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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員工對綠色醫院與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之

相關研究 

林韋辰 1、童淑琴 2*、邱柏豪 3
 

1. 馬偕紀念醫院癌症中心 

2. 元培科技大學健康休閒管理系 

3. 馬偕紀念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 

摘要 

醫院員工是推動綠色醫院與健康促進醫院計畫是否成功的關鍵

人物。因此，本研究目的為探討醫院員工的綠色醫院及健康促進醫

院認知程度及其相關性。問卷回收 278 份，回收率 46.3%。本研究

結果發現：（1）醫院員工認為醫院推動綠色醫院，將會帶來的益處

前三名：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減少地球資源浪費、提升醫院形象及

促進病患與員工健康；（2）醫院員工認為醫院推動綠色醫院，將會

遭遇的困難前三名：醫院空間不夠、跨部門結合，溝通不易及經費

不足；（3）員工的基本資料與綠色醫院認知程度之統計分析結果顯

示：年齡、婚姻狀況、工作雇用性質、服務年資，每日平均工時與

綠色醫院認知程度達顯著性差異；（4）綠色醫院認知程度與健康促

進醫院認知程度，在統計上達正相關。本研究建議透過綠色醫院的

宣導與推行活動，加強實施生態保護、節約能源、環境保護及促進

員工健康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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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健康促進醫院（Health Promoting Hospital，HPH）概念源起於世界衛生組

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於 1986 年發表「渥太華憲章」，而

1988 年 WHO 歐洲分部開始推動健康促進醫院計畫，更確定了醫院在健康促

進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健康促進醫院主要目標是將醫院發展成為更健康的場

所，創造一個良好的健康環境，並且將員工、病人、社區及組織為主要範疇，

可見醫院員工健康促進為重要的一環。目前國內許多醫院已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健康促進醫院網絡，期許在醫院管理政策與經營的方向融入健康促進價值。一

項研究針對國內加入 WHO-HPH 會員的 17 家醫院的實施健康促進醫院現況，

以 WHO-HPH 自我評估工具之五項評估標準分析，結果顯示健康的工作場所

的評估細項完全做到的比率最低（邱淑媞，2007）。進一步分析發現，多數評

估項目以健康促進活動為主，缺乏物理環境健康評估項目。有鑑於此，綠色醫

院的理論與評估項目可以補足這個缺點。綠色醫院有人稱之為永續醫院，為目

前世界先進各國所積極推動，其意指醫院必須與環境和諧的共處，其範圍包括

醫院裡的所有員工、病人及鄰近社區的社會與文化組織，綠色醫院指創造一個

兼具生態、節能、環保與健康概念的醫院，同時綠色醫院也達到健康促進醫院

的精神，提共更健康的醫療環境及生活品質，也是許多先進國家醫療衛生的新

走向（楊佳璇，2007）。 

目前國內醫院對於工作場域的物理環境的健康狀況，重視的程度如何？楊

佳璇（2007）以大台北地區之教學醫院為研究對象，調查發現醫院政策與整體

綠色醫院現況呈高度顯著正相關，且分別與節約能源、水資源、室內環境及綠

建築呈高度顯著正相關。可見醫院的政策影響員工的綠色採購與消費行為，間

接影響醫院的物理環境是否健康。 

本研究係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歐洲分部所倡導的健康促進醫院的核心價值

（WHO，2006）與綠建築生態─節能─減廢─健康（Ecology-Energy Saving-

Waste Reduction-Health, EEWH）評估指標系統（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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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理論基礎，發展問卷進行橫斷性調查研究，旨在瞭解醫院員工對於綠色醫院

看法、綠色醫院認知程度與健康促進醫院認之程度，研究結果將作為醫院未來

推行綠色醫院及員工健康促進之參考依據，並提出相關建議。 

貳、研究目的 

醫院員工是推動綠色醫院與健康促進計畫是否成功的關鍵人物。因此，本

研究目的為了解員工基本資料、綠色標章認知程度、綠色醫院看法、綠色醫院

認知程度及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研究目的如下： 

1. 瞭解研究對象人口學特性、工作特質、綠色醫院之看法、綠色醫院認

知程度及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 

2. 探討研究對象之人口學特性與綠色醫院認知程度及健康促進醫院認知

程度之關係。 

3. 探討研究對象之工作特質與綠色醫院認知程度及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

度之關係。 

4. 探討研究對象的綠色醫院認知程度及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之相關

性。 

參、文獻探討 

一、綠色醫院 

隨著健康意識抬頭，人們對環境品質的認知及地球環境保護觀念提升，大

家紛紛對於自我所居住的環境或周遭相關的場所加以重視，而醫院為創造全民

健康之場所，應透過以人類的健康舒適為基礎，考量環境永續發展的建築設

計，擁有生態、節能、減廢、健康的建築物，提供全民健康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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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與環保推動已成為國家發展與組織競爭不可避免的問題，在環保

意識高漲的年代，醫療機構做好環保工作之責任重大，應該更積極面對並做長

遠規劃，提高民眾的就醫品質，綠色醫院即是把環保的概念帶入醫院，讓醫院

成為一個不僅提供健康服務的場域，也是減少對環境傷害的有善場所（行政院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2010）。 

「綠色醫院」也有人稱之為永續醫院，為目前世界先進各國所積極推動，

其意指醫院必須與環境和諧的共處，其範圍包括醫院裡的所有員工、病人及鄰

近社區的社會與文化組織，綠色醫院指創造一個兼具生態、節能、環保與健康

概念的醫院，同時綠色醫院也達到健康促進醫院的精神，提供更健康的醫療環

境及生活品質，也是許多先進國家醫療衛生的新走向（楊佳璇，2007）。 

醫療院所在環保構面中，若能透過節能、減廢，減少污染物排出，不僅可

減緩環境受汙染程度亦能減少社會資源浪費，如此除了對自身有利外，還可讓

醫院同仁更健康，結合社區達到健康促進醫院之目標。而建構綠色醫院時，以

不影響現行醫療作業、不增加額外工作即安全無虞的前提下去思考模式，從政

策制定、環境的支持、發展個人環保技能、強化組織行動力及隨時調整服務方

向等方式（侯俊言，2009）。 

WHO 在 2009 年邀請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就氣候變遷與健康議題，

要求會員國增進醫療體系之透入，以及與其他部門在國家與全球層級之合作，

以減少氣候變遷造成之健康危害，並於 2010 年 4 月成立健康促進醫院模式與

環境推動委員會（Task Force on HPH and Environment），期望以健康促進醫院

模式及工具提倡環境友善議題，提供最佳實證案例，發展成效監測工具，推廣

並強化健康照護人員對氣候變遷之知能，以及建立環境友善醫院（邱淑媞，

2010）。 

為推動臺灣之醫療院所加入環境永續行動，國民健康局結合環保署及經濟

部能源局，建立資訊交換平臺，以協助及輔導國內醫院推對節能減碳工作，於

2010 年發起「減碳救地球，醫界作先鋒」活動，包括 9 個醫院學協會、18 個

醫療體系及 128 家醫院參與，涵蓋全國一般病床數超過 64%，預計 2020 年將

可較 2007 年減少碳排放量 13%，約為 164,648 公噸（經濟部能源局，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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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之兒童醫療大樓通過「綠化量、基地保水、

日常節能、二氧化碳減量、水資源及污水垃圾改善」等六項指標，達到環保與

省能之綠色建築。林口長庚醫院立體停車場及尖端醫療園區皆排定取得能源與

環境先導設計（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綠建築

標章，各既有院區擬定經費排入整建，陸續取得內政部綠建築標章。行政院衛

生署雙和醫院取得「綠化量、水資源、日常節能及污水垃圾改善」四項認證，

通過綠建築標章等等。 

綜合上述，本研究將綠色醫院定義為醫院必須與環境和諧的共處，其範圍

包括醫院裡的所有員工、病人及鄰近社區的社會與文化組織，綠色醫院指創造

一個兼具生態、節能、環保與健康概念的醫院，同時綠色醫院也達到健康促進

醫院的精神，提供更健康的醫療環境及生活品質。 

二、健康促進醫院 

健康促進醫院（Health Promoting Hospital， HPH）世界衛生組織

（WHO）於 1986 年發表渥太華憲章，強調藉由建立健康的支持性環境，以及

透過醫療服務體系的重整，從整體生態性的觀點改善人們的健康狀況，健康醫

療環境的發展對促進人們的健康將有更積極的意義（林金定、羅慶徽、呂學

琳、嚴嘉楓、朱明若，2005）。 

WHO 所提倡之健康促進醫院是藉由組織發展的工具合併健康促進的概

念、價值與標準，重新調整醫院的組織架構與文化，以提昇健康照護的品質，

並改善員工、病患及家屬的生活與工作情況（林雅雯，2004）。健康促進醫院

過去在歐洲已有多個國家試辦過，在「健康促進醫院」的精神中，醫院已經不

僅僅只是看病的場所，它還必需主動提供社區民眾更多健康促進的服務，成為

一個經營健康的場所，健康促進的守護神。 

健康促進醫院希望整合健康促進來增進員工、病人及病人家屬和社區居民

之健康，醫院在接觸社區不同的人群之前，內部必須有ㄧ個健康促進的環境支

持，醫院員工必須擁有正確的健康促進概念，並能以身作則採行健康促進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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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型態，才能將健康促進此一概念推行至整個社區（陳純珣，2006）。 

醫院員工扮演著健康促進醫院最主要的角色，即員工屬於醫院之重要資

產，醫院有責任提供員工一個安全與滿足的工作環境，並應定期評估環境對健

康的影響（陳琗瑄，2009）。 

Pelikan、Lobnig、Krajic 與 Dietscher（2001）指出醫院要發展成為健康的

組織或工作場所，應將醫院的員工視為首要，優先考量與醫院員工健康相關的

決策，並有計畫的改善員工生理及心理的工作環境，降低對於員工的健康危

害，並透過教育訓練讓員工有更健康的工作與生活，使得醫院建立健康促進的

工作環境，並能為病人執行健康促進。在員工對健康促進醫院的認知與參與意

願方面的研究當中，發現有 48.2% 的員工對於健康促進醫院的推行並不知

情，且有高達 71.2% 的員工不瞭解健康促進醫院的內容；有 78.8% 的員工表

示願意參與計畫，但仍有 21.2% 的員工不願參與，絕大多數是認為沒有時間

參加，對健康促進醫院沒有相關認知的員工中，發現以護理人員認知的比例明

顯較高，而其他人員都有極大部分的人不知道健康促進醫院計畫，可能原因之

ㄧ為醫院缺乏積極地向員工溝通健康促進的政策內容與執行的過程與成果，也

可能是空有書面政策缺乏有系統的落實員工健康促進服務（呂學琳，2002）。 

林韋辰、童淑琴與邱柏豪（2010）針對某健康促進醫院進行研究，健康促

進醫院認知程度僅為及格邊緣，宜針對醫院在健康促進活動時，應在政策面上

多加強宣導，藉由政策面的影響，以提升醫院員工知健康促進活動認知程度，

而醫院員工對於推行員工健康促進的瞭解情形大致相同。研究對象對於未來促

進健康懷抱著希望，並期待其能有所發展，醫院宜增進個人技能，以提高員工

對促進健康的信心及希望感受，同時亦能提升醫院員工對於院內健康促進政

策、計畫、活動及認知程度。 

綜合上述，本研究將健康促進醫院定義為藉由組織發展的工具，合併健康

促進的概念、價值與標準，重新調整醫院的組織架構與文化，以提昇健康照護

的品質，並且要以健康促進為目標，透過各種不同專業領域的合作，讓醫院成

為一個健康的組織，使醫院的員工、病人及鄰近社區的居民共同參與健康促進

活動，提升促進自我健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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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與資料收集時間 

本研究以某醫學中心之醫院員工為研究對象，採分層隨機抽樣法進行問卷

調查，依據該院提供醫院各單位人數（不含外院區），分層為醫師、護理人

員、醫技人員及行政人員，針對各分層的醫院人員進行隨機抽樣，以該單位三

分之一的員工人數進行隨機抽樣：（1）醫師發出 155 份，回收 24 份，回收率

15.5%。（2）護理人員發出 294 份，回收 165 份，回收率 56.1%。（3）醫技人

員發出 59 份，回收 32 份，回收率 54.2%。（4）行政人員發出 92 份，回收 43

份，回收率 46.7%。本研究總發放 600 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278 份，回收率

46.3%。資料收集時間自 2011 年 12 月 7 日至 2011 年 12 月 23 日。 

二、研究工具 

（一）問卷 

1. 綠色醫院之看法 

綠色醫院之看法係參考「臺灣地區推動綠色醫院之現況與影響執行因素之

研究─以大臺北地區為例」（楊佳璇，2007）修訂而成此量表。 

綠色醫院之看法包括：綠色醫院贊成情形、醫院重視員工健康情形、推動

綠色醫院之好處、推動綠色醫院之困難及影響健康環境因素。 

2. 綠色醫院認知程度 

綠色醫院認知程度量表係參考「綠建築標章應用在住宅類建築接受態度之

研究以綠色消費觀點探討」（溫雅貴，2003）、「設計者對綠建築之認知及影響

綠建築設計行為意向因素之研究─以中部地區為例」（邱騰誼，2007）及「綠

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03）修訂而成此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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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醫院認知程度量表內容包括：內涵定義 4 項子題、接受態度 6 項子題

及綠建築指標 10 項子題，共計 20 題。探討醫院員工對於綠色醫院之相關認知，

依據綠建築之九大指標：生物多樣性、綠化量、基地保水、建築節能、二氧化

碳減量、廢棄物減量、室內環境（物理環境與綠建材）、污水垃圾。計分方式：

依據實際勾選狀況：「非常認同」5 分、「認同」4 分、「沒意見」3 分、「不認

同」2 分及「非常不認同」1 分。加總之後再平均作為每一樣本的分數。平均

數界定：「非常認同」為 4.50 分以上、「認同」為 3.50 - 4.49 分、「沒意見」為

2.50 - 3.49 分、「不認同」為 1.50 - 2.49 分及「非常不認同」為 1.49 分以下。 

3. 綠色醫院認知程度 

健康促進認知醫院程度量表係參考「健康促進醫院自我評估工具」（林雅

雯、林惠雯、劉雅雯、黃虹潔、許淑雅等，2007）及 WHO 歐洲分部發展之

「醫院健康促進標準之自我評估工具」（The Self-Assessment Tool for Health 

Promotion Standard in Hospital）（WHO，2006）修改而成，其中包括政策面共

10 項子題及執行面包 10 項子題，共計 20 題，評估者可以依據醫院的實際狀

況勾選狀況。計分方式：依據實際勾選狀況：「非常認同」5 分、「認同」4 分、

「沒意見」3 分、「不認同」2 分及「非常不認同」1 分。加總之後再平均作為

每一樣本的分數。平均數界定：「非常認同」為 4.50 分以上、「認同」為 3.50 - 

4.49 分、「沒意見」為 2.50 - 3.49 分、「不認同」為 1.50 - 2.49 分及「非常不認

同」為 1.49 分以下。 

4. 基本資料 

（1）人口學特性分為：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 

（2）工作特質分為：職稱、服務職位、班別、工作僱用、服務年資及每

日平均工時。 

（二）信度與效度 

1. 專家效度 

邀請建築及醫院相關實務與學術性領域之專家共 9 人進行內容效度評估。

評等依據對每一道題目依據其「正確性」、「適用性」與「需要性」，來衡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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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適當，評等標準「○」為適當，表示此題可用、「△」為尚可，表示此題修

改後可使用與「X」為不適當，表示此題不適當或不需要。問卷內容結合建築

及醫院相關實務與學術性領域之專家共 9 人的建議進行修改並通過內容效度評

估。 

2. 信度 

採 Cronbach‘s Alpha 檢定，量表 Cronbach‘s Alpha 大於 0.7 具有研究之信

度，綠色醫院認知程度量表 Cronbach‘s Alpha 為 0.946。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

度量表 Cronbach‘s Alpha 為 0.974。顯示各量表均具有相當高的信度。 

三、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採用 SPSS14.0 套裝軟體進行資料分析。資料分析方法如下： 

1. 描述性統計分析：以次數分配表、百分比、平均值、標準差等指標呈

現研究對象各個變項的分佈狀況。 

2. 推論性統計分析：依資料屬性分別以 t 檢定（t-test）、單因數變異數分

析（one-way ANOVA）、Pearson 相關分析等統計方法來分析各變項之

間的相關程度。 

伍、研究結果 

一、基本資料 

（一）人口學特性 

在人口學特性方面，研究對象中性別以女性居多，共有 246 人

（92.1%），男性較少，僅有 21 人（7.9%）；年齡以 20 至 30 歲最多，共有 92

人（35.4%），其次為 31 至 40 歲 83 人（31.9%）、41 至 50 歲 63 人（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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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50 歲以上 22 人（8.5%）；教育程度方面，大學、四技、二技及以上，共有

153 人（58.0%），高中、高職、專科及以下，共有 111 人（42.0%）；婚姻狀況

未婚、單身、離婚、分居及喪偶，共有 128 人（50.6%），已婚和同居有 125

人（49.4%）。 

（二）工作性質 

在工作特質方面，研究對象中職稱方面以護理人員最多，共有 165 人

（62.5%），其次為行政人員 43 人（16.3%）、醫技人員 32 人（12.1%）及醫師

24 人（9.1%）。服務職位為基層人員，共有 240 人（94.1%），主管則有 15 人

（ 5.9%）；班別方面為白天班的有 167 人（ 63.0%），輪班制有 98 人

（37.0%）；工作僱用性質以正職人員，共有 253 人（95.8%），非正職人員有

11 人（4.2%）；服務年資平均為 12.8 年。每日平均工時則為 9.4 小時。 

二、綠色醫院之看法 

（一）綠色醫院之贊成情形 

醫院員工對推動綠色醫院之贊成情形，「贊成推動綠色醫院嗎？」，非常贊

成 54 人（20.3%）、贊成 165 人（62.0%）、普通 43 人（16.2%）、不贊成 4 人

（1.5%）及非常不贊成 0 人（0.0%）。醫院員工對推動綠色醫院擁有高度的認

同，醫院宜推動綠色醫院之相關活動與政策。 

（二）醫院重視員工的健康情形 

醫院重視員工健康情形方面，「您覺得您服務的醫院重視員工的健康

嗎？」，非常重視 11 人（4.1%）、重視 104 人（39.1%）、普通 125 人

（47.0%）、不重視 19 人（7.1%）及非常不重視 7 人（2.6%）。希望能改善醫

院工作環境，藉由提高醫院重視員工健康程度，進而提升醫院環境與促進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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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 

（三）推動綠色醫院之好處 

醫院員工認為推動綠色醫院之好處分析結果，前五項為「提升能源利用效

率，減少地球資源浪費」 234 人（ 84.2%）、「提升醫院形象」 194 人

（69.8%）、「促進病患與員工健康」157 人（56.5%）、「避免造成周圍社區環境

汙染」146 人（52.5%）及「視覺上的美觀」110 人（39.6%）。 

（四）推動綠色醫院之困難 

醫院員工認為推動綠色醫院之困難分析結果，前五項為「醫院空間不夠」

159 人（57.2%）、「跨部門結合，溝通不易」136 人（48.9%）、「經費不足」

131 人（47.1%）、「人力不足」111 人（39.9%）及「不瞭解綠色醫院是什麼」

95 人（34.2%）。 

（五）影響健康環境因素 

員工認為工作環境中，影響健康環境問題分析結果，前五名分別為「音環

境─噪音、振動」115 人（41.4%）、「作業環境─電腦座位不符人體工學」104

人（37.4%）、「工作環境─空間、使用設計不良」94 人（33.8%）、「綠環境─

綠化、美化不足」89 人（32.0%）及「空氣環境─空氣不流通」87 人

（31.3%）。 

三、綠色醫院認知程度 

（一）綠色醫院認知程度描述分析 

綠色醫院指創造一個兼具生態、節能、環保與健康概念的醫院，讓醫院成

為一個不僅提供健康服務的場域，也減少對環境傷害的友善場所。綠色醫院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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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程度量表涵蓋三構面，分別為內涵定義、接受態度及綠建築指標。研究對象

對綠色醫院認知程度，如表 1 所示。 

表 1 綠色醫院認知程度描述分析表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內
涵
定
義 

1.  「綠色醫院」具有生態上的效益。 4.08 0.57 10 

2.  「綠色醫院」具有節能的效益。 4.09 0.56 9 

3.  「綠色醫院」具有減廢的效益。 4.08 0.57 11 

4.  「綠色醫院」具有促進健康的效益 4.11 0.57 7 

接
受
態
度 

5.  您同意醫院應有綠建築標章之認證。 4.00 0.64 15 

6.  您認為具有綠建築標章之醫院品質較
好。 

3.92 0.72 17 

7.  您認為具有綠建築標章之綠建築於使
用階段可節省資源與降低污染。 

4.04 0.59 14 

8.  您認為具有綠建築標章之醫院對您個
人的健康影響不大。 

3.37 0.96 20 

9.  您認為在具有綠建築標章之醫院不會
提升您的品質。 

3.48 0.92 19 

10. 您選擇醫院時，具綠建築標章之醫院
會提升您的選擇意願。 

3.58 0.80 18 

綠
建
築
指
標 

11. 您認為醫院開發應兼顧生態平衡。 4.05 0.58 13 

12. 您認為醫院環境應加強綠化。 4.11 0.57 6 

13. 您認為醫院設計應考慮雨水之滲透與
保持。 

4.06 0.61 12 

14. 您認為醫院應考量空調與照明之能源
消耗。 

4.14 0.56 4 

15. 您認為醫院建築應採用再生建材。 3.95 0.69 16 

16. 您認為醫院應於建造過程中考量廢棄
物減量。 

4.13 0.56 5 

17. 您認為醫院應考量隔音效果與採光充
足。 

4.19 0.58 2 

18. 您認為醫院室內裝修應採用對人體與
環境較友善之材料。 

4.17 0.57 3 

19. 您認為醫院應考量水資源之節約與再
利用。 

4.09 0.66 8 

20. 您認為醫院應注重污水排放與垃圾處
理。 

4.21 0.6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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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內涵定義 

醫院員工對綠色醫院內涵定義的認知程度，依得分平均數排序，認為「綠

色醫院具有促進健康的效益」得分最高 4.11，其次為「綠色醫院具有節能的效

益」得分為 4.09，「綠色醫院具有生態上的效益」及「綠色醫院具有減廢的效

益」得分亦有 4.08。可見醫院員工對綠色醫院內涵定義具有良好的認知與認

同。 

2. 接受態度 

醫院員工對綠色醫院的接受態度，依得分平均數排序前三項為，以「您認

為具有綠建築標章之綠建築於使用階段可節省資源與降低污染」得分最高為

4.04，其次為「您同意醫院應有綠建築標章之認證」得分為 4.00 及「您認為具

有綠建築標章之醫院品質較好」得分為 3.92；至於反向題之「您認為具有綠建

築標章之醫院對您個人的健康影響不大」及「您認為在具有綠建築標章之醫院

不會提升您的品質」得分表現較差，僅有 3.37 及 3.48。 

3. 綠建築指標 

醫院員工對綠色醫院綠建築指標的認知程度，依得分平均數排序前三項

為，「您認為醫院應注重污水排放與垃圾處理」得分最高為 4.21，其次為「您

認為醫院應考量隔音效果與採光充足」得分為 4.19 及「您認為醫院室內裝修

應採用對人體與環境較友善之材料」得分為 4.17；依平均數排序後三項為「您

認為醫院建築應採用再生建材」得分最低為 3.95、「您認為醫院開發應兼顧生

態平衡」得分為 4.05 及「您認為醫院設計應考慮雨水之滲透與保持」得分為

4.06。可見醫院員工對環境保護有著高度警覺與認同，但在建物 CO2 減量議

題可為宣導之重點。 

（二）綠色醫院認知程度量表與分量表得分情形 

綠色醫院認知程度量表與分量表得分結果顯示，綠色醫院認知程度總量

表，平均數為 3.90，標準差 0.40，標準化得分為 78.03。在各分量表的比較

上，因為各分量表所包含的題數不同，故進一步以標準化得分來進行比較，三

個分量表之標準化得分依序為：1. 綠建築指標分量表平均數為 4.11，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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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標準化得分為最高為 82.20。2. 內涵定義指標分量表平均數為 4.09，標

準差 0.53，標準化得分為 81.80。3. 接受態度指標平均數為 3.73，標準差

0.54，分量表標準化得分較低為 74.67。整體而言，醫院員工對綠色醫院中的

綠建築指標與內涵定義有高度的認知與認同，且醫院員工又有高度的認同與接

受態度，故醫院宜推動綠色醫院之相關活動與政策。 

（三）基本資料與綠色醫院認知程度相關分析 

研究對象的基本資料與綠色醫院認知程度之分佈，在人口學特性中，性別

方面，女性員工的綠色醫院認知程度高於男性員工；年齡方面，以 41 至 50 歲

的員工綠色醫院認知程度 > 31 至 40 歲 > 50 歲以上 > 20 至 30 歲；教育程度

方面，大學、四技、二技及以上的員工綠色醫院認知程度高於高中、高職、專

科及以下的員工；婚姻狀況方面，已婚和同居的員工綠色醫院認知程度高於未

婚、單身、離婚、分居及喪偶的員工。在工作特質中，職稱方面，以行政人員

的綠色醫院認知程度 > 醫技人員 > 護理人員 > 醫師；在服務職位方面，主

管的綠色醫院認知程度高於基層人員；在班別方面，白天班的員工綠色醫院認

知程度高於輪班制的員工；在工作僱用性質方面，非正職人員的綠色醫院認知

程度高於正職人員；服務年資平均為 12.76 年；每日平均工時則為 9.38 小時。 

經統計分析結果，基本資料與綠色醫院認知程度之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年

齡、婚姻狀況與工作僱用性質方面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服務年資與綠色醫院

認知程度在統計上達正相關，每日平均工時與綠色醫院認知程度在統計上達負

相關，其餘變項則無差異，各項結果敘述如下： 

在年齡方面，經統計結果分析發現，20 至 30 歲的員工與 31 至 40 歲的員

工及 41 至 50 歲的員工分別在統計上有顯著差異（p = 0.047, 0.026），亦即，

在綠色醫院認知上，31 至 40 歲與 41 至 50 歲的員工對於綠色醫院概念及感受

程度較高，而在較年輕 20 至 30 歲的醫院員工，對於綠色醫院概念及感受程度

相對的低；在婚姻狀況方面，已婚和同居的員工綠色醫院認知程度顯著高於未

婚、單身、離婚、分居及喪偶的員工（t = -2.459，p < 0.05），亦即，已婚和同

居的員工對於綠色醫院概念及感受程度高於基層人員。在工作僱用性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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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職人員的綠色醫院認知程度則明顯高於正職人員（t = -3.134，p < 0.01），

亦即，非正職人員對於綠色醫院擁有較高的概念與認同。服務年資與綠色醫院

認知程度的統計分析結果，在統計上達正相關（r = 0.251，p < 0.01），也就是

說服務越久的醫院員工，其對綠色醫院概念及感受程度擁有較高的認同感受。

每日平均工時與綠色醫院認知程度的統計分析結果，在統計上達負相關（ 

r = -0.142，p < 0.05），也就是說每日平均工時越低的醫院員工，其對綠色醫院

概念及感受程度擁有較高的認同感受；而每日平均工時越高的醫院員工，其對

綠色醫院概念及感受程度擁有較低的認同感受。 

四、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 

（一）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描述分析 

健康促進醫院主要目標是將醫院發展成為更健康的場所與環境，並且將員

工健康促進為主要範疇之一，此量表是有關於員工對院內健康促進政策、計

畫、活動及認知的情形。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量表涵蓋二構面，分為政策面

與執行面。研究對象對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如表 2 所示。 

表 2 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描述分析表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政
策
面 

1.  醫院所宣示的願景和目標中，有包涵員工
健康促進。 

3.57 0.85 11 

2.  院方在最近一年內有（繼續）參與 WHO

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及臺灣網絡活動。 

3.51 0.72 13 

3.  醫院目前的品質及業務計畫有明確包含員
工健康促進活動。 

3.62 0.72 6 

4.  醫院組織結構有明確指出員工健康促進事
務的協調人員與職責。 

3.59 0.74 8 

5.  有明確的預算用在員工健康促進相關的服
務。 

3.48 0.76 15 

6.  有將員工健康促進服務納入相關工作程序
之中。 

3.60 0.7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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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續） 

 7.  有特定的空間及設施以執行員工健康促進
活動。 

3.32 0.92 19 

8.  醫院有例行性的收集員工健康促進介入資
料且能夠提供給相關人員做評估之用。 

3.55 0.77 12 

9.  醫院對員工健康促進活動有規劃品質評估
方案。 

3.47 0.81 16 

10. 醫院有將員工健康促進政策納入新進人員
到職訓練內容之中。 

3.57 0.77 10 

執
行
面 

11. 所有部門的員工都瞭解醫院員工健康促進
政策的內容。 

3.32 0.88 20 

12. 有執行成效的評估系統，並將健康促進納
入員工在職專業發展項目之中。 

3.48 0.81 14 

13. 有跨領域團隊所發展的員工健康促進工作
常規。 

3.41 0.81 18 

14. 醫院員工有參與醫院的健康促進政策制
定、稽核和檢視。 

3.45 0.79 17 

15. 醫院的勞動條件有遵照全國/地區的規定與
指示來施行。（對國家與國際的規定有所認
知） 

3.58 0.70 9 

16. 醫院員工有遵守健康與安全的相關規定，
並確認工作場所的所有危險因子。 

3.72 0.68 1 

17. 有提高員工對健康議題認知的政策。 3.63 0.73 5 

18. 醫院有為員工提供健康促進計畫。（如，戒
菸、壓力管理、運動等） 

3.69 0.78 2 

19. 有每年進行員工調查，內容包括：個人行
為評估，對相關服務或政策的認知，對健
康促進活動的利用。 

3.64 0.73 4 

20. 醫院有為員工提供健康促進相關資訊。 3.67 0.72 3 

 

1. 政策面 

醫院員工對健康促進醫院政策面的認知程度，依得分平均數排序前三項為

「醫院目前的品質及業務計畫有明確包含員工健康促進活動」得分最高為

3.62、「有將員工健康促進服務納入相關工作程序之中」得分為 3.60 及「醫院

組織結構有明確指出員工健康促進事務的協調人員與職責」得分為 3.59；依平

均數排序後三項為「有特定的空間及設施以執行員工健康促進活動」得分最低

為 3.32、「醫院對員工健康促進活動有規劃品質評估方案」得分為 3.47 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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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的預算用在員工健康促進相關的服務」得分為 3.48，顯示醫院已針對員工

推行健康促進相關活動及計畫，但醫院宜增設空間、設施及經費運用在推行員

工健康促進相關活動、計畫及政策。 

2. 執行面 

醫院員工對健康促進醫院執行面的認知程度，依得分平均數排序前三項為

「醫院員工有遵守健康與安全的相關規定，並確認工作場所的所有危險因子」

得分最高為 3.72、「醫院有為員工提供健康促進計畫（如：戒菸、壓力管理、

運動等）」得分為 3.69 及「醫院有為員工提供健康促進相關資訊」得分為

3.67；依平均數排序後三項為「所有部門的員工都瞭解醫院員工健康促進政策

的內容」得分最低為 3.32、「有跨領域團隊所發展的員工健康促進工作常規」

得分為 3.41 及「醫院員工有參與醫院的健康促進政策制定、稽核和檢視」得

分為 3.45，顯示對醫院員工對健康促進政策的內容瞭解程度不盡理想，宜針對

醫院員工加強執行及宣導健康促進政策。 

（二）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量表與分量表得分情形 

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量表與分量表得分結果顯示，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

度總量表，平均數為 3.55，標準差 0.63，標準化得分為 70.91。醫院員工健康

促進活動認知分量表分別為︰執行面平均數為 3.57，標準差 0.65，標準化得分

為 71.30。政策面平均數為 3.53，標準差 0.66，標準化得分為 70.50。醫院員工

對於院內執行健康促進計畫與活動的認知程度較高，未來宜針對醫院在健康促

進醫院活動時能在政策面上多加強宣導，藉由政策面的影響，以提升醫院員工

之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 

（三）基本資料與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之相關分析 

研究對象的基本資料與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之分佈，在人口學特性中：

性別方面，男性員工的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高於女性員工；年齡方面，以

50 歲以上的員工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 > 41 至 50 歲 > 31 至 40 歲 > 20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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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歲；教育程度方面，高中、高職、專科及以下的員工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

度高於大學、四技、二技及以上的員工；婚姻狀況方面，已婚和同居的員工健

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高於未婚、單身、離婚、分居及喪偶的員工。在工作特質

中：職稱方面，以醫技人員的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 > 醫師 > 護理人員 > 

行政人員；服務職位方面，基層人員的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高於主管；班別

方面，白天班的員工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高於輪班制的員工；工作僱用性質

方面，正職人員的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高於非正職人員；服務年資平均為

12.8 年；每日平均工時則為 9.4 小時。 

進一步進行統計分析，研究對象的人口學特性、工作特質與健康促進醫院

認知程度之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其變項皆無顯著差異，也就是說醫院員工對於

醫院健康促進的政策、計畫及活動等的認知程度不會因基本資料屬性不同而有

顯著性差異，對於醫院推行員工健康促進活動的瞭解情形大致相同。 

六、綠色醫院與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之相關分析 

研究對象的綠色醫院認知程度與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之相關分析結果分

別敘述如下： 

1. 綠色醫院認知程度與綠色醫院認知程度─內涵定義在統計上達正相關

（r = 0.789，p < 0.01），也就是說綠色醫院概念及感受程度擁有較好

的員工，其對於醫院環境的生態、節能、環保與健康概念與認同也越

高。 

2. 綠色醫院認知程度與綠色醫院認知程度─接受態度，在統計上達正相

關（r = 0.610，p < 0.01），也就是說綠色醫院概念及感受程度擁有較

好的員工，其對於醫院推動綠色醫院的接受態度情形與認同也越高。 

3. 綠色醫院認知程度與綠色醫院認知程度─綠建築指標，在統計上達正

相關（r = 0.928，p < 0.01），也就是說綠色醫院概念及感受程度擁有

較好的員工，其對於醫院環境的擁有綠建築指標概念與認同也越高。 

4. 綠色醫院認知程度與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在統計上達正相關（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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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3，p < 0.01），也就是說綠色醫院概念及感受程度擁有較好的員

工，其對於院內員工健康促進政策、計畫、活動及認知程度也越高。 

5. 綠色醫院認知程度與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政策面，在統計上達正

相關（r = 0.217，p < 0.01），也就是說綠色醫院概念及感受程度擁有

較好的員工，其對於院內員工健康促進政策認知程度也越高。 

6. 綠色醫院認知程度與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執行面，在統計上達正

相關（r = 0.254，p < 0.01），也就是說綠色醫院概念及感受程度擁有

較好的員工，其對於院內員工健康促進執行認知程度也越高。 

7. 綠色醫院認知程度─內涵定義與綠色醫院認知程度─接受態度，在統

計上達正相關（r = 0.600，p < 0.01），也就是說對於醫院環境的生

態、節能、環保與健康概念較好的員工，其對於醫院推動綠色醫院的

接受態度情形與認同也越高。 

8. 綠色醫院認知程度─內涵定義與綠色醫院認知程度─綠建築指標，在

統計上達正相關（r = 0.640，p < 0.01），也就是說對於醫院環境的生

態、節能、環保與健康概念較好的員工，其對於醫院環境的擁有綠建

築指標概念與認同也越高。 

9. 綠色醫院認知程度─內涵定義與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在統計上達

正相關（r = 0.207，p < 0.01），也就是說對於醫院環境的生態、節

能、環保與健康概念較好的員工，其對於院內員工健康促進政策、計

畫、活動及認知程度也越高。 

10. 綠色醫院認知程度─內涵定義與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政策面，

在統計上達正相關（r = 0.200，p < 0.01），也就是說對於醫院環境的

生態、節能、環保與健康概念較好的員工，其對於院內員工健康促進

政策認知程度也越高。 

11. 綠色醫院認知程度─內涵定義與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執行面，

在統計上達正相關（r = 0.216，p < 0.01），也就是說對於醫院環境的

生態、節能、環保與健康概念較好的員工，其對於院內員工健康促進

執行認知程度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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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綠色醫院認知程度─接受態度與綠色醫院認知程度─綠建築指標，

在統計上達正相關（r = 0.577，p < 0.01），也就是說醫院推動綠色醫

院的接受態度情形與認同擁有較好的員工，其對於醫院環境擁有綠建

築指標概念與認同也越高。 

13. 綠色醫院認知程度─接受態度與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執行面，

在統計上達正相關（r = 0.141，p < 0.05），也就是說醫院推動綠色醫

院的接受態度情形與認同擁有較好的員工，其對於院內員工健康促進

執行認知程度也越高。 

14. 綠色醫院認知程度─綠建築指標與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執行

面，在統計上達正相關（r = 0.134，p < 0.05），也就是說醫院環境的

擁有綠建築指標概念與認同擁有較好的員工，其對於院內員工健康促

進執行認知程度也越高。 

15. 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與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政策面，在統計

上達正相關（r =0.966，p <0.01），也就是說院內員工健康促進政策、

計畫、活動及認知程度擁有較好的員工，其對於院內員工健康促進政

策認知程度也越高。 

16. 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與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執行面，在統計上

達正相關（r =0.965，p <0.01），也就是說院內員工健康促進政策、計

畫、活動及認知程度擁有較好的員工，其對於院內員工健康促進執行

認知程度也越高。 

17. 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政策面與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執行面，在

統計上達正相關（r =0.865，p <0.01），也就是說院內員工健康促進政

策認知程度擁有較好的員工，其對於院內員工健康促進執行認知程度

也越高。 

上述研究結果顯示，可透過推動綠色醫院來改善醫院工作環境，針對醫院

員工加強執行並宣導綠色醫院及醫院環境的生態、節能、環保與健康概念，提

高醫院員工對院內員工健康促進政策、計畫、活動及認知程度，進而提升醫院

員工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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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 

一、綠色醫院認知程度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綠色醫院內涵定義認知結果分析顯示，得分依序為促

進健康、節能、生態及減廢，呈高度正向之結果。而邱騰誼（2007）針對建築

設計者研究指出，對於綠建築內涵定義其平均值依序為節能、生態、促進健康

及減廢，行為信念仍傾於正向之研究結果大致相符，醫院員工在綠色醫院內涵

定義裡，則以綠色醫院具有促進健康效益持高度認同，也可見醫院員工對綠色

醫院內涵定義具有良好的認知與認同。 

本研究結果發現，綠色醫院認知程度量表在綠建築指標構面認知結果顯

示，則以污水垃圾改善指標、室內環境指標及綠建材員工較為認同與重視，仍

以二氧化碳減量指標表現最差。而溫雅貴（2003）研究指出消費者對於綠建築

指標之態度強度由大至小之排序為綠化量指標、污水垃圾改善指標、室內環境

指標、生物多樣性指標、日常節能指標、綠建材、基地保水指標、廢棄物減量

指標、水資源指標及二氧化碳減量指標，與本研究結果大致相符。 

二、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 

本研究結果顯示，醫院員工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標準化得分為

70.91，政策面標準化得分為 70.50、執行面標準化得分為 71.30。林韋辰等人

（2010）針對某健康促進醫院進行研究，醫院員工之健康促進活動認知程度，

將各細項得分予以標準化，總量表及政策與執行面分量表個標準化得分為：

66.45、66.10 與 66.88。探討職稱與健康促進認知程度是否不同，進一步進行

統計分析，發現無顯著差異。本研究樣本醫院表現較佳，職稱與健康促進醫院

認知程度統計分析，發現無顯著差異，亦即醫院員工對於健康促進的政策、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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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及活動等的認知程度不因職稱不同而有所差異，對於醫院推行員工健康促進

活動的瞭解情形相同與本研究結果一致。其可能原因為本研究樣本醫院雖未通

過健康促進醫院認證，但有持續在推動員工健康促進相關活動，所以員工對於

員工建健康促進政策、計畫、活動與認知皆有暸解，對於醫院推行員工健康促

進活動的暸解情形大致相同。 

本研究有高達 52.8% 的醫院員工對於所有部門的員工都瞭解醫院員工健

康促進政策的內容表達不知道甚至不同意。而呂學琳（2002）與林雅雯等人

（2007）也對健康促進醫院進行研究，針對已推行健康促進醫院計畫一年多，

位居臺灣北部與中部的兩家醫院進行調查，結果發現分別 48.2%、56.6% 員工

對於健康促進醫院的推行並不知情，並有高達 78.8%、43.5% 的員工不瞭解健

康促進醫院的內容之研究結果相符。可能原因之一為醫院缺乏積極地向員工溝

通健康促進的政策內容與執行的過程與成果，也可能是空有書面政策缺乏有系

統的落實員工健康促進服務。 

本研究顯示醫院員工對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亦達中等程度以上。張家榕

（1999），結果顯示社會支持程度與支持性環境認同度均為正向，對健康促進

政策與組織之認知達中等程度以上之結果一致。本研究樣本醫院未推動與加入

健康促進醫院之事項與認證，醫院宜推動健康促進醫院活動時加強宣導，增進

員工健康促進能力，以提升醫院員工之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與健康。 

三、綠色醫院認知程度 

綠色醫院認知程度與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達統計上之正相關，當綠色醫

院認知程度得分越高，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方面呈正向成長，也就是說醫院

環境的生態、節能、環保與健康擁有較高的概念與認同的員工，其對於院內員

工健康促進政策、計畫、活動及認知程度也越高。可透過推動綠色醫院來改善

醫院工作環境，針對醫院員工加強執行及宣導醫院環境的生態、節能、環保與

健康概念，提高醫院員工對院內員工健康促進政策、計畫、活動及認知程度，

進而提升醫院員工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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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尚未有相關文獻進行綠色醫院與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之相關研究探

討，因世界衛生組織健康促進醫院自我評估標準欠缺醫院環境健康促進評估標

準，希望能能透過本研究綠色醫院指標量表能對健康促進醫院評估更能完善，

故建議將綠色醫院指標列為健康促進醫院自我評估指標項目，也提供後續研究

者進行相關探討。 

柒、結論 

一、綠色醫院之看法 

1. 高達八成以上的員工持贊成推動綠色醫院，對於推動綠色醫院是持正

向支持態度。 

2. 員工認為醫院推動綠色醫院能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減少地球資源浪

費、提升醫院形象及促進病患與員工健康。 

3. 醫院推動綠色醫院應針對空間、組織整合及編列相關經費等，以提升

醫院推動綠色醫院實施成效。 

4. 針對音環境、作業環境及工作環境為醫院員工環境改善與健康促進方

案之主要議題。 

二、綠色醫院認知程度 

1. 綠色醫院認知程度得分良好，宜透過綠色醫院的宣導與推行活動，再

提升員工接受意願與態度。 

2. 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年齡、婚姻狀況、工作僱用性質、服務年資及每

日平均工時與綠色醫院認知程度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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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 

1. 有高達五成二的員工不瞭解醫院員工健康促進政策的內容，表示健康

促進政策宣導還不盡理想。 

2. 醫院員工對於院內執行健康促進計畫與活動的認知程度較高，宜針對

醫院在健康促進醫院活動時能在政策面上多加強宣導。 

3. 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基本資料與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之統計分析顯

示，其變項皆無顯著差異。 

四、綠色醫院與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之相關性 

1. 綠色醫院認知程度與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達統計上之正相關。 

2. 綠色醫院認知程度得分越高在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方面呈正向成

長，可透過推動綠色醫院來改善醫院工作環境，針對醫院員工加強執

行及宣導醫院環境的生態、節能、環保與健康概念，提高醫院員工對

院內員工健康促進政策、計畫、活動及認知程度，進而提升醫院員工

健康。 

五、醫院環境面之應用 

1. 醫院應定期評估環境對健康的影響，將健康環境因素之物理性、生理

及化學、心理性、社會性為健康環境之考量。 

2. 依據醫院員工對於健康環境所表達之意見，可針對音環境、作業環

境、工作環境、綠環境及空氣環境之健康議題來進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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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建議 

一、對醫院之建議 

1. 宜針對音環境、作業環境及工作環境為主要醫院環境改善之議題，提

出醫院員工環境改善與健康促進方案。 

2. 綠色醫院與健健康促進醫院達統計上的正相關，建議醫院推動綠色醫

院相關活動與政策，改善醫院工作環境，進而提升醫院環境與促進員

工的健康。 

3. 醫院宜有系統地進行員工健康需求評估，並依根據需求評估結果提出

環境改善與健康促進方案。 

4. 將綠色醫院與健康促進醫院認知量表為健康促進成效的指標並作為長

期追蹤調查指標。 

二、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1. 宜針對全國醫療院所進行調查，以瞭解臺灣目前各醫院員工之情形。 

2. 擴大樣本數以增進研究結果的外部效度。 

3. 本研究問卷回收率較低的原因為以下四點：（1）醫院目前員工的工作

量頗大，故載回收部分較不容易；（2）醫師族群部份，因本院有兩個

院區醫師常兩院區執行醫療工作，在填寫問卷與回收較不易；（3）礙

於研究限制上，在收集資料較為短暫，而造成回收率較低及（4）本

研究為該樣本醫院在推動健康促進醫院前所做之研究，所以在綠色醫

院及健康促進醫院員工較不熟悉與認同。未來研究可以嘗試以（1）

延長問卷回收時間，（2）增加填寫問卷的誘因，如完成填寫者可兌換

禮物，（3）作為醫院員工教育訓練的活動等方法，以增加問卷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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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4. 將綠色醫院指標列為健康促進醫院自我評估指標項目。 

5. 綠色醫院認知程度及健康促進醫院認知程度列為綠色醫院及健康促進

成效的指標，作為長期追蹤調查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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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was to understand employees’ cognition of Green 

Hospitals and Health Promoting Hospitals as well as the relevance. A 

total of 278 questionnaires were received with a response rate of 46.3%. 

The main results were: (1) the top three advantages which hospital 

employees regarded as the outcomes of promoting greener technologies 

were increasing the efficiency of energy utilization, reducing the 

consumption of earth resources, enhancing hospital image, and 

promoting the health of patients and personnel; (2) whereas the top three 

disadvantages were insufficient space in hospitals, interdepartmental 

integration, difficulties in communicating, and insufficient budget; (3) 

the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mployees’ basic information and 

green hospital personnel’s degree of cognition indicated that there was a 

notable difference between age, marital status, job employment nature, 

service seniority, average daily work hour, and degree of cognition on 

green hospitals a significant;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on of 

green hospitals and health promoting hospitals  was positive. We 

recommended that hospitals may advance to green hospitals, implement 

the concepts of ecology, energy conserv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health of employees. 

Keywords: green hospitals, health promotion hospita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