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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啦啦隊運動在台灣是屬於新興的運動項目，風行於高中與大專校園

間，自1983年舉辦第一屆大專啦啦隊比賽至今正好屆滿30年。本文以98、

99、100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啦啦隊錦標賽秩序冊以及大專學生運動網

啦啦隊單項錦標賽歷年成績網為依據，分析和探討98、99、100學年度

大專啦啦隊錦標賽，各校參與情形與比賽的成果，藉以瞭解啦啦隊運動

在大專校院中的推展現況。 

研究中得知，各校參與比賽的連續性不佳，連續 3年都參加比賽的

學校比例偏低，明顯影響參加比賽的表現。另外，參加比賽的學校，以

世新大學的成績表現最佳，在競技啦啦隊團體混合甲組以及與競技啦啦

隊全能 5人甲組，都是連續 3年贏得冠軍。在競技啦啦隊團體女生組以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成績為最佳。另外競爭最激烈的組別為啦啦舞組 

，實踐大學與銘傳大學連續 3年分占第一、二名，實力最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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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provides O(n) algorithms to count the number of 

minimum/maximum weighted vertex covers in a weighted interval 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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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態旅遊是一項具環境低度衝擊、非消耗性使用資源的旅遊方式，

因此被認為有助於遊憩資源的永續經營。然實際上不論何種旅遊模式，

遊憩壓力、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都是不可避免的問題，因此若要達成生

態旅遊發展與環境資源維護兩者均衡，以使用者付費為出發點，討論遊

客對遊憩資源環境維護金的願付價格(Willingness to Pay, WTP)，便

成為一項值得關注的議題。本研究以宜蘭縣大同鄉崙埤、松羅與英士三

個相鄰的原住民社區為範圍，參訪遊客為對象，透過2010年暑假期間訪

調回收的593份有效問卷，結合統計分析方法探討遊客對環境維護金願

付價格的相關議題。研究結果顯示，86.34%的遊客願意支付環境維護費

用，惟其金額多在200元以下(佔54.64%)，顯然多數遊客雖已有使用者

付費觀念，但要其付出大筆金額仍屬不易。另透過χ2檢定，分析遊客

不同背景屬性與環境維護金願付價格之關聯性，結果僅重遊意願呈顯著

相關(χ2=27.114，P=0.000)，因此令遊客遊憩體驗達到滿意，則其支

付意願也將隨之增加。此外，利用Pearson相關分析，探討家庭月收入

與環境維護金支付意願、支付金額之相關性，結果顯示遊客『家庭月收

入』與支付環境維護金『意願』無關，但與『金額』有關，顯然願不願

意支付環境維護金不受收入多寡影響，但支付多少錢則要考慮個人能力

了。良好的遊憩環境經常有助於創造美好的遊憩回憶，同時也是影響遊

客是否願意支付環境維護金的因子之一，雖然本研究結果顯示多數遊客

都有支付環境維護經費之意願，不過研究區要發展社區型的生態旅遊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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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仍有必要投入更多，以展現自然與人文資源之價值，同時提升遊客

的評價；此外，環境維護金的收取方式、金額，以及用途等，都仍有進

一步討論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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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生從大一至大四期間，其飲食習慣對 BMI 值變

化的影響。採用問卷調查法，以南台科技大學 365 位大四學生為樣本，

資料經 SPSS 17.0 套裝軟體以描述性統計、重複量數 t檢定、獨立樣本

單因子共變數分析（one-way ANCOVA）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發現：南台

科技大學大一學生 BMI值在正常範圍值內有五成四，體重過重則有二成

四，到大四學生時 BMI值在正常範圍值內有五成五，體重過重則有二成

六；南台科大學生經過 4年的大學生活，其 BMI值顯著上升；不同背景

大學生其 BMI值變化情形沒有顯著差異；不同飲食習慣對 BMI值變化情

形中，僅飲品不同糖份攝取達顯著差異，且含糖飲品顯著高於無糖。研

究價值與貢獻：藉由探討大學生不同飲食習慣對 BMI值變化的影響，有

助於了解飲食習慣與肥胖的關係，進而提出發展飲食營養教育介入計畫

教育策略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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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veral weighted Simpson type inequalities for differentiable convex, 

Wright-convex and Quasi-convex mapping are established respectively. 

Also, some error estimates for weighted Simpson’s quadrature formula and 

higher moments of random variables are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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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全球暖化與氣候異常的出現，人類的飲食、衣著、居家和交通

都已趨向低碳化。低碳飲食與綠色環保已成為全球性的關注與討論議題

之一，也是人類與地球永續發展的重要課題，而「減碳」是人類面對當

前這環保問題所採取的補救措施之一。為了減緩全球暖化的趨勢，人類

必須設法用各種辦法來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換言之，減緩人類破壞

環境的作為，將可以減緩全球暖化的現象。 

本研究基於「環保」及「健康」的觀點，以「低碳飲食認知」、「環

保意識」、「樂活健康認知」為自變項，「低碳飲食之行為意圖」為依變

項，去探討國人選擇低碳飲食行為意圖及相關因素，以利環保生活之落

實及行銷、推廣決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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