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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共分為六節，分別為：第一節研究背景、第二節研究目的、

第三節待答問題、第四節研究假設、第五節名詞操作型定義、第六節

研究限制，詳述於後。 

 
第一節 研究背景 

隨著時代變遷，科技的日新月異，經濟的繁榮發達，交通工具的

便利，使得人們日常生活的方式改變為坐式的生活型態。坐式的生活

型態讓人們的活動減少，造成身體各方面功能的退化，進而產生許多

健康方面的問題。行政院體育委員會（2002）的調查研究資料顯示，

國人有 15.09%是屬於全年無運動者，81.43%是無規律運動者，只有

3.4%是屬於規律運動者。由於汽車、電視、電腦的三大發明，造成我

們生活型態的巨大改變，世界各國有高達 60-85%的人口過著靜態生
活（或稱坐式生活）。根據行政院衛生署（2004）的報告指出，在
90 年針對全國 30歲以上民眾所進行的「國人運動習慣調查」中發現，

台灣地區僅 38.7％民眾有從事規律性運動，有 61.3％民眾沒有規律運

動習慣，其中 20.8％的民眾是屬於過胖的「麵龜族」；而靜態生活型
態及缺乏體能活動是導致死亡及殘障的十大主要因素之一，是故，如

何加強推廣動態生活，邁向健康，乃成為行政院衛生署的施政重點（行

政院衛生署，2002）。 
行政院衛生署在 2000 年的「衛生白皮書-跨世紀衛生建設」中明

確指出，台灣地區近三十年來威脅身體健康的死亡原因，已經由以往

的傳染病轉變成現今的慢性病（如心血管疾病）、身體機能退化疾病

（如下背痛、關節性病變）。行政院衛生署公佈 94 年臺灣青少年主

要死因統計中，心臟疾病及腦血管疾病分別是第四位及第七位（行政

院衛生署，2006），顯示中老年後才會出現的慢性疾病已經提早在青

少年發生。因此，如何在青少年階段建立健康的生活型態，對於預防

未來慢性疾病的發生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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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衛生署在「2001 新計劃：今天你運動了沒？」中提到適

度身體活動的好處是預防各種疾病（如心血管疾病、癌症、非胰素依

賴型糖尿病、骨質疏鬆及肥胖），改善身體機能與體質，增加工作表

現，增加活動效率，降低憂慮與壓力的發生，還可以增加人際與親子

關係、自尊心、自信等（行政院衛生署，2001）。沒有規律的身體活

動是現代文明科技社會的嚴重問題，它不僅影響個人的身體功能及平

均壽命，同時形成的慢性疾病也增加社會資源及醫療支出的負擔，更

是直接造成死亡的危險行為之一，故如何建立規律的身體活動或運動

行為是刻不容緩的問題。Nahas, Goldfine與 Collins（2003）指出行為

科學家和身體活動專家當前面臨的兩個挑戰即是：如何讓不活動的人

開始身體活動，和如何讓沒有規律活動的人成為有規律活動基礎且能

維持穩定的活動。 
行政院體育委員會（1999）自 89會計年度至 93會計年度，針對

青少年學生擬定為期五年的「提升學生體適能中程計畫-體適能 333
計畫」，第一個三是指每週至少運動三天（次），每次約三十分，每

次心跳率約 130 次/分；第二個三是養成運動保健或體適能的良好認

知、態度及行為；第三個三是學生、家長、教師一起參與和支持，希

望藉此計劃能養成學生規律運動習慣，增加學習效率，促進發育成

長，提升身心健康，期使學生養成規律運動習慣，享受運動過程和體

會活動樂趣，藉以改善體適能，促進健康，提昇生活品質。養成學生

規律運動習慣，期望學生規律運動人口比率能在五年內提昇 10%，更

是此計劃的目標之一。在教育部（1993）公布的九年一貫健康與體育

學習領域的能力指標中，第四個主題軸即為「運動參與」，在此主題

軸中訂定「養成規律運動習慣，保持良好體適能」是國小一到三年級

應達成的能力指標，故國中生應具備此項基本能力，能力指標中也訂

定國中生應能執行個人終身運動計畫。但從國內相關研究得知，目前

國內中小學學童規律運動比率並不高（呂昌明、卓俊辰、黃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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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黃淑貞、洪文綺、陳曉玟，2004；劉坤宏，2003），表示國中
小學生普遍缺乏此項基本能力，值得教育相關單位研究探討其原因，

並加以重視及改進，才能達到健康與體育領域課程目標，讓學生都能

養成規律運動習慣。 
教育部訂於民國 93年至 97年五年期間推動中小學健康體位五年

計畫，其計畫目標為營造健康體位優質環境，提升正確體型意識，藉

動態生活、均衡飲食，提昇學生體適能，逐年降低學生過輕及過重（肥

胖）的比率，以促進學生身心健康。在其計畫實施策略中，有強化學

生身體活動、推展學生體適能活動等，並訂定 93 年目標為拓展學生

參與身體活動的機會，94 年目標為增加學生參與身體活動的時間，

95 年目標為增加學生參與身體活動的強度。計畫預期績效有：讓至

少 50%過重的學生養成運動習慣、國中小學生體育課程教學一周至少
需達 2小時、學生每天規律活動時間至少 30分鐘以上，逐年提昇 10
分鐘、50%的學生每週至少有三次費力的活動，一次達 30 分鐘以上
（91 年國小學童 34%達成）、降低學生假日從事靜態活動時間超過 6
小時比率為 30%以下（91 年約有 36%國小學童）等。以上可見中小

學學生身體活動不足的問題已經受到政府相關單位的重視（教育部體

育司，2005）。 
美國衛生福利部疾病控制中心（U. 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2006）指出在兒童和青春期所建立的危害健

康行為，往往會持續延伸到成人時期，並進而成為成人的罹病及死亡

的原因。黃金柱（2001）指出參與身體活動，青少年和孩童可以得到

立即的和長遠的健康益處。孩童身體活動、成人身體活動和成人健康

三者之間具有相關連性（Kuh & Cooper, 1992；Welk, 1998）。青少年

運動技巧及其在十歲前參與團體運動的經驗，兩者與身體活動有正面

的關係（Taylor, Blair, Cummings, Wun, & Malina, 1999）。年輕時沒

有規律參與身體活動，容易造成成年生活仍然是沒有規律參與身體活

動，同時直接影響對其子女參與身體活動的支持（鍾敏華，2005）。
在 13到 18歲期間身體活動會發生急速遞減（Sallis, 2000）。黃奕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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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指出運動行為的養成教育，應從兒童或青少年時期著手，及

早培養良好的運動知識、態度、興趣、習慣或技能，持之以恆，一直

到老年，方能達到促進全民健康的目的。 
探討有關影響身體活動行為（physical activity behavior）或規律

運動行為（exercise behavior）的理論，常見者包括：身體活動參與的

心理學模式（Psychological Model for Physical Activity Participation）、
健康信念模式（Health Belief Model）、運動行為模式（The Exercise 
Behavior Model）、理性行動論（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計畫
行為理論（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等（呂昌明、林旭龍，2001；
林曉薇，2003）。近年來在國外學界普遍採行跨理論模式(Transtheoretical 
Model，以下簡稱 TTM)，作為了解不同群體、個體的運動行為分布，

以及作為評估、預測、評價及擬定運動指導、運動處方、衛生教育、

心理諮商等各項介入策略的重要參考。國內也開始運用跨理論模式來

驗證運動行為（呂昌明、林旭龍，2001；呂昌明等，2002；林旭龍，

2000；林曉薇，2003；林麗鳳，2004；洪翠嬰，2003），其研究結果
顯示跨理論模式具有良好的構念效度，得以解釋規律運動行為的分布

情形。 
跨理論模式由 Prochaska and DiClemente（1982）所創，包含四個

部分：改變階段 （The Stages of Change）、改變方法（The Processes 
of Change）、決策權衡（ Decisional Balance）及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TTM提供人們何時（When）產生行為改變，行為

改變方法（How），以及影響行為改變之因素（Which factor），有
效地統整了 When、How、Which factor，對研究人員、醫師、教師等
提供了行為分析及介入策略的良好參考模式（呂昌明、林旭龍，

2001）。行為改變階段表示個人目前的行為習慣，行為改變方法是個

人應用於改變行為階段的策略。個人於不同行為改變階段，需要應用

不同的行為改變方法或策略，使行為能再進一步到更高的階段。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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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理論模式也解釋個人知覺的益處、阻礙及改變的社會因素

（Prochaska & Marcus, 1994），所以被認為是一種動態的系統，個人
在不同的行為改變階段，通常反應不同的行為過程及結果（O’Connor, 
1994）。故先將研究對象依所屬階段做分級，再針對不同的改變階段

作深入分析，依據研究對象的實際狀況因應而生的介入計畫，才能符

合不同對象的個別需求，進而達到行為改變的效果。 
本研究欲對國中學生運動行為作相關的探討，以瞭解國中學生運

動行為的現況，期能對日後促進運動行為的教學介入方面有所助益。

跨理論模式可以敘述、解釋及預測健康行為，能有效預測運動行為階

段的變化，是有助於了解青少年運動行為階段及其變化的理論架構

（Prapavessis, Maddison, & Brading, 2004），故本研究將採用跨理論

模式作為研究的核心架構，藉由此模式瞭解國中學生運動行為改變的

階段分布及其影響的相關因素，掌握不同階段心理特性，有助於將來

推動運動行為促進計畫、運動行為現況評估及決定介入時機的重要參

考，藉以提升青少年從事規律運動行為的比率，達到健康促進的目的。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研究背景，本研究應用跨理論模式來瞭解屏東縣國中生運動

行為階段的分布情形，探討不同的個人背景因素、運動自我效能、知

覺運動利益、知覺運動障礙與運動社會支持在不同運動行為階段的改

變情形，以及這些因素對研究對象運動行為階段的影響。歸納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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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目的如下： 

1.瞭解研究對象的個人背景因素、運動自我效能、知覺運動利益、知

覺運動障礙、運動社會支持和運動行為階段的分布情形。 

2.探討研究對象的個人背景因素與運動行為階段的關係。 

3.探討研究對象的個人背景因素與運動自我效能、知覺運動利益、知

覺運動障礙及運動社會支持的關係。 

4.探討研究對象的不同運動行為階段與運動自我效能、知覺運動利

益、知覺運動障礙及運動社會支持的關係。 

 
 

第三節 待答問題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的待答問題如下： 

1.研究對象的個人背景因素、運動自我效能、知覺運動利益、知覺運

動障礙、運動社會支持和運動行為階段的分布情形為何？ 

2.研究對象的不同個人背景因素在運動行為階段上是否有顯著差

異？ 

3.研究對象的不同個人背景因素在運動自我效能、知覺運動利益、知

覺運動障礙及運動社會支持上是否有顯著差異？ 

4.研究對象的不同運動行為階段在運動自我效能、知覺運動利益、知

覺運動障礙及運動社會支持上是否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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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假設 

依據研究問題提出下列研究假設： 

1.研究對象的不同個人背景因素在運動行為階段上有顯著差異。 

2.研究對象的不同個人背景因素在運動社會心理因素上有顯著差異。 

3.不同運動行為階段的研究對象在運動社會心理因素上有顯著差異。 

 

 
第五節 名詞操作型定義 

本研究的相關名詞操作型定義如下： 

一、屏東縣國中學生 
指九十四學年度下學期，就讀於屏東縣政府教育局隸屬的國

中在學的一、二、三年級學生。 

二、自覺健康狀況 
為研究對象主觀的感覺生理或心理的健康情形，和同年齡的

人相比的健康狀況好壞。 

三、運動行為階段（the stage of exercise behavior） 
以 Prochaska與 DiCemente（1982）所提出的跨理論模式測

量運動行為階段，分為：   
(一)無意圖期：除體育課外，目前沒有運動，在未來六個月內也不

打算運動。 
(二)意圖期：除體育課外，目前沒有運動，但打算在未來六個月內

開始運動。 
(三)準備期：除體育課外，目前有從事運動，但沒有規律。 
(四)行動期：除體育課外，目前正在從事規律運動，但還未滿六個

月。 
(五)維持期：除體育課外，目前從事規律運動已經超過六個月以上

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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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運動自我效能（self-efficacy for exercise） 
在與運動有關的情境中，對執行規律運動行為的把握程度。

指研究對象在不同情境中，如天氣不好時、有事要處理時、感覺

疲累時等特殊情境，對自己能夠克服困難而去執行規律運動的信

心程度。以呂昌明等人（2002）編製的「自我效能量表」測量。

分數愈高者，表示其運動自我效能愈高。 

五、知覺運動利益（perceived benefits of exercise） 
感受自己執行運動行為時，可以獲得的益處，指研究對象主

觀評估自己執行運動時可以獲得的益處。以呂昌明等人（2002）
編製的「知覺運動利益量表」測量。分數愈高者，表示研究對象

的知覺運動利益愈高。 

六、知覺運動障礙（perceived barriers of exercise） 
指研究對象主觀評估會阻礙自己運動的情況。以呂昌明等人

（2002）編製的「知覺運動障礙量表」測量，得分愈高者，表示

研究對象的知覺運動障礙愈高。 

七、運動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 for exercise） 
指研究對象自覺家人、朋友、同學或老師對其從事規律運動

的支持程度。在本研究中是參考呂昌明等人（2002）所編製的「運
動社會支持量表」加以修改後測量。研究對象在「運動社會支持

量表」的得分愈高，表示所獲得的社會支持程度愈高。 

 
第六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限制如下： 

一、本研究對象僅限於屏東縣市所有國民中學九十四學年度一、二、

三年級在學的學生，故研究結果僅能推論至此母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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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的運動行為可能受季節的影響。本研究施測時間為六

月，正值夏季，故結果只能顯示學生在夏季時的運動行為情形。 

三、問卷為自填結構式問卷，結果可能會受研究對象填答意願及理解

問卷內容程度等影響。 

四、受限於時間因素，研究生無法親自進行調查，問卷委由各抽樣班

級的健體教師或導師調查，雖然施測前對協助施測的老師加以說

明，但仍可能會有施測標準不一致的情形。 
五、本研究屬於橫斷式的調查研究，在因果關係的推論上無法提供明

確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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