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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為三節，包含青少年規律運動行為、自尊與規律運動行

為、學業成就與規律運動行為，茲分述於後： 

 

第一節  青少年規律運動行為 

一、 規律運動行為 

運動(exercise)是一種有組織、有計劃的重複性身體活動，其主

要目的是改善或維持體適能。身體活動是指個體的骨骼肌受意識控

制，進而從事活動及消耗能量之過程 (Casperson, Powell & 

Christenson, 1985)。運動與身體活動間的定義儘管有些許的差異，

但規律的運動或身體活動對身體健康、體適能的促進，扮演著重要

的角色。而健康體能的好處包括可降低罹病率及死亡率；減少冠狀

動脈心臟病、糖尿病、大腸癌、高血壓、高血脂、骨質疏鬆發生；

減少憂鬱症發生；增強親子關係、人際關係與社交能力(Sharkey, 

2007；李思招，2000)。 

近年來，美國運動醫學會(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簡稱 ACSM)對於運動量的建議經常修正。1978年，美國運動醫學

會建議，健康的成人應執行每週 3～5天，每次持續 15～60分，強

度達最大心跳數的 60～90％的有氧運動，方可改善或維持心肺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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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到了 1990年，美國運動醫學會(ACSM)進一步提出的運動建議

為：每週 3～5 天，每次持續 20～60 分，強度達最大心跳數的 60

～90％的有氧運動；而到了 1998 年時，美國運動醫學會(ACSM)

再提出的運動建議為：每週 3～5 天，每次 20 分鐘～60 分鐘的連

續性或間斷性之有氧運動，強度達最大心跳數的 55～65％。另外，

運動持續時間在一天當中可以累計(每次最少 10 分鐘)，低強度活

動應持續較長的時間(30 分鐘或以上)，對健康體適能是有幫助的

(ACSM, 2000)。綜合上述，其實可以發現對於規律運動建議的改

變，包括；運動時間由持續改為可間斷累計、運動強度也稍微減弱

至和緩的程度。因為運動本身並非是全有全無律的活動，其實是希

望能夠藉由足夠運動時間來達到健康體能的目的。 

國內行政院衛生署和教育部也曾分別針對國人的規律運動提

出不同的建議。行政院衛生署於「促進健康體能的方法－運動的指引」

中，將規律運動定義為每週從事至少三次，每次至少二十分鐘以上

的運動（行政院衛生署，2002）。而教育部為培養學生兼具智慧與

活力，於八十八年推動「三三三學生體適能向前走」活動，建議青

少年每週至少運動 3天，每次至少 30分鐘，運動時每分鐘的心跳

數達 130次，以養成規律運動習慣。本研究採用最近三個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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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在體育課以外的時間從事每週三次或三次以上，每次至少 20

分鐘之運動情形，來作為是否有進行規律運動行為的參考(行政院

衛生署，2002)。 

二、 青少年規律運動行為相關研究 

就青少年規律運動行為現況部分來看，行政院體委會(2007)運

動城市調查報告指出，有達到規律運動行為的僅有 18.8%。陳芮淇

(2000)研究高職學生的運動行為發現，學生中能做到平均每週運動

三次或三次以上，每次至少維持三十分鐘未有中斷者僅佔 28.8%。

林靖斌(2001)探討國中學生規律運動，研究發現有固定從事規律運

動者僅佔 21.5％；陳傳宗(2004)指出，研究對象有規律運動者佔

46.9%，無規律運動者佔 52.1%；賴香如等人(2006)指出，研究對象

在最近三個月內，有進行規律運動者佔 44.6%，沒有規律運動者佔

55.4%；陳美昭(2005)也指出研究對象在最近三個月內，有進行規

律運動者佔 59.9%，沒有規律運動者佔 40.1%。林美嫻(2006)探討

青少年運動行為，發現在最近兩星期內有規律運動者佔 69.8%，沒

有從事規律運動者佔 30.2%。蔡銘仁(2006)探討九年級國中生運動

行為，發現在最近六個月內，有從事規律運動者佔 32.3%，沒有從

事規律運動者佔 20.1%。蔡杏汶(2006)探討高雄縣國中生運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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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發現在最近一週內有從事規律運動行為者佔 69.8%，沒有從事

規律運動者佔 30.2%。陳素娥(2006)指出桃園縣國中生有達到體適

能 333的規律運動者佔 59.2%，沒有從事規律運動者佔 40.2%。 

國外方面，Grunbaum 等人(2002)針對 2001 年美國青少年所做

健康危害行為的調查指出，美國約有 64.6％的青少年有規律的運

動。Loughlin and Tarasuk (2003)指出，1998年加拿大約有 50％的

青少女及 25％的青少男未有規律的運動。綜合上述，可以發現國

內青少年從事規律運動行為的比率比國外青少年為低，這也意謂著

我國青少年的體適能與健康狀況需要更加強。 

部分學者則針對與青少年規律運動行為有關的個人背景因素

加以探討，如：性別、參加運動性社團、過去運動習慣、家長教育

程度。就性別部分來看，彭臺臨(2006)的研究報告指出，性別與運

動行為密切相關，其中男性運動參與比女性為高。所以，性別因素

可能影響規律運動行為。同樣地，多數研究者也發現規律運動行為

及運動次數時間跟性別有關，其中男生從事規律運動行為的比率高

於女生(黃任要，2003；曾瑞怡，2004；陳素娥，2006；黃智雄，

2006；賴俊生，2007；行政院體委會，2007)；且男生運動時間比

女生長(伍連女、黃淑貞，1999；黃任要，2003)；但運動次數上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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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的差異不顯著(黃任要，2003；陳素娥，2006)。 

針對是否參加運動性社團來看，曾瑞怡(2004)研究發現，有參

與運動性社團之臺北市高中職學生在運動時間、每週運動次數及每

次運動時間三方面，皆顯著高於未參與運動性社團之臺北市高中職

學生。另外，劉俐蓉(2002)研究臺北市 736位國中學生發現有參與

運動性社團者身體活動量顯著大於未參與運動社團者。而陳嘉成

(2004)、戴良全(2003)研究結果指出有運動社團經驗者，可能具有

良好的運動經驗，而更能感受到參與運動對身體及心理健康所帶來

的益處。 

個人過去的運動經驗也會影響到其從事規律運動行為，

Dishman 等人(1985)研究結果指出年輕時期曾經從事兩項或兩項

以上運動者，其中大約有三分之二的人到了成年期會繼續從事規律

運動行為，且其參與激烈運動的情形是年輕時期未從事兩項或兩項

以上運動者的 2~3倍，由此可知年輕時的運動情形與成年期從事規

律運動行為有高度相關。 

在家長教育程度方面，國內學者這方面研究較少。其中王天威

(2004)研究指出，父母教育程度高者的臺北縣青少年女性在休閒運

動的參與上，高於父母教育程度低者。所以，針對此變項可以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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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分析與探討，來釐清其關聯。 

 

第二節  自尊與規律運動行為 

一、 自尊定義 

自尊在心理學上一直是個重要的議題，但是對於其意義仍是各

家說法紛紜，但是其重要性卻是無庸置疑的(James, 1980；Mead, 

1934)。James(1980)提及，人們天生就有想引起別人注意的意圖。

所以，當自己不受注意時，個體會質疑自己的自我價值感。

Rosenberg(1965)提出，自尊是個體對自己各方面的特質進行評價，

並整合起來形成個人對自我的積極或消極的態度。Mead(1934)認為

個體經由社會化的互動觀察他人對自我的評價及態度，把他人對自

己的觀點內化成為自己對自己的觀點，進而形成自我概念，並依據

重要他人及社會的標準來當作自我評價的依據。Guindon(2002)則

認為自尊可反映個體對自我價值、自我喜愛、自我接受的基本感

受，且自尊的建構都和個體客觀現實層面有關。 

國內亦有不少研究者針對自尊提出闡釋，如：自尊是個人參照

自己的內在標準或外在社會標準，對自己的特質、能力表現及對外

在環境因應處理之評價，以及由此而生的正向或負向感受(林杏

足，1997)。自尊可以說是一種對自我特質評價的結果所產生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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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它可以是針對特定的特質，也可以是對自我整體的感受(李孟

真，1999)。自尊是個體對自己各方面自我概念描述的評價與感受，

亦是個體滿意自己、喜歡自己、相信自己的程度(吳賜光，2006)。

自尊也是個人對自我概念的價值判斷，是一種主觀的經驗，並以個

人對自己所持的態度表現在行為上(沈如瑩，2003)。林杏足(2003)

回顧「自尊」相關研究亦發現：在心理學研究的界定中，自尊包含

個體對自我的「評價」與「感受」兩成份，自我評價強調自尊的認

知成份，自我感受則重視自尊的情感成分，兩者可反映個體對自我

能力感、重要性、價值感、接受度等意識上的覺判程度。 

其實，在心理學上，自尊被視為是心理上的一種建構(Danial & 

King, 1995)。而學者們對於自尊建構的看法主要可以分為單一向度

及多向度兩種。單一向度的自尊是將「自尊」視為一整體性的概念，

認為個體會依各種生活經驗與角色扮演而建構本體整合性的自尊

(林杏足，2003；Guindon, 2002)。也有學者提出自尊除整體自尊

（global self-esteem）之外還需要結合學業、社會、生理狀態等不

同面向自尊狀態(Battle, 1982；Richards, Johnson, Collins & Wood, 

2002)。而多向度的自尊則是認為自尊是一多向度的構念，個體透

過對自我不同向度的認知評價與情意感受，產生對自己的價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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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感、接納感，並呈現在自我與外在互動的不同範疇中(如：家

庭、人際、學業)(陳根旺，2003)。林杏足(2003)在參考許多國內、

外關於自尊建構的研究後，將自尊的建構區分為自尊內涵與生活層

面等多向度階層自尊。其中自尊內涵包括能力感、控制感、價值感

與評價取向；生活層面自尊包括學業自尊、身體自尊、社會自尊與

家庭自尊等四部份。也因為如此，學者們則認為「自尊」具有情境

的特殊性及內涵的多元性；Pope, McHale和 Craighead(1988)認為，

自尊與生活密切相關，主張應從多元化生活領域去檢視青少年的自

尊表現，個體自尊的形成受到社會、學業、家庭、身體，以及整體

等生活層面的影響最大，其中內容茲敘述如下： 

(1) 社會自尊(social area self-esteem)：指個體對自我與社會他人之間

互動的感覺，如：同儕是否喜歡或重視自己、以及自我是否滿

意與同儕朋友間的關係建立等感受；若個體此類社會生活需求

愈能被滿足，則其社會層面的自尊愈高。 

(2) 學業自尊(academic area self-esteem)：指個體對自我學習能力與

學業成就的好壞評價；此時個體所依據的評判標準多受師長、

父母、朋友等重要他人的影響，個體若愈能符合、趨近此等標

準與要求，則其學業自尊愈是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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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庭自尊(family area self-esteem)：指個體對自己身為家庭成員

重要性與價值感的感受程度；個體若能自覺自己是重要且富獨

特價值與貢獻的家庭成員之ㄧ、並能安然享受來自父母與手足

的愛與尊重，則其家庭層面的自尊會較為正向。 

(4) 身體意象自尊(body-image area self-esteem)：是指個體對自己外

貌身材與體能表現的滿意評估；個體若愈能滿意自己的外顯形

態與體態表現，則其身體意象自尊愈佳。 

(5) 整體自尊(global self-esteem)：意指個體對自我所做的一般性評

價，也是個體對自我各個生活領域表現所做的綜合性整體評

價；個體整體自尊愈高，愈能悅納自我，愈是覺得自我是值得

自己與他人敬重的人。 

 

綜合上述，本研究依林杏足(2003)對自尊的解釋，亦即自尊指

的是個體對自己的評價與感受，是個體在參照自己的內在標準或外

在社會標準後，對整體的自己或是對自己某一特定能力、特質予以

評價，然後由此產生的對自己的正向或負向感受。生活層面的自尊

為多元向度，包括學業自尊、家庭自尊、身體自尊、社會自尊等四

部份。 

二、 自尊的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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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測量的方式往往決定於研究者的研究取向，如

Shackelford(2001)在研究有關婚姻的自尊方面，其量表面向包含整

體自尊、生理自尊、社會自尊、智力自尊。常用的自尊測量工具若

依量表的架構大概可分為兩種，一是以整體自尊為主的單一向度架

構，國外最具代表且最常被採用的是Rosenberg在1965年所發展出

來的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SES)，其測量整體的自我價值感

或自我接受感。在國內最常被引用的單一向度自尊量表則是林清財

(1984)的自我態度量表。另一種測量量表將自尊視為多元向度層面

的組合，國外被使用的是Janis和Field(1959)的不適應量表(Janis and 

Field Feeling of Inadequacy，FIS)和Coopersmith(1967)的自尊量表

(Self-Esteem Inventory，SEI)。而國內的多元向度自尊量表則有翁

嘉英(1998)的自我評價量表、劉樹斐(2000)的自我喜愛量表及自我

能力感量表，以及林杏足(2003)的青少年自尊量表。本研究將採取

林清財(1984)的自我態度量表及林杏足(2003)的青少年自尊量表作

為調查工具，分別評量研究對象的整體自尊和生活層面自尊。 

三、 青少年自尊相關研究 

針對青少年自尊現況部分來看，Bolognini, Plancherel, Bettschart 

& Halfon (1996)指出，青少年正處於青春期，不但在生理及心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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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劇烈的改變，同時也是重新調整自我價值的階段，故青少年階

段是自尊最易變動的時期。Coopersmith (1967) 以200位10至22歲的

青少年作為研究對象，發現青少年的自尊表現並不穩定，可能與青

少年面臨青春期身心的改變有關。而趙國欣(2004)亦指出，高自尊

的人不僅對自己的看法是積極的，且其所表現出的行為與個人特質

也是積極、樂觀的，並會勇敢面對人生的任何挑戰；反之，低自尊

的人不僅對自己的看法是消極的，其所表現出來的行為與個人特質

也同樣是消極退縮的，並對人生充滿懷疑。 

就國內的現況來看，黃雅婷(2000)針對764位國中生的研究結果

指出，國中生的身體自尊、父母自尊、學校自尊、整體自尊及生活

自尊各層面得分均高於中間值，顯示國中生對自尊的態度是偏向積

極、正面的。另外，沈如瑩(2003)研究臺南地區國中、小學生後指

出，不同教育階段之國中、小學生之自尊發展有差異，大致以國小

中年級為最高，國小高年級呈現較低落的現象，隨即在國中階段則

又有回升的趨勢。而賴香如等人(2006)有關臺北市國中生的研究則

指出，研究對象之整體自尊、身體自尊與社會自尊皆屬中間偏正

向。李碧霞、陳靜敏(2005)研究國小高年級學生指出，研究對象之

自尊得分均具有中上程度的自尊。許多學者指出，研究對象之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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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呈現中間偏正向的情況(鄭秀足，2004；鄭方媛，2005；秦志

慧，2007)。綜合上述，發現青少年之自尊發展狀況均較為正向，

顯示目前國內青少年對自我的態度及看法較為積極、正向。 

從性別方面來看，Kling, Hyde, Showers & Buswell (1999)以性別

差異為主軸，針對整體自尊所做的後設分析中指出，大多數研究都

顯示出青少年時期女生的整體自尊較男生低。Bolognini等人(1996)

花了三年的時間，針對 219位 12-14歲的青少年進行縱貫性研究，

結果顯示男生在整體自尊及身體自尊方面勝過女生。Tsai, Ying, 

Lee and Peter(2001)指出，男生比女生的自尊還高，此性別差異主

要來自傳統賦予男女的角色不同。林慧姿(2003)的研究也顯示，不

同性別國小六年級學童在自尊上有顯著差異，其中國小六年級男生

對自己整體性評價(整體自尊)高於女生。另外，沈如瑩(2003)研究

臺南地區國中、小學生後指出，國中、小女生在自尊得分皆顯著高

於男生。而賴香如等人(2006)研究臺北市國中生指出男、女生的整

體自尊無顯著差異；男生之身體自尊高於女生；而女生的社會自尊

高於男生。 

綜合上述研究，可得知性別差異確實會影響到青少年對於自我

評價、整體自尊及生活層面的自尊，普遍看來在青少年時期均是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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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對於自己的自尊評價比女生來的高；也有學者認為女生自尊發展

比男生來的好。 

就家長教育程度方面來看，鄭秀足(2004)的研究中指出，不同

社經地位的學生在各種自尊層面與內涵上大致上具有顯著差異。而

李幸玲(2004)研究結果顯示，來自中、高社經地位的學生之自尊狀

況較來自低社經地位的學生為正向、積極。但也有學者指出不同社

經地位的國中女生在自尊上並無顯著差異(黃雅婷，2000)。除上述

研究探討家長社經地位與青少年自尊的關係。另有學者探討家長教

育程度及家長職業與青少年自尊的關係，鄭方媛(2005)研究指出，

臺北市國中學生的整體自尊會因家長教育程度不同而有差異。而秦

志慧(2007)也同樣指出，臺北縣國中生之整體自尊、學業自尊、人

際自尊會因父親教育程度不同而有差異，父母教育程度較高者其自

尊反較父母教育程度低者為低。 

而就規律運動行為方面來看，謝伸裕(1997)指出，經常運動可

使人體感到更有活力，更有自信心，更容易勝任日常工作，睡得更

好。當一個人開始從事運動或已持續規律運動一段時間後，便會在

自我形象、自尊、自信、自我認同、自我滿足以及社交活動顯得較

正面、積極，且在日常生活、工作、學業中所產生的壓力，需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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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途徑加以轉移或淡化減輕，否則會導致許多生理、心理方面的

問題。過去許多研究(Carron et al., 2003; Leith, 2002; Sonstroem & 

Morgan, 1989)認為自尊會直接地受到運動與身體活動的影響，健身

運動對自尊有顯著性的增加。且自尊對於個人行為有其重要意義，

透過規律的運動與身體活動的過程，可以有效地達到提升自尊的效

果(Biddle, 1995; Cusumano & Robinson, 1992)。而 Calfas & Taylor 

(1994)指出，身體活動對於青少年的自尊有促進的貢獻。趙國欣

(2004)調查臺北市 1351 位國中學生發現，有規律運動習慣者不論

男女，其自尊均高於無規律運動習慣者。許多研究亦指出，規律的

運動與身體活動可以提升自尊心表現，且其間具有高度關聯性，自

尊心會直接地受到運動與身體活動之影響（江文慈，2001；吳淑敏，

2000；Carron et al., 2003;Cusumano & Robinson, 1992; Leith, 2002）。 

綜合上述，規律運動行為與自尊呈現正向關係，但自尊是否影

響規律運動行為直至目前為止，較少研究加以探討，故研究者欲深

入追蹤。 

 

第三節  學業成就與規律運動行為 

一、學業成就 

張春興(2001)指出，學習成就是指學生在學習某一科目時，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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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教學內容精熟表現。而學業成就是指學生經由學習所獲得的某些

訊息、知識或技能，簡單來說就是指學生在校的學科學習成果(教

育部，2001)。 

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學業成就，實際上指的是研究對象在學習過

程中所得到的學習成果；也就是指學生在學校學習時所得到的知識

與技能，而衡量這樣學習成果的工具，在心理學上稱之為成就測

驗。而在教育評量的層面來看，也常使用學業成就一詞來代表學生

學習而得的能力及知識。所以學業成就的評定，可以標準化的成就

測驗來測試學生學習的程度(楊瑩，1994)。 

學期成績是最常被使用於評定學生學業成就表現的工具，除了

代表整個學期的學習結果，還可以傳達訊息，作為教師與家長、學

生之間溝通學習狀況的工具，而且學期成績又是最易被瞭解的一個

指標，清晰的傳達了學習成果與目前的能力狀況(王文中，2004)。

本研究由於無法取得合適的標準化成就測驗，故學業成就是採用研

究對象在九十四學年度第二學期國語、英語、數學之學期總分平

均，以及體育學期平均分數，又因各校各班的評量方式及試題的難

易度不同，因此先以班級為單位轉換為 T 分數後，再以此作為學

生學業成就表現之依據來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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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少年學業成就相關研究 

對於性別與學業成就之間的相關研究，國內學者的研究成果頗

為豐富。根據各家學者研究大多發現，性別差異的確會造成學業成

就高低不同，且就整體學業成就表現來看是女生的學業成就表現優

於男生(陳作忠，2002；陳樹城，2002；陳曉佳，2003；李惠娟，

2004；張志榮，2005)。而就單就個別學科來看，陳怡如(2006)研究

指出，國中女生英語學業成就較男生佳。而葉淑瑜(2002)研究發

現，國中女生在理化方面的學習成就與男生並無顯著差異，代表女

生理化成績並不比男生差。綜合上述，發現整體學業成就表現中性

別因素與學業成就之間呈現顯著相關，而女生在學業成就的表現上

普遍比男生的表現要好。但若單就個別學科表現來看，似乎沒有出

現明顯差異的結果。 

針對家長教育程度方面來看，家庭環境因素對於青少年於求學

階段的影響頗大，從陳建州、劉正(2001)對臺灣地區國小六年級學

生研究發現：一年級父母教育程度與國語文成績達顯著性；六年級

時家長教育程度、職業與國語文成績達顯著性，且女性國語文成績

優於男性。而陳青達(2005)的研究發現，父母教育程度越高，其子

女學業成就越高。在排除「智力」因素，家長教育程度越高，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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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識讀能力」與「指導能力」是子女「學業成就」的必要條件之一。

同時鄭招興(2006)的研究也發現，父母教育程度會影響子女的學業

成就，因為父母教育程度越高，越重視子女的教育而影響子女的學

業成就。而譚康榮(2004)以「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簡稱 TEPS)所調查的資料作研究分析後，

指出父母教育程度愈高，學生學習成就也愈好；學習成就最高的父

母教育組(研究所)相較最低成就的(國中以下)，學生的學習成就表

現高出了 4.43 倍。還有許多研究也都證實家長教育程度愈高，則

學生的學業成就也就愈高(陳作忠，2002；陳曉佳，2003；陳國樑，

2005；張志榮，2005；陳怡如，2006)。所以，不難發現其實家長

教育程度高低確實會影響到學生的學業成就表現。 

少數學者針對學業成就與規律運動行為的關係加以探討。王天

威(2004)研究指出，學業成績高者的臺北縣青少女在休閒運動的參

與上高於學業成績低者。陳傳宗(2004)的研究指出，有規律運動的

高中女學生學業成績確實比無規律運動、沒有運動的學生較好，並

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上述研究結果似反映出學業成就愈好的學

生，愈能從事規律運動行為；亦即規律運動與學業成就有關，且兩

者間似有相輔相成的價值。另有學者指出，學業成績與運動能力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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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正相關（從邱慶瑞，2003；蔡志鵬，2003)。因此，研究者希望

透過縱貫性資料，進一步檢視學業成就對研究對象規律運動行為的

影響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