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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章主要分為下列六節加以敘述：第一節、研究對象；第二節、實驗

時間與地點；第三節、實驗設計；第四節、研究工具與檢測項目；第五節、

實驗方法與程序；第六節、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

第一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 26 名台北地區大學女生，包括大學和研究所之全職學生為研

究對象。在實驗開始前，每位受試者均需瞭解本研究之目的、實驗流程、

可能發生的危險及注意事項，並填寫受試者須知（參閱附件一）、受試者同

意書（參閱附件二）、個人基本資料（參閱附件三）及運動習慣調查表（參

閱附件四），以確保雙方權益。

第二節 實驗時間與地點

一、實驗時間

本實驗於西元 2008 年 8 月 1 日至西元 2009 年 4 月 21 日進行相關檢測。

二、檢測地點

本實驗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分部生理學實驗室為檢測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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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實驗設計

本研究為單因子受試者間設計，自變項為「身體質量指數」，分為標準

組與過重組兩個水準。在依變項部分，則為「身體活動量」、「活動類型」

與「坐式行為」。

第四節 研究工具與檢測項目

本研究需檢測之項目包括下列三項：身體質量指數、身體活動量及活

動類型，其檢測工具及方法如下敘述之：

一、身體質量指數

（一）檢測工具：身高體重測量器

（二）檢測方法：

1.身高

（1）受試者脫鞋站在身高器上，雙腳腳跟併攏、身體挺直，使枕

骨、背部、臀部及腳踵四部位均緊貼量尺。

（2）受試者雙眼向前平視，在測量期間保持靜止不動。

（3）測量結果以公分為單位（計至小數點一位，以下四捨五入）。

2.體重

（1）受試者著輕便服裝，脫去鞋帽及厚重衣物。

（2）受試者站於體重計上，測量期間保持靜止不動。

（3）測量結果以公斤為單位（計至小數點一位，以下四捨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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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身體質量指數計算

身體質量指數即將所測得之身高（公尺）與體重（公斤）數據

帶入公式（BMI＝體重(公斤)/身高(公尺)的平方）而得。

二、身體活動量

身體活動量的檢測工具有兩項：(1) 三日身體活動回憶紀錄表、(2)

IDEEA，分別敘述如下：

（一）三日身體活動回憶紀錄表

1.檢測方法：

本研究在評估主觀身體活動量部分是採用由 Bouchard 等 (1983)

所發展而出的三日身體活動回憶紀錄表（參閱附件五），此身體活動紀

錄表共分為 3 張，需要記錄 2 天平日（星期一至星期五任選兩天）及 1

天假日（星期六或星期日擇一），以每日回憶的方式紀錄身體活動的情

形，藉此評估每日身體活動所造成的能量消耗。然而，本研究採取記

錄一天平日及一天假日與儀器所測得之數據進行比較。

2.紀錄方式：

身體活動回憶紀錄表以每 15 分鐘為一單位，將一天 24 小時區分為

96 個區間。此紀錄表之參考編碼依活動量的高低分為 1～9，1 代表睡

覺，2～9 分別代表各種不同程度之活動量，受試者必須參考編碼表（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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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附件五），將最符合該 15 分鐘的編號填入空格內。每位受試者需填

寫 2 張，包括 1 天平日（星期一至星期五任選一天，需排除體育課）

及 1 天假日（星期六或星期日擇一）。

3.計算方式：

身體活動紀錄表填寫完畢後，研究者將其紀錄表上相同的編碼

分別加總後，即可進行能量消耗之計算。相對身體活動量 (kcal/kg/day)

= 0.26 × 編碼 1 之格子數 + 0.38 × 編碼 2 之格子數 + 0.57 × 編碼 3 之

格子數 + 0.69 × 編碼 4之格子數 + 0.84 × 編碼 5之格子數 + 1.2 × 編

碼6之格子數 + 1.4 × 編碼7之格子數 + 1.5 × 編碼8之格子數 + 2.0 ×

編碼 9 之格子數。計算後，數值越大則代表身體活動量越多。

（二）IDEEA

本研究在測量客觀身體活動量部分是採用 IDEEA(MiniSun, LLC,

Fresno, CA, USA) 對受試者進行評估。

1.儀器裝置

IDEEA 共有一個紀錄器（大小：70mm×44mm×18mm；重量：59g）

和 5 個感應器（大小：18mm×15mm×3mm；重量：2g）。在固定感應器

前需先以酒精擦拭黏貼部位，再使用醫療級貼布將 5 個感應器固定以

避免過敏反應，各部位感應器固定方法，其詳細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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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胸部感應器的黏貼

將纜線的單一感應器黏貼於受試者的胸骨 (sternum) ，黏貼位

置大約位於兩鎖骨中間下側 4 公分，將標有 skin 面接觸於皮膚，

此感應器有大約 15°的前傾以矯正人體解剖上的上胸腔後傾，以利

感應器垂直於地面（如圖 3-1）。

(2) 大腿感應器的黏貼

將感應器纜線穿過受試者的衣物且將紀錄器置於外褲右邊

上緣，纜線中段的 2 個感應器置於大腿正面，位於髖部與膝蓋之

中間點，確定感應器平行於皮膚，標有 “Skin Left”面需接觸左

腿，而標有 “Skin Right”面需接觸右腿（如圖 3-2）。

圖 3-1 胸部黏貼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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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足底感應器的黏貼

將纜線末端的 2 個感應器置於足底內側之足弓下方，標有

“Skin L”面需接觸左足弓，而標有 “Skin Right”面需接觸右足弓

（如圖 3-3）。

圖 3-2 大腿黏貼位置

圖 3-3 足底黏貼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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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儀器校正

研究者要求受試者坐在椅子上，上半身呈直立姿勢，大腿平行於

地面，小腿與地面垂直（如圖 3-4），使用前依操作手冊所列之程序進

行校正。

3.資料收集

實驗結束後，將紀錄器連接於電腦，且資料輸出後以 IDEEA 之

軟體進行資料分析即可獲得身體活動量與活動類型資料。

4.注意事項

(1) 若受試者為較肥胖者，需注意其胸部斜度過大，可於胸部和感

應器間塞入棉花，以維持胸部感應器垂直於地面。

(2) 受試者應穿上鞋襪，鞋跟高度不得超過 1 吋，以確保足部之

舒適，同時維護足底感應器之使用期限。

圖 3-4 校正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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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類型

本研究採用 IDEEA 以紀錄研究對象之每日日常生活之活動類型，其

活動類型包括坐、站、走路、上下樓梯、跑、跳、躺、倚靠及姿勢轉換共

九種，檢測方法與儀器的裝置同身體活動量的測量。

第五節 實驗方法與程序

本實驗實施之流程（如圖 3-5），詳細實施方法與步驟分述如後。

圖 3-5 實驗流程圖

實驗前準備
招募受試者

受試者填寫相關表格
講解實驗流程與注意事項

標準組 過重組

測量/評估身體活動量、活動類型
（IDEEA、3d-PAR）

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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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招募 26 名符合研究條件之自願受試者，依身體質量指數將受試

者分為標準組 (n＝13) 及過重組 (n＝13) 兩組。研究者需向受試者說明本

研究之目的、實驗流程及可能發生的危險，確定受試者同意參與本實驗後

即可填寫相關表格（受試者須知、受試者同意書、個人基本資料及運動習

慣調查表）並測量身高、體重及身體組成。

本研究所有受試者需接受身體活動量與活動類型之測量。研究者需與

受試者確認身體活動量之測量日期，包括 1 天平日（需排除體育課程）及 1

天假日，共測試兩次。每次測試至少須間隔 24 小時，以避免感應器黏貼部

位產生過敏反應，且兩次測驗盡可能在同一禮拜內完成。受試者在進行實

驗當晚需先行完成沐浴之動作，從儀器開始記錄後，需配戴 IDEEA 滿 24

小時（例如：晚上八點儀器開始記錄，隔天晚上八點卸除儀器），且在隔日

拆除儀器後立即以回憶之方式填寫身體活動回憶紀錄表以評估前一日的身

體活動量。研究者需提醒受試者在受測期間維持原本生活形態，切勿刻意

表現與平時不同的生活形態而干擾實驗數據。

實驗完畢後，收集並分析標準組與過重組之身體活動量與活動類型資

料，以進行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



29

第六節 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

本研究中實驗測量所得之各項資料，以電腦 SPSS for Windows 13.0 統

計套裝軟體分別進行如下之統計分析：

一、身體活動量

1-1 以獨立樣本 t-test 考驗不同體型大學女生在主、客觀之身體活動能

量消耗之差異。

1-2 以相依樣本 t-test 分別考驗標準組與過重組在平、假日身體活動量

之差異。

二、以獨立樣本 t-test 考驗不同體型大學女生於活動類型之差異。

三、以獨立樣本 t-test 考驗不同體型大學女生於坐式行為之差異。

四、以皮爾遜積差相關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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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研究之顯著水準，皆定為 p < .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