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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針對行為主史論為依據，驗證其在減重行為上的過切性。以 78 位體重 i過重的

大學生品研究對象，收集共對濃重行為的信念、態度，'1-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拉起等資料。

研究發現態度、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控對能共馬預測行為意園 (R==.732 )。玲玲也A發現

某接或受信念與行為:意圈時具有聽著相間，並根據研究結果對體受過了全者之減受教育挂

出建議 o

聽錯字:計劃行為理論、;或韋行為、大學生

台北市三7J言學麗質良心學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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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前

「減輕體重(以下簡稱減麗 )J 是一詞就時童文嘉措的話題，各式傳播報體、諱:巷

閑談都以此大作文諧。拜科技文明之晦，人類肢體的充分運動不再是岳然生活中活動

用霄，而是到意甚至奢華的健身休閑;求得溫飽的粗食淡飯啦不再是三餐的通知，間

是倡導自諒自然的營餐時倍。什!要因素導致i這樣的轉變呢?高血壓、{，\I臨病、腦血管

疾病等同步[J輯人十大死因之內，各項相關報告直指體藥過重是亢兇之一(張天鈞，

1999 )。並且，根據行政院衛生賽( 1998) 針對 1993 … 1996 盟民營養儸康狀況變還調

:無論背少年或成人肥胖率均有自漸增加的建勢。體蘊過重已儼然成為國人鏈

。因此，體重過護者必須種撥推行減重行詩以減輕體議通車對總康的

成脅。然而，體重蘊議者的i戒毒主意矗如何?減重意國受那些國黨的影響呢?針對體重

過E義者的誠重教育方面，我們該提供彈控訊息呢?本;研究即混照計單行為理論，先套?

對青少年體靈通蓋者對減麓的意圖及其影響思索f乍一探討，以期捏供j成選三十劃一個理

論性的基嚼。

貳、理論架構

本研究的理論架構乃很接 Ajzen ( 1985 )的計數佇為理論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發展高賤，而計觀行爵理論覺出理，挂行為論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 Ajzen & Fishbein, 1980) 延伸而來。

理性行為論中指出:人們是否採行某項行為的行為意輯 (behavioral intention) 是

該行為發生與否的立即決定因子( immediate determinant )。高影響行為意器的工大因素

是: (1)諒自個體本身對採行某頃行為的態度: (2) 諒自外在影響{~體採行某頭行為

的主觀規範 (Ajzen &扒拉be泊， 1980) 。其觀點可以下列主正式表示:

B ,...... BI= (Ab) w l+ (SN) w2 

其中:

B=個人的某現行為( Behavior) 0 

BI=個人採行莫項行為的行為:藍圖 (Behavìoral Intentìon ) 

Ab={蹋人對採行某填行為的態皮( 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 ) 

36 



下:

學生減輕體重;意圖之研究

SN=個人對採行某頃行為的主觀規範( Subjective Norm ) 0 

圳、 w2=實措所得標準化複週歸係數。

人jzen & Fishbein ( 1980 )將個入對採行某項行攏的態度界定為:幫人對採行某

行為的正向或負向評價。時態度可從個人對揉行某項行為可能轉致某些結果的

信念( Belief)與對這些結果的評價( Evaluation) 兩餾層面來解釋 o 以公式表示如

n 
Ab= IBi*Ei 

其中:

Bi=個人對揖行某項行為後，用導致結果 i 的倍念。

Ei=館人對採行某項行為後，所導致結果 i 的評嚷 o

n=餌，人對採行某項行為後，可能導致結果的但數。

至於{單人對採行某噴行爵的主觀規範貝IJ界定為:個人對採行某現行為的社會，權力

認知。可從伯人感受重要學考對象認為龍應不應該揉行某項行厲的體力(規範倍念

NOIτnatíve Belief)與其是否願意依從重要參考對象(依從動機 Motivation to Comply) 

爾伯層面來解釋。以公式表示鉛字:

m 
SN= I NBj * MCj 

j=l 

其中:

NBj=個人覺得重賢慧參考對象 j 語寫他賺不應該揉行某頃行為的信念。

MCj={固人提能重要譽帶對象 j 的動機。

m=彙要參考對象的語數。

在掉在聽項羽xtemal Varíables )方甜，諸如:人口學特質等對行為、行為意圖的

影響是透過態度、主觀規範室主行為意圓的糧艷重要性(圳、 w2) 以及態度、主觀規範

的決定盟素(行為信念、結果評價、規範信念和依能動機)而間接控聾生影響。

王軍姓行為論中假設:人們大部分的行為表現果在自己的意志控制之下( Ajzen 

&Fishbein, 1980)。然而，人們的行為並無法完全受自己的意立主控制。因此 'Ajzen( 1985 ) 

提出在態度、主觀規範外，增加「知覺行為控制( perceíved behavioral control J 這{@l變

項，將理性行為論短持為計割行為論。生日覺行為控制被界定怨:個人對於完成某現行

島是容易/自難的倍念。生日覺行為控艇反映攝去的精驗和預串的阻礙，當f屆人認為自

擁耘的資源與機會愈多，所預期的阻礙愈少，對行為的知覺行為控制就愈強;即f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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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完或某項行為愈傾向具有「容易 J

;成幣體重的行昆緬葦飲食、躍動等各個層詣，是否能順利完成行為，品須許多背

素的配合，並非完聚在皂己的意志控制之下。因肚，本研究;采取計觀行為理論來

瞭解。減輕體聾的行為，在當論運用計數I1f為理論在減輕體重行為;如麗的遺切性 o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長攝入十年 78 能關立臺灣師範大學新生體撿中體重組站標準體重 10%

的學生路對象。標準體重的計算採用行政院衛生署的樣準體議簡便計算訟式，即~位

標準體重(公斤) = (身高一 80) x.7; 女性標準體麗(公斤) (身高-70) x已。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先以體放式將咎，對 20 近前一年體操持體重過重的學生施測 o 依其填菩結

果訴諸出顯著:仔為信念 7 倍，參考對象 4 個。再依據此結果及相關研究，配合本研

究之理論藥構，編擬結構式問譽。經預試體改後完成本研究問卷 G 問卷中除基本護斜

外，均以七點量表計分 o 問卷內容簡述革If:

卜結與評當(7屆) ，如:我從事減輕體重能使我的身體繁體康是一一好口口口口

2 、結果信念(7龍) ，如:我從事減輕體還能使我的身體更健康是一一

口口口1不可能。

3 、態度 (5 題) ，如:在未來的六輝先?是事體議減輕，對我問言是一一好1口口1

4 、土觀規範 (2 題) ，如:大話分對我重要的人認為在未來六週內我一一

口1口口口不意該一

5 、規範仿念及'Ít(從動機 (4 組題) ，如:我覺得我的父母親覺得我一一應該口已口

從事減輕體重;就應不應該控制體單而言，我一一

口口口不願意一一依?是他們 Q

6 、 (1題) ，如:在未來六還肉，我一一

從事或輕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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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知覺行為控棋 (2 題) ，如: '米來六i園內要使減輕體重成功是…一容

島的日口口口口口口困難的。

上述各量表的計分方式，除能從動機是由左至右依次給予 7 、 6 、 5 ， 4 、 3 、 2 、 1 分

外，其餘量表均是極芷向給 +3 分主體負向給一3 分。

本問簽採 Cronbach'sα 韻進行各量表的佰度考驗。除了結果許積的 Cronbach's

α 積為 .68 外，其餘均在 .81- .96 之間。

二、研究步驟

本研究利用新生體檢結果，通知體還過重的學生 112 人進行集體施測。 84 人填答

問卷。問卷自牧、整理後，得有趣聞眷 78 份。經譯碼，建立資料檔進行各項分析。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研究對象的背擴盟黨

本研究對象中男生 25 人，女生 53 人。其中 61.協的人曾有減重經驗: 44.鏘

的人減重曾經成的，且高高連 93.協的人自覺體讓過壞。因此，有 73.1%的人在素來

六揖內可能採瑕j成重行為， 14.1見的入持不錯定看法，僅有 12.鏘的人自認不可能控

。可見大部分的受潤者拉本身體重過重的現i兒能有所覺察，提且具有積極

t采取滅草行為的意聽 o 1ft項結果與蔡嶽縣( 1994 )指出肥胖或入多數具有高減重意闊

的研究結果相似 o

，本研究之背景區黨中， f還有自覺體讓現況一項與i隨意;意闢呈現顯著互相關

( r=.297，和.05 '其餘各項與j或重意圖的祖瞬均不顯著。進一步討論發現自覺體重;最重

現況愈嚴重者對於滅藍的態度( r=.468, p<.05 、主觀現範(r=.3衍， p<.05 及錯覺行為控

制 (r=.210， p<.05 均搬正舟。因此自認體重過重，情況愈嚴重者也就愈顯意採取滅重仔

為 α

二、對減聾的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與行為意醬闊的關係

經醫單相蹄考驗( )中得知:對減重的態度、主觀規範、生o覺行為控輯與行

為意圖間的相關均連顯著*-準 (p<.OI ) ，可見此三變項均為頭擠行為意圓的;有效j;5]

但在進行過歸分析茁，為顧及各嚮損問是 共線性問影響參數的怨::7. 、故

依 Kleinbau服， Kupper&Muller( 1988)的診堅持雖則: VIF( Variance inflatíon factor ) > 10: 

CI (Condition index) > =沛，則變損問具共線，問 D 將態度‘主觀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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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體重現況等變項進行分析 G 結果顯示 VIF 及 CIf葭均未達上述標塑，

項間並未存在共線煌的情形。

，進一步以複迴帥分析來瞭解態度、主觀規純、知覺行為控制對行為意!闋的

o 首先以態度、主觀規範來加以分析;其次再加入知覺行為控制，路以探討本

計劃行為論為架構的爐切性。如表二中所未:態度、主觀規範泛Jl法解體行為

46.6%的變異壘，再加入知覺行為控輯時，

53.7% '可見在濃重意蜜的頭湖上，除了態度、

變異量的解釋蠶提升至

，知賣行為控制借可j;J顯著

t也增加對行為意置的預棋力。這{聽結果與 Schi丘er&Ajzen (1985) 利用計劃行為理論探

討大專女生減重意圖、知覺行為控制及波重成效的研究峙，態度、主觀規範及知覺行

自變項均對減重意闢灣與量具有顯著解釋力的結果不謀而合。

翻行為論在減重行為的探討上娃值得青定的方向。

，主觀規範在本研究中對行為意團變異聾的影響立豈不續著，可能是態度、

觀規範聞其有較高的梧閱(r=浴缸，許分1)，主態度與抒為:蠶輯間的相幫高於主觀規範

'導致主觀規範的作，咱不續惡。

如果更進看步考量知覺?于海控制與態賓、主觀規範酷的交互作用，貝司在態覽、

、知覺行為控制之後再加入態度門口覺行為控制、主觀規範門口覺行為控制二個

贊頌攏行複迴歸分析(如表~)。結果發覺此二變項都不能顯著增加對行為意關變異囂

的解釋力，表示交互作用的情形泄不明，顯 o

至於外在變項方面，如前，可站，僅自覺體重現法與行為建鵲起有顛著相關。由肚，

、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蚱，再加入自費體還現混進行複jlij}歸分析。

變項對行瑋意E量變異量的解釋力並無顯著貢獻，足見其對行為意麗的學響並非直接的

作用，前提邊過態度、主觀規範及知覽有為控制Fsl:t:妾產生影響。社結果與理性f'J為論

中對外在變項的論述相待。

、船康、主觀規範與具構成(詩念間的關係

根據總性行為論的觀點:你結果倍;念和結果評價1個層醋可以解釋其行為態度;

宿現範信念和依從動機二個層血可以解釋其主觀規範。四鼠，依據王軍誨的作法求得主

Bi尋訪與態度的梧露露 .671 (p<.Ol); 2: NBj*MCj 與主觀規範的指輯為 .738 (p<到)

'與理，注行為論的觀點相符。

E 、行為意間與各信念閏的關係
行的意圖是該行為發企興奇的立即j決定l夫n己， r而影響行的意圓的態度、主觀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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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受其構成倍念的學響。因此，在衛生教育欲介入濃重行為，

時，必須先瞭解行為意間與各信念闊的關{系。如表三、四中所;示:除了在「減輕體提

會損害韓康j 這項詰果信念及評價與行為意圖的和剪不顯著外，行室主意闊無論與結果

、結果評價或是規範信念、依從動機中的各子項均連額著正相關 (p<0.05) ，即減

重意關愈強者，認為減章能使其更1健康、能改善外輯、能使動作更教于奎、能增進心理

器康或是增加自信心、容易買到合身衣物等結果愈持韓定看法;其父母韓、朋友、

、家人意支持其採有減重行為，而受騙者本人啦愈顯;發依從恤們。尤其在「減軍能

改替我的外觀j 一視上與i畸重意圖的相關般高，其次是 r!轉站白{~言，心 J ' r 容易買到合

身衣物 j 等頃目，持與受測者本身的摔在形象有囂。目鼠，在設計;或重行為的教育計

，除了強調轎車過重者採抒減重行為在聽聽、身體活動方面的必要，佳外，在提升

由我外，在形象方臨在可多加著學:輯用座談會或討論方式邀請減車成功者講述自身減

重後，因外在形象的改善i的增添自俏的愉世經歷;甚至連當地借助媒體、謊行資訊的

美姿美儀概念來強化減黨意關，都是值得嚐試的教膏方式。

在規範信念方面，朋友及問學給予最肯定的支持，其次才是父母親以外的家人，

來臨父母親的鼓勵貼較少。相似地，在依從動機方詣，對父母緝的故從程度亦最低。

這個現象與郭績萍 (2000 )提出減敢者自問儕方面所獲得的社會支持較家人為多的研

究結接相同 o 因此，廣泛地指行體董海重者的減重教育，在相臨教韓、活動中加入體

電控制概念，特別針對體車過重時進行減重所帶來的工巨頭效慧，期能形成一投向儕壓

力，督促減軍者的濃重行為。至於父母親在子女說行減單行爵士:用梅持的看法及訪演

的角色既較其它參考對象搜雜:基於父母親對于女愛的表氓，豐宙的飲食照料是不可

或缺的，甚至于女豐溝、壯醋的體格正符合父母麗的期待是，基於父母輯缸子女

鋸康的重蝦，支持並參與子女體重過重時的減最計劃又是不得不勉強

此，自後研究不說以父母親為單象，充分暸解其對于女體重的認知及過東時濃重的態

度及佑念，葉青龍幫助父母親在于女體重遍重游採行減車行為時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但、結詩與建議

綜合上路討論，對減重行為的態度、主體現範及知覺行為扭制可以有效地解釋減

'支持計劃行為增誦的觀點。技立，態度、;主觀規範之構成語念與行為意醫闊

的相關性m獲得肯定。因此，在研擬減重方齒的教育訐叡哼，可加強各信念:相關議題

的討論，以強化體重過重者的減童是:屬，促使i成重佇寫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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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未能實際濟得受瀏者之濃重行為警無法對行惡意鐘與行建題;或知

覺行為控制興行為闊的額係作進一步的驗器， 醫研究扭以揉萃，

，對計載于于為遑論時驗證啦更完整。

表一 行為意向與態度、主觀規範、 控制闊的相關矩淳表

行為意向 ;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將制

(人數) 1.000 
(78 ) 

.665** 1.00。
(78 ) (78 ) 

主觀規純 .546** .631 ** 1.000 
(77 ) (77 ) (77 ) 

.436** .317** .1 19 1.000 
(78 ) (78) (77 ) (78) 

料取 p<O.OI

P 滅，重行為意向影響詔章的 錄(草綠tered) 分析表

自變項 Beta 民 R2 F 11直

態度 .529* 
主觀規範 .212 .6在3 .46632 .304* 

態度 .4 12* 

觀規範 .252 
控制 .282* .732 .537 28.167* 
態度 .348* 

觀規範 .1 25 
知覺行府控制 .392* 

-.167 
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 .066 有 741 .549 17.263* 

* ë';位 p<0.05

、 2奉行;或葷的結果信念、結果評價與行為意自麗娟的紛紛表( 78 人)

項惡

2. 改善我的外觀

3. 使我護主持按鐘

7. 

*表 p<0.05

料表 p<O.Ol

結果信念/行馬童醫

.326** 

.490** 

.351 ** 
-.079 
.394** 
.474**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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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詩禮/行為意量i

3尋5**

.423** 

.211 * 
門 131

.363抖

.356**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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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文母親

2 、朋友
3 、同學

4 、

** 

表四、採行汰了重的規範信念、依從畫意

總範倍;言:1行惡意圖

.381 ** 

.516** 

.466**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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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量已教育

A study on weight reduction inten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Chang品1ing Lu, Chao喇Huei Yang, Su-Fang Wang 

ABSTRACT 

B倍ed o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n extension of Ajzen & Fishbein's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was tested in the context of weight reduction behavior. Belie怠， attitudes, 

subjective norms, perceìved behavioral control , and Ìntention regarding weight reduction 

were obtained from 78 ob的e college students. As expected, intention were best predicted 

部 a function of attitude丸 subjective norms, and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R= .732 ).Subsequent analysis revealed that weight reduction intention was correlated with 

specífic belíefs. lmplícations for use of this knowledge by associations of health education in 

developing relevant interventions to enhance weight reduction behavior of obese students 

were díscussed. 

Key Words : Theory of P1 anned Behavlor ; wel ght reductlon behavl or. ; co 11 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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