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體重控制之定義與測量方法 

一、體重控制之定義 

    人體體重包含身體內脂肪、肌肉、骨骼等組織的重量。近年來，

攝食過多的熱量及不活動的生活型態，體內脂肪組織有逐年增加的趨

勢(教育部，2002)。由於營養過剩，導致肥胖及少數人擔心肥胖而採

取不正確的方式來控制飲食而得到厭食症，因此維持「理想體重」是

非常重要的，它是指一個人有這樣的體重，將會有最長的壽命及最少

的疾病，但因理想體重的標準不易界定，尤其是青少年，要評估學生

體重有無標準時，須同時考慮學生的「性別」、「年齡」及「身高」(教

育部，2002) 。 

二、體重控制之測量方法 

  對於體重控制之測量有以下幾種方法： 

(一)理想體重法（Ideal Body Weight） 

個人的體重在同性別、年齡、身高之族群的百分比，來判定肥

胖與否。國內學者認為成人理想體重的計算方式如下： 

男性理想體重＝（身高-80）x 0.7 

女性理想體重＝（身高-70）x 0.6 

理想體重超出率＝[（實際體重 - 理想體重）/ 理想體重]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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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當理想體重超出率在 + 10 % 為理想體重範圍；理想

體重超出率在 10~20% 之間為過重；若理想體重超出率

>20%，則歸為肥胖。 

(二)重高指數（Weight Length Index ） 

以同性別、同年齡的第 50百分位體重與身高之比值來評估兒童  

的體重。當重高指數大於 1.2，稱為肥胖。其公式如下： 

體重(公斤) 

身高(公分) 

重高指數＝ 

              同性別、同年齡的第 50百分位體重(公斤) 

            同性別、同年齡的第 50百分位體重(身高) 
重高常數  

計算出重高指數後，評估肥胖的準則如下： 

重高指數 體重狀況 

＜0.9 過輕或瘦 

0.9~1.1 正常 

1.1~1.2 過重 

≧1.2 肥胖 

資料來源：教育部,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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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皮脂厚度測量判別法 

利用皮脂厚度測量器（skinfold calipers）來測量皮膚及皮下組

織厚度的方法，目前已被廣泛使用於人體組成的研究中。較常

測的部位是三頭肌，學者認為若能採用多處皮脂厚度（三頭

肌、肩胛骨下、腹肌、二頭肌等）之平均值，則所得之結果將

會更客觀。但當操作者的熟練度不足、儀器的影響和受試者的

體型過於肥胖時，都會產生偏差而影響測量結果。 

(四)體脂肪百分比(Body fat %) 

    依據性別及年齡層的不同，體脂肪的正常值範圍也有差異。一

般來說，男性體脂肪的平均值為 15–18 %、女性則為 20–25 

%。若體內體脂肪過高，男性體脂肪超出體重的 25 %，女性超

過體重的 30 %，便可界定為肥胖。 

(五)腰臀圍比值(Waist-Hip Ratio) 

界定肥胖型態的方法之一。在男性，剩餘脂肪多數堆積於腰部、

上腹部及手臂，造成上半身較胖，又稱「蘋果型肥胖」；而女性

的脂肪多積存於大腿及臀部，使下半身較胖，所以亦稱「水梨

型肥胖」。因為脂肪細胞不易被消耗利用，所以要減去下半身脂

肪較不容易。WHR值的理想範圍在 0.7左右，若小於 0.7為水

梨型肥胖，若大於 0.85則屬蘋果型肥胖。若男性WHR值大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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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或女性大於 0.8時，即使體重未超過標準，但體內脂肪可能

已達對健康有威脅的程度。而腰臀比的比值愈高，罹患高血壓、

心血管疾病或糖尿病的機會也愈高。 

(六)身體質量指數判別法（Body Mass Index） 

目前身體質量指數（Body Mass Index）是最常用的，簡稱BMI，

即以體重（公斤）/身高(公尺)2所得之數值。世界衛生組織(1983)

在日內瓦召開的會議中，多數學者同意以BMI來當兒童及青春

期的肥胖界定，並訂出 6-14歲的肥胖標準為BMI 19-20kg/m2，

15歲為BMI 25 kg/m2，並建議以各國體位資料發展出適合自己

國家的肥胖標準(引自游素玲，2000)。吳仁宇、黃奕清（1996）

以 79學年度臺閩地區 6至 18歲學生為研究樣本，建立學生BMI

百分位表，將BMI≧85%歸為過重，≧95%歸為肥胖。世界衛生

組織在 2002 年 6月召開亞洲人BMI切點會議，以 23、27.5作

為中度危險性及高度危險性的切點。由於兒童青少年會隨年齡

增加而長高加重，且身高體重的增加並非呈比例增加，且脂肪

在身體組成所佔百分比，在不同年齡年齡層會有所變異，因此

行政院衛生署邀請國內營養、肥胖專家學者研擬，並於民國 91

年公佈兒童及青少年理想體重範圍，對於兒童及青少年過輕、

過重及肥胖範圍可參看附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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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肥胖對健康的影響 

    青少年肥胖易引起生理、心理等方面的影響，分別述之。 

(一)生理方面 

    1.心血管疾病方面：Mossberg(1989)在一個 40 年的長期追蹤發

現，兒童期即肥胖的肥胖成人，其罹患血管疾病與高血壓的危

險性是無肥胖兒童經驗的肥胖成人的 2倍，糖尿病為 3倍。

Srinivasan(1996)發現有肥胖青春期經驗的成人，高血壓發生率

是無青春期肥胖經驗的 8.5倍，可見肥胖對日後成人是會造成

嚴重影響。 

  2.呼吸系統方面：體重過重者因氧氣需求量大，因此肺活量增

加，但因肥胖者胸壁及腹部脂肪量多而阻礙橫隔膜運動，肺部

無法作有效呼吸，無法作跑跳劇烈運動，也因缺氧或二氧化碳

高而嗜睡。 

3.骨骼肌肉系統方面：會加重下肢及關節負擔，嚴重則導致彎

曲、關節炎、背痛等骨骼肌肉問題，再加上行動不便而活動

減少，因而加重肥胖程度，合併更多健康問題。 

  4.內分泌系統方面：體重過重會減少生長激素的分泌；過多脂肪

積存在肝臟易引發膽結石；胰島素對葡萄糖代謝功能障礙，導

致血糖上升-糖尿病等內分泌系統功能異常問題(引自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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嫻，1996) 

  5.皮膚系統方面：重度肥胖者其腹、臀、腿、腰等處會有似「妊

娠紋」的「肥胖紋」(陳偉德、吳康文、宓麗麗、劉瑞蘭，1993)；

肥胖者其皮膚皺折處易摩擦發生溼疹、皮膚炎而癢、疼痛不適

症狀(張仙平，1994)。 

(二)心理方面 

    青春期是人格發育過程中(如自我形象、自我價值)最重要的時

期，因此肥胖學生常因體型而成為同學排斥的對象，也因體型

容貌缺乏自信，導致自我否定、自尊心低落、自我概念變差，

不願參加兩性活動，有退縮、內向、孤獨的個性和同儕間產生

隔離等情形發生(引自劉倖吟，2001)。 

    另外過瘦也會造成新陳代謝速度變慢、消化道蠕動變慢，有胃

脹、便秘、腹痛等症狀、女性出現無月經、毛髮脫落、易有貧血、骨

質疏鬆症等(台大醫院精神部，1996)。綜合上述，肥胖及過瘦不只是

在青春期有上述的健康問題，也是發展為成人疾病的危險因子之一，

罹患各種慢性病的危險性也相對增高，實不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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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影響體重控制相關因素 

一、能量平衡與體重控制 

    在生活上攝取食物以提供身體能量，如果所攝入之能量等於活動

所消耗的熱量，此時體重是維持不變的；但是，如果攝取的食物能量

大於或小於所消耗的熱量，則體重則可能會增加或減少。 

 

二、飲食與體重控制 

    Anspaughh 等(1991)指出，只以飲食控制來減重，能夠成功且維

持一年以上者的比率較低。黃彬彬(2000)指出，完全以節食減重時，

初期雖然效果快，但所減的脂肪量不高，卻會減掉多量體蛋白質。飲

食控制對於減重的效果較小，若反覆以此方式來減重，人體的基礎代

謝率會變的越來越低(邱東貴，2000)。Riley 1988 年在美國運動醫學

學會的運動處方指導手冊提出，嚴格的節制飲食攝取計畫，是控制身

體基本必須熱量來減輕體重的方法之一(引自張文甫，2002)。 

以飲食方法來減輕體重，是利用降低總熱量的攝取，增加體脂肪分解

及促進其利用，減少其在身體中的儲存。一般常見的控制體重之飲食

方法有禁食法、保留蛋白質之飢餓法、高蛋白飲食、單一食物限制法、

極低脂肪飲食、均衡低熱量飲食法、減肥代餐等(簡怡雯，2001)。  

 

三、運動與體重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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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蕙米(2000)指出，以 50%及 60%低強度與中強度的有氧運動，

每週實施三次，並配合飲食熱量的控制，可有效達到減重。Miller、

Koceja和 Hamilton(1997)分析從事飲食控制、運動、及飲食控制配合

運動三種不同的研究發現，以後者的效果為最好。在教育部體適能網

站列出運動減重與節食減重間的差異，其內容如下：  

   表 2-1  運動減重與節食減重的差異 

運動減重 節食減重 

1.增加能量消耗 1.減少能量攝取 

2.短時間較不會有減肥效果 2.短時間即有減肥效果 

3.減少肥肪，維持或增加肌肉 3.減少脂肪和肌肉質量 

4.促進健康，增加體能 4.無法增進體能或健康 

5.積極鼓勵 5.消極限制 

6.提高基礎代謝率 6.降低基礎代謝率 

7.改善心理壓力、焦慮、沮  

 喪、身體形象和自尊 

7.無法改善心理壓力、焦慮、 

  沮喪、身體形象和自尊 
 

   Tremblay 等(1986)以 8 名中度肥胖婦女從事八週運動訓練，發現

可增加身體非活動時期的能量消耗。Ballor(1988)將 40名肥胖婦女分

成控制組、節食組、運動組和運動加節食組等四組，發現運動組和運

動加節食組的瘦體組織與節食組比較起來有明顯增加。 

    目前教育部推行「333 運動」，每週運動三次、每次三十分鐘、

運動時最高心跳數達到 130下，以達到健康體適能規律運動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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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能有效促進身體健康，也可適時消耗熱量。 

 

 四、減重經驗 

    楊雪華(1991)調查大學生體重控制意向發現，有 36.2%的女生曾 

 經從事體重控制。郭婉萍(2000)在研究減重意圖時發現，專科女學生 

 有減重經驗者居多(63.8%)，且減重結果期望較強。賴翠琪(2001)、蘇 

 玉嬋(2003)針對國中學生的調查發現，過去有體重控制經驗者，對未 

 來體重控制行為意圖較過去無體重控制經驗者高，表示過去有無體重 

 控制經驗是體重控制行為的影響因素。 

  

五、理想的體重控制方法 

    美國運動醫學學會於 1995 年提出在從事體重控制應注意的地

方： 

1.成人每天攝取的能量不可低於 1200千卡。 

2.食物須考慮個人文化背景、習慣、口味、價錢、食物取得或準備之  

  方便性等因素。 

3.攝取的能量要低於所消耗的能量，以逐漸的方式來達成減重的目  

  的。 

4.每週減輕之體重，最多不能超過 1公斤。 

5.配合行為改變法，認知和改變那些導致肥胖的不良飲食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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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訂定運動計劃。 

7.提供能夠被持續的飲食和身體活動習慣，以維持理想體重(引自吳昶   

  潤，1999)。 

    因此，體重控制方式以飲食控制且注意營養均衡，再搭配運動為

最健康、最有效的方式。 

 

第三節  理性行動論 

一、理性行動論之內涵 

        理性行動論( the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由 Ajzen及 

    Fishbein共同發展出來，目的在瞭解及預測個人的行為。人 

    是有理性的個體，因此在採取某行為前，會先考慮行為本身 

    及行為結果，而決定採取與否。此理論有兩項基本假設： 

(1)人們大部分的行為表現是在自己的意志控制下，而且合乎理性； 

(2)人們是否採行某項行為的行為意圖是該行為發生與否的立即決 

  定因子(immediate determinant)。 

  而影響行為意圖的兩項因素為：  

  (1)個人對從事某行為的態度。      

  (2)影響個人從事該行為的主觀規範(Ajzen&Fishbein,1980)。其理論 

    模式如圖 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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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Σ  Bi Ei              Ab    
   i=1 
                                            BI~B 
   n 
   Σ  NBj MCj           SN  
   j=1 
 

圖 2-1  理性行動論 

其中： 

B=個人的某項行為(behavior) 

BI=個人採取該行為的行為意圖（behavior intention），其為態度與主 

  觀規範的函數，即：  

  BI＝W1．Ab + W2．SN  

    W1、W2=實證所得標準化複迴歸係數  

Ab＝個人對採取該行為的態度(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其為行為 

     信念與結果評價的函數，即   

         n 
     Ab= Σ  BiEi  
         i=1 

     Bi=個人對從事某項行為後，所導致結果 i的信念。 

     Ei=個人對行為結果 i的評價。 

     n=該行為所可能導致結果的個數。 

SN=個人對採取該行為的主觀規範(subject norm)，其為規範信念與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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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動機的函數，即：  

        n 
    SN=Σ NBj MCj             
        j=1 

NBj=個人對於特殊參考對象 j，認為他應不應該從事該行為的信

念(normative belief)。   

MCj=個人依從特殊參考對象 j的動機(motivation to comply) 

    n=特殊參考對象的個數。  

        而外在變項(external variables)，如社經地位、人口特質等， 

    對於行為、行為意圖的影響，則是透過態度、主觀規範對行為意 

    圖的相對重要性(W1、W2)以及態度、主觀規範的決定因素(即行 

    為信念、結果評價、規範信念、依從動機)而間接產生影響。因 

    此外在變項與行為意圖或行為間，並非一定存有相關 

    (Ajzen&Fishbein,1980)。 

二、理性行動論的限制 

        運用理性行動論所作的研究，多支持它在預測、解釋行為上 

    的適切性。但是「行為的發生乃是基於個人的意志控制(Volitional  

    Control)」，此基本假設對理論的應用範圍，所以當預測行為符合 

    此範圍時，理性行動論的預測力很強；但若是探討的行為受非意 

    志因素(如機會、資源、技術或與他人合作)強烈影響時，則理性 

    行動論對行為的解釋力就會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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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內運用理性行動論的研究 

        理性行動論被國內研究者廣泛應用在健康行為領域上，以瞭 

    解及預測健康行為意圖或行為，例如吸菸意向研究(黃松元， 

    1990；林季宜，1997)、捐血行為研究(蕭景祥，1988)、乳房自 

    我檢查意向研究(劉翠媚，1990)、體重控制意向研究(楊雪華， 

    1991)、孕產婦授乳行為研究(李碧霞，1992)、婚前性行為意向 

    研究(楊昭慧，1992)、婚前健康檢查(林淑慧，1992)等，皆支持 

    理性行動論觀點，惟因研究對象、時間、行為的不同，使得態度、 

    主觀規範對行為意圖的解釋力也有所不同。 

 
 

第四節  計劃行為理論 

一、計劃行為理論之緣起 

        理性行動論應用在意志控制行為時，有良好的預測力，但在 

    實際情形下，有許多的行為並不完全受意志所控制，即行為成功 

    與否不僅決定個人對此行為的意圖，也受部份非動機性因素 

    (nonmotivational factors)所影響，如機會與資源的獲得。以下就 

    探討影響個人意志控制程度的內在及外在因素(Ajzen & Madden,  

    1986; Ajzen, 1988) 

(一)內在因素 

      1.個別差異(individual difference)：個人對自身行為的控制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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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來就有差異存在。 

      2.資訊、技術、能力(information, skills and abilities)：個人若缺

少完成某行為所需之資訊、技術、能力時，行為便無法實踐。 

      3.意志力(power of will)：許多行為目標的達成需要相當程度的

意志力以抗拒誘惑。 

      4.情緒及強迫作用(Emotions and Compulsions)：當個人處於壓

力或強烈情緒狀態下時，對行為的控制力會較差。 

      5.遺忘(Forgetting)：有些行為無法完成可能是因為忘記了這件

事。 

          在影響個人控制程度的內在因素中，有些可以經由訓練及 

      經驗而改變，如資訊、技術、能力等；其他如情緒及強迫性行 

      為則較難以改變。 

    (二)外在因素 

     1.時間和機會(Time and Opportunity)：缺乏適當機會，個人將改

變其行為意圖。 

     2.依靠他人(Dependence on Others)：當行為的完成需要別人的合

作，此時個人對行為就無法完全控制。 

    在影響個人控制程度的外在因素中，缺乏時間、機會及依 

賴他人通常只導致暫時性的意圖改變。例如：當情境妨礙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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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時，個人會等待更好的機會；當他人無法合作時，個人會 

尋找一個更順從的夥伴。但是當多次努力皆失敗後，則行為意 

圖則可能有重大的改變 

    由於個人意志控制程度會受到內在和外在因素的影響，因 

此大部分行為都具有某種程度的不確定性。因此嚴格地說，個 

人想要完成的行為(Intended Behavior) 只是一種「行為目標」  

  (Behavior Goal)，而行為意圖則可視為實行「行為目標」的「行 

  動的計劃」(Planns of Action)。因此 Ajzen(1985)將理性行動論 

  加以延伸，提出計劃行為理論(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二、計劃行為理論之內涵 

          計劃行為理論與理性行動論不同之處在於除了態度、主觀

規範外，增加了第三個變項「知覺行為控制」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即個人知覺到完成某行為容易/困難程度的

信念，並假定它可以反映過去的經驗和預期的阻礙。當個人認

為自己所擁有的資源與機會越多，所預期的阻礙越小，對行為

的知覺行為控制就越強。而構成知覺行為控制的一組信念為控

制信念，是指對於必要的資源與機會存在或缺乏的信念。這些

信念可能有一部份根基於行為的過去經驗，但也會受二手資

訊、朋友的經驗，和其他增加或減少行為困難度的因素影響。

 23



其架構圖如下(Ajzen,1988; Ajzen & Maden, 1986)： 

 

態度 

主觀規範 

知覺行為

控制 

 
 
 
 
 
 
 
 

 
 
 
 

圖 2-2

對於計劃行為理論可從兩個層

1.知覺行為控制與行為意圖間

implications)。 

  如果個人認為自己對於某行

  其從事此行為，但是因缺乏

  烈的行為意圖。因此知覺行

  間接影響行為。 

2.知覺行為控制和行為可能有

  在一些情形下，行為的完成

  是否有足夠的控制所影響。

  能直接預測行為： 

 

行為意圖 

  計劃行為理論 

面來看：  

有動機性關係(motivatio

為有正向的態度，且認

資源與機會的情形下，

為控制確能影響行為意

直接的關係。 

除了依賴動機外，也受

在下列二個條件之下，

24
行為 

nal 

為重要他人贊成 

仍舊無法形成強 

圖，並藉由意圖 

到個人對此行為 

知覺行為控制即 



    (1)所預測的行為必須不完全受意志控制； 

    (2)所測量的知覺行為控制必須能反映個人實際的行為控制。如    

      圖 2-2虛線部份。 

   一般說來，對行為的態度與主觀規範越正向且知覺行為控制越強

時，行為意圖越強。計劃行為理論認為很多行為不在完全意志控制之

下，因此，要預測不完全在意志控制下的行為，有必要增加知覺行為

控制這個新變項對行為的預測力。但是，當個人對行為的控制程度接

近最強或控制問題並非個人重要考量時，則計劃行為理論的效果與理

性行動論相似。 

三、計劃行為理論相關研究 

    計劃行為理論被廣泛應用在有關健康行為領域上，以了解及 

預測健康行為意圖或行為，例如戒菸行為（魏米秀，1993）、大 

學生捐血行為（呂昌明，1995）、規律運動行為(林輔瑾，1996； 

李碧霞，1998)、飲用牛奶意圖行為（徐蓓蒂，1997）、學生實習 

課戴耳罩之行為（唐貺怡、葉國樑，1997）、青少年無照騎車行 

為（王國川，1999）、戴安全帽行為（王國川，1999；呂昌明、 

楊昭慧、謝惠玲，2003）、大學生減輕體重意圖(呂昌明、楊昭慧、 

王淑芳，2001)、高職學生體重體制行為意圖研究(林秀惠，2005)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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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皆支持計劃行為理論的觀點，對態度、主觀規範及 

知覺行為控制可以有效地解釋行為意圖；在態度、主觀規範的構 

成信念與行為意圖間的相關性也獲肯定。但因研究對象、行為種 

類、時間長短的不同，因此其態度、主觀規範對行為意圖的解釋 

力也會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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