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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了解學生體型意識滿意度及體重控制行為意

圖，並探討背景因素、心理因素、社會因素、體型意識滿意度對體重

控制行為意圖的關係。以台北縣某完全中學九十七學年度第二學期在

學學生為母群體，採分層隨機集束抽樣方式，選取十二個班級為研究

樣本，研究工具採結構式問卷，以團體施測方式進行資料收集，最後

獲得有效樣本 366 人。 

    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一、 研究對象中有 75.7%的人在未來體重控制行為意圖上選可能或非

常可能。  

二、 男生之外表評價及身體各部位滿意度均高於女生，而對過重體重

之關注則低於女生。 

三、 自尊越高者，其體型意識滿意度越高。 

四、 體型越重者、受嘲笑情形越多與受嘲笑反應強度越大者，其體型

意識滿意度越低且體重控制行為意圖越高。 

五、 過去有體重控制經驗、體型意識滿意度越低者，其體重控制行為

意圖越高，其中過去體重控制經驗則透過體型意識滿意度而影響

體重控制行為意圖。 

關鍵字：完全中學學生、體型意識滿意度、體重控制行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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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ntention of Weight Control Behavior and Related Factors 
~ An Example of the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ipei County 

 
 

A Master Thesis 
By 

Hsiang-Ju Che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the body image 

satisfaction and the intention of weight control behavior in the high school 
students. Also, the study hop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individual attributes, psychological factors, social factors, body image 
satisfaction, and the intention of weight control behavior. The study 
population was all students in the Ching-Shui high school in Taipei County. 
Subjects were obtained through stratified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and 12 
classes were enrolled. The study was documented with a self-questionnaire 
and collected with groups. There were 366 valid samples. 

The major findings we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75.7% of subjects showed the positive intention of weight control 
behavior in the next six months. 

2. Male subjects evaluated themselves better on appearance and body-area 
satisfaction and lower on consideration of overweight than females did. 

3. The subjects with higher self-esteem had higher body image 
satisfaction. 

4. The subjects with bigger somatotype and more teased experience had 
lower body image satisfaction and higher intention of weight control 
behavior. 

5. The subjects with the experience of the weight control and lower body 
image satisfaction had higher intention of weight control behavior. Also, 
the experience of weight control affected the intention of weight control 
behavior through body image satisfaction.  

 

Key Words: high school students, body image satisfaction, intention of 

weight control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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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共分六節，包括第一節研究動機與重要性、第二節研究目的、

第三節研究問題、第四節研究假設、第五節名詞界定、第六節研究限

制，茲分述於後：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重要性 

    曾有過一名身高一百七十二公分的巴西模特兒死於厭食症，過世

時體重只有四十公斤，引發各界對模特兒近乎強迫性節食的強烈批

評，西班牙及義大利時尚界也開始禁止太瘦(B.M.I.不到 18)、十六歲以

下的紙片模特兒走秀，並要求模特兒提供沒有飲食失調的醫療證明，

以免誤導處於同年紀的青春期女孩。 

長庚醫院精神科醫生蕭美君指出，厭食症平均發病年齡為十七

歲，較常見於國、高中或上大學前的女生，國內厭食個案近年明顯年

輕化，才國小五、六年級就因過度節食，引發嚴重營養失調，或許與

名模風潮有關，社會上瘦便是美的錯誤價值觀，深深影響的不只是成

年人，青春期的青少年、青少女開始對體重斤斤計較，跟別人比胖瘦，

看到媒體上把骨瘦如材的模特兒、豪宅、名車、名錶、幸福生活等連

結在一起，不禁讓人建立起唯有瘦才是王道的偏差觀念。 

模特兒在伸展台上光鮮亮麗、身材窈窕的模樣，舞台下每個都是

拼命節食減肥，而模特兒不顧一切的減肥風氣，早已影響到一般女孩

的審美價值觀，使社會上瀰漫著一股不正常的瘦身焦慮，導致女學生

深陷於「苗條就是美」的規約以及無止盡的瘦身焦慮中（劉育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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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在中研院九十二年度社會變遷中有關身體意識的全國性調查中

發現，台灣女性的體型誤認(認為自己胖但實際上不胖)比率竟將近五

成，男性則近兩成之多(趙曉慧，2003)，可見不僅是女性愛美，連男性

也開始重視自己的外貌、身材。 

青春期階段主要的發展任務之一即為接納自我的身體，在此階段

對自己身體的變化極為敏感，因此體型意識在其自我概念中占舉足輕

重的地位，尤其在同儕團體的認同及媒體瘦身廣告大肆渲染之下，更

讓青少年更加重視自己的體型（賴翠琪，2002）。外表具吸引力與否及

體型改變，已成為青少年面對自己生理快速變化時關注的焦點。 

青少年飲食習慣的改變，常因對體型不滿意或為追求身材苗條而

導致飲食失調的情形，更常見他們企圖以飲食控制等方式改變自己的

體型，但有時不正確的方法卻讓他們自我傷害而不自知（Rosen,1990），

特別是發育時期若用錯誤的方式想要改變體型，可能還會造成長不

高、發育不良、停經等危險，甚至有些青少年、青少女的體型已達過

瘦標準卻仍對自己的體型不滿意。 

有鑑於此，本研究希望能對中學階段(13 至 18 歲)學生的體型意識

滿意度及其體重控制行為意圖作一相關調查研究，以了解影響青少年

體型意識滿意度與體重控制行為意圖之因素，並協助青少年適應青春

期的變化，接納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身體，避免因使用不當的體重控

制方式，而造成身心上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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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了解青少年的體型意識滿意度與體重控制行

為意圖，並探討研究對象之背景因素(性別、年級、家庭社經地位、體

型、過去體重控制經驗)、心理因素(自尊、內外控特質)、社會因素(受

嘲笑經驗、媒體接觸經驗)與其之關係。 

研究目的分述如下： 

一、 瞭解研究對象之背景因素、心理因素、社會因素、體型意識滿意

度及體重控制行為意圖的現況。 

二、 探討研究對象之背景因素、心理因素、社會因素、體型意識滿意

度及體重控制行為意圖的關係。 

三、 探討研究對象之背景因素、心理因素、社會因素、體型意識滿意

度對體重控制行為意圖的預測力。 

 

第三節  研究問題 

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問題如下： 

一、 研究對象之背景因素、心理因素、社會因素、體型意識滿意度及

體重控制行為意圖的分布情形為何？ 

二、 研究對象之體重控制行為意圖、體型意識滿意度是否因背景因素

的不同而有所差異？ 

三、 研究對象之心理因素、社會因素、體型意識滿意度及體重控制行

為意圖之間是否有關係？ 

四、 研究對象之背景因素、心理因素、社會因素、體型意識滿意度對

體重控制行為意圖的預測力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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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假設 

依據研究問題，本研究提出的假設如下： 

一、 研究對象之體重控制行為意圖、體型意識滿意度會因背景因素的

不同而有顯著差異。 

二、 研究對象之心理因素、社會因素、體型意識滿意度與體重控制行

為意圖之間有顯著相關。 

三、 研究對象之背景因素、心理因素、社會因素、體型意識滿意度對

體重控制行為意圖有顯著預測力。 

 

第五節  名詞界定 

和本研究有關之名詞操作型定義如下： 

一、 完全中學學生：本研究係以某完全中學學生為母群體，樣本取樣

則以實施時之實際體重與期望體重相差值為正或零者。 

 

二、 家庭社經地位：選取父親或母親中教育程度和職業等級較高者，

參照 Hollingshead（1975）提出之兩因素社會指數（Two-Factor 

index of social position）方法，將教育指數乘以 4，加上職業指數

乘以 7，所得之總分為家庭社經地位指數，計算方法即為（教育

指數×４）＋（職業指數×７）＝ 社經地位指數。（引自賴翠琪，

2002） 

（一）教育程度等級 

第一級：研究所畢業，得有碩士、博士學位者。 

第二級：大學、專科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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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級：高中（職）、初（國）中。 

第四級：小學畢業或識字者。 

第五級：不識字者。 

（二）職業等級：依據職業所具有的專業性質、技術性質、就業

畢業、報酬及地位標準，區分為五級。 

第一級：高級專業人員、高級行政人員。 

第二級：專業人員、中級行政人員。 

第三級：半專業人員、一般行公務人員。 

第四級：技術性工人。 

第五級：半技術性、非技術性工人及無業。 

 

表 1-1 家庭社經地位等級 

教育 

等級 

教育 

指數 

職業 

等級 

職業 

指數 

社經地位 

指數 

社經地位 

等級 

1 5 1 5 5×4＋5×7＝55  

2 4 2 4 4×4＋4×7＝44 高(41-55) 

3 3 3 3 3×4＋3×7＝33 中(30-40) 

4 2 4 2 2×4＋2×7＝22 低(11-29) 

5 1 5 1 1×4＋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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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重（公斤） 
----------------- 

身高
2
（公尺

2
） 

三、 體型：依據研究對象自填最近一次所量測的身高、體重數值，依

照身體質量指數（Body Mass Index，簡稱為 B.M.I.）公式換算為

體型，計算方式如下： 

 

     

世界衛生組織於 2000 年提出亞太地區 B.M.I.新標準，此分

類標準係依據危險因子及罹患率所提出，分類為：B.M.I.數值＞

25 者為肥胖、23.1-25 為過重、18.5-23 為正常、＜18.5 為過輕。

本研究考量年齡別之判定標準不同，而將體型分為四類：過輕、

正常、過重、肥胖，分類方式詳見附錄一。 

 

四、 自尊：本研究採用林清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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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趙國欣，2004；鄭方

媛，2005），林清財將 Rosenberg（1965）的 10 題自尊量表修訂

為 8 題，其中直接引用者有 6 題，另加入自編 2 題。 

 

五、 內外控特質：Rotter(1966)提出制握重心(locus of control)的概念，

指個人對生活中事件責任歸屬的信念，並發展內外在制握量表

(I-E control scale)來測量個人制握傾向。內外控為人格的重要變

項，外控傾向者是指一個人相信發生在他身上的事件，不是他所

能操控的，而認為是運氣、機會或命運所造成的；反之，內控傾

向者則認為與個人能力有關，是自己能預測、控制或把握。本研

究以李復惠(1987)修改自洪有義(1975)修訂之內外在制握量表來

測定，只包含運氣(或命運)及尊重兩種成分。(引自尤嫣嫣，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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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受嘲笑經驗：指過去曾因體型或體重過重而被別人取笑的經驗，

及被嘲笑時難過的程度，本研究改編尤嫣嫣（2002）的受嘲笑經

驗量表，包含受嘲笑情形及受嘲笑的反應強度。 

七、 媒體接觸經驗：指研究對象對於電視及網路之接觸時間長短及主

要接觸之類別，電視節目類型包含新聞報導、時事評論、知識報

導、歌唱綜藝節目、連續劇、卡通、影片和影集、廣告等類別；

網路類型包含線上遊戲、影音分享網站、部落格文章、網路相簿、

新聞報導、教育學習、交友網站、拍賣網站及其他等類別。 

 

八、 體型意識滿意度：是指個體對身體各部位或功能之滿意或不滿意

的感覺(Secord & Jourard,1953)。本研究採用羅惠丹(2004)所改編

的身體意象量表，包括的分量表有：「外表評價」、「自覺體重分

類」、「對體重過重之關注」、「身體各部位滿意度」四個部分，再

加上研究對象之「期望 BMI 與實際 BMI 之差異」，共五部分。 

 

九、 體重控制行為意圖：指研究對象於未來半年內為了要減輕體重或

維持體重所採取的行為意圖，採四分量表，從「非常不可能」至

「非常可能」，分別計一到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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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研究限制 

一、 本研究之母群體僅限於某中學之學生，故所得結果僅能推論至此

所學校的全體學生，無法推論至所有完全中學學生。 

二、 本研究所測得的體型意識滿意度、體重控制行為意圖及其他有關

變項之資料，僅限於研究工具所涵蓋的範圍。 

三、 本研究問卷有事後回憶的設計，因此可能會有回憶偏差而造成結

果偏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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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就過去的研究結果作一陳述，以架構本研究之理論基礎。

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為體型意識；第二節為影響體型意識滿意度之

因素；第三節為影響體重控制行為意圖之因素。   

 

第一節  體型意識 

一、體型意識的定義 

體型意識(body image)因研究領域不同而有不同的解釋，早期體型

意識研究的對象均來自臨床病人或殘障人士，Schilder(1920)是首位由

心理和社會角度來看身體經驗(body experience)的學者，他認為體型意

識不只是一種認知建構，還包含態度反應和與他人互動，1935 年首度

提出體型意識的概念，1950 年 Schilder 所下的定義為：「體型意識是個

人心中對自己身體所形成的影像，由感覺神經系統、心理層面及社會

層面三者互動所形成，是一種調適、動態的過程」。Schilder 認為體型

意識是在腦海中對自己整個身體所形成的心理影像(mental pictures)，其

主要是在潛意識中形成的，但仍與日常生活中的活動有關。(引自劉偉

平，1997) 

由於國內尚未有統一的用詞，像身體意像、身體意象、身體形象、

身體心像、身體意識等均指 body image，體型意識是指個人對自己身

體特徵的一種主觀性的、綜合性的、評價性的概念，此概念包括個人

對自己身體各方面特徵的了解(如強弱等)與看法(如美醜等)，也包括他

所感覺到的別人對他身體狀貌的看法 (張春興，1989)。 

正向的體型意識可影響個人行為，吳樹平(1986)認為體型意識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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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俱來的，是經由成長過程，個人對自己身體各部位的了解與感覺

及社會中其他的反應等因素交互作用下逐漸形成的，且會隨著個人的

外貌身體功能與他人的關係等因素的改變或變動。 

體型意識是對於身體我之評價、認知和行為的態度傾向，包括評

價、感受和關注(Much & Cash,1997)。而 Slade(1994)認為體型意識是指

在我們心中所呈現的身體大小、形狀、體型圖像，及對這些特徵與身

體部位的情感，分為兩個主要部分，一是知覺部分，即身體知覺，為

估計身體大小的正確性；另一是態度部份，即身體概念，指對自己身

體的態度與情感。 

體型意識包括理想體型和身體概念兩大部分，個人的理想體型又

可分為健康和不健康兩種。所謂不健康的理想體型，乃是一些嚴格且

無法改變的標準，使得個體無法達到這些理想。至於健康的理想體型，

是能夠與社會的理想標準相去不遠，但又能依據個別差異和特殊狀況

加以修正。所謂的身體概念是指個人對身體結構、能力和限制的一些

想法，其中有些想法是正確的、有些是錯誤的，而正確的身體概念是

達到健康人格的重要因素（Jourard & Landsman,1980）。 

簡而言之，體型意識是指一個人對自己身體外表的想法、感覺和

態度，包含滿不滿意自己身體的各部位或外表(身體滿意度)、是否能正

確的判斷體重(實際體重和認知體重的差異)、希望達到的體重為何(期

望體重)、對體重的關注程度、是否會因體重而感到自卑或感到滿意(自

尊、自信)、是否有因為體重而受到嘲笑的經驗(對體型的知覺經驗)。(林

薇等，2005) 

與身體外觀有關的體型意識可分為三個層面：(1)知覺層面：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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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型大小的正確性，指對體型大小的預估；(2)主觀層面：所指的是滿

意度、關注、認知評價和焦慮；(3)行為層面：集中在個人會逃避因身

體外觀所引起的不適的情境。近年來研究多集中在知覺層面和主觀層

面，知覺層面指的是體型大小知覺的正確性(size-perception accuracy)，

主觀層面則是指對體型大小／體重、身體其他部位或整體身體外觀的

態度(Thompson,1990)。 

本研究所要探討的體型意識亦是以知覺及主觀層面為主，即個體

對於體型大小知覺的正確性及對身體各部位與整體身體外觀的態度。 

二、體型意識滿意度的測量 

體型意識的測量方式因研究目的不同而有所差異，以下針對國內

常採用的幾種來說明之。 

(一) 身體關注量表（Body Cathexis Scale） 

此量表是Secord and Jourard（1953）所編製，內容主要針對身體最

常被關切到的46個身體部位，自我評估其感覺與滿意程度。此量表為

受測者根據自我對身體各部位及功能的滿意程度，依Likert-type 五點

量表從「非常不滿意」至「非常滿意」分別得1至5分，得分越高則表

示身體意象的滿意程度越高。此量表在國內是常被使用的量表之ㄧ。

國內蔡季蓉（1990）、周玉真（1992）、李曉蓉（1997）、莊文芳（1998）

即是使用此量表為藍本作為測量工具。 

(二) 身體意象量表（Body Image Assessment Scale） 

此量表是採用問卷方式填寫，期望體型及實際體型是將體型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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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方式表現，讓受試者選擇期望體型及實際體型，將實際體型減去期

望體型就可得到體型差異的結果。此量表採取Thompson and Gray

（1995）所編制的身體輪廓量表。量表中按不同比例以不同數量的圖

型呈現消瘦、肥胖體型供受試者選擇，常見有五圖形法和九圖型法。

國內張淑珍（1987）、蕭芳惠、林薇（1998）、黃蕙欣（2003）、張

伶妃（2005）有使用此量表為藍本作為測量工具。 

(三) 多向度自我身體相關問卷（The Multidimensional Body-Self 

Relations Questionnaire，MBSRQ） 

此量表由Cash, Winsted and Janda（1986）編制、修訂了多向度自

我 身 體 相 關 問 卷 （ the Multidimensional Body-Self Relations 

questionnaire，以下簡稱MBSRQ 量表）。此問卷內容由身體與自我關

係問卷（Body- Self Relations Questionnaire；簡稱  BSRQ）對外表

（appearance）、體能（fitness）、健康（health） 三大項目之評價

（evaluation）與關注（orientation）所形成的六個向度，經因素分析後，

加上疾病取向共七個向度量表，共54題，其向度檢測意義如下（林宜

親，1998；伍連女，1999；王麗瓊，2001；文星蘭，2004）： 

1、 外表評價：指個人對身體外型的吸引力與滿意度。 

2、 外表適應：指個人對身體外表的關注的程度。 

3、 體能評價：指個人對自身體能好壞的感覺。 

4、 體能適應：指個人改善或維持體能及運動能力的關注程度。 

5、 健康評價：指個人是否感覺身體健康狀況良好。 

6、 健康適應：指對健康生活方式的關注程度。 



 

 13

7、 疾病取向：指生病時之反應程度。 

再加上三個附加量表：身體各部位滿意度（Body-Areas Satisfation 

Scale）、對體重過重看法之量表（The Overweight Preoccuptation  

Sacle）、體重自我評量量表（Self-Classified Weight Scale），總共69

題（Cash,1994；伍連女，1999）。 

MBSRQ量表涵蓋範圍廣，也歷經多次的修正，近幾年廣為國內研

究學者在探討身體意象相關研究時採用做為檢測工具。如：林宜親

（1998）、伍連女與黃淑貞（1999）、王麗瓊（2001）、賈文玲（2001）、

尤嫣嫣(2002)、黃蕙欣（2003）、文星蘭（2004）、羅惠丹(2004)、趙

國欣(2004)、陳美昭(2006) 、蔡杏汶（2007）。 

本研究所使用之量表主要根據Cash（1994）所編制的多向度自我

身體相關問卷（the Multidimensional Body-Self Relations Questionnaire，

MBSRQ），採用其中「自我外表」相關的分量表，並加以修改。 

包括的分量表有：「外表評價」、「自覺體重分類」、「對體重過重之

關注」、「身體各部位滿意度」四個部分，另外加上研究對象「實際BMI

與期望BMI的差異」程度，共五部分，以各子量表之平均分數，來表

示受試者其身體意象各向度之狀況，作為探討研究對象體型意識滿意

度之評量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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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影響體型意識滿意度之因素 

體型意識是一動態的概念，也是一種隨著身體發展而改變身體自

我(body-self)影像。個人所擁有的體型意識是否正確，受到個體對於改

變速率和範圍所做的影響。如果改變的速率太快或範圍太大，例如正

值青春期或受傷等，可能使個人無法適應這些改變。（Collins, Propert & 

Dorelle,1983） 

以下針對影響青少年體型意識滿意度的因素加以分類說明： 

一、 性別： 

女性比男性在意自己的身體外表，而且女性對於身體的滿意度，

是根據自己的體型與心目中理想體型的差異來決定，許多女性認為要

達到理想體型是很困難的(Secord & Jourard,1953)。 

國內調查研究結果整理如下： 

(一) 蔡季蓉(1990)對國中生所做的研究，性別不同，體型意識滿意度

有差異，其中男生的滿意度較高。 

(二) 周玉真（1992）針對國一到高二學生的研究結果也指出對身體各

部位的滿意程度女生也是較男生差，且男女生對身體不同部位的

滿意程度也有所差異。 

(三) 洪建德和鄭淑慧(1992)對台北地區青少女的調查，指出她們對體

重和體型不滿意度分別為 56.2%和 67.2%。 

(四) 趙瑞雯(1996)對宜蘭縣 803 位高中生的研究也顯示性別是體型意

識中最明顯的差異，女生較男生不滿意體型、自覺較胖，也較重

視外貌。 

(五) 藺寶珍(1996)探討肥胖國中生的體重控制行為，發現性別不同，

身體意象有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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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林宜親（1998）調查 822 位國小六年級及國中一至三年級的學

生，結果指出：女生對自己的外表滿意度比男生差，對身體各部

位的滿意程度女生也是較男生差，但在對外表的關注程度女生是

高於男生的。 

(七) 莊文芳（1998）指出男女青少年對自己身體的態度有顯著的差

異，女生較男生更易產生負面的身體意象。 

(八) 蕭芳惠(1998)對台北市高中女生體型意識之研究，得知高中女生

的體型滿意度偏低，84.2%不滿意自己的體型，多數人期望比實

際要瘦，也高估自己的體型。 

(九) 伍連女（1999）對台北市高職學生之研究，在身體意象方面女生

比男生更關注外表和體重。 

(十) 伍連女與黃淑貞（1999）對北市高職生的研究亦發現：女生對其

外表、體能和健康的評價比男生差，但日常生活中只有對外表的

投注程度比男生高。 

(十一) 林薇、林宜親（2004）指出青少女對體型不滿意者（35.7%）較

青少男（22.8%）要多，而大多數的青少男及青少女期望正常體

型。 

(十二) 洪文綺（2006)對於身體意象的評價，男童較女童正向，女生的

體型認知較偏向肥胖。 

另外，李曉蓉（1997）、郭靜如（2000）等的質性訪談研究結果

亦相同：女生較男生對身體各部位的滿意程度差，即女生比男生更容

易產生身體意象上的不滿與困擾。 

而國外Lavine, Howard, Sweeney, Donna and Wagner Stephen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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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的研究亦有相同的結果。不過，也因女性對其身體意象較不

滿意，國外在身體意象的相關研究，許多就僅選擇女性作為研究對象，

因而在「性別」上可論證的研究也就較少。（引自王麗瓊，2001） 

由上述研究資料顯示出，性別的確會造成體型意識滿意度的差

異，故本研究採用性別為研究變項之一。 

二、 年齡(年級)： 

根據 Simmons and Rosenberg(1973)調查三至十二年級的學生，發現

青春期的學生的確有自我意象(Body-Image)混亂的情形。特別是青春期

初期更是明顯，等到青春期後期時，這種混亂現象便緩和了。研究發

現 12 歲到 13 歲間是最不穩定的時期，這個時期會認為別人對他的評

價降低，自尊也下降，而且憂鬱傾向升高。 

此外，Peterson et al.(1978)和 Peterson (1979)調查青少年學生，一致

發現體型意識滿意度會隨年齡的提升而增加。國外研究指出對體型不

滿意自八歲起，女性無論年齡大小都較男性不滿意，男性對體型不滿

意會隨年齡增加而增加(引自 Grogan,1999)。 

國內研究部分包含： 

(一) 趙瑞雯(1996)的研究中也得到高二、高三學生在外貌重視上顯著

高於高一學生的結果。 

(二) 林宜親(1997)對國小六年級及國中生之研究發現年級有差異。 

(三) 賈文玲(2001)對國、高中生的研究指出年齡有差異。 

(四) 洪文綺(2006)指出年級對於體型意識有顯著的預測力，愈高年級

的女學童對自我體型滿意度愈低。 

但蔡季蓉(1990)及周玉真(1992)對國、高中生的研究指出體型意識

滿意度不會因年齡而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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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研究結果不同，但本研究欲瞭解青春期中期與晚期的體型意識

滿意度是否有差異，故納入此項因素來探討。 

三、 家庭社經地位： 

家庭社經地位越高的人，對自己體重、外表的敏感度也越高，也

較容易對身體意象有不滿意的情形發生。Hurlock 指出在一般狀況下，

青少年女性比男性更擔憂身體上的特徵。而成長在低階層社會的青少

年，比中、高階層的青少年更加擔憂。這不單是他們所擔憂的事較多，

也因為他們缺乏比較敏感的指導，不能幫助解除憂慮，又因為沒有錢

購買化妝用品，以掩飾那些討厭的身體特徵(引自胡海國，1991)。Garner 

et al.(1981)也指出體型肥胖度強烈受到社會階層的影響。低階層的婦女

會比高階層的婦女更傾向於肥胖，但是高階層婦女對於身材體型的要

求卻比較嚴格，所以比較容易對身體感到不滿意。 

根據過去研究之結果顯示，家庭社經地位高低是否影響體型意識

滿意度是值得探討的。 

四、 體型： 

身體質量指數（BMI） 是用來測量身體脂肪量的參考，亦即身體

的胖瘦程度，其計算公式如下：BMI＝體重（㎏）/身高2（m2）。BMI 

是解釋身體滿意度的極佳變項，BMI 值越大對其身體越不滿意，即使

體重在正常範圍的女人，其對身體的某些部位依舊是十分不滿（Sheryl 

＆ Marita, 1997）。Sheryl and Marita 提到Cash and Green（1986）之研

究指出，體重過重的女人，顯然較其他人對其身體的外表不滿意，因

為在社會的文化標準中，「胖」是「醜」、是「差」的代名詞；「瘦」

是「美」、是「好」的代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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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mark-Sztainer, Story, Faibisch, Ohlson, and Adamiak (1999)對 

Minnesota 州 7-12 年級女生的研究指出，超過50%的少女認為他們自

己體重過重，體重過重者更關心體型滿意度，且常節食減肥，因而常

導致鈣、鐵攝取不足，而這些營養素對生長發育中的青少年卻十分重

要。與減肥有關的生理及心理症狀，如疲倦、焦慮、沮喪、便秘、無

月經、精神遲鈍等，也對健康有不良影響。 

國內研究部分： 

(一) 林宜親（1998）針對青少年的研究也指出，實際體重過重（BMI 

值較大者）之青少年，經由與他人之比較，意識到自己實際體型

過胖，造成對身體外表較傾向負面之評價，有較多體型意識之困

擾。 

(二) 尤嫣嫣（2002）研究發現：肥胖者在外表評價及身體部位滿意度

均低於體重過輕及標準者，在外表取向部分則與 BMI 無關。 

(三) 羅惠丹(2004)研究發現：過輕者之身體意象比體型標準以上者

佳、受傳播媒體影響較低、節制飲食行為頻率較低。 

(四) 蔡杏汶(2007)針對 467 名國中生的研究指出：BMI 過輕者與正常

者的身體意象量表得分高於 BMI 過重者。 

國內許多研究也指出實際體型(以BMI對體型分類)與身體意象有

關〈伍連女，1999；林宜親，2000；王麗瓊，2001〉，表示當一個人體

重過重或肥胖時會影響自己對身體意象的看法，通常為負向的評價。

因此，本研究將以體型（BMI值）作為體型意識滿意度之相關預測

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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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過去體重控制經驗： 

    陳端容、黃文鴻（2001）研究指出身體意象與服用美容、減肥藥

品的行為有顯著相關，表示選擇美容或藥物的這些方式會使女生有更

佳的身體意象。因此，本研究將以過去體重控制經驗作為體型意識滿

意度之相關預測變項。 

六、 自尊： 

「自尊」係指個體對自身的感受；對自己有價值感，有重要感，

因而接納自己，喜歡自己（張春興，1995）。也就是說，「自尊」係

指對自我的看法與評價。 

國內針對自尊與體型意識滿意度的相關研究包含： 

(一) 李曉蓉(1997)對高雄縣市 1599 位國中學生所做的研究發現身體

意象與自尊呈顯著正相關，與沮喪呈顯著負相關。 

(二) 賈文玲(2001) 針對台北縣市國中與高職學生 481 人的研究更指

出自尊對青少年身體意象的預測力最佳。 

(三) 尤嫣嫣（2002）研究發現：高自尊者對整體身體意象成正向反應，

顯示他們滿意自己的外表也重視自己的外表；具兩性化特質者自

尊高，而自尊高者身體意象較為正向。 

(四) 李幸玲（2004）研究指出：「自尊」與「身體意象」間存在中程

度的正相關。青少年之「自尊」狀況愈正向、積極，則對自我「身

體意象」的看法與評價也愈正向、積極；反之，青少年「自尊」

狀況愈負向、消極，則對自我「身體意象」的看法與評價也愈負

向、消極。 

(五) 趙國欣（2004）研究指出：整體自尊、身體自尊和社會自尊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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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意象總得分有顯著正相關；亦即身體意象愈正向者，自尊愈

高；其中又以身體自尊與身體意象的相關性最強。 

國外研究部分包含： 

(一) Abell and Richards (1996)對男女大學生的研究顯示自尊和整體身

體意象皆呈正相關。 

(二) Guinn, Semper, Jorgensen and Skaggs（1997）針對在美國的墨西

哥裔少女的身體意象、自尊及運動行為與體脂肪的研究報告指

出，發現自尊是身體滿意度的主要預測指標，而自尊與身體滿意

度呈現正相關。 

(三) 低自尊不僅會伴隨著身體意象的扭曲，高度沮喪傾向的發生，更

可能產生沈迷於節食、不當控制體重，濫用藥物，甚而不正常飲

食習慣如神經厭食症、貪食（Garner ＆ Garfinkel, 1981）。 

(四) Lewis and Scannell（1995）指出，身體意象是透過對身體外表和

身體經驗（bodily experience）的主觀圖像而形成，其因應環境的

刺激而不斷改變，且與自尊有密切的關係（引自伍連女，1999）。 

綜觀國內外的研究結果可知，自尊確實為體型意識滿意度之有效

預測變項之一。 

七、 內外控特質： 

國內外相關研究如下： 

(一) 趙瑞雯(1996)對高中生健康控握與飲食行為之研究，得知健康控

握信念中內控與飲食行為有關。 

(二) 尤嫣嫣（2002）研究發現：內控型在外表評價及身體部位滿意度

高於外控型，達顯著差異；內控者比較滿意自己的外表及身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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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滿意度也較高，在外表取向部分則與內外控特質無關；內控

型比較滿意自己的外表，對身體部位滿意度也較高，而男生傾向

為內控型，因此，男生在外表評價較高，反之，女生多為外控型，

對外表評價及身體部位滿意度較低。 

(三) Furnham and Greaves（1994）的研究也發現內控傾向高者較願意

投入可以改變自己體型的行為。 

(四) Madej (1998)對 182 名高中女生研究健康控握與自我效能對身體

意象之影響，結果提出內控者及自我效能高者，較能預測對身體

外觀的知覺。 

由上述研究可知，內外控特質確實會影響體型意識滿意度，故本

研究採用內外控特質為預測體型意識滿意度的相關變項。 

八、 受嘲笑經驗： 

    國內針對受嘲笑經驗與體型意識滿意度的研究如下： 

(一) 尤嫣嫣（2002）研究發現：曾因體型或體重受嘲笑者對外表的滿

意度低，且受嘲笑時反應愈強(即愈難過) 滿意度愈低，而外表取

向部分則與嘲笑經驗無關。 

(二) 羅惠丹(2004)研究指出：除了異性同儕對其體重控制的忠告和支

持與外表評價無關之外，研究對象受社會文化因素中傳播媒體影

響愈大、自覺重要他人對其體型的負面評價及嘲笑愈多、或重要

他人對其體重控制的忠告支持愈多者，身體意象愈差。 

(三) 吳美慧(2005)對台南市國中生的研究中指出：體重「過重」或「肥

胖」、有被嘲笑經驗、發育「太早」和「太晚」的學生對自己的

外表、體能、健康評價和身體各部分滿意度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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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他國內研究也顯示，體型受嘲笑經驗常是影響體型意識的重要

因素（郭靜如，1999；林宜親、林薇，2000）。 

    國外相關研究如下： 

(一) Cash, Winstead and Janda(1986)對成年婦女的研究發現，孩童時期

外表曾受嘲笑的人，對自己的身體較不滿意。 

(二) Thompson，Coovert，Richard，Johnson and Cattarin (1995)對青少

女的研究顯示，個人肥胖度與受嘲笑經驗有正相關，嘲笑經驗與

體重、外表不滿意亦有顯著正相關。 

(三) Jeffrey（1997）提出：同儕對於個人在身體的評價與外表的穿著

打扮是有明顯的影響力。(引自王麗瓊，2001) 

    張老師月刊於2001年對746人網調活動中，五、六成的人認為對自

己的身體形象的評價，主要來自自我成長經驗的累積，可見得人際關

係會影響身體意象，而人際互動中對身體意象之影響主要來自周圍重

要他人所造成之壓力，其中受嘲笑經驗常是重要因素，故本研究也納

入此變項來探討。 

九、 媒體接觸經驗： 

個人接受媒體的暴露量越多，受到媒體輸出影像的影響程度就加

深，但個人接觸媒體量的多寡並不會直接對身體意象造成顯著影響，

而是媒體閱讀者對於輸出影像內容的處理方式，意即身體意象的「形

成過程」才是主要影響因素。 

綜觀國內外相關研究如下： 

(一) 聶西平(1997)分析瘦身廣告內容，發現廣告中對胖瘦之評價所做

社會性敘述次數多(佔67.16%)，所建構之身體意象指標易使女性

較男性更不能接受自己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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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王麗瓊(2001)指出：電視收視時間越長者，其對體重過重越關注；

就收視之節目型態而言，每週看歌唱綜藝節目3-4 次及5-6 次者

比從不看者對身體的外表更為關注，其他的節目類型無顯著差

異。 

(三) 張老師月刊(2001)的網調中顯示：男女性對身體評價的依據約九

成五以上來自大眾傳播。 

(四) 尤嫣嫣（2002）研究發現：常接觸與體型相關媒體，如歌唱綜藝

節目、卡通節目、娛樂節目、服飾及髮型雜誌等的人對外表較為

重視。 

(五) 羅惠丹(2004)研究指出：收看電視頻率及時間短者，對外表的評

價較高、身體活動程度較高。 

(六) Myers and Biocca（1992）研究也指出即使只看30分鐘有關瘦身減

肥的相關廣告或節目，就能改變一個女人對她自我體型的覺知態

度。 

(七) Gonzalez－Lavin and Smolak（1995）針對青少女所作的身體意象

研究發現，每週收視時間超過8小時者比暴露少於8小時者對身體

意象的滿意度是明顯比較差的。 

(八) Thompson and Heinberg（1999）研究指出，收視的暴露量多寡並

不是直接影響身體意象滿意度的相關因素，而是收視某些與身體

意象相關或與節食相關的特定節目的暴露量才是影響的主要因

素，例如像連續劇、影集或音樂MTV等節目的暴露量才是造成研

究對象對身體意象不滿的因子。 

(九) Slade指出許多的研究已經證明大眾傳播媒體對青少年的體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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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身體意象有最直接的影響（Botta,1999）。 

    電視媒體對身體意象之取向具有顯著的影響力，即研究對象在自

己身體外表的裝扮與修飾上的投入程度，深受電視偶像明星所影響。

不過隨著資訊時代的進步，生活資訊的接收媒體逐漸更多樣化，除了

電視外，網路媒體（如電腦網路盜版的寫真集、MTV等）其實已日益

成為國中生資訊的主要來源。(引自王麗瓊，2001)  

綜合上述發現，顯示媒體暴露對身體意象有很大的影響，因此本

研究主要以青少年最常接觸的兩項媒體(電視、網際網路)作為研究的相

關因素。 

由於體型意識滿意度是一種個別差異性極大而且受到許多因素綜

合影響的概念，其影響因素是十分複雜且多元的，涵蓋了生理、心理、

社會等各層面，目前的研究大多是針對其中某一層面作探討，而本研

究希望以較為全方位的方式來談討背景因素(生理層面)、心理層面、社

會層面、體型意識滿意度與體重控制行為意圖間之關係。 



 

 25

表 2-1 體型意識滿意度之相關研究整理 

研究者 變項 研究結果 

蔡季蓉(1990)；周玉真(1992) ；趙

瑞雯(1996)；李曉蓉(1997)；林宜親

(1998)；蕭芳惠(1998)；伍連女、黃

淑貞(1999) ；郭靜如(2000)；林薇、

林宜親(2004)；洪文綺(2006)；Lavine 

et al.（1999） 

性別 體型意識滿意度女生較男生

差；女生較男生不滿意體型；女

生對外表的評價比男生差；女生

較男生對身體各部位的滿意度

差。 

林宜親(1997)；賈文玲(2001)；洪文

綺(2006)  

年齡 

(年級) 

不同年齡的青少年在身體意象

量表的滿意度會有所不同，15 

歲較 16 歲的青少年、18 歲以上

較 15 歲的青少年對自己整體身

體意象的感受與評價更為正

向、積極；愈高年級的女學童對

自我體型滿意度愈低。 

蔡季蓉(1990)；周玉真(1992) 年齡 

(年級) 

體型意識滿意度不會因年齡而

有顯著差異。 

Garner et al.(1981) 家庭社經

地位 

高階層較容易對身體感到不滿

意。 

Cash and Green(1986) ； 林 宜 親

(1998) ；伍連女 (1999) ；林宜親

(2000) ；王麗瓊 (2001) ；尤嫣嫣

(2002)；羅惠丹(2004)；蔡杏汶(2007)

體型 體型屬過重或肥胖者其體型意

識滿意度較低；過輕與正常者身

體意象量表得分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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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體型意識滿意度之相關研究整理(續) 

研究者 變項 研究結果 

陳端容、黃文鴻(2001) 過去體重

控制經驗

選擇美容或藥物等方式會使女生

有更佳的身體意象。 

李曉蓉(1997) ；賈文玲(2001)；尤

嫣嫣（2002）；李幸玲（2004）；趙

國欣（2004）；Abell and Richards 

(1996) ； Lewis and Scannell

（1995）；Guinn et al.（1997） 

自尊 身體意象與自尊呈顯著正相關；自

尊對青少年身體意象的預測力最

佳；自尊高者身體意象較為正向。

尤嫣嫣(2002) 內外控 

特質 

內控型在外表評價及身體各部位

滿意度高於外控型。 

郭靜如 (1999) ；林宜親、林薇

(2000）；尤嫣嫣（2002）；羅惠丹

(2004) ；吳美慧(2005)；Cash et 

al.(1986)；Thompson et al. (1995) 

受嘲笑 

經驗 

曾因體型或體重受嘲笑者且受嘲

笑時反應愈強對外表的滿意度低。

王麗瓊(2001)；尤嫣嫣（2002）；

羅惠丹 (2004)；Gonzalez－Lavin 

and Smolak（1995） 

媒體接觸

經驗 

電視收視時間越長者，其對體重過

重越關注；常接觸與體型相關媒體

的人對外表較為重視；收看電視頻

率及時間短者，對外表的評價較

高、身體活動程度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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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體型意識滿意度之相關研究整理(續) 

研究者 變項 研究結果 

Thompson and Heinberg（1999） 

王麗瓊(2001) 

媒體接觸

經驗 

收視的暴露量多寡並不是直接影

響身體意象滿意度的相關因素，而

是收視某些與身體意象相關或與

節食相關的特定節目的暴露量才

是影響的主要因素； 

收視節目的類型與身體意象各變

項之間大多數並無顯著差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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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影響體重控制行為意圖之因素 

一、體重控制行為的類型 

張秀鳳 (2004)的研究指出：青少年對身體質量指數的期望比實際

身體質量指數低。就其使用瘦身產品種類來看，最常被使用藥物瘦身

方式為服食酵母菌（10％）及服食中藥（9.2％）。飲食療法中，低熱量

飲食（19.0％）及食用水果餐（16.5％）是最常被使用的種類。物理療

法中以三溫暖蒸汽浴（8.5％）及瘦身霜（5.3％）的使用居首。運動健

身方式中，球類運動（36.2％）及戶外運動（25.5％）是最常被採行者。

手術瘦身方面，有 4.2％的受訪者曾經做過抽脂手術。 

    本研究將目前常見的體重控制方式區分為五大類： 

(一) 飲食控制：減肥茶、減肥梅、代餐、水果餐、節食、斷食、優酪

乳減肥法、油魚減肥法、瘦身湯、低熱量飲食等。 

(二) 運動行為：游泳、慢跑、跳繩、有氧運動、瑜珈、球類運動、戶

外運動等。 

(三) 藥物控制：羅氏鮮（讓你酷）、諾美婷、安非他命、利尿劑、甲

狀腺素荷爾蒙、絨毛膜促性腺素、瀉藥、膨脹劑、雞尾酒療法、

酵母菌、中藥等。 

(四) 醫療行為：抽脂手術、胃繞道手術、胃部切除法、電針減肥法、

針灸等。 

(五) 其他：瘦身霜、三溫暖蒸氣浴、指壓、減肥衣褲、束腰帶、推脂

物理儀器、催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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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響體重控制行為意圖之因素 

    本研究依據國內外相關文獻，探討影響體重控制行為意圖之相關

因素，包括背景因素(性別、年級、家庭社經地位、體型、過去體重控

制經驗)、心理因素(自尊、內外控特質)、社會因素(受嘲笑經驗、媒體

接觸經驗)、體型意識滿意度。現分述如下： 

(一) 性別： 

1、 李蘭等（1994）對台北市國中一年級的學生有關節食意向研究發

現，女生較男生更有意向去執行節制飲食行為。 

2、 藺寶珍、王瑞霞（1996）在肥胖國中生體重控制自覺自我效能的研

究中，則發現性別在飲食控制效能得分無顯著差異，但是男生在運

動效能得分則高於女生。 

3、 吳慧嫻（1996）在台北縣1788 名國中學生體重控制相關研究中，

發現女生體重控制意向顯著高於男生。 

4、 蘇振鑫（1998）以在運動健康信念模式探討老年運動行為研究領域

中發現，女性知覺運動利益高於男性且達顯著差異。 

5、 賴翠琪(2002)的研究中，以性別為預測變項探討國中肥胖學生體重

控制行為意向，發現性別並無差異。 

6、 陳怡君（2004）指出：女性對於自己的體型比男性不滿意也較男性

嚴苛，且女性進行體重控制也比男性多，覺得自己體型越胖者，越

會進行體重控制，而且是進行減重。 

7、 Sallis, Grossman, Pinski, Patterson and Nader（1987）研究發現女生

在飲食自我效力得分顯著高於男生。 

8、 很多男性也不滿意他們的體重，但是他們希望增重而不是減重，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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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對體重的認知和實際體重的差異也比男性大(McCaulay, Mintz & 

Glenn,1988)。 

    綜觀國內外研究發現，性別是否為預測體重控制行為意圖的相關

變項仍值得進一步探討。 

(二) 年級： 

    國內外相關研究結果如下： 

1、 洪建德、鄭淑慧（1992）針對台北地區青少女學生有關身體形象和

飲食行為的研究中，發現年齡愈高則愈有節制飲食行為。 

2、 吳慧嫻（1996）在國中學生體重控制相關研究中，也發現年級愈高，

體重控制行為意向及積極性也愈強。 

3、 藺寶珍、王瑞霞（1996）在肥胖國中生體重控制自我效能研究中，

發現年齡與體重控制行為無顯著相關。 

4、 郭婉萍（2000）在專科學生減重意圖研究中發現年齡與減重意圖無

關。 

5、 蘇玉嬋(2002)針對某國中學生的研究中發現年級對體重控制行為意

圖有顯著影響。 

6、 Sallis  et al.（1987）研究發現年齡與飲食自我效能呈正相關。 

7、 Rodin（1993）研究亦指出年齡愈高，愈會去執行體重控制。 

8、 Levine, Smolak and Hayden（1994）發現體重控制行為和年齡無關。 

故由上述文獻結果，體重控制行為意圖與年級(年齡)是否有關，需

要進一步探討。 

(三) 家庭社經地位： 

1、 蔡淑鳳（1994）在肥胖成人體重控制行為研究中，發現教育程度及

職業影響減重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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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蘭寶珍（1996）在研究肥胖國中生的體重控制行為及相關因素時發

現，家庭社經地位不同則飲食控制自我效能上會有差異，家庭社

經地位愈低則把握度愈低。 

3、 賴翠琪（2002）研究國中肥胖學生體重控制行為意向時發現，家庭

社經地位與體重控制行為意向是無關的。 

4、 至於Drewnows, Kurth and Krahn（1994）發現女生在體重控制行為

上不論在節制飲食或運動行為，會隨著家庭社經地位增高而升

高，但男生則無相關。 

5、 Whitaker et al.（1989）發現家庭社經地位與體重控制是無關的。 

顯示在家庭社經地位與體重控制行為意圖方面的研究，結果常不

一致，故是否相關仍需進一步探討。 

(四) 體型： 

1、 體型過重或肥胖的對象較關心體重，減重意圖高，並傾向於以節制

飲食來降低或維持體重（吳慧嫻，1996；郭婉萍，2000；洪華君，

2002；文星蘭，2004）。 

2、 McCabe and  Ricciardelli（2003）發現BMI可有效預測青少男的體

重控制意圖，但在女生則不論BMI值高低皆有體重控制意圖。 

3、 Middleman, Vazquez and Durant（1998）研究發現體重過重的青少

年多半有減重意圖及行為，但體重過輕的青少年卻沒有嘗試進行增

加體重的行為。(引自蔡杏汶，2007) 

    可見體型差異是為體重控制意圖的有效預測因素之一，本研究亦

納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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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過去體重控制經驗： 

1、 蔡淑鳳（1993）在體重控制研究中發現過去減肥次數對體重控制積

極性的解釋力最大。 

2、 郭婉萍（2000）在研究減重意圖時發現，有減重經驗者其減重結果

期望較強，且個人減重經驗與節制飲食效能呈顯著相關，更是減重

意圖的重要預測變項。 

3、 賴翠琪(2002) 依過去有無體重控制經驗來看，過去有體重控制經驗

者其未來體重控制行為意向較過去無體重控制經驗者強。 

4、 林秀惠（2004）台北市高中職學生體重控制行為意圖及其相關因素

研究：外在變項中性別、實際體型、自覺體型、體型滿意度、體型

在意度、體重控制經驗、體重控制期望、媒體報導及廣告的影響力，

可以直接影響研究對象體重控制意圖，尤以體重控制期望、體重控

制經驗之影響最大。 

    故過去有無體重控制經驗對體重控制行為意向的探討，應是非常

重要的變項。 

(六) 自尊： 

1、 王元玲(2002) 研究發現：減重班肥胖兒童的整體自尊顯著低於正

常體重兒童。各自尊向度中，肥胖兒童的外貌自尊與身體自尊明

顯低落。經減重計劃介入後，間隔三個月追蹤比較，兒童減重BMI

下降者的整體自尊及家庭、學校、情緒等分向度自尊顯著提升，

但無法以減重後追蹤BMI值作為最佳的解釋。 

2、 連婉如(2006)研究指出：自尊會直接正向影響其外表評價、身體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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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滿意度。自尊經由影響外表評價、身體各部位滿意度間接負

向影響飲食異常行為。 

    綜合上述可知，自尊可能是直接或間接影響體重控制行為意圖之

因素，故本研究也納入探討之。 

(七) 內外控特質： 

1、 蔡淑玲(1999)對國小籃球隊員自我概念、內外控信念與其運動態

度研究中發現：不同內外控信念的國小籃球隊隊員在其部分運動

態度上有顯著差異。 

2、 賴靖薇(2001) 在「青少年異常飲食行為傾向與內外控人格特質之

相關研究」中發現：內外控人格特質及性別、體重認知因素會影

響青少年飲食行為。 

3、 王元玲(2002)研究發現：內控、外控傾向兩組減重班肥胖兒童在

執行減重行為的表現無顯著差異。 

4、 林俊傑(2007)對台中市國小高年級學童的研究中指出：內外控信

念能夠有效影響運動參與行為。 

    綜合上述研究發現，內外控特質對於體重控制相關行為(如運動參

與行為、飲食行為)有影響，故本研究將探討內外控特質與體重控制行

為意圖之關係。 

(八) 受嘲笑經驗： 

    Levine et al.（1994）研究美國中西部385位10-14歲女孩結果發現，

受到來自家人嘲笑其體重、體型與變瘦的慾望是有強烈的關係。林宜

親（1998）亦發現體型受嘲笑經驗的多寡也是青少年節制飲食行為的

主要影響因素之一。因此，當青少年受到他人（尤其是父母、同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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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體型、體重的負面評價及嘲笑時，對其體重控制行為將有促進的作

用。(引自羅惠丹，2004) 

(九) 媒體接觸經驗： 

1、  郭婉萍（2000）研究顯示減重商業廣告、減重報導、家人支持、

同儕支持與減重意圖間都呈正相關。 

2、  賴翠琪(2002)針對315位國中肥胖學生體重控制行為意向的研究

指出：研究對象之健康信念行動線索中，刺激經驗越多則其體重

控制行為意向越強。 

3、  林秀惠（2004）台北市高中職學生體重控制行為意圖及其相關因

素研究：多數研究對象對體型有錯誤認知，在意且不滿意體形並

期望減重；女生較有體重控制經驗；「電視」為體重控制報導及廣

告主要來源。 

    可見媒體接觸經驗的確能預測體重控制行為意圖。 

(十) 體型意識滿意度： 

    若不覺自己肥胖者常不會積極進行體重控制。 

1、  張淑珍（1987）研究大學生體型意識食，發現自覺肥胖程度愈胖

者愈會進行體重控制。 

2、  吳裴瑤（1992）研究國中生節食行為及林碧芬（1998）研究大學

生飲食行為均有類似的發現。 

3、  李蘭等（1994）研究發現，體型越胖者較願意試著去減重及參與

體重控制計劃。 

4、  郭婉萍（2000）研究指出專科女生有71.6%自覺體重過重或肥胖，

有70.9%的人會在未來六個月有減重意圖，但實際上真上過重或肥

胖的只有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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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賴翠琪(2002) 在未來體重控制行為意向方面，依自覺體型來看，

自覺體型很胖及稍胖者其未來體重控制行為意向較自覺體型中等

者強；針對315位國中肥胖學生體重控制行為意向的研究指出：半

年內進行體重控制行為意向介於可能與非常可能之間，傾向可能。 

6、  對身體意象不滿是促進青少年或肥胖者執行節食、運動及商業性

減重計畫等體重控制行為的強烈動機因素（Leon, Fulkerson, Perry, 

＆ Gudeck,1993；羅惠丹，2004）。 

    但亦有研究發現自覺體重過重者，但卻未試著進行體重控制

（Anderson et al. 1997），故體型意識滿意度是否與體重控制行為意圖

有關，可進一步深入探討。 

表 2-2 體重控制行為意圖之相關研究整理 

研究者 變項 研究結果 

李蘭等（1994）；吳慧嫻（1996）；

陳怡君（2004） 

性別 女生較男生更有意向去執行節制飲

食行為；女生體重控制意向顯著高

於男生；女性進行體重控制也比男

性多。 

賴翠琪(2002)；蘇玉嬋(2002) 性別 探討國中學生體重控制行為意向，

發現性別無差異。 

洪建德、鄭淑慧（1992）；吳慧

嫻（1996）；蘇玉嬋(2002)；Rodin

（1993） 

年齡 

(年級) 

年齡愈高則愈有節制飲食行為；體

重控制行為意向及積極性也愈強愈

會去執行體重控制。 

藺寶珍、王瑞霞（1996）；郭婉

萍（2000）；Levine et al.（1994）

年齡 

(年級) 

年齡與體重控制行為無顯著相關；

年齡與減重意圖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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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體重控制行為意圖之相關研究整理(續) 

研究者 變項 研究結果 

蔡淑鳳（ 1994 ）；蘭寶珍

（ 1996）；Drewnows et al.

（1994） 

家庭社經

地位 

教育程度及職業影響減重行為；家庭

社經地位愈低則飲食控制自我效能把

握度愈低；女生在體重控制行為上，

會隨著家庭社經地位增高而升高。 

賴翠琪（2002）；Whitaker et al.

（1989） 

家庭社經

地位 

家庭社經地位與體重控制行為意向是

無關的。 

吳慧嫻(1996)；郭婉萍(2000)；

洪華君(2002)；文星蘭(2004）；

Middleman et al.（1998） 

體型 體型過重或肥胖的對象較關心體重，

減重意圖高，並傾向於以節制飲食來

降低或維持體重。 

McCabe and Ricciardelli（2003） 體型 BMI可有效預測青少男的體重控制意

圖，但在女生則不論BMI值高低皆有

體重控制意圖。 

蔡淑鳳（ 1993 ）；郭婉萍

（2000）；賴翠琪(2002)；蘇

玉嬋(2002)； 林秀惠（2004） 

過去體重

控制經驗

過去有體重控制經驗者其未來體重控

制行為意向較過去無體重控制經驗者

強。 

連婉如(2006) 自尊 自尊會直接正向影響其外表評價、身

體各部位滿意度，自尊經由影響外表

評價、身體各部位滿意度間接負向影

響飲食異常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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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體重控制行為意圖之相關研究整理(續) 

研究者 變項 研究結果 

蔡 淑 玲 (1999) ； 賴 靖 薇

(2001) ；林俊傑(2007) 

內外控 

特質 

內外控人格特質會影響飲食行為、部

分運動態度、運動參與行為。 

Levine et al.（1994）；林宜親

（1998） 

受嘲笑 

經驗 

受到來自家人嘲笑其體重、體型與變

瘦的慾望是有強烈的關係；體型受嘲

笑經驗的多寡會影響青少年節制飲食

行為。 

郭婉萍（ 2000 ）；賴翠琪

(2002) ；林秀惠（2004） 

媒體接觸 

經驗 

減重商業廣告、減重報導與減重意圖

間都呈正相關；刺激經驗越多則其體

重控制行為意向越強；電視為體重控

制報導及廣告主要來源。 

張淑珍（1987）；吳裴瑤

（1992）；Leon et al.(1993)；

李蘭等（1994）；林碧芬

（1998）；賴翠琪(2002) ；

羅惠丹 (2004 ）；陳怡君

（2004） 

體型意識 

滿意度 

自覺體型很胖及稍胖者其未來體重控

制行為意向強。 

Anderson et al. (1997) 體型意識 

滿意度 

自覺體重過重者，但卻未試著進行體

重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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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共分五節，包括第一節研究架構、第二節研究對象、第三節

研究工具、第四節研究步驟、第五節資料處理與統計分析，茲分述於

後： 

第一節  研究架構 

    依據研究目的，提出本研究之架構圖如下，主要探討研究對象之

背景因素、心理因素、社會因素、體型意識滿意度與體重控制行為意

圖之間的關係。 

 
 
 
 
 
 
 
 
 
 
 
 
 

圖 3-1 研究架構 

體重控制

行為意圖

體型意識滿意度 

1. 外表評價 

2. 身體各部位滿意度 

3. 對體重過重之關注 

4. 自覺體重分類 

5. 體型差 

背景因素 

1.性別 

2.年級 

3.家庭社經地位 

4.體型 

5.過去體重控制經驗 

心理因素 

1.自尊 

2.內外控特質 

社會因素 

1.受嘲笑經驗 

2.媒體接觸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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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一、 研究母群體：本研究以台北縣某完全中學九十七學年度在學之學

生(中一至中六)為取樣母群體。國中部每一年級有 30 班，高中部

每一年級有 9 班，合計全校共有 4223 人。 

二、 研究樣本：基於時間、人力及物力考量，本研究決定採用班級為

抽樣單位，並以分層隨機集束抽樣方式抽出調查樣本，以各年級

為分層，於各年級集束抽樣，抽樣之樣本數參考抽樣曲線標準

(Krejcie & Morgan,1970)，依照抽樣曲線母群體數決定對照抽樣樣

本數，至少 354 人，但考量問卷回收率及作答率，故決定抽樣數

為國中部分各年級 3 個班、高中部分各年級 1 個班，以抽樣班級

全班學生為研究樣本，預計抽樣人數約為 469 人。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結構式問卷量表為資料收集所需之工具。依據研究目

的、研究架構並參考國內外文獻，與指導教授討論後，完成問卷初稿，

進行專家效度評定後完成預試問卷，經預試後再與指導教授討論，修

訂編制完成正式問卷。 

一、 問卷初稿設計：包括七部份，共計 68 題。 

(一) 體型意識量表：18 題 

(二) 自尊量表：8 題 

(三) 受嘲笑經驗量表：12 題 

(四) 內外控量表：11 題。 

(五) 媒體接觸經驗量表：6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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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體重控制行為量表：4 題 

(七) 個人基本資料：9 題。 

二、 問卷內容效度處理： 

    問卷初稿完成後，函請衛生教育專家，針對初稿進行內容效度評

估，並依據專家所提意見與指導教授商討修改事宜以提升問卷之正確

性及適用性。 

三、 問卷預試： 

    為了解研究對象對文字理解程度、填答問卷之反應、評估所需時

間及了解問卷之信度，於民國九十八年二月間進行結構式問卷預試。

施測學生是由母群體中排除正式施測樣本後，以簡單隨機抽樣方式抽

取中一至中六各 6 名同學（男、女生各 3 名），總計 36 名作為預試樣

本，施測過程模擬正式施測情形，先說明研究目的及填答所需注意事

項並對該問卷內容敘述方式提出問題與建議，以作為正式施測之參

考。問卷回收後進行信度考驗，最後修訂成為正式問卷。 

四、 完成問卷定稿： 

    研究者根據預試問卷信度分析結果及學生反應情形與指導教授討

論後，修改部分內容完成正式問卷。 

(一) 體型意識量表：18 題 

在問卷第一部分中，本量表主要根據 Cash（1994）所編制的多向

度自我身體相關問卷（ the Multidimensional Body-Self Relations 

Questionnaire，MBSRQ），原各子量表內容與分數意義，見表 3-1。本

研究採其中「自我外表」相關的分量表，並加以修改，包括的分量表

有：「外表評價」、「自覺體重分類」、「對體重過重之關注」、「身體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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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滿意度」四個部分，另外加上研究對象「實際 BMI 與期望 BMI 的差

異」程度，共五部分，以各子量表之平均分數，來表示受試者其體型

意識滿意度各向度之狀況。 

 

表 3-1 原 MBSRQ 各子量表內容與分數的意義 

量表名稱 分數的含意 

MBSRQ 分量表  

1.外表評價（7 題） 分數愈高表示對自己外表愈正向或滿意 

2.外表取向（12 題） 分數愈高表示愈注重、在乎自己的外表 

3.體能評價（3 題） 分數愈高表示自覺身材適當、體能較佳 

4.體能取向（13 題） 分數愈高表示較積極加強或維持體能狀況 

5.健康評價（6 題） 分數愈高表示自覺身體狀況較佳 

6.健康取向（8 題） 分數愈高表示愈關心健康，傾向健康的生活方式 

7.疾病取向（5 題） 分數愈高表示對自身疾病的症狀較警覺，較積極尋

求醫療協助 

附加分量表  

1.身體各部位滿意度（9 題） 分數愈高表示對身體各部位滿意程度較高 

2.對體重過重之關注（4 題） 分數愈高表示對肥胖感到較焦慮、對體重較關注、

愈有節食或體重控制的行為 

3.自覺體重分類（2 題） 分數愈高表示自覺體重愈重，以及自覺他人對自己

體重的評價傾向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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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體型意識量表之「外表評價」部分為正式量表中體型意識

量表之第 1~7 題，採五點計分，從「非常不同意」~「非常同意」分別

得 1~5 分，其中第 6、7 題為反向題，採反向計分。「對體重過重之關

注」部分在原 MBSRQ 量表有四題，其中兩題「我正在節食減肥」、

「我曾經嘗試用斷食或節食的方式來減輕體重」與體重控制行為量表

有重複之處，為避免干擾研究結果，採用之兩題置於正式問卷之第 8、

9 題，以五點計分，從「非常不同意」~「非常同意」分別得 1~5 分。

「身體各部位滿意度」為第 10~18 題，採五點計分，從「非常不滿意」

~「非常滿意」分別得 1~5 分。「自覺體重分類」共 2 題，因問卷之第

七部分個人基本資料需填寫個人之實際及期望體重，為使研究對象答

題時之思緒一致，故決定將此兩題改置於第七部分基本資料之第 64、

65 題。(引自羅惠丹，2004) 

相關研究中，該量表之內部一致性考驗 Cronbach’s α值介於.72~.81

之間，顯示本量表信度良好，原作者在國外施測之信度為.73~.89 之間。

見表 3-2。 

表 3-2 體型意識量表之信度分析 

Cronbach’s α 
量表名稱 題數 

預試 相關研究 原作者 

體型意識量表(全量表) 20 .798 .7228  

外表評價 7 .757 .8028 .88 

對體重過重之關注 2 .796 .7272 .76 

自覺體重分類 2 .869 .8129 .89 

身體各部位滿意度 9 .889 .756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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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尊量表：8 題 

    在問卷的第二部分，自尊量表採用林清財（1984）的自我態度量

表，林清財將Rosenberg（1965）的10題自尊量表修訂為8題，其中直接

引用者有6題，另加入自編2題。 

    採五分量表，從「非常不同意」至「非常同意」，分別以1至5分

計分，而反向題則反之，本量表包括4題正向題（第19、21、24、25題）

及4題負向題（第20、22、23、26 題）。當量表總分愈高時，代表整

體自尊愈高，量表之重測信度為 .79，內部一致性Cronbach  α 為 .81

及 .93 (趙國欣，2004)，效標關聯係數 .46，顯示為一項良好的工具。

而本研究預試問卷之Cronbach α值為.756。 

(三) 受嘲笑經驗量表：12 題 

    參考Thompson等人(1995)所編POTS中與體重相關部分，共計12

題，在量表第三部份(27~38題)，其中27、29、31、33、35、37等6 

題為受嘲笑情形，採五點計分，由總是(4分)到從未(0分)。而28、30、

32、34、36、38題為受嘲笑的反應強度，採五點計分，由非常難過(5

分)到完全不難過(1分)，分數愈高表示愈難過。(引自尤嫣嫣，2002) 

相關研究中，該量表之 Cronbach’s α值介於.85~.97 之間，顯示本

量表信度良好。見表 3-3。 

表 3-3 受嘲笑經驗量表之信度分析 

Cronbach’s α值 
量表名稱 題數 

預試 相關研究 

受嘲笑情形 6 .912 .90~.90 

受嘲笑的反應強度 6    .981 .8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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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內外控量表：11 題。 

在問卷第四部份中(第 39~49 題)，其中 39、41、42、46、47 等五

題選 1 為外控傾向，40、43、44、45、48、49 等六題選 1 則為內控傾

向，內控選項以 0 分計，外控選項以 1 分計，當所得分數越高表示愈

傾向外控特質，反之為內控特質，得分介於 0~11。根據所得分數分為

三組：(1)外控組：得分超過平均數 0.3 個標準差以上；(2)內控組：得

分低於平均數 0.3 個標準差以上；(3)其餘歸為中間組。(引自尤嫣嫣，

2002) 

而本研究之平均數為 5.58，標準差 1.984，故以 0-4 分為內控組，

5-6 分為中間組，7-11 分為外控組。 

相關研究中，該量表的 Cronbach’s α值為.51~.60，尚可參考使用。

而本研究預試問卷之 Cronbach’s α值則為.624。 

(五) 媒體接觸經驗量表：6 題 

    在問卷第五部份(第 50~55 題)，其中第 50、53 題為媒體的使用頻

率，區分為每天看、時常看、偶爾看、很少看、從不看；而第 51、54

題為每次使用的時間，區分為 1 小時以內、1 小時、2-3 小時、4-5 小

時、6 小時以上；而第 52、55 題則為較常使用的類型，電視節目區為

為新聞報導、時事評論、知識報導、歌唱綜藝節目、旅遊節目、連續

劇、卡通、影片和影集、廣告、其他等；網際網路的型態區分為線上

遊戲、影音分享網站、部落格文章、網路相簿、新聞報導、教育學習、

交友網站、拍賣網站、其他等。 

(六) 體重控制行為量表：4 題 

    在問卷第六部份(第 56~59 題)，第 56 題是要了解研究對象過去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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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內體重控制經驗的有無，包含減輕體重或維持目前體重所採取的行

為；第 57 題則是過去曾經使用體重控制行為的類別，本研究將其分成

五大類：飲食控制、運動行為、醫療行為、藥物控制、其他；第 58 題

則是體重控制行為的持續情況，分成三類：一直未曾中斷、曾經但已

中斷、斷斷續續進行；而第 59 題則為研究對象在未來半年內是否有進

行體重控制行為的意圖。 

(七) 個人基本資料：9 題。 

    在問卷最末第七部份中（第 60~68 題），包含性別、年級、現在身

高、現在體重、自認體型、重要他人認為自己的體型、自己期望體重、

父母教育程度及職業。 

表 3-4 本研究各變項之操作型定義及記分方法 

變項名稱 操作型定義 計分方法 

背景因素   

性別  1：男生 

2：女生 

年級  1：中一     4：中四 

2：中二     5：中五 

3：中三     6：中六 

 

家庭社經地位 父母中教育程度和職業等級

高者，教育指數×4＋職業指數

×7＝家庭社經地位指數。 

1：低（11-29 分） 

2：中（30-40 分） 

3：高（41-5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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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本研究各變項之操作型定義及記分方法(續) 

變項名稱 操作型定義 計分方法 

體型 自填身高、體重數值，換算成

身體質量指數（體重除以身高

的平方）。 

1：過輕 

2：正常 

3：過重 

4：肥胖 

過去體重控制經驗 過去半年內為了減輕或維持

目前體重所採取的行為。 

1：有 

2：無 

 體重控制行為 1：飲食控制 

2：運動行為 

3：醫療行為 

4：藥物控制 

5：其他 

 

持續情況 1：一直未曾中斷 

2.：曾經但已中斷 

3：斷斷續續進行 

心理因素   

自尊 採用林清財（1984）的自我態

度量表，共八題，當量表總分

愈高時，代表整體自尊愈高。

從「非常不同意」至「非

常同意」，分別得 1-5 分，

反向題反之。 

內外控特質 採用李復惠修改之內外控量

表，包含運氣（或命運）及尊

重兩種成分。 

1：內控組 

2：中間組 

3：外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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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本研究各變項之操作型定義及記分方法(續) 

變項名稱 操作型定義 計分方法 

社會因素   

受嘲笑經驗 過去曾因體型或體重過重而

被別人取笑的經驗及被嘲笑

時難過的程度。 

從「從未」至「總是」，分

別得 1-5 分。 

從「完全不難過」至「非常

難過」，分別得 1-5 分。 

媒體接觸經驗 電視及網路之接觸時間長短。 從「從不看」至「每天看」，

分別得 1-5 分。 

從「1 小時以內」至「6 小

時以上」，分別得 1-5 分。

 主要接觸之類別。 複選題。 

體型意識滿意度 自評對體型的感覺、認知，採

用羅惠丹改編的身體意象量

表。 

從「非常不同意」至「非常

同意」，分別得 1-5 分。 

從「非常不滿意」至「非常

滿意」，分別得 1-5 分。 

自認及他人認為的體重 

1：太輕    4：重 

2：輕      5：太重 

3：剛好 

體重控制行為意圖 未來半年內為了要減輕體重

或維持體重所採取的行為意

圖。  

從「非常不可能」至「非常

可能」，分別得 1-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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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步驟 

一、 行政聯繫：親自向學校主管單位說明研究目的、研究對象選取、

施測方式、施測時間、施測地點，取得學校主管單位同意後，再

徵詢施測學生班級導師同意後實施。 

二、 進行施測：正式施測時間於民國九十八年三月，由研究者親自施

測，利用班級早自習、午休或自習時間，於班級教室進行施測。

施測時研究者先行說明注意事項，由受試者自行填答，並鼓勵受

試者提出問題，問卷填答時間預計需 20-25 分鐘。 

三、 問卷回收與處理：本研究發出問卷共計 469 張，問卷利用一星期

時間連續進行施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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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異過大者，將其資料以廢卷方式處理，剔

除無效問卷後將資料編碼、譯碼與建檔，有效問卷共有 455 張，

樣本數總計 366 人。 

 

第五節  資料處理與統計分析 

本研究問卷所蒐集的資料，是以 SPSS for Windows 15.0 套裝軟體

進行統計分析，問卷分量表的內部一致性以 Crohbach’s α係數值進行考

驗。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採用下列幾種統計方法： 

 

一、描述性統計： 

對自變項、依變項的分布情形之描述：類別變項以次數分佈、百

分率描述之；等距資料以平均值、標準差、最大值、最小值、次數分

配、百分比等進行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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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論性統計： 

(一)  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OVA)、T 檢定來考驗研究對象

之背景因素不同，其體型意識滿意度、體重控制行為意圖是否有

顯著差異。如變異數同質，則以薛費氏法(Scheffe’s method)進行

事後比較；如變異數不同質，則以 Dunnett’s T3 進行事後比較，

以瞭解是哪兩個水準間之差異。 

(二)  以皮爾森積差相關來考驗研究對象之心理因素、社會因素、體型

意識滿意度與體重控制行為意圖間之關係。 

(三) 以多元迴歸分析研究對象背景因素、心理因素、社會因素及體型

意識滿意度對體重控制行為意圖之預測力。 

三、遺漏值處理： 

    在進行統計考驗時，若研究樣本之問卷填寫項目有遺漏值(missing 

value)時，則採中間數估計法，即以量尺中最中間的數值代替。 

     

    有關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研究問題、研究假設及統計方法整理於

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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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研究目的、問題、假設及統計方法一覽表 

研究目的 研究問題 研究假設 統計方法 

一、瞭解研究對象

之背景因素、心理

因素、社會因素、

體型意識滿意度及

體重控制行為意圖

的現況。 

一、研究對象之背

景因素、心理因

素、社會因素、體

型意識滿意度及體

重控制行為意圖的

分布情形為何？ 

 

 次數分配、百

分比、平均值

、標準差、最

大值、最小值

 

二、探討研究對象

之背景因素、心理

因素、社會因素、

體型意識滿意度及

體重控制行為意圖

的關係。 

二、研究對象之體

重控制行為意圖、

體型意識滿意度是

否因背景因素的不

同而有顯著差異？ 

三、、研究對象之

心理因素、社會因

素、體型意識滿意

度、體重控制行為

意圖之間是否有顯

著相關？ 

 

一、研究對象之體重

控制行為意圖、體型

意識滿意度會因背

景因素的不同而有

顯著差異。 

二、研究對象之心理

因素、社會因素、體

型意識滿意度與體

重控制行為意圖之

間有顯著相關 

 

 

 

 

T 檢定、單因

子變異數分

析、薛費氏事

後檢定、皮爾

森積差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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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研究目的、問題、假設及統計方法一覽表(續) 

研究目的 研究問題 研究假設 統計方法 

三、探討研究對象

之背景因素、心理

因素、社會因素、

體型意識滿意度

對體重控制行為

意圖的預測力。 

四、研究對象之背

景因素、心理因

素、社會因素、體

型意識滿意度對體

重控制行為意圖的

預測力如何？ 

 

三、研究對象之背景

因素、心理因素、社

會因素、體型意識滿

意度對體重控制行為

意圖有顯著預測力。 

多元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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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論 

    根據研究目的、研究問題，將所得資料整理、分析，本章將統計

結果分成三節加以討論說明。 

    第一節為各類變項之描述性統計；第二節為背景、心理、社會因

素、體型意識滿意度與體重控制行為意圖之關係；第三節為背景、心

理、社會因素及體型意識滿意度對體重控制行為意圖之預測力。 

 

第一節 各類變項之描述性統計 

    本節主要在回答研究問題「研究對象之背景因素、心理因素、社

會因素、體型意識滿意度及體重控制行為意圖的分布情形為何？」 

五、 背景因素 

    此部份呈現研究對象背景因素之描述性統計結果，包括有性別、

年級、家庭社經地位、體型、過去體重控制經驗、體重控制行為類型

及持續情況。 

(一) 性別 

由表 4-1 可得知：本研究問卷之樣本數為 366 人，其中男生有 159

人（43.4%）、女生有 207 人（56.6%），女生人數略多於男生人數。 

(二) 年級 

由表 4-1 可得知：如研究對象依年級分類，中一有 81 人(22.1%)、

中二有 88 人(24%)、中三有 99 人(27%)，國中合計有 268 人；而中四

有 28 人(7.7%)、中五有 35 人(9.6%)、中六有 35 人(9.6%)，高中合計有

9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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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家庭社經地位 

由表 4-1 可得知：研究對象之家庭社經地位中，以低社經 155 人

（42.3%）最多；其次為中社經 147 人（40.2%）；最少為高社經 64 人

（17.5%），低、中社經地位佔樣本總數的 82.5%，顯示本研究對象之

家庭社經地位，以中、低社經居多。 

(四) 體型 

有鑑於年齡別不同，其體型標準亦不同，所以本研究根據附件一，

依年齡別將研究對象之 BMI 值做體型之分類。 

由表 4-1 可得知：研究對象之體型共分為四類，以正常體型 206

人（56.3%）最多，其次依序為體型肥胖者有 76 人（20.8%）、過重者

有 57 人（15.6%）、過輕者有 27 人（7.4%）。 
 

(五) 過去體重控制經驗 

由表 4-1 可得知：過去半年內有過體重控制經驗的人數為 191 人

(52.2%)，略高於沒有體重控制經驗的人數 175 人(47.8%)。 

林秀惠(2004)的研究中，有體重控制經驗的有 655 人 (44.8%)，無

體重控制經驗的有 808 人(55.2%)；其中有體重控制經驗者以女生居

多，有 470 人(50.9%)，其與賴翠琪(2001)及蘇玉嬋(2002)等人的研究結

果相似。而本研究相較之下，過去有體重控制經驗的人比例較高。 

(六) 體重控制行為類型及持續情況 

    由表 4-2 可得知：過去體重控制行為類型中，以飲食控制 149 人

(78%)跟運動行為 128 人(67%)居多、藥物控制有 3 人(1.6%)、醫療行為

0 人(0%)、其他有 6 人(3.1%)；而持續情況則以斷斷續續進行的人數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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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 110 人(57.6%)，曾經但已中斷有 64 人(33.5%)次之，最少的則是

一直未曾中斷有 17 人(8.9%)。 

根據結果推測，研究對象對於體重控制行為有正向的認知，幾乎

都是選擇飲食控制及運動行為，一方面正處於國、高中階段尚未具備

經濟能力，不像成年人有能力選擇藥物控制或是醫療行為，因此選擇

不需花費金錢的體控方式；而持續情況顯示，研究對象對於體重控制

能持之以恆的不多，多半是斷斷續續進行，想瘦但持續不久，或是試

過但後來又放棄。 

表 4-1 背景因素之分佈(n=366) 

變項 人數 百分比(%) 
性別   

男 159 43.4 
女 207 56.6 

年級   
中一 81 22.1 
中二 88 24 
中三 99 27 
中四 28 7.7 
中五 35 9.6 
中六 35 9.6 

家庭社經地位   
低社經 155 42.3 
中社經 147 40.2 
高社經 64 17.5 

體型   
過輕 27 7.4 
正常 206 56.3 
過重 57 15.6 
肥胖 76 20.8 

過去體重控制經驗   
有 191 52.2 
無 175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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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過去體重控制行為類型、體重控制持續情況之分佈(n=191) 

變項 人數 
佔全體反應的

百分比(%) 
佔總人數的 
百分比(%) 

過去體重控制行為類型    
飲食控制 149 52.1 78 
運動行為 128 44.8 67 
藥物控制 3 1 1.6 
醫療行為 0 0 0 
其他 6 2.1 3.1 

體重控制持續情況    
一直未曾中斷 17 8.9  
曾經但已中斷 64 33.5  
斷斷續續進行 110 57.6  

(七) 身高、實際體重 

    由表 4-3 可知，研究對象平均身高為 161.72 公分，以 160-164.9 公

分者最多，有 100 人(27.3%)，其次為 165-169.9 公分，有 75 人(20.5%)。 

    研究對象實際平均體重為 57.68 公斤，以 50-54.9 公斤人數最多，

有 79人(21.6%)，其次為 45-49.9公斤和 55-59.9公斤，各有 54人(14.8%)。 

表 4-3 身高、實際體重之分佈 (n=366) 

變項 人數 百分比(%) 
身高(cm)   

< 150 14 3.8 
150 - 154.9 48 13.1 
155 - 159.9 73 19.9 
160 - 164.9 100 27.3 
165 - 169.9 75 20.5 
170 - 174.9 38 10.4 
175 - 179.9 11 3 

> 180 7 1.9 
註:平均數 161.72、標準差 7.59、最大值 192、最小值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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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身高、實際體重之分佈 (n=366)(續) 
變項 人數 百分比(%) 

體重(kg)   
< 40 9 2.5 

40 - 44.9 36 9.8 
45 - 49.9 54 14.8 
50 - 54.9 79 21.6 
55 - 59.9 54 14.8 
60 - 64.9 36 9.8 
65 - 69.9 40 10.9 
70 - 74.9 22 6 
75 - 79.9 13 3.6 

> 80 23 6.3 
註:平均數 57.68、標準差 13.72、最大值 166、最小值 32 

六、 心理因素 

    此部份呈現研究對象心理因素之描述性統計結果，包括有自尊、

內外控特質。 

(一) 自尊 

    由表 4-4 可知，全量表共八題，從非常不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別以 1

到 5 分計算，而反向題經過重新計分後，量表總分為 40 分，研究對象

整體之平均值為 3.19，標準差為 0.75，平均分數越高，表示研究對象

之自尊越高，整體來說，自尊得分屬中間偏高。 

    個別來看，以「我覺得自己與別人一樣有價值」這題的平均分數

最高，有 3.49 分；其次為「我的生活沒有什麼值得一提的」，經反向計

分後之平均分數為 3.43；而在「我覺得自己很積極」這題的平均數最

低，只有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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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自尊之得分分析表 (n=366) 

 

非常

不 
同意 
n(%) 

不 
同意 
n(%) 

中立 
意見 
n(%) 

同意 
n(%) 

非常 
同意 
n(%)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整體而言，我對自己很滿意 20(5.5) 71(19.4) 146(39.9) 113(30.9) 16(4.4) 3.09 0.94

※我覺得自己什麼事都做不好 45(12.3) 147(40.2) 90(24.6) 68(18.6) 16(4.4) 3.37 1.06

※我和大多數人一樣能幹 22(6) 91(24.9) 114(31.1) 108(29.5) 31(8.5) 3.10 1.06

※我覺得我沒有什麼可以感到驕

傲的 
41(11.2) 113(30.9) 96(26.2) 87(23.8) 29(7.9) 3.14 1.14

※有時候我覺得自己一無是處 53(14.5) 98(26.8) 73(19.9) 100(27.3) 42(11.5) 3.05 1.26

※我覺得自己與別人一樣有價值 18(4.9) 56(15.3) 91(24.9) 130(35.5) 71(19.4) 3.49 1.12

※我覺得自己很積極 34(9.3) 107(29.2) 134(36.6) 68(18.6) 23(6.3) 2.83 1.04

※我的生活沒有什麼值得一提的 83(22.7) 112(30.6) 80(21.9) 62(16.9) 29(7.9) 3.43 1.23

註：記分方式：非常不同意~非常同意：1~5 分 

(二) 內外控特質 

   全量表共十一題，內控選項以 0 分計，外控選項以 1 分計，所得分

數越高表示越傾向外控特質，得分介於 0-11 分之間，本研究分析時則

根據所得分數分成三組：(1)外控組：得分超過平均數 0.3 個標準差以

上；(2)內控組：得分低於平均數 0.3 個標準差以上；(3)其餘歸為中間

組。 

    由表 4-5 可知，研究對象之內外控特質中，以中間組 132 人(36.1%)

較多，其次為內控組 118 人(32.2%)與外控組 116 人(31.7%)。 

表 4-5 內外控特質之分佈 (n=366) 

變項 人數 百分比(%) 
內外控特質   

內控組 118 32.2 
中間組 132 36.1 
外控組 116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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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社會因素 

    此部份呈現研究對象社會因素之描述性統計結果，包括有受嘲笑

情形、媒體接觸經驗。 

(一) 受嘲笑經驗 

1、 受嘲笑情形 

    此部分量表共六題，選項中從未到總是分別以 1 到 5 分計算，

得分越高表示受嘲笑情形越多。 

    由表 4-6 可得知：整體而言，研究對象之受嘲笑情形平均數為

1.88、標準差為 0.86，選擇「從未」的人數最多。 

    個別來看，以「您是否曾因為自己體重過重或體型太胖而被人

取笑？」這題的平均分數最高；其次為「您是否曾被人拿你的體重

或體型來開玩笑？」；而平均數最低的則是「當您一個人走進教室

時，是否曾被人嘲笑您體重過重或體型太胖？」 

2、 受嘲笑反應強度 

    此部分量表也是六題，選項中從完全不難過到非常難過分別以

1 到 5 分計算，得分越高表示研究對象受嘲笑反應強度越大。 

    由表 4-7 可得知：整體而言，研究對象之受嘲笑情形平均數為

1.78、標準差為 1.40，選擇「沒特別感覺」的人數最多。唯有「當

您因為體重過重或體型太胖而遭人指指點點時，您的反應是？」這

題，選「難過」的人數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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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受嘲笑情形之之得分分析表 (n=366) 

 
從未 
n(%) 

很少 
n(%) 

偶爾 
n(%) 

時常

n(%) 
總是

n(%)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 您是否曾因為自

己體重過重或體

型太胖而被人取

笑？ 

128(35) 99(27) 90(24.6) 30(8.2) 19(5.2) 2.22 1.16

※ 您是否曾被人拿

你的體重或體型

來開玩笑？ 
130(35.5) 117(32) 72(19.7) 35(9.6) 12(3.3) 2.13 1.10

※ 您是否曾被人用

胖子 (或相關字

眼 ) 稱 呼 的 經

驗？ 

167(45.6) 100(27.3) 52(14.2) 29(7.9) 18(4.9) 1.99 1.17

※ 人家是否曾看到

您在運動的樣子

而嘲笑您？ 
169(46.2) 136(37.2) 47(12.8) 9(2.5) 5(1.4) 1.76 0.87

※ 您是否曾因體重

過重或體型太

胖，而遭人指指

點點？ 

208(56.8) 90(24.6) 40(10.9) 16(4.4) 12(3.3) 1.73 1.04

※ 當您一個人走進

教室時，是否曾

被人嘲笑您體重

過重或體型太

胖？ 

255(69.7) 68(18.6) 30(8.2) 7(1.9) 6(1.6) 1.47 0.85

註：記分方式：從未~總是：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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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受嘲笑反應強度之得分分析表 (n=366) 

 

完全

不 
難過

n(%)

不 
難過 

n(%) 

沒 
特別 
感覺 

n(%) 
難過 

n(%) 

非常 
難過 

n(%)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 當您因為自己體重過重

或體型太胖而被人取笑

時，您的反應是？ 
7(3) 15(6) 96(40) 94(39) 26(11) 2.27 1.81

※ 當您被人拿您的體重或

體型來開玩笑時，您的反

應是？ 
6(3) 22(9) 100(42) 83(35) 25(11) 2.20 1.79

※ 當您被人家用胖子(或相

關字眼)來稱呼時，您的

反應是？ 
3(2) 15(8) 87(44) 79(40) 15(8) 1.87 1.82

※ 當人家看到您在運動的

樣子而嘲笑您時，您的反

應是？ 
13(7) 19(10) 91(46) 61(31) 13(7) 1.73 1.75

※ 當您因為體重過重或體

型太胖而遭人指指點點

時，您的反應是？ 
4(3) 16(10) 49(31) 65(41) 24(15) 1.54 1.87

※ 當您一個人走進教室而

被人嘲笑體重過重或體

型太胖時，您的反應是？ 
3(3) 6(5) 46(41) 41(37) 15(14) 1.07 1.70

註：記分方式：完全不難過~非常難過：1~5 分 

(二) 媒體接觸經驗 

1、 電視 

    由表 4-8、表 4-9 可得知：研究對象每週收看電視頻率以「每

天看」有 165 人(45.1%)最多；每次收看電視時間則以「2-3 小時」

168 人(46.3%)佔最多；常收看的電視節目類型前五名依序為「卡通」

有 257 人(70.8%)、「連續劇」有 221 人(60.9%)、「影片影集」有

220 人(60.6%)、「歌唱綜藝」有 192 人(52.9%)、「新聞報導」則

有 174 人(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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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結果推測，電視確實是青少年接觸十分頻繁的一種媒體，

不論國、高中生都常看卡通、連續劇、影片影集、歌唱綜藝等，這

些節目類型都與體型意識關聯性較高，不論是卡通裡的男女主角，

或是連續劇裡的偶像明星，都普遍存在「瘦便是美」的社會價值觀，

對青少年的審美觀可能具有潛移默化的效果。 

表 4-8 收看電視經驗之分佈 (n=366) 

變項 人數 百分比(%) 
收看電視習慣   

從不看 3 0.8 
很少看 67 18.3 
偶爾看 74 20.2 
時常看 57 15.6 
每天看 165 45.1 

每次收看電視時間   
1小時以內 39 10.7 

1小時 76 20.9 
2-3小時 168 46.3 
4-5小時 52 14.3 

6小時以上 28 7.7 

表 4-9 收看電視節目類型之分佈(複選) (n=363) 

變項 人數 佔全體反應的百分比(%) 佔總人數的百分比(%) 
收看電視節目類型    

新聞報導 174 13.3 47.9 
時事評論 34 2.6 9.4 
知識報導 66 5 18.2 
歌唱綜藝 192 14.6 52.9 
旅遊節目 85 6.5 23.4 
連續劇 221 16.8 60.9 
卡通 257 19.6 70.8 

影片影集 220 16.8 60.6 
電視廣告 34 2.6 9.4 
其他 29 2.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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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網路 

    由表 4-10、表 4-11 可得知：研究對象網路使用習慣以「很少」

使用 127 人(34.8%)最多；每次使用網路時間以「2-3 小時」131 人

(36.9%)最多，其次為「4-5 小時」71 人(20%)；常使用之網路類型

前四名依序為「線上遊戲」229 人(64.5%)、「影音分享」214 人

(60.3%)、「部落格文章」213 人(60%)、「網路相簿」169 人(47.6%)。 

    根據上述結果推測，電腦亦是另一個重要的媒體，線上遊戲中

的男女主角，媲美於卡通人物，影音分享主要是看影片或是 MV

等，而部落格、網路相簿也是新的互動平台，從中學習模仿，在青

少年的次文化中是很普遍的現象。 

 

表 4-10 使用網路經驗之分佈 (n=366) 

變項 人數 百分比(%) 
使用網路習慣   

從不 11 3 
很少 127 34.8 
偶爾 85 23.3 
時常 53 14.5 
每天 89 24.4 

使用網路時間   
1小時以內 43 12.1 

1小時 58 16.3 
2-3小時 131 36.9 
4-5小時 71 20 

6小時以上 52 14.6 
註：遺漏值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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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使用網路類型之分佈(複選) (n=355) 

變項 人數 佔全體反應的百分比(%) 佔總人數的百分比(%) 
使用網路類型    

線上遊戲 229 21.2 64.5 
影音分享 214 19.8 60.3 
部落格文章 213 19.7 60 
網路相簿 169 15.6 47.6 
新聞報導 74 6.8 20.8 
教育學習 48 4.4 13.5 
交友網站 25 2.3 7 
拍賣網站 63 5.8 17.7 
其他 47 4.3 13.2 

八、 體型意識滿意度 

    此部份呈現研究對象體型意識滿意度之描述性統計結果，包括有

外表評價、對過重體重之關注、身體各部位滿意度、自覺體型、實際

BMI 與期望 BMI 之差距(體型差)。 

(一) 外表評價 

    此部分量表共七題，從非常不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別以 1 到 5 分計

算，反向題經由重新計分後，滿分為 35 分。整體而言，平均數為 2.8、

標準差為 0.68、最小值 7、最大值 33，得分越高表示對外表評價越高、

越滿意。 

    由表 4-12 可得知：「我的身體性感動人」、「我喜歡自己的外表」、「大

多數的人認為我長得好看」、「我不喜歡我的身材體格」、「我的身材不

吸引人」這幾題中，選中立意見者較多；而「我喜歡自己沒穿衣服的

樣子」這題是選非常不同意的較多；「我喜歡自己穿合身衣服的樣子」

則是選同意的人數較多，整體平均分數也最高(3.53)。 

    由上述結果推測，青春期正處於生理快速變化階段的關係，可能

對於沒穿衣服的問題較為敏感，平均得分才會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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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的外表評價之平均得分(2.8)比王麗瓊(2001)的研究結果(3.0)

略低一些，其餘各題之得分高低則與其大致上相同。 

表 4-12 外表評價之得分分析表 (n=366) 

 
非常 
不同意 
n(%) 

不 
同意 
 n(%) 

中立 
意見 
n(%) 

同意 
n(%) 

非常 
同意 
n(%)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我的身體性

感動人 
75(20.5) 122(33.3) 126(34.4) 30(8.2) 13(3.6) 2.41 1.02

※我喜歡自己

的外表 
24(6.6) 56(15.3) 149(40.7) 112(30.6) 25(6.8) 3.16 .99

※大多數的人

認為我長得

好看 
45(12.3) 78(21.3) 166(45.4) 62(16.9) 15(4.1) 2.79 1.00

※我喜歡自己

沒穿衣服的

樣子 
144(39.3) 109(29.8) 82(22.4) 20(5.5) 11(3) 2.03 1.05

※我喜歡自己

穿合身衣服

的樣子 
22(6) 55(15) 77(21) 132(36.1) 80(21.9) 3.53 1.16

※我不喜歡我

的身材體格 
32(8.7) 79(21.6) 118(32.2) 92(25.1) 45(12.3) 2.89 1.14

※我的身材不

吸引人 
30(8.2) 54(14.8) 136(37.2) 99(27) 47(12.8) 2.78 1.10

註：記分方式：非常不同意~非常同意：1~5 分 

(二) 對過重體重之關注 

    此部份量表共兩題，從非常不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別以 1 到 5 分計

算，得分越高表示對過重體重越加關注、越在意，整體平均數為 3.49，

屬中間偏高，標準差為 1.05、最小值為 2、最大值 10。 

    由表 4-13 可得知：對過重體重之關注上，「我一直擔心自己太胖或

變胖」題項中選「非常同意」和「同意」的分別佔了 33.6%和 32.2%；

而「體重即使只有些微的改變，我都會特別注意」題項中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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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佔了 28.7%，兩題的平均數分別為 3.72、3.25，屬中間偏向同意。 

表 4-13 對過重體重關注之得分分析表 (n=366) 

 

非常不

同意 
n(%) 

不 
同意 
n(%) 

中立 
意見 
n(%) 

同意 
n(%) 

非常 
同意 
n(%)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我一直擔心

自己太胖或

變胖 
32(8.7) 37(10.1) 56(15.3) 118(32.2) 123(33.6) 3.72 1.27

※體重即使只

有些微的改

變，我都會特

別注意 

28(7.7) 76(20.8) 98(26.8) 105(28.7) 59(16.1) 3.25 1.18

註：記分方式：非常不同意~非常同意：1~5 分 

(三) 身體各部位滿意度 

    此部分量表共有九題，從非常不滿意到非常滿意分別以 1 到 5 分

計算，總得分越高表示對身體各部位越滿意，研究對象之整體平均數

為 2.88，標準差為 0.66，最小值為 9，最大值為 45。 

    由表 4-14 可得知：研究對象在身體各部位滿意度上，頭髮、臉、

軀幹上半部、肌肉結實度、整體外表方面，選「中立意見」較多；而

軀幹中間部分、軀幹下半部、身高、體重則是選「不滿意」較多。 

    王麗瓊(2001)的研究結果提出，對身體各部位的滿意度平均分數為

3.07 分，比本研究稍高。此外，該研究結果指出頭髮、軀幹上半部的

得分最高，軀幹下半部、體重、身高的滿意度得分較低，與本研究大

致相同。 

    由上述研究結果推測，青春期發育快速，身高、體重與軀幹中、

下半部的生長變化較大，比較會有比較心態；而頭髮髮型比較好變換、

臉蛋又是天生的，比較能接受和感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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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身體各部位滿意度之得分分析表 (n=366) 

 
非常不 
滿意 
n(%) 

不 
滿意 
n(%) 

中立 
意見 
n(%) 

滿意 
n(%) 

非常 
滿意 
n(%)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頭髮 20(5.5) 60(16.4) 119(32.5) 114(31.1) 53(14.5) 3.33 1.08

※臉 
（五官、膚色） 

16(4.4) 66(18) 141(38.5) 110(30.1) 33(9) 3.21 .99

※軀幹上半部

（指頸部以下

至腰部以上部

位，含手臂） 

22(6) 80(21.9) 140(38.3) 98(26.8) 26(7.1) 3.07 1.00

※軀幹中間部分

（腰、腹） 
43(11.7) 122(33.3) 119(32.5) 63(17.2) 19(5.2) 2.71 1.05

※軀幹下半部

（指臀部及臀

部以下部位） 
57(15.6) 120(32.8) 119(32.5) 50(13.7) 20(5.5) 2.61 1.07

※肌肉結實度 28(7.7) 118(32.2) 135(36.9) 65(17.8) 20(5.5) 2.81 1.00

※身高 64(17.5) 104(28.4) 77(21) 94(25.7) 27(7.4) 2.77 1.22

※體重 86(23.5) 128(35) 81(22.1) 55(15) 16(4.4) 2.42 1.13

※整體外表 28(7.7) 72(19.7) 151(41.3) 92(25.1) 23(6.3) 3.03 1.00

註：記分方式：非常不滿意~非常滿意：1~5 分 

(四) 自覺體重分類 

本量表共兩題，從太輕到太重分別以 1 到 5 分計算。由表 4-15 可

知，在自覺體重分類中，自認體型選「重」的有 160 人（43.7％），其

次為「剛好」有 109 人(29.8%)；他人認為體型卻是選「剛好」的有 155

人（42.3％），其次則為「重」的有 121 人(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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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之平均數為 3.67，表示研究對象之自覺體重分類屬剛好偏

重，標準差為 0.76。而在自認體型中選擇「太重」的人有 92 人(25.1%)

比起他人認為體型中選「太重」的 46 人(12.3%)高於一倍以上，可見自

認體型比他人所認為的體型來的偏重。 

此研究結果大致與王麗瓊(2001)的研究一致，但不論是自認體型或

他人認為體型為重與太重的比例(68.8%、45.4%)，均高於其研究結果

(39%、28.3%)。 

根據結果推測，之所以會產生標準不一致的原因，可能與社會價

值觀有關，過分強調「瘦便是美」的錯誤觀念，導致自覺體型都比實

際體型來的重，而實際上體型過重與肥胖的人數只佔全體的 36.4%。 

表 4-15 自覺體重分類之分佈 (n=366) 

 
太輕 
n(%) 

輕  
n(%) 

剛好 
n(%) 

重 
n(%) 

太重 
 n(%)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自認體型 0(0) 5(1.4) 109(29.8) 160(43.7) 92(25.1) 3.93 .77

※他人認為體型 11(3) 34(9.3) 155(42.3) 121(33.1) 45(12.3) 3.42 .93

註：記分方式：太輕~太重：1~5 分 

(五) 實際 BMI 與期望 BMI 之差距(體型差) 

依照研究對象填寫之實際身高、體重與期望體重，經由換算成實

際 BMI 值與期望 BMI 值後，才進行計算分析。 

由表 4-16 可得知：整體而言，研究對象實際 BMI 與期望 BMI 之

差距(體型差)的平均數為 2.92，標準差為 2.89，最小值為 0.00，最大值

為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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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體型差之分佈 (n=366) 

變項名稱 人數 百分比(%) 
體型差   

< 1 81 22.1 
1 - 1.99 97 26.5 
2 - 2.99 68 18.6 
3 - 3.99 39 10.7 
4 - 4.99 17 4.6 
5 - 5.99 17 4.6 
6 - 6.99 13 3.6 
7 - 7.99 9 2.5 
8 - 8.99 8 2.2 
9 - 9.99 4 1.1 

>10 13 3.6 

九、 體重控制行為意圖 

由表 4-17 可得知：研究對象在未來體重控制行為意圖上，整體而

言，選「可能」的有 194 人（53％），其次依序為「非常可能」的有 83

人（22.7％）、「不可能」有 64 人（17.5％）、「非常不可能」有 25 人（6.8

％）。顯示研究對象未來可能或非常可能進行體重控制行為的人，合計

佔了全體的 75.7％之多。與郭婉萍(2000)研究減重意圖的結果差不多，

可見大部分學生都非常在意自己的體重，也願意去解決此問題。 

而以體型別來看，屬「過輕」體型者，超過四成的人可能進行體

重控制行為；而屬「正常」體型者，也有超過七成之多；此外，屬「肥

胖」體型者，約有一成選不可能，屬「過重」體型者，則是近兩成選

不可能。 

本研究結果與林秀惠(2004)大致相同，該研究指出有五成六的研究

對象有從事體重控制的意圖而其中正常體型(63.6%)最多，過瘦體型次

之(13.0%)，過重及肥胖者最少(11.7%)；若以實際體型來分，則肥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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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63.8%的對象有減重意圖，過重者有 62.6%的對象有減重意圖，正常

者則 58.3%的對象有減重意圖，過瘦體型者的比率最低，只有 41.3%的

對象有減重意圖 。 

根據本研究結果推測，仍有部份人是該減重卻無體控意圖，不需

減重者反倒有體控意圖，也許需要有賴學校教育進行價值澄清，以便

強化青少年的體型意識滿意度。 

表 4-17 未來體重控制行為意圖之分佈 (n=366) 

變項 
(體型) 

非常 
不可能 
n(%) 

不可能 
n(%) 

可能 
n(%) 

非常 
可能 
n(%) 

總計 
n(%) 

過輕 7(26) 9(33) 8(30) 3(11) 27(100) 

正常 14(6.8) 40(19.4) 112(54.4) 40(19.4) 206(100) 

過重 4(7) 7(12.3) 28(49.1) 18(31.6) 57(100) 

肥胖 0(0) 8(10.5) 46(60.5) 22(28.9) 76(100) 

總計 25(6.8) 64(17.5) 194(53) 83(22.7) 366(100) 

註：記分方式：非常不可能~非常可能：1~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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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背景、心理、社會因素、體型意識滿意度 

與體重控制行為意圖之關係 

    本節主要在回答研究問題「研究對象之體重控制行為意圖、體型

意識滿意度是否因背景因素的不同而有所差異？」及「研究對象之心

理因素、社會因素、體型意識滿意度及體重控制行為意圖之間是否有

關係？」 

一、 背景因素與體型意識滿意度的關係 

(一) 性別 

    由表 4-18 可知：不同性別在外表評價方面達到顯著差異(p<0.05)，

男生的外表評價顯著高於女生的外表評價。 

    不同性別在對過重體重之關注方面達到顯著差異(p<0.05)，男生對

過重體重之關注顯著低於女生對過重體重之關注。 

    不同性別在身體各部位滿意度方面達到顯著差異(p<0.05)，男生的

對身體各部位滿意度顯著高於女生的對過重體重之關注。 

    整體而言，男生之外表評價及對身體各部位滿意度均高於女生，

而對過重體重之關注卻低於女生。本研究結果與王麗瓊(2001)、趙國欣

(2004)、蔡杏汶(2007)等人的研究結果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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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性別與體型意識滿意度之 t 檢定摘要表（n=366） 

變項名稱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外表評價    2.833** 

男 159 20.40 4.75  
女 207 18.98 4.73  

對過重體重之關注    -4.482*** 
男 159 6.42 2.08  

女 207 7.39 2.01  

身體各部位滿意度    2.236* 
男 159 26.76 6.65  
女 207 25.33 5.19  

自覺體型    .719 
男 159 7.42 1.511  
女 207 7.30 1.535  

 體型差    1.552 
男 159 3.20 3.22  
女 207 2.71 2.60  

*** p<.001   ** p<.01   * p<.05 

(二) 年級 

    從表 4-19 可以得知：不同年級在外表評價整體考驗之 F 值等於

3.84，達到顯著差異(p<0.05)，經事後比較發現：中三對於外表評價顯

著高於中一。 

表 4-19 年級與體型意識滿意度間之變異數分析（n=366） 

變項名稱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薛費氏 
事後比較 

外表評價    3.840** 中三>中一

中一 81 18.07 4.049   
中二 88 19.38 4.260   
中三 99 20.78 4.987   
中四 28 20.04 4.185   
中五 35 18.69 5.645   
中六 35 20.89 5.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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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年級與體型意識滿意度間之變異數分析（n=366）(續) 

變項名稱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薛費氏 
事後比較

對過重體重之關注    1.445  
中一 81 6.90 2.071   
中二 88 6.57 2.288   
中三 99 7.13 1.920   
中四 28 6.75 2.319   
中五 35 7.43 2.048   
中六 35 7.37 1.896   

身體各部位滿意度    1.071  
中一 81 24.84 5.083   
中二 88 26.74 6.309   
中三 99 26.38 5.818   
中四 28 25.96 6.221   
中五 35 25.34 6.430   
中六 35 25.94 5.985   

自覺體型    1.116  
中一 81 7.40 1.514   
中二 88 7.32 1.630   
中三 99 7.28 1.385   
中四 28 6.86 1.416   
中五 35 7.63 1.437   
中六 35 7.63 1.524   

體型差    0.341  
中一 81 2.73 2.687   
中二 88 3.08 2.964   
中三 99 2.96 3.175   
中四 28 2.44 2.543   
中五 35 3.00 2.461   
中六 35 3.17 3.115   

** p<.01   * p<.05 

   至於不同年級在對過重體重之關注、身體各部位滿意度、自覺體型

及體型差之變異數分析結果，均未達到統計上顯著差異，表示不同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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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在對過重體重之關注、身體各部位滿意度、自覺體型及體型差的滿

意度上沒有顯著不同。 

    此研究結果與王麗瓊(2001)、蔡杏汶(2007)的結果大致相同，「外

表評價」、「對體重過重之關注」、「身體各部位滿意程度」及「自

覺體重分類」等變項無「年級」比較上的差異情形。 

(三) 家庭社經地位 

    由表 4-20 可得知：不同家庭社經地位在體型意識滿意度之變異數

分析結果，均未達到統計上顯著差異，表示不同家庭社經地位在體型

意識滿意度上沒有顯著不同。 

    本研究結果與Cok(1990)、蔡季蓉(1990)、周玉真(1992)、蕭芳惠

(1995)、賈文玲(2001)的研究發現一致，顯示家庭社經地位的高低並不

會影響青少年對自己身體意象的看法與感受。 

表 4-20 家庭社經地位與體型意識滿意度間之變異數分析（n=366） 

變項名稱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外表評價    .976 

低社經 155 19.37 4.914  

中社經 147 19.50 4.570  

高社經 64 20.34 4.942  

對過重體重之關注    .521 

低社經 155 7.10 2.122  

中社經 147 6.88 1.995  

高社經 64 6.84 2.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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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家庭社經地位與體型意識滿意度間之變異數分析（n=366）(續) 

變項名稱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身體各部位滿意度    .871 

低社經 155 25.83 6.172  

中社經 147 25.70 5.691  

高社經 64 26.83 5.700  

自覺體型    .247 

低社經 155 7.35 1.532  

中社經 147 7.39 1.497  

高社經 64 7.23 1.581  

體型差    .274 

低社經 155 2.84 2.840  

中社經 147 3.06 3.055  

高社經 64 2.81 2.659  

(四) 體型 

由表 4-21 可得知：不同體型在「外表評價」、「身體各部位滿意

度」、「自覺體型」、「體型差」上有顯著差異，而在「對過重體重

之關注」方面，則未達到統計上之顯著差異。 

進一步從事後比較發現，外表評價上，正常組高於肥胖組，體型

變項可以解釋外表評價 6.6%的變異量；而身體各部位滿意度上，過輕

組高於肥胖組、正常組則高於過重組與肥胖組，體型變項可以解釋身

體各部位滿意度 8.6%的變異量，此種推論裁決正確率高達 99.9%。 

本研究結果與趙國欣(2004)、曾美娟(2006)、蔡杏汶(2007)等人的

研究大致相同，不同身體質量指數在身體各部位滿意度方面有顯著差

異，BMI 過重者低於正常與過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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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覺體型與體型差兩方面，則是正常組高於過輕組、過重組高

於過輕組和正常組、肥胖組高於其他三組，體型變項可以解釋自覺體

型 47.4%的變異量、體型差 51.3%的變異量，此種推論裁決正確率高達

100%。 

表 4-21 體型與體型意識滿意度間之變異數分析（n=366） 

變項名稱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薛費氏 
外表評價    8.464*** 正常>肥胖 

過輕 27 20.33 4.828   

正常 206 20.48 4.698   

過重 57 18.91 4.050   

肥胖 76 17.46 4.834   

對過重體重之關注    2.424  

過輕 27 5.96 2.121   

正常 206 6.99 2.138   

過重 57 7.11 1.915   

肥胖 76 7.17 2.036   

身體各部位滿意度    11.411*** 
過輕 27 28.19 5.818  
正常 206 27.02 5.917  
過重 57 25.04 4.114  
肥胖 76 22.96 5.887  

過輕>肥胖 

正常>過重 

正常>肥胖 

自覺體型    108.93*** 
過輕 27 5.52 1.156  
正常 206 6.78 1.172  
過重 57 8.04 .999  
肥胖 76 9.04 .986  

正常>過輕 

過重>過輕 

過重>正常 

肥胖>過輕 

肥胖>正常 

體型差    126.87*** 
過輕 27 .68 .813  
正常 206 1.69 1.237  
過重 57 3.36 1.964  
肥胖 76 6.73 3.544  

正常>過輕 

過重>過輕 

過重>正常 

肥胖>過輕 

肥胖>正常 

*** p<.001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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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過去體重控制經驗 

1、 過去體重控制經驗有無 

由表 4-22 可得知：過去體重控制經驗之不同在體型意識滿意度上

有顯著差異。整體來說，有體重控制經驗者其外表評價、身體各部位

滿意度顯著低於無體重控制經驗者；而在對過重體重關注、自覺體型、

體型差均顯著高於無體重控制經驗者。 

表 4-22 過去體重控制經驗與體型意識滿意度間之 t 檢定摘要表（n=366） 

變項名稱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外表評價     
有 191 18.96 4.852 -2.664** 
無 175 20.29 4.622  

對過重體重之關注     
有 191 7.51 1.835 5.308*** 
無 175 6.38 2.204  

身體各部位滿意度     
有 191 24.98 5.531 -3.329*** 
無 175 27.01 6.119  

自覺體型     
有 191 7.80 1.401 6.139*** 
無 175 6.86 1.506  

體型差     
有 191 3.58 2.867 4.694*** 
無 175 2.20 2.752  

*** p<.001   ** p<.01 

2、 體重控制經驗類型 

（1） 飲食控制 

    由表 4-23 可知：飲食控制經驗的有無，在「對過重體重之關注」、

「身體各部位滿意度」、「自覺體型分類」、「體型差」四方面達到統計

上顯著差異(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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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飲食控制經驗者的對過重體重之關注、自覺體型、體型差顯著

高於無飲食控制經驗者；但對身體各部位滿意度則顯著低於無飲食控

制經驗者。 

（2） 運動行為 

由表 4-24 可知：運動行為經驗的有無，在「對過重體重之關注」、

「自覺體型」、「體型差」三方面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異(p<0.05)。 

    有運動行為經驗者的對過重體重之關注、自覺體型、體型差顯著

高於無運動行為經驗者。 

表 4-23 飲食控制與體型意識滿意度間之 t 檢定摘要表（n=366） 

變項名稱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無 217 19.95 4.810 1.734外表評價 
有 149 19.07 4.711  
無 217 6.45 2.173 -6.201***對過重體重之關注 
有 149 7.72 1.725  
無 217 26.74 6.096 3.103**身體各部位滿意度 
有 149 24.81 5.419  
無 217 7.03 1.510 -4.964***自覺體型 
有 149 7.81 1.425  
無 217 2.40 2.692 -4.153***體型差 
有 149 3.68 3.015  

*** p<.001   ** p<.01 
表 4-24 運動行為與體型意識滿意度之 t 檢定摘要表（n=366） 

變項名稱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無 238 19.84 4.605 1.359外表評價 
有 128 19.13 5.084  
無 238 6.72 2.156 -3.08**對過重體重之關注 
有 128 7.42 1.902  
無 238 26.36 5.865 1.79身體各部位滿意度 
有 128 25.20 5.912  
無 238 7.04 1.526 -5.474***自覺體型 
有 128 7.92 1.349  
無 238 2.45 2.687 -4.190***體型差 
有 128 3.80 3.064  

*** p<.001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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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體重控制行為持續情形 

由表 4-25 可得知：不同體重控制行為持續情形在「外表評價」、

「對過重體重之關注」、「身體各部位滿意度」、「自覺體型」、「體

型差」上皆有顯著差異。 

進一步從事後比較發現，在外表評價上，「無體重控制行為組」

高於「斷斷續續進行組」；對過重體重之關注上，「曾經但已中斷組」

與「斷斷續續進行組」皆高於「無體重控制行為組」；在身體各部位

滿意度上，「無體重控制行為組」高於「斷斷續續進行組」；在自覺體

型上，「曾經但已中斷組」及「斷斷續續進行組」皆高於「無體重控制

行為組」；在體型差上，「曾經但已中斷組」及「斷斷續續進行組」皆

高於「無體重控制行為組」。 

表 4-25 體重控制行為持續情形與體型意識滿意度之變異數分析（n=366） 

變項名稱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薛費氏事後比較 

外表評價    4.18** 無>斷斷續續進行 

無 175 20.29 4.622   

一直未曾中斷 17 21.47 5.149   

曾經但已中斷 64 18.88 5.025   

斷斷續續進行 110 18.63 4.631   

對過重體重之關注    10.07*** 曾經但已中斷>無 

無 175 6.38 2.204  斷斷續續進行>無 

一直未曾中斷 17 7.41 2.123   

曾經但已中斷 64 7.27 1.970   

斷斷續續進行 110 7.66 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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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體重控制行為持續情形與體型意識滿意度之變異數分析（n=366）(續) 
變項名稱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薛費氏事後比較 

身體各部位滿意度    5.95*** 無>斷斷續續進行 

無 175 27.01 6.119   

一直未曾中斷 17 28.24 7.437   

曾經但已中斷 64 25.16 5.507   

斷斷續續進行 110 24.38 5.065   

自覺體型    13.35*** 曾經但已中斷>無 

無 175 6.86 1.506  斷斷續續進行>無 

一直未曾中斷 17 7.41 1.502   

曾經但已中斷 64 7.69 1.390   

斷斷續續進行 110 7.92 1.389   

體型差    8.694*** 曾經但已中斷>無 

無 175 2.20 2.752  斷斷續續進行>無 

一直未曾中斷 17 2.34 1.595   

曾經但已中斷 64 3.57 3.202   

斷斷續續進行 110 3.78 2.784   

*** p<.001   ** p<.01 

二、 心理因素與體型意識滿意度的關係 

(一) 自尊 

    由表 4-26 之積差相關可得知，整體來看，自尊與外表評價、身體

各部位滿意度之間呈顯著中度正相關(r=.461，p<.01；r=.430，p<.01)，

而自尊與對過重體重之關注、自覺體型、體型差均呈顯著低度負相關

（r= -.149，p<.01；r= -.157，p<.01；r= -.149，p<.01）。 

意即研究對象自尊越高，其外表評價越高、對身體各部位的滿意

度越佳；對過重體重之關注越低、自覺體型越傾向輕、實際 BMI 與期

望 BMI 之差距(體型差)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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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與Roesn et al.(1987)、Siegel et al.(1999)及李曉蓉(1997)、賈文玲

（2001）、趙國欣(2004)、曾美娟(2006)等人的研究結果一致，自尊愈高

者，對於整體身體意象的看法與評價會愈高；青少女自尊愈低，其對

於體重的關注程度會愈高。 

表 4-26 自尊與體型意識滿意度之皮爾森積差相關（n=366） 

 外表評價 
對過重體重

之關注 
身體各部位

滿意度 
自覺體型 體型差 

自尊 .461** -.149** .430** -.157** -.149** 

外表評價  -.204** .660** -.385** -.323** 

對過重體重

之關注 
  -.263** .286** .167** 

身體各部位

滿意度 
   -.463** -.384** 

自覺體型     .690** 

** p<.01    * p<.05 
 

(二) 內外控特質 

由表 4-27 可得知：不同內外控特質在外表評價（F=3.527，p<.05）

及身體各部位滿意度（F=3.435，p<.05）上有顯著差異。 

經事後比較後發現，在外表評價方面，內控組顯著高於外控組，

此結果與尤嫣嫣(2002)的研究一致，內控型在外表評價上高於外控型。 

至於不同內外控特質在對過重體重之關注、自覺體型及體型差之

變異數分析結果，均未達到統計上顯著差異，表示不同內外控特質在

對過重體重之關注、自覺體型及體型差的滿意度上沒有顯著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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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 內外控特質與體型意識滿意度之變異數分析（n=366） 

變項名稱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薛費氏事後比較 
外表評價    3.527* 內控>外控 

內控組 118 20.31 4.919   
中間組 132 19.75 4.671   
外控組 116 18.69 4.663   

對過重體重之關注    2.735  
內控組 118 6.92 2.127   
中間組 132 6.70 2.085   
外控組 116 7.32 2.041   

身體各部位滿意度    3.435* 沒有顯著差異 
內控組 118 26.54 6.216   
中間組 132 26.46 5.285   
外控組 116 24.78 6.105   

自覺體型    1.255  
內控組 118 7.25 1.586   
中間組 132 7.27 1.534   
外控組 116 7.53 1.441   

體型差    1.603  
內控組 118 3.07 2.795   
中間組 132 2.57 2.691   
外控組 116 3.18 3.183   

** p<.01   * p<.05 

三、 社會因素與體型意識滿意度的關係 

(一) 受嘲笑經驗與體型意識滿意度 

1、 受嘲笑情形 

由表 4-28 之積差相關可得知，整體來看，受嘲笑情形與對過重體

重之關注、自覺體型、體型差之間呈顯著正相關(r=.186，p<.01；r=.495，

p<.01；r=.627，p<.01；r=.583，p<.01)，而受嘲笑情形與外表評價、身

體各部位滿意度均呈顯著低度負相關（r= -.318，p<.01；r= -.330，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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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即研究對象之受嘲笑情形越嚴重，其對過重體重之關注越高、

對自覺體型傾向越重、對實際 BMI 與期望 BMI 的差距（體型差）越大；

對外表評價越低、對身體各部位滿意度越低。 

表 4-28 受嘲笑情形與體型意識滿意度之皮爾森積差相關（n=366） 

變項 
名稱 

外表 
評價 

對過重體重

之關注 
身體各部位

滿意度 
自覺 
體型 

體型差 

受嘲笑情形 -.318** .186** -.330** .627** .583** 

外表評價  -.204** .660** -.385** -.323** 

對過重體重

之關注 
  -.263** .286** .167** 

身體各部位

滿意度 
   -.463** -.384** 

自覺體型     .690** 

** p<.01  

2、 受嘲笑反應強度 

由表 4-29 之積差相關可得知，整體來看，受嘲笑反應強度與對過

重體重之關注、自覺體型、體型差之間均呈顯著正相關(r=.312，p<.01；

r=.553，p<.01；r=.464，p<.01)，而受嘲笑反應強度與外表評價、身體

各部位滿意度均呈顯著低度負相關（r= -.355，p<.01；r= -.384，p<.01）。 

意即研究對象之受嘲笑反應強度越大，其對過重體重之關注越

高、對自覺體型傾向越重、對實際 BMI 與期望 BMI 的差距（體型差）

越大；對外表評價越低、對身體各部位滿意度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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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9 受嘲笑反應強度與體型意識滿意度之皮爾森積差相關（n=366） 

變項 
名稱 

外表 
評價 

對過重體重

之關注 
身體各部位

滿意度 
自覺體型 體型差 

受嘲笑反應

強度 
-.355** .312** -.384** .553** .464** 

外表 
評價 

 -.204** .660** -.385** -.323** 

對過重體重

之關注 
  -.263** .286** .167** 

身體各部位

滿意度 
   -.463** -.384** 

自覺體型     .690** 

** p<.01  

(二) 媒體接觸經驗與體型意識滿意度 

1、 電視 

由表 4-30、表 4-31 可得知：不同電視接觸頻率、時間在體型意識

滿意度之變異數分析結果，均未達到統計上顯著差異，表示不同電視

接觸頻率、時間在體型意識滿意度上沒有顯著不同。 

而王麗瓊(2001)的研究指出：平日收看電視的時間越長者，對體重

過重之關注程度越多；假日收看電視的時間越長者，對體重過重之關

注程度越多，但對身體的外表評價越差；羅惠丹(2004)的研究也指出：

收看電視時間較長者，對外表的評價較差。 

本研究結果與王麗瓊(2001)研究結果相同，收視的時間與身體意象

之相關值皆不高，所以收視的時間與身體意象並無非常顯著相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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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0 電視接觸頻率與體型意識滿意度之變異數分析（n=366） 

變項名稱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外表評價     .255 

從不看 3 22.00 5.196  
很少看 67 19.81 4.973  
偶爾看 74 19.50 4.320  
時常看 57 19.39 4.346  

 

每天看 165 19.58 5.073  
對過重體重之關注     .476 

從不看 3 7.67 2.082  
很少看 67 6.70 2.309  
偶爾看 74 6.92 1.849  
時常看 57 7.12 2.245  

 

每天看 165 7.03 2.067  
身體各部位滿意度     .572 

從不看 3 28.67 9.074  
很少看 67 26.54 5.753  
偶爾看 74 26.05 5.126  
時常看 57 26.23 5.339  

 

每天看 165 25.53 6.420  
自覺體型     1.330 

從不看 3 7.33 .577  
很少看 67 7.27 1.543  
偶爾看 74 7.16 1.405  
時常看 57 7.12 1.743  

 

每天看 165 7.55 1.488  
體型差     .180 

從不看 3 2.13 .416  
很少看 67 3.06 3.633  
偶爾看 74 2.81 2.857  
時常看 57 2.77 2.609  

 

每天看 165 2.98 2.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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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電視接觸時間與體型意識滿意度之變異數分析（n=366） 

變項名稱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1.794 

0 小時 3 22.00 5.196  
1 小時以內 39 19.28 5.109  

1 小時 76 20.43 4.275  
2-3 小時 168 19.83 4.904  
4-5 小時 52 18.40 4.303  

外表評價 

6 小時以上 28 18.32 5.341  
    1.414 

0 小時 3 7.67 2.082  
1 小時以內 39 7.05 1.877  

1 小時 76 6.64 2.279  
2-3 小時 168 6.86 2.147  
4-5 小時 52 7.56 1.697  

對過重體重之關注 

6 小時以上 28 7.18 2.127  
    .931 

0 小時 3 28.67 9.074  
1 小時以內 39 25.08 6.458  

1 小時 76 26.86 5.554  
2-3 小時 168 26.06 6.060  
4-5 小時 52 25.12 5.063  

身體各部位滿意度 

6 小時以上 28 25.36 6.196  
    .404 

0 小時 3 7.33 .577  
1 小時以內 39 7.57 1.699  

1 小時 76 7.17 1.399  
2-3 小時 168 7.42 1.542  
4-5 小時 52 7.31 1.449  

自覺體型 

6 小時以上 28 7.25 1.735  
    1.612 

0 小時 3 2.13 .416  
1 小時以內 39 3.92 3.528  

1 小時 76 2.39 2.842  
2-3 小時 168 2.95 2.769  
4-5 小時 52 2.74 2.294  

體型差 

6 小時以上 28 3.26 3.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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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網路 

由表 4-32、表 4-33 可得知：不同網路接觸頻率、時間在體型意識

滿意度之變異數分析結果，均未達到統計上顯著差異，表示不同網路

接觸頻率、時間在體型意識滿意度上沒有顯著不同。 
表 4-32 網路接觸頻率與體型意識滿意度之變異數分析（n=366） 

變項名稱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331 

從不 12 18.67 2.605  
很少 127 19.54 4.461  
偶爾 85 19.55 5.142  
時常 53 20.19 4.620  

外表評價 

每天 89 19.49 5.229  
    1.058 

從不 12 6.33 2.060  
很少 127 7.19 1.947  
偶爾 85 7.04 1.955  
時常 53 6.94 2.179  

對過重體重之關注 

每天 89 6.69 2.363  
    .471 

從不 12 26.50 4.622  
很少 127 25.51 4.897  
偶爾 85 26.01 6.665  
時常 53 26.79 5.418  

身體各部位滿意度 

每天 89 25.96 6.844  
    .709 

從不 12 7.00 1.348  
很少 127 7.46 1.567  
偶爾 85 7.26 1.544  
時常 53 7.15 1.433  

自覺體型 

每天 89 7.45 1.523  
    1.649 

從不 12 2.01 2.499  
很少 127 3.13 3.082  
偶爾 85 2.71 2.004  
時常 53 2.30 2.562  

體型差 

每天 89 3.33 3.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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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網路接觸時間與體型意識滿意度之變異數分析（n=366） 

變項名稱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384 

0 小時 11 18.82 2.676  
1 小時以內 43 20.21 4.719  

1 小時 58 19.53 4.504  
2-3 小時 131 19.31 5.026  
4-5 小時 71 19.61 4.048  

外表評價 

6 小時以上 52 20.04 5.794  
    .780 

0 小時 11 6.55 2.018  
1 小時以內 43 6.93 2.086  

1 小時 58 7.21 1.890  
2-3 小時 131 7.14 2.022  
4-5 小時 71 6.79 2.261  

對過重體重之關注 

6 小時以上 52 6.63 2.293  
0 小時 11 26.55 4.845 .677 

1 小時以內 43 26.58 5.877  
1 小時 58 26.09 5.805  

2-3 小時 131 25.24 5.483  
4-5 小時 71 26.18 5.612  

6 小時以上 52 26.65 7.496  

身體各部位滿意度 

     
    .550 

0 小時 11 7.09 1.375  
1 小時以內 43 7.07 1.751  

1 小時 58 7.36 1.575  
2-3 小時 131 7.46 1.421  
4-5 小時 71 7.28 1.638  

自覺體型 

6 小時以上 52 7.44 1.524  
    .626 

0 小時 11 2.14 2.576  
1 小時以內 43 2.55 2.625  

1 小時 58 2.85 2.807  
2-3 小時 131 3.08 3.209  
4-5 小時 71 2.75 2.266  

體型差 

6 小時以上 52 3.31 3.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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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背景因素與體重控制行為意圖的關係 

(一) 性別 

由表 4-34 可得知，不同性別在體重控制行為意圖上未達到顯著差

異。 

此研究結果與賴翠琪(2002) 、蘇玉嬋(2002)以性別為預測變項探討

國中學生體重控制行為意向，發現性別並無差異，結果相同。 

表 4-34 性別與體重控制行為意圖之 t 檢定摘要表 (n=366) 

性別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男 159 2.85 .851 
女 207 2.97 .791 

-1.346 

(二) 年級 

由表 4-35 可知，不同年級在體重控制行為意圖未達到顯著差異。 

此研究結果與藺寶珍、王瑞霞（1996）；郭婉萍（2000）；賴翠

琪(2002)的研究結果相同，年級與體重控制行為意向無顯著相關。 

表 4-35 年級與體重控制行為意圖之變異數分析(n=366) 

年級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中一 81 2.83 .755 1.470 
中二 88 2.88 .945  
中三 99 3.00 .795  
中四 28 2.68 .723  
中五 35 3.14 .648  
中六 35 2.94 .873  

(三) 家庭社經地位 

    由表 4-36 可知，不同家庭社經地位在體重控制行為意圖的整體考

驗未達顯著差異，表示不同家庭社經地位在未來體重控制行為意圖上

沒有顯著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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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結果與賴翠琪（2002）、林秀惠(2004)的研究結果一致，家庭社

經地位與體重控制行為意向是無關的。 

表 4-36 家庭社經地位與體重控制行為意圖之變異數分析(n=366) 

社經地位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低社經 155 2.86 0.846 1.894 
中社經 147 2.89 0.769  
高社經 64 3.09 0.849  

(四) 體型 

    由表 4-37 可得知：不同體型在體重控制行為意圖整體考驗之 F 值

為 10.017，達到顯著差異(p<0.05)，經事後比較發現：正常組對於未來

體重控制行為意圖顯著高於過輕組；過重組對於未來體重控制行為意

圖顯著高於過輕組；肥胖組對於未來體重控制行為意圖顯著高於過輕

組和正常組。 

    此研究結果與蘇玉嬋(2002)研究結果相似，實際體型過重者，其體

重控制行為意圖顯著高於體型正常者。 
表 4-37 體型與體重控制行為意圖之變異數分析 (n=366) 

體型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薛費氏事後比較 
過輕 27 2.26 .984 10.017*** 
正常 206 2.86 .803  
過重 57 3.05 .854  
肥胖 76 3.18 .605  

正常>過輕 
過重>過輕 
肥胖>過輕 
肥胖>正常 

*** p<.001   ** p<.01   

(五) 過去體重控制經驗 

1、 過去有無體重控制經驗 

    由表 4-38 可得知：過去體重控制經驗之有無在體重控制行為意圖

上達到顯著差異(p<0.05)。過去有體重控制經驗者其體重控制行為意圖

顯著高於過去無體重控制經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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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結果與郭婉萍(2000)、蘇玉嬋(2002)、賴翠琪(2002)、林秀惠(2004)

等人的研究結果一致，即有體重控制經驗者的體重控制意圖比無體重

控制經驗者強。 

2、 過去體重控制行為類型 

由表 4-38 可得知：不同飲食控制經驗者在體重控制行為意圖達到

顯著差異(p<0.05)。 

過去以運動行為方式控制體重者，其體重控制行為意圖也顯著高

於沒有者，達到顯著差異(p<0.05)。 

選擇其他方式進行體重控制者其體重控制意圖亦顯著高於沒有

者，達顯著差異(p<0.05)。 

表 4-38 體重控制行為類型與體重控制意圖之 t 檢定摘要表 (n=366) 

變項名稱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有 191 3.20 .645 7.487***過去體重控制經驗 
無 175 2.60 .871  
無 217 2.69 .856 -7.066***飲食控制 
有 149 3.24 .633  
無 238 2.78 .868 -4.759***運動行為 
有 128 3.16 .649  
無 363 2.91 .818 -1.600藥物控制 
有 3 3.67 .577  
無 360 2.90 .817 -2.281*其他 
有 6 3.67 .516  

*** p<.001   ** p<.01    * p<.05 

3、 體重控制行為持續情形 

    由表 4-39 可得知：不同體重控制行為持續情形在體重控制行為意

圖整體考驗之 F 值為 19.495，達到顯著差異，經事後比較發現：「一

直未曾中斷組」對於未來體重控制行為意圖顯著高於「無體重控制經

驗組」；「曾經但已中斷組」對於未來體重控制行為意圖顯著高於「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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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重控制經驗組」；「斷斷續續進行組」對於未來體重控制行為意圖

顯著高於「無體重控制經驗組」。  

表 4-39 體重控制持續情形與體重控制行為意圖之變異數分析(n=366) 

持續情形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事後比較 
無 175 2.60 .871 19.495*** 一直未曾中斷>無 

一直未曾中斷 17 3.29 .588  曾經但已中斷>無 
曾經但已中斷 64 3.13 .655  斷斷續續進行>無 
斷斷續續進行 110 3.24 .649   

*** p<.001 

五、 心理因素與體重控制行為意圖的關係 

(一) 自尊 

    由表 4-40 可得知：研究對象之自尊與體重控制行為意圖之相關係

數未達顯著水準，意即自尊與體重控制行為意圖無顯著相關。 

    而連婉如(2006)研究指出：自尊會直接正向影響其外表評價、身體

各部位滿意度，自尊經由影響外表評價、身體各部位滿意度間接負向

影響飲食異常行為。 

表 4-40 自尊與體重控制行為意圖之皮爾森積差相關（n=366） 

變項名稱 自尊 

體重控制行為意圖 .007 

(二) 內外控特質 

    由表 4-41 可得知：不同內外控特質在體重控制行為意圖整體考驗

之 F 值為 2.436，未達顯著差異。 

而蔡淑玲(1999)、賴靖薇(2001)、林俊傑(2007)等人研究指出，內

外控人格特質會影響飲食行為、部分運動態度、運動參與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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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內外控特質與體重控制行為意圖之變異數分析(n=366) 

內外控特質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內控組 118 2.95 .825 2.436 
中間組 132 2.80 .845  
外控組 116 3.02 .769  

六、 社會因素與體重控制行為意圖的關係 

(一) 受嘲笑經驗 

    由表 4-42 可得知，整體來看，受嘲笑情形、受嘲笑反應強度與體

重控制行為意圖之間呈顯著低度正相關(r=.312，p<.01；r=.301，p<.01)；

而受嘲笑情形與受嘲笑反應強度則呈現高度正相關(r=.789，p<.01)。意

即研究對象受嘲笑情形越多、受嘲笑反應強度越大，其未來體重控制

行為意圖越高。 

    研究結果與 Levine et al.（1994）、林宜親（1998）等人之研究大致

相同，受到來自家人嘲笑其體重、體型與變瘦的慾望是有強烈的關係、

體型受嘲笑經驗的多寡會影響青少年節制飲食行為。 

表 4-42 受嘲笑經驗與體重控制行為意圖之皮爾森積差相關（n=366） 

變項名稱 受嘲笑情形 受嘲笑反應強度 

體重控制行為意圖 .312** .301** 

受嘲笑情形  .789** 

** p<.01    

(二) 媒體接觸經驗 

    由表 4-43 可得知：整體來看，體重控制行為意圖與收看電視習慣、

時間長短、網路使用習慣、時間長短均未達統計上顯著水準，意即媒

體接觸經驗不同，其體重控制行為意圖沒有顯著差異。 

    而郭婉萍（2000）、賴翠琪(2002)、林秀惠（2004）等人研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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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重商業廣告、減重報導與減重意圖間都呈正相關，刺激經驗越多則

其體重控制行為意向越強，電視為體重控制報導及廣告主要來源。 

 

表 4-43 媒體接觸經驗與體重控制行為意圖之皮爾森積差相關（n=366） 

變項名稱 
收看電視 
習慣 

收看電視 
時間 

使用網路 
習慣 

使用網路 
時間 

體重控制 
行為意圖 

.016 -.033 -.038 -.029 

收看電視習慣  .349** .138** .144** 

收看電視時間   .147** .306** 

使用網路習慣    .461** 

七、 體型意識滿意度與體重控制行為意圖的關係 

    由表 4-44 之積差相關可得知，整體來看，體重控制行為意圖與對

過重體重之關注、自覺體型、體型差之間呈顯著低度正相關(r=.380，

p<.01；r=.400，p<.01；r=.247，p<.01)，而與外表評價、身體各部位滿

意度均呈顯著低度負相關（r=－.112，p<.05；r=－.182，p<.01）。 

    意即研究對象對過重體重之關注越高、自覺體型越傾向重、體型

差越多，其體重控制行為意圖越高；而外表評價越低、身體各部位滿

意度越低，其體重控制行為意圖越高。 

    本研究結果與郭婉萍(2000)、賴翠琪(2002)、林秀惠(2004)等人的

研究一致，自覺體型及實際過重者的體重控制意圖比體型過瘦者強；

愈不滿意、在意自己體型的，其從事體重控制的意圖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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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 體型意識滿意度與體重控制行為意圖之皮爾森積差相關（n=366） 

 外表評價 
對過重體重

之關注 
身體各部位

滿意度 
自覺體型 體型差 

體重控制 
行為意圖 

-.112* .380** -.182** .400** .247** 

外表評價  -.204** .660** -.385** -.323** 

對過重體重

之關注   -.263** .286** .167** 

身體各部位

滿意度    -.463** -.384** 

自覺體型     .690** 
** p<.01   *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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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背景、心理、社會因素、體型意識滿意度 

對體重控制行為意圖之預測力 

    本節主要在回答研究問題「研究對象之背景因素、心理因素、社

會因素、體型意識滿意度對體重控制行為意圖的預測力如何？」 

    為了解體型意識滿意度之重要影響因素，將體型意識滿意度當效

標變項，背景、心理及社會因素當預測變項，以多元逐步迴歸分析法

進行分析，以檢視這些相關因素對體型意識滿意度的預測力。 

    本研究之預測變項中，性別、過去體重控制經驗，在進行多元逐

步迴歸分析前須先須轉換成虛擬變項。其中，性別以「女生」、過去

體重控制經驗以「無」，作為參照組；其他變項則以原始分數進行迴

歸分析。 

    分析前，只將有相關的預測變項放入迴歸分析中，在進行分析時，

亦需檢查各預測變項間是否有多元共線性（multicollinearity）問題，以

減少迴歸係數估計上的偏差。 

    本研究所採用之多元共線性檢查指標有：變異數膨脹係數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大於 10；特徵值(EV)小於 0.01；條件

指標（condition index，CI）大於或等於 30，只要上述任一成立，表示

有多元共線性現象。如預測變項間具有多元共線性存在，需加以修正

後，再進行統計分析。 

    因體型意識滿意度五個部分的計分方式有所差異，故本研究分為

五個部分個別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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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心理、社會因素對外表評價 

    從表 4-45 中可知，各預測變項之 VIF 值介於 1.046 到 1.460 之間；

特徵值皆大於 0.01；條件指標皆小於 30，並未具有多元共線性問題，

可進一步進行統計分析。 

從表 4-46 中可發現：能有效預測外表評價的變項共五個，依進入

迴歸模式的順序分別為：自尊、受嘲笑反應強度、性別、體型、年級。 

此五個變項與外表評價的決定係數為.371，表示進入迴歸模式的五

個變項可解釋外表評價 37.1%的變異量。 

從個別變項的預測力來看，以自尊的解釋力最高，可以解釋

21.2%，其次為受嘲笑反應強度，其解釋變異量有 6.4%，兩者累積的

解釋變異量共有 27.6%。而性別、體型、年級的解釋力分別為 4.9%、

3.0%、1.6%。  

從標準化迴歸係數來看，進入迴歸模式中五個變項的 β 值分別

為.438、－.155、.290、－.234、.129。β值為正表示對外表評價的影響

為正向，β值如為負表示其對效標變項之影響為負向，意即自尊越高、

性別為男生、年級越高，其外表評價越高；反之，受嘲笑反應強度越

大、體型越重，其外表評價越低。 

    標準化迴歸方程式： 

外表評價=.438×自尊－.155×受嘲笑反應強度＋.290×性別－.234×

體型＋.129×年級。 

    非標準化迴歸方程式： 

外表評價=15.102＋.351×自尊－.089×受嘲笑反應強度＋2.794×性

別－.267×體型＋0.395×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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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研究結果與賈文玲(2001)研究結果一致，即自尊對身體意象的預

測力最佳；也與王麗瓊(2001)研究大致相同，BMI值愈大、女生、遭同

儕嘲笑經驗愈多，其對身體意象的評價愈不滿意。 

表 4-45 外表評價之多元共線性診斷 

 VIF 特徵值(EV) 條件指標(CI) 
(常數)  4.922 1.000 
自尊 1.097 .525 3.061 

受嘲笑反應強度 1.392 .350 3.750 
性別 1.129 .159 5.563 
體型 1.460 .030 12.709 
年級 1.046 .013 19.780 

表 4-46 各預測變項與外表評價之多元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n=366) 

進入變項順序 B β R2 ΔR2 t 值 F 值 
(常數) 15.102    10.663*** 42.469*** 
自尊 .351 .438 .212 .212 9.997***  

受嘲笑反應強度 -.089 -.155 .276 .064 -3.143**  
性別 2.794 .290 .325 .049 6.528***  
體型 -.267 -.234 .355 .030 -4.624***  
年級 .395 .129 .371 .016 3.011**  

*** p<.001   ** p<.01   * p<.05 

二、 背景、心理、社會因素對過重體重之關注 

    從表 4-47 中可知，各預測變項之 VIF 值介於 1.021 到 1.079 之間；

特徵值皆大於 0.01；條件指標皆小於 30，並未具有多元共線性問題，

可進一步進行統計分析。 

    從表 4-48 中可發現：能有效預測對過重體重之關注的變項共三

個，依進入迴歸模式的順序分別為：受嘲笑反應強度、性別、自尊。 

此三個變項與對過重體重之關注的決定係數為.170，表示進入迴歸

模式的三個變項可解釋對過重體重之關注 17.0%的變異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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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個別變項的預測力來看，以受嘲笑反應強度的解釋力最高，可

以解釋 9.7%，其次性別可解釋 6.1%、自尊可解釋 1.2%。 

從標準化迴歸係數來看，進入迴歸模式中三個變項的 β 值分別

為.299、－.262、－.115。β 值為正表示對過重體重之關注的影響為正

向，β值如為負表示其對效標變項之影響為負向，意即受嘲笑反應強度

越大，其對過重體重之關注越高；反之，性別是男生、自尊越高者，

對過重體重之關注越低。 

    標準化迴歸方程式： 

對過重體重之關注=.299×受嘲笑反應強度－.262×性別－.115×自

尊。 

非標準化迴歸方程式： 

對過重體重之關注=7.676＋.075×受嘲笑反應強度－1.106×性別

－.040×自尊。 

表 4-47 對過重體重關注之多元共線性診斷 

 VIF 特徵值(EV) 條件指標(CI) 
(常數)  4.248 1.000 

受嘲笑反應強度 1.136 .750 2.379 
性別 1.151 .212 4.479 
自尊 1.080 .021 14.306 

表 4-48 各預測變項與對過重體重關注之多元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n=366) 

進入變項順序 B β R2 ΔR2 t 值 F 值 

(常數) 7.676    14.739*** 24.742*** 
受嘲笑反應強度 .075 .299 .097 .097 6.065***  

性別 -1.106 -.262 .158 .061 -5.415***  
自尊 -.040 -.115 .170 .012 -2.307*  

*** p<.001   *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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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背景、心理、社會因素對身體各部位滿意度 

    從表 4-49 中可知，各預測變項之 VIF 值介於 1.091 到 1.413 之間；

特徵值皆大於 0.01；條件指標皆小於 30，並未具有多元共線性問題，

可進一步進行統計分析。 

從表 4-50 中可發現：能有效預測身體各部位滿意度的變項共四

個，依進入迴歸模式的順序分別為：自尊、受嘲笑反應強度、性別、

體型。 

此四個變項與身體各部位滿意度的決定係數為.355，表示進入迴歸

模式的四個變項可解釋身體各部位滿意度 35.5%的變異量。 

從個別變項的預測力來看，以自尊的解釋力最高，可以解釋

18.5%，其次為受嘲笑反應強度，其解釋變異量有 8.4%，而性別可解

釋 3.6%、體型可解釋 5.0%的變異量。 

從標準化迴歸係數來看，進入迴歸模式中四個變項的 β 值分別

為.409、－.176、.262、－.266。β值為正表示對身體各部位滿意度的影

響為正向，β 值如為負表示其對效標變項之影響為負向，意即自尊越

高、性別是男生，則對身體各部位滿意度越高；受嘲笑反應強度越大、

體型越重，則對身體各部位滿意度低。 

    標準化迴歸公式為： 

身體各部位滿意度=.409×自尊－.176×受嘲笑反應強度＋.262×性

別－.266×體型。 

非標準化迴歸方程式： 

身體各部位滿意度=23.842＋.405×自尊－.124×受嘲笑反應強度＋

3.116×性別－.376×體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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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9 身體各部位滿意度之多元共線性診斷 
 VIF 特徵值(EV) 條件指標(CI) 

(常數)  4.142 1.000 

自尊 1.091 .503 2.870 

受嘲笑反應強度 1.384 .312 3.643 

性別 1.119 .031 11.559 

體型 1.413 .013 18.132 

表 4-50 各預測變項與身體各部位滿意度之多元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n=366) 
進入變項順序 B β R2 ΔR2 t 值 F 值 

(常數) 23.842    13.552*** 49.769*** 
自尊 .405 .409 .185 .185 9.271***  

受嘲笑反應強度 -.124 -.176 .269 .084 -3.544***  
性別 3.116 .262 .305 .036 5.866***  
體型 -.376 -.266 .355 .050 -5.299***  

*** p<.001    

四、 背景、心理、社會因素對自覺體型 

從表 4-51 可知，各預測變項之 VIF 值介於 1.121 到 3.304 之間；

特徵值皆大於 0.01；條件指標皆小於 30，並未具有多元共線性問題，

可進一步進行統計分析。 

從表 4-52 中可發現：能有效預測自覺體型的變項共四個，依進入

迴歸模式的順序分別為：體型、受嘲笑反應強度、受嘲笑情形、過去

體重控制經驗。 

此四個變項與自覺體型的決定係數為.579，表示進入迴歸模式的四

個變項可解釋自覺體型 57.9%的變異量。 

從個別變項的預測力來看，以體型的解釋力最高，可以解釋

50.0%，其次為受嘲笑反應強度，其解釋變異量有 6.2%，而受嘲笑情

形可解釋 0.9%、過去體重控制經驗可解釋 0.8%的變異量。 



 

 102

從標準化迴歸係數來看，進入迴歸模式中四個變項的 β 值分別

為.512、.149、.170、.093。β 值為正表示對自覺體型的影響為正向，β

值如為負表示其對效標變項之影響為負向，意即體型越重、受嘲笑反

應強度越大、受嘲笑情形越多、有過去體重控制經驗者，其自覺體型

越傾向重。 

    標準化迴歸公式為： 

自覺體型=.512×體型＋.149×受嘲笑反應強度＋.170×受嘲笑情形

＋.093×過去體重控制經驗。 

非標準化迴歸方程式： 

自覺體型=2.559＋.186×體型＋.027×受嘲笑反應強度＋.050×受嘲

笑情形＋.283×過去體重控制經驗。 

表 4-51 自覺體型之多元共線性診斷 

 VIF 特徵值(EV) 條件指標(CI) 
(常數)  4.136 1.000 
體型 1.614 .417 3.149 

受嘲笑反應強度 2.723 .343 3.470 
受嘲笑情形 3.304 .091 6.749 

過去體重控制經驗 1.121 .012 18.534 

表 4-52 各預測變項與自覺體型之多元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n=366) 

進入變項順序 B β R2 ΔR2 t 值 F 值 

(常數) 2.559    8.214*** 124.191*** 

體型 .186 .512 .500 .500 11.792***  

受嘲笑反應強度 .027 .149 .563 .062 2.638**  

受嘲笑情形 .050 .170 .571 .009 2.740**  

過去體重控制經驗 .283 .093 .579 .008 -2.571*  

*** p<.001   ** p<.01   *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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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背景、心理、社會因素對體型差 

從表 4-53 可知，各預測變項之 VIF 值介於 1.039 到 1.658 之間；

特徵值皆大於 0.01；條件指標皆小於 30，並未具有多元共線性問題，

可進一步進行統計分析。 

從表 4-54 中可發現：能有效預測體型差的變項共三個，依進入迴

歸模式的順序分別為：體型、受嘲笑情形、自尊。 

此三個變項與體型差的決定係數為.657，表示進入迴歸模式的三個

變項可解釋體型差 65.7%的變異量。 

從個別變項的預測力來看，以體型的解釋力最高，可以解釋

63.7%，其次為受嘲笑情形，其解釋變異量有 1.4%，而自尊可解釋 0.6%。 

從標準化迴歸係數來看，進入迴歸模式中三個變項的 β 值分別

為.712、.132、－.081。β值為正表示對體型差的影響為正向，β值如為

負表示其對效標變項之影響為負向，意即體型越重、受嘲笑情形越多，

其體型差越大；而自尊越高，其體型差越小。 

    標準化迴歸公式為： 

體型差 =.712×體型＋.132×受嘲笑情形－.081×自尊。 

非標準化迴歸方程式： 

體型差 =－7.279＋.493×體型＋.074×受嘲笑情形－.039×自尊。 

表 4-53 體型差之多元共線性診斷 

 VIF 特徵值(EV) 條件指標(CI) 

(常數)  3.555 1.000 

體型 1.608 .400 2.980 

受嘲笑情形 1.658 .034 10.272 

自尊 1.039 .011 17.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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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4 各預測變項與體型差之多元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n=366) 

進入變項順序 B β R2 ΔR2 t 值 F 值 

(常數) -7.279    -11.173*** 231.326*** 

體型 .493 .712 .637 .637 18.254***  

受嘲笑情形 .074 .132 .651 .014 3.323***  

自尊 -.039 -.081 .657 .006 -2.578**  

*** p<.001   ** p<.01   * p<.05 

    為了解體重控制行為意圖之重要影響因素，將體重控制行為意圖

當效標變項，背景、心理、社會因素及體型意識滿意度當預測變項，

以多元逐步迴歸分析法進行分析，以檢視這些相關因素對體重控制行

為意圖的預測力。 

從表 4-55 中可知，各預測變項之 VIF 值介於 1.134 到 1.161 之間；

特徵值皆大於 0.01；條件指標皆小於 30，並未具有多元共線性問題，

可進一步進行統計分析。 

從表4-56中可發現：能有效預測體重控制行為意圖的變項共有三

個，依進入迴歸模式的順序分別為：自覺體型、對過重體重之關注、

過去體重控制經驗。 

    三個預測變項與效標變項的多元相關係數為 .529，決定係數

為.280，表示進入迴歸模式的三個自變項可以解釋體重控制行為意圖

28.0%的變異量。 

    從個別變項的預測力來看，以自覺體型的解釋力最高，解釋變異

量有16%，其次是對過重體重之關注，其解釋變異量有7.7%，兩者累

積的解釋變異量共有23.7%。過去體重控制經驗的解釋力則為4.3%。 

    從標準化迴歸係數來看，進入迴歸模式中三個變項的β值分別

為.261、.245、.223，β值均為正數，表示其對體重控制行為意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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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為正向，即自覺體型越重、對過重體重之關注越高、過去有體重控

制經驗者，其體重控制意圖越高。本研究結果與林秀惠(2004)的研究大

致相同，體重控制期望減重、有體重控制經驗者的解釋力最大。 

    標準化迴歸方程式如下： 

    體重控制行為意圖=.261×「自覺體型」＋.245×「對過重體重之關

注」＋.223×「過去體重控制經驗」。 

    非標準化迴歸方程式如下： 

    體重控制行為意圖=1.026＋.140×「自覺體型」＋.096×「對過重體

重之關注」＋.365×「過去體重控制經驗」。 

    本研究發現自覺體型與對過重體重之關注均屬於體型意識滿意度

中的一部份，可見體重控制行為意圖主要是受到體型意識滿意度的影

響，而過去體重控制經驗與否則是透過體型意識滿意度進而影響體重

控制行為意圖。 

表 4-55 體重控制行為意圖之多元共線性診斷 

 VIF 特徵值(EV) 條件指標(CI)

(常數)  3.567 1.000 

自覺體型 1.161 .362 3.137 

對過重體重之關注 1.134 .051 8.339 

過去體重控制經驗 1.149 .020 13.498 

表 4-56 各預測變項與體重控制行為意圖之多元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n=366) 

進入變項順序 B β R2 ΔR2 t 值 F 值 

(常數) 1.026    5.207*** 46.954*** 

自覺體型 .140 .261 .160 .160 5.434***  

對過重體重之關注 .096 .245 .237 .077 5.168***  

過去體重控制經驗 .365 .223 .280 .043 4.666***  

*** p<.001   *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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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將前述章節所呈現的資料一一總結，並就教育方面及未來研

究方向提出建議，第一節呈現本研究之結論；第二節為建議事項。 

第一節 結論 

    根據本研究目的、研究問題，研究結果與討論提出下列結論： 

一、 背景、心理、社會因素與體型意識滿意度之關係 

(一) 外表評價及身體各部位滿意度上，男生高於女生；對過重體重之

關注上，男生低於女生。 

(二) 國三之外表評價高於國一。 

(三) 外表評價方面，體型正常組高於肥胖組。 

(四) 身體各部位滿意度方面，過輕組高於肥胖組、正常組則高於過重

組與肥胖組。 

(五) 自覺體型與體型差兩方面，正常組高於過輕組、過重組高於過輕

組和正常組、肥胖組則高於其他三組。 

(六) 有體重控制經驗者，其外表評價、身體各部位滿意度較低；對過

重體重關注較高、自覺體型較重、體型差較大。 

(七) 自尊越高者，其外表評價越高、對身體各部位的滿意度越佳；對

過重體重之關注越低、自覺體型越傾向輕、體型差越少。 

(八) 外表評價方面，內控組高於外控組。 

(九) 受嘲笑情形越嚴重與受嘲笑反應強度越大者，其對過重體重之關

注越高、對自覺體型傾向越重、體型差越大；對外表評價、對身

體各部位滿意度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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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背景、心理、社會因素、體型意識滿意度與體重控制行為意圖之

關係 

(一) 體型正常組對於未來體重控制行為意圖高於過輕組、過重組高於

過輕組、肥胖組高於過輕組和正常組。 

(二) 過去有體重控制經驗者其體重控制行為意圖較高。 

(三) 一直未曾中斷組、曾經但已中斷組、斷斷續續進行組在體重控制

行為意圖上均高於無體重控制經驗組。 

(四) 受嘲笑情形越多、受嘲笑反應強度越大，其未來體重控制行為意

圖越高。 

(五) 對過重體重之關注越高、自覺體型越傾向重、體型差越多、外表

評價越低、身體各部位滿意度越低，其體重控制行為意圖越高。 

三、 影響體型意識滿意度之變項解釋力情形 

(一) 男生、自尊越高、年級越高，其外表評價越高；受嘲笑反應強度

越大、體型越重者，其外表評價越低。 

(二) 受嘲笑反應強度越大，其對過重體重之關注越高；男生、自尊越

高者，對過重體重之關注越低。 

(三) 男生、自尊越高，其對身體各部位滿意度越高；受嘲笑反應強度

越大、體型越重，其對身體各部位滿意度低。 

(四) 體型越重、受嘲笑反應強度越大、受嘲笑情形越多、過去有體重

控制經驗者，其自覺體型越傾向重。 

(五) 體型越重、受嘲笑情形越多，其體型差越大；自尊越高，其體型

差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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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影響體重控制行為意圖之變項解釋力情形 

(一) 自覺體型、對過重體重之關注、過去體重控制經驗，此三個變項

可以解釋體重控制行為意圖28.0%的變異量。 

(二) 自覺體型越重、對過重體重之關注越高、過去有體重控制經驗

者，其體重控制行為意圖越高；而過去體重控制經驗則透過體型

意識滿意度影響體重控制行為意圖。 

第二節 建議 

    根據前述研究結論和研究限制的探討，研究者提出以下建議供教

育及未來從事類似研究的參考。 

一、 教育上之建議 

(一) 融入課程設計： 

    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女生的外表評價、身體各部位滿意度均低於

男生，而對過重體重之關注卻高於男生，因受社會文化之影響，女生

對自我體型的要求多半高於男生，加上媒體時常播送物化女性的廣

告，使得女生對自己體型容易不滿意、焦慮不安，進一步可能從事不

當的減重行為；此外，本研究亦發現，自尊越高，其外表評價、對身

體各部位滿意度越高，有鑑於此，輔導課程可針對女生，設計增強自

尊的課程。 

    學校課程內容中，關於體型、體態的課程，主要還是以健康與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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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領域為主，如能將其他領域的課程設計結合，提供全面性的體型概

念，不單只是教導運動技能、飲食知識，而是融合其他領域，讓學生

可以增加接觸正確體型意識的頻率。 

(二) 舉辦學校活動： 

    舉辦學校全體性的活動，另如模特兒走秀票選活動，結合綜合活

動課程設計，讓學生了解只要穿著合適便是美，協助學生對體型建立

正確的認知，以澄清錯誤的審美觀；或是在校慶、運動會等活動時擺

設攤位進行有獎徵答、闖關遊戲，達到寓教於樂的效果，並增加學習

興趣。 

(三) 主題式演講： 

    利用週會或朝會時間，邀請輔導、衛生教育專家到校進行演說，

以協助學生提高自尊、解讀媒體，並澄清正確的體型意識。 

(四) 結合社區資源： 

    與地區醫院或衛生單位配合，針對體重過重與過輕者，分別設計

體重控制班，可配合學校第八節輔導課時間，長時間持續推動，非短

期密集的課程，將體重控制意圖化為實際行動，根據研究結果發現，

過去有體重控制經驗者其體重控制意圖較高，如能建立首次的成功經

驗，並提供專業人員的協助，將可強化其體重控制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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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親職教育講座： 

    加強親職教育，建立正確的飲食態度和行為，父母及老師的態度

亦會影響青少年的體型意識，在從事教職期間，曾發生學生因為母親

認為她太胖了，所以中午就不吃午餐的情形，但學生實際上屬於正常

偏瘦的體型，可見，如果連父母及老師的審美觀都是認為瘦便是美，

在教育上則會造成衝突產生，因此，針對父母與老師的價值澄清，修

正不當的看法與評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六) 增加環境線索： 

    鼓勵學生多喝水，避免飲用含糖飲料等空熱量食品，環境設施的

便利性很重要，在校區內需廣設飲水設備，嚴禁合作社販售含糖飲料。 

二、 未來研究之建議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受限於時間、人力及經費，所抽取之樣本僅限於九十七學

年度第二學期就讀於台北縣某完全中學之學生，故本研究結果無法推

論至其他地區的青少年，然而青少年的體型意識滿意度與體重控制行

為意圖或許會受到其生活環境因素的影響而有所不同，未來可以針對

不同地區、學校特性來進行研究分析，以對青少年體型意識滿意度與

體重控制行為意圖有較全面性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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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對象包含了想要維持目前體重或是減輕體重者，對於想要

增重的對象並未加以討論，未來研究者可以針對增重者研擬具有信、

效度之問卷，以了解影響欲增重者的體型意識滿意度及體重控制行為

意圖之相關因素。 

(二) 研究變項 

    影響青少年體型意識滿意度與體重控制行為意圖的因素眾多，本

研究在探討影響青少年體型意識滿意度與體重控制行為意圖的相關因

素中，試圖從生理、心理、社會等層面進行全方位的探討，但其解釋

力仍然有限，可見還存在其他未發掘的相關變項，未來研究者可進一

步探討之。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量化研究，未來建議可輔以質性訪談，深入了解體型

意識滿意度狀況，如能同時包含量化與質性的資料，將可獲得較全面

的訊息。 

此外，本研究採用橫斷研究法，以瞭解不同年齡層之青少年的體

型意識滿意度與體重控制行為意圖，如能持續的追蹤研究對象，將能

更深入了解個人從青春期至成年期體型意識滿意度及體重控制行為意

圖之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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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進行實驗設計研究，以了解接受不同課程設計之研究對象，

比較其體型意識滿意度與體重控制行為意圖之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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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體型分類 

 

男生 女生 

年 

齡 
過輕

(B.M.I.

＜) 

正常

(B.M.I. 

介於) 

過重 

(B.M.I.

＞) 

肥胖 

(B.M.I.

＞＝) 

過輕

(B.M.I.

＜) 

正常

B.M.I. 

介於) 

過重 

(B.M.I.

＞) 

肥胖 

(B.M.I.

＞＝) 

11 15.8 15.8-21.0 21.0 23.5 15.8 15.8-20.9 20.9 23.1 

12 16.4 16.4-21.5 21.5 24.2 16.4 16.4-21.6 21.6 23.9 

13 17.0 17.0-22.2 22.2 24.8 17.0 17.0-22.2 22.2 24.6 

14 17.6 17.6-22.7 22.7 25.2 17.6 17.6-22.7 22.7 25.1 

15 18.2 18.2-23.1 23.1 25.5 18.0 18.0-22.7 22.7 25.3 

16 18.6 18.6-23.4 23.4 25.6 18.0 18.0-22.7 22.7 25.3 

17 19.0 19.0-23.6 23.6 25.6 18.3 18.3-22.7 22.7 25.3 

18 19.2 19.2-23.7 23.7 25.6 18.3 18.3-22.7 22.7 25.3 

資料來源：林薇、劉貴雲、杭極敏、高美丁、林秋慧(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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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正式問卷 

親愛的同學：您好！ 

這是一份想了解青少年對於體型意識滿意度的調查問卷。本問卷包括七部分，每一題

均無標準答案或正確答案，請您依據個人實際情形回答即可。 

本問卷採不記名方式，您所提供的資料十分寶貴，但僅作學術研究之用，絕對保密，

請放心填答。衷心感謝您的協助。 

敬祝    健康快樂！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研究所

指導教授：葉國樑教授

研究生：陳湘茹  敬上

中華民國九十八年 三 月    日

 

第一部份： 

※下列題目是有關於對自己身體的想法、感覺或行為的敘述。

請依個人實際情形及想法圈選（○）最符合的答案。 

※請您仔細回答每一個問題，不要漏答，謝謝您！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中

立

意

見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的身體性感動人。 1 2 3 4 5 

2 我喜歡自己的外表。 1 2 3 4 5 

3 大多數的人認為我長得好看。 1 2 3 4 5 

4 我喜歡自己沒穿衣服的樣子。 1 2 3 4 5 

5 我喜歡自己穿合身衣服的樣子。 1 2 3 4 5 

6 我不喜歡我的身材體格。 1 2 3 4 5 

7 我的身材不吸引人。 1 2 3 4 5 

8 我一直擔心自己太胖或變胖。 1 2 3 4 5 

9 體重即使只有些微的改變，我都會特別注意。 1 2 3 4 5 

 

※下列題目請您圈選（○）對自己身體各個部分的滿意程度。 非

常

不

滿

意 

不

滿

意 

 

中

立

意

見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10 頭髮  1 2 3 4 5 

11 臉（五官、膚色）  1 2 3 4 5 

12 軀幹上半部（指頸部以下至腰部以上部位，含手臂） 1 2 3 4 5 

13 軀幹中間部分（腰、腹） 1 2 3 4 5 

14 軀幹下半部（指臀部及臀部以下部位）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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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肌肉結實度 1 2 3 4 5 

16 身高 1 2 3 4 5 

17 體重 1 2 3 4 5 

18 整體外表 1 2 3 4 5 

 

第二部分： 

※ 以下題目是想了解您對自己的看法，每一題是一種看法的敘

述，並沒有所謂對錯的答案，現在請依據您個人真正的感

覺，對下列每一題的敘述，圈選（○）出最符合的答案。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中

立

意

見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9 整體而言，我對自己很滿意。 1 2 3 4 5 

20 我覺得自己什麼事都做不好。 1 2 3 4 5 

21 我和大多數人一樣能幹。 1 2 3 4 5 

22 我覺得我沒有什麼可以感到驕傲的。 1 2 3 4 5 

23 有時候我覺得自己一無是處。 1 2 3 4 5 

24 我覺得自己與別人一樣有價值。 1 2 3 4 5 

25 我覺得自己很積極。 1 2 3 4 5 

26 我的生活沒有什麼值得一提的。 1 2 3 4 5 

 

第三部分： 

※以下的題目是為了瞭解您的經驗，請依您個人的實際狀況回答，並圈選（○）最符合的答

案。 

27 您是否曾因為自己體重過重或體型太胖而被人取笑？ 

1）總是 2）時常 3）偶爾 4）很少 5）從未(選此項者請跳至第 29 題填答) 

28 當您因為自己體重過重或體型太胖而被人取笑時，您的反應是？ 

1）完全不難過 2）不難過 3）沒特別感覺 4)難過 5)非常難過 

29 您是否曾被人拿你的體重或體型來開玩笑？ 

1）總是 2）時常 3）偶爾 4）很少 5）從未(選此項者請跳至第 31 題填答) 

30 當您被人拿您的體重或體型來開玩笑時，您的反應是？ 

1）完全不難過 2）不難過 3）沒特別感覺 4)難過 5)非常難過 

31 您是否曾被人用胖子(或相關字眼)稱呼的經驗？ 

1）總是 2）時常 3）偶爾 4）很少 5）從未(選此項者請跳至第 33 題填答) 

32 當您被人家用胖子(或相關字眼)來稱呼時，您的反應是？ 

1）完全不難過 2）不難過 3）沒特別感覺 4)難過 5)非常難過 

33 人家是否曾看到您在運動的樣子而嘲笑您？ 

1）總是 2）時常 3）偶爾 4）很少 5）從未(選此項者請跳至第 35 題填答) 

34 當人家看到您在運動的樣子而嘲笑您時，您的反應是？ 

1）完全不難過 2）不難過 3）沒特別感覺 4)難過 5)非常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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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您是否曾因體重過重或體型太胖，而遭人指指點點？ 

1）總是 2）時常 3）偶爾 4）很少 5）從未(選此項者請跳至第 37 題填答) 

36 當您因為體重過重或體型太胖而遭人指指點點時，您的反應是？ 

1）完全不難過 2）不難過 3）沒特別感覺 4)難過 5)非常難過 

37 當您一個人走進教室時，是否曾被人嘲笑您體重過重或體型太胖？ 

1）總是 2）時常 3）偶爾 4）很少 5）從未(選此項者第 38 題不必答) 

38 當您一個人走進教室而被人嘲笑體重過重或體型太胖時，您的反應是？ 

1）完全不難過 2）不難過 3）沒特別感覺 4)難過 5)非常難過 

 

第四部分：  

※此部份是為了解您對某些事情的看法，請依自己的意見，在下列兩種敘述中勾選出一種 

  (1 或 2)比較接近您的看法，每一題均請作答。 

 

39 □(1)人生許多不愉快的事，大部份應歸因

於運氣欠佳。 

□(2)人生的不幸是由於他們自己的錯誤

所造成。 

40 □(1)在這世界上，人們終究能獲得他們應

得的尊重。 

□(2)很不幸的，不論您如何努力，您的價

值常不被肯定。 

41 □(1)不管您如何用盡苦心，某些人也不會

喜歡您。 

□(2)不能獲得別人喜歡的人是因為不知

道如何與人相處。 

42 □(1)我發覺命運常支配一切，該來的總是

會來。 

□(2)對我而言，與其相信命運，不如自己

決定行動的明確方向來的好些。 

43 □(1)事情能成功是您努力的結果，運氣很

少甚至毫無影響。 

□(2)能得到一份好工作，主要是靠有好機

會。 

44 □(1)當您在擬定計畫時，就確信計畫能夠

實現。 

□(2)擬定太過長遠的計劃未必是明智之

舉，因為未來的事要看運氣好壞而定。 

45 □(1)在許多情況下，一個人的成功很少與

運氣有關。 

□(2)許多時候我們能夠用擲銅板的方法

決定應該做什麼。 

46 □(1)大多數人都不了解他們自己的生活

會受意外因素的影響。 

□(2)嚴格來說，根本就沒有所謂「運氣」

這回事。 

47 □(1)我常覺得對很多事情無能為力。 □(2)我不相信機會或命運對我的人生是

重要的。 

48 □(1)一個人感到孤獨是因為他們自己不

夠友善。 

□(2)想辦法取悅別人並沒有多大用處，別

人若喜歡您，自然就會喜歡您。 

49 □(1)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都是我自作自

受。 

□(2)有時候我覺得對自己的生活方向，沒

有把握加以適當的控制。 

 
 
 
 



 

 128

第五部分：  

※以下的題目是為了瞭解您的習慣，請依您個人的實際狀況回答。 

 

50 收看電視的習慣： □每天看(指每週7天) 

□時常看(指每週5-6天) 

□偶爾看(指每週3-4天)  

□很少看(指每週1-2天)  

□從不看(選此項請跳至第 53 題回答)。 

 

51 每次收看電視的時間大約： □1小時以內 

□1小時 

□2-3 小時 

□4-5 小時 

□6小時以上。  

 

52 通常收看何種類型的電視節目？(可複選) □新聞報導 □時事評論 □知識報導

□歌唱綜藝節目 □旅遊節目 □連續劇

□卡通 □影片和影集 □廣告 

□其他             (請註明)。 

 

53 使用網際網路的習慣： □每天(指每週7天) 

□時常(指每週5-6天) 

□偶爾(指每週3-4天)  

□很少(指每週1-2天)  

□從不(選此項者第54、55題不必答)。 

 

54 每次使用網路的時間大約： □1小時以內 

□1小時 

□2-3 小時 

□4-5 小時 

□6小時以上。 

 

55 通常使用何種類型的網際網路？(可複選) □線上遊戲 □影音分享網站  

□部落格文章 □網路相簿 □新聞報導 

□教育學習□交友網站 □拍賣網站 

□其他             (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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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部分：  

※ 本大題為有關個人體重控制行為之狀況，請依您的情況在適當的□中打勾或在     

內填寫正確的答案。 

※ 注意：為了減輕體重或維持體重所進行的體重控制行為，包含 

(1)飲食控制：減肥茶、減肥梅、代餐、水果餐、節食、斷食、優酪乳減肥法、油魚減肥法、

瘦身湯、低熱量飲食等。 

(2)運動行為：游泳、慢跑、跳繩、有氧運動、瑜珈、球類運動、戶外運動等。 

(3)藥物控制：羅氏鮮（讓你酷）、諾美婷、安非他命、利尿劑、甲狀腺素荷爾蒙、絨毛膜促

性腺素、瀉藥、膨脹劑、雞尾酒療法、酵母菌、中藥等。 

(4)醫療行為：抽脂手術、胃繞道手術、胃部切除法、電針減肥法、針灸等。 

(5)其他：瘦身霜、三溫暖蒸氣浴、指壓、減肥衣褲、束腰帶、推脂物理儀器、催吐等。 

 

56 過去半年內您是否曾經進行過體重控制？  □是   □否（選此項者，請跳至第 59 題回

答） 

57 請問您曾經以何種方式進行體重控制？ 

□(1)飲食控制   □(2)運動行為   □(3)藥物控制   □(4)醫療行為 

□(5)其他                (請註明) 

58 關於您體重控制行為的持續情況？ 

□(1)一直未曾中斷     □(2)曾經但已中斷     □(3)斷斷續續進行 

59 未來半年內您是否可能進行體重控制？ 

□(1)非常不可能   □(2)不可能   □(3)可能   □(4)非常可能 

 
第七部分：個人基本資料 

60 性別 □男  □女 

61 年級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六 

62 現在身高：      公分 

63 現在體重：      公斤 

64 我認為我的體重：□１太輕 □２輕 □３剛好 □４重 □５太重 

65 大多數人認為我的體重：□１太輕 □２輕 □３剛好 □４重 □５太重 

66 我心目中期望的體重：      公斤 

67 父母親的教育程度： 

父親  □1.研究所以上（含）   □2.大學、專科學校 

□3.國中、高中（職）   □4.小學     □5.不識字 

母親  □1.研究所以上（含）   □2.大學、專科學校 

□3.國中、高中（職）   □4.小學     □5.不識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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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父母親目前的職業：（父母各勾選一項） 

請參考下面表格，在適當的職業欄位上方打ˇ，若無合適選項請在「其他」處說明。 

 

父

親 
      

母

親 
      

職

業 

大學校長 

大專教師 

醫師 

大法官 

特級公務人

員 

簡任級公務

人員 

立法委員 

監察委員 

考試委員 

董事長 

總經理 

將級軍官 

中小學校長 

中小學教師 

律師 

法官 

會計師 

工程師 

建築師 

薦級公務人

員 

中型企業負

責人 

公司行號科

長 

省議員 

經理 

襄理 

協理 

副理 

作家 

畫家 

音樂家 

記者 

警官 

校級軍官 

小型企業負

責人 

技術員 

技佐 

委任級公務 

人員 

科員 

行員 

出納員 

會計 

縣市議員 

鄉鎮民代表 

批發商 

代理商 

包商 

警察 

消防隊員 

秘書 

代書 

護士 

船員 

影藝人員 

服裝設計師 

尉級軍官 

水電 

店員 

司機 

廚師 

美容師 

理髮師 

郵差 

領班 

打字員 

小店主 

自耕農 

零售員 

推銷員 

技工 

小店主 

士（官）兵 

工廠工人 

學徒 

小販 

清潔工 

工友 

臨時工友 

門房 

大樓管理員 

女傭 

傭工 

佃農 

家庭主婦 

退休 

無業 

 

其他：父親               母親               

 

請您再檢查一次，是否有遺漏填寫。 

謝謝您的協助與合作！祝您健康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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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量表使用同意書 

 
日期: Wed, 18 Feb 2009 02:50:56 +0800   
寄件者: "sunp" <sunp@ms16.hinet.net>    
收件者: '陳湘茹' <t463@mail.cssh.tpc.edu.tw> 
主旨: RE: 請同意使用量表 

 

學妹  
 
OK  
No Problem  
只要註明出處即可  
 
復惠老師  
 
-----Original Message-----  
From: 陳湘茹 
Sent: Tuesday, February 17, 2009 11:44 PM  
To: 李復惠老師 
Subject: 請同意使用量表  
 
李老師您好:  
 
     我是師大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在葉國樑教授的指導下，

目前正在進行中學生體型意識滿意度、體重控制行為意圖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

研究中內外控為其中一個自變項，擬請同意本人可以使用您所修改的內外在制握

量表為研究工具，如或您的同意，將感激不盡。 
 
謹此  
    敬祝  教安  
                          學生  
                                 陳湘茹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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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量表使用同意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