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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探討青少年運動行為及跨理論模式相關研究，內容共分

為四節，分別為：第一節運動行為的探討、第二節青少年運動行為之

探討、第三節運動行為影響因素之探討、第四節跨理論模式的應用。 

 

 

 

第一節 運動行為的探討 

一、運動行為的定義 

運動（exercise）是指為了增進或維持健康體能，有計畫、有組

織、一再重複的一種有目的身體活動。運動的要素包括：經由骨骼肌

運動所引起的身體移動、造成能量消耗、各種由低至高的能量（仟卡）

消耗、與體適能呈正相關、是有計畫、有組織、具有重複性的身體動

作、以增進或維持健康體能為目標（Caspersen, Powell, & Christenson, 
1985）。 

二、運動行為的測量方法 

運動是一個相當複雜的行為，故有多種不同測量方法。Laport, 
Montoye與 Caspersen（1985）收集有關測量運動行為研究的資料時指

出，評估運動的方法有三十多種以上，可將其分成下列七大類：熱量

測定法（calorimetry）、工作分類法（job classification） 
、調查法（surveys）、生理測定法（physiological makers）、行為觀

察法（behavioral observation）、機械及電子儀器測定法（mecha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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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lectronic monitors）、飲食測量法（dietary measure）。 
運動的測量方法分為下列兩大類（Paffenbarger, Steven, Lee, & 

Hyde, 1993）： 
（一）直接法：問卷調查法（Questionnaire assessment）、日誌記錄

法（Diary annotation）、機電測定法（Mmechanical and electronic 
monitors） 

（二）間接法：飲食評估法（Dietary assessment）、身體組成測量法

（Body composition measurement）、體適能評估法（Physical fitness 
assessment）、運動及娛樂的參與情形（Sports and recreational 
participation）、職業分類法（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其中
又以直接法中的問卷調查法使用最廣，尤其在選用大樣本的調查

時。 
Gionet與 Godin（1989）依運動後喘氣、流汗和心跳情形，將運

動強度區分為重度、中度及輕度等三類，設計一種簡單且有效的運動

行為評估方法，並對此種自我報告式的運動行為進行效度檢測，結果

發現自我報告式的運動量表能有效測得受試者的運動行為。 
Schechtman, Barzilai, Rost與 Fisher（1991）在工作場所的健康促進計
畫研究中，針對 1,004名個案，僅以單一問題「你最近曾做過規律性

的運動以增加體適能嗎？」來調查運動行為時，發現結果與實際測得

的生理功能報告相佐，可見以單一問題的自填式的調查方法確實能有

效反應個人參與規律運動的情形。國內外研究也指出，使用自填式的

問卷量表，確實能反應出不同運動行為階段的身體活動量（林旭龍，

2000；Cardinal, 1997）。在運用跨理論模式探討運動行為的研究中，

亦多以自填式的問卷調查法來測量研究對象的運動行為（牛玉珍，

1997；林旭龍，2000；洪翠嬰，2003；高毓秀，2002；許泰彰，2000；
黃婉茹，2003；蔡佳宏，2002；Nigg & Courneya, 1998；Nigg, Fleming, 
& Connaughton, 2002；Resnick & Nigg,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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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運動行為與健康的關係 

林耀豐、丁文琴（2003）指出規律運動對健康促進的效益： 
（一）生理方面：規律運動可降低心跳率、血膽固醇、血壓、體脂肪

百分比、血糖等；亦可增加高密度脂蛋白濃度、心肺適能、柔

軟度等生理機能及預防慢性病（如心冠狀動脈、骨質疏鬆症與

糖尿病等）；另外規律運動可降低心血管疾病，以減少癌症發

生率。 
（二）心理方面：運動後的體溫升高，有助於身心鎮靜作用，並增加

荷爾蒙分泌，以改善精神、緩和情緒。其他心理效益有降低憂

鬱與焦慮、增加自我滿意度、社會適應、自我概念與社會技巧

等。 
（三）社會方面：結合生理與心理效益，將可加強社會適應能力。 

美國衛生暨福利部（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U. S. DHHS）（1996）歸納所有運動與健康方面的研究顯示，
規律運動可以促進心肺耐力，預防心血管疾病、高血壓、預防肥胖等

的發生。在心理方面則有助於降低憂鬱、增進幸福感及生活品質的提

昇。對整個社會而言，由於運動可以降低老化速度、減少罹病率、縮

短病程，故進而降低醫療費用支出，減少社會成本。 

四、運動行為的建議量 

        英國衛生教育局（Health Education Authority, HEA）於 1998 年共

識會議提出兒童及青少年身體活動建議量，目標對象為 5-18 歲的兒
童及青少年，建議每天至少 60分鐘的中等費力身體活動，達到每週

420分鐘活動量，時間可由一天中連續或間歇的活動加總計算；其中

應含每週二次以上可促進骨質健康、增強肌力與柔軟度的活動。2004
年英國衛生部（Department of Health）追認維持相同的身體活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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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引自邱豔芬、劉影梅，2005）。 
美國衛生暨福利部（U. S. DHHS）（2000）建議兒童及青少年每

週五天有中等費力身體活動 30分鐘，每週共 150分鐘，並期望 2010
年有 35%學生達成此目標，其中應包含每週三天、每天 20分鐘的費
力身體活動，每週共 60分鐘，並期望 2010 年有 85%學生達成。政策
中並提出下列目標： 
（一）至少 25%公私立國中每天有體育課，5%公私立高中每天有體

育課。 
（二）至少 50%青少年每天參與體育課。 
（三）至少 50%青少年參與體育課，50%的時間在實際活動。 
（四）至少 75%的兒童、青少年每天看電視時間少於 2小時。 
（五）體重過重的盛行率降至 15%以下。並鼓勵每位學生培養一種運

動嗜好，以及走路上下學。 
        在促進學生運動方面，教育部在提昇學生健康體能中程計畫-333
計畫中，建議青少年學生應維持每週 3~5次，每次持續 30分鐘，運
動強度達到心跳 130次/分的運動量（教育部體育司，2002）。 

教育部體育司（2006）所公告的中小學生身體活動量指引為：國

小 90分/每週（每週三次，每次 30分鐘以上的費力身體活動）、國中

120分/每週（每週四次，每次 30分鐘以上的費力身體活動）、高中

150分/每週（每週五次，每次 30分鐘以上的費力身體活動），各年

齡層皆為 210 分/每週的中等費力身體活動，為達此目標建議各校每

週需要 3~5 次課間身體活動，體育課堂中實際活動時間比率應達

70~80%。行政院衛生署也將「規律運動習慣」定義為：每週從事 3
次，每次至少 20鐘以上的運動，作為促進一般民眾規律運動的依據

（行政院衛生署，1998）。 
由上述可知運動行為對於人們健康的重要性。運動行為有多種測

量方法，本研究採用單一問題的自填結構式問卷進行調查，規律運動

的定義是指每週至少三次，每次至少持續 20分鐘以上的運動行為（行



第二節 青少年運動行為之探討 

 

 14

政院衛生署，1998）。 

 
 
 

第二節 青少年運動行為之探討 

陳鴻雁（2000）針對台灣地區青少年體育課外的運動現況調查研

究結果顯示：77.41%的研究對象未達每週三次、每次 20分鐘以上的
規律運動標準，主要的運動種類是籃球、騎腳踏車、羽球，主要運動

地點為學校、運動場及居家四週為主。陳芮淇（2001）以新竹市某國
立高職一至三年級 1,431人調查發現：有規律性運動者佔 28.8%，無
規律性運動者佔 71.2%。李彩華（1998）以台北市 767位國中生為主
的研究結果發現：有規律運動者（每週 3次、每次 20分鐘以上）佔
49.9%。劉坤宏（2003）以彰化縣立國民中學 839位學生調查研究結
果發現有規律運動習慣（每週三次、每次 30分鐘以上）的國中生佔
29.3%，國中生的運動強度以低、中強度為主，最常從事的運動項目

依次為騎腳踏車、籃球、跑步、羽球。一份以國小五、六年級學童規

律運動行為的研究結果，其有規律運動行為者佔 44.4%，無規律運動

行為者佔 55.6%（龍炳峰，2000）。 

為評估體適能 333計畫實施成效，教育部調查研究「臺閩地區中

小學學生九十二年體適能狀況」，在學生運動現況得到以下重要結果： 

一、中小學學生最主要運動知識來源為「朋友、家人、同學」、「看

電視、錄影帶、聽收音機」，以及「學校的師長」。 
二、中小學學生在課餘時間從事運動至少有 75.8%以上；而規律運動

者的比率僅達 48.0%。 
三、中小學學生具有正面的運動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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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多數的中小學學生對運動認知的概念相當瞭解，惟對增進柔軟

度的處方「伸展操」的方法仍需加強（教育部體育司，2005）。 
針對各級學校學生運動參與情形問卷調查發現（國立臺灣師範大

學體育研究與發展中心，2005），依地區及學校班級數採分層隨機

抽樣，抽測全國百分之十五的學校，總計回收六百所大、中、小學

問卷 41,432份。結果顯示，學期中不含體育課，每周運動天數達三

天以上的學生比率，平均為 46.2%。調查也發現，學生運動時間多
以半小時至一小時為主，運動持續時間達三十分鐘以上的人數比率

為 61.2%。學期中每周運動三天以上的人數比率，從國小往大學遞

減，國小為 57.8%，國中為 40.7%，高中職為 25.6%，大專校院為
25.3%，呈現學級愈高、比率愈低的情形。至於寒暑假期間，學生規

律運動人口比率為 56.5%，其中，國小為 66.9%，國中為 54.8%，高
中職為 39.4%，大專校院為 29.2%，與學期中相較，小學約增加 9%，
國高中大幅提升約 14%，大專校院則提升不到 4%，整體運動持續時
間達三十分鐘以上者占 68.4%，也較學期中增加。賴香如等人（2006）
針對台北市公立國中七、八年級 1,343 名學生運動行為調查指出，

研究對象在最近三個月內，除體育課以外的時間，有進行規律運動

的比率為 44.6%（其規律運動是指每週三次以上，每次至少 30 分
鐘），沒有規律運動的比率為 55.4%。 
美國衛生福利部疾病控制中心（CDC）（2006）針對 13,917位 9

到 12 年級學生的調查結果，35.8%的學生會從事每週 5天以上、每
天至少 60分鐘的任何種類身體活動；68.7%的學生會從事每週 3天
以上、每天至少 20分鐘的重度身體活動或每週 5天以上、每天至少
30分鐘的中度身體活動。 
由以上相關文獻可知，目前國內青少年具有規律運動行為的比率

大多未達五成，顯示青少年運動行為不足的現象，此現象可能會造

成青少年或將來其成年時期健康上的危害，確實值得我們加以重

視、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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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運動行為影響因素之探討 

運動行為受到許多因素影響，例如人口學變項如：族群、性別及

年齡等，社會心理因子如：家人的社會支持、朋友或同儕團體的社會

支持、內外控人格特質、運動動機、自我價值原則及好玩原則等（黃

奕清，2000）。現針對本研究欲探討影響運動行為的背景因素加以詳

述。 

一、個人背景因素 

（一）年級（年齡） 
決定年輕人是否參與身體活動的兩個主要因素為：年齡及性別

（Sallis & Owens, 1999）。身體活動的參與隨著年齡的增加而降低

（Schoenborn, 1986; van Mechelen, & Kemper, 1995）。劉影梅、陳俊

忠、蔣立琦（2004）在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支持的「國際衛生組

織身體活動量表監測系統的建立與國際合作（二）的期中報告」中，

對 13-18歲青少年的身體活動量進行了解，當與世界各國身體活動量

的指引做比較時發現：隨著年齡增加，青少年的身體活動量逐漸減

少。在一篇以美國及加拿大青少年為對象的研究中指出：參與運動的

情形，隨著年齡的增加有減少的現象，下降最明顯的是在青春期及成

年早期（Stephens, Jacobs, & White, 1985）。以台北市國中生 767人
的身體活動量調查研究發現：隨著年齡的增長，研究對象的身體活動

量並未隨之增加，反而有日漸減少的現象（李彩華，1998）。各級學
校學生運動參與情形問卷調查（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與發展中

心，2005）也發現，學期中每周運動三天以上的人數比率，由國小往

大學遞減，國小為 57.8%，國中為 40.7%，高中職為 25.6%，大專校
院為 25.3%，呈現學級愈高、比率愈低的情形。 

一份針對某國小四至六年級及某國中一至三年級體能活動的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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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研究發現：國中一年級的相對體能活動量最大，國中三年級的相對

體活動量最小，國中一、二年級均顯著高於國中三年級（李明憲，

1998）。劉坤宏（2003）的研究指出年級在運動行為上達顯著差異，

其中國中一、二年級與三年級在運動行為上具顯著差異，一、二年級

的運動行為高於三年級，且二年級最高，三年級最低。以高雄市公立

國小五、六年級抽樣調查 405位學童，結果顯示其研究對象的規律運

動行為並不會因年級的不同而有顯著差異（龍炳峰，2000）。黃淑貞
等人（2004）針對全國國小三至六年級 4,862位學童進行調查研究發

現：年級對於學童運動行為有顯著差異，年級愈高，運動習慣建立得

愈好。一份針對國小五、六年級、國中、高中職學生的身體活動調查

研究指出：其研究對象從事中重度以上身體活動量所消耗的能量以國

小最多，其次為國中，高中職最少（呂昌明等，2002）。劉俐蓉（2003）
針對某國中的研究指出，一年級處於行動期和維持期的比率（39.3%）
明顯高於二年級（29.6%）及三年級（29.7%），二年級和三年級處於

無意圖期和意圖期的比率明顯高於一年級。Kim（2004）指出 7到 11
年級學生在行動期及維持期，13到 15歲佔 59.3%，16到 18歲僅佔
31.7%，此兩組年齡組群達顯著差異。賴香如等人（2006）指出七年

級學生在最近三個月內，除體育課以外的時間，從事規律運動的情形

顯著高於八年級學生。 

 

（二）性別 
許多研究指出兩性在運動的參與上有很大的不同，男性比女性在

運動競技中較強調獲勝的結果、喜好有競爭的感覺、並在競爭的情境

下能獲得愉快感。相反的，女性比男性在運動中有較高的自我滿意

度、以參與活動來獲得良好的身體外觀、交朋友和控制體重、在個人

性的運動項目有較高的愉快感（陳其昌，1998）。 
大多數的青少年都沒有達到中度或激烈身體活動的標準，學校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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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設計或實驗介入的優先考慮對象應為女學生，因為任何年齡層的男

性皆比女性有更高身體活動的參與比率（Pratt, Macera, & Blanton, 
1999）。高中女生是沒有規律參與身體活動的高危險群（Sallis, 1993; 
Sallis & Owens, 1999）。劉影梅等人（2004）指出女性的身體活動量

比男性少。男性喜歡費力的身體活動，女性參與中等費力身體活動的

時間，比費力身體活動的時間多。對於國中生運動行為的研究調查顯

示：男性國中生顯著大於女性國中生（李彩華，1998；劉坤宏，2003）。
針對國小學童研究結果顯示：女學童運動行為表現較男生差，即男學

童的身體活動量比女學童為多（黃淑貞等，2004；賴曉蓉，1996）。 
李明憲（1998）的研究指出：以整體研究對象—某國小四至六年

級及某國中一至三年級來看，男生的相對體能活動量，以及相對中重

度的體能活動量均顯著高於女生。以年級來看，國中一、二、三年級

的中重度相對體能活動方面，男生亦顯著高於女生。另一份以國小

五、六年級學童的調查研究發現：女性規律運動比率比男性高，且規

律運動組與無規律運動組在性別上有顯著差異（呂昌明、李明憲、楊

啓賢，1997）。賴香如等人（2006）的研究發現國中七、八年級男生

在最近三個月內，除體育課以外的時間，從事規律運動的情形顯著高

於女生。 
劉俐蓉（2003）的研究指出：男生處於行動期和維持期的比率

（41.5%）明顯高於女生（23.7%），女生處於無意圖期和意圖期的比

率（29.9%）明顯高於男生（19.3%）。Kim（2004）指出青少年的運

動行為階段在性別方面有顯著差異，女性大多處於無意圖期及意圖

期，男性則多處於行動期及維持期。但也有研究結果顯示其研究對象

的規律運動行為並不會因性別的不同而有顯著差異（龍炳峰，2000）。 
由以上研究可知在性別方面，大部分研究結果顯示女生規律運動

行為比率較男生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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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族群 
美國黑人男學童的運動量比白人男學童高，而白人女學童的運動

量反而比黑人女學童高（Harrell, Gansky, Bradley, & McMurray, 1997） 
。排灣族學童運動量皆顯著比漢人學童高（黃奕清，1998）。李明憲

（1998）發現無論是整體研究對象或是各年級原住民及非原住民兩

類，在相對體能活動量及相對中重度體能活動量上均未達顯著差異。

因屏東縣約有六萬餘人的排灣族，故納入族群的因素加以探討。國外

研究顯示族群對運動行為階段有顯著影響（Prapavessis et al., 2004）。
王喬木（2005）針對台北縣及台東縣國小四至六年級 695名學生的研
究發現：台東縣六大族群（阿美族、排灣族、布農族、卑南族、魯凱

族、達悟族）男學童的身體活動量上有顯著差異，女學童身體活動量

沒有顯著差異。Frenn et al.（2005）針對 127名低社經地位的七年級

學生，其中包括 40名非裔美國人（African American）和 60名美籍西
班牙人（Hispanic），研究結果指出：此兩種族群在身體活動量上沒

有顯著差異，非裔美國人的運動社會支持顯著高於美籍西班牙人。 

 

（四）家庭社經地位、父母教育程度 
黃淑貞等人（2004）的研究指出，學童的家庭社經地位及父母教

育程度在運動行為上並無顯著差異。李明憲（1998）研究發現：整體
研究對象中，不論是相對體能活動量或相對中重度體能活動量，均有

隨著父親教育程度升高而降低的情形，以父親教育程度小學畢業及以

下者其相對體能活動量及相對中重度體能活動量最高；父親教育程度

專科或大學畢業及以上的研究對象，其相對體能活動量及相對中重度

體能活動量最低。在母親方面，隨著母親教育程度不同，研究對象的

相對體能活動量和相對中重度體能活動量達顯著差異水準，母親教育

程度為初國中畢業者，其相對體能活動量和相對中重度體能活動量最

高；母親教育程度為專科或大學畢業及以上的研究對象，其相對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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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量及相對中重度體能活動量最低。 
以高雄市公立國小五、六年級抽樣調查 405位學童，結果顯示其

研究對象的規律運動行為並不會因父母教育程度的不同而有顯著差

異（龍炳峰，2000）。 

 

（五）課業表現 
黃淑貞等人（2004）的調查研究發現：學童自覺成績表現及未來

學業期望，是影響運動行為的顯著變項，學業成績表現愈好、對自己

未來期望愈高者，對運動行為的執行愈好，反之，當學童對自己的成

績表現不滿，且對未來不抱持期望時，其個體的運動行為表現將愈

差。陳德雄（2005）針對 480位國三男學生的研究發現：學業成績表
現較佳的男性青少年，似乎有體適能水準較佳的傾向。 

 

（六）自覺健康狀況 
呂昌明等人（2002）的研究發現：研究對象中若為男性、年齡愈

小者、自覺健康狀況愈好者，其運動改變方法、運動自我效能愈高；

研究對象若年齡愈大者、自覺健康狀況愈差者，有較高的知覺運動障

礙；研究對象若自覺健康狀況愈好者，有較高的知覺運動利益；研究

對象若年齡愈小者、自覺健康狀況愈好者，有較高的運動社會支持。

有研究指出國中生自覺健康狀況在運動行為上沒有差異，但自覺健康

狀況與運動自我效能呈正相關（劉坤宏，2003）。林靖斌（2001）研
究發現：自覺健康狀態好的學生，其從事規律運動比率較自覺健康狀

態普通的學生高。 

 

（七）運動傷害經驗 
林麗鳳（2004）針對某醫護技術學院一年級 1027位學生調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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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研究對象不論有無運動傷害經驗，其在運動行為階段的分布上均

無差異。 

 

（八）運動社團參與 
黃淑貞等人（2004）的研究結果發現，國小學童從事規律運動行

為與否，會因有無參加運動社團而有顯著差異，即有參與運動社團的

國小學童，其從事規律運動行為的情形較好。劉俐蓉（2003）發現參

與運動社團者處於行動期和維持期的比率（56.8%）明顯高於未參與

運動社團者（26.3%），未參與運動社團者處於無意圖期和意圖期的

比率（27.3%）大幅高於參與運動社團者。林靖斌（2001）針對某國
中一到三年級學生的研究指出：有參與運動社團的學生其從事規律運

動比率較沒有參與運動社團的學生高。何佩玲（2004）研究某完全中
學 734位學生發現：研究對象有無參加運動社團，在運動自我效能和

運動社會支持的得分上有顯著差異，在運動行為階段分布上也有顯著

差異。 

二、運動自我效能 

黃淑貞等人（2004）的研究結果指出國小學童其運動自我效能與
規律運動行為呈顯著正相關，運動自我效能具有較強的區別力，可以

有效區別有無規律運動行為的國小學童。針對國小五、六年級學童的

研究顯示，運動自我效能能有意義的分辨有規律運動及無規律運動組

的差異（呂昌明等，1997；龍炳峰，2000）。自我效能能區分個人不

同的運動行為階段（Kim, 2004）。針對國內國小、國中、高中職學
生的研究顯示：運動自我效能與運動行為呈正相關，運動自我效能是

中重度身體活動量的重要預測變項，也是影響力最大的變項（呂昌明

等，2002；林曉薇，2003；劉坤宏，2003；龍炳峰，2000）。故促進
國中生運動行為，可從提升其運動自我效能方面著手。研究也顯示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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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自我效能會隨著運動行為階段的提升而增加（何佩玲，2004；Kim, 
2004；Nigg & Courneya, 1998）。Berry, Naylor與Whatf-Higgins（2005）
發現其研究對象在無意圖期的運動自我效能與其他階段有顯著差

異，在維持期的運動自我效能亦和其他階段有顯著差異。 

三、知覺運動利益 

知覺運動利益會隨著運動改變階段的提升而增加（Nigg & 
Courneya, 1998）。卓玉蓮（2002）以開放式問卷讓國中一年級學生

討論，發現知覺運動利益分別為：增進心肺功能、增進肌力、增進肌

耐力、放鬆心情、發洩情緒、控制體重、增加柔軟度、促進新陳代謝、

減少運動傷害、增進友誼等。許多研究發現，知覺運動利益與規律運

動呈現正相關（李思招，2000；林靖斌，2001；黃淑貞等，2004；蔡
淑菁，1996；藍辰聿，1998）。無意圖期的知覺運動利益顯著低於行

動期、維持期（Kim, 2004）。Berry, Naylor與Whatf-Higgins（2005）
研究發現：其研究對象在準備期的知覺運動利益顯著低於其他階段。 

四、知覺運動障礙 

知覺運動障礙主要用來評估研究對象在平常自覺影響其運動行

為的程度，運動自我效能不強者，若知覺環境充滿運動障礙，則不會

決定去運動（黃奕清，2000）。黃淑貞等人（2004）的研究結果指出
國小學童的知覺運動障礙與規律運動行為呈顯著負相關。呂昌明等人

（1997）研究國小五、六年級學童發現，規律運動組與未規律運動組

在整體的知覺運動障礙方面達顯著差異，在各障礙因子中（「沒有時

間」、「對運動沒有興趣」、「有比運動更好的事」、「家中無運動

器材（設備）」）發現兩組達到顯著差異。根據研究顯示，青少年運

動知覺障礙常見因素為：時間不夠、覺得疲倦、天氣因素、缺乏運動

場所、家中無運動器材、缺乏友伴、對運動沒有興趣、有比運動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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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等（呂昌明等，1997；江澤群、林國瑞，2001）。國外的研究指
出：知覺運動障礙會隨著運動改變階段的提升而降低（Nigg & 
Courneya, 1998 ）。Berry, Naylor與Whatf-Higgins（2005）的研究指
出：準備期的知覺運動障礙顯著高於維持期。 

五、運動社會支持 

社會支持是個人在幫助他人達成所期望的目標時的任何行動或

行為（Caplan, Robinson, French, Caldwell, & Shinn, 1976）。研究顯示
朋友或同儕團體的社會支持與運動量呈現正相關，對 11至 16歲的女

生而言，重要他人的鼓勵和其參與任何類型的運動都有顯著相關

（Butcher, 1983）。黃淑貞等人（2004）的研究結果指出國小學童其
家人運動社會支持及同儕運動社會支持與規律運動行為呈顯著正相

關。對於國中生的研究結果也顯示運動社會支持與運動行為呈正相關

（劉坤宏，2003）。 
由上述相關研究可知，運動行為會受到個體不同的背景因素及運

動自我效能、知覺運動利益、知覺運動障礙、運動社會支持等因素的

影響。 

 
第四節 跨理論模式的應用 

一、跨理論模式的內涵 

Prochaska 與 DiClemente 於 1982 年首先提出跨理論模式

（Transtheoretical Model；TTM），此理論模式源自於多樣不同的行

為改變理論，系統性地整合不同心理治療領域的一個理論模式。它是

運用行為改變的階段來整合個人行為改變過程中所使用的主要理

論，強調健康行為的改變並非只是單純的全有或全無，而是一種螺旋

（cyclical manner）非線性（nonlinear manner）的動態過程。而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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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行為的建立需要經過不同的改變階段，在不同的改變階段應運用不

同的方法策略，以協助新行為的發展與建立。跨理論模式在國外廣泛

用於各種健康行為的研究及探討，例如：戒菸行為、酒精及物質濫用、

體重控制、飲食行為、安全性行為、保險套的使用、運動行為、乳房

攝影篩檢及恐慌症矯正等等（Prochaska & DiClemente, 1983; Prochaska 
et al., 1994; Prochaska & Velicer, 1997）。 

跨理論模式包括改變階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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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個重要的部分。行為改變階段指出人的行為改

變是具有階段性的，此理論強調對於不同行為改變階段的個案，必須

導入適用於階段的特定教育訊息和採取不同的介入方法，才能得到最

好的效果。跨理論模式優於許多傳統介入模式的最主要關鍵，是在於

其能夠區分受試者所處的不同行為改變階段，而給予不同階段所需的

介入方法（黃耀宗、季立康，2006）。對於理論中的四個重要部分敘

述如下： 

（一）行為改變階段（the Stage of Change） 
改變階段的概念對於瞭解健康行為的改變是很重要的。改變包含

「特徵」（traits）及「狀態」（states）兩項概念，改變是介於非常

穩定且不易改變的「特徵」與非常不穩定且極易改變的「狀態」之間，

即階段本身傳達了穩定及動態的兩種特性，亦即行為改變階段可以穩

定地停滯在某一期或隨時保持動態而準備改變進入下一期（Marcus & 
Simkin, 1994）。 

行為改變階段分為五個時期，針對各階段特質敘述如下： 
1.無意圖期（Precontemplation）： 
是指在未來六個月尚無採取行為改變的打算，可能是因為尚未

意識到自己的行為（如抽菸或坐式生活型態等）有問題，或者



 

 25

是過去曽嘗試後遭受挫敗的經驗所造成，傾向於避免談論或思

考自己不健康的行為，會拒絕或無動機參與健康促進計畫。 
2.意圖期（Contemplation）：此階段是指在未來的六個月內，開

始意識到自己的行為是有問題的，認真考慮要採取行動改變行

為，並且知道行為改變後的利益，也明白會遭遇的困難與阻礙，

對改變的利弊得失之間的權衡決擇產生矛盾，會造成停留在此

階段的時間較久，且尚未準備好參與行動導向計畫。 
3.準備期（Preparation）：將於不久的未來（通常是指一個月）開

始採取行為的改變，處於此階段的人通常於過去一年中已經採

取一些有意義的行動，例如參加衛生教育課程、諮詢健康顧問 
、與醫師會談和購買相關書籍等，並對所採取的行動已有計畫 
，樂於參與各種行動導向的計畫，例如戒菸班、減重班或運動

相關課程等。 
4.行動期（Action）：此階段已經有規律的行為，對自己的生活型

態有特定且明顯的的改變，這種改變還未超過六個月，但在跨

理論模式中，對象所改變的行為必須符合科學及專業上判斷足

以降低疾病的罹患率，所以並不是行為有改變就代表對象正處

於行動期。 
5.維持期（Maintenance）：規律的行為改變至少已維持六個月以

上，甚至已達五年，處於此階段者較有信心持續執行新行為，

較不易中途放棄或受到誘惑而使舊行為復發，會為了防止舊行

為復發而做許多努力，但並沒有像處於行動期時運用如此頻繁

的行為改變方法（林旭龍，2000；林曉薇，2003；Marcus & Simkin, 
1994；Prochaska & DiClemente, 1983；Prochaska, DiClemente, & 
Norcross, 1992； Prochaska & Velicer, 1997）。 

（二）改變方法（the Processes of Change） 
包括經驗認知層面及行為層面十個改變過程要素（O’Con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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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Prochaska & Marcus, 1994）： 
1.經驗認知方法：透過經驗認知方法，將有助於早期改變階段的
預測與瞭解。 
（1）意識覺醒（consciousness raising）：個人努力去尋找新資

訊，以獲得對有關問題行為的瞭解與回饋。可藉觀察、比

較、解釋、讀書治療法（bibliotherapy）等方法介入。 
（2）情感喚起（dramatic relief or emotional arousal）：經驗並
表達對該問題行為及可能的解決辦法之看法。例如利用經

驗分享、媒體傳播等方法，讓個人感受到從事身體活動可

帶來的快樂，或降低某些相關的恐懼。可藉心理戲劇的演

出、減少悲傷、角色扮演等方法介入。 
（3）自我再評估（self-reevaluation）：個人對該重視的問題

行為，在情緒和認知方面價值觀念的再評價。可藉價值澄

清法、矯正情緒經驗等方法介入，例如利用價值澄清技巧，

讓個人對自己不去從事身體活動的行為做評價。 
（4）環境再評估（environmental reevaluation）：個人對該問
題行為如何影響身體和社會環境所做的思考與評估。例如

利用家庭介入等方法，評估自己去從事身體活動後對其他

人以及周遭環境的影響。 
（5）社會解放（social-liberation）：增加支持健康行為改變的

社會規範，即社會透過立法及政策擬定等過程，提供有利

健康行為的社會環境。 
2.行為方法：透過行為方法有助於準備期到維持期的行為預測。 
（1）有助益的人際關係（helping relationship）：在試圖改變
問題行為的期間，會信任、接受、利用個人的重要他人對

此問題行為的關心。結合了對健康行為改變的關心、信賴、

包容、接納和支持。例如利用同儕與親友等人的關懷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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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改變的支持等社會支持技巧。 
（2）反制約（counterconditioning）：以比較健康的行為來替

代不健康的行為，即學習一種可以取代問題行為且較健康

的新行為。例如想增加身體活動量，可以走樓梯代替坐電

梯等。 
（3）增強管理（reinforcement management）：對健康行為的

改變增加獎賞，對不健康的行為則減少獎賞。此增強包含

獎勵及懲罰，通常獎勵比懲罰較能鼓勵健康行為的重複出

現，當自己作一行為改變時候較會採取獎勵自己的增強方

式，而較不會使用懲罰的方式。 
（4）刺激控制（stimulus control）：排除從事不健康行為的誘

因，並增加採行健康行為的線索。環境的重新安排、參與

團體皆能持續得到刺激並獲得行為改變的支持，避免故態

復萌。 
（5）自我解放（self-liberation）：堅定行為改變的承諾，包括

個人對改變的信念及對此信念的承諾，即相信自己有能力

改變，也承諾願意去改變。 

（三）決策權衡（Decisional Balance） 
決策權衡源自於 Janis與Mann（1977）的決策理論研究，是指個

人會對行為改變作利益得失的衡量，進而考慮是否從事行為改變，認

為行為的改變包括：自我本身利益、他人利益、自我本身不贊成、他

人的不贊成、自我本身贊成、他人的贊成、自我本身成本花費、他人

成本花費等八個權衡概念。跨理論模式將權衡點的好處（Pros，即知
覺利益）與壞處（Cons，即知覺障礙）納入，稱為決策權衡，以探討
運動行為階段與權衡利弊得失關係（Prochaska, DiClemente, & 
Norcross, 1992）。個人權衡採取健康行為的利益和障礙後，如利益大

於障礙則傾向於採取健康行為，當障礙大於利益時則傾向於不採取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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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行為。 
許多研究證實決策權衡與改變階段有密切關係，不同的運動行為

階段可明顯的區分知覺運動利益及知覺運動障礙（呂昌明、林旭龍，

2001；高毓秀，2002；Marcus, Eaton, Rossi, & Harlow, 1994；Nigg & 
Courneya, 1998）。在跨理論的改變階段中，愈後面的階段其知覺運

動障礙愈小，知覺運動利益愈大，當知覺運動利益大於知覺運動障礙

時，會越過準備期而進入行動期和持續期（Marcus, Pinto, Simkin, 
Audrain, & Taylor, 1994）。知覺運動利益與規律運動行為呈顯著的正

相關；知覺運動障礙與規律運動行為呈顯著的負相關（龍炳峰，

1990）。 

（四）自我效能（Self-Efficacy） 
自我效能是社會認知理論中相當重要的概念，個體會經由自我效

能的認知機轉，調整自己的動機、思考型態與行為。自我效能是指個

人在預期情境中，執行某一特定行動，並達到此一行動的能力判斷

（Bandura, 1986）。 
Bandura（ 1997）提出自我效能的信念是由自我了解

（self-knowledge）而形成的，由四個主要訊息組成的：表現良好的經

驗（enactive mastery experience）可當作能力的指標；替代性的經驗

（vicarious experience）可藉由與他人表現的比較，來修改自我效能

信念；口頭勸說（verbal persuasion）可使個人擁有某一行為能力；生

理和情緒的狀態（physiologicl and affective states）可判斷個人的能力

和弱點。用以判斷個人能力的訊息，不管是實際的表現、替代性經驗、

口頭勸說或生理的訊息，並非與生俱來，亦非一成不變，而是具有可

教育性的，亦即可藉由認知的過程塑造這些訊息。Bandura（1977）
指出有意義的自我效能分析應包括三個向度： 

1.程度（magnitude）：即事情的困難度，個人會因面對難度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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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行為而有不同的自我效能。 
2.強度（strength）：指個人完成某種特定行為的把握程度。自我

效能高者，遭遇困難也能努力去克服，反之，自我效能低者，

其自我效能容易因失敗的經驗結果而下降。 
3.類化（generality）：個人對於某種情境所評估的自我效能，類

化至其他相似情境的情形。 
個人運動自我效能的提升，對運動行為有實質上的助益，而運動

自我效能也是運動行為的強力相關因子，是未來運動行為的預測因子

（呂昌明等，2002），這也說明，自我效能高者，不僅運動的表現較

佳，其運動行為（運動的參與度、次數等）亦較好（鍾志強，1999）。
研究顯示自我效能與改變階段模式之間的關係，在五個階段中發現不

同的運動行為階段對於自我效能呈現線性關係，亦即自我效能由無意

圖期、意圖期、準備期、行動期、維持期依序上升（林旭龍，2000；
Marcus et al., 1994）。 

二、跨理論模式在青少年運動行為的運用 

近年來跨理論模式運用於國內許多方面的研究，例如戒菸、運動

行為、體重控制等，在運動行為方面，研究的對象十分廣泛，包括有

中老年人、大學生、教師、職場工作人員、病人等，但在青少年方面

的研究較為缺乏，卓玉蓮（2002）針對台中某國中一年級 381位學生
進行身體活動方面認知—行為教育介入的研究，結果發現：研究對象

中有規律運動者（行動期和維持期）佔 36%。呂昌明等人（2002）針
對全國北、中、南、東區、台北市及高雄市九十學年度國小五、六年

級、國中及高中、職共 2,816名學生進行調查研究，結果發現：全體

受測者的運動行為階段有 2.8%是無意圖期、5.1%是意圖期、58.8%是
準備期、12.8%是行動期、20.4%是維持期。其中國中生的運動行為階

段有 3.5%是無意圖期、6.0%是意圖期、62.9%是準備期、11.1%是行

動期、16.5%是維持期。身體活動量會因運動行為階段的不同而有顯



第四節 跨理論模式的應用 

 

 30

著差異（p<.001），維持期者的身體活動量顯著高於行動期、準備期、

意圖期和無意圖期者。研究對象的中重度身體活動量與年齡、改變方

法、運動自我效能、知覺運動利益、運動社會支持呈顯著正相關，與

知覺運動障礙呈顯著負相關。其中運動自我效能、年齡、性別、運動

改變方法、知覺運動障礙等，是中重度身體活動量的重要預測變項，

這些變項可解釋約 21.2%的變異量。劉俐蓉（2003）針對台北市士林

國中一至三年級共 736位學生的調查指出：研究對象運動行為階段為

無意圖期佔 13.0%、意圖期佔 11.4%、準備期佔 43.0%、行動期佔

13.6%、維持期佔 19.0%。何佩玲（2004）針對台北市某完全中學中

一至中六共 747位學生的調查研究發現：研究對象運動行為階段為無

意圖期佔 8.7%、意圖期佔 16.2%、準備期佔 56.9%、行動期佔 4.0%、
維持期佔 14.2%。 

在國外運用跨理論模式於運動行為的研究以成人或老人居多，在

青少年方面，Nigg與 Courneya（1998）針對 819位高中的調查研究
結果發現：研究對象中無意圖期佔 2.1%、意圖期佔 4.2%、準備期佔
28.7%、行動期佔 15.7%、維持期佔 49.3%。運動自我效能、知覺運
動利益會隨著運動改變階段的提升而增加，知覺運動障礙會隨著運動

改變階段的提升而降低。另一項研究針對 409位五至六年級的學生，

以自填式問卷調查其運動改變階段發現：在無意圖期、意圖期及準備

期的學生佔 40.0%，至於在行動期或維持期者有 60.0%，在維持期，
男生多於女生，在意圖期則是女生多於男生（Walton, Hoerr, Heine, 
Frost, Roisen, & Berkimer, 1999）。還有對於 669位國小一到五年級學

生，研究調查他們的體適能（physical fitness tests）、運動改變階段、
運動信念（exercise beliefs）、運動知識（exercise knowledge），結果
發現：無意圖期佔 4.6%、意圖期佔 4.9%、準備期佔 3.1%、行動期佔

36.5%、維持期佔 50.8%，各個運動行為階段能有效區辨運動信念，

研究對象在維持期的運動信念顯著比無意圖期的運動信念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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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dinal, Engels, & Zhu, 1998）。 
對於國中生的研究，Hausenblas, Nigg, Fleming與 Connaughton

（2002）抽樣調查一所佛羅里達州城市的中等學校（middle school），
對象是 387位六到八年級學生，調查他們的運動行為、運動行為階

段、運動自我效能及決策權衡之間的關係，結果發現：無意圖期佔

1.3%、意圖期佔 3.4%、準備期佔 6.6%、行動期佔 27.8%、維持期佔
60.9%，研究對象在維持期的運動自我效能顯著高於其他各個運動改
變階段，在準備期的運動自我效能明顯低於行動期；知覺運動利益和

知覺運動障礙在各運動改變階段並無顯著差異。Kim（2004）針對韓
國 7到 11 年級 671位青少年運動行為的研究指出，研究對象在運動

行為階段中的分布為：無意圖期佔 17.5%、意圖期佔 16.6%、準備期
佔 20.4%、行動期佔 28.3%、維持期佔 17.2%。運動自我效能及知覺
運動利益在無意圖期最低分，在維持期最高分；反之，知覺運動障礙

在無意圖期最高分，在維持期最低分。運動自我效能、知覺運動利益、

知覺運動障礙三者與運動行為有顯著相關及顯著影響，其中自我效能

與運動行為有最大相關及最大的影響，知覺運動利益和知覺運動障礙

與運動行為有重要的線性關係。Prapavessis et al. （2004）調查紐西蘭

14到 19歲 3,972位中學學生的運動行為發現：無意圖期佔 6.1%、意
圖期佔 8.7%、準備期佔 40.8%、行動期佔 19.4%、維持期佔 25.0%。
運動自我效能、知覺運動利益和運動行為階段有正相關；知覺運動障

礙與運動行為階段呈現負相關。Berry, Naylor與Whatf-Higgins（2005）
調查加拿大私立中學 311位 15-17歲的學生發現：無意圖期佔 2.0%、
意圖期佔 5.9%、準備期佔 23.7%、行動期佔 15.9%、維持期佔 51.1%，
在意圖期和準備期的重度身體活動顯著低於維持期。 

由以上國內外以跨理論模式運用於青少年運動行為的研究發

現，國外有規律運動（在行動期和維持期）學生的比率約有 60%以上，
反觀國內有規律運動習慣學生的比率大約在 40%以下，與國外互相比
較相差甚多，再加上規律運動行為會隨著年齡而下降，故實有必要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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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影響青少年運動行為階段的相關因素，提供日後如何介入以促進規

律運動行為的研究參考，才能達到提升全民運動參與，促進全民身心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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