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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今天喝水了嗎─國小高年級學生飲水量調查 

與設計 Scratch 互動程式推廣飲水重要性 

摘要 

天氣愈來愈熱，但很多同學都去買飲料，較少喝白開水。透過研究，我們

瞭解了大家飲水的狀況，以及希望自製的「您今天喝水了嗎？」Scratch 動畫，

讓更多人能用輕鬆的方式，認識喝白開水的重要性，進而改善自己不良的飲水

習慣。 

我們查詢網路，發現喝白開水的好處，以及一天飲水量的標準。我們設計

網路問卷，詢問某國小高年級學生的喝水狀況，與對白開水的認知。最後將白

開水的飲用知識融入 Scratch。 

問卷結果顯示： 

（一）高年級學生每日喝白開水量未達醫學建議低標。 

（二）「自我認知與實際喝水量達低標」者，對白開水的好感度較「飲水量

未達低標」者為高。 

壹、研究動機及目的 

一、 研究動機 

最近天氣越來越熱， 班上同學變得經常跑合作社買飲料，白開水就被遺忘

了，就連陪家人到賣場，也是狂買飲料，有時甚至會用飲料代替水來喝，但是

我卻發現，喝了再多的飲料也無法止渴。剛開學的時候，老師還因腎臟結石要

手術而請了病假，老師事後告訴大家，結石痛起來簡直無法正常站著。因為醫

學報告指出，喝水量不足，也會導致結石。因此我們好奇，到底大家喝白開水

的量是否符合衛生標準？是否有意識到喝白開水的重要性？而我們在學校的課

程剛好有 Scratch 程式設計，因此我們想嘗試看看將飲用白開水的知識融入在

Scratch 程式內，讓更多人藉由程式小遊戲來瞭解白開水。 

二、 研究目的 

（一）國小高年級學生每天飲水量是否達到醫學專家建議的低標？ 

（二）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生對於喝白開水與健康之間關係的瞭解程度。 

（三）製作關於喝水重要性的 Scratch 動畫，促使同學們能多喝白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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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白開水 

白開水為沒有添加甜味劑或其他添加物的瓶裝水、罐裝水，以及來自飲水

機、自來水，或非碳酸的瓶裝水。也就是沒有添加甜味劑，或其他添加物的白

開水，包含瓶裝水、罐裝水、過濾水或冷卻水，以及飲水機提供的飲用水，但

不包含氣泡水、加味水（羅中萬，2013）。 

二、喝水量 

水的來源有很多種，大致可分成：液體水與食物水。水份的建議攝取量是

指「總水量」，所以也包括果汁、牛奶、湯……等。營養師認為，好的水分來源

前提是不會造成身體負擔，如：熱量、糖、鈉等成分（林世航，2019）。只有水

才能啟動這些身體的機轉，順利運作。市售飲料含有的化學物質可改變身體中

樞神經系統的控制中心，做出反應，所以即便是牛奶也不能代替水，因為牛奶

屬於食物，對身體的影響也必須從食物的觀點出發。（Batmanghelidj, MD, 

2006）。 

義大大昌醫院男性健康中心主任王啟杰建議，一般民眾一天至少要飲用體

重乘以 30c.c.的水（陳盈臻，2020）。雖然也有專家認為，在沒有流汗的狀況下，

一天需要補上 1,050~3,100 毫升（林世航，2019），國農業部的營養素攝取綱領

中則建議，成年男女每天分別要攝取 3,700 與 2,700 毫升的水份；歐洲食品安全

局（EFSA）的資料則分別為 2,500 與 2,000 毫升；腎臟內科醫師認為，一天要

產生 1,000ml 的尿量才能排除當日身體的廢棄物。本組認為每個人的體重不同，

要方便同學們容易瞭解白開水的飲用量，因此採用體重乘以 30c.c.的算法。 

三、飲用白開水與健康的關係 

白開水對身體的好處如下： 

（一）幫助新陳代謝 

提高免疫力，加快人體脂肪的代謝、排毒、稀釋血液，消水腫以幫助減

肥，但含糖飲料則沒有這種效用，因為會超出人體一天所需糖份。 

（二）預防結石 

義大大昌醫院男性健康中心主任王啟杰建議，一般民眾 1 天至少要飲用

體重乘以 30c.c.的白開水（陳盈臻，2020）。 造成腎臟結石的原因有： 

1. 高糖：《美國腎臟醫學會》臨床期刊的研究報告顯示，每天喝一瓶高

糖分的碳酸飲料，會提高受試者 23%罹患腎結石的機率。含糖飲料導致罹患

腎結石的機會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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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脂肪：脂肪會減少腸道中可結合的鈣，增加草酸鹽的吸收。特別是

在出汗多、喝水少、尿量少時，可能會加速腎結石的形成。研究指出，肥胖

的人比體重正常的人更容易罹患腎結石（陳弋，2019）。 

3. 高鈉：根據林口長庚醫院毒物科顏宗海醫師，高鈉飲食會增加尿液中

的鈣含量，形成結石。所以日常飲食中須避免高含鈉量的調味品（如鹽、醬

油、味精）使用量，少吃罐頭及各式加工食品（火腿、香腸、鹹蛋、醬瓜、

豆腐乳、沙茶醬）。 

4. 營養醫學博士劉博仁醫師也提醒，如果民眾整天只喝茶或咖啡，不喝

水的話，腎結石的風險一樣會增加，因為這些飲品的草酸含量高，非常容易

與鈣結合，形成草酸鈣。 

（三）抗老 

多喝水可以幫助體內廢物的代謝，而且水裡面含有微量礦物質，亦可以

輔助體內抗氧化物完成氧化還原作用，達到抗老的目的。 

（四）幫助精神變好 

我們的精神來源，除了大腦之外，也很仰賴腎臟。腎臟是身體的排毒中

心，也負責一些特殊的內分泌，像是腎上腺素就是由腎臟上方的腎上腺來分

泌。當腎臟缺水時，腎臟無法排除廢物，也無法有正常的激素分泌，所以也

會疲勞（盧映慈，2020）。 

四、Scratch 簡介 

Scratch 是 2007 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媒體實驗室終身幼兒園團隊，

主要是協助 8-16 歲的兒童學習創意思考、協同合作及系統性思考，所發展的一

套開源的程式設計自由軟體，也適合各年齡層的人使用。 

Scratch 將一般專業的程式設計指令轉化為簡單的積木方塊，只要將這些指

令積木用滑鼠拖曳組合，就能簡單的完成程式設計。使用 Scratch 可以創作互動

式故事、遊戲、動畫和音樂等作品，還可透過官網（http://scratch.mit.edu）將自

己的作品上傳，與全世界分享創意及觀摩優秀作品。 

參、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研究流程 

本研究於 2020 年 11 月確認研究方向與對象後，開始蒐集相關文獻，並藉

由線上問卷調查的方式蒐集並統整分析資料。分析資料當中，發現有部分同學

們不清楚白開水飲用量，甚至飲水量也不足，便著手運用 Scratch 程式設計推廣

喝白開水重要性，希望能讓更多人瞭解，並進而修正自己的習慣。研究流程如

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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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調查 

本組於 2021 年 4 月設計完問卷後，於 6 月 1 日至 20 日發放網路問卷與回

收問卷，並用 Excel 進行問卷資料分析。2021 年 7 月完成自行設計的認識喝白

開水重要性的「您今天喝水了嗎？」Scratch 互動式動畫，並運用部分內容編成

前測與後測問卷。受試者是隨機徵求校內非本研究者的高年級學生 4 名，分別

在觀看本組設計的喝白開水重要性的 Scratch 動畫之前、之後填寫問卷。問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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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後用 Excel 進行資料分析。 

三、研究對象 

由於我們尚須時間熟悉 Scratch3 程式，又因為疫情無法到學校的關係，延

後了研究進度，最後在七月底才完成程式遊戲的設計。本研究當中需要實測本

組設計的 Scratch 動畫，以及學校電腦教室的設備空間，因此等到開學後，我們

徵求了自願擔任實測的同學，向他們說明使用的方式，並要他們在觀看 Scratch

動畫的前、後填答問卷。 

四、 研究工具 

（一） 研究設備 

1.電腦教室：擁有適合的硬軟體設備，可允許安裝 Scratch3 程式。 

2.程式（Scratch3）：是一套淺顯易懂的程式設計軟體，使用者大多只須用滑

鼠拖曳程式區塊，以組合積木的方式來撰寫程式碼，圖 3-2 為 Scratch3

程式介面。而受試者只需要點選右上角綠色旗子就能開始玩。 

 

（二）問卷 

1.編製：本問卷利用 Google 表單為電子問卷介面，前測問卷內容分為「基

本資料」、「個人喝白開水的經驗」、「喝白開水的感受」、「個人對白開水

的認知」。後測問卷內容除了有與前測有相同的題目，還多了一項「觀賞

本組設計的 Scratch 動畫後的想法」。 

2.施測方法：因疫情停課，本組的 Scratch 動畫完成前，我們以網路問卷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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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請本校高年級學生填答。開學後邀請四位六年級同學到電腦教室，向

他們說明問卷內容與作答方法，並在試玩本組設計的白開水重要性

Scratch 程式的前、後，填答問卷，如圖 3-3。 

 

 

3.計分方式：前測問卷共 25 題單選；後測問卷共 28 題，除了有前測的題目，

還加入 2 題單選、1 題開放式問題。 

肆、結果與討論 

一、問卷調查結果 

本研究有分為前測與後測問卷，前測問卷 133 份，有效問卷 133 份，回收

率 100%。後測問卷 4 份，有效問卷 4 份，無效問卷 0 份，回收率 100%。 

（一）基本資料 

1. 性別： 前測問卷男生 57 人，女生 76 人；後測問卷男生 3 人，女生 1 人。

如表 4-1-1。 

 
2.身分別：前測問卷五年級 74 人，六年級 59 人。後測問卷六年級 4 人。 

表 4-1-2 為前測問卷填答者。 

 

3.受試者體重：體重：20 公斤～30 公斤 10 人，31 公斤～40 公斤有 58 人，

41 公斤～50 公斤有 37 人，51 公斤～60 公斤有 20 人，61 公斤以上 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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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除了體育課以外，您平常運動 30 分鐘的頻率為何： 

本研究將「飲水量未達低標」與「自我認知與實際喝水量達低標」納入比

較，發現「自我認知與實際喝水量達低標」者幾乎每天運動（41%），高於「飲

水量未達低標」者（31%）。如表 4-1-4、圖 4-1。 

 

 

 

 

（二）個人喝白開水的經驗 

1.請問您一天大約喝多少白開水？ 

本研究運用醫學建議喝水量的公式（陳盈臻，2020 年 9 月 11 日），將體重

乘 30 後發現：  

（1）高年級學生白開水飲用量不足： 

從表 4-1-5 來看，體重 20～30 公斤的 10 人當中，有 30%的人白開水

量喝低於 600ml，不符合當日應喝的白開水量 800ml～1,2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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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重 31～40 公斤 58 人當中，有 62%的人白開水量喝低於 1,200ml，

不符合當日應喝的白開水量 1,200ml～1,600ml。 

體重 41 公斤～50 公斤 37 人當中，有 84%的人不符合當日應喝的白開

水量 1,600ml～2,000ml。 

體重 51 公斤～60 公斤的 20 人當中，有 85%的人不符合 2,000ml～

2,400ml。 

體重 61 公斤以上的 8 人當中，有 75%人不符合當日應喝的白開水量

（應 2,400ml 以上）。顯示某國小高年級學生有多數沒有達到應有的喝水量，

而且體重有 31 公斤以上的同學都沒有達到應有的喝水量。 

 

 

 

（2）喝水量未達每日低標，女生比例較男生高很多。 

表 4-1-6 得知，雖然有七成的高年級學生喝水量未達每日低標，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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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女生有 72%，較男生未達低標者（67%）高。 
 

 

2. 您過去一週共喝了幾杯的飲料？ 

我們針對「飲水量未達低標」、「自我認知與實際喝水量達低標」者納

入深度分析，想了解這兩種組別是否在喝飲料上有不同的狀況。從表 4-1-7

到表 4-1-10 來看，越大杯的飲料，越多的比例選擇不喝：我們推估容量越

小杯的飲料因為容易取得，因此喝的人有較高的比例。中杯、小杯飲料方

面，「自我認知與實際喝水量達低標」者有較高的比例有喝飲料。至於大

杯飲料方面，「飲水量未達低標」者（38%）較「自我認知與實際喝水量達

低標」者（28%）比例高，推估「飲水量未達低標」者，當眼前有大杯飲

料時，反而會有「先把眼前飲料喝完才喝水」的情形，可是飲料也不會馬

上喝完，隨著時間過去，喝水量自然不足。 

有一名填答者其喝水量雖有達到醫學建議的低標，但在自我認知上的

喝水量卻不正確，因此未納入「飲水量未達低標」與「自我認知與實際喝

水量達低標」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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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我感覺維持自己健康需一天喝多少水量 

本研究運用醫學建議喝水量的公式，將體重乘 30 後發現：多數高年

級學生自己覺得應有的喝水量（本研究命名為「自我認知」），有達到醫學

建議低標，但未實際做到。表 4-1-11 發現，雖然有 74%的同學在喝水量的

認知上符合醫學建議量，但僅 29%的同學在喝水量的觀念上與實際自己的

喝水量均達到醫學建議。 

有一名填答者其喝水量雖有達到醫學建議的低標，但在自我認知上的

喝水量卻不正確，因此未納入「飲水量未達低標」與「自我認知與實際喝

水量達低標」當中。 
 

 

（三）喝白開水的感受 

1.是否會因為「不喜歡白開水」而拒絕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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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同學不會因為「不喜歡白開水」而拒絕喝水（86%）。將「飲水

量未達低標」與「自我認知與實際喝水量達低標」納入比較，發現「自我

認知與實際喝水量達低標」者（92%），高於「飲水量未達低標」者（83%）。

「如同時有非白開水的飲料，可能會選飲料」時，「自我認知與實際喝水

量達低標」者（5%）較低於「飲水量未達低標」者（12%）。如表 4-1-12。 

有一名填答者其喝水量雖有達到醫學建議的低標，但在自我認知上的

喝水量卻不正確，因此未納入「飲水量未達低標」與「自我認知與實際喝

水量達低標」當中。 

 
 

 

2.在很口渴的情況下，喝白開水或飲料的抉擇  

大多數同學「只喝白開水」（49%），「自我認知與實際喝水量達低標」

者（56%），高於「飲水量未達低標」者（45%）；「會先看飲料是否符合自

己口味再決定」中，以「自我認知與實際喝水量達低標」者（13%）為最

低。如表 4-1-13。 

 

3.自己覺得白開水好喝的程度 

多數同學覺得白開水味道普通（68%），但「自我認知與實際喝水量達

低標」者，覺得白開水好喝（38%）的比例較高於「飲水量未達低標」者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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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人對白開水的認知 

1.自我感覺「不喝白開水」問題的嚴重性 

多數同學覺得不喝白開水對健康有負面影響（93%） 

 

2. 對於牛奶(或豆漿)是否可取代白開水的看法 

多數同學覺得牛奶(或豆漿)不可取代白開水（85%）。 

 

3. 對於純果汁是否可以取代白開水的看法 

多數同學覺得純果汁不可取代白開水（89%）。 

 

 

4. 對於喝 1,000c.c.的含糖飲料，是否可取代 1,000c.c.水的看法 

多數同學覺得含糖飲料不可取代白開水（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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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是否覺得「一口氣將一天所需的白開水量喝完」符合健康需求 

多數同學覺得不可以一下子喝大量的白開水（92%）。 
 

 

6. 對白開水可否補充體力的看法 

多數同學覺得白開水可補充體力（92%）。 
 

 

7. 對於喝白開水可否解渴的看法 

多數同學覺得白開水可解渴（97%）。 

 

8. 對於喝白開水是會影響食慾的看法 

多數同學覺得喝白開水不會影響食慾（98%）。 

 

9. 對於喝白開水幫助減肥的看法 

多數同學認為喝白開水可幫助減肥（59%）。 

 

10. 對於喝白開水是否可幫助精神變好的看法 

多數同學認為喝白開水可讓精神變好（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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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製推廣多喝白開水的 Scratch 動畫設計 

（一）設計理念： 

問卷統計之後，我們發現有很多高年級學生沒有喝足夠的白開水。有研究

指出，藉由活潑有趣的互動式多媒體，可增進觀眾的學習成效內容（張逸雯，

2015），而 Scratch 剛好是我們所接觸過的程式設計，因此想設計動畫腳本，將

喝白開水有益健康的相關知識融入，期待觀眾更能接受，並開始注意自己的飲

水狀況。 

（二）「您今天喝水了嗎？」動畫程式設計：從開始的畫面依序介紹如圖 4-3（部

分截圖）、圖 4-4、圖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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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饋問卷的統計結果說明 

因疫情延誤了研究進度，本研究僅能針對回饋的意見進行檢討，無法追蹤

實測者在實測多天後的飲水狀況。以下是後測的回饋問卷內容： 

（一） 我現在知道喝白開水對健康有哪些影響。 

實測 4 名當中，有 2 名表示「同意」，2 名表示「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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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看完動畫後，我現在會想改進我的飲食方式。 

實測 4 名當中，有 2 名表示「同意」，2 名表示「無意見」。 

（三）您對於本組設計的 Scratch 動畫有哪些建議？ 

實測者 1 號：可加點音效。 

實測者 2 號：可加點音效，背景有點空，需要加一下。 

實測者 3 號：畫得不錯，但有一句對話被圖案遮住了。 

實測者 4 號：角色們動作很自然。 

小結：50%的受訪者對使用本組設計的 Scratch 動畫程式感到滿意，其餘的

50%受訪者為無意見。本組也針對「對話被圖案遮住」進行程式修改。至於音效

部分，將再依照劇情適度添加。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高年級學生每日喝白開水量未達醫學建議低標。 

1.喝白開水量未達低標者，會有「挑食」的傾向，當有飲料可以選擇時，比

較會想要選飲料來止渴。 

2.女生喝白開水量未達低標的比例較男生高，原因應為男生活動量較大，會

比較容易口渴喝水。 

3.喝白開水量未達低標者，一週運動量少於「自我認知與實際喝水量達低標」

者。 

（二）「自我認知與實際喝水量達低標」者，對白開水好感度較「飲水量未達低

標」者高 

「飲水量未達低標」者雖然喝大杯飲料的比例高於「自我認知與實際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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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達低標」者，但因為對白開水好感度較低，所以最後喝水量不足。 

二、建議 

（一）有受試者反映，我們設計的動畫中有部分對話重疊，影響閱讀。 

（二）同學們對於 Scratch 動畫都感到特別、有趣，因此我們認為可以多將一些

枯燥的知識或教育宣導與 Scratch 結合，增加學生學習成效。 

（三）因疫情影響到同學們無法到校上課，因此也無法進一步瞭解參與實測者

在觀看動畫的數天後，有無改善自己的飲水習慣。因此如有機會再深入研

究，應與實測者安排晤談再次晤談時間，以便追蹤狀況。 

 

陸、研究心得 

組員 1：在這次的研究過程當中，我學習到 Excel 的使用方法及好處，也發

現做研究並不是這麼簡單的事。我也在研究過程中，發現自己的飲水量根本不

足，因此開始每天鼓勵自己多喝水。 

組員 2：這次的獨立研究讓我知道許多喝白開水的相關知識，也讓我學習如

何做研究。 

組員 3： 我覺得研究中最困難的是要用 Excel 處理問卷統計，因為它跟 word

不同，要注意到公式和格式的操作。 

組員 4：在這次研究中，我體會到了分工合作的好處和重要性，也發現了

Excel 的用處，還有第一次跟同學一起做研究的經驗，原來事情都不是我想的那

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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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前測問卷 

喝水量調查「前測問卷」 

 

 

 

 

 

 

 

 

 

一、基本資料   

1-1 性別：□男  □女 

1-2 就讀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1-3 您的體重：    

□大約 20～30 公斤  □大約 31～40 公斤□大約 41～50 公斤 

□大約 51～60 公斤  □約 61 公斤以上 

1-4「除了體育課」以外，您平常連續運動 30分鐘的頻率為何？ 

□幾乎沒有運動 □ 一週 1～2天□一週 3～4天□一週 5～6天□幾乎每天 

二、個人喝白開水的經驗  ※以下白開水的定義是：「無添加物」的水。 

2-1 請問您一天大約喝多少白開水？ 

□我從不知道，也不關心喝多少水□低於 600c.c. (約一瓶普通礦泉水瓶) 

□600c.c.～1,000c.c. □1,001c.c.～1,400c.c.□1,401c.c.～1800c.c. 

□1800c.c.以上 

2-2 您過去一週共喝了幾杯的飲料？ 

[1]350ml  □0 杯□1 杯□2 杯□3 杯□4 杯□5杯□超過 5 杯 

[2]500ml  □0 杯□1 杯□2 杯□3 杯□4 杯□5杯□超過 5 杯 

[3]750ml  □0 杯□1 杯□2 杯□3 杯□4 杯□5杯□超過 5 杯 

[4]1,000ml □0 杯□1 杯□2 杯□3 杯□4 杯□5杯□超過 5 杯 

2-3 您「覺得」自己一天該喝多少水，才算符合自己健康呢？ 

□低於 600c.c. (約一瓶普通礦泉水瓶)□600c.c.～1,000c.c. 

□1,001c.c.～1,400c.c.□1,401c.c.～1800c.c.□1800c.c.～2,200c.c.  

□2,201c.c.以上 

三、喝白開水的感受    

3-1 您會因為「不喜歡白開水」而拒絕喝水嗎？ 

□會□不會□如果同時有「非白開水」的飲料，可能會選「飲料」。 

您好： 

       我們是新化國小五年級的學生，我們在進行一項關於高年級學生喝水量的研

究，請用滑鼠點選出最符合您自己實際狀況的選項。您填答的個人資料會予以保密，請

安心作答 !  

                                    設計者： ○○國小○○○、○○○、 

○○○、○○○ 

                                    指導老師：○○○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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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如果現在很口渴的情況下，要選擇喝白開水或非白開水的飲料，您會如何選擇？ 

□會只喝白開水□會只喝飲料□兩者都會喝 

□會先看飲料是否符合自己的口味再決定 

3-3 請問您感覺白開水好喝的程度為何？ 

□非常好喝□普通□難喝□非常難喝 

四、個人對白開水的認知 

4-1 請問您覺得「不喝白開水」這個問題嚴重嗎？ 

□我覺得不喝白開水對健康「有負面」的影響 

□我覺得喝或不喝白開水對健康沒有任何影響 

□我不瞭解喝白開水與健康之間的關係 

4-2 您覺得牛奶(或豆漿)是否可以取代白開水？□是□否 

4-3 您覺得純果汁是否可以取代白開水？□是□否 

4-4 請問您覺得喝 1,000c.c.的含糖飲料，是否可以取代 1,000c.c.的水？ 

□可以□不可以 

4-5 您是否覺得「一口氣將一天所需的白開水量喝完」符合健康需求？ 

□是□否 

4-6 您同意喝白開水可以補充體力嗎？  

□同意□不同意 

4-7 您同意喝白開水可以解渴嗎？ 

□同意□不同意 

4-8 您同意喝白開水會影響食慾嗎？ 

□同意□不同意 

4-9.您同意喝白開水可以減肥嗎？ 

□同意□不同意 

4-10.您同意喝白開水可以讓人精神變好嗎？ 

□同意□不同意 

 

 

感謝您的協助！ 

請將問卷交出，然後點選電腦桌面，觀看有關於喝水重要性的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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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後測問卷  

喝水量調查「後測問卷」 

 

 

 

 

 

 

 

 

 

一、基本資料   

1-1 性別：□男  □女 

1-2 就讀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1-3 您的體重：    

□大約 20～30 公斤  □大約 31～40 公斤□大約 41～50 公斤 

□大約 51～60 公斤  □約 61 公斤以上 

1-4「除了體育課」以外，您平常連續運動 30分鐘的頻率為何？ 

□幾乎沒有運動 □ 一週 1～2天□一週 3～4天□一週 5～6天□幾乎每天 

二、個人喝白開水的經驗  ※以下白開水的定義是：「無添加物」的水。 

2-1 請問您一天大約喝多少白開水？ 

□我從不知道，也不關心喝多少水□低於 600c.c. (約一瓶普通礦泉水瓶) 

□600c.c.～1,000c.c. □1,001c.c.～1,400c.c.□1,401c.c.～1800c.c. 

□1800c.c.以上 

2-2 您過去一週共喝了幾杯的飲料？ 

[1]350ml  □0 杯□1 杯□2 杯□3 杯□4 杯□5杯□超過 5 杯 

[2]500ml  □0 杯□1 杯□2 杯□3 杯□4 杯□5杯□超過 5 杯 

[3]750ml  □0 杯□1 杯□2 杯□3 杯□4 杯□5杯□超過 5 杯 

[4]1,000ml □0 杯□1 杯□2 杯□3 杯□4 杯□5杯□超過 5 杯 

2-3 您「覺得」自己一天該喝多少水，才算符合自己健康呢？ 

□低於 600c.c. (約一瓶普通礦泉水瓶)□600c.c.～1,000c.c. 

□1,001c.c.～1,400c.c.□1,401c.c.～1800c.c.□1800c.c.～2,200c.c.  

□2,201c.c.以上 

三、喝白開水的感受    

3-1 您會因為「不喜歡白開水」而拒絕喝水嗎？ 

□會□不會□如果同時有「非白開水」的飲料，可能會選「飲料」。 

您好： 

       我們是新化國小五年級的學生，我們在進行一項關於高年級學生喝水量的研

究，請用滑鼠點選出最符合您自己實際狀況的選項。您填答的個人資料會予以保密，請

安心作答 !  

                                    設計者： ○○國小○○○、○○○、 

○○○、○○○ 

                                    指導老師：○○○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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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如果現在很口渴的情況下，要選擇喝白開水或非白開水的飲料，您會如何選擇？ 

□會只喝白開水□會只喝飲料□兩者都會喝 

□會先看飲料是否符合自己的口味再決定 

3-3 請問您感覺白開水好喝的程度為何？ 

□非常好喝□普通□難喝□非常難喝 

四、個人對白開水的認知 

4-1 請問您覺得「不喝白開水」這個問題嚴重嗎？ 

□我覺得不喝白開水對健康「有負面」的影響 

□我覺得喝或不喝白開水對健康沒有任何影響 

□我不瞭解喝白開水與健康之間的關係 

4-2 您覺得牛奶(或豆漿)是否可以取代白開水？□是□否 

4-3 您覺得純果汁是否可以取代白開水？□是□否 

4-4 請問您覺得喝 1,000c.c.的含糖飲料，是否可以取代 1,000c.c.的水？ 

□可以□不可以 

4-5 您是否覺得「一口氣將一天所需的白開水量喝完」符合健康需求？ 

□是□否 

4-6 您同意喝白開水可以補充體力嗎？  

□同意□不同意 

4-7 您同意喝白開水可以解渴嗎？ 

□同意□不同意 

4-8 您同意喝白開水會影響食慾嗎？ 

□同意□不同意 

4-9.您同意喝白開水可以減肥嗎？ 

□同意□不同意 

4-10 您同意喝白開水可以讓人精神變好嗎？ 

□同意□不同意 

三、試玩 Scratch 程式遊戲與動畫的想法 

  1.我現在知道喝白開水對健康有哪些影響。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2.看完動畫後，我現在會想改進我的飲食方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3.您對於本組設計的 Scratch 動畫有哪些建議？     

                                                                      

                                                                     

 

 

感謝您的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