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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學童身體自我概念、運動參與行為對體適能的影

響，以桃園縣八德市 96 學年度九所國小共 791 位學童為研究對象，實施

運動參與行為、身體自我概念問卷調查及體適能之檢測，探討其間影響

差異情形為何，以作為未來學校推展體適能活動的參考依據。並將所獲

得之資料以描述統計、卡方考驗、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pearson 積差相關等統計方式進行比較分析，提出以下結論： 一、桃園縣

八德市國小學童在身體自我概念得分部分，男生顯著高於女生；各年級

間則呈現四年級學童認知得分有顯著高於五、六年級學童之情形。 二、

桃園縣八德市國小學童在運動參與行為方面，運動參與的頻率以每週 3~4

次、每次 0~30 分鐘者居多，男生運動習慣的比例高於女生；各年級間則

呈現年級愈高，運動習慣的比例也愈高。 三、桃園縣八德市國小學童在

整體體適能成績表現上，男生顯著高於女生；各年級間亦顯示出年級愈

高，其整體體適能的表現也就愈好。 四、桃園縣八德市國小學童在整體

運動參與行為與整體身體自我概念間達顯著差異，顯示不同運動參與行

為，會影響其身體自我概念的認知成績表現。 五、桃園縣八德市國小學

童在整體身體自我概念得分表現與體適能間達顯著相關，顯示身體自我

概念得分越高之學童整體體適能水準越佳。 六、桃園縣八德市國小學童

在不同運動參與行為與體適能間皆達顯著之差異，即表示每週運動次

數、每次運動時間、運動參與的項目、同伴及地點，均會對體適能造成

影響。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physical self-concept、exercis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on the 

subjects』 physical fitness.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were 791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Bade City、Taoyuan County.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physical 

fitness tests were conducted to collect data concerning students』 physical self-

concept、exercis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on physical fitness status.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chi-square test、independent t-test、single-

variable analysis and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alyses.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were: 1. In the part of the physical self-concept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Bade City、Taoyuan County、the boys』 scores were higher than 

their counterpart. In addition、the fourth graders had significant better scores than 

the fifth and sixth graders. 2. In the aspect of the exercis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Bade City、Taoyuan County、frequency of exercise 

participation 3-4 times weekly、and are between 0 to 30 minutes、the boys』 

percentage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girls. It seemed that the sixth graders 

were likely to take exercise. 3. In the part of physical fitness performance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Bade City、Taoyuan County、the boys』 

performance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girls. It seemed that the sixth graders were 

likely to take physical fitness. 4. There wer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between 

exercise perception behavior and the physical self-concept level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Bade City、Taoyuan County. 5. There wer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between exercise perception behavior and the physical fitness level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Bade City、Taoyuan County. 6.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physical fitness levels between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habits of Exercis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Bade 

City、Taoyuan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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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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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

時間 

轉檔

日期 
2008/07/09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495085194 2008.7.9 8:41 163.30.86.18 new 01 495085194 2008.7.9 8:41 

163.30.86.18 new 02 495085194 2008.7.9 8:41 163.30.86.18 new 03 495085194 

2008.7.9 8:41 163.30.86.18 new 04 495085194 2008.7.9 8:41 163.30.86.18 new 05 

495085194 2008.7.9 8:41 163.30.86.18 new 06 495085194 2008.7.9 8:42 

163.30.86.18 new 07 495085194 2008.7.9 8:42 163.30.86.18 new 08 495085194 

2008.7.9 8:42 163.30.86.18 new 09 495085194 2008.7.9 8:42 163.30.86.18 del 07 

495085194 2008.7.9 8:42 163.30.86.18 del 08 495085194 2008.7.9 8:42 

163.30.86.18 del 09 495085194 2008.7.9 8:42 163.30.86.18 del 01 495085194 

2008.7.9 8:42 163.30.86.18 del 02 495085194 2008.7.9 8:42 163.30.86.18 del 03 

495085194 2008.7.9 8:42 163.30.86.18 del 04 495085194 2008.7.9 8:42 

163.30.86.18 del 05 495085194 2008.7.9 8:42 163.30.86.18 del 06 495085194 

2008.7.9 8:43 163.30.86.18 new 01 495085194 2008.7.9 8:43 163.30.86.18 new 02 

495085194 2008.7.9 8:43 163.30.86.18 new 03 495085194 2008.7.9 8:43 

163.30.86.18 new 04 495085194 2008.7.9 8:43 163.30.86.18 new 05 495085194 

2008.7.9 8:43 163.30.86.18 new 06 495085194 2008.7.9 8:43 163.30.86.18 new 07 

495085194 2008.7.9 8:43 163.30.86.18 new 08 495085194 2008.7.9 8:43 

163.30.86.18 new 09 495085194 2008.7.9 8:43 163.30.86.18 new 10 495085194 

2008.7.9 8:43 163.30.86.18 new 11 495085194 2008.7.9 8:43 163.30.86.18 new 12 

495085194 2008.7.9 8:44 163.30.86.18 new 13 495085194 2008.7.9 12:47 

140.136.206.119 del 09 495085194 2008.7.9 12:47 140.136.206.119 new 09 

異動

記錄 

C 495085194 Y2008.M7.D9 0:06 218.168.86.247 M 495085194 Y2008.M7.D9 

8:09 163.30.86.18 M 495085194 Y2008.M7.D9 8:15 163.30.86.18 M 495085194 

Y2008.M7.D9 8:27 163.30.86.18 M 495085194 Y2008.M7.D9 8:30 163.30.86.18 

M phed3282 Y2008.M7.D9 8:49 163.30.86.18 M 030540 Y2008.M7.D9 10:59 

140.136.209.53 M 495085194 Y2008.M7.D9 12:48 140.136.206.119 M 495085194 

Y2008.M7.D9 12:48 140.136.206.119 M 495085194 Y2008.M7.D9 12:53 

140.136.206.119 M 030540 Y2008.M7.D9 13:40 140.136.209.44 M phed3282 

Y2008.M7.D9 13:52 140.136.97.81 M 030540 Y2008.M7.D9 13:58 

140.136.209.53 M phed3282 Y2008.M7.D9 14:01 140.136.97.81 M phed3282 

Y2008.M7.D9 14:01 140.136.97.81 M phed3282 Y2008.M7.D9 14:02 

140.136.97.81 I 030540 Y2008.M7.D9 14:06 140.136.209.53 M 030540 

Y2008.M8.D11 14:44 140.136.209.52 M 030540 Y2009.M10.D14 10:22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09.M10.D14 10:22 140.136.20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