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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目的主要在探討國防大學學生運動認知、運動參與行為對國軍基

本體能的影響，並以國防大學政戰學院，管理學院及理工學院三所基礎

院校學生為研究對象，實施運動認知、運動參與現況問卷調查及國軍基

本體能檢測，探討其現況及差異情形為何，以作為未來國軍各級單位提

升基本體能的參考依據。並將所獲得之資料利用描述統計、獨立樣本 t 檢



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卡方檢定、Pearson 積差相關等統計方式進行比

較分析，提出以下結論： 一、國防大學學生在運動認知方面的表現，女

學生明顯比男學生高；政戰學院與管理學院明顯高於理工學院；各年級

之間沒有明顯差異。 二、國防大學學生運動參與現況，男學生有規律運

動習慣的比例高於女學生；年級愈高有運動習慣的比例也愈高。 三、國

防大學學生基本體能表現上，女學生明顯比男學生好；管理學院成績明

顯比理工學院高；四年級及三年級學生基本體能表現明顯高於二年級及

一年級；二年級基本體能表現明顯高於一年級。 四、不同運動參與習慣

與運動持續時間之國防大學學生其基本體能表現沒有明顯的差異；從事

激烈運動及每週運動次數為 1-2 次之學生的基本體能表現最佳。 五、不

同運動參與習慣與運動參與強度之國防大學學生其運動認知沒有明顯的

差異；不同運動參與次數與運動持續時間之國防大學學生的運動認知有

顯著的差異。 六、國防大學學生整體在運動認知成績表現與基本體能間

的相關值未達顯著水準，但管理學院學生之運動認知與基本體能間則顯

著正相關。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adets』 sports 

perception、sports participation on the subjects』 fitness in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College Cadets.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were cadets in National 

Defense Fu Hsing Kang College、National Defense Management College and 

National Defense Chung 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ollege.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fitness tests were conducted to collect data about cadets』 exercise 

perception and sports participation and fitness status.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independent t-test、single- variable analysis、chi-square 

test and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alyses.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were: 1. In the aspect of the sports percep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College Cadets、the girls』 scores were higher than their counterpart. Fu Hsing 

Kang College and Management College Students』 scores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Chung 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tuden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ifferent graders. 2. In the part of the sports participa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College cadets、the boys』 percentage was higher than the 

girls』 The higher graders were more likely to take exercise. 3. In the part of 

fundamental physical fitness of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College cadets、the 

girls』 performance was better than the boys』 Students from the Management 

College scored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Chung 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tudents. The forth graders and third graders were better than the second graders. 

The second graders performed better than the first graders. 4.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fundamental physical fitness levels among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participating patterns and time length; Students with moderate exercise 

loading had a lower fitness score than those taking heavy loading exercise; and 

students of 『『 1 to 2 time per week」 frequency scored the highest in the 

fundamental physical fitness test. 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exercise 

perception among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participating patterns or exercise loading;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exercise perception among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participating frequency or time length. 6.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exercise perception and fundamental physical fitness for the 

subjects as a whole、but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as found for students 

from the Management College when examined individ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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