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在探討研究對象在經過教學後，在健

康行為與健康體適能方面的改變情形。本章依照研究目的，將

所收集之資料進行統計分析，共分為五節來探討：（一）研究對

象基本資料之描述；（二）不同教學策略介入的立即效果；（三）

不同教學策略介入的短期效果；（四）不同教學策略之綜合摘

要；（五）自我導向策略介入過程；（六）綜合討論。 

 

第一節  研究對象基本資料之描述 

 

本研究採個別自填問卷方式與體適能檢測來蒐集資料，以

性別、健康行為（五向度：身體、社會、精神、情緒、文化適

能）與健康體適能（五項目：  BMI、柔軟度、肌力、肌耐力、

心肺耐力）之得分情形，先探討實驗介入前研究對象之基本資

料與可比較性。本研究樣本總共 139 份（實驗組 70 人，對照

組 69 人），茲將各項資料分述如下： 

ㄧ、性別 

由表 4-1 可知研究對象之樣本數為男生 55 人，女生 84 

人，男生佔 39.6  % ，女生佔 60.4 %，以女生的比率較高，該

所國中 95 學年度七年級全校學生 382 人，男生總數為 161 人，

女生總數為 221 人，男生佔 42.1 %，女生佔 57.9 %，可見在研

究母群體中女生亦多於男生，再以卡方檢定可得知研究樣本在

性別上無顯著差異（p＞ .05），因此可說明研究對象在性別上

的分布情形與母群體沒有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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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研究對象性別分佈情形 

 樣本 母群體

 
變項名稱 

N % N % 
     

 男 55 39.6 161 42.1 
 女 84 60.4 221 58.9 
      

 X 2 .596 
 P 值  .440 

 

二、各向度健康行為前測得分情形 

問卷之得分採用 Likert 五分量表進行測量， 1 分表示為『完

全沒有做到』、 2 分表示為『沒有做到』、 3 分表示為『普通』、 

4 分表示為『有做到』、 5 分表示為『完全做到』，總分範圍為 50 

~ 75 分，其得分愈高表示在其各向度健康行為愈正向。 

本研究將問卷項目歸納為五個向度，分別為身體適能 15 

題，總分 75 分；社會適能 10 題，總分 50 分；精神適能 10 題，

總分 50 分；情緒適能 10 題，總分 50 分；文化適能 10 題，總

分 50 分。爲方便比較各向度得分之ㄧ致性，僅在此將其換算為

滿分  100 分，以便能清楚得知其高低順序，而在後續之統計分

析上則採用所有題數平均後之得分（滿分  5  分）來計算，並運

用多元廻歸分析法來進行進一步之統計分析。 

由前測結果（表4 - 2）可知全體研究對象在各向度健康行為

之得分情形，分別為：在身體適能之平均得分為 47.84 分，換

算為滿分  100分時其得分為  63.87 分；在社會適能之平均得分

為 38.65 分，換算為滿分  100 分時其得分為  77.29 分；在精神

適能之平均得分為 37.89 分，換算為滿分  100 分時其得分為  

75.78 分；在情緒適能之平均得分為 34.99 分，換算為滿分  100 

分時其得分為  69.99 分；在文化適能之平均得分為 34.43 分，

換算為滿分  100 分時其得分為  68.8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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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再以各向度所有題數之平均得分來換算（滿分  5  分  

），分別為身體適能平均 3.19 分、社會適能平均 3.86 分、精

神適能平均 3.79分、情緒適能平均 3.50 分、文化適能平均 3.44 

分。  

由上述結果可以發現在健康行為各向度中，身體適能之得

分相對於其它向度而言是最低的，而社會適能則是最高的，將

各向度由高至低排列，依序為社會適能、精神適能、情緒適能、

文化適能、身體適能。  

爲檢視二組間之前測得分情形是否有差異，故以  t-test 

檢定來分析，由表4 - 2 發現二組間研究對象在各向度上均無顯

著差異（ p＞ 0 . 0 5）， 再 由 圖4-1 發現二組間研究對象在各向

度上的分佈情形相似，因此可說明實驗組與對照組之健康行為

在各向度上應視為同質，組間具有可比較性，適合做以下更進

ㄧ步之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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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研究對象健康行為各向度平均得分雷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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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研究對象健康行為之身體適能、社會適能、精神適能、情緒適能、

文化適能學習前得分之平均數、標準差、 t-test 檢定 

項目 

組別 

身體  
適能  

社會  
適能 

精神 

適能 

情緒 

適能 

文化 

適能 

全體研究對象      
 Mean（原始得分）  47.84 38.65 37.89 34.99 34.43 
 SD 7.21 5.63 6.43 6.10 6.22 

 
Mean（滿分100分
計）  63.87 77.29 75.78 69.99 68.86 

 SD 9.63 11.28 12.87 12.20 12.46 
 Mean（滿分5分計） 3.19 3.86 3.79 3.50 3.44 
 SD 0.48 0.56 0.64 0.61 0.62 
實驗組      
 Mean（原始得分）  48.57 39.46 38.83 35.69 35.41 
 SD 6.65 5.77 6.39 6.12 6.30 

 
Mean（滿分100分
計）  64.84 78.91 77.66 71.37 70.83 

 SD 8.89 11.54 12.79 12.25 12.61 
 Mean（滿分5分計） 3.24 3.95 3.88 3.57 3.54 
 SD 0.44 0.57 0.64 0.61 0.63 
對照組      
 Mean（原始得分）  47.10 37.83 36.94 34.29 33.43 
 SD 7.71 5.420 6.382 6.037 6.031 

 
Mean（滿分100分
計）  62.88 75.65 73.88 68.58 66.87 

 SD 10.30 10.84 12.76 12.07 12.06 
 Mean（滿分5分計） 3.14 3.78 3.69 3.43 3.34 
 SD 0.51 0.54 0.64 0.60 0.60 
       

 t 值 1.20 1.71 1.74 1.35 1.89 
 ＊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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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康體適能各項之前測檢測得分 

健康體適能檢測之項目分別為：BMI（身體質量指數＝身

高 m 2 / 體重 kg ）、柔軟度（坐姿體前彎，單位 CM ）、肌力（立

定跳遠，單位 CM ）、肌耐力（一分鐘仰臥起坐，單位次）、心

肺耐力（男 1600 M；女 800 M，單位秒）。得分情形依據附錄七

「12-15歲中學學生健康體適能各項目百分等級常模」來了解前

測得分之情形，其 BMI 得分介於  18 －  23 屬於正常範圍，柔軟

度、肌力、肌耐力得分愈高，表示在該項目的能力愈好，心肺

耐力得分愈低表示體能狀況愈好。 

由前測檢測結果（表 4-3）可知二組研究對象在健康體適

能之得分情形，實驗組在 BMI 之平均為  20.32、在柔軟度之平

均為 25.86  cm 、肌力平均為 139.63 cm 、肌耐力平均為 26 次、

心肺耐力平均為  359.54 秒；對照組在 BMI 平均為  20.48 、柔軟

度平均為 28.56 cm、肌力平均為 148.38 cm、肌耐力平均為 25.24 

次、心肺耐力平均為  466.33 秒。 

另外為能更清晰看出研究對象在健康體適能各項目之情形  

，以12 - 15歲中學學生健康體適能各項目百分等級常模說明其

現況，實驗組男生在  BMI 20.35 屬於正常範圍、柔軟度 23.43 cm 

屬於中等範圍、肌力 154.91 cm屬於請加強範圍、肌耐力 31.48 

次屬於請加強範圍、心肺耐力 578.17 秒屬於中等範圍；女生在  

BMI 20.31 屬於正常範圍、柔軟度 27.04 cm 屬於中等範圍、肌

力 132.15 cm 屬於請加強範圍、肌耐力 23.32 次屬於請加強範圍  

、心肺耐力 290.60 秒屬於銅牌好手。  

對照組男生在  BMI 21.52 屬於正常範圍、柔軟度 26.13 cm 

屬於銅牌好手、肌力 159.19 cm 屬於請加強範圍、肌耐力 26.74 

次屬於請加強範圍、心肺耐力 672.33 秒屬於請加強範圍；女生

在  BMI 19.62 屬於正常範圍、柔軟度 30.59 cm 屬於銅牌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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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力 139.32 cm 屬於中等範圍、肌耐力 23.97 次屬於請加強範

圍、心肺耐力 294.67 秒屬於中等範圍。 

爲檢視二組間之前測得分情形是否有差異，故以  t-test  檢

定來分析，發現二組間研究對象在健康體適能肌力與心肺耐力

項目上二組前測得分呈現顯著差異（p＜0.05），但在BMI、柔

軟度、肌耐力項目上均無顯著差異（p＞0.05）；二組間研究對

象的男生在心肺耐力項目前測得分呈現顯著差異（p＜0.05），

但在BMI、柔軟度、肌力、肌耐力項目上均無顯著差異（p＞

0.05）；二組間研究對象的女生則在健康體適能各項目前測得

分均無顯著差異（p＞0.05）。 

因二組研究對象之前測得分有二個項目呈現顯著差異、二

組研究對象的男生在前測得分有一個項目呈現顯著差異，爲避

免因實驗前測之差異而影響結果，因此選擇以多元迴歸法進行

分析，以控制其對後測與後後測的影響，達到正確評價教學介

入策略在立即效果與短期效果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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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研究對象健康體適能之BMI、肌力、肌耐力、心肺耐力學習前得

分之平均數、標準差、 t-test 檢定 

項目

組別 
BMI 

柔軟度 

－CM 

肌力 

－CM 

肌耐力 

－次 

心肺耐力

－秒 

全體研究對象      
實驗組  Mean 20.32 25.86 139.63 26.00 395.54 

 SD 4.66 9.11 24.33 8.83 163.62 
對照組  Mean 20.48 28.56 148.38 25.24 466.33 

 SD 4.46 7.93 25.69 8.60 214.09 
t 值 -0.21 -1.85 -2.06 ＊ 0.52 -2.12 ＊

男生      
實驗組  Mean 20.35 23.43 154.91 31.48 578.17 

 SD 5.19 8.25 26.71 10.21 102.18 
對照組  Mean 21.52 26.13 159.19 26.74 672.33 

 SD 5.08 7.91 24.33 8.66 134.90 
t 值 -0.82 -1.22 -0.61 1.84 -2.39 ＊

女生      
實驗組  Mean 20.31 27.04 132.15 23.32 290.60 

 SD 4.44 9.36 19.31 6.68 46.44 
對照組  Mean 19.62 30.59 139.32 23.97 294.67 

 SD 3.72 7.47 23.46 8.46 57.92 
t 值 0.75 -1.88 -1.54 -0.40 -0.34 

 ＊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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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不同教學策略介入的立即效果 

 

本節將呈現教學介入對研究對象之健康行為與健康體適能

之立即效果，並針對各變項前測與後測得分之變化分別加以說

明。 

ㄧ、各組研究對象的前測與後測之差異 

在前測與後測平均分數的改變量部分，以 paired-t 檢定之。 

（一）各向度健康行為其前測與後測之比較 

由表4-4 可知，實驗組與對照組在健康行為各向度中，其

身體適能、社會適能、精神適能、情緒適能在前測與後測平均

分數的改變上均沒有顯著，而在文化適能後測二組之平均分數

皆顯著高於前測，實驗組  t＝2.31（p＜0.05），對照組  t＝2.58

（p＜0.05）。 

（二）健康體適能各項目前測與後測之比較 

由表4-4 可知實驗組在心肺耐力項目前測與後測平均分數

的改變沒有顯著，但是在 BMI（ t＝4.68，p＜0.001）、柔軟度

（  t＝7.10，p＜0.001）、肌力（ t＝7.75，p＜0.001）、肌耐力

（ t＝5.88，p＜0.001）項目上後測的平均分數均顯著高於前測。

而對照組則在 BMI、柔軟度、肌力、心肺耐力項目上，其前測

與後測平均分數的改變均沒有顯著，但是在肌耐力項目上則後

測平均分數顯著高於前測， t＝1.83（p＜0.05）。 

由上所述可知，實驗組在健康行為之身體適能、社會適能、

精神適能、情緒適能四個向度上，以及健康體適能之心肺耐力

項目上，其後測得分並未有明顯改變，但是在健康行為之文化

適能向度以及健康體適能之BMI、柔軟度、肌力、肌耐力項目

上，其後測得分顯著提高。對照組則在健康行為之身體適能、

社會適能、精神適能、情緒適能向度上，以及健康體適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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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I、柔軟度、肌力、心肺耐力項目上，其後測得分並未有明

顯改變，僅在健康行為之文化適能向度以及健康體適能之肌耐

力項目上，其後測得分顯著提高。 

結果顯示不論是自我導向學習或是傳統教學介入在課程結

束後對於健康行為各向度上僅有文化適能向度有明顯改變，其

它向度並沒有顯著的改變。但是接受自我導向學習策略介入的

實驗組在健康體適能之 BMI 、柔軟度、肌力、肌耐力項目以及

接受傳統教學的對照組之肌耐力項目上，其後測得分呈現顯著

進步；爲更精確探討兩種教學介入是否有不同的效果，故以多

元迴歸分析法來做進ㄧ步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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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二組學生前測與後測得分及配對t考驗結果 

前測  後測  後測－前測  
項目  組別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paired-t

健康行為         
身體適能  實驗組  48.57 6.66 48.89 7.15 0.32 4.88 0.53 

 對照組  47.10 7.71 47.28 8.96 0.18 6.36 0.22 
社會適能  實驗組  39.46 5.77 39.66 6.30 0.20 4.04 0.41 

 對照組  37.83 5.42 38.25 6.52 0.42 4.72 0.73 
精神適能  實驗組  38.83 6.40 38.66 6.04 -0.17 5.24 -0.27 

 對照組  36.94 6.38 36.49 7.48 -0.45 5.71 -0.65 
情緒適能  實驗組  35.69 6.13 35.57 5.67 -0.12 4.15 -0.23 

 對照組  34.29 6.04 34.64 7.36 0.35 5.86 0.49 
文化適能  實驗組  35.41 6.31 36.81 6.34 1.40 5.06 2.31 ＊

 對照組  33.43 6.03 35.20 7.60 1.77 5.69 2.58 ＊

健康體適能        
BMI 實驗組 20.31 4.65 21.10 4.71 0.69 1.20 4.68 ＊＊＊

 對照組 20.48 4.46 21.42 4.34 0.74 3.30 1.83 
柔軟度 實驗組 25.86 9.10 30.04 8.92 4.19 4.93 7.10 ＊＊＊

 對照組 28.56 7.93 27.74 9.69 -0.81 8.22 -0.81 
肌力 實驗組 139.63 24.33 157 29.26 17.37 18.75 7.75 ＊＊＊

 對照組 148.38 25.69 160.61 105.98 11.99 107.33 0.92 
肌耐力 實驗組 26.00 8.82 30.50 8.06 4.50 6.41 5.88 ＊＊＊

 對照組 25.24 8.60 27.65 8.68 2.38 10.72 1.83 ＊

心肺耐力 實驗組 395.54 163.62 375.62 150.76 -9.30 46.63 -1.60 
 對照組 466.33 214.09 451.47 193.03 -10.34 92.21 -0.88 

 ＊ p＜ .05  ＊＊p＜ .01  ＊＊＊p＜ .001 

 

二、健康行為與健康體適能立即效果之分析 

本研究結果發現研究對象在課程結束時其健康行為不因教

學策略之不同而有所差異；其健康體適能則在柔軟度、肌耐力、

心肺耐力三個項目上有差異，且自我導向學習優於傳統教學，

故茲將健康行為與健康體適能立即影響及影響得分之因素統計

結果說明如下： 

（一）健康行為之立即效果分析 

    以多元廻歸法來分析不同教學策略介入對研究對象健康行

為之立即效果，分別以不同教學策略為自變項，以研究對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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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與課程開始前之身體適能、社會適能、精神適能、情緒適

能、文化適能五個向度之得分為控制變項，而依變項包括是研

究對象在課程結束時的身體適能、社會適能、精神適能、情緒

適能、文化適能五個向度之得分。 

爲避免因嚴重的共線性問題而導致錯誤的結論，因此在進

行分析之前先對於各個自變項與依變項進行共線性診斷。由表

4-5所得之檢驗結果發現各個控制變項與自變項的變異數膨脹係

數（VIF）為 1.05 ~ 1.80，其容忍度（Tolerance）為 0.56 ~ 0.95 ，

無共線性的問題存在，得以進行多元廻歸分析。 

 

表4-5   各變項間之共線性診斷（一） 

 身體適能、社會適能、精神適能、情緒適能、文化適能 
項目 Tolerance VIF 

自變項   
  教學策略 0.95 1.05 
控制變項   
  性別 0.91 1.09 
  前測身體適能 0.82 1.22 
  前測社會適能 0.56 1.80 
  前測精神適能 0.79 1.26 
  前測情緒適能 0.75 1.34 
  前測文化適能 0.67 1.50 

 

以下分別敘述二組不同教學策略在各向度健康行為之立即

效果與影響立即效果之因素： 

1.分析不同教學策略對身體適能的立即影響及影響身體適能後

測得分之因素 

由表4-6可知，教學策略、性別及前測身體適能、社會適能、

精神適能、情緒適能、文化適能可以有效地解釋後測身體適能

得分，這些變項對後測身體適能得分有 60.2% 的解釋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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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性別及前測各向度得分後，結果顯示研究對象在後

測身體適能得分不因教學策略而有所不同；在控制教學策略及

前測各向度得分後，其性別對後測身體適能得分達顯著影響，

男生在後測身體適能比女生高 0.23 分；在控制教學策略、性別

及前測社會適能、精神適能、情緒適能、文化適能各向度得分

後，前測身體適能得分對後測身體適能得分達顯著影響，其前

測身體適能得分愈高者，後測得分愈高，前測每高出 1 分，課

程結束後得分就高出 0.70 分。 

2.分析不同教學策略對社會適能的立即影響及影響社會適能後

測得分之因素 

由表4-6可知，教學策略、性別及前測身體適能、社會適能、

精神適能、情緒適能、文化適能可以有效地解釋後測社會適能

得分，這些變項對後測社會適能得分有 58.9% 的解釋力。 

在控制性別及前測各向度得分後，結果顯示研究對象在後

測社會適能之得分不因教學策略而有所不同；在控制教學策略

及前測各向度得分後，結果顯示研究對象在後測社會適能得分

並不因性別而有所不同；在控制教學策略、性別及前測身體適

能、精神適能、情緒適能、文化適能各向度得分後，前測社會

適能、精神適能得分對後測社會適能得分達顯著影響，其前測

社會適能、精神適能分數愈高者，後測社會適能得分愈高，其

前測社會適能每高出 1 分，後測社會適能得分就高出 0.71 分、

前測精神適能每高出 1 分，後測社會適能得分就高出 0.24分。 

3.分析不同教學策略對精神適能的立即影響及影響精神適能後

測得分之因素 

由表4-6可知，教學策略、性別及前測身體適能、社會適能、

精神適能、情緒適能、文化適能可以有效地解釋後測精神適能

得分，這些變項對後測精神適能得分有 52.1% 的解釋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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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性別及前測各向度得分後，結果顯示研究對象在後

測精神適能之得分不因教學策略而有所不同；在控制教學策略

及前測各向度得分後，其性別對後測精神適能之得分達顯著影

響，男生在後測精神適能比女生高 0.28 分；在控制教學策略、

性別及前測社會適能、精神適能、情緒適能、文化適能各向度

得分後，其前測身體適能、社會適能、文化適能之得分對後測

精神適能之得分達顯著影響，前測社會適能、精神適能得分愈

高者，後測精神適能得分愈高，前測文化適能分數愈低者，後

測精神適能得分愈低，其前測社會適能每高出 1 分後測精神適

能得分就高出 0.32 分、前測精神適能每高出 1 分，後測精神適

能得分就高出 0.54 分、前測文化適能每低於 1 分，後測精神適

能得分就低於高出 0.27 分。 

4.分析不同教學策略對情緒適能的立即影響及影響情緒適能後

測得分之因素 

由表4-6可知，教學策略、性別及前測身體適能、社會適能、

精神適能、情緒適能、文化適能可以有效地解釋後測情緒適能

得分，這些變項對後測情緒適能得分有 48.8% 的解釋力。 

在控制性別及前測各向度得分後，結果顯示研究對象在後

測情緒適能之得分不因教學策略而有所不同；在控制教學策略

及前測各向度得分後，結果顯示研究對象在後測情緒適能得分

並不因性別而有所不同；在控制教學策略、性別及前測身體適

能、社會適能、精神適能、文化適能各向度得分後，其前測情

緒適能得分對後測情緒適能得分達顯著影響，前測情緒適能分

數愈高者，後測情緒適能得分愈高，前測每高出 1 分，後測得

分就高出 0.68 分。 

5.分析不同教學策略對文化適能的立即影響及影響身體適能後

測得分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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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6可知，教學策略、性別及前測身體適能、社會適能、

精神適能、情緒適能、文化適能可以有效地解釋後測文化適能

得分，這些變項對後測文化適能得分有 50.4% 的解釋力。 

在控制性別及前測各向度得分後，結果顯示研究對象在後

測文化適能得分不因教學策略而有所不同；在控制教學策略及

前測各向度得分後，結果顯示研究對象在後測文化適能得分不

因性別而有所不同；在控制教學策略、性別及前測身體適能、

社會適能、精神適能、情緒適能各向度得分後，其前測文化適

能得分對後測文化適能得分達顯著影響，前測文化適能分數愈

高者，後測文化適能得分愈高，前測每高出 1 分後測得分就高

出 0.44 分。 

由上所述可知，自我導向學習策略對研究對象健康行為各

向度之改變效果與傳統教學並沒有不同，亦即自我導向學習策

略的立即效果沒有比傳統教學好，也沒有比傳統教學差。但是

研究對象在課程介入前之健康行為各向度，包括身體適能、社

會適能、精神適能、情緒適能、文化適能均顯著影響研究對象

教學介入後的健康行為各向度之得分，另外男生在教學介入後

其身體適能與精神適能二個向度之得分，其進步情形均比女生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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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   教學介入在學生健康行為之身體適能、社會適能、精神適能、

情緒適能、文化適能之立即效果 

身體適能 社會適能 精神適能 情緒適能 文化適能
項目 

B SE B SE B SE B SE B SE 
自變項           
 教學策略（以

對 照組為對照） 
.04 .06 .01 .08 .11 .09 -.01 .09 .01 .09

控制變項           
 性別（以男生為

對照） 

-.23 ＊＊

＊ .06 -.12 .08 .28 ＊＊ .09 -.08 .09 -.14 .09

 前測身體適能 .70 ＊＊＊ .08 -.00 .09 .15 .11 .18 .11 .12 .11
 前測社會適能 -.03 .13 .71 ＊＊＊ .11 .32 ＊ .13 .21 .12 .17 .13
 前測精神適能 .01 .13 .24 ＊ .11 54 ＊＊＊ .12 -.04 .12 .04 .13
 前測情緒適能 .04 .14 .06 .11 .14 .13 68 ＊＊＊ .13 .20 .13
 前測文化適能 .14 .12 -.13 .10 -.27 ＊ .12 -.16 .12 44 ＊＊＊ .12

解釋力  R 2 =0.602 R 2 =0.589 R 2 =0.521 R 2 =0. 
488 R 2 =0.504

顯著性 
F=27.92 ＊＊

＊ F=26.36 ＊＊＊ F=20.07 ＊＊＊ F=17.56 ＊＊

＊ F=18.72 ＊＊＊

 
＊ p＜ .05  ＊＊p＜ .01  ＊＊＊p＜ .001 

 

（二）健康體適能之立即效果分析 

以多元廻歸法來分析不同教學策略介入對研究對象健康體

適能之立即效果，分別以不同教學策略為自變項，以研究對象

的性別與課程開始前之 BMI、柔軟度、肌力、肌耐力、心肺耐

力五個項目之得分為控制變項，而依變項分別是研究對象在課

程結束時的 BMI、柔軟度、肌力、肌耐力、心肺耐力五個項目

之得分。 

爲避免因嚴重的共線性問題而導致錯誤的結論，因此在進

行分析之前先對於各個自變項與依變項進行共線性診斷。由表

4-7所得之檢驗結果發現各個控制變項與自變項的變異數膨脹係

數（VIF）為 1.04 ~ 1.42，其容忍度（Tolerance）為 0.70 ~ 0.96，

無共線性的問題存在，得以進行多元廻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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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   各變項間之共線性診斷（二） 

 BMI、柔軟度、肌力、肌耐力、心肺耐力  
項目 Tolerance VIF 

自變項   
  教學策略 0.96 1.04 
控制變項   
  性別 0.80 1.25 
 前測BMI 0.88 1.14 
前測柔軟度 0.96 1.05 

  前測肌力 0.70 1.42 
  前測肌耐力 0.94 1.06 
  前測心肺耐力 0.88 1.13 

 

以下分別敘述二組不同教學策略在健康體適能各項目之立

即效果與影響立即效果之因素，如表4-8： 

1.分析不同教學策略對 BMI 的立即影響及影響 BMI 後測得分

之因素 

由表4-8可知，教學策略、性別及前測 BMI、柔軟度、肌力、

肌耐力、心肺耐力各變項可以有效地解釋課程結束後 BMI 得分 

，這些變項對後測 BMI 得分有 73.7% 的解釋力。 

在控制前測各項目得分及性別後，結果顯示研究對象在後

測 BMI得分不因教學策略而有所不同；在控制前測各項目得分

及教學策略之後，其性別對課程結束後 BMI 得分達顯著影響，

女生在後測 BMI 比男生高 2.81 單位；在控制教學策略、性別

及前測柔軟度、肌力、肌耐力、心肺耐力各項目得分後，其前

測 BMI、心肺耐力得分對後測 BMI 得分達顯著影響，前測BMI

得分愈高者，後測 BMI 得分改善愈多、前測心肺耐力得分愈低

者，後測 BMI 得分改變愈少，前測 BMI 每高出 1 單位，後測 

BMI 就改變 0.89單位、前測心肺耐力每減少 1 秒，後測 BMI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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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 0.01 單位。 

2.分析不同教學策略對柔軟度的立即影響及影響柔軟度後測得

分之因素 

由表4-8可知，教學策略、性別及前測 BMI、柔軟度、肌力、

肌耐力、心肺耐力各變項可以有效地解釋課程結束後柔軟度得

分，這些變項對後測柔軟度得分有 55.0% 的解釋力。 

在控制前測各項目得分及性別後，結果顯示教學策略在後

測柔軟度得分達顯著影響，實驗組在後測柔軟度比對照組進步 

4.75 CM；在控制教學策略及前測各項目得分後，結果顯示研究

對象在後測柔軟度得分不因性別而有所不同；在控制教學策略 

、性別及前測 BMI、肌力、肌耐力、心肺耐力各項目得分後，

其前測柔軟度得分對後測柔軟度得分達顯著影響，前測柔軟度

得分愈高者，後測柔軟度得分愈高，其前測每高出 1 CM，後測

就進步 0.75 CM。 

3.分析不同教學策略對肌力的立即影響及影響肌力後測得分

之因素 

由表4-8可知，教學策略、性別及前測 BMI、柔軟度、肌力、

肌耐力、心肺耐力各變項無法有效地解釋後測肌力得分，結果

顯示在控制教學策略、性別及健康體適能各項目前測得分對後

測肌力得分均無影響，推測其或許於同ㄧ學期連續施測二次，

與上學期施行方式有所不同，因而造成研究對象其心理與態度

上不確定之因素產生，且肌力項目在學習上之困難性也較其他

項目來的高，故在研究實行的時間尚須再選擇適切的時間，建

議以第一學期為佳，避免造成學校實施之體育策略不ㄧ致的情

形產生。 

4.分析不同教學策略對肌耐力的立即影響及影響肌耐力後測得

分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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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8可知，教學策略、性別及前測 BMI、柔軟度、肌力、

肌耐力、心肺耐力各變項可以有效地解釋後測肌耐力得分，這

些變項對後測肌耐力得分有 35.1 % 的解釋力。 

在控制前測各項目分數及性別後，結果顯示教學策略在後

測肌耐力得分達顯著影響，實驗組在後測肌耐力比對照組進步 

3.19 次；在控制教學策略及前測各項目得分後，結果顯示研究

對象在後測肌耐力得分不因性別而有所不同；在控制教學策略 

、性別及前測 BMI、柔軟度、肌力、心肺耐力各項目得分後，

其前測肌耐力得分對後測肌耐力得分達顯著影響，前測肌耐力

得分愈高者，後測肌耐力得分愈高，其前測每高出 1 次，後測

就進步 0.4 次。 

5.分析不同教學策略對心肺耐力的立即影響及影響心肺耐力後

測得分之因素 

由表4-8可知，教學策略、性別及前測 BMI、柔軟度、肌力、

肌耐力、心肺耐力各變項可以有效地解釋後測心肺耐力得分，

這些變項對後測心肺耐力得分有 91.9 % 的解釋力。 

在控制前測各項目得分及性別後，結果顯示教學策略在後

測心肺耐力得分達顯著影響，實驗組在後測心肺耐力比對照組

減少 24.45 秒；在控制教學策略及前測各項目得分後，其性別

對課程結束後心肺耐力得分顯著影響，男生在後測心肺耐力比

女生少 211.75 秒；在控制教學策略、性別及前測 BMI、柔軟度、

肌力、肌耐力各項目得分後，其前測心肺耐力得分對後測心肺

耐力得分達顯著影響，前測心肺耐力得分愈高者，後測心肺耐

力得分愈高，其前測每高出 1 秒，後測就退步 0.4秒。 

由上所述可知教學介入後，自我導向學習策略在課程結束

時健康體適能柔軟度、肌耐力、心肺耐力項目之立即效果優於

傳統教學，並且研究對象在課程介入前之健康體適能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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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BMI、柔軟度、肌耐力、心肺耐力四個項目，均顯著影響

研究對象教學介入後的健康體適能BMI、柔軟度、肌耐力、心

肺耐力四個項目之得分，僅有肌力項目沒有相關。另外女生在

教學介入後 BMI項目之得分，改變情形比男生多；男生在教學

介入後心肺耐力項目之得分，改變情形比女生多。 

 

表4-8   教學介入在學生健康體適能之BMI、肌力、肌耐力、心肺耐力

之立即效果 

BMI 柔軟度 肌力 肌耐力 心肺耐力
項目 

B SE B SE B SE B SE B SE
自變項           
教學策略
（以對照組

為對照） 
-.63 .43 4.75 ＊＊＊1.24 -.08 14.99 3.19 ＊ 1.34 -24.45 ＊ 9.99

控制變項           
性別（以男生

為對照） 
2.81 ＊＊ 1.17 -3.47 3.12 22.21 37.68 6.39 3.37 

211.75＊＊

＊ 25.29

前測BMI .89 ＊＊＊ .05 .15 .15 -.97 1.83 .30 .16 2.13 1.21
前測柔軟度 -.02 .03 .75 ＊＊＊ .08 .57 .93 -.02 .08 -.13 .61
前測肌力 -.02 .01 .02 .03 .26 .38 .01 .03 -.23 .25
前測肌耐力 .01 .03 .05 .09 1.07 1.04 .40 ＊＊＊ .09 -.58 .69
前測心肺耐力 -.01 ＊＊ .00 .00 .01 -.04 .09 -.01 .01 .36 ＊＊＊ .06

解釋力  R 2 =.737 R 2 =.550 R 2 =.067 R 2 =.351 R 2 =.919 

顯著性 F=48.16 ＊＊＊ F=21.28 ＊＊＊ F=1.26 
F=9.43 ＊＊

＊ F=187.40 ＊＊＊

 
＊ p＜ .05  ＊＊p＜ .01  ＊＊＊p＜ .001 

 

第三節  不同教學介入的短期效果 

 

本節將呈現教學介入對研究對象之健康行為與健康體適能

之短期影響，並針對各變項前測與後後測得分之變化分別加以

說明。 

ㄧ、各組研究對象的前測與後後測之差異 

在前測與後測平均分數的改變量部分，以 paired-t 檢定之。 

（一）各向度健康行為其前測與後後測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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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9 可知，實驗組在健康行為各向度前測與後後測的

平均分數改變上沒有顯著；對照組在健康行為身體適能、精神

適能、文化適能三個向度上，其前測與後後測的平均分數改變

上沒有顯著，但是在社會適能（ t＝ -1.67，p＜0.05）與情緒適

能（ t＝ -1.87，p＜0.05）二個向度上雖然有達顯著，卻是呈現

出退步的情形。 

（二）健康體適能各項目前測與後後測之比較 

由表4-9 可知實驗組在 BMI 項目前測與後後測平均分數的

改變沒有顯著，在柔軟度（ t＝6.19，p＜0.001）、肌力（ t＝3.16，

p＜0.01）、肌耐力（ t＝2.88，p＜0.01）項目後後測平均分數

顯著高於前測，在心肺耐力（ t＝ -1.70，p＜0.01）項目後後測

平均分數顯著降低，亦即表示心肺功能顯著提高。對照組則在 

BMI、柔軟度、肌力、心肺耐力項目上，其前測與後後測平均

分數的改變均沒有顯著，但是在肌耐力（ t＝2.71，p＜0.01）項

目後後測平均分數顯著高於前測。 

由上所述，可知實驗組在健康行為各向度之後後測得分並

未有明顯改變，對照組除了在社會適能與情緒適能之後後測得

分呈現顯著退步的情形之外，其它向度亦沒有明顯改變。在健

康體適能方面，實驗組的 BMI 項目之後後測得分並未有明顯改

變，但在柔軟度、肌力、肌耐力項目之後後測得分顯著進步，

另外在心肺耐力項目之後後測得分雖然呈現顯著降低，亦表示

其體能狀況優於實驗課程前；對照組僅在肌耐力項目後後測之

得分顯著提高，其它項目皆沒有明顯改變。 

結果顯示二組不同教學策略在課程結束後二個月，接受自我

導向學習策略介入的實驗組在健康體適能柔軟度、肌力、肌耐

力、心肺耐力項目上，其後後測得分呈現顯著進步，而接受傳

統教學法介入的對照組則在健康行為社會適能與情緒適能向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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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其後後測得分呈現顯著退步，在健康體適能肌耐力項目之

後後測得分呈現顯著進步，爲探討是否為教學介入因素或其他

因素所造成，故以多元迴歸分析法來做進ㄧ步之分析。 

 

表4-9   二組學生前測與後後測得分及配對t考驗結果 

前測  後後測  後後測－前

測  
paired-

t 項目  組別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健康行為         
身體適能  實驗組  48.57 6.66 48.17 6.80 -0.40 5.12 -0.65 

 對照組  47.10 7.71 46.71 8.13 -0.39 6.83 -0.47 
社會適能  實驗組  39.46 5.77 39.83 5.78 0.37 4.10 0.75 

 對照組  37.83 5.42 36.64 6.63 -1.19 5.89 -1.67 ＊

精神適能  實驗組  38.83 6.40 38.70 5.98 -0.13 4.90 -0.21 
 對照組  36.94 6.38 36.22 7.10 -0.72 6.29 -0.95 

情緒適能  實驗組  35.69 6.13 36.07 5.74 0.38 4.27 0.75 
 對照組  34.29 6.04 33.07 6.17 -1.22 5.40 -1.87 ＊

文化適能  實驗組  35.41 6.31 36.47 6.23 1.06 5.80 1.49 
 對照組  33.43 6.03 33.75 6.95 0.32 6.48 0.40 

健康體適能        

BMI 實驗組 20.32 4.656 21.07 9.48 0.60 7.09 0.68 
 對照組 20.48 4.46 21.32 4.49 0.61 3.50 1.40 

柔軟度 實驗組 25.86 9.10 29.79 9.44 3.93 5.31 
6.19 ＊＊

＊

 對照組 28.56 7.93 29.38 8.64 0.90 6.85 1.07 
肌力 實驗組 139.63 24.33 147.01 29.01 7.39 19.54 3.16 ＊＊

 對照組 148.38 25.69 153.43 28.32 4.40 26.32 1.36 
肌耐力 實驗組 26.00 8.82 28.88 8.62 2.77 7.97 2.88 ＊＊

 對照組 25.24 8.60 28.50 9.49 3.12 9.31 2.71 ＊＊

心肺耐力 實驗組 395.54 163.62 376.07 151.0 -11.72 55.53 -1.70 ＊

 對照組 466.33 214.09 444.9 182.01 -12.58 97.79 -0.99 
 ＊ p＜ .05  ＊＊p＜ .01  ＊＊＊p＜ .001 

 

二、健康行為與健康體適能短期效果之分析 

本研究結果發現研究對象在課程結束後二個月其健康行為

之社會適能、情緒適能二個向度上有差異，且自我導向學習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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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傳統教學；其健康體適能則在柔軟度項目上有差異，且自我

導向學習優於傳統教學，故茲將健康行為與健康體適能短期影

響及影響得分之因素統計結果說明如下： 

（一）健康行為之短期效果分析 

    以多元廻歸法來分析不同教學策略介入對研究對象健康行

為之立即效果，分別以不同教學策略為自變項，以研究對象的

性別與實驗課程開始前之身體適能、社會適能、精神適能、情

緒適能、文化適能五個向度之得分為控制變項，而依變項分別

是研究對象在實驗課程結束後二個月的身體適能、社會適能、

精神適能、情緒適能、文化適能五個向度之得分。 

以下分別敘述二組不同教學策略在各向度健康行為之短期

效果與影響短期效果之因素： 

1.分析不同教學策略對身體適能的短期影響及影響身體適能後

後測得分之因素 

由表4-10可知，教學策略、性別及前測身體適能、社會適

能、精神適能、情緒適能、文化適能可以有效地解釋後後測身

體適能得分，這些變項對後後測身體適能得分有 48.1 % 的解釋

力。 

在控制性別及前測各向度得分後，結果顯示研究對象在課

程結束後身體適能得分不因教學策略而有所不同；在控制教學

策略及前測各向度得分後，結果顯示研究對象在後後測身體適

能得分不因性別而有所不同；在控制教學策略、性別及前測社

會適能、精神適能、情緒適能、文化適能各向度得分後，前測

身體適能得分對後後測身體適能得分達顯著影響，其前測身體

適能分數愈高者，後後測得分愈高，前測每高出 1 分，後後測

就高出 0.61 分。 

2.分析不同教學策略對社會適能的短期影響及影響社會適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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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測得分之因素 

由表4-10可知，教學策略、性別及前測身體適能、社會適能、

精神適能、情緒適能、文化適能可以有效地解釋後後測社會適

能得分，這些變項對後後測社會適能得分有 47.8 % 的解釋力。 

在控制性別及前測各向度得分後，結果顯示教學策略在後

後測社會適能得分達顯著影響，實驗組在後後測社會比對照組

高出 0.19 分；在控制教學策略及前測各向度得分後，結果顯示

研究對象在後後測社會適能得分不因性別而有所不同；在控制

教學策略、性別及前測身體適能、精神適能、情緒適能、文化

適能各向度得分後，前測社會適能得分對後後測社會適能得分

達顯著影響，其前測社會適能得分愈高者，後後測社會適能得

分愈高，前測每高出 1 分，後後測就高出 0.47 分。 

3.分析不同教學策略對精神適能的短期影響及影響精神適能後

後測得分之因素 

由表4-10可知，教學策略、性別及前測身體適能、社會適

能、精神適能、情緒適能、文化適能可以有效地解釋後後測精

神適能得分，這些變項對後後測精神適能得分有 42.1 % 的解釋

力。 

在控制性別及前測各向度得分後，結果顯示研究對象在後

後測精神適能得分不因教學策略而有所不同；在控制教學策略

及前測各向度得分後，結果顯示研究對象在後後測精神適能得

分不因性別而有所不同；在控制教學策略、性別及前測身體適

能、社會適能、情緒適能、文化適能各向度得分後，前測精神

適能得分對後後測精神適能得分達顯著影響，其前測精神適能

得分愈高者，後後測精神適能得分愈高，前測每高出 1 分，後

後測就高出 0.56 分。 

4.分析不同教學策略對情緒適能的短期影響及影響情緒適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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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測得分之因素 

由表4-10可知，教學策略、性別及前測身體適能、社會適

能、精神適能、情緒適能、文化適能可以有效地解釋後後測情

緒適能得分，這些變項對後後測情緒適能得分有 53.1 % 的解釋

力。 

在控制性別及前測各向度得分後，結果顯示教學策略在後

後測情緒適能得分達顯著影響，實驗組在後後測情緒比對照組

高出 0.19 分；在控制教學策略及前測各向度得分後，結果顯示

研究對象在後後測情緒適能得分不因性別而有所不同；在控制

教學策略、性別及前測身體適能、社會適能、精神適能、文化

適能各向度得分後，其前測情緒適能及文化適能得分對後後測

情緒適能得分達顯著影響，其前測情緒適能得分愈高者，後後

測情緒適能得分愈高、前測文化適能得分愈低者，後後測情緒

適能得分愈低，前測情緒適能每高出 1 分後後測情緒適能得分

就高出 0.54 分、前測文化適能每低於 1 分後後測情緒適能得分

就低於高出 0.25 分。 

5.分析不同教學策略對文化適能的短期影響及影響文化適能後

後測得分之因素 

由表4-10可知，教學策略、性別及前測身體適能、社會適能、

精神適能、情緒適能、文化適能可以有效地解釋後後測文化適

能得分，這些變項對後後測文化適能得分有 38.3 % 的解釋力。 

在控制性別及前測各向度得分後，結果顯示研究對象在後

後測文化適能得分不因教學策略而有所不同；在控制教學策略

及前測各向度得分後，結果顯示研究對象在後後測文化適能得

分不因性別而有所不同；在控制教學策略、性別及前測身體適

能、社會適能、精神適能、情緒適能各向度得分後，前測文化

適能得分對後後測文化適能得分達顯著影響，其前測文化適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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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愈高者，後後測得分愈高，前測每高出 1 分後後測就高出 

0.61 分。 

由上所述可知教學介入後，自我導向學習策略在課程結束

後二個月健康行為的社會適能與情緒適能向度之短期效果優於

傳統教學，且研究對象在課程介入前之健康行為各向度，包括

身體適能、社會適能、精神適能、情緒適能、文化適能均顯著

影響研究對象教學介入課程結束後二個月的健康行為各向度之

得分。     

 

表4-10   教學介入在學生健康行為之身體適能、社會適能、精神適能、

情緒適能、文化適能之短期效果 

身體適

能

社會適

能

精神適

能

情緒適

能
文化適能

項目 

B SE B SE B SE B SE B SE
自變項           
教學策略（以

對照組為對照） 
.04 .07 .19 ＊ .08 .13 .09 .19 ＊ .07 .13 .10

控制變項           
性別（以男生為對

照） 
-.09 .07 .12 .09 -.06 .10 .08 .08 .07 .10

前測身體適能.61 ＊＊＊ .08 .01 .11 .15 .12 .17 .10 .14 .12
前測社會適能 .09 .10 .47 ＊＊＊ .12 .08 .13 .20 .11 .12 .14

前測精神適能 -.04 .10 .20 .12
.56 ＊＊

＊ .13 .11 .11 .15 .14

前測情緒適能 .18 .10 .15 .13 .07 .14
.54 ＊＊

＊ .11 .14 .14

前測文化適能 -.08 .09 -.09 .11 -.10 .13
-.25

＊ .10 .61 ＊＊＊ .08

解釋力  R 2 =.481 R 2 =.478 R 2 =.421 R 2 =.531 R 2 =.383 

顯著性 
F=17.10＊＊

＊

F=16.84＊＊

＊ F=13.41＊＊＊ F=20.86＊＊＊ F=11.43＊＊＊

 ＊ p＜ .05  ＊＊p＜ .01  ＊＊＊p＜ .001 

 

（二）健康體適能之短期效果分析 

以多元廻歸法來分析不同教學策略介入對研究對象健康體

適能之短期效果，分別以不同教學策略為自變項，以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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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別與實驗課程開始前之 BMI、柔軟度、肌力、肌耐力、心

肺耐力五個項目之得分為控制變項，而依變項分別是研究對象

在實驗課程結束後二個月的BMI、柔軟度、肌力、肌耐力、心

肺耐力五個項目之得分。 

以下分別敘述二組不同教學策略在健康體適能各項目之短

期效果與影響短期效果之因素： 

1.分析不同教學策略對 BMI 的短期影響及影響 BMI 後後測得

分之因素 

由表4-11可知，教學策略、性別及前測 BMI、柔軟度、肌

力、肌耐力、心肺耐力各變項可以有效地解釋後後測 BMI 得

分，這些變項對後後測 BMI 得分有46.1 % 的解釋力。 

在控制性別及前測各項目得分後，結果顯示研究對象在後

後測BMI 得分不因教學策略而有所不同；在控制教學策略及前

測各項目得分後，結果顯示研究對象在後後測 BMI 得分不因性

別而有所不同；在控制教學策略、性別及前測柔軟度、肌力、

耐力、心肺耐力各項目得分後，其前測 BMI 得分對後後測 BMI 

得分達顯著影響，其前測 BMI 得分愈高者，後後測 BMI 得分愈

高，前測每改變 1 單位，後後測就改變 1.01 單位。 

2.分析不同教學策略對柔軟度的短期影響及影響柔軟度後後測

得分之因素 

由表4-11可知，教學策略、性別及前測 BMI、柔軟度、肌

力、肌耐力、心肺耐力各變項可以有效地解釋後後測柔軟度得

分，這些變項對後後測柔軟度得分有 69.0 % 的解釋力。 

在控制性別及前測各項目得分後，結果顯示教學策略在後

後測柔軟度得分達顯著影響，實驗組在後後測比對照組進步 

2.93 CM；在控制教學策略及前測各項目得分後，結果顯示研究

對象在後後測柔軟度得分不因性別而有所不同；在控制教學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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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性別及前測 BMI、肌力、肌耐力、心肺耐力各項目得分後，

其前測 BMI 及柔軟度得分對後後測柔軟度得分達顯著影響，前

測 BMI 及柔軟度得分愈高者，後後測柔軟度得分愈高，前測 

BMI 每高出 1 單位，後後測柔軟度就進步 0.30 CM，前測柔軟

度每高出 1 CM，後後測柔軟度就進步 0.84 CM。 

3.分析不同教學策略對肌力的短期影響及影響肌力後後測得分

之因素 

由表4-11可知，教學策略、性別及前測 BMI、柔軟度、肌

力、肌耐力、心肺耐力各變項可以有效地解釋後後測肌力得分，

這些變項對後後測肌力得分有 50.4 % 的解釋力。 

在控制性別及前測各項目得分後，結果顯示研究對象在後

後測肌力得分不因教學策略而有所不同；在控制教學策略及前

測各項目得分後，其性別對後後測肌力得分達顯著影響，女生

在後後測肌力比男生進步 32.40CM；在控制教學策略、性別及

前測 BMI、柔軟度、肌耐力、心肺耐力各項目得分後，其前測

肌力之得分對後後測肌力得分達顯著影響，前測肌力得分愈高

者，後後測肌力得分愈高，其前測每高出 1 CM，後後測就進步 

0.51 CM。 

4.分析不同教學策略對肌耐力的短期影響及影響肌耐力後後測

得分之因素 

由表4-11可知，教學策略、性別及前測 BMI、柔軟度、肌

力、肌耐力、心肺耐力各變項可以有效地解釋後後測肌耐力得

分，這些變項對後後測肌耐力得分有 37.1 % 的解釋力。 

在控制性別及前測各項目得分後，結果顯示研究對象在後

後測肌耐力得分不因教學策略而有所不同；在控制教學策略及

前測各項目得分後，結果顯示研究對象在後後測肌耐力得分不

因性別而有所不同；在控制教學策略、性別及前測 BMI、柔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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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肌力、心肺耐力各項目得分後，其前測肌耐力得分對後後

測肌耐力得分達顯著影響，前測肌耐力得分愈高者，後後測肌

耐力得分愈高，其前測每高出 1 次，後後測就進步 0.48 次。 

5.分析不同教學策略對心肺耐力的短期影響及影響心肺耐力後

後測得分之因素 

由表4-11可知，教學策略、性別及前測 BMI、柔軟度、肌

力、肌耐力、心肺耐力各變項可以有效地解釋後後測心肺耐力

得分，這些變項對後後測心肺耐力得分有 87.1% 的解釋力。 

在控制前測各項目得分及性別後，結果顯示研究對象在後

後測心肺耐力得分不因教學策略而有所不同；在控制教學策略

及前測各項目得分後，其性別對後後測心肺耐力得分達顯著影

響，女生在後後測心肺耐力比男生多 80.03 秒，亦即男生的體

能狀況比女生進步  80.03秒；在控制教學策略、性別及前測BMI 

、柔軟度、肌力、肌耐力各項目得分後，其前測柔軟度及心肺

耐力得分對後後測心肺耐力得分達顯著影響，前測柔軟度得分

愈低者、前測心肺耐力得分愈高者，後後測心肺耐力得分愈高，

表示心肺耐力情形愈差，其前測柔軟度每少於 1 CM，後後測心

肺耐力就退步 1.56 秒，其前測心肺耐力每高出 1秒，後後測心

肺耐力就退步 0.57 秒。 

由上所述可知，教學介入後自我導向學習策略在課程結束

後二個月，其健康體適能柔軟度項目之短期效果優於傳統教學 

，並且研究對象在課程介入前之健康體適能各項目，包括BMI、

柔軟度、肌力、肌耐力、心肺耐力項目，均顯著影響研究對象

教學介入後的健康體適能各項目之得分。另外女生在教學介入

課程結束後二個月肌力項目得分改變情形比男生多；男生在教

學介入課程結束後二個月心肺耐力項目得分改變情形比女生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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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   教學介入在學生健康體適能之BMI、肌力、肌耐力、心肺耐力

之短期效果 

BMI 柔軟度 肌力 肌耐力 心肺耐力
項目 

B SE B SE B SE B SE B SE 
自變項           
教學策略（以

對照組為對照） 
.16 1.10 

2.93 ＊

＊ .99 -0.64 4.0
1 .50 1.4

2 -19.71 12.1
6 

控制變項           
性別（以男生為

對照） 
-2.50 2.77 1.72 2.47

32.40＊

＊ 10.06 4.25 3.55 
80.03

＊ 30.78

前測BMI 1.01＊＊＊ .13 .30 ＊ .12 .93 .49 .17 .17 1.34 1.47

前測柔軟度 -.07 .07 
.84 ＊＊

＊ .06 .03 .25 -.07 .09 
-1.56

＊ .74 

前測肌力 .01 .03 .02 .03 .51 ＊＊＊ .10 .01 .04 .45 .31 

前測肌耐力 -.00 .08 .04 .07 .28 .28
.48＊＊

＊ .10 .87 .83 

前測心肺耐力 .01 .01 -.01 .01 -.05 .03 .01 .01 
.57 ＊＊

＊ .57 

解釋力  R 2 =0.461 R 2 =0.690 R 2 =0.504 R 2 =0.37
1 R 2 =0.871

顯著性 F=14.29 ＊＊＊ F=38.47 ＊＊＊ F=17.39 ＊＊＊ F=9.94 ＊＊＊ F=110.96＊＊

＊

 
＊ p＜ .05  ＊＊p＜ .01  ＊＊＊ p＜ .001 

 

第四節  不同教學策略效果之綜合摘要 

 

本節歸納前述分析結果先摘要影響學生健康行為與健康體

適能後測、後後測之各項因素，及不同教學策略對學生健康行

為與健康體適能之立即、短期效果，其次整理出二組研究對象

之後測、後後測與前測分數之差異情形。  

ㄧ、影響立即、短期效果之因素  

以下分別敘述影響研究對象健康行為與健康體適能狀況的

各項影響因素，由表 4-12 可知，在立即效果方面，教學策略是

影響健康體適能柔軟度、肌耐力、心肺耐力三個項目在立即學

習效果上之因素；性別是影響健康行為身體適能與精神適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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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向度，以及健康體適能 BMI 與心肺耐力二個項目在立即學習

效果上之因素；另外前測健康行為各向度得分以及前測健康體

適能 BMI、柔軟度、肌耐力、心肺耐力亦是影響健康行為各向

度，以及健康體適能 BMI、柔軟度、肌耐力、心肺耐力項目在

立即學習效果上之因素。  

在短期效果方面，教學策略是影響健康行為社會適能與情

緒適能二個向度，以及健康體適能柔軟度項目在短期學習效果

上之因素；性別是影響健康體適能肌力與心肺耐力二個項目在

短期學習效果上之因素；另外前測健康行為各向度得分以及健

康體適能各項目亦是影響健康行為各向度以及健康體適能各項

目在短期學習效果上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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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  立即與短期效果之影響因素 

健康行為  健康體適能  
項目 身體

適能  
社會  
適能  

精神

適能

情緒

適能

文化

適能
BMI

柔軟

度  肌力  肌耐

力  
心肺

耐力

立即效果           
教學策略       ＊＊＊  ＊ ＊ 

性別 ＊＊＊  ＊＊   ＊＊    ＊＊＊

前測身體適能 ＊＊＊          
前測社會適能  ＊＊＊         
前測精神適能  ＊ ＊＊＊        
前測情緒適能    ＊＊＊       
前測文化適能   ＊  ＊＊＊      
前測BMI      ＊＊＊     
前測柔軟度       ＊＊＊    
前測肌力           
前測肌耐力         ＊＊＊  
前測心肺耐力      ＊＊    ＊＊＊
           

短期效果           
教學策略  ＊  ＊   ＊＊    

性別        ＊＊  ＊ 
前測身體適能 ＊＊＊          
前測社會適能  ＊＊＊         
前測精神適能   ＊＊＊        
前測情緒適能    ＊＊＊       
前測文化適能    ＊ ＊＊＊      
前測BMI      ＊＊＊ ＊    
前測柔軟度       ＊＊＊   ＊ 
前測肌力        ＊＊＊   
前測肌耐力         ＊＊＊  
前測心肺耐力          ＊＊＊

 

二、立即、短期效果差異情形 

（一）健康行為各向度效果差異情形  

由表4-13並輔以健康行為各向度之雷達圖可清楚地看出，

實驗組在身體適能、社會適能、精神適能、情緒適能四個向度

上，其後測、後後測之得分與前測得分均沒有顯著差異，只有

文化適能向度在後測之得分顯著高於前測得分，但是在後後測

之得分與前測得分亦則沒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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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組在身體適能與精神適能二個向度之後測、後後測得

分與前測得分均沒有顯著差異；在社會適能、情緒適能三個向

度後測之得分與前測得分沒有顯著差異，卻在後後測之得分則

呈顯著降低的情形；在文化適能後測之得分顯著高於前測得分  

，但在後後測之得分與前測得分則沒有顯著差異。  

在教學策略介入的比較則呈現二組不同教學策略在健康行

為各向度的立即效果上均沒有顯著差異；在短期效果上僅有社

會適能、情緒適能二個向度有顯著差異，且自我導向學習策略

優於傳統教學，其它在身體適能、精神適能、文化適能則均沒

有顯著差異。 

0

1

2

3

4

5
身體適能

社會適能

精神適能情緒適能

文化適能

對照組前測 對照組後測

                                                  

    

0

1

2

3

4

5
身體適能

情緒適能

文化適能 社會適能

精神適能

實驗組前測 實驗組後測  
圖4-2  健康行為各向度前測、後測之雷達圖 

 

 

 

 

 

 

 

 74



0

1

2

3

4

5
身體適能

社會適能

精神適能情緒適能

文化適能

實驗組前測 實驗組後後測

0

1

2

3

4

5
身體適能

社會適能

精神適能情緒適能

文化適能

對照組前測 對照組後後測  
 

圖4-3  健康行為各向度前測、後後測之雷達圖 

 

 

 

 

表4-13  不同教學策略之立即與短期效果  

自我導向策略  傳統教學策略  組別  
實驗組（ paired-t） 對照組（ paired-t） （多元迴歸）  項目 

立即效果 短期效果 立即效果 短期效果 立即效果 短期效果

健康行為       
 身體適能 ×  ×  ×  ×  ×  ×  
 社會適能 ×  ×  ×  －  ×  ＋  
 精神適能 ×  ×  ×  ×  ×  ×  
 情緒適能 ×  ×  ×  －  ×  ＋  
 文化適能 ＋  ×  ＋  ×  ×  ×  
健康體適能       
 BMI ＋＋＋  ×  ×  ×  ＋  ×  
 柔軟度 ＋＋＋  ＋＋＋  ×  ×  ＋＋＋  ＋＋  
 肌力 ＋＋＋  ＋＋  ×  ×  ×  ×  
 肌耐力 ＋＋＋  ＋＋  ＋  ＋＋  ＋  ×  
 心肺耐力 ×  ＋  ×  ×  ＋  ×  

「＋」：表示有顯著差異，為正值（＋ p＜ .05  ＋＋ p＜ .01 ＋＋＋ p＜ .001）
「－」：表示有顯著差異，為負值（－p＜ .05  －－p＜ .01  －－－p＜ .001）
「 ×」 ：表示沒有顯著差異 

 

（二）體適能各項目效果差異情形  

由表4-13並輔以體適能各項目之折線圖可清楚地看出，實

驗組在在  BMI 項目後測之得分顯著高於前測得分，但是在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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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之得分與前測得分則沒有顯著差異；在柔軟度、肌力、肌耐

力三個項目上，其後測、後後測之得分均顯著高於前測得分；

在心肺耐力項目後測之得分與前測得分沒有顯著差異，但是在

後後測得分則顯著高於前測得分。  

對照組在肌耐力項目其後測、後後測之得分均高於前測得

分；  BMI、柔軟度、肌力、心肺耐力項目其後測、後後測之得

分與前測得分均沒有顯著差異。  

在教學策略介入的比較則呈現二組不同教學策略在立即效

果上其BMI、柔軟度、肌耐力、心肺耐力四個項目均有顯著差

異，且自我導向學習策略優於傳統教學，而在肌力項目則沒有

顯著差異；在短期效果上僅有柔軟度項目有顯著差異，自我導

向學習策略優於傳統教學，其它項目在  BMI、肌力、肌耐力、

心肺耐力四個項目上均沒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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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BMI 項目前、後、後後測之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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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柔軟度項目前、後、後後測之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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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肌力項目前、後、後後測之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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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肌耐力項目前、後、後後測之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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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心肺耐力項目前、後、後後測之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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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4 對 學 後 情

自我導向學習

 研究 象教 介入前 之得分 形 

 傳統教學  
項目 

前測  後測
後後

測  前測  後測  後後

測  
健康行為（滿分5分計）      
 身體適能 

 社會適能 M

 精神適能 M

 情緒適能 M
SD 0.61 0.57 0.57 0.60 0.74 0.62 

Mean 3.24 3.26 3.21 3.14 3.15 3.11 
SD 0.44 0.48 0.45 0.51 0.60 0.54 
ean 3.95 3.97 3.98 3.78 3.82 3.66 
SD 0.57 0.63 0.58 0.54 0.65 0.66 
ean 3.88 3.87 3.87 3.69 3.68 3.62 
SD 0.64 0.60 0.69 0.64 0.75 0.71 
ean 3.57 3.56 3.61 3.43 3.46 3.31 

 文化適能 Mean 3.54 3.68 3.65 3.34 3.52 3.38 
SD 0.63 0.64 0.62 0.60 0.76 0.70 

健康體適能       
 BMI     Mean 20.32 2

 柔軟度   M

 肌力     M 139.63 157.00 147.01 148.38 160.61 153.43

 肌耐力   M
SD 8.83 8.06 8.63 8.60 8.69 9.49 

 心肺耐力 Mean 395.54 375.62 76.07 466.33 451.47 444.90
SD 163.62 150.76 51.05 214.09 193.03 182.01

21.10 21.07 0.48 21.43 21.32 
SD 4.66 4.72 9.48 4.46 4.34 4.49 
ean 25.86 30.04 29.79 28.56 27.74 29.38 
SD 9.11 8.92 9.44 7.93 9.70 8.64 
ean 
SD 24.33 29.26 29.02 25.69 105.98 28.32 
ean 26.00 30.50 28.88 25.24 27.65 28.50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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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自我導向學習策略介入過程 

 

本節主要說明自我導向學習策略介入過程中，研究對象與

促進者對於教學活動中之看法與心得分享，並藉由課程結束後

學習者填寫之教學課程評價問卷，瞭解學習者對自我導向學習

方式之課程內容與成果發表滿意度、符合需求、喜歡程度。評

價問卷內容包括：各單元教學課程內容滿意度、各單元教學課

喜歡程度、各單元成

ㄧ、

到非常

為較常在生活中

出現

會提供不同的意

畫進行，也能在小組進行過

程是否符合自己的需求、各單元教學課程

果發表滿意度。 

整體課程評價，如表4-15、4-16： 

（一）各單元教學課程內容滿意度 

研究對象在課程結束後對教學課程內容滿意度中，有半數

以上的學習者對於各單元教學課程內容滿意度趨向於滿意與非

常滿意，健康課程約有一成學習者偏向於普通，體育課程約有

二成學習者偏向於普通，表示不滿意的學習者則是認為內容遊

戲應再多樣化。其中最多人表示對青春生活單元內容感

滿意，認為內容對自己比較有幫助且實用，因

類似地情形，可以習得較多預防與改進的方法。 

（二）各單元教學課程是否符合自己的需求 

研究對象在課程結束後對教學課程是否符合自己的需求評

價中，有八成以上的學習者對於各單元教學課程是否符合自己

的需求趨向於滿意與非常滿意，約有二成學習者偏向於普通，

選擇不滿意的學習者則是認為體育課程活動時間不足，應延長

時間。其中大多數都表示對青春生活單元與健康體適能與運動

安全單元感到非常滿意並符合自身的需求，而且在過程中能針

對個人的需求收集資料與小組討論，小組成員

見，彼此經過思考沉澱後再修正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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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

食

炸雞排的念頭，對於自己喜歡

的食

源，認為同

法要突破自己與小組

的體

行計畫的學習者多半原因是沒有時間；另外約有二成的學習者

則呈現搖擺不定的狀況，選擇不ㄧ定是否會繼續執行計畫。 

 

相互學習到各種不同解決問題的方法。 

（三）各單元教學課程喜歡程度 

研究對象在課程結束後對教學課程喜歡程度中，有七成的

學習者對於各單元教學課程喜歡程度趨向於滿意與非常滿意，

約有三成學習者偏向於普通，選擇不滿意的學習者則是認為小

組討論時間不足、課程太緊湊、無法達成計劃。其中大多數都

表示對青春生活單元與健康體適能與運動安全單元感到非常喜

歡，都認為每個小組在這二個單元中表現的默契和精神最好，

也學習到最多。在活力之源方面則感到最普通，認為有的飲

觀念大家都知道，但是還是想吃

物，比較不會想要也覺得很難改變自己的飲食習慣。 

（四）各單元成果發表滿意度 

研究對象在課程結束後對成果發表滿意度中，有七成的學

習者對於各單元成果發表滿意度趨向於滿意與非常滿意，約有

三成學習者偏向於普通，選擇不滿意的學習者則是認為發表時

間太短、計畫實施時間不夠、對自己小組訂定的目標不夠明確

以致計畫失敗。其中對成果發表感到非常滿意的是健康體適能

與運動安全單元，再來是青春生活，最後是活力之

學們在體育課程中，每一組都想盡各種方

適能成績，而且對自己的成果感到很開心。 

（五）課程結束後是否會繼續執行計畫 

研究對象在課程結束後是否會繼續執行計畫中，可以發現

約有六成的學習者仍會繼續執行計畫，並且會修改計畫再繼續

執行；約有二成的學習者不會繼續執行計畫，選擇不會繼續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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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課程 束後 會 執 畫

會 會 ㄧ 計

 

表    結 是否 繼續 行計  

 不  不 定 總  
項目 

N % N % N % Mean SD 

結果 40 57.1 14 20.0 16 22.9 1.66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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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

得會很

難做

二、學習者心得感想 

在課程紀錄單中學習者將其心得記錄下來，發現學習者大

多表示於學習過程中是覺得開心的，一開始因不習慣小組討論

常感到麻煩，但在學習過程當中也發現經由小組討論除了能學

習到更多自己不知道的知識之外，更能彼此相互督促達成計畫

目標，因此學習氣氛也漸入佳境，小組間的默契不但越來越好，

提及對其他組別成員表現的看法，並發展出許多正向的看

法，也能在自己或小組中發現問題時採用適當的方法來改善。 

健康課程方面如「很開心，希望能再學習到更多知識。」、

「平時的練習並加上大家的相互叮嚀，除了讓大家進步外，也

從中讓彼此的感情更加相處融洽。」、「雖然有點麻煩，不過

在做的過程當中大家都很認真，也很開心。」、「雖然有些沒

有做到，但是其他的都有做到，很開心。」、「表現的不錯，

計畫也有成功，默契也很好，給自己這組打了高分喔！」、「我

覺得我們資料整理得還不錯，但是因為目標太大了使我們的計

畫沒有成功，但是第三組就說的很好，而且很明確。」、「當

我發現近視時，會想辦法矯正，並選擇適合自己的方法，現在

我可以不用戴眼鏡了！」、「在紀錄時發現我都沒有吃很多的

蔬菜水果，雖然很難但我會繼續努力加油。」、「雖然知道有

些外食熱量很高，但還是忍不住想吃。」、「有時候覺

到，但是忍耐ㄧ下就過去了，就會覺得很好，希望能愈來

愈健康，也能夠持之以恆保持良好的生活習慣。」。 

健康體適能方面如，「我的體適能越來越進步了，耶！」、

「都有進步，好高興！」、「其實沒有進步很多，但是也十分

的有趣，可是好累，希望我的體能可以繼續進步。」、「我覺

得大致上看來都很好，但是怎麼達不到我的目標呢？我看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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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改變一下我的練習方法，才能達到事倍功半效果喔！」、

「常在做完運動後，會覺得自己的身體好很多，比較不會累。」、

「這次800M的跑步我有進步，但是還有進步的空間，而且有一

些約定不夠落實，ㄧ定要繼續相互監督。」、「進步了，心情

真的很高興呢！」、「雖然目標沒達成，但是我會努力。」、

「我覺得運動對身體很好。」、「我們小組的方法有一點點用

喔。」、「在做了這些紀錄就能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體能，知

體適能真的增加了，只要多練習

就可

上仍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以至於經常

出現

道哪裡要改進與加強。」、「

以了，耶！」。 

三、促進者觀察迴饋與評價 

促進者對於整個教學過程中對於學習者的表現感到滿意，

運用小組討論的方式進行，有助於學習者對於課程議題的了解

與探索，在上課初期因學習者對於小組討論內容較於鬆散，或

是常常碰觸不到問題點，需促進者在旁協助與引導，漸漸地小

組功能建立後，原先擔心討論過程不夠踴躍活無法進入狀況的

情形也相對的減少，經由學習者潛能不斷地激發出來，使得整

個過程越顯活潑與容易控制，學習者的小組進度也不易落後且

創意十足。但因每節實施課程時間僅50分鐘，雖然為期一學期，

每週ㄧ次，但是在銜接

討論時間太過緊湊的問題，也因此在整體課程中，仍有許

多需要調整的地方。 

另外在健康教育課程及體育課程中可以很清楚地觀察出各

小組的活動情形，發現各小組在體育課程中的表現較為出色，

互動也多於健康教育課程，推測因為體育課程屬於實作課程，

且活動場地大於教室空間，因此隨著活動量增加其小組創意也

不斷增加，小組間的競爭也在無形中相對地擴展，同儕間的相

互合作更加容易看見。相反地因健康教育課程原本即屬於靜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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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小組間往往於知識及方法上的討論居多，執行時間多利

用課

個人想得秘訣都不同時，紛紛地表示一定要把有效的招

式學

堂之外的時間，因此其執行度是否確實則無法在課程中看

見。 

而在小組合作與討論過程中，促進者從中發現學生在體育

課程中同儕之間的影響最為明顯，不但會輪番上演示範動作，

並且會相互指正彼此動作的缺失之外，也會應用小組的力量督

促成員努力以達訂定之目標，尤其當成員狀況不佳時亦會加以

鼓勵打氣甚至說服對方堅持下去，此乃促進者在課程介入前所

始料未及的事情之ㄧ。在健康課程方面經觀察後發現春春生活

的單元中，其小組討論過程較活力之源單元來得熱絡地多，學

生對活力之源單元中提及之營養、熱量、外食等較沒有興趣，

在討論上也顯得意興闌珊，收集的資料中小組成員都表示清楚

內容知識，但是對改變的意願皆表示意願不高或是認為沒有決

定權。反觀春春生活單元小組討論的情形則截然不同，不但討

論熱絡且意猶未盡，往往下課鐘聲響了還無法停止而繼續討論

著，以得到小組討論結果為止，或許是因為該單元提及的範圍

包括防範性侵害、網路與人身安全、情緒與壓力等，屬於心理

層面的探討較多，較能吸引大家的好奇心，所以每個人蒐集各

種相關資訊之下，更因收集的資料與立場的不同，以致於在討

論中造成盛況空前的情形產生，且學生也都表示收穫很多，尤

其當每

起來，此又是讓促進者在課程介入前所始料未及的事情之

二。 

由於研究者本身即為促進者，在實施自我導向學習策略介

入的過程中發現國中學生運用自我導向學習能有助於引發學習

者的學習動機與創意，因探討學習者自身的問題而學習者顯得

較為積極，在利用小組學習相互督促與提供解決方法之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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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學習成效提高，增加解決問題的能力，尤其是在搜集資料

上進步最多，其次為策略的選擇上，學習者經過小組不斷討論

與分工，也使得小組在修正計畫上不斷更新與嘗試，以利其小

組目標的達成。但在小組呈現方面仍需加強與練習，學習者若

能有較多的機會從事相關之經驗，如上台報告與分享等，其在

呈現的過程上應該會更為清晰與有條理。 

 

現，自我導向學習策

略的

第六節  綜合討論 

 

ㄧ、自我導向學習策略在健康行為之效果評析 

本研究結果顯示其健康行為在課程結束時不因教學策略之

不同而有所差異，在課程結束後二個月發現自我導向教學策略

在健康行為的社會與情緒適能二個向度上優於傳統教學，亦即

自我導向學習策略在研究對象健康行為的表現上，其延宕效果

較佳，在鄭惠美（1994）在針對鄉村中老年人高血壓防治之自

我導向學習衛生教育策略的研究結果中發

效果優於教師導向教學的策略，且此差異的短期效果比立

即效果清晰，本研究結果與其相符合。 

許多研究發現在教學上運用自我導向學習方式皆能優於未

介入、傳統教學法等不同形式之教學方式，並且在營養、高血

壓知能的提升、飲食行為改變、急救知識等的立即、短期效果

上均達良好成效（胡小萍，2006；鄭惠美、古息珠，2001；鄭

惠美，1996；鄭惠美、謝雨生，1994）。本研究結果均與其他

研究雷同，雖然只有社會適能與情緒適能二個向度在短期效果

評估上顯示實驗組優於對照組，而立即效果的評估上則完全沒

有差異，但從研究結果仍可看出其健康行為正在潛移默化地改

變當中，只是改變較為緩慢且需要時間，因為長時間習慣的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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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很難在短期間有所改變，也可能是學生對其自身的健康知

識已具有豐富的常識，卻很少會將其與行為相結合，Fletcher等

人（2007）也提過青年很少會去關心健康的議題，可能歸因於

青年覺得自己身體強壯，雖然學生有充分的常識，但卻很少會

落實於行為上。另外有許多學者也提出在經過實驗教學後均有

其效果產生，但是在知識、態度與行為的改變結果上是不太ㄧ

致的（陳美惠，2006；王依虹，2003；李玲玲、白璐、盛培珠，

2002）。另一推測或許是本研究之目標太大，採用現有之教科

書內容來進行教學，僅在教學方法上有所不同，而教科書之編

排方法又是採用螺旋狀方式編排，每一個主題依照能力指標之

不同將其內容所含之議題於每學期銜接，以反覆教學的方式來

提高其健康行為之養成，而本研究只進行一個學期，無法看見

其成效，因此若在時間上增加或持續，或是在教學內容上擇ㄧ

主題編製手冊進行教學，或許會有較佳的學習成效，亦或是將

統計數據評

估長

差異；Wright 與 Karp（2006）發現不同的教學活動皆

自我導向學習策略介入之時間延長，以獲得更多的

期之學習效果。 

二、自我導向學習策略在健康體適能之效果評析 

在健康體適能之立即效果中可以得知，自我導向學習策略

在柔軟度、肌耐力、心肺耐力三個項目上明顯優於傳統教學；

短期效果則在柔軟度項目上明顯優於傳統教學，在許多研究中

可以發現，透過不同的運動介入都能幫助體適能的提升，唯獨

在提升的項目不盡相同，但相同的是皆較介入前體適能來的優

異，且不同形式的教學法皆較傳統教學法有效益（陳樹華，

2007；張淑娟，2005；鄭元暢，2005；蔡溎蓉，2003；吳麗貞，

2002）。本研究亦與之相符合。另外在陳傳吉（2004）的研究也

發現無論是合作學習組策略與傳統教學組在體適能的前、後均

有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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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

來研

時間的

努力

學生的體能成就方面獲得相當大的改進，本研究亦與之相

同。 

另外在肌力項目之立即效果發現各變項之間均無影響，而

在短期效果上則呈顯有影響的狀況，推測其或許於同ㄧ學期連

續施測二次，與上學期施行方式有所不同，亦或是後測實施時

間於學期測驗前一、二週，是否有其它不確定之因素來造成研

究對象其心理與態度上之改變產生，因本研究無此相關變項之

資料，故無法做進一步的探究，再加上肌力項目在學習上之困

難性也較其他項目來的高，故在研究實行的時間尚須再選擇適

切的時間，建議以第一學期為佳，避免造成學校實施之體育策

略不ㄧ致的情形產生，或是延長教學介入實施時間，每次檢測

皆於每學期初進行檢測，一來可以繼續減少實驗效應結果之產

生，二來可以進一步獲得長期效果之探討與分析，並且建議未

究應可在學生心理、態度等方面進行更深層的研究，以獲

得較多的統計資料來探討以及改善教學與學習效果的品質。 

另外鄭惠美（1994）在針對鄉村中老年人高血壓防治之自

我導向學習衛生教育策略的研究結果中發現，自我導向學習策

略的效果優於教師導向教學的策略，且此差異的短期效果比立

即效果清晰。本研究結果亦與其有異曲同工之妙，健康體適能

原本即需要長期的努力以達成應有之標準，雖然本研究僅有在

柔軟度項目上有延宕效果，但是在肌力項目由原本沒有影響到

最後變成有影響，在這二個項目上都可易看見時間的延伸與效

果的呈現是顯示正相關的情形，而自我導向學習策略是由學生

經過討論、收集分析、計畫執行的過程中，將其知識由內向外

展現在行為上，而非僅止於知識的獲得，雖然需要較長

以維持自身之健康體適能，但不難發現長期來發展自我導

向學習策略以增進學生健康體適能卻是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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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本研究無法呈現長期效果之探究，故無從得知學生在

長期的延宕效果上是否有其成效，若是能整合學校與社區之資

源，使學生有充分運動的時間與空間，誠如學生在課程評價問

卷中有六成的學生會繼續修改健康體適能計畫並且執行之，因

入

日常

0%）、視覺接收（30-50%）、接收與參與

（70

此若是整個環境能營造成隨處可運動之境，方能真正將其融

生活作息當中，以養成規律的運動習慣。 

三、評價自我導向學習策略應用在健康與體育領域之效果 

應用自我導向學習策略於健康教育課程與體育課程中，發

現研究對象在健康行為各向度沒有明顯地立即效果，但是在健

康體適能柔軟度、肌耐力、心肺耐力三個項目上之立即效果明

顯優於傳統教學，再合併研究對象所給予教學課程的評價中發

現，在「健康體適能與運動安全」單元中，成果發表滿意度之

評價為最高，在符合需求與喜歡程度上略低於「青春生活」單

元，推測因此單元屬於實作課程，在學習效果上應該最有成效，

兩相比較後發現研究對象在實施自我導向學習策略後其健康體

適能在立即效果上達顯著結果，亦與成果發表滿意度相符合。

另外透過促進者的觀察可以發現，體育課程屬於實作課程因而

較健康教育課程表現出色，在鄭惠美編撰（2005）創意衛教  -  教

學活動設計的原則中可以證實，學生參與程度與記憶留存率分

別為：語文接收（10-2

%）、實作（90%），本研究之健康體適能亦因為實作課程

而獲得較佳之結果。 

應用自我導向學習策略於健康教育課程與體育課程中，發

現研究對象在健康行為社會適能與情緒適能二個向度之短期效

果明顯優於傳統教學，在健康體適能柔軟度項目上之短期效果

明顯優於傳統教學，再合併研究對象給予教學課程的評價中發

現，在「青春生活」單元中，其教學內容、符合需求、喜歡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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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之評價為最高，亦與健康行為之社會適能與情緒適能二個向

度達到延宕效果相符合。而在王家福的（2004）研究發現合作

學習對促進體育課程技能的學習表現與師生之間的人際互動能

有積極的成效，且對於學生的學習態度及動機有正向的結果；

陳麗如（2002）的研究中也發現，當小組的工作是大家共同的

目標時，每ㄧ位學習者能彼此協助、分配任務，在這樣的合作

型態下，小組成員間的同儕關係亦更加地緊密；徐崇城（2005）

也指出小組討論的學習方式會則影響學生的學習，因為增加互

動的

將自我導向學習策略應用於健康與體

育學

收

機會可以互相學習和有助於知識的活用幫助思考，本研究

亦與之相符合。 

自我導向學習是以學生為中心，教師為引導學習的角色，

整個課程當中學生在經由個別學習後主動轉為小組學習，更可

以在小組關係中發現本研究單元受到同儕影響最大地即是體育

課程，其次為青春生活，而將其與學習效果合併發現，健康行

為具有延宕效果的向度為社會適能與情緒適能、健康體適能具

有延宕效果的項目為柔軟度，其青春生活單元的內容與健康體

適能之維持需要持續練習並堅持，皆是屬於社會與心理層面，

因此可以從彼此之間所得的結果清楚地發現，自我導向學習策

略對健康與體育學習領域的學習效果，不但是有成效且還需要

較長地時間來進行，因此

習領域是由其必要性，以藉此培養學生終身學習以及達成

全人健康的教學目標。 

另外在進行一學期的實驗教學之後，雖然無法深入了解學

習者心理層面的感覺、想法以及意見，但在其教學評價問卷與

學習計畫書中的心得感想中，似乎可以看出大多數、接近全部

的學習者對於整個學習的過程裡皆有正向的感受、迴饋以及

穫，此結果與許多研究相符合，在多數研究中皆發現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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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課程評價多具有正向的結果以及迴饋（鄭惠美，1994、

1996

力狀況，其發現不同的教學活

皆能在學生的體能成就方面獲得相當大的改進，但在男生與

生之間則沒有明顯的不同。 

 

 

；鄭惠美、古息珠，2001；胡小萍，2006；楊惠文，2006）。 

四、性別是健康行為與健康體適能的影響因素 

本研究顯示性別為健康行為與健康體適能影響因素，分別

在心肺耐力項目的立即效果、身體與精神適能二個向度以及心

肺耐力項目的短期效果上，男生的改變情形多於女生；在 BMI 

項目的立即效果與肌力項目的立即效果，女生的改變情形多於

男生。曾美娟（2006）在探討國中生體型意識、身體活動和飲

食行為之現況中發現，女生較注重和在乎自己的外表，且女生

的飲食行為優於男生，而在 Wright 與 Karp（2006）在運用四種

不同的方式來改進學生之心肺耐

動

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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