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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鑑於當前國人體重過重與肥胖率逐年增加，由肥胖引起

的慢性疾病亦嚴重威脅國人健康，在衛生署公布的2008年「國

人過重及肥胖狀況」調查中，其中以中年（45-64歲）肥胖盛

行率最高，且過重的情況隨著年齡的上升而增加。國內十大死

亡原因中，超過一半以上的疾病都與肥胖有關， 不少資料顯示

肥胖相關疾病如：糖尿病、心血管疾病等…的死亡率和罹病率

有相當大的關聯。因此，探討國人進行減重行為與體重控制，

已是重要的議題。  

 

由於現代科技技術日益發達，電腦及寬頻網路的普及化，

為了讓減重者找尋到最適合自己且最有效的減重方式，本研究

將近年來兩岸三地崛起的網路減肥社群與減肥網站使用功能

做剖析，以實例方式將兩岸三地較為盛行之網路減肥社群相比

較，分析五大減肥網站的功能界面服務與五大網站之內容資料

分析，研究結果能提供減重者日後進行體重控制計畫時，選擇

符合自己需求之網路減肥平台之參考，以問卷調查方式分析減

重者的減重動機與參與減重社群網站的接受度，並從中分析了

解肥胖與生活作息型態的關聯，達成體重管理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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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     

台灣地區在經濟大環境的快速發展下，國民生活水準不斷地提

高，食物種類呈現多樣化且可獲性增加，國人的飲食習慣逐漸朝向高

油脂、高蛋白、低醣類及低膳食纖維的飲食型態[1]。加上科技日益

發達和物質生產豐富，人們可透過網路來漫遊全世界，彈指之間就能

快速的搜尋所需的資訊，因而改變人類的生活型態、工作型態和學習

方式，另外坐姿的時間也愈來愈長。人類則越有營養攝取過剩及缺乏

身體活動的趨向，導致肥胖者的比率則愈來愈多，身體機能也日漸退

化。同時，近年來雖然醫藥發展不斷進步，國人的平均壽命也逐漸增

長，但卻也因為飲食精緻且運動量少而面臨營養過剩與肥胖等問題，

因此我國肥胖之盛行已是我們不可乎視的重要課題。 

 

分析台灣地區從民國五十六年至九十八年的十大死亡原因,一半

以上是與肥胖有密切關係的慢性疾病，如惡性腫瘤、腦血管疾病、心

臟病、糖尿病及高血壓等。肥胖逐漸成為健康的隱形殺手，為了身體

健康等因素，國人開始有了減重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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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的肥胖不僅會對個人的生活造成相當的不便，對於其生理、

心理的影響亦為嚴重，行動表現上會較緩慢、遲鈍，在心理上易感羞

怯、自卑。 

 

1.2 研究動機   

隨著時代的變遷，近年來人們的健康意識的逐漸提高，對於自身

的保健也開始越來越重視，審美觀念也隨之改變。為了能擁有健康的

身體和良好的體態，減重儼然成為一股新的全民運動。  

 

根據成大醫院家醫部 2008 年報導成大醫學中心所作的一個有關

「民眾減重認知調查」[2]發現，在 1091 份的有效問券中，有高達 46.2

﹪的女性及 32.4﹪的男性認為自己過重，16.8﹪的民眾有嘗試過減肥

瘦身，而目前正在減肥的民眾則有 9.3﹪。以台灣目前 20-49 歲人口

約 1100 萬來推估，目前台灣有 102 萬人「正在減重」。 

 

減重的方法琳瑯滿目，除了市面上一些針對減重的產品和坊間流

傳的減重方法之外，各大醫院或診所也都紛紛跟進，提倡減重課程及

減重門診。但是由於参與減重班所需花費的金錢甚高、投注的時間較

長、又需實際到現場上課，且隱私性較差，所以許多人寧願選擇不用

傳統的減重班方式來進行，因此許多的替換媒介應運而生，而電腦(網

際網路)便是一種新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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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訊科技發達的現代，網路成為減重者蒐集資訊的新管道。在

Grunewald 探討減肥者減肥的訊息來源，發現最主要的資訊來源為網

路、報紙與雜誌 (44%)，其次是朋友或親屬(26.5%)、有關健康、烹

調或飲食的書籍(10.2%)、減肥產品標示(7.8%)、電視 (4.8%)。只有

12%的人表示不會去注意減肥資訊的內容。可知絕大多數的人都會注

意減肥的相關訊息，調查結果可看出媒體的影響佔絕大多數，網路、

雜誌或報紙加電視共是 48.8%，亦是將近一半的比例，由此可得知媒

體(網路、電視、報章雜誌、廣告)對於減重行為是相當重要的影響力，

故本研究將探討減重者對減肥的看法與減肥社群在網路這領域的效

用。[3] 

 

不會注意

12%
電視

4.8%減肥產品

標識

7.8%

健康、烹調或

飲食書籍

10.2%

朋友或親屬

26.5%

網路與報章雜

誌

44%

 

圖 1-1 減肥資訊來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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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目的 

由於資訊科技進步迅速，網路資訊內含豐富的內容及展現便利特

性，網際網路儼然已成為現代人蒐集減肥資訊的重要管道之一。然

而，兩岸三地的減肥網站、減肥社群很多，減重者如何選擇一個適合

自己且又有效率的減肥平台，儼然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本研究先將兩岸三地近年來較為盛行之減肥網站與減肥社群挑

選五大網站，從網站內容、網站功能及各網站之特色進行評量，並將

此列入問卷調查中，藉此了解究竟使用者的生活型態與胖肥的關係，

並且了解使用者對於減肥社群網站願意付出的會費、減肥方法接受度

與最想使用的功能和未來期望增加的功能，並簡單的規劃減肥網站的

建置流程。研究完成後一方面可以將資訊提供給欲踏入此市場的企業

主或現今社群管理群作參考與改進，也可藉此做為減重者日後進行體

重控制計畫時，選擇符合自己需求之網路減肥平台之參考，最後則依

照一般民眾接受度較高的社群功能簡單規畫一個減肥社群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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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a.探討兩岸三地部份現有的減肥網站，其網站界面、功能、服務

及網站內容，並經由問卷調查減重者在使用減重社群時較注重

何種服務項目與未來樂見的社群功能。 

 

b.探討一般民眾如何得知減肥管道與一般減重者減重維持時間

約多久。 

c.探討一般民眾對於何種減重的方法接受度較高及減重動機的

分析。 

 

d.探討國人對於加入減肥網站的意願與願意付出的會員費用進

行調查與未來期望出現的社群功能調查。 

 

e.探討手機連結網路社群的接受度與期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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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概要內容包括現今的減肥環境與減重人口、減重者之心理、

肥胖引發之疾病、網路使用人口帶動社群商機、網路減肥社群興起、

網路減肥社群之網站實例、網路減肥社群之網站功能比較。 

 

2.1 現今的減肥環境與減肥人口 

隨著國民生活水準提高，經濟富裕，人們對食物的要求不僅要求

色香味俱全，更要求要吃的好吃的飽，漸漸的食物熱量的攝取高於身

體所需，加上生活習慣及工作的關係，缺少定時定量的運動，隨之而

來就是脂肪的囤積，也就是俗稱的「肥胖」。 

 

體態輕盈，曲線窈窕是眾多人所嚮往的目標，一般人對過重身材

的人，被認為較不吸引人，而且也是不健康的表現，因而把肥胖視為

大敵，千方百計想以最短暫的時間，獲得苗條身材，因此，減肥成為

熱門的話題，電視、報紙到處是減肥的廣告，以及流傳減肥的偏方充

斥於坊間。讓消費者無所適從，卻往往有人用錯方法，不僅減重不成

功，甚至傷害健康，危及生命的消息亦時有所聞。 

 

企業主利用減重的趨勢，在市面上大量銷售減重商品，引起了許

多後遺症。從美容瘦身業開始引領風潮，民眾嘗試減肥菜、推脂按摩、

直銷減肥配方、外科抽脂、針灸、穴道埋線，雞尾酒藥物療法也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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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陣熱潮。但是在一片減肥熱潮中，多數民眾並沒有得到正確的減重

觀念。「節食太苦，運動太累」，只好寄望於幾顆藥丸，但是減肥藥

物的不當使用，會造成許多副作用。為了民眾的健康，應該強調健康

減肥的觀念。 

 

根據行政院衛生署於 2005-2008年國人過重及肥胖狀況調查結果

顯示：台灣每七個成年人中就有一人屬於肥胖者，若以身體質量指數

(BMI)≧24.2 定義為體重過重，BMI ≧26.4 定義為肥胖，我國有

32.1%的男性體重過重，14.6%的男性為肥胖者，女性體重過重的人

數佔 20.7%，15.8%的女性為肥胖者，也就是說國人每四位之中就有

一位是體重過重，與 1993-1996 年國人過重及肥胖狀況調查相比如圖

2-1 所示，可得知男性不管是過重、輕度肥胖、中重度肥胖的比例都

明顯升高，女性過重的比例雖有降低，但值得注意的是輕度肥胖的比

例卻提高了，可見肥胖的問題近十年來均呈現快速成長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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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1993-2008 國人過重與肥胖調查比率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於 2009 公佈資料顯示，全球超過三億

人口屬於肥胖人群，另有十億人口超重。並且預測在 2015 年將會多

達 15 億人口體重過重。[4] 

 

根據 2006 年衛生署的統計以「亞太肥胖指數」[5]為基準，計算

國人的 BMI，台灣的肥胖人口從 20 年前的 12%提 高到最近的 47%，

全國約有 1 千萬人。全台將有 4 分之 1 的人口，達到肥胖標準，半數

的成人體重過重。連小孩也在發胖中，發現國內兒童只長胖不長高，

肥胖增加幅度驚人，6 至 6 歲半的男童之過重及肥胖率為 10%，女童

為 25%。 

 



 20 

(註一) 「亞太肥胖指數」，BMI = 體重(kg) / 身高(m2)，BMI 

20~23 是標準體重；BMI 23.1~24.9 視為輕微過重；BMI 超過 25 即列

為肥胖族群。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系教授 Critchley 表示：大部分的亞洲人，

BMI 只要超過 23，與肥胖相關的危險因素開始增加。歐美相關的調

查亦指出 BMI 愈高，罹患膽結石、糖尿病、高血壓、心臟病及高血

脂症的等疾病的機率也隨之增加。BMI 超過 30 的人死亡率較 BMI

為 25 以下者，高出 50~100%。而 BMI 為 25~30 的體重過重者，死亡

機率增加 10~25%。而由國人調查可之，國人 BMI 超過 27 的成人中，

85%患有肥胖相關的疾病；BMI 24~27 的群眾也有 65%以上的人罹患

相關疾病。相反的，BMI 在 24 以下的成人，近七成無肥胖相關病症。 

 

日本也有調查報告指出，日本當地 BMI 22 的人罹病率最低，其

30 歲以上，BMI 在 22、23 者死亡率最低。因此，肥胖衍生出來的健

康問題，讓國人得更加重視，減肥儼然已成為一種社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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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減重者之心理 

近年來「瘦即是美」的審美觀風行全球，使得不少女性對自我身

材產生不切實際的態度，一心想要擁有纖瘦的身材。女性一向容易以

身材作為判斷自我吸引力與自我價值的依據而陷入肥胖的迷思 

[6]。西方學者針對女大學生進行的研究即指出，擁有纖細完美的身

材，對女大學生而言具有對自我定位、身份認同與尋求社會認可的重

要意義。 

 

心理學家與社會學家多運用身體意象的觀點來對個人的身材滿

意度進行評估。學者針對英國、美國成年女性與澳洲青少年對身材滿

意度的研究發現，受訪者會對其身體各部位、體重、身型與體態等感

到不滿，特別是受到社會文化與價值觀「瘦即是美」之影響；不管東

方或西方的研究都發現，女性對身材的不滿意度往往又高於男性。 

 

 關於人為什麼要減肥，汪春運在《減肥》中談到：「肥胖損

害心理健康，肥胖者所得到的愛情與幸福感相較之下比體重正常者要

少；而得到負面的情緒比體重正常者多，其中抑鬱和焦慮障礙的發生

率特別高。」肥胖亦降低自尊心，導致不願參加聚會，不願去逛街買

衣服和不願去公共浴室洗澡。而人為什麼會減肥的另一個原因是她們

對自己體態的不滿意從而導致自己情緒上的一種焦慮和抑鬱，在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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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高德順，陳海濤，丁洪祥在《關於青春期女學生減肥的調查研究》

中表示：具有減肥意圖的人，焦慮度較高。其主要原因在於，社會對

女性人才的需求和新聞媒體對流行潮流的宣傳報導，導致女性對自已

體型的關切，從而引發其對自我體型的焦慮。丁世勇在他的《論現代

人追求形體美而瘦身的誤區》中也討論到：現代人瘦身的動機主要包

括： 

(l)自我形象的設計.通過對自我形象的完美追求，達到自信心的

自我增強。 

(2)社會的發展競爭的壓力與受社會擇業、擇偶條件的影響，擔心

形體不如他人而受冷落、排擠，心理壓力較大，從而產生偏激

追求形體美的心理和行為。 

(3)受形形色色的公眾媒體及各類廣告宣傳的影響，產生試試看而

盲目減肥的行為。 

 

根據心理學家的研究，肥胖者不但對外在線索比一般人敏感，對

與食物有關的其它線索也比一般人敏銳，即使肚子不餓，只要美食當

前，總不會像瘦子那樣“客氣”。解讀“苗條意識” 、“快感荷爾蒙”是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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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瘦身法成功的關鍵，肥胖者應該努力尋找“吃”以外的快感，就能擺

脫對吃的依賴，這就是意念減肥的思考方式。 

 

很多肥胖者因為心理造成的因素，對於自己的外表常感到自

卑。因為自尊心作祟，很多肥胖者反而不敢尋求坊間或是醫院的減重

班，且參加減重班需要一定的花費，當然在坊間或書局也都有販售與

減重相關的書籍及產品，但很多減重者礙於經濟上的考量，開始尋求

新的減重管道。 

 

網際網路的發展成為減重者的另一項新的選擇，利用網路蒐集相

關資訊，參與社群網站，結交新的朋友一起參與減重的活動。因為有

了共同的目標彼此互相爭競、互相勉勵，比較容易有減重的動力。最

主要是因為在網路上尋求減重的管道，能讓減重者以暱名的方式進

行，又能不受時間和空間限制，最重要的是不需要有過多的金錢花

費，不會成為減重者的經濟負擔。 

 

現在走在大街上，隨處可見的是衣著時尚的民眾，走近她們的生

活，會發現她們的話題中永遠少不了減肥，那幾乎成為她們生活的一

部分，她們中的一些人會為了減肥而去限制飲食，做大量運動，有些

甚至還會做出一些傷害身體的事情，究竟這樣一群聞「胖」色變的人

心裡是怎麼想的呢？值得我們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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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肥胖引發之疾病 

國人因飲食習慣的改變，人口肥胖的趨勢逐漸升高，而肥胖容易

引起疾病三高（高血壓、高血糖、高血脂）。世界衛生組織指出，造

成肥胖的主因是普遍的缺乏活動的生活方式及攝取高脂肪、高熱量的

飲食。 

 

肥胖會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健康,並造成身體上的疾病。如糖尿

病、心臟病、高血壓、呼吸系統、中風等問題。肥胖所帶來的疾病，

有可能是隱性或是顯性。為了使個人能夠健康減重，人們應該清楚了

解肥胖所引發的常見疾病(表 2-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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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肥胖引發之疾病表 

 

糖尿病 肥胖會造成血中胰島素過度分泌，形成血糖升高的現象。 

高血壓 
胰島素過度分泌及胰島素作用減低是促成高血壓的原

因，並且高濃度的胰島素會藉著加強鈉離子的回收及交

感神經頻度來促進高血壓的形成。 

心血管疾病 
肥胖者大多容易發生血管栓塞，加速了血管的粥狀變

化，容易造成包括冠狀動脈心臟病、心肌梗塞、缺血性

心臟病…等疾病。 

癌症 肥胖會增加子宮內膜癌、胃癌、大腸直腸癌、結腸癌及

胰臟癌的機率 

關節疾病 肥胖者骨頭關節所需承擔的重量較大，所以較易使關節

老化、損傷而得到骨性關節炎。 

血脂代謝異常 血脂過高會影響身體攜帶膽固醇至肝臟的速率，是增加

心臟疾病的危險因子。 

皮膚病 
肥胖者常患磨疹，造成紅色發癢的濕疹。且常在腰部、

大腿等出現妊娠紋，稱為肥胖紋，是由於真皮組織迅速

生長時斷裂所產生。 

心理變化 肥胖容易引起自卑感、缺乏自信及內向等…心理上的障

礙，造成人際關係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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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健康飲食 

食物金字塔，面世至今已有十三年，一直鼓吹大家多吃碳水化合

物，減少進食油、鹽、 糖等。食物金字塔素來被醫學界與營養學界奉

為金科玉律；但是，它存在的十多年間肥胖的人卻愈來愈多；心臟病、

高血壓等問題日益嚴重。其中 理由是穀類被放在金字塔底層，認為過

量碳水化合物可引致肥胖，亦有人認為健康脂肪應多攝取，不應被列

為金字塔頂層。[9] 

 

 

圖2-2 食物金字塔 

在2002 年，哈佛大學公共健康學院的韋利博士及其同事，設計

了一套新的健康飲食指南：「健康飲食金字塔（Healthy Eating 

Pyramid）」。他們指出新的飲食模式，相比於在92 年美國農業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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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的「食物金字塔」（Food Pyramid），更能預防患長期疾病（包括

心血管疾病和癌症）。 

 

傳統的「食物金字塔」並沒有把不同的脂肪或肉類分別，但近年

來不少證據都顯示有些脂肪和肉類是有益健康的，「食物 金字塔」亦

建議人們大量進食碳水化合物，有科學家指出這些食物便是導致肥胖

的真兇。 

 

圖2-3 健康飲食金字塔 

 

韋利博士指出，若能跟從新的飲食建議，加上保持理想體重和每

日作適量運動，便能有效地減少患上長期疾病的機會。[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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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網路使用人口帶動社群商機 

根據 Internet World Stats 最新資料顯示，截至 2008 年 6 月全球上

網人口達 14.6 億，其中亞洲地區佔 40%（5.8 億），歐洲為 26％（3.8

億），北美是 17％（2.5 億），而全球上網人口普及率已經突破兩成，

達 22％。全球上網人口從 2000 年（3.6 億人）到 2008 年成長率超過

300％，未來在世界各國竭力提升資訊普及程度的情況下，上網人口

將呈現更快速的成長。 

 

另外，全球上網人口普及率已經突破兩成，達 22％，其中北美

地區高達 74％，大洋洲 60％，歐洲 48％，未來在世界各國竭力提升

資訊普及程度的情況下，上網人口將呈現更快速的成長，而網路將扮

演消費者與企業互動的關鍵角色。 

 

圖 2-4 全球各地區上網人口普及率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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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據 Jupiter Research 分析，全球上網人數直至 2012 年將

達 18 億人口，5 年內(2007~2012)年成長率預估高達 44%。2012 年全

球將有四分之一人口，會經常性上網。[11] 

 

在減重市場，除了市面上一些針對減重的產品和坊間流傳的減重

方法之外，各大醫院或診所也都紛紛跟進，提倡減重課程及減重門

診。由於参與減重班所需花費的金錢甚高、投注的時間較長、又需實

際到現場上課且隱私性較差，許多人寧願選擇不用傳統的減重班的方

式來進行減重，因此許多的替換媒介應運而生，而網際網路便是一種

新的選擇。 

 

運用網際網路輔助減重，既可減少花費又可以達到減重的目的。

在新興的網路市場，帶動的是節省成本的運用。對於商家和減重者，

都是呈現互利的狀態，且使用網路輔助減重，減重者可自由的分配時

間，不必到實際到現場上課，對於部分愛美但又不願露面的減重者而

言，是最好的選擇。 

 

在科技化的時代，人們講究的時間和空間上的便利性。若是將網

際網路運用在減重上，不但可以節省不必要的開支，也能讓減重者自

由的運用時間和空間。在接受度上，也大為提升。因此，進而推論網

際網路的使用成長率可帶動網路減肥社群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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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網路社群發展迅速崛起 

網路普及後最顯著的現象就是網路社群的興起，在最近幾 年來，

以 WWW 為介面的虛擬社群亦逐漸風行。所謂「網路社群」是指將

實體社會中的社區、團體概念延伸到網路上，網友可以依據各項宗旨

在社群網站中成立不同的團體，並藉此進行聯絡與溝通。而它最大的

意義在於，網路社群能夠增加人際關係的互動、情感維繫以及分享資

訊。成員之間的溝通不限時間與空間的束縛，應用資訊溝通技術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與網路，在虛擬環境

中創造及交換重要的減肥資訊，網路社群不僅可提供學習與創新的環

境也是知識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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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網路虛擬社群 

    由於網路溝通互動頻繁，一群同好便形成一個網路討論虛擬社

群，此種電腦網路所形成的虛擬社群，打破了傳統以地域性為核心的

社群構想，形成一種基於資訊分享與情感支持的專屬網路虛擬社群文

化。 

     

    網路虛擬社群的形成，在於不同使用者對網路有「虛擬實境」的

感知，且意識到這個虛擬實境中有他人共同存在，它們共享一套社會

規則和語言。 

 

    外國學者 Baym 提出，認為虛擬社群是在以下四種溝通過程中產

生的： 

1. 社群中創造不同意見表達和溝通形式 ( Forms of Expression ) 

由於電腦溝通媒介以文字為主，所以無法表示溝通雙方的情緒或是

表情，於是社群內產生特殊的符號來彌補這方面的不足，例如笑臉

的符號是: ) 、不高興的符號是 : ( 等。 

2. 虛擬社群中個人的身分( Identity )也是社群能夠存在的要素之一 

在網路上使用暱名方式，成員之間彼此很難知道對方的真實身份，

而身分的認定則是經由訊息中的稱呼、簽名檔、角色扮演，及文章

中的自我揭露，在長時間溝通下，所建立於社群中的個人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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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員彼此之間的關係( Relationship ) 

虛擬社群中成員之間的關係有很多種型式，有些是原本在真實世界

中就認識的，有的則是透過電腦媒介，例如：討論群、電子公佈欄

或是聊天室。 

4. 建立行為規範( Behavior Norms ) 

在使用電腦溝通的媒介上，管理者與使用者會建立一套管理社群的

行為規範，用來控制不適宜的言論內容。 

 

    另一方面，在外國學者 Romm 所提出的虛擬社群三階段模型的

第一階段中得知，使用者參與虛擬社群的五個動機為： 

(1) 歸屬/自我實現。 

(2) 增廣見聞。 

(3) 休閒娛樂/好奇。 

(4) 人際溝通。 

(5) 交換解決問題。[12] 

 

    網路使用的普及化，帶動了資訊交流快速的變遷，而現在對虛擬

社群的運用不限在此，很多企業主紛紛投入網路市場，將網路成為實

體商店的替代方案，不僅節省成本也運用社群網站的便利性，讓消費

者能擁用更多的自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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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社群網站的便利性 

(1)時間性 ：24 小時提供網路服務，滿足所有使用者時間的不一

致性，讓消費者不需因為店家的營業時間而受於限

制。 

(2)便利性 ：社群能夠透過網際網路傳達的消費資訊與娛樂，滿

足消費者的需求並且傳達最新的社會資訊與各方消

息，讓使用者即使不出門也能得知天下事。 

(3)分  享 ：網路社群成為網際網路中的小型知識庫，使用者分

享資訊、小技巧或產品的使用心得與評價以及其他

相關的常識。 

(4)交  流 ：在論壇中會有許多使用者提出多種不同的問題，在

針對個別的主題發表意見、互動交流，具有自由、

開放、以及隱匿的特性。 

(5)付費方便：網際社群結合購物車，提供消費購物的平台，並且

提供多樣的付款方式讓消費者選擇最便利的方式

付款。例如：線上刷卡、便利商店取貨付款、郵局

匯款、ATM 轉帳、無摺存款等。 

網路社群成為減重者的蒐集減重資訊的新管道，但是近年來社會

風氣低靡，治安不佳，網路容易成為詐騙集團犯案的工具。有些減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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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開始擔心個人資料外洩問題，如何加強資訊安全也成為企業對使用

網路減重者的責任。 

 

2.3 網路減重市場商機 

龐大的網路商機，正在全球市場蔓延，網路減重網站紛紛林立。

根據現今減重網站類型不同，商機收益也亦不同，可做以下分類： 

 

(1)減肥產品類網站： 

這類網站的介面清晰，主頁面就是一個減肥產品選購區(目前比

較常見的是賀寶芙、船井生醫、ORBIS 菲堤代餐食品)，產品圖片、

減重效果圖片歷歷在目，對於想減重的人群非常有誘惑力，占所有減

肥網站的 45%。盈利模式：銷售減肥產品利潤。推廣方式：以廣告投

放為主，搜索引擎優化為輔。 

 

(2)大型健康網站： 

這類網站由於資源優勢明顯，無論是流量還是搜索引擎排名，都

明顯優於個人站長所建的減重網站，占所有減重網站的 5%。主要盈

利模式：減重產品廠商合作費、廣告費。推廣方式：很少主動宣傳、

推廣，一般都依靠門戶網站帶來大量流量，吸引商家投放廣告。現今

大型健康網站有：３９健康網、ifit 華人第一體重管理網站、bdodo

華文最強時尚健康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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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個人減肥資訊網站： 

大部分以轉載或原創文章為主，介紹減重方法(運動、針灸、按

摩、節食)、減重知識(肥胖危害、減肥誤區)，加以適當的優化，得到

來自搜索引擎的流量，占所有減重網站的 50%。盈利模式：廣告聯盟

的點擊廣告費，部分代理減肥產品利潤。推廣方式：以搜索引擎優化

為主，輔以少量廣告投放。現今個人資訊減重網有:減肥 ing、我想減

肥網、我上瘦身網等。 

綜合以上三種減重網站的特質，將三種減重網站做比較，如表 2-2。 

表 2-2 減肥網站種類比較 

1.投入成本高低 

減肥產品類網站>大型健康網站>個人減肥資訊網站 

2.網站盈利高低 

減肥產品類網站>大型健康網站>個人減肥資訊網站 

3.網站維護容易度 

個人減肥資訊網站>大型健康網站>減肥產品類網站 

4.最多人選擇建置的模式 

大型健康網站&個人減肥資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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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網路減肥社群 

網際網路上溝通的特色是多對多雙向溝通，消費者比以往更具有

主控權，且可藉由網路環境的幫助，更快更有效的找到更多資訊，然

後再做出決策，它提供新的問題解決途徑、並使得消費者導向的行銷

成為新的挑戰。 

 

沿用現今網路科技，網際網路的運用更為廣泛，以「減重」為主

題的資訊在網路上的瀏覽率逐漸上升。減重資訊的管道從最早的網站

分頁、論壇、BLOG，現今已經延伸建置「網路減肥社群平台」。 

 

所謂的「網路減肥社群平台」是指企業因應目前減重潮流的趨

勢，提供減重者的網路互動式平台。網站上不只提供一般坊間的減肥

資訊也結合個人空間及論壇發表空間，讓減重者能享受個人空間的自

由運用及互相交換減重心得與方法的交流。另外企業也在網站上刊登

減重商品的廣告及提供廣告空間的販售，並與購物車連結達成網站銷

售的目的。 

 

現今網路減肥社群，掀起一股減重熱潮。許多具有相同目的的減

重成員在減肥社群中分享減肥經驗、心得更可以在社群中搜尋各種減

重資訊，成為新興的社會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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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減肥社群平台」一詞對於一般民眾並不常見，但是目前兩

岸三地也開始入續發展各式各樣的網路減肥社群平台。互動式網路社

群平台，已經悄悄的打入兩岸三地的減肥市場，消費者對於使用網路

減肥的接受度也大為提升。目前兩岸三地較為知名的網路減肥社群平

台，例如：「bdodo、ifit、i-Care、39 健康網…等。」  

 

2.4.1 網路減肥社群之功能差異比較 

網路上的網路減肥社群和減肥網站琳瑯滿目，網站所提供的功

能、服務都有所差異，而減重者可根據個人所需挑選適合自己的減肥

社群使用。 

 

針對兩岸三地所建置的數十個網站中，以網路搜尋人氣之排行，

將網路社群網站的功能和服務做資料比較分析，從中選出較具優勢的

網站，做功能的差異分析，並且列出網站的體重管理方式。並且針對

功能、服務較為其全、較具特色的五個減肥網站做詳細的內容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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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網路減肥社群之網站實例 

表 2-3 華文最強時尚健康網之網站簡介 

華文最強時尚健康網 
http://www.bdodo.com 

成立公司 

bdodo 由瀚雅國際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公司設立的時

間為，民國 85 年 8 月 8 日，設置的資本總額為新台幣 10,000,000

元。 

網站營運方式 

bdodo，以撰寫減肥日記達成減肥的目的而聞名，讓減肥者天天

記錄自己的飲食，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和熱量的控制管理，並和結

合暢銷的減肥工具書 Vita 纖活誌。 

網站特色 

(1)撰寫減肥日誌 減肥的目標和成果以及身體變化圖表 

(2)揪團減肥 

(3)Vita 纖活誌 

http://www.bdod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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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減肥目標和身成果 

 

申請會員成功後，bdodo 會要求每位新成員填寫目前的體重作為

紀錄，且並訂定目標體重。在圖 2-5 中，可以看到顯示的距離目標的

差距，提醒減重者應該繼續努力。 

 

 
圖 2-6  身體變化圖表 

 

減重者每天撰寫減重日記，紀錄每天都攝取之熱量，bdodo 提供

身體變化圖表，顯示減重者在減重的期間體重和體脂肪的曲線圖，讓

減重者更了解自己在減重的過程中，減少了多少的體重和體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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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i-Care 健康促進服務網之網站簡介 

 健康促進服務網 

http://www.i-care.com 

成立公司 

i-Care 由世醫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的網路服務平台，成立的時間

為，民國 78 年 10 月 16 日，設置的資本總額為新台幣 8,880,000 元。 

網站營運方式 

(1) 與「啟新診所」合作提供專業指導。 

(2) 使用 Microsoft.NET 開發的自動化儀器連線系統，提供醫學儀器

的租借買賣。     

(3) 收取網站會員費用。 

前 7 日為免費體驗，購買「授權碼」。授權碼有效期限為 1 年，

費用是 500 元/年。 

網站特色 

(1) 使用家族社團的方式，讓減肥者以比賽的方式進行體重管理。 

(2) 讓減肥者選擇自己喜歡的運動方式，和喜歡的食物做飲食搭配。 

http://www.i-ca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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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體重管理流程 

i-Care 認為每天減少 50 克勝過每月 3 公斤，提供的體重管理機

制，是利用「減重比賽」的活動管道，讓會員能夠一起參與減重活動，

努力達成目標。參與減重比賽的會員，每天都必需做飲食、體重及運

動的記錄。減重不只是飲食上的控制，也要搭配運動，才是有效的健

康減重。透過體重管理流程的圖表，能夠更了解 i-Care 對於體重管理

的機置及特殊的社團減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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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華人第一體重管理網站之網站簡介 

 華人第一體重管理網站 
http://ifit.fashionguide.com.tw/ 

成立公司 

ifit 為風尚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網站，在 2008 年 6 月，

為「Fashion Guide 華人第一時尚美容網站」旗下的姊妹網站。 

公司設立時間為，民國 97 年 8 月 15 日，設置的資本總額為，新台

幣 90,000,000 元。 

網站營運方式 

網站鎖定有消費能力的族群，針對各大減肥商品做試用評比，

以廣告刊登為主。 

網站特色 

(1) 撰寫減肥日記，以數據呈現曲線圖 

(2) 產品試用評比 

 

http://ifit.fashionguid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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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曲線圖表 

 

ifit 提供的曲線圖上會顯示每日體重、熱量攝取和運動消耗的變

化圖。從變化圖中，減重者可以看出每日的細微變化，調整自己每天

攝取的熱量和運動量，幫助控制自己的體重管理，使減重者更能清楚

了解近期的減重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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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產品試用評比 

 

ifit 與各大廠商合作，提供產品試用評比的功能，從申請試用的

會員當中，選出數名測試人員，免費提供產品試用，試用期限為 15

天不等。試用的會員必須在使用後在網站上發表使用的心得及測試的

成效。若是其他會員覺得不錯，可到各大門市購買，網站上不提供商

品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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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39 健康網之網站簡介 

 中國第一健康門戶網 

http://www.39.net 

成立公司 

39 健康網為三九數字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成立，公司於 1999 年

11 月成立，並於 2000 年 3 月 9 日建置 39 健康網。自成立以來，獲

得用戶及行業協會的充分肯定與高度讚揚，並且榮獲多項評比優

勝，並且在 2008 年 7 月更是被國際上享有盛譽的《哥倫比亞新聞評

論》，評選為媒體行業「中國標杆品牌」。 

網站營運方式 

(1)廣告服務 
(2)媒體報道 
(3)數據合作 

網站特色 

(1) 提供報價功能 

(2) 專業健康諮詢平台 

(3) 成立減肥互助會 

(4) 提供線上閱讀服務 

 

http://www.39.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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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減肥藥、整形項目報價表 

 

 
圖 2-11 手術、減肥療程報價表 

 

39 健康網針對「減肥藥、整形項目、手術和減肥療程」四類項

目提供報價的功能，讓減重者可以在 39 健康網上找尋需要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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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線上閱讀 

 

39 健康網與各大減肥書籍和雜誌社合作，提供線上閱讀的服務，

此項服務，完全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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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薄荷瘦身之網站簡介 

 薄荷瘦身 
http://www.boohee.com/index.htm 

成立公司 

薄荷瘦身是上海薄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所成立的網站，本公司

研發「NICE 減重方案」提供減肥者一個健康減重的管道。並有專業

的諮詢顧問為減肥者做專業的分析及問題答覆。 

網站營運方式 

(1)NICE 減重方案 
(2)「享受」雜誌 
(3)「減肥那些事ㄦ」有聲工具書 

網站特色 

(1) NICE 減重方案 

(2) 網路電台 

(3) 線上閱讀服務 

(4) 薄荷公益活動 

 

http://www.boohee.com/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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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減肥那些事ㄦ 有聲工具書 

 

薄荷瘦身以網路電台出版「減肥那些事ㄦ」有聲書籍，讓減重者

透過網路電台結合有聲書籍，進行體重管理。 

 

 

圖 2-14  網路電台 

 

薄荷瘦身在每週一、三、五的 15:00-16:00 有網路電台的直播，

聊減肥、聊健康、聊時尚，有時候也會請會員來分享他們自身的經驗，

並且提供會員在網站上留言及點歌參與互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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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  線上閱讀服務 

 

薄荷瘦身發行「享瘦」電子雜誌，讓會員能夠免費的下載或是線

上閱讀。目前在 2009 年 7 月起己經暫停發刊，但是前幾期的刊物現

在還能在網站上免費使用。另外也和「第 5 頻道」合作，讓會員能夠

在線上閱讀其他同類雜誌或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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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網站之內容資料分析 

表 2-8 減肥社群網站之體重控制管理方式 

各大網站體重控制管理方式 

 
減肥日誌、纖活誌、揪團減肥 

 

強調醫療運動健康減重、自動化儀器連線系統、

揪團減肥 

 

選用會員試用新產品並發表分享心得以行口碑行

銷、網友交流 

 

專業醫師諮詢、各種減肥書籍和雜誌電子書、網

友減肥方式交流、揪團減肥 

 

薄荷瘦身電台、書籍-減肥那些事ㄦ、NICE 計劃

量身打造、PK 團 

中國減肥網 減肥茶 

曲美減肥網 減肥藥品 

一起美體瘦身網 減肥代餐 

賀寶芙 代餐奶昔、健康食品、個人化減重、減重大賽 

減肥網 販售進駐網站的減肥相關用品食品並結合購物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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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減肥網站功能界面服務比較 

表 2-9 減肥社群網站之功能界面服務比較 

 B
dodo 

i-C
are 

ifit 

39

健
康
網 

薄
荷
瘦
身
網 

曲
美
減
肥
網 

中
國
減
肥
網 

一
起
美
體
瘦
身
網 

賀
寶
芙 

減
肥
網 

免費會員申請 ◎  ◎ ◎ ◎ ◎ ◎ ◎ ◎ ◎ 

明顯的會員登入界面 ◎ ◎ ◎ ◎ ◎  ◎  ◎ ◎ 

明確的公司資訊 ◎ ◎  ◎ ◎ ◎ ◎  ◎  

個人 Blog 空間 ◎  ◎ ◎ ◎   ◎  ◎ 

減肥資訊 ◎ ◎ ◎ ◎ ◎ ◎ ◎ ◎  ◎ 

健康資訊 ◎   ◎ ◎ ◎ ◎    

PK 揪團 ◎ ◎  ◎ ◎      

開發自有商品或減重專
案 ◎ ◎   ◎ ◎ ◎ ◎ ◎  

結合購物車    ◎   ◎ ◎ ◎ ◎ 

專業諮詢 ◎ ◎  ◎ ◎ ◎   ◎  

 

網路減肥

社群網站 

網站服務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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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NTT DoCoMo 結合身體保健功能手機問世  

在科技日新月異的進步下，手機已經不再只有撥打、接聽

的功能，現今的手機越來越具有客製化的概念。NTT DoCoMo

與三菱電機於 2007 年 10 月共同推出可以測量體脂肪、脈搏、

口臭和行走步數等數據的觸控螢幕手機，並搭配一套健康管理

數據服務，把手機所測量到的數據通過網路傳到伺服器上進行

健康管理。 

 

 

圖 2-16 手機連接網路流程圖 

 

此款手機內嵌各種人體資訊測量感測器。例如若想測量體脂肪

率，在輸入用戶的身高和體重等基本資訊後，把手機橫過來、左右手

分別握住手機兩端的電極，就可以開始測量。脈搏感測器位於機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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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手指按壓特定部位就可以開始測量。使用的是紅外線，利用血液

中的血紅蛋白吸收紅外線的特點來測量脈搏。測定口臭則使用位於機

體下部的氣體感測器。利用計步器則可以掌握用戶的行走、跑動、或

是上下台階的狀況。透過資料回傳到熱量消耗值的計算中，能夠更準

確地計算出消耗的熱量。   

此外 NTT DoCoMo 並計劃推出一種管理服務，把保健手機測量到的

數據通過網路傳到伺服器上進行管理。用戶只要輸入個人基本身體

機能資料，就可得知身體狀況，對自己每天的活動做分析，而

研究出對自己有效的減肥方法。 

 

圖 2-17 個人身體機能資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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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按時間順序為用戶顯示健康匯總資訊外，還考慮與飲食生活

管理服務、運動管理和精神保健等應用產品實現聯動。業者會依照統

計測量結果提出健康建議提案等相關資訊，在數位整合下形成一健康

相關應用服務。在未來，手機不再只是溝通工具，更可協助個

人管理健康和心靈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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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方法 
3.1 研究對象 

    本專題研究對象為台中市的民眾，主要的研究目的是得知一

般民眾對於使用減肥社群輔助減重的動機與對網路減肥社群接受度

如何，另一方面也能藉此研究該族群願意在網路減肥社群所投入會員

費用，最後是得知使用網路減肥社群所期望得到的功能與效益。 

 

3.2 研究架構 

一、將網路社群資料分析比較 

二、將本專題結論方向定位 

三、使用問卷調查法應證其效果 

 

本專題研究架構是先將現今網路上流量較大與較知名的網路減

肥社群之功能剖析比較後，將網站的功能列入問卷調查中，藉此了解

究竟使用者對減肥社群網站最想使用的功能並排序比較，研究完成後

一方面可以將資訊提供給欲踏入此市場的企業主或現今社群管理

群，藉此提高一般民眾網路減肥社群的使用率，另一方面調查使用網

路社群輔助減重的動機與願意投入的預算，藉由問卷調查了解使用網

路減肥社群的預算為何，將預算轉變成商機，提供給企業主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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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本專題使用之研究方法 

（一）文獻調查法 

（二）問卷調查法 

3.3.1 文獻調查法 

文獻調查法是一種間接的調查法，這種調查是透過私人發佈的文

稿，公務的文書與公開的書報雜誌等等，這裡的文獻調查不是獲取第

一手的資料，而是從現有的資料中去選擇、提煉、整理、分析，從而

獲得有價值得分析資料。 

 

本學期研究使用的是文獻調查法，一開始先調查現今的肥胖環境

與肥胖所產生的疾病，藉此讓人了解減重對現代人是不可逃避的。正

因為身體的健康無可替代，如何尋找一個適合的減重平台便是一個重

要的課題，而近年來興起的網路減肥社群正好是一種新方法，故本專

題將各類型減肥社群網及各減肥文章雜誌做相關文獻蒐集，研究哪種

類型減肥社群的減重方式適宜現在的減肥形態，為現今五花八門的減

肥形態找出一個適合中老年人口的減肥社群網站。因此透過研究不同

的減肥社群網站我們可以了解各網站不同功能差異與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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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現今網路減肥社群網站做詳細的蒐集，找出較具代表性的五個

網路減肥社群，將其優劣圖表展示，藉此了解現行網路減肥社群應補

強之功能。 

 

3.3.2 問卷調查法 

    本章以問卷調查作為此次市場調查，本次問卷共發放 200

份，以不具名的形式進行調查，請台中市民眾進行填寫，剔除廢卷

26 份，實際有效問卷有 174 份，問卷回收率 87％，故本專題使用了

174 個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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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問卷設計 

本專題以台中市的民眾為研究對象，藉由問卷了解減重者的減重

動機與目的，以及願意在網路減肥社群所投入之預算為何，最後是使

用者願意在減肥社群網站的參與深度與最想使用的減肥社群功能及

可能接受之減重模式。 

 

本份問卷著墨於減肥社群網站的使用者願意接受的減肥社群網

站功能，目的是欲了解使用者在社群網站中所願意使用與未來樂見的

功能。以便了解未來減肥社群所能加入的新功能。本份問卷另外一項

重點就是使用者願意在網路減肥社群願意投入的金額多寡，由此得知

網路減肥社群合理的應收取會費多寡。 

 

    問卷編製完成後請本系專業教師陳志明教授進行審閱校對

並針對問卷提出建議與改進，根據專家所提之建議進行修正。經由上

述程序完成本次研究的正式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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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題目方向設定 

製作問卷 

學者專家審核 

問卷修正 

問卷定稿 

相關文獻蒐集 

3.5 問卷設計流程 

以下為問卷設計流程圖，如圖 3-1 

 
 
 
 
 
 
 
 
 
 
 
 
 
 
 
 
 
 
 
 
 
 
 
 
 

 
 
 
 
 

 

圖 3-1 問卷設計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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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問卷之編製 

本研究問卷各量表之編製是借透過文獻探討之過程，藉以綜合並

歸納出建置本份問卷各量表之初稿，經由指導老師修正再請專業教師

分別就問題的順序性與完整性、明確性，加以潤飾，並進行問卷前測，

問卷得此完成。 

本問卷分成四個部分: 

(1)個人背景變項 

(2)減重方法與動機量表 

(3)減肥平台資訊功能與服務量表 

(4)期待未來減肥社群功能量表 

 

(一)個人背景變項 

1 性別：分男性與女性兩組 

2.年齡：分為 19 歲以下、20~29 歲、30~39 歲、40~49 歲、50 歲以上 

3.收入：20,000 元以下、20,001~30,000 元、30,001~40,000 元     

       40,001~60,000 元、60,001~80,000 元、100,000 元以上 

4.生活型態：(一)每天坐在辦公桌 8 小時以上 

            (二)每天坐在辦公桌 4 小時以上不超過 8 小時 

            (三)每天坐在辦公桌 8 小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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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減重方法與動機量表 

5.是否曾經有減重的念頭 

6.是否因肥胖導致以下相關疾病 

7.是否減重過 

8.減重時最長的時間維持多久 

9.減肥方法的接受度 

10.減重的動機 

11.透過何種管道得知減重資訊 

 

(三) 減肥平台資訊功能與服務量表 

12.是否願意加入網路減肥社群 

13.願意支付多少會員費用/月 

14.希望在減肥社群網站獲取哪些資訊 

15.希望從減肥社群網站獲得哪些服務 

16.網路上各減肥社群網站您知道哪幾個 

 

(四) 期待未來減肥社群功能量表 

17.是否願意透過手機來連結網路減肥社群 

18.期待網路減肥社群透過手機帶給您何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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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敘述性統計分析結果 

(一) 受測者男女分佈 

男

45%

女

55%

受測者男女分佈圖

男

女

 

圖 3-2 受測者男女分佈圖 

 

(二)受測者肥胖人口百分比 

首先先計算每一位受測者的 BMI 值，BMI 值的計算方法為體重/

身高^2，在定義當 BMI 值小於 20 為”過輕” 、BMI 值大於 24 為”過

胖” 、BMI 值介於 20 至 24 為”正常”定義完後執行次數分配得以下結

果。 

正常

42%

過胖

32%

過輕

26%

受測者肥胖人口百分比

正常

過胖

過輕

 

圖 3-3 受測者肥胖人口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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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3-3之圖表說明，我們可以發現受測者體重過胖占了 32％、

正常占了 42％、過輕則占了 26％，可見肥胖人口的比例是相當驚人，

平均 10人裡面有 3人就是過胖。 

 

(三)是否曾經減重的念頭分析 

 

是

84%

否

16%

是否曾經減重念頭分析圖

是

否

 

圖 3-4 是否曾經減重念頭分析圖 

 

由圖 3-4 我們可以發現高達 84％的受測者曾經有想減重的念

頭，也就是認為自己過重需要減肥。因此如果能針對這些民眾加強他

的減重念頭，那麼就會使減重念頭轉為實際減重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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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否曾經減重分析 

未曾減重

33%

曾減重

67%

受測者是否曾經減重分析圖

 

圖 3-5 受測者是否減重過分析圖 

 

由圖 3-5 可以說明受測者中有 67％的人曾經減重，也就是超過半

數的受測者曾經減重，有這麼多人曾經減重，表示網路減肥社群的市

場人口是眾多的，因此如果讓民眾對網路減肥社群的接受度增加，屆

時就能增加社群的使用人口。 

 

(五)減重維持時間分析表 

0% 5% 10% 15% 20% 25% 30% 35%

一周

一個月

三個月

半年

26%

32%

17%

25%

減重者一般維持時間

 

圖 3-6 減重者一般維持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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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3-6 可以說明一般民眾在減重時維持一個月佔了 32％、維持

一周占了 26％、維持半年占了 25％、維持三個月佔了最少的 17％，

由此可見減重者減重維持時間通常只有一個月，所以減肥社群在規畫

減肥方案時應該以一個月為原則才能讓一般減重者所接受。 

 

(六)減肥方法接受度分析表 

本題減肥方法接受度量表為 1~5 分 

a 非常低 1 分   
b     低 2 分    
c   普通 3 分   
d     高 4 分   
e 非常高 5 分 
 

0 0.5 1 1.5 2 2.5 3 3.5 4 4.5 5

規律運動

減肥藥品

節食法

瘦身中心

減肥代餐

醫療院所

3.67

2.44

3.01

2.63

2.93

2.92

減肥方法接受度(量表)

 

圖 3-7 減肥方法接受度量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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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3-7可以說明一般民眾對於規律運動這種減肥方法接受度還

是最高的，畢竟規律運動對身體的負作用是最低的，接受度第二高的

節食法應該與其減重迅速有效而受歡迎，但復胖機率也讓人憂慮，醫

療院所與減肥代餐的接受度則差異不大，而排名最後一名的減肥藥品

的原因應該跟藥品副作用較高與復胖率高有關。 

 

(七)減重動機分析表 

4.44

3.82

4.13

3.89

2.91

3.26

0 1 2 3 4 5

身體健康

吸引注意

合身衣服

避免受到異樣眼光

獎勵金誘惑

親朋鼓勵

減 重 動 機 分 析 圖

身體健康

吸引注意

合身衣服

避免受到異樣眼光

獎勵金誘惑

親朋鼓勵

 

圖 3-8 減重動機分析圖 

 

由圖 3-8 可以發現一般民眾的減重動機還是以身體健康為主，而

為了能穿合身衣服則排名第二，避免受到異樣眼光則排名第三，排名

最後則為獎勵誘惑，所以一般民眾還是認為身體健康是最重要的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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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別人對自己的目光在意，而獎金的誘惑則對減重者的動機沒有影

響。 

 

(八)透過管道得知減肥資訊分析 

3.2 

3.3 

3.6 

3.3 

3.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電視廣告

減肥網站

親友介紹

書報雜誌

醫療院所

一般民眾透過何種管道得知減肥資訊

電視廣告

減肥網站

親友介紹

書報雜誌

醫療院所

 

圖 3-9 減肥資訊分析圖 

由圖 3-9可以發現一般民眾還是對自己親友介紹的減肥資訊較為

信賴，其次則為醫療院所，而書報雜誌跟減肥網站則接受度一樣，最

後才是電視廣告，可見電視新聞廣告的可信度不佳的事實已深植民眾

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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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是否願意加入社群分析 

不願意

30%

願意

70%

受測者是否願意加入減肥社群

否

是

 

圖 3-10 加入減肥社群意願分析圖 

 

由圖 3-10 發現受測者中有七成的民眾願意加入減肥社群，證明

減肥社群的市場擴展是有其可行性的，缺乏只是減肥社群的能見度，

如果有更多人知道減肥社群網站的存在，相信減肥社群的瀏覽度與使

用度也會隨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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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願意支付多少會費分析 

1000元以上/月
6%

150元/月以下

69%

151-300元/月
15%301-600元/月

5%601-1000元/月
5%

使用者願意支付多少會費分析圖

1000元以上/月

150元/月以下

151-300元/月

301-600元/月

601-1000元/月

 

圖 3-11 會費分析圖 

 

由圖 3-11 可以發現使用對於會費的收取仍然集中在 150/月元，

證明使用者的心態上還是希望以最少的金額獲取最多的服務，因此如

何強調減肥社群的核心價值功能來加深使用者付費的基礎變成了收

費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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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使用者期望在減肥社群中獲取的資訊分析 

3.81

3.49

3.39

3.68

3.52

3.77

1

2

3

4

5
減肥方法

試用心得

減肥影片

肥胖疾病

減肥活動

醫療報導

一般民眾期望從減肥社群得到的資訊

 

圖 3-12 期望資訊分析圖 

由圖 3-12 說明一般民眾期望從減肥社群得到的資訊由大到小的

排序為： 

提供減肥方法>提供醫療報導>提供肥胖疾病>減肥活動訊息>減肥產

品試用心得>提供減肥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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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使用者期望在減肥社群中獲取的服務分析 

3.18 

3.11 

3.34 

3.39 
3.67 

3.60 

3.36 

1

2

3

4

5
電子報

報價販售

揪團減肥

交流論壇紀錄歷程

提供部落格

提供諮詢

一般使用者期望從減肥社群得到的服務

 

圖 3-13 期望服務分析圖 

 

由圖 3-13 說明一般民眾期望從減肥社群得到的服務由大到小的

排序為： 

紀錄減重歷程>提供部落格>提供交流論壇>揪團減肥>提供諮詢

(MSN)>提供電子報>報價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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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使用者能透過手機連結接減肥社群的意願分析 

否

43%

是

57%

手機連結網路社群意願分析

否 是

 

圖 3-14 手機連結網路社群意願分析圖 

 

由圖 3-14 可以明白受測者中有 57％的民眾願意用手機連結網路

社群，證明使用者對這種未來的社群功能充滿期待，而相信這種功能

也會為使用者帶來更多便利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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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使用者期待網路減肥社群透過手機得到的功能 

3.40 

3.20 

2.98 
3.63 

3.08 

0

1

2

3

4

5
建議攝取

回傳食物資訊

紀錄體重減重方法

得知減重情形

一般使用者期望透過手機得到社群的功能

 

圖 3-15 期望透過手機得到社群的功能分析圖 

 

由圖 3-15 可以發現一般民眾對於透過手機得到的社群功能最期

待的功能是隨時隨地得知減重方法，再來是得知每日建議攝取熱量，

接下來期待的才是回傳每日食物資訊，而得知自己或他人減重情形與

記錄體重的功能反而較不為民眾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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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網路減肥社群之規劃 

欲成立網路減肥社群，我們做了初步的簡單架構圖做為參考之

用，以各大減肥網站或減肥社群作服務功能比較，將較為重要的服務

內容做為內容分類，從最基本的樹狀圖和內容做簡單的介紹，選用

「Webnoed」做為網站建置的平台，成立「網路減肥社群」。 

 

 

圖 3-16 網站樹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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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 網路減肥社群之內容 

 

首頁 

減重知識+ 

 BMI 計算 

  由於個人的體型骨架不同，為了同時顧及身高和體重的配

合，採用的指標是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縮寫為

BMI） 

 相關報導 

  採取經過實證之報導提供科學性質之減重方法 

 熱量表 

  提供生活中飲食熱量表及各類運動所消耗的熱量表 

 減重方法 

提供健康減重的方式及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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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重引發之疾病 

 健康飲食金字塔 

  科學家指出大量進食碳水化合物便是導致肥胖的真兇，因此減重

者應要有健康攝取飲食的概念 

 疾病表 

將肥胖引發常見之疾病繪製成表格，讓減重者有所警惕 

減重心理（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特殊病況實例 

人們會因為外表因素產生心理因素的疾病，例如：厭食症、暴食

症、憂鬱症等等… 

減重連連看 

 減重社群 

 減重網站 

 醫療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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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重塗鴉牆 

 討論區 

 減重心得分享 

 減重產品使用心得 

 揪團減重 

    減重者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以一起達成目標為動力的

方式來成功減重 

諮詢Ｑ＆Ａ 

 線上諮詢 

 E-mail 來信 

    網站除了提供減重者幾個常見的問題外，也提供線上即時諮

詢，讓減重者可以透過 yahoo!奇摩即時通、MSN、skype 與

網站人員做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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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網路建置平台 

(一) Webnode 簡介 

    Webnode 發起於 2008 年 1 月，是一個具有變革意義的免

費的交互式實時拖放網站創建工具。Webnode 允許訪問者從頭到尾創

建、設計、開發和運行功能強大的網站以及 Web 應用程序。致力於

易用性和快捷性，可以讓使用者製作出高品質的專業網頁。Webnode

為任何在線網站建設者提供最廣泛的職能且無需下載或安裝任何東

西，適用於任何網域（如 www.userdomain.com）。它可以執行許多

網站組成部分（在線調查，文章，論壇，列表，常見問題，等等）也

可以與任一流行的瀏覽器兼容。故本研究將利用 Webnode 平台，架

設一減肥社群網站，提供減肥者相關資訊，更可利用此一平台相互交

流，彼此分享心得與資訊，達到減重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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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Webnode 功能介紹 

(1) 免費註冊：用戶可使用 100MB 的儲存空間、每月 1GB 的網站流

量限制。 

 

(3) 提供詳細流量統計表 

 

 

圖 3-17 流量統計表網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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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拖曳技術：將常使用到的功能，從工具列中下拉到所需位置，

成為捷徑列。可以隨意新增數十個拖曳項目。短時間之內便可使用線

上投票、網路相簿、文章、列表…等等功能。 

 

圖 3-18 線上投票介面圖 

 

(四) 多人管理：作為網站管理者，可以部分或完全的授權其他使用

者來管理自己的網站，讓眾多使用者在網站上進行編輯或工作，並可

以使用電子郵件或網頁設計功能來展開工作。 

 

 

圖 3-19 電子郵件及用戶管理 



 82 

(五) 電子商務支援：銷售產品提供信用卡付款的服務，如 VISA 或 

MasterCard 等，也可享用 Paypal 或 Google Checkout 的線上付款系

統。 

 

 

圖 3-20 線上付款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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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網路相簿：具備先進的網路相簿管理功能，擁有多種圖像處理

工具，如快速編輯、剪裁、縮放、旋轉及管理。可以上傳多個文件，

且可以將修復過的圖片即時發佈到網站上，而不必安裝任何圖片編

輯軟件。 

 

 

圖 3-21 網路相簿界面 

（五）線上編輯文件：提供線上編輯文件功能，不需要安裝任何軟體，

就能夠線上編輯 Word 檔案， Excel 表格及圖像文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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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類 Widget 及 Gadget 小工具/第三方服務： 

Webnode 有一系列的小軟體和界面小工具，如：標籤、 Google 地

圖、 live 地圖、Ｙahoo！地圖、YouTube、Google 影音、Soapbox、

Flickr、Photobucket、Box.net、Windows SkyDrive、PollDaddy、Google 

小工具、YourMinis、SpringWidgets、Paypal 和 Google Checkout 等。

可以輕鬆新增任何沒有內建的第三方小工具。 

 

圖 3-22 第三方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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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書籤和分享/RSS 發送：提供使用者藉由熱門書籤服務，收集

或發佈他們最喜愛的網站。並為 Google 書籤、Facebook、Twitter 等

網站提供社群書籤和分享技術支援。 

 

（八）標籤功能：提供標籤功能，幫助來訪的使用者能夠在網站上輕

鬆找到相關訊息。 

 

（九）免費網頁模版：提供 40 多個免費網頁模板可以選擇，並可按

照個人的需要再進行定義。 

 

 

圖 3-23 網頁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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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網路減肥社群網站之雛型架構 

本網站雛型是透過 webnode 架設而成，依照問卷結果得知，大部

份的減重者較偏向於以健康方式來達到減重的目的。 

 

 

圖 3-24 網路減肥社群首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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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站提供減重知識和相關新聞，也提供減肥瘦身影片，讓減重

者能夠健康瘦身，另外也有肥胖所容易引發的疾病介紹，為了健康多

加了解相關知識，也能提早預防。 

 

 

圖 3-25 網站頁面 

 

本網站的「減肥塗鴉牆」，以留言版的方式呈現，並且細分歸類

減肥心得、減肥產品試用、揪團減肥及討論區，讓減重者能夠一目了

然以快速的方式找尋需要的資訊，也可使用此功能增加減重者彼此的

良性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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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數的減重者認為規律運動為首要的減重方法，其次是節食法、

減肥代餐、醫療院所，最後是減肥藥品。現代人對於肥胖的定義是斤

斤計較，除了美觀外，肥胖引發的疾病也是讓人們健康減重的主因。

網站內除了有肥胖可能引發哪些疾病的表格外，還有如何在日常生活

中做到健康地飲食，告訴減重者由平常飲食習慣來保持健康是很重要

的。 

 

大部份的減重者，減重的時間最長只維持一個月，減重是一條又

長又遠的路，要有強大的恆心及毅力，在減重的過程中個人的意志力

是很重要的。研究顯示，多數人一起減重，效果比一個人孤身奮鬥來

得顯著。減重時，身邊的人若給予加油打氣以及適時的監督，都能幫

助減重者努力維持下去。因此「揪團減肥」，將個人身高及體重還有

減重目標透明化，用比賽的方式讓減重者有減重的意念，團友們一起

加油打氣，減重者不但維持減重目標達成減重目的，也有較大的成就

感。 

 

網站中的「減重連連看」，提供相關的減肥社群與網站連結使用，

讓減重者能夠多方參考其他網站的減重資訊，並且利用線上投票的功

能與減重者互動與分享，讓減重者找出有效且適合的減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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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6 線上投票與分享 

 

本網站以「健康瘦身」為前提，讓減重者在減重期間也能把關好

自己的健康，並且使用塗鴉牆彼此分享與互動。讓減重不再是一件痛

苦且乏味的事，彼此互動勉勵讓減重也能成為生活中的一種小小樂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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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結論 

根據本題研究目的、經假設後與問卷結果歸納成以下結論，並提

出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 台中市民眾減重行為高達 67% 

本研究結果發現，有高達 84%的人有過減重的念頭，且受測者當

中有 67%曾經有減重行為，由此可得知近年來肥胖問題日益嚴重，已

經有愈來愈多人開始重視這問題，開始進行減重行為。 

 

(二) 受測者女性減肥行為遠高過男性 

經由第三章研究方法中的問卷調查法統計過後，針對男性女性是

否減重過的交叉分析後，如下表格 

 

表 4-1 交叉分析表 

交叉分析 是否減重過 男/女減重％ 

性別 否 是 總計  

女 24 71 95 75% 

男 33 46 79 58% 

總計 57 117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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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表 4-1，可以發現男性曾經減重百分比與女性曾經減重百分

比差了 17%，也就是女性實際減重的人口比男性多，由此推斷如果架

設一網路減肥社群，如果能以女性為出發點，多以女性為主的服務設

計，必能有效提升社群的使用度與瀏覽數。 

 

(三) 減肥方法的接受度最高為規律運動最低為減肥藥品 

經由第三章圖 3-7 統計，可發現一般民眾對減肥方法接受度由大

到小的排序為： 

規律運動>節食法>減肥代餐>醫療院所>減肥藥品 

由此可見一般民眾對規律運動的減肥方式仍然非常信賴，原因應

為規律運動的方式較無後遺症與避免復胖的原因相關，次之為節食

法，一般而言節食法的功效明顯可見，但只要停止便容易復胖，接來

下為減肥代餐與醫療院所，最後為減肥藥品，減肥藥品名列最後的原

因除了減重藥品安全性讓人疑慮之外，容易復胖也是關鍵。 

 

(四) 一般減重者維持時間多數維持一個月 

 經由問卷統計後得知減重者維持時間為一個月者占 32%、一周

者占 26%、半年為 25%、三個月者為 17%，因此得知，網路減肥社

群規劃減肥療程時應以一個月為原則，依個人減重情況酌量增減時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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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為了身體健康而有減重動機，透過親朋好友得知減肥資訊 

研究結果顯示，現在人們的健康意識愈來愈高，經由問卷量表發

現受測者減重動機排名第一為身體健康，也就是為了身體健康而減

肥，而且研究結果也發現，現今的審美觀念改變，愈來愈多人怕因肥

胖而遭受異樣眼光也成為減重動機排名第二。而減重者較青睞親朋好

友提供的減肥資訊排名第一，醫療院所排名第二，其次才是減肥網站

和書報雜誌，由此可得知現在廣告氾濫，多數有誇大不實的傾向，因

此減重者較信賴於親朋好友親身經驗或醫療院所提供減肥資訊較為

穩當。 

 

(六) 有 70%減重者願意加入減肥社群 

研究問卷結果顯示，有高達 70%的減重者願意加入減肥社群，藉

由社群群聚的力量，讓減重者互相鼓勵交流，達到減重目的，但願意

加入社群中民眾只有 65%願意付出 150/月以下的金額使用社群，願意

付出 300/月以上的只占 11%(如表 4-2)，由此可得知減重者只願意投

入少數錢或免費加入減肥社群，因此要避免這種情形時應該加強社群

核心價值與附加價值，才能讓使用者願意投入的預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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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是否加入社群與支付多少會費交叉分析表 

是否加入社群與支付多少會費交叉分析 
是否

加入

社群 
支付多少會費 

1000 元/
月以上 

150 元 
/月以下 

151-300 
元/月 

301-600
元/月 

601-1000
元/月 

總計 

否 0 41 4 5 3 53 
是 10 79 23 4 5 121 
總計 10 120 27 9 8 174 

  

(七) 一般使用者期望從減肥社群得到的資訊與服務 

(1) 依照期望得到的服務量表程度由大到小排序為： 

紀錄減重歷程>提供部落格>提供交流論壇>揪團減肥>提供諮詢

(MSN)>提供電子報>報價販售 

 

(2) 依照期望得到的資訊量表程度由大到小排序為： 

提供減肥方法>提供醫療報導>提供肥胖疾病>減肥活動訊息>減

肥產品試用心得>提供減肥影片 

由上(1)排序可知一般使用者希望減肥社群能有資料庫能記錄使

用者的減重歷程，並期望減肥社群能提供個人部落格與交流論壇的服

務，但是「揪團減肥」的排序卻不在前三名，由此可知一般人對揪團

減肥的接受度仍在觀望，另外報價販售減肥產品的功能則不為使用者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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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排序可知使用者最希望社群能提供減肥的方法與醫療報

導，其次才為提供肥胖疾病資訊。 

 

(八) 受測者中有 57%同意使用手機連結社群網站 

受到手機即時文化(Twitter)的影響，使用手機上網普及的現象反

映在使用者願意透過手機連結社群網站，經由本專題問卷統計結果得

知有 57%的使用者願意透手機連接減肥社群網站存取資訊，這項目前

未在市面上看見的功能不僅讓使用者非常期望，也相信未來此功能會

形成一股新趨勢席捲網路減肥社群。 

 

以下是使用者期待未來手機連接社群網站所能存取的功能： 

依需要程度由大到小排序 

得知減重方法>得知每日建議攝取熱量>回傳每日食物資訊>得

知自己或他人減重情形>經由手機紀錄體重並回傳 

 

以上我們可得知，有部分使用者傾向使用手機獲取減肥方法與建

議攝取熱量值，若未來此功能普及化，使用者得以隨時隨地的接收減

重資訊，只要手機能接收訊息的地方對減重資訊都能瞭若指掌，也能

紀錄自己的體重資訊並回傳上減肥社群，甚至能得知他人減重情形，

這樣的未來相信能開始減重的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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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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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工作分配表 
 

姓名 工作內容 

陳建欣 資料蒐集、問卷擬定、問卷結果分析、問卷書面彙總 

張嘉甄 資料蒐集、問卷擬定、問卷書面彙總 

張淑婷 資料蒐集、書面總彙總、Power Point 製作 

徐窕紋 資料蒐集、網站架設、書面彙總 

郭珉仲 資料蒐集、網站架設、問卷擬定、海報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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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問卷內容 
親愛的先生和小姐：  

您好！這是一份學術性問卷，目的在於了解減重者希望透過網路減肥社群得到什麼

樣的服務與願意投入使用社群網站預算多寡，本問卷共分為四個部份，且僅供學術研究

使用，不會移作他用，請您放心填答。在此感謝您撥冗協助！ 

敬祝 

                    平安快樂 

嶺東科技大學 商務科技管理系 

指導教授：  陳志明  博士 

                                  組    員：  郭珉仲  張嘉甄  張淑婷 

徐窕紋  陳建欣 

1.請問您的性別： 

    □ 男    □ 女 

2.請問您的年齡： 

    □ 19歲以下 □ 20~29歲 □ 30~39歲 □ 40~49歲  □ 50歲以上 

3.請問您每個月收入? 

    □ 20,000元以下     □ 20,001~30,000元    □ 30,001~40,000元     

    □ 40,001~60,000元  □ 60,001~80,000元    □ 100,000元  以上 

4.請問您的日常生活型態(上班型態)： 

□每天坐在辦公桌上不超過 4小時 

□每天坐在辦公桌 4小時以上不超過 8小時 

□每天坐在辦公桌 8小時以上 

5.請問您是否曾經有減肥的念頭: 

    □ 是       □否  

6.請問您是否有因肥胖導致以下相關疾病: 

   □ 無       □ 糖尿病     □ 高血壓      □兩者都有 

7.請問您是否減重過： 

□是        □否請跳至第 9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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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請問您減重時最長的時間維持多久? 

□ 一周  □一個月  □三個月  □半年 

9.請問您對下列方法減肥方法接受度如何：(請勾選) 

                     非常低     低      普通     高     非常高 

        規律運動       □      □     □     □      □ 

        減肥藥品       □      □     □     □      □ 

        節食法         □      □     □     □      □ 

        瘦身中心       □      □     □     □      □ 

        減肥代餐       □      □     □     □      □ 

        醫療院所       □      □     □     □      □ 

10.請問您認為減重的動機：(請勾選)                   

                 最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想要身體健康           □      □     □     □      □ 

想要吸引他人的注意     □      □     □     □      □ 

想要能穿更多合身的衣服 □      □     □     □      □ 

避免受到異樣的眼光     □      □     □     □      □ 

受到獎勵金誘惑         □      □     □     □      □ 

受到親戚、朋友的鼓勵   □      □     □     □      □ 

11.若您想得知減肥資訊，您會透過什麼管道： 

                    最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透過電視廣告   □      □     □     □      □ 

        透過減肥網站   □      □     □     □      □ 

        透過親友推薦   □      □     □     □      □ 

        透過雜誌介紹   □      □     □     □      □ 

        透過醫療院所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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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一網路減肥平台提供減肥醫療相關資訊、減肥產品試用報告、

提供 Blog、揪團減肥，讓減重者能在此紀錄個人減肥日誌等功能，並讓

系統記錄您的瘦身歷程與提醒您每日攝取熱量值，您是否願意願意加入

此一社群 

12. 

  □是       □否 

 

13.承上題，若某一減肥網站的會員擁有上述之功能，您願意支付多少會費： 

□ 150/月 以下    □ 151-300元/月    □ 301-600元/月     

□ 601-1000元/月  □ 1000元以上/月   

 

14.您希望在減肥社群網站獲取哪些資訊： 

    最不需要  不需要    普通    需要    非常需要 

    減肥方法                □      □     □     □      □ 

    減肥產品試用心得        □      □     □     □      □ 

    減肥影片(瘦身操)展示    □      □     □     □      □ 

    肥胖疾病新聞            □      □     □     □      □ 

    減肥活動訊息            □      □     □     □      □ 

    醫療報導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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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您希望從減肥社群網站獲得哪些服務： 

                         最不需要  不需要    普通    需要    非常需要 

瘦身電子報                  □      □     □     □      □ 

減肥產品報價與販賣          □      □     □     □      □ 

揪團減肥                    □      □     □     □      □ 

交流論壇區                  □      □     □     □      □  

記錄您瘦身歷程與提          □      □     □     □      □ 

醒您每日攝取熱量  

提供 Blog建立個人           □      □     □     □      □ 

減肥日誌減肥量表   

提供線上諮詢服務(例.MSN)     □      □     □     □      □ 

 

16.請問下列各個減肥瘦身網站，您知道哪幾個：(可複選) 

  □ bdodo華文最強時尚健康網    □ ifit華人第一體重管理網站 

  □ i-Care健康促進服務網       □ 39健康網        □ 薄荷瘦身網 

  □ 都不知道      □ 其他，請填寫：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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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今社會手機微網誌 Twitter文化正盛行，大部分的人以手機連結

上網擷取所要的資訊已習以為常，如果未來能以手機能連結上網路減肥

社群存取資訊你是否願意加入? 

17.  

是□     否□ 

 

18. 您會期待網路減肥社群透過手機帶給您何種功能? 

最不需要  不需要    普通    需要    非常需要 

經由手機得知每日 

建議攝取熱量                □      □     □     □      □ 

經由手機回傳每日 

攝取食物資訊                □      □     □     □      □ 

經由手機記錄體重 

並回傳上網                  □      □     □     □      □ 

經由手機得知減重方法        □      □     □     □      □ 

經由手機得知自己或 

他人目前減重情形            □      □     □     □      □ 

 

19.請問您是否願意收到此份問卷調查統計結果? 

   □是  請填寫 E-amil：___________________        □否 

20. 請問您的身高      ___________________ 

21. 請問您的體重      ___________________ 

22. 請問您希望的體重  ___________________ 

 

問卷到此結束非常感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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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網路減肥社群-首頁 
 

 
 
網路減肥社群 

http://ltctm.webnode.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