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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討論與結論

本章內容主要分為下列六節加以敘述：第一節、不同體型大學女生在

身體活動量之比較；第二節、不同體型大學女生在活動類型之比較；第三

節、不同體型大學女生在坐式行為之比較；第四節、主觀問卷與客觀儀器

身體活動量測量法之相關；第五節、結論；第六節、建議。

第一節 不同體型大學女生在身體活動量之比較

（一）標準組與過重組在主觀問卷身體活動量之比較

本研究經由主觀問卷所得到的結果發現過重大學女生之身體活動量顯

著低於體型標準大學女生；近來藉由主觀問卷以比較不同體型之身體活動

量的研究結果並未一致，其原因包括使用的主觀問卷不同、徵召的受試族

群不同及計算身體活動量的方式不同。過去研究已指出體型標準組與肥胖

組於平日之身體活動量上有顯著差異，假日之身體活動量並無顯著差異，

而這些研究皆以高中學齡以下的學生為研究對象，少有以大學生為受試對

象的研究結果；丁文貞 (2001) 以 274 位國小學童為研究對象，依 BMI 的

不同將其分為肥胖及非肥胖兩組，採用三日身體活動回憶紀錄表以評估身

體活動量，結果發現不論性別，肥胖組與非肥胖組在平日身體活動量上皆

有顯著差異；劉明賜 (2003) 亦以國小學童為受試對象，發現不同體型之正

常組與過輕組在身體活動量皆顯著高於肥胖組；陳錦偉、黃朝嘉與薛永和

(2007) 則是以 618 位高職學生（男生 356 位，女生 262 位）為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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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研究將學生依 BMI 之不同分成標準組與肥胖組，由三日身體活動回憶紀

錄表的調查發現，標準組男、女生在身體活動量上均顯著高於肥胖組之男、

女生；然而，陳冠如 (2005) 調查大一新生過去一年期間身體活動的情形，

研究結果卻顯示不論受試者之肥胖度，其身體活動量並無顯著差異，而該

研究是以自擬身體活動量表並回溯過去一年的時間；而本研究為避免回溯

時間過長所產生的誤差，則以三日身體活動回憶紀錄表作為量測工具，進

而發現體型標準大學女生平日主觀身體活動量 (38.63 ± 1.94 kcal/kg/day)

顯著高於過重組 (36.72 ± 1.93 kcal/kg/day) ，且總身體活動量 (37.63 ± 1.36

kcal/kg/day) 亦顯著高於過重組 (36.38 ± 1.68 kcal/kg/day) ，然兩組在假日

主觀身體活動量則無顯著差異。另外，本研究進一步參考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對能量消耗之分類後（輕度活動程度為每

公斤體重 31-37 大卡以下、中度活動程度為每公斤體重 38-41 大卡及重度活

動程度為每公斤體重 42-50 大卡以上）（引自艾建宏、蔡亨、林鼎政，2005，

p140-141），可發現標準組在平日屬於中度活動程度，假日及總身體活動量

部分則屬於輕度活動程度；而過重組則不論平日、假日或總身體活動量部

分皆屬輕度活動程度。

此外，本研究更經由分析標準組與過重組分別在平日、假日主觀身體

活動量的差異，結果發現標準組之平日身體活動量 (38.63 ± 1.94 kcal/kg/day)

有高於假日 (36.63 ± 2.42 kcal/kg/day) 的趨勢 (p = .058) ，而假日之身體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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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量數值與過重組相近 (36.03 ± 2.19 kcal/kg/day) ，而過重組在平日與假日

之主觀身體活動量皆無顯著差異；過去研究較少調查大學女生之身體活動

情形，但可從其他年齡層的研究發現，女性受試者似乎在平、假日之身體

活動較無差異存在。Huang 與 Malina (1996) 以 282 位 12～14 歲學生為研

究對象，採用三日身體活動回憶紀錄表調查其身體活動情形，該研究結果

顯示，雖然女學生在假日總能量消耗略高於平日，但無達到顯著差異；Henry,

Lightowler, 與 Al-Hourani (2004) 以 58 位 11-16 歲女學生為研究對象，亦

採用三日身體活動回憶量表調查其身體活動情形，結果指出所有受試者在

平日與假日之身體活動量皆無顯著差異。前已述及，11-16 歲之女學生在

平、假日身體活動量均無顯著差異，因此，本研究推測大學女生在平、假

日身體活動無顯著差異之情形，可能是延續國、高中階段的生活作息行為

所致。

（二）正常與過重組在客觀儀器身體活動量之比較

本研究結果發現，不論在平日、假日或總身體活動量部分，標準組之

客觀身體活動量皆顯著高於過重組 (p < .05)。如同主觀問卷部分，參考

WHO 對能量消耗之分類後可發現，不論在平日、假日或總身體活動量方

面，標準組皆為中度活動程度，而過重組皆屬於輕度活動程度。

此外，本研究進一步以相依樣本 t-test 分別考驗標準組和過重組在平

日與假日客觀身體活動量上是否有差異存在。本研究結果發現，不論是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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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組或過重組，其平日與假日之客觀身體活動量皆無顯著差異（p > .05）。

本研究結果與 Gavarry, Giacomoni, Bernard, Seymat, 與 Falgairette (2003)

相同，但和 Trost, Pate, Freedson, Sallis, 與 Taylor (2000) 、Klasson 與

Anderssen (2003) 及 Gavarr 等 (2003) 的研究結果不一致，上述研究皆以

非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目前少有研究以客觀的工具分析大學生於不同時間

之身體活動量以及身體活動量與體型的關係。首先，Gavarry 等 (2003) 以

心跳監測器測量受試者一週之身體活動量，結果發現，不論國中或高中女

學生，其在平日及假日總身體活動量均無顯著差異。然而，Trost 等 (2000)

以 CSA 加速器記錄受試者連續七天清醒時間之身體活動量，研究結果卻發

現，國中及高中學生在平日之中高身體活動量 (MVPA) 顯著高於假日；

Klasson 與 Anderssen (2003) 也發現 9-15 歲學童在平日的身體活動量皆顯

著高於假日（p < .05）；Duncan, Schofield, 與 Duncan (2006) 以計步器監

測 1115 位 5-12 歲學童一週的步數，結果發現不論男女，其在平日的步數皆

顯著高於假日；Gavarry 等 (2003) 的研究結果與上述研究一致。但又有其

他研究指出，學生在假日的中高身體活動量顯著高於平日 (Trost, Pate,

Freedson, Sallis, & Taylor, 2000) 。而本研究發現女性大學生於平日及假日之

身體活動量並未呈現差異，且與體型並無關連。

綜上所述，可發現目前在平、假日客觀身體活動量之研究結果仍呈現

不一致的現象。然而，過去有研究指出，個體的身體活動量會隨年齡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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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而逐漸減少（Buckworth & Nigg, 2004；Gavarry, Giacomoni, Bern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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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其中以 20-24 歲族群在身體活動量下降的百分比最大 (Ku, Fox,

Mckenna, & Peng, 2006) 。因本研究受試者平均年齡恰好介於此範圍內，因

此，本研究推測造成大學女生在平、假日身體活動量無顯著差異之因素，

可能是因本研究之受試者在此年齡階段的身體活動量較國小至高中階段的

大幅下降所致，亦可能因國高中、小學的平日身體活動量主要以規律的學

校生活為來源，有別於假日的生活形態，而大學生的學校生活較為彈性，

因此，其平日和假日之身體活動量產生差異的機會便降低。

最後，綜合以上主觀問卷和客觀儀器之討論後可發現，不論在平日或

假日，兩組受試者經由儀器所測得之身體活動量皆有顯著差異，然而，在

主觀問卷所測得之身體活動量部分僅平日達到顯著差異，針對此一現象，

有研究指出受試者可能會因為平日之規律生活已根深蒂固在回憶中，或因

假日的活動大多為偶然、非固定的性質，因此，研究對象對平日輕度和中

度活動之回憶情形會優於假日 (Falkner, Trevisan, & McCann, 1999) 。換言

之，因本研究之平日主要是測量學生在學校的活動情形，學校課程安排皆

屬固定行程、不易變動，因此學生對平日身體活動之回憶較無障礙，亦可

能因假日的活動大多為偶然、非固定的性質，因此在回憶上較有困難，故

研究者推測此可能為造成兩組受試者在假日主觀問卷和客觀儀器身體活動

量結果不一致的原因。



44

第二節 不同體型大學女生在活動類型之比較

身體活動的類型是影響身體活動量多寡的原因之一，而大學生因為生

活形態的自由度提高，因此不僅其身體活動量的變化值得關注，大學生的

身體活動類型亦為重要議題。過去國內研究僅將全部大學生視為同一族群

進行活動種類之探討，如陳冠如 (2005) 以自擬之身體活動問卷調查 1910

位大學新生主要的身體活動種類，結果指出，大學女生在日常身體活動方

面，以騎腳踏車 (68.1 %) 、爬樓梯 (66.8 %) 、時速小於 4 公里之散步 (61.3

%) 與整理家務 (54.9 %) 的活動頻率最高。進一步比較本研究與此篇研究

可發現，本研究是以 IDEEA 評估受試者兩天不刻意從事運動的身體活

動，且因技術研發問題，此儀器目前仍無法判別騎腳踏車之活動類型，但

陳冠如的研究則是採用問卷讓大一新生回憶過去一年之活動，換言之，其

受試者是回憶高三的身體活動，此研究結果並不能代表大一新生在大學中

的身體活動，因此兩篇研究不論在受試者族群或活動類型之定義皆不甚一

致，此可能為影響結果的原因之一。再者，魏榆倩 (2006) 以 408 位大一學

生為研究對象，其採用國際身體活動量表自填長版來評估大學生之身體活

動情形，結果指出，大學女生在工作、交通及庭院家事之活動類型高於大

學男生，而在休閒活動方面低於大學男生。最後，彭詩晴 (2008) 的研究則

以七日身體活動回憶表調查 820 位大學女生過去七天之身體活動情形，且

參考過去文獻將其分為家事、職業、日常生活及運動等四類身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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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nsworth 等, 2000；Schmidt 等, 2006），結果顯示，大學女生以從事日

常生活習慣 (45.6 %) 和運動 (52.9 %) 的身體活動為主，極少從事家事

(8.6 %) 及職業 (2.8 %) 的身體活動。

然而，過去研究並未同時量化且區別某些活動類型的身體活動量，針

對活動類型並無一致性的定義，例如坐著做家事和站著做家事的身體活動

量便不相同，如此所獲得的研究結果便無法一致且意義不大，而本研究所

採用之活動類型分類方式的好處，便是透過可代表不同程度的身體活動量

之基本動作類型，以探討不同體型大學女生之活動類型的差異，研究結果

顯示，兩組不同體型大學女生花費在坐的活動類型最多，其次為躺、倚靠、

站、走、姿勢轉換、上下樓梯、跑、跳，兩組花費在不同活動類型的順序

皆相同，唯比例上稍有差異。而兩組受試者僅在平日上下樓梯之活動類型

達顯著差異，其餘在假日及總活動類型部分均無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本研究與 Gioia, Berti, Casanelli, 與 Benedetti (2008) 的研究結果相符，此

篇研究以 IDEEA 觀察肥胖及非肥胖兩組受試對象之 24 小時的活動類型，

研究結果顯示，非肥胖組在上下樓梯之活動類型顯著高於肥胖組。本研究

推測可能因上下樓梯屬典型垂直方向之活動，比水平方向負荷重，因此體

型肥胖者在日常生活中較少採用上下樓梯之活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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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不同體型大學女生在坐式行為之比較

本研究參考過去研究將坐 (sit) 、躺 (lie) 、倚靠 (recline)三種活動類

型歸類為坐式行為 (William, 1996)，研究結果指出，標準組之平日及假日

坐式行為分別為 82.36 ± 5.3 %、83.58 ± 8.88 %；過重組之平日及假日坐式

行為分別 83.28 ± 5.48 %、82.87 ± 5.76 %。本研究發現不論 BMI 水準之差

異，標準組與過重組之大學女生在坐式行為之比例皆高達 80 % 以上，且不

論在平日或假日，兩組在坐式行為之比例皆未達顯著差異 (p > .05)。

本研究之結果與 Matthews 等 (2008) 所呈現之數據相差甚遠。Matth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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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研究結果發現，受試者在配戴動作感應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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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Hallal, Victora, Wells, 與 Lima (2003) 以 3182 位巴西成人為研究對

象，採用國際身體活動量表調查身體活動之情形，其研究結果顯示，20-29

歲不活動女性的人口佔此年齡層的 40.5 % ，身體不活動的人口比例高於

30-39、40-49、50-59 歲的族群。此外，亦有研究指出，亞洲大學女生不活

動之人口比例佔 47 % ，僅次於開發中國家之 53 % (Haase, Steptoe, Sal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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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dle, 2004) ，由上述研究更可瞭解年齡介於 20-29 歲之成年女性在日

常生活中不活動之情形，似乎是全球之趨勢。然而，本研究與上述研究結

果相比，可發現本研究之全體受試者坐式行為比例高於國外相同年齡女性

甚多，造成研究結果不一致的可能因素有以下幾點：

（1）觀察時間長短的不同：本研究之受試者配戴 IDEEA 時間為 24 小時，

因此坐式行為包括睡眠時間；然而，Matthews 等 (2008) 的研究，其

受試者平均配戴動作感應器時間僅為 13.9 小時/天，可能僅觀察受試

者清醒的時間。因此，觀察時間的長短或許是造成坐式行為百分比產

生差異的原因之一。

（2）受試者職業之差異：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主要為大學女生，然 Matthews

等 (2008) 僅在文中呈現出受試者年齡，並無交代此研究中 20-29 歲

女性之職業或身份，因此，本研究推測受試者職業之差異亦可能為導

致結果呈現不一致之因素。

此外，有些探討坐式行為之研究更將個體的 BMI 視為一重要變項，如

李素箱、楊欽城、徐志輝、賴金模、邱睿昶 (2007) 調查大學學生的電腦及

網路使用情形與身體質量指數之相互關係、Salmon, Bauman, Crawford,

Timperio, 與 Owen (2000) 探討不同身體活動水準之個體在看電視與體重

過重之關係及 Jennifer, Dianne, Robert, 與 Mary (2003) 探討坐式行為與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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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質量指數、日常行為和身體活動之相關。上述研究皆指出，坐式行為（電

腦與網路使用、看電視）與 BMI 有顯著正相關。

然而，過去的研究是以相關的方式來推論坐式行為與 BMI 的關係，但

此方式僅能得知兩者之間存有正相關，卻無法瞭解因果關係。換言之，以

相關的方式進行分析並無法瞭解，到底是因為 BMI 較高以致於坐式時間較

長，或是因坐式時間較長而導致 BMI 較高。此外，Salmon 等 (2000) 研

究指出，BMI 會隨著看電視時間的增長而增加，意即個體的 BMI 會隨著

坐式時間的增長而增加，但本研究的結果顯示，不論標準組或過重組，其

坐式行為比例皆高達 80 % 以上，且不論在平日或假日，兩組在坐式行為之

比例皆未達顯著差異 (p > .05) 。意即，雖然標準組 BMI 顯著低於過重組，

但其坐式行為的百分比仍與過重組相似，並無因為 BMI 較低而坐式行為百

分比就有較少的趨勢。針對此一現象，有研究指出在 20-44 歲的族群中，其

身體活動的趨勢會隨年齡的增長有顯著的下降 (p > .001) ，其中以 20-24

歲族群下降的百分比最大 (Ku, Fox, Mckenna, & Peng, 2006) 。然而，本研

究標準組與過重組受試者之平均年齡分別為歲 23.23 ± 2.05 歲、22.85 ± 2.67

歲，鑑於此，本研究推測是否可能因為全體受試者之年齡均介於 20-24 歲之

間，因此不論 BMI 水準，其身體活動量皆同時下降，進而造成標準組與過

重組在坐式行為百分比無顯著差異，此議題仍須藉由後續研究來做進一步

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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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主觀問卷與客觀儀器身體活動量測量法之相關

本研究以皮爾遜積差相關法考驗主觀問卷與客觀儀器身體活動量測

量法之相關。研究結果顯示，主觀問卷與客觀儀器兩法間，對於每天身體

活動量之相關情形均達顯著 (p < .05) 。在總身體活動量部分相關係數為 r

=.61，而平日與假日之相關係數分別為 r = .56 及 r = .58 。本研究進一步

參考 Cohen (1988) 所訂定的標準（相關係數 0.5 以上為高度相關，0.3～0.49

為中度相關，0.29 以下為輕度相關）後發現，三日身體活動回憶紀錄表與

IDEEA 兩種身體活動量測量法之間呈高度相關，且過去已有許多研究證實

三日身體活動回憶記錄表有良好之信、效度（呂明昌、林旭龍、黃奕清、

李明憲、王淑芳，2000；呂明昌、林旭龍、黃奕清、李明憲、王淑芳，2001；

Bouchard 等, 1983）。此結果顯示， IDEEA 在身體活動量測方面亦是一種

有效的工具。

三日身體活動回憶量表雖然具有一定之信、效度，但亦有研究指出，

回憶問卷的信度和效度容易受到受試者的記憶能力、訪談者/執行者和受試

者的偏見、問卷實施的順序、回應社會期待性、社會人口統計議題、文化、

年齡、性別、肥胖和教育程度的影響 (Durante & Ainsworth, 1996；Kriska &

Caspersen, 1997) ，且許多研究也都建議未來的研究可採用無回憶誤差的電

子儀器進行身體活動量之評估，方能使資料紀錄更加精準（丁文貞，2001；

宋季玲，2007；林孟輝，2004；劉明賜，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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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IDEEA 已被廣泛應用在復健醫學之臨床評估，且許多研究已證

實該身體活動測量方式之效度（吳建賢、黃俊、王斌、劉彤、宣波，2007；

黃俊、吳建賢，2006；黃俊、吳建賢，2007；Huddleston 等, 2006；Michael

等, 2007；Zhang, Gorjian, & Lester, 2006）。此外，應用在一般族群的研究也

顯示， IDEEA 判斷姿勢/下肢移動之改變與步態類型的正確率分別為 98.9

%、98.5 %，且走路/跑步速度在預測和實際測試之間有顯著相關 (r = 0.986,

p ＜ 0.0001) (Zhang, Werner, Sun, Pi-Sunyer, & Boozer, 2003) ，與兩種間

接測卡法 (indirect calorimetry) 所測得之能量消耗達亦顯著相關 (p

＜.0001) 。因此，本研究進一步以 IDEEA 所測得之身體活動量為基準，

以相依樣本 t-test 分別考驗標準組與過重組在主觀問卷與客觀儀器所測得

之身體活動量的差異。本研究發現標準組不論在平日、假日或總身體活動

量部分，其主觀問卷與客觀儀器所測得之身體活動量皆無顯著差異，但值

得注意的是，過重組不論在平日、假日或總身體活動量部分，主觀問卷與

客觀儀器所測得之身體活動量皆達到顯著差異 (p < .05) 。由此結果顯示，

體型標準組在估算身體活動量時並無受到外在或自身偏差觀念干擾，但體

型過重組經由問卷估算與 IDEEA 監測而得之身體活動量可說是不一致，

因為本研究採用 IDEEA 所得之身體活動量為基準，因此，從另一角度而

言，體型過重組在三日身體活動回憶量表部分有高估身體活動量之現象。

本研究結果與林旭隆 (2000) 的研究呈現相同之結果，但與Falkner, Trevisan,

與 McCann (1999) 之研究有不一致的情形。首先，林旭龍 (2000) 以 73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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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女生為研究對象，同時採用客觀儀器與主觀問卷進行身體活動量之調

查，以 TriTrac-R3D 為效標探討三日身體活動回憶問卷之信度與效度，並

比較其間之差異與關連性。研究結果指出，受試者在三日身體活動回憶量

表所測得之身體活動量與 TriTrac-R3D 所得數據達顯著差異 (p < .001) ，

其結論指出大學女生在回憶問卷部分有高估身體活動之情形。然此篇研究

並無將受試者之體型視為研究變項，因此無法得知體型因素是否會對受試

者在估算身體活動時產生影響。Falkner 等 (1999) 採用 Buffalo Health

Study 所編制之問卷在 1960 年調查 173 位受試者的身體活動量，並在

1992-1996 年間回憶 1960 年之身體活動情形。研究結果指出，雖然男、女

皆有低估過去平日及高估過去假日身體活動量之趨勢，但僅有男性在平日

之過去與現在身體活動量達顯著差異 (p < .001) 。進一步探討後可發現，

造成研究結果不一致的可能因素有以下 2 點：（1）本研究之受試者皆為大

學生，而此篇研究之內文並無明確指出受試者的職業為何，且其是在

1992-1996 年間回憶 30 年前的身體活動，而本研究回憶身體活動的範圍僅

為前一日，因此，本研究推測受試者之族群不同或回憶的時間間隔差異可

能是造成研究結果不一致的原因之一。（2）受試者體型因素：過去有研究

指出，體重的狀況會影響身體活動回憶的準確度，且體重過重的女性在自

我回憶之身體活動量與客觀數據之相關程度較體重正常的女性小，此可能

是因為體重過重之女性因支撐過多體重的生理反應而對活動強度有不正確

的覺察，或者其回答偏差與試圖減重有關 (Timperio, Salmon, & Craw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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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然而，此篇研究將女性受試者視為同一族群，並無考慮體型之因素。

因此，本研究推測受試者之體型因素亦可能為造成研究結果不一致的原因。

綜上所述， IDEEA 與三日身體活動回憶量表兩種身體活動測量方法

有顯著相關，且本研究發現，不同體型的個體對主、客觀身體活動量有不

同的反應。標準組在主、客觀之身體活動量並無差異存在，但在過重組間

則存有顯著差異，體型過重者高估身體活動量的現象仍待進一步的研究，

而不同年齡層的女性是否皆有此現象存在，亦是值得進行探討的議題。

第五節 結論

綜合以上討論後，獲得結論如下：

（一）不同體型之大學女生的身體活動量並不相同，且體型標準者於三日

身體活動回憶量表或 IDEEA 之總身體活動量和平日的身體活動量

均顯著高於過重者。

（二）體型標準之大學女生於坐式活動類型比例並無異於過重者，且兩者

之坐式活動類型比例佔所有活動類型之 80 % 以上，而其他活動類型

中，體型標準之大學女生僅以平日上下樓梯之活動類型比例高於過

重者。

（三）過重組不論在平日、假日或總身體活動量部分，主觀問卷與客觀儀

器所測得之身體活動量皆達到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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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建議

（一）不同體型大學女生在平、假日坐式行為皆高達 80 % 以上，建議個體

在日常生活增加動態活動的比例，以上下樓梯代替搭電梯，或以步

行代替搭公車，以降低坐式行為之比例。

（二）過重組女性可能因為體重因素而對自我回憶之身體活動量產生偏差

的情形，在調查此族群身體活動量時，可以客觀儀器為主，主觀問

卷為輔。

（三）未來研究可採用 IDEEA 分析不同年齡層族群的活動類型，以瞭解

個體在成長過程中，年齡增長與活動類型轉變之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