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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共分為五節，包括研究設計與架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研

究步驟、資料處理與分析，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設計與架構 

本研究採取縱貫式設計，對同群學生進行三年追蹤調查，每學年進行

一次調查；其中第一年(七年級)調查個人背景因素、自尊、學業成就及規律

運動行為，第二年(八年級)、第三年(九年級)調查規律運動行為(如表 3-1)。

依據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後，提出如圖 3-1 之研究架構，期探討個人背景

因素、自尊、學業成就與規律運動行為的關係。 

表 3-1  研究對象三年追蹤調查項目表 

調查次數 調查項目 

第一次 個人背景因素、自尊、學業成就及規律運動行為 

第二次 規律運動行為 

第三次 規律運動行為 

 



- 30 - 

 

 

 

 

 

 

 

 

 

 

 

 

 

 

 

 

 

 

 

 

 

 

 

 

 

 

 

 

 

 

 

 

圖 3-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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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一、 研究母群體： 

本研究以臺北市兩所國中九十四學年度的七年級學生為母群

體，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九十四學年度統計資料顯示，這兩所

學校該學年度之七年級學生班級數及人數分別為 22 班 732 人及

22 班 727 人，母群體共 44 班 1,459 人。 

二、 研究樣本： 

本研究採取隨機抽樣法，以班級為抽樣單位。從兩校各隨機

抽樣三個班，抽取之六個班學生人數在第一年(七年級)有 203

位，其中男生 109 位、女生 94 位；第二年(八年級)有 207 位，其

中男生 110 位、女生 97 位；第三年(九年級)有 204 位，其中男生

114 位、女生 90 位。以第一年的 203 位學生為基準，扣除三次調

查中，因轉學、請假等因素而無法獲取完整資料者，最後得 173

位，其中男生 91 位、女生 82 位作為本次樣本，流失樣本數共 30

名(男生 18 名、女生 12 名) ，流失率為 14.78﹪。以卡方檢定及

t 檢定針對流失樣本與研究樣本的一些特性進行比較，結果如表

如表 3-2 及表 3-3，顯示流失樣本與研究樣本並無顯著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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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全體研究樣本與流失樣本之卡方檢定摘要表 

研究樣本 1
(n=173) 流失樣本 2

(n=30) 
變項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χ2值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男生 91 52.6 17 56.7 0.170 

女生 82 47.4 13 43.3  

父親教育程度父親教育程度父親教育程度父親教育程度      

大專以下 97 56.1 16 53.3 0.078 

大專以上 76 43.9 14 46.7  

母親教育程度母親教育程度母親教育程度母親教育程度      

大專以下 100 57.8 17 56.7 0.014 

大專以上 73 42.2 13 43.3  

是否參加運動是否參加運動是否參加運動是否參加運動

社團或校隊社團或校隊社團或校隊社團或校隊 

     

參加 91 52.6 18 60.0 0.563 

沒參加 82 47.4 12 40.0  

過去規律運動過去規律運動過去規律運動過去規律運動

行為行為行為行為 

     

有 118 68.2 21 70.0 0.038 

沒有 55 31.8 9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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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全體研究樣本與流失樣本之 t 檢定摘要表 

研究樣本 (n=173) 流失樣本 (n=30) 組別 

變項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t值 

整體自尊 3.51 0.80 3.33 0.86 1.16 

社會自尊 4.29 0.84 4.24 0.79 0.29 

學業自尊 4.13 0.84 3.76 0.80 2.20 

家庭自尊 4.31 1.10 4.15 1.16 0.76 

身體自尊 4.07 0.95 3.82 0.95 1.33 

學科成績 50.00 9.19 50.00 10.00 0.00 

體育成績 50.00 10.00 50.00 9.31 0.00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結構式問卷及向學校行政單位洽取等兩種方式獲得研究

所需資料，其中結構式問卷是在參考相關工具後，選擇和修訂國內相

關問卷作為調查工具，以下分別敘述之： 

一、結構式問卷： 

結構式問卷內容包括自尊、規律運動行為及個人基本資料。 

(一)自尊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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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自尊量表主要分為兩大部分：整體自尊及生活層面自

尊。其中整體自尊量表採用林清財(1984)的自我態度量表，因其為

國內較常引用的整體自尊量表(賈文玲，2000；楊亮梅，2003；林

杏足，2003)。 

林氏修訂Rosenberg(1965)的10題自尊量表為8題，其中直接引

用者有6題，另加入自編2題，本量表的內部一致性Cronbachα係數

為0.93(趙國欣，2004)。此量表採用Likert 五點量表形式，包括「非

常不符合」、「不符合」、「無意見」、「符合」、「非常符合」。

當量表總分愈高時，代表整體自尊愈高。題目按照敘述語句分為正

向題與反向題。其中第1、3、6、7題為正向題，第2、4、5、8題為

反向題。在計分標準上，正向題「非常不符合」為1分、「不符合」

2分、「無意見」3分、「符合」4分、「非常符合」5分；反向題目

則反之。分數愈高，表示整體自尊愈正向、積極；分數愈低，表示

自尊愈負向、消極。第一年整體自尊量表的Cronbachα值為0.877，

顯示此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另外，生活層面自尊量表則採用林杏足(2003)編制之青少年自

尊量表中的生活層面自尊題項作為評估工具。此量表採用Likert 六

點量表形式，分數越高，表示受試者的自尊越正向。林杏足以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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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1984)「自我態度量表」作為同時效度之效標，其相關係數介於

0.21至0.79之間。林杏足(2003)指出，本量表的內部一致性Cronbachα

係數介於0.61至0.96之間，且二至三週重測信度係數分別介於0.64

至0.90之間，顯示此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生活層面自尊量表60題又可分為學業自尊、身體自尊、社會自

尊和家庭自尊等四分量表，採用Likert 六點量表形式，包括「非常

不符合」、「很不符合」、「不太符合」、「有些符合」、「很符

合」、「非常符合」。題目按照敘述語句分為正向題與反向題。學

業自尊共18題，其中第1、2、5、13、16、22、28題為正向題，第

10、19、20、21、23、24、25、31、34、37、40題為反向題。身體

自尊共12題，其中第3、6、8、11、17題為正向題，第14、27、30、

33、36、39、42題為反向題。社會自尊共12題，其中第12、15、18、

26、29、32、35、38、41題為正向題，第4、7、9題為反向題。家

庭自尊共18題，其中第43、44、45、46、47、48、60題為正向題，

第49～59題為反向題。在計分標準上，正向題「非常不符合」為1

分、「很不符合」2分、「不太符合」3分、「有些符合」4分、「很

符合」5分、「非常符合」6分；反向題目則反之。其中各層面分量

表得分分數愈高，表示該層面自尊愈正向、積極；各層面分量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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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數愈低，表示該層面自尊愈負向、消極。第一年施測後，進行

生活層面自尊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分析發現，學業自尊量表的

Cronbachα值為0.903、身體自尊量表的Cronbachα值為0.855、社會

自尊量表的Cronbachα值為0.876和家庭自尊量表的Cronbachα值為

0.953，顯示各分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二)規律運動行為 

參考行政院衛生署(2002)促進健康體能的方法－運動的指引

中所建議，每週至少運動三次，每次至少二十分鐘，稍流汗、並自

覺有點喘又不會太喘的中等強度運動為規律運動行為。因此由研究

對象依據個人接受調查當時，最近三個月體育課以外的時間，從事

每週三次以上、每次至少20分鐘中等強度以上的運動情形，藉此評

定個體是否有規律運動行為。 

(三)個人基本資料 

此部分包括性別、家長教育程度、是否參加運動性社團或校

隊、七年級規律運動行為等四項。 

二、學校提供資料部份： 

學業成就部分考慮資料的完整性及正確性，經行政聯繫後，研究者

直接向兩所學校之教務單位洽取每位研究對象之九十四學年度第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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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國文、英文、數學和體育成績。其中國文、英文和數學三科的成

績代表學科成績，先將此三科成績總分平均，再轉換為班上 T 分數

後代表每位學生之學科成績。而體育成績也轉換為班上 T 分數後代

表學生體育成績。 

 

第四節  研究步驟 

本研究進行過程如下： 

一、 施測時間：本研究共計進行三次施測，時間分別為 2006 年 5 月(九

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2006 年 9 月（九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2007

年 9 月（九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到兩所學校進行各班調查工作。 

二、 行政聯繫：親自向學校主管、單位主任進行面對面溝通，說明研究

目的、研究對象選取、施測方式、施測地點，取得學校主管和單位

主任同意後，再徵詢施測學生班級導師同意。 

三、 問卷回收與處理：問卷皆由研究者於施測現場直接收回，其中漏答

過多或回答前後矛盾者以廢卷方式處理，三年皆填答完整之問卷作

為有效問卷。有效問卷於編碼後進行資料輸入。 

 

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 

一、 問卷資料建檔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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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施測後回收之問卷，扣除其中漏答太多或回答前後差異過大之

問卷，其餘均視為有效問卷，然後進行問卷之編碼、譯碼處理。使用

SPSS 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以回答各項研究問題。 

二、 資料分析： 

依據本研究目的、研究假設及變項特性，選擇適當的統計方法

做資料分析。茲分項說明及列表 3-4 如下： 

(一)描述性統計： 

在描述變項分佈情形時，將類別資料以次數分配、百分率的方

式描述；等距資料則以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標準差等描述性

統計數值呈現。 

(二)推論性統計： 

利用邏輯式迴歸分析(Logistic regression)來探討個人背景因素、

自尊、學業成就對規律運動行為的預測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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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資料分析方法 

研究目的 研究問題 研究假設 統計方式 

探討研究對象

三年間規律運

動行為之變化

情形。 

目前研究對象

三年間規律運

動行為之變化

情形如何？ 

 
次數分配、

百分率 

七年級個人背景因素

會影響八年級規律運

動行為。 

探討研究對象

個人背景因素

對規律運動行

為的影響力。 

研究對象個人

背景因素對規

律運動行為是

否有影響力？ 七年級個人背景因素

會影響九年級規律運

動行為。 

七年級自尊會影響八

年級規律運動行為。 

探討研究對象

自尊對規律運

動行為的影響

力。 

研究對象自尊

對規律運動行

為是否有影響

力？ 

七年級自尊會影響九

年級規律運動行為。 

七年級學業成就會影

響八年級規律運動行

為。 

探討研究對象

學業成就對規

律運動行為的

影響力。 

研究對象學業

成就對規律運

動行為是否有

影響力？ 七年級學業成就會影

響九年級規律運動行

為。 

七年級個人背景因

素、自尊、學業成就會

影響八年級規律運動

行為。 

探討研究對象

個 人 背 景 因

素、自尊、學業

成就對規律運

動行為的影響

力。 

研究對象個人

背景因素、自

尊、學業成就

對規律運動行

為是否有影響

力？ 

七年級個人背景因

素、自尊、學業成就會

影響九年級規律運動

行為。 

邏輯式迴歸

分 析

(Logistic 

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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