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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以主、客觀方式探討不同體型大學女生之身體活動量與活

動類型。本章主要分為下列七節加以敘述：第一節、前言；第二節、問題

背景；第三節、研究目的；第四節、研究假設；第五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六節、名詞操作性定義；第七節、研究重要性。

第一節 前言

從過去的農耕生活轉變至現今工商業社會之後，人們在生活型態上最

大的改變就是坐式生活 (sedentary life) 的出現，『機械化』的生活取代所有

的勞務工作，便捷的交通工具以及科技的發達皆大大地減少身體活動

(physical activity) 的機會。Health People 2010 提出『影響個人及社區健康之

十大健康指標』，其中『身體活動』居十大指標之首 (USDHHS, 2001) ，此

更顯示了身體活動對於健康的重要性。

許多研究已證實，從事規律的身體活動可獲得生理和心理各方面的益

處 (USDHHS, 1996) 。例如：在生理方面，有助於降低體脂肪百分比 (林

瑞興、方進隆，2000；Tolfrey, Campbell, & Batterham, 1998) 、預防心血管

疾病 (Berlin & Colditz, 1990；Wannamethee & Shaper, 2001) 、預防大腦老

化 (石恒星、洪聰敏，2006；Colcombe 等, 2004；Nibuya, Nestler, & Duman,

1996) 、降低癌症發生率與死亡率 (Meyerhardt 等, 2006) 及降低糖尿病的

危害性 (Franz, 2007；Helmrich, Ragland, Leung, & Paffenbarger , 1991；Si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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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y, Wasserman, Castaneda-Sceppa, & White, 2006)；在心理方面，可增進

正面的情緒感受（周嘉琪，2004）、提高自信心（盧俊宏，1998），更能改

善重鬱症 (major depression) 、精神分裂症 (schizophrenia) 、躁鬱症

(bipolar disorder) 等患者的生活品質 (Richardson 等, 2005)。

儘管從事規律的身體活動可獲得許多益處，但由一些研究得知運動人

口似乎無法如預期的提升。以美國民眾為調查對象的研究指出，大約有 60 %

的人被歸類為坐式生活者，且 12-21 歲的年輕人有 50 % 不從事規律運動

(USDHHS, 1996) 。然而，就調查台灣地區民眾在運動參與的情形而言，首

先，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在 1999 年所發佈的『體育白皮書』中指出，符合每

週參與健身運動 2 次以上、每次持續 30 分鐘以上的規律運動者比率偏低，

而無規律運動者佔總人口之 81.43 % ，其中更有 15.09 % 是全年無規律運

動者；其次，衛生署國民健康局於 2005 年針對台灣地區 18 歲以上民眾進

行『國民健康訪問調查』，發現有 46.28 % 的民眾沒有規律運動的習慣（行

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2006）。然而，依歷年調查顯示，台灣地區規律運

動人口從 2003 年至 2006 年間，由 12.8 % 成長至 18.8 % （行政院體育委

員會，2007），雖然規律運動人口之比例有逐年提升的趨勢，但距離全民運

動 (sport for all) 的目標仍有一段差距。因為生活型態的轉變，導致現代人

運動量明顯不足，由研究資料顯示，此現象在女性族群中尤其嚴重。Salmon,

Bauman, Crawford, Timperio, 與 Owen (2000) 指出女性身體不活動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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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高於男性，其他的研究也提出相同情形 (Booth, Owen, Bauman, Clavisi,

& Leslie, 2000；Haase, Steptoe, Sallis, & Wardle, 2004) ；而在國內的狀況，

如張樹立 (2003) 研究指出，不論在城市或鄉村，國小男童的身體活動量均

大於國小女童，且李碧霞、陳靜敏 (2005) 也指出有相同情形；在國中生族

群中也發現，女性身體活動量低於男性（李彩華、方進隆，1998；曾振峰，

2006）。根據各級學校學生運動參與情形調查也發現，在參與學校運動社

團、班級運動代表隊與學校運動代表隊上，男生的比率皆高於女生（國立

台灣師範大學研究發展中心，2005）；在老年人族群中，女性身體活動量亦

低於男性（莊智鈞，2005）。

由上述研究可瞭解，在國內或國外，女性無論年齡層的範圍，皆有身

體活動量不足之現象。此似乎意味著，在探討活動量不足的研究上，女性

族群的運動行為更需受到重視。

第二節 問題背景

前已述及身體活動對個體的重要性，規律的身體活動可使個體獲得許

多健康上的效益，且研究也指出個體可透過規律的身體活動以獲得生理和

心理各方面的益處 (USDHHS, 1996) 。回顧過去有關身體活動的研究可發

現，大部分均在探討不同年齡、性別在身體活動量的差異。統整先前有關

的研究，大體上可發現下列論點：男性身體活動量大於女性 (Booth, O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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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uman, Clavisi, & Leslie, 2000；Haase, Steptoe, Sallis, & Wardle, 2004；

Salmon, Bauman, Crawford, Timperio, & Owen , 2000) ，且個體之身體活動量

會隨年齡的增加而逐漸減少 (Buckworth & Nigg, 2004 ；Gavarry, Giacomoni,

Bernard, Seymat, & Falgairette, 2003；Ku, Fox, Mckenna, & Peng, 2006； Pate

等, 2009) 。除上述研究外，亦有研究將個人視為有差異的個體，進而探討

不同體型對身體活動量之影響。例如：丁文貞 (2001) 探討肥胖與非肥胖國

小學童在身體活動量與健康體適能的差異；陳冠如 (2005) 比較不同肥胖程

度之大學新生的身體活動量與其影響因素；陳錦偉、黃朝嘉、薛永和 (2007)

探討正常組與肥胖組學生之身體活動量的差異；劉明賜 (2003) 探討不同體

型國小學童之身體活動量與運動習慣，然而，在不同體型與身體活動量的

研究結果存有不一致的現象。回顧於過去有關這類的研究可發現，多數研

究皆採用屬於間接測量的三日身體活動回憶紀錄表來評估身體活動量，受

試者必須憑藉著自身主觀的認知且以回憶的方式來對此測量工具進行反

應，然而，若有可以直接測量與紀錄的儀器，勢必更能客觀且準確地察覺

自身的身體活動狀態、活動的強度及時間。

近來，美國有一測量身體活動量之新儀器－智慧能量消耗和日常生活

活動紀錄器（Intelligent Device for Energy Expenditure and Activity，以下簡

稱 IDEEA）的推出，此儀器包括五個感應器（大小：18mm×15mm×3mm；

重量：2g）及一個紀錄器（大小：70mm×44mm×18mm；重量：59g），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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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侵入性且測量期間不影響個體自由活動形式 (free-living) 的身體活動，具

有生態效度 (ecological validity) 並可準確判斷下肢姿勢變化 (Zhang,

Werner, Sun, Pi-Sunyer, & Boozer, 2003) ，亦能精確地得知個體的活動類型

(activity type) 、持續時間、強度及頻率，並能測得個體的能量消耗、步態

資訊，且可依蒐集的各種數據進行結果解釋，較屬於科學研究所強調的客

觀、精確原則。

其次，過去探討身體活動量的研究僅能顯示出個體每日的總能量消

耗，而無法進一步的細分這些總能量消耗中動態或坐式行為的比例。

Matthews 等 (2008) 以 6329 位美國人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在 2003-2004 年

間花費在坐式行為 (sedentary behaviors) 的時間，研究對象至少需配戴動作

感應器 (motion sensor) 10 小時/天（平均為 13.9 小時/天），有 79.2 % 的研

究對象提供 3 天或更多天數的數據，研究結果發現，受試者在配戴監測器

期間大約有 54.9 % 或 7.7 小時/天的坐式行為，其中 20-29 歲女性平均坐式

行為時間為 7.68 小時/天，不活動之情形甚至高於 30-39 歲及 40-49 歲之女

性。然而，IDEEA 除了可測量身體活動之能量消耗外，更可詳細紀錄個體

在日常生活中 9 種主要的活動類型（坐、站、走路、上下樓梯、跑、跳、

躺、倚靠、姿勢轉換），且能進一步將此活動類型區分為動態行為與坐式行

為而進行比較分析。然而，不同體型之個體在不同活動類型上是否存有差

異是目前尚未被探討的議題。因此，本研究欲利用 IDEEA 符合自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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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特質以瞭解不同體型大學女生在身體活動量與活動類型上的差異，

研究結果將能針對不同體型的個體設計出合適且多樣化的身體活動方式，

讓大學女生能養成規律運動習慣，建立終生運動的理念。

第三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比較不同體型大學女生之身體活動量、活動類型及

坐式行為之差異，並考驗三日回憶身體活動紀錄表與 IDEEA 兩種不同身

體活動量測量方法之相關。

第四節 研究假設

一、不同體型之大學女生在身體活動量無顯著差異。

二、不同體型之大學女生在活動類型無顯著差異。

三、不同體型之大學女生在坐式行為無顯著差異。

四、三日回憶身體活動紀錄表與 IDEEA 兩種不同身體活動量測量方法無

顯著相關。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本研究以台北地區大學女生為研究對象，因此所得結果無法推論到其

他地區之大學女生。

二、不同機構對身體質量指數之定義範圍皆不盡相同，因此所得結果難以

推論至不同身體質量指數界定範圍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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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名詞操作性定義

一、大學女生

本研究所指之大學女生包括大學和研究所之全職學生。

二、體型

本研究採用身體質量指數 (body mass index, BMI) 來界定不同體型。身

體質量指數是被用來瞭解身體組成的方法之一，其計算公式為體重（公斤）

與身高（公尺）平方的比。本研究採用行政院衛生署訂定的標準，界定標

準組為 18.5 ≦ BMI < 24，過重組為 BMI ≧ 24。

三、身體活動量 (physical activity)

本研究所指的身體活動量為日常生活中由骨骼肌所產生的任何可以發

生能量消耗的各種行為與動作，即研究對象每日、每公斤體重所消耗的能

量，單位 kcal/kg/day 。本研究以客觀儀器 IDEEA 及 Bouchard 等 (1983)

所發展的主觀問卷－三日身體活動回憶紀錄表來調查受試者的身體活動

量。

四、活動類型 (activity type)

本研究所指之活動類型主要以 IDEEA 分析的項目（坐、站、走路、

上下樓梯、跑、跳、躺、倚靠、姿勢轉換）為主。

五、坐式行為 (sedentary behavior)

本研究所指之坐式行為包括坐 (sit) 、躺 (lie) 、倚靠 (recline) 三種活

動類型 (William,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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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研究重要性

本研究採用一較客觀的儀器— IDEEA 以探討 (1) 不同體型之大學女

生在身體活動量的差異； (2) 分析不同體型之個體在每日活動類型上的情

形，如坐、站、走路、上/下樓梯、跑、跳、躺、倚靠、姿勢轉換等活動類

型的活動量、時間等客觀數據；以瞭解不同體型之個體在日常生活中動態

與靜態行為的差異。驥期本研究能讓社會大眾及體育專業人士，瞭解不同

體型之大學女生在身體活動能量消耗與活動類型之關係，且期許能提供往

後針對不同體型的個體在運動處方的設計上做更重要的參考，進而幫助大

學女生能養成規律運動習慣，建立終生運動的理念，同時逐年降低體重過

重人口之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