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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論 

 
依據本研究結果與其他相關文獻的研究結果加以討論，共分為四

節：第一節是背景因素、運動社會心理因素、運動行為階段的分布情

形、第二節是背景因素與運動行為階段的關係、第三節是背景因素與

運動社會心理因素的關係、第四節是運動社會心理因素和運動行為階

段的關係。 

 
 
第一節 背景因素、運動社會心理因素、運動行為

階段的分布情形 

一、背景因素 
族群以一般平地生比率（68.4%）較高，原住民大多是排灣族，

和屏東縣原住民大部分是排灣族符合。課業表現 1~10名和 11~20名
人數各約佔三成多，可能因為有些偏遠地區學校，班級人數可能不足

30人，故 21~30名較少。屏東縣國中班級人數多數在 35人以下，故
30名後人數最少。研究對象自認健康狀況介於「普通」到「非常好」

之間者最多（86.7%），其中以「普通」的比率（51.4%）最高，此結
果與林靖斌（2001）的研究相似，多數研究對象自覺健康狀況與同年

齡相比，都是以普通或差不多佔多數。 
曾經有運動傷害經驗者比率高達 74.9%，呂昌明等人（1997）針

對國小五、六年級的學童研究發現，研究對象中曾有運動傷害經驗的

比率是 78.1%，與本研究結果相似，可能是因國小高年級與國中階段

學生正值活潑好動時期，從事的運動項目較為激烈，相對的受傷機會

較高。研究對象中以沒有參加學校運動校隊居多，佔 87.0%，沒有參

加運動社團者佔多數（76.8%），與林靖斌（2001）研究結果，無參

加運動社團者佔 88.6%，和劉俐蓉（2003）的調查結果，無參與運動

社團者（77.9%）比率相近，顯示目前國中階段，參加運動社團者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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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很低，可能是學校社團課程沒有落實或學校成立的運動性社團不足

等原因所致。 

 
二、運動社會心理因素 

本研究結果顯示，研究對象具有中等程度的運動自我效能、知覺

運動利益、知覺運動障礙和運動社會支持。約一半的研究對象可能會

因為「當天氣不好時」、「當好朋友打電話找我出去玩時」和「當生

病（或身體不舒服）時」影響運動自我效能。約有九成研究對象認同

的運動利益有「能促進身體健康」、「使我保持身材」和「使我感覺

有活力」。約一半的研究對象可能因為「沒有時間」、「有更好玩的

事可以做」和「天氣太壞」而造成知覺運動障礙。由以上可知，「天

氣」和「玩樂」是影響研究對象運動的主要因素。在運動社會支持方

面，約有六成研究對象在家人運動社會支持上僅獲得情緒支持，有八

成以上幾乎沒有獲得家人的行動支持；約四至五成研究對象會獲得同

儕運動社會支持的行動支持；老師所提供的運動社會支持最微弱，僅

約四成研究對象獲得老師運動社會支持上的情緒支持，研究對象獲得

老師的運動陪伴或行動上的支持者僅約佔一成，顯示家人和老師以口

頭上鼓勵支持較多。此研究結果與何佩玲（2004）的研究結果相似，
研究對象自同儕獲得的實際行動較多，家人和老師若能從言語上的鼓

勵提昇到行動的陪伴與支持，多花些時間，陪同青少年一起運動，相

信對於提高學生規律運動的比率助益良多，尤其是本研究發現研究對

象來自老師的運動社會支持最少，表示老師在扮演促進學生運動的角

色上還有很大的努力空間，教師應提升本身對運動的重視，言教不如

身教，多增加與學生一起運動的機會。 

 
三、運動行為階段 
本研究對象運動行為階段的分布情形，以準備期人數比率最多，

比率最少的是無意圖期，五個階段人數比率由高至低依序為：準備期

（52.1%）＞維持期（18.4%）＞行動期（12.4%）＞意圖期（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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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意圖期（7.1%）。相較於呂昌明等人（2002）的研究調查：準備
期（62.9%）＞維持期（16.5%）＞行動期（11.1%）＞意圖期（6.0%）
＞無意圖期（3.5%），階段分布結果相似。本研究調查和呂昌明等研

究結果相似，約三成國中生在維持期和行動期，即具有規律運動行為

的國中生約有三成。另外，劉俐蓉（2003）的調查結果是：準備期
（43.0%）＞維持期（19.0%）＞行動期（13.6%）＞無意圖期（13.0%）
＞意圖期（11.4%），亦約有三成二國中生在維持期和行動期。何佩

玲（2004）調查結果為：準備期（57.0%）＞維持期（19.7%）＞意圖
期（12.4%）＞無意圖期（7.6%）＞行動期（3.3%），僅約有二成三
國中生在維持期和行動期。 

Prapavessis et al.（2004）調查紐西蘭 14到 19歲學生的運動行為

發現：準備期（40.8%）＞維持期（25.0%）＞行動期（19.4%）＞意
圖期（8.7%）＞無意圖期（6.1%），階段分布次序與本研究相同，但
在維持期和行動期，學生約佔四成四，比本研究結果比率高。Kim
（2004）針對韓國 7到 11 年級研究對象在運動行為階段中的分布為：

行動期（28.3%）＞準備期（20.4%）＞無意圖期（17.5%）＞維持期
（17.2%）＞意圖期（16.6%），階段分布與本研究差異較大，在維持

期和行動期約佔四成五學生。Hausenblas et al.（2002） 調查美國六到

八年級學生發現：維持期（60.9%）＞行動期（27.8%）＞準備期（6.6%）
＞意圖期（3.4%）＞無意圖期（1.3%），在維持期和行動期的學生高

達八成七，與本研究差異較大之處為準備期的比率，國內研究結果多

數是準備期比率最高，此研究是維持期最高，準備期比率很低。 
國內外研究結果稍有不同，綜合上述國內針對國中生研究結果，

有規律運動行為的國中生僅約佔三成，國外對相同年齡的研究結果，

有規律運動行為的國中生佔四成以上，由此得知，國內國中生規律運

動行為比國外差，原因可能與各國運動風氣、升學壓力不同而有所差

異、或各研究受到季節氣候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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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背景因素與運動行為階段的關係 

本研究得知不同的年級、性別、族群、自覺健康狀況、運動傷害

經驗、參加運動校隊和運動社團參與等背景因素與運動行為階段有顯

著差異，父母教育程度和課業表現與運動行為階段未達顯著差異，茲

將各項分述如下： 

 

一、年級 
本研究結果顯示，年級分布在運動行為階段上達顯著差異，所有

年級以準備期比率最高，在行動期和維持期的比率皆是一年級＞二年

級＞三年級，表示規律運動的行為，隨著年級增加而遞減，李彩華

（1998）、李明憲（1998）、呂昌明等人（2002）和國立臺灣師範大

學體育研究與發展中心（2005）等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結果相似，可能
與年級愈高，所面臨的升學壓力愈重而沒有時間運動有關。劉坤宏

（2003）研究指出，一、二年級運動行為高於三年級運動行為，且二

年級最高，三年級最低，與本研究一年級較高的結果略有差異，可能

是調查地區不同的差異。劉俐蓉（2003）研究結果是一年級處於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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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三年級部份與本研究略有不同，可能是因為其研

究僅調查某所國中，結果呈現該國中之運動現況。 

 
 

二、性別 
本研究結果顯示，性別分布在運動行為階段上達顯著差異，從維

持期和行動期的男生比率高於女生，無意圖期及意圖期的女生比率皆

高於男生，表示男生有規律運動的行為比女生好，此結果與許多研究

結果相同，劉俐蓉（2003）、Kim（2004）研究皆指出維持期和行動

期男生顯著多於女生，無意圖期和意圖期女生顯著多於男生。顯示女

生規律運動行為的建立有待加強，可特別針對女生推展運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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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族群 
本研究結果顯示，族群分布在運動行為階段上達顯著差異，在行

動期及維持期，客家人（39.7%）＞原住民（32.6%）＞一般平地生
（28.3%）；在無意圖期、意圖期及準備期，一般平地生（71.7%）＞
原住民（67.4%）＞客家人（60.3%）。由以上結果得知，在運動行為

方面，客家人優於原住民，原住民優於一般平地生，針對紐西蘭內不

同族群研究顯示族群對運動行為階段有顯著影響（Prapavessis et al., 
2004），與本研究結果相似。因國內無客家族群相關研究可加以比較，
此研究結果發現研究對象是客家族群的運動行為最好，此結果是否與

族群習性有關，有待日後進一步深入探討。 

 
四、父母親教育程度 

本研究結果顯示，父親教育程度和母親教育程度的分布在運動行

為階段上未達顯著差異，龍炳峰（2000）和黃淑貞等人（2004）的研
究亦指出父母教育程度與學童運動行為未達顯著差異，和本研究結果

相似。 

 
五、課業表現 

本研究結果顯示，研究對象課業表現的分布在運動行為階段上未

達顯著差異，但從比率來比較，名次較後面的研究對象，其處於維持

期和行動期的比率較高，可能因為課業表現較好者，努力專注於課業

上，缺乏時間運動。本研究結果與黃淑貞等人（2004）的研究結果有
差異，黃淑貞等人（2004）研究發現：學童自覺成績表現是影響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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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自覺健康狀況 

本研究結果顯示，研究對象自覺健康狀況的分布在運動行為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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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達顯著差異，在行動期及維持期，不同的自覺健康狀況比率高低如

下：「非常好」者＞「好」者＞「非常不好」者＞「普通」者＞「不

好」者，在無意圖期、意圖期及準備期，不同的自覺健康狀況比率高

低如下：「不好」者＞「普通」者＞「非常不好」者＞「好」者＞「非

常好」者，研究對象若自覺健康狀況較好者，其運動行為階段傾向於

有規律運動的階段，而自覺健康狀況較差者，其運動行為階段傾向於

不運動的階段。本研究結果與林靖斌（2001）和林麗鳳（2004）的研
究結果相似。 

 
七、運動傷害經驗 

本研究結果顯示，研究對象運動受傷經驗的分布在運動行為階段

上達顯著差異。有受傷經驗者在準備期、行動期和維持期的比率高於

無受傷經驗者，無受傷經驗者在無意圖期及意圖期的比率高於有受傷

經驗者，即有受傷經驗的研究對象，其規律運動的行為較好，此結果

可能是這些有受傷經驗學生較常從事運動行為，所以受傷的機會比較

高，反之，沒有受傷經驗的學生，原本就沒有規律運動的行為，故受

傷機會較少。林麗鳳（2004）研究結果是運動傷害經驗在運動階段上
沒有顯著差異，此項的研究與本研究略有不同，可能是因調查對象年

齡不同所致。 

 
八、參加運動校隊 

本研究結果顯示，研究對象運動校隊參與的分布在運動行為階段

上達顯著差異。在行動期及維持期，有參加學校運動校隊者比率高於

無參加學校運動校隊者；在無意圖期及意圖期，無參加學校運動校隊

者比率高於有參加學校運動校隊者，顯示有參加運動校隊者的規律運

動行為較好，此結果可能跟學校的運動校隊本來就有固定運動行為的

訓練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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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運動社團參與 
本研究結果顯示，研究對象運動社團參與的分布在運動行為階段

上達顯著差異。在行動期和維持期，有參與運動社團者的比率高於無

參加運動社團者，在無意圖期和意圖期，無參加運動社團者的比率高

於有參加運動社團者。結果顯示，有參加運動社團的學生，其規律運

動的行為較好，可能是因為會參加運動社團的學生，本身就喜愛運

動，故其運動行為階段傾向規律運動的階段。本研究結果與林靖斌

（2001）、劉俐蓉（2003）、黃淑貞等人（2004）和何佩玲（2004）
的研究結果相似。 

 
 
第三節 背景因素與運動社會心理因素的關係 

本節針對個人背景因素與運動社會心理因素的關係加以總結歸

納如表 5-1。 

 
 
 
 

 表 5-1    個人背景因素與運動社會心理因素的關係表 

     背景因素 

社會 

心理因素 

年級 性別 族群 父母

教育

程度

課業

表現

自覺

健康

狀況

運動

受傷

經驗

參加

運動

校隊 

運動

社團

參與 

運動自我效能 O O O X X O O O O 

知覺運動利益 O X O X O O O O O 

知覺運動障礙 O O O X X O O O O 

運動社會支持 X O O X X O O O O 

註：O代表有顯著差異，X代表沒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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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針對背景因素分項敘述如下： 
一、年級 

年級不同者，在運動自我效能的得分上有顯著差異，在運動自我

效能方面高低依序為：一年級＞二年級＞三年級，顯示運動自我效能

隨著年級增加而遞減，一年級運動自我效能顯著高於三年級，二年級

運動自我效能顯著高於三年級。不同年級在知覺運動利益方面達顯著

差異，二年級知覺運動利益得分顯著高於三年級。在知覺運動障礙方

面，不同年級間達顯著差異，三年級的知覺運動障礙顯著高於一年

級，其可能原因為三年級課業壓力較重。不同年級的研究對象，在運

動社會支持方面並沒有顯著差異。何佩玲（2004）研究結果為年級與

運動自我效能、運動社會支持有顯著差異，與本研究略有差異。林靖

斌（2001）研究結果為不同年級在運動自我效能、知覺運動利益、知

覺運動障礙三方面並沒有顯著差異，在教師運動社會支持上有顯著差

異，和本研究結果不同，林靖斌（2001）的研究以某國中為研究對象，
可能是因不同地區的調查而呈現不同的結果。 

 
二、性別 

不同性別的研究對象，其在運動自我效能、知覺運動障礙和運動

社會支持上達顯著差異，在知覺運動利益變項中，男生和女生未達顯

著差異。男生運動自我效能和運動社會支持皆顯著高於女生，知覺運

動障礙則顯著低於女生，男、女生在知覺運動利益方面無差異。林靖

斌（2001）的研究結果為：不同性別在運動自我效能、知覺運動利益

和知覺運動障礙皆有顯著差異，在運動社會支持方面沒有顯著差異，

與本研究略有差異。何佩玲（2004）研究結果為：性別在運動自我效
能和運動社會支持上皆有顯著差異，與本研究結果相同。 

 
三、族群 

研究對象不同族群者，其在運動自我效能、知覺運動利益、知覺

運動障礙及社會支持上的得分皆達顯著差異。在運動自我效能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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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及原住民的運動自我效能皆顯著高於一般平地生。在知覺運動

利益方面，原住民的知覺運動利益得分顯著高於一般平地生。在知覺

運動障礙方面，一般平地生的知覺運動障礙顯著高於客家人。在運動

社會支持方面，原住民的運動社會支持顯著高於一般平地生及客家

人。整體而言，原住民的運動自我效能、知覺運動利益和運動社會支

持皆顯著高於一般平地生，可能跟屏東縣原住民多居住山區附近，生

活上比較有活動的機會，以及從小較常運動有關。 

 
四、父母教育程度 

研究對象的父親、母親教育程度不同者，在運動自我效能、知覺

運動利益、知覺運動障礙和運動社會支持方面皆未達顯著差異。林靖

斌（2001）的研究結果為：父母親教育程度不同者，在運動自我效能、

知覺運動利益、知覺運動障礙和運動社會支持方面皆未達顯著差異，

和本研究結果相同。 

 
五、課業表現 

研究對象課業表現不同者，在知覺運動利益上的得分達顯著差

異，在運動自我效能、知覺運動障礙及運動社會支持上的得分則未達

顯著差異。1~10 名的知覺運動利益得分顯著高於 31~40 名，可能原
因為 1~10名的學生較 31~40名普遍了解運動的益處。 

 
六、自覺健康狀況 

研究對象自覺健康狀況不同者，其在運動自我效能、知覺運動利

益、知覺運動障礙及運動社會支持上的得分皆達顯著差異。自覺健康

狀況「非常好」的運動自我效能顯著高於「好」、「普通」、「不好」、

「非常不好」；自覺健康狀況「好」的運動自我效能顯著高於「普通」、

「不好」。自覺健康狀況「非常好」和「好」的知覺運動利益得分顯

著高於「非常不好」。自覺健康狀況「非常不好」的知覺運動障礙顯

著高於「好」和「非常好」；自覺健康狀況「不好」的知覺運動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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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高於「好」和「非常好」；自覺健康狀況「普通」的知覺運動障

礙顯著高於「好」和「非常好」。自覺健康狀況「非常好」的運動社

會支持顯著高於「非常不好」、「不好」及「普通」；自覺健康狀況

「好」的運動社會支持顯著高於「非常不好」、「不好」及「普通」。

整體而言，自覺健康狀況「非常好」和「好」的學生，其運動自我效

能、知覺運動利益及運動社會支持皆比較高，知覺運動障礙較低。林

靖斌（2001）的研究結果為：研究對象自覺健康狀況不同者，其在運

動自我效能、知覺運動利益、知覺運動障礙及家人運動社會支持上的

得分皆達顯著差異；林麗鳳（2004）的結果為：研究對象自覺健康狀

況不同者，其在運動自我效能、知覺運動利益及知覺運動障礙上的得

分皆達顯著差異，以上兩項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結果相似。 

 
七、運動傷害經驗 

研究對象有無運動受傷經驗，在運動自我效能、知覺運動利益、

知覺運動障礙和運動社會支持的得分皆達顯著差異。有運動受傷經驗

者，其運動自我效能、知覺運動利益和運動社會支持皆顯著高於無運

動受傷經驗者,其知覺運動障礙則顯著低於無運動受傷經驗者，此結
果可能跟本研究中已排除近六個月內不能運動的對象，因此若近期曾

受過嚴重運動傷害經驗者不列入研究，在本研究中勾選有運動傷害

者，可能是已痊癒或仍然可照常運動者，故本研究的有運動傷害經驗

者，可能本身就較常運動，因而才有比較高的運動自我效能、知覺運

動利益和運動社會支持。林麗鳳（2004）對於大學生的研究結果指出：
有無運動受傷經驗，在運動自我效能和知覺運動利益上皆達顯著差

異，和知覺運動障礙無顯著差異，與本研究結果相似。 

 
八、參加運動校隊 

研究對象有無參加學校運動校隊，在運動自我效能、知覺運動利

益、知覺運動障礙和運動社會支持的得分皆達顯著差異，研究對象有

參加學校運動校隊者，其運動自我效能、知覺運動利益和運動社會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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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皆顯著高於無參加學校運動校隊者；有參加學校運動校隊者，其知

覺運動障礙則顯著低於無參加學校運動校隊者。因國內無相關研究可

供比較，本研究結果可能是因為若有參加學校運動校隊者，較能體驗

運動的益處，為了比賽要克服運動障礙，故在知覺運動利益得分較

高，在知覺運動障礙得分較低。 

 
九、運動社團參與 

研究對象有無參加學校運動社團，在運動自我效能、知覺運動利

益、知覺運動障礙和運動社會支持的得分皆達顯著差異，研究對象有

參加學校運動社團者，其運動自我效能、知覺運動利益和運動社會支

持皆顯著高於無參加學校運動社團者；有參加學校運動社團者，其知

覺運動障礙則顯著低於無參加學校運動社團者。何佩玲（2004）研究
結果為：有無參與運動社團在運動自我效能和運動社會支持上有顯著

差異。林靖斌（2001）研究結果為：有無參加學校運動社團，在運動

自我效能、知覺運動利益、知覺運動障礙和運動社會支持的得分皆沒

有顯著差異，和本研究結果相異，可能是因該校僅有三個社團，且參

加人數僅約一成，是否自願參加不得而知。目前屏東縣國中社團課

程，有些學校打散班級分別組成許多不同社團，有些學校直接由導師

決定社團上課內容，本研究有參加運動社團者，可能是自願參加的，

故有參加學校運動社團者，其運動自我效能、知覺運動利益和運動社

會支持較高。 

 
 
第四節 運動社會心理因素與運動行為階段的關係 

一、運動自我效能 
運動自我效能因運動行為階段的不同有顯著差異，運動自我效能

平均分數由高至低依序為：維持期＞行動期＞準備期＞意圖期＞無意

圖期，此結果與多篇研究結果相符（呂昌明等，2002；林旭龍，2000；
林麗鳳；2004；劉俐蓉，2003；Prapavessis et al., 2004）。運動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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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愈高階，其運動自我效能愈高。可能是因為運動行為階段愈高階

者，其具有規律運動行為已有一段時間，可深刻感受到運動帶來的好

處，所以其運動自我效能較高；反之，運動行為階段愈低者，未認知

其沒有運動是不健康的行為，所以其運動自我效能較低。 

 
二、知覺運動利益 

知覺運動利益因運動行為階段的不同有顯著差異，知覺運動利益

平均分數由高至低依序為：維持期＞行動期＞準備期＞意圖期＞無意

圖期，此結果與多篇研究結果相符（呂昌明等，2002；林麗鳳，2004；
黃婉茹，2003；劉俐蓉，2003；Kim, 2004；Nigg & Courneya, 1998； 
Prapavessis et al., 2004），亦有研究結果為：知覺運動利益在運動行

為階段上沒有顯著差異（Hausenblas et al., 2002），Hausenblas et al.
（2002）的研究結果準備期至無意圖期僅佔 11.3%，可能是此三個階
段人數過少而影響其結果。 

 
三、知覺運動障礙 

知覺運動障礙因運動行為階段的不同有顯著差異，知覺運動障礙

平均分數由高至低依序為：無意圖期＞意圖期＞準備期＞行動期＞維

持期，得分隨著運動行為階段的提昇而逐漸降低，多篇研究與此結果

相符（呂昌明等，2002；劉俐蓉，2003；Kim, 2004；Nigg & Courneya, 
1998；Prapavessis et al., 2004）。 

 
四、運動社會支持 

運動社會支持因運動行為階段的不同有顯著差異，運動社會支持

平均分數由高至低依序為：維持期＞行動期＞準備期＞意圖期＞無意

圖期，得分隨著運動行為階段的提昇而逐漸降低，此結果與多篇研究

相似（呂昌明等，2002；劉俐蓉，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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