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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某國中學生體重控制行為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 

學生：陳櫻枝                         指導教授：姜逸群   博士 

摘   要 

    本研究目的主要在了解苗栗縣某國中學生體重控制行為並探討及

其相關因素。包括體重控制信念、節制飲食自我效能、規律運動自我

效能。本研究採結構式問卷調查方式，一百學年度第一學期以苗栗縣

某國中學生為母群體，經分層集束抽樣，有效問卷為 245 份，其中有

效回收率達 85％。用 SPSS for winders 17.0 套裝軟體進行分析，研究

結果如下： 

一、 研究對象未來採取體重控制行為主要是「中立意見」佔 36.7％，

其次為「可能」佔 31.4％。 

二、 研究對象目前想要自己體重維持者占 37.6％、減重者 49.4％。 

三、 研究對象因為肥胖引發相關疾病，在健康信念罹患性認知傾向

「可能」、嚴重性認知傾向「嚴重」；對於執行體重控制的利益性

傾向「非常同意」、障礙性認知傾向「中立意見」。 

四、 研究對象在健康信念行動線索中，刺激經驗越多，執行體重控制

行為越強。 

五、 研究對象在節制飲食自我效能傾向「嚴重」、規律運動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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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向「中立意見」。 

六、 研究對象與未來體重控制行為健康信念之行動線索呈顯著相關。 

七、 研究對象與未來體重控制行為在規律運動自我效能呈顯著相關。 

八、 研究架構中各變項與未來體重控制行為解釋力達 34.6％。可有  

     效預測變項為性別、BM 值、體重控制經驗、規律運動自我效 

     能。      

 

關鍵詞：國中學生、健康信念模式、自我效能、體重控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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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Related Factors about the Weight Control 

        in a Junior High School of Miaoli Hsien 
                 A Master Thesis 
                       By 
               CHEN, Ying -Chih 

Abstract 
 

The thesis aimsed at the understanding of weight control behaviors 
in a junior high school in Miaoli.  The belief in wight control includes 
“perceived susceptibility” and “perceived severity” cuased by obesity 
diseases; “perceived benefits,” “perceived barriers,” and “clues to action” 
caused by weight control behaviors.  We also study self efficacy in diet 
control and regular exercises and survey the related factors.  Thus, the 
thesis can be the basis of student weight control.  The thesis adopted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The students of a junior high school in the fall 
semester of the 100th school year in Miaoli County are populations.  By 
way of atratified sampling, we got 245 valid questionnaires, and the 
effective response rate reached 85%. 

 

   And we got the following results： 

1. If the weight control behaviors of the objects of study were between    
  36.7% (neutral) and 31.4% (might); then they would be inclined to be   
  “neutral.” 
2. The objects of study who wanted to stay the same weight were 37.6%,    
  and who wanted to lose weight were 49.4%. 
  The objects of study who suffered from the diseases caused by obesity        
  inclined to “might” in perceived susceptibility , “serious” in perceived    
  severity, “strongly agree” in perceived benefits, and “neutral” in   
  perceived barriers. 
4. In the clues to action, the more stimulus experience the objects of study  
  had, the stronger their weight control behaviors would be. 
5. The objects of study incline to “serious” in the self efficacy in diet               
  control, and “netral” in the self efficacy in regular exec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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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objects of study and the weight control   
  belief (clues to action) were positive, but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objects of study. 
7.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objects of study and the self efficacy in     
  regular exercises were positive. 
8.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 variables and future weight control in the 

study structure was up to 34.6%.  The valid predictor variables were 
sex, the type of build, the experience in weight control, and regular 
exercise self efficacy.   

 

Key words: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health belief model,  

 self efficacy, weight control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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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共分六節，依序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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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究

限制。以下分別論述：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重要性 

    世界衛生組織（1978）於Alma-Ata發起宣言，訂定「公元2000年

全民健康」的目標，基於上述所敘，本研究主要希望能夠提供國中學

生正確的運動與飲食概念，以期能養成規律的運動習慣及正確的飲食

觀念，達到體重控制的自我效能促進學生健康體位；避免因肥胖帶來

的疾病，進而能擁有健康快樂的人生。目前國內青少年代謝症候群盛

行率逐年增高，世界潮流也將體重控制作為預防代謝症候群引起慢性

疾病之手段，強調每個人皆有維護和促進健康的責任和義務。 

中華民國行政院衛生署（1998）公告的第三次全國營養調查結果

發現，每7個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是肥胖的，全國約有210萬成年人是屬

於肥胖的（潘文涵，1998）。而1988年美國衛生總署統計數字亦顯示

約有1/4的美國成年人是屬於肥胖的。眾所皆知，肥胖是一種常被忽略 

的慢性疾病，過度的肥胖容易導致心血管疾病、高血壓、糖尿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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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脂、下背痛等文明病。教育部（1998）提出「提昇學生體適能中程

計畫」，積極推廣簡稱「體適能333計畫」，希望1998-2003五年內，學

生體適能認知提昇30％，學生規律運動人口比率及體適能狀況各提昇

10％。本計畫乃基於三個向度：（一）改進學生體適能知識、態度、

行為；（二）輔導學生一週至少運動三天，每天至少三十分鐘而運動

強度達每分鐘心跳130次左右；（三）結合學生、學校、家長共同營造

有利的運動環境。期使學生養成規律運動習慣，享受運動過程和體會

活動樂趣，藉以改善體適能促進健康，提升生活品質。 

    行政院體委會（2002）辦理人口倍增計畫，希望透過運動人口增

加來提昇國民體能狀況，成為終生運動習慣。這一連串的措施皆是希

望增加運動的機會，增進體適能，促進個人健康。國科會（2004）

的調查發現，國中生肥胖盛行率有逐年升高的趨勢，更令人憂心的

是，在五項代謝症候群的診斷標準：高血壓、高密度膽固醇、空腹血

糖值、三酸甘油脂及腹部肥胖。在此調查中發現，有9.6％的國中男生、

有5.5％國中女生有在五項標準中就有三項以上不合格。男、女生合起

來有一成五的國中生三項以上不合格。無論男、女生，均有7％腰圍

分別超過標準90公分（35.5吋）及80公分（31.5吋），顯示代謝症候群

疾病不是四十歲以上的專利，部份國中生已提早老化20年。世界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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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WHO，1997）以身體質量指數（BMI）做為判斷肥胖標準，腰

圍能夠反應腹部肥胖的多寡，也是判斷代謝症候群、心血管疾病的一

種方法；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2007）代謝症候群學習手冊。 

教育部（2004）頒布「推動中小學學生健康體位｣，促進學生健康

之積極面著手，以全體學生為實施對象，建立學生健康體型意識、落

實學校體育課教學正常化，增加動態生活之運動環境及增加學生運動

時間，午餐教育及課堂落實營養教育教學生活化，增進學生體適能，

逐年降低學生過輕、肥胖（過重）比率，促進學生健康。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2005）公佈，有 19.3％的國中男生身

體質量指數超出過重標準（ＢＭＩ大於 24)，國中女生則有 11.1％。令

人吃驚的是，國中男生當中有 7.2％腰圍竟然超過 90 公分（35.5 吋），

而國中女生也有 7.2％的腰圍超過 80 公分（31.5 吋）；整體評估分析發

現，ＢＭＩ超過 24 及腰圍分別超過 90 及 80 公分的國中生，其發生代

謝症候群的機率是正常國中生的 10 到 20 倍。 

    教育部（2007）頒布「快活計畫」，期程 2007-2011 年止讓我們的

學生都能快樂（Happy）、活力（Hearty）、健康（Healthy）。不但促進

學生身體活動，讓運動帶給學生健康與智慧。學校學生每天至少累積

30 分鐘的身體活動時間，且每週累積 210 分鐘的比率。快樂活力為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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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之本，我國中小學生面臨體能衰退的危機，甚至落後鄰近國家，學

生規律運動比例不高，健康體位亦不佳。國力即體力，因此青少年的

身心發展、培養活力青少年是新世紀學校教育的重要課題。惟有透過

遊戲與完整的體育活動規畫，培養學生積極參與之習慣，進而達到「快

活計畫」之「210」取代「333」，逐步建構成「樂活校園」，以培養新

世紀的健康國民，我們再創府城「健康城市」 最高峰。許多國內、外

的學者建議，校園實施體重控制計畫時，以營養教育及飲食行為改變，

或體能活動及生活型態改變策略等方法能有效降低體重及過重百分

比、皮脂肪厚度及血壓與血脂，顯示教育介入可以有效的控制體重及

降低各項肥胖指標。目前校園中許多男、女同學都喜歡人手拿著各式

各樣的含糖飲料，而且不喜歡喝白開水（葉麗芳， 2009 ）。                                           

大量充斥聳動誘人美食畫面的廣告，例如：各種中、西式餐廳抓住大

眾消費 199 元、299 元、399 元刺激民眾吃到飽；加上多數人們喜歡多

種美食也能接受普及價格。又由於父、母給同學們的零用錢很寬裕，

購買高熱量食品的便利性是很難加以抗拒的。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2007）公佈代謝症候群是身體健康亮

了黃燈，未來得到「糖尿病」、「高血壓」、「高脂血症」、「心臟病及腦

中風」的機率是ㄧ般健康民眾的 6、4、3、2 倍；因此，青少年及早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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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本身的體能及飲食狀況是非常的重要。在眾多減肥的方法中有很

多，其中運動與飲食衛生教育介入是許多體重控制方法中最有成效的

方法，也是許多醫師及學者所建議的方法。有可能為了讓自己看起來

更瘦而採取一些不正確的做法，例如：節食、不吃正餐、吃減肥藥、

針灸、穴位埋線等，這些偏差的行為除了無法達到目的外，還會對健

康造成傷害。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2009）公佈國民營養調查指出，超過

一半以上的成年男性以及三分之ㄧ的成年女性，都有體重過重與肥胖

的問題。許多文獻證實：指出成人健康相關行為建立在早年的健康習

慣的養成（Alexander﹐1994；李蘭、翁慧卿、曾東松、孫亦君，1999）。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2009）11 月 27 日最新公佈出爐。2005- 

2008 年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衛生處「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調查

顯示，我國成人過重或肥胖比例達 44.1％，其中男性比例為 50.8％，

女性比例為 36.9％，依教育部（2008）調查學生身高、體重資料，兒

童每4個就有1個為體重過重或肥胖。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於 2011

年 2 月公佈推動「健康 100 台灣動起來」；民國 100 年「要動動」年，

諧音「100 要動動」衛生署訂下減重 600 噸（60 萬公斤）的目標，「健

康甩油」減重運動。團結力量大、相互支持一起有效學會「健康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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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動」的新生活。肥胖兒童有二分之一機率變成肥胖成人，肥胖青

少年變成肥胖人機率更高達三分之二，國人十大死因中，有七項與肥

胖有關包括惡性腫瘤（例如：大腸癌、乳癌、子宮內膜癌）、心臟疾病、

腦血管疾病、糖尿病、慢性下呼吸道疾病、慢性肝病及肝硬化、慢性

腎臟病等。肥胖還可能導致退化性關節炎、代謝症候群、血脂異常、

高血壓的盛行率都明顯大幅攀升。 

防治肥胖首重預防，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2011 年 3 月公開徵

求「建立兒童青少年慢性病防治網路計畫」需求及作業說明。該計畫

為 2011-2012 年的 2 年期連續性計畫，規劃全國校園慢性疾病照護諮詢

專線。國中校園實施體重控制計畫是刻不容緩的事實；藉由推動學習

如何健康吃、快樂動、以健康方式減重。力行預防肥胖三寶：均衡飲

食、持續運動、落實健康生活。帶動飲食健康化、運動生活化、產業

健康化的新風潮。因此引發研究動機：促進國中學生健康體位、充沛

的體適能、天天快樂學習、天天量體重的健康技巧；一起養成規律的

生活習慣，一起邁向更健康的人生。盼望研究結果，爾後做為醫界、

衛生、教育、學界、環境、公共衛生專家之參考並增進青少年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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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國中學生體重控制行為，並探討研究對象

社會人口學變項（性別、年級、自覺體位、父母社經地位、體重控制

經驗）、體重控制之健康信念（罹患性認知、嚴重性認知、利益性認知、

障礙性認知、行動線索）及體重控制之自我效能（飲食自我效能、運

動自我效能）對國中生體重控制行為所造成的影響。以下體重控制之

健康信念以體重控制信念稱之：體重控制行為以體重控制稱之。 

根據以上陳述問題，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研究對象體重控制信念、自我效能與體重控制行為的現況。 

二、探討研究對象社會人口學變項與體重控制健康信念信念、自我效  

    能及體重控制行為的關係。 

三、探討研究對象社會人口學變項與健康信念、自我效能對體重控制

行為的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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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問題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擬探討下列問題： 

1.研究對象的體重控制行為人口學變項如何？ 

2.研究對象的體重控制行為現況如何？ 

3.研究對象的體重控制信念分佈如何？ 

4.研究對象的體重控制自我效能分佈如何？ 

5.研究對象的人口學變項、體重控制信念及自我效能對體重控制行為 

  是否有預測力？ 

 

第四節  研究假設 

 

根據研究問題提出的研究假設如下： 

1.研究對象的自我效能因人口學變項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研究對象的體重控制因現況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3.研究對象的體重控制信念與體重控制行為有顯著差異 。 

4.研究對象的體重控制自我效能與體重控制行為有顯著差異。 

5.研究對象的人口學變項、體重控制信念及自我效能不同對體重控制 

 行為有顯著的預測力。 



 9 

第五節 名詞界定 

 

一、 健康信念模式（Health Belief Model）： 

        依據 Rosentock,（1974）提出健康信念模式包括下列重要變項： 

    對肥胖引發疾病的罹患性認知、嚴重性認知、知覺體重控制的利

益性認知、障礙性認知及行動線索，本研究以體重控制健康信念

代替健康信念稱之。本研究所指如下： 

1. 罹患性認知（Perceived susceptibility） 

       研究主觀評估對象肥胖將引發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

關節病變等疾病之罹患性。 

2.嚴重性認知（Perceived severity） 

       研究對象主觀評估肥胖將引發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

關節病變、高血壓、高血脂、腎臟病變等疾病嚴重性。 

3.利益性認知（Perceived benefits﹚： 

    硏究對象主觀評估體重控制行為可獲得的效益與利益程度。 

4.障礙性認知（Perceived barriers）： 

      硏究對象主觀評估體重控制之行為過程可能存在之阻礙程

度。例如：沒時間、在校上輔導課、下課後還要趕到補習班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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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不方便、被人譏笑、沒有人告知、不知媒體有宣傳、不喜歡

到醫院、害怕碰到熟人。 

5.行動線索（Clues to action）： 

    外在刺激：電視、媒體、電子廣告、宣傳車、報章、雜誌宣導。 

              醫院掛上顯目字句紅布條。 

    內在刺激：醫謢人員的忠告、家人、親友、師長的提醒、同學朋 

              友的提醒。 

二、 自我效能（Self efficacy）： 

         自我效能理論是社會認知論中的關鍵概念，由 Bandura

（1977）所提出。本研究對象評估自己在不同的情境下，指個人

在節制飲食及規律運動上能正確執行體重控制的自我把握度。 

三、體重控制行為（weight control behaviors）： 

      個人為了要減輕或維持體重，所採取的某些特定的行為。在此

指飲食及身體活動行為： 

1.節制飲食：為減輕或維持體重而限制食物的攝取量或方式，以預防  

體重增加或促進體重減少的行為。包含飲食行為的節制、控制食量、

控制熱量、進食技巧等四個向度。 

2.規律運動：指每週至少 3 天從事運動；每次 30 分鐘以上，運動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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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每分鐘心跳 130 次以上（會喘，但仍可說話）。每天累積數次運動

至少 30 分鐘，可有效預防疾病。例如每天搭公車提早一、兩站下車； 

  走路上、下學共 30 分鐘；騎腳踏車 30 分鐘，隨時增加身體的活動。  

  ㄧ星期運動時間累積達 210 分鐘就是規律運動。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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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英國

Hollingshead（1975）提出兩因素社會指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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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之總分在區分為高、中、低三級，高級：

41-55 分、中級：30-40 分、低級：11-29 分；做為社經地位指標。轉

引林生傳（2005）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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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級：高中（職）、初（國）。 

第四級：小學畢業或識字者。 

第五級：不識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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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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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行政政公務人員。 

第四級：技術性工人。 

第五級：半技術性、非技術性工人及無業。  

 

 

第六節  研究限制 

 

一、本研究僅以苗栗縣某國中之七、八、九年級的全體學生為母群體，   

    由於人力、物力、財力及時間有限。研究結果無法推論到全國國 

    中相似背景的學生。 

二、本研究屬於自填式問卷，有些研究對象在施測時遺漏、散漫的態

度、作答內容草率，經過老師提省之後有所改進；回答結果是有

些偏差是在所難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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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為四節，包括第一節體重控制行為、第二節肥胖相關探

討、第三節健康信念與其相關研究、第四節影響體重控制行為相關之

因素。以下分別論述： 

 

第一節  體重控制行為 

 

一、體重控制行為之定義 

      體重控制行為廣義的指稱包含減輕體重、維持體重、增加體重

以達到適當體重所採取的行為（楊雪華，1991；謝幸珠，1998；蘇

玉嬋，2003；宋莧珍，2006；洪梅玲，2011）。其中包括： 

1. 體重太重或太輕，需要減輕或增加體重，以達到正常體重。 

2. 體重正常，需要維持正常體重。 

       

實質上的意義是以降低慢性疾病以促進身心健康為目的（謝幸

珠，1998）。體重控制早已是所有民眾最重視的健康議題，也是全民

運動的一股熱潮。以 18 至 39 歲進行減重比例最高，佔 16.0％（陳

怡君，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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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健康訪問暨藥物濫用調查（2005）結果指出 12 至 19 歲青少 

年中有 18.0％想減輕體重、18.4％表示會維持體重、3.5％想增加體重， 

有高達 60.1％的人沒有進行體重控制（郭耿男、蕭美玲、簡俊生， 

2007）。 

二、體重控制行為之現況 

     美國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Healthy People 2000： National Health 

Promotion and Diseases Prevention Objectives）宣佈降低體重過重或

肥胖人數做為 2000 年疾病防制目標之ㄧ（Ruessel，1997），世界衛

生組織（WHO）於 1978 年的 Alma-Ata 宣言，希望達到「2000 年

全民健康“Health For All”」的目標。健康是人類最基本的權利，在

2010 年以體重控制為促進國民健康目標之ㄧ（陳厚全，2009）。體

重控制是健康行為之ㄧ（Harris & Guten，1979），它會影響個人健

康狀況與健康危險（Belloc & Breslow，1972）。 

      有關體重控制的行為，包括定期量體重、節食、限制食物熱量

攝取、改變飲食方式、食物代餐、空腹法、減肥茶、中醫針灸療法、

中醫最新穴位埋線法、使用藥物、運動、參與大型式醫院或社區衛

生所、學校體重控制班、外科手術等（Coates & Thoresen，1978；

Levy & Heaton，1993）。各式減肥法各取不同手段；雖然殊途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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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達到體重控制之目的。近年來，針灸、薰臍等中醫相關醫療

法、胰島素減肥法等更雨後春筍般流行坊間，可見人們對體重控制

之需求（羅惠丹，2004）。在歐洲和美國的研究發現男人可能認為「試

圖減肥」是指一些更多的鍛練和健康飲食，男、女的想法可能是不

同的（Wardle ＆ Johson，2002）。 

以美國為例，過去十年以來過重人口佔總人口的 25％增加到 33

％，在全體國民中有 33％到 40％的成年女性以及 20％到 24％的成年

男性嘗試減重；另外 28％的男性、女性試著維持體重（Kuczmarki, 

Flegal,Campbell,＆Johnson,1994）。 

行政院衛生署（2001）指出，不管國內或國外，由肥胖所造成的

病例，每年造成的醫療支出上都相當的驚人。 

    到底有多少人執行體重控制？1990 年有 4400 萬美國成人嘗試减

肥，多數人都有節食經驗，當然就是少吃與多動；從美國健康調查報

告中，61％利用增加運動量達成目的，而有 79％利用節食達成減輕體

重（Horm ＆ Anderson,1993）。French,Jaffery,＆Murray（1999）指出，

超過 70％的人以節食體重控制、82.2％增加運動量減肥、78.7％減少脂

肪攝取、78.2％降低食物份量、73.2％減少總熱量攝取。國外有關體重

控制行為的研究發現，不論青少年或成人仍以節制飲食和運動最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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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執行（Huon,1994；levy ＆ Heaton, 1993）。 

    反觀國內比較缺乏大型普查資料，但是電視媒體、報章、雜誌經

常有無數的瘦身廣告、減肥中心、瘦身產品五花八門、網購讓一般民

眾無所適從、引發強烈的好奇心，也可以想像國人參與減重行為的熱

衷程度（林秀惠，2005；張伶妃，2004）。國內研究發現（蘭寶珍，1996）

國中生過重人口中有 76.1％正在執行體重控制，其中以飲食控制者最

多 98.5％，其次運動控制者佔 74.19％，合併使用飲食控制及運動控制

者佔 73.78％。綜合以上敘述體重控制行為包含減重、維持、增重三種

本質，故本研究的體重控制行為將界定為：個人為了減輕體重及維持

體重以特定方式達到體重控制的目的。 

造成兒童肥胖與過重是能量攝取大於消耗的結果（Dietz，1991），

原因十分複雜，以致造成肥胖。造成肥胖或過重的原因，一般認為遺

傳及環境二大重要主導原因，本研究將採取一般人常用的節制飲食與

規律運動做為體重控制行為。肥胖的主因，來自高熱量飲食及運動量

不足，兩者有加乘的效果，說起來容易，做起來不簡單。吳仁宇、黃

亦清（1996）在七十九學年度對 21775 位 6-18 歲學生進行身體質量指

數百分位的研究結果，將歸為過重、肥胖。由於青春期其脂肪組織佔

體重的比率會受到年齡、性別、身高而改變（Rice，1994）。國內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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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推廣體重控制時多以控制飲食及身體活動為主（教育部體育司，

1999）。 

 

三、體重控制行為之基本原理 

    體重控制的原理則為減少熱量攝取及增加熱量消耗；造成體重過

重或肥胖的原因主要是熱量攝取多於熱量消耗，長期熱量堆而造成（李

淑貞，2001）。體重的增加、减少或消耗熱量三者密切；故本研究採取

一般人最常使用的節制飲食及規律運動做為欲探討體重控制的方法。 

1. 攝取的能量（食物）等於消耗能量（基礎代謝加上身體活動）---- 

   能量進出平衡，體重不會改變。 

2. 攝取的能量（食物）大於消耗能量----能量吸收多於消耗能量，體 

   重增加。 

3. 攝取的能量（食物）小於消耗能量----能量吸收小於消耗能量，體 

   重減輕。（甘能斌，1995；蘇玉嬋 2003）。 

 

（一）節制飲食與體重控制 

青少年時期正值身體發育最快速的時期，是介於兒童與成人之間

的一段時間，這個時期為了身體快速的成長，需要攝取大量的食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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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足夠的營養。青春期營養的需求主要是和生長速度與代謝速率有

關，由於這個時期對於營養素的大量需求，通常需要高熱量高蛋白飲

食來提供能量與必需營養素，必須補充足夠營養才能促進身體生長、

符合身體需要。因此，其飲食控制建議以降低熱量攝取為主。越低的

能量供應減輕的體重能力越大，但易造成不少的副作用，如肌肉量流

失、水分與電解質的不平衡、疲勞無力等，嚴重一點會出現心臟肌肉

減損，因此有許多專家學者指出，在飲食控制的過程中，需掌握下列

基本原則： 

    1.合理安排飲食。 

    2.取得青少年學生合作。 

    3.循序漸進。 

    4.持之以恆。 

    5.控制熱量攝取。 

    6.飲食習慣的調整。 

    行政院衛生署（2011）七月六日公佈新版每日飲食指南，吃全穀

喝低脂奶，以扇形圖取代已有十多年歷史的梅花圖。新版不僅增加蔬

果、蛋白質攝取量，並減少米飯主食份量，蛋白質攝取量也變多起以

植物性蛋白質優先；還要多喝水、多運動。研究結果得知國人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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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國民整體蛋白質、脂肪、醣類的熱量比例分別為 15.5％、34％、50.5

％，與衛生署所建議之營養攝取量比較發現，國人蛋白質、脂肪比例

過高，醣類比例過低（潘文涵、張雅惠、高美丁、曾明淑，1998）。 

 

（二）規律運動與體重控制 

    規律運動配合飲食控制為常採用的體重控制方法，運動與飲食控

制可增加能量的消耗，以促進體內脂肪的燃燒與應用。運動除可增強

身體抵抗能力之外，還有許多其他好處，例如： 

   1、促進新陳代謝，消耗熱能，防止脂肪積聚。 

   2、有助舒展身心，消除學業、工作及生活所帶來的壓力。 

   3、增加社交生活，改善溝通和社交技巧。 

   4、鍛練心肺功能和強壯肌肉，可減低兒童及青少年在成年後患上  

心臟病、高血壓、糖尿病等嚴重疾病的機會等。 

   5.規律運動的人，健康狀況較佳，比較不容易生病，身體運動能力

亦會較好。 

   6.身體活動能力較強，對兒童及青少年身心的成長或發展。 

    長期的規律運動是提昇體適能及促進健康的主要因素。持續身體

活動的學生比不運動的學生更健康，且慢性血管疾病、糖尿病與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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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疾病於成人時期的發生率也比較低，且規律運動可以預防及治療高

血壓、肥胖症、骨質疏鬆症等疾病都有正面的幫助。教育部（2006）

公佈金車教育基金會調查指出：理想體重控制的方法，應該是配合飲

食熱量的控制，規律運動習慣的養成，加上均衡的營養。Miller等（1997）

針對過去25年來從事飲食控制、有氧運動為主及飲食配合運動；三種

不同研究指出：減重效果最好是節制飲食配合規律運動的組合（方進

隆，1994）。 

    減肥的原則採用低強度、長時間的有氧運動之外，建議減輕體重

或減肥者，於日常生活中減少靜態或坐式生活方式，增加身體活動的

機會。動態的生活方式：如規律的時間、方式、運動量，每天多走路、

多走樓梯、少搭電梯，而且可以利用休閒或晨間公園散步、跳舞、爬

山、有氧舞蹈、上班走路等，皆是很好的健身、減重、減肥運動（方

進隆，1999）。 

    美國運動醫學會（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 Medicine，ACSM）

在運動測驗與處方導引一書指出；運動可以増加能量消耗，可以預防

嚴格的飲食熱量控制，所引起的非脂肪組織流失降低。並透過身體基

礎代謝率的維持，達成健身、減肥、體重控制的效果（蘇玉嬋，2003）。 

    國中學生運動行為在「體育課除外，每星期應該至少有三次，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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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運動超過30分鐘，並感到全身流汗、心跳很快、呼吸急促」，研究

顯示國中生每星期能規律運動的情形普遍不佳（羅雅玲，2004）。針

對高中、職與大專學生研究指出：學生規律運動的情況不普遍（陳政

友，2001）。國小兒童利用假日到戶外走動的比率不到50％（陳素芬，

2004）。長期缺乏規律運動會帶來健康上的危害，尤其青少年時期國

中階段（47％）、高中生（33.6％）、大學生（26.7％）養成規律運動

行為是極為重要的（黃松元，2000）。 

    規律運動可以改善生理功能：長壽增加、心血管疾病減少、降低

血壓、肥胖減少、糖尿病減少、大腸癌減少、乳癌減少、增加骨密度、

免疫力加強、下背痛無或減少（黃貝玉，2005）。有效減輕體重、血糖、

皮脂厚度（卓俊辰，1992；林麗鳳，1994）；增進心血管系統功能，增

進攝氧有氧量（方進隆，1992），運動心理學家發現運動是一種有效的

抗憂鬱（antidepressant）；有氧運動確實可減低焦慮（antidepressant）；

（North, MPetruzzello, Landers, Hatfield, Kubitz, Salazar,1991）。 

    教育部（2006）公佈金車教育基金會調查指出：台灣青少年每週

活動時間為作功課每天 1.75 小時、看電視每天 1.66 小時、上網聊天每

天 1.48 小時、週末看電視每天 2.68 小時、上網每天 2.48 小時，顯 

示台灣青少年喪失休閒活動、運動不足症對健康的影響（圖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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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不足 

 

 

 

 

 

 

 

 

 

 

 

 

    

圖2-1-1     運動不足症對健康影響關係（陳全壽，1995） 

     

    長期的規律運動是提昇體適能及促進健康的主要因素。持續身體

活動的學生比不運動的學生更健康，且慢性血管疾病、糖尿病與感冒

等疾病於成人時期的發生率也比較低，且規律運動可以預防及治療高

血壓、肥胖症、骨質疏鬆症等疾病都有正面的幫助（卓俊辰，2004）。 

    國內中、小學的學生，體適能狀況不如國外：韓國、日本，教育

部（2007）推出「快活計劃」新政策，希望全國中、小學能夠每天撥

出 15-30 分鐘來給小朋友多運動。活潑、健康、有活力是快樂的泉源；

在科技進步的文明社會中，人類身體活動的機會越來越少，營養攝取

缺少運動的生

活型態 

引起肥胖：降低心肺、心

血管循環系統功能；降低

神經、肌肉功能；使身體

有氧及無氧能力減少 

降低全身的作業能

力，增加精神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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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高，工作和生活壓力、休閒時間相對增加，每個人更加感受到

良好體能和規律運動的重要性。 

    規律運動是一有計畫的、有組織的、重複性高的身體活動，其目

的是促進或保持體適能的目的（蔡美月，1996）。根據美國運動醫學會

（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ACSM,1990）提出改善心肺適能

的運動處方建議：考慮運動型態、強度、持續時間、頻率等要素，建

議成人每天週應運動 3-5 次，每次時間達 20-30 分鐘以上、並達 65-80

％的最大心跳。最新的建議，美國成人應累積至少 30 分鐘的中度至重

度程度的身體運動，如將 8-10 分鐘之間斷性身體運動加以累積，達到

每日 30 分鐘以上，即可產生健康益處。我國行政院衛生署（1993）在

「國民健康計畫」中，將規律運動（Reguler exercise）定義為每週至少

從事 3 次，無論運動種類、強度為何，每次至少持續 20 分鐘的以上的

運動行為。教育部（1998）提出「提升學生體適能中程計畫」，簡稱「三

三三計畫」。將規律運動定義：每週至少從事 3 次，每次至少持續累積

至少 30 分鐘，每分鐘心跳達到 130 次以上。 

關於規律運動的定義，在國外有針對大學生（Terry, O’Leary, 

1995）、健康成人（DeBusk, Stenestrand,＆Sheehan,1990）等不同族群所

做的研究將規律運動定義：每週 3 次，每次持續 20-30 分鐘，運動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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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是以呼吸量較平常增加來作為規律運動與否的分類標準。在國內有

針對國小教師（許泰彰，2000；戴良全，2002）、高中職學生（林曉薇，

2002）、大學生（陳美莉，2001）、中年白領階級男性（潘美玉，1995）

等不同族群所做的研究將規律運動定義：每週 3 次，每次持續 20-30

分鐘以上，運動類型沒有一定的規定。 

    

 

第二節肥胖相關探討 

 

一、肥胖的定義 

    所謂的肥胖（obesity），乃指體內脂肪過多的現象，也就是體內的

脂肪組織超過了正常比例時的狀況，是長時間熱量攝取及消耗不平衡

的結果，簡單的說，肥胖就是體脂肪增加的結果（李蘭、陳重弘、潘

文涵、李燕鳴、陳麗鳳，1994）。 體脂率佔總體重的百分比，理想體

內脂肪含量在成年男性是少於體重的 15-18％，世界衛生組織（WHO）

對肥胖的判斷標準為：「成年女性是少於體重的 20-25％。若男性體內

脂肪含量超過體重的 25％，女性體內脂肪含量超過體重的 30％」，即

屬於醫學上定義的肥胖症（呂碧鴻，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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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重過重是指超過正常體重10％以上者。身體組成中之脂肪成分

包括「必需脂肪」及「貯藏脂肪」，，前者與正常生理運作息息相關，

後者則是身體過多能量的儲存處，其含量因人而異，除了形成皮下脂

肪外，其餘則分布在身體深部形成內臟脂肪，過多的內臟脂肪被認為

與各種代謝性疾病有關（國家衛生研究院，2001；Williams,1998）。通

常以體脂肪率來表示體內脂肪堆積的情形，所謂體脂肪率是指體內脂

肪所佔體重的比率，肥胖即是指脂肪組織堆積超過正常比例。 

 

二、身體質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與肥胖測量 

    衛生署自 2001 年二月起邀請中華民國營養學會、肥胖醫學會、糖

尿病學會、肥胖研究學會等醫學、營養學及公共衛生學方面多位學者

專家，組成肥胖定義小組及處理小組，經過多次會議討論後達成共識，

以身體質量指數（BMI）＞或＝24 訂為國人體重過重之切點，BMI≧ 27

為肥胖之切點（行政院衛生署，2000），作為國人處理體重過重或肥胖

時之指導原則。由於青少年正值生長發育期，其 BMI 值又跟成人有所

所不同(表 2-2-1)。體重過重是指體重超過標準值，肥胖是指體內脂肪

組織超過正常的比例，如因運動鍛鍊肌肉發達形成體重過重，未必就

是肥胖的代表（鍾美雲，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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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質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此為 150 年前比利時

人類學家 Quetele 所創，故又名 Quetele Index 或 Kaup Index 其計算公

式：BMI=體重(公斤)/身高²(公尺²)。許多學者學者認為是很好的肥胖

指標（李蘭、潘文涵、陳重弘、李燕鳴，1994；林正介、賴明美、劉

秋松、李采娟，1998）。WHO 建議界定兒童及青少年肥胖使用 BMI 或

BMI 相關的指標（Onis ＆ Habicht，1996）。 

    無論是「理想體重」或是「標準體重」的概念，隨著時代發展也

有不同的認知。各國負責研究的單位都試著制定健康的規格，如果從

健康角度考量；「太瘦」或「太胖」都可能與某些疾病有相關

（Taylor,1995）。因此目前各國最普遍採用的標準就是以「身體質質量

指數」（Body mass index，BMI），作為體重符合標準與否之參考，根據

BMI 值的大小區分體型為瘦、標準、過重、肥胖。BMI 值大小因性別

與年齡不同而有所不同，其中男性的 BMI 值比女性的 BMI 值高，年齡

較長者 BMI 值也較高（Brownell ＆ Wadden，1992；Griel，1990；張

錦華 2002）。世界衛生組織專家羣（WHO Expert Consultation）於 2002

年 6 月，在新加坡舉行有關亞洲人身體質質量指數切點會議，其中以

23、27.5 為亞洲人中度及高度危險性的切點（action point），建議各國

使用這些切點做出相互比較統計數字。肥胖不只需要一個能真正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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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質量的方法，在實際應用上，更需要一個分割點（cut-off point）

來加以判定是否肥胖（曾明淑，2001）。選定身體質質量指數切點之參

考原則，以「肥胖與疾病關係」來考量；肥胖定義 WHO（1979）主要

根據發表於慢性病雜誌的美國癌症學會研究，探討七十五萬人的全死

因死亡率和身體質量指數的關係。發現兩者呈現 U 型關係；也就是身

體質量指數 20-24.9 之間的人死亡率最低，小於 20 的人以及大於 25 的

人之死亡率均較 20-24.9 之間的人來的高；因此將 20-24.9 的危險性定

為最低，25-29.9 的危險性定為低，＜20 及 30-34.9 的危險性定為中，

35-39.9 的危險性定為高，40 以上訂為非常高。有鑑於亞洲地區肥胖定

義爭議仍多，專家羣傾向在現階段建立本土化的定義（潘文涵，2004）。 

    為遏止全球性的肥胖問題逐漸惡化，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於 1997 年提出以身體質量指數為主，腰圍為輔。男性腰

圍不超過 90 公分，女性腰圍不超過 80 公分；提出一全球性的肥胖定

義及肥胖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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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瘦：  BMI＜18.5 

正常範圍： 18.5＜（＝）BMI＜ 24 

異常範圍： BMI＞（＝）24 

 過重：  24＜（＝）BMI＜27 

輕度肥胖：  27＜（＝）BMI＜30 

中度肥胖：  30＜（＝）BMI＜35 

重度肥胖：  BMI＞（＝）35 

    然而 BMI 是目前使用方便且被認為與身體脂肪含量有較高相關的

常用指標。根據行政院衛生署（2002）公布兒童與青少年肥胖定以身

體質質量指數（BMI）做為肥胖判定標準，包含 2-18 歲不同年齡的 BMI

建議值（表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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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兒童與青少年肥胖定義 

BMI= 體重（公斤）/身高²（公尺²）     資料來源：２００２行政院衛生署公佈 

男   生 女    生 年 

 

齡 

正常範圍 
（BMI 介於） 

過重 
（BMI≧） 

肥胖 
（BMI≧） 

正常範圍 
（BMI 介於） 

過重 
  （BMI≧） 

肥胖 
（BMI≧） 

2 15.2-17.7 17.7 19.0 14.9-17.3 17.3 18.3 

3 14.8-17.7 17.7 19.1 14.5 -17.2 17.2 18.5 

4 14.4-17.7 17.7 19.3 14.2 -17.1 17.1 18.6 

5 14.0 -17.7 17.7 19.4 13.9-17.1 17.1 18.9 

6 13.9 -17.9 17.9 19.7 13.6 -17.2   17.2 19.1 

7 14.7-18.6 18.6 21.2 14.4 -18.0 18.0 20.3 

8 15.0-19.3 19.3 22.0 14.6 -18.8 18.8 21.0 

9 15.2-19.7 19.7 22.5 14.9 -19.3 19.3 21.6 

10 15.4-20.3 20.3 22.9 15.2-20.1 20.1 22.3 

11 15.8-21.0 21.0 23.5 15.8-20.9 20.9 23.1 

12 16.4-21.5 21.5 24.2 16.4-21.6 21.6 23.9 

13 17.0-22.2 22.2 24.8 17.0-22.2 22.2 24.6 

14 17.6-22.7 22.7 25.2 17.6-22.7 22.7 25.1 

15 18.2-23.1 23.1 25.5 18.0-22.7 22.7 25.3 

16 18.6-23.4 23.4 25.6 18.2-22.7 22.7 25.3 

17 19.0-23.6 23.6 25.6 18.3-22.7 22.7 25.3 

18 19.2-23.7 23.7 25.6 18.3-22.7 22.7 25.3 

台灣地區２－１８歲男女性體重過重及肥胖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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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肥胖的標準無法直接應用於兒童及青少年身上，主要原因：

（一）兒童尚在持續成長當中，各種肥胖的標準需要隨著年齡來調整。 

（二）同樣由於成長的關係，兒童在生理上的變異性相對較成人來的 

      大。 

（三）青春期成熟狀況也會影響人體脂肪的增加與與貯存。 

（四）不同年齡的兒童其人體體重分佈不同於大人（曾明淑，2001）。 

    第三屆亞太肥胖醫學會於台北開幕（2011）作出重大決議，建議

行政院衛生署重新下修身體質質量指數（BMI），將過重標準 BMI 值從

24 下降至 23，肥胖 BMI 值修正比例更大，由 27 大幅下修至 25，依照

新標準，國內幾乎是每兩個人就有 1 人應減重，肥胖的人口將高達四

分之ㄧ。台灣肥胖醫學會理事指出（祝年豐、蕭敦仁，2011），亞太肥

胖醫學會早在 2000 年就把過重標準制訂為 BMI 23，而肥胖標準則制

訂為 BMI 25。國人都屬於腿短、骨架小的身材，脂肪容易囤積在腰部

及腹部。但這種軀幹脂肪對人體的為害最大，台大醫院曾經根據國內

大規模的健檢診所的 14 萬筆資料進行調查，結果顯示 BMI 值只要高

於 23，身體健康就會出現警訊，容易產生新陳代謝症候群；如果 BMI

值高於 25，那健康就可能有問題，必須做進一步檢查。根據肥胖醫學

的建議，衛生署食品衛生處表示（2011），屆時 BMI 值有下修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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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肥胖的因素 

    造成熱量攝取及消耗不平衡的原因是錯綜複雜的，例如先天性遺 

傳，生理心理因素，生活及社會環境等都是主要的因素。諸多文獻研

究台灣肥胖盛行率 1979-1992，兒童肥胖 13 年間增加了 10 倍（林莉馨、

姜逸群；1996）。以下針對上述因素加以探討： 

 

（一）遺傳與生理因素 

  肥胖的形成主要和遺傳有顯著相關（黃伯超、游素玲，1992），國

內學者研究發現（陳偉德、吳康文，1993），肥胖者，有肥胖基因且會

遺傳；國外學者研究發現（Stanley,1976），當父母其中一方肥胖時，

子女肥胖機率是一般人的 40％；父母皆胖者，則高達 80％。父母都沒

有過胖，子女肥胖機率只有 7％的機會。台灣肥胖醫學會肥胖臨床診斷

與治療楊偉勋（2004）指出 Stunkard, Price, Gottesman（1974）,Kiess et 

al.,（2001）認為肥胖的基因研究是目前最新的趨勢，且研究報告越來

越多，除了單一基因肥胖症之外，在人類大約有 43 種遺傳基因症候群

（genetic syndrome）的肥胖症；但仍無結論。就兒童肥胖而言，基因

雖然為最初決定因子，但是否會發展肥胖者，仍受環境與行為的影響，

因此肥胖的成因強調基因與環境兩者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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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與行為因素 

 1、家庭環境的影響：指的是一個家族對一個人從小養成的習慣，包 

     括飲食的喜好、飲食的習性、活動量的多寡等等。例如一個人從 

     小被養成了有吃宵夜的習慣、嗜吃高油脂食物、不喜歡戶外活 

     動，那這個人就比較容易發胖。這裡強調的是一個家庭對一個人 

     產生的影響。 

  2、飲食的習慣：並不是吃的多就會發胖，每日攝取過多的卡洛里才  

是造成肥胖的主要因素（周玉、蘇俊賢，1995）。另外，不均衡的

飲食習慣是也是發胖的另一個原因。現代人外食的機會偏高，而

這些外食中，油脂的份量通常超出了我們一天所需的量的許多，

而且蔬菜類經常是不足且被忽略的。在這裡要提醒大家，每公克

油脂所產生的熱量是其他等量的兩大營養素：醣類及蛋白質的兩

倍；而蔬菜類食物除了可以提供我們身體所需的調節因子外，也

可以幫助提高飽足感，減少油脂的吸收，增進胃腸蠕動，減少宿

便的堆積。因此，適當的控制飲食油量並均衡的飲食是減重的一

大重點。 

 3、日常活動量：日常活動量包括生活作息和運動。除了規律的運動  

    外，平常的活動，例如工作的類型（勞動工作或坐辦公室），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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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閒活動多寡，都與體重的變化息息相關（周玉、蘇俊賢，1995）。  

    此外，沒有運動的人基礎代謝率通常是較低的，就能量代謝平衡

觀點而言，「肥胖」就是長期熱量攝取大於熱量消耗（黃伯超、游

素玲，1992；Hammer, Kraemer, Wilson, Ritter＆Dorbusch,1991）。 

   因此，規律的運動在減重的過程中也是相當重要的。無論如何，不 

論胖、瘦與否，都需要規律的運動，身體才會健康（陳怡舟，2000）。 

 4、壓力：有些人在有壓力的環境下會以吃來發洩，另外有些人在面 

對壓力之下容易心情鬱悶，而使得活動量變少，如此一來體重當 

    然就容易上升了。因此當面臨壓力的時候最好找一些適當的管道 

    來抒發，或尋求相關專業人員的協助。 

5、疾病與藥物：某些藥物及少數的疾病也可能造成肥胖（楊詠翔，    

    1999）較常見引起肥胖的藥物包括類固醇類、抗精神疾病藥物等；   

    較常見引起肥胖的疾病包括一些新陳代謝的疾病及腫瘤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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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肥胖會帯給人類健康的影響 

    一般人對肥胖的認知，也僅止於肥胖造成難看的體態；青少年學

童肥胖者常因為對自我形象不滿、缺乏自信心及自尊心、受同儕歧視，

甚至與家人關係不佳，導致心理問題、自卑、行為偏差及社會調適不

良等問題。降低體能和運動能力、增加成年後罹患肥胖的機會；影響

學習和工作效率、影響外觀、人際關係和身心健康。 

    醫學的觀點來看，肥胖可以導致許多併發症的慢性病，是必須積 

極預防及治療的。由榮總人電子週報（台北榮總內科部新陳代謝科）

網址：http//www.epochtmes.com.tw/bt/5/3/23/n862435.htm 

的規納得知，肥胖的人容易罹患以下所列舉的疾病： 

1、腦血管及血管栓塞疾病：肥胖的人罹患缺血性腦中風的危險性比 

   沒有肥胖的人多，約為 2：1。另外肥胖的人比較容易有靜脈栓塞的 

   問題。 

2、冠狀動脈疾病：肥胖引起高血壓、高血脂、血糖過高、糖尿病等， 

   都是造成冠狀動脈疾病的危險因子。另外肥胖本身是引起冠狀動脈 

   疾病的單一因素。 

3、代謝症候群（metabolic syndrome）：其特點是因上半身肥胖或是腹 

   部的肥胖，造成一連串新陳代謝系統的障礙，而使病患出現胰島 

   素阻抗、血糖過高、血脂異常及高血壓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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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血壓：胰島素過度分泌及胰島素作用減低是促成高血壓的原因， 

並且高濃度的胰島素會藉著加強鈉離子的回收及交感神經頻度來

進高血壓的形成。若是體重減輕，由於全身血流量、心搏岀量及交

感神經作用減少，所以血壓通常也會下降；高血壓與肥胖之間呈正

相關之線性關係。 

5、血脂代謝異常：血脂過高會影響身體攜帶膽固醇至肝臟的速率，是 

   增加心臟疾病的危險因子。 

6、糖尿病：肥胖是引起第二型糖尿病的危險因子之ㄧ。根據在美國所 

   做的ㄧ個大型統計（NHANES Ⅲ），在全部的第二型糖尿病病患中， 

   有大於三分之二以上的病患，其身體質量指數（BMI）是屬於肥胖 

的範圍（BMI≧27 Kg∕㎡）。 

7、呼吸系統： 

（1）肥胖造成換氣不足症候群。 

（2）阻塞睡眠中止症候群：身體質量指數大於 30Kg/㎡、腹部肥胖或

脖子較粗的人，容易因上呼吸到阻塞而導致睡眠中止的情形。 

8、痛風：肥胖會造成尿酸增高、堆積，使痛風發作次數增加。 

9、膽囊與胰臟疾病：肥胖者體內脂肪過剩，造成膽固醇合成增加， 

    使膽汁中膽固醇呈過飽和狀態，有利於膽固醇性結石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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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癌症：肥胖男性較易發生大腸、直腸及前列腺腫瘤，肥胖女性較 

   易發子宮內膜、子宮頸、膽囊、卵巢及乳房部位的腫瘤之機率較高。 

11、胰島素抗拒：胰島素抗拒會使肝臟、肌肉周邊血管接受葡萄糖的 

    效率減低、肝臟的葡萄糖產生量提高，且脂肪細胞開始增加三酸 

    甘油脂的儲存，並且引發高胰島素血症，進而導致糖尿病、高血 

    壓、高三酸油脂血症等疾病。 

12、內分泌的變化：肥胖導致胰島素與升糖激素的變化，生長激素分 

    泌减少、副甲狀腺激素過高及泌乳激素反應改變。 

13、皮膚病：肥胖者常患對磨疹，好發於頸部、腋窩、陰部、股間等

之皮膚皺摺處，造成紅色發癢的濕疹。且常在腰部、大腿等處出

現姙娠紋樣的線紋，稱為肥胖紋，是由於真皮組織迅速生長時斷

裂所產生。另外，由於心臟肥大，靜脈血液回流減緩阻滯，容易

導致靜脈曲張。 

14、關節疾病：因為肥胖者骨頭關節所需承擔的重量較大，所以較易

使關節老化、損傷而得到骨性關節炎。 

15、脂肪肝：因為肥胖者所引起的肝臟機能異常稱為「非酒精性肝脂

肪病」。可能造成肝腫大、肝功能異常、肝炎，甚至肝硬化。至於

減肥對減輕脂肪肝的功效，目前仍是沒有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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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健康信念模式及其相關研究 

 

一、健康信念模式的起源 

      健康信念模式（Health Belief Model）發展於 1950 年代早期，由

Hochbaum，Kegeles，Leventhal，Rosenstock 等社會心理學家，應用

Lewin「場域論（Field Theory）」的概念，所建構出適用於解釋民眾預

防性健康行為的理論模式。Lewin 的「場域論」認為：每個人存在於

正負兩個價值領域所組成的生活空間，在於正負價值領域中，健康是

「正」價值，生病是「負」價值。當一個人感受到生病的威脅（知覺

罹患性與知覺嚴重性）時，會考慮採取一些行為以避免生病所帶來的

「負」向威脅，在他進行活動時同時會考慮在執行此項行為所得到的

利益與所需克服的障礙。 

健康信念模式理論是以價值期待理論（Value Expectancy Theory）

為基礎，以動機（motivation）和認知（perception）因素來預測及說明

與健康有關的行為，及當個人想要避免疾病或想要獲得健康的價值，

而利用特殊的健康行動與期待預防獲改善疾病（Rosenstock et al，

1988；呂昌明，1984）。健康信念模式最出原是希望用於解釋一般人為

何會接受預防醫療及篩檢的活動，但因其適用性相當廣泛，而被提出



 38 

用以解釋民眾的健康行為後，一直受到醫療社會學者普遍的重視，經

Rosenstock 及 Backer 等人的研究及修正確立了模式所包含的架構及變

項（Rosenstock，1974）。因此，國內、外許多研究的驗證這個模式除

了有效預測預防性行為之外，也常被運用於疾病行為、醫病關係以及

衛生教育、健康行為介入等研究之依據（Glans,Lewis,＆Rimer，1997）。

傳統的健康信念模式對於預測簡單行為很有效，但對複雜行為的預測

則在 1998 年由 Rosenstock 等人（1998）導入社會認知理論（Social 

Cognitive Theory）中的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概念後，更能提升健

康信念模式對健康行為的預測力。 

 

二、健康信念模式（Health Belief Model）內容： 

    根據（Rosenstock，1974）的解釋，健康信念模式中的重要變項： 

（1）罹患性認知（perceived susceptibility）： 

     指個人對自己主觀的評估罹患某種疾病的可能性，即自己覺得某 

     種疾病機會的高低。 

（2）嚴重性認知（perceived severity）： 

     指個人對自己主觀的評估罹患某種疾病其後果的嚴重性，可能是 

     醫療問題、殘障、身心功能減低、死亡、痛苦，也可能造成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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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家庭生活、社會關係方面的付擔。即覺得罹患某種疾病可 

     能帶來之後果嚴重性高或是低。 

（3）行動利益性認知（perceived benefits of action）： 

     指個人對自己主觀的評估採取預防疾病的行動能夠得到的好處。 

     可能是減低某種疾病的罹患率，或是減低罹患某種疾病後果的嚴 

     重性，以維持個人健康利益的評估。 

（4）行動障礙性認知（perceived barries of action）： 

     指個人對自己主觀的評估採取預防疾病的行為，其過程可能受到 

     阻礙。其阻礙可能包括花費太高、過程辛苦、有副作用、不方便。 

     沒有時間、下課後趕到補習班、害怕碰到熟人、不好意思。這些 

     負面的因素將使人產生逃避的動機，這時有三種情況產生： 

   1.若行動的準備充分，負面的影響較弱，個人極可能採取行動。 

   2.若行動的準備不充分，負面的影響較強，個人不可能採取行動。 

   3.若行動的準備與負面的影響力相當時，個人極可能採取行動减輕  

     威脅，個人也不可能採取行動以避免失敗。 

（5）行動線索（clues to action）： 

     指能促使個人採取行動發生的策略、情境、刺激。 

     內部線索：自覺身體狀態不舒適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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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線索：親友的忠告、大眾傳播媒體的訊息、醫護人的建議與 

             提醒、家人親友的疾病經驗等、健康檢查通知、報告單。 

由於前四項的重要變項加上行動線索的刺激更可提升採取健康行為的

可能。 

    Rosenstock（1974）曾進一步解釋：知覺疾病與罹患性與知覺疾

病與嚴重性提供了行動的動力，知覺利益性與知覺障礙性的權衡則影

響了個人最佳途徑的選擇（李守義，1989）。 

（6）自我效能（self-efficacy）：   

   指個人對自己是否能夠達成某行為的信心或是自覺把握程度。 

Bandura（1977）認為一個人在採取某一行動前，對此行動的達成可能

感，或對想做事情把握程度的有效預期度，就是所謂的自我效能。 

（7）其它變項： 

     社會人口學變項：年齡、性別、種族、教育程度。社會心理變項：

人格、社經地位、同儕影響、社會階層壓力。結構變項：罹病的經驗、

報章、雜誌的文章、電視媒體的播放、偶像、名星的廣告、醫護人員

的忠告。等被認為會影響個人的健康信念，當然也就直接或間接影響

健康行為本身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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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康信念模式的應用與自我效能 

     Janz ＆ Becker回顧 1974-1984 年間使用健康信念模式設計的調

查研究結果顯示：健康信念能有效預測健康行為（Janz ＆ Becker，

1984）。在此回顧中也提出： 

1. 所有研究中最具預測力的變項是障礙性認知。 

2. 罹患性認知在預防性健康行為比在疾病角色行為重要。 

3. 嚴重性認知是比較弱的預測變項。但與疾病角色行為有較強的相關

（引自 Baldwin‚1990）。 

4. 行動利益在疾病角色行為比在預防性健康行為重要。 

     

    在國內有關健康信念的研究發現：事實上，健康信念模式對健康

行為之解釋和預測能力有相當大的限制（李守義、周碧瑟、晏涵文，

1989）。因此發展健康信念模式的學者 Rosenstock, Becker（1988）建

議在模式中納入自我效能（self-efficacy）變項，以提升對健康行為的

預測力。Bandura（1977）提出自我效能理論（self-efficacy theory）是

社會認知論中的關鍵概念。Bandura 主張行為會受到效能期待（efficacy 

expectations）與結果期待（outcome expectations）的影響。其基本架

構以下圖示（圖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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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                  行為                   結果 

             效能期待               結果期待 

       （efficacy expectations）    （outcome expectations） 

  圖 2-3-1          自我效能理論架構 

自我效能便是社會認知理論的核心概念。「效能期待」即是「自

我效能」。自我效能反應「個人對自己完成特定行為的認知」；結果期

待反應「個人相信成功完成特定行為後，將產生特定期待的效果」，

所以當個人必須相信此行為可產生想要的結果期待，而且認為有能力

完成這項行為即是自我效能。Bandura（1986）將社會學習理論更名

為社會認知理論，自我效能的定義是：個人評估自己在特定情境之

下，完成工作的自信程度。當個人認為自己愈有能力去執行某項特定

行為時，就愈會去執行該項行為。Bandura（1997）認為自我效能是

人類從事各種行為過程中，最具解釋力的變項之ㄧ；自我效能愈高

時，愈能完成個人所設定的目標。在台灣健康信念模式已普遍應用於

疾病行為、預防行為、病人角色行為、醫病關係、衛生教育介入研究

中（晏涵文等，1989）。傳統的健康信念模式對於預測簡單行為很有

效，都是運用健康信念模式進行研究（王千寧，2005；黃丰育，2006；

Cormmier,Kwan,Reid,＆Litwin,2002；Desphande,Basil,＆Basil,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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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複雜行為的預測則在 1998 年由 Rosenstock 等人（1998）導入社

會認知理論（Social Cognitive Theory）中的自我效能（self-efficacy）

概念後，更能提升健康信念模式對健康行為的預測力。例如：吸菸、

規律運動、避孕、每日五蔬果攝取、鮮奶攝取、體重控制、騎機車戴

安全帽、節制飲食行為等多方面的研究，其結果均發現自我效能與健

康行為的改變及維持具有高相關的特性。 

Bandura（1977）提出理論，自我效能的學習改變，可透過個人對

下列四種訊息評估： 

1.行為表現的結果（performance accomplishment）：成功的經驗可以強

化個人的自我效能，如果失敗會降低自我效能， 但克服這些經驗，則

可增強繼續努力的動機。 

2.替代性學習（vicarious expersuasion）：個人的自我效能學習不一定要

透過直接經驗，觀察別人行為、聽取別人口述經驗，可以產生學習效

果。 

3.口語的說服（verbal persuasion ）：透過別人支持與鼓勵，個人可被引

導成功解決挫折。 

4.情緒激發（emotional arousal）：在困難情境、情緒低潮會影響自我效

能，當焦慮時自我效能更是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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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的認知           修飾因素          行動的可能

（Individual perception）     （Modifying Factors）         （Likehood of Act） 

          

  

           人口學變項（性別、年齡、種族         

                                  等）                      

                      社會心理變項（人格、社會階層        行動利益 

                                   、同儕壓力等）           減去 

                      結構性變項（疾病的知識與接觸        行動障礙 

                       經驗等） 

 

            

 

                                                   

                       

            

  疾病罹患性認知                                 採取可預防性健                                   

  疾病嚴重性認知             疾病威脅性認知            康的可能性 

 

              

          

             行動的線索： 

                          大眾的傳播報導、他人的 

             忠告、醫療院所的通知單 

             、家人或朋友的疾病經驗 

             、報章雜誌的文章 

 

圖 2-3-2               健康信念模式 

 

 

資料來源：Rosenstock,（1974）﹒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Health Belief Model. 
Health Educatio Monograph,2（4）,328-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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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健康信念與自我效能實證相關青少年健康行為研究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名稱 研究發現 

賴翠琪 

（2001） 
 

 

 

 

 

 

 

 

 

 

國中學生 

 

 

 

 

 

 

 

 

 

台北縣某國中

肥胖學生體重

控制行為意向

及其相關因素

之研究 

1. 研究對象之體重控制行為意向與健

康信念中之嚴重性認知、利益性認

知呈正相關；與障礙性認知呈負相

關。 

2. 研究對象的行動線索中，刺激經驗

愈多則體重控制行為愈強。 

3. 研究對象的節制飲食、自我效能傾

向中立意見，並發現不同年級自我

把握度有所差異。 

張艷鈴 

（2001） 

 

 

 

 

 

 

 

 

 

 

 

 

國中學生 

 

 

 

 

 

 

 

 

 

 

 

 

 

 

 

桃園市某國中

學生餐後潔牙

行為相關因素

研究 

 

 

 

 

 

 

 

 

 

 

 

 

1. 研究對象之口腔衛生態度偏正向；

獲得之餐後潔牙社會支持不高，主

要支持來自父母、牙醫師；在餐後

結果期待與價值性方面皆持正向信

念；餐後知覺障礙不高；餐後潔牙

自我效能很低。 

2. 研究對象之自覺口腔健康狀況、家 

   庭社經地位與餐後潔牙行為呈顯著 

   差異。口腔衛生態度、餐後潔牙社 

   會支持、餐後潔牙結果期待與評  

   價、餐後潔牙自我效能、父母餐後 

   潔牙行為及父母餐後潔牙督導行為 

   與餐後潔牙行為呈顯著正相關。 

溫麗芬 

洪麗珍 

張彩秀 

（2008） 

 

高中、職及 

大專院校女

學生 

青少女自費接

種子宮疫苗意

向之相關因素

探討 

1.障礙愈大，其接種疫苗意向愈低。 

2.影響整體自費接種疫苗意向之重要 

  預測因子為「障礙」與「家庭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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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千寧 

（2005） 

 

 

 

 

 

 

 

 

 

高中學生 

 

 

 

 

 

 

 

 

 

 

桃園市某高中

學生拒吸二手

菸行為之研究

-健康信念模

式之應用- 

 

 

 

 

 

1. 自覺二手菸所造成疾病之罹患性、

「自覺二手菸所造成疾病之嚴重

性」、「自覺拒吸二手菸利益性」及

「拒吸二手菸自我效能」越高者，

而「自覺拒吸二手菸障礙性」越低

的學生 

，傾向採取「拒吸二手菸行為」 

。 

2. 「拒吸二手菸自我效能」對拒吸二

手菸行為影響力最大。 

 

張芸芳 

（2005） 

 

 

 

 

大學生 以健康信念模

式探討大學生

避孕行為及其

相關因素之研

究 

 

1.第一次性行為年齡、性伴侶數、 

  自覺避孕的障礙能有效預測避  

  孕行為。 

2.避孕自我效能可有效預測避孕       

  意向且其解釋力最強。 

 

吳慧嫻 

（1996） 
 

 

 

 

 

國中學生 

 

 

 

 

 

 

台北縣國中學

生肥胖盛行率

調查、體重控

制行為及其相

關因素探討 

 

1.體重控制有效性認知、障礙性認知 

   會影響體重控制行為意向 

 

 

 

 

 

施文文 

（2004） 

 

 

 

 

 

大學院校教

師 

 

 

 

 

 

 

以健康信念模

式探究大學院

校教師健康狀

態之影響因素 

 

 

 

1. 研究顯示學術研究人員之健康信念 

   會影響健康行為，並進而影響健康 

   狀態。正向的健康信念最終會促進 

   個人之健康。 

2. 學術研究人員之健康信念、健康行 

   為、健康狀態三者間確實存在顯著 

   之相關性。 

 

許欽禎 

（2009） 

 

 

國中學生 

 

 

以健康信念模

式分析國中學

生預防登革熱

行為之研究 

1.預防登革熱行為之「自我效能」的影

響力最大。 

2.「對登革熱疾病的心理反應」、「自覺

預防登革熱防治利益」、「自覺預防登

革熱防治障礙」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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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影響體重控制行為之相關因素 

    本研究依據國內外相關文獻研究，探討影響體重控制行為相關因

素，社會人口學變項包括：性別、年級、BMI 值（實際體型）、家庭社

經地位、體重控制經驗。現分述如下： 

 

（一）性別 

    洪建德（1992）針對台北市國中學生調查顯示，女生的肥胖率比

男生低，女性執行體重控制比率高於男性。 李蘭、潘文涵、陳重弘、

李燕鳴（1994）對台北市國一學生有關節食意向研究，女生較男生更

有意向去執行節制飲食行為。吳慧嫻（1996）研究指出，女生較男生

更有意向去執行各種體重控制行為。藺寶珍（1996）針對肥胖國中學

生研究，顯示性別與個人體重控制行為無關，但不論男、女生有 76％

的人採用正向方法來做體重控制。林宜親（1998）研究指出不論實際

體型為何，多數青少年期望正常體型，多數青少女期望較瘦體型，而

且對外表的關注程度女生是高於男生的。莊文芳（1998）對台北市國

一與國二生的研究顯示，不論是整體或將身體區分為細緻不同部位，

女生較男生產生付負面的身體意象。蘇振鑫（1998）在健康信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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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顯著差異。伍連女（1999）對台北市高職生運動行為的研究有類似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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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發現女生較關注體重與外表；男生較關注體能與健康。一般兒童、

青少年做調查，結果證實女生比男生更傾向去執型體重控制行為；體

重控制知識、態度都明顯優於男性學童（謝瀛華、蘇千田、林章賢、

洪清霖，1993；李蘭、吳裴瑤，1996）。黃弈清、吳仁宇（2000）調查

6.5-18.5 歲學生之身高體重等研究發現：女生各年齡層的肥胖大多低於

男生。郭靜如（2000）、蘇玉嬋（2003）指出可能與社會壓力有關，女

生較易知覺自己的體型、外貌是否符合社會大眾所要求，進而使女生

採用節食、禁食等採取不當方式來控制體重。Liebman,Cameron Carson 

Brown ＆ Meyer（2001）發現女性使用激烈的避免肥胖飲食方法減少

熱量攝取，減少飲食熱量攝取行為勝過男性。McLean ＆ Barr（2003）

在加拿大的調查中，發現 15.3％的女大學生關住自己的體重而且想要

減重。張維揚（2003）針對大學生研究發現以性別預測體重控制行為

時，發現女性的體重控制意圖高於男性。陳怡君（2005）在國民健康

訪問調查（2001）研究中，發現女性較男性有較高比例減重及維持體

重。現代女性因媒體宣染、更嚴苛身材標準加諸自己身上，使女性對

體型產生負面的影響高於男性（陳忠勝，2007；洪梅玲，2011）。 

綜合以上所述，許多研究顯示女生比男生更傾向去執型體重控制

行為；但是有研究顯示性別和體重控制行為無關，因此性別和體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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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行為之影響無一致結論。 

 

（二）年級（年齡） 

    張淑珍（1987）發現肥胖度高，自認為肥胖者，會較注意食物中

的熱量。Grossman ＆Putterson（1988）研究發現年齡和飲食自我效能

呈正相關。Gillespie ＆ Achterberg（1989）針對 382 位國中女生所做

的研究，發現體重控制行為與年齡無關。洪建德、鄭淑慧（1992）抽

取台北地國中、高中、專科、大學女學生研究身體意象和飲食行為，

發現大專組、高中組都國中生有較多節制飲食行為。Rodin（1993）研

究指出年齡愈高，愈會執行體重控制。 Levine et al（1994）研究發現

年齡和體重控制無關。 藺寶珍、王瑞霞（1996）在肥胖國中學生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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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慧嫻

（1996）針對台北縣國中學生體重控制相關研究中，發現年級愈高，

體重控制行為意向及積極性也愈強。李曉蓉（1997）、周玉貞（1992）、

林宜親（1998）之研究，發現對體型滿意度不因年級不同而有顯著差

異。財團法人董氏基金會（1999）做國人體型滿意度調查，發現 20-29

歲比 10-19 歲、40-49 歲比 50-59 歲等年齡更在意及重視身材。郭婉萍

（2001）、文星蘭（2004）在專科學生减重意圖研究中，發現年齡與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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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意圖無相關。賈文玲（2001）對於國、高中的研究指出，不同年齡

對自己體位不滿意是有差異性的。陳貞如（2006）高中二年級比高中

一年級滿意自己做體重控制。 

    由上述文獻結果，體重控制行為與年級因素是否有關須進一步探

討。 

 

（三）身體質量指數（BMI 值） 

    Ogden（1992）認為大部分減重者的問題他們覺得自己肥胖，而非

真正肥胖。王世泯（1992）研究發現，不同自覺體型之國小學童在飲

食行為有差異。蔡淑鳳（1993）對肥胖成人體重控制行為研究中，指

出肥胖成人多數具有高減重意圖。李蘭、吳裴瑤、陳重弘（1994）針

對台北市 1174 名國中新生的節食意向研究指出，BMI 值是節制飲食意

向的重要預測因子之ㄧ，體型越胖的學童其節制飲食意向越強。國外

相關研究（Robison et al.,1995）指出發現肥胖者比非肥胖者較願意嘗試

減重。林旭龍（1995）針對大專的女學生研究發現，實際體重過重者

占 7％，但想減重者占 60％。藺寶珍（1996）在肥胖國中學生體重控

制及其相關因素研究發現，實際肥胖程度（BMI）和體重控制行為有

高度相關。林宜親（1998）針對青少年體型意識與節制飲食行為之研



 51 

究中，發現青少年實際過重傾向高度節食，已達到降低體重或維持體

重。伍連女（1998）針對台北市高職學生研究發現，自認體重為過重

者女生約占 70％，正在節食者占 21％；意即想要減重者並非實際體重

過重，而是希望自己看起來比較美觀，增加對自己的身體滿意度。陳

玉欣（1998）以國中學生為對象之研究發現，飲食行為不良與自我體

型認知有關。巫菲翎（2000）針對台北市國小肥胖兒童體重控制行為

及家庭相關因素之探討中，發現兒童肥胖程度會影響肥胖兒童體重控

制行為。James（2000）的研究結果發現 BMI 儘管是在正常範圍，仍

不滿意自己體位，還是要有減重意圖。顏菁（2001）針對社區老人的

體重控制行為及其相關因素之探討指出，身體質量指數（BMI 值）與

體重控制行為有顯著相關。尤嫣嫣（2002）、張維揚（2003）、連婉如

（2006）針對大學生的研究皆發現，BMI 值影響體型、外表評價及身

材部位滿意度。McCabe ＆ Ricciardelli（2003）發現 BMI 值雖可以預

測青少年男生的體重控制行為；但青少女不論 BMI 值高或低，都有體

重控制行為的傾向。羅惠丹（2004）在技術學院女生為對象研究發現，

過輕之 BMI 值外表評價比體型標準以上者為佳。文星蘭（2004）在專

科學生減重意圖研究中，發現自認體重為適中、過重、肥胖者，減重

意圖均高於過輕者。因此，減重者不只是體重過重者，也包括正常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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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與體重過輕者。張伶妃（2005）針對藝術大學學生研究指出理想體

位與希望體位都傾向比實際體位更瘦。陳怡君（2005）在國民健康訪

問調查中，研究發現體重控制行為會隨 BMI 值的增加有較多比例進行

減重或體重控制；不過 BMI 大於 27.0 者，尚有六成以上尚未執行體重

控制行為。 

    由此可知，身體質量指數（BMI 值）是影響體重控制行為重要因

素。其用來測量體脂肪量的參考，亦即表示身體胖、瘦程度。BMI 值

是解釋體型的極佳變項。 

 

（四）體重控制經驗 

    楊雪華（1991）、Raheem et al.,（2004）研究發現有 40％以上青

少年曾經嘗試過減重；表示還會繼續施行。蔡淑鳳（1993）對肥胖成

人體重控制行為研究中，發現過去減肥次數對體重減重積極性解釋力

最大。Schwartz ＆ Brownell（1995）研究指出，25％的減重者有節制

飲食的成功經驗，且這些對象表示還會繼續施行。French,Perry,Leon ＆ 

Fulkerson（1995）指出肥胖與節制飲食行為與減重經驗有正相關。郭

婉萍（2001）在研究某專科學校女學生减重意圖中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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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顯著相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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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重意圖的重要預測變項。賴翠琪（2001）針對台北縣某國中肥胖學

生體重控制行為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指出；過去有體重控制經驗者對

未來體重控制行為意向較過去無體重控制經驗者高。陳端容、黃文鴻

（2001）研究指出服用美容、減肥藥品減重行為有顯著相關。賴翠琪

（2001）調查國內成人及國中生發現，過去減重次數增加；減重意圖

也就增加。 

因此，過去有、無體重控制經驗對體重控制行為非常重要因素。 

 

（五）家庭社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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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淑鳳（19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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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德、吳康文（1994）研究指出，兒童肥胖與父母

的教育程度及家庭社經階層皆無顯著相關。Drewnow,Kurth,＆Krahn

（1994）發現女性體重控制行為不論節制飲食或運動行為，會隨著家

庭社經地位增高而升高。蔡淑鳳（1994）對國內肥胖成人的調查發現

教育程度不同、職稱不同，在體重控制行為是有顯著差異。藺寶珍

（1996）研究肥胖國中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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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差異。家庭社經地位低把握度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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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菲翎（2000）研究指出，母親的教育程度是影響肥胖兒童的體

重控制行為的因素之一。或許家中孩童的主要照顧大多是母親，因此

母親教育程度高，可能比較了解與重視食物營養之攝取。郭婉萍（2001）

等研究呈現家庭社經與體重控制行為無關的情況。任倩儀（2002）研

究指出，在 12-17 歲的青少年中，不論男、女，其 BMI 值皆與母親的

教育程度呈現負相關。吳孟蓉（2002）研究指出，低社經地位家庭之

學童的 BMI 值高於中高社經地位者，造成此結果的原因可能是低社經

地位的家長忙於生計獲得資訊管道較為不足，對於子女的飲食指導和

管教比較缺乏。進而使子女有較高的 BMI 值。任倩儀（2002）研究指

出，在 12-17 歲的青少年中，不論男、女，其 BMI 值皆與母親的教育

程度呈現負相關。Jackson,Rashed ＆ Saad-Eldin（2003）發現體重過

重且有减重意圖的青少年期其父母的教育程度較高。文星蘭（2004）

發現高中職學生父母的教育程度與體重控制意圖無關。 

    因此，家庭社經地位與體重控制方面的研究結果常不一致；是否

相關仍需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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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共分為五節，分別為第一節研究架構、第二節研究對象、第

三節研究工具、第四節研究步驟、第五節資料處理與分析。 

 

第一節    研究架構 

   研究之架構（圖 3-1-1），主要探討研究對象之社會人口學變項、體

重控制之健康信念、自我效能與其體重控制行為之間的關係。 

        體重控制信念 

                            ★肥胖罹患性認知         

                        ★肥胖嚴重性認知           

 社會人口學變項         ★體重控制利益性認知           國中                   

★性別   ★體重控制障礙性認知           學生 

★年級                  ★行動線索                     體重                            

★BMI 值                  體重控制之自我效能           控制 

★體重控制經驗           ★節制飲食                    行為 

★家庭社經地位           ★規律運動 

                         

          圖 3-1-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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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將以苗栗縣某國中七、八、九年級的全體學生為測試對象，

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 10 月底全體學生實際體位（BMI 值）；所有受

試者均須通過學校健康中心統一檢測身高及體重，學生一律穿著夏季

體育服裝短袖上衣、短褲、脫鞋。 

ㄧ、研究母群體 

    本研究母群體以苗栗縣某國中 100 學度第 1 學期七、八、九年級

全體學生為研究對象，但是不包含特殊教育班、體育專班。 全校總計

人數為 850 人；母群體年級、人數分佈情形如表 3-2-1、表 3-2-2。 

表 3-2-1  全校各年級班級數及學生人數，全校總計人數為 850 人 

年級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總和 

班級數 

 

年級人數 

8 
 

    241 

9 
 

285 

10 
 

324 

27 
 

850 

 

表 3-2-2  七、八、九年級各年級總共男學生 432、女學生 418 人 

年級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總和 

男生人數 

 

女生人數 

118 
 

123 

151 
 

134 

163 
 

161 

432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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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樣本 

（一）抽樣單位 

    由於研究者之研究架構中，「年級」是自變項之一，故採分層集束 

抽樣法，以各年級為分層，於各班級集束抽取樣本。基於研究時間、

人力、物力之考量，本研究決定採取以「班級」為抽樣單位。並以抽

得班級內之全數男、女學生為研究樣本。 

（二）抽樣方法 

    本研究採分層集束抽樣法進行抽樣。以年級為分層，於各年級集

束抽取樣本。但預估有八成五至九成以上回收率並考慮樣本代表性及

研究對象填答情行，預計抽出樣本人數為 291 人；如表 3-2-3。 

表 3-2-3    研究母群體各年級之班級數與學生人數 

年級         母群體                 樣本數           

        班級數          學生數      班級數       學生數       

七年級      8                 241            3              93           
八年級      9                 285            3              99           
九年級     10                 324            3              99           
合計       27                 850            9             291           

   當母群體為 850 人時，抽樣人數應為 265 人已足夠；根據 Krejcie ＆ 

Morgan（1970）之抽樣曲線表（Table for Determinng Sample Size Given 

Population）如表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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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4     Table for Determining Sample Size Given Population 

 N          S          N           S         N          S 
10           10           220           140         1200         291 
15           14           230           144         1300         297 
20           19           240           148         1400         302 
25           24           250           152         1500         306 
30           28           260           155         1600         310 
35           32           270           159         1700         313 
40           36           280           162         1800         317 
45           40           290           165         1900         320 
50           44           300           169         2000         322 
55           48           320           175         2200         327 
60           52           340           181         2400         331 
65           56           360           186         2600         335 
70           59           380           191         2800         338 
75           63           400           196         3000         341 
80           66           420           201         3500         346 
85           70           440           205         4000         351 
90           73           460           210         4500         354 
95           76           480           214         5000         357 

100           80           500           217         6000         361 
110           86           550           226         7000         364 
120           92           600           234         8000         367 
130           97           650           242         9000         368 
140          103           700           248        10000         370 
150          108           750           254        15000         375 
160          113           800           260        20000         377 
170          118           850           265        30000         379 
180          123           900           269        40000         380 
190          127           950           274        50000         381 
200          132          1000           278        75000         382 
210          136          1100           285       100000         384 
 
註：1. N： 母群體    

2. S： 樣本數                          參考 Krejcie ＆ Morgan（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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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採分層集束抽樣法。七年級樣本數 93 人（男、女生各為 47

人、46 人；男、女生比例為 1.02：1）；八年級樣本數 99 人（男、女生

各為 47 人、52 人；男、女生比例為 0.90：1）；九年級樣本數 99 人（男、

女生各為 51 人、48 人；男、女生比例為 1.06：1）。全校七、八、九年

級共抽出 9 個班別；男生共 145 人、女生共 146 人，男、女生比例為

0.99：1。如下表 3-2-5： 

表 3-2-5   全校共抽出 9 班別，男、女生樣本人數 291 人 

年級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班別   705、706、707       805、806、809     903、904、905 

人數    31、 31、 31        33、 33、 33      33、 33、 33 

男生    15、 16、 16        16、 15、 16      17、 18、 16 

女生    16、 15、 15        17、 18、 17      16、 15、 17 

各班別 

總人數   31、 31、 31        33、 33、 33      33、 33、 33 

 七年級樣本數 93 人：男、女生各為 47 人、46 人。 

 八年級樣本數 99 人：男、女生各為 47 人、52 人。 

 九年級樣本數 99 人：男、女生各為 51 人、48 人。 

 七、八、九年級樣本數男生共 145 人；女生共 146 人。 

 七、八、九年級樣本總人數男、女生共計 29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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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自編結構式問卷為研究工具。首先以開放式引導問卷收

集相關資料，在依據本研究架構及參考國內外文獻，與指導教授討論

完成初稿，進行專家效度評定後完成預試問卷（附錄二）。經預試後再

與教授討論，修訂完成正式問卷（附錄三）。問卷內容包括：人口學變

項、體重控制信念、自我效能、體重控制行為。以下問題進行調查，

做為設計預試問卷之參考。 

一、 開放式引導問卷 

    研究者參考國內外相關研究及依個人觀察，編制開放式問卷，於

民國 100 年 10 月實施，以母群體中之非抽樣學生為受試者共 94 人。 

本研究以開放式引導問卷就是開放式問卷問題，讓研究者自由盡量詳

列所有可能的回答。編制題目如下： 

1.你假如體重過重、肥胖，將會影響生活品質嗎？引起那些慢性病？ 

2.你知道體重控制的好處有那些？曾經使用那些減重方式？ 

3.你如果正在執行體重控制計畫，那些因素會阻礙「節制飲食」？ 

4.你如果正在執行體重控制計畫，那些因素會阻礙「規律運動」？ 

5.你有那些因素（包括人、 事、物）資訊告知要下定決心「體重控制」？ 

6.你有那些因素「促進、增強」體重控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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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構式問卷 

（一）預試問卷初稿設計 

    根據本研究架構、相關文獻及開放式問卷所得結果，經由指導教

授及衞生專家就內容修改、指導後編擬成問卷初稿。內容包括： 

1.體重控制相關信念 47 題：其中罹患性認知 9 題、嚴重性認知 9 題、   

  利益性認知 9 題、障礙性認知 10 題、行動線索 10 題。 

2.自我效能 27 題：節制飲食自我效能 13 題、規律運動自我效能 14 題。 

3.體重控制行為：2 大題。 

4.個人基本資料：共 11 題。 

 

（二）問卷內容專家效度審查 

    問卷初稿完成後，函請衛生教育專科教授、區域醫院體重控制、

主任醫師、醫師、營養師等相關領域專家共八位（專家效度名單請見

附錄一），針對問卷初稿內容效度進行評估、建議，並依據專家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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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後之問卷，為了解研究對象對文字理解程度、填答問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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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評估所需時間及了解問卷之信度，預計民國 100 年 12 月進行結

構式問卷預試。施測學生由母群體中排除正式施測樣本後，以簡單隨

機抽樣方式抽出 94 人，做為預試樣本。預試過程模擬正式施測情形，

說明研究目的及填答注意注意事項及對該問卷內容及敘述方式提出問

題及建議，以做為正式施測之參考。完成預試所需時間為 30 分鐘左右，

問卷回收後進行信度考驗，最後修定為正式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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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與指導教授討

論過後，修改部份內容完成正式問卷。 

    正式問卷各部分內容及設計說明如下： 

1.第一部份：體重控制信念模式，共有五個子量表 

（1）罹患性認知：測量受試者主觀評估對「肥胖」罹患慢性疾病產生

可能性的看法。共 9 題；採五等分計分法（1＝非常不可能～5＝非常

可能），累積分數愈高表示 ，表示自覺肥胖罹患慢性疾病的機會越高。 

（2）嚴重性認知：測量受試者主觀評估對「肥胖」罹患慢性疾病產生

嚴重性的看法。共 9 題；採五等分計分法（1＝非常不嚴重～5＝非常 

嚴重），累積分數愈高表示 ，表示自覺肥胖罹患慢性疾病的嚴重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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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利益性認知：測量受試者對執行「體重控制」對身心的好處。 

共 9 題；採五等分計分法（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累積分數

愈高表示 ，表示自覺體重控制的利益機會越大。 

（4）障礙性認知：測量受試者對執行「體重控制」的障礙因素。 

共 10 題；採五等分計分法（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累積分

數愈高表示 ，表示自覺的「體重控制」的障礙因素越高。 

（５）行動線索：測量受試者對執行「體重控制」的激發因素的來源有

或無。共 10 題；回答「1＝有」，回答「0＝沒有」的方式計分；累積

分數愈高，表示「體重控制」的激發因素越多。 

2.第二部份；自我效能，共有二個子量表 

（1）節制飲食自我效能：測量受試者在不同情境節制飲食行為障礙及

持續體重控制自我把握度如何？共 13 題；採五等分計分法（1＝非常

沒把握～5＝非常有把握），累積分數愈高，表示「節制飲食自我效能」

的自我把握度越高。 

（2）規律運動自我效能：測量受試者在不同情境規律運動行為障礙及 

持續體重控制自我把握度如何。共 14 題；採五等分計分法（1＝非常

沒把握～5＝非常有把握），累積分數愈高表示 ，表示「規律運動自我

效能」的自我把握度越高。 



 64 

3.第三部份；體重控制行為共 2 題 

（1）過去一年內以何種方式進行進行體重控制，其中是否進行體重控

制回答「1＝是」，（2）回答「0＝否」的方式給予計分。 

以何種方式進行進行體重控制（1.只有以節制飲食進行進行體重控制。

2. 只有以規律運動進行體重控制。3.以節制飲食搭配規律運動進行體

重控制。4.表示其它）。 

4.第四部份；個人基本資料，共 11 題，其中包括 

（1）出生年、月，滿______足歲。 

（2）性別：男、女 

（3）目前就讀年級：七、八、九年級 

（4）目前身高：_______公分 

（5）目前體重：_______公斤 

（6）BMI 值：_____________ 

（7）目前體型屬於；過輕、正常、過重、肥胖 

（8）目前想要自己的體重；增加、維持、減重 

（9）體重控制減重的知識來源：父母、師長、朋友、電視、醫院…等 

（10）父、母親的教育程度：表 3-3-1、表 3-3-2 

（11）父、母親的職業：表 3-3-1、表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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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父、母親教育程度和職業類別之分類水準等級 

 

1.教育程度等級依序：第一級、第二級、第三級、第四級、第五級。 

2.職業分類等級依序：第一級、第二級、第三級、第四級、第五級。 

3.教育程度、職業類別依序：5 分、4 分、3 分、2 分、1 分。 

 

  職 業  

 

    類 別  

教育 

 

程度 

高級專業

人員、高

級行政人

員 

【5 分】 

第一級 

 專業人員 

 、中級行 

 政人員 

 

【4 分】 

第二級 

半專業人

員、一般 

行政公務

人員 

【3 分】 

第三級 

技術性工

人 

 

 

【2 分】 

第四級 

非技術、 

半技術性

工人、無 

業者 

【1 分】 

第五級 

    碩、博士 

 研究所畢業得有學位者 

   【5 分】    

第一級 

 

     大學畢業、專科畢業 

   【4 分】            

第二級 

  

     高中、高職、初中、國中 

   【3 分】                         

                                      第三級 

 

 

     小學畢業、識字者 

        【2 分】 
 

                                           第四級 

 

     不識字者 

        【1 分】   

 

 

                                                             第五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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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等級分類表 

教育程 

度等級 

教育指數 職業等級 職業指數 社經地 

位指數 

社經地 

位等級 

第一級 ５ 

 

第一級  ５ 
（5×4）＋

（5×7）＝55 
高級： 

41-55 分 

第二級 ４ 第二級 ４ 
（4×4）＋

（4×7）＝44 
高級： 

41-55 分 

第三級 ３ 第三級 ３ 
（3×4）＋

（3×7）＝33 
中級： 

30-40 分 

第四級 ２ 第四級 ２ 
（2×4）＋

（2×7）＝22 
低級： 

11-29 分 

第五級 １ 第五級 １ 
（1×4）＋

（1×7）＝11 
低級： 

11-29 分 

 

1.社經地位所得總分區分為：高、中、低三級。 

2.社經地位等級：高級（41-55 分）、中級（30-40 分）、低级（11-29 分）。 

3.社經地位等級計算方法：（教育指數×4）＋（職業指數×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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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步驟 

一、行政聯繫 

首先親自向學校主管單位主任進行面對面溝通，說明目的、研究   

對象選取、施測方式、施測時間、施測地點、取得學校單位主管同意

後再徵詢施測學生班導師同意。 

 

二、進行施測 

正式施測時間於民國 101 年 2 月初至 101 年 2 月底止。研究者親

自施測，施測時間為七、八年級上健康教育課，九年級則利用早自修 

7：30-8：00 施測；地點為各班教室、健康教育老師親自講解說明施測

注意事項，由受測者自行填答，鼓勵受測者提出問題，填答問卷約需

30 分鐘左右。 

 

三、問卷回收與處理 

    本研究問卷利用上健康教育課時間連續進行 1 星期，原定施測人

數為 291 人；如果漏答太多或拒絕回答、而且前、後回答不一致，將

其資料予以廢卷處理給予剔除，扣除未到校請假者；實得有效問卷 245

份數為樣本。預計回收率高達抽樣人數達八成五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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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係運用 SPSS FOR WINDOWS 17.0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

析，處理各項資料。問卷回收後將問卷編號、譯碼、輸入電腦，依研

究目的及變項特性分析，本研究之處理如下： 

 

一、描述性統計資料 

     在自變項與依變項之分佈情形描述，類別資料以次數分

配、百分比描述之，等距資料以平均數、標準差敘述之。 

 

二、推論統計資料   

1.以 t 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薛費事後比較

（Scheffe's method)考驗社會人口學因素與健康信念、自我效能及體

重控制行為之間的關係。 

2.以皮爾森積差相關（Pearson product- moment correlation）考驗健康信念、

自我效能、與體重控制行為之關係。 

3.以複迴歸（Multiple Regression）分析社會人口學因素、健康信念、自

我效能對體重控制行為之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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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根據本研究問題及研究假設，將問卷資料經統計分析後，其結果

將分五大部份呈現，依序說明如下： 

第一節 研究對象社會人口學之分佈現況。 

第二節 研究對象體重控制信念、自我效能及體重控制行為之現況。 

第三節 研究對象體重控制信念、自我效能及體重控制行為之關係。 

第四節 研究對象社會人口學與體重控制信念、自我效能及體重控制  

       行為之間的關係。 

第五節 研究對象社會人口學、體重控制信念、自我效能及體重控制 

       行為之預測力。 

 

第一節   研究對象社會人口學之分佈現況 

    研究對象社會人口學變項包括年級、性別、BMI 值、體重控制經

驗、家庭社經地位。由表 4-1-1 得知分佈情形為： 

一、年級 

本研究各年級分佈情行為如下：七年級 78 人，佔 31.8 ％；八年

級 80 人，佔 32.7 ％；九年級 87 人，佔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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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別 

本研究之男、女生分佈情行為如下：男生 121 人，佔 49.4％；女

生 124 人，佔 50.6％。其中七年級男、女生各為 38 人、40 人；八年級

男、女生各為 38 人、42 人；九年級男、女生各為 45 人、42 人。 

三、家庭社經地位 

本研究之男、女生家庭社經地位分佈情行為如下：社經地位位於

高階者 30 人，佔 12.2 ％；社經地位位於中階者 78 人，佔 31.8％；社

經地位位於低階者 137 人，佔 56.0％。家庭社經地位以低階者佔半數

以上，其次為中階者，兩者合計即佔全部 87.8％。 

四、BMI 值（實際體型） 

本研究之男、女生實際體型分佈情行為如下：實際體型過輕者 43 

人，佔 17.6％；實際體型正常者 130 人，佔 53.1％；實際體型過重者

35 人，佔 14.3 ％；實際體型肥胖者 37 人，佔 15.1 ％。本研究對象以

一般學生為樣本，其中體型過重者加上體型肥胖者即佔 29.4％接近三

分之ㄧ。約有一半以上的研究對象，其 BMI 值在正常範圍內；顯示大

部份研究對象體型的正確認知，為了促進身體健康、擁有健康體位願

意進行體重控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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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過去有無體重控制經驗 

本研究之男、女生過去有無體重控制經驗分佈情行為如下： 

在過去曾有體重控制經驗者有 140 人，佔 57.1％；在過去未曾有體重

控制經驗者有 105 人，佔 42.9％，因此，過去曾有體重控制經驗者較

過去未曾有體重控制經驗者多。目前想要有體重增加者，共有 32 人，

佔 13.1％；想要維持體重者有 92 人，佔 37.6％；想要有體重減重者共

有 121 人，佔 49.4％。如表 4-1-1。 

表 4-1-1     研究對象社會人口學之分佈（n＝245） 

變項名稱           變項類別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生               121             49.4 
                       女生               124             50.6 
年級                   七年級              78             31.8 

  八年級              80             32.7 
  九年級              87             35.5 

BMI 值（實際體型）     過輕                43             17.6 
                       正常               130             53.1 
                       過重                35             14.3 
                       肥胖                37             15.1 
體重控制經驗           有                 140             57.1 
                       無                 105             42.9 
家庭社經地位           高                  30             12.2 

中                  78             31.8 
低                 137             56.0 

目前想要自己體重       增加                32             13.1 
維持                92             37.6 
減重               121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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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去體重控制經驗中，由表 4-1-2 得知：不曾進行體重控制者有

105 人，佔 42.9％；進行體重控制者其方法中，只有以節制飲食方法者

有 38 人，佔 15.5 ％；只有以規律運動方式有 36 人，佔 14.7％；節制

飲食搭配規律運動體重控制方法者有 66 人，佔 26.9％。因此，體重

控制方法中以節制飲食搭配規律運動者為最多，其次為節制飲食體重

控制，最少為規律運動體重控制。 

    又在過去體重控制經驗中，其體重控制持續情況由表 4-1-3 得知：

不曾進行體重控制者有 105 人，佔 42.9％；一直未中斷者有 20 人，佔

8.2 ％；曾經中斷者有 55 人，佔 22.4％；斷斷續續進行者有 65 人，佔

26.5 ％。體重控制持續情況其中以斷斷續續進行者佔最多，其次為曾

經中斷者，最後為一直未中斷者。顯示大部份學生因為想要擁有健康

體位促進健康，願意進行體重控制，此研究結果與蔡淑鳳（1994）、吳

慧嫻（1996）、莊博雯（1996）、賴翠琪（2001）、蕭立意（2009）、鍾

俊偉（2010）近似，故了解學生中斷或堅持的原因，是值得未來學者

深入探究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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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研究對象體重控制方法之次數、百分比分佈情形（n＝245） 

體重控制方法                 人數               百分比％ 

不曾進行體重控制                  105                    42.9 
只有「節制飲食」體重控制           38                    15.5 
只有「規律運動」體重控制           36                    14.7 
「節制飲食」搭配「規律運動」       66                    26.9 
 

 

表 4-1-3  研究對象過去體重控制持續情況之次數、百分比分佈情形（n＝245） 

持續情況                    人數                 百分比％ 

不曾進行體重控制                  105                     42.9 
一直未中斷                         20                      8.2 
曾經但已中斷                       55                     22.4 
斷斷續續進行                       65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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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之體重控制信念、自我效能 

及體重控制行為現況 

 

一、研究對象之體重控制信念現況 

    研究對象體重控制信念之評估，是以對肥胖疾病的罹患性認知、

嚴重性認知、對體重控制的利益性認知、障礙性認知及行動線索所為

指標。有關研究對象健康信念中罹患性認知、嚴重性認知、對體重控

制的利益性認知、障礙性認知的平均值、標準差如表 4-2-1。 

 

表 4-2-1      健康信念總分之分佈情形（n＝245） 

變項名稱                平均值                標準差       

罹患性認知                   32.49                     7.93 
嚴重性認知                   33.97                     7.77 
利益性認知                   35.45                     7.28 
障礙性認知                   27.60                     7.28 
行動線索                      3.55                     2.71 

 

 

（一）罹患性認知 

   『罹患性認知』量表共 9 題。每題得分最低為 1 分、最高為 5 分；

量表總得分範圍在 9-45 分，分數越高表示對知覺肥胖可能罹患各種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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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認知愈強。由表 4-2-1 得知，就每個人總分平均值 32.49 與標準差

7.93 顯示，大部份研究對象知道肥胖與慢性疾病的可能性介於中立意

見與可能之間，傾向中立意見。由表 4-2-2 得知，就各題得分來看，各

題的平均值介於 3.44 -3.82 之間，其中以第 5 題「我覺得肥胖會使我罹

患高血壓的可能」的罹患性認知得分最高，以第 7 題「我覺得肥胖會

使我得到癌症的可能」的罹患性認知得分最低。 

    由結果得知，大部份研究對象知道肥胖與慢性病有關；尤其是心

血管疾病方面，但對於肥胖可以直接或間接引發癌症的認知相當缺乏。 

又研究對象未能了解代謝症候群是心血管疾病、糖尿病、中風的前端，

是我國及世界的新興重要公共衛生議題；代謝症候群的發生：主要由

於近年來科技及醫療的發達，人口的老化，人民生活習慣多趨向於缺

乏運動、高脂等不當飲食、肥胖等因素造成。 

     我國代謝症候群盛行率及對國人的影響：依據國民健康局（2007）

三高（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調查研究顯示，國人代謝症候群盛

行率在 15 歲以上為 14.99 ％（男 16.9％、女 13.8％），且隨年齡上升

而有增加的趨勢。美國最新研究發現，代謝症候群（metabolic syndrome）

患者未來 10 年死於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或癌症的機率比正常人多了 3

成 5。因此，健康教育課程應加強學生在此方面的認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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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研究對象罹患性認知之分佈情形（n＝245） 

變項名稱       非常不    不可能   中立意   可能   非常可   平均值   標準差  排序 

                  可能％     ％      見％      ％    能％ 

1.我覺得肥胖會   4.9     8.6    29.4    35.5   21.6    3.60    1.07    4 
  使我罹患心臟 
  病的可能 
2.我覺得肥胖會   4.1     6.5    34.3    35.5   19.6    3.60    1.00    5 

--罹患腦血管 
    病變的可能 
3.我覺得肥胖會   3.7     6.1    29.8    38.0   22.4    3.69    1.00    3 

--罹患糖尿病 
    的可能 
4.我覺得肥胖會   5.3     8.6    33.1    34.7   18.4    3.52    1.05    7 

--罹患關節病 
    變的可能 
5.我覺得肥胖會   2.9     3.7    29.4    36.3   27.8    3.82    0.97    1 

--罹患高血壓 
   的可能 
6.我覺得肥胖會   3.7     4.9    32.7    33.5   25.3    3.72    1.01    2 

--罹患脂肪肝 
   的可能 
7.我覺得肥胖會   6.1     7.3    37.1    34.7   14.7    3.44    1.03    9 

--罹患癌症的 
可能 

8.我覺得肥胖會   4.5     9.0    31.4    35.9   19.2    3.56    1.04    6 
--罹患換氣不 
足的可能症 
候群的可能 

9.我覺得肥胖會   5.3     7.8    34.3    34.7   18.0    3.52    1.04    8 
--罹患代謝症     

    後群的可能 
 

註：題目 1.我覺得肥胖會「使我」罹患心臟病的可能，其中「」部份以「--」代 

    之；  以上各題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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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嚴重性認知 

   『嚴重性認知』量表共 9 題。每題得分最低為 1 分、最高為 5 分；

量表總得分範圍在 9-45 分，分數越高表示對知覺肥胖可能罹患各種慢

性病嚴重性的認知愈強。由表 4-2-1 得知，就每個人總分平均值 33.97

與標準差 7.77 顯示，大部份研究對象知道因肥胖與慢性疾病的可能性

介於中立意見與可能之間，傾向中立意見。由表 4-2-3 得知，就各題得

分來看，各題的平均值介於 3.71 -3.89 之間，其中以第 7 題「我覺得肥

胖會使我罹患癌症」的嚴重性認知得分最高，以第 2 題「我覺得肥胖

會使我罹患腦血管病變」的嚴重性認知得分最低。 

    由結果看出，大部份研究對象認為肥胖引發慢性疾病是嚴重的；

而腦血管病變中的腦中風、心臟病、高血壓依然被認為是最不嚴重的

情況。同時高居國內十大死因的癌症，確實是令學生比較擔心的！ 

    根據國家衛生研究院一項調查指出，肥胖的人罹患癌症風險性，

比正常體重的人增加，其中以女性子宮內膜癌高 2.8 倍最多，其次是男

性大腸癌 1.6 倍，因此肥胖的人要減肥，才能遠離癌症威脅。 

    行政院衛生署（2011）國民健康局長邱淑媞表示，肥胖有關的癌

症有快速上升的趨勢，所有男、女性都要體重控制，多多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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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研究對象嚴重性認知之分佈情形（n＝245） 

變項名稱        非常不   不嚴重  中立意   嚴重    非常嚴   平均值   標準差   排序 

                   嚴重％     ％    見％      ％     重％ 

1.我覺得肥胖會   2.4    4.1    35.5    35.5    22.4    3.71    0.94      8 
 使我罹患心臟     
病，對家裡經 

濟負擔是 

2.我覺得肥胖會   2.9    4.1    33.9    37.6    21.6    3.71    0.95      9 
--罹患腦血管 

  病變的嚴重性 

是 

3.我覺得肥胖會   2.4    5.3    30.6    37.1    24.5    3.76    0.96      6 
--罹患糖尿病， 

  對家人而言是 

4.我覺得肥胖會    3.3    2.9    33.1    37.1    23.7    3.75    0.96     7 
--罹患關節病 

變，對家人而 

言是 

5.我覺得肥胖會   2.9    2.9     31.4   38.4    24.5    3.79    0.94      3 
--罹患高血壓 

  的嚴重性是 

6.我覺得肥胖會    2.9    2.9    31.8    38.4    24.1    3.78    0.94     4 
--罹患脂肪肝 

  的嚴重性是 

7.我覺得肥胖會    3.3    3.3    29.4    29.8    34.3    3.89    1.02     1 
--罹患癌症的 

嚴重性是 
8.我覺得肥胖會   2.4     4.1    31.0    35.5    26.9    3.80    0.96     2 

-罹患換氣不足 

  症候群的嚴重 

  性是 

9.我覺得肥胖會    2.4    3.3    33.1    36.7     24.5    3.78    0.94    5 
-罹患代謝症 

後群的嚴重性是 

註：題目 1.我覺得肥胖會「使我」罹患心臟病，對家裡經濟負擔是，其中「」部

份以「--」代之；以上各題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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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益性認知 

    『利益性認知』量表共 9 題。每題得分最低為 1 分、最高為 5 分；

量表總得分範圍在 9-45 分，分數越高表示對知覺體重控制行為能在身

心方面產生利益處的認知愈強。由表 4-2-1 得知，就每個人總分平均值  

35.45 與標準差 7.28 顯示，大部份研究對象知道傾向同意在進行體重控

制行為時，能在身心方面得到好處。由表 4-2-4 得知，就各題得分來看，

各題的平均值介於 3.38 - 4.06 之間，其中以第 5 題「執行體重控制可

以讓我身體更健康」的利益性認知得分最高，以第 9 題「執行體重控

制可以讓我增加朋友對我的好感」的利益性認知得分最低。 

    由結果得知，大部份研究對象追求健康的生活，認為體重控制可

以讓自己在身、心方面獲得好處。尤其在「執行體重控制可以讓我身

體更健康」，的利益性認知得分最高，此與林莉馨（1995）在有關國小

體重控制計畫中，結果顯示 85.5％以上的研究對象中認為「體重控制

可以讓我更健康」的情形是相類似的。又在「執行體重控制可以讓我

減少慢性疾病的發生」、「執行體重控制可以讓我增加自信心」，平均得

分較高情況，可看出青少年已經非常注重體型意識。至於「執行體重

控制，可以讓我增加朋友對我的好感」得分最低，可能是研究對象目

前在母群體當中不會被同儕排擠的情況；不如外界想像中的那樣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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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研究對象利益性認知之分佈情形（n＝245） 

變項名稱          非常不   不同意  中立意  同意％  非常同   平均值   標準差   排序 

                     同意％     ％    見％            意％ 

1.執行體重控制，   2.9    3.3    26.9    31.4   35.5    3.93    1.00     6 
  可以讓我雕塑       

  身材 

2.執行體重控制，   2.4    2.9    26.1    33.1   35.5    3.69    0.98     4 
  可以讓我改善我 

  的外觀  

3.執行體重控制，   2.0    2.0    26.5    31.8   37.6    4.01    0.95     3 
  ---增加自信心  

4.執行體重控制，    2.4    4.5    26.9    31.0   35.1    3.91    1.00     7 
 --比較好買衣服  

5.執行體重控制，   3.3    3.7    19.6    30.6   42.9    4.06    1.03     1 
  --身體更健康  

6.執行體重控制，    2.0    2.9    26.9    33.1   35.1    3.96    0.96     5 
  --心情愉快 

7.執行體重控制，    3.3    4.5    35.9    24.1   32.2    3.38    1.05     9 
  --增加朋友對 

  我的好感 
8.執行體重控制，    2.0   4.5    34.3    29.8    29.4    3.80    0.98     8 
  --生活有品質  

9.執行體重控制，    3.3   3.3    22.9    29.4    41.2    4.02    1.03     2 
  --減少慢性疾 

  病的發生 

 

註：題目 1.執行體重控制，「可以讓我」，雕塑身材。其中「」部份以「--」代之；    

    以上各題類推。 

 

 

 

 



 81 

（四）障礙性認知 

   『障礙性認知』量表共 10 題。每題得分最低為 1 分、最高為 5 分；

量表總得分範圍在 10-50 分，分數越高表示對知覺體重控制行為時，

可能存在的障礙因子愈多。由表 4-2-1 得知，就每個人總分平均值 27.60

與標準差 7.28 顯示，大部份研究對象對於知覺在進行體重控制行為時

之障礙，介於不同意與中立意見之間，傾向不同意認知。由表 4-2-5 得

知，就各題得分來看，各題的平均值介於 2.44-3.26 之間，其中以第 4

題「執行體重控制會影響我吃許多美食的慾望」的障礙性認知得分最

高，以第 6 題「執行體重控制會影響我受到同學的譏笑」的障礙性認

知得分最低。 

    由結果得知，大部份研究對象知覺體重控制時之障礙不認為是很

大的問題。然而可以發現「執行體重控制會影響我吃許多美食的慾望」

尤其在「執行體重控制」，最大的障礙性因素，因此，目前學生生活當

中幾乎全部喜歡吃零食、巧克力、炸雞排有絕對關係；「我沒有適當的

運動器材執行體重控制」則是第二大的障礙性因素，因此教導學生如

何正確使用有限空間與環境執行體重控制是刻不容緩的課題，再以「執

行體重控制會影響我在學校吃營養午餐」則是第三大的障礙性因素，

然而學生正值青春發育期必須教會如何健康吃、快樂動是非常重要的。 

 



 82 

表 4-2-5      研究對象障礙性認知之分佈情形（n＝245） 

變項名稱          非常不   不同意  中立意   同意   非常同  平均值    標準差   排序 

                     同意％     ％    見％     ％     意％ 

1.執行體重控制， 14.3   27.3   41.2    10.2    6.9     2.68    1.06      7 
  會影響我課後 

  要去補習的時 

  間------------- 
2.執行體重控制，  17.1   31.0   36.3    10.6    4.9     2.55    1.05      9 
 要花很多錢--  

3.執行體重控制，  13.9   25.3   40.4    14.7    5.7     2.73    1.07      6 
 會對身體健康     
有不好的影響- 

4.執行體重控制，  7.3   13.1    43.3    19.2    17.1    3.26    1.11      1 
  會影響我吃許       

  多美食的慾望- 

5.學校營養午餐， 12.2   21.2   45.7    12.7     8.2     2.83    1.06      3 
  會影響我執行 

  體重控制----- 
6.執行體重控制， 24.1   25.3    37.6    8.6     4.5     2.44    1.08     10 
  會受到同學的 

  譏笑-------- 

7.執行體重控制， 18.8   26.1    38.8     7.8    8.6     2.61    1.13      8 
 會影響我每天打 

 電腦上網的時間 

  ------------------ 
8.我沒有適當的運 13.5   17.1    46.9    13.9    8.6     2.87    1.09     2 
 器材執行體重控 

 制----------- 

9.我沒有適當的運 13.1   22.0    44.5    12.7    7.8     2.80    1.07     5 
 動場所執行體重 

控制--------- 

10.我不知道如何正 13.5  20.4    45.3    11.8    9.0     2.82    1.09     4 
  確減重或維持適 
  當的體重控制--- 

註：題目 1.執行體重控制，會影響我課後要去補習的時間「而放棄體重控制」；其  

    中「」部份以「-」代之；以上各題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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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動線索 

『行動線索』量表共 10 題。每題得分最低為 0 分、最高為 1 分；

量表總得分範圍在 0-10 分，分數越高表示刺激研究對象進行體重控制

的線索越多。由表 4-2-6 得知，有經驗的次數百分比中，其中以第 6 題

「我曾經看過電視媒體的瘦身美體減肥廣告」的次數為最多（69.0％），

其次為「我曾經在學校上過體重控制相關的課程內容」（50.2％）、及「學

校健康中心曾經提供體重控制資訊」（48.6％）。其中又以「醫謢人員曾

經勸我體重控制」（17.1％）的次數最少。 

    在以「人為勸導」方面而言，有經驗的次數百分比由多至少排列

順序依序為：父母（35.9％）、朋友（24.1％）、醫謢人員（17.1％）。其

中以來自父母的勸說最多，可見父、母是最積極希望小孩體重控制的

人；研究對象曾經嘗試過幾種減重方式（41.2％）朋友的勸說，此與

Desmond et al（1986）研究發現體重控制資訊約有 48％來自朋友有類

似的意義。故在學生體重控制行為時，父母與朋友隨時的提醒與幫助

是非常有重要助力的。來自學校老師的勸說是很少的，此問題在於教

師平時比較注重課程教學；令一方面是學生自尊心很強，不容易接納

別人之勸導；不會造成誤會與不必要的困擾。又因為學生很少接觸醫

護人員也很少到醫院檢查身體沒有直接做體重控制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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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資訊勸導」方面而言，有經驗的次數百分比由多至少排列

順序依次為：電視媒體瘦身美體廣告（69.0 ％）、學校上過體重控制相

關課程（50.2 ％）、學校健康中心曾經提供體重控制資訊公告健康飲食

（48.6 ％）、曾經在網路搜尋過體重控制相關內容（ 27.8％）、體重控

制資訊報章、雜誌（ 23.3％）。其中研究對象以曾經「看過電視媒體瘦

身廣告」人數最多與「學校上過體重控制相關課程」的人數次之、學

校健康中心曾經提供體重控制資訊公告健康飲食，可見學生在學校為

生活中心，所接受的資訊幾乎超過一半以上。此結果與張錦華（1998）

研究發現電視是高中、高職生最主要的資訊來源以及郭婉萍（2000）

研究專科女生減重意圖發現大多數研究對象（89.3％）、賴翠琪（2001）、

陳湘茹（2009）鍾俊偉、（2010）、洪梅玲（2011）認為在其生活環境

中，減重商業廣告出現很多的研究結果相近似。由此可知利用電視媒

體或報章雜誌做體重控制宣導是非常直接及有效的方法。因為「社區

醫療院所提供體重控制班宣導」（17.6％）有經驗的人非常少，可能社

區醫療院所未將此議題做大型廣告；行銷手法不及外來誘惑媒體的大

肆刺激宣導。因此，在健康體位促進議題及衞生教育更待加強重視宣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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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研究對象行動線索之百分比分佈情形（n＝245） 

變項名稱                         無（％）     有（％）   排序 

1.我的父母曾經勸我執行體重控制           64.1          35.9           5 
2.我曾經在學校上過體重控制相關之課       49.8          50.2           2 
  程內容 
3.我曾經試過幾種體重控制的減重方式。     58.8          41.2           4 
4.我的朋友曾經勸我執行體重控制           75.9          24.1           7 
5.醫謢人員曾經勸我執行體重控制           82.9          17.1          10 
6.我曾經看過電視媒體的瘦身美體減肥       31.0          69.0           1 
  廣告 
7.我曾經閱讀有關開辦「體重控制班」       76.7          23.3           8 
  的報章、雜誌 
8.我曾經到社區醫療院所看過紅布條、       82.4          17.6           9 
  電子版「體重控制班」 
9.學校健康中心曾經提供「體重控制資訊」   51.4          48.6           3 
  公告健康飲食 
10.我曾經在網路上搜尋過「體重控制」相關  72.2          27.8           6 
   知識內容 
 

 

二、研究對象之個人體重控制自我效能現況 

    研究對象自我效能之評估，是以節制飲食及規律運動為指標。有

關研究對象節制飲食及規律運動自我效能的平均數、標準差，如下表

4-2-7。 

表 4-2-7      研究對象自我效能總分之分佈情形（n＝245） 

變項名稱                    平均值              標準差       

節制飲食自我效能                  39.80                  11.34 
規律運動自我效能                  45.94                  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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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節制飲食自我效能 

   『節制飲食自我效能』量表共 13 題。由表可知每題得分最低為 1

分，最高為 5 分，量表總得分範圍在 13-65 分，分數愈高表示研究對

象在進行進行體重控制時，對節制飲食的自我把握度愈強。由表 4-2-7

得知，就每個人總分平均值 39.80 與標準差 11.34 顯示，大部份學生在

體重控制時，對於飲食的自我把握度傾向中立意見。由表 4-2-8 得知，

就各題得分情形來看，各題之平均值介於 2.89 -3.32 之間。其中以第 6

題「當我心情挫折的時候，…」的得分最高，以第 4 題「當親朋好友

一起享受山珍海味美食時，…」的得分最低。 

    研究結果中發現，大部份研究對象在負向情緒時（如：心情不好

時，…）時，對節制飲食的自我把握度最強，面對社會壓力（如：當

親朋好友一起享受山珍海味美食時，…」的得分最低。對節制飲食的

自我把握度最低，此情況與藺寶珍、王瑞霞（1997）；賴翠琪（2001）；

鍾俊偉（2010），研究國中生體重體重控制節制飲食的調查結果近似，

發現在負向情緒時，對節制飲食的自我效能得分最高，而在社會壓力

及面對誘惑的自覺自我效能較低的研究情況近似。此研究對象在面對

美食時較無法掌控，故未來推動校園體重控制飲食，可以教導「如何

健康吃，快樂動？」拒絕與逃離速食業的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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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8    研究對象節制飲食把握度之百分比分佈情形（n＝245） 

變項名稱           非常沒   沒把握  中立意  有把握  非常有  平均值   標準差   排序 

                      把握％    ％      見％     ％    把握％ 

1.當飯店推出 199 元  11.4   21.2   38.4   19.2    9.8    2.95   1.12    10 
  吃到飽，各式各樣 

  美食當前，------ 

2.當肚子餓時，----    9.8   22.9   38.4   18.8   10.2    2.97   1.10     9 
3.當到麥當勞時，--   11.0   22.9   37.6   20.0    8.6    2.92   1.10    11 
4.當親朋好友在一起   11.8   23.3   40.8   13.5   10.6    2.89   1.12    13 
 享受山珍海味美食， 
5.當朋友請吃巧克力  11.0   23.7    37.6   18.0   9.8    2.92    1.17    12 
  蛋糕、披薩，---- 

6.當我心情挫折的時   8.2   10.2   38.4   27.8    15.5   3.32   1.11      1 
  後，------------ 

7.當我從事休閒活動   11.4   20.8   31.8   22.9    13.1   3.05   1.19     7 
  時（看電影、郊遊、 

  烤肉），---------- 

8.當我朋友生日慶生， 10.6   18.8   40.8   18.4    11.4   3.01   1.12     8 
  ----------------- 
9.當我坐在沙發上看電 10.6   16.3   39.2   21.6    12.2   3.09   1.14     5 
  視，許多零食包括牛 

  肉乾、豬肉乾、豆干 

  、瓜籽、甜點名產當 

  前時，------------ 

10.當我有吃霄夜的習慣 12.7  13.1   36.3   21.2    16.7   3.16   1.22     4 
   時，------------------- 
11.當我下課回家走在路 11.4  13.9   32.7   21.6    20.4   3.26   1.25     2 
   旁販賣大雞排，聞香 
   、酥、脆讓我垂涎三 
   尺，-------------------- 
12.當同學相約購買烏龍 11.8  15.9   36.7   23.3    12.2   3.08   1.16     6 
   綠、珍珠奶茶、香甜 
   飲料時，--------------- 
13.當午餐有豐富肉類，-11.0  11.8   40.4   20.4    16.3   3.19    1.18    3 
註：題目 1.當飯店推出 199 元吃到飽，各式各樣美食當前，「為了體重控制我能節

制飲食的保握度？」其中「」部份以「--」代之；以上各題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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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律運動自我效能 

    『規律運動』量表共 14 題。由表可知每題得分最低為 1 分，最高

為 5 分，量表總得分範圍在 14-70 分，分數愈高表示研究對象在進行

體重控制時，對規律運動的自我把握度愈強。由表 4-2-7 得知，就每個

人總分平均值 45.94 與標準差 10.78 顯示，大部份學生在體重控制時，

對於規律運動的自我把握度傾向中立意見與有把握之間。由表 4-2-9 得

知，就各題得分情形來看，各題之平均值介於 3.04-3.56 之間。其中以

第 12 題「當我認識運動是可以減少慢性疾病發生時，…」的得分最高，

以第 9 題「當我感覺天候不佳時，…」的得分最低。研究結果發現，

研究對象在自覺「沒時間時」、「很疲倦」、「考試壓力很大」時，規律

運動自我效能的把握度較差。因此，目前國中學生不論在何種方式的

升學制度下面對沉重的課業壓力、參加校內課後補救教學，接著又參

加校外補習班加強輔導。實在抽不出時間也沒有多餘的體力實施規律

運動執行體重控制。在「當運動流汗不舒服時」，為了體重控制能持續

運動的把握度較強，「當運動感覺太累時」，為了體重控制能持續規律

運動的把握度偏弱，可能不在流汗與否，欠缺對自我體能挑戰的耐力

與決心。又「當我認識運動是可以減少慢性疾病發生時，…」規律運

動的把握度最強，也是研究對象下定減重的決心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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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9    研究對象規律運動把握度之百分比分佈情形（n＝245） 

變項名稱              非常沒  沒把握  中立意  有把握  非常有  平均值  標準差  排序 

                         把握％    ％     見％     ％    把握％ 

1.當我沒有同伴一起    3.3   15.1   40.0    26.9   14.7    3.35   1.01    5 
 運動時，--------      
2.當我下課後要敢去    5.3   14.3   46.1    24.1   10.2    3.20   0.98    9 
  補習時，------- 

3.當我覺得考試很多   4.5   18.4    44.9    21.6   10.6    3.16   0.99   12 
  、焦慮、壓力很大 

  時，-----------      
4.當我運動流汗不舒    4.9   10.6   44.5    27.8   12.2    3.32   0.99    8 
  服時，--------- 
5.當我運動被同學譏    4.1   11.0   45.7    24.9   14.3    3.34   0.99    6 
  笑時，---------- 
6.當我運動感覺對減    4.1   10.6   45.7    26.1   13.5    3.34   1.00    7 
 重效果不大時，-- 
7.當我運動感覺太累    5.7   16.7   40.8    25.7   11.0    3.20   1.03   10 
  之時，--------- 
8.當我感覺沒有時間    6.5   15.9   49.8    19.2    8.6    3.07   0.98   13 
  運動時，------- 
9.當我感覺天候不佳    9.0   16.7   44.9    20.0    9.4    3.04   1.05   14 
  之時，--------- 
10.當我嚐試各種減肥   6.1   12.2   49.4    20.4   11.4    3.39   1.00   11        

沒效時，------- 
11.當我認識運動是生   4.1    8.2   44.5    29.4   13.9    3.41   0.96    2 
   活型態之ㄧ時，- 
12.當我認識運動是可   3.7    6.9   38.0    32.2   19.2    3.56   0.93    1 
   以減少慢性疾病的 

   發生時，------- 
13.當我認識多運動是   4.5    6.5   45.7    31.8   11.4    3.39   0.93    3 
  醫生開的處方簽時， 

  ----------------- 

14.當我在週末假日時， 5.3   10.2   43.3    24.5   16.7    3.32   1.05    4 
   ---------------- 
註：題目 1.當我沒有同伴一起運動時，「為了體重控制制，我能持續性規律運動的       

    把握度？」其中「」部份以「--」代之；以上各題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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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對象之個人體重控制行為現況 

    由表 4-2-10 得知，本研究對象之男，女生未來體重控制行為分佈

情形如下：「非常不可能」者有 29 人，佔 11.8 ％；「不可能」者有 20

人，佔 8.2％；「中立意見」者有 90 人，佔 36.7％；「可能」者有 77 人，

佔 31.4％；「非常可能」者有 29 人，佔 11.8％。其中以「中立意見」

者為最多，其次為「可能」者。「可能」者 31.4％加上「非常可能」者

11.8％，兩者總和即佔 43.2％。此情況與吳慧嫻（1996）、郭婉萍（2001）、

賴翠琪（2001）、鍾俊偉（2010）研究減重結果偏向「可能」情行一樣。

可見大部份學生非常在意自己的體重，而願意嘗試解決體重控制。 

 

表 4-2-10      研究對象未來體重控制行為百分比之分佈情形（n＝245） 

變項名稱            變項類別       人數         百分比％ 

體重控制行為           非常不可能         29                11.8 
                       不可能             20                 8.2 
                       中立意見           90                36.7 
                       可能               77                31.4 
                       非常可能           29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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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人口學變項與體重控制信念、自我效能 

                   及體重控制行為之關係 

    本節內容主要在回答研究問題三，「研究對象之體重控制信念是否

因背景因素不同而有差異？」、「研究對象之自我效能是否因背景因素

不同而有差異？」及「研究對象之體重控制行為是否因背景因素不同

而有差異？」為了解體重控制行為與三者之間的關係，以年級、性別、

社經地位、BMI 值（實際體型）、過去有無體控經驗為自變項，分別以

體重控制信念、自我效能及體重控制行為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若

有顯著差異，再以薛費氏事後比較考驗組別間的差異情形。 

 

一、研究對象人口學變項與健康信念的關係 

（一）研究對象人口學變項與「罹患性認知」之關係 

    由表 4-3-1 中得知，研究對象在肥胖可能引發疾病的罹患性認知因

素上，社會人口學各變項之間的差異未呈現統計顯著水準。換句話說，

研究對象在性別、年級、BMI 值（實際體型）、體重控制經驗、家庭社

經地位（高、中、低階）在肥胖可能引發疾病的罹患性認知程度上並

沒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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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人口學變項與「嚴重性認知」之關係 

    由表 4-3-2 中得知，研究對象在肥胖可能引發疾病的嚴重性認知因

素上，研究對象社會人口學變項中家庭社經地位達顯著水準（p＜.01）；

換句話說，嚴重性認知程度上中社經地位者之認知高於高社經地位與

低社經地位；因此，其它在性別、年級、BMI 值（體型）、體重控制經

驗的有無等在利益性的認知程度則沒有顯著差異。 

（三）研究對象人口學變項與「利益性認知」之關係 

    由表 4-3-3 中得知，研究對象在進行體重控制時所產生的利益性的

認知因素上，與社會人口學各變項之間未達顯著水準；換句話說，研

究對象在年級、性別、BMI 值（體型）、體重控制經驗的有無、家庭社

經地位等在利益性的認知程度則沒有顯著差異。 

（四）研究對象人口學變項與「障礙性認知」之關係 

    由表 4-3-4 中得知，研究對象在進行體重控制時所產生的障礙性的

認知因素上，不同年級之間的差異達顯著水準（p＜.05）；換句話說，

不同年級的研究對象，在進行體重控制時障礙性的認知程度有所不同。 

經薛費氏事後比較七年級障礙性高；七年級得分高於九年級、七年級

得分高於八年級的得分。其它在性別、BMI 值（體型）、體重控制經驗

的有無、家庭社經地位等在障礙性的認知程度則沒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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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對象人口學變項與「行動線索」之關係 

    由表 4-3-5 中得知，研究對象在進行體重控制時行動線索產生之因

素上，人口學變項中不同年級之間的差異達顯著水準（p＜.05）；換句

話說，不同年級的研究對象，對行動線索的認知上有所不同，經薛費

氏事後比較八年級得分高於九年級。其中 BMI 值（實際體型）中的差

異達顯著水準（p＜.001）；不同體型愈注重媒體報導體重控制行為；經

薛費氏事後比較肥胖體型得分高於過輕、正常、過重。研究對象對體

重控制經驗達顯著水準（p＜.001）；換句話說，研究對象中有體重控制

經驗比較無體重控制經驗者，接受媒體資訊報導體重控制資源較豐富

與廣泛。其它在性別、家庭社經地位則無顯著差異。 

表 4-3-1  研究對象社會人口學變項與「罹患性認知」之變異數分析（n＝245） 

變項                   人數     平均值     標準差    t/F 值   薛費氏事後檢定 

性別          男生     121      31.57      8.17     -1.81 
              女生     124      33.40      7.62          
年級          七年級（1）78      31.53      7.92      0.93       

 八年級（2）80      32.70      8.55          
 九年級（3）87      33.17      7.34 

BMI 值        過輕      43      31.93      7.38      1.26                         
              正常     130      32.56      8.49 
              過重      35      30.91      7.29 
              肥胖      37      34.41      6.95 
體重控制經驗  有       140      32.11      8.14      -0.88 
              無       105      33.01      7.66 
家庭社經地位  高        30      31.47      6.56       2.52       

中        78      34.14      7.60 
低       137      31.78      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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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研究對象社會人口學變項與「嚴重性認知」之變異數分析（n＝245） 

變項                  人數      平均值     標準差     t/F 值   薛費氏事後檢定     

性別          男生     121      33.41      8.26      -1.12 

              女生     124      34.52      7.26          
年級          七年級    78      32.24      8.45      2.87        

 八年級    80      34.68      8.26 
 九年級    87      34.86      6.39 

BMI 值        過輕      43      34.63      6.29      0.51       
              正常     130      33.88      8.29 
              過重      35      32.71      6.95 
              肥胖      37      34.68      8.29 
體重控制經驗  有       140      34.23      7.40      0.61 
              無       105      33.62      8.27 
社經地位      高（1）     30      32.27      6.64      4.29**            2>3 

中（2）     78      36.03      7.60                   2>1 

低（3）    137      33.17      7.91 
註：**p<.01 
 

 

表 4-3-3  研究對象社會人口學變項與「利益性認知」之變異數分析（n＝245） 
變項                  人數     平均值      標準差    t/F 值   薛費氏事後檢定 

性別          男生     121     34.69       7.21     -1.62 
              女生     124     36.19       7.30         
年級          七年級    78     33.97       7.75      2.83        

 八年級    80     36.69       7.82 
 九年級    87     35.62       6.07 

BMI 值        過輕      43     37.12       5.69      1.20                      
              正常     130     34.75       7.82 
              過重      35     35.60       6.67 
              肥胖      37     35.81       7.39 
體重控制經驗  有       140     35.67       7.24      0.56 
              無       105     35.14       7.35 
家庭社經地位  高        30     34.80       6.03      0.97        

中        78     36.38       7.78 
低       137     35.05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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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研究對象社會人口學變項與「障礙性認知」之變異數分析（n＝245） 
變項                  人數      平均值     標準差    t/F 值  薛費氏事後比較 

性別          男生     121      28.26      7.97     1.41 
              女生     124      26.95      6.51         
年級          七年級     78      29.49      7.56     3.95*      七＞九 

 八年級    80      26.80      7.54                 七＞八 

    九年級    87      26.64      6.49 
BMI 值        過輕      43      29.09      6.27     2.18        
              正常     130      27.13      7.58 
              過重      35      25.77      6.17 
              肥胖      37      29.24      7.89 
體重控制經驗  有       140      27.26      7.11     -0.85  
              無       105      28.06      7.51 
家庭社經地位  高        30      29.80      7.69      2.16       

中        78      28.00      7.05 
              低       137      26.89      7.26                       
註： *P<.05 
 

 

表 4-3-5  研究對象社會人口學變項與「行動線索」之變異數分析（n＝245） 

變項                  人數       平均值    標準差    t/F 值  薛費氏事後比較 

性別          男生     121       3.58     2.85      0.18 
女生     124       3.52     2.58          

年級          七年級     78       3.74     2.94      3.04*         八＞九 

 八年級    80       3.96     2.72 

    九年級    87       2.99     2.42          
BMI 值        過輕（1） 43       2.74     2.60     15.13***         4＞1 
              正常（2）130       2.92     2.33                     4＞2 

過重（3） 35       4.60     2.68                     4＞3 
肥胖（4） 37       5.68     2.81         

體重控制經驗  有       140       4.09     2.81      3.68***     
無       105       2.83     2.42 

家庭社經地位  高        30       2.70     2.72      1.81 
中        78       3.54     2.65 

              低       137       3.74     2.73 
  註：*P<.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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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人口學變項與自我效能的關係 

（一）研究對象人口學變項與「節制飲食自我效能」之關係 

    由表 4-3-6 中得知，研究對象在節制飲食自我效能上，均未達統計

上之顯著水準；換句話說，研究對象節制飲食的自我把握度在性別、

年級、BMI 值、體重控制經驗、家庭社經地位在節制飲食自我效能是

沒有顯著差異性的。 

    由結果得知，研究對象在人口學變項與節制飲食自我效能研就關

係探討上，在不同年級未呈現顯著差異。此與藺寶珍、王瑞霞（1997）、

郭婉萍（2000）、賴翠琪（2001）、鍾俊偉（2010）、Levine et al（1994），

調查肥胖國中生的飲食自我效能與年級無顯著差異結果均相同。 

    本研究在性別與節制飲食自我效能未呈現顯著差異，與賴翠琪

（2001）結果相同。Sallis et al（1988）發現男生飲食自我效能顯著高

於女生不同，但與藺寶珍、王瑞霞（1997）調查肥胖國中生的飲食自

我效能因家庭社經地位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及蔡淑鳳（1994）調查肥胖

成人的減重行為因為家庭社經地位不同而有顯著差異的結果不同，本

研究與賴翠琪（2001）推究其原因可能是本研究對象家庭社經地位較

集中於中、下階層有關，故無法顯示其差異性。面對美食時無法掌控

自我，故未來在推動校園體重控制計畫時需加強拒絕美食誘惑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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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人口學變項與「規律運動自我效能」之關係 

    由表 4-3-7 中得知，研究對象在規律運動自我效能因子上，體重控

制經驗的有無，呈現在統計上之顯著水準（p＜.05）；換句話說，有體

重控制經驗之研究對象比沒有體重控制經驗者，得分明顯高於沒做體

重控制經驗者；規律運動行為的自我把握度是有所明顯差異的。可見

規律運動自我效能在有體重控制有經驗者是重要的生活型態。 

    本研究結果得知：研究對象在規律運動自我效能因子上，其它在

性別、年級、BMI 值（實際體型）、家庭社經地位的不同均未呈現統計

顯著水準。此結果與藺寶珍（1997）、郭婉萍（2001）、文星蘭（2004）、

陳湘如（2009）、鍾俊偉（2010）研究結果一致。又家庭社經地位的不

同均未呈現統計顯著水準；此研究結果與賴翠琪（2001）一致。推究

原因可能是九年級體形壯碩、功課壓力大、懂得舒解壓力、應付大小

基測考試、調適身心。下課後又要趕去補習班上課或留校自修到晚上

九時。七年級活潑天真；沒有大小考試壓力、全校隨處走動。八年級

喜歡坐在教室看小說、聊天、聊八卦、看課外讀物。肥胖者與過重者

在無形之中缺乏運動的習慣，正常與過輕體型規律運動自我效能的把

握度與生活習慣是息息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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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 研究對象社會人口學變項與「節制飲食自我效能」之變異數分析（n＝245） 

變項                   人數      平均值      標準差       t/F 值     
性別          男生     121       40.09        12.69        0.40 
              女生     124       39.52         9.89       
年級          七年級    78       39.46        11.32        0.07 

 八年級    80       39.76        12.09 
 九年級    87       40.14        10.75 

BMI 值        過輕      43       38.72        11.83        1.87 
              正常     130       38.99        11.67 
              過重      35       39.94         9.66 
              肥胖      37       43.76        10.57 
體重控制經驗  有       140       40.31        10.64        0.82 
              無       105       39.11        12.23 
家庭社經地位  高        30       38.57        13.67        0.36 

中        78       39.40        11.87 
低       137       40.30        10.51 

 

 

表 4-3-7 研究對象社會人口學變項與「規律運動自我效能」之變異數分析（n＝245） 

變項                  人數      平均值       標準差        t/F 值     

性別          男生     121       46.45        11.11         0.74 
              女生     124       45.44        10.46 
年級          七年級    78       45.99        10.61         0.01 

 八年級    80       45.83        12.12 
 九年級    87       46.00         9.67 

BMI 值        過輕      43       46.02        11.28         0.56 
              正常     130       46.61        11.01 
              過重      35       45.26        10.08 
              肥胖      37       44.14        10.15              
體重控制經驗  有       140       47.24        10.07          2.19*   

              無       105       44.21        11.48 
家庭社經地位  高        30       43.73        12.19          2.78 

中        78       48.21        11.02 
              低       137       45.13        10.16 

註：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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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對象社會人口學變項與體重控制行為之關係 

    由表 4-3-8 中得知，研究對象在社會人口學變項中性別在體重控制

行為因子上，在統計上呈現顯著水準（p＜.01）；也就是說，研究對象

女生比男生得分高有顯著差異；女生比男生在意體重控制。     

    由表 4-3-8 中得知，研究對象 BMI 值在未來體重控制行為因子上，

BMI 值（實際體型）在統計上呈顯著水準（p＜.001）；也就是說 BMI

值（實際體型）的不同研究對象在體重控制行為有顯著差異。經薛費

氏事後比較發現肥胖者得分高於過重者，體型過重得分高於體型正常

者；體型正常者得分高於體型過輕者。換句話說，肥胖者得分高於過

輕者。研究結果顯示：表示肥胖、過重者更注重體重控制行為。研究

對象在社會人口學變項中 BMI 值與體重控制行為的研究中發現，由於

BMI 值（實際體型）不同與過去有、無體重控制經驗均在未來體重控

制行為上有出現顯著差異。BMI 值（實際體型）不同；結果顯示研究

對象在實際體型肥胖、過重者對未來體重控制行為愈強烈，此結果與

林碧芬（1998）研究大學生、郭婉萍（2000）研究專科學生減重行為、

賴翠琪（2001）、蘇玉嬋（2002）、林秀惠（2004）、陳湘如（2009）、

鍾俊偉（2010）等人的研究結果相同。因此，可能對於自己實際體型

愈不滿意者，過重與肥胖者其體重控制行為也就愈強烈是有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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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對象在未來體重控制行為因子上，過去有、無體重控制經驗

在統計上呈現顯著水準（p＜.001）；也就是說，研究對象過去有、無體

重控制經驗在未來體重控制行為上有顯著差異，而且過去有體重控制

經驗者得分比過去無體重控制經驗者得分高。在過去有、無體重控制

經驗方面：結果顯示，有體重控制經驗比過去無體重控制經驗者在未

來體重控制行為有影響力。蔡淑鳳（1993）、郭婉萍（2000）、賴翠琪

（2001）、莊博雯（2005）、鍾俊偉（2010）、洪梅玲（2011）等人的研

究結果相同。其它變項在年級、家庭社經地位則無顯著差異。 

 

表 4-3-8  研究對象社會人口學變項與「體重控制行為」之變異數分析（n＝245） 

變項                      人數    平均值    標準差     t/F 值   薛費氏事後檢定 

性別          男生      121     3.05      1.23      -2.52**       
              女生      124     3.41      1.01                      
年級          七年級     78     3.24      1.05      0.22 

 八年級     80     3.29      1.25           
 九年級     87     3.17      1.11 

BMI 值        過輕（1）  43     2.51      1.05     11.66***        2>1                 
              正常（2） 130     3.21      1.12                     3>1 
              過重（3）  35     3.57      1.07                    4>1 

肥胖（4）  37     3.84      0.90 
體重控制經驗  有        140     3.68      0.93      7.93        
              無        105     2.64      1.12                     
家庭社經地位  高（1）    30     2.93      1.31      1.35             

中（2）    78     3.33      1.09                     
              低（3）   137     3.24      1.12 
   註： ***P<.001；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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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對象人口學變項與體重控制信念、自我效能 

                與體重控制行為之相關分析 

    本節內容主要在回答研究問題二，探討「研究對象之體重控制信

念是否與體重控制行為有關？」、「研究對象之自我效能是否與體重控

制行為有關？」分別以體重控制健康信念、自我效能為自變項、體重

控制行為為依變項，進行皮爾遜（Pearson）積差相關考驗。 

 

一、研究對象之體重控制信念與體重控制行為之關係 

    研究對象之體重控制信念與未來體重控制行為之關係，由表 4-4-1

相關係數得知，除障礙性認知外，罹患性認知、嚴重性認知、利益性

認知至少與某一其它變項有相關；其中行動線索均與未來體重控制行

為達顯著相關（r＝.239；p＜.01）。自覺肥胖產生疾病愈是嚴重、自覺

體重控制利益愈多者，其對體重控制行為愈是強烈；行動線索刺激愈

多者，其對體重控制行為愈是強烈。其中行動線索與體重控制行為顯

著相關性最高（r＝.239；p＜.01）。在行動線索方面：本研究行動線索

與體重控制行為呈顯著正相關，其原因與可能與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電視媒體的商業行銷瘦身廣告（69.0％）、曾經在學校上過體重控制相

關課程（50.2％）、學校健康中心曾經提供體重控制資訊（48.6％）；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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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營養師到校演講健康均衡飲食正面教育、父母（35.9％）、朋友（24.1

％）的鼓勵與提醒、閱讀報章、雜誌、自行上網收尋體重控制相關資

訊內容。因此，在多元環境而且高比例刺激情況呈顯著相關，本研究

與吳慧嫻（1994）、郭婉萍（2000）、賴翠琪（2001）、陳湘如（2009）、

鍾俊偉（2010）、洪梅玲（2011）相同。 

 

二、研究對象之自我效能與體重控制行為之關係 

    研究對象之自我效能與體重控制行為之關係，由表 4-4-1 相關係數

得知，其中規律運動自我效能與未來體重控制行為達顯著相關（r

＝.197；p＜.01）。規律運動自我效能越強者，其未來體重控制行為越

高，此結果與郭婉萍（2000）、賴翠琪（2001）、鍾俊偉（2010）減重

意圖研究結果一致。可能是規律運動行為比較容易控制，運動場所普

遍性而且運動器材多元化又不用花費太多即可進行；前提是只要有益

身心健康。目前許多家長也注重、鼓勵孩子們的休閒、規律運動能夠

身體健康、頭好壯壯；目前國民健康局正在推動：日行一萬步，健康

有保固。至於節制飲食自我效能（r＝.103），與體重控制行為在統計上

未呈現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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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研究對象體重控制信念、自我效能、體重控制之相關矩陣（n＝245） 

           罹患性     嚴重性   利益性     障礙性   行動線索   節制飲食    規律運動    體重控        

            認知       認知      認知      認知                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    制行為 

                

罹患性      1 
認知 

                

嚴重性   .658**      1  
認知 

                 

利益性   .368**   .449**     1 
認知 

 

障礙性   -.028     -.002    -.074       1 
認知 

 

行動線索  .022     .002    .100     .033        1 
 

節制飲食  -.045    -.079    .124     .005      .073        1 
自我效能 

                                                                

規律運動   .084    .080    .243**   -.119      .005      .363**      1 
自我效能 

                                                                               

體重控    .093     .125    .118     -.034      .239**     .103      .197**     1       
制行為 
註：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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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對象人口學變項之體重控制信念、自我效能 

                 及體重控制行為之預測力 

    欲進一步了解研究對象之體重控制之預測力，即運用複迴歸加以

分析。先評估迴歸模式中之自變項是否有共線性（Collinearity）關係。

由表 4-5-1 得知，依 Kleinbaum, Kupper ＆ Muller 等人（1988）診斷

原則發現，本研究之自變項容忍度（Tolerance）在 0.495～0.940 之間，

變異數膨脹因素（varince inflation factor；VIF）在 1.064～2.020 之間；

當 VIF＞10 及 Tolerance＜0.1 表示有共線性關係（吳明隆、涂金堂

2010）顯示本模式所有的自變項間並無共線情形，得以進行複迴歸分

析。 

表 4-5-1    研究對象各自變項間線性重合診斷結果分析 

變項名稱                     Tolerance                     VIF                     
                            （容忍度）              （變異數膨脹因素） 

性別                         0.931                        1.074 
年級                         0.928                        1.077 
BMI 值 （實際體型）          0.746                        1.341 
體重控制經驗                 0.940                        1.064 
家庭社經地位                 0.862                        1.160 
罹患性認知                   0.535                        1.868 
嚴重性認知                   0.495                        2.020 
利益性認知                   0.720                        1.389 
障礙性認知                   0.923                        1.083 
行動線索                     0.807                        1.240  
節制飲食自我效能             0.812                        1.231 
規律運動自我效能             0.770                        1.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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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各變項對體重控制行為的變異解釋力，本研究以複迴歸分

析，在社會學人口學變項中因性別、年級為類別變項，故先創立性別

（女性 VS 男性）女性為虛擬變項參照組；年級 1（七年級 VS 八年級）、

年級 2（七年級 VS 九年級）七年級為虛擬變項參照組，即有三個虛擬

變項。BMI 值、家庭社經地位社會學人口學變項中總共個五變項。故

多元迴歸之分析中，所有變項包含：性別、年級 1、年級 2、體型、家

庭社經地位、體重控制經驗、罹患性認知、嚴重性認知、障礙性認知、

利益性認知、行動線索、節制飲食自我效能、規律運動自我效能共有

13 個變項。 

    上述有 13 個變項與體重控制行為之多元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5-2

所示。其結果顯示此迴歸模式的考驗達顯著水準（F＝9.402，p＜.001），

此 13 個變項與體重控制行為變異量之解釋力為 34.6％（R²＝.346）。其

中「性別」、「BMI 值」、「體重控制經驗」、「規律運動自我效能」四項

與「體重控制行為」有顯著相關。進一步分析標準化係數（β）發現，

「體重控制經驗」（β＝.355，p＜.001）最高；對體重控制行為的影響

力最大。即表示研究對象對有體控經驗優於無體重控制經驗；採取體

重控制行為的表現越佳。其次影響力第二位是「BMI 值」（β＝.287，

p＜.001），；第三位是「規律運動自我效能」（β＝.169，p＜.01）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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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研究對象社會人口學對體重控制行為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

果相呼應。 

    至於在「性別」（β＝-.218，p＜.001）以女性為參照組虛擬類別

變項，結果女性在採取體重控制行為的表現優於男性，與表 4-3-8「研

究對象社會人口學對體重控制行為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相呼應。 

    本研究結果顯示，性別、年級、BMI 值（實際值）、體重控制經驗、

社經地位、罹患性認知、嚴重性認知、利益性認知、障礙性認知、行

動線索、節制飲食自我效能、規律運動自我效能均是未來體重控制行

為的重要變項，與解釋未來體重控制行為變異量之解釋力為 34.6％。 

 其中又以性別、BMI 值、體重控制經驗、規律運動自我效能是體重控

制健康信念模式最具影響力的重要自變項，由此可知過去體重控制經

驗的有、無最重要，可以再度證明 Bandura （1977）自我效能的理論；

能有效影響一個人一生中採取的健康促進與健康行為。 

    在研究健康信念模式中嚴重性認知、障礙性認知能有解釋與預測

體重控制行為。在其它許多關於預防性健康行為的研究如：有關骨關

質疏鬆（陳滋次，1992）、愛滋病預防行為（陳秀屏，1994）、乳房自

我檢查（呂昌明，1995）、規律運動行為（李思招，2000）、體重控制

行為（蕭立易，2008）、登革熱預防行為（許欽禎，2009）、預防齲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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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葉瀞云，2010）、騎腳踏車戴安全帽行為（李佳鴻，2011）等研

究中常發現障礙性認知、利益性認知與預防性健康行為有顯著相關及

良好預測力因子。但是本研究健康信念模式中社會人口學自變項，由

表 4-5-2 當中以性別、BMI 值、體重控制經驗有、無；皆達此回歸模式

的考驗達顯著相關（P＜.001）。自我效能方面以規律運動自我效能與

體重控制行為考驗達顯著相關（P＜.01）。根據迴歸係數顯著性考驗的

t 值得知，重要的預測變項達顯著水準的體重控制信念的自我效能。 

    本研究中指出自我效能與體重控制行為的改變及維持有顯著的相

關，研究中發現律運動自我效能與健康相關行為成顯著正相關及發現 

自我效能是最好的預測因子，且能預測體重控制相關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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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2 研究對象社會人口學變項、體重控制信念、自我效能對體重控制     

                    行為之複迴歸分析（n＝245） 

變項名稱            B           β        t 值        R²         F 值                                                    

            （原始迴歸係數）（標準迴歸係數） 

常數             . 972                     1.674       .346     9.402*** 
性別            - . 496         -.218       -3.959*** 
年級 1           - .054         -.022       -.345 
年級 2           - .007         -.003       -.049 
BMI 值            .353          .287       4.647*** 
體重控制經驗      .814         . 355        6.195*** 
規律運動自我效能  .018         . 169        2.792** 
 

註 1：**p＜.01；*** p＜.001 
註 2： 

◆ ◆性別（女性 vs 男性），年級 1（七年級 vs 八年級）、年級 2（七年級 vs 九年級）即  
     有三個虛擬變項。 

◆ ◆多元迴歸之分析中，所有變項包含： 
     性別、年級 1、年級 2、BMI 值（實際體型）、家庭社經地位、體重控制經驗、罹患

性認知、嚴重性認知、障礙性認知、利益性認知、行動線索、節制飲食自我效能、

規律運動自我效能共有 13 個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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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根據研究目的、研究問題、研究結果與討論，歸納出本研究之重

要結論，並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做為日後體重控制行為之參考。

依序為第一節 結論、第二節 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體重控制行為、體重控制信念與自我效能之現況 

（一）研究對象在體重控制信念方面：對於肥胖相關疾病的罹患性認  

      知傾向於「可能」、對於肥胖相關疾病的嚴重性認知傾向於「嚴   

      重」、對於體重控制的利益性認知傾向於「非常同意」、體重控 

      制的障礙性認知傾向於「中立意見」。 

（二）研究對象在自我效能現況上：節制飲食自我效能把握度傾向於 

「中立意見」、規律運動自我效能把握度傾向於「中立意見」。 

（三）研究對象在行動線索刺激之下，體重控制經驗的有、無。依序 

為：「我曾經看過電視媒體的瘦身美體減肥廣告」、「我曾經在學

校上過體重控制相關之課程內容」、「學校健康中心曾經提供『體

重控制資訊』公告健康飲食」、「我曾經試過幾種體重控制的減

重方式」。故給予越多的線索刺激對體重控制越有幫助。 



 110 

（四）研究對象在未來體重控制行為介於「中立意見」36.7％與「可能」  

      31.4％之間；傾向於「中立意見」。 

（五）研究對象目前想要自己體重維持者佔 37.6％、減重者佔 49. 4％。 

二、 研究對象與體重控制行為、體重控制信念與自我效能之間的相關 

     分析 

    在體重控制信念方面：其中行動線索與體重控制行為呈顯著正相   

關。自我效能方面：規律運動自我效能與體重控制行為呈顯著正相關。 

 

三、自變項對體重控制行為之預測力 

    在最佳預測變項方面：將人口學變項、體重控制健康信念、自我

效能等變項與體重控制行為投入複回歸模式中，發現整個模式共可解

釋體重控制行為總變易量的 34.6％；可有效預測之變項有性別、BMI

值、過去有、無體重控制經驗、規律運動自我效能，其中以過去有、

無體重控制經驗最具影響力，BMI 值次之、規律運動自我效能與體重

控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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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根據本研究結果、討論與結論提出對衛生教育之介入及未來研究

之建議。 

 

一、教育當局在健康教育課程及衛生教育介入方面： 

（一）研究結果發現，健康信念是體重控制行為調查研究中重要的中 

      介因子，故未來校園進行體重控制計畫時；可以應用此模式建  

      立學生健康體位並且促進健康。 

（二）研究結果發現，健康信念是體重控制行為調查研究中強調罹患 

     性認知、嚴重性認知、障礙性認知、利益性認知、行動線索、 

     節制飲食自我效能、規律運動自我效能。大部分是強調罹患性   

     或嚴重性認知較具解釋力，但本研究發現利益性認知較這兩者  

     更具影響力。所以在以後在體重控制行為教材的編製上，應該  

      強調執行體重控制所帯來的利多消息也就是體重控制利益性。 

（三）研究結果發現，體重控制信念中罹患性認知：尤其因肥胖引起 

      的代謝症候群、癌症、關節病變。嚴重性認知：尤其因肥胖引 

      起的腦血管病變、因心臟病引發家庭經濟負擔等。目前國中學  

      生應該補強；因肥胖引發許多相關病變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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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結果發現，在過去有、無體重控制經驗為體重控制行為之 

重要預測因子，故在校園可以由『健體領域』進行體重控制活

動計畫，鼓勵學生參加與並且協助「甩油大競技」。如此學生有

了第一次經驗，爾後可以參加延續類似減重活動、健身強國。 

（五）研究結果發現，體重控制行動線索發現，越多線索刺激對體重 

控制行為越有幫助；如學校請營養師到校做專題講座『正確飲   

食觀念、做好體重控制、擁有健康體位』；教師在校上過『體重      

控制』相關課程內容、健康中心提供『體重控制』資訊、公告 

健康飲食：給予多方面的資訊刺激正確觀念的提升『促進健康』。 

（六）研究結果發現，自我效能的提升是推動體重控制重要因子。尤 

      其是規律運動自我效能在未來體體重控制行為擁有重要影力。   

      每日運動達 30 分鐘、一週累積 210 分鐘即是規律運動；也可設 

      計課程中『熱歌競舞』、『趣味競賽』、『武術強身』、『體適能大 

      王』單元活動增加趣味性，以提升研究對象規律運動自我效能。 

（七）研究結果發現，學生影響學生吃美食慾望、沒有適當的運動器   

      材、影響吃營養午餐、不知如何正確減重是重要障礙因子。因 

      此，校園推動體重控制計畫及健體領域課程可以加強此方面的  

      議題；增加學生有正確方法達到體重控制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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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研究結果發現，整體而言體重控制信念之利益性認知及體重控 

      制經驗對於未來體重控制行為都有良好的相關及預測性。因此， 

      未來校園推動體重控制計畫時；可以配合相關理論、促進健康    

      體位達到體重控行為的目標。 

 

二、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擴大研究對象 

        本研究因人力、物力、時間、空間限制，只取樣苗栗縣某一

所國中學生進行研究；未來可以針對全苗栗縣或全國的國中學

生，在體重控制行為進行此健康信念模式理論應用的延續。 

（二）進行教育介入的研究 

        運用健康信念模式及自我效能理論，配合採取健康生活型態

與健康行為改變技術進行體重控制介入之研究。 

（三）增加研究變項 

         影響體重控制因素很多；本研究可以解釋體重控制行為的總

變異量在 34.6％：換句話說還有其它因素未涵蓋在其中：如生活

型態、心理自尊、文化因素（他人的評價、傳播媒體）、體型意識、

健康體位、心理輔導諮商等；發掘更廣層面的變項更加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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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運動人口量化的增加 

        社區醫療院所加強宣導『體重控制、人人有責、健康體位、

減少慢性病』。一般而言，透過政府機構的宣導、民間協助、結合

社區力量、學校師生共同配合。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推動『要

動動』；配合課間操、土風舞、街舞、武術表演、太極拳、太極氣

功、國民健康操、 熱歌勁舞。統計運動人口量化的增加給予正面

獎勵；2012 年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推動全國民眾；同時鼓勵

全國各縣、市各國中徹底實施體重控制『甩油大作戰』，避免青少

年因肥胖引發代謝症候群的併發症；創造幸福、健康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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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內容效度專家名單 

          按姓氏筆畫順序 

胡益進  博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教授 

姜逸群  博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教授 

陳文科  醫師    行政院衛生署苗栗醫院     精神科主任 

陳伯南  醫師    行政院衛生署苗栗醫院     神經內科   

張湖岳  醫師    行政院衛生署苗栗醫院     一般內科 

康鍾禧  醫師    行政院衛生署苗栗醫院     中醫科主任    

彭雅渂  營養師  行政院衛生署苗栗醫院     營養諮詢      

葉國樑  博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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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預試問卷 

親愛的同學：您好！ 

    這是一份有關「國中學生體重控制行為」的問卷調查。本問卷每一題均無標

準答案，請您依據個人實際情形回答即可。 

    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您所提供的資料非常寶貴，此份調查資料僅作學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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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研究所 

                                         指導教授：姜逸群 博士 

                                           研究生：陳櫻枝  敬上 

                                                中華民國 100 年 12 月 

說明： 

1. 本研究之「體重控制行為」是指國中學生體重太重需要減重或維持體重，在日 

   常生活中能以「節制飲食」或「規律運動」等方式進行減重，以達正常體重。 

2. 作答前請詳閱每一部份之說明欄。 

3. 每題只勾選一個最符合情況的答案。 

4. 請勿漏答任何一題。 

 

第一部份     體重控制相關信念 

第一小部份：自覺肥胖造成罹患下列慢性疾病的可能性 

答題說明：你個人認為因「肥胖」罹患下列疾病的可能性為何？ 

          請分別於□勾選適當的選項。 

非  

常    中    非 

不 不 立    常 

可 可 意 可 可 

能 能 見 能 能 

□ □ □ □ □------ 1.我覺得肥胖會使我罹患心臟病的可能。 

□ □ □ □ □------ 2.我覺得肥胖會使我罹患腦血管病變的可能。 

□ □ □ □ □------ 3.我覺得肥胖會使我罹患糖尿病的可能。 

□ □ □ □ □------ 4.我覺得肥胖會使我罹患關節病變的可能。 

□ □ □ □ □------ 5.我覺得肥胖會使我罹患高血壓的可能。 

□ □ □ □ □------ 6.我覺得肥胖會使我罹患脂肪肝的可能。 

□ □ □ □ □------ 7.我覺得肥胖會使我罹患癌症的可能。 

□ □ □ □ □------ 8.我覺得肥胖會使我罹患換氣不足症候群的可能。 

□ □ □ □ □------ 9.我覺得肥胖會使我罹患代謝症候群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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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小部份：自覺肥胖造成罹患慢性疾病的嚴重性 

答題說明：你個人認為因「肥胖」罹患下列慢性病對身體健康產生的嚴重性為何？ 

          請分別於□勾選適當的選項。 

非  

常    中    非 

不 不 立    常 

嚴 嚴 意 嚴 嚴 

重 重 見 重 重 

□ □ □ □ □------1. 我覺得肥胖會使我得到心臟病的嚴重性是。 
□ □ □ □ □------2. 我覺得肥胖會使我得到腦血管病變的嚴重性是。 

□ □ □ □ □------3. 我覺得肥胖會使我得到糖尿病的嚴重性是。 
□ □ □ □ □------4. 我覺得肥胖會使我得到關節病變的嚴重性是。 
□ □ □ □ □------5. 我覺得肥胖會使我得到高血壓的嚴重性是。 
□ □ □ □ □------6. 我覺得肥胖會使我得到脂肪肝的嚴重性是。 
□ □ □ □ □------7. 我覺得肥胖會使我得到癌症的嚴重性是。 

□ □ □ □ □------8. 我覺得肥胖會使我得到換氣不足症候群的嚴重性是。 
□ □ □ □ □------9. 我覺得肥胖會使我得到代謝症候群的嚴重性是。 
 
第三小部份：執行體重控制行為的利益性 

 

答題說明：你個人認為因採取「體重控制行為」產生下列的利益性為何？你同意 

          這些好處嗎？請分別於□勾選適當的選項。 

 
非  

常    中    非 

不 不 立    常 

同 同 意 同 同 

意 意 見 意 意 

□ □ □ □ □-------1. 我執行體重控制可以讓我雕塑身材。 
□ □ □ □ □-------2. 我執行體重控制可以讓我改善我的外觀。 
□ □ □ □ □-------3. 我執行體重控制可以讓我增加自信心。 
□ □ □ □ □-------4. 我執行體重控制可以讓我比較好買衣服。 
□ □ □ □ □-------5. 我執行體重控制可以讓我身體很健康。 
□ □ □ □ □-------6. 我執行體重控制可以讓我心情很愉快。 
□ □ □ □ □-------7. 我執行體重控制可以讓我增加朋友對我的好感。 
□ □ □ □ □-------8. 我執行體重控制可以讓我生活有品質。 
□ □ □ □ □-------9. 我執行體重控制可以讓我減少慢性病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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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小部份：執行體重控制行為的障礙性 

答題說明：你個人認為因採取「體重控制行為」產生下列的障礙性因素為何？ 

          你同意這些因素嗎？依照自己的狀況，請分別於□勾選適當的選項。 

 
非  

常    中    非 

不 不 立    常 

同 同 意 同 同 

意 意 見 意 意 

□ □ □ □ □-------1. 我會因為下課後要去補習沒時間而放棄體重控制。 
□ □ □ □ □-------2. 我會因為沒花很多錢購買瘦身課程而放棄體重控制。 
□ □ □ □ □-------3. 我會因為對身體健康不好的影響而放棄體重控制。 
□ □ □ □ □-------4. 我會因為許多美食滿足我吃的慾望而放棄體重控制。 
□ □ □ □ □-------5. 我會因為不喜歡學校營養午餐而放棄體重控制。 
□ □ □ □ □-------6. 我會因為同學譏笑我而放棄體重控制。 
□ □ □ □ □-------7. 我會因為每天打電腦上網沒時間而放棄體重控制。 
□ □ □ □ □-------8. 我會因為沒有適當的運動器材而放棄體重控制。 
□ □ □ □ □-------9. 我會因為沒有適當的運動場所而放棄體重控制。 
□ □ □ □ □-------10.我會因為不知道如何正確減重而放棄進行體重控制。 
 
第五小部份：執行體重控制行為之行動線索 

答題說明：你個人認為因採取「體重控制」之行動線索中，過去一年中是否產生 

          下列有關的經驗？你依照自己經驗的有、無，請分別於□勾選適當的 

          選項。 

沒 

有 有 

□ □-------------- 1. 我的父母曾經勸我執行體重控制。 
□ □-------------- 2. 我曾經在學校上過體重控制相關之課程內容 
□ □---------------3. 我曾經試過幾種體重控制的減重方式。 
□ □---------------4. 我的朋友曾經勸我執行體重控制。 
□ □---------------5. 醫護人員曾經勸我執行體重控制。 
□ □---------------6. 我曾經看過電視媒體的瘦身美體減肥廣告。 
□ □---------------7. 我曾經閱讀有關開辦「體重控制班」的報章、雜誌。 
□ □---------------8. 我到社區醫療院所看過紅布條、電子版「體重控制班」。 

□ □---------------9. 學校健康中心曾提供「體重控制資訊」公告健康飲食。 
□ □--------------10. 我曾經在網路搜尋過「體重控制」相關知識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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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體重控制自我效能 

第一小部份：節制飲食自我效能 

答題說明：為了「體重控制」請你衡量在各種情境中「節制飲食」的把握度多少？ 

         依照自己的狀況，請分別於□勾選適當的選項。 

 

 

非          非 

常    中    常 

沒 没 立 有 有 

把 把 意 把 把 

握 握 見 握 握 

□ □ □ □ □---1.當飯店推出 199 元任你吃到飽，各式各樣美食當前，為了 

                   體重控制我能節制飲食的把握度？ 
□ □ □ □ □---2.當肚子餓時，為了體重控制我能節制飲食的把握度？ 
□ □ □ □ □---3.當到麥當勞時，為了體重控制我能節制飲食的把握度？ 
□ □ □ □ □---4.當親朋好友在一起享受山珍海味美食，為了體重控制我能 

                   節制飲食的把握度？ 

□ □ □ □ □---5.當朋友請吃巧克力、蛋糕、披薩，為了體重控制我能節制                    

                   飲食的把握度？ 

□ □ □ □ □---6.當我心情挫折的時候，為了體重控制我能節制飲食的把握 

                   度？ 

□ □ □ □ □---7.當我從事休閒活動時（看電影、郊遊、烤肉），為了體重控 

                   制我能節制飲食的把握度？ 

□ □ □ □ □---8.當我朋友生日慶生，為了體重控制我能節制飲食的把握度？ 

□ □ □ □ □---9.當我坐在沙發上看電視，許多零食包括牛肉乾、豬肉乾、 

                   豆乾、瓜籽、甜點名產當前時，為了體重控制我能節制飲 

                   食的把握度？ 
□ □ □ □ □--10.當我有吃宵夜的習慣時，為了體重控制我能節制食的把握  

                   度？ 

□ □ □ □ □--11.當我下課回家走在路旁販賣大雞排，聞香、酥、脆讓我垂 

                   涎三尺，為了體重控制我能節制飲食的把握度？ 

□ □ □ □ □--12.當同學相約購買烏龍綠、珍珠奶茶、香甜飲料時，為了體 

                   重控制我能節制飲食的把握度？ 

□ □ □ □ □--13.當午餐有豐盛的肉類，為了體重控制我能節制飲食的把握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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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小部份：規律運動自我效能 

答題說明：為了「體重控制」請你衡量在各種情境中「規律運動」的把握度多少？ 

         依照自己的狀況，請分別於□勾選適當的選項。 

 

 

非          非 

常    中    常 

沒 没 立 有 有 

把 把 意 把 把 

握 握 見 握 握 

□ □ □ □ □----1.當我沒有同伴一起運動時，為了體重控制能持續性的規律  

                    運動。 

□ □ □ □ □----2.當我下課又要趕去補習，為了體重控制能持續性的規律運   

                    動。 

□ □ □ □ □----3.當我覺得考試很多、寫作業壓力很大時，為了體重控制規  

                    律運動能持續性的把握度？ 

□ □ □ □ □----4.當我運動流汗不舒服之時，為了體重控制規律運動能持續  

                    性的把握度？ 

□ □ □ □ □----5.當我運動被同學譏笑之時，為了體重控制規律運動能持續 

                    性的把握度？ 

□ □ □ □ □----6.當我運動感覺對減重效果不大時，為了體重控制規律運動 

                    能持續性的把握度？ 

□ □ □ □ □----7.當我運動感覺太累之時，為了體重控制規律運動能持續性 

                    的把握度？ 

□ □ □ □ □----8.當我感覺沒有時間運動時，為了體重控制規律運動能持續 

                    性的把握度？ 

□ □ □ □ □----9.當我感覺天候不佳之時，為了體重控制規律運動能持續性 

                    的把握度？ 

□ □ □ □ □---10.當我嘗試各種減肥沒效之時，為了體重控制規律運動能持

續性的把握度？ 

□ □ □ □ □---11.當我認識運動是生活型態之ㄧ時，為了體重控制規律運動 

                    能持續性的把握度？ 

□ □ □ □ □---12.當我認識運動是可以減少慢性疾病的發生時，為了體重控 

                    制規律運動能持續性的把握度？ 

□ □ □ □ □---13.當我認識多運動是醫生開的處方籤時，為了體重控制規律  

運動能持續性的把握度？ 

□ □ □ □ □---14.當週末假日，為了體重控制規律運動能持續性的把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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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份    體重控制行為 

      

答題說明：本大題為有關個人「體重控制行為」之狀況，請依個人的情況再適當 

          的□中打 V，或在___內填寫適當的答案。 

以下所稱「體重控制」是指「減重或維持體重」；包括「節制飲食」與「規律運動」 

 節制飲食：指平時能做到下列項目之ㄧ 

              1.三餐適量六大類營養素均衡攝取、不吃宵夜 

              2.減少攝取高脂肪、高熱量零食、含糖飲料等高熱量食物 

              3.遵照醫師、營養師建議的飲食方式 

 規律運動：每週運動至少三次以上、每次 20-30 分鐘，每週達 210 分鐘以上。 

              除了學校上體育課之外，平時不限活動項目，能持續身體活動。 

 

第一小部份：過去一年內你是否進行「體重控制行為」？ 

 

   □（一）是 

             1.---- 請問你以何種方式進行「體重控制」？ 

             □---------（1）只有以「節制飲食」進行體重控制。 

             □---------（2）只有以「規律運動」進行體重控制。 

             □---------（3）以「節制飲食」搭配「規律運動」進行體重控制 

             □---------（4）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持續狀況？ 

             □---------（1）一直持續未曾中斷過「體重控制」。 

             □---------（2）曾經有，但已經中斷過「體重控制」。 

             □---------（3）斷斷續續有在進行「體重控制」。 

 

 □（二）否 

 

第二小部份：未來半年內你是否進行「體重控制」？ 

 

         □---------（1）非常不可能 

         □---------（2）不可能 

         □---------（3）中立意見 

         □---------（4）可能 

             □---------（5）非常可能 

     

                                                      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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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     個人基本資料 

答題說明：本大題為個人基本資料，請依自己的情況在適當的□中打 V，或在___ 

          內填寫正確的答案。 

 

1.出生年月：民國_____年______月生，滿______足歲。 

2.性別：     □----（1）男       □----（2）女 

3.目前就讀的年級： 

  □-------（1）七年級 

  □-------（2）八年級 

  □-------（3）九年級 

4.目前身高：_____________公分 

5.目前體重：_____________公斤 

6.BMI 值：_______________（學校健康中心已經測量，100 年 10月底已發通知單） 

7.我目前的體型屬於： 

  □-------（1）過輕 

  □-------（2）正常 

  □-------（3）過重 

  □-------（4）肥胖 

               （請參考行政院衛生署 2002 年公佈兒童與青少年肥胖定義） 

8.目前我想要自己的體重： 

  □-------（1）增加    

  □-------（2）維持    

  □-------（3）減重 

9.體重控制知識的來源：（可以複選） 

  □-----父母      □-----電視      □-----報紙      □-----醫院診所 

  □-----朋友      □-----雜誌      □-----海報      □-----衛生所 

  □-----師長      □-----網路      □-----書本      □-----兄弟姐妹  

10.父、母親的教育程度 

   父親 

  □-------- 1.研究所以上（包含碩士、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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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碩士、博士）            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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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大學、專科學校       

   □-------- 3.國中、高中（職） 

   □-------- 4.小學 

   □-------- 5.不識字 
11.父、母親的職業：（請在父母親的職業欄分別在適當的□中打 V，若已退休，請 
                    勾選退休前的職業；若找不到職業，請填其它。） 

 
父親 □（5） □（4） □（3） □（2） □（1） 
母親 □（5） □（4） □（3） □（2） □（1） 
職 

 

 

業 

 

 

項 

 

 

目 

大學專科校長 

大學專科教師 

醫師 

教授、副教授 

縣市長 

大法官 

科學家 

特任級公務員 

簡任級公務員 

立法委員 

監察委員 

考試委員 

副研究員 

董事長 

總經理 

將級軍官 

中央民意代表 

中小學校長 

中小學教師 

律師 

法官 

會計師 

工程師 

建築師 

薦級公務員 

中小型企業負人 

公司行號科長 

書記 

謢理長督導 

經理 

襄理 

協理 

副理 

作家 

畫家 

音樂家 

記者 

警官 

校級軍官 

技術員 

飛行員 

技佐 

科員 

行員 

會計 

縣、市議員 

鄉、鎮市民代表 

委任級公務員 

出納員 

辦事員 

批發商 

代理商 

空服員 

包商 

警察 

秘書 

代書 

謢士 

船員 

影藝人員 

服裝設計師 

尉級軍官 

消防隊員 

監工 

司機 

廚師 

郵差 

領班 

導遊 

技工 

士官 

裁縫 

警衛 

美容師 

理髮師 

水電工 

打字員 

小店主 

自耕農 

零售員 

推銷員 

送貨員 

兵 

家庭主婦 

無業 

服務生 

佃農 

門房 

管家 

攤販 

工友 

漁夫 

雜工 

臨時工 

清潔工 

侍應生 

幫傭 

看謢 

學徒 

工廠工人 

（非技術

工） 

大樓管理

員 

死亡 

其它：     父親________________    母親___________________ 

（請再仔細檢查每一個問題，不要漏答填寫。問卷到此全部結束！） 

感謝你的合作與協助，敬祝健康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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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正式問卷 

親愛的同學：您好！ 

    這是一份有關「國中學生體重控制行為」的問卷調查。本問卷每一題均無標

準答案，請您依據個人實際情形回答即可。 

    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您所提供的資料非常寶貴，此份調查資料僅作學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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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研究所 

                                         指導教授：姜逸群 博士 

                                           研究生：陳櫻枝  敬上 

                                                中華民國 101 年 2 月 

說明： 

1.本研究之「體重控制行為」是指研究對象體重太重需要減重或維持體重，在日 

  常生活中能以「節制飲食」或「規律運動」等方式進行減重，以達正常體重。 

2.作答前請詳閱每一部份之說明欄。 

3.每題只勾選一個最符合情況的答案。 

4.請勿漏答任何一題。 

第一部份    體重控制相關信念 

第一小部份：自覺肥胖造成罹患下列慢性疾病的可能性。 

答題說明：你個人認為因「肥胖」罹患下列慢性疾病的可能性為何？ 

          請分別於□勾選適當的選項。 

非  

常    中    非 

不 不 立    常 

可 可 意 可 可 

能 能 見 能 能 

□ □ □ □ □------ 1.我覺得肥胖會使我罹患心臟病的可能。 

□ □ □ □ □------ 2.我覺得肥胖會使我罹患腦血管病變的可能。 

□ □ □ □ □------ 3.我覺得肥胖會使我罹患糖尿病的可能。 

□ □ □ □ □------ 4.我覺得肥胖會使我罹患關節病變的可能。 

□ □ □ □ □------ 5.我覺得肥胖會使我罹患高血壓的可能。 

□ □ □ □ □------ 6.我覺得肥胖會使我罹患脂肪肝的可能。 

□ □ □ □ □------ 7.我覺得肥胖會使我罹患癌症的可能。 

□ □ □ □ □------ 8.我覺得肥胖會使我罹患換氣不足症候群的可能。 

□ □ □ □ □------ 9.我覺得肥胖會使我罹患代謝症候群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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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小部份：自覺肥胖罹患慢性疾病的嚴重性 

答題說明：你個人認為因「肥胖」罹患下列慢性疾病對身體健康產生的嚴重性為  

          何？請分別於□勾選適當的選項。 

 
非  

常    中    非 

不 不 立    常 

嚴 嚴 意 嚴 嚴 

重 重 見 重 重 

□ □ □ □ □------1. 我覺得因肥胖會使我罹患心臟病對家裡經濟負擔是。 
□ □ □ □ □------2. 我覺得因肥胖會使我罹患腦血管病變的嚴重性是。 

□ □ □ □ □------3. 我覺得因肥胖會使我罹患糖尿病對家人而言是。 
□ □ □ □ □------4. 我覺得因肥胖會使我罹患關節病變對家人而言是。 
□ □ □ □ □------5. 我覺得因肥胖會使我罹患高血壓的嚴重性是。 
□ □ □ □ □------6. 我覺得因肥胖會使我罹患脂肪肝的嚴重性是。 
□ □ □ □ □------7. 我覺得因肥胖會使我罹患癌症的嚴重性是。 

□ □ □ □ □------8. 我覺得因肥胖會使我罹患換氣不足症候群的嚴重性是。 
□ □ □ □ □------9. 我覺得因肥胖會使我罹患代謝症候群的嚴重性是。 
 
第三小部份：執行體重控制行為的利益性 

答題說明：你個人認為因採取「體重控制行為」產生下列的利益性為何？你同意 

          這些好處嗎？請分別於□勾選適當的選項。 

 
非  

常    中    非 

不 不 立    常 

同 同 意 同 同 

意 意 見 意 意 

□ □ □ □ □-------1. 執行體重控制可以讓我雕塑身材。 
□ □ □ □ □-------2. 執行體重控制可以讓我改善我的外觀。 
□ □ □ □ □-------3. 執行體重控制可以讓我增加自信心。 
□ □ □ □ □-------4. 執行體重控制可以讓我比較好買衣服。 
□ □ □ □ □-------5. 執行體重控制可以讓我身體更健康。 
□ □ □ □ □-------6. 執行體重控制可以讓我心情愉快。 
□ □ □ □ □-------7. 執行體重控制可以讓我增加朋友對我的好感。 
□ □ □ □ □-------8. 執行體重控制可以讓我生活有品質。 
□ □ □ □ □-------9. 執行體重控制可以讓我減少慢性疾病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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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小部份：執行體重控制行為的障礙性 

答題說明：你個人認為因採取「體重控制行為」產生下列的障礙性因素為何？ 

          你同意這些因素嗎？依照自己的狀況，請分別於□勾選適當的選項。 

 
非  

常    中    非 

不 不 立    常 

同 同 意 同 同 

意 意 見 意 意 

□ □ □ □ □-------1. 執行體重控制會影響課後要去補習的時間。 
□ □ □ □ □-------2. 執行體重控制要花很多錢。 

□ □ □ □ □-------3. 執行體重控制會對身體健康有不好的影響。 
□ □ □ □ □-------4. 執行體重控制會影響我吃許多美食的慾望。 
□ □ □ □ □-------5. 學校營養午餐會影響我執行體重控制。 
□ □ □ □ □-------6. 執行體重控制會受到同學的譏笑。 
□ □ □ □ □-------7. 執行體重控制會影響我每天打電腦上網的時間。 
□ □ □ □ □-------8. 我沒有適當的運動器材進行體重控制。 
□ □ □ □ □-------9. 我沒有適當的運動場所進行體重控制。 
□ □ □ □ □-------10.我不知道如何正確減重或維持適當的體重。 
 
第五小部份：執行體重控制行為之行動線索 

答題說明：你個人認為因採取「體重控制」之行動線索中，過去一年中是否產生 

          下列相關的經驗？你依照自己經驗的有、無，請分別於□勾選適當的 

          選項。 

沒 

有 有 

□ □-------------- 1. 我的父母曾經勸我執行體重控制。 
□ □-------------- 2. 我曾經在學校上過體重控制相關之課程內容 
□ □---------------3. 我曾經試過幾種體重控制的減重方式。 
□ □---------------4. 我的朋友曾經勸我執行體重控制。 
□ □---------------5. 醫護人員曾經勸我執行體重控制。 
□ □---------------6. 我曾經看過電視媒體的瘦身美體減肥廣告。 
□ □---------------7. 我曾經閱讀有關開辦「體重控制班」的報紙、雜誌。 
□ □---------------8. 我到社區醫療院所看過紅布條、電子版「體重控制班」。 

□ □---------------9. 學校健康中心曾提供「體重控制資訊」公告健康飲食。 
□ □--------------10. 我曾經在網路搜尋過「體重控制」相關知識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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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體重控制自我效能 

第一小部份：節制飲食自我效能 

 

答題說明：為了「體重控制」請你衡量在各種情境中「節制飲食」的把握度多少？ 

         依照自己的狀況，請分別於□勾選適當的選項。 

 

 

非          非 

常    中    常 

沒 没 立 有 有 

把 把 意 把 把 

握 握 見 握 握 

□ □ □ □ □---1.當飯店推出 199 元任你吃到飽，各式各樣美食當前，為了 

                   體重控制我能節制飲食的把握度？ 

□ □ □ □ □---2.當肚子餓時，為了體重控制我能節制飲食的把握度？ 
□ □ □ □ □---3.當到麥當勞時，為了體重控制我能節制飲食的把握度？ 
□ □ □ □ □---4.當親朋好友在一起享受山珍海味美食，為了體重控制我能 

                   節制飲食的把握度？ 

□ □ □ □ □---5.當朋友請吃巧克力、蛋糕、披薩，為了體重控制我能節制 

                   飲食的把握度？ 

□ □ □ □ □---6.當我心情挫折的時候，為了體重控制我能節制飲食的把握  

                   度？ 

□ □ □ □ □---7.當我從事休閒活動時（看電影、郊遊、烤肉），為了體重控 

                   制我能節制飲食的把握度？ 

□ □ □ □ □---8.當我朋友生日慶生，為了體重控制我能節制飲食的把握度？ 

□ □ □ □ □---9.當我坐在沙發上看電視，許多零食包括牛肉乾、豬肉乾、 

                   豆乾、瓜籽、甜點名產當前時，為了體重控制我能節制飲 

                   食的把握度？ 
□ □ □ □ □--10.當我有吃宵夜的習慣時，為了體重控制我能節制飲食的把握 

                   度？   

□ □ □ □ □--11.當我下課回家走在路旁販賣大雞排，聞香、酥、脆讓我垂 

                   涎三尺，為了體重控制我能節制飲食的把握度？ 

□ □ □ □ □--12.當同學相約購買烏龍綠、珍珠奶茶、香甜飲料時，為了體 

                   重控制我能節制飲食的把握度？ 

□ □ □ □ □--13.當午餐有豐盛的肉類，為了體重控制我能節制飲食的把握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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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小部份：規律運動自我效能 

答題說明：為了「體重控制」請你衡量在各種情境中「規律運動」的把握度多少？ 

         依照自己的狀況，請分別於□勾選適當的選項。 

 

非          非 

常    中    常 

沒 没 立 有 有 

把 把 意 把 把 

握 握 見 握 握 

□ □ □ □ □----1.當我沒有同伴一起運動時，為了體重控制，我能持續性規  

                    律運動的把握度？ 

□ □ □ □ □----2.當我下課後要趕去補習時，為了體重控制，我能持續性規  

                    律運動的把握度？ 

□ □ □ □ □----3.當我覺得考試很多、焦慮、壓力很大時，為了體重控制， 

                    我能持續性規律運動的把握度？ 

□ □ □ □ □----4.當我運動流汗不舒服之時，為了體重控制，我能持續性規 

                    律運動的把握度？ 

□ □ □ □ □----5.當我運動被同學譏笑之時，為了體重控制，我能持續性規 

                    律運動的把握度？ 

□ □ □ □ □----6.當我運動感覺對減重效果不大時，為了體重控制，我能持 

                    續性規律運動的把握度 ？   

□ □ □ □ □----7.當我運動感覺太累之時，為了體重控制我能持續性規律運  

                    動的把握度？ 

□ □ □ □ □----8.當我感覺沒有時間運動時，為了體重控制我能持續性規律  

                    運動的把握度？ 

□ □ □ □ □----9.當我感覺天候不佳之時，為了體重控制，我能持續性規律  

                    運動的把握度？ 

□ □ □ □ □---10.當我嘗試各種減肥沒效時，為了體重控制，我能持續性規

律運動的把握度？ 

□ □ □ □ □---11.當我認識運動是生活型態之ㄧ時，為了體重控制，我能持  

                    續性規律運動的把握度？                     

□ □ □ □ □---12.當我認識運動是可以減少慢性疾病的發生時，為了體重控  

                    制，我能持續性規律運動的把握度？ 

□ □ □ □ □---13.當我認識多運動是醫生開的處方籤時，為了體重控制，我  

                    能持續性規律運動的把握度？ 

□ □ □ □ □---14.當我在週末假日時，為了體重控制，我能持續性規律運動  

                    的把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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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份   體重控制行為 

      

答題說明：本大題為有關個人「體重控制行為」之狀況，請依個人的情況再適當 

          的□中打 V，或在___內填寫適當的答案。 

          以下所稱「體重控制行為」是指「減重或維持體重」；包括「節制飲食」  

          與「規律運動」。 

 節制飲食：指平時能做到下列項目之ㄧ 

              1.三餐適量六大類營養素均衡攝取、不吃宵夜 

              2.減少攝取高脂肪、高熱量零食、含糖飲料等高熱量食物 

              3.遵照醫師、營養師建議的飲食方式 

 規律運動：每週運動至少三次以上、每次至少 30 分鐘、每週累積 210 分鐘。 

              除了學校上體育課之外，平時不限活動項目，能持續身體活動。 

 

第一小部份： 

一、過去一年內你是否進行「體重控制行為」？ 

 

    □（一）是 

             1.---- 請問你以何種方式進行「體重控制」？ 

             □---------（1）只有以「節制飲食」進行體重控制。 

             □---------（2）只有以「規律運動」進行體重控制。 

             □---------（3）以「節制飲食」搭配「規律運動」進行體重控制 

             □---------（4）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持續狀況？ 

             □---------（1）一直持續未曾中斷過「體重控制」。 

             □---------（2）曾經有，但已經中斷過「體重控制」。 

             □---------（3）斷斷續續有在進行「體重控制」。 

 

    □（二）否 

 

第二小部份：未來半年內你是否會進行「體重控制行為」？ 

 

             □---------（1）非常不可能        

             □---------（2）不可能 

             □---------（3）中立意見 

             □---------（4）可能 

             □---------（5）非常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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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     個人基本資料 

答題說明：本大題為個人基本資料，請依自己的情況在適當的□中打 V，或在___ 

          內填寫正確的答案。 

 

1.出生年月：民國_____年______月生， 滿______足歲。 

2.性別：     □----（1）男       □----（2）女 

3.目前就讀的年級： 

  □-------（1）七年級 

  □-------（2）八年級 

  □-------（3）九年級 

4.目前身高：_____________公分 

5.目前體重：_____________公斤 

6.BMI 值：_______________（學校健康中心已經測量，100 年 10 月底已發通知）    

7.我目前的體型屬於： 

  □-------（1）過輕 

  □-------（2）正常 

  □-------（3）過重 

  □-------（4）肥胖 

              （請參閱資料-行政院衛生署2002年公佈兒童與青少年肥胖定義） 

8.目前我想要自己的體重： 

  □-------（1）增加    

  □-------（2）維持    

  □-------（3）減重 

9.體重控制知識的來源：（可以複選） 

  □-----父母      □-----電視      □-----報紙      □-----醫院診所 

  □-----朋友      □-----雜誌      □-----海報      □-----衛生所 

  □-----師長      □-----網路      □-----書本      □-----兄弟姐妹  

10.父、母親的教育程度 

   父親 

  □-------- 1.研究所以上（包含碩士、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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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碩士、博士）            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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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大學、專科學校                           

  □-------- 3.國中、高中（職） 

  □-------- 4.小學 

  □-------- 5.不識字 
11.父、母親的職業：（請在父母親的職業欄分別在適當的□中打 V，若已退休，請 
                    勾選退休前的職業；若找不到職業，請填其它。） 

 
父親 □（5） □（4） □（3） □（2） □（1） 
母親 □（5） □（4） □（3） □（2） □（1） 
職 

 

 

業 

 

 

項 

 

 

目 

大學專科校長 

大學專科教師 

醫師 

教授、副教授 

縣、市長 

大法官 

科學家 

特任級公務員 

簡任級公務員 

立法委員 

監察委員 

考試委員 

副研究員 

董事長 

總經理 

將級軍官 

中央民意代表 

中小學校長 

中小學教師 

律師 

法官 

會計師 

工程師 

建築師 

薦級公務員 

中小型企業負人 

公司行號科長 

書記 

謢理長督導 

經理 

襄理 

協理 

副理 

作家 

畫家 

音樂家 

記者 

警官 

校級軍官 

技術員 

飛行員 

技佐 

科員 

行員 

會計 

縣、市議員 

鄉、鎮市民代表 

委任級公務員 

出納員 

辦事員 

批發商 

代理商 

空服員 

包商 

警察 

秘書 

代書 

謢士 

船員 

影藝人員 

服裝設計師 

尉級軍官 

消防隊員 

監工 

司機 

廚師 

郵差 

領班 

導遊 

技工 

士官 

裁縫 

警衛 

美容師 

理髮師 

水電工 

打字員 

小店主 

自耕農 

零售員 

推銷員 

送貨員 

兵 

家庭主婦 

無業 

服務生 

佃農 

門房 

管家 

攤販 

工友 

漁夫 

雜工 

臨時工 

清潔工 

侍應生 

幫傭 

看謢 

學徒 

工廠工人 

（非技術

工） 

大樓管理

員 

死亡 

其它：     父親________________    母親___________________ 

（請再仔細檢查每一個問題，不要漏答填寫。問卷到此全部結束！） 

感謝你的合作與協助，敬祝健康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