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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主要了解學生健康現況對學生成績平均的影響，期望能對學校未

來設計協助學生課程時，提供有效建議。 在本研究中以北部某綜合型大

學 95 學年度大一新生資料進行分析，有 4077 位新生資料。研究工具有

學生健康資料相關問卷、健康檢查結果與上下學期成績平均。 研究發現

女性大學生所得上下學期成績明顯較好，且女性大學生所得上下學期成

績及格的比率也較高。每天吃早餐、沒有每週運動三次以上、沒有吸菸

或沒有飲酒的學生上下學期成績明顯較好。有矯正過視力、收縮壓正

常、舒張壓正常、BMI 值過輕或 GPT 值正常的學生上下學期成績明顯較

好。在排除勝算比未達統計顯著的因子與控制其它因子後，女學生上學



期成績及格的可能性是男學生的 3.90 倍。不吃早餐的學生上學期成績及

格的可能性是每天吃的 0.39 倍；偶爾吃早餐的學生上學期成績及格的可

能性是每天吃的 0.62 倍。有吸菸的學生上學期成績及格的可能性是沒吸

菸的 0.518 倍。女學生下學期成績及格的可能性是男學生的 4.11 倍。不

吃早餐的學生下學期成績及格的可能性是每天吃的 0.343 倍；偶爾吃早

餐的學生下學期成績及格的可能性是每天吃的 0.586 倍。有飲酒的學生

下學期成績及格的可能性是沒飲酒的 0.713 倍。BMI 分類為肥胖的學生

下學期成績及格的可能性是正常的 0.756 倍；過重的學生下學期成績及

格的可能性是正常的 0.870 倍；過輕的學生下學期成績及格的可能性是

正常的 1.150 倍。 學校可協助學生增強健康觀念，以提高學生進行健康

行為的可能，使學生有較高的可能有較好的健康情形與成績。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how the overal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affects academic achievement. Additionally, the findings herein will 

provide appropriate suggestions for health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outcomes of the 

study. A total sampling of 4077 freshmen student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Northern Taiwan were measured for the study. Each of the participants overall 

health was followed and documented for an entire school year. The results of a 

study indicated that female students achieved better grades. Students who ate 

breakfast every day, exercised at least three times a week, did not smoke or drink 

alcohol had better academic achievement. Additionally, those students who had a 

visual rectifying, normal blood pressure, Low body mass index (BMI) or a normal 

serum alinine and aminotransferase level had better academic achievement. After 

controlling for other factors, multiple regressions indicate that the female students 

grades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males. Students that ate breakfast daily had 

60% greater academic achievement than those that did not consume breakfast 

daily. Students who ate breakfast occasionally had 30% greater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then those who did not consume breakfast daily. Non-smoking 

students achieved 50% greater academic achievement than those who smoke. Non-

drinking students have a 60% greater academic achievement than that of drinking 

students. Finally, students with a low/normal BMI had 60% greater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those with a high BMI. Universities can use this information 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at their health habits correlate to academic 

achievement. Doing simple things like eating breakfast daily and exercising a few 

times a day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 in academic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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