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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為三個部分加以說明，首先第一節將探討老人的運動行

為，其內容包括老人運動行為與健康的關係及運動行為的測量；第

二節為影響老人運動行為之因素包括社會人口學變項、個人主觀因

素及社會環境因素；第三節主要探討計劃行為理論及其在國內外規

律運動研究上之應用。 

 

第一節 老人運動行為之探討 

 

一、老人運動行為與健康 

根據國內最新統計資料指出，國人十大死亡原因中，惡性腫瘤、

腦血管疾病及心臟疾病分居前三名，則分別居於第四及第十名，顯

見慢性疾病腦血管疾病及心臟疾病正嚴重威脅國人的健康（行政院

衛生署，2006），其中腦血管疾病、心臟疾病、糖尿病和高血壓因屬

慢性疾病，其死亡者平均年齡較高，亦表示慢性病一直對老年族群

的健康產生威脅。 

1994 年行政院主計處及內政部針對台灣六十五歲以上的老人所

做的調查發現，老人患有慢性疾病的就佔有 65.8％；學者吳淑瓊與

張明正於 1997 年調查資料統計更顯示，社區老人自訴罹患一種以上

慢性病高達 75.8％，其中有二分之ㄧ的老人罹患有兩種以上的疾病；

內政部於 2002 年進一步進行全國統計調查指出，罹患慢性疾病或重

大疾病前三項是以循環系統疾病者最多占 33.26%，其次為骨骼肌肉

疾病者占 19.77%，再其次為內分泌及代謝疾病者占 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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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四年加拿大福利部長 H.M.Lalonde 即提出，影響健康的四

大因素為遺傳、醫療體系、環境、生活型態，其中又以個人生活型

態因素為最主因。不良生活型態會引發人們許多生理及心理上的疾

病，相反的，一個人若能夠從事預防性的健康行為，將能減少慢性

疾病的發生率及死亡率。因此，促進健康是指當人們仍處於健康的

狀態時，設法尋求並採取有助於維護與增進健康的方法（蕭淑芬，

2004），而許多科學研究已一再的驗證規律運動是促進個人健康的最

佳方法之一。 

所謂的運動（Exercise）是指一種有計畫、重複且有目的的身體

活動（Physical activity），主要是爲了增進、改善或維持身體的健康

（Caspersen,Powell,＆Christenson,1985）。依據美國運動醫學會

（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ACSM）1990 年的建議，健康

成人的運動處方為每週 3-5 次，每次持續 20-60 分鐘，且須達到最大

心跳數率之 60-90％，或達最大氧量 50-85%的有氧運動，如此的運

動才能真正達到改善、維持或增進身體健康的功能。國內彭玉章醫

師指出：許多國外文獻報告說明運動「量」比運動強度重要，儘管

有氧運動對體適能、心肺耐力有好處，但許多非激烈的運動只要次

數多，時間累積的長也能有益身體健康（引自自由時報，2007）。而

國內學者提出，適合老人的運動以方便有趣對骨關節沒有太大的壓

力為原則，強調強度以達到心跳速率的 50%即可，時間則為每週 3-5

次且每次至少 20 分鐘以上（藍青，1996），但實施前先請教醫師或

專業人員後再進行更能達到安全運動目的。 

國內介入性研究中，張瓊丹、陳靜敏、鄭綺、林貴福（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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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十週的太極拳訓練來改善老年高血壓個案的健康狀態，研究發

現，實驗組的老人其身體質量指數、1600 公尺走路的心肺耐力皆比

控制組佳，且在血壓控制方面，實驗組於訓練前及訓練後的平均收

縮壓有明顯的改善，兩組的平均收縮也達顯著差異。 

張蓓貞、吳歷貞、彭淑美（2003）對無規律運動的中老人給於

十二週的運動介入，發現介入組於運動介入前後其運動態度、體適

能、心肺耐力指數、平衡感、肌力、肌耐力、柔軟度、反應度都有

提升的現象。 

邱艷芬、于博芮、陳幸眉（2002）針對高血壓患者進行三個月

中度運動的短、長期效應發現，有執行中度運動的高血壓患者，其

平均收縮壓及平均舒張壓皆有下降，且達顯著差異。 

黃奕仁（2004）運用十六週團體運動介入計劃來瞭解持續運動

對老人全人健康之影響，結論指出，運動組生理健康、心理自覺健

康和健康體能促進行為都有顯著增加，且也有較佳的健康生活型態

及生活品質水準。而在三個月後的追蹤發現，運動組仍能維持，顯

示本研究十六週團體運動介入計畫有助於老年人身心健康的改善和

生活品質的維持。 

此外，國內外學者指出，規律運動除了可降低血壓、增加心肺

功能外，在其他生理層面而言，亦可以預防冠狀動脈疾病、改善糖

尿病、減重，亦可減緩骨質疏鬆等慢性疾病（王榮全，1997；賴美

淑，2000； Bouchard,1995；Diabetes Prevention Program Research 

Group,2002；Kohl,2001）。 

心理層面方面，規律運動則有助於減少壓力、憂鬱、焦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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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個人正面情緒、降低生活壓力、轉換心情及整體生活品質的上升

等（陳勇欽，2004；賴炫政，1999；賴美淑，2000；Fillingim＆

Blumenthal,1993）；此外，對家庭層面來說，亦可以增加親情的關係，

更能因促進家人健康及減少成員間的依賴性（行政院衛生署，2004）。 

在社會層面，規律運動可以因減少老化速度、疾病罹患率及死

亡率、縮短病程而減少醫療支出等社會成本（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ACSM,2000）。2006 年國民健康局針對國內十年未使

用過健保卡的 3 萬 2226 位民眾中發現，六十五歲以上的佔有 9.75％

（3304 人），其中許多老人說明健康的秘訣是規律的活動如爬山、常

游泳，保持愉快心情等健康行為。蕭淑芬（2003）的研究也發現，

有規律運動習慣的中老年人有較低的全民健保使用次數。由此可

知，運動確實可以減少老人在社會醫療資源上的支出，進而降低國

家財政上的負擔。  

然而我國的老人規律運動行為仍有其改善的空間，如表 2-1。 

 

表 2-1、國內外近十年中老年人規律運動行為的相關調查結果（依年代

排列） 

年代 研究者 研究對象 從事規律運動的比率 

1995 張彩秀 中老年人 35％ 
1996 蔡美月 60 歲以上老人 68.2％ 
2001 行政院 台灣省 65 歲 

老年人 
45.5％ 

2003 鄧錦榮 社區大學老人 66％ 
2003 洪麗娜 安養機構老人 58.6％ 
2003 蕭淑芬 中老年人 37.8％ 
2004 陳敦禮、張聰榮、

陳文慶、方和明、

黃永政、賴淑惠 

65 歲以上老人 49.6％ 



 15

年代 研究者 研究對象 從事規律運動的比率 

2006 張淑紅、洪玉、 
高月梅、蕭雅竹、

吳麗瑜 

桃園縣民眾 65 歲以上 53.2％ 

2001 加拿大 
(Canadian Fitness 

and Lifestyle 
Research Institute) 

65 歲以上老人 
（全國性調查） 

女性:45％ 
男性:33％ 

2005 美國 
( U.S. Physical 

Activity Statistics 
Research) 

65 歲以上老人 
（全國性調查） 

39.8％ 

 

由表 2-1 可得知國內外研究調查中老人規律運動的比率，國內

數據介於 35％-68.2％間，其統計數據差距頗大，仍有加強的空間。

另一方面，患有慢性病或重大疾病的老人，利用運動控制疾病遠不

及於積極求診的人數（內政部統計處，2005）。因此，持續探討老人

從事規律運動的情況，將對衛生教育專業人員規劃老人運動相關的

健康促進計劃時有莫大的幫助。 

 

二、運動行為與測量 

Laport, Montoye＆Casperson 於 1985 年指出，現今取得研究對象

運動行為的方法已多達三十幾種，分別歸類可分為七大類：熱量計

法（Calorimetry）、工作分類法（Job classification）、調查法（Survey）、

生理紀錄法（Physiologic）、行為觀察法（Behavioral observation）、

機器及電子儀器監測（Mechanical and electronic monitors）、飲食測量

法（Dietary measure），而任何一種皆有其優缺點存在，其中對於大

樣本數的研究而言，多使用「回憶性問卷調查法」（引自蔡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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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回憶性問卷調查法」結合了成本低、時間短、也具良好信效

度等優點下，國內外許多大型調查性研究皆運用此方法收集研究對

像的運動行為，如: 王瑞霞（1994）、李思招（2000）、林輔璟（1996）、

李碧霞（1998）、季瑋珠、符春美（1992）、張彩秀（1995）、陳秀珠

（1999）、蔡佳宏（2002）、蔡美月（1996）、Blue,Wilber,Marston-Scot

（2001）、Courneya（1995）、Conn,Tripp-Reimer＆Mass (2003)。 

因此，本研究亦將採用自填式且回憶性問卷調查法，來測量長

青學苑老人規律運動的問題。 

 

 

第二節 影響老人規律運動之因素 

 

    「老化」是是身體結構和功能發生一種衰退或退化的現象（王

素敏，1997），適當運動是可以減少老年人肌肉組織的喪失及慢性病

的危機，如肥胖、退化性關節炎、心血管疾病、糖尿病、憂鬱症等

（朱碧悟、黃奕清，2003）；而老年人可執行的運動有肩及四肢的關

節活動、跳舞、騎腳踏車、游泳、走路等增加肌力、耐力、關節活

動與有氧的運動等多項運動（王世俊、林麗嬋、蔡娟秀、薛桂香、

吳方瑜、王錚、黃翠媛、張文芸、林慧珍，1997）。 

但仍有許多因素影響著老人實行規律運動的意願，綜合歸納老

人運動行為相關文獻，區分為社會人口學變項、個人主觀態度、社

會環境因素加以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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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人口學變項 

社會人口學變項包括性別、年齡、教育程度。 

研究指出，從事規律運動的比率會隨著年齡的增加而減少（吳

曉慧，2002；鄧錦榮，2003；Resnick 2001；Conn,1998）；但亦有學

者發現，規律運動的比率是隨年齡增長而增多（李素箱，2005；行

政院衛生署，2001；張彩秀，1995；張淑紅等，2006；蕭淑芬，2003；

蔡佳宏， 2002）。此外，性別是影響運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Conn,Tripp-Reimer＆Mass,2003），在性別上，男性比女性有較佳的

運動行為，其中又以青少年、中老年人口最有差異（王瑞霞，1994；

黃雅文、薑逸群、藍忠孚、方進隆、劉貴雲，1991；蔡美月，1996；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ivation -CDC，2005），然而也有極少

數研究發現，女性運動習慣比率高於男性（張彩秀，1995；蕭淑芬，

2003）。在教育程度方面，程度越高者較傾向從事固定且規律身體活

動（季瑋珠、符春美，1992；王瑞霞，1994；蔡佳宏；2002；張彩

秀，1995；Michels＆Kugler,1998）。 

 

二、個人主觀因素 

個人主觀因素包括知識、知覺障礙性、知覺利益性、自覺健康

狀況、自我效能等。 

相關研究顯示，老人的運動知識與規律運動成正相關（陳秀珠、

李景美，1999；陳敦禮等人，2004）。而規律運動的行為與運動知覺

障礙呈負相關，與知覺運動利益性則呈現正相關（陳秀珠、李景美，

1999；Michels＆Kugler,1998）。而從事規律運動的中老年人其自覺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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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狀態較佳（張彩秀，1995；蔡美月，1996；蔡佳宏；2002；Resnick 

2001），自覺健康愈差的老人其從事身體活動則愈少（吳曉慧，2002；

鄧錦榮，2003）。另外，自我效能一直是個體是否有信心從事健康行

為的重要因素，當老人自我效能愈高，其從事規律運動也就愈高（李

月萍，2004；陳秀珠、李景美，1999；陳敦禮等人，2004；蔡佳宏，

2002）。 

 

三、社會環境因素 

適當的設備、環境及可近性是影響個體執行運動的因素之一。

李碧霞（2001）對社區中年人的研究發現，社區所擁有的運動場數

與身體活動成正相關。蔡佳宏（2002）運用跨理論模式對社區大學

老人的研究也發現，運動階段於維持期的老人居家環境運動設備越

多，而在無意圖期的老人其居家環境設備最少。 

另一方面，社會支持被證實為老人是否運動的主因之一

（Faith,Phillip,Claudio,＆Phillip,2005）。張淑紅等人（2006）對桃園

縣民眾運動行為所做的研究發現，有規律運動行為的民眾，其家人、

朋友支持程度皆高於無規律運動行為者。陳秀珠、李景美（1999）

以臺北市基督長老教會的 287 位老人所做的調查發現，當老人的自

覺家人、朋友及醫護人員的運動社會支持度愈高時，從事規律運動

的比率愈高。因此當老人若無法與家人同住時，瞭解老人其他社會

支持的來源以促進其運動行為的形成更顯的重要。 

其中醫護人員的專業勸說亦不可忽視，尤其醫師的角色對老人

運動最具有影響力。研究指出，當老人有專業醫師的支持鼓勵下，



 19

其從事規律運動的行為明顯較多（Benjamin, Edwards＆Bharti,2005；

Michels ＆ Kugler,1998）。社會支援的部分，本研究將於計畫行為理

論中的規範信念及依從動機中一併作探討。 

綜合以上文獻發現，影響老人運動的因素眾多（表 2-2），其中

許多因素是可以克服、介入進而改變的，相關衛生教育專業人員、

公衛及醫護專業人員若能找出影響的主要因素並有效介入，必有效

提升老人從事規律運動的行為。 

 

表 2-2、影響國內中老年人運動行為因素之研究 

   作
者 
 
變項 

黃雅

文 
等人 

張彩

秀 
 

蔡美

月 
 

陳秀

珠、李

景美 

吳曉

慧 
 

蔡佳

宏 
 

鄧錦

榮 
 

陳敦禮 
等人 

李月萍

 

年代 1991 1995 1996 1999 2002 2002 2003 2004 2004 

年齡  ★   ★  ★   

性別 ★ ★ ★  ★     

運動 
知識    ★    ★  

教育 
程度      ★  ★  

過去 
經驗    ★     

★ 
居住

機構

前 
居家 
環境      ★    

健康 
狀況  ★   ★ ★ ★  ★ 

社會 
支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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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變項 

黃雅

文 
等人 

張彩

秀 
 

蔡美

月 
 

陳秀

珠、李

景美 

吳曉

慧 
 

蔡佳

宏 
 

鄧錦

榮 
 

陳敦禮 
等人 

李月萍

 

過去 
習慣    ★     ★ 

自覺 
利益      ★  ★  

自覺 
障礙   ★ ★  ★    

自我 
效能    ★  ★  ★ ★ 

 

 

第三節 計劃行為理論之應用 

 

一、理性行動理論 

    計劃行為理論為 Ajzen＆Fishbein 由理性行動論（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1980）所衍生而來，因此，談論計劃行為理論前，

必先談及理性行動理論。 

 理性行動論主要是瞭解、預測並解釋人們在理性的狀態下，欲

執行某特定行為前，影響其行為是否產生的因素。而此理論有兩項

基本的假設為:1.人大部分的行為是在自己的意志下所可以控制的，

且合於理性，2.人們在是否採行某項行為時，行為意圖（Behavioral 

Intention ） 是 該 行 為 發 生 與 否 的 立 即 決 定 因 數 （ immediate 

determinant）。而影響行為意圖的兩大決定因素為:1.源自於個人本

身，對採行某行為的態度（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及 2.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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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外在，影響個體採行某項行為的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Ajzen

＆Fishbein, 1980）。 

其架構如下: 

 
B~BI=（Ab）W1+（SN）W2 
B:個人某項行為 
BI:個人某項行為的行為意圖 
Ab:個人採行某項行為的態度 
SN:個人對某項行為的主觀規範 
W1 和 W2:實證所得的標準化迴歸係數 

 

以下將針對此理論的各變項加以說明： 

（一）行為意圖（Behavioral Intention；BI） 

    指個人採行某項行為是受行為意圖所控制，即是某項行為

的立即決定因數（immediate determinant），因此，當個人對某

項行為的行為意圖愈強烈時，代表從事此行為的可能性愈高

（Ajzen＆Fishbein,1980；Ajzen,1991）。 

（二）對行為的態度（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Ab） 

    Heberlein 及 Black（1976）指出，若態度愈具體於某項特

定的行為時，其兩者間的相關將會更顯著（引自吳盛，2003），

~ 

態度 

Ab 

行為意圖 

BI 
行為

B 

主觀規範

SN ∑
=

m

j
McjNBj

1
*

∑
=

n

i
EiBi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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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想要探究個體對某項行為是否會產生，應先瞭解個人對

此項行為的主觀評價。 

對行為的態度（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的定義為，個人

採 行 某 項 行 為 所 持 的 正 向 或 負 向 評 價 （ Ajzen ＆

Fishbein,1980），而態度的形成取決於個人對採行某項行為可能

導致的某些結果的信念（行為信念；behavioral beliefs）及對這

些結果的評價（結果評價；evaluations of behavioral outcomes）

來做解釋，其之間的函數如下列公式: 

 

Ab＝ EiBi
n

i
*

1
∑
=

 

 Bi＝個人對採行某項行為後，所導致結果 i 的信念 
 Ei＝個人對行為結果 i 的評價 
 n＝行為信念的數目 

 

當個體對某項行為的態度愈正向，代表對此行為的行為意

圖將愈高，例如，當老人對規律運動行為的態度愈正向，其執

行運動的行為意圖也將愈高，態度愈低，則反之。 

（三）主觀規範（Subject Norm；SN） 

    指個人是否採行某項行為的社會壓力的知覺。

Ajzen&Fishbein（1980）指出，人們在採行某項行為時，有時

態度主導個體的行為意圖，有時則是主觀規範主導個體的行為

意圖。主觀規範主要取決於個人知覺到重要他人或團體，認為

他應不應該採行某項行為的壓力（規範信念；Normative belief）

及個人是否願意依從重要他人或團體，認為他應不應該採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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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依從動機；Motivation to comply）的兩個變項來解釋，

其之間的函數如下列公式: 

 

                     SN＝∑
=

m

j
McjNBj

1
*  

NBj＝個人認為第 j 個重要參考對象認為他應該採行某項行

為的信念 
Mcj＝個人依從第 j 個的動機 
m＝重要參考對象的數目 

 

    當個人採行某項行為的主觀規範愈正向，代表對此行為的

行為意圖將愈高，例如，老人是否從事規律運動行為受其重要

他人或團體的影響，當重要他人或團體愈支持其執行規律運

動，且老人遵行重要對象的意願愈高時，其從事規律運動的行

為意圖也將愈高，主規規範愈低，則反之。 

 

二、計劃行為理論 

應用理性行動論來預測行為時，必須符合其理論的基本假設，

即人們的行為是在自己的意志控制下所表現出來的，但人們的行為

中尚有許多影響個人從事某項行為的意志，如技術、機會、資源、

他人合作、時間及金錢等，而這些屬非意志所能控制的因素將使解

釋力降低。因此，Ajzen 根據此因素，於 1985 年提出計劃行為理論，

另外增加第三個變項「知覺行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知覺行為控制的定義為：個人對於從事某項行為的控制程度的

主觀評價，並假定它可以反映過去的經驗及預期的促進或抑制因

素。而知覺行為控制取決於個人知覺完成某項行為，可能產生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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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的信念（控制信念；Control Belief）及個人對於是否有能力掌控

促進/抑制因素的主觀判斷（知覺力量；Perceived power）的兩個變

項來解釋（Ajzen,1991）。其之間的函數如下列公式: 

 

                          PBC=∑
=

n

i

PiCi
1

*  

Ci＝個人執行某項行為時，對於特定支配因素會產生促進/ 
抑制的 i 的信念 

Pi＝個人執行某項行為時，對於特定支配因素所產生的促進/ 
抑制是否有能力掌控的 i 的主觀判斷 

n＝重要控制信念的數目 
 

當個人認為所擁有的資源機會愈多，且知覺有能力掌控時，其

對行為的控制也就愈強。例如，當老人面對是否要出外運動時，遇

到天氣狀況不佳所帶來的阻礙時，自覺是否有能力克服的主觀判

斷，若知覺行為控制愈高，其執行規律運動的行為意圖也將愈高，

知覺行為控制愈低，則反之。 

    另外，知覺行為控制也可能直接影響行為的產生，但必須是在

下列兩件下： 

1：所預測的行為非完全受意志所控制。 

2：所測量的知覺行為控制須能反應個人實際的行為控制。 

綜合上述，計劃行為理論認為影響個體行為意圖是由三個重要

的因素所構成：1.個人對某項行為的態度（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2.個人採行某項行為的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3. 個

人採行某項行為的控制程度的主觀評量的知覺行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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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計劃行為理論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至於外在變項，如社會人口學變項等，對行為的影響則是透過

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的相對重要性及其決定因素（行為

信念、結果評價、規範信念、依從動機、控制信念、知覺力量）所

間接影響（Ajzen＆Fishbein,1980）。 

 

三、國內外計劃行為理論的應用 

（一）國內計劃行為理論的應用 

國內現階段運用計劃行為理論的研究已漸普行，運用於健

康行為的探討包括：戒煙行為（魏米秀、呂昌明，1995）、大學

生捐血行為（呂昌明，1995）、教師從事規律運動行為（許哲彰，

1998）、專科生機車超速駕駛意圖及行為（陳瑩睿，1998）、資

源回收（葉國樑、趙宏邦、唐貺怡，2000）、大學生減輕體重（呂

昌明、楊昭慧、王淑芳，2001）等。而運用計劃行為理論探討

態度 
Ab 

知覺行為控制 
PBC 

主觀規範 
SN 

行為意圖 
BI 

行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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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律運動的研究如下： 

表 2-3、國內運用計劃行為理論探討規律運動之相關研究 

作者(年代)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林輔瑾 
（1996） 

315 位專科生從事規律

運動的意圖 
 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

制三大變項對象規律運動意

圖的解釋力為 62.1％，其中知

覺行為控制對行為意圖的影

響力最大，態度其次。 
 態度及主觀規範與其背後的

主要決定因數所構成的交乘

積和（行為信念＊結果評價、

規範信念＊依從動機）皆達顯

著水準，為中等正相關；知覺

行為控制的控制信念亦達顯

著水準，為中等正相關 
 外在變項皆無法在態度、主觀

規範及知覺行為控制外影響

規律運動的意圖。 
季力康、許哲

彰 
（2005） 

北部地區 333 位國小教

師從事規律運動的意圖

及行為 

 態度及主觀規範與其背後的

主要決定因素所構成的信念

（行為信念＊結果評價、規範

信念＊依從動機、控制信念）

皆達顯著水準，且呈正相關。

 態度及主觀規範時，對意圖的

解釋力為 27％。增加知覺行

為控制後，教師規律運動的意

圖總解釋力提升為 63%。 
 運動意圖、知覺行為控制對運

動行為的解釋力為 27％。 
李碧霞 
（1998） 

臺北某高中的 456 位學

生從事規律運動的意圖

及行為 

 態度及主觀規範時，其對規律

運動意圖的解釋力為 18.1
％。加入知覺行為控制後，整

體的解釋力則提升為 55.1％。

 態度及主觀規範與其背後的

主要決定因數所構成的交乘

積和（行為信念＊結果評價、

規範信念＊依從動機）達顯著



 27

作者(年代)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水準；而構成知覺行為控制的

控制信念亦達顯著水準。 
 而外在變項只有過去運動經

驗可直接影響行為，其餘皆透

過態度、主觀規範及知覺行為

控制影響行為。 
余宗龍 
（2004） 

355 位淡江大學學生從

事規律運動的意圖 
 態度、主觀規範及知覺行為控

制對規律運動意圖的總解釋

力為 75％。 

 

    以上為國內計劃行為理論為基礎對不同年齡層的族群從事規律

運動的探討，從中可得知現今探討的對象皆屬年輕者或相對較健康

的族群，運用在年紀稍長或身體較為衰弱者其從事健康行為的研究

則尚未提出。 

（二）國外計劃行為理論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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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990-1995 年國外運用計劃行為理論探討規律運動之相關研究 

  研 究 結 果   

 
作者 

(年代) 

 
研究對象 

 
態度-意

圖 

 
主觀規範 

-意圖 

 
知覺行為控制

-意圖 

 
知覺行為控制

-行為 

 
意圖-行

為 

意圖 R2 行為 R2

Dzewalt- 
owsi et al 
（1990） 

成年大學生

N=54 
 

r=.43* ns r=.40* ns r=32*** .27* .10 a  

Gatch & 
Kend- 

zierski（1990） 

成年大學生

N=100 
 

rb=.30 a rb=.23 a  rb=.25 a    .30***  

Godin & 
Gionet 

（1991） 

健康成年的

工作者 
N=444 

 

r=.38*** ns r=-.41***   .43***  

Godin 
 et al （1991） 

心臟疾病患

者 
N=161 

 

r=.42*** ns r=-.49***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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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 究 結 果   

 
作者 

(年代) 

 
研究對象 

 
態度-意

圖 

 
主觀規範 

-意圖 

 
知覺行為控制

-意圖 

 
知覺行為控制

-行為 

 
意圖-行

為 

意圖 R2 行為 R2

Kimieck 
（1992） 

健康成年的

工作者 
N=332 

r=.77 a r=.17 a  r=.71 a  r=.60 a  r=.68a .66*** .49*** 

Godin  
et al （1993） 

懷孕婦女 
N=152 

 

r=.55 a r=.47 a  r=.47 a  r=.11 a  r=.30a .64 a  .32 a  

Madden  
et al 

（1992） 

大學生 
N=82 

 

     .50 a  .44 a  

註:*=.05 ； **P=.01 ； ***p=.001 ； ns=未達顯著 ；a=未記錄顯著情況 ；b=標準回歸係數 

（修改自 Blue,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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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1996 年後國外運用計劃行為理論探討規律運動之相關研究 

作者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Courneya & 
Friedenreich 

（1997） 

110 位結腸直腸癌個案

治療期間的運動意圖及

行為 
 

 態度（主觀規範未達顯著意義）對

運動意圖的解釋力 31％，加入知覺

行為控制解釋力不變。 
 治療期間，知覺行為控制及意圖對

運動行為的解釋力為 22％，加入

「診斷前的運動行為」變項，解釋

力提升至 40％。 
 

Brenes, 
Strube＆ 
Storandt 
（1998） 

105 位 YMCA 課程的老

人其運動行為，分第 1、
3、9 個月測量 

 態度，主觀規範和知覺行為控制對

運動行為的總解釋力為第1個月

9%，在第3、9個月則未達顯著差

異。 
 主觀規範對運動行為的解釋為第一

個月18%，第3、9個月未達顯著差

異。 
 知覺行為控制對運動行為的解釋力

為第一個月27%，第3個月10%，第

9個月則未達顯著。 
 態度對運動行為在任何一個時間都

未達顯著。 
 運動意圖未再任何一個時間點上與

運動行為有任何的顯著關係。 

Michels＆Kugler 
（1998） 

394 位 65 歲以上老人其

運動行為 
 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及

過去習慣對運動意圖的解釋為

46.98％。 
 

Courneya＆
Friedenreich 
（1999） 

164 位乳癌治療期間運

動意圖及行為 
 態度、主觀規範對運動意圖的解釋

力為23％，加入知覺行為控制解釋

量不變。 
 知覺行為控制及意圖對運動行為的

解釋力為14％。 
lue,Wilbur＆ 
Marston-Scott 
（2001） 

468 位藍領工作者的運

動行為 
 態度及知覺行為控制對運動意圖的

解釋力為 61.7％ 。 
 意圖及知覺行為控制可對運動行為

的解釋力為 51.3%。 
 主觀規範對運動意圖及行為無顯著

影響力。 
 

Blanchard, 
Courneya, 
Rodger＆ 

83 位乳癌病患 
46 位前列腺癌病患 
的運動意圖 

1. 乳癌病患 
 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對

運動意圖的解釋力為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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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Murnghan 
（2002） 

 運動意圖對運動行為的解釋力為

30％。 
 知覺行為控制對運動行為無顯著影

響力。 
2. 前列腺癌病患 

 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對

運動意圖的解釋力為 36％。 
 運動意圖對運動行為的解釋力為

36％。 
 

Courneya,Vallanc
e,Jones＆Reiman 

（2005） 

399 位年滿 18 歲罹患非

何傑金氏淋巴瘤患者的

運動意圖 
 

 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對

運動意圖的解釋力為 54.5％。 
 

Gretebeck,Black,
Blue,Glickman,H
uston & 
Gretebeck 

(2005) 

某大學 65歲以上及已退

休者的教職員 
 (完成 1104 位) 

 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對

運動意圖的解釋力為 72％。其中知

覺行為控制的影響力最大，其次為

態度。 
 知覺行為控制與意圖對行為的解釋

力為 24％。 

 

綜合以上研究發現，計劃行為理論運用於規律運動的意圖及行為

上大多有顯著的預測力。在國外，計劃行為理論運用於各族群規律運

動的比率已相當普遍，甚至已延伸至心臟疾病、癌症病患等身體較衰

弱的對象上，相較於國內運用計劃行為理論探討規律運動的研究雖已

漸漸增多，但仍侷限於較為年輕者或相對較健康的族群，運用在年紀

稍長或身體較為衰弱者則無。本研究期望透過完整的計劃行為理論瞭

解台灣老人規律運動之情況，作為未來面對相較於病弱的族群在推動

運動相關的健康促進活動時能有參考的依據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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