中。

再者，由實驗中所觀察到的菌體生長之形態來看，在不同攪拌速率下，菌體之生長形態

會有不同的變化。在低轉速300rpm的醱酵過程中，菌體約在醱酵10小時後便開始有菌絲

的產生。雖然菌體在對數生長期雖有菌球形成但比較小，而菌球上有較多的菌絲且比較

不結實；另外醱酵液中有很多的游離菌絲出現。反觀在高轉速500rpm或600rpm的實驗

中，菌體在對數生長時，可形成很紮實的菌球而且體積也較大，並且沒有游離菌絲產生。

在不同攪拌速率下會造成不同菌體的形態之現象，可能是因在300rpm時，其氧氣的供給

不足而使菌體有趨向形成菌絲以吸收到更多的氧氣，而在較高攪拌速率時氧氣較充份，

故可形成較結實的菌球。而菌球之形態似乎與酵素之合成有關，若菌球愈大、愈結實而

且沒有菌絲產生，則酵素活性愈高。 

 

肆、結論 
Aspergillus niger醱酵實驗發現300至600rpm的溶氧值曲線趨勢分三階段，第一階段

為水平位移期、第二階段急速下降期、第三階段溶氧值為零。醱酵液的DO值隨攪拌速

率增加而增加，而增加之幅度隨攪拌速率增加而愈來愈小，即增加攪拌速率只能有限度

地增加氧氣傳送。在低轉速300rpm的醱酵中菌體形成菌球較小，而且醱酵液中有很多的

游離菌絲出現。在高轉速500rpm或600rpm的醱酵中菌體形成菌球體積較大並且沒有游離

菌絲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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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現今激烈競爭的全球化市場中，如何靈活運用資金使內部成本降低，進而

提昇獲利能力，是企業永續經營的基礎。其中，擬定有效的存貨管理政策，可以

適時與適量地控制存貨數量，使存貨的管理更具效率以達到最低的存貨成本，是

許多企業相當重視的問題。因此本研究擬建立一個整合原物料與成品之生產-存

貨模式，模式中假設供應商之原料中含有一定比例之不良品，且必須以分批方式

進行全數檢驗，再入庫以提供生產之用。每批原料於全部檢驗完成後，檢驗出的

不良原料將一次丟棄。首先，我們分別建立原料及成品之存貨相關成本函數後，

接著以兩者之整合存貨相關總成本函數最小化為目標，求解最佳之成品生產批量

及原料訂購次數。進一步，本研究提出一個演算方法來說明如何求得最適解。最

後，利用數值範例說明所提出之求解步驟，並分析不同不良率對於最佳解之影響。 

 

關鍵詞：存貨管理、生產-存貨模式、不良品、全數檢驗、整合 
 

 
 
 
 
 

                                                 
* 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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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competitive global marketplace, how the business uses funds flexibly to 
reduce the internal cost and then enhance profitability is the basi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is a serious issue for many companies to develop a effective inventory management policy 
can control the amount of inventory in real time with real quantity and make inventory 
management more efficient to achieve the lowest cost of inventory. Therefore, the study 
developed a production-inventory model considering raw materials and finished products in 
which the supplier's raw materials contain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defective products and must 
be fully tested in batch, and then put in storage to provide production. After completing the 
inspection of raw materials each batch, approved defective materials will be discarded once. 
We first establish the total relevant inventory cost functions of materials and finished products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we try to find the optimal production quantity for finished products 
and number of order for materials to minimize the integrated total relevant inventory cost 
function. Furthermore, a algorithm is developed to obtain the optimal solutions. Finally, 
numerical examples are provided to illustrate the proposed solving steps and analyze the 
impacts on optimal solutions under various defect rates of materials. 

 
Keywords: Inventory management, production-inventory model, defective items, full 

inspection, integ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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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當前企業在面臨激烈競爭的全球化市場中，如何靈活運用資金使內部成本降低，進

而提昇獲利能力，是永續經營的基礎。而制定有效的存貨管理政策，可以適時與適量地

控制存貨數量，使存貨的管理更具效率以達到最低的存貨成本，是許多企業相當重視的

問題。存貨過多時，會使積壓存貨成本，影響資金運用之彈性；存貨過少時，會使生產

流程產生中斷或延遲，造成停工與供應不及問題，並影響公司在市場上的銷售機會，進

而使得企業的商譽蒙受損失。自從Harris (1913)所提出的傳統經濟訂購量(Economic 
Order Quantity, EOQ)模式後，相關的存貨模式大都以其成本架構為基礎加以發展延伸，

其研究是透過計算存貨系統中的成本(訂購成本及持有成本)，以總成本最小化為目標，

決定最佳的經濟訂購量。然而傳統EOQ模式有許多的假設條件，因此很多相關研究增加

應用性質之情況或放鬆某些前提假設，以使建構之存貨模式更能夠接近企業存貨管理的

實際作業。例如廠商的經營通常是一面生產，一面銷售，在生產的同時，產品亦必須應

付顧客的需求。在生產率大於需求率的情況下，存貨累積至一定的數量時便停止，而廠

房的機器亦能趁機維護、保養。這種一邊生產一邊銷售的存貨模式我們稱之為「經濟生

產批量存貨(Economic Production Quantity, EPQ)模式」。然而傳統探討經濟生產批量(EPQ)
模式，大多假設物料或成品為百分之百良品，未將不良品對經濟批量的影響納入模式考

慮。如此可能會造成最適的訂購/生產決策下的最低總成本或最高總利潤與實際情況有落

差。尤其是當產品的不良率很高時，若未將此因素納入訂購/生產策略考量，將會嚴重低

估成本或高估利潤。 
  再者，生產系統中的存貨是一種浪費，生產期間將原物料分批運送給製造商，供應

商與製造商雙方在降低存貨上都會得到成本效益。一般來說，將原料與成品分別進行最

佳存貨決策所得結果，會比將兩者一起考量的最佳整合存貨成本高。是故，本研究考量

單一原物料和單一成品的二階整合型存貨模式，分析及計算兩者之整合成本，主要的目

的在於決定製造商的最佳原物料訂貨次數及最佳生產策略。模式中考慮原物料中含不良

品情況並假設原物料先在庫房進行檢驗或篩選程序，檢驗完畢後將不良品由存貨中整批

取出，物料之檢驗及廢棄處理需要費用。圖1說明本存貨模式中原料與成品之供需行為。 

  
圖 1 原料及成品之供需行為 

 

貳、文獻探討 
一、不良品存貨系統 
  早期對於存貨模式的討論，大多是假設產品在完善的生產過程中製造，所生產出之

產品皆為百分之百的良品，不考慮不良品的情況發生，但實際生產狀況並非如此完美，

商品從原料到成品整個過程中，難免會有一些因素導致產品品質不良；因此許多學者進

一步去探討存貨中包含有不良品情況，使發展的存貨模式更加反應實際情形。 

原料倉庫 
原物料不良率：β 

原物料訂購數量：Q /(1-β)

分成 m 批進料 

成品生產線 
原物料需求數量：Q 

成品生產數量：Q 

原物料 

需求 需求 

成品 

成品 
成品需求數量：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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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eus (1986)考慮製造過程中會產生固定比例不良品，探討不良品對於經濟訂購批量模

式的影響，並從製程品質著手來改善製程控制外的情況發生。Rosenblatt與Lee (1986)假
設生產系統製程狀態之控制內的時間服從指數分配，當製程轉換到成品控制外時會產生

一定比例之不良品，而不良品會立即進行重工，其所得到的最佳生產批量會小於傳統的

經濟生產批量。接著，Lee與Rosenblatt (1987)考慮生產過程含有固定比例不良品，探討

檢驗成本、採購成本、持有成本與不良品發生的成本之間的關係，求得最佳的檢驗和訂

購策略，以期許能更符合現實的情況。更進一步，Lee與Rosenblatt (1989)針對不完美製

程所需進行的預防性維修與復原成本，將其加入經濟生產模式進行深入研究。Salameh
與Jaber(2000)將傳統經濟訂購批量模式加以延伸，假設在商品生產過程中有隨機的不良

品產生；接收的商品要經過100%全數檢驗，在整個批量檢驗完成後，全部不良品以折

扣價格轉售；該模式是以商品的期望單位總利潤最大為目標，且在數值分析中探討不同

不良率對最佳訂購量之影響。Wu與Ouyang (2001)假設每次訂購的產品中可能會包含不

良品，而不良品數量為一個隨機變數。模式中考慮允許缺貨及銷售損失，在假設前置時

間的需求服從常態分配的條件下，找出使得相關成本總和最小的最適之訂購數量、訂購

點及前置時間。Wee等人 (2007)及Eroglu與Ozdemir (2007)延伸Salameh與Jaber (2000)所
提出之模式，他們的模式皆允許所有缺貨可於下一次交貨時全部補足。Maddah與Jaber 
(2008)亦修改Salameh與Jaber (2000)模式之期望單位總利潤的錯誤，並提出另一個模式，

允許多個生產週期所產生之不良品可以集中合併處置；假設每次處理不良品須負擔固定

運費，故合併處理可節省運費，但須負擔較高的不良品儲存成本。Yoo等人(2009)考慮

產品檢驗可能會有兩種型式的錯誤發生(型Ⅰ錯誤與型Ⅱ錯誤)，如果錯誤由賣方檢驗所

產生，賣方必須退回金額給買方。模式中證明不良率及型Ⅰ錯誤增加時買方獲利會增

加，因此賣方須謹慎管制生產及檢驗程序。Khan等人(2010)假設檢驗速度會依照不同的

學習效應而變動，當檢驗速度低於需求時會導致缺貨產生，並探討三種不同學習檢驗之

知識轉移對於單位獲利結果之影響。Yassine等人(2012)提出兩種處理不良品方式之生產

存貨模式，一種是每個生產期間的不良品在檢驗完就立即處理，另一種是將多個生產週

期的不良品集中處理。在數值分析中他們比較及分析不同參數值下，兩種模式所得到之

成本。最近，Wee等人(2013)探討一個考慮不良產品及允取缺貨的生產存貨模式。當不

考慮不良率時，該模式可以轉換為傳統之EOQ及EPQ模式。他們在數值範例和敏感度分

析中驗證及分析模式結果。然而，上述關於不良品的存貨文獻，皆從EOQ或EPQ的角度

來探討存貨管理問題，並未考慮供應鏈存貨管理之整合生產存貨系統。 
 
二、整合生產存貨系統 
   傳統的存貨問題，大多探討賣方或買方單一方面的存貨問題。然而在目前競爭激烈

的市場環境中，不能僅對單方的立場來考量，買賣雙方必須透過密切的協商合作，發展

一個同時考慮雙方立場的整合型存貨模式。有鑑於此，許多學者乃從降低雙方聯合成本

或利潤的方向思考，以尋求整體成本最小或整體利潤最大為目標，使雙方皆能在良好的

合作關係中透過策略的整合以達到雙贏目標及長期利益。Goyal (1976)首先提出以單一供

應商與單一零售商為基礎，假設生產週期是訂購週期的整數倍，以整合總存貨成本最小

為目標。Banerjee (1986)提出一個整合經濟批量模式，製造商每批次依照零售商訂購的

數量來生產，製造商生產完整批後，再將全數產品貨品一次運送給零售商。Lu (1995)
提出一個整合型存貨模型，放寬供應商必須於生產完畢才可以運送給零售商的假設限

制。Hill(1997)繼續延伸Goyal (1995)和Lu (1995)的模型，提出單一買賣雙方的整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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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方在生產作業期間就開始運送貨品給買方，分成多次運送給買方，而每次運送的數量

隨著固定比例逐批持續變動。Huang(2004)提出批量生產的整合模式架構，賣方以相等

數量分批運送貨品給買方，假設產品在生產過程中的不良品由買方負責檢驗，運送費用

將由買方負擔，但賣方支付每一不良品的保證成本。Glock (2011)研究多個賣方及一個

買方之整合存貨模式，顯示允許不同批量、交貨頻率及生產期間會降低系統總成本。Roy
等人(2012)提出單一供應商及單一買方之整合型存貨模式，買方訂購量採用分批運送策

略。檢驗期間不良被檢出、重工及放回庫存，買方所發生之缺貨在接下來的交貨一次補

足。Ben-Daya等人 (2013) 提出一個三階層整合型生產存貨模式，一個包括單一供應商、

單一製造商和多零售商供應鏈之整合經濟批量問題。其目的是使整體供應鏈總成本最小

化，假設上游階層的週期時間為下游階層的整數倍，採用非微分方法來推導出模式的封

閉形式最佳解。上述考慮整合型生產存貨模式，都在探討供應鏈中不同設施間如何透過

整合生產、存貨、運輸等策略來達到全面最佳化。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供應鏈整合生產存貨模式的觀念運用在單一原物料和單一成

品，並為製造商建立一個二階整合型生產存貨模式，主要的目的在於決定製造商的最佳

訂貨次數及最佳生產策略。 

 

參、符號說明及假設 
   為建立模式，本研究所使用的符號說明如下： 
P   生產率 (單位/年) 
D   需求率 (單位/年)  
Q   成品(良品)一個週期的生產批量 (單位/次)，為決策變數 
m   原物料一個週期的訂購次數，為決策變數 
β      原物料不良率，服從一特定機率函數之隨機變數且 10    

Rs    原物料的訂購成本 ($/次) 

Rh    原物料的儲存成本 ($/單位/年) 

Ru    不良原物料的丟棄成本 ($/次) 

Rv    原物料的檢驗成本 ($/次) 
x   原物料的檢驗速度 (單位/年) 

Ms    成品的生產設定成本 ($/次) 

Mh    成品的存貨儲存成本 ($/單位/年)  

 mQTC M ,  成品每年存貨相關總成本 

 mQTC R ,  原物料每年存貨相關總成本 

 mQTC ,   每年整合存貨相關總成本 

 
    接著，本研究所探討之存貨模式的主要假設如下： 
1. 只考慮單一原物料及單一成品之存貨模式。 
2. 成品需求率為已知的固定常數。 
3. 生產率為有限且為已知的固定常數，生產率大於需求率。 
4. 原物料中含有不良品，需全數檢驗。再者，本研究假設每批原物料中，單位的檢驗

成本不容易估計或非常微小而可忽略，亦即每批的檢驗成本為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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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良品在檢驗結束時，立刻從存貨中整批移出；不可回收再利用且沒有殘值，且不

良品丟棄需要處理成本。 
6. 原物料之良品檢出速度大於等於生產率。為確保檢查速度滿足生產速度，需要如下

限制：   Px  1 ，即



1

Px 。 

7. 原物料(良品)以小於或等於生產批量方式分批進料。 
8. 不考慮成品之不良，即假設成品中無不良品。 
9. 不允許缺貨發生。 
10. 原物料100%轉換為相同數量的完成品。 

 

肆、模式建立與求解 
   在本存貨系統中，假設原物料百分之百轉換為相同數量之成品，且不良原物料必須

先剔除後再提供生產。依序推導原物料及成品之相關存貨成本，建立原物料與成品的整

合存貨成本之數學模式後，計算出總成本最低的最佳成品生產批量及原料訂購次數。 
   本模式之存貨與時間關係如圖2所示，茲說明如下：製造商每次生產批量為Q，由需

求率為D可知每一週期時間為Q/D；由於生產率為P，可知每週期生產時間為Q/P。因為

原料中含有不良品(不良率為β)，所以需要訂購原物料的數量為Q/(1-β)。而訂購的原物料

會分成m次進料，亦即每次進料數量為Q/[m(1-β)]，進料間隔時間為Q/(mP)。原料進貨時

需先經過檢驗，檢驗費用採整批計次方式計算；檢驗完畢後，驗出之不良原料將從倉庫

中移除並丟棄，不良品丟棄費用也是採計次方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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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原物料及成品之存貨水準 
 

我們首先計算原物料的存貨成本，包括訂購成本、檢驗成本、丟棄成本與儲存成本。

依據圖2可推導如下： 
原物料之訂購成本： 

一個週期成品生產Q單位且需求率為D，因此週期長度為Q/D。由於一個週期訂購原

物料m次，所以單位時間之訂購成本為： 

           
Q

mDs
DQ

ms RR 
/

。                                              (1) 

原物料之檢驗成本： 
一個週期有m次檢驗，而檢驗費採整批計次計算，故每年之檢驗成本為： 

庫
存
水
準 (

原
物
料) 

庫
存
水
準(

成
品) 

T=Q/D

時間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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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mDv
DQ

mv RR 
/

。                                              (2) 

原物料之不良品丟棄成本： 
一個週期有m次不良品丟棄，每批不良品丟棄費用為 Ru ，故單位時間之丟棄成本分

別為： 

Q
mDu

DQ
mu RR 

/
。                                                (3) 

原物料之儲存成本： 
由於不良率為β，要滿足成品生產批量Q，需要訂購的原物料數量為  / 1Q  ，一

個週期進料m次，一次交貨進料數量為 )]1(/[ mQ 。由圖2上方可以看出一個週期之原

物料儲存存貨： 

      























22

2

1

21

22

1

11 





xPm
Qm

mP
Q

m
Q

mx
Q

m
Qm ，               (4) 

接著除以訂購週期Q/D與乘以 Rh 得到單位時間之原物料儲存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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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原物料的每年存貨相關總成本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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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計算成品的存貨相關總成本，包括：設定成本與儲存成本。 
成品之生產設定成本： 

一個週期有一次生產設定，故單位時間設定成本： 

Ms
Q
D

。                                                       (7) 

成品之儲存成本： 

由於每週期之成品存貨累積數量為：  
D
Q

P
QDP 

2

1
，接著除以週期

D
Q

與乘以 Mh 得

到單位時間之成品儲存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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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QDPhM 2


。                                                  (8) 

因此，成品的每年存貨相關總成本等於： 

   
MMM h

P
QDPs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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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從(6)與(9)式可得到原物料與成品的每年整合存貨相關總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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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原物料之不良率β服從一機率函數，因此我們先對整合存貨相關總成本求取期望

值，求  mQTC , 之期望值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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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其中  ]1/1[1  EE 及   ]1/1[ 2
2  EE 。明顯地，可以發現 12 EE  。 

當Q及m以連續變數處理時，我們可以證明  ],[ mQTCE 為Q及m之凸(convex)函數(詳
細證明請見附錄)。若假設Q為連續變數而m為離散變數。由於m必須為一正整數；因此，

先求給定m下，Q之最佳解，再代入目標方程式求得m之最佳正整數解。為了符號方便(11)
式可改寫為： 

               
Q
BAQmQTCE ],[ ，                                  (12) 

其中 

   
0

2

]2[

2
12 







mPx
hEEPxD

P
hDPA RM ，                          (13) 

  0][  RRRM svumsDB 。                                  (14) 

另給定一個m下之最佳解為 #Q ，對(13)式作Q一階微分並令其為零可以得到Q之最佳解： 

 
A
BmQ # 。                                               (15) 

因為   322 /2/],[ QBdQmQTCEd  大於零，在給定一個m下，  ],[ mQTCE 在Q=  mQ# 時

有極小值。將  mQ# 代入(12)式整合存貨相關總成本的期望值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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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mQTCE 2],[ #  。                                         (16) 

由(16)式知極小化  ],[ # mQTCE 等同於極小化A×B。因此我們令   ABmf  ，將(13)及(14)
式代入  mf 後整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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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PmDhxhEEPDsvumsDmf MRRRRRM

2

]}[2]{[ 12 
 。    (17) 

對  mf 作m之一階及二階微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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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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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0mf
dm
d

之解為 #m ，得到： 

 
   MRRR

MR

hsvuDPx
shxEEPDm





]2[ 12# 。                                  (20) 

由 12 EE  及 DP  ，可知 #m 值為一正實數。再者，因為   22 / dmmfd 大於零，因此，

若m為連續時， #m 為使  mf 極小之最佳解，它也是使  ],[ # mQTCE 極小之最佳解；由於

m(原料訂購次數)是一個離散變數，但 #m 值不一定是一個整數。然而，m之最佳解( *m )

必須為一正整數，若 #m 是正整數，最佳解 *m 等於 #m 。若 #m 不是正整數，因  mf 為m
之凸函數，最佳解 *m 會存在於 #m 周圍的正整數。令 #m 及 #m 分別代表小於及大於 #m 之

最接近的正整數。因為m必須大於0，若 10 #  m ，設定 1# m 。如果      ## mfmf ，

最佳訂購次數  #* mm ；反之，若      ## mfmf ，最佳訂購次數  #* mm 。接著，從

(15)式得到最佳生產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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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RM

hDPmDhxhEEPD
svumsPDx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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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QQ





*

12

**
*#*

2

2
 。         (21) 

將 *m 及 *Q 代入(11)式得到最佳整合存貨相關總成本的期望值：  ],[ ** mQTCE 。 
 
以下步驟決定最佳解。 
求解步驟： 

步驟1. 由(20)式求 #m ，若 #m 為一整數，則為最佳運送次數： #* mm  ；反之，則進入步

驟2。 

步驟2. 若 10 #  m ，則最佳運送次數： 1# m ；反之，則進入步驟3。 

步驟3. 比較 #m 及 #m 代入 (18)式所得到之  mf 值大小。若      ## mfmf ，則
 #* mm ；若      ## mfmf ，則  #* mm 。 

步驟4. 由(21)式計算最佳成品生產批量：  *#* mQQ  ，將 *m 及 *Q 代入(11)式計算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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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存貨相關總成本的期望值：  ],[ ** mQTCE 。 

 

伍、數值範例 
範例5.1：我們考慮以下數值： 

生產率     P=50,000 (單位/年) 
需求率     D=40,000 (單位/年) 
原物料訂購成本   Rs =50 ($/次) 
原物料儲存成本   Rh =5 ($/單位/年) 
原物料的檢驗成本  Rv =20($/次) 
原物料不良品丟棄成本 Ru =15 ($/次) 
原物料檢驗速度   x=45,000 (單位/年) 
成品設定成本   Ms =1000 ($/次) 
成品儲存成本   Mh =10 ($/單位/年) 
  不良率β服從均勻分配，其機率密度函數為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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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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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根據以上資料，我們先計算 












1

1
1 EE 1.0206， 

以及 

 













22
1

1


EE 1.0417。 

由於x=45,000> DE 1 =1.0206×40,000=40,824.5，故可確保檢驗出良品的速度可以滿足需

求速度。接著，由(20)式計算連續值之最佳訂購次數 #m ： 

             
  

   MRRR

MR

hsvuDPx
shxEEPDm




 12# 2
=4.96。 

可 知 #m =4 及 #m =5 ， 將 其 分 別 帶 入 (17) 式 可 求 得 ：  4f =8.16576×107 與

 5f =8.08699×107。因為    54 ff  ，所以最佳訂購次數  #* mm =5。 
  進一步，由(21)式可計算最佳生產批量： 

    
    MRR

RRRM

hDPmDhxhEEPD
svumsPDxm

A
BmQQ





*

12

**
*#*

2

2
=6,338.42。 

即  **,mQ =(6338.42, 5)使整合存貨相關總成本的期望值最低。(17)式之  mf 函數圖形如

圖3所示。由(11)式計算最佳整合存貨相關總成本的期望值如下： 

 ],[ ** mQTCE =$17,9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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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範例5.1之f(m)圖形 

若原料中無不良品或不良率極小不予考慮時，可以設定 121  EE 及 0 RR uv ，

由(21)式計算連續值之最佳訂購次數 #m 為： 

  
   MRRR

MR

hsvuDPx
shxEEPDm




 12# 2
=6.32。 

可知 #m =6及 #m =7。同樣將其分別代入(17)式分別計算： 

 6f = 6.9333×107， 

以及 

 7f = 6.9429×107。 

由於    76 ff  最佳訂購次數  #* mm =6，即  **,mQ =(6245.00, 6)使總相對存貨成本最

低：$16,653.3。 

範例5.2：本例題主要探討不同不良率對最適解的影響，所考慮的參數值除了p值外，其

餘參數皆與範例5.1相同，在不同的參數p=(0.01,0.02,0.03,0.04,0.05, 0.06) 下之最佳解如

表1所示。 

f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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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範例5.1考慮不同不良率之最佳解 

p 0.01 0.02 0.03 0.04 0.05 0.06 

m# 4.87 4.90 4.93 4.96 4.99 5.02 

m#- 4 4 4 4 4 5 

Q(m#-) 5966.5 5955.1 5943.4 5931.5 5919.3 6315.8 

TC(m#-) 17966.8 18001.3 18036.7 18072.9 18110.1 18050.0 

m#+ 5 5 5 5 5 6 

Q(m#+) 6370.5 6360.0 6349.3 6338.4 6327.2 6670.4 

TC(m#+) 17894.9 17924.3 17954.5 17985.5 18017.3 18109.7 

m* 5 5 5 5 5 5 

Q(m*) 6370.5 6360.0 6349.3 6338.4 6327.2 6315.8 

TC(m*) 17894.9 17924.3 17954.5 17985.5 18017.3 18050.0 

 

由表1可明顯地看出，當參數p值增加時(期望不良率將增加，亦即每批原料中不良品期

望數量會增加)，最適之原料訂購數量(Q*/m*)、生產批量(Q*)及期望整合存貨相關總成

本(  ],[ ** mQTCE )會增加。由此可知，當原物料不良率增加時，儘管不會影響原物料一

個週期的訂購次數，但每批原料訂購數量會隨之增加。同時，原物料不良品的增加也會

使得成品生產批量降低而整合存貨相關總成本都會增加。因此，若能有效降低原物料不

良率(透過要求供應商改善不良率或篩選較優質原物料供應商)，將有助於製造商存貨相

關總成本能適時降低，進而提升獲利率。 

 

陸、結論 
    本研究提出一個整合原物料與成品之生產存貨模式。假設原料中有不良品而成品中

無不良品，先分別計算原料與成品的各項存貨成本，將兩者之總存貨成本相加，以兩者

的整合總成本最低為目標求最佳解。當運送次數不限制為整數時，先證明本模式最佳解

存在之充分與必要條件，說明總成本函數的凸性。但是運送次數必須為一正整數，求取

最佳解方法為先求得一特定運送次數之最佳生產批量，將此最佳批量代入總成本函數，

接著再求得最佳運送次數，並提出一求解步驟。進一步利用，範例說明如何以求解步驟

得到最佳解，並以圖形顯示成本函數的凸性，也對不同不良率下之最佳政策求解及分析。 
    本研究未來可從幾個方面延伸：例如商業交易活動中常有缺貨情況發生，缺貨時所

發生的成本必須予以考量。當存貨無法滿足顧客需求時，會導致銷售流失及商譽受損

等。所以在存貨模式中考慮缺貨問題，在制定存貨政策時會較符合實際供需情況。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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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物品的退化是一種常見的自然現象，因此將存貨損耗(如：汽油的自然揮發等)納入

模式中也可成為一個具發展性的主題。此外，在某些情況，每批物品的檢驗成本會與批

量有關，亦即檢驗成本的計算可能包含固定與變動的檢驗成本。最後，本文考慮不良品

被檢驗後，由存貨移出且不可回收利用，然而在實務中有些原料在不影響成品品質下，

能夠回收利用。因此未來我們亦可將此種情況納入模式中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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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對   mQTCE , 作Q及m之一階偏微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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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解分別為 **Q 及 **m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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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式可改寫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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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5) 

由(A3)及(A5)式可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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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A6)式代入(A5)式可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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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證明 **Q 與 **m 為  ],[ mQTCE 之最佳解。對  ],[ mQTCE 作Q及m二階偏微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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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含不良原物料整合物料及成品之生產─存貨模式 
鄭詠隆 1  楊志德 2  高明乾 3 
                                                                                           

46 

 



人文社會類            健行學報 第三十五卷  第四期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第 63 頁 
Journal of Chien Hsin University, Vol.35, No.4 (2015) 

                                                                                            

63 

藝術家在繪畫與文學中的情感表現─以艾德華．孟克 

及個人創作自述為例 
On Artists’ Emotion Expression in Painting and Literature--Using Edward 

Munch’s and Li-Way Chen’s Creations as Examples 
 

 

陳立偉 
Li-Wei Chen 

健行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兼任講師 

cheng960322@uch.edu.tw 
 
 

摘  要 
 

本文試圖從藝術家在繪畫與文學中的情感表現的角度來探究，藝術中的形式

能讓觀者感動在於它表現了創作者的情感，對於藝術家而言情感的產生是借著對

自然物的觀看所累積成「情感的經驗」，經驗成為藝術家創作的材料之一，有了

情感的經驗讓藝術家能將這些材料在腦中撮合，並加入「情感的想像」在裡面。

綜合了經驗、想像，藝術家必須將這些抽象的情感用繪畫和文學的形式來表現。

有時候情感就像洶湧的波濤，是深刻而強烈的，藝術家在「繪畫與文學中情感的

賦予」下善於將這份有如波瀾壯闊的情感加以昇華，移情於藝術中。然而藝術家

將那敏感、浪漫、細膩觀察的特質，展露於創作上。繪畫、文學、戲劇、音樂或

舞蹈所需要的正是這種帶點神祕、夢幻的特質，也因而產生了感動人心的經典佳

作。創作的作品為藝術家將內在情感轉化為圖像或文字的代表。因此藝術家會去

看如何構圖、組織、用語和畫面上的安排，使作品在表面形象與深層精神內涵更

能符合藝術家的心意。本文分為前言、文獻回顧、情感的經驗、情感的想像、繪

畫與文學中情感的賦予、結語等六部份來探究藝術創作及情感的面向。 

 

關鍵詞：觀看、想像、賦予、情感、形式、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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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 forms make the audience moved because they greatly express artists’ emotions. On 
the basis of intense observations on natural objects, artists create their work with emotional 
experiences that help them integrate all kinds of perceptions into “emotional imaginations.” 
Between real experiences and wild imaginations, artists’ job is to select a proper art (or 
literature) form to deliver abstract beauty. When experiences subtly mix with imaginations in 
the selected art form, artists often experience indescribable connections with strong and 
complex emotions. Like the surge of the tide, artists’ emotional expression can be so strong 
that their feelings are sublimated into true art. Such sensitive, romantic, and exquisite 
affection is the mystic, fantastic key to the truly moving masterpiece of painting, literature, 
drama, music, or dance. In short, artists’ work is a verbal/graph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ir 
inner emotions. Any craft of composition, organization, word selection, and layout is to reveal 
their emotions in both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ways. 
 

Keywords: observation, imagination, vitalization, emotion, art forms, expression 



人文社會類            健行學報 第三十五卷  第四期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第 65 頁 
Journal of Chien Hsin University, Vol.35, No.4 (2015) 

                                                                                            

65 

壹、前言 
「觀看」對於藝術家來說是創作主要來源之一，藝術家的觀看是充滿情感的看，在

對事物的觀看中，被激發了的情感，引發了表達和釋放的欲望，藝術創作是藝術家情感

釋放的產物。藝術家的眼光不是被動地接受和記錄事物形象而已，它是感覺和分析的，

這表示畫家的觀看不是物我分開的，而是物與我是有感應的，它既非完全主觀內向，也

非完全被動地依附客體，而是主客觀互動式的觀看。藝術家觀看事物的方式，不同於哲

學家的觀看，也非科學家的觀看，而是感悟意象，從事物中尋找有意味的形式。 

當藝術家在某些時候或傷感時，影響他觀看的角度和觀看結果。感知伴隨著思維，

表現主義美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 1866–1952）認為觀看的過程是含有感情的，

事物在觀看過程中已隨個人感情而改變，觀看即直覺，直覺含有創造性，創造出的意象

表現藝術家的主觀情感，將情感、形式、感受放置在繪畫與文學中，克羅齊對藝術的看

法是：「藝術即直覺、即表現」。觀看中相對的也伴隨著情感的產生。人可對任何事物

產生情感，所以藝術家對形象產生感情時，應該是他在當下有所觸動才會這樣。情感是

藝術家對客觀事物的反映形式， 它不只是反映客觀事物本身, 還反映藝術家與客觀事物

的關係, 它是藝術家對客觀事物是否符合自己內心的需要、想法、和理想所產生一種心

理作用。情感有如五花八門，快樂、悲傷、憤怒、希望等，情感具有複雜性，情感注入

在繪畫與文學中，而繪畫與文學是情感的具體呈現，是能讓觀者不只是停留在視覺上，

更能碰觸人心，引起共鳴的。在本文中依序以「情感的經驗」、「情感的想像」、「繪畫與

文學中情感的賦予」幾個部份作為主要探討論述的依據。 

 

貳、文獻回顧 
本文研究動機乃筆者在閱讀文學家尤昭良(2003)所撰寫的《塞尚與柏格森》一書中

所談及塞尚（Paul Cezanne,1839–1906）對於繪畫與文學之間異同的觀點，而筆者在先前

曾閱讀過日本文學唯美派谷崎潤一郎（Junichiro Tanizaki, 1886–1965）著作的《春琴抄》，

讓筆者感到他的創作傾向表達細膩與官能的感受，同時也將情感以文字用藝術手法組合

成細膩的文句，筆者認為這與繪畫有雷同之處，當《塞尚與柏格森》中提到繪畫與文學

之間的關係時，驟然興起筆者對這兩者的研究。 

塞尚認為繪畫與文學兩者形式雖然不同，但它們都同屬於藝術範疇中，繪畫以色

彩、線條具體刻畫形體，而文學以文字、語言來表達那 言外 以及 字面之外的的抽象概念，

兩者目標都在於將創作者腦中的形像實現出來。同時塞尚也認為畫家借由眼與腦彼此互

補的方式來創作；以眼對自然的洞察力與腦的邏輯性，眼力去發掘事物的原創性，從自

然中發現美的因素，再以邏輯性去尋求表現方法。上述的觀點啟發了筆者做為本研究動

機之一。 

而對於繪畫與文學創作中的表現筆者認為其實都運用到了觀看與思考的方式來醞

孕情感，因為這兩者形式雖有區別，但作品中都是在表達對人生的感悟，兩者形式的意

境體現都需來自藝術家的內心深處的感受，而內在情感必需用藝術形式去呈現，美學家

克萊夫．貝爾(Clive Bell,1881-1964)在其著作《藝術》中提到：「一件藝術品的根本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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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意味的形式」1，貝爾認為這是基於自己的審美經驗所認定的。線條、色彩以及某

種特殊方式組合成某種形式或形式間的關係，激起觀者的審美感情。這種的關系和組

合，這些審美感情的形式，貝爾稱之為有意味的形式。 
藝術家保羅．克利(Paul Klee, 1879–1940)在 1949 年〈創造的自白〉(Creative 

Confession)中曾說：「藝術不是再現看見了的，而是使人看見。」2筆者認為前者所指的

「可視」是指具體美感的、吸引人的對象，後者則是指通過創作者技法、手法、手段之

後，將「可視」變得有意義、有意味。克利在 1904 年 5 月日記中寫到：「有時我畫了寥

寥幾筆有勁的線條。它們真富於表情……。」3因此可推論克利通過心而不是單純通過

手來作畫，不斷地為內心的激情和腦海中的想像尋找最合適的表達形式。文學家谷崎潤

一郎也曾說：「以文章來表現藝術的是小說」，以文字的組成除了讓觀者明白意涵外，在

用法上更使得文調能表達言語無法傳遞的情感。藝術家正是對某種通常不細心觀察就感

覺不到的意味所喚起的審美感情成為創作的要素之一，貝爾的觀點也成為筆者探討藝術

家的情感如何借著藝術的形式與手段來體現的研究動機之二。 
可見「有意味的形式」乃指藝術家主體經由情感驅使作品所表現的形式，更指明了

形式的表現來源乃是個人對生命中某個關鍵時刻所觸及心靈深處而產生的感悟，非是單

純的視覺呈現與傳達思想。本文研究目的以「藝術家在繪畫與文學中的情感表現」作為

研究主題，試圖從研究藝術家對於外在表象的感知與激起內在情感的漣漪，繪畫與文學

兩者的藝術形式不同，但同樣是在創作上如何進一步深化自身內在與作品之間的聯繫。

藝術家在日常生活情景的觀察中，將所見之物的體驗引發更深一層的觀看，並加以想

像。作品所表現的獨特經驗和情感特徵，承載著創作者所激發的情感。筆者探討藝術家

的內在情感如何選擇材料技法、用字遣詞的表現，在過程中，運用視覺感官的體會仔細

的感覺，觀察它的每一個細節，然後組織與安排在作品上。藝術家的觀看與作品中的情

感表現，由外在物質轉向內在精神，兩者之間從視覺接受到產生內心的變化，情感就像

方向盤一樣，指揮著雙手與材料，使雙手與材料被賦予秩序，能持續向前邁進，它和創

作者的內心具有一種心靈上的互動。 

綜合上述的研究動機與目的，本文應用三種研究方法，文獻分析：以文獻中一段文

章、一段話做為一個發掘出本文研究其異同、特點或特質的方法之一。個案分析：以筆

者個人創作經驗或曾經閱讀過與研究主題相關文本出版的專論，用觸類旁通的方式來探

討本文主題。作品分析：以表現主義先驅愛德華‧孟克(Edvard Munch, 1863–1944)的創

作過程及文學作品中所蘊藏的情感妙味所在，並輔以筆者的繪畫創作來增添本文研究內

容。 

本文研究範圍為避免篇幅過大及內容過雜而無法聚焦於本文主題，因此研究範圍限

制在繪畫與文學兩種領域中，文中列舉作品以平面繪畫為主。然而在眾多藝術領域中，

表現情感的形式多有不同，而本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如上段所述，是經過筆者累積的創

作經驗與閱讀相關文獻所得之心得，進而發現其創作大部分源自於自身情感，並主導著

形式組成的要素之一，然筆者認為同為藝術範疇卻因領域形式的差異而有所不同，兩者

的差異中都同樣地在作品中表現人的情感層面。經筆者閱讀參考文獻過後，在撰寫過程

                                                 
1克萊夫．貝爾(Clive Bell)著，周金環等譯(1991)。藝術。臺北市﹕商鼎文化出版社。頁 3。  
2克里斯提安．哥爾哈爾著，吳瑪悧譯(1995)。保羅．克利生活與作品。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頁 21。 
3保羅．克利(Paul Klee)著，雨云譯(1997)。表現主義大師：克利的日記。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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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必產生主觀性的思維，研究結論未必能推論至所有的藝術領域。  

而本研究的參考文獻內容必需是與本文主題相關，才能將繪畫與文學之差異做深入

的撰寫，其結果未必能推論至所有的藝術創作。列舉之繪畫及文學作品必需以具象性、

可讀性、藝術性為主，並未包涵非具像或非易讀性的文學作品。 

綜合上述的研究範圍與限制，本研究藝術家在繪畫與文學中的情感表現，擬訂出三

個主要的研究問題： 

一、繪畫與文學的內容有何共通與差異，情感如何借藝術的形式表現？ 

二、不同領域中藝術形式的情感表現是否有共同性與差異性，蘊含了什麼意義？ 

三、藝術家在創作上是否求個人經驗與想像才能發揮嗎？其意義何在？ 

本研究藝術家在藝術不同領域中的情感表現，筆者在本文中參考尤昭良(2003)所研

究《塞尚與柏格森》中給予筆者在本文研究上的啟發，其研究中主要指出繪畫與文學的

類似性及對比性，如研究中提及塞尚認為眼是直覺的，用洞察力去發現「從未有人看過

它一樣地去觀看自然」4。腦是理智的，用邏輯組織轉換成具體，兩者是相輔相成的作

用，和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探討真實的時間時主張用直覺的眼力去發現，

而理智，柏格森認為理智的領域可以用語言概念來解釋，但直覺是生命內在的體驗。理

智只是站在事物外面來認知它，而直覺則是一種感應，然後把自身投入到對象之內，以

便與其那無法表達的東西相契合，因此柏格森認為直覺是一種沒有利用概念產生連繫而

直接地進入到事物之內。 

尤氏認為塞尚與柏格森的兩人在「直覺」與「理智」觀點上是有相通之處，但研究

中對於繪畫與文學並無太多的論述，只停留在繪畫與文學各自的特性，並無明確列舉文

學著作的內容及其他藝術家做論述，其研究較以塞尚的藝術觀與柏格森的哲學理論分析

和比較為多，這也是筆者認為需在本文中以文學著作內容與藝術家作品和個人日記作為

參考文獻的原因，不但可明確發現差異也能從中了解繪畫與文學在創作過程中及試圖表

達情感的共同性。 
然而繪畫與文學的形式雖有區別的，但作品中包涵的情感都需透過形式表現，不過

情感的表現也需經過藝術家一番的思索，因為任何藝術形式創作是無法不經過絞盡腦汁

而出來的，在本文中筆者以德國前衛藝術家喬瑟夫‧波依斯(Joseph Beuys, 1921-1986)
所提出「思考等於塑造」概念做參考，他認為創作者能自由思考，經由內在專注的凝聚

構思進而影響作品的藝術性，雖然與本文中僅只於是筆者論述藝術家將情感的經驗當作

創作來源之一的參考，但其觀念可視為創作思維的方向之一，因為筆者認為波依斯的觀

點乃是將藝術家腦中的抽象性思維做具體的概念上啟發。在本研究中筆者應用的參考文

獻乃以個人的閱讀經歷、創作經驗為基礎來引述至本文的研究，且符合筆者所認為在視

覺上及文字閱讀上、概念上含有「藝術形式中的情感表現」之特徵。綜合以上概括論述

來看，專以「藝術家在繪畫與文學中的情感表現」為主題的研究並不多見，由此更驗證

了本研究之必要性。 

                                                 
4尤昭良(2003)。塞尚與柏格森。臺北：高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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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感的經驗 

在我們每日所處的環境，經驗不斷出現在我們的週遭，常常是如流水般的過去，由

於生活是不停的往前。除了深刻的經驗如烙印般的痕跡是抹滅不掉地，那深刻的經驗—

也許是曾經在生與死之間徘徊的回憶。它是個令人難忘的，因為不時會出現在腦中，像

是個幽魂一樣跟著我們，在某個時後浮現在腦中。有時候藝術家會因為某種事物觸發了

他深藏在內心的情感記憶，也許是電影的情節或戲劇表演讓藝術家移情到劇中，類似的

感情又再次出現。情感即是創作的原動力，而藝術創作中的情感運用，如何讓藝術作品

凝聚著感情色彩，體現和流露著情感，使得作品中無不蘊涵著藝術家對生活的真實感

受。德國前衛藝術家喬瑟夫‧波依斯對於藝術形式的產生曾道﹕ 

 

我們必須‥‥將思考的形式，亦即思考的內在形式，視為所有事物更進一步的體

現的先決條件。這個原因促使我因而提出人的思考本是件雕塑的看法。5 

 

波依斯認為思考與創造兩者內化融會貫通，然後集中於創作者的內在塑造—即藝術

家所想表現的情感。他認為思考在一開始是混亂不清，無明確的狀態，需經由整頓才能

穩定不確定性的思緒，並以理性思考凝聚成形式，塑造後所呈現之樣貌。如果以創作而

言，就像觀看眾多複雜事物從中以藝術性的眼光挑選並組織成形式的內在活動。筆者任

為「內在塑造」是經創作者剪裁、綜合，或經過語言及文字、甚至於各種藝術的表現形

式描繪於外。 
而所謂「藝術性的眼光」是在一種在專注的狀態中產生，在未有實際作品成形前，

觀看是一種不涉及任何目的的心理專注活動，假設當創作者眾多事物鐘看到一個吸引他

目光的形象或物象時，會非常專注地看著事物本身，進入不受其它物所打擾的狀態中，

自然地把一切實用目的忘去，好像自己沉浸在對象物中，產生不經思考直覺地將未經感

覺或經驗過的事物直接的把握。所以可以推論，「藝術性的眼光」就是在洞察事物，是

潛移默化在生活之中，外在事物引發創作者潛意識中累積許久的記憶、意象浮現於意識

中，誘導視點焦距在某一物上，記憶、意象與當下所見之物產生聯繫，心中便自然而然

地開始觀照著這形象，會不自主地把自身的情感反映於物，審視自我內在與外在的本

質，物象的感性形式呈現於創作者心中成為美感的意象。 
因此「內在塑造」可視為是一種心理專注的活動，從眾多模糊的情感逐漸清晰的催

化劑。須由個人的主觀意志經直覺或感覺後至思考，思考與形式的成形有賴於發揮人腦

中所蘊藏之塑造的力量。它是自由的泉源，也是個人主觀性的表現，它使一般人有分析

歸納的能力，更對藝術家來說有自我了解及自我研究的重要，才能去獲得內在情感的創

造。 

                                                 
5曾曬淑(1999)。思考＝塑造：Joseph Beuys 的藝術理論與人智學。臺北：南天書局。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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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感的想像 

既然有了情感的經驗，在加上想像的混合，這想像並非是天馬行空，想像是起到一

個轉化的作用，它讓藝術家能尋找到可以和情感相襯的形象或形式。情感是最抽象的存

在，筆者則認為藝術家的思考形成有賴於發揮腦中的想像力量。藝術家要表達的是情

感，它能喚起藝術家豐富的遐想和無限的創造想像，以激發藝術家的創作靈感，但是，

情感要怎麼實際放在作品上這一點，確實是藝術創作關鍵之處，也很折騰，不過好的作

品在完成之前總是苦其心智，勞其筋骨，對藝術家而言它是值得付出的。17 世紀荷蘭寫

實主義畫家林布蘭(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 1606–1669)曾說︰ 

 
任何人都可以畫出存在的東西，而要畫出僅是想像中的存在，而又無法證明的東

西，這就是使生活有趣的工作。6 

 

日本文學家谷崎潤一郎在其著作《武州公秘話》中對於女性的形容，筆者認為如果

沒有細微的觀察過女性外貌的話，也寫不出如此鉅細靡遺的描寫： 

 
一邊是面無血色、死於非命且仍然心存不甘心的死人頭，另一邊是唇紅齒白、面

帶微與笑的少女，儘管那麼笑容多麼不經意，仍令人印象深刻，那是一種帶有殘

虐性質的妖美。法師丸非常羨慕置於美少女前的人頭，甚至到了嫉妒的程度。不

單單是希望讓這名少女親手結髮髻、剃餘髮，用她那帶有殘酷眼眸盯著瞧而已，

而是希望自己被斬首，呈現一種醜惡、痛苦的表情，然後由她親手整理。一定要

變成一顆人頭，這是必要條件。活在她身旁並無樂趣，一定要變成像那人頭一樣，

臣服在她的魅力之前，那是至高無上的幸福—他如是想著。7 

 

作者用文字的表現，將男性對於女性的渴望與迷戀至病態的遐想，不止外在的形容

女性，透過文字描寫，連男性內心的潛在欲望都顯示了出來。現實生活中或許不會這樣

觀察女性，但是作者運用基於自身生活中的經驗加以強化，這個強化不至於矯情做作並

且恰到好處，也讓讀者激起心裡上連結的作用—這欲望的遐想，曾幾何時也出現在我們

現實生活中。筆者認為，語言的藝術；是將印象、形象、生活現象等做為文學材料。文

學作品必須運用明確的語言和貼切的字眼。如同繪畫藝術，透過客觀的觀察並加深這個

感受，必須將情感的內在性通過繪畫顯示出來。 
表現主義先驅畫家愛德華‧孟克的作品具有強烈精神和感情，對於二十世紀早期的

繪畫有著重大的影響。孟克認為主導創作的重要因素，是畫家內在的情感。孟克因為自

己成長過程中遭受過情感的衝擊，親人的離去讓他失去精神的依靠，悲傷憂鬱的陰影籠

罩著他的一生。他的用色大多數充滿不協調，顏色透露著異常、哀傷的氣息，構圖視角

常是怪異不自然的，因此形成他的獨特之處。 

                                                 
6引自史作檉(2006)。光影中遇見林布蘭。臺北：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頁 42。 
7谷崎潤一郎著，張蓉蓓譯(2011)。武州公祕話。臺北﹕遠流出版社。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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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孟克的表現形式源自於他那哀哀欲絕的情感，然情感很神秘地操控著藝術

家的手，去抓取他要的顏色，扭動的形、人物表情異形，他再現自然的畫整個組合起來

就像是活在一個極度絕望的世界。這是無法用科學的方式去理解原因的，無法去衡量什

麼顏色應該要加多少，因為當藝術家在創作的時候是憑著感性在作畫。 
在孟克最為人所知的作品〈吶喊〉〈The Scream〉（參見：圖1），藝術家脫離了一般

繪畫形式，圖中吶喊的人全身扭曲，表情誇張，彷彿受到驚嚇，臉色慘黃，他厚塗顏料

之後，像似歇斯底里地用刮刀刮擦，以刮痕加強痛苦感。孟克曾說： 

 
一個傍晚，我沿著一條小路走－一邊是城市，另一邊是在下方的海灣。我累了也

不舒服－我停了下來，遼望著海灣－夕陽正西下－雲朵都染成像紅色的血一般。

我感覺從大自然而來的一股吶喊；我似乎能聽到那一股吶喊。我畫了這幅畫－把

雲畫的像紅血一般。－這顏色在吶喊。－這就成為了－來自生命的吶喊。8 

 

藝術家沿著小路走著，累了，朝峽灣另一方觀看著夕陽，而雲讓他想到如血液般的

紅，他想透過心中的吶喊得到心靈的釋放，顏色在吶喊著，畫出像血一樣的雲，空中強

烈的橘紅與黃及少量的藍、色彩、線條所產生的動感，畫中的色彩顯示藝術家當時的情

感狀態，藝術家的精神狀態使他的想像層面得到了強化，借此呈現出他內心深處的絕望

與不滿，也從畫中傳遞出生命的吶喊。 
孟克家用一種超越現實的角度，把自己從現實的經驗中解放出來，仔細看著畫中的

世界，畫面頓時成了空間與時間的凝結，成為一種永恆，是藝術家加上生命情感所賦予

的形式，運用畫面中無機的物質去創造出有機的生命意象。 

筆者認為藝術家在精神異常狀態之下，能借著觀看事物將極端不尋常的情感與想像

發揮到極致，此種情況在另一位畫家身上也有相同的情形—文森．梵谷。同樣是處於精

神異常，激動的筆觸，和那無法理性分析的用色，無法言語只能用心靈的感覺去感應藝

術家的內心世界，透過形象的抽離使得情感能顯而易見。抽離對藝術家而言是必要的，

抽離化能為藝術家創造自由的表現。 
以筆者創作〈支持〉（參見：圖 2）為例，支持是一種精神力量，有了力量才能

產 生 影 響 ， 它可以在你有話難說，有志難伸，有氣難消的時候，幫你搖旗吶喊一番，

或是安慰鼓勵一番，真誠的情感交流讓筆者找到支撐自己的力量。筆者在作品中大部份

雖用了具象形式來描繪，具象物質做為表現此種精神的象徵，筆者在處理背景上加入了

一些虛幻的描寫，並受孟克那帶有消極鬱悶的筆觸的啟發，試題營造出，看不清形像，

似是而非的感覺。用具象的清晰可見與模糊不清的形，來做為作品形式的構成。對筆者

而言，真誠的情感是藝術的生命。沒有情感就沒有想像，也就沒有藝術創造。就像孟克

的〈吶喊〉，作品中的圖像必須是藝術化的形象，這其中滲雜了深厚的情感因素，也能

引發觀者與之產生相應的共鳴。 

                                                 
8原文為 One evening I was along a path—on one side lay the city and below me the fjord. I was tired and ill—I 
stopped and looked out across the fjord—the sun was setting—the clouds were dyed red like blood. 
I felt a scream pass through nature；it seemed to me that I could hear the scream. I painted this picture— painted 

the clouds as real blood.—The colors were screaming.—This be–came the picture The Scream from the Frieze 
of Life.  
引自 Thomas M. Messer. (1987). Edvard Munch. London﹕Thames and Hudson. p.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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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Edvard Munch ,〈The Scream〉, 1893, Oil Painting , 91 ×73.5cm 

資料來源：Thomas M. Messer, Edvard Munch（London﹕Thames and Hudson, 1987）,p.73. 

 

 

 

 

 

 

 

 

 

 

 

圖2：陳立偉 ，〈支持〉，2011，壓克力，油畫，116×18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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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繪畫與文學中情感的賦予 
藝術家在創作中堅定不移地尋找畫面中情感的蹤跡，藝術家只要可以將情感自然地

隨筆觸流露，畫出感人的畫，使情感表現形式重於單純的視覺效果。從文學上也能看見

類似情形，谷崎潤一郎在《春琴抄》描寫書中佐助為了不讓盲女春琴被殘害的面容，讓

每天服侍她的自己所看見而心理難過，竟用針將自己雙眼刺瞎，對於春琴的容顏永遠地

只停留在美麗的時候，書中寫到﹕ 

 

有一天早晨大清早，佐助從女傭的房間悄然拿出她們所用的鏡台和縫針來，端坐

在寢室，一面看著鏡子，一面把針往自己眼中刺進去，用針刺的話眼睛會看不見，

他並沒有這方面的具體知識，只想儘量採取痛苦較少的方式變成盲目而試著用針

刺進左邊的黑眼珠，要朝黑眼珠刺進去似乎並不容易，不過眼白的部份堅硬針刺

不進去，黑眼珠卻是柔軟的試過兩三次後就碰巧噗哧一下感覺刺進了兩分左右，

忽然眼球出現一片白濁，自己知道正逐漸失去視力，既沒有出血沒有發熱也幾乎

沒怎麼感覺疼痛，這是水晶球體的組織被破壞所引起的外傷性白內障。9 

 

刺瞎雙眼，美，也永恆地被留住了，作者用文字描寫佐助如何刺眼睛，讓筆者在閱

讀文字描述時產生視覺的想像。谷崎潤一郎能寫出這樣的文章，當然一部份也與他個人

情感經歷有關，他寫出了在現實中沒有人會如此這樣殘害自己的雙眼，他將人的情感用

文學的方式昇華至崇高的境界。如果沒有嘗盡人生中的酸甜苦辣，也無法用文字寫出這

麼感人淒美的情節且帶有一點驚悚的文學小說。雖然名為《春琴抄》，但實際上只是谷

崎潤一郎用描寫春琴這個故事主角來漸進式鋪陳情節，真正所寫的是佐助那忠誠不變為

愛而犧牲的情感。 

文學著作透過文字讓閱讀者感動，契合了讀者的心靈，激起讀者內心深處的那片漣

漪，這就是情感的表達，也是文字的力量。好的文學作品應該是要能感動人心，引起共

鳴，這也是任何藝術創作形式所追尋的目標，並且能讓人想到時會願意再拿出來品嘗一

番。情感能賦予文學靈魂，讓作家用藝術性手腕地寫出精彩的文章。筆者認為在繪畫上

亦是如此。孟克的〈生病的小孩〉（The Sick Child）（參見：圖3），他努力捕捉在他14歲

那年姊姊病死時所遺留下來的印象，他曾說︰ 

 

當我看到這生病的小孩那紅髮—蒼白的臉靠著枕頭—他給我的印象卻消失在我

的畫作中—這個圖像我重覆畫了很多遍—我想要 

為了捕捉那第一印象—我盡量去表達這個第一印象 —但是漸漸地我嘗試的顏色

變成灰—這變成第一幅生病的小孩…—直到多年以後我再把這張畫拿出來—然

後我又新畫了三張生病小孩的畫—這裡儘可能地透過顏色去捕捉這第一印象—

那紅髮與蒼白的臉和枕頭成了強烈的對比 

後來我直接從第一印象著手進行但通常只能從記憶中去畫—從我畫出的鉛筆

稿… 

—我之後只畫我記得的，不添加任何東西... 。10 

                                                 
9谷崎潤一郎著，賴明珠譯(2004)。春琴抄。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頁 78。  
10原文為 When I saw the sick child The red hair－the pale face against the pillow—it gave me an im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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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克想捕捉他記憶中的印象，他曾把 這 幅 畫 反 覆 描 繪 很 多 次 ， 而 且 同 一 個 主

題畫了三張，可見病痛與死亡是孟克的創作來源，尤其是那緊貼着枕頭蒼白的

臉，這種不只是重視外在的真實，而是要傳達一個曾經透過情感深處的體驗，這並非一

般客觀描繪，而是藝術家借著情感加強作品的主觀性與情緒性。孟克將強烈的感受心理

及情感上的知覺畫在這作品裡，畫中生病的女孩頭靠著枕頭坐在床上看著窗外，表情憂

鬱，旁邊的婦人頭靠著枕頭彎著腰撫摸著女孩的手，整幅畫女孩的表情、婦人的肢體動

作、色調灰沉，已經充份表現出內在情感的悲傷，旁邊的細節之物已不重要了。 

 

 

 

 

 

 

 

 

 

 
 
 
 
 
 
 
 
圖3：Edvard Munch ,〈The Sick Child〉, 1896, Oil Painting ,H118.5×W121.5cm 

資料來源︰Bente Torjusen, Words and Images of Edvard Munch（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89.）,p.63. 

 
情感是人類的心理特徵之一，可以看成為內心世界，有時候被激化而出的情感是無

法具體形容、它是無形無狀、不可捉摸，超越理性所能掌控的範圍，藝術家要如何使內

在的情感外化，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當藝術家主觀的情感，作客觀的呈現時。藝術家

就必須借重繪畫與文學，融入情感，成為一種可感知到有意味的存在形式，筆者認為情

感意念必須化為一種可感知的形式存在於創作者與觀者之間。 

                                                                                                                                                         
which disappeared during the work— 
—I repainted the picture numerous times—I wanted 
To catch the first impression—I managed to express much of this first impression—but gradually I tried out and 
the colors become grey—this become the first sick child…—Not until many years later did I bring this picture 
out again—and the I painted three new picture of the sick child—Here one has managed through the color to 
catch the fist impression—here the red hair stands strongly against the white face and the white pillow 
I began later to go directly to the fist impression and then I often painted only from memory—made a pencil 
sketch form which I painted… 
—I then painted only what I remembered and added nothing… 
引自 Bente Torjusen(1989). Words and Images of Edvard Munch. London﹕Thames and Hudson. 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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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讓繪畫與文學有了靈魂，讓藝術家充分表達發自內心的情感，是否具象或非具

象已不是問題所在，而是藝術家如何表達那敏感、生動、深刻而寬廣的心靈，當然這同時

是需具備技巧的。以繪畫而言，藝術家一旦有了某種情感之後，用繪畫形式來表現時，

它還存在著藝術家是否有能力去表現的問題，只是技巧永遠不是第一順位，甚至可以用

近乎笨拙地用極細密而不老練的筆觸去抓住情境或氛圍。筆者認為關鍵是藝術家必須將

情感意象與繪畫、文學產生連結，任何藝術創作形式的產生，是因為藝術家想要表達他

感受到的事物，由接觸自然所獲得的深刻感受，並從中發掘各種隱藏在事物中的特性，

透過感官的體驗讓藝術家覺得有所感動，因此自然萬物都是藝術家觸動感性的媒介，只

要觀察細微，用心感受，感性之物俯拾即是。如果藝術家有所感動，那麼創作出的作品

就不是冰冷沒有人性的，否則只會是一堆顏料堆積成的色彩和普通的文字而已。 
 

參、結語 
本文探究「藝術家在繪畫與文學中的情感表現」，觀看對於藝術家而言不只是創作

上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讓藝術家藉著「看」凝聚情感，同時也讓藝術家心境有所成長

體會，依據著感受，想法，內在塑造的心理活動建構作品的雛形最後得以以物質化地呈

現。筆者在文中也以文學作品的面向來探討本文主題，因為藝術的表現形式不限於繪

畫，文學也是藝術的表現之一，它讓日常生活中的事物用文字變成能欣賞，能夠心靈交

流。保羅．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曾說︰「我閉上眼睛，是為了要看見。」當

張開眼睛時，看見了外在物象，當閉上眼睛或聆聽雨聲時卻是感受到不一樣的世界，藝

術家看見的是內心的世界，它沒有邊界沒有干擾，常常是難以摸索的，但卻感覺得到，

那是一個潛藏在內心深處的空間。高更更提出： 

  
不要過度臨摹大自然。藝術是抽象的東西，從大自然中結汲取這份抽象意念時應

該先行想像，並且多思考所要創作的東西。11 

 

高更認為藝術是想像的、主觀的，融合了有形與無形的語言，是感官知覺的原始和

獸性的力量，整個有形的世界就像是一座充滿物像和符號的森林，一種需要靠想像力去

消化和轉變，是現實和想像的重組，是感情和理智的綜合，藝術家用那敏銳的感官知覺

轉換成創作靈感的泉源，不管用任何形式，藝術家要體現的是他觀看事物的角度，去傳

達事物的靈性和精神。高更與波依斯觀點上雖有相異之處，但筆者認為要將情感融入作

品中，必先經過兩者所提出的內在心理活動，亦即挑選、轉化、組合等。 
在觀看的同時也必然會有情感的產生，人的情感本是抽象、非線性的，這樣的特質

與藝術是非常相似的。藝術家也進而觀看自己內部心境思想與情感之間互相影響的作

用。透過藝術的形式將情感做外化，讓形式擁有依據使作品含有藝術性，既表現人的感

情與思想，如孟克的〈吶喊〉用繪畫情感地塑造了個人風格的表現形式。谷崎潤一郎在

《春琴抄》中也用文字表達了對愛情忠貞的情感。因為情感同時也是文學產生的來源之

                                                 
11引自尚-呂克.柯亞達廉(Jean-Luc Coatalem)著：王玲琇譯(2004)。高更的愛慾花園：追尋後印象派畫家的

狂放足跡。臺北：馬可孛羅文化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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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學家對他所觀察的事物掌握得非常清楚，歷歷在前，如果這事物不能激發起他強

烈的情感，文學家是不會去用文字表現它們的。只有當事物深深地感動了他，激起了他

的創作慾望，文學家會覺得內心的情感不傾泄出來就會感到壓抑難受的時候，他才會去

創作。繪畫與文學領域都有著將情感借助客體來表達的共同特性。在演員揣摩演出角色

的情感時，演員把感受到的想法投射在上面，進而引導演員的動作及情感，也就能恰如

其份地表現出角色的性格。藝術家將自身的主觀經驗及情感賦予繪畫與文學生命，作品

在情感主導之下所產生的筆觸及文章的趣味顯現了藝術可貴之處。 

從另一方面來看，觀看與內在情感之間存有著因果的關係，藝術家因為觀看而觸發

了情感的產生，對象與主體產生某種關聯，心與物是合一的。然而在某些時後因為情感

表達的形式不同，會體現不同程度的藝術家心靈內在。塞尚曾對比繪畫與文學的異同之

處，他認為︰ 

 

文學家以抽象﹝概念﹞來表現，而畫家則藉由線條與色彩赋予感受與知覺具體形

體來表現。12 

 

文學與繪畫在呈現中各自憑藉不同的媒介特性，前者用語言、文字所代表的抽象概

念來表現；而後者則藉由線條與色彩所構成的具體形體來表現。繪畫與文學兩者共同目

標都在於「實現」，不同之處在於表現的媒材與形式。繪畫用線條與色彩將情感具體化，

文學則是用文字表達抽象性的情感。然而繪畫的特質在於可以將情感包含其它元素在同

一時間直接將深刻感受呈現給觀者，而文學卻無法在瞬間中將感受做立即的表現，需藉

由文字的抽象概念與閱讀的時間才能觸動觀者。法國畫家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1798–1863）認為︰ 

 

作家的符號（文字）之功能在於其抽象的意義之傳達，符號本身則只是一些生硬

的字母之組合；而畫家卻將前者的文字意涵加以具體化與圖像化，並樂此不疲地

賦予它們代表畫家心中意的各種「指示性的」象徵。接著再以繪畫的手法，如比

例、對比、色彩、線條、光影等將其整合而創造出一幅作品。13 

 

不過就筆者本身在觀看繪畫與閱讀文學的經驗中，兩者都具有象徵的作用，有時圖

像的力量是無法言喻的，但有時卻也被文字的優美與敍述著內心深處那份最真最痛的情

感所糾結。《春琴抄》刻畫出的人物故事，揭示各種不同的生活狀態、不同的人物情感

命運，在文學上有時文字的情感表達亦是最佳的意境描述。筆者體認到文學與繪畫同屬

於藝術的領域，兩者都能將藝術提升至崇高的位置，藝術家在自身專業領域中凝神專注

於創作上，在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才華，以竭盡心力的將情感渲染的淋漓盡致，作品

在各自領域中歷經時間的考驗成為了一種無可取代的代表性或象徵性，若以別種形式去

詮釋作品中同一種情感，反而沒有原來的貼切。 

此種現象在孟克的〈吶喊〉或梵谷(Vincent William van Gogh, 1853–1890)的〈星夜〉

中能感受到圖像的語言最直接地表達出獨特的藝術性氛圍與韻味。梵谷作品中的每一棵

                                                 
12引自尤昭良(2003)。塞尚與柏格森。頁 94。 
13引自尤昭良(2003)。塞尚與柏格森。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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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每片草地，每朵花，都賦予了他自身的情感，對梵谷而言，繪畫是他的生命，他在

長期實踐和創作中形成了自己的繪畫語言。作品是必須經過藝術家情感的過濾，必須要

融入創作者自身的情感才能具又生命力。把不可見的事物創造出來，這種不可見的東西

常常只有從藝術家的自身內心世界去尋找。 

就本文而言繪畫與文學內容皆需以情感為材料，藝術家的才能是作品中情感表現的

關鍵之一，形式的表現亦由情感做為區別藝術風格的方法。不同領域中藝術形式皆具有

表現並引導觀者進入情感最深處的共同性，媒材的差異是給予觀者主觀性的感受。蘊含

了創作者審美的敏銳度。然藝術家如果不能融入自己的真實情感，無法融入對該事物的

理解和態度，就不知如何用自己所熟悉的表現形式予以表現的話，就無法將情感與繪

畫、文學做緊密結合，亦無法將表達的形式和感知到無限想像的可能性穿遞給觀者，失

去感動人心之處的，繪畫與文學同時也失去了它的靈魂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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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主修及性別對大專學生之英文學習正向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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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直以來，學者多致力於提高學生英文學習動機的研究，角色扮演也因而常

被運用在英文課堂上。但是，並非所有學生的學習動機都因而提高，學生本身的

特性在此被忽略了。因此，本文以 149 位四技新生為研究對象，透過角色扮演分

析學生之學術主修及性別兩種特性與其英文學習正向力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

學術主修及性別不同的學生在英文學習的興趣、期待上課、開口勇氣及自信之正

向力有不同的表現。本文並對英文教材及教法提出建議與省思。 
 
關鍵詞：正向力、角色扮演、性別、前測、後測、學術主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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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ers have contributed themselves to increasing students’ motivation in English 

classrooms for long years, so role-playing activities are often applied in English class. 

However, motivation increasing does not happen to all English learners due to role-playing, 

for learner characteristics are often ignored. Therefore, this study, based on 149 freshmen at a 

four-yea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glish learners’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and such learner characteristics as academic major 

and gender through role-playing.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learners of different academic majors 

and different genders have different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regarding their 

interest in English, their expectation of attending English class, their courage to speak English 

and their self-confidence in English class. This study also gives suggestions and reflections on 

teaching materials and approaches in English classrooms. 

 

Keywords: academic major, gender, positive attitude, post-test, pre-test, role-pla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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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NTRODUCTION 
     Instructors in most language classrooms have applied the grammar-translation method 
for decades. Because such class was usually regarded boring, many instructors turned to more 
interesting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eaching approaches, hoping to increase learners’ 
motivation in language class. 

According to many studies, role-playing wa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approaches that 
many instructors applied in language classrooms. Nevertheless, some researchers ignored the 
fact that not all learners benefited from role-playing activities in the aspect of their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Additionally, in trying to promote learners’ motivation and 
test performance in language classrooms, many researches neglected the fact that students’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language learning differed from person to person, depending on their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such learner characteristics as academic major, gender and 
personality. 

For example, in English classrooms in Taiwan, college students, with the exception of 
English majors, are of various academic majors, of either gender and of all kinds of 
personality, and their English proficiency varies by individual as well. However creative or 
interesting th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approaches that the instructors apply might be, the 
students might not have the same performance even if they learn after the same instructor in a 
class with the same teaching approach and materials. 

Therefore, the aim of this particular research is to explore if learners’ academic major 
and gender influence their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in English class with 
role-playing activities. What different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that learners 
of different academic majors and different genders have are investigated, too. 

 

II. LITERATURE REVIEWS 
    For a long time teaching methods in language classrooms have been examined by 
researchers, some of whom confirmed the importa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grammar-translation method, or the classical method, that was applied in an 
instructor-centered class (Cook, 2002; Linder, 2002). However, via a survey, Littlewood 
(2001) found that the traditional authority-based approach was questioned by most students, 
who wished to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exploring knowledge in English class. To make changes 
in language teaching, Holmes (1991) recommended “a secure environment” where learners 
were involved using the target language more freely. Furthermore, Stavri (2000) proposed 
role-playing, while Prodromou (1995) thought that role-play scripts were kind of short stories 
and considered story-telling “a pleasure in class.” 
    Richards et al. (1992) defined role-playing as “drama-like classroom activities in which 
students take the roles of different participants in a situation and act out what might typically 
happen in that situation” (p.397). According to Edge (1993), role-playing was “a simple 
practice activity in information exchange” in which students “play-act” to “pretend to m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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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they say” instead of saying what they meant. Besides, Stavri (2000) declared that a 
language was used, not studied, in role-playing activities. Larsen-Freeman (2000) agreed with 
him and pointed out that students learned through speaking and playing the roles in a class 
with role-playing, which was not instructor-centered but student-centered. 
    Some researchers noted the benefit of role-playing to learners’ motivation increasing 
(Doff, 1988) and imagination development (Stavri, 2000; Robertson & Good, 2003), while 
Brown (2000) supported the value of team work and confirmed the positive effect of 
role-playing 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dditionally, role-playing was applied in history 
class (Monahan, 2002) and psychology class (Poorman, 2002). Nevertheless, Cross (1992) 
argued that role-playing simply and solely benefited learners of high English proficiency, 
doubting the positive effect of role-playing in language classrooms. 
    It seemed that researches on role-playing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tended to focus on 
comparatively institutional applications of role-playing, such as its positive effect on learners’ 
learning motivation, their imagination and their abilit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However, 
in the recent years role-playing had a tendency toward more experimental applications, or 
more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For example, in Levintova and Mueller’s (2015) study,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ility was introduced via role-playing simulation in order to teach such a 
fuzzy concept global “sustainability” in the introductory political science classes. Furthermore, 
in a teacher education research by Leaman and Flanagan (2013), the use of authentic 
role-playing as situated learning was investigated to see if it helped to bridge the 
theory-into-practice gap for pre-service teachers. 
    In the aspect of students’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Malamah-Thomas 
(1987) explored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relaxed and independent to students in language 
classrooms, while Boscolo and Mason (2003) regarded interest increasing as language 
learners’ positive attitude.  Furthermore, Ingram and O’Neill (2001) claimed that language 
learning could foster positive cross-cultural attitudes, and Norstrom (2000) supported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the whole language approach on students’ motivation because they 
favored class activities and then had higher expectations. Furthermore, Starks (2005) 
confirmed the effects of speakers’ self-confidence in bilingual abilities on language use, while 
Baran-Lucarz’s (2014) study manifested the relation between pronunciation anxiety and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implying that a longing to speak mattered in FL classrooms. 
    As for learner characteristics, many studies have been devoted to such learner 
characteristics as gender and academic major. Grace (2000) found specif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ean scores of males and females in the translation group of her 
study. Conversely, Lenka and Kant (2012) concluded in their study that both male and female 
learners had similar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distance education. With regard to learners’ 
academic majors, both Farhady (1982) and Hale (1988) pointed ou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erformance on English tests for students of different academic majors. 
    The present study, therefore, is to compare learners of different academic majors and 
different genders in order to examine if these factors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ir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through role-playing. In the meantime, learners’ po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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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itudes are defined as their feelings of English learning in terms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Drawing inspiration from the studies of such researchers as Norstrom (2000), Starks (2005), 
Baran-Lucarz’s (2014) and Boscolo and Mason (2003), this paper bases learners’ positive 
attitudes on their interest in English, their expectation of attending English class, their courage 
to speak English and their self-confidence in English class. And they are evaluated for the 
purpose of studying the differences of the positive attitudes that learners of different academic 
majors and different genders might have in a class with role-playing. 

 

III. METHOD 
A. Research Questions 
    Three research questions can be displayed based on the related literature. The following 
are research questions regarding students’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that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 majors of either gender separately have in English class with 
role-playing activities. 
Q1: Do male and female management majors hav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And what about engineering majors? Do male and female 
management majors hav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after role-playing activities? And engineering majors? 

Q2: Do role-playing activities lead to specifically distinct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for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 majors of either gender? 

Q3: Does role-playing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 majors of either 
gender? Does it have a more positive effect on management majors of either gender than 
on their engineering counterparts? And does it have a more positive effect on females 
majoring in either management or engineering than on their male counterparts? 

B. Subjects 
    The subjects of the current paper were 149 freshmen at a four-yea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hey attended English class four hours a week as a required course, and Table 1 
displayed the number of them by both academic major and gender. They all graduated from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where they were especially concerned about their own majors 
ignoring such general courses as Chinese and English. In high school days, they attended 
English class two hours a week. In college days, they came from three different classes and 
majored in either management or engineering. These students learned after the same instructor 
in English class, and that was one reason they were chosen for this study. The college they 
went to had only management majors and engineering majors, who were representative of the 
student groups in most four-year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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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Number of students by academic major and gender 

Academic Major Gender Number 

Management 
Male 18 

Female 76 

Engineering 
Male 31 

Female 24 

 
C. Procedure 
    First, the subjects were requested to answer the questionnaires as the pre-test during 
English class. Then, eight role-play scripts were introduced to the subjects and regarded as 
teaching materials. After the teaching, a role-play show was assigned, which was supposed to 
be held one month after. In the meantime, the instructor gave suggestions about performance 
at stage, such as costumes and properties. The role-play scripts were “I’m Afraid of Cake,” 
“The Musicians of Bremen,” “The Sun and the North Wind,” “Miss Mouse Takes a Husband” 
adapted from Easy English Drama 2 and “Cinderella,” “Ikkyu-San,” “A Happy Family,” 
“What Time Is It Now?” adapted from Easy English Drama 3. Short enough to be finished 
playing in three to ten minutes, the eight role-play scripts were carefully chosen in order to 
meet college students’ needs. In each of the plays were two to eight characters. The students 
were allowed to choose their own partners and any role-play script out of the eight scripts to 
get prepared for a role-play show. After the role-playing activity, they were requested to 
answer the same questionnaires that they did before as the post-test. The procedure can be 
outlined in the following flow chart: 

 

Questionnaires 

(Pre-test) 

 
 

Role-playing 
Assignment 

 

 

Role-play 
Show 

 

 

Questionnaires
(Post-test) 

 
    The present paper exhibited the results in four parts. The first part was to analyze the 
positive attitudes of the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 majors. First, the management majors 
and the engineering majors were compared for the purpose of examining the differences of 
their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in the pre-test as well as the differences of 
their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the role-playing activity in the post-test. After that, the pre-test 
and the post-test were compar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he role-playing activity on the 
positive attitudes of the management majors and the engineering majors separately. In the 
second part, the positive attitudes of the male participants and the female ones were 
investigated in the same procedure. 
    The third part was a comparative study, analyzing the positive attitudes of the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 majors of either gender. The males and females that majored in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 alternatively were compared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distinctions 
of their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in the pre-test as well as the distinction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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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the role-playing activity in the post-test. At last, in the fourth 
part, a comparative research was done to the pre-test and the post-test for the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 majors of either gender, hoping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role-playing on the 
positive attitudes of the males and females that majored in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 
individually. 

    The procedure can be outlined in the following flow chart: 

 

Academic Major  
 

Academic Major  
 

 

Gender 

One-way ANOVA 

(F-Test) 

Paired T-Test One-way ANOVA 
(F-Test) 

 
 
 

Gender  

 
Both Academic Major 

& Gender 

 

 

Both Academic Major 
& Gender Paired T-Test 

One-way ANOVA 
(F-Test) 

Paired T-Test 

 

D. Instrument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were analyzed through one-way ANOVA (Analysis of 
Variance) and paired t-test with SPSS (Statistical Package for Social Science) statistics 
program. One-way ANOVA was applied to compare the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 majors 
of either gender, while paired t-test was applied to examin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students’ 
positive attitudes before and after the role-playing activity.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of the study consisted of (1) academic major: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 (2) gender: male and female. And the dependent variable was the subjects’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based on four items:  interest in English, 
expectation of attending English class, courage to speak English and self-confidence in 
English class. 
    Both of the pre-test and the post-test consisted of the same four statements about the 
above four items for the purpose of evaluating the subjects’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Each statement was followed by five options for the subjects to express their 
approval of the statement: (1) extreme approval; (2) approval; (3) no comment; (4) 
disapproval; (5) extreme disapproval (See Appendix). For statistical convenience, the five 
options were individually scored up in order as five points, four points, three points, two 
points and one point. An individual subject’s performance either in the pre-test or in the 
post-test was made up of the total score that he obtained on the four statements. Therefore, 
each subject might get as many as twenty points and as few as four points, and that was the 
way the means were acquired. 

 



學術主修及性別對大專學生之英文學習正向力的影響：透過角色扮演之比較研究 
呂昀珊 
                                                                                           

86 

IV. RESULTS AND DISCUSSION 
A. Academic Major 

Table 2 One-way ANOVA on academic major 

Test Major Mean  F value Significance 

Pre-test 
Management 11.4 

0.890 0.3460 
Engineering 11.8 

Post-test 
Management 13.5 

1.130 0.2898 
Engineering 13.1 

 
    Based on the results shown in Table 2, the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 majors did not 
hav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either in the pre-test 
(F=0.890, p>0.05) or in the post-test (F=1.130, p>0.05). This disagrees with Farhady (1982) 
and Hale (1988), who argued that learners’ academic majors made differences. 

 
Table 3 Paired t-test on academic major 

Major Test Mean t value Significance 

Management 
Pre-test 11.4 

-10.053 0.0000* 
Post-test 13.5 

Engineering 
Pre-test 11.8 

-4.245 0.0000* 
Post-test 13.1 

*p<0.05. 

On the basis of the results presented in Table 3, the role-playing activity led to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for both the management 
majors (p<0.05) and the engineering majors (p<0.05). This finding agrees with Doff (1988), 
who noted the benefit of role-playing activities to learners’ motivation increasing. 

B. Gender 
    Based on the results exhibited in Table 4, the male and female participants did not offer 
considerably distinct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in the pre-test (F=0.160, 
p>0.05). However, they offered considerably distinct positive attitudes in the post-test 
(F=4.860, p<0.05); it agrees with Grace (2000), who claimed gender differences in learning. 
 

Table 4 One-way ANOVA on gender 

Test Gender Mean F value Significance 

Pre-test 
Male 11.4 

0.160 0.6934 
Female 11.6 

Post-test 
Male 12.7 

4.860 0.0290* 
Female 13.6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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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Paired t-test on gender 

Gender Test Mean t value Significance 

Male 
Pre-test 11.4 

-4.035 0.0002* 
Post-test 12.7 

Female 
Pre-test 11.6 

-10.063 0.0000* 
Post-test 13.6 

*p<0.05. 
 

Based on the results displayed in Table 5, role-playing caused considerably distinct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for both the male participants (p<0.05) and the 
female participants (p<0.05). It echoes with Doff (1988), who confirmed the benefit of 
role-playing to learners’ motivation increasing. 

 
Table 6 One-way ANOVA on both academic major and gender 

Major Test Gender Mean F value Significance  

Management 

Pre-test 
(1) Male 10.7 

1.587 0.2110  
(2) Female 11.5 

Post-test 
(1) Male 12.4 

5.708 0.0189* (2) > (1) 
(2) Female 13.8 

Engineering 

Pre-test 
(1) Male 11.8 

0.003 0.9544  
(2) Female 11.8 

Post-test 
(1) Male 12.9 

0.220 0.6407  
(2) Female 13.3 

*p<0.05. 

 
C. Academic Major vs. Gender 

Presented in Table 6 were the results obtained by comparing the males and females that 
majored in either management or engineering. 
Pre-test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male and female management majors did not have 
specifically different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in the pre-test (F=1.587, 
p>0.05), and the male and female engineering majors did not have specifically different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either (F=0.003, p>0.05). It corresponds to Lenka 
and Kant’s (2012) finding which concluded that gender differences did not exist. At the same 
time, it disagrees with Grace (2000), who claimed gender differences in learning. 
    The female management majors had more positive attitudes than the male ones, while 
the female engineering majors and the male ones had similar positive attitudes. Speaking of 
the males, the engineering majors had more positive attitudes than the management majors, 
and the same thing happened to the females. Of all the males and females that majored in 
either management or engineering, the engineering majors of either gender had the 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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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attitudes, while the male management majors had the least positive attitudes. 
Post-tes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ale and female management majors offered considerably 
distinct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after the role-playing activity (F=5.708, 
p<0.05). This finding corresponds with Grace’s (2000) finding of strong gender differences. 
The female management majors offered more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than 
their male counterparts. However, the male and female engineering majors did not offer 
considerably distinct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after the role-playing activity 
(F=0.220, p>0.05). It corresponds to Lenka and Kant’s (2012) finding of little gender 
difference regarding learners’ positive attitudes, but it disagrees with Grace (2000). 
    The females that majored in either management or engineering offered more positive 
attitudes than the males. As to the males, the engineering majors offered more positive 
attitudes than the management majors, while the former offered less positive attitudes than the 
latter regarding the females. Of all the males and females that majored in either management 
or engineering, the female management majors offered the most positive attitudes, while the 
male management majors offered the least positive attitudes. 
Pre-test and Post-test 
    Based on the results, the male and female management majors did not hav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in the pre-test, but they did in the post-test. 
The female management majors had more positive attitudes than the male ones in both the 
pre-test and the post-test. The role-playing activity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both the male and 
female management majors, but it had a more positive effect on the females than on the males. 
This might help to enlarg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ales and the females and, therefore, 
lead to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ost-test. Regarding the engineering majors, the male 
and female engineering majors did not hav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either in the pre-test or in the post-test. In the pre-test, the males and the 
females had similar positive attitudes, but the females had more positive attitudes than the 
males in the post-test. It was interesting that, majoring in either management or engineering, 
the females seemed to have more positive attitudes than the males both in the pre-test and in 
the post-test. 
    Moreover, the male engineering majors offered more positive attitudes than the male 
management majors both in the pre-test and the post-test. Regarding the female students, the 
engineering majors had more positive attitudes than the management majors in the pre-test, 
but they had less positive attitudes than the others in the post-test. 
    One point not to be ignored was that, based on the results exhibited in Table 2 and Table 
4, only the males and females in the post-test offered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Nevertheless, when both academic major and gender wer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as presented in Table 6, the males and females that majored in management in 
the post-test were the only group that offered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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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Paired t-test on both academic major and gender 

Major Gender Test Mean t value Signifi.
 

Mean 
Difference 

Management 

Male 
(1) Pre-test 10.7

-3.902 0.0011* (2) > (1) 1.7 
(2) Post-test 12.4

Female
(1) Pre-test 11.5

-9.263 0.0000* (2) > (1) 2.3 
(2) Post-test 13.8

Engineering 

Male 
(1) Pre-test 11.8

-2.407 0.0224* (2) > (1) 1.1 
(2) Post-test 12.9

Female
(1) Pre-test 11.8

-4.156 0.0004* (2) > (1) 1.5 
(2) Post-test 13.3

*p<0.05. 

 
D. Academic Major vs. Gender on the Two Tests 
Management Majors 
    As Table 7 exhibited, the role-playing activity led to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for the male management majors (p<0.05). It also resulted 
in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for the female participants 
that majored in management (p<0.05). It agrees with Doff (1988), who confirmed the benefit 
of role-playing activities to learners’ motivation increasing. The role-playing activity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both the male management majors and the female management majors. 
Engineering Major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role-playing begot considerably distinct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for the male engineering majors (p<0.05). It also caused considerably 
distinct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for the female students that majored in 
engineering (p<0.05). This also agrees with Doff (1988) on the benefit of role-playing to 
learners’ motivation increasing. Role-playing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both the male 
engineering majors and the female engineering majors.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 Majors of Either Gender 
    In the opinion of the results, the role-playing activity resulted in specifically different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for both the management majors and the 
engineering majors of either gender. And it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both the management 
majors of either gender and their engineering counterparts. 

It was interesting that the role-playing activity had a more positive effect on the female 
subjects than on the male ones, regardless of academic major. And, it was surprising that the 
role-playing activity had a more positive effect on the management majors than on the 
engineering majors, regardless of gender. In fact, role-playing had a more positive effect on 
both the male and female management majors than on the engineering majors of either gender. 
Furthermore, of all the subjects, role-playing had the greates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female 
management majors but the smalles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male engineering maj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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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eover, based on the results displayed in Table 3, both the management majors and 
the engineering majors had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due to role-playing, and so did the participants of either gender as exhibited in Table 5. When 
both academic major and gender were considered as shown in Table 7, the management 
majors of either gender had significantly distinct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because of role-playing, and so did their engineering counterparts. It was amazing that four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Tables 3 and 5 all together when academic major and 
gender were considered respectively, and four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also found in Table 
7 alone when both academic major and gender wer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V. CONCLUSION 
    The results of this particular study led to some findings that were related to the effects of 
academic major and gender in English classrooms with role-playing. The male and female 
management majors did not hav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before the role-playing activity; it is a negative answer to Q1 regarding management 
majors before role-playing was applied. However, they did after the role-playing activity; this 
finding gives a positive answer to Q1 with respect to management majors after role-playing. 
As to the engineering majors, the males and females did not offer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either prior to or after the role-playing activity, and 
it is a negative reply to Q1 regarding engineering majors. Gender differences were found only 
among the management majors after the role-playing activity. 

Additionally, the role-playing activity begot considerably different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for the management majors of either gender as well as the 
engineering majors of either gender. This finding is a positive reply to Q2. 
    Moreover, the role-playing activity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both the males and females 
that majored in either management or engineering. This finding is a positive answer to Q3 
regarding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he role-playing activity on the students. Role-playing had a 
more positive effect on the management majors of either gender than on their engineering 
counterparts; it is a positive answer to Q3 with regard to academic major. And it had a more 
positive effect on the females majoring in either management or engineering than on their 
male counterparts, which gives Q3 with respect to gender a positive reply. The management 
majors might be affected more by the role-playing activity than the engineering majors, while 
the females might be affected more than the males. Furthermore, role-playing had the greates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female management majors, but it had the smalles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male engineering majors. 
    In the aspect of the positive attitudes that the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had before and 
after the role-playing activity, the females majoring in either management or engineering had 
more positive attitudes than the males both before and after the role-playing activity. The 
females might like the English class more than the males whether or not the role-playing 
activity was applied in the class. When academic major was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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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le engineering majors had more positive attitudes than the male management majors 
both prior to and after the role-playing activity. Regarding the females, the female engineering 
majors had more positive attitudes than the female management majors before the 
role-playing activity, but after it the female management majors had more positive attitudes 
instead. The male engineering majors might love the English class more than the male 
management majors whether or not the role-playing activity was applied in the class. And the 
female management majors might enjoy role-playing in the class more than the female 
engineering majors. 

Besides, before the role-playing activity, the engineering majors of either gender had the 
most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while the male management majors had the 
least positive attitudes. However, after it the female management majors instead had the most 
positive attitudes, and the male management majors also had the least positive attitudes. The 
male management majors might not really love the English class, because, of all the subjects, 
they had the least positive attitudes whether or not the role-playing activity was applied in the 
class.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the current paper concluded that both academic major and 
gender made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classrooms with the role-playing activity. 
 

VI. SUGGESTIONS AND REFLECTIONS 
    The results of the present research supplied some suggestions and reflections on English 
teaching as follows. 
1. Role-playing activities might help with college students’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They might work well in English class at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as well as 
universities. 

2. Not all learners of all academic majors might benefit greatly from role-playing activities, 
and neither might learners of either gender. Role-playing might especially benefit female 
students. 

3. In student-centered language classrooms, instructors might have to consider students’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such learner characteristics as gender, academic major, 
personality and culture while applying teaching materials and strategies. 

4. To boost learners’ motivation as well as to examine teaching effects, role-play scripts 
might have to be carefully chosen, neither hard enough nor easy enough to result in 
validity lacking of an experiment. 

5. It might be better to have as many participants as possible in an experiment so that the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 might be convi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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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Participant’s Questionnaire (Pre-test & Post-test) 
The information below will be collected and stored anonymously for statistical analyses only. 
Please take one from the five options below each statement to express your approval of the 
statement as authentically as possible. 
1. I am interested in English. 

□ Strongly agree   □ Agree   □ No comment 
□ Disagree   □ Strongly disagree 

2. I have an expectation of attending English class. 
□ Strongly agree   □ Agree   □ No comment 
□ Disagree   □ Strongly disagree 

3.  I have the courage to speak English. 
□ Strongly agree   □ Agree   □ No comment 
□ Disagree   □ Strongly disagree 

4.  I have self-confidence in English class. 
□ Strongly agree   □ Agree   □ No comment 
□ Disagree   □ Strongly disa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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