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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共分為六節，包括第一節研究設計、第二節研究架構、第三

節研究對象、第四節居家運動處方之發展與設計、第五節研究工具、

第六節實施步驟和第七節資料分析。

第一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為一項準實驗研究 (Quasi-experiment design)，以不相等

實驗組對照設計 (nonequivalent groups design) 方式來進行，研究設計

如圖 3-1 所示，針對實驗組學生進行八週居家運動處方介入，對照組

則無介入，並於介入前、後測量兩組之運動心理及肺功能，進而評價

運動處方介入之成效。

實驗組 Y1 X Y2

對照組 Y3 Y4

X：八週居家運動處方介入

Y1、Y3：實驗組和對照組之前測

Y2、Y4：實驗組和對照組之後測

圖 3-1 研究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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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八週居家運動處方介入，對氣喘兒童之運動心

理和肺功能的影響，研究架構如圖 3-2 所示。

圖 3-2 研究架構圖

【實驗組】
八週居家運動處方介入

肺功能

肺活量（FVC）
第一秒最大呼氣量（FEV1）
尖峰呼氣流量（PEF）
最大中段吐氣流量（FEF25-75%）

運動心理

運動滿意度
運動自我效能
運動享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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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基於行政考量、學校配合意願及氣喘兒童特殊性，採立意

取樣方式選擇研究學校與樣本。研究學校以台北市國小為城市代表，

立意選取兩組學校，其中一所為實驗組，另一所為對照組；桃園縣為

鄉鎮代表，也立意選取兩所學校，並分派為實驗組及對照組。研究樣

本以九十三學年度就讀於台北市立三興國小、桃園市立桃園國小、台

北市立吳興國小與桃園縣立南崁國小之氣喘兒童為對象；前兩所為實

驗學校，後兩所為對照學校。再選取該年度就讀上述四所學校之二至

五年級氣喘兒童為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樣本共有 138 人，實驗組與對照組分別為 53 人和

85 人，前測回收率為 100%，後測時回收 135 份，回收率為 97.83%，

其分佈整理如表 3-1 所示。

表 3-1 各組研究對象學校和人數分佈

組別 人數 前測

發放數

前測回收

樣本數

後測

發放數

後測回收

樣本數

實驗組 53 53 53 53 53

對照組 85 85 85 82 82

總計 138 138 138 135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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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居家運動處方之發展與設計

居家運動處方之發展與設計，分為發展流程、設計原則，以及主

要內容與介入策略等部分加以說明。

一、發展流程

居家運動處方的發展，經下列五步驟才陸續完成。

（一）文獻探討與相關資料蒐集

研究者針對國內外相關研究進行文獻探討，找出影響運動心理及

肺功能的重要變項，再參考卓俊辰（1986）、林貴福等（1998）、高華

君（2002）、ACSM (2003)和行政院衛生署（2004）提出之運動訓練

指導概念，以及方進隆（2005）主張的運動處方五原則來發展居家運

動處方。

（二）擬定居家運動處方設計之架構

依據文獻探討與相關資料來擬定居家運動處方設計之架構，設計

架構如圖 3-3 所示。

（三）居家運動處方及手冊設計

依據運動處方之原理原則及策略進行設計，並同時製作輔助工具

--創造健康體能運動計畫親子手冊和運動標語，介入期間則以電話追

蹤和提醒，以提升居家運動處方之執行。

（四）專家審查

居家運動處方和手冊初稿後，委請醫學、教育與體育專家進行審

查，之後修訂完成定稿。

（五）發展評量工具

俟在居家運動處方發展完成後，依據內容，配合研究目的，編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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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運動處方評量問卷。

圖 3-3 居家運動處方設計架構圖

瞭解自己運動限制和喜好
1. 透過『身體活動評量表』了解自己有無不適合的

運動疾病。

2. 了解自己喜歡的運動項目、需要的裝備、居家附

近合適的運動場所，以及運動陪伴者。

做好運動前準備事項
1. 學會測量自己的心跳數、計算最大心跳數和運動

時的心跳數範圍。

2. 評估自己身體條件、評估天候、場地、時間和服

裝方面。

瞭解運動中注意事項
了解運動誘發氣喘、前胸疼痛與胸悶，以及下肢疼痛。

瞭解運動後注意事項
了解運動後盥洗時機、進食時機及相關事項。

訂定每週運動計畫
訂定內容包括運動項目、運動頻率、運動強度和運動

時間，並選擇自己喜愛的運動項目。

快樂運動日
說明暖身運動、主要運動、緩和運動的目的、時間分

配，以及執行時的注意重點。

運動記錄
將執行運動的過程全程記錄。

居

家

運

動

處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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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計原則

主要概念為擬定個別化的居家運動處方，以有氧運動為主，依照

自己喜愛、符合健康狀況、循序漸進、結合整體環境和親子共同進行

等設計原則，希望擬定之運動處方能讓氣喘兒童持續運動。

三、主要內容和介入策略

（一）主要內容

按照方進隆（2005）對運動處方提出的 MR FIT 原則進行設計，

其內容如下：

1. 運動項目：由個人喜愛之項目中選出 2-3 項。

2. 運動強度與漸進負荷原則：第一至四週個人最大心跳數需達

60-65%，第五至八週則提高至個人最大心跳數之 65-75%。

3. 運動時間：每次至少運動 30~45 分鐘的運動為原則，並特別

強調主要運動前後之暖身運動與緩和運動，在暖身運動與緩

和運動上建議每次至少 5~10 分鐘，而主要運動至少達 20 分

鐘。

4. 運動頻率：每週至少三次。

（二）介入策略

居家運動處方之介入策略，除發送每位氣喘兒童運動建議書（附

錄一）、運動標語（附錄二）和創造健康體能運動計畫親子手冊之外，

隔週再以電話追蹤和提醒，說明如下。

1. 運動建議書：根據個人前測運動資料、運動項目喜愛情形之

訪談結果（表 3-2）來擬定。

2. 運動標語：請學童張貼在家中明顯處，以鼓勵學童持續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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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增強其運動動機。

3. 創造健康體能運動計畫親子手冊：以其作為氣喘兒童執行居

家運動處方的指引和實際執行之記錄。

4. 電話追蹤和提醒：兩週一次電話追蹤並訪問氣喘兒童家長，

以瞭解學童運動執行進度，分享運動經驗及所遇困難並協助

解決，同時鼓勵家長持續監督及支持氣喘兒童運動。

在運用上述策略時，為了增強氣喘兒童執行居家運動處方的持續

性，邀請家長在子女運動過程中，能扮演支持者和督促者的角色。故

除將運動處方的主要概念與原則以親子手冊呈現，並辦理親子研習活

動，邀請體育教育及衛生教育專家分別主講「氣喘與運動」（附錄三）

和「創造健康體能的方式」（附錄四）。

表 3-2 運動項目喜好之訪談題綱

題 目

一、你在非上課時間（周一至周五放學後、星期六日或放假日）喜歡做

什麼運動，有哪些，請按照自己的喜歡程度列舉？

二、請問你覺得如果要常常做這些你喜歡的運動，會不會遇到困難（例

如：沒有運動場地、沒有運動設備器材（用具）、沒有時間、沒有人

陪伴等等）？

三、請問你有無不能從事的運動呢，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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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之研究工具包括兒童身體活動調查問卷、肺功能檢

測、學童深度訪談題綱，以及家長和氣喘兒童對居家運動處方之評量

問卷，分別說明如下。

一、兒童身體活動調查問卷（附錄五）

此為自擬結構式問卷，前測問卷內容包含四個部分：第一部份「運

動滿意度」、第二部分「運動自我效能」、第三部份「運動享樂感」和

第四部分「基本資料」，後測問卷內容僅包含第一至第三部分。本問

卷於第一部分的編製經初稿擬定、專家效度審查、預試分析、修正完

成正式問卷等步驟。而第二和第三部份，則參考賴香如（2003）「氣

喘兒童身體活動認知、態度和效能調查」問卷，加以修定。本問卷各

量表之計分方式及分數代表意義與內容說明如下：

第一部份：運動滿意度

此部分共 5 題，分別評估研究對象在從事田徑、球類、體操、舞

蹈和體能等五類活動的滿意度，採四分量表形式計分，各題得分範圍

－2~＋2 分，總分範圍為－10~＋10 分，總分越高表示受試對象對自

己在五類運動滿意度越高。依研究前測結果，此部分題目之內部一致

性 Cronbach’s α＝0.69。

第二部分：運動自我效能

此部分共 14 題，各題得分範圍為 0~100 分，主要在評估學童在

特殊情境下，對自己克服困難，去從事運動的信心程度，平均得分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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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表示其運動自我效能越高。依研究前測結果，此部分題目之內部一

致性 Cronbach’s α＝0.91。

第三部分：運動享樂感

此部分共有 13 題，各題得分範圍為 1~5 分，主要在評估學童從

事運動獲得一種正向的運動經驗感覺，使其感覺到愉快、喜悅、快樂

的程度。平均得分越高表示其運動享樂感越高。依研究前測結果，此

部分題目之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0.90。

第四部份：基本資料

主要包含氣喘兒童和主要照護者的相關資料，其中氣喘兒童之資

料有性別、年齡、家族運動史及其規律運動情形。主要照護者的基本

資料則有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和職業。

二、肺功能檢測

本研究使用 VITALOGRAPH 型號 COMPACTⅡ之肺功能檢測儀

器。實施時，先由醫師協助講解正確吹氣方式，接著學童一一執行肺

功能檢測。其檢測內容包括：

1. 肺活量 (FVC)。

2. 第一秒最大呼氣量 (FEV1)。

3. 尖峰呼氣流量 (PEF)。

4. 最大中段吐氣流量 (FEF25-75 %)。

三、家長和氣喘兒童對居家運動處方之評價問卷（附錄六）

此部分主要在瞭解家長和氣喘兒童對居家運動處方的看法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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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工具--創造健康體能運動計畫親子手冊（附錄七）的評價，分為

兩個部分做說明：

第一部分：居家運動處方之實際效益

此部分共有 5 題，主要在了解研究對象是否學會測量心跳數、計

算運動時的心跳範圍、擬定運動計畫和按照手冊持續執行運動計畫，

並針對自己八週居家運動處方執行表現評定分數。

第二部分：手冊評價

此部分共有 11 題，由「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和「非

常同意」，依序以 1 至 4 給分。主要是在了解研究對象對手冊內容、

設計型式和整體幫助程度。

四、學童深度訪談題綱

實驗組居家運動處方執行度訪談，分別針對執行較佳和執行較差

之氣喘兒童來進行，題綱內容如下：

（一）居家運動處方執行較佳學童之訪談題綱

1. 上學期你配合居家運動處方做運動，而且你做得很好，你覺

得你可以做得這麼好的原因是什麼呢？

2. 在八週的運動過程中你遇過哪些困難？那你都怎麼克服(解

決)呢？

3. 你覺得運動帶給你什麼樣的感覺？為什麼？

（二）居家運動處方執行較差學童之訪談題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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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學期你配合居家運動處方做運動，好像沒有辦法完成，你

覺得是什麼原因呢？遇到什麼困難呢？

2. 本身喜歡運動嗎？運動帶給你什麼樣的感覺？

3. 在學校上體育課你的感覺又如何？（喜歡、排斥或只是配合

課程）

第六節 實施步驟

本研究實驗的步驟包括文獻收集、行政聯繫、問卷設計、親子研

習活動、前測、運動處方介入、後測、家長和氣喘兒童對居家運動處

方之評價、學童深度訪談。

一、文獻蒐集

研究期間持續進行文獻蒐集、研讀與整理的工作，以利研究進

行及論文撰寫。

二、行政聯繫

與受試學校聯繫，說明研究計畫及目的，經由學校同意後，即

安排調查時間及親子研習時間等相關事項。

三、問卷設計

參考相關文獻之研究問卷，並依據研究目的設計出問卷初稿，並

經過初稿擬定、專家效度審查等步驟，至最後完成正式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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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卷、肺功能前測

經由各校衛生組長或校護的支援，在介入前一週將問卷發給實

驗組及對照組學生填寫和進行。表 3-3 呈現各校實際進行問卷及肺功

能檢測之前測時間。肺功能的實施步驟如下：

1. 核對學生姓名、班級。

2. 利用學校健康中心之儀器，測量身高和體重。

3. 教導學生正確的吹氣方式，並給予練習。

4. 施測時，引導學生用最大的力氣把氣吐出來，直到沒有氣為

止，當儀器顯示數值後，再經由醫師的判定無誤後，才算完

成。

表 3-3 各組問卷及肺功能前測時間表

組別 學校 問卷 肺功能

實驗組 三興國小 94.01.14 94.03.31

桃園國小 94.01.13 94.03.10

對照組 吳興國小 94.01.13 94.03.30

南崁國小 94.01.03 94.03.07

五、親子研習活動

為讓氣喘兒童和家長瞭解運動處方的概念和執行方式，以及居家

如何進行運動處方。研究小組分別於 94 年 3 月 26 日及 94 年 4 月 9

日於兩所實驗學校（三興國小和桃園國小）辦理兩場次，每場 3 小時

的親子研習，並與參加研習家長商討如何落實氣喘兒童運動之策略。

六、居家運動處方介入

居家運動處方介入自民國 94 年 4 月 18 開始進行，為期八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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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期間也發送運動標語、創造健康體能運動計畫親子手冊為指引；

並透過電話追蹤和提醒實驗組學童和家長，也瞭解氣喘兒童每週運動

執行時的困難，同時建立良好互動關係。

七、問卷、肺功能後測

在介入後再次進行問卷調查及肺功能檢測，問卷部分經由各校

衛生組長或校護的支援，在介入後一週將問卷發給實驗組及對照組

學生填寫，各校問卷和肺功能檢測實際時間如表 3-4。

表 3-4 各組問卷及肺功能後測時間表

組別 學校 問卷 肺功能

實驗組 三興國小 94.06.24 94.06.24

桃園國小 94.06.23 94.06.23

對照組 吳興國小 94.06.16 94.06.16

南崁國小 94.06.17 94.06.17

八、家長和氣喘兒童對居家運動處方之評價

經由實驗組學校校護支援，在介入後將評量問卷發給家長及學童

共同填寫，填寫完畢後，送回健康中心交由各校校護統一回收，各校

家長和氣喘兒童對居家運動處方之評價問卷施測時間同兒童身體活

動調查問卷後測時間。

九、學童深度訪談

在介入後，分別選擇執行情況較佳和較差的學童，輔以深度訪談

方式來瞭解實驗組學童運動執行實際情形及遇到的困難，表 3-5 呈現

各校進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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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實驗組深度訪談時間表

組別 學校 運動處方執行度佳之學童 運動處方執行度差之學童

實驗組 三興國小 94.12.05 95.01.19

桃園國小 94.12.08 95.01.16

第七節 資料分析

本研究就所收集到之各項資料：兒童身體活動調查問卷前、後

測、肺功能檢查數值、家長和氣喘兒童對居家運動處方之評價，以及

學童深度訪談，依資料性質採用不同的方式進行整理和分析。

針對回收的問卷經檢查處理後，採用 SPSS11.0 for windows 版本

之軟體進行統計分析，並依據本研究目的、研究假設及研究變項之特

性，採用下列分析方法：

一、描述性統計

以次數分配與百分比來呈現氣喘兒童和主要照護者基本資料與

家長和氣喘兒童對居家運動處方之評價等類別變項分佈情形。另以最

大值、最小值、平均值和標準差等呈現氣喘兒童運動心理和肺功能檢

測值等等距資料之狀況。

二、推論性統計

（一）卡方檢定

卡方檢定主要用以檢驗前測時，實驗組與對照組背景變項中之類

別變項是否同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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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對 t 檢定

配對 t 檢定用以分別檢驗實驗組及對照組之前、後測運動心理和

肺功能檢測值得分是否有差異。

（三）共變數分析

以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ANCOVA) 來考驗不同組別間，前後測運

動心理和肺功能改變是否有差異。對於組內迴歸係數檢定不符合同質

性前提時，則另以詹森-內曼法來比較兩組的差異。

三、實驗組氣喘兒童執行居家運動處方影響因素之深度訪談

深度訪談資料之整理與分析之步驟如下：1.將錄音內容轉謄為逐

字稿（附錄八），2.重複閱讀內容摘出重點並編碼，3.歸類相近段落，

成為一個細項，4.歸納相近細項為一從屬概念，5.最後，再將相近的

從屬概念歸內為一主概念，進而分析氣喘兒童居家運動處方執行情

形。

有關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待答問題、研究假設與統計方法整理於

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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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研究目的、待答問題、研究假設與統計方法

研究目的 待答問題 研究假設 統計方法

1.探討居家運動

處方介入，對

氣喘兒童運動

心理之影響。

1.八週居家運動

處方介入，對氣

喘兒童運動心

理 之 影 響 為

何？

1-1 居家運動處方介入後，實驗組運

動滿意度顯著優於對照組。

1-2 居家運動處方介入後，實驗組運

動自我效能顯著優於對照組。

1-3 居家運動處方介入後，實驗組運

動享樂感顯著優於對照組。

單因子共變

數 分 析

(ANCOVA)

2.探討居家運動

處方介入，對氣

喘 兒 童 肺 活

量、第一秒最大

呼氣量、尖峰呼

氣流速量和最

大中段吐氣流

量的影響。

2.八週居家運動

處方介入，對氣

喘兒童肺功能

之影響為何？

2-1 居家運動處方介入後，實驗組肺

活量顯著優於對照組。

2-2 居家運動處方介入後，實驗組第

一秒最大呼氣量顯著優於對照

組。

2-3 居家運動處方介入後，實驗組尖

峰呼氣流速量顯著優於對照組。

2-4 居家運動處方介入後，實驗組最

大中段吐氣流量顯著優於對照

組。

單因子共變

數 分 析

(ANCOVA)

3.瞭解實驗組家

長和氣喘兒童

對居家運動處

方之評價。

3.實驗組家長和

氣喘兒童對居

家運動處方之

評價為何？

次數分配、

百分比、平

均值和標準

差

4. 探討探討實驗

組氣喘兒童執

行居家運動處

方之實際情形

及影響因素。

4. 八週居家運

動處方介入實

驗組之有利和

障礙之情形為

何？

內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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