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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背景：園藝治療經常運用於老人健康促進，透過各種與植物有關的
園藝活動，進而刺激感官、活化身體功能。然而，實體園藝治療對
於「衰弱老人」來說有其限制，例如受限於場所、時間並非一體適
用所有的「衰弱老人」；或對植物過敏、刺傷、誤食等問題。應用
3DVR技術建構擬真的園藝環境可突破傳統實體園藝治療的限制，讓
「衰弱老人」也能獲得園藝治療的益處。

目的：本研究之目的為探討治療課程對衰弱老人的健康影響。

方法：以科技任務適配模式為治療課程之發展依據，邀請長照機構
中符合選樣條件的衰弱老人參加治療課程，共計135人，分為實驗組
(88人)與對照組(47人)，以結構式問卷收集科技適配(臨場感、互動
性、參與程度)、與健康指標(憂鬱、孤寂、知覺被重視、生命意義
、整體健康狀況)。統計分析包含以描述性統計呈現研究對象之背景
資料、課程影響因子、及健康等變項的分布情形；依據資料合適性
，以皮爾森（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與以廣義估計方程式
(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 GEE)進行統計及分析。

結果：皮爾森（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結果顯示，臨場感 (r =
0.63, p < 0.001)、互動性 (r = 0.53, p < 0.001)、參與程度 (r
= 0.58, p < 0.001)、使用意圖(r = 0.42, p < 0.001) 與使用次
數(行為)的相關性達統計顯著水準，為中度相關或高度相關；介入
成效的部份，身心健康相關指標經GEE分析之後，結果顯示於課程介
入後，健康狀態、生命意義、知覺被看重、孤寂、憂鬱等健康指標
均顯著獲得改善，顯示實驗組接受3D VR園藝治療課程之後，其身心
健康相關指標之表現均較對照組顯著進步。

結論：本研究研究結果支持特殊族群3DVR課程之發展，具健康效益
，未來提升3DVR課程的應用與推廣。

中文關鍵詞： 3D虛擬實境、園藝治療課程、衰弱症、老人、健康

英 文 摘 要 ： Background: Early detection and appropriate intervention
may increase the chances for successful recovery and aging
postponement. Horticultural therapy is often used in health
promotion for older adults. Through various gardening and
planting related activities, their senses could be
stimulated and physical functions could be activated
further. However, horticultural therapy has some limits for
“frail older adults.” For instance, it is hold as a group
therapy, which is limited to the place and time, and not
appropriate for all “frail older adults”. It also exists
other problems regarding allergy-causing plants, punctures,
and inadvertent ingestion. The application of 3DVR
technology to construct a simulative horticultural
environment could overcome the limitation of traditional
horticultural therapy and promoted health of “frail older
adults”.



Objective: The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3DVR-based horticultural therapy program on frail older
adults’ health.

Method: 3DVR-based horticultural therapy program wa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task-technology fit (TTF) theory.
Frail older adults who met the criteria we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the study. A total of 106 older adults were
recruited and assigned to either experimental (n = 59) or
control (n = 47) groups. A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collect data regarding technology fit (variables of
presence, interaction and involvement) and health impacts
(depression, loneliness, perceived mattering, meaning in
life, general health), all of which were collected data by
a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With regard to statistical
analysi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was used to present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f participants,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participation, health impacts.
Pearson’s coefficients and Pair-t test was applied to
carry out the inferential statistics.

Results: The results of Pearson’s coefficients revealed
that presence (r = 0.63, p < 0.001), interaction (r = 0.53,
p < 0.001), involvement (r = 0.58, p < 0.001) and intention
to use VR (r = 0.42, p < 0.001 were significant associated
with the use of VR. On the other hand, scores of
depression, loneliness, perceived mattering, meaning in
life, and general health of participant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counterpar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he intervention
completion (all p < 0.001), suggesting that older adult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had improvements.

Conclusion: The study findings also supported that 3DVR-
based horticultural therapy program had potential health
impacts on depression, loneliness, perceived mattering,
meaning in life and general health among frail older
adults. The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of 3DVR courses in
the future can be enhanced by the study.

英文關鍵詞： Three-dimensional virtual reality, horticultural therapy,
frailty, older ad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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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背景：園藝治療經常運用於老人健康促進，透過各種與植物有關的園藝活動，

進而刺激感官、活化身體功能。然而，實體園藝治療對於「衰弱老人」來說有

其限制，例如受限於場所、時間並非一體適用所有的「衰弱老人」；或對植物

過敏、刺傷、誤食等問題。應用 3DVR 技術建構擬真的園藝環境可突破傳統實

體園藝治療的限制，讓「衰弱老人」也能獲得園藝治療的益處。 
 
目的：本研究之目的為探討治療課程對衰弱老人的健康影響。 
 
方法：以科技任務適配模式為治療課程之發展依據，邀請長照機構中符合選樣

條件的衰弱老人參加治療課程，共計 135 人，分為實驗組(88 人)與對照組(47
人)，以結構式問卷收集科技適配(臨場感、互動性、參與程度)、與健康指標(憂
鬱、孤寂、知覺被重視、生命意義、整體健康狀況)。統計分析包含以描述性統

計呈現研究對象之背景資料、課程影響因子、及健康等變項的分布情形；依據

資料合適性，以皮爾森（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與以廣義估計方程式

(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 GEE)進行統計及分析。 
 
結果：皮爾森（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結果顯示，臨場感 (r = 0.63, p < 
0.001)、互動性 (r = 0.53, p < 0.001)、參與程度 (r = 0.58, p < 0.001)、使用意圖(r 
= 0.42, p < 0.001) 與使用次數(行為)的相關性達統計顯著水準，為中度相關或高

度相關；介入成效的部份，身心健康相關指標經 GEE 分析之後，結果顯示於課

程介入後，健康狀態、生命意義、知覺被看重、孤寂、憂鬱等健康指標均顯著

獲得改善，顯示實驗組接受 3D VR 園藝治療課程之後，其身心健康相關指標之

表現均較對照組顯著進步。 
 
結論：本研究研究結果支持特殊族群 3DVR 課程之發展，具健康效益，未來提

升 3DVR 課程的應用與推廣。 
 
關鍵字：3D 虛擬實境、園藝治療課程、衰弱症、老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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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Background: Early detection and appropriate intervention may increase the chances 
for successful recovery and aging postponement. Horticultural therapy is often used in 
health promotion for older adults. Through various gardening and planting related 
activities, their senses could be stimulated and physical functions could be activated 
further. However, horticultural therapy has some limits for “frail older adults.” For 
instance, it is hold as a group therapy, which is limited to the place and time, and not 
appropriate for all “frail older adults”. It also exists other problems regarding allergy-
causing plants, punctures, and inadvertent ingestion. The application of 3DVR 
technology to construct a simulative horticultural environment could overcome the 
limitation of traditional horticultural therapy and promoted health of “frail older adults”. 
 
Objective: The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3DVR-based horticultural 
therapy program on frail older adults’ health. 
 
Method: 3DVR-based horticultural therapy program wa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task-
technology fit (TTF) theory. Frail older adults who met the criteria we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the study. A total of 106 older adults were recruited and assigned to either 
experimental (n = 59) or control (n = 47) groups. A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collect data regarding technology fit (variables of presence, interaction and 
involvement) and health impacts (depression, loneliness, perceived mattering, meaning 
in life, general health), all of which were collected data by a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With regard to statistical analysi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was used to present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f participants,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participation, health impacts. Pearson’s coefficients and Pair-t test was applied to carry 
out the inferential statistics. 
 
Results: The results of Pearson’s coefficients revealed that presence (r = 0.63, p < 
0.001), interaction (r = 0.53, p < 0.001), involvement (r = 0.58, p < 0.001) and intention 
to use VR (r = 0.42, p < 0.001 were significant associated with the use of VR. On the 
other hand, scores of depression, loneliness, perceived mattering, meaning in life, and 
general health of participant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counterpar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he intervention completion (all p < 
0.001), suggesting that older adult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had improvements. 
 
Conclusion: The study findings also supported that 3DVR-based horticultural therapy 
program had potential health impacts on depression, loneliness, perceived mat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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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ing in life and general health among frail older adults. The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of 3DVR courses in the future can be enhanced by the study. 
 
Keywords: Three-dimensional virtual reality, horticultural therapy, frailty, older ad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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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老年人口正在快速成長當中，依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估計，2015 年至 2050 年間，全世界超

過 60 歲的人口將從 12%上升至 2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5)，而聯合國統計資料亦

顯示，2017 年全世界超過 60 歲的人口約 962,000 萬人，估計至 2050 年，老年人口將達 21 億

人口 (United Nations, 2017)。我國高齡人口(65 歲以上)於 2015 年約 293 萬人，高齡人口比率

占 12.51％ (內政部戶政司，2016)，據經建會估計，2025 年將增加為 20％，並邁入超高齡社

會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12)，因此，高齡者的健康議題越形重要。近幾年，高齡者「衰

弱症」(frailty)議題受到關注，根據國民健康署「台灣地區中老年身心社會生活狀況調查」顯

示，65 歲以上國人衰弱前期的比率約為 40.0%，衰弱的比率則為 4.9% (衛生福利部國民健康

署，2014)。它不是一種疾病，而是各種身體功能退化的前兆，若能及時發現並給予適當的介

入，是有機會恢復健康並延長壽命。因此，針對「衰弱老人」的相關介入發展刻不容緩。 
園藝治療經常運用於老人健康促進，透過各種與植物有關的園藝活動，進而刺激感官、

活化身體功能，以改善生理、心理與社會健康，系統性文獻回顧亦支持園藝治療等非藥理介

入的正向影響，包含促進健康(well-being)、降低自殘行為的發生、降低藥物治療帶來的副作

用、降低跌倒的發生、以及改善睡眠狀態(Gonzalez & Kirkevold, 2014)。然而，傳統的實體園

藝治療對於「衰弱老人」有其限制，例如固定場所、時間、團體教學；事前需準備花草，工作

繁多且複雜；植物對老人的健康風險(如對植物過敏、刺傷、誤食)等問題，所以傳統的實體園

藝治療多以健康老人參加居多。 
隨著科技的進步，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縮寫為 VR﹚可突破傳統實體園藝治療的困

境。VR 具有身歷其境之特點，藉由影像具有的專注力、擬真性與解說性功能，在傳統條件無

法突破窠臼的情況下，可以透過虛擬的影像情境提供相近而有意義、安全的體驗 (張慶旭、陳

五洲，2009)，換言之，應用 3DVR 技術建構擬真的園藝環境，提供虛擬場景，不受場所、時

間、團體教學的限制，也不需要事前準備花草或擔心植物對老人存在健康風險，讓衰弱老人

能夠在安全、不受干擾的環境之下，參與園藝治療課程，以促進其健康。 
然而，目前虛擬實境的研究以青少年為主，對於 3DVR 應用的影響因素與使用過程的生

理狀態、歷程變化有跡可循，而 3DVR 應用於老人的相關研究則缺乏此一探討；加上目前相

關的老人應用案例主要為身體功能訓練，至於 3DVR 對於其他健康面向的影響亦不甚清楚，

因此，本研究開發 3DVR 園藝治療課程，並探索衰弱老人應用 3DVR 科技的影響因素，包

含科技適配與健康之變化。 
 

貳、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為探索影響衰弱老人參與 3DVR 園藝治療課程的因素，其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索衰弱老人參與 3DVR 園藝治療課程的科技使用與科技適配。 
二、探索衰弱老人參與 3DVR 園藝治療課程的健康變化。 

參、 文獻探討 

一、衰弱老人與園藝治療 
(一) 衰弱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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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定義的「衰弱老人」是指 65 歲以上、至少具「衰弱症」1 項指標者。「衰弱

症」不是疾病，是一種症候群，是在產生疾病前或失能前的動態過程，具有潛在的可恢

復性，而年齡是造成衰弱最重要因素 (De Lepeleire, Iliffe, Mann, & Degryse, 2009)，研究

指出，75 歲以上的老人已有身體衰弱現象的百分比約 23-30% (Topinkova, 2008)。 
相對於健康老人，「衰弱老人」面臨更多生理、心理及社交的改變。首先，衰弱老人

的主要生理變化為肌肉質量與強度的衰退導致肌肉減少症進而引起非刻意性的體重減輕、

疲勞、握力下降、運動緩慢和低體力活動的現象造成身體不健康的狀態(Fried, Ferrucci, 
Darer, Williamson, & Anderson, 2004)，Woo et al. (2015)的研究結果顯示，102 名衰弱老人

中，12.8%有肌少症，14.7%有輕度認知障礙，63.7%肌少症與輕度認知障礙，換言之，衰

弱老人具有認知功能退化者比例相當高。由於衰弱老人身體活動及認知功能退化，導致

其戶外活動頻率與人際間互動減少，逐漸遠離人群而產生社交隔離，進而影響其心理與

社會健康，實證研究顯示老年人健康狀況會影響壓力與死亡率之間的關係(Vasunilashorn, 
Glei, Weinstein, & Goldman, 2013)。 

因此，衰弱老人相關的健康促進介入相當重要，不僅僅需要顧及身體虛弱的問題，

其心理健康、社會健康等亦需受到照護，而另類療法是近幾年被廣泛應用於高齡者健康

促進或其他醫療照護領域，從肥胖(obesity)到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的相關研究都顯示

其健康狀態有顯著改善(Annerstedt & Währborg, 2011)。 
 (二) 園藝治療研究與未來挑戰 

園藝治療(Horticultural therapy)是另類療法的一種，其定義為「一個過程，積極或主

動地、有目的的透過種植植物或園藝活動，應用在有益健康或復健的相關活動，以達到

改善健康狀態的目的」(Scott, 2015)，因此，投入園藝治療活動是一項重要的成功老化歷

程的推手，不僅有機會提升其個體生活滿意與生命品質，也可能減輕國家醫療資源負擔。 
以往關於老人園藝治療課程設計與成效之研究(Chen & Ji, 2015; Y Lee & Kim, 2008; 

Tse, 2010; Yao & Chen, 2017)，多為單組前後測設計，參與研究的人數為 50 人以下，介入

地點以護理之家、養護機構為主，介入課程介於 4-10 週不等，每一堂課約 1-1.5 小時，

測量包含質性(如訪談等)與量性資料，探討變項包含 Barthel Index (BI))、Chinese Happiness 
Inventory short version (CHI)、Meaning of Life Scale (MLS)、Interpersonal Intimacy Scale 
(IIS)、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Short Form (GDS-SF)、UCLA Loneliness Scale version 3、
Life Satisfaction Index–A Form、Lubben Social Network Scale (LSNS)、Modified Cohen-
Mansfield Agitation Inventory (M-CMAI)、Cognition 等，量性分析方法為 pair-t test、analysis 
of covariance (ANCOVA) 及 General estimating equation (GEE)，質性為 Content analysis。 

以往的園藝治療研究有其限制，例如沒有整合客觀指標、缺乏嚴謹的研究設計 
(Kamioka et al., 2014)，而傳統、實體的園藝治療，不論是對於照顧者或老人來說都有其

風險，第一，事前需準備花草工作，繁多且複雜；第二，部分老人對植物過敏、或是被

植物的葉子刺傷或誤食植物等，反而對老人造成傷害；第三，實體的園藝治療需一實體

場域，且有固定的上課時間，也就是說，時間與空間有所受限；第四，實體的園藝治療

多採團體上課，參加者主要以健康且行動良好的老人為主，換言之，中等或嚴重衰弱老

人可能就無法參加，有所限制。 
綜上所述，本研究以衰弱老人為目標族群，應用 3DVR 的技術發展園藝治療課程，

突破傳統實體課程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亦可以個人或小團體上課，且可以避免潛在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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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風險(例如過敏、葉子刺傷、誤食植物等)，不論對於照顧者或老人來說，都優於傳統實

體園藝治療課程。 
二、3D 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與國內外相關老人領域的應用 

(一) 3D 虛擬實境：虛擬環境、虛擬人物與硬體 
虛擬環境(Virtual environment)，透過系統性模擬，創造一個標準化的 Simulated 

realistic environment，此一概念已應用於教育訓練(Rizzo et al., 2009)，讓參與者的表現是

可以被測試、被訓練、且重複使用的，符合成本效益考量，回顧以往教育應用 3DVR 的

文獻，其所發展的 Educational virtual environment (EVE)、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ent(VLE)、
或「虛擬教室(virtual classroom)」均屬於虛擬環境之範疇，依據對 10 年(1999-2009 年)實
證研究之文獻回顧，發現虛擬實境應用場域多為學校或是學院，近 8 成的應用主題為科

學與數學，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的相關應用偏少(Mikropoulos & Natsis, 2011)，說明社

會科學應用具潛在的發展性與開發價值。 
虛擬人物(Avatar)，其圖示如圖 1，學者定義其為「online manifestations of self in a 

virtual world, and are designed to enhance interaction in a virtual space」(Peterson, 2005)，而

其應用性相當重要，Falloon (2010)認為 gaming and avatar use 可應用於學習者學習，並提

升學習活動參與(enhanced engagement in learning activities)、團體活動具有更好的合作與

溝通 (when used in group situations, better 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on between students)，
且具有潛力能促使學習者知識、理解、思辨能力的展現。因此，虛擬環境與虛擬人物是

本計畫開發 3DVR 園藝治療課程之重要元素。  

 

 

 

 
圖 1、虛擬環境與虛擬人物的示例 

資料來源：Didehbani, N., Allen, T., Kandalaft, M., Krawczyk, D., & Chapman, S. (2016). Virtual Reality Social 

Cognition Training for children with high functioning autism.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62, 703-711.; 極樂

王國(2016)。首頁【影音資料】。取自 http://www.jilevr.com/pc/index.html 

 
硬體方面，分為運算元件(computing unit)與頭戴式顯示器(head-mounted display，HMD)

等兩部分進行討論。近年比較常見的 2 種硬體，依運算元件是否為行動裝置而分為「主

機型」與「行動型」兩類，如圖 2。「行動型」的運算元件為智慧型手機，頭戴顯示器有

Samsung Gear VR，以及 Google 的 Cardboard。由於運算元件、顯示器與動作感測為智慧

型手機所提供，行動型虛擬實境可無線使用，缺點是顯示品質與運算能力受限於智慧型

手機，且隨著手機不同，使用經驗也不盡相同；「主機型」的運算元件為個人電腦或電玩

主機（video game console），頭戴顯示器的產品為 Sony PlayStation VR、HTC Vive、及

Oculus Rift。由於運算元件為獨立機器，頭戴顯示器可用較佳的面板與追蹤技術，提供使

用者更加真實的感受。雖然行動型虛擬實境操作簡便、價格較為便宜，但其無法如同實

際環境般提供學習者環繞式的情境感受。因此，本研究使用「主機型」的器材設備。 

http://www.jilevr.com/p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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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行動型：左至右為 Samsung Gear VR、Google Cardboard 

 
(b) 主機型：左至右為 Oculus Rift、HTC Vive、Sony PlayStation VR 

圖 2、行動型與主機型虛擬實境所搭配的頭戴顯示器 
資料來源：Samsung (2016). Gear VR [Video file]. Retrieved from http://www.samsung.com/za/wearables/gear-

vr-r322/; Vortez.(Vortez, 2016). New story [Video file]. Retrieved from 

http://www.vortez.net/news_story/vr_roundup_rift_vs_vive_vs_playstation_vr.html 

(二) 應用 3DVR 於高齡者的相關研究 
3DVR 被應用於高齡者實務並與臨床工作，根據文獻回顧研究(Lohse, Hilderman, 

Cheung, Tatla, & Van der Loos, 2014)顯示，與常規治療相比，使用 VR 治療對於身體功能

改善具顯著的成效；另一篇針對健康老人與神經系統疾病患者的文獻回顧研究(Morris et 
al., 2014)顯示，透過 VR 技術可以協助老人增強身體功能並監測跌倒風險。 

2016-2017 年文獻之 VR 應用主要在老人改善或促進身體功能(如表 1)，很少文獻討

論關於老人使用 VR 的科技影響因子與行為歷程的分析，亦或是討論心理健康或社會健

康的影響，目前已有學者應用老人互動式運動電玩遊戲讓彼此在遊戲競爭中產生人際互

動，減少孤寂感(Brox, Luque, Evertsen, & Hernández, 2011; Burdea, 2003)，3DVR 目前尚

無相關衰弱老人的心理健康或社會健康之應用與探討。因此，本研究擬結合 3DVR 應用

在園藝治療，創造安全的虛擬環境，除了探討健康狀態之外，亦探索應用 3DVR 於衰弱

老人的相關影響因子，包含臨場感(presence)、互動性(interaction)、涉入程度(involvement)。 

http://www.samsung.com/za/wearables/gear-vr-r322/
http://www.samsung.com/za/wearables/gear-vr-r322/
http://www.vortez.net/news_story/vr_roundup_rift_vs_vive_vs_playstation_vr.html
http://www.soomal.com/pic/20100060182.show.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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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國外 3DVR 應用於老人之相關研究一欄表 
作者 (年代) 研究設計 研究對象 地點 介入課程 變項 & 統計方法 結果 
Ford et al., 
(2017) 

case-control 
observational 
study 
 

45-80 歲
(n=75) 
 
實驗組 
(n=50) 
控制組
(n=25)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University of 
Alabama at 
Birmingham, 
Birmingham, 
Alabama, 
USA 

實驗組：帕金森氏症患者 
控制組：無帕金森氏症 
 
2 組皆使用 VR 虛擬環境行走
做測驗，共做 4 次測驗，每次
測量行走 25 步的距離所使用的
時間 

變項 
- 年齡、性別、種族、患病時間 
- UPDRS 巴金森症狀衡量表 
- Side of symptom onset 
- levodopa equivalent dose( LED） 
- Levodopa-only LED 
- Dopamine agonist LED 
統計方法 
t-test、Pearson correlation、Stepwis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sensitivity 
analysis—backward selection procedure 

VR 行走環境對兩組
都有效。帕金森症患
者的行走速度、警覺
性與視覺處理速度
( visual processing 
speed)都和行走行為
相關 

Lee, et al., 
(2017) 

- 準實驗研究 
- 隨機分配 

65 歲以上老
年人(N=44) 
 
實驗組
(N=22) 
控制組
(N=22) 

韓國首爾 實驗組： 
- Wii Fit-Jogging Swordplay Ski 
jump Hula-hoop Tennis Step 
dance (60min/day/2 times a 
week/ 6 weeks) 
- fall prevention education(1,3,15 
week) 
控制組： 
-fall prevention education (1,3,15 
week) 

變項 
- 年齡、體重、身高、性別 
- BMI 指數跌倒經驗(次數) 
- 靜態平衡(張眼、閉眼) 
- 動態平衡 
- 肌力強度 
統計方法 
Shapiro-Wilk test、chi-square analysis、
independent t-tests、repeated two-way 
ANOVA、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 

實驗組主要在靜態、
動態平衡與下肢肌力
(lower extremity 
strength)有顯著改善 

Mirelman et al., 
(2016) 

- Single-blind 
-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60-90 歲
(n=302) 
實驗組 
(n=154) 
控制組 
(n=148) 

跨歐亞兩洲的
5 個醫學中心  

實驗組：TT+VR 
控制組：TT 
 
2 組皆 45min/times； 3 times 
a/week total 6 weeks then follow 
up 6 month 

變項 
- 年齡、性別、教育程度 
- 跌倒歷史（研究前 6 個月） 
- 簡短智能測驗分數 
- 處方藥數量 
- 兩分鐘步行速度測驗 
統計方法 
a-priori power analysis、negative 
bionomial regression、modified intention-
to-treat analysis、generalised linear mixed-
effects models 

實驗組每 6 個月的跌
倒機率顯著低於控制
組(p<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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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論依據與成效指標 
(一) 科技任務適配模式(Task-Technology Fit; TTF)與相關科技影響因素  

科技任務適配模式是經常應用於科技相關研究探討的理論，此一模式為

Goodhue and Thompson (1995)所提出，定義任務/科技適配度是指科技具備特

性與支援某任務的適配需求，在 TTF 的基本架構中(圖 3)包括任務需求、與

科技功能等前因，當任務與科技適配，可以促進個人成效(performance)。換

言之，當科技被當作是個人用來完成任務的工具時，TTF 模式認為此科技要

能對績效表現有所幫助的前提是：科技必須被接受而願意使用，且科技必須

與其所支援的任務有很好的適配度。 

 

 

 

 

 

 

圖 3、the basic Task-Technology Fit (TTF) model 
資料來源：Dishaw, M. T., & Strong, D. M. (1999). Extending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with 

task–technology fit constructs.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36(1), 9-21. 

以往研究顯示，TTF 適合與其他理論結合，延伸出多種不同模式；同時，

TTF 可以是一個影響因子(Lu & Yang, 2014; Zhang, Jiang, Ordóñez de Pablos, 
Lytras, & Sun, 2017)，也可以由不同影響因子 (例如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technology characteristics)組成(Wu & Chen, 2017; Yu & Yu, 2010)。由於本研

究的介入為 3DVR 園藝治療，考慮到 3DVR 之特性，因此，擬採用 TTF 之

概念，測量臨場感(Presence)、互動性(Interaction)、參與程度(Involvement)等
三個 VR 特性因子，探討其對參與 3DVR 園藝治療課程的影響。 
(二) 健康相關結果變項 

多數 3DVR 的相關研究僅探討科技影響因素，即使應用於健康的探討，

老人的部分多為身體功能，很少針對心理與社會健康等面向進行探討，因此，

本研究擬針對憂鬱(Depression)、孤寂(Loneliness)、知覺被看重(Perceived 
mattering)、生命意義(Meaning in life)、整體健康狀況(General health)等進行

討論。 
1. 憂鬱(Depression) 

憂鬱是老人最常見的心理健康問題，而園藝治療活動介入五週後老人

們在憂鬱與孤寂感皆有達顯著程度之改善(紀政儀, 2011)。 
2. 孤寂(Loneliness) 

Task 
Requirements 

Tool 
Functionality 

Task-Technology 
Fit 

Actual Tool Use 

Individual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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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寂是一種負面的主觀情緒，指「人際間的親密感沒有得到滿足」，在

高齡者族群中，孤寂感的盛行率有 7-49% (Routasalo, Savikko, Tilvis, 
Strandberg, & Pitkälä, 2006)，而年齡大於 80 歲的老人約有一半有孤寂感

(Pinquart & Sorensen, 2001)。 

在台灣，根據 2013 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指出，大於 65 歲的社區老人有

19.2%有孤寂感(衛生福利部國民健康署, 2014)，Wang, Snyder, and Kaas (2001)
則指出 60.2%的農村社區老人有中到重度孤寂感。比起社區老人，在長期照

顧機構之老人孤寂感的可能性又更高，有一研究指出 66%的護理之家老人

感到孤寂感(Krohn & Bergman-Evans, 2000)，而孤寂感強烈的老人會對生活

造成嚴重的影響，易產生憂鬱症，甚至影響求生意志(Luanaigh & Lawlor, 
2008)。 

3. 知覺被看重(Perceived mattering) 
Elliott, Kao, and Grant (2004)將「被看重」定義為「被重要他人重視的

程度」，對長者來說，需要獲得重要他人之重視。 
最早定義被看重知覺的研究可以追溯至 

4. 生命意義(Meaning in life) 
過去研究發現，生命意義與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具正相關(Zika & 

Chamberlain, 1992)。創造價值、經驗價值、與態度價值被認為是建構生命

意義的三種價值(Frankl, 1967, 1985)。此外，生命意義可能具中介效果，Ju, 
Shin, Kim, Hyun, and Park (2013)發現生命意義在老人的樂觀看法與健康之

間扮演中介的角色。 
5. 整體健康狀況(General health) 

園藝治療主要透過人與植物的互動歷程，使老人在認知、社會、感情

及身體等方面獲得改善且對健康有所幫助(Detweiler et al., 2012)，具有療

癒、充能、復健的功能。 

肆、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探索衰弱老人參與 3DVR 園藝治療課程的影響因子與成效，包含科

技適配(Technology Fit)、憂鬱(Depression)、孤寂(Loneliness)、知覺被看重

(Perceived mattering)、生命意義(Meaning in life)、整體健康狀況(General health)
等，詳細的研究架構如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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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研究架構圖 

 
一、研究目的：探索影響衰弱老人參與 3DVR 園藝治療課程的因素。 

(一) 探索衰弱老人參與 3DVR 園藝治療課程的科技使用與科技適配。 
(二) 探索衰弱老人參與 3DVR 園藝治療課程的健康變化。 

二、研究設計與研究對象 
本研究發展 3DVR 園藝治療課程及具信效度的研究工具，以衰弱老人為研

究對象；IRB 審查通過後，招募參與者並取得其同意、簽屬知情同意書後，接受

3DVR 園藝治療課程，並於過程中分別完成測量。 
本研究至某 2 所安養機構收案，以衰弱老人為研究對象，隨機分派為實驗組

與對照組。依據 Fried 等(2001)的定義，其五項衰弱臨床表徵包含無預期的明顯

體重減輕、費力疲憊感、肌握力下降、行走速度變慢及體能活動度低等，若符合

3 項以上者歸為衰弱組；符合 1~2 項者歸為衰弱前期組 ( pre-frail )；符合 0 項
者則歸為非衰弱組 ( non-frail )。因此，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對象的篩選條線包

含(1)達到 1 項「衰弱症(frailty)」指標；(2)年齡大於 65 歲；(3)具備簡易新興科技

使用技巧；(4)無視、聽障礙。排除條件包含精神疾患、意識不清、老年失智等。 
最後，本研究招募 135 人，實驗組 88 人，對照組 47 人，研究團隊成員協助

說明計畫目的與內容後，回收簽署的知情同意書後，開始進行前測；9 周課程結

束後，進行後測。 

三、3DVR 園藝治療課程 

虛擬環境 

虛擬人物 

頭戴式顯示器 

  Course content 

植物圖鑑 

植物金曲 E植栽 

植物花語 

迷宮花園 

種子拼圖 

Principles of course 
design 

3DVR-based horticultural therapy 
program 

 

  3DVR technology  

Influences for 
participation 

Health impacts 
 憂鬱 
 孤寂 
 知覺被看重 
 生命意義 
 整體健康狀況 

 

Technology fit 
 臨場感 

 互動性 

 參與程度 

Technology fit 

 臨場感 

 互動性 

 參與程度 控制器 

綠色童玩 組合盆栽 

課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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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執行步驟 
執行時，團隊成員是先架設相關設備，包含筆電或桌上型電腦、頭戴式

顯示器 (HTC Vive)、雙手控制器 (Vive 控制器)、支架與雲臺等。 
3DVR 園藝治療課程共 9 堂課，第 1 堂課為本計畫之介紹，及 3DVR 操

作說明與指導；之後的每 1 堂課，研究團隊成員都會先介紹該堂課與 VR 操

作方式，之後參與者開始使用 3DVR 園藝治療課程，後面有相對應的虛擬任

務，以了解參與者對於 3DVR 園藝治療課程內容的吸收程度，最後，研究團

隊成員引導參與者進行討論與意見回饋。 

  
(a) 植物圖鑑：選擇”薰衣草” (b) 出現”薰衣草”及其介紹 

  
(c) 植物金曲：選擇”魯冰花” (d) 相關歌曲歌詞 

  
(e) 種子拼圖：白紙跟不同的種子瓶 (f) 使用不同種子在白紙上作畫 

圖 5、3DVR 園藝治療課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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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內容 
本課程之 3DVR 虛擬實境如圖 5，採用 3dsMax 與 Unity 等開發工具。

3dsMax 是一套 3D 物件的建模工具，而 Unity 則提供高效能的 3D 情境設

計環境。此外，為使其具有生態效度，將參照園藝溫室或其他環境之觀察結

果建構之，使其具備常見的靜態物件，以及環境布置。另外，本計畫將以 C 
sharp 以及 Java script 等程式語言撰寫動態物件。 

3DVR 園藝治療課程之 8 堂 VR 課，包含 8 個主題，包含植物圖鑑、植

物花語、植物金曲、E 植栽、迷宮花園、種子拼圖、綠色童玩、組合盆栽等，

上課人數視使用者的健康狀況、相關的 3DVR 器材設備而彈性調整，相關參

與者使用 VR 之活動照片如圖 6。此外，每 1 堂課程擬搭配相對應的獎勵機

制，完成虛擬任務者可獲得虛擬金幣，每 20 枚虛擬金幣可以兌換真實小觀

賞植物 1 盆。 
 

  

  

圖 6、參與者使用 VR 情形 
 

四、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為結構式問卷，蒐集國內外具信效度的量表並翻譯成中文，本研

究團隊具量表發展之相關經驗，並已發表 SSCI 期刊(Liao et al., 2017)。 
(一) 基本資料 

年齡、性別、婚姻程度、經濟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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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Technology usage 
使用次數方面，為瞭解老人除了課堂之外，實際使用 3D VR 園藝治療

的次數，詢問參與者使用次數。 
使用意圖方面，本份量表為瞭解老人使用 3D VR 園藝治療之意願程度，

共計 3 題，使用 Likert‐type 五分量表，從 1(非常不同意)至 5(非常同意)分，

問法如「我計畫未來使用 3D VR 園藝治療課程」。Cronbach’s α = 0.94。 
(三) Technology Fit  

1. 臨場感(Presence)：為評量學習者對於 3D 虛擬實境的存在感，參考

Witmer and Singer (1998)發展的臨場感問卷 (Witmer and Singer 
Presence Questionnaire)及其簡版 (UQO Cyberpsychology Laboratory, 
2004)，共計 10 題，採 Likert‐type 七分量表，分數越高表示存在感

越強。Cronbach’s α = 0.93。 
2. 互動性(Interaction)：為評量學習者與 3D 虛擬實境的互動情形，參

考國外以發展好之量表(Skadberg & Kimmel, 2004)，共計 3 題，採用

Likert‐type 七分量表，從 1 (非常不同意)至 7 (非常同意)分，分數越

高表示互動程度越強。共計 3 題，採 Likert‐type 七分量表，分數越

高表示互動程度越強。Cronbach’s α = 0.95。 
3. 參與程度(involvement)：參考 Personal Involvement Inventory (PII)量

表的評價(Zaichkowsky, 1994)，詢問使用者「參與 3DVR 園藝治療課

程的感覺」，參考此量表再改編之，以測量其參與 3DVR 園藝治療課

程之參與程度，共計 10 題。Cronbach’s α = 0.92。 
(四) Health impacts 

1. 憂鬱：採用 Cheng and Chan(2004)之簡易老人憂鬱量表(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GDS-15)中文版，詢問最近一星期中的感受，例如

「基本上，您是否常常感到厭煩？」，若有出現該感受得 1 分，無則

不計分，採反向計分，總得分為 0-15 分，分數越高表示越憂鬱。

Cronbach’s α = 0.82。 
2. 孤寂：參考 Neto (2014)所發展的短版之加州洛杉磯大學寂寞感量表

(short-form UCLA Loneliness Scale, ULS-6)，共計 6 題，使用 Likert‐
type 四分量表，從 1 (從來沒有這種感覺)至 4 (經常有這種感覺)分，

問法如「你覺得缺少友伴嗎?」，分數越高表示越孤寂。Cronbach’s α 
= 0.72。 

3. 知覺被看重：參考 Marcus (1991)所提出的「一般性被看重量表」

(General Mattering Scale, GMS)，共計 5 題，使用 Likert‐type 四分量

表，從 1 (一點也不)至 4 (非常)分，問法如「你覺得自己對他人有多

重要」，分數越高表示知覺越被看重。Cronbach’s α = 0.73。 
4. 生命意義：採用黃國彥 and 鍾思嘉 (1987)以 Frankl (1964)所編撰的

生命意義量表(Purpose in Life, PIL)為藍圖所改編的問卷，共計 9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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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Likert‐type 五分量表，從 1 (完全不符合我)至 5 (完全符合我)
分；問法如「我覺得這一生，活得有價值」，分數越高表示自覺生命

越有意義。Cronbach’s α = 0.87。 
5. 整體健康狀況：採用華人健康量表(Chinese Health Questionnaire, 

CHQ-12)，由 T.-A. Cheng and Williams (1986)將 Goldberg 的一般健

康問卷翻譯為中文，為華人表達情緒困擾的方式所修訂而成，此量

表共 12 題，分為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及社會健康，採用 Likert‐type
四分量表，從 0(一點也不)至 3(比平時更覺得)分，問法如「覺得和

家人、親友相處得來」，分數越高表示越健康。Cronbach’s α = 0.84。 
五、資料分析與處理 

(一) 資料處理：待所有施測均完成後，進行資料處理、編碼、譯碼及代碼轉

換。 
(二) 描述性統計：使用 SPSS 23.0 for Windows，研究對象之背景資料與得分

以次數分佈、百分比、平均數、標準差、最大值、最小值呈現。 
(三) 推論性統計： 

1. Pearson’s correlation，探討臨場感、互動性、參與程度、使用意圖與

使用行為之相關性。 
2. 廣義估計方程式（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 GEE），比較實驗

組與對照組的憂鬱、孤寂、知覺被看重、生命意義、整體健康狀況

之前、後測趨勢變化，以評估 3D VR 園藝治療課程之成效。 
 

伍、 結果 

一、參與者的基本資料 
結果如表 2，實驗組 88 人，對照組 47 人。實驗組平均年齡為 80.05 (8.12)

歲，對照組為 78.43 (6.88)歲，未達統計顯著水準 (t = 1.16, p = 0.247)；實驗組

男性與女性比例為 57.14%與 42.86%，對照組為 53.19%、46.81%，未達統計顯

著水準 (χ2 = 0.20, p = 0.658)；實驗組與對照組之婚姻狀態主要為已婚，實驗組

比例為 60.00%，對照組為 76.60%，未達統計顯著水準 (χ2 = 3.70, p = 0.054)，
經濟狀況實驗組與對照組分別有 71.59%、68.09%參與者認為生活無慮，未達統

計顯著水準(χ2 = 0.18, p = 0.671)。 
 

二、衰弱老人參與 3DVR 園藝治療課程的科技使用與科技適配 
參與者使用 3DVR 園藝治療課程的次數約 12.27 次(SD=1.28)，運用皮爾森

（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結果如表 3，變項自身的相關矩陣係數為 1，若變項

間的相關係數越大，表示兩個變項間的相關性越高。結果顯示，臨場感 (r = 0.63, 
p < 0.001)、互動性 (r = 0.53, p < 0.001)、參與程度 (r = 0.58, p < 0.001)與使用意

圖(r = 0.42, p < 0.001)的相關性達統計顯著水準，為中度相關或高度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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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Background information of participants 

  
實驗組 對照組 

t/ χ2 p 
n Mean (SD)/ % n Mean (SD)/ % 

年齡(歲) a 88 80.05 (8.12) 47 78.43 (6.88) 1.16 0.247 
性別     0.20 0.658 

男性 52 57.14 25 53.19   

女性 39 42.86 22 46.81   

婚姻狀態 b     3.70 0.054 
已婚 51 60.00 36 76.60   

單身 34 40.00 11 23.40   

經濟狀況 a     0.18 0.671 
生活無慮 63 71.59 32 68.09   

生活有困難 25 28.41 15 31.91     
a missing n = 3 
b missing n = 6 

 
表 3、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mong variables 

  

Presence  Interaction Involvement Intention to 

use VR 

Times of 

using VR 

Mean SD 

Presence 1     53.50 8.13 

Interaction 0.88*** 1     18.02 3.00 

Involvement 0.76*** 0.68*** 1   62.45 8.22 

Intention to use VR 0.59*** 0.56*** 0.78*** 1  13.38 2.06 

Times of using VR 0.63*** 0.53*** 0.58*** 0.42*** 1 12.27 1.28 
* p<0.05 ** p<0.01 *** p<0.001 
 
三、衰弱老人參與 3DVR 園藝治療課程的健康變化 

圖 7 為實驗組與對照組在健康各項指標之前測、後測測量得分變化，經廣義

估計方程式分析（表 4），組別×時間之交互作用項均達統計顯著水準。 
憂鬱的部分，與對照組相比，實驗組後測與前測之變化趨勢為顯著進步 

(coefficient = -4.44, Wald χ2 = 50.40, p < 0.001)；孤寂的部分，與對照組相比，實

驗組後測與前測之變化趨勢為顯著進步 (coefficient = -5.38, Wald χ2 = 106.11, p < 
0.001)。 

知覺被看重的部分，與對照組相比，實驗組後測與前測之變化趨勢為顯著進

步 (coefficient = 5.73, Wald χ2 = 120.79, p < 0.001)；生命意義的部分，與對照組相

比，實驗組後測與前測之變化趨勢為顯著進步 (coefficient = 10.06, Wald χ2 = 
155.90, p < 0.001)。 

整體健康狀況的部分，與對照組相比，實驗組後測與前測之變化趨勢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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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 (coefficient = 9.41, Wald χ2 = 128.07, p < 0.001)。 
 

 
(a) 憂鬱                          (b) 孤寂 

 
(c) 知覺被看重                     (d) 生命意義 

 
(e) 整體健康狀態 

 
圖 7、實驗組與對照組在身心健康各項指標之三次測得分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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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實驗與對照組的結果指標之廣義估計方程式結果 
 Coefficient SE Wald χ2 p 
憂鬱     

組別(實驗組)a 1.89  0.68  7.78 0.005 
時間(後測)b 0.18  0.25  0.55 0.460 
組別(實驗組) × 時間(後測)c -4.44  0.63  50.40 < 0.001 

孤寂     
組別(實驗組)a 3.00  0.67  20.00 < 0.001 
時間(後測)b 0.56  0.29  3.86 0.049 
組別(實驗組) × 時間(後測)c -5.38  0.52  106.11 < 0.001 

知覺被看重     
組別(實驗組)a -0.94  0.62  2.26 0.133 
時間(後測)b -0.28  0.21  1.70 0.192 
組別(實驗組) × 時間(後測)c 5.73  0.52  120.79 < 0.001 

生命意義     
組別(實驗組)a -5.90 1.59 13.85 < 0.001 
時間(後測)b -0.38  0.24  2.59 0.108 
組別(實驗組) × 時間(後測)c 10.06  0.81  155.90 < 0.001 

整體健康狀況     
組別(實驗組)a -2.87 1.07 7.16 0.007 
時間(後測)b -0.47  0.26  3.22 0.073 
組別(實驗組) × 時間(後測)c 9.41  0.83  128.07 < 0.001 

a 參考組：對照組 b參考組：前測 c參考組：組別(對照組) × 時間(後測) 
 

陸、 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一、使用次數與任務科技配適模式相關變項 
本研究結果發現，臨場感、互動性、參與程度、使用意圖均與使用行為達到顯著相關，說明

長者仍可以使用 3D VR 此項科技產品，而且不會產生焦慮及排斥感，3D VR 之課程簡單，容易

操作，所以很快就能進入課程並完成操作，因此符合當初以任務科技配適模式研發虛擬實境課程

之構念。參與者回饋提到，雖然參與者戴著 VR 頭盔操作，但是操作時，參與者會不自覺地認為

是在真實的世界操作園藝活動，在虛擬環境中不小心打翻水桶還是會發出驚呼聲與閃躲的動作，

因此可以認為臨場感、互動性、及參與程度之交織情況下，讓 3D VR 的虛擬課程是跟實體課程

具有高度相似作用。 

二、3D VR 園藝治療課程之成效 
本研究支持 3D VR 園藝治療課程能夠有效改善長者的憂鬱與孤寂，與過去研究在傳統

園藝治療課程所發現的結果一致(Chen & Ji, 2015)，對於老人與身心疾病的患者達到心理與

生理兼顧的治療作用，有效提昇身體機能及紓緩壓力，減少憂鬱症的效果相符合。 
此外，本研究發現參與者完成 3D VR 園藝治療課程後，其知覺被重視與生命意義均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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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知覺被重視是一重要變項，但極少在園藝治療相關研究中被討論，而本研究發現，參與者

因為 3D VR 園藝治療課程之表現受到研究團隊與機構護理師之關注，得自己有被注意及依賴

的感覺，進而產生自信與被重視感。然而，在生命意義的部分，與 Yao and Chen (2017)之研究結

果不一致，推測可能是課程設計內容有所不同，本研究所採用的 3D VR 園藝治療課程，其內容

規劃不僅有栽種植物、讓參與者體驗「何謂生命」之意涵；同時結合懷舊治療的元素，藉此

讓園藝與參與者的過往經驗做一結合，運用影像強化生命意義之觀點，所以參與者完成 3D 
VR 園藝治療課程，其生命意義得分有所進步。 

整體健康狀況方面，參與者完成 3D VR 園藝治療課程，健康得分顯著有所進步，與過去

的傳統園藝治療所發現的健康效果相符合。過去文獻回顧及統合分析研究均顯示傳統園藝治

療能夠改善長者使用藥物及心理健康問題等(Detweiler et al., 2012)，特別是針對患有

dementia, schizophrenia, depression 等疾病的長者或是處於 terminal-care for cancer 之長者，園

藝治療可能是一有效換解病症的方法(Kamioka et al., 2014)。然而，3D VR 園藝治療課程優於

傳統的園藝治療，不僅可以透過科技產生擬真的影像與氛圍，對於衰弱長者來說是一可行的

介入方式，其一，不需要事前需準備花草工作，繁多且複雜；其二，不用擔心植物會帶來風

險(因為是擬真的植物)，例如部分老人對植物過敏、或是被植物的葉子刺傷或誤食植物等；

其三，3D VR 園藝治療課程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長者想要使用隨時都可以，但是傳統實

體的園藝治療需一實體場域，且有固定的上課時間；其四，3D VR 園藝治療課程不受使用者

限制，中等或嚴重衰弱老人都可以參加，但實體的園藝治療多採團體上課，參加者主要以健

康且行動良好的老人為主，有所限制。未來可持續推廣，應用在更多的長者族群身上。 
 

三、 研究限制 
本研究具一些限制，第一，僅以北區 2 所養護機構作為研究場域，進行研究對象之招

募，因此研究結果推論範圍有限；第二，僅採用前瞻性介入研究設計，後續相關研究應可採

用「隨機對照組試驗」使研究設計更為嚴謹；第三，因為本研究對象為老人，在招募上原本

就較為困難，因此所得之樣本數並不甚大，在變項關係的分析上有所限制，以致無法使用結

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探討變項之間的關係。 
 
四、 建議 

3D VR 園藝治療課程不受時間、空間、材料衛生與季節和天氣好壞之限制，可加以推廣至更

多的照護機構，促進長者之身心靈健康與生活安適品質，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有共用頭盔之情

形，基於衛生考量，需準備拋棄式眼罩給使用者，並於使用 VR 設備前先以酒精棉擦拭接觸範圍

以免造成感染或異味。 
本研究相當具創新性，首次針對長者進行 3DVR 園藝治療活動，參與的長者紛紛表示相

當新鮮有趣，有跟上時代的潮流。除了持續推廣之外，後繼可多發展相關 3D VR 另類療法

的課程與單元，以往長者的 3DVR 應用主題多為生理健康，極少類似本研究的 3D VR 園藝

治療課程，偏向心理與社會健康，能夠使機構或行動不便的老人們有更多的活動來促進心理與

社會健康；同時，亦可提供工作實務者與政策制定者做一參考，能夠挹注相關經費，讓更多

機構能夠引進類似的數位科技課程。此外，雖然本 3D VR 園藝治療之研究效果頗佳，隨著技

術的精進，3DVR 可結合其他感官感受，使其擬真度更加提升，目前礙於設備之限制仍無法完整

呈現五感之虛擬實境，希望後續能夠有所經費持續精進 3D VR 園藝治療課程。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topics/nursing-and-health-professions/dementia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topics/nursing-and-health-professions/schizophrenia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topics/nursing-and-health-professions/terminal-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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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研究方面，可擴大樣本，更進一步進行 TTF 的模式驗證以及探討 TTF 與健康指標

之間的關係；同時甚至可以進行多群組分析，比較不同社會人口學特性的群組在 TTF 與健

康指標之間的差異。 
 
五、 結論 

本研究為全臺首創 3D VR 園藝治療應用在衰弱長者並探討其健康益處，開拓園藝治療

課程的應用族群於衰弱老人，本研究結果支持特殊族群 3DVR 課程之發展，具健康效益，未

來提升 3DVR 課程的應用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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